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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职高专院校中药类专业开设中药材
采收加工技术课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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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为弥补学生对中药材质量认识上的不足，完善中药产业链的课程体系，有必要在我国高职高
专院校中药类专业开设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课程。目前已经开发出版了符合教学需要的高职高专教材，
构建了实训教程等。将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列为必修专业课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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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Course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ONG Quan-jiang
(Anhui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uhu Anhui 24100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up student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quality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improve curriculum system of TCM industry chain,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course for majors about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Currently, teaching material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accordance with teaching demand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published and practical training cours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clude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course into compulsory specialized cours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ajors about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Chinese medic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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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是中药材生产阶段为中药

基本理论、知识与基本技能，中药材采收的原则、

饮片炮制、中药提取物及药剂生产提供商品药材所

规律及产地加工的理论、方法。目前，中药材加工

进行的一门独特的传统制药技术，又称中药材初加

学作为高等本科教育的专业课程之一，已在高等中

[1]

工或产地加工 。在中药产业链中处于中药材生产

医药院校、高等农业院校中药学及药用植物栽培、

环节，对中药材的质量有重要影响。中药材加工学

中药资源与开发等中药学相关专业开设多年 [3] 。笔

是专门研究中药材采收与产地加工处理的理论、方

者认为，以该学科知识为基础，结合高职高专教育

[2]

法、规格、质量标准及其发展的学科 。中药材采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要求和实际工作需要，应该将中

收加工技术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中药材采收加工的

药材采收加工技术列为中药类专业的必修专业课
程。学生学习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课程之后，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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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89）；安徽省高职高专省级专业带头人专项（教人

间、方法及产地加工的一般流程、特殊加工方法；

秘〔2009〕106）

明确采收、加工对中药材质量的影响等。结合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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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确保中药材质量和人们用药的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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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中药材采收加工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出

和中药制剂等多个生产环节，前者依次为后者提供

发，探讨我国高职高专教育在中药类专业开设中药

原料，前者的质量也依次影响后者质量。通过中药

材采收加工技术课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并说明将

全产业链中各环节必要的课程开设，会使学生认识

其列为必修专业课程的意义。

到这些课程的知识与技能对最终保证中药制剂质量

１

的重要意义。

中药材采收加工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中药材规范化生产工作的推进，

中药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和中成药，中药类

一部分品种的采收加工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规

专业的服务面向应是中药全产业链各环节。目前的

范，从事本领域的研究者也从化学成分入手对中药材

高职高专中药专业课程设置，在中药饮片、中药提

[4]

的道地性、采收、产地加工方法进行研究与评价 ，

取物和中药制剂生产环节均有相应的生产技术应用

提高了中药材采收与产地加工技术的科学性和合理

课程开设，而中药材生产加工环节的课程在大部分

性。但是笔者对实际情况进行调研，并结合文献进

院校尚未开设。这是对中药类专业内涵的狭义理解

行分析后，认为还存在从业人员专业知识不够、采

和对中药产业链基础环节即中药材环节的忽视。中

收加工不规范、相应的科学研究明显不足等一系列

药材采收加工技术课程主要针对中药材采收、产地

问题。

加工生产岗等领域，对解决中药材生产关键问题，

在中药材采收加工生产环节，大多采取公司加

保证和提高中药材质量意义重大。就目前而言，作

农户的模式，从事该环节生产人员普遍存在专业知

为中药类专业学生，特别需要完成加工生产岗位的

识不足的情况；一些中药材种植户尚缺乏加工技术

学习任务。如人参、附子、百合、天麻、菊花、茯

或必需的加工设备，存在将新鲜药材采收后放置、

苓、青黛、儿茶、芦荟、血竭、阿胶的加工生产等

等待药商收购进行异地加工的情况。就产地加工而

都是中药材加工技术课程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

言，大部分品种仍然停留在农业生产的范畴或作坊

分。为了解决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客观需求与学习、

式生产的方式。加工方法不统一，随意性强，加工

训练严重缺失之间的矛盾，我国应尽快开设中药材

[5]

技术缺乏统一规范 。出现上述情况的根本原因是

采收加工技术课程，作为高职高专教育中药类专业

有关其采收加工技术教育不足，从业人员专业认识

的必修课，以完善中药产业链的课程体系。

不到位，甚至在行业产业内对产地加工与炮制的认

3 开设该课程的可行性

识模糊，分不清产地加工与炮制的区别与联系。因

3.1 开发出版符合教学需要的高职高专教材

此，应加强对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的教学，在中药

高职高专的教育重点是培养产业转型升级和企

学相关专业开设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课程。

业技术创新需要的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的技术

2 开设该课程的必要性

技能人才，迫切要求建立“以能力为本位、以职业

2.1 弥补对中药材质量认识上的不足

实践为主线、以项目课程为主体的模块化课程体

随着中药制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临床治疗对中

系”。以能力为本位的学习过程主要体现为“做

药制剂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客观上要求制剂的原

事”的过程，也是完成职业实践任务的过程。为

材料即中药材质量要得到充分保证。中药材质量除

此，针对高职高专教育的实际需求，按照工作过程

了品种、产地等资源因素外，其采收与加工质量对

的实际需要开发教材尤为重要。目前，由笔者主编

[6]

最终形成的中药材质量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这

的高职高专教材《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已正式出

一环节的知识恰恰是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课程的主

版并应用于我校中药类专业教学，通过教学实践充

要内容。

分说明了开设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课程的可行性。

就目前而言，在中药生产及流通领域都已经充

该教材打破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学科

分认识到中药材质量对中药饮片、中药制剂质量的

课程模式，转变为基于工作过程的、以工作任务为

重要影响，但由于该学科形成历史不长，教育工作

逻辑组织课程内容和课程教学，让学生在完成具体

者对该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之高职高专教育

项目、任务的过程中来构建相关理论知识，发展职

的短学制，该课程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业能力 [7] 。课程内容突出对学生职业能力的训练，

2.2 完善中药产业链的课程体系

理论知识的选取紧紧围绕工作任务完成的需要，技

中药生产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药提取物

能点和知识点的选择依据“中药前处理岗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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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充分考虑高职高专教育对理论知识学习的需

独特的传统制药技术，也自然符合中药（包括中药

要，融合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对知识、技能和态度的

制药技术）的专业内涵 [9] ，解决中药生产第一环节

要求，注重培养学生进行中药前处理作业的能力，

的问题。因此，将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纳入中药类

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真正的锻炼和提高。

专业内涵，既是一种理论创新，又具有对中药材生

3.2 构建实训教程、完善教学素材

产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实践技能培养方面，在整体专业建设中，构

综上所述，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在中药类专业

建了一批包含采收加工等前处理环节的体现“系统

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该专业不可缺少的课

[8]

化工作过程”的实训教程 。此外，在本课程理论

程。为尽快发展我国的中药类专业高职高专教育事

教学中，教师还不断积累反映中药材采收加工生产

业，培养更多更好的符合职业需要的复合型技能型

过程的图片、视频等教学素材，进一步缩短课堂与

合格人才，应该为该专业学生开设中药材采收加工

加工基地的距离，弥补了实训教学上的不足，更好

技术课程。

地服务于教学，提高学生的实际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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