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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一流课程”建设的《中药安全用药导论》
混合式教学设计思路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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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为切实提高全国高等院校本科教育的整体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在全国高等院校开展一
流本科课程建设。明确指出了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的实施方案和目标。基于近年来不良反应报道频发，
人
们对中药的认知存在误区，
张冰教授团队首次建立了国家在线精品慕课《中药安全用药导论》
，
以便于普及中药
安全用药知识，
培养高素质的中药临床药学服务人才。笔者利用《中药安全用药导论》慕课建设资源，
结合学习
通平台，
开展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本文结合教学实践，
以一流课程建设高阶性、
创新性、
挑战度为准则，
探讨
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设计思路与实施过程，
以期与同道共同探索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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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ixed teaching of Introduction to Saf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 first-class
curricul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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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overall teaching level and personnel training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n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carried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s in n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d clearly pointed out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and target of the blended first-class courses. In view of the frequent reports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recent years, and
people's mis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professor Zhang Bing first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online Introduction to Saf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 so as to
popularize the knowledge of safe use of TCM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for clinical pharmaceutical care of
TCM.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made a full use of the resources of Introduction to Saf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MOOC, combined with the learning platform, and carried out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Combined with teaching practi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sign idea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based on the high-level, innovation and challenge of first-class curriculum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blended teaching mode in teaching with colleagues.
[Key words] Blended teaching; Introduction to Saf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Teaching design

随着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

部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印发了《关于一流本科课

飞速发展，依托各种在线教学平台（如中国大学慕

程建设的实施意见》，以推动高校把教育教学改革

课、爱课程、学银在线等）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成果落实到课程建设上。文件中明确指出了线上

学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为贯彻落实新时代全国

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的实施方案和目标，主要是基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要求，深化教育教学改

于慕课、专属在线课程（SPOC）或其他在线课程，运

革，切实提高整体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教育

用适当的数字化教学工具，结合本科高等院校实际

[ 基金项目 ] 河北中医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

对校内课程进行改造，安排 20% ～ 50% 的教学时

（19zd-11）；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间实施学生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面授有机结合，开

（2019GJJG274）

展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打造在线课程与课堂教

▲

学相融合的混合式“金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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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近年来中药不良反应事件屡见报道 [4-6]，

2.1.1

知识目标

通常在教学过程中多会用掌

人们对中药纯天然、无毒副作用存在认识误区的现

握、熟悉、了解等动词来描述教学目标，但学生对知

状，张冰教授团队秉承一流课程建设新理念，积极

识输入到什么程度是掌握，什么程度是熟悉、了解，

推进课程改革创新，首次建设了《中药安全用药导

没有可评判的具体标准。如果改为“学生能够背诵

论》在线精品慕课，在中国大学慕课平台以及学习

或阐述药品不良反应等概念，学生能判断不良反应

强国慕课资源开放，科学宣传中医药的相关知识，

的类型”，那么学生就可自行检测对知识的掌握程

以增强大众安全合理用药意识，最大限度避免中药

度，教师也可以客观评判学生的学习效果。该目标

不良事件的发生；首次编写了《中药安全与合理用

主要通过学习通平台发布，学生在线自学配合教师

药导论》教材应用于中医药院校本科教学，以提高

个性化线上点评来实现。

合理用药临床实践技能，提升中药药学服务能力 。

2.1.2

为进一步响应教育部号召，培养出适应新时代需求

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中药不良反应案例，
并提出解决

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高素质中药临床药师人

措施。因此，制定目标时可叙写为“学生能灵活运用

才，张冰教授团队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整合教学内

所学知识，分析发生不良反应的原因、提出治疗和预

容，根据专业不同，教学目标不同，学生学情有别的

警措施，制作 PPT 在课堂汇报，并提交参考资料及学

客观需求，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的教学模式进行优

习报告”
。教师将概括性目标转化成具体的项目让学

势互补 。笔者作为张冰教授 2019 年度的国内访

生去完成，既可以提高学习积极性，也锻炼了学生的

问学者，有幸加入该团队，学习其先进的教学理念

自主学习能力，有助于培养社会服务能力，为岗位对

和课程建设理念。现结合笔者学习经历和教学经

接奠定基础。该目标主要通过线下查阅资料，
分组讨

验，总结《中药安全用药导论》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

论，
课堂汇报，
教师面对面点评和总结来实现。

实施的体会，以期与同道共同探索。

2.1.3

1

主要培养学生安全用药的思维，通过分析中医药引

[7]

[8]

教学设计理念

能力目标 《中药安全用药导论》课程需要学

课程思政目标 《中药安全用药导论》课程

在当今“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起不良反应的案例，让学生深入剖析案例发生的原

背景下，教育部提倡以在线课程建设为抓手，着力

因，探讨中药临床药师应该如何向大众普及中医药

打造以质量为导向的一流本科课程 。翻转课堂是

的安全用药知识，从实际生活出发培养学生的安全

近年来兴起的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一种教

用药意识以及岗位职责和担当。同时通过中医药

学模式。成果导向教育是一种强调能力培养、能力

在抗疫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提高学生的专业自

训练，希望培养学生适应就业能力的教学方法。笔

信，培养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该目标主要通过

者结合多年教学经验以及先进理念的学习，探索了

案例分析，教师面对面总结来实现 [15]。

以翻转课堂与成果导向相结合的教学设计理念，突

2.2

[9]

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岗位对接能力
2

[10-12]

。

重整教学内容
笔者所在院校《中药安全用药导论》课程安排

混合式教学设计思路

了 36 学时的教学任务，按照混合式一流课程要求，

《中药安全用药导论》课程有系统完善的线上

本门课程安排线上教学 16 学时，线下教学 20 学时。

慕课资源，如何充分利用慕课资源进行混合式教学

由于张冰教授团队制作的慕课既有理论知识的讲

设计，需要教师深刻理解课程内涵，重整教材内容，

解，也有情景剧，动漫、flash 等案例模拟，还有单元

了解学生学情，明确学习目标，掌握先进的教学方

测试、单元作业、拓展学习资料等评价手段。因此，

法，综合评价学生学习效果

慕课视频中涉及到的理论知识均采用线上教学的方

2.1

[13]

。

明确教学目标

式让学生自主学习，主要包括中药毒性、中药药物警

随着打造高效课堂的步步深入，在以学生为中

戒、
中药不良反应及影响因素、
常见中成药不良反应；

心的教学环境下，一切教育活动、教育过程和教学

线下课程主要讲述中药安全性的再评价、预警、监测

设计都围绕实现学生的预期学习成果展开，因此进

以及中药安全问题与合理用药的相关知识。

行教学设计时叙写明确、精准的教学目标成为高效

2.3

教师的必修课

分析学生学情

。尤其在疫情期间，学生独自利用

①前期知识储备：我校主要针对中药学专业二年

移动端学习，网络条件、学习环境、个人心理变化均

级学生开设《中药安全用药导论》课程，
该年级学生已

对学习影响较大，因此更加需要给出明确的，可执

经学过《中医学导论》
《中药学》
《方剂学》课程，
对中

行的学习目标，方便学生自主学习。

医药理论有一定的了解，
熟悉中药药性以及临床应用，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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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较好地理解本门课程所涉及的一些名词术语。②自

价方法为手段开展混合式教学 [18]。实施过程主要

主学习能力：学生经调查 10% 的大二学生已经有

包括线上自主学习、测试，线上调查问卷，线下答疑

明确的职业规划，85% 的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标，

拓展，线上发布案例，线下分组汇报，提交学习报告

另有 5% 的学生学习目标尚不明确，因此多数同学

（含思维导图）。根据设定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要

能按照教师发布的教学任务及时完成学习计划。

求，对于重点内容分两阶段进行教学。

③学习媒介：当代大学生多为 90 后、00 后，他们思

第一阶段：学生诵记基础知识。首先，教师在

维敏捷，喜欢新事物，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

学习通平台发布教学任务，包括每周学习内容以及

代，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善于利用互联网获取各种

明确的学习目标，学生在慕课平台自主学习诵记知

信息，能很快适应并灵活运用线上平台进行学习，

识点；其次，教师在学习通平台发布自学测试，学生

因此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能满足当代大学生

通过测试检测自学效果。因在慕课平台各校学生混

的新奇感、对知识需求的自由选择性以及对手机的

杂，教师不方便观察学生学习效果，故在学习通平

依赖，让手机充分发挥学习工具的效能

台进行自主检测，以便统计学习成绩，督促学生查

2.4

[16]

。

创新教学方法

漏补缺。再次，为了充分利用课堂进行面对面的答

因《中药安全用药导论》课程各部分的内容环

疑，提前在学习通发布调查问卷，调查学生自学的

环相扣，内容之间又有重合之处，如各系统中药安全

知识难点和疑点，以及期望获取的其他知识。最后，

问题、中药饮片用药安全问题、特殊人群用药安全问

结合调查问卷反应的知识难点和疑点，在教室课堂

题、中成药安全问题等均涉及到中药不良反应影响

或云课堂进行解答，利用学习通再次进行测验，以

因素以及临床表现的内容，因此在线下教学时，为了

了解学生对知识难点和疑点的掌握程度，并将搜集

让学生将学习内容系统化，提高学生的综合运用能

到的拓展资料上传学习通，让学生参考学习，以培

力，采用 PBL 的教学方法，将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点

养学生创新思维，提升教学内容的高阶性。

嵌入到案例中，然后以递进增加问题难度的形式让
学生抽丝剥茧，
梳理知识点，
最后画出思维导图。
2.5

此部分内容的考核，根据视频观看的完成度
（20%）、单元测试的正确率（30%）、单元作业的完成

综合教学评价

率（40%）以及调查问卷的参与度（10%）作为线上

为了体现课程的挑战性，本课程采用多元化的

自主学习的成绩。

评价方法，通过观看视频、单元测试、单元作业、案

第二阶段：学生提升实践技能。在学生完成了

例分析、课堂汇报、思维导图、期末考试等形式进行

基本理论的学习后，为了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提

综合评价，每一项评价根据权重大小在最终成绩中

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针对教学内容

占不同的比例。笔者认为《中药安全用药导论》课

在学习通发布临床热点议题或 PBL 案例，以增加课

程应用性较强，故在综合成绩中将案例分析、课堂

程学习的深度和挑战度。学生在课下进行分析讨

汇报、思维导图、期末考试的权重分别设置为 20%，

论、撰写报告、画出思维导图、制作 PPT。在课堂分

线上视频观看权重设置为 10%，单元测试和单元作

组进行汇报，教师进行监督、点评、组织组间讨论。

业权重各设置为 5%。疫情期间，均采用云端教学，

然后在学习通平台上传最新科研成果，拓展学生科

我们无法观察学生的课堂活动，对同学知识点的掌

研思维，培养创新能力。

握也需要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因此线上混合

此部分内容的考核，根据小组撰写的学习报

式教学以观看慕课视频、单元测试、单元作业、调查

告、思维导图的逻辑性，资料的完整性以及学生汇

问卷参与度、签到次数、观看直播、小组汇报、学习

报时的语言表达、PPT 制作、知识点分析、团队分工

报告、期末考试进行综合评价，其中观看慕课视频、

及协作等进行打分，作为实践能力成绩。

观看直播、小组汇报、学习报告、期末考试权重各占
15%，单元测试、单元作业各占 10%，签到次数和调
查问卷参与度各占 2.5%。通过教学全过程的考核，

最终考核成绩 = 自主学习成绩 ×20%+ 实践
能力成绩 ×30%+ 期末成绩 ×50%。
在疫情期间，探索了以腾讯会议在线直播代替

可以促进学生的平时学习和课堂参与，综合反映学

线下课堂，配合慕课资源自主学习，学习通自主测

生的能力和水平

验，在线讨论汇报的线上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参加

3

[17]

。

组织实施

在线直播和观看慕课视频完成知识输入，通过直播

笔者基于主导 - 主体的教育理念，以在线慕

区在线讨论和学习通线上留言、调查问卷等形式，完

课平台以及学习通 APP 为依托，多元化的教学评

成和老师的互动交流；通过参加测验、考试、分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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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析，录制汇报视频等完成知识内化和输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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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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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宋宇飞，耿苏燕，周正 . 以在线课程建设为抓手，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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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程教育研究，2019，（51）：236-237.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总结学生对混合式教
学的效果评价。95% 的学生认为混合式教学既能

[10] 张绘宇，陶黎阳，黄榕权，等 . 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

满足学生自主探索的需求，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又

模式设计与实施 [J]. 基础医学教育，2020，22（2）：

能通过增加知识深度和广度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培

143-146

养创新思维。80% 学生反映案例分析的模式有助

[11] 邱海霞，杨秋华，曲建强，等 . 在线课程与翻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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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相结合的大学化学混合式教学模式 [J]. 大学化学，

识，但由于学习科目较多，如果经常使用案例分析，

2020，35（2）：10-13.

会导致学生出现懈怠思想，从而降低参与度，反而

[12] 张磊，陈秋，高华山，等 . 基于 OBE 教育理念的药

事倍功半。因此，需要整合各章节学习内容，挖掘

剂学课程教学探讨 [J]. 临床合理用药杂志，2020，13

PBL 案例，以案例串联知识点，解释疑难点，PBL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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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式金课建设的探索育思考 [J]. 教育现代化，2020，7

结语

（53）：125-127，135.

在互联网 + 教育的背景下，要促进高等教育
质量全面提高，必须将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

[14] 李伦彬 . 基于慕课及微课的计算机基础课混合式教学

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完成了教师作为教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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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者和引导者，学生作为教学主体的角色互换，充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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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思考与实践 [J]. 中医教育，2020，39（3）：16-18.

习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创新
。我们应抓住一流课程建设的良好机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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