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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和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部署，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内涵

发展、提高质量，实施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常态监测，教育部建立了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编制并发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是教育部《高

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健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

系的重要举措，也是高等学校向社会展示学校风貌和办学特色、宣传办学理念和

教学成果的重要途径。

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使命，教学工

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这是我们工作的扎根所在，

也是我们工作的根本遵循。学校将以编制发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为契机，推进教

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安徽中医药大学向社会公开发布《安徽中医药大学2018-2019学年本科教学

质量报告》，自觉接受各方面的评议与监督，以期形成学校与社会、家庭、媒体

等各方的良性互动，共同关注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安徽中医药大学教学评价与

教师发展中心依托学校各职能部门和院部以及第三方机构麦可思公司所提供相

关数据信息牵头组织撰写本报告。报告中财务数据的统计时间为2018年自然年，

教学数据统计时间截止到2019年8月31日。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18-2019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目 录

第一章 本科教育基本情况..............................................................................1

一、学校概况....................................................................................................1

二、办学定位....................................................................................................3

三、本科专业设置情况....................................................................................4

四、全日制在校生情况....................................................................................4

五、招生工作....................................................................................................4

第二章 师资与教学条件................................................................................5

一、师资队伍数量及结构................................................................................5

二、本科生主讲教师情况................................................................................5

三、教学经费投入情况....................................................................................5

四、教学条件....................................................................................................5

第三章 教学建设与改革................................................................................6

一、专业建设....................................................................................................6

二、课程建设....................................................................................................6

三、教材建设....................................................................................................6

四、各专业课程开设情况................................................................................7

五、实践教学..................................................................................................12

第四章 专业培养能力..................................................................................14

一、人才培养总体目标..................................................................................14

二、立德树人落实机制..................................................................................14

三、人才培养方案优化..................................................................................14

四、本科教学经费投入..................................................................................15

五、教学资源和设施......................................................................................15

六、学生管理和主题教育..............................................................................15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18-2019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七、创新创业教育..........................................................................................16

第五章 质量保障体系..................................................................................18

一、质量保障体系建设..................................................................................18

二、质量监控实施情况..................................................................................18

三、教学各环节质量标准..............................................................................19

第六章 学生学习效果..................................................................................21

一、本科生毕业及学位授予情况..................................................................21

二、攻读研究生情况......................................................................................21

三、毕业生学习满意度..................................................................................21

四、就业状况..................................................................................................24

五、就业特色..................................................................................................41

六、用人单位评价..........................................................................................43

七、学生体质达标情况..................................................................................43

第七章 特色部分............................................................................................44

一、立德树人，三全育人，政治引领，多措并举，培养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接班人..............................................................................................44

二、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凝心聚力，积极构建“一体

两翼”人才培养体系......................................................................................45

三、优化入口，强化过程，严控出口， 固本强基，扎实推动教育

教学内涵发展..................................................................................................45

第八章 进一步改进的方向............................................................................47

一、加强教师队伍建设..................................................................................47

二、加强教学资源建设..................................................................................47

三、加强实践教学建设..................................................................................47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18-2019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1

第一章 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一、学校概况

安徽中医药大学创建于1959年，其前身为1952年创立的安徽省中医进修班

（学校）。1959年，安徽省政府正式批准成立安徽中医学院，郭沫若先生题写校

名。1970年，安徽中医学院并入安徽医学院。1975年，国家教育部批准恢复安徽

中医学院。2000年，安徽省医药学校并入安徽中医学院。2011年，省政府批准在

安徽中医学院的基础上组建成立安徽省中医药科学院。2013年，教育部同意安徽

中医学院更名为安徽中医药大学。

学校是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安徽）基地、国

家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国家药品临床研究基地、国家博士授权单位、硕士研究

生推荐免试单位。2005年以良好成绩通过国家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2009年、2016年学校以优异成绩分别通过国家教育部中医学、中药学专业试点认

证，2018年学校顺利提供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并获得较好反馈。

学校现占地总面积84.65万平方米，有少荃湖、梅山路、史河路和六安路四

个校区。分别坐落于合肥市新站区前江路1号、蜀山区梅山路103号、蜀山区史河

路45号和寿春路300号。图书馆藏书200余万册，古籍部珍藏古籍线装书3.3万册，

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药资源中心腊叶标本室储藏了15万份药用植物

腊叶标本，是全国医药院校珍藏标本最丰富的标本室。新安医学文化中心是安徽

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学校现有16个二级学院（部），3所直属附属医院和5所非直属附属医院。学

校现有教职工4400人，有国医大师2人，岐黄学者2人，全国名中医3人，国家名

老中医学术经验项目指导教师26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8人、省政府特殊津贴

15人，安徽省高校领军人才5人，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26人，博

士生导师42人，硕士生导师579人。有来自国内外的63名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学校

客座教授。

学校现有24个本科专业，有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一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予点，26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4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有国内

一流学科B类项目1个，安徽省高峰学科建设计划项目1个，安徽省学科建设重大

项目2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17个。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7个，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重点专科2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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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以人才培养为第一要务，现有2个国家级教学团队，省部级教学团队14

个，国家级教学名师3人，省级教学名师15人，省级高层次人才21人。学校现有2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省部级实验教学中心4个，1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

试点项目，2个国家级卓越医生（中医）教育培养计划，2位国家中医药高等学校

教学名师。获国家级、省级质量工程项目近400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

二等奖3项，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2项、一等奖6项。

学校注重办学特色的彰显，深入推进教学改革，举办新安医学教改实验班，

建立临床客观结构化考试中心。设立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与创业基金；开展“百

人获奖、千人参与、万人受益”的大学生知识技能竞赛和“挑战杯”等各级各类

竞赛活动；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学校曾被授予全国大中学生志愿者“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集体。近五年以来，学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在94%以上，

荣获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集体称号。

学校大力推进科技强校战略，近5年共承担各级科研项目1732项，其中国家

级项目近200项，取得研究成果310项，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41项。现有10个省

级科技创新团队，41个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立了安

徽省中药材科技产业战略联盟，获“全国科技特派员工作先进集体”、“中医药

科技管理工作先进集体”、“推动中医药学术发展特别贡献奖”等称号和荣誉。

学校不断加强产学研用合作，与黄山、亳州、六安等10余个市县人民政府及

一大批国内知名中医药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建有40余个产学研合作基地。第一附

属医院是全省最大的三级甲等综合性中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是全国首家也是规

模最大的三级甲等针灸专科医院；第三附属医院是国家第三批重点建设的中西医

结合医院；神经病学研究所附属医院是一所以“肝豆状核变性诊治”为优势的专

科医院；国医堂是一所以纯中医方式为主要医疗手段的医疗单位。

学校与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希腊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个医疗和教

育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先后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来校攻读博士、硕

士、学士学位以及参加临床培训。

目前，学校已发展成一所以中医药学科为主，相关学科协调发展，办学层次

齐全，中医药特色鲜明的高等中医药院校。面向未来，学校将继续坚持“质量立

校、人才兴校、科技强校、文化塑校、依法治校、开放荣校”六大战略，着力培

育“精诚是新”中医药人才，构筑安徽中医药协同创新高地，引领安徽中医药事

业产业发展，建成国内有实力、省内高水平、行业有影响的中医药特色鲜明的地

方高水平大学，为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徽、服务人民大众健康做出更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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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二、办学定位

学校校训是：“至精至诚、惟是惟新”。定位与发展目标如下：

发展目标定位：立足安徽，努力建成国内有实力、省内高水平、行业有影响

的中医药特色鲜明的地方高水平大学。

层次类型定位：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适度发展继续教

育，努力拓展国际教育。

学科专业定位：以中医药类学科专业为主体，健康服务业相关学科专业协调

发展的多科性大学。

人才培养定位：着力培养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适应国家和安徽省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中医药及健康服务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服务面向定位：在地域上，立足安徽，面向全国，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行业上，立足中医药，不断满足中医药事业及健康服务业发展需要，积极服务

安徽省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今后五年，学校将围绕地方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坚持以“内涵发展，提高

质量”为工作主线，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完善办学条件，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

升科研实力，创新管理机制，实现建成高水平的安徽中医药大学的总体奋斗目标。

主要发展目标是：

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高：实施院系合一，推进医教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优化创新创业机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通过教育部审核评估。

办学条件明显改善：优化少荃湖、梅山路、史河路、六安路校区布局；全面

推进少荃湖校区二期建设，完善功能配套；筹建直属第四附属医院；争取政府支

持筹建安徽省中医药博物馆，完善办学条件。

科技创新实力明显增强：完善学校科研创新体系，全面加强安徽省中医药科

学院建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与水平，深入推进产学研成果转化。

临床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建成优秀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和高水平中医药国

际合作基地，谋划并推进国家中医药健康服务中心和国家区域中医诊疗中心建

设，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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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待遇明显改善：大力改善民生，建设教职工周转房，完善教职工收入

增长机制，教职工奖励性绩效收入年递增 20%。

三、本科专业设置情况

学科与专业以中医与中药学科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现设有中医学、针

灸推拿学、保险学、康复治疗学、护理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应用心理学、人力

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汉语国际教育、食品质量与安全、中药学、药学、药

物制剂、制药工程、中药资源与开发、药物分析、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制药、医学信息工程、中西医临床医学、中医

儿科学等本科专业。截至目前，学校本科专业数达 24 个，涵盖医学、理学、工

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六个学科门类。

四、全日制在校生情况

截止学年末，我校共有全日制在校生 16107 人，其中本科 14586 人，专科 1

人，硕士研究生 1428 人、博士研究生共 75 人，留学生 17 人。本科生占全日制

在校生比例为 90.56%。

五、招生工作

2019 年我校面向 17 个省圆满完成 3531 人招生录取工作。今年我校 22 个本

科专业中一本专业共计 20 个，专科停招。省内一本全部线上录满，生源质量进

一步提高，理科最低分超省控线 5分以上，文科最低分超省控线 2 分以上。省外

山东、江苏、江西、四川、贵州、福建、广西录取最低分超过当地二本省控线

60 分以上，湖北、河南、甘肃、河北、黑龙江录取最低分接近或达到当地省控

一本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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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师资与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数量及结构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966 人，另有外聘教师 129 人，生师比为 16.98∶1。专

任教师中高级职称的共计 462 人，占 47.82%（其中正高级 163 人，占 16.87%，

副高级 299 人，占 30.95%；45 岁以下教师构成了师资队伍主体，占专任教师总

数的 68.84%；其中具有博士学位专任教师共计 172 人，占 17.81%；具有硕士及

以上学位的专任教师共计 718 人，占 74.33%。师资队伍能够满足本科教学需要。

各专业具体情况见附表。

二、本科生主讲教师情况

学校现有教授 100 人，其中主讲本科生课程的教授 75 人。主讲本科课程的

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为 75%，教授讲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门次的比例为 8.23%。

三、教学经费投入情况

2018 年，学校教育经费总额 36926.08 万元。本科教学经费情况如下： 本

科专项教学经费：5503.52 万元，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2902.28 元，生均

本科实验经费 381.54 元，生均本科实习经费 192.86 元。

四、教学条件

学校现有土地面积 84.65 万平方米，生均占地面积 52.55 平方米；校舍总建

筑面积 53.47 万平方米，生均校舍面积 33.19 平方米；教学科研行政用房面积

26.69 万平方米，生均 16.57 平方米；生均实验室面积 2.25 平方米。教学科研

仪器总值 28408.6 万元，生均 1.47 万元，当年新增 2910.07 万元。图书馆藏书

约 204 万册，其中纸质藏书 101.81 万册，生均 52.82 册；另有电子图书 102.40

万册，电子期刊 106.13 万册；古籍部珍藏古籍线装书 3.3 万册，是“全国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中药标本中心储藏了 15 万份药用植物腊叶标本，是全国医药

院校珍藏标本最丰富的标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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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教学建设与改革

学校积极实施教学建设与改革，本年度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 个，有 60

项省级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立项，包括一流本科人才示范引领基地 2个，一

流（品牌）专业 4个，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示范项目 9个，一流教材建

设项目 3个，高水平教学团队 2个，基层教研室示范项目 2个，教学研究项目（重

大）6个，示范实验实训中心 1个，校企合作实践教育基地 1个，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目 3 个，中外合作培养项目 1 个，精品线下开放课程 4 个，智慧课堂 3

个，教坛新秀 9个，教学名师 3个，省级教学成果奖 3个，高校继续教育教学改

革项目 3个，基层教研室示范项目 1个。立项省级教学研究项目 23 项，校级教

学研究项目 45 项。本学年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 299 项，其中

99 项获得国家级项目立项，200 项获得省级立项。

一、专业建设

学校积极做好新专业申报和专业改造工作，优化调整专业结构，目前本科专

业数达 24 个，其中中医学、中药学、药学、针灸推拿学、中西医临床医学为国

家级特色专业，有 22 个专业列入一本招生。药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当

年停招。

二、课程建设

学校现有国家级精品课程 1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 门，省级精品课

程和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29 门, 省级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示范项目

15 项，校级精品课程和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6 门。当年新增省级精品线下开

放课程 4项，省级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示范项目 9项。

学校开设本科生课程 912 门，同时积极在智慧树平台、超星平台等网络教学

平台引进网络在线课程，合计开设课程 1545 门。建设“安徽中医药大学•智慧树

网新安课栈”，面向学生引进网络在线课程，近万名学生在智慧树选课平台选课

302 门，在超星选课平台上选课 166 门。学校还遴选了 14 门校本网络课程开展

在线课程立项建设。首批遴选资助 45 门课程立项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三、教材建设

2018 学年我校共组织教师参编教材 30 种，其中含规划教材 29 本，主编 6

人，副主编 10 人，编委 13 人 ；协编教材 1种，编委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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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专业课程开设情况

1.中医学五年制本科

教学计划总课时 3309 学时，其中必修课 2413 学时，选修课要求至少完成

896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程 135.5 学分，约占毕业总学分 61.24%；

（2）选修课至少修满 56 学分，约占毕业总学分 25.31%；

（3）集中性实践教学 29.75 学分，占总学分的 13.45%；

（4）最低毕业学分 219.25 学分。

2.针灸推拿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教学计划总课时 3200 学时，其中必修课 2160 学时；选修课要求至少完成

1040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35 学分，占总学分的 58.76%；

（2）选修课至少修满 65 学分，占总学分的 28.30%；

（3）集中性实践教学 29.75 学分，占总学分的 12.95%；

（4）最低毕业学分 229.75 学分。

3.康复治疗学专业四年制本科

教学计划总课时 2816 学时，其中必修课 1904 学时；选修课要求至少完成

912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19 学分，占总学分的 57.28 %；

（2）选修课至少修满 57 学分，占总学分的 27.44%；

（3）集中性实践教学 25.75 学分，占总学分的 12.40%；

（4）最低毕业学分 201.75 学分。

4.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

教学计划总课堂教学时数 3336 学时，其中必修课 2552 学时，选修课需完成

784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43.25 学分，约占总学分 64.53%；

（2）选修课至少修满 49 学分，约占总学分 22.07%；

（3）集中性实践教学 29.75 学分，约占总学分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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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低毕业学分 220 学分。

5.药学专业四年制本科

教学计划总课堂教学时数 2368，其中必修课时 1656 学时，选修课需完成 712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03.50 学分（含小学期实践教学环节、素质拓展、独立设置的

实训环节和毕业实习），约占总学分 62.0%；

（2）选修课至少修满 44.50 学分，约占总学分 26.65%；

（3）集中性实践教学 13 学分，约占总学分的 7.78%

（4）最低毕业学分 167 学分

6.中药学四年制本科

教学计划总课堂教学时数 3296，其中必修课时 2408 学时，选修课需完成 888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25.5 学分，约占总学分 64.36%；

（2）选修课至少修满 55.5 学分，约占总学分 28.46%；

（3）集中性实践教学 14 学分，约占总学分 7.18%；

（4）最低毕业学分 195 学分

7.制药工程专业四年制本科

教学计划总课堂教学时数 2800，其中必修课时 1928 学时，选修课需完成 872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20.50 学分，约占总学分 62.11%；

（2）选修课至少修满 54.50 学分，约占总学分 28.09%；

（3）集中性实践教学 13 学分，约占总学分 6.70%；

（4）最低毕业学分 188 学分

8.药物制剂专业四年制本科

教学计划总课堂教学时数 2984，其中必修课时 1976 学时，选修课需完成 948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06.75 学分，约占总学分 59.64%；

（2）选修课至少修满 59.25 学分，约占总学分 33.10%；

（3）集中性实践教学 13 学分，约占总学分 7.26%；

（4）最低毕业学分 179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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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护理学专业四年制本科

教学计划总课堂教学时数 2700，其中必修课时 2156 学时，选修课需完成 544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19.75 学分，约占总学分 67.28%；

（2）选修课至少修满 34 学分，约占总学分 19.10%；

（3）集中性实践教学 24.25 学分，约占总学分 13.62%；

（4）最低毕业学分 178 学分

10.应用心理学四年制本科

教学计划总课堂教学时数 2560，其中必修课时 1968 学时，选修课需完成 592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23 学分，约占总学分 61.5%；

（2）选修课至少修满 37 学分，约占总学分 18.5%；

（3）集中性实践教学 40 学分，约占总学分 20%

（4）最低毕业学分 200 学分

11.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四年制

教学计划总课堂教学时数 2744，其中必修课时 1944 学时，选修课需完成 800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11 学分，约占总学分 61.67%；

（2）选修课至少修满 50 学分，约占总学分 27.78%；

（3）集中性实践教学 19 学分，约占总学分 10.56%；

（4）最低毕业学分 180 学分

12.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四年制

教学计划总课堂教学时数 2592，其中必修课时 1896 学时，选修课需完成 696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03.50 学分（含小学期实践教学环节、素质拓展、独立设置的

实训环节和毕业实习），约占总学分 62.35%；

（2）选修课至少修满 43.50 学分，约占总学分 26.20%；

（3）集中性实践教学 19 学分，约占总学分 11.45%

（4）最低毕业学分 166 学分

13.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四年制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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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计划总课堂教学时数 2880，其中必修课时 2088 学时，选修课需完成 792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17.75 学分，约占总学分 63.22%；

（2）选修课至少修满 49.50 学分，约占总学分 26.58%；

（3）集中性实践教学 19 学分，约占总学分 10.20%；

（4）最低毕业学分 186.25 学分

1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四年制本科

教学计划总课堂教学时数 2758，其中必修课时 2222 学时，选修课需完成 536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26.50 学分，约占总学分 68.75%；

（2）选修课至少修满 33.50 学分，约占总学分 18.21%；

（3）集中性实践教学 24 学分，约占总学分 13.04%；

（4）最低毕业学分 184 学分

15.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四年制本科

教学计划总课堂教学时数 2664，其中必修课时 2032 学时，选修课需完成 632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14.75 学分，约占总学分 64.38%；

（2）选修课至少修满 39.50 学分，约占总学分 22.16%；

（3）集中性实践教学 24 学分，约占总学分 13.46%；

（4）最低毕业学分 178.25 学分

16.保险学专业四年制本科

教学计划总课堂教学时数 2752，其中必修课时 2120 学时，选修课需完成 632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20.50 学分，约占总学分 67.32%

（2）选修课至少修满 39.50 学分，约占总学分 22.07%；

（3）集中性实践教学 19 学分，约占总学分 10.61%；

（4）最低毕业学分 179 学分

17.药物分析专业四年制本科

教学计划总课堂教学时数 2856，其中必修课时 2216 学时，选修课需完成 64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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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24 学分，约占总学分 70.6%；

（2）选修课至少修满 40 学分，约占总学分 22.60%；

（3）集中性实践教学 13 学分，约占总学分 7.34%；

最低毕业学分 177 学分

18.汉语国际教育四年制本科专业

教学计划总课堂教学时数 2880，其中必修课时 2312 学时，选修课需完成 568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28.50 学分（含小学期实践教学环节、素质拓展、独立设置的

实训环节和毕业实习），约占总学分 71.39%；

（2）选修课至少修满 35.50 学分，约占总学分 19.72%；

（3）集中性实践教学 16 学分，约占总学分的 8.89%

（3）最低毕业学分 180 学分

19.生物医学工程四年制本科专业

教学计划总课堂教学时数 2712，其中必修课时 1896 学时，选修课需完成 816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06.5 学分，约占总学分 58.68%；

（2）选修课至少修满 51 学分，约占总学分 28.10%；

（3）集中性实践教学 24 学分，约占总学分 13.22%；

（4）最低毕业学分 181.5 学分

20．食品质量与安全四年制本科专业

教学计划总课堂教学时数 2384，其中必修课时 1696 学时，选修课需完成 688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06 学分，约占总学分 63.10%；

（2）选修课至少修满 43 学分，约占总学分 25.60%；

（3）集中性实践教学 13 学分，约占总学分 7.74%；

（4）最低毕业学分 168 学分。

21.中药资源开发与利用四年制本科专业

教学计划总课堂教学时数 2648，其中必修课时 1752 学时，选修课需完成 896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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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修课 109.5 学分，约占总学分 59.35%；

（2）选修课至少修满 56 学分，约占总学分 30.35%；

（3）集中性实践教学 13 学分，约占总学分的 7.05%

（3）最低毕业学分 184.5 学分

22.医学信息工程四年制本科

教学计划总课堂教学时数 2640，其中必修课时 1888 学时，选修课需完成 752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06.50 学分，约占总学分 60%；

（2）选修课至少修满 47 学分，约占总学分 26.48%；

（3）集中性实践教学 24 学分，约占总学分 13.52%；

（4）最低毕业学分 177.50 学分

23.生物制药四年制本科

教学计划总课堂教学时数2856，其中必修课时1776学时，选修课需完成1080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 111 学分，约占总学分 56.20%；

（2）选修课至少修满 67.5 学分，约占总学分 34.18%；

（3）集中性实践教学 13 学分，约占总学分 6.58%；

（4）最低毕业学分 197.5 学分

24.中医儿科学四年制本科

教学计划总课时 3604 学时，其中必修课 2652 学时，选修课要求至少完成

952 学时。

毕业学分要求：

（1）必修课程 143 学分（含小学期实践教学环节、素质拓展、独立设置的

实训环节和毕业实习），约占毕业总学分 61.70％；

（2）选修课至少修满 59.5 学分，约占毕业总学分 25.67％；

（3）集中性实践教学 29.25 学分，约占总学分 12.62%

（3）最低毕业学分 231.75 学分。

五、实践教学

学校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落实“以本为本”，加强实习、见习管理，强化

实验(训)室日常安全管理，多次进行实验室安全专项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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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反馈、及时解决。积极拓展优质实践教学基地，召开学校实践教学工作会

议，加强与各基地间的联系；逐步建立毕业论文（设计）过程管理体系；完成

回归教学、毕业技能考核、分阶段考试；构建了完整、健全的实践教学新格局。

学校加强实习管理，建立毕业论文（设计）过程管理体系，完成2015级全

校各专业3035名本专科学生进岗参加毕业实习。进一步强化临床、护理类实习

过程管理，对临床专业1083名实习生认真进行岗前培训，探索实习准入制度。

完成非临床类专业1342名毕业生实施毕业论文（设计）的过程管理。严格开展

岗前考试，完成948位同学的回归教学、毕业技能考核（OSCE考试），175位同

学的分阶段考试工作。审核2019届2933名本专科毕业生实习手册（实习考核

表），对实习记录、考核等不规范地方予以反馈、查处、整改。

学校积极谋划推进医教研协同工作，与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签订 “文登

骨伤班”校院合作项目协议，创新办学模式，提高办学水平，开启了校院深度

合作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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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专业培养能力

一、人才培养总体目标

安徽是华佗故里、新安医学发祥地，中医药资源丰富，品种数量在华东地区

居于首位，包含中药在内的生物制药产业也是安徽的支柱产业之一。安徽又是人

口大省，有6800万人口，对中医药医疗保健需求巨大。

作为一所地方中医药本科院校，学校根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对人

才培养的总体要求，根据学校自身的办学定位，结合中医药事业发展以及安徽

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发展趋势，形成了人才培养总体目标。学校总体目标是：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养造就具有较高的综合素养、较扎实的专业理论知

识、较强的传承创新和实践能力、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医药及健康服务业应用

型人才。

二、立德树人落实机制

学校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学校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将其作为宣传思想工作和政治理论学习

的重强化要内容。学校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人才培养各环节，着力构建“三全育

人”格局和“十大育人”体系，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药学院成为

全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建设院系。

学校设定社会责任教育课程，将社会责任教育融入整个教育的全过程，独立

设置社会责任感学分。印发第二课堂学分实施办法，将学生参加志愿活动和社会

实践纳入学分。实施“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教学实施方案。推进思政课教师队

伍建设，组织思政课教师开展实践研修活动、参加国家行政学院思政网络课程培

训和教育部网络培训。

三、人才培养方案优化

学校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

质量国家标准》，对照国家“双万计划”建设新要求和三级专业认证标准新内

容，学校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优化课程体系设置，构建基于目标能力的课

程矩阵体系，加强教学内涵建设，促进学生品格、知识、能力全面发展。

在新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过程中，学校全面执行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专业认证标准，坚持“以本为本”，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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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学生中心”，树立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学习效果为导向的教育理念，加

强课程体系设计，确保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及合理性。坚持“通专结合”，强化

创新创业教育，坚持问题导向，以深化创新创业教育为着力点，将创新创业课

程设置融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体系中，鼓励各专业将专业课程、实践环节与创新

创业教育相结合。按照专业认证标准，科学设计课程结构，构建基于专业培养

目标要求的课程矩阵，确保每一门课程对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具有明确支

撑作用。加强对专业和专业基础选修课程的分析与论证，压缩对培养目标和培

养要求无支撑作用的课程。

四、本科教学经费投入

2018年，学校本科教学经费总额9736.8万元，教学改革与建设专项经费总

额5503.52万元。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2902.28元，生均本科实验经费

381.54元，生均本科实习经费192.86元。

五、教学资源和设施

学校各类基本教学设施较为齐全，可有效确保各专业各课型教学需求。现

有教室210间，面积50012 m2。体育馆及室外运动场总面积66477.05 m2，其中

体育馆面积9,781.05m2，运动场面积56,696.05m2。学校建成了“国家级-省级-

校级”三级实践教学平台，包括2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1个省级实验

（实训）示范中心、13个校级实验实训中心。建筑面积49703㎡的学校新图书

馆新馆已投入使用。

六、学生管理和主题教育

学校围绕立德树人，重视加强制度建设和工作创新，把教育与管理统一于

对学生的服务之中，进一步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开展新生入学、主题班会、

毕业生文明离校、先进典型示范教育等思想教育活动。打造高素质学生工作队

伍。完成新生军训和大学生应征入伍工作。发挥资助育人功效，推进学生资助

工作精细化。

学校认真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做好辅导员的选聘配备和评优推优工

作，开展一系列培养培训活动。3人获得全国高校、全国中医药院校优秀辅导

员称号。开展“学习新思想千万师生同上一堂课”活动，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

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运

用多种形式推进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开展“中

国梦”、“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等主题教育活动，推进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

革，提高教学效果。

http://www.unjs.com/fanwenwang/gz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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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创新学生教育和管理模式，启用学生管理信息化系统，开展多种形式

的教育活动（如心理健康教育、不良网贷风险警示教育、毕业生文明离校教育、

先进典型示范教育等）；关爱贫困学生，注重精准化资助，被评为全省学生资

助工作“优秀单位典型”；重视和加强毕业生就业工作，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

90.62%，最终就业率94.73%，就业工作受到省教育厅表扬。

组织学生参与安徽省脱贫攻坚第三方监测评估工作。组织选派优秀学生参

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和对口支援西藏工作。

七、创新创业教育

2018-2019学年，学校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加强创新创业师资队

伍专业化建设和平台建设，广泛开展实践训练，建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实施新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深化创新创业教育为着力点，将创新创

业课程设置融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体系中，鼓励各专业将专业课程、实践环节与创

新创业教育相结合，努力实现通识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

全面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学校有机整合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建立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与创新创业导向相

结合的调整机制，拓展学科交叉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新途径。积极推进多样化中医

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放宽学生修业年限，允许学生经学校同意后调整

学业进程、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

学校面向一年级新生开设了《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必修课程，计32个学时，

并开设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有《创新工程实践》、《大学生创业概论与实践》、

《创践—大学生创新创业实务》等3门创新创业精品网络课程，和《创业3+3》、

《创业营销-创业新手营销实战指南》等8门创新创业推荐网络课程。

为指导学生以专业为依托，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校选择了信息管理和

信息系统、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护理学等4个专业中开展《专业

创新创业指南》使用试点工作。学校制定了《安徽中医药大学本科生第二课堂学

分实施办法》，将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计入学分，大力鼓励和引导学生积极

参加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学校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逐步建立一支专兼结合、学科交

叉、经验丰富、融合发展的创新创业师资队伍。2019年在校内举办了“创新创业

教育基础课程师资培训班”，共培训40名创新创业基础课程教师，选了9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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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校外师资培训。学校还选组建了66名教师组成的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团

队，拥有2名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

学校广泛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及学科竞赛，鼓励学生多渠道获取创新实

践学分和创业学分。2018-2019学年，学校组织举办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大赛、精准扶贫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设计大赛

等多项比赛，获得较好成绩。2018-2019学年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立项219

项，学科竞赛（A、B类赛事）获奖85项，在校生成功创办企业11家，获发明专

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申报审核中专利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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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质量保障体系

一、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学校构建了以“学”为中心的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成质量保障三级组

织，即学校为教学质量保障的评价主体，院级为教学质量保障的责任主体，基层

组织为教学质量保障的工作主体。把质量管理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的职能组织

起来，对人才培养活动实行体制化、结构化、持续化的监控，对教学过程进行评

价和诊断。

建立了以《安徽中医药大学教学质量保障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为主要架

构的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实行校院联动和二级教学督导制，逐步完善我校外

部质量监控系统，委托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完成了我校2017毕业生第三方质量评

价工作，并形成了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报告，形成了内部质量保障与外部质量监

控相协调的中医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二、质量监控实施情况

1.全面监控与专项检查

初步建立了以“监控—分析—反馈和改进”为运行模式的内部教育质量监控

体系。在日常监控子系统中，注重执行听课制度。通过教学督导、学生信息员的

随机听课和反馈，期初、期中、期末教学检查，以达到常规教学日常化监控。在

专项评估子系统中，注重教研室标准化建设，实验、实习、实训集中检查、考试

考核、试卷评查以及中青年教师教学考核。在信息反馈子系统中，利用网络平台、

网上留言、微信、QQ群、面对面、学院教学考核等收集并反馈信息，使运行—反

馈—信息畅通。

教学评价与教师发展中心组织教学督导在全校范围开展试卷抽查、毕业论文

检查、教研室标准化建设检查等，查摆存在问题。检查内容涉及教研室总体情况、

教研与改革、教学质量与效果管理等方面，教学督导检查后将结果及整改意见以

书面形式分别反馈给教务处、各教学单位，并要求将整改结果反馈至教学评价与

教师发展中心。

2.信息收集与反馈整改

教学评价与教师发展中心坚持以生为本，积极开展教学评价和信息收集工

作，运用教学工作会议、教学信息员会议和报表、学生满意度调查、学习情况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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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学生评教、教师评学等各种渠道或方式收集教学一线信息，中心收到信息后

对信息及时进行分析反馈，并要求相关单位按照检查反馈意见做出整改，将反馈

指导意见落实到位，从而不断规范教学运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形成从教学运

行到教学评价到教学反馈到教学整改再回到教学运行的良性闭环机制，推动了学

校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

3.分析总结与质量年度报告

学校对教学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对教学管理和运行进行定期监控，

对具体教学运行进行定量测量和反馈，形成客观、公正、科学的分析报告。

学校积极开展我校本科教学状态基本数据的上报和本科教学质量分析工作，

做好数据整理分析。进一步完善质量年度报告制度，强化教学数据审核，数据涉

及学校教学运行、教学管理、教师发展、学生发展、质量监控、科学研究、学校

基本条件、固定资产、财务、图书、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工作。并在分析学校教学

基本状态数据的基础上，抓住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要素进行教学质量分析，形成

质量分析报告并按要求及时公开。

三、教学各环节质量标准

◇理论教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标准化教研室建设标准

安徽中医药大学试卷检查评价表

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案及讲稿质量评估表

安徽中医药大学听课记录表

安徽中医药大学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

安徽中医药大学多媒体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

安徽中医药大学多媒体课件质量评价表

安徽中医药大学多媒体辅助课堂教学测评表

安徽中医药大学考试过程评价标准（试行）

安徽中医药大学教学信息员听课评价表

安徽中医药大学学生网上评教标准

安徽中医药大学用人单位满意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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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医药大学教师评学评价标准

◇实习教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毕业实习质量床边考核评价表

◇实验教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实验（实训）中心质量评价标准

安徽中医药大学实验（实训）课堂教学评分标准（细则）

◇临床教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临床教学工作质量考核评分标准（试行）

◇毕业论文◇

安徽中医药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质量评价标准

安徽中医药大学毕业论文（设计）答辩评分表

安徽中医药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质量评价表

◇课程建设评价◇

安徽中医药大学课程教学大纲评价标准

安徽中医药大学课程分析评价标准

安徽中医药大学专业剖析评价标准

◇学生综合测评◇

安徽中医药医大学学生综合测评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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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学生学习效果

一、本科生毕业及学位授予情况

2019届我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总数2832人，其中毕业人数2758人，毕业率为

97.39%；共2645人获准授予学士学位，学位授予率为93.40%。 各专业毕业生具

体情况见附表。

二、攻读研究生情况

我校2018届应届本科生考研录取626人，应届本科生考研率22.1%，应届本科

毕业生考研率持续稳定。

三、毕业生学习满意度

1.核心课程重要度评价

本校2018届毕业生中，有87%的人认为本校的核心课程对现在的工作重要，

比本校2017届（89%）低2个百分点，略有降低（学校委托第三方机构麦可思公司

对学校的毕业生情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并形成报告。报告本章节中的相关数据援

引自麦可思公司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报告。下同，不再重复说明）。回答核心课

程重要的毕业生认为这些核心课程的培养水平对现在工作的满足度为73%，比本

校2017届（76%）低3个百分点。

图 1 核心课程重要程度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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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核心课程培养效果变化趋势

2.升学毕业生对核心课程的重要度评价

本校 2018 届从事专业相关工作的医学类专业毕业生认为本校的核心课程对

现在的工作重要的比例为 93%，非医学类为 80%；回答核心课程重要的毕业生中，

医学类专业毕业生认为这些核心课程的培养水平对现在工作的满足度为 74%，非

医学类专业为 71%。

图 3 医学类、非医学类专业的核心课程重要度与满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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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升学毕业生对核心课程的重要度评价

本校 2018届升学毕业生认为核心课程的重要度为 87%，与就业毕业生（87%）

持平。

图 4 升学毕业生对核心课程的重要度评价

4.升学毕业生对核心课程的满足度评价

本校 2018届升学毕业生认为核心课程的满足度为 74%，与就业毕业生（73%）

基本持平。

图 5 升学毕业生对核心课程的满意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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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业状况

1. 总体就业率变化趋势

我校 2019届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 91.8%。2018届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

为 92.1%，与本校 2017届基本持平。

图 6 就业率变化趋势

2. 毕业去向分布

本校 2018届毕业生最主要的去向是“受雇全职工作”（56.3%），其次是“正

在读研和留学”（33.9%）。其中“正在读研和留学”的比例明显高于本校 2017

届（25.3%）。

图 7 毕业去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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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8 届就业的毕业生中，有 60.5%的人在安徽省就业。毕业生就业量

较大的城市为合肥（33.9%），其毕业生半年后的月收入为 5412 元。

图 8 毕业生在安徽省就业的比例变化趋势

3.各学院及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

本校 2018届毕业半年后就业率较高的学院是护理学院、医药经济管理学院

（均为 96%），就业率较低的学院是中医学院（87%）。

图 9 各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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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8届毕业半年后就业率较高的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医药人力资源

管理）、汉语国际教育（均为 100%），就业率较低的专业是针灸推拿学（骨伤

科学）（82%）、制药工程（84%）、中医学（临床医学）（85%）。

图 10 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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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10 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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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总体月收入变化趋势

本校 2018届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为 5568元，比本校 2017届（4830元）高

738 元，比全国非“211”本科 2018 届（4933 元）高 635 元。2018 届医学类专

业毕业生的月收入为 5337元，非医学类专业毕业生的月收入为 5735元；男生的

月收入为 5921元，女生的月收入为 5344 元。本校毕业生月收入水平逐届上升。

男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83%，女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82%。

图 11 月收入变化趋势

图 12 医学类、非医学类专业的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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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不同性别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5.主要就业行业的月收入

本校2018届毕业生主要就业行业类的月收入如下图所示，医药及设备制造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毕业生的月收入高出本校平均水平较

多。

图 14 主要行业类的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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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学院及专业毕业生的月收入

本校 2018届毕业半年后月收入较高的学院是护理学院（6600 元），毕业半

年后月收入较低的学院是中医学院（4035元）。

图 15 各学院毕业生的月收入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18-2019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31

本校 2018届毕业半年后月收入较高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韩合作）

（7235元）、护理学（涉外护理）（6958元），毕业半年后月收入较低的专业

是中医学（免费医学生）（3200元）、中西医临床医学（3895元）。

图 16 各专业毕业生的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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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16 各专业毕业生的月收入

7.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本校 2018届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82%，比本校 2017届（86%）低

4个百分点。2018届医学类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95%，非医学类专

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72%，本校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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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专业相关度变化趋势

图 18 医学类、非医学类专业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18-2019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34

8. 各学院及专业毕业生的专业相关度

本校 2018届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学院是中西医结合学院（100%），工

作与专业相关度较低的学院是医药经济管理学院（61%）。

图 19 各学院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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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8届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专业是中西医临床医学（全科医学）

（100%）、护理学（98%）、护理学（涉外护理）（97%），公共事业管理（医

药卫生事业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医药贸易）等专业相关度较低。

图 20 各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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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现状满意度

本校 2018届毕业生的现状满意度为 71%，与本校 2017 届（70%）基本持平，

比全国非“211”本科 2018届（68%）高 3 个百分点。2018届医学类专业毕业生

的现状满意度为 69%，非医学类专业毕业生的现状满意度为 73%；男生的现状满

意度为 67%，女生的现状满意度为 73%。

图 21 现状满意度变化趋势

图22 医学类、非医学类专业的现状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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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不同性别毕业生的现状满意度

10. 各学院及专业毕业生的现状满意度

本校 2018 届现状满意度较高的学院是护理学院（78%），现状满意度较低

的学院是中医学院（61%）。

图 24 各学院毕业生的现状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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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8 届现状满意度较高的专业是制药工程（83%）、食品质量与安全

（82%），现状满意度较低的专业是中西医临床医学（美容医学）（61%）、中

药资源与开发（62%）。

图 25 各专业毕业生的现状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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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25 各专业毕业生的现状满意度

11.职业期待吻合度

本校 2018届毕业生的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为 56%，比本校 2017届（61%）
低 5个百分点，比全国非“211”本科 2018届（53%）高 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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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职业期待吻合度变化趋势

12. 各专业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本校 2018 届职业期待吻合度较高的专业是中医学（临床医学）（72%）、

人力资源管理（医药人力资源管理）（71%）；职业期待吻合度较低的专业是保

险学（42%）、生物医学工程（44%）。

图 27 各专业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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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业特色

1.职业需求特色

本校2018届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类如下表所示。本校2018届毕业生就业量

较大的职业类为医疗保健/紧急救助。

表1 主要职业类需求变化趋势

职业类名称 2016 届（%） 2017 届（%） 2018 届（%）

医疗保健 /紧急

救助
47.0 48.2 41.9

销售 15.9 10.7 10.9

计算机与数据处

理
6.9 8.0 8.6

教育/职业培训 2.2 1.6 6.7

互联网开发及应

用
4.1 4.5 5.2

2.行业特色

本校2018届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类如下表所示。本校2018届毕业生就业量

较大的行业类为医疗和社会护理服务业。

表2 主要行业类需求变化趋势

行业类名称 2016 届（%） 2017 届（%） 2018 届（%）

医疗和社会护理服务业 53.3 54.5 42.6

医药及设备制造业 16.3 11.9 17.5

教育业 5.3 5.4 8.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6.2 6.6 8.2

3.从事医学类工作人群所在医院的级别分布

本校 2018届从事医学类工作人群所在医院的级别主要是三级甲等（55%）、

二级甲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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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本校从事医学类工作人群所在医院的级别分布

4.区域贡献度

本校 2018 届就业的毕业生中，有 60.5%的人在安徽省就业。毕业生就业量

较大的城市为合肥（33.9%），其毕业生半年后的月收入为 5412元。

图29 毕业生在安徽省就业的比例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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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用人单位评价

据麦可思统计，我校毕业生获得了用人单位的高度认可。聘用过本校应届毕

业生的用人单位对本校应届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为 97%。来本校招聘过的用人单

位中，100%的单位表示未来愿意继续招聘本校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

生评价较高。

七、学生体质达标情况

根据教育部《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及省教育厅《安徽省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实施办法》等相关文件要

求，学校认真开展体质测试工作。经测试，我校2018年学生体质测试达标率为

90.22%。各专业学生体质达标情况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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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特色部分

一、立德树人，三全育人，政治引领，多措并举，培养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学校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新时代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施方案》，将

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人才培养各环节，着力构建 “三全育人”和“十大育人”体

系，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

学校坚持立德树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党的教育方针，纠正重智

育、轻德育，重专业，轻思政等错误认识；重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主

阵地作用，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将其作为宣传思想工作和政治理论学

习的重要内容，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深化拓展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思政工作队伍建设，开展思政课教研机构和科研建设，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被学校列为重点学科。

学校成立党委教师工作部，积极整合资源，推进思政课教师队伍和辅导员队

伍建设，组织思政课教师赴上海交通大学开展主题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推进

课程思政改革”的师德师风和课程思政建设的培训活动，培训参加国家行政学院

思政网络课程培训和教育部网络培训，

学校深化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编制《安徽中医药大学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

革试点工作方案》。启动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在坚持思政课程主渠道功能基

础上，积极挖掘专业课程的育人效用，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实施“思想

政治理论实践课”教学实施方案，组织开展诵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活动。推进“易

班”建设，使之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阵地。

学校牢记立德树人职责使命，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组织开展马克思主义学院公开课程示范教学活动，设定社会责任教育课程，

将社会责任教育融入整个教育的全过程，独立设置社会责任感学分，实施本科生

第二课堂，将学生参加志愿活动和社会实践纳入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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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凝心聚力，积极构建“一

体两翼”人才培养体系

2018年是学校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之年，学校以本次教学评估

工作为契机，对前期学校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过程等方面的全面总结，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通过评建工作培养优秀

教师，积淀教学管理人才，夯实未来发展基础，促进本科教学工作水平和人才培

养质量全面提升。

学校定位于以全日制本科生专业培养为主体，以中医药经典传承和创新创业

教育为两翼，在做实专业教育基础上，推进专创融合教学试点工作，切实推进本

科层次中医药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断进行教学改革突破，探索传承与创新相

结合，大众化教育与精英化教育相结合，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的人才培养

体系。

2018年10月，学校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评估专家组在校

期间通过访谈、听课、看课，查阅试卷、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召开座谈会，实

地走访，访谈用人单位和毕业生，调阅学校资料、规章制度等支撑材料，全面审

查了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帮助学校总结成绩和经验，指出学校存在的不足。专家

组随后对学校进行了总体情况反馈，着重从五个方面概括此次审核评估中的亮点

和成绩：一是学校高度重视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稳固；二是学

校的办学定位清晰，人才培养目标准确；三是广大教师积极投身教学工作，教风

学风优良；四是构建了完整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五是学校

特色鲜明，学生获得感和满意度高。

审核评估工作结束后，学校认真总结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形成整改方案并

落实整改，深入巩固评建成果。审核评估工作对学校进一步凝心聚力，明确办学

指导思想与办学定位，巩固本科教学工作中心地位，厘清发展方向，创新本科中

医药英才教育培养机制，积极构建“一体两翼”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升本科教

育教学水平，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建设地方特色高水平中医药大学了产生深

远影响。

三、优化入口，强化过程，严控出口， 固本强基，扎实推动教

育教学内涵发展

学校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召开专题教学工作会议，立足工

作实际，推动教育教学改革。贯彻落实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新要求，深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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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综合改革，对照国家“双万计划”建设新要求和三级专业认证标准新内容，

全面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学校创新本科中医药英才教育培养机制改革，稳步

实施“一体两翼”本科中医药英才教育培养改革，切实推进本科层次中医药类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

学校优化大类招生培养方案，拓宽培养口径，夯实发展基础，满足学生个性

化发展需求。统筹推进协同育人机制改革，加大现有本科生校外交流力度，增设

联合培养项目、交流交换项目等。

学校聚焦课程，打造 “金课”，引导教师开展新安医学特色教材编写，鼓

励教师开展校本教材建设，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现课程建设与教材建设相

互促进，组织课程建设负责人对标各类“金课”建设要求，推进优质课程资源建

设。推进“MOOC”“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推进学

生自主学习，引入国内优质网络公开课程纳入本科教学体系，持续更新和拓展网

络课程资源，完善课程开放共享平台建设。学校组织中青年骨干教师开展教学研

修，建立教师成长档案。组织教师参加教学竞赛，提高教学能力和水平。

学校实施实验教学改革，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比例。强化实验教学

质量管理，提升实践教学信息化水平，强化实践教学过程管理。学校鼓励创新创

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推进专业实验室与创新创业工作室融合发展，支持与

鼓励学生创新创业。

学校推进考核评价体系改革，注重学习过程考核，探索以能力考核为主的多

元评价考核，鼓励教师采用阶段性全程考核替代一次性课程考核，将考核贯穿到

整个教学过程。严格考试纪律、严把毕业出口关，取消“清考”。

通过优化入口，强化过程，严控出口，学校多措并举，固本强基，强化教学

基本要素，有效推动了学校本科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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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一、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目前，学校教师队伍发展不均衡，不同院部之间教师数量和结构不均衡，不

同专业之间教师数量和结构不均衡，不同课程之间教师数量和结构不均衡，新办

专业教师数量不足，实践实验实训课程师资建设滞后，师资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

部分临床专业、计算机等专业博士等高层次人才引进困难，专业教师未能及时得

到补充。传统课程师资力量相对雄厚，新开课程、边缘课程和交叉课程因为起步

较晚、基础相对薄弱，师资力量有待加强。学校目前的师资队伍现状影响和制约

了学校在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中的发展速度。

接下来，一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在引进方式上更为灵活。二是加强高层次

人才尤其是领军人才的引进工作，建立符合学校实际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三

是加强现有人才的培养，加强人才团队的建设，加强教师发展中心工作，加大教

师发展专项经费支持力度，切实提高教师的整体教学水平。四是加强临床教师队

伍建设，健全临床教学组织机构，稳定临床教师队伍，加大临床教学投入，切实

提高临床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业务素质。

二、加强教学资源建设

目前，学校优质教学资源不足，通识课程、整合课程、实践课程、选修课程、

双语课程、精品课程仍然偏少，课程结构体系有待进一步优化。

接下来，学校将强化通识教育，完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积极对标各类“金

课”建设要求，大力推进特色和优质课程资源建设，开设更多通识教育课程“金

课”，形成具有学校鲜明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英语教学内容新体系。

加强精品课程资源建设和精品课程平台建设，建立精品课程网络教学体系，引入

国内优质网络公开课程。完善实践课程平台建设，构建以素质和能力为核心的实

践教学课程体系。学校将进一步加大课程建设力度，建立优质校本课程，更新网

络教学平台，拓展网络课程资源，完善课程开放共享平台建设，充分发挥现有课

程资源的使用效益。

三、加强实践教学建设

目前，校内实践教学设施和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不足，实践教学保障经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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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辅助人员偏少，部分新建立的临床医学院教学条件和教学管理有待加

强。

接下来，要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加强实践教学信息化建设和人员队伍建设，

完善综合实验实训中心建设，应用虚拟仿真技术分类建设实践教学平台，要系统

设计实习实践实训平台，构建开放性实践教学平台体系，确保实践教学需求。

学校将加强对实践教学过程的监控和管理，开展实践教学检查，对实践教学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通报和反馈。开发实践教学新基地，对申报实践教学新

基地的各单位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综合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遴选。

接下来，学校将积极创新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实验教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

探索实践教学如何与社会需求进一步相衔接，提高学校实践教学的社会满意度和

社会需求达成度，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不断提高我校实践教学工作水平和

质量。



附表 1 安徽中医药大学本科专业设置一览表

序号 专业名称 学位门类 学制 所属学院 专业代码

1 中医学 医学 5 中医学院（新安学院） 100501K

2 中医儿科学 医学 5 中医学院（新安学院） 100512TK

3 针灸推拿学 医学 5 针灸推拿学院（康复医学院） 100502K

4 康复治疗学 理学 4 针灸推拿学院（康复医学院） 101005

5 中西医临床医学 医学 5 中西医结合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100601K

6 药学 理学 4 药学院 100701

7 中药学 理学 4 药学院 100801

8 制药工程 工学 4 药学院 081302

9 食品质量与安全 工学 4 药学院 082702

10 药物制剂 理学 4 药学院 100702

11 药物分析 理学 4 药学院 100705T

12 中药资源与开发 理学 4 药学院 100802

13 生物制药 理学 4 药学院 083002T

14 护理学 理学 4 护理学院 101101

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4 医药信息工程学院 080901

16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4 医药信息工程学院 082601

17 医学信息工程 工学 4 医药信息工程学院 080711T

18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理学 4 医药信息工程学院 120102

19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4 医药经济管理学院 020401

20 应用心理学 理学 4 人文与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071102

21 公共事业管理 管理学 4 医药经济管理学院 120401

22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4 医药经济管理学院 120206

23 保险学 经济学 4 医药经济管理学院 020303

24 汉语国际教育 文学 4 人文与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050103

注：专业名称与代码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 年版）为准。



附表 2 安徽中医药大学省级以上优势专业一览表

获批年份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优势专业类型

2007 100501K 中医学 国家特色专业

2007 100801 中药学 国家特色专业

2008 100502K 针灸推拿学 国家特色专业

2009 100701 药学 国家特色专业

2010 100601K 中西医临床医学 国家特色专业

2015 100501K 中医学 “卓越医生”计划专业

2008 100701 药学 省部级优势专业

2010 081302 制药工程 省部级优势专业

2010 071102 应用心理学 省部级优势专业

2011 101101 护理学 省部级优势专业

2011 101005 康复治疗学 省部级优势专业

2012 100801 中药学 省部级优势专业

2013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省部级优势专业

2013 100601K 中西医临床医学 省部级优势专业

2013 100702 药物制剂 省部级优势专业

2014 020303 保险学 省部级优势专业

2014 100502K 针灸推拿学 省部级优势专业

2014 100705T 药物分析 省部级优势专业

2014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省部级优势专业

2015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省部级优势专业

2015 120401 公共事业管理 省部级优势专业



附表 3 安徽中医药大学各专业教师数量及结构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任教师

本科生

数

本科生与专任

教师之比总数

具有高

级职称

教师数

量

35 岁以

下青年

教师数

量

近五年

新增教

师数

1 食品质量与安全 5 4 1 2 160 32

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4 14 9 1 872 25.65

3 医学信息工程 9 1 4 1 219 24.33

4 应用心理学 21 7 1 0 467 22.24

5 药物分析 3 3 0 0 60 20

6 生物医学工程 22 3 10 5 423 19.23

7 人力资源管理 15 4 0 0 287 19.13

8 药学 42 20 15 9 773 18.4

9 康复治疗学 25 13 2 2 456 18.24

10 制药工程 13 10 3 3 233 17.92

11 国际经济与贸易 33 9 12 4 588 17.82

12 公共事业管理 12 4 2 2 213 17.75

13 汉语国际教育 13 4 8 0 228 17.54

14 保险学 11 6 3 2 191 17.36

15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
12 1 3 1 208 17.33

16 中药学 35 18 9 4 591 16.89

17 中医学 165 103 22 10 2,588 15.68

18 中西医临床医学 140 90 23 13 2,177 15.55

19 护理学 122 35 34 15 1,887 15.47

20 药物制剂 15 13 2 1 232 15.47

21 生物制药 8 3 4 1 113 14.12

22 针灸推拿学 98 56 18 10 1,379 14.07

23 中药资源与开发 4 2 1 1 56 14

24 中医儿科学 23 5 13 2 185 8.04



附表 4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18-2019 学年教授主讲本科课程情况一览表

专业名称
专业总课程门

次

教授讲授课程门

次

教授讲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

门次比

中医学 593 45 7.59%

中医儿科学 44 4 9.09%

针灸推拿学 171 21 12.28%

康复治疗学 126 7 5.56%

中西医临床医学 467 27 5.78%

药学 344 45 13.08%

中药学 164 39 23.78%

制药工程 92 18 19.57%

食品质量与安全 92 7 7.61%

药物制剂 78 8 10.26%

药物分析 18 9 50.00%

中药资源与开发 19 3 15.79%

生物制药 165 12 7.27%

护理学 605 17 2.8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3 12 6.56%

生物医学工程 125 3 2.40%

医学信息工程 42 4 9.5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89 6 6.74%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3 10 5.78%

公共事业管理 81 3 3.70%

人力资源管理 101 4 3.96%

全校保险学 82 4 4.88%

汉语国际教育 95 5 5.26%

应用心理学 108 4 3.70%



附表 5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18-2019 学年教材编写情况一览表

序号
编写人所

在单位

编写人

姓名
教材名称 参编情况 教材属性 教材类别 出版社

1 药学院 谢冬梅 中药鉴定学 编委

全国高等学校

“十三五”规划

教材

规划教材
人民卫生

出版社

2 药学院 谢冬梅 分子生药学 编委

全国高等学校

“十三五”规划

教材

规划教材
人民卫生

出版社

3 药学院 俞年军
药用植物遗传育种

学
主编

全国高等学校

“十三五”规划

教材

规划教材
人民卫生

出版社

4 药学院 桂双英
现代中药关键技术

与方法
副主编

全国高等学校

“十三五”规划

教材

规划教材
人民卫生

出版社

5 药学院 桂双英 中药药剂学 主编

全国普通高等中

医药院校“十三

五”规划教材（第

2 轮）

规划教材

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

社

6 药学院 吴德玲 中药化学 副主编

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十

三五”规划教材

规划教材
人民卫生

出版社

7 药学院 李家明 药物化学 副主编

全国普通高等中

医药院校“十三

五”规划教材（第

2 轮）

规划教材

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

社

8

人文与国

际教育交

流学院

徐昱 中医心理学 编委
卫计委“十三五”

规划教材
规划教材

人民卫生

出版社

9 药学院 吴培云 无机化学 主编

全国普通高

等中医药院校药

学类专业“十三

五”规划教材（第

2 轮规划教材）

规划教材

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

社

10 药学院 方方 有机化学 副主编

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十

三五”规划教材

规划教材
人民卫生

出版社



11 药学院 彭代银 中药药剂学 主编

全国普通高等中

医药院校“十三

五”规划教材（第

2 轮）

规划教材

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

社

12 药学院 金传山 中药炮制学 主编

全国普通高等中

医药院校“十三

五”规划教材（第

2 轮）

规划教材

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

社

13 药学院 胡珂 药用植物栽培学 副主编

全国高等学校药

学专业国家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十三五”规

划教材

规划教材
人民卫生

出版社

14 药学院 方方 有机化学 副主编

全国普通高等中

医药校药学类

“十三五”规划

教材

规划教材

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

社

15 药学院 杨青山 中药材商品学 编委

全国普通高等中

医药校药学类

“十三五”规划

教材

规划教材
人民卫生

出版社

16 药学院 汪宁 中药药理学 副主编

普通高等教育中

医药类“十三五

“规划教材

协编教材

上海科学

技术出版

社

17 药学院 吴培云 无机化学 主编

全国普通高等中

医药校药学类

“十三五”规划

教材

规划教材

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

社

18
中西医结

合学院
赵蜀军 中西医结合生理学 编委

普通高等教育

“十三五”规划

教材

协编教材
科学出版

社

19 药学院 张玲 中药分析学 副主编
药学专业“十三

五”规划教材
规划教材

人民卫生

出版社

20 药学院 储晓琴 中药药剂学 编委
药学专业“十三

五”规划教材
规划教材

人民卫生

出版社

21 针灸 何璐 中医四时养生 编委
全国高等院校中

医养生学会议
规划教材

人民卫生

出版社



22 针灸 张雷 养生名著选 编委
全国高等院校中

医养生学会议
规划教材

人民卫生

出版社

23 针灸 徐亚静 中医药膳食疗学 编委
全国高等院校中

医养生学会议
规划教材

人民卫生

出版社

24 中西医 王龙海 系统解剖学 副主编

全国中医药行业

高等教育“十三

五”规划教材

规划教材
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

25 药学院 刘守金 药用植物学 副主编

全国普通高等教

育中医药类精编

教材

规划教材
上海科技

出版社

26 针灸 张雷 养生名著选 编委

全国高等中医药

教育（本科）中

医养生学专业

“十三五”规划

教材

规划教材
人民卫生

出版社

27 药学院 张玲 中药制剂分析 编委

中药及相关专业

“十三五”规划

教材

规划教材
人民卫生

出版社

28 药学院 胡海霞 药学综合实验教程 编委

全国高等院校药

学类专业“十三

五”规划实验教

材（校企合作示

范教材）

规划教材

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

社

29
针灸推拿

学院
张雷

中医养生学系列教

材
编委

中医养生学系列

教材
规划教材

人民卫生

出版社

30 护理学院 袁亚美
“西学中”中医护

理临床培训指导
编委

国家中医药优势

特色教育培训中

医护理系列教材

协编教材
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



附表 6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19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情况一览表

学 院 专 业 总人数 毕业人数 毕业率（%）

中医学院 中医学（含留学生） 377 366 97.08

针灸推拿学院

针灸推拿学 194 191 98.45

康复治疗学 107 99 92.52

针灸推拿学（专升本） 59 59 100

中西医结合学院 中西医临床医学 318 305 95.91

护理学院 护理学 459 450 98.04

药学院

中药学 58 56 96.55

中药资源与开发 50 50 100

药学 62 61 98.39

制药工程 53 53 100

药物制剂 61 61 100

食品质量与安全 49 49 100

药物分析 52 52 100

生物制药 30 30 100

药学专升本 60 60 100

中药学专升本 60 59 98.33

医药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13 111 98.23

公共事业管理 39 38 97.44

保险学 55 54 98.18

人力资源管理 41 41 100

医药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1 170 93.92

生物医学工程 118 115 97.46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8 47 97.92

医学信息工程 47 47 1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2） 23 22 95.65

人文与国际教

育交流学院

应用心理学 62 57 91.94

汉语国际教育 56 55 98.21

合计 2832 2758 97.39



附表 7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19 届学士学位授予情况一览表

学 院 专 业 毕业总人数 授予学位人数 授予率（%）

中医学院 中医学（含留学生） 377 344 91.25

针灸推拿学院

针灸推拿学 194 184 94.85

康复治疗学 107 99 92.52

针灸推拿学（专升本） 59 59 100

中西医结合学院 中西医临床医学 318 288 90.57

护理学院 护理学 459 436 94.99

药学院

中药学 58 56 96.55

中药资源与开发 50 49 98

药学 62 58 93.55

制药工程 53 50 94.34

药物制剂 61 60 98.36

食品质量与安全 49 49 100

药物分析 52 49 94.23

生物制药 30 27 90

药学专升本 60 59 98.33

中药学专升本 60 59 98. 33

医药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13 106 93.81

公共事业管理 39 36 92.30

保险学 55 53 96.36

人力资源管理 41 40 97.56

医药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1 157 86.74

生物医学工程 118 102 86.44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8 47 97.92

医学信息工程 47 46 97.8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2） 23 22 95.65

人文与国际教

育交流学院

应用心理学 62 57 91.94

汉语国际教育 56 52 92.86

合计 2832 2645 93.40



附表 8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19 届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情况一览表

学 院 专业名称 初次就业率（%）

中医学院 中医学 86.85%

针灸推拿学院
针灸推拿学 94.80%

康复治疗学 94.95%

中西医结合学院 中西医临床医学 91.48%

护理学院 护理学 95.11%

药学院

中药学 92.24%

中药资源与开发 96.00%

药学 85.83%

制药工程 92.45%

药物制剂 93.44%

食品质量与安全 95.92%

药物分析 90.38%

生物制药 93.33%

生物医学工程 93.04%

医药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90.09%

公共事业管理 89.47%

保险学 96.30%

人力资源管理 87.80%

医药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9.58%

生物医学工程 93.04%

医学信息工程 93.6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00.00%

人文与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应用心理学 85.96%

汉语国际教育 90.91%



附表 9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18 年体质测试分专业达标率

序号 专业名称 总人数 达标人数 及格率

1 中医学 1400 1252 89.50%

2 中医儿科 117 115 98.30%

3 针灸推拿学 748 684 91.50%

4 康复治疗学 341 321 94.10%

5 中西医临床医学 1118 983 88.00%

6 药学 505 460 91.10%

7 中药学 282 252 89.40%

8 制药工程 186 168 90.40%

9 食品质量与安全 182 162 89.10%

10 药物制剂 219 201 91.80%

11 药物分析 89 77 89%

12 中药资源与开发 51 45 88.30%

13 生物制药 106 95 89.70%

14 护理学 1533 1467 957.00%

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54 632 83.90%

16 生物医学工程 427 358 83.90%

17 医学信息工程 203 179 88.20%

18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3 174 85.80%

19 国际经济与贸易 508 475 93.60%

20 应用心理学 392 357 91.10%

21 公共事业管理 208 187 90%

22 人力资源管理 209 185 88.60%

23 保险学 207 178 86%

24 汉语国际教育 222 202 91%

总计 10255 9209 90.20%



附表 10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18 年度质量工程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编

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单位

1
2018rcs

fjd010
一流本科人才示范引领基地

安徽中医药大学中药学类本科

一流人才示范引领基地
彭代银 药学院

2
2018ylz

y056
一流（品牌）专业 针灸推拿学 唐巍

针灸推拿学

院

3
2018ylz

y057
一流（品牌）专业 中西医临床医学 黄金玲

中西医结合

学院

4
2018ylz

y058
一流（品牌）专业 药学 许钒 药学院

5
2018ylz

y088
一流（品牌）专业 中医学 王茎 中医学院

6
2018moo

c210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

示范项目
中医诊断学 周雪梅 中医学院

7
2018moo

c212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

示范项目
内经 沈津湛 中医学院

8
2018moo

c218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

示范项目
中药分析学 张玲 药学院

9
2018moo

c220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

示范项目
无机化学 吴培云 药学院

10
2018moo

c223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

示范项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王华

人文与国际

教育交流学

院

11
2018moo

c539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

示范项目
局部解剖学 张祖志

中西医结合

学院

12
2018moo

c540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

示范项目
医学统计学 武松

中西医结合

学院

13
2018moo

c544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

示范项目
大学新生入学教育 王红松 学生处

14
2018moo

c545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

示范项目
计算机 谭红春

医药信息工

程学院

15
2018ylj

c017
一流教材建设项目 人体解剖学（修订） 申国明

中西医结合

学院

16
2018ylj

c070
一流教材建设项目 大学武术基础教程（修订） 张斌 体育部

17
2018ylj

c118
一流教材建设项目 中药药剂学实验（新编） 何宁 药学院



18
2018jxt

d111
高水平教学团队 中医医史文献学教学团队 陆翔 中医学院

19
2018jxt

d112
高水平教学团队 药用植物学教学团队 彭华胜 药学院

20
2018jys

sf080
基层教研室示范项目 药剂教研室 何宁 药学院

21
2018jys

sf081
基层教研室示范项目 经济学教研室 陶群山

医药经济管

理学院

22
2018jyx

m1138
教学研究项目（重大）

地方中医药院校医药大数据人

才培养研究与改革
阚峻岭

医药信息工

程学院

23
2018jyx

m1139
教学研究项目（重大）

中医药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构

建与实践
魏骅

创新创业学

院

24
2018jyx

m1141
教学研究项目（重大）

中医药院校“三全育人”的体系

与机制研究
王先俊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5
2018jyx

m1142
教学研究项目（重大）

专业课程教师课程思政教育能

力提升路径研究
蔡标 人事处

26
2018jyx

m1143
教学研究项目（重大）

“5+3”一体化卓越中医学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与构建
许钒 教务处

27
2018jyx

m1209
教学研究项目（重大）

中医药高等院校强化传承教育

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王鹏 教务处

28
2018sxz

x61
示范实验实训中心

针灸推拿康复综合技能实验实

训中心
姚长风

针灸推拿学

院

29
2018sjj

d111
校企合作实践教育基地

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易通心理

咨询有限公司实践教育基地
王平

人文与国际

教育交流学

院

30
2018xfs

yxm032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药物对家兔血压的影响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项目
王靓

中西医结合

学院

31
2018xfs

yxm033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仪器分析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目
鲁嘉 药学院

32
2018zwp

y021
中外合作培养项目 信息管理专业 阚红星

医药信息工

程学院

33
2018kfk

083
精品线下开放课程 药物化学 黄鹏 药学院

34
2018kfk

084
精品线下开放课程 急救护理学 袁娟 护理学院

35
2018kfk

085
精品线下开放课程 医学伦理学 严家凤

马克思主义

学院



36
2018kfk

086
精品线下开放课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李忠萍

马克思主义

学院

37
2018zhk

t077
智慧课堂 仪器分析实验 赵宏苏 药学院

38
2018zhk

t078
智慧课堂 中医护理学基础 施慧 护理学院

39
2018zhk

t079
智慧课堂 计算机导论 李亚

医药信息工

程学院

40
2018jtx

x187
教坛新秀 罗梦曦 罗梦曦 中医学院

41
2018jtx

x188
教坛新秀 王艳 王艳

中西医结合

学院

42
2018jtx

x190
教坛新秀 李璐 李璐

中西医结合

学院

43
2018jtx

x193
教坛新秀 彭灿 彭灿 药学院

44
2018jxm

s110
教学名师 唐巍 唐巍

针灸推拿学

院

45
2018jxm

s111
教学名师 方方 方方 药学院

46
2018jxm

s168
教学名师 蔡标 蔡标

中西医结合

学院

47
2018jxc

gj059
教学成果奖（转评类一等奖）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与实践

卜芦笙，

姚文超，

董纪鹏，

张庆武，

黄 鹤，许

大胜，胡

运璋，张

亮，刘昳，

蔡俊，高

金娜，夏

宏武

体育部

48
2018jxc

gj319
教学成果奖（转评类三等奖）

理实结合，以赛促学，提升制药

工程专业学生“善设计”能力

李传润，

彭成军，

汤青，王

虎传，李

家明，见

玉娟

药学院



49
2018jxc

gj326
教学成果奖（转评类三等奖）

依托学科竞赛培养中医药院校

工科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探索

与实践

方芳，胡

继礼，张

薇，阚红

星，孙大

勇，阚峻

岭

医药信息工

程学院

50
2018jxj

ygg035
高校继续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基于云服务的高校继续教育信

息化建设研究
李梅

继续教育交

流学院

51
2018jxj

ygg037
高校继续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高校继续教育《药事管理学》课

程远程化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与

实践

章登飞
继续教育交

流学院

52
2018jxj

ygg040
高校继续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高校继续教育《中医护理学》网

络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
张瑞雪

继续教育交

流学院

53
2018jys

sf091
基层教研室示范项目 临床护理学教研室 徐为群

安徽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54
2018jtx

x282
教坛新秀 金龙 金龙

安徽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55
2018jtx

x283
教坛新秀 程鹏 程鹏

安徽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56
2018jtx

x284
教坛新秀 李居一 李居一

安徽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57
2018xfs

yxm035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VR 护理教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项目
徐为群

安徽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58
2018rcs

fjd011
一流本科人才示范引领基地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一流本科人才示范引领基地
尚莉丽

安徽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59
2018jtx

x281
教坛新秀 胡徽星 胡徽星

安徽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

60
2018jtx

x286
教坛新秀 李武芬 李武芬

安徽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



附表 11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18 年省级校级教学研究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负责人 立项等级

1
2018jyxm0

881

基于中药五能人才培养的中药化学课程

群内涵建设研究
药学院 王国凯 省级重点

2
2018jyxm0

884

通识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研究与实践—

—以中医药高校为例

人文与国际教育

交流学院
郜晓芹 省级重点

3
2018jyxm0

885

整合医学视域下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机

能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中西医结合学院 王靓 省级重点

4
2018jyxm0

951

康复治疗学专业综合实践能力培养的研

究
针灸推拿学院 陈朝晖 省级重点

5
2018jyxm1

056

卓越中医风湿医师培养模式和培养体系

的探索性研究与实践
第一临床学院 曹云祥 省级重点

6
2018jyxm1

059

基于岗位胜任力的中药临床药师培训学

员 360 度评价研究
第一临床学院 李颖 省级重点

7
2018jyxm0

937

基于自主学习能力与识药辨药能力培养

的中药鉴定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药学院 谢冬梅 省级一般

8
2018jyxm0

940

基于大数据的网络自主学习过程监测和

推荐系统的研究

医药信息工程学

院
马春 省级一般

9
2018jyxm0

944

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的课程教学改革与实

践
中西医结合学院 王艳 省级一般

10
2018jyxm0

945

CTTM 教学法在中医老年病学临床带教中

的研究
第二临床学院 朱艳 省级一般

11
2018j

yxm0947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方剂学模块化教-考体

系的探索与实践
中医学院 赵黎 省级一般

12
2018jyxm0

949

以临床综合能力培养为目标的

TCN-mini-CEX 教学模式在中医护理课程

中的应用研究

护理学院 施慧 省级一般

13
2018jyxm0

953

针灸康复实验实训中心运行及质控体系

建设研究
针灸推拿学院 刘自兵 省级一般

14
2018jyxm0

959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 O2O 全程创业指

导与支持系统的研究

医药经济管理学

院
孙玉亮 省级一般

15
2018jyxm0

961

“互联网+”背景下《中药学》MOOC 课程

学生自主学习与课堂授课模式的研究
中医学院 王玉凤 省级一般

16
2018jyxm1

013

基于 SPOC 的《中药学》课程深度学习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
中医学院 高松 省级一般



17
2018jyxm1

016
翻转课堂对于提高师生互动效果的研究 中西医结合学院 陈明 省级一般

18
2018jyxm1

362

慕课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运用研

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黄金满 省级一般

19
2018jyxm1

061

情景模拟融合 TBL 教学在提高医学生实

习阶段临床思维能力中的应用
第一临床学院 金珊 省级一般

20
2018jyxm1

065

基于 BOPPPS 模型的中药实训教学模式构

建
第一临床学院 刘勇 省级一般

21
2018jyxm1

068

PBL、CBL、Seminar 多轨模式在中医风湿

病教学中应用
第一临床学院 万磊 省级一般

22
2018jyxm1

088

PDCA 循环在推拿手法学教学中的运用与

实践
第一临床学院 郭耀斌 省级一般

23
2018jyxm1

095

基于 PACS 平台的多元化教学模式在中医

院校超声医学临床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第一临床学院 李保启 省级一般

24
2018xjjy_

zb001

打造金课，提升人才培养之质量——中医

5+3《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模式探索
中医学院 吴元洁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招

标）

25
2018xjjy_

zb002

新工科背景下计算机专业学生创新实践

能力培养模式构建与实施

医药信息工程学

院
李亚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招

标）

26
2018xjjy_

zb003

中医药院校教师教学胜任力培训的研究

与实践

教学评价与教师

发展中心
宿玉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招

标）

27
2018xjjy_

zb004

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高校教师教学评

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教学评价与教师

发展中心
姚瑶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招

标）

28
2018xjjy_

zb005

基于信息化融合试题库建设构建中医药

院校课程考核评定体系
教务处 施高翔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招

标）

29
2018xjjy_

zd001

基于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试卷命题与分

析系统的研发与应用（以《中医诊断学》

课程为例）

中医学院 汪莉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



30
2018xjjy_

zd002

线性思维结合传统观念构建“点-线-面-

体”中药分类体系的《中药学》教学模式

研究与实践

中医学院 谭辉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

31
2018xjjy_

zd003

基于学、用、创三维模式下中西医临床医

学专业《医用化学》教学改革研究
中西医结合学院 周鹏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

32
2018xjjy_

zd004

基于 SPOC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康复

功能评定学》的应用与研究
针灸推拿学院 李梦醒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

33
2018xjjy_

zd005

基于案例分析的情景模拟法在实际教学

中的应用与探讨----以《作业治疗学》为

例

针灸推拿学院 张慧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

34
2018xjjy_

zd006

中医药院校工科类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

构建

医药信息工程学

院
金力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

35
2018xjjy_

zd007

基于 SSDL 模型的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构

建与实践

医药信息工程学

院
谷宗运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

36
2018xjjy_

zd008

教师指导下的大学生自主学习问题研究

----以我校公共管理类课程为例

医药经济管理学

院
王野飞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

37
2018xjjy_

zd009

开放启发式课堂教学模式在药剂学课堂

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
药学院 彭灿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

38
2018xjjy_

zd010

促进学生自主发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的研究与实践--以《生药学》课程为例
药学院 欧金梅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

39
2018xjjy_

zd011

基于创新和学生能力培养的制药工艺学

综合性实验改革—以苯妥英钠合成工艺

优化为例

药学院 彭成军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

40
2018xjjy_

zd012

高校校园足球专项体能表现分析理论与

实践研究
体育部 卜芦笙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

41
2018xjjy_

zd013

需要理论视角下地方中医药院校心理育

人质量提升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人文与国际教育

交流学院
张俊杰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

42
2018xjjy_

zd014

基于课程思政的中医诊疗设备与原理教

学研究
人事处 徐天馥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

43
2018xjjy_

zd015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高校思政课中的

应用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邓明峰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



44
2018xjjy_

zd016

基于“中医素材”的“叙事护理教学”在

《护理人文修养与沟通技巧》课程中的应

用于创新

护理学院 李一芳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

45
2018xjjy_

zd017

基于微信平台的微课在《健康评估》对分

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护理学院 程婧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

46
2018xjjy_

zd018

基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培养模式

研究
发展规划处 肖洁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

47
2018xjjy_

zd019

基于混合式学习的 OTO 互动模式在

临床实习护生带教中的应用研究
第二临床学院 王婷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

48
2018xjjy_

zd020

失效模式及效应分析在针灸临床实

习教学中的应用
第二临床学院 李飞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重点）

49
2018xjjy_

yb001

基于针灸康复实训平台的《中医药适宜技

术》课程构建与教学模式研究
针灸推拿学院 周传云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一般）

50
2018xjjy_

yb002

形成性评价在中医药膳学课程考核中的

应用
针灸推拿学院 徐亚静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一般）

51
2018xjjy_

yb003

互联网+背景下医学院校教学管理 平台

构建---以微信工作平台为例
针灸推拿学院 程露露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一般）

52
2018xjjy_

yb004

SPOC 教学模式在医药院校计算机基础课

程教学中培养计算思维的应用研究

医药信息工程学

院
黄方亮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一般）

53
2018xjjy_

yb005

思维导图在高校数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研究

医药信息工程学

院
徐洋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一般）

54
2018xjjy_

yb006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保险核保核赔》

课程教学方法研究

医药经济管理学

院
许梦月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一般）

55
2018xjjy_

yb007

基于“雨课堂”智慧教学工具翻转《中药

化学实验》课程教学研究
药学院 张伟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一般）

56
2018xjjy_

yb008

基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医药学基

础》课程教学改革与研究
药学院 贾晓益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一般）

57
2018xjjy_

yb009

基于“蓝墨云班课”探究课程自主学习模

式及考核评估体系
药学院 张虹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一般）



58
2018xjjy_

yb010

中医院校传统保健体育课程评估指标体

系研究
体育部 蔡俊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一般）

59
2018xjjy_

yb011

基于移动信息化的翻转课堂教学在《认知

心理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人文与国际教育

交流学院
马玥璐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一般）

60
2018xjjy_

yb012

泛在学习视阈下教师、教材、教法与教学

实效研究

人文与国际教育

交流学院
王华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一般）

61
2018xjjy_

yb013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评估体系研

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任健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一般）

62
2018xjjy_

yb014

新媒体时代体验式教学模式在《大学生职

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护理学院 胡静娴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一般）

63
2018xjjy_

yb015

信息化技术支持下“学习通”移动 APP

在《护理技能实验实训》课程中的探究与

实践

护理学院 胡倩倩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一般）

64
2018xjjy_

yb016

基于“学习通”构建 OTO 模式教学课堂及

形成性评价体系——以《中医护理学基础

II》课程为例

护理学院 郝书婕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一般）

65
2018xjjy_

yb017

“体验式教育”理念在《基础护理学》实

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护理学院 孟亚慧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一般）

66
2018xjjy_

yb018

微课视频教学模式在中医护理临床带教

中的应用
第二临床学院 刘思佳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一般）

67
2018xjjy_

yb019

医学院校附属医院临床教师教学行为对

教学质量影响的研究
第二临床学院 王保国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一般）

68
2018xjjy_

yb020

基于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视角下的新护

士培训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
第二临床学院 吕云霞

校级教学

研究项目

（一般）



附表 12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19 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项目一览表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学生 项目级别

2019001
雪莲注射液“犊鼻”穴注射对

KOA 模型大鼠软骨代谢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卢曼晨 国家级

2019002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生

抑郁倾向者的舌像特征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席俊羽 国家级

2019003

基于 ITP 小鼠模型探析胶艾汤

在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方

面的临床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李振辉 国家级

2019004

基于 ROSETTA 系统的粗糙集理

论对叶天士从温病理论治疗肺

系感染性疾病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蔡珊珊 国家级

2019005

针 刺 通 过 减 少 COPD 大 鼠

MUC5AC表达调控气道粘液高分

泌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李玮 国家级

2019006

基于网络药理学研究升降散治

疗慢性过敏性荨麻疹的作用机

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张弯 国家级

2019007

基于“和解法”的中医治疗冠

心病方法探析——以小柴胡汤

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陶燕 国家级

2019008
龟板灸的理论基础与现代临床

应用特色系统整理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王梦雅 国家级

2019009

解 毒 化 浊 祛 瘀 方 调 控

PI3K-Akt-mTOR 信号通路抑制

肝星状细胞自噬改善 wilson

病 TX 小鼠肝纤维化的机制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刘玉龙 国家级

2019010

基于外排泵系统研究小檗碱单

用 及联合氟康唑对耳念珠菌

的抑制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张安棋 国家级

2019011
新型自组装液晶对青光眼的作

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李星 国家级

2019012

基于合肥市社区的糖尿病合并

功能性便秘相关因素及中医证

候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朱轶男 国家级

2019013
具香豆素结构骨架的 Ras/PAM

通路双重抑制剂的 SARs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王泳 国家级

2019014

基于“颜色-成分-功效”关联

的蒲黄炮制“炒炭存性”科学

内涵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魏羽瑶 国家级



2019015
霍山石斛对香烟诱导的肺阴虚

型大鼠的治疗作用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周子叶 国家级

2019016
黄蒲通窍胶囊治疗血管性痴呆

的药效物质基础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代安然 国家级

2019017

鹰嘴豆芽素 A 对小鼠乳腺癌耐

多西他赛细胞株 4T1/DTX 耐药

逆转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王沐凡 国家级

2019018
土牛膝鲜品与干品治疗肾小球

肾炎的药效学差异初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徐梦如 国家级

2019019
百会穴久留针对缺血性脑卒中

大鼠 Nestin、GFAP 表达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张佳玉 国家级

2019020

基于 AMPK/SIRT1/NF-κB 信号

探讨苓桂术甘汤含药血清对

LPS刺激下 H9C2细胞炎症损伤

保护作用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梁浩杰 国家级

2019021

基于循证中医药学的糖尿病周

围经病变临床证据的评价分析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黄万秋 国家级

2019022
体外三维血管生成模型的建立

及肿瘤细胞对血管生成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杨建澳 国家级

2019023
岳甫嘉治疗男性不育症学术思

想及用药特色探析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汪岱 国家级

2019024

《以小柴胡汤为例探究组方药

物 性 味 配 伍 意 义 》

2017202301032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奚然然 国家级

2019025
摩腹运气功对原发性失眠

患者事件相关电位 MMN 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王晓增 国家级

2019026
大黄䗪虫蒸汽眼罩对睑黡治疗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李博洋 国家级

2019027
探究有限元分析技术在研究腰

椎正骨手法生物力学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曾玲 国家级

2019028
针灸治疗痰瘀互结所致络病的

理论与临床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黄玮玲 国家级

2019029
SBA-15分子筛的制备及阿司匹

林载药性能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卢雨辰 国家级

2019030
茯苓多糖铁的制备工艺优化及

其药理活性初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储京 国家级



2019031

雷公藤甲素对 SLE 患者外周血

CD4+T 细胞中 DNA 甲基化水平

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鲁燕 国家级

2019032
眼用尼莫地平的脑内递药特性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司巧云 国家级

2019033

丹皮酚-奥扎格雷偶联物对脑

缺血再灌注大鼠的治疗作用及

炎症反应的机制初步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施文俊 国家级

2019034
白杨素衍生物的设计、合成及

其生物活性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储丽莎 国家级

2019035

羟基磷灰石/玉米醇溶蛋白纳

米米药物载体的构建和靶向性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张玮杰 国家级

2019036 玲珑容臭承岐黄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刘容羽 国家级

2019037

白头翁汤正丁醇提取物对超级

耐药真菌耳念珠菌粘附作用的

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孙志成 国家级

2019038
大黄酚对 AD 大鼠细胞焦亡影

响的实验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裴少强 国家级

2019039

补肺汤治疗 COPD 大鼠影响

GGT，sTREM-1，F2α的实验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郭子为 国家级

2019040
黄蒲通窍胶囊对 AD 模型大鼠

内质网应激凋亡途径的影响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喻学婷 国家级

2019041
异叶天南星凝集素基因的克隆

及蛋白的结构性质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李晟 国家级

2019042

栀子苷靶向 PTEN 基因调控

PI3K/AKT信号转导干预类风湿

性关节炎滑膜微血管新生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笪文凯 国家级

2019043
基于知识图谱的肝豆状变性研

究可视化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谢文建 国家级

2019044

基于转录组测序技术挖掘牛蒡

木质素类物质生物合成相关基

因

创新训练项目（自然） 魏俊雯 国家级

2019045
“五志化火”理论在妇女崩漏

病中的探析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冯理想 国家级

2019046
从刘完素火热论—湿可化火角

度探究运用寒凉药物治疗水肿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韩晨亮 国家级

2019047
《医方六集》中“针药保元”

思想学术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侯雪文 国家级



2019048
基于提升医学生器官捐献意愿

的生命教育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李梦绮 国家级

2019049
中医养生思想干预大学生亚健

康现状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周玉秀 国家级

2019050

从新安医家王国瑞透刺疗法浅

析针刺率谷治疗偏头痛的临床

经验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梅静 国家级

2019051
新安医著永福氏《求嗣指源》

妇科不孕症证治特色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谭仔龙 国家级

2019052
巢湖特色银屏山绿茶销售策划

书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洪雨玲 国家级

2019053

基于数据挖掘的刘兰林教授运

用温病学理法方药治疗过敏性

紫癜的用药规律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韩馨悦 国家级

2019054 朱丹溪养老学术思想探析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陈梦娜 国家级

2019055

从积极心理学视角构建大学生

“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

提升路径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左笑怡 国家级

2019056
搭建安徽中医药大学朋辈心理

辅导新媒体微服务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孙月晖 国家级

2019057
中国传统书画与中医学的互动

关系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杨颖 国家级

2019058
绿色发展理念下艾烟的安全观

察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李瑜璠 国家级

2019059

从“三全育人”视角对合肥市

大学生无偿献血现状及对策的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张倩倩 国家级

2019060
“区块链+基层医疗”一站式系

统架构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朱敬伟 国家级

2019061
中医药院校基层团组织第二课

堂体系平台构建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耿雨歌 国家级

2019062

新媒体视域下中医药院校团学

工作平台建设——以“多彩人

文”为例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王青静 国家级

2019063
探讨“短视频在脱贫攻坚中的

价值和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宛敏慧 国家级

2019064

以针灸为主结合中药对男性不

育症不同证型干预方法的文献

调查和 Meta 分析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方舟 国家级

2019065

安徽省中医类医院与综合医院

运行效率比较研究——基于

DEA-Malmquist 模型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孔爱杰 国家级



2019066
消费者对可追溯中药材的支付

意愿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张然 国家级

2019067
“一带一路”背景下亳州市中

药产业国际化发展路径初探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王洪飞 国家级

2019068
绩溪县中医药产业绿色发展研

究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刘丽丽 国家级

2019069
人工智能进行心理咨询的可行

性探索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高慧 国家级

2019070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现状与对策研究

—基于安徽省 8 个县市基层社

会的调研

创新训练项目（人文） 张淼 国家级

2019071 华佗牌救心丸质量标准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科技制

作发明）
贾成伟 国家级

2019072
基于体感的五禽戏游戏的研究

与开发

创新训练项目（科技制

作发明）
朱祥国 国家级

2019073
中草药果茶结合型功能性饮料

对治疗单纯性便秘的作用

创新训练项目（科技制

作发明）
黄青柳 国家级

2019074 脚踝的有形翅膀
创新训练项目（科技制

作发明）
程进节 国家级

2019075
基于 AT89C51 单片机的助眠枕

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科技制

作发明）
周杨 国家级

2019076
基于 STM32 的智能寻药心率手

环设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科技制

作发明）
刘少安 国家级

2019077
基于 AT89S52 笔记本电脑的智

能底座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科技制

作发明）
赵玄 国家级

2019078
中药渣造纸技术应用于中药纸

巾纸的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科技制

作发明）
刘梦田 国家级

2019079 三种安瓿开瓶器的设计与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科技制

作发明）
徐佳慧 国家级

2019080
滋阴养胃的参斛米稀及其制作

方法

创新训练项目（科技制

作发明）
李珍珍 国家级

2019081
一种用于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

剂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科技制

作发明）
朱梦洁 国家级

2019082
水蛭有效成分—蛭肽蛋白的提

取纯化及其美容产品的制备

创新训练项目（科技制

作发明）
张子玉 国家级

2019083 中药饮片智能识别分类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科技制

作发明）
郝希梁 国家级

2019084

基于三维立体矩阵模型的构建

——中药饮片智能化药柜的设

计与实现

创新训练项目（科技制

作发明）
黄星语 国家级

2019085 新六针”一体化治疗仪
创新训练项目（科技制

作发明）
金子开 国家级



2019086

化结止痒方联合枸地氯雷他定

胶囊治疗结节性痒疹的临床疗

效观察

创新训练项目（科技制

作发明）
翟傲 国家级

2019087 腰痛足疗贴研制与开发 创业训练项目 郑云子 国家级

2019088

基于新时代老龄人群对新兴新

媒体平台养生健康类信息获取

需求的创新服务

创业训练项目 王筠禹 国家级

2019089 “悬壶济世”中药灯罩 创业训练项目 刘政新 国家级

2019090 橘井春秋 创业训练项目 吴军杰 国家级

2019091
基于辨证论治理论，研制调理

各型中医体质的养生糊
创业训练项目 凌震 国家级

2019092

大学生优收兼职保——大学生

兼职经济收入保障险保险电子

商务

创业训练项目 姚梦茜 国家级

2019093 “梨不开你” 创业训练项目 刘超 国家级

2019094 中益中草药有限责任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魏文清 国家级

2019095 新型卡扣式防刺伤针帽 创业训练项目 谢婷 国家级

2019096 药食同源食品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林邦强 国家级

2019097 亲子药圆 创业训练项目 李婷 国家级

2019098 杏林动漫 创业训练项目 陈文娣 国家级

2019099
“天使的关爱”—急救通生命

关爱有限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刘常昳 国家级



附表 13 安徽中医药大学非直属附属医院一览表

序号 基地类型 医院名称 适用专业

1-1 非直属附属医院 武警安徽省总队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

各相关专业均适用

1-2 非直属附属医院 芜湖市中医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

各相关专业均适用

1-3 非直属附属医院 六安市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

各相关专业均适用

1-4 非直属附属医院 太和县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

各相关专业均适用

1-5 非直属附属医院 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

各相关专业均适用



附表 14 安徽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实习医院一览表

序号 基地类型 医院名称 适用专业

2-1 教学医院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2 教学医院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3 教学医院 六安市人民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4 教学医院 铜陵市立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5 教学医院 马鞍山市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6 教学医院 天长市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7 教学医院 怀远县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8 教学医院 东至县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9 教学医院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10 教学医院
上海市长宁区光华中西

医结合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11 教学医院 上海市金山区中心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12 教学医院 上海建工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13 教学医院 江阴市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14 教学医院 昆山市中医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15 教学医院 泰州市姜堰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16 教学医院 太仓市中医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17 教学医院 盱眙县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18 教学医院 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19 教学医院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20 教学医院 高邮市中医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21 教学医院 铜陵市中医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22 教学医院 安徽韩美整形外科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23 教学医院 潜山县中医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24 教学医院 宿松县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25 教学医院 怀宁县中医骨伤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专

业均适用

2-26 教学医院 霍山县中医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27 教学医院 五河县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28 教学医院 苏州市中医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29 教学医院 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30 教学医院 沭阳县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31 教学医院 庐江县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32 教学医院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33 教学医院 明光市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34 教学医院 涡阳县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35 教学医院 亳州市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36 教学医院 盐城市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37 教学医院 蚌埠市市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38 教学医院 徐州市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2-39 教学医院 淮北市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3-1 实习医院 金寨县中医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3-2 实习医院 望江县中医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3-3 实习医院 蒙城县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3-4 实习医院 祁门县中医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3-5 实习医院 淮南朝阳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3-6 实习医院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3-7 实习医院 郎溪县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3-8 实习医院 广德县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3-9 实习医院 含山县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3-10 实习医院 池州市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3-11 实习医院 太湖县中医院
临床类、药学类、护理类、康复类等各相关

专业均适用



附表 15 安徽中医药大学实践基地一览表

序号 基地类型 医院名称 适用专业

4-1 药学类 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2 药学类 安徽省医学科学研究院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3 药学类 安徽省医药设计院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4 药学类 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5 药学类 黄山市园林管理局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6 药学类 合肥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所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7 药学类 亳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8 药学类 首都儿科研究所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9 药学类 安徽医科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10 药学类 亳州市沪谯药业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11 药学类
安徽亚泰天然植物科技

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12 药学类 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13 药学类 安徽广印堂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14 药学类 安徽济人药业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15 药学类 合肥华润神鹿药业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16 药学类 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17 药学类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18 药学类 合肥今越制药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19 药学类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

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20 药学类
上海海虹实业（集团）巢湖今辰

药业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21 药学类 安徽新和成皖南药业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22 药学类 安徽精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23 药学类 合肥医工医药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24 药学类
安徽省新星药物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25 药学类 合肥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26 药学类
安徽省华康医药科技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27 药学类
安徽省安泰医药生物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28 药学类 合肥七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29 药学类 合肥科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30 药学类
安徽牧龙山铁皮石斛生物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31 药学类
安徽省利民中药材有限

责任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32 药学类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33 药学类 安徽省皖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34 药学类
亳州市新科药材种苗生产

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35 药学类
霍山县长冲中药材开发

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36 药学类 北京同仁堂（安徽）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37 药学类 合肥九研制药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38
药学类

医药经济管理类
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国际经济与贸易、公

共事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保险学

4-39 医药经济管理类
南京医药合肥大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

国际经济与贸易、公共事业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保险学

4-40 医药经济管理类
安徽省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国际经济与贸易、公共事业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保险学

4-41 医药经济管理类 合肥曼迪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经济与贸易、公共事业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保险学

4-42 医药经济管理类
北京安汀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国际经济与贸易、公共事业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保险学

4-43 人文类 合肥锦雯言语康复中心
应用心理学、汉语国际教育

4-44 人文类
合肥市长江路第二小学

柏景湾校区

应用心理学、汉语国际教育

4-45 人文类 北京国奥心理医院
应用心理学、汉语国际教育

4-46 人文类 马鞍山十一中学
应用心理学、汉语国际教育

4-47 人文类 合肥新安江路小学
应用心理学、汉语国际教育

4-48 医药经济管理类 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国际经济与贸易、公共事业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保险学



4-49 医药经济管理类 国药控股安徽有限公司
国际经济与贸易、公共事业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保险学

4-50 医药经济管理类 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国际经济与贸易、公共事业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保险学

4-51 医药经济管理类 合肥迪迈医药有限公司
国际经济与贸易、公共事业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保险学

4-52 医药信息工程类
无锡－IBM软件及服务外包人才

实训基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

工程、医学信息工程、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

4-53 医药信息工程类 安徽易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

工程、医学信息工程、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

4-54 医药信息工程类 无锡高新区紧缺人才实训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

工程、医学信息工程、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

4-55 医药信息工程类
北京嘉和美康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

工程、医学信息工程、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

4-56 医药信息工程类 开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

工程、医学信息工程、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

4-57 人文类 合肥欧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应用心理学、汉语国际教育

4-58 人文类 安徽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学、汉语国际教育

4-59
药学类

医药经济管理类
安徽省润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国际经济与贸易、公

共事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保险学

4-60 医药信息工程类
安徽省菲利特医疗设备

有限公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

工程、医学信息工程、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



4-61 医药信息工程类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分公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

工程、医学信息工程、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

4-62 医药信息工程类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

工程、医学信息工程、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

4-63 医药信息工程类
必欧瀚生物技术（合肥）

有限公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

工程、医学信息工程、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

4-64 药学类 安徽省金楠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65 药学类
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66 医药信息工程类
安徽影联乐金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

工程、医学信息工程、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

4-67 医药信息工程类
奥拓思维（北京）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

工程、医学信息工程、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

4-68 药学类 安徽中青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69 药学类 兆科药业（合肥）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70 药学类 安徽安科余良卿药业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



4-71
药学类

医药经济管理类
安徽天星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中药资源与开发、生

物制药、国际经济与贸易、公

共事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保险学

4-72 医药经济管理类
北京安汀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国际经济与贸易、公共事业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保险学

4-73 医药经济管理类 上药控股安徽有限公司
国际经济与贸易、公共事业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保险学

4-74 医药经济管理类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分公司

国际经济与贸易、公共事业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保险学

4-75 医药信息工程类 合肥常春藤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

工程、医学信息工程、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

4-76 医药信息工程类
合肥易康达医疗卫生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

工程、医学信息工程、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

4-77 人文类 安徽心思为科技有限公司
应用心理学、汉语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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