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用植物学》课程建设方案 

将从课程教学的深度、广度、精细度、持续性上，提升在线课程

的内容质量和教学成效。 

一、预期成效 

经过三年的建设，药用植物学教学资源完全实现网络化，这些资

源可供校内外师生和社会学习者共享，提高中药学教学质量；借助课

堂教学录像上网所建立的“网上课堂”，拓展课堂教学的形式与内涵；

基于网络的答疑、论坛、教学调度、教学评价与反馈等，可使教学服

务与教学管理功能更加便捷和有效，提高工作效益；通过师资队伍、

课程演变、教师赠言、教学观点等模块，可间接而有效地传达新的教

学理念和育人思想。具体为： 

1. 建成网络化课程与教学管理平台，开发丰富的自主学习与研

究资源； 

2. 实现教学方式多样化，形成接受与探究相结合、独立与合作

相交织、课内与课外相融合、网络学习与面对面教学相统一的项目探

究式学习的新型教学方式； 

3. 形成课程完整的教学和支撑体系，教学效果得到显著提升； 

4. 发表教改论文 1～2 篇。 

二、实施计划 

1、资源建设：积极开发、建设多媒体课件、网络课程和教学网站系

统，调动一切力量，收集整理大量的文本、资料、图片，进行专业资

源库建设（案例库、专题讲座库、素材资源库等），充分体现以学生



为本的教学改革理念。①课程教学资源建设：完善课程介绍、教学大

纲、教学进程、考评方式与标准、演示文稿、教学录像、教学案例等；

建设案例库、专题讲座库、素材资源库、参考资料库。②自主化学习

平台：建立学科专业知识检索系统，同步/异步交流平台，课程教学、

学习和交流工具及综合应用多媒体技术建设的网络课程等自主化学

习平台。③进一步完善药用植物学课程网站；网络慕课已运行四学期，

已根据运行后反馈数据修订过两次，仍然在持续更新和完善中。 

2、教学内容改革：建立学科结构体系，根据课时数精简线下课程的

内容，将一部分课程内容的学习转移到线上，线下教学时按照教学目

标去设计教学全过程，精心选取生活、生产实例，不断升级、更新学

习内容，使课程目标定位更加精准、可执行。 

根据线上课程服务内容，持续更新视频课程，优化课程内容，提

高课程内容质量，其中岭南药用植物识别部分将维持每 2 年 1-2 个新

视频的录制和上线 

3、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探索多元混合互补式教学方法，使线

上慕课和线下教学有机结合，并在线下教学中增加与学生的互动，增

强学生的兴趣和参与度。加大监督与反馈的力度，课程组教师定期线

上指导，特别是对讨论的引导，设计激励机制，实现个性化交互式学

习的引导；开展翻转课程的质量评价研究，以本课程数据为支撑，优

化课程设计与实施，完善课程服务效果。 

4、实验教学改革：因实验课时有限，可在网络上增加部分综合性实

验供学生选修，拓展学生知识面。 



5、形成性评价改革：通过线下课堂互动、网络资源学习、翻转课堂

参与、实践创新（项目化实验、项目化实践）等多个环节，实施面向

过程能力的考核。针对线上社会学习者，本课程采取单元测验、互动

讨论、期中与期末测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学习成绩由平时成绩、

章节测试和期末考试三部分的成绩进行综合评定，其中平时成绩包括

学习进度成绩、学习习惯成绩、学习互动成绩。充分体现了注重过程

性评价。在这三种考核的相互配合之下，将功夫用在平时，把学习和

思考融入每一次课程，既强调了基础知识和重点内容，又延展了学生

的学习空间，促进自主学习和启发式教学。 

6、编写高质量教材，推广教学改革成果：及时把学科最新发展成果

和教改成果引入教材中。开发多媒体和网络教学课件，组建配套的电

子教案、电子图书、试题库、资料库、案例库等）。 

7、增加服务平台，扩大受众面：除了在智慧树、学堂在线向社会连

续提供服务外，还将与其他平台积极洽谈，加入新的课程服务平台；

拟为课程配全英文字幕，逐步建设为英文版慕课，在学堂在线国际版

上线，服务“一带一路”战略、推广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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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牵头高校 推荐单位

47 专业类课程 水产食品加工学 广东海洋大学 食品专业课程组

48 专业类课程 食品营养学 暨南大学 食品专业课程组

49 专业类课程 畜产食品工艺学 华南农业大学 食品专业课程组

50 专业类课程 中药分析 广东药科大学 中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51 专业类课程 药用植物学 广东药科大学 中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52 专业类课程 中药学 广东药科大学 中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53 专业类课程 中药药理学 南方医科大学 中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54 专业类课程 中药药剂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55 专业类课程 中药化学 暨南大学 中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56 专业类课程 健康评估 南方医科大学 护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57 专业类课程 护理学基础 深圳大学 护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58 专业类课程 南方医科大学 护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护士人文修养

59 专业类课程 内科护理学 中山大学 护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60 专业类课程 人体解剖学 南方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61 专业类课程 内科学 广州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62 专业类课程 病理生理学 南方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63 专业类课程 外科学 南方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64 专业类课程 儿科学 广州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65 专业类课程 组织学与胚胎学 暨南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66 专业类课程 法医病理学案例分析 中山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67 专业类课程 病理学 南方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68 专业类课程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 广东药科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69 专业类课程 诺贝尔奖解析·医学篇 暨南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70 专业类课程 医学影像学 南方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71 专业类课程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暨南大学
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

专业类课程 新闻事业经营管理 暨南大学
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72 

员会

73 专业类课程 新闻采写 中山大学
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

-6 一







四、社会实践一流本科课程（37 门）

序号 主要建设单位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1 中山大学 生物学野外实习 项辉

2 中山大学 历史人类学理论与实践 温春来

3 中山大学 媒介融合野外实践 杜江

4 中山大学 创意写作与翻译 戴凡

5 华南理工大学 营销策划 陈明

6 华南理工大学 智能机器人创新实践 陈安

7 华南理工大学 数字系统创意设计 李粤

8 暨南大学 准记者南方训练营 陈伟军

9 华南农业大学 影视动画联合作业 涂先智

10 南方医科大学 思政课社会实践 蒋伟

11 南方医科大学 传染病防控社区健康行动 吴焜

12 华南师范大学 低碳生活实践 张立国

13 华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社会实践 张永刚

14 华南师范大学 幼儿行为观察与记录 李思娴

15 广东工业大学 建筑类专业社会实践工作坊 蔡云楠

16 广东工业大学 理工科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许泽浩

17 广东工业大学 社会实践 杨小帆

1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社会实践（思政课） 郑亚伟

1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田野调查方法与写作 朱志刚

20 汕头大学 走向海洋——海洋国土意识及海洋生态保护宣教行动 孙泽伟



序号 主要建设单位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21 汕头大学 关爱智障儿童 林蓉

22 汕头大学 公益摄影 凌学敏

23 汕头大学 医者之心（HEART） 陈海滨, 杨棉华

24 广东财经大学 城乡规划综合实践 邹春洋

25 广东医科大学 体外诊断产业技术社会实践 徐军发

26 广东医科大学 老年护理沟通技能 王萍

27 广东药科大学 药用植物野外实践 何梦玲

28 广东药科大学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刘小龙

29 广州大学 工程设计技术与应用 张承云

30 深圳大学 文化旅游产业创业与创新 刘艳红

31 韶关学院 团体心理辅导 王礼申

32 惠州学院 司法社会工作 王鑫

33 东莞理工学院 思政课社会实践 唐元松

34 广东培正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邓奎伟

35 广东白云学院 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 方建松

36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创业基础与实践 刘冰

37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电商运营与管理 钟肖英



二、线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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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药用植物学”慕课 

教师制作的视频号、公众号 



 

 

 

 

  

药用植物数字博物

药用植物学网站 



4.本校继续教育学院近两年运行情况截图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

人

1 中山大学 虚拟现实系统在泌尿外科腹腔镜临床教学的应用研究 蔡佳荣

2 中山大学
结合网络课程资源的《医学统计学》全英教学模式改

革和效果评价
顾菁

3 中山大学 翻转课堂在《妇产科护理学》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高玲玲

4 中山大学
基于体验式教学的“大学生领导力培养”课程社区实

践改革研究
龚艳

5 中山大学
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的全日制护生临床带教模式系列

研究
黄天雯

6 中山大学
新工科背景下化工专业《分析化学实验》课程教学体

系及教学方法改良的研究与探索
黄希哲

7 中山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为本科教学服务调查与借鉴分析 黄晓斌

8 中山大学 公共卫生实践技能集中培养的学习体系建设 卢次勇

9 中山大学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广东省档案学本科专业创新教学

模式改革研究
李海涛

10 中山大学 MOOCs教学及教学图像库共享在血管超声教学中的应用 梁瑾瑜

11 中山大学
综合性大学体育课程多元性评价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技

术的运用
李朝阳

12 中山大学
基于微信平台的翻转课堂在急诊医学本科教学中的应

用
李慧

13 中山大学
多段式“翻转课堂”教学法在泌尿外科临床技能训练

中的应用
刘皓

14 中山大学
整合医学模式的PBL教学法在儿科学教学中的应用与探

索
梁立阳

15 中山大学
结合虚拟现实技术的案例立体式教学在妇产科教学中

的构建及应用
李田

16 中山大学 翻转课堂在植物学实习教学中的应用 刘蔚秋

17 中山大学 多层次物理实验课程建设及教学实践 罗志高

18 中山大学
以“口腔基础研究创新能力”为导向的口腔本科教学

改革与实践
林正梅

19 中山大学 渐进式整体思维培养在口腔牙体牙髓科实习中的探索 麦穗

2018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名单



314
仲恺农业工程学

院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中外合作办学

模式研究与实践
张宏康

315
仲恺农业工程学

院
大学篮球课程分层次小群体教学研究与实践 张利超

316 广东药科大学
“微任务驱动”零存整取教学模式的《中药药剂学》

微课教学设计及应用
陈求芳

317 广东药科大学
以实践能力为导向的医药特色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
龚长华

318 广东药科大学
基于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医药高校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建

设探索与实践
李晓菁

319 广东药科大学
基于药学人才培养视角下的“药体结合”模式体育课

程改革研究
马永强

320 广东药科大学
中药药剂学在线开放课程“2-3-4”教学模式的构建与

实施
时军

321 广东药科大学 PBL教学法在口腔医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王玉栋

322 广东药科大学
基于“CDIO”模式的生物制药创业教育体系构建与创

业项目孵化
吴凤麟

323 广东药科大学
基于SPOC混合教学模式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

应用及效果评价
杨润涛

324 广东药科大学 基于微课的药用植物学混合式教学探索 严寒静

325 广东药科大学
基于“课堂-项目-竞赛”三维联动的化工类应用型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姚华刚

326 广东药科大学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三位一体的改革模式探索 曾萍

327 广东药科大学
慕课时代思维导图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流

行病学教学中的研究与实践
曾转萍

328 广东药科大学
免疫学与微生物学学科融合下的创新型药学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
张萃

329 广东药科大学
构建创新型《诊断学》实验教学模式—基于游戏思维

开发的桌游
张莉

330 广东药科大学
基于信息化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基因工程课程中的

设计与实践
张文峰

331 广东药科大学
基于android的移动虚拟仿真药剂学教学平台建设及教

学模式研究
赵洁

332 星海音乐学院 “雨课堂”中视唱练耳课教与学的转变 李萌

333 星海音乐学院 《电脑制谱》教学中音乐形态的视觉化及创意性研究 李伟

334 星海音乐学院 岭南丝弦乐之重奏创新性变革与研究 肖艳



































教育教学论坛
EDUCATION TEACHING FORUM

2020 年 12 月
第 52 期

Dec. 2020
No.52

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评价方法和应用

严寒静，李嘉惠

（广东药科大学中药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药用植物学与中药的基源鉴定、品质评价、临床

应用及资源开发研究密切相关，在中药学、药学专业

的课程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１]。药用植物学野外实

习作为理论课程的延伸，是学生由理论的认识理解到

客观存在事物认识领悟的过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观

察能力、比较能力和调查能力[２-３]。
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教学从实施至今，经历了探

讨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时至今日，为使教学更加科学

化、合理化、人性化，野外实习方式方法在改革中不断

成长，并相继涌现出许多关于实习设计方法、实践教学

新体系建立、实习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增强野

外实习效果和考核方式改革等方面的研究报告[１-６]。
研究者多以亲身经历指出实习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

以经验为野外实习改革提供参考，该类文献缺少理论

数据的支持，因此往往难以寻找影响野外实习教学效

果的关键部分，并有的放矢地改善和提高野外实习水

平。本研究对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建立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综合评估指标体系，

对野外实习教学的全过程进行评价，并对调查的结果

赋予合理科学的数值，进行统计分析，找出影响实习

教学质量的主导因子，并从中挖掘和分析本校野外实

习中存在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野外实习改革提供

参考。
一、研究方法

（一）实习地点

本校的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选址为鼎湖山国家

自然保护区，该地处于北回归线附近，具有南亚热带

地带性植被――季风常绿阔叶林和其他植被类型，该

植被具有热带向亚热带的过渡性质，加上生境异质性

和干扰因素，形成了结构复杂的群落，物种丰富[７-８]，

是适宜的野外实习场地，因此成为广东省众多高等院

校的实习基地。
（二）实习群体

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面向中药学院学生，共计

480人。其中中药学专业时间为9天；中药制药专业时

间为5天。
（三）调查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问卷设计了23道封闭型问题，其中21道

为野外实习综合评价的指标考察问题（Q1-Q21），1道为

学生自身学习态度考察题 （Q22），1道为学生对本次野

外实习主观的综合评价题（Q23），用于和指标体系数据

分析后结果进行比较，进而评价本次调查方式的科学

可行性；另外还设置了5道开放型问答题（Q24-Q28），用

于补充封闭型问题的内容，并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本

次调查中参与人数共477人，回收有效问卷477份。
（四）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

参考王强等人的模型设计[９]，定量指标和定性指

标相结合的方法构建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评价指标

体系。定性指标分成目标层、准则层。目标层即为药用

植物学野外实习综合指数（A），它反映本次野外实习

的教学安排、教学内容和方式、考核方法等方面的整

体水平；准则层包括教学实施（B1）、教学态度（B2）、教
学能力和水平（B3）、教学方法与手段（B4）、考核方式

（B5）、实习时间地点食住安排（B6）、实习收获（B7）共7

个方面；定量指标即指标层，共21个指标（C1-C21），分

别对应问卷中Q1-Q21的调查内容，通过对问题选项赋

予合理的数值，指标层数值授予一定权重后运算的结

果即得准则层的结果，相应地准则层的结果授予权重

后即得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综合指数（A），具体运算

如下公式所示：

［摘 要］通过对广东药科大学中药学院学生的问卷调查，建立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对野外实习教学的全过程进行

评价。模型评价结果表明，该院校整体的野外实习综合水平为“优”，其中中药制药专业野外实习综合水平为“良”，中药学专业为“优”，

模型评价结果与学生对实习的主观评价基本一致；影响野外实习的主要因素是时间安排、实习内容和考核形式、师生比例等方面。该评

价模型是野外实习综合评价比较科学可行的方式，可推广应用于相关实习和实践效果评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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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

i=1
Σμi·wi·Bi=

7

i=1
Σμi·wi·

7

ni
Σhp·Cp

式中：A为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综合指数，Bi为第i
个准则层指标，μi为Bi的权重系数，ωi为Bi的标准化系

数；p为指标层序号；Cp为Bi的下属指标层指标；hp为Cp

的权重系数，mi，ni分别为Bi下属指标p值的最大值和最

小值。
本评价模型中，B1-B7取等权重，因此μ1~μ7均为

1/7。Bi下属指标亦取等权重，因此hp为1/（m-n+1）。按照

被调查人的选择对Cp赋值。被调查人选a选项，Cp为1

分；选b选项，Cp为2分；选c选项，Cp为3分；选d选项，Cp

为4分。与B7相关问题（Q19-Q21），只有3个选项，需要标

准化处理，因此ω1-ω6取1，ω7取4/3。

按照综合指数及各指标分值范围，将其划分为4

个等级；1.00≤差≤1.75、1.75＜中≤2.50、2.50＜良≤
3.25、3.25＜ 优≤4.00；B7，C19-C21的 等 级 划 分 标 准

为：1.00≤差≤1.50、1.50＜中≤2.00、2.00＜良≤2.50、
2.50＜优≤3.00。

二、结果与分析

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指标体系评价结果见下表

所示。对本次实习的个人主观的评价等级（Q23通过1.4

中公式所得到的Cp平均值所对应的等级）和通过实习

指标体系所得到结果A的等级相同，虽然中山校区学

生的主观整体评价为“良”，但是其Cp值也达到3.13，十

分接近“优”的级别，和指标体系运算结果相近，说明

本次调查中所构建的模型较好，可以应用于野外实习

的评价中。

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指标体系评价结果

从整体来看，本次野外实习总体评价指数A的等

级为“优”，其中准则层的教学实施（B1）、实习时间地

点食住安排（B6）及实习收获（B7）中指标层得到“良”的

评价居多，该结果和单独考虑各专业学生的评价结果

基本相似，说明在本次调查中，整体结果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反应各专业所存在的共性问题，即共同需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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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问题，同时考核方式（B5）的改革也不容忽视。根

据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指标体系的评价结果，可以把

影响野外实习的主要因素归纳为时间安排、实习内容

和考核形式、师生比例等。
三、结论与建议

本次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以问卷调查方式，通过

构建指标评价体系模型，进而评价野外实习的综合水

平，并从中挖掘出决定最终综合水平的关键因素和亟

待解决的问题。
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本校药用植物学

野外实习整体水平优良，各专业最终的指标体系评价

与学生的主观评价结果基本一致，说明这种评价模型

可以作为野外实习综合评价比较科学可行的一种方

式，可指导用于日后类似的评价中。根据研究结果，就

如何提高药用植物野外实习教学质量提出如下建议：

1.调整实习时间，增加指导教师。7月是广东地区

高温多雨季节，经常有台风影响；10月份大部分植物

进入了花果期，特征明显，便于观察。因此，为了适应

广东地区气候特点，保障实习安全，实习时间以10月

份进行为宜。
实习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指导老师偏少，人

员拥挤影响了老师讲解的效果；山路狭窄，存在巨大

的安全隐患。在此建议增加实习指导老师人数，每位

指导老师每次指导学生不超过15人为宜。
2.调整实习重点和考核方式，凸显“药”味。药用植

物学的野外实习不是纯粹的植物学野外实习，关注的

是有特色的植物，需对药用部位、功效、性味、有效成

分等深入认识。建议在实习过程和考核中，除了要求

学生识别常用药用植物和使用检索表查阅未知植物，

制作腊叶标本和浸制标本外，还要了解如何根据植物

的形、色、气、味、生境等来判断植物的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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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Field Practice Teaching of Pharmaceutical Botany

YAN Han-jing,LI Jia-hui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006,China)
Abstract:An evaluation model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assess the entire teaching process of field practice of

pharmaceutical botany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students in the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The result of assessment indicates that the overall field practice level of the

college is "excellent",of which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field practice of TCM specialty is "excellent" and that of

TCM pharmacy specialty is "good",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students.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field practice are time arrangement,practice content and assessment form,and teacher-student ratio.The

evaluation model is a scientific and feasible way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field practice,which can be widely

applied to related practice and practice effect evaluation.

Key words:pharmaceutical botany;field practice;questionnaire survey;eval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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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普通高等中医

药院校药学类“十

二五”规划教材

教材 参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
2015.08 吴啟南

ISBN978-7-5067-

7125-2

31 程轩轩 中药鉴定学实验
全国普通高等中医

药院校药学类“十

二五”规划教材

教材 参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
2015.08 吴啟南

ISBN978-7-5067-

7124-5

32 姬生国 生药学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十三五

”规划教材；全国

教材 参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02 蔡少青
ISBN 978-7-117-

22379-9

33
曾令杰主编，张春

荣、何梦玲编委
药用植物学

全国高等医药院校

规划教材
教材 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16.08

曾令杰、张

东方

ISBN 978-7-03-

049382-8



34 严寒静 药用植物学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

等教育“十三五”

规划教材

教材 编委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08 刘春生
ISBN978-7-5132-

3415-3

35 程轩轩 中药鉴定学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

等教育“十三五”

规划教材

教材 参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
2016.08 康廷国

ISBN978-7-5132-

3412-2

36 李明 药用植物学
全国普通高等医学

院校药学类专业

“十三五”规划教

教材 副主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
2016.1 董诚明 978-7-5067-7860

37 王红刚 生药学

全国普通高等中医

药院校药学类“十

二五”规划教材

教材 参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
2016.3

李钦、陈建

伟

ISBN978-7-5067-

7062-0

38 李明 药用植物学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十三五

”规划教材.

教材 参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3 黄宝康
 ISBN978- 7-117-

21874-0

39
姬生国主编，潘利

明，马鸿雁
生药学（案例版）

全国高等医药院校

规划教材
教材 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17.01 姬生国

ISBN 978-7-03-

048876-3

40

曾令杰主编，张春

荣，何梦玲，滕希

峰参编

药用植物学实验
全国高等院校医学

实验教学规划教材
教材

主编、编

委
科学出版社 2017.01 曾令杰

ISBN978-7-03-

050682-5

41 张宏意 中医药拉丁语 教材 教材 编委 科学出版社 2017.03 978-7-0305-2301-3

42 张春荣 分子生药学（第2版）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

等教育“十三五”

规划教材

教材 编委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7.07
刘春生，袁

媛

ISBN978-7-5132-

4259-2

43 张春荣，杨全编委 分子生药学专论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十三五

”规划教材

教材 编委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09
贾景明，刘

春生

ISBN978-7-117-

24882-2

44 李明 中医药拉丁语
普通高等教育“十

三五”规划教材
教材 参编 科学出版社 2017.3 杜勤

 ISBN978- 7-03-

052301-3

45 杨全 分子生药学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十三五

”规划教材

教材 参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9.9 袁媛

46 周良云 中药资源生态学 省部级规划 教材 参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20.1 9787117286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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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教材名称 教材层次

教材

/教

辅/

主编/副主编

/参编
出版社 出版时间 主编 书号

1 陈幼竹 中药品质研究 专著 编委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12

2
李钟 常用中草药彩色图鉴

专著
副主编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9

3 曾令杰 岭南中医药文库.产业系列 专著 编委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10.07 ISBN978-7-5359-

5260-8

4 曾令杰

白云深处 古药新香---广州

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

司发展史

专著 副主编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10.7

5 曾令杰
从粤东走来的巨人---康美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史
专著 副主编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10.7

6

刘基柱主编，姬生国

、严寒静副主编，胡

旭光、韩彬编委

中草药识别与应用（上册） 专著 专著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05 刘基柱
ISBN978-7-218-

06659-2

7

刘基柱主编，姬生国

、严寒静副主编，胡

旭光、韩彬编委

中草药识别与应用（下册） 专著 专著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08 刘基柱
ISBN978-7-218-

07151-0

8

刘基柱主编，姬生国

、严寒静副主编，胡

旭光、韩彬编委

中草药识别与应用（中册） 专著 专著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12 刘基柱
ISBN978-7-218-

06888-6

9 王红刚 芳香药用植物 专著 专著 参编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12
任安祥、王羽

梅
978-7-5609-8299-1

10 王红刚 中国药用植物 专著 参编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7.14
叶华谷、曾飞

燕、叶育石
978-7-5609-8216-8

11

杨全主编，张春荣副

主编，李书渊、姬生

国、程轩轩、马鸿雁

、唐晓敏编委

中草药野外识别图谱 专著 专著 参编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12 陈虎彪，杨全
ISBN978-7-5335-

4323-5

12
程轩轩、杨全、姬生

国、马鸿雁
全国中草药汇编 专著 专著 参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02 王国强

ISBN978-7-117-

18035-1

13 李钟 药食两用中草药彩色图鉴 专著 专著 副主编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9 刘塔斯
ISBN978-7-5357-

7699-0

出版专著一览表



14

刘基柱主编，严寒静

、程轩轩、姬生国、

张春荣、张宏意、唐

晓敏、王红刚、何梦

玲

药用植物野外识别手册 专著 专著
主编、副主

编、参编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5.05 刘基柱

ISBN978-7-5543-

0190-6

15 李书渊
中国中草药三维图典（第一

册）
专著 专著 主编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15.04 李书渊

ISBN978-7-5359-

6094-8

16
姬生国，刘基柱主

编，严寒静副主编，

马鸿雁 何梦玲 程轩

南方中草药识别与家庭应用 专著 主编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6.03
ISBN 978-7-5543-

02927-7/R·228

17 李书渊
中国中草药三维图典（第2

册）
专著 专著 主编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17.06 李书渊

ISBN978-7-5359-

6717-6
18 刘基柱 岭南中草药DNA条形码序列 专著 专著 编委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7.02 978-7-5067-8880-9

19 刘基柱，李钟 《南药产地生态适宜性区划》 专著 专著 副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 2018.5

20
杨全，张春荣，姬生国，程轩轩，唐晓敏，马鸿雁中草药全真图鉴

专著 专著
主编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04

21 姬生国
岭南药用植物识别与使用手

册
专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9.10

ISBN 978-7-117-

28747-0

22

刘基柱、杨全，程轩

轩，唐晓敏，何梦

玲，严寒静，张春

荣，张宏意

岭南常见药用植物识别图鉴 专著 专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9.12
ISBN 978-7-5543-

0778-6

23 严寒静 道地药材标准汇编 专著 专著 编委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7
978-7-5714-0558-

8/R.2697

24

杨全，程轩轩，张春

荣，周良云，潘利

明，唐晓敏

波兰常用草药图谱 专著 主编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20.05
ISBN 978-7-5543-

0816-5

25

杨全，马鸿雁，刘基

柱，严寒静，张春

荣，唐晓敏……

新编中国药材学（第六卷） 专著 专著 主编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1 978-7-5335-5933-5

26

杨全，张春荣，李书

渊，姬生国，程轩

轩，马鸿雁，唐晓敏

800种中草药彩色图鉴（精选

版）
专著 专著 主编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1 978-7-5335-5933-5

27

杨全主编、唐晓敏副

主编、严寒静、张春

荣、程轩轩、潘利明

广东南雄烟草规范化生产

（GAP）研究与实践
专著 专著

主编、副主

编、参编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6.12 杨全

ISBN978-7-5543-

0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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