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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药行指委〔2019〕45 号 

 

关于公布 2019 年职业院校微课比赛 

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全国食品药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9 年职业院校微课

比赛已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顺利闭幕，比赛产生一等奖 53 名、二

等奖 103 名、三等奖 156 名，优秀组织单位 6 个，现予公布（获奖

名单见附件）。 

 

附件：1. 2019 年职业院校微课比赛获奖作品名单 

2. 2019 年职业院校微课比赛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全国食品药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9 年 12 月 26 日 

 

 

全国食品药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 2 — 

附件 1 

2019 年职业院校微课比赛获奖作品名单 

（按一、二、三等奖作者笔画排序）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 作者 获奖等级

1 三七的鉴别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弓迎宾, 杨翠玲, 

任建萍 
一等奖 

2 营养早餐的设计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马丽萍 一等奖 

3 肾上腺素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王松伟, 张博, 

王晨曦 
一等奖 

4 揭秘挤压制粒技术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王莉楠 一等奖 

5 硫酸镁的含量测定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王莹, 奚照寿, 

陈圆 
一等奖 

6 压片岗位操作规程 长江职业学院 
王堃, 丁汀, 李

元媛 
一等奖 

7 
酸性染料比色法——以硫酸阿

托品片含量测定为例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王淑君 一等奖 

8 
心病还须心药医-硝酸甘油用药

指导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王婧, 田园, 于

雷 
一等奖 

9 市场调研的误区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王韵 一等奖 

10 
尿液生产过程及利尿药作用部

位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王静 一等奖 

11 特殊药物的煎煮方法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王燕, 俞敏, 孙

玲 
一等奖 

12 血型鉴定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支雅军 一等奖 

13 盘尼西林的秘密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牛晓东  一等奖 

14 神奇的游泳比赛——电泳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牛红军, 黄艳玲, 

殷海松 
一等奖 

15 镇痛药的作用机制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文雯  一等奖 

16 我不是药神，我是阿司匹林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文雯, 胡家栋  一等奖 

17 
读懂溶液的颜色语言——光吸

收曲线的应用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尹利, 方绪凤  一等奖 

18 微生物的菌落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孔卫娜  一等奖 

19 
百年神药话今朝-阿司匹林的作

用与用途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田园, 王婧, 曲

蕾 
一等奖 



— 3 — 

20 高压蒸汽灭菌技术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田艳花  一等奖 

21 制剂生产中 GMP 的要求与管理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吕春晖  一等奖 

22 神奇的减肥药——奥利司他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任慧玲, 裘兰兰  一等奖 

23 
高锰酸钾吸收曲线的绘制和含

量测定 
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刘丽娜  一等奖 

24 
营养物质进入微生物细胞的方

式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汤卫华  一等奖 

25 探秘 X 射线管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李伟 一等奖 

26 胃蛋白酶的效价测定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李艳 一等奖 

27 胃，你好吗？——胃的解剖生理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杨辉  一等奖 

28 
细菌的超能力—细菌的耐药性

及耐药性的产生机制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吴萌, 王婧, 王

妲妲 
一等奖 

29 
牙签小船的奥秘——表面活性

剂 
淄博职业学院 宋亚林  一等奖 

30 标准曲线法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张文新 一等奖 

31 
“叩开生命的气道”——吸入剂

宣教指导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张富东, 陈曦  一等奖 

32 
明明白白我的“色”——食品中

的色素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张蒙蒙, 段兰苹, 

吴蕊 
一等奖 

33 桔梗科药用植物的识别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张慧芳, 陈坚波, 

卢灯翠 
一等奖 

34 中药三七的鉴定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陈亚运 一等奖 

35 为什么我的葡萄酒没有做成？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陈珊, 刘鑫龙, 

张乐 
一等奖 

36 藏红花≠红花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陈毓, 陈巍, 杨

海峰 
一等奖 

37 川贝来了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陈巍, 陈毓, 杨

海峰 
一等奖 

38 胶囊剂的合理使用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周咏梅  一等奖 

39 中药“变形记”之阿胶珠的炮制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周爱珍  一等奖 

40 醋酸纤维薄膜电泳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赵佳, 李丽娟, 

李姝梅 
一等奖 

41 神经-肌接头处兴奋的传递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郝玲  一等奖 

42 狂犬病病毒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胡艳玲, 林中翔  一等奖 

43 人体的运动系统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姚晓坤 一等奖 

44 神秘的免疫世界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夏佳音, 宋琴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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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提神醒脑之因—咖啡因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夏爽, 李群力 一等奖 

46 ABO 血型鉴定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徐红涛, 马林伟 一等奖 

47 双硫仑的故事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徐露 一等奖 

48 
“逃离帕金森”—帕金森病的病

因、症状及药物治疗 
淄博职业学院 高福君  一等奖 

49 
缘何“半斤八两”，权与衡的中药

戥称文化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韩继红 一等奖 

50 察“颜”观色测浓度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谢琳娜, 黄顺发  一等奖 

51 健康新“硒”望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滕蓉, 陈梁军  一等奖 

52 冷链药品的收货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戴波  一等奖 

53 
电泳魔法棒——-蛋白质的等电

点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魏银萍, 方绪凤, 

周小萍 
一等奖 

54 药品批发企业养护员岗位职责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于晓芳 二等奖 

55 血浆渗透压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马小根 二等奖 

56 药店英语开口说几大绝招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马宇春 二等奖 

57 抗心绞痛药—硝酸甘油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王玉姝, 高媛, 

苑鹏 
二等奖 

58 滴定管的操作技术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王永丽 二等奖 

59 特殊片剂的使用？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王芝春, 孙萌,  二等奖 

60 营业执照的审核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王丽红,  二等奖 

61 帕金森病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王沛,  二等奖 

62 
输液浓度知多少-低渗、等渗和

高渗溶液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王树印, 吴蕊, 

和亚楠 
二等奖 

63 
“扫帚”菌——产黄青霉的形态

观察 
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王倩倩, 钟彩霞,  二等奖 

64 漫谈支气管哮喘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王硕,  二等奖 

65 血球计数板计数小小微生物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王翠, 林俊涵, 

魏瑜 
二等奖 

66 糖尿病用药指导与患者教育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邓真真 二等奖 

67 医药产品生命周期的概念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付晓娟 二等奖 

68 
解药变毒药，对乙酰氨基酚做了

啥？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冯媛娇 二等奖 

69 血糖仪的使用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巩海涛, 王雁群, 

杨雪 
二等奖 

70 中药炮制技能——麸炒山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朱玉洁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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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醋酸纤维薄膜电泳分离血清蛋

白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朱俊访, 潘晓瑜, 

韩晋辉 
二等奖 

72 栓剂及其合理使用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刘元芬 二等奖 

73 人参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刘平平, 张国哲, 

张小蒙 
二等奖 

74 全肠外营养液成品输液的配置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刘远嵘, 刘莲, 

张嘉珊 
二等奖 

75 中药指纹图谱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刘英慧  二等奖 

76 缓冲溶液 廊坊卫生职业学院 刘雅 二等奖 

77 
气相色谱分析技术之标准曲线

法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刘鑫龙, 黄艳玲, 

陈珊 
二等奖 

78 色谱柱老化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安娜, 黄艳玲, 

王鹿 
二等奖 

79 发热的过程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阮志燕 二等奖 

80 五味人生话五味（子）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孙玲, 王燕 二等奖 

81 探究生命的进程-肾主生长发育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孙琳 二等奖 

82 三七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阳敬, 兰慧, 黄

璇 
二等奖 

83 痛风病因之核苷酸的分解代谢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李凤, 李艳萍, 

卓微伟 
二等奖 

84 
遗传信息的传递与表达——走

近基因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李凤燕 二等奖 

85 氯化钠中砷盐检查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李梅, 耿翔, 韩

薇 
二等奖 

86 麻醉药品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李敏湘 二等奖 

87 
红霉素的“整形术”——红霉素

的结构修饰与改造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李彩艳 二等奖 

88 心绞痛的救星—硝酸甘油 通辽职业学院 杨光 二等奖 

89 
破解食品营养标签的“玄机”-营

养含量声称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杨萌 二等奖 

90 认识幽门螺杆菌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杨雪, 高飞, 王

雁群 
二等奖 

91 
紫外分光光度法在药品含量测

定中的应用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时菲菲, 陈熔, 

周芳 
二等奖 

92 
呦呦鹿鸣 食野之蒿——了不起

的青蒿素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吴蕊, 张蒙蒙, 

段兰苹 
二等奖 

93 
小液滴的华丽转“粉”-喷雾干燥

技术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邱东凤 二等奖 

94 几种常见的液体分散介质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邱妍川, 马潋, 

刘阳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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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蛤粉炒阿胶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邹利, 李杰, 李

勇 
二等奖 

96 药品目标市场模式的选择 长江职业学院 汪丽华 二等奖 

97 蛋黄胆固醇含量测定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汪燕, 张铎, 王

米雪 
二等奖 

98 当归的鉴别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沙秀秀 二等奖 

99 间接型平板探测器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沈孝翠, 许海兵, 

董安定 
二等奖 

100 认识《中国药典》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宋坤, 张万隆 二等奖 

101 
CX-1000 超声诊断仪的功能操

作使用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张刚平, 赖胜圣, 

刘文平 
二等奖 

102 远志筒 巧加工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张孟容, 郭敏娜, 

蔡翠芳 
二等奖 

10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实物称

量演示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张恒, 何靖柳, 

刘翔 
二等奖 

104 消费者购买决策类型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张乾  二等奖 

105 胆红素代谢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张晶 二等奖 

106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及趋势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张蓉 二等奖 

107 
中药制剂“六味地黄丸”的显微

鉴别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

校 
陈小洁, 邱燕祥 二等奖 

108  药物的转运方式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陈婉琼  二等奖 

109 
五谷与药物的完美结合——药

膳粥制作技术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林清英 二等奖 

110 旋转阳极启动保护电路的设计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尚文文, 李伟, 

洪国慧 
二等奖 

111 茯苓与猪苓的鉴别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罗益远 二等奖 

112 
渗透不息，运动不止-溶液的渗

透压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和亚楠, 王树印, 

李晓堂 
二等奖 

113 炎症的全身反应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周颖婷, 王楠, 

李圆圆 
二等奖 

114 
舍与得的演绎——离子交换法

分离混合氨基酸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郑若男 二等奖 

115 拔罐——-拔萃出类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郑慧芝, 黎向华, 

邓多喜 
二等奖 

116 氧氟沙星胶囊的生产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赵春霞, 谢志强, 

潘学强 
二等奖 

117 注射用冷冻干燥制品生产工艺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郝晶晶, 潘学强 二等奖 

118 
拼装、调包及团伙作案情境下的

药店防损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柯小梅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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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认识微丸剂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钟琦  二等奖 

120 针刺伤的预防及处理措施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钟瑜 二等奖 

121 对映异构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钟嫄 二等奖 

122 颗粒剂的奥秘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段琼辉, 李永, 

宋亮 
二等奖 

123 艾滋病确诊的三大依据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俞淑芳 二等奖 

124 
一物一码 ——物料也有“身份

证”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耿国平 二等奖 

125 牛乳的均质工艺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耿静静 二等奖 

126 雪域奇珍——冬虫夏草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贾晗 二等奖 

127 
神秘的免疫世界之免疫球蛋白

的功能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夏佳音 二等奖 

128 
美“名”远扬——品牌命名的秘

诀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徐小娟, 周志涵, 

徐魏 
二等奖 

129 药品储藏很重要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徐超, 郭鸿雁, 

郝彩琴 
二等奖 

130 炙法之盐炙泽泻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高伟城, 沈晓华, 

王小平 
二等奖 

131 胶体溶液剂的概述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郭珅珅 二等奖 

132 氯化钠的硫酸盐检查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唐冰雯, 郭俐麟, 

钱芳 
二等奖 

133 硝酸甘油治疗心绞痛的机制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唐敏芳 二等奖 

134 
医工达人养成记之自动体外除

颤器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唐睿 二等奖 

135 乌头类药物：天使还是魔鬼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谈利红 二等奖 

136 白术与苍术的鉴别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陶倩 二等奖 

137 戚风蛋糕的制作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

校 

黄巧娟, 曾红胜, 

王斌 
二等奖 

138 葡萄糖酸钙片的含量测定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黄群荣 二等奖 

139 血常规，不寻常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曹伟娟 二等奖 

140 湿法混合制粒机的使用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曹悦 二等奖 

141 皂苷的溶血性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盛柳青 二等奖 

142 葡萄糖旋光度的测定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崔慧通, 唐冰雯, 

郭俐麟 
二等奖 

143 
硬胶囊填充机模具的更换与机

器的调整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康伟, 孙越鹏, 

刘健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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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变形记之肥胖的营养治疗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康彬彬, 柯伙钊 二等奖 

145 冬虫夏草，是虫还是草？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梁勇, 李锋涛, 

秦枫 
二等奖 

146 披沙拣金 取其精华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梁瑜 二等奖 

147 药物的体内过程之吸收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蒋琳, 张郴 二等奖 

148 阿司匹林的含量测定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韩薇, 耿翔, 李

梅 
二等奖 

149 
益气健脾类药膳代表方制作技

术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童文琴, 罗文娟  二等奖 

150 Ｏ２Ｏ电子商务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温俊香 二等奖 

151 关键控制点判断树的运用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路冠茹, 刘皓, 

侯婷 
二等奖 

152 面部刮痧流程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慕丹 二等奖 

153 
抗痛风药——痛风是会呼吸的

痛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第

二完成人学校名称：毕节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 

谭娇, 彭启伦  二等奖 

154 《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翟培 二等奖 

155 
妖菌，看我如何消灭你——制剂

的灭菌方法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潘萍  二等奖 

156 
微生物歼灭战——高压蒸汽灭

菌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魏瑜  二等奖 

157 中药饮片调配流程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丁盈 三等奖 

158 体温测量知多少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于海静  三等奖 

159 色谱定量分析之外标曲线法 江西省医药学校 万丹娜, 廖春玲 三等奖 

160 平板划线分离法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卫琳, 姜颖, 谷

祖臣 
三等奖 

161 腹痛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马林伟, 徐红涛, 

王智星 
三等奖 

162 
电位滴定法测定葡萄酒中总酸

含量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马海燕, 王培, 

于群 
三等奖 

163 光的吸收定律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王乃毅 三等奖 

164 营养标签的解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王正云, 蒋慧亮, 

刘靖 
三等奖 

165 
药店商品的简单分类——药品

陈列必备技能 
江西省医药学校 

王安娜, 黎小英, 

许俊男 
三等奖 

166 时间就是大脑之溶栓治疗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王芳 三等奖 

167 
二级反渗透制备纯化水的原理

及工艺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王丽杰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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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妇科千金片中当归药材薄层色

谱鉴别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王秀芬 三等奖 

169 痛风的健康教育及用药指导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王国敬 三等奖 

170 邻二氮菲分光光度法测定铁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王荔娟, 林瑜, 

王强毅 
三等奖 

171 你是什么垃圾？过期药品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王琼珺 三等奖 

172 真空干燥箱的使用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毛羽 三等奖 

173 血糖的检测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勾秋芬 三等奖 

174 高压蒸汽灭菌锅的结构及使用 江西省医药学校 
邓永霞, 陈静, 

欧阳晓露 
三等奖 

175 中药调剂技能操作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

校 
邓国彤, 宋涛  三等奖 

176 感冒与人类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厉彦翔 三等奖 

177 硫酸锰中锰元素的测定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石琛, 霍瑜姝, 

孙波 
三等奖 

178 走近本草——金樱子的识别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卢灯翠, 张慧芳 三等奖 

179 吃药喝酒 说走就走 淄博职业学院 付红蕾 三等奖 

180 水飞法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代洪波 三等奖 

181 茶叶中提取咖啡因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丛晓娟 三等奖 

182 有滋有味的中药 长江职业学院 冯利  三等奖 

183 醋鳖甲的炮制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兰英, 郑佳, 陈

玉玺 
三等奖 

184 血细胞分析仪自动分析原理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曲怡蓉 三等奖 

185 且行且珍“膝”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朱宁伟 三等奖 

186 山药的炮制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朱星宇, 邓祥敏, 

吴鑫 
三等奖 

187 缺铁性贫血及其防治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任宏 三等奖 

188 中西药配伍禁忌须知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刘少冉  三等奖 

189 七步洗手法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刘文君 三等奖 

190 蜜炙黄芪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刘立轩, 陈海燕, 

徐超 
三等奖 

191 无根无叶的天赐物-天麻之美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刘丽萍 三等奖 

192 手工填充胶囊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刘岩  三等奖 

193 道地药材知多少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刘金娜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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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老鼠，人类的敌人还是邻居？-

药品异常毒性检查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刘浩, 张小芳, 

梁颖 
三等奖 

195 药品的标识物——包装与标签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刘舜慧 三等奖 

196 液体石蜡乳的制备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刘韬, 陈建雯, 

朱万芸 
三等奖 

197 牛角面包的制作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孙丽萍, 左伟, 

杨树奇 
三等奖 

198 
硝酸甘油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

意”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孙雨诗 三等奖 

199 甲状腺检查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孙祯 三等奖 

200 维生素 C 片剂的制备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孙萌, 王芝春 三等奖 

201 
western blot（蛋白质免疫印迹实

验）-凝胶的制备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孙越鹏, 康伟, 

刘健 
三等奖 

202 
金牌销售达人的养成（销售技巧

篇）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杜沛 三等奖 

203 药物与血浆蛋白的结合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李巧芳, 肖宁 三等奖 

204 
抗生素效价的微生物测定——

标准品溶液的配制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李百盛 三等奖 

205 旋转式压片机的拆卸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李军, 郭鸿雁, 

张燃 
三等奖 

206 胃排空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李芳, 辛俊勃, 

程锦 
三等奖 

207 
勿当神药看，生制各不同-何首

乌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李希珍, 杨明宇, 

赵兴华 
三等奖 

208 
品美食懂营养善搭配——蔬菜

水果怎么吃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李明媚 三等奖 

209 虾饺的基本制作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李剑 三等奖 

210 锁住水果的青春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李晓玉, 师笑枫, 

王培 
三等奖 

211 
奇妙的相遇——维生素 C 的含

量测定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李晓堂, 刘超, 

和亚楠 
三等奖 

212 液体石蜡乳的制备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李雪红 三等奖 

213 咬定青山不放松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李康民, 孙晓, 

胡冬梅 
三等奖 

214 糖浆剂的制备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李博, 朱俊访, 

魏金津 
三等奖 

215 手绘 POP 广告的制作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李朝霞 三等奖 

216 拔罐的操作方法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李蔚林 三等奖 

217 高效液相色谱仪的基本操作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李慧芳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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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有机化学实验室 实验安全规则

及基本常识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李燕敏, 谢志强, 

李金梅 
三等奖 

219 “望闻问切”辨丁香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杨东方 三等奖 

220 从广告中认识保健品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杨萌 三等奖 

221 子宫平滑肌兴奋药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肖纯 三等奖 

222 酶促反应的竞争性抑制作用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肖顺华 三等奖 

223 小黄人生成记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吴静怡 三等奖 

224 
“高高在上”的血压，“药”如何稳

住你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别春晓, 杨金铭, 

刘少冉 
三等奖 

225 学龄初期儿童的餐饮管理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邱晗 三等奖 

226 
两种常用称量方法教你学会使

用 AUY-120 电子天平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

校 
邹晓红 三等奖 

227 中药六神曲的制作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辛晓伟 三等奖 

228 认识 GCMS——食品安全判官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沈丽宫, 尤洁, 

王倩雯 
三等奖 

229 除草剂的危害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宋月荷, 孙笑宇, 

董雪 
三等奖 

230 表面活性剂简介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张乐, 陈珊, 刘

鑫龙 
三等奖 

231 液体石蜡菌种保藏法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张丽 三等奖 

232 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张丽 三等奖 

233 柴胡的识别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张妤 三等奖 

234 六味地黄丸的显微鉴定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张玮玮 三等奖 

235 混悬剂二三事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张彦焘, 郭俐麟, 

唐冰雯 
三等奖 

236 微生物大小测定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张铎 三等奖 

237 中药的采收 长江职业学院 张敏  三等奖 

238 
新娘造型——两股拧绳拉花盘

发造型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张彩珠 三等奖 

239 中药芒硝的含量测定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张锦慧 三等奖 

240 给药途径对药物作用的影响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张嘉珊, 康金华 三等奖 

241 色差的奥妙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张嘉莹, 白志明 三等奖 

242 你真的健康吗？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张聪聪 三等奖 

243 中药调剂技术——包装 江西省医药学校 陈芳圆, 郭历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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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药品入库登记软件操作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陈莉 三等奖 

245 《蜜丸机的奥秘》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陈娴 三等奖 

246 如何分类陈列药品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陈磊 三等奖 

247 高血压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邵静萍 三等奖 

248 
合理维权-带你了解食品安全惩

罚性赔偿制度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纳嵘, 杨刚, 徐

瑞 
三等奖 

249 西餐酒水礼仪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林宇乔 三等奖 

250 微丸机的使用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易润青 三等奖 

251 
药店陈列之-合理运用磁石点理

论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罗飞 三等奖 

252 心灵之窗的保卫者—滴眼剂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罗阳, 陈丹, 蒲

世平 
三等奖 

253 煮法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季涛 三等奖 

254 你会“丸”吗？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周莉江, 李欧 三等奖 

255 不同性质药品的养护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周楠 三等奖 

256 医药商品陈列要求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郑思嘉 三等奖 

257 
告别嘴里的酸葡萄——胃食管

反流病的防治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单雪梅 三等奖 

258 抗心绞痛药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孟庆婷 三等奖 

259 
注射液中不溶性微粒的检查

——光阻法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封美慧 三等奖 

260 
小药盒大秘密——药品标签管

理 
淄博职业学院 赵文姣 三等奖 

261 海绵蛋糕的制作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赵冬艳 三等奖 

262 四物汤（微课）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赵珍东, 李绍林, 

汪小根 
三等奖 

263 网络营销利器之网络广告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赵敏 三等奖 

264 滴定管的使用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郝利娜, 刘德秀, 

石慧 
三等奖 

265 实验室真空抽滤的操作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郝彩琴, 张燃, 

陈海燕 
三等奖 

266 认识药品与非药品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相会欣 三等奖 

267 药店微信公众号功能介绍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钟远珊 三等奖 

268 
妊娠期用药的基本原则-孕妇用

药知多少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钟春玉, 豆国军, 

郑茜 
三等奖 

269 《探索颗粒分装机的奥秘》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钟雄权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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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抗缺铁性贫血药—铁剂 山西省中医学校 侯苏方 三等奖 

271 为什么使用食品乳化剂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侯婷 三等奖 

272 细菌的革兰氏染色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姜颖, 卫琳 三等奖 

273 
最自然的整容术——冷冻干燥

技术 
黎明职业大学 洪燕婷, 黄茂坤 三等奖 

274 药食同源“莲”之盛宴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姚东云 三等奖 

275 氯化钠注射液 pH 值的测定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勇飞飞, 潘立新 三等奖 

276 鼻喷雾剂的使用方法 四川省食品药品学校 秦付林 三等奖 

277 冠心病急性发作用药指导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都慧慧 三等奖 

278 滴丸剂的制备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聂阳 三等奖 

279 茶叶中重金属铅的测定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晋晓苹, 卢智敏, 

张慧俐 
三等奖 

280 植物基因组 DNA 电泳检测操作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贾钧辉, 韩璐, 

陶杰 
三等奖 

281 “小心肝，要发炎”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贾姝 三等奖 

282 电子天平的基本操作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钱芳, 郭俐麟, 

唐冰雯 
三等奖 

283 配位化合物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钱惠菊 三等奖 

284 生物碱碱性及其影响因素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徐珍, 刘亮亮 三等奖 

285 按”时“吃药的学问 淄博职业学院 徐洁 三等奖 

286 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徐婧君 三等奖 

287 微囊与微球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高芦宝 三等奖 

288 陈皮的前世今生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高妮, 谭志灿 三等奖 

289 作用于消化系统的药物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郭凤娇 三等奖 

290 蛤粉炒阿胶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唐当柱 三等奖 

291 烤箱的使用与保养 黎明职业大学 黄茂坤, 洪燕婷 三等奖 

292 滴丸生产的清场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黄朋纳 三等奖 

293 血糖浓度测定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黄俗常, 林晨 三等奖 

294 气相色谱仪的结构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黄艳玲, 牛红军, 

刘鑫龙 
三等奖 

295 近视的防治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梅新路 三等奖 

296 中文期刊全文检索方法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崔成红, 张妍青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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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X 光旅行记-CT 成像流程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宿曼 三等奖 

298 兴奋剂的前世和今生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蒋蔡滨 三等奖 

299 抗甲状腺药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韩云波 三等奖 

300 茶叶中重金属含量检测 长江职业学院 韩潇 三等奖 

301 别了，反式脂肪酸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程秀玮, 魏纪平, 

魏玮 
三等奖 

302 辅助缓解视疲劳的功能性食品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傅维, 张岩, 张

洪民 
三等奖 

303 
药物分析方法的效能指标-准确

度和精密度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焦豪妍, 刘浩 三等奖 

304 高效包衣机的结构与原理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曾思胜 三等奖 

305 片剂脆碎度的测定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蓝华英 三等奖 

306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的检测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雷昌贵, 孟宇竹, 

蔡花真 
三等奖 

307 
真相大白──中药饮片白芷、山

药、天花粉、浙贝母的经验鉴别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谭志灿, 高妮 三等奖 

308 商务接待礼仪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谭彦琦 三等奖 

309 “延寿客”菊花的效用价值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樊圣丽, 张府君 三等奖 

310 老年人饮食养生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黎壮伟, 张广丽, 

宋卉 
三等奖 

311 
药物制剂的工作依据——《中国

药典》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潘学强 三等奖 

312 内外兼修的蛋黄酥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魏玮, 安娜, 程

秀玮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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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职业院校微课比赛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1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3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4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6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