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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介绍我校基于成果导向教育（OBE）理念的临床药学本科专业建设情况，为我国高校临床药学本科专业建设提供新

的思路和启示。方法 通过确立和构建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设计实施教学改革、完成教学支撑体系及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结果 我校临床药学系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确立临床药学人才培养方向，包括基于国家本科教育总体要求明确本科人才培养需

求、基于临床药学规范性文件或理念明确临床药学人才的社会与行业需求、基于毕业生与临床药师调研明确临床药学人才的岗位

与能力需求、基于国内外现状及趋势明确临床药学学科的发展需求、结合区域特点及学校定位形成特色培养目标，并以此构建了

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将OBE理念引入临床药学专业本科教学改革中，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确立药学人才培养方向，反向设计

培养体系，构建创新与实践能力并举的培养模式，推动教学改革，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和师资队伍建设，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

设。结论 基于OBE理念的临床药学专业本科培养模式有助于学生个人综合素养和专业知识技能的提高；建立的临床药学专业本

科培养模式符合现代教育理念和社会需求，为临床药学专业本科培养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关键词 临床药学；培养体系；成果导向教育；社会需求；本科教育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undergraduate training mode for clinical pharmacy specialty based on

outcome-based education

HAO Guoxiang，ZHENG Yi，HUANG Xin，LIU Anchang，SHEN Chengwu，YU Shuwen，WANG Rongmei，SU

Lequn，ZHAO Wei（Dept. of Clinical Pharmacy，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Cheeloo College of

Medicin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01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troduce the construction of undergraduate specialty of clinical pharmac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outcome-based education（OBE），and to provide new idea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undergraduate specialty of

clinical pharmacy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METHOD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graduation requirements，teaching reform wa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upport system and

teaching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were completed. RESULTS The clinical pharmacy department of our university established the

training direction of clinical pharmacy talen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post competence，including clarifying the training needs of

undergraduate talents based on the overall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defining the social and industrial needs

of clinical pharmacy talents based on the normative documents or concepts of clinical pharmacy；clarifying the post and ability

needs of clinical pharmacy talent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graduates and clinical pharmacists；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clinical pharmacy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s at home and abroad；forming characteristic training objectives

combined with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school positioning， so as to construct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The OBE concept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undergraduate teaching reform of clinical pharmacy；the pharmacy talent

training direction were establish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post competence；the training system was designed by reverse design

method； a training mode of both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ability was built so as to promote teaching reform，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teaching organizations and

teaching staff，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CONCLUSIONS The undergraduate

training mode of clinical pharmacy specialt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OBE is helpful to improve students’ personal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 established undergraduate training model of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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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学教育是药学、高等教育学与临床科学等紧

密结合的新兴交叉领域[1]。随着药学服务模式的转变及

临床药师制的提出与实施，临床药学人才培养逐渐引发

关注[2－4]。教育部自2006年开始审批同意高校设置临床

药学 5年制本科专业，同时，各高校探索设立 4～7年学

制不等的临床药学方向专业，如药学（临床药学方向）、

临床医学（药学方向）等。截至 2010年，我国约有 40所

高校设立了临床药学专业或临床药学方向[2]。2012年，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等文件，要求各高校严格按

照专业目录设置本科专业，取消含方向的不规范办学[3]。

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OBE）是以

学习成果为导向，强调以学生的学习与发展为中心，聚

焦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构建适当的评价方式，并持续改

进的教育理论[5]。该理论已成为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

家的主流教育理念[6]。

本研究主要介绍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药学院在基

于OBE理念的临床药学专业本科培养模式建设方面进

行的思考、探索与实践，以及改革中取得的一些成效，以

期为我国高校临床药学本科专业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

启示。

1 概况
1.1 临床药学专业概况

临床药学专业被列入2012版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目录》，属于特设专业和国家控制布点专业。

此后，各高校停办了原来自主设立的临床药学方向专

业，申请设立临床药学 5年制本科专业，至今已有 56所

高校通过教育部审批（表1）。然而，对于在21世纪初才

进入发展期的临床药学本科教育[1，4]，有必要对其教育内

涵、培养模式与理念、课程体系、质量保障等进行系列研

究，不断进行培养模式的改革、实践和总结。

1.2 OBE概况

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颁布的《工程教育认证

标准（2015）》率先使用OBE理念推动教学改革，取得显

著成效[7]。近年来，世界医药教育的潮流也朝着OBE方

向发展[8]。国内已有基于OBE理念在护理学、康复治疗

本科专业进行培养模式改革探索的报道 [9－10]。然而，

OBE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必须通过各个学科的教学实践

并加以调节方可达到最好的效果[11]。因此，山东大学齐

鲁医学院药学院自临床药学5年制本科专业开设以来就

以OBE理念为导向进行人才培养，并对培养模式进行反

向设计，即首先确立培养目标，由培养目标决定毕业要

求，进而调整课程体系，开展与之相契合的教学活动和

评价。基于OBE理念的临床药学专业本科培养模式框

架见图1。

2 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的确立

2.1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确立临床药学人才培养方向

岗位胜任力是指完成一项工作应具备的知识、技

能、态度、特质及动机等的总和[12]。临床药师作为医疗

团队中的重要一员，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确立培养目标，

将临床药学人才的培养与社会、行业、岗位的需求充分融

合，符合现代教学理念和临床药学人才培养需求[13－14]。

2.1.1 基于国家本科教育总体要求，明确本科人才培养

需求 2018年 9月，《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

图 1 基于OBE理念的临床药学专业本科培养模式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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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y specialty is in line with the modern educational concept and social needs，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the training mode of clinical pharmacy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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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经教育部审批同意设置临床药学5年制本科专业

的高校名单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1

2012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20

2021

学校名称

中国药科大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广东药学院 a、重庆医科大学
四川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徐州医学院 b、昆明医学院 c

大连医科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温州医学院 d、安徽医科大学、福建医科大学、泸州
医学院 e

吉林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医科大学、河北医科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广西
中医药大学、遵义医学院 f

山东大学、河南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大理学院 g

山西医科大学、南昌大学、泰山医学院 h、广州医科大学、桂林医学院、宁夏医科大学
皖南医学院、新乡医学院、湖北科技学院、贵州医科大学、新疆医科大学、石河子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兰州大学、暨南大学、潍坊医学院、海南医学院、西安交通
大学

蚌埠医学院、济宁医学院、广东医科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川北医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湘南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

临床药学专
业数量/个

1

1

5

4

6

7

5

6

6

7

3

2

3

a：现名称为广东药科大学；b：现名称为徐州医科大学；c：现名称

为昆明医科大学；d：现名称为温州医科大学；e：现名称为西南医科大

学；f：现名称为遵义医科大学；g：现名称为大理大学；h：现名称为山东

第一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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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发布，文件提出以

建设面向未来、适应需求、引领发展、理念先进、保障有

力的一流专业为目标[15]。本科专业建设要紧紧围绕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要点，推动创新创业教育

与专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高水平人才。

2.1.2 基于临床药学规范性文件或理念，明确临床药学

人才的社会与行业需求 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

药学联合会提出“八星药师”理念[16]，涉及健康服务的提

供者、决策者、沟通者、领导者、管理者、教育者、终身学

习者、研究者。我国则是在 2006 年由卫生部启动临床

药师培训基地试点工作。此后，我国临床药学工作逐步

发展，引领药师队伍的整体工作从“以药品为中心”转变

为“以患者为中心”。为满足药学服务工作需要，一系列

关于药师执业要求或人才培养的规范性文件不断推出

（表 2），这些文件明确了社会和行业对临床药学人才的

需求，为临床药学人才培养目标勾画了蓝图，搭建了

框架。

表2 与药师执业要求或临床药学办学要求相关的规范

性文件

序号
1

2

3

4

5

6

7

文件
《临床药师培训考核
方案（试用稿）》《培
训手册（试行）》[17]

《中国执业药师职业
道德准则》[18]、《中国
执业药师职业道德
准则适用指导》[19]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
规定》[20]

《临床药学专业教学
质量国家标准》[21]

《关于进一步加强临
床药师制体系建设
的通知》[22]

《药师药学服务胜任
力 评 价 标 准（ 试
行）》[12]

《全国药学类（药学、
临床药学专业）认证
标准》[23]

发布机构
中国医院协会临
床药师培训专家
指导委员会

中国执业药师协
会

卫生部、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总
后勤部卫生部

教育部

中国医院协会

中国药师协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
药学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发布年份
2006

2006、2007

2011

2018

2016

2017

2019

主要内容
将“医患沟通和接诊能力”“临床实践
能力评价”“学习能力评价”作为考核
的主要标准

将执业药师职业道德准则概括为 5个
方面：救死扶伤，不辱使命；尊重患者，
一视同仁；依法执业，质量第一；进德
修业，珍视声誉；尊重同仁，密切协作

定义了临床药学、临床药师的含义；规
定了医疗机构药师的工作职责，要求
建立由医师、临床药师和护士组成的
临床治疗团队，开展临床合理用药工
作；临床药师应当全职参与临床药物
治疗工作，对患者进行用药教育，指导
患者安全用药

规定了临床药学人才培养基本要求，
包括思想政治和德育方面、业务方面
的知识和技能的基本要求

明确了培训基地的培训目标，包括思
想认识、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等

设定了个人素养、基本知识、基本技
能、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内驱力 6 级
指标

规定了临床药学专业培养目标与要
求，包括思想政治与职业素养、知识与
技能要求、创新创业意识与能力、国际
交流能力

2.1.3 基于毕业生与临床药师调研，明确临床药学人才

的岗位与能力需求 笔者对既往临床药学毕业生进行

调研，通过问卷调查和毕业生线上访谈、反馈意见等方

式，对毕业生在校期间受到的教育教学工作、自我学习

和成长的满意度及毕业达成度进行评价。通过与用人

单位或实习医院访谈、向用人单位或实习医院发放信函

调查等方式对培养质量进行评价，调查医院及临床药师

自身对临床药学人才知识结构的需求。同时，山东大学

齐鲁医学院药学院定期召开临床药学专业建设研讨

会。结合各方反馈的结果，明确临床药学人才岗位与能

力需求，强调临床药师应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人际沟

通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2.1.4 基于国内外现状及趋势，明确临床药学学科的发

展需求 从国际药学教育发展来看，药师型人才的培养

已成为药学院校的主要教育职能[24]。在我国，传统的药

学教育以化学为主，毕业生需要经过再学习与培训才能

逐渐发挥其在临床合理用药方面的作用，因此，需明确

临床药学学生“懂医精药”的培养目标[25]。“以患者为中

心”是药学服务的核心，在重视知识传授和实践技能培

养的同时，要加强对学生的职业伦理、价值观、交流沟通

技巧等人文科学素养的培养，使毕业生可以在临床药学

工作中开展有价值的药学服务[24]。近年来，药物基因组

学的发展使得精准治疗得以实现，这就需要临床药师能

够根据遗传特性对药物作用影响的特点给予患者个体

化用药方案，从而促进合理用药[26]。此外，随着我国新

药研发水平的不断提高，药物临床试验的开展也需要临

床药师的参与[27－28]。

2.1.5 结合区域特点及学校定位形成特色培养目标 山

东省是我国开展临床药师培训较早的省份，山东大学参

与建设了山东省内 3家首批卫生部临床药师培训基地

（全国首批共19家）。山东大学充分利用其深厚的医学

背景，结合生命科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各方面

的专业优势，在国内首办7年制临床药学教育，即临床医

学（药学方向，7年制）专业，从2003年起开始招生，是我

国较早开始探索临床药学教育的高校。为满足教育部

规范办学的要求，山东大学7年制临床药学专业于2014

年停办，并于2015年开始招收临床药学5 年制本科专业

学生。

2.2 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的构建

2.2.1 培养目标 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药学院综合分

析国家、社会、行业、岗位、学科等方面对临床药师的需

求，确立了临床药学5年制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包括培

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具有

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和沟通能力，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

学习的意识，具有临床药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

技能，能够从事以合理用药为核心的全程化药学服务工

作的高素质拔尖专门人才，为我国创新药物研发、使用

和管理等领域提供人才支撑、智力支持和科技服务。以

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培养目标见表3。

2.2.2 毕业要求 确立培养目标之后，对其进行分解、

整合、归纳，制定符合当前实际的毕业要求，提炼出学生

应具备的核心知识、能力和素质，设置每个毕业要求指

标点，成为若干具体、易落实、可评测的指标。要求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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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达到国家思想政治教育、身体心理素质、文化素质、业

务素质、职业素质等方面的要求，珍视生命，关爱患者，

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较强的创新意识、人际交

流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以及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的能

力。具体来说，毕业生应达到以下7个方面的知识、素质

和能力要求：（1）能够将与临床药学相关的化学、生物

学、医学基础、药学基础知识用于解决药物治疗学问

题。（2）能够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诊断、药物的作用机

制、药物的药动学及药效学，能够分析药物治疗学问题，

并得出有效结论，具备审核处方或用药医嘱、调配处方

进行用药指导的能力。（3）能够全面、系统收集患者信

息，分析药物在人体不同状态下的药动学及药效学规

律，开展药品（质量）管理和药物利用评价，借助药物不

良反应监测、治疗药物监测等手段，综合应用临床药学

治疗学的知识与理论进行个体化给药方案设计，并考虑

社会、伦理、法律、经济等因素。（4）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和

科学方法，检索和阅读中外文文献，运用循证药学的理

论，收集和评价药物情报，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实验

研究和临床研究，预测、模拟及优化治疗方案，理论联系

实际，并进行创新拓展，解决药物治疗实践中的复杂问

题。（5）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药

物治疗实践中理解并遵守法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

责任，规范药物治疗行为及文书书写，并能够评价药物

治疗实践及研究对社会、法律、文化、环境的影响。（6）能

够在多学科背景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负责人

的角色，能够就药物治疗领域的复杂问题与业界同行、

治疗团队成员、患者及其家属、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

和交流；具备对患者和公众进行药品基本知识宣传、合

理用药指导及健康教育的能力；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

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7）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能及时了解药物治疗及相关学科的最新理论、技术及国

际前沿动态。

2.2.3 基于 OBE 理念确立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的变

化 基于OBE理念设计与实施培养模式，要确定培养目

标的核心地位。培养目标是整个培养模式改革的起点

和出发点，也是判断培养模式改革实践后是否成功的标

准。与引入OBE理念之前相比，引入OBE理念后培养

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变化包括以下3个方面。

首先，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以学生为中心，站在学

生的角度进行思考与描述[29]。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不

再停留在学生获得哪些知识和能力的描述上，而是明确

了毕业生将来的“工作场景”，即“从事以合理用药为核

心的全程化药学服务工作”和“创新药物研发、使用和管

理等领域”。

其次，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更加全面，综合考虑能

够满足实际工作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注重人文素

养的培养，强调“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和社会

责任感，具有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和沟通能力，具有自主

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最后，毕业要求强调学生能够将获得的知识、能力、

素质有机融合，具备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

维。以知识要求为例，对学生的要求不再是掌握或理解

“与临床药学相关的化学、生物学、医学基础、药学基础

知识”，而是明确这些知识的学习是为了“用于解决药物

治疗学问题”。能力、素质要求亦紧密围绕这一理念进

行设定。

3 以成果为导向，设计实施教学改革
3.1 反向设计课程体系

基于OBE理念建立课程体系是一个“反向设计”的

过程，从学生的未来发展需要即培养目标开始，由需要

决定教学环节，引导学生达成预先设定的知识、能力和

素质要求[30]。课程体系不再是学科有什么讲什么、有什

么教材设定什么课程，应聚焦在重要、基础、核心的教学

内容，排除陈旧、不实用或者不重要的教学内容。考核

的重点不再是考查学生是否准确地记住了课堂上讲解

的知识或教材上的内容，而是重点考查学生是否能够充

分利用获得的知识、能力、素质解决实际问题。

通过建立课程矩阵，厘清每门课程或项目对应的毕

业要求，确定各教学环节的任务及在培养方案中的地

位，分析各教学环节之间的联系，为优化培养体系提供

依据。每门课程需根据该课程应承担的教学任务制定

课程目标，从期望学生达成的目标来反推，进而选择课

程内容、教学活动和评价方式，不断提升课程难度来引

导学生达成预先设定的学习目标。

为达成毕业要求，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药学院将临

床药学专业课程体系分为6大模块，包括通识教育、学科

平台基础、专业教育、重点提升计划、创新实践计划、拓

展培养计划。临床药学专业课程体系见表 4。同时，学

表3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培养目标

项目

知识

技能

态度

特质

动机

国家本科人才培
养总体要求

新知识、跨学科跨
专业知识

对接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的专业能
力、实践能力

政治觉悟、国家安
全意识、科学世界
观、道德品质、主
动学习

创新精神、创业精
神、审美和人文素
养、身心健康

有理想、有担当、
社会责任感

社会与行业需求

医药学知识

药物治疗能力、用药
教育能力、临床实践
能力、医患沟通能
力、实践能力、学习
能力、国际交流能
力、实验能力

思想政治素质、守法
意识、自主学习、终
身学习、职业道德、
伦理意识

人文素养、治疗团队
合作意识、职业素
养、创新创业意识

职业使命感

岗位与能力
需求

医药学知识

实践能力、人
际沟通能力、
学习能力、创
新能力

自主学习、终
身学习、伦理
意识

创新意识

岗位价值

学科发展需求

新知识、新技术

创新能力，参与
创新药物研发、
使用和管理等药
品全生命周期管
理能力

自主学习、终身
学习、职业伦理、
价值观

创新意识、人文
科学素养

药学学科价值

区域特点及
学校定位

学科前沿、多
学科知识

适应社会发
展能力

引领性

创新性、国际
性、

服务国家及
地方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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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优势，注重“三全育人”（全员育

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建立

专业教师班主任制度，重视“第二校园”、海外学习、社会

实践，广泛开展临床药学相关教育活动。设立国际学

分，联合海外高校拓宽学生国际视野，与国外8所知名大

学药学院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与20多所大学药学院建

立了合作关系，每年暑期均开设海外师资课程。

表4 临床药学专业课程体系

课程/项目
通识教育

必修课程
核心课程
选修课程

学科平台基础
专业教育

基础课程

核心课程

选修课程

重点提升计划

创新实践计划

拓展培养计划

学分/分

31

10

2

30

34

73.5

9.5

8

4

8

教学时长/学时

720

160

32

560

720

2 436

152

264

不限定

不限定

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英语、体育、计算机、军事理论
国学修养、创新创业、艺术审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
学生自行选择
数学、物理、健康教育、基础医学理论

新生研讨、化学类基础、临床医学基础

临床医学理论与实践、药学理论与实验、沟通、国际学分、
临床药学、医学伦理、药物经济、综合实验、见习、实习、毕
业设计与论文

医药学前沿、实验技能、研究设计、知识扩展

形势与政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心理
健康教育

创新讲堂、创业讲堂、创新实践项目

主题教育、学术活动、身心健康、文化艺术、研究创新、就
业创业、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社会工作、社团经历

3.2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创新与实践能力并举”的

培养模式

学院注重临床药学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培养。

学生参与各种多环节的实验实践训练，参与实践实验的

学时是接受理论教学学时的 1.27倍。学院倡导科研服

务于教学理念，将科研实验室及研究中心均纳入临床药

学本科生实验资源平台，开设综合性或设计性实验，要

求教师注重实践实验训练的过程管理。临床药学本科

生均需参加国家级、省级、校级或学院设立的大学生创

新与创业项目，结题后获得创新学分[31]。学院设立“临

床药学本科生讲坛”，锻炼学生发现问题、总结问题及科

研表达能力。临床药学专业实践实验环节设计见图2。

学生的药学见习和实习、临床见习和实习在 5家具

有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临床药师培训基地资格的“三

甲”综合医院进行。学生需选择一个专业完成毕业设计

与论文，主题既不能脱离临床实践，也要与药物有关，即

药物的临床研究。毕业设计与论文需要经过选题、开

题、中期检查、论文答辩与审核等过程。

3.3 加强课程建设，更新教学模式与教学内容

每门课程根据与之对应的毕业要求来确定相应的

教学任务。在课程设计中，充分体现“两性一度”，即高

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推进“金课”建设。强调知识、能

力和素质有机融合，强调临床药学学生具备解决药物治

疗相关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课程将思政教育与

专业课程有机融合，倡导科研反哺教学，理论课教学内

容对接学科前沿发展动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准确反

映时代特征，聚焦科技、文化和社会前沿；课程设计有一

定难度，能够激发出学生解决困难问题的勇气和能力。

经过多年建设，OBE理念已体现在山东大学齐鲁医

学院药学院临床药学专业课程的设计中。例如，在药理

学课程中引入临床案例分析课，培养学生临床药师思维

及基本知识应用能力[32]；在无机化学课程中开展研究式

教学[33]；在药物分析课程中引入思维导图对学习内容进

行梳理，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效率，激发学

习兴趣[34]；在临床药学概论课程中，注重科普性与专业

性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组织学生到医院接触临

床药学工作，提高学生专业认同感，初步建立临床药学

思维[35]；在临床药理学课程中，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案

例式教学及参与式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36]。

3.4 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创新教学方法

手段与评价方式

山东大学加强顶层设计，推进临床药学专业课程信

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促进课程信息化，借助中

国大学MOOC（https：//www.icourse163.org/）等课程资源

拓宽学生视野，构建教育教学新形态、新方法[37－38]。如

基于雨课堂、腾讯会议的药物分析在线课程[39]，引入微

视频的药剂学实验教学改革[40]，基于Google Earth 软件

和校园绿化的数字药用植物园建设等[41]。

所有课程均采用形式多样的阶段性考核，如期中考

试、平时成绩（平时作业、小组自评、小组互评）、实践成

绩、线上线下考核等，推动教师与学生的双向即时反馈。

4 完成教学支撑体系及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4.1 发挥医教协同优势，构建跨学校及医院、跨海内外

的管理体系及教学体系

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药学院充分利用自身医疗教

学资源培养临床药学人才。临床药学系由药学院及承

担教学任务的5家“三甲”综合医院药学部门组成，同时

聘任1名海外临床药学副教授为临床药学系副主任，构

建跨学校及医院、跨海内外的临床药学管理体系及教学

体系，形成了“药学院-临床药学系-教研室（实验室）及实

习基地-负责人”教学管理体系。

临床药学专业重要教学指导文件及标准由临床药

学系组织校内外教师、临床药师及相关业内专家制定，

图2 临床药学专业实践实验环节设计图

临床实习（含专题）

五年级学生

见习、药学实习

三、四年级学生

社会实践

二、三年级学生

研究性和创新性实验

三、四、五年级学生

设计性和综合性实验

二、三、四年级学生

演示性和验证性实验

一、二、三年级学生

设计性实验

专业实验

化学基础 医学基础 生物学基础

药动学 药物化学 药物分析 药剂学

设计性实验

综合性实验

剂型设计 药效及安全性评价

药理药效评价 临床药理学

研究性实验

创新性实验

毕业设计 毕业论文

大学生创新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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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有 20余名临床药师参

与临床药物治疗学、药源性疾病与防治、药患沟通与交

流技巧、临床药学概论、药学科学进展、临床药理学实

验、药事管理学等课程的教学。

4.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多层次促进教师发展与教学

促进

山东大学及齐鲁医学院均设立有教学促进与教师

发展中心，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药学院的多名教师担任

校级教学咨询员或齐鲁医学院的教师培训组长，在学院

针对所有教师开展微格教学演练、教学理论分享与实践

工作坊、课程的中期学生反馈等培训；教研室、实验室及

实习基地实施集体备课制度、教学导师和“传帮带”制

度；同时，药学院定期举行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和各类教

师培训，鼓励专职及兼职教师参加各类比赛及培训；此

外，保证教授的上课率，全部教授均承担了本科生的教

学任务。

4.3 构建完善教学质量保障制度与标准

山东大学建立校、院、系多层次、系统化的教育教学

管理制度与教学质量标准体系，形成教学管理文件40余

件，如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教学督导工作实施办法、实

验教学管理规定、基地建设与管理规定、临床药学专业

特色的临床药学带教药师遴选办法、毕业实习大纲、毕

业论文要求等。

4.4 健全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价机制

山东大学及齐鲁医学院均设有教学指导委员会和

教学督导委员会。培养方案、实习大纲等教学管理文件

需由临床药学系起草，院级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通过。

各级教学督导员每学期完成规定次数的课程评价。实

行学生评教制度；建立试卷分析及反馈制度，持续改进

教学质量。以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为依据，制定调查问

卷或访谈纲要，建立学院毕业生跟踪评价制度、用人单

位定期走访制度，实现对教学质量的全程监控，对毕业

生在校期间受到的教育教学工作、自我学习和成长的满

意度及毕业达成度进行评价。

4.5 建立完善的反馈改进机制

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药学院将各方面反馈的信息

在梳理归类后向各级部门和教师进行反馈，督促改进。

如学院每学期举行期中师生座谈会，针对学生提出的问

题现场给予答复和解决。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展开系

教学讨论会，必要时提交到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进行会

议审定。对于学生评教排名在后5％的教师进行专门培

训，考核通过后方可恢复教学。临床药学专业已形成了

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与质量标准，构建了“标准-执行-检

查-反馈-改进”闭合循环的质量保障与持续改进体系。

5 实施效果
经过教学改革与实践，山东大学初步构建了基于

OBE理念、以学生的学习与发展为中心的临床药学本科

培养模式，山东大学临床药学专业入选2020年度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临床药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先

后获得山东大学教学改革重点立项项目、首批优势特色

专业国际化建设项目、教育教学综合改革重大项目等立

项资助。

近 3年，临床药学专业本科生全部参加了大学生创

新创业项目，共获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7项，获

得全国大学生药苑论坛一等奖等全国大学生各类竞赛

奖励 10项。临床药学本科生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不

断提升，2021年，临床药学专业本科生以第一作者发表

论文4篇，其中SCI收录论文3篇。

山东大学临床药学 5年制本科专业毕业生约 60％

选择攻读研究生，就业的毕业生以医院药学部门药师和

药品企业临床试验岗位为主。临床药学毕业生能力与

素质发展更加全面，在职业素养、学习能力、沟通合作能

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有显著提高；毕业生对

学校、学院教育教学工作高度认可，毕业生对临床药学

专业整体满意度为96.3％；毕业生均认可任课教师的整

体水平；毕业生自我评价中，职业素养、学术水平及创新

意识满意度为 96.3％，实践能力满意度为 92.6％。用人

单位和实习医院对毕业生、实习生基础知识、创新意识、

职业规范、团队协作认同度等方面给予较高评价，专业

社会声誉良好。

6 结论
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药学院建立的基于OBE理念

的临床药学专业本科培养体系，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临

床药学人才培养需求，经过多年的教学改革探索和实践

检验，具有较强的创新性、适用性和示范作用，对推动服

务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临床药学人才培养质量具

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OBE理念的教学改革实施时间

较短，仍需临床药学教育者进一步探究OBE理念与临床

药学教育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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