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通识课 形势与政策 4 陈晓
课表安排在第18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通识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通识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周娅敏
课表安排在第16,18-19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通识课 听说过级Ⅱ 10 李萍 由外语学院李萍老师自己安排

专业必修课 免疫技术 60 陈鸣丽 中国大学MOOC
基础免疫学

(北京理工大学 王睿、李玉娟)
28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必修课 基因工程 60 韦淑亚 中国大学MOOC
基因工程

(河南师范大学、陈建军)
20

每周一下午
14:00～17:30

专业必修课 药物分析 64 赵艳霞 智慧职教
药物分析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24

2.17～3.12
周一 、二 、四
8:30～12:20

专业必修课 生物制药工艺实训Ⅰ 20 肖云、尹喆 实训课暂不安排网课

专业必修课 药事管理与GMP实施
36(理论28
实践8)

蔡明凡 智慧职教
药事管理与法规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8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选修课 生物制品概论 40 郑楠 智慧职教
生物制品技术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4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选修课 制药设备应用与维护 32 刘明华 智慧职教
药物制剂设备使用与维护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6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选修课 酶工程制药 30 柴莎莎 智慧职教
酶制剂生产技术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10 按照课表时间

拓展课 药品综合知识与技能 48 尹喆 智慧职教
药学服务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6

每周四
8:15～12:00

拓展课 生物信息学 40 郑楠 中国大学MOOC
生物信息学

(山东大学、魏天迪）
32 按照课表时间

拓展课 大学生创业基础 32 周娅敏 超星学习通 大学生创业导论 12
按照课表时间

(暂时安排第2-7周在线课程)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生物工程学院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在线教学安排表(制药18301班)

生物制药技术 制药18301



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通识课 形势与政策 4 陈晓
课表安排在第18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通识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通识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周娅敏
课表安排在第16,18-19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通识课 听说过级Ⅱ 10 李萍 由外语学院李萍老师自己安排

专业必修课 免疫技术 60 陈鸣丽 中国大学MOOC
基础免疫学

(北京理工大学 王睿、李玉娟)
28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必修课 基因工程 60 韦淑亚 中国大学MOOC
基因工程

(河南师范大学、陈建军)
20

每周一下午
14:00～17:30

专业必修课 药物分析 64 赵艳霞 智慧职教
药物分析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24

2.17～3.12
周一 、二 、四
8:30～12:20

专业必修课 生物制药工艺实训Ⅰ 20 徐圣、高小娥 实训课暂不安排网课

专业必修课 药事管理与GMP实施
36(理论28
实践8)

蔡明凡 智慧职教
药事管理与法规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8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选修课 生物制品概论 40 郑楠 智慧职教
生物制品技术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4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选修课 制药设备应用与维护 32 刘明华 智慧职教
药物制剂设备使用与维护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6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选修课 酶工程制药 30 柴莎莎 智慧职教
酶制剂生产技术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10 按照课表时间

拓展课 药品综合知识与技能 48 尹喆 智慧职教
药学服务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6

每周四
8:15～12:00

拓展课 生物信息学 40 郑楠 中国大学MOOC
生物信息学

(山东大学、魏天迪）
32 按照课表时间

拓展课 大学生创业基础 32 周娅敏 超星学习通 大学生创业导论 12
按照课表时间

(暂时安排第2-7周在线课程)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生物工程学院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在线教学安排表(制药18302班)

生物制药技术 制药18302



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通识课 形势与政策 4 陈晓
课表安排在第18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通识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通识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周娅敏
课表安排在第16,18-19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通识课 听说过级Ⅱ 10 李萍 由外语学院李萍老师自己安排

专业必修课 免疫技术 60 韦淑亚 中国大学MOOC
免疫学检验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宋兴丽)
24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必修课 基因工程 60 鞠守勇 智慧职教
基因工程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20

每周一下午
14:00～17:30

专业必修课 药物分析 64 赵艳霞 智慧职教
药物分析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24

2.17～3.12
周一 、二 、四
8:30～12:20

专业必修课 生物制药工艺实训Ⅰ 20 鞠守勇、陈芬 实训课暂不安排网课

专业必修课 药事管理与GMP实施
36(理论28
实践8)

蔡明凡 智慧职教
药事管理与法规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8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选修课 生物制品概论 40 刘璋 智慧职教
生物制品技术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4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选修课 制药设备应用与维护 32 刘明华 智慧职教
药物制剂设备使用与维护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6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选修课 酶工程制药 30 柴莎莎 智慧职教
酶制剂生产技术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10 按照课表时间

拓展课 药品综合知识与技能 48 尹喆 智慧职教
药学服务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6

每周四
8:15～12:00

拓展课 生物信息学 40 郑楠 中国大学MOOC
生物信息学

(山东大学、魏天迪）
32 按照课表时间

拓展课 大学生创业基础 32 周娅敏 超星学习通 大学生创业导论 12
按照课表时间

(暂时安排第2-7周在线课程)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生物工程学院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在线教学安排表(制药18303班)

生物制药技术 制药18303



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通识课 形势与政策 4 陈晓
课表安排在第18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通识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通识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曾珍 超星学习通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3月2日、3月9日、3月23日

14:15～15：55

通识课 演讲与口才 36 蔡勤 QQ直播、雨课堂 演讲与口才 20 周二5-8节

专业必修课 药物分析 56 黄红
QQ群、云课堂智慧

职教
药物分析 36

2.19、3.4、3.18、3.25
8:15～12：00

专业必修课 药品检验 48 郭群 QQ群 药品检验 20

2.19 周三
10:15～11:45
14:15～15:45
3.19 周四
8:15～11:45

专业必修课 药品质量控制实训 24 黄红 实训课暂不安排网课

专业必修课 药剂生产与管理综合实训 72 黄红、万军梅 实训课暂不安排网课

专业选修课 医药市场营销 32 谭方方 智慧职教 医药市场营销 16
2.18～3.6

周二8:30～11:30
周五14:30～17:30

专业选修课 制药专业英语 40 张婧 中国大学MOOC
医药英语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李正亚)
16

每周三上午
10:00～12:00

专业选修课 药膳食疗 40 李田霞 智慧职教 药膳食疗学 16
2.17～3.14
周三 、周四
14:15～18:00

拓展课 创新创业实践 32 张婧
课表安排在第5周开始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拓展课 医药商品知识 48 何建明(外聘)
课表安排在第8-19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拓展课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48 柴莎莎 职教云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8
3月3日

14:30～16:00
在线指导及答疑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生物工程学院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在线教学安排表(药管18301班)

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

药管18301



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通识课 形势与政策 4 陈晓
课表安排在第18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通识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通识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曾珍 超星学习通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3月2日、3月9日、3月23日

14:15～15：55

通识课 演讲与口才 36 蔡勤 QQ直播、雨课堂 演讲与口才 20 周二5-8节

专业必修课 药物分析 56 黄红
QQ群、云课堂智慧

职教
药物分析 36

2.21、3.6、3.20、3.27
8:15～12:00

专业必修课 药品检验 48 郭群 QQ群 药品检验 20

2.19 周三
10:15～11:45
14:15～15:45
3.19 周四
8:15～11:45

专业必修课 药品质量控制实训 24 黄红 实训课暂不安排网课

专业必修课 药剂生产与管理综合实训 72 黄红、万军梅 实训课暂不安排网课

专业选修课 医药市场营销 32 谭方方 智慧职教 医药市场营销 16
2.18～3.6

周二8:30～11:30
周五14:30～17:30

专业选修课 制药专业英语 40 张婧 中国大学MOOC
医药英语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李正亚)
16

每周三上午
10:00～12:00

专业选修课 药膳食疗 40 李田霞 智慧职教 药膳食疗学 16
2.17～3.14
周三 、周四
14:15～18:00

拓展课 创新创业实践 32 张婧
课表安排在第5周开始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拓展课 医药商品知识 48 何建明(外聘)
课表安排在第8-19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拓展课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48 柴莎莎 职教云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8
3月3日

14:30～16:00
在线指导及答疑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生物工程学院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在线教学安排表(药管18302班)

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

药管18302



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通识课 形势与政策 4 王瑾
课表安排在第18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通识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通识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曾珍
课表安排在第9,11,16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通识课 听说过级Ⅱ 10 李萍 由外语学院李萍老师自己安排

专业必修课 医药市场营销技术 60 谭方方 智慧职教 医药市场营销 16
2.17～3.14
周三 、周四
14:15～18:00

专业必修课 药物制剂基础
56(理论36
实践20)

蔡明凡 学习通 药物制剂工艺 36
2.17

(9:00-10:00/10:00-11:00)

专业必修课 医药企业管理 60 陈洁 智慧职教 医药企业管理 20
2.18～3.17周二
8:30～12:00
14:30～18:00

专业必修课 药品陈列与验收实训 48 谭方方、谢明芳 实训课暂不安排网课

专业选修课 医药物流管理
60(线下

18)
马琳 智慧职教 现代物流管理概论 54

2.18～4.14
周二14:00～18:00

专业选修课 公共关系与商务礼仪 32 林景路 QQ群 公共关系与商务礼仪 16
2.17～3.12

周一14:15～18:00
周四8:15～12:00

拓展课 公共营养学 60 张婧 中国大学MOOC
营养与健康

(南京大学、郑伟娟)
20

每周三、周五下午
14:00～16:00

拓展课 基础会计学 60 吴昆 学习通 基础学会计 8
按照课表安排

(周二5、6节、周五1、2节)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生物工程学院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在线教学安排表(药营18301班)

药品经营与
管理

药营18301



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通识课 形势与政策 4 王瑾
课表安排在第18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通识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通识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曾珍
课表安排在第9,11,16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通识课 听说过级Ⅱ 10 李萍 由外语学院李萍老师自己安排

专业必修课 医药市场营销技术 60 谭方方 智慧职教 医药市场营销 16
2.17～3.14
周三 、周四
14:15～18:00

专业必修课 药物制剂基础
56(理论36
实践20)

蔡明凡 学习通 药物制剂工艺 36
2.17

(9:00-10:00/10:00-11:00)

专业必修课 医药企业管理 60 陈洁 智慧职教 医药企业管理 20
2.18～3.17周二
8:30～12:00
14:30～18:00

专业必修课 药品陈列与验收实训 48 谭方方、谢明芳 实训课暂不安排网课

专业选修课 医药物流管理
60(线下
18)

马琳 智慧职教 现代物流管理概论 54
2.18～4.14

周二14:00～18:00

专业选修课 公共关系与商务礼仪 32 林景路 QQ群 公共关系与商务礼仪 16
2.17～3.12

周一14:15～18:00
周四8:15～12:00

拓展课 公共营养学 60 张婧 中国大学MOOC
营养与健康

(南京大学、郑伟娟)
20

每周三、周五下午
14:00～16:00

拓展课 基础会计学 60 吴昆 学习通 基础学会计 8
按照课表安排

(周二7、8节、周五3、4节)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生物工程学院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在线教学安排表(药营18302班)

药品经营与
管理

药营18302



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通识课 形势与政策 4 陈晓
课表安排在第18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通识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通识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曾珍
课表安排在第15-17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通识课 听说过级Ⅱ 10 李萍 由外语学院李萍老师自己安排

专业必修课 食品发酵与酿造技术（下） 60 刘明华 智慧职教 食品发酵生产技术 24
食品18301班：前6周
星期二9:00～12:00

专业必修课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48 徐圣
智慧职教、学习通、

中国大学MOOC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48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必修课 食品生物技术 32 付杨 中国大学MOOC
现代生物技术概论

(郑州师范学院、杨玉珍)
28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必修课 食品分析综合实训 48 覃宇 实训课暂不安排网课

专业选修课 食品机械与设备 48 刘德超 中国大学MOOC
食品机械与设备

(河南农业大学、张剑)
40

按照课表时间
每周二14:15～15:55
每周五14:15～15:55

专业选修课 功能性食品 48 肖云 智慧职教 保健食品 32
每周一5-6节
每周三3-4节

专业选修课 功能性食品综合实训 24 肖云 实训课暂不安排网课

专业选修课 食品标准与法规 24 付杨 中国大学MOOC
食品标准与法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建新)
24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选修课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 48 覃宇 智慧职教 食品快速检测技术 8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选修课 食品生产工艺设计 48 王大红 中国大学MOOC
食品工厂设计基础

(福建农林大学、陈团伟)
40

不集中时间，学生自己安排时间学
习，前6周完成理论课学习任务。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生物工程学院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在线教学安排表(食品18301班)

食品生物技术 食品18301



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通识课 形势与政策 4 陈晓
课表安排在第18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通识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通识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曾珍
课表安排在第15-17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通识课 听说过级Ⅱ 10 李萍 由外语学院李萍老师自己安排

专业必修课 食品发酵与酿造技术（下） 60 刘明华 智慧职教 食品发酵生产技术 24
食品18302班：前6周
星期三13:00～16:00

专业必修课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48 徐圣
智慧职教、学习通、

中国大学MOOC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48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必修课 食品生物技术 32 付杨 中国大学MOOC
现代生物技术概论

(郑州师范学院、杨玉珍)
28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必修课 食品分析综合实训 48 覃宇 实训课暂不安排网课

专业选修课 食品机械与设备 48 刘德超 中国大学MOOC
食品机械与设备

(河南农业大学、张剑)
40

按照课表时间
每周二14:15～15:55
每周五14:15～15:55

专业选修课 功能性食品 48 肖云 智慧职教 保健食品 32
每周一5-6节
每周三3-4节

专业选修课 功能性食品综合实训 24 肖云 实训课暂不安排网课

专业选修课 食品标准与法规 24 付杨 中国大学MOOC
食品标准与法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建新)
24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选修课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 48 覃宇 智慧职教 食品快速检测技术 8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选修课 食品生产工艺设计 48 王大红 中国大学MOOC
食品工厂设计基础

(福建农林大学、陈团伟)
40

不集中时间，学生自己安排时间学
习，前6周完成理论课学习任务。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生物工程学院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在线教学安排表(食品18302班)

食品生物技术 食品18302



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通识课 形势与政策 4 王瑾
课表安排在第18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通识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通识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周娅敏
课表安排在第15-17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通识课 听说过级Ⅱ 10 李萍 由外语学院李萍老师自己安排

通识课 应用写作 30 万涵宇 智慧职教 应用写作 8 周二9-10节

通识课 演讲与口才 36 韩凝 智慧职教 演讲与口才 8 周二3-4节

通识课 网络通识课 32 刘德超 32 由刘德超老师自己安排

专业必修课 临床检验技术 64 刘德超 中国大学MOOC
临床基础检验技术
(江苏大学 胡嘉波)

54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专业必修课 动物细胞培养技术 56 陈鸣丽 中国大学MOOC
动物细胞工程

(暨南大学 邓宁、唐勇)
24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专业必修课 生物制品制备及检验 72 刘璋 智慧职教
生物制品技术

(浙江经贸职业学院 朱正华)
68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专业必修课 医学生物技术实训 40 韦淑亚 实训课暂不安排网课

专业选修课 生物信息学 40 郑楠 中国大学MOOC
生物信息学

(山东大学 魏天迪)
40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专业选修课 医学生物技术专业英语 40 郑楠 中国大学MOOC
医学英语阅读

(中南大学 谢芸)
40

按照课表时间，
每周二14:15～15:55
每周四8:15～9:55

专业选修课 病理学基础 56 刘德超 中国大学MOOC
病理学

(滨州医学院 刘鲁英)
46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专业选修课 生物分离与纯化技术 48 肖云 中国大学MOOC
药物分离技术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吴昊)
32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生物工程学院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在线教学安排表(医学18301班)

医学生物技术 医学18301



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通识课 形势与政策 4 王瑾
课表安排在第18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通识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通识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周娅敏
课表安排在第15-17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通识课 听说过级Ⅱ 10 李萍 由外语学院李萍老师自己安排

通识课 应用写作 30 万涵宇 智慧职教 应用写作 8 周二9-10节

通识课 演讲与口才 36 韩凝 智慧职教 演讲与口才 8 周二3-4节

通识课 网络通识课 32 刘德超 32 由刘德超老师自己安排

专业必修课 临床检验技术 64 刘德超 中国大学MOOC
临床基础检验技术
(江苏大学 胡嘉波)

54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专业必修课 动物细胞培养技术 56 陈鸣丽 中国大学MOOC
动物细胞工程

(暨南大学 邓宁、唐勇)
24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专业必修课 生物制品制备及检验 72 刘璋 智慧职教
生物制品技术

(浙江经贸职业学院 朱正华)
68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专业必修课 医学生物技术实训 40 韦淑亚 实训课暂不安排网课

专业选修课 生物信息学 40 郑楠 中国大学MOOC
生物信息学

(山东大学 魏天迪)
40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专业选修课 医学生物技术专业英语 40 郑楠 中国大学MOOC
医学英语阅读

(中南大学 谢芸)
40

按照课表时间，
每周二14:15～15:55
每周四8:15～9:55

专业选修课 病理学基础 56 刘德超 中国大学MOOC
病理学

(滨州医学院 刘鲁英)
46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专业选修课 生物分离与纯化技术 48 肖云 中国大学MOOC
药物分离技术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吴昊)
32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生物工程学院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在线教学安排表(医学18302班)

医学生物技术 医学18302



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公共基础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4 陈智会 超星尔雅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4
2月17日～3月9日
10:00～12:00

公共基础课 形势与政策 4 陈智会
课表安排在第19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公共基础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陈智会 超星尔雅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2月20日、2月27日、3月5日

10:00～12:00

公共基础课 体育Ⅱ 每周2学时 各体育老师 超星尔雅 大学体育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二1-2节

公共基础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公共基础课 创新思维 32 蒋媛媛 微助教 创新思维 16 按照课表时间

公共基础课 基础应用英语Ⅱ 60 贺晓萍 优学院 基础应用英语第八期 4/周
星期一（1-4）
星期三（1-4）

公共基础课 应用写作 30 蔡勤 QQ直播、雨课堂 应用写作 8 周五5-6节

专业(技能)必修课 无机及分析化学 72 李田霞 智慧职教
无机及分析化学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16

2.17～3.14
周一、 周五
14:15～18:00

专业(技能)必修课 生物化学及技术 80 高小娥 武职SPOC平台 生物化学及技术 40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技能)必修课 发酵工程 60
肖云(理论),
高广斌(实验)

中国大学MOOC
发酵制药技术

(淄博职业学院、巩健)
36 按照课表时间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生物工程学院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在线教学安排表(制药19301班)

生物制药技术 制药19301



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公共基础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4 陈智会 超星尔雅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4
2月17日～3月9日
10:00～12:00

公共基础课 形势与政策 4 陈智会
课表安排在第19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公共基础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陈智会 超星尔雅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2月20日、2月27日、3月5日

10:00～12:00

公共基础课 体育Ⅱ 每周2学时 各体育老师 超星尔雅 大学体育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二1-2节

公共基础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公共基础课 创新思维 32 蒋媛媛 微助教 创新思维 16 按照课表时间

公共基础课 基础应用英语Ⅱ 60 贺晓萍 优学院 基础应用英语第八期 4/周
星期一（1-4）
星期三（1-4）

公共基础课 应用写作 30 蔡勤 QQ直播、雨课堂 应用写作 8 周五5-6节

专业(技能)必修课 无机及分析化学 72 李田霞 智慧职教
无机及分析化学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16

2.17～3.14
周一、 周五
14:15～18:00

专业(技能)必修课 生物化学及技术 80 高小娥 武职SPOC平台 生物化学及技术 40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技能)必修课 发酵工程 60 肖云 中国大学MOOC
发酵制药技术

(淄博职业学院、巩健)
36 按照课表时间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生物工程学院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在线教学安排表(制药19302班)

生物制药技术 制药19302



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公共基础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4 郭佳 智慧职教、超星尔雅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周 按照课表时间

公共基础课 形势与政策 4 郭佳
课表安排在第19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公共基础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陈智会
课表安排在第15-17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公共基础课 体育Ⅱ 每周2学时 各体育老师 超星尔雅 大学体育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二1-2节

公共基础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公共基础课 创新思维 32 蒋媛媛 微助教 创新思维 16 按照课表时间

公共基础课 基础应用英语Ⅱ 60 贺晓萍 优学院 基础应用英语第八期 4/周
星期一（1-4）
星期三（1-4）

公共基础课 应用写作 30 蔡勤 QQ直播、雨课堂 应用写作 8 周五5-6节

专业(技能)必修课 无机及分析化学 72 饶光奇 智慧职教
无机及分析化学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16

2.17～3.14
周一、 周五
14:15～18:00

专业(技能)必修课 生物化学及技术 80 陈芬 武职SPOC平台 生物化学及技术 40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技能)必修课 发酵工程 60 高广斌 中国大学MOOC
发酵制药技术

(淄博职业学院、巩健)
36 按照课表时间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生物工程学院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在线教学安排表(制药19303班)

生物制药技术 制药19303



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公共基础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4 郭佳 智慧职教、超星尔雅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周 按照课表时间

公共基础课 形势与政策 4 郭佳
课表安排在第19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公共基础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陈智会
课表安排在第15-17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公共基础课 体育Ⅱ 每周2学时 各体育老师 超星尔雅 大学体育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二1-2节

公共基础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公共基础课 创新思维 32 蒋媛媛 微助教 创新思维 16 按照课表时间

公共基础课 基础应用英语Ⅱ 60 贺晓萍 优学院 基础应用英语第八期 4/周
星期一（1-4）
星期三（1-4）

公共基础课 应用写作 30 蔡勤 QQ直播、雨课堂 应用写作 8 周五5-6节

专业(技能)必修课 无机及分析化学 64 饶光奇 智慧职教
无机及分析化学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16

2.17～3.14
周三、 周四
14:15～18:00

专业(技能)必修课 食品化学 64 王大红 中国大学MOOC
食品化学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夏红)
40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技能)必修课 食品营养与健康 48 付杨 中国大学MOOC
食品营养与健康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孙芝杨)
40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技能)选修课 电工技术及仪表 64 李旭 超星尔雅 电工技术基础 40 按照课表时间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生物工程学院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在线教学安排表(食品19301班)

食品生物技术 食品19301



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公共基础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4 陈宗能 智慧职教、超星尔雅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周 按照课表时间

公共基础课 形势与政策 4 陈宗能
课表安排在第19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公共基础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熊俊
课表安排在第13-15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公共基础课 体育Ⅱ 每周2学时 各体育老师 超星尔雅 大学体育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二1-2节

公共基础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公共基础课 创新思维 32 邹丹 超星尔雅
创新思维训练

(中山大学、王竹立)
2/周 按照课表时间

公共基础课 基础应用英语Ⅱ 60 王爱霞 优学院 基础应用英语第八期 4/周
星期一（1-6）
星期三（3-8）

公共基础课 普通话 32 关勇 智慧职教 普通话训练与水平测试 32
第1-5,8-18周
10:00～12:00

公共基础课 中华诗词之美 8 夏循海
课表安排在第8-11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公共基础课 高效团队管理 16 谢晖 智慧职教 高效团队管理 16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技能)必修课 基础化学Ⅱ 64 吴蔚 智慧职教 有机化学 20
2.18～3.13

周二 14:15～18:00
周五 8:15～12:00

专业(技能)必修课 药物化学 32 吴蔚
课表安排在第13-19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专业(技能)必修课 实用药理 56 万军梅 QQ群 实用药理 36
2.19 、3.4、3.18、3.25

8:15～12:00

专业(技能)选修课 药剂理论与基本操作 48 袁桥玉 学习通 药剂理论与基本操作 10
2.18～3.17

周二
14:15～18:00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生物工程学院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在线教学安排表(药管19301班)

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

药管19301



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公共基础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4 陈宗能 智慧职教、超星尔雅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周 按照课表时间

公共基础课 形势与政策 4 陈宗能
课表安排在第19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公共基础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熊俊
课表安排在第13-15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公共基础课 体育Ⅱ 每周2学时 各体育老师 超星尔雅 大学体育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二1-2节

公共基础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公共基础课 创新思维 32 邹丹 超星尔雅
创新思维训练

(中山大学、王竹立)
2/周 按照课表时间

公共基础课 基础应用英语Ⅱ 60 王爱霞 优学院 基础应用英语第八期 4/周
星期一（1-6）
星期三（3-8）

公共基础课 普通话 32 关勇 智慧职教 普通话训练与水平测试 32
第1-5,8-18周
10:00～12:00

公共基础课 中华诗词之美 8 夏循海
课表安排在第8-11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公共基础课 高效团队管理 16 谢晖 智慧职教 高效团队管理 16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技能)必修课 基础化学Ⅱ 64 吴蔚 智慧职教 有机化学 20
2.18～3.13

周二 14:15～18:00
周五 8:15～12:00

专业(技能)必修课 药物化学 32 吴蔚
课表安排在第13-19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专业(技能)必修课 实用药理 56 万军梅 QQ群 实用药理 36
2.19 、3.4、3.18、3.25

8:15～12:00

专业(技能)选修课 药剂理论与基本操作 48 袁桥玉 学习通 药剂理论与基本操作 10
2.18～3.17

周二
14:15～18:00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生物工程学院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在线教学安排表(药管19302班)

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

药管19302



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公共基础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4 陈晓 智慧职教、超星尔雅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周 按照课表时间

公共基础课 形势与政策 4 陈晓
课表安排在第19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公共基础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熊俊
课表安排在第13-15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公共基础课 体育Ⅱ 每周2学时 各体育老师 超星尔雅 大学体育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二1-2节

公共基础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公共基础课 创新思维 32 邹丹 超星尔雅
创新思维训练

(中山大学、王竹立)
2/周 按照课表时间

公共基础课 基础应用英语Ⅱ 60 王爱霞 优学院 基础应用英语第八期 4/周
星期一（1-6）
星期三（3-8）

公共基础课 现代信息技术 64 刘班 职教云、QQ群 现代信息技术 16
星期二 7-8 第1-4周
星期三 9-10 第1-4周

专业(技能)必修
课

中药基础知识 48 袁桥玉 智慧职教 中药基础知识 8
3.12～3.20

周四8:15～12:00
周五8:15～12:00

专业(技能)必修
课

医药商品学 60 谢明芳 QQ群 医药商品学 36
2.19、3.4、3.18、3.26

8:15～12:00

专业(技能)必修
课

医药电子商务 60 林景路 i博导 医药电子商务 4
3.11、3.18
8.30～11.30

专业(技能)必修
课

经济法基础 60 李丽莉

CCTV-12社会与法频
道 《律师来了》、
CCTV-1综合《今日说

法》、QQ群

《热搜背后的纠纷》、
《看得见的正义》

10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技能)选修
课

实用药理 48 陈洁 智慧职教 药理学 20
2.17～3.16周一
8:30～12:00
14:30～18:00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生物工程学院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在线教学安排表(药营19301班)

药品经营与
管理

药营19301



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公共基础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4 陈晓 智慧职教、超星尔雅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周 按照课表时间

公共基础课 形势与政策 4 陈晓
课表安排在第19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公共基础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熊俊
课表安排在第13-15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公共基础课 体育Ⅱ 每周2学时 各体育老师 超星尔雅 大学体育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二1-2节

公共基础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公共基础课 创新思维 32 邹丹 超星尔雅
创新思维训练

(中山大学、王竹立)
2/周 按照课表时间

公共基础课 基础应用英语Ⅱ 60 王爱霞 优学院 基础应用英语第八期 4/周
星期一（1-6）
星期三（3-8）

公共基础课 现代信息技术 64 刘班 职教云、QQ群 现代信息技术 16
星期二 9-10 第1-4周
星期三 7-8 第1-4周

专业(技能)必修课 中药基础知识 48 袁桥玉 智慧职教 中药基础知识 8
3.12～3.20

周四8:15～12:00
周五8:15～12:00

专业(技能)必修课 医药商品学 60 谢明芳 QQ群 医药商品学 36
2.19、3.4、3.18、3.26

8:15～12:00

专业(技能)必修课 医药电子商务 60 林景路 i博导 医药电子商务 4
3.11、3.18
8.30～11.30

专业(技能)必修课 经济法基础 60 李丽莉

CCTV-12社会与法频
道 《律师来了》、
CCTV-1综合《今日说

法》、QQ群

《热搜背后的纠纷》、
《看得见的正义》

10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技能)选修课 实用药理 48 陈洁 智慧职教 药理学 20
2.17～3.16周一
8:30～12:00
14:30～18:00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生物工程学院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在线教学安排表(药营19302班)

药品经营与
管理

药营19302



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公共基础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4 陈晓 智慧职教、超星尔雅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周 按照课表时间

公共基础课 形势与政策 4 陈晓
课表安排在第19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公共基础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熊俊
课表安排在第13-15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公共基础课 体育Ⅱ 每周2学时 各体育老师 超星尔雅 大学体育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二1-2节

公共基础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公共基础课 基础应用英语Ⅱ 60 王爱霞 优学院 基础应用英语第八期 4/周
星期一（1-6）
星期三（3-8）

专业(技能)必修课 微生物基础技术 96 李莉 武职慕课平台 微生物基础技术 48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专业(技能)必修课 无机及分析化学 72 沈萍 智慧职教 无机及分析化学 16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专业(技能)必修课 生物化学及技术 80
王大红(理论40),
陈芬(实验40)

武职SPOC平台 生物化学及技术 40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专业(技能)必修课 基因工程原理 48 尹喆 智慧职教 基因工程原理 30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技能)选修课 细胞生物学基础 32 尹喆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慕课平台
细胞生物学 20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专业(技能)选修课 公共营养学 40 陈芬
中国大学MOOC
(爱课程)平台

营养与健康
(南京大学、郑伟娟)

40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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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班级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计划学时 授课教师 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学时 集中授课时间

公共基础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4 陈晓 智慧职教、超星尔雅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周 按照课表时间

公共基础课 形势与政策 4 陈晓
课表安排在第19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公共基础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6 熊俊
课表安排在第13-15周上课

(在线课程暂不安排)

公共基础课 体育Ⅱ 每周2学时 各体育老师 超星尔雅 大学体育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二1-2节

公共基础课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每周3次，
每次60分

各体育老师 Keep 疫期锻炼课 每班每周2学时
周一、三、五
15:00～21:00

公共基础课 基础应用英语Ⅱ 60 王爱霞 优学院 基础应用英语第八期 4/周
星期一（1-6）
星期三（3-8）

专业(技能)必修课 微生物基础技术 96 李莉 武职慕课平台 微生物基础技术 48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专业(技能)必修课 无机及分析化学 72 沈萍 智慧职教 无机及分析化学 16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专业(技能)必修课 生物化学及技术 80
王大红(理论40),
陈芬(实验40)

武职SPOC平台 生物化学及技术 40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专业(技能)必修课 基因工程原理 48 尹喆 智慧职教 基因工程原理 30 按照课表时间

专业(技能)选修课 细胞生物学基础 32 尹喆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慕课平台
细胞生物学 20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专业(技能)选修课 公共营养学 40 陈芬
中国大学MOOC
(爱课程)平台

营养与健康
(南京大学、郑伟娟)

40
理论课按照学院课表安排的时间,
实训课开学后如有需要再调整

备注：若上课时间有冲突，请任课老师自行与学生商量调整时间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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