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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药行指委〔2019〕16 号 

 
关于举办 2019 年食品药品类专业微知库 

教学比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提高食品药品职业教育药品类专业教学质量，提升教师教学

能力，充分发挥和拓展“互联网+课堂教学”的有效途径，激励教

师成长，以赛促建、以赛促用，推动教学资源库的有效利用，根据

食药行指委 2019 年工作安排，拟举办 2019 年食品药品类专业微知

库教学比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 

全国食品药品类中、高职院校的药品类、食品类等相关专业的

专业课程及其相应基础课程的教师与学生。 

二、比赛内容及程序 

本次比赛应用微知库平台（http://shyy.36ve.com），分为“教师

教学比赛”和“学生学习比赛”。 

（一）教师教学比赛 

分初评和现场教学两个阶段。 

全国食品药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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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评阶段 

参赛教师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和教学对象的特点，科学确定教

学目标，系统优化教学过程，有效运用微知库平台组织和实施教学，

完成教学任务，进行教学考核与评价。参赛作品必须是微知库平台

上开放共享的网络课程或参赛教师自主建设或参与建设的网络课

程，没有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 

本阶段仅网上提交参赛教案和教学实录视频。教学实录视频时

长为 15—20 分钟，图像清晰稳定、构图合理、声音清楚，能全面

真实反映微知库教学情境。为了评审公开公正进行，视频片头应显

示课题标题和作者，不显示院校信息。 

本阶段可以个人或团队参赛。鼓励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多方

参与，以团队参赛的，须由职业院校在职教师为第一完成人，企业

人员可作为团队成员，团队成员超过 5 人者只计前 5 名。网上提交

截止时间：2019 年 9 月 20 日 24:00。 

本阶段采取网络评审的方式进行，参赛作品上传微知库（http:

//shyy.36ve.com）“资源中心”的“2019 年教学比赛”组中，由组

委会统一组织专家网络评审。评审结果网上公示 7 天。 

2.现场教学阶段 

通过第一阶段选拔的选手，需现场组织教学，重点考察教师在微知库

教学平台上运用信息技术、数字资源等完成教学任务的能力与教学效果。 

参赛作品应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和教学对象的特点，创设微知

库学习环境，充分应用微知库教学方式，实施微知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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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的教学内容应相对独立、完整，选取 1—2 个知识点或者

技能点的学习（训练）内容，教学时长不超过 15 分钟。 

参赛作品应是参赛教师自主建设或参与建设的资源，已经用于

教学实践，且没有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 

每个参赛作品可以自行选取 2 名以内同学参赛配合，该学生可

直接参加微知库学习比赛，不占名额。 

比赛时间：2019 年 10 月 24－27 日；比赛地点：上海市医药学校。 

（6）本阶段评审结果网上公示 12 小时。 

（二）学生学习比赛 

本赛项重点考察学生在微知库教学中，利用电脑端及手机端的

微知库教学相关软件，参与微知库教学过程中课前、课中、课后三

个阶段的教学互动，并运用相关互联网信息技术完成老师指定内容

的学习效果。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充分运用微知库的相关功能，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能够在教师的指导下，做到熟练运

用微知库，真正实现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从而实现在学生中广泛

宣传和推广微知库教学的效果。 

1.比赛要求 

（1）比赛授课内容 

比赛授课内容应为药剂、药品经营管理专业的公共基础课程，

如医学基础、药学基础等课程，具体授课知识点由指定的示教教师

确定，承办方将在比赛前提前至少一个月确定课程名称，开赛前一

周上传相关知识点内容，供参赛选手课前预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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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赛选手应具备条件 

参赛学生自行在微知库平台上注册账号，按院校统一报大赛组

委会。相关信息中不得有参赛学生所在学校的信息。学生需要提前

安装好微知库手机 APP，并在微知库平台上登录进行使用。 

（3）承办方将于开赛前一周组建比赛班级，并将所有参赛选

手名单导入比赛班级。 

2.比赛办法 

（1）参赛选手选拔 

本赛项为学生个人赛，每所参赛院校限 2 名参赛学生参加。参

赛选手可以通过校内选拔或校内推荐两种方式中的任一种方式产

生。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18 日。 

（2）比赛授课教师 

为保证教师运用微知库授课的教学效果，微知库学习比赛的示

教教师可由两种方式产生，方式一：由承办方在联盟院校中，指定

一名运用微知库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方式二：从微知库教学比赛

获一等奖的教师中产生。 

（3）比赛授课流程 

微知库学习比赛分为“课前” “课中” “课后”三部分。“课

前”由示教老师发布“课前要求” “测验” “讨论”参赛选手根

据要求完成此三项内容。“课中”为保证授课过程中师生互动效果，

授课时长为 35—45 分钟，该过程中运用微知库面授教学。使用“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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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讨论及提问” “任务发布和提交” “笔记” “测验或考

试”等功能。“课后”由示教老师发布“测验或考试”。 

（4）学习效果的体现形式 

微知库学习比赛的学习效果由微知库教学全过程相关教学活动记

录的总成绩体现，该成绩作为微知库学习比赛评奖的最终结果。 

3.比赛时间：2019 年 10 月 24－27 日；比赛地点：上海市医药学校。 

三、奖项设置 

教师与学生分别设特、一、二、三等奖，一等奖占参赛人数的

10%，二等奖占参赛人数的 20%，三等奖占参赛人数的 30%。优秀

组织奖面向各参赛院校，根据赛事组织情况评选，由食药行指委统

一颁发获奖证书。 

四、其他说明 

（一）已参加过往届全国职业院校云课堂大赛并获得特、一、

二等奖及参加过往届各省职业院校云课堂大赛获得一等奖的作品

不参加本次大赛。 

（二）参赛作品应为原创，资料引用应注明出处。作品如引起

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其责任由参赛者承担。大赛组委会将在非商

业用途统一组织对大赛成果的共享。 

（三）比赛操作办法可视报名参赛情况进行微调，具体调整将

另行通知。报名和材料提交工作中有任何问题，请及时与组委会秘

书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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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服务联系人：郝艳青  13918341578 

赛事技术联系人：王祚光  021-58512394  13818065583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沈家弄路 700 号，邮编：200135。 

各参赛院校于 9 月 18 日前将报名表（电子报名表）发送至组

委会邮箱 2441475037@qq.com。将纸质报名表（盖单位公章）邮寄

至组委会秘书处（上海市浦东新区沈家弄路 700 号，郝艳青老师，

邮编 200135）。 

有意向参加比赛的教师请加入大赛 QQ 群，了解大赛相关动态

信息。 

 

 

 

 

 

 

 

附件：1. 视频资源格式说明   

2．教师教学比赛评分表 

3.  学生学习比赛评分表 

4.  参赛报名表 

全国食品药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9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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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视频资源格式说明 

一、视频资源要求 

（一） 最终提交格式MP4 

1. 视频压缩采用H.264格式编码 

2. 视频码流率：动态码流的最高码率不高于3000Kbps，最

低码率不得低于1024Kbps 

3. 视频画幅宽高比：分辨率设定为640×480，请选定4:3；分

辨率设定为1280×720，请选定16:9 

4. 视频帧率为25帧/秒 

5. 扫描方式采用逐行扫描 

（二） 文件大小：20分钟视频文件在500MB以内，视频文件以

满足使用需求为主，不要盲目追求高清。原稿和素材以

高清为宜。（文件过大将造成在线播放困难） 

二、视频资源建议要求 

（一）品质要求：音频与视频图像有良好的同步，音频部分应

符合音频素材的质量要求。 

（二）字幕要求：字幕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规范字，不出现

繁体字、异体字（国家规定的除外）、错别字；字幕的字体、

大小、色彩搭配、摆放位置、停留时间、出入屏方式力求与其

他要素（画面、解说词、音乐）配合适当，不能破坏原有画面 

（三）画面要求：图像清晰，播放流畅，声音清楚；彩色视频

素材每帧图像颜色均为真彩色 

（四）配音要求：语音采用标准的普通话（英语及民族语言版

本除外）男声或女声配音。英语使用标准的美式或英式英语男

声或女声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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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教师教学比赛评分表 

（一）初评阶段评分指标 

评比指标 分值 评分指标 

总体设计 40 分

1.教学目标明确、选题有价值、内容安排合理； 

2.教学策略得当，符合职业院校学生认知规律和教学实际； 

3.充分运用微知库平台，系统优化教学过程； 

4.教案完整、规范，内容科学。 

呈现质量 20 分

1.文本、图形、音频、视频等材料符合技术规范，质量高；  

2.栏目设置科学、合理、清晰； 

3.链接设置明显，准确，无无效链接。 

交流互动 25 分

1.教学组织与方法得当，教学互动流畅、合理； 

2.微知库平台运用充分、有效，教学内容呈现恰当，满足学生

学习需求； 

3.教学考核与评价科学有效，有效达成教学目标。 

特色创新 15 分

1.理念先进，立意新颖，构思独特，技术领先； 

2.能体现资源共建和学习者对资源贡献的评价； 

3.体现开放性、实践性、职业性，职教特色明显； 

4.原创性资源比例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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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场教学比赛评分指标 

项目 评 分 指 标 

师德师风 

20 分 

（10 分）仪表得体，精神饱满；准备充分，内容熟练。 

（10 分）教书育人，关心学生成长，严格课堂管理。 

课程设计 

10 分 

（10 分）教学设计思路清晰，实施方案科学合理，创设互动

学习情景。 

教学目标 

10 分 

（10 分）教学目标科学、明确、具体、可测，注重职业能力

的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过程 

40 分 

1.（10 分）教学环节完备（含组织教学、复习提问、讲授新

课、小结、评价矫正及布置任务等）。 

2.（10 分）教学内容紧扣目标，过程主线清晰，重点突出，

逻辑性强，明了易懂。 

3.（10 分）构思新颖，教学方法富有创意，教学过程深入浅

出，形象生动，精彩有趣，启发引导性强，善于调动学生学

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4.（10 分）完成设定的教学目标，有效解决实际教学问题，

促进学生思维提升和能力提高。 

教学能力 

20 分 

1.（10 分）素材制作质量好，设计合理、规范，较好地运用

微知库平台教学，师生互动效果好。 

2.（10 分）普通话教学，表述准确、语言精炼、生动，感染

力强，分析透彻，层次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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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学生学习比赛评分表 

 

项目 评分占比 

观看课程视频 10% 

参与讨论与提问 20% 

课程访问 10% 

作业测验或考试 40% 

其他权重（签到、任务参与、

笔记） 
20% 

合计 100%  

备注 
所有评分均根据后台记录进

行评分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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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参赛报名表 
 

参赛学校（盖章） ：                                                       填表日期： 

序号 参赛姓名 参赛项目 作品名称 所属课程 专业 院校 手机号 邮箱 

         

         

         

         

         

         

注：参赛项目包括教师教学比赛、学生学习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