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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2014 年 12 月学校开始全面启动特色专业建设工作，在湖北省教育厅的领导

下，在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紧密围绕湖北省提出的特色专业建设目标，依据《省

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高等职业教育省级品牌专业与特色专业建设的通知》（鄂教

职成[2014]8 号）和《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湖北省高等职业教育品牌和特色专业建

设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鄂教职成[2015]9 号）要求，认真修订专业建设方案，

明确工作目标和建设措施，落实建设经费；紧密结合湖北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方式，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举全

校之力投入项目创建工作，努力实现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目标。经过三年的建设工

作，共投入资金 120 万元，基本完成建设目标。 

二、项目建设基础、目标及完成情况 

2.1三年建设目标 

以《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为指导，“立足湖北，面向全国，服

务湖北地区食品行业”的专业发展指导思想，紧紧围绕湖北食品行业发展对人才

的需求，以食品加工技术省级特色专业为建设基础，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教学

做合一”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通过三年建设，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双师型

教师队伍水平及服务现代食品行业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自主创新能力、

就业创业能力，把食品加工技术专业建成在国内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骨干专业。 

2.1.1教育教学改革 

（1）建立校企合作机制、产教融合深入 

   本专业与食品行业各企业广泛合作，与武汉仟吉食品联合办学，在专业与企

业之间创造灵活多样的合作机制，与企业共同探讨并制定联合培养的教学模式。 

(2）成立“仟吉食品订单班”“农夫山泉班”班，合作育人 

   本专业与农夫山泉及武汉仟吉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办学，学校为企业订单式培

养“双证书”毕业生。校企共同培养，学生在学校学习后直接进入企业工作，深

化校企合作教学改革，有效地进行实践教学和课程建设改革。真正做到“校企合

作、工学结合、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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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教师队伍发展 

努力打造优秀教师团队，专业现有专职教师 10 名（双师型教师 7 名，副教

授 7名），在此基础上培养发展副教授 1名，培养骨干教师 2名，学科带头人 2

名。 

2.1.3教学条件 

通过近几年的持续建设，本专业现有校内食品生产线 3条，具有校内实习实

训中心 7 个（焙烤实训室；乳制品生产车间；微生物检测中心；理化检测中心；

食品感官评定室；低温真空油炸及膨化食品加工实训室），校外实训基地 8个。

已拥有校内生物食品实训中心、焙烤食品实训中心、食品裱花实训室、饮料生产

车间等，膨化食品生产线，能与现实生产同步，做到产教融合，校内有基础（公

共）实验室、理化检验室、微生物检验室、食品成品分析仪器室等实习实训基地。

基本上能满足正常的专业基础教学，还能满足新产品研发的需求。 

 2.1.4 学生发展 

学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开展“工匠精神”培养计划，并力争学生参加各类省赛、

国赛获奖。 

2.1.5社会服务 

通过对现有人才培养方案的认真实施，获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素质普

遍提高，能熟练掌握核心技能，并具备继续学习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毕业生受到

用人单位好评，一次性就业率在 98％以上。毕业生综合评价的称职率超过 90%；

用人单位满意率不断提高，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和愿意推荐母校的比率不断提

高，全部高于本校的平均水平。一系列数据表明，本专业得到了社会较高的认可，

进一步凸显了专业的社会影响力。 

2.2 三年预期标志性成果 

（1）力争学生参加国家或省级职业技能竞赛获奖 2项以上。 

（2）增加校外实习基地 2个以上。 

（3）增加校内实训中心 2个以上，并改善加强实训条件。 

（4）完成省级食品特色专业建设。 

（5）完成校内、或公开出版教材 3本以上。 

（6）新建校内食品体验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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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建设完成情况 

经过三年的建设，到 2018年底具体完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

目 

建设完成情况 

 2016 年 2017年 2018年 

 

 

 

 

 

 

教

育

教

学

改

革 

 

 

1.人才培养方案： 

完成2016年食品加工技术人

才培养方案。并完成人才培

养调研报告。 

1.人才培养方案：完成

2017 年食品加工技术人才

培养方案。 

1.人才培养方案：完成

2018 年食品加工技术人

才培养方案。并进行人才

培养模式专家论证。 

2.教学课程改革。 

完成 2 门核心课：焙烤食品

加工技术、食品微生物检测

技术等课程教学过程设计、

教案、电子课件、教学进度。 

完成食品工艺及设备校内教

材编写。完成食品微生物检

测技术和食品微生物综合实

训公开教材 2本。 

 

2.教学课程改革。 

完成 4 门核心课程乳制品

加工技术、食品工艺及设

备、肉制品加工技术、饮

料加工技术课程教学过程

设计、教案、电子课件、

教学进度。 

完成裱花技术实训校内教

材编写。 

2.教学课程改革。 

完成非核心课程食品保

藏、裱花技术、食品化学

课程教学过程设计、教

案、电子课件、教学进度。 

  

3.创新创业教育。 

  开展就业、创业、创新课

程。 

 

3.创新创业教育。 

  开展“工匠培养”计划，

组织开展烘焙裱花创意比

赛。组织学生建立兴趣小

组，如裱花、烘焙，为竞

赛选拔优秀学生。 

3.创新创业教育。 

  开展“大师培养”计划，

引进校外烘焙专家，指导

学生进行食品烘焙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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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生发展 

开展食品质量安全宣传周活

动。 

组织化学检验工、食品检验

工、公共营养师职业资格考

试。 

参加全国高职组工业分析竞

赛竞赛，并获得三等奖。 

 

4.学生发展 

与上海快乐柠檬公司合

作，由公司赞助资金，于

2017 年 6 月举办轻化工程

学院裱花大赛。以赛促学。 

2017年11月组织学生参加

湖北省茶叶中重金属检测

比赛，虽未获奖，但积累

了参赛经验。 

组织化学检验工、食品检

验工、职业资格考试。 

开展“工匠培养”计划。 

4.学生发展 

  2018 年 10月组织学生

参加湖北省茶叶中重金

属检测比赛，荣获高职推

荐组 2 等奖。 

参加全国高职工业分析

竞赛获得三等奖。 

 

 

 

5.学生质量保证： 

学生职业资格证获得率毕业

生“双证率”稳定保持在 90%

以上； 

16 年毕业学生就业率在 92%

以上； 

毕业生及家长满意度达 80%

以上； 

用人单位满意率 80%； 

5.学生质量保证： 

学生职业资格证获得率毕

业生“双证率”稳定保持

在 90%以上； 

17 年毕业学生就业率在

92%以上； 

毕业生及家长满意度达

85%以上； 

用人单位满意率 85%； 

5.学生质量保证： 

学生职业资格证获得率

毕业生“双证率”稳定保

持在 90%以上； 

18 年毕业学生就业率在

95%以上； 

毕业生及家长满意度达

90%以上； 

用人单位满意率 85%； 

师

资

团

队

建

设 

 

1. 教师考核评价工作 

完成本年度教师互评工作； 

学生本年度评教工作； 

教师本年度互相听课工作； 

教务处督导本年度听课工

作； 

1.教师考核评价工作 

完成本年度教师互评工

作； 

学生本年度评教工作； 

教师本年度互相听课工

作； 

教务处督导本年度听课工

 1.教师考核评价工作 

完成本年度教师互评工

作； 

学生本年度评教工作； 

教师本年度互相听课工

作； 

教务处督导本年度听课



  食品加工技术特色专业项目建设自评报告 

5 

 

作； 工作； 

2.学术带头人培养： 

完成 1名专业带头人培养，1

名专业带头人聘任工作，专

业带头人主持制定本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规划专业与课

程建设； 

 

 

2.学术带头人培养： 

完成 1名专业带头人培养，

1名专业带头人聘任工作，

专业带头人主持制定本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划专

业与课程建设； 

专业带头人主讲 1 门专业

主干课程，参与教学设计

与实践指导工作； 

2.学术带头人培养： 

完成 1 名专业带头人培

养，1 名专业带头人聘任

工作，专业带头人主持制

定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规划专业与课程建设； 

专业带头人主讲 1门专业

主干课程，参与教学设计

与实践指导工作； 

3.骨干教师培养： 

加强骨干教师队伍建设，提

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实践技

能和研发能力，继续培养骨

干教师 1名。 

 

3.骨干教师培养： 

加强骨干教师队伍建设，

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实

践技能和研发能力，继续

培养骨干教师 1名。 

本专业 1 名教师获得本年

度学校“优秀教师”称号。 

3.骨干教师培养： 

加强骨干教师队伍建设，

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实

践技能和研发能力，继续

培养骨干教师 1名。 

 

4.教师学习培训： 

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与实践指

导能力，派教师到国、内外

企业学习、挂职锻炼、获取

职业资格证书等。 

2016 年参加湖北省公共营养

师考评员培训学习。 

4.教师学习培训： 

2017 年 1 月份派出 2 名教

师去陕西杨凌职院参加食

品营养与检测国家教学资

源库的学习工作。 

2017 年派出教师参加宜昌

举办食品生物行指委会

4.教师学习培训： 

  2018 年 10月，派出骨

干教师去山东参加德国

赛德尔基金会组织的高

职教师食品加工培训，培

训为期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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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 

 

 

 

 

 

 

教

学

条

件 

1.教学资源 

完成校内教材 1 本《食品工

艺及设备》；公开出版教材

《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

《食品微生物综合实训》， 

1.教学资源 

完成校内教材《食品微生

物基础应用技术》；《裱

花技术实训》。 

完成食品微生物在线课程

建设。 

1.教学资源 

对校内出版教材进行修

订。并建设 2门在线课程

《食品微生物》；《焙烤

加工技术》。 

 

2.校内实训条件建设 

进行食品体验馆建设调研，

规划，论证工作。 

进行膨化食品实训室建设规

划、调研、论证及实训室的

建设 

2.校内实训条件建设 

完善已有的 4 个实训室的

建设。新增 3个实训室（真

空油炸实训室、膨化食品

实训室、感官评定室），

相关设计、装修、设备采

购、安装等工作。 

2.校内实训条件建设 

完成食品综合体验馆建

设工作。 

3.校外实习基地 

再遴选 1 个校外实训基地，

完善学生顶岗实习管理方

案，与企业共同管理、共同

合作，实现学生实训、就业

与企业零距离对接，确保学

生实训安全。完成与上海快

乐柠檬公司合作。 

3.校外实习基地 

完成与武汉美味盛典食品

有限公司和武汉 85℃公司

合作建立。 

3.校外实习基地 

继续加强与仟吉食品有

限公司及武汉吉人食品

有限公司的合作。 

社

会

服

务 

 

 

完成生物食品行指委项目。

为仟吉食品企业提供培训服

务。 

 2015级学生在上海快3乐

柠檬实习期间，代表上海

快乐柠檬公司参加上海”

潮饮制作大师”比赛。 

.轻化工程学院“快乐柠

檬”杯烘焙大赛。 

 食品综合体验馆投入使

用，接待洪山区人民代

表。并开展食品烘焙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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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与成效 

（一）三年骨干专业建设标志性成果 

启动重点骨干专业建设项目以来，我们坚持以“工匠精神”为核心，紧密围

绕以食品加工技术专业为核心，与食品营养与检测、生物药品等专业群，共同协

调发展；以校企合作为纽带，以课程改革建设为抓手，以赛促学，全面提升教师

的教学水平和素质，进一步突出加强食品实训程度，让培养的学生能够独立动手

生产各类食品产品，并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经过三年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主要改革与建设工作情况如下。 

领域 项   目 成果类别 

全国职

业院校

技能 

1.2016 年参加全国高职组工业分析竞赛竞赛。 获得团体三等奖 

2.2018 年参加全国高职组工业分析竞赛竞赛。 获得团体三等奖 

3.2018 湖北省茶叶中重金属检测比赛。 推荐组二等奖 

校内实

训室 

校内已有的 4 个实训室升级改造，并新建 3个实训室，

食品体验馆一个。 

常规教学、社会培训、

参赛、工匠培养 

校外实

训基地 

新增校外实训基地三个： 

1. 与上海快乐柠檬食品公司开展合作。 

2. 与武汉 85℃开展合作。 

3.与武汉美味盛典食品公司开展合作 

校企实训、顶岗实习、 

师资队

伍建设 

2 名骨干教师培养，派出教师青年教师参加学习交流（参

加杨凌职院食品营养国家资源库建设学习）；1 名老师

参加德国赛德尔基金会组织的培训。 

加强教师的学习交流 

大 学 生

创 新 创

业 

举办食品文化周活动，宣传学生实训的食品产品 展销产品 

开展“工匠计划”，开设大师工作室 大师工作室 

举办“快乐柠檬杯”裱花大赛  

课 程 开

发 

完成 6 门核心课：焙烤食品加工技术、食品微生物检测

技术、乳制品加工技术、食品工艺及设备、肉制品加工

技术、饮料加工技术。完成非核心课程食品保藏、裱花

技术、食品化学的建设。 

 

 

（二）完善“订单培养”模式，构建特色专业 

   在学校的领导下，调整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完善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

会章程》，每年深入合作企业进行市场调研，充分了解现代企业岗位需求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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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并进一步完善“订单班”的联合培养模式，将现有

“订单班”规模进一步扩大，新增合作企业 2 家，分别是上海快乐柠檬公司和武

汉 85℃食品公司。每年为合作企业输送人才 30人以上，每年校企之间交流达 10

次以上。 

（三）课程体系改革 

1.开发特色教材 

根据高职高专学生特点及课程教学计划，鼓励教师开发适合学生学习的校本

教材。已完成校内教材 4本，《食品微生物基础应用技术》、《环境微生物应用

技术》、《食品工艺及设备》、《裱花技术实训》等，并公开出版教材《食品微

生物检测技术》、《食品微生物综合实训》等。 

2. 建设专业核心课程及在线课程 

完成 4门核心课程：焙烤食品加工技术、乳制品加工技术、食品工艺及设备、

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等课程教学过程设计、教案、电子课件、教学进度的修订。

同时，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建设理念，打造校企共享型网络学习中心，

其中包括教材、课程标准、教学课件、实践项目、案例分析、课题练习、试题测

试、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等内容，搭建网络宣传及教学平台网站，方

便学生自主学习，实现资源共享。目前，开展进行《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及《焙

烤加工技术》两门课程的线上课程建设，工作仍在进行中。 

（四）优化教师团队 

   在建设期内，学校建立健全教师绩效考核管理体系，完善学院师德教育培训、 

“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等制度。目前专任教师 10人，双师型教师 7人，比例

为 70%。副教授 8人。 

（1）专业带头人的培养 

培养专业水平高教学能力强的专业带头人 3 名，通过主持教改活动及到行业企

业、科研院校进修，提升学术水平。 

（2）加强青年教师培训工作 

派教师到职业教育发达的地区参观学习，开阔视野，提高教学水平。对全体教师

进行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与技术培训，结合企业及发达国家的实践，通过不断地学

习、交流等措施，使专业教师具备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过程设计能力和课程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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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近三年来专任教师培训情况 

序号 内    容 培训部门 

1 
2017 年严鹤松、刘建峰老师参加杨凌职院举办国家食品

营养与检测教学资源库建设工作研讨会。 
杨凌职院 

2 
2016 年 12 月严鹤松、吴昊宇参加湖北省公共营养师考

评员的学习。 
湖北省 

3 2017 年派出教师参加宜昌举办食品生物行指委会议。 行指委 

4 
2018 年梁轶媛老师参加德国赛德尔基金会举办的肉制

品及糕点烘焙培训学习。 
赛德尔基金会 

5 
2018 年许罗凤老师参加湖北省职业院校优秀青年教师

跟岗访学学习。 
湖北省 

近三年来教师发表论文情况如下表所示。 

时间 姓名 论文题目 刊物 刊物号 
是否

核心 

2017 
刘建

峰 

《Composite beads for 

forming in situ microcosm of 

biodegrading microbial》 

Composites Part B 1359--8368（第一作者） SCI 

2017 
《多菌种分段固态发酵制备高

水解度豆粕蛋白饲料的研究》 
饲料工业 1001--991X 核心 

2017 
胡惠

芳 

《基因拷贝数变异及其突变机

理分析》 
大科技 ISSN--1004--7344 否 

2017 
《我国生物制药研究现状及未

来展望》 
低碳世界 ISSN--2095--2066 否 

2016 唐艳 
微生物燃料电子池不同离子强

度的实验研究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ISSN 1005-0310 否 

三年来，食品专业教师参与课题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课题名称 项目编号 立项部门 

1 
赵  锦 

配体门控氯离子通道与阿维菌素类杀虫剂

相互作用的分子模拟研究 
B2018478 

厅科技处/一般项目 

2 刘建峰 现代学徒制下项目化课程体系的构建  

 

2016007JG 全国生物技术职业教

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3 廖湘萍（刘

建峰） 

食品生物技术专业顶岗实习标准  食品生物行指委 

4 汪晓雪 无选择标记抗菌核病转基因油菜的创建 横向 武陵山区特色资源植

物种保护与利用（湖北

省重点实验室开放课

题） 

http://gxkj.e21.edu.cn/xmgl/show_xm.php?programId=9901
http://gxkj.e21.edu.cn/xmgl/show_xm.php?programId=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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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建峰 浓香型白酒不同年龄窖泥细菌群落结构

研究 

横向 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三年内，除了派出教师参加学习外，每年派青年教师参学校组织的校级信息化

教学讲课比赛，并均获得三等奖。 

（五）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条件更加完善 

1. 实习实训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 

学校制定了《校内实训基地管理办法》、《校外实训基地管理办法》等相关管理

制度。 

2.校内实训基地建设及进一步完善 

按照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加快专业实训基地的建设，完善各专业实训教学

环节的各项规程，优化各专业实训的教学内容；实现教学与生产及工作过程相结

合，吸纳企业行业高技能人才参与课程开发、教学计划制定与修改、课程教学与

实训实习、教学评价等全过程；引入新的行业工艺技术，及时调整实践教学课程

内容，把真正有用的技术融入教学体系中。实现教学与生产及工作过程相结合，

在原有的实训条件下，为了加大实景生产实践力度，对校内实训基地进一步扩建

及完善。具体情况见下表所示： 

 

 

 

 

 

 

 

 

 

 

 

 

 

实训基地名称 实训主要内容 备注 

焙烤实训室 面包、蛋糕、糕点等的制作 不断完善 

乳制品生产车间 
消毒乳、发酵乳、冰淇淋、奶油、乳

酪等的生产 
 不断完善 

微生物实验室 微生物基本操作、食品卫生检测 不断完善 

理化检测室 理化检测基本操作、食品理化检测 不断完善 

膨化食品实训室 膨化食品工艺实训、膨化产品研发 新建 

真空油炸实训室 低温真空油炸红薯干、土豆片等 新建 

产品品评室 实训产品品评 新建 

食品体验馆 食品产品体验、文化宣传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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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还新建了食品体验馆，建设面积约 200 平方米，属半开放式露台。

可以用于食品教学、实验产品的展示、食品专业文化宣传、师生的休闲，宾客的

接待等方面，是食品专业建设成果及特色特色的体现。 

3.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及进一步完善 

在三年里，本专业在现有实习基础上，新增校外合作企业 3家。分别是上海

快乐柠檬食品公司、武汉美味盛典食品有限公司和武汉 85℃食品公司。并签订

实习合作协议。让学生更好的接触新技术、新工艺、新知识、扩大学生的视野。

校外实习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实训主要内容 

1 武汉吉人食品有限公司 
饼干、面包的工艺与生产，设备操

作、维护与维修。 

2 黄冈伊利乳业有限公司 
液态奶的工艺与生产，设备操作、

维护与维修。 

3 武汉仟吉食品有限公司 
蛋糕、糕点工艺及生产，产品营销，

设备操作、维护与维修。 

4 南京喜之郎食品有限公司 
奶茶、果冻等的工艺与生产，设备

操作、维护与维修。 

5 武汉美味盛典食品有限公司 
饮料的工艺与生产，设备操作、维

护与维修。 

6 蒙牛乳业（当阳）有限责任公司 
液态奶的工艺与生产，设备操作、

维护与维修。 

7 上海快乐柠檬食品有限公司 
奶茶工艺及生产，产品营销，门店

管理。 

8 武汉 85℃食品公司 
蛋糕、糕点工艺及生产，产品营销，

设备操作、维护与维修。 

（六）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每年对大二学生进行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及考试，学生获得相应证书比例为

90%以上。同时，以赛促学，开展“工匠培养”计划，成立兴趣小组，选拔优秀

学生参加竞赛。在 2016 年 5 月，我院学生参加全国高职工业分析检测大赛，获

得三等奖。 同时，校内也组织竞赛活动，在 2017年 6月，在学校举办了“快乐

柠檬杯”裱花大赛，获得圆满成功。2018 年 10参加湖北省举办的“茶叶中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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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铅检测”竞赛，获得省级推荐组二等奖。学生积极参与，以赛促学，充分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 

 

（七）规范教学管理体系 

   学校全面制定了教师教学工作管理制度，教师评价制度，不断完善教学管理

办法。并对实习实训管理进一步加强，制定顶岗实习监控机制，校企共同制定实

习管理制度。建立社会综合评价体系，及时吸纳学生及家长、用人单位、行业专

家、政府部门及新闻媒体等的反馈信息，采用现代化技术将学生就业率、专业对

口率、学生就业满意率、企业认可度作为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指标，确保人才培

养质量，保证人才综合素质满足企业和社会需求。 

 

（八）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1.学历教育规模进一步巩固 

学校坚持内涵发展、特色发展的道路，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全日制教育年招

生人数不断增长。 

2.职业培训能力增加 

学校主动加强与行业企业等单位的联系，加强与食品企业的联系与合作，积

极开展项目培训，扩大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 

3.技术服务范围拓展 

三年来，先后与武汉吉人食品、武汉仟吉食品、武汉 85℃、上海快乐柠檬

等公司合作，开展技术服务。不断为企业输送优秀人才。其中，2017 年，我院

学生在上海快乐柠檬实习期间，代表上海快乐柠檬公司参加上海市举办的“潮饮

制作大师”比赛，荣获第一。2018 年，食品体验建成，接待洪山区人大代表前

来学习参观，学习食品蛋糕、面包的烘焙。 

4.毕业生就业质量进一步提高 

本专业当年就业率在 95%以上，其中，专业对口率、企业满意率均在 90%以

上。职业资格证获得率 85.5%以上。同时鼓励毕业生参加专升本考试，2015-2018

年有数名学生进入本科院校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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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案例 1.“仟吉订单班”培养模式 

食品加工技术专业自 2011 年起开始于武汉仟吉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创建校

企合作育人机制；修订和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校

企合作体制改革，继续深化“仟吉订单班”的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发展和完善“现

代化学徒制”的建设。 

“仟吉英才班”是食品加工技术专业于仟吉食品合作办学的一种创新的联合培

养，共同育人模式。是校企合作的典范，是扩大并深化校企合作的一条路径。经

过多年与企业的合作，探讨，不断改进校企联合培养方式。学生入校之后，在学

校完成两年的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最后一年经过企业面试筛选，进入企业培训

学习，通过各个岗位实践工作的学习培养，最后根据表现情况，完成岗位晋升。

实现了学习专业教学与企业岗位无缝对接，为企业培养和输送人才。 

同时，校企实践教学条件可以共享共建。通过实施“订单班”培养的教学方式，

可以很好地与企业进行对接，特别是在教学设施设备方面形成了很好的互补。因

此，可以按照学校教育和企业学徒的标准、内容和组织要求，依托学校实训基地、

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和企业生产岗位，校企共同按生产模式进行系统化的实践教学

条件建设，创建学徒环境，构建实践教学体系。 

        
 图 1 “仟吉英才班”的学生             图 2 仟吉食品公司评价 

 

   2018 年 7 月，本专业与仟吉食品为代表的各企业及行业专家共同探讨了食品

加工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对人才培养方案的可行性、适用性、科学性进行充

分的探讨及论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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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食品加工技术人才培养方案研讨会 

 

案例 2 优质的校内外实训条件 

1.校内实训建设 

湖北轻工职院食品加工技术专业是湖北省的特色专业，具备非常丰富和完善的校

内实训条件，能够提供整套完整的食品生产线。目前，校内已经具备了乳饮品生

产线和焙烤食品生产线，可以进行面包、蛋糕、酸奶、冰激凌的生产。同时，为

学生提供了动手创新的烘焙工作室，引导并鼓励学生进行实践创新，如蛋糕裱花

创意设计等。在此基础上，本年度利用中央财政的资金，再次进行规划和扩建新

的食品生产线---休闲食品生产及加工生产线，购置膨化；低温真空油炸；饼干

机，烤箱等设备。同时，对实验室进行装修改造，在原有基础上，对以前的空余

空间重新设计，规划，建立实训生产线。今后，本专业将以烘培食品加工技术；

乳品加工技术；休闲食品加工技术三个方向为重点，覆盖到其他各类食品的生产

加工，形成一个全面完整的食品教学加工生产链。 

食品加工技术专业经过 2015-2017 三年特色专业建设，拥有校内生产实训室 4

个，基础实训室 3个。食品体验馆一个，面积约 200平方米。教学保障条件得到

全面完善。具体情况见下表所示： 

实训基地名称 实训主要内容 备注 

焙烤实训室 面包、蛋糕、糕点等的制作 不断完善 

乳制品生产车间 消毒乳、发酵乳、冰淇淋、奶油、乳  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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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乳品生产车间                       图 5 学生裱花实训 

酪等的生产 

微生物实验室 微生物基本操作、食品卫生检测 不断完善 

理化检测室 理化检测基本操作、食品理化检测 不断完善 

膨化食品实训室 膨化食品工艺实训、膨化产品研发 新建 

真空油炸实训室 低温真空油炸红薯干、土豆片等 新建 

产品品评室 实训产品品评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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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食品体验馆授课教学 

 

2.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食品加工技术专业按照企业岗位设置课程，以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为目标。对

已有已经建立合作关系的 5家企业进一步加强及完善合作，同时与 3家食品企业

新建立合作关系，扩大校外实训基地范围。同时，采用多元共建、共管、社会共

享的方式，扩大稳定的专业校外实训基地数量，并使这些基地发挥教学实训、培

训鉴定、技术服务、生产应用的功能作用，最大限度满足学生高质量的、真实环

境的生产性训练和各种培训及技术服务需求。基本形成校企双方共同参与的管理

理念和模式，建立和创新适应校企结合、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方式的制度化、规范

化、可操作的管理办法。 

校外实习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实训主要内容 

1 武汉吉人食品有限公司 
饼干、面包的工艺与生产，设备操

作、维护与维修。 

2 黄冈伊利乳业有限公司 
液态奶的工艺与生产，设备操作、

维护与维修。 

3 武汉仟吉食品有限公司 
蛋糕、糕点工艺及生产，产品营销，

设备操作、维护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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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京喜之郎食品有限公司 
奶茶、果冻等的工艺与生产，设备

操作、维护与维修。 

5 武汉美味盛典食品有限公司 
饮料的工艺与生产，设备操作、维

护与维修。 

6 农夫山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水、饮料的工艺与生产，设备操作、

维护与维修。 

7 上海快乐柠檬食品有限公司 
奶茶工艺及生产，产品营销，门店

管理。 

8 武汉 85℃食品公司 
蛋糕、糕点工艺及生产，产品营销，

设备操作、维护与维修。 

 

 

 

案例 3：校企合作，以赛促学 

2017年 4 月 26日，由上海快乐柠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赞助的学生烘焙大赛

在轻化工程学院食品实训中心拉开帷幕。此次烘焙大赛决赛评委是由轻化工程学

院院长、副院长、副书记及食品、实训教研室主任担任。经过由初赛评选，最终

脱颖而出的四组参赛选手进行对决。 

学院采用引赛入校模式，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切实提高了学生创新意识，

增强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开拓思维，运用实践

的机会。比赛中，学生们积极参赛，老师们全程参与，增加了师生间的交流和互

动，提高学院教学质量，实现了学校培养和企业需求的零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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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轻化工程学院“快乐柠檬杯”裱花大赛 

自本专业于上海快乐柠檬公司开展合作来，每年为公司输送优秀学生。2017

年，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优秀实习生刘雄代表快乐柠檬公司参加上海市举办的

“潮饮制作大师”赛，或得茶饮调制人气王。 

         
                   图 8 优秀学生代表 

 

案例 4 开展“工匠培养”计划 

响应国家提出的“大国工匠”精神，根据学校制定的《优秀工匠培养工程》

文件，食品加工技术专业开展了“工匠培养”计划，意在培养的学生具有工匠精

神，能在广大学生中起表率作用和引领作用；培养的学生毕业后，能够成为行业

未来的技能突出人才和优秀工匠；培养的学生能在各类重要的技能大赛中取得好

成绩；培养的学生能够获得更多专业知识技能，并提高专业社会服务能力。 

主要工作有：选拔学生、组织教师团队。选拔品德优良，学习主动性强，刻苦努

力的学生，初步成立学生团队。邀请专业教师为培训班讲授相关知识。开设理论

及实践操作课程，培养学生动手能力。提高食品专业社会服务能力。以食品专业

硬件及软件作为依托，组织优秀学生进行烘焙食品加工技能训练，提高学生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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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能力。同时，亦可为周边社会人员开展烘焙技术讲解培训，提高专业社会服务

能力。 

为了进一步提高“工匠培养”效果，本专业与企业合作，引进烘焙方面专家，

开设“大师烘焙”工作室，专门对学生进行指导，提升动手能力。 

     

       图 9 校企合作协议                     图 10 学生作品 

 

同时，通过“工匠培养”计划实行，选拔培养一批优秀学生，在专业知识技

能方面得到提高。同时，对优秀学生的培养，也能够为参加国内、省内竞赛提供

帮助。经过几年的培养，取得较好的成绩。其中，2016年 5月几 2018 年 5月，

我院学生参加全国高职组工业分析竞赛，获得第三名。2018年 10月，我院学生

参加湖北省高职组茶叶中的重金属检测竞赛，获得推荐组第二名。 

         
                         图 11 学生竞赛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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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 2018年 5月国赛获三等奖 

           

              图 13 2018年 10月省赛或二等奖 

 

案例 5 学生创业 

   食品加工专业 13级学生陈妍毕业后，自主创业，在武昌广埠屯开办了唯愿工

作烘焙室，利用所学专业知识，制作蛋糕、面包、饼干等烘焙食品。主要进行网

络销售。目前，正处于创业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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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 优秀毕业生创办烘焙工作室 

 

案例 6 社会服务 

2017 年 5 月，为落实学校加强职业教育的要求，加大教学过程中的实训力

度，充分调动师生实践创新的积极性。在校内举办实训作品鉴赏活动。主要展示

产品有学生亲手制作的面包、酸奶、冰激凌等作品，并邀请全校师生免费品尝。 

          
            图 15 食品专业学生开展食品文化周活动 

 

   2018年 3月，食品综合体验馆建成。建设面积约 200平方米，属半开放式露

台。可以用于食品教学、实验产品的展示、食品专业文化宣传、师生的休闲，宾

客的接待等方面，是食品专业建设成果及特色特色的体现。2018年 11月，接待

洪山区人大代表来校参观学习，并在食品体验馆学习蛋糕、面包的烘焙，增加了

食品加工技术专业的社会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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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 学校领导来食品体验参观 

 

    2018 年 10 月 18 日上午，武汉华大基因人力总监徐勤庆等一行六人来我

校 就“药品订单班”深入合作事宜进行调研洽谈。参观了食品体验馆，此次交

流，我院与华大基因在订单班的选拔、培养和运行等工作细节上进行了商讨。华

大基因质量经理梅冰、生产经理张迪就企业在人才需求方面的作了详尽分析，并

对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提出了宝贵意见。 

         

                  图 17 华大基因公司来校参观开展合作 

 

案例 7 中外交流，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食品加工技术专业为了加强青年教师专业技能的学习提升，利用与赛德尔基

金会的合作项目，不断加强中外合作交流，提升专业技能。2018年 10月派出青

年教师参加在山东平度举办的由德国赛德尔基金会赞助的西式肉制品、面点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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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研修班。由德国资深教师亲自教学，开展为期一周的学习。 

        

图 18 青年教师参加德国赛德尔基金会组织食品加工研修班学习 

四、预算执行情况 

   主要经费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建设内容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预算 

投入（万） 
110 10 90 10 

实际投入(万) 120 10 100 10 

教育教学改革 

人才培养机制及教

学改革 
2 10 2 

学生成长与发展 

师资团队建设 

激励和约束机制 

2 10 2 

教师学习培训 

教学条件 
校内实训基地 4 76 4 

校外实训基地 2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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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在问题 

   1.与企业合作联合培养模式改革不够深入，需进一步加强与企业合作，探索

“现代学徒制”的培养模式。 

2.教学改革。对于特色专业课程建设有待加强，对信息化教学的模式改革进行得

不够，对现有实训设备利用率还不充分。 

3.本年度参与竞赛，但未获奖，明年需要进一步加强竞赛的培训。 

4.对于年轻教师的培养不够，需更多参与开展学习交流活动。 

5.校内新建实训基地基本完成，但还未投入教学使用。校外实习基地合作数量有

待进一步增加。 

  6.本专业的社会服务能力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 

 

六、专业建设后期方案及措施 

1、继续深化和加强食品加工技术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注重专业内涵发展。进

一步深化校企合作机制，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探索“校中厂、厂中校”的校企合

作办学方式。 

2、加强基础教学建设，以教学资源库为核心，以模块课程建设为抓手，提高教

育教学水平。提高信息化教学水平。 

3、开发第三方评价体系，为专业建设提供依据。加强专业发展质量保证体系的

建设。 

4、积极参与各类学生技能竞赛，以大赛促教学，以大赛促管理，争取更多获奖。 

5、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在大赛发展精英学生的同时，注重普通学生的基

本教学、狠抓考证率，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及用人单位满意率。 

6、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强骨干教师的培养，加强教师的学习培训工作。

不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加强管理。 

7、进一步加强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的扩展和建设。充分利用校内教学设备资源，

更好的服务与教学。加大本专业的对外交流和合作。提高本专业的社会服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