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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根据湖北省高等职业院校特色专业建设要求，探寻本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行业企业

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的差距，建立健全与岗位相匹配的课程体系，促进食品加工技术专业

建设的全面发展，提升学生的职场竞争力，为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提供科学有效的依据，

学院积极组织教师调研小组，开展食品加工技术专业技能型人才调查。

此次调研小组采用问卷、走访和座谈的形式深入本地区多家企业，开展企业人才需

求和毕业生跟踪调查，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社会调研，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全面了

解到食品行业对食品加工技术专业人才需求的情况以及本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并对调查

结果进行了分析汇总。





一、调研背景及目的

(一)调研背景

“十二五”期间，食品工业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主要表现在：一是产业规模持续壮大，

支柱地位不断提升。2015年，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 39647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35
万亿元，比 2010年增长了 87.3%，年均增长 13.4%；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工业的比重从

2010年的 8.7%提升到 10.3%。但是，食品工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食品质

量安全水平与人民群众期望尚存差距。源头污染问题突出，部分食用农产品存在超标使

用农兽药和滥用添加剂现象，食品冷链物流建设滞后，食品生产加工销售过程质量安全

问题时有发生，食品质量安全隐患依然存在。二是高品质食品有效供给不足。随着食品

消费结构升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消费者对食品的方便性、营养化和安全水平更加关注，

但高品质食品供应与市场需求不相匹配，难以很好适应消费变化，消费者信赖的自主知

名品牌不多。三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食品工业基础研究薄弱，产学研用结合不紧密，

加工技术储备不足。重大技术和高端装备依赖进口，自主研发水平较低。四是循环经济

发展水平较低。部分行业副产物综合利用率不高，部分产品单位能耗、水耗和污染物排

放仍然较高，节能减排压力加大。

今后一个时期，食品工业发展挑战和机遇并存。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食品跨国集团加快全球布局，不断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对我国食品产业发展带来一定影

响和挑战。另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及各种国际贸易协定的签订，

对外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有利于我国食品企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从国内来看，中

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方面增长预期放缓，人力、土地、环境资源保护等综合成本不断

上升，食品工业保持高速发展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中国的粮食、蔬菜、果品、肉类产

量均居世界首位，但加工程度浅，半成品多，制成品少。深加工用粮不到总产量的 8%，

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在 70%以上；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 90%以上的蔬菜都经过商品

化加工处理后进入流通领域，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仅为 30%左右；德国的苹果加工量占总

产量的 75%以上，而中国仅为 10%；美国、巴西的柑橘加工量占总产量的 70%以上，而

中国不到 10%；中国虽为肉类大国，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1/4，但加工量只有 5%左右。

其次，虽然食品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态势，但随着消费结构升级，消费者对食品的营养

与健康要求更高，品牌意识不断增强，食品工业发展模式将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

高等职业院校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基地，食品工业发展的大趋势和

《中国制造 2025》都给高职院校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培养“优秀工匠”。我院办学经验丰

富、规模较大、实训设施较全、师资力量较强，学生就业率、双证取得率、社会声誉较

高的高职院校。同时也出台了《优秀工匠培养计划》，这将给我校食品加工技术专业建

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调研目的

通过对行业、企业管理人员、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生产一线的能工巧匠的全面走访



以及对毕业生的深入调查，将获取的调研资料和数据进行分析、整理，为食品加工技术

专业的准确定位及专业建设和改革提供基本依据。

通过调研进一步明确食品行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状况，确定专业定位，专业建设

与发展方向和专业内涵建设内容。

确定食品加工技术专业人才所从事的工作岗位和典型工作任务。

确定食品加工技能型人才的能力要求、需求层次、招聘途径、内部人才培养途径；

了解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薪金水平、岗位职责、知识技能应用情况、对学校人才培

养的评价与建议等问题。

增强学校与企业的联系，进一步完善校企合作。

二、调研对象和方法

(一）调研对象

本次调研对象是全国部分酒类、发酵乳类和调味品生产企业，涵盖了河北、湖北、

浙江、广东、江苏、福建、四川等省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本次调研对象为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人员、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生产一线的能工巧匠及我校毕业生。

对 16家企业和 4家高职院校（见表 1）进行了调研，并在 2家企业开展了专家座谈。

表 1调研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地区 备注

1 深圳青岛啤酒朝日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

2 华润雪花啤酒（武汉）有限公司 湖北武汉

3 百威英博（台州）啤酒有限公司 浙江台州

4 武汉市仟吉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武汉

5 燕京啤酒（桂林漓泉）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桂林

6 优布劳（中国）啤酒饮料有限公司 河北邯郸

7 百威英博（宁波）啤酒有限公司 浙江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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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方法、更深入理解调研报告与专业建设的关系，收集行业发展资料、兄弟院校相关

专业调研报告等。

查阅文献资料。例如，湖北省国民经济统计分析报告等。

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用人单位、兄弟院校、毕业生对专业建设所需要的相关信

息。

访谈、考察、实地参观学习。通过上门访谈、实地考察的方式了解用人单位、兄弟

院校、毕业生对专业建设所需要的相关信息。

组织研讨会、对口业务专题交流。组织由校内教师参与专业建设委员会、参与的多

种研讨会，研究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三、调研内容

调研内容主要涉及以下：

8 上海快乐柠檬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

9 广州珠江啤酒有限公司 广东广州

10 武汉吉人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武汉

11 湖北稻花香集团 湖北宜昌

12 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枝江

13 青岛啤酒（黄石）有限公司 湖北黄石

14 湖北黄冈伊利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黄冈

15 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 河北石家庄

16 统万珍极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石家庄

17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阜阳

18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淮安

19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广州

20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武汉



了解企业规模、性质、人员构成等基本情况，通过对企业负责人或人事部门负责人

调研获得。

了解行业企业对急需人才应具备的知识、操作技能、职业道德、专业、学历、特长

等要求，引进急缺或急需人才存在的困难。为今后确定课程内容、编写教材、改革教学

方法与手段打下基础，可采用对企业人事部负责人、行业专家、技术骨干、一线工人进

行访谈、座谈会的形式完成并填写调查表。

征得企业同意，召开小规模的实践专家访谈会，对本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进行提炼，

重点了解这个岗位对学生知识、能力和职业素养等方面的要求；了解我们要培养什么人？

胜任什么工作？培养什么能力？怎么培养人？让学生学什么？让学生怎样学？为工学结

合课程开发和教材建设提供前提和基础。

对生产设备和工作场所进行调研，如车间设备、产品的调查，还有办公环境的调查。

可询问企业人员，也可调研小组自己观察得出结论。

对食品产品的生产与制作流程进行调研，了解学生到达工作岗位后的具体工作流程，

为创新本专业的教学内容提供前提和基础。

对同类兄弟院校的办学理念、专业设置、教学活动、师资队伍结构、校企合作程度

等进行调查，了解我校与同类兄弟院校的差距和优势，取长补短，为改善本专业的教学

打下基础。

对食品加工技术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知识技能应用情况和对学校目前的课程设置

是否合理进行调查，以此来作为学校教学设置的前提。

通过对企业、相关职业院校、职业资格认证部门的调研分析，明确与食品加工技术

专业培养方向有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在企业调研的同时对行业专家、企业技术骨干、一线优秀工人进行遴选，对有意向

到学校兼职或成为双师型教师的人员进行登记，作为学校师资队伍的后备资源。

经过对行业优秀企业的的前期调查和遴选，与企业协商，签订校企合作协议。由相

关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参与专业建设，参与制定课程体系、参与教师培训、共建校内、

外实训基地、参与学校教学和培训、指导学生实习等工作。

四、调研数据分析

此次调研，得到了广大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毕业生和有关人员都

很认真、客观地填写了问卷上的各个项目。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基本达到了调研目的,为学

校在专业建设、课程设置、教学改革、学生素质教育、毕业生就业指导等方面提供了极

其重要的依据。接受调查的企业和毕业生都认为学校开展的这次活动很有必要，有利于



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学校与毕业生之间的联系，有利于人才培养与校企合作，有利于

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

根据调研的需求，本次调研一方面是了解企业用人需求情况以及对具体岗位人员基

本职业素养要求；另一方面是了解企业中食品加工技术岗位及相关岗位群需要掌握的知

识、素质和技能情况，及时发现我校毕业生的长处和不足。

(一）企业人才需要总趋势

此次共调研企业 16家和高职院校 4家，共发放调研问卷 440份，收回 366份（其中

企业共计收回 334份，高职院校收回 32份）；发放《食品加工技术专业毕业生调查问卷》

110份，收回有效问卷 100份。

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征。本次调研的企业人才需求总趋

势，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对人才素养或职业精神方面的倾向；二是企业对学生

技能方面的倾向。

1.企业对人才素养或职业精神方面的倾向

人才素养或职业精神是技能之外展示企业发展潜力的最重要的源泉，作为企业的高

级管理者，这方面的倾向是他们最为关注的。图 1显示，企业对人才素养或职业精神具

有很高的关注度，其中责任心、敬业精神和沟通能是最为关注的，达到 100%。说明企业

对这些要求很高。非常可惜的是，学校往往注重技能能力的培养，对这些方面经常忽略。

这是今后在人才培养时要加重比例。

2.企业对人才技能方面的需求倾向

人才技能是高职院校培养的重点，在此项调研中，企业对学生的设备操作能力要求

很高（见图 2），达到 100%，其次是质量管理能力，达到 92%，这种结果符合预期。即



食品加工技术专业主要培养学生的食品加工密切相关的设备操作和质量管理，这也突出

了一线技能工人的最基本的职责。而对更深层次的能力，如研发能力和英语能力，对高

职学生要求较低，这说明关于这方面的能力，不应该是学校培养的重点。可能这些能力

更多的交给本科生或研究生去做。

综合以上的结果，明显可以看出，企业对学生的人才素养或职业精神的综合要求远

远高于人才技能方面的要求，这给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指明了方向，即加重人才

素养或职业精神的培养，而对人才技能的培养要有所侧重，比如设备操作能力要提升为

第一位，而产品研发能力稍有兼顾就可以。

(二）毕业生调研分析

毕业生调研对象：食品加工技术专业 2013-2016届毕业生

调查内容主要分为三项内容，分别是在校所学课程对毕业生工作的满足程度，学生

的对口就业率情况和学生对工资薪酬的满意程度。

1.您（毕业生）认为哪些课程需要加强？

课程是学生学习的主要载体，课程学习贯彻学生在校的整个过程，体现了学生的专

业导向和工作的方向。



图 3是本次的调查结果，显示了毕业生面临当前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的课程类别，

从中可以看出，产品工艺和质量管理类的课程是他们最需要加强学习的。在当时的食品

加工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中产品工艺类比较多，讲的内容比较广，涉及面较宽。但当学

生面临具体的食品产品时，可能因为当时没有进行详细的讲解或具体的生产过程操作，

对其中一些关键操作细节不清楚，从而导致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上感到力不从心。这确实

是存在的问题，在食品加工技术专业课程体系的改进中要进行完善。突出产品的过程操

作，尤其是关键加工过程的细节。在此次调查的结果中，产品研发类课程的比例竟然高

达 77%，这反映了毕业生对更高工作能力的向往。也可能产品研发类工作的工作环境或

工作待遇的吸引，迫使毕业生迫切需要加强对产品研发类课程的向往。

2.毕业生的专业对口率情况

毕业生就业的专业对口率一直是学校关注的重点，如果对口率过低，表明专业的竞

争力较低或市场对此专业的需求较少或其他原因。不管如何，如果对口率较低就要进行

专业培养模式进行改革或专业调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图 4是毕业生专业对口率情况的统计，可以看出专业和相近专业的总对口率为 57%，

非本专业的为 43%。通过毕业生访谈和企业的座谈发现，企业需要大量的食品加工技术

专业的人才，现实的情况是企业招工困难。大量的毕业生没有从事本专业的工作，不是

因为企业不需要，而是毕业生不愿意去工作，这可能是工作时间、工作待遇或工作环境



等的问题。总之，57%的总对口率也算基本过关，但要警惕，需要不断加强专业内涵建

设，满足企业对毕业生工作能力和人文素养方面的需求。

3.毕业生的工资满意度情况

工作薪酬是毕业生工作非常关注的一项内容，这间接反映了工作或行业的发展前景，

及人才流动的倾向。

图 5显示，毕业生的工资薪酬满意和基本满意度总和为 47%，不满意度为 53%。调

研发现，刚参与工作 1年的毕业生，一般员工的工资薪酬在 3500元/月左右，减掉每月的

基本开销 2500元，每月的结余一般在 1000元左右。食品作为微利行业，这样的薪酬也

是正常的。对这样的工资薪酬，毕业生一般是不满意的。于是有些毕业生就开始转行，

做工资薪酬更高的工作。这造成了人才的大量流失，对于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

为了改善这一现象，食品加工技术专业人才的培养应多注重高级食品加工人才的培养，

在课程设置时，应该向这方面倾斜。

五、调研总结

(一）人才培养方向定位

根据以上统计分析，为了立足湖北区域，服务于食品企业、服务于食品行业，食品

加工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首先应该做好人文素养或职业精神的培养，这是每个企业高级

管理者最为关注的，这也是从业者必备的基本要求，其次做好课程体系的构建，尤其要

倾向于产品课程的工艺改进及质量管理，且这些课程要建立在具体产品为载体的基础之

上。

(二）对本专业建设的改革创新建议

针对调研情况，建议我院在食品加工技术专业建设中可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1.对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建议

理清思路，不断深化校企合作模式，探索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持续深入本

专业相关企业进行调研、进行职业活动分析（包括岗位、职责、知识、技能)，改革教学

内容，突出“产教结合”的特色。大胆探索，大胆改革，突破现在的“集体”教育模式，创

新“个人定制”教育模式。

2.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

构建更科学更完善的课程体系，改革课程为更好的满足企业岗位能力需求。课程体

系改革首先是知识结构内容的改革，可以直接将企业典型真实的课题作为教学的内容，

将企业的生产标准引入整个教学过程，让我们的课程更加贴近生产、贴近工艺、贴近装

备，适时的调整课程内容，实现职业教育与岗位的无缝对接。

3.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进一步强化实践教学。“教、学、做”一体教学法。由于教室与生产现场相结合，学生

每学一个典型项目和案例，就可以在真实现场动手实践，这种教师边教、边演示、边指

导，学生边学习、边实践的“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模式，实现教学与生产现场的零距

离，提高教学质量。

4.“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教学法。

本专业将以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培养为出发点，充分发挥学生社团、协会的作用，

结合课程的教学内容及进程，通过创新大赛、各类技能大赛等丰富多彩的课外科技活动，

使学生对专业知识有更深的体验，培养学生职业的协作能力和创新意识。

5.对实训基地建设的建议

建设科学、合理、满足教学实验需要的实验室。加大实验室投入力度，合理配置教

育资源,科学设置实验室，提高实验室及设备利用率，具有真实工作环境的实训室，使它

既为校内外人员提供良好的实训环境和技能鉴定场所，又是技术开发的重要基地。满足

专业生产性实训、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应用技术研究的需要。

此外，建议在进行实训基地建设时尽量采用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相结合的方式。

可以采用与企业签订实训基地建设协议，将企业的生产基地直接作为学校的校外实训基

地，这样不仅可以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而且需要这方面人才的企业也是乐于与校方合

作的，因为通过这种校企联合培养方式培养的学生可以更快地了解企业用人要求，明确

学习任务，确定学习目标，增强职业意识，有利日后更快地适应岗位工作。

6.提升师资队伍的素质



加强师资培训，提高师资队伍水平，主要是坚持以产品为中心的方针，培养出职业

教育观念强的教师队伍。师资培训包含从事实验室建设和到企业培训，特别是去企业的

实践锻炼。紧密结合教学、科研工作需要，有计划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新知识、新技术培

训，如组织专业组教师外出听取有关专家的学术报告、参加各类短期培训和学术研宄班

等。去食品类相关企业进实践锻炼，能够了解企业对人才需求,熟悉企业生产流程、产品

制作工艺，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理念，从而提高教师的核心竞争力。建成了

一支能力强、素质好、思想觉悟高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从而促进该专业的整体发展。

7.采用“三段式”就业指导

“三段式”即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生进入高职院校后职业生涯规划的形成，需要学

院做好科学可行职业咨询与指导，通过召开毕业生和新生交流会、校园招聘会等形式为

学生提供了解就业方面的信息。第二阶段主要是职业素养的形成，此时，让学生多了解

食品设备这些方面的知识和专业的现状及前景，同时加强学生和社会的接触和联系并注

意职场的培训指导，如求职相关资料的准备、面试面谈过程中的细节。第三阶段则是就

业岗位的定位。通过顶岗实习进一步深入企业来确定自己未来的职业。

三段式的就业指导模式通过积极有效、循序渐进的就业引导，将就业指导的理论实

践与学生所学得专业知识相互结合起来，让学生在专业课程中学习到的专业知识能够更

好的满足实际的市场需求，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并落到实处，最终达到提高就业质量的

目的。

8.依托校企合作平台

校企合作，订单培养。依托学校和企业两个平台，抓住地方支柱产业的人才需求点，

与企业签订联合办学协议。走“产学合作教育”的道路，有效地打破了教育的自我封闭、

脱离社会的局面，加强了对学生岗位适应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加快应用性人才培养

的步伐。企业为学生实训提供了基地，同时，毕业生毕业后又可以为企业服务，由于实

践环节的针对性比较强，实习设备完善，从而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教学环境和实践环境，

使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互补的效果显著提高，毕业后能很快与企业接轨，适应多变的工

作岗位。

9.加强学生敬业教育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教会学生正确的做人、做事。注重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创造能力、职业素养，让学生在顶岗实习的真实工作环境中了解

企业的规章制度、纪律要求，培养学生认真守纪、积极主动的职业态度，从而真正感受

到自我定位与社会、企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定位的偏差，达到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目

的，不断提升自身的职业素养，更快地适应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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