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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2021 级人才培养方案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提出的“教育必须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指导方针，根据专业调研情况

和专业建设委员会讨论结果编制，将课程思政、创新创业教育、美育教育、劳动

教育、生态文明教育等教育理念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是组织 2021 级学生教学

全过程，安排教学任务、实施教学管理、确保教学质量、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的基本依据。 

一、专业基本信息 

（一）专业名称、代码及所属专业群 

专业（方向）名称：食品质量与安全 

专业（方向）代码：490102 

所属专业群：药品生物技术 

专业群代码：470102 

（二）入学要求 

高等职业学校学历教育入学要求一般为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

力学生。 

（三）修业年限 

学制：三年，可实行弹性学制 2～4年 

学历：大专（高职） 

二、专业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为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采用三交融三递进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

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

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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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适应生产、建设、

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主要面向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质检技术服务、

质量认证认可等行业，能够从事食品安全生产加工、质量检验、安全评价与质量

控制技术和能力、食品质量管理、健康咨询等等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

才。 

（二）人才培养规格 

1.素质要求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

华民族自豪感。 

（2）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崇尚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

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树立爱岗敬业、忠诚奉献、乐观向上、团

队协作、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等职业信念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4）身心健康，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 1-2 项运动技能，养成良好的健身与

卫生习惯，以及良好的行为习惯。 

（5）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 1-2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2.知识要求 

（1）了解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中华文化，了解新中国的历史知

识和人文知识，热爱祖国，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社会公

德。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

和食品安全等知识。 

（3）了解食品加工、食品科学、营养科学及资源综合利用领域的基础知识、

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4）掌握综合运用外语和计算机等手段获取科技信息及进行文献的检索的

能力。 

（5）掌握本专业必需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包括专业化学基础知识、食品

基础理论、食品检验检测基础理论知识、食品营养学知识等。 

（6）了解食品加工工艺流程及过程控制、食品保藏、食品污染与预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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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安全管理与控制等基本知识和方法。 

（7）熟悉食品安全与质量管理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方法，食品行业发展动态，

了解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方法，熟悉主要食品的品质特点，了解食品生产典型工

艺流程。 

3.能力要求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具有一定的查阅文献、获取信息的能力及信息分析和处理能力。 

（4）具有对食品（含食用农产品）的生产原料、半成品和成品的感官、理

化、微生物等的分析与检验、质量与安全控制，能够协助完成食品（含食用农产

品）企业生产组织、技术管理以及质量控制的能力。 

（5）能熟练查询食品标准、法律法规等，并能根据不同的检验对象和检验

目的，选择合适的检验方法。 

（6）具有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初步的创业能力，具备较快适应相邻专业业务

工作的基本能力与职业素养、自我管理和自我学习能力。 

（7）具有一定的社会适应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和竞争意识。 

三、职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的就业岗位如下表所示： 

 

所属专业大

类（代码） 

所属专业

类（代码） 

对应行业（代

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群或技术领域

举例 

食品药品与

粮食大类

（49） 

食品类

（4901） 

1.农副食品加

工业（13）； 

2.食品制造业

（14）； 

3.餐饮业

（62）； 

4.质检技术服

务业（745） 

1.农产品食品检

验员

（4-08-05-01）； 

2.质量认证认可

工程技术人员

（2-02-29-04）； 

3.健康管理师

（4-14-02-02）； 

4.营养配餐员

（4-03-02-06） 

 

 

1.食品生产技术 

2.食品安全检验； 

3.食品质量控制； 

4.食品安全体系管理； 

5.健康管理与营养配餐； 

6.营养健康咨询与指导。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021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第 4 页，共 34 页 

四、职业岗位与职业能力 

经过调研（见支撑部分），本专业的主要工作岗位为食品安全检验、食品质

量控制、食品安全体系管理、健康管理与营养配餐、营养健康咨询与指导等。食

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毕业生从企业顶岗实习期开始到毕业后若干年后，从学徒成长

为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技师、高级技师或技术主管、质量主管、行业

专家等职业成长阶段，相对应地，在广泛征求企业和职业院校的意见后，根据职

业能力的成长规律，构建起本专业的职业能力标准，见下表。 

（一） 职业岗位与职业能力对应表 

职业能

力等级 

职业领域与职业能力 

目标职

业岗位 

专业能力 关键能力 

应知（知识） 应会（专业技能） 

高职 食品生

产技术 
1. 通识教育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专

业核心课程中的食

品工艺课程、食品

原料学课程、检验

等课程； 

2. 熟悉大宗食品

原料、食品添加剂、

食品包装材料、检

测仪器的规格、性

质/性能； 

3. 熟悉生产操作

的知识和生产操作

流程。 

1.能够按照食品工艺规程

及质量要求，运用食品加

工机械和现代食品工程技

术，加工各类食品； 

2.按照操作规程正确使用

生产设备、负责本岗设备

的维护和保养； 

3.做好生产记录，安全规

范生产。 

1.执行能力 

持续贯彻公

司的文化、愿景和

价值观，遵守公司

的规章制度；在产

品检测、质量控

制、体系认证、品

质控制、质量管

理、健康管理等工

作过程中，能严格

遵守操作规范和

行业标准，具有食

品安全管理意识，

能理解部门主管

分配的工作任务，

并能按时按质的

完成任务。 

2.创新能力 

能够适应食

品行业的工作环

境，能够解决工作

过程中出现的常

规问题；能基于自

己的工作岗位，提

出一些创新提案

或技术改进措施，

以提高工作效率。 

3.拓展能力 

食 品 安

全检验 

1.通识教育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专

业核心课程中的食

品检验课程、仪器

分析、微生物检验

等课程； 

2.食品样品的采

集、制备及保存、

食品样品的预处理

及分析检测技术； 

3.食品相关国家标

准、法律法规和检

验规范； 

4. 实验室组织和

1. 能按检测要求配制标

定常用试剂及进行实验准

备工作； 

2. 会正确抽样、样品前处

理和保存，对食品原材料、

半成品、成品进行分析检

验检测； 

3. 会使用精密理化分析

仪器、大型检测仪器等进

行食品理化检验，并会对

仪器进行日常保养和维

护； 

4. 能对实验数据进行正

确处理，对结果进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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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能力。 分析，编制规范的检验检

测报告； 

5. 能根据检验检测结果

进行分析，并对分析方法

提出改进性建议。 

能胜任质检

员、质量管理、质

量管理、体系认

证、品质控制、健

康管理等工作岗

位，并能够利用自

己的知识和经验，

处理工作中的部

分突发和异常状

况。 

4.自我管理能力 

能明确自己

的工作职责，具有

自我约束和管理

能力，能对自身的

工作成果的质和

量负责；在常规工

作中能进行阶段

性的总结或下一

步的策划；能评估

和改进某些工作

或学习活动；具备

正确判断及处理

问题的能力。 

5.沟通能力 

能虚心接受

领导、同事的批评

和教育，能认真倾

听客户对服务质

量的反映，能运用

良好的表达能力

及一系列技巧与

工作对象沟通，态

度诚恳，并能够解

决双方存在的分

歧。 

食 品 质

量控制 
1. 掌握食品加工

原料特性、加工工

艺及保藏技术； 

2. 掌握食品加工

工艺流程、工艺参

数、操作要点和安

全生产管理等基础

知识； 

3. 掌握食品安全

生产标准及品质控

制； 

4. 熟悉食品加工

过 程 ISO22000 、

SSOP、HACCP、GMP

等法律法规等知

识。 

1. 熟悉常用食品质量控

制方法和技术； 

2. 能综合运用专业相关

知识分析解决食品质量控

制实际问题的能力； 

3. 熟悉食品加工过程的

原料、半成品、成品等的

质量控制与处理跟踪； 

4. 了解食品企业生产规

程，能够正确执行 ISO、

SSOP、HACCP、GMP等基本

的质量管理规定； 

5. 具备分析问题、推进工

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食 品 安

全 体 系

管理 

内审员 

1. 食品专业基础

知识； 

2. 食品安全及质

量管理相关法律法

规、体系标准和食

品检测等知识； 

3. 熟悉食品企业

的 ISO22000、GMP、

SSOP、HACCP等认证

流程。 

1. 能综合应用相关法律

法规和安全管理标准对食

品生产加工、流通等过程

实施标准化体系管理； 

2. 具备对食品安全体系

进行综合管理的能力； 

3. 能 够 协 助 完 成

ISO22000、GMP、SSOP、

HACCP 等文件编写、运行

和审核等工作； 

4. 掌握企业全面质量管

理及基本理论。 

食 品 营

养 与 健

康管理、

健 康 咨

询 

1.熟悉不同人群所

需的营养特点及膳

食原则； 

2.掌握不同食品中

的营养成分特点； 

3.熟悉常见疾病的

营养代谢特点及营

养干预的方法； 

4.了解不同烹饪过

程对食品营养素的

影响； 

1.能够为大众及特定人群

提供饮食、营养及保健食

品选择等咨询与指导； 

2.能够开展不同人群的膳

食调查、分析评价、人体

营养状况评价及营养风险

评估等； 

3.能够为不同人群编制食

谱，并进行营养配餐； 

4.具有营养咨询与营养健

康教育能力，对不同人群

进行营养干预； 

5.具有开展健康信息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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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掌握营养配餐及

食谱编制的原则和

方法。 

与健康风险评估的能力。 

（二）职业素质和资格证书  

序号 证书名称 颁证单位 等级 

1 
全国高等学校英语应用

能力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

能力考试委员会 

英语专业：A级证书； 

非英语专业：B 级证

书或高级职业英语能

力认证证书等。 

2 

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

术办公软件应用模块操

作员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部 
国家职业资格四级 

3 农产品食品检验员 社会评价组织 初级、中级 

4 
1+X 粮农食品安全评价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中农粮信（北京）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中级 

5 
1+X 食品合规管理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 

烟台富美特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级 

6 食品安全管理员 社会评价组织 中级 

备注：鼓励根据本人规划的就业方向考取相应的证书之一。 

五、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通过食品质量与安全的岗位设置和人才需求的调研分析（见支撑部分），明

确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及面向的职业岗位（群），参照企业各个

岗位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要求，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职教经验，依托校企合作平

台，建立国家职业能力等级标准，开发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职业能力单元模块

库，结合食品营养与卫生、食品营养与检测等专业教学标准，形成以职业能力为

核心的课程体系并制订专业课程标准。 

（一） 职业能力分解和课程体系构建 

岗位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单元 对应课程 

1. 食品生产技术 1.熟悉大宗食品原料、食品

添加剂、食品包装材料、检

测仪器的规格、性质/性能； 

2.熟悉生产操作的知识和

生产操作流程； 

3.能够按照食品工艺规程

食品原料学 

食品工艺学 

食品生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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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质量要求，运用食品加工

机械和现代食品工程技术，

加工各类食品； 

4.按照操作规程正确使用

生产设备、负责本岗设备的

维护和保养； 

5.能做好生产记录，安全规

范生产。 

2.食品质量检验检测 1. 掌握食品感官、理化指

标、有毒有害物质、添加剂

等的检验检测国家标准方

法，检验检测的规范和要

求； 

2. 掌握品管中的 QC、QA等

岗位的职责，完成产品相关

检验和控制工作； 

3. 熟悉食品抽样、分样、

前处理、检测、数据处理、

出具报告等全过程； 

4.能对实验数据进行正确

处理，对结果进行合理分

析，编制规范的检验检测报

告。 

分析化学 

基础化学 

食品微生物学 

食品检验技术 

食品微生物检测技

术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技术 

数理统计分析 

 

3.食品加工质量控制 1.掌握常见食品加工工艺

流程及质量控制方法和技

术； 

2.能综合运用专业相关知

识分析解决食品质量控制

实际问题的能力； 

3.了解食品加工过程的原

料、半成品、成品等的质量

控制与处理跟踪； 

4.了解食品企业生产规程，

会协助编写 ISO、SSOP、

HACCP、GMP 等基本的质量

体系文件； 

5.具备分析问题、推进工

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食品微生物学 

食品检验技术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

制 

食品工艺学 

4.食品安全体系管理 1.熟悉食品安全及质量管

理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全管

理标准，并对食品生产加

工、流通等过程实施标准化

体系管理； 

2.熟悉食品企业生产规程

食品标准与法规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

制 

文献检索与应用文

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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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工流程，具备对食品安

全体系进行综合管理的能

力； 

3.了解 ISO、GMP、SSOP、

HACCP等，能协助编写企业

基本的质量体系文件； 

4.掌握企业全面质量管理

及相关基本理论。 

5.营养配餐与健康咨询 1.能够为大众及特定人群

提供饮食、营养及保健食品

选择等咨询与指导； 

2.能够开展不同人群的膳

食调查、分析评价、人体营

养状况评价及营养风险评

估等； 

3.能够为不同人群编制食

谱，并进行营养配餐； 

4.具有营养咨询与营养健

康教育能力，对不同人群进

行营养干预； 

5.具有开展健康信息收集

与健康风险评估的能力。 

食品检验技术 

食品营养与卫生 

营养配餐设计与实

践 

 

5.仪器设备的使用和维护 1.能熟练使用各类检验检

测仪器设备，并辅助维修。 

2.能够统计仪器设备故障，

并协助分析原因。 

3.能够提出仪器设备维护

保养计划方案，分析核算成

本。 

仪器分析 

精密仪器使用与维

护 

6.技术文档整理 1.熟悉产品加工基本知识、

生产工艺、生产流程、产品

质量检验相关知识。 

2.能够收集,汇总和分析技

术数据，编制检验检测报

告，跟踪生产过程。 

3.具有一定文件处理能力，

熟练使用 office 编写一般

的技术文档，文笔佳，英语

良好，有较好的读写能力。 

文献检索与应用文

写作 

食品标准与法规 

数据统计分析 

综合技能实训 

毕业综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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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力进阶与课程路线 

 

 

 

 

 

 

 

 

 

 

 

 

 

 

 

 

 

（三）课程方案 

（见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表） 

（四）各学期周数分配表  

 单位：周 

学年 学期 

教学周 教学活动

周（改卷、

录成绩等） 

入学教育 

（含军训） 
共计 课程教学 

（含实训） 
考试 

一 

一 16 1 1 2 

40 

二 18 1 1 0 

二 

三 18 1 1 

0 40 

四 18 1 1 

三 五 20 0 0 0 20 

能  力  进  阶 

核心职业 

能力分解 

第一阶段 

基础能力培养 

第二阶段 

核心能力培养 

第三阶段 

综合能力培养 

第四阶段 

拓展能力培养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食品加工与

安全控制 

理化分析与

检验 

微生物分析

与检验 

食品营销与

拓展 

食 品 营 养 与 卫

生、食品微生物

学、食品原料学 

 

食品工艺学、食

品安全与质量控

制、精密仪器使

用与维护 

检验员基本操作

技能训练、有机化

学、无机与分析化

学 

食品微生物学 

食品检验技术、

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测技术 

食品微生物学 食品微生物检测

技术 

 

食品营养与分析 

 
营养配餐设计与

实践、食品标准

与法规 

 

 

 

 

 

 

 

专业创新实

践、食品质

量安全工作

岗位综合技

能实训 

 

 

食品快速检

测技术、日用

化工产品工

艺与质量检

验、创新创

业、餐饮食品

安全等 

 

 

 

 

岗

位

适

应

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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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 0 0 20 

合 计 114 4 2 120 

 

（五）各类课程学时结构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学时 学分 占总学时比例（%） 

公共基础课程 

公共必修课 497 29.5 

31% 公共选修课 144 9 

“十项全能”教育 160 10 

专业课程 

专业群模块课程 64   4 

50% 专业必修课 1144 71.5 

专业拓展课 96 6 

综合实践，包括

专业实习（实

训）、顶岗实习 

专业必修课 480 30 19% 

理论教学实践

教学比 

理论教学 1014 
 

39% 

实践教学 1571 61% 

合计 － 2585 160 100%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1.公共基础类课程 

详见各门公共基础课程标准 

2.专业（技能）课程 

详见各门专业（技能）课程标准 

3.专业核心课程 

详见各门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七）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表 

六、实施保障 

（一）专业师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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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备本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并接受过职业教育教学方法论的培训； 

2.从事实践教学的主讲教师要具备食品及相关专业类中级或以上的职业资

格证书； 

3.具备独立开发基于工作过程课程的能力； 

4.本专业核心课程“双师”资格教师（具备相关专业职业资格证书或企业经

历）的比例要达到 70%以上； 

（二）主要实训条件  

1.校内实训基地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实训项目 

1 食品检验实训室 食品理化检验、农产品检验等 

2 商品检验实训室 日化用品检验、药品检验等 

3 功能食品加工实训室 食品、功能食品加工等 

4 感官检验实训室 感官检验课程 

5 微生物检验实训室Ⅰ 微生物检验 

6 微生物检验实训室Ⅱ 微生物检验 

7 理化检验实训室 检验员基本操作技能训练、分析化学、食品

检验技术等 

8 色谱实训室 食品检验技术、农产品检验、仪器分析等 

9 光谱实训室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食品检验技术等 

10 仿真实训室 仪器分析、食品检验等 

 

2.校外实习基地 

序号 实 习 基 地 名 称 主要实习项目 

1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微生物分析检测、食品检测、食

品加工 

2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 食品分析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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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州市食品检验所 食品分析检验 

4 广州市微生物研究所 
微生物分析检测、食品、化妆品

检测 

5 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食品分析检验 

6 广州鹰金钱企业集团公司 食品分析检验 

7 东莞精准通检测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分析检验 

8 广州东升农场有限公司 
食品分析检验、食品质量控制、

食品加工 

9 广东燕塘乳业有限公司 
食品分析检验、食品质量控制、

食品加工 

10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分析检验、食品质量控制、

食品加工 

11 广州食安菜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验、食品检验室管理 

12 东源县农产品质量监测站 农产品检验 

13 广州每周一检食品安全研究所 食品快速检测 

 14 
广东达元绿洲食品安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食品分析检验、食品快速检测 

15 广州汇标检测技术中心 食品快速检测 

（三）教学资源、质量管理等 

参考国家本专业教学标准要点配备 

1、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主要包括能够满足学生专业学习、教师专业教学研究和教学实施所

需的教材、图书文献及数字教学资源等。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的教材进入课堂。建立专业教师、

行业专家和教研人员等参与的教材选用机构，完善教材选用制度，经过规范程序

择优选用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图书文献配备应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的需要，方便师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021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第 13 页，共 34 页 

生查询、借阅。图书和期刊总数（包括与本专业相关的技术基础课图书资料）应

达到教育都有关规定。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有关食品加工、生产、检测等

各种技术标准、规范、手册及参考书。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

拟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

动态更新，能满足教学要求。 

2、质量保障 

（1）学校和二级院系应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

业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度，完善课堂教学、教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

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方面质量标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

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2）学校和二级院系应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

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

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

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3）学校应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

校生学业水平、毕业生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

达成情况。 

（4）专业教研组织应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续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 

七、毕业要求 

1.修完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所规定的课程； 

2.毕业学分和学时要求：160学分， 2585学时；   

3.参加 6个月（不含个别论证专业与现代学徒制）顶岗实习，考核合格； 

4.鼓励学生获取与职业能力要求相匹配的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职业

素质证书及实训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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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技术专业 

2021 级人才培养方案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提出的“教育必须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指导方针，根据专业调研情况

和专业建设委员会讨论结果编制，将课程思政、创新创业教育、美育教育、劳动

教育、生态文明教育等教育理念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是组织 2021 级学生教学

全过程，安排教学任务、实施教学管理、确保教学质量、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的基本依据。 

一、专业基本信息 

（一）专业名称、代码及所属专业群 

专业（方向）名称：化妆品技术 

专业（方向）代码：480101 

所属专业群：药品生物技术 

专业群代码：470102 

（二）入学要求 

高等职业学校学历教育入学要求一般为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

力学生。 

（三）修业年限 

学制：三年，可实行弹性学制 2～4年 

学历：大专（高职） 

二、专业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为化妆品专业，采用三交融三递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

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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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技术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

要的，主要面向化妆品行业，能够从事产品研发、生产、质管、营销等工作的高

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二）人才培养规格 

1.素质要求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

华民族自豪感。 

（2）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崇尚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

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树立爱岗敬业、忠诚奉献、乐观向上、团

队协作、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等职业信念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4）身心健康，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 1-2 项运动技能，养成良好的健身与

卫生习惯，以及良好的行为习惯。 

（5）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 1-2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2.知识要求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传统文化知识。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等知识。 

（3）具有数理统计的基础知识；一定的英语基础知识；一定的计算机知识，

能进行计算机基本操作。 

（4）具有基础化学和化学工程的知识。 

（5）具有化妆品原料的基本知识、化妆品和洗涤剂配方的生产工艺知识、

化妆品质量检验的相关知识。 

（6）具有化妆品管理和行业政策法规知识，并能在化妆品生产销售过程中

应用相关法规知识。 

（7）具有化妆品经营管理知识、化妆品营销渠道拓展和销售技巧等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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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力要求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具有一定的查阅文献、获取信息的能力及信息分析和处理能力。 

（4）具有一般化妆品的配方设计与样品制作，以及功效评价的能力。 

（5）具有化妆品生产操作和对化妆品原料与成品进行各种检验的能力。 

（6）具有获取新知识和技能的能力、终身学习和知识迁移能力。 

（7）具有创新思维、创业意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8）具有一定的社会适应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和竞争意识 

三、职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的就业岗位如下表所示： 

四、职业岗位与职业能力 

经过调研（见支撑部分），本专业的主要工作岗位为化妆品研发、化妆品生

产技术、化妆品检验、化妆品质量控制、化妆品营销与服务等。化妆品技术专业

毕业生从企业顶岗实习期开始到毕业后若干年后，从学徒成长为日化工程师、质

量工程师、检验主管、运营经理等职业成长阶段，相对应地，在广泛征求企业和

职业院校的意见后，根据职业能力的成长规律，构建起本专业的职业能力标准，

见下表。 

所属专业

大类（代

码） 

所属专业

类（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群或技术领

域举例 

轻工纺织

大类 

（58） 

轻化工类 

（5801） 

化妆品制

造 

（2682） 

《轻工行

业分类目

录 2017》 

日用化学品生产

人员 

（080217） 

专业化设计服务

人员 

（4080800） 

 

化妆品研制岗位群 

化妆品生产岗位群 

化妆品营销岗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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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岗位与职业能力对应表 

职业能

力等级 

职业领域与职业能力 

目标职

业岗位 

专业能力 关键能力 

应知（知识） 应会（专业技能） 

高职 化妆品

产品开

发岗位 

(1)了解化妆品

行业发展动态，

熟悉相关法律法

规，具有一定专

业英语基础； 

(2)掌握文献检

索、资料查阅的

基本方法，数据

处理、写作等基

本知识； 

(3)掌握化妆品

原料性能和配方

设计等化妆品产

品开发相关基本

知识。 

(4)掌握化妆品

生产的相关知识 

(1)能根据化妆品行业

发展动态把握市场需

求，能查阅英文资料； 

(2)能熟悉原料性能并

选用原料； 

(3)能进行样品配制及

相关配方设计能力； 

(4)能设计生产工艺流

程 

(5) 开展新产品的小

试和中试试验； 

（1）样品配制能

力 

（2）配方设计能

力 

（3）生产管理能

力 

（4）设备管理与

维护能力 

（5）原料与产品

检验能力 

（6）质量控制能

力 

（7）原料与产品

的销售能力 

化妆品

生产技

术管理

岗位 

(1)掌握洗涤用

品、乳化类化妆

品、水剂类化妆

品、美容类化妆

品、口腔卫生用

品 等 的 生 产 技

术； 

(2)掌握典型洗

涤用品、乳化类

化妆品、水剂类

化妆品、美容类

化妆品、口腔卫

生用品等的生产

工艺要求和常用

设备操作技能； 

(3)掌握化妆品

生产企业的生产

管理基础知识； 

(4)掌握化妆品

生产安全的相关

要 求 及 法 律 法

规。 

(1)能配制典型的洗涤

用品、乳化类化妆品、

水剂类化妆品、美容类

化妆品、口腔卫生用品

等化妆品； 

(2)能操作基本的化妆

品生产设备； 

(3)能对典型洗涤用

品、乳化类化妆品、水

剂类化妆品、美容类化

妆品、口腔卫生用品等

化妆品的生产流程及

参数进行监控； 

(4)能根据化妆品生产

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来

规范化妆品生产过程； 

(5)能分析化妆品生产

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

题，并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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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

检验 

(1)掌握与化妆

品相关的基础化

学和分析化学知

识； 

(2)掌握化妆品

理化检验的操作

流 程 和 操 作 规

范； 

(3)掌握化妆品

微生物检验的操

作流程和无菌操

作规范。 

(1)能对化妆品进行感

官检验； 

(2)能正确使用玻璃仪

器和分析仪器； 

(3)能检测常见化妆品

主要成分、添加剂、微

量元素和有毒污染物

等项目； 

(4)能进行化妆品微生

物项目的检验； 

(5)能对常用检测仪器

和实验设备进行基本

维护。 

化妆品

质量管

理 

(1)掌握化妆品

质量管理系统的

基 本 知 识 及 应

用； 

(2)掌握化妆品

质量管理体系、

化妆品生产许可

工作规范和化妆

品标签标识管理

规范等； 

(3)掌握化妆品

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 

(4)掌握质量管

理的手段和统计

工具 

(1)能合理运用化妆品

质量安全管理等体系

对化妆品生产现场进

行管理和监督； 

(2)能对现有的化妆品

质量安全体系进行建

设、维护和改进； 

(3)能对生产过程品质

问题的分析及处理跟

踪 

(4) 对品质信息进行

统计分析 

 

化妆品

营销与

服务 

(1)了解化妆品

市场及营销的基

本方法； 

(2)掌握市场调

研的基本方法； 

(3)掌握化妆品

的销售渠道； 

(4)掌握售后服

务与产品推广的

工作流程及服务

规范； 

(5)掌握化妆品

网络营销的方法

并 进 行 实 际 应

用。 

(1) 具有较强的交流

表达、数学应用、与人

合作、自我提高、解决

问题、革新创新、信息

处理、外语应用等最具

广泛迁移性的核心能

力（或称关键能力）； 

(2)能掌握基本的化妆

常识与技巧，； 

(3)能完成简单的市场

调查任务； 

(4)能根据销售计划和

市场制定或调整进行

产品销售策略；  

(5)能进行市场产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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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收集和简单分析； 

(6)能对接待客户时出

现的疑问、投诉等进行

处理。 

(7)能进行化妆品网络

销售。 

（二）职业素质和资格证书  

序号 证书名称 颁证单位 等级 

1 
全国高等学校英语

应用能力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

力考试委员会 

英语专业：A 级证书； 

非英语专业：B级证书或

高级职业英语能力认证

证书等。 

2 

全国计算机信息高

新技术办公软件应

用模块操作员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部 
国家职业资格四级 

备注：鼓励根据本人规划的就业方向考取相应的证书之一。 

五、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通过化妆品行业的岗位设置和人才需求的调研分析（见支撑部分），明确化

妆品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及面向的职业岗位（群），参照企业各个岗位工作

任务和职业能力要求，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职教经验，依托全国轻工教指委日化

专指委、广东省化妆品技术研究会人才专委会平台，建立化妆品配方师、化妆品

检验员、化妆品营销师职业能力等级标准，开发化妆品技术专业的职业能力单元

模块库，结合日用化学品生产人员、专业化设计服务人员等国家职业资格标准，

形成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并制订专业课程标准。 

（二） 职业能力分解和课程体系构建 

岗位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单元 对应课程 

进行市场调研并写出分析报告 能设计市场调研报告，检索

文献，总结评估调研数据 

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化

妆品安全和有效性评价、

化妆品专业英语 

常见化妆品配方的研制 能选择原料，能设计配方，

能制备样品、能对产品安全

和功效进行评价 

有机化学、化妆品原料、

化妆品配方与制备、化妆

品管理与法规、化妆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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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和有效性评价、化妆品

质量检验技术 

不同化妆品生产的工艺流程设

计 

能设计生产适用的工艺流

程 

化妆品配方与制备、化妆

品生产工艺 

岗位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单元 对应课程 

完成各类化妆品的生产 能根据作业指导书生产产

品 

化妆品配方与制备、化妆

品生产工艺 

操作和日常维护常用设备 能操作和维护常用设备 化妆品生产工艺 

处理生产中出现的常见问题 能分析和查找产品质量问

题并采取解决措施 

化妆品配方与制备、化妆

品生产工艺、化妆品质量

检验技术 

进行生产管理 能根据化妆品生产的法律

法规和标准来规范化妆品

生产过程 

化妆品管理与法规、化妆

品质量管理 

岗位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单元 对应课程 

对各种化妆品原辅材料、半成

品和成品的检验 

能按照检验标准进行检验 

能正确使用各种检验仪器

设备 

检验员基本操作技能训

练、无机与分析化学、仪

器分析、化妆品检验技术、

化妆品微生物检验技术 

对常用的检验设备进行维护 能维护检验设备 检验员基本操作技能训

练、仪器分析、精密仪器

使用与维护 

岗位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单元 对应课程 

参与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维护

和改进 

能运用质量管理体系的相

关知识 

化妆品质量管理、化妆品

检验技术、化妆品管理与

法规 

负责质量管理体系的实施 能运用和推行各种质量管

理手段 

化妆品质量管理、化妆品

管理与法规 

负责对生产过程品质问题的分

析及处理跟踪负责 

能进行产品质量控制 化妆品配方与制备、化妆

品生产工艺、化妆品质量

管理 

负责对品质信息的统计分析 能使用质量管理工具 化妆品质量管理 

岗位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单元 对应课程 

负责化妆品原料或成品的销售 能熟悉化妆品或原料的性

能特点和使用方法，掌握美

容化妆知识，掌握营销能力

和沟通技巧 

美容与化妆技术、化妆品

营销、电子商务、化妆品

原料、化妆品安全与有效

性评价、形态与礼仪 

解决客户在化妆品使用过程中

常用问题 

能熟悉化妆品或原料的性

能特点和使用方法，掌握美

容化妆知识，掌握沟通技巧 

美容与化妆技术、化妆品

原料、化妆品安全与有效

性评价、形态与礼仪 

（二）能力进阶与课程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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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方案 

（见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表） 

（四）各学期周数分配表  

 单位：周 

学年 学期 

教学周 教学活动

周（改卷、

录成绩等） 

入学教育 

（含军训） 
共计 课程教学 

（含实训） 
考试 

一 

一 16 1 1 2 

40 

二 18 1 1 0 

二 

三 18 1 1 

0 40 

四 18 1 1 

三 

五 20   

0 

20 

六 20   20 

合 计 114 4 2 120 

（五）各类课程学时结构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学时 学分 
占总学时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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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课程 

公共必修课 497 29.5 

31% 公共选修课 144 9 

“十项全能”

教育 
160 10 

专业课程 

专业群模块

课程 
64 4   

52.6% 专业必修课 1200 75   

专业拓展课 96 6 

综合实践，包括专业实

习（实训）、顶岗实习 
专业必修课 424 26.5 16.4% 

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比 
理论教学 934 

 
36.1% 

实践教学 1651 63.9% 

合计 － 2585   160   100%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1.公共基础类课程 

详见各门公共基础课程标准 

2.专业（技能）课程 

详见各门专业（技能）课程标准 

3.专业核心课程 

    详见各门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七）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表 

六、实施保障 

（一）专业师资条件 

1.具备本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并接受过职业教育教学方法论的培训； 

2.从事实践教学的主讲教师要具备化妆品相关专业类中级或以上的职业资

格证书； 

3.具备独立开发基于工作过程课程的能力； 

4.本专业核心课程“双师”资格教师（具备相关专业职业资格证书或企业经

历）的比例要达到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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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实训条件  

1.校内实训基地 

1 化学检验实验室 氮吹仪、通风设备、箱式电

炉、酸度计、电热鼓风干燥

箱、低速离心机、农药残留

监测仪、测汞仪 

化妆品理化检验 

2 精密仪器室（I）,

天平室 

CP214 电 子 分 析 天 平 、

FA2004N 电子分析天平、

721、722 型可见分光光度

计、752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UV1000型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化妆品分析检验 

3 

 

微生物及检验技术

实训室 

高压灭菌锅、恒温培养箱、

超净工作台、数码显微镜等 

化妆品微生物实验、 

4 精密仪器室（II）、

仪器分析实训室 

气相色谱仪（GC7900）、液

相色谱仪（LC-10Avp plus）、

原 子 吸 收 分 光 光 度 计

（AA6300C） 

化妆品分析检验、 

5 化学检验实验室 常用玻璃仪器、搅拌机、粘

度计等 

化妆品制备实验室 

6 化妆品功效实验实

训室 

皮肤毛发检测仪、色差计等 化妆品功效测试 

7 化妆实训室 化妆镜，化妆椅等 美容、化妆、养发实

训 

8 化妆品制备实训室 搅拌器、pH计、电炉 化妆品配方实验 

化妆品工艺试验 

 

2.校外实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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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主要实习项目 

1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分析检测、食品、化妆品检测 

2 广州市微生物研究所 检测、食品、化妆品检测 

3 广州市丹姿集团 化妆品制做、检验、销售 

4 广州奥蓓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化妆品制作、检验、销售 

5 佛山市银美联合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化妆品原料制做、销售 

6 广州市聚洋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化妆品配方助理，化妆品销售 

7 珠海市丝域连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化妆品销售 

8 广州阿芳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化妆品销售 

9  广州柏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化妆品生产 

10 博贤实业（广东）有限公司 化妆品制做、检验、销售 

11 广东三好科技有限公司 化妆品制做、检验、销售 

12 广州创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化妆品制做、检验、销售 

13 广州斑夫人医疗投资集团 化妆品销售 

 

（三）教学资源、质量管理等 

参考国家本专业教学标准要点配备 

1 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主要包括能够满足学生专业学习、教师专业教学研究和教学实施所

需的教材、图书文献及数字教学资源等。 

（1） 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的教材进入课堂。建立专业教师、

行业专家和教研人员等参与的教材选用机构，完善教材选用制度，经过规范程序

择优选用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图书文献配备应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的需要，方便师

生查询、借阅。图书和期刊总数（包括与本专业相关的技术基础课图书资料）应

达到教育都有关规定。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有关化妆品技术、生产、T艺

等各种技术标准、规范、手册及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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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

拟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

动态更新，能满足教学要求。 

2 质量保障 

(l)学校和二级院系应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

学质量监控管理制度，完善课堂教学、教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

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方面质量标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

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2)学校和二级院系应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

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

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

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3)学校应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校

生学业水平、毕业生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

成情况。 

(4)专业教研组织应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续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 

 

七、毕业要求 

1.修完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所规定的课程； 

2.毕业学分和学时要求：160学分， 2585 学时；   

3.参加 6个月（不含个别论证专业与现代学徒制）顶岗实习，考核合格； 

4.鼓励学生获取与职业能力要求相匹配的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职业

素质证书及实训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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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 

2021 级人才培养方案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提出的“教育必须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指导方针，根据专业调研情况

和专业建设委员会讨论结果编制，将课程思政、创新创业教育、美育教育、劳动

教育、生态文明教育等教育理念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是组织 2021 级学生教学

全过程，安排教学任务、实施教学管理、确保教学质量、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的基本依据。 

一、专业基本信息 

（一）专业名称、代码及所属专业群 

专业（方向）名称：烹饪工艺与营养 

专业（方向）代码：540202 

所属专业群：烹饪工艺与营养 

专业群代码：540202 

（二）入学要求 

高等职业学校学历教育入学要求一般为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

力学生。 

（三）修业年限 

学制：三年，可实行弹性学制 2~4年 

学历：大专（高职） 

二、专业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为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采用工学结合为主导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

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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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

第一线需要的，主要面向广东省餐饮行业和相关领域行业，能够从事烹调、营养

分析与营养配餐及餐饮业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二）人才培养规格 

1.素质要求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

华民族自豪感。 

（2）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崇尚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

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树立爱岗敬业、忠诚奉献、乐观向上、团

队协作、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等职业信念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4）身心健康，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 1-2 项运动技能，养成良好的健身与

卫生习惯，以及良好的行为习惯。 

（5）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 1-2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2.知识要求 

（1）掌握加工制作中西餐饮菜肴、面点的背景知识。 

（2）掌握中西餐饮菜肴、面点制作以及食品加工理论的知识和方法。 

（3）掌握餐饮服务与餐饮营销的业务流程。 

（4）理解厨政管理与质量安全控制体系标准，熟悉国家有关食品方面的法

律、法规、政策。 

（5）了解行业发展趋势热点 

3.能力要求  

（1）具有独立自主学习与知识转移能力； 

（2）具有调查研究与归纳总结能力； 

（3）具有基本软件办公能力，信息收集整理及数据分析能力； 

（4）具有制作中西餐饮菜肴、面点、菜肴规模化加工及品质管理能力  

（5）具有餐饮营销技能和服务技能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021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第 28 页，共 34 页 

（6）具有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7）具有评估总结工作结果能力； 

（8）与其他人良好沟通的技巧、外语交际能力。 

三、职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的就业岗位如下表所示： 

 

四、职业岗位与职业能力 

经过调研（见支撑部分），本专业的主要工作岗位为中、西式烹调师、中西

面点师、营养配餐员、餐饮销售服务员等。烹调工艺与营养专业毕业生从企业顶

岗实习期开始到毕业后若干年后，从学徒成长为烹调师、西点师、餐饮管理人员

等职业成长阶段，相对应地，在广泛征求企业和职业院校的意见后，根据职业能

力的成长规律，构建起本专业的职业能力标准，见下表。 

（一）职业岗位与职业能力对应表 

职业 职业领域与职业能力 

所属专业大

类（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代

码） 
主要岗位群或技术领域举例 

旅游大类 

餐饮类

（5402） 

餐饮业

（62） 

4030100中餐烹饪工 

4030101中式烹调师 

4030102中式面点师 

4030200西餐烹饪工 

4030201西式烹调师 

4030202西式面点师 

 

4030301调酒师 

4030302茶艺师 

 

4030401营养配餐师 

 

 

4030501餐厅服务 

指运用中国、西方传统或现代的烹

调方法，对食品原辅料进行加工，

烹制成具有中国风味的菜肴、面点

或小吃的人员。包括：中式烹调师、

中式面点师等。 

指从事配制酒水、茶水艺术冲泡的

人员。包括：调酒师、茶艺师、咖

啡师。 

指根据用餐人员的不同特点和要

求运用一定的营养知识，配制符合

营养要求的餐饮产品。包括营养

师。 

指在餐饮服务场所，为顾客提供就

餐酒水服务，清洗保管餐具、橱具、

酒具的人员。包括：餐厅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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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等级 

目标职

业岗位 

专业能力 关键能力 

应知（知识） 应会（专业技能） 

高职 中西式

烹调师 

熟悉制定中菜、西餐的作

业指导书、产品标准，质

量标准和按照计划要求组

织生产、进行工艺/技术管

理。 

可运用中国、西方传统或现代

的烹调方法，对食品原辅料进

行加工，烹制成具有中国风味

的菜肴、小吃的技术 

烹饪操作

能力、管

理服务能

力、营养

配餐能力

和食品安

全管控能

力 

中西面

点师 

熟悉制定中西式面点产品

的作业指导书、产品标准，

质量标准和按照计划要求

组织生产、进行工艺/技术

管理。 

运用中国、西方面点加工技术，

制作特色面点。 

营养配

餐员 

熟悉食品营养与卫生知

识、营养配餐技能。 

指具备营养顾问与营养餐的配

制技能，对一些特殊人群，提

出最佳的营养餐的方案并进行

膳食指导工作。 

安全管

理岗位 

熟悉行业法律法规，熟悉

厨政知识与食品安全管控

要求 

具备厨政管控能力，厨房出品

质量控制能力，能制作厨房安

全卫生规范文案 

营销服

务岗位 

熟悉餐饮市场营销、企业

管理、餐饮服务等知识 

餐厅技术、人力等管理方面的

岗位技能工作和管理工作。 

 

（二）职业素质和资格证书  

序号 证书名称 颁证单位 等级 

1 
全国高等学校英语应

用能力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

试委员会 

英语专业：A 级证书； 

非英语专业：B 级证书或高

级职业英语能力认证证书

等。 

2 

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

技术办公软件应用模

块操作员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国家职业资格四级 

3 餐饮营养师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 中级 

4 公共营养师 广东省营养师协会 中级、高级 

5 中式/西式烹调师 
广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厅 
中级、高级 

6 中式/西式面点师 
广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厅 
中级、高级 

7 粤菜制作（1+X） 广东省教育厅 中级 

8 粤点制作（1+X） 广东省教育厅 中级 

9 食品安全管理员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级、高级 

备注：鼓励根据本人规划的就业方向考取相应的证书之一。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021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第 30 页，共 34 页 

五、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通过餐饮行业的岗位设置和人才需求的调研分析（见支撑部分），明确烹饪

工艺与营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及面向的职业岗位（群），参照企业各个岗位工

作任务和职业能力要求，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职教经验，依托校企合作平台，建

立烹饪工艺与营养职业能力等级标准，开发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的职业能力单元

模块库，结合餐饮行业等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形成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

并制订专业课程标准。 

（一） 职业能力分解和课程体系构建 

岗位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单元 对应课程 

现代服务业中的大、中型

餐饮企业中式厨房管理与

生产各岗位。 

制定中菜的作业指导书、

产品标准，质量标准和按

照计划要求组织生产、进

行工艺/技术管理。 

烹饪原料知识、烹饪基本功、

烹饪产业化加工、粤菜烹调技

术、西式烹调、食品雕刻加工

技术、烹调工艺美术、冷盘与

盘饰制作、厨政管理 

焙烤食品企业、连锁店、

酒店饼房从事产品制作、

新产品研发等方面的岗位

技能工作和管理工作。 

制定产品的作业指导书、

产品标准，质量标准和按

照计划要求组织生产、进

行工艺/技术管理。 

中式面点加工技术、 

西式面点加工技术、宴会筵席

设计、菜肴设计与创新、餐饮

创新研发 

餐饮企业、机关食堂、月

子中心等集中就餐单位的

营养配餐员岗位 

营养调查、膳食指导、营

养配餐 

烹饪营养与卫生、营养配餐技

术、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 

餐饮企业、机关食堂、月

子中心等集中就餐单位的

食品安全管理员岗位 

餐饮企业质量管理与品质

控制 

餐饮食品安全与管理、食品标

准与法规 

各类餐饮、食品加工企业、

食品流通企业（商场超市、

食品贸易公司），休闲旅

游、餐饮业等 

产品销售服务、企业（产

品）宣传、市场开发、产

品推广、售后服务 

餐饮服务英语、餐饮企业管理、

餐饮市场营销、餐饮服务技能 

 

 

 

 

（二）能力进阶与课程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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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方案 

（见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表） 

（四）各学期周数分配表  

 单位：周 

学年 学期 

教学周 教学活动

周（改卷、

录成绩等） 

入学教育 

（含军训） 
共计 课程教学 

（含实训） 
考试 

一 
一 16 1 1 2 

40 
二 18 1 1 0 

二 
三 18 1 1 

0 40 
四 18 1 1 

三 
五 20   

0 
20 

六 20   20 

合 计 114 4 2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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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类课程学时结构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学时 学分 
占总学时比例

（%） 

公共基础课程 

公共必修课 497 29.5 

31% 公共选修课 144 9 

“十项全能”

教育 
160 10 

专业课程 

专业群模块

课程 
96 6   

51% 专业必修课 1152  72  

专业拓展课 96 6 

综合实践，包括专业实

习（实训）、顶岗实习 
专业必修课 544 34 21% 

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比 
理论教学 1036 

 
40% 

实践教学 1557 60% 

合计 － 2593   160.5   100%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1.公共基础类课程 

详见各门公共基础课程标准 

2.专业（技能）课程 

详见各门专业（技能）课程标准 

3.专业核心课程 

 详见各门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七）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表 

六、实施保障 

（一）专业师资条件 

1.具备本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并接受过职业教育教学方法论的培训； 

2.从事实践教学的主讲教师要具备餐饮专业类中级或以上的职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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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备独立开发基于工作过程课程的能力； 

4.本专业核心课程“双师”资格教师（具备相关专业职业资格证书或企业经

历）的比例要达到 60%以上； 

（二）主要实训条件  

1.校内实训基地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设备 主要实训内容 

1 
粤菜基地中烹实

训室 

燃气蒸柜、六头煲仔炉、双头单尾炒炉、

四门冷柜、燃气烧腊炉 

烹饪原料学、粤菜烹

调技术、宴会筵席设

计、中华名菜 

2 
粤菜基地烘焙实

训室 

面包烤炉、醒发箱、起酥机、四门冰箱、

保鲜工作柜台、打面机、制冰机 

中式面点制作技术、

西式面点制作技术、

烹调基本功（面点）、

考证培训 

3 
粤菜基地基本功

实训室 

四门冰箱、多媒体、保鲜工作柜台、工

作台、三星水池 

烹调基本功（烹调）、

食品雕刻、冷拼与盘

饰制作 

4 
粤菜基地VR实训

室 

VR 智能高端体验一体机、VR烹饪文化体

验系统、VR粤菜文化体验系统 

烹饪原料学、中西饮

食文化、烹调基本功、

烹调技术 

5 
食品初加工与烹

饪产业化实训室 

离心机、高压均质机、胶体磨、板框压

滤机、双室真空包装机、果蔬榨汁机、

含气饮料生产线、手扳封罐机、电热夹

层锅、立式杀菌器、果蔬破碎机、小型

饮料用水逆渗处理装置等 

烹饪原料学、烹饪营

养与卫生、烹饪产业

化加工、调酒艺术 

6 食材分析中心 

温湿自动记录仪、便携式水质硬度仪、

浊度分析仪、亮（色）度计、分光光度

计、离心机、旋转蒸发仪、化玻等 

烹饪原料学、烹饪化

学 

7 
营养与配餐考证

实训室 

多媒体教学系统、教师工作中、学生机、

营养配餐软件平台 

烹饪营养与卫生、营

养配餐技术、考证培

训 

8 餐饮服务实训室 
移动多媒体、咖啡机、中餐台、西餐台、

椅子、屏风等 

餐饮服务技能、餐饮

市场营销 

9 
微生物及检验技

术实训室 

高压灭菌锅、恒温培养箱、超净工作台、

数码显微镜、智能型霉菌培养箱、等 

烹饪原料学、餐饮食

品安全与管理 

 

2.校外实习基地 

序号 名  称 主要实习项目 

1.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顶岗实习、课程教学参观 

2.  东莞华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顶岗实习、课程教学参观 

3.  广东仟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课程实训、顶岗实习 

4.  广东汇香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顶岗实习 

5.  广东三元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 顶岗实习、课程教学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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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百胜集团 顶岗实习、课程教学参观 

7.  深圳凯宾斯基酒店 顶岗实习 

8.  深圳机场悦嘉酒店 顶岗实习 

9.  广州蒸烩煮食品有限公司 顶岗实习 

10.  顺德联塑万怡酒店 顶岗实习、课程教学参观 

11.  深圳东方联投万怡酒店 顶岗实习、课程教学参观 

12.  清远狮子湖喜来登酒店 顶岗实习、课程教学参观 

13.  广州中国大酒店 顶岗实习 

14.  深圳福朋喜来登酒店 顶岗实习、课程教学参观 

15.  佛山君御温德姆酒店 顶岗实习、课程教学参观 

16.  广州德安丽舍凯宾斯基酒店 顶岗实习 

17.  惠州琥珀酒店 顶岗实习 

18.  侨鑫集团 顶岗实习 

 

（三）教学资源、质量管理等 

参考国家本专业教学标准要点配备 

七、毕业要求 

1.修完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所规定的课程； 

2.毕业学分和学时要求：160.5学分， 2593学时；   

3.参加 6个月（不含个别论证专业与现代学徒制）顶岗实习，考核合格； 

4.鼓励学生获取与职业能力要求相匹配的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职业

素质证书及实训工作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