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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
检测技术”专业群始终坚持改革创新，
与产业发展同步伐共命运，主动融入

“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精准对接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了大批生命健
康产业发展急需的优秀食品安全人才。

2020 年，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群凭借优秀的
办学成果和育人质量，立项为省高水平
专业群A档，入选首批省级职业教育教
师教学创新团队，其追求办学品质的历
程为推进我国同类专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可推广可借鉴的经验。

举旗定向
党务业务双融共促

纵览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食品
检验检测技术”“双高”专业群的发展历
程，专业群的每一步发展背后都有着党
建的坚强支持，而党建的每一次创新又
会推动专业群建设发展进入一片新的天
地。

在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学院党
总支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第一责任，充
分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将党
的建设与业务工作有机融合，引领全院
教职员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形成推动“食品检验检测技
术”“双高”专业群改革发展的强大能
量，充分展现出党委举旗定向的领导核
心作用。

在学院党总支的坚强领导下，“食品
检验检测技术”专业群把党建优势转化
为专业群的发展优势，把党建资源转化
为专业群的发展资源，把党建成果转化
为专业群的发展成果。

同频共振
对接产业办专业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
检测技术”专业群自组建以来，始终把
教育教学放进区域发展的战略空间加以
考量，与时代同频、与地区同频、与产
业同频。近年来，学院聚焦食品、医药
检测、质量管理、营养指导、生物医药
等岗位人才的需求，组建了以食品检验
检测技术专业为核心，农产品加工与质
量检测专业、生物制药技术专业、食品
质量与安全专业、食品营养与健康专业
为支撑的专业群，为浙江省打造生命健
康科创高地提供有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支撑，为质量强国建设、国民健康
素质提升、“重要窗口”建设作出积极贡
献。

生命健康产业是浙江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其中食品药品安全与营养健康
两个重要领域也迎来了发展的风口，对
人才的技术技能专业化、复合化、创新
性、发展性要求不断提高。为适应生命
健康产业对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
求，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与浙江农林
大学合作了浙江省仅有的食品类四年制
高职试点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架
起人才培养“立交桥”，为生命健康产业
提供工程师级的食安人才。

德技辉映
成就精彩人生

在“德技辉映，成就精彩人生”的
理念指引下，“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
群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
重，全面发展”的方针，全力打造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高地。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群紧紧围
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理想信念为核
心，大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学校

“三强化”人才培养体系指导下，以服务
健康中国（浙江）为目标，以培养具备
食品药品质量安全与营养健康综合技
能，同时具备良好职业素养、创新意识
与工匠精神的复合型、创新型、发展型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培养定位，创新
构建“标准融入、校企协同、分层分
类”的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

“标准融入”是指按照专业设置与产
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
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要求。

专业群以食品检验检测技术等国家专业
教学标准、农产品食品检验员职业标准
为依据，融合食品检验管理、食品合规
管理等“1+X”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根
据专业群共建共享原则，制定专业群人
才培养方案，模块化重构专业群课程体
系，提升课程体系的专业化水平；以食
品药品检测相关国家标准、药典和质量
管理必需的质量体系文件为依据，修订
课程标准，将实际的生产或操作过程融
入课程项目，增强课程的实践性。

“校企协同”指专业群与全国检验检
测认证职业教育集团共建“TIC产业学
院”，共同制定系列产教协作方案，包括
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共建共享方案、技
术创新共享方案、实训培训资源共享方
案、师资共享方案等。浙江方圆检测集
团、药明生物等区域标杆企业全程协同
参与人才培养，合作开展技术创新，占
领人才培养优势的制高点，实现整体融
合共赢。

“分层分类”指的是专业群通过融入
职业技能证书的模块化专业群平台课
程、接轨行业前沿的专业群拓展课程满
足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
求。依托专业群所在的食品农产品质量
安全省级协同创新中心、食品检测中
心、省财贸高技能“双师”工作室等，
校企合作开展项目研究，激发教师、学
生对新技术应用的思考与创新，培养

“杰出工匠精神”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专业群积极参与人

才培养标准的制定。主持制定国家职教
专科“食品检测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职教本科“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简
介，主要参与制定职教专科“食品营养
与检测”“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专业
教学标准，“食品营养与检测”“食品智
能加工技术”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
参与制定“可食食品快速检测”“食品合
规管理”“1+X”职业技能标准。

通过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改革，学生
逐步开启了精彩人生：在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赛项中
获全国一等奖17项、省级一等奖21项；
开展省“新苗计划”项目14项，授权实
用新型专利2项。多年来，专业群为区
域输送食品安全、生物医药人才3000余
人，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7%以上，就
业满意度保持在95%以上，部分学生成
长为企业技术骨干、管理人员。

创新创见
打造高素质教学团队

打造高品质的职业教育，离不开高
素质的教师队伍，专业群建设更是如
此。“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群在建设
的过程中，高度重视教师的作用，创新
创见，打造了一支高素质教学团队，全
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制订教师成长计划，建立教师成长
档案；开展有效课堂认证、双元融合、
课程思政等教学专题研修，提升教师教
学能力。组织团队教师每3年开展至少6
个月的顶岗锻炼，有效提升教师食品分
析检测、食品工艺开发等能力，引导教
师主动适应新技术、新规范、新工艺。
鼓励教师开展创新食品研发、检测技术
开发等横向项目，促进教师由教学型向
服务型转变。

专业群不断强化师资的“引培协
同”机制，引进顶级检测专家，建立

“大师工作室”，开展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
订、课程标准制定、教师实践能力标准
设计、检测技术指导等工作，从产业发
展的角度为专业建设把脉护航。与全国
检验检测职教集团共同制定《产业导师
互聘管理办法》，引入2名产业导师，参
与产业学院建设，包括开展课程资源建
设、模块化教学实施、情境式教学、技
术专家讲座等，促进产业链与教育链有
效衔接。

此外，专业群对应检验检测、质量
管理、生物医药、营养健康等岗位能力
模块组建4个专项能力教学组，每个模块
除专任教师外，都配备至少一名学校检
测中心专职人员或企业专家，作为技术
指导。专业基础课教师加入相关的子模
块，定期开展集体备课，就基础、专业
课程内容的内在逻辑、教学模式、教学
手段、考核评价等环节进行充分的讨论

交流。
专业群深耕于信息化教学改革与创

新，主持国家职业教育农产品与食品质
量检测技术教学资源库建设，联合全国
17所院校建设了2.7万余条资源、40门
课程，目前共有来自全国的学习者8万
余人，成为行业内重要的资源共享平台
之一。此外，建有1门国家精品资源共
享课程、4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经过近6年的混合教学实践，逐步形成
了“资源—手段—方案—模式”“四位一
体”的混合教学模式。教师获省微课比
赛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省教学能力
竞赛一等奖1项；2个案例入选全国高等
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共建共享联盟“线上
线下混合教学优秀典型案例”，1个案例
入选浙江省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
案例、中央电化教育馆职业院校信息化
建设与应用成果案例。

共建共享
产教融合实现校企共赢

专业群创新开拓了“五进入三融
合”深度产教融合资源建设路径，从核
心教学资源入手，融入标准、素养、新
技术，实现岗课赛证融通，以优质丰富
的教学资源为人才培养提供强力支撑。

标准进人才培养方案。专业群瞄准
检测产业岗位需求，对接国标行标等标
准和工作过程，通过开展专业建设指导
委员会、研讨会等形式，将检测企业岗
位规范、食品合规管理等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的要求引进人才培养方案，并融入
工匠精神、诚信公正、科学严谨、劳动
光荣等职业素养要求。

产业实例进教材。校企合作组建编
写团队，基于企业的真实项目，共同开
发《食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微生物检
验技术》等工作手册式教材与虚拟仿真
资源。

真实项目进课程。校企协同重构课
程内容，将企业经典、前沿的检测、质
管项目作为载体引进课程，将新规范、
新技术、新工艺等技术要求融入课程。

课题研究进论文。以项目为驱动，
联合培养学生，将企业技术研究项目引
进毕业论文，探索“师研生随、师导生
创、师生共创”的项目实施模式，激发
企业、教师、学生三方创新动能。

竞赛项目进教学。将国家级别赛项
任务转化设计为教学项目、赛项设备转
化为教学设备、赛项评价转化为教学评
价，将竞赛转化为惠及全体学生的教学
资源。

专业群精准对接钱塘区的产业优势
与未来规划，以省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
建设为契机，通过多种形式“引企入基
地”，建成了“1（学校）+N（从农田到
餐桌各个环节）”深度共建的技能实训
和技术创新服务“双平台”，形成了真流
程、真设备、真环境、真业务的实践育
人环境。实训平台为服务平台提供教
师、师傅、学生的支撑，服务平台形成
的实际案例、实践项目、创新项目、研
究课题反哺实训平台。学生通过“双平
台”的学习、实训、实践，具备了职业
人的能力与素质，缩短了企业后备人才
的培养周期。技术技能创新“双平台”
建设相关案例入选国家教育部门2021年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典型案例，获得了高
度认可。

此外，专业群还极富远见地意识到
教育信息化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机遇，在
信息化教学、智慧课堂等方面开展了全
面探索。

基于专业群主持建设的国家教学资
源库、新形态教材，借助人工智能，结
合大数据，采用 SPOC、翻转课堂等教
学方法，深入探索“资源—手段—方
案—模式”“四位一体”的信息化教
学模式，结合学业水平诊断系统，
有质有效地开展混合教学，激发学
生自主学习的动力。建成以食品
分析检验虚实一体实训室、食
品智能制造虚实一体实训室、
大型分析仪器沉浸式 VR 实
训室、营养指导与科普沉
浸式 VR 实训室 4 个模块
组成的食品 （农产品）
质量安全虚拟仿真实
训中心，有效破解食

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实训中“看
不到”、“进不去”、成本高、危险性大等
问题，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同时
为企业订单培养、内部培训、工艺流程
改进提供服务。联合企业开发了包含30
个检测项目的虚拟仿真实训系统，与企
业联合申请软件著作权3项。虚拟仿真
实训基地被立项为省职业教育示范性虚
拟仿真实训基地。

靶向供给
办好专业促产业

从2017年开始，专业群紧紧抓住区
域经济发展的需求，校政社企四方共建

“食品检测中心”，于2017年8月获得省
质监部门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证书，在此基础上于2018年、2019年两
次进行扩项，目前食品检测中心可开展
79大类1100项检测项目的检测，成为人
才培养、技术服务、技术研发、产品认
证、社会培训等功能有机融合的生产性
实训基地。基地被立项为浙江省首批高
等学校省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被国家
教育部门认定为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生
产性实训基地、“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
基地及协同创新中心，培训检测行业人
员超过4000人。

专业群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与浙江
巨邦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浙江蓝美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合作，通过项
目引入、设备捐入、师傅请入、教师派
入、学生选入，在产品研发、产品中
试、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多维度深层次
合作。比如为浙江蓝美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的龙头产品“蓝美1号”提供系统技
术支持，包括蓝莓花青素检测、保健饮
料开发及果干工艺优化、蓝莓保鲜实用
技术等方面的技术支持工作，帮助企业
完成了新资源食品申报，实现了公司
800万元/年的利润增长。

此外，专业群与杭州市钱塘区市场
监管部门合作共建食品安全服务平台，
教师带领学生通过食安监管等专业实践
活动和食安科普宣教等工作，提升了师
生的实践水平和学生的职业荣誉感，助
力区域健康中国建设。2020年，平台获
批浙江省中小学劳动实践基地暨职业体
验基地。基地积极响应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要求，借助学校的
场地、师资、资源优势，针对中小学生
群体的特点，结合校内学科教育的内
容，分阶段打造了科普品牌系列课
程，将食育与劳动教育相结合、课堂
教育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科普活动
与职业体验相结合。专业群师生
在食安从业人员培训、食品安全
宣传周、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区
建设和“你点我检”“你执
法 我参与”等专项活动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师生团
队开发了“食安云科
普”微信公众号，制
作科普动画、拍摄实
验小视频、编辑科
普推文等，建设
了大量通俗易
懂的食安科普
资源，有力
促 进 了 大
众 的 科
普素养
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专业群师生通过各
项活动，在行业中了解食品安全热点事
件和监督难点，不断在实践中充实教学
案例，有效反哺教学。学生将在校内学
习的知识运用于科普与食品安全监管实
际，深刻体会到作为食品安全监管者与
科普工作者为健康中国服务的崇
高责任与情怀。

2021 年，基于良好的
合作基础，专业群与杭州
市钱塘区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续签了《共建食品安全
服务平台合作协议》。2021
年 6月 11日，浙江省市场
监管部门联合钱塘区在学
校成功举办食品安全宣传
周暨“你点我检进校园”
现场活动仪式，学校被授
牌为“浙江省食安风险预
警交流基地”。2022 年 9
月，学校成功承办了浙江
省首届食品检验检测行业
技能竞赛（决赛），在
行业里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

如今，浙江经贸
职业技术学院“食品
检验检测技术”专业
群踏上了新的征程。
未来，在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指引下，在学
校 党 委 的 坚 强 领 导
下，“食品检验检测
技术”专业群怀着
成为推动区域产业
升级的贡献者、
产教融合实体
化的先行者的
梦 想 踔 厉 奋
发、勇毅前
行。
（叶素丹

阙斐）

聚力“双高”培养优秀食品安全人才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建设“食品检验检测技术”“双高”专业群

特色为笔笔
绘制“双高”建设新画卷•浙江篇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群始终坚持改
革创新，与产业发展同步伐共命运，主动融入“健康中国”等国家战
略，精准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了大批适应生命健康产业
发展急需的优秀食品安全人才。

2020年，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群
凭借优秀的办学成果和育人质量，被立项为省高水平专业群A档，入
选首批省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其追求卓越办学品质的历程
为加快推进我国同类专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推广可借鉴的经验。

⑥⑥

①学生参加学生参加““农产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品质量安全检测””竞赛竞赛

②专业群教师在专业群教师在
VRVR实训室开展仪器操实训室开展仪器操
作虚拟仿真教学作虚拟仿真教学

③在食品检测中心在食品检测中心
开展大型仪器分析教学开展大型仪器分析教学

④订单班学生在企订单班学生在企
业师傅的指导下学习前业师傅的指导下学习前
沿检测仪器操作沿检测仪器操作

⑤食品检验检测技食品检验检测技
术专业群团队合影术专业群团队合影

⑥专业群教师为小专业群教师为小
学生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学生开展食品安全科普
活动活动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