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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级化工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名称：化工生物技术

专业代码：570102

所属专业大类、专业类：57生化与药品 大类、5701 生物技术类

一、招生对象、学制及学历

（一）招生对象

高中毕业生，或相当于高中学历的生源。

（二）学制及学历

三年（全日制），专科层次。

二、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技并修、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创业能力，掌握化工生物技术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专用化学产品制

造业和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业的生化技术领域，能够从事生物化工产品的生产操作、生产设备维

护、营销服务等岗位工作，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服务区域发展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一）素质目标

1.政治思想素质：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劳动观；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国家认同感、

中华民族自豪感；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

2.身心素质和人文素养：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理、健全的人格和运动技能；具有一定的审美和

人文素养，具有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3.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具有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具有质

量意识、绿色环保意识、安全意识；具有团队精神、创新精神；具有一定的职业沟通能力和信息素

养。

（二）知识目标

1. 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

2. 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文明生产、环境保护、安全消防等知识；

3. 掌握本专业必需的基础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等基础知识；

4. 掌握发酵生产单元操作、典型发酵工艺等基础知识；

5. 掌握生化分离单元操作、典型生化提取与精制工艺等基础知识；

6. 掌握生物工程设备工作原理及操作、维护的基础知识；

7. 掌握生物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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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掌握常见生化产品应用原理、典型应用工艺等基础知识；

9. 熟悉生化生产原料、半成品、产品检验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10. 熟悉生化工厂工艺设计的基础知识；

11. 熟悉生化产品营销的基础知识；

12. 了解本专业所面向行业发展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和新方法。

（三）能力目标

1. 能够根据生化生产工艺要求和操作规范，熟练进行生物化工产品生产操作；

2. 能够在生化生产过程中熟练调整工艺参数；

3. 能够完成工艺文件的编制与归档；

4. 能够熟练对常见生化生产设备进行选型、使用与维护；

5. 能够发现、判断与处理生化生产过程中常见异常现象和事故；

6. 能够对生物化工产品进行应用，对生物加工副产物进行综合利用；

7. 能够对生物化工生产原料、半成品、产品进行检验；

8. 能够协助设计工厂工艺，协助研发新产品、新技术，协助设计生产工艺；

9. 能够根据企业管理规范实施生产一线的管理工作；

10. 具有一定的产品营销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11. 具有一定的信息加工能力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12. 具有探究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三、职业范围

（一）就业岗位

就业范围 就业岗位 主要业务工作

主要职业类别

(参照《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对应的小类及国

家标准编码)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企业、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

企业

生产操作岗位
执行工艺任务，控制工

艺参数，维护生产设备

GBM20236 轻工工程技术人员；（小类）

2-02-36-03 生物发酵；（细类）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企业、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

企业

产品营销岗位

执行营销任务，营销生

化产品与进行相关技术

服务

GBM40102 销售人员；（小类）

4-01-02-01 销售员；（细类）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企业、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

企业

生产管理岗位
执行生产任务，管理生

产运行

GBM20236 轻工工程技术人员；（小类）

2-02-36-03 生物发酵；（细类）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企业、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

企业、相关检测机构

产品检验与质量控制

岗位

执行产品检验和质量控

制任务，检验操作，质

量评定，维护质量控制

体系

GBM40805 检验、检测和计量人员；（小

类）

4-08-05-01 农产品食品检验员；（细

类）

（二）拓展岗位

就业范围 拓展岗位 主要业务工作
主要职业类别

(参照《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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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类及国家标准编码)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企业、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

企业、相关设计机构

工艺设计岗位
执行设计任务，工厂工艺和

设备的初步设计

GBM2023 工业产品设计工程

技术人员；（小类）

2-02-34-01 产品设计工程

技术人员；（细类）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企业、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

企业、相关研究机构

技术革新岗位或研发岗位

执行技改或研发任务，参与

技术革新或新产品、新工艺

的研发

GBM2023 工业产品设计工程

技术人员；（小类）

2-02-34-01 产品设计工程

技术人员；（细类）

四、毕业标准

（一）学分要求

三年内修满 127 分。

（二）“1+X”证书试点要求

类型 证书名称 颁证机构名称（单位）

等级（初

级、中级、

高级）

是否纳入

毕业条件

（是/否）

备注

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社

会认可度高

的行业企业

标准和证书

农产品检验工
国家人力资源保障厅或

行业协会
中级 是

选考

农产品检验工
国家人力资源保障厅或

行业协会
高级 否

乳品评鉴工
国家人力资源保障厅或

行业协会
中级 是

酒类品鉴工
国家人力资源保障厅或

行业协会
中级 是

黄酒酿造工
国家人力资源保障厅或

行业协会
中级 是

高职英语证

书（二选一）

1.广东省高职职

业英语合格证书

广东省高职院校公共英

语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

是

中高职贯通

32 分段生源、

新疆生源、对

口支援生源、

现代学徒制、

艺术设计学

院不列入毕

业资格审查

条件

2.参加学校组织的外语水平测试，达到合格标准

计算机水平

证书（二选

一）

1.全国高等学校

非计算机专业计

算机水平合格证

书

广东省普通高校计算机

应用水平考试委员会
一级

是

2.参加学校组织的信息技术水平测试，达合格标准

说明：1.“1”是指高职学历文凭，“X”证书可以是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专项证书和培训证书，

统称为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每个专业至少列举 3个或以上职业技能等能证书、社会认可度高的行业企业标准和证书，并

注明必考或选考，X 证书是否纳入毕业条件，由二级学院组织行业企业及同行专家论证后确定。

3.参加广东省组织的或学校组织“高职英语证书、计算机水平证书”，应参照二级学院组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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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结果和专家评审结果选取其中一种；

（三）其他要求

1.专业的每个学生必须获得以下体育类课程学分：

（1）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的通知（教体艺〔2014〕

5 号）文件要求，体质测试成绩达不到 50 分者按结业或肆业处理。

（2）根据《广东省学校体育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要求，每个学生需修满体育类课程 108

学时，具体由以下三类课程组成，分别计算学时学分。

序号 体育类课程 学时（学分） 备注

1 职业体育 56 学时（2.0学分）

第一、二学期以必修课程形式开设，第三、四

学期以俱乐部形式开设选修，学生参加俱乐部

体育活动累计达 24 学时，可兑换 1学分。

2 体质测试
8 学时×3 学年=24 学时

（1.0 学分）

每年测评一次，毕业时，测试的成绩达不到 50
分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

3 校运会
16 学时×3 学年=48 学时

（2.0学分）
第 1、3、5 学期举行

合计 128学时/5.0 学分

2.创新创业教育要求：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教育部《高等职业教

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文件要求，构建创业教育课程体系，通过第一课堂学习和

第二课堂实践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具体见下表。

序

号

创新创业

课程模块
课程 学分/学时要求 备注

1 通识基础类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 1.5 学分/24 学时

以必修课形式开设
《大学生就业创业

指导》
1.5 学分/24 学时

2 拓展类课程

《创新改变生活》 1.5 学分/24 学时

以选修课形式开设

《优秀创业案例分

析》
1.5 学分/24 学时

《信息处理能力》 1.5 学分/24学时

《职业沟通能力》 1.5 学分/24学时

《解决问题能力》 1.5 学分/24学时

《团队合作能力》 1.5 学分/24学时

《自我管理能力》 1.5 学分/24学时

3 专业技能类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标准中体现创新创业教育模块教学内容。每门专业核心课需分配

4～8 课时，用于讲授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等，将培养创新创业思

维与专业技能融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逐步形成创新教

学内容由企业兼职教师讲授的机制。

4
创新创业实践

（第二课堂）
《社会实践》

在第二、四学期假期开设，各计 0.5
学分，合计 1学分。

①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建设大学科

技园、大学生创业园、创业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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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和小微企业创业基地，作为

创业教育实践平台；

②鼓励学生利用第二课堂时间，

参加创新创业实践，培养学生创

新创业实际运用能力。

技能竞赛

1.开设《技能拓展类课程》，面向

从校级竞赛中选拔出来的学生，参

加广东省选拔赛训练，完成课程任

务，达到要求的学生，计 3学分。

2.获得省级专业技能竞赛三等奖及

以上名次，按照“技能对等”原则，

可替代专业职业资格证书。

技术研发、发明创

造、专利申请、撰

写论文等

1.开设《创新型项目课程》，采用

导师制形式，学生完成课程任务，

达到要求的学生，计 2学分。

2.获 1 项专利、公开发表 1 篇论文

或参与 1项校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可免修毕业设计（论文）。

5 辅修专业

开设“技术创新类创新创业”、“创意类创新创业人才”、

“互联网+创新创业人才”、“职业经理人人才”等创新

创业类辅修专业

由创业学院负责实施

3. 创新创业教育类课程学分置换：

（1）学生参加创新创业教育类课程学习，包括校级及以上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含创新训练项目、

创新实践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校级及以上各类创新竞赛（含挑战杯竞赛）、创

业竞赛活动等等，所获得规定的成果，按照《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管理

办法（试行）》进行学分认定和置换，其中，创业学院学生的学生：创新创业方向与学生所学专

业方向一致的情况下，专业核心课程学分可以置换（含实训），但必须达到该办法第四条所规定的

条件；创新创业方向与学生所学专业方向不一致，专业核心课程学分不能置换，可以采用免听不

免考方式。非创业学院学生：专业核心课程学分不能置换。

（2）学生自第二学期起，可申请创新创业学院的“技术创新类创新创业人才”、“创意类创新

创业人才”、“互联网+创新创业人才”、“职业经理人人才”等辅修专业，申请学习的学生需满足

学业排名在班级前 50%，经二级学院审核推荐、指导教师面试合格，具体修读计划需参照创新创业

类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4.全国自考本科课程与高职课程的学分置换：

为促进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相互衔接，体现高本课程学分互认互通，满足学生多样化、多层次、

个性化的终身学习需求，学生获得的高本衔接课程学分，可参照《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全国自学

考试高本衔接课程学分置换管理办法（试行）》进行置换。

5.专业的每个学生可选择获得以下选修课程学分：

（1）学生获得由教育部组织的职业核心课程类的相关证书，可认定为职业核心能力相应选修课

程学分和成绩。

（2）为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以赛促学，学生参加体育类比赛取得省级三等奖以上

优异成绩的可以替代公共选修课学分，一个奖项计 1 学分，最多不超过 3 学分。

6.各类技能竞赛训练课程要求：

（1）各专业（群）要根据国内、国际技能竞赛标准制定专业（群）技能训练大纲，融入相应课

程教学标准；

（2）学生参加省、国家、国际等教育主管部门及行指委（教指委）组织的各类技能大赛获得奖

项的，可参照学生技能竞赛学分置换相关办法进行学分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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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德智体美劳”大素质教育要求

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根据“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综合测评管理办法（2019

年修订）”要求，学生在校期间需参加第一课堂学习成绩和参与第二课堂各类综合素质活动，通过

学校《德智体美劳大素质教育测评体系》综合评价，成绩合格(60 分及以上)准予毕业，并纳入人才

培养方案毕业条件。

五、典型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

任务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对接课程（主要） 主要教学内容及要求

1.生产操作

1-1 菌种选育、保

藏和扩大培养

1-1-1 分离、常规选育菌

种、菌种扩大培养

微生物学基础/微生物技

能实训/微生物工艺技术

/生物化工产品生产技术

菌种分离、纯化；接种、

无菌操作、扩大培养

1-2 培养基制备

及设备灭菌

1-2-1 原料预处理、培养

基配制与灭菌、发酵罐及

相关管道灭菌

微生物学基础/微生物技

能实训/微生物工艺技术

/生物工程设备/化工原

理/生物化工产品生产技

术

培养基的组成、设计；

培养基的配制；灭菌技

术

1-3 发酵过程控

制

1-3-1 种子的移接、各类

型发酵中工艺参数（溶

氧、pH、温度、补料、泡

沫消除等）的控制、染菌

防治

微生物学基础/微生物技

能实训/微生物工艺技术

/生物化工产品生产技术

发酵工艺参数对微生

物及发酵产品的影响

1-4 发酵产物提

取与精制

1-4-1 综合应用物理、物

化、生化技术提取与精制

发酵产物

微生物工艺技术/生化分

离技术/生物加工副产物

综合利用/生物化工产品

生产技术

发酵液的预处理、分离

方法、沉淀法、膜过滤

法、萃取法、吸附法

1-5 天然产物的

提取与综合利用

1-5-1 综合应用生化分离

技术提取天然产物及副

产品

生化分离技术/生物加工

副产物综合利用

天然产物的预处理、分

离方法、沉淀法、膜过

滤法、萃取法、吸附法

1-6 生物加工副

产物综合利用与

废物处理

1-6-1 综合应用物理、物

化、生化技术生产和处理

废弃物

生化分离技术/生物加工

副产物综合利用

果蔬、水产品、肉、粮

食、酒、氨基酸等加工

业的综合利用

2. 营销及技

术服务

2-1 产品与设备

营销

2-1-1 专业知识的综合应

用、营销知识的综合应用

和表达与沟通能力

生物化工产品生产技术/

生物加工副产物综合利

用/生化产品应用与营销

服务

常见生化产品的生产

工艺、应用与营销

2-2 售后技术服

务

2-2-1 专业技术的综合应

用、产品相关应用技术综

合应用

生物化工产品生产技术/

生物加工副产物综合利

用/生化产品应用与营销

服务

常见生化产品的生产

工艺、应用与营销

3.检验与质量

控制

3-1 原辅料与产

品检验

3-1-1 样品处理、样品检

验、数据处理与分析

实验室组织与管理/分析

化学/生化产品检测技术

/实验设计与数据分析/

生化产品的样品预处

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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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工产品生产技术

3-2 质量控制
3-2-1 质量评定、质量控

制体系的运行

实验室组织与管理/分析

化学/生化产品检测技术

/实验设计与数据分析/

生物化工产品生产技术

生化产品生产的工艺

质量控制

3-3 微生物检验
3-3-1 微生物检测检验技

术、微生物污染防控

微生物学基础/微生物技

能实训/实验设计与数据

分析/生物化工产品生产

技术

生化产品的微生物检

验、控制

4.生产管理

4-1生产一线管理

(安全、工艺、设

备、人员、进度、

成本、质量等)

4-1-1 业务能力、团队合

作能力、表达与沟通能力

管理学原理/微生物工艺

技术/生物工程设备/化

工原理/生物化工产品生

产技术

生化产品的生产管理、

质量控制

5.设计、技改

与研发

5-1 工艺与设备

的初步设计

5-1-1 工艺、设备知识的

综合应用、识图与绘图

微生物工艺技术/生物工

程设备/化工原理/工厂

设计/生物化工产品生产

技术

生化产品的设备、制

图、工厂设计

5-2 参与技术革

新和研发

5-2-1 工艺技术的综合应

用、自我学习与创新思维

微生物工艺技术/生物工

程设备/化工原理/工厂

设计//生物化工产品生

产技术

生化产品的研发、模拟

六、课程结构及教学内容要求

（一）课程结构

1.通识基础类课程

（1）必修课：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含廉洁修身）(一)/(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一)/(二)、职业体育(一)/(二)、大学英语(一)/(二)、计算机应用基础、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创新创业教育、军事理论、军事技能训练、形势与政

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青年学生健康教育、入学教育、劳动教育、高等数学（一）、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

（2）选修课：包括应用文写作、国学基础、管理学原理、中国传统文化(四选一，最低选修 2

学分)；艺术欣赏、公共艺术与生活、民间艺术、影像艺术、漆艺鉴赏(五选一，最低选修 0.5 学分）。

2.专业基础类课程

（1）必修课程（群平台课）：包括基础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基础、创新时代、

专业产品反求方法与训练、专业产品创新与制作、化工制图。

（2）选修课程：

生物化工工艺方向：包括食品检验中级工职业技能、食品检验高级工职业技能、乳品品评鉴职

业技能、产品检测技术、专业见习、工厂设计、产品创新实训与设计、酶工程技术、仪器分析、产

品质量安全管理、生物产业技术进展、营养学基础、食品工业废水处理、食品添加剂技术、实验室

组织与管理、中药医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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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与品鉴方向：包括食品检验中级工职业技能、食品检验高级工职业技能、酒类品鉴职业技

能、黄酒酿造工职业技能、产品检测技术、专业见习、工厂设计、产品创新实训与设计、酶工程技

术、仪器分析、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营养学基础、实验室组织与管理、中药医学概论、酿酒工业分

析。

3.专业核心类课程

生物化工工艺方向：包括生物工程设备、微生物工艺技术、生化分离技术、生物加工副产物综

合利用、生化产品应用与营销服务、生物化工产品生产技术

酿酒与品鉴方向：包括生物工程设备、微生物工艺技术、生化分离技术、生物加工副产物综合

利用、酿造原理与技术、酒类品鉴与营销服务。

4.拓展类课程

（1）院级限选课：（最低选修 3.0 学分，七选二：创新改变生活、优秀创业案例分析、信息处

理能力、职业沟通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人工智能。

院级任选课：包括实验设计与数据分析、生物质能源技术、医疗器械、中国酒文化概论、快速

检测技术、诊断试剂、食品企业生产安全与管理、水产品加工技术、医药信息检索。

（2）校级公选课程

5.综合能力类课程

顶岗实习、毕业设计（论文）、毕业教育、社会实践。

（二）课程要求

1.实施专业课程思政改革。将立德修身廉洁守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红色文化等知识与专业课程知识有机融合。

2.设置人工智能技术基础课程。

七、专业核心课程

生物化工工艺方向：

课程 主要教学内容 技能考核项目与要求 学时

微生物工艺

技术

1.培养基制备技术

2.培养基及设备灭菌技术与空气除

菌技术

3.菌种选育、保藏及扩大培养技术

4.发酵技术与染菌防治技术

5.发酵产物提取与精制技术

1.淀粉双酶法制取葡萄糖：掌握淀粉液化、

糖化工艺控制机常见问题处理；

2.种子和发酵培养基制备：能够操作发酵培

养基配制岗位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能

解决该工序常见生产问题；

3.空气过滤系统组成与空气过滤器拆装；

4.空气过滤器、发酵罐、培养基灭菌及使用

5.能进行简单的菌种诱变选育；

6.能进行发酵种子罐种子培养工艺设计和

控制；

7.能进行发酵过程的工艺控制和常见问题

处理；

8.能进行发酵产物提取与精制工艺设计和

控制；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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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加工副

产物综合利

用

1. 水果加工业的综合利用

2. 水产品加工业的综合利用

3. 肉类加工业的综合利用

4. 粮食加工业的综合利用

5. 酒类加工业的综合利用

6.氨基酸工业的综合利用

7.有机酸工业的综合利用

8.废物处理技术

1.能够制定综合利用水果深加工行业工艺

设计及操作，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2.能够制定水产品加工企业综合利用工艺

设计及操作，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3.能够制定肉类加工企业综合利用工艺设

计及操作，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4.能够制定粮食加工企业综合利用工艺设

计及操作，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5.能够制定酒类生产企业综合利用工艺设

计及操作，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6.能够制定氨基酸生产企业综合利用工艺

设计及操作，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7.能够制定有机酸生产企业综合利用工艺

设计及操作，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8.能够制定食品行业综合利用工艺设计及

操作，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54

生物工程设

备

1. 培养基制备设备

2. 空气净化除菌设备

3. 生物反应器

4. 生化产品分离提取设备

5. 生化工厂辅助工程设备

6. 工程技术文档撰写

1.具备相关设备选型、维护、管理的基本能

力；

2.具备相关设备选型、维护、管理的基本能

力；

3.具备相关设备选型、维护、管理的基本能

力；

4.具备相关设备选型、维护、管理的基本能

力；

5.具备相关设备选型、维护、管理的基本能

力；

6.具备相关设备选型、维护、管理的基本能

力；

56

生化分离技

术

1. 固液分离与细胞破碎技术

2. 沉淀与结晶技术

3. 膜分离技术

4. 萃取分离技术

5. 离子交换与色谱分离技术

6. 电泳分离技术

1. 能够运用相关设备设施进行固液分离与

细胞破碎操作；

2. 能够运用相关设备设施进行沉淀与结晶

操作；

3. 能够运用相关设备设施进行膜分离操

作；

4. 能够运用相关设备设施进行萃取分离操

作；

5. 能够运用相关设备设施进行离子交换与

色谱分离操作；

6. 能够运用相关设备设施进行电泳分离操

作。

54

生化产品应

用与营销服

务

1. 糖类产品应用与营销服务

2. 蛋白类产品应用与营销服务

3. 脂类产品应用与营销服务

4. 酶产品应用与营销服务

1. 具备糖类产品应用和营销服务的基本能

力；

2. 具备蛋白类产品应用和营销服务的基本

能力；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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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机酸产品应用与营销服务

6. 有机溶剂产品应用与营销服务

3. 具备脂类产品应用和营销服务的基本能

力；

4. 具备酶产品应用和营销服务的基本能

力；

5. 具备有机酸产品应用和营销服务的基本

能力；

6. 具备有机溶剂产品应用和营销服务的基

本能力。

生物化工产

品生产技术

1. 酒精生产技术

2. 柠檬酸生产技术

3. 黄原胶生产技术

4. 蛋白酶生产技术

1. 能够制定酒精生产工艺设计及操作，并

能处理常见问题；

2. 能够制定柠檬酸生产工艺设计及操作，

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3. 能够制定黄原胶生产工艺设计及操作，

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4. 能够制定蛋白酶生产工艺设计及操作，

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54

酿酒与品鉴方向：

课程 主要教学内容 技能考核项目与要求 学时

微生物工艺

技术

1.培养基制备技术

2.培养基及设备灭菌技术与空气除

菌技术

3.菌种选育、保藏及扩大培养技术

4.发酵技术与染菌防治技术

5.发酵产物提取与精制技术

1.淀粉双酶法制取葡萄糖：掌握淀粉液化、

糖化工艺控制机常见问题处理；

2.种子和发酵培养基制备：能够操作发酵培

养基配制岗位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能

解决该工序常见生产问题；

3.空气过滤系统组成与空气过滤器拆装；

4.空气过滤器、发酵罐、培养基灭菌及使用

5.能进行简单的菌种诱变选育；

6.能进行发酵种子罐种子培养工艺设计和

控制；

7.能进行发酵过程的工艺控制和常见问题

处理；

8.能进行发酵产物提取与精制工艺设计和

控制；

80

生物加工副

产物综合利

用

1. 水果加工业的综合利用

2. 水产品加工业的综合利用

3. 肉类加工业的综合利用

4. 粮食加工业的综合利用

5. 酒类加工业的综合利用

6.氨基酸工业的综合利用

7.有机酸工业的综合利用

8.生物制药工业的综合利用

9.中药工业的综合利用

10.废物处理技术

1.能够制定综合利用水果深加工行业工艺

设计及操作，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2.能够制定水产品加工企业综合利用工艺

设计及操作，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3.能够制定肉类加工企业综合利用工艺设

计及操作，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4.能够制定粮食加工企业综合利用工艺设

计及操作，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5.能够制定酒类生产企业综合利用工艺设

计及操作，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6.能够制定氨基酸生产企业综合利用工艺

设计及操作，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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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能够制定有机酸生产企业综合利用工艺

设计及操作，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8.能够制定食品行业综合利用工艺设计及

操作，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9.能够制定生物制药工业的综合利用工艺

设计及操作，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10.能够制定中药工业的综合利用工艺设计

及操作，并能处理常见问题。

生化分离技

术

1. 固液分离与细胞破碎技术

2. 沉淀与结晶技术

3. 膜分离技术

4. 萃取分离技术

5. 离子交换与色谱分离技术

6. 电泳分离技术

1. 能够运用相关设备设施进行固液分离与

细胞破碎操作；

2. 能够运用相关设备设施进行沉淀与结晶

操作；

3. 能够运用相关设备设施进行膜分离操

作；

4. 能够运用相关设备设施进行萃取分离操

作；

5. 能够运用相关设备设施进行离子交换与

色谱分离操作；

6. 能够运用相关设备设施进行电泳分离操

作。

54

生物工程设

备

1. 培养基制备设备

2. 空气净化除菌设备

3. 生物反应器

4. 分离提取设备

5. 工厂辅助工程设备

6. 工程技术文档撰写

1.具备相关设备选型、维护、管理的基本能

力；

2.具备相关设备选型、维护、管理的基本能

力；

3.具备相关设备选型、维护、管理的基本能

力；

4.具备相关设备选型、维护、管理的基本能

力；

5.具备相关设备选型、维护、管理的基本能

力；

6.具备相关设备选型、维护、管理的基本能

力。

56

酿造原理与

技术

1.培养基制备技术

2.培养基及设备灭菌技术与空气除

菌技术

3.菌种选育、保藏及扩大培养技术

4.发酵技术与染菌防治技术

1.种子和发酵培养基制备：能够操作发酵培

养基配制岗位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能

解决该工序常见生产问题；

2.空气过滤系统组成与空气过滤器拆装；

3.空气过滤器、发酵罐、培养基灭菌及使用

4.能进行简单的菌种诱变选育；

5.能进行发酵种子罐种子培养工艺设计和

控制；

6.能进行发酵过程的工艺控制和常见问题

处理。

54

酒类品质鉴

别与营销服

1. 白酒品质鉴别与营销服务

2. 啤酒品质鉴别与营销服务

1. 具备白酒品质鉴别和营销服务的基本能

力；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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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3. 果酒品质鉴别与营销服务 2. 具备啤酒品质鉴别和营销服务的基本能

力；

3. 具备果酒品质鉴别和营销服务的基本能

力。

八、顶岗实习和社会实践安排

实习阶段 实习目标 时间 备注

社会实践(一)(二)
三年之内，学生利用暑假和寒假，进行社会实践活

动 2 次。
第一、二学年寒暑假期

顶岗实习

本专业除了指派校内专业教师带队并负责学

生顶岗实习期间的教学与管理外，同时还聘请了实

习基地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作为本专业的实践教学

指导老师，负责学生顶岗实习期间的实践课程的教

学和指导，使在企业里学生的专业理论素质得到相

应的培训和提高。学生实习的成绩和表现由学校和

企业共同评估，学生在企业的顶岗实习为其直接在

企业就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六学期

学生顶岗

实习时间

不少于 6

个月

九、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本专业具有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专兼结合、德技双馨的专业教学团队，有专兼职教师 15 余人，

其中专任教师 10 名，高级职称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50%；具有 3 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专业专任教

师 5 名，“双师”素质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100%，聘请行业企业的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担任兼职

教师，逐步形成实践技能课程主要由具有相应高技能水平的兼职教师讲授的机制。专业教师任职资

格要求如下：

1.本专业专职教师

有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熟悉行业及企业，并有一定的研究

能力，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责任心，能胜任本专业教学工作的具有双师素质的教学人员。

2.本专业兼职教师

具有本行业五年以上生产、科研一线从业经验、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熟悉行业、企业工作

流程的技术专家和生产管理者或具有熟练技能和丰富经验的一线工程技术人员。

（二）教学设施

1.教室要求

多媒体教室。

2.实训要求

（1）校内实训室

序号 实训室名称 实训项目
设备配置要求

主要设备名称 数量

1 微生物工艺技术实训室（1） 生物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专 发酵罐 7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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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微生物技能实训室（1）

室；无菌实训室（1）；食

品检测中心

业技能实训 超净工作台 5 台

显微镜 30 台

振荡培养设备 3 台

旋转真空蒸发仪器 3 台

灭菌锅等设备 若干

检测仪器 若干

2

微生物工艺技术实训室（2）

室；生化提取技术实训室；

微生物技能实训室（4）室；

微生物技能实训室（5）室；

食品检测中心；专业基础化

学实训室

生物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

生化产品检测技术

微生物工艺技术

微生物技能实训

分析化学

生化分离技术

生物化学

发酵罐 8套

超净工作台 6台

蒸馏设备 6套

冷热提取罐设备 12 套

显微镜 30 台

振荡培养设备 3 台

旋转真空蒸发仪器 3 台

灭菌锅等设备 若干

检测仪器 若干

（2）校外实训基地

企业类型 数量 功能 接纳学生人数 备注

制造类企业 40

专业实习 20 人以上

顶岗实习 1~5

社会实践 20 人以上

企事业单位 4
顶岗实习 1~5

社会实践 1~10

技术服务公司 5
顶岗实习 1~

社会实践 1~20

注：“企业类型”表示什么样的企业，例如：技术服务公司、设备供应商、经销商、企事业单位、制造类企业、

设计类企业等。

（三）教学资源

资源类型 有关要求

教材选用

严格审查教材选用，禁止不合格的教材进入课堂。推荐使用十三五高职高专规划教材，

优先选用近三年出版的职业教育国家、省级规划教材和精品教材，根据专业建设开发编

写校本特色教材和实践指导书。

图书文献配备

配置与课程配套的图书文献资源：食品、生物类专业书籍编号 Q生物科学、TS 食品工业，

共 1500 多册，价值 100000 余元。主要包括《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生化分离

技术》、《生物工程概论》、《化工原理》、《微生物学工艺技术》等专业教材以及《食

品工业科技》、《食品工业》、《现代食品科技》、《中国酿造》等杂志相关资源。

数字资源配备

配置与课程配套的相关数字化教学资源：

1.专业课程资源（含电子课件、在线课程、微课等）：省级精品课程《微生物工艺技术》。

2.数字电子资源（包括期刊、电子资源、外刊等，学习网址）：中国知网、重庆维普、

超星数字图书馆等。

（四）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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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采用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情境教学、模块化教学等教学方式，运用启发式、探究式、

讨论式、参与式等教学方法，推广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理实一化教学、仿真虚拟教学模式，打

造优质课堂。

（五）学习评价

本专业每门课程针对学生学习效果设计多样化评价体系，构建多元参与、过程评价与终结考核

相结合的课程教学评价体系，合理评价学生掌握知识、技能、素质能力。

（六）质量管理

1.建立课堂教学质量保证体系。坚持“四位一体三结合”的质量保证体系，在教师自评、学生

评价、同行评价、督导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四位一体”与分类评价相结合、“多方”系统与精细

评教相结合，监控目标与自我改进相结合，通过学生座谈会、教学检查、教师听评课活动、教学督

导、教研活动、课堂教学质量评估等多种方式，帮助教师主动剖析自身差距和共同探讨课堂教学并

共享经验，促进教师持续改进、不断提升专业教学能力，提高教学效果与学生学习成效。

2.建立人才培养目标—标准—课程体系诊改机制。建立广东轻工职业教育集团理事会、广东轻

工职业教育集团秘书长联席会、化工生物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三级指导，校行企多方参与的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动态调整机制，每年定期组织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紧跟生物化工产业发展趋势

和食品行业人才需求，以专业标准引领、体现现代学徒制培养特色为目标，完善化工生物技术专业

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实训条件建设标准，促进专业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

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3.健全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达成的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严格落实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要求，

设计多元参与、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考核评价体系，加大过程考核、实践技能考核成

绩在课程总成绩占比达 50%以上；利用顶岗实习管理平台对学生实习进行全过程跟踪，强化实习过

程管理与考核评价；实施“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将化工生物技术专业课程考试

与职业技能等级考核同步考试（评价），促进书证融通，合理评价学生掌握知识、技能、素质能力。

4.建立毕业生跟踪调查机制。

十、教学安排

（一）专业教学周历表（周）

入
学
教
育

军
事
教
育

集
中
实
践

顶
岗
实
习

毕
业
设
计

（
论
文
）

毕
业
教
育

考
试
周

机
动
周

总
教
学
周

一 1 2 0 1 3 21 周

二 0 1 19 周

三 0 1 20 周

四 0 1 20 周

五 6 1 19 周

六 15 1 1 4 21 周

内容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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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教学进程表

周 数

学 学

年 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一
1 / / / * * * ：

寒

假

2 ： 暑 假

二
3 ： 寒假

4 ： 暑 假

三

5 ： $ $ $ $ $ $ 寒 假

6 @ @ @ @ @ @ @ @ @ @ @ @ @ @ @ @ * / / / /
暑

假

符号说明： /——机动； *——军事教育、入学教学、毕业教育； 空格——理论课程教学； Y——上机(机房)实训；

0——金工类实习； %——装拆实验 &——课程设计、制图测绘； $——大型实验、专业实训及考证； #——生

产实习、生产见习； ：——考试周； @——顶岗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三）各类课程学时学分比例表

课程类别
小 计 小 计

学 分 比 例 学 时 比 例

通识基础类课程 44 34.6% 782 31.1%

专业类

专业基础类课程 31

53.5%

641

58.7%专业核心类课程 19.5 354

综合能力类课程 17.5 480

拓展类
院级选修课 10

11.8%
176

10.2%
校级公选课 5 80

合 计 127.0 100.0% 2513 100.0%

实践教学学时 1443

实践教学占教学活动总学时比（%） 57.4%

校内生产性实践教学（学时） 739

校内生产性实训占校内实训教学学时比（%） 72.24%

（ 四 ） 教 学 安 排 ： 课 程 设 置 与 教 学 进 程 表

合计 120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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