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性食品理化检验技术》课程标准
1．前言
1.1 课程性质
动物性食品理化检验技术是动物医学准也、动物防疫与检疫专业一门主要的
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是以《无机与分析化学》
《生物化学》
《食品营养学》、等 课
程的学习为基础，后续课程有《动物性食品卫生检验》
《食品质量安全与控制》 等。
学习本门课程，学生能够依据物理、化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运用各种理化检 验
技术，以食品检验为工作领域，按照国家以及国际最新食品检验标准，对食品 原
料、辅助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中的营养成分、有害成分及其含量和有关工艺参 数
进行检验，以保证生产出质量优良的产品，并达到切实提高学生工作能力的教 学
目的。

1.2 设计思路
根据动物防疫与检疫专业对食品检验技能的培养目标，结合食品理化检验的
具体工作领域和学习项目的不同，以食品理化检验的种类分类，融食品理化检验
与具体的学习项目中，由简单到复杂，依据食品检验工由初级道高级的发展规律，
创造职业氛围，确定学习项目，合理设计教学内容（各部分内容一般包括工作任
务、知识要求、技能要求），遵照食品检验国家规范组织教学，最终实现学生的 综
合职业能力发展的培养目标。

2．课程目标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能过掌握食品营养成分分析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操作
方法，能够查阅国家和国际食品行业标准及相关资料，熟练运用理化检验标准操
作各种滴定分析、仪器分析仪器，对食品中的主要成分、有害物质、食品添加剂
进行分析测定等。同时注重培养学生获取信息、严谨求实、开拓创新、团结协作
等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
职业能力培养目标：
■ 学生能够根据工作需要，分析并确定理化检验的学习项目，完成现场的 抽
样工作。

■ 学生能够查阅国家或国际食品行业有关标准并严格执行，熟练操作各种
滴定分析仪器、仪器分析仪器，对食品中主要的营养成分、有害物质、食品辅助
材料添加剂等进行分析检测等，完成成理化检验任务。
■ 学生能独立进行试验操作，获得准确的分析检测结果
■ 学生能够准确分析理化检验结果，并按规定的格式出具完整的检验报告。
■ 能对食品品质做出正确的评价。
■ 能够针对理化检验结果对食品加工过程中的品质控制和销售提出解决办
法。

3． 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号

项

目

任

务

任务一 食品污
染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课堂教学：
（1）课前 教师课前通
知识要求：
掌握食品理化检验的基本要

任务二 食品中
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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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动物性
食品理
化检验
的基础
知识

求；熟悉食品分析的基本程
序；掌握检测结果数据处理
的要求和原则；掌握理解样

任务三 食品感
官检验

任务四 食品卫
生标准

任务五 动物性
食品理化检验一
般程序

教学活动设计

品预处理方法的原理及相关
知识。

过资源库平台创建课
程、上传资源、重组课
程；教师按项目及教学
任务发布课前预习任
务、课前测验、互动交
流，可以即时掌握学生

能力要求：

的学习情况，实时调整

能对样品进行正确的采集、

授课内容。学生通过登

制备、保存与预处理；能按

录资源库平台进入学习

要求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实

单元在线自主学习，预

验；能对分析结果进行正确

习文档文件，听音频文

的数据处理。

件，观看教学视频，预

能正确出具检验报告

习教学案例等，并完成
线上测验；学生可通过
“互动论坛”与教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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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
动物性
食品中
营养成
分分析

任务一 动物性
食品中水分含量
的测定

知识要求：
理解食品中水分、蛋白质、
脂肪、碳水化合物等项目测
定的原理；理解蒸发、恒重、
粗脂肪、粗蛋白、蛋白质系
数、蛋白质、消化等概念；

同学进行交流学习；教
师针对学生课前预习情
况对每个学生进行评
价，实现个性化指导。
（2）课中 教师发布考

序号

项

目

任

务

任务二动物性食
品中蛋白质含量
的测定

任务三动物性食
品中脂肪含量的
测定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活动设计

掌握上述成分测定的操作
要求及测定过程中的注意事
项；熟悉干燥箱、凯氏定氮
仪、
索氏抽提器等仪器设备的结
果和使用原理；了解水分、
蛋白质等快速测定方法。
能力要求：
能测定食品中水分的含量；
能测定食品中蛋白质的含
量；能测定食品中脂肪的含
量；了解测定食品中还原糖、
蔗糖、总糖含量的方法

勤二维码，学生通过扫
描二维码进行课程签
到；学生 5～6 人一组构
建学习团队，交流探讨
课前预习情况，提出问
题，教师总结问题，针
对学生课前预习存在的
问题、以提问、案例引
入等方式导入教学；教
师用资源库平台中多媒
体课件进行讲授，通过

任务四 动物性
食品中碳水化合
物含量的测定

情景教学、角色扮演、
讨论汇报、小组竞赛、
等方式进行教学活动；

任务一 有害元
素的测定

教师对课上教学活动环
节完成情况进行点评，

任务二 原子吸
收光谱法

3

项目三
动物性
食品中
有毒有
害物质
测定

任务三 农兽药
残留的测定
任务四 液相色
谱法
任务五 薄层色
谱法
任务六 气相色
谱法
任务七 质谱法

知识要求：
掌握有害元素的种类、在食
品中的分布、危害及测定方
法；掌握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的操作方法；掌握农药的种
类，农药残留的定义及农药
常用的测定方法；掌握气象
色谱仪的使用；了解兽药残
留常用的测定方法；掌握液
相色谱仪的使用；食品中常
见化学致癌物的种类；掌握
薄层色谱法
能力要求：
能根据样品及检测目的选择
样品前处理方
法；会正确的维护和使用液
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

项目四
动物性

任务一 食品添
加剂的认知

目知识重难点；对重难
点问题学生可扫描交互
式数字教材的二维码反
复观看资源，教师针对
学生操作进行分析，实
现个性化指导。
（3）课后。教师课后推
送学习任务、发布成绩
及进行教学反思；学生
登陆资源库网站，复习
课堂内容，独立按时完
成网上项目单元测试
题，并进行相关拓展学

任务八 化学致
癌物的测定
4

并归纳总结每个学习项

习，并在“互动论坛”
掌握非特异性免疫的作用机
理；掌握免疫系统的构成；

发帖探讨交流教学内

序号

项

目

食品中
添加剂
的测定

任

务

任务二食品中亚
硝酸盐含量的测
定
任务三 分光光
度法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活动设计

掌握抗原构成的条件和重要
的天然抗原；掌握免疫应答
的过程和主要作用物质和细
胞；掌握特异性免疫的抗感
染作用；了解变态反应的类
型及发生原理。

容，教师进行讨论、点
评、归纳等

实训课堂：
（1）课前 教师按项目
及教学案例发布实验学

任务四 食品中
氯化钠含量的测
定

习任务；学生登录资源
库平台进入学习单元在
线学习，学生采用 2 人/

任务一 肉的概
述
任务二 肉品新
鲜度的检验指标
任务三 挥发性
盐基氮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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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五
肉与肉
制品的
理化检
验

任务四 油脂的
卫生检验
任务五 酸价的
测定

任务六 过氧化
值的测定

组与个人学习相对合方
式进行。观看教学视频，
知识要求：
掌握肉蛋理化检验的基本方
法和分类；掌握肉中挥发性
盐基氮的理化检验原理、方
法；掌握油脂酸价、过氧化
物值概念及理化检验原理、
方法；掌握上述方法测定要
求及注意事项。
能力要求：
能够对肉、蛋、油脂进行感
官鉴定；能正确的测定肉中
挥发性盐基氮的含量；能正
确的测定油脂的酸价及过氧
化物值

学习实验指导，独立思
考，并上传实验学习记
录；学生可通过“互动
论坛”与教师和同学进
行交流学习

（2）课中 学生采用 2
人/组；以“微知库”实
验教学案例为基础，重
新观察教学视频，教师
讲解视频中的操作技能
重难点，通过学生自主
学习和教师现场指导点

任务一 乳的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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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六
乳与乳
制品的
理化检
验

任务二 乳的卫
生要求
任务三 乳密度
的测定

知识要求：
掌握牛乳理化检验的系统
知识；掌握牛乳密度、滴定
酸度的概念、测定方法及原
理； 掌握乳脂率的测定方法
及其原理及在牛乳中含量要
求。
能力要求：
能正确的取样和进行样品前
处理；能正确的进行牛乳密
度的测 定；能正确的进行牛

评完成单项技能训练，
小组 1 人操作，另外 1
人 录制视频上传至平
台，同时对其操作进行
评价，二人交替完成操
作技能训练，学生在实
训过程中，如遇不明之
处，可通过手机扫码调
出有针对性的数字资源

序号

项

目

任

务

任务四 乳酸度
的测定
任务五 乳脂率
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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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七
蛋与蛋
制品的
理化检
验

任务一 蛋的构
造与化学组成

任务二 蛋品新
鲜度检验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活动设计

乳滴定酸度 的测定；能正确
的进行牛乳脂肪含量的测
定；熟练使用滴定仪器、盖
玻氏 乳脂计等仪器。

与实操视频、动画等，

知识要求：
了解蛋与蛋制品的感官检
验方法及指标；了解蛋及蛋
制品中各理化 指标要求。
能力要求：
能正确的进行蛋及蛋制品的
感官检验；能正确的测定蛋
中挥发性盐 基氮的含量。

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

边做边学，完巩固技能
操作；教学过程中以学

指导为辅，教师对不按
操作规范完成操作的学
习进行指导纠错，引导
其学习；培养学生的技
能实践操作能力、解决
应急处理能力，培养团
队合作意识
（3）课后 学生完成实
训报告，并对实训操作
进行反思、总结；学生

8

项目八
水产品
的理化
检验

任务一水产品新
鲜度的检验

知识要求：
了解各种水产品感官检验
的方法及指标。 2．了解水
产品中各理化指标 的要求。
能力要求：
1．能正确的进行鲜鱼的感官
检 验。 2．能进行鱼体中组
胺的测定

可在食品检测开放实训
室 进行课后练习；操作
小组可针对课上操作技
能训练的重难点进行反
思，总结，并通过平台
进行拓展学习，并在资
源库的“互动论坛”交
流学习教师进行讨论、
点评、归纳。

4．实施建议
4.1 教材编写
4.1.1 依据本课程标准编写教材，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课程 的
设计思想。
4.1.2 本课程经过大量的专业调查，针对我国食品检验机构和食品企业实际 学
习项目需要及食品安全职业道德要求，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国家职 业

标准》食品检验工中级考核内容，选取所需要的知识，培训学生食品理化检验 专
业技能，形成和提高食品理化检验工作能力作为教学内容。
4.1.3 教材表述应科学、准确、精练、
4.1.4 教材编写应体现科学性与实用性，要将专业的新技术新方法及时的纳 入
教材，使教材结构更贴近本专业的发展和实际要求。

4.2 教学方法
4.2.1 实施引导式教学，形成“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学习项目
为载体”的教学模式。
4.2.2 每个项目采用边讲边练分组教学的方式进行。
4.2.3 采用“问题式”“讨论式”“案例式”等启发式教学，激励学生参与，
增强课堂互动，培养学生获取知识、消化知识的能力，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4.2.4 采用“新闻共享”等教学法帮助学生了解最新行业动态、技术前沿，
帮助学生掌握巩固所学知识。
4.2.5 采用随堂实习与综合实训相结合的教学法，反复训练，使之达到娴熟
水平。

4.3 教学评价
4.3.1 本课程属于技术性和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其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主要依
靠平时的积累和训练，所以采用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加强对学生
学习过程的关注，让学生完成工作中所要求的各项任务，并对过程和结果进行评
价。
4.3.2 结合课堂提问、实验报告、实训结果集考核情况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4.3.3 应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全面
综合评价学生的实际能力。

4.4 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
4.4.1 注重食品理化检验技术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可以充分的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食品理化检验技术课程的理解和掌握。
4.4.2 积极开展网络课程资源，充分利用网上信息资源，扩大学生学习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