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全国大学生食品工程虚拟仿真大赛通知

（总决赛·第二轮）

各有关高等院校：

为了推动高等学校食品类专业“新工科”建设，提高本科食品类专业核心

课程教学质量，提升教育服务食品工程行业发展的能力，激发大学生学习积极性，

教育部高等学校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与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定于 2018年联合举办“首届全国大学生食品工程虚拟仿真

大赛”。大赛设北部赛区、南部赛区、西部赛区三个初赛赛区，总决赛在江南大

学举行。

一、大赛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

教育部高等学校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承办单位

江南大学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生物和食品学科组

协办单位

北京欧倍尔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二、参赛对象

参赛选手为高等学校食品科学与工程类及相关专业全日制在校本科生，以

学校为单位组队参赛，每队由 3名学生构成。每个学校不超过 1支队伍进入全国

总决赛。



三、大赛内容

本届大赛的总决赛赛题范围包括（A）食品工程原理理论、（B）食品工程

原理实验仿真操作、（C）食品工程原理现场操作三部分内容。其中，食品工程

原理理论、食品工程原理实验仿真操作由队员分别独立完成，食品工程原理实验

由队员通过配合完成。

1、食品工程原理理论考试涉及流体流动与输送、传热、颗粒与流体间的相

对流动、吸收与蒸馏、溶液浓缩、食品干燥等六章的内容。

2、食品工程原理仿真操作包含实验室安全、流化床干燥、恒压过滤、萃取

塔。

3、食品工程原理现场操作包括三个实验项目：流体流动阻力、恒压过滤、

传热。实验比赛前，参赛队从 3项实验项目中，随机抽取 1项参赛。各参赛队的

参赛日程、赛位及实验考题均由赛前抽签决定。

决赛使用的食品工程原理仿真操作软件以及食品工程原理实验操作设备均

由北京欧倍尔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独家赞助。

成绩评定方法与评分标准另行颁布。

4、竞赛形式分为机考以及现场操作考试（表 1）。（特别提醒：参赛队员

需自行携带科学计算器、笔及长袖实验服，报告用纸和草稿纸将于考试现场统一

发放）

5、各赛项的考核方式、考核时长、分值、总成绩评定方法：

个人比赛总成绩（Gi）计算：Gi=a×40%＋b×20%＋c×40%

团体总成绩（G）计算：G=(G1+G2+G3)/3



竞赛内容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考试时长 满分分值 成绩 分值占比

食品工程原理理论 闭卷考试 2小时 100 a 40%

食品工程原理仿真操作 计算机考试 1.5小时 100 b 20%

食品工程原理实验
现场操作考试，并撰写

实验报告
2.5小时 100 c 40%

四、大赛组织

总决赛参赛名单由各初赛赛区推荐，其中西部赛区 7支，北部赛区 20支，

南部赛区 18支。总决赛采用轮赛制，本届大赛总决赛设在江南大学，总决赛时

间为 2018年 8 月 23-日 8 月 25日（8月 23日报到）。三个赛区共选拔 45支队

伍参加总决赛。参赛队伍组队要求如下：

1、各参赛队必须在指定时间和地点参加比赛，缺席者作自动放弃处理。

2、每个学校不超过 1支队伍进入全国总决赛。

3、总决赛名单由各赛区承办单位统一上报至江南大学，总决赛参赛队不得

更换参赛选手，若因参赛队员缺席无法完成比赛内容，则视为自动放弃比赛。每

个参赛队可派 1名领队和 1名指导教师。

五、组织机构

全国大学生食品工程虚拟仿真大赛设置全“专家委员会”和“组织委员

会”（以下简称“大赛组委会”），负责大赛的组织、管理与协调。本届大赛组

委会办公室设在江南大学。（详见附件 1）



六、总决赛日程表

日 期 时 间 会议内容 地 点

8月 23日 10:00-20:00 代表队注册报到、抽签
无锡

江南四季酒店

8月 24 日

08:00-09:00 虚拟仿真大赛总决赛开幕式
江南大学图书馆

5 楼报告厅

09:00-12:00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论坛 文浩馆会议室

09:00-19:00 总决赛竞赛 详见大赛手册

8月 25日

08:00-09:30 虚拟仿真大赛总决赛闭幕式 江南大学图书馆

5 楼报告厅

09:30- 代表返程

七、奖项设置

1、团队奖

本次大赛设团队奖，综合代表队参赛选手的各项成绩进行排名。本届全国总

决赛设特等奖 3个，一等奖 9个，二等奖 12个，三等奖 21个。由教育部高等学

校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与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联席会共同颁发获奖证书。每支队伍共同颁发一份证书。





附件 1

首届全国大学生食品工程虚拟仿真大赛委员会

全国大学生食品工程虚拟仿真大赛设“组织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

组织委员会负责竞赛的组织、管理与协调。专家委员会在组织委员会的领导

下，负责赛事相关专业技术工作，办公室设在教育部高等学校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专家委员会

主 任：金征宇 江南大学

副主任：滕利荣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生物与食品学科组

江连洲 东北农业大学

刘学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庞 杰 福建农林大学

刘元法 江南大学

委 员：严志明 福建农林大学（理论课）

李忠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理论课）

于殿宇 东北农业大学（理论课）

郑冬梅 东北农业大学（仿真课）

冯 骉 江南大学（实验课）

李长城 福建农林大学

涂国云 江南大学

张成林 本届竞赛承办单位技术负责人

李枝院 本届竞赛设备/软件提供商的技术人员

秘书长：王周平 江南大学

组织委员会

主 任：夏文水 教育部高等学校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 员：崔 瑾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生物与食品学科组

李晓东 东北农业大学

刘天一 东北农业大学

潘文哲 东北农业大学





附件 2

首届全国大学生食品工程虚拟仿真实验大赛决赛参赛回执表

一、单位基本信息（详实填写，以便及时联络）

学校名称 院系名称

联系人 手机 邮箱

通讯地址 邮编

二、参赛队成员信息（请详细填写，以便报名统计和住宿安排）

教师信息

姓名 性别 手机 职务
住宿房间数

(是否接受拼房)

单间 间

标间 间

是 否

学生信息

姓名 性别 手机 身份证号

备注

三、参赛费用

发票开具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注：1、请各参赛代表队详细并准确确定参加人员,务必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前将参赛回执电

子版发送至邮箱 jnfoodsci@163.com。

2、因房间有限，学生住宿需拼房。如所选房型已满，会务组将另行安排，敬请各参赛

队理解和配合。

3、参赛队入住酒店及住宿标准（均含早餐）：

无锡江南四季酒店、书香世家酒店：标间/大床房：328 元/天。

*如有特殊情况，请务必在备注栏中说明。

4、付款注意事项：

①请各参赛队提前通过线上进行缴费，转账备注请注明“学校名称+虚拟仿真大赛参

赛费”。为方便发票开具，届时请及时将汇款凭证发送至邮箱 jnfoodsci@163.com。

②发票将于各参赛队报到后统一发放，具体时间和发放方式另行通知。

③发票内容将统一开具为“参赛费”。

5、回执联系人：李琳 15949210056，刘鑫 13003386995。



附件 3

江南大学赛事地图

文浩馆

江南四季酒店

设计学院

江南大学东门图书馆

第一教学楼

食品学院

江南大学南门

书香世家酒店



附件 4

江南大学赛事交通路线

A．无锡苏南硕放机场到江南大学乘车路线

1、公交车：步行至无锡机场公交站，乘坐机场 1 号线至无锡客运站下车，步行

至无锡火车站，乘坐地铁 1 号线，在江南大学站下车可直接到学校东门，在长广

溪站下车可直接到书香世家酒店和无锡江南四季酒店。车程约 1 小时 50 分钟，

票价 25元。

2、出租车：需 30 分钟，20公里，约 45 元。



B．无锡火车站到江南大学；

1、地铁：步行至无锡火车站地铁站，乘坐地铁 1 号线(堰桥-长广溪)，在江南大

学站下车可直接到学校东门，在长广溪站下车可直接到书香世家酒店和四季酒

店。车程约 40分钟，票价 5元。

2、出租车：30 分钟，20公里，大约 60 元。

3、公交车：火车站乘坐 77 路至江南大学（无锡职院）站下车（23 站），向北

步行可至江南大学东门（左图）；乘坐 68路至蠡湖大道（震泽路）站下车（23

站），步行可至书香世家酒店和无锡江南四季酒店。



C．无锡东站到江南大学

1、地铁：地铁 2 号线-地铁 1 号线

步行至无锡东站（地铁站），乘坐地铁 2 号线至在三阳广场站下车。站内换乘地

铁 1号线（长广溪方向），至江南大学站或长广溪站下车。车程约 1 小时，票价

7元。

2、出租车：约 30公里，需 40分钟，约 80 元。

3、公交车：步行至无锡东站公交站，乘坐 116路，至公交三场站下车；步行至

公交三场(贡湖大道)站换乘快 1 线，至蠡湖大道（吴都路）站下车，可直接步行

至江南大学东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