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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烹饪与食品工程学院专业技术人员科研成果统计表

序号 姓名 成果 类型 成果名称 刊物名称/出版社/项目来源/授奖单位 出版/结项/获奖时间 备注

1 丁 辉 专业建设 武汉市品牌专业《西餐工艺》验收合格 武汉市教育局 2013年12月 参与

2 丁辉 论文 《蛋黄酱在西餐中的调味应用》 中国调味品 2013年5月 独撰

3 丁辉 论文 《鲜洋葱汁对西餐牛扒嫩化工艺效果研究》 中国调味品 2013年7月 第一作者

4 丁辉 论文 《奶酪的制作与在西餐中的应用》 中国调味品 2013年6月 独撰

5 丁辉 论文 《项目教学法在西餐工艺实训课程中实践与探索》 新课程研究 2013年5月 独撰

6 丁辉 论文 《西餐工艺实训课课程标准的制订与考核》 成都教育月刊 2013年8月 独撰

7 丁辉 论文 《理实一体化在西餐教学中的探讨》 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 2013年1月 独撰

8 丁辉 “十二五”规划教材 《西餐烹调工艺与实训》 科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副主编

9 丁辉 “十二五”规划教材 《烹调基本功训练》 科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参编

10 董红兵 论文 《食品添加剂在菜肴制作中使用现状及对策》 神州 ？ 独撰

11 董红兵 论文 《蛋糕制作食品添加剂的作用及原理》 青春岁月 ？ 独撰

12 方元法 论文 《武汉名小吃--面窝溯源及营养分析》 教育科学博览 2013年11月 独撰

13 方元法 论文 《几款创新面窝制作及其营养分析》 教育科学博览 2013年12月 第一作者

14 方元法 市级课题 《茶艺茶点在筵席中的应用》结题 武汉市教育局 2013年6月 主持

15 高道勤 论文 《浅析高职院校就业指导工作模式改革》 管理学家 2013年9月 第一作者

16 高道勤 院级课题 烹饪专业大学生就业、创业研究 武汉商学院 2013年12月 主持

17 贺习耀 论文 中式套餐菜单设计分析 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3年4月 独撰

18 贺习耀 论文 荆风楚韵筵席之创意设计 商品与质量 2013年6月 独撰

19 贺习耀 论文 浅论中国菜的传承与创新 医食参考 2013年7月 独撰

20 贺习耀 论文 外卖餐菜单设计探析 中国商界 2013年9月 第二作者

21 贺习耀 论文 浅论自助餐菜单设计 商品与质量 2013年8月 独撰

22 贺习耀 论文 加热方式对鸡汤风味品质影响的研究 食品科技 2013年10月 第一作者（中文核

23 贺习耀 论文 寺观素菜传承与发展研究 武汉商学院学报 2013年10月 独撰

24 贺习耀 院级课题 湖北淡水鱼鲜特色烹制技艺研究 武汉商学院 2013年10月 主持

25 贺习耀 省级课题 《中国筷箸文化的探索与思考》结题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课题 2013年4月 参与

26 贺习耀 市级课题 《烹饪营养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结题 武汉市市属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 2013年5月 主持

27 黄 剑 论文 《外卖餐菜单设计探析》 中国商界 2013年9月 第一作者

28 黄 剑 论文 《面塑在筵席上的运用》 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 2013年4月 独撰

29 黄 剑 省级课题 《中国筷箸文化的探索与思考》结题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课题 2013年4月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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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李茂顺 市级课题 《武汉煨汤工艺传承与创新研究》 武汉市社科联 2013年11月 参与

31 李茂顺 省级课题 《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营养餐研究》结题 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2013年5月 参与

32 李明晨 省级课题 《中国筷箸文化的探索与思考》结题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课题 2013年4月 参与

33 李明晨 专著 《黄鹤楼史话》 武汉出版社 2013年3月 第二作者

34 李明晨 市级课题 《武汉煨汤工艺传承与创新研究》 武汉市社科联 2013年11月 参与

35 鲁永超 论文 《谈传统面塑继承与开发之我见》 商品与质量 2013年6月 第一作者

36 鲁永超 论文 《鄂菜及其面塑探析》 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 2013年4月 独撰

37 鲁永超 省级课题 《中国筷箸文化的探索与思考》结题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课题 2013年4月 参与

38 罗林安 教材 《烹调工艺学》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3年1月 副主编

39 潘东潮 院级课题 湖北淡水鱼鲜特色烹制技艺研究 武汉商学院 2013年12月 参与

40 潘东潮 省级课题 《中国筷箸文化的探索与思考》结题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课题 2013年4月 参与

41 潘东潮 论文 《新型剁椒味口味复合调味酱的研发与应用》 中国调味品 2013年4月 第一作者

42 潘东潮 论文 《论面塑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创新》 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 2013年4月 第二作者

43 帅业义 论文 《高职高专烹饪专业校企联合办学探析》 学园 2013年9月 独撰

44 眭红卫 市级课题 《烹饪营养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结题 武汉市市属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 2013年5月 主持

45 唐雯 论文 《音乐感知觉带给人强大动力》 戏剧之家 2013年1月 独撰

46 唐雯 论文 《浅谈音乐中的美从何而来》 经济生活文摘 2013年1月 独撰

47 万玉梅 院级课题 烹饪专业大学生就业、创业研究 武汉商学院 2013年12月 参与

48 万玉梅 专业建设 武汉市品牌专业《西餐工艺》验收合格 武汉市教育局 2013年12月 主持

49 王 婵 论文 加热方式对鸡汤风味品质影响的研究 食品科技 2013年10月 第二作者（中文核

50 王 婷 专业建设 武汉市品牌专业《西餐工艺》验收合格 武汉市教育局 2013年12月 参与

51 王 婷 论文 《基于连锁餐饮酒店自助餐后厨人员的安排》 中外食品工业 2013年12月 独撰

52 王辉亚 横向课题 科研处 科研处定 2013年12月 主持

53 王益铭 论文 《从老面馒头销售看市场消费心理》 教育科学博览 2013年4月 独撰

54 王益铭 论文 《谈高职高专学生进行生产性实训的必要性探讨》 中国素质教育研究 2013年8月 独撰

55 魏跃胜 市级课题 《茶艺茶点在筵席中的应用》结题 武汉市教育局 2013年6月 参与

56 魏跃胜 论文 《鲜洋葱汁对西餐牛扒嫩化工艺效果研究》 中国调味品 2013年7月 第二作者

57 魏跃胜 论文 《武汉郊区寄宿制学校学生膳食状况》 中国学校卫生 2013年4月 第一作者

58 魏跃胜 论文 《农村寄宿制学校食堂工作人员情况调查分析》 成才 2013年3月 第一作者

59 魏跃胜 省级课题 《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营养餐研究》结题 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2013年5月 主持

60 许睦农 市级课题 《武汉煨汤工艺传承与创新研究》 武汉市社科联 2013年11月 主持

61 严涛 论文 中国南极科考队员极夜期间的膳食平衡研究 中国工业年鉴 2013年12月 独撰

62 易中新 论文 《浅议促进健康长寿的饮食因素》 管理学家 2013年12月 独撰

63 张 韵 院级课题 湖北淡水鱼鲜特色烹制技艺研究 武汉商学院 2013年12月 参与

64 张 韵 论文 《新型剁椒味口味复合调味酱的研发与应用》 中国调味品 2013年4月 第二作者

65 曾习 论文 《以微博为平台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浅析》 今日中国论坛 2013年9月 独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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