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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畜牧兽医（012000）。 

二、入学要求 

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三、修业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 

四、职业面向 

畜牧兽医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的岗位为： 

岗位类别 就业岗位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畜禽饲养 

饲养员 
家畜饲养工（中级） 

家禽饲养工（中级） 

繁殖员 
家畜繁殖工（中级） 

家禽繁殖工（中级） 

畜禽疾病防治 

疾病防治员 动物疫病防治员（中级） 

动物检疫检疫员 动物检疫检验员（中级） 

营销 
饲料营销员 饲料营销员（中级） 

兽药营销员 动物疫病防治员（中级）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培养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畜牧业发展相适应，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掌握畜牧兽医专业畜牧饲养、畜禽疾病防治、营销岗位（群）必

备的文化知识、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具有动物养殖生产与管理、饲料配制、动物繁殖、动

物疾病诊断与治疗、动物疫病检测与防控、熟悉畜牧兽医相关法律法规等能力，能胜任畜禽

饲养、畜禽繁殖、畜禽疾病防治、动物检疫检验和饲料营销、兽药营销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

和技术技能型人才；与高等院校通过“2+3”或“3+2”模式联合培养畜牧兽医专业类学生。 

（二）培养规格 

1.职业素养 

(1)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深刻理解《畜牧法》，《动物防疫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能依法养殖和依法防控疫病。 



 

 

(2)具备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有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较强的自控能力及自我

更新知识能力； 

(3)具备良好的身体及心理素质。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方法，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具备

良好的体能和适应本职岗位工作的身体素质，具备稳定的心理素质，能正确对待学习、生活

中的困难； 

(4)具备优良的专业素质。掌握丰富的兽医理论知识、扎实的畜禽行业基础技能、创造性的

工作态度、创新性的工作思维、良好的自控及自主学习能力； 

(6)具有良好的团结协作和服务意识，具备自主创业的能力。 

2.专业知识 

(1)掌握畜牧基础理论知识 

(2)掌握畜禽饲养管理理论知识 

(3)掌握畜禽疫病诊治基础理论知识 

(4)掌握畜产品、饲料加工检查理论知识 

(5)掌握动物遗传繁殖的理论知识 

(6)掌握动物育种的基础理论知识 

(7)掌握畜牧业市场营销的基础理论知识 

(8)掌握兽药使用常识 

(9)掌握兽药保存知识 

3.专业技能 

(1)能认识、配制常见的饲料 

(2)能进行饲养管理 

(3)能进行养殖规划 

(4)具备畜禽良种选择的技能 

(5)能防治、诊断畜禽常见疾病 

(6)具备粪污无害化处理技能 

(7)具备动物接产及产后保健技能 

(8)能进行畜禽场舍规划及设备安装 

(9)能诱导畜禽杂交 

(10)能进行畜禽发情鉴定 

(11)能进行人工采精、授精 

(12)能进行仔畜、仔禽护理 



 

 

(13)具备畜禽场地消毒技能 

(14)能进行畜禽免疫接种 

(15)能对病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 

(16)能对病畜禽进行检验 

(17)能进行市场调研及规划 

(18)具备账目管理的技能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1.公共基础课教学内容及要求: 

类别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公 

共 

基 

础 

课 

职业生涯规

划 

理解职业生涯规划的意义和作用，了解成功职

业人所应具备的要素条件，掌握职业生涯规划

的设计步骤及实施要求，为以后独立创业奠定

基础。 

36 

经济政治与

社会 

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的“四位一

体”，的新格局，牢固树立并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 

36 

职业道德与

就业指导 

了解礼仪讲文明，知荣辱，有道德。使学生基

本掌握法律基础常识增强守法意识，为就业奠

定基础。 

36 

哲学与人生 

掌握哲学的基本知识，学会运用哲学原理和方

法解决人生问题，用哲学指导人生，以人生体

验哲学，把哲学与人生结合起来。 

36 

语文 

掌握阅读现代文和浅易文言文的、欣赏文学作

品、应用文写作技能；具备日常口语交流能力，

养成自学和运用语文的良好习惯，接受优秀文

化熏陶，形成高尚的审美情趣。  

180 

数学 

掌握代数、方程组、集合与逻辑用语、不等式、

函数、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任意角的三角函

数等知识。 

180 



 

 

英语 

掌握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和运用英语进

行交际的能力，能听懂简单对话和短文，能围

绕日常话题进行初步交际，具有自主学习和继

续学习的能力，并为学习专门用途英语打下基

础。 

180 

计算机应用

基础 

掌握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提高学生计算机基

本操作、办公应用、网络应用、多媒体技术等

方面的技能。初步具有用计算机解决学习、工

作、生活中常见问题的能力。 

108 

体育与健康 

掌握科学锻炼和娱乐休闲的基本方法，养成自

觉锻炼的习惯；养成自主锻炼，自我保健，自

我评价和自我调控的意识，全面提高身心素质

和社会适应能力。 

144 

化学 

了解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变化规律，

为相关专业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能综合

运用所学的化学知识、技能和方法，分析和解

决与化学有关的问题，感受化学与人类生产、

生活之间的联系，树立环保意识和安全意识。 

72 

 

公共艺术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广泛的艺术学习和活动，了

解和掌握不同艺术门类的基本知识技能和原

理，丰富审美体验增强，感性认识，提升艺术

感知能力，关注艺术与社会生活，艺术与劳动

生产艺术，艺术与历史文化艺术与其他课程和

专业的有机联系 

36 

历史 

掌握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的理论依据；中国现代

史学科研究的内容及其与党史，革命史；民国

史的区别与联系；了解史学训练的几种基本方

法及特征：名词解释；大事记；考证；叙述性

文章；论文。 

36 



 

 

 

（二）专业技能课程 

1.专业核心课教学内容及要求: 

类别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专 

业 

核 

心 

课 

畜禽解剖生

理 

学习牛、猪和鸡等动物的解剖构造特征。掌握

畜禽运动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

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的相关

知识和动物解剖操作的基本技能，熟悉各个系

统的生理功能。 

72 

动物微生物

及检验 

熟悉微生物种类及特征、免疫学基础知识及其

在预防医学上的应用；动物主要病原微生物的

生学特性。学会常见动物病原微生物的实验室

检验技术，并对检验结果进行正确的分析和处

理。 

72 

畜禽营养与

饲料 

掌握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维

生素在动物营养中的作用及相互关系；能够灵

活运用畜禽生产营养需要和饲养标准的相关

知识；掌握各种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营养特

性、利用特点；掌握配合饲料配方设计的方法、

生产工艺；掌握饲料常规成分的分析方法。 

72 

兽医基础 

了解常用药物的性状、体内过程、作用机理、

不良反应；掌握药物保管与贮存的方法；掌握

常用药物的作用、应用和用法。熟悉特效解毒

药的作用、应用和注意事项；掌握处方的正确

开写。 

72 

畜禽生产 
掌握畜禽选种选配、繁殖的方法、发情鉴定与

控制技术、妊娠诊断技术、人工授精技术。 
72 

牛羊病防治 

掌握气象因素对畜禽的影响；掌握空气中有害

气体、微粒、微生物对畜禽的危害及控制方法；

掌握养殖场场址选择的原则、规划与布局及工

艺设计；掌握控制畜禽舍环境的措施。 

72 



 

 

猪病防治 

要求学生掌握猪常见传染病的病原特征、流行

特点、临床症状、病变、诊断及防治要点；掌

握常见寄生虫病的病原特征和生活吏、流行病

学、临床症状、病理变化、诊断方法、防治措

施；掌握常见内科病、外产科病的发生规律、

发病原因、临床症状、诊断方法及防治措施。 

72 

 禽病防治 

要求学生掌握禽常见传染病的病原特征、流行

特点、临床症状、病理变化、诊断及防治要点；

掌握常见寄生虫病的病原特征和生活吏、流行

病学、临床症状、病理变化、诊断方法、防治

措施；掌握常见内科病、中毒病的发生规律、

发病原因、临床症状、诊断方法及防治措施。 

72 

 
畜禽繁殖与

改良 

了解动物的现代繁殖新技术，掌握畜禽生殖器

官的结构和生理功能，常用生殖激素的作用及

应用，掌握家畜受精，妊娠及分娩技术、家禽

繁殖能力与繁殖障碍，熟练掌握杂交改良技

术，家畜繁殖技术，能运用有关原理对畜禽繁

殖中的问题进行分析指导，达到中级工的技术

要求，并同时培养具有诚信，守信，善于沟通

和合作品质。 

72 

 

 

 

 

 

 

 

 

 

 

 



 

 

2.技能方向课教学内容和要求: 

类别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专
业
技
能
课 

畜禽场环境

卫生与控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明确外界环境因素影响

动物生长繁殖过程基本特点和规律，要求学

生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能依据这些规律拟定利

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措施，从而给动物创造

良好的生长和繁殖环境，以保持动物的健康、

预防疾病、提高生产力和降低生产成本。 

36 

畜禽产品加

工 

熟悉肉、蛋、肉制品、乳、乳制品和畜

禽副产品的基本知识和加工艺。 
36 

畜牧业法规 

通过学习，要求同学们了解畜牧业生产的基

础法规要求。掌握畜牧兽医行政法规基础知

识，剧情生产经营管理动物疫病防控管理是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

兽药管理，动物卫生规则，畜牧兽医标准化

管理等内容。 

36 

动物防疫与

检疫技术 
要求掌握基本的动物防疫与检验技能。 36 

常用中草药

及应用 
 36 

生产劳动  120 

 

3.专业选修课教学内容和要求: 

类别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任
选
课
程 

社交与礼仪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高素质劳动

者和中高级专门人才所必须的人际沟通能力，

认识并养成文明礼貌的为人处事习惯，为今后

工作、学习、交流打下良好基础，并注重渗透

思想教育，逐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加强学

生的职业道德观念 

36 



 

 

宠物美容 

了解宠物犬，猫等动物的习性，美容工具基础，

护理美容的相关理论知识，掌握常见宠物的美

容与护理技术，具备宠物服饰设计，常见宠物

的美容护理等工具。培养学生善于沟通和合作

的品质，注重动物福利，树立动物保护意识，

注意人畜安全。 

36 

综合

实训

课程 

顶岗生产实

习 

第 5、6学期安排在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顶

岗生产实习。 
1000 

（三）顶岗实习 

1.实习时间：第五、六学期 

2.安全保障措施：加强对学生的劳动纪律、安全（人身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卫生安全、

生产安全等）、生产操作规程、自救自护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

力。学生必须具有安全保障意识，未办理劳动保险的学生学校坚决不安排参加顶岗实习。 

3.实习内容 

了解生产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人员及分工情况。熟悉生产部门各岗位工作职责，掌握典型

工作任务。 

4.实习地点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力源集团等大型农业公司。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表: 

 



 

 

 

说明：1.公共基础课中的选修课课程除历史外其他均安排在晚上进行，不计入学期周课时计

算。2.军训、入学教育、顶岗前教育、毕业教育、机动、考核均以周计算，不计入学期周课

时计算。3.本专业课程安排基础文化课占总课时 20.7%，专业技能课占总课时 71.6%，顶岗

实习占总学时 32.4%，选修课占总课时 3.2%。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 专业带头人任职要求： 

（1）具有良好的师德素质，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学风端正，治学严谨，勇于开

拓。关于团结协作，具有作为专业带头人的组织管理能力； 

（2）具有现代职业教育理念、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宽广的专业视野；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与过硬的专业技能，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具备制定专业建设方案、开发核心课程、指导新教

师、对企业技术服务等方面能力； 

（3）具有 5年以上与本专业相关的教学和实践经历，具有高级职称或硕士研究生学历，女

50岁以下，男 55 岁以下； 

（4）最近一年担任专业课程教学，教学效果良好以上。 

2. 骨干教师任职要求： 



 

 

（1）政治素质较高，职业道德良好，执教严谨，学风正派； 

（2）具有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具有较扎实专业基础，能参与制定专业教学方案； 

（3）具有参与核心课程开发与建设的能力； 

（4）掌握现代教育技术； 

（5）能够指导新教师完成教学任务； 

（6）具有丰富的教学经历和熟练的专业技能； 

（7）能够参与对企业技术服务。 

3. 青年教师任职要求： 

（1）应具备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具有 5年以上企业实践的企业技术骨干； 

（2）专任专业教师应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培训，具有开发职业课程的能力 

（3）专任实训教师要具备畜牧兽医专业高级工以上证书（含高级工）。 

4. 兼职教师任职要求： 

（1）热爱教育事业，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具有良好的职业首先和协作意识，能服从学

校管理，有一定的语言表达和知识传授能力； 

（2）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有三年以上行业企业生产一线工作经历，熟悉行业

企业工作流程，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3）担任校内外实习教学的兼职教师，应为精神该行业企业技术技能的业务骨干、能工巧

匠； 

（4）原则上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职业资格，具备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

优先聘任； 

（5）身体健康，能胜任兼职工作。 

（二）教学设施 

校内教学、实训设施设备清单: 

序号 实训（实验装备）名称 数量（台） 所处实训室 

1 动物模型 5 

动物解剖实训室 

2 动物骨骼标本 4 

3 肌肉标本 10 

4 动物解剖台 2 

5 显微镜 8 



 

 

6 挂图 20 

7 听诊器 20 

8 体温计 100 

9 乳脂测定仪 1 

动物生产实训室 

10 乳品成分分析仪 1 

11 多功能蛋品质测定仪 2 

12 肌肉嫩度仪 1 

13 孵化机 2 

14 照蛋器 10 

15 断喙器 2 

16 水分快速测定仪 1 

动物营养实训室 

17 饲料样品高速粉碎机 2 

18 动物标本展示台 8 

动物病理实训室 

19 动物尸体剖检操作台 4 

20 剖检用具包 6 

21 病理挂图 10 

22 电冰箱 2 

23 金属注射器 60 

24 疫苗保温箱 12 

25 连续注射器 30 

26 电动喷雾消毒器 12 

27 显微镜 60 

28 疫病快速诊断试剂盒 36 



 

 

29 防护服 60 

30 检疫工具包 4 

31 莱克多巴胺快速检测卡 5 

32 盐酸克伦特罗快速检测卡 5 

33 便携式红外测温仪 5 

34 兽用快速电子温度计 5 

35 肉检专用器械 5 

36 微量定量移液器 5 

37 摄影显微镜 0 

38 生物显微镜 5 

39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4 

40 超声波清洗器 1 

41 蒸馏水器 1 

42 离心机 2 

43 电视显微镜 1 

44 电热恒温培养箱 10 

45 超净工作台 4 

46 高力蒸汽灭菌器 4 

47 组织搅碎机 2 

48 电冰箱 2 

49 酶标仪 III 2 

50 水浴锅 2 

51 冰柜 1 



 

 

52 电子天平 1 

53 高压清洗机 1 

动物外科实训室 

54 高压蒸汽灭菌器 2 

55 自动消毒喷雾器 2 

56 牛用开口器 6 

57 小动物解剖台 4 

58 大动物解剖台 4 

59 小动物解剖器械包 4 

60 大动物解剖器械箱 4 

61 产科器械 6 

62 止血钳组织镊手术剪 46 

63 无影灯 1 

64 针灸包 60包 

兽医实训室 

65 兽医药产品 60种 

66 中药材标本 200种 

67 中药材粉碎机 1 

68 砂锅 6 

69 药柜 8 

70 卧式烤禽机 1 

畜产品加工实训室 

71 不锈钢烤缸 1 

72 不锈钢工作台 1 

73 电烤箱 1 

74 消毒柜 1 



 

 

1.教学要求 

教学过程中要理论联系实际，中职教育从实际生产出发，以服务生产为目的，教学过程

灵活，能反应职业技能适用于现实生产。 

2.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要更新理念，改变传统的教学管理方式。教学管理要有一定的规范性和灵活性，

可实行工学交替等学制。要合理调配专业教师、专业实训室和实训场地等教学资源，为课程

的实施创造条件；要加强对教学过程的质量监控，改革教学评价的标准和方法，促进教师教

学能力的提升，保证教学质量。 

3.教学资源 

围绕畜牧兽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现代畜牧业岗位核心技能需求，应具备教学牧场、动

物医院、疫病诊断实训室、动物模型实训室，通过增加种猪、种鸡的存栏量、实验室诊断设

备提升校内畜牧兽医实训基地的生产实训能力，建成融教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等功能于

一体的畜牧兽医校内实训基地，满足畜牧兽医专业专项技能训练、岗位综合实训、技能考核

鉴定、养殖企业岗位培训等需要。同时，引入企业文化，强化实训管理制度建设，编制实训

手册，明确实训内容、实训目的与要求、实训准备、实训步骤指导、考核标准等内容。我校

应配备的校内实训室、实训基地及实习基地如下： 

4.校内实训室 

校内实训室主要实训功能及设施设备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主要实训功能 实训教学要求 

1 

动物解剖实训

室 

主要承担畜禽解剖技术操作、各组织

器官的形态结构观察、动物全身骨髂

观察、主要内脏器官体表投影观察，

畜禽生理指标的实验实习和技能训

练 

能正确识别动物的全身骨骼、肌

肉、内脏器官；会正确识别内脏器

官体表投影位置；能测定畜禽的体

温、呼吸、脉搏；掌握畜禽的解剖

技术。 

2 

动物生产实训

室 

主要承担家畜生产和家禽生产课程

的实验教学与技能训练。同时，可完

成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家畜饲养员、家

禽饲养员的培训及考核工作 

会识别不同的畜禽品种；掌握不同

生产目的和不同饲养阶段家畜、家

禽的饲养管理技术；掌握畜禽饲料

配方。 

3 

动物营养实训

室 

主要承担饲料营养成分分析检测及

技能训练，以及饲料原料识别、饲料

能识别常用饲料原料、饲料添加

剂；会区分不同的饲料品种；掌握



 

 

添加剂识别、饲料品种识别、饲料质

量检测、饲料生产的实验与技能训练 

青贮饲料制作技术；熟悉饲料营养

成分分析检测方法。 

4 

遗传繁育实训

室 

主要承担畜禽遗传繁育方面的实验

和技能训练，同时可以向社会提供动

物精液品质检查、动物人工授精、动

物繁殖障碍病的诊断和治疗等服务 

会选择种用畜禽；能进行家畜的发

情鉴定；掌握畜禽采精技术；能正

确保存及稀释精液；掌握畜禽人工

授精技术。 

5 

动物病理实训

室 

主要承担病理解剖、病理标本识别、

病料采集的实验和技能训练教学任

务 

能对病畜禽进行剖检；能识别畜禽

组织器官的常见病变；能进行病料

样品的采集。 

6 

动物药理实训

室 

主要承担兽药保管与贮藏、兽药识

别、给药操作、药物作用实验和药物

配伍禁忌试验等实验和技能训练教

学任务 

能正确保管兽药；会区分兽药剂型

及兽用处方药、兽用非处方药；会

观察动物药物作用实验反应；会判

定药物配伍禁忌试验结果。 

7 

兽医临床实训

室 

主要承担动物保定、动物疾病的临床

诊断和实验室诊断、动物疾病治疗方

面的实验实习和技能训练 

能正确保定动物；能对动物进行临

床检查；会区分健康动物与患病动

物；能护理患病动物；掌握动物的

给药技术。 

8 

动物外产科实

训室 

主要承担手术基本操作、家畜胃切开

术、动物阉割术等技能训练教学任务 

掌握动物手术的基本操作；能对畜

禽普通外科病、产科病进行处理；

能进行畜禽的阉割及去势。 

9 

动物微生物实

训室 

主要承担细菌的分离、移植及培养性

状观察，显微镜的使用及细菌形态识

别，细菌标本的制备和染色法，凝集

试验，细菌的生化试验和药敏试验等

实验与技能训练 

懂得识别不同的细菌分类；会正确

使用显微镜，能识别常见细菌形

态；会培养细菌、制作细菌标本；

能进行病原的凝集试验及药敏试

验，会判定试验结果。 

10 

动物疫病防治

实训室 

主要承担消毒液配制及消毒操作、生

物制品贮藏、疫苗稀释、免疫接种操

作等教学与技能训练，同时，可完成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动物疫病防治员

的培训及考核工作 

掌握消毒药的配制方法，能正确进

行常用消毒药的配制；能对不同的

消毒对象实施消毒；掌握兽用生物

制品的贮藏方法，能正确进行冻干

苗的稀释；会使用常用免疫设备，

能正确实施畜禽的免疫接种。 



 

 

11 

动物疫病检验

实训室 

主要承担血凝及血凝抑制试验、凝集

试验、寄生虫检查、屠宰检疫等疫病

诊断的技能训练，同时可开展病原检

测、疾病化验等社会服务项目，以及

可完成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动物检疫

检验员的培训及考核工作 

掌握常见动物疫病的实验室诊断

方法；熟悉畜禽屠宰检疫操作规

程，能进行畜禽屠宰检疫。 

12 中兽医实训室 

主要承担中药材识别、中药炮制、中

兽药识别、针灸操作、辨证论治等教

学与技能训练 

会识别常用中药材、中兽药；熟悉

常用中药、中兽药的功效及主治；

能识别牛、猪的常用针灸穴位；掌

握针灸基本操作技术和常见动物

病证的辨证施治技术 

13 

畜产品加工实

训室 

主要承担烤鸭、腊肠、肉松、皮蛋制

作等教学与技能训练 

掌握烤鸭、腊肠、肉松、皮蛋的操

作工艺及操作注意事项。 

2.校内实训基地 

（1）教学实习牧场 

与企业合作，共建教学实习牧场。教学实习牧场设施配套齐全，畜禽种类多，其饲养管

理水平在当地具有示范性，场内应设有理实一体化实训室、化验室等，能同时容纳 2-3个教

学班进行养猪与猪病防治课程、养禽与禽病防治课程的理实一体化现场教学，以及接纳学生

进行教学生产实习。 

（2）教学动物医院 

与企业合作，共建教学动物医院。教学动物医院应具有化验室、药房、室内外诊疗场、

病畜厩舍等设施，设备齐全，能同时容纳 3-4个教学班进行兽医临床诊疗课程、动物解剖生

理课程、猪病防治课程和牛羊病防治课程等专业课的理实一体化现场教学，以及接纳学生进

行教学诊疗实习。同时，可完成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动物疫病防治员和动物检疫检验员的培训

及考核工作。 

（3）动物疫病诊断中心 

与企业合作，共建动物疫病诊断中心。配备有先进的细菌、病毒、寄生虫检测设备，具

备承担畜禽疾病防控，开展专业课程教学、动物疫病诊断、项目研究、培训一线专业技术人

员。同时，面向周边养殖企业提供畜禽疾病检测等社会服务项目。 

（4）家禽生产实训中心 

与企业深度合作，共建集教学、科研、实训、培训、生产为一体的家禽生产实训中心。



 

 

家禽生产实训中心设施设备配套齐全，家禽种类多，其饲养管理水平在当地具有示范性。实

训中心应设有种禽生产、孵化房、雌雄鉴别等一体化实训室，能同时容纳 2个教学班进行实

训。 

3.校外实习基地 

校外实训基地是校内实训室的外延和提高，主要包括如下功能： 

（1）学生进行专业认识实习； 

（2）学生进行校外实训； 

（3）学生进行顶岗实习。 

在“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教办学方针指导下，校外实训基地是保障毕业

生具有较强的职业能力的重要条件。本专业应与多家企业建立长期稳固、互惠、双赢的校外

实训基地，充分利用企业的设备、资源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条件，同时也利用学校的人才资

源为企业提供技术、培训服务。 

（四）教学方法 

1.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要符合教育部有关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按照培养学生基本科学文化素养、

服务学生专业学习和终身发展的功能来定位，针对中职学生的特点，公共基础课教学主要采

取教师讲授、课堂提问与班级讨论或分组讨论的方法，同时辅以角色扮演等实践方法，并充

分利用现代技术，采取多媒体教学方法，以幻灯、投影、计算机作为直观教具应用于各门基

础课。教学中可以采取提出探究主题、目标，让学生通过图书、报刊、互联网查找相关资料，

教师给予点拨和归纳的方式，侧重于训练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素质。数学教学中多给学

生留出自主学习和讨论的空间，让学生独立思考、相互讨论、自主地动手动脑动口参与数学

思维活动；体育与健康课程是以体育为手段增进学生身体素质，教学中要让学生主动参与，

教学手段则以游戏、竞赛为主。音乐鉴赏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学生的道德

情操，教学中则可以大量采用情境教学来激发学生的个人表现力，让学生自然地进入审美期

待和冲动。总之，公共基础课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课堂活起来、学生动起来、效果

好起来，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职业能力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专业技能课 

专业技能课实行“理实一体化”教学和研究性教学，改变“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

心、以书本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师的引导和学生的参与过程，强调学生的实施、发

现和探索过程， 建立以第一教学实习牧场、第二教学实习牧场、动物医院、疫病诊断中心

及学校周边养殖场为一体的畜牧兽医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将课堂搬到养殖场和动物医院等，



 

 

通过在养殖场及动物医院的生产及工作真实场景，使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从而掌握各个

岗位操作技能，并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五）学习评价 

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教育过程的阶段之一。我校实行

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教师评价、小组评价、学生自评、企业评价相结合，职业技

能鉴定与学作业考核结合的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应客观的评价，评价内容应兼顾认知、技能、情感等方面，我校的学生评价主要包括综

合素质评价及学业评价。学业评价又分为公共基础课程评价、专业技能课程评价、选修课程

评价、顶岗实习评价，依据教学进程，将平时成绩与考试评定相结合，对学生素质进行横向

和纵向比较，确定学生学业优劣及其潜能所在。根据专业技能标准，制定考核的多元评价机

制，使评价真正能够反映学生的知识、能力与素质。 

 

畜牧兽医专业评价表： 

课程分类 评分项目 分值比例 评分说明（评价内容） 

公共基础课程 

平时成绩 40% 

由学生自己、小组及教师根据学生在

课堂出勤及纪律、学习态度、学习兴

趣等方面表现进行评定 

期中考试 20% 期中统一考试 

期末考核 40% 期末统一考试 

专业技能课程 

平时成绩 20% 

由学生自己、小组及教师根据学生在

课堂出勤及纪律、学习态度、学习兴

趣等方面表现进行评定 

实训成绩 30% 

老师根据实训项目考核标准，结合学

生实训表现进行评定。实训成绩为该

门课程所有实训成绩的平均分 

期中考试 10% 期中统一考试 

期末考核 40% 

期末统一考试或有关职业资格证书

考试的成绩替代。其中理论考核占

50%，技能考核占 50% 

选修课程 平时成绩 50% 
由学生自己、小组及教师根据学生在

课堂出勤及纪律、学习态度、学习兴



 

 

趣等方面表现进行评定 

期末考核 50% 
期末总结报告或期末统一开卷考试

等 

顶岗实习 

平时成绩 70% 

由学生自己、小组、校内教师及校外

教师根据学生在思想素质、工作情况

两方面表现进行评定。 

实习报告 30% 

根据学生总结能力予以评定。实习报

告中应包括实习计划的执行情况、质

量分析与评估、存在问题与解决措

施、经验体会与建议等。 

（六）质量管理 

教学管理要更新理念，改变传统的教学管理方式。教学管理要有一定的规范性和灵活性，

可实行工学交替等学制。要合理调配专业教师、专业实训室和实训场地等教学资源，为课程

的实施创造条件；要加强对教学过程的质量监控，改革教学评价的标准和方法，促进教师教

学能力的提升，保证教学质量。 

1.学校、教务科、教研部应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监

控管理制度，完善课堂教学、教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

更新、资源建设等方面质量标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

成人才培养规格。 

2.学校、教务科、教研部应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

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

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

课等教研活动。 

3.学校应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毕业

生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4专业教研部应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毕业要求 

毕业成绩要求：修完全部课程，理论与技能考核成绩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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