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临床诊断技术课程标准 

（一）课程性质和任务 

本课程是动物检疫检验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本课程也是将解剖、生理、

病理、药理等基础课程和各种动物疾病等专业课程相互联系起来的桥梁性课程。

本课程是以家畜（禽）为研究对象，研究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的学科，包括临床诊断技术、实验室检查技术、特殊检查方法等。本课程的主要

任务是使学生了解国内、外兽医临床诊疗技术的发展现状与前景，掌握其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熟练规范地进行各项体格检查，并能对各种症状和

检查结果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推理，从而做出正确诊断。本课程注重对学生职业意

识培养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职业能力，增强学生适应职业变

化的能力，为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兽医临床诊断与治疗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

完成与本课程相关的工作任务，具备安全、环保和公共卫生意识，养成严谨、求

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培养诚实守信、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的优良品质和良

好的职业道德，为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础。 

1.知识目标 

⑴掌握临床检查基本方法与程序，了解常见动物的接近和保定方法； 

⑵掌握一般检查和系统检查的内容方法和临床意义及注意事项； 

⑶掌握实验室血液、粪便、尿液的检查方法、临床意义及注意事项； 

⑷掌握常见给药的方法及途径，了解不同疾病情况下各种给药方法的使用； 

⑸了解特殊仪器诊断的使用方法，了解临床上先进的仪器检查和判断方法； 

2.能力目标 

⑴能对常见动物进行接近和保定； 

⑵能正确运用临床基本检查方法，对常见动物进行一般检查和系统检查； 

⑶能较为熟练的进行血液、粪便、尿液常规检查，并能正确判定结果； 

⑷能对常见疾病的仪器诊断结果做出正确判断； 

3.素质目标 

⑴培养学生热爱科学、实事求是、精益救精的学风，具备学习能力和创业创



 

新意识； 

⑵具有自强、自立、竞争、合作、吃苦耐劳和爱岗敬业的精神； 

⑶热爱动物医学事业，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良好的法制观念； 

⑷具有适应社会各种环境、职业以及抵抗风险和挫折的良好心理素质。 

（三）参考学时 

本课程建议学时 68学时。 

（四）课程学分 

本课程建议学分 4学分。 

（五）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号 项目 
教学

任务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学时 

1 临床诊断 

临床

检查

基本

方法

与程

序 

掌握问诊、视诊、触

诊、听诊、叩诊、嗅

诊的定义、内容和分

类。 

对牛进行临床基本检查操作。

（1）课前教师通过平台发布预

习测验、分组任务、互动交流、

消息推送等活动。学生登录教学

平台领取实训任务、完成在线

测、资源下载、任务提交、交流

互动等活动。 

（2）课中学生在实训现场按照

分组二维码领取小组实训任务，

明确实训目标并按照实训步骤

开始实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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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

操视频、动画等，边做边学，完

成后通过手机提交实训成果及

报告。学生通过平台可以下载讲

义及扩展资源、进行笔记标注、

随堂测验、互动问答以及课题评

价等活动。教师通过平台追踪学

生的学习行为，使教师即时掌握

学生个体学习进程、效果与反

馈。 

（3）课后教师课后推送任务、

发布成绩及进行教学反思。学生

进行在线讨论、反思、提交实训

报告等。教师进行讨论、点评、

归纳，并对学生观点、创新大力

4 



 

序号 项目 
教学

任务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学时 

支持。 

2 

 
一般检查 

任务

一 

一般

检查 

1.了解畜禽精神状态

变化、营养分类标准

及常见异常的姿势步

态。 

2.了解被毛和皮肤的

常见变化，掌握可视

粘膜常见颜色及临床

意义，了解浅表淋巴

结常见变化。； 

3.掌握 T、P、R变化

的临床意义。 

1.家畜整体状态、皮肤和被毛、

可视粘膜、浅表淋巴结的检查。 

2.常见生理指标的检查。 

（1）课前。教师课前通过资源

库平台发布课前预习任务、测

验、互动交流，可以即时掌握学

生的学习情况，实时调整授课内

容。学生登录资源库平台领取任

务，进行线上自主学习、并完成

线上测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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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布考勤二维

码，学生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课

程鉴到。课上学生交流探讨课前

预习情况，提出问题，教师根据

讨论总结问题，针对学生课前预

习存在的问题、重点难点内容进

行讲授或组织讨论，补充学习。

学生参与讨论，通过平台与教师

互动，提出问题，完成在线测验；

通过标注、拍照、录音、录像等

方式记录笔记，并上传笔记；扫

描交互式数字教材的二维码反

复观看资源，通过平台与教师交

流互动。教师针对学生操作进行

分析，实现个性化指导。 

（3）课后。教师课后推送任务、

发布成绩及进行教学反思。学生

进行在线讨论、反思等。教师进

行讨论、点评、归纳，并对学生

观点、创新大力支持。 

2 

任务

二 

眼结

膜检

查 

2 

3 
循环系统

检查 

心血

管系

统检

查 

1.了解心搏动检查的

内容及病理变化，能

正确找出心脏的体表

位置并进行视诊或触

诊。 

2.掌握心脏听诊的内

容及病理变化，正确

听诊心脏，能区分第

（一）二心音，能测

1.常见动物心搏动的检查。 

2.常见动物心脏的听诊和血管

检查。 

（1）课前。教师课前通过资源

库平台发布课前预习任务、测

验、互动交流，可以即时掌握学

生的学习情况，实时调整授课内

容。学生登录资源库平台领取任

务，进行线上自主学习、并完成

4 



 

序号 项目 
教学

任务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学时 

出心跳次数。 

3.了解脉管检查的方

法。 

线上测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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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布考勤二维

码，学生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课

程鉴到。课上学生交流探讨课前

预习情况，提出问题，教师根据

讨论总结问题，针对学生课前预

习存在的问题、重点难点内容进

行讲授或组织讨论，补充学习。

学生参与讨论，通过平台与教师

互动，提出问题，完成在线测验；

通过标注、拍照、录音、录像等

方式记录笔记，并上传笔记；扫

描交互式数字教材的二维码反

复观看资源，通过平台与教师交

流互动。教师针对学生操作进行

分析，实现个性化指导。 

（3）课后。教师课后推送任务、

发布成绩及进行教学反思。学生

进行在线讨论、反思等。教师进

行讨论、点评、归纳，并对学生

观点、创新大力支持。 

4 
呼吸系统

检查 

任务

一 

呼吸

运动

检查 
1.了解常见呼吸方式

和常见异常呼吸节

律，掌握呼吸困难的

特点。 

2.掌握鼻液的性状和

数量，掌握咳嗽的表

现特点。 

3.了解上呼吸道检查

方法，掌握肺脏叩诊

和听诊检查。 

1.常见动物的呼吸运动检查。 

2.常见动物的上呼吸道、胸部和

肺检查。 

（1）课前。教师课前通过资源

库平台发布课前预习任务、测

验、互动交流，可以即时掌握学

生的学习情况，实时调整授课内

容。教师通过平台发布实训分组

任务、互动交流、消息推送等活

动。学生登录资源库平台领取任

务，进行线上自主学习、并完成

线上测验、任务提交、交流互动

等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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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布考勤二维

码，学生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课

程鉴到。课上学生交流探讨课前

预习情况，提出问题，教师根据

4 

任务

二 

肺脏

检查 

4 



 

序号 项目 
教学

任务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学时 

讨论总结问题，针对学生课前预

习存在的问题、重点难点内容进

行讲授或组织讨论，补充学习。

学生参与讨论，通过平台与教师

互动，提出问题，完成在线测验；

通过标注、拍照、录音、录像等

方式记录笔记，并上传笔记；扫

描交互式数字教材的二维码反

复观看资源，通过平台与教师交

流互动。教师针对学生操作进行

分析，实现个性化指导。在实训

现场按照分组二维码领取小组

实训任务，明确实训目标并按照

实训步骤开始实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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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与实操视频、动画等，边做

边学，完成后通过手机提交实训

成果及报告。 

（3）课后。教师课后推送任务、

发布成绩及进行教学反思。学生

进行在线讨论、反思等。教师进

行讨论、点评、归纳，并对学生

观点、创新大力支持。 

5 
消化系统

检查 

任务

一 

口腔

检查 

1.掌握饮食机能与动

作检查的方法及内

容。 

2.掌握口、咽、食道、

胃、肠检查的方法及

内容。 

3.掌握排粪动作和粪

便性状检查的内容，

了解直肠检查的方法

及内容。 

1.常见动物饮食状态的检查。 

2.常见动物口腔、咽、食道、 

胃、肠的检查。 

3. 动物排粪动作及粪便的检

查。 

（1）课前。教师课前通过资源

库平台发布课前预习任务、测

验、互动交流，可以即时掌握学

生的学习情况，实时调整授课内

容。教师通过平台发布实训分组

任务、互动交流、消息推送等活

动。学生登录资源库平台领取任

务，进行线上自主学习、并完成

线上测验、任务提交、交流互动

等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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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布考勤二维

4 

 

2 
任务

二 

胃肠

检查 

任务

三 

反刍

动物

胃肠

检查 

2 

任务

四 

直肠

检查 

2 



 

序号 项目 
教学

任务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学时 

码，学生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课

程鉴到。课上学生交流探讨课前

预习情况，提出问题，教师根据

讨论总结问题，针对学生课前预

习存在的问题、重点难点内容进

行讲授或组织讨论，补充学习。

学生参与讨论，通过平台与教师

互动，提出问题，完成在线测验；

通过标注、拍照、录音、录像等

方式记录笔记，并上传笔记；扫

描交互式数字教材的二维码反

复观看资源，通过平台与教师交

流互动。教师针对学生操作进行

分析，实现个性化指导。在实训

现场按照分组二维码领取小组

实训任务，明确实训目标并按照

实训步骤开始实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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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与实操视频、动画等，边做

边学，完成后通过手机提交实训

成果及报告。 

4. （3）课后。教师课后推送任

务、发布成绩及进行教学反思。

学生进行在线讨论、反思等。教

师进行讨论、点评、归纳，并对

学生观点、创新大力支持。 

6 
泌尿生殖

系统检查 

任务

一 

泌尿

生殖

系统

检查 

1.掌握排尿动作和尿

液的感官性状检查方

法。 

2.掌握肾脏、膀胱和

生殖器病理变化检查

方法。 

3.掌握乳房检查的内

容及病变。 

1.排尿动作及尿液性状的检查。 

2.泌尿器官和生殖系统的检查。 

（1）课前。教师课前通过资源

库平台发布课前预习任务、测

验、互动交流，可以即时掌握学

生的学习情况，实时调整授课内

容。教师通过平台发布实训分组

任务、互动交流、消息推送等活

动。学生登录资源库平台领取任

务，进行线上自主学习、并完成

线上测验、任务提交、交流互动

等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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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布考勤二维

2 

2 

任务

二 

肾脏

检查 

2 任务

三 

尿液

检查 



 

序号 项目 
教学

任务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学时 

码，学生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课

程鉴到。课上学生交流探讨课前

预习情况，提出问题，教师根据

讨论总结问题，针对学生课前预

习存在的问题、重点难点内容进

行讲授或组织讨论，补充学习。

学生参与讨论，通过平台与教师

互动，提出问题，完成在线测验；

通过标注、拍照、录音、录像等

方式记录笔记，并上传笔记；扫

描交互式数字教材的二维码反

复观看资源，通过平台与教师交

流互动。教师针对学生操作进行

分析，实现个性化指导。在实训

现场按照分组二维码领取小组

实训任务，明确实训目标并按照

实训步骤开始实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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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与实操视频、动画等，边做

边学，完成后通过手机提交实训

成果及报告。 

（3）课后。教师课后推送任务、

发布成绩及进行教学反思。学生

进行在线讨论、反思等。教师进

行讨论、点评、归纳，并对学生

观点、创新大力支持。 

7 
神经系统

检查 

神经

系统

检查 

1.了解精神状态分类

及变化。 

2.掌握运动技能检查

的形式及特点，了解

各种反射技能。 

1.常见动物精神状态的检查。 

2.常见动物运动、感觉、反射等

机能的检查。 

（1）课前。教师课前通过资源

库平台发布课前预习任务、测

验、互动交流，可以即时掌握学

生的学习情况，实时调整授课内

容。学生登录资源库平台领取任

务，进行线上自主学习、并完成

线上测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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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布考勤二维

码，学生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课

程鉴到。课上学生交流探讨课前

4 



 

序号 项目 
教学

任务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学时 

预习情况，提出问题，教师根据

讨论总结问题，针对学生课前预

习存在的问题、重点难点内容进

行讲授或组织讨论，补充学习。

学生参与讨论，通过平台与教师

互动，提出问题，完成在线测验；

通过标注、拍照、录音、录像等

方式记录笔记，并上传笔记；扫

描交互式数字教材的二维码反

复观看资源，通过平台与教师交

流互动。教师针对学生操作进行

分析，实现个性化指导。 

（3）课后。教师课后推送任务、

发布成绩及进行教学反思。学生

进行在线讨论、反思等。教师进

行讨论、点评、归纳，并对学生

观点、创新大力支持。 

8 

 

 

实验室检

查和特殊

检查 

任务

一 

X光检

查 

1.了解 X光诊断原理，

能熟练操作 DR。 

2.掌握常见疾病的 DR

诊断结果。 

1.以猪羊鸡狗为实验对象进行

采血和抗凝。 

2.红细胞计数。 

3.白细胞计数。 

4.血涂片制作。 

5.血液生化检验的检验项目。 

6.肝功能实验的检验项目和临

床意义。 

7.血气检验的检验项目及临床

意义。 

8.现场采集牛或羊的尿液。 

9.进行尿液的物理性质化学成

分检验。 

10.对动物粪便进行酸碱度检

查。 

11.潜血检查 

12.现场演示 DR机的使用。 

13.现场演示 B超仪的使用。 

（1）课前。教师课前通过资源

库平台发布课前预习任务、测

验、互动交流，可以即时掌握学

生的学习情况，实时调整授课内

容。学生登录资源库平台领取任

务，进行线上自主学习、并完成

线上测验。教师针对学生课前预

4 

任务

二 

超声

检查 

1.了解 B超诊断原理，

能熟练操作 B超仪。 

2.掌握常见疾病的 B

超诊断结果。 

4 

任务

三 

血液

常规

检验 

1. 掌握血样的采集

方法和抗凝技术。 

2. 能对红细胞沉降

速率、红细胞压积

容量、血红蛋白等

指标进行检测并

分析结果。 

3. 掌握红细胞计数、

白细胞计数和白

细胞分类的方法

和临床意义。 

4 

任务

四 

血液

生化

检验 

1.了解血液生化检验

的检验项目，掌握动

物正常血液生化指

标。 

2.能正确判断和解释

化验报告单。 

4 



 

序号 项目 
教学

任务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学时 

3.了解肝功能实验检

查正常指标和诊断意

义 

习情况对每个学生进行评价，实

现个性化指导。 

（2）课中。教师发布考勤二维

码，学生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课

程鉴到。课上学生交流探讨课前

预习情况，提出问题，教师根据

讨论总结问题，针对学生课前预

习存在的问题、重点难点内容进

行讲授或组织讨论，补充学习。

学生参与讨论，通过平台与教师

互动，提出问题，完成在线测验；

通过标注、拍照、录音、录像等

方式记录笔记，并上传笔记；扫

描交互式数字教材的二维码反

复观看资源，通过平台与教师交

流互动。教师针对学生操作进行

分析，实现个性化指导。 

（3）课后。教师课后推送任务、

发布成绩及进行教学反思。学生

进行在线讨论、反思等。教师进

行讨论、点评、归纳，并对学生

观点、创新大力支持。 

任务

五 

电解

质及

血气

检验 

1.了解血气及电解质

的检验项目，掌握动

物正常血气指标。 

2.能正确判断和解释

化验报告单，能准确

判断酸碱中毒类型。 

4 

任务

六 

尿液

检验 

1.掌握尿液的采集与

保存方法。 

2.能对尿液进行密度

测定并判定结果。 

3.掌握尿液化学成分

的检查。 

4.掌握尿潜血及其测

定方法和临床意义。 

4 

任务

七 

粪便

检验 

1.学会粪便酸碱度的

测定方法。 

2.学会粪便潜血检验

方法和结果分析。 

4 

（六）教学建议 

1.教学方法 

⑴采用项目教学法，实施引导式教学，形成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

以活动项目为载体的教学模式。每个项目采用边讲边练、分组教学等方式进行，

以工作任务为引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⑵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探究式等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方法，利用集体讲解、小组讨论、示范演示、答疑指导、分组训练、综合实践

等教学形式，从学生实际出发，因材施教，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做

中学，学中做。 

⑶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配合实物教学设备、多媒体教学课件、数字化教

学资源、仿真模拟软件等手段，提高教学效果。 

2.评价方法 

教学评价采用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⑴改革传统评价方式，采用过程评价、目标评价、项目评价等评价模式。 

⑵注重评价方式的多元化，采取学生自评、学生互评、教师评价相结合的方

式，综合评定学生成绩。 

⑶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分析问题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应

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予以鼓励，全面综合地评价学生能力，发展学生心智。 

3.教学条件 

⑴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课件、录像、光盘、挂图等，增强教学直观性和灵活

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 

⑵加强教学资源库和精品课程建设，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满足课程教学需要。 

⑶加强校内实验实训条件建设，满足学生实验实训、职业技能鉴定等需要，

实现教学做一体化、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一体化。 

⑷加强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充分利用企业资源，强化顶岗实习，实现工学结

合。 

4.教材编写 

⑴依据本课程标准编写教材或选用教材，优先选用国家规划教材。 

⑵教材的编写既要符合教学指导方案中课程标准的要求，又要结合本省畜牧

业发展趋势，不断更新教学内容，紧跟时代步伐。 

⑷教材内容应体现先进性、通用性和实用性原则，侧重实践操作，要将本行

业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等及时纳入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