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解剖生理》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程

课程学时：128 开设学期：第一、二学期

适用专业：动物检疫检验技术专业

学制：三年

课程学分：8 分

二、课程概述

《动物解剖生理》课程是动物检疫检验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是后续其他核心

专业课程学习的基础，也是动物防疫检疫、疫病防治、畜产品安全检测、畜产品卫生检验、

兽医卫生监督与管理等相关职业岗位所必需的主要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之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常见畜禽有机体各器官的正常形态、结构、位置关系及

个体发生发展规律，掌握动物的消化、呼吸、循环、泌尿、生殖等生理过程发生的原因、条

件及影响因素；能在活体上识别骨性、肌性标志及动物主要器官的体表投影，能在尸体标本

上识别各器官，能借助光学显微镜识别动物体各主要器官；具有基本的解剖技术及生理实验

操作技能；深刻理解动物体各器官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后期相关课程如动物微生

物及免疫基础、动物病理、动物药理、动物防疫技术、畜禽传染病、畜禽寄生病虫病、食品

微生物检验技术、食品理化检验技术、兽医卫生检验、动物疫病等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作为学生最早接触的一门与专业相关的课程，培养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兴趣尤为重

要，为加深学生对本专业的认识提供一个平台。本课程注重学生综合素质与职业能力的培养，

让学生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具备创新精神和团队协作意识等综合素质，以适应产业及相关

行业发展需要，为以后职业生涯奠定坚实基础。

三、课程目标

3.1 知识目标



 掌握动物体各系统的组成；

 掌握动物体各器官的正常形态、位置；

 掌握动物体各器官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并理解器官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

 熟悉动物体的各种正常的生命现象，掌握动物的消化、呼吸、循环、泌尿和生殖生理过

程发生的机理及基本规律；

3.2 能力目标

 使学生能熟练使用光学显微镜观察组织标本；

 能在光镜下正确识别动物体各主要器官的组织构造；

 能在活体上识别骨性、肌性标志及各主要器官的体表投影；

 能在尸体标本上准确识别动物体各器官；

 能独立解剖常见动物；

 能进行简单的生理实验操作。

3.3 素质目标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道德品质和法律意识；

 热爱畜牧兽医事业，关心动物福利事业；

 培养吃苦耐劳、爱岗敬业、团结协作、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职业精神；

 培养良好的自学能力；

 具有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与工作作风；

 具有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善于沟通；

 善于调查、分析和总结工作中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

四、教学内容与学时安排

序
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活动设计

参
考
学
时

1 细胞

1.掌握细胞的概念、结构与功能；
2.了解细胞分裂和细胞分化的概
念及其相互关系；
3.了解细胞的整体性与运动性以
及细胞的衰老与死亡。

课堂教学：

（1）课前。教师课前通过资

源库平台创建课程、协作备

课、重组课程；发布课前预

6

2 基本组织
了解四大基本组织的定义、分类、
分布、结构及功能。

12



序
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活动设计

参
考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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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运动系统

1.掌握全身骨骼的组成；
2.能在全身骨骼标本上识别主要
的骨性标志；
3.掌握全身肌肉的分布，能指出全
身肌肉的位置；
4.能在全身肌肉标本上识别主要
的肌性标志。

10

4 被皮系统
了解皮肤的特点，掌握蹄、乳腺和
毛的形态特点及位置。

4

5 消化系统

1.掌握消化系统的组成（消化管和
消化腺）；
2.掌握消化管的一般结构；
3.掌握腹腔的分区；
4.掌握口腔、咽、食管、胃、小肠、
大肠、肝、胰的位置、形态结构，
重点掌握反刍动物的复胃与单胃
动物的胃以及牛、羊、猪、犬肠管
的模式；
5.能在活体上指出消化器官的体
表投影位置；
6.掌握胃、小肠、肝、胰的的组织
结构与功能；
7.了解食管和大肠的组织结构特
点；
8.理解消化、吸收的概念，了解食
物在各段消化管的消化和吸收过
程。

16

6 呼吸系统

1.了解呼吸系统的组成；
2.掌握鼻腔、气管、支气管、肺的
位置、形态、结构和机能；
3.能在活体上指出肺的体表投影
位置；
4.了解呼吸运动、呼吸频率、气体
交换和气体运输等基本呼吸生理
知识。

8

7 泌尿系统

1.了解泌尿系统的组成；
2.了解肾一般结构，掌握肾单位的
概念、组成和结构；
3.掌握肾脏、输尿管、膀胱、尿道
的形态、位置和机能；
4.能在活体上找出肾脏、膀胱体表
投影位置；
5.理解尿生成的机理及影响尿生
成的因素。

8



序
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活动设计

参
考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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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训课堂：

（1）课前教师通过平台创建

课程、重组课程，发布预习

测验、分组任务、互动交流、

消息推送等活动。教师备课

时，可以将实训设备关键操

作点、实训设备关键点安全

操作规范、使用方法、操作

步骤、任务领取、任务提交

等生成二维码，贴在实训设

备附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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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生殖系统

1.掌握雄性、雌性生殖系统的组
成；
2.掌握睾丸的位置、形态构造和机
能；
3.了解附睾、副性腺、输精管、尿
生殖道、阴茎的结构和功能；
4.了解反刍动物、猪、兔和家禽生
殖器官的组织结构特点；
5.掌握卵巢和子宫的形态、位置、
结构和功能；
6.了解输卵管、阴道、尿生殖前庭、
阴门的形态位置；
7.了解性成熟、发情周期、受精、
妊娠、分娩、泌乳及精液等生殖生
理知识。

14

9
心血管系
统

1.掌握心脏的形态位置、心腔的构
造、心脏的血管、心脏传导系统和
心包；
2.掌握体循环和肺循环的起止点
及行经血管；
3.掌握全身主要动脉、静脉的分布
及名称；
4.掌握心肌的生理特性、心动周
期、血压、脉搏等概念；
5.了解血液的组成和血细胞的形
态结构和机能；
6.了解血液的理化特性和血凝的
机理。

16

10 免疫系统

1.掌握胸腺、淋巴结和脾的形态、
位置、结构和功能；
2.掌握单核吞噬细胞系统的概念
和组成，淋巴细胞的类群与功能；
3.了解淋巴组织和淋巴器官的概
念及中枢淋巴器官与外周淋巴器
官的区别；
4.了解血结、血淋巴结和猪淋巴结
的结构特点；
5.掌握兽医常检淋巴结的名称及
位置；
6.能正确识别常见的免疫器官。

4

11 神经系统

1.了解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
系统的组成；
2.掌握脑、脊髓的形态、结构和位
置；
3.了解脑神经、脊神经的分布，掌
握植物性神经的分布；
4.能正确识别脑和脊髓；

8



序
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活动设计

参
考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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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大力支持。

5.掌握植物性神经的功能特点；
6.理解条件反射的概念、形成机
理。

12
内分泌
系统

1.掌握脑垂体、甲状腺、甲状旁腺、
肾上腺、胰岛、性腺的形态、结构、
位置和功能；
2.了解各内分泌腺分泌的激素及
其作用。

4

13 体温

1.掌握家畜的体温及其正常变动
规律；
2.掌握体温恒定的维持机制；
3.了解体温的调节方式；
4.了解不同动物对高温和低温的
耐受能力与适应。

4

14
家禽解剖
生理

1.了解家禽被皮系统的组成；
2.了解家禽骨骼的组成及结构特
点；
3.了解呼吸系统的组成，掌握家禽
气管、肺、气囊的结构特点和作用；
4.了解家禽消化系统的组成，掌握
家禽消化系统各器官的位置、结构
特点和作用；
5.了解泌尿系统的组成，掌握肾
脏、输尿管的位置和结构特点；
6.了解家禽生殖系统的组成，掌握
家禽睾丸、卵巢和输卵管的结构和
作用；
7.能正确解剖家禽，识别家禽的主
要器官。

6

15 羊的解剖 掌握羊的十大系统组成。 8

五、教学建议

（一）教学方法

1．采用项目教学法，实施行动导向式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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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教学的方式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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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教学过程中，采用“问题式”“讨论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激励学生参与意

识，增强课堂互动效果，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评价方法

注重评价的多元化，以学生自评、学生互评、教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加强过程考核，



综合评定学生成绩。

注重考查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动手能力，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

注重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和发展。

评价时间 评价方式 评价依据 分值 总分

平时评价 学生自评 20%

学生互评 30%

教师评价 50%

1．出勤率

2．课堂纪律与积

极性

3．作业完成情况

50 100

期末评价 理论考核 50%

技能考核 50%

50

（三）教学条件

1．利用多媒体课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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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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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强校内实验实训条件建设，满足学生实验实训、职业技能鉴定的需要，实现教学

做一体化、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一体化。

（四）教材编写

1．依据本课程标准编写教材或选用教材。选用的教材不能完全符合本标准时，可编写

辅导教材进行充实。

2．教材的编写既要符合学校的教学现状，和学生的学习能力一致，又要结合当地的畜

牧业发展出现的新特点，不断更新教学内容，紧跟时代步伐。

3．教材内容应图文并茂，选用能够体现器官形态结构的典型图片，文字表述必须精炼、

准确、科学。

4．教材要有开放性和弹性。在合理安排基本课程内容的基础上，结合专业特点，给学

校和教师留有开发的余地，也为学生留有选择的空间，以满足不同学生个性化学习和发展的

需要。

（五）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

1．注重挂图、图像、视频、音频、多媒体课件、动画、虚拟实训仿真软件等常用课程

资源及现代化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效创设形象生动的工作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2．积极开发和利用网络课程资源。充分利用诸如专业教学资源库、精品课程、数字图

书馆等网上信息资源，促使教学从单一媒体向多种媒体转变、教学活动从信息的单向传递向

双向转变、学生从单独学习向合作学习转变。同时，积极创造条件搭建远程教学平台，扩大

课程资源的交互空间。

六、参考教材

1.主要参考教材：周其虎，主编《动物解剖生理》。

2.其它参考书：《动物解剖生理》，霍军，曲强，化学工业出版社；

《动物解剖及组织胚胎》，包玉青，韩行敏，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动物解剖》，张春光，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