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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兽医化验员。 

1.2 职业定义 

从事兽医实验准备并进行实验作业的人员。 

1.3 职业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国家职

业资格四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高级技

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1.4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室外，常温，有害。 

1.5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学习、计算、表达、观察、分析和判断能力，手指、手臂灵活，

动作协调，视（或矫正视力）、听、色、嗅觉正常。  

1.6 基本文化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 

1.7 培训要求 

1.7.1培训期限 

    全日制职业学校教育，根据其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确定。晋级培训期限：初

级不少于 240 标准学时；中级不少于 200 标准学时；高级不少于 180 标准学时；

技师不少于 160标准学时；高级技师不少于 150标准学时。 

1.7.2培训教师 



 

    培训初、中、高级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本专业中

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技师、高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高级技

师职业资证书 3年以上或具有本专业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1.7.3培训场地与设备 

    满足教学需要的标准教室、实验室、实验仪器务、教学用具等。 

1.8 鉴定要求 

1.8.1适用对象 

    从事或准备从事本职业的人员。 

1.8.2申报条件 

——初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在本职业连续见习工作 2年以上。   

    （2）经本职业初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中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经

本职业中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6年以上。 

    （3）取得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或教育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各类中等职

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 

——高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以上，经

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7年以上。 



 

    （3）取得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教育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高级技能为

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 

    （4）取得本职业相关专业大专以上毕业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

上。 

——技 师（具 备 以 下 条 件 之 一 者） 

    （1）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以上，经

本职业技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 时数，并 取得毕业证书 。 

    （2）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8年以上 。 

    （3）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生，

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以上。 

    （4）取得大专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

以上。 

——高级技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经

本职业高级技师培训达规定标准，并 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以上。 

1.8.3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理论知识考试采用闭卷笔试方式，技能

操作考核采用现场实际操作方式。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均实行百分制，

成绩皆达 60分以上者为合格，技师、高级技师还须进行综合评审。 

1.8.4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为不少于 1:20，每个标准教室不少于 2



 

名考评人员；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配比为不少于 1:5，且不少于 3名考评

员。综合评审委员不少于 5人。 

1.8.5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为 120 分钟；技能操作考核：初级、中级时间为 60 分钟，高

级时间为 90分钟，技师时间为 150分钟，高级技师时间为 200 分钟。 

1.8.6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操作考核在兽医化验室进行，化验室应

有相应的器材、药品、试剂、仪器、设备、实验动物等。 

  



 

2.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职业守则 

  （1）努力学习业务知识，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技术能力； 

  （2）热爱本职工作，工作认真、负责、科学、公不在此列； 

  （3）认真遵守实验室规章制度，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检验及时、准确； 

  （4）遵纪守法，不谋取私利； 

  （5）勤俭节约，爱护仪器、设备； 

  （6）文明礼貌，团结协作。 

2.2 基础知识 

2.2.1专业基础知识 

  （1）化学基础知识 

  （2）动物微生物学及免疫学基础知识 

  （3）兽医临床诊断学基础知识 

  （4）动物传染病学基础知识 

  （5）动物寄生虫病学基础知识 

  （6）动物解剖学及生理基础知识 

2.2.2 安全知识 

  （1）人体防护知识 

  （2）防止病原散播知识 

  （3）安全用电知识 



 

  （4）易燃易爆、剧毒药品等危险品保存、使用知识 

2.2.3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动物防疫法的相关知识。 

  （2）动物疫情报告管理办法。 

  （3）动物疫病诊断技术规程。  

  



 

3.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初级、中级、高级、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技能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

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初级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一、样品接

收 
接收样品 

1.能接收委检验样品 2.能填写送检样

品登记卡或接诊（样）单 

接诊（样）单填写要求

及注意事项 

二、化验准

备 

（一）器材准备 

1.能识别实验室常用器材 2.能对血清

学、细菌学检验常用的玻璃器皿、塑料

制品、橡胶制品、金属用品等进行洗涤、

干燥、包装和灭菌 

1.常用器材的性能、用

途 2.实验室常用器材

的洗涤、干燥、包装和

灭菌方法 

（二）仪器准备 

1.能保管、使用冰箱、冰柜、生物培养

箱、干热灭菌器 2.能保管、使用普通天

平、蒸馏水器、洗板机、微量振荡器等

常用仪器设备 

常用仪器设备的工作原

理、使用方法和注意事

项 

（三）药品、试

剂 

1.能使用常用药品、试剂 2.能保管常用

药品、试剂 

常用药品、试剂的性状、

用途、保存要求 

（四）溶液配制 

1.能制作蒸馏水 2.能配制酒精、碘酊溶

液、抗凝剂、清洁液、细菌染色液等一

般溶液 

1.蒸馏水制作知识 2.

一般溶液的性能、用途

和配制方法 

三、化验操

作 
血清学检验 

1.能做平板凝集试验，并填写原始记录 

2.能做环状沉淀试验，并填写原始记录 

1.平板凝集试验、环状

沉淀试验的原理、影响

因素、用途 2．平板凝

集试验、环状沉淀试验

的操作方法 

四、化验结

果判定 

（一）结果判定 
1.能判定平板凝集试验结果 2．能判定

环关沉淀试验结果 

平板凝集试验和环状沉

淀试验判定标准 

（二）登记 1.能填写凝集试验检验结果登记表 2. 实验室诊断检验报告管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能填写环状沉淀试验检验结合表 理制度 

五、消毒 用具场地消毒 

1.实验结束后能对实验用具、器材等进

行清洗消毒 2.实验结束后能对实验台、

实验场地等进行消毒 

消毒的种类、原理和方

法 

 

  



 

3.2 中级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一、样品采

取 
样品采取 

1.能采取供血清学检验、细菌学检

验、病毒学检验、寄生虫学检验、病

理学检查的血液、组织、粪便、皮肤、

分泌物和渗出物的样品 2.能检查送

检样品是否符合要求 

1.血清学、细菌学、病毒

学、寄生虫学、病理学检

验样品采取的原则和方法 

2．送检样品要求 

二、检验准

备 

（一）仪器设备 

1.能保管、使用普通离心机、高压灭

菌器、酸度（PH）计 2.能保管、使

用超净工作台、生物显微镜、电子天

平等一般仪器设备 

一般仪器设备的工作原

理、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二）药品、试

剂 

1.能保管、使用诊断用生物制品 2.

能保管、使用易燃、易爆、腐蚀性、

放射性物品和剧毒药品 

诊断用生物制品和易燃易

爆、腐蚀性、放射性物品

和剧毒药品的性状、用途、

保存要求 

（三）溶液配制 

1．能配制常用指示剂，常用酸、碱

溶液、常用缓冲溶液等 2．能制作细

菌基础培养基 3．能制作琼脂扩散试

验用的琼脂平板 

1．常用指示剂、酸碱溶液、

缓冲液的作用、原理、配

制方法和用途 2．细菌基

础培养基和琼脂平板的主

要成分、制作方法和用途 

三、化验操

作 

（一）血清学检

验 

1．能做琼脂扩散试验 2．能做间接

凝集试验（胶乳凝集试验、间接红细

胞凝集试验） 3．能做血凝和血凝抑

制试验 

琼脂扩散试验、间接凝集

试验、血凝和血凝抑制试

验的原理、影响因素、用

途和操作方法 

（二）细菌学检

验 

1．能制作细菌涂片标本 2．能进行

常见需氧细菌的分离培养 3．能观

察、识别、记录细菌培养性状 4．能

使用光学显微镜观察细菌形态 

1．细菌染色特性、染料的

种类、性质和细菌涂片标

本制作方法 2．需氧细菌

的生长要求、培养方法、

培养特性、形态特征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三）寄生虫学

检查 

1．能做粪便中蠕虫虫卵、幼虫、球

虫卵囊检查 2．能做皮肤刮下物外寄

生虫的检查 

蠕虫的虫卵、幼虫、球虫

卵囊和外寄生虫的检查程

序和方法 

（四）病理学检

查 

1．能做家禽尸体解剖检查 2．能做

猪、羊尸体解部检查 

家禽、猪、羊的解剖知识

和解剖检查方法 

（五）临床检验 
1．能做血液常规检验 2．能做尿液

常规检验 3．能做粪便常规检验 

血、粪、尿常规检验原理

和方法 

四、化验结

果判定 
结果判定 

1．能判定琼脂扩散试验、间接凝集

试验、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的结果 

2．能判定细菌培养性状和形态特征 

3．能识别蠕虫虫卵、幼虫、球虫卵

囊 4．能判定血液、尿液、粪便的常

规检验结果 

1，琼脂扩散试验、间接凝

集试验、血凝和血凝抑制

试验结果的判定标 准 

2．需氧细菌的培养特性和

形态特征 3．蠕虫虫卵、

幼虫、球虫卵囊和外寄生

虫的形态结构特征 4．健

康动物血、粪、尿的性状

和生理常数 

五、消毒 消毒 
1．能正确选择消毒药 2．能配制常

用消毒液 3．能实施常规消毒 

1．病原体抵抗力知识 

2．消毒药的种类、作用、

用途这、用法、用量 

 

  



 

3.3 高级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一、化验 

准备 

（一）样品处理 

1．能进行供血清学检验、病理学检验

的样品处理工作 2．能进行供细菌学检

验、病素学检验、寄生虫学检验的血液、

组织、粪便、皮肤、分泌物和渗出物样

品的处理工作 

血清学检验、细菌学检验、

病毒学检验、寄生虫学检

验、病理学检查样品的要

求和样品方法 

（二）仪器设备 

1．能保管、使用高速离心机、纯水机、

组织切片机 2．能保管、使用酶标仪、

荧光显微镜、分光光度计、二氧化碳培

养箱、分析天平等仪器设备 

酶标仪、荧光显微镜、分

光光度计、二氧化碳培养

箱、分析天平等仪器设备

的原理、使用方法和养护

知识 

（三）溶液配制 
1．能制作纯水 2．能制作细菌特殊培

养基 

细菌特殊培养基的成分、

制作方法和用途 

二、化验 

操作 

（一）血清学检

验 

1．能做补体结合试验 2．能做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 3．能做荧光抗体检查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补体

结合试验、荧光抗体检查

试验的原理、操作方法、

影响因素和用途 

（二）细菌学检

验 

1．能做非需氧菌（包括微需氧菌、厌

氧菌）的分离培养 2．能做细菌药敏试

验 

1．非需氧菌的生长要求、

培养方法 2、药敏试验原

理、方法和注意事项 

（三）病毒学检

验 

1．能进行鸡胚绒毛尿囊膜、尿囊腔接

种 2．能进行鸡胚卵黄囊、羊膜腔接种 

1．鸡胚的构造与生理知识 

2．鸡胚孵育、接种和培养

方法等 

（四）寄生虫学

检查 

1．能进行血液原虫和蠕虫幼虫的检查 

2．能进行器官及组织寄生虫的检查 

1．蠕虫、幼虫、原虫虫体

的特征和检查方法 2．寄

生虫在宿主寄生的部位和

生活史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五）病理学检

查 

1．能进行牛尸体解剖检查 2．能进行

马属动物尸体解部检查 

牛、马的解剖学知识和解

剖检查方法 

三、化验

结 果 判

定 

结果判定 

1．能判定补体结合试验、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荧光抗体检查、免疫电泳试验

的结果 2．能判定非需氧细菌的培养性

状 3．能判定细菌药敏的试验结果 

4．能判定病毒鸡胚的培养结果 

1，补体结合试验、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荧光抗体检

查、免疫电泳试验的判定

标准 2．非需氧细菌的培

养性状 3．药敏试验结果

的判定标准 4．病毒鸡胚

培养病变的特点 

四、消毒 

（一）病料无害

化处理 

1．能对病料进行无害化处理 2．能对

污物、废弃物等进行无害化处理 

1．传染性材料的处理原则

和方法 2．实验室安全和

防护知识 

（二）消毒效果

监测 

1．能进行物体（墙壁、地面、饲槽、

水槽、用具等）表面消毒效果监测  

2．能进行消毒后空气中细菌含量的检

测 

微生物检测方法 

 

  



 

4.比重表 

4.1 理论知识 

项   目 
初级 

(%) 

中级 

(%) 

高级 

(%) 

技师 

(%)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25 20 20 20 20 

相 

关 

知 

识 

样品接收 5 — — — － 

样品采取 — 5 － － － 

化验准备 25 15 15 15 15 

化验操作 15 25 30 25 25 

化验结果判定 10 15 15 20 20 

消毒 15 15 15 — — 

培训和指导 — — — 15 1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2 技能操作 

项    目 
初级 

(%) 

中级 

(%) 

高级 

(%) 

技师 

(%) 

高级技师 

(%) 

技 

能 

要 

求 

样品接收 5 —— —— —— —— 

样品采取 —— 5 —— —— —— 

化验准备 30 20 20 20 20 

化验操作 25 30 30 30 30 

化验结果判定 20 25 25 25 25 

消毒 20 20 
 

—— —— 

培训和指导 —— —— —— 25 2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