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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畜牧工程技术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直接对应畜牧生产企业及相关

行业的工作岗位，如一线岗位饲养员、技术员、兽医卫生防治员、业务员、技术

服务人员以及管理岗位如生产区长、技术场长、技术经理等。其职业特色、应用

和实用特色非常鲜明。本学习领域是基于畜禽生产饲养和管理、畜禽场环境控制、

畜禽养殖实行可持续发展、绿色环保等要求开发的，通过对五个项目的学习，培

养学生的绿色、环保、安全、可持续发展的畜禽生产意识，使学生成为具有必备

养殖场环境卫生与控制的理论知识、较高的实践技能和较强创业能力的高素质复

合型专业技术人才，并具备能解决养殖场环境卫生与控制问题的能力，达到畜禽

养殖场生产技术员、管理技术员的岗位要求。为不断提高畜禽生产水平、发展养

殖事业服务，为学生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以《无机化学》《生物化学》《解剖生理》《动物营养与饲料加工》《工

程制图与识图》《机械设计基础》《电工电子技术》、《电机拖动与控制》《电气控

制与 PLC》《饲料加工工艺》《畜禽养殖基础》《畜牧物联网》《动物防疫技术》《微

生物检测技术》《生物安全防控技术》等课程的学习为基础。通过对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掌握畜禽场设计与建设、畜禽生产环境的调控、养殖场废弃物的处理

与利用等技术，从而为学习《畜牧机械与设备使用技术》《畜禽生产自动化控制

技术》《生产自动化控制技术（智能养禽技术》《畜禽生产自动化控制技术（智能

养牛技术）》《畜禽生产自动化控制技术（智能养羊技术）》《养殖场环境控制与污

物治理技术》等专业课程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其就业以后的创业和发展储

备更多的专业潜能。 

该课程标准的编制依据是：以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

的意见》和《全国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畜牧工程技术专业教学指导方案》为原则，

紧紧依据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特征，围绕畜禽养殖中

对环境卫生岗位群的要求，坚持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基础，以“必需、够用”

为度，突出基础理论知识的应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强调实用性和针对性的思路

而制定的课程标准。 

本课程教学内容的编排以工作内容的逻辑顺序而定，基于畜禽生产工作过程



 

组织教学。分为智能化畜禽场总体设计、智能化畜禽场建筑设计、畜禽舍智能化

的环境控制、畜禽场环境管理、监测与评价四大项目，细分到 18 个工作任务。

以“怎样给畜禽创造最好的环境”为主线，按照“影响畜禽生产的环境因素→怎

样控制这些环境因素→怎样保护好畜禽环境”为重点。采用项目教学，以任务驱

动引导学生学习，教学内容与工作任务一致。在教学过程中，强化教学行业化，

做到专业要求与行业要求一致；强化教学工作岗位化，实训要求与岗位要求一致，

充分体现工学结合的高职教学理念。 

二、课程目标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我国养殖业逐渐向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等现代生产

方式发展。与之配套的畜禽场的生产和管理也逐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

专业化生产。 

本课程是以畜禽生产工作过程为导向，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以工学结合

为特色，以职业素质为培养目标，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学习项目以及课程与实训

地点一体化、“教-学-做”一体化组织教学。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原

则，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培养拥护党的方针路线，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培养具有畜禽场建设、畜禽场规划设计、畜禽生产环境控制及畜牧生产环

境保护等需要的基本知识、技能。由知识、技能和德育培养构建职业能力和职业

素养。培养适应养殖行业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要求的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在熟悉畜禽生产全过程和畜禽环境控制的常规操

作技能的基础上，而且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创业能

力，真正成为有知识、会操作、能管理、懂经营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达到

“毕业能履岗、履岗能胜任”的目的。 

1．专业能力 

（1）具有对畜禽场建设进行场址选择、规划布局及投资预算的能力； 

（2）具有能针对养殖场环境污染的特点，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的能力； 

（3）具有对养殖场的废弃物能进行合理的处理与利用的能力； 

（4）具有能选择合适的消毒剂，对养殖场及畜禽舍进行消毒的能力； 

（5）具有根据环境温度、湿度和气流的变化，能判知对畜禽健康和生产力

产生影响的能力； 



 

（6）具有能制定合理的生产管理措施，消除畜禽舍内的有害气体、微粒和

微生物对畜禽的危害，为畜禽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和生活环境的能力； 

（7）具有能根据不同地区气候特点，选择建造适合于该地区畜舍类型的能

力； 

（8）具有能够对畜舍的采光作出正确的评价并会设计人工光照的能力； 

（9）具有制定相应防暑和防寒措施的能力； 

（10）具有合理确定畜禽舍通风换气量的能力； 

（11）具有正确选择养殖场的水源并对养殖场的用水进行净化和消毒的能力。 

2．社会能力 

（1）具有良好的职业行动能力和能履行基本的社会义务能力； 

（2）具有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善于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   

（3）具有善于调查、分析和总结生产中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技术推广和

服务的能力； 

（4）具有强烈的绿色、安全、环保意识和行动力。 

3．创新能力 

（1）具有利用书刊、网络获取需要的相关资料，善于自主学习新知识和新

技术； 

（2）具备独立完成工作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的独立工作能力； 

（3）具有善于思考、敢于探索和开拓思路的拓展创新能力；   

（4）具有自主创业能力或从事其他职业的能力。 

三、课程内容设计 

1．设计思路 

本学习领域设计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以实际工作过程为“主线”，以

岗位职业标准为依据，充分遵循了本专业生产的规律，摒弃以学科体系为框架的

传统教学模式；以真实的工作任务为导向，序化项目内容，科学设计工作任务，

实施“教-学-做”一体化，做到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更趋多

样、有效；教学过程更趋直观、趣味和实用；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中心，以项目为

导向，以工作任务为驱动，实验实习操作注入“技能鉴定因素”，使教学与岗位

任务相结合，采用基于工作过程的动态“考核方法”。建立了动态、系统化的考



 

核体系，采取笔试、实操与平常成绩相结合的方法，并引入社会评价体系，达到

“以学促教、以教促学”的目的；兼顾平时表现和学习态度，从而建立了科学的

教学体系和课程考核评价体系。 

2．课程内容安排 

本课程设计内容分为 5大学习项目、20项学习任务，建议安排 72学时。 

表一  课程内容及学时安排 

学习项目 学习任务 建议学时 

项目一 
智能化畜禽场总体

设计 

任务 1 畜禽场场址选择 2 

12 

任务 2 畜禽场工艺设计  4 

任务 3 畜禽场分区规划与布局 2 

任务 4 畜禽场配套设施设置 4 

项目二 
智能化畜禽场建筑

设计  

任务 1 畜禽舍建筑类型选择   2 

18 

任务 2 禽舍建筑设计 4 

任务 3 牛舍建筑设计 4 

任务 4 猪舍建筑设计 4 

任务 5 畜禽场规划建筑设计图的识别 4 

项目三 
养殖场环境控制设

备与设施 

任务 1 养殖环境温热因素控制设备与设施 6 

14 任务 2 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设备与设施 4 

任务 3 种禽场孵化设备与设施 4 

项目四 
养殖场空气质量的

控制监测设备 

任务 1   畜禽舍有害气体的调控 4 

16 

任务 2 畜禽舍微粒的控制 4 

任务 3 畜禽舍微生物的控制 4 

任务 4 动物饲养方式的福利与改善 2 

任务 5 动物饲养设施的福利与改善 2 

项目五  
养殖场环境管理、

监测与评价 

任务 1 畜禽场环境消毒 4 

12 任务 2 畜禽场环境监测 4 

任务 3 畜禽场环境评价 4 

合计 72 72 

 



 

 

四、课程项目描述 

项目 1描述 

项目名称 智能化畜禽场总体设计 学时数     12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 
了解畜禽场场址选择和规划布局，掌握畜禽舍建筑设计基本要求及工艺参

数。掌握畜禽场配套设施和环境控制措施。 

技能目标 
能进行畜禽场场址选择，能对畜禽场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布局，能根据要求计

算畜禽舍建筑面积，进行畜禽舍的工艺设计以及选择相应的配套设施设备。 

学习内容 

1.畜禽场场址选择 

2.畜禽场工艺设计  

3.禽场分区规划与布局 

4.畜禽场配套设施设置 

教学方法

与建议 

以“生产导向、项目流程、任务驱动”为原则，分别在一体化教室和院内外实训基地完成

教学任务。 

本项目按流程分为 4个学习任务，每个任务均按照“教、学、做、练、评、拓展”的步骤

组织教学，使学生以畜禽场的厂址选择、规划、布局、工艺设计为主线，以学习任务为重点，

完成“场址选择→规划与布局→工艺设计→畜禽舍设计→环境控制”的设计与建设过程。 

教学过程要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进行适当地讲解，并及时引导、检查和评价。 

教师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如多媒体资料、任务单、教学课件及教学场地等。 

教学资源 
一体化教室、院内外实训基地、多媒体教学课件、畜禽场设计图纸、畜禽场建设视频、任务单

虚拟方案设计等 

效果评价 
按照“以学促教、以教促学”的原则，使评学和评教相结，并实现评学动态化、多元化和

评教常态化，以不断激励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 

 

项目 2描述 

项目名称 智能化畜禽场建筑设计 学时数   18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 

了解畜禽舍的类型以及各自的特点，能根据具体要求进行各种畜舍的建筑设

计，学会识别建筑设计图。 

技能目标 能根据畜禽的饲养模式、饲喂方式、清粪方式、饲养规模等合理进行畜舍的



 

畜栏排列，并根据要求设计各种畜舍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能识别地形图、

各种的建筑工程图，会进行设计图的绘制。 

学习内容 

1.畜禽舍建筑类型  

2.禽舍建筑设计 

3.牛舍建筑设计 

4.猪舍建筑设计 

5.畜禽场规划建筑设计图的识别 

教学方法

与建议 

以“生产导向、项目流程、任务驱动”为原则，分别在一体化教室和院内外实训基地完成

教学任务。 

本项目分为 5 个学习任务，每个单元均按照“教、学、绘、练、评、拓展”的步骤组织教

学，使学生学习畜禽舍的类型选择、舍内畜栏的排列、建筑设计、设计图绘制的基本技能。 

教学过程要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进行适当地讲解，并及时引导、检查和评价。 

教师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如多媒体资料、项目单、教学课件、设计图纸及教学场地等。 

教学资源 
一体化教室、院内外实训基地、多媒体教学课件、各种畜舍的建筑图纸、任务单虚拟方案

设计等 

效果评价 
按照“以学促教、以教促学”的原则，使评学和评教相结，并实现评学动态化、多元化和

评教常态化，以不断激励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 

 

项目 3描述 

项目名称 畜禽舍智能化环境控制设备与设施 学时数     18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 

了解气温、气湿、气流、光照对畜禽健康和生产力的影响，掌握畜禽舍防暑

防寒、湿度的控制、通风换气的合理设计，光照的控制措施。能控制好畜舍的空

气质量。并满足畜禽生理需求。 

技能目标 
能根据不同畜禽对小气候的要求，掌握畜禽舍的气温、气湿、气流、光照的

控制措施。从饲养密度、饲养模式等方面满足畜禽的生理需求。 

学习内容 

1.养殖环境温热因素控制设备与设施 

2.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设备与设施 

3.种禽场孵化设备与设施 

4.舍饲畜禽福利改善 

教学方法

与建议 

以“生产导向、项目流程、任务驱动”为原则，采用“现场课”和“多媒体”等教学法分

别在一体化教室和院内外实训基地完成教学任务。 



 

本项目按流程分为 6个任务单元，每个单元均按照“教、学、做、练、评、拓展”的步骤

组织教学，使学生以畜禽的环境控制为主线，以任务学习单为重点，掌握畜禽舍的环境控制的

措施。 

教学过程要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进行适当地讲解，并及时引导、检查和评价。 

教师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如多媒体资料、项目单、教学课件及教学场地等。 

教学资源 一体化教室、院内外实训基地、多媒体教学课件、教学视频、任务单虚拟方案设计等 

效果评价 
按照“以学促教、以教促学”的原则，使评学和评教相结，并实现评学动态化、多元化和

评教常态化，以不断激励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 

 

项目 4描述 

项目名称 畜禽场环境管理、监测与评价 学时数      14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 

掌握畜禽场的环境消毒，能对养殖的环境进行评价和检测。 

技能目标 掌握养殖场的消毒、检测与评价等工作。 

学习内容 

1.畜禽场环境消毒 

2. 畜禽场环境监测 

3. 畜禽场环境评价 

教学方法

与建议 

以“生产导向、项目流程、任务驱动”为原则，采用“现场课”和“案例分析”教学法分别

在一体化教室和院内外实训基地完成教学任务。 

本模块按流程分为 3个学习任务，每个任务均按照“教、学、做、练、评、拓展”的步骤组

织教学，使学生掌握养殖场的消毒、灭鼠、灭虫等工作，掌握合理的处理病畜的尸体。并做好养

殖场的环境检测。 

教学过程要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进行适当地讲解，并及时引导、检查和评价。 

教师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如多媒体资料、项目单、教学课件及教学场地等。 

教学资源 一体化教室、院内外实训基地、多媒体教学课件、教学视频、任务单虚拟方案设计等 

效果评价 

按照“以学促教、以教促学”的原则，使评学和评教相结，并实现评学动态化、多元化和评

教常态化，以不断激励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 

 



 

 

五、实施建议 

1.教材编写 

（1）严格依据本课程标准编写教材，教材应充分体现畜牧生产岗位任务要

求，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训导向课程的设计理念； 

（2）教材应将本课程的职业活动，依据畜牧生产环节的流程或不同类型，

分解成若干典型的工作项目，采用典型任务持续训练的教学方法；教材中的各项

目内容要进行细化、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便于教师指导和学生自主学习。 

（3）教材应密切结合生产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化学生的职业意识，

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做到丰富专业知识、增强基本技能和提高职业素养三

结合，体现真实工作环境，再现工作情景。 

（4）教材内容应体现科学性、实用性，要将本专业新设计理念、新技术、

新设备及时地纳人教材内容当中，使教材内容更贴近本专业的实际要求。 

（5）教材的编写除本校专业课教师参与之外，还应邀请大型养殖企业技术

总监、技术场长、生产一线的技术管理员等参与合作开发。 

2.教学方法建议 

（1）在教学过程中，应立足于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建议采用项目化

教学，采用以工作任务引领学生学习，使本课程教学的内容和生产实际一致性，

以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热情。 

（2）教学过程中自然融入环境控制、生物安全体系建设，树立安全、质量、

成本、效益等意识和观念。本课程教学的关键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学生掌

握若干工作全程，提高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 

（3）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多媒体、示范、现场指导、网络平台等直观教学

手段，使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更直观具体，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掌握专业知识

技能。 

（4）充分结合本专业领域的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及新发展模式进行教

学，充分利用校内外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动手操作机会，让学生在工作

过程中提升专业能力。 

（5）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提升职业素养，提高职业道德修养。 



 

3.教学评价建议 

（1）考核方法多元化。结合课堂提问与练习、课堂作业、实训操作，实习

报告等进行评价，运用多种考核方法和手段，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2）突出实践能力考核评价。注重学生实践中分析问题和动手能力、解决

问题的能力，突出实践能力考核评价，评价时提供工作现场或模拟工作过程，以

个人自评、小组互评、教师评价、企业专家评价四个步骤累计成绩。 

4.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注重开发畜禽场设计及环境控制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如多媒体教

学课件、教学录像、畜禽生产过程光盘、案例分析等课程资源，这些资源有利于

创造生动、直观的工作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学生可在课外自学，

以巩固和提高学习效果。 

（2）建立本专业开放式实验实训中心。具备现场教学、实验实训、职业技

能培训及对外服务等多种功能，实现教学与实训、教学与培训、教学与服务等形

式的合一，满足教学需要，更好的培养学生综合职养。 

（3）充分利用网络课程资源。通过利用网络资源，学习各大院校相关畜禽

场设计及环境控制精品课程。 

（4）充分利用企业资源。加强校企合作，利用公司的技术与资源为教学提

供实训和顶岗实习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