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生物检测技术》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微生物检测技术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学时：72 

课程学分：4 

       适用专业：畜牧兽医专业、畜牧工程专业 

批准日期：2014.1 

 

 

 

 

二○一四年六月 

 



 

1．前言 

1．1  课程的性质 

《微生物检测技术》是畜牧兽医、畜牧工程、饲料与动物营养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程，在畜牧生产和疾病防控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为学生学习专业课打下良好

的基础。学好本课程不仅能让学生掌握够用、实用的理论知识和多种贴近生产实践的技

能，能够达到技能熟练、知识丰富、解决问题到位、具有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

力，具备相应岗位的知识、能力和职业素质。而且，由于我们将德育教育有机融入课堂、

贯穿学习的全过程，使学生树立了“欲做事，先做人”的思想，建立了正确的人生观，

明显提高了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1．2  设计理念与设计思路 

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思路，教学过程以“岗位为目标、以技能为轴

线、以生产项目为驱动”，理论以够用、实用、适用为原则，强化实践技能，以职业能

力培养为重点，与企业行业共同开发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充分体现课程的职业性、实

践性和开放性。 

1．2．1  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学内容。根据毕业生就业岗位对知识和能力的要

求，参照动物疫病防治员、动疫病检疫检验员、兽医化验员和执业兽医师的资格标准，

将学科体系下的 4 篇 12 章的教学内容整合为生产中的 6个项目，每个项目又分解为多

个教学任务，最终形成能满足多个生产项目的技能群，以适应不同的岗位需求。  

1．2．2  加强教学资源库建设，丰富教学资源。建设《微生物检测技术》专业资

源库、岗位资源库、培训资源库和课程资源库四库资源，并上传至网络，方便教师教学、

学生学习和社会从业者的自主学习与培训。 

1．2．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力度，打造高水平的教学团队。通过引进和培养高层

次人才、鼓励教师生产锻炼、聘请行业企业能工巧匠和技师作为兼职教师等措施增强师

资力量，同时，通过健全规章制度和激励机制，督促教师的自我成长。 

1．2．4  加强校内外教学实验实训基地建设力度，提高教学实验实训水平。在学

院大力支持下，加强校内外教学实验实训基地建设力度，改进和提升现有校内实训室和



 

实训基地的硬件和软件条件，新建一批高水平校内实训室，加大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力度，

不断提高实验实训和实习水平。 

2．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掌握高等畜禽疫病防治人员、动物检疫检验人员、

兽药生产与营销人员、技术推广人员所必需的微生物和免疫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2．1  知识目标： 

2．1．1  掌握细菌病的实验室诊断方法。 

2．1．2  掌握病毒病的实验室诊断方法。 

2．1．3  掌握消毒与灭菌的方法，了解物理因素、化学因素和生物因素对微生物

的影响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 

2．1．4  掌握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的基本原理。 

2．1．5  掌握免疫诊断的原理、方法和临床应用。 

2．1．6  掌握常用生物制品的种类、用途及使用注意事项。 

2．1．7  了解微生物的其他应用。 

2．2  能力目标： 

2．2．1  会利用显微镜观察细菌的形态结构。 

2．2．2  会制备细菌培养基并利用培养基培养细菌。 

2．2．3  会制备细菌标本片，并能正确进行细菌标本片的染色及镜检。 

2．2．4  会进行细菌的生化试验并能据此鉴别或诊断细菌。 

2．2．5  会通过药敏试验选择敏感药物。 

2．2．6  熟练进行鸡的心脏及静脉采血，会制备 1%鸡红细胞悬液和被检血清。 

 



 

2．2．7  会进行病毒的血凝与血凝抑制试验并能正确分析试验结果。 

2．2．8  会通过病毒的血凝与血凝抑制试验对鸡群进行新城疫抗体测定。 

2．2．9  会通过鸡胚接种培养并收集病毒。 

2．2．10  熟练进行常用的血清学试验（包括鸡白痢全血平板凝集试验、琼脂扩散

试验、ELISA等）的操作，并能正确分析试验结果。 

2．2．11  会进行 PCR试验。 

2．2．12  能正确进行疫苗接种。 

2．2．13  会正确采集病料，并能根据初步诊断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细菌病或病毒

病的实验室诊断。 

2．3  素质目标： 

2．3．1  形成良好的团队精神。 

2．3．2  形成良好的安全防护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 

2．3．3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主动学习能力。 

2．3．4  形成爱岗敬业的精神。 

3．课程内容与要求 

项目 任务 课程要求 

项目一 

细菌病的实验

室诊断 

任务一 细菌的形态和结构 
知识要求： 

掌握细菌的基本结构和特殊结构

及其功能；掌握细菌生长繁殖的

条件；掌握细菌病诊断的一般程

序和方法；了解细菌的致病作用

和抵抗力。 

任务二 显微镜油镜的使用及细菌形态结构观

察  

任务三 细菌的生理 

任务四 细菌的生化试验 



 

任务五 细菌的人工培养 能力要求： 

能进行细菌涂片染色；能熟练使

用显微镜观察细菌的形态结构；

会制备细菌培养基；能进行细菌

的分离培养；能进行细菌的药敏

试验；会进行细菌的生化鉴定。 

任务六 细菌培养基的制备 

任务七 细菌标本片的制备及染色法 

任务八 细菌的分离培养及培养特性观察 

任务九 细菌病的实验室诊断方法 

任务十 病原细菌 

项目二 

病毒病的实验

室诊断 

任务一  病毒的形态和结构 知识要求： 

掌握病毒的基本结构和特殊结构

及其功能；掌握病毒复制的概念

及过程；掌握病毒的其他特性；

掌握病毒病诊断的一般程序和方

法；了解病毒的致病作用和抵抗

力。 

能力要求： 

会进行鸡胚接种；会利用 HA 和 HI

试验进行抗体水平检测；会进行

鸡的采血；会制备被检血清和

1%RBC悬液。 

任务二  病毒的增殖与培养 

任务三  病毒的鸡胚接种技术 

任务四  病毒的其他特性 

任务五  病毒的血凝试验 

任务六  病毒的血凝抑制试验 

任务七  病毒病的实验室诊断方法 

任务八  主要的动物病毒 

项目三 

消毒与灭菌 

任务一  物理因素对微生物的影响 

知识要求： 

掌握消毒、消毒剂、防腐、防腐

剂、灭菌和无菌操作的概念；了



 

任务二  化学因素对微生物的影响 

解消毒剂和治疗剂的区别；掌握

常用的高温消毒灭菌的方法；掌

握化学消毒剂的作用原理；常用

类型及影响消毒效果的因素；掌

握生物因素对微生物的影响；掌

握正常菌群、菌群失调症发生的

原因及应对措施。 

能力要求： 

会正确计算与稀释消毒剂；会用

正确方法进行常规消毒 

任务三  生物因素对微生物的影响 

任务四  细菌的药物敏感试验 

项目四 

免疫基础知识 

任务一  免疫系统  
掌握非特异性免疫的作用机理；

掌握免疫系统的构成；掌握抗原

构成的条件和重要的天然抗原；

掌握免疫应答的过程和主要作用

物质和细胞；掌握特异性免疫的

抗感染作用；了解变态反应的类

型及发生原理。 

任务二  抗原 

任务三 非特异性免疫应答 

任务四  体液免疫应答 

任务五  细胞免疫应答 

项目五 

免疫诊断 

任务一  血清学试验概述 知识要求： 

掌握血清学试验的一般规律和影

响因素；掌握常用的血清学试验

操作和结果判定的方法及其应

用；掌握变态反应诊断的类型及

应用。 

能力要求： 

会利用平板凝集试验对鸡白痢、

鸡慢性呼吸道病进行检疫；会做

任务二  凝集试验 

任务三  凝集试验（操作） 

任务四  沉淀试验 

任务五  沉淀试验（操作） 

任务六  补体结合试验 



 

任务七  中和试验 
琼脂扩散试验并正确进行结果判

定与分析；会用结核菌素诊断牛

结核病。 
任务八  免疫标记技术 

任务九  鸡白痢检疫（操作） 

任务十  间接血凝试验（操作） 

任务十一  法氏囊高免蛋的卵黄抗体效价的测

定（操作） 

任务十二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操作） 

任务十三  变态反应诊断 

项目六 

生物制品及其

应用 

任务一  生物制品概述 

知识要求： 

掌握常用生物制品的类型；掌握

常用生物制品的使用注意事项；

了解生物制品的制备技术。 

能力要求： 

会正确使用生物制品，包括稀释、

及正确的使用途径和剂量等。 

任务二  生物制品的应用 

4．实施建议 

4．1  教材编写 

4．1．1  教材严格按照本教学课程标准要求编写，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思路。 

4．1．2  教学内容充分体现课程的科学性、实用性和职业性，实现知识与技能的

有效融通与连接，充分体现工学结合的高职教育教学理念。教材内容以项目形式展开，

每个项目下含项目指南、认知与解读、操作与体验、复习与思考、总结与拓展几项内容。 



 

4．1．3  教学课程标准按照本课程的项目模块来制定，并依据微生物检测技术的

岗位任务、课程设计及实施方案进行编写，真正做到专业要求与行业一致，教学内容与

工作任务一致。 

4．1．4  教学思想充分体现以岗位为目标、为就业为导向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

式的教育理念，将课程学习内容与工作任务、项目载体、资源充分整合，教材内容应具

体，具有可操作性。 

4．1．5  教材以突出职业能力和操作能力为轴线，体现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原则，

力求反映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与关联。 

4．1．6  教材应图文并茂，图片图表应清晰精美，语言表述应入浅出、文字精练，

并力求形成一种灵活、亲切、活泼的语体风格，从而增加教材的可读性，增强教材对学

生的吸引力。 

4．2  教学建议 

4．2．1  以项目为载体，以工作任务为驱动，使学生课堂内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

验室中学到的操作技能与真实的实践活动相一致。 

4．2．2  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在教学中广泛引入现代教育技术，充分利用多媒

体教学资源，将教学内容以图文并茂、声像结合的方式展示给学生，在最大程度上扩充

知识传授的容量。注重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的一体化，知识学习与技能训练的一体化，

岗位要求与职业能力的一体化，实现教材内容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在教学方法上采用现

场教学、案例教学、角色转换教学、实物进课堂、示范教学、师生互动、讨论式教学、

多媒体教学等形式，基于生产实践处理好重点与难点、知识点与应用的关系，做到边讲

边练、讲练结合。 

4．2．3  创造真实的工作场景进行实践教学，把知识、技能与态度贯穿于各项目

训练系统中。 

4．2．4  聘请行业专家围绕生产一线岗位任务进行现场教学，做到项目直观明确、

训练过程清楚、工作任务清晰、教学范围直观、生产情景真实。 

4．3  教学评价 



 

4．3．1  根据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根据项目任务要求，考核内容包括理论考核、

技能考核和课堂出勤及综合态度表现考核三部分，考核形式多样，过程考核和结果考核

相结合，注重从多方面对学生的表现作出综合评价。 

4．3．2  理论考核、技能考核和课堂出勤及综合态度表现考核均实行百分制，各

占总成绩的 50%、40%和 10%。 

4．3．3  按照企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相结合的原则，采取企业专家与学校教师相结

合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评价。 

4．4  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4．4．1  本课程可开发相关教辅材料、实训指导、教学录相、教学课件及网络教

学资源，使教学手段和教材表现形式多样化。 

4．4．2  充分利用学院现有教学条件和产学合作企业资源，引入行业共同设计生

产性实训与仿真实训项目，提高设备利用率，积极开展校内实训活动。 

4．4．3  充分利用校外实训基地进行毕业实习、顶岗实训、科研开发、技术服务

等工学结合实践活动，实现校内、校外实训基地的和谐互动和统筹规划。 

4．4．4  积极开发综合实训项目，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