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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教学成果奖 2 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学成果奖 7 项

表 1 动物医学院教学成果奖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时间 主要完成人 主要合作者

1

基于高水平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的 PBL 教学研究

与实践

省二等奖 2009 年 欧阳五庆
李新平 张淼涛

张文龙 李创宏

2

以培养学生实践与创新

能力为核心的动物解剖

学与组织胚胎学教学改

革与实践

省二等奖 2015 年 陈树林

卿素珠 赵善廷

赵慧英 徐永平

张 琪 高明清

3

以培养学生实践与创新

能力为核心的动物解剖

学与组织胚胎学教学改

革与实践

校一等奖 2015 年 陈树林

卿素珠 赵善廷

赵慧英 徐永平

张 琪 高明清

4

《动物生理学》和《细胞

生物学》教学体系改革与

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

校一等奖 2008 年 欧阳五庆
李新平 张淼涛

张文龙 李创宏

5
PBL 教学法在《细胞生物

学》教学中的研究与应用
校二等奖 2010 年 欧阳五庆

李新平 曾文先

马翎健 李绍军

6
以创新教育为理念的动

物组织胚胎学课程建设
校二等奖 2010 年 卿素珠 张 琪 乔海莲

7

以导、教、究为核心的畜

牧微生物学课程多元化

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

校二等奖 2012 年 王爱华 齐雪峰 王 虹

8
《兽医药理学》理论与实

践教学的整体优化研究
校二等奖 2012 年 李引乾 刘晓强 蒿彩菊

9

运用病例教学法，提高兽

医专业本科生的临床实

践能力

校二等奖 2015 年 李勤凡
王 妍 董 强

李 蓉 耿果霞

http://dyxy.nwsuaf.edu.cn/newsite/jianli.php?art_id=32
http://dyxy.nwsuaf.edu.cn/newsite/jianli.php?art_id=32


3



4



5



6



7



8



9

支撑材料二

出版教材

2017.05



10

1. 动物性食品卫生学（第五版）········································ 11

2. 动物性食品卫生学（第三版）········································ 12

3. 功能性食品学····························································· 13

4. 家畜组织与胚胎学（第五版）········································ 14

5. 动物生理学（第二版）················································· 15

6. 食品安全学································································ 16

7. 专业英语··································································· 17

8. 特种动物养殖····························································· 18

9. 畜牧微生物学实验指导················································· 19

10. 动物病理解剖学实验实习指导······································· 20

11. 兽医临床诊断学实习指导············································· 21

12. 兽医外科手术学实验指导············································· 22

13. 兽医药剂学实验指导··················································· 23

14. 动物性食品卫生学实验指导·········································· 24

15. 动物组织与胚胎学实验指导·········································· 25

16. 兽医内科学实验指导··················································· 26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支撑材料三

教改项目

2017.05



28

表 2 2012-2017 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JY1502009 动物医学专业本科人才分类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杨增岐

2 JY1301005 动物医学院专业建设与改革的研究 童德文

3 JY1502011 《动物胚胎工程》翻转课堂教学体系建设 马保华

4 JY1701012 基于动物形态学类课程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的建立 赵晓民

5 JY1302021 动物解剖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陈树林

6 JY1302022 综合性实验项目优化兽医传染病实验教学的改革与实践 王兴龙

7 JY1302023 动物病理解剖学立体化实验教学体系的建立与评估 黄 勇

8 JY1302024 《兽医药理学》双语教学探索与实践 刘晓强

9 JY1302025 动物病理解剖学双语教学模式的建立 赵晓民

10 JY1302026 基于培养创新型本科生的《兽医微生物学》教学方法改革与实践 邱 立

11 JY1503011 动物病理解剖学 MOOCS 课程建设与实践 黄 勇

12 JY1503012 《动物生理学》 创新型理论和实验教学方法的建立与评估 丛日华

13 JY1503013 《兽医寄生虫学》教学实习改革与探索 赵光辉

14 JY1702009 兽医传染病学可视化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应用 王兴龙

15 JY1702010
“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综合教学模式的构建——以动物解剖学

与组织胚胎学为例
陈树林

16 JY1504020 UbD 设计理念下，实现《动物组织胚胎学实验》翻转 张 琪

17 JY1504021 移动互联网时代《兽医临床诊断学》课的教学资源开发与利用 王 妍

18 JY1504022 基于显微互动实验室的《鱼类组织胚胎学》教学模式改革与应用 殷玉鹏

19 JY1504023 基于兽医实践教学的《兽医外科学》教学模式改革与研究 卢德章

20 JY1504024 中兽医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范云鹏

21 JY1703028 手术大赛与兽医外科手术学教学模式改革 张欣珂

22 JY1703029 基于就业导向的兽医法规课程 教学实践探索 华 松

23 JY1703030 基于新形势的《兽医药理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 刘晓强

24 JY1703031
OIA 课程设计和 BOPPPS 教学模式在《兽医内科学》教学中的探

索与实践
王建国

25 JY1703032 《动物中毒病与毒理学》教学实践改革与人才培养 吴晨晨

26 JY1703033 基于 MOOC-翻转课堂的《水产微生物学》教学改革探讨 孙亚妮

27 JY1703034 兽医免疫学多元化考核体系探索 杜涛峰

28 JY1703035 《兽医生物制品学》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应用 齐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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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近 3 年教改论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出版刊物

1 张仕强
《动物生理学》教学方法改革的

探讨
《农业教育研究》 2015 年 04 期

2 汤克琼 《兽医产科学》教学改革探析 《家畜生态学报》 2016 年 07 期

3 许信刚
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

及对策
《高等农业教育》 2011 年 10 期

4 蒿彩菊

动物医学教学实验室环境安全管

理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14 年 11

期

5 王承宝

动物医学类免疫学教学改革的初

探 《大学教育》 2016 年 01 期

6 吴晨晨
动物中毒病与毒理学教改的研究

《教育教学论坛》 2016 年 11 期

7 赵光辉

兽医寄生虫学实践教学综合体系

的建立与实践 《黑龙江畜牧兽医》2016 年 06 期

8 王建国

学互教学模式在医内科学教学中

的探索与实践 《畜牧兽医杂志》 2016 年 05 期

9 赵光辉

项目教学法在《动物寄生虫学》

实习教学中的应用 《畜牧兽医杂志》 2016 年 02 期

10 王 妍

新媒体时代兽医临床诊断学教学

改革初探 《黑龙江畜牧兽医》2016 年 01 期

11 卢德章

以职业兽医资格考试为导向的兽

医外科学教学改革初探 《黑龙江畜牧兽医》2016 年 03 期

12 张仕强 鱼类生理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6 年 02 期

http://www.cnki.com.cn/Journal/D-D1-NYJY-2015-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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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室管理规定
为了加强对虚拟仿真实验室的管理，提高实验室的使用效率，特制定以下规

定。

一、所有进入实验室人员必须遵守实验室规章制度，接受工作人员指导。

二、本实验室设备均服务教学和科研，与教学科研无关的活动不得使用。

三、进入实验室，必须保持室内清洁卫生，影响实验室卫生的行为，工作人

员有权制止，仍不接受的，工作人员有权请其离开实验室。

四、学生进入实验室须穿实验服，听从教师安排，有秩序地对号入座，不得

喧闹。

五、实验者应掌握所用仪器操作程序和使用方法，不会使用或存在疑问时请

向管理人员咨询，管理人员负责现场培训，确认无误并同意后再行使用。

六、严禁在本实验室内使用 U盘、移动硬盘、光盘等设备。严禁在本实验

室计算机中安装与学习无关的软件。

七、师生可凭校园一卡通账号登陆使用互联网。

八、注意网络安全，不浏览与实验无关的网页，严禁发布与实验无关的其它

信息。

九、虚拟实验平台采用专用账号登录模式，访问平台相关资源需请申请账号

后进行登陆。

十、虚拟实验教学平台账号只限本人使用，若使用他人账号或转借他人使用，

一经查实，取消登陆权限。

十一、本虚拟实验教学平台内的一切资源版权均归实验教学中心所有，无偿

为教学、科研服务，任何人不得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复制、截取实验教学资源。

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2014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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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实施细则
为了充分发挥数字化实验教学资源优势，不断丰富实验教学内容，进一步提

高实验教学质量，全面推进实验教学改革，现制定虚拟实验教学实施细则如下：

一、实验教学内容改革

各课程组应积极开发数字化实验教学资源（含多媒体课件、图片、视频、音

频、动画、虚拟仿真、数字化试题库等），充分利用现有的虚拟实验教学平台，

不断将数字化的实验教学资源整合进平台中，各课程组可根据自身特点自由定制

课程平台的功能。

二、课程性实验项目实施方案

课程性实验项目包含实验课程内的基础性、综合设计性实验项目。学生在进

入实体实验室之前，通过虚拟仿真实验平台预习、观摩、模拟相关实验内容，取

得预习测试合格后预约实验，然后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进入实验室。实验结束

后，学生在线提交实验报告，实验教师在线评分并及时反馈给学生。

三、实验教学考核体系

针对不同的实验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建立多元化、涵盖全过程的实验教学

考核评价体系和考核方法。

虚拟实验室根据系统自动评分；实验室实体实验和室外实习，根据知识应用、

实验操作、实验结果等内容为依据综合评价。

基础性、综合设计性实验项目根据网络平台的学习考核、实体实验室的实验

操作、实验报告等综合评定。

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2014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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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开放管理办法

根据学校关于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的要求，结合国家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

求，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技能，充分利用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资源，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中心各个实验室均要对学生开放，各开放实验室在不影响正常实验

教学的情况下需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实验场地、实验材料、仪器设备、实验技术支

持、安全防护措施等，最大限度地发挥实验教学资源的效益。

第二条 虚拟仿真实验室网上资源全天开放，保证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

第三条 每学期开学初和寒、暑假前，中心需将本学期及寒、暑假期间的实

验室开放时间、地点等信息通过中心网站对外公布。采取定时开放和预约开放两

种形式，参加实验的学生需登记所学专业、班级、姓名、实验项目等信息。

第四条 进入中心实验室的程序：

1. 学生填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进入开放实验室申请表》，交中心审核。

2. 负责人审核后，根据实验室情况安排具体实验时间。

3. 学生进入中心实验室，必须遵守实验室的各种规章制度，严格按照操作

规程使用仪器设备，并做好记录。

4. 学生在实验完成后，应向中心实验室提交实验报告或论文等实验结果，

实验室应及时总结和开展交流工作。

第五条 中心配备一定数量的指导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在开放期间内，同

时有指导教师、实验室技术人员在场，并做好开放情况记录。

第六条 指导教师和实验室技术人员应注意加强对学生基本素质、操作技能

的培养，同时做好安全防护工作，确保人员和财物的安全。

第七条 本办法由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2014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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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实验教学管理规定

为加强实验教学管理，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更好地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

能力，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概 述

第一条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依托虚拟现实、多媒体、人机交互、数据库和网

络通讯等技术，构建高度仿真的虚拟实验环境和实验对象，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开

展实验，从而达到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教学效果。

第二条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根据实验教学计划和实验教学大纲的规定，

承担实验教学任务，负责开发实验课程和实验项目，完善实验教学指导书和实验

教材，安排实验指导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保证实验教学顺利进行。

第三条 吸收科学技术发展和教学改革的新成果，努力创新实验教学思路，

改革实验教学方式，更新实验教学内容，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和创新能力。

第四条 坚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

培养学生具有先进创新性思维的能力。

第五条 创造条件向师生开放实验室，发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辐射功

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第六条 大力强化实验设备、系统的自制研究、实验教学和管理的学术研究，

努力开展学术、技术交流活动，活跃实验教学和管理的学术氛围。

第二章 教学文件管理

第七条 实验教学计划。根据教务处的统一安排修订教学计划，明确开设实

验课程的目录、门类、学时、学分等。

第八条 实验教学大纲。中心开设的实验课程必须要有教学大纲，教学大纲

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1. 阐明本门实验课的教学特点及培养学生实验能力方面的地位、作用和应

达到的基本要求。

2. 明确实验项目（包括必做和选做）、学时分配，规定每个实验项目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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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具体要求。

3. 确定实验教学的考核方式及评分标准等。

第九条 实验项目。选择实验项目的原则是：

1. 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总要求。

2. 既注重基本技能的训练，又着眼于能力的培养。

3. 项目类型力求全面，又具有典型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应占实验项目

的 80％以上。

4. 合理选取经典性项目。

5. 注意前后课程的相互配合，贯彻因材施教。

6.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实验兴趣。

7. 兼顾条件的可能性和投资的可行性。

第十条 实验教材。实验教学均应编写或选用实验讲义、指导书、操作规范；

制作或选用必要的微课程视频等。其内容包括实验基本目标、方法、步骤、主要

设备的结构原理及使用方法、重要的提示及参考文献资料等，并力求有新意和特

色。

第十一条 注重实验教学文件的存档，包括本课程、本专业实验教学的文件，

典型教案及标准实验报告，实验教学方面的经验以及实验项目、实验开出率及成

绩统计资料等。同时还要注意收集相关课程发展信息、趋势及实验教学改革的经

验和动向的资料。

第十二条 相关实验室数据、材料均通过中心网站对外发布，保证中心仪器

设备的开放和资源的高效利用。

第三章 实验教学组织

第十三条 实验教学前的准备

1. 初始化。在线学习平台上创建学生帐号，完成已往历史文件的归档和清

理。

2. 实验教学文件更新。修订实验教学大纲，修订实验教材或指导书（在线

提供 PDF文档学习），修订统一格式的实验报告模板。并在平台上完成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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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物质条件准备。检查、整理、调试仪器设备；准备材料、工具，并

保证供电、供水、供气线路和通风系统畅通。

4. 实验教学备课。实验课指导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必须认真备课，明确该

次实验的目的、要求，熟悉实验原理、方法、步骤及装置，并完成在线平台上的

数据更新。

对于初次担任实验教学的青年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必须先熟悉在线平台的

使用方法，熟悉已有的课程资源，试讲、试用，达到要求后方可向学生开出并参

加实验指导。

5. 学生预习。学生在实验前通过在线平台和实验教材的要求进行预习，领

会实验的难点，掌握实验的原理、方法及装置，写出预习报告。

第十四条 实验课教学

1. 学生的第一次实验课，代课教师必须结合本中心的具体要求讲解规章制

度、安全事项等。

2. 严格考勤，对无故缺席的学生以旷课论处。对请假缺课的学生，须另行

安排时间补课。

3. 实验中需要录制微课程，用于简明讲解本次实验的原理、方法、要求和

主要仪器设备、软件的原理、结构及使用方法等。

4. 教师要确保在线平台中的内容与现场教学的内容的同步更新，提供数字

化的资源，辅助学生完成虚拟仿真实验。

5. 实验中，尽量让学生独立操作，独立思考。指导人员要及时在线答疑，

以确保学生的有效学习。

6. 实验完毕后，教师、实验技术人员须填写当次《实验教学工作日志》，

如有使用仪器设备，教师或学生须填写《仪器设备运行记录》。

第十五条 实验报告的编写或实验作品的制作

学生应按课程规定的要求，认真独立完成实验报告或实验作品，并在线提交；

实验教师应及时、认真评阅实验报告或学生作品，并按成绩评定的有关规定评出

成绩。如发现弄虚作假，按考试作弊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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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实验教学的考核

中心开设的实验课程原则上不进行书面考试，教师可按照课程教学目标，自

行设计考核方式，一般可以选用在线测试、实验报告、随堂操作、设计制作等方

式，结合学生平时实验情况，综合评定课程成绩。

第十七条 中心定期组织教师座谈和学生座谈，进行实验课教学质量的评

估、监控、干预。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颁发之日起执行。

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2014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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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安全管理制度

为了做好防火、防盗、防水等工作，结合中心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1. 禁止在中心实验室吸烟。

2. 实验中用到明火，需做好火源隔离工作。

3. 新增的大功率仪器设备，使用前要确认本室电线负载是否超载，严禁超

负荷用电和用导线作保险丝。

4. 离开实验室时，管理人员和实验者应及时切断仪器电源，关掉照明灯，

关好门窗。

5. 发现门窗有破损的或者有漏雨漏水的地方，应马上报告，及时处理。

6. 实验室钥匙和门禁卡不得私自出借，发现实验室钥匙或门禁卡丢失，立

即上报，另换新锁或取消遗失卡权限。

7. 对违反本办法各相关条款且造成的事故，要追究当事人责任。

8. 实验室管理人员每周要进行一次安全检查，并做好安全检查记录，发现

安全隐患，及时上报学院。

9. 学院定期组织有关人员在寒、署假及节日小长假进行安全检查，杜绝各

类安全隐患的发生。

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2014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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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仪器设备管理制度

1.虚拟仿真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行统一管理、公共使用的制度，实验室设专

人负责设备，特别是大型仪器设备的管理、养护、操作。

2.实验教学人员使用大型、贵重、精密仪器前，应经有关管理人员同意.并

当面检查仪器 、设备是否正常，若仪器工作正常，方可使用。使用完毕后，应

经管理人员检查，在确认仪器完好无损、并据实填写使用档案后，使用者方可离

开。

3.仪器设备要建立总账，管理人员每年核查账物，做到账、物、卡以及数据

库完全相符。对于新进仪器设备及时建卡入账，定位存放。

4.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必须按规定定期检查，发现故障应及时报告，

以便组织维修。

5.设备一般不许借出，特殊情况需要外借，应严格按有关办法执行。仪器设

备的说明书由管理人员管理，借出要登记并按时归还。

6.仪器确己损坏，无法修复时，请有关技术人员进行报废鉴定，填写仪器报

废单，按学校规定的程序报减。

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2014年 4月



42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指导委员会主要职责

1. 根据学校总体发展规划和实验室建设规划要求，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

对中心建设的基本方向、格局和规划提出建议和指导。

2. 审议中心提出的实验室建设规划、实验室管理制度、实验室建设方案，

并提出意见。

3. 审议中心实验室建设项目和经费使用情况。

4. 对中心人员定编、考核、进修、培训提出参考意见和建议。

5. 质询中心实验教学和日常管理活动，对中心实验教学体系构建、实验教

学课程及实验项目设计、实验教材编写、实验教学评价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6. 完成其他与中心建设相关的工作。

7. 中心建设指导委员会根据需要每学期召开 1-2 次全体会议，听取中心工

作总结与工作计划，对议题做出决定或形成决议。

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2014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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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工作人员岗位职责

为了保证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正常运行，

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实现“权责明确，运行通畅”的管理目标，特制订本岗

位职责。

一、中心主任岗位职责

1. 在学校分管校长和教务处实验室管理科的领导下，全面负责中心的日常

工作。

2. 按照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目标和要求，积极组织实施中心的

建设和发展。

3. 制订中心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制订和完善中心规章制度。

4. 负责中心软硬件设备购置计划的编制、申报、实施和总结，创设良好、

适用的实验环境。

5. 组织教师开展虚拟仿真实验课程改革与建设，完善实验教学体系，开展

实验教学研究，建设实验指导书，开发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等。

6. 组织教师认真开展课程的实验教学，负责教学质量监控和教师测评。

7. 科学合理做好中心岗位和人员配置，制订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

8. 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和技术服务，扩大中心的服务面和影响力。

9. 完成学校下达的其他任务。

二、中心副主任岗位职责

1. 在中心主任的领导下，负责实验室办公室日常行政事务。

2. 负责人员管理、考勤、考核具体工作，负责实验室会议记录。

3. 负责实验办公室各类文档的收发和档案管理工作。

4. 负责实验室办公用品配置及办公经费管理。

5. 承担实验教学管理工作。

6. 参与实验教学运行状态的检查、统计、督导工作。

7. 负责中心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等材料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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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中心实验技术人员岗位职责

1. 认真学习各项实验教学法规，遵守实验室的各类操作规程和各种规章制

度。坚守岗位，不迟到，不早退。

2. 熟悉掌握本实验室开设课程的实验基本原理和技能，熟悉有关仪器设备

的功能、使用方法和一般安装调试、操作、维护保养知识，并应用于工作之中。

3. 认真准备好实验试剂、仪器和主要用品，做好每个实验项目的准备工作，

确保每个实验按计划、按大纲、按时、按内容开出。指导学生实验或科研，认真

填写仪器设备使用记录，"实验室日志"等。

4. 熟练掌握实验室安全，保卫，消防及化学品的实用知识，杜绝各种不规

范操作，保证实验室文明、卫生、安静的秩序。确保人身安全和健康，保护国家

财产。

5. 积极开展对实验教学方法的研究，努力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具有高级职

称的实验人员应负责调试和维修实验室常用的仪器和设备，确保其完好率，要参

与或主持编写较高水平的实验教材或实验指导书。协助实验室主任制定实验室发

展规则，努力开展相关学科重大实验课题的开发与研究。

6. 注意节约，杜绝浪费。做好仪器设备、标本、模型、挂图、教具等物资

管理及实验室的清洁卫生工作。保持实验室整齐、清洁，并教育学生养成良好习

惯。

7. 依照规定培训或接受培训有关实验人员的工作。

8. 按时做好本实验室所需仪器设备的购置计划，做好所需设备仪器的维修、

保养、报废工作。

9. 认真完成上级领导分配的其它工作。

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2014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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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网页维护管理办法

第一条 管理方式

网页维护采用统一规划设计、分级、分科室管理维护的方式。网站主管领导：

杨增岐；超级管理员：唐万寿；栏目管理员：刘刚进

第二条 任务分解

超级管理员及其团队负责网页的总体设计、制作、维护、数据备份和完善优

化工作。栏目管理员及其团队负责分管栏目的资料收集、内容制作和资料上传工

作，并及时对学生提问进行回复。

第三条 信息上传审签

校级规章制度上传以发文为准，注明发文字号、日期，中心内部规章制度须

经中心建设委员会通过或主任审定，其他信息上传须经主任审核，确保上网信息

的准确性和文字的规范性。

第四条 维护要求

各栏目组成员要树立网页维护的责任意识，时刻关注、收集、整理分管栏目

的相关信息，及时更新网页内容。

1. 静态信息如有变化，负责管理员应及时修改完善内容进行更新。

2. 工作动态：要求各栏目管理组在完成阶段性工作或一项任务后，及时进行

总结报道，会议、外单位来校交流类报道信息要求最迟第二天上网。使“工作动

态”成为及时宣传、报道中心工作的窗口。

3. 故障报修：管理员要随时查看信箱，及时接收、下载、办理、回复。

4. 转载、摘录的文章要注明来源和原作者姓名。

5. 所有上传信息要求排版规范，没有错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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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级管理员注意账号、密码安全，要节约网站空间，及时清除工作中的临

时文件，不上传与网站无关内容。

第五条 信息上传格式

1. 补传以前资料时，按从远到近的时间顺序，以便按从近到远的时间顺序

显示。

2. 资料上传格式：word文档粘贴到记事本里去掉格式，再复制到编辑器，

保证文字按系统设定格式显示。

3. 标题格式规定：在标题栏输入标题，正文部分全文复制，注意查看对齐

格式。

第六条 年终考评

结合学校网站年终考评，对各栏目管理小组网页信息维护更新情况进行考

评，对工作好的小组和个人进行适当奖励。

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2014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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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环境卫生工作职责

一、进入实验室的所有人员必须爱护和保持实验室的环境卫生。

二、实验室卫生责任人员每天工作前做好实验室清洁工作并对实

验室的工作环境进行记录。

三、实验室卫生责任人在日常工作中有权维护工作场所环境整洁。

进入实验室的人员要保持工作场所环境卫生整洁。

四、进入实验室的人员不得随地吐痰、乱扔纸屑和杂物，不得随意排

放废液、废气、废水、废渣。不得将与实验无关的物品带入实验

室内。

五、实验室所用仪器设备、药品试剂要放置有序，实验台面要及时整

理，发现有废液、废水、废渣要及时清理。

六、实验室卫生安全负责人负责监督进入实验室的人员把废液、

废弃物放入回收装置，动物尸体要按规定贴上标签后交动物尸体回收

中收统一保存。

动物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2014年 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