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7卷第7期
2016年7月

家畜生态学报
Acta Ecologiae Animalis Domastici

V01．37 No．7

Jul．2016

矿。‘。‘。‘。‘、

5教学园地i
弋．。．o．o．o．口

《兽医产科学》教学改革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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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畜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我国对具有动物医

学专业的高素质、创新型、综合型、实践型技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兽医产科学是兽医专

业六大临床课程之一，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综合学科，其涉及知识面广，内容多且知

识更新迅速。论文以社会实际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与素质为目的，以理论联

系实践、与时俱选为教学改革基本思路，对目前兽医产科学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

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方面提出教学改革措施，提高教学质量，为培养具有高素质兽医产科

专业技术技能应用型人才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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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产科学是动物医学专业本科生的主要专业

课之一，其主要任务是使兽医专业人员掌握家畜繁

殖过程中的基础理论知识、繁殖技术，学会防治动物

产科类疾病以保证动物的正常繁殖，从而提高动物

的繁殖效率[1]。保障家畜生产靠的是防病治病，而

促进家畜生产则要大力发展繁殖技术，以技术促生

产。鉴于产科疾病与动物繁殖的关系及在产科学中

所占的重要位置，兽医产科学的内容不仅包括动物

繁殖生理的主要内容，而且涵盖产科疾病(妊娠期、

分娩期和产后期疾病)、母畜科学、公畜科学、新生仔

畜科学和乳房疾病。近几十年，随着生殖内分泌研

究的逐步深入、胚胎技术的成熟、兽医诊断及疾病防

治的进步，兽医产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研

究范围和深度已不断的扩展和加深，形成了一个相

对独立而又与其他学科存在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内容

丰富、体系完整的学科[2‘3]。另外，在知识更新日趋

迅速的现代社会，如何以不增加课时、不增加知识

量，更新本学科最新知识，培养学生在浩如烟海的知

识信息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来完成课程学

习显得极为重要n]。所以，探索高效的教学方法，已

成为当前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必须进行教学方法

的改革、教学理念的更新和完善。笔者根据实践教

学经验，对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

探索和研究，提出了相关改革措施，以期提高该课程

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

1课程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兽医产科学课程内容涉及范围广，与实际生产

结合紧密，其教学内容具有广泛性和实践性。目前

高校兽医产科学教学包括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部

分，兽医产科学理论课程在实际教学活动中主要还

是以”普教化”模式完成教学任务。但不少理论知识

比较抽象，如生殖激素、受精等章节，如果没有用非

常形象和具体化的方式展示，学生难以形成清晰的

概念，缺乏学习动力，严重地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

而实验教学则是附属于该门理论课程的一个教学环

节，主要依附理论教学内容开设，我们发现传统的教

学模式主要只是满足了教学、科研的需要，轻l临床实

践，导致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差[4’53；另外由于实验设

备、实验动物价格昂贵和实习场地受限等因素制约

了实验项目的更新与实施，使得有些实验课程无法

开设，部分开设的实验其教学形式也按大组进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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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减少了学生动手的机会，削弱了教学效果，影响

了教学质量及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2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培

养造就一大批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一大批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一大批职业化、专业化的高

级社会工作人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为

了满足不同类型学生发展的需求，2014版本科生培

养方案将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复合应用型、学术研

究型和管理型三大类人才，通过深化改革人才培养

的模式，使人才培养与社会、与国际接轨，不断提升

本科生人才培养质量。因此，为了适应社会需求和

学科发展需要，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应重视各类型

人才的培养，培养出理论知识基础扎实、实际动手操

作和创新能力强、能具体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动物医

学人才，就急需我们针对当前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

3兽医产科学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兽医产科学课程的教学目的是提高教学质量、

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动物医学人才。本文中，

我们以社会实际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学生的知识、能

力与素质为目的，以理论联系实践、与时俱进为教学

改革基本思路，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方面提出

教学改革措施。

3。l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作为动物医学专业的本科生，大多院校并没有

开设动物繁殖学，但繁殖生理和繁殖技术是保证动

物正常繁殖、动物产科类疾病防治的前提，也是我们

学习产科学的基础，因此在兽医产科学理论教学过

程中要坚实基础、突出重点。首先，要让学生通透繁

殖生理基本理论和知识，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加强对

繁殖技术的认识和基本操作技能的培养，了解学科

领域繁殖新技术的发展及临床应用；另外，对临产上

常见产科疾病、新发疾病的诊断、治疗联系繁殖生理

注重讲解。而实验项目及内容应与时俱进，开展符

合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畜牧业对兽医产科学的要求

和需要的、实用性和综合性强的实验项目，如人工授

精、难产助产、乳房炎监测防治等，以提高实验课教

学质量。

3．2融会贯通，理论联系实践

兽医产科学的教学目标就是培养出适应当前畜

牧业发展需要的理论基础扎实、实践操作能力强、能

具体分析和解决兽医产科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最终保证家畜高效繁殖并能够有效防治各种产科疾

病的动物医学人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注重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采用大量临床

案例，以解决临床疾病的方法为学习思路，将生殖激

素、繁殖技术以及产科疾病相结合，融会贯通，解决

实际问题。例如，我们在讲授生殖激素时，只单纯介

绍其化学性质、生理作用时，学生会认为学习内容枯

燥无新意，对其作用的理解也仅局限于书面文字。

但如果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出发，与动物的繁殖

效率或由于某种主要生殖激素分泌不足或过多引起

某些生殖疾病以及疾病发生后激素的应用治疗这样

的实际问题相联系，启发学生思考，将单纯的激素与

实际生产联系起来，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学习质量。

3．3及时更新知识体系，提高教师综合素质

现代社会发展飞速，繁殖新技术层出不穷，而繁

殖疾病也时有新症。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介绍一些兽

医产科学密切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补充一些新繁

殖技术、新疾病及新的诊断和治疗的方法，例如性控

精液的临床推广、转基因动物的生产和早期妊娠诊

断新技术的开发与进展；奶牛夏季乳房炎、猪繁殖与

呼吸道综合征、公母畜不育症的新防治等[3]，拓宽了

学生的知识面，使授课内容与时俱进，同时也充分调

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与

动力。

3．4教学手段多元化，提高教学效果

兽医产科学中部分内容比较抽象，采用多媒体

教学、案例教学可弥补教师示范的不足。例如通过

影像资料和动画使学生能直观、生动地了解动物卵

泡发育、精子发生的过程及各阶段特征；通过观看视

频熟悉不同动物发情表现、难产救助；通过资料图片

和案例教学使学生熟悉和认识一些产科疾病如胎衣

不下、生产瘫痪和奶牛乳腺炎等，再结合课堂讲解使

学生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变得更为直观和系统。

案例教学是一种教学活动，目的是通过案例使

学生掌握相关知识与技能，已经成为教学法改革的

重要内容之一[6。]。目前我院产科教研组已通过结

合教师的科研和临床实践建设了羊属动物疾病案例

库，以真实病案为基础，通过病案分析，把相关知识

与技能融入其中，同时反映最新进展，对于促进学生

学习兴趣与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在实验课程教学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质

量、学生学习积极性以及学习效率，学院也注意了先

进技术的引进。例如腹腔镜技术，该项技术可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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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显示动物腹腔内脏器结构和展示手术治疗过程，

主要用于检测卵巢卵泡发育与发情鉴定、人工授精、

胚胎移植、子宫、卵巢切除术等。腹腔镜教学生动直

观，更接近临床疾病认识的规律，有助于塑造学生的

临床思维模式，为今后的临床实践打下坚实基础‘8|。

4 结语

兽医产科学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应用各种有效教

学手段和方法，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印象，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对课程理

论知识的理解能力，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通过对

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进与实践，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仍有不足，需进一步完善兽医产科学教学模

式，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社会适用人才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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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agriculturalindustry adj ustment，the demand for pro—

fessional personnel with high quality，innovative，comprehensive and practical technical abilities of animal

medicine specialty in modern animal husbandry has become acute． Veterinary obstet“cs， which is one of

the six major clinical courses of veterinary medicine，is a highly operative and practical course involving a

wide range of knowledg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both socjal demand and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riogenology education，the author proposed teaching reform measures from two aspects aiming at ex—

panding students，knowledge，improving their ability and quality．It took the notion that putt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and keeping with the times as the key to reform，with an ultimate goal o“mproVing teaching qua卜

ity and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raining high quality profession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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