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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the south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lending of regional animal husbandry, veterinary and aquatic industries, this paper
aims to establish the goal of promoting the excellent quality of “three energy” and the training of
“multi-skilled” talents for the needs of industries (enterprises) by formulating and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experiment and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methods
and means of practical teaching, relying on relevant majors and disciplines, strengthening experimenta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eaching team building, conditional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ng practical teaching reforms. Constructing “Professional Basic Experiments-Professional
Skills Experiments-Professional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the “four in one” experimental
teaching model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ve experiment will have “curriculum practice-professional production practice-holidays post practice-graduation practice” as its main content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reform. This will form two main lines and four levels of complete
practical teaching reform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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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南方滨海地区畜牧业发展及区域畜牧、兽医和水产行业相互交融的特点，从行业(企业)需求、学生
成才与就业的需求和学校培养高素质“三能”应用型人才的定位出发，确立了培养具有“三能”优秀品
质和“一专多能”人才培养目标，通过制定优化实验、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改革实践教学组织方式、方
法和手段，依托相关专业、学科，加强实验课程建设、教学团队建设和条件建设，推进实践教学改革。
构建“专业基础实验–专业技能实验–专业综合实验–科研和创新性实验”为主的“四位一体”的实验
教学模式，构建“课程认知实习–专业生产实习–假期顶岗实习–毕业实习”为主要内容的实习教学改
革，形成两条主线四个层次完整的实践教学改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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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广东海洋大学农学院动物科学和动物医学专业是应用性、实践性、综合性很强的本科专业，其培养
的人才直接服务于广东省畜禽养殖、饲料加工、畜产品加工和动物保健等行业。加强实践教学是培养学
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方式与手段，相应的实验改革、实习方式的转变以及实验室、实践基地建
设是实施人才培养计划的软、硬件支撑，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核心条件。
坚持本科教学中心地位，突出实验、实践教学环节，注重学科优势与科研优势对实验实践教学的带
动作用，以“三能”(三能是指能安心、能吃苦、能创业)品质和“一专多能”为培养目标，按照“夯实理
论基础，强化实验技能，提高应用能力，培养创新意识”的方针[1]，强化热带区域特色养殖业，以培养
学生动手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为核心，培养知识、能力、思维、素质全面协调发展且水平较高的动物生
产类专业高级专门人才，服务于广东省畜牧产业发展。

2. 现状分析
广东省作为畜牧业大省和海洋经济强省，畜牧业、饲料加工业和水产养殖业发展迅速，生产规模化、
集约化和国际化程度高，且上述产业联系紧密，迫切需要一大批在业务上具有“一专多能”特色，在品
格上具有“能安心、能吃苦、能创业”优秀品质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作为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重要保障，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

2.1. 实践学分占比低
目前我校动物生产类专业实践教学中尚存在诸多问题。在学分比例上，动物生产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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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实践教学环节累计学分约占总学分的 25%，基本达到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
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的要求。但就动物科学专业和动物医学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和培养高素质能吃苦、
能安心、能创业的“三能”人才目标而言，亟待进一步加大实践教学的比重，科学设置实验、实习、技能
训练、毕业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以适应行业、产业发展对动物生产类专业人才的实践能力要求。

2.2. 实验内容深度不够，学习挑战度低
在实验项目的开设方面，目前主要是开设基础性、应用性实验项目，重点培养学生的专业操作技能，
而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比例偏低；在实验方法应用上，教学手段相对单一，先进的、现代化的
实验教学手段使用不够。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开出比例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

2.3. 实践能力培养需要理顺几种关系
教学与科研结合不紧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薄弱。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够，
不能相互促进。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结合不紧密，实习与学生就业、创业结合不紧密；实验实习教
学与理论教学相脱节，与企业生产联系不紧密；实习教学内容、组织方式与企业实际生产管理流程和需
求有差距。体现创新能力培养的毕业论文研究工作环节需要进一步规范，减少低水平的重复，要紧密结
合大学生创新性项目和导师的科研项目以及研究生的培养提高本科生的创新能力。在充分调动社会资源
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良好的体制机制，建立基于实践能力培养的校校合作、校企合作、
校所合作和校政合作的育人平台，切实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以弥补校内教学资源的局限和不足。

2.4. 师资队伍建设水平影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目前我校动物生产类专业各任课教师绝大部分缺少基层实践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学生实践能
力的培养。许多老师都是从校门进校门，理论知识丰富，但是缺乏生产实践经验，不能及时将生产中先进
的实用技术介绍给学生，不能提出生产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或提出的不够准确。通过学校与企业互派技术
人员和为教师提供深入生产一线的机会，一方面打造既懂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另一
方面聘请校外企事业高管或技术主管担任兼职实习指导教师，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建立良好的师资队伍。

2.5. 实践教学条件建设有待加强
目前我校动物生产类专业有动科学专业、动物医学专业近 32 个自然班，由于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比
例及实习(技能训练)内容不断增多，现有器械、设备的配套性和可利用度差且不断有仪器设备报减，促使
现有实验室的面积、仪器设备等硬件条件必须加以改善。

3. 改革目标
建立与学科、专业发展相适应，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促进学生专业能力提升的实践教学体系，形成
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和生产实际的“基本技能实验–专业技能实验–专业综合实践–科研和创新性实践”
四层次、一体化、开放式的实验实践教学体系；构建“课程认知实习–专业生产实习–假期顶岗实习–
毕业实习”四层次的实习实践教学改革模式，以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为最终目标。

4. 改革内容与措施
项目以构建“专业基础实验–专业技能实验–专业综合实验–科研和创新性实验”为主的“四位一
体”的实验教学模式，加之“课程认知实习–专业生产实习–假期顶岗实习–毕业实习”为主要内容的
实习教学改革，构建两条主线四个层次完整的实践教学改革模式。将毕业论文实验研究融入到科研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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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实验里面。

4.1. 构建“四层次”动物生产类本科专业实验实践教学模式
构建并不断完善“基本技能实验–专业技能实验–专业综合实践–科研和创新性实践”四层次、一
体化、开放式的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模式。即基础实验室以技能和操作为主，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专业
技能对学生进行研究方法和科学思维能力的训练；专业综合性实验培养学生综合应用专业知识与技能和
整合知识与设计分析能力；科研和创新性实验主要训练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将毕业论文实
验纳入到第四个层次“科研和创新性实践”当中。

4.2. 构建新的实习实践教学体系
构建“课程认知实习–专业生产实习–假期顶岗实习–毕业实习”四层次的实习实践教学改革模式。
课程实习基于具体课程，根据学校教学基地情况一般在校内完成，依据教学内容和教学大纲要求，开展
相关项目。如《家禽生产学》中的种鸡的采精、输精、种蛋的孵化和出雏等内容。专业生产实习，是指
围绕着某个生产或行业领域，进行较系统的生产实习，主要通过依托省级、校级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来
完成，时间为 2 周，目的是了解、掌握和参与企业生产的管理过程、技术工艺流程、质量监控过程及产
品加工过程等。

4.3. 创新实践教学组织模式
实施“2 + 1”顶岗实习，在校级应用型本科示范专业——动物科学、动物医学等专业试点实施“2 +
1”学期设置。所谓“2 + 1”学期就是将现有的春季、秋季两学期的教学实习时间各 1.5 周和缩短暑假 2
周集中起来，形成一个为期 5 周的短学期，进行顶岗实习，通过产学合作、工学结合的应用型创业人才
培养的改革与实践，构建具有面向泛珠三角区域特色的动物生产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具有
较强社会竞争力的毕业生，实现农科专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满足社会、行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4.4. 梳理实验教学内容
借助校级和省级广东海洋大学动物健康生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建立新的实验教学内容体系。
生命科学大类课程，实验教学内容调整为从群体到个体水平、到解剖形态水平、到组织细胞水平、再到
分子水平，逐渐递进，从宏观到微观、从单纯技能培养到系统综合能力训练，增加综合性和创新性实验
比例[2]；建立以核心课程群为模块的实验体系，构建动物遗传育种、动物繁殖、动物营养与饲料、动物
生产、基础兽医、临床兽医和预防兽医等几大模块，在同一模块内统筹安排实验项目。

4.5. 毕业论文实践改革
增加毕业论文实践的时间，把毕业论文开题时间由第七学期提前到第六学期，论文试验时间由原来
的两个学期延长为三个学期完成；为保证质量实行“双向选择”和整体把控原则，指导教师根据自己的
科研任务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提供备选的毕业论文选题供学生选报，每个指导教师最多指导毕业论文
不得超过 7 人；毕业论文在定稿前实行查重检测，在答辩前教学系组成专家组对论文进行统一评阅，评
阅通过之后方可参加答辩。

4.6. 学科竞赛和创新能力培养
积极开展大学生科技竞赛、专业技能大赛等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华南杯或全国性的专业实验技能
大赛，包括动物生物化学实验技能大赛、饲料质量分析与检测技能大赛、宠物诊疗大赛等丰富多彩的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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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活动。丰富和活跃提高实践能力的各种社团活动。不断完善大学生创新性项目申报、评审、结题验收
等制度建设，保证经费的投入，使该项工作常态化、制度化，使之成为培养创新能力提高实践技能的重要
载体；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工作，提高实践创新能力[3]。协调研究生
教育和本科生的培养工作，让本科生深度参与研究生科研实践，达到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目的。

4.7. 积极开展社会实践
积极开展学术报告会、学生科技作品展示会，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在一、二年级学生中，利用寒
暑假开展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活动，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活动。在三、四年级则进行和专业学习相关的
专业实践，到畜禽水产养殖场、饲料加工和销售公司、动物保健行业，提早接触、了解和掌握企业、行
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生产实践技能。

4.8. 师资队伍建设
近年来，先后选派 4 名骨干教师到国外进行为期 1 年的访学，提高科学研究能力，为学生创新实践
能力培养奠定基础；先后选派 6 名骨干教师到境外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进行短期教学能力培训，
提高授课水平；先后选派多名年轻博士深入企业一线进行锻炼，提高其实践教学能力。
同时，学院、学校不断加大实践教学硬件条件建设，先后投资 500 多万元用于更新和购置新的仪器
设备，为实践教学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5. 改革的成效
5.1. 建立了“一专多能”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
针对南方滨海地区畜牧业发展的特点，从行业(企业)的需求、学生成才与就业的需求和学校培养高素
质“三能”应用型人才的要求出发，确立了培养具有“三能”优秀品质“一专多能”人才培养目标，通
过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实验、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并依托相关学科，
加强实验课程建设、教学团队建设和条件建设，推进教学改革，以校内教师、实验室和实习基地为主体，
与相关企业和高等学校开展合作，培养具有“三能”优秀品质并牢牢掌握现代动物生产知识、技术和技
能，具有“一专”职业特点，又能够从事现代动物生物制品生产、畜禽与水生动物饲料生产，促进动物
生产健康发展的“多能”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4]。

5.2. 教学成果丰富
从“基本技能实验–专业技能实验–专业综合实践–科研和创新性实践”四层次、一体化、开放式
的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模式总结升华的“实验能力培养–生产实际认知–专业技能训练–创新精神培育–
专业综合实践”的“五阶递进式”实践性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5]，获得第六届广东省高等学校教育教
学成果二等奖。依托“一专多能”动物生产类专业复合应用型实践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的“具有三能品
质一专多能应用型动物生产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获得第七届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
奖。依托协同培养下的“适应现代产业需求的六平台六模块动物生产类专业人才协同培养教学模式的改
革与实践”获得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并被推荐申报第八届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实践教学平台建设获得突破。动物科学专业先后获得中央与地方共建“热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实
验室建设”项目资助，获得广东省教育厅“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省级特色重点学科建设资助，获得“动
物健康生产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立项。这些平台建设项目的取得，极大地改善了实践教学的硬
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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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人才培养成效
通过实践教学改革，学生实践能力显著提升。动物医学专业学生代表队先后 2 次获得(第六届、第七
届)“华南兽医杯”临床技能大赛二等奖、先后 2 次获得“生泰尔杯”全国大学生动物医学专业技能大赛
二等奖(第二届、第三届)、1 次特等奖(第四届)；动物科学专业学生代表队 2016 参加全国大学生第一届动
物科学专业技能大赛(含 4 个项目：生态牧场的规划设计、鸡的精液采集和品质评价及人工授精、饲料掺
假识别、种猪识别及背膘测定)获得团体一等奖；2017 参加全国大学生第二届动物科学专业技能大赛获得
团体特等。近年，学生参加广东省大学生“挑战杯”课外科技作品竞赛获奖 5 次，校级“挑战杯”竞赛
获奖 10 余次。学生承担国家级、省级和校级大学生创新性项目 10 余项，学生发表论文 30 多篇。学生就
业质量显著提升，一次就业率高达 90%以上，行业内就业率达到 85%以上。学生集中选择在省内外知名
的公司就业，如广东温氏食品股份公司、正大集团、新希望集团等众多实力雄厚的行业龙头企业。通过
走访、收集用人单位的反馈意见，对我校动物生产类专业学生的满意度逐年提高，肯定了对学生实践能
力的培养，大大缩短了学生初次就业的适应期。

6. 结语
实践教学是提高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构建完整的实验、实习和科研训练等实践教
学体系，创新实践教学组织模式，是提高实践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广东海洋大学动物生产类专业“一
专多能”复合应用型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和应用，虽然对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依然不能完全适应产业发展对人才培养质量越来越高的要求，未来重点改革的方向是如何借助社会
资源深度实施校企合作。

基金项目
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一专多能”动物生产类复合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与实践；广东海洋大学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计划：动物生产类专业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广东海洋大
学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项目：动物生产类专业产学研协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教
育部和广东省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专业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计划试点项目；校级教改项目：动物科学系教
学管理的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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