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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6兽医学 

一、学科概况 

兽医学是研究动物生命活动规律，以及动物疾病发生、发展、诊断、治疗、预防、动物福利和保障

人类健康的科学。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兽医学的研究领域已扩展到公共卫生与人畜共患病、

环境保护、比较医学、实验动物学、医药产业等领域，并形成了许多新的交叉学科。兽医学的研究对象除

传统的家畜、家禽外，还包括伴侣动物、水生动物、经济动物、实验动物、观赏及野生动物，以及蜜蜂、

蚕等特种经济动物。 

兽医学是因人类饲养家畜和家禽的需要与人类医学同步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中国是兽医学起源

较早的国家之一。马病防治、阉割术等都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专职兽医。

公元前 221 年汉代出现的〈神农本草经〉是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药学专著；秦汉以后，不仅各种兽

药和畜病防治技术迅速发展，兽医学的著作也大量涌现并逐渐形成体系；至唐代，兽医技术已开始传

向国外。西方有关兽医发展的早期记载是公元前 2100 年；公元前 1900 年，埃及人已在莎草纸上记录

有治疗动物疾病的处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家畜养殖和贸易量的扩大，动物疫病不断爆发，难以

有效控制，学徒式的兽医训练己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从而开创了现代兽医高等教育制度。世界第一所

高等兽医学校于 1761 年在法国里昂创办，中国的现代兽医教育最早起源于由清政府于 1904 年在保定

创办的北洋马医学堂，之后，1946 年盛彤笙等在兰州创建了国立兽医学院，我国独立的兽医高等教育

开始形成。目前世界所有国家基本都开展了高等兽医教育，兽医科学较发达的国家有北美、西欧等国

家。 

现代兽医学在中国已有 100 多年历史，在保障畜牧业生产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1949 年以来，

我国相继消灭了牛瘟、牛肺疫等疾病，猪瘟、炭瘟、耕牛血吸虫病等也得到有效控制。但随着集约化

养殖的发展，养殖密度的不断提高，结核病、布氏杆菌病、口蹄疫等曾有效控制的疫病重新发生，猪

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等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禽流感、猪链球茵病和布氏杆菌病等人兽共患病亦时有发

生，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兽医公共卫生事业受到普遍关注并日益得到重视。随着对外交流不断深

入，人民经济收入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伴侣动物数量不断增加，小动物诊疗业得到迅猛发

展，已成为临床兽医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医学，中兽医学继续发展和提高，

多种中兽药制剂应用于动物临沫的治疗相保健，兽医针灸的研究和应用成果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

影响。 

目前在发达国家，主要的动物疫病得到了有效控制或根除，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宠物和伴侣动

物的诊疗，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比较医学和实验动物学人才已成为兽医学科培养的主要目标之一。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兽医工作亦将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兽医学科人才培养目标亦将

逐步做出相应的调整，更好地为中国以及全球的人类与动物健康、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学科内涵 

1.研究对象 兽医学以动物生命活动规律和动物疾病为研究对象，以预防和控制动物疾病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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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动物和人类健康为己任。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提高，兽医学科研究对象也

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总体而言，兽医学研究对象包括：揭示动物生命活动规律，防控动物重大疫病，

防治动物非传染性疾病，研发兽药及生物学制剂等。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提高，

兽医学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兽医公共卫生、兽医生物工程、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比较兽医学和

实验动物学亦成为兽医学新兴的研究领域。 

2.理论  兽医学科的主要理论和知识基础有动物解剖学、动物组织学和胚胎学、动物生理学、动

物生物化学、兽医病理学、兽医药理学、兽医微生物学、兽医免疫学、兽医传染病学、兽医寄生虫学

和寄生虫病学、动物卫生检验学、兽医临床诊断学、兽医内科学、兽医外科手术与外科学、兽医产科

学、中兽医学等。随着兽医学科的发展，一些新兴的学科如兽医生物工程、小动物疾病诊疗学、兽医

流行病学、动物营养代谢疾病学、兽医毒理学和动物中毒学、人兽共患疾病、兽医公共卫生学、动物

保护学等丰富了兽医学科的内涵。 

3.知识基础 除本学科的知识发展之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兽医学的知识基础

不断拓展和深化。总体来说这些知识基础包括三大类：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数学、化学、物理学、动

物学等）、专业基础知识（动物解剖学、动物组织胚胎学、动物生理学、动物生物化学、兽医微生物

学、兽医免疫学、畜牧学概论、兽医临床诊断学、动物病理生理学、兽医药理学、动物性食品卫生学

等）和专业核心知识（兽医传染病学、兽医寄生虫病学、兽医内科学、兽医外科手术与外科学二兽医

产科学）。 

4.研究方法 主要是采用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病理学、药理学与

毒理学、微生物学、免疫学、流行病学、临床诊疗、现代生物学和医学等研究手段。 

三、学科范围 

兽医学科主要学科方向有：基础兽医学、预防兽医学、临床兽医学、兽医药学、中兽医学、兽医

病理学、兽医公共卫生学、比较医学与实验动物学、兽医生物工程等。 

1.基础兽医学  是研究动物形态结构、生命活动规律的学科。主要包括动物解剖学、动物组织学

与胚胎学、动物生理学、动物生物化学等，是兽医学一级学科的基础。此外，学科还直接服务于畜牧

学，为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学的发展所必须，也是医学和基础生物学的相关学

科。 

2.预防兽医学  是研究动物传染性疾病的病原特征、致病机理和免疫机理、疾病发生和流行规律、

诊断以及预防、控制的原理及技术的学科。主要包括兽医微生物学、兽医免疫学、动物传染病学、动

物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学等。研究范围涉及各种动物病原微生物、寄生虫及其感染的各种动物和人，

深入群体、个体、细胞及分子水平。 

3.临床兽医学  是研究传染性疾病和侵袭性疾病以外其他动物疾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学科，主

要涉及动物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临床症状、病理变化、诊断与防治等理论和临床实践内

容；临床兽医学科涵盖了兽医内科学（包括兽医诊断学）、兽医外科手术与外科学（包括小动物疾病

学）、兽医产科学等，是兽医学一级学科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的主要体现本学科直接为生产一线和兽

医临床服务，也是人类医学重要的相关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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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兽医药学   是建立在兽医学和药学两大学科基础上，专门研究兽用药物的来源、性状、作用、

分析、鉴定、生产和寻找（包括合成）新药等，以及在兽医临床合理应用的科学。主要包括兽用药物

设计、兽用药物化学、兽医生物药剂学与药代动力学、兽医药理学、兽医毒理写要药生态毒理学、兽

医药物分析学、兽医药剂学、兽医生物制品学、兽药残留与风险评估、兽医临床药理学等。 

5．中兽医学  是研究中国传统兽医学的理、法、方、药理论、针灸技术和动物病证防治的综合

性学科。中兽医学与中医学理论同源，历史悠久，具有与西兽医学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病症防治技

术。主要包括中兽医基础学、兽医申药学、兽医方剂学、兽医针灸学、中兽医临床学等。 

6．兽医公共卫生学 是利用专业的兽医技术知识和策略来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的公共卫生活动

组成部分，是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主要包括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人畜共患病控制、动物福利、动物

保护与生态平衡、环境污染与动物健康、风险评估与风险控制、动物及动物产品检验检疫、动物疫病

经济学评估等。 

7.兽医病理学   是研究病因与宿主相互作用，揭示动物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化规律及其机理的学

科。主要包括兽医病理生理学、兽医病理解剖学、兽医临床病理学、兽医病理诊断学等，是兽医学一

级学科的主干学科之一。 

8.比较医学与实验动物学  是现代生命科学发展中新崛起的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是生命科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实验动物为疾病模型，研究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及治疗，为生命科学的发

展和人类健康服务。主要包括实验动物育种学、实验动物管理、实验动物设施、实验动物医学、比较

医学、器官移植、实验动物生态学、实验动物替代技术、动物实验技术及转基因技术等。 

9.兽医生物工程 是应用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动物发生与发育及其控制的综合性新型交叉学科，

现已发展为兽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动物细胞与胚胎发育与分化、动物细胞与胚胎工程、

动物功能基因及其调控、动物转基因技术、动物生殖生物学和动物生殖调控等。主要研究对象涉及牛、

羊、猪、兔、小鼠、大鼠等。 

四、培养目标 

1.硕士学位  掌握兽医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具备学术研究的基本

能力和独立教学科研工作的人才。具体包括：（1）具有坚实的兽医学基础理论、系辑的专业知识、熟

练的实验操作技能，熟悉本学科发展的动态和前沿；(2）具有独立从事兽医相关专业的专业技术工作

及科学研究、教学工作的能力；(3）具有团结合作和勇于创新精神；（4）掌握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

和准确理解与专业相关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外语听说和书面表达能力。 

2.博士学位 掌握兽医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以及相应的现代研究手

段；熟悉学科的历史现状、发展动态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某一领域或者方向有深入研究，具备独立

解决兽医学实际问题及从事有关学科教学、科研和管理的高层次人才。具体包括：(1）具有独立解决

兽医学实际问题、处理动物重大疫病防控和保障公共卫生相关问题、兽医临床诊疗的能力等；（2）相

关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本学科和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新发现新理论、新见解，相关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为

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新技术、新产品，有重大的应用价值；（3）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与国内外同

行熟练地进行学术交流，具有较好的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展示自己的创新研究成果；（4）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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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团队精神、事业心和献身精神，有健康的体魄和完善的人格。 

五、相关学科 

与兽医学科密切相关的一级学科有畜牧学、生物学、基础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临床医学、

生态学、生物工程、草学、药学、水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等。 

六、编写成员 

陆承平、汪明、韩文瑜、王洪斌、才学鹏、朱兴全、程安春、张涌、余四九、秦爱建、范红结。 

 

 

 

 

摘自《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9),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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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6    兽医学一级学科 

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第一部分  学科概况和发展趋势 

 
兽医学是研究动物生命活动规律以及动物疾病发生、发展、诊断、治疗、预防、动物福

利和保障人类健康的科学。家畜、家禽、伴侣动物、水生动物、经济动物、实验动物、观赏

动物、蜜蜂、蚕等的保健和疾病防治工作，以及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均属兽医学范畴。随着社

会的进步和科技、经济的发展，兽医学的范畴已扩大到公共卫生与人畜共患疾病、环境保护、

比较医学与实验动物学、医药产业等领域，并形成了许多新的交叉学科。兽医学科传统的主

要研究方向包括基础兽医学、预防兽医学、临床兽医学、兽医公共卫生学等。 

兽医学以动物疾病为研究对象，以预防和控制动物疾病为目的，以保障动物和人类健康

为职责，服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提高，兽医

学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主要发展趋势体现在如下几分方面。 

1.基础研究得到加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发育生物学等学科的理

论和技术向兽医学不断渗透，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新兴技术已经

在兽医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动物细胞工程、动物基因工程、动物胚胎工程在兽医学科中

异军突起，形成了兽医生物工程这一新兴交叉学科，极大地加速了兽医学发展进程，丰富了

兽医学的内涵，显著提升了兽医学的原始创新能力。 

2.兽医公共卫生成为重要研究内容 

近年来，一些严重危害动物和人类健康的疫病不断发生和流行，SARS、高致病性禽流感、

猪链球菌病、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等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

响，威胁人民的身体健康。同时一些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则造成了严重社会影响，如英国发生

的二恶英污染、国内的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均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影响社会的稳定。

如何保障公共卫生，已成为兽医学责无旁贷的重要课题。 

3.宠物疾病和动物保护备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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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侣动物饲养在国外已经具有相当长的历史，规模很大。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

会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侣动物饲养量空前发展。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使得更多

野生动物走进人们的视野。伴侣动物、野生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等理念正在进入中国人的生

活和理念之中。因此，如何有效防控伴侣动物以及野生动物疾病，确保人类和动物健康，同

时为动物提供更好的生存条件和环境，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4.比较医学与实验动物学兴起 

以实验动物为发病模型研究人类疾病的致病机理、治疗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比较医学蓬勃

发展，方兴未艾，成为兽医学科新的研究热点。 

 

第二部分 博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一、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兽医学博士研究生应掌握以下基本知识： 

1.兽医基础理论知识 

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能综合运用兽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揭示动物正常与病理条件下机体结构与机能的变化规律。 

2.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能力 

具有从事动物重大疫病防控和保障公共卫生相关工作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兽医临床诊疗

能力，具有独立从事兽用药物、兽用生物制品的研发能力等。 

3.生物学基础知识 

掌握必要的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理论和基因工程、细胞工程生物信息学技术，并应

用于兽医学科的相关研究。 

4.熟练的外语 

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英语），能与国内、外同行熟练地进行学术交流，具有较好的口

头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 

 

二、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 

系统掌握兽医学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验室技能，具有较好的逻辑思维和演绎归纳能

力，了解兽医学科的发展动态和最新的研究成果。 

2.学术道德 

崇尚科学精神，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尊重知识产权。杜绝一切学术不端的行为。 

 

三、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 

熟练掌握兽医学学科前沿研究动态，具有从各种文献资料获取学科相关研究前沿动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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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具备全面和系统分析所得资料的能力。全面性是指文献对相关研究问题的覆盖程度，

系统性则为相关文献之间的关联性和完整性。应掌握并利用现代社会的网络系统，从规范路

径和程序获取相关信息。 

能综合运用兽医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如形态学、生理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揭示正常与病理条件下机体结构与机能的变化规律；阐明兽医病原（因）

的致病机理并获得有效防控措施；同时应掌握兽医临床诊疗等新技术，用于动物临床疾病的

治疗。熟悉国内、外重要的兽医法规。 

2.学术鉴别能力 

了解本专业的发展趋势、结构体系和研究方向，熟悉本学科相关研究问题的国内外研究

进展，了解逃跑的理论意义及应用价值和前景，熟悉掌握本学科相关研究方向先进的研究手

段。对已有论文等成果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写作规范、逻辑结构等有准确的鉴别能力。 

3.科学研究能力 

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在了解本学科相关研究方向国

内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面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具备独立设计有理论意；义

或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的能力。能独立申请从事兽医学科基础研究或应用开发的相关课题，

开展项目的研究实施。具有独立从事兽用药物、兽用生物制品的研发和实施产业化的能力，

具有从事动物重大疫病防控和保障公共卫生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兽医临床诊疗能力等。 

4.学术创新能力 

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开展创新性思考和创新性科学研究。从事理论研究的相关创造性成

果而为本学科和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新发现、新理论、新见解；从事应用．性研究的相关创

造性成果需为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新技术、新产品，有重大的应用价值。 

5.学术交流能力 

能熟练归纳、总结兽医学科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能与国内、外同行熟

练地进行学术交流，具有较好地用汉语及英语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展示自己的创新研

究成果。 

 

四、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l.选题与综述的要求 

兽医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要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紧密结合，面向我国兽医

学发展实际。论文选题要有理论意义或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或应用前景口一般要求撰写与论

文研究内容直接相关的文献综述，综述要紧扣主题，要反映论文相关研究领域在一定时间内

的研究工作进展情况，展示该研究领域的新进展、新发现、新趋势、新技术，同时提出自己

的见解。引用的文献要全面、新颖，富有科学性。论文综述篇幅般不宜过长，不能超过实验

或者临床研究部分。 

2.原则性规范要求 

兽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要符合自然科学博士论文规范，充分反映兽医学科特点。具体要求

如下． 

(1)涉及的研究对象要有系统科学的名称。 

(2)研究过程中应采用标准或规定的分析方法，并注明出处。自己建立的新方法须详细描

述操作程序。要对采用的实验材料进行必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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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数据的处理要符合统计学规范。 

(4)除了本一级学科惯用缩略语外，文中缩略语必须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全称：全文缩略

语用单独列表形式排出，列在文前或参考文献后。 

(5)学位论文应配有必要的图表，并附有中英文图表标题。 

(6)学位论文应有专门的一章对所有各项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和讨论，阐明研究结果的

科学意义，探讨进一步研究的意向。应避免将研究结果简单罗列。 

(7)博士学位论文各部分内容要与兽医学相关，并有一定的系统性。 

3.成果创新性要求 

兽医学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可以是本一级学科层面或

本一级学科包含的研究方向层面理论研究和方法途径的创新，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丽： 

(1)动物疾病新的防治技术或对致病、免疫及防控机理的新认识。 

(2)兽医学领域相关的新发现或新技术、新方法。 

(3)研究成果发表在 SCI 收录的本专业领域国际期刊，围内权威期刊或学位授予权单位规

定的其他刊物的学术研究论文，登记授权的发明专利成果证书．以及国家按受或颁布的标准

或著作权成果。 

 

第三部分 硕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一、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能综合运用兽医学的基本研究手段以及

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生物信息学等技术手段，揭示动物正常与病理条件下机体结构的变化规律。 

具有从事以下工作的一定能力，包括动物重大疫病防控和保障公共卫生、兽医临床诊疗、

兽用药物及兽用生物制品的研发等。 

 

二、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 

掌握兽医学科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了解本学科和所从事研究方向

的国内、外发展动态，具有从事本学科实际工作的能力。 

2.学术道德 

崇尚科学精神，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尊重知识产权。杜绝一切学术不端的行为。不得未

经导师许可擅自运用、发表或传播课题组技术专利、保密数据等未公开的研究成果。 

 

三、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的能力 

要具备从课堂、书本、网络、实验室、兽医实践场所获取相关研究所需要的知识、思路

和方法。应了解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前沿动态和生产实践需求，选题避免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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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践能力 

要具备从事动物疫病防控的能力、独立从事动物的临床诊疗工作，或者具备从事本学科

及相关学科的放学、科研和技术开发能力。 

3.科学研究能力 

要较熟练掌握本学科相关的实验技术，了解相关领域国内、外研究进展，能评价已有成

果的科学价值，并能将相关研究成果用于兽医实践。掌握扎实的现代动物临床诊疗、动物疫

病防控技术。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能通过清晰的语言表达和逻辑严谨的归纳，总结

问题的解决过程。 

4.学术交流能力 

应具备良好的学术表达和交流能力，善于表达学术思想、阐述研究思路和技术手段、展

示学术成果。同时要求在本学科领域内具备一定的英语交流能力。 

 

四、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论文内容规范要求、撰写规范要求同博士学位论文。 

1.规范性要求 

(l)论文选题要全丽、认真地考量，切人点要准确，理论前提成立且可靠。 

(2)论文必须以本学科和相邻学科的相关学术理论作为论证自己观点的理论支撑，且在文

中体现出运用了自己所选择的学术理论。 

(3)论文的核心学术概念要明确、严谨、有效．原则上只能来自学科内公认的学术论著对

概念的阐释。 

(4)引文和注释要符合规定的写作要求，引证全面，不断章取义和歪曲引用。 

2.质量要求 

(1)论文的论证部分能够成为论文的主体。只叙述问题或情况，提不出问题，没有核心观

点，没有论证成分的文章，不能视为合格的论文。 

(2)论文的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可靠，符合技术标准。 

(3)获兽医学科硕士学位论文需有一定的工作量，并且与兽医学科相关。 

 

第四部分  编写成员 
 

陆承平、汪明、韩文瑜、王洪斌、才学鹏、朱兴全、程安春、张涌、余四九、秦爱建、

范红结。 

 

 

 

 

摘自《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

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