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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养殖类专业知识考试标准 

一、考试范围和要求 

知识模块 1.畜禽解剖生理 

1.动物体的基本结构与功能 

（1）掌握细胞的构造，理解细胞的生命活动特征。 

（2）掌握组织的分类、分布，理解组织的功能。 

（3）了解器官、系统和有机体的概念。 

2.运动系统的组成与主要生理功能 

（1）掌握运动系统的组成及各部分功能；理解骨的化学成分和物理特性，掌握骨的构成与

类型；理解骨连接的类型，掌握关节的构造。 

（2）理解家畜躯干骨的组成；掌握家畜前肢骨、后肢骨的组成及相应关节组成。 

（3）了解家畜四肢的主要肌肉；掌握胸壁肌的组成和功能；掌握腹壁肌的组成。 

3.被皮系统的组成与主要生理功能 

（1）了解被皮系统的组成。 

（2）掌握皮肤的结构及皮肤衍生物的种类；理解皮肤的功能。 

4.消化系统的组成与主要生理功能 

（1）掌握消化管的一般结构。 

（2）掌握牛、猪消化系统的组成。 

（3）掌握牛胃、猪胃的形态结构、位置和功能。 

（4）掌握消化和吸收的概念。 

（5）掌握消化的方式；掌握小肠的消化、吸收过程。 

（6）了解反刍的概念；理解牛瘤胃的消化过程。 

（7）掌握肝、胰的构造和功能。 

（8）了解口腔的结构及功能。 

5.呼吸系统的组成与主要生理功能 

（1）理解呼吸系统的组成及主要生理功能。 

（2）掌握肺的组织结构。 

（3）理解吸气和呼气的发生；理解胸内负压的意义。 

（4）掌握呼吸方式、呼吸频率；掌握气体交换、气体运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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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泌尿系统的组成与主要生理功能 

（1）掌握泌尿系统的组成。 

（2）理解肾的组织结构；掌握肾的功能。 

（3）理解牛肾、猪肾及羊肾的形态。 

（4）掌握尿的生成过程，理解影响尿生成的因素。 

7.生殖系统的组成与主要生理功能 

（1）了解公畜、母畜生殖系统的组成。 

（2）掌握睾丸、附睾的功能。 

（3）掌握卵巢、子宫的形态、位置和结构；掌握卵巢、子宫的功能。 

（4）了解性成熟、体成熟的概念；理解排卵、受精、妊娠、分娩和泌乳；理解家畜的发情

周期及特点。 

8.循环系统的组成与主要生理功能 

（1）理解心脏的形态、位置和构造。 

（2）理解血管的分类；掌握体循环路径、肺循环路径。 

（3）掌握血液的组成；掌握白细胞的功能。 

（4）掌握血液凝固的过程和影响血液凝固的因素。 

（5）了解心动周期、心率和脉搏的概念。 

9.淋巴系统的组成及主要生理功能 

（1）掌握淋巴系统的组成。 

（2）掌握淋巴的生理意义。 

（3）掌握淋巴器官的分类。 

（4）了解体表主要淋巴结的分布。 

（5）理解淋巴的生成，掌握淋巴细胞的种类。 

10.神经系统的组成与主要生理功能 

（1）了解神经系统的组成。 

（2）了解中枢神经的一般结构及功能。 

（3）掌握脊髓、脑干的构造与功能。 

（4）理解反射和条件反射的概念及特点。 

（5）掌握反射弧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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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内分泌系统的组成与主要生理功能 

（1）了解内分泌腺的种类及功能。 

（2）理解激素的作用特点。 

（3）掌握甲状腺和肾上腺的生理功能。 

12.体温与体温调节的机理 

（1）了解畜禽的正常体温范围，理解体温波动的影响因素。 

（2）了解畜禽体温调节的机理。 

（3）掌握畜禽的产热反应和散热反应。 

13.家禽解剖生理的主要特征 

（1）了解家禽骨骼的组成。 

（2）掌握家禽消化、呼吸、泌尿、生殖和淋巴等系统的组成。 

（3）掌握家禽腺胃和肌胃的功能。 

（4）掌握家禽卵巢的功能；掌握家禽输卵管的构造及功能。 

（5）掌握家禽法氏囊的位置及功能。 

知识模块 2.畜禽营养与饲料 

1.畜禽营养的基础知识 

（1）理解动植物体内含有的化学元素和化合物。 

（2）掌握蛋白质对畜禽营养作用的特点和饲料中蛋白质不足对畜禽生长发育的影响。 

（3）理解必需氨基酸和限制性氨基酸的概念。 

（4）理解反刍动物对非蛋白氮的利用机制。 

（5）掌握糖类对畜禽的营养作用。 

（6）了解粗纤维的营养作用，理解影响畜禽对粗纤维消化吸收的因素。 

（7）掌握脂肪对畜禽的营养作用，理解饲料中脂肪的性质与畜体脂肪品质的关系。 

（8）理解钙、磷对畜禽的营养作用；掌握畜禽缺乏钙、磷的表现和影响畜禽吸收钙、磷的

因素。 

（9）理解钠、氯对畜禽的营养作用及缺乏症。 

（10）理解铁、铜、钴、锰、碘、锌和硒对畜禽的营养作用及缺乏症。 

（11）掌握维生素 A、D、E、K对畜禽的营养作用及缺乏症。 

（12）理解 B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对畜禽的营养作用及缺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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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畜禽饲料的营养特性与加工利用 

（1）理解国际饲料分类法。 

（2）理解粗饲料的营养特性，理解其加工利用技术。 

（3）掌握青绿饲料的营养特性，理解影响青绿饲料营养价值的主要因素，理解青绿饲料的

用量和注意问题。 

（4）理解一般青贮的原理和意义，掌握一般青贮饲料的制作方法。 

（5）理解能量饲料的概念与种类；掌握谷实类饲料的一般营养特性。 

（6）掌握蛋白质饲料的概念、种类及使用蛋白质饲料应注意的问题。 

（7）理解饲料添加剂的概念、分类及常用的种类。 

3.畜禽营养需要与饲料配合技术 

（1）掌握营养需要和维持营养需要的概念。 

（2）理解畜禽饲养标准的内容。 

（3）掌握配合饲料的概念及分类。 

（4）理解全价配合饲料配方设计原则。 

（5）理解预混料载体和稀释剂的种类。 

知识模块 3.兽医基础 

1.一般临床检查的基本方法与意义 

（1）掌握一般临床检查的基本方法，理解一般临床检查的内容。 

（2）掌握体温的病理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3）理解牛、马、猪和羊脉搏检查的部位和方法。 

（4）掌握眼结膜颜色的病理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2.系统临床检查的方法与意义 

（1）掌握心脏听诊的部位和方法；理解心音频率和心音强度的病理性改变。 

（2）掌握肺的听诊、叩诊的方法；理解肺听诊常见的病理性呼吸音；掌握肺叩诊常见的病

理性叩诊音。 

（3）掌握反刍动物胃的检查部位及检查方法。 

（4）理解单室胃动物胃、肠的检查部位及检查方法。 

3.病理剖检技术 

（1）了解动物尸体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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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病料的采集与送检方法。 

（3）掌握贫血的原因和类型。 

（4）掌握出血的原因和类型，了解出血的眼观病理变化特点。 

（5）理解水肿的原因。 

（6）理解坏死的类型、眼观病理变化及坏死的结局。 

（7）理解炎症的类型，掌握炎症的局部变化及全身变化特点。 

4.药物的基本知识与常规药物的使用方法 

（1）理解药物作用的基本规律和影响药物作用的因素。 

（2）掌握常用的给药方法及注意事项。 

（3）掌握影响消毒防腐药作用的因素，掌握常用消毒防腐药的配制和使用方法。 

5.手术疗法的基础知识与操作方法 

（1）了解外科手术的术前准备；掌握术部常规处理方法。 

（2）了解常用手术器械的种类；掌握常用手术器械的消毒灭菌方法。 

（3）了解局部麻醉药的种类及应用；掌握局部麻醉的方法。 

（4）理解组织切开的一般原则。 

（5）掌握手术过程中常用的止血方法。 

（6）掌握手术结的种类和打结的方法；了解缝合的基本原则，掌握缝合的种类和应用，掌

握组织缝合的注意事项和拆线方法。 

知识模块 4.宠物诊疗基础 

1.一般临床检查的方法与意义 

（1）了解宠物一般临床检查的基本方法。 

（2）理解宠物体温的病理变化及临床意义。 

（3）了解宠物眼结膜颜色的病理变化及临床意义。 

2.系统临床检查分类与方法 

（1）了解犬心脏听诊的方法；了解心音频率、强度的病理性改变。 

（2）了解犬肺听诊的方法；理解肺听诊常见的病理性呼吸音。 

（3）了解犬胃及肠管检查的方法；了解胃肠检查常见的病理性改变。 

（4）了解化验室检验项目和仪器检查项目。 

3.病理剖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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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病料的采集与送检方法。 

（2）了解炎症的类型，掌握炎症的局部变化及全身变化特点。 

（3）掌握贫血的原因和类型。 

4.药物基本知识与常规药物的使用方法 

（1）理解药物作用的基本规律和影响药物作用的因素。 

（2）掌握宠物常用药物的使用方法。 

5.手术疗法的基础知识与操作方法 

（1）了解宠物外科手术的术前准备；掌握宠物术部常规处理方法。 

（2）了解宠物常用手术器械的种类，理解常用手术器械的消毒灭菌方法。 

（3）了解犬常用的全身麻醉药的种类及应用，了解犬全身麻醉的方法。 

（4）了解宠物手术过程中常用的止血方法。 

（5）了解宠物缝合的基本原则，掌握缝合的种类和应用。 

知识模块 5.畜禽生产 

1.养猪生产 

（1）了解猪的生物学特性和行为学特性。 

（2）理解猪的经济类型；掌握生产中常见猪品种的特点。 

（3）了解猪的杂交利用技术。 

（4）了解猪的一般饲养管理原则；掌握后备猪的饲养管理技术；掌握种公猪、空怀母猪、

妊娠母猪及哺乳母猪的饲养管理技术；掌握猪的发情鉴定、人工授精、妊娠诊断和接产助产

等技术；理解提高猪繁殖力的措施。 

（5）理解哺乳仔猪的生理特点，掌握哺乳仔猪饲养管理技术。 

（6）掌握仔猪断奶方法，掌握断奶仔猪饲养管理技术。 

（7）了解肉猪的生长规律，掌握肉猪饲养管理技术。 

（8）掌握现代化养猪的工艺流程，了解现代化养猪生产的特点。 

（9）理解猪场的场址选择原则及规划布局要求。 

2.养鸡生产 

（1）了解鸡的生物学特性。 

（2）了解鸡的标准品种、现代鸡种的分类方法，掌握主要代表品种及特点。 

（3）理解现代鸡种繁育体系；掌握鸡的主要生产性状；掌握高产蛋鸡外貌和生理特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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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鸡的配种方式、配种比例和利用年限；掌握鸡的人工授精技术。 

（4）了解蛋的形成和结构；掌握鸡的胚胎发育及初生雏的分级；理解种蛋的选择方法、保

存条件和消毒方法；掌握种蛋的孵化条件；掌握种蛋的机器孵化管理技术。 

（5）掌握雏鸡的饲养方式及育雏准备工作；掌握雏鸡、育成鸡和产蛋鸡的饲养管理技术；

掌握蛋种鸡的饲养管理技术。 

（6）了解肉仔鸡的生产特点及饲养方式，掌握肉仔鸡的饲养管理技术；掌握肉种鸡的饲养

管理技术。 

（7）了解养鸡场场址选择原则及规划布局要求。 

3.养牛生产 

（1）了解牛的生物学特性；掌握乳用牛、肉用牛和兼用牛的代表品种。 

（2）了解牛的发情规律；掌握牛的发情鉴定、人工授精、妊娠诊断和接产助产等技术。 

（3）掌握乳用牛的饲养管理技术。 

（4）理解肉牛的增重规律；掌握犊牛、育成牛、架子牛和成年牛的育肥技术。 

（5）掌握种公牛的饲养管理技术。 

（6）了解牛场的场址选择原则及规划布局要求。 

4.养羊生产 

（1）了解羊的生物学特性；掌握羊的代表品种。 

（2）了解羊的品质鉴定。 

（3）了解羊的发情规律；掌握羊的发情鉴定、人工授精、妊娠诊断和接产助产等技术。 

（4）了解羊的生物学特性及消化特点；掌握绵羊和山羊的饲养管理技术。 

（5）了解羊毛的形成；掌握羊毛的结构、纤维类型、分类和理化特性。 

（6）掌握羊毛缺陷的产生原因和预防措施。 

（7）了解羊场的场址选择原则及规划布局要求。 

知识模块 6.畜禽疫病防治 

1.疫病病原的基础知识 

（1）掌握细菌的形态结构；掌握细菌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掌握细菌的新陈代谢特点；掌

握细菌的生长繁殖条件；了解细菌的致病作用；掌握配制培养基的基本要求。 

（2）了解病毒的形态结构特点；掌握病毒增殖方式和干扰现象；了解病毒人工培养方法；

掌握病毒的致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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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真菌、螺旋体、支原体、放线菌、衣原体和立克次氏体的基本特点。 

（4）了解病原微生物对环境的污染；掌握外界环境对病原微生物的影响。 

（5）理解常见寄生虫的类型；掌握寄生虫的致病作用；掌握宿主的种类。 

2.传染病与免疫的基础知识 

（1）掌握感染的类型和传染病的基本特征；掌握传染病的发生条件和发展阶段；掌握传染

病流行的基本环节和流行过程的特征。 

（2）理解寄生虫病流行的基本环节与流行特点。 

（3）了解免疫系统的组成；掌握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掌握抗原、抗体和血清学反

应；了解变态反应的类型。 

（4）理解生物制品的种类及其保存和使用方法。 

（5）理解疫病预防与扑灭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内容；掌握疫病发生前的预防技术和发生后扑

灭技术。 

3.兽药的基础知识 

（1）理解抗生素作用机制；理解抗生素的耐药性和计量单位；掌握抗生素的分类、抗菌谱

及各类代表药物。 

（2）掌握磺胺药的抗菌谱及临床常用药物。 

（3）理解抗寄生虫药的分类及常用药物。 

（4）了解临床常用抗真菌药物。 

二、试题题型 

选择题、简答题、综合分析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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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养殖类专业技能考试标准 

技能模块 1.显微镜使用与维护 

1.技术要求 

（1）熟悉显微镜的一般构造。 

（2）会正确使用低倍镜、高倍镜、油镜。 

（3）能进行显微镜的保养维护。 

（4）会填写项目报告单。 

2.仪器与材料 

（1）光学显微镜、香柏油、二甲苯、擦镜纸等。 

（2）标本片。 

（3）工作服、肥皂、消毒液、毛巾等。 

3.操作规程与要求 

（1）准备工作：检查、清点所需物品。 

（2）调节视野亮度：正确放置显微镜，打开电源开关，转动亮度调节旋钮，使目镜中光线

适中。 

（3）低倍镜镜检：将标本片放置于载物台正中，用低倍镜找到标本片的清晰视野。 

（4）油镜镜检：在标本片的欲检部位滴加香柏油一滴，用油镜找到标本片的清晰视野。 

（5）显微镜的保养与维护：显微镜用毕，正确进行擦拭、保养与维护。 

（6）正确填写项目报告单：书写清楚，结果明确。 

4.环保、节能、安全意识和职业道德行为 

（1）按时参加考试。 

（2）服从监考老师安排。 

（3）遵守考场纪律。 

（4）正确执行安全技术规范，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5）使用过的物品按照要求整理，恢复原有状态，放回指定位置。 

技能模块 2.细菌的革兰氏染色 

1.技术要求 

（1）会采集病料。 

（2）会勾取细菌培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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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制备、干燥、固定细菌标本片。 

（4）能熟练进行革兰氏染色。 

（5）会填写项目报告单。 

2.仪器与材料 

（1）载玻片、接种环、生理盐水、酒精灯、革兰氏染色液等。 

（2）病料或细菌培养物。 

（3）工作服、肥皂、消毒液、毛巾等。 

3.操作规程与要求 

（1）准备工作：检查、清点所需物品。 

（2）制备细菌标本片：无菌操作制备细菌标本片。 

（3）干燥、固定：操作熟练、规范；固定良好。 

（4）革兰氏染色：操作熟练、规范；染色良好。 

（5）正确填写项目报告单：书写清楚，结果明确。 

4.环保、节能、安全意识和职业道德行为 

（1）按时参加考试。 

（2）服从监考老师安排。 

（3）遵守考场纪律。 

（4）正确执行安全技术规范，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5）使用过的物品按照要求整理，恢复原有状态，放回指定位置。 

技能模块 3.鸡主要内脏器官观察 

1.技术要求 

（1）会用颈动脉放血法将鸡致死。 

（2）能按要求暴露有关脏器。 

（3）能识别鸡主要内脏器官。 

（4）会填写项目报告单。 

2.仪器与材料 

（1）操作台、解剖剪、手术镊、搪瓷托盘、消毒桶、污物桶、回收桶等。 

（2）健康白羽肉鸡。 

（3）工作服、一次性手套、一次性口罩、纱布、酒精棉球、新洁尔灭消毒液、肥皂、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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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操作规程与要求 

（1）准备工作：检查、清点所需物品。 

（2）鸡的致死：采用颈动脉放血法将鸡致死。 

（3）打开胸腹腔：用消毒液浸湿羽毛，平稳固定鸡体，剪开胸腹腔，充分暴露内脏。 

（4）观察内脏：准确找到心、肺、肝、胰、腺胃、肌胃、脾、十二指肠、空肠、回肠、盲

肠、肾等内脏器官。 

（5）正确填写项目报告：书写清楚，结果明确。 

4.环保、节能、安全意识和职业道德行为 

（1）按时参加考试。 

（2）服从监考老师安排。 

（3）遵守考场纪律。 

（4）正确执行安全技术规范，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5）使用过的物品按照要求整理，恢复原有状态，放回指定位置。 

技能模块 4.牛（羊）体温测量 

1.技术要求 

（1）会使用水银体温计。 

（2）会保定牛（羊）。 

（3）会测量牛（羊）的体温并准确读数。 

（4）会填写项目报告单。 

2.器械与材料 

（1）水银体温计、酒精棉球、石蜡油、镊子、夹子、棉线等。 

（2）动物（牛、羊）。 

（3）工作服、一次性手套、肥皂、毛巾等。 

3.操作规程与要求 

（1）准备工作：检查、清点所需物品。 

（2）牛（羊）保定：正确保定牛（羊）。 

（3）直肠测温：甩表、持表动作正确，体温计涂石蜡油插入直肠，并固定好体温计。 

（4）读取温度：测温时间符合要求，读数规范、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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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正确填写项目报告：书写清楚，结果明确。 

4.环保、节能、安全意识和职业道德行为 

（1）按时参加考试。 

（2）服从监考老师安排。 

（3）遵守考场纪律。 

（4）正确执行安全技术规范，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5）使用过的物品按照要求整理，恢复原有状态，放回指定位置。 

技能模块 5.动物肌肉注射 

1.技术要求 

（1）会熟练使用注射器。 

（2）会准确配制注射用药液。 

（3）会保定动物（牛、羊）。 

（4）能熟练将药液注射到动物颈部或臀部的肌肉内。 

（5）会填写项目报告单。 

2.器械与材料 

（1）注射器、剪毛剪、抗生素、蒸馏水、碘酊、医用酒精、脱脂棉球等。 

（2）动物（牛、羊）。 

（3）工作服、一次性手套、肥皂、毛巾等。 

3.操作规程与要求 

（1）准备工作：检查、清点所需物品。 

（2）动物保定：正确保定动物。 

（3）配制药液：蒸馏水用量适当，药物溶解完全。 

（4）抽取药液：规范抽取药液，充分排气。 

（5）肌肉注射：部位准确，按要求规范注射。 

（6）正确填写项目报告：书写清楚，结果明确。 

4.环保、节能、安全意识和职业道德行为 

（1）按时参加考试。 

（2）服从监考老师安排。 

（3）遵守考场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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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确执行安全技术规范，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5）使用过的物品按照要求整理，恢复原有状态，放回指定位置。 

技能模块 6.动物皮肤切开与缝合 

1.技术要求 

（1）会熟练使用相关手术器械。 

（2）会正确进行手术人员和动物皮肤消毒。 

（3）会正确切开动物皮肤。 

（4）会正确缝合动物皮肤。 

（5）会填写项目报告单。 

2.器械与材料 

（1）手术刀柄、手术刀片、持针钳、镊子、剪毛剪、创巾钳、注射器、刮毛器、缝合针、

缝合线、脱脂棉球、手术创巾、纱布、碘酊、医用酒精、麻醉药品、抗感染药品等。 

（2）动物皮肤或动物仿真皮肤。 

（3）工作服、一次性手套、肥皂、消毒液、毛巾等。 

3.操作规程与要求 

（1）准备工作：检查、清点所需物品。 

（2）手术人员消毒。 

（3）术部准备：选择手术部位，术部清洗，刮毛，消毒，术部隔离，术部麻醉。 

（4）皮肤切开：锐性切开皮肤，规范处置切口。 

（5）皮肤缝合：结节缝合皮肤，包扎。 

（6）正确填写项目报告：书写清楚，结果明确。 

4.环保、节能、安全意识和职业道德行为 

（1）按时参加考试。 

（2）服从监考老师安排。 

（3）遵守考场纪律。 

（4）正确执行安全技术规范，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5）使用过的物品按照要求整理，恢复原有状态，放回指定位置。 

技能模块 7.动物的冷冻精液解冻和活力检查 

1.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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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正确从液氮罐中取出冻精。 

（2）能正确使用水浴锅。 

（3）会解冻细管冻精。 

（4）会正确制备精液平板压片。 

（5）能正确使用显微镜检查精子活力。 

（6）会填写项目报告单。 

2.仪器与材料 

（1）液氮罐、水浴锅、剪刀、烧杯、镊子、水银温度计、恒温光学显微镜、载玻片、盖玻

片等。 

（2）细管冻精。 

（3）工作服、一次性手套、一次口罩、肥皂、毛巾等。 

3.操作规程与要求 

（1）准备工作：检查、清点所需物品；调整水温、预热载玻片。 

（2）细管冻精解冻：取用冻精过程操作规范，解冻温度、时间合适。 

（3）精液平板压片的制备：正确剪开冻精细管，精液平板压片制备合理规范。 

（4）精子活力检查：规范使用显微镜进行精子活力检查并评定结果。 

（5）正确填写项目报告：书写清楚，结果明确。 

4.环保、节能、安全意识和职业道德行为 

（1）按时参加考试。 

（2）服从监考老师安排。 

（3）遵守考场纪律。 

（4）正确执行安全技术规范，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5）使用过的物品按要求整理，恢复原有状态，放回指定位置。 

技能模块 8.饲料中粗蛋白质含量的测定（半微量滴定法） 

1.技术要求 

（1）会使用分析天平正确称取样品。 

（2）会使用凯氏半微量蒸馏装置进行蒸馏。 

（3）会溶液的定容、移取和滴定。 

（4）会计算样品中粗蛋白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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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会排放废液。 

（6）会填写项目报告单。 

2.器械与材料 

（1）样品粉碎机、分样筛、分析天平、电炉、滴定管（酸式）、凯氏半微量蒸馏装置、锥形

瓶、容量瓶、移液管、量筒、洗瓶、烧杯等。 

（2）样品、混合催化剂、硫酸、硼酸溶液、氢氧化钠溶液、甲基红溴甲酚绿混合指示剂、

盐酸标准溶液等。 

（3）工作服、肥皂、毛巾等。 

3.操作规程与要求 

（1）准备工作：检查、清点所需物品。 

（2）粉碎：将样品粉碎至 40目。 

（3）称量：准确称取样品于洁净干燥的凯氏烧瓶中，并加入催化剂和浓硫酸。 

（4）消煮：在通风橱内，将带有样品的凯氏烧瓶置于电炉上加热至溶液澄清，将含氮物质

消煮完全。 

（5）定容：消煮液定容至 100mL容量瓶中。 

（6）蒸馏：加热蒸汽发生器，准确移取 10mL分解液至蒸馏装置的反应室，加入饱和氢氧化

钠溶液蒸馏。 

（7）滴定：用盐酸标准溶液滴定吸收液至终点，并记录用量。 

（8）计算：计算样品粗蛋白质含量。 

（9）排废液：打开出气管，夹紧进气管，排出废液。 

（10）正确填写项目报告单：书写清楚，结果明确。 

4.环保、节能、安全意识和职业道德行为 

（1）按时参加考试。 

（2）服从监考老师安排。 

（3）遵守考场纪律。 

（4）正确执行安全技术规范，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5）使用过的物品按照要求整理，恢复原有状态，放回指定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