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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兽医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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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临床职业技能评价规范 宠物医师助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宠物临床诊疗职业技能等级的职业技能等级划分、基本要求、职业技能要

求及评价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职业院校、宠物领域相关企业从事宠物临床诊疗相关职业人员的技能培

训、考核与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宠物护理

采用科学的医疗手段和辅助设备，对宠物进行检查，对患病动物进行处置、治疗、监护、

护理等保证宠物诊疗工作顺利进行的一系列工作的总称。

3.2 宠物化验

采集宠物的血液、尿液、粪便、皮肤、分泌物、其他病变组织等样本，借助医疗设备处

理，进行仪器检查，并出具相应检查结果报告单的工作过程。

3.3 宠物医疗客户管理

运用宠物医疗基本知识完成客户的咨询、接待、医嘱解释以及用品销售等所有维护客户

关系的工作。

3.4 宠物影像检查

借助超声仪、数字化 X 射线影像系统（DR、CR）等设备对宠物器官、组织进行扫描成像，

并分析器官组织的结构和功能状态的工作过程。

3.5 宠物手术

借助医疗器械和设备，在无菌的环境下，对患病宠物进行组织清理、切除、修复、缝合、

护理等治疗操作。

3.6 宠物药剂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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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药物的贮存与保管工作，按照医生处方完成药物的配制和给药工作、宠物主人的用

药指导等工作。

4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宠物临床诊疗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依次递进，高

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初级：主要面向宠物诊所、宠物医院、警犬基地及宠物繁育基地等宠物机构，从事宠物

保定、基础生理指标测量，宠物化验样品采集、耗材准备，前台咨询、病例档案管理、宠物

诊疗检查，宠物影像检查信息录入，手术前器械准备，宠物药品识别及储存等工作，根据诊

疗工作流程，在宠物医生协助下完成相应工作。

中级：主要面向宠物诊所、宠物医院、警犬基地等宠物机构，从事宠物给药操作及常见

疾病护理，宠物化验样品处理及仪器设备使用、故障排查，就诊病例预约、产品销售、库存

管理，影像检查摆位及设备操作，协助麻醉监护、术前准备、术后护理，按方取药，并独立

完成药物配置等工作，根据诊疗技术标准，在宠物医生指导下独立完成相应工作。

高级：主要面向宠物诊所、宠物医院、宠物医疗连锁机构等宠物诊疗机构，从事宠物化

验检验仪器设备使用及检测结果判读，病例回访、影像检查及结果分析等工作，根据病例临

床特征及检查结果分析，在宠物医生指导下，做出诊断结论，规划设计治疗方案。

5 基本要求

5.1 学历和经验

5.1.1 初级应具有高中以上学历，有从事宠物医疗相关工作意愿。

5.1.2 中级应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取得本职业技能初级证书；

——在职业院校相关专业学习满 1 年；

——连续从事本职业相关工作 1 年以上。

5.1.3 高级应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

——在职业院校相关专业学习满 2 年；

——连续从事相关工作 2 年以上。

5.2 职业素养

5.2.1 熟知各岗位工作职责及要求，明确对应岗位的工作任务及岗位职业技能要求，能制定

个性化职业成长规划。

5.2.2 能遵守宠物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具有良好职业道德，能按照技术规范和流程完成工作。

5.2.3 有生物安全防护意识，能采取正确措施做好安全防护，正确处理医疗垃圾，能进行环

境消毒。

5.2.4 爱岗敬业，有为小动物临床事业健康发展贡献力量的奉献精神。

5.2.5 具有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具有宠爱源自内心的大爱情怀。

5.2.6 工作积极，主动热情，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具有务实肯干、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

5.3 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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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熟知健康宠物正常生理指标判断标准，熟知犬猫基本临床检查和保定方法。

5.3.2 熟知 X 线机、超声仪、血液分析仪、生化分析仪等常规诊断仪器的使用方法，了解常

规生理生化指标意义。

5.3.3 熟知宠物的给药途径，疫苗免疫的注意事项。

5.3.4 熟知宠物的解剖结构，能描述动物机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结构、形态及功能。

5.3.5 熟知住院宠物进行临床监护的基本原则和操作程序。

5.3.6 熟知宠物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及诊治和预防知识。

5.3.7 熟知常用药品的给药方法、使用注意事项、配伍禁忌、禁忌症及不良反应。

6 职业技能要求（初级）

6.1 宠物护理

6.1.1 基本保定

6.1.1.1 能徒手对宠物进行保定。

6.1.1.2 能使用宠物保定相关的辅助用具正确进行犬猫保定。

6.1.2 宠物护理

6.1.2.1 能完成宠物皮下注射、肌肉注射操作。

6.1.2.2 能完成宠物基础生理指标测量。

6.1.2.3 能完成宠物眼、口腔、耳道、皮肤、肛门腺等检查所需物品准备。

6.1.2.4 能辅助宠物医师完成临床一般检查。

6.1.2.5 能完成宠物食物的准备和保存，会判断宠物食欲。

6.1.2.6 能完成片剂、胶囊和口服液药物的投喂。

6.2 宠物化验

6.2.1 样品准备

6.2.1.1 能熟练完成血样、粪样、尿样、细胞学样品的采集与保存工作。

6.2.1.2 能独立完成血样、粪样、尿样、细胞学样品采集后的台面、地面等卫生清理工作。

6.2.2 仪器操作

6.2.2.1 能正确进行化验仪器使用前的准备和使用后的清理与维护工作。

6.2.2.2 能正确存放化验仪器所配套的检测耗材。

6.2.3 样品检查

6.2.3.1 能正确进行细胞学样品的制片、染色操作。

6.2.3.2 能准确判读尿样、粪样的物理性状和化学性状。

6.3 宠物医疗客户管理

6.3.1 前台咨询

6.3.1.1 能迎诊和送诊。

6.3.1.2 能按流程导诊。

6.3.1.3 能熟练讲解免疫驱虫程序。

6.3.1.4 能为主人讲解绝育流程和注意事项。

6.3.1.5 能识别常见宠物品种。

6.3.2 收款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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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 会使用挂号系统。

6.3.2.2 能完成病例收款、打印凭证。

6.3.3 门诊协助

6.3.3.1 能阅读病历记录。

6.3.3.2 能引导客户配合宠物的体重体温测量。

6.3.4 病历管理

6.3.4.1 能完成病历建档与调取。

6.3.4.2 能完成病历归档保存。

6.3.5 产品销售

6.3.5.1 能合理陈列商品。

6.3.5.2 能根据宠物主人需求推荐商品。

6.3.5.3 能根据宠物需求推荐商品。

6.4 宠物影像检查

6.4.1 辐射防护

6.4.1.1 能做好拍摄前的辐射防护措施。

6.4.1.2 会使用防辐射用具。

6.4.2 拍摄准备

6.4.2.1 能准备宠物 DR 拍摄所需物品。

6.4.2.2 能完成 DR 机器开关机。

6.4.2.3 能完成 DR 检查前宠物信息录入。

6.4.2.4 能协助宠物医师完成 DR 拍摄。

6.4.3 超声准备

6.4.3.1 能准备宠物超声检查所需物品。

6.4.3.2 能完成超声仪器开关机。

6.4.3.3 能完成超声检查前宠物信息录入。

6.4.3.4 能协助宠物医师完成宠物腹部超声检查。

6.5 宠物手术

6.5.1 术前准备

6.5.1.1 能完成手术器械的清洁，并完成灭菌器械包的制作。

6.5.1.2 能熟练操作灭菌设备完成器械包灭菌。

6.5.1.3 能熟练完成打结、缝合等操作

6.5.1.4 能完成手术室术后清扫及环境消毒。

6.5.2 术中监护

6.5.2.1 能准确填写麻醉记录表。

6.5.2.2 能够正确连接术中宠物的监护设备。

6.5.3 术后护理

6.5.3.1 能完成犬猫绝育手术术后护理。

6.5.3.2 能完成术后宠物苏醒监护。

6.6 宠物药剂应用

6.6.1 药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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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1 能够解读药品包装的各种信息。

6.6.1.2 能够准确将药品按照不同分类要求进行分类。

6.6.1.3 能正确保存各类药品。

6.6.2 药物配置

6.6.2.1 能够准确解读处方笺的前记、正文、后记信息。

6.6.2.2 能准确分辨药物配置时所用器具，并能够正确使用。

6.6.2.3 能独立完成口服药品配置前的物品准备。

7 职业技能要求（中级）

7.1 宠物护理

7.1.1 特殊保定

7.1.1.1 能完成宠物眼部、耳部检查所需保定。

7.1.1.2 能协助完成狂躁宠物的制动和保定。

7.1.2 患病宠物治疗

7.1.2.1 能完成宠物留置针的埋置与使用。

7.1.2.2 能准确核对药物，并进行静脉注射和使用输液泵。

7.1.2.3 能稀释特定药物并确定给药速度。

7.1.2.4 能根据医嘱管控糖尿病宠物。

7.1.3 患病宠物处置

7.1.3.1 能完成宠物耳部、鼻部、眼睛、肛门囊、指甲的护理。

7.1.3.2 能使用宠物常用外用药物。

7.1.3.3 能完成宠物体表新鲜创伤处理。

7.1.3.4 能完成宠物灌肠操作。

7.1.4 患病宠物护理

7.1.4.1 能用正确方式为患病宠物饲喂食物。

7.1.4.2 能完成宠物肾病、肝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宠物护理。

7.1.5 患病宠物监护

7.1.5.1 能完成患病宠物血压、心电图、血糖指标的评估和监测。

7.1.5.2 能使用常见宠物监护设备。

7.2 宠物化验

7.2.1 显微检查

7.2.1.1 能熟练制作血涂片，并能独立进行白细胞分类和计数。

7.2.1.2 能熟练制备细胞（非血样）样本涂片，并能够分析细胞成分。

7.2.1.3 能熟练完成粪便、尿液显微镜检查操作，并能出具相应检查结果报告单。

7.2.2 仪器检查

7.2.2.1 能熟练使用化验室仪器设备。

7.2.2.2 能熟练使用荧光定量检测板、SNAP 测试板、胶体金测试板等。

7.2.3 院外送检

7.2.3.1 能熟练进行微生物送检样品的采集操作。

7.2.3.2 能正确进行送检样品的包装，选择合理的运输工具。

7.2.3.3 能正确、完整的填写送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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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宠物医疗客户管理

7.3.1 前台咨询

7.3.1.1 能给宠物主人讲解常见疾病的检查程序。

7.3.1.2 能熟练应对宠物主人关于品种、免疫、驱虫、手术、护理、行为学、体检、病情等

各个方面的一般咨询。

7.3.1.3 能完成就诊病例预约，并能应对预约突发状况。

7.3.1.4 能与客户保持良好沟通。

7.3.2 收款结账

7.3.2.1 会使用管理软件。

7.3.2.2 能完成病例收款。

7.3.3 门诊协助

7.3.3.1 能办理宠物住院手续。

7.3.3.2 能提供就诊建议和护理建议。

7.3.3.3 能及时引导宠物主人签署相关协议。

7.3.4 病历管理

7.3.4.1 能完成病历建档、调取和备份。

7.3.4.2 能完成病例归档保存和分类。

7.3.5 产品销售

7.3.5.1 能合理陈列商品、盘点库存。

7.3.5.2 能根据宠物实际情况推荐商品。

7.4 宠物影像检查

7.4.1X 线拍摄

7.4.1.1 能拍摄宠物的胸部和腹部 X 线片。

7.4.1.2 能拍摄宠物的四肢、脊柱和头部 X线片。

7.4.2 超声准备

7.4.2.1 能完成宠物腹部区域剃毛任务。

7.4.2.2 能完成宠物心脏区域剃毛任务。

7.4.2.3 能指导宠物主人完成超声检查时犬猫保定任务。

7.4.3 超声检查

7.4.3.1 能完成宠物腹部脏器超声检查参数设定。

7.4.3.2 能完成宠物心脏超声检查参数设定。

7.4.3.3 能完成宠物的膀胱、脾脏、肾脏、肝脏和胆囊超声检查。

7.5 宠物手术

7.5.1 术前准备

7.5.1.1 根据手术需要，能完成宠物手术体位的正确摆放。

7.5.1.2 能完成手术宠物术部剃毛、消毒、备皮操作。

7.5.1.3 能准备气管插管相关药品、用品。

7.5.1.4 能完成气管插管操作时的保定工作。

7.5.2 术中监护

7.5.2.1 能排除术中监护仪出现的常见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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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2 熟知麻醉深度观察指标。

7.5.2.3 能识别术中常见麻醉并发症的临床反映。

7.5.3 术后护理

能评估术后宠物疼痛程度。

7.5.4 手术协助

7.5.4.1 能保持无菌状态下传递手术器械。

7.5.4.2 能帮助术者穿手术衣、戴手术手套。

7.5.4.3 能协助医生使用手术室相关设备，并能完成设备的清洁与维护。

7.6 宠物药剂应用

7.6.1 药品管理

7.6.1.1 能够合理摆放各类药品。

7.6.1.2 能够根据处方笺准确拿取药品。

7.6.2 药物配置

7.6.2.1 能够熟练完成药物配置前的物品准备。

7.6.2.2 能够协助医师完成处方笺中常规药品的配置。

7.6.2.3 能够对医疗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7.6.3 药品使用

7.6.3.1 能够熟练计算药品的给药剂量。

7.6.3.2 能准确填写药品使用说明。

8 职业技能要求（高级）

8.1 宠物护理

8.1.1 宠物常规处置

8.1.1.1 能完成清耳操作、指甲修理、肛门囊清理、包皮冲洗。

8.1.1.2 能完成宠物伤口包扎、皮下给药、肌肉给药和静脉给药。

8.1.1.3 能完成宠物胰岛素注射及制作血糖曲线。

8.1.2 宠物急救

8.1.2.1 能协助医师对急症病危宠物进行急救。

8.1.2.2 能完成宠物的心肺复苏操作。

8.1.3 宠物重症疾病护理

8.1.3.1 能辅助医师完成重症宠物保定、麻醉前检查。

8.1.3.2 能完成重症宠物检查和治疗费用的预估。

8.1.3.3 能完成重症宠物的治疗准备工作与辅助治疗工作。

8.1.4 宠物疾病治疗

8.1.4.1 能协助完成导尿管、胸导管、鼻饲管、鼻氧管、食道饲管等导管的放置、使用与维

护。

8.1.4.2 能计算宠物能量需求。

8.2 宠物化验

8.2.1 皮肤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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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1 能非常熟练的完成宠物皮肤采样、制片和显微镜判读操作。

8.2.1.2 能独立、熟练的完成宠物耳道采样、制片和显微镜判读操作。

8.2.2 仪器检查

8.2.2.1 能初步判读化验结果。

8.2.2.2 能正确排查常见的仪器故障。

8.2.2.3 能辨别化验结果的可靠性。

8.2.3 院外送检

8.2.3.1 能准确按照宠物肿瘤病理送检要求采样，并独立完成院外送检工作。

8.2.3.2 能准确按照宠物内分泌项目检测要求采样，并独立完成院外送检工作。

8.3 宠物医疗客户管理

8.3.1 前台咨询

8.3.1.1 能完成病例回访。

8.3.1.2 能与特殊的客户沟通并能处理常见医疗纠纷。

8.3.1.3 能解答大部分病例咨询。

8.3.1.4 能进行有效的客户管理。

8.3.2 收款结账

8.3.2.1 熟练使用管理软件。

8.3.2.2 能完成病例收款、汇总收支，做成营业日、周、月、年报。

8.3.3 门诊协助

8.3.3.1 能完成 TPR 测量，填写问诊表，合理导诊。

8.3.3.2 能评估宠物生命体征，判别急重症。

8.3.3.3 能估算治疗项目的费用，签署相关协议。

8.3.3.4 能疏导重病宠物主人或丧宠主人的心理。

8.3.4 病历管理

8.3.4.1 能完成病历建档、调取、备份和系统导入。

8.3.4.2 能完成病例归档保存、分类和销毁。

8.3.5 产品销售

8.3.5.1 能合理陈列商品、盘点库存、订购货品。

8.3.5.2 能根据市场行情结合实际需要情况推荐商品。

8.4 宠物影像检查

8.4.1 特殊 X 线拍摄

8.4.1.1 能拍摄宠物牙齿 X 线片。

8.4.1.2 能拍摄特殊体况宠物的 X线片。

8.4.1.3 会使用常见造影剂。

8.4.2 超声引导采样

8.4.2.1 能在超声引导下采集宠物的腹腔液。

8.4.2.2 能在超声引导下采集宠物的胸腔液。

8.4.2.3 能在超声引导下采集宠物脏器的病理组织。

8.4.3 超声检查

8.4.3.1 能完成宠物胃肠道、肾上腺和淋巴结等脏器的超声检查。

8.4.3.2 能完成宠物心脏的超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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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3 能完成急重症病例的快速超声检查。

8.5 宠物手术

8.5.1 术前准备

8.5.1.1 能根据检查信息，评估患病宠物存在的麻醉风险。

8.5.1.2 能完成镇静镇痛药物、诱导麻醉、气管插管等物品和耗材的准备。

8.5.2 术中监护

8.5.2.1 能快速评估术中宠物的麻醉深度，并进行相应的调节。

8.5.2.2 能识别术中宠物出现的麻醉并发症，并进行处理或报告。

8.5.2.3 熟知术后宠物苏醒措施。

8.5.3 术后护理

8.5.3.1 能协助医师完成重症宠物术后护理工作。

8.5.3.2 能与客户沟通，完成术后宠物手术医嘱单讲解。

8.5.3.3 能协助宠物医师完成重症宠物喂食、排便、排尿等术后护理工作。

8.5.4 手术操作

8.5.4.1 会操作麻醉机，检查麻醉机回路的气密性。

8.5.4.2 能完成术中牵引、缝合、结扎、冲洗、拆线等基础操作。

8.5.4.3 能根据术中宠物麻醉深度调节麻醉机参数。

8.6 宠物药剂应用

8.6.1 药品管理

8.6.1.1 能调节药品库房的温度、湿度等设备。

8.6.1.2 能完成药品定期盘点和有效期管理。

8.6.1.3 能够正确操作药品出库入库系统。

8.6.2 药物配置

8.6.2.1 能够独立完成处方笺中药品的二次审核。

8.6.2.2 能够熟练完成处方笺中常规药品的配置。

8.6.2.3 能够独立配置白蛋白、甘露醇、甲强龙、胰岛素等药品。

8.6.3 药品使用

8.6.3.1 会正确使用急救药品。

8.6.3.2 能与宠物主人沟通处方中药物的使用注意事项。

8.6.3.3 能按照处方指导宠物主人给药。

9 评价要求

9.1 评价方式

9.1.1 初级证书评价方式

完成初级培训课程，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考核成绩均达 80分及以上者为合格，获得“宠

物医师助理职业初级技能证书”。

9.1.2 中级证书评价方式

完成中级培训课程，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考核成绩均达 80分及以上者为合格，获得“宠

物医师助理职业中级技能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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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高级证书评价方式

获得“宠物医师助理职业中级技能证书”后，完成高级培训课程，理论知识考核成绩

达到 75分以上，获得“宠物医师助理职业高级技能证书”。

9.2 评价人员要求

9.2.1 评价人员要求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具备评价资格：

a）从事宠物医学相关教学工作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高校相关专业教师；

b）获得本标准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连续从事相关工作 5年以上；

c）具备与本标准高级职业技能等级相当的专业技能，并连续从事相关工作 5年以上。

9.2.2 评价人员与考生配比

技能操作考核评价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5，且每个考生不少于 3名评价人员。

9.3 评价对象申报条件

9.3.1 初级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具备评价资格：

a）经过初级职业技能的正规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

b）在职业院校完成本等级所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

c）在相关工作岗位上连续工作 1年及以上。

9.3.2 中级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具备评价资格：

a）具有相应初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且经过中级职业技能正规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

b）在职业院校完成本等级所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

c）在相关工作岗位上连续工作 2年及以上。

9.3.3 高级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具备评价资格：

a）具有相应中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且经过高级职业技能正规培训，实习满 12周；

b）在职业院校完成本等级所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

c）在相关工作岗位上工作满 3年及以上。

9.4 评价场所要求

9.4.1 理论培训场地

标准多媒体教室，配备投影仪、电子屏、电脑、麦克、播放设备、活动桌椅。

9.4.2 技能操作培训场

具有宠物临床常规设备、化验室、手术室、住院部、影像室，犬猫等实验宠物和耗材、

设备齐全，要求通风条件良好，光线充足，安全措施完善，配备全覆盖的监控设备。

9.5 评价内容及比重

9.5.1 理论知识

理论知识评价项目及比重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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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理论知识评价项目及比重

模块 初级(﹪) 中级(﹪) 高级(﹪)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安全防护 15 --* --*

相关

知识

宠物护理 30 20 15

宠物化验 10 20 20

宠物医疗客户管理 10 10 5

宠物影像检查 10 10 15

宠物手术麻醉 10 15 20

宠物药剂应用 10 20 20

合计 100 100 100

注：*表示否定项，即不设置分值权重，但是在技能操作考核中过程中有违背职业道德和安全防护要求

的操作则视为不通过。

9.5.2 技能操作

技能操作评价项目及比重见表 2、表 3、表 4。

表 2 初级技能操作评价项目及比重

等级 模块 项目 比重(﹪)

初级

宠物护理

猫的基本保定

30
小型犬的基本保定

宠物临床一般检查

犬猫皮下注射

宠物化验

血液分析仪的使用

20
直接涂片法检查粪便

尿液物理性状检查

尿液分析仪的使用

宠物医疗客户管理 前台咨询 10

宠物影像检查

X线防护装备穿戴

10
DR机器操作

超声机扫查调节设置

超声仪器基本操作

宠物手术

常规器械识别及应用

10
缝合操作

外科结打结

动物术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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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药剂应用

药品包装信息解读

20
处方笺信息解读

配置药品器具的辨别与使用

药品的保存

表 3 中级技能操作评价项目及比重

等级 模块 项目 比重(﹪)

中级

宠物护理

犬猫耳部护理

20
犬猫眼部护理

犬猫肛门腺清理

带翼留置针的放置与使用

宠物化验

血涂片制作与染色

20
血液采集

血凝分析仪的使用

血糖分析仪的使用

宠物医疗客户管理 门诊协助 5

宠物影像检查

胸部投照摆位

15
腹部投照摆位

膀胱超声扫查

肾脏超声扫查

宠物手术

器械包制作

20
高压灭菌设备应用

监护仪的使用

吸入式麻醉机的使用

宠物药剂应用

药品的摆放

20
口服药的配置

疫苗配置

注射剂药物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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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高级技能操作评价项目及比重

等级 模块 项目 比重(﹪)

高级

宠物护理

静脉药物注射操作

15
饲管的使用与维护

患病动物血压的监护

患病动物心电监护

宠物化验

生化分析仪使用

20
血气分析仪使用

犬蠕形螨的检查

皮肤真菌检查

宠物医疗客户管理 产品销售 5

宠物影像检查

髋关节投照摆位

20
头部投照摆位

肝胆超声扫查

脾脏超声扫查

宠物手术

手术人员手臂的消毒

20
气管插管操作

术者穿戴手套

术者穿戴手术衣

宠物药剂应用

药品盘点

20
处方笺中药品的二次审核

常规给药技术

宠物主人用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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