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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帮助广大考生了解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指导考生报名和应

考，我们编写了《2023 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考生指导手册》，解

答考生在参加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希望广大考生认真阅读本手册，熟悉报考要求，积极配合考区、

考点的工作。

预祝广大考生考试成功！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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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考试简介

一、考试性质

执业兽医资格是国家认可的准入类职业资格。执业兽医资格考试

是行业准入考试，是指评价申请执业兽医资格人员是否具备执业所必

需的知识和技能的考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确定了我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的

法律地位，规定：国家实行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制度。具有兽医相关专

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人员或者符合条件的乡村兽医，通过执业兽医

资格考试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颁发

执业兽医资格证书；从事动物诊疗等经营活动的，还应当向所在地县

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

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以下简称“考试”）由农业农村部组织，

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评卷。

二、考试类别与科目

考试类别分为兽医全科类和水生动物类，每个类别考试均分为基

础、预防、临床和综合应用 4 门科目。

三、报考方式

报考采取网上报名、网上确认形式。报考人员可以选择报考全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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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科目，也可以选择报考部分科目（1—3 门）。

四、考试时间与方式

2023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时间为 7月 16日。

基础科目：上午 8:30—9:30；

预防科目：上午 11:00—12:00；

临床科目：下午 2:00—3:00；

综合应用科目：下午 4:30—5:30。

考试实行闭卷、计算机考试方式。3 月 6 日后，报名网站将发布

计算机考试操作软件和演示视频，考生可提前了解熟悉计算机考试答

题界面、作答方式。

五、考试内容

基础科目考查与临床实践相关的基本理论和法律法规知识。

预防科目考查常发和多发的动物疫病及人畜共患病知识。

临床科目考查常见和多发普通病的诊断和治疗。

综合应用科目考查常发重大疾病的处置、防控与治疗的知识和能

力，以及水生动物养殖、生态和饲料与营养有关知识。

每门科目 100 道题，每道题 1 分。考试范围以当年全国执业兽医资

格考试委员会公告发布的考试大纲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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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全科类考试

考试科目 分值 科目名称 分值比例

基础

科目
100

兽医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 20

动物解剖学、组织学及胚胎学 20

动物生理学 13

动物生物化学 12

兽医病理学 20

兽医药理学 15

预防

科目
100

兽医微生物学与免疫学 35

兽医传染病学 30

兽医寄生虫学 25

兽医公共卫生学 10

临床

科目
100

兽医临床诊断学 20

兽医内科学 20

兽医外科与手术学 30

兽医产科学 15

中兽医学 15

综合

应用

科目

100

猪病 20

禽病 20

牛羊病 25

犬猫病 25

马病、毛皮动物病、蜂病、蚕病、鹿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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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动物类考试

考试科目 分值 科目名称 分值比例

基础

科目
100

兽医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 20

水生动物解剖学、组织学及胚胎学 30

水生动物生理学 20

动物生物化学 15

鱼类药理学 15

预防

科目
100

水生动物免疫学 30

水生动物微生物学 33

水生动物寄生虫学 25

水产公共卫生学 12

临床

科目
100

水产药物学 20

水生动物病理学 22

水生动物疾病学 58

综合

应用

科目

100

饲料与营养学 25

养殖水环境生态学 35

水产养殖学 40

第二节 考试题型示例

考试包括 A1、A2、A3/A4、B1 四种题型，全部采用单项选择题形

式。各类选择题均由题干和选项两部分组成。题干是试题的主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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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短语、问句或一段不完全的陈述句组成，也可由一段病例或其它临

床资料来表示；选项由可供选择的词组或短句组成，也称备选答案。

兽医全科类每种题型有 5 个备选答案。水生动物类每种题型有 4 个备

选答案。

一、A1 题型

每一道考题下面有 A、B、C、D、E 五个备选答案，请从中选择一

个最佳答案。

1．犬颈胸部骨骼，箭头指示的骨骼是

A．左股骨

B．左臂骨

C．右臂骨

D．左前臂骨

E．右前臂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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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2 题型

每一道考题是以一个小案例出现的，其下面都有 A、B、C、D、E

五个备选答案。请从中选择一个最佳答案。

1．某奶牛场部分奶牛产犊后 1 周后，只采食少量粗饲料，病初粪

干，后腹泻，迅速消瘦，乳汁呈浅黄色，易起泡沫；奶、尿液和呼出

气有烂苹果味。病牛血液生化检测可能出现

A．血糖含量升高

B．血酮含量升高

C．血酮含量降低

D．血清尿酸含量升高

E．血清非蛋白氮含量升高

三、A3/A4 题型

以下提供若干案例，每个案例下设若干道考题。请根据案例所提

供的信息在每一道考题下面的 A、B、C、D、E 五个备选答案中选择一

个最佳答案。

牛食欲废绝，听诊瘤胃蠕动次数减少，蠕动音弱。出诊左侧腹壁

紧张，瘤胃内容物坚实，叩诊瘤胃浊音区扩大。

1．本病最可能的诊断是

A．前胃弛缓

B．瘤胃积食

C．瘤胃臌气

D．皱胃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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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食管阻塞

2．检查病牛的排粪情况，很可能

A．减少

B．增加

C．呈水样

D．呈灰白色

E．有烂苹果味

3．该牛的体温表现是

A．稽留热

B．弛张热

C．间歇热

D．回归热

E．未见明显异常

四、B1 题型

1-3 题共用下列 A、B、C、D、E 五个备选答案。请为每一道考题从

备选答案中选择一个最佳答案。

A．炭疽

B．猪气喘病

C．流行性乙型脑炎

D．传染性法氏囊病

E．鸡产蛋下降综合征

1．可以经卵传播的传染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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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经虫媒传播的传染病是

3. 可以经土壤传播的传染病是

第三节 报 考

一、报考条件

（一）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人员或全日制高校在校生，专业

符合兽医全科类报考专业目录的，可以报名参加兽医全科类考试。

（二）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人员或全日制高校在校生，专业

符合水生动物类报考专业目录的，可以报名参加水生动物类考试。

（三）在 2009年 1月 1日前具有兽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

可以报名参加兽医全科类考试。

（四）依法备案或登记时间在 2013年前（含 2013年），且从事

动物诊疗活动十年以上的乡村兽医，可以报名参加兽医全科类或水生

动物类考试。

二、网上报名

报考人员登录“中国兽医网（www.cadc.net.cn）-执业兽医专栏”。

报考平台分为首页、网上报名、自助平台、成绩查询、资格申请、证

书补发、找回密码、常见问题、联系我们等栏目。

（一）首页

报考人员可在首页上查看国家及各考区发布的公告通知。

http://www.cadc.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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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上报名

报考人员进入“网上报名”栏目，首先，查看报名流程示意图，

全面了解报考流程。网上报名截止后，所有填报信息不可更改。

随后，应认真阅读国家公告，了解报考要求，确认阅读完毕并知

晓内容后进入报名信息填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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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填报界面分为两个部分。“信息填报一”中，应填报报考地，

姓名，有效身份证件类别，有效身份证件号码，考试类别、报考条件

类别。其中：

报考地：报考人员将在报考地所在省（区、市）进行缴费、考试、

资格申请、证书领取等相关流程，具体考试地点以准考证为准。报名

截止后，报考地不可更改。

姓名：应填写完整，姓名中的生僻字用“*”代替，姓名中间不要

用空格或特殊符号隔开。

有效身份证件类别：包括六类：

(1)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2) 香港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

(3) 澳门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

(4)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湾居民居住证；

(5) 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仅限外国人在海南报考）；

(6) 护照（仅限外国人在海南报考）；

所选证件为考试各环节唯一认可的有效证件，应准确填写有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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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证件号码。

考试类别：包括兽医全科类、水生动物类。

报考条件类别：包括学历/学籍报考、职称报考、乡村兽医报考。

报考人员根据本人符合的条件进行选择。其中，选择乡村兽医报考的，

点击“下一步”时，系统会自动核验其乡村兽医备案（登记）信息是

否符合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会进行相应提示；外国人在海南报考的，

只能凭学历报考。

“信息填报二”中，应填报详细的报名信息，包括：

1. 基本信息

报考人员应阅读报考地公告，确认已经阅读并知晓公告内容。填

报性别、出生日期、职业类别，上传本人电子照片。其中：

职业类别:指报名时所从事的职业。包括兽医/水产工作机构、诊

疗机构、动物饲养场、兽药生产经营、学生、科研教育和其他。兽医/

水产工作机构指兽医/水产行政、执法监督、技术支撑等单位；诊疗机

构指动物诊所、动物医院；动物饲养场指养殖场、养殖小区、动物园；

兽药生产经营指兽药、饲料生产经营企业；科研教育指大学、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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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选择“其他”的，应当填写本人的职业。

在海南报考的外国人还应填写国籍。

电子照片:应为近期、正面、彩色免冠证件照，照片底色为白色或

蓝色，jpg 格式，电子照片长度与宽度比例在 1.46：1 左右，高度不

小于 189 像素，建议尺寸为 230 像素（宽度）×334 像素（高度），

电子照片文件大小不小于 20KB，且不超过 40KB，保证照片清晰，不变

形。该照片为考试准考证和执业兽医资格证书照片，报名结束后不得

修改，报考人员应按照要求妥善上传。

2. 不同报考条件填写说明

（1）凭学历报考人员（内地（大陆）学历）

报考人员应在报名前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以下简

称“学信网”），查询本人学历信息。网址如下：

https://www.chsi.com.cn/xlcx/lscx/query.do

https://www.chsi.com.cn/xlcx/lscx/query.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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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学历信息可在学信网查询到的人员

报名时，在“是否毕业”一栏，选择“是，凭学历报考”。“是

否能够在学信网查询到本人学历信息”一栏，选择“是”，并填写毕

业证书（毕业证明书）编号。

请注意：若学信网信息与本人毕业证书（毕业证明书）不符，应在

报名截止前自行联系毕业院校学籍学历管理部门及时进行更正，以免

影响报考审核。

在海南报考的外国人还需上传有效身份证件原件的电子照片和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PDF版。

B. 学历信息在学信网无法查询的人员

此类人员应通过学信网进行学历认证，以证明其学历的真实性，

并取得《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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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认证网址如下：https://www.chsi.com.cn/xlrz/index.jsp

由于学历认证时间较长，因此，报考人员可先通过毕业证书（毕

业证明书）进行报考。但如果考试通过，则需要提交《中国高等教育

学历认证报告》，经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资格申请。

报名时，在“是否毕业”一栏，选择“是，凭学历报考”。“是

否能够在学信网查询到本人学历信息”一栏，选择“否”。

1 如已经完成学历认证，则“是否取得《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

报告》”一栏，选择“是，已取得”，并填选“学历层次”、“毕业

证书（毕业证明书）编号”、“院校”、“所学专业”，并上传有效

身份证件和《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原件的电子照片或电子版

认证报告。

其中，“院校”可输入关键词进行查找。如果院校未包含在菜单

中，报考人员应选择“其他”，并填写完整的院校名称。“所学专业”

是指考试公告中明确允许报考的专业（详见国家公告）。专业名称必

须与本人学历/学籍信息完全一致。专业为 XX（YY）的，应按照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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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专业名称 XX进行选择，括号内的专业方向 YY不做限定。

2 如尚未完成学历认证，则“是否取得《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

报告》”一栏，选择“否，未取得”，并填选“学历层次”、“毕业

证书（毕业证明书）编号”、“院校”、“所学专业”，并上传有效

身份证件和毕业证书（毕业证明书）原件的电子照片。

（2）凭学历报考人员（国境外学历）

国境外学历人员，需要获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

认证书，方可报考。学历学位认证网址如下：http://zwfw.cscse.edu.cn/

http://zwfw.cscs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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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学历类别”选择“国（境）外学历”，填选“学历层

次”、“院校名称”，并上传学历学位认证书电子照片或电子版认证

书。

在海南报考的外国人的境外学历，仅指港澳台学历，报考时还需

上传有效身份证件原件的电子照片。

（3）凭学籍报考人员（全日制高校在校生）

在此，要提前说明的是：如果已经具备符合报考条件的学历，请

选择学历报考。例如：已经具备了符合条件的专科学历，目前是本科

在读，请选择用专科学历进行报考；或者，具备了符合条件的本科学



17

历，目前是研究生在读，请选择用本科学历进行报考。学历报考的填

写说明详见前文。

如果已经取得的所有学历不符合报考要求，只有当前在读的全日

制学籍符合要求，可用学籍进行报考。在“是否毕业”一栏，选择“否，

凭学籍报考”。具体说明如下：

报名前应使用电脑登录学信网“学信档案”栏目获取本人《教育

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注意：切勿使用手机登录网站获取。只有使

用电脑通过以下方式获得的验证报告格式正确，特别是最后一步必须

按照示例获取正规的 PDF 版，才能保证报考审核不受影响。



18



19



20

成功下载《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后，通过报考系统上传报

告 PDF 版。

（4）凭职称报考人员

选择职称报考的，应进行以下填报：

专业技术职称层级：包括正高级/高级兽医师、兽医师

取得职称时间：应与本人职称证书一致。

完成填报后，应上传职称证书原件内页照片。通过照片可清晰显

示本人信息、职称名称、发证时间、发证单位等有关信息。

（5）乡村兽医报考人员

乡村兽医报考人员，只需按如下要求填写科目信息、联系方式和

其他信息。

4.科目信息

报考人员选择想要报考的考试科目。

5. 联系方式

单位：应填写全称，在校学生填写学校名称，离校且尚无工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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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填写“无”。

手机号码、备用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必须填写。

注意：应填写有效手机号码，考试结束前请保持该号码畅通，如

因停机、欠费等导致重要考试信息无法联络到本人的，后果自负。

6. 其他信息

报考人员应认真设置登录自助平台的密码和密码保护问题，并牢

记。密码至少为 8 位，必须包含数字和字母。

以上信息按要求填报完毕后，应再次核对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号

码、报考地、考试类别、考试科目等重点信息是否正确，并牢记网报

号和登录密码。

（三）自助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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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人员登录自助平台可查询审核状态、查看报名信息、修改报

名信息、修改照片、考试缴费、打印准考证、修改联系方式、修改密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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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找回密码

网报号和登录密码如果忘记，可在“找回密码”中通过有效身份

证件号码和密码提示问题进行找回。

（五）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中收录了报考人员报名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六）联系我们

报考人员如遇报考政策问题可咨询相关考区（咨询电话见报名网

站首页）；



25

报名操作技术问题可咨询技术热线。

三、网上确认

报考人员可于 5 月 8 日登录“自助平台”查询网上预审结果。

预审不通过人员可于5月8-10日按提示要求重新上传或补齐相关

证明材料。

四、考试费用

报考人员可于 5 月 22 日后登录“自助平台”查询审核结果，审核

通过的人员可进行考试缴费。考试收费标准、缴费时间、方式由各考

区发布。逾期未缴费的，视为自愿放弃报考资格。

五、准考证打印与使用

考区按照“方便考生、便于管理”的原则及实际报名人数确定承

担考试的地市及考试学校，具体信息以准考证为准。准考证是考生进

入考场参加考试的重要凭证，应妥善保存。

考生可于 7 月 10-16 日在“自助平台”栏目自行打印准考证。考

生打印准考证后，应认真核对个人信息是否正确，如发现准考证上信

息有误，请及时与工作人员联系，以免影响考试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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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考生须知

第一条 考生应当于考前 30 分钟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进入考场，携带证件须与报名时填写证件一致，其他证件均属无

效。身份证件应当在有效期内，过期无效。无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的，不得参加考试。

第二条 考生进入考场时，除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外，不

得随身携带手机、智能手表等具有存储、通讯、录放功能的电子产品

及纸张、书籍等物品进入考场。上述物品应当存放在监考员指定的物

品存放处，违者按违纪处理。

第三条 考生对号入座后，应当将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放置在

桌面，以备检查。在考试系统登录界面输入准考证号和有效身份证件

号进行考试登录，登录后认真核对考试机屏幕显示的本人信息，等待

考试开始。遇有无法登录、计算机系统或网络通讯故障、信息错误等

情形的，考生应当及时向监考员报告。

第四条 考试开始后，考生应关注考试界面、时间窗口和答题要

求，掌握考试时间。

第五条 考试开始 20 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场参加考试。

第六条 考生应当遵守考场秩序，保持考场安静，自觉接受监考

员的监督和检查，遇到问题应当举手向监考员示意。

第七条 考生应当按照监考员的指令和规定的步骤操作计算机，

在规定的答题区域内答题，不得进行其他操作。

第八条 考试期间，考生不得要求监考员解释试题。如出现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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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显示不全、识别率低、切换缓慢等情形的，可以举手报告，经监

考员同意后询问。

第九条 考试期间，考生不得擅自关闭计算机、调整计算机显示

屏摆放位置和角度、搬动主机箱、更换键盘和鼠标等外接设备，不得

在考试机上插入硬件和安装软件。

第十条 考试期间，如出现网络故障、电力故障、设备故障等非

考生自身原因导致的突发情况，考生应当及时向监考员报告，服从监

考员安排。需要进行补时或补考的，按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有关规定

进行处理。

第十一条 考生没有按照要求进行登录、答题，导致系统不能正

确记录相关信息的，或因自身原因导致电子试卷下载延迟、题目漏答、

考试设备损毁、电子答题数据上传有误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

第十二条 考生在考试过程中不得随意离场，如确有特殊情况需

要暂时离开考场，必须经监考员同意并由指定的工作人员陪同。考生

在考试中途暂离考场，其离场时间计入本人的考试时间。

第十三条 考生不得提前交卷离场。考试结束后，不得关闭考试

机，监考员发出离场指令后应当立即退场，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交

谈或喧哗。

第十四条 考生在考场内不准交头接耳、传递物品、扰乱考场秩

序；不准夹带考试相关资料、抄袭他人答案或为他人抄袭提供方便；

不得参与有组织作弊；不准替考。

第十五条 考生不得将试题内容带出考场，不得传播、扩散试题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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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考生应严格遵守考试纪律，对违规违纪的，按照违纪

行为处理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五节 考试系统操作指南

一、系统登录

进入答题系统后，请根据提示输入准考证号和有效身份证件号，

点击“登录”按钮进入系统等待界面。

二、系统等待界面

系统等待界面是考试前的一个提示界面，登录后请认真核对屏幕

左上方的基本信息。利用考前等待时间认真阅读考试重要提示（包括

考生须知和操作说明）。点击“考生须知”按钮，进入考生须知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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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点击“操作说明”按钮，进入操作步骤具体说明。考试开始后，

系统将自动进入考生答题界面。

三、答题界面

答题界面上方为标题栏，左下方为题号列表区、右下方为试题区。

(一)标题栏

标题栏中间位置为本场考试科目名称，左侧为考生基本信息。右

侧为本场考试剩余时间信息，并显示已答题和未答题数。

系统显示本场考试剩余时间，目的是提示考生合理控制答题进度。

在考试剩余 15 分钟时，系统会弹出窗口提示考生；考生点击“返回作

答”按钮，窗口会立即消失；如不点击，会在 10 秒后自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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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题号列表区

题号列表区包括注意事项和题号列表。每门科目包含 100 道试题。

题号旁显示“*”表示该小题未作答，无“*”表示该小题已作答，

“？”表示该小题被标记。试题是否被标记不影响考生成绩。考生可

以通过题号列表查看本考试科目全部试题的作答情况（包括每道试题

的已答或未答状态），还可点击各题号按钮，直接进入各试题进行答

题或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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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试题区域

考生直接点击备选项中认为正确的选项前的按钮即可。如需修改

答案，点击其他备选项前的按钮，原选择的选项将被自动替换。如需

撤销已经选中的选项，再次点击该选项前的按钮即可。右下角设置有

“计算器”按钮，点击可使用计算器。

(四) 图片操作

考生点击图片，可在右侧看到一张放大的图片，该图片支持放大

和缩小功能，并且支持全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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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视频操作

考生点击视频播放按钮，即可在页面上播放视频，该视频支持全

屏。

四、结束考试

考试不允许提前交卷。考试时间结束，系统将自动提交；考试时

间内因发生异常需要补时的，系统在补足考试时间后自动提交。

第六节 考试合格成绩认定

报考部分科目的，60 分为单科合格分数线，单科合格成绩 3 年内

有效。3 个连续年度内全部科目成绩合格的，视为考试通过。

一次性报考全部 4 门科目的，考试合格总分数线由全国执业兽医

资格考试委员会在考试结束后公布。如 4 门科目总分未达到考试合格



33

总分数线，但单门科目达到 60 分的，视为单科成绩合格。单科合格成

绩予以保留，3 年内有效。

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委员会发布成绩后，考生可通过“成绩查

询”栏目进行查询。

第七节 资格申请和授予

考试通过的人员，应按照各考区公告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执

业兽医资格授予申请。经审核合格的，由报考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部门颁发执业兽医资格证书。

考试通过，但学信网信息与毕业证书（毕业证明书）不符的人员，

应更正学信网相关信息，并经审核通过后，方可申请执业兽医资格。

考试通过，但学历信息在学信网无法查询到的人员，应提交《中

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并经审核通过后，方可申请执业兽医资

格。

考试通过的全日制高校在校生，应取得兽医相关专业大学专科以

上学历（学信网可查询到），并经审核通过后，方可申请执业兽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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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第八节 证书补发

往年获证人员，因证书遗失、破损等原因申请补发证书的，应按

原资格授予考区公告要求进行申请。

第九节 证书查询

历年取得执业兽医资格的人员信息可以登录中国兽医网，首页“综

合查询”栏目中的执业兽医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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