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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实验大纲是在构建新型实验教学体系的背景下产生的，其编写理

念是将实验教学按照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教学模式，借鉴国外同

类实验教学大纲的编写形式，力求做到体系创新、理念创新和编写精美。

在临床医学实践中，病理诊断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因此病理学也

属于临床医学的一部分。许多疾病往往须借助病理学的研究、检查才能

得出结论，如脱落细胞学检查、活体组织检查和尸体解剖以明确疾病或

肿瘤的诊断以及患者死亡的原因，促进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

本实验大纲内容与病理学理论课配合，通过实验课观看病理尸体

解剖录像、采用经典型实验方法观察各种疾病或肿瘤的大体标本和显

微镜下病变特点，加深对理论课内容的感性理解，在强调基本知识的

同时突出重点掌握内容，使学生对人体各系统常见病、多发病的病变

有深刻的理解。通过疾病的病理变化解释患者的临床表现，逐步培养

学生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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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数分配表（共 40 学时）

教学内容 实验课学时 实验类型

实验一 细胞和组织的损伤与修复 4 经典型

实验二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4 经典型

实验三 炎症 4 经典型

实验四 肿瘤 5 经典型

实验五 心血管系统疾病 3 经典型

实验六 呼吸系统疾病 4 经典型

实验七 消化系统疾病 4 经典型

实验八 泌尿系统疾病 5 经典型

实验九 女性生殖系统疾病和乳腺疾病 3 经典型

实验十 神经系统疾病、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4 经典型

共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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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组织损伤与修复

【实验类型】经典型

【目的要求】

1、掌握细胞变性、坏死形态特征；肉芽组织形态特点；

2、了解萎缩形态特点。

【实验学时】4 学时。

【实验内容】

1.讲解实验室有关规定及要求。

2.介绍观察大体标本和切片的方法。

3.1）大体标本：

心肌褐色萎缩 脑萎缩

肾压迫性萎缩 肝脂肪变

脾包膜玻变 干酪样肺炎

脑液化性坏死 足干性坏疽

皮肤 I期愈合 骨折愈合

2）病理切片

肝脂肪变

肉芽组织

实验二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实验类型】经典型

【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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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肝、肺慢性淤血的病理变化特点；血栓、梗死病变特点 。

【实验学时】4 学时。

【实验内容】

1．大体标本：

急性阑尾炎（炎性充血）

慢性肝淤血 慢性肺淤血

肺出血（钩端螺旋体病肺出血）

混合血栓 肺动脉栓塞

肾贫血性梗死 脾贫血性梗死

肠出血性梗死

2．病理切片

慢性肝淤血

慢性肺淤血

混合血栓

肾贫血性梗死

实验三 炎 症

【实验类型】经典型

【目的要求】

1、掌握炎症的基本病理变化，掌握各型炎症细胞形态特点及意义；

各型炎症的病变特点。

【实验学时】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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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

1．大体标本：

急性阑尾炎 白喉

纤维素性心包炎

肝脓肿 脑脓肿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干酪样肺炎

2．病理切片

急性阑尾炎

肺吸虫皮下结节

纤维素性心包炎

肝脓肿

淋巴结结核

异物肉芽肿

实验四 肿 瘤

【实验类型】经典型

【目的要求】

1、掌握肿瘤概念、异型性及生长方式；良、恶性肿瘤区别；癌和肉

瘤的区别；癌前病变、非典型增生和原位癌概念；

2、熟悉常见上皮、间叶来源肿瘤形态特点；熟悉转移性肿瘤的特点；

3、了解神经外胚叶肿瘤、多胚层肿瘤特点。

【实验学时】5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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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

1．大体标本：

肠腺瘤（单发、多发） 肠腺癌

皮肤乳头状瘤 头皮鳞癌

食管癌 子宫平滑肌瘤

脂肪瘤 脂肪肉瘤

卵巢粘液性囊腺瘤 骨肉瘤

纤维肉瘤 成熟性畸胎瘤

转移性肺癌 转移性肝癌

恶性黑色素瘤

2．病理切片

肠腺瘤 肠腺癌

皮肤乳头状瘤 食管鳞状细胞癌

子宫平滑肌瘤 子宫平滑肌肉瘤

实验五 心血管系统疾病

【实验类型】经典型

【目的要求】

1、掌握高血压病动脉病变及心、脑、肾器官病变特点；动脉粥样硬

化基本病变、复合病变及重要器官病变；风湿病的基本病变及慢性风

湿性心脏病的病变特点；

2、熟悉亚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的病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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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学时】3 学时。

【实验内容】

1．大体标本：

恶性黑色素瘤 成熟性畸胎瘤

高血压脑出血 高血压心脏肥大

原发性颗粒性固缩肾 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

急性风湿性心内膜炎 慢性风湿性心脏病

主动脉粥样硬化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脑底动脉粥样硬化

2、病理切片：

肾细动脉玻变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风湿性心肌炎

实习六 呼吸系统疾病

【实验类型】经典型

【目的要求】

1、掌握大小叶性肺炎的病因和病变特点；肺结核的基本病变、原发

性和继发性肺结核病变特点；肺外器官结核病理学特点。

2、熟悉慢支炎、肺气肿、肺心病的病变特点及发生发展过程；

3、了解鼻咽癌、肺癌的组织学类型。

【实验学时】4 学时。

【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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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授鼻咽癌、肺癌的好发部位及组织学类型。

2．1）大体标本：

大叶性肺炎 小叶性肺炎

肺气肿 肺心病

原发性肺结核 粟粒性结核

肺尖结核 慢性纤维空洞型肺结核

干酪样肺炎 结核球

肠结核 肾结核

脊柱结核 肺癌

2）病理切片：

大叶性肺炎 小叶性肺炎

肺气肿

粟粒性肺结核 慢性纤维空洞型肺结核

实习七 消化系统疾病

【实验类型】经典型

【目的要求】

1、掌握溃疡病的病变特点及临床表现；病毒性肝炎的基本病变及急、

慢性肝炎的病变特点；门脉性、坏死后性肝硬化病变特点；

2、熟悉食管癌、胃癌、肝癌的病变特征。

【实验学时】4 学时。

【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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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授食管癌、胃癌、肝癌的好发部位及组织类型。

2．1）大体标本：

胃溃疡 胃癌

急性重型肝炎 亚急性重型肝炎

门脉性肝硬化 坏死后性肝硬化

食管下段静脉曲张 淤血性脾肿大

食管癌 肝癌、

2）病理切片：

胃溃疡 急性重型肝炎

门脉性肝硬化 坏死后性肝硬化

实习八 泌尿系统疾病

【实验类型】经典型

【目的要求】

1、掌握急性、急进型肾小球肾炎病变特点；增生硬化性肾小球肾炎

病变特点；

3、了解膀胱尿路上皮癌好发部位及形态特征；肾盂肾炎病变特点。

【实验学时】5 学时。

【实验内容】

1．讲授膀胱尿路上皮癌好发部位及形态特征。

2.1）大体标本：

急性增生肾小球肾炎 快进性肾小球肾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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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生硬化性肾小球肾炎 慢性肾盂肾炎

膀胱癌

2）病理切片：

急性增生肾小球肾炎

快进性肾小球肾炎

增生硬化性肾小球肾炎

实习九 女性生殖系统疾病和乳腺肿瘤

【实验类型】经典型

【目的要求】

1、掌握葡萄胎、侵蚀性葡萄胎、绒癌的病理特点；

2、熟悉乳腺癌的常见类型及病变特点。

【实验学时】3 学时。

【实验内容】

1. 讲授乳腺癌的好发部位及常见组织类型。

2．1）大体标本：

宫颈癌 绒 癌

乳腺纤维腺瘤 乳腺癌

葡萄胎 侵袭性葡萄胎

2）病理切片：

葡萄胎 绒 癌

乳腺纤维腺瘤 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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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十 神经系统疾病、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实验类型】经典型

【目的要求】

1、掌握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病变特点；

2、掌握菌痢、伤寒、血吸虫病的病变特点。

【实验学时】4 学时。

【实验内容】

1．大体标本：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流行性乙型脑炎

菌痢 肠伤寒

血吸虫病肝硬化

2. 病理切片：

菌痢

肠伤寒

血吸虫病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