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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病理学是研究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病理改变和转化规律的一

门医学基础学科。通过认识和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机体在疾病

过程的功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改变以及这些变化与临床表现的联

系，从而揭示疾病的本质，为临床正确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提供实

践依据。医学遗传学是研究病因的学科，本实验中的遗传学实验有助

于理解疾病发生的原因。根据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 《病理

学》 、我们主编的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人体显微形态学实验》教

材、以及全国执业医师考试大纲的要求， 结合本校教学实践和学校

教学计划,对原教学大纲的部分教学内容进行了适当调整、修订，总

课时为 72学时。旨在通过对病理学基本病理改变（包括肉眼和显微

镜下改变）的观察、动物实验、病案讨论分析等，使学生掌握疾病的

基本病理变化形态特点，并了解其发生原因、机制，并能用基本病理

变化解释临床表现、判断预后，最终达到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理

论联系实际、基础联系临床的思维能力，为后续的临床课程学习打下

良好的基础。

实验分为三大类：

经典验证性实验：为基本病理形态学实验部分，通过观察病理标

本和切片，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能力。

综合性实验：包括动物实验和病案综合讨论。通过实验，使学生

熟悉掌握实验的基本原理、实验步骤，引导学生综合分析，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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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思维能力。

为方便教学，本大纲将教学内容分为“掌握”、“熟悉”和“了

解”三级要求。“掌握”即对该部分内容必须要理解透彻；“熟悉”是

指对该部分内容能 理解；“了解”是指对该部分内容概要进行理解。



4

参考书目

1.《病理学》（第 8 版），主编 李玉林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

2.《病理学》（第 3 版），主编 陈杰，周桥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

年。

3.Robbins， Pathologic Basis of Disease，NINTH EDITION，2013 年。

4.《人体显微形态学实验》，主编 王娅兰，汪维伟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5

目 录

实验一 细胞及组织适应、损伤和修复………………………………7

实验二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7

实验三 血液循环与空气栓塞…………………………………………8

实验四 炎症……………………………………………………………9

实验五 肿瘤……………………………………………………………9

实验六 心血管系统疾病………………………………………………11

实验七 心血管系统疾病病案分析……………………………………11

实验八 呼吸系统疾病…………………………………………………12

实验九 呼吸系统疾病病案分析………………………………………13

实验十 消化系统疾病…………………………………………………13

实验十一 消化系统疾病病案分析……………………………………14

实验十二 泌尿系统疾病………………………………………………14

实验十三 泌尿系统疾病病案分析……………………………………15

实验十四 女性生殖系统及乳腺疾病…………………………………16

实验十五 内分泌系统疾病……………………………………………17

实验十六 神经系统疾病………………………………………………17

实验十七 传染病、寄生虫病…………………………………………18

实验十八. 人类遗传性状观察 ( )

实验十九. 人类染色体非显带核型分析 ( )

实验二十. 人类染色体显带核型分析 ( )



6

教学时数分配表（共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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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验证演示型

实验二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5 验证演示型

实验三 血液循环与空气栓塞 1 综合型

实验四 炎症 6 验证演示型

实验五 肿瘤 8 验证演示型

实验六 心血管系统疾病 2 验证演示型

实验七 心血管系统疾病病案分析 1 综合型

实验八 呼吸系统疾病 6 验证演示型

实验九 呼吸系统疾病病案分析 1 综合型

实验十 消化系统疾病 7 验证演示型

实验十一消化系统疾病病案分析 1 综合型

实验十二 泌尿系统疾病 7 验证演示型

实验十三 泌尿系统疾病病案分析 1 综合型

实验十四 女性生殖系统疾病和乳腺疾病 2 验证演示型

实验十五 内分泌系统疾病 2 验证演示型

实验十六 神经系统疾病 1 验证演示型

实验十七 传染病、寄生虫病 3 验证演示型

实验十八. 人类遗传性状观察 4 验证型

实验十九. 人类染色体非显带核型分析 4 验证型

实验二十. 人类染色体 G显带核型分析 4 验证型

共计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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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细胞及组织适应、损伤和修复

【实验类型】验证演示性实验

【目的要求】

１. 熟悉 I、II 期皮肤创伤愈合形态特征，骨折愈合基本过程。

２．掌握萎缩、变性病理形态变化、坏死基本特征及各类型坏死

病理形态变化特点、对机体的影响；肉芽组织形态特点、转归及其在

创伤愈合中的作用。

【实验学时】6 学时。

【实验内容】

1.观看《尸体解剖》录像

2．观察大体标本

心肌褐色萎缩 脑萎缩 肾压迫性萎缩 肝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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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凝固性坏死 肾凝固性坏死

4.观察病理切片

心肌褐色萎缩 肝脂变 肝细胞坏死

肉芽组织 脑液化性坏死 肾凝固性坏死

实验二、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实验类型】验证演示性实验

【目的要求】

1．掌握淤血、血栓、栓塞及梗死的形态变化、及其对机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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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形成、栓塞和梗死的相互关系。

2. 熟悉动脉、静脉充血的概念，病变特点及其对机体的影响。

3．了解出血的概念、病变特点及其对机体的影响。

【实验学时】5 学时。

【实验内容】

1.观察大体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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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贫血性梗死 肾贫血性梗死 肠出血性梗死

肺出血性梗死 肺动脉栓塞

2.观察病理切片

急性肺淤血 慢性肺淤血 慢性肝淤血

混合血栓 肾贫血性梗死 肺出血性梗死

实验三、血液循环与空气栓塞

【实验类型】综合性实验

【目的要求】

利用动物复制空气栓塞动物模型，观察空气栓塞的临床表现及病

理改变，掌握血液循环与栓子运行关系、空气栓塞发生机制、临床病

理联系以及死亡原因，建立病理与临床、局部与全身相结合的思维方

式，提高独立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实验学时】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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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

家兔实验性动物空气栓塞实验。（安排在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实验

后进行）

实验四、 炎症

【实验类型】验证演示性实验

【目的要求】

1．掌握炎症的基本病变；急性、慢性炎症的类型及病变特点。

2. 熟悉各型炎症细胞的形态特点及其在炎症中的意义。

【实验学时】6 学时。

【实验内容】

1．观看白细胞游出视频

2．观察大体标本

急性阑尾炎 纤维素性心包炎

白喉 肝脓肿

脑脓肿 干酪样肺炎 脊柱结核

3．观察病理切片

急性阑尾炎 纤维素性心包炎

肺吸虫皮下结节 肝脓肿

淋巴结结核 异物肉芽肿

实验五、 肿瘤

【实验类型】验证演示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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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要求】

1.掌握肿瘤概念、一般形态特点，异型性、生长方式、扩散途径；

良、恶性肿瘤的区别；癌和肉瘤的区别；常见上皮性、间叶性良恶

性肿瘤特点；淋巴瘤基本概念，霍奇金和非霍奇金淋巴瘤病变特点。

2.熟悉非典型增生、上皮内瘤变和原位癌概念、病变特点。

3.了解、神经外胚叶肿瘤、多胚层肿瘤特点。

【实验学时】8 学时。

【实验内容】

1．讲授常见上皮组织良、恶性肿瘤、间叶组织良恶性肿瘤及其他非

上皮性肿瘤（淋巴瘤、神经外胚叶肿瘤、多胚层肿瘤）病理临床特点。

2.观察大体标本

肠腺瘤 乳腺癌 肠腺癌 食管癌

皮肤乳头状瘤 头皮鳞癌 卵巢粘液性囊腺瘤

脂肪瘤 脂肪肉瘤 乳腺癌 乳腺纤维腺瘤

子宫平滑肌瘤 纤维肉瘤 纤维瘤 骨肉瘤

恶性黑色素瘤 恶性淋巴瘤 畸胎瘤 转移性肝癌 转

移性肺癌

2.观察病理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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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

宫颈浸润癌 霍奇金淋巴瘤



11

非霍奇金淋巴瘤

实验六 心血管系统疾病

【实验类型】验证演示性实验

【目的要求】

1. 掌握急性风湿性心脏病的基本病变、发展过程、后果及其与

临床表现的联系；心瓣膜病病变特点；高血压病基本病变特点及心、

脑、肾三个重要器官的病变及后果；动脉粥样硬化症的基本病变。

2.了解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病变特点。

【实验学时】2 学时。

【实验内容】

1.观察大体标本

高血压脑出血 高血压心脏肥大 急性风湿性心内膜炎

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 慢性风湿性心脏病

主动脉粥样硬化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脑底动脉粥硬化 原发性颗粒性固缩肾

2.病理切片

肾细动脉玻变 风湿性心肌炎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实验七 心血管系统疾病病案分析

【实验类型】综合性实验

【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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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血管系统疾病的病案诊断及诊断依据的分析，讨论相应疾

病的病变特征、疾病的发生、发展，临床病理联系以及死亡原因，引

导学生的临床思维，提高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

【实验学时】1 学时。

【实验内容】

心血管系统疾病病案分析与诊断讨论。（安排在心血管系统疾病

实验后进行）

实验八 呼吸系统疾病

【实验类型】验证演示性实验

【目的要求】

1．掌握大叶性肺炎和小叶性肺炎的病理变化及其临床病理联系；

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矽肺和肺心病的病变特点；结核病的基本病

变及其转化规律，原发性与继发性肺结核的病变的特点和转归。

2. 熟悉肺癌的类型、转移途径。

3.了解鼻咽癌病变特点。

【实验学时】6 学时。

【实验内容】

1.讲授鼻咽癌、肺癌的病因、常见类型和病理变化及扩散。

2．观察大体标本

大叶性肺炎 肺气肿 小叶性肺炎 肺心病

支气管扩张 肺癌 原发性肺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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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尖结核 慢性纤维空洞型肺结核

干酪样肺炎 肠结核 肾结核 脊柱结核

3．观察病理切片

大叶性肺炎 小叶性肺炎 肺气肿 慢支炎

肺 癌 矽 肺 鼻咽癌

粟粒性肺结核 慢性纤维空洞型肺结核

实验九 呼吸系统疾病病案分析

【实验类型】综合性实验

【目的要求】

通过对呼吸系统疾病的病案诊断及诊断依据的分析，讨论相应疾

病的病变特征、疾病的发生、发展，临床病理联系以及死亡原因，引

导学生的临床思维，提高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

【实验学时】1 学时。

【实验内容】

呼吸系统疾病病案分析与诊断讨论。（安排在呼吸系统疾病实验

后进行）

实验十 消化系统疾病

【实验类型】验证演示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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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重型、亚急重型肝炎的病理特征及临床表现；肝硬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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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过程及门脉性、坏死后性肝硬化病变特点及临床病理联系

2. 熟悉食道癌、胃癌、大肠癌、原发性肝癌的病理类型及病理特

点。

【实验学时】7 学时。

【实验内容】

1.讲授早期食道癌、胃癌、大肠癌的概念，中晚期食道癌、进展期胃

癌各型的形态特点；原发性肝癌分型及其病理改变特点。

2.观察大体标本

胃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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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管癌 胃癌 肝癌 淤血性脾肿大

3.观察病理切片

慢性萎缩性胃炎 胃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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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腺癌 肝细胞肝癌

实验十一 消化系统疾病病案分析

【实验类型】综合性实验

【目的要求】

通过对消化系统疾病的病案诊断及诊断依据的分析，讨论相应疾

病的病变特征、疾病的发生、发展，临床病理联系以及死亡原因，引

导学生的临床思维，提高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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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学时】1 学时。

【实验内容】

消化系统疾病病案分析与诊断讨论。（安排在消化系统疾病实验

后进行）

实验十二 泌尿系统疾病

【实验类型】验证演示性实验

【目的要求】

1．掌握急性肾炎、快进性肾炎病变特点及临床病理联系；慢性硬化

性肾小球肾炎病变特点；肾盂肾炎病变特点及临床病理联系。

2．熟悉肾细胞癌、膀胱癌的病理变化及组织学类型。

3.了解肾母细胞瘤病变特点。

【实验学时】7 学时。

【实验内容】

1. 肾细胞癌、尿路上皮癌（膀胱癌）的病理变化及分型；肾母细胞

瘤病变特点

2.观察大体标本

急性肾小球肾炎 快进性肾小球肾炎 慢性硬化性肾小球

肾炎 慢性肾盂肾炎 肾癌 膀胱癌

3.观察病理切片

急性增生肾小球肾炎 快速进行性肾小球肾炎

慢性硬化性肾小球肾炎 慢性肾盂肾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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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透明细胞癌 膀胱尿路上皮细胞癌

实验十三 泌尿系统疾病病案分析

【实验类型】综合性实验

【目的要求】

通过对泌尿系统疾病的病案诊断及诊断依据的分析，讨论相应疾

病的病变特征、疾病的发生、发展，临床病理联系以及死亡原因，引

导学生的临床思维，提高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

【实验学时】1 学时。

【实验内容】

泌尿系统疾病病案分析与诊断讨论。（安排在泌尿系统疾病实验

后进行）

实验十四 女性生殖系统及乳腺疾病

【实验类型】验证演示性实验

【目的要求】

1．掌握葡萄胎、侵蚀性葡萄胎、绒癌病变特点及临床病理联系

2．熟悉熟悉子宫颈癌、乳腺癌类型、病理特点和扩散。

【实验学时】2 学时。

【实验内容】

1. 讲授子宫颈癌的病因、类型及病变特点与扩散；乳腺癌类型及其

病理特点及转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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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观察大体标本

葡萄胎 侵蚀性葡萄胎 绒 癌 乳腺癌 宫颈癌

3.观察病理切片

葡萄胎 绒 癌 乳腺癌

实验十五 内分泌系统疾病

【实验类型】验证演示性实验

【目的要求】

1．掌握弥漫性非毒性甲状腺肿病理变化。

2．熟悉甲状腺肿瘤的类型及病理变化

3．了解脑垂体肿瘤的主要病理类型；了解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病理

变化特点。

【实验学时】2 学时。

【实验内容】

1.观察大体标本

结节性甲状腺肿 毒性甲状腺肿

甲状腺腺瘤 甲状腺腺癌

垂体腺瘤

2.观察病理切片

甲状腺肿 毒性甲状腺肿（甲亢）

甲状腺乳头状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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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六 神经系统疾病

【实验类型】验证演示性实验

【目的要求】

掌握流脑、乙脑病变特点及临床病理联系。

【实验学时】1 学时。

【实验内容】

1.观察大体标本

流脑 乙脑

2.观察病理切片

流脑 乙脑

实验十七 传染病、寄生虫病

【实验类型】验证演示性实验

【目的要求】

1.掌握伤寒、细菌性痢疾的病理变化及其与临床联系；血吸虫病基本

病理改变、肝肠病理变化及其临床联系和后果。

2．熟悉尖锐湿疣病因、传染途径及病理变化。

【实验学时】3 学时。

【实验内容】

1．观察大体标本

菌痢 肠伤寒

血吸虫病肝硬化



19

2.病理切片

菌痢 肠伤寒 血吸虫病肝

实验十八 人类某些遗传性状观察

一、目的要求

1．掌握人类某些遗传性状的调查分析方法。

2．了解人类某些遗传性状的遗传规律。

3．观察人类某些常染色本显性和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性状。

二、教学内容

1．人类某些遗传性状的调查分析；人类皮纹印取及分析。

2．人类某些性状的特征和遗传规律。

3．人类皮纹分析。

4．当堂完成并上交实验报告：人类皮纹印取及分析。

三、教学方法

1．讲解实验原理：皮肤纹理（dermatoglyphy）简称皮纹，是指人体

某些特殊部位，如手指、手掌、脚趾和脚掌等处皮肤上出现的纹理图

形。人体皮肤由表皮和真皮构成，真皮乳头向表皮突起形成一条条整

齐凸起的乳头线，其上有汗腺开口，称为嵴纹（ridge）。各嵴纹之间

凹下的部分为沟，这些凹凸的沟和嵴便形成人的皮纹。皮纹形成于胚

胎发育的早期（14～19 周），出生后终生不变，而且每个人都有其特

定的皮纹。因此，长期以来皮纹是侦破案件的手段之一。大量研究表

明，某些遗传病，特别是一些染色体病和先天畸形常伴有皮纹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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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皮纹检查可以作为某些遗传病的辅助诊断指标。

2．教学方法：多媒体讲解、图形演示、操作指导。

四．重点与难点

1．重点：人类某些性状的特征和遗传规律。

2．难点：人类皮纹分析。

实验十九 人类非显带染色体核型分析

一．目的要求

1、掌握人类非显带染色体照片核型的分析方法。

2、熟悉照片核型分析步骤。

3、了解染色体数量变异疾病的分析方法。

二．教学内容

1、人类非显带染色体照片核型分析。

2．染色体数量变异疾病的分析。

3．多媒体讲解、演示图形、操作指导。

4．当堂完成实验报告：人类染色体核型图。

三．教学方法：

1．讲解实验原理：人类染色体非显带照片核型分析是染色体研究的

一项基本内容。其一般程序是先利用显微照相装置拍摄人类非显带染

色体的图像，并将其放大成染色体照片，然后根据国际统一标准，按

染色体的长短、着丝粒的位置、随体的有无等指标，将人类的 46 条

染色体分成 7 个组并编上号。然后再将染色体剪贴到专门的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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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上，从而制成染色体核型图。

2．检查染色体正常与否。利用核型分析检查人体的染色体数目是否

正常，并发现较大的染色体结构畸变以及判定性别。

四．重点难点

1．重点：掌握人类染色体核型的特征。

2．难点：照片核型分析。

实验二十 人类染色体 G 显带核型分析

一．目的要求

1．掌握人类染色体 G显带核型的特征。

2．熟悉 G 显带照片核型分析。

3．了解染色体结构变异疾病的分析方法。

二．教学内容

1．人类染色体 G 显带核型分析。

2．染色体结构变异疾病的分析。

3．当堂完成实验报告：G显带核型分析图。

三．教学方法

1．讲解实验原理：关于 G带形成的机理，有人认为，染色体上与 DNA

结合疏松的组蛋白易被胰蛋白酶分解，Giemsa 染液染色后这些区段

成为浅带；而那些组蛋白和 DNA 结合牢固的区段可被染成深带。有人

认为，染色体经蛋白酶消化后，染色体的核蛋白被破坏，这些区域裸

露的 DNA 分子的磷酸基团能与 Giemsa 染液中的天青和甲基蓝等噻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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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结合而使染色体着色。也有人认为，染色体上 AT和 GC 碱基的含

量和分布不同，AT 含量多的节段为深带，GC 易着色含量多的节段为

浅带。

2．多媒体讲解、演示图形、操作指导。

四．重点难点

1．重点：掌握人类染色体 G带带型的特征。

2．难点：G显带核型分析中染色体条带的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