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教学 
1、实验教学计划（不含儿科、心理、医学物理、核医学、卫生法学） 

专业名称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不含实习） 

临床课程 

实验学时 

技能中心课 

程实验学时 

临床医学（七年制）  4094  2630  1464  438  234 

临床医学（五年制）  3402  2180  1222  438  198 

医学影像学  3141  2116  1025  378  126 

口腔医学  3172  1997  1175  480  366 

医学检验  3051  1904  1147  447  297 

放射医学  3081  2081  1000  295  90 

护理学  2682  1849  833  348  72 

法医学  3260  2153  1107  219  72 

预防医学 3126 2102 1024 210 72 

留学生 3873 2706 1167 446 108



2、实验项目 

（1）临床基本技能实验项目  (共 42项) 
体检技巧、一般情况、生命体征 

血压、周围血管征、浅表淋巴结 

胸部体表标志、胸部视诊、触诊，乳房检查 

胸部叩诊、听诊 

见习（一般情况、胸部） 

心脏视诊、触诊、叩诊 

心脏听诊 1 

心脏听诊 2 

心脏病见习 

腹部视诊、听诊、叩诊 

腹部触诊、直肠、男性生殖器检查 

脊柱、四肢关节检查 

头面部检查、颅神经 1 

颈部检查、颅神经 2 

神经系统检查 

体格检查 

见习（腹部、神经系统疾病） 

咳嗽、咳痰，问诊内容 

腹泻、呕吐，问诊技巧 

病史采集：发热、水肿 

病史采集：血尿、膀胱刺激征 

病史采集：胸痛、腹痛 

病史采集：咯血、呕血 

问诊见习 

病史采集：黄疸、便血 

病史采集：惊厥、抽搐 

意识障碍、特殊情况问诊 

病历书写 1 

病历书写 2 

见习（病史采集、体检、病历书写） 

病史采集 

SP(病史采集、系统体格检查、病历书写) 

参观医院、外科器械介绍 

电教：无菌术、外科器械介绍 

手术基本操作 1（电教课程）：打结法、切开缝合法,拆线 

手术基本操作 2（电教课程）：手臂消毒法，穿手术衣 

手术基本操作 3（电教课程）：消毒铺巾 

动物手术：犬胃大部切除术、兔肠切除术、肠端端吻合术 

院前急救：止血、包扎、搬运、固定 

外总 

电教课程：麻醉诱导、复苏与损伤



休克，水电平衡，烧伤示教，肾功能衰竭、气管插管 

输血、感染，围手术期处理 

多发伤（PBL讨论与总结） 

病房小操作, 麻醉手术观摩 

（2）医学专业技能实验项目(共 45项) 
胸部常见病的 X 线诊断及鉴别 

心脏常见病的 X 线诊断及鉴别 

腹部常见病的 X 线诊断 

骨关节系统常见病的 X 线诊断 

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和生殖系统常见病的 X 线诊断及鉴别 

CT 扫描机的构造，成像原理 

CT 扫描的适应症及技术要领，患者的准备，造影增强的应用及注意事项 

掌握头颅、胸、腹部正常 CT 解剖 

CT 检查中常见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CT 阅片讨论 

MR 设备的组成及特点，MR 成像的基本原理 

头颅、脊柱各方位成像的 MR 断层解剖 

各部位常见病的 MR 诊断及鉴别诊断 

MRI 检查的优缺点，正确选择包括 MR 在内的各项影像学检查 

心脏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超声心动图)检查 

胸部超声检查 

腹部超声检查 

医学影像学 

小器官超声检查 

正常心电图：描记方法、各波的特征、正常值、报告的书写格式 

异常心电图：左右心房肥大、左右心室肥大、急性心肌缺血、急性心肌 

梗死 

心律失常：窦性心动过缓、窦性心动过速、窦性心律不齐、房性期前收 

缩、 交界性期前收缩、室性期前收缩、房性心动过速、交界性心动过速、 

室性心动过速、心房扑动、心房颤动、心室扑动、心室颤动 

房室传导阻滞：I 度房室传导阻滞、II 度房室传导阻滞、III 度房室传导 

阻滞、 

室内传导阻滞：右束支传导阻滞、 左束支传导阻滞、左前分支传导阻滞、 

左后分支传导阻滞 

预激综合征 

电解质紊乱和药物对心电图的影响 

心电图 

起搏心电图



心电图的特殊检查：平板运动试验、24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查 

心肺复苏、电除颤 

气管插管术、切开术、环甲膜穿刺术 

简易呼吸器使用、呼吸机使用介绍 

深静脉置管 

止血包扎固定 

导尿术、留置尿管 

置胃管术、胃肠减压术 

动静脉穿刺术、腰椎穿刺术、胸腔穿刺术、腹腔穿刺术、骨髓穿刺术 

阴道窥器检查、宫颈脱落细胞检查 

洗手、穿衣、打结、切开、缝合、无菌技术 

（人体模型）心肺听诊、腹部触诊 

高级综合模拟病例课程、ECS 

儿科体格检查及健康评估 

妇科检查及相关仪器 

PBL 讨论专用教室及相关设备 

电子分娩模型、电子胎心音教学模型 

无影灯（带电子摄像、实况录播、回放讨论） 

临床操作技术和 

急救技术 

SP 专用教学 

（3）医患沟通技能实验项目(共 5项) 
晤谈与评估病人 

与不同情绪状态病人沟通 

与儿童病人沟通 

妇产科中的沟通 

医学沟通技能 

医师之间、医护之间沟通 

（4）临床综合技能实验项目(共 210项) 
COPD、支气管哮喘（床边教学） 

咯血待查（PBL） 

慢性肺原性心脏病（床边教学） 

肺炎（床边教学）、肺脓肿（床边教学）、肺癌（床边教学） 

肺结核（读片+床边教学） 

心力衰竭（床边教学）、心律失常（床边教学） 

高血压病（床边教学） 

冠心病（床边教学） 

心脏瓣膜病（床边教学）、心肌疾病、心包疾病（床边教学） 

内科学 

消化性溃疡（PBL）



肝脓肿（PBL） 

肝硬化（床边教学）、肝癌（床边教学） 

急性胰腺炎（床边教学） 

慢性肾功能衰竭（床边教学）、肾小球肾病（床边教学） 

贫血（床边教学）、白血病（床边教学）、甲亢（床边教学） 

淋巴瘤（床边教学）、糖尿病（床边教学） 

病史询问及病历书写、PBL 总结 

消化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 

统疾病、血液系统疾病病例示教 

腹股沟解剖示教 

颈部疾病 

乳房疾病 

腹外疝 

腹部损伤 

胃十二指肠疾病 

小肠疾病 

阑尾疾病 

结直肠肛管疾病 

肝脏疾病 

胆道疾病 

门静脉高压症 

胰腺疾病 

血管外科疾病 

上肢骨与关节损伤 

下肢骨与关节损伤 

脊柱与骨盆骨折 

颈肩痛与腰腿痛 

周围神经损伤 

骨与关节感染、结核骨肿瘤 

颅高压和颅脑损伤 

颅脑肿瘤 

脑血管病 

胸外伤 

食管疾病、肺部疾病 

心脏大血管疾病 

尿石症 

泌尿系损伤与感染 

泌尿系结核与梗阻 

外科学 

泌尿系肿瘤 

发热、消毒隔离、灭菌保温 传染病学 

禽流感、SARS、阿米巴病



腹泻（含血吸虫病）、疟疾、黄疸 

出疹性传染病、传染病护理 

肝硬化、肝功能衰竭 

眼表，玻璃体，视 N疾病 

眼框疾病 

眼睑泪器病 

眼科检查 

影像学 

眼科用药 

眼科激光 

眼科学 

基础研究方法 

精神病症状学 

常见精神疾病 

精神病基础护理 

精神病临床护理 

精神病学 

精神检查、病史采集、及症状学见习 

儿童体格发育测量 

儿童心肺复苏 

新生儿气管插管 

儿童腰椎穿刺 

儿童胫骨穿刺 

心肺听诊 

儿童头部静脉注射 

儿童手臂静脉注射 

皮肤缝合 

肠吻合 

儿童重症监护 

儿科学 

术前无菌操作训练 

口腔科学 
电教课程：口腔检查，口腔局部麻醉与拔牙术，拔牙器械的分类与使用， 

龋病的诊断与治疗 

熟悉门诊妇产科情况、女性生殖系统解剖、卵巢功能测定、 

妇产科常用特殊检查、临床技能中心练习妇科检查及产科四部触诊 

产前保健及正常产褥 

电教：异位妊娠、功血、子宫内膜异位症、宫内节育器、正常分娩、宫外 

孕、会阴侧切、子宫脱垂、子宫肌瘤、围产期保健、高危妊娠、羊水过多 

和过少、滋养细胞肿瘤 

妇科和产科病史采集与书写、病例分析、临产室介绍、产前查房 

妊娠合并外科疾病、产前出血，产后出血，临床鉴别诊断及处理 

妇产科学 

正常产褥，产褥感染，产后抑郁症，产后查房



产科查房（功血，子宫肌瘤病案分析）、宫外孕病案分析 

宫颈癌，卵巢癌，滋养细胞肿瘤病案分析 

阴道出血 PBL、下腹痛 PBL 

计划生育（门诊）、围产期门诊 

产房见习、妇科见习 

听力学检查 

内镜检查方法 

门诊治疗操作技术 

颈部淋巴结转移癌 

耳鼻喉科学 

病例讨论 

入院护理 

铺床法 

运送病人法 

病人入院和出院护理 

洗手技术、无菌技术基本操作法 

手的消毒、隔离技术操作法 

消毒灭菌方法 

病人的清洁卫生 1 

病人的清洁卫生 2 

吸痰 

吸氧 

胃管 

排泄 1 

排泄 2 

注射法 1 

注射法 2 

注射法 3 

急救训练 

护理学 

洗胃法 

皮肤性病学 
熟悉原发性和继发性损害、掌握外用药物剂型和用药原则、认识常见皮肤 

病

吉兰—巴雷综合征、脊髓病、脑炎 
神经病学 

脑血管病、多发性硬化、重症肌无力 

肿瘤放射治疗 

学 
模室的操作、模拟机的操作、加速器的操作 

1、中医体格检查 2、腧穴疗法 

内科：四诊 

针灸：十四经肺经、大肠经、胃经、脾经循行，主要腧穴定位主治操作 

内科：四诊 

针灸：十四经心经、小肠经、膀胱经、肾经循行，主要腧穴定位主治操作 

中医学概论 

内科：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



针灸：十四经心包经、三焦经、胆经、肝经循行，主要腧穴定位主治操作 

内科：常用中药、方剂的临床运用 

针灸：任脉、督脉、经外奇穴定位主治操作 

内科：中医学理、法、方、药规律 

针灸：针法、灸法 

内科：中医见习临床病历一份 

针灸：针灸见习临床病历一份 

核医学科及其仪器介绍（体外免疫分析技术、骨密度测定、核素显像技术） 

核医学教学 VCD 片、神经系统与内分泌系统 

循环、呼吸、消化肿瘤与炎症 

核医学 

骨与关节系统、泌尿、血液和淋巴系统 

临床生化实验室基本技术 

血清蛋白质测定 

血清蛋白电泳（醋酸纤维薄膜法） 

糖尿病系列试验 

高脂血症系列试验 

血清铁和总铁结合力测定 

NADH 正负向反应法测定酶的活性 

碘-淀粉比色法测定血清淀粉酶 

电解质测定、分析病例讨论 

肝损伤动物模型建立和相关指标测定 

速率法和苦味酸法测定血清肌肝比较 

琼脂糖 LD 同工酶电泳 

临床生化检验试剂盒性能评价 

临床生化检验方法学评价实验 

临床生物化学 

检验 

自动分析仪实际 K 值测定和自动分析仪原理 

对流免疫电泳 

免疫学清的制备 

乳胶凝集试验 

免疫荧光技术 

酶联免疫吸附实验 

酶免组化技术 

酶标免疫定量测定 

淋巴细胞分离试验 

流式细胞仪实验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免疫比浊试验 

淋巴细胞 E受体检测 

斑点金免疫渗滤试验，斑点免疫层析试验 

临床免疫学检 

验 

循环免疫复合物测定



免疫印迹技术 

淋巴细胞转化试验 

自然杀伤细胞功能测定 

细胞吞噬率和吞噬指数测定 

硝基四氮唑蓝试验 

放免技术 

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的制备，质粒转化 

质粒 DNA 提取，浓度、纯度的测定，酶切鉴定，凝胶电泳 
分子生物学实 

验 

PCR 基因扩增、产物鉴定 

正常血细胞形态（淋巴、单核） 

正常骨髓象 

细胞内外铁染色，缺铁性贫血形态学检查 

溶血性贫血形态学检查，基本溶血检查 

巨幼细胞性贫血，再障贫血形态学检查 

PAS 染色、AM 骨髓象及病例讨论 

POX 染色，AUL 骨髓象（M1，M2，M3） 

NSE 染色，AML 骨髓象（M4，M5，M6） 

NAP 染色 CGL 及 CU 骨髓象 

少见类型白血病及病例讨论 

MDS 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 

MM 及类脂质沉积病骨髓象 

ITP 骨髓象及形态学学习 

血栓与止血（PT，AP，FBG） 

D-二聚体，血小板聚集，凝血因子活性检测 

临床血液学检 

验 

血栓和止血 血小板聚集、黏附 

红细胞比容红细胞沉降率测定，网织红计数 

白细胞计数 

血小板计数、嗜酸粒细胞计数 

白细胞分类计数 

血细胞计数仪的临床应用与质控 

血细胞计数仪的性能评价 

尿液理化性质检查 

尿液干化学分析与质量控制 

尿液沉渣显微镜检查 

尿沉渣定量分析、尿液沉渣仪 

浆膜腔积液、脑脊液检查 

粪便检查及乳糜试验 

精液及阴道分泌物检查 

脱落细胞检查 

临床检验基础 

学 

静脉血采集血涂片制备



静脉血采集血涂片制备 

末梢血采集计数板使用红细胞计数 

血红蛋白测定 

血细胞比容测定网织红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