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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学（一）》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1018/CLMB1135                课程学分：6 

课程名称：诊断学 （Diagnosis）                         

课程学时：144                        实验学时：12 

适用专业：临床、影像、口腔、儿科等 

实验室名称：临床技能实验中心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血液中红细胞、血红蛋白、白细胞、白细胞分类和血小板

检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熟练辨认外周血和骨髓中的各种血细胞；掌握尿液中隐血、

蛋白、糖、酮体和胆红素检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熟练辨认尿液中红细胞、白细胞、

上皮细胞和管型；掌握肾功能、肝功能和免疫球蛋白各项目检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并通过以上实验了解正常参考值，初步学会结合临床分析检验报告。 

二、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的

要求 

学时

分配 
实验类型 

每组

人数 
必开、选开 

1 血液常规检查 掌握 2 验证性实验 30 必开 

2 骨髓细胞学形态检查 熟悉 2 综合性实验 30 必开 

3 尿液常规检查 掌握 2 验证性实验 30 必开 

4 粪便常规检查 掌握 2 验证性实验 30 必开 

5 免疫、细菌学检查 掌握 4 综合性实验 30 必开 

三、实验项目的内容和要求 

实验一  血液常规检查 

1.实验内容： 

（1）血红蛋白测定 

（2）红细胞计数 

（3）血小板计数 

（4）白细胞计数 

（5）白细胞分类计数 

2.实验要求： 

掌握血液中红细胞、血红蛋白、白细胞、白细胞分类和血小板检测的基本原理和

方法，熟练辨认外周血中的各种血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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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骨髓细胞学形态检查 

1.实验内容：    

示教骨髓细胞形态 

2.实验要求： 

熟练辨认骨髓中的各种血细胞。 

实验三  尿液常规检查 

1.实验内容：    

（1）尿液一般检查 

（2）尿液化学检查 

（3）尿沉渣检查 

2.实验要求： 

掌握尿液中隐血、蛋白、糖、酮体和胆红素检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熟练辨认尿

液中红细胞、白细胞、上皮细胞和管型。 

实验四  粪便常规检查 

1.实验内容：    

（1）粪便一般检查 

（2）粪便化学检查 

（3）粪便涂片检查 

（4）分析生化全套报告 

2.实验要求： 

掌握粪便中隐血检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熟练辨认粪便中红细胞、白细胞；掌握

肾功能、肝功能各项目检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学会分析相关检验报告。 

实验五 免疫、细菌学检查 

1.实验内容： 

（1）免疫学检查 

（2）细菌学检查 

（3）分析免疫、细菌学报告 

2.实验要求： 

掌握免疫球蛋白各项目检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学会分析相关检验报告。 

四、考核方式 

    1.实验报告：记录实验数据，完成思考题解答。 

    2.考核方式： 

（1）期末考核，主要包括辨认镜下有形成分 

（2）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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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显微镜                              40 台     

离心机                              4 台     

电脑                                1 台     

多媒体教学系统                      2 套      

摄像教学显微镜                      1 台      

分析天平                            1 台      

普通天平                            4 台 

电冰箱                              2 台 

实验台                             34 张 

凳子                               80 张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 教材：七年制《实验诊断学》（第三版），尚红，人民卫生版社，2015 年； 

2. 参考书：《诊断学》 陈文彬，潘祥林，人民卫生版社，2004 年； 

3. 其他：诊断学检验报告本、诊断学临床实验报告、诊断学实验指导。 

 

 

 

 

 

 

 

 

 

 

 

 

执笔人：蒋  敏 

审批人：王  翎 

完成时间：201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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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学（二）》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EIM1011                    课程学分：4.5 

课程名称：诊断学 （Diagnosis）                         

课程学时：108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法医 

实验室名称：临床技能实验中心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血液中红细胞、血红蛋白、白细胞、白细胞分类和血小板

检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熟练辨认外周血和骨髓中的各种血细胞；掌握尿液中隐血、

蛋白、糖、酮体和胆红素检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熟练辨认尿液中红细胞、白细胞、

上皮细胞和管型；掌握肾功能、肝功能和免疫球蛋白各项目检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并通过以上实验了解正常参考值，初步学会结合临床分析检验报告。 

二、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的

要求 

学时

分配 
实验类型 

每组

人数 
必开、选开 

1 血液常规检查 掌握 1.5 验证性实验 30 必开 

2 骨髓细胞学形态检查 熟悉 1.5 综合性实验 30 必开 

3 尿液常规检查 掌握 1.5 验证性实验 30 必开 

4 粪便常规检查 掌握 1.5 验证性实验 30 必开 

5 免疫、细菌学检查 掌握 3 综合性实验 30 必开 

三、实验项目的内容和要求 

实验一 血液常规检查 

1.实验内容： 

（1）血红蛋白测定 

（2）红细胞计数 

（3）血小板计数 

（4）白细胞计数 

（5）白细胞分类计数 

2.实验要求： 

掌握血液中红细胞、血红蛋白、白细胞、白细胞分类和血小板检测的基本原理和

方法，熟练辨认外周血中的各种血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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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骨髓细胞学形态检查 

1.实验内容：    

示教骨髓细胞形态 

2.实验要求： 

熟练辨认骨髓中的各种血细胞。 

实验三  尿液常规检查 

1.实验内容：    

（1）尿液一般检查 

（2）尿液化学检查 

（3）尿沉渣检查 

2.实验要求： 

掌握尿液中隐血、蛋白、糖、酮体和胆红素检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熟练辨认尿

液中红细胞、白细胞、上皮细胞和管型。 

实验四   粪便常规检查 

1.实验内容：    

（1）粪便一般检查 

（2）粪便化学检查 

（3）粪便涂片检查 

（4）分析生化全套报告 

2.实验要求： 

掌握粪便中隐血检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熟练辨认粪便中红细胞、白细胞；掌握

肾功能、肝功能各项目检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学会分析相关检验报告。 

实验五 免疫、细菌学检查 

1.实验内容： 

（1）免疫学检查 

（2）细菌学检查 

（3）分析免疫、细菌学报告 

2.实验要求： 

掌握免疫球蛋白各项目检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学会分析相关检验报告。 

四、考核方式 

    1.实验报告：记录实验数据，完成思考题解答。 

2.考核方式： 

（1）期末考核，主要包括辨认镜下有形成分 

（2）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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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显微镜                              40 台     

离心机                              4 台     

电脑                                1 台     

多媒体教学系统                      2 套      

摄像教学显微镜                      1 台      

分析天平                            1 台      

普通天平                            4 台 

电冰箱                              2 台 

实验台                             34 张 

凳子                               80 张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诊断学》（第八版），万学红、卢雪峰，人民卫生版社，2013 年； 

2.参考书：《诊断学》 陈文彬，潘祥林，人民卫生版社，2004 年； 

3.其他：诊断学检验报告本、诊断学临床实验报告、诊断学实验指导。 

 

 

 

 

 

 

 

 

 

 

 

 

 

 

执笔人：蒋  敏 

审批人：王  翎 

完成时间：2016年 6月 

 



 

 7 

《微生物学检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MITE1006                   课程学分：4.5 

课程名称（中/英）：微生物学检验/Diagnostic Microbiolog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医学检验技术 

实验室名称：检验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实验教学，加深学生对临床微生物学检验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把握，

对常见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培养和鉴定方法有了更深刻和形象的认识。通过大

量的实验操作，使学生掌握无菌操作技术和树立无菌观念，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培

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熟练掌握微生物检验中基本检验程序、方法和

技能。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临床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防

护和实验室守则 验证性 3 2-4 人/组 必修 
细菌形态学检查 

2 细菌分离培养和保存技术 验证性 3 2-4 人/组 必修 

3 细菌鉴定技术 验证性 6 2-4 人/组 必修 

4 
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与细菌耐

药性检测 
综合性 6 2-4 人/组 必修 

5 球菌的培养和鉴定 综合性 6 2-4 人/组 必修 

6 肠杆菌科细菌的培养和鉴定 综合性 6 2-4 人/组 必修 

7 
非发酵菌和其它革兰阴性菌的

培养和鉴定 
综合性 6 2-4 人/组 必修 

8 
结核分枝杆菌、厌氧菌及其它

微生物 
综合性 3 2-4 人/组 必修 

9 临床常见真菌的培养和鉴定 综合性 3 2-4 人/组 必修 

10 临床常见标本的细菌学检验 设计性 9 2-4 人/组 必修 

11 实验考核 综合性 3 2-4 人/组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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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临床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和实验室守则、细菌形态学检查 

1.教学内容 

（1）普通变形杆菌动力压滴法显微镜观察； 

（2）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枯草芽孢杆菌、卡他布兰汉菌的细菌涂片

制备和革兰染色镜检； 

（3）细菌鞭毛染色、荚膜染色和芽孢染色（多媒体示教）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内容，树立无菌操作观念 

（2）熟悉细菌特殊染色法 

（3）掌握细菌不染色标本检查、细菌涂片制备和革兰染色实验项目 2：细菌分

离培养和保存技术 

1.教学内容 

（1）常用培养基的配制； 

（2）细菌的分离培养和接种： 

1）平板的连续划线法和四区划线法； 

 2）其他培养基的接种方法（斜面接种、液体接种、半固体接种） 

2.教学目标 

（1）了解菌种保存方法 

（2）熟悉培养基的制备过程和高压灭菌法原理 

（3）掌握细菌的分离培养和接种技术 

实验项目 3：细菌鉴定技术 

1.教学内容 

（1）葡萄球菌属常用鉴别试验：触酶（过氧化氢酶）试验；氧化-发酵（O/F）
试验； 

（2）阴性杆菌常用鉴别试验：氧化酶试验；克氏双糖铁复合试验；动力试验； 

吲哚试验（靛基质试验）；甲基红-VP 试验；枸橼酸盐利用试验；脲酶试

验； 

硝酸盐还原试验；苯丙氨酸脱氨酶试验；氨基酸脱羧酶试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字编码鉴定技术（API 条）的原理和结果判读 

（2）掌握掌握细菌鉴定常用生化反应的原理、结果判读和应用 

实验项目 4：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与细菌耐药性检测 

1.教学内容 

（1） 用 K-B 法检测金葡、大肠、 铜绿对常用药物的敏感性； 

（2） 用头孢西丁纸片法检测 MRSA 和 MRCoNS； 

（3） 葡萄球菌属克林霉素诱导耐药的检测（D-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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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 E-Test 法的原理、操作和结果判读 

（2）熟悉微量液体稀释法和 E-Test 法的原理、操作和结果判读 

（3）掌握纸片扩散法（K-B 法）的原理、操作方法和结果判读 

实验项目 5：球菌的培养和鉴定 

1.教学内容 

（1）金葡、表葡、肺炎链球菌、化脓性链球菌、无乳链球菌、粪肠球菌的菌落

形态观察和革兰染色形态描述； 

（2）上述六种细菌常见的鉴别实验及结果判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其它球菌的菌落特点、染色形态及鉴别 

（2）掌握葡萄球菌属、链球菌属、肠球菌属的菌落特点、染色形态及鉴别实验 

实验项目 6：肠杆菌科细菌的培养和鉴定 

1.教学内容 

（1）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粘质沙雷菌、奇异变形杆菌菌落形态观察和

特点描述；并进行生化反应鉴定和结果判读； 

（2）沙门菌属和志贺菌属在选择性培养基上的菌落特点描述； 

（3）副溶血弧菌在 TCBS 琼脂上的菌落特点描述。 

2.教学目标 

（1）掌握常见肠杆菌科细菌菌落特点、染色形态及鉴别实验 

（2）掌握沙门菌属、志贺菌属、弧菌属在特殊培养基上的菌落特点及鉴别实验 

实验项目 7：非发酵菌和其它革兰阴性菌的培养和鉴定 

1.教学内容 

（1）铜绿假单胞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洋葱伯克霍尔德菌、鲍曼不动杆菌等

菌落形态观察和特点描述，并进行生化反应鉴定和结果判读； 

（2）流感嗜血杆菌和副流感嗜血杆菌在巧克力平板上的菌落形态观察和特点描

述，卫星现象的原理、操作及结果判定。 

2.教学目标 

（1）熟悉嗜血杆菌属的菌落特点及鉴定 

（2）掌握掌握常见非发酵菌的菌落特点、染色形态及鉴别实验 

实验项目 8：结核分枝杆菌、厌氧菌及其它微生物 

1.教学内容 

（1）抗酸染色涂片观察； 

（2）厌氧菌培养及鉴定流程（多媒体示教）； 

（3）螺旋体、支原体、衣原体和立克次体检验（多媒体示教） 

2.教学目标 

（1）了解螺旋体、支原体、衣原体和立克次体检验方法 

（2）熟悉厌氧菌培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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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抗酸染色方法及临床意义 

实验项目 9：临床常见真菌的培养和鉴定 

1.教学内容 

（1）各类真菌在沙氏培养基上的菌落特点观察； 

（2）念珠菌孢子和假菌丝形态的识别和观察； 

（3）乳酸酚棉兰染色法观察曲霉菌； 

（4）墨汁负染法观察新型隐球菌； 

（5）常见念珠菌在科玛嘉显色培养基上的菌落特点描述 

2.教学目标 

（1）了解乳酸酚棉兰染色法和墨汁负染法 

（2）熟悉常见念珠菌的生化反应特性和鉴定特点 

（3）掌握念珠菌孢子和假菌丝的镜下形态 

实验项目 10：临床常见标本的细菌学检验 

1.教学内容 

（1）各类临床标本的细菌学检验流程和注意事项（理论教授）； 

（2）临床标本的培养基接种、细菌鉴定和药敏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各类临床标本送检的临床意义 

（2）熟悉细菌鉴定流程 

（3）掌握各类临床标本的接种方法和细菌学鉴定 

实验项目 11：实验考核 

1.教学内容 

实验考核 

2.教学目标 

（1）四区划线 

（2）镜下形态辨识 

（3）病例分析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实验报告成绩+操作考核成绩 

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的确定：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其中实验报告成

绩和操作考核成绩各占实验成绩的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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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高压消毒锅        1 台 7.电子天平         1 台 

2.超净工作台        10 台 8.电热恒温水浴箱   1 台 

3.二氧化碳培养箱    1 台 9.电磁炉           1 台 

4.电热恒温培养箱    1 台 10.冰箱            2 台 

5.普通高速离心机    1 台 11.显微镜         30 台 

6.电热干燥箱        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楼永良《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实验指导》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年 

2.参考书： 

刘运德，楼永良《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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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生化检验》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LTA1010                    课程学分：4.5 

课程名称（中/英）：临床生化检验 Clinical Biochem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临床检验技术 

实验室名称：检验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教材的编写遵循医学检验专业培养目标，力求适应新世纪医学教育的要求，注

重学生的基本知识、基本临床实践技能和初步科研能力的培养。通过本课程的教学，

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临床生化检验实验，临床生化检验方法学评价试验等的原理和基

本步骤，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动手能力，以及对理论知识的深入认识。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临床生化实验室基本技术 验证性 3 4 必修 

2 
1、 血清蛋白质测定 

2、 血清蛋白电泳（醋酸纤维薄膜法） 
综合性 3 4 必修 

3 糖尿病系列实验（1） 设计性 3 4 必修 

4 糖尿病系列实验（2） 设计性 3 4 必修 

5 高脂血症系列实验(1) 设计性 3 4 必修 

6 高脂血症系列实验(2) 设计性 3 4 必修 

7 
血清铁及总铁结合力测定(亚铁嗪比

色法) 
验证性 3 4 必修 

8 NADH 正、负向反应法测定酶的活性 验证性 3 4 必修 

9 碘-淀粉比色法测定血清淀粉酶 验证性 3 4 必修 

10 
肝损伤动物模型的建立：肝损伤相关

指标（胆红素）检测（1） 
综合性 3 4 必修 

11 
肝损伤动物模型的建立：肝损伤相关

指标（转氨酶）检测（2） 
综合性 3 4 必修 

12 
1、电解质测定血气分析病例讨论 

2、邻甲酚酞络合酮法测定血清总钙 
演示性 3 4 必修 

13 
速率法和碱性苦味酸法测定血清肌

酐比较 
验证性 3 4 必修 

14 琼脂糖 LD 同工酶电泳 验证性 3 4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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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5 临床生化检验试剂盒性能评价试验 验证性 3 4 必修 

16 临床生化检验方法学评价试验 验证性 3 4 必修 

17 自动化分析仪实际 K 值的测定 验证性 3 4 必修 

18 实验考试 考试 3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临床生化实验室基本技术 

1.教学内容 

介绍临床生化实验基本技术：讲解本实验室纯水制备的原理、方法和用途；用

电导率仪检测并比较纯水和自来水的电导率区别；  

2.教学目标 

（1）掌握临床生化实验室基本技能，包括实验用纯水的制备原理、方法和用途；

试剂配制的基本方法。 

（2）熟悉普通玻璃仪器、吸量管、容量瓶、加样器的正确清洗、使用方法和校

正方法。 

（3）了解校正容量瓶的体积；配置 0.9%生理盐水。 

实验项目 2：血清蛋白质测定；血清蛋白电泳（醋酸纤维薄膜法） 

1.教学内容 

自采血用双缩脲比色法测定血清总蛋白；溴甲酚绿法测定血清白蛋白并计算白

球比例。用醋酸纤维薄膜（CAM）电泳分离测定血清蛋白质，标本为自采血。 

2.教学目标 

（1）掌握双缩脲比色法测定血清总蛋白的原理和方法，溴甲酚绿法测定血清白

蛋白的原理和方法及影响因素、条件控制；血清蛋白质电泳分离的原理和方法。 

（2）熟悉血清总蛋白各种测定方法的原理和优缺点；血清蛋白质电泳图谱的临

床价值。 

（3）了解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方法和日常维护，双缩脲试剂的概念和配制要求。 

实验项目 3、4：糖尿病系列实验（1）、（2） 

1.教学内容 

小组讨论：预先给定病例，以 6 人为一组用 PPT 讲解本组讨论内容。全班讨论：

选择某一组为代表用 PPT 讲解本组讨论内容，其它各组提问讨论。包括对病例的补

充、设计实验诊断方案、提出实验室检测项目。 

教师引导：教师介绍实验室所具备的实验条件；修改、完善实验设计内容：实

验目的、原理、实验材料和用量、仪器设备、实验方法和步骤；根据参与讨论的积极

性、预先准备情况、团队精神、思辨能力、交流技巧、实验设计方案等为各组打分，

其成绩录入总成绩中。 

2.教学目标 

（1）掌握根据病例资料，为该患者拟定实验诊断方案。提出诊断和鉴别诊断所需

的实验室检查策略。根据实验结果做出初步诊断及提出诊断依据。培养学生将临床医
学与检验医学结合，提高综合分析能力。训练学生查阅资料文献的能力、自主学习的



 

 14 

能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精神。 

（2）熟悉解释糖尿病各项指标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3）了解检测注意事项及影响因素。 

实验项目 5、6：高脂血症系列实验(1) 、（2） 

1.教学内容 

小组讨论：预先给定病例，以 6 人为一组用 PPT 讲解本组讨论内容。全班讨论：

选择某一组为代表用 PPT 讲解本组讨论内容，其它各组提问讨论。包括对病例的补

充、设计实验诊断方案、提出实验室检测项目。 

教师引导：教师介绍实验室所具备的实验条件；修改、完善实验设计内容：实

验目的、原理、实验材料和用量、仪器设备、实验方法和步骤；根据参与讨论的积极

性、预先准备情况、团队精神、思辨能力、交流技巧、实验设计方案等为各组打分，

其成绩录入总成绩中。 

2.教学目标 

（1）掌握：根据病例资料，为该患者拟定实验诊断方案。提出诊断和鉴别诊断

所需的实验室检查策略。根据实验结果做出初步诊断及提出诊断依据。培养学生将临
床医学与检验医学结合，提高对高脂血症的综合诊断分析能力和实践技能的训练。拟

定高脂血症的治疗原则、对高脂血症患者的教育方案。 

实验室准备以下试剂：胆固醇氧化酶法测定血清总胆固醇，酶学终点法测定血清甘油

三酯，HDL-C、LDL-C 测定试剂盒，载脂蛋白测定试剂盒。 

（2）熟悉训练学生查阅资料文献的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沟通能力、创新能
力和团队精神。 

（3）了解解释高脂血症各项指标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实验项目 7：血清铁及总铁结合力测定(亚铁嗪比色法) 

1.教学内容 

血清铁及总铁结合力测定(亚铁嗪比色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血清铁及总铁结合力测定的原理和方法；  

（2）熟悉血清铁及总铁结合力测定的注意事项； 

（3）了解血清铁及总铁结合力各种测定方法的优缺点。 

实验项目 8：NADH 正、负向反应法测定酶的活性 

1. 教学内容 

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用酶法测定 LD 和 ALT。根据△A/min 的正、反向改变

来表示 NADH 正、负向反应法测定的基本原理。 

2.教学目标 

（1）掌握通过对 LD 的测定，掌握 NADH 正向反应法测定的基本原理，以及该
法测定应注意的事项； 

通过对 ALT 测定，要求掌握 NADH 负向反应法测定的基本原理，以及该法测定

应注意的事项。 

（2）熟悉 LD 测定原理和注意事项及方法学评价；  

（3）了解利用 NADH 正向反应法测定其它项目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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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9：碘-淀粉比色法测定血清淀粉酶 

1.教学内容 

碘-淀粉比色法测定血清淀粉酶 

2.教学目标 

（1）掌握碘-淀粉比色法测定血清淀粉酶的原理和基本步骤。  

（2）熟悉方法学评价和临床意义。 

（3）了解检测注意事项及影响因素。 

实验项目 10、11：肝损伤动物模型的建立(1) 、（2） 

1.教学内容 

建立肝损伤动物模型：给实验小鼠注射 CCL4，,24 小时后采集血样；进行肝损伤

相关指标检测的能力。包括小鼠血清酶学和胆红素代谢的检查。 

2.教学目标 

（1）掌握：培养学生建立动物模型的能力。 

（2）熟悉培养学生对肝损伤多个知识点的分析诊断能力。加强学生对肝病实验
室诊断的实践技能训练。 

（3）了解肝功能损伤各项指标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实验项目 12：电解质测定血气分析病例讨论。邻甲酚酞络合酮法测定血清总钙 

1.教学内容 

介绍离子选择性电极法测定血清钾、钠、氯、钙离子测定方法和原理；血气分
析病例讨论；邻甲酚酞络合酮法测定血清总钙。 

2.教学目标 

（1）掌握离子选择性电极法测定血清钾、钠、氯、钙离子的原理；邻甲酚酞络

合酮法测定血清总钙的原理及提高测定准确性的方法。  

（2）熟悉熟悉离子选择电极分析仪的基本结构、原理、使用方法和日常维护、

保养等知识。 

（3）了解血清钾、钠、氯、钙离子测定的其他常用方法的原理及测定的优缺点。

了解总钙和离子钙的关系。 

实验项目 13：速率法和碱性苦味酸法测定血清肌酐比较 

1.教学内容 

速率法和碱性苦味酸法测定血清肌酐。 

2.教学目标 

（1）掌握速率法和碱性苦味酸法测定血清肌酐的原理和基本步骤。 

（2）熟悉方法学评价和临床意义。 

（3）了解检测注意事项及影响因素。 

实验项目 14：琼脂糖 LD 同工酶电泳 

1.教学内容 

琼脂糖 LD 同工酶电泳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掌握通过对琼脂糖 LD 同工酶电泳及扫描定量，同工酶电泳的特点以及其
显色机制 

（2）熟悉同工酶电泳的操作方法，半自动和全自动电泳分析仪的有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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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电泳分离检测技术及其他同工酶分离检测技术。 

实验项目 15：临床生化检验试剂盒性能评价试验 

1.教学内容 

测定不同浓度的葡萄糖标准液浓度绘制曲线判断线性范围；连续监测葡萄糖

GOD-POD 法和 HK 法反应的吸光值变化。 

2.教学目标 

（1）掌握检测临床生化检验商品试剂盒测定线性范围的原理和方法，剂量反应

曲线的绘制，统计方法和性能评价；试剂盒终点法、连续监测法测定时间反应曲线试

验的方法和原理，并弄清其试验的意义；终点法测定时间反应曲线图绘制方法。  

（2）熟悉试剂盒终点法测定的参数及其性能评价方法；线性范围变窄的原因。 

（3）了解影响线性的因素。 

实验项目 16：临床生化检验方法学评价试验 

1.教学内容 

将血清标本用 GOD-POD 法作 5 轮，每轮 4 次测定；用 GOD-POD 法测血糖的

回收率；用尿酸作干扰物，用 GOD-POD 法进行血糖检测；GOD-POD 法和 HK 法测
定血糖的比较；GOD-POD 法的检测限。 

2.教学目标 

（1）掌握方法学重复性实验的设计原理和基本方法及统计分析；  

（2）熟悉重复性实验的注意事项和评价标准。方法学评价和临床意义。 

（3）了解客观评价 GOD-POD 法测血糖随机误差的大小。 

实验项目 17：自动化分析仪实际 K值的测定 

1.教学内容 

HK 法测葡萄糖的实际 K 值；ALP 测定的实际 K 值。 

2.教学目标 

（1）掌握自动化分析仪实际 K 值的测定方法。 

（2）熟悉方法学评价。 

（3）了解检测注意事项及影响因素。 

实验项目 18：实验考试 

1.教学内容 

高浓度血糖的倍比稀释；GLU 浓度的测定。 

2.教学目标 

综合评价实验技能。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根据设计性实验成绩、出勤情况和实验报告、实验考试的成绩进行进行综合评价。 

2.实验课考核成绩： 

实验报告书写和实验操作考试成绩占实验课总成绩的 20%，实验课平时成绩占实

验课总成绩 40%，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成绩占实验课总成绩 40%，实验课成绩占该

科总成绩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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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冰箱(2 台)、离心机(4 台)、恒温水浴箱(2 台)、水浴锅、隔水式电热恒温培养箱(2

台)、电泳仪(2 台)、电泳槽(2 个)、普通光学显微镜(16 台)、倒置显微镜(1 台)、荧光

显微镜(1 台)、酶标仪(1 台)、超净台(1 台)等。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实验指导(第 4 版)》钱士匀 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年 

2、 参考书： 

《生物化学和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实验教程》，王琰 钱士匀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实验指导》，郑铁生主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4 年 

                                              

 

 

执 笔 人：杜鸿   

审 批 人：朱雪明   

完 成 时 间：2016.3  

 

 

http://www.amazon.cn/mn/searchApp?searchWord=%E7%8E%8B%E7%90%B0
http://www.amazon.cn/mn/searchApp?searchWord=%E9%92%B1%E5%A3%AB%E5%8C%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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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学检验》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LTA1011                    课程学分：4.5 

课程名称（中/英）：临床免疫学检验 Clinical Immunology Laboratory 

Medicine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临床检验技术 

实验室名称：检验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在学生已学习基础免疫学及临床医学课程的基础上进行，实验教学以

免疫学技术和免疫性检验为重点，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常用免疫学技术和免疫性

检验方法的原理、操作、结果判定、质量控制及方法学评价及临床意义，培养学生正

确地熟练地掌握临床免疫学基本操作技能，学会正确记录和处理实验数据及正确表达

分析结果的方法；开展一定比例的综合性实验课程以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具有一定

的从事科学实验的能力；通过实验见习及时将临床上新开展的检验检测方法介绍给学

生，使学生们紧跟发展前沿，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整个实验教学过程中，培养学

生实事求是、严谨的科学作风和认真细致整洁的实验习惯，为今后从事医学检验工作

和科学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多克隆抗体的制备 综合性 3 4 必修 

2 多克隆抗体的制备 综合性 3 4 必修 

3 多克隆抗体的制备 综合性 3 4 必修 

4 乳胶凝集实验 验证 3 2 必修 

5 流式细胞分析系统 见习 3 13 必修 

6 免疫荧光技术 验证 3 2 必修 

7 酶联免疫吸附实验 验证 3 2 必修 

8 单个核细胞分离实验 验证 3 2 必修 

9 酶免组化技术 验证 3 2 必修 

10 酶标免疫定量测定 验证 3 2 必修 

11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 见习 3 13 必修 

12 
免疫印迹技术；斑点金免疫渗

滤试验；斑点免疫层析试验 
验证 3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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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3 免疫浊度分析系统 见习 3 13 必修 

14 淋巴细胞转化试验 验证 3 2 必修 

15 淋巴细胞转化试验 验证 3 2 必修 

16 血清总补体活性测定 验证 3 2 必修 

17 细胞吞噬率与吞噬指数测定 见习 3 2 必修 

18 实验考试 考试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2、3：多克隆抗体的制备（1）、（2）、（3） 

1.教学内容 

免疫原的制备、实验动物的基础免疫、实验动物的加强免疫、多克隆抗体的鉴

定。 

2.教学目标 

（1）掌握免疫原的制备。 

（2）选择合适的免疫方案，掌握实验动物的免疫流程和免疫方法。 

（3）掌握实验动物血清的采集和保存方法。 

（4）掌握多克隆抗体的鉴定方法。 

实验项目 4：乳胶凝集实验（类风湿因子测定） 

1.教学内容 

采用间接凝集试验检测人血清中类风湿因子的含量，标本从临床样本筛选获得。 

2.教学目标 

掌握乳胶凝集试验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5：流式细胞分析系统 

1.教学内容 

（1）介绍流式细胞仪的结构和性能；详细介绍流式细胞术的临床适用范围。 

（2）介绍待测标本处理方法及要求。 

（3）介绍流式细胞仪的操作流程以及设备维护。 

（4）影响检测结果的因素。 

2.教学目标 

（1）掌握流式细胞术在肿瘤学、临床免疫学、血液学等疾病中的常见检测指标及

临床意义。 

（2）熟悉流式细胞仪的操作方法。 

（3）了解流式细胞仪的日常维护。 

实验项目 6：免疫荧光技术(检测抗核抗体) 

1.教学内容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试验检测人血清中抗核抗体的含量，标本从临床样本筛选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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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2.教学目标 

（1）掌握间接免疫荧光技术的实验原理和操作方法，能在荧光显微镜下进行结

果判断。 

（2）熟悉抗核抗体检测的临床意义。 

（3）了解待测标本的稀释方法。 

实验项目 7：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检测乙肝五项指标) 

1.教学内容 

采用 ELISA 检测人血清中乙肝五项指标，标本为自采血。 

2.教学目标 

（1）掌握 ELISA 的原理和方法；  

（2）熟悉 ELISA 操作过程的注意事项，以及乙肝五项指标的临床意义。 

（3）了解各种测定方法的优缺点。 

实验项目 8：单个核细胞分离实验 

2. 教学内容 

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进行细胞活力测定和细胞计数，标本为自采血。 

2.教学目标 

（1）掌握 Ficoll 密度梯度离心法的基本原理，以及该方法的注意事项； 

（2）熟悉单个核细胞计数的方法以及细胞活力检测的方法；  

实验项目 9：酶免组化技术（检测淋巴细胞表面 CD3 分子） 

1.教学内容 

通过链霉亲和素-生物素-过氧化物酶放大技术检测淋巴细胞表面 CD3 分子，标

本为自采血。 

2.教学目标 

（1）掌握酶联免疫组化技术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熟悉方法学评价和临床意义。 

（3）了解检测的注意事项及影响因素。 

实验项目 10：酶标免疫定量测定（检测人血清中 AFP 含量） 

1.教学内容 

通过 ELISA 方法定量测定人血清中 AFP 的含量，标本从临床样本筛选获得。 

2.教学目标 

（1）掌握酶标定量的原理和方法及标准曲线的绘制。 

（2）熟悉实验质控指标和数据分析。 

（3）了解 AFP 升高的临床意义。 

实验项目 11：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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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绍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 

（2）介绍待测标本处理方法及要求。 

（3）介绍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的操作流程以及设备维护。 

（4）影响检测结果的因素。 

2.教学目标 

（1）掌握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的操作技术流程及其质量控制。 

（2）熟悉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的实验原理和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的检测原理。 

（3）了解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的类型。 

实验项目 12：免疫印迹技术；斑点金免疫渗滤试验；斑点免疫层析试验 

1.教学内容 

斑点免疫层析试验检测 AFP、斑点金免疫渗滤试验检测抗 dsDNA 抗体、免疫

印迹技术检测 ENA 抗原谱。 

2.教学目标 

（1）掌握速的斑点免疫层析试验、斑点金免疫渗滤试验、免疫印迹技术的原理

和基本步骤。 

（2）熟悉方法学评价和临床意义。 

（3）了解检测注意事项及影响因素。 

实验项目 13：免疫浊度分析系统 

1.教学内容 

（1）自动化免疫浊度分析系统的简介。 

（2）介绍待测标本处理方法及要求。 

（3）介绍自动化免疫浊度分析系统的操作流程以及设备维护。 

（4）影响检测结果的因素。 

2.教学目标 

（1）掌握免疫比浊分析系统的操作技术流程及其质量控制。 

（2）熟悉速率免疫散射比浊分析系统的基本原理。 

（3）了解免疫比浊分析方法的种类。 

实验项目 14、15：淋巴细胞转化试验（1）（2） 

1.教学内容 

T 淋巴细胞转化试验 

2.教学目标 

（1）掌握淋巴细胞转化的原理和试验方法。  

（2）掌握转化的淋巴细胞形态学变化，计算淋巴细胞转化率。 

（3）了解影响淋巴细胞转化的因素。 

实验项目 16：血清总补体活性测定（CH50）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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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致敏绵羊红细胞溶血实验检测血清总补体活性。 

2.教学目标 

（1）掌握血清总补体活性测定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熟悉方法学评价和临床意义。 

（3）了解影响 CH50 结果的因素。 

实验项目 17：细胞吞噬率与吞噬指数测定 

1.教学内容 

中性粒细胞吞噬细菌的功能测定。 

2.教学目标 

（1）掌握中性粒细胞吞噬细菌后的变化，计算吞噬率和吞噬指数。 

（2）熟悉方法学评价。 

（3）了解检测注意事项及影响因素。 

实验项目 18：实验考试 

1.教学内容 

BSA 的倍比稀释和浓度测定。 

2.教学目标 

综合评价实验技能。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要求对实验名称、实验目的与要求、器材与试剂、步骤、结果、讨论和注意事项

等进行报告。 

2、考核方式 

（1） 根据出勤情况和实验报告、实验结果进行考核,占课程总成绩 10%。 

（2） 实验操作考核，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冰箱（4 台）、离心机（4 台）、恒温水浴箱（4 台）、水浴锅、隔水式电热恒温

培养箱（2 台）、电泳仪（2 台）、电泳槽（2 个）、普通光学显微镜（40 台）、倒

置显微镜（1 台）、荧光显微镜（1 台）、酶标仪（1 台）、超净台（9 台）等。 

六、 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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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免疫学与检验实验指导(第 4 版)》 刘辉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年 

2、参考书：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实验指导》 夏圣主编；江苏大学出版社；2014 年 

                                              

 

执 笔 人：何春燕   

审 批 人：朱雪明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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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学检验》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MLTA1012                     课程学分：3.5 分 

课程名称：《血液学检验》 

           （Clinical Hematolog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课程学时：36 学时                         实验学时：54 学时 

适用专业：医学检验技术 

实验室名称：检验实验室  

一、 课程简介 

《临床血液学检验》是医学检验专业学生的主要课程之一，通过实验要求学生初

步掌握血液病的实验室诊断。掌握骨髓正常血细胞（包括粒、红系、巨核系、淋巴及

单核系）的形态及特征；掌握骨髓细胞形态学诊断的方法及步骤；掌握正常骨髓象特

征；掌握缺铁性贫血、溶血性贫血、巨幼细胞性贫血的骨髓象特征及其他实验室检查；

掌握急性白血病及慢性白血病的诊断标准及骨髓象特征；了解并初步掌握 MDS 的分

型及骨髓象特征；掌握铁染色、POX 染色、PAS 染色、NAP 染色及 NSE 染色的原理、

方法及意义；掌握出血性疾病的检查方法及步骤。 

二、 实验项目和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正常血细胞形态（一） 综合性实验 3 16 必修 

2 正常血细胞形态（二） 综合性实验 3 16 必修 

3 正常骨髓象（一） 综合性实验 3 16 必修 
4 正常骨髓象（二） 综合性实验 3 16 必修 

5 
细胞内、外铁染色；缺铁性贫血形态

学检查 
综合性实验 3 16 必修 

6 溶血性贫血形态学检查；溶血检查 综合性实验 3 16 必修 

7 
巨幼细胞性贫血形态学检查；再生障

碍贫血形态学检查 
综合性实验 3 16 必修 

8 
PAS 染色；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形态学

检查 
综合性实验 3 16 必修 

9 
POX 染色；急性非淋巴性白血病形态

学检 
综合性实验 3 16 必修 

10 
NSE 染色；急性非淋巴性白血病形态

学检查 
综合性实验 3 16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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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1 
NAP 染色；慢粒白血病、慢性淋巴白

血病形态学检查 
综合性实验 3 16 必修 

12 
MDS 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及病例讨

论。 
综合性实验 3 16 必修 

13 
MM 实验室检查、少见类型白血病、

MM、恶组、NHL、PV、PT、类脂质

沉积病骨髓象演示及病例讨论 

综合性及演

示性实验 
3 16 必修 

14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形态学检查

+形态学检查复习 
综合性实验 3 16 必修 

15 
血栓与止血试验（一）：PT、TT、APTT

及 FBG 检测。 
综合性实验 3 16 必修 

16 
血栓与止血试验（二）：血浆 D-二聚

体检测、凝血因子活性检测。 
综合性实验 3 16 必修 

17 血栓与止血试验（三）：血小板聚集 演示性实验 3 16 必修 

18 形态学检查考核 实验考试 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正常血细胞形态（一）。 

1.教学内容 

血细胞的增殖与分化；血细胞发育过程形态演变规律；骨髓红系及粒系细胞形 

态学特征。 

2.教学目标 

（1）熟悉掌握血细胞形态学演变规律。 

（2）掌握红系及粒系细胞形态学特征。 

实验项目 2：正常血细胞形态（二）。 

1. 教学内容： 

骨髓巨核系、淋巴及单核系细胞及非造血细胞形态学特征。 

2. 教学目标： 

（1）熟悉非造血细胞的形态特征。 

（2）掌握巨核系、淋巴、单核系细胞以及浆细胞形态学特点， 

实验项目 3：正常骨髓象（一） 

1.教学内容 

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的方法及步骤，巨核细胞分类计数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 熟悉骨髓检查的步骤及方法， 

（2） 掌握增生程度的判断及意义，粒红比例的意义，巨核细胞分类计数

的方法。 

实验项目 4：正常骨髓象（二） 

1. 教学内容 

正常骨髓象的特征，有核细胞计数及分类方法，骨髓报告的填写。 

 



 

 26 

2. 教学目标： 

（1）熟悉：骨髓有核细胞分类计数的方法， 

（2）掌握：正常骨髓象各系各阶段细胞的比例，骨髓报告填写的步骤。 

实验项目 5：细胞内、外铁染色；缺铁性贫血形态学检查 

1. 教学内容 

IDA 的血象、骨髓象特征及其他实验室检查；铁染色的原理、方法及意义。 

2. 教学目标 

（1） 了解：铁染色的的原理、 

（2） 熟悉：IDA 的血象、骨髓象特征； 

（3） 掌握：铁染色方法及意义，以及铁染色实验结果的判断。 

实验项目 6：溶血性贫血形态学检查；溶血检查 

1. 教学内容 

溶血性贫血的分类，溶血性贫血的实验诊断及溶血检查的方法。 

2. 教学目标 

（1） 了解：溶血性疾病的检查方法与步骤 HS、HE、HST 及血红蛋白病
的实验诊断， 

（2） 熟悉：AIHA 的血象、骨髓象及其他实验室特点， 

（3） 掌握：直接抗人球蛋白实验的原理、方法及临床意义。 

实验项目 7：巨幼细胞性贫血形态学检查；再生障碍贫血形态学检查 

1. 教学内容 

MA 的血象、骨髓象及其他实验室检查，AA 的诊断标准及血象、骨髓象特

点，PRCA、AAH 的骨髓象特征。 

2. 教学目标： 

（1）了解：PRCA、AAH 的骨髓象特征。 

（2）掌握：MA 的血象、骨髓象特征，AA 的诊断标准及血象、骨髓象特点。 

实验项目 8：PAS 染色；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形态学检查 

1. 教学内容 

急性的 FAB 分型，ALL 的实验室特点，PAS 染色的方法。 

2. 教学目标 

（1） 了解 ALL 的分型及其他实验室检查。 

（2） 熟悉 PAS 染色的原理、方法及意义。 

（3） 掌握 ALL 的血象、骨髓象特征。 

实验项目 9：POX 染色；急性非淋巴性白血病形态学检 

1. 教学内容 

AML 的分型，M1、M2、M3 的实验室特点，POX 染色的方法。 

2. 教学目标： 

（1） 了解 AML 分型及其他实验室检查。 

（2） 熟悉 M1、M2、M3 血象、骨髓象特征。 

（3） 掌握 POX 染色的原理、方法、意义及结果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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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0：NSE 染色；急性非淋巴性白血病形态学检查 

1. 教学内容 

M4、M5、M6、M7 的实验室特点，NSE 染色的方法。 

2. 教学目标： 

（1） 熟悉：M4、M5、M6、M7 血象、骨髓象特征， 

（2） 掌握：NSE 染色的原理、方法、意义及结果判断。 

实验项目 11：NAP 染色；慢粒白血病、慢性淋巴白血病形态学检查 

1. 教学内容 

CGL、CLL 的诊断标准及实验室特点，NAP 染色的方法。 

2. 教学目标 

（1） 了解 CGL 及 CLL 其他实验室检查。 

（2） 熟悉 CGL、CLL 血象、骨髓象特征。 

（3） 掌握 NAP 染色的原理、方法、意义及结果判断。 

实验项目 12：MDS 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及病例讨论。 

1.教学内容 

MDS 的分型，MDS 的实验室检查，MDS-RA 与 CAA 的鉴别。 

2.教学目标 

（1）了解：MDS 分型及 MDS 实验室检查方法。 

（2）熟悉：MDS-RA 与 CAA 的鉴别。 

（3）掌握：MDS 病态血细胞形态 MDS 各型骨髓象特征。 

实验项目 13：、MM 实验室检查、少见类型白血病恶组、NHL、PV、PT、

类脂质沉积病骨髓象演示及病例讨论 

1. 教学内容： 

MM 的实验室检查，少见类型白血病、恶组、NHL、PV、PT、类脂质沉积

病骨髓象演示。 

2.教学目标： 

（1）了解少见类型白血病、恶组、NHL 骨髓象特征。 

（2）熟悉 PV、PT、类脂质沉积病骨髓象特征。 

（3）掌握 MM 的骨髓象特征及其他实验室检查。 

实验项目 14：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形态学检查+形态学检查复习 

1.教学内容 

ITP 的实验室检查，形态学复习。 

2. 教学目标 

(1) 掌握 ITP 的骨髓象特征及其他实验室检查。 

(2) 复习血细胞形态，为形态学考核做准备。 

实验项目 15：血栓与止血试验（一）：PT、TT、APTT、FBG 检测。 

1. 实验内容： 

凝血机制，出血性疾病的检查程序及方法，常规凝血检查的方法。 

2. 实验要求： 

（1） 了解：凝血机制， 

（2） 熟悉：出血性疾病的检查程序及方法， 

（3） 掌握：PT、TT、APTT、FBG 试验的原理、方法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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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6：血栓与止血试验（二）：血浆 D-二聚体检测、凝血因子活性检

测。 

1. 实验内容 

血浆 D-二聚体检测的方法及意义，凝血因子活性检测的方法。 

2. 教学目标 

（1） 熟悉：D-二聚体检测检测方法及原理 

（2） 掌握：胶乳法血浆 D-二聚体检测的程序及方法， 

（3） 掌握：因子 8 凝血活性检测的原理、方法及意义。 

实验项目 17：血栓与止血试验（二）：血小板聚集。 

1. 教学内容 

血小板聚集实验检测原理及方法。 

2.教学目标 

（1）熟悉血小板生理功能 

（2）掌握血小板聚集的原理、方法及意义， 

实验项目 18：形态学检查考核 

1. 教学内容 

对骨髓正常血细胞形态、组化染色及常见血液病骨髓象考核。 

2. 教学目标 

通过考核，了解学生对于细胞形态学学习状况及掌握程度，检验教学效果，

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要求对实验目的与要求、器材与试剂、步骤、结果、临床意义以及注

意事项等进行报告。 

2、考核方式： 

（1）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根据出勤情况和实验报告、实验结果及形态学考核进行综合评分。 

（2） 实验课考核成绩 

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显微镜 32 台，图象分析系统 1 套，多媒体教学设备 1 套。血小板聚集仪器 1 台，

离心机 4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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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1）许文荣，王建中.《临床血液学检验》第 5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2）夏薇.《临床血液学检验实验指导》第 4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2.参考书： 

（1）梁建英，吴德沛.《血液病细胞形态学诊断图谱》.安徽科技出版社.2004 

（2）叶应妩，王毓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3 版.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3）张之南，沈悌.《血液病诊断与疗效标准》第 3 版.科学出版社.2007 

 

 

 

                                          

执 笔 人：张   宏  

审 批 人：朱雪明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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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LTA1013                     课程学分：5 

课程名称： 临床检验学 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医学检验技术 

实验室名称：检验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临床检验的基础，包括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学习，以方法学评价、质

量控制、临床应用为重点。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的基本操作技能，并加深相应的基础理

论知识。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走向临床所必需的基本操作技能和理论知识。了解每

个检测项目的影响因素并具备一定的质量控制意识，学会客观的分析实验数据。掌握

一定的形态学识别技能以及仪器的使用和保养等内容。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静脉血采集、血涂片制备、微量吸管使用 验证 4 2 必修 

2 毛细血管血液采集、牛鲍计数板使用，红细胞计数 验证 4 2 必修 

3 血红蛋白测定 验证 4 2 必修 

4 血细胞比容测定、红细胞沉降率测定、网织红细胞染色制片 验证 4 2 必修 

5 网织红细胞计数、白细胞计数 验证 4 2 必修 

6 血小板计数、嗜酸性粒细胞直接计数 验证 4 2 必修 

7 白细胞分类计数 验证 4 2 必修 

8 血细胞分析仪的性能评价 验证 4 2 必修 

9 血细胞分析仪的临床应用与质量控制 验证 4 2 必修 

10 尿液理化性质检查 验证 4 2 必修 

11 尿液沉渣显微镜检查 验证 4 2 必修 

12 尿液干化学分析及质量控制 验证 4 2 必修 

13 尿液沉渣仪的应用及尿液沉渣定量分析 验证 4 2 必修 

14 浆膜腔积液，脑脊液检查 验证 4 2 必修 

15 粪便检查及乳醚试验 验证 4 2 必修 

16 精液及阴道分泌物检查 验证 4 2 必修 

17 脱落细胞学检查 验证 4 2 必修 

18 实验考核 考试 4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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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静脉血采集、血涂片制备、微量吸管使用 

1.教学内容：静脉血采集、血涂片制备、微量吸管使用。 

2.教学目标：掌握静脉血采集的方法，血涂片制备的方法，微量吸管使用的方法。 

实验项目 2：毛细血管血液采集、牛鲍计数板使用，红细胞计数 

1.教学内容：毛细血管血液采集、牛鲍计数板使用，红细胞计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毛细血管血液采集方法。 

(2)掌握：牛鲍计数板使用方法和原理，红细胞计数的方法和原理。 

实验项目 3：血红蛋白测定 

1.教学内容：血红蛋白测定。 

2. 教学目标： 

（1）了解血红蛋白的结构。 

（2）熟悉血红蛋白的生理功能。 

（3）掌握血红蛋白测定的原理和方法，评价该方法的优缺点。 

实验项目 4：血细胞比容测定、红细胞沉降率测定、网织红细胞染色制片 

1.教学内容：血细胞比容测定、红细胞沉降率测定、网织红细胞染色制片。 

2. 教学目标： 

（1）了解血细胞比容的概念、红细胞沉降率的机理。 

(2)熟悉红细胞沉降率的影响因素。 

(3)掌握血细胞比容测定的方法和原理、红细胞沉降率测定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网织红细胞染色

制片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5：网织红细胞计数、白细胞计数 

1.教学内容：网织红细胞计数、白细胞计数。 

2. 教学目标： 

(1)了解白细胞计数的影响因素。 

（2）熟悉网织红细胞的各种形态。 

（3）掌握网织红细胞计数的方法，白细胞计数的方法及质量控制。 

实验项目 6：血小板计数、嗜酸性粒细胞直接计数: 

1. 教学内容：血小板计数、嗜酸性粒细胞直接计数。 

2. 教学目标： 

（1）了解血小板、嗜酸细胞的发育规律。 

（2）熟悉血小板、嗜酸细胞计数的影响因素。 

（3）掌握血小板计数、嗜酸性粒细胞直接计数方法，认识血小板和嗜酸性粒细胞。 

实验项目 7：白细胞分类计数 

1. 教学内容：白细胞分类。 

2. 教学目标： 

（1）了解白细胞的发育规律。 

（2）熟悉白细胞的各种形态。 

(3)掌握血细胞涂片染色技术，认识外周血细胞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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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8：血细胞分析仪的性能评价 

1. 教学内容：血细胞分析仪性能评价。 

2. 教学目标： 

(1)了解血细胞性能评价的要求。 

（2）熟悉血细胞性能评价的方法。 

（3）掌握血细胞分析仪的操作，了解血细胞分析仪性能评价的方法。 

实验项目 9：血细胞分析仪的临床应用与质量控制 

1. 教学内容：血细胞分析仪的临床应用与质量控制 

2. 教学目标： 

（1）了解血细胞分析仪的全程质量控制。 

（2）熟悉血细胞分析仪的原理、临床应用。 

（3）掌握血细胞分析仪的临床应用要点和全程质量控制。 

实验项目 10：尿液理化性质检查 

1. 教学内容：尿液理化性质检查 

2. 教学目标： 

（1）了解尿液理化检查的原理。 

（2）熟悉尿液理化检查的方法。 

（3）掌握尿液标本采集方法、基本理学检查，部分化学检查的手工方法，和方法学评价。 

实验项目 11：尿液沉渣显微镜检查 

1. 教学内容：尿液沉渣显微镜检查 

2. 教学目标： 

掌握尿沉渣制备方法、认识尿沉渣形态。 

实验项目 12：尿液干化学分析及质量控制 

1. 教学内容：尿液干化学检查的方法和质量控制。 

2. 教学目标： 

（1）了解各种尿液干化学检查的原理。 

（2）熟悉尿液干化学仪的检测原理。 

（3）掌握尿液干化学检查的影响因素，及质量控制要点。 

实验项目 13：尿液沉渣仪的应用及尿液沉渣定量分析 

1. 教学内容：尿液沉渣仪的种类介绍，尿沉渣工作站的使用。 

2. 教学目标： 

（1）了解各种尿沉渣仪的原理和优缺点。 

（2）熟悉尿沉渣仪的临床应用。 

（3）掌握尿沉渣仪的方法学比较。 

实验项目 14：浆膜腔积液，脑脊液检查 

1. 教学内容：浆膜腔积液，脑脊液检查。 

2. 教学目标： 

（1）了解浆膜腔积液、脑脊液的概念。 

（2）熟悉浆膜腔积液和脑脊液检查的检测方法。 

（3）掌握浆膜腔积液，脑脊液检查的各项指标的临床意义及鉴别诊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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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5：粪便检查及乳醚试验 

1. 教学内容：粪便检查的隐血试验、乳糜试验。 

2. 教学目标： 

（1）了解各种病理性的粪便外观。 

（2）掌握粪便检查隐血试验的方法学评价、正确操作乳糜试验。 

实验项目 16：精液及阴道分泌物检查 

1. 教学内容：精液及阴道分泌物检查 

2. 教学目标： 

（1）了解精液、阴道分泌物的标本采集方法。 

（2）掌握精液检查的标本采集注意事项。掌握精子的计数方法，活力判断，存活率计算。阴道

分泌物检查的方法，清洁度判断，认识真菌等病原体。 

实验项目 17：脱落细胞学检查 

1. 教学内容：脱落细胞检查。 

2. 教学目标： 

（1）了解脱落细胞检查的制备和染色方法。 

（2）掌握常见的脱落细胞形态，认识肿瘤细胞的特点。 

实验项目 18：实验考核 

1. 教学内容：对本课程的实验进行考核并对本学期的教学进行评估。 

2. 教学目标：考核。计分。总结。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本课程要求每次实验都写实验报告，要求写出实验内容、实验结果、及讨论分析。 

2、 考核方式 

（1）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采用操作及图片认识相结合。 

（2） 当场评分，以操作要点设定考核分数，正确得分不正确不得分，图片符合标准答案得分，

不符合不得分，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冰箱、全自动血球分析仪（一台）、全自动凝血分析仪（一台）、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一

台）、尿液干化学分析仪（一台）。多媒体互动教室两套。 

六、 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临床基础检验学技术》主编：许文荣。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出版年份 2015。  

《临床基础检验学技术实验指导》主编：林东红。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出版年份 2015。 

2、 参考书：《临床检验基础》第五版。主编：刘成玉。2012 年出版。 

 

 

 

 

 

执 笔 人：潘   扬   

审 批 人：朱雪明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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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LTA1014                   课程学分：2.0 

课程名称（中/英）：Clinical Molecular Biolog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医学检验技术 

实验室名称：检验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在学生已学习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课程的基础上进行。分子生物学是

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为更好地将课堂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着重对学生进行分

子生物学检验技术基本技能的训练，使学生加深对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基本理论的理

解。通过实验教学，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的科学作风和认真细致的实验习惯；培

养学生熟练掌握基本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操作技能，巩固课堂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学会
正确记录和处理实验数据，并正确表达分析结果，启发学生思维，加强学生综合分析

能力的培养，为今后从事医学检验和科研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质粒 DNA 的分离与纯化 综合性 3 3-4 必修 

2 
质粒 DNA 纯度与浓度检测，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质

粒 DNA 
综合性 3 3-4 必修 

3 
常规 PCR 和荧光定量 PCR 检测质粒 DNA 中的目的

基因 
综合性 3 3-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质粒 DNA的分离与纯化 

1.教学内容 

碱裂解法制备质粒 DNA 

2.教学目标 

（1）掌握碱裂解法小量制备质粒的原理和方法 

（2）熟悉质粒 DNA 性状 

（3）了解质粒 DNA分离纯化的其它方法，如 SDS 法、煮沸法、酚氯仿裂解法等 

实验项目 2：质粒 DNA纯度与浓度检测，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质粒 DNA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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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裂解法制备质粒 DNA；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质粒 DNA 的浓度和纯度；琼脂糖

凝胶电泳分离 DNA  

2.教学目标 

（1）掌握分光光度法鉴定 DNA 浓度和纯度的原理和方法；掌握琼脂糖凝胶电

泳分离 DNA 的原理和方法 

（2）熟悉核酸浓度鉴定和纯度鉴定的常用方法；熟悉质粒 DNA 在琼脂糖凝胶

电泳中分离的常见构型 

（3）了解用于检测核酸浓度的常见染料；了解琼脂糖电泳常见的电泳缓冲液 

实验项目 3：常规 PCR 和荧光定量 PCR 检测质粒 DNA 中的目的基因 

1.教学内容 

配制 PCR 反应体系；设置 PCR 反应程序；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 PCR 产物；配

制荧光定量 PCR 反应体系；设置荧光定量 PCR 反应程序 

2.教学目标 

（1）掌握 PCR 技术及荧光定量 PCR 的基本原理；掌握 PCR 及荧光定量 PCR

反应体系的建立；掌握 PCR 仪的参数设定方法 

（2）熟悉 PCR 操作过程；熟悉荧光定量 PCR 仪的参数设定方法 

（3）了解 PCR 技术及荧光定量 PCR 技术的质控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根据出勤情况和实验报告、实验结果进行考核。 

2.实验课考核成绩： 

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DNA 扩增仪（1 台），荧光定量 PCR 仪（1 台），凝胶电泳成像系统（1 套），

高速离心机（2 台），制冰机（1 台），紫外分光光度计（1 台），冰箱（-80℃、-20℃、

4℃各 1 台），超净工作台（1 台），恒温培养箱（1 台），恒温气浴摇床（1 台），

恒压恒流电泳仪（1 台），水平电泳槽（2 只），微波炉（1 台），可调移液器（2～
1000μl）（数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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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府伟灵、黄君富，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2.参考书：J.萨姆布鲁克、D.W.拉赛尔等著，黄培堂等译，分子克隆实验指南（第三

版），科学出版社，2002 年 

                                              

 

执 笔 人：王爱东   

审 批 人：朱雪明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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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仪器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LTA1015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检验仪器分析/ Laboratory Instrumentation 

课程学时：18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临床检验技术 

实验室名称：检验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实验要求学生对以下方面了解与掌握检验仪器：在微生物方面主要要掌握

自动化血培养系统的操作步骤，熟悉各种报警信号的含义及其干扰因素，掌握

MicroScan AS-4 自动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的鉴定板原理，熟悉操作步骤，熟悉 CO2

孵育箱的使用，了解 CO2 培养箱的维护保养程序，了解 API 20A 厌氧菌鉴定系统；

在生化检验仪器方面主要有生化仪的操作流程、仪器性能及日常维护；免疫学方面主

要有酶标仪的使用；临检方面主要为血球仪和尿沉渣仪的使用与维护；质谱仪、色谱

仪主要是临床见习，参观相关的仪器设备操作与维护。通过实验教学，培养学生实事

求是、严谨的科学作风和认真细致的实验习惯；培养学生熟练掌握基本的检验仪器技

术操作技能，巩固课堂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学会正确记录和处理实验数据，并正确表

达分析结果，启发学生思维，加强学生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为今后从事医学检验工

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常用微生物检验仪器

的使用与维护 
演示 3 15 必修 

2 生化仪的应用 演示 3 15 必修 

3 
BIO-RAD 酶标仪的维

护与使用 
演示 3 15 必修 

4 血细胞分析仪的校准 演示 3 15 必修 

5 
质谱仪、色谱仪的操作

与维护 
见习 3 3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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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常用微生物检验仪器的使用与维护 

1.教学内容 

掌握自动化血培养系统的操作步骤，熟悉各种报警信号的含义及其干扰因

素，掌握 MicroScan AS-4 自动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的鉴定板原理，熟悉操作步

骤，熟悉 CO2 孵育箱的使用，了解 CO2 培养箱的维护保养程序，了解 API 20A

厌氧菌鉴定系统。 

2.教学目标 

熟练掌握自动化血培养系统的操作步骤，熟悉各种报警信号的含义及其干

扰因素，掌握 MicroScan  AS—4 自动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的鉴定板原理，熟悉

操作步骤，熟悉 CO2 孵育箱的使用，了解 CO2 培养箱的维护保养程序，了解

API 20A 厌氧菌鉴定系统。 

实验项目 2：生化仪的应用 

1.教学内容 

AU 5400 OLYMPUS 生化仪、雅培 AEROSET 生化仪的操作与维护。 

2.教学目标 

熟悉生化仪的操作流程、仪器性能及日常维护。 

实验项目 3：  

1.教学内容 

酶标仪的性能验证。 

2.教学目标 

掌握酶标仪的基本维护与操作和性能验证。 

实验项目 4：血细胞分析仪的校准 

1.教学内容： 

演示血细胞分析仪的校准的流程。 

2.教学目标 

通过实验掌握血细胞分析仪的基本结构、技术原理、校准步骤及注意点。 

实验项目 5：质谱仪、色谱仪的操作与维护的见习 

1.教学内容 

质谱仪、色谱仪的操作与维护的见习 

2.教学目标 

掌握质谱仪和色谱仪的基本仪器结构、技术原理和应用范围。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根据出勤情况和实验报告、实验结果进行考核。 

2.实验课考核成绩： 

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实验考核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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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MENS 自动微生物鉴定药敏分析仪一台、BACTEC 9120 全自动血培养仪一

台、AU 5400 OLYMPUS 生化仪一台、雅培 AEROSET 生化仪一台、雅培血球仪一台，

尿沉渣仪一台、BIO-RAD 酶标仪一台、质谱仪（1 台）、色谱仪（1 台）、低温高速

离心机（1 台）、高速离心机（1 台）、制冰机（1 台）、紫外分光光度计（1 台）、

冰箱（-80℃、-20℃、4℃各 1 台）、超净工作台（1 台）、恒温培养箱（1 台）、恒

温水浴箱（1 台）、恒温气浴摇床（1 台）、制胶微波炉（1 台）、可调移液器（0.5～

1000μl）数套，等。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暂无 

2、参考书： 

1.《临床检验仪器与技术》第一版，樊绮诗等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 年 3 月； 

2.《临床检验仪器学》第二版，曾照芳等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年 1 月； 

3.《临床检验仪器实验指导》第一版，曾照芳等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年 7 月； 

4.《临床免疫学与检验》第四版，王兰兰等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 年 7 月； 

5.《仪器分析》杨根元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年 8 月； 

6.《现代医学实验仪器及应用》诸葛洪祥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 年 9 月； 

 

执 笔 人：秦陈浩   

审 批 人：朱雪明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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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核医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NUMD1005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 临床核医学 Clinical Nuclear Medicine                      

课程学时： 33                            实验学时：3 

适用专业：核医学专业 

实验室名称：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核医学科 

一、课程简介 

核医学是利用核素及其标记物进行临床诊断、疾病治疗以及生物医学研究的一门学科，是核

科学技术与医学相结合的产物，是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医院的临床工作中已经形成了由

核医学专科实施核医学诊断治疗工作的体系。核医学见习的主要目的是在学习核医学理论

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学生对核医学的感性认识，帮助学生巩固包括核物理、核

药学、核仪器、放射性核素显像与治疗以及体外标记免疫分析技术等在内的已学理论

知识，了解作为一名合格的核医学科医师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与基本技能。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核医学科室介绍 综合性 1 10-15 必修 

2 
放射性核素显像与

治疗 
演示性 1 10-15 必修 

3 标记免疫分析技术 综合性 1 10-15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核医学科介绍 

1.教学内容 

1）核医学科的组成和主要工作内容； 

2）核医学科常用设备与用途； 

3）放射性核素的来源，放射性药物的制备与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核医学科的组成、科室空间布局与分区； 

（2）熟悉核医学的常用设备及用途，放射性药物的标记与使用。 

 

实验项目 1：放射性核素显像及治疗 

1.教学内容 

（1)病人预约和登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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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状腺摄碘率测定； 

（3)SPECT/CT 的构造、成像原理，同普通 ECT 及 PET/CT 的区别； 

（4）常见疾病的图像采集及图像后处理； 

（5）常见疾病图像分析及报告书写； 

（6）核素治疗在甲状腺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规诊疗项目及流程； 

（2）熟悉 SPECT/CT 的结构及成像原理，摄碘率测定的方法； 

（3）掌握 SPECT/CT 图像采集与处理，核医学报告书写规范，甲亢、甲癌和多

发性骨转移癌的放射性核素治疗的适应症和治疗方法， 

实验项目 3：体外标记免疫分析 

1.教学内容 

（1）标记免疫分析样本的种类，样本的整个处理流程：样本的接收、编号、分

类及检测； 

（2）放免与免放的原理及操作方法的演示（加样、温育、分离、测量及数据处
理），强调操作过程中尽量减少人为操作致的误差； 

（3）化学发光与电化学发光设备的基本原理和操作过程； 

（4）PCR 扩增检测项目内容及操作过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体外标记免疫分析的质量控制指标及方法，以及定标曲线的意义； 

（2）熟悉体外标记免疫分析技术的类型，PCR 的操作流程； 

（3）掌握竞争法体外标记免疫和非竞争法体外标记免疫分析的基本原理。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书写见习报告，要求学生根据见习内容写出见习报告，以书面形式交给带教老师，

作为学期末考试评分的参考。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医疗设备名称 数量 

SPECT/CT 1 

放射性核素活度计 1 

甲功仪 1 

通风橱 2 

表面沾污仪 1 

袖珍辐射探测仪 2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6 

PCR 仪 1 

放射免疫 γ 计数仪 2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李少林,王荣福主编.核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 

2.参考书： 

http://book.kongfz.com/author/y0zk674ek5c11k6797kff0ck738bk8363k79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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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我,强亦忠主编.核药学教程.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7 年. 

（2）李龙,杜明华主编.检验核医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年. 

 

 

                                              

执 笔 人：杨 仪   

审 批 人：刘 增礼   

完成时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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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疗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NUMD1006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放射治疗学/Radiotherapy Oncology    

课程学时：   27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 核医学 

实验室名称：苏州市肿瘤放射治疗学重点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放疗设备的参观、学习；常见病种放射治疗的介绍等。 

教学目标：了解放射治疗科的主要设备及肿瘤患者在接受放疗时的操作流程。 

教学要求：1.了解放射治疗的基本过程 

          2.掌握放射治疗的基本原则 

          3.了解在放射治疗过程中各个操作环节的注意事项 

          4.了解几种常见病种的放射治疗方法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放疗设备的参观、学习 综合性 3 17 必修 
2 常见病种放疗的介绍（一） 综合性 3 17 必修 
3 常见病种放疗的介绍（二） 综合性 3 17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放疗设备的参观、学习 

1.教学内容 

参观 CT 模拟定位机、放疗计划系统、放疗网络系统、医用直线加速器等放疗

设备。 

2.教学目标 

（1）了解患者进行 CT 模拟定位的必要性、方法、操作规范及注意事项。 

（2）熟悉患者肿瘤区 GTV、临床靶区 CTV 及计划靶区 PTV 的含义及常见病种

各个靶区的勾画方法。 

（3）掌握患者在放射治疗时的流程及各个流程中的关键技术。 

 

实验项目 2：常见病种放疗的介绍（一）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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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的放射治疗。 

2.教学目标 

（1）了解乳腺癌在定位时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2）熟悉乳腺癌术后患者肿瘤靶区的勾画 

（3）掌握根治术后的乳腺癌患者与保乳术后的乳腺癌患者在接受放射治疗时应

分别注意的事项 

实验项目 3：常见病种放疗的介绍（二） 

1.教学内容 

食管癌的放射治疗。 

2.教学目标 

（1）了解 

食管癌在定位时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2）熟悉 

食管癌术后患者肿瘤靶区的勾画 

（3）掌握 

食管癌患者在接受放射治疗时应注意的事项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笔试（60 分合格）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CT 模拟定位机（1 台） 

2、直线加速器（2 台） 

3、放疗计划系统（3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肿瘤放射治疗学（第 2 版），徐向英、曲雅勤主编 

2.参考书： 

崔念基，卢泰祥，邓小武主编.实用临床放射肿瘤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执 笔 人：周钢   

审 批 人：田野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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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材料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ORAM1007                   课程学分：1.5 分 

课程名称：口腔材料学 

课程学时：18                           实验学时：12 

适用专业：口腔医学 

实验室名称：口腔教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口腔材料学是口腔医学与材料科学之间的界面学科，是涉及材料内部结构及材

料性能与其应用之间依存关系的一门学科，是口腔医学的基础课程，它主要涉及物

理学、化学、工程学和材料科学以及生物医学基础和临床的内容。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模型材料 

1.教学内容：讲解口腔模型材料产品和临床制品，示教几种口腔模型材料的使用

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用口腔模型材料的主要组成和主要性能特点 

（2）熟悉各类口腔模型材料的名称和主要用途 

实验项目 2：印模材料 

1.教学内容：同学结对互取牙列阴模，并灌制各人牙列的石膏模型 

2.教学目标： 

（1）熟悉藻酸盐印模材料、熟石膏模型材料的使用方法。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模型材料 综合性 2 24 必修 

2 印模材料 综合性 2 24 必修 

3 义齿基托树脂 综合性 2 24 必修 

4 光固化材料 综合性 2 24 必修 

5 银汞合金 综合性 2 24 必修 

6 水门汀材料 综合性 2 24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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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藻酸盐印模材料，熟石膏模型材料的凝固时间、凝固过程、凝固特点。 

（3）了解藻酸钾、藻酸钠印模材料的组成成分及性能特点。 

实验项目 3：义齿基托树脂 

1.教学内容：在石膏模型上制作自凝树脂基托 

2.教学目标： 

（1）熟悉自凝型义齿基托树脂的操作，使用方法 

（2）掌握树脂调和物变化的六个阶段，每阶段的特点、时间及注意事项 

（3）熟悉自凝树脂的组成成分及性能特点 

实验项目 4：光固化材料 

1.教学内容：让学生使用光固化树脂进行窝洞充填 

2.教学目标： 

（1）熟悉光固化材料的临床使用方法和使用范围 

（2）掌握影响光固化材料固化的因素 

实验项目 5：银汞合金 

1.教学内容：让学生使用银汞合金进行窝洞充填 

2.教学目标： 

（1）了解银汞合金调拌器和胶囊的正确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6：水门汀材料 

1.教学内容：用各种水门汀材料在石膏模型上进行垫底及窝洞充填 

2.教学目标： 

（1）了解不同种类的水门汀粘固粉的临床适用范围 

（2）掌握各种水门汀的调拌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不设专门考试，以平时实验报告成绩为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口腔修复技工桌 24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赵信义主编，《口腔材料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 6 月出版 

 

执笔人：宋丽娟 

审批人：葛自力 

完成时间：201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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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内科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ORAM1009                      课程学分：7 分 

课程名称：口腔内科学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口腔医学 

实验室名称：口腔教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作为口腔临床医学专业的必修主干课程，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牙体牙髓病，牙

周病及口腔粘膜病等口腔内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治和预防，为进入口腔临床独

立工作奠定重要基础，以培养出掌握口腔内科基本理论、基本操作技能、并具有一

定科研基础知识的口腔内科实用性人才。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参观口内门诊 演示性 4 24 必修 

2 龋洞洞型认识、石膏牙下 6颌面洞型制备 综合性 4 24 必修 

3 石膏牙上 6 II 类洞型制备 综合性 4 24 必修 

4 牙科治疗设备的工作原理和保养知识 演示性 4 24 必修 

5 仿真牙 1 III 类洞型制备 综合性 4 24 必修 

6 仿真牙 6 4洞型制备 综合性 4 24 必修 

7 仿真牙窝洞垫底 综合性 4 24 必修 

8 切牙切角缺损  洞型制备 综合性 4 24 必修 

9 开髓术 综合性 8 24 必修 

10 根管预备 综合性 4 24 必修 

11 根管消毒术 综合性 4 24 必修 

12 根管糊剂充填 综合性 4 24 必修 

13 龈上洁治术 综合性 4 24 必修 

14 龈下洁治术 综合性 4 24 必修 

15 根尖切除术、龈切除术、翻瓣术 综合性 4 24 必修 

16 牙周手术 综合性 4 24 必修 

17 考试 离体牙洞型制备 综合性 4 24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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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参观口内门诊 

1.教学内容：讲解口腔内科门诊遇到的常见病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用口腔内科门诊的常见病 

（2）了解口腔门诊常见器械 

实验项目 2：龋洞洞型认识、石膏牙下 6 颌面洞型制备 

1.教学内容：讲解龋洞洞型，在石膏牙上制备颌面洞 

2.教学目标： 

（1）掌握 I-V 类洞型的分类 

实验项目 3：石膏牙上 6 II类洞型制备 

1.教学内容：在石膏模型上雕刻 II 类洞 

2.教学目标： 

（1）掌握 II 类洞的制备要点及注意事项 

实验项目 4：牙科治疗设备的工作原理和保养知识 

1.教学内容：讲解牙科治疗设备的工作原理和保养知识 

2.教学目标： 

（1）熟悉牙科治疗设备的保养知识 

（2）掌握牙科治疗手机车针的拆卸及治疗台的使用 

实验项目 5：仿真牙 1 III类洞型制备 

1.教学内容：使用手机在仿真牙 1 上制备 III 类洞 

2.教学目标： 

（1）掌握 III 类洞的制备方法及注意要点 

实验项目 6：仿真牙 6 4洞型制备 

1.教学内容：使用手机在仿真牙 4、6 上制备洞型 

2.教学目标： 

（1）掌握 I\II\IV\V 类洞的制备方法及注意要点 

实验项目 7：仿真牙窝洞垫底 

1.教学内容：使用水门汀为仿真牙上的窝洞进行垫底 

2.教学目标： 

（1）掌握常用水门汀的使用范围 

（2）掌握水门汀垫底的操作技巧 

 

实验项目 8：切牙切角缺损洞型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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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使用手机在切牙上制备 III\IV 类洞 

2.教学目标： 

（1）掌握切牙切角缺损的制备洞型。 

实验项目 9：开髓术 

1.教学内容：讲解各牙齿的开髓要点，并使用手机在离体牙上行开髓术 

2.教学目标： 

（1）熟悉各牙的髓腔特点及制备要点 

（2）掌握开髓术的操作要求 

实验项目 10：根管预备 

1.教学内容：使用根尖锉完成根管预备 

2.教学目标： 

（1）熟悉根尖锉的使用方法及根管预备的流程 

（2）掌握根管预备的常见方式及预备时的要点 

实验项目 11：根管消毒术 

1.教学内容：使用根管消毒药物对预备好的根管进行消毒 

2.教学目标： 

（1）掌握常用的根管消毒药物 

（2）熟悉根管消毒的操作要领 

实验项目 12：根管糊剂充填 

1.教学内容：用根管糊剂对消毒好的根管进行充填 

2.教学目标： 

（1）掌握根管充填的时机 

（2）熟悉常用的根管充填方式及操作步骤 

实验项目 13：龈上洁治术 

1.教学内容：使用龈上洁治器械在牙模上进行洁治操作 

2.教学目标： 

（1）熟悉各种龈上洁治器械的使用手法 

（2）熟悉龈上洁治的操作要领 

实验项目 14：龈下洁治术 

1.教学内容：使用龈下洁治器械在牙模上进行洁治操作 

2.教学目标： 

（1）熟悉各种龈下洁治器械的使用手法 

（2）熟悉龈下洁治的操作要领 

 

实验项目 15：根尖切除术、龈切除术、翻瓣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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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观看根尖切除术、龈切除术、翻瓣术录像 

2.教学目标： 

（1）了解根尖切除术、龈切除术、翻瓣术的相关操作 

实验项目 16：考试 离体牙洞型制备 

1.教学内容：使用快速手机一次性完成离体牙 II 类洞型制备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试为操作考占实验总成绩 30%，平时实验报告成绩占实验总成绩 7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口腔模拟治疗系统 26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 

（1）樊明文主编，《牙体牙髓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年 11 月出版 

（2）孟焕新主编，《牙周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 年 5 月出版 

 

 

执笔人：汤晓华 

审批人：葛自力 

完成时间：201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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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颌面外科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ORAM1011                    课程学分：7 分 

课程名称：口腔颌面外科学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口腔医学 

实验室名称：口腔教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口腔医学五年制本科生的口腔颌面外科教学强调口腔颌面外科基础知识，基本

操作技能的掌握。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应用口腔颌面外科知识，初步实践，掌握

口腔颌面外科的基本操作技能。实验课与理论课同步进行。牙及牙槽外科和口腔颌

面部炎症、损伤等章节的教学，着重基本操作技能，对肿瘤、涎腺疾病、颞下颌关
节疾病、神经疾病、先天性及后天性畸形和缺损等，强调病历书写、专科检查、治

疗设计等实验，实现既有重点，又有面广的特点。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口腔颌面外科临床检查 综合性 4 24 必修 

2 几项基本操作技术 综合性 4 24 必修 

3 口腔颌面部局部麻醉 综合性 4 24 必修 

4 牙拔除术的步骤和方法 综合性 4 24 必修 

5 各类普通牙拔除术 综合性 4 24 必修 

6 阻生牙拔除术和牙槽骨修整 综合性 4 24 必修 

7 种植外科 综合性 4 24 必修 

8 口腔颌面部感染 综合性 4 24 必修 

9 口腔颌面部损伤 综合性 4 24 必修 

10 牙及牙槽骨损伤的诊断与处理 综合性 4 24 必修 

11 颌骨骨折的诊断与处理 综合性 4 24 必修 

12 口腔颌面部肿瘤 综合性 4 24 必修 

13 教学查房 演示性 4 24 必修 

14 唾液腺疾病 综合性 4 24 必修 

15 颞下颌关节疾病 演示性 4 24 必修 

16 神经疾患 综合性 4 24 必修 

17 先天性唇裂 综合性 4 24 必修 

18 先天性腭裂 综合性 4 24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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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口腔颌面外科临床检查 

1.教学内容：口腔、颌面部、颈部、颞下颌关节、唾液腺检查；书写门诊病历一

份 

2.教学目标： 

（1）掌握口腔颌面部的检查方法和病史书写基本格式。 

实验项目 2：几项基本操作技术 

1.教学内容：口腔颌面部消毒铺巾技术；头面部基本包扎技术；几种基本手术操

作技术，常用手术器械识别。 

2.教学目标： 

（1）掌握口腔颌面部的消毒铺巾法，以及基本包扎和手术操作技术，常用手术

器械识别及其使用方法，切开、缝合、打结及拆线方法。。 

实验项目 3：口腔颌面部局部麻醉 

1.教学内容：结合头颅标本复习三叉神经解剖；示教各种局部麻醉的方法和步骤；

同学互相注射阻滞麻醉。 

2.教学目标： 

（1）熟悉口腔各种局麻的方法和步骤 

（2）掌握下牙槽神经阻滞麻醉 

实验项目 4：牙拔除术的步骤和方法 

1.教学内容：识别拔牙及牙槽外科手术器械；示教拔除术的步骤和方法；仿头模

上实习各类牙钳和牙挺的握持与操作。 

2.教学目标： 

（1）熟悉拔牙术中的步骤和操作要点。 

（2）掌握拔牙器械的握持与操作 

实验项目 5：各类普通牙拔除术 

1.教学内容：示教各类普通牙拔除法；示教残根或断根拔除法；仿头模上实习各

类普通牙拔除。 

2.教学目标： 

（1）熟悉各类普通牙拔除的过程与特点 

（2）初步掌握普通牙拔除术的操作 

实验项目 6：阻生牙拔除术和牙槽骨修整 

1.教学内容：示教近中斜位、水平及垂直阻生牙的拔除方法；复习牙槽骨修整术

的适应证；示教牙槽骨修整术的手术步骤。 

2.教学目标： 

（1）了解下颌阻生牙拔除术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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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牙槽骨修整术的目的、手术时间和手术步骤。 

实验项目 7：种植外科 

1.教学内容：观看种植外科录像。 

2.教学目标： 

（1）了解种植外科的手术原则，手术步骤和特点 

实验项目 8：口腔颌面部感染 

1.教学内容：示教颌面部间隙感染的病史采集、检查及治疗原则；急性下颌智齿

冠周炎病例诊治示教；脓肿切开引流示教（录像）。 

2.教学目标： 

（1）了解口腔颌面部感染的病例诊治 

（2）熟悉脓肿口内外切开引流术的操作步骤。 

实验项目 9：口腔颌面部损伤 

1.教学内容：口腔颌面损伤临床病病例诊治示教；口腔颌面损伤录像。 

2.教学目标： 

（1）熟悉各类口腔颌面部损伤及其处理特点。 

实验项目 10：牙及牙槽骨损伤的诊断与处理 

1.教学内容：复习牙及牙槽骨损伤的检查方法及 X 线表现；在牙颌模型上实习牙

及牙槽骨损伤后的结扎方法。 

2.教学目标： 

（1）熟悉牙松动、脱位及牙槽骨骨折的 X 线表现，诊断、处理原则及固定方法。 

实验项目 11：颌骨骨折的诊断与处理 

1.教学内容：阅读上、下颌骨、颧骨、颧弓等骨折的 X 线片；在牙颌模型上实习

牙弓夹板的外形弯制、结扎和橡皮圈牵引。 

2.教学目标： 

（1）熟悉颌骨骨折的 X 线表现 

（2）掌握颌间牵引固定方法 

实验项目 12：口腔颌面部肿瘤 

1.教学内容：示教活组织检查方法；示教口颌颈部肿物和淋巴结的检查方法； 

头颈肿瘤手术录像。 

2.教学目标： 

（1）熟悉口颌颈部肿物、淋巴结的检查方法及不同性质肿瘤的影像学表现。 

实验项目 13：教学查房 

1.教学内容：查房，病例分析；正确的读片方法及不同性质肿瘤的 X 线、CT 和
MRI 表现；专科病史书写。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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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头颈肿瘤专科病史的采集、检查及病历书写 

实验项目 14：唾液腺疾病 

1.教学内容：实习检查唾液腺专科情况；示教病例；唾液腺影像学读片：咬合片、

正常及异常腮腺造影正侧位片、腮腺肿瘤的 CT 和 MRI 影像特点；专科病史书写；

唾液腺疾病手术录像。 

2.教学目标： 

（1）掌握唾液腺专科疾病的病史采集、检查及病历书写 

（2）熟悉正常及常见唾液腺疾病的影像学特点。。 

实验项目 15：颞下颌关节疾病 

1.教学内容：示教颞下颌关节专科病例，同学互相检查；读片：正常关节、关节

紊乱综合征、关节强直的影像学特点；专科病史书写；颞下颌关节强直手术录像。 

2.教学目标： 

（1）掌握颞下颌关节专科病例的病史采集、检查及病历书写 

（2）熟悉正常及常见关节疾病的影像学特点。 

实验项目 16：神经疾患 

1.教学内容：示教三叉神经痛专科病例；示教周围性面瘫的典型病例；专科病史

书写。 

2.教学目标： 

（1）掌握三叉神经痛专科病史的采集、检查及病历书写。 

实验项目 17：先天性唇裂 

1.教学内容：在模型上完成唇裂修复术 

2.教学目标： 

（1）掌握唇裂专科病例的采集、检查及病历书写，熟悉常见疾病的影像学特点。 

实验项目 18：先天性腭裂 

1.教学内容：在模型上完成腭裂修复术 

2.教学目标： 

（1）掌握腭裂专科病例的采集、检查及病历书写，熟悉常见疾病的影像学特点。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不设专门考试，以平时实验报告成绩为准 

七、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牙科治疗椅，一次性口腔检查盘，头颅标本，仿头模，牙颌模型，弹性树脂牙托 

各种类型拔牙及手术器械：牙钳、牙挺、骨凿、骨锉、刮匙、骨膜剥离器、咬骨

钳、血管钳、持针器、刀柄、刀片、缝针、组织剪、线剪等。 

牙弓夹板，钢丝剪，结扎丝，橡皮圈。 

消毒巾，巾钳、绷带，消毒棉球和纱布，手套，指套，海绵，麻醉剂，注射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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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针筒，碘仿纱条，明胶海绵，碘酊、酒精、双氧水等。 

录像带：口腔颌面部损伤，口腔颌面部肿瘤，唾液腺疾病，颞下颌关节疾病，唇

腭裂，牙颌面畸形、口腔颌面部后天畸形和缺损。 

X 线片：典型牙及牙槽骨损伤，上、下颌骨、颧骨、颧弓等骨折，咬合片、正常

及异常腮腺造影正侧位片、腮腺肿瘤的 CT 和 MRI，不同性质肿瘤的 X 线、CT 和

MRI，正常颞下颌关节、关节紊乱综合征、关节强直，牙颌面畸形。 

图  片：三叉神经分布，唇腭裂，牙颌面畸形。 

八、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张志愿主编，《口腔颌面外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年 5 月出版 

 

 

 

执笔人：肖  灿 

审批人：葛自力 

完成时间：201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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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修复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ORAM1012                    课程学分：6 分 

课程名称：口腔修复学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08 

适用专业：口腔医学 

实验室名称：口腔教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口腔修复学是研究用符合生理的方法，修复口腔及颌面缺损的一门学科，实践

性很强。通过实验要求学生紧密结合所学基本理论知识，掌握各类修复体的制作方

法和操作要领，不断提高基本操作技能，为临床实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口腔修复实验准备 综合性 4 24 必修 

2 模型和印模 综合性 4 24 必修 

3 可摘局部义齿的制作 综合性 40 24 必修 

4 全口义齿的制作 综合性 40 24 必修 

5 前牙烤瓷全冠制作备牙 综合性 4 24 必修 

6 后牙烤瓷全冠制作备牙 综合性 4 24 必修 

7 烤瓷全冠制作临时冠 综合性 8 24 必修 

8 纤维桩制作 综合性 4 24 必修 

五、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口腔修复实验准备 

1.教学内容：讲解常见的口腔修复材料产品和临床制品。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用口腔修复材料及使用要求 

实验项目 2：模型和印模 

1.教学内容：同学结对互取牙列阴模，并灌制各人牙列的石膏模型 

2.教学目标： 

（1）熟悉藻酸盐印模材料、熟石膏模型材料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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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修复模型修整的要求。 

实验项目 3：可摘局部义齿的制作 

1.教学内容：制作一个可摘局部义齿 

2.教学目标： 

（1）熟悉可摘局部义齿的制作流程 

（2）掌握导线的概念，熟悉导线的绘制 

（3）了解卡环弯制的要点及蜡牙的雕刻技巧 

（4）了解基托的制作技巧 

实验项目 4：全口义齿的制作 

1.教学内容：制作一副全口义齿 

2.教学目标： 

（1）掌握边缘线的绘制要求 

（2）熟悉测颌的方法及操作要点 

（3）熟悉全口义齿排牙的要求 

实验项目 5：前牙烤瓷全冠制作备牙 

1.教学内容：使用手机在前牙牙模完成牙体预备 

2.教学目标： 

（1）掌握前牙牙体预备的技巧 

实验项目 6：后牙烤瓷全冠制作备牙 

1.教学内容：使用手机在后牙牙模完成牙体预备 

2.教学目标： 

（1）掌握前牙牙体预备的技巧 

实验项目 7：烤瓷全冠制作临时冠 

1.教学内容：在预备好的牙体上制作临时冠 

2.教学目标： 

（1）熟悉常用的临时冠制作材料 

（2）熟悉临时冠的制作流程 

实验项目 8：纤维桩制作 

1.教学内容：纤维桩制作示教 

2.教学目标： 

（1）了解纤维桩的适应症及制作流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不设专门考试，以平时实验报告成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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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口腔修复技工桌 24 台，口腔模拟教学系统 26 套 

十、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赵铱民主编，《口腔修复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年 5 月出版 

 

 

 

执笔人：杨建新 

审批人：葛自力 

完成时间：201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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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口腔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ORAM1014                    课程学分：1.5 分 

课程名称：儿童口腔学 

课程学时：24                            实验学时：12 

适用专业：口腔医学 

实验室名称：口腔教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儿童口腔医学是研究胎儿至青少年口腔器官的生长发育、保健和疾病防治的口腔

医学分支学科。作为口腔医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儿童口腔医学是以处于生长发育阶

段的儿童和青少年为对象，研究其口腔范围内之牙、牙列、颌骨及软组织等的形态和

功能，诊断、治疗和预防其口腔疾病及畸形，使之形成有健全功能的咀嚼器官。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门诊见习（儿童行为管

理和口腔卫生宣教） 
演示性 3 24 必修 

2 
乳牙牙体解剖及乳恒

牙鉴别 
综合性 3 24 必修 

3 
乳磨牙标准二类洞的

预备 
综合性 3 24 必修 

4 间隙管理 综合性 3 2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门诊见习（儿童行为管理和口腔卫生宣教） 

1.教学内容：讲述临床中常见儿童的三种性格类型及特点，练习针对不同儿童应

采取的接待方法和儿童牙科诊疗过程中医护人员的语言行为。学习讲授儿童期口腔卫

生保健知识及其对家长进行相关教育的课程。 

2.教学目标： 

（1）学习儿童牙科临床工作中不同类型儿童患者的接待方法。 

（2）了解儿童时期口腔卫生健康宣教及家长教育的意义，掌握其原则和主要内

容。 

 

实验项目 2：乳牙牙体解剖及乳恒牙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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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在石膏模型上辨认各个乳牙，熟悉其解剖标志及其与恒牙的不同点。

观察乳牙牙髓腔解剖形态及乳牙牙根吸收的标本或幻灯片，与恒牙牙髓腔区别。 

2.教学目标： 

（1）掌握乳牙解剖外形及其髓腔形态的特点。 

（2）熟悉乳牙牙根发生生理性吸收的变化特点。 

（3）掌握各乳牙牙根生理性吸收开始的年龄及其临床上进行牙髓治疗的时期。 

实验项目 3：乳磨牙标准二类洞的预备 

1.教学内容：在石膏模型上制备 II 类洞。 

2.教学目标： 

（1）掌握乳牙 II 类窝洞制备的原则和要求。 

（2）掌握乳牙洞型制备过程中的操作步骤、方法及注意事项。 

实验项目 4：间隙管理 

1.教学内容：丝圈式缺隙保持器的制作。 

2.教学目标： 

（1）熟悉缺隙保持器的种类； 

（2）掌握缺隙保持器的适应症及作用； 

（3）熟悉丝圈式缺隙保持器的制作。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不设专门考试，以平时实验报告成绩为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口腔模拟教学系统 26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葛立宏主编，《儿童口腔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 2 月出版 

 

执笔人：宋卫健 

审批人：葛自力 

完成时间：201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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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正畸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ORAM1034                   课程学分：1.5 分 

课程名称：口腔正畸学 

课程学时：30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口腔医学 

实验室名称：口腔教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实验，初步了解 X 线头影测量中常用标志点的定位，常用的平面

的组成和意义；掌握 Hawley 保持器的结构和制作方法。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X 线头影测量 综合性 3 24 必修 

2 Hawley 保持器的制作 综合性 3 24 必修 

六、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X 线头影测量 

1.教学内容：示教 X 线头影测量的常用标志点，常用平面及常用的角、线距等项目。

在 X 线头颅侧位片上进行常用标志点，常用平面描迹及常用的角、线距测量等项目。 

2.教学目标： 

通过示教和学生实习，初步了解 X 线头影测量中常用标志点的定位，常用的平

面的组成和意义。 

实验项目 2：Hawley 保持器的制作 

1.教学内容：示教弯制单臂卡、双曲唇弓等固位体，实习弯制单臂卡、双曲唇弓

等固位体及 Hawley 保持器的制作。 

2.教学目标： 

（1）熟悉 Hawley 保持器的基本结构及使用。 

（2）掌握 Hawley 保持器的结构和制作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不设专门考试，以平时实验报告成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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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读片灯 2 台，三德钳、日月钳、铅笔、三角板、量角器、自凝牙托粉、液、石膏

模型等 24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傅民魁主编，《口腔正畸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 年 10 月出版 

 

 

 

                                              

执 笔 人：王  勇 

审 批 人：葛自力 

完成时间：2016年 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