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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毕业实习目的要求和管理

（一）目的要求

毕业实习是学生达到培养目标完成教学计划所规定的重要阶段，是整个教学过程中是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通过实习，使学生所学的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从而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组织领导

1.在分管院长的领导下，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负责具体组织安排。其他有关部门及实习医

院予以密切配合和支持，其主要任务：

（1）制定实习计划。

（2）审核各学科的实习大纲。

（3）组织教务人员及辅导员，经常深入实习医院，掌握学生情况，协助实习医院做好实习生管

理工作。

（4）检查实习计划执行情况，解决实习中存在的问题。

（5）制订和检查实习期间的政治思想教育计划执行情况。

2.实习医院受学校委托对实习生全面负责和统一安排。

3.实习科室是直接指导毕业实习的教学组织，由科室主任负责领导工作，并组织全科人员

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4.主管实习教师的主要任务

（1）负责安排实习生，介绍科室情况、职责范围。

（2）关心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检查实习生劳动纪律和服务态度。

（3）检查实习大纲完成情况，解决存在问题。

（4）实习结束时根据《毕业实习成绩评定标准》，会同具体带教教师评定实习生的实习成绩和

工作表现。

5.实习生组织

实习生以所在医院为单位成立实习队，每队设正、副队长各一人，队长、副队长职责如下：

（1）经常了解同学思想状况、要求及意见，定期向实习科室主管实习教师、医院科教科、系部

及学院汇报同学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2）实习生中出现事故和财产设备损坏，除立即向主管实习教师报告外，应即刻报告系部学院。

（3）负责做好考勤工作。

（4）副队长协助队长开展工作，队长缺席时由副队长代理队长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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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习生守则

(一)实习生受学校和实习医院双重领导，遵守学生守则条款和实习医院规章制度。

(二)学生到达实习岗位后在政治思想、业务学习、生活等方面应服从实习单位的党政领导，及

时主动完成带教老师安排的各项任务。

(三)实习生在工作和学习中必须谦虚谨慎，刻苦认真，循序渐进，养成理论联系实际与实事求

是的良好学风，反对脱离实际，好高鹜远，单纯追求技术操作，忽视基本功训练的顷向。

(四)凡属实习医院保密范围的科研内容、医院统计数字、病人医疗情况等不得向外泄露。

(五)所进行的一切实验、数据、报告须如实记录，严禁弄虚作假，涂改伪造。

(六)实习生不得擅自签发报告，化验报告的发出需先经带教老师同意并签名。

(七)采取标本和进行技术操作必须经带教老师同意，并经带教老师指导，不得自作主张，不能

有因个人学习而损害病人健康的行为。

(八)对病人要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对脑脊液、骨髓液等难以获取的标本要余量留存，妥善保管

以备异常情况出现时复核或作其它检验之用。

(九)确有需要对病人进行体检，询问病史时要得到临床医生的同意。

(十)发现烈性传染病阳性标本时应立即报告带教老师。

(十一)传染性标本、污染器械要按常规消毒和处理。使用腐蚀性试剂必须按规范进行操作。

(十二)实习中如出现事故，除必须立即报告带教老师外，还应立即向主管实习老师医院科教科

和系部报告，以便妥善处理。

(十三)要爱护实习单位的一切财物，如有损坏应按实习单位规定的赔偿制度进行赔偿和处理。

(十四)精密仪器和贵重试剂须先经带教老师同意方可使用。

(十五)实习生是早上和下午必须至少提前十分钟上班，做好准备工作，交班和接班时对正在进

行的工作要交接清楚。

(十六)实习生因事暂离开岗位要向带教老师(或本室其他老师)说明去向，下班前须向带教老师

扼要汇报一天工作情况，经带教老师同意方可下班。

(十七)实习生下班前应整理好实验工作台，清洁实验器材，归放所有物品，做好清洁卫生工作，

检查门窗、水、电、煤气。

(十八)积极参加实习单位各项活动，包括劳动、爱国卫生、宣教学习和业务讲座，不迟到、不

早退、不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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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习生考勤及请假制度

为了保证毕业实习质量，加强实习生的组织纪律，实习生考勤和请假制度规定如下：

（一）实习生实行上班考勤制度。实习队正副队长必须认真负责地做好考勤工作。如实填写《考

勤登记表》，每周请带教老师及科主任核实签章，每两周统计汇总一次报送医院科教科和系部备案。

（二）实习生除因病或有特殊原因外，原则上不准请假，请假必须持有关证明向科主任或主管

实习教师请假。未办妥请假手续或叫别人代请假就离开医院的，一律按旷课论处。

（三）国家规定的各种节假日（包括周休日）和平时轮休，实习生应就地休息，不得擅自离开

医院驻地，否则均按旷课论处，若确有特殊原因离开驻地，亦须办妥请假手续后方准离开。

（四）实习生没有寒暑假。春节期间轮休由各医院或科室具体安排。就业双向选择阶段原则上

只许请假一天，请假时间为面试一天，另加路途所须时间。

（五）请假手续：请参照《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实习请假流程图》（附件 2）。

（六）单科专业实习缺勤 1/3 者需补足实习时数；缺实习达实习总周数 1/3 者按有关规定作休

学处理。

（七）实习生旷课一天按 8 学时计算；晚上值班按 3 学时计算；迟到或早退半小时以内，每次

按旷课 2 学时计算；迟到、早退在半小时以上，每次按旷课 4 学时计算；晚上不在实习队宿舍住宿，

擅自在外过夜一次按旷课 2 学时计算。实习期间，凡旷课累计达到下列学时者，给予相应处分：

1．10~19 学时者，给予警告处分；

2．20~29 学时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3．30~39 学时者，给予记过处分；

4．40~49 学时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5．50 学时（含 50 学时）以上者，给予勒令退学处分。

四、毕业实习成绩评定与管理

(一)毕业实习期间需要评定成绩的有五门专业课：临床检验基础、临床生物化学、临床免疫学、

临床微生物学、临床血液学。

(二)每门专业课成绩由两部分构成：实习成绩占 50％；理论考试成绩占 50％。

(三)实习成绩

实习成绩由两部分构成：实验操作考试占 40％，平时实习成绩占 60％。

1．实验操作考试：在最后一轮实习结束前一周，各实习医院检验科自行组织操作考试，成绩以

100 分计算。并将考试成绩填人由检验系统一印制的“医学检验专业实习操作考试成绩登记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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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实习医院检验科、科教科公章寄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办公室。

2．平时实习成绩：在 36 周轮转结束后，由检验科主任召集有关带教老师严格掌握评分标准(见

附件)，进行无记名测评。并将测评成绩填入由检验系统一印制的“医学检验专业平时实习成绩测评

表”加盖实习医院检验科、科教科(医务科)公章寄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办公室。

(四)理论考试

在实习结束后，由学院组织命题，集中学校统一考试。

(五)理论考试和实习成绩必须都达到 60 分以上，才能按各占 50％折合为总成绩。理论考试或

实习成绩不及格者，若按各占 50％折合后在 50 分以上，则总成绩仅计为 60 分。若折合后在 60 分

以下，则总成绩为不及格。

(六)凡毕业实习成绩不及格者，根据情况给予补实习(或补考)或按学籍管理规定作结业处理。

附件：平时实习成绩评分标准

1．优秀(85-_90 分)

理论知识扎实，实验技能强。能将理论知识很好地运用于实际工作，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

严谨的科学态度。工作认真、勤奋、积极主动。

2．良(75—84 分)

理论知识掌握较好，实验技能较强，基本上能将理论知识正确运用于实际工作，具有一定的独

立工作能力。工作认真主动。

3．中(60-74 分)

理论知识掌握一般，实验技能一般。主动性不够。尚能达到实习的基本要求。

4．差(59 分以下)

理论知识掌握差，实验技能差，理论与实际脱节，主动性差，学习不虚心，工作马虎敷衍，不

能达到实习基本要求。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其平时实习成绩将下调一个等级。

1．违反操作规程造成严重后果者。

2．作弄、侮辱、故意损害病人者。

3．严重违反尊师要求者。

4．有旷实习等严重违反纪律行为者。

5．由于过失造成公物严重损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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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毕业实习计划及实施意见

(一)毕业实习计划

内容 临检 免疫 血液 微生物 生化 血库

周数 6 6 6 6 6 2

说明 每两周一个轮转。每轮转都可以按排入科劳动 2—3 天。

(二)实施意见为使学生通过实习基本掌握综合性医院检验技术，并了解其原理和临床意义，正

确使用实验室的各种仪器，掌握规范化的操作技术，了解实验质量控制的要求，初步具备独立工作

的能力，特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1．注意掌握检测项目的实验原理、操作要点、影响因素、结果判断及解释。各种实验项目均以

手工操作为主，在熟练掌握手工操作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自动化仪器的应用，不能以可出报告

为满足。

2．充分应用学过的专门知识，注意将实验室与临床有机结合，使实验室更好地为临床服务。

3．主动做一些方法学的试验，特别是标准曲线和干扰试验。

4．了解技术质量控制在医学检验中的意义，并掌握进行质量控制的方法。

5．实验操作须规范、准确、熟练，以减少误差。

6．带教老师要经常进行补充性小讲课，系统地介绍一些方法的原理，操作特点，注意事项。

7．带教老师对实习生平时操作应有质控监督，检验学生的操作熟练程度和精确程度，以保证检

验质量。

8．带教老师应经常对实习生所学知识，进行抽查，以督促学生不断地复习、巩固和提高。

9．实习生不能满足于操作，应加强理论学习，同学之间应互相交流学习体会，包括举行读书报

告会，锻炼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表达能力。

10．实习生应主动提出疑问，也可对方法的改进提出建设性意见。

11．最迟在最后一轮实习开始时，即应实行毕业论文选题，具体由实习生与有关指导教师共同

商定。

12．各实习医院可酌情少量调整实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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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毕业实习内容

临床检验基础

一、要求熟练掌握的项目

（一）标本的采集方法

毛细血管采血及静脉采血

各种抗凝剂的正确使用

（二）常规检验

1．血常规

白细胞计数+分类（显微镜法、血细胞分析仪法）

血片的制作与染色

红细胞、网织红细胞、血小板计数（显微镜法、血细胞分析仪法）

血红蛋白测定

血常规结果报告+临床意义

2．尿常规

尿液理学检验

尿液化学检验（尿干化学法的原理、操作注意事项、要求镜检规则、干扰因素分析）

尿沉渣检验（显微镜法、尿沉渣分析仪法）

尿细胞、管型和结晶的辨认

尿妊娠免疫试验

尿乳糜试验

尿常规结果报告+临床意义

3．粪常规

显微镜检查辨认细胞、细菌、真菌、寄生虫、食物残渣；隐血试验。

粪便常规结果报告+临床意义

4．血沉

5．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查

涂片制作+清洁度判断（辨认细胞、细菌、真菌、阴道毛滴虫）

6．前列腺液检查

涂片制作+镜检（辨认细胞、卵磷脂小体、前列腺颗粒细胞、精子、阴道毛滴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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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精液

理学检查、显微镜检查、精子计数

（三）仪器使用

1．临检实验室管理制度

2．以上项目应掌握手工法和仪器法检测；熟悉手工法和仪器法的分析原理；检验仪器的一般使

用、维护和方法学评价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二、要求基本掌握的项目

1．脑脊液常规检查：理学检验、蛋白定性测定、细胞计数、显微镜检验

2．胸、腹水检查：理学检验、粘蛋白定性测定、细胞计数、显微镜检验

3. 血液流变学测定

4．外周血异常红细胞、异常白细胞、寄生虫辨认

5. 血细胞分析仪直方图、散点图的临床应用；血细胞分析仪结果的显微镜复检规则。

三、一般了解项目

1．血块收缩试验

2．红斑狼疮细胞检查

3．1小时尿中有形成分计数

4．尿含铁血黄素检查

5．痰液结核菌检查

6．胃液、十二指肠液检查

7. 血细胞分析仪的校准

临检工作中采血技术是一项基本功，要求学生在此项内容上注意熟练掌握，操作 50 份以上并作

记录；对于使用抗凝剂、标本放置时间、报告中直方图的解释也应了解；尿液沉渣镜检技术同样应

熟悉，各实习单位对此内容要举办相应讲座，学生要作笔记。

临床血液学检验

一、要求熟练掌握的内容

各种疾病的骨髓象变化特点及与其他疾病的鉴别，熟练掌握以下检验项目的操作技能，结果判

断。

1．形态学部分：

疾病：

缺铁性贫血 1 份 再生障碍性贫血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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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性贫血 l 份 巨幼细胞性贫血 1 份

急 粒 1 份 急 淋 1 份

急 单 1 份 急 粒 单 1 份

急早粒 1 份 慢 粒 l 份

慢 淋 1 份 ITP 1 份

多发性骨髓瘤 1 份

检验项目：

推 片（血片+髓片） 骨髓检查方法

骨髓报告单的书写 8 次 骨髓象分析 8 次

POX 染色 5 次 瑞氏染色 60 次

骨髓细胞内、外铁染色 5 次

2．生化部分

①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 ②抗人球蛋白试验

③高铁血红蛋白还原试验 ④糖水溶血试验

3．止血与凝血部分：

①出血时间、凝血时间 ② PT、APTT、TT、Fig(纤维蛋白原)

③3P 试验、FDP、D-二聚体

4．凝血分析仪使用

①血液实验室管理制度

②熟悉凝血仪器的分析原理；凝血仪器的一般使用、维护和方法学评价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二、要求基本掌握内容

1．形态学部分：

疾病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1 份

慢性急变 l份 淋巴肉瘤白血病 1份

红白血病 l份 脾功能亢进 1份

检验项目

PAS 染色、NAE 染色、NAP 染色

2．生化部分：

①酸溶血试验 ②抗碱 Hb 测定

3．出血与凝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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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纠正试验、凝血酶+纠正时间、复钙交叉

三、一般了解内容

1．形态学部分

疾病

粒细胞减少症 骨髓增殖性疾病

检验项目

SB 染色 醋酸 AS—D萘酯染色

氯醋酸 AS—D 萘酯染色

2．生化部分

血红蛋白电泳

3．止血与凝血部分

①TEG 血栓弹力试验 ② AT-Ⅲ测定

③Ⅷ：C ④ VWF：Ag

⑤t-PA、PAI ⑥ PS、PC

四、输血及其它方面

1．必须掌握的内容

输血科的基本任务和职责；

常用血液成分的种类、应用和保存条件；

ABO 血型的正反定型和解释；

Rh(D)抗原的鉴定和判断；

交叉配血试验；

抗人球蛋白配血试验

2．应该了解的内容

输血工作的组织概况

血液的采集和成分分离

血型抗体的检查和鉴定(包括放散试验、吸收试验、中和试验等)

筛选健康献血员的常用检查项目和方法

输血反应的调查

新生儿溶血症的检查

3．适当安排小讲课活动，内容可围绕实习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新的进展进行自选，如血液保存

进展；成分输血；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抗性鉴定；抗体放散试验的选用和比较；溶血性输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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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查等。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

第一部分：要求熟练掌握的内容

一、细菌学基本技术

(一)形态学检查技术

1．不染色标本的检查：

(1)悬滴法观察细菌动力

(2)细菌、真菌生理盐水湿片镜检

2．细菌常用的染色法检查

(1)单染色法：

吕氏美蓝染色法

墨汁染色法：找新型隐球菌

(2)复染色法：

革兰染色：每个待鉴定菌株均需经革兰氏染色镜检。

抗酸染色

(二)培养基的制备

1．常用培养基的配制：基础培养基、血平板、SS 平板麦康凯等常用培养基。生化反应培养基

及特殊培养基的配制。

2．常用指示剂配制。

(三)培养技术

1．实验室常用的各种消毒方法及无菌技术。

2．接种针及接种环的制作及使用。

3．生物安全柜、超净工作台及无菌室正确使用。

4．各种标本的接种及细菌培养鉴定法。

(1)各种标本接种对应培养基的选择

①血液标本 ②粪便标本 ③脓液及创伤感染标本 ④咽拭子 ⑤脑脊液 ⑥尿液标本及菌落计数

⑦痰液、支气管分泌物及菌落计数 ⑧各种药敏试验

(2)不同标本的平板分区划线接种。

(3)固体斜面培养基、半固体和液体培养基(包括各种生化反应鉴定培养基)的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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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常规需氧培养方法、CO2细菌培养法。

(四)生化鉴定试验项目

常用生化反应试验项目包括：糖(醇)类发酵试验，糖代谢类型试验、靛基质试验，VP 试验，枸

椽酸盐利用试验，尿素酶试验，精氨酸双水解酶试验，硫化氢试验，尿素酶试验，硝酸盐还原试验，

Optochin 敏感试验，胆盐溶菌试验，七叶苷水解试验，触酶试验，凝固酶试验，氧化酶试验，DNA

酶试验等。

(五)编码鉴定技术：肠杆菌科、非发酵菌、弧菌科的编码鉴定。

(六)血清学鉴定

常用细菌血清学鉴定技术(玻片凝集或试管凝集法)。

其它血清学鉴定试验：支原体凝聚试验、肥达氏试验、外斐氏试验。

(七)药敏试验：K-B 法，常用耐药机制，如 MRSA 和 ESBLS 检测。

二、常见细菌的鉴定及临床意义：

(一)化脓性球菌的鉴定：微球菌属、葡萄球菌属、链球菌属(A 群、B 群、D 群和肺炎链球菌)。

奈瑟菌属(脑膜炎奈瑟菌和淋病奈瑟菌)。

(二)肠道菌科各菌属的鉴定：埃希菌属、志贺菌属、沙门菌属、克雷伯菌属、肠杆菌属、沙雷

菌属、变形杆菌属和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

(三)非发酵菌的鉴定：铜绿假单胞菌、荧光假单胞菌、嗜麦芽糖窄食单胞菌、洋葱假单胞菌和

腐败假单胞菌。产碱杆菌、不动杆菌各鉴定。

(四)弧菌科的鉴定：霍乱弧菌、副溶血弧菌、拟态弧菌、气单胞菌属和邻单胞菌属。

(五)白假丝酵母菌(及其他常见假丝酵母菌)的鉴定，新型隐球菌的鉴定。

(六)弯曲菌属鉴定：依据各院实验开展情况确定。但要了解常规培养法及其他间接鉴定方法。

三、生物安全相关知识

第二部分 要求一般掌握项目

一、生化鉴定项目

丙二酸盐利用试验，苯丙氨酸脱氨酸试验，β-半乳糖苷酶试验，明胶液化试验。霍乱红试验，

马尿酸盐水解试验，CAMP 试验，鲎试验等。

二、药敏试验

（一）MRSA 初筛、确证试验

（二）β-内酰胺酶初筛、确证试验

（三）E-test 药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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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一般了解项目

(一)厌氧培养及微需氧培养技术。

(二)微生物自动化接种培养、鉴定和药敏系统。

(三)细菌鉴定

1．嗜血杆菌属鲍特菌属、棒状杆菌属、需氧芽胞杆菌属、麻风杆菌。

2．厌氧菌(消化球菌、消化链球菌、脆弱类杆菌、产气荚梭菌、破伤风梭菌及艰难梭菌)。

3．诺卡菌、阴道加德纳菌、产单核李斯特菌。

(四)其他微生物

1．支原体及螺旋体检查。

2．皮肤丝状菌检查。

(五)药敏试验：

稀释法(液体稀释法和琼脂稀释法)和联合药敏试验。

(六)耐药基因检测

(七)常用染色液配制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

一、要求熟练掌握的内容

（一）肝功能实验检测及临床意义：

1．蛋白质测定：TP、Alb、A/G；血清蛋白电泳（了解原理，操作根据实际情况）

2．TBil、DBil

3．ALT、AST

4. ALP、GGT

（二）肾功能实验检测及临床意义：

1．BUN、Cr

2．UA

（三）血脂测定

1．TC 、TG

2．HDL-c、LDL-c

3. ApoA、ApoB

（四）无机离子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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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
+
、Na

+
、Cl

—

2． Ca
2+
、PO4、Mg

2+

3．HCO3

—

（五）糖类测定

1．GLU

2．葡萄糖耐量

3．糖化血红蛋白

（六）心肌酶测定

1．LD

2．CK、CK-MB

（七）其它特殊检测

1．CSF 生化：蛋白质、糖、氯化物

2．浆膜腔积液生化：蛋白质、糖、乳酸脱氢酶

3．Amy

（八）离心机的使用和维护

（九）生化质量控制的基本方法

以上部分说明：

1)结合处理标本、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检验报告核发。

2)将质量控制理论及实际应用结合于以上工作中，要求熟练掌握，并作笔记。

3)生化分析仪(半自动、全自动)原理和使用由各实习单位讲座并见习，作笔记，时间一周。

二、一般了解的内容

（一）内分泌功能测定

1．甲状腺激素：T3、T4、FT3、FT4、TSH

2．性腺激素：FSH、LH、E2、HCG

3．其它：尿香草扁桃酸测定、17-KS 、17-OHCS

（二）肾功能

1．内生肌酐清除率

2．胱抑素 C

（三）蛋白质试验

1.24 小时尿液蛋白定量

2．前白蛋白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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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机离子测定

1．血清铁和总铁结合力

2．血清锌、血清铜、血清铅等微量元素测定

（五）糖类测定

尿糖测定

（六）血清酶测定

1．LDH 同工酶

2．5’-核苷酸酶

3．CHE

（七）肝功能

1．总胆汁酸

2．血氨

（八）血气分析

血气标本的检测及临床意义

血气分析仪的使用

说明：

1）上述项目属一般了解内容，要求同学根据各单位开展情况作一般了解，作笔记。

2）凡有开展以上项目的单位，手工操作要求同学作十例以上并写笔记。

临床免疫学检验

一、熟练掌握的项目及临床意义

1．1gG、IgA、IgM、C3、C4 的测定

2．心肌损伤指标：肌钙蛋白 I 、肌钙蛋白 T、肌红蛋白、C-反应蛋白(CRP) 、B 型利钠肽或氨

基末端-B 型利钠肽前体。

3．抗-HIV 抗体测定；EB 病毒壳抗原 IgA 抗体(VCA-IgA)测定

4．乙肝 “二对半” (HBsAg、HBsAb、 HBeAg、 HBeAb、 HBcAb)

5．肿瘤标志物(AFP、CEA．等)

6．抗核抗体(ANA)测定

7．梅毒筛查及抗体确认试验

8．甲肝抗体、丙肝抗体

9．优生优育指标：弓形虫、巨细胞病毒、风疹病毒、单纯疱疹病毒等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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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降钙素原

以上部分说明：

1)结合处理标本、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检验报告核发。

2)将质量控制理论及实际应用结合于以上工作中，要求熟练掌握，并作笔记。

3)各种免疫分析仪(半自动、全自动)原理和使用，由各实习单位讲座并见习，作笔记。

二、基本掌握的项目

1．ENA 抗体谱测定

2．抗双链 DNA(dsDNA)测定

3．流式细胞术检测：T细胞亚群 CD3、CD4、CD8

4．k 轻链(KAP)、λ轻链(I．AM)测定

5．特定蛋白的测定：

铜蓝蛋白(CER)、β2-微球蛋白(β2-MG )、血/尿转铁蛋白(TRF/TRV)

6．血清总 IgE 测定

7．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测定

8．戊肝抗体测定

9．总补体活性测定(CH50)

三、一般了解的项目

1．单向琼脂扩散法

2．免疫电泳测异常免疫球蛋白

3．荧光标记免疫技术

4．血清免疫固定电泳：如 M-蛋白分型

七、入科劳动

一、目的

通过跟班劳动向工勤人员学习，尊重体力劳动，了解工勤人员工作的各个环节。

二、要求：

通过劳动要求达到下列目标：

1．了解各种污物最有效的处理方法。

2．了解检验科管理中如何制订工勤人员工作条例。

3．掌握实验用器材清洗和处理的要求及其对实验质量的重要意义。

三、补充性讲课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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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内容：

玻璃器皿特殊处理的要点及方法。

附 1：二年制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毕业实习成绩登记表

附 2：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实习请假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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