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 验 室 基 本 情 况 一 览 表

学  院 实验室名称 所在楼宇 房间编号 可容纳人数 所承担实验课程

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
室

基础实验中心 102,103,104,105,107,109 每房间可容纳32人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

形态学实验室 基础实验中心
307，309，311，313，315，
317，319，321，314，318 每房间可容纳32人 形态学，细胞生物学，病理学，组织胚胎学，神

经生物学，遗传学

病原实验室 基础实验中心
203，205，207，209，215，
217，219，221 每房间可容纳32人 微生物，免疫，寄生虫

机能实验室 基础实验中心
407，409，411，413，415，
417，419，421 每房间可容纳32人 机能实验学Ⅰ，机能实验学Ⅱ，生理学，药理，

病理生理，医学机能学，机能实验学

解剖实验室 解剖楼

203，205，211，213，219，
216，305，311，313，319，
318，312，310

每房间可容纳32人 人体解剖学，系统解剖学，局部解剖学，断面影
响解剖学，艺术解剖学，形态学（解剖部分）

生物技术实验室 基础实验中心 117 可容纳32人 药用植物学，综合课程设计I，生物化学，细胞生
物学，普通生物学，生物工程下游技术

生物医学工程实验室 基础实验中心 115 可容纳32人 综合课程设计Ⅱ，信号与系统实验，计算机接口
技术实验

生物技术实验室 基础实验中心 121 可容纳32人 药物设计创新实验Ⅱ，生物化学

生物技术实验室 基础医学院 148 可容纳32人 基因工程制药，生物技术综合实验Ⅰ，自主实验
Ⅲ

生物技术实验室 基础实验中心 121 可容纳32人 药物设计创新实验I

生物医学工程实验室 基础实验中心 112 可容纳32人 传感器实验，单片机实验，综合课程设计Ⅴ，电
路原理实验

生物技术实验室 基础医学院 148 可容纳32人 动物细胞培养与细胞工程，细胞工程与制药

生物技术实验室 基础医学院 154 可容纳32人 微生物发酵工程，微生物工程制药

生物技术实验室 基础医学院 117 可容纳32人 生物医学创新实验

生物技术实验室 基础实验中心 135 可容纳32人 生物医学创新实验

生物技术实验室 基础实验中心 133 可容纳32人 生物医学创新实验



学  院 实验室名称 所在楼宇 房间编号 可容纳人数 所承担实验课程

检验医学院

医用物理实验室1 检验医学院楼 408 可容纳16人 医用物理学、医学影像物理学与电子学

医用物理实验室2 检验医学院楼 410 可容纳16人 医用物理学、医学影像物理学与电子学

医用物理实验室3 检验医学院楼 412 可容纳16人 医用物理学、医学影像物理学与电子学

医用物理实验室4 检验医学院楼 423 可容纳16人 医用物理学、医学影像物理学与电子学

电子及影像实验室1 检验医学院楼 415 可容纳16人 医用电子学、医学影像物理学与电子学

电子及影像实验室2 检验医学院楼 419 可容纳16人 医用电子学、医学影像物理学与电子学

医学检验综合实验室 1 检验医学院楼 112 可容纳36人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实验

诊断科研训练

医学检验综合实验室2 检验医学院楼 208 可容纳36人
临床检验学实验、血液病理实验、实验诊断科研
训练、临床血液学和血液检验，输血和输血技

术，血液病理

医学检验综合实验室3 检验医学院楼 212 可容纳32人 基础化学、有机化学、空气检测、食品检测

医学检验综合实验室4 检验医学院楼 219 可容纳32人 无机与物化、分析化学

医学检验综合实验室5 检验医学院楼 221 可容纳32人 无机与物化、分析化学

医学检验综合实验室6 检验医学院楼 223 可容纳32人 基础化学、有机化学、

医学检验综合实验室7 检验医学院楼 225 可容纳32人 基础化学、有机化学、

医学检验综合实验室8 检验医学院楼 318 可容纳64人 医学免疫学、免疫学检验、实验诊断科研训练

医学检验综合实验室9 检验医学院楼 319 可容纳32人
微生物学及微生物学检验、卫生微生物学及检验
、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诊断科研训练

分析测试实验室1 检验医学院楼 110 可容纳8人 仪器分析化学、生物材料

分析测试实验室2 检验医学院楼 108 可容纳8人 仪器分析化学、空气检测、水质检测

分析测试实验室3 检验医学院楼 106 可容纳8人 仪器分析化学、生物材料

分析测试实验室4 检验医学院楼 104 可容纳8人 仪器分析化学

分析测试实验室5 检验医学院楼 102 可容纳8人 仪器分析化学、空气检测、水质检测

天平室 检验医学院楼 216 可容纳16人 基础化学、无机与物化

人文与社会科

学学院

心理学实验室 教学楼F区 F210 可容纳40人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1

心理学实验室 人文学院楼 130 可容纳40人 认知心理学/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测量学

心理学实验室 教学楼F区 F212 可容纳40人 实验心理学

模拟法庭 人文学院楼 365 可容纳32人 法学30余门专业课实践教学



学  院 实验室名称 所在楼宇 房间编号 可容纳人数 所承担实验课程

公卫学院

预防医学暨食品质量与安全
实验室

基础实验中心 123 可容纳32人 卫生学实验（饮用水消毒）

预防医学暨食品质量与安全
实验室

基础实验中心 125 可容纳32人 卫生微生物实验

预防医学暨食品质量与安全
实验室

基础实验中心 131 可容纳32人 案例讨论、膳食调查

预防医学暨食品质量与安全
实验室

基础实验中心 133 可容纳32人 营养与食品卫生实验

预防医学暨食品质量与安全
实验室

基础实验中心 135 可容纳32人 卫生学实验（空气中有害气体检测）

预防医学暨食品质量与安全
实验室

基础实验中心 137 可容纳32人 卫生毒理学实验

药 学 院

药学综合实验室1 药学院楼 101 可容纳32人 药剂学

药学综合实验室8 药学院楼 102 可容纳32人 药物分析学

药学综合实验室2 药学院楼 103 可容纳32人 体内药物分析学、生物药剂学、药代动力学、组
织细胞培养技术

药学综合实验室3 药学院楼 105 可容纳32人 生药学

药学综合实验室4 药学院楼 107 可容纳32人 药剂学、药物分析学、生物药剂学

药学综合实验室6 药学院楼 111 可容纳32人 天然药物化学

药学综合实验室7 药学院楼 134 可容纳32人 药物化学

口腔医学院

口内实验室 口腔学院楼 223 可容纳33人 口腔内科学实验

口修实验室 口腔学院楼 227 可容纳32人 口腔修复学实验

正畸实验室 口腔学院楼 225 可容纳33人 口腔正畸学实验

口腔临床教学实验室 口腔学院楼 123 可容纳32人 留学生实验课程

口外实验室 口腔学院楼 206 可容纳32人 口腔颌面外科学实验



学  院 实验室名称 所在楼宇 房间编号 可容纳人数 所承担实验课程

艺术学院

服装工作室 艺术学院楼 东-1，101 可容纳30人；20人 所有服装专业课

形象设计工作室 艺术学院楼 102，115， 每房间可容纳20人 所有服装专业课

画室（兼教室） 艺术学院楼 111，113， 每房间可容纳20人 所有摄影、视觉传达、服装专业基础课

黑白摄影工作室 艺术学院楼 112，116，117，119， 除112可容纳6人外；其
它每房间可容纳10人；

所有摄影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摄影棚 艺术学院楼 西1-，209，212，211，214 除西1-可容纳8人外；其

它每房间可容纳6人；
所有摄影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雕刻实验室（兼教室） 艺术学院楼 205，207， 每房间可容纳30人 部分摄影、视觉传达专业课

苹果电脑工作室 艺术学院楼 301，302， 每房间可容纳30人 所有摄影、视觉传达、服装计算机类专业课

PC电脑工作室 艺术学院楼 202 可容纳30人 所有摄影、视觉传达、服装计算机类专业课

影视传媒工作室 艺术学院楼 306 可容纳5人 所有摄影专业影视方向课程

中西医结合研
究院（学院）

中西医结合基础实验室-中
药化学及蛋白质实验室

临床技能中心 219 可容纳15人 中西医结合创新实验技术

中西医结合基础实验室-分
子生物学实验室

临床技能中心 218 可容纳15人 中西医结合创新实验技术

中西医结合基础实验室-精
密仪器实验室

临床技能中心 322 可容纳15人 中西医结合创新实验技术

中西医结合基础实验室--细
胞生物学实验室

临床技能中心 217 可容纳15人 中西医结合创新实验技术

中西医结合基础实验室-动
物行为学及手术学实验室

临床技能中心 324 可容纳15人 中西医结合创新实验技术

中西医结合基础实验室-细
胞生物学实验室

临床技能中心 217 可容纳15人 中医药与细胞生物学

教务处

影像诊断实验室1-2 检验医学院4楼 401,404 约64人（两个班） 医学影像诊断学、医学影像学

临床技能综合实验室 临床技能中心

111，106，404，405，406，
407，408，409，410，411，
413，415，417，

每房间可容纳35人 临床技能培训、临床综合能力培训

外科手术学实验室 临床技能中心 四楼第1、2、3、4实验室 每房间可容纳18人 外科手术学



学  院 实验室名称 所在楼宇 房间编号 可容纳人数 所承担实验课程

实验动物中心 动物实验室 实验动物中心 101，102，103， 每房间可容纳40人 比较医学、实验动物学

护理学院

模拟病房 护理学院楼 205，207，209，211，213，215，每房间可容纳16-24人
基础护理学、临床护理技能、健康评估、外科护
理学

模拟ICU病房 护理学院楼 218 可容纳16-24人 急重症护理学、中医护理学、内科护理学

模拟妇科病房 护理学院楼 216 可容纳16-24人 妇产科护理学、儿科护理学

模拟儿科病房 护理学院楼 214 可容纳16-24人 妇产科护理学、儿科护理学

模拟手术室 护理学院楼 314 可容纳16人 外科护理学

护理礼仪训练室 护理学院楼 112 可容纳32人 人际沟通与护理礼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