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在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由甘肃农业大学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东

北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安徽农业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科技学院、青岛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新疆农业大学和福建

农林大学等１５所高等院校共同编写了 《兽医病理学》，作为普通高等教育 “十二五”规划教

材，以供动物医学专业的学生使用。

在兽医教育中，兽医病理学一直被称为基础兽医学和临床兽医学之间的 “桥梁”，它既

是兽医学的专业基础课程，又具有临床性质，并在动物疾病诊断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鉴于此，根据兽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教育部对高等教育教材的基本要求，本书的编写宗

旨是即借鉴国内外同类优秀教材之所长，又力求创新，突出本教材的特色，使其成为一部能

全面反映当代兽医病理学现状、充分体现其传统内容与最新进展，又符合兽医临诊实际发展

需求的教科书。

本书共二十一章，分为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涵盖了兽医病理解剖学和病理生理学的主要

内容。总论部分为基础病理学，包括十三章，其中在第一章和第十三章分别简要介绍了超微

病理学和疾病发生的重要分子机制，以拓宽学生的视野。各论部分为系统病理学，包括八

章，是在总论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描述各系统主要器官常见疾病的原因及发生发展的特殊

规律。在编写过程中，对于教材的结构和内容，我们始终坚持 “基本”和 “新”，力求达到

科学合理、系统完整，广度和深度适中，传统与现代兼顾。在文字表述上，力求准确，努力

做到 “少而精”。为了便于学生学习，本书突出了图的重要作用，精选了２００余幅插图，并

对这些插图进行了大力加工，以增加其效果。此外，每章之后都附有复习思考题，便于学生

巩固和掌握重点。本书不含疾病病理学部分，主要是受篇幅的限制，同时希望能把病理学的

基本知识和重要内容写深、写透，突出基本知识的掌握，为学生后期课程的学习奠定扎实的

基础。但在基础病理和系统病理的具体描述和举例时，还是尽量体现了一些常见病和重大疫

病，使本书不脱离生产实际。

陈怀涛、高齐瑜、马学恩和赵德明教授对书稿内容进行了认真、严谨的审阅，谨此表示

衷心的感谢！本书还得到主编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的积极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虽然全体编者和审阅人员集思广益，为本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书中不足之处，甚至

错误在所难免，故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今后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王雯慧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７日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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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一、兽医病理学的任务

兽医病理学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是研究和阐明动物疾病发生的原因 （ｃａｕｓｅｓ）、发

病机制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病理变化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以及转归 （结局）的一门科学。

它的任务是认识和掌握疾病的本质，为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

兽医病理学包括兽医病理解剖学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ｐａｔｈｏａｎａｔｏｍｙ）和兽医病理生理学 （ｖｅｔ

ｅｒｉｎａｒｙ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两门学科。兽医病理解剖学侧重于研究患病动物机体的形态结构

变化及其发生的原因和机制，是从形态学的角度阐明疾病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和转归的一

般规律，故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并且在临床诊断中占有重要位置。兽医病理生理学

则侧重于研究患病机体的机能、代谢变化及其原因和机制。上述两门学科相辅相成，彼此统

一，共同构成从基础课程到临诊课程的桥梁。

二、病理学的发展简史

病理学是一门十分古老的学科，从人们最早开始注意、观察病理现象，到有目的地去探

索疾病的本质，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４０００多年。根据其发展，大致可分为液体病理学、器

官病理学、细胞病理学和现代病理学四个阶段。

（一）液体病理学

液体病理学 （ｈｕｍｏｒ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是由古希腊著名医生Ｈｉｐｐｏｃｒａｔｅｓ（公元前４６０～公

元前３７０年）创立。他认为疾病是由外界因素促使人体内的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

种基本液体发生质和量的改变，并造成四液之间的比例失衡而引起的。这一带有朴素唯物主

义萌芽的学说在西方曾流行２０００余年。

（二）器官病理学

器官病理学 （ｏｒｇａｎ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是由意大利临床医生Ｍｏｒｇａｇｎｉ（１６８２～１７７１年）于１８

世纪中叶创立。Ｍｏｒｇａｇｎｉ在对７００余例尸体进行剖检之后发现，疾病常在一定的器官形成

相应的病变，并对其作了精确的描述，同时还编写了 《疾病的部位和原因》 （犛犲犪狋狊犪狀犱

犆犪狌狊犲狊狅犳犇犻狊犲犪狊犲）一书。该书的出版 （１７６１年）标志着科学的病理学的开始，也为病理解



剖学奠定了基础。到了１９世纪初，奥地利病理学家Ｒｏｋｉｔａｎｓｋｙ（１８００～１８７８）根据８４０００

多例尸检资料，编写了第一部 《病理解剖学》专著，对病理形态作了详细的描述，进一步丰

富了器官病理学的内容。

（三）细胞病理学

１９世纪中叶，随着显微镜的发明与应用，德国病理学家Ｖｉｒｃｈｏｗ （１８２１～１９０２）借助

于显微镜，观察、描述了病变部位的细胞和组织结构的各种变化，指出细胞结构的改变和细

胞的功能障碍是一切疾病的基础，同时阐明了形态学改变与疾病过程和临诊表现之间的关

系，从而创立了古典的细胞病理学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ｃｙ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理论，奠定了现代

病理解剖学基础。其巨著 《细胞病理学》（犆犲犾犾狌犾犪狉犘犪狋犺狅犾狅犵狔）于１８５８出版。该理论的问

世是病理学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它对近百余年来病理解剖学和临诊医学的发展作出了

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它对许多基本病变的描述，至今仍在沿用并且被验证是正确的。但应

该指出的是，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细胞病理学过分地强调了疾病的局部定位，认为

“所有疾病都是局部的”，“疾病的本质就是局部的细胞变化”，等等。这些形而上学的观点对

病理学的发展也带来了某些不利的影响。此外，在这一时期，法国生理学家Ｂｅｒｎａｒｄ（１８１３～

１９０２）等认识到仅仅依赖于临床观察和尸体解剖的方法难以全面了解疾病的发生机制和发展

规律，于是开始采用实验动物来研究疾病发生的原因和疾病过程中功能代谢的变化，从而形

成了病理生理学的前身实验病理学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四）现代病理学

现代病理学 （ｍｏｄｅｒｎ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的重要标志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新技术的建立与应用　　伴随着电子显微镜技术、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流式细胞术、

图像分析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等一些新技术的建立及其在病理学中的应用，使得病理学得

以迅速发展，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现代病理学阶段。它使得人类对疾病的认识，从

宏观、微观水平进入到亚微观和分子水平；从个体向群体和社会发展，从定性观察发展到定

量测定，并逐步将形态的改变同机能代谢紧密结合起来。

２新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随着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现代免疫学、现代遗传学

和环境医学等新兴学科的不断涌现与发展，以及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促使

病理学出现了许多新的学科或分支，如超微病理学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分子病理

学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免疫病理学 （ｉｍｍｕｎ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遗传病理学 （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ａｔｈｏｌ

ｏｇｙ）、定量病理学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和环境病理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等。

在这些新兴学科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超微病理学和分子病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超微病理学是随着电子显微镜的诞生 （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由德国人Ｒｕｓｋａ于１９３８年发

明）和电子显微镜技术的建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是病理学向深度和精度发展的一

个重要阶段。它使人类对疾病的认识从细胞水平深入到亚细胞结构水平，完善和丰富了传统

病理学的知识和内容。同时在疾病的诊断方面也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肿瘤、肾小球

疾病和病毒性疾病的诊断以及细胞凋亡的研究中，电镜诊断都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和

价值。

分子病理学是将病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结合起来，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与

转归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并解释疾病，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更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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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诊断、治疗和预防的手段更趋完善，是形态病理学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它的诞生给传统

病理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三、兽医病理学在兽医学中的地位

在人类医学中，病理学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因为它是探讨疾病本质的科学，曾被誉

为 “医学的哲学”。又因病理学在医学教育、临床诊疗和科学研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美

国著名医生和医学史专家Ｏｓｌｅｒ称其为 “医学之本”。由于病理学在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

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故长期以来被喻为 “桥梁医学”。此外，病理学诊断在医学诊断中

是具有权威性的一级诊断，迄今为止，仍然被临床视为带有宣判性的权威性诊断，鉴于此，

它又被喻为 “审判医学”。

和病理学在人类医学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兽医病理学在兽医学中也有着相同的重要地

位。它是兽医基础科学和临诊科学结合点上的一门重要学科，是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之间的

桥梁，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其研究范围几乎涵盖了从基础到临诊的整个兽医学领域。

在兽医教育中，兽医病理学是基础兽医学和临床兽医学之间的桥梁，这是因为学习兽医

病理学必须以动物的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等兽医基

础科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时兽医病理学本身又是今后学习各门临床课程的基础。此外，

兽医病理学还是具有临床性质的专业基础学科。这是因为，它既可以作为基础理论科学为兽

医临床科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指导兽医临床实践，同时，它还作为应用科学直接参与动

物疾病的诊断，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甚至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其特点是可以直接通过观测器

官、组织和细胞病变特征而做出诊断，所以更具有直观性、客观性和准确性。

四、兽医病理学的教学内容

兽医病理学是兽医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根据兽医专业 （动物医学专业）学

制 （四年制或五年制）和专业方向的不同，兽医病理学可按两门课程 （兽医病理解剖学、兽

医病理生理学）来学习，也可以作为一门课程来学习。

本教材的特点是将两门课程的内容合二为一，全书共二十一章，分为总论和各论两部

分。总论部分为基础病理学 （ｂａｓｉｃ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也称普通病理学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包

括第一章至第十三章，主要描述各种基本病理过程，即许多疾病共有过程的原因及发生

发展的共同规律。第十三章简要介绍了疾病发生的重要分子机制，以便学生了解病理学

的最新进展。各论部分为系统病理学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包括第十四章至二十一章，

是在总论学习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描述各系统主要器官常见疾病的原因及发生发展的特

殊规律。

总之，总论部分阐述的是疾病的共性，即一般规律，而各论则重点阐述主要系统代表性

疾病的特殊规律，但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学好总论是学好各论的必要基础，而在

学习各论时要经常回顾和运用总论的知识，以巩固总论的内容，加深对疾病本质的理解。此

外，要掌握该课程，还应注意以下几点：①正确理解患病动物机体局部与整体的辩证关系。

②正确理解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③正确理解损伤与抗损伤的辩证关系。④正确理解形态

结构与机能、代谢之间的辩证关系。⑤树立运动的、发展的观点。⑥重视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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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兽医病理学的研究对象和意义

（一）患 病 动 物

患病动物是进行病理学诊断和研究的最重要的对象，主要用于观察其病变器官、组织和

细胞等。

１患病动物的病变器官　　首先运用尸体剖检技术对病死动物或人工处死的患病动物

进行尸体剖检 （ａｕｔｏｐｓｙ），肉眼观察各器官组织的病变，然后采集病变组织，进行进一步的

病理学检查。其目的在于：①观察病变，分析各种病变的主次和相互关系，查明死亡原因，

确定疾病诊断；同时协助临诊总结疾病诊断和治疗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改进和提高医疗水

平。②迅速发现和确诊某些传染病、地方流行病，特别是突发的和新发的疾病，为兽医疾病

防控部门及时采取防治措施提供依据。③对屠宰动物进行肉尸检查 （卫生检验），以确保肉

品的安全。④收集各种疾病的病理标本和病理材料，直接为病理学的科研和教学服务。

２患病动物的活体组织　　是指运用局部切取、细针穿刺或刮取等手术方法从活体患

病动物体内获取的病变组织。主要用于活体组织检查 （ｂｉｏｐｓｙ），简称活检，是病理学诊断

与研究的重要手段。外科病理学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或诊断病理学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ｐａｔｈｏｌｏ

ｇｙ）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病理学分支。其优势和意义在于：①新鲜的活体组织能更客观地

反映病变的真相，做出更准确的诊断和研究。②可快速做出疾病的病理学诊断，为临床治疗

和判断预后提供可靠依据。③新鲜组织样本适用于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免疫组织化学、原

位杂交、超微结构观察和组织培养等，可对疾病进行深入的研究。

３患病动物的脱落细胞　　是指从病变部位表面直接采集脱落的细胞，或分泌物 （如

鼻液、痰液）、渗出液 （如胸水、腹水）及排泄物 （如尿液、粪便）中的细胞。对于前者，

主要是用于涂片、染色，然后进行细胞学检查，此种检查对于肿瘤的早期诊断具有十分重要

的价值；对于后者，主要是用于临诊病理学 （ｃｌｉｎｉｃ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检查，即用实验室的方法，

对临诊上采集的血液、尿液、粪便、胸腹水等做化验和分析，以帮助做出诊断、判断治疗效

果以及了解疾病进程。

（二）实 验 动 物

实验动物是实验病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常用的实验动物包括小鼠、豚鼠、兔、鸡和犬

等，有时为了研究和诊断的需要，也选择疾病的本体动物，如家禽、猪、牛、羊和马属动物

等。选择适宜的实验动物主要是通过人为控制各种条件复制疾病模型，进行各种样品的采集

和相关指标的检测，全面观察某一疾病的整个病程，借以阐明疾病的发病机制。这是病理学

研究常用的方法，对于正确认识疾病的本质，以及正确地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三）人工培养的活体标本

人工培养的活体标本是指从动物体内采取的器官、组织或细胞，将其在适宜的培养基上

进行体外培养所获得的标本。它是进行体外实验病理学的重要研究材料，主要用于研究在各

种病因 （如病毒或其他致癌因素）作用下细胞、组织病变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在病理学上，

肿瘤的研究用得更多一些，特别是通过体外培养建立起来的肿瘤细胞系或细胞株对研究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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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及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六、兽医病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和诊断技术

１尸体剖检技术　　简称尸检，是病理学最传统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也是兽医临床诊

断的重要手段。它是运用病理学知识，解剖和检查死亡动物的病理变化，做出疾病病理学诊

断的一门技术。主要借助于肉眼观察器官组织病变，有时也辅以放大镜、量尺和秤等工具进

行测量。

２组织病理学技术　　此技术广泛应用于动物和人类疾病的研究与诊断。它是在眼观

检查的基础之上，采取病变组织，制作石蜡切片 （ｐａｒａｆｆ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或冰冻切片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之后通过不同方法染色，然后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病变组织的微观变化，以此做

出组织病理学诊断或从微观水平认识疾病的本质。最常用的染色方法是苏木素伊红 （ｈｅｍａ

ｔｏｘｙｌｉｎａｎｄｅｏｓｉｎ，ＨＥ）染色。有时也根据需要可以做特殊染色，来了解一些细胞、病理产

物和化学成分等的情况。

３电子显微镜技术　　在光学显微镜下小于０．２μｍ的一些细微结构，即便是再提高放

大倍数也无法看清，这些结构被称为超微结构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而电子显微镜的分辨率则

远远高于光学显微镜，因此可借助它观察到细胞内部和表面的超微结构，甚至还可以观察到

生物大分子。

通常用得比较多的是透射电子显微镜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ＴＥＭ）和扫

描电子显微镜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ＳＥＭ），前者主要观察细胞的内部结构，后

者重点观察细胞的表面结构。常用的电子显微镜技术包括超薄切片技术、冷冻复型技术、负

染色技术、免疫电镜技术、电镜图像分析技术、电镜放射自显影技术和微区分析技术等。

４组织 （细胞）化学技术　　组织化学 （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或细胞化学 （ｃ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技术是指利用能与组织、细胞中某些化学成分 （碳水化合物、核酸、酶、蛋白质、脂质、某

些生物活性物质、无机成分等）进行特异性结合的显色试剂来显示病变组织细胞中的成分变

化。例如，用ＰＡＳ显示细胞中的糖原变化，用苏丹Ⅲ显示细胞内的脂肪等。该技术的特点

是可以对所检测的化学成分进行定性、定位和定量，同时还可达到形态与代谢的结合。

５免疫组织化学技术　　免疫组织化学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是组织化学的一个分

支，由组织化学和免疫学结合而形成。它是利用抗原抗体的特异性结合反应来检测组织、细

胞中的化学物质 （各种蛋白质、肽类、激素、多糖和脂质成分等）。此法的优势在于敏感性

高，特异性强；可将形态结构的改变同机能、代谢结合起来；可以直接在组织切片、细胞涂

片、培养细胞爬片或超薄切片上对某些蛋白质和多肽类等物质进行定位、定性和定量分析；

可用于光学显微镜观察，也可用于电子显微镜观察。目前此技术在病理学中已获得最为广泛

的应用，包括蛋白质和多肽类物质表达水平的检测、细胞属性的判定、淋巴细胞的免疫表型

分析、激素受体和耐药基因蛋白质表达的检测、细胞增殖和凋亡的研究，以及细胞周期和信

号转导的研究等。

６原位杂交技术　　原位杂交 （ｉｎｓｉｔｕ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Ｈ）是将组织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技术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一项新兴技术，以检测和定位核酸为目的。它是利用核酸具有变

性、复性和严格的碱基配对原理，直接用探针 （被标记的已知序列的核酸片段）在石蜡切

片、冰冻切片、细胞涂片或培养细胞爬片上检测和定位某一特定的靶ＤＮＡ或ＲＮＡ。杂交

有三种方式，即ＤＮＡＤＮＡ杂交、ＤＮＡＲＮＡ杂交和ＲＮＡＲＮＡ杂交。该技术常用于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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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的检测和分子病理学等方面的研究。

７原位多聚酶链式反应技术　　原位多聚酶链式反应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ＰＣＲ）技术简称原位ＰＣＲ （犻狀狊犻狋狌ＰＣＲ）技术，是将石蜡切片、冰冻切片、细胞涂片或培

养细胞爬片中的核酸片段 （ＤＮＡ或ＲＮＡ）在原位先进行ＰＣＲ的高效扩增，以达到常规方

法可检测的水平，再进行原位杂交。此法可以检测和定位低拷贝的内源性和外源性基因，前

者可用于基因突变、基因重排等研究，后者则多用于病原的基因检测。

８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技术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ｌａｓｅｒ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ｎｆｏｃａｌｍｉ

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ＬＳＣＭ）技术是将光学显微镜、激光扫描技术和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相结合形成

的一种高新技术。其优势和主要用途是：能对组织、细胞和亚细胞结构进行断层扫描，故被

称为 “细胞ＣＴ”或 “显微ＣＴ”；可通过计算机三维图像重建软件处理获得样品的三维图

像；能长时间观察活细胞；能测量细胞内的ｐＨ和离子浓度；用荧光漂白恢复技术进行细胞

间通讯、细胞骨架的构成、生物膜结构和大分子组装等方面的研究。但此技术仅适用于培养

细胞涂片、细胞爬片或冰冻切片，不适用于石蜡切片。

９显微切割技术　　显微切割 （ｍｉｃｒｏ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技

术。它是利用手工操作或激光捕获显微切割 （ｌａｓｅｒｃａｐｔｕｒｅｍｉｃｒｏ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ＬＣＭ）技术，

从被染色的石蜡切片、冰冻切片或细胞涂片上切割下几百个或几十个同类细胞 （目标细胞

群），甚至单个细胞，再进行相关研究。由于该技术能从复杂的组织中获取特定的目标细胞，

所以十分适合于肿瘤的分子生物学研究。

１０流式细胞术　　流式细胞术 （ｆｌｏｗ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ＦＣＭ）是利用流式细胞仪 （ｆｌｏｗｃｙ

ｔｏｍｅｔｅｒ）对处在快速、直线、流动状态中的单细胞或生物颗粒 （被荧光剂染色的）进行多

参数和快速定量分析，同时可以对特定的细胞群体加以分选的现代细胞分析技术。主要应用

于以下几个方面：对某一特定细胞群进行快速分选和收集；细胞凋亡分析；进行ＤＮＡ倍体

分析；对细胞内的某些蛋白质和核酸进行定量研究；对外周血不同功能的淋巴细胞进行精确

的亚群分析研究，等等。

除了上述介绍的一些常规方法和新的技术外，近年来还有其他一些先进技术应用于病理

学，如图像分析技术、生物芯片技术 （包括基因芯片、蛋白质芯片和组织芯片等）、比较基

因组杂交技术和生物信息学技术等，这些技术为病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王雯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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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转归的一般规律

第一节　概　　述

一、疾病的概念

疾病 （ｄｉｓｅａｓｅ）是相对于健康 （ｈｅａｌｔｈ）而言的。迄今为止，人们对 “健康和疾病”难

以给出明确、清晰且公认的定义。一般认为不生病或没有病就是健康，但实际上此种观点是

很不全面的。１９８９年，世界卫生组织 （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对人类的健康

做了严格定义，即 “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病痛，而且在躯体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性上

处于完好状态 （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健康是相对的，并随着社会和科技的不断发

展，疾病和健康的标准及其内涵也将不断发生变化。

目前认为，疾病是动物机体在一定病因作用下引起的损伤与抗损伤反应，由于自稳调

节紊乱，从而导致体内出现一系列功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改变，临诊上呈现许多不同

症状和体征，使机体与外环境间的协调关系发生障碍而产生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换言

之，疾病是动物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受病因作用后，由于体内自稳调节紊乱而发生的异常

生命活动过程。

动物的疾病通常具有如下特征：

（１）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有其原因和条件，没有原因的疾病是不存在的。

（２）任何疾病都是完整统一机体的复杂反应，呈现一定的功能、代谢和形态结构变化，

这些变化是疾病时机体产生各种症状和体征的内在基础。

（３）任何疾病都包括损伤与抗损伤两方面变化及其相互转化，而且两者的比例关系，决

定着疾病的发展方向。

（４）疾病是一个过程，故其自身有发生、发展和转归的一般规律。掌握疾病的变化规

律，对认识疾病、预测其发展和转归以及进行有效的防治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５）疾病是在正常生命活动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新过程，其与健康有本质的区别。



（６）疾病时，不仅动物的生命活动能力减弱，而且其生产性能和经济价值均降低。这是

动物疾病的重要特征。

二、疾病的经过

疾病的经过又称疾病过程，是指从疾病发生到疾病结束的全部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

损伤与抗损伤不断发生改变，从而使疾病呈现不同的阶段。致病因素不同，疾病的阶段不尽

相同。有的疾病阶段明显，有的则不明显。一般情况下，传染性疾病的阶段表现比较明显，

通常可分为：

１潜伏期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　　由病原侵入机体到出现最初临诊症状的一段时间。

此期长短随病原特异性、疾病类型和机体本身特征而不同。一般来讲，病原微生物数量多、

毒力强；或者机体抵抗力减弱时，潜伏期较短，反之则较长。有些疾病，其潜伏期长短与病

原侵入部位有关，如狂犬病，病毒入侵部位距中枢神经越近，则潜伏期越短。

２前驱期 （ｐｒｏｄｒｏｍａｌｐｅｒｉｏｄ）　　从疾病最初症状出现至全部症状出现为止。此期可

由数小时到数天，特点是损伤与抗损伤性变化均加重，呈现一些非特异性的临诊症状，如精

神沉郁、食欲减退、体温升高、呼吸和脉搏加快、生产性能降低等。

３症状明显期 （ｓｙｎｄｒｏｍｉｃ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ｐｅｒｉｏｄ）　　疾病的特征症状或全部主要症状明显出

现的时期。此期的特点是患病动物的防御代偿适应能力得到进一步发挥，同时机体的损伤性

变化也更加明显。这一时期的许多症状和体征是疾病诊断的重要依据。

４转归期 （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ｏｕｔｃｏｍｅ）　　疾病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大多数疾病发展到

一定阶段后便将结束，这就是疾病的转归，即疾病发展的最后阶段 （详见本章第三节）。

三、疾病的分类

疾病的分类方法比较多，常见的有：

按疾病的病程可分为最急性型、急性型、亚急性型和慢性型。最急性型无明显临诊症

状，突然死亡，病理变化不明显。急性型的病程由数小时至２～３周，临诊上常呈现明显的

症状。亚急性型的病程一般为３～６周，临诊症状相对较轻。慢性型的病程６周至数年，临

诊症状常不明显，但随病程的不断延长，患病动物往往逐渐消瘦。

按引起疾病的原因可分为传染病、寄生虫病和普通病。传染病是由病原微生物侵入动物

机体所致的疾病。寄生虫病是由寄生虫或其虫卵进入动物体内或体表所致的疾病。普通病是

除了传染病、寄生虫病外的其他多种类型的疾病，如内科病、外科病、产科病等。

按疾病发生的主要系统可分为心血管系统疾病、血液系统疾病、肝胆系统疾病、呼吸系统

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生殖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和内分泌系统疾病等。

第二节　病　因　学

病因学 （ｅｔｉｏｌｏｇｙ）是研究疾病发生原因和条件的科学，主要回答 “动物为什么会发病”

的问题。

一、疾病发生的原因

疾病发生的原因简称病因 （又称为致病因素），是指作用于机体的众多因素中，能够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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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疾病并赋予该疾病特征的因素，具有决定疾病特异性的特点。根据来源，病因可分为外因

和内因。

（一）外　　因

外因是指引起疾病的外部因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１生物性因素　　包括各种病原微生物 （如细菌、病毒、真菌、支原体、衣原体、立

克次体、螺旋体等）和寄生虫 （如原虫、蠕虫等）。此类病因的致病作用主要取决于病原体

侵入宿主的数量、毒力、侵袭力与机体的防御和抵抗能力两种力量的对比，是动物疾病最常

见的致病因素。其致病特点为：①有一定的选择性。该类致病因素对感染动物的种属、侵入

门户、感染途径和作用部位等均有一定选择性。例如，马传染性贫血病毒对马属动物有致病

作用；破伤风梭杆菌只能从损伤的皮肤或黏膜侵入机体才能发病；流行性淋巴管炎的病原体

只沿淋巴管蔓延；猪支原体肺炎的病原体主要作用于猪肺脏等。②有一定的特异性。病程有

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病理变化和临床症状有一定的特征性，以及呈现特异性的免疫反应等。

③有一定的持续性。生物性因素侵入机体后，一般在整个病程中不断繁殖 （或复制），持续

发挥致病作用；有些病原随机体的渗出物、分泌物和排泄物排出体外后，仍然具有感染性。

④有明显的潜伏期。生物性致病因素侵入机体后，首先在体内生长繁殖 （或复制），当其数

量或毒力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引起机体发病。⑤产生有毒代谢产物。生物性因素侵入机体

后，在体内生长繁殖 （或复制）过程中，可产生一些对机体有致病作用的代谢产物，如外毒

素、内毒素、溶血素、杀白细胞素、溶纤维蛋白素、蛋白分解酶等。寄生虫性致病因素除能

产生毒素外，还与机械性损伤和夺取机体营养物质有关。

２物理性因素　　主要包括各种机械力、高温、低温、电流、光、电离辐射、大气压

力、环境噪音等。其致病程度主要取决于致病因素的强度、作用部位、持续时间等，而与机

体本身的反应性很少有直接关系。物理性因素的致病作用特点为：①对组织没有选择性。

②除紫外线和电离辐射外，绝大多数机械性致病因素所引起的疾病潜伏期很短或者根本无潜

伏期及前驱期。③大多数物理性致病因素只引起疾病，在疾病发展中其本身一般不再发挥作

用。④致病因素作用的强度、性质、作用部位和范围与引起的损伤程度、性质和后果有直接

关系，而一般不取决于机体的反应特性。

３化学性因素　　包括无机毒物 （如强酸、强碱、重金属盐等）、有机毒物 （如醇、氯

仿、乙醚、酚化物、氰化物、有机磷、有机氯、有机汞、有机砷、有机铜化合物等）、生物

毒物 （如蛇毒、尸毒、斑蝥毒等）、军用毒物 （如氢氰酸、双光气、芥子气、氯乙酮、毕兹

等）等。其致病作用特点为：①除慢性中毒外，引发疾病的潜伏期一般较短。②在疾病发展

过程中连续发挥作用，直至化学性致病因素被解毒或排出体外。③部分化学性因素对机体器

官、组织的致病作用，有一定的选择性，如四氯化碳主要引起肝细胞损伤等。④致病作用除

与毒物本身的性质、剂量等有关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毒物作用的部位和机体整体功能

状态。

４机体必需营养物质缺乏或过多　　机体缺乏维持正常生命活动所必需的各种物质，

如维生素、矿物质、Ｏ２、Ｈ２Ｏ、蛋白质、脂类、糖等，均可成为疾病发生的原因，如幼龄

动物缺铁性贫血、硒维生素Ｅ缺乏综合征、缺氧症、脱水、软骨症等。有些物质 （如

ＮａＣｌ、Ｆ、Ｃｕ、Ｓｅ、Ａｌ等）摄入过多，也可成为疾病发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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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　　因

内因是指与疾病发生有关的体内因素。这些因素一般是指机体防御功能降低、遗传免疫

特性改变以及机体对致病因素易感等。其中，机体防御功能降低及对致病因素感受性增强是

最重要的内部因素。

１机体防御功能降低　　包括天然屏障、吞噬及杀菌作用、解毒与排除等功能降低。

１）天然屏障功能　　皮肤、黏膜、骨骼、肌肉及血脑屏障、胎盘屏障等都具有阻挡或

缓和外界致病因素致病的作用。当这些屏障的完整性遭到破坏或其功能降低时，容易致病。

２）吞噬及杀菌作用　　体内各种组织中含有固定的吞噬细胞，如组织细胞、枯否细胞、

尘细胞、小胶质细胞等；也有游走的吞噬细胞，如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等，这些细胞统称

为单核巨噬细胞系统。上述细胞均具有吞噬并杀死病原菌的作用。另外，唾液和鼻腔分泌物

中的黏多糖能灭活部分病毒，汗液、泪液中的溶菌酶可破坏革兰阳性细菌。血清中含有多种

非特异性杀灭微生物的成分，如补体系统和溶菌酶等。某些正常组织或细胞 （如脾脏、脑组

织、红细胞等）也含杀灭微生物的非特异性物质和碱性多肽，胃酸、胆汁等也有一定的杀菌

作用。当机体吞噬作用和杀菌能力减弱时，则容易发生某些感染性疾病。

３）解毒功能　　肝脏是机体的最大腺体和代谢器官，其通过合成、分解、转化和储存

等功能将来自于体内外的一切毒性物质转变为无毒或低毒物质，然后经肾脏排出体外。此

外，肾脏也可通过脱氨基、结合等方式对毒物进行解毒。当上述功能发生障碍时，容易发生

中毒。

４）排除功能　　呼吸道黏膜上皮的纤毛运动；咳嗽、喷嚏等防御反射；胃肠道和肾脏

等有排除各种异物、有害物质的作用，上述排除功能受损，可促进相应疾病的发生。

２机体反应性改变　　机体反应性 （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是指机体对各种刺激的反应性能，包

括种属、个体、年龄和性别等。

１）种属反应性　　不同种属动物对同一致病因素的反应性是不同的。例如，马属动物

对鼻疽杆菌、传染性贫血病毒有感受性；雏鸭对黄曲霉毒素敏感；马、牛等草食动物感染炭

疽常呈败血症，而猪多表现为局部炭疽等。

２）品种或品系反应性　　同类动物的不同品种或品系，对同一致病因素的反应性不同。

例如，某些品种或品系鸡对白血病病毒敏感；某些动物由于品种或品系不同，对血孢子虫

病、锥虫病、布鲁菌病、肿瘤等的发病率有明显差异。

３）个体反应性　　动物个体不同对同一致病因素的反应性也不同，表现为有的个体发

病，有的不发病；有的病重，有的病轻；有的死亡，有的不死等。

４）年龄反应性　　幼龄动物易患消化道和呼吸道疾病；而老龄动物由于防御免疫功能

减弱，容易患病，且不易恢复。

５）性别因素　　性别不同，生理解剖特点不同，感染疾病的情况不尽相同，如牛、犬、

鸡的白血病发病率，雌性明显高于雄性。

３机体免疫特性改变　　是指免疫功能障碍和免疫反应异常。前者主要表现为抗体生

成不足、细胞免疫缺陷、吞噬细胞数量减少或功能低下及补体不足，而引起机体抵抗力降

低，容易发生微生物感染；后者是指机体对正常无害抗原物质发生有害的免疫反应，包括变

态反应和自身免疫。

４遗传性因素　　主要是通过遗传物质的基因突变或染色体畸变而直接引起遗传性疾

·０１· 兽医病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