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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能 学 实 验 教 学 大 纲 

 

前     言 

 

机能实验学从生理、病理生理、药理三个不同研究层面上对教学内容有机组合和优

化，着重从实践训练上入手，突破传统分割式教学格局，将相关内容贯通穿插，以启发

学生思维、培养创新精神，增强动手能力，改善知识结构。机能实验学内容包括：机能

学实验基础知识及生物信号提取与处理基础知识，基本实验技能，经典印证性实验，综

合性实验和探索性实验。该门学科作为面向 21 世纪高素质医学人才培养中实验教学改

革的重要举措，正在探索过程中不断改进、完善和发展。 

本大纲着重实验课教学基本要求内容，涵盖生理、病理生理及药理学科的经典实验和综

合实验，以及部分探索类实验。适用于五年制医学本科学生。探索设计类实验不受大纲

限制。 

本大纲主要参考使用教材为《功能学实验》。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5 

 

 

 

一、基础实验 

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制备 

[目的要求]  

掌握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制备的方法 

[重难点] 

重点：学会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制备的方法 

难点：完全破坏蟾蜍的脑和脊髓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与示教结合，然后由学生独立操作。 

[思考题] 

怎样知道所做标本的兴奋性？ 

蟾蜍骨神经干标本的制备 

[目的要求] 

掌握蟾蜍坐骨神经制备方法 

[重难点] 

重点：学会神经干本制备的方法 

难点：完好的分离坐骨神经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与示教结合，然后由学生独立操作。 

[思考题] 

怎样操作才能使做出的神经标本具有良好的兴奋性？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6 

 

大鼠肛尾肌的制备 

[目的要求] 

掌握：大鼠肛尾肌的制备技术。 

了解：大鼠肛尾肌的解剖位置 

[重难点] 

重点：大鼠肛尾肌的制备方法 

难点：完好的分离肛尾肌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与示教结合。 

[思考题] 

怎样操作才能使做出的肛尾肌具有良好的收缩性？ 

 

蟾蜍腹直肌标本的制备 

[目的要求] 

掌握蟾蜍腹直肌标本的制备 

[重难点] 

重点：学会蟾蜍腹直肌标本的制备方法 

难点：完全破坏蟾蜍的脑和脊髓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与示教结合，然后由学生独立操作。 

 

神经干动作电位引导 

[目的要求] 

1．掌握引导动作电位的方法，观察坐骨神经动作电位基本被形。 

2．了解蟾蜍坐骨神经动作电位产生原理。 

[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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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动作电位的引导。 

2．难点：动作电位的判断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与示教结合，然后由学生独立操作。 

[思考题] 

1．通常所记录的双相动作电位的第一相和第二相为何在波形，幅植上不对称？ 

2．就单细胞或单纤维而言，动作电位的产生是“全或无”的，为何在坐骨神经上引导

动作电位时，在阈刺激和最大刺激之间所引起的动作电位幅值是依刺激强度而递增的？ 

 

  神经纤维兴奋后兴奋性变化的观察 

[目的要求] 

1．掌握可兴奋组织兴奋后兴奋性变化的过程及分期。 

2．了解神经干不应期的测定方法及原理。 

[重难点] 

1．重点：可兴奋组织兴奋后兴奋变化的过程及分期。 

2．难点：蟾蜍坐骨神经标本的制备及神经干不应期测定的原理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与示教结合，然后由学生独立操作 

[思考题] 

1．根据实验结果，计算出该神经标本的最大兴奋频率。 

 

神经冲动传导速度的测定 

[目的要求] 

1．掌握神经干动作电位传导速度的测定方法。 

[重难点] 

1．重点：兴奋传导的概念；神经干动作电位传导速度的测定。 

2．难点：蟾蜍坐骨神经标本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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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与示教结合，然后由学生独立操作 

[思考题] 

1．在同一细胞上，动作电位大小不随传导距离而改变，为何在本实验中，在坐骨神经

标本上不同部位的引导电极所引导的动作电位的幅值不同？ 

 

电刺激与肌肉收缩活动的关系 

[目的要求] 

掌握刺激强度和刺激频率与肌肉收缩间的关系 

[重难点] 

重点：掌握刺激与肌肉收缩间的关系 

难点：较好的设置刺激器的刺激参数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与示教结合，然后由学生独立操作。 

[思考题] 

从阈刺激到最大刺激间，为什么肌肉的收缩幅度会随之变化？ 

从肌肉的单收缩和强直收缩实验中，我们可获得肌肉收缩过程中的什么信息？ 

 

期前收缩和代偿间歇 

[目的要求] 

掌握：心肌兴奋后兴奋性变化的特征。 

了解： 正常心脏活动的情况 

[重难点] 

重点：观察心脏不同活动时期受刺激后的反应情况 

难点：不易把握在心脏不同活动时期的刺激时机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然后由学生独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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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心肌兴奋后兴奋性变化有何特点？该特点对心泵功能有何意义？ 

人体心电图检测 

[目的要求] 

掌握：正常心电图波形并熟悉其生理意义。 

了解：体表心电图的记录方法，心电图各波的测量和分析方法； 

[重难点] 

重点：掌握正常心电图各波的生理意义。 

难点：确定各导联电极的安放部位。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与示教结合。 

[思考题] 

怎样判断每分钟的心率是多少？怎样判断心律是否整齐？ 

 

心音听诊 

[目的要求] 

了解和初步掌握心音听诊的方法 

[重难点] 

重点：掌握正常心音的特点及产生原因 

难点：确定正确的听诊部位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与示教结合，然后由学生独立操作。 

[思考题] 

第一、第二心音的产生机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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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动脉血压的测定 

[目的要求] 

了解并掌握间接测定人体动脉血压的原理及方法 

[重难点] 

重点：熟练掌握测定人体动脉血压的方法 

难点：判断舒张压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与示教结合，然后由学生独立操作。 

[思考题] 

简述影响动脉血压的因素。 

兔减压神经放电 

[目的要求] 

掌握：兔减压神经传入冲动的发放特征以及动脉血压变化时与减压神经传入冲动发放的

相互关系。 

熟悉和了解：实验方法 

[重难点] 

重点：兔减压神经传入冲动的发放特征以及与心电的关系；动脉血压变化时放电改变的

观察。 

难点：兔减压神经的分离。 

[教学方法] 

讲解与示教。 

[思考题] 

减压神经放电与心电和血压的关系如何？ 

 [目的要求] 

掌握：1.哺乳动物离体器官的实验方法 

      2.哺乳动物胃肠平滑肌的一般特性 

熟悉：1.哺乳动物离体胃肠平滑肌标本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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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恒温浴槽等实验装置。 

[重难点] 

重点：离体小肠平滑肌的自动节律性收缩及各种处理因素对平滑肌收缩的影响的观察。 

难点：台氏液温度的控制。 

[教学方法] 

讲解与学生操作相结合。 

[思考题] 

正常生理情况下乙酰胆碱、肾上腺素对胃肠运动有何影响？解释基本作用原理。 

 

兔膈神经传出放电 

[目的要求] 

掌握：兔膈神经传出放电（节律，时程及最大振幅）与呼吸运动

的关系，以及处理前后放电节律，时程及最大振幅的变化。 
熟悉：兔的麻醉，气管分离及神经分离技术及电生理仪器的使用方法。 

了解：兔迷走神经，膈神经的位置。 

[重难点] 

重点：弄清膈神经放电与呼吸运动的关系及各种刺激对呼吸的影响。  

难点：成功分离膈神经和迷走神经，以及在实验中保护好膈神经。 

[教学方法] 

讲解与学生实习相结合。 

[思考题] 

1. 为什么呼气时膈神经不放电？ 

2. PCO2、PO2及[H+] 变化对膈神经放电有何影响？ 

蟾蜍心灌流 

[目的要求] 

掌握：1.离体蟾蜍心脏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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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钠，钾，钙三种离子及肾上腺素、乙酰胆碱等因素对心脏

活动的影响。 
熟悉了解：各种仪器的使用方法。 

[重难点] 

重点：观察各种内环境改变对心脏活动的变化。  

难点：将蟾蜍心插管成功插入心室内。 

[教学方法] 

讲解、放录象示教与学生实习相结合。 

[思考题] 

哪些因素影响心肌细胞兴奋、自律性、传导性及收缩性？ 

钠，钾，钙三种离子对心肌活动有何影响？ 

 

心血管活动的调节 

 [目的要求] 

掌握：1.哺乳动物急性实验技术及动脉血压的直接测量法。 

      2.各种神经、体液因素对心血管活动的调节。 
熟悉：哺乳动物各种手术器械的使用。 

[重难点] 

重点：各种处理因素对心血管活动的影响观察。  

难点：分离减压神经及动脉插管。 

[教学方法] 

讲解与学生实习相结合。 

[思考题] 

夹闭一侧颈总动脉对全身血压有什么影响？为什么？  

试设计一种实验方法，以证明压力感受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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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大脑皮层诱发电位的引导 

[目的要求] 

掌握：1.皮层诱发电位的引导方法。 

      2.观察几种药物对皮层诱发电位的影响 
熟悉：开颅手术方法。 

[重难点] 

重点：观察皮层诱发电位的波形、刺激坐骨神经找出在大脑皮层的代表区。  

难点：开颅、正确定位记录电极。 

[教学方法] 

讲解与学生实习相结合。 

[思考题] 

试分析诱发电位的潜伏期长短主要与哪些因素有关？ 

 

视敏度测定 

[目的要求]  

学习使用视力表测定视力的原理 

[重难点] 

重点：掌握视力表的使用方法 

难点：无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然后由学生独立操作。 

[思考题] 

某受试者在 3米远处能看清视力表上第一行字母，他的视力是多少？ 

视野测定 

[目的要求] 学习检查视野的方法，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14 

 

了解视野测定的意义 

[重难点] 

重点：掌握视野计的使用方法 

难点：受试者不易始终凝视视野计弧架上的中心小镜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然后由学生独立操作。 

[思考题] 

人的视野范围有何特征？说明其原因。 

 

 盲点测定 

[目的要求]  

验证盲点的存在，测定其大小 

[重难点] 

重点：掌握盲点的测定原理，了解测定的方法。 

难点：受试者不易始终凝视正前方的小点。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然后由学生独立操作。 

[思考题] 

平时人们视物时为什么没有注意到盲点的存在？ 

 

视觉的调节反射和瞳孔的对光反射 

[目的要求]  

学习观察晶状体变凸的方法。 

[重难点] 

重点：掌握视觉调节反射时双眼、瞳孔和晶状体发生的变化及一侧眼受光照时瞳孔发生

的变化 

难点： 视觉调节反射时不易观察到晶状体反射的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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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与示教结合，然后由学生独立操作。 

[思考题] 

一个瞳孔对光反射消失的头部受伤患者，请判断可能的脑损伤部位。 

 声音传导途径 

[目的要求]  

了解两种声音传导途径的特征，  

[重难点] 

重点：掌握任内氏试验和魏伯氏试验的操作方法 

难点： 正确的使用音叉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然后由学生独立操作。 

[思考题] 

如何通过任内氏试验和魏伯氏试验判断传导性耳聋和神经性耳聋？ 

 

二、综合性实验 

离体小肠平滑肌的生理与药理特性 

[目的要求] 

掌握：哺乳类动物胃肠平滑肌的生理特性。 
熟悉和了解：受体激动剂和受体拮抗剂药理作用的影响。 

[重难点] 

重点：掌握哺乳类动物离体器官实验的方法 

难点：持续保持标本处于适宜的环境中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然后由学生独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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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小肠平滑肌有何生理特性？ 

 

某些因素对循环、呼吸、泌尿功能影响的综合观察 

[目的要求] 

掌握：1.血压、呼吸的测定及尿液的收集方法。 

      2.各种神经、体液因素对循环、呼吸、泌尿的影响。 
熟悉：哺乳动物实验方法。 

[重难点] 

重点：观察循环、呼吸、泌尿功能的综合变化。  

难点：动脉及膀胱插管。 

[教学方法] 

讲解与学生实习相结合。 

[思考题]  

全身血压升高，尿量一定增加：血压降低，尿量一定减少，这话对吗？为什么？ 

 

强心苷对在体蟾蜍心的作用 

[目的要求] 

掌握强心苷对在体蟾蜍心的药理作用。 

熟悉在体蟾蜍心的给药方法。 

了解在体蟾蜍心的制备方法。 

[重难点] 

重点：强心苷对心脏的作用特点。  

难点：强心苷对心脏正性肌力作用机制与毒性反应。 

[教学方法] 

讲解与学生实际操作（制备在体蟾蜍心）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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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为什么应用强心苷时要禁用钙剂？ 

 

传出神经系统药物对兔血压的作用 

[目的要求] 

掌握：○1拟肾上腺素药代表药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异丙肾上腺素等对心血管系统

的作用。肾上腺素与麻黄素作用的不同。 

         ○2拟胆碱药代表药 Ach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毒扁豆碱增强 Ach的作用机制。 

         ○3抗肾上腺素药代表药酚妥拉明、普莱洛尔等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4抗胆碱药代表药阿托品的抗胆碱作用和 Ach的作用。 

熟悉：解剖状态下，测定兔血压的方法以及相应的指标参数。 

了解：压力传感器的作用原理。 

[重难点] 

重点：观察传出神经药物肾上腺素药对兔血管系统的作用和α、β受体阻断剂对其作用

的影响。  

难点：动脉插管。 

[教学方法] 

以讲授与学生实际操作（分离颈总动脉并插管以及连续兔耳缘静脉给药法）相结合。 

[思考题] 

分析并解释各药对兔血压影响的机制。 

 

传出神经系统药物对蟾蜍腹直肌的影响 

[目的要求] 

掌握：○1拟胆碱药代表药氯化乙酰胆碱以及抗胆碱药代表药水杨酸毒扁豆碱的药理作用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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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肌松剂代表药筒箭毒碱对骨骼肌的作用。 

         ○3最低有效计量的含义。 

熟悉：蟾蜍腹直肌标本的制备方法。 

了解：张力换能机的作用原理。 

[重难点] 

重点：○1毒扁豆碱对 Ach的作用机制。 

○2筒碱毒碱对 Ach的作用机制。 

难点： 蟾蜍腹直肌标本的制备 

[教学方法] 

以讲授与学生实际操作（制备蟾蜍腹直肌和观察药物引起肌肉收缩与舒张）相结合。 

[思考题] 

分析讨论用药后，腹直肌引起的不同反应及产生的原因。 

苯福林 PD2和哌唑嗪 PA2测定 

[目的要求] 

掌握：从药理作用的量效曲线测定药物 PD2、PA2的方法。 

熟悉：大鼠肛尾肌的制备技术。 

了解：大鼠肛尾肌的解剖位置。 

[重难点] 

重点：药物 PD2、PA2的测定方法。  

难点：药物 PD2、PA2的含量与计算方法。 

[教学方法] 

讲解与学生实际操作（测定方法）相结合。 

[思考题] 

测定激动剂的 PD2和拮抗剂 PA2有什么意义？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19 

 

吗啡的镇痛作用 

【目的要求】 

掌握：吗啡的镇痛作用机制。 

熟悉：小白鼠热板镇痛仪的作用原理。 

了解：测定小白鼠痛觉的指标，以及痛阈提高百分率的计算。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观察吗啡的镇痛效应。 

难点：痛阈值的测定。 

【教学方法】 

以讲授与学生实际操作相结合（小白鼠热板镇痛法的测定方法）。 

【思考题】 

简单阐明吗啡作用原理及镇痛的时一效关系。 

 

局部麻醉药对神经丛的作用 

【目的要求】 

掌握：局部麻醉药的作用机理。 

熟悉：蛙坐骨神经丛的分离方法。 

了解：神经反射弧的概念。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普鲁卡因阻断麻醉作用的特点。 

难点：普鲁卡因作用机制、适用范围。 

【教学方法】 

以讲授与学生实际操作相结合（蛙坐骨神经分离方法及其麻醉方法）。 

【思考题】 

蛙两侧的缩腿反应有何不同？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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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药及止泻药实验 

【目的要求】 

掌握： 

① 泻药MgSo4的作用机制。 

② 止泻药吗啡的作用机制。 

熟悉：小白鼠灌胃方法。 

了解：小白鼠颈椎脱臼处死法。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观察泻药、止泻药对肠道的作用。 

难点：如何测量肠推进的运动指标。 

【教学方法】 

以讲授为辅，学生实际操作为主（小白鼠腹腔灌胃法、测量肠推距离、小白鼠颈椎脱臼

处死法）。 

【思考题】 

① MgSO4导泻作用机理及导泻适应症。 

② 吗啡为什么能止泻及适应症，有何临床意义？ 

 

氯丙嗪的安定和抗激怒反应作用 

【目的要求】 

掌握：氯丙嗪的中枢安定作用机制。 

熟悉：药理生理实验多用仪——小白鼠电刺激的使用方法。 

了解：观察小白鼠受到电刺激后的激怒反应。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观察氯丙嗪对小白鼠激怒反应的影响。 

难点：氯丙嗪的中枢安定作用机理。 

【教学方法】 

以讲授为辅，学生实际操作为主（小鼠腹腔给药法、小白鼠电刺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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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氯丙嗪为什么对小白鼠产生安定作用？有何临床意义？ 

 

有机磷药物的中毒及其解救 

【目的要求】 

掌握：① 有机磷药物中毒机理。 

② 有机磷药物中毒的特殊解毒剂—碘解磷啶的作用原理与适应症及其用法用量。 

③ 有机磷药物中毒的药物拮抗剂—阿托品的作用原理。 

熟悉：有机磷药物（敌百虫）中毒的解救方法。 

了解：有机磷药物中毒的途径。 

【重难点】 

重点： 

① 观察有机磷药物中毒的症状。 

② 阿托品、碘解磷啶对有机磷中毒的解救原理。 

难点：碘解磷啶和阿托品解毒作用的特点和原理。 

【教学方法】 

以讲授和学生实际操作相结合。 

【思考题】 

简述有机磷农药中毒的原理、临床表现和抢救方法。 

 

局部麻醉药的表面麻醉作用 

【目的要求】 

掌握：的卡因与普鲁卡因的表面麻醉作用原理及特点。 

熟悉：筛选表面麻醉药物的方法。 

了解：角膜反射测定与记录方法。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以兔眼的角膜观察普鲁卡因、的卡因表面麻醉作用特点及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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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表面麻醉解药的作用机理、特点、适应症。 

【教学方法】 

以讲授为辅，学生实际操作为主。 

【思考题】 

为什么两组家兔眼的角膜反射不同，有何临床意义？ 

 

肝脏功能对药物作用的影响 

【目的要求】 

掌握：肝药酶诱导剂和肝药酶抑制剂的药理作用机制。 

熟悉：小白鼠腹腔注射的正确操作方法。 

了解：肝脏对戊巴比妥钠的代谢作用。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观察肝药酶诱导剂及抑制剂对戊巴比妥钠麻醉作用的影响。 

难点：药动学的相互作用及其在代谢方面的意义。 

【教学方法】 

以讲授与学生实际操作（小白鼠腹腔注射法、观察小白鼠翻正反射消失的方法）相结合。 

【思考题】 

1、各组小白鼠麻醉诱导时间有无差异？为什么？ 

2、根据实验结果，分析肝药酶有什么特点？ 

 

全血水扬酸的二室模型药动学参数测定 

【目的要求】 

掌握： 

① 药物动力学的概念。 

② 二室模型的概念。 

③ 消除速度常数、生物半衰期概念。 

熟悉：用比色法测定 T1/2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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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采集血标本的方法（体外抗凝）。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测定生物半衰期的方法。 

难点：二室模型药动学参数的计算。 

【教学方法】 

以讲授与学生实际操作相结合（兔颈总动脉分离术等）。 

【思考题】 

测定生物半衰期对指导合理用药的意义？ 

 

缺氧 

[目的要求] 

复制低张性缺氧、血液性缺氧、组织中毒性缺氧动物模型，并观察各型缺氧的特点及对

机体的影响。 

观察某些因素对机体缺氧耐受性的影响(年龄、中枢神经系统机能状态)。 

独立书写实验报告。 

[重点难点] 

重点： 

不同类型缺氧动物模型的复制方法 

小白鼠的捕捉、腹腔注射方法。观察小白鼠一般状态、呼吸、唇尾颜色，学会计算存活

时间及获取小鼠肝脏的方法。 

怎样全面、客观地记录、整理、分析实验资料，独立书写实验报告。 

通过整个实验过程，能更深入的理解不同类型缺氧的发生机制，及对机体缺氧耐受性的

影响因素。 

难点：不同类型缺氧动物模型的制备 

[教学方法]  

 观看电视录像与学生实习相结合。 

[思考题] 

机体在不同类型的缺氧发生时，血液的颜色有什麽不同变化？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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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小白鼠与成年小白鼠对缺氧的耐受性有什麽不同？为什么？ 

不同类型缺氧发生时，呼吸的变化情况？ 

实验性酸中毒 

[目的要求] 

1、掌握：（1）复制代谢性酸中毒 

        （2）观察酸中毒时动物呼吸、血压和二氧化碳结合力改变 

        （3）观察机体对酸中毒的适应代偿能力 

2、熟悉：血气分析的常用指标，二氧化碳结合能力 

3、了解：呼吸性酸中毒、混合型酸碱平衡紊乱、酸中毒的正确抢救原则 

[重点难点] 

重点：（1）酸中毒模型复制原理 

     （2）酸中毒模型的指标检测、观察和分析 

难点：（1）酸中毒动物模型的复制 

（2）血浆二氧化碳结合力微量测定 

[教学方法] 

电视录象示教、讲解与学生实习相结合。 

[思考题] 

（1）代谢性酸中毒时机体技能及血液酸指标变化的机制与意义。 

（2）代谢性酸中毒对机体有哪些不利影响？ 

 

出血性休克 

[目的要求] 

1、掌握：（1）复制出血性休克动物模型 

        （2）观察出血性休克的早期表现，分析机理 

        （3）补充血容量在休克治疗中的意义 

2、熟悉：耳缘静脉穿刺术 

         颈动脉、股动脉插管术、膀胱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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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细胞压积测定方法 

3、了解：输尿管插管术 

         休克的防治原则 

[重点难点] 

重点：休克实验指标的检测与意义 

难点：实验手术操作、微循环改变的观测 

[教学方法] 

电视录象示教、讲解与学生实习相结合。 

[思考题] 

本实验过程各项指标变化的机理与意义 

 

急性实验急性右心衰竭 

[目的要求] 

掌握：（1）复制急性右心衰动物模型 

          （2）观察急性右心衰竭时机体机能变化和代偿活动 

熟悉：中心静脉压测定方法 

了解：颈外静脉插管术 

[重点难点] 

1、重点：实验性右心衰竭复制原理 

         急性右心衰竭的主要观测指标及意义 
2、难点：急性右心衰竭的模型复制 

[教学方法] 

电视录象示教、讲解与学生实习相结合。 

[思考题] 

急性右心衰时，机体有哪些主要变化，其发生机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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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肝损害及氨的毒性作用 

[目的要求] 

复制急性实验性肝损害时氨中毒的动物模型。 

观察扎肝前后注射复方氯化氨对家兔神经精神症状产生的作用，及  与血氨水平高低的

关系。 

独立认真书写实验报告 

[重点难点] 

重点： 

家兔急性实验的手术操作。游离肝叶和寻找十二指肠的方法。 

观察扎肝前后注射复方氯化氨对家兔神经精神方面的影响。 

血氨测定的原理和方法。 

帮助理解肝性脑病发病机制中血氨升高的作用。 

难点：（1）复制急性实验性肝损害时氨中毒的动物模型。 

（2）结扎肝 

[教学方法]  

讲解与学生实习相结合。 

[思考题] 

为什麽结扎肝前后十二指肠内注射复方氯化氨，对家兔血氨水平高低有不同的影响？ 

家兔血氨水平高低与出现神经精神症状有什麽联系？为什么？ 

 

 兔缺血—再灌注损伤 

 

[目的要求] 

1、复制缺血—再灌注损伤动物模型（可选择动物不同器官：肠、肾、脑、心、肝、下

肢等）。 

2、观察缺血不同时间后，发生再灌注损伤时血液循环的动态变化和组织形态学改变，

以及血液中相关体液因子变化（丙二醛、一氧化氮、SOD等），探讨缺血一再灌注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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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制、对机体的影响和预防措施。 

3、分析整理实验资料，独立认真书写实验报告。 

[重点难点] 

1、复制家兔缺血—再灌注损伤动物模型方法。 

2、各小组可以在不同的组织器官复制，可以有不同的预处理方法，不同的 

缺血、再灌注时间。 

3、观察家兔肠系膜微循环血液灌流，及组织形态结构的观察。 

4、血液 SOD、CO、丙二醛的测定方法 

5、探讨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机制、对机体的影响和预防措施。 

[教学方法] 

讲解与学生实习相结合。 

 实验前，要求同学以小组为单位做好实验设计，老师修改实验设计，技术室做好准备。 

[思考题] 

1、缺血的组织重新恢复血液灌注时，对该组织会导致什么影响？为什么？ 

2、家兔肠系膜缺血后再灌注时，有充足的血液灌注吗？为什么？ 

3、家兔心脏、肝、肾再灌注时其相应器官功能会出现什么变化？ 

4、缺血时间长短再灌注时的器官能有什么影响？ 

5、缺血预处理对缺血再灌注损伤有什么影响？对缺血再灌注损伤可有哪些预防措施？ 

 

三、设计性实验 

  应    激 

应激普遍存在的重要生理、病理意义能为学生提供广泛的思维空间和主动实践机会，实

现以学生为主体的实验原则，供作学生自主设计实验立项主要方向。为帮助学生起步，

设有以下实验项目的基础设计，在此之外留有学生自由选择、修改、设计、建立相关子

项目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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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能力与调控 

[目的要求] 

1、应激能力（fight-flight反应）观察认识。 

2、观察了解调控应激能力的某些有关因素。 

[实验思考] 

应激调控的意义和可能方法。 

[重点难点] 

1、重点：基本指标检测的准确、稳定、建立和掌握，新指标建立。 

2、难点：组织学生自主设计及与不同应激实验组交流讨论。 

[教学方法] 

学生自主设计、自由组合实验组、主导实验进行和完成，教师组织和指导全过程，实验

结果集中交流讨论。 

[实验思考] 

应激调控的意义和可能方法。 

 

应激原与应激反应 

[目的要求] 

1、观察不同性质、不同作用方式应激原引起应激反应的特点。 

2、了解影响应激反应的因素。 

[重点难点] 

1、重点：各型应激原施加的控制与检测；减低手术创伤。 

2、难点：调整和完善实验指标检测，使之更适应教学；组织学生分析实验结果，提出

进一步思路。 

[教学方法] 

学生自主设计、自由组合实验组、主导实验进行和完成，教师组织和指导全过程，实验

结果集中交流讨论。 

选做实验项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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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思考] 

1、影响应激反应的因素及意义。 

2、躯体性应激与心理性应激的差别。 

3、如何分化躯体性应激原与心理性应激原。 

实验性气胸及酸碱平衡紊乱 

 

酸碱平衡紊乱一直是基础与临床教学的难点，故将其立为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向之一。

该项目的基础设计选用实验性气胸的动物模型作为呼酸复制基础，较接近临床疾病，利

于学生控制实验中的条件变换、启发思维，可进行各种混合型酸碱平衡紊乱的实践认识。

以下为该项目的基础设计教学大纲。 

[目的要求] 

1、复制实验性气胸导致呼酸动物模型及代酸、混合型等酸碱平衡紊乱动物模型。 

2、观察酸碱平衡紊乱对机体的影响、酸碱指标变化、机体的适应代偿能力。 

3、了解正确选择恰当的治疗措施。 

 [重点难点] 

1、重点：不同类型酸碱平衡紊乱复制方法及原理思考。 

2、难点：不同实验组间配合的教学组织和结果交流、讨论总结。 

[教学方法] 

学生自主设计、自由组合实验组、主导实验进行和完成，教师组织和指导全过程，实验

结果集中交流讨论。 

[实验思考] 

1、酸碱平衡紊乱的类型。 

2、酸碱平衡紊乱的发病机制与动物模型建立。 

 

神经肌肉兴奋传递的影响 

 

[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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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神经，肌肉组织兴奋的引起及动作电位产生的机制 

熟悉：兴奋在神经肌肉上的传导和传递过程 

了解：各种药物对动作电位的产生及传送的影响机制 

[重点难点] 

重点：细胞兴奋的标志——动作电位的表现及产生原理 

难点：神经动作电位和肌细胞动作电位的同时引导。 

[教学方法] 

     采用教师提问复习动作电位的形式及兴奋传导，传递过程的有关理论，然后示教，

辅以学生自行完成，并可启发学生自行设计。 

[思考题] 

     可以设计什么方式能阻断影响兴奋的产生及传送，从而干扰正常的神经，肌肉功

能。 

 

膜稳定作用与离子通道和神经干动作电位产生的关系 

 

[目的要求] 

观察普鲁卡因、奎尼丁、普萘洛尔和异丙嗪与神经干离子通道状态和动作电位产生、传

导的关系。 

[重点难点] 

重点：通过实验帮助同学理解痛感觉冲动传导与细胞离子通道电流关系。                     

难点：观察钠通道开放剂和抑制剂、对上述药物作用的影响 

[教学方法]   

讲解与学生实习相结合。 

[思考题] 

普鲁卡因、圭尼丁、普萘洛尔和异丙嗪对 Na+、K+离子通道的影响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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