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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生物学（三）》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IDM1001                    课程学分： 3.00 

课程名称（中/英）：Experiments in General Biology III 

课程学时：45                           实验学时：27 

适用专业：生物制药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普通生物学实验是为生物技术（生物制药）专业学生开设的旨在提高学生生物学

基础实验技能的重要教学环节。通过本实验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生物学实验中

的基础理论和方法，主要包括显微镜技术、显微制片技术、动物和植物细胞、组织学

实验、动物解剖学实验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实验，使学生加深对普通生物学理论知识

的理解，提高实验操作技能，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培养学生科学兴趣和

探索精神，为学习后续课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实验一  植物细胞与组织 验证性 3 1 必修 

2 实验二 植物营养器官的解剖结构 验证性 3 1 必修 

3 实验三 花部结构 验证性 3 1 必修 

4 实验四 动物的组织和器官 综合性 3 1 必修 

5 实验五 动物的形态 创新性 3 1 必修 

6 实验六 动物的生理 设计性 3 1 必修 

7 实验七 无脊椎动物解剖 验证性 3 1 必修 

8 实验八 脊椎动物解剖 验证性  1 必修 

9 实验九 动物的多样性 综合性 3 1 必修 

10 实验十 植物的多样性 综合性 3 1 选修 

11 
实验十一 不同污染程度水体中浮游生

物物种多样性比较 
创新性 3 4 选修 

12 实验十二 养虾（蟹）场的参观 综合性 3 4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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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 植物细胞与组织 

1.教学内容 

（1) 分生组织的类型与鉴别； 

（2) 保护组织、机械组织的类型与鉴别； 

（3) 基本组织、输导组织的类型与鉴别； 

（4) 分泌结构的类型与鉴别。 

2.教学目标 

（1) 了解显微镜的基本结构，掌握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2) 了解和掌握植物组织的类型和鉴别方法； 

（3) 掌握植物体各种组织的类型及分布部位； 

（4) 掌握各种组织的细胞形态结构特征及与其功能的适应性。 

实验项目 2：植物营养器官的解剖结构 

1.教学内容 

（1) 根尖的分区； 

（2) 双子叶植物根、茎初生结构和次生结构、单子叶植物根、茎初生结构； 

（3) 双子叶=单子叶植物叶的横切结构、叶的旱生结构。 

2.教学目标 

掌握不同类群植物根、茎和叶的基本形态和结构特点。 

实验项目 3：花部结构 

1.教学内容 

（1) 双子叶、单子叶植物子房、花药结构显微观察； 

（2) 主要科代表植物花部观察。 

2.教学目标 

（1) 了解花的组成部分； 

（2) 掌握花药的结构和花粉粒的发育过程； 

（3) 掌握子房、胚珠的结构、胚囊的形成与发育过程及胚的发育过程。 

实验项目 4：动物的组织和器官 

1.教学内容 

人体口腔上皮细胞装片的制作等。 

2.教学目标 

（1) 制作人体口腔上皮细胞装片； 

（2) 掌握动物的四类基本组织结构特点及其结构和功能的密切关系。 

实验项目 5：动物的形态 

1.教学内容 

小白鼠的解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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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 初步掌握解剖鼠类等哺乳动物的基本技术； 

（2) 熟识小白鼠外形及内脏系统各器官的部位与特点； 

（3) 掌握哺乳动物结构和功能上先进性特征。 

实验项目 6：动物的生理 

1.教学内容 

（1) 视野的测定； 

（2) 盲点的测定 

（3) 人体动脉血压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 学习视野计的使用方法，证明盲点的存在并计算盲点所在位置。 

（2) 学习并掌握人体间接测压法的原理和方法，观察在正常情况下，影响动脉

血压的影响。 

实验项目 7：无脊椎动物解剖 

1.教学内容 

（1）河蚌、田螺、乌贼的外形观察； 

（2）河蚌的内部构造解剖； 

（3）软体动物的浸制标本观察 

2.教学目标 

(1)通过河蚌等软体动物外形观察和解剖，掌握软体动物门的主要特征。 

(2)掌握河蚌的内部构造解剖方法，并以此了解其它无脊椎动物的解剖方法和观

察步骤 

实验项目 8：脊椎动物解剖 

1.教学内容 

（1）鲫鱼的外形观察； 

（2）鲫鱼骨骼观察； 

（3）鲫鱼内部构造解剖 

2.教学目标 

(1)通过鲫鱼的外形观察及其内部构造解剖，掌握鱼纲的主要特征； 

(2)掌握鲫鱼的内部构造解剖方法，并以此了解其它脊椎动物的解剖方法和观察

步骤 

实验项目 9：动物的多样性 

1.教学内容 

（1）无脊椎动物模型、浸制标本观察； 

（2）脊索动物模型、剥制标本、浸制标本观察； 

（3）通过形态特征认识常见种类 

2.教学目标 

(1)认识常见的无脊椎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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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识常见的脊索动物 

实验项目 10：植物的多样性 

1.教学内容 

校园植物的识别。 

2.教学目标 

掌握校园野生植物和园艺栽培植物的主要种类、了解其分类地位。 

实验项目 11：不同污染程度水体中浮游生物物种多样性比较 

1.教学内容 

水样采集方法、显微计数、比较分析 

2.教学目标 

掌握基本的水样采集方法和显微计数方法，了解不同水体优势种差异。 

实验项目 12：养虾（蟹）场的参观 

1.教学内容 

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周边地区养虾（蟹）场的现场参观。 

2.教学目标 

了解虾蟹的生长状况与生态环境。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阐述实验目的、反映实验内容，绘图和结构标注的准确性和科学

性。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考核在平时实验课中进行，根据实验报告的完成

情况进行评分，依各次实验报告的评分计算平均分。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将实验报告评分

计算出的平均分作为实验成绩，最后以 30%计入课程总成绩。 

（3）在课程考试出题考核，实验课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30%-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显微镜、解剖镜（实体镜）各 40 套；解剖器具 50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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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戈志强主编. 生物学形态实验指导. 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2、参考书： 

1）王英典,刘宁. 植物生物学实验指导.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金银根.植物学实验与技术.科学出版社，2007. 

3）刘凌云等.普通动物学实验指导.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王元秀. 普通生物学实验指导.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执 笔 人：孙丙耀   

审 批 人：朱玉芳，魏育红   

完 成 时 间：201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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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技能训练》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IOI1010                     课程学分：8 

课程名称（中/英）：生物信息技能训练（Bioinformatics Skills Training） 

课程学时：                             实验学时：144 

适用专业：生物信息学 

实验室名称：生物信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深入掌握各种生物信息学相关的网络资源的使用，并利用它们来挖掘实验所需的

数据，然后综合运用各种在线工具、生物专业软件，乃至自行编程，对这些数据进行

分析，并能够根据这些分析结果推导出具有生物学意义的结论。通过该实验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能够把生物学传统实验与生物信息学实验相结合，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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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组序列模式的统计分析 综合性 36 1 实验 1～5 任选一 

2 基于基因组突变的肿瘤分型 综合性 36 1 实验 1～5 任选一 

3 基于差异基因表达的肿瘤分型 综合性 36 1 实验 1～5 任选一 

4 EST 文库对比分析 综合性 36 1 实验 1～5 任选一 

5 
基于RNA-seq的转录组差异表达基因的

计算鉴别 
综合性 36 1 实验 1～5 任选一 

6 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预测 综合性 36 1 实验 6 和 7 二选一 

7 分子动力学模拟 综合性 36 1 实验 6 和 7 二选一 

8 相关性的统计分析与可视化实现 综合性 36 1 实验 8 和 9 二选一 

9 实践型 ChIP-Seq 综合性 36 1 实验 8 和 9 二选一 

10 基于表达谱芯片数据的药物重定位分析 综合性 36 1 必修 

 



 

 7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基因组序列模式的统计分析 

1.教学内容 

阅读基因组序列模式相关的文献资料，选定某个序列模式和物种基因组作为研

究对象；从 Genbank 的 genome 数据库中下载某个物种的基因组数据；使用在线分析

工具或自行编程对所选研究对象进行统计分析。 

 

2.教学目标 

（1）理解基因组序列模式的含义； 

（2）能够独立使用相关数据库、分析工具或自行编程完成所选序列模式的统计

分析。 

实验项目 2：基于基因组突变的肿瘤分型 

1.教学内容 

基因组突变的类型及其与肿瘤发生发展的关联；肿瘤基因组数据库；肿瘤基因

组突变数据的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基因组突变的类型及其与肿瘤发生发展的关联； 

（2）熟悉肿瘤基因组相关数据库； 

（3）能够利用已有软件工具，并结合编程对肿瘤基因组突变数据进行分析。 

实验项目 3：基于差异基因表达的肿瘤分型 

1.教学内容 

肿瘤相关的基因表达谱数据库资源的使用；基因表达谱数据分析软件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熟悉肿瘤相关的基因表达谱数据库资源； 

（2）掌握肿瘤相关的基因表达谱数据的下载方式；  

（3）能够使用已有软件或自行编程进行基因表达谱数据分析。 

实验项目 4：EST 文库对比分析 

1.教学内容 

阅读EST文库相关文献资料，选定某个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从Genbank的UniGene

数据库下载相关的 EST 文库；使用在线分析工具或自行编程对所选研究对象的 EST

文库进行对比分析。 

 

2.教学目标 

（1）理解 EST 文库的含义，以及特异性和差异表达 EST 的含义； 

（2）能够独立使用相关数据库、分析工具或自行编程完成所选 EST 文库的对比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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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基于 RNA-seq 的转录组差异表达基因的计算鉴别 

1.教学内容 

RNA-seq 数据格式解读；RNA-seq 数据库资源的使用；RNA-seq 数据的分析。 

2.教学目标 

（1）熟悉 RNA-seq 数据格式； 

（2）熟悉 RNA-seq 数据资源的获取； 

（3）掌握 RNA-seq 数据相关分析软件的使用。 

实验项目 6：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预测 

1.教学内容 

对给定的未知序列进行结构和功能的预测 

2.教学目标 

（1）掌握蛋白质序列分析，结构建模和位点注释的原理 

（2）熟练运用相关背景知识，进行数据处理 

实验项目 7：分子动力学模拟 

1.教学内容 

对给定体系进行动力学模拟和采样，并获取蛋白质的动力学特征信息 

2.教学目标 

（1）掌握分子动力学模拟的基本方法和技术， 

（2）熟练运用参数调节及结果分析 

实验项目 8：相关性的统计分析与可视化实现 

1.教学内容 

R 语言操作；相关性统计分析；可视化编程 

2.教学目标 

理解所给模型，并将其思想应用到生物信息学 

实验项目 9：实践型 ChIP-Seq 

1.教学内容 

Linux 基本命令操作；利用 ChIP-seq 分析软件对 ChIP-seq 数据进行分析 

2.教学目标 

理解 ChIP-seq 分析流程，并能处理 ChIP-seq 数据 

实验项目 10：基于表达谱芯片数据的药物重定位分析 

1.教学内容 

基于 GEO 数据库发布的公共数据（肿瘤 vs 正常组织），使用 BRB-ArrayTools

或者自主开发的 R 语言程序鉴定差异表达基因，完成通路分析后，提取差异基因的

探针，使用相似性算法检索可能的抗肿瘤新药物。通过文献检索分析该药物抗肿瘤的

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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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芯片数据质量评估的基本原则，差异表达基因鉴定的基本算法，基于

相似性算法的 Connectivity Map 数据库预测药物新用途的基本方法与结果解读，以及

利用 PubMed 检索相关文献。 

（2）熟悉以下工具的使用 

<1> 利用 RMAExpress 软件评估芯片数据质量 

<2> 使用 BRB-ArrayTools 软件或 R 语言程序进行差异表达基因分析 

<3> 基于 Connectivity Map 数据库的药物重定位 

<4> 利用 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 的富集分析 

<5> NoteExpress 软件的使用， 

（3）掌握由表达谱数据出发的基于差异表达基因的药物重定位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每次实验结束前检查数据库查询、软件或自编程序运行结果；学生按照要求独

立撰写一份实验报告；教师根据实验完成情况以及实验报告内容进行评分。由于整个

课程都是实验课，所以本课程的总成绩就按照所有实验课成绩的综合评分结果记录。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可以进行高通量计算的 IBM S812L 小型机一台 

教师用台式计算机 2 台 

学生用台式计算机 28 台 

教学示范用投影仪 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自编实验讲义 

2.参考书： 

【1】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生物信息学 陶士珩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

司; 第 1 版 (2007 年 8 月 1 日) ISBN 9787030197719, 7030197712 

【2】 生物信息学:从基因组到药物 伦盖威尔 (作者), 郑珩 (译者), 王非 (译者) 化

学工业出版社; 第 1 版 (2006 年 6 月 1 日) ISBN 750258479X 

【3】 863 生物高技术丛书•生物信息学 赵国屏 科学出版社; 第 1 版 (2002 年 4 月 1

日) ISBN 7030098951, 9787030098955 

【4】 生物统计及生物信息学前沿(英文版) 马双鸽 (作者), 王跃东 (作者) 国科学

技术大学出版社; 第 1 版 (2009 年 2 月 1 日 ISBN 9787312022289 

【5】 结构生物信息学，P.E 波恩 (编者), 魏西希 (编者) 化学工业出版社; 第 1

版 (2009 年 3 月 1 日) ISBN 9787122031808 

【6】 生物信息学(第 2 版)(导读版) 霍奇曼 (T.Charlie Hodgman) ( 作者 ), Andrew 

French (作者), David R.Westhead (作者) 科学出版社; 第 2 版 (2010 年 9 月 1

日) ISBN 9787030288738, 7030288734 

【7】 生物序列分析 Richard Durbin, Sean Eddy, Anders Krogh 等 (作者), 王俊, 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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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然, 单杲等 (译者) 科学出版社; 第 1 版 (2010 年 8 月 1 日) ISBN 

7030284437, 9787030284433 

【8】 生物信息学:序列与基因组分析(附光盘) [ 芒特 (作者), 曹志伟 (编译) 科学出

版社; 第 2 版 (2010 年 2 月 24 日) ISBN 7030176405, 9787030176400 

【9】 生物信息学与功能基因组学 乔纳森•佩夫斯纳 (作者), 孙之荣 (译者) 化学工

业出版社; 第 1 版 (2006 年 6 月 1 日) ISBN 7502583831 

 

                                               

 

执 笔 人：  张高川  

审 批 人：  杨晓勤  

完 成 时 间： 2016-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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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信息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IOI1021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基因组信息学（Genomic Informatics）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生物信息学 

实验室名称：生物信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基因组信息学涉及基因组信息的获取、处理、存储、分配、分析和解释等所有方

面。主要包括：基因组及其图谱绘制、基因组测序、组装及注释、基因组表观遗以及

基因组进化等。具体而言，就是要构建研究基因组的数据库，发展包括算法、软件、

硬件在内的有效的信息分析工具。一是基因组信息的搜集与储存，管理与提供，建立

信息数据库。二是基因组序列信息的提取和分析。利用 EST 数据库发现新基因，从

基因组 DNA 测序数据中确定基因编码区是目前常用的寻找新基因的方法；对真核生

物中占整个基因组核昔酸序列大部分的非编码区信息结构分析也是这一内容的重要

组成部分。非编码区组分的确定、对三联体编码方式的怀疑及对编码区和非编码区中

信息调节规律的研究，加快和促进了人们对非编码区结构和功能的认识。通过对基因

组信息的研究，为生物学科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遗传密码的

起源、基因组结构的形成与演化、生物进化等，也是基因组信息学研究的内容。通过

系列实践教学，让学生理解基因组测序原理、熟悉模拟软件的使用，理解序列组装算

法、掌握常用组装软件的使用；掌握基因组相关注释数据库的使用，以及基因预测、

基因转录调控分析等相关工具的使用等；让学生能够深入掌握各种基因组信息学相关

的网络资源的使用，并利用它们来挖掘实验所需的数据，然后综合运用各种在线工具

和生物专业软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并能够根据这些分析结果推导出具有生物学意

义的结论。能够在现有软件和算法的基础之上，针对具体的基因组学问题，自行编写

一些实用的程序分析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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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组测序模拟 设计性 9 1 必修 

2 序列组装 设计性 9 1 实验 2 和 3 二选一 

3 基于 EST 文库的基因转录变异体的鉴别 创新性 9 1 实验 2 和 3 二选一 

4 基因预测 设计性 9 1 实验 4 和 5 二选一 

5 不同基因预测软件的比对 验证性 9 1 实验 4 和 5 二选一 

6 启动子和转录因子的分析和预测 设计性 9 1 实验 6 和 7 二选一 

7 启动子和转录因子的计算鉴别 设计性 9 1 实验 6 和 7 二选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基因组测序模拟 

1.教学内容 

（ 1 ）常用基因组测序模拟软件的使用练习，包括 ART 系列（ ART 

Illumina/454/SOLiD read simulator）和 GenomeABC； 

（2）编程模拟全基因组鸟枪法测序。 

2.教学目标 

（1）加深全基因组鸟枪法测序原理的理解； 

（2）熟悉和掌握已有的基因组测序模拟和评估程序的使用 (如：ART 、

GenomeABC 等)； 

（3）能够独立地使用自己所掌握的编程语言编写程序模拟全基因组鸟枪法测

序。 

实验项目 2：序列组装 

1.教学内容 

（1）练习使用公共搜索引擎，搜索有关―sequence assembly‖的专业软件，并加

以描述； 

（2）练习 CAP3 的使用（http://pbil.univ-lyon1.fr/cap3.php）； 

（3）编写简化的序列组装程序。 

2.教学目标 

（1）加深序列组装原理的理解； 

（2）熟悉已有的基因组序列组装的使用； 

（3）掌握简单的序列组装程序 CAP3 的使用； 

（4）能够独立地使用自己所掌握的编程语言编写序列组装的简化程序。 

实验项目 3：基于 EST 文库的基因转录变异体的鉴别 

1.教学内容 

（1）练习使用公共搜索引擎，搜索有关―sequence assembly‖的专业软件，并加

以描述； 

http://pbil.univ-lyon1.fr/cap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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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niGene 数据库； 

（3）UCSC BLAT； 

（4）练习 CAP3 的使用（http://pbil.univ-lyon1.fr/cap3.php）。 

2.教学目标 

（1）加深序列组装原理的理解； 

（2）熟悉已有的基因组序列组装的使用； 

（3）掌握简单的序列组装程序 CAP3 的使用； 

（4）学会利用已有分析工具从 EST 序列中鉴别出基因转录变异体。 

实验项目 4：基因预测 

1.教学内容 

（1）从 Genbank 搜集基因相关数据集； 

（2）编程解析 Genbank 格式的序列信息； 

（3）编写分析所搜集的基因数据集的三联体密码子偏好性； 

（4）外显子内含子剪切识别序列的计算分析； 

（5）编写程序计算鉴别基因结构（外显子和内含子的分布）。 

2.教学目标 

（1）加深基因预测基本原理的理解（如三联体密码子的偏好性、内含子外显子

剪切识别序列等）； 

（2）熟悉已有的基因预测的使用（如 GeneScan、GeneWise 等）； 

（3）能够独立地使用自己所掌握的编程语言编写程序实现基因预测方法。 

实验项目 5：不同基因预测软件的比对 

1.教学内容 

（1）从 Genbank 搜集基因相关数据集； 

（2）利用公共搜索引擎，搜索至少 5 个不同级因预测软件； 

（3）利用基因预测软件对搜集的已知基因相关的序列进行基因预测分析； 

（4）对预测结果进行评估； 

（5）同源基因预测。 

2.教学目标 

（1）加深基因预测基本原理的理解（如三联体密码子的偏好性、内含子外显子

剪切识别序列等）； 

（2）熟悉已有的基因预测的使用（如 GeneScan、GeneWise 等）； 

（3）了解不同基因预测软件的适用物种范围等的差异； 

（4）了解同源基因预测的意义所在。 

实验项目 6： 启动子的分析和预测 

1.教学内容 

（1）利用已有软件对已知基因启动子进行分析和预测； 

（2）利用已有软件对已知基因启动子区域的转录因子结合位点（TFBSs）进行

分析和预测； 

（3）练习 TransFac 数据库的使用； 

http://pbil.univ-lyon1.fr/cap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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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计 Promoter 克隆引物。 

2.教学目标 

（1）加深对基因启动子的理解和认知； 

（2）学会如何获取已知基因的启动子序列数据； 

（3）熟悉不同启动子分析软件的使用及其适用范围； 

（4）熟悉不同转录因子分析软件的使用及其适用范围； 

（5）学会设计启动子克隆引物。 

实验项目 7： 转录因子结合位点的分析和预测 

1.教学内容 

（1）练习各种启动子序列获取数据库和软件的使用； 

（2）练习 TransFac 等转录因子相关数据库的使用； 

（3）自行编程进行 Promoter 的计算鉴别。 

（4）自行编程进行 TFBSs 的计算鉴别； 

2.教学目标 

（1）加深对基因启动子区域的转录因子结合位点的理解和认知； 

（2）熟悉不同转录因子结合位点相关分析软件的使用及其适用范围； 

（3）学会使用已知启动子的 HMM 模型或序列数据来自己构建 HMM 模型，并

能够独立编程利用该 HMM 模型来计算鉴别未知启动子； 

（4）学会使用已知 TFBSs 的 HMM 模型，并能够独立编程利用该 HMM 模型

来计算鉴别未知启动子。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按照制定格式撰写实验报告，根据实验报告的完成度进行打分。 

每次实验结束前检查程序运行结果，并记载成绩，定期检查编写程序清单的作业

并记载成绩。 

实验课成绩按 40%计入总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可以进行高通量计算的 IBM S812L 小型机一台 

教师用台式计算机 2 台 

学生用台式计算机 28 台 

教学示范用投影仪 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理论课：《生物信息学——序列与基因组分析》, David W. Mount（曹志伟 编译）, 

科学出版社 

实验课：自编实验讲义 

 

 



 

 15 

2.参考书：  

【1】 基因组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杨金水，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07 月，第 2 版，ISBN：9787040214628 

【2】 生物信息学:序列与基因组分析，作者:(美)芒特，编译:曹志伟，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第 2 版，ISBN：7030176405 

【3】 生物信息学与功能基因组学，作者:(美)乔纳森·佩夫斯纳，译者:孙之荣，化学

工业出版社， 2006 年 06 月，第 1 版，ISBN：7502583831 

【4】 Bioinformatics in the Post-Genomic Era: Genome, Transcriptome, Proteome, and 

Information-Based Medicine（paperback），Jeff Augen，Publisher: Addison-Wesley 

Professional， 1 edition (September 6, 2004)，Language: English ISBN-10: 

0321173864，ISBN-13: 978-0321173867  

【5】 Genome Transcriptome and Proteome Analysis（paperback），Alain Bernot，

Publisher: Wiley; 1 edition (November 10, 2004) ，Language: English，ISBN-10: 

047084955X，ISBN-13: 978-0470849552  

【6】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生物信息学，陶士珩，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

公司; 第1版 (2007年8月1日)，9787030197719, 7030197712 

【7】 863生物高技术丛书•生物信息学，赵国屏，科学出版社; 第1版 (2002年4月1

日)，7030098951, 9787030098955 

【8】 生物信息学(第2版)(导读版)，霍奇曼(T.Charlie Hodgman) (作者), Andrew French 

(作者), David R.Westhead (作者)，科学出版社; 第2版 (2010年9月1日)，
9787030288738, 7030288734 

【9】 生物序列分析，Richard Durbin, Sean Eddy, Anders Krogh等 (作者), 王俊, 郭一

然 , 单杲等  (译者 )，科学出版社 ; 第1版  (2010年8月1日 )，7030284437, 

9787030284433 

【10】 生物信息学:序列与基因组分析(附光盘) ，芒特 (作者), 曹志伟 (编译)，科学

出版社; 第2版 (2010年2月24日)，7030176405, 9787030176400 

【11】 生物信息学与功能基因组学，乔纳森•佩夫斯纳 (作者), 孙之荣 (译者)，化学

工业出版社; 第1版 (2006年6月1日)，7502583831 

 

 

                                               

执 笔 人：  张高川  

审 批 人：  肖   飞  

完 成 时 间： 2016 -0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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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录组信息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BIOI1022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转录组信息学（Transcriptome Informatics）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生物信息学 

实验室名称：生物信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介绍课程内容，确定教学目标；明确教学要求等。 

本课程主要内容涉及转录组信息学的两大数据：基因芯片数据和 rnaseq 数据的获

取，相关算法的教学，软件使用和数据分析。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数据预处理的各种

算法和流程，并要求自己写代码处理；然后进行更高级的转录组数据分析：差异表达

基因筛选，聚类，分类，以及网络分析。通过对转录组信息的研究，为生物学科的一

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遗传密码的起源、基因组结构的形成与演化、

生物进化等，也是基因组信息学研究的内容。 

三、主要教学内容： 

1. 基因芯片及 rnaseq 数据的预处理 

 2. 转录组数据的差异表达基因筛选 

3. 转录组数据的聚类分析 

4. 转录组数据的样本类型识别 

5. 转录组数据的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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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芯片数据预处理及实验设计 设计性 4 1 必修 

2 基因芯片数据差异表达基因筛选 设计性 2 1 必修 

3 基因芯片数据聚类分析 创新性 2 1 必修 

4 基因芯片数据分类 设计性 14 1 必修 

5 基因芯片数据的特征选择与分类 验证性 4 1 必修 

6 基因芯片数据的网络分析 设计性 2 1 必修 

7 RNA-Seq 数据处理 设计性 8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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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基因芯片数据预处理及实验设计 

1.教学内容 

（1）从各大网站下载 cdna 芯片数据和寡核苷酸芯片数据 

（2）编程实现预处理 

2.教学目标 

（1）能够获取芯片数据源 

（2）熟悉和掌握预处理算法 

（3）能够独立地使用自己所掌握的编程语言编写程序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实验项目 2：基因芯片数据差异表达基因筛选 

1.教学内容 

（1）自己编写程序或者会用 sam，r 等现成的差异表达基因筛选软件 

2.教学目标 

（1）加深差异表达基因筛选方法的理解 

（2）能够独立地使用自己所掌握的编程语言编写或者用流行的软件进行差异表

达基因筛选 

实验项目 3：基因芯片数据聚类分析 

1.教学内容 

（1）下载学习聚类软件的使用或者编程实现聚类 

2.教学目标 

（1）加深聚类原理的理解； 

（2）能够独立地使用自己所掌握的编程语言编写或者用流行的软件进行聚类分析 

实验项目 4：基因芯片数据分类 

1.教学内容 

（1）下载学习并使用分类软件或者编程实现分类 

2.教学目标 

（1）加深分类原理的理解； 

（2）能够独立地使用自己所掌握的编程语言编写或者用流行的软件进行类别分析 

实验项目 5：基因芯片数据的特征选择与分类 

1.教学内容 

（1）下载或者自己编程实现基于分类的差异表达基因筛选方法，并进行分类检

验性能 

2.教学目标 

（1）加深分类和特征选择原理的理解； 

（2）能够独立地使用自己所掌握的编程语言编写或者用流行的软件进行差异表

达基因筛选并经分类检验性能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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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 基因芯片数据的网络分析 

1.教学内容 

（1）下载或者自己编程实现芯片数据的网络分析 

2.教学目标 

（1）加深对网络分析原理的理解； 

（2）能够独立地使用自己所掌握的编程语言编写或者用流行的软件对芯片数据

进行网络分析 

实验项目 7： RNA-Seq 数据处理  

1.教学内容 

（1）下载 rnaseq 数据，编程或者用现有软件进行各种分析 

2.教学目标 

（1）加深对 rnaseq 数据处理的理解； 

（2）能够独立地使用自己所掌握的编程语言编写或者用流行的软件对 rnaseq 数

据进行分析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按照制定格式撰写实验报告，根据实验报告的完成度和上交时间进行打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可以连接 Internet 的个人 PC 机 28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基因芯片数据分析与处理 

2.参考书：RNA-seq Data Anaalysis  

 

 

                                               

执 笔 人：  杨德印  

审 批 人：  张高川  

完 成 时 间: 201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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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组信息学 

课程代码：BIOI1023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蛋白质组信息学（Proteomic-informatics）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生物信息学 

实验室名称：生物信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蛋白质组信息学是后基因组时代的重要学科方向，通过信息学的方法对蛋白质的

序列、结构、功能信息进行深入解析，进一步破解蛋白质的生命奥义。本课程的内容

涵盖了蛋白质的序列分析、结构预测、功能预测等方向，包括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

部分，是生物信息学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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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质的理化性质预测 验证 4 1 必修 

2 蛋白质的双序列比对 综合 4 1 必修 

3 蛋白质多序列比对 综合 4 1 必修 

4 系统发育分析 综合 4 1 必修 

5 蛋白质二级结构预测 综合 4 1 必修 

6 蛋白质三级结构预测 创新 8 1 选修 

7 KEGG 数据库使用实践 验证 4 1 选修 

8 蛋白质翻译后修饰位点预测 创新 4 1 必修 

9 Cytoscape 应用实例 创新 4 1 必修 

10 Cytoscape 应用实践 创新 8 1 选修 

11 蛋白质功能预测 创新 4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蛋白质的理化性质预测 

1. 教学内容 

蛋白质理化性质的预测方法及相关数据库和软件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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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 深入理解蛋白质理化性质预测的基本原理 

（2） 掌握一些蛋白质理化性质预测软件的使用及应用范围 

实验项目 2：蛋白质的双序列比对 

1. 教学内容 

使用经典的蛋白质序列比对软件 BLAST 的使用及分析方法 

2.教学目标 

（1） 深入理解双序列比对方法的原理，常用的算法，打分方法等 

（2） 掌握基础点阵图的绘制方法 

（3） 掌握在线 Blast 进行双序列比对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3：蛋白质多序列比对 

1. 教学内容 

利用经典的软件 ClustalX 进行多序列比对的方法和分析流程。 

2. 教学目标 

（1） 深入理解多序列比对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 掌握 ClustalX 进行多序列比对的方法。 

实验项目 4：系统发育分析  

1. 教学内容 

几种经典的软件进行系统发育分析的方法和流程 

2. 教学目标 

（1） 深入理解分子进化的机制原理 

（2） 掌握采用相关软件构建分子进化树的方法原理和操作流程 

实验项目 5：蛋白质二级结构预测  

1. 教学内容 

对未知序列进行蛋白质二级结构预测的原理和方法 

2. 教学目标 

（1） 深入理解和掌握蛋白质二级结构预测的原理 

（2） 掌握几种二级结构软件进行预测的方法 

实验项目 6：蛋白质的同源建模 

1. 教学内容 

利用经典的同源建模软件 Modeller 进行蛋白质同源建模的方法，以及相关的

评价打分软件的使用。 

2. 教学目标 

（1） 学习查看 PROCHECK 结果拉式图和 molprobity 结果 Kinemage 图，具

象化模型 

（2） 掌握 Swiss-Model 和 Modeller 对蛋白质序列进行单模板和多模板建模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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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7：KEGG 数据库使用实践  

1. 教学内容 

经典数据库 KEGG 的使用 

2. 教学目标 

（1） 了解 KEGG 数据库的收录范围和应用领域 

（2） 掌握 KEGG 的查询、绘图等功能 

实验项目 8：蛋白质翻译后修饰位点预测  

1. 教学内容 

对于给定目标体系，进行资料调研，方案设计，并利用专业软件进行翻译后

修饰位点预测。 

2. 教学目标 

（1） 深入理解翻译后修饰的种类及生物意义 

（2） 掌握根据蛋白质序列进行翻译后修饰位点预测的方法和步骤 

实验项目 9：Cytoscape 应用实例  

1.教学内容 

经典软件 Cytoscape 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 深入理解蛋白质相互作用的生物学意义 

（2） 掌握 Cytoscape 软件编辑和图像化蛋白质网络的方法 

实验项目 10： Cytoscape 应用实践 

1.教学内容 

利用经典软件 Cytoscape 进行复杂的网络构建和注释。 

2.教学目标 

（1） 深入理解蛋白质相互作用的生物学意义 

（2） 灵活掌握 Cytoscape 软件编辑和图像化蛋白质网络的方法 

实验项目 11： 蛋白质功能预测 

1.教学内容 

综合运用所学，对未知的蛋白质序列进行综合的功能预测和注释。 

2.教学目标 

（1） 掌握蛋白质功能预测的原理和方法 

（2） 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处理未知体系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考察 

（1） 每次实验结束前检查程序运行结果， 依据实验报告及实验运行情况给出每次

实验的成绩。 

（2） 累计所有实验的结果，综合得到的实验课成绩 50%计入课程总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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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可以进行高通量计算的 IBM S812L 小型机一台 

教师用台式计算机 2 台 

学生用台式计算机 28 台 

教学示范用投影仪 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1) 《比较蛋白质组学的生物信息学》 ，[美]Cathy H.Wu, Chuming Chen 科学出版社，

2013 

2、参考书： 

1 ） 生 物 信 息 学 ： 基 因 和 蛋 白 质 分 析 的 实 用 指 南 ， [ 美 ][ 巴 森 文 尼 斯 ] 

AndreasD.Baxevanis,[美]B.F.FrancisOuellette 著；李衍达,孙之荣等译，清华大学出版

社,2000 

2) 探索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生物信息学（中译版）孙之荣主译，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8 月出版  

3) Introducing Proteomics: From Concepts To Sample Separation, Mass Spectrometry

（质谱分析） And Data Analysis. Josip Lovric 编著, Wiley-Blackwell, 2011 年出版。 

4) Proteins and Proteomics: A Laboratory Manual. Richard J. Simpson 编著，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 (New York, USA), 2003 出版。 

5) 《蛋白质组学：理论与方法》，钱小红、贺福初编著，科学出版社，2003 年。 

 

 

 

执 笔 人：  肖   飞  

审 批 人：  张高川  

完 成 时 间： 2016 -0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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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药物发现 

课程代码：BIOI1024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计算机辅助药物发现 

                               （Computer-aided Drug Discovery）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生物信息学 

实验室名称：生物信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计算机辅助药物发现是现阶段药物设计中的常规方法之一，对于新药研发和改良

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也是生物信息学领域中相对独立且成熟的一个分支。这是一门

实践性学科，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结合实践，加深学生对基础原理和方法的理解，同

时掌握相关方法的操作要领，是对生物信息学专业学生创新思维和独立性培养的专业

选修课程。 

计算机辅助药物分子设计技术都是各种分子模拟技术及各种数理统计方法，因此

该课程教学涵盖了分子力学方法、量子力学方法、蒙特卡洛及分子动力学方法、数值

及非数值优化技术等。同时，课程内容还包括药物分子设计的主要技术手段如 QSAR

方法、药效团模型、分子对接等实验技术。 

通过该课程教学使学生了解新药研究和开发的程序，熟悉新药（先导化合物）发

现途径，掌握药物设计的理论和方法，了解学科的发展方向，熟悉运用计算机进行合

理的药物设计的理论和知识，毕业后能适应 21 世纪我国新药研究开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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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可视化 综合 4 1 必修 

2 蛋白质的同源建模 创新 8 1 必修 

3 分子动力学模拟 综合 8 1 必修 

4 虚拟组合库实践 验证 8 1 选修 

5 虚拟组合库创新设计 创新 8 2 选修 

6 基于配体的药效团方法 验证 8 2 选修 

7 基于受体的药效团方法 验证 8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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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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基于配体的药效团构建实践 创新 8 4 选修 

9 基于受体的药效团构建实践 创新 8 4 选修 

10 随机数生成 创新 8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分子可视化  

1.教学内容 

生物分子可视化和编辑软件 VMD 及 Swiss-PdbViewer 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 了解生物分子的三维结构数据格式 

（2）熟悉和掌握生物分子三维图像显示软件 VMD 的用法 

（3）掌握 Swiss-Pdbviewer 调整和编辑蛋白质分子结构的方法 

实验项目 2：蛋白质的同源建模 

1.教学内容 

利用经典的同源建模软件 Modeller 进行蛋白质同源建模的方法，以及相关的

评价打分软件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学习查看 PROCHECK 结果拉式图和 molprobity 结果 Kinemage 图，具

象化模型 

（2）掌握 Swiss-Model 和 Modeller 对蛋白质序列进行单模板和多模板建模

的方法。 

实验项目 3：分子动力学模拟 

1.教学内容 

利用经典分子动力学模拟软件 GROMACS 对蛋白质体系进行能量优化和动

力学方法采样的原理和方法。 

2.教学目标 

（1） 深入理解分子动力学模拟的基础原理和应用范围 

（2） 掌握基础动力学模拟软件 GROMACS 的基础流程和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4：虚拟组合库实验 

1.教学内容 

学习经典的药物设计软件进行虚拟组合库设计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 深入理解虚拟组合库的基本原理和构建方法 

（2）掌握用药物设计相关软件构建虚拟组合库的流程及方法 

实验项目 5：虚拟组合库创新设计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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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关键词或目标，训练学生自主查找相关资料，并采用相关软件进行虚拟

组合库设计和优化。 

2.教学目标 

（1） 学习查找相关主题的实验信息和条件以及相关数据库的用法 

（2） 掌握药物设计相关软件进行虚拟组合库构建的方法 

（3） 理解虚拟组合库方法的优缺点和改进方法。 

实验项目 6：基于配体的药效团方法实践 

1. 教学内容 

利用专业软件进行基于配体的药效团方法的基本流程。 

2. 教学目标 

（1） 深入理解药效团模型方法的原理和使用范畴 

（2） 掌握药物设计相关中，采用基于配体的药效团方法构建小分子库的操

作步骤 

实验项目 7：基于受体的药效团方法实践 

1.教学内容 

利用专业软件进行基于受体的药效团方法的基本流程。 

2.教学目标 

（1） 深入理解药效团模型方法的原理和使用范畴 

（2） 掌握药物设计相关中，采用基于受体的药效团方法构建小分子库的操

作步骤 

实验项目 8：基于配体的药效团构建实践 

1.教学内容 

对于给定目标体系，进行资料调研，方案设计，并利用专业软件进行基于配

体的药效团模型构建。 

2.教学目标 

（1） 学习查找相关主题的实验信息和条件以及相关数据库的用法 

（2） 掌握药物设计相关软件进行基于配体的药效团模型构建方法 

（3） 理解药效团模型方法的优缺点和参数含义。 

实验项目 9：基于受体的药效团构建实践 

1.教学内容 

对于给定目标体系，进行资料调研，方案设计，并利用专业软件进行基于受

体的药效团模型构建。 

2.教学目标 

（1） 学习查找相关主题的实验信息和条件以及相关数据库的用法 

（2） 掌握药物设计相关软件进行基于受体的药效团模型构建方法 

理解药效团模型方法的优缺点和参数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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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0：随机数生成 

1.教学内容 

利用所学随机数产生机制，编写代码，生成班级随机点名系统。 

2.教学目标 

（1） 深入理解随机数产生的原理和方法 

（2） 掌握随机数生成的方法及应用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考察 

(1)每次实验结束前检查程序运行结果， 依据实验报告及实验运行情况给出每次

实验的成绩。 

(2)累计所有实验的结果，综合得到的实验课成绩 50%计入课程总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可以进行高通量计算的 IBM S812L 小型机一台 

教师用台式计算机 2 台 

学生用台式计算机 28 台 

教学示范用投影仪 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新世纪应用型高等教育)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基本方法原理概要与实践详

解 (化工类课程规划教材 )》，朱瑞新主编，2011.4，大连理工出版社 ISBN：

9787561161043 

2、参考书： 

1）、 《计算机辅助药物分子设计》，徐筱杰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8ISBN:750255520X/R 

2）、  《分子模拟与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精)》 魏冬青主编。2012.3，上海交大出

版社 ISBN: 9787313079800 

3）、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上下册）梅森（Mason，J.S.） 主编 2007.10， 科

学出版社 ISBN：9787030202482 

4）、 《药物分子设计-从入门到精通》，施耐德主编， 2012.3，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

社 ISBN：9787562832287 

 

执 笔 人：  肖   飞  

审 批 人：  张高川  

完 成 时 间： 2016 -03 -18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3%B7%C9%AD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Mason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J.S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F%C6%D1%A7%B3%F6%B0%E6%C9%E7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F%C6%D1%A7%B3%F6%B0%E6%C9%E7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F%C6%D1%A7%B3%F6%B0%E6%C9%E7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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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统计与生物信息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BIOI1025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现代统计与生物信息学/ 

                              Modern Statistics and Bioinformatics                       

课程学时： 90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 生物信息学 

实验室名称：生物信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生物信息学是研究生物信息的采集、处理、存储、传播，分析和解释等各方面的

学科，也是随着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迅猛发展，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相结合形

成的一门新学科。它通过综合利用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而揭示大量而复杂

的生物数据所赋有的生物学奥秘。自测序技术突飞猛进之后，大数据推动的生物信息

学对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提出了新的需求并获得了较好的互助互动。本课程以生物信

息学主要内容为立足点，穿插统计和计算机分析技术。在实践中引导学生掌握生物信

息学统计分析技术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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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组数据注释和分析 综合性 6 1 必修 

2 芯片数据的基本处理和分析 综合性 18 1 2、3 二选一 

3 ChIP-Seq 数据的基本处理和分析 综合性 18 1 2、3 二选一 

4 蛋白质结构与功能分析 演示性 6 1 4、5 二选一 

5 蛋白质组学数据分析 演示性 6 1 4、5 二选一 

6 系统生物学软件实习 综合性 6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基因组数据注释和分析 

1.教学内容 

1.1 Blast 长短序列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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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owtie 全局和局部比对 

1.3 不同基因组片段的比对 

2.教学目标 

（1）了解 blast 和 bowtie 

（2）熟悉 blast 和 bowtie 操作 

（3）掌握长短序列比对技能 

实验项目 2：芯片数据的基本处理和分析 

1.教学内容 

1.1 芯片数据的采集和扫描 

1.2 数据基本处理 

1.3 存储整理芯片数据 

1.4 芯片数据分析结构的图形显示 

2.教学目标 

（1）了解芯片实验过程和数据分析过程 

（2）熟悉芯片分析软件和工具 

（3）掌握芯片分析技能 

实验项目 3：ChIP-Seq 数据的基本处理和分析 

1. 教学内容 

1.1 了解 ChIP-Seq 实验过程 

1.2 下载数据 

1.3 Aligning short reads 

1.4 计算 Coverage 

1.5 Peak calling 

1.6 注释 Peaks 

1.7 Differential Binding analysis 

1.8 Peaks 的可视化 

1.9 Motif 的识别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序仪的类型和 RNA-Seq 实验 

（2）熟悉各种不同测序仪的特点和 RNA-Seq 分析过程 

（3）掌握 RNA-Seq 分析技能 

实验项目 4：蛋白质结构与功能分析 

1. 教学内容 

1.1 蛋白质理化性质分析 

1.2 跨膜区分析 

1.3 二级结构分析 

1.4 结构域分析 

1.5 蛋白质三级结构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蛋白质结构预测分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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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蛋白质结构预测软件 

（3）掌握蛋白质结构预测技能 

实验项目 5：蛋白质组学数据分析 

1.教学内容 

1.1 简介蛋白质组学质谱分析背景 

1.2 介绍蛋白质组学数据库检索 

1.3 介绍蛋白质组学数据统计分析软件 

2.教学目标 

（1）了解质谱分析 

（2）熟悉蛋白质组学数据库检索和统计分析 

（3）掌握蛋白质组学数据分析能力 

实验项目 6：系统生物学软件实习 

1.教学内容 

1.1 介绍 Cytoscape 软件 

1.2 讲解网络模型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 Cytoscape 软件界面和操作 

（2）熟悉网络模型分析 

（3）掌握 Cytoscape 分析数据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2 个小时的上机考核。要求学生提交程序、运行结果和说明文档。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可以进行高通量计算的 IBM S812L 小型机一台 

教师用台式计算机 2 台 

学生用台式计算机 28 台 

教学示范用投影仪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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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讲义 

2.参考书：  

[1]Perl 高效编程（第 2 版） 平装 [美]约瑟夫 N.霍尔， 约书亚 A.麦克亚当斯，

布莱恩 D.福瓦 (作者), 盛春，王晖，张东亮，蒋永清 (译者) 人民邮电出版社; 第 2

版 (2015 年 9 月 1 日) ISBN: 7115394385, 9787115394385 

[2]BLAST® Command Line Applications User Manual：http://www. ncbi. nlm. 

nih.gov/books/NBK279691/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nome_project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croarray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RNA-Seq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_novo_peptide_sequencing 

 

                                               

 

执 笔 人：  黄茉莉  

审 批 人：  张高川  

完 成 时 间: 2016-3-18 

 

http://www.ncbi.nlm.nih.gov/books/NBK279691/
http://www.ncbi.nlm.nih.gov/books/NBK27969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nome_projec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croarra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NA-Seq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_novo_peptide_sequ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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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及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IOI1026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数据结构及实验（Data Structure）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生物信息学 

实验室名称：生物信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介绍课程内容，确定教学目标；明确教学要求等。 

本课程主要内容是各种数据结构的知识：线性表，队列，栈，树、图，以及查找

和排序算法。 

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基本数据结构的各种算法，为以后高年级数据分析打下基

础。 

三、主要教学内容： 

1 数据结构的概念，算法的概念，算法分析实验 

2 线性表实验 1 

3 线性表实验 2 

4 栈实验 

5 队列实验 

6 栈和队列综合应用实验 

7 串实验 

8 数组实验 

9 树和二叉树实验 1 

10 树和二叉树实验 2 

11 树和二叉树实验 3 

12 图实验 1 

13 图实验 2 

14 图实验 3 

15 图实验 4 

16 排序实验 

17 查找实验 1 

18 查找实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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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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结构的概念，算法的

概念，算法分析实验 
设计性 2 1 必修 

2 线性表实验 1 设计性 2 1 必修 

3 线性表实验 2 设计性 2 1 必修 

4 栈实验 设计性 2 1 必修 

5 队列实验 设计性 2 1 必修 

6 栈和队列综合应用实验 设计性 2 1 必修 

7 串实验 设计性 2 1 必修 

8 数组实验 设计性 2 1 必修 

9 树和二叉树实验 1 设计性 2 1 必修 

10 树和二叉树实验 2 设计性 2 1 必修 

11 树和二叉树实验 3 设计性 2 1 必修 

12 图实验 1 设计性 2 1 必修 

13 图实验 2 设计性 2 1 必修 

14 图实验 3 设计性 2 1 必修 

15 图实验 4 设计性 2 1 必修 

16 排序实验 设计性 2 1 必修 

17 查找实验 1 设计性 2 1 必修 

18 查找实验 2 设计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数据结构的概念，算法的概念，算法分析实验 

1.教学内容 

（1）算法分析的内容 

2.教学目标 

（1）能够根据一般的需要写出算法并对算法进行时间复杂度分析 

实验项目 2：线性表实验 1 

1.教学内容 

（1）学习编程实现线性表 

2.教学目标 

（1）用 java 编程实现线性表的各种算法 

实验项目 3：线性表实验 2 

1.教学内容 

（1）线性表的例子 

2.教学目标 

（1）用 java 编程实现线性表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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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4：栈实验 

1.教学内容 

（1）理解栈 

2.教学目标 

（1）用 java 编程实现栈的各种算法 

实验项目 5：队列实验 

1.教学内容 

（1）队列的内容 

2.教学目标 

（1）用 java 编程实现队列的各种算法 

实验项目 6：栈和队列综合应用实验 

1.教学内容 

（1）栈和队列综合运用 

2.教学目标 

（1）用 java 编程实现栈和队列综合运用例子 

实验项目 7：串实验 

1.教学内容 

（1）深入理解串的内容 

2.教学目标 

（1）用 java 编程实现串的各种算法 

实验项目 8：数组实验 

1.教学内容 

（1）深入理解数组的内容 

2.教学目标 

（1）用 java 编程实现数组的各种算法 

实验项目 9：树和二叉树实验 1 

1.教学内容 

（1）深入理解树和二叉树的内容 

2.教学目标 

（1）用 java 编程实现树和二叉树的各种算法 

实验项目 10：树和二叉树实验 2 

1.教学内容 

（1）深入理解树和二叉树的内容 

2.教学目标 

（1）用 java 编程实现树和二叉树的各种算法 

实验项目 11：树和二叉树实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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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1）深入理解树和二叉树的内容 

2.教学目标 

（1）用 java 编程实现树和二叉树的各种算法 

实验项目 12：图实验 1 

1.教学内容 

（1）深入理解图的内容 

2.教学目标 

（1）用 java 编程实现图的各种算法 

实验项目 13：图实验 2 

1.教学内容 

（1）深入理解图的内容 

2.教学目标 

（1）用 java 编程实现图的各种算法 

实验项目 14：图实验 3 

1.教学内容 

（1）深入理解图的内容 

2.教学目标 

（1）用 java 编程实现图的各种算法 

实验项目 15：图实验 4 

1.教学内容 

（1）深入理解图的内容 

2.教学目标 

（1）用 java 编程实现图的各种算法 

实验项目 12：图实验 1 

1.教学内容 

（1）深入理解图的内容 

2.教学目标 

（1）用 java 编程实现图的各种算法 

实验项目 16：排序实验 

1.教学内容 

（1）深入理解排序的内容 

2.教学目标 

（1）用 java 编程实现各种排序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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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7：查找实验 1 

1.教学内容 

（1）深入理解查找算法 

2.教学目标 

（1）用 java 编程实现各种查找算法 

实验项目 18：查找实验 2 

1.教学内容 

（1）深入理解查找算法 

2.教学目标 

（1）用 java 编程实现各种查找算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按照制定格式撰写实验报告，根据实验报告的完成度和上交时间进行打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可以连接 Internet 的个人 PC 机 28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数据结构——Java 语言描述 

2.参考书：各种网络资源  

 

 

                                               

执 笔 人：  杨德印  

审 批 人：  张高川  

完 成 时 间: 2016 -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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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程序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IOI1053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JAVA 程序设计（JAVA Programming）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生物信息学 

实验室名称：生物信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介绍课程内容，确定教学目标；明确教学要求等。 

本课程学习 java 的基础知识，并学习掌握 java 对文本文件处理，java 的图形用

户界面编程和 java 的数据库系统编程。 

本课程培养学生掌握 java 语言，并深入理解和掌握计算机编程语言的学习方法。 

三、主要教学内容： 

1. java 基础知识编程练习 

 2. 宠物商店实例的 java 编程 

3. 通过对文本文件编程过滤非法字符 

4. 文本文件内容的合并处理 

5. 删除文本文件指定的内容 

6. 图形用户界面编程 

7. 数据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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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 基础知识编程练习 设计性 12 1 必修 

2 宠物商店实例的 java 编程 设计性 2 1 必修 

3 通过对文本文件编程过滤非法字符 设计性 2 1 必修 

4 文本文件内容的合并处理 设计性 2 1 必修 

5 删除文本文件指定的内容 设计性 2 1 必修 

6 图形用户界面编程 设计性 2 1 必修 

7 数据库系统 设计性 14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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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java 基础知识编程练习 

1.教学内容 

（1）深入理解 java 基础知识 

（2）编程实现 java 基础知识 

2.教学目标 

（1）掌握 java 基础知识并能编程实现 

实验项目 2：宠物商店实例的 java 编程 

1.教学内容 

（1）通过宠物商店深入理解 java 基础知识，尤其类的概念 

2.教学目标 

（1）熟练掌握 java 类的编程 

实验项目 3：通过对文本文件编程过滤非法字符 

1.教学内容 

（1）文本文件编程处理 

2.教学目标 

（1）掌握对文本文件的编程控制 

实验项目 4：文本文件内容的合并处理 

1.教学内容 

（1）文本文件编程处理 

2.教学目标 

（1）掌握对文本文件的编程控制 

实验项目 5：删除文本文件指定的内容 

1.教学内容 

（1）文本文件编程处理 

2.教学目标 

（1）掌握对文本文件的编程控制 

实验项目 6：图形用户界面编程 

1.教学内容 

（1）java 的图形用户界面编程 

2.教学目标 

（1）掌握 java 的图形用户界面实现 

实验项目 7：数据库系统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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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ava 对 mysql 数据库编程 

2.教学目标 

（1）运用 java 和 mysql 数据库编写管理信息系统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按照制定格式撰写实验报告，根据实验报告的完成度和上交时间进行打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可以连接 Internet 的个人 PC 机 28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Java 开发实战经典 

2.参考书：各种网络资源 

 

 

                                               

执 笔 人：  杨德印  

审 批 人：  张高川  

完 成 时 间: 201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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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管理与 Web 编程》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IOI1054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网络管理与 Web 编程（Web Programming）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生物信息学 

实验室名称：生物信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授：（1）如何构建一个局域网络；（2）如何搭建一个网络服务平台，；

（3）如何利用 HTML、CSS 和 Javascript 开发静态网页；（4）利用 PHP 开发动态网

页；（5）并结合 MySQL 开发基于 Web 的数据库管理平台。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和实践

教学，使学生掌握一般网络构建的硬件知识、网络协议、操作系统，以及 web 架设

和管理，能够管理、维护一般的网络平台，并能够开发简单基于 Web 的网络管理系

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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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服务器环境架设 设计性 2 1 必修 

2 HTML 网页设计与开发 设计性 2 1 必修 

3 CSS 和 CSS3 的应用设计 设计性 4 1 必修 

4 基于 Javascript 的 Web 交互功能的设计 设计性 2 1 必修 

5 基于 jQuery 的 Web 交互功能的设计 设计性 2 1 必修 

6 基于 AJAX 的异步处理功能设计 设计性 2 1 必修 

7 HTML5 新特色的使用 设计性 2 1 必修 

8 基本 PHP 动态页面的编写 设计性 4 1 必修 

9 PHP 与 MySQL 的连接 设计性 4 1 必修 

10 PHP 验证码程序的编写 设计性 2 1 必修 

11 PHP 外部扩展模块的调用 设计性 4 1 必修 

12 基于Web的数据库管理平台的整合调试 设计性 6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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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Web 服务器环境架设 

1.教学内容 

（1）Web 服务器环境架设； 

（2）Web 服务器环境架设相关软件的参数设置 

2.教学目标 

（1）了解 Web 服务器环境架设相关软件； 

（2）熟悉 Web 服务器环境架设相关软件的参数设置。 

（3）掌握如何在 Windows 或 Linux 等系统平台下安装 Web 服务器环境。 

实验项目 2：HTML 网页设计与开发 

1.教学内容 

（1）HTML 基本语法； 

（2）HTML 常用标签。 

2.教学目标 

（1）了解 HTML 基本语法； 

（2）熟悉 HTML 常用标签。 

（3）掌握如何编写一个简单的 HTML 静态页面，能够利用常用 HTML 标签元

素，设计一个简单可行的 Web 页面，至少包括页面布局、表单、超链接、图像和文

本等多媒体素材显示等，并能够正常运行和查看。 

实验项目 3：CSS 和 CSS3 的应用设计 

1.教学内容 

（1）CSS 的基本语法； 

（2）CSS 的常用选择器类型； 

（3）CSS3 的新特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 CSS 的基本语法； 

（2）熟悉 CSS 的常用选择器类型； 

（3）熟悉 CSS3 的新特性。 

（4）能够使用 CSS 对常用 HTML 标签元素的式样进行设计； 

（5）能够对常用 HTML 标签元素的引入 CSS3 新特色式样。 

实验项目 4：基于 Javascript 的 Web 交互功能的设计 

1.教学内容 

（1）Javascript 的基本语法； 

（2）Javascript HTML DOM 技术； 

（3）Javascript HTML Window 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 Javascript 的基本语法； 

（2）熟悉 Javascript HTML DOM 技术； 

（3）熟悉 Javascript HTML Window 技术。 

（4）能够使用 Javascript 进行简单的 HTML 交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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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能够使用 Javascript HTML DOM 技术，对 HTML 常用标签元素的属性和

式样进行修改。 

实验项目 5：基于 jQuery 的 Web 交互功能的设计 

1.教学内容 

（1）jQuery 的基本语法； 

（2）jQuery 常用功能和特效。 

2.教学目标 

（1）了解 jQuery 的基本语法； 

（2）熟悉 jQuery 常用功能和特效。 

（3）能够使用 jQuery 丰富 HTML 的交互功能； 

（4）能够使用 jQuery 引入新的网页特效。 

实验项目 6：基于 AJAX 的异步处理功能设计 

1.教学内容 

（1）AJAX 的异步处理技术理念； 

（2）AJAX 的基本语法规则。 

2.教学目标 

（1）了解 AJAX 的异步处理技术理念； 

（2）熟悉 AJAX 的基本语法规则。 

（3）能够使用 AJAX 丰富 HTML 页面应用； 

（4）能够使用 AJAX 引入新的网页特效。 

实验项目 7：HTML5 新特色的使用 

1.教学内容 

（1）HTML5 的常用标签元素； 

（2）HTML5 的新特色属性等。 

2.教学目标 

（1）熟悉 HTML5 的常用标签元素，能够使用 HTML5 的 video、audia 或 Canvas

等新的标签元素，来丰富 HTML 页面内容； 

（2）熟悉 HTML5 的新特色属性等，能够使用 HTML5 定义的新的特色属性来

丰富 HTML 页面功能。 

实验项目 8：基本 PHP 动态页面的编写 

1.教学内容 

（1）PHP 的基本语法和语言结构等； 

（2）PHP 的变量类型以及应用方式。 

2.教学目标 

（1）熟悉 PHP 的基本语法和语言结构等； 

（2）熟悉 PHP 的变量类型以及应用方式。 

（3）能够使用 PHP 编写简单的动态页面； 

（4）能够在几个 PHP 编写的页面之间传递变量。 

实验项目 9：PHP 与 MySQL 的连接 

1.教学内容 

（1）PHP 连接 MySQL 的基本功能函数； 

（2）MySQL 及其 PHP 管理平台 phpMyAdmin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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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熟悉 PHP 连接 MySQL 的基本功能函数，能够编写 PHP 程序建立与 MySQL

数据库进行连接，可以对数据表进行常用的数据库查询、修改等操作 

（2）熟悉 MySQL 及其 PHP 管理平台 phpMyAdmin 的使用，能够使用

phpMyAdmin 创建简单的数据库，并建立几张数据表。 

实验项目 10：PHP 验证码程序的编写 

1.教学内容 

（1）验证码的基本类型程序编写理念； 

（2）验证码程序的编写理念。 

2.教学目标 

（1）了解验证码的基本类型程序编写理念； 

（2）熟悉验证码程序的编写理念。 

（3）能够使用 PHP 编写简单的验证码程序； 

（4）能够在自己编写的其他网页中引入该验证码程序。 

实验项目 11：PHP 外部扩展模块的调用 

1.教学内容 

（1）常用 PHP 外部扩展模块； 

（2）PHP 外部扩展模块的编写理念和调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用 PHP 外部扩展模块； 

（2）熟悉 PHP 外部扩展模块的编写理念和调用方法，能够在自己编写的 PHP

程序中调用外部扩展模块； 

（3）能够根据自己 PHP 程序运行需求，调整外部扩展模块的参数设置，使其

正常运行。 

实验项目 12：基于 Web 的数据库管理平台的整合调试 

1.教学内容 

（1）基于 Web 的数据库管理平台的开发理念； 

（2）HTML、CSS、Javascript、PHP、MySQL 的联合使用。 

2.教学目标 

（1）熟悉基于 Web 的数据库管理平台的开发理念； 

（2）熟悉 HTML、CSS、Javascript、PHP、MySQL 的联合使用。 

（3）能够把自己之前所编写的所有 Web 页面，全部有机地整合起来； 

（4）能够独立修正和完善 Web 页面整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最终每个学生提交一份 Web 网站作品；教师对学生最终的整合 Web 平台进行在

线测试：要求学生的 Web 网站，不仅要达到每个实验要求的内容，还要求整个 Web

网站架构合理；同时所有功能链接正确流畅，整个网站系统可以正常运行。 

每次实验结束前检查程序运行结果；实验课成绩按 40%计入总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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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可以进行高通量计算的 IBM S812L 小型机一台 

教师用台式计算机 2 台 

学生用台式计算机 28 台 

教学示范用投影仪 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理论课：《网络管理员教程》，严体华，清华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 

【1】 网络管理（第3版）-高等教育精品教材郭军 编著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08-1-1 I S B 

N：9787563507832 

【2】 网络管理——原理与实践(影印版) ：（美）苏布拉马尼亚（Subramanian,M.） 著 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01-8-1 I S B N：9787040100495 

【3】 网络管理 友腾科技 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09-11-1 I S B N：9787030254962 

【4】 网络管理（新课改·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教材） 王彬 主编 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1-4-1 I S B N：9787302246442 

【5】 Linux架站与网络管理范例宝典（附光盘） 丰士昌 编著 科学出版社 ：2011-6-1 I S 

B N：9787030307590 

【6】 组网技术与网络管理（第二版）（高等学校计算机应用规划教材） 田增国，刘晶晶，

张召贤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2-1 I S B N：9787302194187 

【7】 网络管理技术教程 吴英 等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6-1 I S B N：9787111341871 

【8】 网络管理工具实用详解（第3版） 张金荣，刘晓辉 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1-1 

I S B N：9787121148057 

【9】 网络管理员教程（第三版）（修订版）（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

考试指定用书） 严体华 等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9-1 I S B N：9787302266594 

 

 

                                               

执 笔 人：  张高川  

审 批 人：  杨晓勤  

完 成 时 间： 2016-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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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语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BIOI1056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Matlab 与 R 语言/Matlab and R language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 生物信息学 

实验室名称：生物信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作为生物信息学领域广泛应用的计算机语言，R 语言提供了有弹性的、互动的环

境来分析、可视及展示数据。Bioconductor 是基于 R 的一个用于分析高通量基因组数

据的工具库，其应用功能是以包的集成形式提供包括各种基因组数据分析和注释的成

熟算法的工具，其中大多数工具是针对基因芯片和二代测序数据的处理、分析、注释

及可视化的。本课程将统计方法维持在最低限度，在介绍 R 软件基本用法的同时，

穿插一些必须的生物信息学专业知识背景，以便学生能深刻理解该软件的精髓和灵

活、高级的使用技巧。着重介绍在高通量数据分析中常见的的统计问题及其统计建模

方法，通过该软件其问题进行求解，使学生获得从实际问题建模入手、到利用 R 语

言编程以及 Bioconductor 数据库进行求解，以及对计算结果进行分析的全面训练，为

后续生物信息学专业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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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数据输入 设计性 2 1 必修 

2 访问变量与处理数据子集 设计性 2 1 必修 

3 简单的函数 设计性 2 1 必修 

4 基础绘图工具简介 设计性 2 1 必修 

5 循环与函数 设计性 2 1 必修 

6 图形工具 设计性 2 1 必修 

7 格包简介 设计性 2 1 必修 

8 Bioconductor 使用简介 设计性 2 1 必修 

9 芯片数据分析 设计性 2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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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R 数据输入 

1.教学内容 

R 的下载和安装，R 的图形设备，R 的帮助文件，R 的退出和工作目录的设置，如何引用 R

和引用程序包。小型数据库中的数据录入；对外部文件进行访问读取数据，并进行组织存储。 

2.教学目标 

（1）了解 R 语言的功能与编程基本语法， 

（2）熟悉 R 的下载与安装，图形设备，帮助文件，退出工作目录，数据录入等， 

（3）掌握 R 语言的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2：访问变量与处理数据子集 

1.教学内容 

访问数据框变量，访问数据子集、组合两个数据集、重新编码分类变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 R 的数据结构 

（2）熟悉数据集的组合和输入输出 

（3）掌握访问数据框变量函数及参数（Str，attach），数据排序函数（order、index、

rank） 

实验项目 3：简单的函数 

1.教学内容 

使用简单函数处理数据，实现简单的分析以及对录入数据的清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 R 语言数据录入后的修改方式 

（2）熟悉数据结构的修改与组合 

（3）掌握 tapple，sapply,lapply,summary,table 等分类计算函数的应用 

实验项目 4：基础绘图工具简介 

1.教学内容 

最基本的图形函数 Plot，图形中符号、颜色和尺寸的添加和修改 

2.教学目标 

（1）了解 R 语言绘图方式 

（2）熟悉基于 R 语言的绘图中需要的编程技巧 

（3）掌握R核心函数plot的各个参数的意义以及如何在原图中添加和修改符号、

颜色、尺寸。 

实验项目 5：循环与函数 

1.教学内容 

循环结构及其应用，函数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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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 R 语言循环的语法及其适用环境，使用函数编程的必要性 

（2）熟悉 R 语言循环编程，以及函数的编写 

（3）掌握函数编写代码的基本要领，以及运用循环处理数据的操作 

实验项目 6：图形工具 

1.教学内容 

使用 R 语言绘制基本统计图表的的操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 R 语言绘制统计图表的基本操作 

（2）熟悉绘制统计图表的基本函数 

（3）掌握饼图、条形图、盒形图等图标的绘制 

实验项目 7：格包简介 

1.教学内容 

高级面板函数，多面板散点图，多面板盒形图，多面板克里夫兰点图，多面板

直方图，三维散点图、表面图和等高线图的绘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 plot 函数之外的其他常用绘图函数的操作 

（2）熟悉复杂统计图表的绘制 

（3）掌握 Lattice Function， bwplot，dotplot，histogram 等函数绘图的技巧 

实验项目 8：Bioconductor 使用简介 

1.教学内容 

利用 Bioconductor 数据库中生物信息学分析工具执行简单的数据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 Bioconductor 工具包的内容与用途 

（2）熟悉 Bioconductor 工具包的下载、安装、调用 

（3）掌握 Bioconductor 工具包的使用与函数调用 

实验项目 9：芯片数据分析 

1.教学内容 

从 Bioconductor 数据库调取芯片分析模块，完成函数编写，实现差异表达基因

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芯片分析流程 

（2）熟悉 Bioconductor 中常用芯片分析工具的查询、下载、安装、调用。 

（3）掌握自动化 pipeline 编写的基本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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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每次实验结束前检查程序运行结果和数据库查询结果。 

(2)考核要求 

每次实验结束前检查程序运行结果，并记载成绩，定期检查编写程序清单的作业

并记载成绩。 

实验课成绩 60%计入总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专业服务器 1 台 

教师用台式计算机 2 台 

学生用台式计算机 30 台 

教学示范用投影仪 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R 语言初学者指南》〔美〕阿兰·F·祖尔（Alain F. Zuur），〔英〕埃琳娜·N·耶诺 ，〔荷〕

埃里克·H·祖尔 著，周丙常 ，王 亮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 

《R 语言数据操作》〔美〕斯佩克特 著，朱钰，柴文义，张颖 译；西安交通大学出

版社 

 

 

                                               

执 笔 人：  杨晓勤  

审 批 人：  张高川  

完 成 时 间： 201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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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l》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BIOI1057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 Perl/Perl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 生物信息学 

实验室名称：生物信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Perl 是一种能完成任务的语言。从一开始，Perl 就设计成可以把简单工作简单

化，同时又不失去处理困难问题能力的语言。它可以很容易操作数字，文本，文件和

目录，计算机和网络，特别是程序的语言。这种语言应该很容易运行外部的程序并且

扫描这些程序的输出获取感兴趣的东西。而且它还应该很容易能把这些你感兴趣的东

西交给其它程序做特殊的处理。当然，这种语言还应该很容易在任何现代的操作系统

上可以移植地编译和运行。本课程以处理生物学数据为目标，展示 Perl 在处理数据过

程中的特点。要求学生能较熟练的使用 perl 处理生物学数据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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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NotePad++中使用 NppExec 配置 Perl

编辑运行调试环境 
演示型 2 1 必修 

2 Perl 的基本操作 演示型 4 1 必修 

3 小鼠 19 号染色体 motif 的识别 综合性 4 1 必修 

4 回文结构的识别 综合性 5 1 必修 

5 Bioperl 安装 演示型 1 1 必修 

6 BioPerl-序列文件格式的转换 综合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在 NotePad++中使用 NppExec 配置 Perl 编辑运行调试环境 

1.教学内容 

安装 ActivePerl、NotePad++、使用 NppExec 配置 Perl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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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 ActivePerl、NotePad++、软件调试环境 

（2）熟悉 Perl 调试环境 

（3）掌握软件的安装运行 

实验项目 2：Perl 的基本操作 

1.教学内容 

1.1 计算 FASTA 文件中每条序列的长度 

1.2 计算 FASTA 文件中每条序列的 GC 含量 

1.3 求反相互补序列 

1.4 列表信息整合 

1.5 串流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 Perl 编程思想 

（2）熟悉文件的简单操作、简单的模式匹配和进程管理 

（3）掌握 Perl 脚本的编写 

实验项目 3：小鼠 19 号染色体 motif 的识别 

1.教学内容 

1.1 相关数据的查找和下载 

1.2 文件的输入输出 

1.3 子串的操作 

1.4 模式匹配 

1.5 子函数的编写 

2.教学目标 

（1）了解分析步骤 

（2）熟悉文件的简单操作、简单的模式匹配和子函数的编写 

（3）掌握 Perl 脚本的编写 

实验项目 4：回文结构的识别 

1.教学内容 

1.1 回文结构的定义 

1.2 模式替换 

1.3 控制台的进程输出 

2.教学目标 

（1）了解模块化思想 

（2）熟悉文件的简单操作、简单的模式替换和控制台的管理 

（3）掌握 Perl 脚本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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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Bioperl 安装 

1.教学内容 

1.1 PPM 

1.2 代码仓库 

1.3 BioPerl 

2.教学目标 

（1）了解 BioPerl 

（2）熟悉 Perl 模块的安装 

（3）掌握 BioPerl 的安装 

实验项目 6：BioPerl-序列文件格式的转换 

1.教学内容 

1.1 利用 SeqIO 模块中的 new 方法产生一个读实例 

1.2 利用 SeqIO 模块中的 new 方法产生一个写实例 

1.3 从读实例中取序列 

1.4 通过写实例往文件存入序列 

1.5 反复操作 1.3 和 1.4，直到读实例中无序列可取 

2.教学目标 

（1）了解 BioPerl 的编程思想 

（2）熟悉 BioPerl 实例的操作 

（3）掌握 BioPerl 脚本的编写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2 个小时的上机考核。要求学生提交程序、运行结果和说明文档。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可以进行高通量计算的 IBM S812L 小型机一台 

教师用台式计算机 2 台 

学生用台式计算机 28 台 

教学示范用投影仪 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讲义 

2.参考书： 

[1] Perl 语言入门(中文版)(第 6 版) 平装 施瓦茨 (作者), 福瓦 (作者), 菲尼克斯 (作

者), 盛春 (译者) 东南大学出版社; 第 1版 (2012年 3月 1日) ISBN: 7564133724, 

9787564133726； 

[2]  Perl 进阶(第 2 版) 平装 兰德尔 L.施瓦茨 (Randal L.Schwartz) (作者) 人民邮电

出版社; 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 1 日) ISBN: 9787115402066； 

[3]  Perl 高效编程（第 2 版） 平装 [美]约瑟夫 N.霍尔， 约书亚 A.麦克亚当斯，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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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恩 D.福瓦 (作者), 盛春，王晖，张东亮，蒋永清 (译者) 人民邮电出版社; 第

2 版 (2015 年 9 月 1 日) ISBN: 7115394385, 9787115394385； 

[4]  Basics in Perl and Bioperl (英语) 平装 Kaladhar Dsvgk (作者) Grin Verlag Gmbh 

(201 年 2 月 24 日) ISBN: 3656591725； 

[5]  Mastering Perl for Bioinformatics James Tisdall (作者) O'Reilly Media, Inc, USA 

(2003 年 10 月 3 日) ISBN: 0596003072； 

[6] 参考网站：http://bioperl.org； 

 

 

                                               

执 笔 人：  黄茉莉  

审 批 人：  张高川  

完 成 时 间: 201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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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生物学实验（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IOS1008                 课程学分：2.0 

课程名称（中/英）：基础生物学实验（二） 

Basic Biology Experiment II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信息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是在分子水平上阐明生命现象的科学，是生物学与医学专

业重要的基础课，现代生物化学理论和技术有着广泛的实用价值，它的理论和技术已

经渗透到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以及生命科学的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学、医学

各个学科，对生物学、医学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成为生命科学的共同语言和前沿学

科。 

生化理论是在科学研究实验基础上高度总结的结论性观点，所以生化实验课一方

面使学生在实验中验证理论的来源与正确性、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另一方面，生物化

学实验手段又是生命科学发展的必用手段，生化实验课对于培养学生科研能力和素质

非常重要而且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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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冲溶液的配制 （验证性） 3 2 必开 

2 分光光度计线性分辨范围测定 （设计性） 3 2 必开 

3 酵母 RNA 的分离提取 （综合性） 3 2 必开 

4 酵母 RNA 的组分鉴定 （验证性） 3 2 必开 

5 
紫外吸收法测定分离的酵母 RNA

的含量 
（综合性） 3 2 必开 

6 绿豆超氧物歧化酶的提取 （设计性） 3 2 必开 

7 
硫酸铵沉降法纯化超氧化物歧化

酶 
（设计性） 3 2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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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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葡聚糖凝胶层析对纯化的超氧化

物歧化酶进行脱盐 
（设计性） 3 2 必开 

9 超氧化物歧化酶含量的测定 （设计性） 3 2 必开 

10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测定 （设计性） 3 2 必开 

11 阳离子交换树脂摄取氯化钠 （验证性） 3 2 必开 

12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测定

未知蛋白质的相对分子量 
（设计性） 9 2 必开 

13 激活剂和抑制剂对酶活性的影响 （设计性） 3 2 必开 

14 血糖含量的测定 （综合性） 3 2 必开 

15 水果中维生素 C 含量的测定 （综合性） 3 2 必开 

16 
底物浓度对酶促反应速度的影响

—Km 值的测定 
（创新性） 3 2 必开 

17 质粒 DNA 的提取 （综合性） 3 2 必开 

18 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的制备 （综合性） 3 2 必开 

19 质粒 DNA 的转化 （综合性） 3 2 必开 

20 
PCR 鉴定重组质粒中插入的外源

基因 
（创新性） 3 2 必开 

21 
双酶切法鉴定重组质粒中插入的

外源基因 
（创新性） 3 2 必开 

22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PCR 和双酶

切产物 
（综合性） 3 2 必开 

23 血清总胆固醇含量的测定 （综合性） 3 2 选开 

24 从牛奶中分离制备酪蛋白 （综合性） 3 2 选开 

25 等电聚焦法测定蛋白质的等电点 （设计性） 9 2 选开 

26 蛋白质印迹（Western blot） （创新性） 15 2 选开 

27 植物总 DNA 提取 （创新性） 3 2 选开 

28 Trizol 法提取总 RNA （创新性） 3 2 选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缓冲溶液的配制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缓冲溶液的概念、性质和特点 

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本实验的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缓冲溶液的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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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值的测定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缓冲液的种类 

（2）熟悉缓冲溶液的设计、配制及酸度计的使用方法 

（3）掌握缓冲溶液的作用原理及缓冲原理 

实验项目 2：分光光度计线性分辨范围测定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分光光度法的用途 

分光光度计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标准曲线的概念与绘制方法 

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本实验的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0.015mol/L 硫氰化铁溶液的配制 

不同稀释度硫氰化铁溶液的配制 

分光光度计测定各管的吸光度 

用 EXCEL 工作表制作散点图，确定线性范围 

2.教学目标 

（1）了解分光光度法的用途 

（2）掌握分光光度计的工作原理 

（3）熟悉实验室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3：酵母 RNA 的分离提取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酵母 RNA 的特点与提取方法 

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本实验的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样品称量：干酵母粉称量 

RNA 从酵母细胞中释放：加入 NaOH 溶液沸水浴 

RNA 沉淀：醋酸调节等电点后加入乙醇沉淀 RNA 

离心：离心弃上清液 

沉淀乙醇搅拌洗涤 

乙醇和乙醚分别淋洗 

RNA 制品烘干、称重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室核酸分离、纯化的各种方法 

（2）熟悉核酸分离过程中各种试剂的作用 

（3）掌握离心机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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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4：酵母 RNA 的组分鉴定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RNA 各组分鉴定的原理 

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本实验的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稀硫酸配制 

RNA 加入稀硫酸、沸水浴水解 

嘌呤碱的鉴定 

核糖的鉴定 

磷酸的鉴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 RNA 中各种成分的检测方法 

（2）验证 RNA 的组成成分 

（3）进一步巩固理论课上学到的核酸的结构及组成成分的知识 

实验项目 5：紫外吸收法测定核酸的含量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核酸特征紫外吸收光谱的特点 

紫外吸收测定核酸含量的原理与方法 

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本实验的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称取核酸样品：  

核酸溶液的配制：  

对照样品的制备：  

比色：  

计算核酸的浓度 

2.教学目标 

（1）加深理解核酸结构中的共轭双键系统 

（2）熟悉紫外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方法 

（3）掌握紫外吸收法测定核酸浓度的原理 

实验项目 6：绿豆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提取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生物细胞破碎的方法 

蛋白质的等电点 

影响蛋白质溶解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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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提液及抽提液选用的要求 

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详细介绍实验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材料培养 

细胞的破碎和酶的浸提 

过滤 

离心处理 

粗酶提取液的保存。 

2.教学目标 

（1）了解蛋白质的等电点和溶解度的关系。 

（2）熟悉离心机使用方法。 

（3）掌握从细胞中抽提酶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7：硫酸铵沉降法纯化超氧化物歧化酶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引起蛋白质的沉淀的因素 

盐析的原理和方法 

透析的原理和方法 

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详细介绍实验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1.35%饱和度的硫酸铵沉淀除去杂蛋白 

65%饱和度硫酸铵沉淀 SOD 

透析除盐 

纯化后酶液的处理。 

2.教学目标 

（1）熟悉离心机的使用方法。 

（2）掌握盐析和透析方法进行蛋白质分离纯化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8：葡聚糖凝胶层析对纯化的超氧化物歧化酶进行脱盐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各种层析技术简介 

葡聚糖凝胶层析的原理和方法 

葡聚糖凝胶 G-25 进行蛋白质脱盐的原理和方法 

蛋白质和盐的鉴定 

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详细介绍实验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葡聚糖凝胶 G-25 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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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析柱及收集系统的准备 

上样与洗脱 

蛋白质的鉴定 

凝胶再生。 

2.教学目标 

（1）了解各种层析技术的工作原理。 

（2）熟悉凝胶层析的工作原理和操作方法。 

（3）掌握葡聚糖凝胶层析进行蛋白质脱盐的原理和技术。 

实验项目 9：超氧化物歧化酶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实验课前的讲述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简要介绍各种测定蛋白质含量的方法，各方法的优点和不足； 

重点讲解考马斯亮蓝法测定蛋白质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简要介绍本实验所需要的器材；进一步巩固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介绍本实验所用试剂，各试剂的作用 

详细介绍实验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2）学生按照实验指导具体操作； 

标准蛋白液及反应体系的配制 

待测样品的处理和反应体系的配制 

分光光度计测定各反应体系的光密度  

数据处理：蛋白质标准曲线的绘制，计算 SOD 分离纯化过程中各步处理获得的

样液中蛋白质的总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蛋白质含量测定的方法，各种方法的优点和不足。 

（2）巩固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方法。 

（3）掌握考马斯亮蓝法测定蛋白质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0：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实验课前的讲述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简要介绍各种测定 SOD 活性的方法  

重点讲解氮蓝四唑-核黄素法方法测定 SOD 的原理和方法 

考核酶提取各步处理效果的指标及其计算方法 

本实验所需要的器材 

本实验所用试剂，各试剂的作用 

详细介绍实验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2）学生按照实验指导具体操作  

待测酶液的处理及反应体系的配制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的测定 

数据处理 

SOD 分离纯化过程中各步处理获得酶液中酶的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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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SOD 分离纯化过程中各步处理获得的酶的比活力 

计算 SOD 分离纯化过程中各步处理获得的酶的回收率 

计算 SOD 分离纯化过程中各步处理获得的酶的纯化倍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 SOD 测定的方法。 

（2）掌握氮蓝四唑-核黄素法方法测定 SOD 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酶制备过程中，考核各步处理效果的指标及其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11：用阳离子交换树脂摄取氯化钠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离子交换层析技术的原理 

阳离子交换树脂摄取氯化钠的方法 

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本实验的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树脂的处理方法 

层析柱装柱要点 

层析样品的加注 

洗脱与收集 

酸碱滴定法定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离子交换介质的种类 

（2）熟悉离子交换层析基本操作技术 

（3）掌握离子交换层析法的原理 

实验项目 12：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测定未知蛋白质的相对分子量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各种蛋白质电泳的方法简介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分离蛋白质的原理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测定未知蛋白质的相对分子量的原理 

电泳设备的组装和使用 

实验所用仪器与试剂 

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装板；制备凝胶；样品处理；加样；电泳；染色；脱色，结果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各种蛋白质电泳的方法。 

（2）熟悉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分离蛋白质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测定蛋白质分子量的操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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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3：激活剂和抑制剂对酶活性的影响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酶活性的影响因素 

激活剂与抑制剂的概念与特点 

实验所用仪器与试剂 

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实验室常规试剂的配制 

唾液淀粉酶液的制备 

激活剂和抑制剂试验组及对照组的设置 

不同水解程度淀粉液的碘显色 

2.教学目标 

（1）了解激活剂和抑制剂对酶活性的作用方式 

（2）熟悉酶的激活剂和抑制剂的种类 

（3）掌握鉴定激活剂和抑制剂影响酶活性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4：血糖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血糖的概念与生理学意义 

Folin—吴氏法测定血糖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所用仪器与试剂 

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除蛋白血滤液的制备 

标准液、待测液的配制 

吸光度的测定 

血糖含量的计算 

2.教学目标 

（1）了解血糖测定的临床意义 

（2）熟悉实验空白管的设置方法 

（3）掌握 Folin—吴氏法测定血糖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5：水果中维生素 C 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维生素 C 的作用 

测定水果和蔬菜中维生素 C 含量的意义 

维生素 C 含量的测定方法， 

重点介绍 2，6-二氯酚靛酚法测定维生素 C 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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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样品中维生素 C 的提取 

滴定 

数据处理：样品中维生素 C 含量的计算 

2.教学目标 

（1）了解维生素 C 的作用，维生素 C 含量的多种测定方法；测定水果和蔬菜中

维生素 C 含量的意义。 

（2）熟悉滴定法测定物质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 2，6-二氯酚靛酚法测定维生素 C 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6：底物浓度对酶促反应速度的影响—Km 值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底物浓度对酶促反应速度的影响 

Lineweaver-Burk 双倒数作图法测定 Km 的原理和方法 

甲醛滴定法测定胰蛋白酶催化反应速度的原理和方法。 

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不同浓度底物的配制 

底物与酶液的保温处理 

中和滴定液的准备 

酶促反应和取样 

中和滴定 

数据处理：初速度的计算，Km 的计算。 

2.教学目标 

（1）了解底物浓度对酶促反应速度的影响。 

（2）掌握测定米氏常数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7：质粒 DNA 的提取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质粒在大肠杆菌中的复制及大肠杆菌的培养 

质粒 DNA 提取的原理 

质粒 DNA 可能存在的形式 

质粒 DNA 抽提试剂盒的应用与选择 

影响质粒 DNA 抽提效果的因素 

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详细介绍实验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各种规格移液枪和 EP 管的准备 

质粒 DNA 抽提试剂盒的准备和其中各种组份与器材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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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质粒 DNA 抽提试剂盒中操作步骤说明分步进行操作 

质粒 DNA 的冻存与分装。 

2.教学目标 

（1）了解质粒 DNA 抽提的基本原理。 

（2）学习小规模制备 DNA 的技术。 

（3）掌握利用质粒 DNA 抽提试剂盒从大肠杆菌中提取质粒的方法。 

实验项目 18：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的制备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大肠杆菌的培养条件 

制备感受态细胞所需大肠杆菌的状态 

氯化钙法制备感受态细胞的方法 

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详细介绍实验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冻存大肠杆菌的复苏 

对数生长期大肠杆菌的制备 

大肠杆菌菌液浓度测定 

用氯化钙制备感受态细胞。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感受态细胞所需的大肠杆菌的复苏、培养和检测方法。 

（2）掌握氯化钙法制备感受态细胞的方法和原理。 

实验项目 19：质粒 DNA 的转化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质粒与重组质粒转化在基因工程中作用 

质粒转化进入大肠杆菌的基本原理 

转化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详细介绍实验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感受态细胞的准备 

冰浴和热激条件的准备 

质粒的准备 

液体培养基和选择性固体培养基的准备 

按操作步骤进行转化和培养。 

2.教学目标 

（1）了解细胞转化的概念。 

（2）掌握外源质粒 DNA 转入受体菌细胞并筛选转化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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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0：PCR 鉴定重组质粒中插入的外源基因 

1.教学内容 

（1）实验课前的讲述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PCR 技术的原理与运用 

PCR 各种技术的发展与延伸 

PCR 反应体系的组成与反应条件的优化 

引物设计与合成的注意事项 

PCR 污染原因分析 

PCR 鉴定重组质粒中插入的外源基因的原理 

PCR 仪的具体使用方法 

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详细介绍实验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2）学生按照实验指导具体操作 

各种规格移液枪和 EP 管的准备 

PCR 所需试剂和待鉴定质粒的准备 

按步骤进行操作。 

2.教学目标 

（1）学习 PCR 技术的基本原理。 

（2）了解影响 PCR 扩增效果的因素。 

（3）掌握通过 PCR 技术鉴定特定基因的基本操作技术。 

实验项目 21：双酶切法鉴定重组质粒中插入的外源基因 

1.教学内容 

（1）实验课前的讲述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限制性内切酶的特性 

限制性内切酶的选择 

酶切反应条件的选择 

双酶切鉴定重组质粒中插入的外源基因的原理 

本实验所需要的器材 

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各试剂的作用 

详细介绍实验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2）学生按照实验指导具体操作 

待进行双酶切重组质粒的准备 

限制性内切酶和缓冲液试剂的准备 

酶切反应所需恒温体系的准备 

按步骤进行操作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 DNA 的酶切技术。 

（2）掌握依据重组质粒的特性选择限制性内切酶和缓冲液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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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2：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PCR 和双酶切产物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琼脂糖的结构与特性 

DNA 结合各种荧光染料进行检测的原理与应用 

核酸电泳的原理 

电泳设备的组装和使用 

所用试剂 

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琼脂糖凝胶的制备 

点样，通电电泳 

染色与脱色 

观察与拍照 

结果分析 

2.教学目标 

（1）学习用琼脂糖电泳检测 DNA 分子量的大小。 

（2）掌握琼脂糖电泳检测 DNA 的操作技术。 

实验项目 23：血清总胆固醇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血清胆固醇的性质及其在体内的代谢 

血清总胆固醇含量测定的方法及相关原理 

使用化学比色法测定血清总胆固醇含量测定的实验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待测样品的处理和反应体系的配制 

分光光度计测定各试管在 550nm 下的光吸收值； 

数据处理，计算胆固醇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血清胆固醇的性质及其在体内的代谢。 

（2）熟悉化学比色法及离心等相关实验技术。 

（3）掌握磷硫铁法测定血清胆固醇的原理与方法。 

实验项目 24：从牛奶中分离制备酪蛋白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酪蛋白的定义及性质 

蛋白质等电点的定义及相关应用 

等电点沉淀法提取酪蛋白的实验原理及实验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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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本实验的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等电点沉淀法粗提酪蛋白 

乙醇和乙醚洗涤除去脂类杂质，提纯酪蛋白 

数据处理，计算酪蛋白的含量和得率。 

2.教学目标 

（1）了解从牛奶中分离制备酪蛋白的方法。 

（2）熟悉等电点沉淀法在蛋白提取纯化中的作用。 

（3）掌握用等电点沉淀法提取蛋白质的方法。 

实验项目 25：等电聚焦法测定蛋白质的等电点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蛋白质等电点的定义及相关性质 

电泳技术相关原理 

两性电解质定义及应用原理 

等电聚焦技术的原理及实验步骤 

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本实验的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配制电泳用凝胶 

用移液管将配好的胶液移入管内。 

装槽和电泳 

剥胶，pH 梯度测定 

数据处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等电聚焦的原理和方法。 

（2）熟悉两性两性电解质定义及应用原理。 

（3）掌握等电聚焦测定蛋白质等电点的操作和技术。 

实验项目 26：蛋白质印迹（Western blot）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印迹定义及相关性质 

电泳技术相关原理 

Western blot 技术的原理及实验步骤 

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本实验的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SDS-PAGE 电泳分离蛋白质 

湿转法将蛋白质从凝胶上转到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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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检测 

数据处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蛋白质印迹法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2）熟悉免疫印迹定义及应用。 

（3）掌握 Western blot 的操作技术。 

实验项目 27：植物总 DNA 提取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DNA 分布及性质 

从植物提取总 DNA 的原理及实验步骤 

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本实验的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研磨植物组织 

添加 CTAB 等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添加氯仿-异戊醇 

离心分层 

DNA 的沉淀 

DNA 的溶解 

2.教学目标 

（1）了解 DNA 提取时相关注意事项。 

（2）熟悉 DNA 提取方法及步骤。 

（3）掌握植物总 DNA 提取的基本原理和抽提方法。 

实验项目 28：Trizol 法提取总 RNA 

1.教学内容 

（1）课前讲解内容（老师或者学生讲解） 

RNA 分布、种类及性质 

Trizol 法提取总 RNA 的原理及实验步骤 

本实验所用试剂和器材 

本实验的注意事项； 

（2）学生具体操作内容 

Trizol 试剂处理样品 

添加氯仿并离心 

异丙醇沉淀收集 RNA 

总 RNA 定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 RNA 提取时相关注意事项。 

（2）熟悉 RNA 提取方法及步骤。 

（3）掌握 Trizol 法提取总 RNA 的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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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占 50%（包括实验报告，到课率，实验预习情况和实验操作

技能），期末理论考试成绩占 5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T6 新世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4 台    

水浴箱               2 台     

电炉                 2 台          

试管及试管架        1 套/人      

离心机            4 台     

电泳仪            4 台        

吸量管              1 套/人   

电泳槽              28 套                                       

磁力搅拌器           5 台 

pH 计                10 台 

核酸蛋白检测仪       8 台 

数控自动收集器       8 台 

移液器               1 套/人 

电子天平             9 台 

恒流泵               8 台 

烘箱                 1 台 

冰箱                 4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贡成良 曲春香主编，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苏州大学出版

社、2010 年 6 月 

2、参考书： 

（1）药立波主编. 医学分子生物学技术. 第一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 

（2）钱小红，贺福初主编. 蛋白质组学： 理论与方法. 第一版， 北京. 科学出

版社，2003. 

（3）吴士良，王武康，王尉平主编.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第一版，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4）王文霞主编，临床生化检验技术. 第一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姜泊主编，分子生物学常用实验方法. 人民军医出版社，1998. 

（6）顾晓松主编，分子生物学理论与技术.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7）药立波主编，分子生物学常用实验技术.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 

（8）（美）J.萨母布鲁克，E.F.弗里奇，T.曼尼阿蒂斯著. 黄培堂等译. 分子克隆

实验指南，第三版. 科学出版社，2002 年. 

（9）卢圣栋主编. 现代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年. 

（10）任邦哲主编. 生物化学与临床医学.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年. 

（11）李永明，赵玉琪等编. 实用分子生物学方法手册. 第 11 版，北京：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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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2000. 

（12）黄如彬主编. 生物化学实验教程. 第 2 版，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社，1998. 

（13）张龙翔等主编. 生化实验方法和技术. 第 1 版，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1. 

（14）陈惠黎主编. 生物化学检验技术. 第 1 版，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 

（15）胡福泉主编. 现代基因操作技术. 第 1 版，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2000. 

（16）李崇勇，郝顺祖等主编. 生物化学实验. 江苏：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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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专业实验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BIOS1017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Biological Skill Training ExperimentsⅠ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生物科学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生物学专业实验是生物科学专业的专业实验课程，根据实验教学内容分生物学专

业实验 I、III，生物学专业实验 I 主要涉及动植物学形态、分类知识，是结合动植物

分类学开设的实验课程，通过本课程教学，让学生掌握动植物分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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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履虫活动限速设计、原生动物分类 设计性 3 1 必修 

2 扁形动物分类及生活方式分析 综合性 3 1 必修 

3 软体动物的特征及分类 验证性 3 1-3 必修 

4 昆虫的比较解剖 综合性 3 1 必修 

5 昆虫采集及分类（1） 综合性 3 1 必修 

6 昆虫分类（2）节肢动物类群 综合性 3 1 必修 

7 养虾（蟹）场的参观 综合性 3 1 选开 

8 斑马鱼胚胎发育实验 综合设计性 3+2 1+4 必修 

9 鱼类分类特征及分类 综合性 3 1 必修 

10 鱼类的人工繁殖 综合性 3 1 选修 

11 两栖纲、爬行纲动物分类特征及分类 综合性 3 1 必修 

12 校园鸟类调查 综合性 3 1 选修 

13 鸟纲、哺乳纲动物分类  3 1 必修 

14 动物保护类群（动物园）调查、 综合 5 1 选修 

15 湿地植物、动物分布种类调查 综合 8 6 选修 

16 
共生和非共生状态下念珠藻科兰藻中异形

胞比例的观察 
设计性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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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不同真核藻类的形态结构特征比较观察 综合性 3 1 必修 

18 
衣藻和小球藻在人工培养条件下的生长规

律和形态特征观察 

设计性、综合

性 
3 1 选开 

19 不同种类的真菌和地衣形态结构的观察 验证性 3 1 必修 

20 苔藓植物形态结构的比较解剖观察 综合性 3 1 必修 

21 蕨类植物形态结构的比较解剖观察 综合性 3 1 必修 

22 校园孢子植物调查 综合性 3 1 必修 

23 裸子植物门 综合性 3 1 必修 

24 
被子植物(一)木兰目、樟目、毛茛目、石竹

目、蓼目、蔷薇目、豆目 
综合性 3 1 必修 

25 
被子植物(二) 白花菜目、杨柳目、锦葵目、

伞形目、玄参目、茄目、唇形目、菊目 
综合性 3 1 必修 

26 被子植物(三) 百合目、莎草目、兰目 综合性 3 1 必修 

27 校园绿化植物识别 综合性 3 4 必修 

28 校园杂草识别 综合性 3 4 必修 

29 
不同污染程度水体中浮游生物物种多样性

比较 
创新性 3 4 选修 

30 白塘植物园参观 综合性 3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草履虫活动限速设计、原生动物分类 

1.教学内容 

草履虫活动限速设计及其操作；眼虫、草履虫活体及装片观察 

2.教学目标 

（1)了解草履虫的活动特点及物理、化学法阻止其活动的方法 

（2）熟悉眼虫、草履虫的基本结构 

（3）掌握鞭毛纲、纤毛纲的主要特征及认识常见种类 

实验项目 2：扁形动物分类及生活方式分析 

1.教学内容 

扁形动物三纲装片的观察；涡虫的运动方式与再生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涡虫的生活环境与习性 

（2）熟悉三纲的结构特点 

（3）掌握扁形动物各纲的特征及认识主要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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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软体动物的特征及分类 

  1.教学内容 

（1）河蚌、田螺、乌贼的外形观察 

（2）河蚌的内部构造解剖 

（3）浸制标本（螺类、双壳类、头足类）的观察 

  2.教学目标 

（1）通过河蚌等软体动物外形观察和解剖，掌握软体动物门的主要特征 

（2）学习河蚌的内部构造解剖方法 

（3）认识常见的软体动物 

实验项目 4：昆虫的比较解剖 

1.教学内容 

蝗虫、金龟子（或其他昆虫）外形观察和内部比较解剖 

2.教学目标 

（1）熟悉蝗虫、金龟子（或其他昆虫）的内部构造解剖方法 

（2）掌握典型的昆虫分目的依据 

实验项目 5：昆虫采集及分类（1） 

1.教学内容 

 昆虫采集工具、方法介绍，典型目的昆虫标本观察 

2.教学目标 

掌握昆虫分类的基本知识、理解动物结构与机能的统一性、昆虫采集工具的 

使用、方法认识常见种类 

实验项目 6：昆虫分类（2）、节肢动物类群 

1.教学内容 

 典型目的昆虫标本观察、其他节肢动物类群的观察 

2.教学目标 

（1）了解昆虫分目的依据 

（2）熟悉各目的常见种类、其他节肢动物 

（3）掌握昆虫与其他节肢动物的本质区别 

实验项目 7：养虾（蟹）场的参观 

1.教学内容 

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周边地区养虾（蟹）场的现场参观 

2.教学目标 

了解甲壳动物的生长情况及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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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8：斑马鱼胚胎发育实验 

1.教学内容 

（1）学习模式动物斑马鱼胚胎发育各期特点 

（2）设计实验—理化因子对斑马鱼发育的影响 

2.教学目标 

了解斑马鱼发育各期的特点 

初步学习实验设计方法 

设计实验了解影响斑马鱼发育的因素 

学习科研报告的撰写要求 

实验项目 9：鱼类分类特征及分类 

1.教学内容 

鱼类的分类特征，鱼纲的主要分目和常见种类 

2.教学目标 

学会动物标本的侧量和描述 

了解鱼纲分类的主要特征 

掌握鱼纲主要分目的特点和常见种类 

实验项目 10：鱼类的人工繁殖 

1.教学内容 

参观养鱼场 

2.教学目标 

了解养鱼场的要求 

了解鱼类人工繁殖的主要方法 

实验项目 11：两栖纲、爬行纲动物分类特征及分类 

1. 教学内容 

两栖纲、爬行纲的分类特征，两栖纲、爬行纲主要分目、分科和常见种类 

2.教学目标 

学会动物标本的侧量和描述 

了解两栖纲、爬行纲动物分类的主要特征 

掌握两栖纲、爬行纲主要分目、分科和常见种类 

实验项目 12：校园鸟类调查 

1.教学内容 

样点法、样线法调查校园鸟类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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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野外动物调查方法 

认识校园常见鸟类。 

实验项目 13：鸟纲、哺乳纲动物分类 

1.教学内容 

鸟纲、哺乳纲动物的分类特征，鸟纲、哺乳纲主要分目、分科和常见种类 

2.教学目标 

学会动物标本的侧量和描述 

了解鸟纲、哺乳纲动物分类的主要特征 

掌握鸟纲、哺乳纲主要分目、分科和常见种类 

实验项目 14：动物保护类群（动物园）调查 

1.教学内容 

鸟类、哺乳类等异地保护动物现状调查 

2.教学目标 

了解动物保护方法（易地保护要求） 

认识易地保护动物类群 

实验项目 15：湿地植物、动物分布种类调查 

1.教学内容 

动物调查方法、植物调查法、湿地调查方法 

2.教学目标 

了解动植物分布的调查方法 

了解典型湿地的动物种类 

实验项目 16：共生和非共生状态下念珠藻科兰藻中异形胞比例的观察 

1. 教学内容 

解剖观察念珠藻、满江红鱼腥藻和颤藻的藻丝结构。统计念珠藻和鱼腥藻中

异形胞的比例。 

2. 教学目标 

（1） 掌握念珠藻科藻丝结构特点， 

（2） 掌握异形胞的结构特点，区分与营养细胞的分别。 

（3） 学会用压片法制作满江红鱼腥藻装片。 

（4） 统计异形胞的比例，比较在共生状态下的满江红鱼腥藻和非共生状态

下的念珠藻中异形胞比率的不同，从而确定在共生状态下固氮效率更

高，因为固氮是在异形胞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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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7：不同真核藻类的形态结构特征比较观察 

1. 教学内容 

（1） 观察衣藻和小球藻的结构特征。 

（2） 观察水绵的结构特征。 

（3） 观察水网藻的结构特点 

（4） 观察硅藻的结构特点 

2. 教学目标 

（1） 掌握各门藻类的形态结构特征， 

（2） 如何掌握特殊处理来观察水绵的接合生殖。 

（3） 弄清硅藻的特殊藻体结构。 

实验项目 18：衣藻和小球藻在人工培养条件下的生长规律和形态特征观察 

1. 教学内容 

（1） 设计不同的培养基配方，在不同的培养基中分别加入衣藻和小球藻观

察它们的生长速度和生长规律。以入衣藻的运动规律。 

（2） 在同一培养基中同时加入衣藻和小球藻，每隔一定时间定期观察，看

这两种藻的生长规律。 

2. 教学目标 

（1） 学习实验的设计方法。 

（2） 掌握科学的观察方法 

（3） 了解影响藻类生长的各种因素。 

（4） 了解同一环境下的种间竞争。 

（5） 学习科研报告的撰写要求 

实验项目 19：不同种类的真菌和地衣形态结构的观察 

1. 教学内容 

（1） 观察毛霉菌丝和孢子囊形态结构特点 

（2） 观察青霉菌丝和分生孢子梗特点 

（3） 观察酵母菌形态结构特点 

（4） 观察伞菌结构特点 

（5） 观察异层地衣切片结构特点 

2. 教学目标 

通过种真菌的观察，了解和掌握接合菌亚门、子囊菌亚门、担子菌亚门和地

衣的结构特征。 

实验项目 20：苔藓植物形态结构的比较解剖观察 

1. 教学内容 

（1） 地钱形态解剖结构特征观察。 

（2） 葫芦藓的形态结构特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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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泥炭藓的形态解剖特征观察。 

（4） 其它一些常见藓类的观察。 

2. 教学目标 

（1） 通过以上藓类的观察，掌握苔纲和藓纲的形态结构特点，以及它们之

间的区别。 

（2） 通过葫芦藓的观察，弄清精子器和颈卵器的结构特点。 

（3） 通过泥炭藓的观察，弄清楚结构和功能是如何相适应的，弄清楚泥炭

藓强大的吸水能力是如何和它的结构相适应的。 

实验项目 21：蕨类植物形态结构的比较解剖观察 

1. 教学内容 

（1） 观察蕨的孢子体和配子体的形态解剖结构特点。 

（2） 观察槐叶苹的形态结构特点。 

（3） 观察它其常见蕨类孢子体的形态解剖结构特点 

（4） 蕨类植物标本观察。 

2. 教学目标 

（1） 通过对代表种的观察，掌握蕨类植物的主要特征和生活史特点，同时注

意比较与苔藓植物的异同。 

（2） 了解现存蕨类的主要类群。 

（3） 掌握观察和鉴定蕨类植物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22：校园孢子植物调查 

1. 教学内容 

对校园中常见的藻类、苔藓和蕨类植物进行实地调查和采集，并带回实验室

利用工具和工具书进行初步鉴定和分析 

2. 教学目标 

（1） 学习植物野外采集和调查的该法，学习植物标本的采集和制作的方

法。 

（2） 认识校园常见的孢子植物 

（3） 学会观察各种植物是如何下它的生长环境相适应的。 

（4） 学会调查报告的撰写。 

实验项目 23：裸子植物门 

1.教学内容 

（1) 银杏纲（银杏）的特征及其分类地位； 

（2) 松柏纲分科。 

2.教学目标 

（1) 掌握裸子植物代表植物银杏、马尾松的繁殖器官的形态特点 

（2) 松、杉、柏三科繁殖器官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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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4：被子植物(一) 

1.教学内容 

（1)木兰目；（2)樟目；（3)毛茛目；（4)石竹目；（5) 蓼目；（6)蔷薇目；（7)豆目

代表科、代表种的识别和科的分类特征和识别特征。 

（2）检索表的类型和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 掌握被子植物木兰科、毛茛科、石竹科、蓼科、蔷薇科、豆目、壳斗科、

十字花科等科植物繁殖器官的形态特点； 

（2) 掌握各科的主要特征； 

（3) 掌握花的解剖方法和用花图式、花程式表示各代表植物花的结构； 

（4) 熟悉植物检索表的种类及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25：被子植物(二)  

1.教学内容 

（1)白花菜目、杨柳目、锦葵目、伞形目、玄参目、茄目、唇形目、菊目代

表科、代表种的识别和科的分类特征和识别特征。 

（2)主要科代表植物花部观察。 

（3）花程式和花图式。 

2.教学目标 

（1) 继续使用检索表检索十字花科、杨柳科、锦葵科、伞形科、木犀科、茄

科、唇形科、菊科各有关科的植物； 

（2) 掌握各科植物繁殖器官的解剖特征； 

（3) 掌握采用花图式、花程式表示各代表植物花部结构的方法。 

实验项目 26：被子植物(三) 

1.教学内容 

（1)百合目、莎草目、兰目代表科、代表种的识别和科的分类特征和识别特

征。 

（2)主要科代表植物花部观察。 

（3）花程式和花图式。 

2.教学目标 

（1) 熟练使用检索表，鉴定禾本科、百合科、兰科等有关科的植物； 

（2) 掌握各科植物繁殖器官的解剖特征； 

（3) 熟练掌握花图式、花程式表示各代表植物花的结构。 

实验项目 27：校园绿化植物识别 

1.教学内容 

（1）校园绿化植物的观察； 

（2）校园绿化植物的识别特点； 

（3）主要绿化植物的观赏价值。 

 



 

 76 

2.教学目标 

（1）识别校园绿化植物种类； 

（2）熟记各种植物的名称、科名、特点及其经济意义。 

实验项目 28：校园杂草识别 

1.教学内容 

（1）杂草的概念； 

（2）校园杂草的主要种类和识别特点。 

2.教学目标 

（1）观察识别野外植物，巩固、复习以前识别的植物，认识新植物名称及其

经济意义； 

（2）采集新鲜植物（杂草）标本，为植物野外实习打下基础。 

实验项目 29：不同污染程度水体中浮游生物物种多样性比较 

1.教学内容 

水样采集方法、显微计数、比较分析 

2.教学目标 

掌握基本的水样采集方法和显微计数方法，了解不同水体优势种差异。 

实验项目 30：白塘植物园参观 

1.教学内容 

参观植物园，识别不同环境条件下生长的植物种类， 

2.教学目标 

开阔眼界，认识更多的植物种类，丰富植物分类的知识。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分类学实验报告、调查报告 

2、考核方式 

（1）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平时测验、实验操作、实验完成情况和实验报告成绩、

期末考试 

（2） 成绩评定：平时 10%、实验操作 20%、实验报告 30%、期末考核 40% 

………………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解剖器械（手术剪、手术镊） 

调查工具（GPS、尺、望远镜、相机） 

培养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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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刘凌云等.《普通动物学实验指导》,高教出版社 

王英典等.《植物生物学实验指导》，高教出版社 

2.参考书：………… 

    刘凌云等.《普通动物学》，高教出版社 

 周云龙.植物生物学，高教出版社 

 

 

 

执 笔 人：吴均章、孙丙耀、

朱玉芳、戈志强  

 

审 批 人：苏国兴   

完成时间：201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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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专业实验 III》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IOS1019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生物学专业实验 III（植物生理学部分）       

英文名称：Biological Skill Training Experiment(III) 

           -Plant Physiology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生物科学、生物教育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生物学专业实验 III（植物生理学部分），是隶属于学位课程-植物生理学的一门实

验课程。通过大量实验，目的是使学生了解使用植物材料，进行常规生理生化检测的

一般方法和过程；掌握进行植物生理学研究的基本实验技能和方法。使得他们在科学

态度、实验技能技巧、实验设计、独立工作能力上获得全面系统的训练，并能运用理

论和技能说明和解决一些有关的实践问题，培养学生的基本研究能力、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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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开/选

开 

1 植物组织水势的测定 验证性 3 2 必开 

2 植物组织渗透势的测定 验证性 3 2 选开 

3 植物根系活力的测定 综合性 3 2 选开 

4 植物体内总铁含量测定 综合性 3 2 必开 

5 植物体硝态氮含量测定 综合性 3 2 必开 

6 硝酸还原酶活性的测定 综合性 3 2 必开 

7 
叶绿体色素提取、分离和叶绿素 a、b 含量

测定 
综合性 3 2 必开 

8 过氧化物酶活性的测定 综合性 3 2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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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

型 

学时分

配 

每组人

数 

必开/选

开 

9 植物可溶性总糖含量测定 综合性 3 2 必开 

10 植物可溶性蛋白含量测定 验证性 3 2 必开 

11 蛋白质相对分子量测定 综合性 3 2 选开 

12 吲哚乙酸氧化酶活性测定 创新性 3 2 选开 

13 GA 对小麦种子 a-淀粉酶活性的测定 创新性 3 2 必开 

14 植物种子活力的快速测定 验证性 3 2 必开 

15 高低温对植物组织的伤害 综合性 3 2 必开 

16 渗透胁迫与脯氨酸的积累 创新性 3 2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植物组织水势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植物细胞间、组织间以及植物与环境之间的水分移动方向由水势差决定，水分总

是向水势低的方向移动。即：ycell ＞yout  组织失水； ycell ＜yout  组织吸水； ycell 

＝ yout，水分交换保持动态平衡。  

植物组织与外界溶液的水分交换会使外界溶液的性质如浓度、密度、电导率发生

改变。根据这些参数的改变，就可确定植物组织水势的量值。 

             2.教学目标 

              (1)了解：植物组织水势的概念和细胞水势的组成。               

              (2)熟悉：水分在植物细胞、组织间流动的规律。 

              (3)掌握：液体交换法测定植物组织水势的方法。 

实验项目 2:植物组织渗透势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当植物组织细胞内的汁液与其周围的某种溶液处于渗透平衡状态,细胞压力势为

零时,细胞汁液的渗透势就等于该溶液的渗透势。该溶液的浓度称为等渗浓度。 

设计并配制一系列具浓度梯度的蔗糖溶液，通过实验找出使细胞发生初始质壁分

离的浓度，通过计算可得植物组织的渗透势。 

            2.教学目的 

              (1)了解：细胞质壁分离产生过程，渗透势、等渗系数的概念。 

              (2)熟悉：溶液渗透势的计算方法，渗透势与物质浓度的关系。 

              (3)掌握：用细胞质壁分离法测定植物组织渗透势的方法。 

实验项目 3:植物根系活力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根系为植物从土壤中吸收水分和矿质元素，是植物重要的吸收器官。根系也是重

要的合成器官，植物体内许多重要的物质都是在根中合成的。许多环境因素如土壤水

分含量、通气状况、酸碱度等影响着根系的生长发育，尤其是盐碱胁迫对它的影响很

大。要研究植物对矿质的吸收情况，测定植物根系活力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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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三苯四氮唑（TTC）是一种氧化还原色素，溶于水中成无色溶液，但可被根

系细胞内的琥珀酸脱氢酶等还原，生成红色的不溶于水的 TTF，因此 TTC 还原强度

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根系的活力。 

             2.教学目标 

              (1)了解：植物根系在吸收水分和矿质元素中的作用。 

              (2)熟悉：影响植物根系生长发育的环境因素及其它们的影响机理。 

              (3)掌握：氯化三苯四氮唑法测定根系活力的方法。 

实验项目 4:植物体内总铁含量测定 

1.教学内容 

邻菲绕啉可与亚铁 Fe2+反应，形成橙红色化合物，颜色深浅在 pH3.5-5.0 范围内

与亚铁含量成正比, pH可借助柠檬酸溶液调之,此方法反应灵敏,颜色稳定,若用对苯二

酚还原样品中的 Fe3+ ,此法可测定样品中的总铁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植物必需元素铁的生理作用和相应的缺素症。               

 (2)熟悉：必需元素的常用测定方法。        

 (3)掌握：标准曲线的制作，分光光度计的使用。 

实验项目 5:植物体硝态氮含量测定 

1.教学内容 

植物组织体内 NO3-水平的变化与其供应水平、体内的运转和还原速率变化有关。

测定植物组织 NO3-水平的变化，可了解植物无机氮代谢的变化。在浓 H2SO4 作用下，

NO3-与水杨酸反应生成硝基水杨酸。在碱性条件下（pH 12），硝基水杨酸呈黄色，

颜色深浅与在 410 nm 的吸收值成正比。 

2.教学目标 

 (1)了解：影响植物细胞 NO3-水平的变化的因素。 

 (2)熟悉：测定植物体硝态氮含量的原理。 

 (3)掌握：植物体硝态氮含量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6:硝酸还原酶活性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硝酸还原酶（NR）是植物氮素代谢作用中关键酶，与作物吸收和利用氮肥有关。

其是一个诱导酶，受到 NO3-的诱导。NO3-是硝酸还原酶的诱导物，又是底物。它作

用于 NO3-,使其还原为 NO2-： 

             NO3＋NADH＋H    NO2－＋NAD＋＋H2O 

其作用产生的 NO2-可以从组织内渗透到外界溶液中，并积累在溶液中，测定反

映溶液中 NO2-含量的增加，即表现该酶活性的大小。 用磺胺（对氨基苯磺酸胺）比

色法 NO2-含量的测定:。在酸性溶液中磺酸与 NO2-形成重氮盐，再与 а－萘胺偶联

形成紫红色的偶氮染料。这种方法非常灵敏，能测定每 ml 含 0.5μg 的 NaNO2。 

             2.教学目标 

              (1)了解： 硝酸还原酶的组成和作用特点。             

              (2)熟悉：植物利用土壤硝态氮的过程和硝酸还原酶在其中的作用。 

              (3)掌握：分光光度计的检测原理与使用，真空泵的排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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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7:叶绿体色素提取、分离和叶绿素 a、b 含量测定 

1.教学内容 

叶绿体色素是植物吸收太阳光能进行光合作用的重要物质，主要由叶绿素 a、叶

绿素 b、胡萝卜素和叶黄素组成。根据它们在有机溶剂的溶解特性，可以用丙酮将它

们从叶片中提取出来。叶绿素在光照下可产生暗红色的荧光；叶绿素的化学性质很不

稳定，容易受强光的破坏。特别是叶绿素与蛋白质分离后破坏更快； 叶绿素中的镁

可被氢离子取代而生成褐色的去镁叶绿素；加入铜盐后，去镁叶绿素则成为绿色的铜

代叶绿素。 

光合色素丙酮提取液中，同时含有叶绿素 a、叶绿素 b 和类胡萝卜素，它们的吸

收光谱不同，存在着明显的重叠。可通过分别测定在 663nm、645nm 的吸光值，根据

Lambert-Beer 定律，计算出提取液中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的浓度。 

Ca = 12.7 A663–2.69 A645 ；Cb = 22.9 A645 - 4.68 A663； Ct = Ca + Cb = 8.02 

A663 + 20.21 A645（Ca：叶绿素 a 的浓度；Cb：叶绿素 b 的浓度；Ct：叶绿素 a+b

的浓度；光合色素含量单位为：mol/L ）。 

2.教学目标 

 (1)了解：叶绿体色素的种类、结构、理化和光化学性质。 

 (2)熟悉：叶绿体色素的提取分离的原理，以及们在光合作用中的作用。 

 (3)掌握：叶绿体色素荧光的观察、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叶绿素 a 和 b 的方法。 

实验项目 8:过氧化物酶活性的测定 

1.教学内容 

过氧化物酶广泛存在于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中。在有过氧化氢存在下，过氧化

物酶可使底物愈创木酚氧化生物茶褐色产物， 此产物在 470 nm 有最大吸收值。测定

单位植物材料单位时间内 A470nm 的变化，可表示酶活性的大小。  

2.教学目标 

 (1)了解：过氧化物酶的性质、催化反应特点。              

 (2)熟悉：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的差异。 

 (3)掌握：酶蛋白的提取、高速冷冻离心技术。 

实验项目 9:植物可溶性总糖含量测定 

1.教学内容 

糖在硫酸的作用下生成糠醛，糠醛再与蒽酮作用，形成一种绿色的络合物，绿色

的深浅与糖的含量有关。对于绝大部分的碳水化合物都能与蒽酮反应，产生颜色。 可

以测定戊糖与己糖含量，而且还可以测所有寡糖类和多糖类，其中包括淀粉、纤维素

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植物细胞单糖和常见二糖的结构，淀粉、纤维素结构差异。 

 (2)熟悉：各类碳水化合物的测定方法。 

 (3)掌握：蒽酮比色法测定植物组织可溶性总糖的方法。 

实验项目 10:植物可溶性蛋白含量测定 

1.教学内容 

大部分蛋白质能溶于水、稀盐、稀酸和稀碱溶液。其中稀盐和缓冲液对蛋白质稳



 

 82 

定性好溶解度大，是常用提取介质。可溶性蛋白可与考马斯蓝 G250 试剂反应后 

产生颜色(主要是与碱性氨基酸,特别是精氨酸和芳香族氨基酸残基相结合)。在

620nm 有最大吸收值，故可用分光光度法检测植物组织的蛋白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植物蛋白含量测定的一般方法。 

 (2)熟悉：Bradford 法测定蛋白含量的优缺点。 

 (3)掌握：一种快速简便测定植物组织可溶性蛋白的方法。 

实验项目 11:蛋白质相对分子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蛋白质分子量的不同，在电泳介质上有着不同的迁移率。在电泳过程中，依分子

量的大小而分离蛋白质，经染色后在凝胶上显出条带，计算出泳动率，进而确定蛋白

质的分子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蛋白质的性质，提取蛋白质的方法。 

 (2)熟悉：测定蛋白质分子量的常用方法。 

 (3)掌握：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方法。 

实验项目 12：吲哚乙酸氧化酶活性测定 

1.教学内容 

吲哚乙酸是一种植物激素，在植物生长发育中起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在吲哚乙

酸氧化酶的作用下，吲哚乙酸可被氧化破坏失去活性。因此，植物体内吲哚乙酸氧化

酶活力的大小，可调节体内吲哚乙酸的含量水平，而影响植物的生长。 

吲哚乙酸溶液在 530 nm 处有最大吸收值。在含氯化锰、二氯酚和 IAA 的离体系

统中，加入吲哚乙酸氧化酶液，测定 530 nm 变化值，以吲哚乙酸的破坏速度表示酶

活性的大小。 

2.教学目标 

 (1)了解：吲哚乙酸的结构、极性运输特点及其生物合成途径。 

 (2)熟悉：吲哚乙酸的生理作用，吲哚乙酸氧化酶的结构。 

 (3)掌握：吲哚乙酸氧化酶的提取和活力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13:GA 对小麦种子 -淀粉酶活性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小麦种子萌发初期，胚产生 GA，扩散到糊粉层，刺激 -淀粉酶的合成。-淀粉

酶进入胚乳，将淀粉水解成还原糖。外源 GA 能代替胚的分泌作用，诱导糊粉层 -

淀粉酶的形成。 

 -淀粉酶也能将淀粉水解成还原糖，但  -淀粉酶不耐热，在高温下易的钝化，

而  -淀粉酶不耐酸，在 pH3 时完全钝化。将酶液在高温下维持一段时间，钝化  -

淀粉酶，可准确测定 -淀粉酶的活性。 

-淀粉酶水解淀粉生成麦芽糖，在碱性溶液中能将 3,5-二硝基水杨酸还原为 3-

氨-5-硝基水杨酸，测定 520 nm 的 OD 值即可表示其活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GA 的分子结构、生物合成途径以及生理作用。 



 

 83 

 (2)熟悉：GA 在种子萌发过程中诱导 -淀粉酶的合成的过程和作用 

 (3)掌握：测定 -淀粉酶活性的方法 

实验项目 14:植物种子活力的快速测定 

1.教学内容 

（1）氯化三苯基四氮唑法(TTC 法)：凡有生命活力的种子胚问呼吸作用过程中

都有氧化还原反应，而无生命活力的种胚则无此反应。当 TTC 渗入种胚的活细胞内，

并作为氢受体被脱氢辅酶上的氢还原时，便由无色 TTC 变为红色的 TTF。所以，根

据种子胚色泽的变化，可判定种子的死活。 

（2）红墨水染色法：凡生活细胞的原生质膜具有选择性吸收物质的能力，而死

的种胚细胞原生质膜丧失这种能力，于是染料便能进入死细胞而染色。 

（3）溴麝香草酚蓝法（BTB 法）：凡活细胞必有呼吸作用，吸收空气中 O2，放

出 CO2。 CO2 溶于水成为 H2CO3 ，解离成 H+和 HCO3-，使得种胚周围环境的酸度

增加，可用溴麝香草酚蓝法来测定酸度的改变。BTB 的变色范围为 pH6.0-7.6，酸性

呈黄色，碱性呈蓝色，中间经过绿色。色泽差异显著，易于观察。 

（4）纸上荧光法：具有生活力的种子和已死亡的种子，它们的种皮对物质的透

性不同，而许多植物种子中又都含荧光物质。利用对荧光物质的不同透性来区分 种

子的死活，方法简单，特别对十字花科植物种子，尤为适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种子的生活力、寿命、发芽率和发芽势。 

              (2)熟悉：各种测定种子萌发率的原理。 

              (3)掌握：紫外荧光分析仪的使用；种子活力快速测定的各种方法。 

实验项目 15:高低温对植物组织的伤害 

1.教学内容 

植物在遭遇不良环境（如高温、低温等）时，原生质的结构常受到影响，原生质

膜的选择透性丧失，对物质的透性发生变化，盐类或有机物从细胞中渗出，进入周围

环境中。通过电导度的测量和糖的显色反应，可以测知物质的外渗，表明植物的受害

情况。 

2.教学目标 

              (1)了解：极端温度对植物的伤害作用。 

              (2)熟悉：植物抗逆性的一般机理。 

              (3)掌握：电导率仪的使用；质膜相对透性的测定。 

实验项目 16:渗透胁迫与脯氨酸的积累 

1.教学内容 

当植物遭受水分胁迫时，植物体内脯氨酸大量积累，因此植物体内脯氨酸含量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植物体内的水分状况，可作为植株缺水的参考指标。 

在 pH1-7 时用人造沸石可以除去一些干扰氨基酸， 在酸性条件下，茚三酮与脯

氨酸反应，生成红色化合物，其含量与色度成正比，可用分光光度计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植物积累脯氨酸的生理意义，水分缺乏与脯氨酸积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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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熟悉： 在逆境条件下，积累脯氨酸可能原因。            

              (3)掌握：人工模拟水分胁迫的方法；测定脯氨酸含量的方法。 

四 、 考 核 方 式 及 要 求 

1.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应包括（1）实验目的；（2）实验原理；（3）实验步骤 ；（4）实验结果

和分析。对于实验结果，要求提呈实验原始数据、现象；列出计算公式或方程；并算

出实验结果。结果分析讨论，要求利用课堂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对实验原理、过程、

实验现象和结果展开讨论，分析实验成败的原因，并提出改进意见。 

2.考核方式 

（1）实验的理论知识考试：20% ； 

（2）实验报告：50% 

（3）平时实验操作：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显微镜  需 20 台   

2、722 型分光光度计 需 4 台，现有 4 台 

3、电子天平 （0.0001g）需 2 台，现有 2 台 

4、普通电子天平 (0.01g)需 4 台,现有 4 台 

5、低温离心机  需 2 台，现有 1 台 

6、台式离心机   需 4 台，现有 2 台 

7、恒温水浴锅 需 4 台，现有 2 台 

8、温控培养箱 需 2 台，现有 2 台 

9、温控暗培养箱  需 1 台，现有 1 台 

10、烘箱 需 2 台，现有 1 台  

11、电导仪  需 4 台，现有 4 台 

12、光照培养箱，需 2 台，现有 2 台 

13、电冰箱，需 2 台，现有 1 台 

14、旋涡仪  需 4 台，现有 1 台   

15、紫外荧光分析仪 需 1 台， 

16、真空干燥器   需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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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实验教材 

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7，张志良主编。 

2.参考书  

[1] 汤章城.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上海市植物生理学会主编, 现代

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南，科学出版社，1999. 

[2] 邹琦主编. 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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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专业实验 III》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IOS1019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生物学专业实验 III（动物生理学部分）       

英文名称：Biological Skill Training Experiment(III) 

           -Plant Physiology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生物科学、生物教育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以加深和巩固对某些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的理解，初步掌握在理学实验

的一些基本操作机能。通过讲授、实验、自学、作业等教学环节，培养科学思维能力

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掌握本大纲所规定的基本内容。理解人体及动物

机体主要生理过程、功能与原理、活动规律和调控机制，并与其他课程相结合，以达

到对人体及动物有机体的全面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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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信号放大器和计算机处理系统的操作 验证性 3 3 必修 

2 神经干动作电位的测定 验证性 3 3 选修 

3 骨骼肌单收缩的分析 验证性 3 3 选修 

4 家兔大脑皮层运动、感觉区定位的研究 综合性 3 3 选修 

5 反射弧分析 设计性 3 3 必修 

6 视野、盲点测定 验证性 3 3 选修 

7 豚鼠、家鸽一侧迷路的破坏效应 验证性 3 3 选修 

8 蛙类心脏的期外收缩与代偿间歇 验证性 3 3 必修 

9 蛙类离体心脏灌流 验证性 3 3 选修 

10 家兔动脉血压的神经、体液调节 综合性 3 3 必修 

11 离体小肠段的生理特性 综合性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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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家兔呼吸运动的调节 综合性 3 3 必修 

13 尿生成的调节 综合性 3 3 选修 

14 实验设计 创新性 3 6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生理信号放大器和计算机处理系统的操作 

1.教学内容 

生理学实验的重要性；生理学实验课的目的和要求；生理学实验报告的格式、内

容和要求；生理信号放大器的基本性能和使用方法；电刺激器的基本性能和操作方法；

生理信号计算机处理系统的基本性能和操作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计算机处理系统的操作和使用方法。 

（2）熟悉动物生理学实验课的目的、要求和规程规则。 

（3）掌握电刺激器、生理信号放大器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2：神经干动作电位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制备蟾蜍坐骨神经干标本；记录并测定双相动作电位；记录并测定单相动作电位。 

2.教学目标 

（1）了解蟾蜍坐骨神经干动作电位的基本波形及其产生的基本原理。 

（2）熟悉蟾蜍坐骨神经干标本的制备方法。 

（3）掌握电刺激器、生理信号放大器和计算机处理系统的使用方法，测定双相

和单相动作电位的潜伏期、幅值及时程的基本过程。 

实验项目 3：骨骼肌单收缩的分析  

1.教学内容 

制备蟾蜍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应用张力换能器和生理信号计算机处理系统记

录腓肠肌最大单收缩；分析骨骼肌单收缩过程的潜伏期、缩短期和舒张期。制备蟾蜍

坐骨神经干标本；记录并测定双相动作电位；记录并测定单相动作电位。 

2.教学目标 

（1）了解蟾蜍坐骨神经干动作电位的基本波形及其产生的基本原理。 

（2）熟悉骨骼肌单收缩的记录方法。 

（3）掌握分析骨骼肌单收缩过程的三个时期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4：家兔大脑皮层运动、感觉区定位的研究 

1.教学内容 

应用开颅术，暴露双侧大脑半球；刺激大脑皮层的不同区域，观察躯体肌肉活动

的反应，绘出大脑半球背面的轮廓图，标注躯体肌肉运动的代表点；刺激一侧前肢肱

神经和浅桡神经，在对侧大脑皮层相应感觉代表区记录有关诱发电位；应用平均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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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析诱发电位的潜伏期，主反应与后反应的时程，以及主反应的相位和振幅。 

2.教学目标 

（1）了解大脑皮层运动、感觉区的定位研究方法。 

（2）熟悉计算机在生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3）掌握大脑皮层运动、感觉区的定位研究方法。 

实验项目 5：反射弧分析 

1.教学内容 

制备脊蛙，自主设计实验操作流程，测定反射时，损毁反射弧的不同部分观察脊

蛙反射，证明反射弧的 5 个组成部分。 

2.教学目标 

（1）了解脊髓反射的功能特征。 

（2）熟悉中枢抑制与交互抑制现象。 

（3）掌握反射时测定方法，反射弧组成。 

实验项目 6：视野、盲点测定 

1.教学内容 

用视野计检查单眼视野；根据物体成像规律，测定并计算盲点的位置和范围。 

2.教学目标 

（1）了解视野计的使用方法和视野检查的方法。 

（2）熟悉如何证明盲点的存在，并计算盲点所处的位置和范围。 

（3）掌握视野盲点的基本特征。 

实验项目 7：豚鼠、家鸽一侧迷路的破坏效应 

1.教学内容 

应用急性解剖手术，暴露家鸽一侧三个半规管，损毁之，并观察家鸽的姿势和运

动的改变；在豚鼠耳内滴入氯仿，观察豚鼠的姿势和运动的改变。 

    2.教学目标 

（1）了解鸟类实验的特点。 

（2）熟悉豚鼠、家鸽迷路损毁的方法。 

（3）掌握迷路与姿式的关系 

实验项目 8：蛙类心脏的期外收缩与代偿间歇 

1.教学内容 

暴露蟾蜍心脏；以引起心室期外收缩的刺激强度，分别在心室收缩的收缩期和舒

张期给予单个刺激，观察心搏曲线的变化；在心室舒张的早期、中期和晚期给予单个

刺激，观察心搏曲线的变化。 

2.教学目标 

（1）了解心肌兴奋性的变化及代偿间歇的发生机理。 

（2）熟悉心室在收缩活动的不同时期对额外刺激的反应。 

（3）掌握心肌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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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9：蛙类离体心脏灌流 

1.教学内容 

运用斯氏蛙心插管法，制备离体蛙心；记录心搏曲线，观察 Na+、K+、Ca2+及

肾上腺素、乙酰胆碱等对心脏活动的影响；分析各种离子和药物对心搏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心肌生理特征。 

（2）熟悉斯氏离体蛙心灌流法。 

（3）掌握 Na+、K+、Ca2+及肾上腺素、乙酰胆碱等对心脏活动的影响。 

实验项目 10：家兔动脉血压的神经、体液调节  

1.教学内容 

动物的麻醉法；气管插管术；神经血管分离术；动脉套管插入法；记录动物血压，

观察减压神经、迷走神经、肾上腺素、乙酰胆碱、窒息等因素对血压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家兔麻醉、插管的基本方法。 

（2）熟悉应用压力换能器直接测定家兔动脉血压的急性实验方法。 

（3）掌握某些神经、体液因素对心血管活动的影响。 

实验项目 11：离体小肠段的生理特性 

1.教学内容 

制备家兔小肠肠段标本，应用张力换能器记录肠段活动曲线；观察肾上腺素、乙

酰胆碱、盐酸、氯化钡、氢氧化钠、组织胺对肠段运动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组织器官离体实验方法。 

（2）熟悉小肠离体器官灌流的方法。 

（3）掌握哺乳动物离体肠段的一般生理特性。 

实验项目 12：家兔呼吸运动的调节 

1.教学内容 

用剑突软骨分离术和机械换能器的方法，记录呼吸运动；应用动脉插管术，记录

动脉血压；观察肺牵张反射、血液中二氧化碳等因素对呼吸运动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定家兔呼吸运动的方法。 

（2）熟悉肺牵张反射以及影响呼吸运动的各种因素。 

（3）掌握测定动物血压的有关技术。 

实验项目 13：尿生成的调节 

1.教学内容 

输尿管插管或膀胱插管导尿法记录尿量；动脉插管术测量动脉血压；观察生理盐

水、20%葡萄糖、肾上腺素、10%硫酸钠溶液、迷走神经、抗利尿激素等因素对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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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量动物尿流量的急性实验方法。 

（2）熟悉家兔麻醉、插管等基本解剖技术。 

（3）掌握几种神经、体液因素对动脉血压和尿量的影响。 

实验项目 14：实验设计 

1.教学内容 

结合生活经验或者文献资料寻找感兴趣的研究课题，针对要研究的课题详细查阅

文献并提出假设，结合已经掌握的生理学实验技能和方法手段设计实验。结合所提出

的假设对获得的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讨论。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计的基本流程。（2）熟悉生理学实验的基本方法。 

（3）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同植物生理部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多功能生物信号记录分仪 8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生理学实验，  解景田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参考书：动物生理及比较生理实验，李永才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执 笔 人 ： 车  轶  

审 批 人 ： 戈 志 强    

完成时间：201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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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生物学实验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IOS1083                      课程学分：1.00  

课程名称（中/英）： Basic Biology Experiment I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生物科学大类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1、通过开设基础生物学实验一，使学生对动植物的形态知识有直观认识。 

2、掌握动植物实验解剖的基本方法。 

3、培养学生独立观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动物组织 综合性、设计性 3 1 必修 

2 蛔虫与环毛蚓比较解剖 综合性 3 1 必修 

3 螯虾、沼虾的比较解剖 综合性 3 1 必修 

4 鲫鱼、鲈鱼的比较解剖 综合性、创新性 3 1-2 必修 

5 蛙、蟾蜍的比较解剖 综合性 3 1-2 必修 

6 家兔、小鼠的比较解剖 综合性 3 3-4 必修 

7 引诱蚯蚓的方法探究 设计性 3 1 选开 

8 校园啮齿动物种群调查 设计性 3 3 选开 

9 植物组织 综合性、设计性 3 1 必修 

10 根的比较解剖 综合性 3 1 必修 

11 茎的比较解剖 综合性 3 1 必修 

12 叶的比较解剖 综合性 3 1 必修 

13 花的比较解剖 综合性 3 1 必修 

14 果实的比较解剖 综合性 3 1 必修 

15 
不同解淅时间和不同染色时间条件下对大蒜

根尖有丝分裂观察效果的比较 
设计性、创新性 3 5 选开 

16 校园不同生态环境下植物多样性的调查分析 设计性、创新性 3 5 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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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动物组织 

1.教学内容 

（1）.人口腔上皮制作及观察 

（2）.蝗虫胸部肌肉（横纹肌）撕片 

（3）.蟾蜍血图片制作 

（4）.四大组织装片观察 

2.教学目标 

（1）.了解显微镜的基本结构，掌握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2）.掌握口腔上皮、蟾蜍血涂片、蝗虫肌肉装片制作与观察方法 

（3）.掌握动物四大组织的结构和功能 

实验项目 2：蛔虫与环毛蚓比较解剖 

1.教学内容  

（1）.蛔虫（雌或雄）横切面、蚯蚓横切面观察 

（2）.蚯蚓外形观察 

（3）.蚯蚓内部结构解剖 

2.教学目标 

（1）.了解原腔动物、环节动物的浸制标本观察 

（2）.熟悉两门的结构特点 

（3）.掌握两者的区别 

实验项目 3：螯虾、沼虾的比较解剖 

1.教学内容 

螯虾、沼虾的外形观察；螯虾、沼虾比较解剖 

2.教学目标 

（1）了解螯虾、沼虾的身体分部情况 

（2）熟悉螯虾、沼虾的内部构造 

（3）掌握螯虾、沼虾结构的区别 

实验项目 4：鲫鱼、鲈鱼的比较解剖 

1.教学内容 

鲫鱼、鲈鱼的外形观察、内部比较解剖 

2.教学目标 

（1）了解鲫鱼、鲈鱼的鳞式、鳍式 

（2）熟悉鲫鱼、鲈鱼的外形、内部构造 

（3）掌握鱼类与水生生活适应的特点 

实验项目 5：蛙、蟾蜍的比较解剖 

1.教学内容 

蛙、蟾蜍的外形观察、内部比较解剖 

2.教学目标 

（1）熟悉 蛙、蟾蜍的外形、内部构造 

（2）掌握两者的区别、水生向陆生过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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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家兔、小鼠的比较解剖 

1.教学内容 

家兔、小鼠的外形观察、内部比较解剖 

2.教学目标 

（1）了解哺乳类毛的种类特点 

（2）熟悉家兔、小鼠的外形、内部构造 

（3）掌握两者的区别、最高等的特点 

项目 7：引诱蚯蚓的方法探究 

1.教学内容 

查阅蚯蚓的特性，让学生设计不同的引诱蚯蚓的实验方案并加以实施 

2.教学目标 

（1）查阅文献能力的培养 

（2）实验设计能力的训练 

实验项目 8：校园啮齿动物种群调查 

1.教学内容 

查阅啮齿动物的生态习性，让学生设计不同的生态环境中的实验方案并实施 

2.教学目标 

（1）查阅文献能力的培养 

（2）实验设计能力的训练 

实验项目 9：植物组织 

1、教学内容 

（1）薄壁组织的解剖和观察 

（2）保护组织的解剖和观察 

（3）机械组织的解剖和观察 

（4）输导组织的解剖和观察 

（5）分泌结构的解剖和观察 

2、教学目的 

（1）学会徙手切片法制作临时装片。 

（2）掌握各类组织的形态特征和结构特点。 

（3）比较各类组织形态结构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掌握其形态结构如何与功能

相适应。 

实验顶目 10：根的比较解剖 

1.教学内容 

（1）毛茛初生根横切面结构观察 

（2）小麦初生根横切面结构观察 

（3）桑初生根侧根原始体观察 

（4）桑次生根横切面结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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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的 

（1）掌握毛茛初生根和小麦初生根的结构特点，并比较双子叶植物初生根结构

和单子叶植物初生根结构的不同点。 

（2）掌握侧根的产生机理。 

（3）通过桑次生根结构的观察，搞清双子叶植物根初生结构和次生结构的差别。 

实验顶目 11：茎的比较解剖 

1.教学内容 

（1）向日葵初生茎横切面结构观察 

（2）玉米茎横切面结构观察 

（3）桑芽纵切面结构观察 

（4）椴树茎三年生茎横切面观察 

（5）桑木材三切面观察 

2.教学目的 

掌握向日葵和玉米茎的初生结构，并比较双子叶植物和单子叶植物初生结构的异

同。 

掌握桑芽纵切面结构，并加深理解芽为枝的雏形。 

掌握椴树三年生茎横切面的结构，并理解木本双子叶植物茎的次生结构，比较双

子叶植物茎的初生结构和次生结构的不同点。 

掌握桑木材三切面的结构，并从三维的角度去理解次生木质部的结构以及射线的

三维结构。 

实验顶目 12：叶的比较解剖 

1、教学内容 

女贞叶横切片的观察 

玉米叶横切片的观察 

松针叶横切片的观察 

夹竹桃叶横切片的观察 

2、教学目的 

（1）掌握女贞叶和玉米叶横切面的结构，并比较双子叶植物和单子叶植物叶结

构的异同，从表皮、叶肉和叶脉三方面去比较。 

（2）掌握松针叶的结构特点，并搞清裸子植物叶的结构特点。 

（3）掌握夹竹桃叶的结构特点，并弄清旱生植物叶的结构特点。 

实验顶目 13：花的比较解剖 

1.教学内容 

（1）向日葵花的解剖和观察 

（2）百合花的解剖和观察 

（3）石斛兰花的解剖和观察 

（4）百体花药横切面的观察 

（5）百合子房横切面的观察 

2.教学目的 

（1）掌握向日葵花的结构特点，并学会在解剖镜下解剖的技能熟悉双子叶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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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基本结构特征。 

（2）掌握百合花和石斛兰花的结构特点并熟悉单子叶植物花的结构特点 

（3）掌握百合花药的结构特点 

（4）掌握百合子房的结构特点，掌握珠、胚囊、胎座、背缝线和腹缝线的特征。 

实验顶目 14：果实的比较解剖 

1.教学内容 

对十几种不同植物种类的果实进行解剖观察 

2.教学目的 

通过十几种不同植物种类的果实进行解剖观察，掌握不同果类型的结构特点，并

列表加以归纳综结。 

实验顶目 15：不同解淅时间和不同染色时间条件下对大蒜根尖有丝分裂观察效

果的比较 

1.教学内容 

对大蒜根尖用不同解淅时间和不同染色时间处理制成装片，置显微镜下观察，看

有丝分裂的效果。 

2.教学目的 

（1）学会实验设计，观察不同处理下产生的不同的实验效果。 

（2）对不同处理下制成的装片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评价，得出结论，那一组处

理效果是最好的。 

实验顶目 16：校园不同生态环境下植物多样性的调查分析 

1.教学内容 

对校园中不同环境条件下如水池中，水边，以及陆生环境下生长的植物种类和长

势进行调查并记录。 

2.教学目的 

（1）学会查阅文献资料，和工具书如植物志对不认识的植物进行鉴定和定名。 

（2）学会观察植物的生长环境，并综结出不同种类植物它们所适生的环境。 

（3）学会编制植物名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绘图、内容比较、实验结果的分析等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平时态度、完成情况和实验报告成绩 

（2）在课程考试出题考核，实验课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30%-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显微镜、解剖镜、解剖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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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 、 教 材 ： 

    戈志强.《形态学生物学实验指导》,苏州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  

1）刘凌云等.《普通动物学实验指导》,高等教育出本社。 

2）王英典等《植物生物学实验指导》，高等教育出本社  

  

 

                                        

执 笔 人 ： 朱 玉 芳   吴 均 章  

审 批 人 ： 许 维 岸    

完成时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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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生物学实验（三）》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IOS1084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基础生物学实验（三）/Basic Biology Experiment (III)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90 

适用专业： 生物科学类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生物科学类专业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加深对细胞生物

学、经典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及微生物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并通过基础演示性验证性

实验、综合实验、设计实验和创新实验等多层次研究，培养学生相关实验操作技能和

初步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要求学生掌握光学显微镜的基本结构和规范操作，熟

练使用显微镜观察分析各种细胞形态结构特征；掌握各种染色和制片方法及细胞化学

技术，通过显微镜观察了解各种细胞器、细胞组分的定位 分布特点；掌握细胞生理

活动如物质跨膜运输、细胞融合和吞噬等的基本原理和实验方法，了解细胞体外培养

的基本原理和意义，掌握原代和传代培养的无菌操作要点，熟悉细胞冻存和培养细胞

观察及活力鉴定等基本方法。掌握核型分析、染色体制备技术、果蝇有性生殖杂交技

术、遗传物质 DNA 分离与提取、微生物的分离与培养等技术。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

综合分析并撰写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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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细胞的基本形态与显微测量 验证性 3 1 必修 

2 细胞器的显示与观察 验证性 3 1 必修 

3 细胞凝集反应 验证性 3 1 必修 

4 细胞膜的通透性 验证性 3 2 必修 

5 植物细胞骨架的光学显微镜观察 验证性 3 1 必修 

6 液泡系和线粒体的活体染色 验证性 3 1 必修 

7 细胞内 DNA 和 RNA 的显示 验证性 3 1 必修 

8 细胞的吞噬活动观察 验证性 3 1 必修 

9 鸡血细胞的体外融合 验证性 3 1 必修 

10 细胞计数及活力测定 验证性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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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细胞的原代培养 综合性 6 3 选修 

12 细胞的传代培养 综合性 6 2 必修 

13 去污剂对红细胞膜稳定性的影响 验证性 3 1 选修 

14 免疫荧光抗体法检查细胞表面抗原 综合性 6 6 选修 

15 果蝇形态生活史 演示性 3 1 必修 

16 果蝇杂交实验 设计性 6 3 必修 

17 果蝇唾腺染色体制备与观察 验证性 3 1 必修 

18 细胞减数分裂染色体的制片与观察 验证性 3 1 必修 

19 孚尔根核染色制片与观察 验证性 3 1 必修 

20 小鼠骨髓染色体的制备与观察 综合性 3 3 必修 

21 植物多倍体的诱发及细胞学鉴定 验证性 3 1 必修 

22 微生物基因组 DNA 的提取 设计性 3 1 必修 

23 DNA 限制酶酶切图谱构建与分析 验证性 6 2 必修 

24 多聚酶链式反应扩增 DNA 综合性 3 2 必修 

25 环介导等温扩增法鉴定目的基因 创新性 3 2 必修 

26 哺乳类及鸟类的性别决定基因分析 创新性 3 1 选修 

27 血型的遗传分析 创新性 3 1 选修 

28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 创新性 3 2 选修 

29 细胞内酸性磷酸酶的显示 综合性 3 1 选修 

30 Trizol 法提取总 RNA 及检测 综合性 3 3 选修 

31 显微镜油镜使用及细菌的染色 综合性 3 1 必修 

32 微生物与氧关系的检测 设计性 3 3 必修 

33 培养基的制备和灭菌 综合性 3 3 必修 

34 土壤/水中微生物的分离及培养 设计性 3 3 必修 

35 环境条件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 设计性 3 2 必修 

36 酵母菌、霉菌形态观察 综合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 1 动物细胞的基本形态与显微测量  

1. 教学内容 

细胞的基本形态观察；测微尺的使用；测量人口腔上皮细胞。 

2. 教学目标 

（1）观察、了解细胞的基本形态，掌握细胞临时制片的方法； 

（2）学会使用测微尺，通过测量对细胞核质比进行分析。 

实验 2 细胞器的显示与观察  

1. 教学内容 

人颊粘膜上皮细胞活体染色显示线粒体；鼠肝细胞活体染色显示线粒体；高尔基

复合体的观察；中心体标本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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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目标 

（1）掌握光镜下线粒体、高尔基复合体和中心体等细胞器的形态和分布； 

（2）初步掌握某些细胞器的活体染色方法。 

实验 3 细胞凝集反应 

1. 教学内容 

2% 家兔红细胞悬液制备；粗提液中含有可溶性土豆凝集素；显微镜下观察血球

凝集现象。 

2. 教学目标 

（1）了解细胞膜的表面结构； 

（2）掌握凝集素促使细胞凝集的原理；   

（3）学习研究细胞凝集反应的方法。 

实验 4 细胞膜的通透性  

1. 教学内容 

相对分子质量对细胞膜透性的影响；脂溶性大小对细胞膜透性的影响；电解质和

非电解质溶液对细胞膜透性的影响。 

2. 教学目标 

（1）了解相对分子质量、脂溶性大小、电解质和非电解质对细胞膜透性的影响。 

实验 5 植物细胞骨架的光学显微镜观察  

1. 教学内容 

洋葱鳞茎内表皮细胞骨架标本的制备；观察光镜下植物细胞骨架的网状结构。 

2. 教学目标 

（1）掌握用考马斯亮蓝染色法制备植物细胞骨架标本的原理及方法；   

（2）观察光学显微镜下细胞骨架的网状结构，掌握细胞骨架的结构特征。 

实验 6 液泡系和线粒体的活体染色  

1. 教学内容 

（蟾蜍）胸骨剑突软骨细胞的液泡系活体染色观察；植物细胞线粒体的活体染色。 

2. 教学目标 

（1）了解光镜下细胞器的形态和分布；   

（2）掌握超活染色法制作光镜标本的基本方法。  

实验 7 细胞内 DNA 和 RNA 的显示  

1. 教学内容 

 蛙血涂片 DNA 和 RNA 的显示；细胞内酸性磷酸酶的显示。 

2. 教学目标 

（1）掌握细胞化学技术定位细胞组分的一般方法；  

（2）掌握细胞内核酸的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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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8 细胞的吞噬活动观察  

1. 教学内容 

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活动观察。 

2. 教学目标 

（1）加深对巨噬细胞吞噬能力的理解； 

（2）掌握临时装片技术和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实验 9 鸡血细胞的体外融合  

1. 教学内容 

鸡血细胞悬液的制备；PEG诱导细胞融合；染色与镜检；计算细胞融合率。 

2. 教学目标 

（1）了解 PEG 诱导体外细胞融合的基本原理； 

（2）掌握细胞融合的基本方法。 

实验 10 细胞计数及活力测定  

1. 教学内容 

细胞计数；计算细胞活力；MTT 法测细胞相对数和相对活力 

2. 教学目标 

（1）熟悉细胞计数板的使用方法，掌握活细胞浓度的计算； 

（2）掌握测定细胞活力的方法。 

实验 11 动物细胞的原代培养  

1. 教学内容 

小鼠处死取组织块；组织消化；离心得到单个细胞培养 

2. 教学目标 

（1）熟悉原代培养细胞的观察方法； 

（2）掌握原代细胞培养的一般方法和步骤及培养过程中的无菌操作技术。 

实验 12 细胞的传代培养 

1. 教学内容 

细胞传代培养。 

2. 教学目标 

（1）熟悉细胞培养的一般方法和步骤及培养过程中的无菌操作技术； 

（2）掌握细胞的传代培养方法。 

实验 13 去污剂对红细胞膜稳定性的影响  

1. 教学内容 

红细胞等渗溶液的制备；不同去污剂对细胞膜的溶解作用比较。 

2. 教学目标 

（1）掌握用比色计测量去污剂对红细胞膜溶解作用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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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各种去污剂对细胞膜稳定性的影响，学会该技术并进行相关研究工

作。 

实验 14 免疫荧光抗体法检查细胞表面抗原  

1. 教学内容 

细胞固定；荧光染色及镜检观察。 

2. 教学目标 

（1）了解特目标异性免疫荧光抗体反应的一般过程及其在细胞学研究中的应用。 

实验项目 15：果蝇形态生活史 

1. 教学内容 

果蝇生活史，果蝇麻醉及观察方法，性别的鉴定，性梳的辨别及常见突变体的形

态观察。 

2. 教学目标 

（1）了解果蝇生活史中各个不同阶段的形态特点； 

（2）熟悉各种几种常见突变体的表型特点及产生原因以及果蝇突变体的诱变方

法； 

（3）掌握实验果蝇的饲养、管理及性别鉴定等实验处理方法和技术。 

实验项目 16：果蝇杂交实验(方案及试验) 

1. 教学内容 

通过杂交实验验证孟德尔三大遗传规律以及伴性遗传特点。通过三点测验进行基

因的染色体定位等。 

2. 教学目标 

（1）了解果蝇杂交的基本方法、三大遗传规律的验证方法以及三点测验的基本

操作方法； 

（2）熟悉单因子、双因子、伴性遗传等的操作原理与方法； 

（3）掌握利用杂交实验进行三点测验并对突变性状进行染色体定位的原理与方

法。 

实验项目 17：果蝇唾腺染色体制备与观察 

1. 教学内容 

挑取果蝇 3 龄幼虫，解剖并分离唾腺，唾腺清洗水解染色，制片，观察绘图。 

2. 教学目标 

（1）了解果蝇唾腺染色体的特点； 

（2）熟悉如何剖离果蝇幼虫唾腺和压制唾腺染色体标本； 

（3）掌握果蝇唾腺染色体标本的制备和观察方法。 

 

实验项目 18：细胞减数分裂染色体的制片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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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内容 

讲解实验步骤要求，玉米小花选择预处理，花粉母细胞分离，敲片制片染色，显

微镜下观察并绘图。 

2. 教学目标 

（1）了解高等植物减数分裂过程以及各个时期染色体的变化特征； 

（2）熟悉减数分裂的感性认识； 

（3）掌握花粉母细胞涂抹或压片技术。 

实验项目 19：孚尔根核染色制片与观察 

1. 教学内容 

讲解植物组织及细胞中鉴定 DNA 分布的孚尔根染色的方法及原理。讲解实验步

骤要求, 根尖水解, Schiff 试剂染色, 根尖清洗，后处理，制片，观察绘图。 

2. 教学目标 

（1）了解孚尔根染色的基本原理及操作方法； 

（2）掌握植物有丝分裂的过程及细胞学特征。 

实验项目 20：小鼠骨髓染色体的制备与观察 

1. 教学内容 

秋水仙素预处理小鼠，取股骨骨髓细胞，低渗，固定，制备细胞悬液，滴片，染

色，镜检。 

2. 教学目标 

（1）了解一些实验动物染色体的形态、结构及特征； 

（2）熟悉显微镜的使用及小鼠染色体的形态特征； 

（3）掌握小鼠骨髓细胞染色体标本的制作方法。 

实验项目 21：植物多倍体的诱发及细胞学鉴定 

1. 教学内容 

利用化学诱变剂作用细胞分裂，观察其影响。 

2. 教学目标 

（1）了解多倍体诱发的方法； 

（2）熟悉多倍体的形态特征； 

（3）掌握多倍体细胞学鉴定方法。 

实验项目 22：微生物基因组 DNA 的提取 

1. 教学内容 

培养大肠杆菌，收集大肠杆菌细胞，裂解细胞，从大肠杆菌中提取其基因组 DNA。 

2. 教学目标 

（1）学习从微生物中提取 DNA 的原理； 

（2）掌握从细菌提取 DNA 的方法和步骤。 

实验项目 23：DNA 限制酶酶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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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内容 

DNA 限制性内切酶的分类及作用原理，DNA 限制性内切酶的单酶切和双酶切，

酶切产物的琼脂糖电泳。 

2. 教学目标 

（1）学习 DNA 限制性内切酶的基本原理； 

（2）掌握 DNA 限制性内切酶操作和运用； 

（3）学习和掌握琼脂糖凝胶电泳的基本原理。 

实验项目 24：多聚酶链式反应扩增 DNA 

1. 教学内容 

通过以上次实验的最终产物为模板，设计一对引物，进行 PCR 反应，掌握扩增

特异性目的基因的方法。 

2. 教学目标 

（1）了解 PCR 仪的基本操作技术、引物设计原理。 

（2）熟悉 PCR 的具体加样操作技术。 

（3）掌握聚合酶链式反应的原理。 

实验项目 25：环介导等温扩增法鉴定目的基因 

1. 教学内容 

设计特定引物 2 对，通过对目的基因（如病源生物基因组）的扩增，电泳观察，

以及 SYBR GreenⅠ染色，直观地了解扩增结果。 

2. 教学目标 

（1）了解 LAMP 在遗传学和医学上的应用； 

（2）熟悉 LAMP 技术的具体操作； 

（3）掌握 LAMP 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26：哺乳类及鸟类的性别决定基因分析 

1. 教学内容 

取带毛囊的头发数根，剪出毛囊部分，进行样品 DNA 的制备，PCR 反应扩增 SRY

基因，电泳检测。 

2. 教学目标 

（1）了解性别决定的 SRY 分子机制； 

（2）熟悉细胞基因组 DNA 提取的方法； 

（3）掌握 PCR 反应的基本原理；琼脂糖凝胶电泳法对于条带的鉴定。 

实验项目 27：血型的遗传分析 

1. 教学内容 

调查人类 ABO 血型的遗传特性及其遗传方式，以及一些已知的其它人类遗传性

状，初步了解这些性状的遗传特性，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学生可对自己家庭的某些性

状作相应的系谱分析。 

2.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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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人类 ABO 血型的遗传特征； 

（2）熟悉人类血型的遗传方式； 

（3）掌握系谱调查及分析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28：植物组织培养技术 

1. 教学内容 

讲解植物组织细胞全能性基本原理以及实验步骤。清洗植株侧枝的茎，叶和花瓣，

放置于 70%乙醇的培养皿消毒 3min，转入 0.1%升汞，继续消毒 10min，吸干表面液

体后，用无菌水冲洗外植体 5-6 次。用无菌剪刀将叶片剪成小段，接入 MS 或 B5 固

体培养基。在室温下黑暗或者光照条件下培养。时观察和记录不同外植体行成愈伤组

织的时间形态和生长变化。 

2. 教学目标 

（1）了解植物组织培养的方法，步骤及其注意事项； 

（2）掌握植物组织脱分化培养与分化培养的特点； 

（3）了解不同器官来源的植物外植体组织培养的效果。 

实验项目 29：细胞内酸性磷酸酶的显示 

1. 教学内容 

讲解磷酸酶的原理以及实验步骤。连续三天每次往小白鼠腹腔注射 6%的淀粉肉

汤 1ml。第三次 3-4 小时后再注射生理盐水 1ml，取腹腔液。往预冷的盖玻片滴一滴

腹腔液，立即用牙签放入小培养皿 4 度冰箱 30min，使细胞自行铺展开。吹干玻片，

滴加酸性磷酸酶巩工作液两滴，37 度 30min。用蒸馏水冲洗，放入 10%甲醛钙固定

液中处理 5min，取出玻片漂洗，放入 2%硫化铵处理 5min 后蒸馏水漂洗，滴加明胶

甘油封固液，显微镜下观察。 

2. 教学目标 

（1）掌握细胞中酸性磷酸酶的显示方法； 

（2）观察酸性磷酸酶在细胞中的存在部位。 

实验项目 30：Trizol 法提取总 RNA 及检测。 

1. 教学内容 

讲解 Trizol 法提取总 RNA 的原理以及反转录扩增 cDNA 的原理，讲解实验步骤

要求。跑胶检测所提取的总 RNA 质量。 

2. 教学目标 

（1）了解 Trizol 法提取总 RNA 的原理； 

（2）掌握提取总 RNA 的方法； 

（3）了解通过电泳检测 RNA 条带的方法。 

实验项目 31：显微镜油镜使用及细菌的染色 

1. 教学内容 

学习细菌的染色原理、染色的基本操作技术；细菌的革兰氏染色；细菌的特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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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观察。 

2. 教学目标 

（1）熟悉显微镜油镜的使用； 

（2）掌握微生物涂片的制作、单染色技术、革兰氏染色技术和观察技巧。 

实验项目 32：微生物与氧关系的检测 

1. 教学内容 

微生物的液体法培养；（不同转速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不同装液量对微生物生

长的影响。自行设计不同转速和不同装液量条件下的发酵实验，并对实验结果的由来

进行理论分析。 

2. 教学目标 

（1）熟练掌握微生物液体法培养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理解摇床转速和装液量多少对培养液中溶解氧的影响； 

（3）掌握氧在微生物生长中的重要作用。 

实验项目 33：培养基的制备和灭菌 

1. 教学内容 

玻璃器皿的洗涤和灭菌前的准备工作；细菌、放线菌、酵母菌和霉菌基础培养基

的配制；无菌水的制备、灭菌器械的包扎；培养基的高压蒸汽灭菌操作；根据各类微

生物基础培养基的配方，自行设计制备一定量的培养基并灭菌。 

2. 教学目标 

（1）熟悉培养基配制、分装过程； 

（2）熟练掌握斜面、平板制作的一般方法和步骤，玻璃器皿的包扎技术；  

（3）掌握高压蒸汽灭菌原理以及灭菌锅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34：土壤/水中微生物的分离及培养 

1. 教学内容 

用稀释法分离土壤/水中的细菌、放线菌、酵母菌和霉菌；自行选取不同来源的

土壤，经过稀释制备土壤悬液，采用平板划线法和涂布法分离各类微生物；根据各类

微生物的菌落特征，对单菌落进行计数和种类鉴定；学习斜面接种及穿刺接种等无菌

操作技术。 

2. 教学目标 

（1）了解几种微生物菌落形态特征；用平板划线法和稀释涂布法分离微生物 

（2）掌握土壤/水体对微生物种类和数量的影响；  

（3）熟练掌握斜面接种及穿刺接种的方法，掌握微生物纯培养的无菌操作技

术。 

实验项目 35：环境条件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 

1. 教学内容 

自行设计不同温度范围、不同种类化学药剂和不同紫外线照射方式下的微生物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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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实验，并对实验结果进行理论分析。 

2. 教学目标 

（1）理解温度、紫外线、化学药剂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机理；  

（2）熟练掌握微生物平板划线、涂布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36：酵母菌、霉菌形态观察 

1. 教学内容 

学习酵母菌、霉菌的制片技术；真菌染色液的应用技术；酵母和霉菌的形态观察

方法。 

2. 教学目标 

（1）熟练掌握酵母菌、霉菌的制片技术、真菌染色液的应用技术；  

（2）掌握微生物形态图的采录和绘制技术。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次实验结束都要提交一份实验报告。实验报告要用苏州大学实验报告纸（报告

册），用 2H 铅笔绘图,标注线须用直尺画在图的右方。实验原理在理解的基础上简要

书写。可结合具体的实验现象和问题对实验结果进行讨论。实验报告的内容包括： 

（1）学生姓名、学号； 

（2）题目； 

（3）目的要求； 

（4）实验用具：主要仪器名称、用具名称、试剂名称； 

（5）实验原理：简明扼要； 

（6）实验内容：包括主要实验步骤及注意事项、观察到的现象等； 

（7）作业及讨论：按实验要求绘图；写出实验结果；对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及想

法进行讨论；  

2．考核方式： 

出勤纪律 10%，实验报告成绩 30%， 操作理论成绩 6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显微镜 1 台/人、体视显微镜 1 台/人、冰箱 3 台、烘箱 3 台、台式高速离心机 4

台、天平 2 台、光照培养箱 3 台、CO2 培养箱 2 台、电泳仪 4 台、PCR 仪 2 台、超

净台 20 台、高压灭菌锅 1 台、液氮罐 1 只、恒温箱 1 台、水浴箱 1 个、倒置相差显

微镜 4 台、多媒体互动投影仪两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1）孟祥勋、张焕相，《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实验指导》，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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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戈志强主编《生物学形态实验指导》，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 

2．参考书： 

（1）（美）克卢克等，《Essentials of Genetics》，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出版。 

（2）戴灼华、王亚馥等，《遗传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二版。 

（3）乔守怡，《遗传学分析实验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出版。 

（4）丁明孝等，《细胞生物学实验指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1 月第四版。 

（5）王金发、何炎明等，《细胞生物学实验教程》，科学出版社，2011 年 2 月，

第二版。 

（6）黄秀梨，《微生物学实验指导》，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二版。 

 

 

 

执 笔 人：叶荣、黄健、朱越雄  

审 批 人：刘   霞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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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综合实验》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IOS1087                         课程学分：6 

课程名称： 生物学综合实验       

英文名称：Integrative Experiments on biological Science   

课程学时： 162                              实验学时：6 周 

适用专业：生物科学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实验课程将开设植物生物科学、动物生物科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微生

物学和分子遗传学六个方向的综合实验。 

    旨在培养生物科学专业的学生独立操作、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内

容强调系统性、综合性和时代性，在实验操作上强调独立性。 

    在教师的指导下，从材料培养、试剂配制、仪器操作、数据统计分析到结果讨论，

要求学生能独立完成整个实验过程，写出有别与普通实验报告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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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分子生物学综合实验 综合性 162 2-3 必修 

2 动物分子生物学综合实验 综合性 162 2-3 必修 

3 细胞生物学综合实验 综合性 162 2-3 必修 

4 生物化学综合实验 综合性 162 2-3 必修 

5 微生物学综合实验 综合性 162 2-3 必修 

6 分子遗传学综合实验 综合性 162 2-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 植物分子生物学综合实验 

    1.教学内容 

     植物在渗透胁迫条件下形态、生理和基因表达方面的适应性变化。实验内容包

括（1） 渗透胁迫条件下，植物形态指标的变化，包括株高、株鲜重、根、茎叶干鲜

重的变化。（2）植物生理指标的测定：质膜相对透性、丙二醛、可溶性糖、可溶性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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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脯氨酸、叶绿素 a,b 含量、花青素含量变化测定。（3）渗透胁迫时植物中胁迫蛋

白 Rd29A 的表达检测（RT-PCR 方法），包括植物全基因组的提取、反转录、RT-PCR、

琼脂糖凝胶电泳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渗透胁迫一般采用的方法、及注意方面。                 

（2）熟悉：渗透胁迫生理指标的生理意义。 

（3）掌握：植物全基因组的提取、PCR 扩增和琼脂糖凝胶电泳。 

实验项目 2 动物分子生物学综合实验 

    1.教学内容  

    测鸡卵粘蛋白抑制胰蛋白酶的比活力；Sephadex G-25 色谱柱制备鸡卵粘蛋白

Sephadex G-25 柱脱盐；离子交换色谱柱制备，鸡卵粘蛋白离子交换柱层析纯化；蛋

白质含量及卵粘蛋白的比活性及总活力鸡卵粘蛋白透析及丙酮沉淀；真空干燥得鸡卵

粘蛋白成品测定卵粘蛋白的比活性及总活力；琼脂糖凝胶层析介质的处理与活化亲和

介质的偶联、洗涤；胰蛋白酶粗酶液制备、硫酸铵分级沉淀；对粗酶液分段盐析分离、

透析与浓缩；胰蛋白酶活力测定、蛋白质含量测定（考马斯亮蓝法）；亲和层析装柱

亲和层析纯化胰蛋白酶；胰蛋白酶活力测定、透析、浓缩和干燥；SDS 聚丙烯酰胺凝

胶的制备加样、电泳、染色和脱色。 

    2.教学目标 

    （1）了解:  动物蛋白质酶的多种纯化方式。 

（2）熟悉：胰蛋白酶活力测定。 

（3）掌握：SDS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方法。 

实验项目 3 细胞生物学综合实验 

    1.教学内容 

    动物原代细胞培养与传代培养；细胞的冻存和复苏；细胞计数及活力测定；免疫

荧光抗体法检查细胞表面抗原；间充质干细胞培养与鉴定；海藻原生质体的提取与细

胞融合。 

    2.教学目标 

    （1）了解:掌握细胞培养与传代培养方法。               

（2）熟悉：表面抗原、干细胞培养与鉴定。 

（3）掌握：细胞表面抗原检查及细胞融合技术。 

实验项目 4 生物化学综合实验 

    1.教学内容 

    实验准备和 RNA 的提取；RT-PCR 合成 cDNA；目的基因的扩增；构建目的基

因的表达载体；目的蛋白分离纯化和鉴定；目的蛋白的性质研究和实验总结。 

    2.教学目标 

    （1）了解:目的基因的表达载体的构建。               

（2）熟悉：RNA 的提取，目的基因的扩增。 

（3）掌握：掌握 RNA 的提取、RT-PCR、目的基因的扩增技术。 

实验项目 5 微生物学综合实验 

    1.教学内容 

    难降解有机物降解菌的富集、分离和纯化；难降解有机物降解菌的筛选；降解菌

的分子鉴定；pH 值对分批发酵的影响及其控制；啤酒风味保鲜期的测定；甜酒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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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凝固型酸奶的制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掌握降解菌的富集、分离、纯化和鉴定技术。 

（2）熟悉：pH 值对分批发酵的影响及其控制。 

（3）掌握：甜酒酿、凝固型酸奶的制作技术。 

实验项目 6 分子遗传学综合实验 

    1.教学内容 

   实验安排，熟悉实验内容，查阅文献，实验准备，配制试剂；提取目的 DAN， PCR

扩增目的片断；目的基因克隆，鉴定；感受态细菌制备；转化并鉴定转化产物；重组

蛋白诱导表达；蛋白质凝胶电泳鉴定表达产物。 

    2.教学目标 

    （1）了解:掌握目的基因克隆，鉴定、感受态细菌制备技术。             

（2）熟悉：基因转化产物的转化和鉴定。 

（3）掌握：掌握重组蛋白诱导表达和蛋白质凝胶电泳鉴定技术。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笔试部分：20%:  

    各任课老师对本学期开设实验内容的理论部分出题，并给出标准答案和评分标

准。 

    2.平时成绩：40% 

由于本实验强调的是学生动手和独立操作能力的综合培养，采取的是开放式教学

模式，故学生的平时成绩要占相当大的比例，其中不仅要考虑实验的完成情况，而且

还应考虑学生的出勤率、实验纪律遵守情况等因素。平时实验成绩可采用每周记分制

（百分制），由每位任课老师对学生打分，综合后得到学生的平时成绩。 

3. 研究报告 40% 

本课程由于是有多个独立且系统的实验组成，实验报告有别于普通的实验报告，

而要求以研究论文的形式撰写，内容则包括摘要、关键词、引言、结果和讨论。由任

课老师或各课程组负责人根据各任课老师所打成绩给出研究报告成绩。 

最后，由六大方向课程组为本实验方向的学生给出（1）考试答卷（附标准答案

和评分标准），（2）平时成绩统计表，（3）研究报告。并根据上述三项所占比例，算

出学生的总成绩，填写学院成绩登记表。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数 

1、显微镜  需 20 台   

   2、722 型分光光度计 需 4 台，现有 4 台 

   3、电子天平 （0.0001g）需 2 台，现有 2 台 

4、普通电子天平 (0.01g)需 4 台,现有 4 台 

6、低温离心机  需 2 台，现有 2 台 

7、台式离心机   需 4 台，现有 2 台 

8、恒温水浴锅 需 4 台，现有 4 台 

9、温控培养箱 需 4 台，现有 4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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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温控暗培养箱  需 4 台，现有 4 台 

11、烘箱 需 6 台，现有 1 台  

12、电导仪  需 4 台，现有 4 台 

13、光照培养箱，需 6 台，现有 6 台 

14、电冰箱，需 6 台，现有 6 台 

15、旋涡仪  需 4 台，现有 1 台   

16、紫外荧光分析仪 需 2 台，现缺 

17、真空干燥器   需 1 台，现缺 

   18、PCR 扩增仪  需 4 台 

   19、恒流、恒压电泳仪 需 6 台 

   20、肌电、心电记录仪 

   22、离子交换色谱柱、Sephadex G-25 色谱柱 

   23、亲和层析装柱 

   24、荧光显微镜 4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 

[1] 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高等教育出版社,张志良,瞿伟莆,李小芳主编,2009, 第 4

版 

[2] 生物科学综合实验，许维岸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执 笔 人：苏国兴  

         车轶等  

 

审 批 人：戈志强    

完成时间：201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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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仪器分析》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IOT1001                   课程学分：2.0 

课程名称（中/英）：生化仪器分析 Biochemical Apparatus & Analysis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现代生物学仪器分析是一个崭新而年轻的领域，它是以化学和物理信息学为基

础，交叉和融合了生物学学科的一门庞大学科。本课程介绍内容包括：在生物科学领

域常用光谱技术——紫外光谱、红外和拉曼光谱、荧光光谱、核磁共振和质谱、圆二

色光谱；现代生物样品分离和制备技术——气相色谱、液相色谱和毛细管电泳等；生

物材料中元素分析技术——原子发射光谱和原子吸收光谱等；生物电子显微技术——

激光扫描共聚焦、透射电子显微技术和扫描电子显微技术；与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的

分析技术——等温滴定量热技术；常用细胞分析和分选技术——流式细胞仪。了解现

代仪器分析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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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滤膜分离技术分离蛋白质 验证性 3 2 必修 

2. 密度梯度离心分离细胞器 验证性 3 2 必修 

3 色谱柱性能的考察和色谱峰的定性鉴定 综合性 3 2 必修 

4.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安赛蜜含量 综合性 3 2 必修 

5. FPLC-亲和层析纯化蛋白质 设计性 3 2 必修 

6 原子吸收测定微量元素锌 综合性 3 2 必修 

7 荧光光谱仪实验 综合性 3 2 选修 

8 气相色谱法测定蔬菜中有机磷农药残留 综合性 3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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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超滤膜分离技术分离蛋白质 

1.教学内容 

     （1）膜通量的测定 

     （2）蛋白质酶溶液的超滤分离浓缩 

     （3）计算浓缩倍数 

     （4）超滤膜的清洗 

2.教学目标 

（1）了解超滤膜分离的原理及方法  

（2）掌握超滤膜分离的基本操作方法  

（3）掌握采用超滤膜分离技术在蛋白、酶类分离纯化中的应用 

实验项目 2：密度梯度离心分离叶绿体 

1.教学内容 

（1）样品的制备：洗涤、研磨、初步离心分离和过滤 

（2）制备蔗糖密度梯度液 

（3）样品的加入和离心分离 

（4）叶绿体的收集和镜检 

2.教学目标 

（1）掌握离心机的操作技术和不同离心方法 

（2）学习分离细胞器的一般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3：色谱柱性能的考察和色谱峰的定性鉴定 

1.教学内容： 

（1）柱性能的考察：理论板数、有效理论板数和分离度的测定； 

（2）色谱峰的测量和定性鉴定 

（3）色谱参数的计算和评价 

2.教学目标 

（1）了解气相色谱仪的仪器结构 

（2）熟悉气相色谱仪的的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 

（3）掌握色谱柱效性能的评价，物质的定性鉴定方法 

实验项目 4：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果奶中安赛蜜含量 

1. 教学内容： 

（1）食品安赛蜜的提取和杂志的去除 

（2）甲醇-柠檬酸铵做流动相，C18 高效液相色谱柱分离，紫外检测器测定安

赛蜜 

（3）标准曲线制备 

（4）外标法进行安赛蜜含量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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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熟悉高效液相色谱仪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流程 

（2）熟悉高效液相色谱仪的操作流程 

（3）掌握外标法定量的方法 

实验项目 5：FPLC-亲和层析纯化蛋白质 

1.教学内容： 

（1）蛋白质纯化系统的冲洗和平衡   

（2）蛋白质的上样、洗脱和收集 

（3）仪器的清洗，卸下色谱柱 

（4）纯化蛋白质样品的分析 

2.教学目标： 

（1）熟悉蛋白质纯化系统的部件和工作原理 

（2）熟悉蛋白质纯化仪的操作流程 

（3）掌握亲和层析纯化蛋白质的方法 

实验项目 6：原子吸收测定食品中微量元素锌 

1.教学内容： 

（1）待测样品准备 

（2）标准曲线及待测液准备： 

（3）空心阴极灯和原子吸收光谱仪仪器结构和操作流程的熟悉 

（4）样品的测定 

（5）锌含量的定量计算处理 

2.教学目标： 

 （1） 了解原子吸收光谱仪的构成 

 （2） 学习原子吸收光谱仪的使用方法 

 （3） 熟悉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食品中锌元素的测定方法及过程 

实验项目 7：荧光光谱仪实验 

1.教学内容： 

（1）待测样品准备 

（2）荧光仪的结构原理介绍 

（3）样品溶液的测定 

（4）荧光谱图的识别 

2.教学目标： 

（1）了解荧光产生的机理 

（2）学习荧光光谱仪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3）掌握荧光光谱的测量方法；  

（4）对荧光光谱在物质特性分析和实际中的应用有初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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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8：气相色谱法测定有机磷农药残留 

1. 教学内容： 

 （1）蔬菜有机磷农药的提取和富集 

（2）用毛细管色谱柱，火焰光度检测器测定有机磷农药 

（3）农药残留量的含量计算 

2.教学目标: 

（1）了解气相色谱法测定农药残留的基本过程 

（2）熟悉气相色谱仪的定量方法 

 （3）熟悉农药残留测定的方法和流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占 70%（包括实验报告占 50%，到课率和实验预习情况 20%，

实验操作技能 30%），理论考试占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气相色谱仪，1 台 

液相色谱仪 ，1 台 

 AKTA--蛋白质纯化系统，1 台 

高速冷冻离心机，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现代生物仪器分析‖，聂永心主编，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年出版 

2.参考书：―现代仪器分析‖刘约权 编，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出版 

―现代仪器分析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的应用‖，钱小红 主编，出版社:化学工

业出版社,2003 年出版 

 

 

 

                                               

执 笔 人：韩宏岩   

审 批 人：刘   超   

完 成 时 间：20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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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IOT1029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Biomedical Experiment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生物技术专业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生物医学是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和应用领域相互渗透的一门全新的学科。《生物

医学实验》是一门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免疫学和遗传学实验技术、科研探索医

学应用于一体的全新的综合性实验课程。其实验技术提现了现代生物医学最新发展趋

势。《生物医学实验》是将生物技术与医学实验融合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物技

术专业的专业必修课。课程内容包括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药理学、

免疫学等医学基本实验技术，以及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化与分子生物学、遗传

学等现代生物技术实验部分，以设计性实验为主线，突破原来课程的界限，着重交叉

融合，全方位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科研素养。本课

程以学校血液学研究中心、生物医学研究所和神经生物学研究所为孵化基地，紧密围

绕血液学病、免疫学病和神经系统疾病三大主题，开展创新性实验和前瞻性科研性实

验，大力加强生物技术专业学生的医学研究背景，提升学生的综合科研素质爱，培养

医学与生物技术高度融合的高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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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瘤小鼠模型的建立 设计性 12 3 必修 

2 药物的协同抑瘤作用 设计性 12 3 必修 

3 检测脾淋巴细胞增殖 设计性 12 3 必修 

4 检测小鼠 NK 细胞活性 设计性 12 3 必修 

5 检测小鼠肠粘膜分泌型抗体 sIgA 水平 设计性 12 3 必修 

6 免疫血清的制备 设计性 12 3 必修 

7 细胞凋亡检测 创新性 54 5 选修 

8 自噬的检测 创新性 54 5 选修 

9 血液学疾病的相关研究 创新性 72 5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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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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免疫学疾病的相关研究 创新性 72 5 选修 

11 神经系统疾病的相关研究 创新性 72 5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荷瘤小鼠模型的建立 

1.教学内容 

H22 小鼠肝癌细胞的培养，包括 H22 细胞的复苏、扩增和冻存保种；接种 H22

细胞，建立 H22 肝癌荷瘤小鼠模型 

2.教学目标 

（1）了解荷瘤小鼠模型的应用价值 

（2）熟悉细胞培养技术和动物饲养技术 

（3）掌握建立荷瘤小鼠模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2：药物的协同抑瘤作用 

1.教学内容 

荷瘤小鼠模型建立后第二天开始给药，并结合环磷酰胺作为化疗；测量各组肿

瘤湿重和体重，计算肿瘤抑制率 

2.教学目标 

（1）了解药物的协同抑瘤作用的原理 

（2）熟悉动物的给药方法 

（3）掌握肿瘤抑制率的测定方法和原理 

实验项目 3：检测脾淋巴细胞增殖 

1.教学内容 

制备脾淋巴细胞，采用 CCK-8 检测淋巴细胞增殖，通过酶联免疫检测仪测定

OD 值，并计算出刺激指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酶联免疫检测的原理 

（2）熟悉酶联免疫检测仪使用方法 

（3）掌握 CCK-8 检测淋巴细胞增殖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4：检测小鼠 NK 细胞活性 

1.教学内容 

给药和造模，睥细胞的制备，靶细胞的培养，NK 细胞活性的检测，计算出 NK

细胞杀伤活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流式细胞仪的原理和使用方法 

（2）熟悉小鼠给药和造模的方法 

（3）掌握 NK 细胞活性检测的原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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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检测小鼠肠粘膜分泌型抗体 sIgA 水平 

1.教学内容 

取小鼠空肠和回肠，刮取肠粘膜粘液层，采用 ELISA 法测定 sIgA 的质量浓度，

分析小鼠肠粘膜产生分泌型抗体的能力；HE 染色空肠和回肠部组织，观察组织学变

化 

2.教学目标 

（1）了解小鼠肠粘膜组织切片观察的方法 

（2）熟悉 ELISA 技术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检测小鼠肠粘膜分泌型抗体 sIgA 水平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6：免疫血清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免疫原、佐剂的制作，动物实验的基本操作要点及过程，免疫血清制备的基本

过程及其效价的鉴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免疫原、免疫血清制备的意义和应用 

（2）熟悉免疫血清制备的操作步骤 

（3）掌握免疫原和佐剂的制作及免疫血清制备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7：细胞凋亡检测 

1.教学内容 

细胞凋亡的形态学检测，线粒体膜势能的检测，DNA 片断化检测，TUNEL 法

检测，Caspase-3 活性的检测，Annexin V 和 PI 双染法检测 

2.教学目标 

（1）了解细胞凋亡检测的意义和应用价值 

（2）熟悉流式细胞仪、荧光显微镜和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的使用 

（3）掌握细胞凋亡检测的方法和原理 

实验项目 8：自噬的检测 

1.教学内容 

饥饿或药物激活自噬，电镜技术观察自噬体的形成，荧光显微镜观察 LC3 聚点

的分布情况，western blot 检测 LC3、p62 的表达水平 

2.教学目标 

（1）了解自噬产生的机制及其实际意义 

（2）熟悉荧光显微镜的操作方法 

（3）掌握 western blot 技术来检测自噬水平的方法 

实验项目 9：血液学疾病的相关研究 

1.教学内容 

针对白血病，开展细胞水平研究和动物模型研究，研究白血病相关分子机制及

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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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白血病的发病机理 

（2）熟悉白血病的分子诊断技术 

（3）掌握白血病的分子机制及治疗对策 

实验项目 10：免疫学疾病的相关研究 

1.教学内容 

针对自身免疫性疾病，开展细胞水平研究和动物模型研究，研究自身免疫性疾

病相关分子机制及治疗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技术 

（2）熟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致病机理 

（3）掌握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分子机制及治疗对策 

实验项目 11：神经系统疾病的相关研究 

1.教学内容 

针对帕金森氏病，开展细胞水平研究和动物模型研究，研究帕金森氏病相关分

子机制及治疗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帕金森氏病的分子诊断 

（2）熟悉帕金森氏病的发病机理 

（3）掌握帕金森氏病的分子机制及治疗对策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内容包括实验目的和要求、实验原理和方法、实验操作步骤、实

验结果、计算与分析以及实验结果的分析与讨论，其中实验结果与讨论最为关键，讨

论内容可包括实验原理、结果分析、注意事项以及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等。实验报告

要求数据具有真实性、科学性和原创性。 

2、考核方式 

（1）实验技能操作的考核和实验基本原理的理论考核。 

（2）对实验过程中学生的动手能力，实验态度，专业技术素质，科学态度，实

验报告和实验结果进行评定，得出实验课成绩。 

（3）创新性实验将组织专家考核组来进行考核，学生以答辩的形式汇报实验成

果，由考核组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出实验课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高压灭菌锅              2              恒温培养箱              3 

恒温空气摇床            2              超净工作台              2 

生物安全柜              2              烘箱                    1 

恒温水浴锅         6              酶标仪        1 

电子天平                4              架盘天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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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移液器              60             电动移液器              2 

大容量离心机（5000rpm） 3              高速冷冻离心机          2 

超速离心机    1              旋涡混匀器              10 

蛋白电泳系统            4              DNA 电泳系统           4 

凝胶成像仪              2              超微量分光光度计        1 

紫外分光光度计          2              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6 

荧光显微镜              1              倒置显微镜              1 

Zeiss 滤过装置           1               细胞培养箱           1 

超纯水系统              1              液氮罐                  1 

普通冰箱                2              超低温冰箱              2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 

《生物医学实验》陆挺等编，2015 年。 

2、 参考书： 

[1]《分子克隆实验指南》。[美]J.萨姆布鲁克  D.W.拉塞尔 著  黄培堂等译，科学出

版社，2002 年，第三版。 

[2]《微生物学实验指导》。黄秀梨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血液学现代理论与临床实践》。林宝爵, 阮长耿主编，北京出版社，1998。 

[4]《免疫学技术及其应用》。曹雪涛主编，科学出版社，2010。 

[5]《神经生物学实验原理与技术》。吕国蔚,李云庆主编，科学出版社，2011。 

[6]《自噬:生物学与疾病》。秦正红,乐卫东主编，科学出版社，2011。 

 

 

 

执 笔 人：陆   挺   

审 批 人：汪成富  

完成时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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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实验（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IOT1040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Experiments for Biotechnology Ⅰ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生物技术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生物技术实验一是生物技术专业课程的重要实践环节。本课程实验的目的是训练

学生理解生物技术的基本内涵，根据实验要求，结合课堂所学的分子生物学、基因工

程和细胞工程的专业基本知识，自行设计实验内容和路线，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和科研素养，并激发学生用于探索创新的精神。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 PCR 技术、

分子克隆技术、微生物培养的技术、细胞培养技术、利用生物反应器生产生物制剂的

技术以及相应检测鉴定等相关实验方法和技术。通过实验帮助学生在实践中提高实验

操作技能，以及掌握相关的基本实验和生产技术，从而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为学生毕业后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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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引物 设计性 8 2 必修 

2 扩增特异的 DNA 片段 综合性 8 2 必修 

3 构建原核表达载体 设计性 8 2 必修 

4 载体转化感受态细菌 综合性 8 2 必修 

5 抽质粒鉴定 综合性 8 2 必修 

6 细胞的培养 综合性 8 2 必修 

7 目的基因与真核表达载体的连接及转染 综合性 12 2 必修 

8 转染效率的鉴定 设计性 12 2 必修 

9 特异性组织表达谱分析 创新性 36 6 选修 

10 GMO 的检测 创新性 36 6 选修 

11 基因诊断 创新性 36 6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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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设计引物 

1.教学内容 

使用 Primer Premier 5.0 软件设计所需的引物 

2.教学目标 

（1）了解 PCR 技术的基本原理 

（2）熟悉 Primer Premier 5.0 软件的使用方法 

（3）掌握 PCR 引物设计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理 

实验项目 2：扩增特异的 DNA 片段 

1.教学内容 

利用 PCR 的方法从相应的 cDNA 文库中扩增出特异的 DNA 片段 

2.教学目标 

（1）了解 cDNA 文库的构建方法 

（2）熟悉 cDNA 文库的基本知识 

（3）掌握从 cDNA 文库中钓取基因的方法 

实验项目 3：构建原核表达载体 

1.教学内容 

运用相应限制性内切酶双酶切指定载体和 PCR 产物，纯化并定量，T4 连接酶

连接 

2.教学目标 

（1）了解限制性内切酶的相关知识 

（2）熟悉多种常用的原核表达载体的特性 

（3）掌握原核载体构建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4：载体转化感受态细菌 

1.教学内容 

DH5α 和 BL21 感受态菌株的制备，连接产物转化 DH5α 和 BL21 感受态菌株，

煮菌验证，抗性筛选阳性克隆 

2.教学目标 

（1）了解感受态菌株的基本知识 

（2）熟悉感受态菌株的制备方法 

（3）掌握转化的基本原理，掌握连接产物转化感受态菌株的方法，掌握筛选阳

性克隆的方法和原理。 

实验项目 5：抽质粒鉴定 

1.教学内容 

挑阳性克隆接菌，摇菌；采用质粒抽提试剂盒抽质粒；酶切鉴定，运用相应限

制性内切酶双酶切质粒；DNA 测序验证 

2.教学目标 

（1）了解 DNA 测序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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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抽提质粒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质粒鉴定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6：细胞的培养 

1.教学内容 

细胞的复苏、传代及冻存 

2.教学目标 

（1）了解细胞的种类和培养液等试剂的配制 

（2）熟悉细胞培养技术的操作规范 

（3）掌握细胞工程的基本实验技术和原理 

实验项目 7：目的基因与真核表达载体的连接及转染 

1.教学内容 

连接目的基因与真核表达载体，将连接好的质粒采用指定转染技术转染相应细胞 

2.教学目标 

（1）了解细胞转染和感染的基本原理 

（2）熟悉真核表达载体的基本知识 

（3）掌握多种常用细胞转染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8：转染效率的鉴定 

1.教学内容 

运用荧光显微镜、western boltting 方法检测基因表达情况，确定转染效率 

2.教学目标 

（1）了解细胞免疫荧光和 western boltting 技术的基本原理 

（2）熟悉荧光显微镜的操作方法 

（3）掌握常用报告基因的检测方法 

实验项目 9：特异性组织表达谱分析 

1.教学内容 

取小鼠各组织，抽提 RNA，反转录 cDNA，采用 RT-PCR 技术鉴定各组织中相

关基因的表达分布情况 

2.教学目标 

（1）了解小鼠各组织的定位与提取方法 

（2）熟悉 RNA 的抽提、反转录 cDNA 的方法 

（3）掌握采用 RT-PCR 技术研究特定基因在各组织中的表达分布情况 

实验项目 10：GMO 的检测 

1.教学内容 

取多种待测食品，采用相应方法提取基因组，运用 qPCR 的方法检测 GMO 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 GMO 的基本概念以及 GMO 的常用检测方法 

（2）熟悉基因组的提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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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运用 qPCR 检测食品中转基因成分的方法和原理 

实验项目 11：基因诊断 

1.教学内容 

根据给出的疾病，自主设计实验路线和方法，并对提供的正常人和病人的样本

进行检测，得出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报告 

2.教学目标 

（1）了解相应分子病的基因诊断技术的原理和方法 

（2）熟悉相应分子病的致病基因的基本概况 

（3）掌握定性和定量基因分子诊断技术的操作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内容包括实验目的和要求、实验原理和方法、实验操作步骤、实

验结果、计算与分析以及实验结果的分析与讨论，其中实验结果与讨论最为关键，讨

论内容可包括实验原理、结果分析、注意事项以及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等。实验报告

要求数据具有真实性、科学性和原创性。 

2、考核方式 

（1）实验技能操作的考核和实验基本原理的理论考核。 

（2）对实验过程中学生的动手能力，实验态度，专业技术素质，科学态度，实

验报告和实验结果进行评定，得出实验课成绩。 

（3）创新性实验将组织专家考核组来进行考核，学生以答辩的形式汇报实验成

果，由考核组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出实验课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高压灭菌锅              2              恒温培养箱              3 

恒温空气摇床            2              超净工作台              2 

生物安全柜              2              烘箱                    1 

恒温水浴锅         6              酶标仪                  1 

电子天平                4              架盘天平                8 

微量移液器              60             电动移液器              2 

大容量离心机（5000rpm） 3              高速冷冻离心机          2 

超速离心机    1              旋涡混匀器             10 

蛋白电泳系统            2              DNA 电泳系统           4 

凝胶成像仪              2              超微量分光光度计        1 

紫外分光光度计          2              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6 

荧光显微镜              1              倒置显微镜              1 

Zeiss 滤过装置           1              细胞培养箱              1 

超纯水系统              1              液氮罐                  1 

普通冰箱                2              超低温冰箱              2 

六、教材及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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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生物技术实验一》陆挺、成中芹、王金志、缪竞诚编，2015 年。 

2.参考书： 

[1]《分子克隆实验指南》。[美]J.萨姆布鲁克  D.W.拉塞尔 著  黄培堂等译，科学出

版社，2002 年，第三版。 

[2]《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常用数据手册》。吴冠芸潘华珍主编，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第一版。 

[3]《生物化学实验教程》。黄如彬主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第二版。 

[4]《生物化学技术原理及其应用》。赵永芳，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二版。 

[5]《细胞工程》。安利国，科学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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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实验（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IOT1041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Experiments for Biotechnology Ⅱ 

课程学时：108                           实验学时：108 

适用专业：生物技术专业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生物技术实验二是生物技术专业课程的重要实践环节。本课程实验的目的首先是

训练学生理解微生物工程学方面的基本理念，通过对小型发酵罐的基本结构及使用方

法的了解，要求学生学习微生物发酵生产有用代谢产物的基本过程和思路，并且掌握

发酵过程中一些重要参数的调控方法，根据实验要求，自行设计实验内容，撰写实验

报告，分析实验结果，结合课堂教学巩固微生物工程学的基本知识。其次通过实验要

求学生掌握不同产酶菌种的筛选和鉴定、超氧化物歧化酶的分离纯化、SOD 活性测

定、琼脂糖凝固定化过氧化氢酶、固定化过氧化氢酶的活力测定等相关实验方法和技

术。最后使学生进一步理解生物工程下游技术的理论教学内容，学习并掌握发酵工程

生产、蛋白质产物的分离和纯化以及蛋白质产品的分析鉴定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

基本实验技能，在实践中提高实验操作技能，以及掌握相关的基本实验和生产技术，

从而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毕业后从事相关专业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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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外线诱变筛选淀粉酶高产菌株 综合性 36 5 必修 

2 温度对分批发酵的影响及其控制 综合性 36 5 必修 

3 甜酒酿的制作 设计性 27 5 必修 

4 凝固型酸奶的制作 设计性 27 5 必修 

5 啤酒风味保鲜期的测定 设计性 36 5 必修 

6 啤酒中酒精度的测定及原麦汁浓度的计算 综合性 9 5 选修 

7 泡菜的制作和其中乳酸菌的分离 创新性 27 5 选修 

8 不同产酶菌种的筛选和鉴定 综合性 9 3 选修 

9 枯草芽孢杆菌发酵生产 α-淀粉酶 设计性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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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沉淀法分离纯化 α-淀粉酶 设计性 12 3 必修 

11 测定 α-淀粉酶的含量和纯度 综合性 18 3 必修 

12 蛋白电泳法鉴定 α-淀粉酶 综合性 12 3 必修 

13 α-淀粉酶的高级分离纯化 综合性 9 3 选修 

14 α-淀粉酶的特性分析 设计性 12 3 必修 

15 α-淀粉酶的结晶 综合性 6 3 选修 

16 α-淀粉酶的冻干和干燥 综合性 6 3 选修 

17 基因工程产品的生产 创新性 54 3 选修 

18 高效液相色谱技术的应用 创新性 36 3 选修 

19 双向电泳技术的应用 创新性 36 3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紫外线诱变筛选淀粉酶高产菌株 

1.教学内容 

菌悬液制备、平板制作、紫外线诱变处理、稀释菌液及涂布平板、培养、菌落

计数及计算存活率和致死率、观察诱变效应 

2.教学目标 

（1）观察紫外线对枯草芽孢杆菌产生淀粉酶的诱变效应 

（2）掌握用紫外线进行诱变育种的方法 

实验项目 2：温度对分批发酵的影响及其控制 

1.教学内容 

种子扩大培养、熟悉发酵罐的结构及功能，对发酵罐进行在位灭菌和离位灭菌、

对发酵过程进行中间控制、定时连续取样、检测分析数、数据处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温度对基质消耗、菌体生长和产物生成影响的原理；了解发酵过程中

温度的变化情况及控制方法 

（2）熟悉发酵罐的结构并掌握发酵罐的使用方法 

（3）掌握实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3：甜酒酿的制作 

1.教学内容 

浸米与洗米、隔水蒸熟、淋水降温、落缸搭窝、保温发酵、后熟发酵、质量评

估 2.教学目标 

（1）了解酿酒的基本原理 

（2）掌握甜酒酿的制作技术 

实验项目 4：凝固型酸奶的制作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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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牛奶和酸奶的选择原则、酸奶的制作过程及注意事项 

2.教学目标 

（1）了解用市售酸奶和纯牛奶制作酸奶的方法 

（2）熟悉酸奶的制作过程及注意事项 

（3）掌握酸奶的制作方法 

实验项目 5：啤酒风味保鲜期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啤酒保温、离心、与 TBA 反应、测吸光值 

2.教学目标 

（1）了解啤酒的抗老化能力以及啤酒的保鲜时间 

（2）熟悉 TBA 法测定啤酒中老化物质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6：啤酒中酒精度的测定及原麦汁浓度的计算 

1.教学内容 

酒精度：蒸馏、测量、计算；.原麦汁浓度：试样的制备、用密度瓶或密度计测

定出残液的相对密度，再结合酒精度计算原麦汁浓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啤酒的酒精度与原麦汁浓度的区别 

（2）熟悉啤酒的酒精度与原麦汁浓度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7：泡菜的制作和其中乳酸菌的分离 

1.教学内容 

泡菜制作：选料、加水、发酵、质量检验；菌种分离：浇注平板、平板分离、恒

温培养、观察菌落、触酶反应、移种保存 

2.教学目标 

（1）了解泡菜的制作技巧 

（2）熟悉从泡菜中分离有关乳酸菌的方法 

实验项目 8：不同产酶菌种的筛选和鉴定 

1.教学内容 

采用固体选择培养法，筛选可分解不同碳源的微生物，并通过相应方法对筛选

到的微生物进行鉴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固体选择培养法的基本原理 

（2）掌握掌握不同产酶菌种筛选和鉴定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9：枯草芽孢杆菌发酵生产 α-淀粉酶 

1.教学内容 

采用摇瓶发酵和发酵罐的技术，通过枯草芽孢杆菌发酵生产 α-淀粉酶 

2.教学目标 

（1）了解微生物发酵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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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摇瓶发酵和发酵罐的基本路线 

（3）掌握草芽孢杆菌发酵生产 α-淀粉酶的过程 

实验项目 10：沉淀法分离纯化 α-淀粉酶 

1.教学内容 

采用有机溶剂沉淀法和硫酸铵沉淀法分离纯化 α-淀粉酶；通过测定比活力，比

较两种分离纯化方法的差异 

2.教学目标 

（1）了解保有蛋白质活性的浓缩方法 

（2）熟悉有机溶剂沉淀法浓缩 α-淀粉酶的方法 

（3）掌握蛋白质的硫酸铵分级沉淀技术及其影响因素的原理 

实验项目 11：测定 α-淀粉酶的含量和纯度 

1.教学内容 

分别采用紫外光吸收法、G-250 法、BCA 法和超微量蛋白定量仪测定 α-淀粉酶

的含量和纯度，并比较这些方法的差异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用的测定方法的差异 

（2）掌握测定 α-淀粉酶的含量和纯度的方法和原理 

实验项目 12：蛋白电泳法鉴定 α-淀粉酶 

1.教学内容 

制胶、上样、电泳、染色、脱色和拍照，通过相应软件分析特定条带的灰度与

内参的比值，来进行相对定量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鉴定蛋白质的方法 

（2）熟悉蛋白电泳的基本原理 

（3）掌握蛋白电泳法鉴定 α-淀粉酶的基本过程 

实验项目 13：α-淀粉酶的高级分离纯化 

1.教学内容 

准备离子交换树脂、装柱、上样、洗涤、洗脱一系列过程得到纯化的 α-淀粉酶；

使用超滤机，选择合适的超滤膜对 α-淀粉酶进行分离纯化 

2.教学目标 

（1）了解膜过滤机的基本结构及使用方法 

（2）熟悉离子交换色谱法和超滤法的基本原理 

（3）掌握离子交换色谱法和超滤法分离纯化 α-淀粉酶的基本过程 

 

实验项目 14：α-淀粉酶的特性分析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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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α-淀粉酶的活性，测定不同温度和 pH 值下，绘制活性与温度和 pH 值得特

性曲线 

2.教学目标 

（1）了解 α-淀粉酶的物理化学及生物学特性 

（2）熟悉温度或 pH 值对 α-淀粉酶活性的影响 

（3）掌握测定 α-淀粉酶的活性方法的基本原理 

实验项目 15：α-淀粉酶的结晶 

1.教学内容 

采用结晶和重结晶技术，对 α-淀粉酶进行分离纯化 

2.教学目标 

（1）了解影响蛋白质结晶的因素，了解蛋白质结晶在工业上的应用 

（2）熟悉蛋白质结晶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 α-淀粉酶结晶的基本过程 

实验项目 16：α-淀粉酶的冻干和干燥 

1.教学内容 

采用真空冷冻干燥仪，对 α-淀粉酶样品进行浓缩并制成冻干粉产品成品 

2.教学目标 

（1）了解蛋白质冻干和干燥在工业上的应用 

（2）熟悉蛋白质冻干和干燥的基本原理 

（3）掌握蛋白质冻干和干燥的技术步骤 

实验项目 17：基因工程产品的生产 

1.教学内容 

根据给出的产品和要求，选择合适的表达载体和宿主细胞，进行相应的产品改

造，选择合适的分离纯化和鉴定技术，整个实验由学生自主设计方案并实施 

2.教学目标 

（1）了解基因工程产品的设计和构建 

（2）熟悉基因工程产品的生产技术原理和方法 

（3）掌握基因工程产品的分离纯化与鉴定技术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8：高效液相色谱技术的应用 

1.教学内容 

针对指定样品，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仪进行分离纯化，通过实验得出最优化实验

方案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效液相色谱仪的操作方法 

（2）掌握高效液相色谱技术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9：双向电泳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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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运用双向电泳技术，对正常人和病人样本进行鉴定，得到与疾病相关的差异蛋

白信息 

2.教学目标 

（1）了解双向电泳仪的操作方法 

（2）掌握双向电泳技术的原理和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内容包括实验目的和要求、实验原理和方法、实验操作步骤、实

验结果、计算与分析以及实验结果的分析与讨论，其中实验结果与讨论最为关键，讨

论内容可包括实验原理、结果分析、注意事项以及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等。实验报告

要求数据具有真实性、科学性和原创性。 

2、考核方式 

（1）实验技能操作的考核和实验基本原理的理论考核。 

（2）对实验过程中学生的动手能力，实验态度，专业技术素质，科学态度，实

验报告和实验结果进行评定，得出实验课成绩。 

（3）创新性实验将组织专家考核组来进行考核，学生以答辩的形式汇报实验成

果，由考核组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出实验课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高压灭菌锅               2              恒温培养箱            3 

恒温空气摇床             2              超净工作台            2 

生物安全柜               2              烘箱                  1 

恒温水浴锅              6              酶标仪        1 

电子天平                 4              架盘天平              8 

微量移液器               60             电动移液器            2 

大容量离心机（5000rpm）  3              高速冷冻离心机        2 

超速离心机      1              旋涡混匀器            10 

蛋白电泳系统             2              DNA 电泳系统         4 

凝胶成像仪               2              超微量分光光度计      1 

紫外分光光度计           2              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6 

荧光显微镜               1              倒置显微镜            1 

Zeiss 滤过装置            1              细胞培养箱            1 

超纯水系统               1              液氮罐                1 

普通冰箱                 2              超低温冰箱            2 

发酵罐（5L）      4              发酵罐（50L）         1 

空气压缩机               2              真空冷冻干燥器        1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生物技术实验二》  陆挺 王大慧 卫功元 汪成富编，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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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书：[1]《分子克隆实验指南》。[美]J.萨姆布鲁克  D.W.拉塞尔 著  黄培堂等

译，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三版。 

[2] 微生物学实验指导．黄秀梨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生物化学实验教程》。黄如彬主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第二版。 

[4]《生物工艺与工程实验技术 》。贾士儒主编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 

[5]《生物化学技术原理及其应用》。赵永芳，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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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解剖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1002                     课程学分：4.5 

课程名称：(系统解剖学 /Systematic Anatomy)      

课程学时：108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及医学相关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系统解剖学（Systematic Anatomy）是按人体的器官功能系统（如运动系统、消

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脉管系统、感觉器、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

统等）阐述正常人体器官形态结构、相关功能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 

本课程以上述目标为中心，以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柏树令主编《系统解剖学》为教材，

制定可行的教学大纲，以掌握、熟悉和了解三级内容要求，进行各种教学活动。教学中，

始终以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要求培养学生，以形态与功能相关、

局部与整体统一及进化发展的观点，来理解人体的形态结构，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原则，

强调观察实物标本，辅以模型和图谱以及多媒体等教学手段，以增强学生的理解和记忆；

适当地联系临床，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目的性，达到上述目标。 

通过该课程系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不断提高自己观察问题、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理解和掌握人体各系统的组成和基本功能、器官的形

态结构和相互间的位置关系等，为学习后续其他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课程奠定最为重

要的基础。 

二、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实验学时 每组人数 必开/选开 

1 绪论， 综合性 1 8 人 必开 

2 运动系统 综合性 13 8 人 必开 

3 消化系统 综合性 3 8 人 必开 

4 呼吸系统 综合性 1.5 8 人 必开 

5 泌尿生殖系统 综合性 3 8 人 必开 

6 脉管系统 综合性 8 8 人 必开 

7 感觉器 综合性 4 8 人 必开 

8 神经系统 综合性 19.5 8 人 必开 

9 内分泌系统 综合性 1 8 人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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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绪论 

1.教学内容 

一．人体解剖学的定义及其在医学中的地位。 

二．人体解剖学的分科及其发展概况。 

三．解剖学姿势和常用术语。 

四．人体器官的异常、变异和畸形。 

2.教学目标 

（1）了解    人体解剖学的任务及其在医学科学中的地位。 

（2）熟悉    人体器官和系统的概念 

（3）掌握    人体解剖学标准姿势及其常用的轴、面和方位术语 

实验项目 2：运动系统 

1.教学内容   

1、应用骨骼架简介躯干骨的组成名称、数目、位置。 

2、以胸椎为例，介绍椎骨的一般形态结构；引导同学辨别各类椎骨形态结构的

异同。 

3、在标本上示教肋骨的一般形态结构及分部、胸骨的形态结构及分部。 

4、在标本上观察椎骨间连结（如：椎间盘、黄韧带等）、胸肋连结、肋椎连结。 

5、结合骨骼架观察脊柱的组成及其运动、正常弯曲和生理功能；胸廓的组成、

形态、运动特点、生理意义。 

6、在骨骼架上示教下肢骨的名称及其相互连接关系。 

7、用婴幼儿的髋骨示教髋骨的组成。在标本上示教髋骨的主要形态结构。 

8、在标本上观察股、胫、腓及髌骨的形态结构，足骨的相互连接关系。 

9、在标本上观察骨盆的组成及其连结特点。 

10、在标本上观察髋关节、膝关节的组成、形态结构特点及运动。 

11、在骨骼架上示教上肢骨的名称及其相互连接关系。 

12、在标本上示教锁骨、肩胛骨的一般形态结构。 

13、在标本上观察肱、尺、桡骨的形态结构，手骨的相互连接关系。 

14、在标本上观察胸锁关节、肩关节、肘关节、前臂骨间连结及桡腕关节、第一

腕掌关节的组成、形态结构特点及运动。 

15、在已解剖的整尸标本上观察躯干肌、头颈肌、四肢肌的名称、位置、排 

2.教学目标 

    （1）了解： 

1、骨的化学成分和物理特性。 

2、骨的发生和发育。 

3、手骨的分部和各骨的形态结构。 

4、足骨的分部和各骨的形态结构。 

5、颅的顶面观、侧面观和颅底外面观的主要形态结构。 

6、新生儿颅的特征及生后变化。 

7、骨连结（关节）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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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椎骨的连结概况。 

9、滑膜关节的运动形式。 

10、颅骨的连结形式。 

11、颞下颌关节的形态结构和运动。 

12、腕骨间关节、腕掌关节、掌指关节的构成和运动。 

13、跗骨间关节、跗跖关节、跖趾关节的构成和运动。 

14、足弓的构成和功能意义。 

15、肌的概念。肌的起止、命名、辅助装置、血管和神经。 

16、背部筋膜的位置和分布。 

17、肌的分群和作用。 

18、手肌的分群、位置及功能。 

19、上肢和下肢的局部记载。 

（2）熟悉： 

1、运动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2、腕骨和跗骨的排列。 

3、脑颅诸骨的位置和分部。 

4、面颅诸骨的位置和分部。 

5、骨盆的构成和分部。 

6、胸廓的构成和形态。 

7、前臂骨间的连结。 

8、骶髂关节的构成。髋骨与骶骨之间的韧带连结及其形成的孔。 

9、胸固有肌的名称和作用。 

10、面肌的位置和作用。 

11、前斜角肌的位置及斜角肌间隙。 

12、臂肌、前臂肌的分群和作用。 

13、大腿肌、小腿肌的分群和作用。 

14、腹直肌鞘和腹股沟管的位置、构成和特点 

15、全身体表主要肌性标志。 

（3）掌握： 

1、骨的形态、构造及功能。 

2、躯干骨的组成和功能。 

3、椎骨的一般形态和各部椎骨的特征。 

4、肋骨的一般形态结构。 

5、胸骨的形态和分部和胸骨角的概念。 

6、躯干骨的重要骨性标志。 

7、上肢骨的组成、分部和排列。 

8、锁骨、肩胛骨、肱骨、桡骨、尺骨的位置和主要形态。 

9、上肢骨的重要骨性标志。 

10、下肢骨的组成、分部和排列。 

11、髋骨、股骨、髌骨、胫骨、腓骨的位置和主要形态。 

12、下肢骨的重要骨性标志。 

13、颅骨的组成。下颌骨的形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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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颅底内面观的主要结构。 

15、骨性鼻腔形态结构。 

16、颅骨的重要骨性标志。 

17、滑膜关节的基本结构和辅助结构。 

18、椎间盘的形态结构和功能意义。 

19、前纵韧带、后纵韧带和黄韧带的位置和功能。 

20、脊柱的组成和生理性弯曲。 

21、肩关节、肘关节的构成和运动。 

22、髋关节、膝关节的构成和运动。 

23、骨骼肌的形态结构。 

24、躯干肌的分部和位置。 

25、背肌浅肌群的名称和作用。 

26、胸上肢肌的名称和作用。 

27、膈的位置、作用及其三个裂孔的名称。 

28、腹肌的名称、层次和作用。 

29、咬肌、颞肌的位置和作用。 

30、胸锁乳突肌的位置、起止和作用。 

31、三角肌的位置、起止和作用。 

32、肱二头肌、肱三头肌的位置和作用。 

33、臀大肌、股四头肌、小腿三头肌的位置和作用。 

实验项目 3：消化系统 

1.教学内容 

1、在活体上利用压舌板观察口腔的各壁。 

2、在活体上观察舌背的形态，在头面部的正中矢状切面、舌的冠状切面上观察

舌肌。 

3、在活体、模型及标本上观察牙。 

4、在标本上观察三大唾液腺。 

5、在头颈部正中矢状切面上观察咽的分部及各部重要结构。 

6、在完整尸体上观察食管各部。 

7、在完整尸体上观察胃的位置、形态及分部，在剖开胃标本上观察胃粘膜的外

形及结构。 

8、在模型、标本上观察十二指肠的分部及与胰腺的关系，在完整尸体上观察其

位置和毗邻。 

9、在完整尸体上观察空回肠的位置、起止点。 

10、在游离盲肠与阑尾标本上剪开观察回盲瓣的构造。 

11、在完整尸体上观察结肠的结肠带、结肠袋和肠脂垂。 

12、在正中矢状切面的盆腔标本上观察直肠的位置和弯曲。 

13、在剖开肛管的游离标本上观察其内面结构。 

14、在离体标本、模型上观察肝的外形及分叶、肝外胆道的组成。 

15、利用离体标本结合完整尸体观察胰的位置、外形、分部、毗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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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 

1、唇、颊、腭的形态结构。 

2、腭扁桃体的位置。 

3、胃壁、咽壁的构造。 

4、肝的主要功能和肝段的概念。 

（2）熟悉： 

1、恒牙和乳牙的牙式。 

2、牙的分类及出换牙时间。 

3、空肠、回肠的位置和结构特点。 

4、胆汁的排出途径。 

（3）掌握： 

1、消化系统的组成。上、下消化道的区分。 

2、口腔的分部。咽峡的构成。 

3、舌的形态结构。 

4、颏舌肌的起止和作用。 

5、牙的形态结构。 

6、腮腺、下颌下腺、舌下腺的位置和腺管的开口部位。 

7、咽的位置、形态和分部和交通。 

8、食管的位置、形态、狭窄及其临床意义。 

9、胃的位置、形态和分部。 

10、小肠的分部。十二指肠的位置和分部。 

11、大肠的分部和形态特征。 

12、盲肠、阑尾的位置及阑尾根部的体表投影。 

13、结肠的分部及各部的位置。 

14、直肠、肛管的位置和形态结构。 

15、肝的位置和形态。 

16、胆囊的位置、形态和胆囊底的体表投影。 

17、肝外胆道的组成。 

18、胰的位置和分部。 

实验项目 4： 呼吸系统 

1.教学内容 

1、在头部正中矢状切面标本观察鼻的分部、各部的主要形态特点。 

2、在模型、标本上观察喉的软骨、喉的连结、喉肌、喉腔。 

3、利用离体标本、模型结合完整尸体观察气管、支气管和肺的形态结构特点。 

4、在已解剖的完整尸体上观察胸膜腔的位置、壁胸膜的分部。 

5、在已解剖的完整尸体上观察纵隔的分区及各部的主要结构。 

2.教学目标 

（1）了解： 

1、外鼻的形态结构。 

2、喉的软骨及喉的连结和喉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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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肺段的概念。 

（1）熟悉： 

纵隔的概念、分区和组成。 

（2）掌握： 

1、呼吸系统的组成。 

2、鼻腔的分部及各部的形态结构。 

3、鼻旁窦的位置和开口。 

4、喉的位置、喉腔的分部和形态。 

5、气管的位置。左、右主支气管的形态区别。 

6、肺的位置、形态和分叶。 

7、胸膜和胸膜腔的概念。 

8、胸膜的分部和胸膜隐窝。 

9、肺和胸膜的体表投影。 

实验项目 5： 泌尿、生殖系统 

1.教学内容 

1、在泌尿系统概况模型上观察泌尿系统的组成。 

2、利用离体标本、模型结合已解剖的完整尸体观察肾的形态、位置，输尿管的

分部，三个生理性狭窄。膀胱的形态、位置。 

3、在肾的冠状切面标本上观察肾的构造。在切开膀胱壁的标本上观察膀胱壁内

面的结构。 

4、利用离体标本、模型结合已解剖的完整尸体观察男性生殖系各器官的形态结构。 

5、利用离体标本、模型结合已解剖的完整尸体观察女性生殖系各器官的形态结构。 

6、利用离体标本、模型结合已解剖的完整尸体观察乳房的位置、形态、结构。 

7、在人体标本上观察会阴的境界与分区概况。 

8、用会阴标本观察肛门外括约肌、坐骨直肠窝、盆膈和尿生殖膈等。 

9、在已解剖的完整尸体上观察腹膜的组成，腹膜与脏器的关系，腹膜形成的各

种结构：网膜、系膜、韧带、隐窝、陷凹，腹膜腔的分区。 

2.教学目的 

（1）了解： 

1、肾段的概念。 

2、膀胱与腹膜的关系及其临床意义。 

3、射精管的合成与开口。 

4、精囊腺的位置和形态。 

5、阴囊的形态和构造。 

6、尿道球腺的位置。 

7、卵巢的固定装置。 

8、子宫的构造。 

9、女性外生殖器的形态结构。 

10、会阴的概念和区分。 

11、尿生殖隔、盆隔和坐骨肛门窝的位置和构成。 

12、系膜、韧带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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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腹前壁下部的腹膜皱襞和窝。 

（2）熟悉： 

1、膀胱三角的位置、形态结构及其临床意义。 

2、睾丸鞘膜和鞘膜腔的构成。 

3、精子的排出途径。 

4、腹膜被覆脏器的不同情况及其临床意义。 

5、直肠膀胱陷凹和直肠子宫陷凹的位置及其临床意义。 

6、子宫的固定装置。 

（3）掌握： 

1、泌尿系统的组成。 

2、肾的位置和形态结构。 

3、肾的被膜及固定装置。 

4、输尿管的位置和分部及其狭窄部位。 

5、膀胱的位置和形态结构。 

6、男性生殖器的组成。 

7、睾丸、附睾的位置和形态结构。 

8、输精管的形态特征、分部。 

9、精索的位置和组成。 

10、前列腺的位置、形态。 

11、阴茎的构成和分部。 

12、男性尿道的分部及其三个狭窄和两个弯曲的临床意义。 

13、女性生殖器的组成。 

14、卵巢的位置和形态。 

15、输卵管的位置、分部和各部的形态结构。 

16、子宫的位置、形态。 

17、阴道的形态和位置。 

18、女性尿道和阴道开口位置。 

19、女性乳房的位置和形态结构。 

20、腹膜、腹膜壁层和脏层、腹膜腔的概念及腹膜的功能。 

21、小网膜的位置。 

22、大网膜的位置。 

实验项目 6 ：脉管系统 

1.教学内容 

1、利用心的离体标本和模型，观察心的外形、心腔诸结构、心的传导系和血管

等结构。 

2、在已剪开心包的尸体上观察心包横窦、心包斜窦的位置、境界。 

3、在已解剖的完整尸体上观察全身主要动脉。 

4、在已解剖的完整尸体上观察全身主要静脉。 

5、在淋巴系模型上观察淋巴系的组成。 

6、在已解剖的完整尸体上观察全身主要淋巴结。 

7、利用标本、模型，结合尸体观察胸导管、右淋巴导管、乳糜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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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 

1、血管吻合及其功能意义。 

2、心大静脉、心中静脉、心小静脉的行程。 

3、心的体表投影。 

4、肺动脉干的起始、动脉韧带的位置。 

5、颈内动脉在颈部的行程。 

6、掌浅弓和掌深弓的组成及其主要分支。 

7、肋间后动脉的行程。 

8、髂内动脉的主要分支。 

9、膈下动脉、腹壁下动脉、肾动脉、肾上腺中动脉、睾丸动脉和卵巢动脉的起

始及其分布。 

10、腓动脉、足底内侧动脉、足底外侧动脉的起始和行程。 

11、全身体表可触摸动脉搏动点和压迫止血部位。 

12、颈内静脉、颈外静脉的起始和注入部位。 

13、肺静脉的起始和注入部位。 

14、奇静脉、半奇静脉、副半奇静脉的起始和注入部位。 

15、肝门静脉与上、下腔静脉的吻合。 

16、淋巴产生及回流的因素。 

17、毛细淋巴管、淋巴管的形态结构。 

18、右淋巴导管的收集范围。 

19、头颈部淋巴结群的位置。 

20、胸壁和胸腔各主要淋巴结的位置。 

21、髂内淋巴结、髂外淋巴结、髂总淋巴结的位置。 

22、胃、直肠、子宫、乳房的淋巴流向。 

（2）熟悉： 

1、房间隔、室间隔的形态结构。 

2、心包和心包腔的构成。 

3、颈动脉窦和颈动脉小球的位置及其功能。 

4、子宫动脉的起始、行程、分布及其与输尿管的位置关系。 

5、股动脉的体表投影和压迫止血部位。 

6、各淋巴干的形成及其注入部位。 

（3）掌握： 

1、脉管系的组成和主要功能。 

2、心血管系统的组成。 

3、体循环和肺循环的概念。 

4、心的位置、外形和心腔的形态结构。 

5、心传导系的构成和功能。 

6、左、右冠状动脉的起始、行程、主要分支和分布。 

7、冠状窦的位置和开口。 

8、主动脉的起始、行程和分部。 

9、颈总动脉的起始、行程和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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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颈外动脉的起始和分支。 

11、锁骨下动脉的起止和行程。 

12、腋动脉、肱动脉、桡动脉、尺动脉的起止和行程。 

13、胸主动脉、腹主动脉的行程和主要分支及分布。 

14、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肠系膜下动脉的分支和分布。 

15、髂总动脉的起止。 

16、髂外动脉、股动脉、腘动脉、胫前动脉、胫后动脉、足背动脉的起始和行程。 

17、上腔静脉、下腔静脉、头臂静脉的组成和注入部位。 

18、头静脉、贵要静脉、肘正中静脉的行程及临床意义。 

19、大隐静脉、小隐静脉的起始、行程和注入部位。 

20、肝门静脉的组成。 

21、淋巴系统的组成和分布特点。 

22、胸导管的起始、注入部位和收集范围。 

23、腋淋巴结分群。 

24、肺门淋巴结的位置。 

25、腹股沟浅淋巴结的位置和收集范围。 

26、脾的位置和形态。 

实验项目 7： 感官系统 

1.教学内容 

1、用眼球标本分别作水平切和冠状切，观察眼球壁各层及眼球折光系统各部的

位置、形态结构。 

2、在尸体标本上观察眼的辅助装置，如眼睑、结膜等形态结构。 

3、观察眼外肌及眶内血管神经标本。 

4、观察眼球模型，结合挂图辨认眼球壁及内容物各部结构。 

5、在活体上观察耳廓的形态结构。 

6、在外耳道离体标本上观察外耳道的形态、鼓膜的位置和形态分部。 

7、在标本上观察听小骨的形态结构。 

8、在锯开鼓室的颞骨标本上观察鼓室的六个壁的形态结构。 

9、结合挂图在内耳模型上观察骨半规管、膜半规管、前庭、椭圆囊、球囊、耳

蜗、蜗管的形态结构及相互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 

1、眼睑的构成。 

2、眼动脉的起始与分布。 

3、视网膜中央动脉的起始与分布。 

4、眶脂体与眶筋膜。 

5、外耳的组成及结构。 

6、听小骨及排列。 

7、内耳道的位置。 

8、乳突窦、乳突小房的位置。 

 



 

 142 

（2）熟悉 

1、运动眼球、眼睑的肌肉的名称、位置及功能和神经支配。 

2、视神经的行径及其与脑膜的关系。 

3、咽鼓管的形态结构、位置、开口和幼儿咽鼓管的特点。 

4、中耳的组成。 

5、声波的传导途径。 

（3）掌握 

1、眼球壁的组成和形态结构及功能。 

2、屈光系统的组成、形态结构和功能。 

3、结膜的分部与结膜囊、泪器的组成。 

4、房水的产生及其循环途径。 

5、动眼神经纤维成份和分支分布。 

6、滑车神经、展神经的分布。 

7、外耳道的形态结构和幼儿外耳道的特点。 

8、鼓膜的位置和形态结构。 

9、鼓室的位置及六个壁的形态结构及重要毗邻。 

10、骨迷路、膜迷路的分部及形态结构。 

实验项目 8 ：神经系统 

1.教学内容 

1、在脊髓标本上观察脊髓的外形。 

2、在脊髓模型、挂图上观察脊神经出椎间孔位置及脊髓节段与椎骨的对应关系。 

3、结合标本、挂图观察脊髓内部结构。 

4、利用全脑的标本观察脑的区分。 

5、利用脑干的标本观察脑干腹侧面、背侧面的主要结构。 

6、在脑干神经核模型上观察各脑神经核的名称、位置、形态及其相互关系。 

7、在脑标本上观察第四脑室的位置、形态及菱形窝的结构。 

8、结合标本、挂图观察脑干内部结构。 

9、在标本模型上观察小脑的位置、外形、分部、主要沟和分叶。 

10、在标本模型上观察间脑的外形、分部、各部的形态结构。 

11、在标本模型上观察端脑的外形、主要沟裂及分叶，各叶的主要沟、回及其皮

质的机能定位区域。 

12、用雕开侧脑室整体的形态标本，观察尾状核的整体形态。观察基底核在水平

切面和冠状切面上的位置关系。观察内囊的组成、位置和分部。用侧脑室铸形模型观

察侧脑室及其分部。 

13、用剥除皮质的脑标本，观察联络、连合及投射纤维的形态、位置和联系。 

14、在传导通路的模型上观察躯干、四肢意识性本体感觉、精细触觉传导通路，

躯干、四肢浅感觉传导通路，头面部浅感觉传导通路，视觉传导通路，瞳孔对光反射

通路，听觉传导通路，皮质脊髓束、皮质核束的组成、行径、交叉、支配情况，锥体

外系的主要通路。 

15、在已解剖的整尸标本上，观察交感干、椎旁节、椎前节、内脏大神经、内脏

小神经等结构。 



 

 143 

16、在脑神经标本上观察睫状神经节、翼腭神经节、下颌下神经节。 

17、在盆及会阴正中矢状切标本上观察盆神经丛。 

18、在揭开颅骨后部、凿开椎板的童尸标本上，观察中枢神经整体概况，脑和脊

髓的三层被膜。 

19．在离体硬脑膜标本上，观察硬脑膜形成的大脑镰、小脑幕，上、下矢状窦、

直窦等形态位置。 

20、在正中矢状切的大脑标本上观察已雕出的脑室系统，脉络丛的形态，说明脑

脊液的产生及循环途径。 

21、在注色的脑血管标本上，观察颈内动脉、椎动脉、基底动脉、脑底动脉环及

其分支、分布情况。 

22、结合颅底骨标本与脑神经标本观察脑神经出入颅腔的部位。 

23、在头部正中矢状切面标本上观察嗅神经。 

24、在去除眼眶上壁和外侧壁的标本上观察视神经、动眼神经、滑车神经、展神

经。 

25、在头面部深层标本上观察三叉神经。 

26、在耳模型和头面部浅层标本上观察面神经。 

27、在耳模型上观察前庭蜗神经。 

28、在头颈部深层标本上观察舌咽神经、舌下神经。 

29、在带胸部的颈部标本或婴尸标本上观察迷走神经。 

30、在已解剖的尸体上观察副神经。 

31、在已解剖的完整尸体上观察颈丛、臂丛、腰丛、骶丛的位置、组成、主要分

支，胸神经前支的行程、分布。 

2.教学目标 

（1）了解： 

1、神经系统的功能。 

2、脊髓灰质细胞的构筑分层。 

3、脊髓小脑前、后束的位置和功能。 

4、网状脊髓束、红核脊髓束的位置和功能。 

5、脊髓的主要功能。 

6、脑干内网状结构的位置和主要功能。 

7、小脑核及其主要纤维联系。 

8、大脑白质的概况。 

9、大脑皮质的分层和分区。 

10、边缘系统的概念。 

11、听觉传导通路。 

12、锥体外系的概念。 

13、脑血液循环特点。 

14、脑的浅、深静脉主要属支和回流情况。 

15、脊髓的血液供应。 

16、胸长神经、胸背神经的起始和分布范围。 

17、颈丛、臂丛、腰丛、骶丛各主要分支受损后可能出现的症状。 

18、动眼神经、面神经、舌下神经损伤后的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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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嗅神经、前庭蜗神经的起始和分布范围。 

20、灰、白交通支的概念。 

21、内脏大神经、内脏小神经的组成和分布。 

22、交感神经节后纤维的分布概况。 

23、副交感神经节后纤维的分布概况。 

24、内脏感觉神经的形态结构特点和牵涉性痛的概念。 

（2）熟悉： 

1、神经元的分类。 

2、反射弧的组成。 

3、脑干的外形。 

4、薄束核、楔束核、下橄榄核、红核和黑质的位置。 

5、背侧丘脑、后丘脑主要核团的名称和功能。 

6、基底核的位置和组成。 

7、大脑皮质躯体运动中枢、躯体感觉中枢、视觉中枢、听觉中枢、语言中枢的

位置。 

8、瞳孔对光反射路径。 

9、头面部浅感觉传导通路。 

10、视觉传导通路。 

11、海绵窦的位置、内容物和交通。 

12、蛛网膜和蛛网膜下腔概况。 

13、颈内动脉、椎动脉和基底动脉的起始、主要分支和分布。 

14、膈神经、闭孔神经、阴部神经的行程和分布范围。 

15、视神经、滑车神经、展神经、舌咽神经、副神经、舌下神经的起始和分布范

围。 

16、内脏运动神经与躯体运动神经的主要区别。 

17、节前纤维和节后纤维的概念。 

18、交感干的组成、位置和分部。 

20、椎前节的名称和位置。 

21、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的主要区别。 

（3）掌握 

1、神经系统的组成和区分。 

2、神经元的基本结构。 

3、灰质、白质、皮质、髓质、神经、纤维束、神经节和神经核的概念。 

4、脊髓的位置和外形。 

5、脊髓灰质、白质的配布及各部的名称。 

6、脊髓白质主要上行和下行纤维束的位置、起止和功能。 

7、脑的位置和分部及各部的界限。 

8、脑干的概念及脑干内主要神经核团的名称。 

9、间脑的位置、分部和各部主要形态。 

10、第三脑室、第四脑室、侧脑室的位置和交通。 

11、大脑半球的分叶及各叶的主要沟回。 

12、内囊的位置、分部和通过内囊各主要纤维束的名称及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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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小脑的位置。 

14、躯干、四肢本体感觉传导通路。 

15、躯干、四肢痛、温觉传导通路。 

16、锥体系的组成、行程及对各运动核的支配情况。 

17、硬脑膜形成的结构。 

18、硬膜外腔的位置及其内容物。 

19、大脑动脉环的组成、位置和机能意义。 

20、脑脊液的产生和循环途径。 

21、脊神经的组成、区分、纤维成份和分支和分布规律。 

22、颈丛、臂丛、腰丛、骶丛的组成和位置。 

23、正中神经、尺神经、桡神经、腋神经、肌皮神经的行程和分布范围。 

24、股神经、坐骨神经、胫神经、腓总神经的行程和分布范围。 

25、脑神经的名称、顺序和分布概况。 

26、动眼神经起始、行程和分布范围。 

27、三叉神经的起始和主要分支分布范围。 

28、面神经的起始和主要分支分布范围。 

29、迷走神经的行程、主要分支和分布范围。 

30、交感神经低级中枢的部位。 

31、副交感神经低级中枢的部位。 

实验项目 9 ：内分泌系统 

1.教学内容 

1、利用新生儿显示全身内分泌腺的标本，结合图谱对全身内分泌腺进行观察。 

2、利用离体标本、模型结合已解剖的完整尸体观察各内分泌腺的位置、形态特

征。 

2.教学目标 

（1）了解： 

1、内分泌腺的结构特点和功能。 

2、内分泌细胞的分布。 

（2）掌握： 

1、内分泌系统的组成。 

2、甲状腺、甲状旁腺、胸腺、肾上腺、松果体的位置和形态。 

3、垂体的位置和分部。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每次实验后写出实验报告并画图 

2、考核方式 

（1）实验成绩考实物标本，期中和期末各一次。 

（2）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其中实验报告占 10%，实验考试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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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人体解剖实验台，现有 48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柏树令主编，系统解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 

2.参考书 

（1） 柏树令，《系统解剖学》（第 8 版 规划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 

（2） 高秀来，《系统解剖学》（第 3 版 规划教材），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3. 

（3） 顾晓松，《人体解剖学》（第 3 版），科学出版社，2013. 

（4） Richard L.Drake，《格氏解剖学基础教程》英文影印班，北京大学医学出

版社，2013. 

（5） 刘学政，《人体解剖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6） 张雅芳等，《人体解剖学》（第十版），吉林科技出版社，2009. 

（7） 方秀斌，《Human Anatomy》（第三版），吉林科技出版社，2003. 

（8） 吴开云，《 Systematic anatomy》(全英语)，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 

（9） 于频，《新编人体解剖图谱》（第二版），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10） 柏树令，《人体解剖学彩色图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11） 吕永利，《人体解剖学习题集》，人民军医出版社，2003. 

（12）丁炯，人体解剖学理论与实验学习指导，科学出版社，2007. 

 

     

                                      

        执笔人：王晓春 

                                       审批人：王旻晨 

                                       完成时间：201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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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1004                    课程学分：5.5 

课程名称（中/英）：生理学（一）实验/ Physiology (I) Experiment  

课程学时：126                           实验学时：42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儿科学、影像医学、放射医学等本科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知识点为国家医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内容组份。实验课内容覆盖主要的生

理学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开放性实验等，实验共计 24 项，其中

基础性（演示、验证）实验 18 个（75%），综合性实验 5 个（21%），设计创新性

实验 4 个（17%），若干开放性实验。本课程为江苏省精品课程。 

教学目标在于通过实验，加深学生对生理学基础理论的认识，同时，在实验

中，培养学生独立操作的能力、创新思维的能力和知识应用的能力。 

以提高学生生理学的基本研究技术（软件设置、溶液配制、动物捉拿、麻醉固

定、标本制备、神经放电、电位引导、静脉注射、动脉插管、病理模型建立、数据

处理、结果分析等）和综合使用实验方法的能力为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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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生理学实验总论； 

② 生理实验生物信息采集系统介绍； 

③ 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的制备。 

验证性 

① 1 

② 1 

③ 2 

2~3 必修 

2 

① 反射时测定； 

② 反射弧分析； 

③ 心音听诊； 

④ 人体动脉血压测定。 

验证性 

① 1 

② 1 

③ 1 

④ 1 

2~3 必修 

3 
① 微循环观察； 

② 骨骼肌单复合收缩。 
验证性 

① 1 

② 3 
2~3 必修 

4 
呼吸运动的调节、呼吸功能障碍及药物的

解救作用。 

综合性、 

设计性、 

创新性。 

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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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① 实验视频； 

② 学生实验设计。 

综合性、 

设计性、 

① 1 

② 3 
2~3 必修 

6 

① 神经干动作电位引导； 

② 动作电位传导速度和不应期的测定； 

③ 观察耳蜗微音器电位。 

验证性。 

① 1 

② 2 

③ 1 

2~3 必修 

7 消化道平滑肌生理特性及药物的作用。 

综合性、 

设计性、 

创新性。 

4 4~5 必修 

8 
哺乳类心血管活动的神经体液调节和急

性心力衰竭的治疗。 

综合性、 

设计性、 

创新性。 

4 4~5 必修 

9 影响尿生成的因素。 综合性。 4 4~5 必修 

10 

感觉器官实验： 

① 视野测定； 

② 视力测定； 

③ 盲点测定； 

④ 辩色力检测； 

⑤ 声音传导路径； 

⑥ 内耳迷路机能。 

验证性 

① 1 

② 0.5 

③ 1 

④ 0.5 

⑤ 0.5 

⑥ 0.5 

2~3 必修 

11 

实验操作考核（选择其一） 

① 制备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并检查其兴奋

性； 

② 动物麻醉与固定； 

③ 气管插管及迷走神经分离； 

④ 动脉插管及交感神经分离； 

⑤ 骨骼肌单复合收缩。 

验证性 2 1 必修 

12 ＡＢＯ血型鉴定。 验证性 1 2 选修 

13 
蛙心心搏起源分析与心肌的期前收缩和

代偿性间歇。 
验证性 1 1 选修 

14 家兔减压神经放电。 综合性 2 2 选修 

15 人体心电图描记与分析。 验证性 2 2 选修 

16 
血浆胶体渗透压改变在水肿发生中的作

用。 
设计性 4 4~5 选修 

17 
药物对在体、离体血管条平滑肌张力的

影响 
综合性 4 4~5 选修 

18 
胰岛素对家兔、小白鼠引起的降血糖作

用实验 
综合性 2 4~5 选修 

19 有关药物离体蛙心灌流效应的观察 综合性 2 4~5 选修 

注：为适应实验室开放和学生自选实验，以及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学

生利用课余时间可完成上述实验（12~19）选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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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生理学实验总论、生物信息采集系统介绍及蟾蜍坐骨神经腓肠肌标

本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实验总论介绍；MedLab 实验系统软件的使用；制备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并检

查其兴奋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生理实验室规章制度、注意事项及实验安排； 

（2）熟悉生理实验计算机系统的硬件和软件配置及其应用； 

（3）掌握制备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的基本技术。 

实验项目 2：反射观察、心音听诊与人体动脉血压测定 

1.教学内容 

制备脊蟾蜍，不同浓度硫酸溶液分别测定反射时；观察反射弧的完整性与反射活

动的关系；不同部位听取第一、第二心音，辨别二者及意义；用水银柱式检压计和听

诊器测定收缩压和舒张压数值。 

2.教学目标 

（1）了解听诊器及各式血压计的组份及作用； 

（2）熟悉反射时测定和反射弧分析的方法。 

（3）掌握听诊器及各式血压计的应用。 

实验项目 3：微循环特点与骨骼肌单复合收缩 

1.教学内容 

观察蛙肠系膜微循环的血流特点；用不同频率的电刺激作用于坐骨神经腓肠肌标

本，观察刺激频率和收缩反应之间的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微循环的血流特点和强直收缩形成的过程； 

（2）熟悉刺激频率与骨骼肌收缩形式的关系。 

（3）掌握骨骼肌机械收缩的基本实验方法。 

实验项目 4：呼吸运动的调节、呼吸功能障碍及药物的解救作用 

1.教学内容 

观察各种因素对呼吸运动的影响及呼吸运动时胸膜腔负压的变化；学习呼吸功能

障碍模型的建立及药物的解救作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呼吸功能障碍及药物的解救途径； 

（2）熟悉胸膜腔负压的生理意义； 

（3）掌握呼吸运动的生理特性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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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实验教学视频与学生实验设计 

1.教学内容 

视频：心血管活动的神经体液调节；神经干动作电位引导及其不应期的测定；学

生自主实验设计及其讨论。 

2.教学目标 

（1）了解大动物的麻醉、固定以及气管、颈总动脉、神经的分离和插管的基本

方法；初步了解实验设计的基本方法； 

（2）熟悉大动物的麻醉、固定以及气管、颈总动脉、神经的分离和插管的注意

事项；熟悉神经干动作电位的产生及不应期的机制； 

（3）掌握实验设计的基本要素、步骤，并自我完成简单的设计性实验与小组讨

论。 

实验项目 6：神经干动作电位与耳蜗微音器电位的观察 

1.教学内容 

神经干动作电位的引导；神经干动作电位传导速度的测定；神经干动作电位不应

期的测定；引导和观察耳蜗微音器电位。 

2.教学目标 

（1）了解一般电生理实验的仪器配置和作用； 

（2）熟悉耳蜗微音器电位的特点、意义； 

（3）掌握神经干动作电位的基本实验方法。 

实验项目 7：消化道平滑肌生理特性及药物的作用 

1.教学内容 

观察兔小肠平滑肌的一般生理特性以及改变某些理化因素对其紧张性和自律活

动的影响，学习哺乳动物离体器官灌流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小肠平滑肌实验的仪器配置和作用； 

（2）熟悉若干理化因素对小肠平滑肌紧张性和自律活动的影响机制； 

（3）掌握消化道平滑肌生理特性及其影响因素。 

实验项目 8：哺乳类心血管活动的神经体液调节和急性心力衰竭的治疗 

1.教学内容 

观察心血管活动的神经体液调节对心率、动脉血压的影响；制备急性心力衰竭模

型；尝试急性心力衰竭的药物救治。 

2.教学目标 

（1）了解一般心血管实验的仪器配置和作用； 

（2）熟悉大动物的麻醉、固定以及气管、颈总动脉、神经的分离和插管的注意

事项；熟悉急性心力衰竭模型的制备及药物的救治作用； 

（3）掌握心血管活动的神经体液调节机制及效应。 

 



 

 151 

实验项目 9：影响尿生成的因素 

1.教学内容 

观察家兔尿液的生成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学习哺乳类动物尿量测量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尿生成实验的仪器配置和作用； 

（2）熟悉大动物的麻醉、固定以及膀胱的分离和插管的注意事项；熟悉哺乳类

动物尿量测量的方法； 

（3）掌握影响尿生成因素的作用机制及效应。 

实验项目 10：感觉器官实验 

1.教学内容 

视野测定；视力测定；盲点测定；辩色力检测；声音传导路径；内耳迷路机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一般生理感官实验的类型和意义； 

（2）熟悉感觉器官功能评定的基本方法； 

（3）掌握视野、视力、盲点、色弱、色盲的基本概念；掌握声音传导路径和内

耳迷路的作用。 

实验项目 11：实验操作考核 

1.考核内容（选择其一） 

制备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并检查其兴奋性；动物麻醉与固定；气管插管及迷走

神经分离；动脉插管及交感神经分离；骨骼肌单、复合收缩。 

2.教学目标 

（1）了解一般生理实验的试剂配制和仪器使用； 

（2）熟悉生理实验中两栖类、哺乳类一般手术操作的注意事项及实验步骤； 

（3）掌握生理实验中两栖类、哺乳类一般手术操作的基本技能。 

实验项目 12：ＡＢＯ血型鉴定 

1.教学内容 

双凹玻片上滴加抗Ａ、抗Ｂ血清；指尖消毒、采血；区分凝集、血凝；观察判定

血型。 

2.教学目标 

（1）了解ＡＢＯ血型鉴定的意义； 

（2）熟悉ＡＢＯ血型的测定原理； 

（3）掌握ＡＢＯ血型的鉴定方法。 

实验项目 13：蛙心心搏起源分析与心肌的期前收缩和代偿性间歇观察 

1.教学内容 

观察正常心肌收缩曲线；观察心脏在不同强度、频率刺激下的收缩活动；电刺激

引发期前收缩和代偿性间歇；结扎法观察心脏正常起搏点。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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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蛙心心搏起源分析的方法和机制； 

（2）熟悉心肌有效不应期的机制、特点与意义； 

（3）掌握蛙心收缩的记录方法，观察刺激频率对心肌兴奋性的影响。 

实验项目 14：家兔减压神经放电 

1.教学内容 

麻醉后行一侧颈总动脉插管以记录血压；分离一侧减压神经，安放引导电极以观

察和记录其放电活动；观察药物对其放电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哺乳类减压神经放电的特征； 

（2）熟悉减压神经放电与动脉血压间的关系； 

（3）掌握引导减压神经放电的电生理学方法。 

实验项目 15：人体心电图描记与分析 

1.教学内容 

将测量电极放置在人体表面一定部位；记录心脏电变化曲线（心电图）；辨认各

波、段、间期及含义。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体心电图描记方法及其临床应用； 

（2）熟悉正常心电图各波、段、间期的形态特点； 

（3）掌握正常心电图各波、段、间期的生理意义。 

实验项目 16：血浆胶体渗透压改变在水肿发生中的作用 

1.教学内容 

蟾蜍离体下肢灌流标本的制备；实验系统设置；灌流装置的连接；中分子右旋糖

苷溶液灌流；任氏液灌流；测量张力曲线实验数据，比较数据，讨论、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蟾蜍下肢灌流标本的制备和复制实验性水肿的方法； 

（2）熟悉组织水肿的常见病因，观察血浆胶渗压降低对水肿形成的影响； 

（3）掌握血浆胶体渗透压的生理意义。 

实验项目 17：药物对在体、离体血管条平滑肌张力的影响 

1.教学内容 

动物手术操作；实验记录装置连接；实验系统设置；观察正常血压曲线；观察药

物影响曲线；制作离体主动脉条，描记其正常张力曲线；观察药物对其张力曲线影响；

分析张力曲线实验数据。 

2.教学目标 

（1）了解哺乳类离体主动脉条的制备方法； 

（2）熟悉一般哺乳类动物手术操作的基本步骤； 

（3）掌握去甲肾上腺素、乙酰胆碱对血压及血管平滑肌收缩的影响机制，学会

离体血管条张力的测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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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8：胰岛素对家兔、小白鼠引起的降血糖作用观察 

1.教学内容 

观察胰岛素所致家兔低血糖抽搐及其救治；观察胰岛素所致小鼠低血糖抽搐及其

救治。 

2.教学目标 

（1）了解哺乳类低血糖的一般表现； 

（2）熟悉胰岛素的主要临床应用； 

（3）掌握胰岛素的降血糖作用及其机制。 

实验项目 19：有关药物离体蛙心灌流效应的观察 

1.教学内容 

蟾蜍离体蛙心制备；实验系统设置；灌流装置的连接；记录正常心搏曲线；NaCl

对其作用；CaCl2 对其作用；KCl 对其作用；肾上腺素对其作用；乙酰胆碱对其作用；

酸碱对其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蟾蜍离体蛙心的制备方法； 

（2）熟悉离体蛙心的灌流技术； 

（3）掌握上述药物对离体蛙心心率和收缩跳动的作用及其机制。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考核方式 

（1）实验考核方式由三项组成：实验报告考核、实验操作考核和实验理论考核。 

（2）实验报告考核占生理学实验成绩的 34%，实验操作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33%，

实验理论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33%；三项实验考核成绩的合计占生理学课程总成绩的

30%。每项考核均备有明确的评分标准。 

2. 要求 

（1）每项实验考核要求学生独立按时、按质完成和提交。 

（2）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实验对实验报告要求按时完成，书写的内容包括： 

① 实验标题 

② 一般内容：包括班级、姓名、同组者、日期 

③ 实验原理及目的 

④ 实验对象（或标本） 

⑤ 实验结果（实验曲线、数据、表格及注释） 

⑥ 结果讨论（描述结果、分析结果；或描述并分析结果，实验体会或心得） 

⑦ 结论（应分条列出，力求概括、简明） 

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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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PC 机 24 台 

2. MedLab 生理实验系统 24 套 

3. 刺激器 24 套 

4. 肺量机 3 台 

5. 心电图机 3 台 

6. 压力换能器 50 套 

7. 张力换能器 50 套 

8. 哺乳类手术器械 25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 

谢可鸣等, 《机能实验学》（双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3 月. 

2. 参考书：………… 

（1）于海玲著译, 《医学机能实验学》,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6 月. 

（2）严杰著译, 《医学机能学实验教程》,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0 年 3 月. 

（3）白波、刘善庭主编, 《医学机能学实验教程》, 第 2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 7 月. 

（4）解景田 等主编, 《生理学实验》, 第 3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5）朱大年、王庭槐主编, 《生理学》, 第 8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 3 月. 

（6）姚泰主编, 《生理学》, 第 2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 8 月. 

 

 

 

执 笔 人：张国兴   

审 批 人：王国卿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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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1005                   课程学分：6.5 

课程名称（中/英）：生物化学 / Experi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课程学时： 14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五年制 、七年制）、放射医学、医学影像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纵观学科发展历史，糖、脂肪、

蛋白质三大物质研究的发展，均是在实验研究基础上建立，近代分子生物学的奠基石

之一的双螺旋结构学说更是在众多实验成果以及 Watson 和 Crick 研究总结的基础上

提出的，很难设想没有实验研究，生化及分子生物学会发展成今天的生物医学学科的

领头羊地位。 

生化实验教学与其它学科相比，在教学中所占比例还算较多，但与美国、日本等

国相比，所占比重就很少，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现有实验学时数，打破传统的以验证

性实验为主的框架，建立新的实验比例，使学生在掌握基本实验技术的基础上，动手

操作一些综合性的大实验，最后学生、老师共同设计一部分实验条件和时间允许的开

发学生智力和动手能力的设计性实验，并制定一套严格的实验考核制度，激发学生实

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学生对实验的综合分析能力。 

在实验内容方面，结合学生专业的不同开设有针对性的实验，使学生能结合自己

所学专业去论证每一个实验结果。以往，由于学科的单一，生化实验内容基本处于不

变的状况，而如今生化实验已面向临床医学、药学（包括中药和生化制药）、生物技

术、影像、儿科、护理、口腔、法医、放射、检验、七年制和硕士生等专业的学生。

所以说生化实验几乎涵盖了所有与医学有关的实验，可见它的重要性非同一般，这就

需要我们花更多的精力、分门别类，开设适应各专业、各年制的实验，特别是对七年

制和硕士生需要开设大量的有关分子生物学的实验，使其所学的东西真正符合它的高

层次的学历。我们基本设想分为基础实验与专业相关实验、专业与基础相结合，并从

原有的酶、蛋白质、核酸三大类，细分为具体的十一大章节。 

具体为临床医学：开设血清 γ 球蛋白的分离及纯度鉴定。药学专业：开设碱性

磷酸酶的提取、比活性及 Km 值的测定。生物技术专业：开设酵母双杂交、质粒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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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取、纯化及鉴定。七年制放射医学、临床专业及研究生基本以综合性实验为主：

质粒 DNA 的提取、纯化和鉴定；RT-PCR 扩增技术、Western 印迹技术、HPLC 技术

及蛋白质双向电泳技术等，以保证综合性实验占总实验的 30%以上。并尝试一个实验

室对学生随时开放，并安排一位老师指导学生实验，让学生自己取材，并从酶类、蛋

白质类、核酸类、糖类、脂类，维生素类等方向设计实验，开阔学生的思路，培养他

们的动手能力，发现新现象，并鼓励他们早出成果，早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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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操作法 综合性 4 2 必修 

2 酶的特异性和影响酶活性的因素 综合性 4 2 必修 

3 氨基酸的薄层层析 综合性 4 2 选修 

4 Folin-酚试剂法测定蛋白质 综合性 4 2 选修 

5 丙氨酸转氨酶(A1anine transaminase,ALT)活性测定 综合性 4 2 必修 

6 碱性磷酸酶的纯化及比活性和 Km 值的测定 设计性 8 2 必修 

7 血清球蛋白分离与纯度鉴定（一） 综合性 4 2 必修 

8 血清球蛋白分离与纯度鉴定（二） 综合性 4 2 必修 

9 脂蛋白的分离、提纯和电泳鉴定（一） 创新性 4 2 必修 

10 脂蛋白的分离、提纯和电泳鉴定（二） 创新性 4 2 必修 

11 
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的制备及质粒 DNA 分子导入

原核细胞、提取、纯化鉴定（一） 
综合性 4 2 选修 

12 
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的制备及质粒 DNA 分子导入

原核细胞、提取、纯化鉴定（二） 
综合性 4 2 选修 

13 
蛋白质的分离、提取、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及

Western 印迹（一） 
综合性 4 2 

 

必修 

14 
蛋白质的分离、提取、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及

Western 印迹（二） 
综合性 4 2 

 

必修 

15 细胞核的分离、纯化和核酸含量的测定（一） 综合性 4 2 必修 

16 细胞核的分离、纯化和核酸含量的测定（二） 综合性 4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基本操作法 

1.教学内容 

了解实验室基本操作和各项规章制度。正确使用吸量管、离心机、分光光度计，

书写实验报告。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室基本操作和各项规章制度。 

（2）熟悉移液管、离心机、分光光度计的使用。 

（3）掌握正确使用吸量管、离心机、分光光度计，书写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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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酶的特异性和影响酶活性的因素 

1.教学内容 

以唾液淀粉酶为例，通过不同的颜色反应来验证其在不同温度，pH 值条件下，

水解淀粉的活力大小，以及氯离子、铜离子对酶活力的提高和抑制作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温度、pH、无机离子对酶催化活性的影响。 

（2）熟悉并加深对酶的化学本质的认识。 

（3）掌握唾液淀粉酶在不同温度，pH 值条件下，水解淀粉的活力大小，以及

氯离子、铜离子对其酶活力的影响。 

实验项目 3：氨基酸的薄层层析 

1.教学内容 

在制备好的薄层板上点样，利用各种氨基酸结构和性质的不同，及其在吸附剂

表面的吸附能力的各异，分离氨基酸，并通过茚三酮反应显色作鉴别。 

2.教学目标 

（1）了解层析分离技术和基本概念。 

（2）熟悉用层析技术分离不同物质的原理。 

（3）掌握薄层层析的基本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4：Folin-酚试剂法测定蛋白质 

1.教学内容 

利用蛋白质-铜络合物还原 Folin 试剂，生成深蓝色的化合物，且颜色深浅与蛋

白质的含量成正比的关系，绘制标准曲线来测定样品蛋白质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样品中测定蛋白质含量的基本方法和原理。 

（2）熟悉 Folin-酚试剂法测定蛋白质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利用公式和绘制标准曲线来测定样品蛋白质含量。 

实验项目 5：丙氨酸转氨酶(A1anine transaminase,ALT)活性测定 

1.教学内容 

利用血清中 ALT 作用于丙氨酸和 α-酮戊二酸，生成丙酮酸和谷氨酸。丙酮酸与

2,4-二硝基苯肼作用，生成丙酮酸二硝基苯腙，其在碱性溶液中显红棕色的原理。根

据其深浅来反映出血清中 ALT 活性的强弱。 

2.教学目标 

（1）了解血清 ALT 的测定原理及意义。 

（2）熟悉 ALT 活性强弱的临床意义及临床诊断指标。 

（3）掌握血清中 ALT 作用于丙氨酸和 α-酮戊二酸，生成丙酮酸和谷氨酸的过

程。 

实验项目 6：碱性磷酸酶的纯化及比活性和 Km 值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以碱性磷酸酶为例，掌握酶提取纯化的方法和技术。并测定不同浓度底物时酶

的活性，再根据双倒数（Lineweaver-Burk 二氏法）作图，计算其 Km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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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并学习作图法求 AKP 的 Km 值。 

（2）熟悉从生物样品中提取分离纯化酶的一般方法。 

（3）掌握碱性磷酸酶（AKP）比活性的测定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7，8：血清球蛋白分离与纯度鉴定 

1.教学内容 

使用盐析法分离血清球蛋白。用葡萄糖凝胶 G25 进行蛋白质的纯化。 使用醋

酸纤维素薄膜电泳法进行蛋白质的鉴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层析原理。 

（2）熟悉蛋白质的基本提取方法和测定人血清中各种蛋白质的相对百分含量。 

（3）掌握层析和醋酸纤维素薄膜电泳操作技术。 

实验项目 9，10：脂蛋白的分离、提纯和电泳鉴定 

1.教学内容 

分离血清中的 HDL，用抽提液提取胆固醇。利用显色液和浓硫酸与胆固醇作用

生成紫红色化合物，与同样处理的标准液进行比色测其含量，并通过电泳鉴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脂蛋白分离及定量测定的原理与方法。 

（2）熟悉化学沉淀方法的操作过程，以及各类脂蛋白的临床意义。 

（3）掌握 HDL 提取、分离和电泳鉴定技术。  

实验项目 11，12：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的制备及质粒 DNA 分子导入原核细胞、

提取、纯化鉴定 

1.教学内容 

本实验以 E.coli DH5α 菌株为受体细胞，用 CaCl2 处理受体菌使其处于感受态，

然后与质粒共保温，实现转化，转化体经过进一步纯化扩增后，可再将转入的质粒

DNA 分离提取。电泳、电镜观察，并作限制性内切酶图谱、分子杂交或 DNA 测序等

实验鉴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氯化钙法制备 E.coli DH5α，转化质粒。 

（2）熟悉用碱裂解法对大肠杆菌中质粒 DNA 抽提和纯化。 

（3）掌握通过限制性内切酶的酶切和琼脂糖凝胶电泳，以鉴定酶切效果，同时

可鉴定质粒 DNA 的提取纯度。 

实验项目 13，14：蛋白质的分离、提取、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及 Western

印迹 

1.教学内容 

分离提取蛋白质，制作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应用 Western 印迹技术，分析经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离并转移到硝酸纤维素薄膜上的特定蛋白质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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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蛋白质的提取方法。 

（2）熟悉测定蛋白质分子量及蛋白的鉴定方法。 

（3）掌握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DS-PAGE）及 Western 印迹。 

实验项目 15，16：细胞核的分离、纯化和核酸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使用离心技术，从新鲜大鼠肝细胞中分离细胞质和细胞核，并分别提取细胞质

和细胞核水解液中的 RNA 和 DNA，绘制 RNA 和 DNA 的标准曲线，通过比色获得

细胞质和细胞核水解液中的 RNA 和 DNA 的含量及比值。 

2.教学目标 

（1）了解 DNA 和 RNA 在细胞中的分布。 

（2）熟悉测定 DNA 和 RNA 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细胞核的分离和纯化的一般原理和操作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操作考试在实验内容结束后统一进行。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根据参加实验情况（10%）、实验报告成绩（60%） 

     和实验操作考查结果（30%）等综合评分。实验成绩约占期末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722 型分光光度计 12 台 

2. 水浴箱 3 台 

3. 试管及试管架 1 套/2 人 

4. 离心机 12 台 

5. 电泳仪 6 台 

6. 吸量管 1 套/2 人 

7. 层析缸              70 个 

8. 微量注射器             10 个 

9. 移液器                  50 把 

10.电泳槽                  12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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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徐岚、钱晖 科学出版社、2014 

   2.参考书： 

（1）查锡良主编 生物化学 第七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2）吴士良主编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第二版 科学出版社 2009 

（2）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吴士良、钱晖、周亚军 徐岚 科学出版

社 2009 

（4）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 贡成良、曲春香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9 
                                        

 

 

 

执 笔 人：徐   岚   

审 批 人：张艳岭   

完成时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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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1006                  课程学分：4.5 

课程名称（中/英）：病理学（一）/（Pathology I） 

课程学时：108 学时实验学时：48 学时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五年制, 临床医学“5+3”，医学影像，放射医学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病理学是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疾病状态下人体形态结构、代谢和功能等方面的改

变，从而揭示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和转归的重要医学学科，是介于基础和临床之间

的桥梁学科。 

病理学实验目的是理解和巩固课堂所学到的理论知识，通过观察实验组织切片、

大体标本，要求学生掌握常见疾病的基本病变，把理论知识与具体形态改变结合起来

互相印证，进而理解其临床意义；同时通过综合实验如动物实验以及临床病理讨论等

多种方式，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实验观

察组织切片期间要求他们拍摄典型的病变，用文字进行描述，提高形态学描述技能，

要求学生注意局部与整体，形态与功能以及基础与临床之间的关系，以其将理论与实

践进行更好地结合，从而理解疾病临床表现的病理基础，为今后的临床学习打下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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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方法及实验规章制度 演示、验证 0.5 1 必修 

2 细胞与组织的适应与损伤； 演示、验证 2.5 1 必修 

3 损伤的修复 综合性实验 1 8-10 必修 

4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演示、验证 3 1 必修 

5 动物实验 综合性实验 1 8-10 必修 

6 炎症 演示、验证 3 1 必修 

7 临床病理讨论会 综合性实验 2 8-10 必修 

8 肿瘤 演示、验证 7 1 必修 

9 心血管系统疾病 综合性实验 4 8-10 必修 

10 呼吸系统疾病 综合性实验 4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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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化系统疾病 综合性实验 6 8-10 必修 

12 淋巴造血系统疾病 演示、验证 1 1 必修 

13 泌尿系统疾病 综合性实验 3 8-10 必修 

14 生殖系统疾病 演示、验证 3 1 必修 

15 内分泌系统疾病 综合性实验 2 8-10 必修 

16 神经系统疾病 演示、验证 1 1 选修 

17 传染病 演示、验证 3 1 必修 

18 寄生虫 演示、验证 1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实验方法及实验规章制度 

1.教学内容 

讲解实习目的及要求、大体标本和组织切片的观察方法以及实验室规章制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切片和大体标本的制作方法及显微镜的操作规范。 

（2）熟悉实验室规章制度。 

（3）掌握大体标本的观察方法、组织切片标本观察原则。 

实验项目 2：细胞与组织的适应与损伤 

1.教学内容 

观察适应和损伤包括变性，坏死的大体标本及组织切片。 

2.教学目标 

（1）了解损伤发生的机制。 

（2）熟悉坏疽的形态学特点及分类；坏死的常见结局。 

（3）掌握萎缩、常见变性的形态特点、常见坏死的类型及其形态特点。 

实验项目 3：损伤的修复 

1.教学内容 

观察修复的相关大体标本及组织切片，结合切片分组讨论临床病例。 

2.教学目标 

（1）了解创伤愈合的过程。 

（2）熟悉骨折愈合过程；一期愈合和二期愈合的区别。 

（3）掌握肉芽组织的形态学特点，结合病例理论联系实际，掌握肉芽组织在

组织修复中的意义。 

实验项目 4：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1.教学内容 

观察淤血、血栓、梗死等大体标本及组织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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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出血的原因及后果。 

（2）熟悉血栓形成的条件、结局及其对机体的影响；主要脏器梗死的发生原因

及后果。 

（3）掌握肺、肝淤血的形态特点及后果，血栓以及肾、脾梗死的形态特点。 

实验项目 5：动物实验 

1.教学内容 

兔子肺动脉脂肪栓塞模型的制作：根据实验要求学生自己动手设计实验过程并

具体操作；观察兔子栓塞后的具体表现以强化栓塞的后果；脂肪染色结果（苏

丹 III）的示教以强调如何判断脂肪栓塞。 

2.教学目标 

（1）了解苏丹 III 染色的机理。 

（2）熟悉各种常见的栓塞类型。 

（3）掌握肺动脉栓塞的形态特点及后果。 

实验项目 6：炎症 

1.教学内容 

观察急性化脓性炎，纤维素性炎以及慢性增生性炎的大体标本及组织切片。 

2.教学目标 

（1）了解炎症的病变过程。 

（2）熟悉各种炎症细胞的形态特点及其功能。 

（3）掌握急性化脓性炎，纤维素性炎，肉芽肿性炎的形态特点。 

实验项目 7：临床病理讨论会 

1.教学内容 

组织学生讨论相关病例并观察相关大体标本及组织切片。 

2.教学目标 

（1）了解临床各项检测指标。 

（2）熟悉基本医疗术语；熟悉炎症时的临床与病理联系。 

（3）掌握炎症扩散及转归的规律和特点。 

实验项目 8：肿瘤 

1.教学内容 

观察良性肿瘤、恶性肿瘤；癌与肉瘤以及转移性肿瘤的大体标本和组织切片。 

2.教学目标 

（1）了解肿瘤病理学检查的常用方法及病理送验的注意事项。 

（2）熟悉肿瘤的分类及命名原则。 

（3）掌握良性肿瘤与恶性肿瘤、癌与肉瘤的主要区别；常见上皮性、间叶性肿

瘤的形态特点及临床病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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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9：心血管系统疾病 

1.教学内容 

观察动脉粥样硬化、心肌梗死、高血压病、风湿性心脏病、心瓣膜病等大体标

本及组织切片；分组进行心血管病相关病例讨论，并结合组织及大体标本进一

步掌握临床病理联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原发性心肌病的形态特点。 

（2）熟悉亚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形态特点及临床联系；心瓣膜病的形态特点

以及临床病理联系。 

（3）掌握动脉粥样硬化症及心肌梗死的形态特点、风湿病的基本病变、高血压

病主要脏器的病变特点以及临床病理联系。 

实验项目 10：呼吸系统疾病 

1.教学内容 

观察小叶性肺炎、肺气肿、硅肺，肺癌等大体标本及组织切片；分组讨论临

床病例，结合大叶性肺炎的组织切片进行临床病理联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慢性支气管炎的病理变化。 

（2）熟悉支气管扩张症、硅肺及肺气肿和肺源性心脏病的形态学特点。 

（3）掌握肺癌的病理类型，大叶性肺炎和小叶性肺炎形态学特点以及两者之

间的异同点。 

实验项目 11：消化系统疾病 

1.教学内容 

观察胃肠道及肝脏常见病变的大体及组织切片；分组讨论相关的临床病例（如

胃溃疡、肝硬化），结合胃溃疡或肝硬化等的组织切片进行临床病理联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慢性浅表性胃炎的病理变化。 

（2）熟悉结肠癌、食道癌、肝癌的肉眼形态与临床表现的联系；熟悉病毒性肝

炎的基本病理变化。 

（3）掌握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癌的病理特点及其主要并发症；各型肝

硬化的病变特点及其临床病理联系。 

实验项目 12：淋巴造血系统疾病 

1.教学内容 

观察淋巴瘤的大体及组织学切片；髓性白血病浸润肝脏的大体标本。 

2.教学目标 

（1）了解髓性白血病浸润其他组织的大体形态特点。 

（2）熟悉恶性淋巴瘤的分类原则和基本分类；霍奇金淋巴瘤的类型、病理特点

以及临床愈合。 

（3）掌握霍奇金淋巴瘤的主要病理变化（R-S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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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3：泌尿系统疾病 

1.教学内容 

观察各种肾炎，肾盂肾炎以及肾及膀胱肿瘤的大体及组织切片；分组进行肾

炎相关的临床病例的讨论，进一步强化临床病理联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肾癌和膀胱癌的主要病理变化。 

（2）熟悉肾盂肾炎与肾小球肾炎病变的不同点。 

（3）掌握常见肾小球肾炎的病理特点和临床病理联系。 

实验项目 14：生殖系统疾病 

1.教学内容 

观察子宫，卵巢，乳腺，前列腺等病变的大体及组织切片。 

2.教学目标 

（1）了解前列腺增生的主要病理变化。 

（2）熟悉葡萄胎、绒癌的病变特点；卵巢常见肿瘤的大体特点。 

（3）掌握子宫颈癌及乳腺癌的病理特点。 

实验项目 15：内分泌疾病 

1.教学内容 

甲状腺病变的大体标本及组织切片观察，分组进行临床病例（甲状腺功能亢

进）讨论，结合组织切片及大体标本强化临床病理联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其他甲状腺恶性肿瘤的病理变化。 

（2）熟悉甲状腺腺瘤，甲状腺乳头状癌的病理变化。 

（3）掌握非毒性和毒性甲状腺肿的基本病理变化及其与临床的联系。 

实验项目 16：神经系统疾病 

1.教学内容 

观察流行性脑膜炎及流行性脑炎的大体标本及组织切片。 

2.教学目标 

（1）熟悉流行性脑膜炎及流行性脑炎的临床表现。 

（2）掌握流行性脑膜炎及流行性脑炎的主要病理改变。 

实验项目 17：传染病 

1.教学内容 

观察结核病，伤寒、菌痢的大体标本及组织切片。 

2.教学目标 

（1）了解性传播疾病的主要病理变化。 

（2）熟悉肺外结核病的好发部位及病变特点；结核、伤寒、菌痢的临床病理联

系。 

（3）掌握原发性肺结核、继发性肺结核以及伤寒、菌痢的病变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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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8：寄生虫疾病 

1.教学内容 

观察血吸虫病、阿米巴病的大体标本及组织切片。 

2.教学目标 

（1）了解阿米巴以及血吸虫的生活史。 

（2）熟悉阿米巴病、血吸虫病主要侵犯部位。 

（3）掌握阿米巴病、血吸虫病的基本病变。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用数码显微镜拍摄典型病变并以电子版报告形式呈现，对病变

进行标注并进行文字描述，最后得出病理诊断。 

2. 平时表现：实验课上与老师互动以及病例讨论的表现。 

3. 实验考试：组织切片观察并进行诊断和病变的描述；大体标本考试。 

以上三项总和为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约为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捷达互动显微系统软件            61 套/每室，共 3 个实验室，合计 183 套 

教师用计算机 1 台/每室，共 3 个实验室，合计 3 台 

学生用计算机                    60 台/每室，共 3 个实验室，合计 180 台 

数码显微镜    CX21              1 台/每室，共 3 个实验室，合计 3 台 

数码显微镜    CX31              60 台/每室，共 3 个实验室，合计 18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冯一中等主编，《医学形态学实验指导》，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 

2.参考书： 

（1）陈杰、周桥等主编，《病理学（供 8 年制及七年制临床专业用）》，第 3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8. 

（2）罗塞原著，郑杰主译，《ROSAI & ACKERMAN 外科病理学》第 10 版，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4.1. 

（3）L.Maximilian Buja 等主编 ,崔全才主译，《奈特病理学彩色图谱》 .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4）Vinay Kumar 等主编，《Robbins Basic Pathology》 9th.Ed；Saunders; 2012.5. 

（5）克拉特主编，唐涛等译，《Robbins 和 Cotran 病理学图谱》，天津科技翻

译出版公司，2011.1. 

（6）张志刚、刘颖主编，《病理学实验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9. 
 

执 笔 人：董亮   

审 批 人：邓敏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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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寄生虫学》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1007              课程学分：2.0 学分 

课程名称：人体寄生虫学/Human parasitology 

课程学时：30 学时     实验学时：24 学时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放射医学和医学影像学等五年制医学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主要研究与医学有关的寄生虫的形态结构、生活史、生理、生物化学

和分子生物学、免疫学，寄生虫与宿主的相互关系，以及寄生虫病的实验诊断（病原

学诊断、免疫学诊断和分子生物学诊断）、流行因素和防治原则，并研究传播媒介的

形态、生活史、生态和习性、医学重要性和防制原则。 

教学目标：本课程实验教学目的是通过对重要寄生虫病实验动物模型制备，标本

采集、制作使学生掌握和了解病原传播的过程，对课程学习有一个全面的理解；观察

病原体大体标本、玻片标本，中间宿主大体标本，典型病理标本及医学节肢动物媒介

标本等，掌握本课程与形态学相关的基础知识，特别是与诊断有关的形态学特点；用

病原学诊断、免疫学诊断和分子生物学方法检测寄生虫病患者或隐性感染者的血液、

排泄物和分泌物中的病原、抗原、抗体和核酸，在这过程中学生较全面的掌握与诊断

有关的操作技能。通过本课程实验使学生掌握寄生虫学基本形态学特点、检测操作技

能和动物模型制备等基础性、综合性和创新性方面的知识，为巩固理论知识，提高学

生操作和初步研究能力；培养学生的病原生物学基础和应用方面的科学研究能力以及

临床实验室诊断、病例分析和感染性疾病监测、预警、控制和防治方面的初步能力；

为学生从事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寄生虫学总论 似蚓蛔线虫、毛首鞭形线虫、

蛲虫及直接涂片法的实践操作与观察 
综合性 2 3 必修 

2 

十二指肠钩口线虫与美洲板口线虫、旋毛形线

虫、丝虫及钩虫卵的饱和盐水浮聚法检测与观

察、厚血膜法涂片、染色的实践操作与观察 

综合性 2 3 必修 

3 华支睾吸虫 布氏姜片虫及中间宿主的辨认 验证性 2 3 必修 

4 卫氏并殖吸虫、斯氏狸殖吸虫 日本血吸虫及 验证性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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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宿主的辨认 

5 
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  

微小膜壳绦虫 
验证性 2 3 必修 

6 
细粒棘球绦虫 

曼氏迭宫绦虫 
验证性 2 3 必修 

7 
原虫概论 溶组织内阿米巴 

阴道毛滴虫 
验证性 2 3 必修 

8 
杜氏利什曼原虫 

蓝氏贾第鞭毛虫 
验证性 2 3 必修 

9 疟原虫 验证性 2 3 必修 

10 
刚地弓形虫、隐孢子虫等机会致病原虫 

结肠小袋纤毛虫 
验证性 2 3 必修 

11 
医学节肢动物概论 

蚊、蝇、 蚤、 虱、白蛉 
验证性 2 3 必修 

12 
革螨、恙螨、疥螨、蠕形螨、硬蜱、软蜱及蠕

形螨的透明胶纸条法的实践操作 
综合性 2 3 必修 

三、实验内容与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寄生虫学总论 蛔虫、鞭虫、蛲虫及直接涂片法的实践操作 

1. 教学内容 

（1）似蚓蛔线虫、蠕形住肠线虫及毛首鞭形线虫的虫卵与成虫形态观察； 

（2）蛔虫卵直接涂片法观察； 

（3）蛲虫卵的透明胶纸条检查法观察 

2. 教学目标 

（1）了解透明胶纸黏贴法观察蛲虫卵； 

（2）熟悉直接涂片法的操作； 

（3）掌握土源性线虫蛔虫、蛲虫与鞭虫的虫卵与成虫的识别形态。 

实验项目 2：十二指肠钩口线虫与美洲板口线虫、旋毛形线虫、丝虫及饱和盐水

浮聚法、厚血膜法的实践操作 

1. 教学内容 

（1） 十二指肠钩口线虫与美洲板口线虫成虫形态的差异；  

（2）钩虫虫卵形态显微镜下观察； 

（3）旋毛虫幼虫囊包（示教） 

（4）班氏丝虫与马来丝虫成虫与微丝蚴的观察； 

（5）显微镜下班氏微丝蚴与马来微丝蚴的形态鉴别； 

（6）钩虫卵的饱和盐水浮聚法； 

（7）丝虫病的厚血膜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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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目标 

（1）了解旋毛虫幼虫囊包的形态特征； 

（2）熟悉钩虫卵的饱和盐水浮聚法操作； 

（3）熟悉微丝蚴的夜现周期性与厚血膜法操作与镜下观察； 

（4）掌握钩虫的成虫与虫卵形态； 

（5）掌握班氏丝虫马来丝虫两种微丝蚴的形态鉴别。 

实验项目 3：吸虫概论 华支睾吸虫 布氏姜片虫及中间宿主的辨认 

1. 教学内容 

（1）肝吸虫、布氏姜片虫成虫与虫卵形态学观察； 

（2）肝吸虫、姜片虫第一中间宿主的识别； 

（3）肝吸虫、姜片虫第二中间宿主的识别。 

2. 教学目标 

（1）了解肝吸虫与姜片虫的第二中间宿主与感染人体的途径； 

（2）熟悉肝吸虫的第一中间宿主沼螺、豆螺、涵螺； 

（3）熟悉姜片虫的第一中间宿主扁卷螺； 

（3）掌握肝吸虫与姜片虫成虫与虫卵形态特征。 

实验项目 4：卫氏并殖吸虫、斯氏狸殖吸虫、日本血吸虫 

1. 教学内容 

（1）肺吸虫成虫与虫卵形态观察； 

（2）日本血吸虫成虫与虫卵形态学观察； 

（3）肺吸虫的第二中间宿主淡水虾、淡水蟹的形态识别； 

（4）肺吸虫的第一中间宿主川卷螺与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的形态识别； 

（5）日本血吸虫肝脏肉芽肿压片观察（示教）。 

2. 教学目标 

（1）了解肺吸虫的第二中间宿主； 

（2）熟悉肺吸虫的第一中间宿主川卷螺与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的形态； 

（3）掌握肺吸虫与日本血吸虫的成虫与虫卵形态； 

（4）掌握日本吸虫肝脏肉芽肿的镜下形态特征。 

实验项目 5：绦虫概论 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 微小膜壳绦虫 

1. 教学内容 

（1）猪带绦虫、牛带绦虫虫卵形态识别； 

（2）猪带绦虫、牛带绦虫成熟节片与孕节形态观察； 

（3）微小膜壳绦虫虫卵形态（示教）； 

（4）猪带绦虫囊尾蚴的形态观察。 

2. 教学目标 

（1）了解微小膜壳绦虫虫卵形态； 

（2）熟悉猪带绦虫与牛带绦虫成熟节片与孕节形态差异； 

（3）掌握猪带绦虫囊尾蚴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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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掌握猪带绦虫虫卵形态特征。 

实验项目 6：细粒棘球绦虫、曼氏迭宫绦虫 

1. 教学内容 

（1）细粒棘球绦虫棘球蚴形态观察； 

（2）曼氏迭宫绦虫原尾蚴形态观察； 

（3）细粒棘球绦虫卵形态观察； 

（4）曼氏迭宫绦虫卵形态观察。 

2. 教学目标 

（1）了解曼氏迭宫绦虫卵形态特征； 

（2）熟悉细粒棘球绦虫卵形态特征； 

（3）掌握细粒棘球绦虫棘球蚴形态特征。 

实验项目 7：原虫概论 溶组织内阿米巴、阴道毛滴虫 

1. 教学内容 

（1）溶组织内阿米巴滋养体与包囊贴苏木素染色片形态观察； 

（2）溶组织内阿米巴包囊碘液染色法观察（示教）； 

（3）阴道毛滴虫滋养体形态观察； 

（4）结肠内阿米巴滋养体与包囊形态观察。 

2. 教学目标 

（1）了解结肠内阿米巴滋养体与包囊形态特征； 

（2）熟悉阴道毛滴虫滋养体形态特征； 

（3）掌握溶组织内阿米巴滋养体与包囊形态特征。 

实验项目 8：杜氏利什曼原虫、蓝氏贾第鞭毛虫 

1. 教学内容 

（1）杜氏利士曼原虫前鞭毛体、无鞭毛体形态观察； 

（2）杜氏利什曼原虫中间宿主白蛉的识记； 

（3）蓝氏贾地鞭毛虫滋养体与包囊形态观察。 

2. 教学目标 

（1）了解杜氏利什曼原虫中间宿主白蛉的形态； 

（2）熟悉杜氏利士曼原虫前鞭毛体形态特征； 

（3）掌握杜氏利士曼原虫无鞭毛体形态特征； 

（4）掌握蓝氏贾第鞭毛虫滋养体与包囊形态特征。 

实验项目 9：疟原虫 

1. 教学内容 

（1）在我国主要感染人体疟原虫种间日疟原虫与恶性疟原虫形态鉴别； 

（2）间日疟原虫的环状体、滋养体、裂殖体与配子体等各期形态特征； 

（3）恶性疟原虫环状体、配子体形态特征； 

（4）疟疾主要传播媒介按蚊的形态特征。 

2. 教学目标 

（1）了解主要感染人体的四种疟原虫； 

（2）熟悉间日疟原虫与恶性疟原虫的形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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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间日疟原虫的各期形态特征； 

（4） 掌握恶性疟原虫的环状体与配子体形态特征。 

实验项目 10：刚地弓形虫、隐孢子虫等机会致病原虫及结肠小袋纤毛虫 

1. 教学内容 

（1）刚地弓形虫速殖子与缓殖子形态观察； 

（2）刚地弓形虫包囊与假包囊形态观察； 

（3）隐孢子卵囊观察（示教）； 

（4）结肠小袋纤毛虫滋养体与包囊形态观察（示教）。 

2. 教学目标 

（1）了解结肠小袋纤毛虫滋养体与包囊形态特征； 

（2）了解刚地弓形虫缓殖子与包囊形态特征； 

（3）熟悉隐孢子虫卵囊形态特征； 

（4）掌握刚地弓形虫假包囊与速殖子形态特征。 

实验项目 11：医学节肢动物概论、蚊、蝇、 蚤、 虱、白蛉及其传病意义 

1. 教学内容 

（1）按蚊、库蚊、伊蚊等三属蚊的各期形态差异观察识别； 

（2）不同种蝇的形态观察识别； 

（3）蚤的形态观察识别； 

（4）虱的形态观察识别； 

（5）白蛉的形态观察识别。 

2. 教学目标 

（1）了解蚤、虱、白蛉的形态特征； 

（2）熟悉不同种蝇的形态特征； 

（3）掌握三属蚊虫卵、幼虫、蛹与成虫期等形态学差异。 

实验项目 12：革螨、恙螨、疥螨、蠕形螨、蜱及透明胶纸条法的实践操作 

1. 教学内容 

（1）革螨的形态观察与识记； 

（2）恙螨幼虫的形态观察与识别； 

（3）透明胶纸条黏贴法查蠕形螨的操作； 

（4）疥螨的形态学观察与识记； 

（5）硬蜱的形态特征观察与识记； 

（6）软蜱的形态观察与识记。 

2. 教学目标 

（1）了解透明胶纸条黏贴法的操作； 

（2）熟悉硬蜱、软蜱的形态特征； 

（3）掌握革螨、恙螨、疥螨、蠕形螨的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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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实验一 

土源性线虫蛔虫、鞭虫、蛲虫虫卵的光学显微镜结构、使用生物作图法

画出基本结构形态；观察以上三种线虫的成虫形态，完成实验报告中成

虫结果的标注；直接涂片法的操作，注意涂片的方法与实验室生物安全 

实验二    

钩虫虫卵的光学显微镜结构、使用生物作图法画出基本结构形态；观察

两种钩虫成虫形态，观察旋毛虫囊包结构、丝虫微丝蚴形态特征，完成

实验报告中成虫结果的标注；依丝虫微丝蚴夜现周期性特点采血后制作

厚血膜片并进行吉氏染色显微镜下观察。 

实验三 
人体肝吸虫、姜片虫各期形态观察：记录和画出肝吸虫虫卵与姜片虫虫

卵的典型形态学特征 ；标记出肝吸虫成虫与姜片虫成虫的结构名称 

实验四 
日本血吸虫、肺吸虫成虫形态观察与结构标注、画出典型日本血吸虫虫

卵与肺吸虫虫卵结构特征；日本 

实验五 
猪带绦虫与牛带绦虫成虫头节、未成熟节片、成节、孕节节片结构标注、

画猪带绦虫卵与牛带绦虫卵，体现带科绦虫虫卵的典型特征 

实验六 
细粒棘球绦虫棘球蚴结构标注，细粒棘球绦虫生活史过程标注；画出典

型棘球蚴中原头蚴形态特征 

实验七 

画溶组织内阿米巴与结肠内包囊的识别形态，显示不同特点；画阴道毛

滴虫滋养体显示其主要形态特征；标注溶组织内阿米巴、结肠内阿米巴

滋养体的结构名称 

实验八 
画蓝氏贾地鞭毛虫包囊显示其形态特征；标注杜氏利士曼原虫生活史过

程、前鞭毛体与无鞭毛体着色，显示姬氏染色片下的特征 

实验九 

间日疟原虫与恶性疟原虫的生活史过程标注；间日疟原虫环状体、滋养

体、裂殖体和配子体期的绘画、恶性疟原虫环状体与雌雄配子体期的绘

画，显示两种常见疟原虫的形态差异 

实验十 画刚地弓形虫速殖子与假包囊，体现速殖子与假包囊的典型形态特征 

实验十一 
标按蚊、库蚊、伊蚊、蝇、蚤、虱等成虫的学名及一般结构名称，学会

辨认这些节肢动物 

实验十二 
标硬蜱、软蜱、恙螨、革螨、疥螨、蠕形螨的结构和成虫名称，学会辨

认这些节肢动物 

2、考核方式 

（1）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包括实验报告考核和实验考试考核 

（2）课程实验考核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其中实验报告成绩占 10%，实验考

试成绩占 20%；根据出勤情况、实验报告及实验考试等综合评分，实验成绩占总分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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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光学显微镜 120 台 

倒置显微镜 2 

ELISA 试剂盒 8 人 1 套 

PCR 试剂盒 100 人 1 套 

恒温箱 2 

各类组织切片和大体标本 80 

高压蒸气灭菌器 1 台 20L 

恒温水浴锅 2 

电泳仪、电泳槽 2 套 

高速离心机 2 

微量移液器（10、20、200、1000μL） 20 

六、教材及参考书 

1．实验教材 

    冯一中，诸葛洪祥等主编《医学形态学实验指导》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2．参考书 

 （1）诸欣平 苏川主编《人体寄生虫学》第 8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 

 （2）高兴政主编《医学寄生虫学》 第 2 版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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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免疫学（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CLMB1008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医学免疫学/Medical Immunology                       

课程学时：54 学时                        实验学时：18 学时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及相关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 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医学免疫学实验课程依据免疫学原理，选择了研究和应用中常用和具

有代表性的免疫学技术，设计和开设不同层次的实验。实验内容包括了外周血单个核

细胞分离、免疫荧光标记、B 淋巴瘤杂交、酶联免疫吸附（ELISA）、免疫组化以及

荷瘤小鼠模型建立等技术。以此为基础，将这些实验技术贯穿融入到相应的实验内容

中，既包含作为基本要求的必修实验，也有提供给为学有余力同学的较高层次的综合

性、设计性和创新性实验，进一步培养学生对免疫学原理的理解、应用和创新能力。 

教学目标：1、通过实验课程，帮助学生进一步掌握免疫学的基本概念、固有免

疫应答和适应性免疫应答等重要免疫学原理；2、掌握常用免疫学实验的原理、方法、

应用及意义；3、了解免疫学的研究进展，以及新近出现的免疫学实验方法和原理。 

教学要求：1、能够规范地进行免疫学常用实验的操作及实验结果分析，了解各

种仪器的工作原理及正确的使用与维护方法；2、能够将免疫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相

结合，灵活地应用于相关基础研究及临床疾病的辅助诊断与判断预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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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的分离及冻存和复苏 综合性 8 4 必选/选修 

2 酶联免疫分析 综合性 5 4 必选 

3 抗原免疫小鼠及免疫效价测定 综合性/设计性 12 4 必选/选修 

4 B 淋巴细胞杂交实验 综合性 5 4 必选 

5 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富集和鉴定 综合性/设计性 12 4 必选/选修 

6 
小鼠淋巴结和脾脏细胞制备及免疫荧光标

记分析 T 细胞亚群 
综合性/设计性 12 4 必选/选修 

7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内抗原 综合性/设计性 8 4 选修 

8 荷瘤小鼠模型建立及免疫组化分析 综合性/设计性 18 4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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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的分离及冻存和复苏 

1.教学内容 

采取家兔外周血，采用等渗缓冲液稀释；利用一种比重为 1.077 左右、接近等

渗的淋巴细胞分离液作密度梯度离心，可使一定比重的细胞群按相应密度梯度分布，

从而将各种血细胞加以分离；收集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取少量细胞采用倒置显微镜观

察和计数细胞；将剩余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采用 50% 小牛血清、10% DMSO 和 40% 

RPMI1640 冻存；将冻存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复苏并采用台盼蓝染色后观察细胞存活

率。 

2.教学目标 

（1）了解了解无菌操作的一般要求。 

（2）熟悉细胞冻存和复苏原理和技术，以及离心机和倒置显微镜使用。 

（3）掌握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的分离方法、细胞计数方法。 

实验项目 2：酶联免疫分析 

1.教学内容 

根据抗原抗体特异性结合的原理，采用酶标记抗体进行抗原抗体反应，将抗原抗体反应的

特异性与酶对底物高效催化作用结合起来；根据酶作用底物后显色，以颜色变化判断实验结果，

可经酶标测定仪作定量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 ELISA 在科研和临床检测中的应用。 

（2）熟悉体液或细胞培养上清中细胞因子的测定方法及原理；酶标检测仪的使用。 

（3）掌握掌握 ELISA 测定方法的关键操作及结果分析。 

实验项目 3：抗原免疫小鼠及免疫效价测定 

1.教学内容 

采用稳定表达靶抗原的基因工程细胞株多次免疫小鼠；通过眼眶后静脉丛取血

并获得血清；将血清倍比稀释后和基因工程细胞株孵育，采用 PE 标记的二抗，做免

疫荧光分析，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判断小鼠血清免疫效价。 

2.教学目标 

（1）了解流式细胞仪的使用和结果分析。 

（2）熟悉眼眶后静脉丛取血的方法和血清制备方法。 

（3）掌握抗原免疫动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免疫荧光标记方法。 

实验项目 4：B 淋巴细胞杂交实验 

1.教学内容 

制备小鼠骨髓瘤细胞；摘取免疫后小鼠脾脏并制备脾细胞悬液；利用细胞融合

技术，将富含浆细胞的小鼠脾脏细胞与骨髓瘤细胞进行融合；显微镜下观察细胞融合

形态和融合效率；融合后的细胞可经过选择培养获取杂交瘤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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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掌握分泌特异抗体杂交瘤细胞的建株和阳性筛选原理。 

（2）掌握细胞融合技术的原理和操作过程。 

（3）熟悉单克隆抗体的制备原理和鉴定过程。 

实验项目 5：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富集和鉴定 

1.教学内容 

利用37ºC 预温RPMI 1640 培养液冲洗小鼠腹腔，可诱导腹腔巨噬细胞游出进入洗液；

将含有巨噬细胞的腹腔细胞抽出并置入冰上预冷的容器；用预冷PBS 缓冲液洗涤获取腹腔细

胞；选用贴壁法去除非贴壁细胞而富集巨噬细胞；采用倒置显微镜观察和计数；采用抗鼠

CD11b 直标抗体等标记富集后的巨噬细胞，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富集后巨噬细胞的纯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巨噬细胞的各种分离、纯化和鉴定方法。 

（2）熟悉巨噬细胞的生物学特点，巨噬细胞在免疫应答中的作用 

（3）掌握制备腹腔巨噬细胞的原理和操作要领及流式细胞术检测巨噬细胞纯度。 

实验项目 6：小鼠淋巴结和脾脏细胞制备及免疫荧光标记分析 T 细胞亚群 

1.教学内容 

获取小鼠主要的皮下淋巴结和小鼠脾脏；制备小鼠脾脏和淋巴结单细胞悬液；根据实验

需要设计抗鼠CD3、CD4、CD8、CD45RA 和CD45RO 等不同的多色荧光抗体组合标记鉴定

各种T细胞亚群；流式细胞术分析T细胞亚群的比例。 

2.教学目标 

（1）了解小鼠淋巴结的分布。 

（2）熟悉 T 细胞亚群的分类方法。 

（3）掌握淋巴细胞和脾脏细胞悬液的制备以及免疫荧光标记和流式细胞术分析 

实验项目 7：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内抗原 

1.教学内容 

选择特定的免疫细胞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聚甲醛固定保持细胞形态的完整性

和细胞内物质的抗原性，采用皂素进行细胞膜打孔；根据实验需要设计荧光标记的细

胞因子特异性抗体染色方案；洗涤后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2.教学目标 

（1）了解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内抗原在免疫学研究中的应用。 

（2）熟悉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内抗原的主要操作步骤、 

（3）掌握采用免疫荧光标记进行细胞内细胞因子染色的原理。 

实验项目 8：荷瘤小鼠模型建立及免疫组化分析 

1.教学内容 

选择相应的肿瘤细胞株和宿主小鼠；将体外人工培养的肿瘤细胞接种于适当的

动物体内，通过肿瘤细胞在动物体内的增殖形成实体瘤或血循环中的散在肿瘤；观察

小鼠的一般情况、绘制成瘤曲线和肿瘤生长曲线；适时摘取小鼠肿瘤制备冰冻切片或

固定及石蜡包埋后组织切片；通过 HE 染色观察肿瘤组织的微观结构；根据实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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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相应抗体组合检测肿瘤组织中不同细胞表面的免疫分子。 

2.教学目标 

（1）了解各种荷瘤小鼠模型建立的方法和应用。 

（2）熟悉观察荷瘤小鼠成瘤和生长曲线及 HE 染色方法。 

（3）掌握肿瘤免疫应答基本概念和肿瘤免疫逃逸机理；免疫组化的原理和实验

过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随堂独立完成实验报告，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正确的分析。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①实验操作的参与度；②实验操作的正确性；③实验

报告的完成情况。 

（2）实验课考核成绩，实验课成绩根据学生的实际参与度、操作与结果的正确

性、实验报告书写的认真与规范程度分为 A（优）、B（良）、C（及格）及D（不及格）。 

（3）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施为： 

1．生物倒置显微镜  2 台 

2．荧光显微镜 1 台 

3．流式细胞仪 1 台 

4．酶标仪 3 台 

5．细胞培养箱 2 台 

6．离心机 1 台 

7．-80℃低温冰箱 1 台 

8. 流式细胞仪              （待购）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居颂光 朱一蓓.医学免疫学实验技术.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 

2.参考书：曹雪涛.医学免疫学（第 6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高晓明.医学免疫学（第 2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王迎伟.医学免疫学（第 1 版）.科学出版社.2013 

          余平.医学免疫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第 2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执 笔 人：居颂光  孙静   

审 批 人：邱玉华   

完 成 时 间：2016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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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微生物学（一）》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1009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医学微生物学 /Medical Microbiology（I）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28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医学检验、医学影像、放射医学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医学微生物学》是微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也是基础医学中的一门重要学科，主

要介绍病原微生物的形态结构、生命活动规律以及与机体的相互关系，为学习临床各

科的感染性疾病、传染病、超敏反应性疾病和肿瘤等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微生物学

实验是微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习医学微生物课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本课程

的实验教学密切结合理论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培养无菌操

作技术、微生物染色及形态观察、细菌人工培养法、血清学检测等微生物学的基本方

法和技能。在本课程的实验教学中开设了的综合性、设计性及创新性实验项目，更注

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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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形态与结构的检查法 验证性 3 1 必修 

2 细菌的培养法、细菌代谢产物的检查 综合性 3 1 必修 

3 细菌的分布、理化因素对微生物的影响 创新性、设计性 3 4 必修 

4 化脓性球菌 验证性 2 1 必修 

5 肠道杆菌未知标本的检查、肥达试验 综合性 8 1 必修 

6 其他病原性细菌（一） 验证性 3 1 必修 

7 其他病原性细菌（二） 验证性 2 1 必修 

8 病毒及真菌检查法 验证性 4 1 必修 

9 病毒的分离培养（鸡胚接种法） 综合性 4 1 选修 

10 血液标本中常见病原菌的分离培养与鉴定 创新性、设计性 8 1 选修 

11 感染性疾病的微生物学检查（TBL） 创新性、设计性 8 6 选修 

12 细菌运动性观察及鞭毛染色 综合性 8 1 选修（开放） 

13 唾液标本中溶菌酶含量测定 综合性 8 3 选修（开放） 

14 水样中细菌总数的测定 综合性 8 3 选修（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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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细菌形态与结构的检查法 

1.教学内容 

（1）介绍微生物实验室规则及注意事项； 

（2）显微镜油镜的使用方法；  

（3）革兰染色及形态观察：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 

（4）示教标本观察：变形杆菌（鞭毛）、枯草芽胞杆菌（芽胞）、肺炎链球菌（荚

膜）、空肠弯曲菌（螺形菌）。 

2.教学目标 

（1）了解革兰染色的原理； 

（2）熟悉细菌的特殊结构； 

（3）掌握显微镜（油镜）的使用方法，革兰染色法及细菌形态检查法。  

实验项目 2：细菌的培养法、细菌代谢产物的检查 

1.教学内容 

（1）介绍常用培养基的制备方法及用途：肉汤培养基、普通琼脂培养基、固体

培养基、血液琼脂培养基、SS 平板、庖肉培养基等； 

（2）细菌的接种法：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芽胞杆菌； 

（3）细菌代谢产物的检查：糖发酵、吲哚、尿素酶、硫化氢试验及色素产生等

常用生化反应结果示教；氧化酶试验、触酶试验操作及观察。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用微生物培养基的制备方法及用途； 

（2）熟悉细菌学鉴定中常用生化反应的现象及结果判断； 

（3）掌握无菌操作技术及细菌的接种及培养方法。  

实验项目 3：细菌的分布、理化因素对微生物的影响 

1.教学内容 

（1）介绍实验室常用消毒灭菌方法：干热灭菌、高压蒸汽灭菌、过滤除菌等，

参观消毒灭菌设备； 

（2）紫外线杀菌试验：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芽胞杆菌； 

（3）化学消毒剂抑菌试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  

（4）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 

（5）细菌的分布：学生设计实验检查细菌在自然界及人体的分布。 

2.教学目标 

（1）了解理化因素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 

（2）熟悉微生物实验室常用的消毒灭菌方法； 

（3）掌握细菌药敏试验的基本方法及结果判断，微生物在自然界及人体的分布

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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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4：化脓性球菌 

1.教学内容 

（1）三种葡萄球菌菌落形态和产生色素观察； 

（2）甲型、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在血平板上菌落形态及溶血现象观察；  

（3）淋病奈瑟菌及链球菌革兰染色标本观察； 

（4）凝固酶试验：试管法（示教）；玻片法（操作）。 

2.教学目标 

（1）熟悉凝固酶试验（玻片法）的操作方法及结果判断； 

（2）掌握常见化脓性球菌的形态特征及菌落特点。 

实验项目 5：肠道杆菌未知标本的检查、肥达试验 

1.教学内容 

（1）肠道未知标本在 SS 平板上的分离培养； 

（2）可疑菌落转种于克氏双糖铁斜面并培养； 

（3）形态学检查、培养特性、生化反应等初步鉴定可疑菌； 

（4）血清学（玻片凝集）试验明确鉴定； 

（5）肥达试验； 

（6）教学视频：细菌感染的检查。 

2.教学目标 

（1）熟悉肠道杆菌未知标本的检验程序及方法； 

（2）掌握分离培养肠杆菌科细菌常用的选择培养基；肥达试验的原理、方法及

结果判断。 

实验项目 6：其他病原性细菌（一） 

1.教学内容 

（1）嗜肺军团菌、破伤风梭菌、产气荚膜梭菌、肉毒梭菌革兰染色标本观察； 

（2）产气荚膜梭菌的双层溶血现象观察；  

（3）白喉棒状杆菌 Albert 染色标本观察； 

（4）白喉棒状杆菌在亚碲酸钾血平板上的菌落形态观察； 

（5）炭疽芽胞杆菌串珠形成试验结果观察； 

（6）痰涂片标本抗酸染色及结核分枝杆菌形态观察。 

2.教学目标 

（1）熟悉白喉棒状杆菌、破伤风梭菌、产气荚膜梭菌、肉毒梭菌、炭疽芽胞杆

菌的形态特征；  

（2）掌握抗酸染色的原理、方法及结果观察。  

实验项目 7：其他病原性细菌（二） 

1.教学内容 

（1）支原体菌落、放线菌、恙虫病东方体、梅毒螺旋体染色标本观察； 

（2）牙垢标本冯太奈镀银染色及奋森螺旋体形态观察。  

 



 

 181 

2.教学目标 

（1） 熟悉支原体特征性菌落和梅毒螺旋体、恙虫病东方体及放线菌形态特点；  

（2）掌握冯太奈镀银染色的原理和方法及结果观察。  

实验项目 8：病毒及真菌检查法 

1.教学内容 

（1）教学视频：病毒分离培养； 

（2）正常培养细胞及病毒致细胞病变作用（CPE）观察；  

（3）狂犬病毒包涵体--内基小体染色标本观察； 

（4）真菌三种菌落形态的观察； 

（5）介绍真菌培养方法：小培养； 

（6）白假丝酵母菌（厚膜孢子）、石膏样小孢子菌（大分生孢子）、新生隐球菌

（墨汁负染）形态观察；  

（7）皮肤癣患者皮屑标本检查。 

2.教学目标 

（1）了解病毒分离培养常用的方法； 

（2）熟悉病毒感染宿主细胞后产生的 CPE 现象及狂犬病毒包涵体的识别；常

见病原性真菌的菌落特点及形态特征；  

（3）掌握观察真菌形态结构的常用方法。 

实验项目 9：病毒的分离培养（鸡胚接种法） 

1.教学内容 

（1）介绍病毒的培养方法； 

（2）病毒的鸡胚接种及培养；  

（3）血凝试验检测培养液病毒效价；  

（4）病毒血凝抑制试验（示教）。 

2.教学目标 

（1）熟悉病毒的鸡胚培养法；  

（2）掌握病毒血凝试验的原理、方法及结果。 

实验项目 10：血液标本中常见病原菌的分离培养与鉴定 

1.教学内容 

（1）介绍血液标本的采集及血培养常用方法； 

（2）针对血液标本中常见病原菌种类设计合理的检验程序及方法；  

（3）血培养阳性标本的分离培养与鉴定； 

（4）致病菌药敏试验：纸片扩散法； 

（5）结果报告。 

2.教学目标 

（1）了解血液标本的采集原则及血培养常用方法； 

（2）熟悉细菌学检查的检验程序及检验方法；  

（3）掌握微生物无菌操作技术；常用生化反应、纸片扩散法药敏试验的实验现

象观察及结果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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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1：感染性疾病的微生物学检查（TBL） 

1.教学内容 

（1）小组讨论分析病例，初步判断可能的致病菌，设计合理的检验程序及方法； 

（2）按照设计的检验程序，完成各项检验；  

（3）分析实验结果，完成检验报告。 

2.教学目标 

（1）熟悉病原学检查的检验程序及常用方法；  

（2）掌握微生物实验室各项实验技能。 

实验项目 12：细菌运动性观察及鞭毛染色 

1.教学内容 

（1）培养基制备及灭菌；  

（2）试验菌接种及培养：变形杆菌、葡萄球菌；  

（3）试验菌运动性观察：悬滴法、压滴法； 

（4）鞭毛镀银染色及形态观察：变形杆菌。 

2.教学目标 

（1）了解细菌培养基制备技术； 

（2）熟悉细菌鞭毛染色的原理、方法及结果观察；  

（3）掌握液体标本中细菌运动性的观察方法及结果判断。 

实验项目 13：唾液标本中溶菌酶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培养基制备及灭菌；  

（2）溶壁微球菌的培养及菌粉制备；  

（3）溶菌酶测定平板的制备； 

（4）溶菌酶测定：测定标准曲线制备、唾液标本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细菌培养基制备及细菌培养技术； 

（2）熟悉溶菌酶的作用机制；  

（3）掌握唾液标本中溶菌酶测定的原理、方法及意义。 

实验项目 14：水样中细菌总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培养基制备及灭菌；  

（2）样品的稀释；  

（3）CFU 计数测定细菌总数：涂布法、倾注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细菌培养基制备技术； 

（2）熟悉微生物学中样品稀释的常用方法；  

（3）掌握细菌菌落计数（倾注法及涂布法）的方法及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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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技能考核与实验平时成绩相结合。 

（2）实验课成绩评定： 

每次实验课后，根据学生在实验课上的表现、实验报告完成情况等综合评定后作

为该次实验的平时成绩，占实验成绩的 50%，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实验技能考核成绩占实验成绩的 50%，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卧式高压消毒锅   2 台          11.恒温振荡培养箱     2 台 

2.手提式消毒锅   2 台           12.冰箱           10 台 

3.立式高压灭菌器        2 台    13.电子天平          1 台 

4.实验准备用显微镜  3 台        14.普通天平          5 台 

5.示教显微镜      15 台    15.电磁炉          5 台         

6.学生用显微镜    每人 1 台    16.厌氧培养箱        1 台 

7.超净工作台      15 台    17.台式离心机         4 台             

8.恒温培养箱    6 台     18.涡旋震荡仪         1 台 

9.干烤箱          2 台    19.电热搅拌器         1 台 

10.恒温水浴箱           3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冯一中、诸葛洪祥、徐培君主编.《医学形态学实验指导（一）》. 苏州大学出版

社. 2004 年 

2.参考书： 

吴爱武主编.《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实验指导》.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 年 

吴兴安、张芳琳主编.《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程》.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范立梅主编.《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实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年 

李凡、徐志凯主编.《医学微生物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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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解剖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1011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人体结构Ⅱ / The Regional  Anatomy)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人体结构 II》是一门重要的临床前基础课程，属于形态学范畴，通过完成本大

纲所设定的教学内容，使学生理解和掌握人体各部位正常形态结构、位置及毗邻关系，

掌握解剖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培

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和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本大纲以提高学生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目的，为后续基础学科和临床各学科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实验课采用以局部解剖学方式教学，共 36 学时。学生按照实习指导中的解剖操

作步骤，结合教材内容，独立解剖操作。 

二、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实验学时 每组人数 必开/选开 

1 下肢 综合性创新性 8 5 人 必开 

2 上肢 
综合性 

创新性 
8 5 人 必开 

3 胸部 综合性 4 5 人 必开 

4 腹部 综合性创新性 8 5 人 必开 

5 盆部，会阴 综合性 2 5 人 必开 

6 颈部 综合性 4 5 人 必开 

7 头面部 综合性 2 5 人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下肢 

1.教学内容 

（1）在人体标本上观察下肢的境界与分区概况。 

（2）摸认和检测下肢体表标志和动脉干、神经干的体表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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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剖下肢前面浅层，观察大隐静脉、足背静脉弓、隐神经、腓浅神经、腹

股沟浅淋巴结等结构。 

（4）解剖下肢前面深层，观察股前群肌、股内侧群肌、股动脉、股神经、小腿

前群肌、小腿外侧群肌、胫前动脉等结构，观察股三角、股鞘、股管、收

肌管、血管腔隙与肌腔隙。 

（5）解剖下肢后面浅层、臀区深层，观察小隐静脉、臀大肌、臀中肌、进出梨

状肌上、下孔的神经血管等结构。 

（6）解剖下肢后面深层，观察股后群肌、小腿后群肌、坐骨神经、胫神经、胫

后动脉等结构，观察腘窝的境界、内容，踝管的构成、内容。 

2.教学目标 

   （1）掌握：大隐静脉的起始、走行、属支和注入部位，腹股沟浅淋巴结的位置、

分群及收集范围，股前群肌、股内侧群肌、小腿前群及外侧群肌的名称、作

用和神经支配，股三角的境界、内容及其排列，股鞘的概念、股管及股环的

境界。股动脉的起止、走行及主要分支，胫前动脉及足背动脉的起止、行程

和分布，股神经、闭孔神经、腓浅神经、腓深神经的位置和支配，与股动脉、

胫前动脉、及胫后动脉伴行的神经，臀部肌肉的排列，臀大肌、梨状肌的起

止和作用，小隐静脉的起止，股后群肌、小腿后群肌和名称、作用及神经支

配，腘窝的境界、内容及其排列，坐骨神经、胫神经的走行、分支和分布，

出入梨状肌下孔的结构，腘动脉、胫后动脉的起止、行径和分布。 

（2）熟悉：收肌管的位置和组成及通过的结构，踝管的组成及其通过的结构。 

（3）了解：腓浅神经浅出的部位及其支配范围，股前区及内侧区、小腿前、外 

侧区皮神经的分布，股管及股环的临床意义，肌腔隙和血管腔隙的概念，

腹股沟管深淋巴结的位置，股后皮神经、腓肠神经的走行和分布，腘窝淋

巴结及其引流，臀部深层各肌的名称、位置。坐骨神经与梨状肌的关系。 

实验项目 2：上肢 

1.教学内容 

（1）在人体标本上观察上肢的境界与分区概况。 

（2）观察并检测上肢的体表标志及重要结构体表投影。 

（3）解剖胸前区浅层，观察颈阔肌、锁骨上神经、肋间神经前皮支及其伴行的

血管等结构。 

（4）解剖上肢前面浅层，观察头静脉、贵要静脉、肘正中静脉、前臂外侧皮神

经等结构。 

（5）解剖腋窝，观察胸大肌、胸小肌、腋动脉的分支、臂丛的组成及分支、腋

淋巴结等结构。 

（6）解剖上肢前面深层，观察上肢前面的肌肉、主要神经、血管，观察肘窝、

腕管的境界与内容。 

（7）解剖项背部浅层和肩胛区，观察斜方肌、背阔肌、冈上肌、冈下肌、肩胛

上动脉、肩胛上神经、肩胛背动脉、肩胛背神经等结构。 

（8）解剖上肢后面，观察上肢后面的肌肉、主要神经、血管。 

2.教学目标 

（1）掌握：女性乳房的位置、形态、结构特点和淋巴引流及临床意义，上肢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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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的起止、行程及临床意义，腋窝的位置、形态及各壁的构成，臂丛的

组成、主要分支及分布，腋动脉的起止、行径和主要分支及分布，腋静脉

的起止、行径、属支及收集区域，腋淋巴结各群的位置及收纳范围，上肢

动脉干、神经干的体表投影，肱动脉的位置、行程和主要分支分布，前臂

前群肌的名称、位置和作用，前臂前面的神经血管干的位置、分支和分布，

手部肌的分群，掌浅弓的组成、位置和掌深弓的位置，背部浅层肌的位置、

功能和神经支配，穿经三边隙和四边隙的结构，三角肌的位置和作用，臂

部前群肌的名称、起止和作用，前臂后群肌的名称、起止和作用，桡神经

深支及骨间血管的位置和分布。 

（2）熟悉：胸壁浅层肌的位置、主要起止、功能和神经支配，臂部后群肌的名

称、起止和作用，肌皮神经、腋神经、桡神经、正中神经、尺神经的位置、

行程及分布，肘窝的境界及其内诸结构的排列，腕管的构成及其通过的结

构，掌浅弓的体表投影，上肢体表主要肌性标志，竖脊肌的位置和功能。 

（3）了解：胸前区浅血管的概况及神经来源和分布，乳房的神经和血管，上肢

浅层淋巴管的引流，上肢皮神经的分布，腋鞘的构成及其内容，上肢和下

肢的局部记载，臂、前臂筋膜、肌间隔，肘关节周围动脉吻合，手部筋膜

的特点、腱纤维鞘的构成，掌中区的层次结构，正中神经返支的位置和支

配、尺神经浅支的位置及分布，手指及指肚的结构特点，肩胛骨周围的动

脉吻合。三边隙和四边隙的构成。 

实验项目 3：胸部 

1.教学内容 

（1）在人体标本上观察胸部的境界与分区概况。 

（2）观测胸部的主要体表标志和标志线。 

（3）解剖胸壁、肺、及胸膜、膈，观察胸壁肌肉的名称、排列、起止，胸壁血

管、神经的行程、分布，膈的形态、结构、裂孔及通过各裂孔的结构，肺

的形态、位置、分叶、壁胸膜的分部。 

（4）利用心的离体标本和模型，观察心的外形、心腔诸结构、心的传导系和血

管等结构。 

（5）解剖心包，观察心包横窦、心包斜窦的位置、境界。 

（6）解剖纵隔，观察胸腺的形态、位置，胸部血管、神经的行程、分布，气管、

主支气管、食管的形态、特征，胸导管的行程、注入。 

2.教学目标 

（1）掌握：胸部的骨性标志和标线，肋间血管、神经的来源、行程及分布特点，

胸膜和胸膜腔的概念，胸膜的分部、肋膈隐窝的位置和临床意义，胸膜前

界、下界的体表投影，肺的位置、形态、分叶、肺根及肺门、肺尖的位置，

肺下界的体表投影，膈的位置、形态结构、功能、膈的裂孔及其通过的结

构，心的位置、外形和血管，心腔的形态结构、房间隔和室间隔的形态结

构，心的传导系，心包腔的构成，主动脉的分段，升主动脉、主动脉弓的

起止和分支，左右主支气管的形态差别，食管的形态、位置分部、毗邻及

三个狭窄，胸导管的起止、行径及收集范围，上腔静脉、头臂静脉的组成、

属支和收集范围，膈神经、迷走神经在胸部的行程和分布，胸交感干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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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内脏大、小神经。 

（2）熟悉：肋间肌的起止、纤维方向和功能，肺的血管来源，主动脉的毗邻及

动脉韧带的位置，气管胸段的毗邻及分叉部位，奇静脉和半奇静脉的收纳

范围。 

（3）了解：肺段的概念，肺的淋巴回流，肺的神经，膈的神经支配，心的神经

支配、淋巴回流及体表投影，支气管纵隔干的形成和收集范围，纵隔的境

界、分区及内容。食管的血供、淋巴回流及神经支配。 

实验项目 4：腹部 

1.教学内容 

（1）在人体标本上观察腹部的境界与分区概况。 

（2）观测腹部的体表标志和腹腔重要器官的体表投影。 

（3）解剖腹前外侧壁，观察腹前外侧壁的肌肉、血管、神经，腹股沟管、腹股

沟三角的位置、境界、内容。 

（4）解剖腹膜和腹膜腔，观察腹膜的组成，腹膜与脏器的关系，腹膜形成的各

种结构：网膜、系膜、韧带、隐窝、陷凹，腹膜腔的分区。 

（5）解剖结肠上区，观察肝脏的形态、位置、血管，肝外胆道的组成、胆汁流

出途径，结肠上区的血管、神经、淋巴，胆囊的位置、形态、血管，胃的

形态、分部、位置、毗邻、血管，十二指肠的形态、分部、毗邻，胰的形

态、毗邻，脾的位置、形态特点。 

（6）解剖结肠下区，观察结肠下区的血管、神经、淋巴，空、回肠的形态特点，

大肠的组成、各部的形态特点，门静脉的组成、特点、属支、与腔静脉的

吻合途径。 

（7）解剖腹膜后隙及腹后壁，观察肾、输尿管、肾上腺的形态特点，腹膜后隙

和腹后壁血管、神经、淋巴的分布，腹后壁肌的名称、排列。 

2.教学目标 

（1）掌握：腹前外侧壁的体表标志和层次结构，浅层结构的特点及浅层静脉的

回流，腹直肌的起止、形态特点和功能，腹直肌鞘的构成，腹股沟管的位

置、构成和内容，腹股沟三角的境界，腹膜和腹膜腔的概念，小网膜的位

置和分部及结构特点，网膜囊和网膜孔的位置和周界，肝的位置、形态、

毗邻和分叶，肝外胆道的组成，胆囊的位置、形态、分部、功能和胆囊底

的体表投影，胆总管的分段和开口部位，胰的位置、形态、分部，脾的位

置和形态，胃的位置、形态、分部和毗邻，胃的动脉及来源，十二指肠的

位置、分部及各部的形态结构，腹腔干的起始、分支和分布，大肠的形态

特征和分部，盲肠和阑尾的位置、形态结构和血管，阑尾根部的体表投影，

空、回肠的形态区别，门静脉的组成、结构特点、主要属支、收集范围肠

系膜上、下动脉及分支的起始和分布，肾的形态、位置、毗邻、构造、肾

的被膜和血管，输尿管的行程分段和三个生理性狭窄部位及与子宫动脉的

毗邻关系，腹主动脉的起止、主要分支及分布，下腔静脉的组成和主要属

支，乳糜池的位置，腰丛的组成、位置和主要分支分布。 

（2）熟悉：腹外斜肌、腹内斜肌、腹横肌的位置、形态特点和功能，髂腹下神

经、髂腹股沟神经、腹壁下动脉的行径分布，大网膜的位置和形态，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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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十二指肠悬韧带的位置，肝的血管和主要韧带，肝胰壶腹的构成，胃

的神经及淋巴回流，门、腔静脉的吻合及临床意义，肾上腺的位置和形态，

腹腔丛的位置，腹膜与腹内器官的关系。 

（3）了解：腹部的境界与分区，三层扁肌的起止概况，腹股沟区的保护机制，

睾丸下降，腹膜腔的分区，腹膜的分布、功能及临床意义，腹前壁下部的

腹膜皱襞和陷凹，肝段及肝的淋巴引流，肝内静脉及门静脉的分支，十二

指肠的血管、神经和淋巴回流，胰的血管和淋巴回流，阑尾位置的常见变

异，盲肠、结肠的神经支配和淋巴回流，肾段的概念。，肾上腺的血管和神

经，腰交感干的位置。腹膜后隙的淋巴。 

实验项目 5：盆部，会阴 

1.教学内容 

（1）在人体标本上观察盆部及会阴的境界与分区概况。 

（2）观察并摸认盆部及会阴的体表标志。 

（3）解剖盆部，观察盆部血管、神经、淋巴的分布，盆内泌尿系器官、消化系

器官、盆内男、女性生殖器官的形态特点。 

（4）用会阴标本观察肛门外括约肌、坐骨直肠窝、盆膈和尿生殖膈等。 

（5）解剖肛区和尿生殖区，观察会阴部器官的形态特点。 

2.教学目标 

（1）掌握：膀胱的位置、形态、毗邻，膀胱三角的位置、组成、粘膜特点和临

床意义，前列腺的位置、形态、毗邻和被膜，输精管的行程及分部，精囊

腺的位置及射精管的形成和开口，髂内动脉的分支，直肠和肛管的位置、

形态结构和毗邻，卵巢的位置、形态及固定装置，输卵管的位置、形态、

分部及毗邻，子宫的位置、形态、分部、正常姿势、毗邻及固定装置，阴

道的位置及阴道穹的形成与毗邻，骶丛的组成、位置和主要分支分布，男

性生殖器的分部和各部所包括的器官，女性生殖器的分部和各部所包括的

器官，盆膈、尿生殖膈的构成，男性尿道的分部、各部的形态特点及三个

狭窄、三个扩大和两个弯曲及临床意义，阴茎的组成、形态及分部，睾丸

的位置、形态结构和被膜，附睾的位置和分部，精索的位置和构成，女性

尿道的特点和开口部位。 

（2）熟悉：盆腔器官的位置关系，直肠膀胱陷凹和直肠子宫陷凹的位置及临床

意义，直肠的血管、神经和淋巴回流，盆丛的位置，会阴浅隙、深隙的构

成，会阴的境界、坐骨肛门窝的位置及其内容。 

（3）了解：膀胱的神经血管和淋巴回流，膀胱与腹膜的关系及其临床意义，前

列腺的分叶，盆内主要淋巴结和盆部的静脉，会阴浅、深隙的内容，会阴

的概念和分区，阴囊的结构特点，睾丸的血管，睾丸鞘膜及鞘膜腔，精子

的排出途径，尿道球腺的位置，前庭大腺的位置及开口。 

实验项目 6：颈部 

1.教学内容 

（1）在人体标本上观察颈部的境界与分区概况。 

（2）按教材的描述，观察并摸认颈部体表标志和重要结构的体表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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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剖颈部浅层结构，辨认颈阔肌、皮神经、浅静脉和浅淋巴结等。 

（4）结合颈部标本，辨认颈部各三角境界和颈深筋膜各层。 

（5）解剖并观察颏下三角、下颌下三角的结构。 

（6）解剖并观察颈动脉三角和肌三角的结构，如颈动脉鞘及其内容物、甲状腺

及其血管等。 

（7）在前斜角肌前方暴露锁骨下静脉，观察左侧静脉角处的胸导管。 

（8）解剖并观察锁骨下动脉及其分支。 

（9）查找喉返神经、膈神经。 

（10）检查臂丛及神经阻滞部位。 

（11）在臂丛下方的深面探查胸膜顶。 

2.教学目标 

（1）掌握：颈部的体表标志，颈外静脉的位置、走行和汇入处，下颌下腺及其

导管的开口部位，胸锁乳突肌的起止、位置、功能及神经支配，颈动脉鞘

的构成、位置、内容，颈动脉窦和颈动脉小球的位置及功能，颈总动脉的

体表投影和压迫止血点，颈外动脉的主要分支及分布，颈内静脉的位置、

走行及收纳范围，迷走神经颈段的行程和主要分支分布，甲状腺区的层次

结构，甲状腺的位置、形态、毗邻、被膜，甲状腺的血管及其与喉上神经、

喉返神经的位置关系，食管的位置、毗邻及狭窄部位，副神经的行程和分

布，颈丛的组成、位置及主要分支，膈神经在颈部的行程及位置，锁骨下

动脉的起止、行程、体表投影及主要分支，锁骨下静脉的起止、行程、属

支及收集区域，臂丛的位置、组成及毗邻，胸膜顶的位置和毗邻，喉的主

要软骨名称、位置，喉腔的形态结构和分部，声门裂及声韧带的位置、构

成和功能。 

（2）熟悉：颈部深筋膜的层次和配布，颈阔肌的位置及纤维方向，颈浅淋巴结

的位置和收纳区，颈交感干、节的位置，颈深淋巴结的分群、位置和收纳，

甲状旁腺的数目和位置，气管颈段的位置及毗邻，斜角肌间隙及其通过的

结构，右淋巴导管的组成、注入和收集范围，喉的神经支配。 

了解：颈部分区和颈部的三角，颈前静脉、颈丛皮神经的分布及阻滞麻醉部位，

舌骨上肌群的位置，舌骨下肌群的名称及排列，颈襻的组成和位置，甲状

腺动、静脉之间的走行关系，及静脉的流注，颈横动脉、枕动脉、肩胛上

动脉、肩胛背动脉的位置，喉的血管。喉肌的名称及作用。 

实验项目 7：头面部 

1.教学内容 

（1）在人体标本上观察头部的境界与分部概况。 

（2）按教材中的描述，观察并摸认头部体表标志及骨性标志。 

（3）在颅顶中部作一―十‖字形或―L‖形切口，观察颅顶部层次结构。 

（4）在颅底的标本上观察颅前窝、颅中窝和颅后窝的形态结构。 

（5）解剖面部浅层结构，辨认眼轮匝肌和口轮匝肌、腮腺鞘、腮腺管及穿经腮

腺的血管神经。 

（6）解剖或在示教标本上观察面部深层结构和面侧区间隙，如咀嚼肌、三叉神

经及分支、咬肌间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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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标本上观察口、鼻、咽的解剖结构。 

2.教学目标 

（1）掌握：面部表情肌的配布特点、功能和神经支配，面动脉的走行、面静脉

的交通及其临床意义，面神经的分支分布及损伤后的表现，三叉神经皮支

的分布区，腮腺的位置、形态、导管的位置与开口部位，头皮的层次及各

层的结构特点，翼静脉丛的位置与通连，颌内动脉（上颌动脉）的位置和

主要分支分布，上颌神经、下颌神经的性质、出颅部位及分支分布，鼓索

神经的性质和分布，舌的分部、舌粘膜和舌的神经支配，颏舌肌的位置、

起止和功能，牙的形态、构造、分部、乳牙与恒牙的特点及牙式，咽的位

置、形态分部及各部的重要结构和交通，鼻腔的组成、分部、通连及各部

的结构特点，鼻旁窦的位置和开口部位。 

（2）熟悉：颞浅动脉、耳颞神经的位置和分布，咬肌、颞肌的位置、起止和功

能，穿经腮腺的重要神经、血管，口腔内的活体标志（腭弓、腭、唇、腭

扁桃体），下颌下腺、舌下腺的形态、位置及导管开口部位，口腔的境界、

分部，舌咽神经的性质及分支分布。 

（3）了解：面部筋膜及颊脂体，三叉神经皮支的穿出部位，腮腺的分叶、腮腺

筋膜及淋巴引流，颞区的层次及神经、血管，颞筋膜的特点，耳神经节、

蝶腭神经节、下颌下神经节的位置，翼内、外肌的位置、功能及神经支配，

上颌窦的解剖学特点，腭肌、咽肌的位置，鼻腔粘膜的特点、鼻中隔的构

成。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对实验报告的要求（应包括对报告内容的要求） 

（1）本次实验人员的安排（包括主刀、助手，巡回等） 

（2）实验名称 

（3）实验目的 

（4）实验操作过程 

（5）实验观察结果 

（6）实验心得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课程中期和结束时各进行 1 次，方法：教师随机考核

每个学生寻找自己实验组结构操作过的结构 1-2 个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 30%，其中实验报

告占 10%，实验考核两次占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人体解剖实验台，  48台 

2.解剖器械  每组一套（包括手术刀柄一把，解剖刀一把，手术剪刀两把，镊子

4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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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张绍祥，《局部解剖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2.参考书： 

（1）Richard L.Drake，《格氏解剖学基础教程》英文影印班，北京大学医学出版

社，2013 

（2）张绍祥，《局部解剖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3）彭裕文，《局部解剖学》（第 7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4）王怀径，《局部解剖学》，人卫出版社，2006 

（5）王怀径，《局部解剖学》（全英语），人卫出版社，2005 

（6）姜树学,《CT 与 MRI 影像解剖学》，辽宁科技出版社，2000 

（7）于频,《新编人体解剖图谱》（第二版），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8）王鹤鸣，《局部解剖学，》科学出版社，2006 

 

 

 

执 笔 人：张   晔   

审 批 人：夏春林    

完 成 时 间: 2016.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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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生理学（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CLMB1012/CLMB1121               课程学分：3 分 

课程名称（中/英）：病理生理学（Pathophysiology I）                       

课程学时：72 学时                         实验学时：24 学时 

适用专业：五年制临床医学、放射医学、核医学、医学物理、医学影像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 课程简介 

病理生理学是一门理论性和综合性都较强的医学基础科学，它以其它多门基础医

学课程的知识为基础，应用多种方法和手段，研究疾病发生的原因、条件、发生

机制和发展变化的规律。病理生理学又是一门具有较强应用性的科学，它是沟通

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桥梁‖，对于培养医学工作者分析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

能力，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病理生理学的学习，要使学生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一

般规律和机制，掌握患病机体的功能、代谢的变化及其机制，为后续临床课程学

习和临床工作开展打下坚实的病理生理学基础。 

 

1.通过复制疾病的动物模型，观察和分析疾病发生的原因、条件和疾病发生发展 

的机制。 

2.通过实验熟悉疾病过程中机体所发生的机能、代谢乃至某些形态的变化，掌握 

疾病过程中机体机能、代谢变化的规律及机制，了解疾病的转归。 

3.通过实验熟悉病理生理学实验常用仪器和器械的基本用法，了解病理生理学的

基本研究方法，学会基本的操作技术，为今后实验研究能力的提高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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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生理学实验总论、 

小鼠实验性肺水肿 
创新性 4 4 必修 

2 兔耳水肿、炎性水肿 
演示性、 

验证性 
2 4 选修 

3 不同类型缺氧动物模型的制备与观察 综合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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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创伤性与失血性休克及抢救 综合性 4 4 必修 

5 不同麻醉方式对创伤性休克动物模型的影响观察 创新性 4 4 选修 

6 呼吸功能不全的综合实验 综合性 4 4 必修 

7 肝功能不全的综合实验 综合性 4 4 必修 

8 肝脏对硫喷妥钠的解毒能力 综合性 2 4 选修 

9 机能学虚拟实验 创新性 4 1 选修 

10 实验操作考试 综合性 4 1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病理生理学实验总论、小鼠实验性肺水肿 

1.教学内容 

（1）介绍病理生理学学实验概述、内容和学习要求，主要的实验动物知识、实

验操作技能。 

（2）给实验动物腹腔注射中毒剂量的肾上腺素，观察小鼠呼吸及全身状况的变

化，另一小鼠同法注射肾上腺素后立即给予酚妥拉明解救；对照组小鼠仅注射生理盐

水。解剖上述各鼠并观察气管内泡沫液体流出情况，称肺重，计算并比较肺系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 常用实验动物知识。 

（2）熟悉 常用实验动物操作技能。 

（3）掌握 实验报告书写规则。中毒性肺水肿疾病模型的复制技术及其发生的

基本机制、药物解救的原理。 

实验项目 2：兔耳水肿、炎性水肿 

1.教学内容 

（1）将兔固定于兔箱内。用橡皮筋及软木塞绑扎一侧兔耳、保留中央动脉通畅。

观察被扎兔耳形态功能有何变化并与对侧兔耳比较。 

（2）以 60℃热水浸烫一侧兔耳，观察烫伤兔耳部的颜色，温度与厚度与对侧

相比有何不同。 

2.教学目标 

了解炎性水肿的发生机制。 

实验项目 3：不同类型缺氧动物模型的制备与观察 

1.教学内容 

制作乏氧性缺氧、一氧化碳中毒性缺氧、亚硝酸钠中毒性缺氧及氰化钾中毒性

缺氧四种不同病因引起的缺氧模型。后两项分别采用相应的解救方法进行抢救。观察

小鼠全身情况、呼吸的变化，观察肝脏、血液颜色和皮肤黏膜颜色的变化。 

2.教学目标 

（1）了解 小鼠腹腔注射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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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熟悉有关缺氧实验抢救的机理。 

（3）掌握 掌握不同类型缺氧模型复制的方法和原理。 

实验项目 4：创伤与失血性休克及抢救 

1.教学内容 

采用木槌敲打动物的一侧大腿内侧肌肉，或采用颈动脉放血，直到血压下降导

致创伤或失血性休克，观察动物呼吸、循环改变及全身状况。采用综合措施进行急救

并再作观察比较。 

2.教学目标 

（1）了解 血压、呼吸换能器的使用及原理。 

（2）熟悉 生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的应用。 

（3）掌握 掌握实验动物创伤和失血性休克模型制作原理及主要抢救方法和机

制。掌握家兔固定、局麻、动脉插管、气管插管的操作技术。 

实验项目 5：不同麻醉方式对创伤性休克的影响观察及抢救 

1.教学内容 

在全麻及局麻状况下经同样形式的分别敲打两只家兔大腿内侧软组织，比较创

伤性休克形成的情况，观察动物的呼吸、循环、酸碱平衡及全身状况。采用综合措施

对休克进行急救。 

2.教学目标 

（1）了解 血压、呼吸换能器的使用及原理。 

（2）熟悉 生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的应用。 

（3）掌握 掌握实验动物创伤性休克模型制作原理、机体整体应激反应对休克

产生的影响、抢救休克的主要方法和机制。 

实验项目 6：呼吸功能不全的综合实验 

1.教学内容 

建立家兔实验性气胸、急性不全窒息及全窒息的动物模型，比较和观察动物呼

吸、循环、皮肤黏膜颜色、血气和全身情况的变化。采用综合措施抢救并恢复后再测

定各项指标。 

2.教学目标 

（1）了解 血压、呼吸换能器的使用及原理。 

（2）熟悉 生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的应用。 

（3）掌握 掌握通气功能障碍动物模型的复制方法、胸腔穿刺及胸内压测定的

基本操作技术。掌握肺通气功能不全时，动物呼吸、血压及机体一般情况的变化并探

讨这些变化的发生机制。 

实验项目 7：肝功能不全的综合实验 

1.教学内容 

分别自家兔耳缘静脉和肠系膜静脉注入等量肾上腺素，观察其血压和呼吸的变

化。建立家兔肝功能不全的动物模型，观察和比较氯化氨混合液注射对肝功能不全动

物呼吸、循环和全身情况的影响。 



 

 195 

2.教学目标 

（1）熟悉 熟悉肝脏的主要生理功能，经不同途径给药后观察药物效应上的差

异，分析肝脏所起的屏障作用。熟悉生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的应用。 

（2）掌握 掌握家兔肝功能不全模型复制的基本原理及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8：肝脏对硫喷妥钠的解毒能力 

1.教学内容 

给小鼠皮下注射氯仿损害其肝脏，再向其腹腔注射硫喷妥钠溶液，观察小鼠开

始进入麻醉时间及从麻醉中恢复的时间。观察比较其对小鼠功能、代谢及形态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 氯仿的毒性作用 

（2）熟悉 肝脏的正常功能。 

（3）掌握 本实验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9：机能学虚拟实验 

1.教学内容 

进入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网站，学习和操作相关机能学虚拟实验项目。 

2.教学目标 

掌握虚拟实验的软件使用方法，通过虚拟实验的学习，为相关动物实验项目的

实际操作做先导和必要补充。 

实验项目 10：实验操作考试 

1.教学内容 

以本学期实际上课内容为基础设定操作考试步骤，10 人/组，随机排序，按规定

的步骤逐一进行考核，期间酌情结合提问。 

2.教学目标 

全面评定学生对实验课的学习掌握情况和操作技能。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1）独立完成实验报告的写作。 

（2）实验报告应注明实验日期、实验名称、实验对象和实验目的。 

（3）应实事求是地记录实验结果。如果属于测量性质的结果，均应正确的计量

单位及数值定量地写出；如果有原始曲线记录的实验，尽量用经编辑后的原始曲线记

录图显示实验结果。 

（4）对实验结果进行讨论。主要是根据实验结果，应用已经学过的理论知识进

行综合科学的分析对比和解释，并判断实验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目的。如果出现非预期

的结果，应考虑和分析其可能的原因。实验报告的写作必须认真，不要盲目照抄书本

或他人的实验报告。 

2.实验操作考试：10 人/组，随机排序，按规定的步骤逐一进行考核，期间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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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提问。 

3.出勤及卫生值日：实验课考勤，每次课安排 1-2 组做好实验室卫生值日工作。 

4. 实验课总成绩的确定： 

根据实验出勤及课堂表现、实验报告成绩（每一次试验报告成绩中，实验结果

占 40%，讨论分析占 60%）、实验操作考试结果和虚拟实验情况等综合评分。实验成

绩约占期末总成绩的 20%左右。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生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                                 24 

实验用电脑：8 台/室                                  24 

呼吸换能器：8 套/室                                  24  

血压换能器：8 套/室                                  30 

手术器械：8 套/室                                    30 

气管套管：8 套/室                                    30 

动脉套管：8 套/室                                    30 

打印机：1 台/室                                      3 

普通托盘天平：8 台/室                                24 

精密扭力天平：1 台/室                                3 

婴儿磅： 1 台/室                                     3 

兔台:     8 台/室                                    24 

CO 发生装置: 8 套/室                                  24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谢可鸣等主编，机能实验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2.参考书： 

（1）胡还忠主编，医学机能学实验教程（第 2 版），科学出版社，2005 

（2）徐叔云等主编，药理学实验方法学（第 2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3）朱大年，王庭槐主编，生理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4）李玉林主编，病理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5）王建枝、殷莲华主编，病理生理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6）杨宝峰主编，药理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3.网站：http://mvl.suda.edu.cn/openlearning/ 

 

 

                                               

执 笔 人： 孙晓东  

审 批 人： 谢可鸣  

完成时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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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生物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CLMB1015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神经生物学(一)/Neurobiology(Ⅰ) 

课程学时： 24                         实验学时：12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五年制 I、七年制 II ）、医学相关专业 III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神经生物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是应用神经解剖学、神经生理学、神经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现代技术手段对神经系统进行多层次研究的一门实

验性科学。其任务是研究脑和神经的解剖构筑、工作原理以及神经系统生、老、病、

死的发生机制及其病损的防治策略，借以揭示脑的奥秘。 

学生在学习神经生物学理论知识的同时，很有必要了解和掌握神经生物学的一些

基本实验技术。通过实验教学，让学生了解立体定位仪的结构，学会利用动物脑图谱，

在定位仪上进行脑内核团定位，熟悉多种动物疼痛阈值测定的方法和多种学习记忆设

备的使用，学会运用数字脑电图仪记录人体或动物的脑电，观察和识别正常人和动物

清醒状态时的脑电图波形，以及脑电图波形的影响因素。使学生初步了解和掌握神经

生物学的基本研究技术，并加深对神经生物学基础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二、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脑立体定位技术 验证性 3 3 人 必修 

2 疼痛阈值的测定 设计性 3 3 人 必修 

3 学习记忆能力的测定 设计性 3 3 人 必修 

4 大脑电活动的记录 综合性 4 8 人 必修 

5 外周传入神经冲动的记录 演示性 1 6 人 选开 

6 中枢神经元单位放电的记录 演示性 1 6 人 选开 

7 神经组织免疫组织化学实验 演示性 1 6 人 选开 

8 神经干细胞的体外培养 演示性 1 6 人 选开 

9 
缩宫素对小鼠学习记忆能力

的影响 
创新性 6 3 人 选开 

10 炎症对小鼠痛阈的影响 创新性 6 3 人 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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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脑立体定位技术 

1.教学内容 

（1）脑定位仪的使用 

（2）侧脑室给药 

（3）根据动物脑图谱，对给药部位进行组织学定位 

2.教学目标 

（1）掌握立体定位仪三维空间的调节和脑区定位方法； 

（2）了解核团刺激、核团损毁和脑室注射的具体方法。 

实验项目 2：疼痛阈值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测定给药前的痛阈基础值 

（2）测定给药后的痛阈阈值 

（3）两组动物给药前后的痛阈比较 

2.教学目标 

（1）了解各种测痛方法的适用范围，并重点掌握其中的一种方法。 

（2）双盲法设计实验、分析数据、得出结论哪种药物具有镇痛作用。 

实验项目 3：学习记忆能力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测定给药前的学习能力 

（2）测定给药后的记忆能力 

（3）两组动物给药前后学习记忆能力的比较 

2.教学目标 

（1）了解多种学习记忆的实验方法及所用的仪器设备，重点掌握一种实验方法。 

（2）双盲法设计实验、分析数据、得出结论哪种药物对学习记忆有影响。 

实验项目 4：大脑电活动的记录 

1.教学内容 

（1）电极的安装与连接 

（2）记录人安静状态下的脑电变化 

（3）记录受试者用脑状态下的脑电变化 

（4）观察兔子给不同药物后的脑电变化 

2.教学目标 

（1）了解和掌握脑电图的记录方法，并能初步分析脑电波形。 

（2）用药物模拟病理状态下动物的脑电变化，分析并给出相应抢救（治疗）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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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外周传入神经冲动的记录 

1.教学内容 

（1）将带有多根神经的动物背部皮肤固定并与仪器连接好 

（2）用棉签、玻棒、针尖、火等物轻触皮肤，观察刺激所引起的神经冲动发放 

2.教学目标 

通过各种传入手段，观察冲动发放的频率、持续时间与刺激性质和强度的关系。 

实验项目 6：中枢神经元单位放电的记录 

1.教学内容 

（1）玻璃微电极的拉制 

（2）气管插管技术 

（3）各设备的连接及如何排除干扰技术 

（4）观察微电极插入后，神经元自发放电技术 

2.教学目标 

熟悉电生理实验必需的仪器设备；具体了解神经电活动的记录方法。 

实验项目 7：神经组织免疫组织化学实验 

1.教学内容 

（1）动物心脏灌流技术 

（2）动物脑连续冰冻切片技术 

（3）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技术 

（4）光镜下如何识别免疫阳性细胞 

2.教学目标 

熟悉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对脑内肽类物质作定性、定量、定位研究的工作原理

和操作步骤。 

实验项目 8：神经干细胞的体外培养 

1.教学内容 

（1）怎样提取脑组织并进行分离 

（2）怎样进行脑组织的原代培养和诱导分化 

（3）对所诱导分化的细胞进行鉴定 

2.教学目标 

熟悉神经干细胞取材、培养和鉴定的全过程。 

实验项目 9：缩宫素对小鼠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 

1.教学内容 

给小鼠注射不同剂量的缩宫素，注射时间为每日二次，给药时间分别为 1 天、

3 天、7 天，然后分别测定这些小鼠的学习记忆的能力，观察缩宫素对不同性别的小

鼠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 

2.教学目标 

观察缩宫素对不同性别的小鼠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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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0：外周传入神经冲动的记录 

1.教学内容 

（1）将带有多根神经的动物背部皮肤固定并与仪器连接好 

（2）用棉签、玻棒、针尖、火等物轻触皮肤，观察刺激所引起的神经冲动发放 

2.教学目标 

通过各种传入手段，观察冲动发放的频率、持续时间与刺激性质和强度的关系。 

实验项目 10：炎症对小鼠痛阈的影响 

1.教学内容 

小鼠右后肢足底皮下注射完全弗氏佐剂或生理盐水 10ul，注射后 1 天、3 天、

7 天、14 天分别用不同的方法测定小鼠的痛阈，吗啡作为阳性对照，看药物是否对

炎症性疼痛有治疗作用。 

2.教学目标 

通过小鼠炎症疼痛模型的建立，观察药物对小鼠疼痛的镇痛效应。 

四、 考核方式 

1、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实验对实验报告的要求 

（1）独立完成实验报告的写作。 

（2）实验报告应注明实验日期、实验名称、实验对象和实验目的。 

（3）应实事求是地记录实验结果。如果属于测量性质的结果，均应以正确的计

量单位及数值定量地写出；如果有原始曲线记录的实验，尽量用经编辑后

的原始曲线记录图显示实验结果。 

（4）对实验结果进行讨论。主要是根据实验结果，应用已经学过的理论知识进

行科学的分析对比和解释，并判断实验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目的。如果出现

非预期的结果，应考虑和分析其可能的原因。总之，实验报告的写作必须

认真，不要盲目照抄书本或他人的实验报告。 

2、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实验笔试+实验报告+实验操作+值日卫生出勤状况 

考核成绩确定：（1）实验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2）实验报告成绩占总成绩的 5%； 

                    （3）实验操作+值日卫生出勤状况占总成绩的 5%； 

三项实验课成绩的合计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每项考核均备有明确的评分标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立体定位仪                                   8 套 

2．冰冻切片机                                   1 台 

3．Morris 水迷宫                                 1 台 

4．小鼠水迷路仪                                 2 台 

5．小鼠 Y 型迷宫                                3 台 

6．大鼠 Y 型迷宫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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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鼠程控避暗箱                               1 套 

8．小鼠跳台仪                                   3 台 

9．脑电图仪                                     3 台 

10．通用电生理仪器                              2 套 

11．辐射热测痛仪                                2 台 

12．压力测痛仪                                  2 台 

13．热板测痛仪                                  2 台 

14．电刺激测痛仪                                1 台 

五、 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 

谢可鸣、王国卿、蒋星红、盛瑞主编，《机能实验学》（双语教材），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4。 

2、参考书： 

（1）魏伟等主编，《药理实验方法学》（第 4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 

（2）吕国蔚、李云庆主编，《神经生物学实验原理与技术》，科学出版社, 2011

年； 

（3）鞠躬主编，《神经生物学实用实验技术》，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2012 年； 

（4）陈聚涛主编，《生理学与神经生物学实验》，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年 

（5）关新民主编，《神经生物学实验技术与科学思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执 笔 人：龚珊、单立冬、朱奇 

                               审 批 人：陶金 

                                   完成时间：20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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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心理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1048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医学心理学 / Medical Psychology                      

课程学时：36 学时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五年制、七年制）、儿科、口腔、影像、预防、放

医、核医等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 课程简介 

医学心理学的涉及面很广，而实验时数有限，故实验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实验示教

使学生对基本的心理实验方法有一定的感性认识；通过基本量表的自测和自评，并联

系个人经历进行自我分析，为今后临床运用量表测评打下初步基础；通过心理学及心

理治疗案例教学片的演示，使学生对心理的生理机制、情绪的产生、心理治疗的技术

等产生感性认识，启发学生联系已学理论，温故知新，扩展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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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心实验演示 综合 3 全班 必修 

2 量表自测自评 综合 3 全班 必修 

3 心理学治疗教学片 综合 3 全班 必修 

三、 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普心实验演示 

1、教学内容 

（1）印证理论部分 

1）错觉图形集：包括错觉图形、两可图形、不可能图形、渐变图形等。 

2）知觉特性：用图解说明知觉的特性（整体性、选择性、理解性、恒长性）及

知觉定势。 

3）深度知觉：用图片说明单眼线索（掩蔽、相对大小、相对高度、线条透视、

空气透视、结构级差、文化影响等）在深度知觉中的作用。 

4）有意注意与无意注意：通过图片理解有意注意及无意注意的概念，注意效率

对任务目的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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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概念形成：模拟叶克斯复杂选择器演示简单空间位置关系概念的形成。 

6）彩色后象与颜色混合：演示彩色后象及颜色混合。 

（2）实验示教部分 

教师示教方法后，由同学作为被试进行操作演示，全班同学讨论实验结果。 

1）短时记忆广度； 

2）时间知觉； 

3）运动知觉； 

4）空间位置记忆广度；  

5）再认能力测定；    

6）心理旋转 等。 

（3）心理学科教片 

《大脑迷思》：介绍心理的神经生理机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基本心理能力实验测定的实验原理，了解《大脑迷思》中不同案例病

人表现的生理机制。 

（2）熟悉知觉特性、深度知觉、有意注意、无意注意、概念形成、彩色后像等

心理学基本概念。 

（3）掌握记忆、短时记忆、知觉等心理学基本概念，掌握短时记忆广度、时间

知觉、运动知觉、空间位置记忆广度 、再认能力、心理旋转等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2：量表自测分析 

1、教学内容 

（1）瑞文标准推理测试：PPT 呈现量表项目团体施测，学生自评并按照计分要

求计算总分，讨论得分结果。 

（2）气质测定(北大陈仲庚修订的问卷): PPT 呈现量表项目团体施测，学生自评

并按照计分要求计算总分，讨论得分结果。 

（3）布置课后作业： 

①艾森克人格问卷(EPQ)测定: 实验课上由教师布置任务及指导评分方法；学生

在课上(或课后)自测、自评；并按所得 E、N 分值判定个人气质类型。 

②心理健康自评量表：在实验课上布置任务及指导评分方法；课后自测、自评，

量表有：SCL－90、SAS、SDS、HADS、A 型行为量表等。 

（4）心理学科教片 

《恐惧实验室》：介绍恐惧情绪从何而来。 

2、教学目标： 

（1） 了解常用量表如气质问卷及 EPQ 的测定方法，能够结合人格、气质类型

形成的理论及影响因素撰写自我成长分析报告。 

（2） 熟悉常用量表的适用范围，能够按需选择标准化的心理测验工具。 

（3） 掌握心理分析报告的撰写方法，通过实际测评操作学会常用自评量表的

测、评技能；通过自我分析报告，学会将理论运用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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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心理治疗教学片 

1、教学内容 

（1）精神分析疗法、行为疗法：在教师讲解指导下，学生观看精神分析治疗的

设置、自由联想法等，系统脱敏疗法的焦虑自评方法、肌肉放松法及脱敏治疗的步骤，

及在治疗疾病恐惧症中的用法；观看暗示疗法治疗癔症的方法等。 

（2）催眠疗法：在实验课上让学生观看催眠治疗强迫症案例的实施步骤。 

（3）临终关怀（hospice care）：介绍医院为临终病人施行临终关怀的科教片。 

2、教学目标： 

（1）了解心理治疗在临床上的实际应用场景、设置、实施步骤、临床效果等。

了解临终关怀的基本概念及方法。 

（2） 熟悉、掌握常用的心理治疗设置、氛围、基本程序，学习治疗者与病人

的交流技术。熟悉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设置、行为治疗在临床上的应用。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根据心理测评实验的要求，计算得分，做出自我分析。 

2、考核：根据出勤率及实验报告。 

成绩计算：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包括：平时作业、考勤，心理评估

自评报告。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PES 心理实验系统(2004 版)一套 

2、心理测评软件一套 

3、心理实验仪器若干 

4、医学心理学相关教学片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姚树桥，杨彦春。医学心理学（附录一：参考实验教学大纲），人民卫

生出版社。第 6 版（2013）。 

2、参考书： 

(1) PES 心理实验系统使用手册，北京心灵方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04。 

(2) 徐斌、沈慧廉编：医学心理学实验讲义(研究生用)，苏医研究生办公室，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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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物学(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1081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细胞生物学（一）/Cell Biology I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等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细胞生物学是研究细胞结构与功能及其生活史的科学，也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

科。通过实验使学生加深对细胞生物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并培养学生的实践创

新能力及综合分析能力。 

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光学显微镜的规范操作，掌握细胞基本显微结构和细胞生理生

化等的研究方法，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并撰写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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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学显微镜的使用和细胞形态观察 验证性 3 1 必修 

2 线粒体的超活染色和细胞显微结构观察 验证性 3 1 选修 

3 细胞内核酸的定位和细胞计数 验证性 3 1 选修 

4 细胞膜的通透性 综合性 3 2 选修 

5 细胞的吞噬活动观察 创新性 3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光学显微镜的使用和细胞形态观察 

1.教学内容 

光学显微镜的基本结构和操作规范，各类细胞形态的观察。 

2.教学目标 

（1）了解普通光学显微镜的基本构造和原理。 

（2）熟悉光镜下各类细胞的形态和结构特征。 

（3）掌握显微镜的规范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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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线粒体的超活染色和细胞显微结构观察 

1.教学内容 

制作口腔上皮细胞超活染色标本，观察线粒体等显微结构。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镜下受精卵早期分裂各时期的特征。 

（2）熟悉线粒体、高尔基体和中心体等细胞显微结构的特征。 

（3）掌握超活染色法制作光镜标本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3：细胞内核酸的定位和细胞计数 

1.教学内容 

细胞内核酸的差异染色，运用血球计数板进行细胞计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细胞化学技术定位细胞组分的原理和应用。 

（2）熟悉血球计数板的使用原理和方法。 

（3）掌握核酸的差异显示原理和方法及细胞内 DNA 和 RNA 的分布特点。 

实验项目 4：细胞膜的通透性 

1.教学内容 

研究红细胞膜对不同溶质的通透性大小。 

2.教学目标 

（1）了解红细胞血影的形成、特点和意义。 

（2）熟悉等渗条件下不同溶质对溶血的影响，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3）掌握膜的选择通透性特点和水分子交换的原理。 

实验项目 5：细胞的吞噬活动观察 

1.教学内容 

细胞内核酸的差异染色，运用血球计数板进行细胞计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细胞吞噬活动的意义。 

（2）熟悉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血细胞的实验方法。 

（3）掌握巨噬细胞分化和吞噬活动的基本原理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次实验提交一份实验报告。实验报告的内容包括：题目、实验目的、实验原

理、实验步骤、实验结果和讨论。要求绘图的需按照生物学绘图法格式，对实验结果

进行必要的讨论，指出注意事项等。 

2.考核方法 

根据学生的实验纪律、实验动手能力及实验报告等进行综合评定，给出 ABCD

几个等级。其中实验纪律占 30%、实验动手能力占 30%、实验报告占 40%。最后实

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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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台；多媒体互动系统 60 套；恒温箱 1 台；烘箱 1 台；灭菌锅 2 台；

超净工作台 2 台；生化培养箱 2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细胞生物学实验讲义，自编，2007.9 

2.参考书： 

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实验指导，孟祥勋、张焕相等，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9 

细胞生物学实验教程，王金发、何炎明等，科学出版社，2008.12  

 

 

 

执 笔 人：   

审 批 人：   

完 成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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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与胚胎学（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1082                   课程学分： 4                      

课程名称：组织学与胚胎学（一）/  Histology and Embryology I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  36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组织学是研究机体微细结构及其相关功能的科学。实验目的是理解和巩固课堂所

学到的理论知识，通过观察实验引导系列录像片、组织切片、标本和模型，把理论知

识、形态描述与具体形象结合起来互相印证，进而理解其功能意义。同时培养和提高

学生自已动手、独立工作、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实验中反复观察组织

切片、独立思考、绘图注字，提高形态学描述和描绘技能，掌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学习方法，以达到牢固掌握知识的目的。 

人体胚胎学是研究从受精卵发育为新个体的过程及其机理的科学。由于该演变过

程在母体子宫内进行，同时人早期胚胎发生微小且各部分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因此，

在实验时难以直接观察胚胎的连续变化过程，只能借助于观察电视录像片、模型和标

本等，来建立动态变化和立体的概念。以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各个不同发育阶段中胚

胎内部和外部的重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熟悉常见先天性畸形的形态特点和形成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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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皮组织 验证性 3 1 必修 

2 结缔组织 验证性 3 1 必修 

3 自制血涂片 综合性 3 1 必修 

4 
肌组织 

神经组织 
验证性 3 1 必修 

5 
循环系统 

皮 肤 
验证性 3 1 必修 

6 免疫系统 验证性 3 1 必修 

7 
消化管 

消化腺 
验证性 3 1 必修 

8 
呼吸系统 

泌尿系统 
验证性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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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眼和耳 

内分泌系统 
验证性 3 1 必修 

10 
女性生殖系统 

男性生殖系统 
验证性 3 1 必修 

11 
未知标本的 

染色和鉴定 
综合性 3 1 必修 

12 
人体胚胎的 

早期发生 
验证性 3 1 必修 

13 
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的发生 
验证性 3 1 选修 

14 
心血管 

系统的发生 
验证性 3 1 选修 

15 
泌尿系统、 

生殖系统的发生 
验证性 3 1 选修 

16 制作组织切片 综合性 16 1 开放 

17 特殊染色 综合性 16 1 开放 

18 制备骨磨片 综合性 24 1 开放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上皮组织 
1.教学内容： 

（1） 观看光盘：上皮组织 

（2） 讲解组织切片的制作过程 

（3） 观察组织切片：1） 单层柱状上皮（胃） 

2） 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气管） 

3） 复层扁平上皮（食管）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 

（1）单层柱状上皮细胞的形状和排列；细胞核；细胞质。 

（2）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细胞的核和细胞质；杯状细胞；基膜；纤毛。 

（3）复层扁平上皮细胞的形状和排列；细胞核；细胞质。 

 

实验项目 2：结缔组织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结缔组织 

（2）观察组织切片：1）疏松结缔组织铺片 

2）透明软骨 

3）骨磨片 

（3）示教片：      1）肥大细胞 

                2）浆细胞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1）胶原纤维；弹性纤维；成纤维细胞；巨噬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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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软骨膜；软骨陷窝；软骨细胞；同源细胞群；软骨基质。 

       （3）骨单位；骨陷窝；骨小管；间骨板； 

（4）肥大细胞的上皮细胞的形状和排列；胞浆内的异染性颗粒。 

（5）浆细胞上皮细胞的形状和排列；细胞核；细胞质。 

实验项目 3：自制血涂片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血液与血细胞发生 

（2）自己制作并观察血涂片 

（3）示教片： 1）网织红细胞 

          2）切片中的血细胞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作血涂片的技能，必须自己动手操作。 

（2）要求识别：（1）红细胞的形态特点； 

           （2）中性粒细胞的形态，胞浆的颗粒特点。 

           （3）淋巴细胞的形状；细胞核；细胞质。 

              （4）单核细胞的形状；细胞核；细胞质。 

              （5）网织红细胞上皮细胞的形状。 

 

实验项目 4：肌组织、神经组织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肌组织、神经组织 

（2）观察组织切片：1）骨骼肌 

                2）平滑肌 

                   3）脊髓运动神经元 

               4）周围神经（纵切） 

               5）周围神经（横切） 

               6）运动终板 

（3）示教片：1）运动神经元的嗜染质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1）骨骼肌纤维纵、横切面的形状；明带和暗带；细胞核。 

      （2）平滑肌纤维纵、横切面的形状；平滑肌纤维的排列。 

         （3）脊髓前角的运动神经元；嗜染质；灰质；白质；脊髓中央管。 

      （4）坐骨神经纤维的轴突；髓鞘；神经膜；神经束膜；神经外膜。 

         （5）运动神经末梢，骨骼肌纤维；运动终板。 

实验项目 5：循环系统，皮肤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循环系统，皮肤 

（2）观察组织切片：1）中动脉与大静脉 

                2）心脏壁 

                3）大动脉 

                    4）厚皮肤 

 



 

 211 

（3）示教片：1）心肌闰盘 

          2）皮脂腺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1）血管内皮；内弹性膜；中膜；外弹性膜；外膜。 

      （2）心内膜各层结构；束细胞；心肌膜；心外膜。 

      （3）大动脉的层次与基本结构；注意弹性纤维在大动脉的分布。 

（4）心肌闰盘的结构特点；形状。 

（5）表皮五层的基本结构；触觉小体；环层小体；汗腺导管及分泌部。 

（6）皮脂腺的结构特点；腺细胞的形状；毛囊及立毛肌的形态。 

 

实验项目 6：免疫系统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免疫系统 

（2）观察组织切片：1）脾 

               2）胸腺 

               3）淋巴结 

（3）示教片：      1）扩大的脾血窦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1）脾的被膜及小梁；脾小体；动脉周围淋巴鞘；脾索；脾窦。 

      （2）胸腺的被膜及小叶间隔；皮质；髓质；胸腺小体。 

      （3）淋巴结的被膜及小梁；淋巴小结；生发中心；副皮质区；毛细血管

后微静脉；髓索；髓窦；网状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 

         （4）扩大的脾血窦的脾小体；动脉周围淋巴鞘；脾索；脾窦。 

 

实验项目 7：消化管、消化腺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消化管、消化腺 

（2）观察组织切片： 1）食管 

                 2）胃 

                 3）十二指肠 

4）结肠 

5）肝 

6）胰 

（3）示教片：        1）阑尾 

                  2）舌乳头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 （1）食管壁的分层；各层的结构特点；食管贲门腺；食管腺及导管。 

       （2）胃壁的分层及各层结构；胃皱襞；胃小凹；胃腺主细胞和壁细胞。 

       （3）十二指肠的分层及各层结构；绒毛；肠腺；十二指肠腺。 

  （4）阑尾的肠腺；淋巴组织。 

（5）舌乳头的菌状乳头；轮廓乳头；味蕾；味腺。 

（6）肝被膜；肝小叶的结构；门管区的位置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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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胰的浆液性腺泡；主胰管；胰岛。 

       （8）腮腺的浆液性腺泡；小叶内、小叶间导管。 

（9）舌下腺粘液性腺泡；混合性腺泡；小叶内、小叶间导管。 

实验项目 8：呼吸系统、泌尿系统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呼吸系统、泌尿系统 

（2）观察组织切片：1）气管 

                2）肺 

               3）肾 

                4）输尿管 

                5）膀胱 

（3）示教片：      1）小支气管 

               2）肺血管灌注 

               3）致密斑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 （1）气管壁的分层；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混合性腺；透明软骨。 

        （2）肺的细支气管；呼吸性细支气管；肺泡管；肺泡囊；肺泡。 

        （3）小支气管的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软骨片；腺体。 

（4）肺泡毛细血管网；肺动脉；肺静脉。 

（5）肾被膜；肾小体；近曲小管；远曲小管；集合管； 

（6）输尿管的分层及各层结构；变移上皮。 

        （7）膀胱的变移上皮；肌层；外膜。 

（8）致密斑的形态结构特点。 

实验项目 9：眼和耳、内分泌系统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眼和耳、内分泌系统 

（2）观察组织切片：1）眼球壁 

                2）内耳 

               3）脑垂体 

                4）甲状腺 

                5）肾上腺 

（3）示教片：       1）视网膜 

       2）螺旋器 

       3）甲状旁腺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1）眼球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 

（2）耳蜗的一般结构；膜蜗管的三个壁；螺旋器。 

       （3）视网膜的四层细胞（色素上皮、视细胞、双极细胞和节细胞）； 

（4）螺旋器的柱细胞；指细胞；毛细胞；盖膜；基底膜。 

（5）脑垂体远侧部三种细胞；中间部；神经部的垂体细胞和赫令体。 

      （6）甲状腺的滤泡上皮细胞；胶质；滤泡旁细胞。 

       （7）肾上腺的球状带；束状带；网状带；髓质的嗜铬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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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甲状旁腺的结构；主细胞的形态。 

实验项目 10：女性生殖系统、男性生殖系统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女性生殖系统、男性生殖系统 

（2）观察组织切片：1）卵巢 

                2）子宫 

                3）输卵管 

                4）睾丸及附睾 

                5）前列腺 

                6）输精管 

（3）示教片：1）次级卵泡 

          2）黄体 

          3）输出小管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 （1）卵巢的原始卵泡；初级卵泡；次级卵泡；闭锁卵泡；黄体。 

      （2）子宫壁三层结构；子宫上皮；子宫腺；螺旋动脉；属于哪一期？ 

      （3）输卵管的三层结构；粘膜上皮和皱襞；取材于哪一段？ 

（4）次级卵泡的结构：初级卵母细胞；卵泡细胞；透明带； 

（5）黄体的形态结构；两种黄体细胞的光镜结构。 

（6）睾丸的生精小管及其中的支持细胞；精原细胞；初级精母细胞；精

子细胞；精子；睾丸的间质细胞。 

      （7）附睾的输出小管结构；附睾管的结构。 

      （8）输精管的三层结构；粘膜上皮；肌层。 

（9）前列腺的腺泡和间质。 

 

实验项目 11：未知标本的染色和鉴定 

1.教学内容： 

（1）每人发一张组织切片的白片 

（2）自已对组织切片进行染色、封片等 

（3）在互动实验室观察组织切片，并对其进行鉴定 

（4）采图，填写实验报告及写出 3~4 个知识点 

2.教学目标： 

（1） 掌握组织切片的染色、封片等技能； 

（2） 面对未知的组织切片，全面掌握各组织器官的组织学结构特点， 

（3）对其进行鉴定，并写出 3~4 个知识点。 

实验项目 12：人体胚胎早期发生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人体胚胎早期发生 

（2）观察人体胚胎模型： 

1）卵裂模型；胚泡形成模型；植入模型；二胚层期模型；三胚层期模型； 

2）胎膜（绒毛膜、羊膜、卵黄囊、尿囊、脐带）的模型； 

    3）胎盘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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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1）受精、卵裂、胚泡的形成及植入。 

         （2）二胚层胚盘的形成及滋养层的分化。 

          （3）三胚层胚盘的结构及形成过程。 

（4）胎膜及胎盘的结构与功能。 

实验项目 13：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的发生（选修）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的发生 

（2）观察人体胚胎模型： 

1）原始消化管的演变的模型 

2）咽和咽囊的发生及演变的模型 

3）胃和肠发生的模型 

4）肝、胆囊、胰发生的模型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1）原始消化管的形成及分化。 

         （2）咽囊的位置及演变。 

          （3）消化管、肝、胰的发生及常见的先天性畸形。 

（4）气管和肺的发生及常见的先天性畸形。 

实验项目 14：心血管系统的发生（选修）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心血管系统的发生 

（2）观察人体胚胎模型： 

1）心脏外形的演变模型 

2）心脏内部分隔的模型 

3）心脏的先天性畸形的模型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1）血岛的发生与早期血循环的建立。 

         （2）心脏的发生（外形演变及内部分隔）。 

          （3）心脏发生中常见的先天性畸形。 

（4）胎儿血循环的途径、特点及出生后的变化。 

实验项目 15：泌尿系统和生殖系统的发生（选修）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泌尿系统和生殖系统的发生 

（2）观察人体胚胎躯体尾侧模型的横断面： 

1）尿生殖嵴的模型 

2）中肾嵴的模型 

3）生殖腺嵴的模型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1）尿生殖嵴 

         （2）中肾嵴 

          （3）生殖腺嵴 

 （4）中肾管和中肾旁管的位置及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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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6：组织切片的制作（开放） 

1.教学内容： 

制作肝脏的石蜡切片及 HE 染色。 

2.教学目标 

掌握石蜡切片的制作方法；HE 染色步骤、嗜酸性、嗜碱性的含义 

实验项目 17：特殊染色（开放） 

1.教学内容：制作脂肪细胞组织切片及苏丹Ⅲ特殊染色。 

2.教学目标 

掌握苏丹Ⅲ特殊染色的原理、试剂配制及染色步骤 

实验项目 18：骨磨片的制作（开放） 

1.教学内容： 

动物长骨骨干横断面制备骨磨片。 

2.教学目标 

掌握骨磨片的处理方法、制备过程及染色步骤。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电子版实验报告：互动实验室的数码显微镜下采集图象 

实验一：  上皮组织             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 

实验二：  结缔组织             透明软骨 

实验三：  自制血涂片           红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 

实验四：  肌组织               骨骼肌纤维 

实验五：  神经组织             运动神经元 

实验六：  循环系统、皮肤       中动脉、厚皮肤 

实验七：  免疫系统             淋巴结 

实验八：  消化管、消化腺       胃粘膜、肝小叶 

实验九：  呼吸系统、泌尿系统   小支气管、肾 

实验十：  眼和耳、内分泌系统   眼球壁、肾上腺、脑垂体 

实验十一：女性生殖、男性生殖   子宫、睾丸 

实验十二：未知标本的染色及鉴定   

2、考核方式 

（1）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运用自制的组织学实验考试题库在互动实验室电脑上进行考试、阅卷及打分。 

（2） 实验课考核成绩： 

电子版实验报告成绩作为平时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实验考试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一）数码互动实验室：64 位/ 每室，共 3 室 

 捷达互动显微系统软件                       1 套/每人      

教师用计算机  清华同方 超越 E380           1 台/每室 

学生用计算机  清华同方 超越 E200           1 台/每人 



 

 216 

数码显微镜    CX21                         1 台/每室 

数码显微镜    CX31                         1 台/每人 

  组织切片                                   1 套/每人 

（二）血涂片制作用品（解剖盘、采血针、载玻片、染液、试剂等）1 套/每人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 

陈永珍等主编双语版  《组织胚胎实验学》   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2、参考书： 

（1）邹仲之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第 8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 

（2）曾国山主编  《组织学与胚胎学》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3）唐军民等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彩色图鉴》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2 年 

（4）陈永珍等主编   《组织学与胚胎学》       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5）高英茂主编双语版《组织学与胚胎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年 

（6）安利国主编    《发育生物学》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执笔人：余水长 

                                         审批人：陈永珍 

                                         完成时间：2016-3 



 

 217 

《医学遗传学（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1083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医学遗传学（一）/Medical Genetics （I）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由基础演示性验证性实验（50%）、综合性实验

（20%）、设计性实验（10%）和创新性实验（20%）四种类型多层次实验内容构成，

目的在于巩固和加深医学生对医学遗传学知识的理解，并初步掌握医学遗传学研究所

必需的基本实验技术如染色体制备技术、核型分析等，通过对人类常见遗传病的录像

的观看、单基因遗传性状的群体分析、人类皮肤纹理分析和小鼠骨髓染色体的制备等

实验，使医学生初步具备遗传病的诊断分析和进行医学遗传学研究的基本能力与素

质，培养学生科学的态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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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遗传性状及常见遗传病特征 演示性 3 1 必修 

2 小鼠骨髓细胞染色体制备与观察 综合性 3 3-5 必修 

3 人类皮肤纹理分析 验证性 3 1 必修 

4 小鼠微核试验 验证性 3 3-5 选修 

5 人类染色体观察与核型分析 验证性 3 1 选修 

6 人类性染色质的检测 验证性 3 1 选修 

7 遗传咨询及系谱分析 设计性 3 1 选修 

8 人类染色体标本的制备 综合性 3 3-5 选修 

9 人类染色体 G 带标本制备及观察 创新性 3 3-5 选修 

10 人类染色体的其他显带技术的研究 创新性 3 3-5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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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人类遗传性状及常见遗传病特征 

1. 教学内容 

观看人类遗传病录像，调查分析人类的几种常见性状。 

2. 教学目标 

（1）了解人类常见遗传病的分类； 

（2）熟悉人类常见遗传病的发病原因、遗传方式及主要特征； 

（3）掌握人类的常见性状的遗传方式及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2：小鼠骨髓细胞染色体制备与观察 

1.教学内容 

秋水仙素预处理小鼠，取股骨骨髓细胞，低渗，固定，制备细胞悬液，滴片，染

色，镜检。 

2. 教学目标 

（1）了解一些实验动物染色体的形态、结构及特征； 

（2）熟悉显微镜的使用及小鼠染色体的形态特征； 

（3）掌握小鼠骨髓细胞染色体标本的制作方法。 

实验项目 3：人类皮肤纹理分析 

1.教学内容 

拓印掌纹指纹，分析掌纹指纹类型，并统计嵴纹数。 

2. 教学目标 

（1）了解皮纹分析在遗传学中的应用； 

（2）熟悉指纹和掌纹的类型； 

（3）掌握皮纹分析的基本知识和方法。 

实验项目 4：小鼠微核试验 

1. 教学内容 

丝裂霉素 C 处理小鼠，取尾部外周血细胞和骨髓细胞，低渗，固定，制备细胞

悬液，涂片，染色，镜检，观察 PCE 细胞中的微核。 

2. 教学目标 

（1）了解丝裂霉素 C 对骨髓细胞染色体的损伤作用； 

（2）熟悉小鼠骨髓嗜多染红细胞（PCE）微核测定方法； 

（3）掌握小鼠尾部正染性红细胞（NCE）微核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5：人类染色体观察与核型分析 

1. 教学内容 

剪贴分析人类染色体核型照片。 

2. 教学目标 

（1）了解人类显带核型特征； 

（2）熟悉人类染色体核型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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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人类染色体的形态、结构及其特征。 

实验项目 6：人类性染色质的检测 

1. 教学内容 

制备 X 染色质，观察并计算 X 染色质的阳性率。 

2. 教学目标 

（1）了解 Y 染色质的制备方法和形态特征 

（2）掌握 X 染色质的制备方法和形态特征 

实验项目 7： 遗传咨询及系谱分析 

1. 教学内容 

收集并分析遗传病家系图谱，学会单基因和多基因遗传病的发病风险计算。 

2. 教学目标 

（1）了解系谱收集及分析需注意的相关事项； 

（2）熟悉系谱的绘制方法； 

（3）掌握单基因遗传病和多基因遗传病的传递方式和再发风险的计算。 

实验项目 8：人类染色体标本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外周血淋巴细胞的培养，人类染色体标本的制备。 

2. 教学目标 

（1）熟悉人类外周血淋巴细胞的培养方法； 

（2）掌握人类染色体标本的制备方法。 

实验项目 9：人类染色体 G 带标本制备及观察 

1. 教学内容 

人类染色体胰蛋白酶法 G 显带，根据处理方法的不同制作不同条带数的染色体

标本。 

2. 教学目标 

（1）熟悉 G 显带染色体的主要特征； 

（2）掌握人类染色体胰蛋白酶法 G 显带技术。 

实验项目 10：人类染色体的其他显带技术的研究 

1. 教学内容 

R 显带、C 显带、NOR 银染和 SCD 的标本制备和观察，比较其相关性和不同带

型的意义。 

2. 教学目标 

（1）了解 R 带与 G 带的关系，C 显带的意义； 

（2）掌握 R 显带、C 显带、NOR 银染和 SCD 的制备、观察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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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课堂完成实验报告，包括实验名称、目的要求、实验原理、实验

结果、思考题以及实验讨论。 

2．考核方式 

（1）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出勤 20%，实验报告成绩 80%。 

（2）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的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显微镜 1 台/人、冰箱 1 台、烘箱 2 台、台式高速离心机 4 台、投影仪 2 台、天

平 8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蔡绍京，《细胞生物学与医学遗传学实验教程》，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出版。 

2．参考书： 

（1）左伋，《医学遗传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出版。 

（2）陈竺，《医学遗传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年出版。 

（3）（美）克卢克等，《Essentials of Genetics》，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出版。 

（4）孟祥勋，张焕相，《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实验指导》，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 

（5）乔守怡，《遗传学分析实验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出版。 

                                        

 

执 笔 人：刘   霞  

审 批 人：张洪涛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jieshao.asp?kybook_id=Hc27929c0B9/046D50509103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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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Biology I》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1111            课程学分：1.5 学分 

课程名称：Cell Biology 

课程学时：36 学时     实验学时：9 学时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 5+3 医学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Cell biology i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which the medical students with 

8-year program have to take. This course contains the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of plasma 

membrane, endomembrane systems, mitochondria, nucleus, etc. As an essential course, cell 

biology is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physiological activities of eukaryotic cells to 

medical students. 

教学目标： Based on the study Cell biology theory course, the experiment course is 

benefit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ed knowledge. It contains both basic and 

innovation experiments including how to use microscope, cell culturing, cell ultrastructure 

morphology observation, etc. 

This course will help medical stutents better practice their techniques related to 

cellular and molecular biology. The knowledge they learn from this course will serve their 

practice better in future. We will help the students achieve the goals listed below. 

二、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How to use microscope Basic 3 1 Required 

2 Cell Ultrastructure Basic 3 1 Required 

3 Cell Culture designing 3 3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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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与教学要求 

Experiment 1：How to use microscope  

1. Contents 

Teach how to use Light microscope；Observe cell size and morphology using human oral mucosal 

epithelium sections；Cell counting. 

2. Objectives 

(1) Understand the componentsof microscope 

(2) Learn how to use low or high power objective lense to observe tissue samples. 

(3) Learn how to use oil objective lense. 

(4) Learn how to care the microscope.  

Experiment 2：Cell Ultrastructure 

1. Contents 

Observe the morphology of mitochondria, Golgi complex or Centrosome with mouse 

kidney slice, mouse liver slice, rabbit spinal ganglion slice or Equine ascarid uterus slice 

separately. 

2. Objectives 

Learn the morphology of the organells under the light microscope. 

Experiment 3：Cell Culturing 

1. Contents 

Design the experiment to culture HepG2 hepatocarcinoma cells and normal liver 

7702 cells.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wth conditions for two cells. 

2. Objectives 

（1）Learn the basic procedures of cell culture. 

（2）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wth condition of normal cells and 

tumor cells. 

（3）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7702 and HepG2 cells.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Experiment reports  

Exp.1 How to use microscope.（Record the cell morphology with the drawing method 

of biology） 

Exp.2 Cell Ultrastructure（Record the morphology of mitochondria, golgi complex and 

centrosome） 

Exp.3 Cell Culturing (Record the procedure of cell culture) 

2、Scores 

Experiment score: 30％ of total final score (experiment report 10%，experiment tes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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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现有设备 现有台（套）数 

光学显微镜 120 

倒置显微镜 2 

医用净化工作台 12 

CO2 培养箱 2 

TGL16 离心机 4 

各类组织永久切片 150 

高压蒸气灭菌器 1 

荧光显微镜 1 

恒温水浴锅 2 

-30ºC 冰箱 1 

高速离心机 2 

六、教材及参考书/ Reference 

1. Bruce Albert, et al.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 Garland Publishing Inc. US. 

2008 

2. 白艳艳，缪竞诚主编.细胞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执 笔 人： 白艳艳  俞慧君  

审 批 人： 魏文祥 

完成时间： 201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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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llabus of the systematic anatomy》 

课程代码：CLMB1112                  课程学分： 4.5 

课程名称：systematic anatomy                  

课程学时：108                         实验学时：  54 

适用专业：Clinical Medicine, overseas students 

实验室名称：Basic Medical Laboratory 

一、课程简介 

The broad goal of the teaching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Anatomy aims at 

providing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f the gross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ody to provide 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linical correlation of organs or structures 

involved and the anatomy basis for the disease prese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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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ocomotor system 验证性 13 5 必修 

2 Digestive system 验证性 3 5 必修 

3 Respiratory system 综合性 2 5 必修 

4 Urinary system 验证性 1.5 5 必修 

5 Reproductive system 验证性 2 5 必修 

6 angiology 验证性 8 5 必修 

7 sensory organs 综合性 4 5 必修 

8 Nervous system 综合性 19.5 5 必修 

9 Endocrine system 验证性 1 5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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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1：The introduction  

Preview 

Preview the anatomical position, the relational planes and sections and the terms of 

direction.   

Objectives  

mastery: 

1. the anatomical position, the relational planes and sections and the terms of direction 

2. task of anatomy and its importance in medical science . 

3.  the brief history of anatomy and departmentation. 

4. the concept of organ and system of human body. 

The chapter 1  the locomotor system  

Preview 

Preview the shape, form and function of bon. The component and function of bones of 

trunk. the chief structure of skull on basal medial view . The essential structure and 

accessory structure of synovial joints. The movement of the shoulder joints, elbow joint 

and wrist joint.  The component and movement of hip joint, knee joint and ankle joint.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of muscles. 

Objectives  

 mastery: 

1. the shape, form and function of bones. 

2.  the component and function of bones of trunk. 

3.  the general features and shape of the vertebrae and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vertebrae in each department. 

4. the general shape and structure of ribs. 

5.   the shape and parts of sternum and concept of sternal angle. 

6. The important  boney mark of trunk . 

7. the component  parts of the bones of upper limb. 

8. The important boney mark of upper limb. 

9. the component  parts of the bones of lower limb. 

10. The important boney mark of lower limb. 

11. the component of skull and the shape of the mandible 

12. the chief structure of skull on basal medial view .  

13. the structure of boney nasal cavity. 

14. The important  boney mark of skull . 

15. The essential structure and accessory structure of synovial joints.  

16.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of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and its function'. 

17.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an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 , pos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 and yellow lig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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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the component of spinal column and normal bend of spinal colunm. 

19. the component and movement of the shoulder joint and elbow joint. 

20. the component and movement of the hip joint and knee joint . 

21.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of muscles. 

22. the distribution and position of trunk muscles. 

23. the name and effect of superficial muscles of back . 

24. the name and effect of muscles of thorax. 

25. Diaphragmatic position, effect and its three hole on it . 

26. the name and effect of muscles of abdomen. 

27. the position and effect of the masseter and temporalis. 

28. the position and effect of the biceps brachii and triceps brachii. 

29. the position and effect of the gluteus maximus , quadriceps femoris and the triceps 

surae. 

实验项目2： The chapter 2    Digestive system  

Preview 

    Preview the position, shape and parts of the pharynx.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esophagus. The narrow of esophagus and its clinical meaning. The position, shape and 

parts of stomach. The position, shape and parts of the duodenum . The parts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lon. The position of cecum and the surface projection 

of the root of the appendix.  

Objectives 

 mastery: 

1. the composing of the digestive system .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uperior and inferior 

alimentary tract. 

2. the parts of the oral cavity .the composing of the isthmus of fauces . 

3.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of the tongue. 

4.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of the tooth. 

5. the position and opening of the parotid ,submandibular and sublingual glands. 

6.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pharynx and its communication . 

7. the position, shape and narrow of the esophagus and its clinical meaning. 

8. the position, shape and parts of stomach . 

9. the parts of small intestinal .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duodenum. 

10. the parts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lon. 

11. The position of cecum and the surface projection of the root of the appendix.  

12.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rectum and anal canal. 

13.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liver. 

14.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gall bladder and the surface projection of the gall 

bladder. 

15. the passage of bile at outside of liver. 

16.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the panc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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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3 The chapter 3   Respiratory system 

Preview 

    Preview the composing of respiratory system. the position and opening of the 

paranasal sinuses. the shape and difference of left and right principal bronchus.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lung . the concept of the pleura and pleural cavity . 

Objectives  

 mastery: 

1. the composing of the respiratory system. 

2. the parts and shape structure of nasal cavity. 

3. the position and opening of the paranasal sinuses  

4. the position of the larynx, the parts and shape of the laryngeal cavity. 

5. the position of trachea. the shape and difference of left and right principal bronchus 

6.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lung  

7. the concept of the pleura and pleural cavity  

8. the parts of the pleura and pleural recess. 

9. the surface projection of lungs and pleurae. 

 

实验项目4: The  chapter 4  the urinary system and reproductive system 

(addenda: Peritoneum) 
Preview 

    Preview the composing of the urinary system.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kidneys.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bladder. The composing of the male and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 

Objectives  

mastery: 

1. the composing of the urinary system. 

2.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kidneys. 

3.  the covering and fixture of the kidneys. 

4.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the ureter and the position of its narrow . 

5.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bladder. 

6. The composing of the male and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 

7.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testis and epididymis . 

8.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spermatic cord. 

9.  the position and composing of ductus deferens. 

10.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prostate. 

11. the composing and parts of penis. 

12. the parts and its three narrow and two curvatures of the male urethra and its clinical 

meaning. 

13. the composing of the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14.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ovaries. 

15. the position, parts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uterine tu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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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uterus. 

17. the shape and position of the vagina. 

18.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female mammary gland. 

19. the concept of the peritoneum, the parietal and visceral layer peritoneum and 

peritoneal cavity . 

20.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lesser omentum and greater omentum . 

实验项目5: The chapter  5   the angiology  

Preview     

 Preview the composing of the angiology and function. The composing of cardiovascular 

system . the concept of the great and lesser circulation . 

Objectives  

 mastery: 

1. the composing of the angiology and function 

2. The composing of cardiovascular system  

3. the concept of the great and lesser circulation . 

4.  the position and appearance of the heart. and the shape structure of the cardiac 

chambers. 

4. the composing and function of the conducting system of the heart. 

5. the origination ,branch and distribution of left and right coronary artery 

6. the position and opening of coronary sinus. 

7. the origination, travel and branch of the aorta . 

8. the origination, travel and branch of the common carotid artery. 

9. the origination and branch of the external carotid artery. 

10. the origination and branch of the subclavian artery 

11. the origination and branch of the axilla artery, brachial artery, radial artery, ulnar 

artery . 

12. the origination and chief branch of the thoracic aorta, abdomen aorta. 

13. the branch and distribution the celiac trunk , the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and inferior 

mesenteric artery. 

14. the origination and branch of the common iliac artery 

15. the origination and branch of the external iliac ,femoralis, popliteal artery, anterior 

tibial ,posterior tibial artery. 

16. the origination and tributaries of the superior and inferior vena cava. 

17. the travel and clinical meaning of the cephalic vein, basilic vein and median cubital 

vein.\ 

18. the origination, travel and into position of the great and small saphenous vein. 

19. the composing of hepatic portal vein. 

20. the composing and distribution of lymph system. 

21. the origination, travel and into position of the thoracic duct . 

22. the subgroups of the axilla lymph node . 

23. the position of the bronchopulmonary lymph 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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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the lymph nodes and lymphatic drainage of the superficial inguinal lymph nod 

25.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spleen. 

实验项目6: The chapter 6   the sensory organs 

Preview 

    Preview the composing, shap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eyeball . the parts of the 

conjunctiva and the conjunctival sac. the composing of the lacrimal apparatus. The 

formation of the aqueous humor and its circulate approach. The fiber origination,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oculomotor nerve, abducent nerve and trochlear nerve.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external acoustic meatus and the feature of external 

acoustic meatus in child.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tympanic membrane. the 

position of the tympanic cavity and its six walls . the position of the tympanic cavity and 

its six walls .Objectives 

 mastery 

1. the composing, shap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eyeball 

2. the composing and function of the refractive media. 

3. the parts of the conjunctiva and the conjunctival sac. the composing of the lacrimal 

apparatus. 

4. The formation of the aqueous humor and its circulate approach. 

5. The fiber origination,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oculomotor nerve, abducent nerve 

and trochlear nerve. 

6.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external acoustic meatus and the feature of 

external acoustic meatus in child. 

7.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tympanic membrane. 
8. the position of the tympanic cavity and its six walls . 
9. the position of the tympanic cavity and its six walls . 

实验项目7： The  chapter  7  Nervous system 

Preview 

    Preview the composing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nervous system.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neuron. The concept of the gray matter, white matter, cortex, medullary substance, 

nerve, fasciculus or tract, ganglion and nucleus. the composing, distribu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pinal nerves . 

Objectives  

 mastery 

1. the composing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nervous system. 

2.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neuron. 

3. The concept of the gray matter, white matter, cortex, medullary substance, nerve, 

fasciculus or tract, ganglion and nucleus. 

4. the position and appearance of the spinal cord. 

5. the match of the gray matter and white matter in the spinal and their name of each . 

6. the position, rise and stop and function of the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tracts in sp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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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d. 

7.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the brain . 

8. main nucleus of the brain stem and their name. 

9.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the diencephalon. 

10. the 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third ventricle, the fourth ventricle and lateral 

ventricle. 

11. the lobes and the main sulcus and gyrus of the cerebral hemisphere . 

12.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the internal capsule and main tracts through internal capsule 

and clinical meaning.\ 

13.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the cerebellum. 

14. the superficial and deep sensory pathways of trunk and limbs.. 

14. the superficial sensory pathways of the head and face . 

15. the composing of the pyramidal system and their function . 

16. the structure formed by the dura mater. 

17. the position and its content of the epidural space. 

18. the composing, position and clinical meaning of the cerebral arterial circle. 

19. the bring forth and circulating approach of the cerebrospinal fluid . 

20. the composing, distribu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pinal nerves . 

21. the composing and position of the cervical , brachial,lumbar and sacral plexus. 

22.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edian , ulnar, radial, axilla and musclocutaneous nerve. 

23.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ciatic,femoral, tibial and common peroneal nerve. 

24. the name, order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cranial nerves general . 

25. the origination, travel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oculomotor nerve. 

26. the origination ,chief branch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trigeminal nerve. 

27. the origination ,chief branch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facial nerv. 

28. the travel , chief branch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vagus nerve. 

29. the elementary centre of the sympathetic nerves. 

30. the elementary centre of the parasympathetic nerves. 

实验项目8：The  chapter 8   Endocrine system 

Preview      

Preview the composing of the endocrine system.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yroid gland, 

parathyroid gland , suprarenal gland ,pineal body and thymus.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hypophysis. 

Objectives  

mastery: 

1. the composing of the endocrine system. 

2.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yroid gland, parathyroid gland , suprarenal gland ,pineal 

body and thymus. 

3.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hypophysis. 

4.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endocrine org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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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有实验报告的要求，本次实验人员的安排包括主刀、助手，巡回等.考核方

式。实验课的考核方式：课程中期和结束时各进行1次，方法：教师随机考核每个学

生寻找自己实验组结构操作过的结构1-2个,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

的比例30%，其中实验报告占10%，实验考核两次占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套数  

人体解剖实验台，解剖器械。 

Reference： 

教材： 

1.《人体解剖学和组织胚胎学》. 主编  窦肇华.第５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2.《系统解剖学》. 主编  柏树令.第６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3.《人体解剖学》. 主编  张朝佑.第２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参考书： 

1.Richard L.Drake，《格氏解剖学基础教程》英文影印班,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 

2.于频,《新编人体解剖图谱》（第二版），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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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logy and Embryology I》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1113                  课程学分： 4 

课程名称：Histology and Embryology I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  36 

适用专业：Clinical Medicine 

实验室名称：Basic Medical Laboratory 

一、课程简介 

Histology is a study of microstructures of human body and its related function. 

Objective is to understand and consolidate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learned in the 

classroom.Through experimental observing video, tissue sections, samples and models, 

students should combine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description of morphology and 

specific image with each other, and then master the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y should train to work independently, and improve their analysis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Students observe tissue slices in experiment, improve their 

independent thinking ability and morphological description skills, and master learning 

methods of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o achieve a firm grasp of knowledge. 

Human embryology is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mechanism from the 

fertilized egg to a new individual. The evolution process happens in the womb and each 

parts of early human embryo occurr small but profound changes,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to 

observe the continuous change process the embryo directly in the experiment.students 

should establish the concepts of dynamic changes and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by 

videos, models and samples to help themselves to understand and remember the important 

structures inside and outside and their evolution process in embryo at each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to underst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the 

common congenital malfor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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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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ithelial tissue 验证性 3 1 必修 

2 Connective tissue 验证性 3 1 必修 

3 Preparation of blood smear 综合性 3 1 必修 

4 
Muscular tissues 

Nervous tissue 
验证性 3 1 必修 

5 
Circulation system 

Skin  
验证性 3 1 必修 

6 Immune system 验证性 3 1 必修 

7 
Digestive tract 

Digestive gland 
验证性 3 1 必修 

8 
Respiratory system 

Urinary system 
验证性 3 1 必修 

9 
Eye and ear 

Endocrine system 
验证性 3 1 必修 

10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验证性 3 1 必修 

11 
Stain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unknown specimens 
综合性 3 1 必修 

12 
Early human embryonic  

development 
验证性 3 1 必修 

13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estive 

and respiratory systems 
验证性 3 1 选修 

14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验证性 3 1 选修 

15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inary and 

reproductive systems 
验证性 3 1 选修 

16 Preparation of paraffin sections 综合性 16 1 开放 

17 Special stain 综合性 16 1 开放 

18 Preparation of bone slices 综合性 24 1 开放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Epithelial tissue 
1.教学内容： 

（1）VCD: Epithelial tissue 

（2）To expla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issue sections 

（3） Slides:   1) Simple columnar epithelium 

2) Pseudostratified  ciliated columnar epithelium 

3) Stratified squamous epithe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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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 Shape and arrangement of cell body 

2) Cellular nucleus  

3) Cytoplasm 

 

实验项目 2：Connective tissue 
1.教学内容：  

（1）VCD: Connective tissue 

（2）Slides:    1) loose connective Tissue 

2) Pseudostratified  ciliated columnar epithelium 

3) Stratified squamous epithelium 

（3）Demonstration slides:  1) Mast cell 

2) Plasma cell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Collagen fiber,Elastic fiber,Fibroblast,Macrophage 

2）Perichondrium, Cartilage lacuna, Chondrocytes, Isogenous group, 

Cartilage matrix 

 3）Osteon, Interstitial lamella, Osseous lacuna,Bone canaliculus 

 

实验项目 3：Preparation of blood smear 

1.教学内容： 

（1）VCD: Blood and bone marrow 

（2）To prepare and observe blood smear 

（3）Demonstration slides:  1）Reticulocyte 

                        2）Blood cells in slices 

 

2.教学目标： 

（1）To master the skills of making blood smear, students must do it by themselves. 

（2）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  Erythrocyte 

2） Neutrophil 

3） Lymphocyte 

4） Monocyte 

5） Platelet 

6)   Reticulocyte 

 

实验项目 4：Muscular tissues, Nervous tissue 

1.教学内容： 

（1）VCD: Muscular tissues, Nervous tissue 

（2）Slides:   1）Skeletal mus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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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Smooth muscle 

             3）Motor neuron 

             4）Peripheral nerve(Longitudinal section ) 

             5）Peripheral nerve(Cross section ) 

             6）Motor end plate 

（3）Demonstration slides:  1）chromophil substance of motor neuron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Nuclei of skeletal muscle fiber, Cross-striations,Light and dark band 

（2）Nuclei of smooth muscle fiber,and the arrangement of smooth muscle fibers 

（3）Multipolar neurons, Nucleus, Nissle body, Dendrites and axon 

（4）Axon, Myelin sheath of nerve fibre, Endoneurium, Perineurium, Epineurium 

（5）Skeletal muscle fiber,The cross striation,Motor end plate  

 

实验项目 5：Circulation system, Skin 

1.教学内容： 

（1）VCD: Circulation system, Skin 

（2）Slides:   1）Medium sized artery and large vein 

          2）Heart 

          3）Large artery 

              4）Skin 

（3）Demonstration slides: 1）Intercalated disk 

                   2）Sebaceous glands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Tunica intima, endothelium, and internal elastic membrane, Tunica media and 

external elastic membrane, Tunica adventitia 

（2）Layers of endocardium, Myocardium, Epicardium, Purkinje fibers 

（3）Elastic membrane 

（4）intercalated disk 

（5）Stratum corneum, stratum lucidum, stratum granulosum, stratum spinosum, and 

stratum basale, Papillary layer and reticular layer, Meissner‘s corpuscle 

（6）The secretory portion and the tube of eccrine sweat glands 
 

实验项目 6：Immune system 

1.教学内容： 

（1）VCD: Immune system 

（2）Slides:   1）Spleen 

          2）Thymus 

          3）Lymph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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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emonstration slides:  1）Enlarged splenic sinus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Capsule and trabeculae, Cortex and medulla, Lymph nodules and paracortex, The 

medullary cords and medullary sinuses, Postcapillary venules , Lymphocytes, macrophages, 

and reticular cells 

（2）Capsule and trabeculae, Periaterial lymphatic sheath and the central artery, Splenic 

nodules, splenic cords and sinusoids, Marginal zone 

（3）Sebaceous gland , Cortex and medulla, Thymic corpuscle, Reticular cell in Thymus 

 

实验项目 7：Digestive tract, Digestive gland 

1.教学内容： 

（1）VCD: Digestive tract, Digestive gland 

（2）Slides:    1）Esophagus  

           2）Stomach 

           3）Duodenum 

4）Colon 

5）Liver  

6）Liver 

（3）Demonstration slides: 1）Appendix 

                   2）Lingual papilla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The layers of esophagus,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layer,  Esophageal 

glands and conduit. 

（2）The structure of gastric wall and its hierarchical layers, Gastric folds, Gastric pits, The 

chief cells and parietal cells of the gastric glands. 

 

（3）The structure of duodenum and its hierarchical layers, Intestinal villu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ntestinal glands and villi, The different layers of duodenum. 

（4）The structure of rectum wall and its stratified layers, Large intestine gland. 

(5）Fungiform papilla,contour,taste bud, taste glands 

(6）Liver capsule, The structure of hepatic lobule (central vein, hepatic cord, liver sinusoids 

and kupffer cell), The 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portal area (interlobular bile ducts, 

interlobular arteries and interlobular vein). 

(7）The structure of the Langerhans islets, Serous acini, Centroacinar cells. 

 

实验项目 8：Respiratory system, Urinary system 

1.教学内容： 

（1）VCD: Respiratory system, Urinary system 

（2）Slides:        1）Trac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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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Lung 

              3）Kidney 

               4）Ureter 

               5）Bladder 

（3）Demonstration slides:  1）Bronchiole 

                     2）Pulmonary vascular perfusion 

                     3）Macula densa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Pseudostratified ciliated columnar epithelium, Basement membrane, Lamina propria, 

Submucosa, Mixed gland, Hyaline cartilage 

 (2）Small bronchi, Bronchioles, Respiratory bronchioles, Alveolar ducts, Alveolar 

sacs,Alveoli. 

 (3 ） Capsule, Cortex, Medulla, Renal corpuscles, Proximal tubule, Distal tubule, 

Collection tubule, Macula densa. 

(4）Structure of each layer of the ureter and bladder, Transitional epithelium. 

 

实验项目 9：Eye and ear, Endocrine system 

1.教学内容： 

（1）VCD: Eye and ear, Endocrine system 

（2）Slides:      1）eyeball 

             2）internal ear 

            3）pituitary gland 

             4）thyroid gland 

             5）adrenal glands 

（3）Demonstration slides:  1）Retina 

2）Organ of Corti 

3）Parathyroid glands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Cornea, Sclera, Ciliary body, Retina,Optic papilla 

(2）Cochlear duct, Organ of Corti 

(3）Follicular cells, Colloid, Parafollicular cells, Chief cells. 

(4）Zona glomerulosa, Zona fasciculata, Zona reticularis, Chromaffin cells  

(5）Different cell types in pars distalis, Pars intermedia, Pars nervosa: unmyelinated nerve 

fibres, pituicytes and herring body 

 

实验项目 10：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1．教学内容： 

（1）VCD: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2）Slides:        1）Ovary 

               2）Ut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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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Oviduct 

               4）Testis and Epididymis 

               5）Ductus deferens 

               6）Prostate 

（3）Demonstration slides: 1）secondary follicle 

                   2）corpus luteum 

                   3）ductuli efferentes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Germinal epithelium, Tunica albuginea, Primordial follicles,Secondary follicles, Atretic 

follicles, Corpus luteum 

(2）Uterine wall structure, Epithelium of uterus, Uterine glands, Spiral arteries 

(3）Three layers of the uterine tube, Epithelium and mucosal folds 

(4）Seminiferous tubules, Spermatogenic cell, Sertoli cells, Leydig cells 

(5）Efferent ductules, Epididymal duct 

(6）The epithelium of mucosa , The muscularis, The adventitia 

(7）The capsule of the prostate gland, The secretory alveoli, The epithelium of the secretory 

alveoli, The prostatic concretions 

 

实验项目 11：Stain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unknown specimens 

1.教学内容： 

(1）A piece of blank tissue section per person 

(2) To stain and mount the tissue sections 

(3) To observe and identify the tissue sections in the interactive laboratory  

(4) To draw pictures, fill in the experimental report and write 3-4 knowledge points 

 

2.教学目标： 

（1）To master stainingand mounting skills 

（2）To master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organs   

 （3）To identify the tissue sections and write 3-4 knowledge points 

 

实验项目 12：Early human embryonic development 

1.教学内容： 

（1）VCD: Early human embryonic development 

（2）To observe the human embryonic model: 

1）Cleavage model; blastocyst formation model; implantation model; two embryo 

period model; three layer model 

2) fetal chorion, amnion, yolk sac allantois, umbilical cord model 

3) placent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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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Mature of gender germ cells, and sperm capacitation 

（2）Fertilization, cleavage, blastocyst formation and implantation. 

（3）Form of the bilaminar germ disc and trophoblast differentiation. 

（4）Structure and form course of the trilaminar germ disc. 

（5）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fetal membrane and placent. 

 

实验项目 13：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estive and respiratory systems（选修） 

1．教学内容： 

（1）VC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estive and respiratory systems 

（2）To observe the human embryonic model: 

1) model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original digestive tube 

2 model of the occurrence and evolution of pharyngeal and pharyngeal pouch 

3) model of the occurrence of stomach and intestines 

4) model of the occurrence of liver, gallbladder, pancreas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 the form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original digestive tube. 

(2) the posi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pharyngeal pouch. 

(3) the occurrence of the digestive tract, liver, pancreas and the common congenital 

malformations. 

(4) the occurrence of trachea and lung and the common congenital malformations. 

 

实验项目 14：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选修） 

1.教学内容： 

（1）VC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2）To observe the human embryonic model: 

1) model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heart shape 

2) model of internal separation of the heart 

3) model of congenital heart malformation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 the occurrence of blood island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arly blood circulation. 

(2) the occurrence of the heart (external appearance and internal separation). 

(3) the common congenital malformations of the heart. 

(4) the way of fetal blood circ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s after bi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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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5：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inary and reproductive systems（选修） 

1.教学内容： 

（1）VC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inary and reproductive systems 

（2）Observe the cross section of the body tail model of the human embryo: 

1) model of the genital ridge 

2) the model of mesonephric ridge 

3) model of the genital ridge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 ruogenital ridge  

2) mesonephric ridge 

3) genital ridge 

4) location and difference of the mesonephric and paramesonephric duct 

 

实验项目 16：Preparation of paraffin sections（开放） 

1.教学内容： 

Preparation and HE stain of paraffin section of liver. 

 

2.教学目标 

To master preparation method and HE staining procedure of paraffin section, and the 

meaning of Eosinophilic, eosinophilic.  

 

实验项目 17：Special stain（开放） 

1.教学内容： 

Preparation and sudan Ⅲ special stain of paraffin section of adipocyte. 

 

2.教学目标 

To master the principle, reagent preparation and dyeing steps of Sultan Ⅲ. 

 

实验项目 18：Preparation of bone slices（开放） 

1.教学内容： 

Preparation of bone slices of Animal bone shaft cross section. 

 

2.教学目标 

To master the processing method, preparation process and stain procedure of bone sl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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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Electronic experiment report: Digital microscope image acquisition in interactive 

laboratory 

 

1 Epithelial tissue Pseudostratified ciliated columnar epithelium 

2 Connective tissue Hyaline cartilage 

3 Preparation of blood smear Red blood cell, neutrophil, lymphocyte 

4 Muscular tissues Skeletal muscle fiber 

5 Nervous tissue Motor  neuron 

6 Circulation system, Skin  Medium-sized artery, Thick skin 

7 Immune system Lymph node 

8 Digestive tract, Digestive gland Gastric Mucosa, Hepatic lobule 

9 Respiratory system, Urinary system Bronchiole, Kidney 

10 Eye and ear, Endocrine system Eyeball, Adrenal gland, Pituitary gland 

11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Uterus, Testis 

12 
Stain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unknown specimens 
Unknown specimens 

2、Assessment mode 

（1）Using the self-made laboratory test examination questions bank on the interactive 

laboratory computer for examination, marking and scoring. 

（2）The proportion of the electronic experiment report, as a result of Achievement in 

peacetime, is 10% of the total score of the course. The propor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s 20% of the total score of the course.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Digital interactive laboratory: 64 / per room, a total of 3 rooms 

Jetta microscope interactive system software: 1 set / per person 

Computer for teacher: 1 / per room 

Computer for student: 1 / per person 

Digital microscope CX21: 1 / per room 

Digital microscope CX31: 1 / per person 

tissue slice 1 sets / per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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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roduction supplies of blood smear:（Anatomical plate, needle, slides, reagent dye, etc.）: 

1 set / per person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 

陈永珍等主编双语版  《组织胚胎实验学》   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2、参考书： 

（1）邹仲之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第 8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 

（2）曾国山主编  《组织学与胚胎学》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3）唐军民等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彩色图鉴》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2 年 

（4）陈永珍等主编   《组织学与胚胎学》       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5）高英茂主编双语版《组织学与胚胎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年 

（6）安利国主编    《发育生物学》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7）唐军民主编《Textbook of Histology and Embryology》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1

年 第 1 版 

（8）高英茂主编《Textbook of Histology and Embryology》  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第 8

版 

 

 

                                                执笔人：余水长 

                                         审批人：陈永珍 

                                         完成时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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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ologyⅠ》experiment curriculum teaching 

programming 

Course code：CLMB1114        Course credit：5.5 

Course Name（English/Chinese）：Physiology Experiment / 生理学实验 

Course learning hour：126       Experiment learning hour：42 

Applicable profession：Medical student for whole English teaching 

Laboratory Name：Basic Medical Laboratory 

1. Curriculum brief introduction 

Knowledge in Physiology experiment is components of national doctor licence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Experiment content includes primal physiological basic 

experiment, integrated experiment, designed experiment, opening experiment and so on. 

There are 24 experiments which contain 18 basic experiments (75% of all experiments), 5 

integrated experiments (21% of all experiments), 4 designed experiments (17% of all 

experiments) and several opening experiments. This curriculum is a excellent course of 

Jiangsu Province. 

Teaching objective consists in deepen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to basic theory on 

physiology and in improving student`s independent operating ability,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 and knowledge used ability. 

Enhancing student`s basic experiment techniques on physiology (software setup, 

solution preparation, animal seizing, anesthesia and fixation, sample preparation, neural 

discharge, electric potential induction, intravenous injection, arterial cannulation, 

pathological modeling, data handling, result analysis) and raising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for using various experimental methods is teaching requirements of physiology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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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periment items and learning hour arrangement 

No. Experiment Name Type 
Time 

Arrangement 

Number of 

people in 

each Group 

Compulsory 

/ Selective 

1 

① Experimental overview； 

② Physiological computer 

introduction； 

③ Preparation of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Basic 

① 1 

② 1 

③ 2 

2~3 Compulsory 

2 

① Measure of reflex time； 

② Analysis of reflex arc； 

③ Stethoscopy of heart 

sound； 

④ Measurement of human 

arterial blood pressure. 

Basic 

① 1 

② 1 

③ 1 

④ 1 

2~3 Compulsory 

3 

① Microcirculation； 

② Single twitch and 

complete tetanus of skeletal 

muscle. 

Basic 
① 1 

② 3 
2~3 Compulsory 

4 

Regulation of respiratory 

movement and effects of 

drug for treatment. 

Comprehensive； 

Designed； 

Innovative. 

4 4~5 Compulsory 

5 
① Teaching video； 

②Experimental design. 

Comprehensive； 

Designed. 

① 1 

② 3 
2~3 Compulsory 

6 

① Induction of the nerve 

trunk action potential； 

② Nervous conductive 

speed and observation of 

refractory period； 

③ Cochlea microphonic 

potential. 

Basic 

① 1 

② 2 

③ 1 

2~3 Compulsory 

7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mooth muscle in GI. 

Comprehensive； 

Designed； 

Innovative. 

4 4~5 Compul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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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Experiment Name Type 
Time 

Arrangement 

Number of 

people in 

each Group 

Compulsory 

/ Selective 

8 

Neurohumoral regulation 

of mammalian 

cardiovascular activity and 

treatment of heart failure. 

Comprehensive； 

Designed； 

Innovative. 

4 4~5 Compulsory 

9 
Factors influence on urine 

formation. 
Comprehensive. 4 4~5 Compulsory 

10 

Sense organ experiment： 

① Visual field； 

② Visual acuity； 

③ Blind point； 

④ Color blindness； 

⑤ Auditory conductive 

pathway； 

⑥ Effect of bony labyrinth. 

Basic 

① 1 

② 0.5 

③ 1 

④ 0.5 

⑤ 0.5 

⑥ 0.5 

2~3 Compulsory 

11 

Examination of experiment 

operation（Choose any one） 

① Preparation of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② Animal anesthesia and 

fixation； 

③ Trachea cannula and 

vagus nerve seperation. 

④ Arterial cannulation and 

sympathetic nerve 

seperation. 

⑤ Single twitch and 

complete tetanus of skeletal 

muscle. 

Basic 2 1 Compulsory 

12 
Identification of ABO 

blood group. 
Opening, Basic 1 2 Selective 

13 

Analysis of frog`s heart 

beat origin and premature 

contraction and 

compensatory pause of 

myocardium. 

Opening, Basic 1 1 Sel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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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Experiment Name Type 
Time 

Arrangement 

Number of 

people in 

each Group 

Compulsory 

/ Selective 

14 
Discharge of depressor 

nerve in rabbit. 

Opening, 

Comprehensive 
2 2 Selective 

15 

Record and analysis on 

human electrocardiogram 

(ECG). 

Opening, Basic 2 2 Selective 

16 

Roles of plasma colloid 

osmotic pressure in edema 

formation in frog. 

Opening, 

Designed 
4 4~5 Selective 

17 

Effects of drug on smooth 

muscle tension in blood 

vessel in vivo and in vitro. 

Opening, 

Comprehensive 
4 4~5 Selective 

18 

Insulin-induced 

hypoglycemia in rabbit and 

mouse. 

Opening, 

Comprehensive 
2 4~5 Selective 

19 

Effects of some drugs on 

isolated frog heart 

perfusion. 

Opening, 

Comprehensive 
2 4~5 Selective 

Note: For the sake of adapting laboratory opening and student`s selective experiment, 

student may carry out above-mentioned experiments (No.12~No.19) during free time. 

3. Experiment content and teaching requirements 

Experiment 1：Physiology experimental overview, introduction of biological 

signal collecting system and preparation of toad `s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1. Teaching content 

 Experimental overview; Utilization of MedLab biological signal collecting system; 

preparation of toad `s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and its excitability 

examination.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nouncements and experimental arrangement 

of physiology laboratory; 

（2）Be familiar with hardware, software configu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biological 

signal collecting system with computer; 

（3）Master essential skill of preparing toad `s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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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2：Observation of reflex, cardiophony and human arterial blood 

pressure determination 

1. Teaching content 

Preparation of spinal toad, reflex time determination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sulphuric acid solution, reflex arc analysis, cardiophony of heart sound 1 and sound 2 at 

different valval area, and determination of systolic pressure and diastolic pressure with 

mercury column manometer and stethoscope.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components and functions of stethoscope and sphygmomanometer; 

（2）Be familiar with method of reflex time determination and reflex arc analysis; 

（3）Master utilization of stethoscope and sphygmomanometer. 

Experiment 3：Characteristics of microcirculation, single twitch and complete 

tetanus of skeletal muscle 

1. Teaching content 

Observation of microcirculation blood flow characteristics with toad`s mesentery,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stimulating frequency and contractive response by electrically 

stimulating on toad `s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with different frequency.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microcirculation blood flow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of 

complete tetanus; 

（2）Be familiar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stimulating frequency and contractive 

response; 

（3）Master the basic experimental method related to skeletal muscle mechanical 

contraction.  

Experiment 4：Regulation of respiratory movement, respiratory dysfunction and 

drug treatment  

1. Teaching content 

Observing effects of various factors on respiratory movement and changes in 

intrapleural negative pressure during respiratory movement, and study on modeling of 

respiratory dysfunction and drug treatment.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respiratory dysfunction and drug treatment; 

（2）Be familiar with phys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intrapleural negative pressure; 

（3）Master physiological nature of respiratory mov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Experiment 5：Experiment teaching video and student`s experimental design 

1. Teaching content 

Video: Neurohumoral regulation of cardiovascular activity; action potential induction 

of nerve trunk and its refractory period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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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independen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discussion.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mammalian anesthesia, fixation and seperation and cannula of 

trachea, common carotid artery and nerve; Initially recognize basic method of experimental 

design; 

（2）Be familiar with attention related to mammalian anesthesia, fixation and 

seperation and cannula of trachea, common carotid artery and nerve, and with mechanisms 

of action potential induction of nerve trunk and its refractory period; 

（3）Master essential element and procedure of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self-realize 

simple designed experiment and group discussion. 

Experiment 6：Observation of action potential induction on nerve trunk and 

cochlear microphonic potential 

1. Teaching content 

Action potential induction of nerve trunk; Conduction velocity determination of nerve 

trunk action potential; Refractory period determination of nerve trunk action potential; 

Observation of cochlear microphonic potential.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configuration and effects of common electrophysiology experimental 

equipment; 

（2）Be familiar with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cochlear microphonic 

potential; 

（3）Master basic experimental method of nerve trunk action potential. 

Experiment 7：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mooth muscle i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nd effects of drug  

1. Teaching content 

Observation of general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mooth muscle i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in rabbit and effects of changing physical and chemical factors on 

tonicity and autorhythmicity of smooth muscle; Knowing isolated organ perfusion method 

in  mammalian.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configuration and effects of common experimental equipment of 

smooth muscle i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2）Be familiar with effects of several physical and chemical factors on tonicity and 

autorhythmicity of smooth muscle; 

（3）Master general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mooth muscle i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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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8：Neurohumoral regulation of mammalian cardiovascular activity 

and treatment of acute heart failure. 

1. Teaching content 

Observation of neurohumoral regulation of mammalian cardiovascular activity on 

heart rate and arterial blood pressure; Preparation of acute heart failure model; Making 

treatment of acute heart failure with drug.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configuration and effects of common mammalian cardiovascular 

experiment equipment;  

（2）Be familiar with animal anesthesia, fixation, trachea cannula, common carotid 

artery cannula, nerve isolation and experimental announcements; Knowing preparation of 

acute heart failure model and drug treatment; 

（3）Master neurohumoral regulatory mechanisms of mammalian cardiovascular 

activity and effects. 

Experiment 9：Factors influence on urine formation 

1. Teaching content 

Observa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on urine formation in rabbit and practice of urine 

volume measurement. 

2. Teaching objective 

（ 1 ） Understand configuration and effects of urine formation experimental 

equipment; 

（2）Be familiar with animal anesthesia, fixation, urinary bladder isolation and 

cannula; Knowing mammalian urine volume measurement; 

（3）Master effects of several factors on urine formation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Experiment 10：Sense organ experiment 

1. Teaching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visual field, visual acuity, blind point, color blindness, auditory conductive 

pathway and effect of bony labyrinth.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category and meaning of general sense organ experiments; 

（2）Be familiar with the basic method of sensory organ functional evaluation; 

（3）Master the basic concept of visual field, visual acuity, blind point, color blindness, and 

know auditory conductive pathway and effect of bony labyrinth. 

Experiment 11：Examination of experiment operation 

1. Testing content（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s） 

Preparation of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Animal anesthesia and fixation; 

Trachea cannula and vagus nerve seperation; Arterial cannulation and sympathetic nerve 

seperation; Single twitch and complete tetanus of skeletal mus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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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reagent preparation and instrumenttation of general physiological 

experiments; 

（2）Be familiar with some announcements and experimental steps of operative 

procedure related to amphibians and mammalia in physiological experiments; 

（3）Master the basic skills of general operative procedure related to amphibians and 

mammalia in physiological experiments. 

Experiment 12：Identification of ABO blood group 

1. Teaching content 

Add droplets of anti-A or anti-B serum in concave slide respectively, collect subject`s 

blood at one sterilized finger tip, put blood into concave slide respectively, distinguish 

agglutination and blood clotting, and then observe and decide blood group.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significance of ABO blood group identification; 

（2）Be familiar with determining principle of ABO blood group identification; 

（3）Master method of ABO blood group identification. 

Experiment 13： Analysis of frog`s heart beat origin and observation of 

premature contraction and compensatory pause of myocardium 

1. Teaching content 

Observate the normal Myocardial Contractive curve with different stimulus intensity 

and frequency, and induce premature systole and compensatory pause with 

electrostimulation, and then explore heart normal pacemaker with ligation.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the method and principle of analysis of frog`s heart beat origin; 

（2）Be familiar with mechanisms,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cardiac muscle 

effective refractory period; 

（3）Master recording method of frog`s heart beat and observe effect of frequency of 

stimulation on myocardial excitability. 

Experiment 14：Discharge of depressor nerve in rabbit. 

1. Teaching content 

Intubate one side of rabbit common carotid artery after anesthesia to record blood 

pressure, isolate one side of depressor nerve and place recording electrode on it, and then 

observe discharge of depressor nerve and effects of drugs.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mmalian depressor nerve discharge; 

（2）Be familiar with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or nerve discharge and arterial 

blood pressure; 

（3）Master the electrophysiological method of inducing depressor nerve dis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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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15：Record and analysis on human electrocardiogram (ECG) 

1. Teaching content 

Place measuring electrode on the surface of precordial region, record the heart electric 

curve（ECG） and identify each wave, segment and interval of curve.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recording method and utilization of human electrocardiogram; 

（2）Be familiar with morphous characteristic of each wave, segment and interval of 

normal electrocardiogram; 

（3）Master phys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each wave, segment and interval of normal 

electrocardiogram.  

Experiment 16：Roles of plasma colloid osmotic pressure in edema formation in 

frog 

1. Teaching content 

Prepare toad`s lower limb perfusion specimen in vitro; Set up experiment system; 

Connect perfusion devices with experiment system; Make perfusion with middle molecule 

dextran solution and ringer`s solution respectively; Measure and compare experimental 

data from tension curve.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preparation of toad`s lower limb perfusion specimen in vitro and 

method of duplicating experimental edema; 

（2）Be familiar with common cause of tissue edema and with effects of plasma 

colloid osmotic pressure decrease on edema formation;  

（3）Master phys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plasma colloid osmotic pressure. 

Experiment 17：Effects of drug on smooth muscle tension in blood vessel in vivo 

and in vitro 

1. Teaching content 

Animal operative procedure; Connection of experimental recording equipment; Setup 

of experimental system; Observation of normal blood pressure curve; Effects of drugs on 

blood pressure curve; Preparation of rat`s aortic strip in vitro; Tracing of normal tension 

curve; Effects of drugs on tension curve and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data from tension 

curve.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preparative method of mammalian aortic strip in vitro; 

（2）Be familiar with basic steps of general mammalian operative procedure; 

（3）Master effects of norepinephrine and acetylcholine on blood pressure and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ontraction, and knowing tonometry and analysis of vascular strip 

in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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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18：Observation of insulin-induced hypoglycemia in rabbit and 

mouse 

1. Teaching content 

Observation of insulin-induced hypoglycemic convulsion and remedy in rabbit and 

mouse.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general manifest of mammalian hypoglycemia; 

（2）Be familiar with mai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insulin; 

（3）Master action mechanisms of insulin-induced hypoglycemia. 

Experiment 19：Effects of some drugs on isolated frog heart perfusion 

1. Teaching content 

Preparation of frog heart perfusion in vitro; Setup of experimental system; Connection 

of perfusion devices; Record of normal heart-beat curve; Effects of NaCl, CaCl2, KCl, 

epinephrine, acetylcholine and pH value on curve.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preparing method of frog heart in vitro; 

（2）Be familiar with technique of frog heart perfusion in vitro; 

（3）Master responses of isolated frog heart rate and heartbeat to above-mentioned 

chemicals and know their action mechanism. 

4. Examination manner and requirement 

1. Examination manner 

（1）Experiment examination manner includes three parts: experiment report, experiment 

operation and experiment theory. 

（2）Score of experiment report is 34% of total experiment score, experiment operation is 

33% of total experiment score and experiment theory is 33% of total experiment score. 

Total experiment score is 30% of total curriculum score. Each experiment examination 

has corresponding standard answer and score criteria. 

 

2. Requirement 

（1）Each experiment examination demands student independently accomplish and submit 

work on time. 

（2）Experiment report should include contents as follow: 

① Experiment title; 

② General content contains class, name, partner and date; 

③ Experiment principle and objective; 

④ Experiment object or sample; 

⑤ Experiment results（experiment curve, data, table and explanatory note）; 

⑥ Experiment discussion（results description, analysis, summarization and gains from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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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Conclusion（concise） 

⑧ Reference 

5. Main instrumenttation and amount  

1. Personal computer     24 sets 

2. MedLab physiological experiment system 24 sets 

3. Stimulator     24 sets 

4. Spirometer     3 sets 

5. Electrocardiograph     3 sets 

6. Pressure transducers     50 sets 

7. Tonotransducer     50 sets 

8. Mammalian surgical instruments   25 sets 

6. Textbook and reference 

1. Textbook: 

Xie Keming, Wang Guoqing, Sheng Rui, et al., Functional Experimental Science 

(bilingualism),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03. 

2. Reference:  

（1）Yu Hailing, Medical Functional Experimental Science, Science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06. 

（2）Yan Jie, Experiment Course of Medical Functional Science, The People`s 

Military Medicine Publishing House, 2010, 03. 

（3）Bai Bo, Liu Shanting, Experiment Course of Medical Functional Science, 2
nd

 

edition, The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0. 07. 

（4）Xie Jingtian, Physiology Experiment, 3
rd

 edition,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06. 

（5）Zhu Danian, Wang Tinghuai, Physiology, 8
th

 edition, The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3, 03. 

（6）Yao Tai, Physiology, 2
nd

 edition, The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0, 

08. 

 

 

         Penner: Zhu Yongjin 

         Supervisor: Wang  Guoqing  

         Date: Ma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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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1115                    课程学分：6.5 

课程名称（中/英）：生物化学 /  

                  Experi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课程学时： 14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五年制 、七年制）、放射医学、医学影像、留学生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The topics and experiments in this Laboratory complement the material covered in the 

course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This course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basic laboratory techniques and experimental method, as well as direct experience with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principles and the properties and reactions of 

biomolecules.  

Students attend lab lectures and perform experiments every week as scheduled. This 

course includes 14 sessions (4 hours/session). In addition to basic training of laboratory 

techniques, it covers analyses of nucleotides, proteins, lipids and other metabolites and 

measurement of enzymatic activities. This course also includes 6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which help students prepare for future work in a research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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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tion To Basic Technique Of 

Biochemistry Experiment 
basic 4 2 required 

2 
Effects Of Some Factors On Enzymatic 

Activity (a-salivary amylase) 
basic 4 2 required 

3 
An O-toluidine Method For Blood 

Glucose Determination 
basic 4 2 required 

4 
The Lowry Assay For Protein 

Concentration 
basic 4 2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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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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The 

Serum Protein With Cellulose Acetate 

Membrane Electrophoresis 

synthesis 4 2 required 

6 Assay The Activity Of ALT In Serum basic 4 2 required 

7 Determination Of Cholesterol In HDL basic 4 2 required 

8 

Detecting The Molecular Weight Of 

Unknown Protein(s) By Using 

SDS-PAGE 

synthesis 8 2 required 

9 

Amino Acid Analysis By Adsorption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adsorption TLC) 

basic 4 2 electives 

10 

Effects Of Substrate Concentration On 

Enzyme Activity——(determination of 

Km of alkaline phosphatase） 

innovation 4 2 required 

11 

Sepa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

Isoenzyme 

synthesis 4 2 electives 

12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Nuclei synthesis 4 2 required 

13 Assaying Of Nucleic Acid synthesis 4 2 required 

14 

Preparation Of E.coli Compete Cells 

And Transformation Toprokaryotic 

Cells With Plasmid 

designing 8 2 
electives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Introduction To Basic Technique Of Biochemistry Experiment 

1.教学内容 

 Grasp the basic technique of biochemistry experiment.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rule of biochemistry‘s lab. 

（2）Be familiar with how to write the report. 

（3）Grasp how to use glass pipette, centrifuge, spectrophotometry. 

实验项目 2：Effects Of Some Factors On Enzymatic Activity (a-salivary 

amylase)  

1.教学内容 

All enzyme-catalyzed reactions are affected by temperature. The higher the 

temperature, the higher the reaction rate. However, enzymes are proteins that become 

denatured at high temperature. So each enzyme has an optimum temperature at which it 

operates at maximal efficiency. An enzyme‘s optimum temperature is usually close to the 

normal temperature of the organism it comes from(around 37℃ ). Changes in pH also 



 

 256 

affect enzymes through alteration of the tertiary structure of the enzyme or active site. 

Furthermore, activators and inhibitors can play a key role in regulation of enzymatic 

activity.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properties of enzyme and effects of some factors such as 

temperature and pH on enzymatic activity. 

（2）Be familiar with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emical nature of 

enzymes. 

（3）Grasp the saliva amylase in different temperature, pH valu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vitality of hydrolyzed starch size, and the chloride ion, copper ion on its enzymatic 

activity. 

实验项目 3：An O-toluidine Method For Blood Glucose Determination 

1.教学内容 

O-Toluidine, a primary aromatic amine, in acetic acid solution reacts relatively 

selectively with glucose, yielding a stable green color (Shiff base)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glucose can be related to the intensity of color produced. The more the intensity, the 

higher the concentration of glucose. A simple color chart can be used to "read"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glucose.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of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tecnology and basic concepts. 

（2）Familiar with the principle of chromatography technology separating different 

substances. 

 （3）To grasp the principle and protocol of the o-toluidine method for glucose 

determination. 

实验项目 4：The Lowry Assay For Protein Concentration  

1.教学内容 

The Lowry method relies on two different reactions.  The first is the formation of a 

copper ion complex with amide bonds, forming reduced copper in alkaline solutions.  

This is called a "Biuret" chromophore.  The second is the reduction of Folin-Ciocalteu 

reagent (phosphomolybdate and phosphotungstate) by tyrosine and tryptophan residues.  

The reduced Folin-Ciocalteu reagent is blue and thus detectable with a spectrophotometer 

in the range of 500-750 nm.  The Biuret reaction itself is not all that sensitive.  Using the 

Folin-Ciocalteu reagent to detect reduced copper makes the assay nearly 100 times more 

sensitive than the Biuret reaction alone.  

2.教学目标 

（1）Understand the basic methods and principle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protein 

content in the samples. 

（2）Familiar with Folin phenol reagent method principle and the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protein content. 

 （3）Grasp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Folin-phenol reagent to evaluate protein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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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The Serum Protein With Cellulose 

Acetate Membrane Electrophoresis 

1.教学内容 

The isoelectric point (PI) of various kinds of serum proteins are generally lower than 

7.0, in alkaline buffer solution (PH 8.6), serum proteins are negatively charged, they will 

migrate toward anode in electric field. The rate of migration will depend on the strength of 

their net surface charges、shape and size of the proteins. Because the PI of the different 

serum proteins are different , so their net surface charges are different, furthermore the 

size 、shape are distinct, consequently the rate of migration is different too. 

2.教学目标 

（1）Comprehend the method of electrophoresis. 

（2）Familiar with the percentage values of human serum protein. 

（3）Master the method of cellulose acetate membrane electrophoresis to separate and 

identify serum protein.  

实验项目 6：Assay The Activity Of ALT In Serum 

1.教学内容 

ALT can catalyze the transamination between Ala and α－ketoglutatrate. Then 

2,4-dinitrophenylhydrazine is added for preventing the reaction in 60 seconds , two 2,4- 

dinitrobenzone are formed which responsible to two α－ketoacid. They hav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ir absorptive spectrum, and the most obvious difference has occurred at 

500-520nm wave, the absorbance of the product formed from pyruvic acid is bigger than 

from α－ketoglutatrate. So we can detect the activity of the ALT by spectrophotometry.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 and significance of detecting ALT in serum. 

     （2）Familiar with SGPT; Serum glutamate pyruvate transaminase;  

Alanine transaminase definition.  

（3）Master the method of the test that measures the amount of ALT in serum.  

实验项目 7：Determination Of Cholesterol In HDL 

1.教学内容 

Since lipids are not readily soluble in aqueous media, they are normally transported 

together with protein components. The resulting lipoproteins are composed of the lipid 

components (mostly buried within the lipoprotein) and a number of apolipoproteins; in 

these amphiphilic proteins, the hydrophobic residues face the lipid core of the lipoprotein, 

while the hydrophilic side is facing the aqueous medium.  

Phosphotungstic acid and magnesium chloride can precipitate CM、VLDL and LDL of 

the serum, then remove them with centrifugation. Cholesterol in the HDL of the 

supernatant can be determined. Extract cholesterol with anhydrous alcohol and acetic ether 

to precipitate protein, and then centrifuge to remove precipitation. Add development 

solvent (concentrated sulfuric acid- iron trichloride), which can react with cholesterol and 

produce stable purple compound. The shade of purple is in direct proportion to the amount 

of cholesterol. Using the standard cholesterol solution known concentration as control can 

determine the amount of cholesterol in H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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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Comprehend the importance of HDL in vivo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2）Familiar with lipoproteins are composed of the lipid components and a number 

of apolipoproteins; in these amphiphilic proteins, the hydrophobic residues face the lipid 

core of the lipoprotein, while the hydrophilic side is facing the aqueous medium.  

（3）Master the method of determination of cholesterol in HDL 

实验项目 8：Detecting The Molecular Weight Of Unknown Protein(s) By Using 

SDS-PAGE 

1.教学内容 

Electrophoresis of macromolecules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ethods for the 

analysis of these molecules.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means movement (phoresis) in an 

electric field. Complex mixtures of proteins can be separated by electrophoresis. This 

experiment will demonstrate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ethod for separating proteins and 

determining molecular weight of the proteins by using SDS-PAGE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PAGE) in the presence of sodium dodecylsulfate (SDS)]. 

2.教学目标 

（1）Learning to ―run a SDS-PAGE‖.   

（2）Familiar with the proteins in the gel by staining and to determine the apparent 

molecular weight of proteins. 

 （3）Mastering the basic operational technology and some notes about SDS-PAGE.  

实验项目 9：Amino Acid Analysis By Adsorption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adsorption TLC) 

1.教学内容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is based on the separation of a mixture of compounds as it 

migrates with the help of a suitable solvent (mobile phase) through a thin layer of 

adsorbent material which has been applied to an appropriate support (stationary phase). In 

adsorption TLC the sample is continually fractionated as it migrates through the adsorbent 

layer. Competition for active adsorbent sites between materials to be separated and the 

developing solvent produces continuous fractionation. A portion of the material to be 

separated will be found in the mobile phase and a portion will be adsorbed to the solid 

adsorbent particles. As the process continues the various components move different 

distances, depending on their relative affinities for the adsorbent as compared with the 

migrating solvent. In general, the more polar compounds are held back by the adsorbent 

while less polar material advance further. Polar solvent effects the most movement of 

sample material over the adsorbent. 

2.教学目标 

（1）Comprehend the principle of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adsorption TLC) 

（2）Familiar with different stationary phases are available that allow to separate by 

partition, ion-exchange, adsorption or a combination of any of these phenomena. 

Adsorption is the most common mechanism. 

（3）Master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manipulative technique of adsorption T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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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0： Effects Of Substrate Concentration On Enzyme Activity 

——(determination of Km of alkaline phosphatase） 

1.教学内容 

 In normal condition, at very low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 is increased, the velocity of reaction is increased quickly;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 is increased continuously, the increase of velocity starts slow down;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 is increased to some level, the velocity approaches to a 

maximum velocity (Vmax).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substrate concentration on the velocity of 

enzyme-catalyzed reaction. 

（2）Familiar with the condition of constant temperature, PH and concentration of 

enzyme, the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 has more effect on the velocity of enzyme-catalyzed 

reaction. 

 （3） To learn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the Michaelis constant 

(Km). 

实验项目 11：Sepa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

Isoenzyme 

1.教学内容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 catalyses the reaction between lactate and pyruvic 

acid. In alkaline buffer solution, enzyme proteins are negatively charged. They will migrate 

toward anode in electric field.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of net charge number, their 

migration velocities are distinct. The LDH with more ‗H-subunit‘ will have greater 

migration velocity.  

After electrophoresis, cover the agarose gel plate with the dye solution. LDH catalyze 

the removal of hydrogen atoms from lactate. The product NADH＋H
+ 

reacts with the 

artificial hydrogen transmitter phenazine methosulfate(PMS) and finally with the last 

hydrogen acceptor nitroblue tetrazolium(NBT). NBT is deoxidized to purple compound. 

Then every zones of LDH isoenzyme can be seen. Estimate their relative content by 

darkness of color.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catalyses the reaction. 

（2）Familiar with use agarose gel plate as the supporting medium and separate LDH 

isoenzyme by electrophoresis in electric field.  

 （3）Master the method of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to separate and identify 

lactate dehydrogenase isoenzyme. 

实验项目 12-13：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Nuclei and Assaying Of Nucleic 

Acid 

1.教学内容  

 The method that is commonly used for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nuclei involves 

the mechanical disruption and fractionation of cells into their different subcellular 

components (e.g. nucleus, microsomes, mitochondria, cytoplasm). A very common means 

of fractionating cells takes advantage of the fact that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a cell have 

different sedimentation coefficients.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sedimentation 

coefficient for different components are the radius and the effective density of these 



 

 260 

microscopic objects. The sedimentation coefficient is different for all types of subcellular 

structures, such as nuclei, mitochondria, microsomes (small pieces of disrupted ER), 

lysosomes and ribosomes. Therefore, we can isolate and purify such subcellular 

components from each other merely by centrifuging a mixture of them (a crude cell lysate) 

at different speeds. For example, at a speed that produces a force 600 times the earth‘s 

gravity, the nuclei of cells will pellet at the bottom of a tube, while most of the other 

cellular particles will remain in suspension. At a centrifuge speed that produces a force 

10000 times that of gravity, large organelles such as mitochondria and chloroplasts will 

usually pellet. Much higher levels of force (> 100000 times gravity) are usually needed to 

pellet microsomes and ribosomes. 

There are two type of nucleic acid: DNA and RNA. DNA chiefly reside in cellular 

nucleus, and in cytoplasm RNA is most plentiful. In alkaline solution RNA cab be 

hydrolyzed, its ribose dehydrated to form furfurol, then furfurol can Kondens with orcinol 

to synthesize green compound, the shade of green is in direct proportion to the amount of 

RNA. Heated in perchloric acid solution, DNA can be hydrolysed, its ribodesose 

dehydrated to form ω-hydroxy-keto-pentanal, then it can react with diphenylamine to 

produce blue compound, which chemical property is not clear, but the shade of blue is in 

direct proportion to the amount of DNA.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of DNA and RNA in the cell. 

（2）Familiar with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determination of DNA and RNA 

content. 

（3）Master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nuclei from rat 

liver cells. Comprehend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mensuration of DNA and RNA. 

实验项目 14：Preparation Of E.coli Compete Cells And Transformation 

Toprokaryotic Cells With Plasmid 

2.教学内容  

Transformation in bacteria is usually carried out by (1) weakening the cell wall by 

divalent action like Ca and Rb, or (2) porating in cell wall and membrane using 

high-voltage electric pressure. In this investigation, transformation of Escherichia coli is 

carried out with plasmid DNA by treating with CaCl2 solution. Exposure of the cells to 

0℃ and divalent cations such as CaCl2 makes them more permeable to DNA because cell 

will swell . Foreign DNA directly can be a change bacterium genetically by passing 

through the cell wall and cell membranes. The resistance of bacteria against antibiotics can 

be obtained genetically though transformation of plasmid having antibiotic-resistance 

genes. 

This experiment recipient cell E.coli DH5 is in competent conditions by CaCl2 and 

mixed with plasmid to transform.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E.coli will be seen on the LB 

Ampicillin agar plate on the following day because plasmid have resistant gene such as 

Amp
r
, Trpr

.
 .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 is the genetic alteration of a cell resulting from 

the introduction, uptake and expression of foreign DNA.  

（2）Familiar with this technique is now widely used in biotechnology to introduce 

plasmid and other DNA to bacteria. Competent cell is that bacterial cell is apt to tak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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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DNA such as plasmid. 

（3）To grasp the procedure of transforming foreign DNA to E.coli.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操作考试在实验内容结束后统一进行。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根据参加实验情况（10%）、实验报告成绩（60%）

和实验操作考查结果（30%）等综合评分。实验成绩约占期末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722 型分光光度计 12 台 

2. 水浴箱 3 台 

3. 试管及试管架 1 套/2 人 

4. 离心机 12 台 

5. 电泳仪 6 台 

6. 吸量管 1 套/2 人 

7. 层析缸              70 个 

8. 微量注射器             10 个 

9. 移液器                  50 把 

10.电泳槽                  12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1).Experimental biochemistry essentials 自编 

        2).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徐岚、钱晖 科学出版社、2014 

   2.参考书： 

（1）查锡良主编 生物化学 第七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2）吴士良主编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第二版 科学出版社 2009 

（2）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吴士良、钱晖、周亚军 徐岚 科学出版

社 2009 

（4）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 贡成良、曲春香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9 

 

 
                                        

执 笔 人：徐   岚   

审 批 人：张艳岭   

完成时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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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labus Of Experiment Pathology 

Course code：CLMB1116                      Credits：4.5 

Course type：Pathology Ｉ                      

Course schedule：108（Theory Hour：60;  Experiment Hour：48） 

Teaching target：Clinical medicine specialty 

Laboratory Name：Basic Medical Laboratory 

一、Course Introduction 

Pathology is a basic medicine subject which studies the etiology, pathogenesis and 

termination and turnover of pathological change. Pathology is the study that deals with 

morphology changes and interrelations of diseases of the body. It is an important 

elementary subject for medical students. The purposes of pathology study are to know and 

grasp the disease essence and the rules of diseas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and to provide 

theory support in the diagnosis and prevention of disease according to the study of the 

above contents. 

二、Contents and Course Distribution: 

No. Experiment Course type 
Course 

Distribution 

Each 

group of 

Numbers 

Compulsory/Optional 

Course 

1 

Cell and Tissue 

Adaptation and 

Injury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2 1 Compulsory 

2 Tissue Repair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2 1 Compulsory 

3 

Circulatory 

disorder of local 

blood and body 

fluid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3 1 Compulsory 

4 Animal Experiment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2 3 Compulsory 

5 Inflammation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2 1 Compulsory 

6 CPC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2 3 Compulsory 

7 Neoplasm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7 1 Compul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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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Experiment Course type 
Course 

Distribution 

Each 

group of 

Numbers 

Compulsory/Optional 

Course 

8 
Cardiovascular 

System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3 1 Compulsory 

9 

Essential 

Technology of 

Histology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2 3 Compulsory 

10 
Disease of 

Respiratory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2 1 Compulsory 

11 
Alimentary canal 

diseases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5 1 Compulsory 

12 

Hepatobiliary and 

pancreatic diseases 

System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3 1 Compulsory 

13 
Disease of 

Endocrine System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2 1 Compulsory 

14 
Disease of Urinary 

System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3 1 Compulsory 

15 

Lymphatic 

hematopoietic 

system diseas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3 1 Compulsory 

16 
Disease of Genital 

System and Breast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2 1 Compulsory 

17 Infectious Disease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2 1 Compulsory 

18 Parasitosis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1 1 Compulsory 

三、Teaching Object and Course requirements 

Experiment 1:Cell and Tissue Adaptation and Injury.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common types, causes and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degeneration. 

2.To master the concept, types, morphological features and the outcomes of necrosis. 

3.To be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ion, causes and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atrophy 

and its effects on human body. 

4.To be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s of hypertrophy and metaplasia. 

Experiment 2:Tissue Repair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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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o master the conception, process of formation, morphologies and   significance 

of granulation tissue. 

2.To be familiar with the process of wound healing and the proliferative potential of 

different cell types. 

3.To be familiar with the healing process and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bone 

fracture. 

Experiment 3 Circulatory disorder of local blood and body fluid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and results of congestion of liver and lung. 

     2.To master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thrombus, the causes of thrombosis and its 

possible results. 

     3.To master the conception and the types of embolism, as well as its effects on 

human body. 

     4.To master the conception of infect,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ischemic infarct 

and hemorrhagic infarct. 

     5.To be familiar with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yaline thrombus. 

     Experiment 4:Animal Experiment 

1.Course Contents 

Production of rabbit pulmonary fat embolism model: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 

requires, students should design their own experiment operation; observe the concrete 

Presentation of rabbits after emboliz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consequences of embolism; 

The show of fat staining (Sudan III) to emphasize how to judge the fat embolism. 

2. Course requirements 

1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Sudan III staining. 

2. To know well the various common plug types 

      3.To master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ulmonary 

embolism 

Experiment 5：Inflammation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 To master below concept: exudate, inflammatory mediator, opsonin, pseudomembranous 

inflammation, purulent inflammation, phlegmonous inflammation, abscess, ulcer, sinus, 

granulomatous inflammation, infectious granuloma, foreign body granuloma, bacteremia, 

and septicemia. 

    2. To master the essential pathological changes at the site of inflammation 

    3.To know well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various kinds 

of inflammatory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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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To master the common types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cute and chronic 

inflammation. 

    Experiment 6：Clinical pathological conference(CPC)  

1. Course Contents 

Organize students to discuss cases and to observe the relevant gross specimens and 

tissue sections.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know the clinical detection index. 

2.To know well basic medical terminology.  

3.To master the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correlation of inflammation  

Experiment 7：Neoplasia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understand the tumor morphology and structure and the tumor growth patterns. 

     2.To master the identification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tumor. 

     3.To master the nomenclature of tumors and understand classification of tumors. 

     4.To master the morphological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everal benign and 

malignant tumors.  

5.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arcinoma and sarcoma. 

     6.To understand the laboratory diagnosis of cancer. 

Experiment 8：Cardiovascular System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basic pathologic change of atherosclerosis, especially to maste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its harmfulness. 

     2.To master the basic pathologic change of hypertension and the pathologic change 

of chief organs. 

     3.To master the pathologic change of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4.To master the conceptions of vegetation and Aschoff body. 

Experiment 9  Essential Technology of Histology 

1. Course Contents 

technology of paraffin section；H&E stain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know the basic procession of tissue dehydration and paraffin embedding. 

     2.To master the basic operation of paraffin section and basic composition of handy 

microtome. 

     3.To master the basic basic approach of H&E s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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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10：Disease of Respiratory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clinical association of lobar pneumonia. 

     2.To master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lobular pneumonia. 

     3.To master the types of pulmonary carcinoma (including gross view and 

microscopic view). 

     4.To be familiar with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 of chronic bronchitis, emphysema 

and cor pulmonale.  

     5.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complications of silicosis. 

Experiment 11：Alimentary canal diseases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pathological character and complications of gastritic ulcer and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2.To master the etiology and pathological change of viral hepatitis and its main types. 

3.To master the pathogenesis, pathological change and clinical course of portal 

cirrhosis and post necrotic cirrhosis. 

4.To be familiar with morphological feature of the esophageal, gastritic, hepatic and 

colonic carcinoma. 

Experiment 12：Hepatobiliary and pancreatic diseases System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morphological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odgkin‘s lymphoma 

and non-Hodgkin‘s lymphoma 

2.To master the features of Reed-Sterbeg cell 

Experiment 13: Disease of Endocrine System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diffuse goiter and toxic goiter 

2.To know well the morphology of thyroid adenoma and papillary carcinoma of 

thy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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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14： Disease of Urinary System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morphology of acute proliferative and crescentic glomerulonephritis. 

2.To master microscopic morphology of chronic sclerosing glomerulonephritis. 

3.To master pathognomonic gross and histologic feature of chronic pyelonephritis. 

4.To master morphology of common tumors of urinary system. 

Experiment 15：Lymphatic hematopoietic system disease 

1.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know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myeloid leukemic infiltrating others Tissue. 

2.To acquaint the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 and the basic classification of malignant 

lymphoma; the Type,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linical healing of hodgkin lymphoma. 

3.To master the major pathological change of hodgkin lymphoma. 

Experiment 16： Disease of Genital System and Breast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clinical features of carcinoma of cervix and 

carcinoma of breast. 

2.To familiarize 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clinical of hydatidiform mole, malignant 

(invasive) mole, and choriocarcinoma. 

Experiment 17：Infectious Diseases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typhoid fever, bacillary dysentery 

2.To master concepts of the primary complex/Ghon complex, caseous pneumonia and 

tuberculoma. 

3.To master the essential pathological changes at the site of tuberculosis 

4.To master the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aseous necrosis  

Experiment 18 Parasitosis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 

1.To know the life history of amoeba and schistosome. 

2. To know mainly invasion sites of the amebiasis and schistosomiasis . 

3.To master the basic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amebiasis and schistosomi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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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Require 

1、Lab Report：Using a digital microscope lesions and in the form of a written report. 

    2、Evaluation Mode 

（1）Experiment report: interactive laboratory application advantages with cameras 

taking typical 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make the appropriate text or image annotation, use 

send test report in the form of electronic document, the teacher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pathological changes typical of the intake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text and given scores; 

（2）Case discussion and class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case discussion, 

classroom performance and attendance and gives grades. 

（3）Experimental section, and/or gross examination 

3、Distribution of experiment results：The experimental result for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course grade of 20%. 

(1) Experiment result (lab report result, case discussions, and class performance 

grades) accounted for 10% of the course grade;  

(2) Experimental section, and/or gross examination results for 10% of the course 

grade. 

五、Main equipment and existing properties  

Jetta interactive microscopic system software                 180 sets     

Teachers use computer                                   3 per/ room 

Students use the computer                                180 sets     

The digital microscope    CX21                          3Sets 

The digital microscope   CX31                           180 sets 

Tissue section                                          1 set/per person 

六、Reference 

Textbook of Pathology, edited by Zhai Qihui Zhou Gengyin . 

 

 

 

Author：Wang Soly 

The approver：Xie Fang 

Completion time: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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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parasitology I》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1117            课程学分：2.0 学分 

课程名称：人体寄生虫学/Human parasitology 

课程学时：30 学时 实验学时：24 学时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五年制医学专业(全英文班)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Medical Parasitology i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the medical students with 

seven-year program have to take. This course covers the fundamental of fundamentals of 

Parasitology, medical protozoology, medical helminthology and medical arthropodology. 

Its content includes the biology of pathogens, pathogenesis, anti-infection immunity, and 

diagnosi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教学目标：Human Parasitology emphasizes a medical perspective while incorporating 

functional morphology, physiology, biochemistry, and immunology to enhance 

appreciation of the diverse implications of parasitism.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classical 

clinical parasitology texts and traditional encyclopedic treatises, Human Parasitology 

appeals to students interested in the medical aspects of parasitology and those who require 

a solid foundation in the biology of parasites.This course will help students better know 

what caus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how to prevent and treat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knowledge they learn from this course will serve their practice better in future. We will 

help the students achieve the goals listed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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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Nematode: 

Ascaris Lumbricoides  

Trichuris trichiura 

Ancylostoma duodenale & Necator 

americanus 

Enterobius vermiccularis, 

Filaria: Blucbereria bancroft;  

Brugia malayi  

Trichinella spirals  

综合性 4 3 必修 

2 

Trematode: 

Chonorchis sinensis， 

Fasciolopsis buski， 

Paragonimus westermani 

Schistosoma 

综合性 4 3 必修 

3 

Cestode : 

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Spirometra mansoni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Hymenolepis nana 

验证性 4 3 必修 

4 

Protozoa-1: 

Entamoeba histolytica,  E.coli 

Leishmania donovani , 

Giardia lamblia   

Trichomonas vaginalis 

验证性 4 3 必修 

5 

Protozoa-2 

Plasmodium  

Cryptosporidium , Toxoplasma gondii 

Pneumocystis carinii 

验证性 4 3 必修 

6 

Arthropod 

Ticks and Mites 

Mosqutio, Sand fly Fly, Flea and 

louse 

综合性 4 3 必修 

三、实验内容与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Nematode: Ascaris Lumbricoides, Trichuris trichiura, Ancylostoma 

duodenale & Necator americanus, Enterobius vermiccularis,Filaria: Blucbereria 

bancroft;  Brugia malayi, Trichinella spirals 

1. 教学内容 

(1) Observe the adult worm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Trichuris trichiura, Ancylostoma 

duodenale & Necator americanus, Enterobius vermiccularis, Blucbereria bancr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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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gia malayi； 

(2) Oberve the egg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Trichuris trichiura, Ancylostoma duodenale 

& Necator americanus, Enterobius vermiccularis； 

(3) Carry out the lab of direct smear slides to observe the egg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4) Carry out the lab of thick blood smears to observe the microfilaria of Blucbereria 

bancroftandBrugia malayi; 

(5) Distinguish the morphology of two spcies of microfilaria; 

(6) Observe the stucture of larva cyst of Trichinella spiralsin the muscle. 

 

2. 教学目标 

(1) To know about the structure of larva cyst of Trichinella spiralsin the muscle; 

(2) Familiar with the adult worm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Trichuris trichiura, 

Ancylostoma duodenale & Necator americanus, Enterobius vermiccularis,Blucbereria 

bancroft;  Brugia malayi; 

(3) Familiar with how to carry out the direct smear slides and try to observe the egg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4) Familiar with how to carry outthick blood smears to observe the microfilaria of 

Blucbereria bancroftandBrugia malayi; 

(5) Mast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species hookworm; 

   (6) Mast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microfilaria of Blucbereria bancroftandBrugia 

malayi; 

   (7) Master the stucture of the eggs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Trichuris trichiura, 

Ancylostoma duodenale & Necator americanus, Enterobius vermiccularis. 

 

实验项目 2：Trematode:Chonorchis sinensis，Fasciolopsis buski，Paragonimus 

westermani, Schistosoma 

1. 教学内容 

(1) Observe the adult worm of Chonorchis sinensis，Fasciolopsis buski，Paragonimus 

westermani , Schistosoma; 

(2) Oberve the egg of Chonorchis sinensis，Fasciolopsis buski，Paragonimus 

westermani , Schistosoma; 

  (3) Oberve the intermediate host of Chonorchis sinensis，Fasciolopsis buski，
Paragonimus westermani , Schistosoma. 

 

2. 教学目标 

(1) To know about the structure of the adult worms of Chonorchis sinensis，Fasciolopsis 

buski，Paragonimus westermani , Schistosoma;  

(2) Familiar withthe intermediate host of Chonorchis sinensis，Fasciolopsis buski，
Paragonimus westermani , Schistosoma; 

(3) Master the structure of the egg of Chonorchis sinensis，Fasciolopsis buski，
Paragonimus westermani , Schistos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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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Cestode :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 Spirometra mansoni,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Hymenolepis nana 

 

1. 教学内容 

(1) Observe the adult worm of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Spirometra mansoni; 

(2) Oberve the egg of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andEchinococcus granulosus; 

(3)Oberve the metacestoda of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 Spirometra mansoni,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2. 教学目标 

(1) To know about the structure of the adult worms of 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Spirometra mansoni; 

(2) Familiar withthehe egg of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andEchinococcus 

granulosus;  

(3)Master the structure of metacestoda of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 Spirometra 

mansoni,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实验项目 4：Protozoa-1:Entamoeba histolytica, E.coli, Leishmania donovani, 

Giardia lambliaand Trichomonas vaginalis 

 

1. 教学内容 

(1)Observe the trophozoite stages and cyst stages of Entamoeba histolytica, 

E.coliandGiardia lamblia； 

(2)Observe the trophozoite stages of Trichomonas vaginali; 

(3)Observe the promastigote and amastigote of Leishmania donovani; 
 

2. 教学目标 

(1) To know about the structure of trophozoite and cyst of Entamoeba histolytica, 

E.coli; 

(2) Familiar with the structure of promastigote of Leishmania donovani; 

(3) Master the structure of amastigote of Leishmania donovani; 

(4) Master the structure of trophozoite and cyst of Entamoeba histolytica and Giardia 

lamblia; 

(5) Master the structure of trophozoite of Trichomonas vaginali; 

(6) Mast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ntamoeba histolytica and E.coli. 

 

实验项目 5：Protozoa-2Plasmodium Cryptosporidium , Toxoplasma gondii 

 

1. 教学内容 

(1) Observe the differences in-erythrocyte stages of Plasmodium vivax and 

Plasmodium falciparum; 

(2)Observe the oocyst of Cryptosporidium; 

(3)Observe the tachyzoite and bradyzoite of Toxoplasma gondii; 

 (4) Observe the cyst and pseudocyst of Toxoplasma gond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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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目标 

(1) To know about thestructure of oocyst of Cryptosporidium;  

(2) Familiar with the structure of bradyzoite andcyst of Toxoplasma gondii; 

(3) Master the structure of tachyzoite and pseudocyst of Toxoplasma gondii; 

(4) Master the differences in-erythrocyte stages of Plasmodium vivax and Plasmodium 

falciparum; 

 

实验项目 6：ArthropodTicks and Mites, Mosqutio, Sand fly Fly, Flea and louse 

 

1. 教学内容 

(1) Observe the structure ofhard ticks, soft ticks, chigger mites and gamasida mites; 

(2)Observe the structure of sand fly,fly, flea and louse; 

(3)Observe the egg, larva, pupa and adult stages of anopheles, culex and aedes; 

 (4) Carry out the lab ofplasticstripmethod to detect the infection of demodex. 

 

2. 教学目标 

(1) To know about thestructure of hard ticks, soft ticks, chigger mites and gamasida 

mites; 

(2) Familiar with the structure ofsand fly,fly, flea and louse; 

(3) Master the differences in anopheles, culex and aedes egg byfour stages of larva, 

pupa and adult;  

(4) Master how to carry out the plasticstripmethod to identify the infection of 

demodex on skin.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实验一 

Draw the egg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Trichuris trichiura, Ancylostoma 

duodenale & Necator americanus, Enterobius vermiccularis; annotation the 

structure of adult worm ofAscaris Lumbricoides, Trichuris trichiura, 

Ancylostoma duodenale & Necator americanus, Enterobius vermiccularis; 

annotation the structure of microfilaria of Blucbereria bancroftandBrugia 

malayi; Carry out the lab of direct smear slides to observe the egg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Carry out the lab of thick blood smears to observe the 

microfilaria of Blucbereria bancroftandBrugia malayi. 

实验二 

Draw the egg of Chonorchis sinensis，Fasciolopsis buski，Paragonimus 

westermani, Schistosoma; annotation the structure of adult worm 

ofChonorchis sinensis，Fasciolopsis buski，Paragonimus westermani; figure 

out the life cycle of Chonorchis sinensis，Fasciolopsis buski，Paragonimus 

westermani. 

实验三 

Draw the egg of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andEchinococcus granulosus; 

Draw the metacestoda of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annotation the structure 

of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 Spirometra mansoni,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figure out the life cyle of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 

Spirometra mansoni,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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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Draw the cyst stages of Entamoeba histolytica, E.coliandGiardia lamblia; 

Draw the trophozoite stages of Trichomonas vaginali; put color to 

promastigote and amastigote of Leishmania donovani; annotation the 

structure of the trophozoite of Entamoeba histolytica and Giardia lamblia; 

figure out the life cycle of  Entamoeba histolytica, E.coliandLeishmania 

donovani. 

实验五 

Draw the differences in-erythrocyte stages of Plasmodium vivax and 

Plasmodium falciparum; figur out the life cycle of Plasmodium vivax and 

Plasmodium falciparum; Draw the tachyzoite and pseudocyst of Toxoplasma 

gondii 

实验六 

Annotation the structure ofhard ticks, soft ticks, chigger mites and gamasida 

mites; Annotationthe structure of sand fly,fly, flea and louse; Annotationthe 

egg, larva, pupa and adult stages of anopheles, culex and aedes;Carry out the 

lab ofplasticstripmethod to detect the infection of demodex. 
 

2、考核方式 

（1）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包括实验报告考核和实验考试考核 

（2）课程实验考核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其中实验报告成绩占 10%，实验考

试成绩占 20%；根据出勤情况、实验报告及实验考试等综合评分，实验成绩占总分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光学显微镜 120 台 

倒置显微镜 2 

ELISA 试剂盒 8 人 1 套 

PCR 试剂盒 100 人 1 套 

恒温箱 2 

各类组织切片和大体标本 80 

高压蒸气灭菌器 1 台 20L 

恒温水浴锅 2 

电泳仪、电泳槽 2 套 

高速离心机 2 

微量移液器（10、20、200、1000μL）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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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Reference： 

1. 《Textbook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and Parasititology》 2006, by Wang ShiPing Ye 

SiYin;Science Press 

2. 《Human Parasitology》 Fourth Edition, 2012/7 by Burton J. Bogitsh, Clint E. Carter, 

Thomas N. Oeltmann; Academic Press 

 

 

 

执笔人： 许  静 

审批人： 周  霞 

完成时间： 201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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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Immunology》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1118                  课程学分： 2.5 

课程名称：Medical Immunolog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Clinical Medicine 

实验室名称：Basic Medical  Laboratory 

一、 课程简介 
Immunology is the study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immune system in states of 

both health and diseases, as well as malfunctions of the immune system in immunological 

disorders (such as autoimmune diseases, hypersensitivities, immune deficiency, and 

transplant rejection).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experiments 

thoroughly, and perform the experiments independently.  Students also need to analyze 

their results and write lab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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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lation of Mouse Peritoneal Cavity 

Cells 
综合性 6 2 必修 

2 
Detecting cytokine levels using 

ELISA 
综合性 6 2 必修 

3 
Isolation of lymphocyte from 

peripheral lymphoid organs 
综合性 6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Isolation of Mouse Peritoneal Macrophages 

1.教学内容： 

Protocols： 

Note: Before starting the process, the following items need to be to collected and prepared: 

o Ice 

o 5ml syringe  

o Styrofoam block and pins for mounting the mouse 

o Tray on which the mounting block can be placed 
o Scissors and forcep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ysiolog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utoimmune_diseas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ypersensitivit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mmune_deficienc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ansplant_re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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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5 ml centrifuge tubes 

o 70% ethanol 

o PBS (Pre chilled and kept on ice) 

1. Sacrify mouse by cervical dislocation, fix it on the plate, face upward.  

2. Disinfection by 75% ethonal. Scissors the skin of lower abodomen. Tore the skin and explose the 

Peritoneum .  

3. Take 5ml 37ºC prewarmed PBS by 5ml syringe,pick up the peritoneum by nipper, inject all the medium 

into peritoneum. 

4. Tapping the abodomen gently, abdominal flushing several times and sucking the fluid as much as 

possible. To get more fluid, you‘d better put the needle in the hepatorenal recess.  

5. Inject the fluid into centrifuge tube precolded on ice, 1500 rpm, 4ºC  8 min, discard surpernatant. 

6. Wash the cells with precolded PBS, centrifuge and discard surpernatant, resuspende the cells with PBS. 

7. Observe the cells with microscope. 

2.教学目标： 

1. Obtain peritoneal macrophages 

2. Observe the cells with microscope . 

实验项目 2：Detecting cytokine levels using ELISA 

1.教学内容： 

1. Teacher explain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ELISA 

2. Students perform the experiment. 

Principle:  

Ag attached to a solid surface capture the Ab with which some special enzyme was linked. The 

enzyme-linked Ab will reacts with some special substrate to show special color which could be used for 

quantitation of Ag. ELISA includes indirect assay, two-site capture assay and competitive assay.  

Indirect assay: Two-site capture assay: The assay plate is coated with specific antibody (capturing Ab), 

the test solution (Ag) then applied and any antigen present captured by the bound antibody. After 

washing away unbound material, the captured antigen is detected using a labeled antibody (labeled by 

enzyme) against another epitope on the antigen. The bound ligand is visualized by the addition of 

chromogen--- a colorless substrate which is acted on by the enzyme portion of the ligand to produced a 

colored end-product. Since the antigen is detected by two different antibodies, the second in excess, 

such assay is both highly specific and sensitive. 

protocol 

1.Coating: Dilute the capturing antibody 20ug in 0.01M Tris-HCl to 10ml. Add 100ul diluted 

antibody per well to a 96-well ELISA plate and incubate at 4℃ overnight.    

2.Blocking: Wash twice wash buffer (0.01M PBS containing 0.01%Tween-20). Add blocking 

buffer (PBS/15% BSA) with 300ul/well and incubate at 37℃ for 2 hours.  

3.Adding Ag: Wash the plate twice with wash buffer before adding Ag (1ug/ml) 100ul/well, 

incubate for 2h at 37℃. 

5.Adding the labeled Ab: Wash the plated twice before adding the labeled Ab(IgG-enzyme)100ul 

per well and incubate at 37℃ for 1h.  

6. Detecting: Wash twice as before, add substrate 100ul/well and incubate for 5-10 at room 

temperature. (A colorless substrate will react with the enzyme portion of the labeled Ab to 

produced a colored end-product). 

6.Terminating: Add 2M H2SO4 50ul/well to terminate the reaction.  

7.Reading: measure the absorbency at 490nm by ELISA reader. 

2.教学目标： 

1. Master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ELISA. 

2. Perform the experiment independently according to the protocol. 

3. Analyze the obtained data.  Discuss on how to improv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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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Isolation of lymphocyte from peripheral lymphoid organs 

1.教学内容：  

1. To explain the peripheral lymphoid organ; 

2.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of isolating lymphocytes between human and mouse; 

3. To introduce three classical methods of isolation of lymphocytes (Ficoll-Hypaque gradient;    

  Flow cytometry assay; antibody-coated magnetic beads); 

4. To introduce the protocol of isolating mouse lymphocytes from spleen; 

5. To show the operation of isolating mouse lymphocytes from spleen. 

2.教学目标： 

1. Able to sacrifice the mouse; 

2. Able to extract the mouse spleen; 

3. Able to prepare the spleen cells and lyse the red blood cells. 

4. Able to count cell numbers.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Observation of peritoneal cells by microscopy. 

2. counting peritoneal cells with Hemocytometer 

The total cell amount should be 4-10 *10
5
/mouse. 

3. Experimental reports including objective, method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surgical instruments (one ophthalmic scissors and two ophthalmic forceps)/group； 

10mm dish/group；  

15ml centrifuge tube/group； 

optical microscop； 

counting plate/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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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Janeway‘s Immunology 8
th

 edition 
2、参考书：1）Ray, A., Dittel, B. N. Isolation of Mouse Peritoneal Cavity Cells. J. Vis. Exp. (35), e1488, 

doi:10.3791/1488 (2010). 

2 ） Zhang, X., Goncalves, R., Mosser, D. M. The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murine 

macrophages.Current Protocols in Immunology. (2008). 

 

 

执 笔 人：董元舒、岳艳、李敏 

                    审 核 人：戴建锋  

                     完成日期：2016-04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db=PubMed&cmd=Search&doptcmdl=Citation&defaultField=Title+Word&term=The+isolation+and+characterization+of+murine+macrophages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db=PubMed&cmd=Search&doptcmdl=Citation&defaultField=Title+Word&term=The+isolation+and+characterization+of+murine+macrophages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db=PubMed&cmd=Search&doptcmdl=Citation&defaultField=Title+Word&term=The+isolation+and+characterization+of+murine+macroph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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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Microbiology I》Practical Course Outline 

Course code: CLMB1119               Credit point: 3.0 

Course name(Chinese/English)：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I） 

Credit hours:Total：72                Practice: 28 

Students: Clinical students  

Laboratory name: Basic Medical Laboratory 

Part One. Course Overview 

Medical Microbiology (I) is an important course in medical education. This course 

covers the biology of pathogens (bacteria, viruses, and fungi), pathogenesis, anti-infection 

immunity, and diagnosi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The students will 

know the different laboratory methods to detect the pathogens, and the skills to culture the 

pathogens sterilely, and they will know how to develop the log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as 

well as how to solve problems during learning. The knowledge they learn from this course 

will serve their practice better in future.     

Part Two. Experimental Project and Course Schedule 

Serial 

number 
Project name 

Experimental 

type 

Time 

allocation 

Students 

number of 

each group 

Compulsory/Elective 

1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Bacteria 
Fundamentality 3 1 Compulsory 

2 

Cultivation Techniques for 

Isolation of Bacteria& 

Examination of Bacterial 

Metabolites 

Comprehensive 3 1 Compulsory 

3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Agents on 

Microbial Growth & 

Distribution of bacteria 

Innovativeness 

Designability 
3 6 Compulsory 

4 Pathogenic Cocci Fundamentality 2 1 Compulsory 

5 
Identification of Enteric 

Bacteria&Widal Test 
Comprehensive 8 1 Compulsory 

6 
Other Pathogenic Bacteria 

(I) 
Fundamentality 3 1 Compulsory 

7 
Other Pathogenic Bacteria 

(II) 
Fundamentality 2 1 Compul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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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al 

number 
Project name 

Experimental 

type 

Time 

allocation 

Students 

number of 

each group 

Compulsory/Elective 

8 
The detection of viruses 

and fungi 
Fundamentality 4 1 Compulsory 

9 

The conventional method 

of viral isolation and 

cultivation 

Comprehensive 4 1 Elective 

10 

The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common 

pathogens in blood 

Innovativeness 

Designability 
8 1 Elective 

11 
Microbes detec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BL) 

Innovativeness 

Designability 
8 6 Elective 

12 

The observation of 

bacterial motility and 

flagella staining 

Comprehensive 8 1 Elective (open) 

13 
The determination of 

lysozyme in saliva 
Comprehensive 8 3 Elective (open) 

14 
The detection of bacteria in 

water 
Comprehensive 8 3 Elective (open) 

Part Three. Practical Contents and Requirements 

Experimental Project 1: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Bacteria 

1. Content 

(1) Laboratory rules and regulations 

(2) Gram staining: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Escherichia coli 

(3)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bacterial morphology and specific structure 

a) Spiral bacterium--Campylobacter jejuni 

b) Capsule of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c) Spores of Bacillus subtilis 

d) Flagella of Proteus vulgaris 

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a) The techniques for smear preparation  

b) The principles of Gram staining 

c) The practical use of oil immersion to exam the stained slide preparations  

(2) To master  

a) The procedure for Gram staining 

b) The basic forms and specific structure of bacteria 

Experimental Project 2: Cultivation Techniques for Isolation of Bacteria & 

Examination of Bacterial Metabolites 

1. Content 

(1) Demonstration of some conventional culture media in medical microbiology 

Nutrient Broth Medium, Nutrient Agar Medium, Semi-solid Medium, Blood 

AgarMedium, SS medium, cooked meat medium 

(2) Culture Transfer Techniques 

a) Inoculation of a s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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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noculation of a broth media 

c) Inoculation of a semi-solid media 

d) Steak plate technique 

(3) Observation of Bacteri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4) Demonstration of some common biochemical test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bacteria 

a) Carbohydrate Fermentation Test 

b) Indole Production Test 

c) Hydrogen Sulfide Test 

d) Urease Test 

e) Pigmentation 

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a) the procedur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basal culture medium 

b) inoculating instruments  

c)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organisms in various media 

d) the composition and usage of some conventional culture media in medical 

microbiology laboratory 

e) the composition and usage of some useful media for biochemical tests 

f) the phenomena of some useful biochemical tests 

(2) To master  

a) the aseptic techniques for subculturing microorganisms 

b) the techniques for isolation of microorganisms from a mixed microbial population 

for subsequent pure culture 

c) the principles of the most commonly used biochemical tests for identification of 

microorganisms 

Experimental Project 3: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Agents on Microbial 

Growth & Distribution of Bacteria 

1. Content 

(1) Ultraviolet Radiation Test 

Strains: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Bacillus subtilis 

(2) Effects of chemical agents on bacterial growth 

Strains: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Escherichia coli 

Disinfectants:2.5%iodine, 0.1%benzalkonium bromide, 5%phenol,2%mercurochrome, 

2%crystal violet 

(3)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 

Strains: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Escherichia coli 

Antibiotic discs: penicillin G 10μg, streptomycin 10μg, amikacin 10μg, and 

cephalosporin 30μg 

(4) The distribution of bacteria 

The students design experiments to check the distribution of bacteria in nature and 

human body 

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routine methods for disinfection and sterilization in 

microbiological laboratory 

(2)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inhibitory effects of some common used disinfectants 

on microorganisms and the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susceptibility of bacteria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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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herbal medicine 

(3) To master the methods of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 and their use 

(4) To master th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bacteria in nature and human 

body 

Experimental Project 4: Pathogenic Cocci 

1. Content 

(1)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bacterial morphology  

Streptococci, Neisseria gonorrhoeae (Gonococci) 

(2)Demonstration of colonies of three kinds of Staphylococci (S.aureas, S.epidermidis 

and S. saprophytism) on a nutrient agar plate 

(3) Demonstration of colonies of α-and β-hemolytic Streptococci on a blood agar plate 

(4) Coagulase test 

a) Slide test for bound coagulase 

b) Tube Test for free coagulase 

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major tests for identification of pathogenic cocci 

(2) To master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pathogenic cocci 

Experimental Project 5: Identification of Enteric Bacteria &Widal Test 

1. Content 

(1) Isolation of a stool specimen on an SS plate 

(2) Subculture the suspicious organisms in Kligler iron agar(KIA) 

(3) Examination of the morphology and Gram reaction of the suspicious organisms  

(4) Preliminary identification of the suspicious organism by biochemical tests 

Indole production test, Motility test, Urease test, Mannitol fermentation test, etc. 

(5) Confirmation of the identification by slide agglutination test 

(6)Widal test 

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a) The application of selective media for isolation enteric bacteria 

b) The biochemical test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enteric bacteria 

(2) To master  

a) The procedure for identification of enteric bacteria 

b) The principle, procedur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Widal test 

Experimental Project 6: Other Pathogenic Bacteria (I) 

1. Content 

(1)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bacterial morphology 

C. tetani, C. Perfringen----Gram staining 

C.diphtheriae----Albert's staining, metachromatic granule  

(2) Demonstration of colonies of C.perfringens on a blood agar: double zone of 

hemolysis 

(3) Demonstration of colonies of C.diphtheriae on a blood agar containing potassium 

tellurite 

(4) Elekimmunodiffusion test 

(5) Acid-fast staining: smear of spu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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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a) The colonial morphology of C. perfringenson a blood agar and C.diphtheriae on a 

blood agar containing potsssium tellurite 

b)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virulence of C.diphtheriae by Elekimmunodiffusion test 

(2) To master 

a) The morphology of C. tetani, C. perfringens, C.diphtheriae and M. tuberculosis  

b) The principle and procedure for acid-fast staining 

Experimental Project 7: OtherPathogenic Bacteria (II) 

1. Content 

(1)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bacterial morphology 

a) O. tsutsugamushi----Macchiavello staining method 

b) T. pallidum----silver impregnation staining 

c) colonies of mycoplasma 

(2)Fontana silver impregnation staining: examination of Borrelia vincentii in oral 

specimen 

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staining method and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spirochetes 

(2) To master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ickettsia, mycoplasmas and  

Spirochetes as well as the colonial properties of mycoplasma 

Experimental Project 8: The detection of viruses and fungi 

1. Content 

(1) Examination of viral particles under electron microscope (EM) 

(2)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viral inclusion body: Negri body of rabies virus 

(3)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viral infected cell culture: cytopathic effect (CPE) 

(4)Compare the colon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fungal strains 

C. neoformans, C. albicans and Aspergillus. sp. 

(5)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fungal morphology 

a) Chlamydospores of C. albicans 

b) C. neoformans count-stained with India ink 

c) Macroconidia of Microsporum gyseum 

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CPE due to viral infection 

(2) To master the morphology and diagnostic meaning of Negri body 

(3)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morphology and colonial characteristics of some 

clinical important fungi 

(4)To master the common-used method for cultivation and morp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fun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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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Project 9: The conventional method of viral isolation and cultivation 

1. Content 

(1) Introduce the methods of cultivating viruses 

(2) To culture virus by embyonated eggs 

(3) Quanitation of virus: hemagglutination assay 

(4) Hemagglutination inhibition test (Demonstration) 

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culture virus by embyonated eggs 

(2) To master the principle, method and results identification of hemagglutination 

assay 

Experimental Project 10: The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common pathogens in blood 

1. Content 

(1)To introduce the common methods of the colle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blood 

specimen 

(2)To design the detection procedure 

(3)The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pathogens from blood 

(4)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 of pathogenic bacteria in blood specimen 

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a) The collection principle and the common cultivation methods of blood specimen 

b) The detection procedure of blood specimen 

(2) To master the sterile techniques, the common biochemical reactions,the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s and results judgment 

Experimental Project 11: Microbes detec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BL) 

1. Content 

(1)Students discuss cases in group, judge the suspected pathogens and design the 

detection procedures 

(2)To complete all the tests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3)To analyz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finish the identification reports 

2. Requirement 

(1)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detection procedure and common methods of 

pathogens detection 

(2)To master thecommon techniques in microbiology laboratory 

Experimental Project 12: The observation of bacterial motility and flagella staining 

1. Content 

(1) The preparation of culture media and sterilization 

(2)The innoculationand cultivationof Proteus and Staphylococcus 

(3)The observation of bacterial motility by pendant-drop & pressure-drop methods 

(4) The silver staining and morphology observation of flagella (Proteus) 

2. Requirement 

(1) To understand the technique of media preparation for bacterial culture 

(2)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staining principle, method and results identification of 

bacterial flag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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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 master the observation and results judgment of bacterial motility in liquid 

specimen 

Experimental Project 13: The determination of lysozyme in saliva 

1. Content 

(1) The preparation of culture media and sterilization 

(2)The cultivation of Micrococcus lysoleikticus 

(3)The preparation of bacterial powder 

(4) The preparation ofthe plates for lysozyme determination 

(5)The determination of lysozyme in saliva 

2. Requirement 

(1) To understand the technique of media preparation for bacterial culture 

(2)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mechanism of the action of lysozyme 

(3) To master the principle, method and significance of lysozyme determinationin 

saliva 

Experimental Project 14: The detection of bacteria in water 

1. Content 

(1) The preparation of culture media and sterilization 

(2) The dilution of samples 

(3)The counts of bacterial colony-forming units (CFU) by both rubbing and plate 

pouring methods 

2. Requirement 

(1) To understand the technique of media preparation for bacterial culture 

(2)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common methods of the dilution of microbiologic 

samples 

(3) To master the methods of counts of CFU 

Part Four. The assessments and requirements 

The assessments is composed of both experimental skills and test reports.Each student 

is assessed according to his (her) performance on the practical classand the completion of 

test reports. Average grade & attendance and the exam of experimentalskills accounts for 

50%, respectively. 

Part Five. Main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s 

1. Horizontal high pressure sterilization pot  

2. Portable sterilization pot 

3. Vertical autoclave 

4. The microscopefor experimental preparation 

5. Universal microscope  

6. Microscope for students 

7. Clean Bench  

8. Constant temperature incubator    

9. Hot air o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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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hermostat water bath 

11. Constant temperature incubator shaker 

12. Refrigerator 

13. Electronic balance 

14. General utility balance  

15. Induction cooker 

16. Anaerobic system 

17. Table top centrifuge 

18. The vortex shock instrument 

Part Six. References 

1. Aiwu Wu, editor in chief. Instructions for Clinical microbiology tests.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1 

2. Xingan Wu &Fanglin Zhang, editors in chief.Medicalmicrobiology experiments.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Press, 2013 

3.LimeiFa, editor in chief.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experiments.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4. Fan Li &Zhikai Xu, editors in chief. Medicalmicrobiology.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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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llabus of the Regional Anatomy 

课程代码：CLMB1120                   课程学分： 3 

课程名称： Regional Anatomy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  36 

适用专业：Clinical Medicine, overseas students 

实验室名称：Basic Medical Laboratory 

一、课程简介 

The broad goal of the teaching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Anatomy aims at 

providing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f the gross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ody to provide 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linical correlation of organs or structures 

involved and the anatomy basis for the disease present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the student shall be able to  

(a) Comprehend the normal disposition, clinically, relevant interrelationship, 

functional and cross sectional anatomy of the various structures in the body. 

(b) Comprehend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connection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o 

analyse the integrative and regulative functions of the organs and systems. He/she 

shall be able to locate the site of gross lesions according to the deficits 

encountered. 

(c) Identify and locate all the structures of the body and mark the topography of the 

living anatomy. 

(d) Understand clinical basis of some common clinical procedures i.e. intramuscular 

and intravenous injection, lumbar puncture and kidney biopsy etc. 

(e) From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of other basic sciences, student shall be able to 

comprehend and regul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anatomical basis of diseas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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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er limbs 验证性 8 5 必修 

2 Upper limbs 验证性 8 5 必修 

3 neck 综合性 4 5 必修 

4 Chest 验证性 4 5 必修 

5 Abdomen 验证性 10 5 必修 

6  pelvis 验证性 2 5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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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1：The  chapter 1  Lower limbs 

Preview 

Prepare the femoral triangle, Adductor canal, Popliteal fossa, Artery: Femoral, 

profunda femoris, popliteal, doralis pedis Vein: Venous drainage of lower limb, great and 

small saphenous veins, Inguinal group of lymph nodes. 

mastery: 

1. the origination, walk line, tributaries and infuse into position of the great  

saphenous vein. 

2. the position ,groups and collect  range of the inguinal group lymph nodes . 

3. the anterior muscle groups of the thigh and leg , effect and nerve domination. 

4. the boundaries and content of the femoral triangle, the femoral sheath, 

femoral canal and femoral ring. 

5. the femoral artery ,anterior tibial artery and dorsal artery of foot and its chief 

branch. 

6. the supply of the femoral, obturator ,superficial and deep peroneal nerve. 

7. the muscles of the gluteal region, posterior region of the thigh and leg. 

8. the supply of the sciatic and tibial nerve  

9. the origination and stop of the small saphenous vein. 

10. the boundaries and content of the popliteal fossa. 

11. the structure (vessels and nerves) passing through the suprapiriform and 

infrapiriform  

12.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opliteal artery and posterior tibial artery. 

familiarity: 

1. the position and compose and passing structure of the adductor canal. 

2. the compose its passing structure of malleolar canal . 

 understanding: 

1. the lymph node and its drainage of the popliteal fossa. 

2. the superior and inferior gluteal cutaneous nerves ,the saphenous nerve. 

实验项目2：The chapter 2   Upper limbs 

Preview 

    Preview: the position, shape, structure feature and lymph drainage and clinical 

meaning of the female mammary gland . the rise, stop and clinical meaning of the 

superficial venous of the upper limbs, travel . the position, shape and contents of the axilla. 

the composing and chief branch of the brachial plexus. Axilla artery and its chief branch 

and axilla venous . the position of the axilla lymph nodes. The position of the brachial 

artery and its chief branches. The muscular name ,position and effect of the forearm. The 

nervous supply of the muscles of forearm . The muscular groups of the hand. The 

composing and position of the superficial and deep palmar arch. The muscles of shoulder 

and their nerve domination. The vessel and nerve structure of the quadrangular and 

triangular space. The muscular name and effect of the posterior group muscles of ar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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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arm. The 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deep branch of radial nerve.    

mastery: 

1. the position, shape, structure feature and lymph drainage and clinical meaning 

of the female mammary gland . 

2. the origination ,travel and clinical meaning of the superficial vein of the 

Upper limb. 

3. the position, shape and contents of the axilla . 

4. the composing and chief branch of the brachial plexus  

5. Axilla artery and its chief branch and axilla venous . 

6. the position of the axilla lymph nodes and their receiveing range.  

7. The position of the brachial artery and its chief branches 

8. Upper limbs' artery dry, nerve's dry body surface projection.  

9. The muscular name ,position and effect of the forearm.  

10. The nervous supply of the muscles of forearm .  

11. The muscular groups of the hand. 

12.  The composing and position of the superficial and deep palmar arch. 

13. The muscles of shoulder and their nerve domination. 

14.  The vessel and nerve structure of the quadrangular and triangular space.  

15. The muscular name and effect of the posterior group muscles of arm and 

forearm.  

16. The 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deep branch of radial nerve.    

familiarity: 

1. the muscular position ,chief function and nerve domination of the chest wall. 

2. the position, travel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Muscle skin nerve, axilla nerve, 

nervus radialis, median nerve, a feet nerval  

3. the boundaries and its structural of the cubital fossa. 

4. the compose and its passing structure of the carpal canal. 

understanding: 

1. the nerve supply and blood vessel of the mammary gland.  

2. The composeing of the quadrangular and triangular space.  

实验项目3：The chapter 3  the neck  

Preview: 

    Preview: the position, trail and into place of the external jugular vein. The opening of 

the duct of the submandibular gland.. The origination and stop , position, function and 

nervous supply of the sternocleidomastoid . the composing , position and contents of the 

carotid sheath.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carotid sinus carotid body.  The 

projection and press to stop bleeding point of the common carotid artery . the chief 

branche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external carotid artery. The position, trail and its tributaries 

of the internal jugular vein. the chief branche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vagus nerve in the 

neck. The position, shape, abut and fibrous capsule of the thyroid gland. The relation of the 

blood vessel of thyroid gland with superior laryngeal and recurrent laryngeal nerve. The 

position, abut and narrow part of the esophagu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ccessory n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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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osing, position and chief branches of the cervical plexus. . the position and trail 

of the phrenic nerve . The origination and stop , position and its branches of subclavian 

artery. The composing, position of the brachial plexus. The position and abut of the cupula 

of pleura.  

mastery:  

1. the position, trail and into place of the external jugular vein.  

2. The opening of the duct of the submandibular gland. 

3. The origination and stop , position, function and nervous supply of the 

sternocleidomastoid .  

4. the composing , position and contents of the carotid sheath.  

5.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carotid sinus carotid body.   

6. The projection and press to stop bleeding point of the common carotid artery . 

7.  the chief branche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external carotid artery.  

8. The position, trail and its tributaries of the internal jugular vein. the chief 

branche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vagus nerve in the neck.  

9. The position, shape, abut and fibrous capsule of the thyroid gland.  

10. The relation of the blood vessel of thyroid gland with superior laryngeal and 

recurrent laryngeal nerve.  

11. The position, abut and narrow part of the esophagus.  

12.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ccessory nerve.  

13. The composing, position and chief branches of the cervical plexus.  

14. the position and trail of the phrenic nerve .  

15. The origination and stop , position and its branches of subclavian artery.  

16. The composing, position of the brachial plexus.  

17. The position and abut of the cupula of pleura.  

 familiarity: 

1. the deep fascia of the neck and its structure by it.  

2. the position and fiber direction of the platysma . 

3. the position and drainage of the superficial cervical lymph nodes. 

4. the position of the sympathetic trunk. 

5 the position and drainage of the deep cervical lymph nodes. 

6. the composing and contents of the scalene fissure .  

understanding: 

1. the division and triangle of the neck. . 

2. the cutaneous nerves of cervical plexus. 

3. the name of the suprahyoid and infrahyoid muscles .  

4. the compose and pos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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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4：The chapter 4   Chest 

Preview 

    Preview: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ntercostal blood vessel and nerve. The concept of 

the pleura and pleural cavity. The parts of the parietal pleura ,pleural recesses , pleural 

reflection and their projections. the position, shape, lobes of the lungs and the structure of 

root of lung .the position, shape and function of the diaphragm, diaphragmatic hiatus and 

its passing structure. the position, appearance and blood vessel of the heart. the shape, 

position and three narrow of the esophagu. the origination and into position and collect 

range of the thoracic duct .the composing and tributaries of the superior vena cava and 

brachiocephalic .the 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phrenic nerve and vagus at chest cavity. 

The position of the sympathetic trunk and greater and smaller splanchnic nerve. 

mastery: 

1. Pectoral bone sex indicate and the mark line of chest . 

2.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ntercostal blood vessel and nerve.  

3. The concept of the pleura and pleural cavity.  

4. The parts of the parietal pleura ,pleural recesses , pleural reflection and their 

projections.  

5. the position, shape, lobes of the lungs and the structure of root of lung . 

6. the position, shape and function of the diaphragm, diaphragmatic hiatus and 

its passing structure.  

7. the position, appearance and blood vessel of the heart. 

8.  the shape, position and three narrow of the esophagu.  

9. the origination and into position and collect range of the thoracic duct . 

10. the composing and tributaries of the superior vena cava and brachiocephalic 

vein . 

11. the 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phrenic nerve and vagus at chest cavity.  

12. The position of the sympathetic trunk and greater and smaller splanchnic 

nerve. 

range. 

familiarity: 

1. the origination and stop, fiber direc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intercostal 

muscles. 

2. the source of the pulmonary blood vessel. 

3. the receive range of the azygous ,semiazygos and accessory hemiazygos veins 

an. 

 understanding: 

1. the concept of the bronchpulmonary segments. 

2. the circumfluence of the pulmonary lymph. 

3. the domination of the phrenic nerve. 

4. the blood supply, lymph circumfluence and nerve domination of the 

esopha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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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5：The chapter 5    Abdomen 

Preview      

Preview: the boundaries and divisions of the abdomen and layered structure of the 

anterolateral abdominal wall. Superficial structural feature and superficial vein 

circumfluence of the abdominal wall. The origination and stop ,shape and function of 

rectus abdominis. The composing of sheath of rectus abdominis. The boundaries of the 

inguinal triangle. The concept of the peritoneum and peritoneal cavity .the composing and 

contents of the inguinal canal.the concept of the peritoneum and peritoneal cavity. The 

position, shape and lobes of the liver .the composing of the  biliary passage. The shape , 

position and projection on the surface of gall bladder . Pancreatic position and shape. 

Splenic position and shape. Gastric artery . Duodenal the position, parts and its shape 

structure of the duodenum. The origination, branch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celiac trunk. Big 

intestinal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larger intestine . the position of the vermiform 

appendix and the surface projection of appendix. the shape different of the jejunum and 

ileum. The composing and tributaries of the hepatic portal vein. The origin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superior and inferior mesenteric artery. The shape and position of the 

kidney and the renal fascia. The shape and thre narrow of the ureter and the relation with 

uterus artery . The composing and tributaries of the inferior vena cava . the composing, 

position and chief branch distribution of the lumbar plexus. 

mastery: 

1. the boundaries and divisions of the abdomen and layered structure of the 

anterolateral abdominal wall. 

2.  Superficial structural feature and superficial vein circumfluence of the 

abdominal wall.  

3. The origination and stop ,shape and function of rectus abdominis. 

4.  The composing of sheath of rectus abdominis.  

5. The boundaries of the inguinal triangle.  

6. The concept of the peritoneum and peritoneal cavity . 

7. the composing and contents of the inguinal canal.the concept of the 

peritoneum and peritoneal cavity.  

8. The position, shape and lobes of the liver .the composing of the biliary 

passage.  

9. The shape , position and projection on the surface of gall bladder .  

10. Pancreatic position and shape. Splenic position and shape.  

11. Gastric artery .  

12. Duodenal the position, parts and its shape structure of the duodenum.  

13. The origination, branch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celiac trunk. 

14.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larger intestine .  

15. the position of the vermiform appendix and the surface projection of appendix. 

16.  the shape different of the jejunum and ileum.  

17. The composing and tributaries of the hepatic portal vein.  

18. The origin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superior and inferior mesenteric artery.  

19. The shape and position of the kidney and the renal fascia.  

20. The shape and thre narrow of the ureter and the relation with uterus arte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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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The composing and tributaries of the inferior vena cava . 

22.  the composing, position and chief branch distribution of the lumbar plexus. 

familiarity: 

1. the position, shape fea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obliquus externus abdominis , 

the obliquus internus abdominis and the transverses abdominis. 

2.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liohypogastric nerve and ilioinguinal nerve and the 

inferior epigastric artery. 

3.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greater omentum. 

4. the composing of the omental foramen. 

5. the blood vessel and ligament of the splen. 

6. the blood vessel and chief ligament of the liver. 

7. the lymph circumfluence of the stomach. 

understanding: 

1. the blood vessel, nerve and lymph circumfluence of the duodenum. 

2. the blood vessel and lymph circumfluence of  pancreas. 

3. the variation of the position of the appendix. 

4. the concept of the renal segmentation . 

5. the blood vessel and nerve of the adrenal gland. 

实验项目6：The chapter 6   The pelvis  

Preview 

    Preview: the position, shape and abut of the bladder. the position, composing, mucous 

feature and clinical meaning of the bladder triangle. the position, shape, abut and fibrous 

capsule of the prostate.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the ductus deferens . the position of the 

seminal vesicle and the opening of the ejaculatory duct . the branch of the internal iliac 

artery. the position, shape structure and abut of the rectum and anal canal . the position, 

shape and fixture of the ovarian. The position, shape, parts and abut of the uterine tube. 

The concept of the pelvic diaphragm. 

 mastery: 

1. the position, shape and abut of the bladder. 

2.  the position, composing, mucous feature and clinical meaning of the bladder 

triangle.  

3. the position, shape, abut and fibrous capsule of the prostate.  

4.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the ductus deferens .  

5. the position of the seminal vesicle and the opening of the ejaculatory duct . 

6.  the branch of the internal iliac artery. 

7.  the position, shape structure and abut of the rectum and anal canal . 

8.  the position, shape and fixture of the ovarian.  

9. The position, shape, parts and abut of the uterine tube.  

10. The concept of the pelvic diaphragm. 

 familiarity: 

1. the positional relation of the organs in the pelvic cavity. 

2. the position and clinical meaning of the rectouterine pou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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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dderouterine pouch.. 

3. the blood vessel, nerve and lymph circumfluence of the rectum. 

understanding: 

1. the nervous supply, blood vessel and lymph circumfluence of the bladder.. 

2. the peritoneal relation of the bladder and its clinical meaning. 

3. the lobes of the prostate. 

on of the ansa cervicalis.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有实验报告的要求，本次实验人员的安排包括主刀、助手，巡回等.考核方

式。实验课的考核方式：课程中期和结束时各进行1次，方法：教师随机考核每个学

生寻找自己实验组结构操作过的结构1-2个,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

的比例30%，其中实验报告占10%，实验考核两次占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套数  

人体解剖实验台，.解剖器械每组一套（包括手术刀柄一把，解剖刀一把，手术

剪刀两把，镊子4把）。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张绍祥，《局部解剖学》，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2.参考书： 

1） Richard L.Drake，《格氏解剖学基础教程》英文影印班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 

2）张绍祥，《局部解剖学》 ，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2） 彭裕文，《局部解剖学》（第 7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 2008 

4） 王怀径，《局部解剖学》，人卫出版社，2006 

5） 王怀径，《局部解剖学》（全英语），人卫出版社，2005 

6） 姜树学,《CT 与 MRI 影像解剖学》，辽宁科技出版社，2000 

7）于频,《新编人体解剖图谱》（第二版），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8）王鹤鸣，《局部解剖学，》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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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yllabus on Pathophysiology 

Code:    CLMB1121           Written by:    DONG ZHENG 

Name Pathophysiology Approved by: KEMING XIE 

Curriculum hours   72         Experimental hours:   24 

Lab name:  Basic Medical Laboratory 

Credit 3.0 

I. Overview, Objectives and requirements of experimental class 

1. By reproducing the animal models of diseases,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causes, 

conditions and mechanism of which those diseases generate. 

2. Observe the changes in function, metabolism and some shape of the diseased 

animal body via experiments, learn the rules and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ose changes, 

and know the possible outcome of related diseases. 

3. Learn the basic usage of instruments and apparatuses commonly used in the 

pathophysiological experiments and the basic study methods as well as fundamental 

operation skills, and thus playing solid foundation for enhancing the experimental and 

study capabilit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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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Contents and schedule of experimental curriculum  

S/N Item Objective & requirements Contents Hour Type Persons Compulsory/optional 

1.1 
Introduction to 

pathophysiologica
l experiment 

To learn the basic 
pathophysiological experiment 

and study methods 

1.1. Introduce the pathophysiological 
experiments 

0.5 Comprehensive 

3～4 

Compulsory 

1.2 
Experimental 

pulmonary edema 
in mice 

To learn the basic skills of 
reproducing toxic pulmonary 
edema animal model and its 

nosogenesis. 

1.2. Inject the 1:1000 epinephrine in the 
abdominal cavity of a mouse and observe its 

respiratory rate, depth and general conditions; 
inject the 0.1mg/ml  phentolamine in another 
mouse promptly after injecting the same dose 

of epinephrine; and inject the same dose of 
physiological saline in the control mouse; 

meanwhile observe and compare their 
electrocardiograms; observe the foamed liquid 
flowing out of their  tracheas and anatomize 

those mice to isolate and weigh their integrated 
lungs; calculate and compare the pulmonary 

coefficients. 

2.5 Innovative Optional 

1.3 
Edema 

experiment of 
rabbit ears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venous 
backflow dysfunction and venous 

pressure increase on edema 
occurrence 

1.3. Fix a rabbit in its cage and stop the venous  
blood flow of an ear of the rabbit by tying a 
cork on the inside of the ear with the elastic 

cord, meanwhile the ear‘s middle arterial blood 
flow will be maintained. Observe changes in 

shape and functions of the tied rabbit ear. 

3 Fundamental Optional 

1.4 
Inflammatory 

edema 
 

1.4. Dip the rabbit ear at one side into the hot 
water of 60℃, observe the color, temperature 

and thickness of the scalded ear and compare it 
with the one at the other side. 

3 Fundamental  Optional 

2.1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hypoxia 

Learn the methods and principles 
of reproducing different types of 

models of hypoxia and be familiar 
to the rescue skills. 

2.1. Establish the animal models of hypoxia 
caused by four different pathogeneses of 

hypoxia by lack of oxygen, toxicant of carbon 
monoxide, toxicant of sodium nitrite and 
toxicant of potassium cyanide. Rescue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by different means and 
compare them with the control mouse. Observe 

the changes in the mouse function. 

3～4 
Comprehensive 
and innovative 

3～4 Compulsory 

2.2 

Effects of genus 
and age to the 
Low pressure 

hypoxia tolerance 

Learn the effects of genus and age 
on the hypoxia tolerance under 

the rapidly reducing atmosphere 
pressure 

2.2. Put the frog (or toad), the new-born mouse 
and adult mouse in the vacuum dryer together 

and exhaust the dryer with the vacuum pump to 
simulate the atmospheric hypotonic hypoxia, 

and observe the performances of those animals. 

2.5 Fundamental  O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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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Item Objective & requirements Contents Hour Type Persons Compulsory/optional 

3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traumatic shock 

Lean the operation skills of 
animal fixing, local anesthesia 

and tracheal intubation, the 
separation and intubation skills of 
cephalic artery and the methods 
of measuring and recording the 

changes in respiration and blood 
pressure of animals with 

instruments and be familiar to the 
usage of instruments and 

apparatuses. 

Beat the inside of the animal‘s thigh at one side 
with wooden hammer until the animal is 

shocked due to the severe trauma, observe the 
respiration, circulation, acid-base balance and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animal, rescue the 
animal by comprehensive means and then make 

observation and comparison. 

4 Comprehensive 3～4 Compulsory 

4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animal with 
respiratory 
dysfunction 

Learn the operation skills of 
thoracic puncture and internal 

pressure measurement; 
Learn the skills of reproducing 
animal model with obstructive 

ventilation dysfunction 

Establish the animal models of rabbits of 
experimental pneumothorax, acute incomplete 

asphyxia and full asphyxia,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changes in respiration, circulation, 
blood color, blood gas and the whole body of 
those rabbits, rescue them by comprehensive 

means and measure index of those rabbits after 
they recover. 

4 Comprehensive 3～4 Compulsory 

5.1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liver dysfunction 

Learn the major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liver and the 

fundamental method of observing 
the hepatic deactivation against 

medicines. Learn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operation skill of 

the experiment. 
Requirements: Be familiar to the 
basic method and principle of the 

experiment. 

5.1. Inject the same dose of epinephrine via the 
veins separately at the edge of the rabbit ear 
and the mesenteries and observe changes in 
blood pressure and respiration of the rabbit. 

Make the animal model of rabbit with hepatic 
dysfunction,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effects of 

ammonia chloride mixture on the respiration, 
circulation and the whole body of the rabbits 

with hepatic dysfunctions. 

4 Comprehensive 3～4 Compulsory 

5.2 

Detoxification 
capability of 
hepar against 

pentothal sodium 

 

5.2.After making hypodermic injection with 
chloroform to the mouse to damage its liver, 
inject the pentothal sodium solution to the 

abdominal cavity of the mouse, observe the 
mouse and record the time at which the mouse 

is anaesthetized and recovered from 
anaesthesia. Observe and compare their effects 
on the function, metabolism and shape of the 

mouse. 

4 Comprehensive  Optional 

6 
Experimental 

design 

Independently design the 
innovative study item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athophysiological curriculum 

and submit the design document. 

The teacher introduces the basic knowledge on 
design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and the 

students design the plans for experimental 
researches independently 

4 Design 3～4 Optional 

7 
Experimental 

operation exam 

The experimental exam is used 
for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s of 

students. 

The experimental exam is used for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s of students. 

3 Comprehensive 10 Compulsory 

http://dict.youdao.com/w/traumatic/
http://dict.youdao.com/w/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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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Experimental contents and requirements 

1.1.  (1) Name: Introduction to pathophysiological experiment 

     (2) Contents: Introduction to pathophysiological experiment 

  (3) Requirements: To learn the basic pathophysiological experiment and study 

methods 

1.2.  (1) Name: Experimental pulmonary edema in mice  

(2) Contents: Inject the 1:1000 epinephrine in the abdominal cavity of a mouse 

and observe its respiratory rate, depth and general conditions; inject the 

0.1mg/ml  phentolamine in another mouse promptly after injecting the same dose of 

epinephrine; and inject the same dose of physiological saline in the control mouse; 

meanwhile observe and compare their electrocardiograms;  observe the foamed liquid 

flowing out of their tracheas, anatomize those mice to isolate weigh their integrated 

lungs;calculate and compare the pulmonary coefficients. 

    (3) Requirements: To learn the basic skills of reproducing animal models of toxic 

pulmonary edema as well as the nosogenesis of toxic pulmonary edema and the 

mechanism of medicine antagonism. 

1.3    (1) Name: Edema experiment of rabbit ears 

    (2) Contents: Fix the rabbit in its cage and stop the venous blood flow of an ear of 

the rabbit by tying a cork on the inside of the ear with the elastic cord , meanwhile the ear‘s 

middle arterial blood flow will be maintained.Observe changes in shape and functions of 

the tied rabbit ears. 

    (3) Requirements: Observe the effects of venous obstruction and increased venous 

pressure in the edema generation. 

1.4  (1) Name: Inflammatory edema 

  (2) Contents: Dip the rabbit ear at one side into the hot water of 60℃, observe the 

color, temperature and thickness of the scalded ear and compare it with the one at the other 

side. 

  (3) Requirements: Observe the effect of the increase of vasopermeability in the 

inflammatory edema. 

2.1   (1) Nam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hypoxia 

   (2) Contents: Establish the animal models of hypoxia caused by four different 

pathogeneses of hypoxia by lack of oxygen, toxicant of carbon monoxide, toxicant of 

sodium nitrite and toxicant of potassium cyanide. Rescue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by 

different means and compare them with the control mouse. Observe the changes in the 

mouse function. 

   (3) Requirements: Learn the methods and principles of hypoxia models of different 

types and the relevant rescuing mechanism. Of which, the reduction of oxygen pressure 

related to the hypoxia by lack of oxygen is relating to the relevant physiological knowledge, 

arrange the parallel experiments of hypoxia tolerance according to the particular situation, 

the changes in the quantity and nature of the hemoglobin caused by the toxicants of carbon 

monoxide and sodium nitrite are relating to the patho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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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organ to utilize the oxygen caused by the hypoxia of the 

toxicant of potassium cyanide is relating to the knowledge of biochemical pharmacology. 

2.2  (1) Name: Effects of genus and age on the low pressure hypoxia tolerance 

  (2) Contents: Put the frog (or toad), the new-born mouse and adult mouse in the 

vacuum dryer together and exhaust the dryer with the vacuum pump to simulate the 

atmospheric hypotonic hypoxia, and observe the performances of those animals. 

  (3) Requirements: Learn the effects of genus and age to the hypoxia tolerance under 

the rapidly reducing atmosphere pressure. 

3.  (1) Nam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traumatic shock 

  (2) Contents: Beat the inside of the animal‘s thigh at one side with wooden hammer 

until the animal is shocked due to severe trauma, observe the respiration, circulation, 

acid-base balance an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animal, rescue the animal by 

comprehensive means and then make observation and comparison. 

  (3) Requirements: Learn the operation skills of animal fixing, local anesthesia and 

tracheal intubation, the separation and intubation skills of cephalic artery and the methods 

of measuring and recording the changes in respiration and blood pressure of animals with 

instruments and be familiar to the usage of instruments and apparatuses. Observe the 

respiration, circulation, acid-base balance and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animals that are 

made the traumatic shock; learn the rescuing measures and combine them with the 

physiological, biochemical, pathophysiological and medical knowledge. 

4.   (1) Nam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animal with respiratory dysfunction 

  (2) Contents: Make the animal models of rabbits of experimental pneumothorax, 

acute incomplete asphyxia and full asphyxia,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changes in 

respiration, circulation, blood gas and general situation of those rabbits, rescue them by 

comprehensive means and measure index of those rabbits after they recover. 

  (3) Requirements: Learn the operation skills of thoracic puncture and internal 

pressure measurement; learn the skills of reproducing animal model with obstructive 

ventilation dysfunction. Observe the changes in respiration, circulation, blood gas and 

general situation of those rabbits that are under the experimental pneumothorax, acute 

incomplete asphyxia and full asphyxia, learn the rescuing measures and combine them 

with the physiological, biochemical, pathophysiological and medical knowledge. 

5.1  (1) Nam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liver dysfunction 

  (2) Contents: Inject the same dose of epinephrine via veins separately at the edge of 

the rabbit ear and mesenterium and observe changes in blood pressure and respiration of 

the rabbit. Establish the animal model of rabbit with hepatic dysfunction,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effects of ammonia chloride mixture on the respiration, circulation, blood gas 

and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rabbits with hepatic dysfunction. 

  (3) Requirements: Learn the major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liver and the 

fundamental method of observing the hepatic deactivation against medicines. Compare and 

observe the difference in medical effects on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that were injected 

with the epinephrine via different passages, and analyze the action of protective screen of 

the hepar. The actions of the rabbits that are injected with epinephrine are mainly related to 

http://dict.youdao.com/w/traumatic/
http://dict.youdao.com/w/shock/
http://dict.youdao.com/w/traumatic/
http://dict.youdao.com/w/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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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o-chemical knowledge; observe the effects of the injected ammonia chloride 

mixture on respiration, circulation, and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rabbits, learn the rescuing 

measures and combine them with the physiological, biochemical, pathophysiological and 

medical knowledge. 

5.2  (1) Name: Hepatic detoxification capability against Pentothal sodium 

  (2) Contents: Make hypodermic injection to the mouse with chloroform to damage its 

liver, and after that inject the Pentothal sodium solution to the abdominal cavity of the 

mouse, observe the mouse and record the time at which the mouse is anaesthetized and 

recovered from anaesthesia. Observe and compare their effects on the function, metabolism 

and shape of the mouse. 

  (3) Requirements: Damage the hepar of the mouse with chloroform and observe the 

hepatic detoxification capability against the Pentothal sodium. The biological 

transformation function of the hepar that is damaged by the chloroform is reduced and the 

hepatic detoxification against the Pentothal sodium is declined, too. Therefore, the mouse 

is anaesthetized sooner but it is remained under the anaesthetization in a longer time. Learn 

the fundamental method and principle of the experiment. 

6.   (1) Name: Experimental operation exam 

  (2) Contents: The experimental exam is used for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s of 

students. 

IV. Assessment means 

1. Experimental report 

The experimental report shall be written by each student independently in the unified 

form distributed and the plagiarization is forbidden. The experimental report shall include 

the 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 The lat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port, the 

phenomena observed in the experimental process shall be described in loyal and correct 

manner by graphs, three-line table and expressions and the conclusion shall be derived 

from the original records in the experiment; the discussion refers to the analysis, contrast, 

comparis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llustration of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s well as the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experiment. The experimental report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tutor as required and shall 

not be delayed without any reasonable cause.  

2. Assessment means 

(1) Assessment means for experimental curriculum: The experimental operation will be 

examined after the experimental courses are completed;  

(2) Determination of scores for experimental courses: The scores will be determined 

comprehensiv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perimental performance, report and 

operations. The experimental scores shall account for 20% or so of the general scores of 

the exam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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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Main instruments & apparatuses and quantities of existing ones 

Instrument & apparatus  Existing quantity 

Computer:  8 sets/lab 24 

Respiratory transducer: 8 sets/lab 24 

Blood pressure transducer:  8 sets/ lab 30 

Surgical instruments: 8 sets/lab 30 

Trachea cannula:  8 sets/lab 30 

Arterial cannula: 8 sets/lab 30 

Printer: 1 set/lab 3 

General counter balance: 8 sets/lab 24 

Precise torsion balance: 1 set/lab 3 

Baby-weighing scale: 1 set/lab 3 

Rabbit workbench: 8 set/lab 24 

Carbon monoxide generator: 8 sets/lab 24 

Blood-gas analyzer (for scientific use) 1 

VI. Experimental textbook and reference 

1. Textbooks: Functional Experimental Science edited by Xie Keming et.al.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14; 

           Pathophysiology (version 8), edited by Wang Jian-zhi and Yin Lian-hua,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3 

2. Reference: Physiology (version 8), edited by Zhu Da-nian and Wang Ting-huai,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3 

           Pharmacology (version 8), edited by Yang Baofeng,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3 

     Biochemistry and Molecualr Biology(version 8), edited by Cha Xi-liang 

and Ya Li-bo,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3 

http://dict.youdao.com/w/blood-gas/
http://dict.youdao.com/w/analyzer/


 

 303 

《Neurobiology》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CLMB1123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 Neurobiology(Ⅰ)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2 

适用专业：Clinical Medicine 

实验室名称：Basic Medical Laboratory  

一、课程简介 

Neurobi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rvous System, which is a required course for medical 

students in Medical College of Soochow University. The course was located in the fifth semester, and 

has been remarkably successful---at Medical College of Soochow University, where the course 

originated, approximately one out of every four medical undergraduates takes it. For a few students,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career in neurologist or neuroscience. The success of introductory neuroscience 

reflects the fascination and curiosity everyone has for how we sense, move, feel, and think. However, 

the success of our course also derives from the way it is taught and what is emphasized. First, there are 

no prerequisites, so the elements of biology, chemistry, and physics required for understanding 

neuroscience are covered as the course progresses. This approach ensures that no students are left 

behind as the course progresses. Second, liberal use of commonsense metaphors, real-world examples, 

humor, and anecdotes remind students that science is interesting, approachable, exciting, and fun. Third, 

the course does not survery all of neurobiology. Instead, the focus is on mammalian brains and, 

whenever possible, the human brain. In this sense, the course closely resembles what is taught to most 

beginning medical students. 

The mammalian including human nervous system is examined at several different scales, ranging 

from the molecular that determine the functional properties of neurons to the large system in the brain 

that underlie cognition and behavior. Many disorders of the human nervous system are introduced as the 

book progresses, usually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specific neural system under discussion. Indeed, 

many insights into the normal functions of neural systems have come from the study of diseases that 

cause specific malfunctions of these systems. In addition, we discuss the actions of drugs and toxins on 

the brain, using this information to illustrate how different brain systems contribute to behavior and how 

drugs may alter brai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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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Brain Stereotaxic Technique 验证性 3 3 人 必修 

2 Measurement of Pain Threshold 设计性 3 3 人 必修 

3 Measurement of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ies 设计性 3 3 人 必修 

4 Recording and Application of EEG 综合性 4 8 人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Brain Stereotaxic Technique 

1.教学内容 

（1）use of brain stereotaxic 

（2）drug administration in lateral ventricle 

（3）according rat brain atlas，do histological location of LV 

2.教学目标 

（1）be familiar with primary structure, principle and operating method of 

stereotaxic apparatus； 

（ 2 ） be familiar with the method for locating the nucleus in brain and 

intracerebroventricular micro- injection with stereotaxic apparatus 

实验项目 2：Measurement of Pain Threshold 

1.教学内容 

（1）test the basal pain threshold before drug administration 

（2）test the pain threshold after drug administration 

（3）compare of two groups data 

2.教学目标 

（1）familiar with different methods to measure the pain threshold in experiments and 

to understand at least one method in detail. 

（2）double-blind method experimental design, data analysis to draw a conclusion 

which drugs have an effect of analgesia 

实验项目 3：Measurement of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ies 

1.教学内容 

（1）measure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ies before drug administration 

（2）measure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ies after drug administration 

（3）compare of two group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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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familiar with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measure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ies 

in mice or rats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apparatu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learn at least 

one method in depth 

（2）double-blind method experimental design, data analysis to draw a conclusion 

which drugs can affect learning and memory 

实验项目 4：Recording and Application of EEG 

1.教学内容 

（1）place electrodes on the human body 

（2）record EEG waves in a normal healthy individual during silent status. 

（3）record and analyze the preliminary EEG wave changes during different status 

（4）record and analyze the EEG wave changes by using different drugs 

2.教学目标 

（1）learn how to record and analyze EEG waves via digital electroencephalograph. 

（2）to simulate EEG wave changes during pathological state by drugs and perform 

emergency measure. 

四、考核方式 

experiment exam + experiment report +attendance 

final score ：  （1）experiment exam 10%； 

（2）experiment report 5%； 

                    （3）attendance 5%； 

Total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stereotaxic apparatus                                  8 

2．freezing microtome                                   1 

3．Morris water maze                                    1 

4．Mouse water maze apparatus                            2 

5．Mouse Y maze                                       3 

6．Rat Y maze                                          1 

7．Mouse step through box                                1 

8．Mouse step down box                                  3 

9．Digital electroencephalograph recorder                    3 

10．Common electrical physiological apparatus                2 

11．Tail-flick apparatus                                   2 

12．Paw-withdraw apparatus                               2 

13．Hot-plate apparatus                                   2 

14．Electrical stimulation apparatu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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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 

谢可鸣、王国卿、蒋星红、盛瑞主编，《机能实验学》（双语教材），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4。 

2.参考书： 

（1）魏伟等主编，《药理实验方法学》（第 4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 

（2）吕国蔚、李云庆主编，《神经生物学实验原理与技术》，科学出版社, 2011

年； 

（3）鞠躬主编，《神经生物学实用实验技术》，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2012 年； 

（4）陈聚涛主编，《生理学与神经生物学实验》，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年 

（5）关新民主编，《神经生物学实验技术与科学思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执笔人：龚珊、单立冬、朱奇 

                                 审批人：陶金 

                                     完成时间：201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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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Genetics I》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1124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医学遗传学一/Medical Genetics I 

课程学时：27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全英文班）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As a fundamental course for medical students, the lab section of Medical Genetics 

consists of fundamental experiments and demonstrative experiments (together account for 

50% of the total), as well as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and innovative experiments 

(together account for 50% of the total). The aim of this lab course is to facilitate and to 

validat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knowledge of Medical Genetics, as well as for 

students to master the fundamental experiment techniques, such as preparation of 

chromosome, karyotype analysis and so on, that are required for Medical Genetics 

researches. Also, by teaching students how to analyze human allele frequency and 

phenotype frequency in a population, how to perform chromosome preparation experiment, 

this course will make the students have the ability to diagnostically analyze genetic 

disorders and carry on Medical Genetics studies, will help students to develop a scientific 

attitude, logic and creative thinking, therefore improving their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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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tosis and Meiosis Demonstrative 3 1 选修 

2 Detection of Human Sex Chromatin Fundamental 3 1 必修 

3 Preparation of Mouse Bone Marrow Chromosome Comprehensive 3 3 必修 

4 
Human Chromosomes Observation and Karyotype 

Analysis 
Fundamental 3 1 选修 

5 Genetic Counseling Comprehensive 3 1 选修 

6 Analysis of human dermatography Innovative 3 3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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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Mitosis and Meiosis 

1.Content: 

Draw the diagram showing the processes of mitosis and meiosis, respectively. 

Observe slides of cell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grasshopper spermatogenesis. 

2.Objectives: 

（1）Master the processes of mitosis and meiosis and key events in each stage; 

（2）Master the process of reproductive cell formation; 

（3）Mast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itosis and meiosis. 

实验项目 2：Detection of Human Sex Chromatin 

1.Content: 

Prepare slides of human X chromatin, observe the Barr body and calculate 

percentage of cells with a Barr body. 

2. Objectives: 

（1）Master the method to stain and observe the X chromatin, the mechanism of X 

chromosome inactivation and morphology of the Barr body: 

（2）Know how to stain the Y chromatin and morphology of the Y body. 

实验项目 3：Preparation of Mouse Bone Marrow Chromosome 

1.Content: 

Pretreat mice with colchicine，obtain bone marrow cells from femur，hypotonic 

treatment of cells，fixation of cells，re-suspend cells，make slides of re-suspended 

cells，staining chromosomes，observe slides under the microscope. 

2.Objectives: 

（1）Master the method to for preparation of chromosomes from mouse bone marrow 

cells; 

（2）Master the use of microscope and morphology of mouse chromosomes; 

（3）Master morphology and type of animal chromosomes. 

实验项目 4：Human Chromosomes Observation and Karyotype Analysis 

1.Content: 

Cut individual human chromosomes from pictures and make a karyogram 

2.Objectives: 

（1）Master the characteristics, morphology and types of human chromosomes;  

（2）Master how to perform human karyotype analysis; 

（3）Know human banding techniques. 

实验项目 5： Genetic Counseling and Pedigree Analysis 

1.Content: 

Analyze pedigrees of human inherited diseases and calculate the risk of human 

genetic disorder. 

2.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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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aster the inheritance patterns of human single-gene disorder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2）Master how to make a pedigree of human genetic disorder; 

（3）Master how to analyze human pedigree and how to calculate the risk of 

developing a genetic disorder on an individual in the pedigree. 

实验项目 6：Analysis of human dermatography 

1.Content: 

Prepare palm prints and fingerprints, analyze types of palm prints and 

fingerprints, . 

2.Objectives: 

（1）Understand application of skin pattern analysis in genetics studies; 

（2）Be familiar with the types of palm prints and fingerprints; 

（3）Master the fundamental knowledge and methods for skin pattern analysis.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Lab report： 

Lab reports should be finished in class, including name of the experiment, objectives, 

principle, experimental step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2．Grading criterion： 

（1）Attendance accounts for 20%, lab reports accounts for 80%. 

（2）Lab section grade accounts for 20% of final grade of the course.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microscope/student, 2 refrigerators, 4 table top high-speed centrifuge, 2 projectors, 

8 balances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蔡绍京，《细胞生物学与医学遗传学实验教程》，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年出版。 

2．参考书： 

（1）左伋，《医学遗传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出版。 

（2）陈竺，《医学遗传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年出版， 

（3）（美）克卢克等，《Essentials of Genetics》，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出版。 

（4）孟祥勋，张焕相，《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实验指导》，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 

（5）乔守怡，《遗传学分析实验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出版。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jieshao.asp?kybook_id=Hc27929c0B9/046D50509103H7


 

 310 

  

执 笔 人：雷   哲  

审 批 人：刘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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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结构Ⅰ》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3001                   课程学分：4.5 

课程名称：(人体结构Ⅰ/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odyI)    

课程学时：108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卓越医师班）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人体结构学实验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实验基础课程，属于形态学范畴，通过完成本

大纲所设定的教学内容，使学生理解和掌握人体各器官系统的正常形态结构、位置及

毗邻关系，掌握解剖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作

风。本大纲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略、动手能力和基本技能为目的，为后续其它各科实

验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实验学时 每组人数 必开/选开 

1 绪论， 综合性 1 8 人 必开 

 
2 运动系统 综合性 13 8 人 必开 

 
3 消化系统 综合性 3 8 人 必开 

 
4 呼吸系统 综合性 1.5 8 人 必开 

5 泌尿生殖系统 综合性 创新性 3 8 人 必开 

6 脉管系统 综合性创新性 8 8 人 必开 

7 感觉器 综合性 4 8 人 必开 

8 神经系统 
综合性 

创新性 
19.5 8 人 必开 

9 内分泌系统 综合性 1 8 人 必开 

 



 

 312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绪论 

1.教学内容 

（1）人体解剖学的定义及其在医学中的地位。 

（2）人体解剖学的分科及其发展概况。 

（3）解剖学姿势和常用术语。 

人体器官的异常、变异和畸形。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体解剖学的任务及其在医学科学中的地位。 

（2）熟悉人体器官和系统的概念 

（3）掌握人体解剖学标准姿势及其常用的轴、面和方位术语 

实验项目 2：运动系统 

1.教学内容   

（1）应用骨骼架简介躯干骨的组成名称、数目、位置。 

（2）以胸椎为例，介绍椎骨的一般形态结构；引导同学辨别各类椎骨形态结构 

的异同。 

（3）在标本上示教肋骨的一般形态结构及分部、胸骨的形态结构及分部。 

（4）在标本上观察椎骨间连结（如：椎间盘、黄韧带等）、胸肋连结、肋椎连结。 

（5）结合骨骼架观察脊柱的组成及其运动、正常弯曲和生理功能；胸廓的组成、

形态、运动特点、生理意义。 

（6）在骨骼架上示教下肢骨的名称及其相互连接关系。 

（7）用婴幼儿的髋骨示教髋骨的组成。在标本上示教髋骨的主要形态结构。 

（8）在标本上观察股、胫、腓及髌骨的形态结构，足骨的相互连接关系。 

（9）在标本上观察骨盆的组成及其连结特点。 

（10）在标本上观察髋关节、膝关节的组成、形态结构特点及运动。 

（11）在骨骼架上示教上肢骨的名称及其相互连接关系。 

（12）在标本上示教锁骨、肩胛骨的一般形态结构。 

（13）在标本上观察肱、尺、桡骨的形态结构，手骨的相互连接关系。 

（14）在标本上观察胸锁关节、肩关节、肘关节、前臂骨间连结及桡腕关节、第

一腕掌关节的组成、形态结构特点及运动。 

（15）在已解剖的整尸标本上观察躯干肌、头颈肌、四肢肌的名称、位置、排列。 

2.教学目标 

（1）掌握：骨的形态、构造及功能，躯干骨的组成和功能，椎骨的一般形态和

各部椎骨的特征，肋骨的一般形态结构，胸骨的形态和分部和胸骨角的概

念，躯干骨的重要骨性标志，上肢骨的组成、分部和排列，锁骨、肩胛骨、

肱骨、桡骨、尺骨的位置和主要形态，上肢骨的重要骨性标志，下肢骨的

组成、分部和排列，髋骨、股骨、髌骨、胫骨、腓骨的位置和主要形态，

下肢骨的重要骨性标志，颅骨的组成，下颌骨的形态结构，颅底内面观的

主要结构，骨性鼻腔形态结构，颅骨的重要骨性标志，滑膜关节的基本结

构和辅助结构，椎间盘的形态结构和功能意义，前纵韧带、后纵韧带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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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带的位置和功能，脊柱的组成和生理性弯曲，肩关节、肘关节的构成和

运动，髋关节、膝关节的构成和运动，骨骼肌的形态结构，躯干肌的分部

和位置，背肌浅肌群的名称和作用，胸上肢肌的名称和作用，膈的位置、

作用及其三个裂孔的名称，腹肌的名称、层次和作用，咬肌、颞肌的位置

和作用，胸锁乳突肌的位置、起止和作用，三角肌的位置、起止和作用，

肱二头肌、肱三头肌的位置和作用，臀大肌、股四头肌、小腿三头肌的位

置和作用。 

（2）熟悉：运动系统的组成和功能，腕骨和跗骨的排列，脑颅诸骨的位置和分

部，面颅诸骨的位置和分部，骨盆的构成和分部，胸廓的构成和形态，前

臂骨间的连结，骶髂关节的构成。髋骨与骶骨之间的韧带连结及其形成的

孔，胸固有肌的名称和作用，面肌的位置和作用，前斜角肌的位置及斜角

肌间隙，臂肌、前臂肌的分群和作用，大腿肌、小腿肌的分群和作用，腹

直肌鞘和腹股沟管的位置、构成和特点，全身体表主要肌性标志。 

（3）了解：骨的化学成分和物理特性，骨的发生和发育，手骨的分部和各骨的

形态结构，足骨的分部和各骨的形态结构，颅的顶面观、侧面观和颅底外

面观的主要形态结构，新生儿颅的特征及生后变化，骨连结（关节）的分

类，椎骨的连结概况，滑膜关节的运动形式，颅骨的连结形式，颞下颌关

节的形态结构和运动，腕骨间关节、腕掌关节、掌指关节的构成和运动，

跗骨间关节、跗跖关节、跖趾关节的构成和运动，足弓的构成和功能意义，

肌的概念。肌的起止、命名、辅助装置、血管和神经，背部筋膜的位置和

分布，肌的分群和作用，手肌的分群、位置及功能，上肢和下肢的局部记

载。 

实验项目 3：消化系统 

1.教学内容 

（1）在活体上利用压舌板观察口腔的各壁。 

（2）在活体上观察舌背的形态，在头面部的正中矢状切面、舌的冠状切面上观

察舌肌。 

（3）在活体、模型及标本上观察牙。 

（4）在标本上观察三大唾液腺。 

（5）在头颈部正中矢状切面上观察咽的分部及各部重要结构。 

（6）在完整尸体上观察食管各部。 

（7）在完整尸体上观察胃的位置、形态及分部，在剖开胃标本上观察胃粘膜的

外形及结构。 

（8）在模型、标本上观察十二指肠的分部及与胰腺的关系，在完整尸体上观察

其位置和毗邻。 

（9）在完整尸体上观察空回肠的位置、起止点。 

（10）在游离盲肠与阑尾标本上剪开观察回盲瓣的构造。 

（11）在完整尸体上观察结肠的结肠带、结肠袋和肠脂垂。 

（12）在正中矢状切面的盆腔标本上观察直肠的位置和弯曲。 

（13）在剖开肛管的游离标本上观察其内面结构。 

（14）在离体标本、模型上观察肝的外形及分叶、肝外胆道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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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利用离体标本结合完整尸体观察胰的位置、外形、分部、毗邻。  

2.教学目标 

（1）掌握：消化系统的组成。上、下消化道的区分，口腔的分部。咽峡的构成，

舌的形态结构，颏舌肌的起止和作用，牙的形态结构，腮腺、下颌下腺、

舌下腺的位置和腺管的开口部位，咽的位置、形态和分部和交通，食管的

位置、形态、狭窄及其临床意义，胃的位置、形态和分部，小肠的分部。

十二指肠的位置和分部，大肠的分部和形态特征，盲肠、阑尾的位置及阑

尾根部的体表投影，结肠的分部及各部的位置，直肠、肛管的位置和形态

结构，肝的位置和形态，胆囊的位置、形态和胆囊底的体表投影，肝外胆

道的组成，胰的位置和分部。 

（2）熟悉：恒牙和乳牙的牙式，牙的分类及出换牙时间，空肠、回肠的位置和

结构特点，胆汁的排出途径。 

（3）了解：唇、颊、腭的形态结构，腭扁桃体的位置，胃壁、咽壁的构造，肝

的主要功能和肝段的概念。 

实验项目 4： 呼吸系统 

1.教学内容 

（1）在头部正中矢状切面标本观察鼻的分部、各部的主要形态特点。 

（2）在模型、标本上观察喉的软骨、喉的连结、喉肌、喉腔。 

（3）利用离体标本、模型结合完整尸体观察气管、支气管和肺的形态结构特点。 

（4）在已解剖的完整尸体上观察胸膜腔的位置、壁胸膜的分部。 

（5）在已解剖的完整尸体上观察纵隔的分区及各部的主要结构。 

2.教学目标 

（1）掌握：呼吸系统的组成，鼻腔的分部及各部的形态结构，鼻旁窦的位置和

开口，喉的位置、喉腔的分部和形态，气管的位置。左、右主支气管的形

态区别，肺的位置、形态和分叶，胸膜和胸膜腔的概念，胸膜的分部和胸

膜隐窝，肺和胸膜的体表投影。 

（2）熟悉：纵隔的概念、分区和组成。 

（3）了解：外鼻的形态结构，喉的软骨及喉的连结和喉肌，肺段的概念。 

实验项目 5; 泌尿、生殖系统 

1.教学内容 

（1）在泌尿系统概况模型上观察泌尿系统的组成。 

（2）利用离体标本、模型结合已解剖的完整尸体观察肾的形态、位置，输尿管

的分部，三个生理性狭窄。膀胱的形态、位置。 

（3）在肾的冠状切面标本上观察肾的构造。在切开膀胱壁的标本上观察膀胱壁

内面的结构。 

（4）利用离体标本、模型结合已解剖的完整尸体观察男性生殖系各器官的形态

结构。 

（5）利用离体标本、模型结合已解剖的完整尸体观察女性生殖系各器官的形态

结构。 

（6）利用离体标本、模型结合已解剖的完整尸体观察乳房的位置、形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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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人体标本上观察会阴的境界与分区概况。 

（8）用会阴标本观察肛门外括约肌、坐骨直肠窝、盆膈和尿生殖膈等。 

（9）在已解剖的完整尸体上观察腹膜的组成，腹膜与脏器的关系，腹膜形成的

各种结构：网膜、系膜、韧带、隐窝、陷凹，腹膜腔的分区。 

2.教学目的 

（1）掌握：泌尿系统的组成，肾的位置和形态结构，肾的被膜及固定装置，输

尿管的位置和分部及其狭窄部位，膀胱的位置和形态结构，男性生殖器的

组成，睾丸、附睾的位置和形态结构，输精管的形态特征、分部，精索的

位置和组成，前列腺的位置、形态，阴茎的构成和分部，男性尿道的分部

及其三个狭窄和两个弯曲的临床意义，女性生殖器的组成，卵巢的位置和

形态，输卵管的位置、分部和各部的形态结构，子宫的位置、形态，阴道

的形态和位置，女性尿道和阴道开口位置，女性乳房的位置和形态结构，

腹膜、腹膜壁层和脏层、腹膜腔的概念及腹膜的功能，小网膜的位置，大

网膜的位置。 

（2）熟悉：膀胱三角的位置、形态结构及其临床意义，睾丸鞘膜和鞘膜腔的构

成，精子的排出途径，腹膜被覆脏器的不同情况及其临床意义，直肠膀胱

陷凹和直肠子宫陷凹的位置及其临床意义，子宫的固定装置。 

（3）了解：肾段的概念，膀胱与腹膜的关系及其临床意义，射精管的合成与开

口，精囊腺的位置和形态，阴囊的形态和构造，尿道球腺的位置，卵巢的

固定装置，子宫的构造，女性外生殖器的形态结构，会阴的概念和区分，

尿生殖隔、盆隔和坐骨肛门窝的位置和构成，系膜、韧带的名称，腹前壁

下部的腹膜皱襞和窝。 

实验项目 6: 脉管系统 

1.教学内容 

（1）利用心的离体标本和模型，观察心的外形、心腔诸结构、心的传导系和血

管等结构。 

（2）在已剪开心包的尸体上观察心包横窦、心包斜窦的位置、境界。 

（3）在已解剖的完整尸体上观察全身主要动脉。 

（4）在已解剖的完整尸体上观察全身主要静脉。 

（5）在淋巴系模型上观察淋巴系的组成。 

（6）在已解剖的完整尸体上观察全身主要淋巴结。 

（7）利用标本、模型，结合尸体观察胸导管、右淋巴导管、乳糜池。 

2.教学目标 

（1）掌握：脉管系的组成和主要功能，心血管系统的组成，体循环和肺循环的

概念，心的位置、外形和心腔的形态结构，心传导系的构成和功能，左、

右冠状动脉的起始、行程、主要分支和分布，冠状窦的位置和开口，主动

脉的起始、行程和分部，颈总动脉的起始、行程和分支，颈外动脉的起始

和分支，锁骨下动脉的起止和行程，腋动脉、肱动脉、桡动脉、尺动脉的

起止和行程，胸主动脉、腹主动脉的行程和主要分支及分布，腹腔干、肠

系膜上动脉、肠系膜下动脉的分支和分布，髂总动脉的起止，髂外动脉、

股动脉、腘动脉、胫前动脉、胫后动脉、足背动脉的起始和行程，上腔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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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下腔静脉、头臂静脉的组成和注入部位，头静脉、贵要静脉、肘正中

静脉的行程及临床意义，大隐静脉、小隐静脉的起始、行程和注入部位，

肝门静脉的组成，淋巴系统的组成和分布特点，胸导管的起始、注入部位

和收集范围，腋淋巴结分群，肺门淋巴结的位置，腹股沟浅淋巴结的位置

和收集范围，脾的位置和形态。 

（2）熟悉：房间隔、室间隔的形态结构，心包和心包腔的构成，颈动脉窦和颈

动脉小球的位置及其功能，子宫动脉的起始、行程、分布及其与输尿管的

位置关系，股动脉的体表投影和压迫止血部位，各淋巴干的形成及其注入

部位。 

（2）了解：血管吻合及其功能意义，心大静脉、心中静脉、心小静脉的行程，

心的体表投影，肺动脉干的起始、动脉韧带的位置，颈内动脉在颈部的行

程，掌浅弓和掌深弓的组成及其主要分支，肋间后动脉的行程，髂内动脉

的主要分支，膈下动脉、腹壁下动脉、肾动脉、肾上腺中动脉、睾丸动脉

和卵巢动脉的起始及其分布，腓动脉、足底内侧动脉、足底外侧动脉的起

始和行程，全身体表可触摸动脉搏动点和压迫止血部位，颈内静脉、颈外

静脉的起始和注入部位，肺静脉的起始和注入部位，奇静脉、半奇静脉、

副半奇静脉的起始和注入部位，肝门静脉与上、下腔静脉的吻合，淋巴产

生及回流的因素，毛细淋巴管、淋巴管的形态结构，右淋巴导管的收集范

围，头颈部淋巴结群的位置，胸壁和胸腔各主要淋巴结的位置，髂内淋巴

结、髂外淋巴结、髂总淋巴结的位置，胃、直肠、子宫、乳房的淋巴流向。 

实验项目 7: 感官系统 

1.教学内容 

（1）用眼球标本分别作水平切和冠状切，观察眼球壁各层及眼球折光系统各部

的位置、形态结构。 

（2）在尸体标本上观察眼的辅助装置，如眼睑、结膜等形态结构。 

（3）观察眼外肌及眶内血管神经标本。 

（4）观察眼球模型，结合挂图辨认眼球壁及内容物各部结构。 

（5）在活体上观察耳廓的形态结构。 

（6）在外耳道离体标本上观察外耳道的形态、鼓膜的位置和形态分部。 

（7）在标本上观察听小骨的形态结构。 

（8）在锯开鼓室的颞骨标本上观察鼓室的六个壁的形态结构。 

（9）结合挂图在内耳模型上观察骨半规管、膜半规管、前庭、椭圆囊、球囊、

耳蜗、蜗管的形态结构及相互关系。 

2.教学目标 

（2）掌握：眼球壁的组成和形态结构及功能，屈光系统的组成、形态结构和功

能，结膜的分部与结膜囊、泪器的组成，房水的产生及其循环途径，动眼

神经纤维成份和分支分布，滑车神经、展神经的分布，外耳道的形态结构

和幼儿外耳道的特点，鼓膜的位置和形态结构，鼓室的位置及六个壁的形

态结构及重要毗邻，骨迷路、膜迷路的分部及形态结构。 

（2）熟悉：运动眼球、眼睑的肌肉的名称、位置及功能和神经支，视神经的行

径及其与脑膜的关，咽鼓管的形态结构、位置、开口和幼儿咽鼓管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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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耳的组成，声波的传导途径。 

（3）了解：眼睑的构成，眼动脉的起始与分布，视网膜中央动脉的起始与分布，

眶脂体与眶筋膜，外耳的组成及结构，听小骨及排列，内耳道的位置，乳

突窦、乳突小房的位置。 

实验项目 8 :神经系统 

1.教学内容 

（1）在脊髓标本上观察脊髓的外形。 

（2）在脊髓模型、挂图上观察脊神经出椎间孔位置及脊髓节段与椎骨的对应关

系。 

（3）结合标本、挂图观察脊髓内部结构。 

（4）利用全脑的标本观察脑的区分。 

（5）利用脑干的标本观察脑干腹侧面、背侧面的主要结构。 

（6）在脑干神经核模型上观察各脑神经核的名称、位置、形态及其相互关系。 

（7）在脑标本上观察第四脑室的位置、形态及菱形窝的结构。 

（8）结合标本、挂图观察脑干内部结构。 

（9）在标本模型上观察小脑的位置、外形、分部、主要沟和分叶。 

（10）在标本模型上观察间脑的外形、分部、各部的形态结构。 

（11）在标本模型上观察端脑的外形、主要沟裂及分叶，各叶的主要沟、回及其

皮质的机能定位区域。 

（12）用雕开侧脑室整体的形态标本，观察尾状核的整体形态。观察基底核在水

平切面和冠状切面上的位置关系。观察内囊的组成、位置和分部。用侧脑

室铸形模型观察侧脑室及其分部。 

（13）用剥除皮质的脑标本，观察联络、连合及投射纤维的形态、位置和联系。 

（14）在传导通路的模型上观察躯干、四肢意识性本体感觉、精细触觉传导通路，

躯干、四肢浅感觉传导通路，头面部浅感觉传导通路，视觉传导通路，瞳

孔对光反射通路，听觉传导通路，皮质脊髓束、皮质核束的组成、行径、

交叉、支配情况，锥体外系的主要通路。 

（15）在已解剖的整尸标本上，观察交感干、椎旁节、椎前节、内脏大神经、内

脏小神经等结构。 

（16）在脑神经标本上观察睫状神经节、翼腭神经节、下颌下神经节。 

（17）在盆及会阴正中矢状切标本上观察盆神经丛。 

（18）在揭开颅骨后部、凿开椎板的童尸标本上，观察中枢神经整体概况，脑和

脊髓的三层被膜。 

（19）在离体硬脑膜标本上，观察硬脑膜形成的大脑镰、小脑幕，上、下矢状窦、

直窦等形态位置。 

（20）在正中矢状切的大脑标本上观察已雕出的脑室系统，脉络丛的形态，说明

脑脊液的产生及循环途径。 

（21）在注色的脑血管标本上，观察颈内动脉、椎动脉、基底动脉、脑底动脉环

及其分支、分布情况。 

（22）结合颅底骨标本与脑神经标本观察脑神经出入颅腔的部位。 

（23）在头部正中矢状切面标本上观察嗅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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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在去除眼眶上壁和外侧壁的标本上观察视神经、动眼神经、滑车神经、展

神经。 

（25）在头面部深层标本上观察三叉神经。 

（26）在耳模型和头面部浅层标本上观察面神经。 

（27）在耳模型上观察前庭蜗神经。 

（28）在头颈部深层标本上观察舌咽神经、舌下神经。 

（29）在带胸部的颈部标本或婴尸标本上观察迷走神经。 

（30）在已解剖的尸体上观察副神经。 

（31）在已解剖的完整尸体上观察颈丛、臂丛、腰丛、骶丛的位置、组成、主要

分支，胸神经前支的行程、分布。 

2.教学目标 

（1）掌握：神经系统的组成和区分，神经元的基本结构，灰质、白质、皮质、

髓质、神经、纤维束、神经节和神经核的概念，脊髓的位置和外形，脊髓

灰质、白质的配布及各部的名称，脊髓白质主要上行和下行纤维束的位置、

起止和功能，脑的位置和分部及各部的界限，脑干的概念及脑干内主要神

经核团的名称，间脑的位置、分部和各部主要形态，第三脑室、第四脑室、

侧脑室的位置和交通，大脑半球的分叶及各叶的主要沟回，内囊的位置、

分部和通过内囊各主要纤维束的名称及临床意义，小脑的位置，躯干、四

肢本体感觉传导通路，躯干、四肢痛、温觉传导通路，锥体系的组成、行

程及对各运动核的支配情况，硬脑膜形成的结构，硬膜外腔的位置及其内

容物，大脑动脉环的组成、位置和机能意义，脑脊液的产生和循环途径，

脊神经的组成、区分、纤维成份和分支和分布规律，颈丛、臂丛、腰丛、

骶丛的组成和位置，正中神经、尺神经、桡神经、腋神经、肌皮神经的行

程和分布范围，股神经、坐骨神经、胫神经、腓总神经的行程和分布范围，

脑神经的名称、顺序和分布概况，动眼神经起始、行程和分布范围，三叉

神经的起始和主要分支分布范围，面神经的起始和主要分支分布范围，迷

走神经的行程、主要分支和分布范围，交感神经低级中枢的部位，副交感

神经低级中枢的部位。 

（2）熟悉：神经元的分类，反射弧的组成，脑干的外形，薄束核、楔束核、下

橄榄核、红核和黑质的位置，背侧丘脑、后丘脑主要核团的名称和功能，

基底核的位置和组成，大脑皮质躯体运动中枢、躯体感觉中枢、视觉中枢、

听觉中枢、语言中枢的位置，瞳孔对光反射路径，头面部浅感觉传导通路，

视觉传导通路，海绵窦的位置、内容物和交通，蛛网膜和蛛网膜下腔概况，

颈内动脉、椎动脉和基底动脉的起始、主要分支和分布，膈神经、闭孔神

经、阴部神经的行程和分布范围，视神经、滑车神经、展神经、舌咽神经、

副神经、舌下神经的起始和分布范围，内脏运动神经与躯体运动神经的主

要区别，节前纤维和节后纤维的概念，交感干的组成、位置和分部，椎前

节的名称和位置，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的主要区别。 

（3）了解：神经系统的功能，脊髓灰质细胞的构筑分层，脊髓小脑前、后束的

位置和功能，网状脊髓束、红核脊髓束的位置和功能，脊髓的主要功能，

脑干内网状结构的位置和主要功能，小脑核及其主要纤维联系，大脑白质

的概况，大脑皮质的分层和分区，边缘系统的概念，听觉传导通路，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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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系的概念，脑血液循环特点，脑的浅、深静脉主要属支和回流情况，脊

髓的血液供应，胸长神经、胸背神经的起始和分布范围，颈丛、臂丛、腰

丛、骶丛各主要分支受损后可能出现的症状，动眼神经、面神经、舌下神

经损伤后的主要表现，嗅神经、前庭蜗神经的起始和分布范围，灰、白交

通支的概念，内脏大神经、内脏小神经的组成和分布，交感神经节后纤维

的分布概况，副交感神经节后纤维的分布概况，内脏感觉神经的形态结构

特点和牵涉性痛的概念。 

实验项目 9: 内分泌系统 

1.教学内容 

（1）利用新生儿显示全身内分泌腺的标本，结合图谱对全身内分泌腺进行观察。 

（2）利用离体标本、模型结合已解剖的完整尸体观察各内分泌腺的位置、形态

特征。 

2.教学目标 

（1）掌握：内分泌系统的组成，甲状腺、甲状旁腺、胸腺、肾上腺、松果体的

位置和形态，垂体的位置和分部。 

（2）了解：内分泌腺的结构特点和功能，内分泌细胞的分布。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每次实验后写出实验报告并画图 

2.考核方式  

过程化考核：包括 4 次阶段性测验，各占总分 10%，共 40%，实验报告占 10%,

期末考试占 5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人体解剖实验台，现有 48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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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柏树令主编. 系统解剖学（第 8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年. 

2.参考书 

（1）柏树令,《系统解剖学》（第 8 版 规划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2）高秀来 ，《系统解剖学》（第 3 版 规划教材）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 

（3）顾晓松，《人体解剖学》（第 3 版）科学出版社，2013 

（4）Richard L.Drake，《格氏解剖学基础教程》英文影印班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 

（5）刘学政，《人体解剖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6）张雅芳等，《人体解剖学》  （第十版）  吉林科技出版社  2009 

（7）方秀斌,《Human Anatomy》（第三版）吉林科技出版社，2003 

（8）吴开云，《 Systematic anatomy》(全英语)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 

（9）于频,《新编人体解剖图谱》（第二版）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10）柏树令，《人体解剖学彩色图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11）吕永利,《人体解剖学习题集》人民军医出版社，2003 

（12）丁炯.人体解剖学理论与实验学习指导.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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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结构Ⅱ》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3002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人体结构Ⅱ /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odyII)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卓越医师班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人体结构 II》是一门重要的临床前基础课程，属于形态学范畴，通过完成本大

纲所设定的教学内容，使学生理解和掌握人体各部位正常形态结构、位置及毗邻关系，

掌握解剖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培

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和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本大纲以提高学生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目的，为后续基础学科和临床各学科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实验课采用以局部解剖学方式教学，共 36 学时。学生按照实习指导中的解剖操

作步骤，结合教材内容，独立解剖操作。 

二、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实验学时 每组人数 必开/选开 

1 下肢 综合性创新性 8 5 人 必开 

2 上肢 
综合性 

创新性 
8 

5

人 
必开 

 

3 胸部 综合性 4 5

人 

必开 

 

4 腹部 综合性 创新性 6 
5

人 必开 

5 盆部，会阴 综合性 2 5

人 

必开 

6 颈部 综合性 4 5

人 

必开 

7 头面部 综合性 2 5 人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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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下肢 

1.教学内容 

（1）在人体标本上观察下肢的境界与分区概况。 

（2）摸认和检测下肢体表标志和动脉干、神经干的体表投影。 

（3）解剖下肢前面浅层，观察大隐静脉、足背静脉弓、隐神经、腓浅神经、腹

股沟浅淋巴结等结构。 

（4）解剖下肢前面深层，观察股前群肌、股内侧群肌、股动脉、股神经、小腿

前群肌、小腿外侧群肌、胫前动脉等结构，观察股三角、股鞘、股管、收

肌管、血管腔隙与肌腔隙。 

（5）解剖下肢后面浅层、臀区深层，观察小隐静脉、臀大肌、臀中肌、进出梨

状肌上、下孔的神经血管等结构。 

（6）解剖下肢后面深层，观察股后群肌、小腿后群肌、坐骨神经、胫神经、胫

后动脉等结构，观察腘窝的境界、内容，踝管的构成、内容。 

2.教学目标 

   （1）掌握：大隐静脉的起始、走行、属支和注入部位，腹股沟浅淋巴结的位置、

分群及收集范围，股前群肌、股内侧群肌、小腿前群及外侧群肌的名称、作

用和神经支配，股三角的境界、内容及其排列，股鞘的概念、股管及股环的

境界。股动脉的起止、走行及主要分支，胫前动脉及足背动脉的起止、行程

和分布，股神经、闭孔神经、腓浅神经、腓深神经的位置和支配，与股动脉、

胫前动脉、及胫后动脉伴行的神经，臀部肌肉的排列，臀大肌、梨状肌的起

止和作用，小隐静脉的起止，股后群肌、小腿后群肌和名称、作用及神经支

配，腘窝的境界、内容及其排列，坐骨神经、胫神经的走行、分支和分布，

出入梨状肌下孔的结构，腘动脉、胫后动脉的起止、行径和分布。 

（2）熟悉：收肌管的位置和组成及通过的结构，踝管的组成及其通过的结构。 

（3）了解：腓浅神经浅出的部位及其支配范围，股前区及内侧区、小腿前、外 

侧区皮神经的分布，股管及股环的临床意义，肌腔隙和血管腔隙的概念，

腹股沟管深淋巴结的位置，股后皮神经、腓肠神经的走行和分布，腘窝淋

巴结及其引流，臀部深层各肌的名称、位置。坐骨神经与梨状肌的关系。 

实验项目 2：上肢 

1.教学内容 

（1）在人体标本上观察上肢的境界与分区概况。 

（2）观察并检测上肢的体表标志及重要结构体表投影。 

（3）解剖胸前区浅层，观察颈阔肌、锁骨上神经、肋间神经前皮支及其伴行的

血管等结构。 

（4）解剖上肢前面浅层，观察头静脉、贵要静脉、肘正中静脉、前臂外侧皮神

经等结构。 

（5）解剖腋窝，观察胸大肌、胸小肌、腋动脉的分支、臂丛的组成及分支、腋

淋巴结等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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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解剖上肢前面深层，观察上肢前面的肌肉、主要神经、血管，观察肘窝、

腕管的境界与内容。 

（7）解剖项背部浅层和肩胛区，观察斜方肌、背阔肌、冈上肌、冈下肌、肩胛

上动脉、肩胛上神经、肩胛背动脉、肩胛背神经等结构。 

（8）解剖上肢后面，观察上肢后面的肌肉、主要神经、血管。 

2.教学目标 

（1）掌握：女性乳房的位置、形态、结构特点和淋巴引流及临床意义，上肢浅

静脉的起止、行程及临床意义，腋窝的位置、形态及各壁的构成，臂丛的

组成、主要分支及分布，腋动脉的起止、行径和主要分支及分布，腋静脉

的起止、行径、属支及收集区域，腋淋巴结各群的位置及收纳范围，上肢

动脉干、神经干的体表投影，肱动脉的位置、行程和主要分支分布，前臂

前群肌的名称、位置和作用，前臂前面的神经血管干的位置、分支和分布，

手部肌的分群，掌浅弓的组成、位置和掌深弓的位置，背部浅层肌的位置、

功能和神经支配，穿经三边隙和四边隙的结构，三角肌的位置和作用，臂

部前群肌的名称、起止和作用，前臂后群肌的名称、起止和作用，桡神经

深支及骨间血管的位置和分布。 

（2）熟悉：胸壁浅层肌的位置、主要起止、功能和神经支配，臂部后群肌的名

称、起止和作用，肌皮神经、腋神经、桡神经、正中神经、尺神经的位置、

行程及分布，肘窝的境界及其内诸结构的排列，腕管的构成及其通过的结

构，掌浅弓的体表投影，上肢体表主要肌性标志，竖脊肌的位置和功能。 

（3）了解：胸前区浅血管的概况及神经来源和分布，乳房的神经和血管，上肢

浅层淋巴管的引流，上肢皮神经的分布，腋鞘的构成及其内容，上肢和下

肢的局部记载，臂、前臂筋膜、肌间隔，肘关节周围动脉吻合，手部筋膜

的特点、腱纤维鞘的构成，掌中区的层次结构，正中神经返支的位置和支

配、尺神经浅支的位置及分布，手指及指肚的结构特点，肩胛骨周围的动

脉吻合。三边隙和四边隙的构成。 

实验项目 3：胸部 

1.教学内容 

（1）在人体标本上观察胸部的境界与分区概况。 

（2）观测胸部的主要体表标志和标志线。 

（3）解剖胸壁、肺、及胸膜、膈，观察胸壁肌肉的名称、排列、起止，胸壁血

管、神经的行程、分布，膈的形态、结构、裂孔及通过各裂孔的结构，肺

的形态、位置、分叶、壁胸膜的分部。 

（4）利用心的离体标本和模型，观察心的外形、心腔诸结构、心的传导系和血

管等结构。 

（5）解剖心包，观察心包横窦、心包斜窦的位置、境界。 

（6）解剖纵隔，观察胸腺的形态、位置，胸部血管、神经的行程、分布，气管、

主支气管、食管的形态、特征，胸导管的行程、注入。 

2.教学目标 

（1）掌握：胸部的骨性标志和标线，肋间血管、神经的来源、行程及分布特点，

胸膜和胸膜腔的概念，胸膜的分部、肋膈隐窝的位置和临床意义，胸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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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下界的体表投影，肺的位置、形态、分叶、肺根及肺门、肺尖的位置，

肺下界的体表投影，膈的位置、形态结构、功能、膈的裂孔及其通过的结

构，心的位置、外形和血管，心腔的形态结构、房间隔和室间隔的形态结

构，心的传导系，心包腔的构成，主动脉的分段，升主动脉、主动脉弓的

起止和分支，左右主支气管的形态差别，食管的形态、位置分部、毗邻及

三个狭窄，胸导管的起止、行径及收集范围，上腔静脉、头臂静脉的组成、

属支和收集范围，膈神经、迷走神经在胸部的行程和分布，胸交感干的位

置，内脏大、小神经。 

（2）熟悉：肋间肌的起止、纤维方向和功能，肺的血管来源，主动脉的毗邻及

动脉韧带的位置，气管胸段的毗邻及分叉部位，奇静脉和半奇静脉的收纳

范围。 

（3）了解：肺段的概念，肺的淋巴回流，肺的神经，膈的神经支配，心的神经

支配、淋巴回流及体表投影，支气管纵隔干的形成和收集范围，纵隔的境

界、分区及内容。食管的血供、淋巴回流及神经支配。 

实验项目 4：腹部 

1.教学内容 

（1）在人体标本上观察腹部的境界与分区概况。 

（2）观测腹部的体表标志和腹腔重要器官的体表投影。 

（3）解剖腹前外侧壁，观察腹前外侧壁的肌肉、血管、神经，腹股沟管、腹股

沟三角的位置、境界、内容。 

（4）解剖腹膜和腹膜腔，观察腹膜的组成，腹膜与脏器的关系，腹膜形成的各

种结构：网膜、系膜、韧带、隐窝、陷凹，腹膜腔的分区。 

（5）解剖结肠上区，观察肝脏的形态、位置、血管，肝外胆道的组成、胆汁流

出途径，结肠上区的血管、神经、淋巴，胆囊的位置、形态、血管，胃的

形态、分部、位置、毗邻、血管，十二指肠的形态、分部、毗邻，胰的形

态、毗邻，脾的位置、形态特点。 

（6）解剖结肠下区，观察结肠下区的血管、神经、淋巴，空、回肠的形态特点，

大肠的组成、各部的形态特点，门静脉的组成、特点、属支、与腔静脉的

吻合途径。 

（7）解剖腹膜后隙及腹后壁，观察肾、输尿管、肾上腺的形态特点，腹膜后隙

和腹后壁血管、神经、淋巴的分布，腹后壁肌的名称、排列。 

2.教学目标 

（1）掌握：腹前外侧壁的体表标志和层次结构，浅层结构的特点及浅层静脉的

回流，腹直肌的起止、形态特点和功能，腹直肌鞘的构成，腹股沟管的位

置、构成和内容，腹股沟三角的境界，腹膜和腹膜腔的概念，小网膜的位

置和分部及结构特点，网膜囊和网膜孔的位置和周界，肝的位置、形态、

毗邻和分叶，肝外胆道的组成，胆囊的位置、形态、分部、功能和胆囊底

的体表投影，胆总管的分段和开口部位，胰的位置、形态、分部，脾的位

置和形态，胃的位置、形态、分部和毗邻，胃的动脉及来源，十二指肠的

位置、分部及各部的形态结构，腹腔干的起始、分支和分布，大肠的形态

特征和分部，盲肠和阑尾的位置、形态结构和血管，阑尾根部的体表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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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回肠的形态区别，门静脉的组成、结构特点、主要属支、收集范围肠

系膜上、下动脉及分支的起始和分布，肾的形态、位置、毗邻、构造、肾

的被膜和血管，输尿管的行程分段和三个生理性狭窄部位及与子宫动脉的

毗邻关系，腹主动脉的起止、主要分支及分布，下腔静脉的组成和主要属

支，乳糜池的位置，腰丛的组成、位置和主要分支分布。 

（2）熟悉：腹外斜肌、腹内斜肌、腹横肌的位置、形态特点和功能，髂腹下神

经、髂腹股沟神经、腹壁下动脉的行径分布，大网膜的位置和形态，肠系

膜、十二指肠悬韧带的位置，肝的血管和主要韧带，肝胰壶腹的构成，胃

的神经及淋巴回流，门、腔静脉的吻合及临床意义，肾上腺的位置和形态，

腹腔丛的位置，腹膜与腹内器官的关系。 

（3）了解：腹部的境界与分区，三层扁肌的起止概况，腹股沟区的保护机制，

睾丸下降，腹膜腔的分区，腹膜的分布、功能及临床意义，腹前壁下部的

腹膜皱襞和陷凹，肝段及肝的淋巴引流，肝内静脉及门静脉的分支，十二

指肠的血管、神经和淋巴回流，胰的血管和淋巴回流，阑尾位置的常见变

异，盲肠、结肠的神经支配和淋巴回流，肾段的概念。，肾上腺的血管和神

经，腰交感干的位置。腹膜后隙的淋巴。 

实验项目 5：盆部，会阴 

1.教学内容 

（1）在人体标本上观察盆部及会阴的境界与分区概况。 

（2）观察并摸认盆部及会阴的体表标志。 

（3）解剖盆部，观察盆部血管、神经、淋巴的分布，盆内泌尿系器官、消化系

器官、盆内男、女性生殖器官的形态特点。 

（4）用会阴标本观察肛门外括约肌、坐骨直肠窝、盆膈和尿生殖膈等。 

（5）解剖肛区和尿生殖区，观察会阴部器官的形态特点。 

2.教学目标 

（1）掌握：膀胱的位置、形态、毗邻，膀胱三角的位置、组成、粘膜特点和临

床意义，前列腺的位置、形态、毗邻和被膜，输精管的行程及分部，精囊

腺的位置及射精管的形成和开口，髂内动脉的分支，直肠和肛管的位置、

形态结构和毗邻，卵巢的位置、形态及固定装置，输卵管的位置、形态、

分部及毗邻，子宫的位置、形态、分部、正常姿势、毗邻及固定装置，阴

道的位置及阴道穹的形成与毗邻，骶丛的组成、位置和主要分支分布，男

性生殖器的分部和各部所包括的器官，女性生殖器的分部和各部所包括的

器官，盆膈、尿生殖膈的构成，男性尿道的分部、各部的形态特点及三个

狭窄、三个扩大和两个弯曲及临床意义，阴茎的组成、形态及分部，睾丸

的位置、形态结构和被膜，附睾的位置和分部，精索的位置和构成，女性

尿道的特点和开口部位。 

（2）熟悉：盆腔器官的位置关系，直肠膀胱陷凹和直肠子宫陷凹的位置及临床

意义，直肠的血管、神经和淋巴回流，盆丛的位置，会阴浅隙、深隙的构

成，会阴的境界、坐骨肛门窝的位置及其内容。 

（3）了解：膀胱的神经血管和淋巴回流，膀胱与腹膜的关系及其临床意义，前

列腺的分叶，盆内主要淋巴结和盆部的静脉，会阴浅、深隙的内容，会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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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和分区，阴囊的结构特点，睾丸的血管，睾丸鞘膜及鞘膜腔，精子

的排出途径，尿道球腺的位置，前庭大腺的位置及开口。 

实验项目 6：颈部 

1.教学内容 

（1）在人体标本上观察颈部的境界与分区概况。 

（2）按教材的描述，观察并摸认颈部体表标志和重要结构的体表投影。 

（3）解剖颈部浅层结构，辨认颈阔肌、皮神经、浅静脉和浅淋巴结等。 

（4）结合颈部标本，辨认颈部各三角境界和颈深筋膜各层。 

（5）解剖并观察颏下三角、下颌下三角的结构。 

（6）解剖并观察颈动脉三角和肌三角的结构，如颈动脉鞘及其内容物、甲状腺

及其血管等。 

（7）在前斜角肌前方暴露锁骨下静脉，观察左侧静脉角处的胸导管。 

（8）解剖并观察锁骨下动脉及其分支。 

（9）查找喉返神经、膈神经。 

（10）检查臂丛及神经阻滞部位。 

（11）在臂丛下方的深面探查胸膜顶。 

2.教学目标 

（1）掌握：颈部的体表标志，颈外静脉的位置、走行和汇入处，下颌下腺及其

导管的开口部位，胸锁乳突肌的起止、位置、功能及神经支配，颈动脉鞘

的构成、位置、内容，颈动脉窦和颈动脉小球的位置及功能，颈总动脉的

体表投影和压迫止血点，颈外动脉的主要分支及分布，颈内静脉的位置、

走行及收纳范围，迷走神经颈段的行程和主要分支分布，甲状腺区的层次

结构，甲状腺的位置、形态、毗邻、被膜，甲状腺的血管及其与喉上神经、

喉返神经的位置关系，食管的位置、毗邻及狭窄部位，副神经的行程和分

布，颈丛的组成、位置及主要分支，膈神经在颈部的行程及位置，锁骨下

动脉的起止、行程、体表投影及主要分支，锁骨下静脉的起止、行程、属

支及收集区域，臂丛的位置、组成及毗邻，胸膜顶的位置和毗邻，喉的主

要软骨名称、位置，喉腔的形态结构和分部，声门裂及声韧带的位置、构

成和功能。 

（2）熟悉：颈部深筋膜的层次和配布，颈阔肌的位置及纤维方向，颈浅淋巴结

的位置和收纳区，颈交感干、节的位置，颈深淋巴结的分群、位置和收纳，

甲状旁腺的数目和位置，气管颈段的位置及毗邻，斜角肌间隙及其通过的

结构，右淋巴导管的组成、注入和收集范围，喉的神经支配。 

     了解：颈部分区和颈部的三角，颈前静脉、颈丛皮神经的分布及阻滞麻醉

部位，舌骨上肌群的位置，舌骨下肌群的名称及排列，颈襻的组成和位置，

甲状腺动、静脉之间的走行关系，及静脉的流注，颈横动脉、枕动脉、肩

胛上动脉、肩胛背动脉的位置，喉的血管。喉肌的名称及作用。 

实验项目 7：头面部 

1.教学内容 

（1）在人体标本上观察头部的境界与分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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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教材中的描述，观察并摸认头部体表标志及骨性标志。 

（3）在颅顶中部作一―十‖字形或―L‖形切口，观察颅顶部层次结构。 

（4）在颅底的标本上观察颅前窝、颅中窝和颅后窝的形态结构。 

（5）解剖面部浅层结构，辨认眼轮匝肌和口轮匝肌、腮腺鞘、腮腺管及穿经腮

腺的血管神经。 

（6）解剖或在示教标本上观察面部深层结构和面侧区间隙，如咀嚼肌、三叉神

经及分支、咬肌间隙等。 

（7）在标本上观察口、鼻、咽的解剖结构。 

2.教学目标 

（1）掌握：面部表情肌的配布特点、功能和神经支配，面动脉的走行、面静脉

的交通及其临床意义，面神经的分支分布及损伤后的表现，三叉神经皮支

的分布区，腮腺的位置、形态、导管的位置与开口部位，头皮的层次及各

层的结构特点，翼静脉丛的位置与通连，颌内动脉（上颌动脉）的位置和

主要分支分布，上颌神经、下颌神经的性质、出颅部位及分支分布，鼓索

神经的性质和分布，舌的分部、舌粘膜和舌的神经支配，颏舌肌的位置、

起止和功能，牙的形态、构造、分部、乳牙与恒牙的特点及牙式，咽的位

置、形态分部及各部的重要结构和交通，鼻腔的组成、分部、通连及各部

的结构特点，鼻旁窦的位置和开口部位。 

（2）熟悉：颞浅动脉、耳颞神经的位置和分布，咬肌、颞肌的位置、起止和功

能，穿经腮腺的重要神经、血管，口腔内的活体标志（腭弓、腭、唇、腭

扁桃体），下颌下腺、舌下腺的形态、位置及导管开口部位，口腔的境界、

分部，舌咽神经的性质及分支分布。 

（3）了解：面部筋膜及颊脂体，三叉神经皮支的穿出部位，腮腺的分叶、腮腺

筋膜及淋巴引流，颞区的层次及神经、血管，颞筋膜的特点，耳神经节、

蝶腭神经节、下颌下神经节的位置，翼内、外肌的位置、功能及神经支配，

上颌窦的解剖学特点，腭肌、咽肌的位置，鼻腔粘膜的特点、鼻中隔的构

成。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对实验报告的要求（应包括对报告内容的要求） 

（1）本次实验人员的安排（包括主刀、助手，巡回等） 

（2）实验名称 

（3）实验目的 

（4）实验操作过程 

（5）实验观察结果 

（6）实验心得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课程中期和结束时各进行 1 次，方法：教师随机考核

每个学生寻找自己实验组结构操作过的结构 1-2 个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 30%，其中实验报

告占 10%，实验考核两次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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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人体解剖实验台，  48台 

2.解剖器械  每组一套（包括手术刀柄一把，解剖刀一把，手术剪刀两把，镊子

4把）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张绍祥，《局部解剖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2.参考书： 

（1）Richard L.Drake，《格氏解剖学基础教程》英文影印班，北京大学医学出版

社，2013 

（2）张绍祥，《局部解剖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3）彭裕文，《局部解剖学》（第 7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4）王怀径，《局部解剖学》，人卫出版社，2006 

（5）王怀径，《局部解剖学》（全英语），人卫出版社，2005 

（6）姜树学,《CT 与 MRI 影像解剖学》，辽宁科技出版社，2000 

（7）于频,《新编人体解剖图谱》（第二版），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8）王鹤鸣，《局部解剖学，》科学出版社，2006 

 

 

 

执笔人：刘珺 

审批人：刘朝晖 

完成时间：201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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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基础 I》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3003                     课程学分：5 

课程名称（中/英）：医学基础 I 实验/ Experiment of Basis of Medicine Ⅰ  

课程学时：110                            实验学时：28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卓越医师）等本科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知识点为国家医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内容组份。实验课内容涉及生物化

学、细胞生物学、组织学、电生理学等内容，共计 23 项实验，其中含基础性（演

示、验证）实验 21 个（91%），综合性实验 2 个（9%），若干开放性、设计性实验。 

教学目标在于通过实验，加深学生对医学基础理论的认识，同时，在实验中培

养学生独立操作的能力、创新思维的能力和知识应用的能力。 

以提高学生基本研究技术和综合使用实验方法的能力为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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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总论介绍及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基

本操作方法 

① 实验总论介绍； 

② 吸量管操作； 

③ 离心机操作； 

④ 分光光度计操作。 

验证性 

① 1 

② 1 

③ 1 

④ 1 

2 必修 

2 影响酶促反应的因素及酶的特异性。 综合性 4 2 必修 

3 

① 数码显微系统的使用与细胞基本形态

观察； 

② 细胞超微结构观察。 

验证性 
① 2 

② 2 
1 必修 

4 
① 上皮组织结构观察； 

② 结缔组织结构观察。 
验证性 

① 2 

② 2 
1 必修 

5 ① 软骨结构观察； 验证性 ①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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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骨结构观察； 

③ 肌组织结构观察。 

② 1 

③ 2 

6 

① 神经组织结构观察； 

② 组织学切片报告讨论； 

③ 组织学切片考核。 

验证性 

① 2 

② 1 

③ 1 

1 必修 

7 

电生理学系列实验观察Ⅰ 

① 生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介绍； 

② 反射时测定； 

③ 反射弧分析； 

④ 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的制备。 

电生理学系列实验观察Ⅱ 

⑤ 神经干动作电位的引导及其不应期的测

定； 

⑥ 神经干动作电位传导速度的测定； 

⑦ 刺激频率与骨骼肌收缩形式的关系； 

⑧ 微循环观察。 

综合性 

① 0.5 

② 0.5 

③ 0.5 

④ 0.5 

⑤ 0.5 

⑥ 0.5 

⑦ 0.5 

⑧ 0.5 

2 必修 

8 ＡＢＯ血型鉴定。 开放、验证性 1 2 选修 

9 
蛙心心搏起源分析与心肌的期前收缩和代

偿性间歇。 
开放、验证性 1 1 选修 

10 家兔减压神经放电。 开放、综合性 2 2 选修 

11 人体心电图描记与分析。 开放、验证性 2 2 选修 

12 血浆胶体渗透压改变在水肿发生中的作用。 开放、设计性 4 4~5 选修 

13 
药物对在体、离体血管条平滑肌张力的影

响。 
开放、综合性 4 4~5 选修 

14 
胰岛素对家兔、小白鼠引起的降血糖作用

实验。 
开放、综合性 2 4~5 选修 

15 有关药物离体蛙心灌流效应的观察。 开放、综合性 2 4~5 选修 

注：为适应实验室开放和学生自选实验，以及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学

生利用课余时间可完成上述实验 8~15 选修项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实验总论介绍及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基本操作方法 

1. 教学内容 

实验总论介绍；实验注意事项介绍；玻璃器皿的清洗；吸量管的使用；溶液的混

匀过滤及离心；分光光度计的基本操作。 

2. 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室规章制度、注意事项及实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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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实验仪器、软件配置及其应用； 

（3）掌握玻璃器皿清洗及吸量管、离心机、分光光度计的基本技术操作。 

实验项目 2：影响酶促反应的因素及酶的特异性 

1. 教学内容 

观察温度、pH、无机离子等对酶催化活性的影响。 

2. 教学目标 

（1）了解酶的化学本质； 

（2）熟悉酶的特异性； 

（3）掌握温度、pH、无机离子等对酶催化活性的影响。 

实验项目 3：数码显微系统的使用与细胞基本形态观察 

1. 教学内容 

学习光学显微镜的结构、原理和操作要点以及多媒体互动系统的使用方法；观察

若干类细胞的基本形态特征。 

2. 教学目标 

（1）了解光学显微镜的结构、原理和操作要点； 

（2）熟悉形态学多媒体实时互动系统； 

（3）掌握组织细胞标本（包括小肠上皮细胞、骨骼肌细胞、血细胞、神经细胞

等）的基本形态，比较不同类型细胞的基本形态特征，并按照生物绘图法的要求画图。 

实验项目 4：细胞超微结构观察 

1. 教学内容 

学习电镜的结构、原理和操作要点以及观察细胞的超微结构。 

2. 教学目标 

（1）了解电子显微镜的结构、原理和操作要点； 

（2）熟悉细胞膜结构特征； 

（3）掌握各类细胞器（如线粒体、内质网、高尔基体、溶酶体、微丝微管、细

胞核等）的基本形态，比较不同类型细胞超微结构的基本形态特征，并按照生物绘图

法的要求画图。 

实验项目 5：上皮组织结构的观察 

1. 教学内容 

通过讲解、视频和显微观察上皮组织结构和组织切片的制作过程，学习上皮组织

的基本形态特征。 

2. 教学目标 

（1）了解上皮组织分类； 

（2）熟悉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细胞的核、细胞质、杯状细胞、基膜和纤毛；熟

悉复层扁平上皮细胞的形状、排列、细胞核和细胞质； 

（3）掌握单层柱状上皮细胞的形状和排列、细胞核、细胞质；比较不同类型上

皮组织结构的基本形态特征，并要求提交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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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结缔组织结构的观察 

1. 教学内容 

通过讲解、视频和显微观察疏松结缔组织结构，学习结缔组织的基本形态及其特

征。 

2. 教学目标 

（1）了解疏松结缔组织的组份； 

（2）熟悉肥大细胞的形状和排列、胞浆内的异染性颗粒和浆细胞形状和排列及

其细胞核和细胞质； 

（3）掌握胶原纤维、弹性纤维、成纤维细胞、巨噬细胞等的基本形态特征，并

要求提交画图。 

实验项目 7：软骨结构的观察 

1. 教学内容 

通过讲解、视频和显微观察透明软骨组织结构，学习透明软骨组织的基本形态及

其特征。 

2. 教学目标 

（1）了解软骨膜的结构； 

（2）熟悉软骨陷窝结构； 

（3）掌握软骨细胞、同源细胞群、软骨基质等的基本形态特征，并要求提交画

图。 

实验项目 8：骨结构的观察 

1. 教学内容 

通过讲解、视频和显微观察骨磨片组织结构，学习骨组织的基本形态及其特征。 

2. 教学目标 

（1）了解骨膜的结构； 

（2）熟悉骨单位； 

（3）掌握骨细胞、骨小梁、骨陷窝、骨小管和间骨板等的基本形态特征，并要

求提交画图。 

实验项目 9：肌组织结构的观察 

1. 教学内容 

通过讲解、视频和显微观察各类肌组织结构，学习肌肉组织的基本形态及其特征。 

2. 教学目标 

（1）了解肌组织的分类； 

（2）熟悉心肌纤维纵、横切面的形状、明带和暗带和闰盘；熟悉平滑肌纤维纵、

横切面的形状、平滑肌纤维的排列； 

（3）掌握骨骼肌纤维纵、横切面的形状、明带和暗带、细胞核等的基本形态特

征，并要求提交画图。 

实验项目 10：神经组织结构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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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内容 

通过讲解、视频和显微观察神经组织结构，学习神经组织的基本形态及其特征。 

2. 教学目标 

（1）了解神经组织的组份； 

（2）熟悉神经胶质细胞以及坐骨神经纤维的轴突、髓鞘、神经膜、神经束膜、

神经外膜； 

（3）掌握脊髓前角运动神经元、嗜染质、灰质、白质、脊髓中央管、运动神经

末梢（纵/横切）、运动终板等的基本形态特征，并要求提交画图。 

实验项目 11：组织学切片报告讨论 

1. 教学内容 

通过复习、讨论、视频和显微观察，巩固学生各种组织类型的基本形态及其特征。 

2. 教学目标 

（1）了解各类组织学切片的制作过程； 

（2）熟悉四大组织； 

（3）掌握各组织学实验中的典型结构形态要点。 

实验项目 12：组织学切片考核 

1. 教学内容 

一人一组，考核学生对各种组织类型的基本形态及其特征的理解，检验学生理解、

记忆组织学知识。 

2. 教学目标 

（1）了解组织学切片考核的要求； 

（2）熟悉显微镜的使用步骤； 

（3）掌握各组织学实验中的典型结构形态要点，并回答问题。 

实验项目 13：生理学实验总论、生物信息采集系统介绍及蟾蜍坐骨神经腓肠肌

标本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生理实验总论介绍；MedLab 实验系统软件的使用；制备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

并检查其兴奋性。 

2. 教学目标 

（1）了解生理实验室规章制度、注意事项及实验安排； 

（2）熟悉生理实验计算机系统的硬件和软件配置及其应用； 

（3）掌握制备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的基本技术。 

实验项目 14：反射时测定与反射弧分析 

1. 教学内容 

制备脊蟾蜍，不同浓度硫酸溶液分别测定反射时；观察反射弧的完整性与反射

活动的关系。 

2. 教学目标 

（1）了解蟾蜍的生物学特点及脊蟾蜍的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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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反射时的概念及测定方法。 

（3）掌握反射弧的组份、作用及其完整性的重要作用。 

实验项目 15：微循环特点与骨骼肌单复合收缩 

1. 教学内容 

观察蛙肠系膜微循环的血流特点；用不同频率的电刺激作用于坐骨神经腓肠肌标

本，观察刺激频率和收缩形式之间的关系。 

2. 教学目标 

（1）了解微循环的血流特点和强直收缩形成的过程； 

（2）熟悉刺激频率与骨骼肌收缩形式的关系。 

（3）掌握骨骼肌机械收缩的基本实验方法。 

实验项目 16：神经干动作电位的引导、不应期测定与动作电位传导速度的测定 

1. 教学内容 

神经干动作电位的引导；神经干动作电位传导速度的测定；神经干动作电位不应

期的测定。 

2. 教学目标 

（1）了解一般电生理实验的仪器配置和作用； 

（2）熟悉神经干动作电位不应期的概念、意义； 

（3）掌握神经干动作电位的基本实验方法。 

实验项目 17：ＡＢＯ血型鉴定 

1. 教学内容 

双凹玻片上滴加抗Ａ、抗Ｂ血清；指尖消毒、采血；区分凝集、血凝；观察判定

血型。 

2. 教学目标 

（1）了解ＡＢＯ血型鉴定的意义； 

（2）熟悉ＡＢＯ血型的测定原理； 

（3）掌握ＡＢＯ血型的鉴定方法。 

实验项目 18：蛙心心搏起源分析与心肌的期前收缩和代偿性间歇观察 

1. 教学内容 

观察正常心肌收缩曲线；观察心脏在不同强度、频率刺激下的收缩活动；电刺激

引发期前收缩和代偿性间歇；结扎法观察心脏正常起搏点。 

2. 教学目标 

（1）了解蛙心心搏起源分析的方法和机制； 

（2）熟悉心肌有效不应期的机制、特点与意义； 

（3）掌握蛙心收缩的记录方法，观察刺激频率对心肌兴奋性的影响。 

实验项目 19：家兔减压神经放电 

1. 教学内容 

麻醉后行一侧颈总动脉插管以记录血压；分离一侧减压神经，安放引导电极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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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记录其放电活动；观察药物对其放电的影响。 

2. 教学目标 

（1）了解哺乳类减压神经放电的特征； 

（2）熟悉减压神经放电与动脉血压间的关系； 

（3）掌握引导减压神经放电的电生理学方法。 

实验项目 20：人体心电图描记与分析 

1. 教学内容 

将测量电极放置在人体表面一定部位；记录心脏电变化曲线（心电图）；辨认各

波、段、间期及含义。 

2. 教学目标 

（1）了解人体心电图描记方法及其临床应用； 

（2）熟悉正常心电图各波、段、间期的形态特点； 

（3）掌握正常心电图各波、段、间期的生理意义。 

实验项目 21：血浆胶体渗透压改变在水肿发生中的作用 

1. 教学内容 

蟾蜍离体下肢灌流标本的制备；实验系统设置；灌流装置的连接；中分子右旋糖

苷溶液灌流；任氏液灌流；测量张力曲线实验数据，比较数据，讨论、分析。 

2. 教学目标 

（1）了解蟾蜍下肢灌流标本的制备和复制实验性水肿的方法； 

（2）熟悉组织水肿的常见病因，观察血浆胶渗压降低对水肿形成的影响； 

（3）掌握血浆胶体渗透压的生理意义。 

实验项目 22：药物对在体、离体血管条平滑肌张力的影响 

1. 教学内容 

动物手术操作；实验记录装置连接；实验系统设置；观察正常血压曲线；观察药

物影响曲线；制作离体主动脉条，描记其正常张力曲线；观察药物对其张力曲线影响；

分析张力曲线实验数据。 

2. 教学目标 

（1）了解哺乳类离体主动脉条的制备方法； 

（2）熟悉一般哺乳类动物手术操作的基本步骤； 

（3）掌握去甲肾上腺素、乙酰胆碱对血压及血管平滑肌收缩的影响机制，学会

离体血管条张力的测量、分析。 

实验项目 23：胰岛素对家兔、小白鼠引起的降血糖作用观察 

1. 教学内容 

观察胰岛素所致家兔低血糖抽搐及其救治；观察胰岛素所致小鼠低血糖抽搐及其

救治。 

2. 教学目标 

（1）了解哺乳类低血糖的一般表现； 

（2）熟悉胰岛素的主要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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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胰岛素的降血糖作用及其机制。 

实验项目 24：有关药物离体蛙心灌流效应的观察 

1. 教学内容 

蟾蜍离体蛙心制备；实验系统设置；灌流装置的连接；记录正常心搏曲线；NaCl

对其作用；CaCl2 对其作用；KCl 对其作用；肾上腺素对其作用；乙酰胆碱对其作用；

酸碱对其的影响。 

2. 教学目标 

（1）了解蟾蜍离体蛙心的制备方法； 

（2）熟悉离体蛙心的灌流技术； 

（3）掌握上述药物对离体蛙心心率和收缩跳动的作用及其机制。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考核方式 

（1）实验考核方式由三项组成：实验报告考核（组织学为电子版）、实验操作考核和

实验理论考核。 

（2）实验报告考核占医学基础Ⅰ实验成绩的 34%，实验操作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33%，

实验理论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33%；三项实验考核成绩的合计占医学基础Ⅰ课程总成绩

的 20%。每项考核均备有明确的评分标准，对实验成绩不及格者，本课程不予通过。 

2. 要求 

（1）每项实验考核要求学生独立按时、按质完成和提交。 

（2）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实验对实验报告要求按时完成，书写的内容包括： 

① 实验标题 

② 一般内容：包括班级、姓名、同组者、日期 

③ 实验原理及目的（应简单扼要的叙述，但必须写清楚操作的关键环节） 

④ 实验对象（或标本） 

⑤ 实验结果（实事求是，实验曲线、数据、表格及注释） 

⑥ 结果讨论（描述结果、分析结果；或描述并分析结果，实验体会或心得，不是

对结果的重述） 

⑦ 结论（应分条列出，力求概括、简明） 

⑧ 参考文献 

⑨ 书写报告时应字体工整和图迹清楚，杜绝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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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PC 机  24 台 

2. MedLab 生理实验系统  24 套 

3. 刺激器  24 套 

4. 肺量机  3 台 

5. 心电图机  3 台 

6. 压力换能器  50 套 

7. 张力换能器  50 套 

8. 哺乳类手术器械    25 套 

9. 722 型分光光度计   12 台 

10. 水浴箱      3 台 

11. 电炉      4 台 

12. 试管及试管架    1 套/人 

13. 离心机      10 台 

14. 电泳仪      2 台 

15. 吸量管      1 套/人 

16. 层析缸      70 个 

17. 微量注射器     40 个 

18. 电泳槽      8 套 

19. 光学显微镜     60 台 

20. 多媒体互动系统   60 套 

21. 数码互动实验室：60 人 / 每室，共 2 室，包括： 

捷达互动显微系统软件      1 套/每人 

教师用计算机 清华同方 超越 E380  1 台/每室 

学生用计算机 清华同方 超越 E200  1 台/每人 

数码显微镜  CX21     1 台/每室 

数码显微镜  CX31     1 台/每人 

组织切片         1 套/每人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 

（1）徐岚主编.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科学出版社, 2014. 

（2）白艳艳主编. 《细胞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3）陈永珍主编. 《组织胚胎实验学（双语版）》. 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4）谢可鸣等主编. 《机能实验学（双语）》. 高教出版社,. 2014. 

2. 参考书：………… 

（1）于海玲著译. 医学机能实验学.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6 月. 

（2）严杰著译. 医学机能学实验教程.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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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波、刘善庭主编. 医学机能学实验教程. 第 2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 7 月. 

（4）解景田 等主编. 生理学实验. 第 3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5）朱大年、王庭槐主编. 生理学. 第 8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 3 月. 

（6）姚泰主编. 生理学. 第 2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 8 月. 

（7）黄如彬主编. 生物化学实验教程. 第 2 版, 世界图书出版社, 1998. 

（8）张龙翔等主编. 生化实验方法和技术. 第 1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1. 

（9）王文霞主编. 临床生化检验技术. 第 1 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10）药立波主编. 分子生物学常用实验技术.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 

（11）[美] J.萨母布鲁克, E.F.弗里奇, T.曼尼阿蒂斯 著. 黄培堂等译. 分子克隆实

验指南. 第 3 版. 科学出版社, 2002. 

（12）成令忠主编. 现代组织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3. 

（13）成令忠主编. 组织学彩色图鉴.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 

（14）成令忠主编. 组织学与胚胎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15）高英茂主编. 组织学与胚胎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16）沈岳良主编. 现代生理学实验教程. 科学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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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基础Ⅱ》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3004                     课程学分：5.5 

课程名称（中/英）：医学基础Ⅱ实验/ Experiment of Basis of Medicine Ⅱ  

课程学时：122                            实验学时：48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卓越医师）等本科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知识点为国家医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内容组份。实验课内容涉及生物化

学、医学遗传学、病理学等内容，共计 15 项实验，其中含基础性（演示、验证）实

验 12 个（80%），综合性实验 3 个（20%）。 

教学目标在于通过实验，加深学生对医学基础理论的认识，同时，在实验中培

养学生独立操作的能力、团结协作的能力、创新思维的能力和知识应用的能力。 

以提高学生基本研究技术和综合使用实验方法的能力为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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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密度脂蛋白中胆固醇含量测定 验证性 4 2 必修 

2 
蛋白质的分离提取、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及
Western 印迹 

综合性 8 2 必修 

3 质粒 DNA 的提取、酶切、鉴定及 PCR 技术 综合性 8 2 必修 

4 血清 γ 球蛋白的分离与纯度鉴定 综合性 4 2 必修 

5 生化实验考核 验证性 4 1 选修 

6 小鼠骨髓细胞染色体制备与观察 验证性 3 2 必修 

7 人类染色体观察与核型分析 验证性 1 2 必修 

8 细胞组织的损伤 验证性 2 1 选修 

9 细胞组织损伤的修复 验证性 1 1 选修 

10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验证性 3 1 选修 

11 炎症 验证性 3 1 选修 

12 肿瘤 验证性 6 1 选修 

13 淋巴造血系统疾病，病理实验考核 验证性 1 1 选修 

14 药代动力学参数测定 验证性 4 4 选修 

15 LD50 测定 验证性 3 4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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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高密度脂蛋白中胆固醇含量测定 

1. 教学内容 

高密度脂蛋白（HDL）中胆固醇含量的测定，观察高密度脂蛋白在脂类代谢中的

作用。 

2. 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室规章制度、注意事项及实验安排； 

（2）熟悉高密度脂蛋白在脂类代谢中的作用； 

（3）掌握高密度脂蛋白（HDL）中胆固醇含量测定的基本技术操作。 

实验项目 2：蛋白质的分离提取、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及 Western 印迹 

1. 教学内容 

学习提取、分离目的蛋白；SDS-PAGE 测定蛋白分子量；Western 印迹操作。 

2. 教学目标 

（1）了解本实验的注意事项； 

（2）熟悉蛋白质的分离提取、SDS-PAGE 及 Western 印迹的基本操作步骤； 

（3）掌握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法（SDS-PAGE）测定蛋白质分子量的基本原

理。 

实验项目 3：质粒 DNA 的提取、酶切、鉴定及 PCR 技术 

1. 教学内容 

学习质粒 DNA 的提取、酶切、鉴定以及 PCR 操作步骤。 

2. 教学目标 

（1）了解质粒 DNA 的提取、酶切、鉴定的操作要点； 

（2）熟悉 PCR 技术基本原理和操作步骤； 

（3）掌握质粒 DNA 的提取、酶切、鉴定等分子生物学技术基本原理。 

实验项目 4：血清 γ球蛋白的分离与纯度鉴定 

1. 教学内容 

学习层析分离不同物质以及醋酸纤维素薄膜电泳操作。 

2. 教学目标 

（1）了解本实验操作注意事项； 

（2）熟悉醋酸纤维素薄膜电泳操作技术； 

（3）掌握用层析技术分离不同物质的原理。 

实验项目 5：生化实验考核 

1. 教学内容 

考核实验 1~4 的主要操作技术及结果分析。 

2. 教学目标 

（1）了解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的基本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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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技术与步骤； 

（3）掌握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的基本原理，提高学生实验基本操作技术

水平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实验项目 6：小鼠骨髓细胞染色体制备与观察 

1. 教学内容 

秋水仙素预处理小鼠；取股骨骨髓细胞；低渗、固定，制备细胞悬液；滴片，染

色，镜检。 

2. 教学目标 

（1）了解一些实验动物染色体的形态、结构及特征； 

（2）熟悉小鼠骨髓细胞染色体标本的制作原理； 

（3）掌握小鼠骨髓细胞染色体标本的制作方法。 

实验项目 7：人类染色体观察与核型分析 

1. 教学内容 

学习剪贴分析人类染色体核型照片（形态、结构、特征）。 

2. 教学目标 

（1）了解人类染色体观察与核型分析的基本步骤和注意事项； 

（2）熟悉人类染色体核型分析方法； 

（3）掌握人类染色体的形态、结构及其特征。 

实验项目 8：细胞组织的损伤 

1. 教学内容 

观察标本（大体和组织切片）；萎缩、坏死的类型及其形态特点；观察几种常见

变性的形态特点。 

2. 教学目标 

（1）了解病理学的基本实验方法； 

（2）熟悉观察大体标本和组织切片的注意事项； 

（3）掌握萎缩、变性、坏死的形态特点，并要求提交画图。 

实验项目 9：细胞组织损伤的修复 

1. 教学内容 

观察肉芽组织的形态特点；分析创伤愈合的过程及各种组织的再生能力。 

2. 教学目标 

（1）了解各种组织的再生修复能力； 

（2）熟悉创伤愈合的基本过程； 

（3）掌握肉芽组织的形态特点、意义，并要求提交画图。 

实验项目 10：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1. 教学内容 

观察肺、肝慢性淤血的形态特点及血栓形成的条件、形态特点、结局；分析出血

的原因及后果及主要脏器梗死的发生原因、形态特点及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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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目标 

（1）了解脏器出血的原因及后果； 

（2）熟悉血栓形成的条件及主要脏器梗死的形态特点； 

（3）掌握肺、肝慢性淤血的形态特点。掌握血栓形成的形态特点、结局及影响。 

实验项目 11：炎症 

1. 教学内容 

学习炎症的基本病理变化、类型和形态特点。 

2. 教学目标 

（1）了解炎症变化的综合表现； 

（2）熟悉炎症扩散及转归的规律和特点； 

（3）掌握各种炎症细胞的形态特点及炎症的三种基本病变类型。 

实验项目 12：肿瘤病理 

1. 教学内容 

学习常见肿瘤的形态及临床特点；良、恶性肿瘤的主要区别；癌与肉瘤的区别。 

2. 教学目标 

（1）了解肿瘤一般形态结构及生长方式； 

（2）熟悉肿瘤病理学检查的常用方法及病理送验的注意事项； 

（3）掌握良、恶性肿瘤的主要病变区别；掌握几种常见肿瘤的形态及临床特点。 

实验项目 13：淋巴造血系统病理 

1. 教学内容 

观察恶性淋巴瘤的类型及病理特点；学习恶性组织细胞增生症的概念和病变学特

点。 

2. 教学目标 

（1）了解淋巴造血系统的病理分型； 

（2）熟悉恶性组织细胞增生症的概念和病变学特点； 

（3）掌握恶性淋巴瘤的类型及病变特点。 

实验项目 14：药代动力学参数测定 

1.教学内容 

麻醉固定家兔，颈浅静脉插管，耳缘静脉注射酚磺酞，注射前和注射后不同时

间分别从静脉插管取血，测定酚磺酞血浆浓度，并计算药代动力学参数。 

2.教学目标 

测定酚磺酞（PSP）在家兔体内药代动力学参数；掌握药代动力学的基本概念，

了解主要药代动力学参数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15：LD50 测定 

1.教学内容 

小鼠腹腔给药，观察症状并记录死亡数，找出引起 0%死亡率和 100％死亡率剂

量的所在范围。观察给药后各种反应，清点各组死亡鼠数和算出死亡率，按改良寇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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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公式进行计算 LD50。 

2.教学目标 

掌握药物急性毒性实验的意义和方法；掌握小鼠标记方法；通过实验掌握测定

药物 LD50 的方法、实验步骤和计算过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考核方式 

（1）实验考核方式由三项组成：实验报告考核（病理学为电子版）、实验操作考核和

实验理论考核。 

（2）实验报告考核占医学基础Ⅱ实验成绩的 34%，实验操作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33%，

实验理论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33%；三项实验考核成绩的合计占医学基础Ⅱ课程总成绩

的 20%。每项考核均备有明确的评分标准，对实验成绩不及格者，本课程不予通过。 

2. 要求 

（1）每项实验考核要求学生独立按时、按质完成和提交。 

（2）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实验对实验报告要求按时完成，书写的内容包括： 

① 实验标题 

② 一般内容：包括班级、姓名、同组者、日期 

③ 实验原理及目的（应简单扼要的叙述，但必须写清楚操作的关键环节） 

④ 实验对象（或标本） 

⑤ 实验结果（实事求是，实验曲线、数据、表格及注释） 

⑥ 结果讨论（描述结果、分析结果；或描述并分析结果，实验体会或心得，不是

对结果的重述） 

⑦ 结论（应分条列出，力求概括、简明） 

⑧ 参考文献 

⑨ 书写报告时应字体工整和图迹清楚，杜绝抄袭。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722 型分光光度计   12 台 

2. 水浴箱      3 台 

3. 电炉      4 台 

4. 试管及试管架    1 套/人 

5. 离心机      10 台 

6. 电泳仪      2 台 

7. 吸量管      1 套/人 

8. 层析缸      70 个 

9. 微量注射器     40 个 

10. 电泳槽      8 套 

11. 光学显微镜     60 台 

12. 多媒体互动系统   60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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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投影仪      2 台 

14. 冰箱      2 台 

15. 天平      10 台 

16. 烘箱      2 台 

17. 数码互动实验室：60 人 / 每室，共 2 室，包括： 

捷达互动显微系统软件      1 套/每人 

教师用计算机 清华同方 超越 E380  1 台/每室 

学生用计算机 清华同方 超越 E200  1 台/每人 

数码显微镜  CX21     1 台/每室 

数码显微镜  CX31     1 台/每人 

组织切片         1 套/每人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 

（1）徐岚主编.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科学出版社, 2014. 

（2）蔡绍京主编. 《细胞生物学与医学遗传学实验教程》.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3）冯一中主编. 《医学形态学实验指导》.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7. 

2. 参考书：………… 

（1）于海玲著译. 医学机能实验学.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6 月. 

（2）严杰著译. 医学机能学实验教程.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0 年 3 月. 

（3）白波、刘善庭主编. 医学机能学实验教程. 第 2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 7 月. 

（4）药立波主编. 分子生物学常用实验技术.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 

（5）[美] J.萨母布鲁克, E.F.弗里奇, T.曼尼阿蒂斯 著. 黄培堂等译. 分子克隆实

验指南. 第 3 版. 科学出版社, 2002. 

（6）左伋主编. 医学遗传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7）陈竺主编. 医学遗传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8）李甘地等主编. 病理学（七年制）.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9）陈忠年等主编. 实用外科病理学（第 3 版）. 上海,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出版

社，2007. 

（10）刘彤华等主编. 肿瘤病理学（第 6 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11）郭慕依主编. 组织病理学彩色图谱.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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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3005                  课程学分：7.5 

课程名称（中/英）：病原生物与免疫学/ 

                           Pathogenic Organisms and Immunology 

课程学时：11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卓越医师临床五年医学教改班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介绍：病原生物与免疫学作为一门支柱性的基础医学课程，具有理论体系完

整，技术应用广泛，与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以及生命科学等多学科广泛交叉渗透并形

成多个分支学科的特点。课程主要涉及人体免疫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基本功能，机体

免疫应答的发生机制、规律及其效应和调节机制；免疫异常所致病理损伤、机制以及

有关疾病的发生机理、诊断与防治；与人类疾病有关的病原微生物、寄生虫的基本生

物学特性、生命活动规律、与宿主及外界因素的相互关系、机体的抗感染免疫、所致

疾病的传播和流行特点、致病机制、特异性诊断以及预防和控制的措施及原则等，为

学习临床各科的感染性疾病、传染病、超敏反应性疾病和肿瘤等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 

本课程的实验教学密切结合理论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选择研究和应用中常用且具有代表性的免疫学技术，设计和开设不同层次的实验，包

括了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分离、免疫荧光标记、B 淋巴瘤杂交、酶联免疫吸附（ELISA）、

免疫组化以及荷瘤小鼠模型建立等技术；培养无菌操作技术、微生物染色及形态观察、

细菌人工培养法、血清学检测等微生物学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制备重要寄生虫病实验

动物模型，观察病原体大体标本、玻片标本，中间宿主大体标本，典型病理标本及医

学节肢动物媒介标本，用病原学诊断、免疫学诊断和分子生物学方法检测寄生虫病患

者或隐性感染者的血液、排泄物和分泌物中的病原、抗原、抗体和核酸，全面地掌握

与诊断有关的操作技能。在本课程的实验教学中开设了综合性、设计性及创新性实验

项目，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应用和创新能力。 

教学目标：1、帮助学生进一步掌握免疫学的基本概念和重要免疫学原理；掌握

常用免疫学实验的原理、方法、应用及意义；了解免疫学研究进展，以及新近出现的

免疫学实验方法和原理；2、培养无菌操作技术、微生物染色及形态观察、细菌人工

培养法、血清学检测等微生物学的基本方法和技能；3、掌握寄生虫学基本形态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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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检测操作技能和动物模型制备等基础性、综合性和创新性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培

养学生的病原生物学基础和应用方面的科学研究能力以及临床实验室诊断、病例分析

和感染性疾病监测、预警、控制和防治方面的初步能力。 

教学要求：1、能够规范地进行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常用实验的操作及实验结果分

析，了解各种仪器的工作原理及正确的使用与维护方法；2、能够将理论和实验方法

相结合，灵活地应用于相关基础研究及临床疾病的辅助诊断与判断预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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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的分离及冻存和复苏 综合性 3 4 必修/选修 

2 酶联免疫分析 综合性 4 4 必修 

3 抗原免疫小鼠及免疫效价测定 综合性/设计性 4 4 必修/选修 

4 B 淋巴细胞杂交实验 综合性 4 4 必修 

5 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富集和鉴定 综合性/设计性 3 4 必修/选修 

6 
小鼠淋巴结/脾脏细胞制备及流式细胞术分

析 T 细胞亚群 
综合性/设计性 4 4 必修/选修 

7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内抗原 综合性/设计性 4 4 选修 

8 荷瘤小鼠模型建立及免疫组化分析 综合性/设计性 6 4 选修 

9 细菌形态与结构的检查法 验证性 3 1 必修 

10 细菌的培养法、细菌代谢产物的检查 综合性 3 1 必修 

11 细菌的分布、理化因素对微生物的影响 创新性、设计性 3 4 必修 

12 化脓性球菌、肠杆菌科 验证性 3 1 必修 

13 其他病原性细菌 验证性 3 1 必修 

14 病毒及真菌检查法 验证性 3 1 必修 

15 肠道杆菌未知标本的检查 综合性 6 1 选修 

16 感染性疾病的微生物学检查（TBL） 创新性、设计性 8 6 选修 

17 细菌运动性观察及鞭毛染色 综合性 8 1 选修（开放） 

18 唾液标本中溶菌酶含量测定 综合性 8 3 选修（开放） 

19 水样中细菌总数的测定 综合性 8 3 选修（开放） 

20 

寄生虫学总论似蚓蛔线虫、毛首鞭形线虫、
蛲虫及直接涂片法的实践操作与观察 

十二指肠钩口线虫与美洲板口线虫、旋毛
形线虫、丝虫及钩虫卵的饱和盐水浮聚法
检测与观察、厚血膜法涂片、染色的实践

操作与观察 

综合性 4 3 必修 

21 

华支睾吸虫布氏姜片虫 
卫氏并殖吸虫、斯氏狸殖吸虫日本血吸虫 

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 
微小膜壳绦虫 细粒棘球绦虫  

曼氏迭宫绦虫 

综合性 4 3 必修 

22 
原虫概论溶组织内阿米巴 阴道毛滴虫 

蓝氏贾第鞭毛虫 
验证性 4 3 必修 

23 
杜氏利什曼原虫 疟原虫 刚地弓形虫 隐
孢子虫等机会致病原虫 结肠小袋纤毛虫 

验证性 4 3 必修 

24 

医学节肢动物概论 
蚊、蝇、蚤、虱、白蛉 

革螨、恙螨、疥螨、蠕形螨、硬蜱、软蜱
及蠕形螨的透明胶纸条法的实践操作 

综合性 2 3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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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的分离及冻存和复苏 

1.教学内容 

采取家兔外周血，采用等渗缓冲液稀释；利用一种比重为 1.077 左右、接近等

渗的淋巴细胞分离液作密度梯度离心，可使一定比重的细胞群按相应密度梯度分布，

从而将各种血细胞加以分离；收集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取少量细胞采用倒置显微镜观

察和计数细胞；将剩余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采用 50% 小牛血清、10% DMSO 和 40% 

RPMI1640 冻存；将冻存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复苏并采用台盼蓝染色后观察细胞存活

率。 

2.教学目标 

（1）了解了解无菌操作的一般要求。 

（2）熟悉细胞冻存和复苏原理和技术，以及离心机和倒置显微镜使用。 

（3）掌握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的分离方法、细胞计数方法。 

实验项目 2：酶联免疫分析 

1.教学内容 

根据抗原抗体特异性结合的原理，采用酶标记抗体进行抗原抗体反应，将抗原抗体反应的

特异性与酶对底物高效催化作用结合起来；根据酶作用底物后显色，以颜色变化判断实验结果，

可经酶标测定仪作定量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 ELISA 在科研和临床检测中的应用。 

（2）熟悉体液或细胞培养上清中细胞因子的测定方法及原理；酶标检测仪的使用。 

（3）掌握掌握 ELISA 测定方法的关键操作及结果分析。 

实验项目 3：抗原免疫小鼠及免疫效价测定 

1.教学内容 

采用稳定表达靶抗原的基因工程细胞株多次免疫小鼠；通过眼眶后静脉丛取血

并获得血清；将血清倍比稀释后和基因工程细胞株孵育，采用 PE 标记的二抗，做免

疫荧光分析，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判断小鼠血清免疫效价。 

2.教学目标 

（1）了解流式细胞仪的使用和结果分析。 

（2）熟悉眼眶后静脉丛取血的方法和血清制备方法。 

（3）掌握抗原免疫动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免疫荧光标记方法。 

实验项目 4：B 淋巴细胞杂交实验 

1.教学内容 

制备小鼠骨髓瘤细胞；摘取免疫后小鼠脾脏并制备脾细胞悬液；利用细胞融合

技术，将富含浆细胞的小鼠脾脏细胞与骨髓瘤细胞进行融合；显微镜下观察细胞融合

形态和融合效率；融合后的细胞可经过选择培养获取杂交瘤细胞。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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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分泌特异抗体杂交瘤细胞的建株和阳性筛选原理。 

（2）掌握细胞融合技术的原理和操作过程。 

（3）熟悉单克隆抗体的制备原理和鉴定过程。 

实验项目 5：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富集和鉴定 

1.教学内容 

利用37ºC 预温RPMI 1640 培养液冲洗小鼠腹腔，可诱导腹腔巨噬细胞游出进入洗液；

将含有巨噬细胞的腹腔细胞抽出并置入冰上预冷的容器；用预冷PBS 缓冲液洗涤获取腹腔细

胞；选用贴壁法去除非贴壁细胞而富集巨噬细胞；采用倒置显微镜观察和计数；采用抗鼠

CD11b 直标抗体等标记富集后的巨噬细胞，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富集后巨噬细胞的纯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巨噬细胞的各种分离、纯化和鉴定方法。 

（2）熟悉巨噬细胞的生物学特点，巨噬细胞在免疫应答中的作用 

（3）掌握制备腹腔巨噬细胞的原理和操作要领及流式细胞术检测巨噬细胞纯

度。 

实验项目 6：小鼠淋巴结/脾脏细胞制备及流式细胞术分析 T 细胞亚群 

1.教学内容 

获取小鼠主要的皮下淋巴结和小鼠脾脏；制备小鼠脾脏和淋巴结单细胞悬液；根据实验

需要设计抗鼠CD3、CD4、CD8、CD45RA 和CD45RO 等不同的多色荧光抗体组合标记鉴定

各种T细胞亚群；流式细胞术分析T细胞亚群的比例。 

2.教学目标 

（1）了解小鼠淋巴结的分布。 

（2）熟悉 T 细胞亚群的分类方法。 

（3）掌握淋巴细胞和脾脏细胞悬液的制备以及免疫荧光标记和流式细胞术分析 

实验项目 7：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内抗原 

1.教学内容 

选择特定的免疫细胞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聚甲醛固定保持细胞形态的完整性

和细胞内物质的抗原性，采用皂素进行细胞膜打孔；根据实验需要设计荧光标记的细

胞因子特异性抗体染色方案；洗涤后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2.教学目标 

（1）了解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内抗原在免疫学研究中的应用。 

（2）熟悉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内抗原的主要操作步骤、 

（3）掌握采用免疫荧光标记进行细胞内细胞因子染色的原理。 

实验项目 8：荷瘤小鼠模型建立及免疫组化分析 

1.教学内容 

选择相应的肿瘤细胞株和宿主小鼠；将体外人工培养的肿瘤细胞接种于适当的动物体内，

通过肿瘤细胞在动物体内的增殖形成实体瘤或血循环中的散在肿瘤；观察小鼠的一般情况、绘

制成瘤曲线和肿瘤生长曲线；适时摘取小鼠肿瘤制备冰冻切片或固定及石蜡包埋后组织切片；

通过HE染色观察肿瘤组织的微观结构；根据实验需求设计相应抗体组合检测肿瘤组织中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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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表面的免疫分子。 

2.教学目标 

（1）了解各种荷瘤小鼠模型建立的方法和应用。 

（2）熟悉观察荷瘤小鼠成瘤和生长曲线及 HE 染色方法。 

（3）掌握肿瘤免疫应答基本概念和肿瘤免疫逃逸机理；免疫组化的原理和实验过程。 

实验项目 9：细菌形态与结构的检查法 

1.教学内容 

（1）介绍微生物实验室规则及注意事项； 

（2）显微镜油镜的使用方法； 

（3）革兰染色及形态观察：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 

（4）示教标本观察：变形杆菌（鞭毛）、枯草芽胞杆菌（芽胞）、肺炎链球菌（荚

膜）、空肠弯曲菌（螺形菌）。 

2.教学目标 

（1）了解革兰染色的原理； 

（2）熟悉细菌的特殊结构； 

（3）掌握显微镜（油镜）的使用方法，革兰染色法及细菌形态检查法。 

实验项目 10：细菌的培养法、细菌代谢产物的检查 

1.教学内容 

（1）介绍常用培养基的制备方法及用途：肉汤培养基、普通琼脂培养基、固体

培养基、血液琼脂培养基、SS 平板、庖肉培养基等； 

（2）细菌的接种法：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芽胞杆菌； 

（3）细菌代谢产物的检查：糖发酵、吲哚、尿素酶、硫化氢试验及色素产生等

常用生化反应结果示教；氧化酶试验、触酶试验操作及观察。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用微生物培养基的制备方法及用途； 

（2）熟悉细菌学鉴定中常用生化反应的现象及结果判断； 

（3）掌握无菌操作技术及细菌的接种及培养方法。 

实验项目 11：细菌的分布、理化因素对微生物的影响 

1.教学内容 

（1）介绍实验室常用消毒灭菌方法：干热灭菌、高压蒸汽灭菌、过滤除菌等，

参观消毒灭菌设备； 

（2）紫外线杀菌试验：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芽胞杆菌； 

（3）化学消毒剂抑菌试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 

（4）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 

（5）细菌的分布：学生设计实验检查细菌在自然界及人体的分布。 

2.教学目标 

（1）了解理化因素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 

（2）熟悉微生物实验室常用的消毒灭菌方法； 

（3）掌握细菌药敏试验的基本方法及结果判断，微生物在自然界及人体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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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意义。 

实验项目 12：化脓性球菌、肠杆菌科 

1.教学内容 

（1）三种葡萄球菌菌落形态和产生色素观察； 

（2）甲型、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在血平板上菌落形态及溶血现象观察； 

（3）淋病奈瑟菌及链球菌革兰染色标本观察； 

（4）凝固酶试验：试管法（示教）；玻片法（操作）； 

（5）大肠埃希菌、沙门菌及志贺菌在 SS 平板上的菌落特点的观察； 

（6）大肠埃希菌、沙门菌及志贺菌在克氏双糖铁培养基上生长特点的观察； 

（7）玻片凝集试验：沙门菌、志贺菌。 

2.教学目标 

（1）熟悉凝固酶试验（玻片法）的操作方法及结果判断； 

（2）掌握常见化脓性球菌的形态特征及菌落特点； 

（3）掌握分离培养肠杆菌科细菌常用的选择培养基及大肠埃希菌、沙门菌和志

贺菌的在肠道选择培养上的生长特点； 

（4）掌握玻片凝集试验的操作方法及结果判断。 

实验项目 13：其他病原性细菌 

1.教学内容 

（1）破伤风梭菌、产气荚膜梭菌、肉毒梭菌革兰染色标本观察； 

（2）产气荚膜梭菌的双层溶血现象观察； 

（3）炭疽芽胞杆菌串珠形成试验结果观察； 

（4）痰涂片标本抗酸染色及结核分枝杆菌形态观察； 

（5）支原体菌落、恙虫病东方体、梅毒螺旋体染色标本观察。 

2.教学目标 

（1）熟悉破伤风梭菌、产气荚膜梭菌、肉毒梭菌、炭疽芽胞杆菌的形态特征； 

（2）掌握抗酸染色的原理、方法及结果观察； 

(3) 掌握支原体特征性菌落和梅毒螺旋体、恙虫病东方体的形态特点。 

实验项目 14：病毒及真菌的检查法 

1.教学内容 

（1）教学视频：病毒分离培养； 

（2）正常培养细胞及病毒致细胞病变作用（CPE）观察； 

（3）狂犬病毒包涵体--内基小体染色标本观察； 

（4）真菌三种菌落形态的观察； 

（5）介绍真菌培养方法：小培养； 

（6）白假丝酵母菌（厚膜孢子）、石膏样小孢子菌（大分生孢子）、新生隐球菌

（墨汁负染）形态观察； 

（7）皮肤癣患者皮屑标本检查。 

2.教学目标 

（1）了解病毒分离培养常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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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病毒感染宿主细胞后产生的 CPE 现象及狂犬病毒包涵体的识别；常

见病原性真菌的菌落特点及形态特征； 

（3）掌握观察真菌形态结构的常用方法。 

实验项目 15：肠道杆菌未知标本的检查 

1.教学内容 

（1）肠道未知标本在 SS 平板上的分离培养； 

（2）可疑菌转种于克氏双糖铁斜面培养； 

（3）生化反应初步鉴定细菌； 

（4）血清学（玻片凝集）试验确证鉴定。 

2.教学目标 

（1）掌握肠道未知标本的检验程序及检验方法。 

实验项目 16：感染性疾病的微生物学检查（TBL） 

1.教学内容 

（1）小组讨论分析病例，初步判断可能的致病菌，设计合理的检验程序及方法； 

（2）按照设计的检验程序，完成各项检验； 

（3）分析实验结果，完成检验报告。 

2.教学目标 

（1）熟悉病原学检查的检验程序及常用方法； 

（2）掌握微生物实验室各项实验技能。 

实验项目 17：细菌运动性观察及鞭毛染色 

1.教学内容 

（1）培养基制备及灭菌； 

（2）试验菌接种及培养：变形杆菌、葡萄球菌； 

（3）试验菌运动性观察：悬滴法、压滴法； 

（4）鞭毛镀银染色及形态观察：变形杆菌。 

2.教学目标 

（1）了解细菌培养基制备技术； 

（2）熟悉细菌鞭毛染色的原理、方法及结果观察； 

（3）掌握液体标本中细菌运动性的观察方法及结果判断；常用生化反应、纸片

扩散法药敏试验的实验现象观察及结果判断。 

实验项目 18：唾液标本中溶菌酶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培养基制备及灭菌； 

（2）溶壁微球菌的培养及菌粉制备； 

（3）溶菌酶测定平板的制备； 

（4）溶菌酶测定：测定标准曲线制备、唾液标本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细菌培养基制备及细菌培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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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溶菌酶的作用机制； 

（3）掌握唾液标本中溶菌酶测定的原理、方法及意义。 

实验项目 19：水样中细菌总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培养基制备及灭菌； 

（2）样品的稀释； 

（3）CFU 计数测定细菌总数：涂布法、倾注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细菌培养基制备技术； 

（2）熟悉微生物学中样品稀释的常用方法； 

（3）掌握细菌菌落计数（倾注法及涂布法）的方法及结果报告。 

实验项目 20：寄生虫学总论蛔虫、鞭虫、蛲虫及直接涂片法的实践操作；十二

指肠钩口线虫与美洲板口线虫、旋毛形线虫、丝虫及饱和盐水浮聚法、厚血膜法的

实践操作 

 1. 教学内容 

（1）似蚓蛔线虫、蠕形住肠线虫及毛首鞭形线虫的虫卵与成虫形态观察； 

（2）蛔虫卵直接涂片法观察； 

（3）蛲虫卵的透明胶纸条检查法观察（示教）； 

（4）十二指肠钩口线虫与美洲板口线虫成虫形态的差异； 

（5）钩虫虫卵形态显微镜下观察； 

（6）旋毛虫幼虫囊包（示教）； 

（7）班氏丝虫与马来丝虫成虫与微丝蚴的观察； 

（8）显微镜下班氏微丝蚴与马来微丝蚴的形态鉴别； 

（9）钩虫卵的饱和盐水浮聚法（示教）； 

（10）丝虫病的厚血膜法操作与观察。 

2. 教学目标 

（1）了解透明胶纸黏贴法观察蛲虫卵； 

（2）了解旋毛虫幼虫囊包的形态特征； 

（3）熟悉直接涂片法的操作； 

（4）熟悉钩虫卵的饱和盐水浮聚法操作； 

（5）熟悉微丝蚴的夜现周期性与厚血膜法操作与镜下观察； 

（6）掌握钩虫的成虫与虫卵形态； 

（7）掌握土源性线虫蛔虫、蛲虫与鞭虫的虫卵与成虫的识别形态； 

（8）掌握班氏丝虫马来丝虫两种微丝蚴的形态鉴别。 

实验项目 21：吸虫概论华支睾吸虫布氏姜片虫及中间宿主的辨认；卫氏并殖吸

虫、斯氏狸殖吸虫、日本血吸虫；绦虫概论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微小膜壳绦

虫、细粒棘球绦虫、曼氏迭宫绦虫 

1. 教学内容 

（1）肝吸虫、布氏姜片虫成虫与虫卵形态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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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肝吸虫、姜片虫第一中间宿主的识别； 

（3）肝吸虫、姜片虫第二中间宿主的识别； 

（4）肺吸虫成虫与虫卵形态观察； 

（5）日本血吸虫成虫与虫卵形态学观察； 

（6）肺吸虫的第二中间宿主淡水虾、淡水蟹的形态识别； 

（7）肺吸虫的第一中间宿主川卷螺与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的形态识别； 

（8）日本血吸虫肝脏肉芽肿压片观察（示教）； 

（9）猪带绦虫、牛带绦虫虫卵形态识别； 

（10）猪带绦虫、牛带绦虫成熟节片与孕节形态观察； 

（11）微小膜壳绦虫虫卵形态（示教）； 

（12）猪带绦虫囊尾蚴的形态观察； 

（13）细粒棘球绦虫棘球蚴形态观察； 

（14）曼氏迭宫绦虫原尾蚴形态观察； 

（15）细粒棘球绦虫卵形态观察； 

（16）曼氏迭宫绦虫卵形态观察。 

2. 教学目标 

（1）了解肝吸虫与姜片虫的第二中间宿主与感染人体的途径； 

（2）了解肺吸虫的第二中间宿主； 

（3）了解微小膜壳绦虫虫卵形态； 

（3）了解曼氏迭宫绦虫卵形态特征； 

（4）熟悉肝吸虫的第一中间宿主沼螺、豆螺、涵螺； 

（5）熟悉姜片虫的第一中间宿主扁卷螺； 

（6）熟悉肺吸虫的第一中间宿主川卷螺与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的形态； 

（7）熟悉猪带绦虫与牛带绦虫成熟节片与孕节形态差异； 

（8）熟悉细粒棘球绦虫卵形态特征； 

（9）掌握肝吸虫与姜片虫成虫与虫卵形态特征； 

（10）掌握肺吸虫与日本血吸虫的成虫与虫卵形态； 

（11）掌握日本吸虫肝脏肉芽肿的镜下形态特征； 

（12）掌握猪带绦虫囊尾蚴形态特征； 

（13）掌握猪带绦虫虫卵形态特征； 

（14）掌握细粒棘球绦虫棘球蚴形态特征。 

实验项目 22：原虫概论溶组织内阿米巴、阴道毛滴虫、蓝氏贾第鞭毛虫 

1. 教学内容 

（1）溶组织内阿米巴滋养体与包囊贴苏木素染色片形态观察； 

（2）溶组织内阿米巴包囊碘液染色法观察（示教）； 

（3）阴道毛滴虫滋养体形态观察； 

（4）结肠内阿米巴滋养体与包囊形态观察； 

（5）蓝氏贾地鞭毛虫滋养体与包囊形态观察。 

2. 教学目标 

（1）了解结肠内阿米巴滋养体与包囊形态特征； 

（2）熟悉阴道毛滴虫滋养体形态特征； 

（3）掌握溶组织内阿米巴滋养体与包囊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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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蓝氏贾第鞭毛虫滋养体与包囊形态特征。 

实验项目 23：杜氏利什曼原虫、疟原虫、刚地弓形虫、隐孢子虫等机会致病原虫

及结肠小袋纤毛虫 

1. 教学内容 

（1）杜氏利士曼原虫前鞭毛体、无鞭毛体形态观察； 

（2）杜氏利什曼原虫中间宿主白蛉的识记； 

（3）在我国主要感染人体疟原虫种间日疟原虫与恶性疟原虫形态鉴别； 

（4）间日疟原虫的环状体、滋养体、裂殖体与配子体等各期形态特征； 

（5）恶性疟原虫环状体、配子体形态特征； 

（6）疟疾主要传播媒介按蚊的形态特征； 

（7）刚地弓形虫速殖子与缓殖子形态观察； 

（8）刚地弓形虫包囊与假包囊形态观察； 

（9）隐孢子卵囊观察（示教）； 

（10）结肠小袋纤毛虫滋养体与包囊形态观察（示教）。 

2. 教学目标 

（1）了解杜氏利什曼原虫中间宿主白蛉的形态； 

（2）了解主要感染人体的四种疟原虫； 

（3）了解刚地弓形虫缓殖子与包囊形态特征； 

（4）了解结肠小袋纤毛虫滋养体与包囊形态特征； 

（5）熟悉杜氏利士曼原虫前鞭毛体形态特征； 

（6）熟悉间日疟原虫与恶性疟原虫的形态差异； 

（7）熟悉隐孢子虫卵囊形态特征； 

（8）掌握间日疟原虫的各期形态特征； 

（9）掌握恶性疟原虫的环状体与配子体形态特征； 

（10）掌握杜氏利士曼原虫无鞭毛体形态特征； 

（11）掌握刚地弓形虫假包囊与速殖子形态特征。 

实验项目 24：医学节肢动物概论、蚊、蝇、蚤、虱、白蛉及其传病意义；革螨、

恙螨、疥螨、蠕形螨、蜱及透明胶纸条法的实践操作 

1. 教学内容 

（1）按蚊、库蚊、伊蚊等三属蚊的各期形态差异观察识别； 

（2）不同种蝇的形态观察识别； 

（3）蚤的形态观察识别； 

（4）虱的形态观察识别； 

（5）白蛉的形态观察识别； 

（6）革螨的形态观察与识记； 

（7）恙螨幼虫的形态观察与识别； 

（8）透明胶纸条黏贴法查蠕形螨的操作； 

（9）疥螨的形态学观察与识记； 

（10）硬蜱的形态特征观察与识记； 

（11）软蜱的形态观察与识记。 

2. 教学目标 

（1）了解蚤、虱、白蛉的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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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透明胶纸条黏贴法的操作； 

（3）熟悉不同种蝇的形态特征； 

（4）熟悉硬蜱、软蜱的形态特征； 

（5）掌握三属蚊虫卵、幼虫、蛹与成虫期等形态学差异； 

（6）掌握革螨、恙螨、疥螨、蠕形螨的形态特征。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随堂独立完成实验报告，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正确的分析。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①实验操作的参与度；②实验操作的正确性；③实验

报告的完成情况。 

（2）实验课考核成绩，实验课成绩根据学生的实际参与度、操作与结果的正确

性、实验报告书写的认真与规范程度分为 A（优）、B（良）、C（及格）及D（不及格）。 

    （3）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荧光显微镜 1 台 

生物倒置显微镜 4 台 

流式细胞仪 1 台 

酶标仪 3 台 

细胞培养箱 2 台 

离心机 1 台 

-80℃低温冰箱 1 台 

流式细胞仪 待购 

卧式高压消毒锅 2 台  

恒温振荡培养箱 2 台 

手提式消毒锅 2 台 

冰箱    10 台 

立式高压灭菌器 2 台 

电子天平  1 台 

实验准备用显微镜    3 台 

普通天平  5 台 

示教显微镜 15 台 

电磁炉    5 台 

学生用显微镜   每人１台 

厌氧培养箱  1 台 

超净工作台     15 台 

台式离心机 4 台 

恒温培养箱    8 台 

涡旋震荡仪 1 台 

干烤箱      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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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热搅拌器 1 台 

恒温水浴箱 5 台 

光学显微镜 120 台 

ELISA 试剂盒 8 人 1 套 

PCR 试剂盒 100 人 1 套 

各类组织切片和大体标本 80 

高压蒸气灭菌器 1 台 20L 

电泳仪、电泳槽 2 套 

高速离心机 2 

微量移液器（10、20、200、1000μL） 20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居颂光朱一蓓.医学免疫学实验技术.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 

冯一中、诸葛洪祥、徐培君主编.《医学形态学实验指导（一）》.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 年 

 

2.参考书： 

曹雪涛.医学免疫学（第 6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高晓明.医学免疫学（第 2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王迎伟.医学免疫学（第 1 版）.科学出版社.2013 

余平.医学免疫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第 2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吴爱武主编.《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实验指导》.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年 

吴兴安、张芳琳主编.《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程》.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2013 年 

范立梅主编.《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实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年 

李凡、徐志凯主编.《医学微生物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 

诸欣平、苏川主编《人体寄生虫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 

高兴政主编《医学寄生虫学》（第 2 版）.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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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与呼吸系统》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3006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循环与呼吸系统实验/ Experiment of Cardiovascular 

and Respiratory Systems 

课程学时：80                             实验学时：10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卓越医师）等本科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知识点为国家医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内容组份。实验课内容涉及循环与呼

吸系统组织学、病理学等内容，共计 20 项实验，均为基础性（演示、验证）实验。 

教学目标在于通过实验，加深学生对医学基础理论的认识，同时，在实验中培

养学生独立操作的能力、团结协作的能力、创新思维的能力和知识应用的能力。 

以提高学生病理诊断水平和综合使用实验方法的能力为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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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系统组织学 验证性 2 1 必修 

2 呼吸道和肺的组织学 验证性 2 1 必修 

3 心血管系统疾病病理学 验证性 3 1 必修 

4 呼吸系统疾病病理学 验证性 3 1 必修 

注：另行时间进行循环与呼吸系统组织学实验考核及病理学实验考核。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心血管系统组织学观察 

1. 教学内容 

观看光盘：心血管系统；观察心血管系统组织切片；观察心血管系统组织示教切

片。 

2. 教学目标 

（1）了解本课程实验室规章制度、注意事项及实验安排；了解心血管系统的一

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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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显微镜的正确使用； 

（3）掌握毛细血管、大、中、小动静脉及心脏壁各部的结构特点，并要求提交

画图。 

实验项目 2：呼吸道和肺的组织学观察 

1. 教学内容 

观看光盘：呼吸系统；观察呼吸系统组织切片；观察呼吸系统组织示教切片。 

2. 教学目标 

（1）了解呼吸系统的一般功能； 

（2）熟悉鼻粘膜的一般结构； 

（3）掌握气管、肺的组织结构特点，并要求提交画图。 

实验项目 3：心血管系统疾病病理学观察 

1. 教学内容 

大体及组织学标本观察风湿病的基本病变和慢性风湿性心瓣膜病的形态特征及

其对机体的危害；学习动脉粥样硬化症、高血压病主要脏器的病变特点及其对机体的

危害性；体会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的形态特点及其临床联系。 

2. 教学目标 

（1）了解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的形态特点及其临床联系； 

（2）熟悉慢性风湿性心瓣膜病、动脉粥样硬化症、高血压病等对机体的危害性； 

（3）掌握风湿病的基本病变和慢性风湿性心瓣膜病的形态特征；掌握高血压病

主要脏器的病变特点及动脉粥样硬化症的病变特点。 

实验项目 4：呼吸系统疾病病理学观察 

1. 教学内容 

大体及组织学标本观察大叶性肺炎和小叶性肺炎形态学的基本区别；学习肺癌的

病理类型；体会矽肺病变及其主要合并症；观察慢性支气管炎及其常见并发症慢性阻

塞性肺气肿和肺源性心脏病的形态学特点；学习支气管扩张症的形态特点。 

2. 教学目标 

（1）了解矽肺病变及其主要合并症； 

（2）熟悉慢性支气管炎及其常见并发症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和肺源性心脏病的病

变特点；熟悉支气管扩张症的形态特点； 

（3）掌握大叶性肺炎和小叶性肺炎形态学的基本区别；掌握肺癌的病理类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考核方式 

（1）实验考核方式由三项组成：实验报告考核（提交电子版）、实验操作考核和实验

理论考核。 

（2）实验报告考核占循环与呼吸系统实验成绩的 34%，实验操作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33%，实验理论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33%；三项实验考核成绩的合计占循环与呼吸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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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总成绩的 20%。每项考核均备有明确的评分标准，对实验成绩不及格者，本课程

不予通过。 

2. 要求 

（1）每项实验考核要求学生独立按时、按质完成和提交。 

（2）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实验对实验报告要求按时完成，书写的内容包括： 

① 实验标题； 

② 一般内容：包括班级、姓名、同组者、日期； 

③ 实验原理及目的（应简单扼要的叙述，但必须写清楚操作的关键环节）； 

④ 实验对象（或标本）； 

⑤ 实验结果（实事求是，实验曲线、数据、表格及注释）； 

⑥ 组织学、病理学互动实验室的数码显微镜下采集图象（电子版实验报告）或绘

画显微镜下的结构； 

⑦ 结果讨论（描述结果、分析结果；或描述并分析结果，实验体会或心得，不是

对结果的重述）； 

⑧ 结论（应分条列出，力求概括、简明）； 

⑨ 参考文献； 

⑩ 书写报告时应字体工整和图迹清楚，杜绝抄袭。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光学显微镜     60 台 

2. 多媒体互动系统    60 套 

3. 投影仪      2 台 

4. 数码互动实验室：60 人 / 每室，共 2 室，包括： 

捷达互动显微系统软件      1 套/每人 

教师用计算机 清华同方 超越 E380  1 台/每室 

学生用计算机 清华同方 超越 E200  1 台/每人 

数码显微镜  CX21     1 台/每室 

数码显微镜  CX31     1 台/每人 

组织切片（组织学、病理学）    1 套/每人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 

（1）陈永珍主编. 《组织胚胎实验学（双语版）》. 科学出版社, 2014. 

（2）冯一中主编. 《医学形态学实验指导》.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7. 

2. 参考书：………… 

（1）成令忠主编. 现代组织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3. 

（2）成令忠主编. 组织学彩色图鉴.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 

（3）邹仲之主编. 组织学与胚胎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4）高英茂主编. 组织学与胚胎学. 双语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5）刘斌等主编. 人体胚胎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6. 



 

 360 

（6）李甘地等主编. 病理学（七年制）.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7）陈忠年等主编. 实用外科病理学（第 3 版）. 上海,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出版

社, 2007. 

（8）刘彤华等主编. 肿瘤病理学（第 6 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9）郭慕依主编. 组织病理学彩色图谱.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执 笔 人：郭玲玲   

审 批 人：王国卿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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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系统》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3007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消化系统/Digestive system 

课程学时：42 学时                     实验学时：8 学时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五年制卓越医师班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 课程简介 

消化系统是人体非常重要的系统，消化系统疾病也是临床常见疾病，本实验课的

目的是通过观察消化系统各器官的正常结构和病理切片、大体标本，理解和巩固课堂

所学到的消化系统组织结构和消化系统疾病相关的形态学知识，把理论知识、形态描

述与具体标本结合起来互相印证，进而理解其功能意义；通过临床病例讨论，培养学

生用已学知识来分析临床实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实验中反复观察组织切

片、独立思考、摄取典型图片加以描述，提高形态学描述技能，掌握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学习方法，以达到牢固掌握知识的目的，并为今后的临床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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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化管 验证性 2 1 必修 

2   消化腺 验证性 2 1 必修 

3 消化管疾病 综合性 2 1 必修 

4 肝脏疾病 综合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消化管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消化管 

（2）观察组织切片：1）食管 

                2）胃 

                3）十二指肠 

4）结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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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示教片：1）阑尾 

          2）舌乳头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1）食管壁的分层；各层的结构特点；食管贲门腺；食管腺及导管。 

       2）胃壁的分层及各层结构；胃皱襞；胃小凹；胃腺主细胞和壁细胞。 

       3）十二指肠的分层及各层结构；绒毛；肠腺；十二指肠腺。 

4）阑尾的肠腺；淋巴组织。 

5）舌乳头的菌状乳头；轮廓乳头；味蕾；味腺。 

 

实验项目 2：消化腺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消化腺 

（2）观察组织切片：1）唾液腺 

                2）肝 

3）胰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 1）唾液腺的腺泡和导管 

2）肝被膜；肝小叶的结构；门管区的位置和结构。 

       3）胰的浆液性腺泡；主胰管；胰岛。 

       4）腮腺的浆液性腺泡；小叶内、小叶间导管。 

实验项目 3：消化管疾病 

1.教学内容 

观察胃肠道常见病变的大体及组织切片；分组讨论相关的临床病例（如胃溃

疡），结合胃溃疡等的组织切片进行临床病理联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慢性浅表性胃炎的病理变化。 

（2）熟悉结肠癌、食道癌的肉眼形态与临床表现的联系； 

（3）掌握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癌的病理特点及其主要并发症。 

实验项目 4：肝脏疾病 

1.教学内容 

观察肝脏常见病变的大体及组织切片；分组讨论相关的临床病例（如肝硬化），

结合肝硬化等的组织切片进行临床病理联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慢性浅表性胃炎的病理变化。 

（2） 熟悉肝癌的肉眼形态与临床表现的联系；熟悉病毒性肝炎的基本病理变

化。 

（3）掌握各型肝硬化的病变特点及其临床病理联系。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本课程采用过程化考核方法，实验课成绩包括实验报告及实验考试。 

1、实验报告：用数码显微镜拍摄病变并以电子文档报告形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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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切片观察考试 

（2）实验课考核成绩：实验课实验报告及考试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8%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捷达互动显微系统软件                     180 套 

教师用计算机                       1 台/每室 

学生用计算机                       180 台 

数码显微镜    CX21                3 台 

数码显微镜    CX31                18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陈永珍等主编双语版，《组织胚胎实验学》，科学出版社，2014 年 

冯一中等主编，《医学形态学实验指导》，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 

2、参考书： 

（1）邹仲之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 

（2）曾国山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科学出版社，2010 年 

（3）唐军民等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彩色图鉴》，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2 年 

（4）陈永珍等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科学出版社，2013 年 

（5）高英茂主编双语版《组织学与胚胎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年 

（6）安利国主编，《发育生物学》，科学出版社，2010 年 

（7）张志刚 刘颖 主编，《病理学实验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8）陈杰、周桥等主编，《病理学（供 8 年制及七年制临床专业用）》 第 3 版， 人

民卫生出版社， 2015.8. 

（9）罗塞原著，郑杰主译：《ROSAI & ACKERMAN 外科病理学》 第 10 版，北京

大学医学出版社，2014.1. 

（10）L.Maximilian Buja 等主编 ,崔全才主译，《奈特病理学彩色图谱》 .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11）Vinay Kumar 等主编， 《Robbins Basic Pathology》9th.Ed；Saunders; 2012.5. 

（12）克拉特主编，唐涛等译，《Robbins 和 Cotran 病理学图谱》，天津科技翻

译出版公司，2011.1. 

 

 

执 笔 人：  余水长  郭玲玲   

审 批 人：  邓敏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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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与内分泌系统》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CLMB3008                 课程学分：3.0 分 

课程名称（中/英）：泌尿与内分泌系统（Urinary & Endocrine Systems） 

课程学时：62 学时                     实验学时：8 学时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七年制卓越医师班、临床医学“5+3”卓越医师班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实验课是《泌尿与内分泌系统》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与理论学习

相结合，通过对大体标本和组织切片的形态学观察，掌握泌尿与内分泌系统的正常组

织结构形态和常见疾病的病理变化特点，从而进一步加强对理论知识的掌握。要求在

实验中能够独立观察大体和组织切片标本，具备描述形态学特点的能力，并通过观察

加以分析综合，做出病理诊断，了解消化系统疾病的发展规律和结局。课程通过综合

性实验，结合病例讨论，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

创造性，引导学生将患病机体器官、组织的形态学改变与功能、代谢的动态变化进行

有机结合，从而牢固掌握《泌尿与内分泌系统》的各个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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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尿系统组织学 验证性 2 1 必修 

2 内分泌系统组织学 验证性 2 1 必修 

3 泌尿系统疾病 综合性 3 6 必修 

4 内分泌系统疾病 综合性 1 6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泌尿系统组织学 

1 .教 学 内 容 

（1）观看光盘：泌尿系统 

（2）观察组织切片：1）肾； 2）输尿管； 3）膀胱               

（3）示教片：致密斑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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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识别： 

（1）肾被膜；肾小体；近曲小管；远曲小管；集合管； 

（2）输尿管的分层及各层结构；变移上皮。 

（3）膀胱的变移上皮；肌层；外膜。 

（4）致密斑的形态结构特点。 

实验项目 2：内分泌系统组织学 

1 .教 学 内 容 

（1）观看光盘：内分泌系统 

（2）观察组织切片：1）脑垂体； 2）甲状腺；  3）肾上腺                

（3）示教片：甲状旁腺 

2 .教 学 目 标 

要求识别： 

（1）脑垂体远侧部三种细胞；中间部；神经部的垂体细胞和赫令体。 

（2）甲状腺的滤泡上皮细胞；胶质；滤泡旁细胞。 

（3）肾上腺的球状带；束状带；网状带；髓质的嗜铬细胞。 

（4）甲状旁腺的结构；主细胞的形态。 

实验项目 3：泌尿系统疾病 

1.教学内容 : 

观察各种肾炎，肾盂肾炎以及肾及膀胱肿瘤的大体及组织切片；分组进行肾炎相

关的临床病例讨论，进一步强化临床病理联系。 

2 .教 学 目 标 

（1）了解肾癌和膀胱癌的主要病理变化。 

（2）熟悉肾盂肾炎与肾小球肾炎病变的不同点。 

（3）掌握各型肾小球肾炎的病理特点和临床病理联系。 

实验项目 4：内分泌系统疾病 

1 .教 学 内 容 

观察甲状腺病变的大体标本及组织切片观察，分组进行临床病例（甲状腺功能亢

进）讨论，结合组织切片及大体标本强化临床病理联系。 

2 .教 学 目 标 

（1）了解其他甲状腺恶性肿瘤的病理变化。 

（2）熟悉甲状腺腺瘤，甲状腺乳头状癌的病理变化。 

（3）掌握非毒性和毒性甲状腺肿的基本病理变化及其与临床的联系。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1）电子版实验报告：应用互动实验室的摄像头采取典型形态学图像，并加以

适当的文字说明或标注，以电子文档形式发送实验报告，教师根据图像的采集及文字

说明的准确性予以评判。 

（2）平时成绩：根据病例讨论、平时上课的表现以及出勤情况等给出平时成绩。 

（3）实验考试：切片和/或大体标本观察。 

2.各考核方式占实验总成绩比例： 

（1）电子版实验报告：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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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时成绩：10% 

（3）实验考试：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数码互动实验室：64 位/ 每室，共 3 室 

捷达互动显微系统软件                       1 套/每人      

教师用计算机  清华同方 超越 E380           1 台/每室 

学生用计算机  清华同方 超越 E200           1 台/每人 

数码显微镜    CX21                        1 台/每室 

数码显微镜    CX31                        1 台/每人 

组织切片                                   1 套/每人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 教 材 ： 

（1）陈永珍等主编，双语版《组织胚胎实验学》，科学出版社，2014. 

（2）冯一中等主编，《医学形态学实验指导》，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 

2 .参 考 书 ： 

（1）邹仲之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2）曾国山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科学出版社,2010. 

（3）陈永珍等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科学出版社,2013. 

（4）高英茂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双语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5）张志刚、刘颖主编，《病理学实验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6）陈杰、周桥等主编，《病理学（供 8 年制及七年制临床专业用）》，第 3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8. 

（7）罗塞原著，郑杰主译，《ROSAI & ACKERMAN 外科病理学》 第 10 版，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4.1. 

（8）L.Maximilian Buja 等主编 ,崔全才主译，《奈特病理学彩色图谱》 .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9）Vinay Kumar 等主编，《Robbins Basic Pathology》9th.Ed；Saunders; 2012.5. 

（10）克拉特主编，唐涛等译，《Robbins 和 Cotran 病理学图谱》，天津科技翻译

出版公司，2011.1. 

 

 

 

执 笔 人 ： 余水长、邓敏 

审 批 人：  孙晓东  

完成时间： 2016 .3  

 



 

 367 

《生殖与发育》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3009                  课程学分： 2.5    

课程名称：生殖与发育 / Reproductive and Development                   

课程学时：50                         实验学时：  12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专业卓越医师班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模块的教学内容包括：生殖细胞的成熟分裂和配子发生，男女性生殖系统的组

织学及胚胎发生，生殖生理学和生殖病理学，小儿生长发育及小儿保健。经过生殖和

发育理论课和实验讨论课的教学，使学生通过听讲、实习、自学、PBL 等学习方式，

掌握人体生殖发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及相应的基本技能；掌握生殖系统和乳腺的

病理变化；掌握小儿各年龄期的体格生长，心理发育，营养、疾病防治，以求全面提

高儿童身心健康。从能量-信息-生命的理论角度，全面理解生长发育的生物学本质。

了解本模块的新成就、新进展，为学习其它模块及有关临床课打好基础。在教学过程

中，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更要注意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自学能力，培养和训练学

生独立观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分配 实验类型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女性生殖系统 

男性生殖系统 
4 验证性 1 必修 

2 生殖系统疾病 2 验证性 1 必修 

3 新生儿疾病筛查与辅助生殖 2 综合性 1 必修 

4 小儿体格生长 2 验证性 1 必修 

5 心理发育测定 2 验证性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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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女性生殖系统、男性生殖系统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女性生殖系统、男性生殖系统 

（2）观察组织切片： 1）卵巢 

                2）子宫 

                3）输卵管 

               4）睾丸及附睾 

                5）前列腺 

                6）输精管 

（3）示教片： 1）次级卵泡 

           2）黄体 

           3）输出小管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1）卵巢的原始卵泡；初级卵泡；次级卵泡；闭锁卵泡；黄体。 

         （2）子宫壁三层结构；子宫上皮；子宫腺；螺旋动脉；属于哪一期？ 

          （3）输卵管的三层结构；粘膜上皮和皱襞；取材于哪一段？ 

（4）次级卵泡的结构：初级卵母细胞；卵泡细胞；透明带；放射冠。 

（5）黄体的形态结构；两种黄体细胞的光镜结构。 

（6）睾丸的生精小管及其中的支持细胞；精原细胞；初级精母细胞；

精子细胞；精子；睾丸的间质细胞。 

         （7）附睾的输出小管结构；附睾管的结构。 

          （8）输精管的三层结构；粘膜上皮；肌层。 

             （9）前列腺的腺泡和间质。 

 

实验项目 2：生殖系统疾病 

1.教学内容： 

（1）大体标本观察 

（2）组织切片观察 

2．教学目标： 

（1）掌握子宫颈癌及乳腺癌的病理特点。 

（2）熟悉葡萄胎、绒癌的病变特点。 

（3）了解前列腺肥大和阴茎癌的主要病理变化。 

 

实验项目 3：新生儿疾病筛查与辅助生殖 

1.教学内容： 

（1）掌握新生儿疾病筛查内容与方法 

（2）了解新生儿听力、视力筛查 

（3）了解辅助生殖的内容与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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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书写一份见习报告：生殖医学的进展 

实验项目 4：小儿体格生长 

1.教学内容： 

（1）体格测量：体格生长指标：体重、身高、头围、胸围、乳牙、前囟、骨龄。 

（2）体格评价：营养状况、生长发育状况及评价。 

2.教学目标： 

（1）认识体格生长是儿童生长发育的重要内容，衡量体格生长的常用指标及临床意

义。 

（2）掌握体重、身高、头围和胸围等测量方法。 

（3）掌握体格生长的评价方法，根据体格生长指标对营养状况作出评价。 

（4）书写一份见习报告 

 

实验项目 5：心理发育测定 

1.教学内容： 

（1）讲解心理评估(assessment)的过程，如发育史询问和观察儿童，体格检查，问卷

(questionnaire)调查和测试。 

（2）介绍筛查性测试(screening test)，如新生儿行为评估量表，丹佛儿童发育筛查试

验(DDST)，Peabody 图片词汇测试、入学准备测试、画人试验、瑞文试验等。 诊

断性测试(diagnostic test)包括婴幼儿智能发育量表、贝利婴儿发育量表(bayley 

scales of infant development，BSID)、盖塞尔发育量表(gesell developmental scale)、

韦氏学前及初小儿童智能量表 (Wechsler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ale of 

intelligence，WPPSI)、韦氏儿童智能量表修订版及儿童适应行为评定量表等。

介绍有关实验室检查，如脑形态影像学和电生理检查、血液生化、免疫学检查、

染色体和性染色质分析、基因诊断技术等。 

（3）讲解丹佛发育筛查测验(Denver developmental screening test，DDST)，分别按个

人-社交能区、精细动作-适应性能区、语言能区和大运动能区测试正常儿童。 

2.教学目标： 

（1）熟悉丹佛发育筛查测验项目， 

（2）实践丹佛发育筛查测验方法， 

（3）掌握丹佛发育筛查测验的评价方法。 

（4）书写一份见习报告 

四、考核方式 

1、电子版实验报告： 

在互动实验室的数码显微镜下采集生殖系统的组织学和病理学图片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1）运用自制的组织学实验考试课件在电脑上进行考试、阅卷及打分。 

2）围绕与实验相关疾病的病因、病理生理的变化、临床表现及诊治情况写一份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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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报告。 

（2）实验课考核成绩： 

电子版实验报告成绩作为平时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实验考试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数码互动实验室：60 位/ 每室 

 捷达互动显微系统软件                       1 套/每人      

教师用计算机  清华同方 超越 E380           1 台/每室 

学生用计算机  清华同方 超越 E200           1 台/每人 

数码显微镜    CX21                         1 台/每室 

数码显微镜    CX31                         1 台/每人 

  组织切片                                   1 套/每人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 

（1）陈永珍等主编双语版  《组织胚胎实验学》   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2）冯一中 等主编《医学形态学实验指导》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3）古桂雄等主编《儿童保健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2、参考书：   

（1）邹仲之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第 8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 

（2）曾国山主编  《组织学与胚胎学》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3）唐军民等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彩色图鉴》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2 年 

（4）陈永珍等主编   《组织学与胚胎学》       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5）刘彤华主编《肿瘤病理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年 

  （6）郭慕依主编《组织病理学彩色图谱》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7）沈晓明主编《儿科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年 

 

 

 

                                               执笔人：余水长 

                                        审批人：陈永珍 

                                        完成时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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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CLMB3010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神经科学/Neuroscience 

课程学时： 70                             实验学时：13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卓越医师班（五年制 I、七年制 II ）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神经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学科。它是应用神经解剖学、神经生理学、神

经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现代技术手段对神经系统进行多层次研究的一门

实验性科学。其任务是研究脑和神经的解剖构筑、工作原理以及神经系统生、老、病、

死的发生机制及其病损的防治策略，借以揭示脑的奥秘。 

学生在学习神经科学理论知识的同时，很有必要了解和掌握一些基本实验技术。

通过实验教学，让学生了解立体定位仪的结构，学会利用动物脑图谱，在定位仪上进

行脑内核团定位，熟悉多种动物疼痛阈值测定的方法和多种学习记忆设备的使用，学

会运用数字脑电图仪记录人体或动物的脑电，观察和识别正常人和动物清醒状态时的

脑电图波形，以及脑电图波形的影响因素。使学生初步了解和掌握神经科学的基本研

究技术，并加深对神经科学基础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二、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脑立体定位技术 验证性 3 3 人 必修 

2 疼痛阈值的测定 设计性 3 3 人 必修 

3 学习记忆能力的测定 设计性 3 3 人 必修 

4 大脑电活动的记录 综合性 4 8 人 必修 

5 外周传入神经冲动的记录 演示性 1 6 人 选开 

6 中枢神经元单位放电的记录 演示性 1 6 人 选开 

7 神经组织免疫组织化学实验 演示性 1 6 人 选开 

8 神经干细胞的体外培养 演示性 1 6 人 选开 

9 
缩宫素对小鼠学习记忆能力

的影响 
创新性 6 3 人 选开 

10 炎症对小鼠痛阈的影响 创新性 6 3 人 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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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脑立体定位技术 

1.教学内容 

（1）脑定位仪的使用 

（2）侧脑室给药 

（3）根据动物脑图谱，对给药部位进行组织学定位 

2.教学目标 

（1）掌握立体定位仪三维空间的调节和脑区定位方法； 

（2）了解核团刺激、核团损毁和脑室注射的具体方法。 

实验项目 2：疼痛阈值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测定给药前的痛阈基础值 

（2）测定给药后的痛阈阈值 

（3）两组动物给药前后的痛阈比较 

2.教学目标 

（1）了解各种测痛方法的适用范围，并重点掌握其中的一种方法。 

（2）双盲法设计实验、分析数据、得出结论哪种药物具有镇痛作用。 

实验项目 3：学习记忆能力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测定给药前的学习能力 

（2）测定给药后的记忆能力 

（3）两组动物给药前后学习记忆能力的比较 

2.教学目标 

（1）了解多种学习记忆的实验方法及所用的仪器设备，重点掌握一种实验方法。 

（2）双盲法设计实验、分析数据、得出结论哪种药物对学习记忆有影响。 

实验项目 4：大脑电活动的记录 

1.教学内容 

（1）电极的安装与连接 

（2）记录人安静状态下的脑电变化 

（3）记录受试者用脑状态下的脑电变化 

（4）观察兔子给不同药物后的脑电变化 

2.教学目标 

（1）了解和掌握脑电图的记录方法，并能初步分析脑电波形。 

（2）用药物模拟病理状态下动物的脑电变化，分析并给出相应抢救（治疗）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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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外周传入神经冲动的记录 

1.教学内容 

（1）将带有多根神经的动物背部皮肤固定并与仪器连接好 

（2）用棉签、玻棒、针尖、火等物轻触皮肤，观察刺激所引起的神经冲动发放 

2.教学目标 

通过各种传入手段，观察冲动发放的频率、持续时间与刺激性质和强度的关系。 

实验项目 6：中枢神经元单位放电的记录 

1.教学内容 

（1）玻璃微电极的拉制 

（2）气管插管技术 

（3）各设备的连接及如何排除干扰技术 

（4）观察微电极插入后，神经元自发放电技术 

2.教学目标 

熟悉电生理实验必需的仪器设备；具体了解神经电活动的记录方法。 

实验项目 7：神经组织免疫组织化学实验 

1.教学内容 

（1）动物心脏灌流技术 

（2）动物脑连续冰冻切片技术 

（3）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技术 

（4）光镜下如何识别免疫阳性细胞 

2.教学目标 

熟悉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对脑内肽类物质作定性、定量、定位研究的工作原理

和操作步骤。 

实验项目 8：神经干细胞的体外培养 

1.教学内容 

（1）怎样提取脑组织并进行分离 

（2）怎样进行脑组织的原代培养和诱导分化 

（3）对所诱导分化的细胞进行鉴定 

2.教学目标 

熟悉神经干细胞取材、培养和鉴定的全过程。 

实验项目 9：缩宫素对小鼠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 

1.教学内容 

给小鼠注射不同剂量的缩宫素，注射时间为每日二次，给药时间分别为 1 天、

3 天、7 天，然后分别测定这些小鼠的学习记忆的能力，观察缩宫素对不同性别的小

鼠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 

2.教学目标 

观察缩宫素对不同性别的小鼠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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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0：外周传入神经冲动的记录 

1.教学内容 

（1）将带有多根神经的动物背部皮肤固定并与仪器连接好 

（2）用棉签、玻棒、针尖、火等物轻触皮肤，观察刺激所引起的神经冲动发放 

2.教学目标 

通过各种传入手段，观察冲动发放的频率、持续时间与刺激性质和强度的关系。 

实验项目 10：炎症对小鼠痛阈的影响 

1.教学内容 

小鼠右后肢足底皮下注射完全弗氏佐剂或生理盐水 10ul，注射后 1 天、3 天、

7 天、14 天分别用不同的方法测定小鼠的痛阈，吗啡作为阳性对照，看药物是否对

炎症性疼痛有治疗作用。 

2.教学目标 

通过小鼠炎症疼痛模型的建立，观察药物对小鼠疼痛的镇痛效应。 

四、考核方式 

1、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实验对实验报告的要求 

（1）独立完成实验报告的写作。 

（2）实验报告应注明实验日期、实验名称、实验对象和实验目的。 

（3）应实事求是地记录实验结果。如果属于测量性质的结果，均应以正确的计

量单位及数值定量地写出；如果有原始曲线记录的实验，尽量用经编辑后

的原始曲线记录图显示实验结果。 

（4）对实验结果进行讨论。主要是根据实验结果，应用已经学过的理论知识进

行科学的分析对比和解释，并判断实验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目的。如果出现

非预期的结果，应考虑和分析其可能的原因。总之，实验报告的写作必须

认真，不要盲目照抄书本或他人的实验报告。 

2、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实验笔试+实验报告+实验操作+值日卫生出勤状况 

考核成绩确定：（1）实验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2）实验报告成绩占总成绩的 5%； 

                    （3）实验操作+值日卫生出勤状况占总成绩的 5%； 

三项实验课成绩的合计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每项考核均备有明确的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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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立体定位仪                                   8 套 

2．冰冻切片机                                   1 台 

3．Morris 水迷宫                                 1 台 

4．小鼠水迷路仪                                 2 台 

5．小鼠 Y 型迷宫                                3 台 

6．大鼠 Y 型迷宫                                1 台 

7．小鼠程控避暗箱                               1 套 

8．小鼠跳台仪                                   3 台 

9．脑电图仪                                     3 台 

10．通用电生理仪器                              2 套 

11．辐射热测痛仪                                2 台 

12．压力测痛仪                                  2 台 

13．热板测痛仪                                  2 台 

14．电刺激测痛仪                                1 台 

六、 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 

谢可鸣、王国卿、蒋星红、盛瑞主编，《机能实验学》（双语教材），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4。 

2.参考书： 

（1）魏伟等主编，《药理实验方法学》（第 4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 

（2）吕国蔚、李云庆主编，《神经生物学实验原理与技术》，科学出版社, 2011

年； 

（3）鞠躬主编，《神经生物学实用实验技术》，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2012 年； 

（4）陈聚涛主编，《生理学与神经生物学实验》，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年 

（5）关新民主编，《神经生物学实验技术与科学思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执笔人：龚珊、单立冬、朱奇 

                                 审批人：陶金 

                                     完成时间：201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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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学综合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CLMB3028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形态学综合实验 

Morphological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medicine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卓越班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涵盖组织学与胚胎学、病理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寄生虫学和细胞生物

学等 6 个学科,开设医学形态学综合实验课程，着重培养医学生医学基础知识系统整

合能力及应用于科研实践的能力，为将来开展专业研究工作打下基础。 

形态学综合实验采用小鼠为研究对象，以制作血吸虫病和 H22 小鼠肝癌细胞肿

瘤动物模型为主干线，设血吸虫病动物模型组、小鼠肝癌细胞肿瘤动物模型组和正常

对照组。 

要求学生人人动手参加整个综合实验的全过程，在综合实验中掌握感染性疾病和肿瘤

动物模型制作；H22 小鼠肝癌细胞细胞分离、培养；正常对照组动物及血吸虫病和小

鼠肝癌细胞肿瘤实验动物模型病理解剖、取材、包埋、切片、染色和分析；掌握 ELISA

检测血吸虫病动物模型血清抗体；掌握肿瘤的免疫组织化学法鉴定及其注意事项；掌

握血液标本中常见病原菌的检验程序及检验方法；掌握免疫荧光技术，能够正确使用

荧光显微镜及对其结果的进行识别；掌握 PCR 检测基因的技术。综合分析实验结果，

并写出综合性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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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吸虫病动物模型

制备 

综合性 

设计性 
2 1 必修 

2 
血吸虫病的病原学 

及免疫学检测 
创新性 4 1 必修 

3 
H22 小鼠肝癌细胞的  

分离与培养 
创新性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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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H22 小鼠肝癌体内 

TGF-β1 基因表达分析 
创新性 3 1 必修 

5 
小鼠脾脏细胞的分

离及冻存和复苏 
创新性 6 1 必修 

6 

病变与正常组织的

特殊染色：胶原纤维

染色（Masson 染色）、

网状纤维染色。 

创新性 5 1 必修 

7 
肿瘤组织的免疫组

织化学方法 

综合性 

设计性 
9 1 必修 

8 
血吸虫病的病变观

察 
验证性 2 1 必修 

9 
正常动物的组织切

片制作 

综合性 

设计性 
8 1 必修 

10 血涂片 验证性 4 1 必修 

11 

血液标本中常见病

原菌的分离培养与

鉴定 

综合性 

设计性 
8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血吸虫病动物模型制备 

1.教学内容 

（1）逸尾蚴并计数 

（2）计数尾蚴接种家兔 

（3）检测模型血吸虫卵 

2.教学目标 

要求学生掌握制作动物模型及学会从血吸虫感染的阳性钉螺中逸尾蚴，计数尾

蚴，接种家兔。 

实验项目 2：血吸虫病的病原学及免疫学检测 

1.教学内容 

（1） 采血制备血清 

（2）用环卵沉淀试验检测血吸虫病模型抗体 

（3）用免疫荧光法和酶标法检测血吸虫卵肉芽肿周围的免疫复合物及血吸虫抗体 

2.教学目标 

（1）了解采血、制备血清；取兔肝、肺组织，制备血吸虫抗原切片得方法。 

（2）熟悉免疫荧光、固相免疫酶染检测，酶标检测抗体滴度。 

（3）掌握检测兔的 EPG 与血吸虫病抗体的步骤及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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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H22 小鼠肝癌细胞的分离与培养 

1.教学内容 

（1）H22 小鼠肝癌细胞的分离与培养 

（2）细胞的换液和传代 

2.教学目标 

（1）了解细胞培养的技术，包括原代细胞分离与培养，培养细胞的传代。 

（2）熟练细胞培养的基本方法。  

（3）掌握注意无菌操作。  

实验项目 4：H22 小鼠肝癌体内 TGF-β1基因检测及分析 

1.教学内容 

（1）PCR 技术的原理及实验步骤。 

（2）采用 PCR 技术检测荷瘤小鼠体内 TGF-β1 基因表达。 

（3）分析实验结果。 

2.教学目标 

（1）了解细胞基因组 DNA 的分离与提纯。 

（2）熟悉 PCR 技术原理。 

（3）掌握 PCR 检测技术及实验步骤。 

实验项目 5：小鼠脾脏细胞的分离及冻存和复苏 

1.教学内容 

摘取小鼠脾脏，制备单细胞悬液，收集细胞，取少量细胞采用倒置显微镜观察

和计数细胞。根据技术，取 1×10
7 细胞离心收集，去上清后，采用采用 50% 小牛血

清、10% DMSO 和 40% RPMI1640 混合后置于冻存管中，采用程序性冻存方法降温

至零下 80 度。将低温冻存的细胞迅速置于 37 度水浴，在一分钟内完成复温。吸取冻

存细胞，经 Hank‘s 洗涤离心后，收集复苏后的细胞。在镜下观察细胞状态，并计数

复苏后细胞浓度。吸取 10μl 细胞悬液和 90μl 台盼蓝溶液混合，于显微镜下察细胞存

活情况，并计数计算复苏后细胞的存活率。 

2.教学目标 

（1）了解了解无菌操作的一般要求。 

（2）熟悉细胞冻存和复苏原理和技术，以及离心机和倒置显微镜使用。 

（3）掌握小鼠脾脏细胞分离方法、细胞计数方法。 

实验项目 6：病变与正常组织的特殊染色：胶原纤维染色（Masson 染色）、网状纤维       

染色。 

1.教学内容 

留取部分临床病理组织或实验动物组织（正常及病变组织）做特殊染色，主要进

行胶原纤维染色（Masson 染色）、网状纤维染色，掌握染色的方法学，在互动实验室

观看切片，学习阳性判断并采集图片，结合 HE 切片及 Masson 染色的结果分析其实

际意义，递交电子版实验报告。 

2.教学目标 

（1）了解：特殊染色的概念。 

（2）熟悉：特殊染色的常用方法及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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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胶原纤维染色（Masson 染色）、网状纤维染色的方法以及结果判断以及     

在科研及临床应用的意义。 

实验项目 7：肿瘤组织的免疫组织化学方法 

1.教学内容 

   了解免疫组织化学的实验方法及其注意事项；选用常用的免疫指标如 Ki-67，

CD34，CK 等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纸质版实验报告）；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的

判定并了解其意义；在互动实验室观看切片，学习定位判断（胞浆、胞核以及胞膜）

并采集图片，进行适当的分析，递交电子版实验报告。 

2.教学目标 

（1）了解：肿瘤研究的常见方法；了解免疫组织化学的实验方法及其注意事项； 

（2）熟悉：熟悉免疫组织化学阳性的判断方法及其意义； 

（3）掌握：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的方法；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在肿瘤研究及临床诊断中     

的重要性。 

实验项目 8： 血吸虫病的病变观察 

1.教学内容 

观察血吸虫的主要病变部位（肝、肠、肺）的主要病变，在互动实验室观看切片，并

采集图片，递交电子版实验报告。 

2.教学目标 

（1）熟悉：熟悉血吸虫病的生活史； 

（2）掌握：血吸虫病主要病变部位及基本病变。 

实验项目 9：正常动物的组织切片制作 

1.教学内容 

（1）收集正常对照组实验动物，处死动物及取材； 

（2）组织块经固定、脱水、包埋、切片、染色等步骤，制备组织切片。 

（3）在互动实验室观看切片，采集图片，递交电子版实验报告。 

2.教学目标 

（1）了解组织学与胚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2）熟悉组织学与胚胎学的其他研究方法。 

（3）掌握石蜡切片 HE 染色标本制作方法。 

实验项目 10：血涂片的制作 

1.教学内容 

（1）观看教学光盘：血液 

（2）自己制作并观察血涂片 

2.教学目标 

（1）了解 Wright 和 Giemsa 染色过程。 

（2）熟悉血涂片的制作方法。 

（3）掌握血液的组成、各种血细胞与血小板的形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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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1：血液标本中常见病原菌的分离培养与鉴定 

1.教学内容 

（1）介绍血液标本采集原则及方法 

（2）介绍血液标本的增菌培养 

（3）血培养阳性标本的分离培养 

（4）鉴定（革兰染色镜检、培养特性、凝固酶试验、触酶试验、氧化酶试验、O/F

试验、IMViC 试验、动力试验、脲酶试验、甘露醇发酵试验、Optochin 敏感试验、杆

菌肽敏感试验、新生霉素耐药试验、玻片凝集试验） 

（5）药物敏感试验：纸片扩散法 

（6）鉴定结果及分析讨论 

2.教学目标 

（1）根据血培养阳性标本经分离培养后菌落的形态特征及革兰染色镜检结果，设计

合理的检验程序进行鉴定，并获得正确的鉴定结果。 

（2）熟悉常用生化反应。 

（3）掌握微生物无菌操作技术，纸片扩散法药敏试验的实验现象及结果判断。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纸质版、电子版的实验报告及心得体会 

（1）每项实验的实验报告（纸质版或电子版） 

（2）实验成果，即组织切片及血涂片 

2.考核方式（评分标准） 

（1） 撰写形态学综合实验的心得体会     30 分 

（2） 与病理学相关的实验得分           15 分 

（3） 与组织学与胚胎学相关的实验得分   15 分 

（4） 与微生物学相关的实验得分         10 分 

（5） 与寄生虫学相关的实验得分         10 分 

（6 ） 与免疫学相关的实验得分           10 分 

（7） 与细胞生物学相关的实验得分       10 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解剖显微镜                           20 台     

2．捷达互动显微系统软件                       1 套/每人      

3．教师用计算机  清华同方 超越 E380           1 台/每室 

4．学生用计算机  清华同方 超越 E200           1 台/每人 

5．数码显微镜    CX21                        1 台/每室 

6．数码显微镜    CX31                        1 台/每人 

7．倒置显微镜                         2 台 

8．荧光显微镜                         1 台 

9．石蜡切片机                         4 台 

10．冰冻切片机                      2 台 

11．可调移液器                         10 支   



 

 381 

12．气泵                          1 台 

13．真空泵                           1 台 

14．酶标仪                           1 台 

15．流式细胞仪                        1 台 

16．CO2 培养箱                         2 台 

17．冷冻离心机                        4 台 

18．医用超净台                        12 套 

19. 恒温水浴箱                            4 台 

20. PCR 检测仪                          4 台 

21. -20℃冰箱                          2 台 

22．生物倒置显微镜  1 台 

23．-80℃低温冰箱 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医学形态学综合实验》（自编教材）2007 年 

2.参考书： 

（1）李水仙等主编《医学微生物与寄生虫学》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年 

（2）李朝品等主编《医学寄生虫图鉴》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年 

（3）胡四海等主编《医学免疫学实验》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4）李燕主编《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常用实验技术》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5）马丹伟主编《细胞生物学实验课程》         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6）谭玉珍主编《实用细胞培养技术》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7）唐军民等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彩色图鉴》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2 年 

（8）徐国成等主编《病理学彩色图谱》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9 年 

（9）吴秉铨等主编《免疫组织化学病理诊断（第 2 版）》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10）纪小龙主编 《诊断免疫组织化学》        人民军医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11）王德田等主编《实用现代病理学技术》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12）洪秀华主编《临床微生物学和微生物检验实验指导》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年 

（13）曹雪涛.医学免疫学（第 6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 

（14）高晓明.医学免疫学（第 2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15）王迎伟.医学免疫学（第 1 版）            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16）余平.医学免疫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第 2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 

 

 

                                               

执 笔 人：李   颖   

审 批 人：陈永珍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7%8E%8B%E5%BE%B7%E7%94%B0&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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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能学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 3029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机能学实验  Functional Experiment 

课程学时：54 学时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近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新技术、新方法的建立和应用，在人体生理学、药理学、病

理生理学、神经生物学、免疫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医学机能学科，都已取得

了日新月异的进步，机能学科的知识内涵丰富，各门学科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学科间

的交叉融合也越来越密切。机能学综合实验强调基础理论，注重实践，保持了知识性、

系统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安排了涉及内容较广而具有可操作性的综合训练性、

设计性、创新性实验，有利于促进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综

合能力的培养。我们以建立的疾病模型分类，从标本制作，整体、离体、分子生物学

的角度检测动物各项生理功能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动物模型，测定病理状态下的

各项功能指标，并以相应的药物治疗后进一步观察治疗前后的各项指标的变化。通过

综合实验，实现以学生自我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将所学的生理、生化、病理

生理和药理学知识综合运用于整个实验过程中。在学生三基能力（基本操作、基本操

作能力、基本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对实验的兴趣，引导学生发挥其特长，

激发他们的思维能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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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能学实验总论 计算机生物信号采集与处理系

统应用的学习与练习 
验证性 2 1 必修 

2 蟾蜍心脏起搏点、期前收缩和代偿间歇 验证性 3 4 必修 

3 几种生理和病理因素对心输出量的影响 综合性 4 4 选修 

4 小鼠正常心电图测定及影响因素观察 创新性 3 4 选修 

5 失血性休克的观察及抢救 创新性 4 4 选修 

6 在模拟人上观察药物对急性左心衰竭的治疗作用 创新性 4 4 选修 

7 实验设计 设计性 8 3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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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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胰岛素对家兔、小白鼠引起的降血糖作用的实验

研究 
综合性 3 4 必修 

9 家兔水肿模型的制备及利尿药的作用 综合性 4 4 选修 

10 药典、药物剂型和处方 验证性 3 4 必修 

11 LD50 测定 综合性 3 4 必修 

12 药代动力学参数测定 综合性 4 4 必修 

13 
消化道平滑肌生理特性和药物对肠管平滑肌的作

用 
综合性 4 4 必修 

14 不同类型缺氧动物模型的制备与观察 综合性 4 4 必修 

15 小鼠实验性肺水肿及其机制 创新性 3 3 必修 

16 不同麻醉方式对诱发创伤性休克的影响及抢救 综合性 4 4 必修 

17 家兔呼吸运动的调节和呼吸功能不全 综合性 4 4 必修 

18 肝脏的生理功能与肝功能不全 综合性 4 4 必修 

19 尿生成的影响因素 综合性 4 4 选修 

20 家兔血压的神经调节及药物的影响 综合性 4 4 选修 

21 机能学虚拟实验 创新性 4 1 选修 

22 实验考试 综合性 4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机能学实验总论 

1.教学内容 

介绍机能学实验概述、内容和学习要求，主要的实验动物知识、实验操作技能，

学习使用诸如 Medlab 等生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的组成，软硬件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方

法。 

2.教学目标 

熟悉机能学实验的主要范畴、了解常用实验动物知识，了解常用实验动物操作

技能学习的要求，掌握实验报告书写规则，熟悉生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的基本原理， 

实验项目 2：蟾蜍心脏起搏点、期前收缩和代偿间歇 

1.教学内容 

通过对两栖类动物心脏电活动与收缩活动关系等生理功能的实验，观察在心脏

活动的不同时期给予刺激时心肌兴奋性的变化，利用结扎的方法观察心脏的起搏点和

心脏不同部位自律性的高低。 

2.教学目标 

掌握蛙心收缩的记录方法，掌握有关的操作技术，学习和掌握机心脏的相关生

理功能的原理。 

实验项目 3：几种生理和病理因素对心输出量的影响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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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离体原位蛙心，记录前后负荷、心肌收缩能力、灌流液中离子浓度及 pH 改

变等多种病理生理因素对心输出量的影响。 

2.教学目标 

掌握蟾蜍心脏的恒压灌流方法，观察多种病理生理因素对心输出量的影响。 

实验项目 4：小鼠正常心电图测定及影响因素观察 

1.教学内容 

采用生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采集并记录小鼠肢体心电图，与正常人体心电图

比较，观察和识别其图形、P 波、P-R 间期、QRS 复合波群、心率和节律，观察腹腔

给予麻醉药、乳酸、氯化钾对心电图的影响。 

2.教学目标 

掌握心电图的形成机制，熟悉心电图的影响因素与机制。 

实验项目 5：失血性休克及抢救 

1.教学内容 

采用颈动脉放血，直到血压下降导致失血性休克，观察动物在全麻及局麻状况

下的呼吸、循环、酸碱平衡及全身状况。采用综合措施进行急救并再作观察比较。 

2.教学目标 

掌握实验动物失血性休克模型制作原理及主要抢救方法和机制。 

实验项目 6：在模拟人上观察药物对急性左心衰竭的治疗作用 

1.教学内容 

观察模拟人正常及左心衰时的各项指标并记录，制定治疗方案并抢救，观察疗

效。 

2.教学目标 

通过示教要学生掌握治疗心衰药物的作用特点及作用机制。 

实验项目 7：实验设计 

1.教学内容 

教师介绍实验设计的基本知识，学生自主进行实验设计。由师生对方案进行论

证，提出问题并讨论，进行综合评议，从中推选出优秀的设计方案。 

2.教学目标 

掌握实验研究设计的基本原理、方法、步骤，熟悉科研设计书撰写的基本要求

和格式。 

实验项目 8：胰岛素对家兔、小白鼠引起的降血糖作用的实验研究 

1.教学内容 

家兔耳缘静脉注射胰岛素，小鼠腹腔注射胰岛素，观察低血糖反应，然后给予

或不给予葡萄糖治疗，观察并记录结果。 

2.教学目标 

熟悉胰岛素影响细胞膜对葡萄糖的转运、促进糖原的合成、抑制糖原异生和糖

原分解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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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9：家兔水肿模型的制备及利尿药的作用 

1.教学内容 

麻醉固定家兔，膀胱插管，阻断下腔静脉回流并输液，观察有无腹水形成，分

别注射呋塞米和葡萄糖，同时开放下腔静脉，观察尿量变化及腹水情况。 

2.教学目标 

阻断下腔静脉回流而复制腹水模型，利尿药的使用了解其临床应用。 

实验项目 10：药典、药物剂型和处方 

1.教学内容 

学习药典和药物剂型的基本知识、特点、重意义和价值，学习药剂、各种剂型

的特点及临床应用的价值，，学习处方的基本类型、处方内容的基本知识和书写处方

的基本规则。 

2.教学目标 

熟悉药典的基本知识，掌握药物剂型特点和临床应用价值，掌握处方类型、内

容的基本知识和书写规则。 

实验项目 11：LD50 测定 

1.教学内容 

小鼠腹腔给药，观察症状并记录死亡数，找出引起 0%死亡率和 100％死亡率剂

量的所在范围。观察给药后各种反应，清点各组死亡鼠数和算出死亡率，按改良寇氏

法公式进行计算 LD50。 

2.教学目标 

掌握药物急性毒性实验的意义和方法；掌握小鼠标记方法；通过实验掌握测定

药物 LD50 的方法、实验步骤和计算过程。 

实验项目 12：药代动力学参数测定 

1.教学内容 

麻醉固定家兔，颈浅静脉插管，耳缘静脉注射酚磺酞，注射前和注射后不同时

间分别从静脉插管取血，测定酚磺酞血浆浓度，并计算药代动力学参数。 

2.教学目标 

测定酚磺酞（PSP）在家兔体内药代动力学参数；掌握药代动力学的基本概念，

了解主要药代动力学参数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13：消化道平滑肌生理特性和药物对肠管平滑肌的作用 

1.教学内容 

制作家兔或豚鼠回肠标本，连接 Medlab 系统，记录正常收缩曲线，给药后，描

记曲线，观察不同药物及剂量，以及温度，酸碱对肠段收缩反应的影响。 

2.教学目标 

观察消化道平滑肌的生理特性，掌握神经体液、调节因素及药物对离体肠道平

滑肌的收缩活动的影响及机制。 

实验项目 14：不同类型缺氧动物模型的制备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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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制造乏氧性缺氧、一氧化碳中毒性缺氧、亚硝酸钠中毒性缺氧及氰化钾中毒性

缺氧四种不同病因引起的缺氧模型。并相应采用不同方法进行抢救试验与对照鼠比

较。观察小鼠机能改变。 

2.教学目标 

掌握不同类型缺氧模型复制的方法和原理，熟悉有关抢救的机理。 

实验项目 15：小鼠实验性肺水肿及其机制 

1.教学内容 

给实验动物注射中毒剂量的肾上腺素，观察小鼠呼吸、心电活动及全身状况的

变化。 

2.教学目标 

通过实验，掌握复制中毒性肺水肿疾病模型的技术，探讨和掌握其发生的基本

机制。 

实验项目 16：不同麻醉方式对诱发创伤性休克的影响及抢救 

1.教学内容 

在全身麻醉或局部麻醉条件下，采用木槌敲打动物的一侧大腿内侧，直到血压

下降导致创伤性休克，观察麻醉方式的创伤性休克产生的影响，观察休克过程中动物

呼吸、循环、酸碱平衡及全身状况。采用综合措施进行急救并再作观察比较。 

2.教学目标 

掌握实验动物创伤性休克模型制作原理、机体整体应激反应对休克产生的影响、

抢救休克的主要方法和机制。 

实验项目 17：家兔呼吸运动的调节和呼吸功能不全 

1.教学内容 

制造家兔实验性气胸、急性不全窒息及全窒息的动物模型，比较和观察动物呼

吸、循环、血液颜色、血气和全身情况的变化。采用综合措施抢救并恢复后再测定各

项指标。 

2.教学目标 

观察在不全窒息、全窒息和恢复过程中，动物呼吸、血压、上述血气指标及机

体一般情况的变化并探讨这些变化的发生机制。 

实验项目 18：肝脏的生理功能与肝功能不全 

1.教学内容 

分别自家兔耳缘静脉和肠系膜静脉注入等量肾上腺素，观察其血压和呼吸的变

化。制造家兔肝功能不全的动物模型，观察和比较氯化氨混合液注射对肝功能不全动

物呼吸、循环和全身情况的影响。 

2.教学目标 

经不同途径给实验动物注射肾上腺素后，药物效应上的差异，分析肝脏所起的

屏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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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9：尿生成的影响因素 

1.教学内容 

尿的生成包括肾小球的滤过、肾小管和集合管的重吸收和分泌过程，凡影响上

述过程的因素都可以引起尿量的改变，本实验用急性实验方法观察影响尿生成的一些

因素。 

2.教学目标 

了解利尿药对尿渗透压及钠排出的影响。 

实验项目 20：家兔血压的神经调节及药物的影响 

1.教学内容 

对实验动物进行麻醉、固定，分离器官、颈总动脉和颈部神经，观察神经因素

和不同药物对心脏及血压的影响。 

2.教学目标 

学习和掌握神经系统对心血管活动调节规律、受体激动剂和拮抗剂对血压的影

响。 

实验项目 21：机能学虚拟实验 

1.教学内容 

酌情安排进入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网站，学习和操作相关机能学虚拟实验项

目。 

2.教学目标 

为相关实验项目的学习和实际操作先导和必要补充。 

实验项目 22：实验考试 

1.教学内容 

综合实验操作、笔试、提问等形式。 

2.教学目标 

全面地评定学生成绩。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1）独立完成实验报告的写作。 

（2）实验报告应注明实验日期、实验名称、实验对象和实验目的。 

（3）应实事求是地记录实验结果。如果属于测量性质的结果，均应正确的计量

单位及数值定量地写出；如果有原始曲线记录的实验，尽量用经编辑后的原始曲线记

录图显示实验结果。 

（4）对实验结果进行讨论。主要是根据实验结果，应用已经学过的理论知识进

行综合科学的分析对比和解释，并判断实验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目的。如果出现非预期

的结果，应考虑和分析其可能的原因。实验报告的写作必须认真，不要盲目照抄书本

或他人的实验报告。 

2.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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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操作考试（酌情结合提问或小测验），约占实验课成绩的 20%。 

（2）实验报告成绩（包括虚拟实验）约占实验课成绩的 50%，出勤及实验室卫

生工作约占 5%。 

（3）实验笔试约占实验课成绩的 25%。本课程将安排项目约 16～18 项，每次实

验报告成绩为 5 分（其中实验结果 2 分，分析讨论 3 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生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                                 24 

实验用电脑：8 台/室                                  24 

呼吸换能器：8 套/室                                  24  

血压换能器：8 套/室                                  30 

手术器械：8 套/室                                    30 

气管套管：8 套/室                                    30 

动脉套管：8 套/室                                    30 

打印机：1 台/室                                      3 

普通托盘天平：8 台/室                                24 

精密扭力天平：1 台/室                                3 

婴儿磅：1 台/室                                      3 

兔台：8 台/室                                        24 

CO 发生装置：8 套/室                                 24 

CO2 气囊：1 套/室                                    3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谢可鸣等主编，机能实验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2.参考书： 

（1）胡还忠主编，医学机能学实验教程（第 2 版），科学出版社，2005 

（2）徐叔云等主编，药理学实验方法学（第 2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3）朱大年，王庭槐主编，生理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4）李玉林主编，病理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5）王建枝、殷莲华主编，病理生理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6）杨宝峰主编，药理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3.网站：http://mvl.suda.edu.cn/openlearning/ 

执 笔 人：刘立民  孙丽娜   

审 批 人：谢可鸣   

完 成 时 间：2016.3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D%F5%CD%A5%BB%B1_1
http://mvl.suda.edu.cn/open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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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Biology》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MIS1015              课程学分：2.5 学分 

课程名称：Cell Biology 

课程学时：54 学时      实验学时：18 学时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五年制医学专业(留学生班)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Cell biology i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which the foreign medical students 

with 5-year program have to take. This course contains the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of 

plasma membrane, endomembrane systems, mitochondria, nucleus, etc. As an essential 

course, cell biology is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physiological activities of eukaryotic 

cells to medical students. 

教学目标： Based on the study Cell biology theory course, the experiment course is 

benefit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ed knowledge. It contains both basic and 

innovation experiments including how to use microscope, cell culturing, cell ultrastructure 

morphology observation, and some specific techniques of cell treatment. 

This course will help medical students better practice their techniques relates to 

cellular and molecular biology. The knowledge they learn from this course will serve their 

practice better in future. We will help the students achieve the goals listed below. 

二、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选

修 

1 How to use microscope Basic 3 1 Required 

2 Cell Ultrastructure Basic 3 1 Required 

3 Cell Culturing designing 3 3 Required 

4 MTT assay designing 3 3 Required 

5 
Cell treatment by chemotherapy 

drugs 
designing 3 3 Required 

6 Wound healing assay integrative 3 3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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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与教学要求 

Experiment 1：How to use microscope  

1. Contents 

Teach how to use Light microscope；Observe cell size and morphology using human oral mucosal 

epithelium sections；Cell counting. 

2. Objectives 

(1) Understand the componentsof microscope 

(2) Learn how to use low or high power objective lense to observe tissue  samples. 

(3) Learn how to use oil objective lense. 

(4) Learn how to care the microscope.  

Experiment 2：Cell Ultrastructure 

1. Contents 

Observe the morphology of mitochondria, Golgi complex or Centrosome with mouse 

kidney slice, mouse liver slice, rabbit spinal ganglion slice or Equine ascarid uterus slice 

separately. 

2. Objectives 

Learn the morphology of the organells under the light microscope. 

Experiment 3：Cell Culturing 

1. Contents 

Design the experiment to culture HepG2 hepatocarcinoma cells and normal liver 

7702 cells.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wth conditions for two cells. 

2. Objectives 

（1）Learn the basic procedures of cell culture. 

（2）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wth condition of normal cells and 

tumor cells. 

（3）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7702 and HepG2 cells. 

Experiment 4：MTT assay 

1.Contents 

Design the experiment to detect the proliferation of HepG2 hepatocarcinoma cells 

and normal liver 7702 cells using MTT assay. 

2.Objectives 

（1）Learn how to do MTT assay. 

（2）Learn to detect and calculate cell proliferation using MTT assay. 

（3）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oliferation of cancer cells and normal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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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5：Cell treatment by chemotherapy drugs  

1.Contents 

Design an experiment to treat HepG2 hepatocarcinoma cells and normal liver 7702 

cells with chemotherapy drugs CDDP. Compare the difference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7702 

and HepG2 cells after treatment. 

2.Objectives 

（1）Learn how to treat cells with drugs. 

（2）Observe the response of the cells to CDDP. 

（3）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normal and cancer cells after 

treatment. 

Experiment 6：Wound healing assay 

1.Contents 

Detect the migration ability of HepG2 hepatocarcinoma cells and normal liver 7702 

cells using wound healing assay. 

(1) Seed HepG2 and 7702 cells at 1×10
6
 per well into 6-well plates and culture cells 

to confluence for 24 h.  

(2) Wound the monolayer cells with a pipette tip and cells detached upon wounding 

were carefully rinsed off.  

(3) Then culture the cells over 72 hrs in serum-free medium and photograph the 

wounds under microscopy when created and in every 12 hrs.  

(4) Define the width under the microscopy meter and the wound closure is used as 

an index of migration. 

2.Objectives 

（1）Learn how to do wound healing assay 

（2）Compare the migration ability of normal cells and cancer cells.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Experiment reports  

 

Exp.1 How to use microscope.（Record the cell morphology with the drawing method 

of biology） 

Exp.2 Cell Ultrastructure（Record the morphology of mitochondria, golgi complex and 

centrosome） 

Exp.3 Cell Culturing (Record the procedure of cell culture) 

Exp.4 MTT assay (Record the procedure of MTT assay and calculate the biological 

activity of cells) 

Exp.5 Cell treatment by chemotherapy drugs (Record the procedure of cell treatment 

by chemotherapy drugs) 

Exp.6 Wound healing assay (Record the procedure of wound healing assay；Calculate 

the migration ability of normal cells and cancer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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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cores 

Experiment score: 30％ of total final score (experiment report 10%，experiment test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现有设备 现有台（套）数 

光学显微镜 120 

倒置显微镜 2 

医用净化工作台 12 

CO2 培养箱 2 

TGL16 离心机 4 

各类组织永久切片 150 

高压蒸气灭菌器 1 

荧光显微镜 1 

恒温水浴锅 2 

-30ºC 冰箱 1 

高速离心机 2 

六、教材及参考书/ Reference 

1. Bruce Albert, et al.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 Garland Publishing Inc. US. 2008 

2. 白艳艳，缪竞诚主编.细胞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执 笔 人： 俞慧君 白艳艳 

审 批 人： 魏文祥 

完成时间： 201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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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llabus of the systematic anatomy  

课程代码：CMIS1016                 课程学分： 4.5 

课程名称：systematic anatomy                  

课程学时：108                        实验学时：  54 

适用专业：Clinical Medicine, overseas students 

实验室名称：Basic Medical Laboratory 

一、课程简介 

The broad goal of the teaching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Anatomy aims at 

providing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f the gross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ody to provide 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linical correlation of organs or structures 

involved and the anatomy basis for the disease prese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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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ocomotor system 验证性 33 5 必修 

2 Digestive system  验证性 6 5 必修 

3 Respiratory system 综合性 3 5 必修 

4 Urinary system 验证性 2 5 必修 

5 Reproductive system 验证性 2 5 必修 

6  angiology 验证性 18 5 必修 

7 sensory organs 综合性 6 5 必修 

8 Nervous system 综合性 36 5 必修 

9 Endocrine system 验证性 2 5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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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1：The introduction  

Preview 

Preview the anatomical position, the relational planes and sections and the terms of 

direction.   

Objectives  

mastery: 

7. the anatomical position, the relational planes and sections and the terms of direction 

8. task of anatomy and its importance in medical science . 

9.  the brief history of anatomy and departmentation. 

10. the concept of organ and system of human body. 

The chapter 1  the locomotor system  

Preview 

Preview the shape, form and function of bon. The component and function of bones of 

trunk. the chief structure of skull on basal medial view . The essential structure and 

accessory structure of synovial joints. The movement of the shoulder joints, elbow joint 

and wrist joint.  The component and movement of hip joint, knee joint and ankle joint.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of muscles. 

Objectives  

 mastery: 

1. the shape, form and function of bones. 

2. the component and function of bones of trunk. 

3. the general features and shape of the vertebrae and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vertebrae in each department. 

4. the general shape and structure of ribs. 

5. the shape and parts of sternum and concept of sternal angle. 

6. The important  boney mark of trunk . 

7. the component  parts of the bones of upper limb. 

8. The important boney mark of upper limb. 

9. the component  parts of the bones of lower limb. 

10. The important boney mark of lower limb. 

11. the component of skull and the shape of the mandible 

12. the chief structure of skull on basal medial view .  

13. the structure of boney nasal cavity. 

14. The important  boney mark of skull . 

15. The essential structure and accessory structure of synovial joints.  

16.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of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and its function'. 

17.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an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 , pos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 and yellow ligament. 

18. the component of spinal column and normal bend of spinal colunm. 

19. the component and movement of the shoulder joint and elbow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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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the component and movement of the hip joint and knee joint . 

21.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of muscles. 

22. the distribution and position of trunk muscles. 

23. the name and effect of superficial muscles of back . 

24. the name and effect of muscles of thorax. 

25. Diaphragmatic position, effect and its three hole on it . 

26. the name and effect of muscles of abdomen. 

27. the position and effect of the masseter and temporalis. 

28. the position and effect of the biceps brachii and triceps brachii. 

29. the position and effect of the gluteus maximus , quadriceps femoris and the triceps 

surae. 

实验项目2： The chapter 2    Digestive system  

Preview 

    Preview the position, shape and parts of the pharynx.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esophagus. The narrow of esophagus and its clinical meaning. The position, shape and 

parts of stomach. The position, shape and parts of the duodenum . The parts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lon. The position of cecum and the surface projection 

of the root of the appendix.  

Objectives 

mastery: 

1. the composing of the digestive system .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uperior and inferior 

alimentary tract. 

2. the parts of the oral cavity .the composing of the isthmus of fauces . 

3.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of the tongue. 

4.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of the tooth. 

5. the position and opening of the parotid ,submandibular and sublingual glands. 

6.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pharynx and its communication . 

7. the position, shape and narrow of the esophagus and its clinical meaning. 

8. the position, shape and parts of stomach . 

9. the parts of small intestinal .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duodenum. 

10. the parts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lon. 

11. The position of cecum and the surface projection of the root of the appendix.  

12.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rectum and anal canal. 

13.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liver. 

14.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gall bladder and the surface projection of the gall 

bladder. 

15. the passage of bile at outside of liver. 

16.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the pancreas. 

实验项目3 The chapter 3   Respiratory system 

P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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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iew the composing of respiratory system. the position and opening of the 

paranasal sinuses. the shape and difference of left and right principal bronchus.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lung . the concept of the pleura and pleural cavity . 

Objectives  

 mastery: 

1. the composing of the respiratory system. 

2. the parts and shape structure of nasal cavity. 

3. the position and opening of the paranasal sinuses  

4. the position of the larynx, the parts and shape of the laryngeal cavity. 

5. the position of trachea. the shape and difference of left and right principal bronchus 

6.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lung  

7. the concept of the pleura and pleural cavity  

8. the parts of the pleura and pleural recess. 

9. the surface projection of lungs and pleurae. 

实验项目4: The  chapter 4  the urinary system and reproductive system 

(addenda: Peritoneum) 

Preview 

    Preview the composing of the urinary system.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kidneys.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bladder. The composing of the male and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 

Objectives  

mastery: 

1. the composing of the urinary system. 

2.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kidneys. 

3.  the covering and fixture of the kidneys. 

4.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the ureter and the position of its narrow . 

5.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bladder. 

6. The composing of the male and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 

7.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testis and epididymis . 

8.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spermatic cord. 

9.  the position and composing of ductus deferens. 

10.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prostate. 

11. the composing and parts of penis. 

12. the parts and its three narrow and two curvatures of the male urethra and its clinical 

meaning. 

13. the composing of the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14.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ovaries. 

15. the position, parts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uterine tubes. 

16.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uterus. 

21. the shape and position of the vag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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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female mammary gland. 

23. the concept of the peritoneum, the parietal and visceral layer peritoneum and 

peritoneal cavity . 

24.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lesser omentum and greater omentum . 

实验项目5: The chapter  5   the angiology  

Preview     

 Preview the composing of the angiology and function. The composing of cardiovascular 

system . the concept of the great and lesser circulation . 

Objectives  

 mastery: 

1.the composing of the angiology and function 

2.The composing of cardiovascular system  

3.the concept of the great and lesser circulation . 

4. the position and appearance of the heart. and the shape structure of the cardiac 

chambers. 

5.the composing and function of the conducting system of the heart. 

6.the origination ,branch and distribution of left and right coronary artery 

7.the position and opening of coronary sinus. 

8.the origination, travel and branch of the aorta . 

9.the origination, travel and branch of the common carotid artery. 

10.the origination and branch of the external carotid artery. 

11.the origination and branch of the subclavian artery 

12.the origination and branch of the axilla artery, brachial artery, radial artery, ulnar 

artery . 

13.the origination and chief branch of the thoracic aorta, abdomen aorta. 

14.the branch and distribution the celiac trunk , the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and inferior 

mesenteric artery. 

15.the origination and branch of the common iliac artery 

16.the origination and branch of the external iliac ,femoralis, popliteal artery, anterior 

tibial ,posterior tibial artery. 

17.the origination and tributaries of the superior and inferior vena cava. 

18.the travel and clinical meaning of the cephalic vein, basilic vein and median cubital 

vein.\ 

19.the origination, travel and into position of the great and small saphenous vein. 

20.the composing of hepatic portal vein. 

21.the composing and distribution of lymph system. 

22.the origination, travel and into position of the thoracic duct . 

23.the subgroups of the axilla lymph node . 

24.the position of the bronchopulmonary lymph nodes. 

25.the lymph nodes and lymphatic drainage of the superficial inguinal lymph nod 

26.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e sp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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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6: The chapter 6   the sensory organs 

Preview 

    Preview the composing, shap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eyeball . the parts of the 

conjunctiva and the conjunctival sac. the composing of the lacrimal apparatus. The 

formation of the aqueous humor and its circulate approach. The fiber origination,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oculomotor nerve, abducent nerve and trochlear nerve.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external acoustic meatus and the feature of external 

acoustic meatus in child.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tympanic membrane. the 

position of the tympanic cavity and its six walls . the position of the tympanic cavity and 

its six walls .Objectives 

 mastery 

1. the composing, shap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eyeball 

2. the composing and function of the refractive media. 

3. the parts of the conjunctiva and the conjunctival sac. the composing of the lacrimal 

apparatus. 

4. The formation of the aqueous humor and its circulate approach. 

5. The fiber origination,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oculomotor nerve, abducent nerve 

and trochlear nerve. 

6.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external acoustic meatus and the feature of 

external acoustic meatus in child. 

7. the position and shape structure of the tympanic membrane. 
8. the position of the tympanic cavity and its six walls . 
9. the position of the tympanic cavity and its six walls . 

实验项目7： The  chapter  7  Nervous system 

Preview 

    Preview the composing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nervous system.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neuron. The concept of the gray matter, white matter, cortex, medullary substance, 

nerve, fasciculus or tract, ganglion and nucleus. the composing, distribu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pinal nerves . 

Objectives  

mastery 

1. the composing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nervous system. 

2.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neuron. 

3. The concept of the gray matter, white matter, cortex, medullary substance, nerve, 

fasciculus or tract, ganglion and nucleus. 

4. the position and appearance of the spinal cord. 

5. the match of the gray matter and white matter in the spinal and their name of each . 

6. the position, rise and stop and function of the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tracts in spinal 

cord. 

7.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the brain . 

8. main nucleus of the brain stem and their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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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the diencephalon. 

a) the 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third ventricle, the fourth ventricle and 

lateral ventricle. 

10. the lobes and the main sulcus and gyrus of the cerebral hemisphere . 

11.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the internal capsule and main tracts through internal capsule 

and clinical meaning.\ 

12.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the cerebellum. 

13. the superficial and deep sensory pathways of trunk and limbs.. 

14. the superficial sensory pathways of the head and face . 

15. the composing of the pyramidal system and their function . 

16. the structure formed by the dura mater. 

17. the position and its content of the epidural space. 

18. the composing, position and clinical meaning of the cerebral arterial circle. 

19. the bring forth and circulating approach of the cerebrospinal fluid . 

20. the composing, distribu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pinal nerves . 

21. the composing and position of the cervical , brachial,lumbar and sacral plexus. 

22.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edian , ulnar, radial, axilla and musclocutaneous nerve. 

23.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ciatic,femoral, tibial and common peroneal nerve. 

24. the name, order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cranial nerves general . 

25. the origination, travel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oculomotor nerve. 

26. the origination ,chief branch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trigeminal nerve. 

27. the origination ,chief branch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facial nerv. 

28. the travel , chief branch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vagus nerve. 

29. the elementary centre of the sympathetic nerves. 

30. the elementary centre of the parasympathetic nerves. 

实验项目8：The  chapter 8   Endocrine system 

Preview      

Preview the composing of the endocrine system.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yroid gland, 

parathyroid gland , suprarenal gland ,pineal body and thymus.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hypophysis. 

Objectives  

mastery: 

1. the composing of the endocrine system. 

2.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thyroid gland, parathyroid gland , suprarenal gland ,pineal 

body and thymus. 

3.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hypophysis. 

4.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endocrine orgams.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400 

课程有实验报告的要求，本次实验人员的安排包括主刀、助手，巡回等.考核方

式。实验课的考核方式：课程中期和结束时各进行1次，方法：教师随机考核每个学

生寻找自己实验组结构操作过的结构1-2个,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

的比例30%，其中实验报告占10%，实验考核两次占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套数  

人体解剖实验台，解剖器械。 

Reference： 

教材： 

1.《人体解剖学和组织胚胎学》. 主编  窦肇华.第５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2.《系统解剖学》. 主编  柏树令.第６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3.《人体解剖学》. 主编  张朝佑.第２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参考书： 

1.Richard L.Drake，《格氏解剖学基础教程》英文影印班,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 

2.于频,《新编人体解剖图谱》（第二版），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Author：刘朝晖  

                                         

                                             Date: 201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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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logy and Embryology》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MIS1017                  课程学分： 3.5 

课程名称：Histology and Embryology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  45 

适用专业：Clinical Medicine, overseas students 

实验室名称：Basic Medical Laboratory 

一、课程简介 

Histology is a study of microstructures of human body and its related function. 

Objective is to understand and consolidate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learned in the 

classroom.Through experimental observing video, tissue sections, samples and models, 

students should combine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description of morphology and 

specific image with each other, and then master the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y should train to work independently, and improve their analysis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Students observe tissue slices in experiment, improve their 

independent thinking ability and morphological description skills, and master learning 

methods of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o achieve a firm grasp of knowledge. 

Human embryology is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mechanism from the 

fertilized egg to a new individual. The evolution process happens in the womb and each 

parts of early human embryo occurr small but profound changes,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to 

observe the continuous change process the embryo directly in the experiment.students 

should establish the concepts of dynamic changes and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by 

videos, models and samples to help themselves to understand and remember the important 

structures inside and outside and their evolution process in embryo at each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to underst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the 

common congenital malfor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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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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ithelial tissue 验证性 3 1 必修 

2 Connective tissue 验证性 3 1 必修 

3 Preparation of blood smear 综合性 3 1 必修 

4 Muscular tissues 验证性 3 1 必修 

5 Nervous tissue 验证性 3 1 必修 

6 Circulation system Skin  验证性 3 1 必修 

7 Immune system 验证性 3 1 必修 

8 Digestive tract 验证性 3 1 必修 

9 Digestive gland 验证性 3 1 必修 

10 
Respiratory system 

Urinary system 
验证性 3 1 必修 

11 Endocrine system 验证性 3 1 必修 

12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验证性 3 1 必修 

13 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验证性 3 1 必修 

14 
Stain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unknown specimens 
综合性 3 1 必修 

15 
Early human embryonic  

development 
验证性 3 1 必修 

16 Preparation of paraffin sections 综合性 16 1 开放 

17 Special stain 综合性 16 1 开放 

18 Preparation of bone slices 综合性 24 1 开放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Epithelial tissue 
1.教学内容： 

（1）VCD: Epithelial tissue 

（2）To expla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issue sections 

（3）Slides:   1) Simple columnar epithelium 

2) Pseudostratified  ciliated columnar epithelium 

3) Stratified squamous epithelium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 Shape and arrangement of cell body 

2) Cellular nucleus  

3) Cytopla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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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Connective tissue 
1.教学内容：  

（1）VCD: Connective tissue 

（2）Slides:    1) loose connective Tissue 

2) Pseudostratified  ciliated columnar epithelium 

3) Stratified squamous epithelium 

（3）Demonstration slides:  1) Mast cell 

2) Plasma cell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Collagen fiber,Elastic fiber,Fibroblast,Macrophage 

2）Perichondrium, Cartilage lacuna, Chondrocytes, Isogenous group, 

Cartilage matrix 

 3）Osteon, Interstitial lamella, Osseous lacuna,Bone canaliculus 

 

实验项目 3：Preparation of blood smear 

1.教学内容： 

（1）VCD: Blood and bone marrow 

（2）To prepare and observe blood smear 

（3）Demonstration slides:  1）Reticulocyte 

                         2）Blood cells in slices 

 

2.教学目标： 

（1）To master the skills of making blood smear, students must do it by themselves. 

（2）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  Erythrocyte 

2） Neutrophil 

3） Lymphocyte 

4） Monocyte 

5） Platelet 

6)   Reticulocyte 

 

实验项目 4：Muscular tissues 

1.教学内容： 

（1）VCD: Muscular tissues 

（2）Slides:   1）Skeletal muscles 

             2）Smooth muscle 

             3) Cardiac muscle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Nuclei of skeletal muscle fiber, Cross-striations,Light and dark band 

（2）Nuclei of smooth muscle fiber, and the arrangement of smooth muscle fi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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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uclei of cardiac muscle fiber, Cross-striations, intercalated disk 

 

实验项目 5： Nervous tissue 

1.教学内容： 

（1）VCD:   Nervous tissue 

（2）Slides:   1）Motor neuron 

             2）Peripheral nerve(Longitudinal section ) 

             3）Peripheral nerve(Cross section ) 

             4）Motor end plate 

（3）Demonstration slides:  1）chromophil substance of motor neuron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Multipolar neurons, Nucleus, Nissle body, Dendrites and axon 

（2）Axon, Myelin sheath of nerve fibre, Endoneurium, Perineurium, Epineurium 

（3）Skeletal muscle fiber,The cross striation,Motor end plate 

 

实验项目 6：Circulation system, Skin 

1.教学内容： 

（1）VCD: Circulation system, Skin 

（2）Slides:   1）Medium sized artery and large vein 

          2）Heart 

          3）Large artery 

              4）Skin 

（3）Demonstration slides: 1）Intercalated disk 

                   2）Sebaceous glands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Tunica intima, endothelium, and internal elastic membrane, Tunica media and 

external elastic membrane, Tunica adventitia 

（2）Layers of endocardium, Myocardium, Epicardium, Purkinje fibers 

（3）Elastic membrane 

（4）intercalated disk 

（5）Stratum corneum, stratum lucidum, stratum granulosum, stratum spinosum, and 

stratum basale, Papillary layer and reticular layer, Meissner‘s corpuscle 

（6）The secretory portion and the tube of eccrine sweat glands 

 

实验项目 7：Immune system 

1.教学内容： 

（1）VCD: Immune system 

（2）Slides:   1）Spleen 

          2）Thy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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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Lymph node 

（3）Demonstration slides:  1）Enlarged splenic sinus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Capsule and trabeculae, Cortex and medulla, Lymph nodules and paracortex, The 

medullary cords and medullary sinuses, Postcapillary venules , Lymphocytes, macrophages, 

and reticular cells 

（2）Capsule and trabeculae, Periaterial lymphatic sheath and the central artery, Splenic 

nodules, splenic cords and sinusoids, Marginal zone 

（3）Sebaceous gland , Cortex and medulla, Thymic corpuscle, Reticular cell in Thymus 

 

实验项目 8：Digestive tract 

1.教学内容： 

（1）VCD: Digestive tract, Digestive gland 

（2）Slides:    1）Esophagus  

           2）Stomach 

           3）Duodenum 

4）Colon 

（3）Demonstration slides: 1）Appendix 

                   2）Lingual papilla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 The layers of esophagus,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layer,  Esophageal 

glands and conduit. 

（2） The structure of gastric wall and its hierarchical layers, Gastric folds, Gastric pits, 

The chief cells and parietal cells of the gastric glands. 

（3）The structure of duodenum and its hierarchical layers, Intestinal villu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ntestinal glands and villi, The different layers of duodenum. 

（4） The structure of rectum wall and its stratified layers, Large intestine gland. 

（5） Fungiform papilla,contour,taste bud, taste glands 

 

实验项目 9： Digestive gland 

1.教学内容： 

（1）VCD:  Digestive gland 

（2）Slides:    1）Pancreas  

           2）Liver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Liver capsule, The structure of hepatic lobule (central vein, hepatic cord, liver 

sinusoids and kupffer cell), The 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portal area (interlobular bile 

ducts, interlobular arteries and interlobular v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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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structure of the Langerhans islets, Serous acini, Centroacinar cells. 

 

实验项目 10：Respiratory system, Urinary system 

1.教学内容： 

（1）VCD: Respiratory system, Urinary system 

（2）Slides:        1）Trachea 

               2）Lung 

              3）Kidney 

               4）Ureter 

               5）Bladder 

（3）Demonstration slides:  1）Bronchiole 

                     2）Pulmonary vascular perfusion 

                     3）Macula densa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Pseudostratified ciliated columnar epithelium, Basement membrane, Lamina propria, 

Submucosa, Mixed gland, Hyaline cartilage 

 （2）Small bronchi, Bronchioles, Respiratory bronchioles, Alveolar ducts, Alveolar 

sacs,Alveoli. 

 （3）Capsule, Cortex, Medulla, Renal corpuscles, Proximal tubule, Distal tubule, 

Collection tubule, Macula densa. 

（4）Structure of each layer of the ureter and bladder, Transitional epithelium. 

 

实验项目 11： Endocrine system 

1.教学内容： 

（1）VCD:   Endocrine system 

（2）Slides:      1）pituitary gland 

             2）thyroid gland 

            3）adrenal glands 

（3）Demonstration slides:  1）Parathyroid glands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Follicular cells, Colloid, Parafollicular cells, Chief cells. 

(2）Zona glomerulosa, Zona fasciculata, Zona reticularis, Chromaffin cells 

(3）Different cell types in pars distalis, Pars intermedia, Pars nervosa: unmyelinated nerve 

fibres, pituicytes and herring body 

 

实验项目 12：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1．教学内容： 

（1）VCD: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2）Slides:        1）Ov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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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Uterine 

               3）Oviduct 

（3）Demonstration slides: 1）secondary follicle 

                   2）corpus luteum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Germinal epithelium, Tunica albuginea, Primordial follicles,Secondary follicles, Atretic 

follicles, Corpus luteum 

(2）Uterine wall structure, Epithelium of uterus, Uterine glands, Spiral arteries 

(3）Three layers of the uterine tube, Epithelium and mucosal folds. 

 

实验项目 13： 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1．教学内容： 

（1）VCD:  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2）Slides:        1）Testis and Epididymis  

               2）Ductus deferens  

               3）Prostate   

（3）Demonstration slides: 1）ductuli efferentes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Seminiferous tubules, Spermatogenic cell, Sertoli cells, Leydig cells 

(2）Efferent ductules, Epididymal duct 

(3）The epithelium of mucosa , The muscularis, The adventitia 

(4）The capsule of the prostate gland, The secretory alveoli, The epithelium of the secretory 

alveoli, The prostatic concretions 

 

实验项目 14：Stain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unknown specimens 

1.教学内容： 

(1）A piece of blank tissue section per person 

(2) To stain and mount the tissue sections 

(3) To observe and identify the tissue sections in the interactive laboratory  

(4) To draw pictures, fill in the experimental report and write 3-4 knowledge points 

 

2.教学目标： 

(1）To master stainingand mounting skills 

(2）To master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organs   

（3）To identify the tissue sections and write 3-4 knowledge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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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5：Early human embryonic development 

1.教学内容： 

（1）VCD: Early human embryonic development 

（2）To observe the human embryonic model: 

1）Cleavage model; blastocyst formation model; implantation model; two embryo 

period model; three layer model 

2) fetal chorion, amnion, yolk sac allantois, umbilical cord model 

3) placental model 

 

2.教学目标：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1）Mature of gender germ cells, and sperm capacitation 

（2）Fertilization, cleavage, blastocyst formation and implantation. 

（3）Form of the bilaminar germ disc and trophoblast differentiation. 

（4）Structure and form course of the trilaminar germ disc. 

（5）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fetal membrane and placent. 

 

实验项目 16：Preparation of paraffin sections（开放） 

1.教学内容： 

Preparation and HE stain of paraffin section of liver. 

 

2.教学目标 

To master preparation method and HE staining procedure of paraffin section, and the 

meaning of Eosinophilic, eosinophilic.  

 

实验项目 17：Special stain（开放） 

1.教学内容： 

Preparation and sudan Ⅲ special stain of paraffin section of adipocyte. 

 

2.教学目标 

To master the principle, reagent preparation and dyeing steps of Sultan Ⅲ. 

 

实验项目 18：Preparation of bone slices（开放） 

1.教学内容： 

Preparation of bone slices of Animal bone shaft cross section. 

 

2.教学目标 

To master the processing method, preparation process and stain procedure of bone sl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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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Electronic experiment report: Digital microscope image acquisition in interactive 

laboratory 

 

1 Epithelial tissue Pseudostratified ciliated columnar epithelium 

2 Connective tissue Hyaline cartilage 

3 Preparation of blood smear Red blood cell, neutrophil, lymphocyte 

4 Muscular tissues Skeletal muscle fiber 

5 Nervous tissue Motor  neuron 

6 Circulation system, Skin  Medium-sized artery, Thick skin 

7 Immune system Lymph node 

8 Digestive tract Gastric Mucosa 

9 Digestive gland Hepatic lobule 

10 Respiratory system Bronchiole 

11 Urinary system Kidney 

12 Endocrine system Adrenal gland, Pituitary gland 

13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Uterus 

14 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Testis 

15 
Stain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unknown specimens 
Unknown specimens 

 

2、Assessment mode 

（1）Using the self-made laboratory test examination questions bank on the interactive 

laboratory computer for examination, marking and scoring. 

（2）The proportion of the electronic experiment report, as a result of Achievement in 

peacetime, is 10% of the total score of the course. The propor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s 20% of the total score of the course.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Digital interactive laboratory: 64 / per room, a total of 3 rooms 

Jetta microscope interactive system software: 1 set / per person 

Computer for teacher: 1 / per room 

Computer for student: 1 / per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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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microscope CX21: 1 / per room 

Digital microscope CX31: 1 / per person 

tissue slice 1 sets / per person 

2.Production supplies of blood smear:（Anatomical plate, needle, slides, reagent dye, etc.）: 

1 set / per person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 

陈永珍等主编双语版  《组织胚胎实验学》   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2、参考书： 

（1）邹仲之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第 8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 

（2）曾国山主编  《组织学与胚胎学》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3）唐军民等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彩色图鉴》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2 年 

（4）陈永珍等主编   《组织学与胚胎学》       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5）高英茂主编双语版《组织学与胚胎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年 

（6）安利国主编    《发育生物学》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7）唐军民主编《Textbook of Histology and Embryology》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1

年 第 1 版 

（8）高英茂主编《Textbook of Histology and Embryology》  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第 8

版 

 

 

                                               执笔人：余水长 

                                         审批人：陈永珍 

                                         完成时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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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ology》experiment curriculum teaching 

programming 

Course code：CMIS1018       Course credit：5.5 

Course Name（English/Chinese）：Physiology Experiment / 生理学实验  

Course learning hour：126   Experiment learning hour：42 

Applicable profession：Clinical medicine for overseas student (MBBS) 

Laboratory Name：Basic Medical Laboratory 

1. Curriculum brief introduction 

Knowledge in Physiology experiment is components of national doctor licence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Experiment content includes primal physiological basic 

experiment, integrated experiment, designed experiment, opening experiment and so on. 

There are 24 experiments which contain 18 basic experiments (75% of all experiments), 5 

integrated experiments (21% of all experiments), 4 designed experiments (17% of all 

experiments) and several opening experiments. This curriculum is a excellent course of 

Jiangsu Province. 

Teaching objective consists in deepen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to basic theory on 

physiology and in improving student`s independent operating ability,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 and knowledge used ability. 

Enhancing student`s basic experiment techniques on physiology (software setup, 

solution preparation, animal seizing, anesthesia and fixation, sample preparation, neural 

discharge, electric potential induction, intravenous injection, arterial cannulation, 

pathological modeling, data handling, result analysis) and raising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for using various experimental methods is teaching requirements of physiology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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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periment items and learning hour arrangement 

No. Experiment Name Type 
Time 

Arrangement 

Number of 
people in 

each Group 

Compulsory / 
Selective 

1 

① Experimental overview； 
② Physiological computer 

introduction； 
③ Preparation of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Basic 
① 1 
② 1 
③ 2 

2~3 Compulsory 

2 

① Measure of reflex time； 

② Analysis of reflex arc； 

③ Stethoscopy of heart sound； 

④ Measurement of human arterial 

blood pressure. 

Basic 

① 1 

② 1 

③ 1 

④ 1 

2~3 Compulsory 

3 

① Microcirculation； 

② Single twitch and complete 

tetanus of skeletal muscle. 

Basic 
① 1 

② 3 
2~3 Compulsory 

4 
Regulation of respiratory movement 

and effects of drug for treatment. 

Comprehensive； 

Designed； 

Innovative. 

4 4~5 Compulsory 

5 
① Teaching video； 

②Experimental design. 

Comprehensive； 

Designed. 

① 1 

② 3 
2~3 Compulsory 

6 

① Induction of the nerve trunk 

action potential； 

② Nervous conductive speed and 

observation of refractory period； 

③ Cochlea microphonic potential. 

Basic 

① 1 

② 2 

③ 1 

2~3 Compulsory 

7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mooth muscle in GI. 

Comprehensive； 

Designed； 

Innovative. 

4 4~5 Compulsory 

8 

Neurohumoral regulation of 

mammalian cardiovascular activity 

and treatment of heart failure. 

Comprehensive； 

Designed； 

Innovative. 

4 4~5 Compulsory 

9 
Factors influence on urine 

formation. 
Comprehensive. 4 4~5 Compulsory 

10 

Sense organ experiment： 

① Visual field； 

② Visual acuity； 

③ Blind point； 

④ Color blindness； 

⑤ Auditory conductive pathway； 

⑥ Effect of bony labyrinth. 

Basic 

① 1 

② 0.5 

③ 1 

④ 0.5 

⑤ 0.5 

⑥ 0.5 

2~3 Compulsory 

11 

Examination of experiment operation

（Choose any one） 

① Preparation of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② Animal anesthesia and fixation； 

③ Trachea cannula and vagus 

nerve seperation. 

④ Arterial cannulation and 

sympathetic nerve seperation. 

Basic 2 1 Compul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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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Experiment Name Type 
Time 

Arrangement 

Number of 
people in 

each Group 

Compulsory / 
Selective 

⑤ Single twitch and complete 

tetanus of skeletal muscle. 

12 Identification of ABO blood group. Opening, Basic 1 2 Selective 

13 

Analysis of frog`s heart beat origin 

and premature contraction and 

compensatory pause of 

myocardium. 

Opening, Basic 1 1 Selective 

14 
Discharge of depressor nerve in 

rabbit. 

Opening, 

Comprehensive 
2 2 Selective 

15 
Record and analysis on human 

electrocardiogram (ECG). 
Opening, Basic 2 2 Selective 

16 

Roles of plasma colloid osmotic 

pressure in edema formation in 

frog. 

Opening, 

Designed 
4 4~5 Selective 

17 

Effects of drug on smooth muscle 

tension in blood vessel in vivo and 

in vitro. 

Opening, 

Comprehensive 
4 4~5 Selective 

18 
Insulin-induced hypoglycemia in 

rabbit and mouse. 

Opening, 

Comprehensive 
2 4~5 Selective 

19 
Effects of some drugs on isolated 

frog heart perfusion. 

Opening, 

Comprehensive 
2 4~5 Selective 

Note: For the sake of adapting laboratory opening and student`s selective experiment, 

student may carry out above-mentioned experiments (No.12~No.19) during free time. 

3. Experiment content and teaching requirements 

Experiment 1：Physiology experimental overview, introduction of biological 

signal collecting system and preparation of toad `s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1. Teaching content 

Experimental overview; Utilization of MedLab biological signal collecting system; 

preparation of toad `s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and its excitability 

examination.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nouncements and experimental arrangement 

of physiology laboratory; 

（2）Be familiar with hardware, software configu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biological 

signal collecting system with computer; 

（3）Master essential skill of preparing toad `s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Experiment 2：Observation of reflex, cardiophony and human arterial blood 

pressure determination 

1. Teaching content 

Preparation of spinal toad, reflex time determination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sulphuric acid solution, reflex arc analysis, cardiophony of heart sound 1 and sound 2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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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valval area, and determination of systolic pressure and diastolic pressure with 

mercury column manometer and stethoscope.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components and functions of stethoscope and sphygmomanometer; 

（2）Be familiar with method of reflex time determination and reflex arc analysis; 

（3）Master utilization of stethoscope and sphygmomanometer. 

Experiment 3：Characteristics of microcirculation, single twitch and complete 

tetanus of skeletal muscle 

1. Teaching content 

Observation of microcirculation blood flow characteristics with toad`s mesentery,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stimulating frequency and contractive response by electrically 

stimulating on toad `s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with different frequency.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microcirculation blood flow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of 

complete tetanus; 

（2）Be familiar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stimulating frequency and contractive 

response; 

（3）Master the basic experimental method related to skeletal muscle mechanical 

contraction.  

Experiment 4：Regulation of respiratory movement, respiratory dysfunction and 

drug treatment  

1. Teaching content 

Observing effects of various factors on respiratory movement and changes in 

intrapleural negative pressure during respiratory movement, and study on modeling of 

respiratory dysfunction and drug treatment.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respiratory dysfunction and drug treatment; 

（2）Be familiar with phys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intrapleural negative pressure; 

（3）Master physiological nature of respiratory mov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Experiment 5：Experiment teaching video and student`s experimental design 

1. Teaching content 

Video: Neurohumoral regulation of cardiovascular activity; action potential induction 

of nerve trunk and its refractory period determination. 

Student independen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discussion.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mammalian anesthesia, fixation and seperation and cannula of 

trachea, common carotid artery and nerve; Initially recognize basic method of experimental 

design; 

（2）Be familiar with attention related to mammalian anesthesia, fix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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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eration and cannula of trachea, common carotid artery and nerve, and with mechanisms 

of action potential induction of nerve trunk and its refractory period; 

（3）Master essential element and procedure of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self-realize 

simple designed experiment and group discussion. 

Experiment 6：Observation of action potential induction on nerve trunk and 

cochlear microphonic potential 

1. Teaching content 

Action potential induction of nerve trunk; Conduction velocity determination of nerve 

trunk action potential; Refractory period determination of nerve trunk action potential; 

Observation of cochlear microphonic potential.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configuration and effects of common electrophysiology experimental 

equipment; 

（2）Be familiar with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cochlear microphonic 

potential; 

（3）Master basic experimental method of nerve trunk action potential. 

Experiment 7：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mooth muscle i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nd effects of drug  

1. Teaching content 

Observation of general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mooth muscle i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in rabbit and effects of changing physical and chemical factors on 

tonicity and autorhythmicity of smooth muscle; Knowing isolated organ perfusion method 

in  mammalian.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configuration and effects of common experimental equipment of 

smooth muscle i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2）Be familiar with effects of several physical and chemical factors on tonicity and 

autorhythmicity of smooth muscle; 

（3）Master general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mooth muscle i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Experiment 8：Neurohumoral regulation of mammalian cardiovascular activity 

and treatment of acute heart failure. 

1. Teaching content 

Observation of neurohumoral regulation of mammalian cardiovascular activity on 

heart rate and arterial blood pressure; Preparation of acute heart failure model; Making 

treatment of acute heart failure with drug.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configuration and effects of common mammalian cardiovascular 

experiment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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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e familiar with animal anesthesia, fixation, trachea cannula, common carotid 

artery cannula, nerve isolation and experimental announcements; Knowing preparation of 

acute heart failure model and drug treatment; 

（3）Master neurohumoral regulatory mechanisms of mammalian cardiovascular 

activity and effects. 

Experiment 9：Factors influence on urine formation 

1. Teaching content 

Observa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on urine formation in rabbit and practice of urine 

volume measurement. 

2. Teaching objective 

（ 1 ） Understand configuration and effects of urine formation experimental 

equipment; 

（2）Be familiar with animal anesthesia, fixation, urinary bladder isolation and 

cannula; Knowing mammalian urine volume measurement; 

（3）Master effects of several factors on urine formation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Experiment 10：Sense organ experiment 

1. Teaching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visual field, visual acuity, blind point, color blindness, auditory 

conductive pathway and effect of bony labyrinth.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category and meaning of general sense organ experiments; 

（2）Be familiar with the basic method of sensory organ functional evaluation; 

（3）Master the basic concept of visual field, visual acuity, blind point, color 

blindness, and know auditory conductive pathway and effect of bony labyrinth. 

Experiment 11：Examination of experiment operation 

1. Testing content（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s） 

Preparation of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Animal anesthesia and fixation; 

Trachea cannula and vagus nerve seperation; Arterial cannulation and sympathetic nerve 

seperation; Single twitch and complete tetanus of skeletal muscle.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reagent preparation and instrumenttation of general physiological 

experiments; 

（2）Be familiar with some announcements and experimental steps of operative 

procedure related to amphibians and mammalia in physiological experiments; 

（3）Master the basic skills of general operative procedure related to amphibians and 

mammalia in physiological experiments. 

Experiment 12：Identification of ABO blood group 

1. Teaching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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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droplets of anti-A or anti-B serum in concave slide respectively, collect subject`s 

blood at one sterilized finger tip, put blood into concave slide respectively, distinguish 

agglutination and blood clotting, and then observe and decide blood group.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significance of ABO blood group identification; 

（2）Be familiar with determining principle of ABO blood group identification; 

（3）Master method of ABO blood group identification. 

Experiment 13： Analysis of frog`s heart beat origin and observation of 

premature contraction and compensatory pause of myocardium 

1. Teaching content 

Observate the normal Myocardial Contractive curve with different stimulus intensity 

and frequency, and induce premature systole and compensatory pause with 

electrostimulation, and then explore heart normal pacemaker with ligation.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the method and principle of analysis of frog`s heart beat origin; 

（2）Be familiar with mechanisms,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cardiac muscle 

effective refractory period; 

（3）Master recording method of frog`s heart beat and observe effect of frequency of 

stimulation on myocardial excitability. 

Experiment 14：Discharge of depressor nerve in rabbit. 

1. Teaching content 

Intubate one side of rabbit common carotid artery after anesthesia to record blood 

pressure, isolate one side of depressor nerve and place recording electrode on it, and then 

observe discharge of depressor nerve and effects of drugs.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mmalian depressor nerve discharge; 

（2）Be familiar with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or nerve discharge and arterial 

blood pressure; 

（3）Master the electrophysiological method of inducing depressor nerve discharge. 

Experiment 15：Record and analysis on human electrocardiogram (ECG) 

1. Teaching content 

Place measuring electrode on the surface of precordial region, record the heart electric 

curve（ECG） and identify each wave, segment and interval of curve.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recording method and utilization of human electrocardiogram; 

（2）Be familiar with morphous characteristic of each wave, segment and interval of 

normal electrocardiogram; 

（3）Master phys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each wave, segment and interval of normal 

electrocardi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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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16：Roles of plasma colloid osmotic pressure in edema formation in 

frog 

1. Teaching content 

Prepare toad`s lower limb perfusion specimen in vitro; Set up experiment system; 

Connect perfusion devices with experiment system; Make perfusion with middle molecule 

dextran solution and ringer`s solution respectively; Measure and compare experimental 

data from tension curve.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preparation of toad`s lower limb perfusion specimen in vitro and 

method of duplicating experimental edema; 

（2）Be familiar with common cause of tissue edema and with effects of plasma 

colloid osmotic pressure decrease on edema formation;  

（3）Master phys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plasma colloid osmotic pressure. 

Experiment 17：Effects of drug on smooth muscle tension in blood vessel in vivo 

and in vitro 

1. Teaching content 

Animal operative procedure; Connection of experimental recording equipment; Setup 

of experimental system; Observation of normal blood pressure curve; Effects of drugs on 

blood pressure curve; Preparation of rat`s aortic strip in vitro; Tracing of normal tension 

curve; Effects of drugs on tension curve and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data from tension 

curve.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preparative method of mammalian aortic strip in vitro; 

（2）Be familiar with basic steps of general mammalian operative procedure; 

（3）Master effects of norepinephrine and acetylcholine on blood pressure and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ontraction, and knowing tonometry and analysis of vascular strip 

in vitro. 

Experiment 18：Observation of insulin-induced hypoglycemia in rabbit and 

mouse 

1. Teaching content 

Observation of insulin-induced hypoglycemic convulsion and remedy in rabbit and 

mouse.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general manifest of mammalian hypoglycemia; 

（2）Be familiar with mai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insulin; 

（3）Master action mechanisms of insulin-induced hypoglycemia. 

Experiment 19：Effects of some drugs on isolated frog heart perfusion 

1. Teaching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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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of frog heart perfusion in vitro; Setup of experimental system; Connection 

of perfusion devices; Record of normal heart-beat curve; Effects of NaCl, CaCl2, KCl, 

epinephrine, acetylcholine and pH value on curve.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preparing method of frog heart in vitro; 

（2）Be familiar with technique of frog heart perfusion in vitro; 

（3）Master responses of isolated frog heart rate and heartbeat to above-mentioned 

chemicals and know their action mechanism. 

4. Examination manner and requirement 

1. Examination manner 

（1）Experiment examination manner includes three parts: experiment report, 

experiment operation and experiment theory. 

（2）Score of experiment report is 34% of total experiment score, experiment 

operation is 33% of total experiment score and experiment theory is 33% of total 

experiment score. Total experiment score is 30% of total curriculum score. Each 

experiment examination has corresponding standard answer and score criteria. 

 

2. Requirement 

（1）Each experiment examination demands student independently accomplish and 

submit work on time. 

（2）Experiment report should include contents as follow: 

① Experiment title; 

② General content contains class, name, partner and date; 

③ Experiment principle and objective; 

④ Experiment object or sample; 

⑤ Experiment results（experiment curve, data, table and explanatory note）; 

⑥ Experiment discussion（results description, analysis, summarization and gains 

from experiment）; 

⑦ Conclusion（concise） 

⑧ Reference 

5. Main instrumenttation and amount  

1. Personal computer     24 sets 

2. MedLab physiological experiment system 24 sets 

3. Stimulator     24 sets 

4. Spirometer     3 sets 

5. Electrocardiograph     3 sets 

6. Pressure transducers     50 sets 

7. Tonotransducer     50 sets 

8. Mammalian surgical instruments   25 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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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extbook and reference 

1. Textbook: 

Xie Keming, Wang Guoqing, Sheng Rui, et al., Functional Experimental Science 

(bilingualism),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03. 

2. Reference:  

（1）Yu Hailing, Medical Functional Experimental Science, Science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06. 

（2）Yan Jie, Experiment Course of Medical Functional Science, The People`s 

Military Medicine Publishing House, 2010, 03. 

（3）Bai Bo, Liu Shanting, Experiment Course of Medical Functional Science, 2
nd

 

edition, The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0. 07. 

（4）Xie Jingtian, Physiology Experiment, 3
rd

 edition,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06. 

（5）Zhu Danian, Wang Tinghuai, Physiology, 8
th

 edition, The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3, 03. 

（6）Yao Tai, Physiology, 2
nd

 edition, The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0, 

08. 

 

 

         Penner: Zhu Yongjin 

         Supervisor: Wang  Guoqing  

         Date: Ma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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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MIS1019                    课程学分：6.5 

课程名称（中/英）：生物化学 /  

                  Experi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课程学时： 14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五年制 、七年制）、放射医学、医学影像、留学

生、双语教学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The topics and experiments in this Laboratory complement the material covered in the 

course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This course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basic laboratory techniques and experimental method, as well as direct experience with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principles and the properties and reactions of 

biomolecules.  

Students attend lab lectures and perform experiments every week as scheduled. This 

course includes 14 sessions (4 hours/session). In addition to basic training of laboratory 

techniques, it covers analyses of nucleotides, proteins, lipids and other metabolites and 

measurement of enzymatic activities. This course also includes 6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which help students prepare for future work in a research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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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tion To Basic Technique Of 

Biochemistry Experiment 
basic 4 2 required 

2 

Effects Of Some Factors On 

Enzymatic Activity (a-salivary 

amylase) 

basic 4 2 required 

3 
An O-toluidine Method For Blood 

Glucose Determination 
basic 4 2 required 

4 
The Lowry Assay For Protein 

Concentration 
basic 4 2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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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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The 

Serum Protein With Cellulose Acetate 

Membrane Electrophoresis 

synthesis 4 2 required 

6 Assay The Activity Of ALT In Serum basic 4 2 required 

7 
Determination Of Cholesterol In 

HDL 
basic 4 2 required 

8 

Detecting The Molecular Weight Of 

Unknown Protein(s) By Using 

SDS-PAGE 

synthesis 8 2 required 

9 

Amino Acid Analysis By Adsorption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adsorption TLC) 

basic 4 2 electives 

10 

Effects Of Substrate Concentration 

On Enzyme 

Activity——(determination of Km of 

alkaline phosphatase） 

innovation 4 2 required 

11 

Sepa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
Isoenzyme 

synthesis 4 2 electives 

12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Nuclei synthesis 4 2 required 

13 Assaying Of Nucleic Acid synthesis 4 2 required 

14 

Preparation Of E.coli Compete Cells 

And Transformation Toprokaryotic 

Cells With Plasmid 

designing 8 2 electives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Introduction To Basic Technique Of Biochemistry Experiment 

1.教学内容 

  Grasp the basic technique of biochemistry experiment.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rule of biochemistry‘s lab. 

（2）Be farmiliar with how to write the report. 

（3）Grasp how to use glass pipette, centrifuge, spectrophotometry. 

实验项目 2：Effects Of Some Factors On Enzymatic Activity (a-salivary 

amylase)  

2.教学内容 

All enzyme-catalyzed reactions are affected by temperature. The higher the 

temperature, the higher the reaction rate. However, enzymes are proteins that become 

denatured at high temperature. So each enzyme has an optimum temperature at which it 

operates at maximal efficiency. An enzyme‘s optimum temperature is usually close to the 

normal temperature of the organism it comes from(around 37℃ ). Changes in pH also 

affect enzymes through alteration of the tertiary structure of the enzyme or activ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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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more,activators and inhibitors can play a key role in regulation of enzymatic 

activity.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properties of enzyme and effects of some factors such as 

temperature and pH on enzymatic activity. 

（2）Be farmiliar with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emical nature of 

enzymes. 

（3）Grasp the saliva amylase in different temperature,PH value,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vitality of hydrolyzed starch size,and the chloride ion,copper ion on its enzymatic 

activity. 

实验项目 3：An O-toluidine Method For Blood Glucose Determination 

1.教学内容 

O-Toluidine, a primary aromatic amine, in acetic acid solution reacts relatively 

selectively with glucose, yielding a stable green color (Shiff base)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glucose can be related to the intensity of color produced. The more the intensity, the 

higher the concentration of glucose. A simple color chart can be used to "read"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glucose.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of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tecnology and basic concepts. 

（2）Familiar with the principle of chromatography technology separating different 

substances. 

（3）To grasp the principle and protocol of the o-toluidine method for glucose 

determination. 

实验项目 4：The Lowry Assay For Protein Concentration  

1.教学内容 

The Lowry method relies on two different reactions.  The first is the formation of a 

copper ion complex with amide bonds, forming reduced copper in alkaline solutions.  

This is called a "Biuret" chromophore.  The second is the reduction of Folin-Ciocalteu 

reagent (phosphomolybdate and phosphotungstate) by tyrosine and tryptophan residues.  

The reduced Folin-Ciocalteu reagent is blue and thus detectable with a spectrophotometer 

in the range of 500-750 nm.  The Biuret reaction itself is not all that sensitive.  Using the 

Folin-Ciocalteu reagent to detect reduced copper makes the assay nearly 100 times more 

sensitive than the Biuret reaction alone.  

2.教学目标 

（1）Understand the basic methods and principle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protein 

content in the samples. 

（2）Familiar with Folin phenol reagent method principle and the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protein content. 

 （3）Grasp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Folin-phenol reagent to evaluate protein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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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The Serum Protein With Cellulose 

Acetate Membrane Electrophoresis 

1.教学内容 

The isoelectric point (PI) of various kinds of serum proteins are generally lower than 

7.0, in alkaline buffer solution (PH 8.6), serum proteins are negatively charged, they will 

migrate toward anode in electric field. The rate of migration will depend on the strength of 

their net surface charges、shape and size of the proteins. Because the PI of the different 

serum proteins are different , so their net surface charges are different, furthermore the 

size 、shape are distinct, consequently the rate of migration is different too. 

2.教学目标 

（1）Comprehend the method of electrophoresis. 

（2）Familiar with the percentage values of human serum protein. 

（3）Master the method of cellulose acetate membrane electrophoresis to separate and 

identify serum protein.  

实验项目 6：Assay The Activity Of ALT In Serum 

1.教学内容 

ALT can catalyze the tranaamination between Ala and α－ketoglutatrate. Then 

2,4-dinitrophenylhydrazine is added for preventing the reaction in 60 seconds , two 2,4- 

dinitrobenzone are formed which resiponsable to two α－ketoacid. They hav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ir absorptive spectrum, and the most obvious difference has occurred at 

500-520nm wave, the absorptance of the product formed from pyruvic acid is bigger than 

from α－ketoglutatrate. So we can detect the activity of the ALT by spectrophotometry. 

2.教学目标 

To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 and significance of detecting ALT in serum. 

（2）Familiar with SGPT; Serum glutamate pyruvate transaminase; Alanine 

transaminase definition.  

（3）Master the method of the test that measures the amount of ALT in serum.  

实验项目 7：Determination Of Cholesterol In HDL 

1.教学内容 

Since lipids are not readily soluble in aqueous media, they are normally transported 

together with protein components. The resulting lipoproteins are composed of the lipid 

components (mostly buried within the lipoprotein) and a number of apolipoproteins; in 

these amphiphilic proteins, the hydrophobic residues face the lipid core of the lipoprotein, 

while the hydrophilic side is facing the aqueous medium.  

Phosphotungstic acid and magnesium chloride can precipitate CM、VLDL and LDL 

of the serum, then remove them with centrifugation. Cholesterol in the HDL of the 

supernatant can be determinated. Extract cholesterol with anhydrous alcohol and acetic 

ether to precipitate protein, and then centrifuge to remove precipitation. Add development 

solvent (concentrated sulfuric acid- iron trichloride), which can react with cholesterol and 

produce stable purple compound. The shade of purple is in direct proportion to the amount 

of cholesterol. Using the standard cholesterol solution known concentration as control can 

determine the amount of cholesterol in H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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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Comprehend the importance of HDL in vivo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2）Familiar with lipoproteins are composed of the lipid components and a number 

of apolipoproteins; in these amphiphilic proteins, the hydrophobic residues face the lipid 

core of the lipoprotein, while the hydrophilic side is facing the aqueous medium.  

（3）Master the method of determination of cholesterol in HDL 

实验项目 8：Detecting The Molecular Weight Of Unknown Protein(s) By Using 

SDS-PAGE 

1.教学内容 

Electrophoresis of macromolecules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ethods for the 

analysis of these molecules.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means movement (phoresis) in an 

electric field. Complex mixtures of proteins can be separated by electrophoresis. This 

experiment will demonstrate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ethod for separating proteins and 

determining molecular weight of the proteins by using SDS-PAGE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PAGE) in the presence of sodium dodecylsulfate (SDS)]. 

2.教学目标 

（1）Learning to ―run a SDS-PAGE‖.   

（2）Familiar with the proteins in the gel by staining and to determine the apparent 

molecular weight of proteins. 

 （3）Mastering the basic operational technology and some notes about SDS-PAGE.  

实验项目 9：Amino Acid Analysis By Adsorption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adsorption TLC) 

1.教学内容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is based on the separation of a mixture of compounds as it 

migrates with the help of a suitable solvent (mobile phase) through a thin layer of 

adsorbent material which has been applied to an appropriate support (stationary phase). In 

adsorption TLC the sample is continually fractionated as it migrates through the adsorbent 

layer. Competition for active adsorbent sites between materials to be separated and the 

developing solvent produces continuous fractionation. A portion of the material to be 

separated will be found in the mobile phase and a portion will be adsorbed to the solid 

adsorbent particles. As the process continues the various components move different 

distances, depending on their relative affinities for the adsorbent as compared with the 

migrating solvent. In general, the more polar compounds are held back by the adsorbent 

while less polar material advance further. Polar solvent effects the most movement of 

sample material over the adsorbent. 

2.教学目标 

（1）Comprehend the principle of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adsorption TLC) 

（2）Familiar with different stationary phases are available that allow to separate by 

partition, ion-exchange, adsorption or a combination of any of these phenomena. 

Adsorption is the most common mechanism. 

 （3）Master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manipulative technique of adsorption T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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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 项 目 10 ： Effects Of Substrate Concentration On Enzyme 

Activity——(determination of Km of alkaline phosphatase） 

1.教学内容 

 In normal condition, at very low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 is increased, the velocity of reaction is increased quickly;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 is increased continuously, the increase of velocity starts slow down;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 is increased to some level, the velocity approaches to a 

maximum velocity (Vmax).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substrate concentration on the velocity of 

enzymed-catalyzed reaction. 

（2）Familiar with,in the condition of constant temperature, PH and concentration of 

enzyme, the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 has more effect on the velocity of 

enzymed-catalyzed reaction. 

 （3） To learn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the Michaelis constant 

(Km). 

实验项目 11：Sepa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

Isoenzyme 

1.教学内容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 catalyses the reaction between lactate and pyruvic 

acid. In alkaline buffer solution, enzyme proteins are negatively charged. They will migrate 

toward anode in electric field.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of net charge number, their 

migration velocities are distinct. The LDH with more ‗H-subunit‘ will have greater 

migration velocity.  

After electrophoresis, cover the agarose gel plate with the dye solution. LDH catalyze 

the removal of hydrogen atoms from lactate. The product NADH＋H
+ 

reacts with the 

artificial hydrogen transmitter phenazine methosulfate(PMS) and finally with the last 

hydrogen acceptor nitroblue tetrazolium(NBT). NBT is deoxidized to purple compound. 

Then every zones of LDH isoenzyme can be seen. Estimate their relative content by 

darkness of color.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catalyses the reaction. 

（2）Familiar with use agarose gel plate as the supporting medium and separate LDH 

isoenzyme by electrophoresis in electric field.  

 （3）Master the method of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to separate and identify 

lactate dehydrogenase isoenzyme. 

实验项目 12-13：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Nuclei and Assaying Of Nucleic 

Acid 

1.教学内容  

 The method that is commonly used for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nuclei involves 

the mechanical disruption and fractionation of cells into their different subcellular 

components (e.g. nucleus, microsomes, mitochondria, cytoplasm). A very common means 

of fractionating cells takes advantage of the fact that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a cell have 

different sedimentation coefficients.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sedi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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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fficient for different components are the radius and the effective density of these 

microscopic objects. The sedimentation coefficient is different for all types of subcellular 

structures, such as nuclei, mitochondria, microsomes (small pieces of disrupted ER), 

lysosomes and ribosomes. Therefore, we can isolate and purify such subcellular 

components from each other merely by centrifuging a mixture of them (a crude cell lysate) 

at different speeds. For example, at a speed that produces a force 600 times the earth‘s 

gravity, the nuclei of cells will pellet at the bottom of a tube, while most of the other 

cellular particles will remain in suspension. At a centrifuge speed that produces a force 

10000 times that of gravity, large organelles such as mitochondria and chloroplasts will 

usually pellet. Much higher levels of force (> 100000 times gravity) are usually needed to 

pellet microsomes and ribosomes. 

There are two type of nucleic acid: DNA and RNA. DNA chiefy reside in cellular 

nucles, and in cytoplasm RNA is most plentiful. In alkaline solution RNA cab be 

hydrolyzed, its ribose dehydrated to form furfurol, then furfurol can Kondens with orcinol 

to synthesize green compound, the shade of green is in direct proportion to the amount of  

RNA. Heated in perchloric acid solution, DNA can be hydrolysed, its ribodesose 

dehydrated to form ω-hydroxy-keto-pentanal, then it can react with diphenylamine to 

produce blue compound, which chemical property is not clear, but the shade of blue is in 

direct proportion to the amount of DNA.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of DNA and RNA in the cell. 

（2）Familliar with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determination of DNA and RNA 

content. 

     （3）Master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nuclei from rat 

liver cells.Comprehend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mensuration of DNA and RNA. 

实验项目 14：Preparation Of E.coli Compete Cells And Transformation 

Toprokaryotic Cells With Plasmid 

1.教学内容  

Transformation in bacteria is usually carried out by (1) weakening the cell wall by 

divalent action like Ca and Rb, or (2) porating in cell wall and membrane using 

high-voltage electric pressure. In this investigation, transformation of Escherichia coli is 

carried out with plasmid DNA by treating with CaCl2 solution. Exposure of the cells to 

0℃ and divalent cations such as CaCl2 makes them more permeable to DNA because cell 

will swell . Foreign DNA directly can be a change bacterium genetically by passing 

through the cell wall and cell membranes. The resistance of bacteria against antibiotics can 

be obtained genetically though transformation of plasmid having antibiotic-resistance 

genes. 

This experiment recipient cell E.coli DH5 is in competent conditions by CaCl2 and 

mixed with plasmid to transform.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E.coli will be seen on the LB 

Ampicillin agar plate on the following day because plasmid have resistant gene such as 

Amp
r
, Trpr

.
 .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 is the genetic alteration of a cell resulting 

from the introduction, uptake and expression of foreign DNA.  



 

 428 

（2）Familliar with this technique is now widely used in biotechnology to introduce 

plasmid and other DNA to bacteria. Competent cell is that bacterial cell is apt to take up 

foreign DNA such as plasmid. 

（3）To grasp the procedure of transforming foreign DNA to E.coli.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操作考试在实验内容结束后统一进行。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根据参加实验情况（10%）、实验报告成绩（60%） 

     和实验操作考查结果（30%）等综合评分。实验成绩约占期末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722 型分光光度计 12 台 

2. 水浴箱 3 台 

3. 试管及试管架 1 套/2 人 

4. 离心机 12 台 

5. 电泳仪 6 台 

6. 吸量管 1 套/2 人 

7. 层析缸              70 个 

8. 微量注射器             10 个 

9. 移液器                  50 把 

10.电泳槽                  12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1).Experimental biochemistry essentials 自编 

        2).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徐岚、钱晖 科学出版社、2014 

   2.参考书： 

（1）查锡良主编 生物化学 第七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2）吴士良主编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第二版 科学出版社 2009 

（2）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吴士良、钱晖、周亚军 徐岚 科学出版

社 2009 

（4）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 贡成良、曲春香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9 

 

 
                                        

执 笔 人：徐   岚   

审 批 人：张艳岭   

完成时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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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llabus of the Regional Anatomy 

课程代码：CMIS1020                  课程学分： 3 

课程名称： Regional Anatomy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  36 

适用专业：Clinical Medicine, overseas students 

实验室名称：Basic Medical Laboratory 

一、课程简介 

The broad goal of the teaching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Anatomy aims at 

providing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f the gross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ody to provide 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linical correlation of organs or structures 

involved and the anatomy basis for the disease present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the student shall be able to  

(f) Comprehend the normal disposition, clinically, relevant interrelationship, 

functional and cross sectional anatomy of the various structures in the body. 

(g) Comprehend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connection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o 

analyse the integrative and regulative functions of the organs and systems. He/she 

shall be able to locate the site of gross lesions according to the deficits 

encountered. 

(h) Identify and locate all the structures of the body and mark the topography of the 

living anatomy. 

(i) Understand clinical basis of some common clinical procedures i.e. intramuscular 

and intravenous injection, lumbar puncture and kidney biopsy etc. 

(j) From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of other basic sciences, student shall be able to 

comprehend and regul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anatomical basis of diseas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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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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er limbs 验证性 16 5 必修 

2 Upper limbs 验证性 16 5 必修 

3 neck 综合性 8 5 必修 

4 Chest 验证性 8 5 必修 

5 Abdomen 验证性 20 5 必修 

6 pelvis 验证性 4 5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1：The  chapter 1  Lower limbs 

Preview 

Prepare the femoral triangle, Adductor canal, Popliteal fossa, Artery: Femoral, 

profunda femoris, popliteal, doralis pedis Vein: Venous drainage of lower limb, great and 

small saphenous veins, Inguinal group of lymph nodes. 

mastery: 

1. the origination, walk line, tributaries and infuse into position of the great  saphenous 

vein. 

2. the position ,groups and collect  range of the inguinal group lymph nodes . 

3. the anterior muscle groups of the thigh and leg , effect and nerve domination. 

4. the boundaries and content of the femoral triangle, the femoral sheath, femoral canal 

and femoral ring. 

5. the femoral artery ,anterior tibial artery and dorsal artery of foot and its chief branch. 

6. the supply of the femoral, obturator ,superficial and deep peroneal nerve. 

13. the muscles of the gluteal region, posterior region of the thigh and leg. 

14. the supply of the sciatic and tibial nerve  

15. the origination and stop of the small saphenous vein. 

16. the boundaries and content of the popliteal fossa. 

17. the structure (vessels and nerves) passing through the suprapiriform and infrapiriform  

18.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opliteal artery and posterior tibial artery. 

 familiarity: 

1. the position and compose and passing structure of the adductor canal. 

2. the compose its passing structure of malleolar canal . 

 understanding: 

3. the lymph node and its drainage of the popliteal fossa. 

4. the superior and inferior gluteal cutaneous nerves ,the saphenous n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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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2：The chapter 2   Upper limbs 

Preview 

    Preview: the position, shape, structure feature and lymph drainage and clinical 

meaning of the female mammary gland . the rise, stop and clinical meaning of the 

superficial venous of the upper limbs, travel . the position, shape and contents of the axilla. 

the composing and chief branch of the brachial plexus. Axilla artery and its chief branch 

and axilla venous . the position of the axilla lymph nodes. The position of the brachial 

artery and its chief branches. The muscular name ,position and effect of the forearm. The 

nervous supply of the muscles of forearm . The muscular groups of the hand. The 

composing and position of the superficial and deep palmar arch. The muscles of shoulder 

and their nerve domination. The vessel and nerve structure of the quadrangular and 

triangular space. The muscular name and effect of the posterior group muscles of arm and 

forearm. The 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deep branch of radial nerve.    

mastery: 

1. the position, shape, structure feature and lymph drainage and clinical meaning 

of the female mammary gland . 

2. the origination ,travel and clinical meaning of the superficial vein of the 

Upper limb. 

3. the position, shape and contents of the axilla . 

4. the composing and chief branch of the brachial plexus  

5. Axilla artery and its chief branch and axilla venous . 

6. the position of the axilla lymph nodes and their receiveing range.  

7. The position of the brachial artery and its chief branches 

8. Upper limbs' artery dry, nerve's dry body surface projection.  

9. The muscular name ,position and effect of the forearm.  

10. The nervous supply of the muscles of forearm .  

11. The muscular groups of the hand. 

12.  The composing and position of the superficial and deep palmar arch. 

13. The muscles of shoulder and their nerve domination. 

14.  The vessel and nerve structure of the quadrangular and triangular space.  

15. The muscular name and effect of the posterior group muscles of arm and 

forearm.  

16. The 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deep branch of radial nerve.    

familiarity: 

1. the muscular position ,chief function and nerve domination of the chest wall. 

2. the position, travel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Muscle skin nerve, axilla nerve, nervus 

radialis, median nerve, a feet nerval  

3. the boundaries and its structural of the cubital fossa. 

4. the compose and its passing structure of the carpal canal. 

understanding: 

1. the nerve supply and blood vessel of the mammary 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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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composeing of the quadrangular and triangular space.  

实验项目3：The chapter 3  the neck  

Preview: 

    Preview:  the position, trail and into place of the external jugular vein. The opening 

of the duct of the submandibular gland.. The origination and stop , position, function and 

nervous supply of the sternocleidomastoid . the composing , position and contents of the 

carotid sheath.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carotid sinus carotid body.  The 

projection and press to stop bleeding point of the common carotid artery . the chief 

branche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external carotid artery. The position, trail and its tributaries 

of the internal jugular vein. the chief branche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vagus nerve in the 

neck. The position, shape, abut and fibrous capsule of the thyroid gland. The relation of the 

blood vessel of thyroid gland with superior laryngeal and recurrent laryngeal nerve. The 

position, abut and narrow part of the esophagu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ccessory nerve. 

The composing, position and chief branches of the cervical plexus. . the position and trail 

of the phrenic nerve . The origination and stop , position and its branches of subclavian 

artery. The composing, position of the brachial plexus. The position and abut of the cupula 

of pleura.  

mastery:  

1. the position, trail and into place of the external jugular vein.  

2. The opening of the duct of the submandibular gland. 

3. The origination and stop , position, function and nervous supply of the 

sternocleidomastoid .  

4. the composing , position and contents of the carotid sheath.  

5.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carotid sinus carotid body.   

6. The projection and press to stop bleeding point of the common carotid artery . 

7. the chief branche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external carotid artery.  

8. The position, trail and its tributaries of the internal jugular vein. the chief branche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vagus nerve in the neck.  

9. The position, shape, abut and fibrous capsule of the thyroid gland.  

10. The relation of the blood vessel of thyroid gland with superior laryngeal and recurrent 

laryngeal nerve.  

11. The position, abut and narrow part of the esophagus.  

12.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ccessory nerve.  

13. The composing, position and chief branches of the cervical plexus.  

14. the position and trail of the phrenic nerve .  

15. The origination and stop , position and its branches of subclavian artery.  

16. The composing, position of the brachial plexus.  

17. The position and abut of the cupula of pleura.  

 familiarity: 

1. the deep fascia of the neck and its structure by it.  

2. the position and fiber direction of the platysma . 

3. the position and drainage of the superficial cervical lymph 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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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position of the sympathetic trunk. 

5  the position and drainage of the deep cervical lymph nodes. 

6. the composing and contents of the scalene fissure .  

understanding: 

1. the division and triangle of the neck. . 

2. the cutaneous nerves of cervical plexus. 

3. the name of the suprahyoid and infrahyoid muscles .  

4. the compose and positi 

实验项目4：The chapter 4   Chest 

Preview 

    Preview: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ntercostal blood vessel and nerve. The concept of 

the pleura and pleural cavity. The parts of the parietal pleura ,pleural recesses , pleural 

reflection and their projections. the position, shape, lobes of the lungs and the structure of 

root of lung .the position, shape and function of the diaphragm, diaphragmatic hiatus and 

its passing structure. the position, appearance and blood vessel of the heart. the shape, 

position and three narrow of the esophagu. the origination and into position and collect 

range of the thoracic duct .the composing and tributaries of the superior vena cava and 

brachiocephalic .the 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phrenic nerve and vagus at chest cavity. 

The position of the sympathetic trunk and greater and smaller splanchnic nerve. 

mastery: 

1. Pectoral bone sex indicate and the mark line of chest . 

2.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ntercostal blood vessel and nerve.  

3. The concept of the pleura and pleural cavity.  

4. The parts of the parietal pleura ,pleural recesses , pleural reflection and their 

projections.  

5. the position, shape, lobes of the lungs and the structure of root of lung . 

6. the position, shape and function of the diaphragm, diaphragmatic hiatus and its passing 

structure.  

7. the position, appearance and blood vessel of the heart. 

8. the shape, position and three narrow of the esophagu.  

9. the origination and into position and collect range of the thoracic duct . 

10. the composing and tributaries of the superior vena cava and brachiocephalic vein . 

11. the 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phrenic nerve and vagus at chest cavity.  

12. The position of the sympathetic trunk and greater and smaller splanchnic nerve. 

range. 

familiarity: 

1. the origination and stop, fiber direc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intercostal muscles. 

2. the source of the pulmonary blood vessel. 

3. the receive range of the azygous ,semiazygos and accessory hemiazygos vein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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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1. the concept of the bronchpulmonary segments. 

2. the circumfluence of the pulmonary lymph. 

3. the domination of the phrenic nerve. 

4. the blood supply, lymph circumfluence and nerve domination of the esophagus.. 

实验项目5：The chapter 5    Abdomen 

Preview      

Preview: the boundaries and divisions of the abdomen and layered structure of the 

anterolateral abdominal wall. Superficial structural feature and superficial vein 

circumfluence of the abdominal wall. The origination and stop ,shape and function of 

rectus abdominis. The composing of sheath of rectus abdominis. The boundaries of the 

inguinal triangle. The concept of the peritoneum and peritoneal cavity .the composing and 

contents of the inguinal canal.the concept of the peritoneum and peritoneal cavity. The 

position, shape and lobes of the liver .the composing of the  biliary passage. The shape , 

position and projection on the surface of gall bladder . Pancreatic position and shape. 

Splenic position and shape. Gastric artery . Duodenal the position, parts and its shape 

structure of the duodenum. The origination, branch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celiac trunk. Big 

intestinal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larger intestine . the position of the vermiform 

appendix and the surface projection of appendix. the shape different of the jejunum and 

ileum. The composing and tributaries of the hepatic portal vein. The origin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superior and inferior mesenteric artery. The shape and position of the 

kidney and the renal fascia. The shape and thre narrow of the ureter and the relation with 

uterus artery . The composing and tributaries of the inferior vena cava . the composing, 

position and chief branch distribution of the lumbar plexus. 

mastery: 

1. the boundaries and divisions of the abdomen and layered structure of the anterolateral 

abdominal wall. 

2. Superficial structural feature and superficial vein circumfluence of the abdominal wall.  

3. The origination and stop ,shape and function of rectus abdominis. 

4. The composing of sheath of rectus abdominis.  

5. The boundaries of the inguinal triangle.  

6. The concept of the peritoneum and peritoneal cavity . 

7. the composing and contents of the inguinal canal.the concept of the peritoneum and 

peritoneal cavity.  

8. The position, shape and lobes of the liver .the composing of the biliary passage.  

9. The shape , position and projection on the surface of gall bladder .  

10. Pancreatic position and shape. Splenic position and shape.  

11. Gastric artery .  

12. Duodenal the position, parts and its shape structure of the duodenum.  

13. The origination, branch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celiac trunk. 

14.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larger intestine .  

15. the position of the vermiform appendix and the surface projection of 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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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he shape different of the jejunum and ileum.  

17. The composing and tributaries of the hepatic portal vein.  

18. The origin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superior and inferior mesenteric artery.  

19. The shape and position of the kidney and the renal fascia.  

20. The shape and thre narrow of the ureter and the relation with uterus artery .  

21. The composing and tributaries of the inferior vena cava . 

22. the composing, position and chief branch distribution of the lumbar plexus. 

familiarity: 

1. the position, shape fea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obliquus externus abdominis , the 

obliquus internus abdominis and the transverses abdominis. 

2.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liohypogastric nerve and ilioinguinal nerve and the inferior 

epigastric artery. 

3. the position and shape of greater omentum. 

4. the composing of the omental foramen. 

5. the blood vessel and ligament of the splen. 

6. the blood vessel and chief ligament of the liver. 

7. the lymph circumfluence of the stomach. 

understanding: 

1. the blood vessel, nerve and lymph circumfluence of the duodenum. 

2. the blood vessel and lymph circumfluence of  pancreas. 

3. the variation of the position of the appendix. 

4. the concept of the renal segmentation . 

5. the blood vessel and nerve of the adrenal gland. 

实验项目6：The chapter 6   The pelvis  

Preview 

    Preview: the position, shape and abut of the bladder. the position, composing, mucous 

feature and clinical meaning of the bladder triangle. the position, shape, abut and fibrous 

capsule of the prostate.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the ductus deferens . the position of the 

seminal vesicle and the opening of the ejaculatory duct . the branch of the internal iliac 

artery. the position, shape structure and abut of the rectum and anal canal . the position, 

shape and fixture of the ovarian. The position, shape, parts and abut of the uterine tube. 

The concept of the pelvic diaphragm. 

mastery: 

1. the position, shape and abut of the bladder. 

2. the position, composing, mucous feature and clinical meaning of the bladder triangle.  

3. the position, shape, abut and fibrous capsule of the prostate.  

4. The position and parts of the ductus deferens .  

5. the position of the seminal vesicle and the opening of the ejaculatory duct . 

6. the branch of the internal iliac artery. 

7. the position, shape structure and abut of the rectum and anal canal . 

8. the position, shape and fixture of the ovarian.  

9. The position, shape, parts and abut of the uterine 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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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he concept of the pelvic diaphragm. 

familiarity: 

1. the positional relation of the organs in the pelvic cavity. 

2. the position and clinical meaning of the rectouterine pouch and bladderouterine 

pouch.. 

3. the blood vessel, nerve and lymph circumfluence of the rectum. 

understanding: 

1. the nervous supply, blood vessel and lymph circumfluence of the bladder.. 

2. the peritoneal relation of the bladder and its clinical meaning. 

3. the lobes of the prostate. 

on of the ansa cervicalis.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有实验报告的要求，本次实验人员的安排包括主刀、助手，巡回等.考核方

式。实验课的考核方式：课程中期和结束时各进行1次，方法：教师随机考核每个学

生寻找自己实验组结构操作过的结构1-2个,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

的比例30%，其中实验报告占10%，实验考核两次占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套数  

人体解剖实验台，.解剖器械每组一套（包括手术刀柄一把，解剖刀一把，手术

剪刀两把，镊子4把）。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张绍祥，《局部解剖学》，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2.参考书： 

1）Richard L.Drake，《格氏解剖学基础教程》英文影印班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 

2）张绍祥，《局部解剖学》 ，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3） 彭裕文，《局部解剖学》（第 7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 2008 

4）王怀径，《局部解剖学》，人卫出版社，2006 

5）王怀径，《局部解剖学》（全英语），人卫出版社，2005 

6）姜树学,《CT 与 MRI 影像解剖学》，辽宁科技出版社，2000 

7）于频,《新编人体解剖图谱》（第二版），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8）王鹤鸣，《局部解剖学，》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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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labus Of Experiment Pathology 

Course code：CMIS1021                      Credits：4.5 

Course type：Pathology                      

Course schedule：126（Theory Hour：72;  Experiment Hour：54） 

Teaching target：Clinical medicine specialty（overseas students） 

Lab Name：Basic Medical Laboratory 

一、Course Introduction 

Pathology is a basic medicine subject which studies the etiology, pathogenesis and 

termination and turnover of pathological change. Pathology is the study that deals with 

morphology changes and interrelations of diseases of the body. It is an important 

elementary subject for medical students. The purposes of pathology study are to know and 

grasp the disease essence and the rules of diseas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and to provide 

theory support in the diagnosis and prevention of disease according to the study of the 

above contents. 

二、Contents and Course Distribution: 

No. Experiment Course type 
Course 

Distribution 

Each group 

of Numbers 

Compulsory/Optional 

Course 

1 

Cell and Tissue 

Adaptation and 

Injury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3 1 Compulsory 

2 Repair for Injur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3 1 Compulsory 

3 

Local Fluid and 

Hemodynamic 

Derangements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2 1 Compulsory 

4 Inflammation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4 1 Compulsory 

5 Neoplasia（1）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3 1 Compulsory 

6 Neoplasia（2）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3 1 Compulsory 

7 

Disease of the 

Heart and Blood 

Vessels System（1）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3 1 Compulsory 

8 

Disease of the 

Heart and Blood 

Vessels System（2）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3 1 Compulsory 



 

 438 

No. Experiment Course type 
Course 

Distribution 

Each group 

of Numbers 

Compulsory/Optional 

Course 

9 
Diseases of the 

Respiratory System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3 1 Compulsory 

10 

Disease of 

Digestive System

（1）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3 1 Compulsory 

11 

Disease of 

Digestive System

（2）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3 1 Compulsory 

12 

Disorders of 

Hematopoietic and 

Lymphoid System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2 1 Compulsory 

13 

Disease of the 

Kidney and Its 

Collecting System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4 1 Compulsory 

14 

The Disease of 

Genital System and 

Breast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3 1 Compulsory 

15 
Disease of 

Endocrine System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3 1 Compulsory 

16 
Diseases of the 

Nervous System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3 1 Compulsory 

17 Infectious Diseases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3 1 Compulsory 

18 Parasitosis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3 1 Compulsory 

三、Teaching Object and Course requirements 

Experiment 1：Cell and Tissue Adaptation and Injury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common types, causes and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degeneration. 

     2）To master the concept, types, morphological features and the outcomes of 

necrosis. 

     3）To be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ion, causes and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atrophy 

and its effects on human body. 

     4）To be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s of hypertrophy and metaplasia. 

Experiment 2：Repair for Injure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conception, process of formation, morphologies and   significance 

of granulation t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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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To be familiar with the process of wound healing and the proliferative potential of 

different cell types. 

    3）To be familiar with the healing process and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bone 

fracture. 

Experiment 3：Local Fluid and Hemodynamic Derangements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and results of congestion of liver and lung. 

    2）To master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thrombus, the causes of thrombosis and its 

possible results. 

    3）To master the conception and the types of embolism, as well as its effects on human 

body. 

    4）To master the conception of infect,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ischemic infarct 

and hemorrhagic infarct. 

    5）To be familiar with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yaline thrombus. 

Experiment 4：Inflammation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 ） To master below concept: exudate, inflammatory mediator, opsonin, 

pseudomembranous inflammation, purulent inflammation, phlegmonous inflammation, 

abscess, ulcer, sinus, granulomatous inflammation, infectious granuloma, foreign body 

granuloma, bacteremia, and septicemia. 

     2）To master the essential pathological changes at the site of inflammation 

     3）To know well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various 

kinds of inflammatory cells. 

     4）To master the common types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cute and 

chronic inflammation. 

Experiment 5：Neoplasia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understand the tumor morphology and structure and the tumor growth patterns. 

     2）To master the identification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tumor. 

     3）To master the nomenclature of tumors and understand classification of tumors. 

Experiment 6：Neoplasia 

1. Course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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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morphological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everal benign and 

malignant tumors. 

     2）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arcinoma and sarcoma. 

     3）To understand the laboratory diagnosis of cancer. 

Experiment 7：Disease of the Heart and Blood Vessels System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basic pathologic change of atherosclerosis, especially to maste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its harmfulness. 

     2）To master the basic pathologic change of hypertension and the pathologic change 

of chief organs. 

Experiment 8：Disease of the Heart and Blood Vessels System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pathologic change of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2）To master the conceptions of vegetation and Aschoff body. 

Experiment 9：Diseases of the Respiratory System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clinical association of lobar pneumonia. 

     2）To master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lobular pneumonia. 

     3）To master the types of pulmonary carcinoma (including gross view and 

microscopic view). 

     4）To be familiar with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 of chronic bronchitis, emphysema 

and cor pulmonale.  

     5）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complications of silicosis. 

Experiment 10：Disease of Digestive System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pathological character and complications of gastritic ulcer and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2）To master the etiology and pathological change of viral hepatitis and its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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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 

     3）To master the pathogenesis, pathological change and clinical course of portal 

cirrhosis and post necrotic cirrhosis. 

     4）To be familiar with morphological feature of the esophageal, gastritic, hepatic and 

colonic carcinoma. 

Experiment 11：Disease of Digestive System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pathological character and complications of gastritic ulcer and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2）To master the etiology and pathological change of viral hepatitis and its main 

types. 

     3）To master the pathogenesis, pathological change and clinical course of portal 

cirrhosis and post necrotic cirrhosis. 

     4）To be familiar with morphological feature of the esophageal, gastritic, hepatic and 

colonic carcinoma. 

Experiment 12：Disorders of Hematopoietic and Lymphoid System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morphological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odgkin‘s lymphoma 

and non-Hodgkin‘s lymphoma 

     2）To master the features of Reed-Sterbeg cell 

Experiment 13：Disease of the Kidney and Its Collecting System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morphology of acute proliferative and crescentic glomerulonephritis. 

     2）To master microscopic morphology of chronic sclerosing glomerulonephritis. 

     3）To master pathognomonic gross and histologic feature of chronic pyelonephritis. 

     4）To master morphology of common tumors of urinary system. 

Experiment 14：The Disease of Genital System and Breast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clinical features of carcinoma of cervix and 

carcinoma of breast. 

     2）To familiarize 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clinical of hydatidiform mole, malignant 

(invasive) mole, and choriocarcinoma. 

Experiment 15：Disease of Endocrine System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diffuse goiter and toxic go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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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To know well the morphology of thyroid adenoma and papillary carcinoma of 

thyroid. 

Experiment 16：Diseases of the Nervous System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To master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epidemic meningitis and type B epidemic 

encephalitis. 

Experiment 17：Infectious Diseases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typhoid fever, bacillary dysentery 

  2）To master concepts of the primary complex/Ghon complex, caseous pneumonia 

and tuberculoma. 

  3）To master the essential pathological changes at the site of tuberculosis 

  4）To master the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aseous necrosis   

Experiment 18： Parasitosis 

1. Course Contents 

Gross specimen, Light microscopy 

2. Course requirements 

  1）To master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2）To master the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quire 

1. Lab Report：Using a digital microscope lesions and in the form of a written report. 

 2.Evaluation Mode 

（1）Experiment report: interactive laboratory application advantages with cameras 

taking typical 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make the appropriate text or image annotation, use 

send test report in the form of electronic document, the teacher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pathological changes typical of the intake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text and given scores; 

（2）Case discussion and class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case discussion, 

classroom performance and attendance and  gives grades. 

（3）Experimental section, and/or gross examination 

3.Distribution of experiment results：The experimental result for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course grade of 30%. 

(1) Experiment result (lab report result, case discussions, and class performance 

grades) accounted for 10% of the course grade;  

(2) Experimental section, and/or gross examination results for 20% of the course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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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Main equipment and existing properties  

     Jetta interactive microscopic system software                 180 sets     

Teachers use computer                                   3 per/ room 

Students use the computer                                180 sets     

The digital microscope    CX21                          3Sets 

The digital microscope   CX31                           180 sets 

Tissue section                                          1 set/per person 

六、Reference 

1、Robbins and Cotran Pathologic Basis of Disease，edited by Vinay Kumar, Abul K. 

Abbas, Nelson Fausto, Jon C. Aster，W.B. Saunders Company ，2009 

2. Robbins Basic Pathology，edited by Vinay Kumar, Abul K. Abbas, Jon C. Aster ，

Elsevier Health Sciences, 2012 - 9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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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labus of Practical Course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Course code：CMIS1022             Credit：3.0 

Course title：Medical Microbiology 

Credit hours：72                   Practical hours：28 

Students：oversea students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science   

Laboratory：Basic Medical Laboratory  

一、Course Overview 

Medical microbiology, a branch of microbiology,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basic 

medical science. This course covers the fundamental in medical microbiology, including 

the morphology and structure of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the laws of their life activit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humans. Practical course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teaching 

programme in medical microbiology and will help student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basic principles better. This course offers to teach students a lot of most frequently used 

techniques and skills in microbial lab, including aseptic technique, methods for staining 

and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cultivation technique and serological diagnosis. Besides, it 

will also help students to develop the log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during learning.     

二、Experiments and Lab Hours 

No. Experiment Type Lab Hours Grouping Compulsory/Elective 

1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Bacteria 
basic 3 1 person Compulsory 

2 
Cultivation Techniques 

for Isolation of Bacteria 
comprehensive 2 2 persons Compulsory 

3 
Examination of Bacterial 

Metabolites 
comprehensive 1 4 persons Compulsory 

4 

Effects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Agents on 

Microbial Growth 

basic 2 2 persons Compulsory 

5 
Bacterial Genetics and 

Variation 
basic 1 1 person Compulsory 

6 Pathogenic Cocci basic 2 1 person Compulsory 

7 
Identification of Enteric 

Bacteria 
comprehensive 5 1 person Compulsory 

8 

Serological Diagnosis of 

Typhoid Fever--Widal 

Test 

comprehensive 2 4 persons Compul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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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Experiment Type Lab Hours Grouping Compulsory/Elective 

9 

Anaerobic Bacteria, 

Corynebacteria and 

Mycobacteria 

comprehensive 3 1 person Compulsory 

10 

Actinomycetes, 

Spirochetes, 

Mycoplasmas and 

Rickettsia 

comprehensive 3 1 person Compulsory 

11 
Laboratory Techniques in 

Virology 
Basic 2 1 person Compulsory 

12 Pathogenic Fungi Basic 2 1 person Compulsory 

13 

Laboratory 

Diagnosis of An 

Infectious Disease 

designing 8 5-6 persons Elective 

三、Contents and Requirements of Experiment 

Experiment I: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Bacteria 

1. Content 

（1）Laboratory rules and regulations 

（2）Gram sta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Escherichia coli 

（3）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bacterial morphology and specific structure 

a) Spiral bacterium--Campylobacter. jejuni 

b) Capsule of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c) Spores of Bacillus subtilis 

d) Flagella of Proteus vulgaris 

2. Requirement 

（1）To become familiar with  

a) the techniques for smear preparation 

b) the principles of Gram staining 

c) the practical use of oil immersion to exam the stained slide preparations 

（2）To master  

a) the procedure for Gram stain 

b) the basic forms and specific structure of bacteria 

Experiment II: Cultivation Techniques for Isolation of Bacteria 

1. Content 

（1）Demonstration of some conventional culture media in medical microbiology 

Nutrient Broth Medium, Nutrient Agar Medium, Semi-solid Medium, Blood Agar 

Medium, SS medium, cooked meat medium； 

（2）Culture transfer techniques 

a) Inoculation of a slant 

b) Inoculation of a broth media 

c) Inoculation of a semi-solid media 

d) Steak plate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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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bservation of bacteri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2. Requirement 

（1）To become familiar with  

a) the procedur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basal culture medium 

b) inoculating instruments 

c)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organisms in various media 

d) the composition and usage of some conventional culture media in medical 

microbiology laboratory 

（2）To master  

a) the aseptic techniques for subculturing microorganisms 

b) the techniques for isolation of microorganisms from a mixed microbial population for 

subsequent pure culture 

Experiment III: Examination of Bacterial Metabolites 

1. Content 

Demonstration of some common biochemical test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bacteria 

a) Carbohydrate Fermentation Test 

b) Indole Production Test 

c) Hydrogen Sulfide Test 

d) Urease Test 

e) Pigmentation 

2. Requirement 

（1）To master the principles of the most commonly used biochemical tests for identification of 

microorganisms 

（2）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composition and usage of some useful media for biochemical 

tests 

（3）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phenomena of some useful biochemical tests 

Experiment IV: Effects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Agents on Microbial Growth 

1. Content 

（1）Ultraviolet radiation test 

Strains: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Bacillus subtilis; 

（2）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 

      Strains: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Escherichia coli; 

      Antibiotic discs: penicillin G 10μg, streptomycin 10μg, amikacin 10μg, and cephalosporin 

30μg; 

2. Requirement 

（1）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routine methods for disinfection and sterilization in 

microbiological laboratory 

（2）To master the methods of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 and their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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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V: Bacterial Genetics and Variation 

1. Content 

（1）Variation of Bacterial Flagella: H-O Variation of Proteus vulgares 

（2）Variation of Bacterial Morphology—L-form Bacterium 

            Beading of Bacillus anthracis   

2. Requirement 

To observe phenomena of bacterial variation and know the mechanisms for their variation 

 

Experiment VI: Pathogenic Cocci 

1. Content 

（1）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bacterialmorphology  

Streptococci, Neisseria.gonorrhoeae (Gonococci) 

（2）Demonstration of colonies of three kinds of Staphylococci (S.aureas，S.epidermidis, S. 

saprophytism) on a nutrient agar plate 

（3）Demonstration of colonies of α-and β-hemolytic Streptococci on a blood agar plate 

（4）Coagulase test: slide test for bound coagulase  

2. Requirement 

（1）To master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pathogenic cocci 

（2）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major tests for identification of pathogenic cocci 

 

Experiment VII: Identification of Enteric Bacteria 

1. Content 

（1）Isolation of a stool specimen on an SS plate 

（2）Subculture the suspicious organisms in KIA (Kligler iron agar) 

（3）Examination of the morphology and Gram reaction of the suspicious organisms 

（4）Preliminary identification of the suspicious organism by biochemical tests 

Indole production test, Motility test, Urease test, Mannitol fermentation test, etc. 

（5）Confirmation of the identification by slide agglutination test 

2. Requirement 

（1）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selective media to isolate enteric bacteria 

（2）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biochemical test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enteric bacteria 

（3）To master the procedure for identification of enteric bacteria 

 

Experiment VIII: Serological Diagnosis of Typhoid Fever—Widal Test 

1. Content 

To perform Widal test, obtain the result and make diagnosis 

2. Requirement 

To master the principle, procedur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Widal test 

 

Experiment IX: Anaerobic Bacteria, Corynebacteria and Mycobacteria 

1. Content 

（1）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bacterial m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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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tani, C.botulinum, C.perfringen----Gram stain 

C. diphtheriae----Albert's staining, metachromatic granule 

（2）Demonstration of colonies of C.perfringens on a blood agar: double zone of hemolysis 

（3）Demonstration of colonies of C.diphtheriae on a blood agar containing potsssium tellurite. 

（4）Acid-fast stain: smear of sputum 

2. Requirement 

（1）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colonial morphology of C.perfringens on a blood agar and C. 

diphtheriaeon a blood agar containing potsssium tellurite 

（2）To master 

a) the morphology of C.tetani, C.botulinum, C.perfringens, C.diphtheriae and M. 

tuberculosis  

b) the principle and procedure for acid-fast stain 

 

Experiment X: Actinomycetes，Spirochetes, Mycoplasmas and Rickettsia 

1. Content 

（1）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bacterial morphology 

a) Aactinomycetes 

b) O. tsutsugamushi----Macchiavello stain method 

c) T. pallidum----silver impregnation stain 

d) Colonies of mycoplasma 

（2）Fontana silver impregnation stain: examination of Borrelia vincentii in oral specimen 

2. Requirement 

（1）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staining method and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spirochetes 

（2）To master 

a)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ctinoycetes, rickettsia, mycoplasmas and 

spirochetes 

b) the colonial properties of mycoplasma 

 

Experiment XI: Laboratory Techniques in Virology 

1. Content 

（1）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viral inclusion body: Negri body of rabies virus 

（2）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viral infected cell culture: CPE 

（3）Culture of virus by embyonated eggs (vedio) 

（4）Hemagglutination test (vedio) 

2. Requirement 

（1）To become familiar with  

a) the conventional method of viral isolation and cultivation 

b) the cytopathic effect (CPE) due to viral infection 

（2）To master the morphology and diagnostic meaning of Negri body and the use of 

hemagglutinat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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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XII：Pathogenic Fungi 

1. Content 

（1）Compare the colon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fungal strains 

C. neoformans, C. albicans and Aspergillus.Sp 

（2）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fungal morphology 

a) Chlamydospores of C. albicans 

b) C. neoformans count-stained with India ink 

c) Macroconidia of Microsporum gyseum 

2. Requirement 

（1）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morphology and colonial characteristics of some clinical 

important fungi 

（2） To master the common-used method for cultivation and morp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fungi 

 

XIII: Laboratory Diagnosis of an Infectious Disease 

1. Content 

（1）Preliminary diagnosis the infectious disease based on the case file and suggest the 

suspicious organisms.  

（2）Determine the specimens to be collected and design the diagnostic procedure. 

（3）Perform all the tests, analysis the results and make the final diagnosis. 

2. Requirement 

（1）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laboratory procedure for the diagnosis of a suspicious 

microorganism and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methods. 

（2）To master the techniques and skills in microbiology 

四、Essessments 

Practical score usually accounts for 30% of the grade point average and consists of 

two parts: exam score and regular score. Evaluation of the regular score is based on the 

attendance, behavior and quality of experimental reports. It accounts for 50% of the 

practical score. Practical exam will be held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and accounts for the 

other 50% of practical score. 

五、Instruments  

1. Horizontal autoclaving           2           10. Incubator shaker        2 

2. Portable autoclaving             2            11. Refrigerator        10 

3. Microscope for lab technician    3            12. Electronic balance       1 

4. Microscope for display         15    13. Balancce     5 

5. Microscope for student      １for each        14. Gas cooker             1  

6. Superclean benchtop       15       15. Induction cooker       5    

7. Incubator                  6            16. Anerobic box          1  

8. Hot air oven                2            17. Desk centrifu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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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hermostate water bath           3   

六、Text book and Reference 

1.Text book： 

Medical Microbiology: A Laboratory Manual 

2.Reference： 

Patricia M. Title. Bailey & Scott‘s Diagnostic Microbiology (ThirteenthEdition). 

Elsevier. 2014 

Cappuccino, James. Microbiology: A Laboratory Manual. Benjamin Cummings 

[Imprint];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13 

Bablanian, Gayne. Microbiology Laboratory Manual. Kendall Hu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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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Immunology》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CMIS1023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  Medical Immunology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overseas students 

实验室名称：Basic medical laboratory 

一、课程简介 

Medical Immunology Experiment Course Based on immunological principle, selection 

of immunological techniques commonly used and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design and set up different levels of experiments. The experiments included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 separation, immunofluorescence, B lymphoma hybridization and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tumor bearing 

mice model established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these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through 

into the corresponding experiment contents, including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experiments as required, als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study for higher level students life, 

design and innovation of experiment, further cultivat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immunology principle,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ims: 1, through experimental courses to help students further understand the 

immunological basic concept and innate immune responses and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 

an important immunological principle; 2, grasp the principle of immunological 

experiments, method, application and significance; 3,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immunology, and newly emerging immunological methods and principles. 

   Requirements: 1, to norm used in immunology experimental oper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analysis, to understand a variety of instruments and the principle of 

work and the right to use and maintenance method; 2, to combine the theory and the 

methods of immunology, flexible application in basic research studies and clinical diseas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etc..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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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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solation of huma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验证性 4 4 必修 

2 Immunofluorescence 综合性 4 4 必修 

3 B lymphocyte hybridization 
综合性/设计

性 
5 4 必修 

4 

Enzyme-linked 

immunoabsobant 

assays (ELISA) 

综合性 5 4 必修 

5 
Preparation of Mouse 

Peritoneal Macrophages 
验证性 4 4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Isolation of huma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 

Ficoll density gradient centrifugation  

    1.教学内容：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 include lymphocytes and monocytes 

whose size, shape and gravity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 blood cells. The heaviest cells, i.e. 

red blood cells and granular cells‘ gravity is about 1.092g/ml, while lymphocytes and 

monocytes‘ gravity is about 1.075-1.090g/ml and the slightest platelets‘ gravity is 

1.030-1.035g/ml. So an isosmotic solution with gravity of 1.077g/ml also known as Ficoll 

can isolate blood cells with different gravities by density gradient centrifugation. Blood 

cells with different gravities can be re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their gravities after 

centrifugation. 

    2.教学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aseptic operation. 

    (2) Familiar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of the centrifuge and inverted 

microscope.  

    (3) to grasp the method of separation of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and cell 

counting method. 

    实验项目 2：Immunofluorescence 

    1.教学内容： 

Since antibodies are too small to be seen directly, you have to use a fluorescent dye 

that is covalently attached to the antibody. When a light illuminates the fluorescent dye, it 

absorbs the light and emits a different color light which is visible to the investigator and 

can be photographed by a fluoresence microscope. At present, the most widely used 

fluorescent dyes are FITC and R-PE, which emits green and red light respectively.  

Direct test 

1. Add cell suspension into Eppendorf tube and then add diluted murine FITC conjugated 

anti-CD28 mAb, mix cells and Ab by gentle shaking the 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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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cubate in 4℃ for 30min.  

3. Wash by PBS and centrifuge.  

4. Resuspend the cells in 200μl PBS or Hanks for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view.  

2.教学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 cell surface marker. 

(2) familiar with 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immunofluoresence. 

(3) to master the immunofluorescence labeling and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实验项目 3：B lymphocyte hybridization 

   1.教学内容： 

Preparation of mouse myeloma cells. After removal of immune mouse spleen and 

preparation of spleen cell suspension; by cell fusion technique, rich in plasma cells of 

mouse spleen cells with myeloma cells were fused; under the microscope observation of 

cell fusion morphology and fusion efficiency; cell fusion can be through selection and 

cultivation to obtain hybridoma cells. 

 

  2.教学目标： 

(1) to master the construction of hybridoma cell line and screening principle of secreting 

specific antibody. 

(2) master the principle and operation process of cell fusion technology. 

(3) familiar with the prepa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monoclonal antibodies. 

实验项目 4：Enzyme-linked immunoabsobant assays (ELISA)  

  1.教学内容： 

Ag attached to a solid surface capture the Ab with which some special enzyme was 

linked. The enzyme-linked Ab will reacts with some special substrate to show special color 

which could be used for quantitation of Ag.  

ELISA includes indirect assay, two-site capture assay and competitive assay.  

Two-site capture assay: The assay plate is coated with specific antibody (capturing Ab), the 

test solution (Ag) then applied and any antigen present captured by the bound antibody. 

After washing away unbound material, the captured antigen is detected using a labeled 

antibody (labeled by enzyme) against another epitope on the antigen. The bound ligand is 

visualized by the addition of chromogen--- a colorless substrate which is acted on by the 

enzyme portion of the ligand to produce a colored end-product. Since the antigen is 

detected by two different antibodies, the second in excess, such assay is both highly 

specific and sensitive. 

  2.教学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 of ELISA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linical testing.  

(2) familiar with the method and principle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cytokines in the 

supernatant of body fluid and cell culture, and the use of enzyme marker. 

(3) master the key operation and result analysis of the ELISA determination method. 

 

实验项目 5：Preparation of Mouse Peritoneal Macrophages 



 

 454 

  1.教学内容： 

Using 37 degrees C pre incubated in RPMI 1640 medium mice peritoneal lavage, 

induced peritoneal macrophages to swim out into the lotion; containing macrophages 

peritoneal cells out of juxtaposition in ice pre cooled container; obtain peritoneal cells with 

pre cold PBS buffer washing; selecting adherent method removal of non adherent cells 

enriched macrophages; inverted microscope was used to observe and count; using anti 

mouse CD11b straight standard antibody marker enrichment of macrophages, using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enrichment of macrophages after purity. 

  2.教学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various methods of isolation, purif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macrophages. 

(2) familiar with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crophages, the role of macrophages in 

the immune response 

(3) grasp the principle and operation method of the preparation of peritoneal macrophages 

and flow cytometry to detect the purity of macrophages.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The experimental report: with the hall independently complete the experimental repor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can be correctly analyzed. 

2, Assessment methods 

(1) The examination method of the experimental class: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experiment operation; the correctness of the experiment operati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experiment report. 

(2) The test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class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actual 

participation, the operation and the results of the correctness of the experimental report 

writing seriously and the standard degree is divided into A (excellent), B (good), C (pass) 

and D (fail). 

(3)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score of the course was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Major instruments and facilities: 

1 biological inverted microscope    2 sets 

2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1 sets 

3 flow cytometry                 1 sets  

4 ELISA Reader                 1 sets 

5 cell culture incubator            2 sets 

6 centrifuge                     1 set 

7. -80 low temperature freezer      1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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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居颂光 朱一蓓.医学免疫学实验技术.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 

2.参考书：曹雪涛.医学免疫学（第 6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谭锦泉（第 2 版）.Text book of medical immunology 科学出版社.2006 

    Thao Doan (second edition) Immunology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执笔人：葛  彦 

审批人：居颂光 

   完成时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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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parasitology》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MIS1024                课程学分：2.0 学分 

课程名称：人体寄生虫学/Human parasitology 

课程学时：30 学时    实验学时：24 学时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五年制医学专业(留学生班)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Medical Parasitology i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the medical students with 

seven-year program have to take. This course covers the fundamental of fundamentals of 

Parasitology, medical protozoology, medical helminthology and medical arthropodology. 

Its content includes the biology of pathogens, pathogenesis, anti-infection immunity, and 

diagnosi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教学目标：Human Parasitology emphasizes a medical perspective while incorporating 

functional morphology, physiology, biochemistry, and immunology to enhance 

appreciation of the diverse implications of parasitism.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classical 

clinical parasitology texts and traditional encyclopedic treatises, Human Parasitology 

appeals to students interested in the medical aspects of parasitology and those who require 

a solid foundation in the biology of parasites.This course will help students better know 

what caus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how to prevent and treat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knowledge they learn from this course will serve their practice better in future. We will 

help the students achieve the goals listed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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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Nematode: 

Ascaris Lumbricoides 

Trichuris trichiura 

Ancylostoma duodenale & Necator 

americanus 

Enterobius vermiccularis, 

Filaria: Blucbereria bancroft;  

Brugia malayi 

Trichinella spirals 

综合性 4 3 必修 

2 

Trematode: 

Chonorchis sinensis， 

Fasciolopsis buski， 

Paragonimus westermani 

Schistosoma 

综合性 4 3 必修 

3 

Cestode : 

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Spirometra mansoni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Hymenolepis nana 

验证性 4 3 必修 

4 

Protozoa-1: 

Entamoeba histolytica,  E.coli 

Leishmania donovani , 

Giardia lamblia 

Trichomonas vaginalis 

验证性 4 3 必修 

5 

Protozoa-2 

Plasmodium 

Cryptosporidium , Toxoplasma gondii 

Pneumocystis carinii 

验证性 4 3 必修 

6 

Arthropod 

Ticks and Mites 

Mosqutio, Sand fly Fly, Flea and 

louse 

综合性 4 3 必修 

三、实验内容与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Nematode: Ascaris Lumbricoides, Trichuris trichiura, Ancylostoma 

duodenale & Necator americanus, Enterobius vermiccularis,Filaria: Blucbereria 

bancroft;  Brugia malayi, Trichinella spirals 

1. 教学内容 

(1) Observe the adult worm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Trichuris trichiura, 

Ancylostoma duodenale & Necator americanus, Enterobius vermiccularis, Blucbereria 

bancroft;  Brugia malayi； 

(2) Oberve the egg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Trichuris trichiura, Ancylostoma 

duodenale & Necator americanus, Enterobius vermiccul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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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arry out the lab of direct smear slides to observe the egg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4) Carry out the lab of thick blood smears to observe the microfilaria of Blucbereria 

bancroftandBrugia malayi; 

(5) Distinguish the morphology of two spcies of microfilaria; 

(6) Observe the stucture of larva cyst of Trichinella spiralsin the muscle. 

2. 教学目标 

(1) To know about the structure of larva cyst of Trichinella spiralsin the muscle; 

(2) Familiar with the adult worm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Trichuris trichiura, 

Ancylostoma duodenale & Necator americanus, Enterobius vermiccularis,Blucbereria 

bancroft;  Brugia malayi; 

(3) Familiar with how to carry out the direct smear slides and try to observe the egg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4) Familiar with how to carry outthick blood smears to observe the microfilaria of 

Blucbereria bancroftandBrugia malayi; 

(5) Mast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species hookworm; 

(6) Mast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microfilaria of Blucbereria bancroftandBrugia 

malayi; 

(7) Master the stucture of the eggs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Trichuris trichiura, 

Ancylostoma duodenale & Necator americanus, Enterobius vermiccularis. 

 

实验项目 2：Trematode:Chonorchis sinensis，Fasciolopsis buski，Paragonimus 

westermani, Schistosoma 

1. 教学内容 

(1) Observe the adult worm of Chonorchis sinensis，Fasciolopsis buski，Paragonimus 

westermani , Schistosoma; 

(2) Oberve the egg of Chonorchis sinensis，Fasciolopsis buski，Paragonimus 

westermani , Schistosoma; 

(3) Oberve the intermediate host of Chonorchis sinensis，Fasciolopsis buski，
Paragonimus westermani , Schistosoma. 

2. 教学目标 

(1) To know about the structure of the adult worms of Chonorchis sinensis，
Fasciolopsis buski，Paragonimus westermani , Schistosoma;  

(2) Familiar withthe intermediate host of Chonorchis sinensis，Fasciolopsis buski，
Paragonimus westermani , Schistosoma; 

(3) Master the structure of the egg of Chonorchis sinensis，Fasciolopsis buski，
Paragonimus westermani , Schistos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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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 ： Cestode :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 Spirometra mansoni,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Hymenolepis nana 

1. 教学内容 

(1) Observe the adult worm of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Spirometra mansoni; 

(2) Oberve the egg of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andEchinococcus granulosus; 

(3)Oberve the metacestoda of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 Spirometra mansoni,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2. 教学目标 

(1) To know about the structure of the adult worms of 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Spirometra mansoni; 

(2) Familiar withthehe egg of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andEchinococcus 

granulosus;  

(3)Master the structure of metacestoda of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 Spirometra 

mansoni,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实验项目 4：Protozoa-1:Entamoeba histolytica, E.coli, Leishmania donovani, Giardia 

lambliaand Trichomonas vaginalis 

1. 教学内容 

(1) Observe the trophozoite stages and cyst stages of Entamoeba histolytica, 

E.coliandGiardia lamblia； 

(2)Observe the trophozoite stages of Trichomonas vaginali; 

(3)Observe the promastigote and amastigote of Leishmania donovani; 

2. 教学目标 

(1) To know about the structure of trophozoite and cyst of Entamoeba histolytica, 

E.coli; 

(2) Familiar with the structure of promastigote of Leishmania donovani; 

(3) Master the structure of amastigote of Leishmania donovani; 

(4) Master the structure of trophozoite and cyst of Entamoeba histolytica and Giardia 

lamblia; 

(5) Master the structure of trophozoite of Trichomonas vaginali; 

(6) Mast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ntamoeba histolytica and E.coli. 

 

实验项目 5：Protozoa-2Plasmodium Cryptosporidium , Toxoplasma gondii 

1. 教学内容 

(1) Observe the differences in-erythrocyte stages of Plasmodium vivax and Plasmodium 

falciparum; 

(2)Observe the oocyst of Cryptosporidium; 

(3)Observe the tachyzoite and bradyzoite of Toxoplasma gondii; 

 (4) Observe the cyst and pseudocyst of Toxoplasma gond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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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目标 

(1) To know about thestructure of oocyst of Cryptosporidium;  

(2) Familiar with the structure of bradyzoite andcyst of Toxoplasma gondii; 

(3) Master the structure of tachyzoite and pseudocyst of Toxoplasma gondii; 

(4) Master the differences in-erythrocyte stages of Plasmodium vivax and Plasmodium 

falciparum; 

 

实验项目 6：ArthropodTicks and Mites, Mosqutio, Sand fly Fly, Flea and louse 

1. 教学内容 

(1) Observe the structure ofhard ticks, soft ticks, chigger mites and gamasida mites; 

(2)Observe the structure of sand fly,fly, flea and louse; 

(3)Observe the egg, larva, pupa and adult stages of anopheles, culex and aedes; 

 (4) Carry out the lab ofplasticstripmethod to detect the infection of demodex. 

 

2. 教学目标 

(1) To know about thestructure of hard ticks, soft ticks, chigger mites and gamasida mites; 

(2) Familiar with the structure ofsand fly,fly, flea and louse; 

(3) Master the differences in anopheles, culex and aedes egg byfour stages of larva, pupa 

and adult;  

(4) Master how to carry out the plasticstripmethod to identify the infection of demodex on skin.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实验一 Draw the egg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Trichuris trichiura, Ancylostoma 

duodenale & Necator americanus, Enterobius vermiccularis; annotation the 

structure of adult worm ofAscaris Lumbricoides, Trichuris trichiura, 

Ancylostoma duodenale & Necator americanus, Enterobius vermiccularis; 

annotation the structure of microfilaria of Blucbereria bancroftandBrugia 

malayi; Carry out the lab of direct smear slides to observe the egg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Carry out the lab of thick blood smears to observe the 

microfilaria of Blucbereria bancroftandBrugia malayi. 

实验二 Draw the egg of Chonorchis sinensis，Fasciolopsis buski，Paragonimus 

westermani, Schistosoma; annotation the structure of adult worm 

ofChonorchis sinensis，Fasciolopsis buski，Paragonimus westermani; figure 

out the life cycle of Chonorchis sinensis，Fasciolopsis buski，Paragonimus 

westermani. 

实验三 Draw the egg of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andEchinococcus granulosus; 

Draw the metacestoda of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annotation the structure 

of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 Spirometra mansoni,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figure out the life cyle ofTaenia solium  & T. saginata , 

Spirometra mansoni,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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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Draw the cyst stages of Entamoeba histolytica, E.coliandGiardia lamblia; 

Draw the trophozoite stages of Trichomonas vaginali; put color to 

promastigote and amastigote of Leishmania donovani; annotation the 

structure of the trophozoite of Entamoeba histolytica and Giardia lamblia; 

figure out the life cycle of Entamoeba histolytica, E.coliandLeishmania 

donovani. 

实验五 Draw the differences in-erythrocyte stages of Plasmodium vivax and 

Plasmodium falciparum; figur out the life cycle of Plasmodium vivax and 

Plasmodium falciparum; Draw the tachyzoite and pseudocyst of Toxoplasma 

gondii 

实验六 Annotation the structure ofhard ticks, soft ticks, chigger mites and gamasida 

mites; Annotationthe structure of sand fly,fly, flea and louse; Annotationthe 

egg, larva, pupa and adult stages of anopheles, culex and aedes;Carry out the 

lab ofplasticstripmethod to detect the infection of demodex. 

 

2、考核方式 

（1）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包括实验报告考核和实验考试考核 

（2）课程实验考核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其中实验报告成绩占 10%，实验考

试成绩占 20%；根据出勤情况、实验报告及实验考试等综合评分，实验成绩占总分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光学显微镜 120 台 

倒置显微镜 2 

ELISA 试剂盒 8 人 1 套 

PCR 试剂盒 100 人 1 套 

恒温箱 2 

各类组织切片和大体标本 80 

高压蒸气灭菌器 1 台 20L 

恒温水浴锅 2 

电泳仪、电泳槽 2 套 

高速离心机 2 

微量移液器（10、20、200、1000μL）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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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Reference： 

1.《Textbook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and Parasititology》 2006, by Wang ShiPing Ye 

SiYin;Science Press 

2.《Human Parasitology》 Fourth Edition, 2012/7 by Burton J. Bogitsh, Clint E. Carter, 

Thomas N. Oeltmann; Academic Press 

 

 

 

执笔人： 周霞许静 

审批人： 夏超明 

完成时间： 201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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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yllabus on Pathophysiology 

Code: CMIS1025                    Written by: DONG ZHENG  

Name   Pathophysiology             Approved by: KEMING XIE 

Curriculum hours  72                Experimental hours: 18 

Lab name: Basic medical laboratory 

Credit 3.0 

I. Overview, Objectives and requirements of experimental class 

1. By reproducing the animal models of diseases,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causes, 

conditions and mechanism of which those diseases generate. 

2. Observe the changes in function, metabolism and some shape of the diseased animal 

body via experiments, learn the rules and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ose changes, and know 

the possible outcome of related diseases. 

3. Learn the basic usage of instruments and apparatuses commonly used in the 

pathophysiological experiments and the basic study methods as well as fundamental 

operation skills, and thus playing solid foundation for enhancing the experimental and 

study capabilit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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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Contents and schedule of experimental curriculum  

S/N Item Objective & requirements Contents Hour Type Persons Compulsory/optional 

1.1 

Introduction to 

pathophysiologi

cal experiment 

To learn the basic 

pathophysiological experiment 

and study methods 

1.1. Introduce the pathophysiological 

experiments 
0.5 Comprehensive 

3～4 

Compulsory 

1.2 

Experimental 

pulmonary 

edema in mice 

To learn the basic skills of 

reproducing toxic pulmonary 

edema animal model and its 

nosogenesis. 

1.2. Inject the 1:1000 epinephrine in 

the abdominal cavity of a mouse and 

observe its respiratory rate, depth and 

general conditions; inject the 

0.1mg/ml  phentolamine in another 

mouse promptly after injecting the 

same dose of epinephrine; and inject 

the same dose of physiological saline 

in the control mouse; meanwhile 

observe and compare their 

electrocardiograms; observe the 

foamed liquid flowing out of 

their  tracheas and anatomize those 

mice to isolate and weigh their 

integrated lungs; calculate and compare 

the pulmonary coefficients. 

2.5 Innovative Optional 
 

1.3 

Edema 

experiment of 

rabbit ears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venous 

backflow dysfunction and venous 

pressure increase on edema 

occurrence 

1.3. Fix a rabbit in its cage and stop the 

venous  blood flow of an ear of the 

rabbit by tying a cork on the inside of 

the ear with the elastic cord, 

meanwhile the ear‘s middle arterial 

blood flow will be maintained. 

Observe changes in shape and 

functions of the tied rabbit ear. 

3 Fundamental Optional 

1.4 
Inflammatory 

edema 
 

1.4. Dip the rabbit ear at one side into 

the hot water of 60℃, observe the 

color, temperature and thickness of the 

scalded ear and compare it with the one 

at the other side. 

3 Fundamental  O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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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Item Objective & requirements Contents Hour Type Persons Compulsory/optional 

2.1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hypoxia 

Learn the methods and principles 

of reproducing different types of 

models of hypoxia and be familiar 

to the rescue skills. 

2.1. Establish the animal models of 

hypoxia caused by four different 

pathogeneses of hypoxia by lack of 

oxygen, toxicant of carbon monoxide, 

toxicant of sodium nitrite and toxicant 

of potassium cyanide. Rescue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by different 

means and compare them with the 

control mouse. Observe the changes in 

the mouse function. 

3～4 
Comprehensive 

and innovative 
3～4 Compulsory 

2.2 

Effects of genus 
and age to the 
Low pressure 

hypoxia 
tolerance 

Learn the effects of genus and age 
on the hypoxia tolerance under the 

rapidly reducing atmosphere 
pressure 

2.2. Put the frog (or toad), the 
new-born mouse and adult mouse in 

the vacuum dryer together and exhaust 
the dryer with the vacuum pump to 
simulate the atmospheric hypotonic 

hypoxia, and observe the performances 
of those animals. 

2.5 Fundamental  Optional 

3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traumatic shock 

Lean the operation skills of 
animal fixing, local anesthesia 

and tracheal intubation, the 
separation and intubation skills of 
cephalic artery and the methods of 

measuring and recording the 
changes in respiration and blood 

pressure of animals with 
instruments and be familiar to the 

usage of instruments and 
apparatuses. 

Beat the inside of the animal‘s thigh at 
one side with wooden hammer until the 

animal is shocked due to the severe 
trauma, observe the respiration, 

circulation, acid-base balance and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animal, rescue 
the animal by comprehensive means 

and then make observation and 
comparison. 

4 Comprehensive 3～4 Compulsory 

4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animal with 
respiratory 
dysfunction 

Learn the operation skills of 
thoracic puncture and internal 

pressure measurement; 
Learn the skills of reproducing 
animal model with obstructive 

ventilation dysfunction 

Establish the animal models of rabbits 
of experimental pneumothorax, acute 

incomplete asphyxia and full asphyxia,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changes in 
respiration, circulation, blood color, 

blood gas and the whole body of those 
rabbits, rescue them by comprehensive 

means and measure index of those 
rabbits after they recover. 

4 Comprehensive 3～4 Compulsory 

http://dict.youdao.com/w/traumatic/
http://dict.youdao.com/w/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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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Item Objective & requirements Contents Hour Type Persons Compulsory/optional 

5.1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liver 

dysfunction 

Learn the major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liver and the 

fundamental method of observing 

the hepatic deactivation against 

medicines. Learn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operation skill of 

the experiment. 

Requirements: Be familiar to the 

basic method and principle of the 

experiment. 

5.1. Inject the same dose of 

epinephrine via the veins separately at 

the edge of the rabbit ear and the 

mesenteries and observe changes in 

blood pressure and respiration of the 

rabbit. Make the animal model of 

rabbit with hepatic dysfunction,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effects of 

ammonia chloride mixture on the 

respiration, circulation and the whole 

body of the rabbits with hepatic 

dysfunctions. 

4 Comprehensive 3～4 Compulsory 

5.2 

Detoxification 

capability of 

hepar against 

pentothal 

sodium 

 

5.2.After making hypodermic injection 

with chloroform to the mouse to 

damage its liver, inject the pentothal 

sodium solution to the abdominal 

cavity of the mouse, observe the mouse 

and record the time at which the mouse 

is anaesthetized and recovered from 

anaesthesia. Observe and compare their 

effects on the function, metabolism and 

shape of the mouse. 

4 Comprehensive  Optional 

6 
Experimental 

design 

Independently design the 

innovative study item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athophysiological curriculum 

and submit the design document. 

The teacher introduces the basic 

knowledge on design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and the students design the 

plans for experimental researches 

independently 

4 Design 3～4 Optional 

7 
Experimental 

operation exam 

The experimental exam is used 

for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s of 

students. 

The experimental exam is used for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s of students. 
3 Comprehensive 10 Compul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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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Experimental contents and requirements 

1.1.  (1) Name: Introduction to pathophysiological experiment 

     (2) Contents: Introduction to pathophysiological experiment 

  (3) Requirements: To learn the basic pathophysiological experiment and study 

methods 

 

1.2.  (1) Name: Experimental pulmonary edema in mice  

(2) Contents: Inject the 1:1000 epinephrine in the abdominal cavity of a mouse 

and observe its respiratory rate, depth and general conditions; inject the 

0.1mg/ml  phentolamine in another mouse promptly after injecting the same dose of 

epinephrine; and inject the same dose of physiological saline in the control mouse; 

meanwhile observe and compare their electrocardiograms;  observe the foamed liquid 

flowing out of their tracheas, anatomize those mice to isolate weigh their integrated 

lungs;calculate and compare the pulmonary coefficients. 

    (3) Requirements: To learn the basic skills of reproducing animal models of toxic 

pulmonary edema as well as the nosogenesis of toxic pulmonary edema and the 

mechanism of medicine antagonism. 

1.3    (1) Name: Edema experiment of rabbit ears 

    (2) Contents: Fix the rabbit in its cage and stop the venous blood flow of an ear of 

the rabbit by tying a cork on the inside of the ear with the elastic cord , meanwhile the ear‘s 

middle arterial blood flow will be maintained.Observe changes in shape and functions of 

the tied rabbit ears. 

    (3) Requirements: Observe the effects of venous obstruction and increased venous 

pressure in the edema generation. 

1.4  (1) Name: Inflammatory edema 

  (2) Contents: Dip the rabbit ear at one side into the hot water of 60℃, observe the 

color, temperature and thickness of the scalded ear and compare it with the one at the other 

side. 

  (3) Requirements: Observe the effect of the increase of vasopermeability in the 

inflammatory edema. 

 

2.1   (1) Nam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hypoxia 

   (2) Contents: Establish the animal models of hypoxia caused by four different 

pathogeneses of hypoxia by lack of oxygen, toxicant of carbon monoxide, toxicant of 

sodium nitrite and toxicant of potassium cyanide. Rescue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by 

different means and compare them with the control mouse. Observe the changes in the 

mouse function. 

   (3) Requirements: Learn the methods and principles of hypoxia models of different 

types and the relevant rescuing mechanism. Of which, the reduction of oxygen pressure 

related to the hypoxia by lack of oxygen is relating to the relevant physiological knowledge, 

arrange the parallel experiments of hypoxia tolerance according to the particular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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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in the quantity and nature of the hemoglobin caused by the toxicants of carbon 

monoxide and sodium nitrite are relating to the patho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knowledg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organ to utilize the oxygen caused by the 

hypoxia of the toxicant of potassium cyanide is relating to the knowledge of biochemical 

pharmacology. 

 

2.2  (1) Name: Effects of genus and age on the low pressure hypoxia tolerance 

  (2) Contents: Put the frog (or toad), the new-born mouse and adult mouse in the 

vacuum dryer together and exhaust the dryer with the vacuum pump to simulate the 

atmospheric hypotonic hypoxia, and observe the performances of those animals. 

  (3) Requirements: Learn the effects of genus and age to the hypoxia tolerance under 

the rapidly reducing atmosphere pressure. 

 

3.  (1) Nam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traumatic shock 

  (2) Contents: Beat the inside of the animal‘s thigh at one side with wooden hammer 

until the animal is shocked due to severe trauma, observe the respiration, circulation, 

acid-base balance an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animal, rescue the animal by 

comprehensive means and then make observation and comparison. 

  (3) Requirements: Learn the operation skills of animal fixing, local anesthesia and 

tracheal intubation, the separation and intubation skills of cephalic artery and the methods 

of measuring and recording the changes in respiration and blood pressure of animals with 

instruments and be familiar to the usage of instruments and apparatuses. Observe the 

respiration, circulation, acid-base balance and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animals that are 

made the traumatic shock; learn the rescuing measures and combine them with the 

physiological, biochemical, pathophysiological and medical knowledge. 

 

4.   (1) Nam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animal with respiratory dysfunction 

  (2) Contents: Make the animal models of rabbits of experimental pneumothorax, 

acute incomplete asphyxia and full asphyxia,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changes in 

respiration, circulation, blood gas and general situation of those rabbits, rescue them by 

comprehensive means and measure index of those rabbits after they recover. 

  (3) Requirements: Learn the operation skills of thoracic puncture and internal 

pressure measurement; learn the skills of reproducing animal model with obstructive 

ventilation dysfunction. Observe the changes in respiration, circulation, blood gas and 

general situation of those rabbits that are under the experimental pneumothorax, acute 

incomplete asphyxia and full asphyxia, learn the rescuing measures and combine them 

with the physiological, biochemical, pathophysiological and medical knowledge. 

 

5.1  (1) Nam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liver dysfunction 

  (2) Contents: Inject the same dose of epinephrine via veins separately at the edge of 

the rabbit ear and mesenterium and observe changes in blood pressure and respiration of 

the rabbit. Establish the animal model of rabbit with hepatic dysfunction, observe and 

http://dict.youdao.com/w/traumatic/
http://dict.youdao.com/w/shock/
http://dict.youdao.com/w/traumatic/
http://dict.youdao.com/w/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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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 the effects of ammonia chloride mixture on the respiration, circulation, blood gas 

and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rabbits with hepatic dysfunction. 

  (3) Requirements: Learn the major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liver and the 

fundamental method of observing the hepatic deactivation against medicines. Compare and 

observe the difference in medical effects on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that were injected 

with the epinephrine via different passages, and analyze the action of protective screen of 

the hepar. The actions of the rabbits that are injected with epinephrine are mainly related to 

the bio-chemical knowledge; observe the effects of the injected ammonia chloride 

mixture on respiration, circulation, and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rabbits, learn the rescuing 

measures and combine them with the physiological, biochemical, pathophysiological and 

medical knowledge. 

 

5.2  (1) Name: Hepatic detoxification capability against Pentothal sodium 

  (2) Contents: Make hypodermic injection to the mouse with chloroform to damage its 

liver, and after that inject the Pentothal sodium solution to the abdominal cavity of the 

mouse, observe the mouse and record the time at which the mouse is anaesthetized and 

recovered from anaesthesia. Observe and compare their effects on the function, metabolism 

and shape of the mouse. 

  (3) Requirements: Damage the hepar of the mouse with chloroform and observe the 

hepatic detoxification capability against the Pentothal sodium. The biological 

transformation function of the hepar that is damaged by the chloroform is reduced and the 

hepatic detoxification against the Pentothal sodium is declined, too. Therefore, the mouse 

is anaesthetized sooner but it is remained under the anaesthetization in a longer time. Learn 

the fundamental method and principle of the experiment. 

 

6.   (1) Name: Experimental operation exam 

  (2) Contents: The experimental exam is used for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s of 

students. 

 

IV. Assessment means 

1. Experimental report 

The experimental report shall be written by each student independently in the unified 

form distributed and the plagiarization is forbidden. The experimental report shall include 

the 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 The lat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port, the 

phenomena observed in the experimental process shall be described in loyal and correct 

manner by graphs, three-line table and expressions and the conclusion shall be derived 

from the original records in the experiment; the discussion refers to the analysis, contrast, 

comparis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llustration of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s well as the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experiment. The experimental report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tutor as required and shall 

not be delayed without any reasonable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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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ssessment means 

(1) Assessment means for experimental curriculum: The experimental operation will be 

examined after the experimental courses are completed;  

(2) Determination of scores for experimental courses: The scores will be determined 

comprehensiv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perimental performance, report and 

operations. The experimental scores shall account for 20% or so of the general scores of 

the exam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V. Main instruments & apparatuses and quantities of existing ones 

Instrument & apparatus  Existing quantity 

Computer:  8 sets/lab 24 

Respiratory transducer: 8 sets/lab 24 

Blood pressure transducer:  8 sets/ lab 30 

Surgical instruments: 8 sets/lab 30 

Trachea cannula:  8 sets/lab 30 

Arterial cannula: 8 sets/lab 30 

Printer: 1 set/lab 3 

General counter balance: 8 sets/lab 24 

Precise torsion balance: 1 set/lab 3 

Baby-weighing scale: 1 set/lab 3 

Rabbit workbench: 8 set/lab 24 

Carbon monoxide generator: 8 sets/lab 24 

Blood-gas analyzer (for scientific use) 1 

VI. Experimental textbook and reference 

1. Textbooks: Functional Experimental Science edited by Xie Keming et.al.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14; 

           Pathophysiology (version 8), edited by Wang Jian-zhi and Yin Lian-hua,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3 

2. Reference: Physiology (version 8), edited by Zhu Da-nian and Wang Ting-huai,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3 

           Pharmacology (version 8), edited by Yang Baofeng,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3 

      Biochemistry and Molecualr Biology(version 8), edited by Cha Xi-liang 

and Ya Li-bo,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3 

http://dict.youdao.com/w/blood-gas/
http://dict.youdao.com/w/analy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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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Genetics》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MIS1027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医学遗传学/Medical Genetics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临床医学（留学生）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As a fundamental course for medical students, the lab section of Medical Genetics 

consists of fundamental experiments (50%),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25%), 

self-designed and innovative experiments (25% together). The aim of this lab course is to 

facilitate and to validat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knowledge of Medical Genetics, as 

well as for students to master the fundamental experiment techniques, such as preparation 

of chromosome, karyotype analysis and so on, that are required for Medical Genetics 

researches. Also, by teaching students how to analyze human allele frequency and 

phenotype frequency in a population, how to perform chromosome preparation experiment, 

this course will make the students have the ability to diagnostically analyze genetic 

disorders and carry on Medical Genetics studies, will help students to develop a scientific 

attitude, logic and creative thinking, therefore improving their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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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tosis and Meiosis Fundamental 3 1 必修 

2 Detection of Human Sex Chromatin Fundamental 3 1 必修 

3 Preparation of Mouse Bone Marrow Chromosome Comprehensive 3 3 必修 

4 
Human Chromosomes Observation and Karyotype 

Analysis 
Fundamental 3 1 必修 

5 Genetic Counseling Self-designed 3 1 必修 

6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Comprehensive 3 3 必修 

7 Mouse micronucleus test Fundamental 3 3 选修 

8 Genetic analysis for human traits Innovative 3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Mitosis and Meiosis 

1.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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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 the diagram showing the processes of mitosis and meiosis, respectively. 

Observe slides of cell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grasshopper spermatogenesis. 

2.Objectives: 

（1）Master the processes of mitosis and meiosis and key events in each stage; 

（2）Master the process of reproductive cell formation; 

（3）Mast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itosis and meiosis. 

实验项目 2：Detection of Human Sex Chromatin 

1.Content: 

Prepare slides of human X chromatin, observe the Barr body and calculate 

percentage of cells with a Barr body. 

2.Objectives: 

（1）Master the method to stain and observe the X chromatin, the mechanism of X 

chromosome inactivation and morphology of the Barr body: 

（2）Know how to stain the Y chromatin and morphology of the Y body. 

实验项目 3：Preparation of Mouse Bone Marrow Chromosome 

1.Content: 

Pretreat mice with colchicine，obtain bone marrow cells from femur，hypotonic 

treatment of cells，fixation of cells，re-suspend cells，make slides of re-suspended 

cells，staining chromosomes，observe slides under the microscope. 

2.Objectives: 

（1）Master the method to for preparation of chromosomes from mouse bone marrow 

cells; 

（2）Master the use of microscope and morphology of mouse chromosomes; 

（3）Master morphology and type of animal chromosomes. 

实验项目 4：Human Chromosomes Observation and Karyotype Analysis 

1.Content: 

Cut individual human chromosomes from pictures and make a karyogram 

2.Objectives: 

（1）Master the characteristics, morphology and types of human chromosomes;  

（2）Master how to perform human karyotype analysis; 

（3）Know human banding techniques. 

实验项目 5： Genetic Counseling and Pedigree Analysis 

1.Content: 

Analyze pedigrees of human inherited diseases and calculate the risk of human 

genetic disorder. 

2.Objectives: 

（1）Master the inheritance patterns of human single-gene disorder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2）Master how to make a pedigree of human genetic disorder; 

（3）Master how to analyze human pedigree and how to calculate the ris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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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a genetic disorder on an individual in the pedigree. 

实验项目 6：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1.Content: 

Find the DNA sequence of a target DNA, design a set of primers for this gene and a 

PCR grogram to amplify this gene. 

2.Objectives: 

（1）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application and process of PCR 

（2）Know how to find DNA sequence of interested genes and how to design primers 

and set PCR parameters to amplify interested DNA fragments. 

实验项目 7：Mouse micronucleus test 

1.Content: 

Pretreat mice with mitomycin C，obtain blood cells from tail end，hypotonic 

treatment of cells，fixation of cells，re-suspend cells，make slides of re-suspended 

cells，staining chromosomes，observe micronucleus of the PCE  (polychromatic 

erythrocyte) cells under the microscope. 

2.Objectives: 

（1）Know how mitomycin C treatment damages chromosomes in mouse bone 

marrow cells； 

（2）Master the techniques of micronucleus test in mouse bone marrow PCE cells; 

（3）Master the techniques of micronucleus test in mouse tail NCE (normochromatic 

erythrocyte) cells. 

实验项目 8：Genetic analysis for human traits 

1.Content: 

Analyze human single-gene genetic trait in population. 

2.Objectives: 

（1）Master how to calculate gene frequency and genotype frequency for human 

single-gene genetic trait in a population, then analyze the inheritance pattern of this genetic 

trait.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Lab report： 

Lab reports should be finished in class, including name of the experiment, objectives, 

principle, experimental step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2．Grading criterion： 

（1）Attendance accounts for 20%, lab reports accounts for 80%. 

（2）Lab section grade accounts for 20% of final grade of the course.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microscope/student, 2 refrigerators, 4 table top high-speed centrifuge, 2 projectors, 

8 bal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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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蔡绍京，《细胞生物学与医学遗传学实验教程》，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年出版。 

2．参考书： 

（1）左伋，《医学遗传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出版。 

（2）陈竺，《医学遗传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年出版。 

（3）（美）克卢克等，《Essentials of Genetics》，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出版。 

（4）孟祥勋，张焕相，《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实验指导》，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 

（5）乔守怡，《遗传学分析实验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出版。 
 

 

执 笔 人：雷哲  

审 批 人：刘霞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jieshao.asp?kybook_id=Hc27929c0B9/046D50509103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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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nsic Medicine Experimental Curriculum 

Course code：CMIS1030        Course credit：3.0 

Course Name（English/Chinese）：Forensic Medicine Experiment/法医学实验  

Course learning hour：72   Experiment learning hour：24 

Applicable profession：Clinical medicine for overseas student (MBBS) 

Laboratory Name：Basic medical laboratory 

1. Curriculum brief introduction： 

Forensic medicine is a subject, apply with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of medicine and 

other physical, to workover some problem emergenced in practice of laws and resolve 

them. The basic task of which are: 1, inspect bodies and related with physical evidence in 

order to collect testimony for discovering the true images of crime; 2, In some civil 

cases ,to examine and identify  personal sexual functi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labor 

capability and degree of injury etc; 3, to provide objective proof ,through inspecting a 

living body or cadaver, for judging whether a action of medical treatment is malpractice;  

4, assisting to resolve psychonosema relating problem during prejudice to find out whether 

suspected poison was introduced in a case or not. 

2. Experiment items and learning hour arrangement 

No. Experiment Name Type 
Time 

Arrangement  

Number of 

people in each 

Group 

Compulsory / 

Selective 

1 
Forensic DNA Typing based 

on STR-PCR technology 
Innovative. 9 teaching hrs 4-5 Compulsory 

2 
Sex determination from 

skeleton (Skull and pelvis) 
Basic 3 teaching hrs 4-5 Compulsory 

3 Overview of autopsy Basic 3 teaching hrs 4-5 Compulsory 

4 Case Discussion Comprehensive 3 teaching hrs 4-5 Compulsory 

5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pathological section 
Basic 3 teaching hrs 4-5 Compulsory 

6 
Examination ethanol 

concentration of blood 
Designed 3 teaching hrs 4-5 Compul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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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periment content and teaching requirements 

Experiment 1：Forensic DNA Typing based on STR-PCR technology 

1. Teaching content 

Experimental overview: Utilization of STR-PCR technology to obtain the genotype of 

commonly used STR locus. 

2. Teaching objective 

(1) Be familiar with the components and functions of STR-PCR based instruments 

including PCR thermal cycler; 

(2) Master essential skill of preparing DNA templates from blood samples, PCR and 

electrophoresis procedure. 

(3) Understanding the data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DNA electropherogram. 

Experiment 2：Sex determination from skeleton (Skull and pelvis) 

1. Teaching content 

Experimental overview: To review the theory items of sex differenc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based on real skeleton specimens. 

2. Teaching objective 

Master essential Sex determination items based on Skull and pelvis.  

Experiment 3：Overview of autopsy 

1. Teaching content 

Master the Procedure for an Forensic autopsy (FA),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different 

with medicolegal autopsy and clinical autopsy. 

2. Teaching objective 

(1) Objectives of the forensic autopsy 

 (2) the Procedure for an Forensic autopsy 

Experiment 4：Case Discussion 

1. Teaching content 

Experimental overview: Evaluation of the degree and disability of injury by using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forensic clinical medicine. 

2. Teaching objective 

(1) Be familiar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X-ray, CT and other imaging techniques in 

forensic clinical medicine; 

(2) Master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all kinds of living injury, and to identify the 

injury and disease.  

Experiment 5：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pathological section 

1. Teaching content 

Experimental overview: To Observe the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of common tissue. 

2. Teaching objective 

(1)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pancreatic autolysis, kidney autolysis, myocardial 

autolysis, liver autolysis; 

(2)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autolysisi of lung, intestinal autolysis. 

(3) Understanding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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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6：Examination ethanol concentration of blood 

1. Teaching content 

Experimental overview: Ethanol concentration of blood is accurately detected by 

headspace gas chromatography (GC). 

2. Teaching objective 

(1) Preparing  gradient concentration solution of Ethanol 

(2) To obtain linear equation between ethanol concentration and corresponding signal 

(area gaining from GC).  

(3) Detecting unknowed sanmple and calculating ethanol concentration in the sample.  

 

 

 

执 笔 人：  高玉振  

审 批 人：  陶陆阳  

完 成 时 间： 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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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ENEN2017                课程学分： 3.5            

课程名称（中/英）：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icrobiology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 18            

适用专业： 环境工程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要求学生了解各项实验的原理，掌握细菌个体和群体形态的观察方法；

掌握细菌革兰氏染色法；掌握活性污泥生物相、酵母菌和霉菌个体形态和群体形态的

观察方法；掌握单细胞微生物的显微镜计数法和大小测量；掌握培养基的制作方法；

掌握水和土壤微生物分离、培养、计数和纯化的方法。通过一系列的微生物学实验使

学生具有独立进行微生物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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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一 细菌形态观察，细菌革兰氏染色法 验证性 3 1 必修 

2 实验二 活性污泥生物相观察，酵母菌和霉菌形态观察 验证性 3 1 必修 

3 实验三 显微镜计数法，细菌大小测量 验证性 3 1 必修 

4 实验四 培养基制作与灭菌 验证性 3 4 必修 

5 实验五 水和土壤微生物分离培养 综合性 3 4 必修 

6 实验六 水和土壤微生物计数和纯化 综合性 3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细菌形态观察，细菌革兰氏染色法 

1.教学内容 

细菌形态观察，细菌革兰氏染色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革兰氏染色的原理和显微镜油镜的使用方法。 

（2）熟悉微生物涂片、染色的基本技术 

（3）掌握细菌的单染色方法、革兰氏染色的方法及无菌操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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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活性污泥生物相观察，酵母菌和霉菌形态观察 

1.教学内容 

活性污泥生物相观察，酵母菌和霉菌形态观察 

2.教学目标 

（1）了解了解活性污泥生物相中生物的多样性； 

（2）熟悉观察酵母菌的细胞形态及出芽生殖方式； 

（3）掌握观察霉菌形态的基本方法及区分酵母菌死、活细胞的染色方法。 

实验项目 3：显微镜计数法，细菌大小测量 

1.教学内容 

显微镜计数法，细菌大小测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明确显微镜计数和血球计数板计数的原理。 

（2）熟悉血球计数板计数的方法 

（3）掌握用显微测微尺测量微生物大小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4：培养基制作与灭菌 

1.教学内容 

培养基制作与灭菌 

2.教学目标 

（1）了解培养基配置的原则； 

（2）熟悉细菌 LB 培养基和马丁选择培养基的用途； 

（3）掌握配制培养基的一般方法、步骤和灭菌方法 

实验项目 5：水和土壤微生物分离培养 

1.教学内容 

水和土壤中细菌和霉菌的分离培养。 

2.教学目标 

（1）了解稀释平板法分离和培养的原理； 

（2）熟悉用稀释平板法分离土壤和水体中好气性细菌； 

（3）掌握稀释倒平板法的操作技能,认识细菌,霉菌的菌落特征。 

实验项目 6：水和土壤微生物计数和纯化 

1.教学内容 

水和土壤微生物的计数和分离纯化。 

2.教学目标 

（1）了解利用平板菌落计数法测定微生物样品中活细胞的原理； 

（2）熟悉平板菌落计数法的操作步骤与方法；  

（3）掌握平板菌落计数法的操作步骤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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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报告： 

本门课程实验报告要求认真填写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实验结果和实验

注意事项和思考题。 

考核方式 

（1）以实验报告成绩和实验操作技能作为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2）以实验报告成绩和实验操作技能确定成绩，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显微镜 30 台，培养箱 2 台，烘箱 1 台，灭菌锅 1 台，超净工作台 1 台，显微测微

尺 20 套，血球计数板 30 块。 

六、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 

周德庆编，微生物学实验教程，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3 

参考书： 

周群英/王士芬编，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执 笔 人：  李蒙英  

审 批 人：   

完 成 时 间: 20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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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生物学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FOQS1003                      课程学分：1.00 

课程名称（中/英）：General Biology Experiment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1、通过开设普通生物学实验，使学生对动植物（尤其是可食品用的）的形态知识

有直观认识，。 

 2、掌握动植物实验解剖的基本方法。 

  3、培养学生独立观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显微镜的构造与使用及植物细胞、组织 验证性 3 1 必修 

2 植物营养器官的解剖结构 验证性 3 1 必修 

3 植物繁殖器官——花、果实和种子的结构 验证性 3 1 必修 

4 同功器官和同源器官的形态与结构 综合性 3 1-2 选开 

5 植物营养器官的形态结构与环境的适应性 创新性 3 3-4 选开 

6 被子植物发育过程中营养器官解剖结构的变化 设计性 3 4 选开 

7 动物细胞和动物组织 综合设计性 3 1 必修 

8 原生动物门、腔肠动物门的比较观察 综合性 3 1 必修 

9 涡虫、吸虫、线虫的形态观察 综合性 3 1 必修 

10 软体动物的解剖和类群--食用的软体动物结构 综合性 3 2 必修 

11 螯虾的解剖--甲壳动物结构认知 综合性 3 2 必修 

12 养虾（蟹）场的参观 综合性 3 1 选开 

13 鱼的解剖--不同食性与消化管道的分析 综合创新性 3 2 必修 

14 鱼类的人工繁殖 综合性 3 1 选修 

15 两栖类的结构--与食用相关的结构 综合性 3 2 必修 

16 鸡的外形观察和内部解剖 验证性 3 3-4 必修 

17 家兔的外形观察和内部解剖 验证性 3 3-4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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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显微镜的构造与使用及植物细胞与组织 

1.教学内容 

（1).显微镜的结构、使用和保养 

（2).植物细胞的典型结构 

（3).分生组织的类型与鉴别 

（4).成熟组织的类型与鉴别 

2.教学目标 

（1).了解显微镜的基本结构，掌握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2）.了解和掌握植物组织的类型和鉴别方法 

（3）.了解植物组织化学染色染色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4）.理解植物不同组织间的结构和功能的统一性 

实验项目 2：植物营养器官的解剖结构 

1.教学内容 

（1).植物根的根尖分区；双子叶植物根的初生结构；禾本科植物根的结构；双

子叶植物根的次生结构 

（2).单、双子叶植物茎的结构 

（3).单、双子叶植物叶的解剖结构 

2.教学目标 

（1).掌握代表性植物根、茎和叶解剖结构特征 

（2）.了解植物各营养器官解剖结构上的异同点和相关性 

实验项目 3：植物繁殖器官——花、果实和种子的结构 

1.教学内容 

（1).花的类型、组成与花芽分化 

（2).雄蕊、雌蕊的类型与结构 

（3).子房和花药的结构 

（4).种子和果实的发育与结构 

2.教学目标 

（1).掌握花部结构的描述方法（花程式和花图式） 

（2).重点掌握子房、花药的解剖结构 

（3).掌握主要的果实类型 

（4).掌握种子的类型、有胚乳种子和无胚乳种子的组成 

实验项目 4：同功器官和同源器官的形态与结构 

1.教学内容 

（1).同源器官形态与结构的比较观察 

（2).同功器官形态与结构的比较观察 

2.教学目标 

（1).掌握同源器官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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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同功器官的类型 

（3).了解植物同源器官和同功器官的演化特点 

实验项目 5：植物营养器官的形态结构与环境的适应性 

1.教学内容 

（1).旱生植物解剖结构特点和旱生结构 

（2).水生植物根、茎和叶解剖结构观察 

（3).阳生叶与阴生叶解剖结构差异的比较 

2.教学目标 

（1).了解植物解剖结构与环境适应性关系 

（2).植物种类多样性与环境适应性关系 

实验项目 6：被子植物发育过程中叶片解剖结构的变化 

1.教学内容 

选取代表性被子植物，以徒手切片法观察生活史各发育时期叶片的解剖结构 

2.教学目标 

（1).掌握徒手切片法实验操作技能 

（2).掌握植物发育各主要阶段形态变化特点 

（3).了解叶片解剖结构变化与其功能之间关系 

实验项目 7：动物细胞和动物组织 

1.教学内容 

（1).动物细胞的有丝分裂制片观察 

（2).人口腔上皮制作及观察 

（3).蝗虫胸部肌肉（横纹肌）撕片 

（4).人血图片制片观察 

（5).四大组织装片观察 

2.教学目标 

（1).了解细胞的基本结构及有丝分裂各期的特点 

（2).掌握口腔上皮、人血涂片、蝗虫肌肉装片制作与观察方法 

（3).掌握动物四大组织的结构和功能 

实验项目 8：原生动物门、腔肠动物门的比较观察 

1.教学内容 

     （1）.眼虫和草履虫的制片观察 

     （2）.草履虫的活体观察 

     （3）.水螅横切片、纵切片的制片观察 

2.教学目标 

（1）.了解原生动物和腔肠动物的制片观察 

（2）.熟悉两门的结构特点 

（3). 掌握两者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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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9：涡虫、吸虫、线虫的形态观察 

1.教学内容 

（1). 涡虫整体装片、横切面玻片的观察 

（2). 吸虫、绦虫整体装片、横切面玻片的观察 

（3). 蛔虫（雌或雄）横切面观察 

2.教学目标 

（1). 熟悉涡虫纲、吸虫纲和绦虫纲的基本特征 

（2).了解无体腔、假体腔三胚层的体层构造 

（3).掌握线虫动物(假体腔动物)的一般特征 

（4).了解寄生虫形态结构上适应寄生生活方式 

实验项目 10：软体动物的解剖和类群--食用的软体动物结构 

1.教学内容 

（1).河蚌、田螺、乌贼的外形观察 

（2).河蚌的内部构造解剖 

（3).浸制标本（螺类、双壳类、头足类）的观察 

2.教学目标 

（1).通过河蚌等软体动物外形观察和解剖，掌握软体动物门的主要特征 

（2).学习河蚌的内部构造解剖方法 

（3).认识软体动物门的一些常见和重要的食用经济种类。 

实验项目 11：螯虾的解剖--甲壳动物结构认知 

1.教学内容 

（1).螯虾、日本沼虾和中华绒螯蟹的外形观察 

（2).螯虾、日本沼虾和中华绒螯蟹比较解剖 

（3).甲壳纲各重要的食用经济代表动物的示范 

2.教学目标 

（1).了解螯虾、日本沼虾和中华绒螯蟹的身体分部情况 

（2).熟悉螯虾、日本沼虾和中华绒螯蟹的内部构造 

（3).掌握螯虾、日本沼虾结构的区别 

（4).认识甲壳纲的一些常见和重要的食用经济种类 

实验项目 12：养虾（蟹）场的参观 

1.教学内容 

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周边地区养虾（蟹）场的现场参观 

2.教学目标 

了解甲壳动物的生长情况及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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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3：鱼的解剖--不同食性与消化管道的分析 

1.教学内容 

  鲫鱼、鲢鱼和黄颡鱼的外形观察、内部比较解剖 

2.教学目标 

（1).了解鲫鱼、鲢鱼的鳞式、鳍式 

（2).熟悉鲫鱼、鲢鱼和黄颡鱼的外形、内部构造 

（3).了解鱼类不同食性有不同消化管道的结构相适应 

（4).掌握鱼类与水生生活适应的特点 

实验项目 14：鱼类的人工繁殖 

1.教学内容 

参观养鱼场 

2.教学目标 

（1).了解养鱼场的要求 

（2).了解鱼类人工繁殖的主要方法 

实验项目 15：两栖类的结构--与食用相关的结构 

1.教学内容 

牛蛙的外形观察、内部解剖 

2.教学目标 

（1).熟悉牛蛙的外形、内部构造 

（2).了解牛蛙不同的肢体结构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有不同食用结构 

（3).掌握牛蛙从水生向陆生过度的特点 

实验项目 16：鸡的外形观察和内部解剖 

1.教学内容 

（1).家鸽(或家鸡)整体骨骼的观察 

（2).家鸽(或家鸡、鹌鹑)的外形观察及内部解剖 

2.教学目标 

（1).了解解剖鸟类的方法 

（2).熟悉家鸡的外形、内部构造 

（3).掌握鸟类各系统的基本结构适应飞翔的特点 

实验项目 17：家兔的外形观察和内部解剖 

1.教学内容 

（1).家兔整体骨骼的观察 

（2).家兔的外形观察及内部解剖 

2.教学目标 

（1).了解解剖家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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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家兔的外形、内部构造 

（3).了解哺乳动物骨骼系统的基本组成 

（4).掌握哺乳动物各系统的进步性特征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绘图、内容比较、实验结果的分析等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平时测验、实验操作、完成情况和实验报告成绩、

期末考试 

（2）成绩评定：平时（测验）20%、实验操作 20%、实验报告 20%、期末考核

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显微镜、解剖镜、解剖器具 

六、 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戈志强.《形态学生物学实验指导》,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2.参考书： （1). 刘凌云等.《普通动物学实验指导》,高等教育出本社，2010 

（2). 金银根主编.《植物学实验与技术》, 科学出版社,2007 

 

                                        

         

执笔人：魏育红  

审批人：王大慧  

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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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理化分析》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FOQS1074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食品理化分析 /  

                            Physical and Chemical Analysis of Food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食品理化分析是研究各种食品物性特点及组成成分的理化分析检测原理和方法，

进而评价食品品质的技术性学科。该课程还介绍所使用仪器的工作原理、主要结构、

使用方法、注意事项等，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掌握食品采样原则与要求、食品物性、营养成分、功

能成分、添加剂、有害物等的理化分析方法，熟悉分析质量保障系统，能创造性地开

展实验室建设与食品分析工作。 

本课程中实验课 36 学时，期间学生将必修 16 个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

另外开设创新性和设计性实验 3 个供有兴趣的学生课外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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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样品的采集与水份的测定（火腿肠） 设计性 3 4 必修 

3 可乐中二氧化碳测定 综合性 3 2 必修 

4-6 密度法、折射率和旋光度法测定雪碧中糖含量 创新性 3 4 必修 

7-8 食品粘性及啤酒色度测定 综合性 3 4 必修 

9 面包水分活度测定 综合性 3 4 必修 

10 虾肉水解和游离氨基酸含量含量 综合性 3 4 必修 

11 电位滴定法测虾肉氨基酸含量 设计性 3 2 必修 

12 氧化酶法测葡萄干中葡萄糖含量（试验盒） 综合性 3 2 必修 

13 酶重量法测苹果中膳食纤维含量 综合性 3 4 必修 

14 火腿肠中亚硝酸盐的测定 创新性 3 2 必修 



 

 488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5 肉松中铁的测定（邻菲罗啉光度法） 综合性 3 2 必修 

16 质量控制图的制作 综合性 3 8 必修 

17 实验十三、猪肉与鱼肉中脂肪酸组成分析 设计性 6 8 选修 

18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肉松中铜和铁含量 设计性 6 8 选修 

19 免疫分析法测定食品中的麦醇溶蛋白 创新性 6 8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2：样品的采集与水分的测定 

1.教学内容 

设计采样方案与实施采样（市售火腿肠），同时用已学方法分析样品中水分含量。 

2.教学目标 

(1) 掌握食品分析采样要点及样品制备要点。 

(2) 了解实验误差。 

(3) 暴露实验设计与采样中出现的问题，使理论课教学更有针对性。 

实验项目 3：可乐中二氧化碳测定 

1.教学内容 

可乐中 CO2 含量的气体分析法。 

2.教学目标 

（1）通过测定可乐了 CO2 含量，掌握气体分析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4-6：密度法、折射率和旋光度法测定雪碧中糖含量 

1.教学内容 

分别用密度法、折射率和旋光度法测定雪碧中糖含量。 

2.教学目标 

(1) 了解阿贝折光仪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2) 掌握阿贝折光仪测定雪碧糖浓度的方法。 

(3) 了解旋光仪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4) 掌握旋光仪测定雪碧糖浓度的方法。 

(5) 掌握密度法测定原理与技术。 

(6) 分析比较旋光法、折光法和密度法测定雪碧糖浓度结果的差异。 

实验项目 7-8：食品粘性及啤酒色度测定 

1.教学内容 

(1) 采用毛细管法分析食品粘性。 

(2) 采用 EBC 色度计测定啤酒色度。 

(3) 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啤酒色度。 

2.教学目标 

(1) 巩固食品粘性测定的原理与方法，增强对食品成分功能特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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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毛细管法测定食品粘度的分析技术。 

(3) 掌握啤酒色度的 EBC 测定法 

(4) 开发分光光度法测定啤酒色度，分析两种方法的差异。 

实验项目 9：面包水分活度测定 

1.教学内容 

采用康维氏皿法测定水分活度。 

2.教学目标 

(1) 巩固水分活度的概念。 

(2) 掌握扩散法测定水分活度的原理。 

(3) 学会扩散法测定食品中水分活度的操作技术。 

实验项目 10：虾肉水解和游离氨基酸含量含量测定 

1.教学内容 

(1) 氨基酸分析样品酸水解处理技术。 

(2) 氨基酸分析样品提取与浓缩技术。 

(3) 液相色谱分析技术。 

2.教学目标 

(1) 掌握酸水解样品处理方法。 

(2) 掌握高压钢瓶、液氮、高压灭菌锅等实验用品的使用常识。 

(3) 了解色谱分析基本原理。 

(4) 掌握氨基酸分析仪工作原理和分析技术。 

实验项目 11：电位滴定法测虾肉氨基酸含量 

1.教学内容 

电位滴定技术。 

2.教学目标 

(1) 掌握电位滴定分析技术。 

(2) 巩固氨基酸分子结构知识。 

(3) 学会电位滴定法分析游离氨基酸的原理与方法。 

(4) 学会分析不同分析方法差异的原因。 

实验项目 12：氧化酶法测葡萄干中葡萄糖含量（试验盒） 

1.教学内容 

(1) 比色分析技术。 

(2) 糖的提取制备技术。 

(3) 葡萄糖的氧化酶分析方法。 

2.教学目标 

(1) 了解试剂盒的工作原理。 

(2) 掌握酶法分析的原理与注意事项。 

(3) 了解比色分析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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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掌握葡萄糖测定方法。 

(5) 巩固糖类提取原理与技术相关知识。 

 

实验项目 13：酶重量法测香蕉中膳食纤维含量 

1.教学内容 

膳食纤维的测定方法。 

2.教学目标 

(1) 掌握称量操作注意事项。 

(2) 掌握膳食纤维的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14：火腿肠中亚硝酸盐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 火腿肠中亚硝酸盐的测定。 

(2) 比色分析方法的改良之处。 

2.教学目标 

(1) 明确亚硝酸盐的测定与控制成品质量的关系。 

(2) 明确与掌握盐酸萘乙二胺法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方法。 

(3) 了解比色测定的一般注意事项。 

实验项目 15：肉松中铁的测定（邻菲罗啉光度法） 

1.教学内容 

(1) 样品燃烧消解处理。 

(2) 铁含量的比色分析。 

2.教学目标 

(1) 掌握样品燃烧消解处理方法。 

(2) 掌握比色分析原理与技术。 

(3) 掌握铁分析原理与技术。 

(4) 学会分析比色法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的差异。 

实验项目 16：质量控制图的制作 

1.教学内容 

采用折光法连续测定蔗糖溶液浓度，制作质量控制图。 

2.教学目标 

(1) 掌握质量控制图的制作方法。 

(2) 运用质量控制图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实验项目 17：猪肉与鱼肉中脂肪酸组成分析 

1.教学内容 

(1) 脂肪的微量提取。 

(2) 气相色谱分析样品的制备。 

(3) 气相色谱分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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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 掌握气相色谱法测定鱼肉松和猪肉松脂肪酸组成。 

(2) 了解和熟悉日本岛津 GC—14C 气相色谱仪的工作原理和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18：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肉松中铜和铁含量 

1.教学内容 

（1）巩固样品消化分解技术。 

（2）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3）食品中铜和铁含量测定方法。 

2.教学目标 

(1) 熟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2) 掌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食品中微量元素铁(铜)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5：免疫分析法测定食品中的麦醇溶蛋白 

1.教学内容 

(1) 免疫分析的原理与技术。 

(2) 用免疫分析法测定食品中的麦醇溶蛋白。 

2.教学目标 

(1) 了解免疫分析方法。 

(2) 掌握免疫分析法测定食品中麦醇溶蛋白的原理与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成绩以实验报告质量为主要评判依据（90%），以操作技能为辅助评判依据

（10%）。实验成绩占课程成绩的 7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烘箱 2 台 

折光仪 3 台 

旋光仪 4 台 

PH 计 3 台 

分光光度计 5 台 

天平 5 台 

粉碎机（各种型号）3 台 

水浴锅 6 台 

多功能消化炉 1 台 

纯水仪 1 台 

二氧化碳测定仪 5 台 

密度计 6 只 

水分活度计 6 台 

氨基酸分析仪 1 台 

气相色谱仪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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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色谱仪 1 台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1) 吴谋成。食品分析与感官评定（第二版；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2) 自编―食品理化分析实验指导‖。 

2.参考书： 

(1) 王永华。食品分析（第二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

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 

(2) 谢笔钧，何慧。食品分析（国家精品课程配套教材）。科学出版社。2009。 

(3) 张水华。食品分析。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4) 王喜萍。食品分析（21 世纪农业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 

(5) 尼尔森(S.Suzanne Nielsen) (美国)。食品分析实验指导(Food Analysis 

Laboratory Manual；国外优秀食品科学工程专业教材)。中国轻工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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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工艺学》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FOQS1077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食品工艺学/ Food Technolog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食品工艺学实验》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的目标是

使学生在学习食品专业基础课程及专业课程后，通过综合实验，提高专业实验技能。

学生通过本课程学习，完成食品工艺课堂教学所涉及的蔬菜制品、水果制品、乳制品、

肉制品、粮食制品、蛋制品、饮料和焙烤食品的实验室制作，最终达到能独立制定某

一产品的工艺流程，完成产品试制的目的。着重培养学生开发新产品解决生产实际中

的问题为主要目标，要求学生自行设计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从而完成一个产品的设

计、生产的全过程，充分发挥学生为主的实验教学模式，达到加强对学生创新思维和

动手能力培养的目标。通过食品工艺实验，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实验习

惯，掌握规范的操作方法和正确的数据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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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泡菜的加工 综合性 3 6-8 必修 

2 果蔬护色与油炸土豆片加工 综合性 3 6-8 必修 

3 无铅皮蛋加工工艺 综合性 3 6-8 必修 

4 特色蛋糕的制作 综合性 3 6-8 选修 

5 特色面包的制作 综合性 3 6-8 选修 

6 风味乳饮料的制作 综合性 3 6-8 必修 

7 特色肉丸的加工 综合性 3 6-8 选修 

8 特色肉脯的加工 综合性 3 6-8 选修 

9 高压均质技术及其加工产品开发 设计性 6 6-8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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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特色泡菜的加工 

1.教学内容 

（1）讲解特色泡菜的加工原理、关键技术与常见问题。 

（2）新鲜蔬菜等原料挑选。 

（3）原料预处理。 

（4）配制盐水。 

（5）入坛泡制。 

（6）泡菜管理。 

（7）产品的质量评价。 

2.教学目标 

（1）熟悉泡菜加工的工艺流程，掌握泡菜加工技术。 

（2）在实践中验证理论上泡菜加工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3）掌握特色泡菜的风味（香辣、酸脆）控制技术。 

实验项目 2：果蔬护色与油炸土豆片加工 

1.教学内容 

（1）果菜加工中护色实验与果蔬酶促褐变的防止；1.1 比较不同 pH 值条件下，

蔬菜热处理后的色泽变化；1.2 温度对果蔬酶促褐变的作用；1.3 护色剂对果蔬加工制

品颜色的影响；1.4 隔氧试验。 

（2）特色油炸土豆片；2.1 选料；2.2 去皮；2.3 切片；2.4 护色；2.5 漂洗；5.6

油炸；2.7 调味；2.8 感官评定。 

2.教学目标 

（1）通过果蔬加工中热烫等处理方法和加异抗坏血酸钠等护色实验，掌握果蔬

加工中变色原因、护色机理以及护色的方法。 

（2）掌握休闲食品、油炸土豆片的制作工艺和操作技能。 

（3）通过实验要求学生获得与本课程相关的知识点：（1）新鲜绿色蔬菜如果在

弱碱性条件下热烫，则叶绿素的酯结构部分水解生成叶绿酸（盐）、叶绿醇和甲醇，

叶绿酸盐为水溶性，仍呈鲜绿色，而且比较稳定。为保护果蔬原有色泽，往往先在弱

碱性条件下进行短时间的使酶钝化的热烫处理，从而达到护色的目的。 

实验项目 3：无铅皮蛋加工工艺 

1.教学内容 

（1）讲解无铅皮蛋的加工原理、关键技术与常见问题。 

（2）原料蛋选取。 

（3）敲蛋。 

（4）照蛋。 

（5）分级。 

（6）下缸。 

（7）出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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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检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无铅皮蛋加工特点和工艺要求。 

（2）掌握皮蛋的加工工艺。 

实验项目 4：特色蛋糕的制作 

1.教学内容 

（1）原料准备。 

（2）配料。 

（3）打蛋。 

（4）拌粉。 

（5）注模。 

（6）烘烤。 

（7）冷却。 

（8）成品质量检验。  

2.教学目标 

（1）掌握特色蛋糕制作的基本原理。 

（2）掌握特色蛋糕制作的工艺流程。 

（3）掌握特色蛋糕制作的操作要点。 

实验项目 5：特色面包的制作 

1.教学内容 

（1）制作几种不同类型的面包，测定面包体积及重量，感官评定。 

（2）咸吐司面包。 

（3）甜吐司面包。 

（4）花色面包。 

2.教学目标 

（1）了解面包的种类及它们的特点。 

及面包品质检验和比容测定方法。 

（2）掌握各类面包制作的原理、基本工艺方法。 

（3）通过实验要求学生能回答与本课程相关的知识点：①面团应搅拌到什么程

度为佳?为什么?②面包发酵的原理是什么?③面包烤制时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实验项目 6：风味乳饮料的制作 

1.教学内容 

（1）乳清的制备。 

（2）乳清的巴氏杀菌。 

（3）冷却。 

（4）调配。 

（5）均质。 

（6）冷却。 

（7）成品检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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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掌握风味乳饮料制作的工作原理。 

（2）掌握风味乳饮料加工工艺、操作步骤。 

（3）了解风味乳饮料的评价方法。 

实验项目 7：特色肉丸的加工 

1.教学内容 

（1）原料肉的选择。 

（2）漂洗。 

（3）搅碎。 

（4）腌制。 

（5）搅拌。 

（6）水煮（油炸）。 

（7）质量评价。 

2.教学目标 

（1）了解特色肉丸的种类和特点。 

（2）掌握特色肉丸的加工工艺和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8：特色肉脯的加工 

1.教学内容 

（1）猪后腿选取。 

（2）修整。 

（3）冷却。 

（4）刨片。 

（5）调味。 

（6）贴肉。 

（7）烘干。 

（8）烤熟。 

（9）冷却。 

（10）扎片（拉松）。 

2.教学目标 

（1）了解烧烤、干肉制品的加工原理。 

（2）掌握肉脯的制作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9：高压均质技术及其加工产品开发 

1.教学内容 

（1）原料选取。 

（2）蒸煮。 

（3）高压均质。 

（4）加配料和水。 

（5）蒸煮。 

（6）低压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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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杀菌。 

（8）饮料评价。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压均质加工在食品产品开发现状和前景。 

（2）熟悉高压均质技术的工作原理及其在食品加工中的作用。 

（3）掌握高压均质技术的操作技能。 

（4）应用高压均质技术开发 2-3 种食品加工产品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考核实验预习、实验设计、实验操作、实验报告或实

验成果等。计算、分析实验数据（60 分）；提供加工产品（30 分）；实验室综合表现。

（10 分）。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30%。实验课成

绩采用 100 分计，包括：预习报告占 10%，实验过程占 50%，实验报告占 40%。其

中实验过程又细分为：出勤表现 3%、抽查提问 5%、操作技能 15%、组织纪律 2%、

劳动表现及环境卫生 5%、加工的产品质量 15%、特色之处 5%。 

2、要求 

（1）学生必须完成的基本要求：准备实验，拟定实验方案；组织实验；写出预

习报告；测取实验数据；整理实验数据；写出实验报告。 

（2）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对实验报告的要求，应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

验材料、实验方法、实验产品的感官鉴定、问题与讨论等具体内容。 

（3）设计性实验由教师下达实验任务，学生自行查阅资料，设计实验方案，教

师指导修订和确定各组方案。材料准备到实验操作，全部由学生自己按组独立完成，

锻炼和培养学生的食品工艺设计和创新能力。实验项目的确定以《食品工艺学》课程

的教学内容为依据；给予学生充分的发挥空间，鼓励学生进行新产品开发。设计性实

验，要求设计并完成 2-3 个产品加工，至少分 2 次才能完成，一个设计性实验至少需

要 6 学时。 

（4）实验进度安排（1）顺序性：尽可能与理论课进度相配合；（2）相关性：

强调实验内容与理论内容之间的联系；（3）连续性：上次与下次实验连在一起的连续

性大实验；（4）交叉性：短时间实验与长时间实验结合在一起。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泡菜坛子 6 个,不锈钢刀 6 个,案板 6 个，烧杯（200ml,1000ml,2000ml）各 6 个，

电炉 2 个，电热鼓风干燥箱 1 台，电炸锅 2 台，高速组织捣碎机 6 台、酸度计 2 台，

打蛋机、不锈钢盘、不锈钢网、不锈钢刀各 6 套，电子称、电子天平、筛子、搅拌机、

面团分割机、醒发箱、体积仪各 6 套，绞肉机、肉丸打浆机、高速搅拌机、鱼肉成丸

机、冰箱各 1 台，小型调粉机、不锈钢盘或瓷盘、打蛋机、蛋糕烤盘及烤模、小白毛

刷子各 6 套。远红外食品烤箱 2 台，杀菌锅、混料桶、均质机各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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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马俪珍，刘金福主编.《食品工艺学实验》.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 1

版 

2、参考书： 

汪东风主编.《食品科学实验技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年 1 月第 1 版 

蔺毅峰主编.《食品工艺实验与检验技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年 

冯荣华，刘成梅等编.《食品工艺专业实验讲义》.南昌大学食品工程教研组.2004

年 

叶兴乾主编.《果品蔬菜加工工艺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年 

周雁主编.《食品工艺实验讲义》.浙江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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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感官评定》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FOQS1080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食品感官评定 / Sensory Evaluation of Food                     

课程学时： 36 学时                      实验学时：18 学时 

适用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1、实验教学目标 

    本实验课程是为了配合食品感官评价理论课程的教学，开设的一门实验课程。通

过实验教学使学生加深对食品感官检验理论的理解，学习和掌握食品感官检验的方

法，并能够在市场调查、新食品开发和食品生产的质量控制等实际生产活动中进行具

体应用。 

2、实验教学内容 

本实验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味觉和嗅觉基本识别能力测定实验、基本味阈的测

定、袋装液体奶风味的三点检验法实验、饼干的偏爱度排序实验、肉制品的描述性感官评价实验

和软饮料的风味剖析实验、啤酒的差别实验、白酒的评分实验以及巧克力的消费者检验实验。 

3、实验基本要求 

本门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做到：较为深入的了解食品感官评价的基本原理和评价

条件；掌握食品感官评价的方法；能够将在本门课程中所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具体

的实际生产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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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觉的基本识别能力测定 验证性 3 6 必修 

2 嗅觉的基本识别能力测定 验证性 3 6 必修 

3 味觉敏感度测定 综合性 3 6 选修 

4 袋装液体奶风味的三点检验法实验 综合性 3 6 必修 

5 饼干的偏爱度排序实验 综合性 3 6 必修 

6 肉制品的描述性感官评价实验 综合性 3 6 必修 

7 软饮料的风味剖析实验 综合性 3 6 选修 

8 啤酒的差别实验 综合性 3 6 选修 

9 白酒的评分检验 综合性 3 6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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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味觉的基本识别能力测定 

1.教学内容 

通过对不同试液的品尝，学会判别基本味觉（甜、酸、咸、苦）。 

2.教学目标 

（1）了解感官评价实验室的基本配置以及人体味觉器官的组成； 

（2）熟悉感官评价实验的基本流程和注意事项、熟悉味觉的影响因素以及人体

味觉的感受器； 

（3）掌握味觉的主要种类，学会判别基本的四种味觉酸、甜、苦、咸。 

实验项目 2：嗅觉的基本识别能力测定 

1.教学内容 

     通过对不同嗅味物质的嗅闻实验，练习嗅觉鉴定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体嗅感器官的组成； 

（2）熟悉嗅觉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嗅觉实验中的注意事项； 

（3）掌握嗅闻实验的基本操作，学会判断基本的嗅觉。 

实验项目 3：味觉敏感度测定 

1.教学内容 

    酸、甜、苦、咸是人类的四种基本味觉，取四种标准味感物质按两种系列（几

何系列和算术系列）稀释，以浓度递增的顺序向评价员提供样品，品尝后记  录

味感，测定评价员对四种基本味道的识别能力及其觉察阈、识别阈、差别阈值。 

2.教学目标 

（1）了解味觉敏感度测定的实验设计及方法； 

（2）熟悉味觉感官实验的流程及注意事项； 

（3）掌握四种基本味道的识别能力及其觉察阈、识别阈、差别阈值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4：袋装液体奶风味的三点检验法实验 

1.教学内容 

         通过品尝两厂家高温灭菌奶，采用三点检验的方法进行差别检验，根据小 

组检验结果，判定出是否存在差异，熟悉和掌握三点检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差别检验的主要方法以及在感官评价中的应用； 

（2）熟悉三点检验法的基本原理及其使用中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3）掌握三点检验法应用的试验设计以及结果的处理方法。 

实验项目 5：饼干的偏爱度排序实验 

1.教学内容 

通过对五种不同饼干偏爱进行品评，根据自己喜爱程度对样品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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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小组的排序结果，采用 Friedman 检验和以及多重比较分组对被检验的样品

之间是否有显著性差别作出判定，得出小组排序结果。 

2.教学目标 

（1）了解排序试验及其在食品感官评价中的应用； 

（2）熟悉排序试验的基本原理以及在使用中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3）掌握排序试验法应用的试验设计以及 Friedman 检验和以及多重比较两种

结果的统计处理方法。 

实验项目 6：肉制品的描述性感官评价实验 

1.教学内容 

           通过品尝市售火腿肠样品，对其风味、质地、外观进行描述性感官评价，

每位评价员根据品尝结果在事先给出描述词汇中进行选择，并给样品的每种

特性强度打分，统计每位评价员的实验结果，进行 T 检验，判定其评价结果

是否合理并得出结论。 

2.教学目标 

（1）了解描述性感官评价实验中用到的各种描述性术语及其应用； 

（2）熟悉描述性感官评价法在使用中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3）掌握描述性试验法应用的试验设计以及结果的统计处理方法。 

实验项目 7：软饮料的风味剖析实验 

1.教学内容 

         通过对五种矿泉水的品尝，对其风味进行剖析，对每位评价员使用的描述 

词汇通过讨论和统计学方法进行筛选，最终得到恰当的词汇，并给样品的每种 

特性强度打分，统计每位评价员的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并得出小组结论。 

2.教学目标 

（1）了解风味剖面实验中用到的各种描述性术语及其应用； 

（2）熟悉风味剖面实验法在使用中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3）掌握悉风味剖面实验法应用的试验设计以及结果的统计处理方法，并学会

QDA 雷达图的画法及解释应用。 

实验项目 8：啤酒的差别实验 

1.教学内容 

          通过对不同处理的啤酒（稀释、加糖、加苦以及标准啤酒）进行感官评价， 

提供三个样品，其中有两个是一样的，让评价员选择指出有差异的样品，并对 

小组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啤酒感官评价中样品的处理方法； 

（2）熟悉差别检验的常用方法、原理以及在食品感官评价中的应用； 

（3）掌握差别检验法应用的试验设计以及结果的统计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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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9：白酒的评分检验 

1.教学内容 
          通过对五种不同的品牌的浓香型白酒进行感官评价，对其色泽、香味、口

味和风格四个方面的指标进行评分，统计小组的评分结果并将其进行方差分
析，得出结论。 

2.教学目标 
（1）了解白酒的感官指标要求极其等级； 
（2）熟悉评分检验法的原理以及在食品感官评价中的应用； 
（3）掌握评分检验应用的试验设计以及结果的统计处理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1）实验报告内容：内容包括实验目的、原理、方法、操作步骤、数据计算、实验

结果分析及讨论、思考题、实验反思等。 

（2）实验报告要求书写认真，字迹清楚。 

（3）通过实验中的观察、分析，如实地把实验的全过程和实验结果记录下来。 

（4）分析实验结果，总结实验中出现的操作错误，提出改进方案。 

2、考核方式 

根据学生的出勤守纪情况（20%）、实践操作能力（30%）和实验报告完成情况

（50%）进行考核，采用五级记分法：优秀（90-100 分）、良好（80-89 分）、中（70-79

分）、及格（60-69）、不及格（59 分以下）进行评定。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T6 新世纪紫外分光光度计 4 台，等电聚焦电泳系统 1 套，核酸检测仪 4 套，核
酸电泳及紫外检测装置 2 套，酸度计 4 台，高速冷冻离心机 1 台，TaKaRa PCR 仪 1
台，TDL-5 低速台式大容量离心机 2 台，电磁搅拌器 4 台，鼓风干燥箱 2 台，电子恒
温水浴锅 4 台，分析天平 2 台（0.0001g），台式天平 6 台，台式温控摇床 2 台，生化
培养箱 6 台，医用药品冷藏箱 1 台，超声波清洗机 1 台，恒温金属浴 3 台，超净工作
台 2 台，不锈钢立式灭菌锅 1 台，冰箱 5 台，微量移液器 2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曹霞敏.   食品分离技术实验讲义 

2.参考书：  

（1）徐树来，食品感官分析与实验，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06  

（2）祝美云等，食品感官评价，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01 

（3）谭天伟等，食品感官评价，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07 

 

执 笔 人：曹霞敏   

审 批 人：蔡春芳   

完 成 时 间 :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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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加工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FOQS1082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Aquatic Products Processing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就水产食品加工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单元操作进行动手能力培养。通过

实验，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一步加深理解水产食品加工原理，使学生具有一定的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提高学生水产食品加工能力和新产品开发能力，为今后进

一步学习食品领域的专业课程或从事食品科研、产品开发和工业管理及相关领域的工

作打下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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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鱼片的加工 综合性 3 3 必修 

2 鱼元的加工 综合性 3 3 必修 

3 鱼糕的加工 综合性 3 3 必修 

4 鱼松的加工 综合性 3 3 选修 

5 酥软糖醋小杂鱼加工 设计性 3 3 选修 

6 调味海带丝的加工 设计性 3 3 选修 

7 即食型麻辣风味烤鲈鱼片腌制及调味配方筛选 创新性 9 3 选修 

8 甲壳动物加工废弃物中甲壳质（甲壳胺）的制备 创新性 9 3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烤鱼片的加工 

1.教学内容 

以鲈鱼为原料鱼，通过前处理、开片、调味、烘干等操作，制成烤鱼片。 

2.教学目标 

（1）了解水产品干制加工及保藏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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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水产品干制的方法 

（3）掌握调味水产干制品加工技术 

实验项目 2：鱼元的加工 

1.教学内容 

以鲢为原料鱼，经过采肉、擂溃等操作，加工成鱼元。 

2.教学目标 

（1）了解鱼糜形成的原理 

（2）熟悉鱼元加工工艺流程 

（3）掌握鱼元加工技术操作 

实验项目 3：鱼糕的加工 

1.教学内容 

以鲢为原料鱼，先生产鱼糜，然后加工成鱼糕。 

2.教学目标 

（1）熟悉鱼糕加工工艺流程 

（2）掌握鱼糕加工技术操作 

实验项目 4: 鱼松的加工 

1.教学内容 

以草鱼为原料鱼，采用前处理、蒸煮、去皮、去骨、拆碎、晾干、调味、炒松

等操作，进行鱼松的加工。 

2.教学目标 

（1）了解鱼松的加工流程 

（2）掌握鱼松加工技术 

实验项目 5：酥软糖醋小杂鱼加工 

1.教学内容 

以本地区淡水小杂鱼为原料，采用先高温蒸煮后、微波干燥、汤汁复卤工艺制

作出咀嚼性较好、口感酥软的即食休闲食品。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温蒸煮、微波干燥的原理 

（2）掌握高温蒸煮、微波干燥、汤汁复卤工艺及其操作要点 

实验项目 6：调味海带丝的加工 

1.教学内容 

以海带为原材料，采用整理、切丝、水洗、蒸煮、调味等操作，进行调味海带

丝的加工。 

2.教学目标 

（1）熟悉调味海带丝的制备工艺流程 

（2）掌握调味海带丝的制备的操作 

实验项目 7：即食型麻辣风味烤鲈鱼片腌制及调味配方筛选 

1.教学内容 

通过原料鱼的宰杀到切片、腌制、调味、烘干等操作，完成风味烤鲈鱼片制作

过程；基于感官评价表，结合正交试验，筛选优化调味配方。 

2.教学目标 

（1）了解即食型风味烤鲈鱼片加工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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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麻辣风味烤鲈鱼片调味配方的开发方案 

（3）掌握即食型麻辣风味烤鲈鱼片加工技术以及调味配方的开发方案 

实验项目 8：甲壳动物加工废弃物中甲壳质（甲壳胺）的制备 

1.教学内容 

从河蟹及虾壳中提取甲壳胺，实现甲壳动物加工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生产甲壳胺的理论知识 

（2）掌握甲壳胺制备的原理和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成绩的 40%； 

2、实验操作技能占实验课成绩 60%； 

3、独立完成实验报告，占实验课成绩 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子天平 2 台、热风鼓风干燥设备 2 台、采肉机 1 台，绞肉机 3 台，电炒锅 5 台、

微波隧道干燥机 1 台、安全智能型反压高温蒸煮锅 2 台、高压消毒锅 2 台、恒温水浴

锅 5 台、台式电磁平炉 3 台、真空包装机 1 台、冰箱 2 台、冷柜 1 台。不锈钢盘、不

锈钢网、不锈钢刀等每实验小组一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刘红英主编，《水产品加工与贮藏》，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年 

2.参考书：马美湖编著，《食品工艺学导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 

 

 

 

执 笔 人：凌去非   

审 批 人：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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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综合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FOQS1085                课程学分：1.50 

课程名称（中/英）： Special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for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综合实验为单独设课的专业必修课程，适用于食品质量与安

全专业。是以食品中化学及生物污染物质的定性、定量检测为主要内容的一门实验操

作课程。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的综合性实验： ELISA 技术体系及相关实验、

层析法、高效气相色谱法、高效液相法、生物法等快速检测与精确定量分析技术检测

食品中的生物毒素、兽药与农药残留、重金属残留及加工过程中的其它有毒有害物质。

教学目标是通过实验学习，使学生掌握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危害原理、危害现状，这

些有毒有害物质检测的前处理技术、上机检测技术、结果处理技术等实验操作技能。

实验指导中共撰写了 17 个实验，其中验证性实验占 2/17，综合性实验占 12/17，设计

性占 1/17，创新性实验占 3/17。学生经过本课程全面训练后，应该达到如下要求： 

1、掌握食品质量与安全分析中常用的各种仪器的使用方法，了解应用于食品质

量与安全分析中的各种大型分析仪器的应用范围和使用方法。 

2、掌握食品中常见有害化学物质的分析方法。 

3、初步具备独立建立新的食品质量与安全分析方法的能力。 

4、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和发现问题，善于运用有关原理解释实验过程中发生的一

些现象，并且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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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酶联免疫测定 综合性 6 4 必修 

2 农产品中甲醛的测定 综合性 3 2 必修 

3 食品中过氧化氢含量的测定 综合性 3 2 必修 

4 食品中亚硝酸盐的测定 综合性 3 2 选修 

5 孔雀石绿残留量的测定 综合性 6 4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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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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食品中苯并（a）芘的测定 综合性 6 2 必修 

7 食品中喹诺酮类药物残留的测定 创新性 9 4 选修 

8 牛乳残留抗生素的鉴别检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9 食品中重金属含量的综合测定 综合性 6 4 必修 

10 食品中总汞的测定方法 验证性 3 2 选修 

11 食品中总砷的测定 验证性 3 2 选修 

12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1 的测定 综合性 7 4 必修 

13 食品中肉毒毒素检验 综合性 6 4 选修 

14 腹泻性贝类毒素（DSP）的测定 综合性 7 2 必修 

15 农产品中多氯联苯的测定 综合性 6 2 必修 

16 食品中有机磷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创新性 7 4 必修 

17 食品中三聚氰胺的检测 创新性 9 4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酶联免疫测定 

1.教学内容 

采用竞争 ELISA 法检测市场销售的多种品牌牛奶氯霉素的残留。 

2.教学目标 

（1）了解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在食品有毒有害物质检测中的应用意义。 

（2）熟悉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的原理。  

（3）掌握 ELISA 的试验操作过程，结果判断的方法。 

实验项目 2：农产品中甲醛的测定 

1.教学内容 

间苯三酚法定性、定量测定水产水发产品中甲醛的残留。 

2.教学目标 

（1）了解食品中甲醛残留对人体的危害，通过试验了解食品中甲醛检测中的实

用意义。 

（2）熟悉间苯三酚法测定水产产品中甲醛的原理。 

（3）掌握间苯三酚定性定量法试验操作过程、结果判断的方法。 

实验项目 3：食品中过氧化氢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碘量法测定市场销售的多种品牌牛奶过氧化氢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食品中过量过氧化氢对人体的危害，通过试验了解食品中过氧化氢检

测的实用意义。 

（2）熟悉碘量法测定过氧化氢残留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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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碘量法测定过氧化氢残留的方法、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方法。 

实验项目 4：食品中亚硝酸盐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检测市场销售的多种品牌火腿中亚硝酸盐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食品中含有亚硝酸盐对人体的危害，通过试验了解食品中亚硝酸盐检

测的实用意义。 

（2）熟悉用分光光度法监测食品中亚硝酸盐的原理。 

（3）掌握用分光光度法监测食品中亚硝酸盐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5：孔雀石绿残留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用液相色谱法测定检测市场销售的多种批次的水产品中孔雀石绿残留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食品中孔雀石绿残留对人体的危害，通过试验了解食品中孔雀石绿残

留检测的实用意义。 

（2）熟悉液相色谱法测定食品中孔雀石绿残留量的原理。 

（3）掌握用液相色谱法监测食品中孔雀石绿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6：食品中苯并（a）芘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用荧光分光光度法测定检测市场销售的多种批次的大米中苯并（a）芘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食品中苯并（a）芘残留对人体的危害，通过试验了解食品中苯并（a）

芘残留检测的实用意义。 

（2）熟悉荧光分光光度法测定食品中苯并（a）芘残留量的原理。 

（3）掌握用荧光分光光度法监测食品中苯并（a）芘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7：食品中喹诺酮类药物残留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市场销售的牛奶或鸡蛋中喹诺酮类药物残留。 

2.教学目标 

（1）了解食品中喹诺酮类药物残留对人体的危害，通过试验了解食品中喹诺酮

类药物残留检测的实用意义。 

（2）熟悉样品前处理、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食品中喹诺酮类药物残留的原理。 

（3）筛选出最适宜的前处理方法，掌握配有荧光检测器的高效液相色谱仪的操

作方法。 

实验项目 8：牛乳残留抗生素的鉴别检验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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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TTC 指示剂显色法检验牛乳抗生素残留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食品中残留抗生素对人体的危害，通过试验了解鲜乳中抗生素残留量

的检验在对被检样品进行卫生学评价中的意义。 

（2）熟悉样 TTC 指示剂显色法检验牛乳残留抗生素的原理。 

（3）掌握 TTC 指示剂显色法检验牛乳残留抗生素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9：食品中重金属含量的综合测定 

1.教学内容 

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检测食品原料中重金属残留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食品中残留重金属对人体的危害，通过试验了解食品中重金属残留检

测的实用意义。 

（2）熟悉食品样品灰分及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检测重金属含量的原理。 

（3）掌握灰分及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检测重金属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10：食品中总汞的测定方法 

1.教学内容 

用二硫腙比色法测定食品中总汞残留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食品中残留汞对人体的危害，通过试验了解食品中汞残留检测的实用

意义。 

（2）熟悉二硫腙比色法（25µg/kg）测定食品中总汞的原理；了解冷原子吸收光

谱法（0.4µg/kg）的原理。 

（3）掌握二硫腙比色法（25µg/kg）测定食品中总汞的方法。 

实验项目 11：食品中总砷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用银盐法测定食品中总砷残留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食品中残留砷对人体的危害，通过试验了解食品中砷残留检测的实用

意义。 

（2）熟悉银盐法测定食品中总砷的原理。 

（3）掌握银盐法测定食品中总砷的方法。 

实验项目 12：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1 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用薄层层析法（TLC）测定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1 残留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1 对人体的危害，通过试验了解食品中黄曲霉毒

素 B1 残留检测的实用意义。 

（2）熟悉薄层层析法（TLC）、酶标抗体法测定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1 的原理。 



 

 510 

（3）掌握薄层层析法（TLC）测定食品中黄曲霉素 B1 的方法。 

实验项目 13：食品中肉毒毒素检验 

1.教学内容 

用生物法检测肉毒梭菌及其毒素残留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食品中肉毒梭菌及其毒素对人体的危害，通过试验了解食品中肉毒梭

菌及其毒素检测的实用意义。 

（2）熟悉生物法检测肉毒梭菌及其毒素检验原理的原理。 

（3）掌握肉毒梭菌及其毒素检验方法和程序。 

实验项目 14：腹泻性贝类毒素（DSP）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生物法无公害食品腹泻性贝类毒素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食品中腹泻性贝类毒素对人体的危害，通过试验了解食品中腹泻性贝

类毒素检测的实用意义。 

（2）熟悉生物法无公害食品腹泻性贝类毒素的测定（SC/T 3024-2004）的原理。 

（3）掌握腹泻性贝类毒素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15：农产品中多氯联苯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气相色谱法检测农产品中多氯联苯。 

2.教学目标 

（1）了解食品中多氯联苯等化学物质对人体的危害，通过试验了解食品中多氯

联苯检测的实用意义。 

（2）熟悉 GB/T 9675-1998 中规定的测定农产品中多氯联苯的原理。 

（3）掌握 GB/T 9675-1998 中规定的测定农产品中多氯联苯的方法。 

实验项目 16：食品中有机磷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火焰光度检测器检测食品中有机磷农药残留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食品中有机磷农药对人体的危害，通过试验了解食品中有机磷农药检

测的实用意义。 

（2）熟悉高效气相色谱中火焰光度检测法测定食品中有机磷农药残留量的原理。 

（3）掌握气相色谱仪的一般操作技术及其在食品分析中的应用；通过实验要求

学生熟悉实验设计的方法、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实验项目 17：食品中三聚氰胺的检测 

1.教学内容 

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食品中三聚氰胺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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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食品中三聚氰胺对人体的危害，通过试验了解食品中三聚氰胺检测的

实用意义。 

（2）熟悉阳离子交换固相萃取柱净化后的高效液相色谱测定的原理。 

（3）掌握液相色谱仪的一般操作技术及其在食品分析中的应用；通过实验要求

学生熟悉实验设计的方法、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为包括平时实验的操作动手能力、预实验参与程度、实验报告、期终考

试等 4 个方面考核，其中动手能力 20 分，预实验参与程度 20 分，实验报告 30 分，

期终考试 30 分，总评成绩 100 分。主要考核学生的操作动手能力，实验报告的撰写

能力和创新能力。要求实验报告写清楚实验目的、方法、结果，特别要写对实验结果

进行分析。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莱卡光学显微镜 40 台。电子分析天平（准确度为±1g、±0.1g、±0.01g、±0.001g、

感量 0.0001g）各 2 台，匀浆机 5 台，普通离心机 4 台，冷冻高速离心机 2 台，振荡

器 1 台，水浴锅 5 台，旋转蒸发器 4 台，高效液相色谱仪（可变波长检测器）1 台，

高效液本色谱仪 1 台，酶标测定仪有 2 台，超声波清洗器 1 台，紫外分光光度计 4

台，荧光分光光度计 1 台、分光光度计 5 台，岛津 AA-646 型原子吸收火焰分光光度

计 1 台，双光束测汞仪 1 台，酸度计 4 台，磁力搅拌器 4 台，高温炉 1 台、马弗炉 1

台，干燥恒温箱 2 台，氮气吹干仪 2 台，可调式电炉 2 台，压力消解器 2 台，脂肪提

取器 10 套，移液枪有 20 套，恒温水浴锅 5 只，小型绞碎机 3 台，纯水仪 1 台，电动

振荡器 2 台，微量注射器 20 套，以及层析柱、层析缸(筒)、K－D 全玻璃浓缩器、分

液漏斗、紫外灯、棕色酸式滴定管、碘量瓶（250mL）、具塞比色管（25mL 或 10mL）、

具塞锥形瓶(250mL) 、瓷坩埚、展开槽等常规玻璃器皿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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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 

2.参考书：  

[1] 汪东风教授主编。食品质量与安全实验技术（第二版），北京：中国轻工业

出版社，2011 

[2] 宁正祥。食品成分分析手册.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3] 张晓东主编。畜产品质量安全及其检测技术，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4] 赵杰文,孙永海主编。现代食品检测技术。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5] 陈福生,高志贤,王建华编。食品安全检测与现代生物技术。北京：化工出版

社，2004 

[6] 王晶，王林，黄晓蓉主编。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2 

[7] 李泽瑶主编。水产品安全质量控制与检验检疫手。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3 

[8] 靳 敏，夏玉宇主编。食品检验技术。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9] 陈 斌，黄星奕主编。食品与农产品品质无损检测新技术。北京：化学工业

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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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化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FQUS1004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 食品化学（一）/Food Chemistry I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食品化学实验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中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本实验课包含 6 个实

验，包含学习重量定量分析方法、滴定定量分析方法、比色定量分析方法、薄层层析

分析方法，以及物质提取综合实验、酶解过程与定量分析综合实验等内容。通过本课

程的教学，使学生的食品化学理论课学习在实验课中得到巩固。学生通过本大纲的实

施，重点掌握食品化学中物质定量分析、物质提取、酶水解等的实验内容。使学生受

到有关食品化学基本方法和操作技能的训练，熟悉实验室工作的一般规则、实验操作

规范、常用仪器和设备的使用方法，养成良好的实验室工作习惯，学会对实验中问题

分析方法、数据处理方法、实验报告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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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淀粉糊化、酶法制备淀粉糖浆、

葡萄糖值的测定 
验证性、综合性 3 3 必修 

2 粗脂肪的测定 设计性、综合性 3 3 必修 

3 粗蛋白质的测定 综合性 3 3 必修 

4 
肉松游离氨基酸含量的测定

（茚三酮比色法） 
综合性、创新性 3 3 必修 

5 
番茄中番茄红素和 β-胡萝卜素

的提取与薄层层析分析法 
设计性、综合性 3 3 必修 

6 果胶的提取 创新性、综合性 3 3 必修 

7 油脂酸价、过氧化值测定 综合性 3 3 选修 

8 食品中水分、粗灰分测定 综合性 3 3 选修 

9 火腿肠中淀粉含量的测定 综合性 3 3 选修 

 



 

 514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淀粉糊化、酶法制备淀粉糖浆、葡萄糖值的测定 

1.教学内容 

⑪ 淀粉的糊化 

酸性条件下, 90-95℃水浴对淀粉进行糊化，验证淀粉的糊化过程和糊化结果。 

⑫ 淀粉的酶解 

利用 α-淀粉酶将糊化的淀粉水解，主要产物为糊精；利用糖化酶（麦芽糖酶）

进一步水解，得到一葡萄糖为主的糖浆。 

⑬ 葡萄糖含量的定量分析 

对不同水解水解产物（淀粉酶水解产物、糖化酶水解产物）中葡萄糖进行定量

分析，定量分析淀粉的酶水解效果。 

2.教学目标 

（1）了解淀粉的糊化机制和糊化效果；了解淀粉酶、糖化酶对淀粉的水解结果；

了解葡萄糖的定量分析方法。 

（2）熟悉酶的水解条件和水解过程，熟悉淀粉糊化的方法，熟悉定量分析的原

料和方法。熟悉定量分析含量技术公式的推导过程。 

（3）掌握淀粉的糊化机理，掌握酶水解原理和水解过程，掌握一种葡萄糖的定

量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2：粗脂肪的测定、油脂酸价测定 

1.教学内容 

以肉松、肉粉为实验原料，采用索氏抽提方法测定其中粗脂肪含量；比较二种

粗脂肪计算方法；以豆油或菜籽油为实验原料，测定其酸价。 

2.教学目标 

（1）了解固体样品中粗脂肪测定的原理和索氏抽提测定粗脂肪含量的原料；了

解油脂中酸价的测定方法和原理，了解油脂酸价产生的过程和原因。 

（2）熟悉索氏抽提器的使用方法，熟悉重量定量分析方法的一般操作过程；熟

悉酸碱滴定的方法和原理。 

（3）掌握重量分析进行定量分析的规范性操作方法，掌握酸碱滴定分析的规范

操作方法。设计 2 种粗脂肪测定的重量方法定量分析的原理、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3：粗蛋白质的测定-凯氏定氮法 

1.教学内容 

以肉松和小麦粉为实验原料，样品经过消化、整流后滴定，测定样品总氮含量，

再计算样品粗蛋白质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固体样品以定氮为基础的粗蛋白质含量定量分析的原理和方法。 

（2）熟悉食品蛋白质定量测定的原理和方法，尤其是固体样品的蛋白质测定方

法；熟悉滴定方法定量分析的定量依据。熟悉定量转移、定量蒸馏的方法。 

（3）掌握固体样品定量的原理、理论依据和实验方法，包括定量转移、定量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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馏、滴定测定方法，掌握制样的方法和原理。 

实验项目 4：氨基酸含量的测定（茚三酮比色法） 

1.教学内容 

以猪肉糜为实验原料，制样过程中沉淀蛋白质、得到其中的游离氨基酸溶液，

再利用茚三酮与氨基酸显色的原理，采用比色法测定游离氨基酸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含蛋白质食品中游离氨基酸的一种制样方法，了解茚三酮反应的基本

原理，并用比色法测定游离氨基酸含量。 

（2）熟悉样品制作过程，熟悉比色法定量的依据和原料。 

（3）掌握样品中蛋白质沉淀、游离氨基酸定量的方法，掌握茚三酮比色法的操

作规范，掌握定量的依据和方法。 

实验项目 5：番茄中番茄红素和 β-胡萝卜素的提取与薄层层析分析法 

1.教学内容 

以番茄为实验材料，提取其中的番茄红素和 β-胡萝卜素，并利用硅胶 G 进行薄

层层析，对番茄红素和 β-胡萝卜素进行分离。 

2.教学目标 

（1）了解薄层层析分离的原理和实验方法，了解食品中色素的种类、分离方法。 

（2）熟悉食品中色素种类、结构和性质，并以此为依据的分离方法和原料。 

（3）掌握食品色素的薄层层析分离原料和实验方法。 

实验项目 6：果胶的提取 

1.教学内容 

以柑橘皮为实验材料，采用酸性、加热提取方法提取其中的果胶。 

2.教学目标 

（1）了解果胶的提取原理和实验室方法，了解一种食品添加剂的生物提取方法。 

（2）熟悉食品添加剂的生物提取方法、纯化原理和方法。 

（3）掌握食品脱色的方法、物质提取的基本过程及其依据，掌握目标物质的纯

化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⑪实验记录本的记录内容；⑫实验报告质量与内容；⑬实验过程中的

操作规范、实验态度、出勤率等。 

考核要求：实验课程为食品化学总课程成绩的 35%，依据实验记录、实验报告、

实验操作等给予评定分数。由实验指导老师和课程老师一起评分（100 分制）。 

实验报告要求：实验报告格式要规范，有时间、地点、班级、学号、姓名、同组

人员、实验名称、实验原理、方法、实验器材和试剂、实验结果、讨论等。其中讨论

是最重要的评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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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烘箱  2 台                       5、索氏抽提器 4 台 

2、电子天平 3 台                    6、分光光度计 4 台 

3、高温炉 1 台                      7、自动凯氏定氮仪 1 台 

4、恒温水浴锅 4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食品化学综合实验（综合实验指导书，王永玲、叶元土编写） 

2.参考书：《食品化学》谢笔钧主编，科学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三版。 

3.食品化学实验，作者:邵秀芝，郑艺梅，黄泽元 主编 出版社:郑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

时间:2013 年 12 月 

 

 

 

                                               

执 笔 人：叶元土   

审 批 人：   

完 成 时 间：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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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物化学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FQUS1052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食品生物化学实验/Food Biochemistry Experiment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食品生物化学实验是在生物化学实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物化学实验原理、

方法和技术是生命科学等诸学科的重要研究手段。食品生物化学实验是食品科学本科

学生必须学习的基础实验课程，也是生物化学课程教学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该课程

培养学生在食品生物化学相关实验方面动手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独立工作的能力，

同时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它的前置课程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及

其相应的实验课程。 

(一) 课程内容 

实验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训练，生物大分子定性、定量实验、生物有效成份分离提

纯实验。 

(二) 教学目标 

通过实验课程，使得学生熟悉食品生物化学实验的一般知识，掌握常见生物化学

实验仪器的操作技能，培养独立的思考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和实验动手能力。结合食

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教学需要，掌握常见的涉及食品科学方面的生物化学实验的原理和

技能。并且学会正确观察实验现象，科学、合理处理数据，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形成有

比较性的实验分析，加强综合性能力培养。 

(三) 教学要求 

这门学科的知识与技能要求分为了解、理解、掌握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的具体

要求如下：了解——是指对相关内容有认知。理解——是指对相关内容的概念、原理

的说明和解释，能理解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掌握——是指运用已理解的概念和原理进

行说明、解释、类推，并且能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地完成某些生化实验。 

每次实验学生应做到：课前预习好、操作前思考好，操作正确、规范；实验中观

察仔细；实验结果记录真实并完整；实验报告除对实验真实结果进行总结外，应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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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查阅参考资料，对结果进行尽可能多的综合分析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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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的颜色反应和还原性鉴定 验证性 3 2－4 必修 

2 
总糖和还原糖的测定--3,5 二硝基水杨酸比

色法 
综合性 3 2－4 必修 

3 总糖含量的测定--蒽酮比色法 验证性 3 2－4 选修 

4 油脂酸价的测定 验证性 3 2－4 必修 

5 油脂过氧化值的测定 综合性 3 2－4 必修 

6 卵磷脂的提取和鉴定 验证性 3 2－4 选修 

7 氨基酸的分离鉴定上--薄层层析法 验证性 3 2－4 选修 

8 酪蛋白的制备 综合性 3 2－4 选修 

9 蛋白质的含量测定--双缩脲法 综合性 3 2－4 选修 

10 蛋白质含量测定--考马斯亮蓝 G-250 法 综合性 3 2－4 选修 

11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测定蛋白质

相对分子质量 
设计性 6 4 必修 

12 蛋白质两性反应和等电点的测定 验证性 3 2－4 选修 

13 离子交换柱层析分离核苷酸 设计性 3 2－4 必修 

14 酵母 RNA 的提取 验证性 3 2－4 必修 

15 植物组织中 DNA 的提取 验证性  2－4 选修 

16 动物组织中核酸的提取与鉴定 综合性 3 2－4 选修 

17 DNA 琼脂糖凝胶电泳 验证性 2 2－4 必修 

18 DNA 的体外扩增--PCR 设计性 3 2－4 必修 

19 质粒的少量制备 综合性 2 2－4 必修 

20 质粒转化 综合性 2 2－4 选修 

21 
底物浓度对酶促反应速度的影响――Km

值测定 
综合性 3 2－4 必修 

22 淀粉酶活力的测定 综合性 3 2－4 选修 

23 碱性磷酸酶分离提取及比活性测定 综合性 3 2－4 必修 

24 还原性维生素 C 的定量测定 综合性 3 2－4 选修 

25 胡萝卜素的测定--色谱分离法 综合性 3 2－4 选修 

26 叶绿素含量的测定--分光光度法 验证性 3 2－4 必修 

27 生物组织中丙酮酸含量的测定 验证性 3 2－4 选修 

28 味精中谷氨酸钠的测定 验证性 3 2－4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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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糖的颜色反应和还原性鉴定 

1.教学内容 

(1)分别利用 α－萘酚、间苯二酚与糖反应，观察产生和颜色和反应速度 

(2)通过班氏试剂和斐林试剂来鉴定糖的还原性 

2.教学目标 

(1)掌握不同试剂同糖反应产生颜色的反应原理，理解不同糖类与反应后产生

颜色的关系； 

(2)掌握还原糖的鉴定方法。 

实验项目 2：总糖和还原糖的测定--3,5 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 

1.教学内容 

(1)用 3,5 二硝基水杨酸对样品中还原糖进行定量 

(2)对样品中还原糖和酸解后总还原糖进行定量测定。 

2.教学目标 

(1)掌握分光光度计的正确使用； 

(2)理解 3,5 二硝基水杨酸与糖作用的原理； 

(3)掌握实验设计中测定总糖与还原糖之间的相互联系。 

实验项目 3：总糖含量的测定--蒽酮比色法 

1.教学内容 

将糖用浓硫酸脱水后生成的羟甲基呋喃与蒽酮生成有颜色的络合物，再以分光

光度计进行比色定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蒽酮比色法测定总糖的原理和特点 

实验项目 4：油脂酸价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以氢氧化钾滴定油脂，根据氢氧化钾的消耗量来评估油脂的酸败程度。 

2.教学目标 

(1)掌握油脂酸价测定的原理及正确测定方法； 

(2)学习根据实验结果对油品质量的评价。 

实验项目 5：油脂过氧化值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油脂中的有机过氧化合物可将碘离子氧化，通过对碘的滴定来判定油脂的过氧

化值，以确定油脂是否含有过氧化物以及存在的量。 

2.教学目标 

(1)理解过氧化值在油脂中的意义； 

(2)掌握测定油脂过氧化值的方法和操作要点。 

实验项目 6：卵磷脂的提取和鉴定 

1.教学内容 

以鸡蛋黄为原料，从中提取卵磷脂。并观察卵磷脂的一些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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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理解卵磷脂提取的原理和方法； 

(2)了解卵磷脂的性质。 

实验项目 7：氨基酸的分离鉴定上--薄层层析法 

1.教学内容 

(1)氨基酸在以硅胶为固定相的支持剂上，通过展开剂将不同结构的氨基酸分

离，从而分离和签定氨基酸。 

(2)Rf 值的计算 

2.教学目标 

(1)掌握层析法的原理和薄层层析的操作过程； 

(2)掌握分离物质的鉴定方法。 

实验项目 8：酪蛋白的制备 

1.教学内容 

(1)根据酪蛋白的等电点(pI=4.7)，用醋酸－醋酸钠缓冲液处理处理牛乳。获得

粗制品。 

(2)对粗制品进行初步纯化。 

2.教学目标 

(1)理解从牛乳中提取酪蛋白粗制品的原理； 

(2)了解其制备过程。 

实验项目 9：蛋白质的含量测定--双缩脲法 

1.教学内容 

(1)用标准蛋白质配制不同浓度的标准溶液，用于制作标准曲线。 

(2)在待测样品中加入四氯化碳和双缩脲试剂，将样品处理后测定波长为

560nm 处的吸光度，再根据标准曲线计算计算蛋白质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双缩脲测定蛋白质的原理； 

(2)掌握标准曲线的制作； 

(3)理解其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10：蛋白质的含量测定--考马斯亮蓝 G-250 法 

1.教学内容 

(1)制作 0-100μg/mL 的考马斯亮蓝蛋白标准曲线 

(2)将待测定样品经考马斯亮蓝染色并处理后，测定波长 595nm 的吸光值，根

据标准曲线，计算出蛋白质的浓度。 

2.教学目标 

(1)掌握考用马斯亮蓝 G-250 测定蛋白质含量的原理； 

(2)掌握其实验过程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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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1：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测定蛋白质的相对分子质量 

1.教学内容 

(1)SDS－PAGE 胶分离蛋白质的原理、胶的配制 

(2)SDS－PAGE 电泳 

(3)电泳后的染、脱色；电泳图谱的成像及分析 

2.教学目标 

(1)掌握 SDS－PAGE 电泳分离蛋白质的原理和特点； 

(2)掌握 SDS－PAGE 电泳的操作步骤和注意要点； 

(3)了解凝胶成像仪的操作和分析软件使用。 

实验项目 12：蛋白质的两性反应和等电点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不同蛋白质可能会有不同的 pI，通过调节溶液的 pH，观察酪蛋白的两性反

应。 

(2)配制一个 pH 从 3.5-5.9 的系列溶液，根据酪蛋白在不同溶液中的沉淀状况，

判定酪蛋白的大致等电点。 

2.教学目标 

(1)掌握测定蛋白质等电点的原理和方法； 

(2)通过实验了解蛋白质的两性解离性质。 

实验项目 13：离子交换柱层析分离核苷酸 

1.教学内容 

(1)用阴离子或阳离子交换层析，将混合的核苷酸样品分离开。 

(2)分别测定 OD250、OD260、OD280 和 OD290 的吸光值，计算 OD250/OD260、

OD280/OD260、OD290/OD260 根据不同核苷酸的特征值，确定依次洗脱下的核苷酸种

类。 

2.教学目标 

(1)掌握离子交换层析的原理； 

(2)学会利用离子交换层析技术对核苷酸进行分离和鉴别。 

实验项目 14：酵母 RNA 的提取 

1.教学内容 

(1)用浓盐从干酵母粉中提取 RNA； 

(2)测定 OD260 值，计算 RNA 的含量； 

(3)计算从干酵母中提取 RNA 的提取率。 

2.教学目标 

(1)掌握用浓盐法从酵母中制备 RNA 的原理； 

(2)掌握实验操作各步骤及其作用。 

实验项目 15：植物组织中 DNA 的提取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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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新鲜细嫩组织中提取 DNA； 

(2)对提取的 DNA 进行纯化； 

(3)测定其含量和纯度。 

2.教学目标 

(1)理解从植物组织中快速提取 DNA 的方法和一般原理； 

(2)理解在提取过程中防止 DNA 降解的处理策略； 

(3)了解从植物组织中制备较高纯度 DNA 的依据和处理方法。 

实验项目 16：动物组织中核酸的提取与鉴定 

1.教学内容 

(1)从动物组织中提取核酸； 

(2)对提取的进行适当纯化； 

(3)用硫酸对提取物进行水解，对水解产物进行鉴定，以确定提取产物为核酸。 

2.教学目标 

(1)掌握从动物组织中提取总核酸的方法； 

(2)了解对提取核酸的鉴定原理及方法。 

实验项目 17：DNA 琼脂糖凝胶电泳 

1.教学内容 

(1)琼脂糖凝胶的配制 

(2)DNA 上样、电泳及显色 

(3)DNA 琼脂糖电泳图谱分析 

2.教学目标 

(1)掌握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 DNA 的原理； 

(2)学会根据 DNA 电泳条带位置计算其大致分子量的方法。 

实验项目 18：DNA 的体外扩增—PCR  

1.教学内容 

(1)PCR 反应液组成及各成分的作用； 

(2)PCR 扩增步骤及仪器操作 

(3)PCR 产物的检测。 

2.教学目标 

(1)掌握 PCR 原理； 

(2)学会 PCR 操作步骤； 

(3)理解 PCR 反应体系中各成分的作用 

(4)理解 PCR 扩增步骤设计的依据。 

实验项目 19：质粒的少量制备 

1.教学内容 

(1)工程菌的培养； 

(2)用试剂盒少量提取质粒； 

(3)对提取的质粒进行电泳，评估提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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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质粒的相关特点； 

(2)理解质粒提取的原理； 

(3)掌握质粒的提取方法。 

实验项目 20：质粒转化 

1.教学内容 

(1)制备感受态细胞 

(2)质粒转化 

(3)转化质粒的鉴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质粒转化的原理及过程； 

(2)理解转化率的计算和意义。 

实验项目 21：底物浓度对酶促反应速度的影响――Km值测定 

1.教学内容 

(1)从大豆中提取脲酶； 

(2)用脲酶催化不同浓度的尿素，对照标准曲线测定单位时间内催化生成的碳

酸铵量； 

(3)利用双倒数作图法计算脲酶的 Km 值。 

2.教学目标 

(1)掌握根据双倒数曲线计算 Km 值的原理； 

(2)掌握 Km 值的意义及应用； 

(3)掌握各操作步骤的作用。 

实验项目 22：淀粉酶活力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配制麦芽糖标准溶液，制作麦芽糖标准曲线； 

(2)从萌发 3 天的小麦种子中提取淀粉酶； 

(3)分别钝化 α－淀粉酶、β－淀粉酶后，根据提取物对淀粉的水解效率，计算

α－淀粉酶和 β－淀粉酶的活力。 

2.教学目标 

(1)掌握淀粉酶的特性； 

(2)掌握淀粉酶提取及活性测定方法的原理。 

(3)学习根据样品设计可制作标准曲线的标准浓度样品。 

实验项目 23：碱性磷酸酶分离提取及比活性测定 

1.教学内容 

(1)从动物肝组织中提取碱性磷酸酶； 

(2)碱性磷酸酶与磷酸苯二钠作用生成酚及磷酸，通过测定生成酚的含量，计

算碱性磷酸酶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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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理解从生物样品中提取酶的一般方法； 

(2)掌握碱性磷酸酶比活性的测定原理及各试剂的作用。 

实验项目 24：还原性维生素 C 的定量测定 

1.教学内容 

(1)取动物组织，用 2,6-二氯酚靛测定其中总还原性物质的量； 

(2)再取动物组织，以甲醛先与还原性维生素 C 结合后，再用 2,6-二氯酚靛测

定其中还原性物质量； 

(3)通过间接法计算出还原性维生素 C 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还原性 Vc 定量测定的原理； 

(2)掌握测定过程中各试剂的作用和注意事项。 

实验项目 25：胡萝卜素的测定--色谱分离法 

1.教学内容 

(1)用石油醚、丙酮混合液提取胡萝卜素； 

(2)通过吸附层析(三氧化二铝柱)，分离出胡萝卜素； 

(3)测定波长 450nm 光密度值，根据重铬酸钾标准溶液在 450nm 光密度值，计

算样品中胡萝卜素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理解吸附层析的原理； 

(2)理解利用吸附层析分离并测定胡萝卜素的方法及步骤。 

实验项目 26：叶绿素含量的测定--分光光度法 

1.教学内容 

(1)用乙醇将新鲜的组织叶片中的叶绿素溶解出来； 

(2)测定该溶液的 OD645和 OD633 值，根据 OD645 和 OD633 值计算叶绿素 a 和叶

绿素 b 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叶绿素提取方法； 

(2)学会利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叶绿素 a、叶绿素 b 和类胡萝卜素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27：生物组织中丙酮酸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将植物组织经三氯乙酸除去蛋白质后，在波长 520nm 处测定与 2,4-二硝基

苯肼反应所生成的丙酮酸－2,4-二硝基苯腙的含量；  

(2)根据丙酮酸标准品与 2,4-二硝基苯肼反应的标准曲线，计算组织中丙酮酸

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理解从植物组织中提取和测定丙酮酸的方法； 

(2)了解丙酮酸变化与植物新成代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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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8：味精中谷氨酸钠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用氢氧化钠滴定样品至 pH8.2，加入甲醛固定氨基后，再用氢氧化钠滴定样

品至 pH9.6； 

(2)根据氢氧化钠的消耗数计算出谷氨酸钠的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谷氨酸钠的测定原理； 

(2)了解谷氨酸钠含量与味精质量关系。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总评成绩由考试成绩和实验成绩二部分组成。通过检查实验预习、根据实验态度、

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确定实验成绩，该实验成绩不少于总评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烘箱           1 台 

真空泵          2 台 

分光光度计       4 台 

高速冷冻离心机   2 台 

水浴锅         2 台 

电炉          4 台 

冰箱          2 台 

紫外观察仪       1 台 

凝胶成像仪       1 套 

蛋白电泳仪       1 台 

核酸电泳仪       2 台 

空气摇床        1 台 

台式高速离心机   2 台 

电子天平(100g)    1 台 

电子天平(100mg)   1 台   

PCR 仪       1 台 

微量核酸检测仪  1 台 

培养箱         2 台 

可调微量移液器 8 套 

双向电泳系统  1 套 

振荡仪      1 台 

旋涡混合仪    1 台 

摇床       1 台 

磁力搅拌器    2 台 

部分收集器    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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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于国苹主编，《食品生物化学实验》，中国林业出版社，2012 年 8 月第一版； 

2．贡成良等主编，《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年 6 月第一版  

3．韦庆益等主编，《食品生物化学实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年 2 月第

一版  

 

                                           

执 笔 人：薛仁宇、贡成良  

审 批 人：    

完 成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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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微生物学实验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FQUS1054                    课程学分：1.0 

课程名称（中/英）：  Food Microbiology Experimental Technique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食品微生物学实验技术是食品类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

握研究与应用微生物的主要方法与技术，加深和巩固对食品微生物学基础理论内容的

理解。综合性实验课培养学生分析分体、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其综合能力与创新意识，使学

生具有适应于从事食品质量与安全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实际生产应用的微生物学实验技

能。 

本课程的学习要求： 

1、掌握基础微生物学实验技能 

（1）微生物显微镜观察技术、无菌操作技术、分离纯化技术、培养基的 配置与灭

菌； 

（2）细菌、酵母菌、放线菌、霉菌的显微特征和培养特征； 

（3）各种理化因素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微生物菌种的保藏方法 

（4）了解微生物生长量测定的方法 

2、掌握食品中微生物的检验方法 

  包括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计数、真菌计数法、金黄色葡萄球菌等 

3、掌握发酵微生物学实验 

  包括甜酒酿和凝固型酸奶的制作，台式自控发酵罐的原理、结构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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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光学显微镜的构造 虚拟性 1/5 1 必修 

2 光学显微镜油镜的使用 综合性 1/2 1 必修 

3 无菌涂片技术 虚拟性 1/10 1 必修 

4 细菌简单染色法 综合性 1/5 1 必修 



 

 528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5 革兰氏染色法（经典法） 综合性 1/2 1 必修 

6 革兰氏染色三步法 创新性 1/5 1 选修 

7 KOH 拉丝实验法 创新性 1/10 1 选修 

8 细菌芽孢染色法 综合性 1.5 1 必修 

9 酵母菌形态观察及死活细胞的鉴别 综合性 1.5 1 必修 

10 霉菌形态观察 综合性 3 1 必修 

11 微生物细胞大小的测定 综合性 3 1 选修 

12 加压蒸汽灭菌锅的使用方法 虚拟性 1/5 4 选修 

13 玻璃器皿的包扎  虚拟性 1/4 4 选修 

14 培养基的配制与灭菌 综合性 3 4 必修 

15 融化培养基的方法 虚拟性 1/5 4 选修 

16 土壤中微生物的分离、纯化 综合性 3 4 必修 

17 接种技术 虚拟性 1/2 4 选修 

18 物理因素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 综合性 3 4 必修 

19 化学因素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 综合性 3 4 必修 

20 食品微生物检验的采样 设计性 2 4 必修 

21 食品微生物检验的样品处理 综合性 2 4 必修 

22 食品中细菌总数的测定 综合性 3 4 必修 

23 食品中酵母菌的检测 综合性 3 4 选修 

24 食品中霉菌的检测 综合性 3 4 必修 

25 食品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综合性 3 4 必修 

26 食品中大肠菌群的检测 综合性 3 4 选修 

27 食品微生物快速检验方法 演示性、虚拟性 1 4 必修 

28 甜酒酿的制作 综合性、开放性实验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普通光学显微镜的构造 

1.教学内容 

普通光学显微镜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显微镜的构造和各部分的作用 

（2）掌握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2：光学显微镜油镜的使用 

1.教学内容 

利用油镜观察细菌的细胞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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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掌握油镜的原理 

（2）掌握油镜的使用方法 

（3）掌握油镜的维护 

实验项目 3：无菌涂片技术 

1.教学内容 

通过微课视频学习无菌涂片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涂片所需材料 

（2）熟悉涂片过程 

（3）掌握涂片的无菌要求 

实验项目 4： 细菌简单染色法 

1.教学内容 

将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芽孢杆菌简单染色后在显微镜油镜下观察 

2.教学目标 

（1）了解染色的原理 

（2）熟悉油镜的操作及维护 

（3）掌握简单染色的方法、三种细菌的基本形态 

实验项目 5： 革兰氏染色法（经典法） 

1.教学内容 

对大肠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和未知菌进行革兰氏染色后在显微镜油镜下观察 

2.教学目标 

（1）了解油镜的操作及维护 

（2）熟悉革兰氏染色的原理、步骤 

（3）掌握对未知菌进行革兰氏反应鉴定的方法 

实验项目 6： 革兰氏染色三步法 

1.教学内容 

大肠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和未知菌用三步法革兰氏染色后在显微镜油镜下观察 

2.教学目标 

（1）了解三步法和四步法在实验原理和实验步骤上的联系与区别 

（2）掌握三步法的优缺点和应用 

实验项目 7： KOH 拉丝实验法 

1.教学内容 

大肠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和未知菌进行 KOH 拉丝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 KOH 拉丝实验的原理 

（2）熟悉 KOH 拉丝实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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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 KOH 拉丝实验的优缺点和应用 

实验项目 8： 细菌芽孢染色法 

1.教学内容 

将枯草芽孢杆菌进行芽孢染色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细菌芽孢的位置和生理特性 

（2）熟悉芽孢染色的操作步骤 

（3）掌握芽孢染色的原理 

实验项目 9：酵母菌形态观察及死活细胞的鉴别  

1.教学内容 

将白酵母和红酵母染色后在显微镜下观察 

2.教学目标 

（1）了解酵母细胞染色的染料选择 

（2）熟悉酵母的形态 

（3）掌握吕氏美兰染色的原理、制片的准备 

实验项目 10： 霉菌形态观察 

1.教学内容 

将根霉、毛霉、曲霉、青霉染色后在显微镜下观察 

2.教学目标 

（1）了解霉菌染色的染料选择 

（2）熟悉霉菌水浸片的制作 

（3）掌握各种霉菌的菌落形态和菌丝的特征 

实验项目 11： 微生物细胞大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培养至对数生长期的酵母细胞的大小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定微生物细胞大小的原理 

（2）熟悉测微尺的使用 

（3）掌握测定微生物细胞大小的方法 

实验项目 12： 加压蒸汽灭菌锅的使用方法 

1.教学内容 

通过微课视频学习加压蒸汽灭菌锅的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加压蒸汽灭菌锅的应用 

（2）熟悉加压蒸汽灭菌锅的结构 

（3）掌握加压蒸汽灭菌锅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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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3： 玻璃器皿的包扎 

1.教学内容 

通过微课学习微生物实验室常用的玻璃器皿的包扎 

2.教学目标 

（1）了解无菌操作的意义 

（2）熟练掌握各种玻璃器皿的包扎 

实验项目 14： 培养基的配制与灭菌 

1.教学内容 

配制 LB 培养基和马丁氏培养基，并灭菌 

2.教学目标 

（1）了解马丁氏培养基的应用 

（2）熟悉玻璃器皿的包扎、加压蒸汽灭菌锅的结构 

（3）掌握培养基配制的步骤及注意事项、灭菌的方法 

实验项目 15： 融化培养基的方法 

1.教学内容 

通过微课视频学习融化培养基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融化培养基的原因 

（2）熟悉融化培养基所需器材 

（3）掌握各种融化培养基的方法 

实验项目 16： 土壤中微生物的分离、纯化 

1.教学内容 

从土壤中分离出细菌和真菌 

2.教学目标 

（1）了解土壤中微生物的多样性 

（2）熟悉十倍稀释法的原理 

（3）掌握倒平板的方法、掌握涂布平板法和划线平板法的操作 

实验项目 17： 接种技术 

1.教学内容 

通过微课视频学习各种微生物接种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无菌操作的意义 

（2）熟悉各种接种技术的应用 

（3）熟练掌握各种接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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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8： 物理因素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 

1.教学内容 

考查温度、紫外线对大肠杆菌、枯草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温度、紫外线作用的原理 

（2）熟悉超净工作台的使用 

（3）掌握此实验的研究方法，使用这三种供试菌的原因 

实验项目 19： 化学因素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 

1.教学内容 

考查消毒酒精、各种抗生素、碘酒、石碳酸对肠杆菌、枯草芽孢杆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生长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消毒酒精、各种抗生素、碘酒、石碳酸的原理 

（2）熟悉超净工作台的使用 

（3）掌握圆形滤纸片法的原理，使用这三种供试菌的原因 

实验项目 20： 食品微生物检验的采样 

1.教学内容 

通过微课视频学习食品微生物检验的采样 

2.教学目标 

（1）了解食品微生物检验样品的种类 

（2）掌握各种样品的采样原则、方法及注意事项 

实验项目 21： 食品微生物检验的样品处理 

1.教学内容 

通过微课视频学习食品微生物检验的样品处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各种样品处理的意义 

（2）熟悉各种样品处理所需的器材 

（3）掌握各种样品处理的方法 

实验项目 22： 食品总细菌总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检测学生自带食品中的细菌总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检测食品中细菌总数的意义 

（2）熟悉十倍稀释法、倒平板法、涂布平板法 

（3）掌握检测原理、实验结果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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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3： 食品中酵母菌的检测 

1.教学内容 

检测学生自带食品中的酵母菌总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检测食品中酵母菌总数的意义 

（2）熟悉十倍稀释法、倒平板法、涂布平板法 

（3）掌握检测原理、实验结果的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24： 食品中霉菌的检测 

1.教学内容 

检测学生自带食品中的霉菌总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检测食品中霉菌总数的意义 

（2）熟悉十倍稀释法、倒平板法、涂布平板法 

（3）掌握检测原理、实验结果的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25： 食品中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测 

1.教学内容 

检测学生自带食品中的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总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检测食品中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总数的意义 

（2）熟悉十倍稀释法、倒平板法、涂布平板法 

（3）掌握检测原理、实验结果的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26： 食品中大肠菌群的检测 

1.教学内容 

检测学生自带食品中的大肠菌群总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检测食品中大肠菌群的意义 

（2）熟悉十倍稀释法、倒平板法、涂布平板法 

（3）掌握检测原理、实验结果的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27： 食品微生物快速检验方法 

1.教学内容 

通过微课视频或演示学习食品中微生物的快速检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快速检测所需的仪器设备和材料 

（2）熟悉快速检测的原理 

（3）掌握快速检验的操作方法、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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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8： 甜酒酿的制作 

1.教学内容 

甜酒酿的制作及品质鉴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酒酿发酵的基本原理 

（2）掌握甜酒酿的制作技术、甜酒酿品质鉴定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总评成绩计算方式是：平时成绩 40% + 实验报告 30% + 考试成绩 30% 

平时成绩包括出勤、迟到、早退、是否预习（微课视频、课件、实验指导书）、

预习效果、实验操作技能、实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验结果的正确率、仪器/器皿

损坏，以及其它方面。 

实验报告评分依据包括：（1）实验报告撰写的完整程度与正确性；（2）所观察

结果的正确性、绘图的完整性；（3）异常结果的分析能力；（4）回答思考题的正确

性；（5）实验反思和总结能力；（6）实验报告的订正情况。实验报告成绩为各次实

验报告成绩的平均值。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光学显微镜              60 台 

pH 计                   1 台 

电子天平                3 台 

干燥箱                  2 台 

电热烘箱                1 台 

压力蒸汽灭菌锅          2 台 

普通冰箱                2 台 

超低温冰箱              1 台 

超净工作台              4 台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2 台 

水浴锅                  2 台 

电热恒温培养箱          2 台 

振荡培养箱              3 台 

台式自控发酵罐          4 台 

离心机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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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牛天贵主编.食品微生物学实验技术（第二版）.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1 

2.参考书： 

（1）李志明编著. 食品卫生微生物检验学，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2）周建新主编.食品微生物学检验，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 

（3）刘素纯, 吕嘉枥, 蒋立文主编.食品微生物学实验，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4）贾俊涛, 梁成珠, 马维兴主编.食品微生物检测工作指南，北京:中国质检出版

社,2012 

                                               

 

 

执 笔 人：王大慧   

审 批 人：   

完 成 时 间：2016.2.28  

 

http://202.195.136.14:8080/opac/openlink.php?title=%E9%A3%9F%E5%93%81%E5%BE%AE%E7%94%9F%E7%89%A9%E5%AD%A6%E5%AE%9E%E9%AA%8C%E6%8A%80%E6%9C%AF
http://202.195.136.14:8080/opac/openlink.php?title=%E9%A3%9F%E5%93%81%E5%BE%AE%E7%94%9F%E7%89%A9%E5%AD%A6%E5%AE%9E%E9%AA%8C
http://202.195.136.14:8080/opac/item.php?marc_no=014340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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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毒理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FQUS1057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 食品毒理学/Food Toxicolog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常用实验动物的选择和处理、食品毒理学试验的设计原则、毒

理学试验结果的处理和分析。 

教学目标在于让学生掌握食品毒理学的基本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使学生毕业

后能进行简单的食品毒理学安全性评价。 

教学中要求学生既要掌握理论课的基本内容，又要掌握实验课的基本原理和技术

操作，逐步培养学生独立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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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动物的一般操作技术 演示性 3 6 必修 

2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综合性 6 6 必修 

3 小鼠精子畸形试验 验证性 3 6 必修 

4 哺乳动物红细胞微核试验 综合性 3 6 必修 

5 哺乳动物骨髓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 综合性 3 6 选修 

6 肝微粒体制备及酶活性测定 综合性 3 6 选修 

7 单细胞凝胶电泳试验 综合性 6 6 选修 

8 90 天经口毒性试验 综合性 6 6 选修 

9 慢性毒性试验 综合性 6 6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试验动物的一般操作技术 

1.教学内容 

主要学习毒理学试验中大鼠、小鼠、豚鼠和家兔的基本操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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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相关试验动物的选择及常用的标记、分组、抓取与固定方法。 

（2）熟悉相关试验动物的染毒途径、动物处死、血液采集和解剖等方法。 

（3）掌握相关试验动物的经口灌胃技术。 

实验项目 2：小鼠经口急性毒性试验 

1.教学内容 

主要学习急性毒性试验的设计原则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受试物的急性毒性特征。 

（2）熟悉受试物的毒性分级方法。 

（3）掌握小鼠 LD50 的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3：小鼠精子畸形试验 

1.教学内容 

主要学习小鼠精子畸形的观察和试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本试验是检测受试物能否破坏哺乳动物精子正常形态的常用方法。 

（2）熟悉小鼠精子畸形试验的原理和步骤。 

（3）掌握小鼠精子畸形的判定方法。 

实验项目 4：小鼠骨髓细胞微核试验 

1.教学内容 

主要学习小鼠骨髓多染红细胞微核的测定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小鼠骨髓细胞微核试验是常用的致突变试验。 

（2）熟悉致突变试验的原理。 

（3）掌握小鼠骨髓多染红细胞微核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5：小鼠骨髓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 

1.教学内容 

主要学习小鼠骨髓细胞染色体畸变的试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染色体畸变分析是检测外源化学物遗传毒性的常用方法。 

（2）熟悉受试物对动物染色体畸变的能力和畸变类型。 

（3）掌握小鼠骨髓细胞染色体标本的制作方法。 

实验项目 6：肝微粒体制备及酶活性测定 

1.教学内容 

主要学习大鼠肝微粒体制备及酶活性测定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肝微粒体中含有多种代谢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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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相关酶活性的测定方法。 

（3）掌握大鼠肝微粒体的制备方法。 

实验项目 7：单细胞凝胶电泳试验 

1.教学内容 

主要学习单细胞凝胶电泳试验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本试验是一种在单细胞水平上检测 DNA 损伤与修复的方法。 

（2）熟悉单细胞凝胶电泳试验的原理。 

（3）掌握单细胞凝胶电泳试验的方法。 

实验项目 8：90 天经口毒性试验 

1.教学内容 

主要学习 90 天内经口重复接触受试物引起的毒性效应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受试物的剂量-反应关系、靶器官和可逆性，确定 LOAEL 和 NOAEL。 

（2）熟悉 90 天内经口毒性试验的原理。 

（3）掌握 90 天内经口毒性试验的方法。 

实验项目 9：慢性毒性试验 

1.教学内容 

主要学习实验动物长期经口重复给与受试物引起的慢性毒性效应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受试物的剂量-反应关系和靶器官，确定 LOAEL 和 NOAEL。 

（2）熟悉慢性毒性试验的原理。 

（3）掌握慢性毒性试验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课成绩由教师根据学生的出勤率、预习情况、实验操作、实验报告，经综合

评定后给出。 

实验课成绩占本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水平式电泳仪（1 台）、荧光显微镜（1 台）、离心机（5 台）、电动玻璃匀浆机（2

台）、水浴恒温振荡器（2 台）、恒温培养箱（1 台）、蒸汽灭菌器（2 台）、分光光度

计（5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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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唐焕文，《毒理学基础实验指导》，科学出版社，2010 年。 

2.参考书：王心如，《毒理学实验方法与技术》，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年。 

 

 

 

                                               

执 笔 人：丁   磊   

审 批 人：    

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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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分离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FQUS1063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食品分离技术 / Technology of Food Separation                      

课程学时： 36 学时                      实验学时：18 学时 

适用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1、实验教学目标 

随着现代食品工业发展的需要，大家已经逐渐认识到食品中功能性成分的分离和

检测的重要意义。食品分离技术实验是《食品分离技术》课程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

环节，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通过本实验的学习学生应该学

会食品中主要功能性成分的分离方法和原理，为今后的专业学习、研究打下基础。 

2、实验教学内容 

本实验课程主要教学食品中功能性成分（其中大分子物质以蛋白质为代表、小分

子物质以花色苷为代表）的提取、分离、纯化和鉴定。 

3、实验基本要求 

通过本实验的练习，学生应掌握食品样品的提取、分离、纯化、鉴定的实验原理

和具体操作步骤，并熟悉各种功能性成分的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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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析法提取卵清清蛋白 综合性 3 4 必修 

2 蛋白质溶液的脱盐 综合性 3 4 必修 

3 蛋白质溶液的浓缩和干燥 综合性 3 4 必修 

4 SDS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测定蛋白质的分子量 综合性 6 4 选修 

5 
弱酸性树脂的预处理及 

装柱方法 
综合性 3 4 选修 

6 葡聚糖凝胶层析分离技术 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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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紫甘蓝花色苷的提取方法 综合性 3 4 必修 

8 pH 示差法测定紫甘蓝花色苷提取液 综合性 3 4 必修 

9 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对紫甘蓝花色苷的定量测定 综合性 6 4 选修 

10 高速逆流色谱（HSCCC）分离纯化紫甘蓝花色苷 综合性 6 4 选修 

1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C-MS）法对紫甘蓝花色苷的鉴定 综合性 3 4 选修 

12 蛋黄中卵磷脂的提取、纯化和鉴定 综合性 6 4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盐析法提取卵清清蛋白 

1.教学内容 

     利用盐析法结合等电点沉淀法提取分离并测定鸡蛋清中的卵清清蛋白。首

先用半饱和硫酸铵溶液分离卵球蛋白，再用饱和硫酸铵溶液分离得到粗卵清蛋

白，最后调节 pH 至 4.7 沉淀卵清蛋白得到蛋白粗提取液，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制

作蛋白标准曲线并测定提取液中蛋白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鸡蛋中蛋白质的种类、性质，常用的蛋白质提取和测定的方法； 

（2）熟悉盐析法和等电点沉淀法提取、分离蛋白质的基本原理； 

（3）掌握盐析法提取分离鸡蛋清中卵清蛋白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掌握紫外分光

光度法测定蛋白质含量的方法。 

实验项目 2：蛋白质溶液的脱盐 

1.教学内容 

          对实验一中提取得到的鸡蛋清卵清蛋白进行脱盐，采用透析的方法进行，

并用 Bacl2 溶液检测脱盐程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溶液分离盐类小分子物质的常用方法； 

（2）熟悉透析袋的使用方法； 

（3）掌握透析脱盐的基本原理及操作，检验脱盐完全的具体方法。 

实验项目 3：蛋白质溶液的浓缩和干燥 

1.教学内容 

       采用真空冷冻干燥技术对实验二中完全脱盐的卵清蛋白进行脱水浓缩干燥。 

2.教学目标 

（1）了解真空冷冻干燥设备的主要结构组成及其应用； 

（2）熟悉蛋白质溶液常用的浓缩干燥的方法以及真空冷冻干燥脱水的原理； 

（3）掌握蛋白质真空冷冻干燥脱水的原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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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4：SDS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测定蛋白质的分子量 

1.教学内容 

           对混合蛋白质标准液采用 SDS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进行分离、鉴定并

测定每种蛋白质的分子量，学习电泳的基本操作技术，安装电泳槽、配胶、

制备凝胶板、电泳、染色、脱色等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凝胶电泳技术中用到的设备、组件及其应用； 

（2）熟悉凝胶电泳的特性及基本操作技术； 

（3）掌握 SDS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分离鉴定蛋白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包

括配胶、制备凝胶板、制样、加样、电泳、染色、脱色等过程的具体方法。 

实验项目 5：弱酸性树脂的预处理及装柱方法 

1.教学内容 

           学习弱酸性树脂的性质及其预处理方法，熟练掌握树脂装柱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弱酸性树脂的性质及其应用； 

（2）熟悉弱酸性树脂的预处理、灌注等方法； 

（3）掌握弱酸性树脂分离混合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6：葡聚糖凝胶层析分离技术 

1.教学内容 

           使用葡聚糖凝胶 G-25 分离蓝色葡聚糖-2000 和溴酚蓝，进行溶胶、灌柱、

上样、洗脱、收样、检测、回收操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凝胶层析分离技术中用到的设备、组件及其应用； 

（2）熟悉葡聚糖凝胶层析的特性及基本操作技术； 

（3）掌握葡聚糖凝胶层析技术分离混合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包括溶胶、灌柱、

上样、洗脱、收样、检测等过程的具体方法。 

实验项目 7：紫甘蓝花色苷的提取方法 

1.教学内容 

           采用热溶剂法提取紫甘蓝花色苷，根据提取溶剂、温度、时间三个因素，

以提取得率为指标，确定最佳的紫甘蓝花色苷提取条件。 

2.教学目标 

（1）了解植物中的花色苷及其性质； 

（2）熟悉提取花色苷的常用方法及其原理； 

（3）掌握热溶剂法提取紫甘蓝花色苷的原理及具体方法。 

实验项目 8：pH 示差法测定紫甘蓝花色苷提取液 

1.教学内容 

           采用 pH 示差法测定实验 7 中提取得到的紫甘蓝花色苷粗提液，对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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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的总量进行定量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植物中的花色苷及其性质； 

（2）熟悉测定花色苷的常用方法及其原理； 

（3）掌握 pH 示差法测定花色苷含量的基本原理和具体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9：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对紫甘蓝花色苷的定量测定 

1.教学内容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实验 7 中提取得到的紫甘蓝花色苷粗提液，对

单体花色苷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效液相色谱仪的系统组成以及应用； 

（2）熟悉高效液相色谱仪的操作方法，谨记仪器及色谱柱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3）掌握 HPLC 对物质进行定量测定的基本原理及方法，初步学会仪器操作和

使用谱图分析软件对结果进行分析。 

实验项目 10：高速逆流色谱（HSCCC）分离纯化紫甘蓝花色苷 

1.教学内容 

           采用高速逆流色谱对实验 7 中提取得到的紫甘蓝花色苷粗提液进行分离

制备，得到单体花色苷。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速逆流色谱仪的系统组成以及应用； 

（2） 熟悉高速逆流色谱仪的操作方法，谨记仪器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3）掌握 HSCCC 对混合物实现分离基本原理及方法、初步学会仪器操作、完

成对紫甘蓝花色苷的分离纯化。 

实验项目 11：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C-MS）法对紫甘蓝花色苷的鉴定 

1.教学内容 

           采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测定实验 10 中制备得到的单体花色苷，对其进

行定性检测，确定花色苷的种类和结构。  

2.教学目标 

（1）了解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的系统组成以及应用； 

（2） 熟悉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的操作方法，谨记仪器使用中的注意事项，熟

悉采用 LC-MS 对物质进行定性检测的方法； 

（3）掌握 LC-MS 对物质进行定性检测的基本原理及方法、初步学会仪器操作

和使用谱图分析软件对结果进行分析。 

实验项目 12：蛋黄中卵磷脂的提取、纯化和鉴定 

1.教学内容 

           采用有机溶剂提取法对蛋黄中的卵磷脂进行提取、并利用有机溶剂沉淀

分离法对其进行纯化，最后通过三甲胺检验、不饱和性检验、磷酸检验以及

甘油检验对提取纯化的卵磷脂进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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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蛋黄的化学成分组成，其中卵磷脂的结构、性质、功能及应用； 

（2） 熟悉卵磷脂常用的提取、纯化和鉴定方法以及注意事项； 

（3）掌握有机溶剂提取法提取蛋黄中卵磷脂的基本原理和具体方法，同时掌握

卵磷脂的纯化和鉴定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1）实验报告内容：内容包括实验目的、原理、方法、操作步骤、数据计算、实验

结果分析及讨论、思考题、实验反思等。 

（2）实验报告要求书写认真，字迹清楚。 

（3）通过实验中的观察、分析，如实地把实验的全过程和实验结果记录下来。 

（4）分析实验结果，总结实验中出现的操作错误，提出改进方案。 

2、考核方式 

根据学生的出勤守纪情况（20%）、实践操作能力（30%）和实验报告完成情况

（50%）进行考核，采用五级记分法：优秀（90-100 分）、良好（80-89 分）、中（70-79

分）、及格（60-69）、不及格（59 分以下）进行评定。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T6 新世纪紫外分光光度计 4 台，等电聚焦电泳系统 1 套，核酸检测仪 4 套，核

酸电泳及紫外检测装置 2 套，酸度计 4 台，高速冷冻离心机 1 台，TaKaRa PCR 仪 1

台，TDL-5 低速台式大容量离心机 2 台，电磁搅拌器 4 台，鼓风干燥箱 2 台，电子恒

温水浴锅 4 台，分析天平 2 台（0.0001g），台式天平 6 台，台式温控摇床 2 台，生化

培养箱 6 台，医用药品冷藏箱 1 台，超声波清洗机 1 台，恒温金属浴 3 台，超净工作

台 2 台，不锈钢立式灭菌锅 1 台，冰箱 5 台，微量移液器 2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曹霞敏、郑小坚，食品分离技术实验讲义 

2.参考书：  

（1）张海德，现代食品分离技术，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06  

（2）高孔荣等，食品分离技术，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7 

（3）谭天伟等生物分离技术，化学化工出版社，2010-3 

（4）杨昌鹏等，生物分离技术，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8 

 

执 笔 人：曹霞敏   

审 批 人：蔡春芳   

完 成 时 间 :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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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仪器分析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FQUS1066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食品仪器分析技术 

                              Food Instrument Analysis Technique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 

实验室名称：生物科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介绍食品仪器分析中常用分析仪器技术，紧密结合食品行业检测技术发展

现状，以提升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为重点，内容包括电位分析法、紫外-可见光谱分

析法、红外吸收光谱法、荧光光谱仪、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法、气相色谱分析法、高效

液相色谱分析法、质谱法和核磁共振波谱法等。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常用分析仪器的基

本原理、基本结构、实验技术和应用范围，了解现代仪器分析在食品分析中存在的问

题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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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外-可见吸收法测定果汁中的 Vc 综合性 3 2 必修 

2. 色谱柱性能的考察和色谱峰的定性鉴定 综合性 3 2 必修 

3 气相色谱法测定蔬菜中有机磷农药残留 设计性 3 2 必修 

4.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果奶中安赛蜜含量 设计性 3 2 必修 

5. 电位滴定法测定食醋中的总酸度 综合性 3 2 必修 

6 原子吸收测定食品中微量元素锌 综合性 3 2 必修 

7 荧光光谱仪实验 综合性 3 2 选修 

8 红外光谱法测定有机化合物的结构 演示性 3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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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紫外-可见吸收法测定果汁中的 Vc 

1. 教学内容 

（1）样品制备：果汁中 Vc 的提取 

（2）紫外-可见吸收分光光度计仪器结构元件的认识 

（3）绘制 Vc 在不同溶剂和浓度下的紫外-可见吸收曲线 

（4）计算果汁中 Vc 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仪器构造 

（2）熟悉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使用 

（3）掌握用分光光度计测定果汁中 Vc 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2：色谱柱性能的考察和色谱峰的定性鉴定 

1.教学内容： 

（1）柱性能的考察：理论板数、有效理论板数和分离度的测定； 

（2）色谱峰的定性鉴定 2.教学目标 

（3）性能指标的计算和评价 

2.教学目标 

（1）了解气相色谱仪的仪器结构 

（2）熟悉气相色谱仪的的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 

（3）掌握色谱柱效性能的评价，物质的定性鉴定方法 

实验项目 3：气相色谱法测定蔬菜中有机磷农药残留 

1.教学内容： 

（1）蔬菜有机磷农药的提取和富集 

（2）用毛细管色谱柱，火焰光度检测器测定有机磷农药 

（3）农药残留量的含量计算 

2.教学目标 

（1） 了解气相色谱法测定农药残留的基本过程 

（2） 熟悉气相色谱仪的定量方法 

（3）熟悉农药残留测定的方法和流程 

实验项目 4：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果奶中安赛蜜含量 

1.教学内容： 

（1）食品安赛蜜的提取和杂志的去除 

（2）甲醇-柠檬酸铵做流动相，C18 高效液相色谱柱分离，紫外检测器测定安

赛蜜 

（3）标准曲线制备 

（4）外标法进行安赛蜜含量的计算 

 



 

 547 

2.教学目标 

（1）熟悉高效液相色谱仪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流程 

（2）熟悉高效液相色谱仪的操作流程 

（3）掌握外标法定量的方法 

实验项目 5：电位滴定法测定食醋中的总酸度 

1. 教学内容： 

（1）pH 电位计的矫正 

（2）滴定终点的电位变化观察 

（3）标准曲线的制备 

（4）氢氧化钠滴定测定食醋总酸度 

2.教学目标： 

（1）学习电位滴定法的基本原理 

（2）熟练掌握 pH 电位计的矫正和使用方法 

（3）掌握电位滴定法测定总酸度的基本操作和误差分析 

实验项目 6：原子吸收测定食品中微量元素锌 

1.教学内容： 

（1）待测样品准备 

（2）标准曲线及待测液准备： 

（3）空心阴极灯和原子吸收光谱仪仪器结构和操作流程的熟悉 

（4）样品的测定 

（5）锌含量的定量计算处理 

2.教学目标： 

（1） 了解原子吸收光谱仪的构成 

（2） 学习原子吸收光谱仪的使用方法 

（3） 熟悉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食品中锌元素的测定方法及过程 

实验项目 7：荧光光谱仪实验 

1.教学内容： 

（1）待测样品准备 

（2）荧光仪的结构原理介绍 

（3）样品溶液的测定 

（4）荧光谱图的识别 

2.教学目标： 

（1） 了解荧光产生的机理 

（2） 学习荧光光谱仪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3） 掌握荧光光谱的测量方法；  

（4） 对荧光光谱在物质特性分析和实际中的应用有初步的了解 

实验项目 8：红外光谱法测定有机化合物的结构 

1.教学内容： 

（1）红外光谱仪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介绍 

（2）固体试剂苯甲酸的红外吸收谱图的绘制 

（3）液体试样苯乙酮的红外吸收谱图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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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红外谱图的识别 

2.教学目标： 

（1）了解红外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方法 

 （2）掌握固体和液体的测定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占 70%（包括实验报告占 50%，到课率和实验预习情况 20%， 

          实验操作技能 30%），理论考试占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气相色谱仪，1 台 

液相色谱仪 ，1 台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6 台 

荧光光谱仪，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食品仪器分析技术‖，戴军主编，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年出版 

2.参考书：―现代仪器分析技术及其在食品中的应用‖，贾春晓 著，出版社： 中国轻

工业出版社，2015 年出版 

 ―现代仪器分析‖刘约权 编，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出版 

 

 

                                               

执 笔 人：韩宏岩   

审 批 人：   

完 成 时 间：20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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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学与免疫工程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IMEN1012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    免疫学与免疫工程实验 

（Experiment of immunology and immune engineering）                   

课程学时：126                            实验学时：126 

适用专业：生物技术(高尚荫菁英班) 

实验室名称： 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将开设系统性的免疫学综合实验，课程内容包括免疫分子、细胞的制备及

相应的功能检测，旨在让学生了解并掌握免疫学常用实验的规范操作及结果分析，相

关实验仪器的工作原理及使用，为将来灵活应用于基础研究及临床打好基础。要求学

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小组为单位进入一个课题组独立开展一个小的研究课题，从材

料准备、试剂配制、仪器操作、数据统计分析到结果讨论，独立完成整个实验过程。

最后以科研论文形式提交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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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相关分子和细胞的制备 设计性、创新性实验 64 3~4 必修 

2 免疫分子和细胞的功能检测 设计性、创新性实验 62 3~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免疫相关分子和细胞的制备 

1.教学内容 每实验组小组在以下实验中选择 1~3 类实验： 

（1）免疫细胞的分离及鉴定 

（2）免疫分子的分离与鉴定 

（3）细胞因子的原核、真核表达及纯化 

（4）单克隆抗体的制备 

（5）多克隆抗体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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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掌握一种或几种免疫相关分子和细胞的制备技术，包括：细胞及分子的分离方法，

细胞因子的克隆表达，单克隆抗体和多克隆抗体的制备及纯化技术等。 

    实验项目 2：免疫分子和细胞的功能检测 

1.教学内容 每实验组小组在以下实验中选择 1~3 类实验： 

（1）抗体纯化及荧光素标记， 

（2）淋巴细胞的分离纯化， 

（3）B 淋巴细胞杂交， 

（4）细胞增殖实验， 

（5）细胞因子检测， 

（6）细胞吞噬功能检测等。 

2.教学目标 

掌握一种或几种重要免疫分子或细胞的功能检测方法，包括：细胞因子活性检测、

抗体效价检测、固有免疫细胞活性检测、淋巴细胞的活化增殖检测等。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记录：完整并详细的实验记录，要求有原始数据。 

2.实验论文：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实验室的研究课题或自主提出的项目选题，

独立完成实验方案的设计及实验操作，正确合理地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获得创新性

结果，并完成实验论文。 

实验课的考核内容：a,实验设计实验方案的合理性；b,实验操作的参与度；c,实

验操作的正确性；d,实验论文的完成情况；  

成绩评定：实验课考核成绩，实验课成绩根据学生的实验设计、实验参与度、操

作与结果的正确性、实验论文书写的认真与规范程度分为 A（优）、B（良）、C（及

格）及 D（不及格）。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需要的主要仪器设施为生物倒置显微镜（现有 8 台），荧光显微镜（现有 2 台），

流式细胞仪（现有 2 台），酶标仪（现有 3 台），PCR 仪（现有 10 台），电泳仪（现

有 10 套），凝胶成像仪（现有 1 台），细胞培养箱（现有 10 台），离心机（现有 10

台），4℃冰箱，-20℃冰箱，-80℃低温冰箱，液氮罐等。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医学免疫学实验技术》、居颂光等、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 

2.参考书：详见实验教材 
 

执 笔 人：  董红亮   

审 批 人：  戴建锋   

完 成 时 间： 2015-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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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与胚胎学（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EIM 1001                                 

课程名称：组织学与胚胎学（二）/Histology and Embryology I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  24 

适用专业：预防医学、护理、口腔、检验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组织学是研究机体微细结构及其相关功能的科学。实验目的是理解和巩固课堂

所学到的理论知识，通过观察实验引导系列录像片、组织切片、标本和模型，把理

论知识、形态描述与具体形象结合起来互相印证，进而理解其功能意义。同时培养

和提高学生自已动手、独立工作、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实验中反复

观察组织切片、独立思考、绘图注字，提高形态学描述和描绘技能，掌握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以达到牢固掌握知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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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皮组织 

结缔组织 
验证性 3 1 必修 

2 自制血涂片 综合性 3 1 必修 

3 肌组织 神经组织 验证性 3 1 必修 

4 循环系统 免疫系统 验证性 3 1 必修 

5 消化管 消化腺 验证性 3 1 必修 

6 呼吸系统 泌尿系统 验证性 3 1 必修 

7 内分泌系统 女性生殖系统 验证性 3 1 必修 

8 
男性生殖系统 

未知标本染色和鉴定 
综合性 3 1 必修 

9 制作组织切片 综合性 16 1 开放 

10 特殊染色 综合性 16 1 开放 

11 制备骨磨片 综合性 24 1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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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上皮组织、结缔组织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上皮组织、结缔组织 

（2）讲解组织切片的制作过程 

（3）观察组织切片：1） 单层柱状上皮（胃） 

4） 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气管） 

5） 复层扁平上皮（食管） 

6） 疏松结缔组织铺片 

7） 透明软骨 

8） 骨磨片 

（4）示教片：1）肥大细胞 

2）浆细胞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 

     （1）单层柱状上皮细胞的形状和排列；细胞核；细胞质。 

     （2）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细胞的核和细胞质；杯状细胞；基膜；纤毛。 

     （3）复层扁平上皮细胞的形状和排列；细胞核；细胞质。 

     （4）胶原纤维；弹性纤维；成纤维细胞；巨噬细胞。 

     （5）软骨膜；软骨陷窝；软骨细胞；同源细胞群；软骨基质。 

     （6）骨单位；骨陷窝；骨小管；间骨板； 

     （7）肥大细胞的形状和排列；胞浆内的异染性颗粒。 

     （8）浆细胞的形状和排列；细胞核；细胞质。 

 

实验项目 2：自制血涂片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血液与血细胞发生 

（2）自己制作并观察血涂片 

（3）示教片： 1）网织红细胞 

           2）切片中的血细胞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作血涂片的技能，必须自己动手操作。 

（2）要求识别：（1）红细胞的形态特点； 

           （2）中性粒细胞的形态，胞浆的颗粒特点。 

           （3）淋巴细胞的形状；细胞核；细胞质。 

（4）单核细胞的形状；细胞核；细胞质。 

（5）网织红细胞上皮细胞的形状。 

 

实验项目 3：肌组织、神经组织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肌组织、神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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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观察组织切片：1）骨骼肌 

                2）平滑肌 

                   3）脊髓运动神经元 

                4）周围神经（纵切） 

                5）周围神经（横切） 

                6）运动终板 

（3）示教片：1）运动神经元的嗜染质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1）骨骼肌纤维纵、横切面的形状；明带和暗带；细胞核。 

      （2）平滑肌纤维纵、横切面的形状；平滑肌纤维的排列。 

          （3）脊髓前角的运动神经元；嗜染质；灰质；白质；脊髓中央管。 

      （4）坐骨神经纤维的轴突；髓鞘；神经膜；神经束膜；神经外膜。 

          （5）运动神经末梢，骨骼肌纤维；运动终板。 

 

实验项目 4：循环系统，免疫系统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循环系统， 

（2）观察组织切片：1）中动脉与大静脉 

                2）心脏壁 

                3）大动脉 

                   4）脾 

                   5) 胸腺 

                   6）淋巴结 

（3）示教片：1）心肌闰盘 

          2）扩大的脾血窦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1）血管内皮；内弹性膜；中膜；外弹性膜；外膜。 

      （2）心内膜各层结构；束细胞；心肌膜；心外膜。 

      （3）大动脉的层次与基本结构；注意弹性纤维在大动脉的分布。 

（4）心肌闰盘的结构特点；形状。 

（5）脾的被膜及小梁；脾小体；动脉周围淋巴鞘；脾索；脾窦。 

（6）胸腺的被膜及小叶间隔；皮质；髓质；胸腺小体。 

（7）淋巴结的被膜及小梁；淋巴小结；生发中心；副皮质区；毛细血管

后微静脉；髓索；髓窦；网状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 

          （8）扩大的脾血窦的脾小体；动脉周围淋巴鞘；脾索；脾窦。 

 

实验项目 5：消化管、消化腺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消化管、消化腺 

（2）观察组织切片：1）食管 

                2）胃 

                3）十二指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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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肠 

5）肝 

6）胰 

（3）示教片：1）阑尾 

          2）舌乳头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1）食管壁的分层；各层的结构特点；食管贲门腺；食管腺及导管。 

      （2）胃壁的分层及各层结构；胃皱襞；胃小凹；胃腺主细胞和壁细胞。 

      （3）十二指肠的分层及各层结构；绒毛；肠腺；十二指肠腺。 

（4）阑尾的肠腺；淋巴组织。 

（5）舌乳头的菌状乳头；轮廓乳头；味蕾；味腺。 

（6）肝被膜；肝小叶的结构；门管区的位置和结构。 

      （7）胰的浆液性腺泡；主胰管；胰岛。 

      （8）腮腺的浆液性腺泡；小叶内、小叶间导管。 

（9）舌下腺粘液性腺泡；混合性腺泡；小叶内、小叶间导管。 

 

实验项目 6：呼吸系统、泌尿系统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呼吸系统、泌尿系统 

（2）观察组织切片：1）气管 

               2）肺 

               3）肾 

               4）输尿管 

               5）膀胱 

（3）示教片：1）小支气管 

          2）肺血管灌注 

          3）致密斑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1）气管壁的分层；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混合性腺；透明软骨。 

      （2）肺的细支气管；呼吸性细支气管；肺泡管；肺泡囊；肺泡。 

      （3）小支气管的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软骨片；腺体。 

（4）肺泡毛细血管网；肺动脉；肺静脉。 

 (5）肾被膜；肾小体；近曲小管；远曲小管；集合管； 

 (6）输尿管的分层及各层结构；变移上皮。 

 (7）膀胱的变移上皮；肌层；外膜。 

 (8）致密斑的形态结构特点。 

 

实验项目 7：内分泌系统, 女性生殖系统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内分泌系统,女性生殖系统 

（2）观察组织切片：1）脑垂体 

                2）甲状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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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肾上腺 

                4）卵巢 

                5）子宫 

                6）输卵管 

（3）示教片：1）次级卵泡 

2）黄体 

3）甲状旁腺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1）脑垂体远侧部三种细胞；中间部；神经部的垂体细胞和赫令体。 

（2）甲状腺的滤泡上皮细胞；胶质；滤泡旁细胞。 

      （3）肾上腺的球状带；束状带；网状带；髓质的嗜铬细胞。 

（4）甲状旁腺的结构；主细胞的形态。 

（5）卵巢的原始卵泡；初级卵泡；次级卵泡；闭锁卵泡；黄体。 

     （6）子宫壁三层结构；子宫上皮；子宫腺；螺旋动脉；属于哪一期？ 

      （7）输卵管的三层结构；粘膜上皮和皱襞；取材于哪一段？ 

（8）次级卵泡的结构：初级卵母细胞；卵泡细胞；透明带； 

 

实验项目 8：男性生殖系统，未知标本的染色和鉴定 

1．教学内容： 

（1）观看光盘：男性生殖系统 

（2）观察组织切片：1）睾丸及附睾 

                2）前列腺 

                3）输精管 

（3）示教片：输出小管 

（4）每人发一张组织切片的白片 

（5）自已对组织切片进行染色、封片等 

（6）在互动实验室观察组织切片，并对其进行鉴定 

（7）采图，填写实验报告及写出 3~4 个知识点 

2.教学目标： 

要求识别：（1）睾丸的生精小管及其中的支持细胞；精原细胞；初级精母细胞；精子

细胞；精子；睾丸的间质细胞。 

     （2）附睾的输出小管结构；附睾管的结构。 

     （3）输精管的三层结构；粘膜上皮；肌层。 

（4）前列腺的腺泡和间质。 

（5）掌握组织切片的染色、封片等技能； 

（6） 面对未知的组织切片，全面掌握各组织器官的组织学结构特点， 

（7）对其进行鉴定，并写出 3~4 个知识点。 

 

实验项目 9：组织切片的制作（开放） 

1.教学内容： 

制作肝脏的石蜡切片及 HE 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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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掌握石蜡切片的制作方法；HE 染色步骤、嗜酸性、嗜碱性的含义 

 

实验项目 10：特殊染色（开放） 

1.教学内容：制作脂肪细胞组织切片及苏丹Ⅲ特殊染色。 

2.教学目标 

掌握苏丹Ⅲ特殊染色的原理、试剂配制及染色步骤 

 

实验项目 11：骨磨片的制作（开放） 

1.教学内容： 

动物长骨骨干横断面制备骨磨片。 

2.教学目标 

掌握骨磨片的处理方法、制备过程及染色步骤。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电子版实验报告：互动实验室的数码显微镜下采集图片 

实验一：  上皮组织、结缔组织               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透明软骨 

实验二：  自制血涂片                       红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 

实验四：  肌组织、神经组织                 骨骼肌纤维、运动神经元 

实验四：  循环系统、免疫系统               中动脉、淋巴结 

实验五：  消化管、消化腺                   胃粘膜、肝小叶 

实验六：  呼吸系统、泌尿系统               小支气管、肾 

实验七：  内分泌系统、女性生殖             肾上腺、卵巢 

实验八：  男性生殖、未知标本的染色及鉴定   睾丸、未知标本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运用自制的组织学实验考试题库在互动实验室电脑上进行考试、阅卷及打分。 

（2）实验课考核成绩： 

电子版实验报告成绩作为平时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实验考试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一）数码互动实验室：64 位/ 每室，共 3 室 

 捷达互动显微系统软件                       1 套/每人      

教师用计算机  清华同方 超越 E380           1 台/每室 

学生用计算机  清华同方 超越 E200           1 台/每人 

数码显微镜    CX21                         1 台/每室 

数码显微镜    CX31                         1 台/每人 

  组织切片                                   1 套/每人 

（二）血涂片制作用品（解剖盘、采血针、载玻片、染液、试剂等）1 套/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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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 

陈永珍等主编双语版  《组织胚胎实验学》   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2、参考书： 

（1）邹仲之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第 8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 

（2）曾国山主编  《组织学与胚胎学》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3）唐军民等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彩色图鉴》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2 年 

（4）陈永珍等主编   《组织学与胚胎学》       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5）高英茂主编双语版《组织学与胚胎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年 

（6）安利国主编    《发育生物学》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执笔人：余水长 

                                         审批人：陈永珍 

                                         完成时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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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EIM1002                    课程学分：5.0 

课程名称（中/英）：生理学（二）实验/ Physiology (II) Experiment  

课程学时：108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法医学、口腔学、预防医学等本科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知识点为国家医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内容组份。实验课内容覆盖主要的生

理学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开放性实验等，实验共计 18 项，其中

基础性（演示、验证）实验 12 个（67%），综合性实验 4 个（22%），设计创新性

实验 3 个（17%），若干开放性实验。本课程为江苏省精品课程。 

教学目标在于通过实验，加深学生对生理学基础理论的认识，同时，在实验

中，培养学生独立操作的能力、创新思维的能力和知识应用的能力。 

以提高学生生理学的基本研究技术（软件设置、溶液配制、动物捉拿、麻醉固

定、标本制备、神经放电、电位引导、静脉注射、动脉插管、病理模型建立、数据

处理、结果分析等）和综合使用实验方法的能力为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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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生理学实验总论； 

② 生理实验生物信息采集系统介

绍； 

③ 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的制备。 

验证性 

① 1 

② 1 

③ 2 

2~3 必修 

2 

① 反射时测定； 

② 反射弧分析； 

③ 心音听诊； 

④ 人体动脉血压测定。 

验证性 

① 1 

② 1 

③ 1 

④ 1 

2~3 必修 

3 
① 微循环观察； 

② 骨骼肌单复合收缩。 
验证性 

① 1 

② 3 
2~3 必修 

4 
呼吸运动的调节、呼吸功能障碍及药

物的解救作用。 

综合性、 

设计性、 

创新性。 

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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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① 实验视频； 

② 学生实验设计。 

综合性、 

设计性、 

① 1 

② 3 
2~3 必修 

6 

① 神经干动作电位引导； 

② 动作电位传导速度和不应期的测

定； 

③ 观察耳蜗微音器电位。 

验证性。 

① 1 

② 2 

③ 1 

2~3 必修 

7 
消化道平滑肌生理特性及药物的作

用。 

综合性、 

设计性、 

创新性。 

4 4~5 必修 

8 
哺乳类心血管活动的神经体液调节

和急性心力衰竭的治疗。 

综合性、 

设计性、 

创新性。 

4 4~5 必修 

9 

实验操作考核（选择其一） 

① 制备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并检查其

兴奋性； 

② 动物麻醉与固定； 

③ 气管插管及迷走神经分离； 

④ 动脉插管及交感神经分离； 

⑤ 骨骼肌单复合收缩。 

验证性 4 1 必修 

10 ＡＢＯ血型鉴定。 开放、验证性 1 2 选修 

11 
蛙心心搏起源分析与心肌的期前收

缩和代偿性间歇。 
开放、验证性 1 1 选修 

12 家兔减压神经放电。 开放、综合性 2 2 选修 

13 人体心电图描记与分析。 开放、验证性 2 2 选修 

14 
血浆胶体渗透压改变在水肿发生中

的作用。 
开放、设计性 4 4~5 选修 

15 
药物对在体、离体血管条平滑肌张

力的影响 
开放、综合性 4 4~5 选修 

16 
胰岛素对家兔、小白鼠引起的降血

糖作用实验 
开放、综合性 2 4~5 选修 

17 有关药物离体蛙心灌流效应的观察 开放、综合性 2 4~5 选修 

注：为适应实验室开放和学生自选实验，以及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学

生利用课余时间可完成上述实验（10~17）选修项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生理学实验总论、生物信息采集系统介绍及蟾蜍坐骨神经腓肠肌标

本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实验总论介绍；MedLab 实验系统软件的使用；制备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并检

查其兴奋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生理实验室规章制度、注意事项及实验安排； 

（2）熟悉生理实验计算机系统的硬件和软件配置及其应用； 

（3）掌握制备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的基本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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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反射观察、心音听诊与人体动脉血压测定 

1.教学内容 

制备脊蟾蜍，不同浓度硫酸溶液分别测定反射时；观察反射弧的完整性与反射

活动的关系；不同部位听取第一、第二心音，辨别二者及意义；用水银柱式检压计和

听诊器测定收缩压和舒张压数值。 

2.教学目标 

（1）了解听诊器及各式血压计的组份及作用； 

（2）熟悉反射时测定和反射弧分析的方法。 

（3）掌握听诊器及各式血压计的应用。 

实验项目 3：微循环特点与骨骼肌单复合收缩 

1.教学内容 

观察蛙肠系膜微循环的血流特点；用不同频率的电刺激作用于坐骨神经腓肠肌标

本，观察刺激频率和收缩反应之间的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微循环的血流特点和强直收缩形成的过程； 

（2）熟悉刺激频率与骨骼肌收缩形式的关系。 

（3）掌握骨骼肌机械收缩的基本实验方法。 

实验项目 4：呼吸运动的调节、呼吸功能障碍及药物的解救作用 

1.教学内容 

观察各种因素对呼吸运动的影响及呼吸运动时胸膜腔负压的变化；学习呼吸功能

障碍模型的建立及药物的解救作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呼吸功能障碍及药物的解救途径； 

（2）熟悉胸膜腔负压的生理意义； 

（3）掌握呼吸运动的生理特性及其影响因素。 

实验项目 5：实验教学视频与学生实验设计 

1.教学内容 

视频：心血管活动的神经体液调节；神经干动作电位引导及其不应期的测定； 

学生自主实验设计及其讨论。 

2.教学目标 

（1）了解大动物的麻醉、固定以及气管、颈总动脉、神经的分离和插管的基本

方法；初步了解实验设计的基本方法； 

（2）熟悉大动物的麻醉、固定以及气管、颈总动脉、神经的分离和插管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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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熟悉神经干动作电位的产生及不应期的机制； 

（3）掌握实验设计的基本要素、步骤，并自我完成简单的设计性实验与小组讨

论。 

实验项目 6：神经干动作电位与耳蜗微音器电位的观察 

1.教学内容 

神经干动作电位的引导；神经干动作电位传导速度的测定；神经干动作电位不应

期的测定；引导和观察耳蜗微音器电位。 

2.教学目标 

（1）了解一般电生理实验的仪器配置和作用； 

（2）熟悉耳蜗微音器电位的特点、意义； 

（3）掌握神经干动作电位的基本实验方法。 

实验项目 7：消化道平滑肌生理特性及药物的作用 

1.教学内容 

观察兔小肠平滑肌的一般生理特性以及改变某些理化因素对其紧张性和自律活

动的影响，学习哺乳动物离体器官灌流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小肠平滑肌实验的仪器配置和作用； 

（2）熟悉若干理化因素对小肠平滑肌紧张性和自律活动的影响机制； 

（3）掌握消化道平滑肌生理特性及其影响因素。 

实验项目 8：哺乳类心血管活动的神经体液调节和急性心力衰竭的治疗 

1.教学内容 

观察心血管活动的神经体液调节对心率、动脉血压的影响；制备急性心力衰竭模

型；尝试急性心力衰竭的药物救治。 

2.教学目标 

（1）了解一般心血管实验的仪器配置和作用； 

（2）熟悉大动物的麻醉、固定以及气管、颈总动脉、神经的分离和插管的注意

事项；熟悉急性心力衰竭模型的制备及药物的救治作用； 

（3）掌握心血管活动的神经体液调节机制及效应。 

实验项目 9：实验操作考核 

1.考核内容（选择其一） 

制备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并检查其兴奋性；动物麻醉与固定；气管插管及迷走

神经分离；动脉插管及交感神经分离；骨骼肌单、复合收缩。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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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一般生理实验的试剂配制和仪器使用； 

（2）熟悉生理实验中两栖类、哺乳类一般手术操作的注意事项及实验步骤； 

（3）掌握生理实验中两栖类、哺乳类一般手术操作的基本技能。 

实验项目 10：ＡＢＯ血型鉴定 

1.教学内容 

双凹玻片上滴加抗Ａ、抗Ｂ血清；指尖消毒、采血；区分凝集、血凝；观察判定

血型。 

2.教学目标 

（1）了解ＡＢＯ血型鉴定的意义； 

（2）熟悉ＡＢＯ血型的测定原理； 

（3）掌握ＡＢＯ血型的鉴定方法。 

实验项目 11：蛙心心搏起源分析与心肌的期前收缩和代偿性间歇观察 

1.教学内容 

观察正常心肌收缩曲线；观察心脏在不同强度、频率刺激下的收缩活动；电刺激

引发期前收缩和代偿性间歇；结扎法观察心脏正常起搏点。 

2.教学目标 

（1）了解蛙心心搏起源分析的方法和机制； 

（2）熟悉心肌有效不应期的机制、特点与意义； 

（3）掌握蛙心收缩的记录方法，观察刺激频率对心肌兴奋性的影响。 

实验项目 12：家兔减压神经放电 

1.教学内容 

麻醉后行一侧颈总动脉插管以记录血压；分离一侧减压神经，安放引导电极以观

察和记录其放电活动；观察药物对其放电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哺乳类减压神经放电的特征； 

（2）熟悉减压神经放电与动脉血压间的关系； 

（3）掌握引导减压神经放电的电生理学方法。 

实验项目 13：人体心电图描记与分析 

1.教学内容 

将测量电极放置在人体表面一定部位；记录心脏电变化曲线（心电图）；辨认各

波、段、间期及含义。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体心电图描记方法及其临床应用； 

（2）熟悉正常心电图各波、段、间期的形态特点； 

（3）掌握正常心电图各波、段、间期的生理意义。 

实验项目 14：血浆胶体渗透压改变在水肿发生中的作用 

1.教学内容 



 

 563 

蟾蜍离体下肢灌流标本的制备；实验系统设置；灌流装置的连接；中分子右旋糖

苷溶液灌流；任氏液灌流；测量张力曲线实验数据，比较数据，讨论、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蟾蜍下肢灌流标本的制备和复制实验性水肿的方法； 

（2）熟悉组织水肿的常见病因，观察血浆胶渗压降低对水肿形成的影响； 

（3）掌握血浆胶体渗透压的生理意义。 

实验项目 15：药物对在体、离体血管条平滑肌张力的影响 

1.教学内容 

动物手术操作；实验记录装置连接；实验系统设置；观察正常血压曲线；观察药

物影响曲线；制作离体主动脉条，描记其正常张力曲线；观察药物对其张力曲线影响；

分析张力曲线实验数据。 

2.教学目标 

（1）了解哺乳类离体主动脉条的制备方法； 

（2）熟悉一般哺乳类动物手术操作的基本步骤； 

（3）掌握去甲肾上腺素、乙酰胆碱对血压及血管平滑肌收缩的影响机制，学会

离体血管条张力的测量、分析。 

实验项目 16：胰岛素对家兔、小白鼠引起的降血糖作用观察 

1.教学内容 

观察胰岛素所致家兔低血糖抽搐及其救治；观察胰岛素所致小鼠低血糖抽搐及其

救治。 

2.教学目标 

（1）了解哺乳类低血糖的一般表现； 

（2）熟悉胰岛素的主要临床应用； 

（3）掌握胰岛素的降血糖作用及其机制。 

实验项目 17：有关药物离体蛙心灌流效应的观察 

1.教学内容 

蟾蜍离体蛙心制备；实验系统设置；灌流装置的连接；记录正常心搏曲线；NaCl

对其作用；CaCl2 对其作用；KCl 对其作用；肾上腺素对其作用；乙酰胆碱对其作用；

酸碱对其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蟾蜍离体蛙心的制备方法； 

（2）熟悉离体蛙心的灌流技术； 

（3）掌握上述药物对离体蛙心心率和收缩跳动的作用及其机制。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考核方式 

（1）实验考核方式由三项组成：实验报告考核、实验操作考核和实验理论考核。 

（2）实验报告考核占生理学实验成绩的 34%，实验操作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33%，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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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理论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33%；三项实验考核成绩的合计占生理学课程总成绩的

30%。每项考核均备有明确的评分标准。 

2. 要求 

（1）每项实验考核要求学生独立按时、按质完成和提交。 

（2）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实验对实验报告要求按时完成，书写的内容包括： 

① 实验标题 

② 一般内容：包括班级、姓名、同组者、日期 

③ 实验原理及目的 

④ 实验对象（或标本） 

⑤ 实验结果（实验曲线、数据、表格及注释） 

⑥ 结果讨论（描述结果、分析结果；或描述并分析结果，实验体会或心得） 

⑦ 结论（应分条列出，力求概括、简明） 

⑧ 参考文献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PC 机 24 台 

2. MedLab 生理实验系统 24 套 

3. 刺激器 24 套 

4. 肺量机 3 台 

5. 心电图机 3 台 

6. 压力换能器 50 套 

7. 张力换能器 50 套 

8. 哺乳类手术器械 25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 

谢可鸣等, 《机能实验学》（双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3 月. 

2. 参考书：………… 

（1）于海玲著译, 《医学机能实验学》,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6 月. 

（2）严杰著译, 《医学机能学实验教程》,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0 年 3 月. 

（3）白波、刘善庭主编, 《医学机能学实验教程》, 第 2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 7 月. 

（4）解景田 等主编, 《生理学实验》, 第 3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5）朱大年、王庭槐主编, 《生理学》, 第 8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 3 月. 

（6）姚泰主编, 《生理学》, 第 2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 8 月. 

 

执 笔 人：薛   蓉   

审 批 人：王国卿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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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EIM1003                    课程学分：5.0 

课程名称（中/英）：生物化学 /  

                  Experi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课程学时： 108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预防医学、医学检验、口腔医学、法医学、护理学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纵观学科发展历史，糖、脂肪、

蛋白质三大物质研究的发展，均是在实验研究基础上建立，近代分子生物学的奠基石

之一的双螺旋结构学说更是在众多实验成果以及 Watson 和 Crick 研究总结的基础上

提出的，很难设想没有实验研究，生化及分子生物学会发展成今天的生物医学学科的

领头羊地位。 

生化实验教学与其它学科相比，在教学中所占比例还算较多，但与美国、日本等

国相比，所占比重就很少，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现有实验学时数，打破传统的以验证

性实验为主的框架，建立新的实验比例，即验证性、综合性、设计性比例为 4、4、2，

使学生在掌握基本实验技术的基础上，动手操作一些综合性的大实验，最后学生、老

师共同设计一部分实验条件和时间允许的开发学生智力和动手能力的设计性实验，并

制定一套严格的实验考核制度，激发学生实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学生对实验的

综合分析能力。 

在实验内容方面，结合学生专业的不同开设有针对性的实验，使学生能结合自己

所学专业去论证每一个实验结果。以往，由于学科的单一，生化实验内容基本处于不

变的状况，而如今生化实验已面向临床医学、药学（包括中药和生化制药）、生物技

术、影像、儿科、护理、口腔、法医、放射、检验、七年制和硕士生等专业的学生。

所以说生化实验几乎涵盖了所有与医学有关的实验，可见它的重要性非同一般，这就

需要我们花更多的精力、分门别类，开设适应各专业、各年制的实验，特别是对七年

制和硕士生需要开设大量的有关分子生物学的实验，使其所学的东西真正符合它的高

层次的学历。我们基本设想分为基础实验与专业相关实验、专业与基础相结合，实验

比例为 4：3：3，并从原有的酶、蛋白质、核酸三大类，细分为具体的十一大章节。 

具体为临床医学：开设血清 γ 球蛋白的分离及纯度鉴定。药学专业：开设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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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酶的提取、比活性及 Km 值的测定。生物技术专业：开设酵母双杂交、质粒 DNA

的提取、纯化及鉴定。七年制放射医学、临床专业及研究生基本以综合性实验为主：

质粒 DNA 的提取、纯化和鉴定；RT-PCR 扩增技术、Western 印迹技术、HPLC 技术

及蛋白质双向电泳技术等，以保证综合性实验占总实验的 30%以上。并尝试一个实验

室对学生随时开放，并安排一位老师指导学生实验，让学生自己取材，并从酶类、蛋

白质类、核酸类、糖类、脂类，维生素类等方向设计实验，开阔学生的思路，培养他

们的动手能力，发现新现象，并鼓励他们早出成果，早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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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操作法 验证性 4 2 必修 

2 酶的特异性和影响酶活性的因素 验证性 4 2 必修 

3 氨基酸的薄层层析 验证性 4 2 必修 

4 Folin-酚试剂法测定蛋白质 验证性 4 2 必修 

5 
丙氨酸转氨酶(A1anine transaminase,ALT)活

性测定 
验证性 

 

4 

 

2 
选修 

6 碱性磷酸酶的纯化及比活性和 Km 值的测定 设计性 8 2 选修 

7 血清球蛋白分离与纯度鉴定（一） 综合性 4 2 必修 

8 血清球蛋白分离与纯度鉴定（二） 综合性 4 2 必修 

9 脂蛋白的分离、提纯和电泳鉴定（一） 创新性 4 2 选修 

10 脂蛋白的分离、提纯和电泳鉴定（二） 创新性 4 2 选修 

11 
蛋白质的分离、提取、SDS-聚丙烯酰胺凝胶

电泳及 Western 印迹（一） 
综合性 

 

4 

 

2 

 

选修 

12 
蛋白质的分离、提取、SDS-聚丙烯酰胺凝胶

电泳及 Western 印迹（二） 
综合性 

 

4 

 

2 

 

选修 

13 细胞核的分离、纯化和核酸含量的测定（一） 综合性 4 2 必修 

14 细胞核的分离、纯化和核酸含量的测定（二） 综合性 4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基本操作法 

1.教学内容 

了解实验室基本操作和各项规章制度。正确使用吸量管、离心机、分光光度计，

书写实验报告。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室基本操作和各项规章制度。 

（2）熟悉移液管、离心机、分光光度计的使用。 

（3）掌握正确使用吸量管、离心机、分光光度计，书写实验报告。 

实验项目 2：酶的特异性和影响酶活性的因素 

1.教学内容 

以唾液淀粉酶为例，通过不同的颜色反应来验证其在不同温度，pH 值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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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解淀粉的活力大小，以及氯离子、铜离子对酶活力的提高和抑制作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温度、pH、无机离子对酶催化活性的影响。 

（2）熟悉并加深对酶的化学本质的认识。 

（3）掌握唾液淀粉酶在不同温度，pH 值条件下，水解淀粉的活力大小，以及

氯离子、铜离子对其酶活力的影响。 

实验项目 3：氨基酸的薄层层析 

1.教学内容 

在制备好的薄层板上点样，利用各种氨基酸结构和性质的不同，及其在吸附剂

表面的吸附能力的各异，分离氨基酸，并通过茚三酮反应显色作鉴别。 

2.教学目标 

（1）了解层析分离技术和基本概念。 

（2）熟悉用层析技术分离不同物质的原理。 

（3）掌握薄层层析的基本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4：Folin-酚试剂法测定蛋白质 

1.教学内容 

利用蛋白质-铜络合物还原 Folin 试剂，生成深蓝色的化合物，且颜色深浅与蛋

白质的含量成正比关系的关系，绘制标准曲线来测定样品蛋白质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样品中测定蛋白质含量的基本方法和原理。 

（2）熟悉 Folin-酚试剂法测定蛋白质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利用公式和绘制标准曲线来测定样品蛋白质含量。 

实验项目 5：丙氨酸转氨酶(A1anine transaminase,ALT)活性测定 

1.教学内容 

利用血清中 ALT 作用于丙氨酸和 α-酮戊二酸，生成丙酮酸和谷氨酸。丙酮酸与

2,4-二硝基苯肼作用，生成丙酮酸二硝基苯腙，其在碱性溶液中显红棕色的原理。根

据其深浅来反映出血清中 ALT 活性的强弱。 

2.教学目标 

（1）了解血清 ALT 的测定原理及意义。 

（2）熟悉 ALT 活性强弱的临床意义及临床诊断指标。 

（3）掌握血清中 ALT 作用于丙氨酸和 α-酮戊二酸，生成丙酮酸和谷氨酸的过

程。 

实验项目 6：碱性磷酸酶的纯化及比活性和 Km 值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以碱性磷酸酶为例，掌握酶提取纯化的方法和技术。并测定不同浓度底物时酶

的活性，再根据双倒数（Lineweaver-Burk 二氏法）作图，计算其 Km 值。 

2.教学目标 

（1）了解并学习作图法求 AKP 的 Km 值。 

（2）熟悉从生物样品中提取分离纯化酶的一般方法。 

（3）掌握碱性磷酸酶（AKP）比活性的测定原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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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7,8：血清球蛋白分离与纯度鉴定 

1.教学内容 

使用盐析法分离血清球蛋白。用葡萄糖凝胶 G25 进行蛋白质的纯化。 使用醋

酸纤维素薄膜电泳法进行蛋白质的鉴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层析原理。 

（2）熟悉蛋白质的基本提取方法和测定人血清中各种蛋白质的相对百分含量。 

（3）掌握层析和醋酸纤维素薄膜电泳操作技术。 

实验项目 9,10：脂蛋白的分离、提纯和电泳鉴定 

1.教学内容 

分离血清中的 HDL， 用抽提液提取胆固醇。利用显色液和浓硫酸与胆固醇作

用生成紫红色化合物，与同样处理的标准液进行比色测其含量，并通过电泳鉴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脂蛋白分离及定量测定的原理与方法。 

（2）熟悉化学沉淀方法的操作过程，以及各类脂蛋白的临床意义。 

（3）掌握 HDL 提取、分离和电泳鉴定技术。  

实验项目 11,12：蛋白质的分离、提取、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及 Western

印迹 

1.教学内容 

分离提取蛋白质，制作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应用 Western 印迹技术，分析经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离并转移到硝酸纤维素薄膜上的特定蛋白质成分。 

2.教学目标 

（1）了解蛋白质的提取方法。 

（2）熟悉测定蛋白质分子量及蛋白的鉴定方法。 

（3）掌握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DS-PAGE）及 Western 印迹。 

实验项目 13,14：细胞核的分离、纯化和核酸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使用离心技术，从新鲜大鼠肝细胞中分离细胞质和细胞核，并分别提取细胞质

和细胞核水解液中的 RNA 和 DNA，绘制 RNA 和 DNA 的标准曲线，通过比色获得

细胞质和细胞核水解液中的 RNA 和 DNA 的含量及比值。 

2.教学目标 

（1）了解 DNA 和 RNA 在细胞中的分布。 

（2）熟悉测定 DNA 和 RNA 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细胞核的分离和纯化的一般原理和操作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操作考试在实验内容结束后统一进行。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根据参加实验情况（10%）、实验报告成绩（60%） 

和实验操作考查结果（30%）等综合评分。实验成绩约占期末总成绩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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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722 型分光光度计 12 台 

2. 水浴箱 3 台 

3. 试管及试管架 1 套/2 人 

4. 离心机 12 台 

5. 电泳仪 6 台 

6. 吸量管 1 套/2 人 

7. 层析缸              70 个 

8. 微量注射器             10 个 

9. 移液器                  50 把 

10.电泳槽                  12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徐岚、钱晖 科学出版社、2014 

   2.参考书： 

（1）查锡良主编 生物化学 第七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2）吴士良主编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第二版 科学出版社 2009 

（2）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吴士良、钱晖、周亚军 徐岚 科学出版

社 2009 

（4）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 贡成良、曲春香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9 

 

 

 
                                        

执 笔 人：徐   岚   

审 批 人：张艳岭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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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EIM1004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病理学（二）/ Pathology II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32 

适用专业：预防医学、口腔医学、法医学、医学检验技术、护理等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病理学是一门研究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病理变化（包括代谢、机能和形态结

构的改变）和转归的医学基础学科，其目的是认识和掌握疾病的本质和发生发展规律，

从而为防治疾病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病理学实验课是病理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通过观察、描述大体及

切片标本的病变特点，加以分析综合，做出病理诊断，并结合理论，了解其发展规律

和结局，从而使学生学会如何正确观察与描述病变，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提高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牢固地掌握病理学基本知识；通过综合性及开放性实验，充

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病例讨论或者 PBL 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将患病

机体器官、组织的形态学改变与功能、代谢的动态变化进行有机结合，让学生理论联

系实际、形态联系机能、基础联系临床，使学生对患病机体的病理变化有一个完整的

认识，更早形成临床思维，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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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与组织的适应与

损伤及损伤的修复 
综合性 3 8-10 必修 

2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验证性 2 1 必修 

3 动物实验 设计性 1 8-10 必修 

4 炎症 综合性 3 8-10 必修 

5 肿瘤 验证性 6 1 必修 

6 心血管系统疾病 综合性 3 8-10 必修 

7 呼吸系统疾病 综合性 3 8-10 必修 

8 消化系统疾病 综合性 6 8-10 必修 

9 泌尿系统疾病 验证性 1 1 选修 



 

 571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0 生殖系统疾病 验证性 1 1 必修 

11 内分泌系统疾病 验证性 1 1 选修 

12 传染病及寄生虫病 验证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细胞与组织的适应与损伤及损伤的修复 

1.教学内容 

讲解实习目的及要求、双目显微镜的操作规范以及实验室规章制度，观察适应、

损伤以及修复的大体标本及组织切片，分组讨论病例。 

2.教学目标 

（1）了解双目显微镜的操作规范。 

（2）熟悉肉芽组织的功能。 

（3）掌握萎缩、变性、坏死和肉芽组织的形态特点。 

实验项目 2：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1.教学内容 

观察淤血、血栓、梗死等大体标本及组织切片。 

2.教学目标 

（1）了解出血的原因及后果。 

（2）熟悉血栓形成的条件、结局及其对机体的影响；主要脏器梗死的发生原因

及后果。 

（3）掌握肺、肝淤血的形态特点及后果，血栓以及肾、脾梗死的形态特点。 

实验项目 3：动物实验 

1.教学内容 

兔子肺动脉脂肪栓塞模型的制作：根据实验要求学生自己动手设计实验过程并

具体操作；观察兔子栓塞后的具体表现以强化栓塞的后果；脂肪染色结果（苏

丹 III）的示教以强调如何判断脂肪栓塞。 

2.教学目标 

（1）了解苏丹 III 染色的机理。 

（2）熟悉各种常见的栓塞类型。 

（3）掌握肺动脉栓塞的形态特点及后果 

实验项目 4：炎症 

1.教学内容 

观察大体标本和组织切片。分组讨论实验指导书相关病例。 

2.教学目标 

（1）熟悉炎症的临床病程、扩散及转归。 

（2）掌握急性、慢性炎症的类型以及基本病变。 



 

 572 

实验项目 5：肿瘤 

1.教学内容 

观察大体标本和组织切片。 

2.教学目标 

（1）熟悉常见肿瘤的形态及临床特点；肿瘤的分类及命名原则。 

（2）掌握肿瘤的异型性、良恶性肿瘤、癌与肉瘤的区别。 

实验项目 6：心血管系统疾病 

1.教学内容 

观察大体标本和组织切片。高血压病相关病例讨论。 

2.教学目标 

（1）了解心瓣膜病的形态特点以及临床病理联系。 

（2）熟悉高血压脑出血的好发部位。 

（3）掌握动脉粥样硬化症的病变特点及心肌梗死的形态特点、风湿病的基本病

变、高血压病主要脏器的病变特点。 

实验项目 7：呼吸系统疾病 

1.教学内容 

观察大体标本和组织切片。 

2.教学目标 

（1）熟悉慢性支气管炎的病理变化和形态特点。 

（2）掌握各种肺炎、肺气肿和肺癌的病理变化和形态特点。 

实验项目 8：消化系统疾病 

1.教学内容 

观察大体标本和组织切片。肝炎、肝硬化及肝癌相关病例讨论。 

2.教学目标 

（1）熟悉肝硬化与肝癌的临床表现。 

（2）掌握慢性浅表型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消化道肿瘤的病理变化

和形态特点；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的病理变化和形态特点。 

实验项目 9：泌尿系统疾病 

1.教学内容 

观察急性及慢性肾炎，急性肾盂肾炎的大体标本及组织切片。 

2.教学目标 

（1）熟悉肾盂肾炎与肾小球肾炎病变的不同点。 

（2）掌握常见肾小球肾炎的病理特点和临床病理联系。 

实验项目 10：生殖系统疾病 

1.教学内容 

观察大体标本和组织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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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熟悉滋养叶细胞肿瘤的病变特点。 

（2）掌握子宫颈癌、乳腺癌的病变特点。 

实验项目 11：内分泌系统疾病 

1.教学内容 

观察大体标本和组织切片。 

2.教学目标 

（1）熟悉甲状腺肿瘤的类型。 

（2）掌握非毒性及毒性甲状腺肿的病理特点。 

实验项目 12：传染病与寄生虫病 

1.教学内容 

观察大体标本和组织切片。 

2.教学目标 

（1）熟悉肺外结核的病变部位和病理变化；血吸虫病及阿米巴病的病变特点。 

（2）掌握结核病的基本病理改变、转归，原发及继发性肺结核的病理特点；伤

寒、菌痢的基本病理变化。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1）实验报告：应用互动实验室的有利条件用摄像头摄取典型病变图像并进行

适当的文字说明或加以标注，用电子文档形式发送实验报告，教师根据所摄

取病变的典型程度及文字说明的准确性进行评判，给出成绩； 

（2）病例讨论及上课表现：根据病例讨论、平时上课的表现以及出勤情况等给

出平时成绩。 

（3）实验切片和/或大体标本考试。 

2、实验课成绩分配：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合计为 30%。 

(1)实验课成绩（实验报告成绩、病例讨论情况及上课表现等平时成绩）占课程

总成绩的 10%； 

(2)实验切片和/或大体标本考试成绩为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数码互动实验室：60 位/ 每室，共 3 室 

捷达互动显微系统软件                       1 套/每人 

教师用计算机  清华同方 超越 E380           1 台/每室 

学生用计算机  清华同方 超越 E200           1 台/每人 

数码显微镜    CX21                        1 台/每室 

数码显微镜    CX31                        1 台/每人 

组织切片                                   1 套/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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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冯一中等主编，《医学形态学实验指导》，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 

2.参考书：        

 （1）陈杰、周桥等主编：《病理学（供 8 年制及七年制临床专业用）》 第 3 版. 人

民卫生出版社. 2015.8. 

 （2）罗塞原著，郑杰主译：《ROSAI & ACKERMAN 外科病理学》 第 10 版. 北

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4.1. 

 （3）L.Maximilian Buja 等主编 ,崔全才主译 . 《奈特病理学彩色图谱》 .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4）Vinay Kumar 等主编. 《Robbins Basic Pathology》9th.Ed；Saunders; 2012.5. 

 （5）克拉特主编，唐涛等译. 《Robbins 和 Cotran 病理学图谱》.天津科技翻译出

版公司，2011.1. 

（6）张志刚、刘颖主编：《病理学实验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9. 

 

 

 

执 笔 人： 刘  瑶 

审 批 人：  邓  敏 

完 成 时 间： 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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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微生物学（二）》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EIM1005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II）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预防医学、口腔医学、法医学、护理学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医学微生物学》是微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也是基础医学中的一门重要学科，主

要介绍病原微生物的形态结构、生命活动规律以及与机体的相互关系，为学习临床各

科的感染性疾病、传染病、超敏反应性疾病和肿瘤等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微生物学

实验是微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习医学微生物学课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本课

程的实验教学密切结合理论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培养无菌

操作技术、微生物染色及形态观察、细菌人工培养法、血清学检测等微生物学的基本

方法和技能。在本课程的实验教学中开设了的综合性、设计性及创新性实验项目，更

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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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形态与结构的检查法 验证性 3 1 必修 

2 细菌的培养法、细菌代谢产物的检查 综合性 3 1 必修 

3 细菌的分布、理化因素对微生物的影响 创新性、设计性 3 4 必修 

4 
化脓性球菌 

致病性杆菌 
验证性 3 1 选修 

5 肠道杆菌未知标本的检查 综合性 6 1 必修 

6 病毒的分离培养与鉴定 综合性 3 1 选修 

7 其他微生物及真菌 验证性 3 1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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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细菌形态与结构的检查法 

1.教学内容 

（1）介绍微生物实验室规则及注意事项； 

（2）显微镜油镜的使用方法； 

（3）革兰染色及形态观察：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 

（4）示教标本观察：变形杆菌（鞭毛）、枯草芽胞杆菌（芽胞）、肺炎链球菌（荚

膜）、空肠弯曲菌（螺形菌）。 

2.教学目标 

（1）了解革兰染色的原理； 

（2）熟悉细菌的特殊结构； 

（3）掌握显微镜（油镜）的使用方法，革兰染色法及细菌形态检查法。 

实验项目 2：细菌的培养法、细菌代谢产物的检查 

1.教学内容 

（1）介绍常用培养基的制备方法及用途：肉汤培养基、普通琼脂培养基、半固

体培养基、血液琼脂培养基、SS 平板、庖肉培养基等； 

（2）细菌的接种法：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芽胞杆菌； 

（3）细菌代谢产物的检查：糖发酵、吲哚、尿素酶、硫化氢试验及色素产生等

常用生化反应结果示教；氧化酶试验、触酶试验操作及观察。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用微生物培养基的制备方法及用途； 

（2）熟悉细菌学鉴定中常用生化反应的现象及结果判断； 

（3）掌握无菌操作技术及细菌的接种及培养方法。 

实验项目 3：细菌的分布、理化因素对微生物的影响 

1.教学内容 

（1）介绍实验室常用消毒灭菌方法：干热灭菌、高压蒸汽灭菌、过滤除菌等，

参观消毒灭菌设备； 

（2）紫外线杀菌试验：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芽胞杆菌； 

（3）化学消毒剂抑菌试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 

（4）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 

（5）细菌的分布：学生设计实验检查细菌在自然界及人体的分布。 

2.教学目标 

（1）了解理化因素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 

（2）熟悉微生物实验室常用的消毒灭菌方法； 

（3）掌握细菌药敏试验的基本方法及结果判断，微生物在自然界及人体的分布

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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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4：化脓性球菌、致病性杆菌 

1.教学内容 

（1）三种葡萄球菌菌落形态和产生色素观察； 

（2）甲型、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在血平板上菌落形态及溶血现象观察； 

（3）淋病奈瑟菌及链球菌革兰染色标本观察； 

（4）凝固酶试验：试管法（示教）；玻片法（操作）； 

（5）破伤风梭菌、产气荚膜梭菌、肉毒梭菌革兰染色标本观察； 

（6）痰涂片标本抗酸染色及结核分枝杆菌形态观察。 

2.教学目标 

（1）熟悉凝固酶试验（玻片法）的操作方法及结果判断； 

（2）掌握常见化脓性球菌的形态特征及菌落特点； 

（3）熟悉破伤风梭菌、产气荚膜梭菌、肉毒梭菌的形态特征； 

（4）掌握抗酸染色的原理、方法及结果观察。  

实验项目 5：肠道杆菌未知标本的检查 

1.教学内容 

（1）肠道未知标本在 SS 平板上的分离培养； 

（2）可疑菌落转种于克氏双糖铁斜面并培养； 

（3）形态学检查、培养特性、生化反应等初步鉴定可疑菌； 

（4）血清学（玻片凝集）试验明确鉴定。 

2.教学目标 

（1）熟悉肠道杆菌未知标本的检验程序及方法； 

（2）掌握分离培养肠杆菌科细菌常用的选择培养基。 

实验项目 6：病毒的分离培养（鸡胚接种法） 

1.教学内容 

（1）介绍病毒的培养方法； 

（2）病毒的鸡胚接种及培养； 

（3）血凝试验检测培养液病毒效价；  

（4）病毒血凝抑制试验（示教）； 

（5）正常培养细胞及病毒致细胞病变作用（CPE）观察； 

（6）狂犬病毒包涵体--内基小体染色标本观察。 

2.教学目标 

（1）了解病毒分离培养常用的方法； 

（2）熟悉病毒的鸡胚培养法； 

（3）掌握病毒血凝试验的原理、方法及结果； 

（4）熟悉病毒感染宿主细胞后产生的 CPE 现象及狂犬病毒包涵体的识别。 

实验项目 7：其他微生物及真菌 

1.教学内容 

（1）支原体菌落、放线菌、恙虫病东方体、梅毒螺旋体染色标本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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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牙垢标本冯太奈镀银染色及奋森疏螺旋体形态观察； 

（3）真菌三种菌落形态的观察； 

（4）介绍真菌培养方法：小培养； 

（5）白假丝酵母菌（厚膜孢子）、石膏样小孢子菌（大分生孢子）、新生隐球菌

（墨汁负染）形态观察；  

（6）皮肤癣患者皮屑标本检查。 

2.教学目标 

（1）熟悉支原体菌落特征和梅毒螺旋体、恙虫病东方体及放线菌的形态特点； 

（2）掌握冯太奈镀银染色的原理和方法及结果观察； 

（3）掌握观察真菌形态结构的常用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技能考核与实验平时成绩相结合。 

（2）实验课成绩评定： 

每次实验课后，根据学生在实验课上的表现、实验报告完成情况等综合评定后

作为该次实验的平时成绩，占实验成绩的 50%，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实验技能考核成绩占实验成绩的 50%，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数量 

1.卧式高压消毒锅    2 台          11.恒温振荡培养箱         2 台 

2.手提式消毒锅    2 台           12.冰箱                10 台 

3.立式高压灭菌器    2 台     13.电子天平              1 台  

4.实验准备用显微镜   3 台         14.普通天平              5 台 

5.示教显微镜    15 台     15.电磁炉              5 台 

6.学生用显微镜       每人 1 台    16.厌氧培养箱            1 台 

7.超净工作台            15 台          17.台式离心机             4 台    

8.恒温培养箱            6 台     18.涡旋震荡仪             1 台 

9.干烤箱               2 台          19.电热搅拌器             1 台 

10.恒温水浴箱            3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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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冯一中、诸葛洪祥、徐培君. 医学形态学实验指导（一）.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4 

2.参考书： 

吴爱武.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实验指导.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吴兴安、张芳琳. 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程. 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2013 

范立梅.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实验.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李凡、徐志凯主编. 医学微生物学.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执 笔 人：赵英伟   

审 批 人：顾冠彬李 嫄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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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生理学（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EIM1007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病理生理学（二）  Pathophysiology II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五年制预防医学、口腔医学、法医学、医学检验等专业、四

年制护理学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病理生理学是一门理论性和综合性都较强的医学基础科学，它以其它多门基础医

学课程的知识为基础，应用多种方法和手段，研究疾病发生的原因、条件、发生机制

和发展变化的规律。病理生理学又是一门具有较强应用性的科学，它是沟通基础医学

与临床医学的―桥梁‖，对于培养医学工作者分析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重

要作用。通过病理生理学的学习，要使学生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机制，掌

握患病机体的功能、代谢的变化及其机制，为后续临床课程学习和临床工作开展打下

坚实的病理生理学基础。 

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本课程将培养学生以下能力： 

1.通过实验教学复制疾病的动物模型，能独立观察和分析疾病发生的原因、条件和疾

病发生发展的机制。 

2.通过实验教学熟悉疾病过程中机体所发生的机能、代谢乃至某些形态的变化，掌握

疾病过程中机体机能、代谢变化的规律及机制，了解疾病的转归。 

3.通过实验教学熟悉病理生理学实验常用仪器和器械的基本用法，了解病理生理学的

基本研究方法，学会动物实验的基本操作技术，为今后实验研究能力的提高打下基础。 

4.培养探索与解决问题能力以及综合分析问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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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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鼠实验性肺水肿及其机制 创新性 3 4 选修 

2 不同类型缺氧动物模型的制备与观察 综合性 3 4 必修 

3 创伤性休克及抢救 综合性 4 4 必修 

4 失血性休克及抢救 综合性 4 4 选修 

5 呼吸功能不全的综合实验 综合性 4 4 必修 

6 肝功能不全的综合实验 综合性 4 4 必修 

7 实验设计 设计性 4 4 选修 

8 机能学虚拟实验 创新性 4 1 选修 

9 实验考试 综合性 3 1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小鼠实验性肺水肿及其机制 

1.教学内容 

向小鼠腹腔内注射 1：1000 肾上腺素，注射后观察其呼吸频率、深度和一般情况；

另一鼠同法注射肾上腺素后立即注射 0.1mg/ml 的酚妥拉明；对照鼠注射等量生理盐

水，酌情安排小鼠心电图对比观察，观察口鼻泡沫液体流出情况，处死小鼠、解剖、

分离并完整取出鼠肺、称肺重，计算并比较肺系数。 

2.教学目标 

掌握复制中毒性肺水肿动物模型的基本技术，了解中毒性肺水肿的发病机制及药

物拮抗的机理。 

实验项目 2：不同类型缺氧动物模型的制备与观察 

1.教学内容 

建立乏氧性缺氧、一氧化碳中毒性缺氧、亚硝酸钠中毒性缺氧及氰化钾中毒性缺

氧四种不同病因引起的缺氧模型。针对后两种模型采用不同方法进行抢救试验并与对

照鼠比较。观察小鼠机能的改变。 

2.教学目标 

（1）了解 小鼠腹腔注射的注意事项。 

（2）熟悉 熟悉有关缺氧实验抢救的机理。 

（3）掌握 掌握不同类型缺氧模型复制的方法和原理。 

实验项目 3：创伤性休克及抢救 

1.教学内容 

采用木槌敲打动物的一侧大腿内侧，直到血压下降导致创伤性休克，观察动物呼

吸、循环、酸碱平衡及全身状况。采用综合措施进行急救并再作观察比较。 

2.教学目标 

（1）了解 血压、呼吸换能器的使用及原理。 

（2）熟悉 生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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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 掌握实验动物创伤性休克模型制作原理及主要抢救方法和机制。掌

握家兔固定、局麻、动脉插管、气管插管的操作技术。 

实验项目 4：失血性休克及抢救 

1.教学内容 

通过三通管由颈总动脉放血约兔总血量的 30%-40%，直到血压下降到 40mmHg

左右，导致失血性休克，观察动物呼吸、循环、酸碱平衡及全身状况。采用综合措施

进行急救并再作观察比较。 

2.教学目标 

（1）了解 血压、呼吸换能器的使用及原理。 

（2）熟悉 生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的应用。 

（3）掌握 掌握实验动物失血性休克模型制作原理及主要抢救方法和机制。掌

握家兔固定、局麻、动脉插管、气管插管的操作技术。 

实验项目 5：呼吸功能不全的综合实验 

1.教学内容 

建立家兔实验性气胸、急性不全窒息及全窒息的动物模型，比较和观察动物呼

吸、循环、血液颜色、血气和全身情况的变化。采用综合措施抢救并恢复后再测定各

项指标。 

2.教学目标 

（1）了解 血压、呼吸换能器的使用及原理。 

（2）熟悉 生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的应用。 

（3）掌握 掌握通气功能障碍动物模型的复制方法、胸腔穿刺及胸内压测定的

基本操作技术。掌握肺通气功能不全时，动物呼吸、血压及机体一般情况的变化并探

讨这些变化的发生机制。 

实验项目 6：肝功能不全的综合实验 

1.教学内容 

分别自家兔耳缘静脉和肠系膜静脉注入等量肾上腺素，观察其血压和呼吸的变

化。制造家兔肝功能不全的动物模型，观察和比较氯化氨混合液注射对肝功能不全动

物呼吸、循环、全身情况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熟悉 熟悉肝脏的主要生理功能，经不同途径给药后观察药物效应上的差

异，分析肝脏所起的屏障作用。熟悉生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的应用。 

（2）掌握 掌握家兔肝功能不全模型复制的基本原理及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7：实验设计 

1.教学内容 

教师介绍实验设计的基本知识，学生尝试自主进行实验设计。 

2.教学目标 

了解实验研究设计的基本原理、方法、步骤。 

实验项目 8：机能学虚拟实验 

1.教学内容 

安排学生进入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网站，学习和操作相关机能学虚拟实验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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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了解病理生理学实验研究的常用方法和要求，熟悉相关实验项目的内容和操作

流程。 

实验项目 9：实验操作考试 

1.教学内容 

综合实验操作，检验学习效果 

2.教学目标 

综合评定学生操作能力。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使用统一发给的实验报告本书写，每人独立完成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内容应注

明实验日期、实验名称、实验对象和实验目的、实验结果和讨论。每次实验报告成绩

为 5 分（其中实验结果 2 分，分析讨论 3 分）。应将实验过程中所观察到的现象，以

图、三线表和语言记述方式实事求是，全面地表达出来。讨论是对实验结果进行科学

的分析、对照、比较和解释，说明其发生机制，并对实验的成败作出合理的解释。实

验报告应根据要求按时交给指导老师，无特殊原因，不得拖延。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操作考试在实验内容结束后统一进行。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根据参加实验情况、实验报告成绩和实验操作考查结

果和虚拟实验情况等综合评分。实验成绩约占期末总成绩的 20%左右。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生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                                 24 

实验用电脑：8 台/室                                  24 

呼吸换能器：8 套/室                                  24  

血压换能器：8 套/室                                  30 

手术器械：8 套/室                                    30 

气管套管：8 套/室                                    30 

动脉套管：8 套/室                                    30 

打印机：1 台/室                                      3 

普通托盘天平：8 台/室                                24 

精密扭力天平：1 台/室                                3 

婴儿磅： 1 台/室                                     3 

兔台:     8 台/室                                    24 

CO 发生装置: 8 套/室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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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谢可鸣等主编，机能实验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2.参考书： 

（1）胡还忠主编，医学机能学实验教程（第 2 版），科学出版社，2005 

（2）徐叔云等主编，药理学实验方法学（第 2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3）朱大年，王庭槐主编，生理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4）李玉林主编，病理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5）王建枝、殷莲华主编，病理生理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6）杨宝峰主编，药理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3.网站：http://mvl.suda.edu.cn/openlearning/ 

 

 

                                               

执 笔 人：夏亦元   

审 批 人：谢可鸣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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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科学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EJU1004                  课程学分：2.5 学分 

课程名称（中/英）： 刑事科学技术/ Crimi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课程学时：36 学时                     实验学时：18 学时 

适用专业：法医学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刑事科学技术又称物证技术，是指通过对刑事案件的现场勘查来发现、提取并包

装物证，之后将提取到的物证送达物证技术鉴定部门进行专业性检验和鉴定的整个过

程。本课程的实验教学主要要求学生掌握现场勘查的基本程序、步骤，现场图的绘制、

现场活体及尸体指纹的采集、现场足迹的提取、现场勘查笔录的书写和临场分析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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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印样本的收集与鉴定（1） 综合性 3 6 必修 

2 手印样本的收集与鉴定（2） 综合性 3 6 必修 

3 现场照相 综合性 3 6 必修 

4 足迹的采集与鉴定 综合性 3 6 必修 

5 现场勘查 综合性 3 6 必修 

6 现场重建 综合性 3 6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手印样本的收集与鉴定（1） 

1.教学内容 

指纹、掌纹的收集与提取，备用及鉴定的程序。 

2.教学目标 

（1）了解掌纹的捺印方法和鉴定方法； 

（2）熟悉活体指纹的捺印方法和鉴定方法； 

（3）掌握尸体指纹的捺印方法和鉴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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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手印样本的收集与鉴定（2） 

1.教学内容 

特殊手纹的收集与提取，备用、鉴定以及注意事项。 

2.教学目标 

（1）了解特殊手纹采集的注意事项； 

（2）熟悉特殊指纹的提取和备用； 

（3）掌握现场指纹的收集方法和鉴定方法。 

实验项目 3：现场照相 

1.教学内容 

现场照相的程序、基本要求及注意事项。 

2.教学目标 

（1）了解照相的主要方法； 

（2）熟悉现场照相的注意事项； 

（3）掌握现场照相的程序和方法。 

实验项目 4：足迹的采集与鉴定 

1.教学内容 

室内、室外现场的足迹的收集方法、鉴别方法及其鉴定中的注意事项。 

2.教学目标 

（1）了解室内、外现场足迹的分型； 

（2）熟悉室内、外现场足迹采集的注意事项； 

（3）掌握室内、外现场足迹的收集方法和鉴别方法。 

实验项目 5：现场勘查 

1.教学内容 

现场勘查的程序、步骤，勘察笔录书写的方法及注意事项，绘制现场图的程序及

原则。 

2.教学目标 

（1）了解现场绘制的技巧； 

（2）熟悉现场勘验的注意事项； 

（3）掌握现场勘查的程序、步骤，书写现场勘察笔录。 

实验项目 6：现场重建 

1.教学内容 

现场重建的内容、方法及步骤，临场分析中的注意事项。 

2.教学目标 

（1）了解临场分析的注意事项； 

（2）熟悉常见的现场重建的方法； 

（3）掌握现场重建的步骤、临场分析的内容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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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开放式考核，依据实验内容完成情况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数码相机 10 台，指纹捺印箱 8 套，平面足迹采集箱 8 套，立体平面足迹采集

箱 8 套等。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李生斌、万立华主编，《刑事科学技术》第三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年 7 月。 

2. 参考书：万立华主编，《法医现场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年 2 月；王保

捷、侯一平主编，《法医学》，第六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 3 月。 

 

 

                                               

执 笔 人：王   涛   

审 批 人：陶陆阳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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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毒物分析》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EJU1006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法医毒物分析/ Forensic toxicological analysis                      

课程学时：45                             实验学时：27 

适用专业：法医学专业本科生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法医毒物分析实验是法医毒物分析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实验课教学，才

能深入地理解和掌握理论课讲授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学会进行毒物分析的基本方

法和技能。这是作为法医的必不可少的训练。我们希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既

全面、系统，又较重点地掌握法医毒物分析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学会法医毒物分

析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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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方法的介绍、实验规则、实验要求 综合性 3 4 必修 

2 血中一氧化碳的可见分光光度法检测 综合性 3 4 必修 

3 气相色谱法测定检材中的乙醇、正丙醇（一） 设计性 3 4 必修 

4 气相色谱法测定检材中的乙醇、正丙醇（二） 设计性 3 4 必修 

5 检材中非挥发性毒物的提取 综合性 3 4 必修 

6 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生物检材中常见药物及农药（一） 综合性 3 4 必修 

7 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生物检材中常见药物及农药（二） 综合性 3 4 必修 

8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生物检材中常见药物及毒品 创新性 3 4 必修 

9 金属毒物砷的定性检测、氰化物的定性检测 验证性 3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 

1.教学内容 

实验方法的介绍、实验规则、实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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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的规则、要求 

（2）熟悉常见的实验方法 

（3）掌握实验室常用辅助设备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2 

1.教学内容 

血中一氧化碳的可见分光光度法检测 

2.教学目标 

（1）了解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方法 

（2）熟悉一氧化碳中毒样品的采样及样品处理方法 

（3）掌握可见分光光度法测定血液中一氧化碳的方法及一氧化碳中毒的判定 

实验项目 3 

1.教学内容 

气相色谱法测定检材中的乙醇、正丙醇（一） 

2.教学目标 

（1）了解血液中乙醇及正丙醇检测的司法鉴定受理程序 

（2）熟悉乙醇及正丙醇标准溶液的配制方法 

（3）掌握乙醇及正丙醇标准曲线的绘制的方法 

实验项目 4 

1.教学内容 

气相色谱法测定检材中的乙醇、正丙醇（二） 

2.教学目标 

（1）了解气相色谱仪的构造 

（2）熟悉气相色谱仪的维护方法 

（3）掌握气相色谱仪使用方法及气相色谱法测定血液中乙醇的方法 

实验项目 5 

1.教学内容 

检材中非挥发性毒物的提取 

2.教学目标 

（1）了解非挥发性毒物的分类 

（2）熟悉各类非挥发性毒物的性质 

（3）掌握中性、酸性、碱性毒物的提取方法 

实验项目 6 

1.教学内容 

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生物检材中常见药物及农药（一） 

2.教学目标 

（1）了解气相色谱-质谱仪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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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气相色谱-质谱仪的维护方法 

（3）掌握气相色谱-质谱方法的建立 

实验项目 7 

1.教学内容 

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生物检材中常见药物及农药（二） 

2.教学目标 

（1）了解生物检材中常见药物及农药的结构性质 

（2）熟悉气相色谱-质谱法对未知物的检索方法 

（3）掌握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苯二氮卓类、巴比妥类、有机磷农药的方法 

实验项目 8 

1.教学内容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生物检材中常见药物及毒品 

2.教学目标 

（1）了解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的构造 

（2）熟悉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的维护方法 

（3）掌握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苯二氮卓类、巴比妥类、有机磷农药、毒品

的方法 

实验项目 9 

1.教学内容 

金属毒物砷的定性检测、氰化物的定性检测 

2.教学目标 

（1）了解金属毒物砷级氰化物定性检测的原理 

（2）熟悉金属毒物砷的定性检测、氰化物的定性检测方法 

（3）掌握金属毒物砷、氰化物阳性结果、阴性结果的判断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目的、实验步骤、实验结果、结论与讨论/2、 

2、考核方式 

（1）根据实验结果给出每次实验课的成绩 

（2）根据每次实验课的成绩，给出实验总成绩，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2 台 

顶空气相色谱仪        1 台 

气相色谱质谱仪        1 台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1 台 

恒温水浴锅            4 台 



 

 591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廖林川，《法医毒物分析实验指导》，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年 9 月。 

2.参考书：廖林川，《法医毒物分析》，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4 版，2009 年 7 月。 

 

 

 

执 笔 人：  杨  娅  

审 批 人：  陶陆阳  

完 成 时 间： 2016-1-2 

 

 

 

 



 

 592 

《法医毒理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EJU1007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 法医毒理学 Forensic Toxicology                      

课程学时：72 学时                         实验学时：36 学时 

适用专业：法医学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在学习法医毒理学基础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实验课实习，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理

论课讲授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熟悉常见的法医中毒原因、毒物的性状、中毒途径、

毒理作用、中毒症状、毒物在体内的代谢和排泄、中毒量和致死量、中毒所致病理变

化及毒物化验检材采取等，掌握毒理学检验常用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同时鉴于近年来

我国法医毒物种类的变化，并根据法医专业的培养目标、教学和检案工作的需要，参

考有关文献资料，增加一些新型毒物检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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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物中毒幻灯片(一) 演示性 3 4 必修 

2 毒物中毒幻灯片（二） 演示性 3 4 必修 

3 氰化物急性中毒实验 设计性 3 4 必修 

4 有机磷农药的急性中毒实验 设计性 3 4 必修 

5 鉴定案例实习 综合性 3 4 必修 

6 吗啡急性毒性实验 设计性 3 4 必修 

7 CO 急性中毒实验 设计性 3 4 必修 

8 酒精急性中毒实验 设计性 3 4 必修 

9 鉴定案例讨论 创新性 3 4 必修 

10 中毒病理切片观察（一） 演示性 3 4 必修 

11 中毒病理切片观察（二） 演示性 3 4 必修 

12 案例讨论 创新性 3 4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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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毒物中毒幻灯片(一) 

1.教学内容 

观察各种中毒幻灯片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见有毒动植物的毒性作用。 

（2）熟悉常见的毒物种类。 

（3）掌握不同毒物对机体的特殊毒性作用、所致的典型病理改变和尸体现象。 

实验项目 2：毒物中毒幻灯片(二) 

1.教学内容 

观察各种中毒幻灯片及典型表现，检查方法及注意事项。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见有毒动植物的毒性作用。 

（2）熟悉常见的毒物种类。 

（3）掌握不同毒物对机体的特殊毒性作用、所致的典型病理改变和尸体现象，

认识常见的有毒的动植物 

实验项目 3：氰化物急性中毒实验 

1.教学内容 

熟悉氰化物急性毒性实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氰化物的毒性作用。 

（2）熟悉大鼠中毒的中毒症状和主要脏器的病理变化。 

（3）掌握氰化物的检材采取原则和方法。 

实验项目 4：有机磷农药的急性中毒实验 

1.教学内容 

熟悉有机磷农药急性毒性实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有机磷农药的毒性作用。 

（2）熟悉家兔敌敌畏中毒的中毒症状和主要脏器的病理变化。 

（3）掌握有机磷农药的检材采取原则和方法。 

实验项目 5：鉴定案例实习 

1.教学内容 

检案,鉴定程序及规范，审阅资料，出具鉴定报告。 

2.教学目标 

（1）了解检案受理流程。 

（2）熟悉检案，鉴定程序及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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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受理鉴定案例、检查材料、书写鉴定书的方法。 

实验项目 6：吗啡急性毒性实验 

1.教学内容 

吗啡急性毒性实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吗啡的急性中毒的生理效应。 

（2）熟悉大鼠中毒的中毒症状和主要脏器的病理变化。 

（3）掌握吗啡急性中毒的动物实验鉴定方法。 

实验项目 7：CO 急性中毒实验 

1.教学内容 

CO 急性中毒实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CO 的急性中毒的生理效应。 

（2）熟悉大鼠中毒的中毒症状和主要脏器的病理变化。 

（3）掌握 CO 急性中毒的动物实验鉴定方法。 

实验项目 8：酒精急性中毒实验 

1.教学内容 

熟悉酒精急性毒性实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酒精的急性中毒的生理效应。 

（2）熟悉大鼠中毒的中毒症状和主要脏器的病理变化。 

（3）掌握酒精急性中毒的动物实验鉴定方法。 

实验项目 9：鉴定案例实习 

1.教学内容 

检案，鉴定程序及规范。审阅资料，出具鉴定报告。 

2.教学目标 

（1）了解检案受理流程。 

（2）熟悉检案，鉴定程序及规范。 

（3）掌握受理鉴定案例、检查材料、书写鉴定书的方法。 

实验项目 10：中毒病理切片观察（一） 

1.教学内容 

中毒病理切片观察（一）。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见有毒动植物的毒性作用。 

（2）熟悉观察各类中毒病理切片。 

（3）掌握不同毒物所致的组织病理变化，了解这些变化对中毒法医学鉴定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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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1：中毒病理切片观察（二） 

1.教学内容 

中毒病理切片观察（二）。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见有毒动植物的毒性作用。 

（2）熟悉观察各类中毒病理切片。 

（3）掌握不同毒物所致的组织病理变化，了解这些变化对中毒法医学鉴定的意

义。 

实验项目 12：案例讨论 

1.教学内容 

具体案例如何综合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如何掌握案情。 

（2）熟悉中毒案件的案件侦破方法及重点。 

（3）掌握针对具体案例如何综合分析，查找案件侦破的突破口。如何对检验综

合分析。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1)案例分析讨论。 

(2)实习报告包括：实验题目、实验目的、实验步骤、实验结果、实验画图、讨

论分析。 

2、考核方式 

(1)根据实验结果给出每次实验课的成绩。 

(2)根据每次实验课的成绩，给出实验总成绩，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光学显微镜（每人一台），CO 发生器（六套），动物解剖工具（六套）， 离

心机（三台），切片机（一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黄光照主编 《法医毒理学》 第三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年 6 月。 

2.参考书：王祖峰主编 法医毒理学实习指导（第一版）  卞士中审校  苏州大学出

版社 2005 年 4 月。 

                                               

 

执 笔 人：  许弘飞  

审 批 人：  陶陆阳  

完 成 时 间：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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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病理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MEJU1008                  课程学分：5.5 

课程名称（中/英）：  法医病理学/Forensic pathology                     

课程学时：72 学时                      实验学时：54 学时 

适用专业：法医学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法医病理学是研究涉及法律有关的伤、残、病、死的变化及发展的规律，目的是

为暴力性案件的侦破或审查提供医学证据，运用相关的医学专业知识解决有关暴力性

和非暴力性死亡的死亡征象、死亡原因、死亡方式、死亡时间、死亡地点，以及致伤

物的推断和确定的一门科学。它是法医学专业的主要专业课程之一。在学习法医病理

学基础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实验课实习，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理论课讲授的基本

理论和基本知识，熟悉法医病理学各种损伤的特点、各种死亡的尸体外部和内在表现，

掌握法医病理学尸体解剖方法，以及常用的基本检验方法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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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医病理学尸体解剖程序 验证性 3 4 必修 

2 病理学组织切片制作技术 验证性 3 4 必修 

3 法医学鉴定书的格式及注意事项 设计性 3 4 必修 

4 尸体解剖实习 验证性 3 4 必修 

5 鉴定案例讨论 综合性 3 4 必修 

6 尸体现象 验证性 3 4 必修 

7 自溶现象 验证性 3 4 必修 

8 腐败现象 验证性 3 4 必修 

9 交通事故尸体现场检验 验证性 3 4 必修 

10 案例讨论 综合性 3 4 必修 

11 机械性损伤 验证性 3 4 必修 

12 高坠损伤模型 设计性 3 4 必修 

13 尸温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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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高低温损伤、电流斑 验证性 3 4 必修 

15 硅藻检验 验证性 3 4 必修 

16 心脑性疾病所致的猝死病理改变 验证性 3 4 必修 

17 
呼吸、消化、内分泌等疾病所致的猝死病

理改变 
验证性 3 4 必修 

18 医疗纠纷 综合性 3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法医病理学尸体解剖程序 

1.教学内容 

讲解和观看法医学尸体解剖过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尸体解剖的有关法律程序。 

（2）熟悉法医学尸体解剖的操作程序。 

（3）掌握法医学尸体解剖的步骤。 

     实验项目 2：病理学组织切片制作技术  

1.教学内容    

学习病理学组织切片制作过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切片制作的不同方法。 

（2）熟悉法医病理学组织切片制作技术。 

（3）掌握法医病理学组织切片制作原理。 

实验项目 3：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的格式及注意事项 

1.教学内容 

学习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的格式，并按照案例完成一份鉴定书。 

2.教学目标 

（1）了解鉴定意见书的作用。 

（2）熟悉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的基本格式。 

（3）掌握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中常见问题及书写时的注意事项。 

实验项目 4：尸体解剖实习 

1.教学内容 

在带教老师指导下，现场尸体解剖操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法医现场注意事项。 

（2）熟悉法医现场尸体检验程序。 

（3）掌握法医学尸体检验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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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鉴定案例实习 

1.教学内容 

在带教老师指导下，学习案件的受理、检验、分析、出具报告。 

2.教学目标 

（1）了解案件受理程序。 

（2）熟悉案件检验规范及注意事项。 

（3）掌握检查材料、书写鉴定书的方法。 

实验项目 6：尸体现象 

1.教学内容 

学习各种尸体现象的辨识和认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少见尸体现象的表现及成因。 

（2）熟悉各种尸体现象的表现。 

（3）掌握不同尸体现象的成因和法医学意义。 

实验项目 7：自溶现象 

1.教学内容 

学习自溶表现及显微镜下认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尸体自溶的规律。 

（2）熟悉各个脏器自溶的法医病理表现。 

（3）掌握各个脏器自溶的组织学改变。 

实验项目 8：腐败现象 

1.教学内容 

学习腐败的表现及显微镜下认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影响腐败的因素。 

（2）熟悉各个脏器腐败的不同规律。 

（3）掌握各种不同类型死后的形态特点。 

实验项目 9：交通事故尸体现场检验 

1.教学内容 

学习交通事故尸体现场检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交通事故尸体现场检验的法律规定。 

（2）熟悉尸体体表检验方法，交通事故尸体现场检验的方法。 

（3）掌握交通事故尸体现场检验的鉴定意见书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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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0：案例讨论 

1.教学内容 

学习针对实际案例的分析方法，撰写鉴定意见书的注意事项。 

2.教学目标 

（1）了解案例分析的重要性。 

（2）熟悉实际案例的分析方法，基本原则。 

（3）掌握撰写鉴定意见书的注意事项。 

实验项目 11：机械性损伤 

1.教学内容 

通过模型及幻灯片，学习各类机械性损伤的形态特征。 

2.教学目标 

（1）了解机械性损伤的分类。 

（2）熟悉各类机械性损伤的形态特征。 

（3）掌握各类机械性损伤的法医学意义。 

实验项目 12：高坠损伤模型 

1.教学内容 

设计高坠动物模型，掌握高坠损伤的特征。 

2.教学目标 

（1）了解影响高坠损伤的因素。 

（2）熟悉高坠损伤的特征。 

（3）掌握高坠损伤的法医学鉴定原则。 

实验项目 13：尸温测定 

1.教学内容 

通过测量动物尸体温度，学习利用尸温推断死亡时间。 

2.教学目标 

（1）了解死亡时间推断的方法。 

（2）熟悉尸温测定的方法及影响因素。 

（3）掌握依据尸体温度的变化推断死后时间的关系。 

实验项目 14：高低温损伤、电流斑 

1.教学内容 

学习高低温损伤、电流斑致死案例的鉴定原则，电流斑形态特点。 

2.教学目标 

（1）了解影响高低温损伤、电流斑的因素。 

（2）熟悉高低温损伤、电流斑致死案例的鉴定原则。 

（3）掌握典型电流斑和非典型电流斑的认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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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5：硅藻检验 

1.教学内容 

硅藻检验方法，认识不同类型的硅藻。 

2.教学目标 

（1）了解硅藻分类。 

（2）熟悉不同检材的硅藻检验方法。 

（3）掌握不同类型的硅藻镜下表现。 

实验项目 16：心脑性猝死病理改变 

1.教学内容 

学习心脑性猝死的组织病理改变，掌握此类案件的鉴定原则。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见心脑性猝死的诱因。 

（2）熟悉心脑性猝死的组织病理改变。 

（3）掌握心脑性猝死的鉴定原则。 

实验项目 17：呼吸、消化、内分泌等疾病导致的猝死 

1.教学内容 

学习呼吸、消化、内分泌等疾病导致猝死的病理改变，此类猝死的鉴定原则。 

2.教学目标 

（1）了解影响呼吸、消化、内分泌等疾病导致猝死的因素。 

（2）熟悉呼吸、消化、内分泌等疾病导致猝死的组织病理学改变。 

（3）掌握呼吸、消化、内分泌等疾病导致猝死的鉴定原则。 

实验项目 18：医疗纠纷 

1.教学内容 

学习涉及医疗纠纷案例的法医病理学鉴定原则及注意事项。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见医疗纠纷的分类。 

（2）熟悉涉及医疗纠纷案例的发生情况、发生原因， 

（3）掌握涉及医疗纠纷案例的法医病理学鉴定原则及注意事项。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1)案例分析讨论 

(2)实习报告：内容包括实验题目、实验目的、实验步骤、实验结果、实验画图、

讨论分析等。 

2、考核方式 

(1)根据实验结果给出每次实验课的成绩。 

(2)根据每次实验课的成绩，给出实验总成绩，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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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光学显微镜（每人一台），动物解剖工具（六套），离心机（三台），切片机（一台），

模型教具（两套），解剖台及解剖工（一套），大体标本、模型 1 套/实验室。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法医病理学》赵子琴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2、参考书：《法医病理学实习指导》竟兰花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 4 月 

 

 

                                               

执 笔 人：王祖峰   

审 批 人：    

完 成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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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物证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EJU1009                    课程学分：5.5 

课程名称（中/英）：法医物证学/ Forensic Biology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法医学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法医物证学实验课程的目的是要求法医学专业的学生通过实践，对法医物证的提

取、检验技术（包括 DNA 提取技术、PCR 技术及常规电泳技术）以及个人识别和亲

子鉴定有全面的理解和掌握，为侦察破案提供线索，为案件的审判提供科学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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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 ABO 血型测定 验证型 3 5 必修 

2 抗体效价测定 验证型 3 5 必修 

3 抗人球蛋白试验 验证型 3 5 必修 

4 血痕的预试验 验证型 2 5 必修 

5 血痕的确证试验 验证型 2 5 必修 

6 血痕的种属试验 验证型 2 5 必修 

7 血痕的 ABO 血型测定 验证型 3 5 必修 

8 精斑的紫外线检查 验证型 2 5 必修 

9 精斑的酸性磷酸酶试验 验证型 2 5 必修 

10 精斑的弗劳兰斯结晶试验 验证型 2 5 必修 

11 精斑的形态学观察 验证型 2 5 必修 

12 唾液斑的淀粉酶测定 验证型 2 5 必修 

13 毛发的形态学观察 验证型 2 5 必修 

14 毛发的 ABO 血型测定 验证型 5 5 必修 

15 DNA 提取 验证型 3 5 必修 

16 聚合酶链反应（PCR） 验证型 3 5 必修 

17 电泳技术 验证型 3 5 必修 

18 染色分型 验证型 3 5 必修 

19 基因座的基因型测定 综合型 3 5 必修 

20 复合扩增技术 设计型 4 5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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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血液 ABO 血型测定 

1.教学内容 

红细胞 ABO 血型的正反定型 

2.教学目标 

熟练掌握红细胞 ABO 血型正反定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2：抗体效价测定 

1.教学内容 

抗-A、抗-B 抗体的效价测定 

2.教学目标 

熟练掌握抗血清效价测定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3：抗人球蛋白试验 

1.教学内容 

血液的 Duffy 血型测定 

2.教学目标 

掌握抗人球蛋白试验原理 

实验项目 4：血痕的预试验 

1.教学内容 

联苯胺实验、酚酞实验、过氧化氢实验 

2.教学目标 

掌握应用联苯胺实验、酚酞实验、过氧化氢实验检测可疑血痕的原理、方法 

实验项目 5：血痕的确证试验 

1.教学内容 

血色原结晶实验、氯化血红素结晶实验 

2.教学目标 

熟练掌握血痕结晶试验的原理、方法 

实验项目 6：血痕的种属试验 

1.教学内容 

沉淀环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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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掌握沉淀环试验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7：血痕的 ABO 血型测定 

1.教学内容 

血痕的吸收、解离试验 

2.教学目标 

熟练掌握血痕的吸收、解离试验的基本原理及方法 

实验项目 8：精斑的紫外线检查 

1.教学内容 

精斑的紫外线检查 

2.教学目标 

掌握精斑的紫外线检查的原理、方法 

实验项目 9：精斑的酸性磷酸酶试验 

1.教学内容 

精斑的酸性磷酸酶试验 

2.教学目标 

掌握精斑的酸性磷酸酶试验的基本原理及方法 

实验项目 10：精斑的弗劳兰斯结晶试验 

1.教学内容 

精斑的弗劳兰斯结晶试验 

2.教学目标 

掌握精斑的弗劳兰斯结晶试验的基本原理及方法 

实验项目 11：精斑的形态学观察 

1.教学内容 

HE、酸性品红亚甲兰染色方法及精子的形态结构 

2.教学目标 

掌握 HE、酸性品红亚甲兰染色方法及精子的形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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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2：唾液斑的淀粉酶测定 

1.教学内容 

淀粉-碘实验 

2.教学目标 

掌握唾液斑的淀粉酶测定的原理及方法 

实验项目 13：毛发的形态学观察 

1.教学内容 

人头发及动物毛的形态学观察 

2.教学目标 

掌握毛发的三层结构、动物毛与人毛的区别 

实验项目 14：毛发的 ABO 血型测定 

1.教学内容 

解离实验 

2.教学目标 

了解解离法试验检测毛发 ABO 血型的原理及方法 

实验项目 15：DNA 提取 

1.教学内容 

血液及血痕 DNA 的提取 

2.教学目标 

熟练掌握应用 Chelex-100 法提取血液及血痕 DNA 的原理及方法 

实验项目 16：聚合酶链反应（PCR） 

1.教学内容 

PCR 扩增 

2.教学目标 

熟练掌握 STR－PCR 分析技术，并能够独立完成各种试剂及反应体系配制。 

实验项目 17：电泳技术 

1.教学内容 

聚丙乙烯酰胺凝胶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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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掌握普通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的基本原理及操作步骤。 

实验项目 18：染色分型 

1.教学内容 

染色、分型、结果判断 

2.教学目标 

掌握银染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及基因座的分型技术。 

实验项目 19：基因座的基因型测定 

1.教学内容 

通用 STR 基因座的基因型测定 

2.教学目标 

掌握常见生物学检材如血痕、精斑、唾液斑、毛发、骨骼的 STR 分析技术，并

能够独立完成各种试剂及反应体系配制，以及分析工作相关的各项操作，并了解进行

STR 分析工作的操作要求。 

实验项目 20：复合扩增技术 

1.教学内容 

五色荧光复合扩增系统的构建、扩增、毛细管电泳及分型分析 

2.教学目标 

掌握法医 DNA 分析领域通用复合扩增系统的操作方法及分析技术。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课程采用考勤制，考勤成绩占实验课成绩的 30%。根据实验结果及实验报告

（包括实验内容、实验原理、实验方法、实验结果、结果分析等）给出每次实验课的

成绩，占实验课成绩的 70%。实验课成绩占该课程总成绩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PCR 扩增仪                                             1 台/实验室 

Eppendorf 高速离心机                               1 台/实验室           

离心机                                   1 套/10 人 

恒温箱                    2 台/实验室 

低温冰柜                   1 台/实验室 

连续可调进样器                 1 套/5 人 

凝胶电泳仪及电泳槽                1 套/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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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                    1 台/人 

电热恒温干燥箱                 2 台/实验室 

冰箱                    1 台/实验室 

PCR 循环仪                   2 台/实验室 

水浴锅                    1 台/实验室 

ABI3130 遗传分析仪                                       1 台/实验室 

ABI3500 遗传分析仪                                       1 台/实验室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法医物证学实验指导》第一版 张林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年 8 月 

2.参考书：《法医物证学》第三版 侯一平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年 7 月 

 

 

                                               

执 笔 人：夏水秀 李立娟  

审 批 人：高玉振 
 

完 成 时 间：2015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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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法医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EJU1010       大纲执笔人：陈溪萍 

课程名称：临床法医学       

英文名称：Clinical Forensic Medicine     课程学分：5 分 

课程学时：108 学时          实验学时：36 学时 

适用专业：法医学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法医临床学实验课程的目的是通过法医学专业学生的实践性活动，掌握法医临

床学鉴定的基本程序和注意事项；掌握神经系统检查法以及骨关节活动度的检查；

掌握眼科常规检查方法以及常用诈盲的检查方法；掌握耳科常规检查方法以及常用

诈聋的检查方法；掌握新旧骨折的鉴别；气胸、液气胸的 X 线特征，诊断原则及注

意事项；颅脑、眼耳鼻喉损伤、肝脾肾损伤、脊柱损伤的 CT、MRI 特征；掌握 ERP

原理特征，EEG/EP/ERP 的关系以及常见实验模式。 

希望通过本实验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全面、系统地理解法医临床学的基本理论

和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独立分析与解决实际检案问题的综合能力，培养适于法医

学实际工作需要的法医临床学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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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定程序、眼科检查（视力、裂

隙灯、眼底镜等检查） 
综合性 3 6 必修 

2 诈盲检查法 综合性 3 6 必修 

3 
耳科检查法（鼓膜、音叉检查）

以及诈聋检查法 
综合性 3 6 必修 

4 
ERP 的基本原理和图像特点、描

记方法及结果分析 
设计性 3 6 必修 

5 神经系统检查法及练习 综合性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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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四肢及骨关节活动度的检查法及

练习 
综合性 3 6 必修 

7 脊柱活动度的检查法及练习 综合性 3 6 必修 

8 
受理鉴定案例、检查被鉴定人、

书写鉴定书 
综合性 3 6 必修 

9 影像学的阅片要点及注意事项 综合性 3 6 必修 

10 影像学的阅片要点及注意事项 综合性 3 6 必修 

11 
受理鉴定案例、检查被鉴定人、

书写鉴定书 
综合性 3 6 必修 

12 
受理鉴定案例、检查被鉴定人、

书写鉴定书 
综合性 3 6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鉴定程序、眼科检查（视力、裂隙灯、眼底镜等检查） 

  1.教学内容 

  介绍法医临床学鉴定的基本程序；演示眼损伤鉴定相关的眼科检查（包括视力、  

裂隙灯、眼底镜检查等）。 

  2.教学目标 

  (1) 了解：法医临床学鉴定的基本程序。 

    (2) 熟悉：眼科常规检查方法，屈光介质的检查，眼损伤检查中的主观与客观视

力检查方法；裂隙灯、眼底镜检查法的基本原理；眼结构损伤的不同层面上的检查所

见；眼损伤中应进行的眼科疾病的鉴别诊断。 

 

实验项目 2.诈盲检查法 

    1.教学内容 

    演示眼损伤鉴定相关的眼科诈盲检查法。 

  2.教学目标 

  (1) 了解：法医临床学鉴定中常见诈盲表现。 

  (2) 熟悉：诈盲的常用检查法及其适用范围，检查中的注意事项。 

 

实验项目 3.耳科检查法（鼓膜、音叉检查）以及诈聋检查法 

  1.教学内容 

    演示耳损伤鉴定相关的耳科检查法（鼓膜、音叉检查）以及诈聋检查法，明确听

力障碍的鉴定原则及方法。 

  2.教学目标 

  (1) 了解：耳部解剖生理及耳损伤常规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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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熟悉：鼓膜检查方法；音叉检查法；诈聋检查法；听力障碍的常用检查法及

其适用范围，检查中的注意事项。 

 

实验项目 4.ERP 的基本原理和图像特点、描记方法及结果分析 

    1.教学内容 

    ERP 的基本原理和图像特点、描记方法及结果分析。 

  2.教学目标 

  (1) 了解：ERP 的基本原理和图像特点。 

  (2) 熟悉：ERP 的描记方法，ERP 结果的在线及离线分析，以及分析中的原则及

注意事项。 

 

实验项目 5.神经系统检查法及练习 

    1.教学内容 

    中枢神经系统检查方法、适用范围及注意事项。 

  2.教学目标 

  (1) 了解：中枢神经系统的构成及临床表现。 

    (2) 熟悉：脑神经、运动、感觉及反射等 NS 检查法及其检查中的注意事项。 

  

实验项目 6.四肢及骨关节活动度的检查法及练习 

    1.教学内容 

    四肢及骨关节活动度的检查方法、适用范围及注意事项。 

  2.教学目标 

  (1) 了解：四肢及骨关节的组织结构及各大关节的权重。 

   (2) 熟悉：四肢检查方法；骨关节活动度的检查方法；骨关节活动度的计算，以

及权重系数的应用；关节功能障碍评估中的注意事项。 

 

实验项目 7.脊柱活动度的检查法及练习 

    1.教学内容 

    脊柱活动度的检查方法、适用范围及注意事项。 

  2.教学目标 

  (1) 了解：脊柱的组织结构及损伤种类及表现。 

   (2) 熟悉：脊柱（颈椎、胸椎、腰椎）检查方法；颈、腰椎活动度的计算，以及

脊柱功能障碍评估中的注意事项。 

 

实验项目 8.受理鉴定案例、检查被鉴定人、书写鉴定书 

    1.教学内容 

    受理实际鉴定案例、检查被鉴定人、书写鉴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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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学目标 

  (1) 了解：受理鉴定案例的程序及实际检案的操作流程。 

   (2) 熟悉：检查被鉴定人不同损伤适用的检查方法，实际检案中的注意事项，  具

体书写个案鉴定书的格式，培养独立完成实际检案的工作能力。 

 

实验项目 9.影像学的阅片要点及注意事项 

    1.教学内容 

    临床法医学影像学检查中 X 光片的阅片要点及注意事项。 

 

  2.教学目标 

  (1) 了解：影像学 X 光片基本原理及呈像特点。 

   (2) 熟悉：掌握不同骨折 X 光片阅片要点、适用范围及注意事项。 

 

实验项目 10.影像学的阅片要点及注意事项 

    1.教学内容 

    临床法医学影像学检查中 CT 片、MRI 片的阅片要点及注意事项。 

  2.教学目标 

  (1) 了解：影像学 CT、MRI 基本原理及呈像特点。 

   (2) 熟悉：掌握不同损伤 CT 片、MRI 片阅片要点、适用范围及注意事项。 

 

实验项目 11.受理鉴定案例、检查被鉴定人、书写鉴定书 

    1.教学内容 

    受理实际鉴定案例、检查被鉴定人、书写鉴定书。 

  2.教学目标 

  (1) 了解：受理鉴定案例的程序及实际检案的操作流程。 

   (2) 熟悉：检查被鉴定人不同损伤适用的检查方法，实际检案中的注意事项，具

体书写个案鉴定书的格式，培养独立完成实际检案的工作能力。 

 

实验项目 12.受理鉴定案例、检查被鉴定人、书写鉴定书 

    1.教学内容 

    受理实际鉴定案例、检查被鉴定人、书写鉴定书。 

  2.教学目标 

  (1) 了解：受理鉴定案例的程序及实际检案的操作流程。 

   (2) 熟悉：检查被鉴定人不同损伤适用的检查方法，实际检案中的注意事项，具

体书写个案鉴定书的格式，培养独立完成实际检案的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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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1)案例分析讨论 

  (2)ERP 实习报告包括：实验题目、实验目的、实验步骤、实验结果、讨论分析 

 2、考核方式 

  (1)根据实验结果给出每次实验课的成绩； 

  (2)根据每次实验课的成绩，给出实验总成绩，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视力表（两台）  眼底镜（五台）  鼓气耳镜（五台）   

裂隙灯一台  ERP 检测仪一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临床法医学》 第五版  刘技辉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2、参考书：临床法医学实习指导（第一版）陈溪萍主编  卞士中审校  苏州大学出

版社 200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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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人类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EJU1027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法医人类学        英文名称：Forensic Anthropology 

课程学时：36 学时       实验学时：9 学时 

适用专业：法医学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不同年龄段耻骨联合面的形态学差异，骨盆及其组成骨和

颅骨在形态学上的性别差异；并能根据耻骨联合面的形态特征推断死者年龄，根据骨

盆及其组成骨和颅骨的形态特征推断死者性别。通过开设实验课，期望学生能对骨骼

的性别、年龄推断有全面的理解和掌握，在碎尸案件、白骨化案件及高度腐败尸体案

件等尸源未确定案件中能够应用法医人类学的知识对死者的性别及年龄进行推断，为

案件侦破提供线索，为案件审判提供科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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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耻骨联合面推断年龄 综合性 3 2 必修 

2 颅骨的性别鉴定 综合性 3 2 必修 

3 骨盆及其组成骨的性别鉴定 综合性 3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一) 实验项目一：根据耻骨联合面推断年龄 

1、教学内容 

不同年龄段的男、女耻骨联合面的形态学观察 

2、教学目标 

掌握: 通过对不同年龄段的男、女耻骨联合面的形态学观察，掌握应用于推断年

龄的各个特征的评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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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验项目二：颅骨的性别鉴定 

1、教学内容 

男、女颅骨的形态学观察 

2、教学目标 

掌握: 通过对颅骨的形态学观察，掌握男、女颅骨(面颅和头颅)的性别差异 

(三) 实验项目三：骨盆及其组成骨的性别鉴定 

1、教学内容 

男、女骨盆及其组成骨的形态学观察 

2、教学目标 

掌握: 通过对骨盆及其组成骨的形态学观察，掌握男、女骨盆及其组成骨的性别

差异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通过课上表现及书写的实验报告（包括实验原理、实验内容、实验方法、实验结果、

结果分析等）。 

2、成绩评定 

（1）根据实验报告给出每次实验课的成绩。 

（2）根据每次实验课的成绩给出实验总成绩，实验课成绩占该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直脚规                                      1 套/实验室 

弯脚规                          1 套/实验室           

圆杆直脚规                          1 套/实验室 

立方定颅器           1 套/实验室  

摩里逊定颅器           1 套/实验室 

活动直脚规            1 套/实验室 

持骨器               1 套/实验室 

男、女骨骼标本         1 套/2 人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法医人类学实验指导》 

2、参考书：《法医人类学》第二版 张继宗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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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现场勘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EJU1029                     课程学分：2.5 学分 

课程名称（中/英）： 法医现场勘验/Forensic Scene Investigation                      

课程学时：36 学时                       实验学时：18 学时 

适用专业：法医学 

实验室名称：法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法医现场勘验主要研究涉命、伤害等案件，对案发现场的犯罪过程进行重建、对

嫌疑人进行刻画，为确定侦查方向、制定侦查措施提供依据。本课程包括现场勘查的

基本程序、步骤，各种类型现场勘查注意事项及临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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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伤案件、杀人焚尸案

件现场勘查与分析。 
综合性 3 6 必修 

2 
电击杀人案件、枪击案

件件现场勘查与分析。 
综合性 3 6 必修 

3 
现场血迹概述，现场血

迹观察、分析与判断。 
综合性 3 6 必修 

4 

缢死案件、勒死案件、

扼死案件、其他窒息死

亡案件的现场勘查与

分析。 

综合性 3 6 必修 

5 

变态杀人案件现场勘

查与分析、精神病人杀

人案件现场勘查与分

析。 

综合性 3 6 必修 

6 

道路交通事故、尸骨

（白骨化）现场勘查与

分析。 

综合性 3 6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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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损伤案件、杀人焚尸案件现场勘查与分析 

1.教学内容 

损伤案件、杀人焚尸案例。 

2.教学目标 

（1）了解杀人焚尸案件现场勘查与分析方法； 

（2）熟悉生前烧死和死后焚尸法医学尸体鉴别要点； 

（3）掌握损伤案件现场勘查与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2：电击杀人案件、枪击案件现场勘查与分析 

1.教学内容 

电击杀人案例、枪击案案例讨论。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击杀人案件、枪击案件现场勘查与分析方法； 

（2）熟悉枪击案死亡尸体的特殊检查； 

（3）掌握枪击案件现场勘查与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3：现场血迹观察、分析与判断 

1.教学内容 

现场血迹观察、分析与判断。 

2.教学目标 

（1）了解血迹形成原理； 

（2）熟悉血迹分型； 

（3）掌握现场血迹观察、分析与判断方法。 

实验项目 4：缢死案件、勒死案件、扼死案件、其他窒息死亡案件的现场勘查与

分析 

1.教学内容 

缢死案件、勒死案件、扼死案件、其他窒息死亡案件案例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特殊类型窒息死亡案件的现场分析； 

（2）熟悉扼死案件的现场勘查与分析方法； 

（3）掌握缢死案件及勒死案件的现场勘查与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5：变态杀人案件现场勘查与分析、精神病人杀人案件现场勘查与分析 

1.教学内容 

变态杀人案例、精神病人杀人案例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罕见杀人案件现场勘查与分析； 

（2）熟悉变态杀人案件现场勘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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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精神病人杀人案件现场勘查与分析。 

实验项目 6：道路交通事故、尸骨（白骨化）现场勘查与分析 

1.教学内容 

道路交通事故、尸骨（白骨化）现场勘查与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晚期尸体现象； 

（2）熟悉尸骨（白骨化）现场勘查与分析及方法； 

（3）掌握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与分析及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开放式考核，依据实验内容完成情况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数码相机 10 台，指纹捺印箱 8 套，平面足迹采集箱 8 套，立体平面足迹采集

箱 8套等。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万立华主编，《法医现场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年 2月。 

2. 参考书：李生斌、万立华主编，《刑事科学技术》第三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年 7 月；王保捷、侯一平主编，《法医学》，第六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

3月。 

 

 

 

 

 

 

 

                                               

执 笔 人：王   涛   

审 批 人：陶陆阳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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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及检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ITE1001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Clinical Parasitology Laborator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27 

适用专业：医学检验技术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临床寄生虫学检验》是医学检验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研究人体寄生虫的形态

结构、生活史规律，阐明寄生虫和人体及外界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关系，认识寄生

虫病的发生、发展及流行的规律，掌握和应用检验寄生虫感染的检测技术和手段，从

而提高寄生虫病的防治水平，从而最终控制和消灭寄生虫病，即是《寄生虫学检验》

课程的任务。该课程是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本科的必修课程，在临床检验工作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其理论和技术不仅是学生职业岗位能力的初期培训，更是医学检验技术专

业必须掌握的临床实践技能。在理论课学习的基础上，根据各虫种的形态学、生活史

特点，开展病原学诊断所需要的实践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各虫种的各时期（虫卵、感

染期幼虫、成虫等）的形态学观察和鉴别；中间宿主、病理标本的观察：各虫种与病

原学诊断有关的技术操作的介绍和学生的实际操作。实验类别主要为示教性和观察性

实验，部分为操作性和实践性实验，共安排 9 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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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虫综合实验-1(蛔虫、鞭虫) 综合性 3 3 必修 

2 线虫综合实验-2(蛲虫、钩虫、丝虫、旋毛虫) 综合性 3 3 必修 

3 
吸虫综合实验-1(华支睾吸虫、布氏姜片吸虫、卫

氏并殖吸虫) 
综合性 3 3 必修 

4 吸虫综合实验-2（血吸虫） 综合性 3 3 必修 

5 
绦虫综合实验(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细粒棘球

绦虫、曼氏迭宫绦虫、微小膜壳绦虫 ) 
综合性 3 3 必修 

6 
原虫综合实验-1(阿米巴、杜氏利什曼原虫、蓝氏

贾第鞭毛虫、阴道毛滴虫) 
综合性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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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原虫综合实验-2(疟原虫、弓形虫、隐孢子虫、结

肠小袋纤毛虫) 
综合性 3 3 必修 

8 医学节肢动物实验(蜱、螨) 综合性 3 3 必修 

9 医学节肢动物实验(蚊、蝇) 综合性 3 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线虫综合实验-1(蛔虫、鞭虫、蛲虫)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电教、示教标本、观察标本和技术操作四个部分。 

电教：《蛔虫》、《鞭虫》 

示教标本：展示鞭虫和蛲虫成虫大体标本；蛔虫―品‖字型唇瓣结构；受精和未

受精蛔虫卵的镜下形态；鞭虫卵的镜下形态。 

观察标本：蛔虫及鞭虫虫卵玻片标本的显微镜下观察。 

技术操作：粪便直接涂片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蛔虫病及鞭虫病的流行因素和防治原则 

（2）熟悉蛔虫及鞭虫成虫的形态特点，熟悉其各自的寄生部位、感染阶段及致

病情况 

（3）掌握受精及未受精蛔虫卵形态特点，掌握鞭虫虫卵形态特点；掌握蛔虫病

的首选诊断方法。 

实验项目 2：线虫综合实验-2(钩虫、丝虫、旋毛虫)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电教、示教标本、观察标本和技术操作四个部分。 

电教：《蛲虫》、《钩虫》、《丝虫》、《旋毛虫》 

示教标本：展示两种钩虫成虫大体标本；蛲虫卵和钩虫卵的镜下形态；班氏微

丝蚴和马来微丝蚴的镜下形态；旋毛虫幼虫囊包的镜下形态。 

观察标本：蛲虫和钩虫卵玻片标本的显微镜下观察，班氏微丝蚴和马来微丝蚴血

涂片玻片标本的镜下观察，旋毛虫幼虫囊包的镜下观察。 

技术操作：透明胶纸法(示教)，炮和盐水浮聚法（示教），厚血膜涂片法，肌肉

压片法（示教）。 

2.教学目标 

（1）了解蛲虫病、钩虫病、丝虫病和旋毛虫病的流行因素及防治原则。 

（2）熟悉蛲虫病、钩虫、丝虫和旋毛虫的寄生部位、感染阶段及致病。 

（3）掌握两种钩虫成虫的形态特点和鉴别要点；掌握蛲虫卵和钩虫卵的形态特

点；掌握两种微丝蚴的形态特点和鉴别要点；掌握旋毛虫幼虫囊包的形态学特点；掌

握蛲虫病的首选病原学诊断方法（透明胶纸条法）；掌握钩虫的首选病原学诊断方法

（饱和盐水浮聚法）；掌握微丝蚴常用的诊断方法（厚血膜涂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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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吸虫综合实验-1(华支睾吸虫、布氏姜片吸虫、卫氏并殖吸虫、血

吸虫)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示教标本、观察标本和技术操作三个部分。 

示教标本：华支睾吸虫、布氏姜片吸虫和卫氏并殖吸虫固定标本；华支睾吸虫、

布氏姜片吸虫和卫氏并殖吸虫的镜下形态；华支睾吸虫、布氏姜片吸虫和卫氏并殖吸

虫的第一中间宿主。 

观察标本：华支睾吸虫、布氏姜片吸虫和卫氏并殖吸虫虫卵玻片标本的镜下观察；

三种吸虫成虫染色标本镜下观察。 

技术操作：毛蚴孵化法（电教）。 

2.教学目标 

（1）了解华支睾吸虫、布氏姜片吸虫、卫氏并殖吸虫和血吸虫的流行因素及防

治原则。 

（2）熟悉四种吸虫的生活史、致病机制及对人体的危害。 

（3）掌握四种吸虫成虫和虫卵的形态特征及常用的病原学和免疫学诊断方法。 

实验项目 4：吸虫综合实验-2（血吸虫）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示教标本、观察标本和技术操作三个部分。 

示教标本：血吸虫成虫雌雄合抱大体标本，血吸虫虫卵的镜下形态和血吸虫的中

间宿主——钉螺。 

观察标本：血吸虫虫卵玻片标本的镜下观察，血吸虫成虫染色标本镜下观察。 

技术操作：毛蚴孵化法（电教），环卵沉淀法（电教），示教间接免疫凝集试验（IHA）

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2.教学目标 

（1）了解血吸虫的流行因素及防治原则。 

（2）熟悉血吸虫的生活史、致病机制及对人体的危害。 

（3）掌握血吸虫成虫和虫卵的形态特征及常用的病原学和免疫学诊断方法。 

实验项目 5：绦虫综合实验(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细粒棘球绦虫、曼氏迭

宫绦虫、微小膜壳绦虫 )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示教标本、观察标本和技术操作三个部分。 

示教标本：猪带、牛带绦虫成虫大体标本；两种带绦虫的成节、孕节的染色标本。

镜下玻片标本：带绦虫卵；微小膜壳绦虫卵；两种带绦虫头节。 

观察标本：带绦虫卵；细粒棘球绦虫棘球蚴砂染色标本片。 

技术操作：两种带绦虫的病原学诊断，猪囊尾蚴压片检查法；猪带绦虫孕节片检

查法（墨汁注射，示教）。 

电教：《猪带绦虫》、《曼氏迭宫绦虫》。 

2.教学目标 

（1）了解猪囊尾蚴对人体的危害、细粒棘球绦虫棘球蚴对人体的危害以及曼氏

迭宫绦虫裂头蚴对人体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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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囊尾蚴病的常用免疫学检测方法，熟悉包虫病常用的病原学检查方法

及免疫学检测方法，熟悉裂头蚴病常用的免疫学检测方法。 

（3）掌握链状带绦虫和肥胖带绦虫与诊断有关的形态学特征及生活史要点，链

状带绦虫病及囊尾蚴病常用的病原学检查方法；掌握两种带绦虫在形态、生活史、致

病、实验室诊断等方面的主要区别；掌握细粒棘球绦虫棘球蚴、棘球蚴砂的形态特征；

掌握曼氏迭宫绦虫裂头蚴和虫卵的形态特征。 

实验项目 6：原虫综合实验-1(阿米巴、杜氏利什曼原虫、蓝氏贾第鞭毛虫、阴

道毛滴虫) 

1.教学内容 

示教标本：溶组织阿米巴滋养体和包囊；结肠内阿米巴滋养体和包囊（铁苏木素

染色）；贾第虫滋养体和包囊（铁苏木术染色）；利什曼无鞭毛体和前鞭毛体（吉氏染

色）；阴道毛滴虫（吉氏染色）的镜下观察。 

观察标本：溶组织阿米巴滋养体和包囊；结肠内阿米巴滋养体和包囊（铁苏木素

染色）；贾第虫滋养体和包囊（铁苏木术染色）；利什曼无鞭毛体和前鞭毛体（吉氏染

色）；阴道毛滴虫（吉氏染色）的镜下观察。 

技术操作：碘液涂片染色检查溶组织阿米巴的包囊；粪便生理盐水涂片检查滋养

体。 

电教：《阿米巴》。 

2.教学目标 

（1）了解溶组织阿米巴、杜氏利氏曼原虫、蓝氏贾第鞭毛虫和阴道毛滴虫的致

病机制及临床表现。 

（2）熟悉溶组织阿米巴、杜氏利氏曼原虫、蓝氏贾第鞭毛虫和阴道毛滴虫的生

活史。 

（3）掌握溶组织阿米巴（滋养体和包囊）、杜氏利氏曼原虫（无鞭毛体和前鞭毛

体）、蓝氏贾第鞭毛虫（滋养体和包囊）和阴道毛滴虫滋养体的形态学特点；掌握溶

组织阿米巴与结肠内阿米巴的形态学鉴别要点；掌握溶组织阿米巴、杜氏利氏曼原虫、

蓝氏贾第鞭毛虫和阴道毛滴虫常用的病原学诊断方法。 

实验项目 7：原虫综合实验-2(疟原虫、弓形虫、隐孢子虫、结肠小袋纤毛虫) 

1.教学内容 

示教标本：间日疟原虫红内期各期形态（薄血膜片、吉氏染色）；恶性疟原虫红

内期环状体、配子体（薄血膜片、吉氏染色）形态。弓形虫速殖子、包囊和卵囊的镜

下形态（瑞氏染色）；隐孢子虫卵囊（改良抗酸染色）的镜下形态；结肠小袋纤毛虫

包囊和滋养体（铁苏木素染色）的镜下形态。 

观察标本：间日疟原虫红内期各期形态（薄血膜片、吉氏染色）；恶性疟原虫红

内期环状体、配子体（薄血膜片、吉氏染色）形态。弓形虫速殖子、包囊和卵囊（瑞

氏染色）玻片标本的镜下观察。 

技术操作：疟原虫的病原学诊断：介绍厚、薄血膜片的制备（示教）。弓形虫的

病原学诊断（示教）。 

电教：《疟原虫》。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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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疟原虫、弓形虫、隐孢子虫和结肠小袋纤毛虫的致病机制及对人体的

危害。 

（2）熟悉疟原虫、弓形虫、隐孢子虫和结肠小袋纤毛虫的生活史和常用的免疫

学检测方法。 

（3）掌握疟原虫在人体红细胞內各期形态特征及鉴别要点；掌握弓形虫速殖子、

包囊和卵囊的形态特征；掌握隐孢子虫卵囊的形态特征；掌握结肠小袋纤毛虫包囊和

滋养体的形态学特征。 

实验项目 8：医学节肢动物实验(蜱、螨) 

1.教学内容 

示教标本：硬蜱、软蜱、革螨、恙螨幼虫、蠕形螨和疥螨的镜下形态。 

观察标本：硬蜱、软蜱、革螨、恙螨幼虫、蠕形螨和疥螨玻片标本的镜下观察。 

技术操作：透明胶纸条法自查皮肤蠕形螨。 

2.教学目标 

（1）了解我国主要传病蜱种及所传播的疾病。 

（2）熟悉熟悉硬蜱、软蜱的主要形态鉴别特征；熟悉革螨、恙螨的形态学特征。 

（3）掌握蠕形螨的病原学检查方法。 

实验项目 9：医学节肢动物实验(蚊、蝇) 

1.教学内容 

示教标本：按蚊、库蚊、伊蚊成虫针插标本，主要蝇种针插标本。 

2.教学目标 

（1）了解我国主要传病蚊种及所传播的疾病；了解蝇蛆病的危害。 

（2）熟悉蚊生活史各期的形态特征；熟悉白蛉成虫的形态特征；熟悉人虱和耻

阴虱的形态特征；熟悉蚤的形态特征。 

（3）掌握三属蚊各期形态的鉴别要点。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由实验报告考核和实验考试考核组成，占总成绩的百分 25%，其中实验报告考核

占 5%，实验考试考核占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光学显微镜 120 台 

投影仪 2 台，其中一台灯泡需更换 

台式计算机 2 台 

教学用玻片标本 30 套 

各类大体标本 20 套 

IHA 试剂盒 2 套 

ELISA 试剂盒 2 套 

恒温箱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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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夏超明主编，《临床寄生虫学检验实验指导》，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第 2 版），

2015 年。 

2.参考书： 

（1）吴忠道，汪世平主编，《临床寄生虫学检验》，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第 3

版），2015 年。 

（2）诸欣平，苏川主编，《人体寄生虫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8 版)，2015 年。 

（3）高兴政主编，《医学寄生虫学》，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第 2 版)，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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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寄生虫学（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LTA1001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Human Parasitology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6 

适用专业：预防医学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人体寄生虫学》是医学基础课之一，属病原生物学范畴，也是紧密联系基础医

学与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的学科之一。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寄生虫的分类、形态、生理、

生活史及生态，阐明寄生虫与宿主、寄生虫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研究寄生虫病的发

生、发展和流行规律，从而为控制和消灭寄生虫病提供科学理论依据。该课程是预防

医学专业本科的必修课程，在理论课学习的基础上，根据各虫种的形态学、生活史特

点，开展病原学诊断所需要的实践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各虫种的各时期（虫卵、感染

期幼虫、成虫等）的形态学观察；中间宿主、病理标本的观察：各虫种与病原学诊断

有关的技术操作的介绍和学生的实际操作。实验类别主要为示教性和观察性实验，部

分为操作性和实践性实验，共安排 8 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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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虫综合实验-1(蛔虫、鞭虫、蛲虫) 综合性 2 3 必修 

2 线虫综合实验-2(钩虫、丝虫、旋毛虫) 综合性 2 3 必修 

3 
吸虫综合实验(华支睾吸虫、布氏姜片吸虫、卫氏并殖

吸虫、血吸虫) 
综合性 2 3 必修 

4 
绦虫综合实验(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细粒棘球绦

虫、曼氏迭宫绦虫、微小膜壳绦虫 ) 
综合性 2 3 必修 

5 
原虫综合实验-1(阿米巴、杜氏利什曼原虫、蓝氏贾第

鞭毛虫、阴道毛滴虫) 
综合性 2 3 必修 

6 原虫综合实验-2(疟原虫) 综合性 2 3 必修 

7 原虫综合实验-3(弓形虫、隐孢子虫、结肠小袋纤毛虫) 综合性 2 3 必修 

8 医学节肢动物实验(蜱、螨、蚊、白蛉、蝇、蚤、虱) 综合性 2 3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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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线虫综合实验-1(蛔虫、鞭虫、蛲虫)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电教、示教标本、观察标本和技术操作四个部分。 

电教：《蛔虫》、《鞭虫》、《蛲虫》 

示教标本：展示鞭虫和蛲虫成虫大体标本；蛔虫―品‖字型唇瓣结构；受精和未受

精蛔虫卵的镜下形态；鞭虫卵和蛲虫卵的镜下形态。 

观察标本：蛔虫、鞭虫及蛔虫虫卵玻片标本的显微镜下观察。 

技术操作：粪便直接涂片法、透明胶纸法(示教) 

2.教学目标 

（1）了解蛔虫病、鞭虫病及蛲虫病的流行因素和防治原则 

（2）熟悉蛔虫、鞭虫及蛲虫成虫的形态特点，熟悉其各自的寄生部位、感染阶

段及致病情况 

（3）掌握受精及未受精蛔虫卵形态特点，掌握鞭虫虫卵形态特点，掌握蛲虫虫

卵形态特点；掌握蛔虫病和蛲虫病的首选诊断方法。 

实验项目 2：线虫综合实验-2(钩虫、丝虫、旋毛虫)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电教、示教标本、观察标本和技术操作四个部分。 

电教：《钩虫》、《丝虫》、《旋毛虫》 

示教标本：展示两种钩虫成虫大体标本；钩虫卵的镜下形态；班氏微丝蚴和马来

微丝蚴的镜下形态；旋毛虫幼虫囊包的镜下形态。 

观察标本：钩虫卵玻片标本的显微镜下观察，班氏微丝蚴和马来微丝蚴血涂片玻

片标本的镜下观察，旋毛虫幼虫囊包的镜下观察。 

技术操作：炮和盐水浮聚法（示教），厚血膜涂片法，肌肉压片法（示教）。 

2.教学目标 

（1）了解钩虫病、丝虫病和旋毛虫病的流行因素及防治原则。 

（2）熟悉钩虫、丝虫和旋毛虫的寄生部位、感染阶段及致病。 

（3）掌握两种钩虫成虫的形态特点和鉴别要点；掌握钩虫卵的形态特点；掌握

两种微丝蚴的形态特点和鉴别要点；掌握旋毛虫幼虫囊包的形态学特点；掌握钩虫的

首选病原学诊断方法（饱和盐水浮聚法）；掌握微丝蚴常用的诊断方法（厚血膜涂片

法）。 

实验项目 3：吸虫综合实验(华支睾吸虫、布氏姜片吸虫、卫氏并殖吸虫、血吸

虫)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示教标本、观察标本和技术操作三个部分。 

示教标本：华支睾吸虫、布氏姜片吸虫、卫氏并殖吸虫和血吸虫成虫固定标本； 

华支睾吸虫、布氏姜片吸虫、卫氏并殖吸虫和血吸虫虫卵的镜下形态；华支睾吸虫、

布氏姜片吸虫和卫氏并殖吸虫的第一中间宿主，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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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标本：华支睾吸虫、布氏姜片吸虫、卫氏并殖吸虫和血吸虫虫卵玻片标本的

镜下观察；四种吸虫成虫染色标本镜下观察。 

技术操作：毛蚴孵化法（电教）。 

2.教学目标 

（1）了解华支睾吸虫、布氏姜片吸虫、卫氏并殖吸虫和血吸虫的流行因素及防

治原则。 

（2）熟悉四种吸虫的生活史、致病机制及对人体的危害。 

（3）掌握四种吸虫成虫和虫卵的形态特征及常用的病原学和免疫学诊断方法。 

实验项目 4：绦虫综合实验(链状带绦虫、肥胖带绦虫、细粒棘球绦虫、曼氏迭

宫绦虫、微小膜壳绦虫 )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示教标本、观察标本和技术操作三个部分。 

示教标本：猪带、牛带绦虫成虫大体标本；两种带绦虫的成节、孕节的染色标本。

镜下玻片标本：带绦虫卵；微小膜壳绦虫卵；两种带绦虫头节。 

观察标本：带绦虫卵；细粒棘球绦虫棘球蚴砂染色标本片。 

技术操作：两种带绦虫的病原学诊断，猪囊尾蚴压片检查法；猪带绦虫孕节片检

查法（墨汁注射，示教）。 

电教：《猪带绦虫》、《曼氏迭宫绦虫》。 

2.教学目标 

（1）了解猪囊尾蚴对人体的危害、细粒棘球绦虫棘球蚴对人体的危害以及曼氏

迭宫绦虫裂头蚴对人体的危害。 

（2）熟悉囊尾蚴病的常用免疫学检测方法，熟悉包虫病常用的病原学检查方法

及免疫学检测方法，熟悉裂头蚴病常用的免疫学检测方法。 

（3）掌握链状带绦虫和肥胖带绦虫与诊断有关的形态学特征及生活史要点，链

状带绦虫病及囊尾蚴病常用的病原学检查方法；掌握两种带绦虫在形态、生活史、致

病、实验室诊断等方面的主要区别；掌握细粒棘球绦虫棘球蚴、棘球蚴砂的形态特征；

掌握曼氏迭宫绦虫裂头蚴和虫卵的形态特征。 

实验项目 5：原虫综合实验-1(阿米巴、杜氏利什曼原虫、蓝氏贾第鞭毛虫、阴

道毛滴虫) 

1.教学内容 

示教标本：溶组织阿米巴滋养体和包囊；结肠内阿米巴滋养体和包囊（铁苏木素

染色）；贾第虫滋养体和包囊（铁苏木术染色）；利什曼无鞭毛体和前鞭毛体（吉氏染

色）；阴道毛滴虫（吉氏染色）的镜下观察。 

观察标本：溶组织阿米巴滋养体和包囊；结肠内阿米巴滋养体和包囊（铁苏木素

染色）；贾第虫滋养体和包囊（铁苏木术染色）；利什曼无鞭毛体和前鞭毛体（吉氏染

色）；阴道毛滴虫（吉氏染色）的镜下观察。 

技术操作：碘液涂片染色检查溶组织阿米巴的包囊；粪便生理盐水涂片检查滋养

体。 

电教：《阿米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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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溶组织阿米巴、杜氏利氏曼原虫、蓝氏贾第鞭毛虫和阴道毛滴虫的致

病机制及临床表现。 

（2）熟悉溶组织阿米巴、杜氏利氏曼原虫、蓝氏贾第鞭毛虫和阴道毛滴虫的生

活史。 

（3）掌握溶组织阿米巴（滋养体和包囊）、杜氏利氏曼原虫（无鞭毛体和前鞭毛

体）、蓝氏贾第鞭毛虫（滋养体和包囊）和阴道毛滴虫滋养体的形态学特点；掌握溶

组织阿米巴与结肠内阿米巴的形态学鉴别要点；掌握溶组织阿米巴、杜氏利氏曼原虫、

蓝氏贾第鞭毛虫和阴道毛滴虫常用的病原学诊断方法。 

实验项目 6：原虫综合实验-2(疟原虫) 

1.教学内容 

示教标本：间日疟原虫红内期各期形态（薄血膜片、吉氏染色）；恶性疟原虫红

内期环状体、配子体（薄血膜片、吉氏染色）形态。 

观察标本：间日疟原虫红内期各期形态（薄血膜片、吉氏染色）；恶性疟原虫红

内期环状体、配子体（薄血膜片、吉氏染色）形态。 

技术操作：疟原虫的病原学诊断：介绍厚、薄血膜片的制备（示教）。 

电教：《疟原虫》。 

2.教学目标 

（1）了解疟原虫的致病机制及对人体的危害。 

（2）熟悉疟原虫的生活史和常用的免疫学检测方法。 

（3）掌握疟原虫在人体红细胞內各期形态特征及鉴别要点。 

实验项目 7：原虫综合实验-3(弓形虫、隐孢子虫、结肠小袋纤毛虫) 

1.教学内容 

示教标本：弓形虫速殖子、包囊和卵囊的镜下形态（瑞氏染色）；隐孢子虫卵囊

（改良抗酸染色）的镜下形态；结肠小袋纤毛虫包囊和滋养体（铁苏木素染色）的镜

下形态 

观察标本：弓形虫速殖子、包囊和卵囊（瑞氏染色）玻片标本的镜下观察。 

技术操作：弓形虫的病原学诊断（示教）。 

2.教学目标 

（1）了解弓形虫、隐孢子虫和结肠小袋纤毛虫的致病机制及对人体的危害。 

（2）熟悉弓形虫、隐孢子虫和结肠小袋纤毛虫的生活史及常用的血清学检测方

法。 

（3）掌握弓形虫速殖子、包囊和卵囊的形态特征；掌握隐孢子虫卵囊的形态特

征；掌握结肠小袋纤毛虫包囊和滋养体的形态学特征。 

实验项目 8：医学节肢动物实验(蜱、螨、蚊、白蛉、蝇、蚤、虱) 

1.教学内容 

示教标本：按蚊、库蚊、伊蚊成虫针插标本，主要蝇种针插标本，硬蜱、软蜱、

革螨、恙螨幼虫、蠕形螨和疥螨的镜下形态。 

观察标本：硬蜱、软蜱、革螨、恙螨幼虫、蠕形螨和疥螨玻片标本的镜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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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操作：透明胶纸条法自查皮肤蠕形螨。 

2.教学目标 

（1）了解我国主要传病蜱种及所传播的疾病；了解我国主要传病蚊种及所传播

的疾病；了解蝇蛆病的危害。 

（2）熟悉硬蜱、软蜱的主要形态鉴别特征；熟悉蚊生活史各期的形态特征；熟

悉革螨、恙螨的形态学特征；熟悉白蛉成虫的形态特征；熟悉人虱和耻阴虱的形态特

征；熟悉蚤的形态特征。 

（3）掌握蠕形螨的病原学检查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由实验报告考核和实验考试考核组成，占总成绩的百分 25%，其中实验报告考核

占 5%，实验考试考核占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 现有台（套）数 

光学显微镜 120 台 

投影仪 2 台，其中一台灯泡需更换 

台式计算机 2 台 

教学用玻片标本 30 套 

各类大体标本 2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冯一中，诸葛洪祥，徐培君主编，《医学形态学实验指导（一）》，苏州大学出版

社，2004 年。 

2.参考书： 

（1）诸欣平，苏川主编，《人体寄生虫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8 版)，2015 年。 

（2）高兴政主编，《医学寄生虫学》，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第 2 版)，2011 年 

 

 

 

执 笔 人:许  静 

审 批 人:诸葛洪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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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解剖生理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ORAM1001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口腔解剖生理学/Oral anatomy and physioligy） 

课程学时：82                             实验学时：41 

适合专业：口腔专业 

实验室名称: 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口腔解剖生理学》是一门形态和生理功能相联系的学科，实验室实习是口腔解

剖生理学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学生通过雕塑牙齿、髓腔磨片、观察标本等实验，使学

生更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具有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严密细心的工作方法，为临床工

作打好基本技能基础。 

    实验方式及基本要求：实验方式包括雕塑牙齿、髓腔磨片、观察标本。实验基本

要求，要求学生进行实验前认真预习实验教程，复习所学理论，实验中按照操作步骤，

独立思考，进行操作。 

二、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实验学时 每组人数 必开/选开 

1 上颌中切牙的雕刻 综合性 10 10 必开 

2 下颌第一磨牙的雕刻 综合性 10 10 必开 

3 髓腔形态的标本观察 综合性 7 10 必开 

4 
颌面颈部骨骼、肌肉及

颞下颌关节标本的观察 
综合性 7 10 必开 

5 

颌面颈部血管、神经及

口腔蜂窝组织间隙标本

的观察 

综合性 7 10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上颌中切牙的雕刻 

1.教学内容 

一、观察模型和离体牙的基本形态特点： 

1、牙冠：唇面：略呈梯形，观察切缘、近中缘、远中缘、切缘、切角、发育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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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形高点。舌面：中央有舌窝，观察切嵴、近中边缘嵴、远中边缘嵴和舌隆突。近

远中面：似三角形，观察接触区。 

2、牙根：单根，长而直，约等于冠长或稍长。 

二、粗雕蜡块： 

1、将蜡块二等分，用执笔式勾勒出两个梯形即一个为牙冠一个为牙根（如图 1

所示），注意梯形的高度稍大于长度，将多余的蜡块切削掉。 

2、设定冠根的唇舌面和近远中面，分别在唇舌面和近远中面刻画出牙冠和牙根

的大体形态。注意牙冠和牙根的唇面大于舌面，去除多余的蜡块.  

三、细雕上颌中切牙： 

1、雕刻切嵴：在牙冠舌面靠近唇面的切缘处，用握笔式执刀切削少许蜡块，制

造出切嵴。 

2、细雕牙冠各面： 

①唇面：首先使唇面长度略大于宽度，近中缘和切缘直；远中缘短而突；颈缘

呈弧形。其次用雕刀将唇面刮至平整，使其呈弧形，最突点在颈部 1/3 处。最后在

远中切角处用刀柄轻压，使远中切角变圆钝；在切 1/3 处用刀柄轻轻刮出两道发育

沟。唇面的雕刻就完成了。 

②舌面：稍小于唇面。首先在舌面的中央勾勒出一个倒置梯形作为舌窝（注意

梯形不要过大，仅占舌面的 1/3 即可），在舌隆突处梯形的底为―︿‖形。第二步，轻

轻雕去舌窝中央的蜡块，在舌面的中央自然形成一个凹陷，即为舌窝。其周围的突

起分别为近远中边缘嵴、切嵴和舌隆突。使舌隆突处为舌面的外形高点。 

③邻面：均呈三角形，顶为切端，底为颈缘呈―V‖形；远中面较近中面短而突；

用刀柄轻触近远中面以刻画其接触区。 

3、细雕牙根：近似圆锥形，唇面宽于舌面，向根尖逐渐缩小。 

4、吹光：上述操作完成后，再从唇舌向、近远中向再次观察牙体各个面的突度

与比例是否正常。确定后进行最后一步，用气枪将蜡块吹光。将酒精灯点燃，将蜡块

和气枪各放置于酒精灯的一侧，利用火外焰的温度将牙体刨光。即完成最后的操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   蜡块、雕刀、气枪、酒精灯使用 

（2）熟悉   模型牙体和离体牙的解剖特点， 

（3）掌握   上颌中切牙外形的解剖形态特点，雕刻上颌牙。 

实验项目 2：下颌第一磨牙牙冠的雕刻 

1.教学内容 

一、观察模型和离体牙的基本形态特点： 

1、牙冠：颊面：约呈梯形，观察近中缘、远中缘、缘、颈缘、近中颊尖、

远中颊尖、半个远中尖、颊沟、远颊沟、轴嵴和外形高点。舌面：亦呈梯形，观察

各边及近中舌尖、远中舌尖、舌沟和外形高点邻面：约呈四边形，观察接触区。

面：形似―因‖字，观察边缘嵴、牙尖、三角嵴、窝、沟、点隙和斜面。 

2、牙根：双根，为近远中向，近中根大于远中根。 

二、粗雕牙冠： 

1、确定蜡块颊舌面、近远中面、邻面和面，使其近远中径＞颊舌径＞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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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2、粗雕面：①划分面：执笔式拿刀，沿面的近远中向做一直线，将

面二等分为颊舌两面。再将颊侧面大致三等分，远中最小，分别为近中颊尖、远中

颊尖和远中尖所占据的空间。再将舌侧面二等分，分别为近中舌尖、远中舌尖所占

据的空间。②雕刻牙尖：在各个牙尖占据的各自空间内依次雕刻。用执笔式刀刃与

面保持 45°的交角切削出近中颊尖的近舌斜面、远舌斜面、近颊斜面和近舌斜面，

四斜面的交点即为近中颊尖。同上述方法一样雕刻出其余的牙尖，注意远中尖位于

颊面与远中面的交界处。 

3、粗雕牙冠其余各面：颊面：约呈梯形，雕刻各条边及颊沟；舌面：约呈梯

形，雕刻各条边及舌沟；邻面：约呈四边形，雕刻各条边。 

三、细雕牙冠： 

1、面：雕刻发育沟；调整各个牙尖的位置及大小和比例，使得舌尖高锐，

颊尖低钝，近中尖大于远中牙尖，远中尖最小；刻画各个牙尖的三角嵴使其更为清

晰，且远中颊尖三角嵴最长，远中尖三角嵴最短。 

2、颊舌面：使舌面略小于颊面，雕刻各个牙尖的轴嵴和外形高点。 

3、邻面：远中面小于近中面，近中面颊颈角和舌角都为锐角。用刀柄轻压蜡

块以刻画接触区。 

4、吹光：上述操作完成后，再从颊舌向、近远中向面再次观察牙冠各个面的

突度与比例是否正常。确定后进行最后一步，用气枪将蜡块吹光。将酒精灯点燃，将

蜡块和气枪各放置于酒精灯的一侧，利用火外焰的温度将牙体刨光。即完成最后的操

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   蜡块、雕刀、气枪、酒精灯使用 

（2）熟悉   模型牙体和离体牙的解剖特点， 

（3）掌握   上颌中切牙外形的解剖形态特点，雕刻上颌牙。 

实验项目 3：髓腔形态标本的观察 

1.教学内容 

一、 通过录像观看髓腔标本的制作过程，包括磨片法和 X 线片法。 

二、以上颌恒中切牙及上颌第一恒磨牙为例，示教髓腔的各个组成部分。 

1、髓室：包括顶、底、四壁及髓角和根管口，比较上颌恒中切牙和上颌第一

恒磨牙根管口数目的不同。 

2 根管系统：包括根管、管间吻合、根管侧支、根尖分歧、根间分叉及副根

管。结合实体标本和模型标本进行观察。 

三、观察各恒牙髓腔的形态特点：从近远中剖面、唇（颊）舌剖面、横剖面结合

理论所学一一进行观察。这一部分为分组自学内容。 

四、示教乳牙髓腔形态特点：同样以上颌乳中切牙及上颌第一乳磨牙为例讲

解乳牙髓腔形态特点，注意比较与恒牙髓腔形态的差别。  

2.教学目标 

（1）了解：了解髓腔标本的制备方法 

（2）熟悉：模型牙髓腔和离体牙髓腔标本，模型恒牙牙髓腔标本、模型乳牙

牙髓腔标本、离体恒乳牙髓腔标本（包括 X 线片、牙体髓腔切片及髓腔透明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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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髓腔各部的组成、恒牙髓腔的形态特点、乳牙髓腔的基本形态特点。 

实验项目 4:颌面颈部骨骼、肌肉及颞下颌关节标本的观察 

1.教学内容 

一、颅骨： 

（一）示教颅骨的各组成部分： 

1、以整颅为例描述颅骨的各个组成：包括分为面颅骨和脑颅骨。面颅骨有单

一的下颌骨和犁骨；成对的有上颌骨、鼻骨、泪骨、颧骨、腭骨、下鼻甲骨。脑颅

骨只观察蝶骨和颞骨。 

（二）示教上颌骨： 

1、上颌体：包括有四面。前面：观察境界、眶下孔、尖牙窝；后面：境界、

颧牙槽嵴、上颌结节、牙槽孔；上面：眶下沟、眶下管；内面：上颌窦裂孔、翼腭

沟、翼腭管。 

2、四突：即额突、颧突、腭突和牙槽突。腭突：观察切牙孔和腭大孔；牙槽

突：观察牙槽突的内外板和牙槽窝、牙槽嵴、牙槽间隔、牙根间隔。 

3、上颌窦：观察其一尖一底四壁。 

（三）示教下颌骨： 

1、下颌体：分为内外两面、上下两缘。外面：正中联合、颏结节、外斜线、

颏孔；内面：颏棘、内斜线、舌下腺窝、二腹肌窝、下颌下腺窝；上缘：即牙槽突，

观察牙槽突的内外板；下缘：即下颌下缘。 

2、下颌支：分为两突、两面。喙突：呈扁三角形。髁突：观察其上端的关节

面、髁突颈部、关节翼肌窝、下颌切迹；内面：下颌孔、下颌小舌、下颌神经沟、

下颌隆突、下颌舌骨沟、下颌管、翼肌粗隆；外面：咬肌粗隆、外侧隆突、下颌角。 

（四）示教其余颅骨：包括鼻骨、颧骨、腭骨、蝶骨、颞骨和舌骨。熟悉以上各

骨形态及由几部构成。 

二、颞下颌关节：观察关节囊的附着、关节盘大致的分区及三条关节韧带。 

三：颌面颈部的肌肉：主要观察肌肉的起止和纤维方向以分析其

作用。 

（一）表情肌：主要观察口周围肌群，耳周围肌群、眼周围肌群、鼻部肌群作为

理解。分别观察口周围肌群中的口周围肌上组（包括笑肌、颧大肌、颧小肌、提上唇

肌、提上唇鼻翼肌、提口角肌）、口周围肌下组（包括降口角肌、降下唇肌、颏肌）、

口轮匝肌和颊肌。 

（二）咀嚼肌：观察狭义咀嚼肌（包括咬肌、颞肌、翼内肌和翼外肌）、舌骨上

肌群（包括二腹肌、下颌舌骨肌、颏舌骨肌和茎突舌骨肌）。 

（三）颈部肌：观察颈浅肌群（包括颈阔肌、胸锁乳突肌）、舌骨下肌群（包括

肩胛舌骨肌、胸骨甲状肌、胸骨舌骨肌、甲状舌骨肌）。（四）腭咽部肌：观察腭部肌

（包括腭帆提肌、腭帆张肌、腭舌肌、腭咽肌和腭垂肌）、咽部肌（包括咽缩肌和咽

提肌）。 

2.教学目标 

（1）了解颅骨中其余各骨的结构特点，肌肉中颈肌的起止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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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整颅标本、各分散颅骨、颞下颌关节标本、表情肌、咀嚼肌、腭咽

部肌及颈肌标本。 

（3）掌握颅骨中上颌骨和下颌骨的外形特点，颞下颌关节的组成部分，表情

肌、咀嚼肌及腭咽部肌的起止和作用。 

实验项目 5：颌面颈部血管、神经及口腔蜂窝组织间隙标本的观察 

1.教学内容 

一 、颌面颈部的动静脉： 

（一）颈总动脉：观察左右颈总动脉的起始、走行、分支及分叉处两个重要结构

颈动脉窦和颈动脉小球。 

（二）颈外动脉：观察其主干的走行及分支，主要分支有： 

1、甲状腺上动脉：观察起始、走行及分布范围，特别是它的起点。 

2、舌动脉：观察起始、走行、分段及分布范围。 

3、面动脉：观察主干的起始、走行及分布范围，并观察主要分支的走行及分

布范围。 

4、上颌动脉：观察主干的起始、走行、分段及分布范围，并观察各段主要分

支的走行及分布范围。 

5、颞浅动脉：观察起始、走行及分布范围，并观察主要分支的走行及分布范

围。 

6、咽升动脉、耳后动脉、枕动脉：分别观察它们的走行及分布范围。 

（三）颈内动脉：主要观察在颈部的走行。 

（四）颌面颈部的静脉：主要观察静脉的汇入情况。上颌静脉与颞浅静脉汇合成

下颌后静脉，下颌后静脉的前支与面静脉汇合成面总静脉，面总静脉注入到颈内静

脉，而下颌后静脉的后支又与耳后静脉汇合成颈外静脉。 

二、六对脑神经的观察： 

（一）三叉神经：首先观察在颞骨岩部尖端的半月神经节及其前方发出的三个分

支：眼神经、上颌神经和下颌神经。 

1、眼神经：观察其出颅的部位、走行、分支及分布范围。 

2、上颌神经：观察其出颅的部位、走行、分支分段、分布范围。并观察各段

主要分支的走行、分布范围。 

3、下颌神经：观察其出颅的部位、走行、分支、分布范围。并观察前后干主

要分支的走行、分布范围。 

（二）面神经：观察主干的走行和分段。 

1、颅内段：观察其走行、分支及各个分支的分布范围。 

2、颅外段：观察其出颅部位、走行、分支及各个分支的分布范围。 

（三）其余的脑神经：包括舌咽神经、迷走神经、副神经、舌下神经，观察它们

的走行、出颅部位、分支及分布范围。 

三、颌面蜂窝组织间隙： 

（一）在颧弓平面的水平切面上观察的标本： 

1、颊间隙：观察其境界（主要是前后界、内侧界和外侧界）、内容物、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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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咬肌间隙：观察其境界（主要是前后界、内侧界和外侧界）、内容物、交通。 

3、翼下颌间隙：观察其境界（主要是前后界、内侧界和外侧界）、内容物、交

通。 

4、腮腺间隙：观察其境界（主要是前后界、内侧界和外侧界）、内容物、交通。 

5、咽旁间隙：观察其境界（主要是前后界、内侧界和外侧界）、内容物、分部

及交通并观察咽旁前间隙和咽旁后间隙的内容物。 

（二）在矢状切面上观察的标本： 

1、咬肌间隙：观察其境界（主要是内外侧界和上下界）、内容物、交通。 

2、翼下颌间隙：观察其境界（主要是内外侧界和上下界）、内容物、交通。 

3、颞下间隙：观察其境界（主要是内外侧界和上下界）、内容物、交通。 

4、颞间隙：该间隙分为三部，包括颞浅间隙、颞深间隙和颞筋膜间间隙。观察

以上各间隙的境界（主要是内外侧界和上下界）、内容物、交通。 

2.教学目标 

（1）了解除三叉神经、面神经以外的其余脑神经 

（2）熟悉颌面颈部血管神经的走行、分支及分布范围、口腔蜂窝组织间隙的

境界与交通。 

（3）掌握颈外动脉的分支及各分支的走行、分布范围，掌握三叉神经及面神经

的分支及各分支的走行、分布范围，口腔蜂窝组织间隙的境界与交通。熟悉颈内动

脉的各分支及走行。了解颈部静脉的汇入情况，锁骨下动脉的分支，。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1.实验报告 2.解剖操作情况 3.雕牙的优劣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等 占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各颗牙体的标本、口腔颌面、颈部局部解剖标本。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付升旗，口腔解剖生理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2、参考书： 

谢秋菲，牙体解剖与口腔生理学，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5 

赵士杰，皮昕，口腔颌面部解剖学，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5 

皮昕，口腔解剖生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张正治，口腔颌面及颈部临床解剖学图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执 笔 人：张   晔   

审 批 人：夏春林    

完 成 时 间: 201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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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组织病理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ORAM1032      

课程名称：口腔组织病理学/Oral Histology and Pathology        

课程学时：90 学时              实验学时：30 学时 

适用专业：口腔医学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口腔组织病理学是口腔专业临床与基础医学之间的桥梁课，口腔组织病理学知识

是正确认识口腔疾病，进而正确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基础；也是正确认识口腔各组织器

官的结构特点，进而进行合适的口腔检查和治疗操作的基础，因此在口腔医学教育中

占有重要位置。 

口腔组织病理学的实验课的主要目的是学生通过对正常和病理状态下的组织或

器官进行大体形态、光学显微镜、模型、图谱等的观察，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达到

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学生在实验中反复观察组织切片、独立思考、摄图注字，

提高形态学描述和描绘技能；实验中适当加入临床病例讨论的内容，将理论与实践很

好地结合，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综上所述，要求学生在实验

课中注意局部与整体，形态与功能以及基础与临床之间的关系，为以后的临床学习打

下良好地理论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分配 实验类型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口腔颌面部发育及牙的

发育 
3 验证性 1 必开 

2 
牙体组织及 

口腔粘膜 
3 验证性 1 必开 

3 
牙周组织及 

涎腺 
3 验证性 1 必开 

4 牙髓及根尖周炎 1.5 验证性 1 必开 

5 颌骨疾病 1.5 验证性 1 必开 

6 唾液腺疾病 6 综合性 1 必开 

7 口腔颌面部囊肿 2 验证性 1 必开 

8 牙源性肿瘤和瘤样病变 6 综合性 1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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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分配 实验类型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9 
口腔颌面部其他组织来

源的肿瘤及瘤样病变 
4 综合性 1 必开 

  30    

三、实验项目的内容和要求 

实验项目 1：口腔颌面部发育及牙的发育 

1.教学内容 

（1）观察口腔颌面部发育的模型 

（2）观看牙体组织发育录像 

（3）观察牙的发育图谱 

（4） 口腔颌面部及牙发育异常病例讨论 

2.教学目标 

（1）了解牙发育过程中的常见畸形。 

（2）熟悉牙胚发生、组织形成及萌出的过程的组织学特点。 

（3）掌握口腔颌面部发育的一般规律及常见畸形形成原因。 

 

实验项目 2：牙体组织及口腔粘膜 

1.教学内容 

（1）观察牙本质、牙釉质、牙骨质、牙髓图谱 

（2）观察牙纵断、横断磨片、牙髓 H-E 染色、牙周组织示教片 

（3）观察唇、舌及轮廓乳头切片 

2.教学目标 

（1）了解牙骨质、牙髓及牙周膜的生物学特性。 

（2）熟悉口腔粘膜的功能。 

（3）熟悉牙周膜纤维的排列及走行方向。 

（4）掌握牙本质、牙釉质、牙骨质、牙髓的基本组织结构。 

（5）掌握口腔粘膜的基本组织学结构。 

 

实验项目 3：牙周组织及涎腺 

 1.教学内容 

（1）观察牙周组织示教片及图谱 

（2）观察舌下腺、腮腺和下颌下腺切片 

（3）观察小涎腺示教片 

2.教学目标 

（1）了解小涎腺的分类及分布。 

（2）熟悉牙周膜的位置，牙槽骨的轮廓，骨密质和骨松质的分布。 

（3）掌握涎腺的基本组织学结构，各种腺泡和导管的结构特点，以及光镜下三大涎

腺的鉴别方法。 

（4）掌握牙龈的组织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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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4：  

 1.教学内容：牙髓病及根尖周炎 

（1）观察各型根尖周炎的切片（主要为根尖囊肿）的病理切片。 

（2）观看各型牙髓炎、牙髓病、根尖周病的相关病理图谱 

2.教学目标 

（1）了解牙髓病的病因及牙髓变性的组织学改变。 

（2）熟悉根尖周炎的病因及临床表现及急性根尖周炎的病理变化。 

（3）掌握慢性根尖周炎的病理变化发展过程（包括慢性根尖脓肿、根尖肉芽肿、根

尖囊肿）。 

（4）掌握各型牙髓炎的病理变化。 

 

实验项目 5：  

 1.教学内容：颌骨疾病 

（1）观察颌骨骨纤维异常增殖症的切片。 

（2）观察骨髓炎、巨颌症、骨巨细胞肉芽肿、郎格罕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以及骨

肉瘤等疾病的病理图谱 

2.教学目标 

（1）了解骨髓炎的病理变化和临床表现。 

（2）熟悉巨颌症骨髓炎、郎格罕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的病理变化和临床特点。 

（3）掌握颌骨骨纤维异常增殖症、骨巨细胞肉芽肿的病理变化和临床特点。 

 

实验项目 6：  

 1.教学内容：唾液腺疾病 

（1）首先给出一个涎腺良性肿瘤的临床病例让学生进行讨论，初步得出可能的诊断；

再观察涎腺常见良性肿瘤（多形性腺瘤，Warthin 瘤等）的组织切片，结合病

理变化，进一步进行确诊。 

（2）首先给出一个涎腺恶性肿瘤的临床病例让学生进行讨论，初步得出可能的诊断；

再观察涎腺常见恶性肿瘤（粘液表皮样癌，腺样囊性癌）的组织切片，结合其

病理变化，进一步进行确诊。 

（3）观察上皮-肌上皮癌，不同类型的多形性腺瘤，粘液表皮样癌，Warthin 瘤，腺

样囊性癌、腺泡细胞癌的组织切片。 

（4）观看涎腺良、恶性肿瘤的大体标本的病理学图谱。 

2.教学目标 

（1）了解基底细胞腺瘤等其他肿瘤的病理特点。 

（2）熟悉熟悉腺淋巴瘤、腺泡细胞癌与恶性多形性腺瘤的临床特点、病理变化、生

物学特性和组织发生 

（3）掌握涎腺常见的恶性肿瘤（粘液表皮样癌，腺样囊性癌）的病理变化及临床症

状。 

（4）掌握涎腺常见的良性肿瘤（多形性腺瘤）的病理变化及临床表现。 

（5）掌握涎腺舍格林氏综合征病理变化和临床表现。 

 



 

 638 

实验项目 7：口腔颌面部囊肿 

 1.教学内容 

（1）观察口腔颌面部囊肿（含牙囊肿，粘液囊肿等）的切片。 

（2）观看口腔颌面部囊肿的大体标本图谱。 

2.教学目标 

（1）了解口腔颌面部囊肿的分类。 

（2）熟悉鳃裂囊肿，甲状舌管囊肿的病理变化及临床表现。 

（3）掌握含牙囊肿和粘液囊肿的组织发生、病理变化及临床表现。 

 

实验项目 8：牙源性肿瘤和瘤样病变 

 1.教学内容 

（1）首先进行临床病例讨论，形成初步概念，再观察相应的组织切片，结合病理变

化，做出诊断。 

（2）观察不同类型的成釉细胞瘤，牙源性囊性瘤，牙源性腺样瘤，成牙骨质细胞瘤

的组织切片。 

（3）观看牙源性肿瘤和瘤样病变的大体标本图谱。 

2.教学目标 

（1）了解其他牙源性肿瘤的临床特点、病理特点、组织发生和生物学特性。 

（2）熟悉牙骨质瘤及牙瘤的临床特点及病理变化。 

（3）掌握成釉细胞瘤，牙源性囊性瘤的病理变化及临床表现。 

 

实验项目 9：口腔颌面部其他组织来源的肿瘤及瘤样病变 

 1.教学内容 

（1）首先进行临床病例讨论，形成初步概念，再观察相应的组织切片，结合病理变

化，做出诊断。 

（2）观察鳞癌，血管瘤，不同类型的牙龈瘤，恶性黑色素瘤，肉瘤等组织切片。 

（3）观看口腔颌面部其他组织来源的肿瘤及瘤样病变的图谱。 

 

2.教学目标 

（1）了解鳞状细胞乳头状瘤、乳头状增生、脉管瘤等的病理变化。 

（2）熟悉嗜酸性淋巴肉芽肿的病理性质临床表现和病理变化。 

（3）掌握鳞癌、牙龈瘤、化脓性肉芽肿的病理性质、临床特点和病理变化。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电子版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一: 填图-口腔颌面部及牙的发育 

实验报告二: 互动实验室的数码显微镜下采集   味蕾及轮廓乳头 

实验报告二: 互动实验室的数码显微镜下采集   三大涎腺典型结构 

实验报告四：互动实验室的数码显微镜下采集   根尖囊肿、骨纤维异常增殖症 

实验报告五：互动实验室的数码显微镜下采集   多形性腺瘤，warthin瘤 

实验报告六：互动实验室的数码显微镜下采集   粘液表皮样癌，腺样囊性癌或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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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细胞癌 

实验报告七：互动实验室的数码显微镜下采集   含牙囊肿，牙源性角化囊性瘤 

实验报告八：互动实验室的数码显微镜下采集   成釉细胞瘤，牙源性腺样瘤 

实验报告九：互动实验室的数码显微镜下采集   牙龈瘤，血管瘤 

以上实验报告均采用互动实验室的数码显微镜下采集图片后进行电子版的实验报

告，要求病变典型并进行标注，病理变化还要求进行文字描写，得出病理诊断。 

2、 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按学生电子版实验报告评分、学生上课的具体表现及学生

实验切片考试。 

（2）实验总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其中平时表现为 10%，实验考试为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数码互动实验室：64 位/ 每室，共 3 室 

1、捷达互动显微系统软件                     1 套/每人      

2、教师用计算机  清华同方 超越 E380           1 台/每室 

3、学生用计算机  清华同方 超越 E200           1 台/每人 

4、数码显微镜    CX21                        1 台/每室 

5、数码显微镜    CX31                        1 台/每人 

6、组织切片                                   1 套/每人 

 

六、教材及参考书 

(k) 教材：于世凤主编，口腔组织学与病理学（第七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11 

(l) 参考书： 

（1）张震康,樊明文,傅民魁主编，现在口腔医学，科学出版社，2003 

（2）章魁华,于世凤主编，实验口腔病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 

（3）于世凤,高岩主编，口腔组织学与病理学，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5 

（4）郑麟蕃,吴奇光主编，口腔病理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5）Avery JK，Oral development and histology 3th， New York，Theme 2002 

（6）Soames JV, Southam JC. Oral Path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K. 

1998. 

（7）巴尼斯等著，刘红刚等译， Pathology and Genetics of Head and Neck Tumours. 世

界卫生组织肿瘤分类：头颈部肿瘤病理学和遗传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6 

（8）Ten Cate's Oral Histology. 6 ed - Development,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ntonio 

Nanci. 2003.  

 

执笔人：邓敏   李颖   

                                            审批人：郭玲玲 陈永珍 

                                            完成时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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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生理学（生理学部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PHAR1007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解剖生理学实验/ Anatomical Physiology Experiment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医学检验、护理学、生物制药、中药学、药学等本科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知识点为国家医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内容组份。实验课内容覆盖主要的生

理学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开放性实验等，实验共计 10 项，其中

基础性（演示、验证）实验 9 个（90%），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1 个（10%），若干

开放性实验。 

教学目标在于通过实验，加深学生对生理学基础理论的认识，同时，在实验

中，培养学生独立操作的能力、创新思维的能力和知识应用的能力。 

以提高学生生理学的基本研究技术（软件设置、溶液配制、动物捉拿、麻醉固

定、标本制备、静脉注射、动脉插管、病理模型建立、数据处理、结果分析等）和综

合使用实验方法的能力为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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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生理学实验总论； 

② 生理实验生物信息采集

系统介绍； 

③ 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的

制备。 

验证性 

① 1 

② 1 

③ 2 

2~3 必修 

2 

① 反射时测定； 

② 反射弧分析； 

③ 心音听诊； 

④ 人体动脉血压测定。 

验证性 

① 1 

② 1 

③ 1 

④ 1 

2~3 必修 

3 
① 微循环观察； 

② 骨骼肌单复合收缩。 
验证性 

① 1 

② 3 
2~3 必修 



 

 641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4 
呼吸运动的调节、呼吸功能

障碍及药物的解救作用。 

综合性、 

设计性、 

创新性。 

4 4~5 必修 

5 

实验操作考核（选择其一） 

① 制备坐骨神经腓肠肌标

本，并检查其兴奋性； 

② 动物麻醉与固定； 

③ 气管插管及迷走神经分

离； 

④ 动脉插管及交感神经分

离； 

⑤ 骨骼肌单复合收缩。 

验证性 2 1 必修 

6 ＡＢＯ血型鉴定。 开放、验证性 1 2 选修 

7 

蛙心心搏起源分析与心肌

的期前收缩和代偿性间

歇。 

开放、验证性 1 1 选修 

8 家兔减压神经放电。 开放、综合性 2 2 选修 

9 人体心电图描记与分析。 开放、验证性 2 2 选修 

10 
血浆胶体渗透压改变在水

肿发生中的作用。 
开放、设计性 4 4~5 选修 

11 
药物对在体、离体血管条

平滑肌张力的影响 
开放、综合性 4 4~5 选修 

12 
胰岛素对家兔、小白鼠引

起的降血糖作用实验 
开放、综合性 2 4~5 选修 

13 
有关药物离体蛙心灌流效

应的观察 
开放、综合性 2 4~5 选修 

注：为适应实验室开放和学生自选实验，以及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学

生利用课余时间可完成上述实验（6~13）选修项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生理学实验总论、生物信息采集系统介绍及蟾蜍坐骨神经腓肠肌标

本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实验总论介绍；MedLab 实验系统软件的使用；制备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并检

查其兴奋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生理实验室规章制度、注意事项及实验安排； 

（2）熟悉生理实验计算机系统的硬件和软件配置及其应用； 

（3）掌握制备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的基本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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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反射观察、心音听诊与人体动脉血压测定 

1.教学内容 

制备脊蟾蜍，不同浓度硫酸溶液分别测定反射时；观察反射弧的完整性与反射

活动的关系；不同部位听取第一、第二心音，辨别二者及意义；用水银柱式检压计和

听诊器测定收缩压和舒张压数值。 

2.教学目标 

（1）了解听诊器及各式血压计的组份及作用； 

（2）熟悉反射时测定和反射弧分析的方法。 

（3）掌握听诊器及各式血压计的应用。 

实验项目 3：微循环特点与骨骼肌单复合收缩 

1.教学内容 

观察蛙肠系膜微循环的血流特点；用不同频率的电刺激作用于坐骨神经腓肠肌标

本，观察刺激频率和收缩反应之间的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微循环的血流特点和强直收缩形成的过程； 

（2）熟悉刺激频率与骨骼肌收缩形式的关系。 

（3）掌握骨骼肌机械收缩的基本实验方法。 

实验项目 4：呼吸运动的调节、呼吸功能障碍及药物的解救作用 

1.教学内容 

观察各种因素对呼吸运动的影响及呼吸运动时胸膜腔负压的变化；学习呼吸功能

障碍模型的建立及药物的解救作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呼吸功能障碍及药物的解救途径； 

（2）熟悉胸膜腔负压的生理意义； 

（3）掌握呼吸运动的生理特性及其影响因素。 

实验项目 5：实验操作考核 

1.考核内容（选择其一） 

制备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并检查其兴奋性；动物麻醉与固定；气管插管及迷走

神经分离；动脉插管及交感神经分离；骨骼肌单、复合收缩。 

2.教学目标 

（1）了解一般生理实验的试剂配制和仪器使用； 

（2）熟悉生理实验中两栖类、哺乳类一般手术操作的注意事项及实验步骤； 

（3）掌握生理实验中两栖类、哺乳类一般手术操作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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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ＡＢＯ血型鉴定 

1.教学内容 

双凹玻片上滴加抗Ａ、抗Ｂ血清；指尖消毒、采血；区分凝集、血凝；观察判定

血型。 

2.教学目标 

（1）了解ＡＢＯ血型鉴定的意义； 

（2）熟悉ＡＢＯ血型的测定原理； 

（3）掌握ＡＢＯ血型的鉴定方法。 

实验项目 7：蛙心心搏起源分析与心肌的期前收缩和代偿性间歇观察 

1.教学内容 

观察正常心肌收缩曲线；观察心脏在不同强度、频率刺激下的收缩活动；电刺激

引发期前收缩和代偿性间歇；结扎法观察心脏正常起搏点。 

2.教学目标 

（1）了解蛙心心搏起源分析的方法和机制； 

（2）熟悉心肌有效不应期的机制、特点与意义； 

（3）掌握蛙心收缩的记录方法，观察刺激频率对心肌兴奋性的影响。 

实验项目 8：家兔减压神经放电 

1.教学内容 

麻醉后行一侧颈总动脉插管以记录血压；分离一侧减压神经，安放引导电极以观

察和记录其放电活动；观察药物对其放电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哺乳类减压神经放电的特征； 

（2）熟悉减压神经放电与动脉血压间的关系； 

（3）掌握引导减压神经放电的电生理学方法。 

实验项目 9：人体心电图描记与分析 

1.教学内容 

将测量电极放置在人体表面一定部位；记录心脏电变化曲线（心电图）；辨认各

波、段、间期及含义。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体心电图描记方法及其临床应用； 

（2）熟悉正常心电图各波、段、间期的形态特点； 

（3）掌握正常心电图各波、段、间期的生理意义。 

实验项目 10：血浆胶体渗透压改变在水肿发生中的作用 

1.教学内容 

蟾蜍离体下肢灌流标本的制备；实验系统设置；灌流装置的连接；中分子右旋糖

苷溶液灌流；任氏液灌流；测量张力曲线实验数据，比较数据，讨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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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蟾蜍下肢灌流标本的制备和复制实验性水肿的方法； 

（2）熟悉组织水肿的常见病因，观察血浆胶渗压降低对水肿形成的影响； 

（3）掌握血浆胶体渗透压的生理意义。 

实验项目 11：药物对在体、离体血管条平滑肌张力的影响 

1.教学内容 

动物手术操作；实验记录装置连接；实验系统设置；观察正常血压曲线；观察药

物影响曲线；制作离体主动脉条，描记其正常张力曲线；观察药物对其张力曲线影响；

分析张力曲线实验数据。 

2.教学目标 

（1）了解哺乳类离体主动脉条的制备方法； 

（2）熟悉一般哺乳类动物手术操作的基本步骤； 

（3）掌握去甲肾上腺素、乙酰胆碱对血压及血管平滑肌收缩的影响机制，学会

离体血管条张力的测量、分析。 

实验项目 12：胰岛素对家兔、小白鼠引起的降血糖作用观察 

1.教学内容 

观察胰岛素所致家兔低血糖抽搐及其救治；观察胰岛素所致小鼠低血糖抽搐及其

救治。 

2.教学目标 

（1）了解哺乳类低血糖的一般表现； 

（2）熟悉胰岛素的主要临床应用； 

（3）掌握胰岛素的降血糖作用及其机制。 

实验项目 13：有关药物离体蛙心灌流效应的观察 

1.教学内容 

蟾蜍离体蛙心制备；实验系统设置；灌流装置的连接；记录正常心搏曲线；NaCl

对其作用；CaCl2 对其作用；KCl 对其作用；肾上腺素对其作用；乙酰胆碱对其作用；

酸碱对其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蟾蜍离体蛙心的制备方法； 

（2）熟悉离体蛙心的灌流技术； 

（3）掌握上述药物对离体蛙心心率和收缩跳动的作用及其机制。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考核方式 

（1）实验考核方式由三项组成：实验报告考核、实验操作考核和实验理论考核。 

（2）实验报告考核占生理学实验成绩的 34%，实验操作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33%，实

验理论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33%；三项实验考核成绩的合计占生理学课程总成绩的

30%。每项考核均备有明确的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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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求 

（1）每项实验考核要求学生独立按时、按质完成和提交。 

（2）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实验对实验报告要求按时完成，书写的内容包括： 

① 实验标题 

② 一般内容：包括班级、姓名、同组者、日期 

③ 实验原理及目的 

④ 实验对象（或标本） 

⑤ 实验结果（实验曲线、数据、表格及注释） 

⑥ 结果讨论（描述结果、分析结果；或描述并分析结果，实验体会或心得） 

⑦ 结论（应分条列出，力求概括、简明） 

⑧ 参考文献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PC 机 24 台 

2. MedLab 生理实验系统 24 套 

3. 刺激器 24 套 

4. 肺量机 3 台 

5. 心电图机 3 台 

6. 压力换能器 50 套 

7. 张力换能器 50 套 

8. 哺乳类手术器械 25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 

谢可鸣等, 《机能实验学》（双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3 月. 

2. 参考书：………… 

（1）于海玲著译, 《医学机能实验学》,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6 月. 

（2）严杰著译, 《医学机能学实验教程》,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0 年 3 月. 

（3）白波、刘善庭主编, 《医学机能学实验教程》, 第 2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 7 月. 

（4）解景田 等主编, 《生理学实验》, 第 3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5）朱大年、王庭槐主编, 《生理学》, 第 8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 3 月. 

（6）姚泰主编, 《生理学》, 第 2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 8 月. 

 

 

执 笔 人：王琳辉   

审 批 人：王国卿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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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五）》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PHAR1008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生物化学 / Experi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24 

适用专业：药学﹑生物技术（生物制药）﹑中药学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纵观学科发展历史，糖、脂肪、

蛋白质三大物质研究的发展，均是在实验研究基础上建立，近代分子生物学的奠基石

之一的双螺旋结构学说更是在众多实验成果以及 Watson 和 Crick 研究总结的基础上

提出的，很难设想没有实验研究，生化及分子生物学会发展成今天的生物医学学科的

领头羊地位。 

生化实验教学与其它学科相比，在教学中所占比例还算较多，但与美国、日本等

国相比，所占比重就很少，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现有实验学时数，打破传统的以验证

性实验为主的框架，建立新的实验比例，即验证性、综合性、设计性比例为 4、4、2，

使学生在掌握基本实验技术的基础上，动手操作一些综合性的大实验，最后学生、老

师共同设计一部分实验条件和时间允许的开发学生智力和动手能力的设计性实验，并

制定一套严格的实验考核制度，激发学生实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学生对实验的

综合分析能力。 

在实验内容方面，结合学生专业的不同开设有针对性的实验，使学生能结合自己

所学专业去论证每一个实验结果。以往，由于学科的单一，生化实验内容基本处于不

变的状况，而如今生化实验已面向临床医学、药学（包括中药和生化制药）、生物技

术、影像、儿科、护理、口腔、法医、放射、检验、七年制和硕士生等专业的学生。

所以说生化实验几乎涵盖了所有与医学有关的实验，可见它的重要性非同一般，这就

需要我们花更多的精力、分门别类，开设适应各专业、各年制的实验，特别是对七年

制和硕士生需要开设大量的有关分子生物学的实验，使其所学的东西真正符合它的高

层次的学历。我们基本设想分为基础实验与专业相关实验、专业与基础相结合，实验

比例为 4：3：3，并从原有的酶、蛋白质、核酸三大类，细分为具体的十一大章节。 

具体为临床医学：开设血清 γ 球蛋白的分离及纯度鉴定。药学专业：开设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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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酶的提取、比活性及 Km 值的测定。生物技术专业：开设酵母双杂交、质粒 DNA

的提取、纯化及鉴定。七年制放射医学、临床专业及研究生基本以综合性实验为主：

质粒 DNA 的提取、纯化和鉴定；RT-PCR 扩增技术、Western 印迹技术、HPLC 技术

及蛋白质双向电泳技术等，以保证综合性实验占总实验的 30%以上。并尝试一个实验

室对学生随时开放，并安排一位老师指导学生实验，让学生自己取材，并从酶类、蛋

白质类、核酸类、糖类、脂类，维生素类等方向设计实验，开阔学生的思路，培养他

们的动手能力，发现新现象，并鼓励他们早出成果，早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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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操作法 验证性 4 2 必修 

2 
酶的特异性和影响酶活性的

因素 
验证性 4 2 必修 

3 氨基酸的薄层层析 验证性 4 2 必修 

4 Folin-酚试剂法测定蛋白质 验证性 4 2 选修 

5 
丙氨酸转氨酶(A1anine 

transaminase,ALT)活性测定 
验证性 

 

4 

 

2 
选修 

6 
碱性磷酸酶的纯化及比活性

和 Km 值的测定 
设计性 8 2 选修 

7 
血清球蛋白分离与纯度鉴

定（一） 
综合性 4 2 选修 

8 
血清球蛋白分离与纯度鉴

定（二） 
综合性 4 2 选修 

9 
脂蛋白的分离、提纯和电泳鉴

定（一） 
创新性 4 2 选修 

10 
脂蛋白的分离、提纯和电泳鉴

定（二） 
创新性 4 2 选修 

11 
细胞核的分离、纯化和核酸含

量的测定（一） 
综合性 4 2 必修 

12 
细胞核的分离、纯化和核酸含

量的测定（二） 
综合性 4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基本操作法 

1.教学内容 

了解实验室基本操作和各项规章制度。正确使用吸量管、离心机、分光光度计，

书写实验报告。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室基本操作和各项规章制度。 

（2）熟悉移液管、离心机、分光光度计的使用。 

（3）掌握正确使用吸量管、离心机、分光光度计，书写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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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酶的特异性和影响酶活性的因素 

1.教学内容 

以唾液淀粉酶为例，通过不同的颜色反应来验证其在不同温度，pH 值条件下，

水解淀粉的活力大小，以及氯离子、铜离子对酶活力的提高和抑制作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温度、pH、无机离子对酶催化活性的影响。 

（2）熟悉并加深对酶的化学本质的认识。 

（3）掌握唾液淀粉酶在不同温度，pH 值条件下，水解淀粉的活力大小，以及

氯离子、铜离子对其酶活力的影响。 

实验项目 3：氨基酸的薄层层析 

1.教学内容 

在制备好的薄层板上点样，利用各种氨基酸结构和性质的不同，及其在吸附剂

表面的吸附能力的各异，分离氨基酸，并通过茚三酮反应显色作鉴别。 

2.教学目标 

（1）了解层析分离技术和基本概念。 

（2）熟悉用层析技术分离不同物质的原理。 

（3）掌握薄层层析的基本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4：Folin-酚试剂法测定蛋白质 

1.教学内容 

利用蛋白质-铜络合物还原 Folin 试剂，生成深蓝色的化合物，且颜色深浅与蛋

白质的含量成正比关系的关系，绘制标准曲线来测定样品蛋白质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样品中测定蛋白质含量的基本方法和原理。 

（2）熟悉 Folin-酚试剂法测定蛋白质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利用公式和绘制标准曲线来测定样品蛋白质含量。 

实验项目 5：丙氨酸转氨酶(A1anine transaminase,ALT)活性测定 

1.教学内容 

利用血清中 ALT 作用于丙氨酸和 α-酮戊二酸，生成丙酮酸和谷氨酸。丙酮酸与

2,4-二硝基苯肼作用，生成丙酮酸二硝基苯腙，其在碱性溶液中显红棕色的原理。根

据其深浅来反映出血清中 ALT 活性的强弱。 

2.教学目标 

（1）了解血清 ALT 的测定原理及意义。 

（2）熟悉 ALT 活性强弱的临床意义及临床诊断指标。 

（3）掌握血清中 ALT 作用于丙氨酸和 α-酮戊二酸，生成丙酮酸和谷氨酸的过

程。 

实验项目 6：碱性磷酸酶的纯化及比活性和 Km 值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以碱性磷酸酶为例，掌握酶提取纯化的方法和技术。并测定不同浓度底物时酶

的活性，再根据双倒数（Lineweaver-Burk 二氏法）作图，计算其 Km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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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并学习作图法求 AKP 的 Km 值。 

（2）熟悉从生物样品中提取分离纯化酶的一般方法。 

（3）掌握碱性磷酸酶（AKP）比活性的测定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7,8：血清球蛋白分离与纯度鉴定 

1.教学内容 

使用盐析法分离血清球蛋白。用葡萄糖凝胶 G25 进行蛋白质的纯化。 使用醋

酸纤维素薄膜电泳法进行蛋白质的鉴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层析原理。 

（2）熟悉蛋白质的基本提取方法和测定人血清中各种蛋白质的相对百分含量。 

（3）掌握层析和醋酸纤维素薄膜电泳操作技术。 

实验项目 9,10：脂蛋白的分离、提纯和电泳鉴定 

1.教学内容 

分离血清中的 HDL， 用抽提液提取胆固醇。利用显色液和浓硫酸与胆固醇作

用生成紫红色化合物，与同样处理的标准液进行比色测其含量，并通过电泳鉴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脂蛋白分离及定量测定的原理与方法。 

（2）熟悉化学沉淀方法的操作过程，以及各类脂蛋白的临床意义。 

（3）掌握 HDL 提取、分离和电泳鉴定技术。  

实验项目 11,12：细胞核的分离、纯化和核酸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使用离心技术，从新鲜大鼠肝细胞中分离细胞质和细胞核，并分别提取细胞质

和细胞核水解液中的 RNA 和 DNA，绘制 RNA 和 DNA 的标准曲线，通过比色获得

细胞质和细胞核水解液中的 RNA 和 DNA 的含量及比值。 

2.教学目标 

（1）了解 DNA 和 RNA 在细胞中的分布。 

（2）熟悉测定 DNA 和 RNA 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细胞核的分离和纯化的一般原理和操作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操作考试在实验内容结束后统一进行。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根据参加实验情况（10%）、实验报告成绩（60%） 

和实验操作考查结果（30%）等综合评分。实验成绩约占期末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722 型分光光度计 12 台 

2. 水浴箱 3 台 

3. 试管及试管架 1 套/2 人 

4. 离心机 1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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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泳仪 6 台 

6. 吸量管 1 套/2 人 

7. 层析缸              70 个 

8. 微量注射器             10 个 

9. 移液器                  50 把 

10.电泳槽                  12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徐岚、钱晖 科学出版社、2014 

   2.参考书： 

（1）查锡良主编 生物化学 第七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2）吴士良主编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第二版 科学出版社 2009 

（2）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吴士良、钱晖、周亚军 徐岚 科学出版

社 2009 

（4）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 贡成良、曲春香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9 
                                        

 

 

执 笔 人：徐   岚   

审 批 人：张艳岭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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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PHAR1009                   课程学分：3.00 

课程名称（中/英）：  Microbiology II 

课程学时： 44                           实验学时：28 

适用专业：药学、生物技术（生物制药）、中药学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微生物学实验课是微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习微生物课程的一个重要环

节。通过实验能加深学生对微生物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培养学生认真从事科学

实验的能力、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作风。

使学生掌握无菌操作技术、细菌染色及形态观察、细菌人工培养法和血清学检测等基

本的微生物学方法和技能；熟悉药品的微生物学检查方法；熟悉病毒、真菌等其它微

生物的培养、形态观察、血清学检测。                         

通过系列的实验操作，要求学生能较熟练地掌握研究微生物的基本方法，通过具

体观察不同标本，进行各项操作，分析实验结果，完成实验作业各环节，配合课堂讲

授，以验证和巩固微生物学的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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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特异性免疫、抗原抗

体反应 
验证性演示性 3 1 必修 

2 
细菌形态与结构的检

查法 
验证性演示性 3 1 必修 

3 
细菌的培养法及细菌

代谢产物的检查 
综合性 3 1 必修 

4 

细菌的分布、理化因素

及生物因素对微生物

的影响 

验证性演示性 3 4 必修 

5 药品中沙门菌的检查 设计性 5 2 必修 

6 
土壤中放线菌的分离

与纯化 
综合性 4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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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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化脓性球菌 验证性演示性 3 1 必修 

8 

结核分枝杆菌、

厌氧芽胞梭菌及其他

微生物 

验证性演示性 3 1 必修 

9 放线菌、病毒及真菌 验证性演示性 3 1 必修 

10 
药（食）品中细菌总数

的测定 
综合性 4  必修 

11 
中草药成药（口服液、

蜜丸）的微生物检测 
综合性 4  选修 

12 
口服药物的病原性细

菌的检测 
综合性 3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非特异性免疫、抗原抗体反应 

1.教学内容 

（1）实验室规则介绍 

（2）示教：火箭电泳  双扩、单向扩散试验 

（3）示教：大、小吞噬现象观察 

（4）对流免疫电泳（自做）电泳板学生自浇  1 片/2 人 

2.教学目标 

（1）了解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的机制和体外抗原抗体反应的原理和常用方

法。 

（2）熟悉实验室规则。 

（3）掌握血清学反应的操作和结果判断。 

实验项目 2：细菌形态与结构的检查法 

1.教学内容 

（1）显微镜的使用原理及方法。 

（2）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革兰染色（自做）。 

     （3）播放细菌涂片制作录像。 

（4）特殊结构（示教）：鞭毛、芽胞、螺形菌、荚膜。  

 

2.教学目标 

（1）了解革兰染色法原理。 

（2）熟悉染色标本的制备过程。 

（3）掌握革兰染色原理、方法及其结果判断等有关知识，掌握细菌的基本形态

及特殊结构，掌握油镜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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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细菌的培养法及细菌代谢产物的检查 

1.教学内容 

（1）介绍常用培养基（基础培养基、血琼脂平板、SS 平板、庖肉培养基）。 

（2）示教：细菌代谢产物检查（糖发酵、吲哚、尿素酶、硫化氢试验及色素产

生、氧化酶、触酶试验，各 1 套/ 桌。 

（3）播放四种培养基接种的操作录像，学生操作：细菌接种（肉汤、斜面、半

固体、平板）。 

（4）播放无菌检验和微生物检查操作规范 I 录像。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用培养基的营养组成及用途。 

（2）熟悉基础培养基应具备的条件及其制备方法、无菌检验和微生物检查操作

规范。 

（3）掌握无菌操作技术及各种接种方法。掌握微生物鉴定中常用的几种生化反

应原理及结果判断方法。 

实验项目 4：细菌的分布、理化因素及生物因素对微生物的影响  

1.教学内容 

（1）细菌分布（自做）：咽喉、土壤、空气、手指的细菌检查。 

（2）紫外线杀菌试验（自做）。  

（3）药物敏感试验（自做）。  

（4）化学消毒剂抑菌试验（自做）。  

（5）消毒仪器（高压锅、煮沸消毒器、过滤除菌器、干热灭菌器）参观介绍 

显微镜的使用原理及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自然界中的细菌存在、细菌芽胞的抵抗力、常用化学消毒剂对细菌的

抑菌作用。 

（2）熟悉不同环境中微生物的检查方法。 

（3）掌握微生物学实验中常用的消毒灭菌方法，掌握抗菌药物敏感试验的常用

方法及其用途。 

实验项目 5：药品中沙门菌的检查 

1.教学内容 

（1）接种 S-S 平板。 

（2）接种克氏双糖培养基。 

     （3）培养基接种：甘露醇、尿素、半固体、蛋白胨水 （自做）。 

（4）革兰染色、玻片凝集试验。 

（5）观看录像：无菌检验和微生物检查操作规范 II。 

2.教学目标 

（1）了解药品中沙门菌检查的意义。 

（2）熟悉微生物检查操作规范。 

（3）掌握药品中沙门菌检查的原理、方法及其结果判断等有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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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土壤中放线菌的分离与纯化 

1.教学内容 

（1）高氏一号合成培养基的制备。 

（2）土壤中放线菌的分离。 

     （3）菌种纯化。 

（4）抗生素抑菌试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放线菌在抗生素生产中的意义。 

（2）熟悉放线菌的生长特性。 

（3）掌握土壤中放线菌的分离纯化技术、产生的抗生素检测等技术，掌握合成

培养基，选择培养基的制备方法。 

实验项目 7：化脓性球菌 

1.教学内容 

（1）操作：血浆凝固酶试验（试管法）。 

（2）示教：甲、乙型链球菌在血平板上的菌落形态及溶血观察。 

（3）示教：淋病奈瑟菌及链球菌形态观察。 

（4）示教：葡萄球菌三种菌落形态观察。 

2.教学目标 

（1）了解游离血浆凝固酶和结合血浆凝固酶的作用原理。 

（2）掌握化脓性球菌的形态特征及鉴别方法，掌握血浆凝固酶试验（试管法）

的操作方法及结果观察。 

实验项目 8：结核分枝杆菌、厌氧芽胞梭菌及其他微生物 

1.教学内容 

（1）示教：结核分枝杆菌、产气荚膜梭菌、破伤风梭菌、肉毒梭菌、支原体菌

落、梅毒螺旋体、恙虫病立克次体、奋森螺旋体形态观察。 

（2）操作：镀银染色检查口腔中螺旋体。  

2.教学目标 

（1）了解四体（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体、螺旋体）的差异。 

（2）熟悉抗酸染色方法、破伤风梭菌在药品的微生物学质量检查中的意义。 

（3）掌握结核杆菌、产气荚膜梭菌、破伤风梭菌、肉毒梭菌、支原体菌落、梅

毒螺旋体、恙虫病立克次体的形态特征，掌握镀银染色法。 

实验项目 9：放线菌、病毒及真菌 

1.教学内容 

（1）示教：放线菌形态观察。 

（2）示教：正常细胞、病变细胞（CPE）、狂犬病毒的内基小体。 

（3）真菌三种菌落形态观察、白假丝酵母菌（厚膜孢子）、新生隐球菌（荚膜）、

石膏样小孢子菌（大分生孢子）观察。 

     （4）操作：白假丝酵母菌芽管形成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用的病毒分离培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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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细胞培养接种病毒的方法及病变观察、白假丝酵母菌芽管形成实验方

法。 

（3）掌握观察真菌形态结构特征的常用方法、真菌的菌落特征、个体形态及其

繁殖方式。 

实验项目 10：药（食）品中细菌总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测定药（食）品中细菌总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定供试样品中细菌总数的两种方法。 

（2）熟悉平皿法测定供试样品中细菌总数的影响因素。 

（2）掌握平皿法测定供试样品中细菌总数及结果判断。 

实验项目 11：中草药成药（口服液、蜜丸）的微生物检测 

1.教学内容 

（1）测定中草药成药（口服液、蜜丸）中细菌、霉菌、酵母菌总数——平皿菌

落计数法。 

（2）中草药成药（口服液、蜜丸）中大肠杆菌的检查。 

2.教学目标 

（1）了解灭菌药物的无菌检查及其他药物的微生物限量检查方法。 

（2）熟悉平皿法测定细菌、霉菌、酵母菌总数所用培养基。 

（2）掌握口服药物的微生物限量检查方法。 

实验项目 12：口服药物的病原性细菌的检测 

1.教学内容 

（1）S-S 平板菌落鉴别。 

（2）接种克氏双糖铁培养基。 

（3）玻片凝集反应。 

（4）三种葡萄球菌菌落的比较。 

（5）白假丝酵母菌在沙保弱培养基上的菌落特征观察及芽管形成试验。 

2.教学目标 

（1）熟悉三种葡萄球菌菌落的辨别；熟悉白假丝酵母菌在沙保弱培养基上的菌

落特征观察及芽管形成试验方法。 

（2）掌握口服药物的微生物学标准和检查方法，掌握肠道杆菌的分离与鉴定的

程序，玻片凝集反应的原理和临床意义。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实验一：单向扩散试验、双向琼脂扩散、火箭电泳、对流免疫电泳、大小吞噬细

胞（画图） 

实验二：鞭毛、芽胞、螺形菌、荚膜作图；记录革兰染色的主要步骤并图示染色

结果。 

实验三：记录细菌生化反应的原理、现象及结果；记录并比较两种受试菌在不同

培养基上的生长现象，以及不同培养基的用途（三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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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记录紫外线杀菌试验结果（图）并对试验结果加以分析说明；             

比较不同化学消毒剂抑菌作用的强弱；记录受试菌抗生素药敏试验结果（三线表）； 

记录细菌分布实验结果（三线表），并讨论自然界中细菌存在的实际意义； 

实验五：记录在沙门菌的分离培养与鉴定过程中，每一步骤的现象及结果，并加

以分析说明（三线表）。      

实验七：记录淋病奈瑟菌、链球菌的形态（图）；记录血浆凝固酶试验（试管法）

的步骤、现象及结果 

实验八：记录破伤风梭菌、产气荚膜梭菌、结核分枝杆菌、肉毒梭菌的形态（图）； 

记录支原体菌落、恙虫病立克次体、梅毒螺旋体、奋森螺旋体的形态（图） 

实验九：记录放线菌、白假丝酵母菌（厚膜孢子）、新生隐球菌（荚膜）、石膏样

小孢子菌（大分生孢子）、正常细胞、病变细胞（CPE）、内基小体的形态、白假丝酵

母菌芽管形成（画图） 

    实验十：记录供试样品中细菌总数结果及影响平皿法细菌总数测定结果的因素。 

2、考核方式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报告结合实验课操作 

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等：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卧式高压消毒锅   2 台          11.恒温振荡培养箱     2 台 

2.手提式消毒锅   2 台           12.冰箱           10 台 

3.立式高压灭菌器        2 台           13.电子天平          1 台 

4.实验准备用显微镜  3 台        14.普通天平          5 台 

5.示教显微镜    15 台    15.电磁炉          5 台         

6.学生用显微镜       每人 1 台   16.厌氧培养箱        1 台 

7.超净工作台         15 台    17.台式离心机         4 台             

8.恒温培养箱         6 台     18.涡旋震荡仪         1 台 

9.干烤箱           2 台    19.电热搅拌器         1 台 

10.恒温水浴箱            3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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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冯一中、诸葛洪祥、徐培君主编，《医学形态学实验指导（一）》 ，苏州大学出

版社，2004 年出版。 

2.参考书： 

沈关心主编，《微生物学与免疫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年出版； 

《微生物学实验与指导》（药学专业用）（非正式出版）。 

     范立梅主编，《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实验》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年出版。 

    吴爱武主编.《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实验指导》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年出版。 

    吴兴安、张芳琳主编.《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程》.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2013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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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tomical Physiology (Part of Physiology)》experiment 

curriculum teaching programming 

Course code：PHAR1078      Course credit：2 

Course Name（English/Chinese）：Anatomical Physiology Experiment /  

                                   解剖生理学实验 

Course learning hour：90   Experiment learning hour：18 

Applicable profession：Medical inspection, Nursing, Biopharmceutics,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harmacy, etc. 

Laboratory Name： Basic Medical Laboratory 

1. Curriculum brief introduction 

Knowledge in Physiology experiment is components of national doctor licence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Experiment content includes primal physiological basic 

experiment, integrated experiment, designed experiment, opening experiment and so on. 

There are 10 experiments which contain 9 basic experiments (90% of all experiments), 1 

integrated and designed experiments (10% of all experiments) and several opening 

experiments. This curriculum is a excellent course of Jiangsu Province. 

Teaching objective consists in deepen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to basic theory on 

physiology and in improving student`s independent operating ability,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 and knowledge used ability. 

Enhancing student`s basic experiment techniques on physiology (software setup, 

solution preparation, animal seizing, anesthesia and fixation, sample preparation, neural 

discharge, electric potential induction, intravenous injection, arterial cannulation, 

pathological modeling, data handling, result analysis) and raising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for using various experimental methods is teaching requirements of physiology 

experiment. 

 

2. Experiment items and learning hour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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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Experiment Name Type 
Time 

Arrangement  

Number of 

people in each 

Group 

Compulsory 

/ Selective 

1 

① Experimental overview； 

② Physiological computer introduction； 

③ Preparation of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Basic 

① 1 

② 1 

③ 2 

2~3 Compulsory 

2 

① Measure of reflex time； 

② Analysis of reflex arc； 

③ Stethoscopy of heart sound； 

④ Measurement of human arterial blood 

pressure. 

Basic 

① 1 

② 1 

③ 1 

④ 1 

2~3 Compulsory 

3 

① Microcirculation； 

②  Single twitch and complete tetanus of 

skeletal muscle. 

Basic 
① 1 

② 3 
2~3 Compulsory 

4 

Regulation of respiratory movement and effects 

of drug for treatment. 
Comprehensive； 

Designed； 

Innovative. 

4 4~5 Compulsory 

5 

Examination of experiment operation（Choose 

any one） 

① Preparation of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② Animal anesthesia and fixation； 

③ Trachea cannula and vagus nerve 

seperation.  

④ Arterial cannulation and sympathetic nerve 

seperation.  

⑤  Single twitch and complete tetanus of 

skeletal muscle. 

Basic 2 1 Compulsory 

6 Identification of ABO blood group. Opening, Basic 1 2 Selective 

7 

Analysis of frog`s heart beat origin and 

premature contraction and compensatory 

pause of myocardium. 

Opening, Basic 1 1 Selective 

8 
Discharge of depressor nerve in rabbit. Opening, 

Comprehensive 
2 2 Selective 

9 
Record and analysis on human 

electrocardiogram (ECG). 
Opening, Basic 2 2 Selective 

10 
Roles of plasma colloid osmotic pressure in 

edema formation in frog. 

Opening, 

Designed 
4 4~5 Selective 

11 
Effects of drug on smooth muscle tension in 

blood vessel in vivo and in vitro. 

Opening, 

Comprehensive 
4 4~5 Selective 

12 
Insulin-induced hypoglycemia in rabbit and 

mouse. 

Opening, 

Comprehensive 
2 4~5 Selective 

13 
Effects of some drugs on isolated frog heart 

perfusion. 

Opening, 

Comprehensive 
2 4~5 Selective 

Note: For the sake of adapting laboratory opening and student`s selective experiment, 

student may carry out above-mentioned experiments (No.6~No.13) during fre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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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periment content and teaching requirements 

Experiment 1：Physiology experimental overview, introduction of biological 

signal collecting system and preparation of toad `s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1. Teaching content 

Experimental overview; Utilization of MedLab biological signal collecting system; 

preparation of toad `s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and its excitability 

examination.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nouncements and experimental arrangement 

of physiology laboratory; 

（2）Be familiar with hardware, software configu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biological 

signal collecting system with computer; 

（3）Master essential skill of preparing toad `s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Experiment 2：Observation of reflex, cardiophony and human arterial blood 

pressure determination 

1. Teaching content 

Preparation of spinal toad, reflex time determination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sulphuric acid solution, reflex arc analysis, cardiophony of heart sound 1 and sound 2 at 

different valval area, and determination of systolic pressure and diastolic pressure with 

mercury column manometer and stethoscope.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components and functions of stethoscope and sphygmomanometer; 

（2）Be familiar with method of reflex time determination and reflex arc analysis; 

（3）Master utilization of stethoscope and sphygmomanometer. 

Experiment 3：Characteristics of microcirculation, single twitch and complete 

tetanus of skeletal muscle 

1. Teaching content 

Observation of microcirculation blood flow characteristics with toad`s mesentery,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stimulating frequency and contractive response by electrically 

stimulating on toad `s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with different frequency.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microcirculation blood flow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of 

complete tetanus; 

（2）Be familiar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stimulating frequency and contractive 

response; 

（3）Master the basic experimental method related to skeletal muscle mecha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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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ion.  

Experiment 4：Regulation of respiratory movement, respiratory dysfunction and 

drug treatment  

1. Teaching content 

Observing effects of various factors on respiratory movement and changes in 

intrapleural negative pressure during respiratory movement, and study on modeling of 

respiratory dysfunction and drug treatment.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respiratory dysfunction and drug treatment; 

（2）Be familiar with phys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intrapleural negative pressure; 

（3）Master physiological nature of respiratory mov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Experiment 5：Examination of experiment operation 

1. Testing content（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s） 

Preparation of sciatic nerve-gastrocnemius specimen; Animal anesthesia and fixation; 

Trachea cannula and vagus nerve seperation; Arterial cannulation and sympathetic nerve 

seperation; Single twitch and complete tetanus of skeletal muscle.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reagent preparation and instrumenttation of general physiological 

experiments; 

（2）Be familiar with some announcements and experimental steps of operative 

procedure related to amphibians and mammalia in physiological experiments; 

（3）Master the basic skills of general operative procedure related to amphibians and 

mammalia in physiological experiments. 

Experiment 6：Identification of ABO blood group 

1. Teaching content 

Add droplets of anti-A or anti-B serum in concave slide respectively, collect subject`s 

blood at one sterilized finger tip, put blood into concave slide respectively, distinguish 

agglutination and blood clotting, and then observe and decide blood group.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significance of ABO blood group identification; 

（2）Be familiar with determining principle of ABO blood group identification; 

（3）Master method of ABO blood group identification. 

Experiment 7：Analysis of frog`s heart beat origin and observation of premature 

contraction and compensatory pause of myocardium 

1. Teaching content 

Observate the normal Myocardial Contractive curve with different stimulus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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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requency, and induce premature systole and compensatory pause with 

electrostimulation, and then explore heart normal pacemaker with ligation.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the method and principle of analysis of frog`s heart beat origin; 

（2）Be familiar with mechanisms,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cardiac muscle 

effective refractory period; 

（3）Master recording method of frog`s heart beat and observe effect of frequency of 

stimulation on myocardial excitability. 

Experiment 8：Discharge of depressor nerve in rabbit. 

1. Teaching content 

Intubate one side of rabbit common carotid artery after anesthesia to record blood 

pressure, isolate one side of depressor nerve and place recording electrode on it, and then 

observe discharge of depressor nerve and effects of drugs.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mmalian depressor nerve discharge; 

（2）Be familiar with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or nerve discharge and arterial 

blood pressure; 

（3）Master the electrophysiological method of inducing depressor nerve discharge. 

Experiment 9：Record and analysis on human electrocardiogram (ECG) 

1. Teaching content 

Place measuring electrode on the surface of precordial region, record the heart electric 

curve（ECG） and identify each wave, segment and interval of curve.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recording method and utilization of human electrocardiogram; 

（2）Be familiar with morphous characteristic of each wave, segment and interval of 

normal electrocardiogram; 

（3）Master phys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each wave, segment and interval of normal 

electrocardiogram.  

Experiment 10：Roles of plasma colloid osmotic pressure in edema formation in 

frog 

1. Teaching content 

Prepare toad`s lower limb perfusion specimen in vitro; Set up experiment system; 

Connect perfusion devices with experiment system; Make perfusion with middle molecule 

dextran solution and ringer`s solution respectively; Measure and compare experimental 

data from tension curve.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preparation of toad`s lower limb perfusion specimen in vitro and 

method of duplicating experimental edema; 

（2）Be familiar with common cause of tissue edema and with effects of pla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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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oid osmotic pressure decrease on edema formation;  

（3）Master phys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plasma colloid osmotic pressure. 

Experiment 11：Effects of drug on smooth muscle tension in blood vessel in vivo 

and in vitro 

1. Teaching content 

Animal operative procedure; Connection of experimental recording equipment; Setup 

of experimental system; Observation of normal blood pressure curve; Effects of drugs on 

blood pressure curve; Preparation of rat`s aortic strip in vitro; Tracing of normal tension 

curve; Effects of drugs on tension curve and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data from tension 

curve.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preparative method of mammalian aortic strip in vitro; 

（2）Be familiar with basic steps of general mammalian operative procedure; 

（3）Master effects of norepinephrine and acetylcholine on blood pressure and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ontraction, and knowing tonometry and analysis of vascular strip 

in vitro. 

Experiment 12：Observation of insulin-induced hypoglycemia in rabbit and 

mouse 

1. Teaching content 

Observation of insulin-induced hypoglycemic convulsion and remedy in rabbit and 

mouse.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general manifest of mammalian hypoglycemia; 

（2）Be familiar with mai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insulin; 

（3）Master action mechanisms of insulin-induced hypoglycemia. 

Experiment 13：Effects of some drugs on isolated frog heart perfusion 

1. Teaching content 

Preparation of frog heart perfusion in vitro; Setup of experimental system; Connection 

of perfusion devices; Record of normal heart-beat curve; Effects of NaCl, CaCl2, KCl, 

epinephrine, acetylcholine and pH value on curve. 

2. Teaching objective 

（1）Understand preparing method of frog heart in vitro; 

（2）Be familiar with technique of frog heart perfusion in vitro; 

（3）Master responses of isolated frog heart rate and heartbeat to above-mentioned 

chemicals and know their ac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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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mination manner and requirement 

1. Examination manner 

（1）Experiment examination manner includes three parts: experiment report, experiment 

operation and experiment theory. 

（2）Score of experiment report is 34% of total experiment score, experiment operation is 

33% of total experiment score and experiment theory is 33% of total experiment score. 

Total experiment score is 30% of total curriculum score. Each experiment examination 

has corresponding standard answer and score criteria. 

 

2. Requirement 

（1）Each experiment examination demands student independently accomplish and submit 

work on time. 

（2）Experiment report should include contents as follow: 

① Experiment title; 

② General content contains class, name, partner and date; 

③ Experiment principle and objective; 

④ Experiment object or sample; 

⑤ Experiment results（experiment curve, data, table and explanatory note）; 

⑥ Experiment discussion（results description, analysis, summarization and gains from 

experiment）; 

⑦ Conclusion（concise） 

⑧ Reference 

5. Main instrumenttation and amount  

1. Personal computer     24 sets 

2. MedLab physiological experiment system 24 sets 

3. Stimulator     24 sets 

4. Spirometer     3 sets 

5. Electrocardiograph     3 sets 

6. Pressure transducers     50 sets 

7. Tonotransducer     50 sets 

8. Mammalian surgical instruments   25 sets 

6. Textbook and reference 

1. Textbook: 

Xie Keming, Wang Guoqing, Sheng Rui, et al., Functional Experimental Science 

(bilingualism),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03. 

2. Reference:  

（1）Yu Hailing, Medical Functional Experimental Science, Science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06. 

（2）Yan Jie, Experiment Course of Medical Functional Science, The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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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Medicine Publishing House, 2010, 03. 

（3）Bai Bo, Liu Shanting, Experiment Course of Medical Functional Science, 2
nd

 

edition, The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0. 07. 

（4）Xie Jingtian, Physiology Experiment, 3
rd

 edition,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06. 

（5）Zhu Danian, Wang Tinghuai, Physiology, 8
th

 edition, The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3, 03. 

（6）Yao Tai, Physiology, 2
nd

 edition, The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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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五》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PHAR1008/PHAR1114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生物化学 / Experi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24 

适用专业：双语教学，全英文班，药学等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The topics and experiments in this Laboratory complement the material covered in the 

course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This course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basic laboratory techniques and experimental method, as well as direct experience with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principles and the properties and reactions of 

biomolecules.  

Students attend lab lectures and perform experiments every week as scheduled. This 

course includes 14 sessions (4 hours/session). In addition to basic training of laboratory 

techniques, it covers analyses of nucleotides, proteins, lipids and other metabolites and 

measurement of enzymatic activities. This course also includes 6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which help students prepare for future work in a research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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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tion To Basic Technique Of 

Biochemistry Experiment 
basic 4 2 required 

2 
Effects Of Some Factors On Enzymatic Activity 

(a-salivary amylase) 
basic 4 2 required 

3 
An O-toluidine Method For Blood Glucose 

Determination 
basic 4 2 electives 

4 The Lowry Assay For Protein Concentration basic 4 2 electives 

5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The Serum 

Protein With Cellulose Acetate Membrane 

Electrophoresis 

synthesis 4 2 el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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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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ssay The Activity Of ALT In Serum basic 4 2 electives 

7 Determination Of Cholesterol In HDL basic 4 2 electives 

8 
Detecting The Molecular Weight Of Unknown 

Protein(s) By Using SDS-PAGE 
synthesis 8 2 electives 

9 
Amino Acid Analysis By Adsorption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adsorption TLC) 
basic 4 2 electives 

10 

Effects Of Substrate Concentration On Enzyme 

Activity——(determination of Km of alkaline 

phosphatase） 

innovation 4 2 required 

11 
Sepa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Isoenzyme 
synthesis 4 2 electives 

12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Nuclei synthesis 4 2 required 

13 Assaying Of Nucleic Acid synthesis 4 2 required 

14 

Preparation Of E.coli Compete Cells And 

Transformation Toprokaryotic Cells With 

Plasmid 

designing 8 2 
electives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Introduction To Basic Technique Of Biochemistry Experiment 

1.教学内容 

  Grasp the basic technique of biochemistry experiment.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rule of biochemistry‘s lab. 

（2）Be familiar with how to write the report. 

（3）Grasp how to use glass pipette, centrifuge, spectrophotometry. 

实验项目 2：Effects Of Some Factors On Enzymatic Activity (a-salivary 

amylase)  

3.教学内容 

All enzyme-catalyzed reactions are affected by temperature. The higher the 

temperature, the higher the reaction rate. However, enzymes are proteins that become 

denatured at high temperature. So each enzyme has an optimum temperature at which it 

operates at maximal efficiency. An enzyme‘s optimum temperature is usually close to the 

normal temperature of the organism it comes from(around 37℃ ). Changes in pH also 

affect enzymes through alteration of the tertiary structure of the enzyme or active site. 

Furthermore, activators and inhibitors can play a key role in regulation of enzymatic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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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properties of enzyme and effects of some factors such as 

temperature and pH on enzymatic activity. 

（2）Be familiar with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emical nature of 

enzymes. 

（3）Grasp the saliva amylase in different temperature, pH valu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vitality of hydrolyzed starch size, and the chloride ion, copper ion on its enzymatic 

activity. 

实验项目 3：An O-toluidine Method For Blood Glucose Determination 

1.教学内容 

O-Toluidine, a primary aromatic amine, in acetic acid solution reacts relatively 

selectively with glucose, yielding a stable green color (Shiff base)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glucose can be related to the intensity of color produced. The more the intensity, the 

higher the concentration of glucose. A simple color chart can be used to "read"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glucose.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of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technology and basic concepts. 

（2）Familiar with the principle of chromatography technology separating different 

substances. 

 （3）To grasp the principle and protocol of the o-toluidine method for glucose 

determination. 

实验项目 4：The Lowry Assay For Protein Concentration  

1.教学内容 

The Lowry method relies on two different reactions.  The first is the formation of a 

copper ion complex with amide bonds, forming reduced copper in alkaline solutions.  

This is called a "Biuret" chromophore.  The second is the reduction of Folin-Ciocalteu 

reagent (phosphomolybdate and phosphotungstate) by tyrosine and tryptophan residues.  

The reduced Folin-Ciocalteu reagent is blue and thus detectable with a spectrophotometer 

in the range of 500-750 nm.  The Biuret reaction itself is not all that sensitive.  Using the 

Folin-Ciocalteu reagent to detect reduced copper makes the assay nearly 100 times more 

sensitive than the Biuret reaction alone.  

2.教学目标 

（1）Understand the basic methods and principle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protein 

content in the samples. 

（2）Familiar with Folin phenol reagent method principle and the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protein content. 

 （3）Grasp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Folin-phenol reagent to evaluate protein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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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The Serum Protein With Cellulose 

Acetate Membrane Electrophoresis 

1.教学内容 

The isoelectric point (PI) of various kinds of serum proteins are generally lower than 

7.0, in alkaline buffer solution (PH 8.6), serum proteins are negatively charged, they will 

migrate toward anode in electric field. The rate of migration will depend on the strength of 

their net surface charges、shape and size of the proteins. Because the PI of the different 

serum proteins are different , so their net surface charges are different, furthermore the 

size 、shape are distinct, consequently the rate of migration is different too. 

2.教学目标 

（1）Comprehend the method of electrophoresis. 

（2）Familiar with the percentage values of human serum protein. 

（3）Master the method of cellulose acetate membrane electrophoresis to separate and 

identify serum protein.  

实验项目 6：Assay The Activity Of ALT In Serum 

1.教学内容 

ALT can catalyze the transamination between Ala and α－ketoglutatrate. Then 

2,4-dinitrophenylhydrazine is added for preventing the reaction in 60 seconds , two 2,4- 

dinitrobenzone are formed which responsible to two α－ketoacid. They hav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ir absorptive spectrum, and the most obvious difference has occurred at 

500-520nm wave, the absorbance of the product formed from pyruvic acid is bigger than 

from α－ketoglutatrate. So we can detect the activity of the ALT by spectrophotometry.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 and significance of detecting ALT in serum. 

（2）Familiar with SGPT; Serum glutamate pyruvate transaminase; Alanine transaminase 

definition.  

（3）Master the method of the test that measures the amount of ALT in serum.  

实验项目 7：Determination Of Cholesterol In HDL 

1.教学内容 

Since lipids are not readily soluble in aqueous media, they are normally transported 

together with protein components. The resulting lipoproteins are composed of the lipid 

components (mostly buried within the lipoprotein) and a number of apolipoproteins; in 

these amphiphilic proteins, the hydrophobic residues face the lipid core of the lipoprotein, 

while the hydrophilic side is facing the aqueous medium.  

Phosphotungstic acid and magnesium chloride can precipitate CM、VLDL and LDL of 

the serum, then remove them with centrifugation. Cholesterol in the HDL of the 

supernatant can be determined. Extract cholesterol with anhydrous alcohol and acetic ether 

to precipitate protein, and then centrifuge to remove precipitation. Add development 

solvent (concentrated sulfuric acid- iron trichloride), which can react with cholesterol and 

produce stable purple compound. The shade of purple is in direct proportion to the amount 

of cholesterol. Using the standard cholesterol solution known concentration as control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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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e the amount of cholesterol in HDL. 

2.教学目标 

（1）Comprehend the importance of HDL in vivo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2）Familiar with lipoproteins are composed of the lipid components and a number 

of apolipoproteins; in these amphiphilic proteins, the hydrophobic residues face the lipid 

core of the lipoprotein, while the hydrophilic side is facing the aqueous medium.  

（3）Master the method of determination of cholesterol in HDL 

实验项目 8：Detecting The Molecular Weight Of Unknown Protein(s) By Using 

SDS-PAGE 

1.教学内容 

Electrophoresis of macromolecules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ethods for the 

analysis of these molecules.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means movement (phoresis) in an 

electric field. Complex mixtures of proteins can be separated by electrophoresis. This 

experiment will demonstrate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ethod for separating proteins and 

determining molecular weight of the proteins by using SDS-PAGE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PAGE) in the presence of sodium dodecylsulfate (SDS)]. 

2.教学目标 

（1）Learning to ―run a SDS-PAGE‖.   

（2）Familiar with the proteins in the gel by staining and to determine the apparent 

molecular weight of proteins. 

 （3）Mastering the basic operational technology and some notes about SDS-PAGE.  

实验项目 9：Amino Acid Analysis By Adsorption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adsorption TLC) 

1.教学内容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is based on the separation of a mixture of compounds as it 

migrates with the help of a suitable solvent (mobile phase) through a thin layer of 

adsorbent material which has been applied to an appropriate support (stationary phase). In 

adsorption TLC the sample is continually fractionated as it migrates through the adsorbent 

layer. Competition for active adsorbent sites between materials to be separated and the 

developing solvent produces continuous fractionation. A portion of the material to be 

separated will be found in the mobile phase and a portion will be adsorbed to the solid 

adsorbent particles. As the process continues the various components move different 

distances, depending on their relative affinities for the adsorbent as compared with the 

migrating solvent. In general, the more polar compounds are held back by the adsorbent 

while less polar material advance further. Polar solvent effects the most movement of 

sample material over the adsorbent. 

2.教学目标 

（1）Comprehend the principle of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adsorption TLC) 

（2）Familiar with different stationary phases are available that allow to separate by 

partition, ion-exchange, adsorption or a combination of any of these phenomena. 

Adsorption is the most comm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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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aster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manipulative technique of adsorption TLC. 

实验项目 10： Effects Of Substrate Concentration On Enzyme Activity 

——(determination of Km of alkaline phosphatase） 

1.教学内容 

 In normal condition, at very low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 is increased, the velocity of reaction is increased quickly;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 is increased continuously, the increase of velocity starts slow down;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 is increased to some level, the velocity approaches to a 

maximum velocity (Vmax).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substrate concentration on the velocity of 

enzyme-catalyzed reaction. 

（2）Familiar with the condition of constant temperature, PH and concentration of 

enzyme, the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 has more effect on the velocity of enzyme-catalyzed 

reaction. 

 （3） To learn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the Michaelis constant 

(Km). 

实验项目 11：Sepa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

Isoenzyme 

1.教学内容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 catalyses the reaction between lactate and pyruvic 

acid. In alkaline buffer solution, enzyme proteins are negatively charged. They will migrate 

toward anode in electric field.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of net charge number, their 

migration velocities are distinct. The LDH with more ‗H-subunit‘ will have greater 

migration velocity.  

After electrophoresis, cover the agarose gel plate with the dye solution. LDH catalyze 

the removal of hydrogen atoms from lactate. The product NADH＋H
+ 

reacts with the 

artificial hydrogen transmitter phenazine methosulfate(PMS) and finally with the last 

hydrogen acceptor nitroblue tetrazolium(NBT). NBT is deoxidized to purple compound. 

Then every zones of LDH isoenzyme can be seen. Estimate their relative content by 

darkness of color.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catalyses the reaction. 

（2）Familiar with use agarose gel plate as the supporting medium and separate LDH 

isoenzyme by electrophoresis in electric field.  

 （3）Master the method of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to separate and identify 

lactate dehydrogenase isoenzyme. 

实验项目 12-13：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Nuclei and Assaying Of Nucleic 

Acid 

3.教学内容  

 The method that is commonly used for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nuclei involves 

the mechanical disruption and fractionation of cells into their different subcellular 

components (e.g. nucleus, microsomes, mitochondria, cytoplasm). A very common means 

of fractionating cells takes advantage of the fact that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a cell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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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sedimentation coefficients.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sedimentation 

coefficient for different components are the radius and the effective density of these 

microscopic objects. The sedimentation coefficient is different for all types of subcellular 

structures, such as nuclei, mitochondria, microsomes (small pieces of disrupted ER), 

lysosomes and ribosomes. Therefore, we can isolate and purify such subcellular 

components from each other merely by centrifuging a mixture of them (a crude cell lysate) 

at different speeds. For example, at a speed that produces a force 600 times the earth‘s 

gravity, the nuclei of cells will pellet at the bottom of a tube, while most of the other 

cellular particles will remain in suspension. At a centrifuge speed that produces a force 

10000 times that of gravity, large organelles such as mitochondria and chloroplasts will 

usually pellet. Much higher levels of force (> 100000 times gravity) are usually needed to 

pellet microsomes and ribosomes. 

There are two type of nucleic acid: DNA and RNA. DNA chiefy reside in cellular 

nucleus, and in cytoplasm RNA is most plentiful. In alkaline solution RNA cab be 

hydrolyzed, its ribose dehydrated to form furfurol, then furfurol can Kondens with orcinol 

to synthesize green compound, the shade of green is in direct proportion to the amount of  

RNA. Heated in perchloric acid solution, DNA can be hydrolysed, its ribodesose 

dehydrated to form ω-hydroxy-keto-pentanal, then it can react with diphenylamine to 

produce blue compound, which chemical property is not clear, but the shade of blue is in 

direct proportion to the amount of DNA. 

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of DNA and RNA in the cell. 

（2）Familiar with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determination of DNA and RNA 

content. 

（3）Master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nuclei from rat 

liver cells. Comprehend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mensuration of DNA and RNA. 

实验项目 14：Preparation Of E.coli Compete Cells And Transformation 

Toprokaryotic Cells With Plasmid 

4.教学内容  

Transformation in bacteria is usually carried out by (1) weakening the cell wall by 

divalent action like Ca and Rb, or (2) porating in cell wall and membrane using 

high-voltage electric pressure. In this investigation, transformation of Escherichia coli is 

carried out with plasmid DNA by treating with CaCl2 solution. Exposure of the cells to 

0℃ and divalent cations such as CaCl2 makes them more permeable to DNA because cell 

will swell . Foreign DNA directly can be a change bacterium genetically by passing 

through the cell wall and cell membranes. The resistance of bacteria against antibiotics can 

be obtained genetically though transformation of plasmid having antibiotic-resistance 

genes. 

This experiment recipient cell E.coli DH5 is in competent conditions by CaCl2 and 

mixed with plasmid to transform.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E.coli will be seen on the LB 

Ampicillin agar plate on the following day because plasmid have resistant gene such as 

Amp
r
, Trp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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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 is the genetic alteration of a cell resulting 

from the introduction, uptake and expression of foreign DNA.  

（2）Familliar with this technique is now widely used in biotechnology to introduce 

plasmid and other DNA to bacteria. Competent cell is that bacterial cell is apt to take up 

foreign DNA such as plasmid. 

（3）To grasp the procedure of transforming foreign DNA to E.coli.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操作考试在实验内容结束后统一进行。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根据参加实验情况（10%）、实验报告成绩（60%） 

 和实验操作考查结果（30%）等综合评分。实验成绩约占期末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722 型分光光度计 12 台 

2. 水浴箱 3 台 

3. 试管及试管架 1 套/2 人 

4. 离心机 12 台 

5. 电泳仪 6 台 

6. 吸量管 1 套/2 人 

7. 层析缸              70 个 

8. 微量注射器             10 个 

9. 移液器                  50 把 

10.电泳槽                  12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1).Experimental biochemistry essentials 自编 

        2).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徐岚、钱晖 科学出版社、2014 

   2.参考书： 

（1）查锡良主编 生物化学 第七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2）吴士良主编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第二版 科学出版社 2009 

（2）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吴士良、钱晖、周亚军 徐岚 科学出版

社 2009 

（4）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 贡成良、曲春香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9 

 
                                        

执 笔 人：徐   岚   

审 批 人：张艳岭   

完成时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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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Microbiology Ⅱ》Practical Course Outline 

Course code：PHAR1082             Credit point：3.0  

Course name（Chinese/English）：微生物学Ⅱ/ Microbiology II 

Credit hours：44                 Practice hours：28 

Students： pharmacy, biotechnology（biological pharmacy）, Chinese 

materia medica 

Laboratory name：Basic Medical Laboratory 

Part I. Course Overview： 

Microbiology experiment cours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icrobiology . Through the 

experiment can deep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of knowledge of microbiology 

theory, train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engage in scientific experiments and solve problems 

independently. The students will know the different laboratory methods to detect the 

pathogens, and the skills to culture the pathogens sterilely, and they will know how to 

develop the log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as well as how to solve problems during learning. 

The knowledge they learn from this course will serve their practice better in future. 

Part II. Experimental Project and Course Schedule  

Serial 

number 
Project name 

Experimental 

type 

Time 

allocation 

Students 

number of 

each group 

Compulsory/ 

Elective 

1 
Nonspecific immunity 

& antigen-antibody reaction 
Fundamentality 3 1 Elective 

2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Bacteria 
Fundamentality 3 1 Compulsory 

3 

Cultivation Techniques for 

Isolation of Bacteria & 

Examination of Bacterial 

Metabolites 

Comprehensive 3 1 Compulsory 

4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 

Chemical Agents on Microbial 

Growth & Distribution of 

bacteria 

Fundamentality 3 6 Compulsory 

5 
Determination of the 

physiological effect of LPS 
Fundamentality 3 4 Compulsory 

6 
Identification of Salmonella in 

the drug 

Innovation 

Design ability 
5 1 Compulsory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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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al 

number 
Project name 

Experimental 

type 

Time 

allocation 

Students 

number of 

each group 

Compulsory/ 

Elective 

7 
Separation & purification of 

Actinomycetes in the soil 
Comprehensive 4 1 Elective 

8 Pathogenic Cocci Fundamentality 3 1 Compulsory 

9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Anaerobic clostridiumbuds & 

other microorganism 

Fundamentality 3 1 Compulsory 

10 Actinomycetes, viruses & fungi Fundamentality 3 1 Compulsory 

11 
The detection of bacteria in 

Drug & food 
Comprehensive 4 1 Compulsory 

12 
The detection of bacteria i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omprehensive 4 1 Elective 

13 
The detection of bacteria in 

oral drugs 
Comprehensive 3 1 Compulsory 

Part III. Practical contents and requirements 

Experimental Project 1：Nonspecific immunity and antigen-antibody reaction 

1. Content 

(1) Laboratory rules and regulations 

(2) Demonstration: rocket electrophoresis, single and double diffusion test  

(3) Demonstration: observation of phagocytosis 

(4) Counter immunoelectrophoresis，making Electrophoresis plate by themselves 

 

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a)  the mechanism of nonspecific immune function 

b)  the principle and commonly used method of antigen-antibody reaction in vitro 

(2)  To master  

a)  laboratory rules and regulations 

b)  operation and judgment of serological reaction 

 

Experimental Project 2：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Bacteria 

1. Content 

(1) Laboratory rules and regulations 

(2) Gram sta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Escherichia coli 

(3)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bacterial morphology and specific structure 

a) Spiral bacterium--Campylobacter jejuni 

b) Capsule of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c) Spores of Bacillus subtilis 

d) Flagella of Proteus vulg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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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a) the techniques for smear preparation  

b) the principles of Gram staining 

c) the practical use of oil immersion to exam the stained slide preparations  

(2) To master  

a) the procedure for Gram stain 

b) the basic forms and specific structure of bacteria 

 

Experimental Project 3 ： Cultivation Techniques for Isolation of Bacteria & 

Examination of Bacterial Metabolites 

1. Content 

(1) Demonstration of some conventional culture media in medical microbiology 

Nutrient Broth Medium, Nutrient Agar Medium, Semi-solid Medium, Blood Agar 

Medium, SS medium, cooked meat medium； 

(2) Culture Transfer Techniques 

a) Inoculation of a slant 

b) Inoculation of a broth media 

c) Inoculation of a semi-solid media 

d) Steak plate technique 

(3) Observation of Bacteri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4) Demonstration of some common biochemical test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bacteria 

a) Carbohydrate Fermentation Test 

b) Indole Production Test 

c) Hydrogen Sulfide Test 

d) Urease Test 

e) Pigmentation 

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a) the procedur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basal culture medium 

b) inoculating instruments  

c)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organisms in various media.  

d) the composition and usage of some conventional culture media in medical 

microbiology laboratory 

e) the composition and usage of some useful media for biochemical tests. 

f) the phenomena of some useful biochemical tests.  

(2) To master  

a) the aseptic techniques for subculturing microorganisms 

b) the techniques for isolation of microorganisms from a mixed microbial population for 

subsequent pure culture 

c) the principles of the most commonly used biochemical tests for identific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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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organisms 

Experimental Project 4: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agents on microbial 

growth & distribution of bacteria 

1. Content 

(1) Ultraviolet Radiation Test 

Strains: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Bacillus subtilis; 

(2) Effects of chemical agents on bacterial growth 

Strains: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Escherichia coli; 

Disinfectants:2.5% iodine, 0.1% benzalkonium bromide, 5%phenol, 2%mercurochrome, 

2%crystal violet; 

(3)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 

Strains: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Escherichia coli; 

Antibiotic discs: penicillin G 10μg, streptomycin 10μg, amikacin 10μg, and 

cephalosporin 30μg; 

(4) The distribution of bacteria 

The students design experiments to check the distribution of bacteria in nature and 

human body. 

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routine methods for disinfection and sterilization in 

microbiological laboratory. 

(2)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inhibitory effects of some common used disinfectants 

on microorganisms and the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susceptibility of bacteria to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3) To master the methods of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 and their use. 

(4) To mast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bacteria in nature and human body. 
 

Experimental Project 5: Determination of the physiological effect of LPS 

1. Content 

(1) Inoculation of Limulus amebocyte lysate (LAL) with E. coli culture and observation of 

coagulation   

(2) Injection E. coli culture into rabbit artery and measurement of rabbit body 

temperature  

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meaning of detection of LPS in samples 

(2) To master the methods of standards operation 

(3) To master the principles，techniques and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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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Project 6: Identification of Salmonella in the drug 

1. Content 

(1) Inoculation on Semi-solid Medium 

(2) Inoculation on Kligler Iron Agar 

(3) Culture Transfer Techniques: mannitol, urea, semisolid, peptone water 

(4) Gram staining, Slide agglutination test 

(5) Sterile operation 

(6) Video: sterile operation microbial inspection operation specification II 

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meaning of Salmonella in drug inspection 

(2) To master the methods of standards operation 

(3) To master the principles，techniques and judgment 

 

Experimental Project 7: Separation & purification of Actinomycetes in the soil 

1. Content 

(1) Preparation gause‘s synthetic agar medium 

(2) Separation of Actinomycetes in the soil 

(3) Isolation of bacterium 

(4) antibacterial test of antibiotic 

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significance of Actinomycetes in the production of 

antibiotics  

(2) To master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 of Actinomycetes 

(3) To master the separation and isolation techniques，antibiotics detection and the 

preparation method of select medium 

 

Experimental Project 8: Pathogenic Cocci 

1. Content 

(1)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bacterial morphology  

Streptococci, Neisseria gonorrhoeae (Gonococci) 

(2) Demonstration of colonies of three kinds of staphylococci (S .aureas，S. epidermidis, 

S. saprophytism) on a nutrient agar plate 

(3) Demonstration of colonies of α-and β-hemolytic Streptococci on a blood agar plate 

(4) Coagulase test 

a) Slide test for bound coagulase 

b) Tube Test for free coagulase 

2. Requirement 

(1)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salmonella in drug inspection major tests for 

identification of pathogenic cocci  

(2) To master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pathogenic co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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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Project 9: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Anaerobic clostridium & other 

microorganism 

1. Content 

Demonstration: The observation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gas capsule clostridium, 

tetanus clostridium, clostridium botulinum, mycoplasma colony, treponema pallidum, 

rickettsia tsutsugamushi, courageously, helix morphology 

Fontana silver impregnation stain: examination of Borrelia vincentii in oral specimen. 

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staining method and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spirochetes 

(2) To master 

a)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gas capsule 

clostridium, tetanus clostridium, clostridium botulinum, mycoplasma colony, treponema 

pallidum, rickettsia tsutsugamushi morphology 

b) the colonial properties of mycoplasma 

 

Experimental Project 10: Actinomycetes, viruses & fungi 

1. Content 

(1)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bacterial morphology 

(2) The Negri body of Normal cells, diseased cells (CPE),  rabies virus 

(3)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fungal morphology:  

a) Chlamydospores of C. albicans 

b) C. neoformans counter-stained with India ink 

c) Macroconidia of Microsporum gyseum 

(4) Germ tube formation experiment of chlamydospores of C. albicans 

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cytopathic effect (CPE) due to viral infection 

(2) Master the morphology and diagnostic meaning of Negri body 

(3)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morphology and colonial characteristics of some clinical 

important fungi 

(4) To master the common-used method for cultivation and morp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fungi 

 

Experimental Project 11: The detection of bacteria in Drug & food 

1. Content 

(1)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bacteria in medicine (food) products 

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two kinds of methods of determining the number of 

bacteria 

(2) To master AGAR method to determinate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 in the selected 

samples and result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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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GAR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 in the 

sample 

 

Experimental Project 12: Microorganisms detection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oral 

liquid, honeyed bolus) 

1. Content 

(1) Determination of total bacteria, molds and yeasts i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oral 

liquid, honeyed bolus)Plate colony counting method. 

(2) Determination of Escherichia coli i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oral liquid, honeyed 

bolus). 

2. Requirement 

(1)To understand the sterility test of the sterile drug and the method of the microbial limit 

test of other drugs.  

(2)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culture medium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bacteria, mold 

and yeast. 

(3)To master the method of microbial limit test for oral drugs. 

 

Experimental Project 13：Detection of pathogenic bacteria in oral drugs  

1. Content  

(1) S-S plate colony identification. 

(2) Inoculation Kligler Iron Agar. 

(3) Slide agglutirlation reaction. 

(4) Comparison of three kinds of Staphylococcus colonies. 

(5) Candida albicans in Sabouraud medium Colony Characteristics Observation and germ 

tube formation test. 

2. Requirement 

(1)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ree kinds of Staphylococcus colonies; 

Familiar with Candida albicans in Sabouraud medium, colony characteristics, observation 

and germ tube formation test method. 

(2) To master Microbiological criteria and inspection methods for oral drugs, to master 

the procedures for the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enteric bacilli, and principle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lide agglutination reaction. 

Part IV: The assessments and requirements 

1. Experimental report: 

Experiment 1: Single diffusion test, doubled agar diffusion, rocket electrophoresis, 

counter-immunoelectrophoresis, large and small phagocytes cells (Picture). 

Experiment 2: Plotting flagellum, spore, spiral bacterium, capsule; Record the main steps 

of gram stain and show the staining results by drawing pictures. 

Experiment 3: Document the biochemical reaction principle, phenomenon and results of 

bacteria; Record and compare the two tested bacteria on the different culture medium on 

the growth of the phenomenon, and the use of different medium (Three-line tables).  

Experiment 4: Document the results of ultraviolet germicidal test (drawing)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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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 of the test; Compare the strength of the different chemical disinfectant 

bacteriostatic action; Document the tested bacteria antibiotic susceptibility test 

results(Three-line tables);Record the bacteria distribution results (Three-line tables) and 

discus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bacteria exist in the nature. 

Experiment 5: Record the coagulation reaction in LAL, and record the body temperature at 

every 30 min and draw a chart.   

Experiment 6: Record and analyze the phenomenon and results of each step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on and appraisal of salmonella (Three-line tables).    

Experiment 7: Draw the morphology of Actinomycetes and record the antibacterial test of 

antibiotic.  

Experiment 8: Record the morphology of Neisseria gonorrhoeae and streptococcus 

(drawing). 

Experiment 9: Record the morphology of Clostridium tetani, Clostridium perfringens,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Clostridium botulinum (drawing); Record the morphology of 

Mycoplasma colony, Rickettsia akamushi,Microspironema pallidum, Borreliavincenti 

(drawing). 

Experiment 10: Record the morphology of Actinomyces, saccharomyces albicans 

(clamydospore), Cryptococcus neoformans (Capsule), Microsporum flavescens 

(Macroconidium), Normal cells, cytopathic effect (CPE), Negri bod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andida albicans germ tube (drawing). 

Experiment 11: Record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 in the selected sample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gar method to the determination results of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 

Experiment 12: Record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 in the selecte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gar method to the determination results of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 

Experiment 13: Record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 in the selected sample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gar method to the determination results of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 

2. The assessments Examination method of experiment class: Experiment report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class. The proportion of the experiment class in the total 

score of the course: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al class accounted for 20% of the total 

score of the course. 

Part V. Main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s 

1.Horizontal high pressure sterilization pot 2 11.Constant temperature oscillation incubator 2 

2.Portable sterilization pot 2 12.Refrigerator 10 

3.Vertical autoclave 2 13.Electronic balance 1 

4.The microscope for experimental preparation 3 14.General utility balance 5 

5.Universal microscope 15 15.Induction cooker 5 

6.Microscope for students 1 set per person 16.Anaerobic system 1 

7.Clean Bench 15 17.Table top centrifuge 4 

8.Constant temperature incubator 6 18.The vortex shock instrument 1 

9. Hot air oven 2 19.Electric mixer 1 

10.Thermostat water bat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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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VI: Teaching material and References 

1. Teaching material 

Yizhong Feng, Hongxiang Zhuge, Peijun Xu, editor in chief, Medical morphology 

experiment instruction, Soochow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in 2004. 

2. References  

1).  Guanxin Shen, editor in chief,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in 2003;Microbiology experiment and guidance（A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 use）（informal publication） 

2). Limei Fa, editor in chief,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experiments, Zhejia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in 2012. 

Aiwu Wu, editor in chief, Instructions for Clinical microbiology tests,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3). Xingan Wu & Fanglin Zhang, editors in chief, Medical microbiology experiments,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i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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