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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分析》（三）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BIDM1004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药物分析/Pharmaceutical analysis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生物制药 

实验室名称：药物分析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药学专业的专业课程，通过本实验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具有明确的药品

质量观念，牢固掌握、研究解决药物质量问题的一般规律与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具

有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能根据国家的药品标准要求，独立完成药物原料和制剂分析

检验任务。通过容量分析和仪器分析实验等不同分析方法，以及样品处理技术的训练，

使学生能根据药物质量标准独立完成药物的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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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教）荧光分析法、近红外光谱法、相对密

度测定法、折光率测定法、旋光光度法、液质

联用分析法 

演示性 4 4 必修 

2 氧瓶燃烧法测定含碘药物的含量 验证性 4 2 必修 

3 差示分光光度法测定维生素 B1 片剂的含量 验证性 4 2 必修 

4 永停滴定法测定磺胺嘧啶原料药的含量 设计性 5 2 必修 

5 自动电位滴定法测定盐酸金刚烷胺片剂的含量 设计性 5 2 必修 

6 阿司匹林 HPLC 定量分析 综合性 16 2-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示教）荧光分析法、近红外光谱法、相对密度测定法、折光率测

定法、旋光光度法、液质联用分析法 

1.教学内容 

（1）演示荧光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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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演示红外光谱法 

（3）演示相对密度测定方法 

（4）演示折光率的测定方法 

（5）演示旋光度的测定方法 

（6）讲解常用液质连用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液质连用分析技术 

（2）熟悉红外光谱、密度测定、折光率和旋光度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2：氧瓶燃烧法测定含碘药物的含量 

1.教学内容 

（1）氧瓶燃烧法测定盐酸胺碘酮中碘含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氧瓶燃烧法破坏药物的原理和操作。 

（2）掌握碘量法测定药物的原理和操作。 

（3）掌握氧瓶燃烧-碘量法测定有机含碘药物的化学计量关系与含量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3：差示分光光度法测定维生素 B1 片剂的含量 

1.教学内容 

差示分光光度法测定维生素 B1 片剂的标示百分含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差示分光光度法消除可能存在干扰的原理。 

（2）熟悉 ΔA 法的基本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4：永停滴定法测定磺胺嘧啶原料药的含量 

1.教学内容 

永停滴定法测定磺胺嘧啶原料药的百分含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永停滴定法的基本原理，熟悉用永停滴定仪确定滴定终点的方法。 

（2）掌握永停滴定法测定磺胺嘧啶含量的原理与方法。 

（3）了解永停滴定法的适用范围。 

实验项目 5：电位滴定法测定盐酸金刚烷胺片的含量 

1.教学内容 

电位滴定法测定盐酸金刚烷胺片的百分含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电位滴定法的原理和电位滴定仪的操作方法。 

（2）掌握片剂的含量计算方法。 

（3）了解电位滴定法的适用范围。 

实验项目 6：阿司匹林 HPLC 定量分析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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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PLC 法系统适应性试验、线性范围和定量限考察 

（2）HPLC 法精密度和回收率的考察 

 

2.教学目标 

（1）掌握 HPLC 仪器的操作步骤，系统适应性、线性范围、定量限的研究方法。 

（2）掌握精密度、回收率和耐用性的计算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本课程按等级制评定与考核，评分标准分为：A、B、C、D、E 五个等级。考核

主要包括两部分：实验操作技能、实验报告（包括实验预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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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药物分析课程的评定分数中，理论课内容占 70%，实验课内容占 30%。，其中

实验课考核又分为两部分，即实验操作技能占实验课总分数的 50%、实验报告（包括

实验预习报告）占实验课总分数的 5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电子分析天平 20 烘  箱 2 

真空泵 6 水浴锅 8 

HPLC 仪 1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12 

紫外扫描分光光度计 1 燃烧瓶 10 

旋光分光光计 3 酸度计 12 

折光仪 4 真空干燥箱 1 

电位滴定仪 13 永停滴定仪 13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徐乃玉主编，《药物分析实验指导》，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参考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5. 

 

 

 

执 笔 人：张经硕  

审 批 人：谢洪平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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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工程制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BIDM1006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基因工程制药/ 

                          Gene Engineering Pharmaceutical Science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生物制药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生物制药专业的专业实验课程，是以基因工程基本操作为主线，强调实

验方法的经典性、实用性。实验内容涉及了基因工程制备药物的主要过程，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基因工程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实验操作方法，并使其对基因工程制

药的上、下游技术有一个完整的概况，力求全面、系统地培养学生基因工程制备药物

的实验操作能力，并提高解决问题及分析研究问题的能力，为本科生进入科研实验室

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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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开、 

选开 

1 基因工程药物实验总论与实验准备 验证性 6 2 必开 

2 质粒载体的制备 综合性 6 2 必开 

3 药物目的基因的制备 设计性 6 2 必开 

4 药物目的基因与载体的酶切、回收与连接 综合性 6 2 选开 

5 重组 DNA 的转化与阳性克隆筛选 综合性 6 2 必开 

6 基因工程药物的诱导表达 设计性 6 2 必开 

7 目的蛋白的 SDS-PAGE 鉴定 设计性 6 2 必开 

8 基因工程药物的分离纯化与活性测定 设计性 6 2 选开 

9 基因工程药物的 Western Blotting 检测 综合性 6 2 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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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一  基因工程药物实验总论与实验准备 

实验内容： 

（1）LB 培养基的配制 

（2）培养基高压灭菌 

（3）固体平板的制备 

（4）无菌操作 

实验要求： 

1．学习和掌握 LB、LA 培养基的配制方法。 

2．熟悉基因工程药物制备的流程。 

 

实验二  质粒载体的制备 

 

实验内容： 

（1）SDS-碱裂解法或试剂盒法制备质粒 DNA。 

（2）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 

实验要求： 

1．掌握提取质粒 DNA、电泳的方法。 

2．了解基因组 DNA 的提取方法。 

 

实验三  药物目的基因的制备 

 

实验内容： 

（1）PCR 法制备目的基因。 

（2）琼脂糖凝胶电泳。 

实验要求： 

1．掌握 PCR 的基本原理、体系组成和程序设定过程。 

2．了解基因组文库、cDNA 文库法制备目的基因的方法。 

 

实验四  药物目的基因与载体的酶切、回收与连接 

 

实验内容： 

（1）药物目的基因和载体分别酶切 

（2）琼脂糖凝胶电泳回收目的片段 

（3）药物目的基因和载体连接 

实验要求： 

1．掌握酶切和连接的基本方法。 

2．熟悉胶回收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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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五  重组 DNA 的转化与阳性克隆筛选 

 

实验内容： 

（1）感受态细胞的制备 

（2）CaCl2 法转化大肠杆菌 

（3）根据质粒的抗药性筛选阳性克隆 

实验要求： 

1．掌握 CaCl2 法转化大肠杆菌的方法、平板涂布和抗药性筛选阳性克隆的方法。 

2．了解磷酸钙转染法、脂质体转染法，蓝白斑筛选法等其它筛选阳性克隆的方

法。 

 

实验六  基因工程药物的诱导表达 

 

实验内容： 

（1）单克隆的挑取 

（2）药用蛋白的 IPTG 诱导表达 

（3）目的蛋白的制备 

实验要求： 

1． 掌握 IPTG 诱导表达的基本方法 

2． 熟悉诱导表达的最佳条件的确定方法，如诱导剂浓度、诱导时间的选择

等。 

 

实验七  基因工程药物的 SDS-PAGE 鉴定 

 

实验内容： 

（1）SDS-PAGE 胶的配置及垂直电泳 

（2）考马斯亮蓝染色法及脱色 

实验要求： 

1． 掌握 SDS-PAGE 法的原理和基本方法。 

2． 了解其它蛋白染色法，如银染等。 

 

实验八  基因工程药物的分离纯化与活性测定 

 

实验内容： 

（1）亲和层析 

（2）SDS-PAGE 

（3）基因工程药物的活性测定 

实验要求： 

1．掌握亲和层析的原理和基本方法 

2．了解凝胶过滤层析、离子交换层析、盐析等目的蛋白的分离纯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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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九  基因工程药物的 Western Blotting 检测 

 

实验内容： 

（1）SDS-PAGE 

（2）Western Blotting 

实验要求： 

1．熟悉 Western Blotting 的基本原理和实验步骤。 

四、 考核要求与方式 

1、实验报告： 

本门课程要求实验报告应具有“实验目的与要求、原理、实验基本过程、实验结

果与讨论”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本课程按等级制评定与考核，评分标准分为：A、B、C、D、E 五个等级。考核

主要包括两部分：实验操作技能、实验报告（包括实验预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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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课程的评定分数中，实验课内容占 20%，其中实验课考核又分为两部分，即

实验操作技能占实验课总分数的 60%、实验报告（包括实验预习报告）占实验课总分

数的 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器 套数 仪器 套数 

恒温培养箱 1 旋涡混合器 3 

恒温摇床 1 琼脂糖凝胶电泳槽 5 

高压灭菌锅 1 电泳仪 5 

电子天平 1 微波炉 1 

超净工作台 3 微量移液器 若干 

台式离心机 3 PCR 仪 1 

凝胶成像系统 1 垂直电泳槽 5 

发酵罐 1 脱色摇床 3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自编 

参考袁婺洲《基因工程》，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2、参考书目： 

（1）基因工程技术实验指导，钟卫鸿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 

（2）基因工程实验指导，朱旭芬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基因工程实验技术，彭秀玲 编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4）分子克隆实验指南（第三版），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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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药工艺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BIDM1007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Bio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生物制药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生物制药工艺学实验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凝胶过滤层析、离子交换层析、亲

和层析、微生物发酵等基本实验原理和实验方法，加深对课堂内容的理解；通过实验

训练，正确掌握实验仪器使用和实验操作技能，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观察能力；

结合实验结果的观察和分析，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要求认真预习有关的原理与实验步骤，完成课内各项实验任务，熟练掌握各实验

的操作技术，客观认真填写实验数据并进行结果分析课程简介，及时上交实验报告。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的

要求 

学时 

分配 

实验 

类型 

每组 

人数 

必开 

选开 

1 

萃取实验 

（一）pH 对有机溶剂萃取红霉素的影响 

（二）比色法测定红霉素效价 

 5 
基础性

（验证） 
2 必开 

2 反胶束萃取法 pH 对萃取率的影响  4 
基础性

（验证） 
2 必开 

3 PEG/硫酸铵两水相系统的相图  4 
基础性

（验证） 
2 必开 

4 

双水相系统中蛋白质分配系数的测定 

（一）考马斯亮蓝比色法测定蛋白质含量 

（二）双水相系统中蛋白质分配系数测定 

 5 
基础性

（验证） 
2 必开 

5 细胞色素 C（Cytc）的制备  8 
基础性

（验证） 
2 必开 

6 离子交换树脂交换容量的测定  4 
基础性

（验证） 
2 必开 

7 离子交换树脂层析法分离混合氨基酸  6 综合性 2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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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萃取实验 

1.教学内容 

（1）pH 值对有机溶剂萃取红霉素的影响。 

（2）红霉素化学效价测定（硫酸显色法）。 

2.教学目标 

（1）学习萃取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2）掌握分配系数等基本概念与计算方法。 

（3）了解影响分配系数的各种因素。 

（4）掌握比色法测定红霉素效价。 

实验项目 2：反胶束萃取法 pH 对萃取率的影响 

1.教学内容 

（1）pH 值对反胶束萃取红霉素的影响。 

（2）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含量。 

2.教学目标 

（1）加深对反胶束萃取基本原理的理解。 

（2）通过实验，了解反胶束萃取的基本操作方法。 

（3）以牛血清蛋白为实验对象，了解 pH 在反胶束萃取工艺中的重要性。 

实验项目 3： PEG／(NH4)2SO4 两水相系统的相图 

1.教学内容 

制作 PEG／(NH4)2SO4两水相系统的相图。 

2.教学目标 

（1）了解制作两水相系统相图的方法，加深对相图的认识。 

实验项目 4：两水相系统中蛋白质分配系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双水相系统萃取蛋白质。 

（2）考马斯亮蓝法测定蛋白质含量。 

2.教学目标 

（1）通过实验，熟悉考马斯亮蓝比色法测定蛋白质含量的实验原理和操作方法。 

（2）了解蛋白质在两水相系统中分配系数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5：细胞色素 C（Cytc）的制备 

1.教学内容 

细胞色素 C 的提取分离步骤，提取→吸附及洗脱→盐析及浓缩→细胞色素 C 含量的

测定。 

2.教学目标 

（1）学习蛋白质制备的基本原理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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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和掌握制备及测定细胞色素 C 的方法。  

实验项目 6：离子交换树脂交换容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静态法测定阳离子交换树脂的交换容量 

（2）动态法测定阴离子交换树脂的交换容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静态法测定阳离子交换树脂交换容量。 

（2）掌握动态法测定阴离子交换树脂交换容量。 

实验项目 5：离子交换树脂层析法分离混合氨基酸 

1.教学内容 

离子交换树脂层析法分离混合氨基酸，树脂的处理→装柱→加样、洗脱及洗脱

液收集→氨基酸含量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离子交换树脂层析的工作原理及操作技术。 

（2）.学会用离子交换树脂层析法分离混合氨基酸。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 

写实验报告是实验课的基本训练之一，应以科学态度，认真、严肃的对待，以便

为日后撰写科学论文打下良好基础。实验结束后，均须按指导老师的要求，每人写一

份实验报告。书写实验报告要求文字简练、通顺，书写清除、整洁，正确使用标点符

号。在书写实验报告时，提倡同学间的相互讨论和争论，但必须自己独立完成，对不

符合要求的实验报告老师有权退回责令重写。实验报告的格式和内容如下： 

（1）注明姓名，班级，组别，日期 

（2）实验序号题目 

（3）实验原理、目的和要求 

（4）实验方法：一般不必详述，如果实验仪器或方法有所变动，或因操作技术

影响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可作简要说明。 

（5）实验结果：应忠实、正确的记录实验结果及实验现象。为此，在实验中应

注意记录每项实验结果。实验结束后，根据实验结果和上述的要求来写实验报告。如

有未完成的项目，应加以说明，切忌抄袭他人的实验结果。 

（6）讨论与结论：实验的讨论是根据课堂所学理论知识对实验结果进行解释及

分析，判断实验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目的，如出现非预期的结果，应分析可能的原因。

实验的结论应在讨论的基础上，概括的做出带有共同规律的几点小结或推论。结论应

言之有据，不能照抄书本，或写些与本实验无关的结论。 

2、 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本实验课程不单独考试，主要根据出勤率、实验过程表现、实验报告等平时表现

考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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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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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课考核成绩由出勤率、实验过程表现、实验报告三部分确定，此成绩占课程

总成绩的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子天平              20 台            组织捣碎机                 2 台 

离心机                 3 台            水浴锅                     8 台 

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7 台            751 紫外分光光度计          4 台 

冰箱                   1 台            高压灭菌锅                 1 台 

酸度计                 7 台            磁力搅拌器                10 台 

恒温培养箱             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 

2、参考书：《生物工程技术实验指导》，魏群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制药工程专业实验》，宋航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年 

《生化工艺学》，陈来同主编，科学出版社,2004 年 

 

 

 

执 笔 人：周建芹  

审 批 人：张小虎  

完 成 时 间： 2016.4 

 



 

 12 

《分子生物学（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BIOP1002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分子生物学（一）/ Molecular Biology （Ⅰ）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生物制药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实验课程是生物制药专业的专业基础实验课程，在本专业人才培养中起着重要

的地位和作用。本课程具有知识面宽、实验性强、精密仪器使用多之特点，其目的是

使学生对已学课程尤其是现代实验技术手段从理论上有更深的理解，对质粒 DNA 的

提取和酶切、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DNA、PCR 基因扩增、DNA 重组、大肠杆菌感受

态细胞的制备及转化等方面有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为本科生进

入科研实验室及其今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际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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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开、选开 

1 质粒 DNA 的提取 综合性 4 2 必开 

2 琼脂糖凝胶电泳 设计性 4 2 必开 

3 PCR 法制备目的基因与琼脂糖凝胶电泳 综合性 4 2 必开 

4 目的基因与载体的酶切与连接 综合性 4 2 选开 

5 酶切后的目的基因与载体琼脂糖凝胶电泳回收 综合性 4 2 选开 

6 大肠杆菌感受态的制备 综合性 4 2 必开 

7 重组 DNA 的转化与阳性克隆筛选 设计性 6 2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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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一  质粒 DNA 的制备 

 

实验内容： 

（1）SDS-碱裂解法或试剂盒法制备质粒 DNA。 

（2）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 

实验要求： 

1、 掌握提取质粒 DNA、电泳的方法。 

2、 熟悉细菌培养方法 

3、 了解基因组 DNA 的提取方法。 

 

实验二  琼脂糖凝胶电泳 

 

实验内容： 

（1） 琼脂糖凝胶的制备 

（2） 琼脂糖凝胶电泳的方法 

实验要求： 

（1） 掌握琼脂糖凝胶制备的方法 

（2） 熟悉琼脂糖凝胶电泳参数的设定方法 

 

实验三  PCR 法制备目的基因与琼脂糖凝胶电泳 

 

实验内容： 

（1）PCR 法制备目的基因。 

（2）琼脂糖凝胶电泳。 

实验要求： 

1． 掌握 PCR 的基本原理、体系组成 

2． 熟悉 PCR 仪程序设定过程。 

3． 了解基因组文库、cDNA 文库法制备目的基因的方法。 

实验四  目的基因与载体的酶切与连接 

 

实验内容： 

（1）目的基因和载体分别酶切 

（2）目的基因和载体连接 

实验要求： 

1、掌握酶切和连接的基本方法。 

2、了解目的基因连接效果的检测方法 

 

实验五  酶切后的目的基因与载体琼脂糖凝胶电泳回收 

 

实验内容： 

（1） 琼脂糖凝胶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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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收目的片段 

实验要求： 

1、 掌握胶回收的基本方法。 

2、 熟悉琼脂糖凝胶电泳的基本过程 

 

实验六 大肠杆菌感受态的制备 

 

实验内容： 

（1） 细菌的培养 

（2） 感受态细胞的制备 

实验要求： 

1、 掌握 CaCl2 法制备大肠杆菌感受态的制备过程 

2、   注意整个过程需无菌操作 

 

实验七   重组 DNA 的转化与阳性克隆筛选 

实验内容 

（1）CaCl2 法转化大肠杆菌 

（2）根据质粒的抗药性、蓝白斑法筛选阳性克隆 

实验要求： 

1、 掌握 CaCl2 法转化大肠杆菌的方法 

2、 掌握平板涂布和蓝白斑筛选阳性克隆的方法 

3、了解磷酸钙转染法、脂质体转染法，蓝白斑筛选法等其它筛选阳性克隆的方

法。 

四、考核要求与方式 

1、实验报告： 

本门课程要求实验报告应具有“实验目的与要求、原理、实验基本过程、实验结

果与讨论”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本课程按等级制评定与考核，评分标准分为：A、B、C、D、E 五个等级。考核

主要包括两部分：实验操作技能、实验报告（包括实验预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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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课程的评定分数中，实验课内容占 30%，其中实验课考核又分为两部分，即

实验操作技能占实验课总分数的 60%、实验报告（包括实验预习报告）占实验课总分

数的 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器 套数 仪器 套数 

恒温培养箱 1 旋涡混合器 3 

恒温摇床 1 琼脂糖凝胶电泳槽 5 

高压灭菌锅 1 电泳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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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套数 仪器 套数 

电子天平 1 微波炉 1 

超净工作台 3 微量移液器 若干 

台式离心机 3 PCR 仪 1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自编 

参考朱玉贤主编《现代分子生物学》 ，科学出版社 2007 

2、参考书目： 

（1）分子克隆实验指南（第三版），科学出版社，2007 

（2）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刘进元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3）基因工程实验指导，朱旭芬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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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药品分析》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IOP1004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生物药品分析/Biopharmaceutical Analysis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生物制药 

实验室名称：药物分析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生物药品分析》是专业课程之一。通过本课程实验的教学，使学生具有明确的

药品质量观念，牢固掌握、研究解决药物质量问题的一般规律与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能根据国家药品标准要求，独立完成药物原料和制剂分析

检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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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茚三酮比色测定谷氨酸

的含量 
综合性 5 2 必修 

2 
二苯胺显色法测定 DNA

含量 
综合性 5 2 必修 

3 
3,5-二硝基水杨酸比色

法测定糖的含量 
综合性 5 2 必修 

4 
HPLC 测定胰岛素含量

之线性考察 
综合性 7 4 必修 

5 
HPLC 测定胰岛素含量

之准确度和精密度考察 
综合性 7 4 必修 

6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肌

苷片中肌苷的含量 
综合性 7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茚三酮比色法测定谷氨酸的含量 

1.教学内容 



 

 17 

茚三酮比色法测定谷氨酸的百分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比色计的原理； 

（2）熟悉比色计的操作过程； 

（3）掌握茚三酮法测定氨基酸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4）熟悉茚三酮法测定氨基酸含量的影响因素。 

实验项目 2：二苯胺显色法测定 DNA 的含量 

1.教学内容 

二苯胺显色法测定 DNA 的百分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比色计的原理； 

（2）熟悉比色计的操作过程； 

（3）掌握二苯胺显色法测定 DNA 含量的原理和过程； 

（4）熟悉 DNA 含量测定的影响因素。 

 

实验项目 3：3、5-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糖的含量 

1.教学内容 

3、5-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糖的百分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比色计的原理； 

（2）熟悉比色计的操作过程； 

（3）掌握 3、5-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糖含量的原理和过程； 

（4）了解糖含量测定的干扰因素。 

 

实验项目 4：HPLC 测定胰岛素含量之线性关系考察 

1.教学内容 

     用 HPLC 选择胰岛素含量测定的浓度范围和线性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 HPLC 的原理； 

（2）熟悉 HPLC 的操作过程； 

（3）掌握 HPLC 线性关系考察的方法。 

 

实验项目 5：HPLC 测定胰岛素含量之准确度和精密度考察 

1.教学内容 

（1）验证胰岛素 HPLC 含量测定方法的准确度 

（2）验证胰岛素 HPLC 含量测定方法的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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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 HPLC 的原理； 

（2）熟悉 HPLC 的操作过程； 

（3）掌握 HPLC 准确度和精密度考察的方法。 

 

实验项目 6：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肌苷片中肌苷的含量 

1.教学内容 

（1）内标法样品的处理 

（2）内标法的数据处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 HPLC 的原理； 

（2）熟悉 HPLC 的操作过程； 

（3）掌握反相高效液相色谱内标法测定组分含量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本课程按百分制评定与考核。考核主要包括两部分：实验操作技能、实验报告（包

括实验预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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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物药品分析课程的评定分数中，实验课内容占 30%。，其中实验课考核又分

为两部分，即实验操作技能占实验课总分数的 60%、实验报告（包括实验预习报告）

占实验课总分数的 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电子分析天平 20 涡旋振荡仪 4 

真空泵 6 水浴锅 8 

HPLC 仪 1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12 

紫外扫描分光光度计 1 酸度计 12 

比色计 8 真空干燥箱 1 

台式离心机          3 高速离心机 1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徐乃玉主编.《药物分析实验指导》，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参考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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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白秀峰主编.《生物药物分析》，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第 1 版 ，2002 年. 

          何华主编．《生物药物分析》，化学工业出版社，第 2 版．2014 年. 

 

执 笔 人：张经硕    

审 批 人：张真庆    

完成时间：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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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细胞生物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IOP1024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药物细胞生物学/Pharmaceutical Cell Biology 

课程学时：45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生物制药 

实验室名称：细胞生物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细胞生物学是生物制药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在生命学科的本科教学中有着十分重

要的地位，通过本实验课程的教学，旨在培养学生掌握显微镜的原理和应用，临时装

片技术，细胞器染色的原理和方法，细胞体外培养的原理和细胞传代培养技术，细胞

融合的原理和技术，学习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细胞器的形态等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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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光学显微镜的结

构与使用； 

细胞的显微结构 

基础性实验 3 2 人 必修 

2 细胞的形态、计数 综合性实验 3 2 人 必修 

3 细胞的生理活动 综合性实验 3 2 人 必修 

4 细胞培养技术 综合性实验 3 2 人 必修 

5 细胞的有丝分裂 综合性实验 3 2 人 必修 

6 细胞融合 综合性实验 3 2 人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普通光学显微镜的结构与使用；细胞的显微结构 

1.教学内容 

（1）以普通光学显微镜的各部分结构、功能和性能参数的介绍入手，进而演示

光学显微镜尤其是油镜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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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观察小鼠肾脏切片中的线粒体，观察兔脊神经节切片的高尔基体，观察马

蛔虫子宫切片中的中心体。取口腔粘膜上皮细胞用詹纳斯绿 B 染料染其中的线粒体，

取洋葱表皮细胞进行一系列处理，考马斯亮蓝染细胞骨架，显微镜观察。 

2.教学目标 

（1）熟悉普通光学显微镜的主要构造及其性能；掌握低倍镜及高倍镜的使用方

法。 

 （2）熟悉光学显微镜下细胞器的形态及在细胞内的分布。 

 （3）掌握超活染色法及细胞骨架的光镜标本片制作方法。 

 （4）了解细胞超微结构的特点。 

 

实验项目 2：细胞的形态、计数 

1.教学内容 

（1）学习人口腔黏膜上皮细胞的制片与观察。 

（2） 洋葱表皮细胞的制片与观察。 

（3）取蟾蜍血细胞，用血细胞计数板进行技术。 

2.教学目标 

（1）初步掌握临时装片技术和显微绘图的方法。 

（2）熟悉光镜下动、植物细胞的基本形态、结构。 

（3）掌握活细胞计数及显微测微尺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3：细胞的生理活动 

1.教学内容 

（1）小鼠腹腔预先注射淀粉肉汤，实验时再注射鸡血红细胞，处死小鼠，取腹

水，显微镜观察巨噬细胞吞噬红细胞的过程。 

（2）制备 10%兔血红细胞，加入各种溶液观察红细胞对各种物质的通透性。 

2.教学目标 

（1）熟悉并理解细胞吞噬、细胞膜选择通透性等基本生理活动。。 

 

实验项目 4：细胞培养技术 

1.教学内容 

讲解细胞培养基组成、细胞培养的环境条件、基本设备、培养方法、冻存和复苏。 

2.教学目标 

（1）要求学生掌握细胞培养的必须条件。 

（2）熟悉精细胞发生过程中减数分裂各期的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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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细胞的有丝分裂 

1.教学内容 

（1）观察洋葱根尖纵切片中细胞分裂的各个时期。 

 (2）观察马蛔虫子宫切片中有丝分裂的各时期。 

2.教学目标 

（1）掌握动、植物细胞有丝分裂过程及各期特征。 

（2）掌握片剂的含量计算方法。 

（3）了解电位滴定法的适用范围。 

 

实验项目 6：细胞融合 

1.教学内容 

（1）取 CHO 细胞，按操作要求用 PEG 进行细胞融合 

2.教学目标 

（1）熟悉 PEG 诱导细胞融合的基本步骤和操作方法。 

（2）了解 PEG 诱导细胞融合的基本原理。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本课程按百分制评定与考核，考核主要包括两部分：实验操作技能、实验报告（包

括实验预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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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药物细胞生物学课程的评定分数中，理论课内容占 70%，实验课内容占 30%。，

其中实验课考核又分为两部分，即实验操作技能占实验课总分数的 50%、实验报告（包

括实验预习报告）占实验课总分数的 5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电子分析天平 20 

普通光学显微镜 32 

超净工作台 6 

恒温水浴锅 4 

冷冻离心机 4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王金发，何炎明主编，《细胞生物学实验教程》，科学出版社，2004 年 9 月。 

2.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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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中和，王喜忠，丁明孝主编，《细胞生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8 月。 

 

 

 

执 笔 人：章良  

审 批 人：王剑文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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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工程制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BIOP1025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细胞工程制药/Cell Engineering for Pharmaceuticals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生物制药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生物制药专业的专业课程，通过本实验课程的教学，使学生牢固掌握细

胞工程制药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通过各种细胞培养技术的建立和制药环节处理操

作技术的训练，使学生具备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能根据研发的要求，完成细胞工程

制药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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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培养基母液的制备 验证性 4 3 必修 

2 培养基的配制、灭菌与消毒 验证性 4 3 必修 

3 药用真菌固体和液体培养 综合性 4 3 必修 

4 药用真菌菌丝多糖提取和测定 综合性 4 3 必修 

5 药用植物细胞培养 综合性 4 3 选修 

6 常用动物细胞培养溶液及其配制 验证性 4 3 必修 

7 药用植物细胞总黄酮的提取和测定 综合性 4 3 必修 

8 动物细胞的换液和传代 验证性 4 3 必修 

9 生物药物细胞毒性的 MTT 法检测 综合性 4 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植物培养基母液的制备 

1.教学内容 

（1）大量元素母液的配制；（2）微量元素母液的配制；（3）铁盐母液的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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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机母液的配制；（5）激素母液配制； 

2.教学目标 

学习和掌握培养基母液的配制方法。 

实验项目 2：培养基的配制、灭菌与消毒 

1.教学内容 

（1） PDA 和 MS 培养基的配制 

（2）培养基的灭菌 高压灭菌；过滤除菌 

2.教学目标 

学习植物和真菌培养基配制；灭菌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3：药用真菌固体和液体培养  

1. 教学内容 

（1）．真菌固体培养接种与培养 

（2）．真菌液体培养接种与培养 

2. 教学目标 

（1）学习和掌握真菌固体和液体培养方法。 

（2）了解真菌培养周期特点。 

实验项目 4：药用真菌菌丝多糖提取和测定 

1.教学内容 

（1）．掌握真菌多糖提取的“水溶醇沉淀法”。 

（2）．蒽酮-硫酸法测定多糖浓度 

2. 教学目标 

（1）学习和掌握真菌多糖的提取和测定方法 

（2）了解真菌多糖提取的工业流程 

实验项目 5：药用植物细胞培养 

1.教学内容 

（1）植物细胞的固体培养； 

（2）．植物细胞液体培养。 

2. 教学目标 

（1）了解植物细胞悬浮培养技术； 

（2）学习和掌握细胞悬浮培养物中总黄酮的提取和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6：常用动物细胞培养溶液及其配制 

1.教学内容 

（1）. 无钙、镁磷酸缓冲溶液的配制 

（2）. 胰蛋白酶溶液的配制 

（3）. RPMI1640、DMEM 培养基的配制 

（4）. 其他溶液（Hepes 缓冲液、双抗）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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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目标 

（1）．掌握动物细胞培养基配制的实验方法 

实验项目 7：药用植物细胞总黄酮的提取和测定 

1.教学内容 

（1）．总黄酮的提取；  

（2）. 黄酮含量测定；标准曲线绘制；样品测定。 

2. 教学目标 

（1）．掌握植物细胞总黄酮提取的实验方法和基本原理； 

（2）．掌握比色法测定黄酮成分的原理和操作。 

实验项目 8：动物细胞的换液和传代 

1.教学内容 

（1）. 贴壁细胞（包括半贴壁细胞）的换液 

（2）. 悬浮细胞的换液 

（3）. 贴壁细胞的传代 

（4）. 悬浮细胞的传代 

2. 教学目标 

（1）. 了解细胞换液和传代的意义。 

（2）. 掌握细胞换液和传代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9：生物药物细胞毒性的 MTT 法检测 

1.教学内容 

1. 单细胞制备 

2. 孵化培养 

3. MTT 测定 

4. IC50 的计算 

 

2. 教学目标 

（1）. 掌握 MTT 比色法的原理和方法。 

（2）. 掌握酶联免疫检测仪的使用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本课程按等级制评定与考核，评分标准分为：A、B、

C、D、E 五个等级。考核主要包括两部分：实验操作技能、实验报告（包括实验预

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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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课程的评定分数中，实验课内容占 20%，其中实验课考核又分为两部分，即

实验操作技能占实验课总分数的 60%、实验报告（包括实验预习报告）占实验课总分

数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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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分析天平                20 台            烘  箱              2 台 

HPLC 仪                 4 台       751 紫外分光光度计        6 台 

荧光分光光度计          1 台            超净工作台           4 台 

高压灭菌锅              2 台              水浴锅             8 台 

酶标检测仪              2 台          恒温空气式摇床         4 台 

光照生物培养箱          1 台            搅拌式发酵罐         1 台 

酸度计                  10 个               冰箱             2 个 

体视显微镜              1 台             CO2 培养箱          2 台 

高速组织捣碎机          4 台            氟离子选择电极       7 支 

液氮罐                  2 个              Zeiss 滤器           3 个 

纯水仪                  1 台            高速冷冻离心机        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细胞工程制药实验》，自编讲义。 

参考书： 

1．植物细胞工程原理与技术。周维燕 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2001。 

2．动物细胞工程原理与实践。冯伯森主编，科学出版社，2000。 

3．细胞工程实验。李志勇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执 笔 人：王剑文   

审 批 人：周建芹   

完 成 时 间： 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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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工程制药》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BIOP1027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酶工程制药 / 

                      Enzyme Engineering Pharmaceutical Science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生物制药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酶工程制药实验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酶制剂的发酵生产方法、酶的固定化原

理与操作方法、酶分子的修饰原理和实验方法等，加深学生对抽象的理论内容的理解；

通过实验训练，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观察能力，正确掌握实验仪器的使用方法

和实验操作技能，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要求认真预习有

关的原理与实验步骤，完成课内各项实验任务，熟练掌握各实验的操作技术，客观认

真填写实验数据并进行结果分析，及时上交实验报告。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的

要求 

学时 

分配 

实验 

类型 

每组 

人数 

必开 

选开 

1 酶的性质（一）  6 
基础性

（验证） 
2 必开 

2 葡萄糖氧化酶的活性测定  4 
基础性

（验证） 
2 必开 

3 
酶的性质（二）——葡萄糖氧化酶动力学

参数测定 
 8 综合性 2 必开 

4 不同产酶菌种的筛选  6 
基础性

（验证） 
2 必开 

5 葡萄糖氧化酶的固定化—海藻酸钙包埋法  6 
基础性

（验证） 
2 必开 

6 酶的应用  6 综合性 2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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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酶的性质（一） 

1.教学内容 

（1）比较过氧化氢自分解、马铃薯过氧化氢酶催化过氧化氢分解、铁粉催化过

氧化氢分解的速度。 

（2）利用 Benedict 试剂检测唾液淀粉酶、酵母蔗糖酶对淀粉和蔗糖的催化作用，

判断两种酶作用的底物。 

（3）比较钠离子、氯离子、铜离子、硫酸根离子对唾液淀粉酶催化活性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掌握酶催化的高效性； 

（2）掌握酶催化的底物专一性； 

（3）掌握抑制剂和激活剂对酶活力的影响。 

实验项目 2：葡萄糖氧化酶的活性测定 

1.教学内容 

（1）绘制 H2O2 标准曲线。 

（2）利用靛蓝胭脂红褪色法测定葡萄糖氧化酶活性。 

2.教学目标 

（1）掌握靛蓝胭脂红褪色法测定葡萄糖氧化酶活力的原理及方法； 

（2）理解酶活力单位及酶活力的意义，并掌握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3：酶的性质（二）——葡萄糖氧化酶动力学参数测定 

1.教学内容 

（1）比较不同温度下葡萄糖氧化酶的活性。 

（2）比较不同 pH 值条件下葡萄糖氧化酶的活性。 

（3）比较不同底物浓度对葡萄糖氧化酶的活性影响，利用双倒数作图求出 Km。 

2.教学目标 

（1）掌握测定酶的最适温度、最适 pH 值的方法； 

（2）掌握双倒数作图法测定葡萄糖氧化酶 Km 及 Vmax的原理及方法； 

（3）理解酶活力单位及酶活力的意义，并掌握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4：不同产酶菌种的筛选 

1.教学内容 

配制培养基→采集土样→接种培养→鉴别菌种 

2.教学目标 

（1）熟悉产酶菌种分离的一般过程； 

（2）掌握菌种筛选的方法和原理； 

（3）掌握菌种接种、培养基倒平板、高压蒸汽灭菌等实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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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葡萄糖氧化酶的固定化—海藻酸钙包埋法 

1.教学内容 

（1）海藻酸钙包埋法固定化葡萄糖氧化酶。 

（2）测定固定化葡萄糖氧化酶的活性。 

（3）比较游离和固定化葡萄糖氧化酶热稳定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葡萄糖氧化酶的性质及用途； 

（2）掌握包埋法固定化酶的原理与制备方法。 

实验项目六：酶的应用 

1.教学内容 

（1）纤维素酶水解银杏叶粉末，然后用乙醇水溶液提取黄酮。 

（2）银杏叶粉末直接用乙醇水溶液提取黄酮，并对比两种方法的提取率。 

2.教学目标 

（1）掌握纤维素酶水解纤维素原理及操作。 

四、考核方式 

1、实验报告： 

写实验报告是实验课的基本训练之一，应以科学态度，认真、严肃的对待，以便

为日后撰写科学论文打下良好基础。实验结束后，均须按指导老师的要求，每人写一

份实验报告。书写实验报告要求文字简练、通顺，书写清除、整洁，正确使用标点符

号。在书写实验报告时，提倡同学间的相互讨论和争论，但必须自己独立完成，对不

符合要求的实验报告老师有权退回责令重写。实验报告的格式和内容如下： 

（1）注明姓名，班级，组别，日期 

（2）实验序号题目 

（3）实验原理、目的和要求 

（4）实验方法：一般不必详述，如果实验仪器或方法有所变动，或因操作技术

影响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可作简要说明。 

（5）实验结果：应忠实、正确的记录实验结果及实验现象。为此，在实验中应

注意记录每项实验结果。实验结束后，根据实验结果和上述的要求来写实验报告。如

有未完成的项目，应加以说明，切忌抄袭他人的实验结果。 

（6）讨论与结论：实验的讨论是根据课堂所学理论知识对实验结果进行解释及

分析，判断实验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目的，如出现非预期的结果，应分析可能的原因。

实验的结论应在讨论的基础上，概括的做出带有共同规律的几点小结或推论。结论应

言之有据，不能照抄书本，或写些与本实验无关的结论。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本实验课程不单独考试，主要根据出勤率、实验过程表现、实验报告等平时表现

考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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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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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考核成绩由出勤率、实验过程表现、实验报告三部分确定，此成绩占课程

总成绩的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子天平              20 台            组织捣碎机                 2 台 

离心机                 3 台            水浴锅                     8 台 

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7 台            751 紫外分光光度计          4 台 

冰箱                   1 台            高压灭菌锅                 1 台 

酸度计                 7 台            磁力搅拌器                10 台 

恒温培养箱             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自编 

2、参考书：《生物工程技术实验指导》，魏群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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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执 笔 人：周建芹    

审 批 人：王剑文   

完 成 时 间： 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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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一）》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LMB1013/CLMB1122                    课程学分：

4.0 

课程名称（中/英）：Pharmacology (1)  

课程学时： 90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临床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药理学实验是药理学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目的是验证理论，巩固并加强

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对科研工作严肃的态度，严密的方法和严格要求，培养

学生根据客观实际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药理学实验，要求在生理、生化实验的基础上，掌握动物固定和各种给药方

法，掌握剂量换算和麻醉方法，学会观察记录主要的生理生化指标，掌握注射器及各

种记录装置的用法，掌握离体心脏、肠管、气管和在体动物血压，呼吸及各系统药物

的主要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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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能实验学总论、药典、药物剂型和处

方 
基础性实验 4 4 必修 

2 不同剂量和给药途径对药物作用的影响 基础性实验 4 4 必修 

3 药物的急性毒性实验 基础性实验 4 4 必修 

4 酚磺肽（PSP）药代动力学参数的测定 综合性实验 4 4 必修 

5 传出神经系统药物对麻醉兔血压的影响 综合性实验 4 4 必修 

6 胆碱能药物对豚鼠离体肠管的作用 综合性实验 4 4 必修 

7 利尿药和脱水药对尿液生成的影响 综合性实验 4 4 必修 

8 强心苷对离体原位蛙心排出量的影响 综合性实验 4 4 必修 

9 氯丙嗪的降温作用 基础性实验 4 4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机能实验学总论、药典、药物剂型和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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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教师讲述、演示为主，介绍机能实验学的总体概念和要求，讲述实验报告的格式，

特别是数据表格的格式，须遵循统计图表的要求；掌握实验动物的捉拿技术、给药技

术、采血方法，以及实验动物选择的基本要求；利用例题讲述药物剂量换算的基本方

法；利用具体药物展示熟悉剂型的分类，以及各剂型的基本特点，重点掌握片剂、胶

囊剂、注射剂、气雾剂等基本剂型的特点；通过实例讲述处方的意义、重要性和基本

格式、书写要求。 

2. 教学目标： 

（1） 学习机能实验学的目的，明确机能实验学的要求，掌握实验报告的书写

要求； 

（2） 掌握实验动物的基本操作方法； 

（3） 了解药典的基本知识、熟悉药物剂型的特点， 

（4） 掌握处方的书写方法。 

实验项目 2：不同剂量和给药途径对药物作用的影响 

1.教学内容： 

戊巴比妥钠和乌拉坦都属于镇静催眠麻醉药物，随剂量增加，其中枢抑制作用增

强，依次呈现镇静、催眠、抗惊厥癫痫及麻醉作用，表现为入睡时间缩短，睡眠持续

时间延长。药物的不同剂型可能影响药物起效时间和效应强弱的变化，通常水溶液吸

收速度较快，而胶浆剂吸收速度慢。硫酸镁不同给药途径甚至改变其效应的性质，口

服引起泻下和利胆作用，注射给药引起中枢抑制和骨胳肌松弛。 

2. 教学目标： 

（1） 观察比较不同剂型、剂量和给药途径对药物作用的影响情况 

（2） 掌握药物作用的一般规律。 

实验项目 3：药物的急性毒性实验 

1.教学内容 

将小鼠随机分组，每组 10 只，对每组小鼠腹腔注射不同浓度普鲁卡因，观察小

鼠行为变化与精神状态，记录每组半小时内小鼠死亡数目。统计不同浓度普鲁卡因对

小鼠的致死率，计算该药物的 LD50。 

2.教学目标 

（1） 掌握药物急性毒性实验的意义和方法； 

（2） 掌握小鼠标记方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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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酚磺肽（PSP）药代动力学参数的测定 

1. 教学内容 

掌握药代动力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方法，包括耳缘静脉麻醉、给药，颈浅静脉分离

及取血。了解药代动力学相关的两个实验技术问题：样品处理与浓度测定。理解各参

数的计算及意义。 

2.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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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测定酚磺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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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了解主要药代动力学参数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5：传出神经系统药物对麻醉兔血压的影响 

1.教学内容 

掌握耳缘静脉麻醉给药，颈总动脉分离及 MedLab 软件基本操作方法；掌握传出

神经系统药物通过相应受体的激动剂和拮抗剂对家兔血压的影响，间接地定性分析不

同组织、不同部位受体的类型和功能；进一步熟悉传出神经系统药物相互之间的作用。 

2. 教学目标 

（1） 学习急性麻醉动物血压实验装置、方法；. 

（2） 观察传出神经系统药物对血压的影响，理解其相互作用关系 

实验项目 6：胆碱能药物对豚鼠离体肠管的作用 

1. 教学内容 

了解豚鼠回肠分离方法，掌握一般离体器官的实验方法及 MedLab 及软件基本操

作方法；掌握胆碱能药物通过相应受体的激动剂和拮抗剂对平滑肌收缩作用的理解，

间接地定性分析不同组织、不同部位受体的类型和功能；进一步熟悉胆碱能药物相互

之间的作用。 

2. 教学目标 

（1） 学习离体动物平滑肌器官实验方法； 

（2） 观察药物对离体豚鼠回肠的作用，理解其相互作用关系。 

实验项目 7：利尿药和脱水药对尿液生成的影响 

1. 教学内容 

掌握耳缘静脉麻醉给药；输尿管分离方法及 MedLab 软件基本操作方法；掌握代

谢笼集尿装置收集尿液，尿液电解质测定，比较利尿药和脱水药对尿液生成和电解质

代谢的影响。 

2. 教学目标 

（1） 了解急性利尿实验方法，观察呋塞米和高渗葡萄糖对麻醉兔的利尿作用

即观察利尿药和脱水药对尿液生成和电解质代谢的影响； 

（2） 了解慢性利尿实验方法，观察氢氯噻嗪对尿量的影响。 

实验项目 8：强心苷对离体原位蛙心排出量的影响 

1. 教学内容 

掌握蛙心心脏及血管的解剖图，掌握离体原位蛙心人工循环装置的制作方法，学

习 MedLab 软件记录心肌收缩力的基本操作方法。观察 Medlab 记录的强心苷给药前

后心肌收缩力和心率的变化。记录强心苷给药前后动脉套管滴数即心输出量的变化。 

2. 教学目标 

（1） 学习离体原位蛙心实验方法，观察强心苷对离体原位蛙心心输出量、心

率、心收缩力的作用。 

（2） 学习强心苷的直接强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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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9：氯丙嗪的降温作用 

1. 教学内容 

掌握家兔测温方法；记录给不同的药后家兔体温度变化；.观察其变化并说明为

什么？氯丙嗪和复方氨基比林（复氨）降温作用比较，作图表示(纵坐标为体温，横

坐标为不同时间) 

2. 教学目标 

观察氯丙嗪的降温作用及作用特点。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 

书写实验报告是培养文字表达能力和概括、综合分析能力的重要训练方法。在实

验报告中，要求列出实验题目、实验方法和实验结果，有时还需要对实验结果产生的

原理或实验结果异常的原因略加讨论，最后对实验结果加以概括性总结，得出结论。

实验报告要求言简意明，书写工整，措词注意科学性和逻辑性。 

2、 考核方式 

（1）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操作技能考试 

（2） 实验课考核成绩根据平时实验操作实验报告书写情况和实验操作技能考

试成绩加权平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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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分光光度计 4 台；离心机 4 台；电子称 4 台；婴儿秤 4 台；Medlab 实验电脑

系统 24 套；水浴锅 21 台；呼吸机 4 台；心电图机 4 台等。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机能实验学，主编：谢可鸣，王国卿，蒋星红，盛瑞。高教出版社，2014

年。 

2、 药理实验方法学（第四版），主编：魏伟，吴希美，李元建，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 

执 笔 人：盛   瑞  

审 批 人：毛新良  

完 成 时 间：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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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MEIM1008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Pharmacology II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24 

适用专业：护理、法医、口腔、预防、检验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药理学实验是药理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目的是验证理论，巩固并加强

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对科研工作严肃的态度，严密的方法和严格要求，培养

学生根据客观实际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药理学实验，要求在生理、生化实验的基础上，掌握动物固定和各种给药方

法，掌握剂量换算和麻醉方法，学会观察记录主要的生理生化指标，掌握注射器及各

种记录装置的用法，掌握离体心脏、肠管、气管和在体动物血压，呼吸及各系统药物

的主要实验方法。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分配 

实验 

类型 

每组 

人数 

必开/ 

选开 

1 机能实验学总论、药典、药物剂型和处方 4 
综合性 

实验 
4 必开 

2 药物的急性毒性实验 4 
综合性 

实验 
4 必开 

3 酚磺肽（PSP）药代动力学参数的测定 4 
设计性 

实验 
4 必开 

4 传出神经系统药物对麻醉兔血压的影响 4 
综合性 

实验 
4 必开 

5 胆碱能药物对豚鼠离体肠管的作用 4 
设计性 

实验 
4 必开 

6 强心苷对离体原位蛙心排出量的影响 4 
综合性 

实验 
4 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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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机能实验学总论、药典、药物剂型和处方 

实验内容：教师讲述、演示为主，介绍机能实验学的总体概念和要求，讲述实验

报告的格式，特别是数据表格的格式，须遵循统计图表的要求；掌握实验动物的捉拿

技术、给药技术、采血方法，以及实验动物选择的基本要求；利用例题讲述药物剂量

换算的基本方法；利用具体药物展示熟悉剂型的分类，以及各剂型的基本特点，重点

掌握片剂、胶囊剂、注射剂、气雾剂等基本剂型的特点；通过实例讲述处方的意义、

重要性和基本格式、书写要求。 

实验要求：学习机能实验学的目的，明确机能实验学的要求，掌握实验报告的书

写要求；掌握实验动物的基本操作方法；了解药典的基本知识、熟悉药物剂型的特点，

掌握处方的书写方法。 

 

实验项目 2：药物的急性毒性实验 

实验内容：将小鼠随机分组，每组 10 只，对每组小鼠腹腔注射不同浓度普鲁卡

因，观察小鼠行为变化与精神状态，记录每组半小时内小鼠死亡数目。统计不同浓度

普鲁卡因对小鼠的致死率，计算该药物的 LD50。 

实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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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酚磺肽（PSP）药代动力学参数的测定 

实验内容：掌握药代动力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方法，包括耳缘静脉麻醉、给药，颈

浅静脉分离及取血。了解药代动力学相关的两个实验技术问题：样品处理与浓度测定。

理解各参数的计算及意义。 

实验要求：通过测定酚磺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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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传出神经系统药物对麻醉兔血压的影响 

实验内容：掌握耳缘静脉麻醉给药，颈总动脉分离及 MedLab 软件基本操作方法；

掌握传出神经系统药物通过相应受体的激动剂和拮抗剂对家兔血压的影响，间接地定

性分析不同组织、不同部位受体的类型和功能；进一步熟悉传出神经系统药物相互之

间的作用。 

实验要求：学习急性麻醉动物血压实验装置、方法；.观察传出神经系统药物对

血压的影响，理解其相互作用关系 

 

实验项目 5：胆碱能药物对豚鼠离体肠管的作用 

实验内容：了解豚鼠回肠分离方法，掌握一般离体器官的实验方法及 MedLab 及

软件基本操作方法；掌握胆碱能药物通过相应受体的激动剂和拮抗剂对平滑肌收缩作

用的理解，间接地定性分析不同组织、不同部位受体的类型和功能；进一步熟悉胆碱

能药物相互之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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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要求：学习离体动物平滑肌器官实验方法；观察药物对离体豚鼠回肠的作用，

理解其相互作用关系。 

 

实验项目 6：强心苷对离体原位蛙心排出量的影响 

实验内容：掌握蛙心心脏及血管的解剖图，掌握离体原位蛙心人工循环装置的制

作方法，学习 MedLab 软件记录心肌收缩力的基本操作方法。观察 Medlab 记录的强

心苷给药前后心肌收缩力和心率的变化。记录强心苷给药前后动脉套管滴数即心输出

量的变化。 

实验要求：学习离体原位蛙心实验方法，观察强心苷对离体原位蛙心心输出量、

心率、心收缩力的作用，学习强心苷的直接强心作用。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书写实验报告是培养文字表达能力和概括、综合分析能力的重要训练

方法。在实验报告中，要求列出实验题目、实验方法和实验结果，有时还需要对实验

结果产生的原理或实验结果异常的原因略加讨论，最后对实验结果加以概括性总结，

得出结论。实验报告要求言简意明，书写工整，措词注意科学性和逻辑性。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操作技能考试。 

（2）实验课考核成绩根据平时实验操作实验报告书写情况和实验操作技能考试成绩

加权平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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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分光光度计 4 台；离心机 4 台；电子称 4 台；婴儿秤 4 台；Medlab 实验电脑

系统 24 套；水浴锅 21 台；呼吸机 4 台；心电图机 4 台等。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机能实验学（双语教材），主编：谢可鸣，王国卿，蒋星红，盛瑞；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4 年 

2、参考书：药理实验方法学，主编：魏伟，等；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年 

 

 

 

                                               

执 笔 人：王燕   

审 批 人：毛新良   

完 成 时 间： 2015.12  

 

 



 

 39 

《药理学（四）》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PHAR1010/PHAR1120                 课程学分：4.0 

课程名称（中/英）：Pharmacology (4)  

课程学时： 90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临床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药理学实验是药理学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目的是验证理论，巩固并加强

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对科研工作严肃的态度，严密的方法和严格要求，培养

学生根据客观实际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药理学实验，要求在生理、生化实验的基础上，掌握动物固定和各种给药方

法，掌握剂量换算和麻醉方法，学会观察记录主要的生理生化指标，掌握注射器及各

种记录装置的用法，掌握离体心脏、肠管、气管和在体动物血压，呼吸及各系统药物

的主要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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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能实验学总论、药典、药

物剂型和处方 
验证性实验 4 4 必修 

2 
不同剂量和给药途径对药

物作用的影响 
验证性实验 4 4 必修 

3 药物的急性毒性实验 验证性实验 4 4 必修 

4 
酚磺肽（PSP）药代动力学

参数的测定 
综合性实验 4 4 必修 

5 
传出神经系统药物对麻醉

兔血压的影响 
综合性实验 4 4 必修 

6 
胆碱能药物对豚鼠离体肠

管的作用 
综合性实验 4 4 必修 

7 
利尿药和脱水药对尿液生

成的影响 
综合性实验 4 4 必修 

8 
强心苷对离体原位蛙心排

出量的影响 
综合性实验 4 4 必修 

9 氯丙嗪的降温作用 验证性实验 4 4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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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机能实验学总论、药典、药物剂型和处方 

1.教学内容： 

教师讲述、演示为主，介绍机能实验学的总体概念和要求，讲述实验报告的格式，

特别是数据表格的格式，须遵循统计图表的要求；掌握实验动物的捉拿技术、给药技

术、采血方法，以及实验动物选择的基本要求；利用例题讲述药物剂量换算的基本方

法；利用具体药物展示熟悉剂型的分类，以及各剂型的基本特点，重点掌握片剂、胶

囊剂、注射剂、气雾剂等基本剂型的特点；通过实例讲述处方的意义、重要性和基本

格式、书写要求。 

2. 教学目标： 

（1）学习机能实验学的目的，明确机能实验学的要求，掌握实验报告的书写要

求； 

（2）掌握实验动物的基本操作方法； 

（3）了解药典的基本知识、熟悉药物剂型的特点， 

（4）掌握处方的书写方法。 

 

实验项目 2：不同剂量和给药途径对药物作用的影响 

1.教学内容： 

戊巴比妥钠和乌拉坦都属于镇静催眠麻醉药物，随剂量增加，其中枢抑制作用增

强，依次呈现镇静、催眠、抗惊厥癫痫及麻醉作用，表现为入睡时间缩短，睡眠持续

时间延长。药物的不同剂型可能影响药物起效时间和效应强弱的变化，通常水溶液吸

收速度较快，而胶浆剂吸收速度慢。硫酸镁不同给药途径甚至改变其效应的性质，口

服引起泻下和利胆作用，注射给药引起中枢抑制和骨胳肌松弛。 

2. 教学目标： 

（1）观察比较不同剂型、剂量和给药途径对药物作用的影响情况 

（2）掌握药物作用的一般规律。 

 

实验项目 3：药物的急性毒性实验 

1.教学内容 

将小鼠随机分组，每组 10 只，对每组小鼠腹腔注射不同浓度普鲁卡因，观察小

鼠行为变化与精神状态，记录每组半小时内小鼠死亡数目。统计不同浓度普鲁卡因对

小鼠的致死率，计算该药物的 LD50。 

2.教学目标 

（1）掌握药物急性毒性实验的意义和方法； 

（2）掌握小鼠标记方法；  

（3）通过实验掌握测定药物 LD50 的方法、实验步骤和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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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4：酚磺肽（PSP）药代动力学参数的测定 

1. 教学内容 

掌握药代动力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方法，包括耳缘静脉麻醉、给药，颈浅静脉分离

及取血。了解药代动力学相关的两个实验技术问题：样品处理与浓度测定。理解各参

数的计算及意义。 

2. 教学目标 

（1）通过测定酚磺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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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了解主要药代动力学参数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5：传出神经系统药物对麻醉兔血压的影响 

1.教学内容 

掌握耳缘静脉麻醉给药，颈总动脉分离及 MedLab 软件基本操作方法；掌握传出

神经系统药物通过相应受体的激动剂和拮抗剂对家兔血压的影响，间接地定性分析不

同组织、不同部位受体的类型和功能；进一步熟悉传出神经系统药物相互之间的作用。 

2. 教学目标 

（1）学习急性麻醉动物血压实验装置、方法；. 

（2）观察传出神经系统药物对血压的影响，理解其相互作用关系 

 

实验项目 6：胆碱能药物对豚鼠离体肠管的作用 

1. 教学内容 

了解豚鼠回肠分离方法，掌握一般离体器官的实验方法及 MedLab 及软件基本操

作方法；掌握胆碱能药物通过相应受体的激动剂和拮抗剂对平滑肌收缩作用的理解，

间接地定性分析不同组织、不同部位受体的类型和功能；进一步熟悉胆碱能药物相互

之间的作用。 

2. 教学目标 

（1）学习离体动物平滑肌器官实验方法； 

（2）观察药物对离体豚鼠回肠的作用，理解其相互作用关系。 

 

实验项目 7：利尿药和脱水药对尿液生成的影响 

1. 教学内容 

掌握耳缘静脉麻醉给药；输尿管分离方法及 MedLab 软件基本操作方法；掌握代

谢笼集尿装置收集尿液，尿液电解质测定，比较利尿药和脱水药对尿液生成和电解质

代谢的影响。 

2. 教学目标 

（1）了解急性利尿实验方法，观察呋塞米和高渗葡萄糖对麻醉兔的利尿作用即

观察利尿药和脱水药对尿液生成和电解质代谢的影响； 

（2）了解慢性利尿实验方法，观察氢氯噻嗪对尿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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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8：强心苷对离体原位蛙心排出量的影响 

1. 教学内容 

掌握蛙心心脏及血管的解剖图，掌握离体原位蛙心人工循环装置的制作方法，学

习 MedLab 软件记录心肌收缩力的基本操作方法。观察 Medlab 记录的强心苷给药前

后心肌收缩力和心率的变化。记录强心苷给药前后动脉套管滴数即心输出量的变化。 

2. 教学目标 

（1）学习离体原位蛙心实验方法，观察强心苷对离体原位蛙心心输出量、心率、

心收缩力的作用。 

（2）学习强心苷的直接强心作用 

 

实验项目 9：氯丙嗪的降温作用 

1. 教学内容 

掌握家兔测温方法；记录给不同的药后家兔体温度变化；.观察其变化并说明为

什么？氯丙嗪和复方氨基比林（复氨）降温作用比较，作图表示(纵坐标为体温，横

坐标为不同时间) 

2. 教学目标 

观察氯丙嗪的降温作用及作用特点。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一、实验报告 

书写实验报告是培养文字表达能力和概括、综合分析能力的重要训练方法。在实

验报告中，要求列出实验题目、实验方法和实验结果，有时还需要对实验结果产生的

原理或实验结果异常的原因略加讨论，最后对实验结果加以概括性总结，得出结论。

实验报告要求言简意明，书写工整，措词注意科学性和逻辑性。 

二、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操作技能考试 

（2）实验课考核成绩根据平时实验操作实验报告书写情况和实验操作技能考试

成绩加权平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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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分光光度计 4 台；离心机 4 台；电子称 4 台；婴儿秤 4 台；Medlab 实验电脑

系统 24 套；水浴锅 21 台；呼吸机 4 台；心电图机 4 台等。 

六、教材及参考书 

一． 教材：机能实验学，主编：谢可鸣，王国卿，蒋星红，盛瑞。高教出版社，

2014 年。 

二． 药理实验方法学（第四版），主编：魏伟，吴希美，李元建，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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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笔 人：盛瑞  

审 批 人：毛新良  

完 成 时 间：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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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PHAR1013/PHAR1122                 课程学分：6.0 

课程名称（中/英）：Medicinal Chemistry  

课程学时：  12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药学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药物化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实验的目的是通过制备某些药物的过程来

熟悉一些有机化学反应的原理和药物的理化性质，并掌握一些基本操作技术和化学反

应后处理以及产品纯化的方法。通过实验，培养正确的观察能力和科学的思维方法，

以及实事求是的记录习惯。因此学生在做实验前必须预习好实验内容，在实验过程中

应仔细观察现象、如实记录结果，在实验结束后应及时写好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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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司匹林的合成 综合性 7 2 必修 

2 磺胺醋酰钠的合成 综合性 17 2 必修 

3 苯佐卡因的合成 综合性 12 2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阿司匹林的合成 

1.教学内容 

以水杨酸为起始原料，用乙酸酐在 55 ℃进行乙酰化得到粗品阿司匹林，把粗

品溶于乙醇，加入水，降温进行重结晶精制。产物通过测量熔点和薄层色谱（TLC）

展开来确定纯度 

2.教学目标 

（1）熟悉阿司匹林的性状、特点和化学性质。 

（2）掌握酯化反应的原理和实验操作。 

（3）巩固重结晶、精制、抽滤等基本操作技术。 

（4）了解阿司匹林中杂质的来源和鉴定。 

实验项目 2：磺胺醋酰钠的合成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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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磺胺为起始原料，控制 pH 12～13, 50~55℃,用醋酐进行乙酰化得到磺胺醋酰，

然后通过调节 pH 值除去副产物达到纯化的目的；接着用 NaOH 水溶液成盐可制得目

标药物磺胺醋酰钠。 

2.教学目标 

（1）了解ｐＨ、温度等条件在药物合成中的重要性。 

（2）掌握磺胺类药物的一般理化性质，并掌握如何利用其理化性质的特点来达

到分离纯化产品的方法。 

（3）掌握胺类化合物乙酰化反应的原理。 

（4）巩固抽滤、重结晶的操作。 

 

实验项目 3：苯佐卡因的合成  

1. 教学内容 

以对硝基苯甲酸为起始原料，首先在回流条件下（乙醇为溶剂）利用浓硫酸催

化与乙醇反应形成乙酯；接着用铁粉还原硝基得到苯佐卡因粗品，然后用乙醇重结晶

精制即可得纯品，并测熔点。 

2. 教学目标 

（1）通过苯佐卡因的合成，学习酯化、还原等反应。 

（2）掌握利用酸碱、有机溶剂重结晶精制固体物质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标题、目的和要求、基本概念和实验原理、实验内容与操作、

结果与讨论、思考题。 

2、考核方式 

（1）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平时实验报告；基本操作。 

（2） 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加热搅拌器               20 台          熔点仪          2 台 

电子分析天平             2 台           托盘天平        5 台 

机械搅拌                 20 台          紫外灯          2 台 

循环水式真空泵            4 台         红外干燥箱       3 台  

玻璃仪器气流烘干器        2 台         各类玻璃仪器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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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药物化学实验与指导》 苏州大学药物化学教研室编 

 

                                               

执 笔 人：张士磊 ,刘峰   

审 批 人：张小虎   

完 成 时 间： 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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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分析》（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PHAR1016                  课程学分：5.5 

课程名称（中/英）：药物分析/Pharmaceutical analysis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药学 

实验室名称：药物分析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药学专业的专业课程，通过本实验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具有明确的药品

质量观念，牢固掌握、研究解决药物质量问题的一般规律与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具

有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能根据国家的药品标准要求，独立完成药物原料和制剂分析

检验任务。通过容量分析和仪器分析实验等不同分析方法，以及样品处理技术的训练，

使学生能根据药物质量标准独立完成药物的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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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教）荧光分析法、近红外光谱法、相对密

度测定法、折光率测定法、旋光光度法、液质

联用分析法 

演示性 4 4 必修 

2 氧瓶燃烧法测定含碘药物的含量 验证性 4 2 必修 

3 差示分光光度法测定维生素 B1 片剂的含量 验证性 4 2 必修 

4 永停滴定法测定磺胺嘧啶原料药的含量 设计性 5 2 必修 

5 自动电位滴定法测定盐酸金刚烷胺片剂的含量 设计性 5 2 必修 

6 阿司匹林 HPLC 定量分析 综合性 32 2-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示教）荧光分析法、近红外光谱法、相对密度测定法、折光率测

定法、旋光光度法、液质联用分析法 

1.教学内容 

（1）演示荧光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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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演示红外光谱法 

（3）演示相对密度测定方法 

（4）演示折光率的测定方法 

（5）演示旋光度的测定方法 

（6）讲解常用液质连用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液质连用分析技术 

（2）熟悉红外光谱、密度测定、折光率和旋光度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2：氧瓶燃烧法测定含碘药物的含量 

1.教学内容 

（1）氧瓶燃烧法测定盐酸胺碘酮中碘含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氧瓶燃烧法破坏药物的原理和操作。 

（2）掌握碘量法测定药物的原理和操作。 

（3）掌握氧瓶燃烧-碘量法测定有机含碘药物的化学计量关系与含量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3：差示分光光度法测定维生素 B1 片剂的含量 

1.教学内容 

差示分光光度法测定维生素 B1 片剂的标示百分含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差示分光光度法消除可能存在干扰的原理。 

（2）熟悉 ΔA 法的基本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4：永停滴定法测定磺胺嘧啶原料药的含量 

1.教学内容 

永停滴定法测定磺胺嘧啶原料药的百分含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永停滴定法的基本原理，熟悉用永停滴定仪确定滴定终点的方法。 

（2）掌握永停滴定法测定磺胺嘧啶含量的原理与方法。 

（3）了解永停滴定法的适用范围。 

实验项目 5：电位滴定法测定盐酸金刚烷胺片的含量 

1.教学内容 

电位滴定法测定盐酸金刚烷胺片的百分含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电位滴定法的原理和电位滴定仪的操作方法。 

（2）掌握片剂的含量计算方法。 

（3）了解电位滴定法的适用范围。 

实验项目 6：阿司匹林 HPLC 定量分析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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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PLC 法系统适应性试验、线性范围和定量限考察 

（2）HPLC 法精密度和回收率的考察 

（3）HPLC 法耐用性 

（4）阿司匹林游离水杨酸和有关物质的 HPLC 法检查以及含量测定 

a.游离水杨酸的检查； 

b.有关物质的检查； 

c.含量测定。 

2.教学目标 

（1）掌握 HPLC 仪器的操作步骤，系统适应性、线性范围、定量限的研究方法。 

（2）掌握精密度、回收率和耐用性的计算方法。 

（3）熟悉阿司匹林游离水杨酸和有关物质的 HPLC 法检查以及含量测定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本课程按等级制评定与考核，评分标准分为：A、B、C、D、E 五个等级。考核

主要包括两部分：实验操作技能、实验报告（包括实验预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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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药物分析课程的评定分数中，理论课内容占 70%，实验课内容占 30%。，其中

实验课考核又分为两部分，即实验操作技能占实验课总分数的 50%、实验报告（包括

实验预习报告）占实验课总分数的 5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电子分析天平 20 烘  箱 2 

真空泵 6 水浴锅 8 

HPLC 仪 1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12 

紫外扫描分光光度计 1 燃烧瓶 10 

旋光分光光计 3 酸度计 12 

折光仪 4 真空干燥箱 1 

电位滴定仪 13 永停滴定仪 13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徐乃玉主编，《药物分析实验指导》，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参考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5. 

执 笔 人：贵春山  

审 批 人：谢洪平  

完 成 时 间：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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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理学》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PHAR1027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Clinical Pharmacology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药学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临床药理学实验是药理学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本课程针对药学学生培养目

标，通过实验教学，加深学生对药物的作用、代谢、毒性等方面的认识。 

通过临床药理学实验，要求学生在生理、生化实验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能够进一

步掌握相关实验的基本操作、原理和步骤，通过临床药历、病例讨论，熟悉临床用药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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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磷农药中毒及解救 验证性实验 3 5 必修 

2 氯丙嗪的降温实验 验证性实验 3 5 3 

 

3 

酚磺肽（PSP）连续静脉注射

给药药代动力学参数的测定 
综合性实验 3 5 3 

 

4 

苯海拉明对组胺的竞争性拮

抗作用及 PA2 值的测定 
综合性实验 3 5 3 

5 扑热息痛的镇痛作用 设计性实验 3 5 3 

6 实验考试  3 5 3 

总计    18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有机磷农药中毒及解救 

1.  教学内容： 

（1）观察有机磷农药致家兔中毒症状； 

（2）掌握有机磷中毒的机制和解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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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目标： 

（1）掌握家兔的耳缘静脉注射方法； 

（2）熟悉有机磷农药中毒的症状及有机磷农药中毒和解救； 

（3）观察阿托品，解磷定对有机磷农药中毒的解救作用。 

 

实验项目 2：氯丙嗪的降温实验 

1. 教学内容： 

（1）掌握家兔测温方法；记录给不同的药后家兔体温度变化；.观察其变化并说

明为什么？ 

（2）氯丙嗪和复方氨基比林（复氨）降温作用比较，作图表示(纵坐标为体温，

横坐标为不同时间) 

2. 教学目标： 

观察氯丙嗪的降温作用及作用特点。 

 

实验项目 3：酚磺肽（PSP）连续静脉注射给药药代动力学参数的测定 

1. 教学内容： 

（1）掌握药代动力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方法，包括耳缘静脉麻醉、给药，颈浅静

脉分离及取血。 

（2）了解药代动力学相关的两个实验技术问题：样品处理与浓度测定。理解各

参数的计算及意义。 

2. 教学目标： 

（1）掌握以一级动力学消除的药物连续给药时，经过 5 个半衰期在体内达到稳

态波动，其达到稳态的时间只与半衰期有关，而与给药间隔无关。 

（2）通过实验理解以一级动力学消除的药物在体内的累积规律。 

 

实验项目 4：苯海拉明对组胺的竞争性拮抗作用及 PA2 值的测定 

1. 教学内容： 

（1）掌握累积剂量法给药（从低剂量开始，逐渐增加剂量到产生最大效应），可

在短时间内得到剂量-效应曲线；根据两条量效曲线的斜率计算出产生 50%效应时的

[A]B 和[A]0，进而计算 PA2。 

（2）学习离体豚鼠回肠标本的制备方法，观察组胺对组胺受体的亲和力及 H1

受体拮抗剂对组胺的竞争性拮抗作用，了解测定 PA2 值的方法和意义。 

2. 教学目标： 

（1）理解竞争性拮抗剂是指能与受体可逆性结合，但无内在活性不会引起效应

的化合物。 

（2）理解竞争性拮抗剂能使激动剂的量-效反应曲线平行右移，但最大效应 Emax

保持不变。 

 

实验项目 5：扑热息痛的镇痛作用 

1. 教学内容： 

（1）掌握小鼠的镇痛抗炎模型建立（醋酸扭体法）。 

（2）熟练掌握小鼠腹腔注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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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目标： 

掌握扑热息痛镇痛作用机制。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一、实验报告 

书写实验报告是培养文字表达能力和概括、综合分析能力的重要训练方法。在实

验报告中，要求列出实验题目、实验方法和实验结果，有时还需要对实验结果产生的

原理或实验结果异常的原因略加讨论，最后对实验结果加以概括性总结，得出结论。

实验报告要求言简意明，书写工整，措词注意科学性和逻辑性。 

二、 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操作技能考试和实验理论考试 

（2）实验课考核成绩根据平时实验操作实验报告书写情况和实验操作技能考试成绩

加权平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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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分光光度计 4 台；离心机 4 台；电子称 4 台；婴儿秤 4 台；Medlab 实验电脑

系统 24 套；水浴锅 21 台；呼吸机 4 台；心电图机 4 台等。 

六、教材及参考书 

一．教材：机能实验学，主编：谢可鸣，王国卿，蒋星红，盛瑞。高教出版社，2014

年。 

二．药理实验方法学（第四版），主编：魏伟，吴希美，李元建，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 

 

 

执 笔 人：张   熠  

审 批 人：毛新良  

完 成 时 间：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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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药物化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PHAR1046                      课程学分：4 学分  

课程名称（中/英）：天然药物化学 

                   Chemistry of Natural Products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 药学、生物制药专业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天然药物化学是运用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天然药物中化学成分的一门学科。

天然药物化学实验的研究内容是阐明各类天然药物的化学成分结构特征、理化性质、

提取分离方法、结构测定以及生物合成途径。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溶剂法提取原理，

利用物质的溶解性、分配性、解离性差异进行分离的原理；掌握回流、连续回流、萃

取、结晶、沉淀法、酸水解、薄层、柱层层析等提取分离方法及薄层检识、试管反应

等检识方法和相关实验操作；使学生巩固理论知识，掌握天然药物化学的基本操作技

术和方法，培养学生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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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层层析板制备 综合性 3 2 必修 

2 薄层层析展开剂的选择 综合性 3 2 必修 

3 槐米中芸香苷的提取、分离，检识 验证性 16 2 必修 

4 黄芩中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检识 设计性 16 2 选修 

5 虎杖中化学成分综合分析 设计性 16 2 选修 

6 
苦参中氧化苦参碱的提取、分离，检

识 
综合性 16 2 选修 

7 麻黄中麻黄碱的提取、分离，检识 综合性 16 2 选修 

8 中药中化学成分的预试 创新性 6 2 必修 

9 天然药物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设计 创新性 16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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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薄层层析板制备 

1.教学内容 

（1）硅胶 G 薄层层析小板的制备 

（2）硅胶 G-羧甲基纤维素钠薄层层析大板的制备 

2.教学目标 

（1）了解吸附剂的活度测定法 

（2）熟悉不同种类的吸附剂  

（3）掌握薄层层析板的制备 

实验项目 2：薄层层析展开剂的选择 

1.教学内容 

（1）硅胶薄层层析法检查人参总皂苷 

（2）判断选择最适合分离人参皂苷的展开剂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参皂苷制备方法 

（2）熟悉展开剂与吸附剂和被分离物质的三者关系 

（3）掌握薄层层析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3：槐米中芸香苷的提取、精制和检识 

1.教学内容 

（1）芸香苷的提取 

（2）芸香苷的精制 

（3）芸香苷的水解 

（4）芸香苷及水解产物的检识 

2.教学目标 

（1）了解槐米中化学成分 

（2）熟悉芸香苷的主要性质和检识方法  

（3）掌握用槐花提取，精制芸香苷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4：黄芩中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检识 

1.教学内容 

（1）黄芩苷的提取 

（2）黄芩苷的精制 

（3）黄芩苷的水解，制备黄芩素 

（4）黄芩苷及黄芩素的检识 

2.教学目标 

（1）了解黄芩中化学成分 

（2）熟悉黄芩苷的主要性质和检识方法  

（3）掌握用黄芩提取，精制黄芩苷与黄芩素的原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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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虎杖中化学成分综合分析 

1.教学内容 

（1）羟基蒽醌类成分的提取 

（2）羟基蒽醌类的精制 

（3）硅胶柱层析方法、中压制备分离操作 

（4）羟基蒽醌类的检识 

（5）白藜芦醇的制备方法 

（6）旋转蒸发仪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虎杖中化学成分 

（2）熟悉硅胶柱层析方法、中压制备分离混合羟基蒽醌类成份的操作技术  

（3）熟悉羟基蒽醌类化合物的主要检识反应 

（4）熟悉凝胶柱层析分离原理与操作 

（5）掌握用虎杖提取，精制羟基蒽醌类成分的原理和方法 

（6）掌握用虎杖提取，精制白藜芦醇的原理和方法 

（7）掌握旋转蒸发仪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6：苦参中氧化苦参碱的提取、分离与检识 

1.教学内容 

（1）离子交换树脂制处理 

（2）总生物碱的提取 

（3）总生物碱的制备 

（4）氧化苦参碱的分离 

（5）氧化苦参碱的检识 

2.教学目标 

（1）了解苦参中化学成分 

（2）熟悉生物碱的主要检识反应 

（3）熟悉索氏提取器的原理与操作 

（4）掌握离子交换树脂法纯化生物碱的原理和方法 

（5）掌握用苦参提取，精制氧化苦参碱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7：麻黄中麻黄碱的提取、分离与检识 

1.教学内容 

（1）离子交换树脂制处理 

（2）总生物碱的提取 

（3）总生物碱的制备 

（4）麻黄碱的分离 

（5）麻黄碱的检识 

2.教学目标 

（1）了解麻黄中化学成分 

（2）熟悉仲胺生物碱的主要检识反应 



 

 56 

（3）熟悉索氏提取器的原理与操作 

（4）掌握离子交换树脂法纯化生物碱的原理和方法 

（5）掌握用麻黄提取，精制麻黄碱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8：中药化学成份的预试验 

1.教学内容 

（1）实验样品制取方法 

（2）不同化学成分的检识反应 

2.教学目标 

（1）了解中药中化学成分类型 

（2）熟悉不同类型化学成分的主要检识反应 

（3）掌握中药预试验的程序及结果的判断 

实验项目 9：天然药物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设计 

1.教学内容 

（1）查阅文献，设计目标植物中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流程 

（2）目标植物中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  

（3）目标植物中化学成分的检识反应 

2.教学目标 

（1）了解目标植物中化学成分类型 

（2）熟悉目标植物中化学成分的主要检识反应 

（3）掌握并熟练运用天然药物有效成分的提取方法 

（4）掌握并熟练运用分离天然药物有效成分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成绩包括实验报告成绩和平时的实验操作技能成绩。实验课成绩在课程总成

绩中的比例 20-30%。 

实验报告要求：实验报告的真实性，规范性。实验报告内容包括实验题目、实验

原理、实验目的或要求、实验内容、实验仪器与材料、实验现象、实验结果与结论、

讨论或思考题。 

实验操作要求：严格遵守实验室安全规章制度，实验着装规范，实验台面整洁，

实验操作规范。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四孔、六孔水浴锅 6 台，台秤 2 台，1000 毫升电热套 20 台，台式水泵 10 台，

旋转蒸发仪 8 台，低温循环泵 4 台，气流烘干器 2 台，三用紫外分光仪 2 台，电吹风

6 只，烘箱 1 台，红外快速干燥箱 2 台，中压制备色谱仪 6 台，索氏提取器 25 套，

层析柱 25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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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天然药物化学、中药化学实验讲义，苏州大学药学院药物化学教研室编

著 2000 年，2004 年，2015 年修改。 

2.参考书：天然药物化学实验，中国药科大学中草药化学教研室编著，1996 年 

              中药化学实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药化学教研室编著，1996 年 

天然药物化学，杨世林主编，科学出版社，2010 年 

中药化学，匡海学主编，中国中医出版社，2011 年 

 

 

                                      执 笔 人：张  建 

                                      审 批 人：郝丽莉 

                                      完成时间：2016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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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典色谱分析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PHAR1052                  课程学分：1.0 

课程名称（中 /英）：药典色谱分析实验 / Chromatographic Analysis 

Experiment in Pharmacopoeia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药学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药典色谱分析实验》是药物分析教学的重要辅助课程。选择最新版《中国药典》

中不同类型药物和剂型，运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检查和含量测定。该课程为了适应

目前《中国药典》中仪器的运用，尤其是色谱分析方法大幅度提高的需要，根据学生

今后的科研和生产等岗位的需要，设置本课程，加深学生对药物分析理论知识的理解

和运用，掌握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及仪器的正确使用，熟悉色谱分析方

法的操作技术和效能指标的评价，培养学生具有严谨的科学实验态度和熟练的仪器操

作技能，为从事药品质量检验工作奠定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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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吲哚美辛乳膏 验证性 6 2-3 选修 

2 盐酸金霉素眼膏 验证性 6 2-3 选修 

3 左炔诺孕酮片 验证性 6 2-3 选修 

4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银

杏中黄酮类成分的含量 
设计性 6 2-3 选修 

5 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综合性 6 2-3 选修 

6 
高效液相色谱法鉴别中

性胰岛素注射液 
设计性 6 2-3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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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吲哚美辛乳膏 

1.教学内容 

（1）流动相的配制和前处理； 

（2）吲哚美辛对照品的配制； 

（3）吲哚美辛乳膏样品精密称取、提取、过滤和测定； 

（4）HPLC 的外标法按峰面积计算乳膏中吲哚美辛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仪器用途； 

（2）熟悉仪器操作过程； 

（3）掌握仪器分析原理和外标法的计算。 

实验项目 2：盐酸金霉素（盐酸金霉素眼膏） 

1.教学内容 

（1）流动相的配制和前处理； 

（2）盐酸金霉素对照品的配制； 

（3）盐酸金霉素眼膏样品精密称取、提取、过滤和测定； 

（4）HPLC 的外标法按峰面积计算眼膏中盐酸金霉素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仪器用途； 

（2）熟悉仪器操作过程； 

（3）掌握仪器分析原理和外标法的计算。 

实验项目 3：左炔诺孕酮片 

1.教学内容 

（1）流动相的配制和前处理； 

（2）左炔诺孕酮对照品的配制； 

（3）左炔诺孕酮片均匀取样、精密称取、提取、过滤和测定； 

（4）HPLC 的外标法按峰面积计算片剂中左炔诺孕酮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仪器用途； 

（2）熟悉仪器操作过程； 

（3）掌握仪器分析原理和外标法的计算。 

实验项目 4：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银杏中黄酮类成分的含量 

1.教学内容 

（1）流动相的配制和前处理； 

（2）槲皮素、山奈酚、异鼠李素对照品的配制； 

（3）银杏总黄酮的提取； 

（4）采用多种对照品，利用换算因子计算总黄酮含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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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仪器用途； 

（2）熟悉仪器操作过程和中药质量控制中的复杂性； 

（3）掌握仪器分析原理和外标法的计算。 

实验项目 5：地塞米松（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1.教学内容 

（1）流动相的配制和前处理； 

（2）醋酸地塞米松对照品、甲睾酮内标物的配制； 

（3）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取样、精密称取、提取、过滤和测定； 

（4）HPLC 的内标法测定乳膏中醋酸地塞米松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仪器用途； 

（2）熟悉仪器操作过程； 

（3）掌握仪器分析原理和内标法的计算。 

实验项目 6：高效液相色谱法鉴别中性胰岛素注射液 

1.教学内容 

（1）流动相的配制和前处理； 

（2）胰岛素对照品的配制； 

（3）样品过滤和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仪器用途； 

（2）熟悉高效液相色谱法鉴别方法； 

（3）掌握高效液相色谱方法中保留时间在药物鉴别中的意义。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本门课程要求实验报告应具有“实验目的与要求、原理、方法与操作、注意事项

和讨论”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2、考核方式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本课程按等级制评定与考核，评分标准分为：A、B、C、D、E 五个等级。考核

主要包括两部分：实验操作技能、实验报告（包括实验预习报告）。 

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等： 

在《药典色谱分析实验》课程中，实验课内容占 100%。课程考核又分为两部分，

即实验操作技能占实验课总分数的 50%、实验报告（包括实验预习报告）占实验课总

分数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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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电子分析天平 20 烘  箱 2 

真空泵 6 水浴锅 8 

HPLC 仪 1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12 

紫外扫描分光光度计 1 燃烧瓶 10 

旋光分光光计 3 酸度计 12 

折光仪 4 真空干燥箱 1 

电位滴定仪 13 永停滴定仪 13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徐乃玉主编.《药物分析实验指导》，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参考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执 笔 人：徐乃玉   

审 批 人：    

完 成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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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PHAR1064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 

                        Pharmaceutical Botany and Pharmacognosy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药学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药用植物学部分要求掌握植物的外部形态、内部构造及药用植物的分类。

除此以外，还要掌握显微镜的使用、临时装片的制备、永久装片的观察及绘图等技能

和野外认识一些植物、采集和压制腊叶标本并会查阅文献核对标本的拉丁名。生药学

部分要求学生掌握重点生药的显微特征、化学成分的理化鉴别及含量测定原理和生药

质量标准的制定，同时掌握显微测量等实验方法、完成生药质量标准制定的技能，最

终使学生达到可以进行一些生药的显微鉴定及熟悉质量标准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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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含物和组织 综合性 3 1 必修 

2 器官 综合性 3 1 必修 

3 花的解剖 综合性 3 1 选修 

4 组织制片与显微测量 综合性 3 1 必修 

5 挥发油的测定 综合性 3 2 选修 

6 根和根茎类生药的鉴定 综合性 3 1 必修 

7 皮类、叶类、花类生药的鉴定 综合性 3 1 必修 

8 果实种子、全草及动矿类生药

的鉴定 

综合性 3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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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细胞、后含物和组织 

1.教学内容 

  植物细胞的结构和细胞内后含物和组织种类及类型。 

2.教学目标 

（1）了解细胞结构的组成及其内含物、组织的种类。 

（2）熟悉显微镜的结构和使用及注意事项。 

（3）掌握临时装片的制备和绘图技术；细胞结构及淀粉粒结构和保护组织。 

实验项目 2：器官 

1.教学内容 

  植物器官的形态及内部构造。 

2.教学目标 

（1）了解器官的类型及六大器官的形态。 

（2）熟悉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的类型及特点。 

（3）掌握双子叶植物根、茎、叶的内部构造。 

实验项目 3：花的解剖 

1.教学内容 

  花的组成及类型。 

2.教学目标 

（1）了解花被的卷迭式、花序的类型。 

（2）熟悉花的组成及类型。 

（3）掌握花的解剖方法及书写花程式。 

实验项目 4：组织制片与显微测量 

1.教学内容 

  水合氯醛装片的制备及显微测量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显微测量的原理。 

（2）熟悉临时装片的制备。 

（3）掌握药材的显微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5：挥发油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挥发油含量测定的原理及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显微测量的原理。 

（2）熟悉挥发油测定的原理及方法。 

（3）掌握药材粉碎、提取及含量测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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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根和根茎类生药的鉴定 

1.教学内容 

  根和根茎类生药的性状和显微及理化鉴别。 

2.教学目标 

（1）了解根和根茎类药材鉴别的共性。 

（2）熟悉常用的重点根和根茎类药材的鉴别。 

（3）掌握甘草、黄连、人参、麦冬等药材的鉴别。 

实验项目 7：皮类、叶类、花类生药的鉴定 

1.教学内容 

  皮类、叶类、花类生药的性状和显微及理化鉴别。 

2.教学目标 

（1）了解皮类、叶类、花类生药的鉴别共性。 

（2）熟悉常用的皮类、叶类、花类药材的鉴别。 

（3）掌握黄柏、番泻叶、红花的鉴定。 

实验项目 8：果实种子、全草及动矿类生药的鉴定 

1.教学内容 

  果实种子、全草类生药和动矿类生药的鉴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果实种子、全草类生药鉴别共性，动矿类生药的分类。 

（2）熟悉常用的果实种子、全草类生药和动矿类生药的鉴定。 

（3）掌握五味子、麻黄和薄荷的鉴定。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实验报告的成绩，按等级制评定，评分标准分为：优、良、及格、不

及格四个等级。 

实验课成绩的考核为 20 分，占本课程总成绩的 20%。实验报告要求书写实验目

的、实验内容及完成实验作业。绘图要真实、清晰、比例得当；数据要真实、客观，

对结果的分析也要客观、科学。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正置荧光显微镜 BX51               1 台 

     体式显微镜     XTL-340            1 台 

     徕卡切片机     SM2000R           1 台 

     阿贝折射仪     WAY-1S             1 台 

     中药粉碎机     DJ-10A             1 台 

     显微镜         olympus cx21      40 台 

     紫外分光光度仪                    1 台 

     挥发油测定器                      20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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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陆叶、刘春宇，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实验指导，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12

（1 版） 

2.参考书：王旭红，药用植物学实验与指导，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4.9（1 版）   

          郑俊华，生药学实验指导，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2001.7（1 版） 

 

 

执 笔 人：陆叶   

审 批 人：郝丽莉    

完 成 时 间：20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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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学（上）》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PHAR1066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Pharmaceutics (1)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药学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药剂学实验是一门应用及实验性很强的学科，因此药剂学实验是学习药剂学重要

的一环。本着强调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宗旨，使学生通过药剂学实验课

进一步掌握主要剂型的理论知识、处方设计原理、制备方法；掌握主要剂型的质量控

制、影响因素及考核方法；熟悉不同剂型在体外释药及动物经皮吸收实验方法及其速

度常数测定；了解常用制剂机械。培养学生独立进行试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并引导学生面向未来，面向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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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液型液体药剂的制备 验证性 2 2 必修 

2 胶体型液体药剂的制备 验证性 2 2 必修 

3 混悬剂的制备 综合性 4 2 必修 

4 乳剂的制备 综合性 4 2 必修 

5 注射剂的制备 综合性 4 2 选修 

6 阿司匹林片剂的制备 综合性 4 2 必修 

7 片剂质量因素考察 综合性 4 2 必修 

8 软膏剂的制备及软膏剂

的体外释药试验 

综合性 
4 

2 必修 

9 栓剂的制备 综合性 4 2 必修 

10 浸出制剂 综合性 4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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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溶液型液体药剂的制备 

1.教学内容 

溶液剂的制备方法有溶解法、稀释法和化学反应法。一般制备过程为：称量→

溶解→混合→过滤→加溶媒至全量→检查→包装→标签。 

2.教学目标 

（1）掌握溶液型液体药剂的基本制备方法。 

（2）掌握制备液体药剂常用称量器具的正确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2：胶体型液体药剂的制备 

1.教学内容 

溶胶剂的制备：（1）分散法：把粗分散物质分散成胶体的分散范围。（2）凝聚

法：将分子或离子分散的物质，结合成胶体分散范围。可分物理法和化学凝聚法。 

2.教学目标 

掌握胶体药物的溶解特性和制备胶体溶液的方法。 

实验项目 3：混悬剂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混悬剂的配制方法有分散法（如研磨粉碎）和凝聚法。 

（1）加液研磨（2）改变溶媒（3）采用高分子助悬剂作稳定剂，应先将这些高

分子物质配制成一定浓度的胶浆使用。 

2. 教学目标 

（1）了解混悬剂的质量评定方法。 

（2）掌握混悬剂的一般制备方法。熟悉助悬剂、润湿剂、絮凝剂剂及反絮凝及

等在混悬液中的应用。  

实验项目 4：乳剂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小量制备乳剂时，采用在乳钵中研磨或瓶中振摇等方法；大量生产乳剂时，采

用搅拌机、乳匀机和胶体磨来制得。根据混合乳化剂的 HLB 值和油乳化所需 HLB 值

来选择乳化剂。 

2. 教学目标 

掌握乳剂的一般制备方法及乳剂类型的鉴别方法。比较不同乳剂及不同乳化方

法制得乳剂的分散相粒度及其稳定性。掌握测定油乳化所需 HLB 值的方法。 

实验项目 5：注射剂的制备 

1.教学内容 

玻璃安瓿的化学稳定性检查：（1）耐酸性能检查；（2）耐碱性能检查；（3）中

性检查。 

成品质量检查：（1）澄明度检查；（2）测定 pH 值应为 4.2～4.5；（3）含量测定；



 

 68 

（4）安瓿的印字和包装。 

2. 教学目标 

（1）了解玻璃安瓿质量检查的要求，并学会玻璃安瓿的质量检查；了解灌装药

液前空安瓿的处理工艺。 

（2）熟悉注射剂成品质量的检查方法。 

（3）掌握手提式热压灭菌器的构造及使用方法；通过盐酸普鲁卡因注射液的制

备掌握注射剂的制备工艺过程。 

实验项目 6：阿司匹林片剂的制备 

1.教学内容 

（1）崩解剂内加法制备阿司匹林片。 

（2）崩解剂内外加法制备阿司匹林片。 

2. 教学目标 

（1）了解单冲压片机的基本构造、使用和保养。 

（2）通过阿司匹林片的制备，熟悉制备片剂的基本工艺过程。 

（3）掌握片剂的质量检查方法。 

实验项目 7：片剂质量因素考察 

1.教学内容 

测定（1）片重差异；（2）硬度；（3）崩解时间 ；（4）溶出速度和溶出度测定。 

完成实验数据处理。 

2. 教学目标 

（1）掌握片剂质量的检查方法。 

实验项目 8：软膏剂的制备及软膏剂的体外释药试验 

1.教学内容 

制备：（1）油脂性基质；（2）O/W 型乳剂基质；（3）W/O 型乳剂基质；（4）水

溶性基质；（5）水杨酸软膏剂的体外释药试验；（6）尿素软膏。 

2. 教学目标 

（1）了解根据药物和基质的性质，将药物加至基质的方法；了解软膏剂的质量

评定方法；用琼脂扩散法测定不同类型软膏基质对药物释放的影响。 

（2）掌握不同类型基质软膏的制备方法。 

实验项目 9：栓剂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制备（1）甘油栓、（2）呋喃西林栓。测定（3）阿司匹林的半合成脂肪酸酯的

置换价、制备（4）阿司匹林栓剂。 

2. 教学目标 

（1）了解各类栓剂基质的特点和适用情况。 

（2）了解栓剂基质在栓剂制备中的特点，了解置换价测定的方法和意义。 

（3）掌握熔融法制栓剂的特点及适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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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0：浸出制剂 

1.教学内容 

2. 教学目标 

（1）了解强化浸出的某些方法。 

（2）熟悉编制物料平衡。 

（3）掌握浸渍法、渗漉法制备酊剂、流浸膏剂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标题、目的和要求、基本概念和实验原理、实验内容与操作、

结果与讨论、思考题。 

2、考核方式 

（1）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平时实验报告；基本操作。 

（2） 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片剂四用测定仪  1 台         溶出仪       3 台 

片剂硬度测定仪  1 台         崩解仪       1 台 

单冲压片机      3 台         19 冲压片机   1 台 

糖衣机          1 台         脆碎度测定仪 1 台  

分析天平        3 台         电子天平     1 台 

离心式制粒机    1 台         混合机       1 台 

制粒机          1 台         冷冻干燥机   1 台 

澄明度测定仪    1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教材：《药剂学实验与指导》（双语版）刘扬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药剂学实验与指导》 平其能主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执 笔 人：刘杨   

审 批 人：崔京浩   

完 成 时 间：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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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药剂学与药代动力学》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编    号：PHAR1067      课程名称：生物药剂学与药代动力学 

英文名称：Biopharmaceutics   课程学时：54 学时  

实验学时：18 学时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适用专业：药学、生物制药专业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本课程实验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对生物药剂学课程实验，掌握一般生物利用度和药物动力学试验的实验设

计，掌握药物血药浓度的测定方法，掌握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能够灵活运用相关原

理计算药动学各项参数，了解药物动力学模型的建立方法，初步了解动物实验特性及

其选择原则，掌握试验动物处理方法，通过实验验证相关理论，增强学生实验动手能

力和独立分析问题能力。 

二、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  的  要  求 

学时

分配 

实验 

类型 

每组

人数 

必开

选开 

1 
阿司匹林片动物体

内血药浓度的测定 

掌握血药法测定药物制剂动力学参数的原

理和方法。 
12 综合性 2 必开 

2 

尿药法测定核黄素

片剂消除速度常数

及生物利用度 

熟悉尿药法在生物药剂学实验中的应

用。 

掌握尿药法计算消除速度常数及生物利用

度的方法。 

6 综合性 2 必开 

3 
磺胺甲噁唑（SMZ）

的小肠吸收 

掌握大鼠在体小肠循环流动的基本操

作和方法。 

学习应用在体小肠循环流动法测定药

物的吸收速度常数（Ka）、半衰期（t1/2）

以及吸收率（单位时间单位面积吸收

量）等参数。 

12 综合性 2 选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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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 

1、实验报告： 

   实验标题、目的和要求、基本概念和实验原理、实验内容与操作、结果与讨论、

思考题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平时实验报告；基本操作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分析天平        3 台         电子天平           1 台 

恒温水浴锅      4 台         751 紫外分光光度计  4 台 

台式离心机      4 台         蠕动泵             4 台 

磁力搅拌器      4 台         荧光偏振免疫分析仪 1 台 

兔架            10 只        刻度试管           100 支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药剂学实验与指导》  药剂教研室自编教材 

2、参考书：《药剂学实验与指导》 平其能主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出版 

 

 

 

                                     大纲执笔人：曹青日 

                                     大纲审批人：崔京浩 

                                     日  期：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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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学（下）》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PHAR1068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Pharmaceutics (2)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药学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现代药剂学实验是在药剂学实验基础上开设的一门应用及实验性很强的课程。在

强调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宗旨下，通过了解药剂学前沿发展技术，使学

生通过现代药剂学实验课掌握制剂新技术和新剂型。培养学生独立进行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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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霉素 G 钾盐稳定性试验 综合性 8 2 必修 

2 诺氟沙星固体分散体的制备 综合性 4 2 选修 

3 微型胶囊的制备 综合性 4 2 必修 

4 经皮渗透试验 综合性 6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青霉素 G 钾盐稳定性试验 

1.教学内容 

（1）各种溶液的配制；（2）在 5 个温度情况下滴定青霉素 G 钾盐溶液（3）求

算半衰期和有效期。 

2.教学目标 

初步了解用化学动力学测定药物稳定性的方法。 

实验项目 2：诺氟沙星固体分散体的制备 

1.教学内容 

（1）蛇床子素固体分散体（共沉淀物）的制备；（2）蛇床子素固体分散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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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融物）的制备；（3）质量检查：溶出速率的测定，表观溶解度的测定。 

2.教学目标 

掌握熔融法制备固体分散体的方法，了解固体分散体在药剂学上的应用。 

实验项目 3：微型胶囊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混合；调 pH 值成囊；固化；过滤；在显微镜下观察形态。 

2. 教学目标 

（1）了解制备微囊的常用方法。了解影响微囊成型的因素。掌握复凝聚法制备

微囊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4：经皮渗透试验 

1.教学内容 

（1）离体家兔皮肤的制备；（2）渗透扩散装置组装，样品收集；（3）样品含量

测定。 

2. 教学目标 

掌握经皮渗透法测定软膏中药物的释药速率。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标题、目的和要求、基本概念和实验原理、实验内容与操作、

结果与讨论、思考题。 

2、考核方式 

（1）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平时实验报告；基本操作。 

（2） 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片剂四用测定仪  2 台         单杯溶出仪   16 台 

片剂硬度测定仪  1 台         崩解仪       1 台 

单冲压片机      3 台         19 冲压片机   1 台 

糖衣机          1 台         脆碎度测定仪 1 台  

分析天平        3 台         电子天平     1 台 

离心式制粒机    1 台         混合机       1 台 

制粒机          1 台         冷冻干燥机   1 台 

澄明度测定仪    1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教材：《药剂学实验与指导》（双语版）刘扬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药剂学实验与指导》 平其能主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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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笔 人：刘   杨   

审 批 人：崔京浩   

完 成 时 间：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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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PHAR1070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细胞与分子生物学/ Cellular and Molecular Biology 

课程学时：  90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药学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实验课程是药学专业的选修实验课程，在本专业人才培养中起着重要的地位和

作用。本课程具有知识面宽、实验性强、精密仪器使用多之特点。 

细胞生物学部分旨在培养学生掌握显微镜的原理和应用，临时装片技术，细胞器

染色的原理和方法，细胞体外培养的原理和细胞传代培养技术，细胞融合的原理和技

术，学习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细胞器的形态等技能。 

分子生物学部分目的是使学生对已学课程尤其是现代实验技术手段从理论上有

更深的理解，对质粒 DNA 的提取和酶切、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DNA、PCR 基因扩

增、DNA 重组、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的制备及转化等方面有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提

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为本科生进入科研实验室及其今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打下坚实

的理论基础和实际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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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开、选

开 

细胞生物学 

1 普通光学显微镜的结构与使用 验证性 4 2 人 必开 

2 细胞的形态、计数 验证性 4 2 人 必开 

3 细胞的显微结构 验证性 4 2 人 必开 

4 细胞的生理活动 综合性 4 2 人 必开 

5 细胞培养技术 综合性 4 2 人 必开 

6 细胞融合 综合性 4 2 人 必开 

分子生物学 

1 质粒 DNA 的提取 综合性 4 2 必开 

2 琼脂糖凝胶电泳 设计性 4 2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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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

配 

每组人

数 

必开、选

开 

3 PCR 法制备目的基因与琼脂糖凝胶电泳 综合性 4 2 必开 

4 目的基因与载体的酶切与连接 综合性 4 2 选开 

5 
酶切后的目的基因与载体琼脂糖凝胶电泳

回收 
综合性 4 2 选开 

6 大肠杆菌感受态的制备 综合性 4 2 必开 

7 重组 DNA 的转化与阳性克隆筛选 设计性 6 2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细胞生物学 

实验一  普通光学显微镜的结构与使用 

实验内容：  

以普通光学显微镜的各部分结构、功能和性能参数的介绍入手，进而演示光学显

微镜尤其是油镜的使用方法。 

实验要求： 

1、熟悉普通光学显微镜的主要构造及其性能。 

2、掌握低倍镜及高倍镜的使用方法。 

3、初步掌握油镜的使用方法。 

4、了解光学显微镜的维护方法。 

实验二  细胞的形态、计数 

实验内容： 

学习人口腔黏膜上皮细胞的制片与观察，洋葱表皮细胞的制片与观察，取蟾蜍血

细胞，用血细胞计数板进行技术。 

实验要求： 

1、初步掌握临时装片技术和显微绘图的方法。 

2、熟悉光镜下动、植物细胞的基本形态、结构。 

3、掌握活细胞计数及显微测微尺的使用方法。 

实验三  细胞的显微结构 

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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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小鼠肾脏切片中的线粒体，观察兔脊神经节切片的高尔基体，观察马蛔虫子

宫切片中的中心体。取口腔粘膜上皮细胞用詹纳斯绿 B 染料染其中的线粒体，取洋

葱表皮细胞进行一系列处理，考马斯亮蓝染细胞骨架，显微镜观察。 

实验要求： 

1、熟悉光学显微镜下细胞器的形态及在细胞内的分布。 

2、掌握超活染色法及细胞骨架的光镜标本片制作方法。 

3、了解细胞超微结构的特点。 

实验四  细胞的生理活动 

实验内容： 

小鼠腹腔预先注射淀粉肉汤，实验时再注射鸡血红细胞，处死小鼠，取腹水，显

微镜观察巨噬细胞吞噬红细胞的过程。制备 10%兔血红细胞，加入各种溶液观察红细

胞对各种物质的通透性。 

实验要求： 

熟悉并理解细胞吞噬、细胞膜选择通透性等基本生理活动。 

实验五  细胞培养技术 

实验内容： 

讲解细胞培养基组成、细胞培养的环境条件、基本设备、培养方法、冻存和复苏。 

实验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细胞传代培养的关键技术。 

实验六  细胞融合 

实验内容： 

取 CHO 细胞，按操作要求用 PEG 进行细胞融合。 

实验要求： 

1、熟悉 PEG 诱导细胞融合的基本步骤和操作方法。 

2、了解 PEG 诱导细胞融合的基本原理。 

分子生物学 

实验一    质粒 DNA 的制备 

实验内容： 

（1）SDS-碱裂解法或试剂盒法制备质粒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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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 

实验要求： 

1.掌握提取质粒 DNA、电泳的方法。 

2.熟悉细菌培养方法 

3.了解基因组 DNA 的提取方法。 

实验二 琼脂糖凝胶电泳 

实验内容： 

（1）琼脂糖凝胶的制备 

（2）琼脂糖凝胶电泳的方法 

实验要求： 

1、掌握琼脂糖凝胶制备的方法 

2、熟悉琼脂糖凝胶电泳参数的设定方法 

实验三  PCR 法制备目的基因与琼脂糖凝胶电泳 

实验内容： 

（1）PCR 法制备目的基因。 

（2）琼脂糖凝胶电泳。 

实验要求： 

1.掌握 PCR 的基本原理、体系组成 

2.熟悉 PCR 仪程序设定过程。 

3.了解基因组文库、cDNA 文库法制备目的基因的方法。 

实验四  目的基因与载体的酶切与连接 

实验内容： 

（1）目的基因和载体分别酶切 

（2）目的基因和载体连接 

实验要求： 

1、掌握酶切和连接的基本方法。 

2、了解目的基因连接效果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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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五  酶切后的目的基因与载体琼脂糖凝胶电泳回收 

 

实验内容： 

（1）琼脂糖凝胶电泳 

（2）回收目的片段 

实验要求： 

1、掌握胶回收的基本方法。 

2、熟悉琼脂糖凝胶电泳的基本过程 

 

实验六 大肠杆菌感受态的制备 

 

实验内容： 

1、细菌的培养 

2、感受态细胞的制备 

实验要求： 

1、掌握 CaCl2 法制备大肠杆菌感受态的制备过程 

2、注意整个过程需无菌操作 

实验七   重组 DNA 的转化与阳性克隆筛选 

实验内容 

（1） CaCl2 法转化大肠杆菌 

1、根据质粒的抗药性、蓝白斑法筛选阳性克隆 

实验要求： 

1、掌握 CaCl2 法转化大肠杆菌的方法 

2、掌握平板涂布和蓝白斑筛选阳性克隆的方法 

3、了解磷酸钙转染法、脂质体转染法，蓝白斑筛选法等其它筛选阳性克隆的方

法。 

四、考核要求与方式 

1、实验报告： 

本门课程要求实验报告应具有“实验目的与要求、原理、实验基本过程、实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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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与讨论”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本课程按等级制评定与考核，评分标准分为：A、B、C、D、E 五个等级。考核

主要包括两部分：实验操作技能、实验报告（包括实验预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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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课程的评定分数中，实验课内容占 30%，其中实验课考核又分为两部分，即

实验操作技能占实验课总分数的 60%、实验报告（包括实验预习报告）占实验课总分

数的 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器 套数 仪器 套数 仪器 套数 

恒温培养箱 1 旋涡混合器 3 普通光学显微镜 32 

恒温摇床 1 琼脂糖凝胶电泳槽 5 恒温水浴锅 2 

高压灭菌锅 1 电泳仪 5   

电子天平 2 微波炉 1   

超净工作台 3 微量移液器 若干   

台式离心机 3 PCR 仪 1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细胞生物学： 

1、教材： 

王金发，何炎明主编，《细胞生物学实验教程》，科学出版社，2004 年 9 月。 

2、参考书： 

翟中和，王喜忠，丁明孝主编，《细胞生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8 月。 

分子生物学： 

1、教材：自编 

参考朱玉贤主编《现代分子生物学》 ，科学出版社 2007 

2、参考书目： 

（1）分子克隆实验指南（第三版），科学出版社，2007 

（2）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刘进元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3）基因工程实验指导，朱旭芬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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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合成》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PHAR1071、PHAR1085           课程学分：1.0 

课程名称（中/英）：药物合成 /Drug Synthesis 

课程学时：18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药学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药物合成实验训练学生进行药物合成实验的基本技能，巩固有机化学的基础知

识；验证课中所学的理论，加深对药物合成、药物化学理论、化合物性质及反应性能

的理解；培养学生正确选择药物中间体和药物的合成、分离和鉴定的方法，在实验室

合成出合格的药物或药物中间体，使学生理解合成工艺过程的要点，进一步熟练合成

实验的基本操作；在合成方法、工艺条件、反应终点的观察和判断，成品的分离纯化

产物的收率和质量要求等方面有全面的训练和要求。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的要求 

学时 

分配 

实验 

类型 

每组 

人数 

必开 

选开 

1 苯甲酸的制备及纯化重结晶 (1) 综合性 4 综合性 2 必修 

2 苯甲酸的制备及纯化重结晶 (2) 综合性 4 设计性 2 必修 

3 相转移催化法制备 dl－扁桃酸 (1) 综合性 4 设计性 2 必修 

4 相转移催化法制备 dl－扁桃酸 (2) 综合性 6 设计性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苯甲酸的制备及纯化重结晶 (1) 

1. 教学内容 

苯甲酸作为药物、药物中间体及食品防腐剂等在医药、食品、化工等方面

应用十分广泛。本实验以甲苯为起始原料，用高锰酸钾及催化量的四正丁基碘

化铵回流条件下反应生成苯甲酸，反应过程中通过薄层色谱（TLC）及原料甲苯

不溶于水（油滴状）这一特点来判断反应终点。反应完全后，用亚硫酸氢钠除

去多余的高锰酸钾，最后将反应液用浓盐酸酸化得到粗品苯甲酸。 

2.教学目标 



 

 82 

（1）掌握甲苯氧化制备苯甲酸的原理； 

（2）掌握药物合成反应过程中用 TLC 判断反应终点的方法； 

（3）掌握药物合成反应结束后除去剩余反应原料的技巧。 

实验项目 2：苯甲酸的制备及纯化重结晶 (2) 

1. 教学内容 

将粗品苯甲酸溶于水中，同时加入沸石，加热沸腾至苯甲酸全部溶于水后，加入

活性炭脱色；再次加热并趁热过滤除去活性炭及不溶性杂质。最后将澄清的溶液再次

加热冷却重结晶得到纯净的苯甲酸晶体，干燥称重计算产率，测量熔点。 

2.教学目标 

（1）学习和熟悉固体溶解，热过滤，减压过滤等基本操作； 

（2）掌握重结晶提纯粗品苯甲酸的原理及方法； 

（3）理解固体有机物重结晶提纯的意义。 

实验项目 3：相转移催化法制备 dl－扁桃酸 (1) 

1.教学内容 

（1）dl－扁桃酸又名苦杏仁酸，在医药工业中主要用于合成血管扩张药环扁桃

酸酯、滴眼药羟苄唑等，以往多由苯甲醛与氰化钠加成得腈醇（扁桃腈）再水解制得。

该法路线长，操作不便，劳动保护要求高。本实验采用相转移催化法，采用四乙基溴

化铵为相转移催化剂一步反应即可制得，既避免了使用剧毒的腈化物，又简化了操作，

收率亦较高。 

（2）以苯甲醛为原料，加入氯仿及催化量的四乙基溴化铵后，在 56℃下缓慢地

滴入 30％NaOH 溶液 70mL，控制滴加速度，维持反应温度在（56±2）℃，约 60 分

钟滴完，滴毕，再在 65-70℃下继续搅拌 90 分钟，用薄层色谱（TLC）判断反应终点，

反应结束后冷却到室温，用 100mL 水稀释反应溶液得到含有 dl－扁桃酸粗品的反应

溶液存放。 

2.教学目标 

（1）了解相转移催化反应的原理以及在药物合成中的应用； 

（2）熟悉相转移二氯卡宾法制备扁桃酸的实验操作技术。 

实验项目 4：相转移催化法制备 dl－扁桃酸 (2) 

1.教学内容 

将上次反应后的反应溶液转移到 500ml 分液漏斗中，用乙醚提取 2 次，每次用

18mL。将萃取后的水层用 50％的硫酸酸化到 pH2～3，再用乙醚提取 2 次，每次 18mL。

合并 4 次萃取的提取液，用无水硫酸镁干燥过滤得扁桃酸的乙醚溶液。常压蒸馏蒸去

乙醚，得到 dl－扁桃酸粗品固体，最后将粗品用甲苯重结晶得到纯净的 dl－扁桃酸晶

体，干燥称重测量熔点。 

2.教学目标 

（1）掌握相转移催化反应中萃取、酸化、减压蒸馏等后处理实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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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巩固重结晶的操作技术。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写实验报告是实验课的基本训练之一，应以科学态度，认真、严肃的对待，以便

为日后撰写科学论文打下良好基础。实验结束后，均须按指导老师的要求，每人写一

份实验报告。书写实验报告要求文字简练、通顺，书写清除、整洁，正确使用标点符

号。在书写实验报告时，提倡同学间的相互讨论和争论，但必须自己独立完成，对不

符合要求的实验报告老师有权退回责令重写。实验报告的格式和内容如下： 

（1）注明姓名，班级，组别，日期 

（2）实验序号题目 

（3）实验原理、目的和要求 

（4）实验方法：一般不必详述，如果实验仪器或方法有所变动，或因操作技术

影响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可作简要说明。 

（5）实验结果：应忠实、正确的记录实验结果及实验现象。为此，在实验中应
注意记录每项实验结果。实验结束后，根据实验结果和上述的要求来写实验报告。如
有未完成的项目，应加以说明，切忌抄袭他人的实验结果。 

（6）讨论与结论：实验的讨论是根据课堂所学理论知识对实验结果进行解释及
分析，判断实验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目的，如出现非预期的结果，应分析可能的原因。
实验的结论应在讨论的基础上，概括的做出带有共同规律的几点小结或推论。结论应
言之有据，不能照抄书本，或写些与本实验无关的结论。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本实验课程不单独考试，主要根据出勤率、实验过程表现、实验报告等平时表现
考查学生。 

（2）实验课考核成绩由出勤率、实验过程表现、实验报告三部分确定，此成绩
占课程总成绩的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加热搅拌器               20 台   熔点仪          2 台 

电子分析天平             2 台    托盘天平        5 台 

滴液漏斗和分液漏斗    各 20 个    紫外灯          2 台 

循环水式真空泵            4 台   红外干燥箱       3 台 

玻璃仪器气流烘干器        2 台   其他各类玻璃仪器若干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自编 

2、 参考书：《药物合成实验》王世范主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7 年 

《药物合成实验》金英学、谭广慧等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4 年 

执 笔 人：朱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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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eutics I》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PHAR1089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药剂学/Pharmaceutics (1)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药学教改班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药剂学实验是一门应用及实验性很强的学科，因此药剂学实验是学习药剂学重要

的一环。本着强调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宗旨，使学生通过药剂学实验课

进一步掌握主要剂型的理论知识、处方设计原理、制备方法；掌握主要剂型的质量控

制、影响因素及考核方法；熟悉不同剂型在体外释药及动物经皮吸收实验方法及其速

度常数测定；了解常用制剂机械。培养学生独立进行试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并引导学生面向未来，面向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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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液型液体药剂的制备 验证性 2 2 必修 

2 胶体型液体药剂的制备 验证性 2 2 必修 

3 混悬剂的制备 综合性 4 2 必修 

4 乳剂的制备 综合性 4 2 必修 

5 注射剂的制备 综合性 4 2 选修 

6 阿司匹林片剂的制备 综合性 4 2 必修 

7 片剂质量因素考察 综合性 4 2 必修 

8 软膏剂的制备及软膏剂

的体外释药试验 

综合性 
4 

2 必修 

9 栓剂的制备 综合性 4 2 必修 

10 浸出制剂 综合性 4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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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溶液型液体药剂的制备 

1.教学内容 

溶液剂的制备方法有溶解法、稀释法和化学反应法。一般制备过程为：称量→

溶解→混合→过滤→加溶媒至全量→检查→包装→标签。 

2.教学目标 

（1）掌握溶液型液体药剂的基本制备方法。 

（2）掌握制备液体药剂常用称量器具的正确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2：胶体型液体药剂的制备 

1.教学内容 

溶胶剂的制备：（1）分散法：把粗分散物质分散成胶体的分散范围。（2）凝聚

法：将分子或离子分散的物质，结合成胶体分散范围。可分物理法和化学凝聚法。 

2.教学目标 

掌握胶体药物的溶解特性和制备胶体溶液的方法。 

实验项目 3：混悬剂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混悬剂的配制方法有分散法（如研磨粉碎）和凝聚法。 

（1）加液研磨（2）改变溶媒（3）采用高分子助悬剂作稳定剂，应先将这些高

分子物质配制成一定浓度的胶浆使用。 

2. 教学目标 

（1）了解混悬剂的质量评定方法。 

（2）掌握混悬剂的一般制备方法。熟悉助悬剂、润湿剂、絮凝剂剂及反絮凝及

等在混悬液中的应用。  

实验项目 4：乳剂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小量制备乳剂时，采用在乳钵中研磨或瓶中振摇等方法；大量生产乳剂时，采

用搅拌机、乳匀机和胶体磨来制得。根据混合乳化剂的 HLB 值和油乳化所需 HLB 值

来选择乳化剂。 

2. 教学目标 

掌握乳剂的一般制备方法及乳剂类型的鉴别方法。比较不同乳剂及不同乳化方

法制得乳剂的分散相粒度及其稳定性。掌握测定油乳化所需 HLB 值的方法。 

实验项目 5：注射剂的制备 

1.教学内容 

玻璃安瓿的化学稳定性检查：（1）耐酸性能检查；（2）耐碱性能检查；（3）中

性检查。 

成品质量检查：（1）澄明度检查；（2）测定 pH 值应为 4.2～4.5；（3）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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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瓿的印字和包装。 

2. 教学目标 

（1）了解玻璃安瓿质量检查的要求，并学会玻璃安瓿的质量检查；了解灌装药

液前空安瓿的处理工艺。 

（2）熟悉注射剂成品质量的检查方法。 

（3）掌握手提式热压灭菌器的构造及使用方法；通过盐酸普鲁卡因注射液的制

备掌握注射剂的制备工艺过程。 

实验项目 6：阿司匹林片剂的制备 

1.教学内容 

（1）崩解剂内加法制备阿司匹林片。 

（2）崩解剂内外加法制备阿司匹林片。 

2. 教学目标 

（1）了解单冲压片机的基本构造、使用和保养。 

（2）通过阿司匹林片的制备，熟悉制备片剂的基本工艺过程。 

（3）掌握片剂的质量检查方法。 

实验项目 7：片剂质量因素考察 

1.教学内容 

测定（1）片重差异；（2）硬度；（3）崩解时间 ；（4）溶出速度和溶出度测定。 

完成实验数据处理。 

2. 教学目标 

（1）掌握片剂质量的检查方法。 

实验项目 8：软膏剂的制备及软膏剂的体外释药试验 

1.教学内容 

制备：（1）油脂性基质；（2）O/W 型乳剂基质；（3）W/O 型乳剂基质；（4）水

溶性基质；（5）水杨酸软膏剂的体外释药试验；（6）尿素软膏。 

2. 教学目标 

（1）了解根据药物和基质的性质，将药物加至基质的方法；了解软膏剂的质量

评定方法；用琼脂扩散法测定不同类型软膏基质对药物释放的影响。 

（2）掌握不同类型基质软膏的制备方法。 

实验项目 9：栓剂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制备（1）甘油栓、（2）呋喃西林栓。测定（3）阿司匹林的半合成脂肪酸酯的

置换价、制备（4）阿司匹林栓剂。 

2. 教学目标 

（1）了解各类栓剂基质的特点和适用情况。 

（2）了解栓剂基质在栓剂制备中的特点，了解置换价测定的方法和意义。 

（3）掌握熔融法制栓剂的特点及适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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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0：浸出制剂 

1.教学内容 

2. 教学目标 

（1）了解强化浸出的某些方法。 

（2）熟悉编制物料平衡。 

（3）掌握浸渍法、渗漉法制备酊剂、流浸膏剂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标题、目的和要求、基本概念和实验原理、实验内容与操作、

结果与讨论、思考题。 

 

2、考核方式 

（1）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平时实验报告；基本操作。 

（2） 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片剂四用测定仪  1 台         溶出仪       3 台 

片剂硬度测定仪  1 台         崩解仪       1 台 

单冲压片机      3 台         19 冲压片机   1 台 

糖衣机          1 台         脆碎度测定仪 1 台  

分析天平        3 台         电子天平     1 台 

离心式制粒机    1 台         混合机       1 台 

制粒机          1 台         冷冻干燥机   1 台 

澄明度测定仪    1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教材：《药剂学实验与指导》（双语版）刘扬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药剂学实验与指导》 平其能主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执 笔 人：刘杨   

审 批 人：崔京浩   

完 成 时 间：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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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eutics Ⅱ》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PHAR1090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药剂学(下)/Pharmaceutics (II)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药学教改班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Pharmaceutics (II)实验是在 Pharmaceutics (I)实验基础上开设的一门应用及实验

性很强的课程。在强调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宗旨下，通过了解

Pharmaceutics 前沿发展技术，使学生通过 Pharmaceutics (II)实验课掌握制剂新技术和

新剂型。培养学生独立进行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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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霉素 G 钾盐稳定性试验 综合性 8 2 必修 

2 诺氟沙星固体分散体的制备 综合性 4 2 选修 

3 微型胶囊的制备 综合性 4 2 必修 

4 经皮渗透试验 综合性 6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青霉素 G 钾盐稳定性试验 

1.教学内容 

（1）各种溶液的配制；（2）在 5 个温度情况下滴定青霉素 G 钾盐溶液（3）求

算半衰期和有效期。 

2.教学目标 

初步了解用化学动力学测定药物稳定性的方法。 

实验项目 2：诺氟沙星固体分散体的制备 

1.教学内容 

（1）蛇床子素固体分散体（共沉淀物）的制备；（2）蛇床子素固体分散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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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融物）的制备；（3）质量检查：溶出速率的测定，表观溶解度的测定。 

2.教学目标 

掌握熔融法制备固体分散体的方法，了解固体分散体在药剂学上的应用。 

实验项目 3：微型胶囊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混合；调 pH 值成囊；固化；过滤；在显微镜下观察形态。 

2. 教学目标 

（1）了解制备微囊的常用方法。了解影响微囊成型的因素。掌握复凝聚法制备

微囊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4：经皮渗透试验 

1.教学内容 

（1）离体家兔皮肤的制备；（2）渗透扩散装置组装，样品收集；（3）样品含量

测定。 

2. 教学目标 

掌握经皮渗透法测定软膏中药物的释药速率。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标题、目的和要求、基本概念和实验原理、实验内容与操作、

结果与讨论、思考题。 

2、考核方式 

（1）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平时实验报告；基本操作。 

（2） 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片剂四用测定仪  2 台         单杯溶出仪   16 台 

片剂硬度测定仪  1 台         崩解仪       1 台 

单冲压片机      3 台         19 冲压片机   1 台 

糖衣机          1 台         脆碎度测定仪 1 台  

分析天平        3 台         电子天平     1 台 

离心式制粒机    1 台         混合机       1 台 

制粒机          1 台         冷冻干燥机   1 台 

澄明度测定仪    1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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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教材：《药剂学实验与指导》（双语版）刘扬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药剂学实验与指导》 平其能主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执 笔 人：刘   杨   

审 批 人：崔京浩   

完 成 时 间：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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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pharmaceutics and Pharmacokinetics》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PHAR1091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生物药剂学与药代动力学 /Biopharmaceutics and 

Pharmacokinetics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药学、中药学、生物制药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Biopharmaceutics and Pharmacokinetics 是药学领域中非常重要的知识内容，是研

究影响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的过程以及药物在体内动态变化规律的

一门学科。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基本掌握 Biopharmaceutics and Pharmacokinetics

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将来从事新药研究与临床药学工作打下初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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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司匹林片动物体内血药

浓度的测定 
综合性 18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阿司匹林片动物体内血药浓度的测定 

1.教学内容 

（1）阿司匹林标准曲线制备；（2）血样收集；（3）血样测定；（4）数据处理。 

2.教学目标 

掌握血药法测定药物制剂动力学参数的原理和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对实验的目的、原理、内容及实验数据应详细记录，独立处理试

验数据，选择药动学模型，应用相关原理公式对药物动力学参数进行计算，并对实验

结果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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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为对实验报告进行结果评估。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根据实验报告结果及学生动手能力综合评估，实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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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紫外分光光度计 4台； 台式离心机 4台； 蠕动泵 4台； 

荧光偏振免疫分析仪 1台； 恒温水浴锅 4台； 磁力搅拌器 4台； 

电吹风 4只； 刻度试管 100支； 三口烧瓶 4只； 

兔架 10只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药剂学实验与指导》  刘扬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 

2、 参考书： 

《药剂学实验与指导》  平其能主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994 

《生物药剂学实验与指导》  刘建平主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7 

                                               

 

 

执 笔 人：邓益斌   

审 批 人：崔京浩   

完 成 时 间：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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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分析》（一）(英文)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PHAR3002／PHAR1124                课程学分：5.5 

课程名称（中/英）：药物分析/Pharmaceutical analysis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药学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药学专业的专业课程，通过本实验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具有明确的药品

质量观念，牢固掌握、研究解决药物质量问题的一般规律与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具

有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能根据国家的药品标准要求，独立完成药物原料和制剂分析

检验任务。通过容量分析和仪器分析实验等不同分析方法，以及样品处理技术的训练，

使学生能根据药物质量标准独立完成药物的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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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教）荧光分析法、近红外

光谱法、相对密度测定法、折

光率测定法、旋光光度法、液

质联用分析法 

演示性 4 4 必修 

2 
氧瓶燃烧法测定含碘药物的含

量 
验证性 4 2 必修 

3 
差示分光光度法测定维生素

B1 片剂的含量 
验证性 4 2 必修 

4 
永停滴定法测定磺胺嘧啶原料

药的含量 
设计性 5 2 必修 

5 
自动电位滴定法测定盐酸金刚

烷胺片剂的含量 
设计性 5 2 必修 

6 阿司匹林 HPLC 定量分析 综合性 32 2-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示教）荧光分析法、近红外光谱法、相对密度测定法、折光率测

定法、旋光光度法、液质联用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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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1）演示荧光分析方法 

（2）演示红外光谱法 

（3）演示相对密度测定方法 

（4）演示折光率的测定方法 

（5）演示旋光度的测定方法 

（6）讲解常用液质连用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液质连用分析技术 

（2）熟悉红外光谱、密度测定、折光率和旋光度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2：氧瓶燃烧法测定含碘药物的含量 

1.教学内容 

（1）泛影酸的含量测定 

取 130℃干燥至恒重的泛影酸 15mg，精密称定，照氧瓶燃烧法进行有机破坏，

用氢氧化钠试液 2ml 与水 10ml 为吸收液。等吸收完全后，加溴醋酸溶液（取醋酸钾

10g 加冰醋酸适量使溶解，加溴 0.4ml，再加冰醋酸使成 100ml）10ml，密塞，振摇，

放置数分钟，加甲酸约 1ml，用水洗涤瓶口，并通入空气流约 3-5min 以除去剩余的

溴蒸气，加碘化钾 2g，密塞，摇匀，用硫代硫酸钠滴定液（0.02mol/L）滴定，至近

终点时，加淀粉指示剂 1ml，继续滴定至蓝色消失，并将滴定结果用空白实验校正。

每 1ml 硫代硫酸钠滴定液（0.02mol/L）相当于 0.6822mg 的 C11H9I3N2O4。 

（2）盐酸胺碘酮中碘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 15mg，精密称定，照氧瓶燃烧法进行有机破坏，用氢氧化钠试液 2ml

与水 10ml 为吸收液，待吸收完全后，加溴醋酸溶液（取醋酸钾 10g，加冰醋酸适量

使溶解，加溴 0.4ml，再加冰醋酸使成 100ml）10ml，密塞，振摇，放置数分钟，加

甲酸约 1ml，用水洗涤瓶口，并通入空气流约 3~5min 以除去剩余的溴蒸气，加碘化

钾 2g，密塞，摇匀，用硫代硫酸钠滴定液（0.02mol/L）滴定，至近终点时，加淀粉

指示剂 1ml，继续滴定至蓝色消失，并将滴定的结果用空白实验校正。每 1ml 硫代硫

酸钠滴定液(0.02mol/L)相当于 0.423mg 的碘（I）。 

2.教学目标 

（1）掌握氧瓶燃烧法破坏药物的原理和操作。 

（2）掌握碘量法测定药物的原理和操作。 

（3）掌握氧瓶燃烧-碘量法测定有机含碘药物的化学计量关系与含量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3：差示分光光度法测定维生素 B1 片剂的含量 

1.教学内容 

精密称取维生素 B1 100mg，用水溶解并稀释成 100ml。精密量取 2.0ml 二份，分

别用缓冲液（pH7.0）和盐酸液（pH2.0）稀释成 100ml（浓度为 0.002％）。以相应溶

剂为空白，测定紫外吸收光谱再将前者放于参比池，后者放于样品池，绘制差示吸收

光谱。差示光谱图表明在 247nm 处有最大差示吸收值（ A ）。确定 247nm 为测定波

长。 

精密称取干燥至恒重的维生素 B1 100mg，置 100ml 量瓶中，用水溶解并稀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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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度，摇匀，作为贮备液，精密量取 1.0、1.5、2.0、2.5、3.0ml 贮备液各二份，分别

置 100ml 量瓶中。一份用缓冲液稀释至刻度；另一份用盐酸液稀释至刻度，摇匀，取

上述五组浓度相同、pH 不同的溶液，在 247nm 处分别测定差示吸收值（ΔA）。以浓

度 C 为横坐标，以差示吸收值 ΔA 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2.教学目标 

（1）掌握差示分光光度法消除可能存在干扰的原理。 

（2）熟悉 ΔA 法的基本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4：永停滴定法测定磺胺嘧啶原料药的含量 

1.教学内容 

取供试品磺胺嘧啶约 0.5g，精密称定，置 150ml 烧杯中，加水 40ml 与盐酸溶液

（1→2）15ml，置电磁搅拌器上，搅拌使溶解，再加溴化钾 2g，继续搅拌使溶解。

插入铂-铂电极，将滴定管的尖端插入液面下约 2/3 处，用亚硝酸钠滴定液（0.1mol/L）

迅速滴定，随滴随搅拌，至近终点时，将滴定管的尖端提出液面，用少量水淋洗尖端，

并入洗液，继续缓缓滴定，至电流计指针突然偏转，并不再回复，即为滴定终点。 

每 1ml 亚硝酸钠滴定液（0.1mol/L）相当于 25.03mg 的 C10H10N4O2S。 

注：亚硝酸钠滴定液（0.1mol/L）：取亚硝酸钠 7.2g，加无水碳酸钠 0.1g，加水

适量溶解成 1000 ml，摇匀。 

标定：取基准对氨基苯磺酸约 0.5g，精密称定，加水 30ml 与浓氨水 3ml，溶解

后，加盐酸（1→2）20ml，搅拌，在 30℃以下用用本液迅速滴定，用永停法指示终

点。每 1mL 亚硝酸钠滴定液（0.1mol/L）相当于 17.32mg 对氨基苯磺酸。 

2.教学目标 

（1）掌握永停滴定法的基本原理，熟悉用永停滴定仪确定滴定终点的方法。 

（2）掌握永停滴定法测定磺胺嘧啶含量的原理与方法。 

（3）了解永停滴定法的适用范围。 

实验项目 5：电位滴定法测定盐酸金刚烷胺片的含量 

1.教学内容 

取本品 20 片，精密称定，研细，精密称取适量（约相当于盐酸金刚烷胺 0.3g），

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乙醇 50ml，振摇 20 分钟使盐酸金刚烷胺溶解，用干燥滤纸

滤过，精密量取续滤液 20ml，加 0.01mol/L 盐酸溶液 5ml 与乙醇约 30ml，照电位滴

定法，用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滴定，两个突跃点体积的差作为滴定体积。每

1ml 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相当于 18.77mg 的 C10H17N·HCl。 

注：0.1 mol/L 氢氧化钠滴定液：取基准邻苯二甲酸氢钾约 0.6g，精密称定，加

新沸的冷水 50ml，摇匀，使其尽量溶解；加酚酞指示剂 2 滴，用本液滴定；在接近

终点时，应使邻苯二甲酸氢钾完全溶解，滴定至溶液显粉红色。 

2.教学目标 

（1）掌握电位滴定法的原理和电位滴定仪的操作方法。 

（2）掌握片剂的含量计算方法。 

（3）了解电位滴定法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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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阿司匹林 HPLC 定量分析 

1.教学内容 

（1）系统适应性试验、线性范围和定量限考察 

称取阿司匹林原料药 2.5mg，置 100ml 量瓶中，加去离子水适量，超声使其溶解，

并稀释至刻度，摇匀配置成 25μg/ml 的阿司匹林原料药供试品溶液。用注射器取适量

溶液滤膜过滤至干净的离心管中，用进样针吸取 20μl 进样，检测波长为 276nm。 

称取阿司匹林标准品 2mg，置 10ml 量瓶中，加去离子水适量，超声使其溶解，

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标准品溶液母液（200μg/ml）。再将母液梯度稀释至

100μg/ml、50μg/ml、10μg/ml、5μg/ml、2μg/ml、1μg/ml、0.5μg/ml，作为各浓度标准

品溶液。用注射器取适量溶液滤膜过滤至干净的离心管中，用进样针吸取 20μl 进样，

检测波长为 276nm。 

（2）精密度和回收率的考察 

精密度：称取阿司匹林标准品 2mg，置 10ml 量瓶中，加去离子水适量，超声使

其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母液（200μg/ml）。再将母液梯度稀释至 100μg/ml、

50μg/ml、10μg/ml，每个浓度重复配制三次。用注射器取适量溶液，滤膜过滤后进样，

检测波长为 276nm。 

回收率：称取阿司匹林原料药 1mg，置 100ml 量瓶中，加去离子水适量，超声使

其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10μg/ml）。 

称取阿司匹林标准品 2.5mg，置 50ml 量瓶中，加上述 10μg/ml 中溶液适量，超

声使其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60μg/ml），相同操作重复配制三次。用注射器取

适量溶液，滤膜过滤后进样，检测波长为 276nm。 

（3）耐用性 

称取阿司匹林原料药 2.5mg，置 100ml 量瓶中，加去离子水适量，超声使其溶解，

并稀释至刻度，摇匀（25μg/ml）。用注射器取适量溶液，滤膜过滤后采取不同方法进

样。 

（4）阿司匹林游离水杨酸和有关物质的 HPLC 法检查以及含量测定 

a.游离水杨酸的检查： 

取阿司匹林原料药约 0.1g，精密称定，置 10ml 量瓶中加 1%冰醋酸甲醇溶液适

量，震摇使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10mg/ml）。 

取水杨酸对照品约 10mg，精密称定，置 100ml 量瓶中，加 1%冰醋酸甲醇溶液

适量，震摇使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精密量取 5ml，置 50ml 量瓶中，用 1%冰

醋酸甲醇溶液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品溶液（10μg/ml）。 

理论塔板数按水杨酸峰计算不低于 5000，阿司匹林峰与水杨酸峰的分离度应符

合要求。供试品溶液色谱图中如有与水杨酸峰保留时间一致的色谱峰，按外标法以峰

面积计算，不得过 0.1%。 

b.有关物质的检查： 

取阿司匹林原料药约 0.1g，精密称定，置 10ml 量瓶中加去离子水适量，超声使

其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10mg/ml）；精密量取 0.5ml，置 100ml

量瓶中，用去离子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品溶液（50μg/ml）。将阿

司匹林的 HPLC 方法延长至 20min。 

供试品溶液色谱图中如有杂质峰，除水杨酸峰外，其它各杂质峰面积的和不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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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照溶液主峰面积（0.5%）。 

c.含量测定： 

称取阿司匹林原料药 2.5mg，置 100ml 量瓶中，加去离子水适量，超声使其溶解，

并稀释至刻度，摇匀配置成 25μg/ml 的阿司匹林原料药供试品溶液。用已经建立并验

证好的色谱方法，测阿司匹林峰面积，并用前面所建立的标准曲线对所配阿司匹林原

料药中阿司匹林含量进行定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 HPLC 仪器的操作步骤，系统适应性、线性范围、定量限的研究方法。 

（2）掌握精密度、回收率和耐用性的计算方法。 

（3）熟悉阿司匹林游离水杨酸和有关物质的 HPLC 法检查以及含量测定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本课程按等级制评定与考核，评分标准分为：A、B、C、D、E 五个等级。考核

主要包括两部分：实验操作技能、实验报告（包括实验预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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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药物分析课程的评定分数中，理论课内容占 70%，实验课内容占 30%。，其中

实验课考核又分为两部分，即实验操作技能占实验课总分数的 50%、实验报告（包括

实验预习报告）占实验课总分数的 5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电子分析天平 20 烘  箱 2 

真空泵 6 水浴锅 8 

HPLC 仪 1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12 

紫外扫描分光光度计 1 燃烧瓶 10 

旋光分光光计 3 酸度计 12 

折光仪 4 真空干燥箱 1 

电位滴定仪 13 永停滴定仪 13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徐乃玉主编，《药物分析实验指导》，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参考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5. 

执 笔 人：   

审 批 人：谢洪平  

完 成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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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CHP 1002                   课程学分：4.0 

课程名称（中/英）：药用植物学（一）Pharmaceutical Botany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中药学、生物制药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要求掌握植物的外部形态、内部构造及药用植物的分类。分类部分重点是

种子植物的一些重要科的科特征、代表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药用部位及功效。除此

以外，还要掌握显微镜的使用、临时装片的制备、永久装片的观察及绘图等技能和野

外认识一些原植物、采集和压制腊叶标本并会查阅文献核对标本的拉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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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及后含物 综合性 3 1 必修 

2 组织 综合性 3 1 必修 

3 根（一） 综合性 3 1 必修 

4 根（二） 综合性 3 1 选修 

5 茎（一） 综合性 3 1 必修 

6 茎（二） 综合性 3 1 选修 

7 叶 综合性 3 1 必修 

8 花的解剖 综合性 3 1 必修 

9 植物分类实验（一） 创新性 9 10 必修 

10 植物分类实验（二） 创新性 9 1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细胞及后含物 

1.教学内容 

植物细胞的结构和细胞内后含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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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细胞结构的组成及其内含物的种类。 

（2）熟悉显微镜的结构和使用及注意事项。 

（3）掌握临时装片的制备和绘图技术；细胞结构及淀粉粒结构和簇晶、砂晶。 

实验项目 2：组织 

1.教学内容 

  植物组织的种类及特点。 

2.教学目标 

（1）了解组织的种类及特点。 

（2）熟悉分生组织、基本组织、保护组织、输导组织、机械组织、分泌组织及 

维管组织。 

（3）掌握保护组织、机械组织和输导组织。 

实验项目 3：根（一） 

1.教学内容 

  根的形态及内部构造。 

2.教学目标 

（1）了解根的外部形态。 

（2）熟悉根的初生构造和次生构造。 

（3）掌握双子叶植物根的初生构造和次生构造。 

实验项目 4：根（二） 

1.教学内容 

  根的形态及内部构造。 

2.教学目标 

（1）了解根的外部形态。 

（2）熟悉根的初生构造、次生构造和异常构造。 

（3）掌握单子叶植物根的构造。 

实验项目 5：茎（一） 

1.教学内容 

  茎的形态及内部构造。 

2.教学目标 

（1）了解茎的外部形态。 

（2）熟悉茎的初生构造和次生构造。 

（3）掌握双子叶植物茎的初生构造和次生构造。 

实验项目 6：茎（二） 

1.教学内容 

  茎的形态及内部构造。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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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茎的外部形态。 

（2）熟悉茎的初生构造和次生构造。 

（3）掌握单子叶植物茎的构造。 

实验项目 7：叶 

1.教学内容 

 叶的形态及内部构造。 

2.教学目标 

（1）了解叶的外部形态、分裂及复叶。 

（2）熟悉单、双子叶植物叶的内部构造。 

（3）掌握双子叶植物叶的构造。 

实验项目 8：花的解剖 

1.教学内容 

  花的组成及类型。 

2.教学目标 

（1）了解花被的卷迭式、花序的类型。 

（2）熟悉花的组成及类型。 

（3）掌握花的解剖方法及书写花程式。 

实验项目 9：植物分类实验（一） 

1.教学内容 

  认知百余种药用植物的形态、药用部位及功效；学生尝试栽培野外蕨类或种

植苔藓。 

2.教学目标 

（1）了解植物的采集、分类方法。 

（2）熟悉腊叶标本的制作和苔藓、蕨类的种植及栽培。 

（3）掌握重点科常见药用植物的药用部位及价值。 

实验项目 10：植物分类实验（二） 

1.教学内容 

  认知百余种药用植物的形态、药用部位及功效；学生尝试何首乌的水培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植物的资源分布。 

（2）熟悉苏州野外常见药用植物的药用部位及功效；何首乌的水培实验要求。 

（3）掌握重点科常见药用植物的药用部位及价值。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实验报告的成绩（按等级制评定，评分标准分为：优、良、及格、不

及格四个等级）和分类实验成绩（以现场考核认植物 20 种，按认识的种类数量计算

来计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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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课成绩的考核为 30 分，占本课程总成绩的 30%。实验报告占 20%，分类成

绩占 10%。实验报告要求书写实验目的、实验内容及完成实验作业。绘图要真实、清

晰、比例得当；数据要真实、客观，对结果的分析也要客观、科学；分类实验成绩以

参加分类实验表现及现场考核认识植物 20 种，根据认识种类的数量来计算绩计。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正置荧光显微镜 BX51        1 台 

     徕卡切片机 SM2000R         1 台 

     阿贝折射仪 WAY-1S          1 台 

     中药粉碎机 DJ-10A           1 台 

     显微镜 olympus cx21        4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陆叶，刘春宇，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实验指导，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12

（1 版） 

2.参考书：王旭红，药用植物学实验与指导，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4.9（1 版） 

                                               

 

 

执 笔 人：陆叶   

审 批 人：郝丽莉  

日   期：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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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化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CHP1003                    课程学分：5 学分  

课程名称（中/英）：中药化学 

Chemistry of Tran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中药学专业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中药化学是一门运用化学的理论和方法及其它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等，研究中药

化学成分的学科。中药化学实验主要是研究中药中具有生物活性或能起防病治病作用

的化学成分，即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物理化学性质、提取、分离、检识、结构鉴定

或确定、生物合成途径和必要的化学结构的修饰或改造等。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溶

剂法提取原理，利用物质的溶解性、分配性、解离性差异进行分离的原理；掌握回流、

连续回流、萃取、结晶、沉淀法、酸水解、薄层、柱层层析等提取分离方法及薄层检

识、试管反应等检识方法和相关实验操作；使学生巩固理论知识，掌握中药化学的基

本操作技术和方法，培养学生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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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层层析板制备 综合性 3 2 必修 

2 薄层层析展开剂的选择 综合性 3 2 必修 

3 槐米中芸香苷的提取、分离，检识 验证性 16 2 必修 

4 黄芩中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检识 设计性 16 2 选修 

5 虎杖中化学成分综合分析 设计性 16 2 选修 

6 苦参中氧化苦参碱的提取、分离，检识 综合性 16 2 选修 

7 麻黄中麻黄碱的提取、分离，检识 综合性 16 2 选修 

8 中药中化学成分的预试 创新性 6 2 必修 

9 天然药物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设计 创新性 16 2 选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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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薄层层析板制备 

1.教学内容 

（1）硅胶 G 薄层层析小板的制备 

（2）硅胶 G-羧甲基纤维素钠薄层层析大板的制备 

2.教学目标 

（1）了解吸附剂的活度测定法 

（2）熟悉不同种类的吸附剂  

（3）掌握薄层层析板的制备 

实验项目 2：薄层层析展开剂的选择 

1.教学内容 

（1）硅胶薄层层析法检查人参总皂苷 

（2）判断选择最适合分离人参皂苷的展开剂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参皂苷制备方法 

（2）熟悉展开剂与吸附剂和被分离物质的三者关系 

（3）掌握薄层层析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3：槐米中芸香苷的提取、精制和检识 

1.教学内容 

（1）芸香苷的提取 

（2）芸香苷的精制 

（3）芸香苷的水解 

（4）芸香苷及水解产物的检识 

2.教学目标 

（1）了解槐米中化学成分 

（2）熟悉芸香苷的主要性质和检识方法  

（3）掌握用槐花提取，精制芸香苷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4：黄芩中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检识 

1.教学内容 

（1）黄芩苷的提取 

（2）黄芩苷的精制 

（3）黄芩苷的水解，制备黄芩素 

（4）黄芩苷及黄芩素的检识 

2.教学目标 

（1）了解黄芩中化学成分 

（2）熟悉黄芩苷的主要性质和检识方法  

（3）掌握用黄芩提取，精制黄芩苷与黄芩素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5：虎杖中化学成分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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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1）羟基蒽醌类成分的提取 

（2）羟基蒽醌类的精制 

（3）硅胶柱层析方法、中压制备分离操作 

（4）羟基蒽醌类的检识 

（5）白藜芦醇的制备方法 

（6）旋转蒸发仪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虎杖中化学成分 

（2）熟悉硅胶柱层析方法、中压制备分离混合羟基蒽醌类成份的操作技术  

（3）熟悉羟基蒽醌类化合物的主要检识反应 

（4）熟悉凝胶柱层析分离原理与操作 

（5）掌握用虎杖提取，精制羟基蒽醌类成分的原理和方法 

（6）掌握用虎杖提取，精制白藜芦醇的原理和方法 

（7）掌握旋转蒸发仪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6：苦参中氧化苦参碱的提取、分离与检识 

1.教学内容 

（1）离子交换树脂制处理 

（2）总生物碱的提取 

（3）总生物碱的制备 

（4）氧化苦参碱的分离 

（5）氧化苦参碱的检识 

2.教学目标 

（1）了解苦参中化学成分 

（2）熟悉生物碱的主要检识反应 

（3）熟悉索氏提取器的原理与操作 

（4）掌握离子交换树脂法纯化生物碱的原理和方法 

（5）掌握用苦参提取，精制氧化苦参碱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7：麻黄中麻黄碱的提取、分离与检识 

1.教学内容 

（1）离子交换树脂制处理 

（2）总生物碱的提取 

（3）总生物碱的制备 

（4）麻黄碱的分离 

（5）麻黄碱的检识 

2.教学目标 

（1）了解麻黄中化学成分 

（2）熟悉仲胺生物碱的主要检识反应 

（3）熟悉索氏提取器的原理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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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离子交换树脂法纯化生物碱的原理和方法 

（5）掌握用麻黄提取，精制麻黄碱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8：中药化学成份的预试验 

1.教学内容 

（1）实验样品制取方法 

（2）不同化学成分的检识反应 

2.教学目标 

（1）了解中药中化学成分类型 

（2）熟悉不同类型化学成分的主要检识反应 

（3）掌握中药预试验的程序及结果的判断 

实验项目 9：天然药物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设计 

1.教学内容 

（1）查阅文献，设计目标植物中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流程 

（2）目标植物中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  

（3）目标植物中化学成分的检识反应 

2.教学目标 

（1）了解目标植物中化学成分类型 

（2）熟悉目标植物中化学成分的主要检识反应 

（3）掌握并熟练运用天然药物有效成分的提取方法 

（4）掌握并熟练运用分离天然药物有效成分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成绩包括实验报告成绩和平时的实验操作技能成绩。实验课成绩在课程总成

绩中的比例 20-30%。 

实验报告要求：实验报告的真实性，规范性。实验报告内容包括实验题目、实验

原理、实验目的或要求、实验内容、实验仪器与材料、实验现象、实验结果与结论、

讨论或思考题。 

实验操作要求：严格遵守实验室安全规章制度，实验着装规范，实验台面整洁，

实验操作规范。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四孔、六孔水浴锅 6 台，台秤 2 台，1000 毫升电热套 20 台，台式水泵 10 台，

旋转蒸发仪 8 台，低温循环泵 4 台，气流烘干器 2 台，三用紫外分光仪 2 台，电吹风

6 只，烘箱 1 台，红外快速干燥箱 2 台，中压制备色谱仪 6 台，索氏提取器 25 套，

层析柱 25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天然药物化学、中药化学实验讲义，苏州大学药学院药物化学教研室编

著 2000 年，2004 年，2015 年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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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书：天然药物化学实验，中国药科大学中草药化学教研室编著，1996 年 

              中药化学实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药化学教研室编著，1996 年 

天然药物化学，杨世林主编，科学出版社，2010 年 

中药化学，匡海学主编，中国中医出版社，2011 年 

 

             执 笔 人：张  建 

            审 批 人：郝丽莉 

            完成时间：2016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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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鉴定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CHP1006                      课程学分：5 

课程名称（中/英）：中药鉴定学  Authent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s                                 

课程学时：108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中药学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中药鉴定学》是鉴定和研究中药的品种和质量，制定中药标准，寻找和扩大新

药源的应用学科。它是在继承中医药学遗产和传统鉴别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现代自然

科学，如生物学、药学、物理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等理论知识和技术方法，研究和

探讨中药的来源、性状、显微特征、理化鉴别、质量标准及寻找新药等的理论和实践

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一门对中药进行“整理提高、保质寻新”的科学。 

《中药鉴定学》是中药专业的一门专业课，根据专业培养目标，本课程以学习中

医沿用的常用中药为主，继承传统鉴别经验，学习现代鉴别方法，掌握中药鉴定的基

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为从事中药的真伪鉴别、品种整理和质量评价打下基

础, 以保障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 

本课程实验教学要求学生掌握中药鉴定的实验基础理论知识，从实验技术角度使

学生进一步巩固和掌握中药鉴定的方法、程序、操作要求和影响鉴定结果的因素等。

通过常用中药的来源、性状、显微特征、理化鉴别和中成药鉴定的实验，熟练掌握中

药鉴定的基本方法和技术，包括各种显微制片、显微测量、挥发油测定、薄层色谱等

实验技术，熟悉中药材质量标准制定相关知识。通过综合性、设计性和创新性实验训

练，加强培养学生的系统学习、主动学习和创造性的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适应现代中药事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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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微制片和显微测量 基础性 4 1 必修 

2 中药挥发油测定 基础性 4 2 选修 

3 根类中药的鉴定 综合性 4 1 必修 

4 根茎类中药的鉴定 综合性 4 1 必修 

5 茎木类、皮类和叶类中药

的鉴定 

综合性 4 1 必修 

6 花类和果实种子类中药的

鉴定 

综合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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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全草类、菌藻类、动物类

及矿物类中药的鉴定 

综合性 4 1 必修 

8 中药质量标准制定 创新性 4 4 选修 

9 未知中药混合粉末的鉴别 设计性 4 1 必修 

10 DNA 分子标记技术 创新性 8 4 选修 

11 中药指纹图谱分析 创新性 8 4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显微制片和显微测量 

1.教学内容 

（1）永久制片（示教）； 

（2）甘草解离制片； 

（3）大黄粉末制片和显微测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永久制片制片方法。 

（2）熟悉整体封固制片和表面制片的制片方法。 

（3）掌握解离制片法、粉末制片和显微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2：中药挥发油测定 

1.教学内容 

（1）丁香或小茴香的挥发油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中药挥发油测定的意义 

（2）掌握中药挥发油测定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3：根类中药的鉴定 

1.教学内容 

（1）观察人参、何首乌、麦冬组织构造； 

（2）制备甘草、黄芩粉末制片和观察粉末特征； 

（3）观察中药药材和饮片。 

2.教学目标 

（1）熟悉根类中药的性状及显微鉴别要点； 

（2）掌握人参、何首乌、麦冬的组织构造；掌握甘草、黄芩的粉末特征； 

（3）认识中药药材和饮片。 

实验项目 4：根茎类中药的鉴定 

1.教学内容 

（1）观察大黄、天麻的组织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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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备黄连粉末制片，观察粉末特征； 

（3）黄连理化鉴别； 

（4）观察中药药材和饮片。 

2.教学目标 

（1）熟悉根茎类中药的性状及显微鉴别要点； 

（2）掌握大黄、天麻的组织构造；掌握黄连的粉末特征和理化鉴别方法； 

（3）认识中药药材和饮片。 

实验项目 5：茎木类、皮类和叶类中药的鉴定 

1.教学内容 

（1）观察沉香、番泻叶的组织构造； 

（2）制备黄柏、大青叶粉末制片，观察粉末特征； 

（3）黄柏理化鉴别； 

（4）观察中药药材和饮片。 

2.教学目标 

（1）熟悉茎木类、皮类和叶类中药的性状及显微鉴别要点； 

（2）掌握沉香、番泻叶的组织构造；掌握黄柏、大青叶的粉末特征和理化鉴别

方法； 

（3）认识中药药材和饮片。 

实验项目 6：花类和果实种子类中药的鉴定 

1.教学内容 

（1）观察五味子、小茴香的组织构造； 

（2）制备金银花、红花粉末制片，观察粉末特征； 

（3）苦杏仁理化鉴别； 

（4）观察中药药材和饮片。 

2.教学目标 

（1）熟悉花类和果实种子类中药的性状及显微鉴别要点； 

（2）掌握五味子、小茴香的组织构造；掌握金银花、红花的粉末特征；掌握苦

杏仁理化鉴别方法； 

（3）认识中药药材和饮片。 

实验项目 7：全草类、菌藻类、动物类及矿物类中药的鉴定 

1.教学内容 

麻黄、薄荷、茯苓、猪苓等中药的鉴定，观察常用药材和饮片。 

（1）观察麻黄、薄荷的组织构造； 

（2）制备麻黄、薄荷、茯苓、猪苓粉末制片，观察粉末特征； 

（3）观察中药药材和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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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熟悉全草类、菌藻类、动物类及矿物类中药的性状及显微鉴别要点； 

（2）掌握麻黄、薄荷的组织构造；掌握麻黄、薄荷、茯苓、猪苓的粉末特征； 

（3）认识中药药材和饮片。 

实验项目 8：中药质量标准制定 

1.教学内容 

（1）查阅有关中药的文献资料； 

（2）设计实验方案； 

（3）实验操作，起草质量标准。 

2.教学目标 

（1）熟悉中药质量标准制定的程序及内容。 

（2）掌握检索中药相关资料能力，培养科学设计实验的能力。 

实验项目 9：未知中药混合粉末的鉴别 

1.教学内容 

（1）鉴别中药粉末混合物。 

2.教学目标 

（1）考察学生对中药鉴定实验方法的掌握情况及设计鉴定方案的能力。 

（2）考察学生对常用中药的鉴别能力。 

实验项目 10：DNA 分子标记技术 

1.教学内容 

（1）乌梢蛇（或其他中药）的 DNA 提取； 

（2）PCR 反应和电泳检查。 

2.教学目标 

（1）了解 DNA 分子标记技术（***）鉴别中药的原理和应用； 

（2）熟悉中药 DNA 提取方法和鉴定。 

实验项目 11：中药指纹图谱分析 

1.教学内容 

中药指纹图谱分析 

（1）文献查阅； 

（2）样品制备； 

（3）HPLC 检测。 

2.教学目标 

（1）了解中药指纹图谱制订的方法和要求； 

（2）熟悉中药指纹图谱的技术参数； 

（3）掌握 HPLC 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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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要求书写实验目的、实验内容及完成作业。绘图要真实、清晰、比例

得当；数据要真实、客观，对结果的分析也要客观、科学。 

2、考核方式 

考试：①未知混合粉末中药的鉴别,设计混合中药粉末的鉴定方案和方法，并实际

操作，写出鉴定结果和报告；②识别常用中药。 

3、实验课成绩的考核为总分 20 分（平时实验报告 10 分，考试成绩 20 分），占本课

程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器名称 现有台套数 仪器名称 现有台套数 

正置荧光显微镜 1 低速冷冻离心机 0 

普通显微镜 40 台式离心机 0 

体视显微镜 3 液氮储存器 0 

徕卡切片机 1 液氮储存箱 0 

阿贝折射仪 1 高压灭菌器 0 

紫外分光光度仪 1 纯水器 0 

挥发油测定器 20 冷柜（－20 度） 0 

三用紫外分析仪 2 电泳装置 0 

旋转蒸发仪 0 移液器（套） 0 

循环水泵 0 超声细胞破碎仪 0 

高效液相仪 0 凝胶图象分析系统 0 

中药粉碎机 1 蛋白核酸测定仪 0 

烘箱 0 酶标仪 0 

自动恒温电热套 0 中压恒流泵 0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吴德康，中药鉴定学实验指导.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4（第 2 版） 

2、参考书：刘塔斯. 生药学实验指导.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12（第 2 版） 

 

 

 

执 笔 人：刘春宇   

审 批 人：郝丽莉   

完 成 时 间：：20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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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药理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CHP1010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中药药理学/ Pharmac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24 

适用专业：中药学 

实验室名称：中药药理与药代动力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使学生掌握中药药理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技能和基本实验方法，验证中药药理学

中重要的基本理论，使学生巩固和加强理论课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概念，同时加深对中医

中药理论现代研究的掌握。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严谨的科学工作态度和实事求是的作

风，训练学生客观地对事物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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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基本操作 基础性 1 2 必修 

2 麻黄汤对正常大鼠足跖汗液分泌的影响 综合性 2 2 必修 

3 
生大黄、制大黄对小鼠小鼠小肠运动的影响（墨

汁法） 
综合性 3 2 必修 

4 秦艽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廓肿胀的影响 综合性 3 2 必修 

5 桔梗对小鼠的止咳化痰作用 综合性 3 2 必修 

6 三七对家兔凝血时间的影响 综合性 3 2 必修 

7 延胡索和秦艽对小鼠的镇痛作用 综合性 3 2 必修 

8 酸枣仁对小鼠自发活动的影响 综合性 3 2 必修 

9 人参对小鼠常压耐缺氧、抗疲劳作用 综合性 3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实验基本操作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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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鼠、小鼠捉拿，灌胃，腹腔注射，肌肉注射，眼眶取血。 

2.教学目标 

（1）实验基本操作的学习与练习。 

实验项目 2：麻黄汤对正常大鼠足跖汗液分泌的影响 

1.教学内容 

（1）观察麻黄汤对正常大鼠足跖汗液分泌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掌握麻黄汤发汗解表的功效。 

（2）学习解表药的一些研究方法。 

实验项目 3：生大黄、制大黄对小鼠小肠运动的影响 

1.教学内容 

（1）观察生大黄、制大黄对小鼠排便时间和数量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掌握大黄泻下攻积功效和不同炮制品功效主治间的区别。 

（2）学习泻下药的一些研究方法。 

实验项目 4：秦艽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廓肿胀的影响 

1.教学内容 

（1）观察秦艽对炎症反应的抑制作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秦艽祛风湿、止痹痛的功效。 

（2）学习药物抗炎作用研究的一些方法。 

实验项目 5：桔梗对小鼠的止咳化痰作用 

1.教学内容 

（1）观察桔梗对小鼠的止咳化痰作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桔梗宣肺祛痰止咳的功效。 

（2）学习药物止咳化痰效果的研究方法。 

实验项目 6：三七对家兔凝血时间的影响 

1.教学内容 

（1）观察三七等止血药和活血化瘀药对凝血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掌握理血药功效。 

（2）学习理血药的一些研究方法。 

实验项目 7：延胡索和秦艽对小鼠的镇痛作用 

1.教学内容 

（1）观察延胡索和秦艽对小鼠的镇痛作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活血化瘀药活血止痛和祛风湿药祛风止痛的功效，帮助掌握中医“痛则不通”

的理论。 

（2）学习药物止痛效果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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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8：酸枣仁对小鼠自发活动的影响 

1.教学内容 

（1）观察酸枣仁对小鼠自发活动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掌握酸枣仁养心安神的功效。 

（2）学习药物抑制中枢神经系统作用的一些研究方法。 

实验项目 9：人参对小鼠常压耐缺氧、抗疲劳作用 

1.教学内容 

（1）观察人参对小鼠耐缺氧及抗疲劳的作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人参大补元气的功效，帮助掌握中医气的概念。 

（2）学习一些补虚药的研究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前应仔细阅读实验指导，结合实验内容，复习有关理论知识。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要按时完成，书写应符合规范，内容要求如下： 

（1）实验题目 

（2）一般项目：包括班级、姓名、同组者、日期 

（3）实验原理及目的 

（4）实验内容（包括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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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分条列出，力求概括、简明。 

实验报告由个人独立完成，切忌抄袭雷同。 

2、考核方式 

实验考核形式由两项组成：实验报告，平时实验操作。实验报告成绩占总成绩的

10%，实验操作占总成绩的 10%；实验课成绩的合计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电热恒温水浴锅  10 752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1 

高速台式离心机 1 组织匀浆机 4 

 低速台式离心机 4 干燥箱 2 

722 可见分光光度计 4 引咳仪 20 

移液器 20 秒表 20 

热板仪 20 电子天平 20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陈奇. 《中药药效研究思路与方法》[M].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2. 陆茵，马越鸣 主编《中药药理学》[M]. 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2 版，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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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笔 人：曹   莉  

审 批 人：毛新良  

完成时间：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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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分析》（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TCHP1020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药物分析/Pharmaceutical analysis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中药学 

实验室名称：药物分析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药学专业的专业课程，通过本实验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具有明确的药品

质量观念，牢固掌握、研究解决药物质量问题的一般规律与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具

有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能根据国家的药品标准要求，独立完成药物原料和制剂分析

检验任务。通过容量分析和仪器分析实验等不同分析方法，以及样品处理技术的训练，

使学生能根据药物质量标准独立完成药物的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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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教）荧光分析法、近红外光谱法、相对密

度测定法、折光率测定法、旋光光度法、液质

联用分析法 

演示性 4 4 必修 

2 氧瓶燃烧法测定含碘药物的含量 验证性 4 2 必修 

3 差示分光光度法测定维生素 B1 片剂的含量 验证性 4 2 必修 

4 永停滴定法测定磺胺嘧啶原料药的含量 设计性 5 2 必修 

5 自动电位滴定法测定盐酸金刚烷胺片剂的含量 设计性 5 2 必修 

6 阿司匹林 HPLC 定量分析 综合性 16 2-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示教）荧光分析法、近红外光谱法、相对密度测定法、折光率测

定法、旋光光度法、液质联用分析法 

1.教学内容 

（1）演示荧光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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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演示红外光谱法 

（3）演示相对密度测定方法 

（4）演示折光率的测定方法 

（5）演示旋光度的测定方法 

（6）讲解常用液质连用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液质连用分析技术 

（2）熟悉红外光谱、密度测定、折光率和旋光度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2：氧瓶燃烧法测定含碘药物的含量 

1.教学内容 

（1）氧瓶燃烧法测定盐酸胺碘酮中碘含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氧瓶燃烧法破坏药物的原理和操作。 

（2）掌握碘量法测定药物的原理和操作。 

（3）掌握氧瓶燃烧-碘量法测定有机含碘药物的化学计量关系与含量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3：差示分光光度法测定维生素 B1 片剂的含量 

1.教学内容 

差示分光光度法测定维生素 B1 片剂的标示百分含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差示分光光度法消除可能存在干扰的原理。 

（2）熟悉 ΔA 法的基本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4：永停滴定法测定磺胺嘧啶原料药的含量 

1.教学内容 

永停滴定法测定磺胺嘧啶原料药的百分含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永停滴定法的基本原理，熟悉用永停滴定仪确定滴定终点的方法。 

（2）掌握永停滴定法测定磺胺嘧啶含量的原理与方法。 

（3）了解永停滴定法的适用范围。 

实验项目 5：电位滴定法测定盐酸金刚烷胺片的含量 

1.教学内容 

电位滴定法测定盐酸金刚烷胺片的百分含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电位滴定法的原理和电位滴定仪的操作方法。 

（2）掌握片剂的含量计算方法。 

（3）了解电位滴定法的适用范围。 

实验项目 6：阿司匹林 HPLC 定量分析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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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PLC 法系统适应性试验、线性范围和定量限考察 

（2）HPLC 法精密度和回收率的考察 

 

2.教学目标 

（1）掌握 HPLC 仪器的操作步骤，系统适应性、线性范围、定量限的研究方法。 

（2）掌握精密度、回收率和耐用性的计算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本课程按等级制评定与考核，评分标准分为：A、B、C、D、E 五个等级。考核

主要包括两部分：实验操作技能、实验报告（包括实验预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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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药物分析课程的评定分数中，理论课内容占 70%，实验课内容占 30%。，其中

实验课考核又分为两部分，即实验操作技能占实验课总分数的 50%、实验报告（包括

实验预习报告）占实验课总分数的 5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电子分析天平 20 烘  箱 2 

真空泵 6 水浴锅 8 

HPLC 仪 1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12 

紫外扫描分光光度计 1 燃烧瓶 10 

旋光分光光计 3 酸度计 12 

折光仪 4 真空干燥箱 1 

电位滴定仪 13 永停滴定仪 13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徐乃玉主编，《药物分析实验指导》，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参考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5. 

 

 

 

执 笔 人：贵春山 

审 批 人：谢洪平 

完成时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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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五）》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CHP1039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药理学（五）/ Pharmacology （Ⅴ）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24 

适用专业：中药学、生物技术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础医学实验室  

一、 课程简介 

药理学实验是药理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目的是验证理论，巩固并加强

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对科研工作严肃的态度，严密的方法和严格要求，培养

学生根据客观实际进行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药理学实验，要求在生理、生化实验的基础上，掌握动物的编号、固定和麻

醉方法及各种途经的给药方法，掌握药物的剂量换算，学会观察记录主要的生理生化

指标，掌握 Medlab 实验操作系统的用法，掌握离体器官（如肠管）的制备和在体动

物取血等的常用实验技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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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剂型和给药途径对药物作

用的影响 

综合性 4 4 必修 

2 药物的急性毒性实验 设计性 4 4 必修 

3 酚磺肽（PSP）药代动力学参数

的测定 

设计性 4 4 必修 

4 传出神经系统药物对麻醉兔血

压的影响 

创新性 4 4 必修 

5 胆碱类药物对豚鼠离体肠管的

作用 

基础性 4 4 必修 

6 实验考试 综合性 4 1-2 必修 

三、 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不同剂型和给药途径对药物作用的影响 

1.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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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分别皮下注射给予乌拉坦不同剂型（水溶液或胶浆液），观察翻正反射消失和

恢复的时间，比较不同剂型对药物作用的影响；小鼠以不同给药途径（灌胃或腹

腔注射）给予硫酸镁，观察发生的不同现象，比较不同的给药途径对药物作用的

影响。 

2. 教学目标 

（1）掌握不同的药物剂型和给药途径对药物作用的影响。 

（2）掌握小鼠的皮下、灌胃及腹腔注射的给药方法 

实验项目 2：药物的急性毒性实验 

1. 教学内容 

将小鼠随机分组，每组 10 只，对每组小鼠腹腔注射不同浓度普鲁卡因，观察小鼠

行为变化与精神状态，记录每组小鼠在给药后的半小时内死亡数。统计不同浓度

普鲁卡因的小鼠致死率，计算该药的 LD50。 

2. 教学目标 

（1）掌握测定药物 LD50 的方法、实验步骤和计算过程。 

（2）掌握对小鼠的标记编号方法； 

（3）了解药物急性毒性实验的意义； 

实验项目 3：酚磺肽（PSP）药代动力学参数的测定 

1. 教学内容 

家兔耳缘静脉注射酚磺酞（PSP），分离颈浅静脉，插管，取血，分离血浆，测定

吸光度，换算成浓度，计算 PSP 在家兔体内药代动力学参数。 

2. 教学目标 

（1）掌握药代动力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方法：家兔耳缘静脉注射给药，颈浅静脉

分离及取血。 

（2）理解各药代动力学参数的计算及意义。 

（3）了解药代动力学相关的两个实验技术问题：样品处理与浓度测定。 

实验项目 4：传出神经系统药物对麻醉兔血压的影响 

1. 教学内容 

家兔耳缘静脉麻醉给药，分离颈总动脉，插管，给予传出神经系统相应受体的激

动剂和拮抗剂，观察药物对家兔血压的影响，间接地定性分析不同组织、不同部

位受体的类型和功能，进一步熟悉传出神经系统药物相互之间的作用。培养基本

的科研创新性思维。 

2. 教学目标 

（1）掌握急性麻醉动物测定血压实验装置与 MedLab 实验操作系统的用法 

（2）掌握传出神经系统药物通过相应受体的激动剂和拮抗剂对家兔血压的影响，  

实验项目 5：胆碱类药物对豚鼠离体肠管的作用 

1. 教学内容 

分离豚鼠回肠，并通过线和张力换能器相连于 MedLab 实验操作系统；待基线平

稳后分别给予胆碱受体激动剂和拮抗剂，观察对回肠平滑肌收缩的影响。 



 

 121 

2. 教学目标 

（1） 掌握离体动物平滑肌器官实验方法； 

（2） 观察药物对离体豚鼠回肠的作用，并分析其作用机制。 

实验项目 6：实验考试 

1. 教学内容 

通过家兔及小鼠操作考核学生的动手能力。 

2. 教学目标 

通过家兔及小鼠操作考核学生的动手能力。 

四、 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书写实验报告是培养文字表达能力和概括、综合分析能力的重要训练方法。在实

验报告中，要求列出实验题目、实验方法和实验结果，有时还需要对实验结果产生的

原理或实验结果异常的原因加以讨论，最后对实验结果进行概括性总结，得出结论。

实验报告要求言简意明，书写工整，措词注意科学性和逻辑性。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操作技能考试。 

2.实验课考核成绩根据平时实验操作、实验报告书写情况和实验操作技能考试成

绩加权平均，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20%。 

五、 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722 型分光光度计 4 麦氏浴槽 12 

80-2 型离心机 4 Medlab 实验电脑操作系统 24 

电子秤 4 水浴锅 21 

婴儿秤 4   

六、 实验教材与参考书 

1.教材：机能实验学（第二版），主编：谢可鸣，茅彩萍；王国卿，蒋星红，苏州大

学出版社，2007 年。 

2.参考书：药理实验方法学（第四版），主编：魏伟，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年。 

 

执 笔 人：牟英  

审 批 人：毛新良  

完 成 时 间： 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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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制剂分析》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CHP1045                    课程学分：4.0 

课程名称（中/英）：中药制剂分析/ Analysis of Chinese Medicine Preparation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中药学 

实验室名称：药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中药学专业的专业课程，通过本实验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具有明确的药

品质量观念，牢固掌握、研究解决药物质量问题的一般规律、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通过采用各种容量分析方法和仪器分析方法对药物进行鉴别、检查和含量测定，以及

样品处理操作技术的训练，使学生具备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能根据国家药品标准的

要求，独立完成中药材和中药制剂的分析检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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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制剂的理化定性鉴别 综合性 4 2 必修 

2 
中药制剂中总生物碱的含量

测定 
验证性 4 2 必修 

3 
差示光谱法测定六味地黄丸

中丹皮酚的含量 
验证性 4 2 必修 

4 
HPLC 内标法测定香加皮中

4-甲氧基水杨醛的含量 
设计性 8 3-4 必修 

5 
HPLC 同时测定三黄片主要

成分大黄素和大黄酚 
设计性 8 3-4 必修 

6 
HPLC 外标法同时测定升麻

苷，5-O-甲基维斯阿米醇苷 
创新性 8 3-4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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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中药制剂的理化定性鉴别 

1.教学内容 

（1）牛黄解毒片（显微鉴别；升华反应；盐酸镁粉反应）； 

（2）复方丹参片（升华反应，香草醛硫酸反应）； 

（3）穿心莲片（三硝基苯酚反应；硝酸铝反应）； 

（4）银黄口服液（硝酸铝反应）； 

（5）板蓝根颗粒剂（荧光斑点显色；茚三酮反应）。 

2.教学目标 

（1）了解：中药制剂分析方法的多样性； 

（2）熟悉：中成药分析的理化鉴别方法； 

（3）掌握：显微鉴别和薄层色谱鉴别方法。 

实验项目 2：中药制剂中总生物碱的含量测定 

1.教学内容 

精密量取本品5 ml，置分液漏斗中，加1 mol/L氢氧化钠溶液0.5 ml，用三氯甲烷

提取4次（10 ml、10 ml、5 ml、5 ml），合并三氯甲烷液，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

入硫酸滴定液（0.01 mol/L）10 ml及新煮沸过的冷水10 ml，充分振摇，加茜素磺酸钠

指示液1～2滴，用氢氧化钠滴定液（0.02 mol/L）滴定至淡红色；并将滴定结果用空

白试验校正。每1 ml硫酸滴定液（0.01 mol/L）相当于3.305 mg的麻黄碱。 

2.教学目标 

（1）了解熟悉中药制剂中测定总碱的原理和方法； 

（2）熟悉液体制剂中总生物碱（以麻黄碱计）的测定方法及计算方法。 

（3）掌握容量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及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3：差示光谱法测定六味地黄丸中丹皮酚的含量 

1.教学内容 

（1）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称取丹皮酚5.00mg，置50ml容量瓶中，加95%乙醇

溶解并定容，精密吸取0.8，1.0，1.2，1.4，1.6ml各两份，分别置于10ml容量瓶中，

其中一份加水稀释至刻度作为参比溶液，另一份加碱液稀释至刻度作为样品溶液。将

上述参比液为光谱测定的参比液，分别对样品液于352nm和386nm波长处测定其吸收

度，计算△A值。根据△A与对照品浓度C绘制标准曲线，求出回归方程。  

（2）样品测定  取成药样品粉末0.5g，精密称定，置25ml具塞锥形瓶中，加乙醇

15ml，摇匀，静置过夜，过滤，滤液定容至25ml。精密吸取5ml各两份，分别置于25ml

容量瓶中，一份加水稀释至刻度，另一份加碱液稀释至刻度。按上述“标准曲线的制

备”方法测定，由标准曲线计算出样品中丹皮酚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 

（2）熟悉中药制剂中挥发性成分的提取方法； 

（3）掌握差示光谱法测定中药制剂中有效成分的原理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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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4：HPLC 内标法测定香加皮中 4-甲氧基水杨醛的含量 

1.教学内容 

（1）内标溶液的制备  取对羟基苯甲酸丁酯适量，精密称定，加 60%甲醇制成

每 1ml 含 6mg 的溶液，即得。 

（2）标准对照液的制备  取 4-甲氧基水杨醛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置棕色量

瓶中，加 60%甲醇制成每 1ml 含 1 mg 的溶液。精密量取该溶液 4 ml、内标溶液 2 ml，

置 25 ml 量瓶中，加 60%甲醇至刻度，摇匀，即得。 

（3）样品溶液的制备  另取本品粗粉约 0.25~0.5 g，60 ℃干燥 4 h，精密称定，

置 50 ml 烧瓶中，加 60%甲醇 15 ml，加热回流 1.5 h，滤过，滤液置 25 ml 量瓶中，

用少量 60%甲醇洗涤容器，洗液滤入同一量瓶中，精密加入内标溶液 2 ml，加 60%

甲醇至刻度，摇匀，滤过，取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以上溶液分别吸取 20 μl 注入液相色谱，记录色谱图，按内标法以峰面积计算，

即得。 

2015 年《中国药典》规定本品于 60 ℃干燥 4 h，含 4-甲氧基水杨醛（C8H8O3）

不得少于 0.20%。 

2.教学目标 

（1）了解………… 

（2）熟悉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3）掌握内标法测定中药材中组分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5：HPLC 同时测定三黄片主要成分大黄素和大黄酚 

1.教学内容 

（1）标准曲线的制备：精密称取丹皮酚 5.00mg，置 50ml 容量瓶中，加 95%乙

醇溶解并定容，精密吸取 0.8、1.0、1.2、1.4、1.6ml 各二份，分别置于 10ml 容量瓶

中，其中一份加水稀释至刻度作为参比溶液，另一份加碱稀释至刻度作为样品溶液。

将上述参比液和样品液分别于 352nm 和 386nm 波长处测定其吸收度，计算吸收度差

值，根据吸收度差值与对照品浓度 C 绘制标准曲线，求出回归方程。 

（2）样品测定：取成药样品粉末 0.5g，精密称定，置 25ml 具塞锥形瓶中，加乙

醇 15ml，摇匀，静置过夜，过滤，滤液定容至 25ml。精密吸取 5ml 各二份，分别置

于 25ml 容量瓶中，一份加水稀释至刻度，另一份加碱稀释至刻度，按上述“标准曲线

的制备”方法测定，由标准曲线计算出样品中丹皮酚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 

（2）熟悉 

（3）掌握差示光谱法测定中药有效成分的原理及操作。 

实验项目 6：HPLC 外标法同时测定升麻苷，5-O-甲基维斯阿米醇苷 

1.教学内容 

（1）标准曲线的绘制：取人参二醇约 5mg，精密称定，置于 2ml 容量瓶中，加

甲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精密吸取 5、10、20、25μl，置于磨口具塞试管中，用加热

风吹去溶剂，加入 5%香草醛-冰醋酸（新配制）0.2ml、高氯酸溶液 0.8ml，置恒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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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中，60 度加热 15 分钟后，冷却，加冰醋酸 5ml 摇匀，于波长 560nm 处进行比色测

定，绘制处对照品吸收度的标准曲线。 

（1）样品测定 

1）样品制备  将干燥人参根（过 40 目筛），精密称取药粉 1g，于索氏提取器中，

先加石油醚 30ml 脱酯，挥干石油醚，加入 40ml 甲醇，回流提取 4 小时，回收甲醇至

干，将提取残渣仔细转移至 1ml 容量瓶中，容器用少量甲醇洗涤，洗液合并，精密稀

释至刻度。 

2）总皂苷的测定  用微量注射器吸取上述样品溶液 10-20μl，在硅胶薄层板上点

成条状，用氯仿-甲醇-水（70：55：10）展开 5cm，取出板挥尽溶剂，置碘缸中数秒，

待色点刚显出，立即取出，划出斑点位置，用冷风将碘吹尽，刮取斑点，置于 10ml

具塞磨口试管中，精密加入 5%香草醛-冰醋酸溶液 0.2ml 与高氯酸 0.8ml 混匀，密塞

置 60 度水浴中加热 15 分钟，冷却，精密加入冰醋酸 5ml，摇匀、离心，取上清液于

560nm 处测定，同时取与色斑同样大小的空白硅胶，以上法显色，作为空白对照。测

得的吸收度自标准曲线查得相当于人参二醇（A）微克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 

（2）熟悉薄层层析的实验方法和基本原理。 

（3）掌握比色法测定皂苷类成分的原理和操作。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 

本门课程要求实验报告应包括“实验目的、原理、方法、结果和讨论”四个方面的

内容，做到目的明确、理解原理、熟悉方法、结果准确、讨论充分。 

2、 考核方式 

（1）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本课程按等级制评定与考核，评分标准分为：A、B、C、D、E 五个等级。考核

主要包括两部分：实验操作技能、实验报告（包括实验预习报告）。 

（2） 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 

实验课考核分为两部分，其中实验操作技能占实验课总分数的 60%、实验报告（包

括实验预习报告）占实验课总分数的 40%。实验课成绩占本课程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电子分析天平 20 烘  箱 2 

真空泵 6 水浴锅 8 

HPLC 仪 1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12 

紫外扫描分光光度计 1 燃烧瓶 10 

旋光分光光计 3 酸度计 12 

折光仪 4 真空干燥箱 1 

电位滴定仪 13 永停滴定仪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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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徐乃玉主编，《药物分析实验指导》，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参考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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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炮制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CHP1046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中药炮制学/ Science of Processing Chinese Material 

Medical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中药学 

实验室名称：中药炮制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中药炮制实验课是中药炮制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

径。通过实验教学，一方面使学生继承和发扬这项传统的制药技术，掌握中药炮制的

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另一方面使学生掌握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应用现代科学手段探

讨炮制原理，从而巩固和加强理论课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概念，为中药炮制工艺的

规范化研究及饮片质量标准的制定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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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教）中药炮制学实验通则、中药炮制辅料

及质量要求、传统中药炮制工具设备、现代中

药炮制生产设备 

演示性 3 2 必修 

2 清炒法 综合性 3 2 必修 

3 固体辅料炒法 综合性 3 2 必修 

4 炙法 综合性 3 2 必修 

5 烫、炙、煅法 综合性 3 2 必修 

6 熘、复制法 综合性 3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示教）中药炮制学实验通则、中药炮制辅料及质量要求、传统中

药炮制工具设备、现代中药炮制生产设备 

1.教学内容 

（1）观看关于中药炮制学实验通则、中药炮制辅料及质量要求、传统中药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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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设备、现代中药炮制生产设备的教学录像。 

（2）讲解录像中的内容。 

2.教学目标 

（1）了解中药炮制常用技术。 

（2）结合理论课内容理解中药炮制的目的与意义。 

实验项目 2：清炒法 

1.教学内容 

（1）炒黄：王不留行、薏苡仁。 

（2）炒焦：山楂。 

2.教学目标 

（1）了解清炒的目的和意义。 

（2）掌握炒黄、炒焦和炒炭的基本方法和质量标准。 

实验项目 3：固体辅料炒法 

1.教学内容 

（1）麸炒：枳实。 

（2）米炒：党参。 

（3）砂炒：鸡内金。     

2.教学目标 

（1）了解加固体辅料炒的目的和意义。 

（2）掌握加固体辅料炒的方法及质量标准。 

实验项目 4：炙法 

1.教学内容 

（1）酒炙：当归。 

（2）醋炙：柴胡。 

（3）盐炙：杜仲。 

2.教学目标 

（1）了解炙法的目的和意义。 

（2）掌握各种炙法的操作方法、注意事项、成品规格、辅料选择和一般用量。 

实验项目 5：烫、炙、煅法 

1.教学内容 

（1）蛤粉烫：阿胶。 

（2）蜜炙：黄芪。 

（3）煅：明矾。 

2.教学目标 

（1）了解烫、炙、煅的目的和意义。 

（2）掌握蛤粉烫、蜜炙和煅法的基本方法和质量标准。 

实验项目 6：熘、复制法 

1.教学内容 

（1）熘：蛋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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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净制：芒硝。 

2.教学目标 

（1）通过芒硝的净制掌握提净法的操作要点。 

（2）通过制备蛋黄油掌握干馏法的操作要点。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要按时完成，书写应符合规范，内容要求如下： 

（1）实验题目 

（2）一般项目：包括班级、姓名、同组者、日期 

（3）实验原理及目的 

（4）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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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分条列出，力求概括、简明。 

实验报告由个人独立完成，切忌抄袭雷同。 

2、考核方式 

实验考核形式由两项组成：实验报告，平时实验操作。实验报告成绩占总成绩的

15%，实验操作占总成绩的 15%；合计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仪器 台（套）数 

 电磁炉 20 紫外分光光度计  4 

蒸锅  20 切药机 1 

 烘箱 1 竹篇、竹筛、柳条簸萁 20 

 各式药筛 10 切药刀 20 

电炉 20 捣药钵 20 

炒锅、铲 20   

六、教材及参考书 

①《中药炮制学》 蔡宝昌主编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8 

②《中药炮制学实验与指导》 杨中林等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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