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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方法》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PHY1012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方法/ 

              Nuclear Electronics and Nuclear Experimental Methods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放射医学（医学物理方向） 

实验室名称：放射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分三部分：医用电子学基础、常用核电子学仪器原理、常用核测量方法。

医用电子学基础主要讲授基本晶体管放大电路、差分放大器和集成运算放大器及应

用、稳压电源、数字组合逻辑电路、数字时序电路、脉冲产生与变换电路。核电子学

仪器部分主要讲授放大器、单（多）道谱仪、定时甄别器、定标器；测量方法主要讲

授：低水平放射性测量方法与仪器、符合测量方法与仪器、吸收剂量测量方法与仪器。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医用电子学基本电路的原理、分析和设计方法。熟悉常用核电

子学仪器原理和功能。掌握核辐射测量的常用方法和技术。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射极输出器 综合性 3 3 必必修 

2 高压电源 综合性 3 3 必修 

3 单道脉冲幅度分析器 综合性 3 3 必修 

4 NaIγ 计数器组装、测试 综合性、设计性 3 3 必修 

5 γ－γ 符合测量 60
Co 源活度 综合性、设计性 3 3 必修 

6 吸收剂量测量 综合性、设计性 3 5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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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射极输出器 

1.教学内容 

     学习万用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的使用；学习射极跟随器的工作原理和组成

电路；测试射极跟随器电路的性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射极跟随器的工作原理和组成电路。 

（2）熟悉射极跟随器电路的特性。 

（3）掌握使用万用表、示波器方法和测试射极跟随器电路的性能指标的方法。

实验项目 2：直流高压电源 

1.教学内容 

     学习直流高压电源的工作原理、电路组成，倍压整流工作原理；测试直流高压

电源 

2.教学目标 

（1）了解直流高压电源的工作原理，倍压整流工作原理。 

（2）熟悉直流高压电源的组成电路。 

（3）掌握直流高压电源的性能和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3：单道脉冲幅度分析器 

1.教学内容 

单道脉冲幅度分析器的工作原理、组成框图和实际电路；测试单道脉冲幅度分

析器的性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单道脉冲幅度分析器的实际电路图。 

（2）熟悉单道脉冲幅度分析器的工作原理、组成框图。 

（3）掌握单道脉冲幅度分析器的用途，输入、输出型号波形，和测试方法。实

验项目 4：NaIγ计数器组装、测试 

1.教学内容 

NaIγ 闪烁探头的组成结构；NaIγ 闪烁计数器的工作原理、结构框图，核电子学

插件的工作原理和性能指标。NaIγ 探头、主放大器、单道、定标器的性能检测。用

放射源测试 NaIγ 闪烁计数器。 

2.教学目标 

（1）了解 NaIγ 闪烁计数器的工作原理、结构框图和常用核电子学插件的原理。 

（2）熟悉 NaIγ 探头、主放大器、单道、定标器的性能指标。 

（3）掌握如何选用 NaIγ 探头、主放大器、单道、定标器，NaIγ 闪烁计数器的

性能和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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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γ－γ 符合测量 60
Co 源活度 

1.教学内容 

符合与反符合测量方法原理，偶然符合，符合分辨时间，定时甄别电路，符合

测量系统组成框图，符合法测量放射源活度的原理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符合与反符合测量方法原理，定时甄别电路、符合电路原理。 

（2）熟悉符合测量系统组成。 

（3）掌握偶然符合，符合分辨时间测量方法，符合法测量放射源活度的方法。

实验项目 6：辐射剂量测量 

1.教学内容 

吸收剂量测量原理，电离室剂量计工作原理；绝对剂量测量，剂量分布测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吸收剂量测量原理；三维水箱相对剂量测量系统。 

（2）熟悉平面剂量分布测量仪器和方法。 

（3）掌握电离室剂量计工作原理和组成，测量绝对剂量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次实验完成后写出实验报告。 

2、考核方式：平时实验成绩（操作、实验报告），作为《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方法》

课程考核内容。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NaIγ 计数器             12 台 

2、符合反复合插件            8 台 

3、绝对剂量计                1 套 

4、电离室阵列                1 套 

5、X 射线小动物照射仪        1 台 

6、固体水体模                1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 

2.参考书： 

《原子核物理实验方法》，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编，原子能出版社。 

 《核物理实验》，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合编，原子能出版社。 

 

执 笔 人：张保国   

审 批 人：文万信   

完 成 时 间： 201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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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程序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PHY1019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计算机程序设计/Computer Programming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医学物理 

实验室名称：放射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计算机程序设计（Computer Programming），就是应用计算机进行程序开发，为

加快人类活动效率和提高技术研发水平的实践性课程。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算法设计

和语法表达。程序设计的语言很多，VB6.0 是其中最容易理解和最容易应用的。作为

一门放射医学专业特色课程，它一方面提高学生对计算机的实际应用能力；另一方面，

它又使学生能够更好适应计算机应用被广泛要求的当前医学领域。 

本课程通过理论讲授和实践性教学，使学生掌握计算机主流平台下一般性应用程

序的设计原则、设计方法、调试方法和测试方法。 

本课程以常见编程软件为平台，要求学生掌握 windows 程序设计的一般方法，熟

悉调试方法和测试方法，并了解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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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程平台和初级程序 设计性实验 6 15 必修 

2 条件控制和循环控制 设计性实验 6 15 必修 

3 数组与过程 设计性实验 6 15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编程平台和初阶程序 

1.教学内容 

启动 VB6.0 编程平台，明确不同启动方法之间的差别。对编程平台进行界面分

析、菜单分析和功能分析。通过点击和拖曳动作学习拖曳的基本使用方法。在基本掌

握编程平台特征和菜单基础上编制第一个 VB6.0 面向对象的 windows 程序“VB 你好，

我来了！”。 

程序包括以下步骤：①构建一个窗体，即 FORM；②在窗体上恰当位置拖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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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按钮控件并尝试调整控件的各项属性及观察效果；③在按钮单击事件中（click）编

程界面输出文字“VB 你好，我来了！”；④观察程序输出的情况并通过事件的调整输

出，并在此过程中体会程序的特点。 

2.教学目标 

（1）了解:VB6.0 的发展沿革和界面功能区块分布和菜单操作； 

（2）熟悉:各类常用控件的类型和属性调整方式及事件； 

（3）掌握:VB6.0 事件驱动的编程机制和响应机制。 

实验项目 2：条件控制和循环控制 

1.教学内容 

通过实际编程学习 VB6.0 的条件控制方法和循环控制方法，这两个方法上计算

机程序设计中把握程序流向的重要方法。条件控制包括单条件和多条件控制，循环包

括简单循环和条件循环。 

编程实验：A、根据火车运输里数按预设公式自动计算运费：①构建一个空白窗

体；②拖曳一个文本框和一个按钮及一个标签控件；③对按钮单击事件进行编程，采

用 if…else if…语句进行条件控制下的运费计算；④将结果输出到标签。B、根据用户

输入的整数 N 计算阶乘和累积和：①构建一个窗体；②拖曳一个文本框和一个按钮；

③对按钮单击事件进行编程，采用 for…next 循环控制循环变量进行重复计算，最后

在窗体输出结果。 

2.教学目标 

（1）了解:IIF 条件判断； 

（2）熟悉: 循环的退出条件和判断中的异常处理； 

（3）掌握: 条件判断/循环控制的语法和逻辑关系。 

实验项目 3：数组和过程 

1.教学内容 

通过实际编程学习 VB6.0 的数组和过程，这两个内容是计算机程序设计中模块

化思想实现的重要方法。数组对于大规模数字计算提供条件和基础，过程包含子过程

和函数，过程对代码简化和优化以及程序调试非常关键。 

编程实验：A、梯形法计算定积分：①构建一个空白窗体；②拖曳两个文本框和

一个按钮及一个标签控件；③对按钮单击事件进行编程，采用数组对积分轴进行采样，

面积累计的部分则由函数完成，最后返回；④将结果输出到标签，并针对不同积分式

进行计算。B、随机数的处理：彩票投注站的简单投注程序：①构建一个窗体；②拖

曳一个按钮和七个标签；③对按钮单击事件进行编程，单击一次则产生一组彩票号码，

玩法类似福彩双色球；④产生五组号码后将号码存盘；⑤采用子过程的形式完成随机

数的选择和文件输出。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组的存储机制； 

（2）熟悉: 形式参数和实际参数之间的差别； 

（3）掌握: 数组的地址和过程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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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无纸质实验报告； 

2、成绩判定：每个学生完成实验内容后由教师现场批改并给出成绩。共 3 次实

验，取平均分作为实验考核成绩，其占课程总成绩比例为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安装有 VB6.0 的计算机，现有 3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刘炳文，VB 程序设计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参考书：刘彬彬等，VB 从入门到精通，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执 笔 人：  孙亮  

审 批 人：  涂彧  

完 成 时 间： 20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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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计算》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PHY1021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数值计算/Numerical Calculation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医学物理 

实验室名称：放射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数值计算（Numerical Calculation），就是基于计算机程序设计方法，针对特定实

践中要解决的问题，结合恰当算法开发特定程序的实践性课程。数值计算课程主要内

容包括 MATLAB 平台和常用数值算法的实现。该门课程针对医学物理专业工作中常

遇到的计算机软硬件问题和图像问题，讲授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法和成熟技术。作为一

门放射医学专业特色课程，它一方面提高学生对计算机的实际应用能力；另一方面，

它又使学生能够更好适应计算机应用被广泛要求的当前医学领域。 

本课程通过理论讲授和实践性教学，使学生掌握计算机主流平台下医学物理应用

中常见的科学计算问题的解决方法并能够灵活应用。 

本课程以 MATLAB 软件为平台，要求学生掌握 MATLAB 科学计算的一般方法，

熟悉函数和组件的调用，并了解计算结果适用性和准确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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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LAB 平台与环境 设计性实验 6 15 必修 

2 插值与拟合 设计性实验 6 15 必修 

3 方程组求解与最优化 设计性实验 6 15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MATLAB 平台与环境 

1.教学内容 

启动 MATLAB，快速掌握命令区、菜单区和功能区几大区块的具体作用。通过

简单命令和内联函数的调用快速获取输出结果，并针对输出结果进行作图。通过具体

编程掌握 MATLAB 代码的习惯书写方式和符号表达式。 

程序包括以下步骤：①在命令窗口„>>f(x)‟输入„PI‟并观察输出；②在命令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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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3+4‟回车后观察输出；③在命令窗口输入„x=5;‟和 y=4;以及 x+y 并观察输出；④

根据输入的函数利用 plot 作图并调整图形属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MATLAB 发展的沿革和编程方式； 

（2）熟悉:MATLAB 程序的设计方法和函数调用方式； 

（3）掌握:MATLAB 界面的区块划分和常用内联函数。 

实验项目 2：插值与拟合 

1.教学内容 

通过实际编程学习应用 MATLAB 进行插值和拟合的不同方法和函数。这两个内

容是数值计算中涉及图形图像处理中的重要算法。插值和拟合都意味着从独立的一组

或多组数据中获得规律并加以利用。 

编程实验：A、根据已知函数产生的一组独立数据进行插值：①选择一个有理函

数并设定产生插值的数组；②根据艾米尔顿算法、差分牛顿算法、拉格朗日算法和样

条算法分别进行插值；③编制 m 文件调用和比较这些输出之间的差异；④明确不同

插值算法之间的适用性。B、根据已知的一组数据进行拟合：①构建一组独立数据；

②用多项式拟合算法和最小二乘算法进行拟合；③对拟合结果编制 m 文件观察曲线

的逼近程度并分析拟合程度的优劣，最后掌握拟合算法各自的特点。 

2.教学目标 

（1）了解: 插值和拟合后图形直观显示的方法； 

（2）熟悉: 插值和拟合的常用函数； 

（3）掌握: 针对不同特点的原始数据采用合适插值和拟合算法的原则。 

实验项目 3：方程组求解与最优化 

1.教学内容 

通过实际编程学习如何利用 MATLAB 求解线性和非线性方程组并获得最优化

算法的应用经验。这两个内容是医学物理应用中经常遇到的实际问题的算法本质，在

临床图像处理和剂量验证中有着重要价值。尤其是最优化过程所涉的方法和技术对提

高临床放疗精度和减小副反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编程实验：A、求解线性方程组：①松弛迭代法；②乔尔斯基分解法；③雅可比

迭代法；④高斯赛德迭代法；⑤高斯全主元消去法；⑥矩阵分解求解法。B、非线性

方程组的求解：①共轭梯度法；②最速下降法；③抛物线法；④牛顿法、迭代法；⑤

符号求解。C、最优化设计：①整数规划；②线性规划；③无约束优化；④约束优化；

⑤最小二乘优化和多目标优化。 

2.教学目标 

（1）了解: 线性方程组和非线性方程组的符号解法； 

（2）熟悉: 线性方程组和非线性方程组常规解法的适用性； 

（3）掌握: 优化的要求和最小二乘优化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无纸质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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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绩判定：每个学生完成实验内容后由教师现场批改并给出成绩。共 3 次实

验，取平均分作为实验考核成绩，其占课程总成绩比例为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安装有 matlab 的计算机，现有 3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张德丰，MATLAB 实用数值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2.参考书：彭代慧 邹显春，MATLAB 2013 实用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执 笔 人：  孙亮  

审 批 人：  涂彧  

完 成 时 间： 20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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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仪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UMD1001                      课程学分：1.0 

课程名称（中/英）:核医学仪器/Instrument of Nuclear Medicine                       

课程学时：18                               实验学时：3 

适用专业：放射医学（核医学方向） 

实验室名称：放射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讲授核医学仪器基本知识、γ 相机的工作原理和性能指标、SPECT 图像重

建、PET 工作原理与图像重建。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各种核医学仪器的各种原理，

熟悉掌握核医学仪器图像采集、重建、处理的原理和方法。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γ－ γ 符合测量 综合性、设计性 3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γ－γ 符合测量 

1.教学内容 

符合与反符合测量方法原理，偶然符合，符合分辨时间，定时甄别电路，符合测

量系统组成框图，γ－γ 符合测量在 PET 中的应用，符合法测量放射源活度的原理和

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符合与反符合测量方法原理，定时甄别电路、符合电路原理。………… 

（2）熟悉符合测量系统组成，γ－γ 符合测量在 PET 中的应用………… 

（3）掌握偶然符合，符合分辨时间测量方法，符合法测量放射源活度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实验完成后写出实验报告。 

2、考核方式：平时实验成绩（操作、实验报告），作为《核医学仪器》课程考核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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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NaIγ 计数器             12 台 

2、符合反复合插件            8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 

2.参考书： 

                                               

 

 

执 笔 人 ： 张 保 国 

审 批 人 ： 蔡 崇 贵 

完成时间 :  201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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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核医学（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NUMD1002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实验核医学（一）/ Experimental Nuclear Medicine(I)                     

课程学时： 68                            实验学时：24 

适用专业：放射医学（核医学课程组） 

实验室名称：放射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实验核医学是核技术与医学密切结合的产物，它的发展始终和核技术及临床核医

学的发展交织在一起。自核素示踪技术问世以来，人们才可在合乎正常生理的情况下

了解整体生物中实际存在的物质运动规律，故目前实验核医学技术已成为生物科学及

医学科学中一种最有用的工具。本课程的指导思想是试图通过极其简单的语言，在理

论上系统阐明实验核医学的学科概念、学科体系以及学科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员能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最常用的一些实验核医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以及在生

物、医学中应用的概况。 

教学目标：本实验课程通过系列实验加深学生对实验核医学理论知识中的理解，

如液闪测量原理、放射性免疫方法原理、核素自显影原理以及核素标记生物活性物质

的原理等，巩固理论课所学的知识，掌握实验核医学基本实验方法，如：液闪测量技

术、放免技术、核素示踪及标记技术，为今后从事放射性实验室打好基础。 

教学要求：首先需要对学生进行放射性核素操作的放射防护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考核合格后，方可让学生进入放射性活性区进行实验操作。其次是必须按照要求穿戴

必要的辐射防护材料和器具，所有活动需要满足辐射防护要求。第三所有学生必须自

己按照各个实验的要求进行放射性核素的实际操作。第四所有学生必须书写实验报告

并交代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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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放射性样品制备与淬灭校正 综合性 6 3 必修 

2 放射免疫测定 综合性 6 3 必修 

3 放射性受体配体结合分析 设计性 6 3 选修 

4 稳定同位素稀释法 设计性 3 3 选修 

5 磷屏成像技术 设计性 6 3 必修 

6 小动物活体放射性核素成像技术 设计性 6 3 选修 

7 
放射性核素标记化合物及其示踪

动力学分析 
创新性 6 3 必修 

8 标记核酸 设计性 6 3 选修 

三、 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放射性样品制备与淬灭校正 

1.教学内容 

选择实验动物静脉注射放射性工作液，确定不同时间间隔取血液、脏器等，制备

放射性样品，在液体闪烁仪上测量，处理数据。 

2.教学目标 

（1）了解 放射性液体闪烁测量技术与方法 

（2）熟悉 放射性液体闪烁样品的制备 

（3）掌握 液体闪烁测量的过程核数据处理，内标准源淬灭校正的方法。 

实验项目 2：放射免疫测定 

1.教学内容  

甲状腺素放射免疫分析，依据甲状腺素免疫分析药盒说明书进行加样、保温离心

沉淀去上清后在 γ 免疫计数器上测量并处理分析数据。 

2.教学目标 

（1）了解 放射免疫分析的流程。 

（2）熟悉 熟悉放射免疫测定的基本操作和数据处理方法。 

（3）掌握 血清甲状腺素放免测定的基本原理。 

实验项目 3：放射性受体配体结合分析 

1.教学内容 

制备待测受体的小鼠脑组织、肝脏离体标本,在缓冲液中与放射性配体进行结合，

反应后清洗组织样本，去除游离标记配体，测定放射性受体配体结合数，数据处理，

求出有关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 受体分析的意义。 

（2）熟悉 受体分析的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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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 放射性受体配体结合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4：稳定同位素稀释法 

1.教学内容 

利用稳定同位素稀释法测定血浆中内源性化合物。使用稳定同位素氘标记物作为

内标物，制备待测定内源性化合物的不同浓度的工作液，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上

测定，得到标记物测定的标准曲线；制备血浆中内源性化合物并进行测定，根据标准

曲线求出血浆中该内源性化合物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的工作原理，了解质谱图的解析 

（2）熟悉 稳定同位素的质谱分析的方法。 

（3）掌握；掌握稳定同位素稀释法的原理及在医学中的应用。 

实验项目 5：磷屏成像技术 

1.教学内容 

小鼠尾静脉注射放射性药物，一定时间后处死去皮，固定 5-7 天后冰冻切片，制

膜压膜暗室曝光一定时间后，将磷屏放入 Typhoon 扫描仪，选择合适的扫描参数扫描，

分析图像。 

2.教学目标 

（1）了解 磷屏成像的基本原理。 

（2）熟悉 放射自显影的样品的制备方法和意义。 

（3）掌握 组织磷屏放射自显影样品的制备方法、操作方法，图像结果的分析。 

实验项目 6：小动物活体放射性核素成像技术 

1.教学内容 

使用肿瘤靶向的放射性标记物或/和荧光标记物，制备成工作液，尾静脉注射入

荷瘤小鼠体内，选择成像时间，全身麻醉后于活体成像仪上显像，进行双重或多重图

像融合处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 小动物活体成像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2）熟悉 如何设计一个双标记示踪实验进行活体双模成像，观察生物、化学分

子在体内的靶向分布 

（3）掌握 标记物在荷瘤鼠体内特定器官分布的活体双模成像及图像融合技术； 

实验项目 7：放射性核素标记化合物及其示踪动力学分析 

1．教学内容 

选择氯胺 T 法 125I 标记 SOD 后用 sephadex G50 柱分离纯化，反应液用纸层析

法测量计算标记率、放射性比活度，纯化后的产品也用纸层析法测量计算放化纯度。 

配制一定活度的放射性核素标记化合物工作液，选择动物尾静脉或腹腔注射，在

注射示踪剂后的不同时间采集静脉抗凝血，测量其放射性，处理数据并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  一次静脉注射的二室线性动力学数据分析及示踪物的评价。 



 

 15 

（2）熟悉  氯胺 T 法标记、Sephadex 凝胶柱分离的基本操作。 

（3）掌握  氯胺 T 法标记蛋白的方法原理；标记率、比活度及放化纯度的测定

方法和计算；示踪动力学分析方法，示踪动力学的基本参数的意义。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书写实验报告：包括目的要求、实验原理、实验方法和步骤、实验结果处理与

分析。 

2.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出勤、课堂表现）加实验报告分数。 

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等：实验课分数占本课程

总分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液体闪烁仪 1 台； 

2．γ 免疫计数器 2 台； 

3．冰冻切片机 1 台； 

4. 激光影像扫描成像系统 1 台； 

5.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1 台； 

6.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核医学实验讲义》  自编 

许玉杰主编，《实验核医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 

2.参考书： 

范我主编，《核药学教程》，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5 

王世真主编，《分子核医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4 

张永学主编，《实验核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 

 

 

 

执  笔  人：刘   敏  

审  批  人：许玉杰  

完成时间： 2016 .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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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药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NUMD1003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核药学/Nuclearpharmacy 

课程学时：42                              实验学时：21 

适用专业：放射医学（核医学方向） 

实验室名称：放射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核药学（Nuclearpharmacy)是专门研究核药物的制备、应用及其理论的一门学科。

它的任务是系统地阐述核药物的制备、功能与机制，为临床核医学诊断和治疗提供理

论和实验依据。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标记核药物用的各种核素的来源及其

分离和纯化方法、用作核药物的标记化合物及其制剂的合成和鉴定、核药物的功能和

定位机制、药物的动力学和生物分布、核药物的制备及质量控制。 

根据五年制放射医学（核医学方向）的培养目标的要求，本课程着重从一下几个

方面强调对学生的培养。  

1.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1)了解核药学诊断和治疗基础。 

(2)熟悉常用的诊断和治疗用的核药物。 

(3)掌握核药物标记方法、机理及临床应用。 

2.基本能力的培养 

自学能力的培养：课堂讲授重点和难点，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和有关资料，培养学

生自学能力和理解能力，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探索性解决问题能力以及综合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注重基础，以核素类型为切

入点将理论知识串讲起来，培养学生探索性解决问题以及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专业外语：要求学生掌握核药学有关的专业英文词汇。 

3.创新能力的培养 

及时把新理论、新技术引入到教学内容中，引导学生思考和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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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高效液相色谱仪（HPLC） 

示教实验 
演示性实验 3 8-10 必修 

2 
99

Mo-
99

Tc
m 发生器示教及 

99
Tc

m
-焦磷酸钠药物的制备 

综合性实验 3 2 必修 

3 
99

Tc
m

-焦磷酸钠的生物分布 设计性实验 3 2 必修 

4 
99

Tc
m

-硫化锝胶体的制备 综合性实验 3 2 必修 

5 LC-MS 示教实验 演示性实验 3 8-10 必修 

6 Iodogen 法标记蛋白质及纯化 综合性实验 3 2 必修 

7 
Micro-SPECT-CT 示教及 125 

I-NaI 在小鼠体内分布显像  
创新性实验 3 8-1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高效液相色谱仪（HPLC）示教实验  

1.教学内容 

非密封放射工作场所操作的个人防护要求和注意事项，高效液相色谱仪结构、分

析原理和检测器类型。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效液相色谱仪结构、分析原理和检测器类型。 

（2）熟悉非密封放射工作场所操作的个人防护要求和注意事项。 

实验项目 2：99
Mo-

99
Tc

m 发生器示教及 99
Tc

m
-焦磷酸钠药物的制备 

1.教学内容 

通过 99
Mo-

99
Tc

m 发生器模型了解发生器结构和操作流程，99
Tc

m
-NaTcO4 标记 

焦磷酸钠冻干药盒，纸色谱法测定 99
Tc

m
-焦磷酸钠药物的放射化学纯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 99
Mo-

99
Tc

m 发生器结构和操作流程。 

（2）熟悉冻干药盒放射性 99
Tc

m 标记流程以及放免计数器的使用。 

（3）掌握纸色谱法测量放射化学纯度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实验项目 3：99
Tc

m
-焦磷酸钠的生物分布 

1.教学内容 

制备 99
Tc

m
-焦磷酸钠放射性药物，并测量放射化学纯度，小鼠尾静脉给药，解 

剖，放免计数器测量，计算 99
Tc

m
-焦磷酸钠放射性药物在小鼠体内的分布。  

2.教学目标 

（1）了解放射性药物组织分布测量原理。 

（2）熟悉冻干药盒放射性 99
Tc

m 标记流程、小鼠解剖以及天平和放免计数器的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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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纸色谱法测量放射化学纯度的方法、小鼠尾静脉给药方法以及 99
Tc

m
 -

焦磷酸钠放射性药物在小鼠体内分布的计算。 

 实验项目 4：99
Tc

m
-硫化锝胶体的制备 

1.教学内容 

观察不同反应体系酸度对 99
Tc

m
-硫化锝胶体制备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酸度对 99
Tc

m
-硫化锝胶体制备的影响。 

（2）熟悉 99
Tc

m
-硫化锝胶体制备流程以及放免计数器的使用。 

（3）掌握纸色谱法测量放射化学纯度的方法。 

实验项目 5：LC-MS 示教实验 

1.教学内容 

了解高效液相色谱-质谱仪（LC-MS）结构及分析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效液相色谱-质谱仪（LC-MS）结构和分析原理及其稳定药物的应用。 

实验项目 6：Iodogen 法标记蛋白质及纯化 

1.教学内容 

Iodogen 法标记 125
I-蛋白质，凝胶渗透柱色谱法分离，三氯醋酸沉淀测量纯化后

125
I-蛋白质的放射化学纯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 Iodogen 法涂管准备工作。 

（2）熟悉凝胶渗透柱色谱法分离纯化标记蛋白质的流程以及放免计数器的使用。 

（3）掌握三氯醋酸沉淀测量纯化后 125I-蛋白质的放射化学纯度。 

实验项目 7：Micro-SPECT-CT 示教及 125
I-NaI 在小鼠体内分布显像 

1.教学内容 

了解高效液相色谱-质谱仪（Micro-SPECT-CT）结构及工作原理，开展 125
I-NaI

在小鼠体内分布 SPECT-CT 融合显像。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效液相色谱-质谱仪（Micro-SPECT-CT）结构及工作原理。 

（2）熟悉 SPECT-CT 融合显像的流程以及 125I-NaI 在小鼠体内分布的计算。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以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结合考核。实验报告要求包括实验

目的、实验方法、主要操作步骤、原始数据、数据处理、结果和讨论的内容。 

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的确定，实验成绩采用百分制，实验成绩为每个实验的成绩乘

上该实验的学时权重因子的加和，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放免计数器                              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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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9

Mo-99Tc
m 发生器模型                     1 台 

3. 离心机                                  2 台 

4. 凝胶色谱柱                             20 根 

5. 活度计                                  1 台 

6. HPLC 仪                                 1 台 

7. LC-MS                                   1 台 

8. Micro-SPECT-CT                          1 台 

9. 电子天平                                2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范我主编. 《核药学教程》.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5 年 

基础核医学教研室自编. 《实验核医学与核药学》实验讲义. 2004 年 

2.参考书：朱建华，沈鸣华主编. 核药学概论.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王吉欣，卢玉楷主编. 放射性药物学. 北京:原子能出版社. 1999 

 

 

                                               

执 笔 人 ： 张 友 九 

审 批 人 ： 许 玉 杰 

完成 时间 ：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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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卫生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PUBH1044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  放射卫生学/ Radio Hygiene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放射医学 

实验室名称：放射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放射卫生学是一门研究针对电离辐射应用中，采取适当的卫生与防护措施，保护

人类及环境免受或少受电离辐射危害的一门学科，它是公共卫生学的一个分支，也是

放射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实验课程围绕放射防护体系，结合防护实践，从外照射

（外放射水平监测）、非封闭源内照射（放射性表面污染监测）、环境放射（土壤中氡

水平测量）、以及职业人员受照（外照射个人剂量检测）四个方面安排实验内容。实

验教学让学生了解仪器原理，掌握仪器的操作，熟悉数据分析和基本防护评价方法，

最终让学生既能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也能有基本的实践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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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放射水平监测（参观小辐照） 综合性 3 30 必修 

2 、放射性表面污染监测 综合性 3 30 必修 

3 土壤中氡水平测量 综合性 3 3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环境中外照射水平监测（参观小辐照） 

1.教学内容 

用便携式 x-剂量率仪对环境中辐照水平进行监测，了解环境辐射水平，

估算居民受照剂量。参观小辐照室，了解辐照室防护设计，包括水井、防护墙、迷道、

入口联锁装置、以及报警监测装置。让学生熟悉对环境本底和生产使用放射性核素的

防护评价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环境中辐照水平，估算居民受照剂量。辐照室的构造、防护要求和

相关防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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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BH3103A 和 BH3103B 便携式 x-剂量率仪的使用，包括启动、校

准、测量和关机，以及相关的操作注意事项。 

（3）掌握对 BH3103A 和 BH3103B 便携式 x-剂量率仪测量结果的计算和分

析，以及对环境本底的防护评价。 

实验项目 2：放射性表面污染监测 

1.教学内容 

在应用开放性放射性核素的场所会发生表面污染的情况。这些核素可以通过吸

入、食入、皮肤以及伤口等途径进入人体，造成内污染。监测的目的就是用测量仪器

对各种物体表面的放射性活度进行测量，通过与国家规定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相比

较，了解场所表面是否被污染以及污染的程度和范围，从而及时采取去污措施，找出

污染原因，保证人员安全。 

2.教学目标 

（1）了解开放性放射性核素的工作场所中核素进入人体的途径，也就是表面污

染监测的必要性。放射性表面污染监测的方法，本实验用的是直接法。 

（2）熟悉 FJ-2207表面污染监测仪的使用，以及相应的操作注意事项。 

（3）掌握 FJ-2207表面污染监测仪的测量结果的计算和分析。通过与国家规

定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相比较，了解场所表面是否被污染以及污染的程度和范围，并

做相应的防护评价。 

实验项目 3：土壤氡测量 

1.教学内容 

掌握土壤氡测量方法，掌握 FD-3017RaA 测氡仪的使用，了解当地土壤氡浓度

水平。 

2.教学目标 

（1）了解当地土壤氡浓度水平。影响土壤氡浓度的因素。 

（2）熟悉测氡测量仪器 FD-3017RaA 的测量原理和方法，以及相应的操作注意

事项。 

（3）掌握测氡测量仪器 FD-3017RaA 测量结果的计算和分析。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完成后提交实验报告。报告中有实验目的、原理、操作步骤、原始数据、计

算结果和分析与讨论。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便携式 X-剂量率仪 4 台 

表面污染监测仪 4 台 

测氡仪  4 台 

热释光剂量仪 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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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放射卫生学》，涂彧主编，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4。 

2.参考书：《原子核物理实验方法》， 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编，原子能

出版社，1997. 

                                               

 

 

执 笔 人：万  骏、陈丹丹   

审 批 人：涂彧   

完 成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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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辐射物理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RADM1003                  课程学分：2.0 

课程名称（中/英）：核辐射物理学/Nuclear Radiation Physics 

课程学时：45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放射医学 

实验室名称：放射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着重讲授原子核的基本性质、放射性衰变性质和规律、原子核反应、中子

物理、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辐射探测器原理、辐射测量方法。通过学习了解电离辐

射的性质和产生机理。熟悉掌握射线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机理、电离辐射测量原理和方

法。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NaIγ 闪烁计数器 综合性 3 2 必修 

2 γ 射线强度在物质中衰减规律 综合性、设计性 3 2 必修 

3 γ 射线能量测量 综合性 3 5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NaIγ 闪烁计数器… 

1.教学内容 

闪烁探测器的工作原理、组成，确定闪烁探测器工作电压，放射性衰变统计规

律，统计误差计算，相对效率法测量放射源活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闪烁探测器的原理和组成，放射性衰变的统计规律。 

（2）熟悉 NaIγ 闪烁计数器原理和使用方法。 

（3）掌握相对效率法测量放射性活度的原理和方法，统计误差的计算方法。实

验项目 2：γ射线强度在物质中衰减规律 

1.教学内容 

准直 γ 射线束强度衰减规律，材料的吸收系数测量，利用射线强度衰减测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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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厚度的原理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准直 γ 射线强度在物质中衰减规律。 

（2）熟悉测量仪器和影响实验的因素。 

（3）掌握物质吸收系数的测量方法，核测量厚度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3：γ射线能量测量 

1.教学内容 

γ 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γ 能谱组成，γ 能谱仪，能量刻度，能量分辨率，全能

峰计数和全能峰效率，效率刻度，最低探测限，核素鉴别和活度测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 γ 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 

（2）熟悉 γ 能谱组成，γ 能谱仪组成。 

（3）掌握 γ 能谱仪的能量刻度和效率刻度方法，γ 能谱仪能量分辨率测量，最

低探测器计算，γ 衰变核素的鉴别和活度测量。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次实验完成后写出实验报告。 

2、考核方式：平时实验成绩（操作、实验报告），作为《核辐射物理学》课程考

核内容。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NaIγ 计数器             12 台 

2、计算机多道                2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 

2.参考书： 

《原子核物理实验方法》，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编，原子能出版社。 

 《核物理实验》，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合编，原子能出版社。 

                                               

 

 

执 笔 人：张保 国   

审 批 人：蔡崇贵    

完 成 时 间：201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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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化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RADM1004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放射化学/Radiochemistry 

课程学时：30                          实验学时：15 

适用专业：放射医学 

实验室名称：放射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放射化学（Radiochemistry)是一门研究放射性物质及其核转变过程的化学专门学

科。它的任务是系统地阐述主要的天然和人工放射性核素的性质、分离测定方法和医

用应用，为核医学和辐射防护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基础放射化学、放射性元素化学、核化学、放射分析化学和应用放射化学。 

根据五年制放射医学及其它相关专业的培养目标的要求，本课程着重从一下几

个方面强调对学生的培养。  

1.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1)了解放射性核素的特点、来源及医学应用。 

(2)熟悉主要的天然和人工放射性核素的性质以及标记方法。 

(3)掌握主要的天然和人工放射性核素分析测定方法。 

2.基本能力的培养 

(1) 自学能力的培养：课堂讲授重点和难点，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和有关资料，培

养学生自学能力和理解能力，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2) 探索性解决问题能力以及综合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注重基础，以核素分析

与医学应用为切入点将理论知识串讲起来，培养学生探索性解决问题以及综

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3) 专业外语：要求学生掌握放射化学有关的专业英文词汇。 

3.创新能力的培养 

及时把新理论、新技术引入到教学内容中，引导学生思考和查阅有关的文献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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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磷钼酸铵制备和 β 计数

法测定水中铯-137 
综合性实验 3 2-3 必修 

2 
HDEHP 色谱法分离、测

定水中的 90
Sr 

综合性实验 3 2-3 必修 

3 
氢氧化物分离、测定水

中的 90
Sr 

综合性实验 3 2-3 必修 

4 
CCl4 萃取分离-β

-计数法

测定水中的 131
I 

综合性实验 3 2-3 必修 

5 
Al(OH)3 共沉淀吸附-分

光光度法测定尿中钍 
综合性实验 3 2-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磷钼酸铵制备和 β计数法测定水中铯-137 

1.教学内容 

人工制备磷钼酸铵（AMP），可拆卸抽滤装置的使用，AMP 滤垫的制备、铯-137

分离和 β 计数法测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 AMP 的制备。 

（2）熟悉可拆卸抽滤装置和 β 计数测量仪的使用。 

（3）掌握 AMP 滤垫的制备要求、离子交换法分离铯-137 注意事项和结果计算。 

实验项目 2：HDEHP 色谱法分离、测定水中的 90
Sr 

1.教学内容 

萃淋树脂（CL-HDEHP）柱色谱法分离锶和钇，九水草酸钇沉淀制源 β 计数法

测量水中的 90
Sr。 

2.教学目标 

（1）了解湿法装柱。 

（2）熟悉柱色谱法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以及 β 计数测量仪的使用。 

（3）掌握 90
Sr-

90
Y 平衡原理、萃取柱色谱法分离锶钇的原理、九水草酸钇沉淀

制源的注意事项。 

实验项目 3：氢氧化物分离、测定水中的 90
Sr 

1.教学内容 

氢氧化物共沉淀法分离锶和钇，九水草酸钇沉淀制源 β 计数法测量水中的 90
Sr。 

2.教学目标 

（1）了解滤纸分离。 

（2）熟悉共沉淀法分离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以及 β 计数测量仪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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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 90
Sr-

90
Y 平衡原理、氢氧化物共沉淀法分离锶钇的原理、九水草酸钇

沉淀制源的注意事项。 

实验项目 4：CCl4 萃取分离-β
-计数法测定水中的 131

I 

1.教学内容 

通过溶剂（CCl4）萃取法分离纯化水中的碘-131，AgI 沉淀制源 β 计数法测量水

中的 131
I。 

2.教学目标 

（1）了解分液漏斗。 

（2）熟悉溶剂萃取法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以及天平的使用。 

（3）掌握化学回收率的计算、溶剂萃取法分离碘的原理、AgI 沉淀制源的注意

事项。 

实验项目 5：Al(OH)3共沉淀吸附-分光光度法测定尿中钍 

1.教学内容 

氢氧化物共沉淀载带、无机化处理尿样，共沉淀法纯化钍，分光光度法测量尿

中钍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容量瓶定容。 

（2）熟悉尿样无机化处理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以及分光光度计的使用。 

（3）掌握共沉淀法分离钍的原理、参比样品的制备。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以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结合考核。实验报告要求包括实验

目的、实验方法、主要操作步骤、原始数据、数据处理、结果和讨论的内容。 

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的确定，实验成绩采用百分制，实验成绩为每个实验的成绩乘

上该实验的学时权重因子的加和，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三用探头-定标器 β 计数测量仪             2 套 

2. 分光光光度计                            2 台 

3. 离心机                                  3 台 

4. 可拆卸抽滤装置                         12 套 

5．电子天平                               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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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强亦忠. 《放射化学简明教程》（修订第 3 版）.北京:原子能出版社. 1998 

放射化学教研室. 《放射化学实验讲义》. 2005 

2.参考书：王祥云，刘元方. 《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执 笔 人：  张友九  

审 批 人：  华道本  

完 成 时 间：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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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生物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RADM1006                     课程学分 2.5 

课程名称:放射生物学/ Radiobiology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放射医学、医学物理、核医学 

实验室名称：放射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医学放射生物学是研究电离辐射对生物机体作用规律的一门科学。是从分子水

平、细胞水平乃至整体水平研究不同剂量的电离辐射在不同照射条件下所致有机体的

损伤效应以及产生这些效应的规律、特点和机理；损伤效应的防与治；放射生物学的

实验课紧紧围绕理论课内容设置，使同学们掌握检测电离辐射对 DNA 损伤的方法；

细胞存活分数的改变；共聚焦显微镜观察辐射诱导的细胞凋亡形态的变化及细胞周期

的测定等方法。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3
H-胸腺嘧啶核苷掺入实验 设计型 6 20 必修 

2 60
Co γ 线照射 Raji 细胞间期死亡检测 设计型 3 20 必修 

3 

急性放射病外周血细胞观察: 

1）正常鼠外周血细胞总数及分类 

2）照射后细胞总数和分类计数 

设计型 9 20 必修 

4 辐射对造血干细胞的损伤效应 设计型 6  选修 

5 

电离辐射诱导细胞凋亡 

1） 计数凋亡率 

2） 观察凋亡形态的改变 

验证型 3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3
H-胸腺嘧啶核苷掺入实验 

1． 教学内容： 

在正常 DNA 生物合成中需要 4 种脱氧核苷酸,即 dATP,dGTP,dCTP 和 dTTP 为原

料,以 DNA 为模板,在 Mg
2+存在的条件下由 DNA 聚合酶催化,复制出新的 DNA 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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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DNA 模板受到损伤，必然影响复制的正常进行。其中 TdR→TMP→TDP 和

dCMP→dUMP→TMP 等反应环节对辐射均非常敏感，当细胞受到紫外线、60Coγ 射

线和化学因子作用后，细胞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和核磷酸化作用受到抑制，干扰了能量

的供应，造成了 DNA 生物合成的抑制。照射后，3
H-TdR 掺入细胞 DNA 的速率受到

明显抑制，其抑制程度与照射剂量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 

应用液体闪烁计数仪检测每分放射性计数，计数的高低可以反映 DNA 复制过程

中需要的先质胸腺嘧啶核苷（TdR）的量，以此制备剂量----效应曲线。 

2． 教学目标 

（1） 熟悉液体闪烁计数仪的测量原理，操作方法和数据的处理，绘制剂量效应

曲线； 

（2） 了解先进仪器活细胞工作站共聚焦显微镜的测试原理，观察和分析方法等； 

（3） 掌握剂量效应曲线的制备方法 

实验项目 2：60
Co γ 线照射 Raji 细胞间期死亡检测 

1． 教学内容 

细胞间期死亡是细胞受照后死亡的一种形式，其发生率随照射剂量增加而增加，

但达到一定峰值后，再增加照射剂量，死亡率也不再增加。间期死亡的原因是核细胞

的破坏，其机理主要是由于 DNA 分子损伤和核酸、蛋白质水解酶被活化，导致染色

质降解，组蛋白外溢，发生细胞核固缩、裂解。照射后膜结构的破坏、细胞能量代谢

障碍，也是促成间期死亡的因素。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离辐射引起细胞死亡的类型及机制 

（2）观察细胞照前、照后形态和生长状态 

（3）.掌握细胞计数及活力测定方法 

（4）绘制剂量存活曲线 

实验项目 3：急性放射病外周血细胞观察 

1．教学内容： 

电离辐射作用于机体后，造血组织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损伤，各类血细胞的数量与

质量均发生变化，由于造血器官的严重损伤，骨髓增生程度低下或极度低下，骨髓造

血祖细胞体外培养细胞集落生成减少或无生长，可引起造血过程的障碍。小鼠全身受

到 5Gy 照射后外周血细胞急剧下降，中性粒细胞出现规律性的改变，实验室检测外

周血象变化，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出机体造血组织的损伤程度。对放射病的早期诊断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放射病诊断过程中，临床上常以外周血象变化作为衡量放射损

伤程度的常用指标之一。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离辐射对造血血液系统的作用； 

（2）熟悉急性放射病造血干细胞的损伤与修复特点； 

（3）掌握急放射病时，造血血液系统外周血细胞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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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4：辐射对造血干细胞的损伤效应 

1． 教学内容： 

造血干细胞是一种多潜能的造血干细胞，对射线很敏感。无论是大剂量急性照射

或是低剂量慢性照射，都能使造血组织中的造血干细胞数量减少。尤其是大剂量急性

照射后，机体骨髓内残留干细胞数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受照射动物的存活。采用脾

结节形成技术，观察受照射机体骨髓恢复重建、即新的造血灶的形成能力。通过造血

干细胞输注可以在受照射小鼠的脾脏形成大小不等的结节，以脾结节的形成数目，可

以估算出造血组织损伤的程度。一般以计数 50 个不同类型的血细胞作为一个脾结节，

即为一个活存的造血干细胞。 

  2．教学目标： 

（1）了解：小鼠受到大剂量（＞7Gy 以上）照射时，骨髓造血组织受到严重损

伤，造血功能抑制，外周血细胞明显减少时，应采取的恢复措施。 

（2）掌握：小鼠急性放射病时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造血功能的重建。 

实验项目 5：电离辐射诱导细胞凋亡 

1．教学内容： 

细胞凋亡是一种具有特征性形态和生化改变的细胞死亡过程。辐射及其他因素均

可诱导细胞凋亡，细胞发生凋亡时，其细胞膜的通透性也增加，但其细胞损伤程度介

于正常与死亡之间，利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细胞凋亡的形态学改变，镜下可见

AO 能进入胞膜完整的细胞，与 DNA 结合后核发出明亮的绿色荧光；PI 能渗入胞膜

受损的细胞（胞膜受损的细胞包括凋亡细胞和继发性死亡细胞），与 DNA 结合后核

发出红色的荧光。以此来区分正常、坏死和凋亡细胞。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利用激光束经照明针孔形成点光源对标本内焦平面的每一

点扫描，标本上的被照射点，在探测针孔处成像，由探测针孔后的光电倍增管（PMT）

逐点或逐线接收，迅速在计算机监视器屏幕上形成荧光图像。 

2．教学目标： 

    （1）了解：其他测定细胞凋亡的方法； 

（2）熟悉激光共聚集显微镜、流式细胞仪、活细胞工作站的原理。 

（3）掌握：AO/PI（吖啶橙染料/碘化丙啶染料）标记法测定细胞凋亡的方法步

骤。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书写完整的实验报告（占总成绩的 30%） 

要求： 1.报告中包括实验目的，意义和简单实验方法； 

2.实验结果计算并根据数据绘制图形 

     3. 讨论部分要与理论知识结合，找出实验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对理论知

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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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二氧化碳培养箱(1 台)；超净工作台(1 台)；倒置显微镜(1 台) 
60

C0γ 线照射场(1 套)；冰箱(1 台)；烤箱(1 台)；抽滤装置(2 套) 

液体闪烁分析仪(1 台)；生物显微镜 2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苏燎原，刘芬菊 主编《医学放射生物学基础》原子能出版社 

       2013 年 7 月  北京 

2.参考书：吴德昌等主编  《放射医学系列专著》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7 月  北京 

       龚守良 主编  《医学放射生物学》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2015 年 6 月  北京 

 

 

                                      执笔人： 方箐嶷  刘芬菊 

                                 审批人： 刘芬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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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毒理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RADM1007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放射毒理学/Radiotoxicology 

课程学时： 42                            实验学时：12 

适用专业：放射医学 

实验室名称：放射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开展微观放射自显影和放射性组织样本制备及体内放射性核素分布这两个实验。

通过实验加深学生对放射毒理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巩固理论课所学的知识，掌握基本

的实验操作方法，具有一定的实验设计经验和实验操作技能，为以后学习工作打下基

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 /选修 

1 微观放射自显影 综合性 6 15 必修 

2 
放射性组织样本制备及 

体内放射性核素分布 
综合性 6 15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微观放射自显影 

1.教学内容 

放射自显影技术是放射毒理学的基本实验技术，本实验全程再现微观放射自显影

术的操作方法，并观察 α、β 射线所形成的放射自显影的径迹特征，让学生从理论到

实践真正掌握这一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微观放射自显影术操作方法 

（2）熟悉微观放射自显影术的基本原理 

（3）掌握各种射线所形成的放射自显影像的特点 

实验项目 2：放射性组织样本制备及体内放射性核素分布 

1.教学内容 

测定组织样品中放射性活度是放射毒理学最基本的方法之一，所以本实验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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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核素染毒，然后收集放射性脏器组织、血液、尿粪等，制成符合测量条件的样

品，选用某种辐射探测仪进行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放射性同位素的分装及工作溶液和标准溶液的配制 

（2）熟悉在一定时间内某种放射性同位素在机体内的分布规律 

（3）掌握放射性组织样本的常用制备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实验动手能力、实验报告书写打分，实验成绩占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恒温水浴箱   2 个  

液体闪烁计数仪   1 套 

放射自显影设备  1 套 

切片机 1 套 

显微镜  10 台 

天平 8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放射毒理学实验讲义》，苏州大学放射医学与防护学院自编。  

 

                                               

 

执 笔 人 ： 岳 凌  崔 凤 梅  

审 批 人 ： 崔 凤 梅  

完成时间：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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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卫生学（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RADM1009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 放射卫生学（一）/ Radio Hygiene I                   

课程学时：  56                          实验学时：12 

适用专业：放射医学 

实验室名称：放射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放射卫生学是一门研究针对电离辐射应用中，采取适当的卫生与防护措施，保护

人类及环境免受或少受电离辐射危害的一门学科，它是公共卫生学的一个分支，也是

放射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实验课程围绕放射防护体系，结合防护实践，从外照射

（外放射水平监测）、非封闭源内照射（放射性表面污染监测）、环境放射（土壤中氡

水平测量）、以及职业人员受照（外照射个人剂量检测）四个方面安排实验内容。实

验教学让学生了解仪器原理，掌握仪器的操作，熟悉数据分析和基本防护评价方法，

最终让学生既能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也能有基本的实践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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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放射水平监测（参观小辐照） 综合性 3 30 必修 

2 、放射性表面污染监测 综合性 3 30 必修 

3 土壤中氡水平测量 综合性 3 30 必修 

4 外照射个人剂量检测 综合性 3 3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环境中外照射水平监测（参观小辐照） 

1.教学内容 

用便携式 x-剂量率仪对环境中辐照水平进行监测，了解环境辐射水平，

估算居民受照剂量。参观小辐照室，了解辐照室防护设计，包括水井、防护墙、迷道、

入口联锁装置、以及报警监测装置。让学生熟悉对环境本底和生产使用放射性核素的

防护评价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环境中辐照水平，估算居民受照剂量。辐照室的构造、防护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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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防护装置。 

（2）熟悉 BH3103A 和 BH3103B 便携式 x-剂量率仪的使用，包括启动、校

准、测量和关机，以及相关的操作注意事项。 

（3）掌握对 BH3103A 和 BH3103B 便携式 x-剂量率仪测量结果的计算和分

析，以及对环境本底的防护评价。 

实验项目 2：放射性表面污染监测 

1.教学内容 

在应用开放性放射性核素的场所会发生表面污染的情况。这些核素可以通过吸

入、食入、皮肤以及伤口等途径进入人体，造成内污染。监测的目的就是用测量仪器

对各种物体表面的放射性活度进行测量，通过与国家规定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相比

较，了解场所表面是否被污染以及污染的程度和范围，从而及时采取去污措施，找出

污染原因，保证人员安全。 

2.教学目标 

（1）了解开放性放射性核素的工作场所中核素进入人体的途径，也就是表面污

染监测的必要性。放射性表面污染监测的方法，本实验用的是直接法。 

（2）熟悉 FJ-2207表面污染监测仪的使用，以及相应的操作注意事项。 

（3）掌握 FJ-2207表面污染监测仪的测量结果的计算和分析。通过与国家规

定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相比较，了解场所表面是否被污染以及污染的程度和范围，并

做相应的防护评价。 

实验项目 3：土壤氡测量 

1.教学内容 

掌握土壤氡测量方法，掌握 FD-3017RaA 测氡仪的使用，了解当地土壤氡浓度

水平。 

2.教学目标 

（1）了解当地土壤氡浓度水平。影响土壤氡浓度的因素。 

（2）熟悉测氡测量仪器 FD-3017RaA 的测量原理和方法，以及相应的操作注意

事项。 

（3）掌握测氡测量仪器 FD-3017RaA 测量结果的计算和分析。 

实验项目 4：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热释光片读数） 

1.教学内容 

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是实现辐射防护目的的重要环节。测量职业人员在一定周

期或一次操作中受到的外照射累积剂量，以控制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使之可合理做

到尽可能低的水平；评价工作场所现有防护措施的有效性；以及在事故照射情况下的

有关资料，作为医学处理的剂量依据。 

2.教学目标 

（1）了解热释光磷光体受照储能与受热释能的原理，发光曲线的含义，热释光

剂量仪的构成。 

（2）熟悉发光曲线所表示的热释光发光强度与加热温度之间的关系。 

（3）掌握个人剂量监测过程，仪器设置以及相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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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完成后提交实验报告。报告中有实验目的、原理、操作步骤、原始数据、计

算结果和分析与讨论。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便携式 X-剂量率仪 4 台 

表面污染监测仪 4 台 

测氡仪  4 台 

热释光剂量仪 2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放射卫生学》，涂彧主编，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4。 

2.参考书：《原子核物理实验方法》， 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编，原子能

出版社，1997. 

                                               

 

 

执 笔 人：万   骏、陈丹丹   

审 批 人：涂   彧   

完 成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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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遗传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RADM1023                     课程学分：1.00 

课程名称（中/英）：辐射遗传学/ Radiation Cytogenetics 

课程学时： 18 学时                       实验学时：6 学时 

适用专业：放射医学五年制本科 

实验室名称：放射医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辐射遗传学是以遗传学的发展为基础的研究电离辐射诱发人类遗传物质突变的

一门学科，从生物学方面寻找灵敏而可靠的判断辐射损伤的指标，对辐射防护实践和

放射损伤的诊治都具有重要意义。本课程阐述了人类染色体的基本知识；染色体技术

及其原理；辐射诱发的染色体畸变；辐射剂量与染色体畸变之间的关系；生物剂量的

测定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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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辐射诱发的各种染色体畸变 综合性 3 40 必修 

2 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测定 综合性 3 40 必修 

3 
姐妹染色单体互换 和 G-显带

染色体标本的制备及识别 
综合性 3 40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辐射诱发的各种染色体畸变 

1.教学内容 

电离辐射可使细胞发生一系列的反常现象，其中以染色体畸变最为典型，最有规

律性。它可引起染色体结构和数目的改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拟定的标准，在分裂中

期细胞，辐射诱发的染色体畸变有七种。 

2.教学目标 

（1）了解辐射诱发染色体的数量畸变 

（2）熟悉染色体畸变的记载方法。 

（3）掌握电离辐射诱发的各种染色体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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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测定 

1.教学内容 

微核实验是细胞遗传学的一种常用方法。70 年代初由 Matter 和 Schnide 建立。

微核是染色体损伤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染色体的无着丝粒断片或细胞分裂后期未纳

入子核的落后染色体在子细胞细胞质中形成的阳性染色质体。辐射可引起人外周血淋

巴细胞微核率升高，在一定剂量范围内微核率和剂量成线性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微核分析的主要方法 

（2）熟悉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制备的过程 

（3）掌握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结果分析和记录 

实验项目 3：姐妹染色单体互换 和 G-显带染色体标本的制备及识别 

1.教学内容 

常规染色技术对于第一、第二或第三次分裂的细胞不能加以鉴别。所以在放射损

伤研究中，为确保所分析的细胞为照后第一次有丝分裂细胞， 

2.教学目标 

（1）了解姐妹染色单体互换标本制备 

（2）熟悉 G-显带染色体标本的制备 

（3）掌握 G-显带染色体标本的识别分析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位同学必须在实验结束后必须书写实验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实验名称、实验目

的、实验步骤、实验结果与分析、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 

2、考核方式 

根据实验报告、实验操作打分，实验成绩占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37℃恒温培养箱       1 台 

普通天平         2 台 

光学显微镜        40 台 

离心机         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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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讲义 

2.参考书： 

苏燎原，医学放射生物学基础，北京，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3 

白玉书，人类辐射细胞遗传学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吴德昌 等主编，放射医学系列专著，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2 

 

 

 

执 笔 人 ： 朱 巍 

审 批 人 ： 曹 建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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