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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生理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HUMK1034 

课程名称：人体生理学                   课程学分：6 

课程名称（中/英）：人体生理学/ Human Physiology 

课程学时：117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运动人体科学 

实验室名称：运动生理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人体生理学实验是一门实验性科学，实验是研究生理学的基本方法，人体生理学

实验课的目的，在于通过实验使学生逐步掌握人体基本生理指标的测试方法，以及反

映各种体育锻炼和训练对人体某些功能有影响的生理指标的测试与评定。了解获得生

理学知识的科学方法，验证和巩固生理学的基本理论，培养和提高学生观察分析、综

合、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为科学的组织体育教学，指导体育锻炼和课余

体育训练，以及开展体育科学研究奠定初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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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通气功能的测定 验证性 2 4 必修 

2 肌肉力量的测定 验证性 2 4 必修 

3 人体 ABO 血型的鉴定 验证性 2 4 必修 

4 人体安静与运动过程中心率和动脉血压的测评 综合性 2 4 必修 

5 身体成分的测量与评价 验证性 2 4 必修 

6 PWC170 机能评定 验证性 2 4 必修 



 2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7 无氧功率的测评 验证性 2 4 必修 

8 最大摄氧量的测定 验证性 2 4 必修 

9 反应时和运动时的测定 验证性 2 4 选修 

10 视野的测评 验证性 2 4 选修 

11 视力的测评 验证性 2 4 选修 

12 前庭功能稳定性的测定 验证性 2 4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肺通气功能的测定 

1.教学内容 

肺容量、肺活量、连续五次肺活量、时间肺活量的测定原理及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肺通气功能的测定原理 

（2）熟悉肺通气功能测定在运动实践中的作用 

（3）掌握肺通气功能的测定方法与技术 

实验项目 2：肌肉力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肌肉力量的原理及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肌肉力量的测定原理 

（2）熟悉肌肉力量测定在运动实践中的作用 

（3）掌握肺肌肉力量的测定方法与技术 

实验项目 3：人体 ABO 血型的鉴定 

1.教学内容 

人体 ABO 血型的鉴定的原理及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体 ABO 血型的鉴定的原理 

（2）熟悉人体 ABO 血型鉴定在运动选材中的作用 

（3）掌握 ABO 血型的鉴定方法与技术 

实验项目 4：人体安静与运动过程中心率和动脉血压的测评 

1.教学内容 

人体安静状态、不同运动过程中心率和动脉血压的的测定原理及方法；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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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所从事的运动专项，制定一套测试方案。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体安静状态、不同运动过程中心率和动脉血压的测定原理 

（2）熟悉心率和动脉血压测定在运动实践中的作用 

（3）掌握安静状态、不同运动过程中心率和动脉血压的测定方法与技术 

实验项目 5：身体成分的测量与评价 

1.教学内容 

采用皮褶厚度测定法，测量与计算人体密度与人体脂肪量，为正确评价肥胖程

度提供方法依据。 

2.教学目标 

（1）了解身体成分的测定原理 

（2）熟悉身体成分在评定肥胖程度中的作用 

（3）掌握身体成分的测定方法与技术 

实验项目 6：PWC170 机能评定 

1.教学内容 

使用自行车功量计，采用逐级递增负荷，测量青少年运动中心率在 170 次／分

的工作能力。 

2.教学目标 

（1）了解 PWC170 机能评定原理 

（2）熟悉 PWC170 机能评定在运动实践中的作用 

（3）掌握 PWC170 机能评定的测定方法与技术 

实验项目 7：无氧功率的测评 

1.教学内容 

人体无氧功率的测定原理及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体无氧功率的测定原理 

（2）熟悉人体无氧功率评定在运动实践中的作用 

（3）掌握人体无氧功率的测定方法与技术 

实验项目 8：最大摄氧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使用电动跑台，采用不同负荷，测量运动员的最大摄氧能力。 

2.教学目标 

（1）了解 PWC170 机能评定原理 

（2）熟悉 PWC170 机能评定在运动实践中的作用 

（3）掌握 PWC170 机能评定的测定方法与技术 

实验项目 9：反应时和运动时的测定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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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反应时和运动时的测评原理及方法，运动员提高反应时和运动时的训练原  

 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体反应时和运动时的测评原理 

（2）熟悉反应时和运动时测评在运动实践中的作用 

（3）掌握人体反应时和运动时的测定方法与技术 

反应时和运动时的测定 

实验项目 10：视野的测评 

1.教学内容 

人体视野的测评原理及方法，运动员视野的训练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体视野的测评原理 

（2）熟悉运动员视野的训练原理 

（3）掌握人体视野的测定方法与技术 

实验项目 11：视力的测评 

1.教学内容 

人体视力的测评原理及方法，保护视力的工作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体视力的测评原理 

（2）熟悉保护视力的工作原理 

（3）掌握人体视力的测定方法与技术 

实验项目 12：前庭功能稳定性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人体前庭功能稳定性的测定原理及方法，运动员前庭功能稳定的训练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前庭功能稳定性的测定原理 

（2）熟悉运动员前庭功能稳定的训练原理 

（3）掌握人体前庭功能的测定方法与技术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一）考核方式为实验报告、实验操作和期末考试的实验相关内容。 

凡是符合下列任何一条者，实验课成绩记为不及格： 

1、实验课缺勤三分之一以上者。 

2、实验报告缺少三分之一及以上者。 

3、实验不认真，敷衍了事，且屡教不改者。 

4、实验课成绩不及格的学生，须由本人提出申请，经系（部、院）领导批准后，  

   随下一届重修相应的实验课。 

（二）实验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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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肺活量计、橡皮吹嘴、鼻夹、体重秤、消毒棉球、75%酒精；8 套。 

2  握力计、背力计、声光反应仪；2 套。 

3  听诊器、血压计、秒表、节拍器；24 套。 

4  皮脂厚度计、体重秤；2 套。 

5  功率自行车、台阶、心率遥测仪、秒表、节拍器、体重秤；2 套。 

6  秒表、纵跳计、体重计、直尺、皮尺；24 套。 

7  视野计、各色视标、视野图纸、铅笔；24 套。 

8  标准对数视力表灯、遮眼板、米尺、指示棍； 4 套。 

9  前庭功能转椅力计；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乔德才主编.《人体生理学实验指导》，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2.参考书：  

（1）王瑞元编著.《实用运动生理实验》，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8 年． 

（2）体育学院通用教材.《运动生理学》，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 年 

 

 

 

 

 

 

执 笔 人：张   林  

审 批 人：王国祥  

完 成 时 间：2016.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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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生物化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HUMK1036 

课程名称：运动生物化学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运动生物化学/ Sports Biochemistry 

课程学时：63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 

实验室名称：运动生物化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在掌握有关运动生物化学基本理论，熟悉运动训练和体育锻炼中人体的生物化学

变化特点，能够应用运动生物化学的理论方法指导训练和体育锻炼基础上，通过运动

生物化学实验操作，使学生初步掌握生物化学常用指标的测定方法。培养学生运用唯

物主义观点，正确认识生命现象的本质，应用生物化学的知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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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操作技能 综合性 3 4 必修 

2 血糖含量的测定 验证性 3 4 必修 

3 定量负荷后尿肌酐的测定 综合性 3 4 必修 

4 大运动量训练后血尿素的测定 综合性 3 4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基本操作技能 

1.教学内容 

（1）常用玻璃仪器的使用（2）化学试剂的称量与配制（3）722 分光光度计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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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生物化学基本操作的技术原理与要求 

（2）熟悉生物化学基本操作流程 

（3）掌握生物化学基本操作技术 

实验项目 2：血糖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血糖含量测定的实验原理与操作技术、及微量采血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血糖含量测定的实验原理 

（2）熟悉血糖含量测定在运动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 

     （3）掌握血糖含量测定的实验技术 

实验项目 3：定量负荷后尿肌酐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尿肌酐测定的实验原理与操作技术、及尿肌酐系数的计算。并根据自己所从事

的运动专项，制定一套定量负荷后尿肌酐的测试方案。 

2.教学目标 

（1）了解尿肌酐含量测定的实验原理 

（2）熟悉尿肌酐系数在运动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 

     （3）掌握尿肌酐含量测定的实验技术 

实验项目 4：大运动量训练后血尿素的测定 

1.教学内容 

血尿素测定的实验原理与操作技术；并根据自己所从事的运动专项，制定一套

大运动量训练后血尿素的测试与评价方案。 

2.教学目标 

（1）了解血尿素含量测定的实验原理 

（2）熟悉血尿素指标在运动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 

     （3）掌握血尿素含量测定的实验技术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一）考核方式为实验报告、实验操作和期末考试的实验相关内容。 

凡是符合下列任何一条者，实验课成绩记为不及格： 

1、实验课缺勤三分之一以上者。 

2、实验报告缺少三分之一及以上者。 

3、实验不认真，敷衍了事，且屡教不改者。 

4、实验课成绩不及格的学生，须由本人提出申请，经系（部、院）领导批准后，  

        随下一届重修相应的实验课。 

（二）实验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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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量杯、量筒、容量瓶、移液管、烧杯、烧瓶、试剂瓶、试管；30 套 

2. 分析天平、离心机、水浴锅、722 分光光度计；2 套 

3. 采血针、留尿瓶；30 套 

4. 化学试剂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张蕴琨主编.《运动生物化学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2.参考书：  

（1）谢敏豪主编.《运动生物化学》，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 年． 

（2）林文弢主编.《运动生物化学》（第二版），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 年 

（3）冯炜权主编.《运动生物化学研究进展》，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 年 

 

 

 

 

 

 

 

执 笔 人：张林  

审 批 人：王国祥  

完 成 时 间：2016.01.07 

 

http://www.sinobook.com.cn/b2c/scrp/book.cfm?sFieldName=writer&sKeyword=%C1%D6%CE%C4%8F|%20%D6%F7%B1%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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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康复生物力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HUMK1037                     

课程名称：运动康复生物力学/Biomechanics in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运动康复 

实验室名称：体育学院中心实验室 

一、本课程实验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运用运动生物力学的方法分析体育教学与训练中的具体

问题，为今后从事的体育教学、训练以及体育科学研究工作打下基础。通过实验课培

养学生的科学观念和求实的态度；掌握人体重心、人体运动中的运动学、动力学特征

的测试方法、基本实验原理、实验方法、实验操作技能；并能分析数据曲线对运动技

术进行评价，并指导体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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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重心的分析及人体稳定

角的测定 

学会人体图片上重心的分析与计

算及人体稳定角的确定 
3 综合性实验 1 必开 

2 

双脚原地纵跳的力学特征实

验分析 

学习测量人体运动的动力学特征

的方法，分析不同姿势原地纵跳起

跳的力学特征 

3 综合性实验 3 必开 

3 

运动学参数测量与分析 掌握运动学参数测量的一般方法，

了解运动录象拍摄与技术动作解

析方法 

3 综合性实验 3 必开 

4 肌肉力量测试与分析 
了解等速肌力测试的基本原理，掌

握肌力测试的一般使用方法 
5 综合性实验 5 必开 

5 表面肌电测试与分析 

掌握表面肌电测试的基本原理与

方法，了解电极贴放位置以及肌肉

力量对表面肌电的影响 

4 综合性实验 10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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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项目的内容和要求： 

1.  

a) 实验项目名称：人体重心的分析及人体稳定角的测定。 

b) 实验内容：运用分析法在运动图片上计算人体重心的位置及测定人体在不同方位

上的稳定角。 

c) 实验要求：通过实验要求学生学会运用分析法在运动图片上计算人体重心的位置

和求解人体稳定角的方法。 

2. 

（1） 实验项目名称：双脚原地纵跳的力学特征实验分析 

（2） 实验内容：对不同起跳姿势的双脚原地纵跳的力学特征进行分析 

（3） 实验要求：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测量人体运动的动力学特征的方法，分析原

地纵跳的力学特征。 

3. 

（1） 实验项目名称：运动学参数测量与分析。 

（2） 实验内容：进行运动录像拍摄和对技术动作的运动学参数进行解析。 

（3） 实验要求：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运动学参数测量的一般方法，了解运动录象

拍摄与技术动作解析方法 

4. 

（1） 实验项目名称：肌肉力量测试与分析。 

（2） 实验内容：利用 Con-Trex 等速肌力测试系统进行膝关节和踝关节肌肉力量的

测试与分析。  

（3） 实验要求：通过实验要求学生了解等速肌力测试的基本原理，掌握肌力测试的

一般使用方法。 

 

5. 

（1） 实验项目名称：表面肌电测试与分析。 

（2） 实验内容：通过表面肌电图技术测试与分析肌肉活动时序和活动强度。 

（3） 实验要求：掌握表面肌电测试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了解电极贴放位置以及肌肉

力量对表面肌电的影响。 

 

四、考核方式 

1、实验报告 

本门课程对实验报告要求包含实验名称、实验仪器、实验方法、实验结果及其分

析讨论。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由实验基本操作技能、实验报告等组成。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本课程将实验内容作为平时成绩及期末考试的一个组成

部分。实验课成绩占总成绩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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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运动图片 1 份，高速摄像机及录像解析系统 1 套；测力系统 1 套（测力台、放大器及

计算机）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教材：陆爱云主编，《运动生物力学》，人民体育出版社，2010 年 6 月第一版 

参考书目：  

1、《运动生物力学实验》.李建设、赵焕彬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2、《运动生物力学测量方法》.卢德明主编.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1 年 

 

 

 

 

 

执 笔 人：张秋霞  

审 批 人：王国祥  

完 成 时 间：2016.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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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生理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HUMK1046 

课程名称：运动生理学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运动生理学/ Sports Physiology 

课程学时：81                              实验学时：14 

适用专业：体育教育、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训练 

实验室名称：运动生理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运动生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本课程实验主要为操作性实验，通过这些实验使学

生掌握运动健身和体育教学训练中常用的一些生理指标的测试方法，并能在运动实际

中合理运用这些指标，为体育教学训练和运动健身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监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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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通气功能的测定 验证性 2 4 必修 

2 
人体安静与运动过程中心

率和动脉血压的测评 
综合性 2 4 必修 

3 身体成分的测量与评价 验证性 2 4 必修 

4 PWC170 机能评定 验证性 2 4 必修 

5 无氧功率的测评 验证性 2 4 必修 

6 最大摄氧量的测定 验证性 2 4 必修 

7 视野的测评 验证性 2 4 选修 

8 视力的测评 验证性 2 4 选修 

9 前庭功能稳定性的测定 验证性 2 4 选修 



 13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肺通气功能的测定 

1.教学内容 

肺容量、肺活量、连续五次肺活量、时间肺活量的测定原理及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肺通气功能的测定原理 

（2）熟悉肺通气功能测定在运动实践中的作用 

（3）掌握肺通气功能的测定方法与技术 

实验项目 2：人体安静与运动过程中心率和动脉血压的测评 

1.教学内容 

人体安静状态、不同运动过程中心率和动脉血压的的测定原理及方法；并根据

自己所从事的运动专项，制定一套测试方案。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体安静状态、不同运动过程中心率和动脉血压的测定原理 

（2）熟悉心率和动脉血压测定在运动实践中的作用 

（3）掌握安静状态、不同运动过程中心率和动脉血压的测定方法与技术 

实验项目 3：身体成分的测量与评价 

1.教学内容 

采用皮褶厚度测定法，测量与计算人体密度与人体脂肪量，为正确评价肥胖程

度提供方法依据。 

2.教学目标 

（1）了解身体成分的测定原理 

（2）熟悉身体成分在评定肥胖程度中的作用 

（3）掌握身体成分的测定方法与技术 

实验项目 4：PWC170 机能评定 

1.教学内容 

使用自行车功量计，采用逐级递增负荷，测量青少年运动中心率在 170 次／分

的工作能力。 

2.教学目标 

（1）了解 PWC170 机能评定原理 

（2）熟悉 PWC170 机能评定在运动实践中的作用 

（3）掌握 PWC170 机能评定的测定方法与技术 

实验项目 5：无氧功率的测评 

1.教学内容 

人体无氧功率的测定原理及方法。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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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人体无氧功率的测定原理 

（2）熟悉人体无氧功率评定在运动实践中的作用 

（3）掌握人体无氧功率的测定方法与技术 

实验项目 6：最大摄氧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使用电动跑台，采用不同负荷，测量运动员的最大摄氧能力。 

2.教学目标 

（1）了解 PWC170 机能评定原理 

（2）熟悉 PWC170 机能评定在运动实践中的作用 

（3）掌握 PWC170 机能评定的测定方法与技术 

实验项目 7：视野的测评 

1.教学内容 

人体视野的测评原理及方法，运动员视野的训练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体视野的测评原理 

（2）熟悉运动员视野的训练原理 

（3）掌握人体视野的测定方法与技术 

实验项目 8：视力的测评 

1.教学内容 

人体视力的测评原理及方法，保护视力的工作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体视力的测评原理 

（2）熟悉保护视力的工作原理 

（3）掌握人体视力的测定方法与技术 

实验项目 9：前庭功能稳定性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人体前庭功能稳定性的测定原理及方法，运动员前庭功能稳定的训练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前庭功能稳定性的测定原理 

（2）熟悉运动员前庭功能稳定的训练原理 

（3）掌握人体前庭功能的测定方法与技术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一）考核方式为实验报告、实验操作和期末考试的实验相关内容。 

凡是符合下列任何一条者，实验课成绩记为不及格： 

1、实验课缺勤三分之一以上者。 

2、实验报告缺少三分之一及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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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不认真，敷衍了事，且屡教不改者。 

4、实验课成绩不及格的学生，须由本人提出申请，经系（部、院）领导批准后，  

        随下一届重修相应的实验课。 

（二）实验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肺活量计、橡皮吹嘴、鼻夹、体重秤、消毒棉球、75%酒精；8 套。 

2  听诊器、血压计、秒表、节拍器；24 套。 

3  皮脂厚度计、体重秤；2 套。 

4  功率自行车、台阶、心率遥测仪、秒表、节拍器、体重秤；2 套。 

5  秒表、纵跳计、体重计、直尺、皮尺；24 套。 

6  视野计、各色视标、视野图纸、铅笔；24 套。 

7  标准对数视力表灯、遮眼板、米尺、指示棍； 4 套。 

8  前庭功能转椅力计；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乔德才主编.《人体生理学实验指导》，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2.参考书：  

（1）王瑞元编著.《实用运动生理实验》，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8 年． 

（2）体育学院通用教材.《运动生理学》，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 年 

 

 

 

 

 

执 笔 人：张   林  

审 批 人：王国祥  

完 成 时 间：2016.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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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解剖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HUMK1047                课程学分：6 

课程名称（中/英）：运动解剖学/ Human Anatomy                       

课程学时： 12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运动康复专业 

实验室名称：运动解剖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人体解剖学实验验课的目的在于通过实验使学生初步掌握运动解剖实验的基本

操作技能，验证课堂教学中所学习的基本理论知识, 对全身骨骼和骨骼肌、全身各内

脏器官、心、血管、感官、神经的观察，通过教师的讲授、示教完成每一项实验内容，

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通过实验，巩固和加深对人

体形态结构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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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上肢骨及骨连接 验证性 4 6 必修 

2 观察下肢骨及骨连接 验证性 4 6 必修 

3 观察躯干骨及骨连接 验证性 4 6 必修 

4 观察上肢骨骼肌 验证性 4 6 必修 

5 观察下肢骨骼肌、躯干骨骼肌 验证性 4 6 必修 

6 内脏实验 综合性 4 6 必修 

7 脉管系统实验 演示性 4 6 必修 

8 神经系统实验 演示性 4 6 必修 

9 感觉器官实验 演示性 4 6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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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实验观察上肢骨及骨连接 

1.教学内容 

学习上肢骨及上肢各主要关节的一般形态和结构。 

2.教学目标 

（1）掌握上肢骨的组成和形态结构。 

（2）熟悉上肢骨连接的方式及构成。 

（3）掌握肩关节、肘关节及桡腕关节的结构。 

（4）熟悉上肢主要关节的运动形式。 

实验项目 2：实验观察下肢骨及骨连接 

1.教学内容 

学习上肢骨及上肢各主要关节的一般形态和结构。 

2.教学目标 

（1）掌握下肢骨的组成、形态、结构。 

（2）掌握骨盆的构成及髋、膝、足关节的结构及运动形式 

实验项目 3：实验观察躯干骨及骨连接 

1.教学内容 

学习躯干骨及躯干各主要关节的一般形态和结构。 

2.教学目标 

（1）了解脊柱的连接方式及胸廓的构成 

（2）熟悉躯干骨的连接方式 

（3）掌握躯干骨及椎骨的形态、结构。 

实验项目 4：实验观察上肢骨骼肌 

1.教学内容 

主要观察斜方肌、前锯肌、三角肌、背阔肌、胸大肌、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 

2.教学目标 

（1）了解上肢肌肉的分布和组成。 

（2）掌握常见肩关节、肘关节运动肌群的分布、名称、起止点及功能。 

实验项目 5：实验观察下肢骨骼肌、躯干骨骼肌 

1.教学内容 

主要观察髂腰肌、臀大肌、股四头肌、股后肌群和小腿三头肌；观察腹直肌、腹

内斜肌、腹外斜肌、竖脊肌。 

2.教学目标 

（1）了解下肢肌肉的分布和组成。 

（2）掌握常见髋关节、膝关节运动肌群的分布、名称、起止点及功能。 

（3）了解躯干部肌肉的分布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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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内脏实验 

1.教学内容 

观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和泌尿系统主要器官的位置、形态和大体结构；观察胃

粘膜、小肠绒毛、肝小叶、肺呼吸部和肾单位的结构。 

2.教学目标 

（1）了解内脏各器官的形态。 

（2）掌握内脏各系统的组成。 

实验项目 7：脉管系统实验 

1.教学内容 

观察心的形态和心腔的结构；观察主要动脉和静脉。 

2.教学目标 

（1）了解心脏的形态、结构。 

（2）掌握心血管系统的组成。 

（3）掌握血液循环途径。 

实验项目 8：神经系统实验 

1.教学内容 

观察脑与脑神经；观察脊髓与脊神经；观察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 

2.教学目标 

（1）了解脊髓的位置并掌握其内部结构。 

（2）掌握脑的位置、外形。 

（3）了解神经传导路的位置和功能。 

实验项目 9：感觉器官实验 

1.教学内容 

观察眼和耳的形态结构。 

2.教学目标 

（1）了解眼球的构造。 

（2）了解耳的组成。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报告：学生应规范撰写实验报告，实验前应阅读实验教材（或实验指导书），了解

实验目的、实验内容、实验原理和注意事项等，实验报告的重点是标本的观察与描绘。 

1、 考核方式 

（1）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报告并结合标本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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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同学对标本的熟悉程度以及实验报告的内容判定实验成绩，实验课成绩占课

程总成绩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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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人体骨架模型: 人体骨架、人体完整散骨模型、脊柱模型等。  

2、人体完整的散骨模型：肩关节、膝关节、肘关节模型，关节分类模型，椎连结

模型、颅骨模型。  

3、人体肌肉模型：全身肌肉挂图和模型，上、下肢肌肉模型，躯干肌模型等。 

4、内脏模型 

5、神经系统模型 

6、感觉器官模型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运动解剖学实验，李杨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2、参考书：人体解剖彩色图谱，郭光文.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 年版 

 

 

                                               

执 笔 人：岳春林   

审 批 人：王国祥   

完 成 时 间：2016.01.07  

 

http://www.bookschina.com/288285.htm
http://www.bookschina.com/Books/allbook/allauthor.asp?stype=author&s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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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解剖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HUMK1048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运动解剖学/Sports Anatomy                       

课程学时： 81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体育教育、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 

实验室名称：运动解剖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运动解剖学实验验课的目的在于通过实验使学生初步掌握运动解剖实验的基本

操作技能，验证课堂教学中所学习的基本理论知识, 对全身骨骼和骨骼肌、全身各内

脏器官、心、血管、感官、神经的观察，通过教师的讲授、示教完成每一项实验内容，

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通过实验，巩固和加深对人

体形态结构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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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上肢骨及骨连接 验证性 2 6 必修 

2 观察下肢骨及骨连接 验证性 2 6 必修 

3 观察躯干骨及骨连接 验证性 2 6 必修 

4 观察上肢骨骼肌 验证性 2 6 必修 

5 观察下肢骨骼肌、躯干骨骼肌 验证性 2 6 必修 

6 内脏实验 综合性 2 6 必修 

7 脉管系统实验 演示性 2 6 必修 

8 神经系统实验 演示性 2 6 必修 

9 感觉器官实验 演示性 2 6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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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实验观察上肢骨及骨连接 

1.教学内容 

学习上肢骨及上肢各主要关节的一般形态和结构。 

2.教学目标 

（1）掌握上肢骨的组成和形态结构。 

（2）熟悉上肢骨连接的方式及构成。 

（3）掌握肩关节、肘关节及桡腕关节的结构。 

（4）熟悉上肢主要关节的运动形式。 

实验项目 2：实验观察下肢骨及骨连接 

1.教学内容 

学习上肢骨及上肢各主要关节的一般形态和结构。 

2.教学目标 

（1）掌握下肢骨的组成、形态、结构。 

（2）掌握骨盆的构成及髋、膝、足关节的结构及运动形式 

实验项目 3：实验观察躯干骨及骨连接 

1.教学内容 

学习躯干骨及躯干各主要关节的一般形态和结构。 

2.教学目标 

（1）了解脊柱的连接方式及胸廓的构成 

（2）熟悉躯干骨的连接方式 

（3）掌握躯干骨及椎骨的形态、结构。 

实验项目 4：实验观察上肢骨骼肌 

1.教学内容 

主要观察斜方肌、前锯肌、三角肌、背阔肌、胸大肌、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 

2.教学目标 

（1）了解上肢肌肉的分布和组成。 

（2）掌握常见肩关节、肘关节运动肌群的分布、名称、起止点及功能。 

实验项目 5：实验观察下肢骨骼肌、躯干骨骼肌 

1.教学内容 

主要观察髂腰肌、臀大肌、股四头肌、股后肌群和小腿三头肌；观察腹直肌、腹

内斜肌、腹外斜肌、竖脊肌。 

2.教学目标 

（1）了解下肢肌肉的分布和组成。 

（2）掌握常见髋关节、膝关节运动肌群的分布、名称、起止点及功能。 

（3）了解躯干部肌肉的分布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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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内脏实验 

1.教学内容 

观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和泌尿系统主要器官的位置、形态和大体结构；观察胃

粘膜、小肠绒毛、肝小叶、肺呼吸部和肾单位的结构。 

2.教学目标 

（1）了解内脏各器官的形态。 

（2）掌握内脏各系统的组成。 

实验项目 7：脉管系统实验 

1.教学内容 

观察心的形态和心腔的结构；观察主要动脉和静脉。 

2.教学目标 

（1）了解心脏的形态、结构。 

（2）掌握心血管系统的组成。 

（3）掌握血液循环途径。 

实验项目 8：神经系统实验 

1.教学内容 

观察脑与脑神经；观察脊髓与脊神经；观察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 

2.教学目标 

（1）了解脊髓的位置并掌握其内部结构。 

（2）掌握脑的位置、外形。 

（3）了解神经传导路的位置和功能。 

实验项目 9：感觉器官实验 

1.教学内容 

观察眼和耳的形态结构。 

2.教学目标 

（1）了解眼球的构造。 

（2）了解耳的组成。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报告：学生应规范撰写实验报告，实验前应阅读实验教材（或实验指导书），了解

实验目的、实验内容、实验原理和注意事项等，实验报告的重点是标本的观察与描绘。 

1.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报告并结合标本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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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同学对标本的熟悉程度以及实验报告的内容判定实验成绩，实验课成绩占课

程总成绩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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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人体骨架模型: 人体骨架、人体完整散骨模型、脊柱模型等。  

2、人体完整的散骨模型：肩关节、膝关节、肘关节模型，关节分类模型，椎连结

模型、颅骨模型。  

3、人体肌肉模型：全身肌肉挂图和模型，上、下肢肌肉模型，躯干肌模型等。 

4、内脏模型 

5、神经系统模型 

6、感觉器官模型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运动解剖学实验，李杨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2、参考书：人体解剖彩色图谱，郭光文.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 年版 

 

 

 

 

 

 

 

 

                                               

执 笔 人：岳春林   

审 批 人：王国祥   

完 成 时 间：2016.01.07  

 

http://www.bookschina.com/288285.htm
http://www.bookschina.com/Books/allbook/allauthor.asp?stype=author&s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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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测量与评价（含统计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HUMK1060                   大纲执笔人：高凤明  

课程名称：体育测量与评价                大纲审批人：张秋霞 

英文名称：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Statistics included）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36 

实验室名称：动作技术诊断与分析实验室 

实验课性质：非独立设课 

适用专业：体育教育、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人体科学 

一、本课程实验教学目的与要求 

使学生掌握体育范畴内身体综合能力及有关因素的正确的测量方法，为科学的评

价奠定基础，最终将评价结果作为反馈信息，以便指导教学与训练等体育实践活动。 

要求学生通过实验课培养学生科学观念和求实的态度；掌握人体形态和结构、身

体素质和运动能力的测量方法，并能对测量结果作出评价。 

二、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身高坐高计（2 套）；皮尺（15 根）；游标卡尺（2 个）；带游标的钢尺（长、中、

短各 2 把）；钢卷尺（1 个）；足长测量计（2 把）；测径仪（2 个）；体重计；握力计

（5 个）；背力计（2 个）；台阶试验设备（2 套）；活动直角规（2 个）；坐位体前屈测

试仪（5 套）；等速力量测试与训练系统 1 套；纵跳计（2 套）；秒表（8 块）；计时尺

（2 把）；2.5*2.5*30cm 的窄木条（8 根）；足球；篮球；选择反应时（2 套） ；平衡

能力测试系统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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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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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测验的编制与实施 学会体育测验编制的程序与方法。 3 综合性实验 6-10 必开 

2 体格测量与评价 
学会身体形态测量的基本知识和

操作方法。 
3 综合性实验 2 必开 

3 
平衡的测量与评价和感觉机

能的测量与评价 

掌握人体平衡和感觉机能的测量

与评价方法。 
6 综合性实验 2 必开 

4 速度的测量与评价 
掌握动作速度和反应速度的测量

方法。 
3 综合性实验 2 

必开 

 

5 力量的测量与评价 
掌握各种类型的力量素质的测量

方法 
9 综合性实验  

必开 

 

6 灵敏性的测量与评价 掌握灵敏素质的测量与评价方法 3 综合性实验  选开 

7 柔韧性的测量与评价 掌握柔韧素质的测量与评价方法 3 综合性实验  选开 

8 协调能力的测量与评价 掌握协调素质的测量与评价方法 3 综合性实验  选开 

9 体质的测量与综合评价 掌握体质综合评价的理论和方法 3 综合性实验 2 必开 

四、实验项目的内容和要求： 

1. 

（1）实验项目名称：体育测验的编制和实施。 

（2）实验内容：自行编制体育测验，并进行实施。  

（3）实验要求：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体育测验编制和实施的原则、方法、程序及

注意事项。 

 

2. 

（4） 实验项目名称：体格测量与评价。 

（5） 实验内容：进行人体整体及各部位的长度、宽度、围度、量度的测量与评价。 

（6） 实验要求：通过实验要求学生学会体格测量的基本知识和和操作方法。 

3.  

（1）实验项目名称：平衡的测量与评价。 

（2）实验内容：鹤立测验、横向踩木测验、Win-Pod 平衡测试。 

（3）实验要求：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人体平衡的各种测量与评价方法。 

4.  

（1）实验项目名称：速度素质的测量与评价。 

（2）实验内容：反应速度、位移速度和动作速度的测量。 

（3）实验要求：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速度素质的测量与评价方法。 

5.  

（1）实验项目名称：力量素质的测量与评价。 

（2）实验内容：肌肉力量、爆发力、等长、等速、向心和离心力量的测量。 

（3）实验要求：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力量素质的测量与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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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实验项目名称：灵敏素质的测量与评价。 

（2）实验内容：往返跑、十字变向跑、反复侧跨步、10s 立卧撑、象限跳。 

（3）实验要求：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灵敏素质的测量与评价方法。 

7. 

（1）实验项目名称：柔韧素质的测量与评价。 

（2）实验内容：绝对柔韧性和相对柔韧性的测量。 

（3）实验要求：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柔韧素质的测量与评价方法。 

8. 

（1）实验项目名称：协调能力的测量与评价。 

（2）实验内容：足球曲线运球、双脚连续跳、对墙传球、投准的测量。 

（3）实验要求：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协调能力的测量与评价方法。 

9. 

（1）实验项目名称：体质的测量与综合评价 

（2）实验内容：形态、机能及身体素质的补充测量 

（3）实验要求：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体质的测量与综合评价方法。 

五、考核方式 

1、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对实验报告要求包含实验名称、实验仪器、实验方法、实验

结果及其分析讨论。 

2、考核方式 

（1）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由实验基本操作技能、实验报告等组成。 

（2） 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本课程将实验内容作为平时成绩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验

课成绩占平时成绩的 20%。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教材：孙庆祝主编，《体育测量与评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7 月第二版 

参考书目：  

1、 体适能基础理论，沈剑威 阮伯仁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 

2、健康体适能，王健 何玉秀，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 

3、体育测量与评价，刘星亮 罗飞虹 张金春 周蔷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  

4、袁尽州、黄海主编，体育测量与评价，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 年 1 月 

5、黄光扬主编，教育测量与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5 月 

 

执 笔 人：张秋霞  

审 批 人：王国祥  

完 成 时 间：2016.01.07 
 

http://www.amazon.cn/mn/searchApp?searchWord=%E6%B2%88%E5%89%91%E5%A8%81
http://www.amazon.cn/mn/searchApp?searchWord=%E9%98%AE%E4%BC%AF%E4%BB%81
http://www.amazon.cn/mn/searchApp?searchWord=%E5%88%98%E6%98%9F%E4%BA%AE
http://www.amazon.cn/mn/searchApp?searchWord=%E7%BD%97%E9%A3%9E%E8%99%B9
http://www.amazon.cn/mn/searchApp?searchWord=%E5%BC%A0%E9%87%91%E6%98%A5
http://www.amazon.cn/mn/searchApp?searchWord=%E5%91%A8%E8%94%B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