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人体形态与功能学Ⅳ大纲
第一章

神经系统(含感觉器官)
解剖部分

一、神经系总论
1.
2.
3.
4.

熟悉神经系在机体内的作用和地位。
掌握神经系分部及各部分的组成。
掌握灰质、白质、皮质、髓质、神经束、神经、神经核和神经节的概念。
掌握反射弧的基本组成情况，了解反射的概念。

二、周围神经系
(一) 脊神经
1. 掌握脊神经的构成，性质和纤维成份，了解其分支分布概况。
2. 脊神经前支
(1) 颈丛：了解颈丛的组成、位置和分支分布概况。皮支的浅出部位及分布概况。了解
颈丛肌支的分布。掌握膈神经的组成，行径和分布。
(2) 臂丛：掌握臂丛的组成、位置和分支分布概况。
掌握正中神经、尺神经、桡神经的起始和行径，主要分支的发出部位和分布概况。
熟悉肌皮神经、腋神经、了解胸长神经、胸背神经和胸前神经的位置和分布。
了解正中神经、尺神经、桡神经和腋神经损伤后运动及感觉障碍的主要表现。
了解肩胛上神经、肩胛下神经、肩胛背神经、臂内侧皮神经及前臂内侧皮神经的分布概
况。
(3) 胸神经前支：掌握胸神经前支在胸腹壁的行径、分布概况及其皮支分布的节段性。
(4) 腰丛：掌握腰丛的组成和位置。
掌握股神经的组成、行径、主要分支及其分布。
了解髂腹下神经、髂腹股沟神经、闭孔神经、股外侧皮神经和生殖股神经的行径及分布
概况。
(5) 骶丛：掌握骶丛的组成和位置。
掌握坐骨神经的起始和行径，了解其常见变异。
掌握胫神经的行径、皮支分布区及其所支配的肌群。
掌握腓总神经的行径、位置。熟悉腓浅、腓深神经的皮支分布及其所支配的肌群，了解
胫神经、腓总神经损伤后运动及感觉障碍的主要表现。
了解阴部神经的行径和分布区。
了解臀上、下神经、股后皮神经的位置和分布。
实验教具：
1. 脊髓和脊神经根
2. 颈丛
3. 臂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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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膈神经
5. 上肢神经
6. 胸神经
7. 腰丛
8. 骶丛
9. 下肢神经
10. 阴部神经
(二) 脑神经
掌握脑神经的名称、顺序、连接的脑部，进出颅的部位、性质和分布概况。
1. 了解嗅神经的功能性质与分布区。
2. 掌握视神经的功能性质和行径。
3. 掌握动眼神经的纤维成份、行径、支配眼球外肌的情况及副交感纤维的分布与功能；
了解睫状神经节的位置和性质。了解动眼神经损伤后的主要表现。
4. 掌握滑车神经的行径和分布。
5. 掌握三叉神经的纤维成份，三叉神经节的位置和性质，三大主支在头面部皮肤的分
布区。
熟悉上颌神经(延续为眶下神经)的主干行径及其分布概况。
熟悉下颌神经主干及主要分支(耳颞神经、舌神经，下牙槽神经)的行径及其运动，感觉
纤维的分布概况。
了解三叉神经损伤或受刺激后的主要表现。
6. 掌握展神经的行径和分布。
7. 掌握面神经的纤维成份、行径、主要分支(鼓索，面肌支)的分布概况，了解其损伤后
的表现。了解膝神经节，翼腭神经节和下颌下神经节的位置。
8. 掌握前庭蜗神经(蜗部、前庭部)的功能、性质和行径。
9. 掌握舌咽神经的纤维成份，主要分支(舌支、咽支、颈动脉窦支)的分布概况：了解耳
神经节的位置。
10. 掌握迷走神经的纤维成份、主干行径及其各种纤维成份的分布概况。
了解喉上神经的位置和分布，掌握左、右喉返神经的行径和分布。
了解迷走神经前、后干在腹腔的分支与分布概况。
了解迷走神经及其主要分支(左、右喉返神经)损伤后的主要表现。
11. 掌握副神经主干的行径及分布概况，了解其损伤后的主要表现。
12. 掌握舌下神经的分布概况，了解其损伤后主要表现。
实验教具：
1. 脑模型
2. 脑干模型
3. 眼眶内容及神经
4. 三叉神经
5. 面神经
6. 面神经(颞骨打开，标本)
7. 自主神经与脑神经标本
8. 舌肌侧面模型示脑神经
9. 颅底标本
(三) 内脏神经
了解内脏神经(自主神经或植物性神经)的区分(内脏感觉神经，内脏运动神经)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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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脏运动神经
了解内脏运动神经与躯体运动神经的主要区别，掌握内脏运动神经的结构特点，节前纤
维和节后纤维的概念，并了解其功能概况。
(1) 交感神经
掌握交感神经低级中枢的部位。
掌握交感干的位置、组成、分部、主要的椎前节(腹腔神经节、主动脉肾神经节、肠系
膜上、下神经节等)，了解灰交通支与白交通支的概念和联系。
了解交感神经节前、后纤维的一般情况。
颈部：了解颈上神经节的位置，节后纤维分布概况，了解颈中神经节、颈下神经节的位
置(及星状神经节的组成)及其节后纤维的分布概况。
胸部：熟悉内脏大、小神经及其联系和分布概况。
腰部：熟悉节后纤维分布概况。
骶部：熟悉节后纤维分布概况。
(2) 副交感神经
掌握副交感神经低级中枢的部位：
颅部：掌握动眼神经内副交感节前纤维的起始、交换神经元的部位——睫状神经节和节
后纤维的分布和功能。
了解面神经和舌咽神经中副交感节前纤维的起始及节后纤维分布概况。熟悉翼腭神经
节、下颌下神经节、耳神经节的性质。
掌握迷走神经中副交感节前纤维的起始与分布概况。
骶部：熟悉盆内脏神经的分布概况。
(3) 熟悉内脏神经对内脏器官双重支配的概念以及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的主要区别。
(4) 了解各主要内脏神经丛(植物性神经丛)的部位和分布。
2. 了解内脏感觉神经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特点。
3. 了解眼、心、肺及支气管、胃肠道、膀胱、子宫和血管的植物性神经支配概况。
实验教具：
1. 自主神经与脑神经标本
2. 自主神经瓶装标本
3. 脊髓和脊神经根模型
4. 脊神经组成标本示交通支
5. 眼眶标本、三叉神经标本和唾液腺模型示副交感神经节
6. 盆内脏神经及内脏神经丛

三、中枢神经系
(一) 脊髓
1. 掌握脊髓的外形和位置。了解脊髓节段和椎骨的对应关系。
2. 脊髓的内部结构：
(1) 掌握脊髓灰、白质的配布形式及各部名称。了解脊髓中央管的位置。
(2) 掌握脊髓灰质的主要核团及其功能。了解脊髓灰质细胞构筑分层。
(3) 掌握脊髓主要的上行神经束(薄束、楔束、脊髓丘脑束)的位置、起止和功能。了解
髓小脑束的位置、起止和功能。掌握脊髓主要的下行神经束(皮质脊髓束)的位置、起止和功
能。了解红核脊髓束、前庭脊髓束、顶盖脊髓束、内侧纵束、网状脊髓束和脊髓固有束的位
置和功能。了解脊髓各代表切面的特征。
3. 了解脊髓的主要功能。
实验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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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脊髓和椎管
2. 胎儿脊髓和椎管
3. 游离脊髓
4. 脊髓连同前、后根和脊神经节
5. 脊髓各断面照片
(二) 脑
掌握脑的位置和端脑、间脑、中脑、脑桥、延髓的境界及脑干的定义。
1. 脑干
(1) 掌握脑干的外形(包括菱形窝)、第四脑室和脉络丛。
(2) 掌握脑干内部结构的主要特点(延髓的两个交叉、第四脑室的开敞和下橄榄核的出
现，脑桥划分为基底和被盖部，中脑出现顶盖和脚底等)。掌握脑干内的脑神经的位置和功
能。熟悉其它主要核团(薄束核、楔束核、下橄榄核、红核、黑质等)的位置与功能。掌握脑
干内主要神经束(脊髓丘脑束、内侧丘系、三叉丘系、外侧丘系和锥体束)的位置和功能。了
解脑干网状结构的位置和功能。熟悉脑干各代表切面特征。
2. 小脑
(1) 掌握小脑的位置、分部、分叶和小脑扁桃体的位置及其临床意义。
(2) 熟悉小脑内部结构(中央核)和小脑 3 对脚的组成及联系。
(3) 了解小脑的功能。
3. 间脑
(1) 掌握间脑的位置、分部和第三脑室。
(2) 掌握背侧丘脑、后丘脑的位置、分部和主要核群的纤维联系和功能。
(3) 掌握下丘脑的位置和主要核团。了解下丘脑的纤维联系和功能。
4. 端脑
(1) 掌握大脑半球的外形、分叶、主要沟裂和脑回。
(2) 掌握基底核的组成和位置，掌握纹状体的组成和功能。
(3) 了解大脑半球髓质的概况。掌握内囊的位置、分部和通过内囊各部的神经束排列位
置关系。熟悉内囊损伤后的主要表现。
(4) 掌握侧脑室的形态、位置、分部及脉络丛。
(5) 掌握大脑皮质的主要功能定位。了解大脑皮质的分区。掌握大脑皮质语言中枢的位
置和优势半球的概念。
(6) 了解边缘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实验教具：
1. 整脑
2. 脑正中矢切
3. 脑干
4. 第四脑室
5. 脑干核团模型
6. 脑干各断面照片
7. 小脑
8. 小脑水平切
9. 端脑水平切
10. 大脑半球
1l. 大脑冰冻剥离示髓质纤维束
12. 海马、齿状回和穹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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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背侧丘脑、尾状核和豆状核
14. 侧脑室
(三) 脑和脊髓的传导通路
1. 感觉传导通路
(1) 掌握躯干和四肢深部感觉传导通路(包括皮肤精细触觉)的组成，各级神经元胞体所
在部位及纤维束在中枢内位置、交叉位置以及向大脑皮质投射部位。了解躯干和四肢的深部
感觉向小脑的投射途径。
(2) 掌握躯干和四肢以及头面部的浅部感觉传导通路的组成、各级神经元胞体的位置和
纤维束在中枢内位置、交叉位置以及向大脑皮质投射部位。
(3) 掌握视觉传导通路的组成、交叉情况以及向大脑皮质投射部位。掌握瞳孔对光反射
途径。了解视觉传导通路不同部位损伤时的视野变化。
(4) 掌握听觉传导通路的组成以及向大脑皮质投射部位。
2. 运动传导通路：
(1) 掌握锥体系的组成、行径、交叉以及对各运动核的支配情况。熟悉面神经与舌下神
经核上瘫与核下瘫的不同表现。熟悉上、下运动神经元损伤后的不同表现。
(2) 熟悉锥体外系(新纹状体一苍白球系和皮质一脑桥一小脑系)的组成和功能。了解其
损伤后的主要表现。
实验教具：
1. 传导通路模型
2. 脑干各断面照片
(四) 脑脊膜、脑和脊髓血管及脑脊液循环
1. 掌握脊髓被膜的形态特征、蛛网膜下隙与硬膜外隙及其与麻醉的关系。
2. 掌握硬脑膜的组成特点、形成物及硬脑膜窦。熟悉海绵窦的位置、内容物及交通，
了解其临床意义。熟悉蛛网膜、蛛网膜下池、蛛网膜粒、软脑膜和脉络丛。
3. 熟悉颈内动脉、椎动脉和基底动脉的行径及其主要分支和分布范围，掌握大脑动脉
环的组成、位置和功能意义。了解脑的浅、深静脉回流概况。了解脊髓的血液供应。
4. 掌握脑室系统及脑脊液的产生和循环途径。
实验教具：
1. 脊髓的三层被膜
2. 硬脑膜的隔幕和硬脑膜窦
3. 脑动脉

四、感觉器官
了解感受器与感觉器官的关系。了解感受器的分类。
(一) 视器
1. 眼球 熟悉眼球的构造。掌握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和视网膜视部的
形态、结构和功能。掌握晶状体和玻璃体的形态、结构、位置和功能。掌握屈光系统和房水
循环。
2. 眼球的辅助装置 了解眼球辅助装置的组成和功能。了解眼睑的形态、构造及其临
床意义。掌握结膜的分部和形态结构。掌握泪腺和泪道的形态、位置和开口。掌握运动眼球
和眼睑的肌肉的名称和位置。了解它们的作用。了解眶脂体、眼球筋膜和巩膜外腔。了解眼
的血管(眼动脉和眼上、下静脉)。
实验教具：
1. 眼球
2. 牛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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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泪器
4. 眼球外肌
5. 眼眶
(二) 前庭蜗器(位听器)
熟悉前庭蜗器的组成和各部的作用。
1. 外耳 了解外耳的组成。掌握外耳道的形态、分部、位置和幼儿外耳道的特点。掌
握鼓膜的形态、分部和位置。
2. 中耳 熟悉中耳的组成。掌握鼓室的形态(六个壁上的主要结构及其临床意义)、位置
和交通。了解听小骨的名称、连结，位置和作用。了解鼓膜张肌和镫骨肌的作用。掌握咽鼓
管的形态特征、位置、开口、作用和幼儿咽鼓管的特点。掌握乳突窦的位置。
3. 内耳 熟悉内耳的分部和位置。掌握骨迷路(前庭、骨半规管和耳蜗)的形态与膜迷路
的组成。熟悉椭圆囊、球囊、膜半规管和蜗管的位置和功能，了解声波的传导途径。了解内
耳道及其通过的内容。
实验教具：
1. 颞骨(完整、锯开)
2. 颞骨模型
3. 听小骨
4. 小儿咽鼓管水平切
5. 耳模型
6. 内耳迷路模型

组胚部分
一、神经系统
掌握：
1. 脊髓灰质的结构；
2. 大脑皮质的分层和几种主要的神经元；
3. 小脑皮质的分层和几种主要的神经元；
4. 脑脊膜的结构，血脑屏障的组成和意义。
熟悉：
1. 脊髓的形态发生；
2. 脑泡的发生；
3. 脉络丛与脑脊液；
4. 脑脊神经节和植物神经节的结构。
了解：
1. 大脑皮质的发生；
2. 小脑皮质的发生；
3. 几种先天畸形；
4. 大脑皮质的神经通路与回路；
5. 小脑皮质的神经通路。

二、感觉器官
(一) 眼
掌握：
1. 视网膜结构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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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角膜和晶状体的结构特点和功能；
3. 睫状体结构和功能；
4. 房水形成与引流。
熟悉：
1. 结膜与眼睑的结构；
2. 视觉传导。
了解：
1. 眼的发生；
2. 泪腺。
(二) 耳
掌握：
1. 骨迷路和膜迷路的关系及分部；
2. 位觉斑和壶腹嵴的结构与功能；
3. 耳蜗和蜗管结构；
4. 螺旋器的结构与功能。
熟悉：
1. 中耳的发生和结构。
了解：
1. 外耳的发生和结构；
2. 内耳的发生；
3. 耳的先天畸形。
(三) 皮肤
掌握：
1. 表皮的分层和角质形成细胞的分化；
2. 黑素细胞和朗格汉斯细胞来源、分布、结构和功能特点；
3. 真皮，毛，皮脂腺，汗腺的结构和功能特点。
熟悉：
1. 甲的结构和功能；
2. 皮肤的血管和神经。
了解：
1. 皮肤及其附属器的发生；
2. 梅克尔细胞；
3. 皮肤的增龄变化，皮肤的再生。

生理部分
一、神经系统
(一) 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的功能
1. 掌握神经纤维传导兴奋的特征，神经纤维的轴浆运输。
2. 了解神经元的基本结构与功能，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和分类，神经的营养性作用。
3. 了解神经营养因子。
4. 了解神经胶质细胞特征和功能。
(二) 神经元之间的功能联系
1. 掌握经典的突触传递，包括突触的微细结构，突触传递的过程，兴奋性突触后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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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抑制性突触后电位，动作电位在突触后神经元的产生，突触后抑制(传入侧支性抑制和回
返性抑制)，突触前抑制，突触前易化，突触传递的特征。
2. 了解突触的分类，突触的可塑性。
3. 掌握非突触性化学传递，了解电突触传递。
(三) 神经递质和受体
1. 掌握递质和受体的基本概念，周围神经系统中的乙酰胆碱及其受体，去甲肾上腺素
及其受体。
2. 熟悉递质的共存，受体的亚型，突触前受体，受体的调节。
3. 了解递质的鉴定，调质的概念，递质和调质的分类，递质的代谢，受体的分类。
4. 了解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中的其他递质和受体系统。
(四) 反射
1. 熟悉条件反射与非条件反射，反射弧的组成及反射的基本过程。
2. 熟悉中枢神经元的联系方式，包括辐散和聚合式联系，链锁状和环状联系。
3. 熟悉反射活动的反馈调节。
(五) 神经系统的感觉分析功能
1. 熟悉脊髓与脑干的感觉传导通路，以及丘脑的特异感觉接替核、联络核和非特异投
射核。
2. 掌握感觉的特异投射系统与非特异投射系统，脑干网状结构上行激动系统。
3. 掌握大脑皮层第一、第二体表感觉代表区的部位和功能特征。
4. 了解本体感觉代表区，内脏感觉代表区，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代表区，感觉皮
层的可塑性。
5. 了解触-压觉、肌肉本体感觉、温度觉和痛觉的中枢分析功能
6. 掌握内脏痛的特点，牵涉痛的概念和产生机制。
(六) 神经系统对姿势和运动的调节
1. 掌握脊髓运动神经元和运动单位，牵张反射，包括腱反射和肌紧张。
2. 了解随意运动的产生和协调机制。
3. 掌握大脑皮层主要运动区的部位和功能特征，了解其他运动区，熟悉运动传导通路。
4. 熟悉脊髓的调节功能和脊休克现象，了解脊髓对姿势的调节。
5. 掌握脑干对肌紧张和姿势的调节和网状结构的抑制区和易化区。熟悉去大脑僵直和
去皮层僵直，了解状态反射和翻正反射。
6. 熟悉基底神经节对躯体运动的调节功能，以及震颤麻痹和舞蹈病的主要表现和中枢
递质改变。
7. 熟悉前庭小脑、脊髓小脑和皮层小脑的运动调节功能。
(七) 神经系统对内脏活动的调节
1 熟悉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结构特征，掌握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功能及其功能特
征。
2. 熟悉脊髓、低位脑干对内脏活动的调节。
3. 掌握下丘脑对内脏活动的调节，包括体温调节，水平衡调节，对腺垂体激素分泌的
调节，对生物节律的控制，其他调节作用(见神经系统对本能行为和情绪的调节)。
4. 了解边缘系统和新皮层对内脏活动的调节。
(八) 神经系统对本能行为和情绪的调节
1. 了解本能行为和情绪的定义。
2. 掌握摄食行为调节，情绪的调节，包括恐惧和发怒、防御反应和防御反应区、愉快
和痛苦、奖赏系统和惩罚系统，以及激发行为的动机。了解性行为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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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觉醒、睡眠与脑的电活动
1. 了解自发脑电活动和皮层诱发电位。
2. 了解觉醒状态的维持，掌握睡眠的时相，包括慢波睡眠和异相睡眠，了解睡眠发生
的机制。
(十) 脑的高级功能
1. 了解学习和记忆的形式，熟悉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式条件反射。了解人类条件反射
和两种信号系统学说，人类的记忆过程，遗忘和记忆障碍，学习和记忆的机制。
2. 熟悉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和一侧优势，大脑皮层的其他认知功能，两侧大脑皮层功
能的相关。

二、感觉器官
(一) 感觉器官和感受器及其一般生理特性
1. 了解感觉器官和感受器的定义和分类。
2. 掌握感受器的一般特性，包括感受器的适宜刺激、换能作用(感受器电位和启动电位)
和适应现象。了解感受器的编码作用。
(二) 眼的视觉功能
1. 掌握简化眼、眼的调节(晶状体变凸、瞳孔缩小和双眼球会聚)和瞳孔对光反射，熟悉
眼的折光能力异常(近视、远视、散光)和调节能力异常(老视)。
2. 了解视网膜的结构，掌握视网膜的两种感光换能系统：视杆系统和视锥系统，了解
视紫红质的光化学反应，视杆细胞外段的超微结构和感受器电位的产生，三原色学说和色觉。
3. 掌握视敏度和暗适应，熟悉明适应、视野、双眼视觉和立体视觉。
(三) 耳的听觉功能
1. 了解人耳的听阈和听域。外耳和中耳的传音作用：耳廓和外耳道的集音作用和共鸣
腔作用，鼓膜和中耳听骨链的增音效应，听小肌(鼓膜张肌和镫骨肌)及咽鼓管的功能。
2. 熟悉耳蜗的结构要点，掌握耳蜗的感音换能作用，基底膜的振动和行波理论，熟悉
耳蜗内电位，掌握微音器电位，了解听神经动作电位。
(四) 内耳的平衡感觉功能
1. 熟悉前庭器官的感受装置和适宜刺激和前庭反应。
2. 掌握眼震颤。
(五) 嗅觉、味觉和皮肤感受器的功能
1. 了解嗅觉和味觉感受器和嗅觉、味觉的一般性质。
2. 了解皮肤感觉感受器的功能，包括触-压觉，温度觉，痛觉。

第二章

内分泌系统

解剖部分
了解内分泌腺的结构特点、分类和功能概况。
掌握甲状腺、甲状旁腺、肾上腺、垂体和松果体的形态和位置，并了解其功能。
实验教具：
1. 颅正中矢状切示垂体标本
2. 甲状腺及甲状旁腺模型
3. 肾上腺标本
4. 脑干模型示松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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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胚部分
掌握：
1. 内分泌腺的结构特征；
2. 垂体的分部，腺垂体远侧部的细胞及其所分泌的激素和激素的作用，垂体门脉系统，
下丘脑与腺垂体的功能关系，神经部的结构及其与下丘脑的关系；
3. 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的结构及甲状腺素的形成过程，滤泡旁细胞的结构特征和功能；
4. 甲状旁腺主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5. 肾上腺皮质和髓质的结构特征和功能。
熟悉：
1. 垂体的发生；
2. 松果体的结构与功能；
3. 甲状腺的发生，甲状旁腺的发生；
4. 肾上腺的发生，肾上腺的血管分布及与皮、髓质的功能关系；
5. 弥散神经内分泌系统的概念和组成。
了解：
1. 各种内分泌腺的先天畸形；
2. 甲状腺激素、降钙素、甲状旁腺激素、肾上腺皮质激素和肾上腺髓质激素等的生理
病理意义。

生理部分
(一) 概述
1. 掌握激素的概念和作用方式。
2. 了解激素按化学性质进行的分类：含氮激素，类固醇激素。
3. 了解激素作用的一般特性，包括信息传递作用，相对特异性，高效能生物放大作用，
相互作用。了解协同作用和拮抗作用，掌握允许作用。
4. 了解激素受体的分类和调节，含氮激素作用机制的第二信使学说，类固醇激素作用
机制的基因表达学说。
(二) 下丘脑和垂体的内分泌
1. 掌握下丘脑释放的九种下丘脑调节肽。
2. 了解调节下丘脑肽能神经元活动的递质。
3. 掌握腺垂体的七种激素，生长素的生理作用及其分泌调节。
4. 了解催乳素、促黑激素、血管升压素和催产素的的生物学作用。
(三) 甲状腺的内分泌
1. 掌握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与代谢。
2. 掌握甲状腺激素的生理作用。
3. 掌握甲状腺功能的调节。
(四) 甲状旁腺与调节钙、磷代谢的激素
1. 熟悉甲状旁腺激素的生理作用及其分泌调节。
2. 熟悉降钙素的生理作用及其分泌调节。
3. 熟悉 1,25-二羟维生素 D3 的生理作用及其生成调节。
(五) 肾上腺的内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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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熟悉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类及其产生部位。
2. 掌握糖皮质激素的生理作用及其分泌调节。
3. 熟悉盐皮质激素的生理作用及其分泌调节。
4. 熟悉肾上腺髓质激素的生理作用及其分泌调节。
5. 掌握应激和应急反应的概念。
(六) 胰岛的内分泌
1. 掌握胰岛素的生理作用及其分泌调节。
2. 熟悉胰高血糖素的生理作用及其分泌调节。
(七) 松果体的激素与前列腺素
1. 了解松果体激素褪黑素和肽类激素的生理作用
2. 了解前列腺素的种类和生理作用。
(八) 生殖内分泌
1. 熟悉睾酮的生理作用和睾丸功能的调节。
2. 熟悉雌激素和孕激素的生理作用。
3. 掌握卵巢周期性活动的调节。
4. 熟悉胎盘分泌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人绒毛膜生长素、孕激素和雌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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