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学分 学时 课程简介

1 儿童少年卫生学 贾丽红 3 50

儿童少年卫生学，简称儿少卫生学，是保护和促进儿童少年身心健康的科学，是预防医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本学科是研究处在生长发育时期的儿童少年身心健康与外部环境及遗传的相
互关系，发挥身心发育潜力，改善外界环境条件，减少和控制消极因素，提出相应的卫生要
求和适宜的卫生措施，以达到预防疾病、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健康发育,为成年期的生命保护
和晚年的生命质量奠定良好的基础,从而达到提高生命质量的目的。其研究对象是从出生后的
婴儿直到发育成熟的青年,年龄范围为0～25岁。但主要以中小学生为重点,也包括学龄前儿童
和大学生。

2 毒理学基础 逯晓波 3 54

卫生毒理学是预防医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预防医学生必须学习的专业基础
课程之一。通过《卫生毒理学基础》课程的学习，初步掌握卫生毒理学的基本概念、理论与
方法，为预防医学的其它专业课程中有关毒理学内容的学习和运用打下基础。同时，《毒理
学基础》具有以下特征：①坚持“三基”、“五性”和“三定”的基本原则，力求符合高素
质、创新性、应用型预防医学人才的培养目标。②基于毒理学既是基础学科又是应用学科的
双重属性，力求更新理念，反映趋势，调整思路，体现策略，强调应用。③注重以描述毒理
学-机制毒理学-管理毒理学为主线贯穿全书，力求构建概念统一、重点突出、深浅适宜、结
构合理的知识体系。

3 卫生统计学 钱聪 4 80

卫生统计学是研究居民健康状况及卫生服务领域中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的一门学科，是
认识医学现象数量特征的重要工具，是发现隐藏在各种偶然事件中的必然规律性的有利武
器，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手段。卫生统计学的研究内容都必须建立在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的基础上。学生必须首先掌握它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才能透彻理解和应用卫生统计学的基本
内容，解决各自专业领域中的实际问题。公共卫生医师必须经常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了
解人群的健康状况，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评价、总结各种预防措施
的效果，并且根据工作的需要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为此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学好卫生
统计学。

预防医学专业



4 流行病学 周宝森 6 120

流行病学在现代医学和预防医学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显重要。流行病学不仅是预防医学的
一门基本课程，而且也是现代医学的一门基础学科。坚持总论为主，各论为辅；坚持“三基
”内容的同时，适当地介绍现代流行病学的最新概念与成果；总论部分除突出流行病学研究
思路和方法外，适当增加分子流行病学、遗传流行病学等；各论仍按疾病系统与典型疾病相
结合的形式写作，但代表性疾病一定是我国目前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5 社会医学 王烈 2 36

社会医学是研究社会因素与健康及疾病之间相互联系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它研究社会因
素，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行为生活方式以及卫生服务等众
多因素与个体及群体健康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针对不同的社会卫生状况，制订相应的社会
卫生措施，保护和增进人群的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与环境质量，充分发挥健康的社会功
能，提高人群的健康水平。社会医学的教学目的是让医学生了解影响健康的主要社会因素，
以及它们与的健康关系；理解社会发展与人群疾病谱、死因谱转变的关系；掌握社会医学研
究方法，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生命质量评价，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社会病和慢性病的防治策
略与措施，社会卫生状况和卫生策略有关概念和内容。

6 健康教育学 王烈 1 24

健康教育学是医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所产生的交叉学科，它力图在医学，尤其是在预防医学
领域应用行为科学的方法和成就，研究人类行为和健康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规律，探索有效
、可行、经济的干预策略及措施。本课程通过对健康教育基本理论、方法的讲授，结合相应
的教学实践，使得学生掌握健康教育学的基本结构，关键术语以及应用方法。教学要讲授与
实践相结合，通过教学实践与课堂讨论深化对基本理论的认识，并结合科研适当介绍本学科
国内外的发展动态与学术前沿。

7 卫生事业管理学 席淑华 1 24

卫生事业管理学是研究卫生事业发展规律和宏观卫生发展规划，寻求最佳卫生服务，科学合
理地配置和使用卫生资源，最大限度满足人们对医疗预防保健需求的一门学科。其主要任务
是研究卫生事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卫生政策；研究与正确的政策
相适应的组织管理和工作方法。本课程重点介绍卫生事业管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以及卫生人力资源管理、卫生信息管理、医疗服务管理、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基层卫生
服务体系、卫生应急管理等我国卫生事业管理的重点工作。使学生能够掌握卫生事业管理学
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卫生改革和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卫生事业管理的基本工作方法、以及
在卫生事业管理中的应用，具备分析和解决卫生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



8 卫生法律制度与监督学 翟玲玲 2.5 48

卫生法律制度与监督学是研究卫生监督制度和卫生监督实践，是适应法律制度与卫生监督工
作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一部学科交叉产物。卫生法律制度与监督学是预防医学专业必修课程
之一。其任务是通过教学，将行政学、管理学、法学、监督学等社会科学与公共卫生学、医
学等自然科学的内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学生掌握卫生监督学的基本理论、监督程序、具
体监督事项等内容，为毕业后从事卫生监督管理工作打下基础。

9 统计学软件应用 丁海龙 3 50

教学中侧重案例式教学，通过案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通过计算机案例分析教
学，掌握SPSS统计软件包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操作和基本方法，培养学生的统计逻
辑思维方法和统计分析问题的能力，着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分析、自学能力和自我
解决问题能力及医学科研能力。主要内容包括数据管理、统计描述（计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分类资料的统计描述、统计图表）、统计推断（t检验、方差分析、χ2检验、秩和检验等）
、直线相关与回归、多元统计分析等。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学分 学时 课程简介

10 药物化学 孟繁浩 4.5 84

药物化学是建立在化学和生物学基础上，对药物结构和活性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研究内容
涉及药物的化学结构和活性间的关系（构效关系）；药物化学结构与物理化学性质的关系；
阐明药物与受体的相互作用；鉴定药物在体内吸收、转运、分布的情况及代谢产物；通过药
物分子设计或对先导化合物的化学修饰获得新化学实体创制新药。

11 药剂学 孟胜男 5 88

药剂学是研究药物剂型及制剂的理论、生产制备技术和质量控制的综合性应用技术学科，是
药学、临床药学、药物制剂等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获得药物剂型及
制剂的基本理论、制备技术、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为药物制剂的研发、
生产和临床应用奠定理论基础。

12 中医药学概论 张东方 2 40

中药学，是将中医药学中的基础理论加以整合，通过概括性论述，突出其精要，是高等教育
药学专业的重要基础课。本课程讲授40学时。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本课程中
有关中药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及常见中药，包括总论、各论（解表药、清热药、泻下药
、祛风湿药、化湿药等）。

面向临床药学专业



13 药理学 魏敏杰 3 64

药理学是研究药物与机体（含病原体）相互作用及作用规律的学科，它既研究药物对机体的
作用及作用机制，也研究药物在机体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及规律。药理学以基础医学中的
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等为基础，为防
治疾病、合理用药提供基本理论知识和科学的思维方法。药理学是医学专业和药学专业的基
础课程，是药学、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间的桥梁。其目的是通过药理学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训
练，使学生掌握各类药物的药理学作用、作用机制、临床应用、不良反应及药物间的相互作
用，其任务是指导临床合理用药、为防治疾病提供理论依据，为从事药学研究及新药研制与
开发打下必要的药理学基础。

14 临床药理学 高明奇 2 36

临床药理学是以人体为对象，研究药物与机体的相互作用，是指导临床合理用药的学科。临
床药理学涉及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学的研究领域，是一门广泛交叉的综合性学科。本课
程注重介绍临床药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和基本药物治疗原则，以便更好的掌握临床用
药原则，可以举一反三用好每一种治疗药物。

15 药物治疗学 菅凌燕 4.5 80

临床药理与药物治疗学是一门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即研究药物与人体之间相互作
用规律，主要阐明药物的药动学、药效学、不良反应及药物相互作用的性质和机制，为临床
制定合理给药方案；、安全用药提供依据。临床药理学以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为基础，涉及
到医学和药学的研究领域，是一门具有广泛学科交叉特点的桥梁学科。适当介绍基础药理学
内容的基础上，重点详尽阐述临床药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各系统药物的合理应用问
题。

16 药物毒理学 郝丽英 2 32

药物毒理学是研究药物与机体之间有害交互作用及规律的学科。本课程主要讲授药物的毒性
作用，与药理学课程相辅相成，体现药物作用的双重性，强调药物是把双刃剑。同时讲授药
物作为特殊商品的安全性评价规范，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在药物治疗的同时避免或减少对机
体的有害作用。

17 波谱解析 刘涛 1 24

波谱解析是应用紫外、红外、核磁共振波谱和质谱等现代物理手段研究有机化合物化学结构
的一门学科，是现代有机化合物结构测定最主要的手段。随着药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
飞速发展，波谱解析已渗透到与之相关的各个领域，是药学、化学、生物学等专业的工作者
必须掌握和了解的一门学科。

18 药物分析 冯雪松 4 68

药物分析是运用化学的、物理学的、生物学的以及微生物学的方法和技术来研究化学结构已
经明确的合成药物或天然药物及其制剂质量的一门学科。包括药物成品的化学检验，药物生
产过程的质量控制，药物贮存过程的质量考察，临床药物分析，体内药物分析等等，涉及药
物制控、新药研制、临床药学、毒理分析、兴奋剂检测和中草药检验等。通过药物分析课程
的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培养学生掌握药品质量标准的主要内容以及熟悉药物分析所需要的
各种方法的基本原理及应用。总计120学时，理论72学时，实验48学时。

19 药用植物与生药学 张东方 3.5 64

生药学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天然药物的基源鉴定、化学成分、药理作用、质量评价等问题
进行研究的科学，是药学院本科生必修课。生药学课程共128学时，其中理论课72学时、实验
课48学时、野外见习8学时，内容包括药用植物学基础、生药的鉴定方法和操作技术、生药的
质量控制以及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等。通过本课程教学，旨在使学生能够准确识别鉴定生药
、掌握生药质量评价标准、以及重要生药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为生药的生产开发及临床
应用奠定专业基础。



20 生物制药 房月 6 116

现代生物技术是一项与医药产业结合密切的高技术，生物技术制药是其应用的一个重要方
面，是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一门新兴学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现代生物技
术制药的基本知识，掌握常规生物制药的基本技术路线和工艺过程；使学生把学过的生物化
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等现代生物技术和基本理论与动、植
物资源的利用相结合，使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相结合；使学生能够在生物资源利用和药物研
制与开发方面有一个较全面的知识背景和技术技能。

21 天然药物化学 刘涛 4 68

天然药物是药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创新药物的重要源泉。天然药物化学则是一门运用现
代科学技术和方法研究天然药物中的二次代谢产物、寻找防病治病的活性物质或有效成分的
学科，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天然药物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及结构鉴定，主要类型化合物
的生物合成途径，阐明有效成分的构效关系，以便利用先导化合物进行结构修饰与改造，合
成或半合成高效、低毒、安全的新的衍生物。

22 临床药代动力学 刘明妍 3 48

临床药物动力学是应用动力学原理与数学模型，定量地描述药物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过
程随时间变化动态规律的一门学科。该学科通过血药浓度数据，药物动力学原则和药效学标
准，用于预测血药浓度水平，制定新药最佳给药方案，指导合理用药，评价生物等效性，治
疗药物监测，药物相互作用研究，促进新型药物及制剂的研发等。通过本课程的教学，着重
学习药物动力学指导下的药物临床应用及临床用药过程中需进行治疗药物监测原则及方案设
计，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严谨的科学作风。为从事
药学、临床药学工作，药物的合理应用、安全应用，新药的临床评价奠定良好的基础。

23 药品市场营销 郝丽英 1 24

药品市场营销学是建立在经济学、管理学和医药专业知识基础上的一门应用学科，通过介绍
市场营销学相关概念、原理，并将理论分析与我国药品市场营销实践相结合，着重分析了药
品市场营销的特殊性，并对其领域的实践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和创新。本门课程主要着力于探
讨医药企业如何通过营销活动满足市场需求，并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共分为三部分内容：第
一部分为医药市场分析，主要是对药品市场营销环境、医药消费者购买行为、医药组织市场
与产业购买行为、药品市场调研、医药市场营销战略及药品市场细分与市场定位等进行分
析；第二部分为医药营销策略探讨，主要是按照4P理论框架论述，包括药品定价、药品产品
、药品分销和药品促销四方面策略；第三部分对几种新型的营销模式进行研究，即绿色营销
、网络营销等，并将其与我国医药营销实践相结合，探讨新型营销模式在医药行业的应用和
创新。

24 专业英语 肖庆桓 1 24

专业英语是一门针对临床药学专业本科学生的英语课程，意在为学生国际化药学交流和行业
合作奠定英语基础。这门课程借鉴了美国临床药学课程的设置，充分结合了临床药学实践与
研究的需要，重点对学生进行临床药学多方面的英语培养及素质培养，以提升学生的阅读能
力、沟通能力和写作能力，循序渐进的介绍医药术语与发展概况、药品说明书与用药安全性
、药物治疗学与药历格式、研究论文类与壁报、药师-患者之间的沟通与学术会议期间的英文

交流等。这门课程主要在第三学年下学期开设。目前使用教材为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临
床药学英语》第二版。



25 微生物制药 房月 3 56

微生物产生的具有药理活性的代谢产物（统称为微生物药物），已经成为新药发现的重要“
源泉”，除了包括具有抗感染、抗肿瘤的抗生素药物外，微生物药物还包括各种特异性的酶
抑制剂、免疫调节剂、受体拮抗剂和抗氧化剂等，已经广泛用于药物研发以及临床实践中，
未来会在医疗领域发挥重大作用。本课程将向各药学专业学生详细讲述微生物药物研究、开
发、生产的技术，介绍药物产生菌的分离、筛选，菌种改良、保藏，到微生物药物的筛选、
生物合成、发酵工艺等各个环节，强调微生物技术与药物的结合，既注重传授基础的知识，
又培养学生了解新兴的技术，提高学生对开发新药的创新意识。

26 药物经济学 菅凌燕 1 20

药物经济学内容研究广泛，药物经济学评价是其最为基础和基本的研究内容，也是国内外药
物经济学研究与应用最为广泛的内容，更是药物经济学研究范畴中与临床药学关系最为密切
的内容。本课程以成本-收益的识别、计量和比较为主线，深入浅出地讲解药物经济学评价的
基本概念和方法，不同类型干预方案的经济评价与选优方法、成本和收益数据的获取与分析
方法等。本课程是在反应学科的新发展，博采国内外众多相关资料之长基础上，突出临床药
学专业特点与需要设立的。

27 药学概论 魏敏杰 1.5 28

药学概论是概要的介绍药学各学科的历史沿革、学科范畴、基本概念、研究领域、研究方法
、主要成就，以及药学领域未来发展前沿的一门课程，主要内容包括药理学、药物化学、药
物分析学、药剂学、中药与天然药物、生物制药和药事管理学等药学各分支学科的基本应用
领域及其学科关联。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药学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畴。了解药学领域的
基本概况，对所属各学科的地位、研究内容及其未来的发展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开阔眼界，
明确专业方向，为深入进行本专业的学习奠定基础。 

28 生物药剂学 孟胜男 1.5 28

生物药剂学主要研究药物及其剂型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与排泄过程，阐明药物的剂型
因素和人体生物因素与药效的关系的一门科学。为正确评价 药物制剂质量、设计合理的剂型
和制备工艺以及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提供科学依据，以确保用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它对指导
给药方案的设计，探讨人体生理及病理状态对药物体内过程的影响，疾病状态时的剂量调
整，剂量与药理效应间的相互关系及对药物相互作用的评价等有着重要的作用。

29 药学分子生物学 房月 4 76

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是从分子水平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从而阐明生命
现象本质的科学，其发展迅速并渗透到生命科学的各个领域。分子生物学与药学互相交叉融
合形成了药学分子生物学，在新药发现、药物设计、药物生产和药物作用机制的研究中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在基因工程药物、转基因动物制药、基因治疗、基因疫苗、抗体药
物和靶向给药的研究和开发均有应用。药学分子生物学是各药学专业非常重要的一门专业基
础课程，其主要内容包括1. 基因及基因组；2. DNA的复制、损伤与修复；3. 转录及其调
控；4. 翻译及其调控；5. 细胞信号转导基础；6. 常用分子生物学技术；7. 药物基因组
学；8. 药物转录组学；9. 药物蛋白质组学；10.药物代谢组学；11. 外源基因表达与基因工
程药物；12. 药物生物信息学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基
础理论和基本技术，熟悉分子生物学在实际运用中的关键问题和解决方法，了解目前分子生
物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为现代生物技术药物在我国的发展壮大培养技术人才。



30 药物服务与沟通技能 郝丽英 1.5 28

主要围绕药师在临床工作中需要掌握的各种专业与沟通技能展开阐述，包括针对门诊患者和
住院患者的不同服务技能需求，以及在工作中需要掌握的沟通技能以及沟通障碍的解析。《
药学服务与沟通技能》使学生能在在校期间了解沟通在患者药物治疗有效性和安全性中的作
用，初步掌握人文关怀的方式。本书和其他教材不同之处在于，其内容更偏重于如何应用药
理学、药剂学、药物治疗学等专业知识为患者提供药学服务，即教给学生“如何做”、“如
何说话”。《药学服务与沟通技能》注重体现“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五性”（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陛、适用性）和“三特定”（特定对象、特定
要求、特定限制）的原则，兼顾理论性与实践性，既适于临床药学专业本科生的教学使用，
也可以作为临床药学专业研究生、临床药师和其他临床医药工作者学习的参考用书。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老师 学分 学时 课程简介

31 基础护理学 吕岩等 7 120

基础护理学是护理学科的基础，是护理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课程之一，为临
床各专科护理提供必要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技能
的重要课程，在护理教育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有效掌握并灵活运用
护理学基础理论、知识与技术，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情感，在临床实践中履行护
理人员的角色和功能，为全面开展“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高质量整体护理服务打下坚实的
理论和实践基础，实现“促进健康、预防疾病、恢复健康和减轻痛苦”的护理目标。

32 护理教育学 李小寒等 2 36

本课程旨在讲授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其理论诠释护理教育领域的基
本问题，以及讲授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教学方法和技术，为学生今后从事护理教育或相关领
域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33 护理管理学 王艳梅等 2 32
本课程旨在通过讲授系统的管理理论知识和护理管理中面临的实际问题，结合管理案例，培
养学生的管理思维，为学生今后从事临床管理工作奠定理论和能力基础。

35 内科护理学 高丽红等 11 194

本课程旨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运用整体护理观作为主导思想，气
使学生能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获得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及其防治和护理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
和基础技能，具备一定的对内科病人实施整体护理的能力，以及对内科常见急症的配合抢救
能力。

36 外科护理学 郑瑾等 10 170

本课程旨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运用整体护理观作为主导思想，期
使学生能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获得外科常见病、多发病及其防治和护理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
和基础技能，具备一定的对外科病人实施整体护理的能力，以及对外科常见急症的配合抢救
能力。

37 急救护理学 李晓飞等 3 60

本课程旨在应用急诊和危重症护理理论、知识和技术，运用整体护理观为主导思想，树立以
病人为中心的理念，期使学生能够较为全面和熟练地掌握临床常见的急危重症疾病的急救理
论和急救专业技能，具备熟练的配合抢救能力，具备团队协作精神。

护理专业

34 口腔护理学 赵宏等 2 32
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学习，使学生能够深入了解口腔颌面部应用解剖生理及口腔科疾病的初
步诊断与治疗；通过实践学习，使学生能够初步了解四首操作的内涵及各种口腔材料的调拌
技术。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老师 学分 学时 课程简介

38 生物实验导论

李春艳
卢瑶

梁再赋
傅炜昕
等

2 38

如同其它生命科学学科，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的发展是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之上，实验仪器及
其相关实验技术对推动学科建设起到重要作用。根据生物学与生物技术专业欲达到的学生培
养目标，有必要在学生完成一年级课程后，进一步掌握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实验常用仪器的基
本原理及基本应用方法，以指导将要从事的科学实践。近年来，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的实验仪
器及技术发展甚快，特别是综合科学技术的渗透加之生命科学学科间技术的相互融合使得这
一领域的技术日新月异。本大纲力求突出基本、切合专业需求实际，安排理论课28学时，实

39 细胞生物学

高锦兰、
罗阳、李
丰、刘东
鑫，张

可，苗滋
伟

5 84

细胞生物学是主要基础学科，是从细胞的显微、亚显微和分子三个水平对细胞的各种生命活
动开展研究的学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细胞的形态结构及细胞生命活动规律，
了解细胞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生物学的科学思想，从而使学生能够从细胞的
角度去理解生命。主要内容包括绪论、细胞的分子基础与进化、细胞膜与物质转运、内膜系
统与蛋白运输、细胞核及基因表达调控、细胞骨架与细胞运动、细胞连接与细胞外基质、细
胞信号转导、细胞分裂与细胞周期、细胞分化、干细胞与再生、细胞的衰老与死亡、细胞分
子生物学技术和细胞工程。

40 神经生物学
刘丽波，
尚超

2 38

神经生物学作为神经科学的基础部分，有机地综合了神经解剖学、神经生理学、神经生物化
学、神经药理学和神经发育生物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从分子、细胞水平到系统和行为水
平系统地介绍了神经生物学的基本内容和最新进展，授课内容包括神经元和突触、神经系统
的发育、神经营养因子、神经肽、神经元的变性与再生、神经干细胞、、神经元跨膜信号的
传递、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视觉、痛觉、听觉、躯体运动的调节和脑的高级功能等内容。

41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庞希宁，
李晓航，
张涛，郝
一文，李
宏图，富
建华，王
哲，范秋
灵，齐国
先，王
竟，施

萍

2 38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是生物科学专业的一门专业课，该课程是主要基础学科，是从干细胞的显
微、亚显微和分子三个水平对细胞的各种生命活动开展研究的学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掌握干细胞的形态结构及细胞生命活动规律，了解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培养学生生物学
的科学思想，从而使学生能够从细胞的角度去理解生命。

42 实验动物学

时伟红，
张梅英，
刘佳，郭
晓冲

2 34

第一章 总论 一、实验动物的定义；二、实验动物科学研究的范围；三、实验动物等级（按
微生物控制划分）；四、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3R原则，AAALAC等；五、学术刊物对实验动
物和动物实验的要求；第二章 实验动物的遗传分类与应用；一、实验动物品种、品系概念；
二、遗传学分类；第三章 常用实验动物特性、选择应用、饲养管理；第四章 实验动物设
施，环境控制；第五章 实验动物营养与饲料的质量控制；第六章 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第七
章 动物实验

面向临床医学、医学影像、麻醉等本科各专业



43 基因检测技术
吕晶玉
副教授

3 56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基因重组、基因突变检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熟悉外源基
因表达调控的原理，了解该领域研究的新进展，并具备独立进行基因重组的实际工作能力。

44 神经精神疾病的神经生物学
王萍，刘
丽波，蔺
扬，尚超

2 30

本课程主要涉及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中一些常见临床疾病的神经生物学机制，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能够使学生初步了解神经系统疾病，并掌握其发生的可能机制。授课内容主要包括针对
神经系统疾病的基因治疗、脑变性疾病的分子机制、癫痫、脑缺血、多发性硬化、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脑病与艾滋病痴呆、犒赏与成瘾、酒依赖和酒中毒性精神障碍和精神障碍性疾病等
相关内容。

45 分子生殖生物学
张杰、武
迪迪

2 30
第一章 生殖生理的基础；第二章 染色体工程；第三章 细胞折合与重组；第四章 细胞培养

与单克隆抗体；第五章 胚胎移植和试管婴儿；第六章 转基因动物

46 发育与再生医学

陈誉华，
陈澄，李
波，尚德

淑

2 38
发育基本过程，神经系统发育，心血管系统发育，血液系统发育，生殖发育，呼吸泌尿发

育，骨发育

47 模式生物与技术

陈誉华，
陈澄，李
波，尚德

淑

3 56 小鼠发育模式，模式生物与技术在科研中应用

48 基因组生物学
罗阳、曹
丽华、刘

琦
2 38

本课程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基因组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以及研究基因组的基本思路
与技术手段。第1章至第5章主要介绍了基因组的结构，重点讲述了基因组遗传图与物理图绘
制的原理与方法，同时对基因组序列诠释的依据与方法进行了分析与探讨；第6章至第10章着
重介绍了基因组的功能，包括基因水平以及基因组水平的表达与调控；第11章至第14章讲述
了基因组的进化，内容涉及基因组进化的分子机制以及进化的模式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

49 生物信息学 钟连声 2 30

绪论
第一章 Internet 基础与生物医学文献检索

第二章 Internet网上生物信息学资源
第三章 序列对比和数据库搜索
第四章 多序列比较的实际应用

第五章 利用核酸序列的预测方法
第六章 利用蛋白质序列进行预测的方法

第七章 系统发育分析与分子进化
第八章 医学生物信息学应用导航
第九章 基因组序列信息分析
第十章 提交基因序列到数据库

第十一章 生物信息学与基因芯片



50 肿瘤细胞分子生物学

李丰、方
瑾、王桂
玲、刘芙
蓉、刘彤
、于敏

2 42

肿瘤细胞分子生物学是主要基础学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肿瘤发生和发展的特
性及其相关的分子机制，并学习细胞周期、血管生成、端粒、端粒酶、细胞凋亡及其与肿瘤
发生、生长的关系。授课内容包括绪论、肿瘤的起源和演进、细胞分化与肿瘤、肿瘤细胞的
特性和肿瘤的生长、肿瘤的侵袭与转移、细胞信号转导与肿瘤、肿瘤发生及致癌机制、肿瘤
基因及调控机制、细胞周期与肿瘤、血管生成与肿瘤、端粒、端粒酶与肿瘤、细胞凋亡与肿

瘤。

51 分子遗传学
李福才
教授

2 30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分子遗传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熟悉遗传病的诊断、预防
和治疗等的基本原则，了解该领域研究的新进展，并具备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能初步解决

一些实践中的遗传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