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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医学院 2020 年普通专升本考试 

《人体解剖生理学》考试大纲 

 

一、总纲 

安徽省普通高职（专科）层次升入本科教育招生考试（以下

简称专升本考试），是选拔性考试。皖南医学院根据考生成绩，

按照招生章程和计划，择优录取。考试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

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本大纲适用于报考皖南医学院（专升本）医学检验技术、预

防医学专业的所有考生，是专升本考试命题的规范性文件和标

准，是考试评价、复习备考的依据。大纲明确了专升本考试的性

质和功能，规定了考试内容与形式，对实施专升本考试内容改革、

规范专升本考试命题有重要意义。本大纲依据上级文件要求，根

据专业培养目标及课程标准并参考教材编制。 

专升本考试主要考察考生对学科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情

况，重点对高职（大专）阶段应知应会知识进行考查，以本科阶

段学习必备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考察重点，

突出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考察维度上兼顾基础性、综

合性、应用型和创新性等多原则。 

考试大纲的解释权归皖南医学院。 

二、学科考查内容纲要 

（一）考核目标与要求 

依据高职高专阶段《人体解剖生理学》课程标准及参考书

目要求，考查学生是否具备医学检验技术、预防医学专业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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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解剖学及生理学学科基础知识和基本实验操作技能。 

本大纲对内容的要求从高到低，分为“掌握”“熟悉”两个

层次。 

“掌握”的内容是重点内容，要求考生对所列知识点进行深

刻理解进而巩固记忆，为今后在临床实践过程中灵活运用打下坚

实的基础。 

“熟悉”的内容是重要内容，要求考生对所列知识内容有理

性的认识，能够解释、举例或变识，推断，并能利用所列的知识

解决简单问题。 

参考书目：《人体解剖生理学》第三版，唐晓伟等主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7 年 

（二）考试范围与要求 

绪论 

第一节 概述 

1.掌握:人体解剖与生理的研究内容及方法；人体各系统的

名称。 

2.熟悉:细胞、组织、器官、系统和内脏的概念；常用的解

剖学术语。 

第二节 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 

1.掌握: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刺激、兴奋、刺激阈值和兴

奋性的概念。 

2.熟悉:刺激与反应的关系。 

第三节 人体功能活动的稳态及其调节  

1.掌握:人体体液分布、内环境与内环境稳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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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人体内环境稳态的生理意义；人体功能活动的调节

方式；正反馈和负反馈的概念。 

第一章  细胞的结构与功能 

第一节 细胞的结构与增殖 

1.掌握:细胞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2.熟悉:各种细胞器的功能及细胞增殖周期。  

第二节 细胞的基本功能 

1.掌握:细胞的跨膜物质转运功能；细胞的生物电现象。 

2.熟悉:兴奋在同一细胞上的传导。 

第二章  人体基本组织 

第一节 上皮组织 

1.掌握:四大基本组织的分布和结构特点；上皮组织的种类。 

2.熟悉:各类上皮细胞的结构特点、主要分布和功能。 

第二节 结缔组织 

1.掌握:结缔组织的分类和疏松结缔组织内主要细胞的形态

和功能。 

2.熟悉:疏松结缔组织的组成和特点。 

第三节 肌组织 

1.掌握:骨骼肌的形态结构。 

2.熟悉:心肌和平滑肌的形态结构。 

第四节 神经组织及神经系统概述 

1.掌握: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的结构；神经系统的组成和

常用术语。 

2.熟悉:神经组织的组成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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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血液 

第一节 血液的组成与功能 

1.掌握:血液的组成及其主要功能、血浆晶体渗透压与胶体

渗透压的形成与生理意义；红细胞的正常值、生理特性和主要功

能。 

2.熟悉:血浆蛋白种类及正常值；血液的理化性质及功能；

红细胞生成的调节；白细胞和血小板的正常值及生理功能。  

第二节 血液凝固与纤维蛋白溶解 

1.掌握:血液凝固的概念及其基本过程。 

2.熟悉:凝血因子的概念及其种类，体内主要的抗凝物质种

类。 

第三节 血量与血型 

1.掌握:ABO 血型系统的分型原则和分型。 

2.熟悉:人体血量；交叉配血实验，Rh 血型系统的特点及输

血的原则。 

第四章  运动系统 

第一节 骨和骨连结 

1.掌握:运动系统的组成；骨的分类和构造；关节的基本结

构和辅助结构；躯干骨、四肢骨及其连结。 

2.熟悉:骨的化学成分和物理特性；全身骨的位置、名称；

颅的内面观、外面观和前面观；颅囟的概念。 

第二节 骨骼肌 

1.掌握:肌的分类与结构；膈肌的形态结构和功能。 

2.熟悉:头肌、颈肌、背肌、胸肌、腹肌、上肢肌和下肢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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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称及主要功能。 

第三节 骨骼肌的收缩 

1.掌握:神经-肌接头的结构及其兴奋传递过程。 

2.熟悉:骨骼肌的兴奋-收缩耦联，骨骼肌收缩的形式及影响

因素。 

第五章  脉管系统 

第一节 概述 

1.掌握:脉管系统的组成和主要功能；体循环、肺循环的途

径与机能。 

第二节 心脏 

1.掌握:心脏的位置、形态和心腔的结构；心脏传导系统的

组成、位置和功能；营养心的动脉；心包和心包腔；心动周期与

心率的概念；心脏的射（泵）血过程及其机制；心输出量概念及

影响心输出量的因素；心肌细胞的生物电现象。 

2.熟悉:心肌细胞的生理特性、心脏正常起搏点与窦性心律；

第一心音和第二心音形成的原因及出现的标志；正常心电图 P

波、QRS 波、T 波所代表的意义。 

第三节 血管及淋巴管 

1.掌握:主动脉的分部和主要分支；全身各大区的动脉主干；

淋巴系统的组成；动脉血压的概念及正常值；动脉血压的形成机

制；影响动脉血压的因素。 

2.熟悉:动脉、静脉、毛细血管的结构特点及分布规律；肺

循环的血管；上腔静脉系、下腔静脉系的组成；中心静脉压的概

念；微循环血流通路及其功能；组织液的生成与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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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心血管活动的调节 

1.掌握:颈动脉窦和主动脉弓压力感受性反射的过程及其意

义；肾上腺素与去甲肾上腺素对心血管的作用。 

2.熟悉:心脏和血管的神经支配，心血管中枢。 

第六章  呼吸系统 

第一节 呼吸系统的组成及结构 

1.掌握:呼吸系统的组成和功能；鼻旁窦的位置和开口；喉

的构成和喉腔的分部；气管的位置、形态、左右主支气管的形态

特点；肺的位置和形态。 

2.熟悉:呼吸道的结构特点；肺的组织结构；胸膜和胸膜腔

的概念；纵隔的概念。 

第二节 呼吸的过程 

1.掌握:呼吸过程的三个环节；肺通气的动力、阻力；胸膜

腔负压的形成原理及生理作用；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的作用及其意

义；肺活量的概念；肺通气量和肺泡通气量的概念；氧气和二氧

化碳在血液中的运输形式；气体的交换过程（肺换气和组织换

气）。 

2.熟悉:肺通气和肺换气的原理；氧解离曲线的概念及其生

理意义；影响肺换气的因素。 

第三节  呼吸运动的调节 

1.掌握:CO2、O2和 H+对呼吸运动的调节。 

2.熟悉:肺牵张反射的概念及其反射过程。 

第七章  消化系统 

第一节 消化系统的组成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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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消化系统的组成和主要功能；消化管的组成和分部；

口腔器官的结构；食管的三个生理性狭窄的位置及意义；胃的位

置、形态和分部；阑尾根部的体表投影；三大唾液腺的名称、位

置及导管开口；肝的位置和形态；胆囊和肝外胆道的分部和胆汁

的排泄途径。 

2.熟悉:消化器官的组织结构特点；咽的位置、分部；十二

指肠的形态结构及分部；肝的微细结构；胰的形态和分部。 

第二节 消化与吸收 

1.掌握:消化和吸收的过程和机制；消化的方式；小肠对三

大营养物质和水的吸收过程和机制。 

2.熟悉:消化道平滑肌的生理特性。 

第三节 消化器官活动的调节 

1.熟悉消化系统神经调节的特点。 

第四节 腹膜   

1.掌握:腹膜腔的概念。 

2.熟悉:腹膜与内脏器官的关系；大网膜、小网膜和腹膜陷

凹。 

第八章  泌尿系统 

第一节 泌尿系统的组成与结构 

1.掌握:泌尿系统的组成和主要功能；肾的位置、形态、被

膜和剖面结构；肾区的位置及临床意义；输尿管的三处狭窄；膀

胱的形态；膀胱三角。 

2.熟悉:肾的微细结构；输尿管的分部；膀胱的位置。 

第二节 尿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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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尿生成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2.熟悉:机体对尿生成过程的调节。 

第三节 尿液及其排放 

1.掌握:尿液的理化特性。 

2.熟悉:排尿反射。 

第九章  生殖系统 

第一节 男性生殖系统 

1.掌握:男性生殖系统的组成和功能；男性尿道的分部及三

个狭窄的位置。睾丸、卵巢的内分泌功能；月经周期的激素调节。 

2.熟悉:睾丸的位置和结构；前列腺的位置和分部。 

第二节 女性生殖系统 

1.掌握:女性生殖系统的组成；输卵管的分部；子宫的位置、

形态及固定装置。 

2.熟悉:卵巢的位置。  

第三节 妊娠与分娩 

1.熟悉:妊娠的过程。 

第十章  神经系统  

第一节 神经系统的结构 

1.掌握:脊髓的位置、外形；脑的分部；脑干的组成；间脑

的位置和分部；小脑的位置、外形；端脑的外形和内部结构；脊

神经的数量；颈丛、臂丛、腰丛、骶丛的组成和主要分支名称；

十二对脑神经的名称和性质；脑脊液的循环途径。 

2.熟悉:脑、脊髓的被膜、脑室；内脏神经的概念，交感神

经和副交感神经的组成和分布概况；内脏运动神经与躯体运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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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区别。 

第二节 神经系统活动的一般规律 

1.掌握:突触生理及神经递质与受体。 

2.熟悉:反射中枢兴奋传播的特征；中枢抑制。 

第三节 神经系统的感觉功能 

1.掌握:特异性投射系统和非特异性投射系统的特点与功

能。 

2.熟悉:感觉传导通路、大脑皮质的感觉分析功能；内脏痛

的特征；牵涉痛的概念及临床意义。 

第四节 神经系统对躯体运动的调节 

1.掌握:神经系统对躯体运动的调节。 

2.熟悉:牵张反射、脊休克、去大脑僵直。 

第五节 神经系统对内脏活动的调节 

1.掌握:自主神经系统的主要功能及生理意义。 

2.熟悉:下丘脑对内脏活动的调节。 

第六节 脑的高级功能 

1.熟悉:条件反射的形成和意义；脑的高级功能和脑电图。 

第十一章  内分泌系统 

第一节 概述 

1.掌握:激素的概念；激素作用的一般特征。 

2.熟悉:内分泌系统的组成，激素的分类及作用机制。 

第二节 下丘脑与垂体 

1.掌握:生长激素的主要生理功能。 

2.熟悉:垂体的结构及下丘脑与垂体的联系；促激素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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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及分泌调节。 

第三节 甲状腺 

1.掌握:甲状腺激素的主要生理功能。 

2.熟悉:甲状腺的结构；甲状腺激素分泌的调节。 

第四节 甲状旁腺 

1.熟悉:甲状旁腺激素分泌的调节；甲状旁腺素、降钙素的

主要生理作用。 

第五节 肾上腺 

1.掌握:肾上腺皮质激素的生理功能。 

2.熟悉:糖皮质激素分泌的调节；肾上腺髓质激素的生理作

用。 

第六节 胰岛 

1.掌握:胰岛素的生理功能。 

2.熟悉:胰岛素分泌的调节；胰高糖素的主要生理作用。 

第十二章  能量代谢和体温 

第一节 能量代谢 

1.熟悉:基础代谢和基础代谢率的概念；影响能量代谢的因

素。 

第二节 体温及其调节 

1.掌握:体温的概念、人体正常体温值及生理变动；体温的

调节。 

2.熟悉:机体的产热与散热方式。 

第十三章  感觉器官 

第一节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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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眼球壁的构造；眼球内容物的组成与结构特点；房

水的形成及循环路径；眼的成像及调节。 

2.熟悉:眼附属器的组成；泪器的组成；眼外肌的名称和作

用；视网膜的感光功能及屈光不正；视力和视野。 

第二节 耳 

1.掌握:耳的分部；内耳的结构；声波传入内耳的途径。 

2.熟悉:鼓膜的位置和结构；听小骨的名称；咽鼓管的位置

和作用。 

第三节 皮肤 

1.掌握:皮肤的层次及附属结构。 

2.熟悉:皮肤的功能。 

三、补充说明 

2020 年普通专升本考试采用闭卷笔试，总分值 150分，考

试时长 120 分钟，按试卷要求作答。 

分值分布情况：人体解剖学部分 50%，生理学部分 50%。 

考试题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题型：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

综合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