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剖生理学》考试大纲

总 纲

2022年普通专升本招生考生（以下简称“专升本考生”）是合格的

安徽省省属普通高校（以及经过批准举办普通高等职业教育的成人高

等院校）的应届全日制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和安徽省高校毕业的

具有普通高职（专科）学历的退役士兵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学校

根据考生成绩，按照招生章程和计划，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择优录

取。专升本考试应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

度。

专升本考试大纲是专升本考试命题的规范性文件和标准，是考

试评价、复习专业课考试的依据。专升本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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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意义。专升本考试大纲依据普通高等学

校对新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及普通专科专业课程书

目制定。

依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关于印发《安徽省 2022年普通高校

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操作办法》的通知和本科院校招生章程要求，科

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综合性、专业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运

用所学知识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专升本考试内容改革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教育体系的要求，以

立德树人为鲜明导向，以促进专业能力教育发展为基本遵循，科学构

建基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求的专升本考试评价体系。



专升本考试学科考查内容纲要包括“考核目标与要求”与“考试范

围与要求”两个部分。“考核目标与要求”标示依据的学科课程与教材

版本，学科考查目标（能力要求）依据最新学科素养要求。“考试范

围与要求”依据学科内容（范围）和学科素养要求综述，学科考查内

容分类列举，为考纲内容主体。做到使考生能纲举目张，了解考试内

容、考查内容的能力层级要求或考查要求。

专升本考试大纲解释权归安徽医科大学。

学科考查内容纲要

1.考核目标与要求

解剖生理学考核目标依照解剖生理学课程标准制定；

考核要求分识记、理解和运用三个层次。识记内容要求考生对所

学的知识熟练掌握，能准确描述；理解内容要求考生对所学的知识能

理解和记忆，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运用内容要求考生对所学知识和技

能进行简要表述和基本使用，可以用于综合分析和解决护理工作中实

际问题。

2.考试范围与要求

解剖生理学主要包括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生理学两部分的内容，人

体解剖学主要研究的是人体器官的形态结构、位置及毗邻关系，人体

生理学主要研究正常人体生命活动及其规律。本次解剖生理学考试内

容主要涵盖细胞、基本组织、血液及运动、脉管、呼吸、消化、泌尿、

生殖、神经、内分泌等系统重要概念、脏器的正常形态结构与位置关

系及生理功能等必备知识，同时能够将人体解剖生理学的知识与后续



课程的学习及临床实际相联系，提高运用所学的基础知识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力。作为护理专业考生应具备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体现以人

为本的专业素养，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考查要求考生

钻研教材，从内容的难度、深度和广度来进行测试，通过不同的题型

考查考生对解剖生理知识的识记、理解和运用的程度。考生只有正确

理解和掌握人体各器官系统的正常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才能进一步

判断人体的正常与异常，鉴别生理与病理状态，才能有效采取防病、

治病、护理措施，努力增进人类健康，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本课程考

查内容分类列举如下：

第一章 绪论

识记：（1）人体的组成与分部；

（2）解剖学姿势和方位术语；

（3）生命的基本特征；

（4）兴奋性与阈值的概念及关系；

（5）内环境及稳态的概念及意义；

（6）正反馈和负反馈的概念及意义。

理解：（1）学习人体解剖生理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2）人体生理功能的调节方式及特点。

运用：（1）能够将人体解剖生理学的知识与后续课程的学习及临床实

际相联系，提高运用所学的基础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能够用人体功能的调节、反馈控制解释实例。

第二章 细胞



识记：（1）人体细胞的结构；

（2）物质的跨膜转运方式及其特点；

（3）静息电位和动作电位、阈电位的概念。

理解：（1）静息电位、动作电位的产生条件及其形成机制；

（2）局部电位概念及其特点，动作电位的特点；

（3）受体的概念及跨膜信号转导途径。

运用：（1）能够说出显微镜构造；

（2）能够正确使用显微镜。

第三章 基本组织

识记：（1）组织的概念；

（2）上皮组织的结构特点和分类；

（3）结缔组织的结构特点和分类；

（4）肌组织的组成、分类、分布及功能；

（5）神经元的结构、分类和功能；

（6）内、外分泌腺的概念。

理解：（1）上皮细胞不同侧面的特性结构和功能；

（2）疏松结缔组织各种细胞成分、纤维成分的光镜结构及功能；

（3）基质的组成、特性、分子筛的概念和功能；

（4）骨骼肌、心肌、平滑肌的光电镜结构特点；

（5）骨骼肌的收缩功能、神经-肌肉接头的传递、肌肉的收缩

机制、兴奋-收缩耦联、肌肉的收缩形式及其影响因素；

（6）神经纤维、神经末梢的分类和主要功能。



运用：能够在显微镜下正确观察各类基本组织切片。

第四章 运动系统

识记：（1）运动系统组成、骨的形态与构造；

（2）骨连结的定义；

（3）关节的基本结构；

（4）椎骨的一般形态；

（5）脊柱的整体观及运动形式；

（6）胸廓的组成、形态、功能；

（7）颅骨的组成、划分；

（8）四肢骨的组成、名称；

（9）四肢骨连结的特点；

（10）全身重要的骨性体表标志；

（11）骨骼肌的一般形态和基本构造；

（12）头颈、躯干、四肢主要肌的名称、位置和作用。

理解：（1）各部椎骨的形态特征；

（2）颅骨的整体观；

（3）骨的理化特性；

（4）关节的辅助结构；

（5）肌的辅助结构。

运用： 能够在标本指出全身主要的骨性和肌性标志。

第五章 能量代谢与体温

识记：（1）基础代谢率的概念、测定条件以及临床意义；



（2）正常体温的概念、正常值和生理变动。

理解：（1）影响能量代谢的因素；

（2）产热和散热的几种方式及其意义；

（3）体温调节中枢主要部位；

（4）调定点的概念。

运用：（1）能够对人体进行体温的测定；

（2）能够对运动前后体温的变化进行比较；

（3）能够运用散热的机制对临床高热病人采取相应散热措施。

第六章 血液

识记：（1）血液的组成及功能；

（2）各种血细胞的正常计数、生理特性及功能；

（3）ABO血型系统和 Rh血型系统的分型依据及输血原则。

理解：（1）血液的理化特性；

（2）血浆渗透压的组成及其作用；

（3）血液凝固及纤维蛋白溶解。

运用：（1）能够用玻片法进行 ABO血型的测定；

（2）能用交叉配血实验解决实际问题。

第七章 脉管系统

识记：（1）脉管系统组成及功能；

（2）血液循环概念；

（3）心脏的解剖结构及传导系统；

（4）血管分类，全身各大动脉主干名称；



（5）淋巴系统的组成及功能；

（6）心肌细胞的类型；

（7）心肌的生理特性；

（8）心肌兴奋性的周期性变化、特点和意义；

（9）心脏内兴奋传导的途径、特点和意义；

（10）心音及心电图各波意义；

（11）心动周期的概念以及心脏射血与充盈基本过程、评价

功能的指标、影响心泵血功能的因素；

（12）心肌的收缩特点；

（13）血压的概念及正常值；

（14）影响动脉血压的因素；

（15）颈动脉窦和主动脉弓压力感受性反射基本过程和意义；

（16）心血管的体液调节。

理解：（1）心肌的生物电现象；

（2）心输出量的概念及影响因素；

（3）面动脉、颞浅动脉、肱动脉、股动脉、手面、足背动脉触

及搏动和压迫止血部位；

（4）上、下腔静脉系主要属支及收纳范围；

（5）胸导管及右淋巴导管的起始及收集范围；

（6）组织液的生成与回流的原理和意义；

（7）微循环的概念；

（8）心血管活动的调节。



运用：（1）能够在标本上指出心血管系统的构成及大、小循环的路径；

（2）能够在标本上指出四肢的浅静脉；

（3）能够正确测量人体动脉血压；

（4）能看懂基本的心电图；

（5）能根据心率和心律的变化判断是否出现心律失常。

第八章 呼吸系统

识记：（1）呼吸的概念及基本环节；

（2）呼吸道的组成及分部；

（3）肺的形态位置分叶及微细结构；

（4）气血屏障概念；

（5）胸膜腔的概念及特点、胸膜腔负压存在的前提、气胸；

（6）肺通气的概念、动力和阻力；

（7）呼吸运动的方式和正常频率；

（8）肺通气功能评价中重要指标的概念和意义；

（9）影响气体交换的因素、气体交换的原理；

（10）氧容量、氧含量和血氧饱和度、氧解离曲线。

理解：（1）左右主支气管走行特点；

（2）胸膜腔负压的成因及意义；

（3）氧与二氧化碳在血液中的运输形式；

（4）肺弹性阻力形成原因、表面活性物质的作用以及顺应性与

弹性阻力的关系；

（5）呼吸的基本中枢及呼吸反射、紫绀。



运用：（1）能够在标本上指出呼吸系统的组成及上下呼吸道；

（2）能够在标本或模型观察气管和左、右主支气管的形态，注

意比较左、右主支气管的差异；

（3）能够理解 O2、CO2、H+对呼吸运动的影响，并运用其解释

实际问题，并指导慢性阻塞性气道疾病患者的给氧原则。

第九章 消化系统

识记：（1）消化系统的组成；

（2）消化与吸收的概念；

（3）消化管壁的一般结构；

（4）各部消化管的形态、位置、结构特点；

（5）消化腺的形态、位置和结构；

(6) 口腔的结构与功能

（7）胃的排空及其控制；

（8）胃肠运动的形式、特点和意义；

（9）唾液、胃液、胰液和胆汁的性质、成份和作用；

（10）糖、脂肪和蛋白质吸收的方式和途径。

理解：（1）胸腹部的体表标志线及分区；

（2）胃肠道消化活动的调节；

（3）小肠内营养物质吸收的有利条件；

（4）食物在口腔和大肠内的消化过程；

（5）胸膜及腹膜的主要作用；

（6）胃黏液-碳酸氢盐屏障；



（7）排便反射。

运用：（1）能够在标本上指出消化系统的组成；

（2）能够在标本上指出食管的位置及食管三处狭窄的位置；

（3）能结合胃液的组成和作用，指导胃溃疡病因的分析和治疗。

第十章 泌尿系统

识记：（1）泌尿系统的组成；

（2）肾的位置和形态、构造；

（3）尿生成的三个过程。

理解：（1）输尿管、膀胱和尿道的形态结构；

（2）尿的稀释和浓缩；

（3）肾血流量的自身调节的意义；

（4）肾小管和集合管 NH3和 K+的分泌意义；

（5）排尿反射及其排尿异常；

（6）尿生成的调节、抗利尿激素、醛固酮的作用。

运用：（1）能够在标本上指出泌尿系统的组成；

（2）能够在标本上指出肾的形态、位置和结构；

（3）能够运用尿生成的影响因素，分析各种尿量变化的机制。

第十一章 感觉器官

识记：（1）眼、耳的结构；

（2）眼的功能；

理解：（1）皮肤的基本结构；

（2）皮肤的附属结构；



（3）皮肤的感觉功能；

（4）眼视近物的调节；

（5）声波传入内耳的途径；

（6）位置觉器官的作用；

（7）感受器与感觉器官。

运用：（1）能够在标本和模型上指出眼、耳、口腔的组成及其结构；

（2）能够进行视力的测定；

（3）能分辨近视、远视、老视、散光的特点和矫正。

第十二章 神经系统

识记：（1）神经系统的组成及活动方式；

（2）中枢神经系统各器官形态、位置、分部、功能；

（3）脑和脊髓的被膜；

（4）脑神经的对数、顺序及名称；

（5）自主神经的主要功能；

（6）神经元的组成和功能、神经纤维的生理作用和特点；

（7）突触的概念；

（8）特异性感觉传导通路和非特异性感觉传导通路的区别。

理解：（1）化学性突触的超微结构及功能；

（2）兴奋性突触后电位和抑制性突触后电位的产生及其区别；

（3）中枢兴奋传导的特征；

（4）脑的血管、血脑屏障及脑脊液循环途径；

（5）神经系统的主要传导通路；



（6）神经系统的感觉功能；

（7）神经系统对躯体运动的调节；

（8）神经系统的高级功能。

运用：（1）能够在标本和模型上指出脊髓的外形及内部结构；

（2）能够在标本和模型上指出小脑、间脑的位置和外形。

第十三章 内分泌系统

识记：（1）内分泌、内分泌系统与激素的概念；

（2）重要内分泌腺的形态、位置、结构及相应激素的生理功能。

理解：（1）激素的分类及信息传递方式；

（2）激素作用的一般特征；

（3）激素的作用机制；

（4）下丘脑的神经内分泌功能；

（5）下丘脑与垂体的联系。

运用：（1）能够用内分泌异常解释一些疾病（呆小病、侏儒症、肢端

肥大症等）。

第十四章 生殖系统

识记：（1）睾丸的位置、形态、结构和功能；

（2）男性尿道的分部、狭窄和弯曲；

（3）卵巢、输卵管和子宫的位置、形态、结构及卵巢的功能；

（4）月经周期的概念及月经周期中卵巢和子宫内膜的变化。

理解：（1）男性输精管道、附属腺的形态结构；

（2）男性的性腺及其生理作用；



（3）雄激素的生理作用；

（4）女性的性腺及其生理作用；

（5）雌激素和孕激素的来源和生理作用；

（6）乳房和会阴的结构；

（7）妊娠与分娩的概念。

运用：（1）能够在标本和模型上正确指出男性尿道的分部、弯曲及狭

窄；

（2）能够知道如何判断早孕及基本的避孕措施。

附录教材和参考书

1.教材

贺伟，吴金英.《人体解剖生理学》（第 3版）[M]. 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2018.

补充说明

1.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

2.试卷结构

本考试大纲内容覆盖了教材的主要内容，试卷中不同难易度试题

的比例为：较易占 25%，中等占 55%，较难占 20%。

3.试题类型

本科目考试题有名词解释、填空、选择、简答等四种题型（试题



由其中一种或多种题型组成）

4.分值分布

试题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比例为：识记的约占 45%，理解约占

40%，运用约占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