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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我国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提高,人们对肉、蛋、奶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畜牧兽

医学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猪粮安天下”也是人们的共识。 在当下新出现的动

物传染病及人兽共患病频发的形势下,兽医学的重要性及紧迫性日益凸显。 秉承着“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健康”的理念,为了不断提高兽医科技研发水平,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提高动物卫生监

管执法水平和动物防疫公共服务能力,兽医科技及从业人员肩负着四大重任:一是防控动物疾病,

为养殖业健康稳定发展及农民增收保驾护航,满足国民肉禽蛋奶供应;二是防控动物源性人兽共患

病,保障人类健康、畜禽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以及公共卫生安全;三是防控野生动物疾病,保护生态

环境安全与可持续性发展;四是提供对伴侣动物(宠物)疾病的诊治,为共创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科技的发展需要科技名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领导与支持

下,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于 2006 年 10 月 31 日成立了畜牧兽医名词审定委员会。 委员会由全国 44

名畜牧兽医专家技术人员组成,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领导下,下设畜牧科技名词、兽医科技名词两

个审定编写组和一个负责日常工作的办公室。 在审定编写过程中,由于畜牧和兽医两个学科的科

技名词过多,经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协商,由原来的《畜牧兽医学名词》改为《畜牧学名

词》和《兽医学名词》两册,分别公布出版。 《畜牧学名词》已于 2020 年 9 月正式公布出版。 《兽医

学名词》于 2009 年进行了初审,2010 年提交给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2011 ~ 2014 年经过

两次查重、修订后成为终审稿,2015 年对终审稿又进行了函审修改,并经业内专家复审,最终定稿。

2020~ 2021 年在定稿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三次查重和修改,于 2021 年向全社会进行了预公布,预计

2022 年正式公布并出版。 兽医名词词条主要包括:兽医产科学、动物传染病学、动物检验检疫、动

物生理学、兽医公共卫生学、家畜解剖学、家畜胚胎学、家畜组织学、实验动物学、兽医病理及病理生

理学、兽医毒理学、兽医寄生虫学、兽医临床诊断学、兽医免疫学、兽医内科学、兽医微生物学、兽医

药理学、兽医外科及外科手术学、中兽医学 19 部分,共 6274 条。

此次《兽医学名词》编写工作是本学科众多专家技术人员参编的成果,专家们深感这项工作是

学科建设的基础之一,责任重大,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和精力。 历经十几年,参加编写和校对的主

要人员有王九峰、王志、王慧煜、尹逊河、曲丰发、乔惠理、刘为民、刘佳利、刘金华、刘钟杰、刘群、许

乐仁、许剑琴、李福宝、吴绍强、杨汉春、杨利峰、杨倩、杨晓静、肖希龙、佘锐萍、张大丙、张书霞、张克

家、张国中、张美佳、陈杖榴、陈怀涛、陈耀星、林德贵、欧德渊、周向梅、郑世民、郑世军、郑行、赵继

勋、赵慧英、赵德明、胡松华、钟友刚、施振声、贺俊平、高丰、曹燮政、崔恒敏、盖新娜、 董玉兰、 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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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韩博、童法文、游安君、雷治海、鲍恩东等。

　 　 由于编写人员的水平所限,本书虽经多次认真核对审查,但可能还有不当和商榷之处。 在编写

过程中始终得到了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关心,尤其是得到了高素婷、张瑞和霍春雁老师

的指导,以及兽医学业内专家的关照,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向畜牧兽医名词审定委员会常务

办公室的甘孟侯、苏振环、阎汉平、赵会静、李传业、石娟、周磊、甘立京等专家和老师数年的辛勤工

作表示衷心感谢! 真诚希望广大读者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日后修订,使其

更趋科学和完善。

兽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202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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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排
 

说
 

明

一、本书公布的是兽医学名词,共 6274 条,每条名词均给出了定义或注释。

二、全书分 19 部分:兽医产科学、动物传染病学、动物检验检疫、动物生理学、兽医公共卫生学、家畜

解剖学、家畜胚胎学、家畜组织学、实验动物学、兽医病理及病理生理学、兽医毒理学、兽医寄生

虫学、兽医临床诊断学、兽医免疫学、兽医内科学、兽医微生物学、兽医药理学、兽医外科及外科

手术学、中兽医学。

三、正文按汉文名所属学科的相关概念体系排列。 汉文名后给出了与该词概念相对应的英文名。

四、每个汉文名都附有相应的定义或注释。 定义一般只给出其基本内涵,注释则扼要说明其特点。

当一个汉文名有不同的概念时,则用(1)、(2)等表示。

五、一个汉文名对应几个英文同义词时,英文词之间用“,”分开。

六、凡英文词的首字母大、小写均可时,一律小写;英文除必须用复数者,一般用单数形式。

七、“[
 

]”中的字为可省略的部分。

八、主要异名和释文中的条目用楷体表示。 “全称”“简称”是与正名等效使用的名词;“又称”为非

推荐名,只在一定范围内使用;“俗称”为非学术用语;“曾称”为被淘汰的旧名。

九、正文后所附的英汉索引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汉英索引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所示号码为该词

在正文中的序码。 索引中带“∗”者为规范名的异名或在释文中出现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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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兽医产科学

01. 001　 原发性子宫收缩乏力　 primary
 

uterine
 

inertia
　 分娩时发生的子宫收缩力无力。

01. 002　 流产　 abortion
　 胎儿与母体间的正常生理过程发生紊乱,或

它们之间的正常关系受到破坏,而导致的妊

娠终止。

01. 003　 急性乳房炎　 acute
 

mastitis
　 乳腺的急性炎症,多因细菌侵入乳腺引起。

表现为患病乳区急性肿胀、皮肤发红,触诊乳

房有红、肿、热、痛或有硬块。

01. 004　 副胎盘　 accessory
 

placenta
　 又称“异位胎盘”。 牛偶尔由于子宫疾病,或

由于胎盘突缺乏,子宫阜间区和子叶间区可

以形成原始胎盘结构,像增大的弥散性胎盘

一样,在尿膜绒毛膜和子宫内膜的间区发育。

01. 005　 酒精阳性乳　 alcohol
 

positive
 

milk,APM
　 在 20℃下,与等量的 70%(68% ~ 72%)酒精

混合后出现细微颗粒或絮状凝块的新鲜牛

乳。 根据酸度的差异,可分为高酸度酒精阳

性乳和低酸度酒精阳性乳。

01. 006　 公畜科学　 andrology
　 研究公畜生殖生理及生殖疾病的学科。

01. 007　 母畜科学 　 gynecology,science
 

of
 

fe-
male

 

animal
　 兽医产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涉及的内容包

括母畜的生殖生理及由各种疾病或因素引起

母畜生育能力降低等繁殖障碍的学科。

01. 008　 人工诱导泌乳 　 artificial
 

induction
 

of
 

lactation

　 采用组织埋植、注射内分泌腺提取物或激素

等处理方法,人工诱导未孕或育成母牛分泌

乳汁。

01. 009　 人工授精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以人工方法将公畜精液输入母畜阴道或子

宫,使母畜妊娠的方法。

01. 010　 新生儿窒息　 neonatal
 

asphyxia
　 又称“新生儿假死”。 其主要特征是新生儿

呈现呼吸障碍,或无呼吸而仅有心跳的状态。

01. 011　 嵌植　 attachment
　 胚胎附植时滋养层不同程度地侵入子宫内膜

的过程。

01. 012　 空怀期　 days
 

open
　 产仔后至下次配种受孕之日间隔的时间或天

数。

01. 013　 无精症　 azoospermia
　 雄性动物精液中精子数极少甚至没有精子的

症状。

01. 014　 阴茎头包皮炎　 balanoposthitis
　 阴茎头炎和包皮炎的统称。 前者指阴茎游离

端感染,后者指包皮感染,二者往往同时发生。

01. 015　 空怀　 barren
　 母畜处于未孕的繁殖状态。 生产实际当中,

已列入繁殖计划而未妊娠的母畜,未列入繁

殖计划者不在其列。

01. 016　 产道　 birth
 

canal
　 胎儿娩出的通道,由软产道及硬产道共同构

成。

01. 017　 血乳　 blood-tinged
 

milk
·1·



　 奶中含有血液或血块的现象。 主要发生于产

后,常见于奶牛和奶山羊。

01. 018　 犊牛死亡率　 calf
 

mortality
　 一定时期内,出生时及出生后 24 小时内死亡

的犊牛数占同期产出牛犊总数的比值。 反映

围产期管理水平的高低。

01. 019　 软骨发育不全　 achondroplasia
  

　 一种遗传性畸形,常见的特征是头、四肢及躯

干粗大而短,前额突出,下颌错腭,颌骨突出,
生存能力极低。

01. 020　 性染色体两性畸形 　 chromosomal
 

in-
tersexualism

　 性染色体的组成异常,雄性不是正常的 XY,
雌性不是正常的 XX,引起性别发育异常而

形成的两性畸形。

01. 021　 慢性乳房炎　 chronic
 

mastitis
　 乳腺组织的慢性炎症。 常由持续感染引起,

或由急性乳房炎失治转变而来。

01. 022 　 先天性子宫内膜腺缺失 　 congenital
 

lack
 

of
 

endometrial
 

gland
　 子宫内膜先天性无腺体,导致母畜不发情。

01. 023　 妊娠黄体　 corpus
 

luteum
 

verum
　 存在于妊娠动物卵巢中的黄体。 是维持妊娠

所必需的孕激素的主要来源,至分娩前后逐

渐萎缩消失。

01. 024　 子叶胎盘　 cotyledonary
 

placenta
　 反刍动物的胎盘绒毛在绒毛膜上集聚成群形

成的子叶,与子宫阜相嵌合构成的胎盘块。
胎儿子叶与母体子宫阜结合形成胎盘突,成
为母体与胎儿发生物质交换的场所。 常见于

牛、绵羊、山羊和鹿。

01. 025　 隐睾　 cryptorchidism
　 因下降过程受阻,单侧或双侧睾丸不能降入

阴囊而滞留于腹腔内或腹股沟皮下部位。

01. 026　 囊肿黄体　 cystic
 

orpus
 

luteum

　 动物排卵后,黄体化不足,黄体中心出现的充

满液体的腔体,非病理现象。 其大小不等,表
面有排卵点,具有正常分泌孕酮的能力,对发

情周期一般没有影响。

01. 027　 子宫积脓　 pyometra
　 子宫腔中蓄积大量脓性液体,子宫内膜出现炎

症性病理变化。 常见于牛、羊、犬和猫等动物。

01. 028　 卵泡囊肿　 cystic
 

Graafian
 

follicle
　 卵巢囊肿的一种,由于未排卵的卵泡上皮变

性、卵泡壁结缔组织增生、卵细胞死亡、卵泡

液增多,卵泡体积比正常成熟卵泡增大而形

成的囊泡。

01. 029　 卵巢囊肿　 cystic
 

ovary
　 卵巢上有卵泡状结构,其直径超过 2. 5cm,存

在时间在 10 天以上,同时卵巢上无正常黄体

结构的一种病理状态。 一般分为卵泡囊肿和

黄体囊肿两种。

01. 030　 蜕膜型胎盘　 decidual
 

placenta
　 又称“真胎盘”。 母体子宫上皮、黏膜下层、

蜕膜细胞和胎儿胎盘形成蜕膜,子宫黏膜蜕

膜化。

01. 031　 子宫复旧延迟 　 delay
 

of
 

uterine
 

invo-
lution

　 分娩后,母体子宫从怀孕及分娩所发生的各

种变化恢复到妊娠前的状态和功能的复旧时

间超过正常范围的情况。

01. 032　 弥散型胎盘　 diffuse
 

placenta
　 胎盘绒毛膜表面的绒毛深入子宫内膜腺窝内

构成的胎盘单位。 母体与胎儿在此发生物质

交换。

01. 033　 爬下　 dismount
　 射精后公畜很快从母畜背上下来,阴茎缩回

包皮腔内的表现。

01. 034　 不应期　 refractoriness
　 公畜在交配后短时间内无性活动表现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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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01. 035　 上位　 dorsal
 

position
　 又称“ 背荐位( dorsosacral

 

position)”。 胎儿

俯卧在子宫内,背部向上,接近母体的背部

及荐部。

01. 036　 正生　 anterior
 

presentation
　 分娩时胎儿方向和母体方向相反,头和(或)

前腿先进入或靠近盆腔。

01. 037　 正生侧位　 dorsoilial
 

position
 

in
 

anteri-
or

 

presentation
　 正生时胎儿背部朝向母体腹壁一侧。

01. 038　 正生下位　
 

dorsopubic
 

position
 

in
 

an-
terior

 

presentation
　 正生时胎儿背部朝向母体下腹部。

01. 039　 倒生侧位　 dorsoilial
 

position
 

in
 

poste-
rior

 

presentation
 

　 分娩时胎儿背部朝向母体腹壁一侧

01. 040　 倒生下位　 dorsopubic
 

position
 

in
 

pos-
terior

 

presentation
 

　 分娩时胎儿背部朝向母体下腹部。

01. 041　 侧卧位　 lateral
 

position
　 又称“背髂位(dorsoilial

 

position)”。 胎儿侧

卧于子宫内,背部接近母体的左侧或右侧腹

壁及髂骨的一种胎位。

01. 042　 胎向　 presentation
　 胎儿的方向。 即胎儿在母体中身体纵轴与母

体纵轴的关系。

01. 043　 横向　 transverse
 

presentation
　 胎儿纵轴与母体纵轴呈水平垂直的一种胎向。

01. 044　 纵向　 longitudinal
 

presentation
　 在子宫内胎儿身体纵轴与母体身体纵轴平行

的一种胎向。

01. 045　 竖向　 vertical
 

presentation
　 胎儿纵轴与母体纵轴呈上下垂直的一种胎

向。

01. 046　 背横向　 dorsotransverse
 

presentation
　 胎儿横卧于子宫内,背部朝着母体骨盆入口。

01. 047　 背竖向　 dorsovertical
 

presentation
　 胎儿竖立于子宫中,背部向着母体骨盆入口,

头部在上,头和四肢呈屈曲状态。

01. 048　 双子宫颈　 double
 

cervix
　 一种由隐性基因传递的遗传性生殖道畸形。

由胚胎期间两侧缪勒氏管形成子宫颈的部分

未完全融合所造成。

01. 049　 “爬卧母牛”综合征　 downer
 

cow
 

syn-
drome

　 又称“趴窝母牛”综合征。 是母牛产后发生

的一种类似于生产瘫痪的临床综合征。 常发

生于低血钙性生产瘫痪。

01. 050　 重复畸形　 duplication
 

deformity
　 胚胎异常发育成为不能分离为两个个体的畸

形。 主要发生于反刍动物及猪,虽然发病率

极低,但可引起严重的难产。 根据部位及程

度的不同分为对称联胎和非对称联胎。

01. 051　 双面畸形　 diprosopus
　 对称性重复部分为面部的一种联胎畸形。

01. 052　 双头畸形　 dicephalus
　 对称性重复部分为头部的一种联胎畸形。

01. 053　 难产　 dystocia
　 由于各种原因,分娩第一阶段(开口期)尤其

是第二阶段(胎儿排出期)明显延长,如不进

行人工助产,则母体难于或不能排出胎儿的

产科疾病。

01. 054　 胚胎早期死亡　 early
 

embryonic
 

death
　 妊娠一个月之内发生的胚胎死亡。

01. 055　 早孕因子　 early
 

pregnancy
 

factor,EPF
　 哺乳动物受精后,最早在血清中检测到的具

有免疫抑制和生长调节作用的妊娠相关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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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01. 056　 孕畜浮肿　 edema
 

of
 

pregnancy
　 妊娠末期孕畜腹下及后肢等处发生的水肿。

浮肿面积小,症状轻的,是正常生理;浮肿面

积大,症状严重的,是病理状态。

01. 057 　 乳房浮肿 　 edema
 

of
 

the
 

mammary
 

gland
　 乳房的浆液性水肿,特征是乳腺间质组织液

体过量蓄积。

01. 058　 子宫内膜囊性增生　 endometrial
 

cyst-
ic

 

hyperplastic
 

disorder
　 子宫积脓症的早期病变之一,常发于犬,其他

动物也可能发生。

01. 059　 子宫内膜炎　 endometritis
　 又称“子宫炎(metritis)”。 子宫内膜的炎症。

01. 060　 内皮-内皮型胎盘 　 endothelio-endo-
thelial

 

placenta
　 胎儿绒毛(包括绒毛上皮、结缔组织和胎儿

血管内皮细胞) 直接侵入母体血液血池内,
没有侵入母体的其他组织,是血液绒毛膜型

胎盘的一种。

01. 061　 内皮绒毛膜型胎盘　 endothelio-chorial
 

placenta
　 子宫血管内皮和绒毛的上皮、结缔组织及胎

儿血管内皮共 4 层组织将母体血液和胎儿血

液分开的胎盘,子宫黏膜上皮和结缔组织消

失。 见于犬、猫。

01. 062　 上皮绒毛膜型胎盘 　 epithelio-chorial
 

placenta
　 在母体血液和胎儿血液之间有 6 层组织,即

子宫血管内皮、结缔组织、黏膜上皮和胎儿绒

毛(滋养层)上皮、结缔组织及胎儿血管内皮

的胎盘。 见于马、猪。

01. 063　 顺产　 eutocia
　 顺利的自然分娩。

01. 064　 兴奋期　 excitation
 

stage
　 又称“发情期( oestrus)”。 性行为表现最明

显的时期。 此期卵巢中卵泡发育增大、生殖

道发生明显的变化、母畜表现性欲及性兴奋。

01. 065　 产力　 expulsive
 

force
　 将胎儿从子宫中排出的力量,由子宫肌、腹肌

和膈肌收缩共同构成。

01. 066　 子宫外孕　 extrapregnancy
　

 

又称“异位妊娠(ectopic
 

pregnancy)”。 受精

卵在子宫腔以外的部位附植发育。

01. 067　 异性孪生母犊不育　 freemartinism
　 雌雄两性胎儿同胎妊娠,母犊的生殖器官发

育异常,丧失生育能力。

01. 068　 坏疽性乳房炎　 gangrenous
 

mastitis
　 又称“乳房坏疽”。 由微生物引起的腐败、坏

死性乳房炎,或是乳房炎的并发症。 通常伴

随败血症,死亡率高。

01. 069　 孕囊　 gestational
 

sac,GS
　 配种后一定时期可在子宫内探到的绒毛膜腔

(暗区)。

01. 070　 性腺两性畸形　 gonadal
 

intersex
　 个体的染色体性别与性腺性别不一致。

01. 071　 血液-内皮型胎盘　 haemo-endothelial
 

placenta
　 在兔中,由于胚胎滋胚层侵蚀子宫内膜,最终

导致尿膜绒毛膜只剩内皮细胞,子宫黏膜血管

的内皮细胞消失,胎儿胎盘的内皮细胞直接和

母体血液接触的结构。 豚鼠也属于此种胎盘。

01. 072 　 血液绒毛膜型胎盘 　 haemo-chorial
 

placenta
　 胎儿绒毛(包括绒毛上皮、结缔组织和胎儿

血管内皮细胞) 直接侵入母体血液血池内,
没有母体的其他组织。

01. 073　 血精　 hemospermia
　 精液中带血,各种公畜均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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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74　 隐性乳房炎　 hidden
 

mastitis
　 又称“亚临床型乳房炎”。 乳房和乳汁眼观

无异常,但乳汁培养后有细菌,乳汁体细胞数

增加的现象。 增加的多少可反映炎症程度的

轻重。 是造成大多数牛群奶产量损失最大的

一类乳房炎。

01. 075　 卵巢门　 hilus
 

ovarii
　 血管、淋巴管和神经由卵巢系膜缘进入卵巢

的结构。

01. 076　 子宫积水　 hydrometra
　 子宫内积有大量棕黄色、红褐色或灰白色的

液体,常见蓄积的液体稀薄如水。

01. 077　 前列腺肥大　 hyperplasia
 

of
 

prostate
　 又称“ 前列腺良性增生( benign

 

prostatic
 

hy-
perplasia,BPH)”。 前列腺内层尿道腺和尿

道下腺上皮细胞及基质增生,腺泡囊性扩张,
结缔组织及平滑肌节样增生。 与内分泌机能

有关,是体内雄激素与雌激素比例失调或者

前列腺组织内双氢睾酮( DHT) 数量增加所

致。 5 岁以上犬多发。

01. 078　 缺乳　 oligogalactia
　 哺乳期内,母畜乳汁的生成和(或)排出很少

或完全停止,是乳腺局部无临床症状的一种

机能紊乱。

01. 079　 性欲减退　 hyposexuality
　 表现为长期性欲缺乏、勃起缓慢、不爬跨,或

虽有勃起但不射精,可见于多种生殖疾病。

01. 080　 阳痿　 impotency
　 阴茎不能勃起,或虽有勃起但不能维持足够

的硬度以完成交配。

01. 081　 卵巢机能不全　 inactive
 

ovary
　 由卵巢机能紊乱引起的各种异常变化,包括

卵巢机能减退、组织萎缩、卵泡萎缩及交替发

育等。

01. 082　 近亲不育　 inbreeding
 

infertility

　 动物近亲个体间交配引起的不能生育现象为

近亲不育。

01. 083　 种间杂交不育　 hybrid
 

infertility
　 种间杂种的不能生育现象为种间杂交不育。

01. 084　 抗精子抗体性不育 　 infertility
 

due
 

to
 

anti-sperm
 

antibody
　 由机体产生可与精子表面抗原特异性结合的

抗体引起的不育。 该抗体具有凝集精子、抑
制精子移动的能力。

01. 085　 抗透明带抗体性不育 　 infertility
 

due
 

to
 

anti-zona
 

pellucida
 

antibody
　 由闭锁卵泡活性透明带或者受感染后透明带

变性的刺激产生的抗体引起的不育。

01. 086 　 繁殖技术性不育 　 infertility
 

due
 

to
 

breeding
 

technique
　 由发情鉴定及配种的技术问题等引起的不

育。

01. 087　 先天性不育　 infertility
 

due
 

to
 

congeni-
tal

 

factor
　 由于生殖器官的发育异常,或者卵子、精子及

合子有生物学上的缺陷(种间杂交),而丧失

繁殖能力。

01. 088　 环境气候性不育　 infertility
 

due
 

to
 

en-
vironmental

 

and
 

climatic
 

factor
　 对生活环境改变和气候变化不适应导致的不

孕不育现象。

01. 089　 免疫性不育 　 infertility
 

due
 

to
 

immu-
nological

 

factor
　 动物机体因对繁殖的某一环节产生自发性免

疫反应而导致不育的现象。

01. 090 　 管理利用性不育 　 infertility
 

due
 

to
 

managemental
 

and
 

utilization
 

factor
　 由使役过度或泌乳过多引起的母畜生殖机能

减退或暂时停止。

01. 091 　 营养性不育 　 infertility
 

due
 

to
 

nu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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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factor
　 营养物质缺乏或营养过剩而使动物的生育力

降低。

01. 092 　 疾病性不育 　 infertility
 

due
 

to
 

patho-
logical

 

factor
　 由家畜生殖器官和其他器官的疾病或者机能

异常引起的不育。

01. 093　 衰老性不育　 infertility
 

due
 

to
 

senility
　 未达到绝情期的母畜,未老先衰,生殖机能过

早衰退导致的不育。

01. 094　 分娩启动　 initiation
 

of
 

parturition
　 由内分泌、机械、神经及免疫等多种因素相互

作用、彼此协调所诱导的分娩过程。

01. 095 　 两性畸形 　 intersexuality,hermaphro-
ditism

　 动物在性别分化发育过程中某一环节发生紊

乱而造成的性别区分不明。 患畜的性别介于

雌雄两性之间,既有雌性特征,又有雄性特征。

01. 096　 子宫内翻及脱出 　 inversion
 

and
 

pro-
lapse

 

of
 

the
 

uterus
　 子宫角前端翻入子宫腔或阴道内,称为子宫

内翻;子宫全部翻出阴门之外,称为子宫脱

出。 两者为程度不同的同一病理过程。

01. 097 　 漏乳 　 galactorrhea,
 

incontinence
 

of
 

milk
　 母畜乳汁充盈时自行滴出或射出的现象。 多

见于奶牛或马分娩前后,临近哺乳或挤奶

之时。

01. 098　 恶露　 lochia
　 产后期由子宫内变性脱落的母体胎盘组织和

残留的血液、胎水以及子宫腺分泌物等组成

的混合排出液。

01. 099　 胎儿浸溶　 maceration
　 妊娠中断后,母畜子宫颈开张,死亡胎儿的软

组织分解,变为液体流出,而骨骼则留在子宫

内的现象。

01. 100 　 雄性假两性畸形 　 male
 

pseudoher-
maphroditism,MPH

 

　 动物的性腺为雄性,具有 XY 染色体及睾丸,
但外生殖器官介于雌雄两性之间,既有雄性

特征,又有雌性特征。 表现为阴囊不发育,睾
丸位于皮下、腹股沟或腹腔,阴茎短小,尿道

下裂等症状。

01. 101　 母体妊娠识别　 maternal
 

recognition
 

of
 

pregnancy
　 胚胎与母体子宫环境之间通过激素调节,实

现相互适应和平衡,使胚胎能够存活下来,确
保妊娠能够确立并维持的一种生理机制。

01. 102　 爬跨　 mounting
　 公畜的一种性行为,一般指公畜在交配过程

中爬在母畜背上的行为。 有些母畜在发情时

也会有类似的行为。

01. 103　 胎儿干尸化　 mummification
　 妊娠中断后,母畜子宫颈未开张,死亡胎儿滞

留于子宫内,其组织中的水分及胎水被吸收

而变为棕黑色干尸的病理现象。

01. 104　 自然交配　 natural
 

breeding
　 通过交配,公畜将精液直接排入母畜生殖道

内使其受孕的配种方式。

01. 105　 死精症　 necrospermia
　 公畜精液中仅有死亡精子的病理现象。 多见

于长期营养不良的动物和精液中混入尿液或

其他有害物质时。 长期闲置不用的公畜前几

次采出的精液中死精和其他异常精子较多。

01. 106　 新生仔畜　 neonate
　 脐带脱落以前的初生家畜。

01. 107　 新生仔畜科学　 neonatology
　 研究新生仔畜生理和疾病的学科。

01. 108　 慕雄狂　 nymphomania
　 卵泡囊肿的一种症状。 表现为持续而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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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情行为。

01. 109　 助产手术　 obstetrical
 

operation
　 帮助母体产出胎儿的手术。

01. 110　 少精子症　 oligozoospermia
　 精液中精子数目过少的病理现象,通常引起

雄性不育。

01. 111　 脐炎　 omphalitis
　 新生仔畜脐血管及周围组织的炎症。

01. 112　 睾丸炎　 orchitis
　 睾丸因细菌或病毒侵染而引起的炎症。 患病

睾丸通常肿胀、有触痛感。

01. 113　 卵巢发育不全　 ovarian
 

hypoplasia
　 一种遗传性疾病。 通常一侧或两侧的部分或

全部卵巢组织中无原始卵泡。

01. 114　 排卵窝　 ovulation
 

fossa
　 马属动物的卵巢系膜缘随卵泡的发育而生长

较快,致使两端和两边弯向游离缘,形成一凹

陷,卵泡仅在凹陷处破裂排卵。

01. 115　 卵巢皮质　 ovarian
 

cortex
　 卵巢实质的组成部分。 包在髓质外面(除马

类以外),内有许多大小不一、发育阶段不同

的卵泡。

01. 116　 子宫旁炎　 parametritis
　 子宫浆膜及周围组织的炎症。

01. 117　 孕畜截瘫　 paraplegia
 

of
 

pregnancy
　 妊娠末期孕畜后肢不能站立的一种疾病。 腰

臀部及后肢无损伤,又无明显的全身症状。

01. 118　 分娩综合征　 parturition
 

syndrome
　 又称“肥胖母牛综合征(pregnancy

 

toxemia
 

of
 

cow)”。 围产期奶牛脂肪肝,多发于高产乳

牛的围产期。

01. 119　 受配率　 conception
 

rate
　 怀孕占配种总数的百分比。 是评定牛群的发

情鉴定准确与否的指标,一般要求达到 70%

以上。

01. 120 　 围产期胎儿死亡 　 perinatal
 

death
 

in
 

newborn
　 在产出过程中及其后不久(产后不超过 1

天)所发生的仔畜死亡。

01. 121　 妊娠期　 period
 

of
 

pregnancy
　 胎生动物胚胎和胎儿在子宫内完成生长发育

的时期。

01. 122　 持久黄体　 persistence
 

corpus
 

luteum
　 超过正常时限而仍然具有功能的黄体。

01. 123 　 表型两性畸形 　 phenotypic
 

intersexu-
ality

　 动物的染色体性别与性腺性别相符,但与外

生殖器不符合。

01. 124　 胎位　 position
　 胎儿的位置。 即在母体中胎儿背部和母体背

部或腹部的位置关系。

01. 125　 倒生　 posterior
 

presentation
　 胎儿方向和母体方向相同,后腿或臀部先进

入或靠近盆腔的娩出方式。

01. 126　 产后出血　 postpartum
 

haemorrhage
　 在分娩过程中,子宫颈、阴道及阴门的损伤或

撕裂而引起的子宫和产道出血。

01. 127　 胎势　
  

fetal
 

posture
　 胎儿的姿势,即胎儿在母体子宫中伸直或屈

曲的状态。

01. 128　 包皮脱垂　 preputial
 

prolapse
　 公畜包皮口过度下垂并伴有包皮腔黏膜外

翻。

01. 129　 早产　 preterm
 

labor
　 母体在怀孕期满前娩出活的胎儿的过程。

01. 130　 子宫脱出　 prolapse
 

of
 

the
 

uterus
　 胎儿产出后,子宫外翻并脱出于阴门外的产

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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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31　 阴道脱出　 prolapse
 

of
 

the
 

vagina
　 阴道壁的部分组织肌肉松弛扩张连带子宫和

子宫颈向后移,使松弛的阴道壁形成褶襞嵌

堵于阴门之内的为“阴道内翻( vaginal
 

inver-
sion)”,突出于阴门之外的为“阴道外翻( va-
ginal

 

ectropion)”。 可以是部分阴道脱出,也
可以是全部阴道脱出。 常发生于妊娠末期。

01. 132　 假孕　 pseudopregnancy
　 无论交配与否,已达性成熟的未孕母畜出现

怀孕的征象。 如腹部膨大、乳房增长并可能

泌乳,甚至表现分娩行为的现象。 犬最常发。

01. 133　 产后子宫内膜炎 　 puerperal
 

endome-
tritis

　 围产期子宫内膜的炎症。

01. 134　 产后截瘫　 puerperal
 

paraplegia
　 围产期母畜后躯不能站立的一种疾病。

01. 135　 公羊效应　 ram
 

effect
　 在母羊群中放入公羊,母羊会很快出现集中

发情的现象。

01. 136　 膣肛　 rectovaginal
 

constriction,RVC
 

　 母畜阴道前庭狭窄,阴唇狭小。 分娩时易发

生难产。

01. 137　 裂腹畸形　 schistosomus
 

reflexus
　 发生于胚胎早期,胎儿脊柱严重向背侧屈曲,

内脏暴露,漂浮在羊水中的一种畸形。

01. 138 　 继发性子宫收缩乏力 　 secondary
 

u-
terine

 

inertia
　 分娩开始时子宫肌收缩正常,之后由于胎儿

排出受阻,子宫肌收缩力量变弱引起的子宫

无力。

01. 139　 分娩前征　 signs
 

of
 

approaching
 

partu-
rition

　 分娩前母畜身体结构及精神状态的改变。

01. 140　 精子肉芽肿　 sperm
 

granuloma
　 发生于附睾和睾丸间质组织的肉芽肿。

01. 141　 开口期　 stage
 

of
 

cervical
 

dilatation
　 又称“宫颈扩张期”。 分娩过程中,从子宫开

始阵缩至子宫颈充分开大的时期。

01. 142　 胎衣排出期 　 stage
 

of
 

fetal
 

membrane
 

expulsion
　 从胎儿娩出到胎衣完全排出的时期。

01. 143　 胎儿产出期　 stage
 

of
 

fetus
 

expulsion
　 从子宫颈充分开大,胎囊及胎儿楔入阴道或

盆腔,母畜开始努责,到胎儿完全排出为止的

这段时间。

01. 144　 不育　 sterility
　 动物受本身或环境因素的影响,不能繁育后

代的生殖障碍。

01. 145　 睾丸雌性化综合征　 testicular
 

femini-
zation

 

syndrome
　 雌性化的一种雄性假两性畸形,具有正常的

雄性染色体,且有睾丸,但体形与外生殖器的

表现型为雌性。

01. 146　 睾丸发育不全　 testicular
 

hypoplasia
　 公畜一侧或双侧睾丸的全部或部分曲细精管

缺乏生精上皮,但间质组织可能维持基本

正常。

01. 147　 兽医产科学　 theriogenology
　 又称“动物生殖学”。 研究动物繁殖生理、繁

殖技术和繁殖疾病的一门临床学科。

01. 148　 牵引术　 traction,forced
 

extraction
 

　 又称“拉出术(pull-out
 

force)”。 用外力将胎

儿从母体产道拉出的助产手术。

01. 149　 真两性畸形嵌合体 　 true
 

hermaphro-
dite

 

chimera
　 动物同时具有卵巢及睾丸两种组织,一个或

者两个性腺成为卵睾体;或一个为卵巢,另一

个为睾丸;或上述组织的各种组合。

01. 150　 子宫捻转　 uterine
 

torsion
　 子宫或一侧子宫角的一部分围绕自己的纵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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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扭转。

01. 151　 下位　 ventral
 

position
　 又称“背耻位( dorso-pubic

 

position)”。 胎儿

背部朝向母体腹底部的一种胎位。

01. 152　 斜颈　 wry
 

neck
　 颈椎畸形发育,颈部先天性地歪向一侧,颜面

部也常是歪曲的,四肢伸屈腱均收缩,关节不

能活动。 有时见于马,牛偶尔发生。

01. 153　 异体受精　 xenogenous
 

fertilization,
 

XF
　 精子和卵子在异种或同种异体输卵管内完成

受精的过程。 这一受精技术仍属于体外受精

的范畴,因为其受精是在卵子供体外完成的。

01. 154　 XO 综合征　 XO
 

syndrome
　 类似于人的特纳综合征,在猪、马及牛均有报

道,患病动物的表型为雌性,但常为卵巢发育

不全。

01. 155　 XXX综合征　 XXX
 

syndrome
　 类似人的 XXX 综合征,在牛、马及狗均有报道,

患病动物的表型为雌性,但常为卵巢发育不全,
此病为性染色体在分裂时未能分离所致。

01. 156　 XXY综合征　 XXY
 

syndrome
　 类似于人的克兰费尔特综合征,患病动物的

表型为雄性,有正常雄性生殖器官及性行为,
但睾丸发育不全。 此病由雄配子性染色体减

数分裂时或早期合子分裂时未能分离所致。

01. 157　 睾丸肿瘤　 testicular
 

tumor
　 发生于睾丸组织中的肿瘤,包括间质细胞瘤、

支持细胞瘤及精细胞瘤。

01. 158　 精细胞瘤　 seminoma
　 睾丸肿瘤之一,起源于精细胞,常见于老龄动

物,隐睾多发。

01. 159　 支持细胞瘤　 sertoli
 

cell
 

tumor
　 隶属于卵巢肿瘤或睾丸肿瘤下的一类性索间

质肿瘤,由支持细胞病变引起。

01. 160　 睾丸间质细胞瘤　 testicular
 

interstitial
 

cell
 

tumor
　 常见老龄犬睾丸肿瘤的一种,多发于隐睾。

该肿瘤细胞产生雌激素,可导致前列腺肥大。

01. 161　 乳腺肿瘤　 mammary
 

neoplasia,
 

mam-
mary

 

tumor
　 多为良性,早期常无明显的临床症状,至晚期

癌肿侵犯神经时则疼痛较剧烈。

01. 162　 乳腺脓肿　 mammary
 

abscess
　 由化脓性细菌侵染乳腺引起,导致乳房内积

蓄脓液和肿胀。

01. 163　 乳腺坏疽　 mammary
 

gangrene
　 由病菌引起的乳房局部坏死性病变。

01. 164 　 乳腺水泡性皮炎 　 mammary
 

pustular
 

dermatitis
　 又称“乳房痤疮”。 由疱疹病毒引起的一种

传染性疾病,患畜乳房有水泡。

01. 165　 乳腺纤维化　 mammary
 

fibrosis
　 乳房间质纤维结缔组织增生引起的疾病。

01. 166　 乳房炎-子宫内膜炎-无乳综合征 　
mastitis-metritis-agalactia,MMA

　 又称“无乳毒血症” “产褥热”。 母猪产仔后

24 ~ 48h 发生的一种综合症状。 主要症状包

括食欲废绝、无力、发烧、无乳、乳腺肿胀、便
秘、不接受仔猪。

01. 167　 阴道细胞学检测　 vaginal
 

cytology
　 刮取阴道黏液涂片,进行细胞学检查,根据阴

道上皮角化程度预测发情阶段和排卵时间的

检查方法。

01. 168　 阴道肿瘤　 vaginal
 

neoplasm
　 发生于阴道各部的肿瘤,包括乳头状瘤、肉瘤

及纤维瘤。

01. 169　 开膣器　 viganal
 

speculum
　 用于扩张阴道以便对阴道和子宫颈等部位进

行检查的一种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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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70　 阴道切除术　 vaginectomy
　 切除阴道上皮而不破坏邻近的阴道旁组织的

手术,可用于矫正阴道狭窄的手术。

01. 171 　 性传播肿瘤 　 transmissible
 

venereal
 

tumor
　 由交配过程传播的,生长在外生殖器部位的

肿瘤。 肿瘤多呈菜花状,常见于犬。

01. 172　 宫缩乏力　 uterine
 

inertia
　 在分娩过程中,子宫收缩力量不足或缺如。

01. 173　 人工流产　 induced
 

abortion
　 用药物或其他方法导致妊娠终止。 常用的药

物有前列腺素和皮质激素类等。

01. 174　 绝育　 sterilization
　 人为使动物丧失繁育后代的能力。 一般通过

药物或手术的方法。

01. 175　 碎胎术　 fetotomy
　 对子宫或产道内已死亡的胎儿进行分解取出

的手术。

01. 176　 剖腹产　 cesarean
 

section
　 通过母体腹部手术取出胎儿的方法。 手术切

口常在腹中线(小动物)或腹侧壁(大动物)。

01. 177　 引产　 parturition
 

induction
　 诱导母畜产仔。 通常采用药物引产的方法,

使用的药物有皮质类固醇激素、催产素、前列

腺素等。

01. 178　 围产期　 peripartum
　 母畜(雌性动物)妊娠末期到产后最初几周

的时间段。

01. 179　 产后瘫痪　 parturient
 

paresis
　 又称 “ 产后缺钙 ( hypocalcemia)” “乳热症

 

(milk
 

fever)”。 由于产后泌乳,甲状旁腺分

泌不足或产后营养不足等,母畜产后不能站

立的现象。

01. 180 　 妊娠诊断 　 pregnancy
 

diagnosis,preg-
nancy

 

test
　 用不同的手段和技术诊断妊娠状态,如用超

声波、直肠检查、血清激素测定等。

01. 181　 妊娠毒血症　 pregnancy
 

toxemia
　 孕畜体内有机酮和有机酸大量积聚,导致酮

血症和酸中毒的一种疾病。 孕畜突然失明,
倒地不起,主要发生于反刍动物。

01. 182　 妊娠特异蛋白(B) 　 pregnancy
 

specif-
ic

 

protein
 

B
　 只有在妊娠阶段才会在血浆中出现的一种糖

蛋白。 与是否怀孕紧密相关,通常被用于早

期妊娠诊断。

01. 183　 妊娠中止　 pregnancy
 

termination
　 妊娠过程的终止。 在妊娠的早期人为中止妊

娠过程可以用前列腺素,中晚期可以用皮质

激素等。

01. 184　 阴囊疝　 scrotal
 

hernia,scrotocele
　 会阴疝内容物进入阴囊内。

01. 185　 阴囊炎　 scrotitis
　 阴囊皮肤炎症。

01. 186　 避孕　 contraception
　 采用人工的方法或技术防止母畜怀孕或妊

娠。 主要用于宠物犬、猫。

01. 187　 子宫破裂　 uterine
 

rupture
　 子宫黏膜与肌肉层发生的不完全破裂和完全

破裂。 常发于难产或助产不当时。

01. 188　 子宫复旧　 uterine
 

involution
　 产后子宫恢复到正常大小的过程。

01. 189　 子宫变位　 uterine
 

displacement
　 子宫偏离正常位置,在腹腔内上下、左右或前

后移动的一种病理性位置改变。 包括子宫扭

转、子宫下沉、腹股沟疝、腹壁疝、子宫脱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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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动物传染病学

02. 001　 动物传染病　 infectious
 

disease
 

of
 

an-
imal

　 凡是由病原微生物感染动物引起的,具有一

定潜伏期和临诊表现,并具有传染性的疾病。

02. 002　 人兽共患病　 zoonosis
　 在脊椎动物和人类之间由共同病原微生物

引起自然传播的疾病。

02. 003　 传染源　 source
 

of
 

infection
　 已被传染病病原微生物侵染并能向外排出传

染病病原微生物的动植物,即受感染的动植

物。 包括传染病病畜和带菌(毒)动植物。

02. 004　 病原体　 pathogen
　 能引起人和动植物病害的微生物。 包括致

病性细菌、真菌、病毒和寄生虫等生物。

02. 005　 易感性　 susceptibility
　 动物对某种病原微生物缺乏抵抗力或免疫

力的现象。

02. 006　 易感动物　 susceptible
 

animal
　 对某些病原微生物缺乏抵抗力或免疫力的

动物。

02. 007　 患病动物　 sick
 

animal
　 被病原微生物感染后,表现出不同程度临诊

症状或感染表现的动物。

02. 008　 感染动物　 infected
 

animal
　 病原微生物侵入动物机体引起病理反应的

动物。

02. 009 　 疑似感染动物 　 suspicious
 

infected
 

animal
　 外表无任何发病表现,但与患病动物处于同

一传染环境中,有可能感染该疫病的易感

动物。

02. 010　 假定健康动物　 supposed
 

healthy
 

ani-
mal

　 在划定的动物传染病疫区内,群体中除患病

动物、感染动物和疑似感染动物以外的动

物。

02. 011　 一类疫病　 epidemics
 

of
 

category
 

Ⅰ
　 根据动物疫病对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

危害程度,我国动物防疫法规定对人与动物

危害严重,需要采取紧急、严厉的强制预防、
控制、扑灭等措施的疫病。

02. 012　 二类疫病　 epidemics
 

of
 

category
 

Ⅱ
　 根据动物疫病对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

危害程度,我国动物防疫法规定对人与动物

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需要采取严格控制、
扑灭措施,防止扩散的疫病。

02. 013　 三类疫病　 epidemics
 

of
 

category
 

Ⅲ
　 根据动物疫病对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

危害程度,我国动物防疫法规定常见多发,
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需要控制和净化的

动物疫病。

02. 014　 感染　 infection
　 病原微生物侵入动物机体并生长繁殖,从而

引起机体一系列病理反应的过程。

02. 015　 单纯感染　 single
 

infection
　 又称“单一感染”。 由一种病原微生物所引

起的感染。

02. 016　 混合感染　 mixed
 

infection
　 由两种及两种以上病原微生物同时参与的

感染。

02. 017　 协同感染　 synergic
 

infection
　 在同一感染过程中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病

原体共同参与、相互作用,增强了病原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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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性,而参与的病原体单独存在时不能引

起相同临床表现的感染。

02. 018　 继发感染　 secondary
 

infection
　 动物感染了一种病原微生物之后,在机体抵

抗力减弱的情况下,又由新的病原或原来存

在于体内的另一种病原微生物引起的感染。

02. 019　 一过性感染　 temporal
 

infection
　 开始症状较轻,临床特征症状未见出现即行

恢复的感染。

02. 020　 局部感染　 local
 

infection
　 病原微生物局限在机体一定的部位生长繁

殖,并引起一定病变的感染。

02. 021　 全身感染　 general
 

infection
　 病原微生物或其代谢产物通过血液或淋巴

循环向全身扩散,并引起全身性症状和病变

的感染。

02. 022　 典型感染　 classical
 

infection
　 疫病发生时,表现出该病的特征性临诊症状

的感染。

02. 023　 非典型感染　 atypical
 

infection
　 疫病发生时,未表现出该病特征性临床症状

和病理变化的感染。

02. 024　 良性感染　 benign
 

infection
　 疫病流行发生后,未引起动物大批发病及死

亡的感染。

02. 025　 恶性感染　 malignant
 

infection
　 疫病流行引起大量动物发病和死亡的感染。

02. 026　 急性感染　 acute
 

infection
　 病程较短,数天至两三周不等,具有该病明

显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的感染。

02. 027　 慢性感染　 chronic
 

infection
　 发展缓慢,病程数周至数月,症状不明显的

感染。

02. 028　 显性感染　 apparent
 

infection

　 病原微生物侵入动物机体后,动物明显表现

出该病特有临床症状的感染。

02. 029　 隐性感染　 inapparent
 

infection
　 又称“亚临床感染( sub-clinical

 

infection)”。
病原微生物侵入动物机体后,机体不出现任

何临床症状,呈隐蔽经过的感染。

02. 030　 潜伏感染　 latent
 

infection
　 一种病毒的持续性感染状态。 病毒潜伏在

宿主细胞内,不产生感染性症状,一旦条件

允许才急性发作。

02. 031　 潜伏期　 incubation
 

period
　 从病原微生物侵入动物机体到最早症状出

现的一段时间。

02. 032　 感染期　 infective
 

period
　 从病原微生物侵入动物机体出现病理变化

到该病原微生物完全从动物机体被清除的

全部时间。

02. 033　 转归期　 convalescence
 

period
　 疾病发展到后期,或以死亡告终或逐渐康复

的时期。

02. 034　 疫源地　 epidemic
 

focus
　 具有传染源及被传染源排出的病原体污染

的地区。

02. 035 　 自然疫源性疾病 　 natural
 

epidemic
 

disease
　 有些病原微生物在自然条件下,即使没有人

类或家养动物的参与,也可以通过传播媒介

(主要是吸血昆虫) 感染宿主(主要是野生

脊椎动物)造成流行性疾病,即人和动物对

这些疫病的发生不是必要的。

02. 036　 自然疫源地　 natural
 

epidemic
 

focus
　 可引起人类或动物传染病的病原体在自然

界的传播媒介中长期存在和循环的地区。

02. 037　 病原携带者　 pathogen
 

carrier
　 外表无症状但携带并排出病原体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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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分为潜伏期病原携带者、恢复期病原携

带者和健康病原携带者三类。

02. 038　 传播　 transmission
　 病原微生物由传染源排出后,经一定的方式

再侵入其他易感动物的过程。

02. 039　 传播途径　 route
 

of
 

transmission
　 病原微生物由传染源排出后,经一定的方式

再侵入其他易感动物所经历的路径。

02. 040　 传播媒介　 transmission
 

vector
　 将传染源携带的病原微生物传播给易感动

物的各种外界环境因素的统称。 可以是生

物(称作媒介生物或病媒生物),也可以是

无生命的物体(称作媒介物或污染物)。

02. 041　 飞沫传播　 droplet
 

transmission
　 经飞散于空气中带有病原体的微细泡沫造

成的传播。

02. 042　 水平传播　 horizontal
 

transmission
　 病原微生物在群体之间或个体之间以横向

方式进行的传播。 包括直接接触传播和间

接接触传播两种方式。

02. 043　 垂直传播　 vertical
 

transmission
　 病原微生物从亲代到其子代之间以纵向方

式进行的传播。 包括经胎盘传播、经卵传

播、经产道传播和经哺乳传播等方式。

02. 044　 机械传播　 mechanical
 

transmission
　 病原微生物通过无生命的媒介物感染宿主

的传播方式。 病原体在媒介物中不发育不

增殖。

02. 045　 直接接触传播 　 direct
 

contact
 

trans-
mission

　 病原微生物通过被感染的动物(传染源)与易

感动物直接接触(交配、舐咬等),不需要任何

外界其他因素的参与而引起的传播方式。

02. 046　 间接接触传播　 indirect
 

contact
 

trans-
mission

　 病原微生物通过传播媒介感染易感动物的

传播方式。

02. 047　 经空气传播　 air-borne
 

transmission
　 病原微生物在空气中以飞沫、飞沫核或尘埃

为媒介而使易感动物发生感染的方式。

02. 048　 经土壤传播　 soil-borne
 

transmission
　 病原微生物以土壤为媒介而感染易感动物

的传播方式。

02. 049　 经饲料传播　 feed-borne
 

transmission
　 通过被病原微生物污染的饲料而引起疫病

的发生和流行的传播方式。

02. 050　 经水传播　 water-borne
 

transmission
　 通过被病原微生物污染的水源而引起疫病

的发生和流行的传播方式。

02. 051 　 虫媒传播 　 arthropod-borne
 

transmis-
sion

　 通过昆虫携带病原体而引发疫病的发生和

流行的传播方式。

02. 052　 疫情　 epidemic
 

situation
　 动物疫病发生、发展以及相关情况。

02. 053　 疫情报告　 epidemic
 

situation
 

report
　 按照政府规定,兽医和有关人员向上级领导

机关所作的关于疫病发生、流行情况的报告。

02. 054　 监测　 surveillance
　 按计划或有关规定,对某一动物群体持续进

行一种或几种疫病发生情况的调查和检测,
为发生或可能发生疫病的防控提供依据。

02. 055　 流行病学调查　 epidemiological
 

survey
　 一定地区内各种疫病的种类、分布、流行和

危害情况进行的调查。

02. 056　 血清流行病学　 seroepidemiology
　 运用血清学方法进行疫病流行情况的调查。

主要研究血清中各种与疫病发生相关成分

出现和含量增减的情况,以阐明疫病在动物

·31·



中的分布和流行规律。

02. 057　 分子流行病学　 molecular
 

epidemiology
　 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

方法。 主要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了解疫病

病原的遗传进化、分布和变异等情况。

02. 058　 流行性　 epidemicity
　 在一定时间内一定动物群体中某种疫病出

现和流行的状况。

02. 059　 地方流行性　 endemicity,
 

enzooticity
　 在一定的地区和动物群体中某疫病呈局限

性传播、小规模流行的状况。

02. 060　 暴发　 outbreak
　 某种动物疫病在一个动物群体单位或一定

地区范围内,在短期间(该病的最长潜伏期

内)突然出现很多病例的状况。

02. 061　 大流行　 pandemicity
　 一种规模非常大的疫病流行。 流行范围可

扩大至数省甚至全国,还可能扩大到几个国

家和几个洲。

02. 062　 散发性　 sporadicity
　 疫病无规律性随机发生,病例在一定区域零

星散在出现的情况。

02. 063　 周期性　 periodicity
　 某些动物疫病经过一定的间隔时期再度出

现流行的现象。

02. 064　 季节性　 seasonality
　 某些动物传染病经常发生于一定的季节,或

在一定的季节出现发病率显著上升的现象。

02. 065　 感染率　 infection
 

rate
　 某种疾病感染阳性数占受调查动物总数的

百分比。

02. 066　 发病率　 morbidity
　 一定时间内新发生的某种传染病病例数与

该时间内发病总数之比。

02. 067　 死亡率　 mortality
　 一定时间内动物群因某病而死亡的病例数

与该动物群动物总数之比。

02. 068　 免疫程序　 vaccination
 

program
　 根据一定地区或养殖场内不同传染病的流

行状况及疫苗特性,为特定动物群制定的疫

苗接种类型、次数、途径及间隔时间。

02. 069　 计划免疫接种　 planned
 

vaccination
　 依据国家或地方消灭、控制疫病的要求,按

照规定的免疫程序,有计划地使用生物制品

进行预防接种,达到控制以至最终消灭相应

传染病的目的。

02. 070　 强制免疫接种 　 compulsory
 

vaccina-
tion

　 以行政乃至法律手段执行的免疫接种。

02. 071　 紧急免疫接种　 emergency
 

vaccination
　 某些传染病暴发时,为了迅速控制和扑灭该

病的流行,对疫区和受威胁区尚未发病动物

进行的应急性免疫接种。

02. 072　 免疫监测　 immune
 

surveillance
　 利用血清学方法,对某些疫(菌)苗免疫动物

在免疫接种前后的抗体跟踪监测,以确定接

种时间和免疫效果。

02. 073　 疫病防制　 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
　 采取各种措施,减少或消除疫病的病源,以

降低疫病的发病数和死亡数,并把疫病限制

在局部范围内。

02. 074　 无特定疫病区　 non-specific
 

epidemic
 

zone
　 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发生过某种或几种疫

病,同时在该区域及其边界和外围一定范围

内,对动物和动物产品、动物源性饲料、动物

遗传材料、动物病料、兽药(包括生物制品)
的流通实施官方有效控制并获得国家认可

的特定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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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75　 无疫区　 epidemic
 

free
 

zone
　 在规定期限内报告没有发生过《国际动物卫

生法典》所列的某种疫病的国内确定区域。
在该区域内及其边界,对动物和动物产品及

其运输设施实施有效的官方兽医控制。

02. 076　 兽医生物安全　 veterinary
 

biosecurity
　 采取必要的措施切断病原体的传播途径,最

大限度地减少各种物理性、化学性和生物性

致病因子对动物群造成危害的一种动物生

产体系。

02. 077　 扑灭　 elimination
　 采取各种措施使某种疫病在某一群体或某

一地域中不再发生。

02. 078　 隔离　 isolation
　 将患病动物和疑似感染动物控制在一个有

利于防疫与生产管理的环境中进行单独饲

养,以利于观察和防疫处理的做法。

02. 079　 封锁　 blockade
　 当某地或养殖场暴发法定一类疫病和外来

疫病时,为了防止疫病扩散,而对其动物群

采取划区隔离、扑杀、销毁、消毒和紧急免疫

接种等强制性措施。

02. 080　 解除封锁　 blockade
 

lifting
　 当疫区内最后一个病例被扑杀或痊愈后,在

该病的最长潜伏期内未再发现新的感染或发

病动物时,经过彻底的清扫和终末消毒,兽医

行政部门验收合格后,取消原有封锁限令。

02. 081　 扑杀　 stamping
 

out
　 将被某疫病感染的动物(有时包括疑似感染

动物)全部杀死并进行无害化处理,以彻底

消灭传染源和切断传染途径的措施。

02. 082　 无害化处理　 bio-safety
 

disposal
　 用物理、化学或生物的方法,对被污染的动物

产品进行的适当处理。 防止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动物产品流入市场和消费领域,确保其对

人类健康和环境不构成危害或潜在危害。

02. 083　 销毁　 destruction
 

　 用焚烧、深埋和其他方法直接杀灭或消除有

害的动物及其产品的措施。

02. 084　 预防性消毒　 preventive
 

disinfection
　 在平时的饲养管理中,定期对动物圈舍及其

空气、场地、用具、道路或动物群等进行的

消毒。

02. 085　 随时消毒　 instant
 

disinfection
　 动物群中出现疫病或突然有个别动物死亡

时,为及时消灭刚从患病动物体内排出的病

原体而采取的消毒措施。

02. 086　 终末消毒　 terminal
 

disinfection
　 在患病动物解除隔离(痊愈或死亡)时,或在

疫区解除封锁前,为消灭动物隔离舍内或疫

区内残留的病原体而进行的全面彻底的大

消毒。

02. 087　 净化　 cleaning
　 在某一限定地区或养殖场内,根据特定疫病

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和疫病监测结果,及时

发现并淘汰各种形式的感染动物,使某种疫

病逐渐被清除的过程。

02. 088　 疫点　 epidemic
 

spot
　 范围较小的疫源地或单个传染源所构成的

疫源地。

02. 089　 疫区　 epidemic
 

zone
　 某种疫病正在流行时,多个疫源地相互连接

成片且范围较大的区域。

02. 090　 受威胁区　 threatened
 

area
　 与疫区紧邻并存在该疫区动物疫病传入危

险的地区。

02. 091　 口蹄疫　 foot
 

and
 

mouth
 

disease
　 由口蹄疫病毒引起的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

传染病。 主要侵害偶蹄动物,偶见于人和其

他动物,以口腔黏膜、蹄部及乳房皮肤发生

水疱和溃烂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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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92　 流行性感冒　 influenza
　 由流行性感冒病毒引起的急性高度接触性

传染病。 传播迅速,可感染人及其他哺乳动

物,以发热和伴有急性呼吸道症状为特征,
在禽类则可有急性败血症、呼吸道感染以至

隐性经过等多种临床表现。

02. 093　 伪狂犬病　 pseudorabies
　 由伪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

可感染多种动物。 猪感染后,临床特征为体

温升高,新生仔猪表现出神经症状、消化系

统症状,成年猪常为隐性感染,妊娠母猪感

染后可引起流产、死胎及呼吸系统症状。

02. 094　 流行性乙型脑炎　 epidemic
 

encepha-
litis

 

B
　 又称“日本乙型脑炎( Japanese

 

B
 

encephali-
tis)”。 由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引起的一种

人兽共患病。 在人和马中呈现脑炎症状,猪
表现为流产、死胎和睾丸炎,其他家畜和家

禽大多呈隐性感染。 传播媒介为蚊虫,流行

有明显的季节性。

02. 095　 痘病　 pox,
 

variola
　 由痘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接触性传染

病。 可感染各种家畜、家禽以及人类。 患病

哺乳动物的特征是皮肤上发生痘疹,禽类皮

肤产生增生性和肿瘤样病变。

02. 096　 轮状病毒感染　 rotavirus
 

infection
　 由轮状病毒感染婴幼儿和幼龄动物引起的

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 以腹泻和脱水为特

征,成人和成年动物多呈隐性经过。

02. 097　 狂犬病　 rabies
　 又称“恐水症(hydrophobia)”。 由狂犬病病

毒引起的一种急性自然疫源性传染病。 几

乎所有温血动物都可感染,死亡率极高,临
床表现以神经兴奋和意识障碍为特征,常因

全身麻痹而死亡。

02. 098　 水疱性口炎　 vesicular
 

stomatitis

　 由水疱性口炎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人兽

共患病。 以在马、牛、猪和某些野生动物的口

腔黏膜、舌、唇、乳头和蹄冠部上皮发生水疱

为特征。 鹿和人呈隐性感染或短期发热。

02. 099　 裂谷热　 rift
 

valley
 

fever
　 由裂谷热病毒引起反刍动物和人的一种急

性热性传染病。 主要发生于绵羊、山羊和

牛,其流行特征是妊娠动物出现大批流产,
新生动物死亡率急剧上升,同时伴有人群的

发病和死亡。

02. 100　 传染性脓疱　 contagious
 

ecthyma
　 又称“传染性脓疮性皮炎”。 由传染性脓疱

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接触性人兽共患病。
主要危害羔羊,其特征为口唇等处皮肤和黏

膜形成丘疹、脓疱、溃疡和结成疣状厚痂。

02. 101　 传染性海绵状脑病　 infectious
 

spong-
iform

 

encephalopathy
　 由朊病毒引起的人兽共患的一种亚急性、渐

进性、致死性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 其特

征为潜伏期长,病程发展缓慢,以神经元空

泡化、脑灰质海绵状病变等为特征。

02. 102　 痒病　 scrapie
　 由朊病毒侵害羊中枢神经系统引起的慢性

致死性疫病。 其特征为潜伏期长、剧痒、肌
肉震颤、进行性运动失调,最后瘫痪死亡。

02. 103　 水貂传染性脑病　 transmissible
 

mink
 

encephalopathy
　 一种亚急性的脑海绵样变性的疾病。 无炎

症变化,病死率极高。 病原因子的特性与痒

病朊病毒相似。

02. 104　 亨德拉病毒感染　 Hendra
 

virus
 

infec-
tion

　 由亨德拉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人兽共患病。
马是唯一能被自然感染的家畜,病死率很

高,感染马表现发烧、呼吸困难、面部肿胀、
行动迟缓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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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05　 尼帕病毒感染　 Nipah
 

virus
 

infection
　 由尼帕病毒引起的人兽共患病。 以脑炎发

生为特征,在猪和人之间传播,可引起猪及

与之密切接触的人死亡。

02. 106　 炭疽　 anthrax
　 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的急性热

性败血性传染病。 其特征是脾显著肿大,皮
下及浆膜下结缔组织出血性浸润,血液凝固

不良,呈煤焦油样。

02. 107　 大肠杆菌病　 colibacillosis
　 由致病性大肠杆菌引起的多种动物不同疾

病或病型的统称。 包括动物的局部性或全

身性大肠杆菌感染、大肠杆菌性腹泻、败血

症和毒血症等。

02. 108　 沙门菌病　 salmonellosis
　 又称“副伤寒(paratyphoid)”。 各种动物感

染沙门菌属细菌后引起疾病的统称。 在临

床上多表现为败血症和肠炎,也可使怀孕母

畜发生流产。

02. 109　 葡萄球菌病　 staphylococcosis
　 由葡萄球菌引起的人和动物的多种疾病的

总称。 常引起皮肤的化脓性炎症,也可引起

菌血症、败血症和各内脏器官的严重感染。
除鸡、兔等可呈流行性发生外,其他动物多

为个体的局部感染。

02. 110　 链球菌病　 streptococcosis
　 主要是 β 溶血性链球菌引起的多种人兽共

患病的总称。 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可以引起

化脓创和败血症,也可表现为各种局限性

感染。

02. 111　 猪链球菌病　 swine
 

streptococcosis
 

　 由多种不同群的链球菌引起的猪的不同临

诊类型传染病的总称。 常见的有败血性链

球菌病和淋巴结脓肿两种类型。

02. 112　 巴氏杆菌病　 pasteurellosis
　 主要由多杀性巴氏杆菌所引起的一类人兽

共患病的总称。 动物急性病例以败血症和

炎性出血过程为主要特征;人的病例罕见,
且多呈伤口感染。

02. 113　 结核病　 tuberculosis
　 由分枝杆菌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慢性传染

病。 病理特征是形成结核性肉芽肿(结核结

节),继而结核中心干酪样坏死或钙化。

02. 114　 布鲁氏菌病　 brucellosis
　 由布鲁氏杆菌引起的人兽共患病。 特征是

生殖器官和胎膜发炎,引起流产、不育和各

种组织的局部病灶。

02. 115　 衣原体病　 chlamydiosis
　 由鹦鹉热衣原体和家畜衣原体等引起多种

动物临床上从不明显、慢性到急性型表现的

传染病。 临床特征是流产、肺炎、肠炎、结膜

炎、多关节炎、脑炎等。

02. 116　 绿脓杆菌病　 cyanomycosis
　 由绿脓假单胞菌引起的人兽共患病。 主要

出现在人烧伤和术后感染;引起动物(特别

是幼龄畜禽)内脏器官脓肿,常表现为群体

急性暴发和大批死亡。

02. 117　 破伤风　 tetanus
　 又称“强直症(paramyotonia)”。 由破伤风梭

菌经伤口感染引起的一种急性中毒性人兽

共患病。 以骨骼肌持续性痉挛和神经反射

兴奋性增高为特征。

02. 118　 坏死杆菌病　 necrobacillosis
　 由坏死杆菌感染哺乳动物和禽类的一种慢

性传染病。 特征是在受损伤的皮肤和皮下

组织、消化道黏膜发生组织坏死,有的在内

脏形成转移性坏死灶。

02. 119　 李斯特菌病　 Listeriosis
　 由单核细胞增多性李斯特菌引起的人兽共

患感染性疾病。 家畜主要表现脑膜脑炎、败
血症和妊娠流产;家禽和啮齿动物则表现坏

死性肝炎和心肌炎,有的还可出现单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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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

02. 120　 肉毒中毒症　 botulism
　 人和动物由于摄入含有肉毒梭菌毒素的食

物或饲料而引起的一种中毒性疾病,以运动

神经麻痹为特征。

02. 121　 弯曲菌病　 campylobacteriosis
　 弯曲菌属中的某些致病菌引起的动物传染

病。 临诊症状依据病菌的种类而不同,如不

育、流产或腹泻等。

02. 122　 土拉菌病　 tularemia
　 又称“兔热病( rabbit

 

fever)”。 由土拉热弗

朗西丝菌引起的人兽共患病。 原发于野生

啮齿动物,主要表现为体温升高,淋巴结肿

大,皮和其他内脏的坏死变化。

02. 123　 小肠结肠耶尔森菌病 　 Yersinia
 

en-
terocolitica

 

disease
　 由小肠结肠耶尔森菌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

感染病。 临床表现以急性胃肠炎、小肠结肠

炎和败血症等为主。

02. 124　 伪结核病　 pseudotuberculosis
　 由伪结核耶尔森菌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病。

自然情况下,可在鸟类和哺乳动物,特别是

啮齿目、兔形目动物中引起地方流行。

02. 125　 鼠疫　 plague
　 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

通过鼠蚤媒介,经人的皮肤传入引起腺鼠

疫,经呼吸道传入发生肺鼠疫。 临床表现为

发热、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 可发展

为败血症,传染性强,死亡率高,是危害人类

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之一。

02. 126　 钩端螺旋体病　 leptospirosis
　 由致病性钩端螺旋体引起的人兽共患病和

自然疫源性传染病。 临诊主要表现为发热、
黄疸、血红蛋白尿、出血倾向、流产、皮肤和

黏膜坏死、水肿等。

02. 127　 莱姆病　 Lyme
 

disease
　 又称“疏螺旋体病(borrelia

 

disease)”。 由伯

氏疏螺旋体引起人兽共患的一种蜱传性自

然疫源性传染病。 主要引起发热、皮肤损

伤、关节炎、脑炎和心肌炎。

02. 128　 Q 热　 Q-fever
　 由贝纳柯克斯体引起的一种自然疫源性人

兽共患病。 动物多为隐性感染,人感染后表

现发热、乏力、头痛及肺炎症状。

02. 129　 类鼻疽　 melioidosis
　 由类鼻疽伯克霍尔德菌引起的人兽共患病。

特征性病变是受害器官发生化脓性炎症和

特异性肉芽肿结节。

02. 130　 皮肤真菌病　 dermatomycosis
　 又称“皮肤霉菌病”。 由多种皮肤霉菌引起

人或动物的传染性皮肤病。 临床特征是人

或动物的皮肤、毛、发、羽及指、趾、爪、蹄等

体表角化组织形成癣斑,导致脱屑、渗出、形
成痂块及瘙痒等。

02. 131　 放线菌病　 actinomycosis
　 又称“大颌病( lumpy

 

jaw)”。 动物和人由放

线菌引起的一种非接触性慢性传染病。 特

征为头、颈、颌下和舌的硬结和脓肿。

02. 132　 嗜皮菌病　 dermatophilosis
 

　 由刚果嗜皮菌引起的人兽共患病。 主要侵

害反刍动物,以在皮肤表层发生渗出性皮炎

并形成痂块为特征。

02. 133　 恶性水肿　 malignant
 

edema
　 家畜中由以腐败梭菌为主的多种梭菌引起

的一种经创伤感染的急性传染病。 特征为

创伤局部发生急剧气性炎性水肿,并伴有发

热和全身毒血症。

02. 134　 曲霉病　 aspergillosis
　 由曲霉菌引起的人兽共患病。 多见于雏禽,

主要侵染肺部,造成发炎和结节。
·81·



02. 135　 附红细胞体病　 eperythrozoonosis
　 由附红细胞体引起的人兽共患病。 以贫血、

黄疸和发热为特征。

02. 136　 鸡新城疫　 newcastle
 

disease
　 由新城疫病毒引起的鸡和火鸡急性高度接触

性传染病,常呈败血症经过。 主要特征是呼

吸困难、下痢、神经紊乱、黏膜和浆膜出血。

02. 137　 鸡马立克病　 Marek’s
 

disease
　 由马立克病毒引起的鸡淋巴组织增生性传

染病。 以外周神经、性腺、虹膜,以及各种脏

器肌肉和皮肤的单核性细胞浸润为特征。

02. 138　 鸡传染性法氏囊病　 infectious
 

bursal
 

disease
　 由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引起的一种幼鸡急

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 腔上囊、肾病变,腿
肌、胸肌出血,腺胃和肌胃交界处条状出血

是其特征性病变。

02. 139 　 鸡传染性支气管炎　 infectious
 

bron-
chitis

　 由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引起的鸡的一种急

性高度接触传染性呼吸道疾病。 特征是病

鸡咳嗽、喷嚏和气管发生罗音,雏鸡可出现

流鼻涕,产蛋鸡产蛋减少和质量变劣,肾病

变型肾肿大,有尿酸盐沉积。

02. 140　 鸡传染性喉气管炎　 infectious
 

laryn-
gotracheitis

　 由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引起的鸡的一种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 其特征为呼吸困难,咳

嗽,咳出含有血液的渗出物,喉部和气管黏

膜肿胀,出血并形成糜烂,传播快,死亡率较

高。

02. 141　 禽脑脊髓炎　 avian
 

encephalomyelitis
　 又称“ 流行性震荡( epidemic

 

oscillation)”。
由禽脑脊髓炎病毒引起的一种主要侵害幼

龄鸡的病毒性传染病。 以共济失调和快速

震荡特别是头颈部的震荡为特征。

02. 142　 禽白血病　 avian
 

leukemia
　 由禽白血病 / 肉瘤病毒群中的病毒引起的禽

类多种肿瘤性疾病的统称。 淋巴白血病最

为常见,其他如成红细胞白血病、成髓细胞

白血病、髓细胞瘤、纤维瘤和纤维肉瘤、肾母

细胞瘤、血管瘤、骨石症等出现频率低。

02. 143　 鸡传染性贫血　 chicken
 

infectious
 

a-
nemia

　 由鸡传染性贫血病毒引起的,主要侵害雏鸡

骨髓、胸腺、腔上囊,并导致再生障碍性贫血

和免疫抑制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疾病。

02. 144 　 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 　 avian
 

reticuloendotheliosis
　 由反转录病毒科 C 型反转录病毒群的网状

内皮组织增殖症病毒引起的,以淋巴网状内

皮细胞增生为特征的肿瘤性疾病。

02. 145 　 禽呼肠孤病毒感染 　 avian
 

reovirus
 

infection
　 由禽呼肠孤病毒引起的鸡的多种疾病的统

称。 表现不同病症,包括病毒性关节炎 / 腱
鞘炎、矮小综合征、呼吸道疾病、肠道疾病和

吸收不良综合征。

02. 146　 鸡包涵体肝炎 　 avian
 

inclusion
  

body
 

hepatitis
　 又称“贫血综合征( anemia

 

syndrome)”。 禽

腺病毒引起的鸡的一种急性传染病。 其特

征为病鸡严重贫血、黄疸。 肝肿大,有出血

和坏死灶,肝细胞有核内包涵体。

02. 147　 鸡产蛋下降综合征 　 egg
 

drop
 

syn-
drome

 

　 由禽腺病毒Ⅲ群中的病毒引起的,以鸡产蛋

下降为特征的一种传染病。 主要表现为鸡

群产蛋量骤然下降,软壳蛋和畸形蛋增加,
褐色蛋蛋壳颜色变淡。

02. 148　 支原体感染　 mycoplasma
 

infection
　 又称“霉形体感染”。 支原体引起的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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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侵害呼吸道和生殖系统,引起关节炎、
乳腺炎及眼部感染。

02. 149　 传染性鼻炎　 infectious
 

coryza
　 由鸡嗜血杆菌引起的一种鸡的急性上呼吸

道传染病。 主要特征是流鼻涕、打喷嚏、面
部肿胀、结膜发炎、鼻腔和窦腔黏膜发炎、产
蛋下降。

02. 150　 禽梭菌性疾病　 avian
 

clostridiosis
　 由梭菌及其毒素引起的各种禽类疾病的统

称。 其中产气荚膜梭菌引起坏死性肠炎,肠
梭菌引起溃疡性肠炎,腐败梭菌引起坏疽性

皮炎,肉毒梭菌引起肉毒梭菌中毒症。

02. 151　 禽螺旋体病　 avian
 

spirochetosis
　 由疏螺旋体引起的一种禽类急性热性传染

病。 主要特征是发热、厌食、精神沉郁、头部

下垂、发绀、排绿色浆性稀粪,肝、脾肿大并

有斑点状出血和坏死灶。

02. 152　 禽波氏杆菌病　 avian
 

bordetellosis
　 由禽波氏杆菌引起的一种禽类高度传染性

疾病。 特征为呼吸道症状、眼炎或胚胎性疾

病等。

02. 153　 溃疡性肠炎　 ulcerative
 

enteritis
　 由肠道梭菌引起的多种幼禽的一种急性传

染病。 以肝、脾坏死,肠道出血、溃疡为主要

特征。

02. 154　 鸭瘟　 duck
 

plague
　 由鸭瘟病毒引起的鸭的一种急性接触性传染

病。 特征为血管破坏、组织出血、消化道黏膜

丘疹变化、淋巴器官损伤和实质器官变性。

02. 155　 番鸭细小病毒病　 muscovy
 

duck
 

par-
vovirus

 

disease
　 俗称“三周病”。 由番鸭细小病毒引起的,以

腹泻、喘气和软脚为主要症状的一种疾病。
主要侵害 1 ~ 3 周龄的雏番鸭,具有高度传

染性,发病率和死亡率高。

02. 156　 小鹅瘟　 gosling
 

plague
　 由鹅细小病毒引起的雏鹅和雏番鸭的一种

急性或亚急性的败血性传染病。 本病主要

侵害 4 ~ 20 日龄的雏鹅,以传播快、高发病

率与高病死率、严重下痢、渗出性肠炎、肠道

内形成腊肠样栓子为特征。

02. 157　 家禽念珠菌病　 avian
 

candidiasis
　 又称“鹅口疮( oral

 

candidiasis)” “消化道真

菌病 ( fungal
 

diseases
 

of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 主要由白色念珠菌引起的家禽上

消化道疾病。 特征是上消化道黏膜发生白

色的假膜和溃疡。

02. 158　 鸭病毒性肝炎　 duck
 

viral
 

hepatitis
　 由鸭肝炎病毒引起的雏鸭的一种急性接触

性传染病。 特征是发病急、传播快、死亡率

高,临诊表现为角弓反张,病理变化为肝炎

和出血。

02. 159 　 鸭疫里默氏菌感染 　 riemerella
 

anatipestifer
 

infection
　 又称“鸭传染性浆膜炎( riemerella

 

anatipes-
tifer

 

infectious)”。 由鸭疫里默氏菌感染引

起的一种细菌性传染病。 主要发生于 1 ~ 7
周龄小鸭,呈败血性经过。 病鸭精神沉郁、
眼鼻分泌物增多、拉稀,有典型的心包炎、肝
周炎和气囊炎。

02. 160　 猪瘟　 hog
 

cholera,
 

classical
 

swine
 

fever
　 由猪瘟病毒引起的猪的一种高度传染病和致

死性传染病。 特征是高热稽留,以及小血管

壁变形引起各器官的广泛性出血、梗死和坏

死。

02. 161　 猪细小病毒感染 　 porcine
 

parvovirus
 

infection
　 由猪细小病毒引起的猪繁殖障碍性疾病。 其

特征为感染母猪产出死胎、畸形胎、木乃伊

胎、流产及病弱仔猪,母猪本身无明显症状。

02. 162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porcine
 

re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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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由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引起的猪的一

种繁殖障碍和呼吸道传染病。 特征为厌食、
发热、怀孕后期发生流产、死胎和木乃伊胎,
幼龄仔猪发生呼吸道症状。

02. 163 　 猪传染性胃肠炎 　 transmissible
 

gas-
troenteritis

 

of
 

pig
　 由传染性胃肠炎病毒引起的猪的一种高度

接触性肠道疾病。 以呕吐、严重腹泻和失水

为特征。

02. 164　 猪流行性腹泻　 porcine
 

epidemic
 

di-
arrhea

　 由猪流行性腹泻病毒引起的猪的一种急性接

触性肠道传染病。 特征为呕吐、腹泻和脱水。

02. 165　 猪水疱病　 swine
 

vesicular
 

disease
　 由一种肠道病毒引起的猪的急性传染病。

流行性强,发病率高,以蹄部、口部、鼻端和

腹部、乳头周围皮肤和黏膜发生水疱为特

征。

02. 166　 猪传染性脑脊髓炎 　 swine
 

infectious
 

encephalomyelitis
　 由猪传染性脑脊髓炎病毒侵害猪中枢神经

系统引起的一种传染病。 特征是中枢神经

系统紊乱和四肢麻痹。

02. 167　 猪脑心肌炎 　 porcine
 

encephalomyo-
carditis

　 由猪脑心肌炎病毒引起的猪的一种急性致

死性的传染病。 特征是出现脑炎、心肌炎、
心肌周围炎,病死率很高。 妊娠母猪感染后

出现流产、死胎、木乃伊胎。

02. 168 　 血凝性脑脊髓炎 　 hemagglutinating
 

encephalomyelitis
　 由血凝性脑脊髓炎病毒引起的猪的一种急

性传染病。 特征为呕吐、消瘦和中枢神经系

统障碍,病死率很高。

02. 169　 非洲猪瘟　 African
 

swine
 

fever

　 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猪的一种急性高致

死性传染病。 临床症状和病例变化与猪瘟

很相似,表现为发热、皮肤发绀和淋巴结、
肾、胃肠黏膜明显出血。

02. 170　 猪圆环病毒感染 　 porcine
 

circovirus
 

infection
　 由猪圆环病毒引起的猪的一种传染病。 主

要感染 8 ~ 13 周龄猪,其特征为体重下降、
消瘦、腹泻、呼吸困难。

02. 171　 猪水疱性疹 　 vesicular
 

exanthema
 

of
 

swine
　 由杯状病毒引起的猪的一种急性热性传染

病。 症状和病变与口蹄疫、水疱性口炎、猪
水疱病相似。

02. 172 　 猪腺病毒感染 　 porcine
 

adenovirus
 

infection
　 由猪腺病毒引起的猪的一种传染病。 大多

数无症状表现,有时可引起脑炎、肺炎、肾损

害或下痢等疾病。

02. 173 　 猪肠病毒感染 　 porcine
 

enterovirus
 

infection
　 由猪肠病毒引起的母猪繁殖障碍。 可引起

肺炎、心包炎和心肌炎、腹泻和脑脊髓炎等

综合征。

02. 174　 猪巨细胞病毒感染　 porcine
 

cytomeg-
alovirus

 

infection
　 又称“猪包涵体鼻炎(porcine

 

inclusion-body
 

rhinitis)
 

”“
 

猪巨细胞包涵体病(porcine
 

cy-
tomegalic

 

inclusion
 

disease)”。 由疱疹病毒

引起的猪的一种病毒性病。 主要发生于幼

龄仔猪,可引起发育不良、鼻炎和肺炎及增

重差等临床症状。

02. 175　 蓝眼病　 blue
 

eye
 

disease
　 由副黏病毒引起的一种猪病。 临床特征为

中枢神经紊乱、繁殖障碍和角膜混浊。 角膜

混浊导致瞳孔呈淡蓝色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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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76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 　 porcine
 

conta-
gious

 

pleuropneumonia
　 由胸膜肺炎放线菌引起的猪的一种接触性

呼吸道传染病。 引起猪急性纤维素性胸膜

肺炎或慢性局灶性坏死性肺炎。

02. 177 　 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 　 swine
 

infec-
tious

 

atrophic
 

rhinitis
　 由支气管败血波氏杆菌引起的猪的一种慢

性呼吸道传染病。 特征为鼻炎、鼻梁变形、
鼻甲骨萎缩,以鼻甲骨下卷曲部最常见。

02. 178 　 猪支原体 [性]肺炎 　 mycoplasmal
 

pneumonia
 

of
 

swine
　 又称 “ 猪地方流行性肺炎 ( swine

 

endemic
 

pneumonia)”,俗称“猪气喘病( swine
 

enzoot-
ic

 

pneumonia)”。 由猪肺炎支原体引起的猪

的一种慢性呼吸道传染病。 主要症状为咳

嗽和气喘,肺的尖叶、心叶、中间叶和膈叶前

缘呈肉样或虾肉样实变。

02. 179　 猪丹毒　 swine
 

erysipelas
　 由猪丹毒丝菌引起的猪的一种急性热性传

染病。 临床主要表现为急性败血型和亚急

性疹块型,也表现为慢性多发性关节炎或心

内膜炎。

02. 180　 猪梭菌性肠炎　 clostridial
 

enteritis
 

of
 

piglet
　 又称 “ 仔猪传染性坏死性肠炎 ( infectious

 

necrotic
 

enteritis)”,俗称“仔猪红痢(hemor-
rhagic

 

diarrhea)”。 由 C 型产气荚膜梭菌引

起的高度致死性肠毒血症。 常见于 1 周龄

仔猪,病程短,病死率高。 以血性下痢,小肠

后段的弥漫性出血或坏死性变化为特征。

02. 181　 猪痢疾　 swine
 

dysentery
　 由致病性猪痢疾蛇形螺旋体引起的猪的一

种肠道传染病。 特征为大肠黏膜发生卡他

性出血性炎症,有的发展为纤维素坏死性炎

症,临床表现为黏液性或黏液出血性下痢。

02. 182 　 猪增生性肠炎 　 porcine
 

proliferative
 

enteritis
　 又称“猪肠腺瘤(porcine

 

intestinal
 

adenoma-
tosis,

 

PIA)”。 由细胞内罗松菌引起的猪的

一种慢性肠道传染病。 特征为小肠及结肠

出现慢性增生性肠炎,肠上皮细胞增生。

02. 183　 牛病毒性腹泻-黏膜病　 bovine
 

viral
 

diarrhea-mucosal
 

disease
　 简称“牛病毒性腹泻”“牛黏膜病”。 由牛病

毒性腹泻-黏膜病病毒感染引起的牛的一种

接触性传染病。 特征为病牛黏膜发炎、糜

烂、坏死和腹泻。

02. 184　 牛流行热　 bovine
 

epizootic
 

fever
　 又称“奶牛流行热(dairy

 

cattle
 

epizootic
 

fe-
ver)” “三日热 ( three

 

day
 

fever)” “暂时热

(ephem
 

eral
 

fever)”。 由牛流行热病毒属弹

状病毒引起的急性热性传染病。 特征为突

发高热、流泪、有泡沫样流涎,鼻漏,呼吸促

迫,后躯僵硬,跛行,发病率高,病死率低。

02. 185　 牛传染性鼻气管炎　 infectious
 

bovine
 

rhinotracheitis
　 又称“牛传染性坏死性鼻炎

 

(
 

infectious
 

bo-
vine

 

necrotic
 

rhinotracheitis)” “红鼻病
 

(
 

red
 

nose
 

disease)”。 由Ⅰ型牛疱疹病毒引起的牛

的一种接触性传染病。 表现为上呼吸道及气

管黏膜发炎、呼吸困难、流鼻汁,可引起生殖

道感染、结膜炎、脑膜脑炎、流产、乳房炎等。

02. 186　 牛白血病　 bovine
 

leukaemia
　 牛的一种慢性肿瘤性疾病。 特征为淋巴样

细胞恶性增生,进行性恶病质和病死率高。

02. 187　 牛恶性卡他热　 bovine
 

malignant
 

ca-
tarrhal

 

fever
　 又 称 “ 恶 性 头 卡 他 ( malignant

 

head
 

ca-
tarrh)”。 由恶性卡他热病毒引起的牛的一

种急性热性传染病。 以高热、呼吸道、消化

道黏膜的黏脓性坏死性炎症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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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88　 牛瘟　 rinderpest
　 又称“烂肠瘟(cattle

 

plague)”。 由牛瘟病毒

所引起的牛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
临床特征为体温升高、病程短,黏膜特别是

消化道黏膜发炎、出血、糜烂和坏死。

02. 189　 茨城病　 Ibaraki
 

disease
　 由茨城病病毒引起的牛的一种急性热性传

染病。 特征是突发高热、咽喉麻痹、关节疼

痛性肿胀。

02. 190　 阿卡斑病　 Akabane
 

disease
　 又称“赤羽病”。 由阿卡斑病病毒引起的牛、

羊的一种多型性传染病。 以流产、早产、死
胎、木乃伊胎、胎儿畸形以及新生胎儿的关

节弯曲和积水性无脑综合征为特征。

02. 191　 牛结节性皮肤病　 bovine
 

lumpy
 

skin
 

disease
　 又称 “ 疙 瘩 皮 肤 病 ( lumpy

 

skin
 

disease,
LSD)”。 由牛结节性皮肤病病毒引起的牛

的一种以表现局限性坚硬皮肤结节为特征

的传染病。

02. 192　 牛免疫缺陷病毒感染　 bovine
 

immu-
nodeficiency

 

virus
 

infection
　 由牛免疫缺陷病毒引起的,以牛持续性淋巴

细胞增生症、淋巴腺病、中枢神经系统损伤

及进行性消瘦和衰弱为主要特征的传染病。

02. 193　 蓝舌病　 bluetongue
　 由蓝舌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以昆虫为传染媒

介的反刍动物传染病。 主要发生于绵羊,临
床特征为发热、消瘦,口、鼻和胃黏膜的溃疡

性炎症变化。

02. 194　 传染性角膜结膜炎　 contagious
 

kera-
toconjunctivitis

　 俗称“红眼病(pink
 

eye)”。 由包括衣原体、
支原体、立克次体、细菌或病毒等多种微生

物共同引起的牛、羊的一种传染病。 临床特

征为发病动物眼睛流出大量分泌物、结膜

炎、角膜浑浊、溃疡甚至失明。

02. 195　 水牛热　 buffalo
 

fever
　 由病毒引起的水牛的一种急性热性传染病。

特征为高热稽留,颌下、颈、胸部水肿,体表

淋巴结肿大及全身败血症病变。

02. 196　 羊传染性脓疱　 sheep
 

contagious
 

ec-
thyma

　 俗称“羊口疮(sore
 

mouth)”。 由羊口疮病毒

引起的绵羊和山羊的一种急性传染病。 临

床上以唇、鼻、眼睑、乳房、四肢皮肤及口腔

黏膜发生丘疹、水疱、脓疱和痂皮为特征,羔
羊常因继发感染而死亡。

02. 197　 绵羊肺腺瘤病　 sheep
 

pulmonary
 

ade-
nomatosis

　 又称“绵羊肺癌(ovine
 

pulmonary
 

carcinoma,
 

OPC)”。 由绵羊肺腺瘤病毒引起的成年绵

羊的一种慢性肿瘤性传染病。 特征为潜伏

期长,肺泡和支气管上皮进行性肿瘤增生、
消瘦、咳嗽、呼吸困难,终归死亡。

02. 198 　 山羊病毒性关节炎-脑炎 　 caprine
 

arthritis
 

encephalitis
　 由关节炎脑炎病毒引起的山羊的一种慢性

病毒性传染病。 临床特征是成年羊为慢性

多发性关节炎,间或伴发间质性肺炎或间质

性乳房炎;羔羊常呈现脑脊髓炎症状。

02. 199　 梅迪-维斯纳病　 Maedi-Visna
 

disease
　 由梅迪-维斯纳病毒引起的绵羊的一种慢性

进行性接触性传染病。 特征为潜伏期长,病
程缓慢,进行性消瘦并伴有致死性间质性肺

炎和脑膜炎。

02. 200　 边界病　 border
 

disease
　 由羊边界病病毒引起的绵羊羔的一种传染

病。 病羔因中枢神经系统髓鞘质生成缺陷

而呈肌肉震颤等神经症状,细毛羊种病羔被

毛里出现大量粗毛并有严重色素沉着。

02. 201 　 小反刍兽疫 　 peste
 

des
 

petits
 

r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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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ts
　 又称“伪牛瘟(pseudo

 

rinderpest)”。 由小反

刍兽疫病毒引起的小反刍动物的一种急性接

触传染性疾病。 特征是发病急剧、高热稽留、
眼鼻分泌物增加、口腔糜烂、腹泻和肺炎。

02. 202　 羊快疫　 braxy,
 

bradsot
　 由腐败梭菌引起的羊的一种急性传染病。

临床特征是发病突然,病程短促,真胃黏膜

呈出血性坏死性炎症。

02. 203　 羊猝殂　 struck
　 由 C 型产气荚膜梭菌引起的一种毒血症。 以

急性死亡、腹膜炎和溃疡性结肠炎为特征。

02. 204　 羊肠毒血症　 enterotoxaemia
　 又称“软肾病(pulpy

 

kidney
 

disease)
 

”“类快

疫( fast
 

epidemic)”。 由 D 型产气荚膜梭菌

引起的羊的一种急性毒血症。 病羊死后肾

组织易于软化。

02. 205　 羊黑疫　 black
 

disease
　 又称“坏死性肝炎(necrotic

 

hepatitis)”。 由

B 型诺维梭菌引起的羊的一种急性高度致

死性毒血症。 特征为肝实质性坏死病灶。

02. 206　 羔羊痢疾　 lamb
 

dysentery
　 由 B 型魏氏梭菌引起的初生羔羊的一种急性

毒血症,以剧烈腹泻和小肠发生溃疡为特征。

02. 207　 副结核病　 paratuberculosis
　 又称“副结核性肠炎”。 主要发生于牛的一

种慢性传染病,显著特征是顽固性腹泻和逐

渐消瘦,肠黏膜增厚并形成皱襞。

02. 208　 无浆体病　 anaplasmosis
　 由无浆体引起的反刍动物的一种传染病。

特征为高热、贫血、消瘦、黄疸和胆囊肿大。

02. 209　 气肿疽　 emphysematous
 

gangrene
　 俗称 “ 黑 腿 病 ( blackleg

 

)” “ 鸣 疽 ( gan-
grene)”。 由气肿疽梭菌引起的反刍动物的

一种急性热性传染病。 特征为肌肉丰满部

位发生炎性气性肿胀,中心坏死变黑,用力

按时有捻发音,严重者常伴有跛行。

02. 210 　 牛传染性胸膜肺炎 　 bovine
 

conta-
gious

 

pleuropneumonia
　 又称“牛肺疫(pleuropneumonia)”。 由丝状

支原体引起的牛的一种高度接触性传染病。
以纤维素性胸膜肺炎为特征。

02. 211　 心水病　 heartwater
 

disease
　 又称“考德里氏病(Cowdris

 

disease)”“黑胆

病( the
 

black
 

bile)”。 由立克次体引起的反

刍动物的一种以蜱为媒介的急性热性传染

病。 临床特征是突然高热、呼吸障碍、急性

胃肠炎、浆膜腔积水,伴有神经症状和死亡。

02. 212　 羊支原体性肺炎　 mycoplasma
 

pneu-
moniae

 

of
 

sheep
 

and
 

goat
 

　 又称“羊传染性胸膜肺炎( infectious
 

pleuro-
pneumonia

 

of
 

goat
 

and
 

sheep)”。 由多种支原

体引起的绵羊和山羊的一种高度接触性传

染病。 以高热、咳嗽、肺及胸膜的浆液性和

纤维素性炎症为特征。

02. 213　 羊链球菌病　 ovine
 

streptococcosis
　 由 C 群兽疫链球菌引起的羊的一种急性热

性败血性传染病。 临床上以咽喉部肿胀、大
叶性肺炎、胆囊肿大及全身败血症为特征。

02. 214 　 鹿流行性出血热 　 epizootic
 

hemor-
rhagic

 

disease
 

of
 

deer
　 由呼肠孤病毒科环状病毒属的鹿流行性出

血热病毒引起的鹿的一种虫媒性传染病。
特征为体温升高、休克、黏膜和浆膜面出现

多处出血。

02. 215　 兔病毒性出血症　 rabbit
 

viral
 

hemor-
rhagic

 

disease
　 又称“兔瘟( rabbit

 

plague)”。 由兔出血症病

毒引起的家兔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

病。 以实质性脏器水肿、瘀血、出血和高死

亡率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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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16　 兔梭菌性肠炎　 clostridial
 

enteritis
 

of
 

rabbit
　 又称“兔魏氏梭菌病”。 由 A 型魏氏梭菌及

其毒素引起的兔的一种以消化道症状为主

的全身性疾病。 临床上以急剧腹泻、排出水

样或血样粪便、脱水死亡、盲肠浆膜出血斑

和胃黏膜出血、溃疡为特征。

02. 217　 兔波氏杆菌病　 bordetellosis
 

of
 

rabbit
　 由支气管败血波氏杆菌引起的一种家兔常见

传染病。 以慢性鼻炎和支气管肺炎为特征。

02. 218　 兔密螺旋体病　 rabbit
 

treponematosis
　 又称“兔梅毒病( rabbit

 

syphilis)”。 由兔梅

毒密螺旋体引起的兔的一种常见慢性生殖

器官传染病。 特征是外生殖器、肛门和颜面

等部皮肤和黏膜炎症,出现水肿、结节和溃

疡以及患部淋巴结炎性肿大。

02. 219　 兔黏液瘤病　 rabbit
 

myxomatosis
　 由黏液瘤病毒引起的兔的一种高度致死性

接触性传染病。 以全身(特别是颜面部和天

然孔周围)皮下黏液瘤性肿胀为特征。

02. 220　 貂病毒性肠炎　 mink
 

viral
 

enteritis
　 又称“貂泛白细胞减少症(mink

 

pan-leukope-
nia)”“

 

貂传染性肠炎(mink
 

infectious
 

enter-
itis)”。 由貂细小病毒引起的貂的一种急性

传染病。 主要特征为急性肠炎和白细胞减

少。

02. 221　 貂阿留申病　 Aleutian
 

mink
 

disease
 

　 由阿留申病毒引起的水貂的一种慢性消耗

性、超敏感性和自身免疫性疾病。 特征为丙

种球蛋白异常增加、浆细胞极度增生以及持

续性病毒血症。

02. 222　 水貂脑膜炎　 mink
 

meningitis
　 由脑膜炎球菌引起的貂的一种传染病。 急

性者突然死亡,有脑膜炎和败血症变化;慢
性者高度消瘦。

02. 223　 貂克雷伯氏菌病　 mink
 

klebsiellosis

　 由肠杆菌科克雷伯氏菌属中臭鼻克雷伯氏

菌(K. ozaenae)引起的貂的一种细菌性传染

病。 临床上有急性型、脓疱型、麻痹型和蜂

窝织炎型 4 种表现类型。

02. 224　 犬瘟热　 canine
 

distemper
　 由犬瘟热病毒引起的肉食兽中犬科、鼬科及

一部分浣熊科动物的高度接触传染性、致死

性传染病。 以双相热型、急性卡他性鼻炎、
严重胃肠炎和神经症状为特征。

02. 225　 犬传染性肝炎　 infectious
 

canine
 

hep-
atitis

　 由犬腺病毒 1 型引起的犬的一种急性高度

接触性败血性传染病。 以循环障碍、肝小叶

中心坏死以及肝细胞出现核内包涵体为特

征。 主要发生于犬,表现为肝炎和眼睛疾

患。

02. 226　 犬细小病毒感染 　 canine
 

parvovirus
 

infection
　 由犬细小病毒引起的,以急性出血性肠炎和

非化脓性心肌炎为特征的传染病。 多发生

于幼犬。

02. 227　 犬腺病毒 2 型感染　 canine
 

adenovi-
rus

 

type
 

2
 

infection
　 由犬腺病毒 2 型引起的犬的呼吸道传染病。

临诊表现持续高热、咳嗽、浆液-黏液性鼻

漏、扁桃体炎、喉气管炎和肺炎。

02. 228　 犬冠状病毒感染　 canine
 

coronavirus
 

infection
　 由犬冠状病毒引起的犬的一种消化道传染

病。 临床特征为呕吐、腹泻、沉郁、厌食,易
复发。

02. 229　 犬副流感病毒感染　 canine
 

parainflu-
enza

 

virus
 

infection
　 由副流感病毒引起的犬的一种呼吸道传染

病。 临床表现发热、流涕和咳嗽,病理变化

以卡他性鼻炎和支气管炎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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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30　 犬疱疹病毒感染　 canine
 

herpes
 

virus
 

infection
　 由犬疱疹病毒引起的犬的一种接触性传染

病。 主要特征为仔犬呼吸困难、全身脏器出

血坏死、急性致死;成年母犬不育、流产和死

胎;公犬出现阴茎炎、包皮炎、精索炎。

02. 231　 犬埃立克体病　 canine
 

ehrlichiosis
　 曾称“犬埃里希氏体病”。 由犬埃立克体引

起的一种犬败血性传染病。 特征为出血、消
瘦、多数脏器浆细胞浸润、血液血细胞和血

小板减少。

02. 232　 猫泛白细胞减少症　 feline
 

panleuko-
penia

　 又称“猫瘟热”“猫传染性肠炎”。 由猫泛白

细胞减少症病毒引起的猫科动物的一种急

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 临床表现以患猫突

发高热、呕吐、腹泻、脱水及循环血流中白细

胞减少为特征。

02. 233　 猫病毒性鼻气管炎 　 feline
 

viral
 

rhi-
notracheitis

 

　 由猫疱疹病毒 1 型( FHV-1)引起的猫的一

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上呼吸道疾病。 以喷嚏、
流泪、结膜炎为特征。

02. 234　 猫白血病　 feline
 

leukemia
　 由猫白血病病毒和猫肉瘤病毒引起的一种恶

性淋巴瘤传染病。 感染后有两类疾病,一类

是白血病,表现为淋巴瘤、成红细胞性或成髓

细胞性白血病。 另一类是免疫缺陷疾病,表
现为胸腺萎缩,淋巴细胞减少,嗜中性白细胞

减少,骨髓红细胞系发育障碍而引起的贫血。

02. 235 　 猫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feline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又称“猫艾滋病”。 由猫免疫缺陷病毒感染

引起的,危害猫类的慢性接触性传染病。 主

要表现为免疫功能缺陷、继发性和机会性感

染、神经系统紊乱和恶性肿瘤等。

02. 236 　 猫传染性腹膜炎 　 feline
 

infectious
 

peritonitis
　 由猫传染性腹膜炎病毒引起的猫科动物的

一种慢性进行性传染病。 以腹膜炎和出现

腹水为特征。

02. 237 　 猫呼肠孤病毒感染 　 feline
 

reovirus
 

infection
　 由猫呼肠孤病毒引起的猫的传染病。 主要

表现为鼻炎、结膜炎和咽炎等上呼吸道症

状。

02. 238　 马传染性贫血　 equine
 

infectious
 

ane-
mia

　 简称“马传贫”。 由马传染性贫血病病毒引

起的马属动物的一种慢性传染病。 呈现发

热(稽留热、间歇热) 并出现贫血、出血、黄
疸、心脏衰弱、浮肿和消瘦等症状。

02. 239　 马鼻疽　 equine
 

malleus
　 由鼻疽杆菌引起的一种接触性传染病。 主

要在马、骡、驴等单蹄动物中传播,临床特征

是鼻腔、喉头和气管黏膜以及皮肤上形成鼻

疽结节、溃疡和瘢痕,在肺、淋巴结或其他实

质脏器中形成特异性的鼻疽结节。

02. 240　 马腺疫　 equine
 

strangles
　 由马腺疫链球菌引起的马属动物的一种急

性接触性传染病。 以发热、鼻和咽喉黏膜发

炎以及局部淋巴结化脓为特征。

02. 241　 马传染性鼻肺炎　 equine
 

rhinopneu-
monitis

　 又称“马病毒性流产”。 由马疱疹病毒引起的

马的一种急性传染病。 特征为发热、白细胞

减少和呼吸道卡他性炎症,孕马感染后会流

产。

02. 242　 非洲马瘟　 African
 

horse
 

sickness
　 由非洲马瘟病毒引起的马属动物的一种急

性或亚急性传染病。 临床上以发热、肺和皮

下组织水肿及部分脏器出血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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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43　 马病毒性动脉炎　 equine
 

viral
 

arteri-
tis

　 又称“马传染性动脉炎”。 由马动脉炎病毒

引起的马的一种急性传染病。 临床特征为

发热、白细胞减少、呼吸道和消化道黏膜卡

他性炎症,常伴有结膜炎、眼睑水肿和四肢

浮肿等症状,肌肉小血管内膜变性和坏死。

02. 244　 马传染性子宫炎 　 equine
 

contagious
 

metritis
　 由马生殖道泰勒氏菌引起的马属动物的一

种急性传染病。 特征为母马出现子宫炎,或
出现暂时不孕症,一般无全身性症状。

02. 245　 马流行性淋巴管炎　 equine
 

epizootic
 

lymphangitis
　 又称 “ 假性皮疽 ( pseudo

 

skin
 

gangrene)”。
由皮疽组织胞浆菌引起的马属动物的一种

慢性疾病。 以淋巴系统的化脓性、溃疡性和

扩散性皮炎并形成肉芽肿性结节为特征。

02. 246 　 马传染性脑脊髓炎 　 equine
 

conta-
gious

 

encephalomyelitis
　 又称“马流行性脑脊髓炎”。 由不同种类病

毒引起的,以马中枢神经系统机能障碍为主

要特征的传染性疾病的总称。 包括美洲马

脑脊髓炎、俄罗斯马脑脊髓炎和波那病。

03.
 

动物检验检疫

03. 001　 动物检疫　 animal
 

quarantine
　 根据国家法律和法规,对流通的动物及其产

品进行检验检测、监督管理或无害化处理,
以防止动物疫病的传播,保障养殖业生产安

全和人体健康。

03. 002　 进出境动物检疫　 exit
 

and
 

entry
 

ani-
mal

 

quarantine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主管部门及

其派出机构对出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或关

境的动物及动物产品实施法定的检验检疫。
具有两个基本特性:强制性和预防性。

03. 003 　 动物检疫协定 　 animal
 

quarantine
 

agreement
　 国家或地区政府间签订的出入境动物检疫

方面的总体框架性法律文件,由双方政府代

表签署。

03. 004　 动物检疫议定书　 protocol
 

on
 

animal
 

quarantine
 

and
 

sanitary
 

conditions
　 国家或地区政府双方的动物检疫主管部门

签订的,有关某种动物出入境时的健康条

件、检疫程序、项目、方法、结果判定及兽医

卫生等技术性问题方面的法律文件,由双方

动物检疫主管部门首长签署。

03. 005　 动物检疫备忘录 　 animal
 

quarantine
 

memorandum
　 有两种情况:(1)国家或地区双方已签有动

物检疫议定书,但尚需对其一些技术性环节

进行补充、细化、修改或对某一具体问题进

行申明,经双方协商而签订的文件,由双方

动物检疫主管部门代表签署。 (2)双方尚未

签署动物检疫议定书,但为了确认出入境动

物检疫方面的一些合作意向、确认或修改先

前已签订的某些合作文件、确定一些技术性

环节,经双方协商而签订的文件,由双方的

动物检疫主管部门首长签署。

03. 006　 动物检疫对象　 animal
 

quarantine
 

ob-
ject

　 禁止出入境的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种类。
由国家规定,政府间的动物检疫双边协定,
以及贸易合同中也可做出补充规定。

03. 007　 进境动物检疫对象 　 object
 

of
 

entry
 

animal
 

quarantine
　 禁止入境的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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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08　 出境动物检疫对象　 object
 

of
 

exit
 

an-
imal

 

quarantine
　 禁止出境的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种类。

03. 009 　 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 　 List
 

of
 

Quarantine
 

Diseases
 

for
 

the
 

Imported
 

Animals
　 为防止境外动物疫病传入,由国务院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会同出境检疫主管部门制定并

公布的禁止入境的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种

类。 是我国对入境动物及其产品实施检疫

的依据。

03. 010　 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　 ani-
mal

 

disease
 

list
 

Ⅰ,
 

Ⅱ
 

and
 

Ⅲ
　 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根据我国动物疫情

及其对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

规定并公布的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病种。

03. 011　 一类动物疫病　 list
 

A
 

disease
　 对人畜危害严重,需要采取紧急、严厉的强

制预防、控制、扑灭等措施的动物传染病和

寄生虫病。

03. 012　 二类动物疫病　 list
 

B
 

disease
　 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需要采取严格控制、

扑灭等措施,防止扩散的动物传染病和寄生

虫病。

03. 013　 其他传染病及寄生虫病　 other
 

disea-
ses

 

　 常见多发、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需要控

制和净化的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03. 014 　 鲤春病毒血症 　 infection
 

with
 

spring
 

viremia
 

of
 

carp
 

virus
　 由鲤弹状病毒引起,是鲤科鱼类的一种急性、

出血性、高致死率传染病。 其特征是病鱼随

水漂流、倒立或翻肚,眼球突出、身体发黑、腹
壁膨大、皮肤和鳃渗血,脾充血、网状内皮增

生,鱼鳔和其他内脏充血、出血,血性腹水。

03. 015　 白斑综合征　 infection
 

with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由白斑综合征杆状病毒复合体引起的斑节

对虾、日本对虾、中国对虾、南美白对虾等的

一种急性传染病。 其特征是头胸甲与腹节

甲壳易于被揭开而不黏着真皮,并在甲壳上

可见到明显的白斑,或显示出通体淡红色或

红棕色,7 天左右可使池中 70%以上的虾得

病,甚至死亡。

03. 016 　 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 　 infectious
 

haematopoietic
 

necrosis
 

of
 

fish
　 由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毒引起的鲑、鳟鱼

类的一种急性、致死性传染病。 其特征是鱼

苗死亡率陡升,病鱼昏睡或狂游乱窜、打转,
眼球突出、鳃贫血、腹部膨胀、体色变黑、鳍
基出血、肛门红肿且常拖着假管型黏性粪

便,前肾、脾出血、坏死及肝、脾、肾苍白。

03. 017 　 奥尔森派琴虫感染 　 Infection
 

with
 

Perkinsus
 

Olseni
　 奥尔森派琴虫感染,是由奥尔森派琴虫感染

海洋软体动物引起的疾病。 该病无特征性

临床症状,可见死亡或双壳闭合不全,尤其

双壳类动物,在感染后期可见其双壳闭合缓

慢、无力。

03. 018　 锦鲤疱疹病毒病 　 infection
 

with
 

koi
 

herpesvirus
　 由疱疹病毒引起的仅感染鲤和锦鲤的一种

急性传染病。 其特征是病鱼停止游泳,皮肤

上出现苍白的块斑与水泡,鳃出血并产生大

量黏液或组织坏死,鳞片有血丝,鱼眼凹陷,
死亡率达 80% ~ 100%。

03. 019　 传染性脾肾坏死病　 infectious
 

spleen
 

and
 

kidney
 

necrosis
　 由传染性脾肾坏死病毒引起的鳜鱼的一种

传染病。 其特征是病鱼严重贫血,鳃及肝的

颜色苍白,并常伴有腹水,肝有瘀血点,肠内

充满淡黄色黏稠物。

03. 020　 刺激隐核虫病　 Cryptocaryoni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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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咸水小瓜虫引起的海水鱼的一种传染病。
其特征是首先体表出现大量小白点,严重时

鱼体覆盖有一层白色薄膜,继而体表皮发

炎、坏死,鳞片易于脱落,鳍条腐烂、裂开,或
有烂鳃和眼盲。

03. 021 　 病毒性神经坏死病 　 viral
 

nervous
 

necrosis
　 由诺达病毒的 β-诺达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

病,主要侵袭石鲷、鲹、石斑鱼、红鳍东方鲍

等的仔鱼和幼鱼。 其特征是患病鱼漂游于

水面,并伴随有游泳不协调、螺旋状游泳等

神经症状,部分鱼眼盲,体弱,不摄食,体褪

色或发黑,死亡率一般可达 40% ~ 100%。

03. 022　 斑点叉尾鱼回病毒病 　 channel
 

catfish
 

viral
 

disease,
 

CCVD
　 由斑点叉尾鱼回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病,主要

感染斑点叉尾鱼回的鱼苗和种鱼。 其特征是

病鱼嗜睡、打旋或水中垂直悬挂状,然后沉

入水下死亡,病鱼眼突出,表皮发黑,鳃发

白,鳍条和肌肉出血,腹部膨大。

03. 023 　 流行性溃疡综合征 　 infection
 

with
 

Aphanomyces
 

in
 

vadans
 

epizootic
 

ul-
cerative

 

syndrome
　 一种对野生及养殖的淡水与半咸水鱼类危

害性极大的季节性流行病。 由丝囊霉菌引

起,但病毒和细菌的继发感染造成进一步损

伤。 其特征是早期不食,鱼体发黑,在体表、
头、鳃盖和尾部可见红斑,后期出现浅部溃

疡并常伴有棕色的坏死,深部溃疡甚至可暴

露脑部和内脏。

03. 024　 病毒性出血性败血症　 infection
 

with
 

viral
 

hemorrhagic
 

septicemia
 

virus
　 由鲑鳟鱼病毒性出血性败血症病毒引起的

鲑鱼类的一种传播力很强的传染病。 在临

床上可分为三型:急性型、慢性型、神经型,
主要症状为胸鳍基部、眼球、肌肉、内脏点状

出血,鳃肿胀、贫血,运动异常、狂游或转圈。

03. 025　 对虾杆状病毒病　 disease
 

of
 

baculov-
irus

 

penaei
　 由对虾杆状病毒引起的多种对虾的幼体、仔

虾和成虾的一种病毒性传染病。 其特征是

虾体变色、肠炎、肝胰腺肿大及细胞核内出

现金字塔状包涵体。

03. 026 　 桃拉综合征 　 infection
 

with
 

Taura
 

syndrome
 

virus
　 由桃拉病毒引起的虾类的一种传染病。 其

特征是体型消瘦,体色变红,虾甲壳与肌肉

容易分离,消化道特别是胃不饱满,头胸甲

出现明显的白色斑点,死亡率高达 80% ~
90%。

03. 027　 黄头病　 infection
 

with
 

yellow
 

head
 

vi-
rus

 

genotype
 

Ⅰ
　 由黄头病毒引起的虾类的一种传染病。 其

特征是病虾活力低下,食欲减退,不规则地

流动于水面,头胸甲呈黄色或发白,膨大,鳃
变成淡黄色或棕色,肝胰腺变成淡黄色。

03. 028　 鱼回类肠败血症　 enteric
 

septicaemia
 

of
 

catfish
　 由爱德华氏菌引起的鱼回类的一种传染病。

其特征是病鱼体表有细小的红斑或出血,肝
及其他内脏有类似的斑点,鳃丝渗血,肠道

肿大呈紫色。

03. 029 　 鲑鱼传染性胰脏坏死病 　 infectious
 

pancreatic
 

necrosis
 

in
 

trout
　 由传染性胰脏坏死病毒引起的鲑科鱼类的

一种急性、高致死率传染病。 其特征是鱼体

变黑、眼球突出、腹壁膨胀、腹鳍基部出血、
腹腔积水、肝脾明显褪色、胰腺细胞坏死。

03. 030　 鱼眩转病　 whirling
 

disease
 

of
 

fish
　 由脑黏体虫引起的鱼类的一种寄生虫病。 其

特征是旋转、鱼尾露水狂游、尾黑、头部畸形。

03. 031　 鱼鳃霉病　 branchiomycosic
 

of
 

fish
　 由霉菌引起,是多种养殖鱼类的一种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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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其特征是不食、鱼鳃苍白或点状出血、
呼吸困难,如条件适宜可突然暴发大批死

亡,镜检鳃组织可见菌丝。

03. 032　 鱼疖疮病　 furunculosis
 

of
 

fish
　 由杀鲑气单胞菌引起的鲑科鱼类的一种细

菌性传染病。 其特征是体表和肌肉充血、出
血、水泡和疖肿。

03. 033　 美洲蜂幼虫腐臭病　 infection
 

of
 

hon-
ey

 

bees
 

with
 

Paenibacillus
 

larvae,
 

A-
merican

 

foulbrood
　 由幼虫芽孢杆菌引起的蜜蜂幼虫和蛹的一

种急性、细菌性传染病。 其特征是子脾封盖

下陷、穿孔、封盖幼虫死亡、先出现蛹舌而后

形成鳞片,蜂尸腐烂成黏胶状并有腥臭味。

03. 034　 欧洲蜂幼虫腐臭病　 infection
 

of
 

hon-
ey

 

bees
 

with
 

Melissococcus
 

plutonius
 

European
 

foulbrood
　 由蜂房蜜蜂球菌引起的蜜蜂幼虫的一种恶

性、细菌性传染病。 其特征是 3 ~ 4 日龄未

封盖幼虫死亡,有酸臭味。

03. 035　 蜜蜂瓦螨病　 varroosis
 

of
 

honey
 

bee
　 由雅氏瓦螨引起的蜜蜂的一种体外寄生虫

病。 螨虫以成蜂、幼虫和蛹的体液为食,导
致蜂发育不良、翅足残缺、体质衰弱甚至死

亡。

03. 036 　 蜜蜂孢子虫病 　 nosemosis
 

of
 

honey
 

bee
　 由蜜蜂微孢子虫引起的成年蜜蜂的一种消

化道寄生虫病。 其特征是拉棕色稀便、中肠

浮肿无弹性呈灰白色。 我国农业农村部将

其列为三类动物疫病。

03. 037 　 家蚕微粒子病 　 pebrine
 

disease
 

of
 

Chinese
 

silkworm
　 由微粒子孢子引起的家蚕的一种慢性传染

病。 主要病症为:胚种期,卵粒不整齐、无精

卵、易脱落;孵化期极其不一致、体形细小、

呆滞、成半蜕皮蚕或封口蚕;起蚕期,体带锈

色、粪烂形不整、陆续死亡;大蚕期,蚕体表

有许多大小不一的黑褐色斑点、绢丝腺体不

光亮、重者不能吐丝、蛾蛹异样。

03. 038 　 动物检疫物 　 animal
 

quarantine
 

sub-
jects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法》应该实施检疫的动物、动物产品和其他

检疫物(动物疫苗、血清、诊断液、动物性废

弃物等)。

03. 039　 入境动物检疫　 entry
 

animal
 

quaran-
tine

　 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依法对输入动物

检疫物进行的检验检疫。

03. 040 　 出境动物检疫 　 exit
 

animal
 

quaran-
tine

　 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依法对输出动物

检疫物进行的检验检疫。

03. 041　 过境动物检疫　 transit
 

animal
 

quaran-
tine

　 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过境动物检疫

物进行的检验检疫。

03. 042　 过境动物检疫物　 transit
 

animal
 

sub-
ject

　 经陆路、水路、空运在我国口岸入境,经我国

同一口岸更换运输工具运往第三国家或地

区,以及在我国口岸入境经我国境内运输后

从另一口岸运往第三国家或地区的动物、动
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

03. 043　 动物检疫审批　 approval
 

of
 

importing
 

animal
 

and
 

animal
 

product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货主或其代理人的

申请进行审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决

定是否批准其从境外引进或过境动物检疫

物要求的过程。

03. 044　 动物检疫申报　 animal
 

quarantin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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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ation
　 输入输出检疫物或过境运输检疫物的货主

或其代理人按照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向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报请检验检疫工作的

手续。

03. 045　 动物现场检疫　 animal
 

quarantine
 

on
 

the
 

spot
　 动物检疫物出入境时,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进入动物检疫物所在的现场(港口、车
站、机场、邮局、运输工具、加工存放或养殖

场所等)实施的检疫,并采取供进一步检验

的样品。

03. 046　 动物隔离检疫　 animal
 

isolation
 

quar-
antine

　 输入或输出的动物,在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指定的与外界隔离的场所进行的检疫。

03. 047 　 动物检疫证书 　 animal
 

quarantine
 

certificate
　 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出入境动物检

疫物检疫结果的书面凭证。

03. 048　 动物检疫放行　 animal
 

quarantine
 

re-
lease

　 出入境、过境动物检疫物经检疫合格或办理

一定手续后,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同意其出

入境的过程。

03. 049　 动物检疫监管　 animal
 

quarantine
 

su-
pervision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动物检疫物的生产、
加工、存放过程实行监督的制度,以弥补口

岸现场查验的局限性并加速出入境通关。

03. 050 　 禁止进境措施 　 measure
 

of
 

prohibi-
ting

 

entry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根据国家相关法规和

境外疫情禁止一些动物、动物产品和其他检

疫物入境的措施。

03. 051 　 动物检疫处理 　 animal
 

quarantine
 

treatment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经检疫不合格的动

物检疫物采取的强制性措施。 包括除害、扑
杀、销毁、退回、封存等。

03. 052 　 动物防疫 　 animal
 

epidemic
 

preven-
tion

　 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扑灭和对动物、动物

产品的检疫。

03. 053 　 动物防疫消毒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disinfection
 

of
 

animal
　 对可能传播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的运输动

物检疫物的运输工具、场所和有关人员采取

的化学、物理学除害措施。
 

03. 054　 紧急预防措施　 emergency
 

prevention
 

measure
　 在国外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并有可能传入我

国的情况下,由国务院、受疫情威胁地区的

地方政府和有关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采取的应急性防疫措施。

03. 055　 [疫病]风险　 risk
　 在进口动物检疫物时某种疫病传入的概率

及其危害。

03. 056　 可忽视风险　 negligible
 

risk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同意接受某种动物疫

病传入水平或该水平以下的风险。

03. 057　 可接受风险　 acceptable
 

risk
　 可通过各种处理使某种疫病传入的危害减

小到可忽视程度的风险。

03. 058　 风险因素　 risk
 

factor
　 可能引起潜在危害的元素或事件。 在动物

疫病风险分析中包括商品因素、出口国因

素、进口国因素及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风险

因素。

03. 059　 商品因素　 commodity
 

factor
　 动物或动物产品中可能携带的动物疫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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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动物中的流行情况、疫病特征、疫病检

测效果和病原处理效果。

03. 060　 出口国因素　 factor
 

of
 

exporting
 

country
　 出口国家、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疫病流行情

况、传染媒介存在情况、出口政策、兽医服务

机构的能力等。

03. 061　 进口国因素　 factor
 

of
 

importing
 

country
　 动物或动物产品入境后引起进口国发生疫

病的因素。 包括进口国易感动物情况、传染

媒介存在情况、畜牧业状况及进口动物或动

物产品的最终用途。

03. 062　 运输风险　 transportation
 

risk
　 入境动物检疫物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疫病传

播的可能因素。 如运输工具的消毒状况、运
输途径、动物检疫物的贮藏情况及动物、人
或器具的交互感染或污染等。

03. 063　 风险区域　 risk
 

zone
　 风险因素基本相同、实施统一防疫对策的一

个或几个相邻的地区或国家。 有 5 个类型:
不注射疫苗的非疫区、监视区、注射疫苗的

非疫区、缓冲区和感染区。

03. 064　 风险区域化　 risk
 

zoning
　 将具有相同风险因素的相邻地区和国家划

为同一区域类型,采取共同的疫病控制对

策,有统一、有效的流行病学监视系统,并签

有正式的兽医卫生协议。

03. 065　 风险分析　 risk
 

analysis
　 由危害识别、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

流构成的整个过程。

03. 066　 定性风险分析　 qualitative
 

risk
 

analy-
sis

　 对风险进行非精确量化的评估而只指出它

的性质和级别(无风险、风险很小、中等风

险、风险很大)的分析方法。

03. 067　 定量风险分析　 quantitative
 

risk
 

anal-

ysis
　 用数学方法计算风险发生概率的分析方法。

03. 068 　 半定量风险分析 　 semi-quantitative
 

risk
 

analysis
　 在风险分析中由于有些不确定因素无法进

行全过程定量风险分析,而部分采用定性风

险分析的方法。

03. 069 　 风险确定 　 risk
 

confirmation,
 

risk
 

i-
dentification

 

　 识别存在的风险并认定其特性的过程。

03. 070　 风险交流　 risk
 

communication
　 风险分析过程中,风险评估人员、风险管理

者、风险信息传递者、普通民众和其他利益

团体就风险、风险相关因素和风险感知相互

交流沟通信息与意见的过程。

03. 071　 动物进口单位　 animal
 

import
 

unit,AIU
　 能引起动物疫病传播的最小进口单位。 可

以是一个动物活体,也可以是一件(包装)动
物产品。

03. 072 　 非限定风险评估模式 　 unrestricted
 

risk
 

assessment
 

model
　 对不采取任何降低风险措施的进口动物或

产品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评估的方法。

03. 073 　 病源入侵可能性 　 possibility
 

of
 

af-
fecting

 

epidemic,
 

PAE
 

　 至少有一个进口动物单位是被病原感染的,
从而造成疫情传入的可能性。

03. 074　 进口国感染可能性　 possibility
 

of
 

do-
mestic

 

epidemic,
 

PDE
 

　 在不采取任何风险控制措施的情况下进口

带有某种病原的动物或其产品,从而引起进

口国动物发生疫病的可能性。

03. 075　 动物[隔离]检疫场　 animal
 

quaran-
tine

 

facility
　 为防止动物疫病的传入或传出,在规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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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对拟输入或输出的动物进行隔离检疫的

场所。 该场所在地理上相对独立,有与周围

环境隔断的设施和严格的防疫措施并经出

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审验核准。

03. 076　 实验室检验　 laboratory
 

test
　 在实验室对从出入境现场或隔离场采集的动

物或动物产品样品进行生物学检验的过程。

03. 077　 产地检疫　 quarantine
 

in
 

origin
 

place
　 根据输入方的要求在产地对拟输出的动物

进行的检疫。

03. 078　 产地预检 　 pre-quarantine
 

for
 

import
 

animal
 

in
 

origin
 

area
　 为保证输入动物的健康质量,我国出入境检

验检疫机构依照与输出国的协议派遣兽医

赴输出国配合输出国官方检疫机构进行的

检疫。

03. 079　 采样　 sampling
　 从动物或动物产品采取一定数量、有代表性

的物品,以供实验室检验的工作。

03. 080　 临诊检查　 clinical
 

inspection
　 在出入境现场和动物隔离检疫场用常规手

段检查动物有无疫病症状的过程。

03. 081　 检疫结果判定　 interpretation
 

of
 

quar-
antine

 

result
　 检疫结束时,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做出的,

被检疫物是否可能传入或传出动物疫病的

结论性判断。

03. 082　 检疫出证　 quarantine
 

certification
　 检疫结束后,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根据检疫

结果判定和相关法规及协议出具对动物检

疫物处理方法书面文件的工作。

03. 083　 动物产品　 animal
 

product
　 来源于动物,未经加工或者虽经加工但仍有

可能传播疫病的产品,如生皮张、毛类、肉

类、脏器、油脂、水产品、奶制品、蛋类、血液、

骨、蹄、角等。

03. 084　 检疫除害　 quarantine
 

disinfectation
　 对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检疫物及其运输工

具和相关场所进行的无害化处理。 包括:检
疫扑杀、检疫退回、检疫销毁、检疫封存、检
疫消毒、检疫截留等。

03. 085　 检疫扑杀　 quarantine
 

slaughter
　 对检出一类动物疫病的动物个体及其同群

全部其他个体、检出二类动物疫病的个体,
在防扩散的条件下进行宰杀以消灭传染源

的除害方法。

03. 086　 检疫销毁　 quarantine
 

destroy
　 将动物尸体、违章入境或经检疫不合格的动

物、动物产品及其他检疫物进行焚烧、深埋、
化制等无害化处理,以彻底消灭其所携带的

病原体的一种检疫处理方式。

03. 087　 检疫退回　 quarantine
 

return
　 对不合格的输入检疫物,在不扩散传染原的

前提下,由原入境口岸在出入境检验检疫机

构监管下退回输出国的措施。

03. 088　 检疫截留　 quarantine
 

detention
　 对旅客携带的检疫物,经现场检疫认为需要除

害或销毁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出入

境人员携带物留检 / 处理凭证》予以扣留。

03. 089　 检疫封存　 quarantine
 

seal
　 将可能携带病原体的物品存放在指定地点,

并采取阻断性措施(如隔离、密封等)以杜绝

病原体传播的一种检疫处理方式。 物品封

存后需经检验检疫机构同意后方可移动和

解封。

03. 090　 检疫消毒　 quarantine
 

disinfection
　 对输入、输出的动物检疫物用化学或物理学

方法杀灭某些病原的除害方法。

03. 091　 检疫熏蒸　 quarantine
 

fumigation
　 在封闭的容器、运输包装或场所内用高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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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气雾性消毒药杀灭动物产品、动物使用

的饲料、垫料或其他用品携有的病虫害的一

种除害方法。

03. 092　 动物源性食品　 food
 

of
 

animal
 

origin
　 来自活体动物的原材料经加工或半加工的

供人类消费的食品,以及蛋类、奶及奶制品、
蜂蜜等。

03. 093　 认证　 certification
　 由检验检疫认证机构证明产品、服务、管理

体系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或者

标准的合格评定活动。

03. 094　 认可　 accreditation
　 由检验检疫认可机构对认证机构、检查机

构、实验室以及从事评审、审核等认证活动

人员的能力和执业资格,予以承认的合格评

定活动。

03. 095 　 动物产品可追溯性 　 traceability
 

of
 

animal
 

product
　 通过登记的识别码,追溯特定动物产品的养

殖历史、加工过程或所处场所的能力。

03. 096 　 动物产品质量 　 quality
 

of
 

animal
 

product
　 动物产品满足所具有的一组固有特性要求

的程度。

03. 097　 有机畜牧业　 organic
 

animal
 

husbandry
　 在畜禽养殖过程中,采用一系列遵循自然规

律和生态学原理的农业技术,以维持持续稳

定的农业生产体系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

03. 098　 有机动物产品　 organic
 

animal
 

product
　 生产、加工、销售过程符合有机产品国家标

准的动物产品。

03. 099　 关键控制点　 critical
 

control
 

point
　 防止、消除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危害或将其降

低到可接受水平所必需的某一控制步骤。

03. 100　 人道屠宰　 humanism
 

slaughter

　 采取快速的、与其他动物隔离的、尽可能避

免待宰动物产生恐惧感的屠宰方式。

03. 101 　 实验室能力验证 　 laboratory
 

profi-
ciency

 

testing
　 利用检验检疫实验室间指定检测数据的比对,

确定实验室从事特定测试活动的技术能力。

03. 102 　 认证技术规范 　 technical
 

specifica-
tions

 

for
 

certification
　 检验检疫认证机构自行制定的,用于产品、

服务、管理体系认证的符合性要求的技术性

文件。

03. 103　 质量管理　 quality
 

management
　 在质量方面,检验检疫机构及相关单位指

挥、控制、组织、协调的活动。

03. 104 　 质量管理体系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通过建立方针和目标并实现这些目标的相

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要素,用以在质量

方面指挥和控制组织。

03. 105　 质量控制　 quality
 

control
　 质量管理的一部分,致力于满足质量要求。

03. 106　 质量保证　 quality
 

assurance
　 质量管理的一部分,致力于提供质量要求会

得到满足的信任。

03. 107　 质量改进　 quality
 

improvement
　 质量管理的一部分,致力于满足质量要求的

能力。

03. 108　 卫生标准操作程序　 sanitation
 

stand-
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SOP
 

　 食品企业为保障食品卫生质量,在食品加工

过程中应遵守的操作规范。 包括水质安全、
食品接触面的条件和清洁、防止交叉污染、
洗手消毒和卫生间设施的维护,防止掺杂

品,有毒化学物的标记、贮存和使用,雇员的

健康情况,以及昆虫和鼠类的消灭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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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109　 动物源性食品保质期 　 date
 

of
 

mini-
mum

 

durability
 

of
 

animal
 

origin
 

food
　 又称“最佳食用期”。 在标签上规定的条件

下,保持动物源性食品质量(品质)的期限。
超过此期限,在一定时间内,该食品仍然可

以食用。

03. 110　 动物源性食品保存期　 use-by
 

date
 

of
 

animal
 

origin
 

food
　 在标签上规定的条件下,动物源性食品可以

食用的最终日期。 超过此期限,产品质量

(品质)可能发生变化,不再适于食用。

03. 111 　 食物安全毒理学评价 　 toxicological
 

evaluation
 

for
 

food
 

safety
　 通过动物实验及对人体的观察,阐明某一食

物中可能含有的某种化合物的毒性及其对

人体的潜在危害,以便对人类食用该食物的

安全性做出评价,并为制定预防性措施和制

定卫生标准提供理论依据。

04.
 

动物生理学

04. 01　 动物生理

04. 001　 生理学　 physiology
　 研究生物体机能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

04. 002　 动物生理学　 animal
 

physiology
　 生理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动物体生命活动

现象及其基本规律的一门学科。

04. 003　 家畜生理学　 domestic
 

animal
 

physiol-
ogy

　 动物生理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健康家畜生

命活动现象及其基本规律的一门学科。

04. 004　 慢性实验　 chronic
 

experiment
　 利用慢性手术方法,在不损害动物机体完整性

的前提下,将动物的某个器官或器官的某一部

分暴露、摘除或移植;待恢复后,在正常生活环

境下,可较长时间的观察被暴露器官的生命现

象或摘除、移植器官后的生理变化的实验。

04. 005　 急性实验　 acute
 

experiment
　 在麻醉情况下,整体暴露某器官或从活体动物

体内取出某一器官、组织或某种细胞,在适宜

的内、外环境条件下,借助实验仪器直接观察

它们的生理活动或不同因素对其影响的实验。

04. 006　 在体实验　 in
 

vivo
 

experiment
　 又称“活体解剖实验方法( vivisection

 

experi-

mental
 

method)”。 属于急性实验,在麻醉、无
痛情况下,借助实验仪器直接观察某一被暴

露器官的活动或不同因素对其影响以及不同

器官相互关系的实验。

04. 007　 离体实验　 in
 

vitro
 

experiment
　 从活体动物体内取出某一器官、组织或分离

某种细胞,置于适宜的人工环境条件下,使其

在短时间内保持一定的生理功能,观察其功

能和影响因素的实验。

04. 008　 电压钳技术　 voltage
 

clamp
 

technique
　 细胞膜的膜电压保持(钳制)在一定水平条

件下,测定膜电流的技术。

04. 009　 膜片钳技术　 patch
 

clamp
 

technique
 

　 电压钳技术的一种,用玻璃微电极吸管吸取

含 1 ~ 3 个离子通道,面积为几平方微米的细

胞膜,通过负压、高电阻封接,记录单个离子

通道微弱电流的技术。

04. 010　 新陈代谢　 metabolism
　 生物体与环境之间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

换,以实现自我更新的过程。 包括同化作用

和异化作用两个方面。

04. 011　 同化作用　 assim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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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合成代谢( anabolism)”。 机体从外界

环境中摄取各种营养物质,经过改造或转化

成大分子细胞组分,以提供建造自身结构所

需要的原料和能量的过程。

04. 012　 异化作用　 dissimilation
　 又称“分解代谢( catabolism)”。 机体把自身

的物质分解,同时释放能量,以供机体生命活

动的需要,并把分解后的终产物排出体外的

过程。

04. 013　 兴奋性　 excitability
　 当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一切活组织或细胞具

有对刺激发生反应的能力。 本质上是活组织

或细胞具有对刺激产生动作电位的能力。

04. 014　 适应性　 adaptability
　 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机体或其部分组织器官

的结构与机能也将在某种限度内随之改变,
机体仍与所在环境保持动态平衡的能力。

04. 015　 体液　 body
 

fluid
　 构成机体的液体部分,约占体重的 60%。

04. 016　 细胞内液　 intracellular
 

fluid
　 存在于细胞内的液体部分,约占体重的 40%。

04. 017　 细胞外液　 extracellular
 

fluid
　 存在于细胞外的液体部分,约占体重的 20%。

04. 018　 内环境　 internal
 

environment
　 细胞生活的环境。 能为细胞提供营养物质接

受来自细胞代谢的终产物,并保持其中各种

成分和 pH、渗透压等理化特性的相对稳定。

04. 019　 稳态　 homeostasis
　 正常机体内环境的成分、各种理化特性以及体

温和姿势的维持等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特性。

04. 020　 神经调节　 nervous
 

regulation
　 机体通过神经系统的反射活动对生理功能进

行调节的方式。

04. 021　 反射　 reflex

　 在中枢神经系统的参与下,机体对内、外环境

刺激所发生的反应。

04. 022　 体液调节　 humoral
 

regulation
　 机体某些细胞合成的某些化学物质,经血液

循环或局部扩散,作用于相应细胞上的受体,
进而改变其功能活动的调节方式。

04. 023 　 全身性体液调节 　 general
 

humoral
 

regulation
　 由内分泌细胞产生的激素(特异性化学物

质)不通过管道而直接进入血液循环系统,
被输送到全身各处,对某些特定的组织起作

用,以调节机体的机能活动。

04. 024　 神经-体液调节　 neuro-humoral
 

regu-
lation

　 某些神经细胞分泌的激素沿神经纤维至神经

末梢,再进入循环系统作用于特定靶细胞的

调节方式。

04. 025　 局部性体液调节　 local
 

humoral
 

regu-
lation

　 (1)内分泌细胞产生的激素通过组织液扩散

至邻近细胞,或细胞自身调节邻近细胞和细

胞本身的生理活动;(2)也可以是某些组织

细胞产生的一些代谢产物,对有些细胞、组织

或器官产生调节作用。

04. 026　 自身调节　 autoregulation
　 细胞、组织或器官在不依赖于外来的神经或

体液的调节下,自身对刺激发生的适应性的

反应过程。

04. 027　 非自动控制系统 　 non-automatic
 

con-
trol

 

system
　 又称“开环式调节系统(open

 

loop
 

control
 

sys-
tem)”。 由中枢(控制部分)对效应器(受控

部分)发出指令,效应器按指令产生活动(活

动增加)或停止活动(活动减弱),效应器的

活动不能反过来影响中枢的活动。

04. 028　 反馈控制系统　 feedback
 

control
 

system
·63·



　 又称“ 闭环式调节系统 ( closed
 

loop
 

control
 

system)”。 由中枢(控制部分) 发出的信息

可改变效应器(受控部分)的状态,而效应器

把结果又报告给中枢,使中枢得以参照实际

情况纠正和调整发出的信息,以达到对效应

器的精确调节。

04. 029　 反馈　 feedback
　 受控部分信息返回作用于控制部分,并产生

影响的过程。

04. 030　 负反馈　 negative
 

feedback
　 反馈信息可使控制中枢的原始信息减弱,最

终可使生理活动保持相对恒定,实现自动化

调控。

04. 031　 正反馈　 positive
 

feedback
　 反馈信息可使控制中枢的原始信息加强,生

理过程不断强化,迅速达到某一状态,完成相

应的生理功能。

04. 032　 前馈　 feedforward
　 干扰信息作用于控制部分,调整控制信息,以

对抗干扰信息对受控部分的作用,最后使输

出变量保持稳定。

04. 033 　 前馈控制系统 　 feedforward
 

control
 

system
　 由中枢(控制部分)对效应器(受控部分)发

出指令,使受控部分进行某一活动,同时又直

接通过其他快捷途径向受控部分发出前馈信

号,受控部分在接受控制部分的指令进行活

动时,又及时地受到前馈信号的调控,使活动

更加准确。

04. 02　 细胞的基本功能

04. 034　 被动转运　 passive
 

transport
　 细胞毋需耗能情况下,将某种物质分子或离

子顺着电-化学梯度(浓度梯度和电荷梯度)
由膜的一侧移向另一侧的过程。

04. 035　 单纯扩散　 simple
 

diffusion
　 脂溶性的小分子物质(如 O2、N2、CO2、CO、乙

醇、尿素等),依靠其在细胞膜两侧的浓度

差,直接透过细胞膜进行被动转运的方式。

04. 036　 易化扩散　 facilitated
 

diffusion
　 某些分子量较大而且脂溶性较低的分子(如

葡萄糖、氨基酸) 或小的带电离子通过细胞

膜时,需要借助膜上的特殊蛋白质(载体或

通道蛋白),从物质高浓度的一侧与其特异

性结合,把物质转运至低浓度的另一侧并解

离,使跨膜扩散的速率增大的一种被动转运

方式。

04. 037　 载体介导的易化扩散　 facilitated
 

dif-
fusion

 

via
 

carrier
　 水溶性小分子物质或离子在载体蛋白介导下

顺浓度梯度进行的跨膜转运,属于载体介导

的被动转运。

04. 038　 通道介导的易化扩散　 facilitated
 

dif-
fusion

 

through
 

ion
 

channel
　 某些金属或非金属离子,借助中央带有亲水

性孔道、贯穿于脂质双层的膜蛋白所进行的

易化扩散。

04. 039　 离子通道　 ion
 

channel
　 一类贯穿脂质双层中央带有亲水性孔道并对

离子有不同程度选择性的膜蛋白结构。

04. 040　 门控　 gating
　 通道内具有的一个或两个“闸门”样的结构,

由其控制通道的开放或关闭,并相应地形成

“激活门”和“失活门”。

04. 041　 门控激活　 gating
 

activation
 

　 离子通道“激活门”的开启,通道开放。

04. 042　 门控失活　 gating
 

inactivation
　 某些离子通道,如快钠通道、钙通道和某些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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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失活门”的关闭。

04. 043　 复活　 reactivation,
 

recovery
 

from
 

inac-
tivation

　 膜电位改变可改变离子通道蛋白的构象,
“失活门”关闭后的再次开放。

04. 044　 钠离子通道　 sodium
 

ion
 

channel
　 具有“激活门”和“失活门”,可快速控制钠离

子进出细胞的离子通道。

04. 045　 L-型钙离子通道 　 L-type
 

calcium
 

ion
 

channel
　 具有“激活门”和“失活门”,可较缓慢控制钙

离子进出细胞的离子通道。

04. 046 　 化学门控离子通道 　 chemical-gated
 

ion
 

channel
　 又称 “ 激 动 剂 门 控 通 道 ( agonist-gated

 

ion
 

channel)”“配体门控离子通道( ligand-gated
 

ion
 

channel)”。 指通道的开放或关闭受膜两

侧某些化学物质(功能上是激动剂、受体等)
控制的离子通道。

04. 047　 电压门控离子通道　 voltage-gated
 

ion
 

channel
　 通道的开放或关闭受膜两侧电位差控制的离

子通道。

04. 048　 水通道　 water
 

channel
　 细胞膜上由水孔蛋白组成的通道,能加快水

跨膜转运的速度。

04. 049　 跨膜离子流　 transmembrane
 

ionic
 

cur-
rent

　 离子通过细胞膜上的离子通道而产生的跨膜

流动。

04. 050　 主动转运　 active
 

transport
　 细胞通过本身的某种耗能过程将某种物质分

子或离子逆电-化学梯度(浓度梯度和电荷

梯度)由膜的一侧移向另一侧的过程。

04. 051 　 原发性主动转运 　 primary
 

active
 

transport
　 由离子泵介导的逆电-化学梯度的离子跨膜

的主动转运。

04. 052 　 继发性主动转运 　 secondary
 

active
 

transport
　 利用原发性主动转运建立的膜电-化学势能

(如 Na+泵活动形成的储备势能)完成的逆浓

度梯度跨膜转运。

04. 053　 离子泵　 ion
 

pump
　 一类膜蛋白,受电-化学梯度能或光能等外

能驱动的可逆性 ATP 酶。

04. 054　 钠-钾泵　 sodium-potassium
 

pump
　 又称 “ 钠泵 ( sodium

 

pump)”。 离子泵的一

种,是 Na+ -K+依赖式 ATP 酶,其运转依赖于

ATP 分解供能。 可将 3 个 Na+ 泵出细胞外,
而使 2 个 K+泵入细胞内。

04. 055　 钙泵　 calcium
 

pump
　 又称“ Ca2+ -ATP 酶”。 离子泵的一种,其运

转依赖于 ATP 分解供能。 可将 3 个 Na+泵出

细胞外,而使 1 个 Ca2+泵入细胞内。

04. 056　 液相入胞　 fluid-phase
 

endocytosis
　 细胞外液及其所含的溶质连续不断地以吞饮

的方式进入胞内的过程。

04. 057 　 受体介导式入胞 　 receptor-mediated
 

endocytosis
　 某些物质由其特异膜受体介导从胞外进入胞

内的过程。

04. 058　 跨膜信号转导 　 transmembrane
 

singal
 

transduction
　 又称“跨膜信号传递( transmembrane

 

singali-
ng)”。 外界信号作用于细胞膜上或核膜上

的受体后,外界信号以电信号或化学信号的

形式传递至膜内,并引起靶细胞功能发生变

化的过程。

04. 059　 第一信使　 first
 

messe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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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配体( trail)”。 完成细胞间信号转导的

初始细胞外信号分子,如激素。

04. 060　 第二信使　 second
 

messenger
　 第一信使与受体结合后在胞内最早产生的信

号分子,如环一磷酸腺苷( cAMP)、三磷酸肌

醇(IP 3)、二酰基甘油(DG)等。

04. 061　 可兴奋细胞　 excitable
 

cell
　 在接受刺激后容易产生动作电位的细胞。 主

要包括神经细胞、肌细胞和腺细胞。

04. 062　 刺激　 stimulus
　 凡能引起机体新陈代谢改变或使细胞膜的电

活动改变的各种内外环境因素。

04. 063　 兴奋　 excitation
　 一般指机体、系统或器官接受刺激后,由活动弱

到活动强或由静止状态转为活动状态的过程。

04. 064　 抑制　 inhibition
　 一般指机体、系统或器官接受刺激后,由活动强

到活动弱或由活动状态转为静止状态的过程。

04. 065　 阈强度　 threshold
 

intensity
　 在固定的刺激时间内,能够引起细胞兴奋所

需的最小刺激强度。

04. 066　 阈刺激　 threshold
 

stimulus
　 相当于阈强度的刺激。

04. 067　 阈下刺激　 subthreshold
 

stimulus
　 小于阈强度的刺激。

04. 068　 阈上刺激　 suprathreshold
 

stimulus
　 大于阈强度的刺激。

04. 069　 最大刺激　 maximal
 

stimulus
　 给予可兴奋细胞阈上刺激时,刺激效果随刺激

强度增强而增大,但刺激强度增强到一定水平

时,刺激效果不再随之增大时的阈上刺激。

04. 070　 适宜刺激　 adequate
 

stimulus
　 自然条件下,能够引起某种组织或器官发生

反应的刺激。

04. 071　 基强度　 rheobase
　 在刺激时间任意延长的情况下,引起细胞兴

奋所需的最小刺激强度。

04. 072 　 强度 - 时间曲线 　 strength-duration
 

curve
　 以时间为横坐标,不同作用时间时的阈强度

为纵坐标,绘出的曲线。 该曲线上的任何一

点表示为该作用时间点的阈刺激,在曲线右

上方的各点为阈上刺激,而在曲线左下方的

各点为阈下刺激。

04. 073　 绝对不应期　 absolute
 

refractory
 

period
　 可兴奋细胞受到一次刺激兴奋后,立即出现

兴奋性降至为 0 的时期。 在此期内,无论第

二次刺激强度多大,都不能使细胞再次兴奋。

04. 074　 相对不应期　 relative
 

refractory
 

period
　 在绝对不应期后,兴奋性逐渐恢复的时期。

在此期内,第二次刺激必须大于阈强度时,有
可能引起新的兴奋。

04. 075　 超常期　 supranormal
 

period
　 在相对不应期后,兴奋性有轻度增高的时期。

产生兴奋的刺激强度略小于阈强度。

04. 076　 低长期　 subnormal
 

period
　 在超常期之后,兴奋性又缓慢降低的时期。

刺激反应强度略大于阈强度,继后组织或细

胞的兴奋性恢复到正常。

04. 077　 静息电位　 resting
 

potential
　 又称“K+平衡电位(K+

 

balance
 

potential)”。 安

静状态下,细胞膜两侧存在外正内负的电位

差。 它是 K+跨膜扩散达到平衡所形成的。

04. 078　 极化　 polarization
　 安静状态下,细胞膜外为正电位,膜内为负电

位的状态。

04. 079　 超极化　 hyperpolarization
　 静息电位增大的过程或状态。

04. 080　 去极化　 depo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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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息电位减小的过程或状态。

04. 081　 复极化　 repolarization
　 细胞膜去极化产生的电位差达最大值后,膜

对 Na+的通透性减小,当达 Na+ 平衡电位时,
K+的通透性增加,随 K+的外流,膜电位差逐

渐恢复到原来极化状态的过程。

04. 082　 反极化　 antipolarization
　 可兴奋细胞接受刺激产生动作电位时,继去

极化之后发生的膜电位倒转,即由静息时的

外正内负变成外负内正的过程。

04. 083　 超射　 overshoot
　 发生反极化后,膜内电位由负转正的现象。

04. 084　 动作电位　 action
 

potential
　 又称“神经冲动(nerve

 

impulse)”。 处于静息

状态的细胞膜在接受适当的刺激时,膜内负

电位消失,触发其膜电位发生迅速、可传导、
一过性的波动。

04. 085　 动作电位时程 　 action
 

potential
 

dura-
tion

　 动作电位所经历的全部时间。 包括锋电位、
负后电位和正后电位所经历的时间。

04. 086　 锋电位　 spike
 

potential
　 细胞受到刺激后,快速去极化和快速复极化

形成一个短促尖锐的电位变化。 是动作电位

的主要部分。

04. 087　 负后电位　 negative
 

after-potential
　 细胞膜接受适当刺激形成锋电位后,随即膜

电位出现缓慢的小于静息电位的电位。

04. 088　 正后电位　 positive
 

after-potential
　 细胞膜接受适当刺激形成锋电位和负后电位

后,膜电位出现缓慢的大于静息电位的电位。

04. 089　 阈电位　 threshold
 

potential
　 细胞接受阈上刺激,细胞膜上的 Na+ 通道全

部打开时,能够产生动作电位的最小膜电位。

04. 090　 “全或无”定律　 all
 

or
 

none
 

law
　 刺激强度未达到阈电位时,不会引起动作电

位产生称为“无”;当动作电位一经出现,其
幅度便达到一定数值,不随刺激强度的增强

而增大,则称为“全”。

04. 091　 单相动作电位　 monophasic
 

action
 

po-
tential

　 在神经纤维细胞外记录中,两个记录电极一

端安放在神经外表面,另一端安放在神经损

伤处或者安放在药物阻断外,当神经兴奋时

记录到的一次向上的电位变化。

04. 092　 双相动作电位　 diphasic
 

action
 

poten-
tial

　 在神经纤维细胞外记录中,两个记录电极均

安放在神经外表面,当神经兴奋时记录到的

连续发生两次方向相反的电位变化。

04. 093　 局部电位　 local
 

potential
　 细胞膜某点兴奋时,该点与邻近的静息部位

之间出现的电位差。

04. 094　 局部电流　 local
 

current
　 细胞膜某点兴奋后,伴随与相邻静息部位出

现的局部电位而产生的电荷移动。

04. 095　 双向传导　 bidirectional
 

propagation
　 神经纤维某处接受刺激达阈值后,局部电流

沿神经纤维向刺激两侧的流动。

04. 096　 跳跃式传导　 saltatory
 

conduction
　 有髓神经纤维由于包裹着髓鞘,在受刺激部

位与相邻裸露的郎飞结间或相邻的两个郎飞

结间的电位差而生成电流的流动。

04. 097　 神经冲动传导　 nerve
 

impulse
 

conduc-
tion

　 无髓神经纤维某点产生动作电位后,局部电

流沿神经纤维的流动。

04. 098 　 神经冲动传递 　 nerve
 

impulse
 

trans-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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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冲动通过突触将其所带的信息从一个神

经元传给另一个神经元的过程。

04. 099 　 神经肌肉接头 　 neuromuscular
 

junc-
tion

　 由运动神经末梢和与之相对的肌细胞膜构成

的特殊突触结构。

04. 100　 接头前膜　 prejunctional
 

membrane
　 神经-肌肉接头的运动神经末梢膜。

04. 101　 终板　 endplate
　 又称“终板膜”。 神经-肌肉接头处特化的肌

细胞膜。

04. 102　 接头间隙　 junctional
 

cleft
　 接头前膜与终板之间约有 50nm 的间隙。

04. 103 　 兴奋收缩偶联 　 excitation-contraction
 

coupling
　 肌细胞膜兴奋产生的动作电位,引起肌浆网中

Ca2+的释放,触发肌纤维收缩的生理过程。

04. 104　 终板电位　 endplate
 

potential,
 

EPP
　 神经动作电位到达神经末梢时,囊泡中的乙

酰胆碱(ACh)以量子释放,在终板膜上产生

的局部电位。

04. 105　 量子释放　 quantal
 

release
　 递质分子的释放形式。 神经末梢或突触前膜

所释放递质的量是以一个囊泡所含的一定数

目递质分子作为一个单位,这个释放单位量

为一个量子。 例如,释放 ACh 的量是以一个

囊泡所含约 1 万个 ACh 分子作为一个单位。

04. 106　 滑行学说　 sliding
 

theory
　 横纹肌的缩短是由于粗、细肌丝在肌节内相

互滑动,改变了两种肌丝的重叠程度,而粗、
细肌丝各自的长度并未改变的理论。

04. 107　 收缩性　 contractility
　 肌肉兴奋后能够产生收缩的特性。

04. 108　 单收缩　 single
 

twitch

　 在对神经-肌肉标本的实验中,给神经或肌

肉一次单个阈上刺激,所引起肌肉的一次收

缩。 包括潜伏期、缩短期和舒张期。

04. 109　 潜伏期　 latent
 

period
　 单收缩从刺激到开始收缩的时期。

04. 110　 缩短期　 shortening
 

period
　 单收缩从收缩开始到最大收缩的时期。

04. 111　 舒张期　 relaxing
 

period
　 单收缩从最大收缩到静息状态的时期。

04. 112　 等长收缩　 isometric
 

contraction
　 当肌肉两端被固定时,给神经或肌肉一次单

个阈上刺激,肌肉长度几乎不变,肌肉张力发

生变化所引起的收缩。

04. 113　 等张收缩　 isotonic
 

contraction
　 给神经或肌肉一次单个阈上刺激,在肌肉的

张力几乎不变的情况下,肌肉的长度发生变

化所引起的收缩。

04. 114　 收缩总合　 systolic
 

contraction
　 给神经或肌肉两次阈上刺激,后一次刺激落

在前一次刺激的缩短期或舒张期时出现的融

合或叠加。

04. 115　 临界融合频率　 critical
 

fusion
 

frequency
　 形成完全强直收缩所需的最低刺激频率。

04. 116　 不完全强直收缩　 incomplete
 

tetanus
　 给神经或肌肉两次或两次以上的阈上刺激,

若后一次刺激落在了前一次刺激的舒张期

时,出现了新的收缩, 表现为一条锯齿状

曲线。

04. 117　 完全强直收缩　 complete
 

tetanus
　 给神经或肌肉两次或两次以上的阈上刺激,

若后一次刺激落在了前一次刺激的收缩期

时,出现了新的收缩, 表现为一条光滑的

曲线。

04. 118　 运动单位　 motor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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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神经元及所支配的全部肌纤维(肌细 胞)。

04. 03　 血　 　 液

04. 119　 血量　 blood
 

volume
　 机体内的血液总量,是血浆和血细胞量的总

和。

04. 120　 血浆　 plasma
　 血液的液体成分。

04. 121　 血清　 serum
　 血液凝固后,析出的淡黄色清亮液体。

04. 122　 渗透压　 osmotic
 

pressure
　 溶液中的溶质促使水分子通过半透膜,从一

侧溶液扩散到另一侧溶液的力量。

04. 123　 血浆蛋白　 plasma
 

protein
　 血浆中多种蛋白质的总称。

04. 124　 血浆晶体渗透压 　 plasma
 

crystal
 

os-
motic

 

pressure
　 溶解在血浆中的晶体物质(特别是电解质)

所产生的渗透压。

04. 125　 血浆胶体渗透压 　 plasma
 

colloid
 

os-
motic

 

pressure
　 血浆中胶体物质(血浆蛋白质,主要是白蛋

白)所产生的渗透压。

04. 126　 等渗溶液　 iso-osmotic
 

solution
　 与血浆渗透压近似相等的溶液。

04. 127　 等张溶液　 isotonic
 

solution
　 能使悬浮其中的红细胞保持正常体积、形态

的等渗盐溶液。

04. 128　 生理盐溶液　 physiological
 

saline
　 又称“生理盐水”。 是一种与血浆渗透压相

等的氯化钠蒸馏水溶液。

04. 129　 碱储　 alkali
 

reserve
　 血浆中碳酸氢钠的含量,意指中和酸的储备

量。

04. 130　 红细胞渗透脆性　 erythrocyte
 

osmotic
 

fragility
　 红细胞在低渗溶液中抵抗膜的破裂和发生溶

血的特性。

04. 131　 血细胞比容　 hematocrit
　 被压紧的血细胞在全血中所占容积的百分

比。

04. 132　 可塑性变形　 plastic
 

deformation
　 红细胞经过口径比它小的毛细血管和血窦孔

隙时发生卷曲变形,通过后又能恢复原形的

能力。

04. 133　 红细胞悬浮稳定性 　 erythrocyte
 

sus-
pension

 

stability
　 红细胞在血浆中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悬浮状

态而不易下沉的特性。

04. 134　 溶血　 hemolysis
　 红细胞膜被破坏,血红蛋白逸出胞外的现象。

04. 135　 血红蛋白　 hemoglobin,
 

Hb
　 红细胞内含量最为丰富的蛋白质成分,是红

细胞实现其运输 O2 和 CO2 功能的重要物

质。 每一个 Hb 分子由 1 个珠蛋白和 4 个血

红素构成,每个血红素又由 4 个吡咯基和 1
个铁原子组成。

04. 136　 红细胞沉降率　 erythrocyte
 

sedimenta-
tion

 

rate,
 

ESR
　 简称“血沉”。 通常将抗凝血静置后,用红细

胞在第一小时末垂直下沉的距离来表示其沉

降速度。

04. 137　 红细胞叠连　 erythrocyte
 

rouleaux
　 红细胞彼此之间以凹面相贴,重叠在一起的

物理现象。

04. 138　 血细胞生成　 hemopoi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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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造血细胞发育和成熟的过程。

04. 139 　 造血微环境 　 hemapoietic
 

microenvi-
ronment

　 造血干细胞定居、存活、增殖、分化和成熟的

场所。 包括造血器官中的基质细胞及其分泌

的细胞外基质和造血调节因子,也包括进入

造血器官的神经和血管。

04. 140　 集落形成单位 　 colony
 

forming
 

unit,
 

CFU
　 各个系列的定向祖细胞在体外培养时,形成

的相应血细胞集落。

04. 141　 爆式红系集落形成单位 　 burst
 

form-
ing

 

unit-erythroid,
 

BFU-E
　 早期红系祖细胞在体外培养时能形成很大的

集落。 组成集落的细胞呈物体爆炸后散布的

形状。

04. 142　 红系集落形成单位　 colony
 

forming
 

u-
nit-erythroid,

 

CFU-E
　 晚期红系祖细胞在体外培养时形成较小的集

落。

04. 143　 促红细胞生成素　 erythropoietin,
 

EPO
　 分子量约 34

 

000 的糖蛋白,是一种促使红细

胞生成的体液因子。 在胚胎期主要由肝合

成,出生后则主要由肾产生。

04. 144　 爆式促进激活物　 burst
 

promoting
 

ac-
tivator,

 

BPA
　 分子量为 25

 

000 ~ 40
 

000 的糖蛋白。 以早期

红系祖细胞 BFU-E 为靶细胞,促进早期祖细

胞的增殖。

04. 145　 血细胞渗出　 diapedesis
　 白细胞凭借伸出的伪足做变形运动穿过毛细

血管壁的过程。

04. 146　 白细胞趋化性　 leukocyte
 

chemotaxis
　 白细胞朝向某些化学物质运动的特性。

04. 147　 白细胞吞噬　 leukocyte
 

phagocytosis

　 白细胞吞入并杀伤或降解病原微生物及组织

碎片的过程。

04. 148　 呼吸爆发　 respiratory
 

burst
　 中性粒细胞在吞噬细菌时,耗氧明显增加,产

生大量活性氧基团的现象。

04. 149　 集落刺激因子　 colony
 

stimulating
 

fac-
tor,

 

CSF
　 一组促进造血细胞(尤其是造血干细胞)增

殖、分化和成熟的细胞因子。

04. 150　 血小板黏附　 platelet
 

adhesion
　 血小板黏着于非血小板物质表面的过程。

04. 151　 血小板释放　 platelet
 

release
　 又称“血小板分泌”。 血小板受刺激后,将贮

存在其致密体、α-颗粒或溶酶体的物质排出

的现象。

04. 152　 血小板聚集　 platelet
 

aggregation
　 血小板与血小板之间相互黏着的过程。

04. 153　 血小板生成素　 thrombopoietin,
 

TPO
　 一种分子量为 15

 

000 ~ 48
 

000 的糖蛋白,是
促使血小板生成的一种刺激因子。

04. 154　 生理性止血　 physiological
 

hemostasis
　 正常情况下小血管受损后引起的出血,在数

分钟内会自行停止的现象。

04. 155　 血液凝固　 blood
 

coagulation
　 简称“血凝”。 血液由流动的溶胶状态转变

为不能流动的凝胶状态的过程。

04. 156　 凝血因子　 blood
 

coagulation
 

factor
　 血浆与血管外组织中直接参与血液凝固的物

质。

04. 157　 内源性凝血途径　 intrinsic
 

coagulation
 

pathway
　 因带负电荷的异物表面与血液接触而启动,

完全依靠血液内凝血因子而形成凝血酶原复

合物的凝血途径。
·34·



04. 158　 外源性凝血途径　 extrinsic
 

coagulation
 

pathway
　 又称 “ 组 织 因 子 途 径 ( tissue

 

factor
 

path-
way)”。 因血液外组织释放的组织因子与血

液接触而启动,依靠凝血因子形成凝血酶原

复合物的凝血途径。

04. 159　 瀑布学说　 waterfall
 

theory
　 认为血液凝固是一系列凝血因子相继被酶

解、激活、酶促反应及强烈的放大效应等复

杂生物化学反应过程的假说。

04. 160　 纤维蛋白溶解　 fibrinolysis
　 简称“纤溶”。 血液凝固时形成的纤维蛋白,

在酶的作用下被分解、液化的过程。

04. 161　 纤维蛋白溶解系统　 fibrinolysis
 

system
　 存在于血液中能使纤维蛋白溶解的一种酶体

系。 主要包括纤维蛋白溶解酶原、纤溶酶、纤
溶酶原激活物与纤溶抑制物。

04. 162　 血型　 blood
 

group
　 通常指红细胞膜上特异性抗原的类型。 广义

的血型指凡能用一定方法加以分类的,血细

胞、血清、组织细胞、分泌液和体液的类型。

04. 163　 ABO 血型　 ABO
 

blood
 

group
　 红细胞血型系统的一种,根据红细胞膜上是

否存在凝集原 A 与凝集原 B,将血液分为 A、
B、O、AB 四型。

04. 164　 Rh血型　 Rh
 

blood
 

group
　 根据人的红细胞上具有与恒河猴 ( rhesus

 

monkey)红细胞相同的抗原而命名的血型系

统。 凡是红细胞能被抗恒河猴红细胞的抗血

清凝集者,称为 Rh 阳性血型;不能被凝集

者,称为 Rh 阴性血型。

04. 165　 红细胞凝集　 erythrocyte
 

agglutination
　 血型不相容个体的血液相混时,由于凝集原

和凝集素产生抗原抗体反应而出现的红细胞

聚集成簇的现象。

04. 166　 凝集原　 agglutinogen
　 又称“血型抗原”。 红细胞膜上的特异性蛋

白质、糖蛋白或糖脂等在凝集反应中起作用

的抗原。

04. 167　 凝集素　 agglutinin
　 又称“血型抗体”。 能与红细胞膜上的凝集

原起反应的特异性抗体。

04. 168　 交叉配血试验　 cross-match
 

test
　 将供血者的红细胞与受血者的血清以及受血

者的红细胞与供血者的血清分别进行混合,
观察有无红细胞凝集反应的试验。

04. 169　 成分输血　 transfusion
 

of
 

blood
 

compo-
nent

　 将血中分离出的不同有效成分,选择性地输

给受血者的一种输血疗法。

04. 170　 自体输血　 autologous
 

blood
  

transfusion
　 临床上,在外科手术前预先抽取并保存患者

自身的一部分血液,在手术中再根据需要适

时输回患者体内的一种输血疗法。

04. 04　 循　 　 环

04. 171　 血液循环　 blood
 

circulation
　 血液在心脏和血管中按一定方向周而复始的

循环流动。

04. 172　 体循环　 systemic
 

circulation
　 又称“大循环”。 从左心室、主动脉经全身毛

细血管、前后腔静脉到右心房的血液循环。

04. 173　 肺循环　 pulmonary
 

circulation
　 又称“小循环”。 从右心室、肺动脉经肺泡毛

细血管、肺静脉到左心房的血液循环。

04. 174　 泵血功能　 cardiac
 

pumping
 

function
　 心脏节律性收缩和舒张对血液流动的驱动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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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175　 自动节律性　 autorhythmicity
　 简称“自律性”。 在没有外来刺激情况下,能

自动地发生节律性的兴奋活动。

04. 176　 窦性节律　 sinus
 

rhythm
　 兴奋由窦房结发出,引起心房、心室先后有序

的兴奋、收缩和舒张的节律性变化。

04. 177　 最大舒张电位　 maximum
 

diastolic
 

po-
tential

　 又称“最大复极电位”。 在特殊传导系统的

心肌细胞动作电位复极化到最大极化状态时

的膜电位数值。

04. 178　 快反应动作电位　 fast
 

response
 

action
 

potential
　 去极化速率快,电位变动的幅值大,传导速率

快的动作电位。

04. 179　 快反应细胞　 fast
 

reponse
 

cell
　 兴奋时产生快反应动作电位的心肌细胞,包

括心房肌、心室肌、房室束、束支和末梢浦肯

野细胞。

04. 180　 慢反应动作电位　 slow
 

response
 

action
 

potential
　 去极化速率慢,电位变动的幅值小,传导速率

慢的动作电位。

04. 181　 自律细胞　 autorhythmic
 

cell
　 构成特殊自动传导系统的心肌细胞。 在没有

外来刺激条件下,细胞不会保持稳定的静息

状态而会发生自动去极化,并产生动作电位。
包括快反应自律细胞和慢反应自律细胞。

04. 182　 慢反应自律细胞　 slow
 

response
 

auto-
rhythmic

 

cell
　 简称“慢反应细胞”。 0 期去极化速度慢、传

导速度慢、动作电位的波幅小,没有 1、2 期,
只有 0、3、4 期,进入 4 期膜电位逐渐复极达

到最大复极电位,出现了自动去极化现象的

心肌细胞。 包括窦房结(P)细胞和房室交界

区的一些细胞。

04. 183 　 快反应自律细胞 　 fast
 

response
 

auto-
rhythmic

 

cell
　 0 期去极化速度快、传导速度快、动作电位的

波幅大,包括 0 期去极化,1、2、3 和 4 期复极

化,膜电位逐渐复极达到最大复极电位,出现

了自动去极化现象的心肌细胞。 这类心肌细

胞主要是浦肯野细胞。

04. 184　 心肌工作细胞　 cardiac
 

musle
 

working
 

cell
　 属于快反应心肌细胞。 动作电位全过程包括

0 期去极化,1、2、3 和 4 期复极化,并恢复到

静息状态。 有效不应期持续时间长、复极化

过程较复杂。 分布于心房肌、心室肌,具有兴

奋性、传导性和收缩性。

04. 185　 心肌动作电位　 cardiac
 

myocyte
 

action
 

potential
　 心肌细胞兴奋时产生可以扩播的电位变化。

包括 0 期去极化以及 1、2、3 和 4 期复极化两

个过程。

04. 186　 有效不应期 　 effective
 

refractory
 

peri-
od,

 

ERP
　 心肌细胞发生一次兴奋后,由 0 期开始到复

极化 3 期的膜电位恢复到-60mV 这一段时

间内,如果再给予第二次刺激,不会引起心肌

细胞产生动作电位和收缩的时期。

04. 187　 期前收缩　 premature
 

systole
　 又称“期前兴奋” “期外收缩”。 在有效不应

期之后给心室肌一个外加刺激,可使心室肌

产生一次正常节律以外的兴奋和收缩。

04. 188　 代偿性间歇　 compensatory
 

pause
　 在一次期前收缩之后往往出现一段较长的心

室舒张期。

04. 189　 起搏点　 pacemaker
　 又称“自动中枢(automatic

 

centre)”。 心脏自

律性的起点,来源于心脏特殊传导系统的窦

房结(P)细胞。
·54·



04. 190　 潜在起搏点　 latent
 

pacemaker
　 窦房结之外的其他部位自律细胞。 在正常情况

下,并不表现自动节律性,只起兴奋传导作用。

04. 191　 异位起搏点　 ectopic
 

pacemaker
　 因传导阻滞不受窦房结控制或自律性增高超

过窦房结的潜在起搏点。 它们能取代窦房

结,控制部分或整个心脏活动。

04. 192　 房室延搁　 atrioventricular
 

delay
　 兴奋由心房进入心室时,在房室交界区延搁

一段时间才向心室传播的现象。

04. 193　 心向量图　 vectorcardiogram,
 

VCG
　 记录心电合力的大小和方向的图形。

04. 194　 心动周期　 cardiac
 

cycle
　 心脏每收缩和舒张一次构成的一个机械活动

周期。

04. 195　 收缩期　 systole
　 心室收缩一次所经历的时间。

04. 196　 全心舒张期　 isovolumetric
 

relaxation
　 心房和心室同时处于舒张期所经历的时间。

04. 197　 心房收缩期　 atrial
 

systole
　 两侧心房收缩一次所经历的时间。

04. 198　 心室收缩期　 ventricular
 

systole
　 两侧心室收缩一次所经历的时间。 包括等容

收缩期、快速射血期和减慢射血期三个时期。

04. 199 　 等容收缩期 　 isovolumic
 

contraction
 

period
　 心室收缩的早期心室内压力急剧增高,但心

室容积不变的时期。

04. 200　 快速射血期　 rapid
 

ejection
 

phase
　 心室收缩使心室内压力超过主动脉时,半月

瓣被打开,血液快速射入主动脉,血量大、流
速快,心室的容积迅速缩小的时期。

04. 201　 减慢射血期　 reduced
 

ejection
 

phase
　 快速射血期之后,心室容积逐步缩小,心室收

缩力量随之减弱,室内压开始下降,射血速度

减慢的时期。

04. 202　 心室舒张期　 ventricular
 

diastole
　 简称“心舒期”。 两侧心室舒张一次所经历

的时间。 包括等容舒张期、快速充盈期和减

慢充盈期三个时相。

04. 203 　 等容舒张期 　 isovolumic
 

relaxation
 

phase
　 心室开始舒张时室内压迅速下降,但心室容

积不变的时期。

04. 204　 快速充盈期　 rapid
 

filling
 

phase
　 当室内压下降到低于房内压时,心房和大腔

静脉内的血液被心室“抽吸” 而迅速流入心

室的时期。

04. 205　 减慢充盈期　 reduced
 

filling
 

phase
　 随着心室内血液充盈,心室、心房和大静脉间

的压力差减小,此时血流流入心室的速度减

慢,心室的容积进一步扩大所经历的时期。

04. 206　 收缩压　 systolic
 

pressure
　 心室收缩时主动脉血压上升达最高值。

04. 207　 舒张压　 diastolic
 

pressure
　 心室舒张时主动脉血压下降到最低值。

04. 208　 脉搏压　 pulse
 

pressure
　 简称“脉压”。 收缩压与舒张压的差值。

04. 209　 心音　 heart
 

sound
　 在心动周期中,心肌收缩、瓣膜开闭、血流对

心血管壁的冲击以及血流的涡流等引起振动

所产生的声音。

04. 210　 第一心音　 first
 

heart
 

sound
　 又称“心缩音”。 心室收缩时,由左房室瓣、

右房室瓣同时突然关闭而产生的振动音和心

肌收缩、心脏射血冲击动脉管壁所产生的声

音混合而成。 其特点是音调低而钝浊,持续

时间长,尾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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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211　 第二心音　 second
 

heart
 

sound
　 又称“心舒音”。 心室舒张时,左半月瓣、右

半月瓣同时忽然关闭所产生的振动音。 其特

点是音调高,持续时间较短,尾音终止突然。

04. 212　 心音图　 phonocardiogram,
 

PCG
　 用换能器将心脏的机械振动转换成电流信号

记录下来的曲线变化图。

04. 213　 每搏输出量　 stroke
 

volume
　 简称“搏出量”。 一侧心室一次收缩所射出

的血量。

04. 214　 射血分数　 ejection
 

fraction,
 

EF
　 搏出量占心室舒张末期容积的百分比。

04. 215　 每分输出量　 minute
 

volume
　 一侧心室每分钟所射出的血量。

04. 216　 每搏功　 stroke
 

work
　 心室每收缩一次所做的功。

04. 217　 每分功　 minute
 

work
　 心室每分钟所做的功。

04. 218　 心力储备　 cardiac
 

reserve
　 又称“心泵功能储备(heart

 

pump
 

function
 

re-
serve)”。 心输出量随机体代谢需要增加而

增加的能力。

04. 219　 异长自身调节　 heterometric
 

autoregu-
lation

　 通过改变心肌纤维的初长度而引起心肌收缩

强度的改变。

04. 220　 等长自身调节 　 homometric
 

autoregu-
lation

　 通过心肌本身收缩活动的强度和速度的改变

来影响每搏输出量。

04. 221　 前负荷　 preload
　 心肌在发生收缩前所承载的负荷,它使肌肉

在收缩前处于某种程度被拉长的状态。

04. 222　 后负荷　 afterload

　 心肌在收缩时所承载的负荷。

04. 223　 血流量　 blood
 

flow
　 又称“容积速度( volume

 

velocity)”。 单位时

间内流过血管某一截面积的血量。

04. 224　 血流速度　 velocity
 

of
 

blood
 

flow
　 血液的一个质点在血管内流动的线速度。

04. 225　 血压　 blood
 

pressure
　 血管内流动的血液对单位面积血管壁的侧压

力。

04. 226　 动脉血压　 arterial
 

blood
 

pressure
　 是主动脉内流动的血液对单位面积管壁的侧

压力。

04. 227　 外周阻力　 peripheral
 

resistance
　 小动脉和微动脉对血流的阻力。

04. 228　 循环系统平均充盈压 　 mean
 

circula-
tory

 

filling
 

pressure
　 心脏停止射血,血流暂停时,循环系统内各部

压力相同。

04. 229　 平均动脉压　 mean
 

arterial
 

pressure
　 一个心动周期中动脉血压的平均值,约等于

舒张压加 1 / 3 脉压。

04. 230　 动脉脉搏　 arterial
 

pulse
　 动脉管随着血压的变化而发生周期性起伏。

04. 231　 脉搏波　 pulse
 

wave
　 动脉脉搏表现为一定的波形,包括上升支和

下降支。 其传播速度远远快于血流的速度。

04. 232　 降中峡　 dicrotic
 

notch
　 在脉搏图上,下降支出现的一个切迹。

04. 233　 降中波　 dicrotic
 

wave
　 在脉搏图上,降中峡后面出现一个短暂向上

的小波。

04. 234　 外周静脉压 　 peripheral
 

venous
 

pres-
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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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器官静脉的血压。

04. 235　 中心静脉压　 central
 

venous
 

pressure
　 右心房和胸腔内大静脉的血压。

04. 236　 静脉回心血量　 venous
 

return
　 一个心动周期中,血液经过静脉回流到心脏

的血液量。

04. 237　 静脉脉搏　 venous
 

pulse
　 在每个心动周期中,右心房的血压波动可以

逆行传播到与心房相连的大静脉,使它们的

压力和容积发生周期性的波动。

04. 238　 有效滤过压 　 effective
 

filtration
 

pres-
sure

　 促使液体由毛细血管内向血管外滤过的力量与

毛细血管将组织液重吸收回血管的力量之差。

04. 239　 滤过　 filtration
　 毛细血管壁两侧静水压和胶体渗透压的差异

为正时,促使液体从毛细血管内向血管外的

移动。

04. 240　 重吸收　 reabsorption
　 毛细血管壁两侧静水压和胶体渗透压的差异

为负时,促使液体从血管外向毛细血管内的

移动。

04. 241　 心迷走紧张　 cardiac
 

vagal
 

tone
　 在安静状态下,支配心脏的迷走神经持续性

兴奋,使心脏出现收缩力减弱,心率减慢,心
输出量减少,血压降低的反应。

04. 242 　 交感缩血管紧张 　 sympathetic
 

vaso-
constrictor

 

tone
　 在安静状态下,交感缩血管纤维持续地发放

低频率的冲动,使血管平滑肌维持一定程度

的收缩。

04. 243　 紧张　 tonus
　 神经或肌肉等组织维持一定程度的持续活

动。

04. 244　 轴突反射　 axon
 

reflex
　 刺激经过脊髓背根的传入,可不向中枢上传,而

通过背根发出支配微动脉的分支完成的反应。

04. 245　 心血管反射　 cardiovascular
 

reflex
　 机体根据不同生理状态相应改变心输出量和

各器官的血管收缩状况,同时动脉血压也可发

生改变。

04. 246　 压力感受性反射　 baroreceptor
 

reflex
　 又称“减压反射(depressor

 

reflex
 

)”。 动脉血

压升高,刺激颈动脉窦和主动脉窦压力感受器

引起心率减慢,外周血管阻力降低,血压回降

的反射。

04. 247　 化学感受器反射　 chemoreceptor
 

reflex,
 

chemoreflex
　 颈动脉体和主动脉体能感受动脉血中氧分压

与二氧化碳分压变化,从而调节循环和呼吸运

动的反射。

04. 248　 肌源性活动　 myogenic
 

activity
　 血管平滑肌本身能经常保持一定的紧张性收

缩。

04. 249　 压力性利尿　 pressure
 

diuresis
　 动脉血压升高导致肾血流量增多和肾小球滤

过率升高,致使排出的尿量增多。

04. 250　 冠状动脉血流　 coronary
 

blood
 

flow
　 流经心脏自身组织的血液量。

04. 251　 动脉血压呼吸波 　 respiratory
 

wave
 

of
 

blood
 

pressure
　 随呼吸周期动脉血压出现的波动。

04. 252　 心血管中枢　 cardiovascular
 

center
　 控制心血管活动有关的神经元集中的部位。

04. 253　 淋巴系统　 lymphatic
 

system
　 循环系统中可产生淋巴细胞、参与机体免疫活

动和辅助心血管系统环流组织液及淋巴的器

官系统。 该系统起始于盲端毛细淋巴管,逐渐

汇合成各级淋巴管,中间经淋巴结,至淋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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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淋巴导管,最后注入前腔静脉。

04. 05　 呼
 

吸
 

系
 

统

04. 254　 呼吸膜　 respiratory
 

membrane
　 肺泡气与肺毛细血管的血液之间相隔的膜性

结构,是肺泡气与血液之间进行气体交换的气

-血屏障。

04. 255　 呼吸　 respiration
　 机体从外界环境不断吸入氧并排出二氧化碳

的气体交换过程。

04. 256　 外呼吸　 external
 

respiration
　 外界环境与肺之间以及肺泡与毛细血管之间进

行气体交换的过程。 通常指肺通气和肺换气。

04. 257　 内呼吸　 internal
 

respiration
　 组织细胞与组织毛细血管血液之间进行气体

交换及细胞内生物氧化的过程。

04. 258　 肺换气　 pulmonary
 

gas
 

exchange
　 肺泡与毛细血管之间进行气体交换的过程。

04. 259　 肺通气　 pulmonary
 

ventilation
　 肺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气体交换过程。

04. 260　 呼吸运动　 respiratory
 

movement
　 由呼吸肌收缩和舒张引起的胸廓的节律性扩

大与缩小的运动。

04. 261　 吸气　 inspiration
　 肺扩大引起肺泡内压低于大气压,外界气体

经呼吸道进入肺泡的过程。

04. 262　 呼气　 expiration
　 肺缩小引起肺泡内压高于大气压,肺内气体

经呼吸道排出体外的过程。

04. 263　 肺内压　 intrapulmonary
 

pressure
　 肺泡内的压力。

04. 264　 顺应性　 compliance
　 弹性组织受外力作用时发生变形扩张的能

力,是弹性阻力的倒数。

04. 265　 胸膜腔内压　 intrapleural
 

pressure
　 胸膜腔内的压力,此压力低于大气压,为负

压。

04. 266　 弹性阻力　 elastic
 

resistance
　 弹性组织在外力作用下变形时,对抗变形和

弹性回位的力量。

04. 267　 非弹性阻力　 inelastic
 

resistance
　 由非弹性组织引起的呼吸阻力,包括惯性阻

力、黏滞阻力和气道阻力。

04. 268　 黏滞阻力　 viscous
 

resistance
　 呼吸时,组织相对位移产生的摩擦阻力,如肺

与胸廓间、肺叶间产生的摩擦。

04. 269　 惯性阻力　 intertial
 

resistance
　 气流在发动、变速、转向时,因气流和组织的

惯性而产生阻止肺通气的力。

04. 270　 气道阻力　 airway
 

resistance
　 气体流经呼吸道时,气体分子之间和气体分

子与气道壁之间的摩擦力。

04. 271 　 肺泡表面活性物质 　 pulmonary
 

sur-
factant

　 由肺泡Ⅱ型细胞分泌,能降低肺泡液-气界

面表面张力的物质,主要成分是二棕榈酰卵

磷脂。

04. 272　 潮气量　 tidal
 

volume,
 

TV
　 在平静呼吸时,吸入或呼出的气量。

04. 273　 补吸气量　 inspiratory
 

reserve
 

volume,
 

IRV
　 又称“吸气贮备量”。 在平静吸气末,再尽力

吸气所能吸入的气量。

04. 274　 补呼气量 　 expiratory
 

reserve
 

volume,
 

ERV
　 又称“呼吸贮备量( expiratory

 

reserve)”。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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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呼气末,再尽力呼气所能呼出的气量。

04. 275　 残气量　 residual
 

volume,
 

RV
　 又称“余气量”。 最大呼气末在肺中仍存留

不能呼出的气量。

04. 276　 肺容量　 lung
 

capacity
　 肺内容纳的气体量。

04. 277　 深吸气量　 inspiratory
 

capacity,
 

IC
　 潮气量与补吸气量之和。

04. 278 　 功能残气量 　 functional
 

residual
 

ca-
pacity,

 

FRC
　 又称“功能余气量”。 平静呼气末尚存留于

肺内的气量,是余气量和补呼气量之和。

04. 279　 肺活量　 vital
 

capacity,
 

VC
　 最大吸气后从肺内所能呼出的最大气量,是

潮气量、补吸气量和补呼气量之和,反映了一

次通气的最大能力。

04. 280　 肺泡通气量　 alveolar
 

ventilation
　 每分钟吸入肺泡的新鲜空气量,是潮气量与

无效腔气量的差值乘以呼吸频率。

04. 281 　 用力呼气量 　 forced
 

expiratory
 

vol-
ume,

  

FEV
　 又称 “ 时间肺活量 ( timed

 

vital
 

capacity)”。
在最大吸气后,一定时间内所能尽力呼出的

气体量。

04. 282　 解剖无效腔　 anatomical
 

dead
 

space
　 又称“死腔(dead

 

space)”。 停留于从鼻腔到

终末细支气管,不能与血液进行气体交换的

气体的量。

04. 283　 肺泡无效腔　 alveolar
 

dead
 

space
　 进入肺泡内,未能与血液进行气体交换的气

体的量。

04. 284　 生理无效腔　 physiological
 

dead
 

space
　 解剖无效腔和肺泡无效腔之和。

04. 285 　 通气血流比例 　 ventilation
 

perfusion
 

ratio
　 又称“血流比值(blood

 

flow
 

ratio)”。 每分钟

呼吸器官通气量和血流量之间的比值。

04. 286　 肺弥散量　 diffusion
 

capacity
 

of
 

lung,
 

Dl
　 每分钟通过呼吸膜进行扩散的气体容量。

04. 287　 血红蛋白的氧容量 　 oxygen
 

capacity
 

of
 

Hb
　 血红蛋白所能结合的最大氧量。

04. 288　 血红蛋白的氧含量　 oxygen
 

content
 

of
 

Hb
　 血红蛋白实际结合的氧量。

04. 289　 血红蛋白的氧饱和度　 oxygen
 

satura-
tion

 

of
 

Hb
　 血红蛋白血氧含量占血氧容量的百分比。

04. 290　 呼吸型　 breathing
 

pattern
　 由于参与活动的呼吸肌(膈肌或肋间肌)的

主次、多少和用力程度的不同,呼吸运动呈现

的不同形式。

04. 291　 霍尔丹效应　 Haldane
 

effect
　 氧与血红蛋白结合可促使二氧化碳的释放,而

去氧血红蛋白则容易与二氧化碳结合的现象。

04. 292　 玻尔效应　 Bohr
 

effect
　 血液 pH 降低或 pCO2 升高,使 Hb 对 O2 的亲

和力降低,在任意 pO2 下 Hb 氧饱和度均降

低;而 pH 升高或 pCO2 降低,则 Hb 对 O2 的

亲和力增加,在任意 pO2 下 Hb 氧饱和度均

增加。

04. 293　 氧解离曲线　 oxygen
 

dissociation
 

curve
　 表示氧分压( pO2 ) 和血红蛋白( Hb) 的氧含

量或血红蛋白( Hb)的氧饱和度之间关系的

曲线。

04. 294　 呼吸节律　 respiratory
 

rhythm
　 每分钟呼吸的次数。

04. 295　 肺牵张反射　 pulmonary
 

stretch
 

re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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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 “ 黑 - 伯反射 (Hering-Breuer
 

reflex)”。
由肺扩张引起的吸气抑制或由肺萎陷引起

的吸气兴奋的反射。

04. 296 　 肺扩张反射 　 pulmonary
 

inflation
 

re-
flex

　 肺扩张时抑制吸气活动的反射。 其阈值低,
为呼吸运动中的一种自动调节反射。

04. 297　 肺萎陷反射　 pulmonary
 

deflation
 

reflex
　 肺萎陷时增强吸气活动或促进呼气转换为吸气

的反射。 其阈值高,不参与平静呼吸的调节。

04. 298　 低氧习服　 acclimatization
 

to
 

hypoxia
　 对于长期持续性的缺氧刺激可产生适应性的

生理反应或状态。

04. 299　 呼吸中枢　 respiratory
 

center
　 在中枢神经系统内,产生和调节呼吸运动的

神经细胞群。

04. 300　 呼吸调整中枢　 pneumotaxic
 

center

　 脑桥上部能抑制吸气活动的神经细胞群。

04. 301　 咳嗽反射　 cough
 

reflex
　 刺激物作用于上呼吸道的黏膜感受器,通过

舌咽神经、迷走神经反射性地出现短促的深

吸气、声门紧闭,呼气肌强烈收缩,肺内压和

胸膜腔内压急速上升,然后声门突然打开,气
体以极高速度从肺内冲出,最后将呼吸道内

刺激物排出的过程。

04. 302　 喷嚏反射　 sneeze
 

reflex
　 刺激物作用于鼻黏膜感受器,通过三叉神经

反射性地使腭垂先下降,舌压向软腭,呼出气

从鼻腔喷出,以清除鼻腔中的刺激物。

04. 303　 洗涤反射　 abstersion
 

reflex
　 鱼类在正常呼吸过程中出现的,呼吸节律被

突如其来的短促呼吸运动所打乱,使一部分

水从口中吐出,而另一部分水由鳃孔溢出,以
除去鳃上外来污物的反射。

04. 06　 消　 　 化

04. 304　 消化　 digestion
　 食物或饲料在消化道内被分解成可被吸收的

小分子物质的过程。

04. 305　 [食物]吸收　 absorption
　 食物或饲料经过消化道消化后的产物,通过

消化道黏膜上皮细胞进入血液或淋巴的生理

过程。

04. 306　 消化液　 digestive
 

juice
　 消化腺内含有消化酶或特殊化学成分的分泌

物,对食物或饲料起化学性消化作用。

04. 307　 消化酶　 digestive
 

enzyme
　 由消化腺的分泌细胞产生,可对食物或饲料

起化学性消化作用的水解酶。

04. 308　 机械消化　 mechanical
 

digestion
　 食物或饲料经过骨骼肌(咀嚼、前段食管)和

消化道平滑肌(后段食管、胃和肠)的舒缩变

细碎,并与消化液混合形成食糜后,不断地向

消化道后段推移的过程。

04. 309　 化学消化　 chemical
 

digestion
　 食物或饲料中的蛋白质、脂肪和糖类可在消

化腺分泌的各种消化酶的水解作用下,生成

可被机体吸收的氨基酸、甘油、脂肪酸和单糖

的过程。

04. 310　 微生物消化　 microbial
 

digestion
　 食物或饲料中的营养物质特别是纤维素和半

纤维素类多糖,在栖居于畜、禽消化道内的厌

氧微生物的作用下,生成低级脂肪酸和其他

营养物质的过程。

04. 311　 基本电节律　
 

basic
 

electrical
 

rhythm
　 又称“慢波( slow

 

wave)”。 消化道平滑肌细

胞不依赖于神经的缓慢的节律性去极化而引

起的电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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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312　 快波　 fast
 

wave
　 当消化道平滑肌细胞慢波达到阈电位时,触

发一个或多个连续的短促的动作电位。

04. 313 　 APUD 系统 　 amine
 

precursor
 

uptake
 

and
 

decarboxylation
 

system
　 由某些内分泌细胞或神经细胞组成的,具有

摄取胺类前体、进行脱羧而产生肽类或活性

胺能力的细胞系统。

04. 314　 脑-肠肽　 brain-gut
 

peptide
　 某些在消化道内和中枢神经系统中双重分布

的肽类物质,起调节消化吸收作用。

04. 315 　 胃肠激素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
 

gut
 

hormone
　 由散布于胃肠道黏膜上皮细胞间的内分泌细

胞产生的多肽类生物活性物质,能够调节胃

肠的运动、分泌和吸收。

04. 316　 促胃液素　 gastrin
　 又称“胃泌素”。 由胃窦、十二指肠黏膜 G 细

胞所产生的胃肠激素,由 17 个氨基酸组成,
基本作用是促进胃液、胰液、胆汁、肠液分泌

和胃肠运动,并使幽门括约肌和回盲括约肌

舒张。

04. 317　 胆囊收缩素　 cholecystokinin,
 

CCK
　 又称“促胰酶素(pancreozymin)”。 由十二指

肠、空肠黏膜的Ⅰ细胞产生的胃肠激素,由
35 个氨基酸组成,具有促胃液素的部分活

性。 可促进胆囊收缩和胰酶的分泌,也可促

进胃液分泌和胃肠运动,还可使幽门括约肌

收缩。

04. 318　 肠抑胃素　 enterogastrone
　 由十二指肠、空肠黏膜的 K 细胞产生的胃肠

激素,由 43 个氨基酸组成,可抑制胃酸分泌

并引起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的释放。

04. 319　 胃动素　 motilin
　 位于小肠前部黏膜以及大脑、外周神经和肠壁

内神经内的 Mo 细胞和肠嗜铬样细胞分泌的

一种含有 22 个氨基酸的直链多肽。 该激素的

释放有周期性的波动,其浓度高峰出现在胃肠

道空腹期,此时胃肠道有强烈收缩波出现。

04. 320　 促胰液素　 secretin
　 又称“胰泌素”。 由十二指肠、空肠黏膜的 S

细胞所产生的胃肠激素,由 27 个氨基酸组

成。 可促进胰液分泌、抑制胃肠运动和胃排

空等。

04. 321　 促脂解素　 lipotropin,
 

LPH
　 垂体中叶分泌的阿黑皮素原(POMC)的衍生

物之一。 为单肽链激素,促进脂肪分解,释放

脂肪酸。

04. 322　 采食　 feeding
　 寻找和鉴别食物并摄取适宜食物送进口腔的

过程。

04. 323　 饮水　 drinking
　 通过口腔摄取水分的过程,以保障生命活动

正常进行。

04. 324　 咀嚼　 mastication,
 

chewing
　 由咀嚼肌、舌肌、颊肌互相配合的复杂肌肉运

动。

04. 325　 咀嚼反射　 mastication
 

reflex
　 粗糙的食物对口腔刺激后,通过传入神经途

经延髓直接传至大脑皮层反射性地引起咀嚼

肌、舌肌、颊肌等随意肌的运动。 因此,咀嚼

的开始和终止,以及次数、速度和强度等都能

随意控制。

04. 326　 吞咽　 deglutition,
 

swallowing
　 食物经咀嚼与唾液黏合形成的食团通过咽部

和食道送入胃的过程。

04. 327 　 吞咽反射 　 deglutition
 

reflex,
 

swallo-
wing

 

reflex
　 口腔内的食团刺激了咽部的感受器反射性地

引起咽部肌群一连串的收缩,即软腭上举并

关闭鼻后孔阻断口腔与鼻腔的通路、舌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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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使会厌软骨翻转封闭气管的入口,最后咽

肌收缩、食管扩张使食团通过咽部进入食道,
通过蠕动经贲门进入胃。

04. 328　 唾液　 saliva
　 腮腺、颌下腺、舌下腺和口腔黏膜中许多小腺

体的混合分泌物,为无色、黏性、弱碱性液体。
主要作用是促进消化吸收,并兼具杀菌作用。

04. 329　 胃液　 gastric
 

juice
　 分布于贲门、胃体和幽门的黏液腺、泌酸腺和

幽门腺所分泌的混合液,为无色、酸性液体。
主要作用是促进消化吸收。

04. 330　 胃酸　 gastric
 

acid
　 胃液中的盐酸(HCl)。

04. 331　 胃蛋白酶原　 pepsinogen
　 泌酸腺内主细胞和颈黏液细胞分泌的无活性

蛋白质。

04. 332　 胃蛋白酶　 pepsin
　 胃蛋白酶原在 HCl 的作用下,水解一个小分

子肽后生成具有活性的蛋白酶。 它在酸性条

件下,可水解食物中的蛋白质,使其分解成

月示和胨、少量多肽和氨基酸。

04. 333　 内因子　 intrinsic
 

factor
　 泌酸腺内壁细胞分泌的一种糖蛋白。 是促进

维生素 B12 吸收的必需因子。

04. 334 　 胃黏液-碳酸氢盐屏障 　 gastric
 

mu-
cus-bicarbonate

 

barrier
　 胃黏膜表面上皮细胞以及贲门腺、泌酸腺和

幽门腺分泌的富含 HCO-
3 和糖蛋白的黏液。

主要作用是防止胃酸和胃蛋白酶对胃黏膜的

侵蚀。

04. 335　 胃容受性舒张　 gastric
 

receptive
 

relax-
ation

　 咽、食道等部位的感受器接受咀嚼和吞咽食

物的刺激后,反射性地引起胃壁平滑肌的舒

张,使胃容量增加,可容纳大量的食物,而胃

内压力却变化不大的过程。

04. 336 　 胃紧张性收缩 　 gastric
 

tonic
 

contrac-
tion

　 胃壁平滑肌经常保持一定程度缓慢而持续的

收缩状态,从而使胃维持一定形状、具有一定

压力。

04. 337　 蠕动　 peristalsis
　 胃、肠壁感受器接受食糜刺激反射性地促使

环行肌、纵行肌或斜行肌相互配合,自胃大弯

以波浪式向胃幽门方向或自十二指肠向回肠

传播的舒缩运动。

04. 338　 蠕动冲　 peristaltic
 

rush
　 通过环行肌和纵行肌相互协调的连续性收

缩,小肠由始端向末端传播的快速蠕动。

04. 339　 逆蠕动　 antiperistalsis
　 在十二指肠和回肠末端会出现的,与蠕动方

向相反的蠕动。

04. 340　 胃排空　 gastric
 

emptying
　 胃内食糜分批地由胃排入十二指肠的过程。

04. 341　 胃-肠反射　 gastrointestinal
 

reflex
　 胃内的食糜刺激了其内在的压力或化学感受

器,反射性地引起肠运动或分泌机能改变的

生理过程,如胃内食糜增多可促进回肠运动

增强。

04. 342　 肠-胃反射　 enterogastric
 

reflex
　 肠内的食糜刺激了其内在的压力或化学感受

器,反射性地引起胃运动或分泌机能改变的

生理过程,如回肠的扩大可抑制胃运动。

04. 343　 肠神经系统　 enteric
 

nervous
 

system
　 又称“壁内神经丛( intramural

 

plexus)”。 分

布于食管中段至肛门的消化管管壁内,是由

黏膜下神经丛、纵行肌和环形肌之间的肌间

神经丛以及位于浆膜下、环状肌间和黏膜中

的小神经丛组成。 是植物神经系统的一部

分,相对独立,提供局部反射活动,也受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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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神经调控。

04. 344　 瘤胃运动　 rumen
 

movement
　 瘤胃肌肉沿一定顺序、协调的收缩活动。 包

括原发性收缩( A 波) 和继发性收缩( B 波)
两种。 A 波始于网胃的第二次完全收缩之

后,收缩波从瘤胃前庭开始,沿背囊由前向

后,然后转入腹囊,再沿腹囊由后向前;同时

食物在瘤胃内也顺着收缩的顺序和方向移动

与混合。 B 波为瘤胃本身的附加收缩,始于

后腹盲囊,经后背盲囊和前背盲囊,止于腹

囊,该收缩往往伴随嗳气的排出。

04. 345　 瘤胃微生物　 rumen
 

microorganism
　 栖居于瘤胃内的厌氧微生物。 以纤毛虫和细

菌为主,它们与宿主存在共生关系,组成瘤胃

内相对稳定的微生物区系,完成瘤胃的发酵

功能。

04. 346　 瘤胃发酵　 rumen
 

fermentation
　 瘤胃内的厌氧微生物对饲料进行分解,吸收

营养成分用于合成代谢的过程。

04. 347　 嗳气　 eructation
　 反刍动物在正常情况下,瘤胃中的部分气体

通过食管经口腔排出体外的过程。

04. 348　 逆呕　 regurgitation
　 反刍动物将草料从瘤胃经食管返回口腔的过

程。 是反刍过程的第一步。

04. 349　 反刍　 rumination
　 反刍动物吞入未经充分咀嚼的草料,在瘤胃

内经储存、浸泡、软化后再逆呕至口腔重加工

的过程。 包括逆呕、再咀嚼、再混合唾液及再

吞咽 4 个阶段。

04. 350　 反刍周期　 rumination
 

cycle
　 反刍动物经过多次连续反刍并间歇一段时间

后,再次出现反刍的时间。

04. 351　 食管沟反射　 oesophageal
 

groove
 

reflex
　 反刍动物乳畜在吸吮时,刺激了唇舌、口腔和

咽头等处感受器,反射性引起食管沟的唇状

肌肉卷缩,导致食管沟的闭合,使乳汁不通过

瘤胃、网胃,而直接经瓣胃进入皱胃的过程。

04. 352　 胆盐肠肝循环　 enterrohepatic
 

circula-
tion

 

of
 

bile
 

salt
　 胆汁中的胆盐排至小肠后,绝大多数(90%以

上)被小肠黏膜吸收入血,通过门静脉回到

肝,随胆汁再排入小肠的过程。

04. 353　 尿素再循环　 urea
 

recirculation
　 反刍动物瘤胃内的氨,相当部分被反刍动物

吸收后在肝脏内形成尿素,经瘤胃壁扩散进

入瘤胃和随唾液经反刍进入瘤胃的尿素,再
次被瘤胃内微生物分解利用的过程。

04. 354　 肠激酶　 enterokinase
　 又称“肠致活酶”。 小肠黏膜上分泌的一种

特异性酶,可使由胰腺腺泡细胞分泌的无活

性的胰蛋白酶原脱掉一个六肽而成为有活性

的胰蛋白酶。

04. 355　 胰液　 pancreatic
 

juice
　 消化液的一种,是由胰腺腺泡细胞和胰导管

细胞分泌的无色、透明的弱碱性液体。 内含

α-胰淀粉酶、包括胰蛋白酶原、糜蛋白酶原

在内的多种蛋白水解酶、胰脂肪酶等消化酶。

04. 356　 胰蛋白酶　 trypsin
　 由胰腺腺泡细胞分泌的无活性胰蛋白酶原经

肠致活酶激活的产物。 能将蛋白质水解,可
以正反馈的形式进行自我激活,也可激活其

他蛋白水解酶。

04. 357　 糜蛋白酶　 chymotrypsin
　 由胰腺腺泡细胞分泌的无活性糜蛋白酶原经

胰蛋白酶激活的产物。 可将蛋白质水解成小

肽。

04. 358　 胆汁　 bile
　 消化液的一种,由肝细胞和肝管细胞分泌的

苦味有色黏性液体。 内含胆汁酸、胆盐等,主
要作用是帮助消化和吸收脂肪。 分为肝胆汁

·45·



和胆囊胆汁两种。

04. 359　 肝胆汁　 hepatic
 

bile
　 从肝细胞分泌的胆汁。

04. 360　 胆囊胆汁　 gall
 

bladder
 

bile
　 胆囊中被浓缩后的肝胆汁与直接进入胆囊的

肝管细胞分泌物的混合物。

04. 361　 胆汁盐　 bile
 

salt
　 由胆汁中的胆汁酸与甘氨酸或牛磺酸结合而

形成的钠盐或钾盐。 主要作用是帮助消化和

吸收脂肪。

04. 362　 肠液　 intestinal
 

juice
　 消化液的一种,由小肠中的十二指肠腺及小

肠腺所分泌的弱碱性液体。 内含肠激酶、肽
酶、脂肪酶等消化酶。

04. 363 　 移行复合运动 　 migrating
 

motor
 

com-
plex,

 

MMC
　 空腹时(消化间期),起源于胃肠前端、胃肠

平滑肌的电活动和收缩呈现周期性的变化并

向肠道后方扩布的复合运动。 该复合运动波

可分 4 个时相:只能记录到慢波为Ⅰ相;记录

到不规则的锋电位和散发的蠕动波为Ⅱ相;
记录到每个慢波电位上均叠加成簇的锋电

位,随后胃肠出现规则的高振幅收缩波为Ⅲ
相;转为Ⅰ相的过渡期为Ⅳ相。

04. 364　 分节运动　 segmentation
 

movement
　 以环行肌为主的节律性舒缩活动。 在食糜所

在的一段肠管上,环行肌在许多点同时收缩,
把食糜分成许多节段,随后,原来收缩的部位

发生舒张,而原来舒张的部位发生收缩,使原

来的食糜节段分成两半,而相邻的两半食糜

则合并为一个新的节段,如此反复进行。

04. 365　 钟摆运动　 pendular
 

movement
　 以纵行肌舒缩为主的节律性活动。 当食糜进

入小肠,肠一侧的纵行肌收缩,对侧的纵行肌

舒张,然后原来舒张的纵行肌收缩,原来收缩

的纵行肌舒张,由此使肠肌产生摆动。

04. 366　 集团运动　 mass
 

movement
　 进食后,结肠内压明显升高,出现行进很快、

传播很远的蠕动。

04. 367　 小肠消化　 digestion
 

in
 

small
 

intestine
　 食糜经胃排空入小肠后,在十二指肠、空肠和

回肠内的消化过程。 在其内的食糜受胰液、
胆汁和小肠液的化学性消化和小肠平滑肌节

律性舒缩的机械性消化,致使肉食和杂食动

物大部分营养物质被分解成可被吸收与利用

的状态。

04. 368　 大肠消化　 digestion
 

in
 

large
 

intestine
　 未被小肠消化和吸收的剩余食糜进入大肠

后,继续被消化的过程。 是单胃草食动物消

化和吸收纤维素的主要形式。

04. 369　 粪便　 feces
　 经消化道消化吸收后,由肛门排泄出的食物

残余。

04. 370　 排粪　 defecation
　 粪便在大肠后段积聚引起直肠收缩、肛门括

约肌开张,将其排出的过程。

04. 371　 嗉囊乳　 crop
 

milk
　 某些禽类(如鸽)在孵卵和育雏时,由嗉囊黏

膜上皮细胞变性和脱落生成的乳白色营养液。

04. 372　 嗉囊消化　 crop
 

digestion
　 食物与禽类嗉囊分泌的黏液借由嗉囊平滑肌

的运动而充分润湿、软化,同时进行微生物发

酵的预加工过程。

04. 373　 腺胃消化　 digestion
 

in
 

glandular
 

stom-
ach

　 禽类腺胃在盐酸和胃蛋白酶作用下进行的短

暂的化学性消化过程。

04. 374　 肌胃消化　 digestion
 

in
 

muscular
 

stom-
ach

　 由于禽类肌胃内无消化酶,主要依靠肌胃环行

肌舒缩运动进行的食物机械性消化,以及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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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胃的盐酸和胃蛋白酶参与的化学性消化过 程。

04. 07　 排泄与渗透压调节

04. 375　 排泄　 excretion
　 机体将代谢终产物和不需要或过剩的物质排

出体外的过程。

04. 376　 皮质肾单位　 cortical
 

nephron
　 主要分布在肾的外皮质层和中皮质层的肾单

位。

04. 377　 球旁器　 juxtaglomerular
 

apparatus
　 又称“近球小体”。 主要分布在皮质肾单位,

由球旁细胞、球外系膜细胞和致密斑组成的

结构。

04. 378　 球旁细胞　 juxtaglomerular
 

cell
　 入球小动脉在进入肾小体处的平滑肌细胞转

变为上皮样细胞。 胞质内含有大量肾素分泌

颗粒,分泌的肾素参与调节机体的血压、血容

量和电解质的平衡。

04. 379 　 球外系膜细胞 　 extraglomerular
 

me-
sangial

 

cell
　 填充在入球微动脉、出球微动脉和致密斑三

者构成的三角区域内的一群细胞。 功能是担

负着“信息”传递作用,可能将致密斑传来的

“信息”转变为某种“信号”,并扩散到近血管

球细胞。

04. 380　 肾小球滤过　 glomerular
 

filtration
　 血液流经肾小球时,血浆中的水分、小分子溶

质(包括分子量较小的血浆蛋白) 从肾小球

毛细管中转移到肾小囊的过程。

04. 381 　 肾小球滤过率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GFR
　 单位时间(1min)内两侧肾肾小球滤过生成

的超滤液量。

04. 382　 滤过分数　 filtration
 

fraction
　 肾小球滤过率和血浆流量的比值。

04. 383　 原尿　 initial
 

urine
　 又称“ 血浆超滤液( plasma

 

ultrafiltration
 

flu-
id)”。 血液通过肾小球滤过不含血细胞和大

分子蛋白质的血浆。

04. 384　 机械屏障　 mechanical
 

barrier
　 滤过膜中基膜的孔隙较小,能阻止大分子物

质的滤过。

04. 385　 电化学屏障　 electrochemical
 

barrier
　 三层滤过膜上都覆盖着带负电的糖蛋白,能

阻止带负电的物质通过。

04. 386　 通透性　 permeability
　 滤过膜对不同物质的滤过能力。

04. 387　 滤过平衡　 filtration
 

equilibrium
　 有效滤过压为零,滤过作用相对静止时的状

态。

04. 388　 肌源性学说　 myogenic
 

theory
　 认为肾血流量的自身调节是由肾小动脉血管

平滑肌的特性决定的理论。

04. 389　 肾糖阈　 renal
 

glucose
 

threshold
　 当一部分肾小管对滤液中葡萄糖的重吸收达

到极限值时血液中葡萄糖的浓度。

04. 390　 重吸收极限量　 reabsorption
 

maximum
　 尿中葡萄糖排出量保持不变时,肾小球葡萄

糖滤过量与其差值。

04. 391　 K+ -
 

Na+交换　 K+ -
 

Na+
 

exchange
　 由于 Na+泵的活动,管腔内剩下较多的负离

子,从而使 K+顺着电位差进入小管液。

04. 392　 H+ -
 

Na+交换　 H+ -
 

Na+
 

exchange
　 小管液中的 Na+ 顺着浓度梯度进入细胞,而

细胞内的 H+分泌入小管管腔。

04. 393　 球-管平衡　 glomerulotubular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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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肾血流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近端小管重

吸收率始终为肾小球滤过率 65% ~ 70%的现

象。

04. 394　 管-球反馈　 tubuloglomerular
 

feedback
　 球旁器能够将髓袢升支粗段内的小管液成分

变化的信息传递到同一肾单位的肾小球部

分,以调节球旁细胞对肾素的释放和肾小球

的滤过率。

04. 395　 水利尿　 water
 

diuresis
　 大量饮水后,集合管中水的重吸收减少,使尿

量增多的现象。

04. 396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 　 re-
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
　 由球旁细胞分泌的蛋白水解酶-肾素,能使

血浆中的血管紧张素原水解成血管紧张素

Ⅰ,进一步转为血管紧张素Ⅱ和血管紧张素

Ⅲ,血管紧张素Ⅱ和血管紧张素Ⅲ能刺激肾

上腺皮质球状带合成和分泌醛固酮。

04. 397　 高渗尿　 hypertonic
 

urine
　 渗透压高于血浆的尿。

04. 398　 低渗尿　 hypotonic
 

urine
　 渗透压低于血浆的尿。

04. 399　 髄袢尿素再循环　 juxtamedullary
 

urea
 

recycling
　 髓袢升支细段对尿素有一定的通透性,髓质

组织液中的尿素可以扩散进入升支细段,并
随着小管液的流动进入集合管,再由内髓部

集合管进入肾髓质组织间隙的过程。

04. 400 　 逆流倍增 　 countercurrent
 

multiplica-
tion

  

　 肾直小血管或四肢皮肤血管出现溶质或热量

的逆流交换,引起溶质浓度或热量成倍改变

的现象。

04. 401　 渗透性利尿　 osmotic
 

diuresis
　 通过提高小管液溶质的浓度,近曲小管和髓

袢中水的重吸收减少,达到利尿的方式。

04. 402 　 渗压随变动物 　 osmotic
 

conformer,
 

osmoconformer
　 可随渗透压基本稳定的海水的离子浓度变

化,体液离子的浓度也改变的动物。

04. 403　 渗压调节动物　 osmoregulator
　 当环境盐度发生较大变化时,体液的离子浓

度基本保持恒定的动物。

04. 404　 排尿　 micturition
　 进入膀胱的尿液不断增多,内压不断升高,使

膀胱逼尿肌受刺激而收缩,尿道内括约肌舒

张,尿液从尿道排出的过程。

04. 405　 排尿反射　 micturition
 

reflex
　 为正反馈反射。 当膀胱尿量充盈到一定程度

时,膀胱壁感受器接受刺激而兴奋,冲动经盆

神经传入反射性引起逼尿肌收缩,内括约肌松

弛,尿液排至尿道,此时可刺激尿道的感受器,
其传入冲动经阴部神经再次反射性使排尿通

过正反馈进一步加强,直至尿液排完为止。

04. 406　 钠利尿　 natriuresis
　 当静脉注射大量等渗盐水使细胞容积扩张

时,在肾小球滤过率和醛固酮水平保持恒定

的条件下,仍可引起肾排 Na+ 量与尿量显著

增多的现象。

04. 407　 鼻盐腺　 nasal
 

salt
 

gland
　 开口于口腔或鼻腔的,可分泌 NaCl 的特殊腺

体。 常见于某些海生爬行类和海鸟类。

04. 08　 能量代谢与体温调节

04. 408　 呼吸商　 respiratory
 

quotient,
 

RQ
　 一定时间内,动物机体呼出的 CO2 和吸入的

O2 的体积比值。

04. 409　 基础代谢　 basal
 

meta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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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处在清醒而又非常安静,以及不受肌肉

活动、环境温度、食物及精神紧张等因素影响

时的能量代谢。

04. 410 　 基础代谢率 　 basal
 

metabolism
 

rate,
 

BMR
　 单位时间内的基础代谢。

04. 411　 直接测热法　 direct
 

calorimetry
　 将被测动物置于一个热绝缘的检测环境中,收

集被测动物在一定时间内发散总热量的方法。

04. 412　 间接测热法　 indirect
 

calorimetry
　 根据动物在一定时间内 CO2 的产生量与 O2

耗量和尿氮排泄量计算其产生热量的方法。

04. 413　 静止能量代谢　 resting
 

energy
 

metabo-
lism

　 动物在一般畜舍或实验室条件下,清晨饲喂

前休息时(以卧下为宜)的能量代谢。

04. 414　 临界温度　 critical
 

temperature
　 动物进行正常生命活动所需的环境温度的上

限或下限。

04. 415　 能量代谢　 energy
 

metabolism
　 动物体与内、外界环境之间的能量释放、储

存、转化和利用的过程。

04. 416　 能量代谢率　 energy
 

metabolic
 

rate
　 单位时间所消耗的能量。

04. 417　 能量平衡　 energy
 

balance
　 能量代谢过程中,动物机体摄入的能量与消

耗的能量之间的平衡。

04. 418　 能量消耗　 energy
 

expenditure
　 动物机体为维持生理功能和各种活动所消耗

的能量。

04. 419　 食物热价　 thermal
 

equivalent
 

of
 

food
　 1g 某种食物氧化时所释放的能量。

04. 420　 氧热价　 thermal
 

equivalent
 

of
 

oxygen
　 某种食物氧化分解时消耗 1L 氧所释放的热

量。

04. 421　 视交叉上核　 suprachiasmatic
 

nucleus
　 位于下丘脑视交叉背侧,是日周期节律的控

制中心。

04. 422　 视前区-下丘脑前部　 preoptic-anteri-
or

 

hypothalamus
 

area
　 位于下丘脑前部,是体温调节的控制中心。

04. 423　 瘦素　 leptin
　 一种肥胖基因 ob 表达的产物,由 167 个氨基

酸组成,分子量 16kDa 的多肽。 可调节脂肪

代谢,降低机体内脂肪的沉积。

04. 424　 特殊动力效应　 specific
 

dynamic
 

effect
　 动物进食后,食物能使机体产生额外热量的

作用。

04. 425　 体温　 body
 

temperature
　 机体核心部分的平均温度。 右心室血液温度

最能代表,但很难测定。

04. 426　 体表温度　 shell
 

temperature
　 又称“表层温度”。 皮肤、皮下组织和肌肉等

处的温度。

04. 427　 皮肤温度　 skin
 

temperature
　 机体表层最外层的温度。

04. 428　 体核温度　 core
 

temperature
　 又称“深部温度( deep

 

temperature)”。 机体

心、肺、脑和腹腔内脏等处的温度。

04. 429　 口腔温度　 oral
 

temperature
　 动物在闭口的情况下从舌下测得的温度。

04. 430　 直肠温度　 rectal
 

temperature
　 将温度计插入直肠内所测得的温度。

04. 431　 腋窝温度　 axillary
 

temperature
　 将温度计放在前臂与紧贴胸廓的皮肤间所测

得的温度。

04. 432 　 外周温度感受器 　 peripheral
 

ther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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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ptor
　 分布于中枢神经系统以外的温度感受器,广

泛分布于全身皮肤、黏膜、内脏和肌肉等处。

04. 433　 有氧代谢　 aerobic
 

metabolism
　 在有氧状态下体内能源物质的代谢过程。

04. 434　 无氧代谢　 anerobic
 

metabolism
　 缺氧状态下体内能源物质的代谢过程。

04. 435　 吸能反应　 endergonic
 

reaction
　 伴随着标准自由能增加的反应。

04. 436　 放能反应　 exergonic
 

reaction
　 伴随着标准自由能减少的反应。

   

04. 437　 习服　 acclimatization
　 动物体对环境的习惯或适应。

04. 438　 行为性体温调节 　 behavioral
 

thermo-
regulation

　 机体在不同环境中有意识地通过改变行为活

动而调节产热和(或)散热的方式。

04. 439 　 生理性体温调节 　 physiological
 

tem-
perature

 

regulation
　 恒温动物通过体温调节中枢的活动,可对产

热和散热过程进行调节,从而维持体温相对

恒定的调节方式。

04. 440　 氧债　 oxygen
 

debt
　 由于剧烈活动机体消耗的氧大于供给氧的差

值。

04. 441　 蒸发散热　 evaporative
 

heat
 

loss
　 体液的水分在皮肤和黏膜(主要是呼吸道黏

膜)表面由液态转化为气态,同时带走大量

热量的一种散热方式。

04. 442　 显汗　 sensible
 

perspiration
　 又称“发汗( sweating)”或“可感蒸发( sensi-

ble
 

evaporation)”。 水分从汗腺分泌的汗液

中蒸发的现象,汗液可被机体感觉到。

04. 443　 不显汗　 insensible
 

perspiration

　 动物皮肤和呼吸道不断有水分渗出而被蒸发

的现象。

04. 444　 辐射散热　 thermal
 

radiation
　 当体表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皮肤发射红外

线散出热量的方式。

04. 445　 传导散热　 thermal
 

conduction
　 当体表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体热直接传给

与机体相接触的较冷物体的散热方式。

04. 446　 对流散热　 thermal
 

convection
　 当体表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造成机体周围

空气形成对流的热量交换的方式。

04. 447　 战栗产热　 shivering
 

thermogenesis
　 又称“寒战产热”。 在寒冷环境中,骨骼肌伸

肌和屈肌同时出现不随意的节律性收缩,从
而使机体增加产热的方式。

04. 448　 非战栗产热　 non-shivering
 

thermogen-
esis

　 又称“非寒战产热”。 在寒冷环境中,机体通

过提高组织代谢率来增加产热的方式。

04. 449 　 中枢温度感受器 　 central
 

thermore-
ceptor

　 分布于脊髓、延髓、脑干网状结构、下丘脑等中

枢神经系统内的,对温度变化敏感的神经元。

04. 450　 热敏神经元　 warm-sensitive
 

neuron
　 存在于视前区-下丘脑前部的,在局部温度

上升时能使放电频率增大的一类神经元。

04. 451　 冷敏神经元　 cold-sensitive
 

neuron
　 存在于视前区-下丘脑前部的,在局部温度

下降时使放电频率增大的一类神经元。

04. 452　 昼夜节律　 circadian
 

rhythm
　 动物的生命活动与自然中昼夜变化相吻合的

生物节律。

04. 453 　 自主性体温调节 　 autonomic
 

thermo-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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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温度发生改变时,恒温动物在体温调节中

枢的控制下,可对产热和散热过程进行调节,
使体温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水平的调节方式。

04. 454　 热稳定区　 zone
 

of
 

thermal
 

neutrality
　 又称“等热区( isothermal

 

zone)”。 可保持动

物最低生理水平的代谢强度和产热量,体温

仍能维持恒定的环境温度。 动物的代谢强度

和产热量可保持在生理的最低水平,而体温

仍能维持恒定的环境温度。

04. 455　 物理性体温调节　 physical
 

thermoreg-
ulation

　 机体通过对流、传导、辐射和蒸发引起散热增

加或减少的生理过程。

04. 456　 化学性体温调节　 chemical
 

thermoreg-
ulation

　 机体内物质代谢增减以及骨骼肌代谢增减引

起产热和散热变化的生理过程。

04. 09　 神
 

经
 

系
 

统

04. 457　 神经中枢　 neural
 

center
　 与调节某一生理活动有关的,分布在中枢神

经系统不同水平的神经细胞群。

04. 458　 轴丘　 axon
 

hillock
　 轴突起始处呈圆锥形隆起的区域,其内有神

经原纤维,但无嗜染的尼氏体。

04. 459　 反射中枢　 reflex
 

center
　 参与某一反射活动的神经中枢,是反射活动的

核心部位,是对反射活动进行整合的控制器。

04. 460　 突触小体　 synaptic
 

knob
　 一个神经元的轴突分枝末端的膨大部分。 包

括内含线粒体和突触小泡的突触前末梢、电
子致密的突触后膜和前末梢与突触后膜之间

的间隙。

04. 461　 突触传递　 synaptic
 

transmission
　 神经冲动由一个神经元通过突触传到另一个

神经元或肌肉等效应器的过程。

04. 462 　 电突触传递 　 electric
 

synapse
 

trans-
mission

　 离子和局部电流在两个神经元突触缝隙间

(2nm)进行的双向传递。

04. 463 　 化学性突触传递 　 chemical
 

synapse
 

transmission
　 神经递质从突触小体向突触后细胞(20nm)

进行的单向传递。

04. 464 　 非突触性化学传递 　 non-synaptic
 

chemical
 

transmission
　 又称“非定向突触传递(non-directional

 

synap-
tic

 

transmission)”。 突触的曲张体释放递质

向后扩散(大于 20nm) 并与相应受体结合,
使其活动发生变化的传递方式。

04. 465　 无髓神经纤维　 unmyelinated
 

nerve
 

fi-
ber

　 裸露的神经元突起或只有单层神经膜细胞的

神经纤维。

04. 466　 神经营养作用　 nerve
 

trophic
 

action
　 神经通过末梢经常释放某些物质,持续地调

整被支配组织的代谢活动,影响其持久性的

结构、生化和生理变化的作用。

04. 467　 神经营养因子　 neurotrophin,
 

NT
　 由神经支配的组织和星形胶质细胞产生的,

对神经元具有支持作用的蛋白质。

04. 468 　 神经生长因子 　 nerve
 

growth
 

factor,
 

NGF
　 最早被发现的神经营养因子,具有神经元营

养和促进轴突生长双重生物学功能。

04. 469　 局部回路神经元　 local
 

circuit
 

neuron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仅在某一中枢部位内部起

联系作用的一些短轴突和无轴突的神经元。

04. 470　 局部神经元回路 　 local
 

neuronal
 

cir-
·06·



cuit,
 

LNC
　 由局部回路神经元及其突起构成的神经元间

相互作用的联系通路。

04. 471　 辐射式联系　 divergence
 

connection
　 一个神经元可通过其轴突末梢分支与多个神

经元形成突触联系,从而使与之相联的许多

神经元同时兴奋或抑制。

04. 472　 聚合式联系　 convergence
 

connection
　 一个神经元可接受来自许多神经元的轴突末

梢所建立的突触联系,经过整合使该神经元

兴奋或抑制。

04. 473　 链锁式联系　 chain
 

connection
　 又称“环式联系( recurrent

 

connection)”。 在

中间神经元之间,由于辐散与聚合同时存在

而形成的一种联系,该神经元因负反馈而使

活动及时终止或因正反馈而使活动增强。

04. 474　 后发放　 after-discharge
　 对反射活动的刺激停止后,传出神经仍可在

一定时间内继续发放冲动的现象。

04. 475　 神经递质　 neurotransmitter
　 由神经元合成,在突触囊泡中储存,并在突触

传递过程中释放出来与突触后膜相应受体结

合,能够起中介作用的化学信号分子。

04. 476　 乙酰胆碱　 acetylcholine,
 

ACh
　 某些突触或神经-肌肉接头的一种神经递

质。 它可以直接作用于突触后膜或终板上的

相应受体,产生生物学效应;也可被存在于此

的乙酰胆碱酯酶分解为胆碱和乙酸。

04. 477　 去甲肾上腺素　 noradrenalin,
 

NA
　 属单胺类物质,是酪氨酸经过羟化、脱羧、再 β

羟化而成,是中枢神经系统中某些突触和交感

神经的节后纤维释放的神经递质;也是肾上腺

髓质分泌的一种激素,在机体的物质代谢和神

经冲动传递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04. 478　 肾上腺素　 adrenaline,
 

AD

　 属单胺类物质,中枢神经系统中某些神经元和

肾上腺髓质嗜铬细胞中的苯乙醇胺氮位甲基

移位酶使去甲肾上腺素甲基化而成。 是中枢

神经系统中某些突触释放的神经递质;也是肾

上腺髓质分泌的一种激素,在机体的物质代谢

和神经冲动传递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04. 479　 多巴胺　 dopamine,
 

DA
　 属单胺类物质,酪氨酸经过羟化、脱羧而成,

为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的前体物质,是
中枢神经系统中某些突触的神经递质。

04. 480　 L-谷氨酸　 glutamic
 

acid,
  

Glu
　 为酸性氨基酸,是脑或脊髓内主要的兴奋性

递质。

04. 481　 L-天门冬氨酸　 aspartic
 

acid,
  

Asp
　 为酸性氨基酸,是视皮层的锥体细胞和多棘

星状细胞的兴奋性递质。

04. 482 　 γ -氨基丁酸 　 γ-aminobutyric
 

acid,
 

GABA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由 L-谷氨酸经 L-谷氨酸

脱羧酶催化而成。 是大脑皮层、小脑皮层某些

神经元和纹状体中间神经元的抑制性神经递

质。

04. 483　 甘氨酸　 glycine,
 

Gly
　 分布于脊髓和脑干,主要是脊髓中间神经元

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04. 484　 胆碱能纤维　 cholinergic
 

fiber
　 释放乙酰胆碱作为递质的神经纤维。

04. 485　 肾上腺素能纤维　 adrenergic
 

fiber
　 释放去甲肾上腺素作为递质的神经纤维。

04. 486　 神经调质　 neuromodulator
　 由神经元合成和释放,可与相应受体结合后

诱发突触前或突触后电位,只能增强或减弱

递质传递效应的化学物质。

04. 487　 受体　 receptor
　 细胞膜或细胞内能够识别某些化学物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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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质、调质、激素等配体) 并发生特异性结

合,进而诱发生物效应的特定蛋白质分子。

04. 488　 胆碱能受体　 cholinergic
 

receptor
　 以乙酰胆碱为配体的受体。

04. 489 　 兴奋性突触后电位 　 excitatory
 

posts-
ynaptic

 

potential,
 

EPSP
　 突触前膜释放兴奋性递质,作用于突触后膜

上的受体,引起细胞膜对 Na+ 、K+等离子的通

透性增加(主要是 Na+ ),导致 Na+内流,产生

局部的去极化电位。

04. 490 　 抑制性突触后电位 　 inhibitory
 

posts-
ynaptic

 

potential,
 

IPSP
　 突触前膜释放抑制性递质,导致突触后膜主

要对 Cl-通透性增加,Cl-内流,产生局部的超

极化电位。

04. 491　 突触延搁　 synaptic
 

delay
　 化学性突触传递从兴奋到达突触前神经末梢

起,到在突触后细胞中产生突触后电位止,需
经递质的释放、弥散、与特异受体结合等过

程,有一个时间的耽搁。

04. 492　 中枢延搁　 central
 

delay
　 兴奋在神经中枢内所经突触较多,传递较慢,

耽搁时间较长。

04. 493　 群体反射　 mass
 

reflex
　 过强的刺激可通过神经元的辐射式联系引起

更多、不同水平的大量神经元的放电而出现

广泛反应的现象。

04. 494　 突触后抑制　 postsynaptic
 

inhibition
　 神经元兴奋导致抑制性中间神经元释放抑制

性递质,作用于突触后膜上特异性受体,产生

抑制性突触后电位,从而使突触后神经元出

现超级化的抑制现象。

04. 495 　 传入侧支性抑制 　 afferent
 

collateral
 

inhibition
　 在传入神经纤维直接兴奋某一中枢神经元的

同时,通过兴奋抑制性中间神经元,从而使另

一中枢神经元产生抑制的现象。

04. 496　 交互抑制　 reciprocal
 

inhibition
　 支配某一肌肉的运动神经元受到传入冲动的

兴奋,而支配其拮抗肌的神经元则受到这种

冲动的抑制的生理现象。

04. 497　 回返抑制　 recurrent
 

inhibition
　 某一中枢的神经元兴奋时,其传出冲动在沿

轴突外传的同时,又经其轴突侧支使另一抑

制性中间神经元兴奋,后者的兴奋沿其轴突

返回又作用于原先发放冲动的神经元,并抑

制活动的生理现象。

04. 498　 突触前抑制　 presynaptic
 

inhibition
　 以轴突-轴突-细胞体形成的突触为结构基

础,由于前突触末梢的递质释放减少,引起突

触后神经元兴奋性降低,释放的兴奋性递质

减少,出现去极化降低的抑制现象。

04. 499　 易化　 facilitation
　 局部阈下兴奋状态能使神经元兴奋性升高的

现象。

04. 500　 局限化　 localization
　 感受器在接受一个适宜的阈刺激后,仅引起

较局限的神经反射,而不产生广泛的活动的

现象。

04. 501　 扩散　 diffusion
　 又称“泛化(generalization)”。 过强的皮肤或

内脏刺激可引起机体反射活动的扩散现象。

04. 502　 中枢兴奋状态　 central
 

excitatory
 

state
　 由向中性神经传来的冲动到达中枢部位时,可

导致反射活动的出现或反射活动增强的状态。

04. 503　 中枢抑制状态　 central
 

inhibitory
 

state
　 使反射减弱的中枢状态。

04. 504　 感受器　 receptor
　 能将内、外环境刺激所含的能量转化为相应

神经冲动的换能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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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505　 化学感受器　 chemoreceptor
　 感受机体内、外环境化学刺激的感受器。

04. 506　 电磁感受器　 electromagnetic
 

receptor
　 感受机体内、外环境电磁刺激的感受器。

04. 507　 温度感受器　 thermoreceptor
　 感受机体内、外环境温度刺激的感受器。

04. 508　 压力感受器　 baroreceptor
　 对体表或体内深部压力变化可发生反应的感

受器。

04. 509　 本体感受器　 proprioceptor
　 感受身体在空间运动和位置的变更,向中枢

提供信息的感受器。 位于肌肉、肌腱和关节

等部位。

04. 510　 牵涉痛　 referred
 

pain
　 某些内脏疾病会引起远隔的体表部位发生疼

痛或痛觉过敏的现象。

04. 511　 牵张反射　 stretch
 

reflex
　 骨骼肌受外力牵拉而伸长时,可反射性地引

起受牵拉的同一肌肉的收缩。

04. 512　 肌紧张　 muscle
 

tonus
　 缓慢持续牵拉肌腱时发生的牵张反射。 表现为

受牵拉的肌肉发生紧张性收缩,阻止被拉长。

04. 513　 腱反射　 tendon
 

reflex
　 快速牵拉肌腱时发生的牵张反射。

04. 514　 感觉阈　 sensory
 

threshold
　 能引起感受器兴奋,产生感觉的最低刺激强

度。

04. 515　 感受器换能作用 　 transduction
 

of
 

re-
ceptor

　 感受器将各种形式的刺激转变成传入神经纤

维上动作电位的作用。

04. 516　 感受器电位　 receptor
 

potential
　 感受器把刺激转变成感觉细胞所产生的局部

电位,该电位可随刺激强度的增大而进行时

间和空间的总和。

04. 517　 感觉适应　 sensory
 

adaptation
　 较长时间给予感受器固定强度和频率的刺激

作用时,所发生的感受阈逐渐增高,而感受功

能逐渐下降的现象。

04. 518 　 快适应感受器 　 rapidly
 

adapting
 

re-
ceptor

　 能在刺激开始的短时间内出现感觉适应的感

受器,如触觉小体。

04. 519　 慢适应感受器　 slowly
 

adapting
 

recep-
tor

　 能对持续刺激产生缓慢感觉适应的感受器,
如肌梭、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

04. 520　 轴浆运输　 axoplasmic
 

transport
　 维持兴奋、神经冲动传导、感觉传入的转换及

神经传递所必需的物质在神经纤维内的移动。

04. 521　 特异[性]投射系统 　 specific
 

projec-
tion

 

system
　 感受器发出的冲动,沿特定的传导通路投射

到大脑皮层特定部位的传导径路,以使机体

产生特异性感觉。

04. 522 　 非特异[性]投射系统 　 non-specific
 

projection
 

system
　 特异性投射系统行经脑干时发出的侧支与网

状结构形成多突触联系,而后弥散投射至大

脑皮层广泛区域的传入径路,以调整机体的

睡眠与觉醒。

04. 523 　 网状结构上行激动系统 　 ascending
 

reticular
 

activating
 

system
　 各种感觉刺激通过非特异性投射系统上行,

使大脑皮层处于兴奋以维持觉醒状态。

04. 524　 屈反射　 flexion
 

reflex
　 保留脊髄的动物,在受到伤害性刺激时,受刺

激的同侧肢体屈肌收缩而它的拮抗肌(伸

肌)舒张,使肢体屈曲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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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525　 节间反射　 intersegmental
 

reflex
　 脊髓某节段神经元发出的轴突与邻近前后节

段的神经元发生联系,通过前后节段的神经

元的协同活动所进行的反射活动。

04. 526　 搔爬反射　 scratching
 

reflex
　 保留脊髄的动物,施于体表部位的触觉刺激

所引起的运动反应。

04. 527　 姿势反射　 postural
 

reflex
　 不断调整骨骼肌的肌紧张或产生相应的运

动,以保持或改正身体空间姿势的反射活动

的总称。

04. 528　 去大脑动物　 decerebrate
 

animal
　 在中脑上(前)丘与下(后)丘之间及红核的

下方水平面上将麻醉动物脑干横断的动物。

04. 529　 去大脑僵直　 decerebrate
 

rigidity
　 手术后的去大脑动物立即出现全身肌肉紧张

性加强、四肢强直、脊柱反张后挺现象。

04. 530　 单突触反射　 monosynaptic
 

reflex
　 在传入神经元和传出神经元之间,只经过一

个突触传递的反射。

04. 531　 多突触反射　 multisynaptic
 

reflex
　 在中枢经过多个突触传递的反射。

04. 532 　 交感神经系统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起自于脊髓胸、腰段灰质侧角,分布至全身内

脏器官。 外周神经节在交感链上或腹腔、肠系

膜神经节等处。 节前纤维较短,纤维末梢释放

的递质为 Ach,作用于 N1 受体;而节后纤维较

长,纤维末梢一般释放的递质为 NA,作用于

α、β 受体;汗腺、交感舒血管纤维末梢释放的

递质为 Ach,作用于 M 受体。 一般作用是使心

肌兴奋、平滑肌和腺体的活动减弱,动员机体

储备力量,以适应环境的紧急变化。 与副交感

神经系统既有矛盾又协调统一,共同维持机体

在不同条件下内环境的稳态。

04. 533 　 副交感神经系统 　 para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起自第Ⅲ、Ⅶ、Ⅸ、Ⅹ对脑神经核和荐段脊髓

灰质相当于侧角部位,分布至各内脏器官,但
不包括皮肤和肌肉内的血管、汗腺、竖毛肌、
肾及肾上腺髓质等处。 外周神经节靠近或在

靶器官内,节前纤维较长,纤维末梢释放的递

质为 Ach,作用于 N1 受体;而节后纤维较短,
纤维末梢释放的递质为 Ach,作用于 M 受

体。 一般作用是使心肌抑制、平滑肌和腺体

的活动增强,促进消化、加强排泄和生殖机

能,储备能量,促进同化。 与副交感神经系统

既有矛盾又协调统一,共同维持机体在不同

条件下内环境的稳态。

04. 534　 非条件反射　 unconditioned
 

reflex
　 动物先天存在的反射。

04. 535　 条件反射　 conditioned
 

reflex
　 动物出生以后在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后天

性反射,是在非条件反射的基础上,经过一定

的过程,在大脑皮层参与下完成的反射活动。

04. 536　 操作式条件反射　 operant
 

conditioned
 

reflex
　 动物必须通过自己的某种运动程序才能得到

强化的一类条件反射。

04. 537　 血-脑屏障　 blood-brain
 

barrier
　 脑、脊髓内的毛细血管与围绕神经元和神经

胶质细胞的组织液之间存在的屏障,使物质

的转运具选择性和限制性。

04. 538　 小脑共济失调　 cerebellar
 

ataxia
　 由小脑及与其有关联的神经结构病变引起的

运动的协调不良、平衡障碍等症状体征。

04. 539　 最后公路　 final
 

common
 

path
　 脊髓腹角运动神经元及其轴突整合了神经调节

的所有相关信息传向骨骼肌的最后传出通路。

04. 540　 脊休克　 spinal
 

shock
　 当脊髓与高位脑中枢突然离断后,断面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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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脊髓功能将暂时完全丧失,如感觉和随意

运动消失、外周血管扩张、发汗反射消失、尿
粪潴留等表现。

04. 541　 脊髓动物　 spinal
 

animal
　 脊髓与高位脑中枢离断后的动物。

04. 542　 动力定型　 dynamic
 

stereotype
　 机体在一系列有规律的条件刺激与非条件刺

激结合的作用下,经过反复多次的强化,大脑

皮层上的兴奋和抑制过程在空间与时间上的

关系固定下来,所建立起的一整套有规律的

条件反射活动。

04. 543　 皮层运动区　 cortical
 

motor
 

area
　 主要包括中央前回和运动前区,是控制躯体

运动的最重要的区域。

04. 544　 皮层诱发电位　 evoked
 

cortical
 

potential
　 感觉传入系统(感受器、传入神经及相关的

神经细胞群) 受到刺激时,在大脑皮层上某

一局限区域所引发的特异性的电位变化。

04. 545　 慢波睡眠　 slow
 

wave
 

sleep
　 脑电图特征呈高幅慢波的睡眠时相。

04. 546　 快波睡眠　 fast
 

wave
 

sleep
　 脑电图特征呈低幅快波的睡眠时相。

04. 547 　 自主神经系统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又称 “ 植物性神经系统 ( vegetative

 

nervous
 

system)”。 包括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

系统,是调节内脏器官、平滑肌及腺体活动

的神经系统。 该系统可不受意识支配,有一

定的自律性。

04. 548　 节前纤维　 preganglionic
 

fiber
　 由脑或脊髓内的植物性神经胞体发出的神经

纤维。

04. 549　 节后纤维　 postganglionic
 

fiber
　 由植物性神经节发出的神经纤维。

04. 550　 整合　 integration
　 反射中枢对传入神经传来的刺激信息加以分

析、综合和储存的过程。

04. 551　 本能行为　 instinctual
 

behavior
　 动物在进化过程中形成,通过遗传固定下来

的,对个体和种族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行为。

04. 552　 情绪　 emotion
　 人类和动物对客观环境刺激所表达的一种特殊

的心理体验与某种固定形式的躯体行为表现。

04. 553　 摄食中枢　 feeding
 

center
　 存在于下丘脑外侧区的神经细胞,受刺激后

动物进食,否则拒食。

04. 554　 饱中枢　 satiety
 

center
　 存在于下丘脑腹内侧核的神经细胞受刺激后

动物产生饱感并拒食;破坏该核,动物会不停

地进食。

04. 555　 保卫反应　 defense
 

reaction
　 当动物受到伤害或接收威胁信号时,可表现

出瞳孔放大、出汗、蜷缩、环视周围寻找逃遁

机会或竖毛、发出咆哮声、伸爪等行为反应。

04. 556　 锥体系统　 pyramidal
 

system
　 起自大脑皮质中央前、后回的神经元,发出的

神经纤维行径内囊、大脑脚、脑桥至延髓锥

体,交换神经元后大部分神经纤维交叉到对

侧下行至脊髓腹角运动神经元,再经最后公

路完成支配躯干或四肢骨骼肌的精细随意运

动的神经系统。

04. 557　 锥体外系统　 extrapyramidal
 

system
　 起自大脑皮质中央前、后回的神经元,发出的

神经纤维行径纹状体、丘脑、红核、黑质、小
脑、脑桥核、前庭核和脑干网状结构等处,经
过多次交换神经元,最后下行至脑干和脊髓

腹角运动神经元的神经系统,以调整锥体系

统的活动和肌紧张,协调各肌群的活动,维持

姿势,保持平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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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10　 内　 分　 泌

04. 558　 内分泌　 endocrine
　 体内腺体或细胞合成的活性物质不通过导管,

而由血液带到全身或直接弥散至邻近细胞。

04. 559　 内分泌系统　 endocrine
 

system
　 由内分泌腺体和分布于其他器官的内分泌细

胞组成,调节机体的生长发育和各种代谢,维
持内环境的稳定,并影响行为和控制生殖等。

04. 560　 激素　 hormone
　 内分泌腺体或散在的内分泌细胞分泌的高效

能生物活性物质,经血液循环作用到靶细胞,
以发挥调节作用。

04. 561　 远距分泌　 telecrine
　 激素释放后直接进入毛细血管,经血液循环

运送到远距离的靶器官。

04. 562　 腔分泌　 sotinocrine
　 分泌细胞将活性物质直接释放入管腔的分泌

方式,如某些胃肠肽可直接分泌至肠腔中。

04. 563　 胞内分泌　 intracrine
　 细胞合成的激素不释放,就在自身细胞内发

挥作用的分泌方式。

04. 564　 旁分泌　 paracrine
　 又称“邻分泌”。 内分泌细胞分泌的激素进

入组织液,弥散至邻近的靶细胞,发挥其调节

作用。

04. 565　 自分泌　 autocrine
　 细胞合成的激素分泌到细胞外以后,又返转

作用于分泌该种激素细胞自身的分泌方式。

04. 566　 神经分泌　 neurosecretion,
 

neurocrine
　 神经细胞合成和分泌的激素由轴突末梢释放

入血液的分泌方式,如下丘脑视上核和室旁

核细胞分泌的加压-抗利尿素与催产素。

04. 567　 肽类激素　 peptide
 

hormone
　 最小从三肽分子到有 200 余个氨基酸残基构

成的多肽链的激素。 主要由下丘脑、垂体、胃
肠道、脑组织、心和肺等器官的特异细胞分

泌,种类繁多。 激素合成后储存在细胞内的

囊泡中,机体需要时,可通过囊泡转运方式释

放,水溶性强,大多数先与靶细胞的膜受体结

合,通过启动膜内信号转导系统引起细胞生

物学效应。

04. 568　 胺类激素　 amine
 

hormone
　 多为氨基酸的衍生物。 分布于甲状腺、松果

体、肾上腺髓质等的相关细胞,生成过程比较

简单,一般在机体需要时,储存在胞质内的分

泌颗粒(或细胞外的滤泡腔内)释放,水溶性

强,与靶细胞的膜受体结合或进入细胞后与

核受体结合,引起信号转导,发挥调节作用。

04. 569　 类固醇激素　 steroid
 

hormone
　 又称“甾体激素”。 前体物是胆固醇,为环戊

烷多氢菲的衍生物,分布于肾上腺皮质、性腺

等相关细胞,该类激素一边合成,一边释放,
为脂溶性,进入细胞后,与细胞质或与核受体

结合引起信号转导,发挥调节作用。

04. 570　 固醇激素　 sterol
 

hormone
　 又称“胆钙化醇”或“维生素 D3”。 在体内由

皮肤、肝和肾等器官作用下,转化并活化的胆

固醇衍生物。 生物活性最强的为 1,25-双羟

维生素 D3。

04. 571　 膜受体　 membrane
 

receptor
　 位于细胞膜上的受体,是一类跨膜蛋白质分

子,如胆碱能受体、肾上腺素能受体等。

04. 572　 钙调蛋白　 calmodulin,
 

CaM
　 一种能与钙结合而起着调节细胞功能作用的

蛋白质。 在真核生物中广泛存在。

04. 573　 细胞内受体　 intracellular
 

receptor
　 位于细胞内的受体,包括细胞质受体和细胞

核受体。
·66·



04. 574　 细胞质受体　 cytosol
 

receptor
　 位于细胞质内的受体,如肾上腺皮质激素受

体。

04. 575　 细胞核受体　 karyon
 

receptor
　 又称“核内受体”。 位于细胞核内的受体,如

甲状腺激素受体。

04. 576　 长环反馈　 long-loop
 

feedback
　 在下丘脑-垂体-靶腺轴调节系统中终末靶

腺或组织所分泌激素对上位腺体活动的反馈

影响。

04. 577　 短环反馈　 short-loop
 

feedback
　 在下丘脑-垂体-靶腺轴调节系统中垂体所

分泌激素对下丘脑分泌活动的反馈影响。

04. 578　 超短环反馈　 ultrashort-loop
 

feedback
　 下丘脑肽能神经元活动受其自身所分泌调节

肽的反馈影响。

04. 579　 神经肽　 neuropeptide
　 分布于神经系统的,起信息传递或调节信息

传递作用的肽类物质。

04. 580　 下丘脑激素　 hypothalamic
 

hormone
　 又称“下丘脑调节肽(hypothalamic

 

regulatory
 

peptide)” “ 下 丘 脑 因 子 ( hypothalamic
 

fac-
tor)”。 下丘脑合成和分泌的可调节腺垂体

相应激素细胞功能的肽类物质。

04. 581　 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 　 thyr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TRH
　 下丘脑合成和分泌的可促进腺垂体促甲状腺

激素释放的三肽激素。

04. 582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GnRH
　 下丘脑合成和分泌的可促进腺垂体促性腺激

素释放的十肽激素。

04. 583　 生长激素释放激素 　 growth
 

hormone
 

releasing
 

hormone,
 

GHRH
　 下丘脑合成和分泌的可促进腺垂体生长激素

释放的激素。

04. 584　 生长激素释放抑制激素 　 growth
 

hor-
mone

 

release-inhibiting
 

hormone,
 

GH-
RIH

　 简称“生长抑素”。 下丘脑合成和分泌的可

抑制腺垂体生长激素释放的激素。

04. 585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cortico-
tropin-releasing

 

hormone,
 

CRH
　 下丘脑合成和分泌的可促进腺垂体促肾上腺

皮质激素释放的激素。

04. 586　 催乳素释放抑制激素 　 prolactin
 

re-
lease-inhibiting

 

hormone,
 

PIH
　 下丘脑合成和分泌的可抑制腺垂体催乳素释

放的激素。

04. 587 　 促黑素细胞激素释放因子 　 melano-
phore-stimulating

 

hormone
 

releasing
 

factor,
 

MRF
　 下丘脑合成和分泌的可促进腺垂体促黑激素

释放的因子。

04. 588　 促黑素细胞激素释放抑制因子　 mel-
anophore-stimulating

 

hormone
 

releasing-
inhibiting

 

factor,
 

MIF
　 下丘脑合成和分泌的可抑制腺垂体促黑素激

素释放的因子。

04. 589 　 催乳素释放因子 　 prolactin
 

releasing
 

factor,
 

PRF
　 下丘脑合成和分泌的可促进腺垂体催乳素释

放的因子。

04. 590 　 抗利尿激素 　 antidiuretic
 

hormone,
 

ADH
　 又称“血管加压素(vasopressin)”。 由下丘脑

视上核和室旁核神经元合成、分泌,并由神经

垂体贮存、释放的可调节肾远曲小管和集合

管水重吸收的一种小肽激素。 另一作用可使

包括冠状血管在内的所有动脉血管收缩,血
压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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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591　 催产素　 oxytocin,
 

OXT
　 由下丘脑视上核和室旁核神经元合成、分泌,

并由神经垂体贮存、释放的,可在动物交配或

雌性动物分娩及排乳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一种小肽激素。

04. 592　 生长激素　 growth
 

hormone,
 

GH
　 腺垂体生长激素细胞分泌的一种蛋白类激

素,在促进机体生长和调节代谢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04. 593　 侏儒症　 dwarfism
　 幼年时生长激素分泌不足所造成的一种以生

长停滞、身材矮小为主要特征的内分泌疾病。

04. 594　 巨人症　 gigantism
　 幼年时生长激素分泌过多所造成的一种以身

材高大为主要特征的内分泌疾病。

04. 595　 肢端肥大症　 acromegaly
　 成年生长激素分泌过多所造成的一种以面部

和肢端肥大为主要特征的内分泌疾病。

04. 596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IGF
　 又称“生长素介质(somatomedin)”。 由生长激

素诱导靶细胞产生的,化学结构和功能与胰岛

素相似并具有促生长作用的一种生长因子。

04. 597　 催乳素　 prolactin,
 

PRL
　 由腺垂体催乳素细胞分泌的一种蛋白类激

素,在乳腺、性腺发育,发动和维持泌乳以及

调节机体应激反应与免疫功能中发挥重要

作用。

04. 598　 促黑素细胞激素　 melanocyte-stimula-
ting

 

hormone,
  

MSH
　 由腺垂体分泌的一种肽类激素,主要生理作

用是刺激黑色素细胞,使细胞内的酪氨酸转

化为黑色素。

04. 599 　 促甲状腺激素 　 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
 

TSH

　 由腺垂体分泌的一种糖蛋白激素,主要生理

作用是促进甲状腺的功能活动。

04. 600 　 卵泡刺激素 　 follicle-stimulating
 

hor-
mone,

 

FSH
　 由腺垂体分泌的促性腺激素的一种,为糖蛋

白激素,促进性腺的功能活动,主要生理作用

是促进卵巢卵泡的生长和睾丸的生精过程。

04. 601　 黄体生成素　 luteinizing
 

hormone,
 

LH
　 由腺垂体分泌的促性腺激素的一种,为糖蛋

白激素,促进性腺的功能活动,主要生理作用

是促进排卵、黄体生成和刺激睾酮分泌。

04. 602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drenocortico-
tropic

 

hormone,
 

ACTH
　 由腺垂体分泌的一种肽类激素,主要调节肾

上腺皮质的功能活动。

04. 603　 甲状腺激素　 thyroid
 

hormone,
 

TH
　 由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合成、分泌和储备的

一种以甲状腺球蛋白为载体的含碘胺类激

素,释放进入血液中脱去甲状腺球蛋白。 对

机体的代谢具有重要调节作用。 有活性的化

合物包括甲状腺素( T4 )和三碘甲腺原氨酸

(T3)。

04. 604　 甲状腺素　 thyroxine,
 

T4

　 又称 “ 四碘甲腺原氨酸 ( tetraiodothyronine,
 

T4)
 

”。 是甲状腺激素的一种形式,在甲状腺

激素中约占日分泌量的 90%,可为 T3 的 10
倍。

04. 605　 三碘甲腺原氨酸　 3,
  

5,
  

3′-triiodothy-
ronine,

 

T3
 

　 甲状腺激素的一种形式,日分泌量比 T4 少很

多,但生物活性是 T4 的 3 ~ 8 倍。

04. 606　 碘捕获　 iodide
 

trap
　 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通过继发性主动转运机

制,选择性摄取、聚集或浓缩碘的能力。

04. 607　 酪氨酸碘化作用 　 iodination
 

of
 

ty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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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e
　 在甲状腺过氧化酶的作用下,聚集在甲状腺

滤泡上皮细胞的碘取代了酪氨酸苯环上氢离

子的过程。

04. 608　 呆小病　 cretinism
　 又称“克汀病”。 由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

造成的以智力迟钝、身材矮小为特征的一种

内分泌疾病。

04. 609　 甲状旁腺激素 　 parathyroid
 

hormone,
 

PTH
　 甲状旁腺主细胞合成和分泌的一种可升高血

钙水平的肽类激素。

04. 610　 降钙素　 calcitonin,
 

CT
　 甲状腺滤泡旁细胞分泌的一种可降低血钙水

平的肽类激素。

04. 611　 糖皮质激素　 glucocorticoid
　 由肾上腺皮质束状带分泌的一类调节机体物

质代谢,还可发挥降低免疫应答及抗炎症等

作用的类固醇激素,如皮质醇、皮质酮。

04. 612　 盐皮质激素　 mineralocorticoid
　 肾上腺皮质球状带分泌的一类调节机体水盐

代谢的类固醇激素,如醛固酮。

04. 613　 应激反应　 stress
 

reaction
　 机体突然受到强烈有害刺激(如创伤、手术、

饥饿等)时,通过下丘脑引起血中促肾上腺

皮质激素浓度迅速升高,糖皮质激素大量分

泌所引起的非特异性的一切紧张状态。

04. 614　 应急反应　 emergency
 

reaction

　 机体遭遇特殊紧急情况时,交感-肾上腺髓

质系统即刻调动,儿茶酚胺类物质大量分泌

并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使机体处于反应机

敏、高度警觉的状态。

04. 615　 胰岛素　 insulin
　 由胰岛 B 细胞分泌的 51 个氨基酸组成的小

分子蛋白质,是动物机体内促进物质合成代

谢的关键激素。 主要功能是降低血糖水平。

04. 616　 胰高血糖素　 glucagon
　 由胰岛 A 细胞分泌的二十九肽,主要功能是

升高血糖水平。

04. 617　 褪黑[激]素　 melatonin,
 

MT
　 由松果体合成的一种胺类激素,为色氨酸的

衍生物,结构是 5-甲基乙酸色胺。 它的分泌

具有明显的昼夜节律,还可促进性腺功能。
最初发现该激素可使两栖类的皮肤褪色,由
此而得名。

04. 618　 前列腺素　 prostaglandin,
 

PG
　 又称“二十烷类激素”。 化学结构含有五元

环和两条侧链的二十碳多不饱和脂肪酸,分
布广泛、具有多种生理作用的一类活性物质。
最早发现于人的精液中,以为是由前列腺释

放的,由此而定名。

04. 619　 允许作用　 permissive
 

action
　 某种激素对特定器官、组织或细胞没有直接

作用,但却是另一种激素发挥生物效应的必

要基础,具有支持性作用。 例如,糖皮质激素

为广泛发挥允许作用的一种激素。

04. 11　 生殖、泌乳

04. 620　 雄激素　 androgen
　 以乙酸盐或乙酸、胆固醇为原料,主要由雄性

动物睾丸间质细胞合成并分泌的含 19 个碳

原子的类固醇激素。 包括睾酮、双氢睾酮、脱
氢异雄酮和雄烯二酮等。 雌性动物的卵巢和

肾上腺皮质也有少量分泌。

04. 621　 雌激素　 estrogen
　 主要由雌性动物卵泡内膜细胞和颗粒细胞共

同参与合成的一类分子中含 18 个碳原子的

类固醇激素。 雌二醇活性最高,依次为雌酮、
雌三醇。 肾上腺皮质、胎盘和睾丸也有少量

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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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622　 孕激素　 progestogen
　 主要由排卵后形成的黄体分泌的含 21 个碳原

子的类固醇激素,是雄激素和雌激素的前体,
但自身又具有独立的生理功能。 孕酮的活性

最高。 胎盘、肾上腺皮质也有较少的分泌。

04. 623　 抑制素　 inhibin
　 睾丸支持细胞或卵巢颗粒细胞分泌的肽类激

素,能特异性抑制垂体促卵泡激素( FSH)的

分泌。

04. 624　 激活素　 activin
　 主要由卵巢颗粒细胞合成和分泌,可刺激垂

体促卵泡激素(FSH)的分泌。

04. 625　 卵泡抑素　 follistatin
　 又称“卵泡静止素”。 主要由颗粒细胞合成

和分泌,是激活素的结合蛋白。

04. 626　 性成熟　 sexual
 

maturity
　 动物生殖器官和副性征逐渐发育完成,具有

明显的性行为、性功能和正常的生殖能力,但
机体的生长发育还在继续。

04. 627　 体成熟　 body
 

maturity
　 动物的生长发育基本完成,具有成年应有的

形态、结构和功能。

04. 628　 初情期　 puberty
　 雌性动物第一次出现发情表现并排卵的时

期;雄性动物第一次释放有受精能力的精

子,并表现出完整性行为的时期。

04. 629　 繁殖季节　 breeding
 

season
　 又称“性季节”。 动物最适宜进行生殖活动

的季节。

04. 630　 乏情期　 anestrus
　 动物在非繁殖季节期间,其生殖道和卵巢活

动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无发情表现的时期。

04. 631　 生精周期　 spermatogenic
 

cycle
　 精子发生的过程中,由精原细胞分裂增殖开

始,到精子细胞变态成精子所需要的时间。

04. 632　 生精上皮周期 　 cycle
 

of
 

seminiferous
 

epithelium
　 又称“精细管上皮周期( cycle

 

of
 

seminiferous
 

tubule
 

epithelium)”。 精子发生过程中,精细

管上皮的同一部位从某一细胞组合开始,到
下一次出现相同细胞组合所经历的时间。

04. 633　 性周期　 sexual
 

cycle
　 又称“动情周期”。 雌性哺乳动物自初情期到

性功能衰退的生命阶段中,在神经体液的调节

下,其性行为及生殖系统结构和功能上发生周

期性变化的生理现象。

04. 634　 发情前期　 proestrus
　 发情期前的一个阶段。 卵巢中有新的卵泡发

育,雌激素分泌增加,生殖道轻微充血、肿胀,
动物一般无交配欲。

04. 635　 发情期　 estrus
 

period
　 性欲和性兴奋强烈,能够接受交配,卵泡发育

成熟并排卵,生殖道有充血、肿胀、分泌增多

和蠕动等现象。

04. 636　 发情后期　 metestrus
　 行为上不表现性兴奋和交配欲,生殖系统的

亢进逐渐消退,卵巢内形成黄体并分泌孕酮。

04. 637　 间情期　 diestrus
　 又称“休情期”。 动物无交配欲,如果卵未受

精,则黄体逐渐退化,生殖道逐渐向发情前期

转变。 黄体完全消失后,新的卵泡开始发育,
又转进入下一个发情周期。

04. 638　 卵泡期　 follicular
 

stage
　 卵巢内卵泡从开始发育至成熟并破裂、排卵

的时期。

04. 639　 黄体期　 luteal
 

stage
　 卵巢内黄体开始形成至消失的时期。

04. 640　 排卵　 ovulation
　 卵巢内卵子从成熟卵泡中排出的过程。

04. 641　 自发排卵　 spontanenous
 

ovulation
·07·



　 卵巢中的卵泡发育成熟后,可自行破裂而排

卵的现象。

04. 642　 诱发排卵　 induced
 

ovulation
　 卵巢中的卵泡发育成熟后,通过动物交配或

人为地进行物理的(如机械性刺激子宫颈)、
化学的(如注射激素) 刺激才能引起排卵的

现象。

04. 643　 交配　 copulation
　 性成熟的雄性和雌性动物共同完成的一种复

杂的性行为。

04. 644　 授精　 insemination
　 动物在复杂的交配活动中,精液从雄性生殖

道排出,并被输入雌性生殖道内的过程。

04. 645　 射精　 ejaculation
　 雄性动物将精液射入雌性生殖道内的过程。

04. 646　 精浆　 seminal
 

plasma
　 附睾液与精囊腺、前列腺和尿道球腺等副性

腺分泌液的混合物。

04. 647　 精液　 semen
　 精子与精清的混合物。

04. 648　 受精　 fertilization
　 成熟获能后的精子和卵子融合形成合子的过

程。

04. 649　 精子获能　 sperm
 

capacitation
　 精子在雌性生殖道中经历一段时间,在形态

和生理上发生某些变化,具备使卵子受精能

力的现象。

04. 650　 皮质反应　 cortical
 

reaction
　 又称“皮层反应”。 精子在进入卵子的过程

中,与精子接触的卵膜处发生了局部电位、结
构和成分的变化,负电荷增多,皮质颗粒与细

胞膜融合破裂,颗粒内物质释放至卵周腔,进
而扩展至透明带,有制止其他精子膜与卵膜

融合作用的生理过程。

04. 651　 透明带反应　 zona
 

reaction
　 皮质反应后,皮质颗粒成分包括各种水解酶,

进入卵黄膜和透明带之间的卵周隙,引起透

明带成分的改变,破坏精子受体结构,并使透

明带硬化和卵黄膜表面发生改变的一系列生

理反应。

04. 652　 卵黄封阻作用　 vitelline
 

sealing
 

action
　 穿过透明带的精子触及卵黄膜时,引起卵黄

膜收缩增厚、卵黄紧缩并排出部分液体进入

卵囊周围等一系列变化,有阻止更多精子进

入卵黄的生理现象。

04. 653　 妊娠　 pregnancy
　 受精卵在母体子宫内生长发育形成胎儿,准

备分娩的过程。

04. 654　 胚胎附植　 embryo
 

implantation
　 胚泡发育初期在子宫内处于游离状态,随后

胚泡滋养层与子宫内膜逐渐发生组织学和生

理学的联系,固着于子宫内膜的生理过程。

04. 655　 胎盘屏障　 placental
 

barrier
　 分隔母体和胎儿血液的几层组织。 可使胎儿

与母体进行物质交换,又可使胎儿自身内环

境与母体存在差异,具有保障胎儿生长发育

良好环境的生理作用。

04. 656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uman
 

chori-
onic

 

gonadotropin,
 

hCG
　 人胎盘绒毛膜滋养层细胞分泌的一种糖蛋白

激素,大量存在于早期妊娠妇女的血浆和尿

中。 具有黄体生成素(LH)样功能,能促进妊

娠黄体形成,并使其分泌雌激素和孕激素,还
可防止母体对胎儿的排斥作用。

04. 657　 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　 pregnant
 

mare
 

serum
 

gonadotropin,
 

PMSG
　 在妊娠期间,主要由马属动物胎盘的尿囊绒

毛膜细胞产生的一种糖蛋白激素,可从早期

妊娠母体血和尿中测得。 具有卵泡刺激素

(FSH)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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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658　 松弛素　 relaxin
　 卵巢黄体或胎盘等组织分泌的一种多肽激

素。 主要可使骨盆韧带松弛、子宫颈舒张柔

软、产道扩大,利于分娩。

04. 659　 分娩　 parturition
　 胎儿在母体子宫内发育成熟后,胎盘从母体

生殖道产出体外的生理过程。

04. 660　 胎盘娩出期 　 stage
 

of
 

fetal-membrane
 

expulsion
　 从胎儿娩出到胎盘和胎膜完全娩出的生理过

程。

04. 661　 泌乳　 lactation
　 哺乳动物继分娩以后的一个重要的生殖阶

段。 包括乳的分泌和乳的排出两个既独立

又互相制约的过程。

04. 662　 初乳　 colostrum
　 雌性哺乳动物在分娩前或分娩后最初几天内

乳腺合成分泌的乳。

04. 663　 常乳　 ordinary
 

milk
　 乳腺在生成初乳之后合成分泌的乳。

04. 664　 泌乳启动　 initiation
 

of
 

lactation
　 又称“泌乳发动”。

 

雌性哺乳动物分娩前后,
发育成熟的乳腺开始分泌乳汁的现象。

04. 665　 乳汁分泌　 milk
 

secretion
　 乳腺腺泡从血液摄取营养物质生成乳汁,并

分泌入腺泡腔内的生理过程。

04. 666　 泌乳维持　 galactopoiesis

　 乳腺的泌乳活动开始发动后,有一个较长的

维持泌乳的过程。

04. 667　 泌乳激素群　 group
 

of
 

lactigenous
 

hor-
mone

　 参与和调节泌乳维持的催乳素、生长激素、甲
状腺激素和糖皮质激素等激素的统称。

04. 668　 乳的排出　 milk
 

ejection
　 哺乳或挤乳引起乳房容纳系统的紧张度发生

改变,贮积在腺泡和乳导管系统内的乳汁排

出体外的生理过程。

04. 669　 乳池乳　 cisterm
 

milk
　 乳房容纳系统中积存在乳池中的乳。

04. 670　 反射乳　 reflex
 

milk
　 哺乳或挤乳时,在神经体液调节下排出的腺

泡及小乳导管内的乳。

04. 671　 残留乳　 residual
 

milk
　 经吮吸或挤乳后仍残留于乳腺组织中的乳。

04. 672　 排乳反射　 milk
 

ejection
 

reflex
　 引起乳房中的乳排出的神经体液调节过程。

04. 673　 产蛋　 lay
 

egg
　 禽类将已在生殖道内形成的蛋排出体外的现

象。

04. 674　 就巢　 broodness
　 俗称“抱窝”。 雌禽抱蛋繁殖后代的本能行

为。 这段时期内,腺垂体催乳素水平升高,生
殖器官逐渐萎缩,停止产蛋,出现不接受交配

的现象。

05.
 

兽医公共卫生学

05. 001　 黄曲霉毒素　 aflatoxin,Aspergillus
 

fla-
vus

 

toxin
　 一类致癌物。 是一种毒性极强的剧毒物质,

黄曲霉毒素的危害性在于对人及动物肝组

织有破坏作用,严重时,可导致肝癌甚至死

亡。

05. 002　 尿黑酸尿症　 alcaptonu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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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中排出尿黑酸(2,5-二羟苯乙酸)的一种

代谢障碍性疾病。 呈常染色体劣性遗传。
正常状态下,从酪氨酸、苯丙氨酸等芳香族

氨基酸生成的尿黑酸能进一步氧化,但本病

患者缺乏使之氧化的酶[2,5 -二羟苯乙酸

1,2 - 二氧化酶 ( homogentisatel, 2-dioxy
 

ge-
nase,

 

EC1. 13. 11. 5)]。 将患者的尿放置

时,由于腐败生出氨而变为碱性,尿黑酸由

于自动氧化而产生黑色色素。

05. 003　 抗生素抗性细菌 　 antibiotic-resistant
 

bacteria
　 产生对抗生素不敏感现象的细菌。 是细菌

在自身生存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05. 004　 动物权利　 animal
 

rights
　 又称“动物解放”。 由动物保护主义者发起

的,保护动物不被人类作为占有物来对待的

社会运动。

05. 005　 急性毒性试验　 acute
 

toxicity
 

test
　 机体(人或实验动物)一次(或 24 小时内多

次)接触外来化合物之后所引起的中毒效

应,甚至引起死亡的试验。

05. 006　 急性阈值　 acute
 

threshold
 

dose
　 外源化合物引起接触对象急性反应所需的

最低剂量。

05. 007　 急性中毒　 acute
 

poisoning
　 大量毒物短时间内经皮肤、黏膜、呼吸道、消

化道等途径进入人体,使机体受损并发生功

能障碍的现象。

05. 008　 可接受浓度　 acceptable
 

concentration
　 全生命周期或部分生命周期的慢性毒性实

验得出的最大无影响浓度( NOEC) 和最低

有影响浓度(LOEC)之间的毒物浓度。

05. 009 　 每日允许摄入量 　 acceptable
 

daily
 

intake,ADI
　 人或动物每日摄入某种对健康无任何已知

不良效应的化学物质 (食品添加剂、农药

等)的剂量。

05. 010　 酸度　 acidity
　 一般把中和 100g 试样中的酸性物质所需要

的 OH-物质的量,用毫摩尔作单位的数值。

05. 011　 空气污染　 air
 

pollution
　 当大气正常成分之外的物质达到对人类健

康、动植物生长以及气象气候产生危害时的

程度。

05. 012　 气溶胶颗粒　 aerosol
 

particle
　 凡分散介质为气体的胶体物系。 粒子大小

为 100 ~ 10
 

000nm,属于粗分散物系。

05. 013　 石棉污染　 asbestos
 

pollution
　 含石棉的物质,在受到冲击、颤动、摩擦、维

修或搬动的影响下释放出石棉纤毛使人暴

露于吸入石棉纤毛的风险下,通过呼吸道和

消化道侵入人体的现象。

05. 014　 特异危险度 　 attributable
 

risk / pecul-
iar

 

dangerous
 

degree
　 又称“绝对危险度( absolute

 

risk)” “危险度

差
 

( risk
 

difference)”。 暴露者发病率与非

暴露者发病率之差。 说明单纯由于暴露而

增加或减少的危险度。

05. 015　 抗氧化剂　 antioxidant
　 能阻止氧气不良影响的物质。 帮助捕获并

中和自由基,从而去除自由基对人体的损

害,如维生素 A、C、E;类胡萝卜素(虾青素、
角黄素、叶黄素、β-胡萝卜素等);微量元素

硒、锌、铜和锰等。

05. 016　 抗生酮作用　 antiketogenesis
　 膳食中糖类具有抑制脂肪分解、减少酮体生

成的作用。 如果糖类摄入不足,脂肪则不能

被完全氧化,会产生大量酮体,产生酮血症。

05. 017　 水生环境　 aquatic
 

environment
　 水生生物生存的外部环境介质。 包括流水

和静水环境。 前者如池塘、湖泊、沼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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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后者如江河、溪流、泉水、沟渠。 不同的

水生环境理化性质不同。

05. 018　 水生态系统　 aquatic
 

ecosystem
　 在一定的水域空间内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

分通过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相互作用、相互

依存而构成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

05. 019　 烷化剂　 alkylating
 

agent
　 又称“烷基化剂”。 是能将小的烃基转移到

其他分子上的化学物质。 一般引入的烷基

连接在氮、氧、碳等原子上。 常具突变源性,
因为它能改变脱氧核糖核酸(DNA)中的核

苷酸。

05. 020　 营养缺陷型　 auxotroph
　 微生物等不能在无机盐类和碳源组成的合

成培养基中增殖,必须补充一种或一种以上

的营养物质才能生长。

05. 021　 动物福利及保护　 animal
 

welfare
 

and
 

protection
　 由 5 个基本要素组成:生理福利,即无饥渴

之忧虑;环境福利,也就是要让动物有适当

的居所和活动空间;卫生福利,主要是减少

动物的伤病;行为福利,应保证动物表达天

性的自由;心理福利,即减少动物恐惧和焦

虑的心情。

05. 022　 动物生物安全水平　 animal
 

biosafety
 

level,ABSL
　 生物性的传染媒介通过直接感染或间接破

坏环境而导致对人类、动物的真实或者潜在

的危险。

05. 023　 生物群落　 biocommunity
　 生活在一定的自然区域内,相互之间具有直

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种生物的总和。

05. 024　 生物转运　 biotransport
　 环境污染物经各种途径和方式同机体接触

而被吸收、分布和排泄等过程的总称。 这些

过程都有类似的机制,即环境污染物在被机

体吸收、分布和排泄的每一过程都需要通过

细胞的膜结构进行。

05. 025　 生物转化　 biotransformation
　 外源化学物在机体内经多种酶催化的代谢

转化。 是机体对外源化学物处置的重要环

节,是机体维持稳态的主要机制。

05. 026　 生物富集　 bioconcentration
　 又称 “ 生物放大作用 ( biomagnification)”。

指环境中某些不易降解的化学性污染物,可
通过食物链的转移并逐级增大在生物体中

的浓度,即在高位营养级生物体内的浓度比

在低位营养级生物体内的浓度增加很多倍。
如果与环境中的浓度相比,这种生物放大作

用可达千倍、万倍,从而损害人类的健康。

05. 027　 生物蓄积　 bioaccumulation
　 有毒有害物质, 尤其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等通过食物链蓄积于食物链中较高

级成员,使得该种有害物质浓度大大高于环

境浓度的现象。

05. 028　 生物降解　 biodegradation
　 在同一个食物链上,高位营养级生物体内来

自环境的某些元素或难以分解的化合物的

浓度,高于低位营养级生物的现象。

05. 029　 生物解毒　 biodetoxication
　 微生物将有机毒物分解为可挥发或可沉淀

的物质。

05. 030　 生物自净　 biological
 

self-purification
　 经生物吸收、微生物降解等作用,使进入水

体中的污染物浓度降低的过程。

05. 031　 生物危害　 biological
 

harmfulness
　 一个或其中部分具有直接或潜在危害的传

染因子,通过直接传染或者破坏周围环境间

接危害人、动物以及植物的正常发育过程。

05. 032　 生物监测　 biological
 

monitoring
　 又称“生物测定”。 利用生物对环境中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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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敏感性反应来判断环境污染的一种

手段。

05. 033　 生物性污染　 biological
 

pollution
　 病原微生物排入水体后,直接或间接地使人

感染或传染各种疾病。 衡量指标主要有大

肠菌群数、细菌总数等。

05. 034　 生物钟　 biological
 

clock
　 又称“生理钟”。 是生物体内的一种无形的

“时钟”,实际上是生物体生命活动的内在节

律性,由生物体内的时间结构序所决定。

05. 035　 生物节律　 biological
 

rhythm
　 生命现象中的节律性变化。 在生命过程中,

从分子、细胞到机体、群体各个层次上都有

明显的时间周期现象,其周期从几秒、几天

直到几月、几年。 广泛存在的节律使生物能

更好地适应外界环境。

05. 036　 生物燃料　 biofuel
　 通过生物资源生产的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

可以替代由石油制取的汽油和柴油,是可再

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方向。

05. 037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
　 在一定范围内由多种多样活的有机体(动

物、植物、微生物)有规律地结合所构成的稳

定生态综合体。

05. 038　 基因污染　 gene
 

pollution
　 由基因重组引起的污染。 基因重组是不同

基因通过酶促催化而产生转移、交换而重新

组合的过程,能使生物表达出新的结构和功

能特征。 如果基因重组生物从实验室里扩

散到自然界中,生物的新功能就有可能破坏

生态平衡,从而产生基因污染。

05. 039　 生物恐怖　 bioterrorism,
 

bioterror
　 利用可在人与动物之间传染或人兽共患的

感染媒介物(细菌、病毒、原生动物、真菌)
制成各种生物制剂,发动攻击,致使疫病流

行,造成较大的人员、经济损失或引起社会

恐慌、动乱。

05. 040　 生物标志物　 biomarker
　 机体由于接触污染物而产生可在生物介质

中测定到的细胞﹑生物化学和生物分子的

改变。 不仅可以作为生物剂量或体内负荷

的标志,也可作为机体对外来物反应的特

征。 生物标志物可分为:(1)
 

接触生物标志

物(biomarker
 

of
 

exposure);(2)效应生物标

志物( biomarker
 

of
 

effect);(3) 易感性生物

标志物(biomarker
 

of
 

susceptibility)。

05. 041　 生物安全柜　 biosafety
 

cabinet,BSC
　 为操作原代培养物、菌毒株以及诊断性标本

等具有感染性的实验材料时,用来保护操作

者本人、实验室环境以及实验材料,使其避

免暴露于上述操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感染

性气溶胶和溅出物而设计的。

05. 042　 生物安全实验室　 biosafety
 

laboratory
　 通过防护屏障和管理措施,达到生物安全要

求的实验室。

05. 043　 生物入侵　 biological
 

invasion
　 某种生物从外地自然传入或人为引种后成

为野生状态,并对本地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危

害的现象。

05. 044　 碳循环　 carbon
 

cycle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CO2 ) 被陆地和海洋中

的植物吸收,然后通过生物或地质过程以及

人类活动,又以二氧化碳的形式返回大气的

过程。

05. 045　 纤维素　 cellulose
　 由葡萄糖组成的大分子多糖。 不溶于水及

一般有机溶剂。 是植物细胞壁的主要成分。

05. 046　 化学致癌物　 chemical
 

carcinogen
　 能引起动物和人类肿瘤、增加其发病率或死

亡率的化合物。

05. 047　 化学致突变作用　 chemical
 

mut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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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s
　 生物细胞内 DNA 受某些化学物质影响而改

变,引起的遗传特性突变。

05. 048　 细胞遗传学试验　 cytogenetic
 

assay
　 检测化学物质所致哺乳动物细胞染色体畸变

的试验。 可用体外培养的哺乳动物、啮齿动

物骨髓或睾丸生殖细胞(精原细胞)进行。

05. 049　 Ⅰ级生物安全柜 　 class
 

Ⅰ
 

biosafety
 

cabinet
　 可保护工作人员和环境而不保护样品的操

作台。 其气流原理和实验室通风橱基本相

同,不同之处在于排气口安装有高效空气过

滤器(HEPA 过滤器),将外排气流过滤进而

防止微生物气溶胶扩散造成污染。 一级生

物安全柜本身无风机,依赖外接通风管中的

风机带动气流,由于不能保护柜内产品,目
前已较少使用。

05. 050　 Ⅱ级生物安全柜 　 class
 

Ⅱ
 

biosafety
 

cabinet
　 二级生物安全柜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柜

型。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行业标准生

物安全柜》 ( YY
 

0569—2005) 中的规定,二
级生物安全柜依照入口气流风速、排气方式

和循环方式可分为 A1 型、A2 型、B1 型和

B2 型 4 个级别。 所有的二级生物安全柜都

可提供工作人员、环境和产品的保护。

05. 051　 Ⅲ级生物安全柜 　 class
 

Ⅲ
 

biosafety
 

cabinet
　 为生物安全防护等级为 4 级实验室而设计

的操作台。 柜体完全气密,工作人员通过连

接在柜体的手套进行操作,试验品通过双门

的传递箱进出安全柜以确保不受污染,适用

于高风险的生物实验,如进行严重急性呼吸

综合征(SARS)、埃博拉病毒相关实验等。

05. 052　 疾病分布　 distribution
 

of
 

diseases
　 表示疾病在不同人群、不同地点、不同时间

的发病率、死亡率或患病率等的流行情况。

研究疾病分布是描述疾病流行过程特点、探
索病因和流行因素的重要内容。

05. 053　 二口恶英　 dioxine
　 二口恶英是一个统称,它指的并不是一种单一

物质,而是包含结构和性质都很相似的众多

同类物或异构体的两大类有机化合物。 包

括 210 种化合物。 这类物质非常稳定,熔点

较高,极难溶于水,可以溶于大部分有机溶

剂,是无色无味的脂溶性物质,所以非常容

易在生物体内积累。 其毒性十分大,有“世

纪之毒”之称。

05. 054　 外暴露　 external
 

exposure
　 主要指环境因素暴露,分为生物性因素和非

生物性因素。 作为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的生

物标志一般是生物性病原因子,如病原生

物、生物毒素等。

05. 055　 外照射　 external
 

irradiation
　 核辐照射的一种,放射性核素在生物体外,

使生物受到来自外部的射线照射。

05. 056　 微生态平衡　 microeubiosis
　 正常微生物群与其宿主生态环境在长期进

化过程中形成的生理性组合的动态平衡。

05. 057　 富营养化　 eutrophication
　 一种氮、磷等植物营养物质含量过多所引起

的水质污染现象。

05. 058　 环境质量评价　 environmental
 

quality
 

assessment
　 对拟建项目周边及建设的环境进行质量评

估,确定项目的可行性,为项目的环境评价

提供信息。

05. 059　 环境医学评价 　 environmental
 

medi-
cal

 

evaluation
　 对拟建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医学污染及其

能取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进行定性评价,为
拟建项目的环境医学评价工作提供可靠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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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60 　 环境费用-效益分析 　 environmental
 

cost-benefit
 

analysis
　 是典型的常规审计分析方法与环境经济学

方法相融合在环境绩效审计中的一种应用

方法。 其目的是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
以最少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收益,其基本原则

是效益必须大于费用。

05. 061　 环境污染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由于各种人为的或自然的原因,环境中排放

的有害物质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环境组

成发生重大变化,环境质量恶化,扰乱了生

态平衡,对人类健康造成直接的、间接的或

潜在有害影响的现象。

05. 062　 环境生物性污染　 environmental
 

pol-
lution

 

of
 

biological
 

origin
　 各种细菌、病毒、衣原体、支原体等对环境空

气的污染。 由此导致的疾病在人群中有一

定的传染性。

05. 063　 环境性疾病　 environmental
 

disease
　 某些环境因子独立或者共同作用于生物,致

使其生命活动发生混乱的现象。

05. 064　 环境病毒学　 environmental
 

virology
　 研究病毒与其生活环境间的关系的一门学

科。 现在又将其应用到生态环境的研究与

保护中,使病毒学的发展又朝着对人类和生

态环境有利的方向增进了一步。

05. 065　 环境毒理学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利用毒理学方法,研究环境污染物对人体健

康的影响及其机理的学科。 是环境医学的

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毒理学的一个分支。

05. 066　 环境毒物　 environmental
 

toxicant
　 人类环境(空气、水、土壤等)以及日用化学

品中,在一定条件下进入人体后,能在体内

发生生物化学或生物物理作用,干扰或破坏

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引起暂时性或持久性

的病理状态,甚至危及生命的化学物质。

05. 067　 环境监测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代表环境污染和

环境质量的各种环境要素(环境污染物)进

行的监视、监控与测定,从而科学评价环境

质量及其变化趋势的操作过程。

05. 068 　 试验剂量范围 　 experimental
 

dose
 

range
　 试验性研究是随机分配研究对象,根据试验

目的不同,所检测出的最大和最小试验剂量。

05. 069　 水体富营养化　 eutrophication
 

of
 

wa-
ter

 

body
　 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生物所需的氮、磷等

营养物质大量进入湖泊、河口、海湾等缓流

水体,引起藻类及其他浮游生物迅速繁殖,
水体溶解氧量下降,水质恶化,鱼类及其他

生物大量死亡的现象。

05. 070　 中毒性疾病　 exotic
 

disease
　 凡是经口、呼吸或皮肤等途径进入动物体内,

并在一定剂量与条件下,引起动物生理机能

障碍,甚至死亡的毒性物质引起的疾病。

05. 071　 环境激素　 environmental
 

hormone
　 又称 “ 环境荷尔蒙”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由于人

类的生产和生活而产生并释放到环境中,且
在环境中持久存在的,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

式在动物和人体内蓄积,能与激素受体结合

起激素样作用,引起人和动物内分泌系统与

神经系统功能紊乱,使机体生殖机能、免疫

机能和内分泌机能等出现异常的化学物质。

05. 072　 生态系统　 ecosystem
　 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植物、动物、真菌、微生

物群落与其非生命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

质循环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动态

复合体。

05. 073　 生态平衡　 ecoequilibrium
　 生态系统处于成熟期的相对稳定状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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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系统中能量和物质的输入与输出接近于

相等,即系统中的生产过程与消费和分解过

程处于平衡状态。

05. 074　 增味剂　 flavour
 

enhancer
　 能增强或改进食品风味的物质。

05. 075　 食物中毒　 food
 

poisoning
　 食物中毒是指动物摄入了“有毒的食物”而

引起的非传染性的急性或亚急性疾病,属于

食源性疾病的范畴。 食物毒性的来源有下

列 4 种:(1)微生物或霉菌污染食品,在其中

大量繁殖存在大量活菌或产生大量毒素;
(2)化学毒物污染食品达到中毒剂量;(3)
在贮藏过程中发生变化,形成某些有毒物

质,如马铃薯贮藏不当发芽而形成龙葵素

等;(4)食品本身含有某些有毒物质,如木薯

中含氰苷,河豚鱼含有河鲀毒素等。

05. 076　 食品污染　 food
 

pollution
　 食物中原来含有或者加工时人为添加的生

物性或化学性物质,对机体健康有急性或慢

性的危害。

05. 077　 食物链　 food
 

chain
　 在生态系统中不同营养级的生物逐级被吞

食以满足生存需要而建立起来的锁链关系。
在生态系统中是维系生物种群间物质和能

量流动的纽带及渠道。

05. 078　 食物网　 food
 

web
　 一个生态系统中常存在许多条食物链,由这

些食物链彼此相互交错连结成的复杂营养

关系为食物网。 食物网能直观地描述生态

系统的营养结构,是进一步研究生态系统功

能的基础。

05. 079　 功能蓄积　 functional
 

accumulation
　 环境污染物反复作用于机体,引起机体一定

结构或功能变化,并逐渐累积、加重,最后导

致出现损害作用。

05. 080　 农民肺　 farmer
 

lung

　 吸入含有嗜热放线菌的有机粉尘所引起的

外源性变应性肺泡炎,可以在肺内形成巨噬

细胞性肉芽肿和肺间质纤维化。

05. 081　 基因突变　 gene
 

mutation
　 DNA 分子中发生碱基对的增添、缺失或改

变而引起的基因结构的改变。

05. 082　 基因多态性　 gene
 

polymorphism
　 在一个生物群体中,同时和经常存在两种或

多种不连续的变异型、基因型或等位基因的

现象。

05. 083 　 良好农业规范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GAP
　 一种通过经济的、环境的和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措施,来保障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的方法

与体系。 中国 GAP 制定的原则是进一步促

进我国农产品安全控制、动植物疫病防治、
生态和环境保护、动物福利、职业健康等方

面保障能力的提高,优化我国农业生产组织

形式,提高农产品生产企业的管理水平,实
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规范良好农业操作

规范认证活动。

05. 084　 良好卫生规范 　 good
 

hygienic
 

prac-
tice,GHP

　 世界各国加强食品安全控制的主要手段之

一,是世界卫生组织积极推广的一个食品安

全控制方法。 也是我国企业必须达到的卫

生通用规则。

05. 085 　 良好生产规范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GMP
　 对食品或药品等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各

方面实行严格监控而提出的具体要求和必

要的质量监控措施。

05. 086　 温室效应　 greenhouse
 

effect
　 又称“花房效应”。 大气中的 CO2 和水蒸气

能够吸收由地球发射的波长较长的辐射,从
而对地球起到的保温作用,等同于人工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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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05. 087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能引起温室效应的气体。 包括二氧化碳、甲

烷、氧化亚氮等。 燃烧化石燃料、农业和畜

牧业、垃圾处理等都会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

体。

05. 088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hazard
 

a-
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HACCP
　 对食品安全有显著意义的危害加以识别、评

估和控制的体系。 一种以预防食品安全问题

为基础的食品污染控制体系。 适用于控制影

响食品安全的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的危

害,可以将以产品最终检验来保证产品质量

转变为在生产的各个环节中鉴别并控制潜在

的危害。

05. 089　 危害识别　 hazard
 

identification
　 确定某种物质的毒性(即产生的不良效果),

对这种物质导致的不良效果,进行紧急防范

和处理。

05. 090　 高胡萝卜素血症　 hyper-carotenemia
　 各类柑橘、橙子等含胡萝卜素物质丰富的食

物,一旦过量食用,尤其是甲状腺功能减退

或肝功能不全时,被吸收的胡萝卜素在肝脏

内转化为维生素 A 发生障碍,以致积存在角

质层较厚、皮下脂肪丰富部位的皮肤内,引
起皮肤黄染的病症。

05. 091　 健康评价指标 　 health
 

evaluating
 

in-
dicator

　 反映健康状态的指标,可以是个体和群体指

标,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指标,结构和功

能指标,静态和动态指标,直接指标和间接

指标等,随着医学向高度分化高度综合、宏
观和微观深入突破时,对人体健康的评价一

般采用综合性指标。

05. 092　 微生物危害评估 　 hazard
 

assessment
 

of
 

microbes

　 对病原微生物或寄生虫可能给人、动物和环

境带来的危害进行的评估。

05. 093　 室内污染　 indoor
 

pollution
　 室内引入能释放有害物质的污染源或者室

内环境通风不佳导致室内空气中有害物质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种类上不断增加,引起人

们的一系列不适应症状的现象。

05. 094　 室内污染物　 indoor
 

pollutant
　 室内引入能释放有害物质的污染源或室内

环境通风不佳而导致室内空气中有害物质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种类上不断增加,并引起

人一系列不适症状的污染物。

05. 095　 诱导物　 inducer
　 诱导酶合成或提高酶活性的一种特殊营养

物质。

05. 096　 诱发突变　 induced
 

mutation
　 利用物理的或者化学的方法诱导而产生突

变。 其本质与自然突变的本质相似,并与自

然突变一样是随机进行的。

05. 097　 先天代谢性缺陷　 inborn
 

error
 

of
 

me-
tabolism

　 氨基酸、有机酸、糖、脂肪、激素等先天代谢

性异常所导致的疾病的总称。

05. 098　 工业毒剂　 industrial
 

toxicant
　 工业生产时所产生的各种毒物以及在化学生

产、生物培养等过程中由于工业生产试剂不

纯,能够对环境及人身产生毒性作用的物质。

05. 099　 工业废水　 industrial
 

wastewater
　 (1)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废液,其

中含有随水流失的工业生产用料、中间产

物、副产品以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
(2)生产过程中排出的水。

05. 100　 工业废弃物　 industrial
 

waste
　 伴随工业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废弃物。 包括

煤渣、污泥、废油、废碱、废塑料以及其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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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规定的废弃物。

05. 101 　 工业固体废弃物 　 industrial
 

solid
 

waste
　 又称“工业废渣”。 工业生产过程中排出的

固体废弃物。 主要有冶金渣、燃料渣和化工

渣等。

05. 102　 凯氏定氮法　 Kjeldahl
 

determination
　 测定化合物或混合物中总氮量的一种方法。

样品与浓硫酸共热,含氮有机物即分解产生

氨(消化),氨又与硫酸作用,变成硫酸铵。
经强碱碱化使之分解放出氨,借蒸汽将氨蒸

至酸液中,根据此酸液被中和的程度可计算

出样品氮含量。

05. 103　 可观察有害效应最低剂量水平　 low-
est-observed-adverse-effect

 

level
　 在生物测试中表现出与对照明显不同的最

低毒物浓度。

05. 104　 限制性氨基酸 　 limiting
 

amino
 

acid,
LAA

　 指食物蛋白质中一种或几种必需氨基酸含

量较低,导致其他必需氨基酸不能被充分利

用,其蛋白质营养价值降低,这些含量相对

较低的必需氨基酸称为限制性氨基酸。

05. 105 　 最高容许浓度 　 maximum
 

allowable
 

concentration
　 国家采用的环境中有害物质的容许浓度,经

多次有代表性的采样测定时,不得超过的浓

度。 环境中有害物质以此浓度经生态系统

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人的一生,不会引起健康

损害或精神疾患的发生(包括潜在的或暂时

的代偿状态),或者用现代医学检查方法,在
当代或下一代人不能检出非适应性生理反

应的改变。

05. 106 　 最大无作用剂量 　 maximal
 

no-effect
 

level
　 化学物质在一定时间内,按一定方式与机体

接触,用现代的检测方法和最灵敏的观察指

标不能发现任何损害作用的最高剂量。 与

阈剂量一样,最大无作用剂量也不能通过实

验获得。

05. 107 　 最大耐受量 　 maximal
 

tolerable
 

dose
(concentration)

　 不引起实验动物出现异常变化的药物最大

剂量或浓度。

05. 108　 最小作用剂量　 minimal
 

effect
 

level
　 又称“阈剂量”“阈浓度”。 在一定时间内,一

种毒物按一定方式或途径与机体接触,能使

某项灵敏的观察指标开始出现异常变化或使

机体开始出现损害作用所需的最低剂量。

05. 109　 大量元素　 macroelement
　 又称“ 常量元素”。 含量占生物体总质量

0. 01%以上的元素。 如碳、氢、氧、氮、磷、
硫、氯、钾、钠、钙和镁,这些元素在人体中的

含量均在 0. 04% ~ 62. 8%,这 11 种元素共占

人体总质量的 99. 97%。

05. 110　 微量元素　 microelement
　 是相对主量元素(宏量元素)来划分的,根据

寄存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多种类型,目前较

受关注的主要是两类,一种是人体中的微量

元素,另一种是岩石中的微量元素。

05. 111　 常量营养素　 macronutrient
　 机体所需的碳水化合物、脂类、蛋白质、矿物

质、维生素五大类营养素中,需求量最多,在
膳食中所占的比例也大的营养素,如碳水化

合物、脂类和蛋白质。

05. 112　 微量营养素　 micronutrient
　 机体所需相对较少,在膳食中所占比例也较

少的营养素,如硒、锌、锰等。

05. 113 　 非遗传毒性致癌物 　 non-genotoxic
 

carcinogen
　 不直接与 DNA 反应,通过诱导宿主体细胞内

某些关键性病损和可遗传的改变而导致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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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学致癌物。 包括:细胞毒性致癌物、固态

致癌物、激素调控剂、免疫抑制剂、助致癌物、
促长剂以及过氧化物酶体增殖剂等。

05. 114　 蛋白质净利用率　 net
 

protein
 

utiliza-
tion

　 反映食物中蛋白质被利用的程度,即机体利

用的蛋白质占食物中蛋白质的百分比。

05. 115 　 N -亚硝基化合物 　 N-nitroso
 

com-
pounds

　 对人和动物具毒性、致突变性和致癌性的一

类具有独特结构与物理化学性质的化合物。
广泛存在于人们生活环境中,大多为有毒、
有刺激性、有致癌性的液体或固体。

05. 116 　 最高无损伤剂量 　 no-observed
 

ad-
verse

 

effect
 

level,NOAEL
　 为了达到描述毒性阈值水平的目的,亚致死

性(慢性)生物测试检测到的,与对照相比无

明显差异的最高药物浓度。

05. 117　 职业病　 occupational
 

disease
　 由生产环境中存在的各种有害因素所引起

的一类疾病。 例如,矿山采掘工作面空气中

含硅粉尘引起的“矽肺”,印刷工业工人中

吸入铅尘或烟雾引起的“铅中毒”等。

05. 118　 有机农业　 organic
 

farming
　 遵照一定的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在生产中不

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

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饲料添

加剂等物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
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采用一系列可

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以维持持续稳定的农

业生产体系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

05. 119　 有机食品　 organic
 

food
　 按照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生产和加工的,产

品符合国际或国家有机食品要求和标准,并
通过国家认证机构认证的一切农副产品及

其加工品。 包括粮食、蔬菜、水果、奶制品、

禽畜产品、蜂蜜、水产品、调料等。

05. 120　 污染物　 pollutant
　 进入环境后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危害人类健

康的物质。 还可以解释为进入环境后使得

环境的正常组成发生变化,直接或者间接有

害于人类健康的物质。

05. 121　 污染源　 pollutant
 

source
　 能产生物理的(声、光热、辐射等)、化学的

(无机物、有机物)、生物的(霉素、病菌等)
有害物质的设备、装置和场所等。

05. 122　 污染负荷　 pollution
 

load
　 区域或某环境要素对污染物的负载量。 表

示方法有:①以环境单元所承载的污染物数

量或其他相对指标来表示;②以环境要素

(气、水、土壤或农作物等)单元所承载的污

染物数量或其他相对指标,如类污染指数来

表示。

05. 123　 有机污染物　 organic
 

pollutant
　 以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氨基酸以及脂肪等形

式存在的天然有机物质及某些其他可生物降

解的人工合成有机物质为组成的污染物。

05. 124　 有机农药　 organic
 

pesticide
　 农药中属于有机化合物的品种总称,是以有

机氯、有机磷、有机氟、有机硫、有机铜等化

合物为有效成分的一类农药。

05. 125　 有机氯杀虫剂　 organochloric
 

insecti-
cide

　 一类含有氯元素的有机杀虫剂。

05. 126　 有机磷杀虫剂　 organophosphorus
 

in-
secticide

　 一类含有磷元素的有机杀虫剂。 有机磷杀

虫剂对害虫(包括害螨)毒力强,多数品种的

药效高,使用浓度低。 一般在气温高时药效

更好。 其杀虫机理是抑制胆碱酯酶活性,使
害虫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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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127　 有机汞农药　 organomercury
 

pesticide
　 含有汞元素的有机化合物农药。 有机汞杀

菌剂由于杀菌力高、杀菌谱广,过去多年来

一直在农业上应用。 如赛力散、西力生、富
民隆等,主要用于种子处理机防治稻瘟病。
但由于汞的残留毒性很大,我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即已禁止在作物上长期喷洒使用,
并已停止生产。

05. 128　 食物源性疾病暴发　 outbreak
 

of
 

food-
borne

 

illness
　 进食共同食物(common

 

food)或同一场所不

同食物之后有 2 人及以上的人罹患相似疾

病,或者出现比期望数量(以往同期同一疾病

发病数)明显增多的患者,而且患者之间具有

时间、地点和(或)人群关联的某一事件。

05. 129　 机会性感染　 opportunistic
 

infection
　 正常情况下无害的菌群或毒力很弱的外源

性微生物所造成的感染。 通常发生于机体

免疫功能低下或长期应用广谱抗生素而破

坏肠道菌丛平衡时。

05. 130　 氧化应激　 oxidative
 

stress
　 体内产生活性氧过多和 / 或清除活性氧能力

过低(抗氧化酶活性减弱或抗氧化剂浓度降

低),致使体内氧化还原失衡的现象。

05. 131　 八氯苯乙烯　 octachlorostyrene
　 一种持久的、具有生物富集作用的有毒污染

物,可由石墨电极电解产生。

05. 132　 食肉感染　 meatborne
 

infection
　 肉源性食物传染,是指那些通过接触或食用

患病动物的肉及其产品而引起人类感染某

种人兽互传病。

05. 133　 食肉中毒　 meatborne
 

toxication
　 动物性食品中带的某种病原微生物、微生物

毒素或有毒化学物质,被人们误食后,引发

急性或慢性中毒性疾病。

05. 134　 食品添加剂　 food
 

additive

　 在食品生产、加工、贮藏等过程中,为改善食

品品质、色、香、味以及防腐和加工工艺的需

要而加入食品中的化学合成物质或天然物

质。

05. 135　 农药残留　 pesticide
 

residue
　 残存在环境及生物体内的微量农药,包括农

药原体、有毒代谢物、降解物和杂质。 施用

于作物上的农药,其中一部分附着于作物

上,一部分散落在土壤、大气和水等环境中,
环境中残存的农药的一部分又会被植物吸

收。 残留农药直接通过植物果实或水、大气

到达人、畜体内,或通过环境、食物链最终传

递给人、畜。

05. 136　 有害动植物　 pest
　 指对微小植物和植物生产物、人类或者动物

健康或者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有害或者可能

产生有害作用的所有动植物。

05. 137　 麻痹性贝类　 paralytic
 

shellfish
　 某些无毒供食用的贝类,在摄取了有毒藻类

后体内存留了结合态毒素,导致人们食用后

发生麻痹性神经症状。

05. 138　 植物化学物　 phytochemicals
　 植物中存在的一类不属于已知营养素的物

质,它们有调节植物生长、代谢、防御病虫害

等作用,对人体也有促进生长发育、调节代

谢、抵御危害、改善保健功能的物质。

05. 139　 植物雌激素　 phyto-oestrogen
　 植物中存在的,可通过人和动物的胃肠道复

杂的多糖代谢转化成有雌激素活性的化

合物。

05. 140　 生理福利　 physiological
 

welfare
　 动物福利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满足动物的生

存需要,即无饥渴之忧虑。

05. 141　 白肌肉　 pale,
 

soft,
 

exudative,PSE
　 色泽发白,质地松软,表面有液体渗出的肌

肉。 这种肌肉的产生常常是猪受到应激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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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生应激反应综合征所致。

05. 142　 聚氯乙烯　 polyvinyl
 

chloride,PVC
　 一种使用一个氯原子取代聚乙烯中的一个

氢原子的高分子材料。

05. 143　 一级屏障　 primary
 

barrier
　 又称“一级隔离”。 是操作对象和操作者之

间的隔离。 通过生物安全柜、正压防护服等

防护设施来实现。

05. 144 　 [食品产品]召回 　 recall
 

[ of
 

food
 

product]
　 针对已经投放到市场的缺陷产品而建立的

一种制度。 所谓缺陷产品,是指因产品设计

上的失误或制造方面的原因存在缺陷,不符

合有关法规、标准,有可能导致安全及环保

问题,厂家必须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报告该

产品存在问题、造成问题的原因、改善措施

等,提出召回申请,经批准后对产品进行改

造,以消除事故隐患。

05. 145　 参考剂量　 reference
 

dose
　 食品或饮水中某种物质被吸收后不致引起目

前已知的任何可观察到的健康损害的剂量。

05. 146　 参考值　 reference
 

value
　 又称“正常值范围”。 指绝大多数“正常人”

的某指标值范围。 “ 绝大多数” 通常是

95%。 “正常人”是指排除了影响所研究指

标的疾病和有关因素的同质人群。

05. 147　 放射性污染物　 radioactive
 

pollutant
　 由放射性物质所造成的污染。 来源有:原子

能工业排放的放射性废物,核武器试验的沉

降物,以及医疗、科研排出的含有放射性物

质的废水、废气、废渣等。

05. 148　 高危人群　 risk
 

population
　 在人群总体中对特定环境污染物的毒性比

较敏感,即接触污染物后发生毒性反应的相

对危险性明显高于正常对照人群的那一部

分人群。

05. 149　 风险管理　 risk
 

management
　 又称“危机管理”。 如何在一个肯定有风险

的环境中把风险减至最低的管理过程。 当

中包括了对风险的量度、评估和应变策略。
理想的风险管理,是一连串排好优先次序的

过程,使当中的可以引致最大损失及最可能

发生的事情优先处理,而相对风险较低的事

情则押后处理。

05. 150　 管理毒理学　 regulatory
 

toxicology
　 毒理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其工作内容已

超出了经典毒理学以及生命科学的范畴,成
为具有一定综合性的科学。 是将毒理学的

原理、技术和研究结果应用于化学物质的管

理,以期达到保障人类健康和保护生态环境

免遭破坏的目的。

05. 151　 体细胞突变　 somatic
 

mutation
　 发生在正常机体细胞中的突变,如发生在皮

肤或器官中的突变。 这样的突变不会传给

后代。

05. 152 　 健康效应谱 　 spectrum
 

of
 

health
 

effecter
　 又称“冰山现象( iceberg

 

phenomenon)”。 当

环境变异或环境有害因素作用于人群时,人
群对环境有害因素不同反应的分布模式,类
似于金字塔形。

05. 153　 二次颗粒　 secondary
 

particle
　 由排放源排放的气体污染物,经化学反应或

物理过程转化为液态或固态的颗粒物。 例

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氯化氢和氯气、氨、
有机气体等经化学反应形成的硫酸盐、硝酸

盐、氯化物、铵盐和有机气溶胶等。

05. 154　 二次污染物　 secondary
 

pollutant
　 又称“继发性污染物”。 排入环境中的一次

污染物在物理、化学因素或生物的作用下发

生变化,或与环境中的其他物质发生反应所

形成的物理、化学性状与一次污染物不同的

新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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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155　 贝介毒素　 saxitoxin
　 进食受藻源毒素污染的贝类,可导致中毒。

这些毒素来自贝类所吃的浮游微生藻。 蚬、
青口、蚝、扇贝、带子等双壳贝类,通常是造

成贝类中毒的媒介。

05. 156　 食物特殊动力作用　 specific
 

dynamic
 

action,SDA
　 又称“食物热效应”。 人体摄食过程中,由于

要对食物中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代谢转

化等,需要额外消耗的能量。

05. 157　 毒性　 toxicity
　 外源化学物质与机体接触或进入体内的易

感部位后,能引起损害作用的相对能力。

05. 158　 靶生物　 target
 

organism
　 有毒物质直接作用的生物群体。 可以是一

个生物种群,也可以是一个生物群落。

05. 159　 超高温　 ultra
 

high
 

temperature
　 比几千到 10

 

000℃的高温更高的温度。

05. 160　 实际安全剂量　 virtual
 

safe
 

dose
　 相对应于可接受危险度水平的外源化学物

所接触的剂量。

05. 161　 水污染　 water
 

pollution
　 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导致其化学、物理、

生物或者放射性等方面特征的改变,从而影

响水的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

态环境,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

05. 162　 水体污染　 water
 

body
 

pollution
　 排入水体的污染物在数量上超过了该物质

在水体中的本底含量和自净能力即水体的

环境容量,从而导致水体的物理特征、化学

特征发生不良变化,破坏了水中固有的生态

系统,破坏了水体的功能及其在人类生活和

生产中作用的现象。

05. 163　 水源性疾病　 water-borne
 

disease
　 通过饮用或接触受病原体污染的水而传播

的疾病。

05. 164　 水源性微生物　 water-borne
 

microbe
　 随人和动物的排泄物、分泌物、血液、内脏、

尸体以及医院、兽医院、屠宰场、皮毛加工厂

等排出的污水和垃圾直接或间接污染水源,
从而引起人和动物传播病发生的病原微生

物,如各类病毒、细菌、寄生虫等。

05. 165　 水资源危机　 water
 

resources
 

crisis
　 指自然灾害和社会与经济异常或突发事件

发生时,对正常水供给或水灾害防御秩序造

成威胁的一种情形。 看待水资源危机的视

角不同,建立的应对机制与做出的决策将大

不相同。 根据国外经验,一个国家用水超过

其水资源可利用量的 20%时,就很有可能发

生水资源危机。

05. 166　 废水　 wastewater
　 居民活动过程中或工农业生产中排出的水

及径流雨水的总称。 包括生活污水、工业废

水和初雨径流入排水管渠等其他无用水。

05. 167　 废物最小化　 waste
 

minimization
　 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当作一种资源,

通过恢复和转变使之能够循环使用、变为肥

料或清洁能源产品,使最终废物产生量最小

的过程。

05. 168　 玉米赤霉烯酮　 zearalenone
　 简称“玉米烯酮”。 一种脱氢胆固烷酮。 主

要污染玉米、小麦等谷物,具有雌激素样作

用,作用于生殖系统,可使家畜、家禽和实验

小鼠产生雌性激素亢进症。

05. 169　 玉米黄素　 zeaxanthin
　

 

亦称“玉米黄质”“玉米黄质素”。 是叶黄素

类脂溶性色素成分,为 β-胡萝卜素的二羟

基衍生物。

05. 170　 零氮平衡　 zero
 

nitrogen
 

balance
　 当机体摄入氮的量和排出氮的量相等时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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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家畜解剖学

06. 001 　 兽医解剖学 　 veterinary
 

anatomy,
 

anatomia
 

veterinaria(拉)
　 研究畜禽机体正常器官形态结构、位置关系

及其发生发展的科学。 根据研究方法和目

的,分为大体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

06. 002　 大体解剖学　 gross
 

anatomy
　 即通常所说的解剖学,借助于刀、剪、锯等解

剖器械,采用切割的方法,通过肉眼观察,研
究畜禽机体正常器官形态结构和位置关系

的科学。

06. 003 　 系统解剖学 　 systematic
 

anatomy,
 

anatomia
 

systematica(拉)
　 按畜禽机体的器官功能系统(如运动系统、

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
脉管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感觉器官

等)研究各器官形态结构和位置关系的解

剖学。

06. 004 　 局部解剖学 　 topographic
 

anatomy,
 

anatomia
 

topographica(拉)
　 按畜禽机体的某一部位(如头部、颈部、胸

部、腹部、骨盆、前肢和后肢),由表及里逐层

研究器官的结构、位置关系的解剖学。

06. 005　 骨　 bone,
 

os(拉)
　 一种主要由骨组织构成的器官。 具有一定

形态和结构,外被骨膜,内含骨髓,有丰富血

管和神经。 具有修复、再生和改建能力。

06. 006　 脊柱　 vertebral
 

column,
 

columna
 

ver-
tebralis(拉)

　 机体的中轴骨骼,从颅骨伸至尾尖,由一系

列不成对的椎骨所组成。 按部位分为颈部、
胸部、腰部、荐部和尾部。 具有支持躯干、悬
吊内脏、保护脊髓等作用。

06. 007　 椎骨　 vertebrae,
 

os
 

vertebrae(拉)
　 构成脊柱的不规则骨。 一般由椎体、椎弓和

突起组成。 按部位分为颈椎、胸椎、腰椎、荐
椎和尾椎。

06. 008　 胸廓　 thoracic
 

cage,
 

thorax(拉)
　 胸壁的骨质部分,呈前窄后宽、两侧略扁的

圆锥形。 由背侧的胸椎、两侧的肋和腹侧的

胸骨构成。 有前、后两个口,前口较小,后口

倾斜、宽大。 具有保护、支持和参与呼吸运

动的功能。

06. 009　 肋骨　 rib,
 

os
 

costale(拉)
　 构成胸外侧壁上部的骨骼,为弓形扁骨。 左

右成对,其对数与胸椎数目一致。 其近端为

肋头,与胸椎成关节;肋头下方缩细部分为

肋颈,具有肋结节,与胸椎横突成关节;肋颈

下方为肋体,其远端与肋软骨相连。

06. 010 　 肋软骨 　 costal
 

cartilage,
 

cartilago
 

costalis(拉)
　 构成胸外侧壁下部的透明软骨,呈圆柱状。

位于相应肋骨腹侧,其近侧端与肋骨相连,
远侧端与胸骨成关节,其余肋软骨远侧端借

结缔组织与前一肋软骨相连构成肋弓。 犬

最后 1 对肋软骨的远端游离。

06. 011　 胸骨　 sternum,
 

sternum(拉)
　 构成胸腹侧壁的骨骼。 分为胸骨柄、胸骨体

和剑突 3 部分,胸骨柄为胸骨的最前部;胸
骨体在食肉类中呈圆柱状,在反刍动物中宽

而扁;剑突前宽后窄,远端附有剑突软骨。

06. 012　 肋弓　 arch
 

of
 

rib,
 

arcus
 

costalis(拉)
　 假肋的肋软骨借结缔组织与前一肋软骨相

连构成的弓形结构。 左右成对,参与构成胸

廓后口的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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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013　 颅骨　 skull,
 

ossa
 

cranii(拉)
　 构成颅腔的骨骼,属头骨。 包括单一的枕

骨、顶间骨、蝶骨和筛骨及成对的顶骨、额骨

和颞骨。 一般来说,枕骨的鳞部和侧部构成

颅腔的后壁,枕骨基底部和蝶骨构成颅腔底

壁,颞骨构成颅腔侧壁,顶骨、顶间骨和额骨

构成颅腔顶壁,筛骨构成前壁。

06. 014　 面骨　 facial
 

bone,
 

ossa
 

faciei(拉)
　 构成颜面的骨骼,属头骨,围成眼眶、鼻腔和

口腔。 包括成对的鼻骨、泪骨、颧骨、腭骨、
上颌骨、下鼻甲骨、下颌骨和翼骨及单一的

犁骨、下颌骨和舌骨。 骨质鼻腔背侧壁为鼻

骨,侧壁主要为上颌骨和切齿骨,底壁为硬

腭,后壁为筛骨。 骨质口腔的顶壁为硬腭,
侧壁和底壁为下颌骨。 眼眶主要由额骨、泪
骨、颧骨等构成。

06. 015　 吻骨　 rostral
 

bone,
 

os
 

rostrale(拉)
　 为面骨,见于猪,呈三面棱形。 位于吻突内,

在鼻骨与切齿骨之间,由鼻中隔软骨前端骨

化而成,起支撑吻突作用。

06. 016　 齿槽　 alveolus,
 

alveoli
 

dentales(拉)
　 切齿骨体、上颌骨齿槽突和下颌骨体上的凹

槽,容纳齿根。

06. 017　 齿槽间隔　 interalveolar
 

septum,
 

sep-
ta

 

interalveolaria(拉)
　 相邻齿槽之间的间隔。

06. 018 　 前肢骨 　 skeleton
 

of
 

forelimb,
 

ossa
 

membri
 

thoracici(拉)
　 包括前肢带骨、臂骨、前臂骨和前脚骨。 完整

的前肢带骨有肩胛骨、锁骨和乌喙骨 3 块。

06. 019　 肩胛骨　 scapula,
 

scapula(拉)
　 属前肢带骨,为三角形扁骨。 斜位于胸侧壁

前上方,具有 2 面(外侧面和肋面)、3 缘(前

缘、后缘和背侧缘)和 3 角(前角、后角和腹

侧角)。

06. 020　 锁骨　 clavicle,
 

clavicula(拉)

　 属前肢带骨,在有蹄类(牛、马、猪),退化为

臂头肌上的锁骨腱划;在犬、猫,退化为扁的

长椭圆形。

06. 021　 肱骨　 humerus,
 

humerus(拉)
　 又称“臂骨”。 柱状长骨,斜位于胸侧壁前下

方,分为近端、肱骨体和远端。 近端后部有

肱骨头,与肩胛骨远端的关节盂成关节;近
端前部内、外侧分别有小结节和大结节,两
者之间有结节间沟,供臂二头肌腱通过。 肱

骨体略呈圆柱状,近中部内、外侧分别有大

圆肌粗隆和三角肌粗隆,还有螺旋状臂肌

沟。 远端具有肱骨髁,与桡骨和尺骨构成肘

关节,后方有深窝为鹰嘴窝,容纳尺骨鹰嘴。

06. 022　 桡骨　 radius,
 

radius(拉)
　 属前臂骨,为长骨,位于前内侧,分为近端、

桡骨体和远端。 近端有桡骨头,与肱骨远端

成关节。 桡骨体呈棒状,前后略扁,长轴微

向前弯。 远端形成桡骨滑车,与腕骨成关

节。

06. 023　 尺骨　 ulna,
 

ulna(拉)
　 属前臂骨,位于后外侧,分为近端、体和远

端。 近端为发达的尺骨鹰嘴,形成肘关节的

最突出点,前方有关节面与肱骨成关节。 骨

体呈 3 面体,不如桡骨发达,两骨之间形成 1
至 2 个前臂骨间隙。 远端延续为外侧茎突,
与腕骨成关节。 尺骨体的远侧部退化,远端

与桡骨愈合,形成外侧茎突。

06. 024　 腕骨　 carpal
 

bone,
 

ossa
 

carpi(拉)
　 为前脚骨,构成腕的骨质基础,由 2 列形态

各异的短骨组成。 近列 4 块,由内向外为桡

腕骨、中间腕骨、尺腕骨和副腕骨。 远列腕

骨 4 块,由内向外为第 1、2、3、4 腕骨。

06. 025　 掌骨　 metacarpal
 

bone,
 

ossa
 

metacar-
palia(拉)

　 为前脚骨,位于掌部,柱状长骨,通常有 5 块。
每一掌骨分为近端、体和远端。 近端为底,有
关节面与远列腕骨成关节;体呈长柱状;远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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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头,具有滑车,与近节指骨成关节。

06. 026 　 指骨 　 digital
 

bone,
 

ossa
 

digitorum
 

manus(拉)
　 为前脚骨,构成指的骨质基础,通常有 5 个。

每一指有 3 节指骨,自上而下为近节指骨、
中节指骨和远节指骨。

06. 027 　 籽骨 　 sesamoid
 

bone,
 

ossa
 

sesam-
oidea(拉)

　 位于掌指(跖趾)关节和远指(趾)节间关节

掌侧面的小骨,分为近籽骨和远籽骨。 近籽

骨位于掌指(跖趾)关节掌侧,呈锥状,每指

一对。 远籽骨位于远指(趾)节间关节掌侧,
呈横向椭圆形,每指一个。 不同家畜籽骨数

目差异较大。

06. 028 　 后肢骨 　 skeleton
 

of
 

hindlimb,
 

ossa
 

membri
 

pelvini(拉)
　 包括后肢带骨、股部骨、小腿骨和后脚骨。

后肢带骨为髋骨,包括髂骨、耻骨和坐骨。
股部骨有股骨和膝盖骨。 小腿骨包括胫骨

和腓骨。 后脚骨包括跗骨、跖骨和趾骨。

06. 029　 髋骨　 hip
 

bone,
 

os
 

coxae(拉)
　 属后肢带骨,由髂骨、耻骨和坐骨组成,3 骨

会合于髋臼,参与构成骨盆的侧壁和底壁。

06. 030　 骨盆　 pelvis,
 

pelvis(拉)
　 为前宽后窄的锥形腔,由背侧的荐骨和前 3

个尾椎、两侧的髂骨、坐骨和荐结节阔韧带及

腹侧的坐骨和耻骨围成。 其前口大,呈椭圆

形倾斜,由荐骨岬、髂骨体和耻骨前缘围成。
后口较小,由尾椎、荐结节阔韧带后缘和坐骨

弓围成。 具有支持和保护盆腔脏器等作用。

06. 031　 股骨　 femoral
 

bone,
 

os
 

femoris(拉)
　 属股部骨,为柱状长骨,自髋臼斜向前下方,

分为近端、股骨体和远端。 近端内侧有股骨

头,与髋臼成关节;外侧有大转子,供臀肌附

着。 股骨体上部内侧面有小转子,外侧面在

马有第 3 转子,分别供髂腰肌和臀浅肌附

着;下部后面有髁上窝。 远端后部有内、外
侧髁,与胫骨成关节,两髁间有髁间窝;前部

有股骨滑车,与膝盖骨成关节。 其作用是维

持姿势和运动。

06. 032　 膝盖骨　 patella,
 

patella(拉)
　 为股部骨,位于股四头肌止腱内的大籽骨。

呈三角形,底朝上,尖向下,关节面向后,与
股骨滑车成关节。

06. 033　 胫骨　 tibia,
 

tibia(拉)
　 为小腿骨,位于前内侧,为柱状长骨,分近

端、胫骨体和远端。 近端为三面体,具有内、
外侧髁,与股骨髁成关节。 胫骨体呈三棱柱

状,近端前面有粗大的胫骨粗隆,向下延续

为胫骨前缘。 远端具有滑车,与跗骨成关

节,内侧面有内侧踝,外侧面在马有外侧踝,
由腓骨远端愈合于胫骨而成。

06. 034　 腓骨　 fibula,
 

fibula(拉)
　 为小腿骨,位于后外侧,分为近端、腓骨颈、

腓骨体和远端。 腓骨近端为腓骨头,与胫骨

成关节。 腓骨体与胫骨之间形成小腿骨间

隙。 腓骨远端形成外侧踝。

06. 035　 跗骨　 tarsal
 

bone,
 

ossa
 

tarsi(拉)
　 属后脚骨,构成跗部的骨质基础,由排成 3

列的 7 块短骨组成。 近列跗骨 2 块,包括内

侧的距骨和外侧的跟骨;中列为中央跗骨;
远列跗骨 4 块,由内向外依次为第 1 至第 4
跗骨。

06. 036 　 跟结节 　 calcanean
 

tubercle,
 

tuber
 

calcanei(拉)
　 为跟骨向背侧突出的粗大结节,形成跗关节

的最突出点,供跗关节的伸肌腱附着,起跗

关节伸肌杠杆的作用。

06. 037　 跖骨 　 metatarsal
 

bone,
 

ossa
 

metatar-
salia(拉)

　 为后脚骨,位于跖部,为柱状长骨,通常有 5
块。 每一跖骨分为近端、骨干和远端。 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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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底,有关节面与远列跗骨成关节。 骨干呈

长柱状。 远端为头,具有滑车,与近节趾骨

成关节。

06. 038　 趾骨　 digital
 

bone,
 

ossa
 

digitorum
 

pe-
dis(拉)

　 为后脚骨,构成趾的骨质基础,通常有 5 个。
其形态与前肢指骨的相似。

06. 039　 关节　 articulation,
 

articulationes(拉)
　 在广义上,指骨与骨之间借纤维结缔组织、软

骨或骨相连形成的骨连结,分为纤维连结(纤
维关节)、软骨连结(软骨关节)和滑膜连结

(滑膜关节)。 在狭义上,指滑膜连结(滑膜关

节),即由关节面、关节软骨、关节囊和关节腔

组成,辅助结构有韧带、关节盘和关节唇。 有

丰富的血管、淋巴管和神经分布。

06. 040　 韧带　 ligament,
 

ligamenta(拉)
　 关节的辅助结构,为致密结缔组织构成的纤

维束,连于相邻骨之间,有加强关节的稳固

性或限制关节过度运动的作用。 位于关节

囊外的称囊外韧带,如关节两侧的内、外侧

副韧带;位于关节囊内的称囊内韧带,如股

骨头韧带。

06. 041　 颞下颌关节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articulatio
 

temporomandibularis(拉)
　 头部的活动性关节,由颞骨鳞部的关节面

(下颌窝和关节结节)与下颌骨支的髁突组

成,其间有关节盘,关节囊外侧有外侧韧带。
参与开口、闭口和咀嚼等运动。

06. 042　 寰枕关节 　 atlantooccipital
 

joint,
 

ar-
ticulatio

 

atlantooccipitalis(拉)
　 头骨和脊柱之间的关节,由寰椎的前关节凹

与枕髁组成,具有关节囊、外侧韧带、背侧和

腹侧寰枕膜。 可使头部围绕横轴做屈、伸运

动,围绕纵轴做小幅的旋转运动。

06. 043　 寰枢关节　 atlantoaxial
 

joint,
 

articula-
tio

 

atlantoaxialis(拉)

　 为脊柱关节,由寰椎的齿突凹与枢椎的齿突

组成,具有关节囊、背侧寰枢膜、背侧寰枢韧

带和腹侧寰枢膜等。 可围绕枢椎纵轴旋转

头部。

06. 044　 椎间盘　 intervertebral
 

disc,
 

disci
 

in-
tervertebrales(拉)

　 连结相邻椎骨体的纤维软骨盘。 由 2 部分组

成,中央为柔软的髓核;外周为纤维环,富于

韧性。 既坚韧,又富弹性,起弹性垫的作用。

06. 045 　 椎间关节 　 intervertebral
 

joint,
 

junc-
turae

 

zygapophyseales(拉)
　 为脊柱连结,椎弓之间借相邻椎骨的关节突

连结(关节突关节),为平面关节。 可做微小

的运动,和椎间盘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共同

保证脊柱的稳定和灵活。

06. 046　 肋椎关节　 costovertebral
 

joint,
 

artic-
ulationes

 

costovertebrales(拉)
　 为胸廓关节,肋骨与胸椎之间的连结,包括肋

头关节和肋横突关节。 肋头关节由肋头与相

邻胸椎椎体的肋凹构成,属球窝关节。 肋横

突关节由肋结节与胸椎横突肋凹构成。 其作

用是协助扩大或缩小胸廓,参与呼吸运动。

06. 047　 胸肋关节　 sternocostal
 

joint,
 

articula-
tiones

 

sternocostales(拉)
　 为胸廓关节,胸骨与真肋的肋软骨之间的连

结,活动范围较小。

06. 048　 项韧带　 nuchal
 

ligament,
 

ligamentum
 

nuchae(拉)
　 位于颈部的棘上韧带,色黄而富有弹性,有

协助伸肌支持头颈的作用。 分左、右两半,
每半又分为索状部和板状部,索状部位于背

侧,呈圆索状;板状部呈三角形板状,位于索

状部与颈椎棘突之间。

06. 049　 肩关节　 shoulder
 

joint,
 

articulatio
 

hu-
meri(拉)

　 属于前肢关节,为球窝关节,由肩胛骨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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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盂与肱骨头构成。 有盂唇,关节囊宽松,
有内、外侧盂肱韧带等加强,无侧副韧带。
由于受周围肌肉的限制,主要进行屈、伸活

动,内收、外展和旋转活动受限。

06. 050　 肘关节　 elbow
 

joint,
 

articulatio
 

cubiti
(拉)

　 属于前肢关节,为复关节,由肱骨髁、桡骨头

和尺骨滑车切迹构成。 关节囊掌侧面薄而

背侧面厚,有内、外侧副韧带。 肘关节为屈

戌关节,主要在矢状面上进行屈、伸活动。

06. 051 　 腕关节 　 carpal
 

joint,
 

articulationes
 

carpeae(拉)
　 属于前肢关节,为复关节,由前臂骨远端、2

列腕骨和掌骨的近端构成,包括前臂腕关

节、腕骨间关节和腕掌关节。 前臂腕关节活

动性最大,腕骨间关节次之,腕掌关节几乎

无活动性。 主要进行屈、伸活动。

06. 052 　 指关节 　 phalangeal
 

joint,
 

articula-
tiones

 

phalangeae(拉)
　 属于前肢关节,通常包括掌指关节、近指节

间关节和远指节间关节。 掌指关节又称系

关节,为屈戌关节,由掌骨的远端、近节指骨

的近端和近籽骨构成。 近指节间关节又称

冠关节,为鞍状关节,由近节指骨的远端与

中节指骨的近端构成。 远指节间关节又称

蹄关节,由中节指骨的远端、远节指骨的近

端和远籽骨构成。 可进行屈、伸活动。

06. 053　 荐髂关节　 sacroiliac
 

joint,
 

articulatio
 

sacroiliaca(拉)
　 属于后肢带关节,连结躯干与后肢,由荐骨

翼和髂骨翼的耳状面构成,关节连结紧密。

06. 054 　 髋关节 　 hip
 

joint,
 

articulatio
 

coxae
(拉)

　 属于后肢游离部关节,为球窝关节,由髋骨

的髋臼与股骨头构成。 主要进行屈、伸活

动,也可进行有限的旋转、内收和外展活动。

06. 055　 膝关节　 stifle
 

joint,
 

articulatio
 

genus
(拉)

　 属于后肢游离部关节,为复关节,由股骨远

端、膝盖骨和胫骨近端构成,分为股胫关节

和股膝关节。 股胫关节由股骨髁与胫骨近

端组成,有 2 个半月板。 股膝关节由股骨滑

车与膝盖骨构成。 主要进行屈、伸活动。

06. 056 　 跗关节 　 tarsal
 

joint,
 

articulatio
 

tarsi
(拉)

　 属于后脚部关节,为复关节,由小腿骨远端、
跗骨和跖骨近端构成,分为跗小腿关节、跗
骨间关节和跗跖关节。

06. 057 　 骨骼肌 　 skeletal
 

muscle,
 

musclus
 

skeleti(拉)
　 分布于体壁和四肢,由骨骼肌纤维组成,附

着于骨骼的肌肉。 由肌腹和肌腱两部分组

成,因具有横纹,也称横纹肌。 在神经系统

的支配下,能进行收缩活动,参与前进、咀

嚼、呼吸等运动。

06. 058　 皮肌　 cutaneous
 

muscle,
 

muscli
 

cuta-
nei(拉)

　 位于浅筋膜内,紧贴皮肤深面,薄而宽的骨

骼肌,包括面皮肌、颈皮肌、肩臂皮肌和躯干

皮肌,具有颤动皮肤等作用。

06. 059　 筋膜　 fascia,
 

fascia(拉)
　 为遍布全身,包裹肌肉或肌群的结缔组织

膜,分为浅筋膜和深筋膜。 浅筋膜又称皮下

筋膜,位于皮下,由疏松结缔组织构成;深筋

膜位于浅筋膜深面,由致密结缔组织构成,
包被体壁和四肢的肌肉、血管与神经等。

06. 060　 滑膜囊　 synovial
 

bursa,
 

bursae
 

syno-
vialis(拉)

　 密闭的结缔组织囊。 囊壁薄,内有滑液,多
位于肌、腱、韧带、皮肤与骨的突起之间,起
减少摩擦的作用。

06. 061　 滑膜鞘　 synovial
 

sheath,
 

vaginae
 

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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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ialis(拉)
　 又称“腱滑膜鞘”。 由滑膜构成的双层桶状

鞘,包在腱外面。 分为壁层和脏层,两者之

间有少量滑液,可减少摩擦。

06. 062 　 头肌 　 muscle
 

of
 

head,
 

muscli
 

capitis
(拉)

　 分布于头部和头颈交界处的肌肉,包括面

肌、咀嚼肌和特殊的头肌。 面肌分布于面

部,作用于口裂、鼻孔、眼裂等自然孔以及耳

的肌肉,受面神经支配。 咀嚼肌分布于颞下

颌关节周围,参与咀嚼运动的肌肉。 特殊的

头肌是分布于头颈交界处的一些肌肉,协调

头部,尤其是寰枕关节和寰枢关节的运动,
如摇头、歪斜、屈曲和转头。

06. 063　 颈肌　 muscle
 

of
 

neck,
 

muscli
 

colli(拉)
　 位于脊柱颈部外侧和腹侧的肌肉,包括夹

肌、臂头肌、胸头肌、颈长肌、斜角肌和舌骨

肌。 臂头肌常归入前肢的肩带肌。 颈肌功

能多样,前 4 种与头颈的运动(伸、屈、侧偏

等)有关,而舌骨肌与舌骨和喉的运动有关。

06. 064　 胸头肌　 sternocephalicus
 

muscle,
 

m.
 

sternocephalicus(拉)
　 为颈肌,位于颈部腹外侧皮下,从胸骨伸至

头部,分为胸下颌肌和胸乳突肌。 胸下颌肌

起始于胸骨柄和第 1 肋骨(牛),止于下颌

骨。 胸乳突肌起始于胸骨柄,止于颞骨的乳

突。 具有屈头颈作用。

06. 065　 舌骨肌　 muscle
 

of
 

hyoid
 

bone,
 

mm.
 

hyoidei(拉)
　 与舌骨相连的肌肉,分为上群和下群。 上群

包括茎突舌骨肌、下颌舌骨肌、颏舌骨肌、枕
舌骨肌、角舌骨肌和舌骨横肌;下群包括甲

状舌骨肌、胸骨舌骨肌、肩胛舌骨肌、胸骨甲

状肌。 通过牵拉喉,先向前,然后向后,以协

助吞咽。

06. 066　 脊柱肌 　 muscle
 

of
 

vertebral
 

column,
 

mm.
 

columna
 

vertebralis(拉)

　 分布于脊柱周围的肌肉,主要包括竖脊肌、
横突棘肌、棘间肌和横突间肌。 竖脊肌位于

脊柱和肋的背侧面,可伸展脊柱。 横突棘肌

可伸展脊柱和头。 棘间肌位于颈后部至腰

前部相邻椎骨棘突之间。 横突间肌位于相

邻椎骨横突之间,关节突与横突或乳突与横

突之间。

06. 067 　 髂肋肌沟 　 iliocostal
 

muscle
 

sulcus,
 

sulcus
 

muscularis
 

iliocostalis(拉)
　 胸最长肌与胸髂肋肌之间的肌沟,内有针灸

穴位,如肺俞、厥阴俞、心俞等。

06. 068　 胸廓肌　 thoracic
 

muscle,
 

mm.
 

thora-
cis(拉)

　 参与构成胸侧壁、底壁和后壁的肌肉,包括

胸浅肌、胸深肌、锁骨下肌、胸腹侧锯肌、肋
间外肌、肋间内肌、肋提肌、肋退缩肌、胸廓

横肌、胸直肌和膈。 胸肌和胸腹侧锯肌常看

作前肢带肌。 肋间外肌、肋提肌、胸直肌和

膈为吸气肌,肋间内肌、胸廓横肌、肋退缩肌

为呼气肌。 肋间外肌位于肋间隙的浅层,肋
间内肌位于肋间隙的深层。

06. 069　 膈　 diaphragm,
 

diaphragma(拉)
　 为吸气肌,位于胸腔与腹腔之间,呈马蹄形,

凸向胸腔,向前可达第 6 肋平面,分为中心

腱和肌质部。 中心腱由坚韧而发亮的腱膜

构成。 肌质部分为腰部、肋部和胸骨部。 腰

部由左、右膈脚组成,附着于前 4 个腰椎腹

侧。 肋部附着于胸侧壁内侧面。 胸骨部附

着于剑突软骨。 膈上有 3 个孔,自上而下为

主动脉裂孔、食管裂孔和腔静脉孔。

06. 070　 腹肌　 abdominal
 

muscle,
 

mm.
 

abdo-
minis(拉)

　 构成腹侧壁和底壁的肌肉。 分为 4 层,由外

向内依次为腹外斜肌、腹内斜肌、腹直肌和

腹横肌。 外表被覆富含弹性纤维的腹黄膜。
与腹黄膜一起构成坚韧、柔软而富弹性的腹

壁,承担腹腔脏器的重量。 还有参与呼吸,
以及协助排粪、排尿、分娩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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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071　 腹股沟管　 inguinal
 

canal,
 

canalis
 

in-
guinalis(拉)

　 腹底壁后部一个斜行的,填充结缔组织的裂

隙。 位于耻前腱的外侧,由腹肌及其腱膜围

成。 有两个口,外口称浅环,为腹股沟部腹

外斜肌腱膜上一个裂隙或卵圆形裂口;内口

称深环,由腹内斜肌后缘、腹直肌外缘和腹

股沟韧带围成,与腹腔相通。 为睾丸下降,
血管、神经等走行的通道。

06. 072　 白线　 white
 

line,
 

linea
 

alba(拉)
　 腹底壁正中线上的白色纤维索。 由两侧的

腹外斜肌、腹内斜肌和腹横肌腱膜的纤维交

织而成,从剑突软骨伸至耻骨。 其中部有瘢

痕样的脐,在胎儿时期为脐环,供脐尿管和

脐血管通过。

06. 073　 尾肌　 coccygeal
 

muscle,
 

mm.
 

coccy-
gei(拉)

　 分布于尾椎周围的肌肉,包括尾骨肌、背侧荐

尾肌、腹侧荐尾肌、背侧横突间肌和腹侧横突

间肌。 具有抬尾、降尾和使尾侧屈的作用。

06. 074 　 前肢肌 　 muscle
 

of
 

thoracic
 

limb,
 

mm.
 

membri
 

thoracici(拉)
　 分布于前肢和连接前肢与躯干的肌肉,包括

肩带肌、肩部肌、臂部肌、前臂和前脚部肌。

06. 075　 后肢肌　 muscle
 

of
 

pelvic
 

limb,
 

mm.
 

membri
 

pelvini(拉)
　 分布于后肢、连接躯干与后肢,作用于后肢

各关节的肌肉,分为臀股肌群、小腿和后脚

肌。 是推动躯体前进的主要动力。

06. 076　 跟腱　 tendon
 

of
 

heel,
 

tendo
 

calcaneus
(拉)

　 附着于跟结节的肌腱的总称,由小腿三头

肌、趾浅屈肌、股二头肌和半腱肌的腱组成。

06. 077 　 悬韧带 　 suspensory
 

ligament,
 

liga-
mentum

 

suspensorium(拉)
　 又称“籽骨上韧带”。 为腱化的骨间肌,起始

于掌骨近端掌侧。 牛的悬韧带在掌远端分

为三支,内、外侧支各再分支,分别止于远轴

侧籽骨和背侧的伸肌腱,中支再分为 3 支,
止于 2 个轴侧籽骨及经指间隙止于背侧伸

肌腱。 马的悬韧带在掌远端分为 2 支,止于

相应的籽骨及背侧的伸肌腱。

06. 078　 内脏　 viscera,
 

viscera(拉)
　 大部分位于胸腔、腹腔和盆腔内,并借孔道

直接或间接与外界相通的器官,包括消化、
呼吸、泌尿和生殖 4 个系统。 主要功能是执

行机体与外界的物质交换,以保证机体各部

的新陈代谢和繁殖后代。

06. 079　 胸腔　 thoracic
 

cavity,
 

cavum
 

thoracis
(拉)

　 位于体腔的前部,是胸廓内的腔洞,由骨骼、
肌肉和皮肤围成,呈截顶的圆锥形。 其前口

由第一胸椎、第一对肋和胸骨柄组成,后口

由最后胸椎、肋弓和胸骨的剑状软骨组成,
以膈与腹腔分隔开。 其内容纳心脏、肺、气
管、食管和血管。

06. 080　 腹腔　 abdominal
 

cavity,
 

cavum
 

abdo-
minis(拉)

　 位于胸腔后方,由部分胸壁和软腹壁共同围

成的腔洞,与胸腔以膈为界。 其内容纳胃、
肠、肝、胰、肾、输尿管、卵巢、输卵管和子宫

(部分)等。

06. 081 　 骨盆腔 　 pelvic
 

cavity,
 

cavum
 

pelvis
(拉)

　 以荐骨胛、髂骨、耻骨、尾椎、髂骨和坐骨弓

围成的盆状结构。 其前口与腹腔相通,后口

由尾椎、髂骨、荐结节阔韧带和坐骨弓围成。
其内容纳直肠、输尿管、膀胱、输精管、尿生

殖道、子宫(后部)和阴道。

06. 082　 浆膜　 serous
 

membrane,
 

tunica
 

serosa
(拉)

　 衬在体腔壁和转折包于内脏器官表面的薄

膜。 贴于体腔壁表面的部分为浆膜壁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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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层从腔壁移行折转覆盖于内脏器官表面,
称为浆膜脏层。

06. 083 　 浆膜腔 　 serous
 

cavity,
 

cavum
 

serosa
(拉)

　 浆膜脏层和脏层之间的间隙。 腔内有浆膜

分泌的少许浆液,起润滑作用。

06. 084　 浆膜褶　 serosal
 

fold,
 

plicae
 

serosa(拉)
　 浆膜由壁层转为脏层,或由一个器官表面转

到另外一个器官表面时形成的一些形态不

同的结构。 长的浆膜褶称为系膜;短的浆膜

褶称为韧带或皱褶;大的游离状态的皱褶称

为网膜。 主要起联系和固定脏器的作用。

06. 085　 消化系统 　 digestive
 

system,
 

systema
 

digestorius(拉)
　 由消化管和消化腺两部分组成。 消化管包

括口腔、咽、食管、胃、小肠、大肠等;消化腺

包括口腔腺、肝、胰及消化管壁内的小消化

腺。 具有消化食物,吸收营养物质,并将食

物残渣排出体外的功能。

06. 086　 口腔　 oral
 

cavity,
 

cavum
 

oris(拉)
　 消化管的起始部,向前经口裂与外界相通,

向后借咽峡与咽相通。

06. 087　 口腔前庭　 oral
 

vestibule,
 

vestibulum
 

oris(拉)
　 唇和颊与齿弓之间的间隙。

06. 088　 口唇　 oral
 

lip,
 

labia
 

oris(拉)
　 以口轮匝肌为基础,外被皮肤,内衬黏膜,分

为上唇和下唇。

06. 089　 鼻镜　 nasal
 

plate,
 

planum
 

nasale(拉)
　 羊两个鼻孔间的无毛区。 表面有鼻唇腺开

口,分泌呈水样的液体,保持鼻镜湿润。

06. 090　 鼻唇镜　 nasolabial
 

plate,
 

planum
 

na-
solabiale(拉)

　 牛上唇中部与鼻孔的无毛区。 表面有鼻唇

腺开口,分泌呈水样的液体,使鼻唇镜湿润。

06. 091　 吻突　 snout,
 

planum
 

rostrale(拉)
　 又称“吻盘”。 由猪短而厚的上唇和高度发达

鼻子组成的结构。 能掘地觅食,在地上摩擦

时具有刺激消化道分泌消化液、促进消化、刺
激脑垂体分泌促卵泡素促进发情的作用。

06. 092　 颊　 cheek,
 

bucca(拉)
　 口腔侧壁,主要由颊肌构成,外覆皮肤,内衬

黏膜。

06. 093　 固有口腔　 proper
 

oral
 

cavity,
 

cavum
 

oris
 

proprium(拉)
　 齿弓以内的空隙,内有舌。

06. 094　 硬腭　 hard
 

palate,
 

palatum
 

durum(拉)
　 构成固有口腔的顶壁,由切齿骨腭突、上颌

骨腭突和腭骨水平部构成骨质基础。 黏膜

厚而结实,上皮高度角质化。

06. 095　 软腭　 soft
 

palate,
 

palatum
 

molle(拉)
　 由肌肉和黏膜组成,构成口腔的后壁。

06. 096 　 齿垫 　 dental
 

pad,
 

pulvinus
 

dentalis
(拉)

　 又称“齿枕”。 牛和羊硬腭前端无切齿,由该

处黏膜形成厚而致密的胶质垫,以代替上切

齿。

06. 097 　 切齿乳头 　 incisive
 

papilla,
 

papilla
 

incisiva(拉)
　 齿垫的后方腭缝前端的菱形小突起,两侧有

切齿管的开口。

06. 098　 齿　 teeth,
 

dentes(拉)
　 嵌于上、下颌骨的齿槽内,呈弓形排列。 是

体内最坚硬的器官,具有切断和咀嚼食物作

用。

06. 099　 齿龈　 gum,
 

gingiva(拉)
　 被覆于齿槽缘和齿颈上的黏膜,是口腔黏膜

的延续。

06. 100　 乳齿　 deciduous
 

teeth,
 

dentes
 

decidui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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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哺乳动物出生后长出的牙齿。 为暂时性牙

齿,随年龄增长将按一定顺序更换。

06. 101　 恒齿　 permanent
 

teeth,
 

dentes
 

perma-
nentes(拉)

　 哺乳动物的第二套牙齿,在乳齿之后出现,
或者乳齿脱落再更换的齿。

06. 102　 舌　 tongue,
 

lingua(拉)
　 位于口腔底并占据固有口腔内的肌性器官,

可分为舌尖、舌体和舌根。 具有采食、吸吮、
协助咀嚼和吞咽食物以及感受味觉的功能。

06. 103　 舌系带　 frenulum
 

of
 

tongue,
 

frenulum
 

linguae(拉)
　 位于舌尖和舌体交界处的腹侧,两条与口腔

相连的黏膜褶。

06. 104　 舌乳头　 lingual
 

papillae,
 

papillae
 

lin-
guales(拉)

　 舌背面和侧面的微小乳头状突起,由舌表面

角质化程度高的复层扁平上皮形成,包括丝

状乳头、锥状乳头、豆状乳头、菌状乳头、轮
廓乳头。

06. 105 　 舌圆枕 　 lingual
 

torus,
 

torus
 

linguae
(拉)

　 牛和羊舌体背后部的椭圆形隆起。

06. 106 　 舌下肉阜 　 sublingual
 

caruncle,
 

ca-
runcula

 

sublingualis(拉)
　 舌系带两侧的一对黏膜隆起,是颌下腺和舌

下腺导管的开口处。

06. 107　 唾液腺　 salivary
 

gland,
 

glandulae
 

sal-
ivariae(拉)

　 口腔周围分泌黏液和浆液的腺体。 小型唾

液腺有唇腺、颊腺、腭腺和舌腺,主要分泌黏

液;大型唾液腺有腮腺、下颌腺、舌下腺和颧

腺,能分泌浆液。

06. 108 　 舌下腺 　 sublingual
 

gland,
 

glandula
 

sublingualis(拉)

　 位于舌两侧口腔底黏膜舌下襞深部的大型

唾液腺,包括单口舌下腺和多口舌下腺。

06. 109 　 颌下腺 　 mandibular
 

salivary
 

gland,
 

glandula
 

mandibularis(拉)
　 从寰椎窝沿下颌角向前下方延伸至舌骨体

的腺体,呈新月形,导管开口于舌下肉阜。

06. 110　 腮腺　 parotid
 

salivary
 

gland,
 

glandula
 

parotidea(拉)
　 位于下颌骨与寰椎翼间,呈狭长倒三角形或

者不正四边形,开口于颊黏膜的唾液乳头。

06. 111　 咽　 pharynx,
 

pharynx(拉)
　 位于颅底下方,鼻腔和口腔与喉和食管之

间,前宽后窄的漏斗形肌膜性管道。 咽腔常

以软腭为界分为鼻咽部、口咽部和喉咽部。

06. 112　 扁桃体　 tonsil,
 

tonsilla(拉)
　 位于口咽部软腭黏膜上皮下,由成团淋巴组

织构成,包括腭扁桃体、咽扁桃体和舌扁桃

体等。

06. 113 　 咽囊 　 pharyngeal
 

bursa,
 

bursa
 

pha-
ryngealis(拉)

　 全称“咽鼓管囊”。 马属及其他奇蹄动物中,
由咽鼓管软骨腹侧裂缝膨出而形成的囊。
位于颅底和寰椎腹侧,咽和食管起始部背

侧,经咽鼓管咽口与鼻咽相通。

06. 114　 食管　 esophagus,
 

esophagus(拉)
　 食物通过的肌膜性管道,起于喉咽部,连接

咽和胃。 具有输送食物、暂时储存食物的作

用(如鸟类)。

06. 115　 嗉囊　 ingluvies,
 

ingluvies(拉)
　 位于鸟类食道中部或下部的膨胀部分,下方

由叉骨支撑。

06. 116　 胃　 stomach,
 

gaster(拉),
 

ventriculus
(拉)

　 消化管最膨大的部分,多位于左季肋部。 根

据胃室数目可分为单胃和复胃,复胃又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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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胃、网胃、瓣胃和皱胃。

06. 117 　 贲门 　 cardia,
 

cardia ( 拉),
 

ostium
 

cardiacum(拉)
　 食管与胃连接的入口处。

06. 118　 幽门　 pylorus,
 

pylorus(拉)
　 胃与十二指肠连接的入口处。

06. 119　 复胃　 complex
 

stomach
　 反刍类动物由几个功能不同的部分组成的

胃,如牛、羊有 4 个胃。

06. 120　 前胃　 forestomach,
 

proventriculus(拉)
　 反刍动物的复胃由瘤胃、网胃、瓣胃和皱胃

组成,前 3 个胃称为前胃,黏膜面无腺体。

06. 121　 瘤胃　 rumen,
 

rumen(拉)
　 反刍动物的第一胃,最大,占腹腔的 3 / 4,向

左、右稍压扁,前后伸长。 黏膜面上密布大

小不等的叶状、棒状乳头,黏膜层无腺体。

06. 122　 网胃　 reticulum,
 

reticulum(拉)
　 反刍动物的第二胃,为一椭圆形囊,位于瘤

胃的前下方,向前后稍压扁,与 5 ~ 6 肋间相

对。 黏膜面有蜂窝状褶,褶上密布波折乳

头,黏膜层无腺体。

06. 123　 瓣胃　 omasum,
 

omasum(拉)
　 反刍动物的第三胃,位于腹腔右肋部的下

部,瘤胃房和网胃的右侧。 黏膜上有瓣叶,
表面粗糙,密布小乳头,黏膜层无腺体。

06. 124　 皱胃　 abomasum,
 

abomasum(拉)
　 反刍动物的第四胃,后接十二指肠,长而弯

曲,呈前大后小的葫芦形,分为胃底部、胃体

部和幽门部 3 个部分。 为有腺胃,黏膜内有

胃腺,分泌胃液,参与消化。

06. 125　 腺胃　 glandular
 

ventriculus,
 

ventricu-
lus

 

glandularis(拉)
　 又称“前胃(proventriculus)”。 禽胃的一部

分,呈短纺锤形,向后以峡部与肌胃相接。
黏膜被覆单层柱状上皮,分泌胃酸、胃蛋白

酶及保护胃黏膜的黏液。

06. 126 　 肌胃 　 muscular
 

stomach,
 

ventriculus
 

muscularis(拉)
　 又称“砂囊”。 禽胃的一部分,肌层发达,呈

圆形或椭圆形的双凸透镜状,黏膜面被覆一

层角质膜。 常含吞食的砂粒,用以磨碎食

物,帮助消化液更好地发挥作用。

06. 127　 单胃　
 

simple
 

stomach
　 只有一个腔室的胃,呈扁的椭圆囊状。

06. 128　 胃盲囊　
 

saccus
 

caecus
 

ventriculi(拉)
　 马胃左端膨大突出来的部分,为胃的最高

点。

06. 129　 胃憩室　 ventricular
 

diverticulum,
 

di-
verticulum

 

ventricular(拉)
　 猪胃左端的,大而圆凸的盲突。

06. 130　 幽门圆枕 　 torus
 

pyloricus,
 

torus
 

py-
loricus(拉)

　 在猪胃幽门处,自小弯一侧胃壁向胃内腔凸

出的纵向鞍形隆起。 具有关闭幽门的作用。

06. 131 　 大网膜 　 greater
 

omentum,
 

omentum
 

majus(拉)
　 哺乳动物从胃与肠之间向前膨出的下垂的

胃背部肠系膜。 有较强的保护和吸收作用,
是腹腔内重要屏障。

06. 132 　 小网膜 　 lesser
 

omentum,
 

omentum
 

minus(拉)
　 连于肝门与胃小弯、十二指肠上部之间的双

层腹膜结构。 在复胃动物中则连到瓣胃和

皱胃小弯及十二指肠。

06. 133 　 小肠 　 small
 

intestine,
 

intestinum
 

tenue(拉)
　 位于腹腔内,上端经幽门与胃相通,下接盲

肠,分为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三部分,是消

化吸收的主要场所。

06. 134 　 十二指肠 　 duodenum,
 

duode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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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起于幽门,后接空肠,在起始部形成乙状弯

曲。 与小结肠起始部间由十二指肠(小)结

肠韧带相连,该韧带可作为十二指肠与空肠

的分界标志。

06. 135　 空肠　 jejunum,
 

jejunum(拉)
　 小肠中最长的一段,系膜长,盘曲多。 马空

肠主要位于腹腔左髂部上 1 / 3 处,由发达的

空肠系膜集中固定于腰椎下方,牛空肠位于

腹中部右侧,由较短的系膜固定在结肠旋袢

的周围,肠壁内淋巴集结较大。

06. 136　 回肠　 ileum,
 

ileum(拉)
　 肠管平直,管壁较厚,回肠后接盲肠。 与盲

肠底之间有回盲韧带,为回肠和盲肠的分界

标志。

06. 137　 卵黄囊憩室　 diverticulum
 

of
 

vitelline
 

sac,
 

diverticulum
 

ceacum
 

vitelli(拉)
　 空肠中部系膜的一个小突起。

06. 138　 大肠　 large
 

intestine,
 

intestinum
 

cras-
sum(拉)

　 属于消化管的后段,前接小肠,管径明显增

粗或者有许多囊状膨隆,分为盲肠、结肠和

直肠 3 部分。

06. 139　 盲肠　 cecum,
 

cecum(拉)
　 大肠的起始部,大肠中最粗、最短、通路最多

的一段,一端为膨大的盲端,另一端与回肠、
结肠相连。

06. 140　 结肠　 colon,
 

colon(拉)
　 前接盲肠,后接直肠。 不同动物结肠盘曲的

形状有很大差异,如马形成双层马蹄铁形,
牛、羊呈圆盘状肠袢,猪形成结肠圆锥。

06. 141　 直肠　 rectum,
 

recti(拉)
　 大肠的末端,其前段肠管较细,外面有浆膜

被覆,后部膨大称直肠壶腹,该段后部无浆

膜被覆,借助疏松结缔组织和肌肉连于盆腔

背侧壁。

06. 142　 肛门　 anus,
 

anus(拉)
　 消化管末端,其周壁有内、外括约肌,以控制

肛门的开张和关闭。

06. 143　 泄殖腔　 cloacal
 

chamber,
 

cloaca(拉)
　 某些单孔哺乳动物、禽类和爬行动物的消化

管、输尿管和生殖管最末端汇合处的空腔,
有排粪、排尿和生殖等功能。

06. 144　 肝　 liver,
 

hepar(拉)
　 家畜体内最大的腺体,大部分位于右季肋

部,可分为左、中、右三叶。

06. 145 　 肝门 　 porta
 

hepatis,
 

porta
 

hepatis
(拉)

　 位于肝面中央的结构,有肝管,肝固有动脉,
肝门静脉和肝的神经、淋巴管等出入。

06. 146　 胆囊　 gall
 

bladder,
 

vesica
 

fellea(拉)
　 位于肝右叶下面胆囊窝内,包括胆囊底、胆囊

体和胆囊颈,具有贮存和浓缩胆汁的作用。

06. 147　 胆管　 bile
 

duct,
 

ductus
 

biliaris(拉)
　 输送胆汁的管道。 消化食物时,胆汁由此流

入十二指肠。

06. 148　 胰　 pancreas,
 

pancreas(拉)
　 位于胃及十二指肠夹角内,呈淡粉灰色,外

有薄层结缔组织包裹,有明显的小叶结构。
可分为中叶(胰头)、左叶(胰尾) 和右叶。
是体内重要的消化腺,分泌胰液,内含多种

消化酶。

06. 149　 胰管　 pancreatic
 

duct,
 

ductus
 

pancre-
aticus(拉)

　 位于胰实质内,输送胰液的管道,贯穿胰全

长,开口于十二指肠大乳头。

06. 150 　 副胰管 　 accessory
 

pancreatic
 

duct,
 

ductus
 

pancreaticus
 

accessorius(拉)
　 位于胰管上方,开口于十二指肠小乳头,通

常与胰管相连。

06. 151　 呼吸系统 　 respiratory
 

system,
 

sy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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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respiratorium(拉)
　 由呼吸道(鼻腔、咽、喉、气管、支气管)和肺

以及胸膜等辅助结构组成。

06. 152　 鼻　 nose,
 

nasus(拉)
　 呼吸道的起始部分,位于口腔的背侧,由外

鼻、鼻腔和鼻旁窦组成。

06. 153　 鼻腔　 nasal
 

cavity,
 

cavum
 

nasi(拉)
　 由面骨和软骨围成长筒状的空腔,被鼻中膈

分成左、右两腔。 位于面部的上半部,腹侧以

硬腭与口腔相隔,向前以鼻孔通外界,向后以

鼻后孔通于咽腔,其内被覆有皮肤黏膜。

06. 154　 鼻憩室　 nasal
 

diverticulum,
 

divertic-
ulum

 

nasi(拉)
　 又称“鼻盲囊”。 马属动物特有器官,位于鼻

前庭背侧皮下的盲囊,向后达鼻切齿骨切

迹。 囊内皮肤呈黑色,生有细毛,有发达的

皮脂腺。

06. 155 　 鼻泪管 　 nasolacrimal
 

duct,
 

canalis
 

nasolacrimalis(拉)
　 位于眼眶和鼻腔之间的狭窄通道,可分为骨

性鼻泪管和膜性鼻泪管。 腔面被有黏膜,背
侧开口于泪骨眶面泪囊窝的泪囊,腹侧开口

于鼻腔。

06. 156　 上鼻甲 　 superior
 

nasal
 

concha,
 

con-
cha

 

nasalis
 

superior(拉)
　 由上鼻甲骨及其表面被覆的鼻黏膜组成。

上鼻甲骨为附着于鼻腔侧壁背侧卷曲的薄

骨片。

06. 157　 下鼻甲　 inferior
 

nasal
 

concha,
 

concha
 

nasalis
 

inferior(拉)
　 由下鼻甲骨及其表面被覆的鼻黏膜组成。

下鼻甲骨为附着于鼻腔侧壁腹侧卷曲的薄

骨片。

06. 158　 鼻腺　 nasal
 

glands,
 

gll.
 

nasales(拉)
　 在哺乳动物,为位于鼻腔黏膜呼吸部固有层

内的分支管泡状腺。 在鸟类,位于眼眶顶壁

和鼻腔侧壁,且开口于鼻腔的腺体。

06. 159　 鼻旁窦　 paranasal
 

sinus,
 

sinus
 

para-
nasales(拉)

　 鼻腔周围的上颌骨、额骨、筛骨、蝶骨内的含

气空腔,与鼻腔相通。 共有 4 对,即上颌窦、
额窦、筛窦和蝶窦。 具有丰富的血管,可协

助调节吸入空气的温度和湿度,对发音还有

共鸣作用。

06. 160　 喉　 larynx,
 

larynx(拉)
　 软骨性短管,由喉软骨、喉黏膜和喉肌构成,

位于下颌间隙后方,前与咽相通,后与气管

相接。 既是气体出入肺的通道,又是调节空

气流量和发声的器官。

06. 161　 喉软骨　 laryngeal
 

cartilages,
 

cartilag-
ines

 

laryngeales(拉)
　 构成喉的软骨支架,包括成对的勺状软骨和

不成对的会厌软骨、甲状软骨及环状软骨,
彼此借关节或韧带相连接。

06. 162　 声带　 vocal
 

fold,
 

plima
 

vocalis(拉)
　 由位于喉腔侧壁的一对黏膜褶(声襞或声带

褶)和内含的声韧带以及声带肌共同构成,连
于勺状软骨和甲状软骨之间,是发声器官。

06. 163　 气管　 trachea,
 

trachea(拉)
　 气体进出肺的通道,呈圆筒状,起始于喉,向

后沿颈部腹侧正中线经胸前口入胸腔。

06. 164　 支气管　 bronchus,
 

bronchi(拉)
　 气管到达心基背侧,在相当于 4 ~ 6 肋间隙

处分出的两个分支,分别进入左、右两肺。

06. 165　 鸣管　 syrinx,
 

syrinx(拉)
　 禽类特有的发声器官,由几个气管和支气管

软骨环以及一块鸣骨构成的支架。 支架上

具有 2 块弹性薄膜,分别称外侧和内侧鸣

膜。 当呼气时振动鸣膜而发声。

06. 166　 气囊　 air
 

sac,
 

sacculus
 

aeris(拉)
　 禽类特有的器官,由支气管分支出肺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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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囊状结构。 主要功能是呼吸时储存气体。

06. 167　 支气管树　 bronchial
 

tree,
 

arbor
 

bron-
chialis(拉)

　 主支气管经肺门入肺后反复分支,形成树枝

状结构,是构成肺实质的导管部。

06. 168　 肺　 lung,
 

pulmo(拉)
　 空气与血液直接进行气体交换的器官,略呈

锥体形,位于胸腔内心脏两侧,可分为左、右
两个肺。

06. 169 　 肺叶 　 lobe
 

of
 

lung,
 

lobi
 

pulmonis
(拉)

　 由肺的叶间裂分隔形成。 一般左肺分为前

叶和后叶;右肺分为前叶、中叶和副叶。

06. 170　 肺门　 hilum
 

of
 

lung,
 

hilum
 

pulmonis
(拉)

　 位于肺内侧面或纵隔面,心切迹上方,略凹陷,
是主支气管、肺的血管、神经等出入的地方。

06. 171 　 肺根 　 root
 

of
 

lung,
 

radix
 

pulmonis
(拉)

　 出入肺门的主支气管、肺的血管、神经等,被
结缔组织包裹在一起所形成的结构,也是肺

的固着部分。

06. 172 　 纵隔 　 mediastinum,
 

mediastinum
(拉)

　 位于胸腔正中矢状面,略偏左,由左、右两层

纵隔胸膜和包在其间的气管、食管、前腔静

脉、主动脉和心包等器官共同组成。

06. 173 　 泌尿系统 　 urinary
 

system,
 

systema
 

urinaria(拉)
　 动物重要的排泄系统,哺乳动物的泌尿系统

由生成尿液的器官———肾和输送、储存及排

出尿液的器官———输尿管、膀胱、尿道组成。

06. 174　 肾　 kidney,
 

nephros(拉),
 

ren(拉)
　 生成尿液的器官,呈豆形或椭圆形,红褐色

或深褐色,位于腹腔顶壁的腰椎腹侧,左右

各一,其表面包有一层薄而坚硬的纤维膜。

06. 175　 肾门　 renal
 

hilus,
 

hilum
 

renalis(拉)
　 肾内侧缘的凹陷部分,是肾动脉、肾静脉、输

尿管、神经和淋巴管出入的门户。

06. 176　 肾窦　 renal
 

sinus,
 

sinus
 

renalis(拉)
　 肾门内陷形成的空隙,内含肾盂、肾盏、血

管、淋巴管、神经和脂肪。

06. 177　 脂肪囊 　 fatty
 

renal
 

capsule,
 

adipose
 

capsule,
 

capsula
 

adiposa(拉)
　 包裹在肾周围的大量脂肪组织形成的囊状

结构。

06. 178 　 肾皮质 　 renal
 

cortex,
 

cortex
 

renalis
(拉)

　 肾实质切面的外周部分,呈红褐色或棕红

色,主要由肾小体和大部分肾小管构成。

06. 179　 肾髓质　 renal
 

medulla,
 

medulla
 

rena-
lis(拉)

　 肾实质切面的内侧部分,色较浅,主要由小

部分肾小管、集合管和乳头管等构成。

06. 180　 肾盂　 renal
 

pelvis,
 

pelvis
 

renalis(拉)
　 输尿管起始部在肾窦内膨大形成的漏斗状

结构。

06. 181 　 肾盏 　 renal
 

calice,
 

calice
 

renales
(拉)

　 又分为肾小盏和肾大盏。 肾小盏是包绕在

肾乳头周围漏斗状的囊管。 肾大盏也呈漏

斗状,由若干个肾小盏构成。

06. 182　 输尿管　 ureter,
 

ureter(拉)
　 一细长管道,位于肾门与膀胱颈之间。 功能

是输送尿液到膀胱。

06. 183　 膀胱　 urinary
 

bladder,
 

vesica
 

urinaria
(拉)

　 储存尿液的器官,略呈梨形。 前端钝圆称为

膀胱顶,后端逐渐变细称为膀胱颈,膀胱顶

与膀胱颈之间为膀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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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184　 膀胱圆韧带　 round
 

ligament
 

of
 

blad-
der,

 

lig.
 

teres
 

vesicae(拉)
　 膀胱侧韧带(连接于膀胱和骨盆侧壁之间浆

膜褶所形成)游离缘(前缘)的一条索状物,
为胎儿时脐动脉的遗迹。

06. 185　 尿道　 urethra,
 

urethra(拉)
　 将尿液从膀胱向外输送的肌性管道。 以尿

道内口和膀胱颈相接,雄性动物尿道外口开

口于阴茎末端,雌性动物尿道外口开口于阴

道与阴道前庭的交接处。

06. 186 　 生殖系统 　 genital
 

system,
 

systema
 

genitale(拉)
　 包括雄性生殖系统和雌性生殖系统。 雄性

生殖系统由睾丸、附睾、输精管、尿生殖道、
副性腺、精索、阴茎、包皮和阴囊等构成;雌
性生殖系统由卵巢、输卵管、子宫、阴道、尿
生殖前庭和阴门等构成。 具有产生生殖细

胞、繁衍后代的功能,还具有分泌性激素,调
控生殖生理和维持动物第二性征的功能。

06. 187　 睾丸　 testis,
 

testis(拉),
 

orchis(拉)
　 产生精子和分泌雄性激素的器官,位于阴囊

内,左、右各一,略呈扁圆形。

06. 188　 白膜　 tunica
 

albuginea,
 

tunica
 

albug-
inea(拉)

　 位于睾丸表面浆膜下,紧紧包裹睾丸外表的

致密结缔组织。

06. 189　 睾丸纵隔　 mediastinum
 

testis,
 

medi-
astinum

 

testis(拉)
　 深入睾丸内中轴的增厚白膜。

06. 190　 睾丸实质 　 parenchyma
 

of
 

testis,
 

pa-
renchyma

 

testis(拉)
　 睾丸的主要部分,由精曲小管、精直小管和

间质细胞等构成。

06. 191 　 睾丸输出小管 　 efferent
 

ductules
 

of
 

testis,
 

ductuli
 

efferentes
 

testis(拉)
　 由直精小管在睾丸纵隔内相互吻合形成睾

丸网,然后由睾丸网汇合形成 10 余条较细

小的管道,从睾丸头穿出入附睾。

06. 192　 附睾　 epididymis,
 

epididymis(拉)
　 位于睾丸头端和附睾缘,略呈新月形的器

官,分为附睾头、附睾体和附睾尾三部分。

06. 193　 输精管 　 deferent
 

duct,
 

ductus
 

defer-
ens(拉)

　 将精子从附睾输送到尿生殖道骨盆部的细

长管道,最后开口于尿道骨盆部的起始处背

侧的精阜。

06. 194 　 输精管壶腹 　 ampulla
 

of
 

deferent
 

duct,
 

ampulla
 

ductus
 

deferentis(拉)
　 输精管末端逐渐膨大形成的壶腹结构,其末

端与精囊腺导管汇合,形成射精管。

06. 195　 精索　 spermatic
 

cord,
 

funiculus
 

sper-
maticus(拉)

　 位于腹股沟管内,由睾丸的动脉、静脉、神
经、淋巴管、平滑肌束和输精管构成的扁平

圆锥形结构,外包有固有鞘膜。

06. 196　 精囊腺　 vesicular
 

gland,
 

glandula
 

ve-
sicularis(拉)

　 属雄性动物的副性腺,有一对,位于膀胱颈

的背外侧,在输精管的背外侧、直肠的腹侧,
开口于精阜。

06. 197 　 前列腺 　 prostatic
 

gland,
 

prostata
(拉),

 

glandula
 

prostatica(拉)
　 为单个的副性腺,分为体部和扩散部。 体部

位于尿道起始处的背侧,扩散部位于尿道骨

盆部的壁内。 前列腺直接开口于尿道骨盆

部的黏膜。

06. 198　 尿道球腺　 bulbourethral
 

gland,
 

glan-
dula

 

bulbourethralis(拉)
　 为成对的副性腺,位于尿道骨盆部末端背

侧,接近坐骨弓处。 尿道球腺管开口于尿道

骨盆部末端背侧的黏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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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199　 阴茎　 penis,
 

penis(拉)
　 雄性动物的交配器官,兼有排尿和排精作

用。 呈圆柱状,由白膜、阴茎海绵体、尿生殖

道阴茎部和肌肉以及皮肤等构成,分为阴茎

根、阴茎体和阴茎头三部分。

06. 200 　 阴茎海绵体 　 cavernous
 

body
 

of
 

pe-
nis,

 

corpus
 

cavernosum
 

penis(拉)
　 由阴茎中隔(阴茎白膜在阴茎中轴部分深入

形成)和其分支延伸形成的海绵体小梁及小

梁之间的间隙(阴茎海绵体腔)等构成。 为

长柱形,构成阴茎的背侧部。 当充血时,阴
茎海绵体膨胀,阴茎勃起,变粗变硬。

06. 201　 尿道海绵体 　 cavernous
 

body
 

of
 

ure-
thra,

 

corpus
 

cavernosum
 

urethrae(拉)
　 尿道黏膜下层内发达的静脉窦所构成的尿

道海绵体层,在尿道的阴茎部较为发达。

06. 202　 尿道球　 bulb
 

of
 

urethra,
 

bulbus
 

ure-
thrae(拉)

　 尿道海绵体层在尿道骨盆部和阴茎部交界

处的背侧壁增厚形成的球形器官。

06. 203 　 精阜 　 seminal
 

colliculus,
 

colliculus
 

seminalis(拉)
　 位于尿道骨盆部起始处背侧,略呈椭圆形的

小体,是输精管和精囊腺管或由输精管及精

囊腺管末端合并形成射精管的开口处。 具

有协助射精和调节生殖生理的作用。

06. 204　 尿道突　
 

processus
 

urethrae(拉)
　 雄性动物的尿道阴茎部沿阴茎尿道面的尿

道沟向前延伸,于阴茎头的末端形成的结

构,有尿道外口通向外界。

06. 205　 包皮　 prepuce,
 

praeputium(拉)
　 包裹在阴茎游离部的双层皮肤鞘。 鞘内腔

隙为包皮腔,容纳阴茎头。 包皮外层是腹壁

皮肤的连续,内层与外层连接疏松,无被毛

和皮肤腺,二者在包皮口处相互折转。

06. 206 　 包皮盲囊 　 praeputial
 

diverticulum,
 

diverticulum
 

praeputium(拉)
　 公猪阴茎包皮所特有,位于包皮前端背侧的

一个囊状结构,略呈椭圆形,借一圆孔与包

皮腔相通。

06. 207　 阴囊　 scrotum,
 

scrotum(拉)
　 位于两股之间,腹壁下方或肛门前下方,由

腹壁形成的容纳睾丸、附睾和部分精索的袋

状囊。

06. 208　 睾丸下降 　 descent
 

of
 

the
 

testis,
 

de-
scensus

 

testis(拉)
　 动物在出生前后,睾丸和附睾从腹腔下降到

阴囊内的过程。

06. 209　 卵巢　 ovary,
 

ovarium(拉)
　 产生卵子和分泌雌性激素的生殖器官。 有

一对,一般为卵圆形,位于骨盆腔前口的两

侧,以卵巢系膜悬吊在腰下部。

06. 210 　 排卵窝 　 ovulation
 

fossa,
 

fossa
 

ovarii
(拉)

　 马属动物所特有,卵巢游离缘腹外侧的一个

凹陷,成熟的卵泡仅能由此排出。

06. 211 　 卵巢囊 　 ovarian
 

bursa,
 

bursa
 

ovarii
(拉)

　 连接卵巢和子宫角的卵巢固有韧带、输卵管

系膜、卵巢系膜和卵巢之间较宽阔的囊状结

构。 有助于卵子排出后顺利进入输卵管。

06. 212 　 输卵管 　 uterine
 

tube,
 

tuba
 

uterina
(拉)

　 输送卵子和早期胚胎到子宫的一对细长而

弯曲的管道。 位于卵巢与子宫角之间的输

卵管系膜内,分为漏斗、壶腹、峡和子宫部。

06. 213　 子宫　 uterus,
 

uterus(拉)
　 雌性动物孕育胎儿的中空肌性器官,前接输

卵管,后通阴道。 以子宫阔韧带连于腹腔的

顶壁和盆腔的外侧壁,大部分位于腹腔内,
小部分位于盆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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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214　 子宫颈阴道部 　 vaginal
 

part
 

of
 

cer-
vix,

 

portio
 

vaginalis
 

cervicis(拉)
　 子宫颈后部突入阴道的部分。 其中央有通

向阴道的呈菊花样的子宫颈外口(或称子宫

颈阴道口)。

06. 215 　 子宫阜 　 uterus
 

caruncle,
 

carunculae
 

uteri(拉)
　 牛、羊等反刍动物子宫内膜特有的一种结

构,是子宫角和子宫体内膜形成的蘑菇状隆

起,也是怀孕时胎膜和子宫壁相结合的部分

以及形成胎盘的地方。

06. 216　 阴道　 vagina,
 

vagina(拉)
　 雌性动物的交配器官和产道,为一背腹稍扁

的中空肌性管道。 位于骨盆腔内子宫颈与

阴道前庭之间,背侧为直肠,腹侧为膀胱和

直肠。

06. 217　 阴道穹隆　 fornix
 

of
 

vagina,
 

fornix
 

va-
ginae(拉)

　 子宫颈阴道部与阴道壁前部所形成的环形

隐窝。

06. 218　 阴道前庭　 vaginal
 

vestibule,
 

vestibu-
lum

 

vaginae(拉)
　 位于阴道后端左右稍扁的短管,黏膜呈粉红

色,分布有淋巴小结和前庭腺。

06. 219　 阴门　 vaginal
 

orifice,
 

vulvae(拉)
　 雌性生殖和泌尿器官的终端与外界相通的

自然孔,位于肛门下方,由左右阴唇构成。

06. 220　 阴蒂　 clitoris,
 

clitoris(拉)
　 与雄性动物的阴茎为同源器官,由阴蒂海绵

体构成,小而略凸,位于阴唇腹侧联合内侧的

阴蒂窝内,可分为阴蒂脚、阴蒂体和阴蒂头。

06. 221 　 尿道下憩室 　 suburethral
 

diverticu-
lum,

 

diverticulum
 

suburethale(拉)
　 位于雌性动物尿道外口下方,尿道腹侧面由

黏膜凹陷形成的盲囊。

06. 222　 会阴　 perineum,
 

perineum(拉)
　 哺乳动物外生殖器和肛门之间的软组织部

位。

06. 223　 脉管学　 angiology,
 

angiologia(拉)
　 动物体内运输体液并完全封闭的管道系统,

包括心血管系统和淋巴系统。

06. 224 　 心血管系统 　 cardiovascular
 

system,
 

systema
 

cardiovasculare(拉)
　 运输血液的封闭管道系统,由心脏、动脉、毛

细血管和静脉构成。

06. 225　 血液　 blood,
 

hema(拉)
　 流动在心脏和血管内红色的液体组织,由血

浆和血细胞组成。 血浆为浅黄色半透明液

体,其中主要是水分以及无机盐、纤维蛋白

原等。 血细胞包括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

06. 226　 动脉　 artery,
 

arteria(拉)
　 引导血液离开心脏的血管(主动脉、肺动

脉)。 管壁较厚,能承受较大的压力。

06. 227　 静脉　 vein,
 

vena(拉)
　 引导血液返回心脏的血管。 缺乏收缩性和

弹性,起始于组织间的毛细血管,终止于心

房。

06. 228　 静脉瓣　 venous
 

valve,
 

valvula
 

venosa
(拉)

　 位于动物体中、小静脉管腔内表面的半月形

薄片。 由静脉血管内膜凸入管腔折叠而成,
作用是防止血液逆流。

06. 229　 静脉窦 　 venous
 

sinus,
 

sinus
 

venous
(拉)

　 由心脏附近的大静脉(前腔静脉、后腔静脉

等)汇合成的血管腔,能将静脉血送入心房。

06. 230　 毛细血管　 capillary,
 

vas
 

capillare(拉)
　 连接于动脉和静脉之间的微细血管。 数量

多,通透性大且互相连接成网状,利于血液与

组织之间进行物质交换。 分为连续毛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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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有孔毛细血管、窦状毛细血管三种类型。

06. 231　 淋巴　 lymph,
 

lympha(拉)
　 由淋巴液和淋巴细胞组成。 淋巴液成分与

血浆相似。 淋巴细胞由淋巴器官产生,为白

细胞的一种。

06. 232 　 淋巴管 　 lymphatic
 

vessel,
 

vas
 

lym-
phaticum(拉)

　 由毛细淋巴管汇合而成,与静脉相似,但管

径较细,管壁较薄,瓣膜较多,外形呈串珠

状。 分为浅、深二种,浅淋巴管位于皮下,常
与浅静脉伴行;深淋巴管与深部血管伴行。
根据其管径大小可分为毛细淋巴管、淋巴

管、淋巴干和淋巴导管。

06. 233 　 淋巴结 　 lymph
 

node,
 

lymphonodus
(拉)

　 淋巴器官的一种,是重要的免疫器官,呈豆

形,位于淋巴管经路上,由被膜、皮质和髓质

构成。 结缔组织被膜伸入淋巴结内形成小

梁,构成淋巴结的支架。 皮质包括淋巴小

结、弥散淋巴组织和皮质淋巴窦。 髓质包括

由致密淋巴组织构成的髓索和髓质淋巴窦。

06. 234　 心　 heart,
 

cor(拉)
　 循环系统的动力器官,为左右稍扁的倒圆锥

形中空肌质性器官。 位于两肺之间而略偏

左,有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四

个腔。

06. 235　 心尖　 cardiac
 

apex,
 

apex
 

cordis(拉)
　 心脏下端尖细而游离于心包腔中的部分,偏

向后方。

06. 236　 冠状沟　 coronary
 

sulcus,
 

sulcus
 

coro-
narius(拉)

　 心脏表面近心底处一环形的浅沟。 将心脏

分为上部较小的心房和下部较大的心室,冠
状动脉和心大静脉行于其中。

06. 237 　 心房 　 cardiac
 

atrium,
 

atrium
 

cordis
(拉)

　 心脏内部上面的两个空腔。 左侧的称左心

房,右侧的称右心房。 左心房与肺静脉相

连,接受从肺部回来的血液。 右心房与前、
后腔的静脉相连,接受从全身其他部位回来

的血液。 心房收缩时血液从房室口由心房

流入心室。

06. 238　 心耳　 auricle
 

of
 

heart,
 

auricula
 

atria-
lis(拉)

　 左心房、右心房呈圆锥形的盲囊部分,盲端

偏向心脏左侧,内壁因有梳状肌而凸凹不

平。

06. 239 　 卵圆窝 　 fossa
 

ovalis,
 

fossa
 

ovalis
(拉)

　 后腔静脉入口附近房间隔上一卵圆形的浅

凹,是胎儿时期卵圆孔闭合后的遗迹。

06. 240　 卵圆孔　 foramen
 

ovale,
 

foramen
 

ovale
(拉)

　 胎儿心脏房间隔上的天然裂孔。 其左侧有

瓣膜,使回流到右心房的血液大部分流向左

心房。

06. 241 　 心室 　 cardiac
 

ventricle,
 

ventriculus
 

cordis(拉)
　 心脏内部下面的两个空腔。 左边的称左心

室,右边的称右心室。 左心室与主动脉相

连,右心室与肺动脉相连。 心室收缩时血液

分别经肺动脉和主动脉输送到肺部与全身

的其他部分。

06. 242 　 乳头肌 　 papillary
 

muscles,
 

musculi
 

papillares(拉)
　 心室壁上突入室腔的乳头状心肌柱,房室瓣

的腱索连于其上。

06. 243 　 腱索 　 chordae
 

tendineae,
 

chordae
 

tendineae(拉)
　 连接房室口瓣膜与心室内壁的索状结构,防

止当心室泵血出心室时瓣膜向心房翻转。

06. 244 　 右房 室 瓣 　 right
 

atrioventri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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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ve,
 

valva
 

atrioventricularis
 

dextra
(拉)

　 又称“三尖瓣[tricuspid
 

valve,valva
 

tricuspida-
lis(拉)]”。 右房室口纤维环上附着的 3 片

三角形的瓣膜,其游离缘垂向心室并有腱索

连接于心室壁,防止血液倒流入右心房。

06. 245　 左房室瓣　 left
 

atrioventricular
 

valve,
 

valva
 

atrioventricularis
 

sinistra(拉)
　 又称 “ 二 尖 瓣 [ mitral

 

valve, valva
 

mitralis
(拉)]”。 左房室口纤维环上附着的两片近

似三角形的瓣膜,其游离缘垂向心室并有腱

索连接于心室壁,防止血液倒流入左心房。

06. 246 　 动脉圆锥 　 conus
 

arteriosus,
 

conus
 

arteriosus(拉)
　 右心室血液的流出通道,位于右心室窦部左

上方,有肺干口通肺干。

06. 247 　 半月瓣 　 semilunar
 

valve,
 

valvula
 

semilunaris(拉)
　 主动脉口和肺干口纤维环周缘三个袋状的

瓣膜,防止血液倒流回心室。

06. 248 　 隔缘肉柱 　 septomarginal
 

trabecula,
 

trabecula
 

septomarginalis(拉)
　 从心室侧壁横过室腔至室间隔的一条肌束,

防止心室过度扩张。

06. 249 　 心传导系统 　 conduction
 

system
 

of
 

heart,
 

systema
 

conducens
 

cordis(拉)
　 维持心脏自动而有节律性搏动的结构,为特

殊分化的心肌纤维,包括窦房结、结间束、房
室结和房室束及其分支等。

06. 250　 窦房结　 sinuatrial
 

node,
 

nodus
 

sinu-
atrialis(拉)

　 位于前腔静脉和右心耳间界沟的心外膜下,
为心脏自律性兴奋的主要来源。

06. 251　 心骨　 cardial
 

bone,
 

ossa
 

cordis(拉)
　 牛(偶见其他动物)心脏主动脉口的纤维环

内左、右两块骨。 右侧心骨较大,长 5 ~ 6cm;

左侧小,长约 2cm。

06. 252　 心包　 pericardium,
 

pericardium(拉)
　 包裹心脏和出入心脏的大血管根部的锥体

形纤维浆膜囊,薄而坚韧。 分内、外两层,外
层称纤维心包,内层称浆膜心包。 具有维持

心脏位置和减少与相邻器官间摩擦的功能。

06. 253　 胸骨心包韧带　 sternopericardial
 

liga-
ment,ligamenta

 

sternopericardiaca(拉)
　 在心尖部折转而附着于胸骨背侧的纤维心包

与心包胸膜共同构成的结构。

06. 254 　 心包腔 　 pericardial
 

cavity,
 

cavum
 

pericardialis(拉)
　 浆膜心包的壁层和脏层之间的裂隙。 内含少

量浆液可润滑心脏,减少其搏动时的摩擦。

06. 255 　 肺动脉 　 pulmonary
 

artery,
 

arteria
 

pulmonalis(拉)
　 起于右心室,在主动脉左侧向后上方延伸,

至心基后上方分为左、右两支,分别与同侧

支气管一起经肺门入肺。

06. 256 　 动脉导管 　 ductus
 

arteriosus,
 

ductus
 

arteriosus(拉)
　 胎儿血液循环沟通肺动脉和主动脉的一短

血管。 由右心室入肺干的血液大部分经此

管流到主动脉。

06. 257　 主动脉　 aorta,
 

aorta(拉)
　 体循环的动脉主干,全身的动脉支都直接或

间接由此发出。 起于左心室主动脉口,先呈

弓形弯曲向上向后行,然后沿脊柱偏左后

行,分为主动脉弓、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

06. 258 　 冠状动脉 　 coronary
 

artery,
 

arteria
 

coronaria(拉)
　 由主动脉的根部发出,分支有左、右冠状动

脉,主要分布到心脏。

06. 259 　 主动脉弓 　 aortic
 

arch,
 

arcus
 

aortae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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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脉的第一段,自主动脉口斜向后上方,
呈弓状延伸至第 6 胸椎腹侧,延续为胸主动

脉。 冠状动脉和臂头动脉总干从其上分出。

06. 260　 头臂干　 brachiocephalic
 

trunk,
 

trun-
cus

 

brachiocephalicus(拉)
　 输送血液至头、颈、前肢和胸壁前部的总动脉

干。 由主动脉弓发出后沿气管腹侧向前延

伸,分出左锁骨下动脉后,移行为臂头动脉。

06. 261　 颈总动脉　 common
 

carotid
 

artery,
 

ar-
teria

 

carotis
 

communis(拉)
　 头颈部动脉总干双颈动脉干的左、右两个分

支。 位于颈静脉沟深部,与颈内静脉、迷走

交感干共同形成血管神经束,分布到颈部肌

肉、皮肤、食管、气管、喉、甲状腺及扁桃体

等,在环枕关节处分为枕动脉、颈内动脉和

颈外动脉。

06. 262 　 颈动脉球 　 carotid
 

glomus,
 

glomus
 

caroticum(拉)
　 颈总动脉末端分叉处或附近借结缔组织相

连的一米粒大小的扁椭圆形小体,为血液的

化学感受器。

06. 263　 颈动脉窦　 carotid
 

sinus,
 

sinus
 

caroti-
cus(拉)

　 颈内动脉起始部和颈总动脉末端分叉处的

球形膨大部。 窦壁外膜下有丰富的神经末

梢,为血液的压力感受器。

06. 264　 舌动脉　 lingual
 

artery,
 

arteria
 

lingua-
lis(拉)

　 舌面干走向舌根的分支,分出舌下动脉后延

续为舌深动脉,营养舌肌、舌和口底黏膜、腭
扁桃体、下颌牙龈和舌下腺等。

06. 265　 面动脉 　 facial
 

artery,
 

arteria
 

facialis
(拉)

　 分布于面部浅层的主要动脉干。 自舌面动

脉干分出后,在二腹肌与翼肌间向前下方延

伸,绕过下颌骨的面血管切迹,沿咬肌前缘

与面静脉伴行至面部。

06. 266 　 枕动脉 　 occipital
 

artery,
 

arteria
 

oc-
cipitalis(拉)

　 颈总动脉的分支,起于颈动脉窦背侧的细

支,在下颌腺的深面向环枕窝延伸,分布于

环枕关节处的肌肉和皮肤、咽部和软腭、中
耳、脑膜等。

06. 267　 颞浅动脉　 superficial
 

temporal
 

artery,
 

arteria
 

temporalis
 

superficialis(拉)
　 在颞下颌关节腹侧面由颈外动脉分出,主干

在腮腺深面向上延伸,分布于咬肌、腮腺、腮
腺淋巴结、耳前部肌肉和皮肤、角、眼睑和泪

腺等。

06. 268　 椎动脉 　 vertebral
 

artery,
 

arteria
 

ver-
tebralis(拉)

　 肋颈干的延续支,与同名静脉、神经伴行,向
前穿过各颈椎横突孔,沿途分出肌支到颈部

肌肉,分出脊髓支入椎管,向前有与枕动脉

的吻合支入颅腔参与形成硬膜外后异网。

06. 269 　 肩胛上动脉 　 suprascapular
 

artery,
 

arteria
 

suprascapularis(拉)
　 在肩关节上方起于腋动脉,与同名静脉、神

经一起,从冈上肌和肩胛下肌间穿到肩胛骨

外侧,分布于冈上肌、肩胛下肌和肩关节。

06. 270　 颈横动脉　 transverse
 

cervical
 

artery,
 

arteria
 

transversa
 

cervicis(拉)
　 于前斜角肌外侧,由锁骨下动脉或从肋颈干

分出,向上外穿过臂丛,分为升、降支分布于

颈部及背部和背部的肌肉。

06. 271　 颈深动脉　 deep
 

cervical
 

artery,
 

arte-
ria

 

cervicalis
 

profunda(拉)
　 肋颈动脉干的分支,经第 1 肋前缘出胸腔,

于头半棘肌与项韧带间前行,分布于颈背侧

肌肉、皮肤。

06. 272 　 腋动脉 　 axillary
 

artery,
 

arteria
 

axil-
laris(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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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骨下动脉出胸腔后的直接延续,位于肩关

节内侧,分布于肩部的肌肉和皮肤。

06. 273 　 肩胛下动脉 　 subscapular
 

artery,
 

ar-
teria

 

subscapularis(拉)
　 较粗,于肩关节后方起于腋动脉,在肩胛下

肌和大圆肌之间向后、向上延伸,分布于肩

后部的肌肉和皮肤,主要分支有胸背动脉、
旋肱后动脉和旋肩胛动脉。

06. 274　 臂动脉 　 brachial
 

artery,
 

arteria
 

bra-
chialis(拉)

　 腋动脉向下的延续,位于肩部内侧,沿途发出

分支分布于喙臂肌、臂二头肌、胸深肌和肩胛

下动脉以及臂部和前臂部的皮肤与肌肉。

06. 275　 桡动脉　 radial
 

artery,
 

arteria
 

radialis
(拉)

　 在前臂远端自正中动脉发出,沿腕桡侧屈肌

腱下行,分出侧支参与构成腕掌侧动脉网

后,与正中动脉的掌支相连,构成掌深近弓。

06. 276　 尺动脉 　 ulnar
 

artery,
 

arteria
 

ulnaris
(拉)

　 臂动脉终支之一,行于前臂屈肌浅、深层之

间,沿腕尺侧屈肌和指深屈肌之间下行,与
尺神经伴行,在桡腕关节处,行于腕掌侧韧

带和腕横韧带之间及副腕骨的外侧至掌部,
其终支与桡动脉的掌浅支吻合形成掌浅弓。

06. 277　 骨间总动脉　 common
 

interosseous
 

ar-
tery,

 

arteria
 

interossea
 

communis(拉)
　 在前臂近端由臂动脉发出的侧支,未穿过前

臂近骨间隙之前分出骨间后动脉,穿过之后

分出骨间返动脉,本干延续为骨间前动脉,
分布于前臂骨及其背侧的肌肉和皮肤,并参

与腕背侧动脉网的构成。

06. 278　 指掌侧总动脉　 common
 

palmar
 

digit-
al

 

arteries,
 

arteriae
 

digitales
 

palmares
 

communes(拉)
　 自掌浅弓向下发出的外侧 3 个分支,在掌指

关节处各又分为 2 支指掌侧固有动脉,分布

于相邻两指的相对缘。

06. 279 　 胸主动脉 　 thoracic
 

aorta,
 

aorta
 

tho-
racica(拉)

　 主动脉在胸部的粗大动脉主干,为主动脉弓

的直接延续。 沿胸椎椎体腹侧稍偏左向后

延伸,穿过膈的主动脉裂孔后延续为腹主动

脉。 侧支分为壁支和脏支,壁支为成对的肋

间背侧动脉,脏支为支气管食管动脉。

06. 280　 腹主动脉　 abdominal
 

aorta,
 

aorta
 

ab-
dominalis(拉)

　 胸主动脉的直接延续,沿腰椎椎体腹侧偏左

后行,于第 5(6)腰椎处分为左、右髂内动脉

和荐正中动脉(牛),其右侧有后腔静脉伴

行,分支有壁支和脏支,主要负责腹腔脏器

和腹壁的血液供应。

06. 281 　 荐正中动脉 　 median
 

sacral
 

artery,
 

arteria
 

sacralis
 

mediana(拉)
　 腹主动脉的延续干,沿荐椎椎体腹侧正中后

行,分布于荐部脊髓、荐尾部的肌肉和皮肤。

06. 282 　 腹腔动脉 　 abdominal
 

cavity
 

artery,
 

arteria
 

cavum
 

abdominis(拉)
　 分布到肝、脾、胰和十二指肠前部、网膜等腹

腔脏器的粗短动脉主干。 在膈后方起于腹

主动脉,主要分支有肝动脉、脾动脉和胃左

动脉。

06. 283　 肠系膜前动脉　 cranial
 

mesenteric
 

ar-
tery,

 

arteria
 

mesenterica
 

cranialis(拉)
　 分布于胰、十二指肠前部至降结肠之间的肠

管的动脉主干。 在腹腔动脉稍后方约平第

1 腰椎腹侧处起,主要分支有胰十二指肠动

脉、结肠中动脉、回盲结肠动脉和肠干等。

06. 284 　 肠系膜后动脉 　 caudal
 

mesentericl
 

artery,
 

arteria
 

mesenterica
 

caudalis
(拉)

　 分布于降结肠后部和直肠前部的动脉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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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3、4 腰椎处起自腹主动脉,行于结肠系

膜内,分前、后两支。

06. 285 　 肾动脉 　 renal
 

artery,
 

arteria
 

renalis
(拉)

　 自腹主动脉发出的一对分支,由肾门入肾,
并有分支分布到肾上腺。

06. 286 　 睾丸动脉 　 testicular
 

artery,
 

arteria
 

testicularis(拉)
　 在肾动脉起始处稍后方由腹主动脉发出的

一对细而长的分支,经腹股沟管进入精索,
分布于精索、睾丸和附睾。

06. 287 　 卵巢动脉 　 ovarian
 

artery,
 

arteria
 

ovarica(拉)
　 在肾动脉起始处稍后方由腹主动脉发出的

一对分支,后行,分布于卵巢和子宫角。

06. 288　 髂总动脉　 common
 

iliac
 

artery,
 

arte-
ria

 

iliaca
 

communis(拉)
　 分布于后肢和盆部的动脉主干。 约在第 4

腰椎腹侧处自腹主动脉分出的左、右一对动

脉干,沿腰大肌内侧斜向外下,至荐髂关节

处又分成髂内、外动脉。

06. 289　 髂内动脉　 internal
 

iliac
 

artery,
 

arte-
ria

 

iliaca
 

interna(拉)
　 一对短干,于荐髂关节前方由髂总动脉分出

后,斜向沿盆壁后行,发出壁支和脏支,分布

于骨盆内器官、荐臀部及尾部的皮肤和肌肉。

06. 290 　 髂腰动脉 　 iliolumbar
 

artery,
 

arteria
 

iliolumbalis(拉)
　 发自髂内动脉起始部的细小动脉,行于腰大

肌深面,分布于髂腰肌和腰方肌。

06. 291 　 闭孔动脉 　 obturator
 

artery,
 

arteria
 

obturatoria(拉)
　 髂内动脉的壁支,与同名静脉和神经伴行沿

盆侧壁行向腹下方,分支至股内侧肌群和髋

关节。

06. 292　 脐动脉　 umbilical
 

artery,
 

arteria
 

um-
bilicalis(拉)

　 髂内动脉的一对分支,胎儿时期的动脉干,
出生后其远端闭锁形成膀胱圆韧带,近端分

支分布到输尿管、输精管及精索筋膜或子

宫、膀胱前部等。

06. 293　 输精管动脉　 deferential
 

artery,
 

arte-
ria

 

ductus
 

deferentis(拉)
　 脐动脉的分支,沿输精管进入精索,分布于

输精管及精索的筋膜。

06. 294 　 子宫动脉 　 uterine
 

artery,
 

arteria
 

uterina(拉)
　 脐动脉分出的粗大分支,沿子宫阔韧带下行

至子宫角,分布于子宫角和子宫体,并与卵

巢动脉的子宫支、阴道动脉的子宫支吻合。

06. 295 　 会阴动脉 　 perineal
 

artery,
 

arteria
 

perinealis(拉)
　 阴部内动脉的分支,分布于会阴部、阴门或

阴茎。

06. 296　 髂外动脉　 external
 

iliac
 

artery,
 

arte-
ria

 

iliaca
 

externa(拉)
　 后肢动脉主干,约在第 5 腰椎腹侧处由腹主

动脉分出,沿骨盆前口向后下方延伸,至耻

骨前缘延续为股动脉。

06. 297　 旋髂深动脉　 deep
 

iliac
 

circumflex
 

ar-
tery,

 

arteria
 

circumflexa
 

iliaca
 

profun-
da(拉)

　 以短干起于髂外动脉前缘,分为前、后两支,
分别分布于髂腰肌、腹肌、腰最长肌和股阔

筋膜张肌、腹直肌、股外侧肌、股前淋巴结、
躯干皮肌。

06. 298　 股动脉　 femoral
 

artery,
 

arteria
 

femo-
ralis(拉)

　 髂外动脉的直接延续,在股薄肌 / 缝匠肌深

面伸向后肢远端,分布到股前部肌肉、股后

肌肉和皮肤以及股部小腿内侧的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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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299 　 腹壁浅动脉　 superficial
 

epigastric
 

ar-
tery,

 

arteria
 

epigastrica
 

superficialis
(拉)

　 起自股动脉,经腹股沟韧带的腹侧走向脐

部,与同名静脉伴行,分布于脐以后腹壁腹

侧的皮肤和浅筋膜。

06. 300　 股深动脉　 deep
 

femoral
 

artery,
 

arte-
ria

 

profunda
 

femoris(拉)
　 骨盆腔前口,约在耻骨前缘处由髂外动脉向

后分出,主干向前分出阴部腹壁干后,延续

为旋股内侧动脉,分布于阴囊、阴茎或乳房

以及股后肌群和股内侧肌群。

06. 301 　 旋股内侧动脉 　 medial
 

femoral
 

cir-
cumflex

 

artery,
 

arteria
 

circumflexa
 

femoris
 

medialis(拉)
　 股深动脉分出阴部腹壁干后的直接延续,分

布到股内侧肌群和股后肌群。

06. 302 　 旋股外侧动脉 　 lateral
 

femoral
 

cir-
cumflex

 

artery,
 

arteria
 

circumflexa
 

femoris
 

lateralis(拉)
　 股深动脉在股管内向前发出的分支,主要分

布到股前肌群。

06. 303　 腘动脉　 popliteal
 

artery,
 

arteria
 

pop-
litea(拉)

　 股动脉延续至膝关节后方的一段动脉,分支

分布于膝关节及附近的肌肉。

06. 304　 胫前动脉　 anterior
 

tibial
 

artery,
 

arte-
ria

 

tibialis
 

anterior(拉)
　 腘动脉的延续,沿胫骨前肌与胫骨背侧之间

向下延伸,至跗关节前方移行为足背动脉,沿
途发出分支分布于小腿背外侧肌肉和皮肤。

06. 305　 足背动脉　 dorsal
 

artery
 

of
 

foot,
 

arte-
ria

 

dorsalis
 

pedis(拉)
　 胫前动脉的延续,位于跗关节背侧,分出跗

外侧动脉和跗内侧动脉后,沿跖背侧延伸为

跖背侧第 3 动脉,分布于跖和趾的背侧,并

发出足底深支参与形成足底动脉弓。

06. 306　 跗外侧动脉　 lateral
 

tarsal
 

artery,
 

ar-
teria

 

tarsalis
 

lateralis(拉)
　 比跗内侧动脉粗大,于伸肌下支持带的下缘

处,发自足背动脉穿经趾短伸肌深面向外下

行,参与足背动脉网。

06. 307　 跗内侧动脉　 medial
 

tarsal
 

artery,
 

ar-
teriae

 

tarsales
 

mediales(拉)
　 于足背动脉起始处的内侧发出的数小支动

脉,绕足内侧缘至足底。

06. 308　 趾背动脉　 dorsal
 

digital
 

artery,
 

arte-
riae

 

digitales
 

dorsales(拉)
　 由跖背动脉在趾的基部分出的细小分支,分

布于趾背。

06. 309　 趾足底总动脉　 common
 

plantar
 

digit-
al

 

artery,
 

arteriae
 

digitales
 

plantares
 

communes(拉)
　 由足底动脉弓行于跖骨间隙,在跖趾关节处

分出的动脉,营养邻趾相对缘。

06. 310　 趾足底固有动脉　 proper
 

plantar
 

dig-
ital

 

artery,
 

arteriae
 

digitales
 

plantares
 

propriae(拉)
　 由跖底总动脉行至跖趾关节附近发出的两

支动脉,分布于各趾的相对缘。

06. 311 　 肺静脉 　 pulmonary
 

vein,
 

venae
 

pul-
monales(拉)

　 由肺内的毛细血管逐渐汇集而成,与肺动脉

和支气管伴行,最后汇合成 6 ~ 8 支,由肺门

出肺后注入左心房。

06. 312 　 心静脉 　 cardiac
 

vein,
 

venae
 

cordis
(拉)

　 心的静脉总称,包括心大静脉、心中静脉、心
右静脉及心小静脉。

06. 313　 冠状窦　 coronary
 

sinus,
 

sinus
 

corona-
rius(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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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腔静脉入口腹侧,心大静脉和心中静脉开

口右心房之处。

06. 314　 前腔静脉 　 anterior
 

vena
 

cava,
 

vena
 

cava
 

anterior(拉)
　 收集头颈、前肢和部分胸壁、腹壁静脉血入

右心房的短粗静脉干。 由左、右颈内静脉和

左、右颈外静脉,以及左、右锁骨下静脉于胸

前口处汇合而成。

06. 315　 颈内静脉　 internal
 

jugular
 

vein,
 

vena
 

jugularis
 

interna(拉)
　 一般较细或不存在,有的又很发达,由甲状

腺、喉部的静脉汇合而成,伴随颈总动脉后

行,左、右颈内静脉常在胸前口合并为一条,
注入左、右颈外静脉汇合处。

06. 316　 颈外静脉　 external
 

jugular
 

vein,
 

vena
 

jugularis
 

externa(拉)
　 引导头部血液的粗大静脉干,由舌面静脉和

上颌静脉在腮腺后下角汇合而成,在颈静脉

沟内向后延伸,注入前腔静脉。

06. 317　 腋静脉 　 axillary
 

vein,
 

vena
 

axillaris
(拉)

　 前肢深静脉的主干,位于腋动脉内侧,在臂

近端内侧承继臂静脉,接受前肢浅深部的全

部血液,向前向上绕过第 1 肋骨前缘注入前

腔静脉。

06. 318　 头静脉　 cephalic
 

vein,
 

vena
 

cephali-
ca(拉)

　 又称“臂皮下静脉”。 前肢浅静脉主干,从前

臂内侧面上行经前臂前面至臂头肌与胸浅

肌之间的沟中继续向上向内延伸,注入颈外

静脉。

06. 319 　 副头静脉 　 accessory
 

cephalic
 

vein,
 

vena
 

cephalica
 

accessoria(拉)
　 又称“副皮下静脉”。 由掌背侧(第 3)静脉

向上延伸而成,在前臂前内侧中部皮下注入

头静脉。

06. 320 　 奇静脉 　 azygos
 

vein,
 

vena
 

azygos
(拉)

　 接受部分胸壁和腹壁以及气管和食管的静

脉血,注入右心房。

06. 321　 后腔静脉　 posterior
 

vena
 

cava,
 

vena
 

cava
 

posterior(拉)
　 汇集腹部和盆部、尾部及后肢静脉血入右心

房的粗大静脉干。 由左、右髂总静脉在第 5
(6)腰椎腹侧汇合而成,其属支有肝静脉、肾
静脉、睾丸静脉 / 卵巢静脉、髂总静脉。

06. 322 　 肝静脉 　 hepatic
 

vein,
 

venae
 

hepati-
cae(拉)

　 肝内数条由门静脉形成的毛细血管网汇合

而成的静脉,在肝的腔静脉沟直接注入后腔

静脉。

06. 323 　 肝门静脉 　 hepatic
 

portal
 

vein,
 

vena
 

portae
 

hepatis(拉)
　 由胃十二指肠静脉、脾静脉、肠系膜前静脉、

肠系膜后静脉汇集而成,位于后腔静脉腹

侧,为引导胃、脾、胰、小肠、大肠(直肠后段

除外)的静脉血入肝的粗短静脉干。

06. 324　 肝圆韧带　 ligamentum
 

teres
 

hepatis,
 

ligamentum
 

teres
 

hepatis(拉)
　 胎儿出生后,脐静脉闭锁萎缩形成肝的圆韧

带。

06. 325　 髂总静脉 　 common
 

iliac
 

vein,
 

vena
 

iliaca
 

communis(拉)
　 后肢、盆部、尾部的静脉主干,由髂内静脉和

髂外静脉在盆腔前口处汇集而成,与对侧髂

总静脉汇合成后腔静脉。

06. 326 　 髂内静脉 　 internal
 

iliac
 

vein,
 

vena
 

iliaca
 

interna(拉)
　 盆腔静脉的主干,位于髂内动脉的背内侧,

其属支有臀前静脉、臀后静脉、输精管静脉、
前列腺静脉、阴部内静脉等,均与同名动脉

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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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327　 闭孔静脉 　 obturator
 

vein,
 

venae
 

ob-
turatoriae(拉)

　 与同名动脉和神经伴行,收集股内侧肌群和

髋关节部的血液,汇入髂内静脉。

06. 328 　 髂外静脉 　 external
 

iliac
 

vein,
 

vena
 

iliaca
 

externa(拉)
　 后肢静脉的主干,股静脉的直接延续,与同

名动脉伴行沿盆壁斜向内、向前至荐髂关节

前方与髂内静脉汇合成髂总静脉。

06. 329　 股静脉　 femoral
 

vein,
 

vena
 

femoralis
(拉)

　 由腘静脉向上延续,与股动脉伴行而上至腹

股沟韧带深部下缘处移行于髂外静脉,沿途

收集与股动脉分支同名的属支及大隐静脉

的回流,其外径一般比伴行动脉略粗。

06. 330　 隐静脉　 saphenous
 

vein,
 

vena
 

saphe-
na

 

(拉)
　 后肢的浅静脉干,包括隐大静脉和隐小静

脉。 隐大静脉在跗关节内侧起于足底内侧

静脉,注入股静脉;隐小静脉起于蹄静脉丛,
上行注入隐大静脉。

06. 331　 胸导管　 thoracic
 

duct,
 

ductus
 

thorac-
icus(拉)

　 全身最大的淋巴管道,起始于乳糜池,于胸

腔前口处注入前腔静脉或左颈静脉。 收集

两后肢、盆腔器官、腹壁、腹腔内器官、胸壁

左半部、胸腔内器官、左前肢以及头、颈左半

部的淋巴。

06. 332　 乳糜池　 cisterna
 

chyli,
 

cisterna
 

chyli
(拉)

　 胸导管的起始部,呈长梭形膨大,位于最后

胸椎和前 1 ~ 3 腰椎腹侧,在腹主动脉和右

膈脚之间。

06. 333　 腮淋巴结 　 parotid
 

lymph
 

node,
 

lym-
phonodi

 

parotidei(拉)
　 位于颞下颌关节后下方,部分或全部被腮腺

覆盖。 输入淋巴管引流头上半部皮肤、肌

肉、鼻腔后部、唇、颊、外耳、眼部的淋巴,输
出淋巴管注入咽后内、外侧淋巴结。

06. 334 　 下颌淋巴结 　 mandibular
 

lymph
 

node,
 

lymphonodi
 

mandibularis(拉)
　 位于下颌间隙,主要引流头下半部的皮肤和

肌肉、口腔、鼻腔下半部以及唾液腺的淋巴,
输出淋巴管主要汇入咽后外侧淋巴结。

06. 335　 腋淋巴结　 axillary
 

lymph
 

node,
 

lym-
phonodi

 

axillares(拉)
　 肩关节与胸壁间一群淋巴结的总称。 输入

淋巴管引流前肢、胸下壁和腹底壁前部皮肤

的淋巴。 输出淋巴管汇入颈深后淋巴结或

颈静脉。

06. 336 　 颈浅淋巴结 　 superficial
 

cervical
 

lymph
 

node,
 

lymphonodi
 

cervicales
 

superficiales(拉)
　 又称“肩前淋巴结”。 牛、马、羊的位于肩关

节前上方。 猪的分为背侧和腹侧两群,颈浅

背侧淋巴结位于肩关节前上方,颈浅腹侧淋

巴结则位于腮腺后缘和胸头肌之间。 收集

颈部、前肢和胸壁的淋巴,汇入胸导管或右

淋巴导管。

06. 337　 乳房淋巴结 　 mammary
 

lymph
 

node,
 

lymphonodi
 

mammarii(拉)
　 位于乳房的后上方,猪的位于倒数第 2 对乳

头的外侧。 输入管收集腹底壁的肌肉、皮

肤、股内侧、乳房和外生殖器等处的淋巴,输
出管注入髂内侧淋巴结。

06. 338　 肋间淋巴结　 intercostal
 

lymph
 

node,
 

lymphonodi
 

intercostales(拉)
　 位于各肋间隙近端的胸膜下,输入淋巴管收

集胸背部肌肉、胸椎、肋间肌及胸膜等处的

淋巴,输出淋巴管注入胸主动脉淋巴结或纵

隔淋巴结。

06. 339　 纵隔淋巴结　 mediastinal
 

lymph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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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mphonodi
 

mediastinales(拉)
　 牛、马有 3 群,即纵隔前、中、后淋巴结,分别

位于心前、心后和心纵隔内。 羊、猪有两群,
无纵隔后淋巴结。 输入淋巴管收集食管、气
管、肺、心包、纵隔和胸腺等处的淋巴,输出

淋巴管注入胸导管或右淋巴导管。

06. 340 　 腹壁淋巴结 　 igastric
 

lymph
 

node,
 

lymphonodi
 

epigastricus(拉)
　 位于近耻骨处的腹直肌内面,收集腹壁、乳

房等处的淋巴,汇入髂内侧淋巴结。

06. 341 　 腹腔淋巴结 　 celiac
 

lymph
 

node,
 

lymphonodi
 

celiaci(拉)
　 位于腹腔动脉起始部周围,收集脾和肝的淋

巴,输出管汇入腹腔淋巴干。 腹腔淋巴干注

入乳糜池,或和肠淋巴干汇合成内脏淋巴

干,注入乳糜池。

06. 342 　 髂下淋巴结 　 lymphonodi
 

subiliaci,
 

lymphonodi
 

subiliaci(拉)
　 又称“股前淋巴结”或“膝上淋巴结”。 为一

大而长的淋巴结,位于膝关节前上方,阔筋

膜张肌前缘皮下。 输入管收集腹侧壁、骨

盆、股部、小腿部等处的淋巴,输出管汇入髂

外侧淋巴结和髂内侧淋巴结。

06. 343　 腹股沟浅淋巴结　 superficial
 

inguinal
 

lymph
 

node,
 

lymphonodi
 

inguinales
 

su-
perficiales(拉)

　 位于腹底壁后部,大腿内侧,在腹股沟管皮

下环附近。 公畜的称为阴囊淋巴结,位于阴

茎背侧,精索后上方。 母畜的称为乳房淋巴

结,位于乳房的后上方,在猪中则位于倒数

第 2 对乳头的外侧。 输入管收集腹底壁的

肌肉、皮肤、股内侧、阴囊、乳房和外生殖器

等处的淋巴,输出管注入髂内侧淋巴结。

06. 344 　 腹股沟深淋巴结 　 deep
 

inguinal
 

lymph
 

node,
 

lymphonodi
 

inguinales
 

profundi(拉)
　 又称“髂股淋巴结”。 位于股管上部,在耻骨

肌和缝匠肌之间,较长。 收集后肢和腹壁等

处的淋巴,输出管汇入髂内侧淋巴结。

06. 345 　 腘淋巴结 　 popliteal
 

lymph
 

node,
 

lymphonodi
 

popliteales(拉)
　 位于膝关节后方,腓肠肌外侧头近端的表

面,被夹于臀股二头肌和半腱肌之间。 输入

管引流小腿部以下的淋巴,输出管注入髂内

侧淋巴结或坐骨淋巴结。

06. 346　 脾　 spleen,
 

splen(拉),
 

lien(拉)
　 体内最大的淋巴器官,位于腹前部,胃左侧。

具有造血(产生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灭血

(破坏衰老的红细胞和血小板)、贮血、滤血

和参与机体免疫活动等功能。

06. 347　 脾门 　 hilum
 

of
 

spleen,
 

hilum
 

spleni-
cum(拉)

　 位于脾的前缘内侧面(脏面),为脾动脉、脾
静脉和神经、淋巴管进出之处。 在猪、马此

处附近还有脾淋巴结。

06. 348 　 血淋巴结 　 haemolymph
 

node,
 

lym-
phonodi

 

hemalis(拉)
　 较小,呈圆形或卵圆形,紫红色。 主要分布

于主动脉附近、胸腹腔脏器的表面和血液循

环的通路上,有滤血的作用,也有造血和免

疫功能。 其结构与淋巴结和脾相似,但更接

近于后者,没有输入淋巴管和输出淋巴管。

06. 349 　 腔上囊 　 bursa
 

of
 

Fabricius,
 

bursa
 

Fabricii(拉)
　 禽类特有的淋巴器官,位于泄殖腔背侧,开

口于肛道。 性成熟后开始退化为小的遗迹,
直至完全消失。 是产生 B 淋巴细胞的初级

淋巴器官。

06. 350　 胸腺　 thymus,
 

thymus(拉)
　 位于心前纵隔内及颈部气管两侧,呈红色或

粉红色。 单蹄类和肉食动物的胸腺主要在

胸腔内,猪和反刍动物的胸腺在颈部也很发

达。 胸腺在幼畜发达,性成熟时体积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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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逐渐萎缩退化,到老龄时几乎全被脂肪

组织所代替,但并不完全消失。

06. 351 　 神经系统 　 nervous
 

system,
 

systema
 

nervosum(拉)
　 动物体内能够接受刺激并将其转变为神经

冲动进行传导,通过分析整合,调节机体活

动的结构。 可分为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主
要由神经组织构成。

06. 352　 神经元　 neuron,
 

neuron(拉)
　 即神经细胞,由胞体和突起两部分组成,是

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单位。

06. 353　 神经　 nerve,
 

nervus(拉)
　 周围神经系统内由多量神经纤维聚集形成

的白色索状或带状结构,连于中枢神经与外

周器官之间,遍布全身,粗细不等,通常内含

感觉纤维、运动纤维和自主神经纤维。

06. 354　 神经节　 ganglion,
 

ganglion(拉)
　 周围神经系统内沿神经径路上存在的结节

状膨大,由成群的神经元胞体、树突、轴突末

梢以及穿插其间的神经纤维束组成。 可分

为自主神经节和感觉神经节两类。

06. 355 　 灰质 　 gray
 

matter,
 

substantia
 

grisea
(拉)

　 中枢神经系统内由大量神经元胞体、树突以

及轴突终末聚集而成的组织,呈淡灰红色,
是神经系统内建立复杂神经联系,特别是形

成反射中枢的部位。 在脑表面形成较均匀

一层的称为皮质;在脑的深部形成大小不一

团块的称为神经核。

06. 356 　 白质 　 white
 

matter,
 

substantia
 

alba
(拉)

　 中枢神经系统内由大量神经纤维聚集形成

的白色组织。 大量起源和终末相似的神经

纤维平行排列构成神经束(路),形成神经

冲动的传导通路,如皮质脊髓侧束。

06. 357　 网状结构　 reticular
 

formation,
 

forma-

tio
 

reticularis(拉)
　 脑干内弥散分布的神经纤维束相互交织成

网状,网眼内分布大小不一的灰质小块,形
成白质、灰质错综复杂的组织,是躯体反射

和内脏反射的重要联络站或中枢,也是维持

觉醒、调节睡眠的神经结构。

06. 358 　 中枢神经系统 　 central
 

nervous
 

sys-
tem,

 

systema
 

nervosum
 

centrale(拉)
　 包括脑和脊髓,主要由大量中间神经元、上

行传导束、下行传导束和神经胶质细胞构

成。 能感受刺激、分析和综合各种神经信

息,并通过传出神经调节机体对内、外环境

改变做出反应,以保证机体各部间机能活动

以及机体与外部环境的协调统一。

06. 359 　 周围神经系统 　 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
 

systema
 

nervosum
 

peripheri-
cum(拉)

　 由联系中枢神经系统与感受器、效应器间的

神经干、神经节、神经束、神经末梢组成,包
括脑神经、脊神经和自主神经。

06. 360 　 自主神经系统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systema
 

nervosum
 

autonomi-
cum(拉)

　 周围神经系统中分布于心肌、平滑肌和腺体

的神经纤维,包含感觉(传入)神经纤维和运

动(传出)神经纤维及其神经节。 其中运动

纤维也称内脏运动神经(植物性神经),分为

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

06. 361 　 脊髓 　 spinal
 

cord,
 

medulla
 

spinalis
(拉)

　 中枢神经系统的低级部分,呈索状存在于椎

管内,由大量上、下行的传导束和“ H” 形灰

质组成,具有反射和传导功能。

06. 362 　 颈膨大 　 cervical
 

enlargement,
 

intu-
mescentia

 

cervicalis(拉)
　 颈段脊髓与胸段脊髓交界处,脊髓直径增大

形成的膨大部,是支配前肢的脊髓节段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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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的体现。

06. 363 　 腰荐膨大 　 lumbosacral
 

enlargement,
 

intumescentia
 

lumbosacralis(拉)
　 腰段脊髓后部及荐段脊髓的直径增大形成

的膨大部,是支配后肢的脊髓节段功能强化

的体现。

06. 364 　 脊髓圆锥 　 conus
 

medullaris,
 

conus
 

medullaris(拉)
　 脊髓在腰荐膨大向后急剧变细形成的圆锥

状末端。

06. 365 　 马尾 　 cauda
 

equina,
 

cauda
 

equina
(拉)

　 脊髓圆锥、终丝及其周围的荐神经、尾神经、
神经根的总称。

06. 366　 中央管　 central
 

canal,
 

canalis
 

centra-
lis(拉)

　 位于脊髓灰质中央的一条细管,纵贯脊髓全

长,内含脑脊髓液。

06. 367　 脊髓灰质　 gray
 

matter
 

of
 

spinal
 

cord,
 

substantia
 

grisea
 

medullae
 

spinalis
(拉)

　 由脊髓内部的神经元胞体及神经毡构成,横
断面观呈 “ H” 形或蝶形, 可分为背侧角

(柱)、腹侧角(柱)和外侧角(柱)。

06. 368 　 脊髓白质 　 white
 

matter
 

of
 

spinal
 

cord,
 

substantia
 

alba
 

medullae
 

spina-
lis(拉)

　 位于脊髓浅部,由大量纵走的神经纤维聚集

而成,外观呈乳白色,内含上、下行传导束。

06. 369　 脑　 brain,
 

encephalon(拉)
　 中枢神经系统位于颅腔内的部分,由胚胎期

神经管的前端发育而成。 可分为端脑、间

脑、小脑、脑干 4 部分。

06. 370 　 脑干 　 brain
 

stem,
 

truncus
 

encephali
 

(拉)

　 包括中脑、脑桥和延髓,由脑神经的核团、中
继核、上行传导神经、下行传导神经和发达

的网状结构组成,是许多躯体反射和内脏反

射的中枢。

06. 371　 延髓　 medulla
 

oblongata,
 

medulla
 

ob-
longata(拉)

　 脑干的后部,从桥延沟延至第一脊神经根水

平,呈前宽后窄的楔状。 可分为前部槽状的

开张部和后部圆柱状的闭合部,发出第 6 ~
12 对脑神经。 内含众多的脑神经核、中继

核和上行传导束、下行传导束。 一些重要的

生命中枢如咳嗽、泌涎、吞咽、呕吐、呼吸、心
血管中枢位于延髓内。

06. 372　 锥体　 pyramid,
 

pyramis(拉)
　 延髓腹正中裂两旁一对纵走的隆起,向后于

锥体交叉处消失,由锥体束纤维构成。

06. 373 　 锥体交叉 　 pyramidal
 

decussation,
 

decussatio
 

pyramidum(拉)
　 跨越锥体末端腹正中裂处的 3 ~ 5 条锥体束

纤维相互交叉,由此实现对侧支配。

06. 374　 斜方体　 trapezoid
 

body,
 

corpus
 

trape-
zoideum(拉)

　 位于延髓前端腹侧面,锥体两侧的横向隆

起,由耳蜗核发出的二级听觉纤维构成,该
部纤维在锥体束背侧越边,在对侧形成外侧

丘系上行。

06. 375 　 第四脑室 　 fourth
 

ventricle
 

of
 

cere-
brum,

 

ventriculus
 

quartus
 

cerebri
 

(拉)
　 位于延髓、脑桥与小脑之间的腔隙,其底和

侧壁由菱形窝构成,室盖由前髓帆、小脑白

质、脉络丛和后髓帆构成。 其内充满脑脊

液,并以孔与蛛网膜下腔相通。

06. 376　 小脑下脚 　 inferior
 

cerebellar
 

pedun-
cle,

 

corpus
 

restiforme(拉)
　 又称“绳状体( restiform

 

body)”。 占据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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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后半部侧壁的大部,为楔结节前方菱形窝

侧缘与后外侧沟之间的区域,主要由脊髓小

脑束和橄榄小脑束纤维构成。

06. 377　 中缝　 raphe,
 

raphe(拉)
　 脑干横切面上被盖中线的区域,主要由中缝

核群和纵走的纤维束构成。 在调节运动、体
温、睡眠、痛觉等方面发挥作用。

06. 378　 脑桥　 pons,
 

pons(拉)
　 脑干的中部,介于延髓和大脑脚之间,小脑

的腹侧,其腹侧面具有宽大的横向隆起,由
基底和被盖组成。

06. 379　 小脑中脚 　 middle
 

cerebellar
 

pedun-
cle,

 

pedunculus
 

cerebellaris
 

medius
(拉)

　 又称“脑桥臂(brachium
 

pontis)”。 3 对小脑

脚中最大的 1 对,由脑桥基底的神经纤维向

两侧集中形成,进入小脑。

06. 380　 小脑上脚　 superior
 

cerebellar
 

pedun-
cle,

 

pedunculus
 

cerebellaris
 

rostralis
(拉)

　 又称“结合臂(brachium
 

conjunctivum)”。 联

系小脑与中脑的粗大纤维束,构成菱形窝前

半部的侧壁,主要由小脑核发出的纤维组

成,向前进入中脑,抵止于红核和丘脑腹后

外侧核。

06. 381　 菱形窝　 rhomboid
 

fossa,
 

fossa
 

rhom-
boidea(拉)

　 即第四脑室底,脑桥及延髓开张部背侧面形

成的结构。 窝的侧界为小脑中脚(脑桥臂)、
小脑前脚(结合臂)、绳状体和楔结节,窝底

深侧含有重要的脑神经核团。

06. 382　 闩　 bar,
 

obex(拉)
　 又称“写翖”。 位于菱形窝后角,由两侧第四

脑室带汇合形成的三角形白质板,状如笔

尖,内含越边的神经纤维。

06. 383　 中脑　 midbrain,
 

mesencephalon(拉)

　 脑干的前部,位于间脑和脑桥之间,由背侧

的顶盖(四叠体)和腹侧的大脑脚构成。

06. 384 　 中脑顶盖 　 tectum
 

of
 

midbrain,
 

tec-
tum

 

mesencephali(拉)
　 又称“四叠体”。 中脑内位于中脑水管背侧

的部分,主要包含一对前丘和一对后丘,分
别为视觉和听觉通路上的皮质下中枢。

06. 385 　 中脑被盖 　 tegmentum
 

of
 

midbrain,
 

tegmentum
 

mesencephali(拉)
　 大脑脚的一部分,位于顶盖与黑质之间的部

分,内含网状结构、脑神经核、中继核和上行

传导束、下行传导束,其中有重要的中继

核———红核。

06. 386 　 上丘 　 rostral
 

colliculus,
 

colliculus
 

rostralis(拉)
　 中脑顶盖的前背侧部一对圆丘形隆起,为视

觉通路上的皮质下中枢。

06. 387 　 尾侧丘 　 caudal
 

colliculus,
 

colliculus
 

caudalis(拉)
　 中脑顶盖的后腹侧部,位于前丘后腹侧的一

对圆丘形隆起,为听觉通路上的皮质下中枢。

06. 388　 大脑脚　 cerebral
 

peduncle,
 

peduncu-
lus

 

cerebri(拉)
　 中脑水管腹侧的部分,由中脑被盖和大脑脚

底两部分构成。

06. 389　 大脑脚底　 base
 

of
 

cerebral
 

peduncle,
 

crus
 

cerebri(拉)
　 脑腹侧面上脑桥前方一对相互分开的纵行

隆起,表面有动眼神经走出,由背侧的黑质

和腹侧的纵行纤维束构成。

06. 390 　 中脑水管 　 cerebral
 

aqueduct,
 

aque-
duct

 

mesencephali(拉)
　 位于中脑内部,为连通第三脑室和第四脑室

的狭窄通道,充满脑脊液,由前 3 个脑室产

生的脑脊液经由此管流至第四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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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391 　 黑质 　 black
 

substance,
 

substantia
 

nigra
 

(拉)
　 位于大脑脚底背侧部的,具有色素和铁质的

灰质板,由密部和网状部组成,内含多巴胺

能神经元,为锥体外系的重要调节中枢。

06. 392　 小脑　 cerebellum,
 

cerebellum(拉)
　 位于延髓和脑桥背侧的球形脑部,由皮质、

髓质和髓质中的小脑核构成,为躯体运动的

重要调节中枢。

06. 393　 小脑蚓　 vermis,
 

vermis(拉)
　 小脑中线区域前后向的纵行隆起,由各小脑

叶中间隆起形成。 其后部与半球间有明确

的纵沟为界,外观呈蠕虫状,中部和前部与

半球间无明确界线。 主要构成旧小脑,参与

肌张力的调节并维持姿势。

06. 394 　 小脑半球 　 cerebellar
 

hemisphere,
 

hemispherium
 

cerebelli(拉)
　 小脑两侧形如半球的部分。 每侧半球又由

深浅不同的脑沟划分为若干部分,包括中央

叶翼、方形小叶、单小叶、套状小叶、正中旁

小叶、背侧旁绒球和腹侧旁绒球以及绒球。
除绒球外,整个小脑半球属于新小脑,与调

节随意运动有关。 绒球则与蚓小结共同组

成绒球小结叶,与维持身体平衡有关。

06. 395 　 间脑 　 diencephalon,
 

diencephalon
(拉)

　 前脑的后部,位于端脑和脑干之间的脑部。
后界在后联合区,前至室间孔,外界与端脑愈

合,腹界显露于脑表面,包括视交叉、灰结节、
漏斗和乳头体。 可分为丘脑、上丘脑、后丘

脑、底丘脑和下丘脑,是皮质下感觉整合中枢

及自主神经活动和神经内分泌整合中枢。

06. 396 　 上丘脑 　 epithalamus,
 

epithalamus
(拉)

　 间脑的后背侧缘部,包括髓纹、缰核、缰和松

果体。 髓纹是一复杂的纤维束,起于丘脑前

核、隔区、外侧视前区等,抵止于缰核;缰连

系于缰核和松果体之间。

06. 397　 缰　 habenula,
 

habenula(拉)
　 连接松果体与缰三角之间的一对短柄状结

构,由髓纹和缰核发出的纤维组成。 双侧缰

在松果体基部越边形成缰连合。

06. 398　 丘脑　 thalamus,
 

thalamus(拉)
　 间脑的背侧部分,为一对大的卵圆形灰质团

块,占间脑总体积的 80%左右,斜向位于大

脑脚前端,内含众多核团,包括边缘系统的

中继核群(前核群)、感觉中继核群和锥体外

系的联络性核群,是一个复杂的皮质下感觉

整合中枢。

06. 399　 后丘脑　 metathalamus,
 

metathalamus
(拉)

　 由外侧膝状体和内侧膝状体组成,占据间脑

的后外侧部,分别是视觉和听觉的皮质下中

继核。

06. 400　 内侧膝状体　 medial
 

geniculate
 

body,
 

corpus
 

geniculatum
 

mediale(拉)
　 外侧膝状体腹内侧的一个圆形隆凸,以后丘

臂与四叠体后丘相连,内含内侧膝状体核,
为听觉的皮质下中枢。

06. 401　 外侧膝状体　 lateral
 

geniculate
 

body,
 

corpus
 

geniculatum
 

laterale(拉)
　 占据丘脑后外侧极的一个丘状隆凸,表面为

大量视束的纤维,深部有外侧膝状体核,为视

觉的皮质下中枢。 由外侧膝状体发出的纤维

组成视放射,投射到大脑半球的枕叶。

06. 402　 下丘脑　 hypothalamus,
 

hypothalamus
(拉)

　 又称“丘脑下部”。 为丘脑下沟腹侧的间脑

部分,前界达视交叉前缘,向后达乳头体后

缘,包括视前区、视上区、结节区和乳头体

区。 其作用有:(1)作为自主神经系统重要

的皮质下中枢,发挥调节内脏活动、体温、摄
食、饮水、机体能量平衡、水盐代谢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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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边缘系统的组成,与情绪、记忆、生
殖活动等有关;(3)作为神经内分泌皮质下

整合中枢,通过下丘脑-垂体-靶腺轴调节机

体机能。

06. 403 　 漏斗 　 infundibulum,
 

infundibulum
(拉)

　 神经垂体漏斗状的柄,包括背侧的正中隆起

和腹侧的漏斗柄,上接灰结节,下接神经垂

体。 漏斗壁内含结节漏斗束和结节垂体束,
不仅是神经内分泌性轴突到达神经部的必

经之路,而且是下丘脑通过垂体门脉系统调

控腺垂体活动的枢纽。

06. 404 　 底丘脑 　 subthalamus,
 

ventral
 

thala-
mus,

 

thalamus
 

ventralis(拉)
　 又称“腹侧丘脑”。 间脑的腹外侧部,介于丘

脑和黑质之间,包括底丘脑核、脚内核、豆核

襻、未定带、豆核束,是锥体外系的一个组成

部分。

06. 405　 第三脑室　 third
 

ventricle,
 

ventriculus
 

tertius(拉)
　 两侧间脑间的脑室,呈垂直窄腔。 由于丘脑

间黏合突入室腔,第三脑室呈左右压扁的环

形。 在室的顶壁上有第三脑室脉络组织,具
有分泌脑脊液的功能。

06. 406　 大脑　 cerebrum,
 

cerebrum(拉)
　 又称“端脑”。 脑的最大部分,包含两侧大脑

半球及其纤维联系。

06. 407　 大脑回　 cerebral
 

gyri,
 

gyri
 

cerebrales
(拉)

　 大脑半球表面的嵴状隆起。 家畜主要有十

字前回、十字后回、扣带回、薛氏前回、薛氏

后回等,是大脑皮质功能定位和分叶的天然

标志。

06. 408 　 大脑沟 　 cerebral
 

sulci,
 

sulci
 

cere-
brales(拉)

　 大脑半球皮质表面相邻回间的沟裂。 是大

脑分叶和脑回划分的重要参考标志。

06. 409 　 大脑纵裂 　 cerebral
 

longitudinal
 

fis-
sure,

 

fissura
 

longitudinalis
 

cerebralis
(拉)

　 大脑两半球间的纵向深沟,由脑硬膜形成的

大脑镰伸入裂内,其底有胼胝体,将左右大

脑半球连接起来。

06. 410　 大脑横裂　 cerebral
 

transverse
 

fissure,
 

fissura
 

transversa
 

cerebralis(拉)
　 大脑半球与小脑之间呈“人”字形的横向深

沟,向前可延伸到大脑半球与丘脑之间,由
脑硬膜形成的小脑幕伸入裂内。

06. 411　 透明隔　 pellucid
 

septum,
 

septum
 

pel-
lucidum(拉)

　 连于胼胝体和穹窿之间的三角形透明隔膜,
为侧脑室前角的内侧壁。

06. 412　 边缘系 　 limbic
 

system,
 

systema
 

lim-
bicum(拉)

　 由大脑边缘叶(扣带回、隔区、旁海马回等)
及其功能和结构上密切联系的皮质下结构

组成的系统,包括大脑边缘叶、海马结构、杏
仁核簇、丘脑前核、下丘脑、上丘脑、中脑脚

间核等。 与内脏活动、神经内分泌、情绪与

记忆等密切相关。

06. 413 　 海马 　 hippocampus,
 

hippocampus
(拉)

　 嗅脑的一个组成部分,位于侧脑室后半部底

壁,为向后上方隆凸的弯曲棒状体,由分子

层、锥体细胞层和多形层构成。 与动物的近

期记忆、情绪活动和内脏活动有密切关系。

06. 414 　 嗅脑 　 rhinencephalon,
 

rhinencepha-
lon(拉)

　 位于大脑半球的底面,分为底部、隔部和边

缘部。 底部包括嗅球、副嗅球、嗅脚、内侧嗅

束、外侧嗅束和梨状叶 ( 含嗅三角和前穿

质);隔部包括胼胝体下回、终板前回和斜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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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回;边缘部包括海马、齿状回、束状回和胼

胝体上回。 大部分与嗅觉无关,而与内脏活

动、情绪、记忆等有关,属于边缘系。

06. 415　 嗅球　 olfactory
 

bulb,
 

bulbus
 

olfactori-
us(拉)

　 大脑半球前腹侧的卵圆形灰质团块。 位于

筛骨窝内,表面有许多嗅丝(即嗅神经) 附

着,向后与嗅脚相连,属于嗅脑的一部。

06. 416　 基底核 　 basal
 

nuclei,
 

nuclei
 

basales
(拉)

　 位于大脑半球基底部白质内的灰质团块,包
括尾状核、壳、苍白球、屏状核、杏仁核。 其

中尾状核、壳和苍白球属于皮质下运动整合

中枢,杏仁核的大部分属于边缘系。

06. 417　 胼胝体　 corpus
 

callosum,
 

corpus
 

cal-
losum(拉)

　 位于大脑纵裂沟底,由巨大横行的纤维束构

成,连接大脑两半球广泛的新皮质区域。 在

脑正中切面上呈宽厚的弓形白质板,可分为

嘴部、膝部、干部和压部。

06. 418　 穹窿　 fornix,
 

fornix(拉)
　 连于海马和乳头体间的弓状纤维束。 纤维

起于海马锥体细胞,先后集中形成海马室床

层、海马伞、穹窿脚、穹窿体和穹窿柱,发出

纤维抵止于乳头体、下丘脑前区、外侧视前

区、丘脑前核、隔核、斜角带核,也包含向海

马传入的纤维。

06. 419　 侧脑室 　 lateral
 

ventricle,
 

ventriculus
 

lateralis(拉)
　 又称“ 第 1、第 2 脑室”。 大脑半球内的空

腔,其顶壁为胼胝体、底壁前部为尾状核,后
部为海马,内含脑脊液。

06. 420　 硬膜　 dura
 

mater,
 

dura
 

mater(拉)
　 被覆在脑和脊髓外面的一层坚韧致密的结缔

组织膜。 分为脊硬膜和脑硬膜,脑硬膜由颅

骨骨内膜与硬膜愈合而成,其内可含有静脉

窦;脊硬膜仅为一层硬膜,在脊硬膜与椎管骨

膜间形成硬膜外腔,内含脂肪和椎内静脉。

06. 421 　 大脑镰 　 cerebral
 

falx,
 

falx
 

cerebri
(拉)

　 脑硬膜向大脑纵裂突入的镰刀状皱襞,向后

终止于小脑幕,内含矢状窦。

06. 422　 小脑幕　 tentorium
 

of
 

cerebellum,
 

ten-
torium

 

cerebelli(拉)
　 脑硬膜向大脑横裂突入的横向皱襞,将大脑

枕极与小脑隔开。

06. 423 　 硬膜下腔 　 subdural
 

cavity,
 

cavum
 

subdurale(拉)
　 硬膜与蛛网膜之间狭窄的间隙,内含少量液

体。

06. 424 　 硬膜外腔 　 epidural
 

cavity,
 

cavum
 

epidurale(拉)
　 脊硬膜与椎管内表面之间的腔隙,充满脂肪

和椎内静脉。

06. 425　 蛛网膜　 arachnoid
 

membrane,
 

arach-
noidea(拉)

　 分布于硬膜与软膜之间的透明而富有弹性

的膜。 膜的深面发出丝状小梁抵达软膜,并
在小梁内或小梁间有小血管通过。

06. 426 　 蛛网膜下腔 　 subarachnoid
 

cavity,
 

cavum
 

subarachnoideale(拉)
　 蛛网膜与软膜之间的腔隙,内含脑脊液。 使

脑和脊髓处于液体包围中,减轻脑脊髓的机

械振动。 在某些部位扩大为池,如终池、小
脑延髓池等,其中一些是穿刺和采集脑脊液

的部位。

06. 427　 软膜　 pia
 

mater,
 

pia
 

mater(拉)
　 紧贴脑、脊髓表面的富含血管的一层薄膜,

随脑表面沟回起伏,不易剥离。 与蛛网膜合

称脑脊髓柔软膜,具有相似的组织结构。

06. 428 　 脑脊液 　 cerebrospinal
 

fluid,
 

liqu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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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ebrospinalis(拉)
　 无色透明的液体,由各脑室脉络丛产生,充

满于各脑室、中脑水管、脊髓中央管和蛛网

膜下腔,并最终由矢状窦流回静脉。 具有营

养脑脊髓、减轻运动对脑脊髓的机械振动、
维持颅内压、传递信息等作用。

06. 429　 嗅神经 　 olfactory
 

nerve,
 

nervi
 

olfac-
torii(拉)

　 第Ⅰ对脑神经,为嗅细胞中枢突组成的数十

条纤维束,穿越筛板止于嗅球,传导嗅觉到

中枢神经。

06. 430 　 视神经 　 optic
 

nerve,
 

nervus
 

opticus
(拉)

　 第Ⅱ对脑神经,由视网膜节细胞的轴突组

成,经眼球后极离开眼球,穿越视神经孔进

入颅内,抵达视交叉,传递视觉。

06. 431 　 动眼神经 　 oculomotor
 

nerve,
 

nervus
 

oculomotorius(拉)
　 第Ⅲ对脑神经,为眼球肌运动神经,含有一

般躯体运动纤维和副交感节前纤维,神经形

成后经大脑脚腹侧面出脑,分布于上眼睑提

肌及除眼外直肌、眼上斜肌、眼球退缩肌之

外的所有眼内肌。 副交感节前纤维由腹支

走出,抵止于睫状节,换元后分布于睫状肌、
瞳孔括约肌。

06. 432 　 滑车神经 　 trochlear
 

nerve,
 

nervus
 

trochlearis(拉)
　 第Ⅳ对脑神经,为眼球肌运动神经,内含一般

躯体运动纤维,由中脑背侧面出脑,经眶孔

(马)或眶圆孔(牛)出颅,分布于眼上斜肌。

06. 433 　 三叉神经 　 trigeminal
 

nerve,
 

nervus
 

trigeminus(拉)
　 第Ⅴ对脑神经,是最粗最大的脑神经,为混

合神经,内含一般躯体感觉纤维和特殊内脏

运动纤维,以感觉根和运动根经脑桥出脑,
感觉根分为眼神经、上颌神经和下颌神经,
运动根加入下颌神经中。 感觉纤维支配头

面部一般感觉(触、压、痛、温觉) 和本体感

觉,运动纤维分布于咀嚼肌。

06. 434　 展神经 　 abducent
 

nerve,
 

nervus
 

ab-
ducens(拉)

　 第Ⅵ对脑神经,含一般躯体运动纤维,由脑

干腹侧面的桥延沟出脑,向前经眶孔(马)或
眶圆孔(牛)出颅,分布至眼外直肌和眼球退

缩肌。

06. 435 　 面神经 　 facial
 

nerve,
 

nervus
 

facialis
(拉)

　 第Ⅶ对脑神经,属混合神经,由延髓前端斜

方体外端出脑,含有 5 种纤维:一般躯体感

觉纤维、一般内脏感觉纤维、特殊内脏运动

纤维、特殊内脏感觉纤维和副交感节前纤

维。 其中特殊内脏运动纤维支配面肌、眼轮

匝肌、耳郭肌、耳内肌;特殊内脏感觉纤维支

配舌前 2 / 3 的味蕾,主司味觉;副交感节前

纤维在翼腭神经节和下颌神经节形成突触,
节后纤维分布于泪腺、鼻腺、颊腺、舌下腺和

下颌腺。

06. 436　 前庭蜗神经　 vestibulocochlear
 

nerve,
 

nervus
 

vestibulocochlearis(拉)
　 第Ⅷ对脑神经,属于特殊躯体感觉神经,分

为前庭神经和蜗神经,主司平衡觉和听觉。

06. 437 　 舌咽神经 　 glossopharyngeal
 

nerve,
 

nervus
 

glossopharyngeus(拉)
　 第Ⅸ对脑神经,属于混合神经,含有 5 种神

经纤维:一般躯体感觉纤维、一般内脏感觉

纤维、特殊内脏运动纤维、特殊内脏感觉纤

维和副交感节前纤维。 其中一般内脏感觉

纤维和特殊内脏感觉纤维分布于咽、软腭与

舌后 1 / 3 黏膜及味蕾,特殊内脏运动纤维分

布于咽肌,副交感节前纤维抵达耳神经节,
其节后纤维分布于腮腺。

06. 438　 迷走神经　 vagus
 

nerve,
 

nervus
 

vagus
(拉)

　 第Ⅹ对脑神经,由延髓侧面出脑,经颈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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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或破裂孔(马)出颅,为发布最广、行程最

长的脑神经。 内含特殊内脏运动纤维、一般

躯体感觉纤维、一般内脏感觉纤维和副交感

节前纤维。 特殊内脏运动纤维分布于咽肌

和喉肌,一般躯体感觉纤维分布于外耳皮

肤,副交感节前纤维、一般内脏感觉纤维分

布于喉以后、横结肠之前的内脏及心、主动

脉弓。

06. 439　 副神经 　 accessory
 

nerve,
 

nervus
 

ac-
cessorius(拉)

　 第Ⅺ对脑神经,成自特殊内脏运动纤维,由
脊髓根和颅根在颅内汇合而成,伴Ⅸ、Ⅹ脑

神经经颈静脉孔或破裂孔(马)出颅。 其中

来自延髓根的纤维经内支并入迷走神经,分
布于喉肌;外支较长,分布于胸头肌、锁头肌

和斜方肌。

06. 440 　 下神经 　 hypoglossal
 

nerve,
 

nervus
 

hypoglossus(拉)
　 第Ⅻ对脑神经,纯运动神经,成自特殊内脏

运动纤维,由延髓后部腹面的舌下神经根丝

合并而成,经舌下神经孔出颅,分布于舌肌。

06. 441 　 脊神经节 　 spinal
 

ganglia,
 

ganglia
 

spinalia(拉)
　 又称“背根节”。 属于感觉神经节,位于脊神

经背根上的纺锤形结节,内含感觉神经元。

06. 442 　 脊神经 　 spinal
 

nerve,
 

nervi
 

spinales
(拉)

　 由脊髓发出的神经,内含感觉纤维和运动纤

维,分布于除头部以外的体躯各部。

06. 443 　 颈神经 　 cervical
 

nerve,
 

nervi
 

cervi-
cales(拉)

　 起自颈髓的 8 对脊神经。

06. 444 　 膈 神 经 　 phrenic
 

nerve,
 

nervus
 

phrenicus(拉)
　 分布于膈肌的神经,由第 5 ~ 7 颈神经的腹

侧支分出小支合并而成,经斜角肌外缘向后

入胸腔,沿途发出心包支后抵达膈。

06. 445 　 臂丛 　 brachial
 

plexus,
 

plexus
 

bra-
chialis(拉)

　 由第 6 ~ 8 颈神经及第 1 ~ 2 胸神经腹侧支分

支并交错吻合成的丛状结构,位于肩关节内

侧,发出神经分布于前肢和部分肩带肌。

06. 446　 肩胛背神经 　 dorsal
 

scapular
 

nerve,
 

nervus
 

dorsalis
 

scapulae(拉)
　 由臂丛前缘或直接由丛根发出的一支小神

经,分布于菱形肌和颈腹侧锯肌。

06. 447 　 胸长神经 　 long
 

thoracic
 

nerve,
 

ner-
vus

 

thoracicus
 

longus(拉)
　 纤维来自第 7 ~ 8 颈神经腹侧支,向后延伸

分布于胸腹侧锯肌。

06. 448 　 肩胛上神经 　 suprascapular
 

nerve,
 

nervus
 

suprascapularis(拉)
　 纤维来自第 6 ~ 8 颈神经(马)腹侧支,沿肩

胛下肌和冈上肌之间外行,分布于冈上肌和

冈下肌。

06. 449 　 肌皮神经 　 musculocutaneous
 

nerve,
 

nervus
 

musculocutaneus(拉)
　 纤维来自第 6 ~ 7 颈神经腹侧支,沿肩关节

内侧下行,在腋动脉下方与正中神经在同一

神经鞘内伴行,于臂远部分出,发出肌支分

布于臂二头肌、喙臂肌和臂肌,主干延髓为

皮支(前臂内侧皮神经),分布于前臂背内侧

皮肤。

06. 450　 正中神经　 median
 

nerve,
 

nervus
 

me-
dianus(拉)

　 臂丛的最大分支,纤维来自第 8 颈神经和第

1 胸神经的腹侧支,自臂丛的后部发出,在
腋动脉腹侧与肌皮神经在同一神经鞘内伴

行,在肘关节上方二者又分开,进入正中沟

后与同名动脉、静脉伴行,分布于部分屈腕

屈指肌以及腕、掌、指部掌侧皮肤。

06. 451 　 尺神经 　 ulnar
 

nerve,
 

nervus
 

uln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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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自臂丛后部发出,纤维来自第 8 颈神经和第

1、2 胸神经的腹侧支,在正中神经后方下

行,于鹰嘴内侧走向尺沟,分布于部分屈腕

屈指肌及前臂部掌侧、掌部外侧皮肤、筋膜。

06. 452　 桡神经　 radial
 

nerve,
 

nervus
 

radialis
(拉)

　 臂丛较大分支之一,纤维来自第 7、8 颈神经

和第 1 胸神经的腹侧支,自臂丛后部发出,
沿臂动脉后缘下行,于大圆肌止点后缘进入

臂三头肌内头与长头之间,除分布于伸肘、
伸腕、伸指肌外,还分布于前臂外侧皮肤。

06. 453　 肩胛下神经　 subscapular
 

nerve,
 

ner-
vi

 

subscapulares(拉)
　 为数支较短的神经,纤维来自第 6、7 颈神经

的腹侧支,向外进入并分布于肩胛下肌。

06. 454 　 胸背神经 　 thoracodorsal
 

nerve,
 

ner-
vus

 

thoracodorsalis(拉)
　 由臂丛中部发出,纤维来自第 6、7 颈神经的

腹侧支,向后越过肩胛下肌和大圆肌内侧,
支配背阔肌。

06. 455　 腋神经 　 axillary
 

nerve,
 

nervus
 

axil-
laris(拉)

　 由臂丛中部发出,纤维来自第 6 ~ 8 颈神经

的腹侧支,穿过肩胛下肌与大圆肌之间,达
肩关节后外侧,分布于肩胛下肌一部、大圆

肌、小圆肌、三角肌和臂头肌一部(锁臂肌)。
还分出前臂前侧皮神经、前臂外侧皮神经,
分布于臂部和前臂外侧皮肤。

06. 456　 胸神经　 thoracic
 

nerve,
 

nervi
 

thoraci-
ci(拉)

　 起自胸髓的脊神经,牛、羊 13 对,猪 14 ~ 15
对,马 18 对。

06. 457　 肋间神经　 intercostal
 

nerve,
 

nervi
 

in-
tercostales(拉)

　 胸神经的腹侧支,但最后胸神经的腹侧支不

包含在内,在肋间外肌与肋间内肌间沿每一

肋骨后缘下行,分布于肋间外肌、肋间内肌、
腹壁肌和胸肌。 并分出背侧、外侧和腹侧皮

支,分布于躯干皮肤。

06. 458　 腰神经　 lumbar
 

nerve,
 

nervi
 

lumbales
(拉)

　 起自腰髓的脊神经,牛、马、羊 6 对,猪 7 对,
犬 7 对。

06. 459 　 髂腹下神经 　 iliohypogastric
 

nerve,
 

nervus
 

iliohypogastricus(拉)
　 即第 1 腰神经腹侧支,经由腰方肌和腰大肌

之间穿出,为分布于腹壁肌肉和皮肤的主要

神经。 在猪和犬,包括第 1、2 腰神经腹侧

支,分别称髂腹下前神经和髂腹下后神经。

06. 460 　 髂腹股沟神经 　 ilioinguinal
 

nerve,
 

nervus
 

ilioinguinalis(拉)
　 即第 2 腰神经腹侧支,在猪和犬则指第 3 腰

神经腹侧支,经由腰横突间肌和腰大肌之间

穿出,发出分支至腰肌,主干在髋结节水平

的腹膜外分为内侧支和外侧支,分布于腹壁

肌和皮肤。

06. 461 　 生殖股神经 　 genitofemoral
 

nerve,
 

nervus
 

genitofemoralis(拉)
　 纤维来自第 2 ~ 4 腰神经的腹侧支,在腰大

肌和腰小肌之间向后外侧行,于髋结节处行

至腹膜外,伴旋髂深动脉降支下行,以后伴

髂外动脉下行,分为生殖支和股支,走向腹

股沟管,分支分布于腹内斜肌、睾外提肌、阴
囊、包皮、总鞘膜等。

06. 462 　 闭孔神经 　 obturator
 

nerve,
 

nervus
 

obturatorius(拉)
　 腰神经丛的分支,纤维来自第 4 腰神经至第

1 荐神经的腹侧支,于荐髂关节内腹侧沿髂

骨体向后下延伸,沿途分布于闭孔外肌盆内

部,主干穿过闭孔分布于股薄肌、内收肌和

耻骨肌。 该神经在动物分娩时易受挤压而

导致股内肌群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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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463　 股神经　 femoral
 

nerve,
 

nervus
 

femo-
ralis(拉)

　 腰神经丛中最大的分支,纤维来自第 4 腰神

经至第 2 荐神经的腹侧支,经腰大肌和髂肌

之间走出,伴髂外脉管下行入股管,沿途分

支于腰大肌、髂肌,在股管内还分出隐神经,
分布于股内侧及小腿内侧皮肤,主干支配股

四头肌。

06. 464　 隐神经　 saphenous
 

nerve,
 

nervus
 

sa-
phenus(拉)

　 股神经的一个分支,由股神经进入股管后分

出,由缝匠肌后缘出于皮下,伴随隐动脉和

隐大静脉下行,分布于后肢内侧皮肤。

06. 465 　 荐神经 　 sacral
 

nerve,
 

nervi
 

sacrales
(拉)

　 发自荐髓的脊神经,牛、马为 5 对,猪 4 对、
犬 3 对,背侧支经荐背侧孔走出,腹侧支经

荐腹侧孔走出,其中腹侧支组成荐神经丛和

腰荐干。

06. 466 　 阴部神经 　 pudendal
 

nerve,
 

nervus
 

pudendu(拉)
　 荐丛发出的分支,来自第 2 ~ 4 荐神经的腹

侧支,沿髂内动脉、阴部内动脉背缘后行分

支到股后、会阴部和肛门,支配尿道肌、肛门

外括约肌以及该部皮肤。 主干延续为阴茎

背神经,分布于雄畜的阴茎海绵体、雄性尿

道、坐骨海绵体肌,或雌畜的阴门、阴蒂、阴
道前庭以及乳房后部。

06. 467 　 腰荐丛 　 lumbosacral
 

plexus,
 

plexus
 

lumbosacralis(拉)
　 分布于后肢的神经干丛,由 L4 ~ S2 腹侧支联

合形成,位于腰椎和荐椎横突腹侧、盆腔内表

面上部,发出股神经、闭孔神经、坐骨神经、臀
前神经和臀后神经,分布于臀部和后肢。

06. 468 　 坐骨神经 　 sciatic
 

nerve,
 

nervus
 

is-
chiadicus(拉)

　 畜体最粗大的神经,纤维来自第 4 腰神经至

第 2 荐神经的腹侧支。 经坐骨大孔出盆腔,
在臀中肌和臀深肌之间走向髋关节后方,于
臀股二头肌深面下行,分出肌支和皮支到臀

部、股部的肌肉、皮肤,主干分为腓总神经和

胫神经。

06. 469　 尾神经　 coccygeal
 

nerve,
 

nervus
 

coc-
cygeus(拉)

　 经由尾髓发出的神经,共 5 ~ 6 对,十分细

小。 其背侧支组成背侧丛,分布于轴背侧肌

和皮肤;腹侧支组成腹侧丛,分布于轴腹侧

肌和皮肤。

06. 470　 交感神经　 sympathetic
 

nerve,
 

nervus
 

sympathicus(拉)
　 节前纤维起自胸、腰段脊髓的内脏神经的总

称。

06. 471　 副交感神经 　 parasympathetic
 

nerve,
 

nervus
 

parasympatheticus(拉)
　 节前纤维起自脑干和荐部脊髓灰质的内脏

神经的总称。

06. 472 　 交感干 　 sympathetic
 

trunk,
 

truncus
 

sympatheticus(拉)
　 成对位于脊柱两旁,由一系列的交感干神经

节(椎旁神经节)借节间支连接而成的链状

神经,节内含节后神经元。 由颅底一直延伸

到尾部,可分为颈、胸、腰、荐、尾 5 段。

06. 473　 颈前神经节 　 cranial
 

cervical
 

gangli-
on,

 

ganglion
 

cervicale
 

craniale(拉)
　 颈交感干最前端的一个神经节,位于副乳突

内侧、鼓泡腹侧,呈梭形,由该节发出的节后

纤维沿血管和脑神经分布于头部,支配血管

平滑肌、腺体、竖毛肌和瞳孔开大肌。

06. 474　 颈中神经节 　 middle
 

cervical
 

gangli-
on,

 

ganglion
 

cervicale
 

medium(拉)
　 颈交感干上第 2 个神经节,发出颈心神经分

布于心。 山羊、猪常见于右侧;马的不恒定

地出现于右侧;牛、绵羊无独立的颈中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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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其神经元或并入颈胸神经节,或散在于

颈交感干上。

06. 475 　 颈胸神经节 　 cervicothoracic
 

gangli-
on,

 

stellate
 

ganglion,
 

ganglion
 

cervi-
cothoracicum ( 拉),

 

ganglion
 

stellium
(拉)

　 又称“星状神经节”。 位于胸交感干前端,呈
多角形或长梭状,由颈后神经节和第 1、2 胸

神经节合并形成,向前方发出颈交感干,向
前背侧发出椎神经,并发出心支、肺支以及

与臂丛的交通支。

06. 476　 内脏大神经　 greater
 

splanchnic
 

nerve,
 

nervus
 

splanchnicus
 

major(拉)
　 由来自第 6 ~ 13(牛、羊)或第 6 ~ 16(马)胸

神经节发出的纤维组成的神经干,伴随胸交

感干向后,于最后胸椎后方离开交感干,穿
过膈脚背侧进入腹腔,抵止于腹腔肠系膜前

神经丛和肾上腺神经丛。

06. 477　 内脏小神经　 lesser
 

splanchnic
 

nerve,
 

nervus
 

splanchnicus
 

minor(拉)
　 由来自第 17 ~ 18 胸神经节(马)或第 1 ~ 2 腰

神经节(牛、羊)发出的纤维组成的神经干,
于内脏大神经后方离开腰交感干,连接肾上

腺神经丛。

06. 478 　 腰内脏神经 　 lumbar
 

splanchnic
 

nerve,
 

nervi
 

splanchnici
 

lumbales
(拉)

　 由来自腰神经节的数支小束构成,走向肠系

膜前神经丛和腹腔丛。

06. 479 　 盆神经 　 pelvic
 

nerve,
 

nervi
 

pelvici
(拉)

　 盆腔内脏的荐部副交感神经,由来自第 3 ~ 4
荐神经腹侧支的纤维组成,位于阴部神经和

直肠后神经的内侧,与腹下神经共同构成盆

神经丛。

06. 480 　 内分泌腺 　 endocrine
 

gland,
 

glandu-

lae
 

endocrinae(拉)
　 又称“无管腺”。 动物体内没有导管的腺体。

其分泌的激素通过毛细血管和毛细淋巴管

进入血液,被运送到机体各部,对机体的生

长、发育、新陈代谢和生殖等活动起着重要

的调节作用。 主要有垂体、甲状腺、甲状旁

腺、肾上腺、松果体等。

06. 481　 甲状腺　 thyroid
 

gland,
 

glandula
 

thy-
roidea(拉)

　 位于喉的后部,在前 2 ~ 3 气管环的两侧和

腹侧,大部分被肩胛舌骨肌覆盖,呈红褐色

或黄褐色,由左、右两个侧叶和中间的腺峡

构成。 主要分泌甲状腺素,有促进机体新陈

代谢和生长发育的作用。 此外,还分泌降钙

素,有增强成骨细胞活性,促进骨组织钙化,
使血钙降低的作用。

06. 482　 垂体　 hypophysis,
 

hypophysis(拉)
　 垂体略呈扁圆形,为褐色或灰白色,位于颅

底蝶骨体的垂体窝内,在视交叉后方,借漏

斗与丘脑下部的灰结节相连,其表面包有一

层结缔组织被膜。 可分为腺垂体和神经垂

体两部分。 分泌的激素种类很多,作用广

泛,在中枢神经系统的控制下,调节其他内

分泌腺的功能活动。

06. 483 　 腺垂体 　 adenohypophysis,
 

anterior
 

lobe,
 

lobus
 

anterior(拉)
　 又称“前叶”。 垂体分为远侧部、中间部和结

节部,远侧部是垂体的主要部分,位于垂体

的腹侧部或外侧部,中间部位于远侧部和神

经垂体之间,与远侧部之间有垂体腔,结节

部位于垂体柄的周围。 一般把位于垂体腔

前方的部分称垂体前叶。 主要分泌生长激

素、催乳素及调节其他内分泌腺的激素。

06. 484 　 神经垂体 　 neurohypophysis,
 

lobus
 

posterior(拉)
　 又称“ 垂体后叶( posterior

 

lobe)”。 位于垂

体的深部或背侧部。 不含腺细胞,不具备分

泌功能,所含激素由下丘脑视上核和室旁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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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经细胞分泌。

06. 485 　 松果体 　 pineal
 

body,
 

pineal
 

gland,
  

glandula
 

pinealis(拉)
　 又称“松果腺”。 位于四叠体之前的正中线

上,丘脑和中脑前丘之间的陷窝内,以柄连

接于丘脑上部。 分泌褪黑激素,能抑制促性

腺激素的释放,与动物生殖活动的季节性和

昼夜节律性调节有关。

06. 486 　 肾上腺 　 adrenal
 

gland,
 

glandula
 

adrenalis(拉)
　 有一对,分别位于左、右肾的前内侧缘附近,

呈红褐色,分泌肾上腺皮质激素和肾上腺素。

06. 487　 感觉器　 sensory
 

organ,
 

organa
 

senso-
ria(拉)

　 机体接受内、外环境各种刺激的结构及其辅

助装置的总称。 根据其所在部位和所受刺

激的来源,分为外感受器、内感受器和本体

感受器三大类。 外感受器接受外界环境刺

激,如皮肤痛觉、温度和触觉。 内感受器分

布于内脏以及心血管等,能接受压力、化学、
温度等刺激。 本体感受器分布于肌腱、关节

和内耳,接受运动器官所处状态和身体位置

的刺激。

06. 488　 眼　 eye,
 

oculus(拉)
　 视觉器官,能感受光波的刺激,经视神经传到

中枢而产生视觉。 由眼球和辅助器官构成。
眼球是主要部分,位于眼眶内,包括眼球壁和

眼球内容物两部分,其后端有视神经与脑相

连。 辅助器官包括眼睑、泪器、眼球肌和眶骨

膜等,对眼球有保护、运动和支持作用。

06. 489　 巩膜　 sclera,
 

sclera(拉)
　 眼球壁纤维膜的后部,占纤维膜的 4 / 5,由

白色不透明而坚韧的致密结缔组织所构成,
具有保护眼球和维持眼球形状的作用。

06. 490　 角膜　 cornea,
 

cornea(拉)
　 眼球壁纤维膜的前部,占纤维膜的 1 / 5,无

色透明,前面隆凸,后面凹陷,具有折光作

用。 其内无血管(由周围血管供给营养),但
分布有丰富的感觉神经末梢。

06. 491 　 睫状体 　 ciliary
 

body,
 

corpus
 

ciliare
(拉)

　 眼球壁血管膜中部的增厚部分,呈环带形围

于晶状体周围,可分为内部的睫状突和外部

的睫状肌。 睫状突是睫状体内表面许多呈

放射状排列的皱褶,以睫状小带与晶状体相

连。 睫状肌由平滑肌构成,受副交感神经支

配,有调节视力的作用。

06. 492　 虹膜　 iris,
 

iris(拉)
　 位于眼球壁血管膜的前部、晶状体之前,呈

圆盘状,中央有一瞳孔。 其颜色因色素细胞

多少和分布不同而有差异,一般为棕色。

06. 493　 瞳孔　 pupil,
 

pupilla(拉)
　 位于虹膜中央,其作用是透过光线。 由瞳孔

括约肌和瞳孔开大肌调节进入眼球的光线。

06. 494　 视网膜　 retina,
 

retina(拉)
　 眼球壁的内层,分为视部和盲部。 视部位于

脉络膜的内面,由色素层和固有网膜构成,
具有感光作用。 在后方稍下部视神经通过

处,有一无感光作用的盲点。 在视神经乳头

的外上方,约在视网膜的正中央,有一圆形

感光最敏锐的、相当于人的黄斑。 盲部位于

睫状体和虹膜的内面,很薄,无感光作用。

06. 495　 前房　 anterior
 

chamber,
 

camera
 

ante-
rior(拉)

　 眼球角膜后面和虹膜前面之间的空隙,内有

房水。

06. 496　 房水　 aqueous
 

humor,
 

humor
 

aquosus
(拉)

　 眼房里的无色透明液体,由睫状突和虹膜产

生,渗入巩膜静脉窦。 有运送营养(供给角

膜和晶状体营养)及代谢产物,还有曲折光

线和维持眼内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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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497　 后房　 posterior
 

chamber,
 

camera
 

pos-
terior(拉)

　 眼球虹膜后面和晶状体前面之间的空隙,内
有房水。

06. 498 　 玻璃体 　 vitreous
 

body,
 

corpus
 

vitre-
um(拉)

　 眼球内无色透明的半流动状胶体,位于晶状

体与视网膜之间,有曲折光线的作用。 其外

包一层薄而透明的玻璃体膜。

06. 499　 晶状体　 lens,
 

lens(拉)
　 位于虹膜与玻璃体之间,很像一个圆形的双

凸透镜的结构。 无色透明,富有弹性,外面

包有一弹性囊。 借睫状小带连于睫状突。
通过睫状肌的收缩和弛缓,可以调节视力。

06. 500　 眼球肌　 ocular
 

muscle,
 

musculi
 

bulbi
(拉)

　 一些使眼球灵活运动的横纹肌,位于眼的眶

骨膜内。 有眼球退缩肌、眼球直肌和眼球斜

肌。 均起始于视神经孔周围的眼眶壁,止于

眼球巩膜。

06. 501　 眼睑　 eyelid,
 

palpebrae(拉)
　 位于眼球前面,具有保护眼球的作用。 分为

上眼睑和下眼睑,在内眼角处还有第三眼睑

(又称瞬膜)。

06. 502　 结膜　 conjunctiva,
 

tunica
 

conjunctiva
(拉)

　 衬于眼睑内面和巩膜前部的黏膜。 衬于眼

睑内面的黏膜称为睑结膜。 睑结膜折转覆

盖于巩膜前部,称为球结膜。

06. 503 　 泪器 　 lacrimal
 

apparatus,
 

apparatus
 

lacrimalis(拉)
　 由泪腺和泪道所组成。

06. 504　 泪腺 　 lacrimal
 

gland,
 

glandula
 

lacri-
malis(拉)

　 位于额骨眶上突的基部,眼球的背外侧,开
口于上眼睑结膜。 分泌泪液,有湿润和清洁

结膜及角膜的作用。

06. 505　 耳　 ear,
 

auris(拉)
　 位听器官,由外耳、中耳和内耳三部分构成。

06. 506　 内耳　 internal
 

ear,
 

auris
 

interna(拉)
　 又称 “ 迷路 [ labyrinth, labyrinthus (拉)]”。

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形状不规则的管状结

构。 是听觉感受器和位置觉感受器所在地。

06. 507　 耳蜗　 cochlea,
 

cochlea(拉)
　 内耳骨迷路的一个组成部分,位于前庭的前

下方,由一耳蜗螺旋管围绕蜗轴盘旋数圈而

成,呈圆锥形,管的起端与前庭相通,盲端终

止于蜗顶。

06. 508　 前庭　 vestibule,
 

vestibulum(拉)
　 内耳骨迷路的一个组成部分,位于骨迷路中

部较为扩大的空腔,向前下方与耳蜗相通,
向后上方与骨半规管相通。

06. 509 　 半规管 　 semicircular
 

canal,
 

ductus
 

semicirculares(拉)
　 内耳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为骨半规管和膜半规

管。 骨半规管位于前庭的后上方,为 3 个彼此

互相垂直的半环形骨管,按其位置分别称为前

半规管、后半规管和外半规管。 膜半规管套于

骨半规管内,与骨半规管的形状一致。

06. 510　 中耳　 middle
 

ear,
 

auris
 

media(拉)
　 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鼓室、听小骨和咽鼓

管组成。 具有传导声波的作用。

06. 511　 鼓室　 tympanic
 

cavity,
 

cavum
 

tympa-
ni(拉)

　 颞骨内一个含有空气的骨腔,内面被覆黏

膜。 其外侧壁是鼓膜,内侧壁为骨质壁或迷

路壁。

06. 512 　 听小骨 　 auditory
 

ossicles,
 

ossicula
 

auditoria(拉),
 

ossicula
 

auditus(拉)
　 位于鼓室内,共有 3 块,由外向内依次为锤

骨、砧骨和镫骨,彼此以关节连成一个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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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以锤骨柄附着于鼓膜,另一端以镫骨底

的环状韧带附着于前庭窗。 鼓膜接受声波

而振动,再经此骨链将声波传递到内耳。

06. 513　 鼓膜　 tympanic
 

membrane,
 

membrana
 

tympanica(拉)
　 一片椭圆形的纤维膜,坚韧而有弹性,位于

外耳道底部,是外耳和中耳的分界。

06. 514　 咽鼓管　 auditory
 

tube,
 

pharyngotym-
panic

 

tube,
 

tuba
 

auditoria(拉),
 

tuba
 

auditiva(拉)
　 又称“耳咽管”。 位于中耳鼓室与咽腔之间

的一个通道。 空气从咽经此管到鼓室,以调

节鼓室内压与外界气压的平衡,防止鼓膜被

冲(震)破。

06. 515　 外耳　 external
 

ear,
 

auris
 

externa(拉)
　 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耳郭、外耳道和鼓膜

三部分组成。 具有收集声波的作用。

06. 516　 耳郭　 auricle,
 

auricula(拉)
　 以耳郭软骨为基础,内、外均覆有皮肤。 其

内凹陷为舟状窝,其上部为耳尖,下部为耳

根,在腮腺深部连于外耳道。 耳郭软骨基部

外面附着许多耳肌,故能转动灵活,便于收

集声波。

06. 517　 皮肤　 skin,
 

cutis(拉)
　 覆盖于动物体表,将动物机体与外界环境隔

开的一道天然屏障,由复层扁平上皮和结缔

组织构成,内含大量血管、淋巴管、汗腺以及

丰富的感受器,具有感觉、保护、分泌、排泄、调
节体温、吸收及贮存营养物质等功能。 按其结

构和功能可分为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 3 层。

06. 518　 表皮　 epidermis,
 

epidermis(拉)
　 位于皮肤的最表层,由复层扁平上皮构成。

完整的表皮可分为 4 层,由浅层向深层依次

为角质层、透明层、颗粒层和生发层。 无血

管和淋巴管,但有丰富的游离神经末梢,有
接受疼痛刺激的功能。

06. 519　 真皮　 dermis,
 

corium,
 

dermis(拉),
 

corium(拉)
　 位于表皮深层,是皮肤最厚的一层,由致密

结缔组织构成,含有大量胶原纤维和弹性纤

维,坚韧而富有弹性。 其内有汗腺、皮脂腺、
毛囊、竖毛肌等结构,有丰富的血管、淋巴管

和神经分布,能营养皮肤并感受外界刺激。

06. 520 　 皮下组织 　 subcutaneous
 

tissue,
 

tela
 

subcutanea(拉)
　 又称“浅筋膜”。 为皮肤的最深层,由疏松结

缔组织构成。 其内有皮血管、皮神经和皮

肌,并可以蓄积脂肪。

06. 521　 毛　 hair,
 

pili(拉)
　 一种丝状物,为角化的上皮细胞,坚韧而有

弹性,覆盖于皮肤表面。 分为毛干和毛根两

部分,露在皮肤外面的部分为毛干,埋在皮

肤里面的部分为毛根。

06. 522　 毛囊　 hair
 

follicle,
 

folliculus
 

pili(拉)
　 包裹毛根的管状鞘,多倾斜地长在真皮的乳

头层内。 可分为表皮层和真皮层,表皮层为

皮肤表皮向真皮内陷入,包围于毛根之外,
称根鞘;真皮层构成结缔组织鞘,包于根鞘

之外。

06. 523 　 立毛肌 　 arrectores
 

pilorum,
 

musculi
 

arrectores
 

pilorum(拉)
　 又称“竖毛肌”。 毛囊一侧一束斜行的平滑

肌,受交感神经支配,收缩时使毛竖立。

06. 524 　 毛流 　 hair
 

streams,
 

flumina
 

pilorum
(拉)

　 毛干和皮肤之间有一定倾斜度,许多被毛的

倾斜方向一致时的毛的状态。 是每个动物

天生的被毛自然生长的方向。

06. 525　 角　 horn,
 

cornu(拉)
　 反刍动物额骨角突表面覆盖的皮肤衍生物,

可分为角根、角体和角尖。 由角表皮和角真

皮构成,角表皮位于表面,演化成坚硬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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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鞘;角真皮位于角表皮的深层,直接与角

突骨膜相连,是额部皮肤真皮的延续。

06. 526　 蹄　 hoof,
 

ungula(拉)
　 动物四肢的着地器官,位于指(趾)端,由皮

肤演变而成。 按部位来划分,可分为蹄缘、
蹄冠、蹄壁、蹄底、蹄球或蹄叉。 其结构与皮

肤相似,由表皮、真皮和少量的皮下组织构

成。 表皮因高度角质化而形成坚硬的蹄匣,
无血管和神经分布;真皮含有丰富的血管和

神经,呈鲜红色,感觉灵敏,通常称为肉蹄。

06. 527　 爪　 claw,
 

unguicula(拉)
　 覆盖于趾骨表面的皮肤衍生物,位于禽类

(鸟类)、犬、猫和野生动物的趾端,由表皮角

质层加厚形成。 其角质由于角蛋白高度钙

化,故很坚硬。

06. 528　 枕　 foot
 

pad,
 

tori(拉)
　 可分为腕(跗)枕、掌(跖)枕和指(趾)枕,分

别位于腕(跗)部、掌(跖)部和指(趾)部的

内侧面、后面和底面。

06. 529 　 皮肤腺 　 skin
 

gland,
 

glandulae
 

cutis
(拉)

　 由表皮陷入真皮内形成,具有分泌功能,包
括乳腺、汗腺和皮脂腺。

06. 530　 乳房　 mamma,
 

breast,
 

mamma(拉)
　 雌性哺乳动物的泌乳器官。 分为腹壁的基

部、中间的体部和游离的乳头部。

06. 531 　 乳腺 　 mammary
 

gland,
 

glandulae
 

mammaria(拉)
　 哺乳动物所特有,属复管泡状腺,具有分泌

乳汁的能力。 虽然雌性和雄性动物都有乳

腺,但只有雌性动物的能充分发育。

06. 532 　 皮脂腺 　 sebaceous
 

gland,
 

glandulae
 

sebaceae(拉)
　 位于真皮内,在毛囊和立毛肌之间,为分支

泡状腺,呈囊泡状。 其导管短,在有毛部位,
开口于毛囊;在无毛部位,则直接开口于皮

肤表面。 能分泌皮脂,有滋润皮肤和被毛的

作用。

06. 533　 汗腺　 sweat
 

gland,
 

glandulae
 

sudorif-
erae(拉)

　 位于真皮内,为盘曲的单管状腺,由分泌部

和导管部构成。 分泌部蜷曲成小球状,位于

真皮深部;导管部细长而扭曲,多数开口于

毛囊,少数直接开口于皮肤表面的汗孔。 能

分泌汗液,其分泌活动受交感神经支配,有
排泄废物和调节体温的作用。

07.
 

家畜胚胎学

07. 001　 胚胎学　 embryology
　 研究动物个体发育过程中形态结构变化,叙

述怎样从一个受精卵发育成胚胎,从而了解

各种动物发育特点和规律的生物学分支

学科。

07. 002　 胚胎发生　 embryogenesis
　 从受精卵至足月胎儿的发育过程。

07. 003　 个体发育　 ontogeny
　 动物个体从受精卵经胚胎发生、出生后的生

长发育直至衰老死亡的全过程。

07. 004　 描述胚胎学　 descriptive
 

embryology
　 主要是应用组织学和解剖学的方法,观察、

描述胚胎发育的形态演变过程(包括外形的

演变、从原始器官到成体器官的演变、系统

的形成等)的学科。

07. 005　 实验胚胎学　 experimental
 

embryology
　 用实验方法对胚胎或体外培养的胚胎组织

给予物理、化学等刺激,观察其对胚胎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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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学科。

07. 006　 比较胚胎学　 comparative
 

embryology
　 比较不同动物胚胎发育的学科。

07. 007　 生物发生律　 biogenetic
 

law
 

　 又称“重演律( recapitulation
 

theory)”。 动物

在个体发育过程中表现出与该物种系统发

育相似特征的规律。

07. 008　 有性生殖　 sexual
 

reproduction
　 由雄性配子和雌性配子融合而进行的生殖。

07. 009　 无性生殖　 asexual
 

reproduction
　 不需要雄性配子和雌性配子融合即可繁育

后代的生殖方式。

07. 010　 孤雌生殖　 parthenogenesis
　 由未受精的卵直接发育为个体的生殖方式。

07. 011　 形态发生　 morphogenesis
　 组织、细胞发育过程中的形态结构变化过

程。

07. 012　 器官发生　 organogenesis
　 器官起源与发育的过程。

07. 013　 组织发生　 histogenesis
　 组织、器官形态发生与功能分化的过程。

07. 014　 分化　 differentiation
　 细胞通过基因的激活或抑制而发育为特定

细胞类型的过程。

07. 015　 去分化　 dedifferentiation
　 已经分化了的组织、细胞失去分化特征,而

变化为较原始、普通的组织、细胞的过程;或
分化细胞失去特有的形态结构和功能,重新

处于一种未分化状态的过程。

07. 016 　 程序性细胞死亡 　 programmed
 

cell
 

death
　 细胞在一定生理或病理条件下启动自身死

亡程序导致死亡,以控制细胞数量并淘汰那

些威胁生物体生存的细胞。

07. 017　 诱导学说　 induction
 

theory
　 细胞外部信号引起细胞命运改变的学说。

在发育中这种信号通常来自其他细胞。

07. 018　 畸形学　 teratology
　 研究胚胎发育过程中先天性畸形形成过程

及其遗传或环境影响因素的学科。

07. 019　 发育生物学　 developmental
 

biology
　 应用现代生物学技术研究多细胞生物体从

生殖细胞的发生、受精、胚胎发育、生长到衰

老、死亡的机制和规律的科学。

07. 020　 生殖细胞　 germ
 

cell
　 发育到任意阶段的有性生殖细胞,包括原生

殖细胞到成熟精子和卵子的任意阶段的细

胞。

07. 021　 原生殖细胞 　 primordial
 

germ
 

cells,
 

PGC
　 性别分化以前的生殖细胞。

07. 022　 卵原细胞　 oogonium
　 卵巢内的一类细胞,起源于原生殖细胞,可

分化为卵母细胞。

07. 023　 卵母细胞　 oocyte
　 卵巢内未成熟的卵细胞,经两次减数分裂成

为成熟的卵子。

07. 024　 配子　 gamete
　 成熟的生殖细胞。 有雄性配子和雌性配子

两种,二者融合成为合子或受精卵。

07. 025　 精子　 sperm
　 又称“雄性配子(male

 

gamete)”。 雄性动物

成熟的生殖细胞。

07. 026　 卵子　 ovum
　 又称“雌性配子( female

 

gamete)”。 雌性动

物成熟的生殖细胞。

07. 027　 配子发生　 gametogenesis
　 配子的发育和成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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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28　 减数分裂　 meiosis
　 生殖细胞发育过程的特定阶段,染色体 DNA

只复制一次,但连续分裂两次,产生单倍体

生殖细胞的过程。

07. 029　 卵子发生　 oogenesis
　 卵细胞的起源和发育过程。

07. 030　 生殖上皮　 germinal
 

epithelium
　 覆盖于生殖嵴表面的上皮;或由生殖嵴发育

而来的,覆盖于性腺表面的上皮。

07. 031　 生发泡　 germinal
 

vesicle
　 卵母细胞形成极体之前的细胞核,呈泡状。

07. 032　 生发泡破裂　 germinal
 

vesicle
 

break-
down,

 

GVBD
　 卵母细胞核膜破裂、染色体凝聚、纺锤体形

成和第一极体排出的过程,之后卵母细胞停

在第二次减数分裂中期。

07. 033　 精子发生　 spermatogenesis
　 精原细胞经有丝分裂、减数分裂和精子形成

等一系列事件,最终形成精子的过程。

07. 034　 增殖期　 proliferation
 

stage
　 生殖细胞经有丝分裂产生形态和功能相似

的生殖细胞的阶段。

07. 035　 生长期　 growth
 

stage
　 生殖细胞的细胞核与细胞质充分发育,为减

数分裂做好物质准备的阶段。

07. 036　 成熟期　 maturation
 

stage
　 经生长期充分发育的生殖细胞,完成两次成

熟分裂的阶段。

07. 037　 精子形成　 spermiogenesis
　 由精子细胞变化形成精子的阶段。

07. 038　 生精上皮　 spermatogenic
 

epithelium
　 组成曲精小管管壁的上皮,由支持细胞和位

于支持细胞之间的各个发育阶段的生殖细

胞组成。

07. 039 　 雄激素结合蛋白 　 androgen-binding
 

protein,
 

ABP
　 一种由支持细胞分泌的糖蛋白,定位于曲精

小管内的支持细胞,能与睾酮等雄性激素特

异性结合,保持曲精小管内高浓度的雄性激

素水平,以利于精子的发生。

07. 040　 睾酮　 testosterone
　 一种固醇类激素,是最基本的雄性激素,主

要由雄性动物的睾丸和雌性动物的卵巢分

泌,肾上腺也可产生少量睾酮。 其生理作用

是增进正常的性欲活动、促进性腺发育、维
持第二性征。

07. 041　 雄烯二酮　 androstenedione
　 由性腺和肾上腺产生的一种性激素,为性激

素合成的中间产物,可以转化为睾酮、雌酮

和雌二醇。

07. 042 　 脱氢表雄酮 　 dehydroepiandros-
terone,

 

DHEA
　 一种主要由肾上腺合成的固醇类激素,有广

泛的生物学作用,可直接作用于雄激素受

体,也可以转化为睾酮、雌酮和雌二醇。

07. 043　 顶体　 acrosome
　 精子头部的帽子样结构,内含顶体酶,受精

时溶解消化卵周围的结构,便于精子入卵。

07. 044　 顶体泡　 acrosomal
 

vesicle
　 精子形成过程中,由高尔基体形成的泡状结

构,靠近核膜,互相融合为顶体帽。

07. 045　 单精入卵　 monospermy
　 又称“单精受精”。 受精时只有一个精子入

卵的一种受精方式。

07. 046　 多精入卵　 polyspermy
　 又称“多精受精”。 受精时一个卵子同时有

多个精子进入的一种受精方式。

07. 047　 胎生　 viviparity
　 胚胎在母体子宫内完成发育并出生的一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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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方式,见于哺乳动物、少数爬行类和鱼类。

07. 048　 内部受精　 internal
 

fertilization
　 一种受精方式,受精过程发生在体内环境。

07. 049　 外部受精　 external
 

fertilization
　 一种受精方式,受精过程在动物体外进行。

07. 050　 雄原核　 male
 

pronucleus
　 减数分裂完成后的雄性生殖细胞的细胞核,

只含有该物种染色体含量的一半遗传物质。

07. 051　 雌原核　 female
 

pronucleus
　 减数分裂完成后的卵细胞的细胞核,只含有

该物种染色体含量的一半遗传物质。

07. 052　 合子　 zygote
　 由雌雄配子融合形成的细胞,尚未进行分

裂。

07. 053　 顶体反应　 acrosome
 

reaction
　 受精过程中,当精子靠近卵外透明带时,精

子的顶体膜与精子的细胞膜融合,顶体内的

酶等物质释放,识别并穿透透明带和卵细胞

膜的反应过程。

07. 054　 细胞松弛素　 cytochalasin
　 一种微丝特异性药物,属真菌代谢产物,可

切断微丝,并结合在微丝末端阻抑肌动蛋白

聚合。

07. 055　 卵激活　 egg
 

activation
　 精子质膜与卵子质膜融合后,处于休眠状态

的卵子被活化,而启动一系列形态和生化变

化,最终导致细胞分裂和分化,以及新个体

的形成。

07. 056 　 促成熟因子 　 maturation
 

promoting
 

factor,
 

MPF
　 又称“有丝分裂促进因子(mitosis-promoting

 

factor)”或“M 期促进因子(M
 

phase-promo-
ting

 

factor)”。 即 CDK1 激酶(周期蛋白依赖

性蛋白激酶 1,cyclin-dependent
 

kinase
 

1),其
激酶活性受周期蛋白调节。 活化的 CDK1

激酶通过使某些蛋白质磷酸化,改变下游蛋

白质的结构并启动其功能,实现对细胞周期

的调节,如促进 G2 期细胞向 M 期过渡。

07. 057　 受精锥　 fertilization
 

cone
　 又称“受精丘”。 某些种类的动物在受精时,

精子与卵膜融合后立刻在受精部位由卵的

表面形成小突起。 当精子的核、线粒体以及

鞭毛的轴丝穿过此突起进入卵细胞质以后,
此突起即消失。

07. 058　 受精膜　 fertilization
 

membrane
　 受精后在受精卵的外表面所形成的膜,见于

某些海生动物。

07. 059　 受精素　 fertilizin
　 哺乳类精子质膜上的一种糖蛋白,精细胞、

卵细胞表面都有其结合受体,通过形成精子

-受精素-卵复合体而进行受精。

07. 060　 顶体酶　 acrosomal
 

enzyme
　 存在于精子顶体内膜及赤道部膜上的,受精

过程中一种不可缺少的中性蛋白水解酶(其

作用类似胰蛋白酶)。 能水解卵细胞的透明

带糖蛋白,使精子穿过卵丘后再穿过透明

带,最终与卵子融合。

07. 061　 顶体蛋白　 acrosin
　 又称“精子顶体蛋白”。 在顶体反应前以酶

原形式存在于顶体内,具有溶解透明带的

作用。

07. 062 　 精卵质膜融合 　 sperm
 

oocyte
 

mem-
brane

 

fusion
　 受精过程中精子的质膜和卵子的质膜融合

的过程。

07. 063　 原核融合　 karyogamy,
 

syngamy
　 雄原核与雌原核接触、融合,形成一个二倍

体的核的过程。

07. 064　 受精卵　 fertilized
 

ovum
　 当一个获能的精子进入一个次级卵母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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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透明带时,受精过程即开始。 雄原核和雌

原核的染色体融合在一起时, 则形成受

精卵。

07. 065　 极性　 polarity
　 细胞、细胞群、组织或个体所表现的沿着一

定方向的,两端具有某些不同形态特征或者

生理特征的现象。

07. 066　 卵裂　 cleavage
　 单细胞的受精卵经若干次有丝分裂形成一

个多细胞胚体的过程。

07. 067　 同时卵裂　 synchronous
 

cleavage
　 卵裂球进一步分裂的过程中,各卵裂球的分

裂同步进行。 观察早期卵裂可见卵裂球的

数目是 2 的倍数。

07. 068　 异时卵裂　 asynchronous
 

cleavage
　 从 2 细胞期胚胎开始,受精卵的分裂不同

步,会形成 3、5 细胞期等胚胎阶段。

07. 069　 经裂　 meridional
 

cleavage
　 一种分裂类型,分裂面从动物极到植物极,

通过卵轴,与卵的赤道面垂直,将卵子分成

两个基本相等的分裂球。

07. 070　 纬裂　 latitudinal
 

cleavage
　 一种分裂类型,分裂面与赤道面平行,将经

裂后的分裂球分成上面(动物极) 和下面

(植物极)的分裂球。

07. 071　 完全卵裂 　 complete
 

cleavage,
 

holo-
blastic

 

cleavage
　 分裂面将分裂球完全分割成两半,子细胞完

全分开的卵裂方式。 均黄卵和间黄卵的卵

裂方式属于此类型。

07. 072 　 不完全卵裂 　 incomplete
 

cleavage,
 

meroblastic
 

cleavage
　 大量卵黄集中于卵的一端或卵的中央,导致

分裂面不能将卵分成两部分,仅卵质部分被

分开,含卵黄的部分仍连在一起。 中黄卵和

端黄卵的卵裂方式属于此类型。

07. 073　 均等卵裂　 equal
 

cleavage
　 一种分裂类型,分裂面将分裂球完全分割成

两半,子细胞完全分开。 多数动物的卵,不
仅卵黄分布均匀,分出的分裂球的大小一般

相差不多。

07. 074　 不等卵裂　 unequal
 

cleavage
　 一种分裂类型,分裂球的排列和卵裂的程序

均不规则,形成的卵裂球的形态和功能有差

异。

07. 075　 卵裂沟　 cleavage
 

furrow
　 卵裂时卵裂球表面凹陷形成的裂缝,是卵裂

起始的标志。

07. 076　 卵裂面　 cleavage
 

plane
　 卵裂时两细胞分开处对应的垂直平面。

07. 077　 卵裂球　 blastomere
　 卵裂产生的子细胞。

07. 078　 盘状卵裂　 discoidal
 

cleavage
　 动物卵裂的一种类型,卵裂发生在动物极胚

盘上,胚盘下的卵黄不分裂,如硬骨鱼、爬行

类和鸟类。

07. 079　 表面卵裂　 superficial
 

cleavage
　 动物卵裂的一种类型,卵裂最初只是位于卵

黄块中心的核进行分裂,并不伴有卵表面细

胞质的分裂。

07. 080　 孕体　 conceptus
　 由受精卵进一步发育形成的早期胚胎结构,

包括胚胎本身、胎盘和胎膜。

07. 081　 囊胚　 blastula
　 动物胚胎发育的一个阶段,胚胎整体呈球

形,胚胎细胞位于表面,内部有空腔,腔内充

满液体。

07. 082　 囊胚腔　 blastocoel
　 囊胚期胚胎内部的空腔,其内充满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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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83　 原始内胚层　 primitive
 

endoderm
　 胚胎发育的早期阶段胚泡发育形成 2 个胚

层(即上胚层和下胚层)中的下胚层。

07. 084　 孵化囊胚　 hatching
 

blastocyst
　 刚从透明带中出来的,正处于囊胚阶段的胚

胎。

07. 085　 桑葚胚　 morula
　 胚胎发育早期的一个阶段,受精卵分裂为实

心的细胞团,外观呈桑葚状。

07. 086　 桑葚胚形成　 morulation
　 胚胎发育的早期阶段形成桑葚胚的过程。

07. 087　 桑葚胚期　 morula
 

stage
　 胚胎发育的一个时期,即处于桑葚状胚胎的

时期。

07. 088　 胚泡期　 blastocyst
 

stage
　 哺乳动物胚胎发育的一个早期阶段,相当于

囊胚期,此时胚泡腔已经形成,但尚未附植。
此期的胚胎由内细胞团和滋养层细胞组成。

07. 089　 胚泡形成　 blastocyst
 

formation
　 胚胎发育过程中,由桑葚胚发育成胚泡的

过程。

07. 090　 胚泡　 blastocyst
　 胚胎发育的早期阶段,即附植以前的胚胎。

此时胚胎由外层的滋养层细胞和内层的内

细胞团细胞以及由细胞围成的胚泡腔组成。

07. 091　 胚泡腔　 blastocyst
 

cavity
　 由桑葚胚进一步发育而成的胚泡内充满液

体的腔。

07. 092　 内细胞团　 inner
 

cell
 

mass
　 哺乳动物初期胚胎中的细胞团块,是最后将

发育成为胎儿的部位。

07. 093　 滋养层　 trophoblast,
 

trophoderm
　 哺乳类早期胚泡壁的单层细胞所形成的薄

膜,在胎儿从母体摄取营养中起重要作用。

07. 094　 细胞滋养层　 cytotrophoblast
　 在早期胚胎外包被的一层滋养层,参与形成

胎盘绒毛,是胎儿胎盘的功能成分。

07. 095　 合体滋养层　 syncytiotrophoblast
　 又称“合胞滋养层”。 细胞滋养层融合而形

成的多核细胞滋养层。 在妊娠早期,这些细

胞介导孕体附植到子宫壁,能分泌促性腺激

素以维持黄体的存在,从而维持早期妊娠。

07. 096　 着床　 nidation
　 胎生哺乳动物的早期胚胎和母体子宫壁结

合,从而建立母子间结构上的联系以实现物

质交换的过程。

07. 097　 异位附植　 ectopic
 

implantation
　 胚胎附植发生在子宫以外的部分。

07. 098　 延迟附植　 delayed
 

implantation
　 在一些动物中,受精后胚胎不会立刻发生附

植,而是停留在滞育阶段,何时附植与营养

条件等相关。

07. 099　 异位妊娠　 ectopic
 

pregnancy
　 受精卵于子宫体腔以外部位发育的过程。

07. 100　 受孕　 conception
　 发生妊娠的行为, 开始于精子和卵子的

结合。

07. 101　 妊娠黄体　 corpus
 

luteum
 

of
 

pregnan-
cy

　 存在于妊娠动物卵巢中的黄体。 是维持妊

娠所必需的孕激素的主要来源,至分娩前后

逐渐萎缩消失。

07. 102 　 假妊娠 　 pseudopregnancy,
 

phantom
 

pregnancy
　 由肿瘤或者内分泌紊乱等引起的,在未受孕

的条件下表现出妊娠症状的现象。

07. 103　 输卵管妊娠　 tubal
 

pregnancy
　 卵子在输卵管壶腹部受精,受精卵因某些原

因在输卵管运输受阻,而在输卵管的某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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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着床、发育的现象。 以壶腹部妊娠为最

多,其次为峡部,伞部最少见。

07. 104　 腹腔妊娠　 abdominal
 

pregnancy
　 位于输卵管、卵巢及阔韧带以外的腹腔内妊

娠。 分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原发性腹腔妊

娠指受精卵直接附植于腹膜、肠系膜、大网

膜等处;继发性腹腔妊娠往往发生于输卵管

妊娠时输卵管破裂后,偶可继发于卵巢妊娠

或子宫内妊娠而在子宫破裂后,胚胎于腹腔

内附植并发生妊娠。

07. 105　 旋转式卵裂　 rotational
 

cleavage
　 哺乳动物的卵裂方式,哺乳动物的卵黄含量

少,第 1 次卵裂为普通经裂,第 2 次卵裂时,
其中的一个卵裂球仍然进行经裂,另一个卵

裂球进行纬裂。

07. 106　 紧密化　 compaction
　 在哺乳动物胚胎卵裂的早期阶段,表面卵裂

球之间形成紧密连接,内部卵裂球之间形成

间隙连接,以允许离子和小分子从一个细胞

进入另一个细胞。

07. 107　 胚盘　 germ
 

disc
　 羊膜囊底部的外胚层和卵黄囊顶部的内胚

层紧密相贴,形似圆盘。

07. 108　 子宫乳　 uterine
 

milk
　 子宫腺分泌的一种乳白色的分泌物,为附植

入的胚胎提供营养。

07. 109　 胎盘小叶　 cotyledon
　 绒毛膜上的凹凸不平的沟纹。

07. 110　 胚层　 germ
 

layer,
 

embryonic
 

layer
　 多细胞动物早期胚胎中分成层的胚胎结构。

为外胚层、中胚层和内胚层。 是各种组织和

器官分化的来源。

07. 111　 上胚层　 epiblast
　 一种起源于内细胞团的组织类型,由初级外

胚层分化形成,位于下胚层之上,由柱状细

胞组成。

07. 112　 下胚层　 hypoblast
　 由内细胞团形成的一种组织类型,位于上胚

层的下方,由立方形细胞组成。

07. 113　 外胚层　 ectoderm
　 动物胚胎发育中三胚层之一,起源于胚胎的

外层组织。 能分化形成神经系统、表皮及其

衍生物毛发等。

07. 114　 原始外胚层　 primitive
 

ectoderm
　 2 个胚层阶段的外胚层。

07. 115　 中胚层　 mesoderm
　 动物胚胎发育中三胚层之一,原肠胚形成过

程中,细胞向内迁移,于内外胚层之间形成。
能形成体腔,以容纳体内器官。

07. 116　 内胚层　 endoderm
　 动物胚胎发育中三胚层之一,由细胞沿原始

消化管向内层迁移形成。 最初为扁平细胞,
随后变成柱状细胞。 能形成除口腔和直肠

末端以外消化管的上皮、开口于消化管的腺

体、气管、支气管和肺泡的上皮、膀胱和尿道

的部分上皮等。

07. 117　 体壁中胚层　 somatic
 

mesoderm
　 发育中的中胚层的外层。

07. 118　 脏壁中胚层　 splanchnic
 

mesoderm
　 发育中的中胚层的内层。

07. 119　 胚外体壁中胚层　 extraembryonic
 

so-
matopleuric

 

mesoderm
　 发育中的胚胎之外的中胚层的外层,与胚内

中胚层相延续。

07. 120 　 胚外脏壁中胚层 　 extraembryonic
 

splanchnopleuric
 

mesoderm
　 发育中的胚胎之外的中胚层的内层,与胚内

脏壁中胚层相延续。

07. 121　 胚外体腔　 extraembryonic
 

coe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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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发育中的胚胎绒毛膜中胚层向胚外伸出

的腔,包绕羊膜腔和卵黄囊。

07. 122　 原条　 primitive
 

streak
　 脊椎动物胚胎发育中,在形成中胚层的部位

最早出现的不透明的加厚细胞带。

07. 123　 原结　 primitive
 

knot,
 

primitive
 

node
　 胚胎发育早期,原条前端膨大形成的细胞

团。

07. 124　 原沟　 primitive
 

groove
　 胚胎发育早期,原条背部下陷形成的沟。

07. 125　 原窝　 primitive
 

pit
　 原结处细胞分裂下陷形成的窝。

07. 126　 脊索管　 notochordal
 

canal
　 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阶段,连通原窝到头

突的管。 向内穿孔到内胚层,使卵黄囊和羊

膜出现暂时性连通。

07. 127　 头突　 head
 

process
　 脊椎动物早期胚胎发育阶段,原结向前扩展

的细胞带。

07. 128　 神经肠管　 neurenteric
 

canal
　 低等动物早期胚胎发育中,神经管后部形成

的,与原肠连通的管道。

07. 129　 神经嵴　 neural
 

crest
　 起源于胚胎早期发育阶段神经管外层的细

胞,沿发育中的神经管背部两侧形成的神经

外胚层细胞带。 聚集成簇,发育成脊神经背

根神经节细胞、自主神经节细胞、肾上腺髓

质嗜铬细胞、 神经膜细胞和皮肤色素细

胞等。

07. 130　 脊索　 notochord
　 早期胚胎背侧部分的圆杆状细胞条索。 代

表身体的原始中轴和中轴骨发育的中心,是
高等脊椎动物胚胎发育中的共性结构,成年

后退化为椎间盘的髓核。

07. 131　 髓核　 nucleus
 

pulposus
　 椎间盘的中央部分,来源于胚胎发育中的脊

索,由胶状物组成。

07. 132　 轴旁中胚层　 paraxial
 

mesoderm
　 早期胚胎发育中邻近中线的中胚层,发育成

体节。

07. 133　 间介中胚层　 intermediate
 

mesoderm
　 又称“ 生肾节( nephrotome)”。 胚胎发育过

程中中胚层的一部分,位于不分节的侧板中

胚层与体节之间,发育为尿生殖系统。

07. 134　 侧板中胚层　 lateral
 

plate
 

mesoderm
　 胚胎发育中胚盘两侧不分节的中胚层细胞

团块。

07. 135　 体节　 somite
　 沿发育中的脊椎动物胚胎神经管两侧分布

的细胞团索。 起源于轴旁中胚层,将发育成

真皮、骨骼肌和椎骨。

07. 136　 间充质　 mesenchyme
　 又称“胚胎结缔组织( embryo

 

connective
 

tis-
sue)”。 主要起源于三胚层胚胎的中胚层,
含有胶原纤维束和成纤维细胞。 将分化发

育成血管、血液相关的器官和结缔组织、骨
和软骨等。

07. 137　 生肌节　 myotome
　 脊椎动物胚胎发育中,由体节发育来的组织

团块,将发育成体壁的肌肉。

07. 138　 生皮节　 dermatome
　 轴旁中胚层的背侧部分,将发育为真皮。

07. 139　 生骨节　 sclerotome
　 脊椎动物胚胎发育中的一个结构,是体节的

一部分,分化形成椎骨和大部分颅骨。

07. 140　 原肠胚　 gastrula
　 动物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内胚层和中胚层

移入胚胎内部的胚胎。
·131·



07. 141 　 原肠胚期 　 gastrula
 

stage,
 

gastrula
 

period
　 胚胎发育的一个阶段,胚胎形成或具备 2 或

3 个胚层。

07. 142　 胚孔　 blastopore
　 胚胎发育中,植物极板内陷至囊胚腔部分的

开口。

07. 143　 神经胚　 neurula
　 胚胎发育的早期阶段,原肠胚后期开始分

化、发育形成神经管和神经嵴时期的胚胎。

07. 144　 神经胚形成　 neurulation
　 早期胚胎发育中,胚胎由原肠胚预定外胚层

细胞形成神经板和随后形成神经管的发育

过程。

07. 145　 神经胚期　 neurula
 

stage,
 

neurula
 

pe-
riod

　 形成神经板或神经管的胚胎发育时期。

07. 146　 器官发生期　 organogenetic
 

period
　 从三胚层发育成器官的胚胎发育时期。

07. 147　 原基　 rudiment
　 胚胎发育和特定器官、组织或结构分化中最

早的可识别阶段,尚未充分发育的器官或

部分。

07. 148　 胎膜　 fetal
 

membrane
　 胚胎外包被的膜,有卵黄囊、绒毛膜、羊膜和

尿囊等。 主要功能是形成胎盘的一部分,起
保护、营养、呼吸和排泄功能,参与胚胎与母

体间的物质交换。

07. 149　 羊膜　 amnion
　 高等脊椎动物包绕发育中胚胎的最内层的

胎膜。 其内充满羊水,胎儿浸浴在羊水中。

07. 150　 绒毛膜　 chorion
　 高等脊椎动物包绕发育中胚胎的最外层的

胎膜。

07. 151　 尿囊　 allantois
　 高等脊椎动物胚胎发育中的血管性胎膜。

从后肠发育而来,位于绒毛膜的下方。

07. 152　 脐带　 umbilical
 

cord
　 内含胎儿和胎膜的血管、脐尿管等结构的条

索,外包结缔组织和浆膜。

07. 153　 胎衣　 afterbirth
　 胎儿娩出后从子宫内排出的胎盘或胎膜。

07. 154　 胎盘　 placenta
　 哺乳动物妊娠期间由胚胎的胎膜和母体子

宫内膜联合形成的母子间物质交换的器官。
产生多种维持妊娠的激素,是一个重要的内

分泌器官。

07. 155　 卵黄囊　 yolk
 

sac
　 最早形成的胚外膜,原肠胚外的包覆膜,其

内包覆原肠。

07. 156　 卵黄蒂　 yolk
 

stalk
　 连接胚胎中肠与卵黄囊的狭窄的管道样结

构。

07. 157　 羊膜腔　 amniotic
 

cavity
　 包绕发育中胚胎的充满羊水的腔。

07. 158　 羊膜腔穿刺术　 amniocentesis
　 用细针刺入羊膜腔,抽取少量羊水的技术,

用于胚胎遗传疾病诊断或胚胎早期的性别

鉴定等。

07. 159　 脐尿管　 urachus
　 一条纤维性袋,从膀胱经脐带连到尿囊。

07. 160　 绒毛膜绒毛　 chorionic
 

villus
　 胎儿绒毛膜伸出的富含血管的微小突起,与

母体子宫结合形成胎盘。

07. 161　 蜕膜　 decidua
　 子宫黏膜的上皮组织,在妊娠过程中结构重

塑、分娩或月经周期中会脱落。

07. 162　 蜕膜胎盘　 deciduate
 

place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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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哺乳动物胎盘的一种类型,胚胎的尿囊和绒

毛膜与母体子宫内膜结为一体。 分娩时需

将子宫壁内膜一起撕下产出,造成大量流

血。 一般包括环状胎盘和盘状胎盘。

07. 163　 蜕膜细胞　 decidual
 

cell
　 妊娠过程中,子宫黏膜结缔组织中特化、增

大的卵圆形的结缔组织细胞,细胞质内充满

糖原颗粒和脂滴。

07. 164　 蜕膜化　 decidualization
　 妊娠早期的一种生理过程,使得子宫适应胚

胎的附植。 子宫内膜上皮下方间质变得致

密,形成蜕膜,利于滋养层侵入。

07. 165　 绒毛胎盘　 villous
 

placenta
　 胎盘的一种,绒毛膜的表面生有绒毛。

07. 166　 绒[毛]膜卵黄囊胎盘　 choriovitelline
 

placenta
　 胎盘形成过程中,有卵黄囊参与形成的胎

盘。

07. 167　 带状胎盘　 zonary
 

placenta
　 在胚泡赤道部周围集中形成的一条绒毛带,

与子宫内膜结合形成联系的胎盘,见于猫和

狗等肉食动物。

07. 168　 盘状胎盘　 discoid
 

placenta
　 绒毛集中在绒毛膜的一个盘状区域,与子宫

内膜基质结合形成的胎盘,见于灵长类和啮

齿动物。

07. 169　 内皮绒[毛]膜胎盘　 endotheliochori-
al

 

placenta
　 母体子宫内膜血管内皮直接与胎儿绒毛膜

上皮接触的胎盘,见于犬猫类动物。

07. 170 　 上皮绒[毛]膜胎盘　 epitheliochorial
 

placenta
　 所有三层子宫组织都存在,绒毛嵌合于子宫

内膜相应的凹陷中的胎盘,见于猪和马属

动物。

07. 171　 结缔绒膜胎盘 　 syndesmochorial
 

pla-
centa

　 子宫内膜上皮细胞层被侵蚀,胎儿绒毛膜直

接和子宫内膜上皮下方的结缔组织接触的

胎盘,见于牛羊等反刍动物。

07. 172　 血绒膜胎盘　 haemochorial
 

placenta
　 所有三层子宫组织都缺如,胎儿绒毛膜直接

浸浴在母体子宫内膜血液中进行物质交换

的一种胎盘类型,见于食虫类、啮齿类、兔和

大多数灵长类。

07. 173　 鳃器　 branchial
 

apparatus
　 鳃弓、鳃沟、鳃膜与咽囊等的统称。 在鱼类和

两栖类,演化为具有呼吸功能的鳃等器官。

07. 174　 鳃弓　 branchial
 

arch
　 胚胎发育早期,头部两侧间充质增生,渐次

形成左右对称、背腹方向的 6 对柱状隆起。
将参与颜面与颈的形成,其间充质分化为肌

组织、软骨与骨。

07. 175　 鳃沟　 branchial
 

groove
　 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中,相邻鳃弓之间的

5 对条形凹陷。

07. 176　 鳃膜　 branchial
 

membrane
　 咽囊和鳃沟之间的薄膜。

07. 177　 额鼻突　 frontonasal
 

prominence,
 

fro-
ntonasal

 

process
　 哺乳动物胚胎发育早期,扁平的胚盘卷为圆

柱状时,因脑泡的发生及脑泡腹侧的间充质

增生,胚体头端弯向腹侧而形成一个位于口

咽膜上方的圆形隆起。

07. 178　 上颌突　 maxillar
 

prominence,
 

maxil-
lar

 

process
　 胚胎发育中,第一鳃弓发生后不久,其腹侧

部分即分为上下两支,上面的支称上颌突。

07. 179 　 下颌突
  

　 mandibular
 

prominence,
 

mandibular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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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胚胎发育中,第一鳃弓发生后不久,其腹侧

部分即分为上下两支,下面的支称下颌突。

07. 180　 鼻板　 nasal
 

placode
　 额鼻突下缘两侧外胚层增生形成 2 个椭圆

形的增厚区。

07. 181　 鼻窝　 nasal
 

pit
　 鼻板中央的凹陷,是鼻腔的原基。

07. 182　 内侧鼻突　 median
 

nasal
 

prominence,
 

median
 

nasal
 

process
　 高起的鼻窝内侧缘。

07. 183　 外侧鼻突 　 lateral
 

nasal
 

prominence,
 

lateral
 

nasal
 

process
　 高起的鼻窝外侧缘。

07. 184　 鼻泪沟　 nasolacrimal
 

groove
　 外侧鼻突与上颌突之间形成的浅沟,是鼻泪

管的原基。

07. 185　 初腭　 primary
 

palate
　 又称“原始腭”。 左右内侧鼻突融合处的间

充质增生,形成一个突向原始口腔的小突

起。 将发育成腭前部的一小部分。

07. 186　 继发腭　 secondary
 

palate
　 胚胎发育过程中从左右两个上颌突内侧面

间充质增生向原始口腔内长出一对扁平突

起。 其前部骨化形成硬腭,后部形成软腭。

07. 187　 原肠　 primitive
 

gut
　 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中,胚盘向腹侧卷折

形成圆柱状的胚体,内胚层被卷入胚体内形

成一条头尾走向的封闭管道。

07. 188　 泄殖腔膜　 cloacal
 

membrane
　 胚胎的尾部腹侧后肠末端一个短暂存在的

膜。 它在后肠和胚胎外表间形成了一个暂

时的屏障。

07. 189　 口凹　 stomodeum
　 胚胎外胚层的头部内陷形成的凹窝,将形成

口腔的开口。

07. 190　 口咽膜　 oropharyngeal
 

membrane
　 一种在早期胚胎中短暂存在的膜,可将口腔

和咽腔分隔开来。

07. 191　 肛道　 proctodeum
　 胚胎外胚层的尾端向内形成的凹陷,将来发

育为肛门。

07. 192　 肛膜　 anal
 

membrane
　 泄殖腔膜的腹侧部分,破裂后形成肛门。

07. 193 　 奇结节 　 tuberculum
 

impar,
 

median
 

tongue
 

swelling
　 咽底中央形成的一个小的突起, 是舌的

原基。

07. 194　 胰芽　 pancreatic
 

bud
　 前肠尾端内胚层细胞增生形成的 2 个憩室,

分别称为背胰芽和腹胰芽。 背胰芽、腹胰芽

的细胞增生形成细胞索,最终发育成胰腺。

07. 195　 喉气管沟　 laryngotracheal
 

groove
　 原始咽底壁正中,鳃下隆起的尾侧出现一纵

行的浅沟。

07. 196　 喉气管憩室　 laryngotracheal
 

divertic-
ulum

　 喉气管沟逐渐加深并从尾端至头端逐步愈

合形成的一管状盲囊,是喉、气管、支气管和

肺的原基。

07. 197　 气管食管隔 　 tracheoesophageal
 

sep-
tum

　 喉气管憩室与背侧的食管之间的间充质。

07. 198　 肺芽　 lung
 

bud
　 喉气管憩室末端形成的左右两支膨大结构,

是支气管和肺的原基。

07. 199　 生肾节　 nephrotome,
 

nephromere
　 头侧的呈分节状的间介中胚层,是前肾的

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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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200　 前肾　 pronephros
　 胚胎发育中,位置靠近体腔的前段的肾。 由

许多排泄小管组成,小管一端开口于体腔,
开口处膨大成漏斗状,可以直接从体腔内收

集代谢废物。

07. 201　 前肾小管　 pronephric
 

tubule
　 体节前段生肾节形成的数条横行细胞索中

央出现空腔形成的管。 内侧端开口于胚体

体腔,外侧端均向尾侧延伸,并互相联结成

纵行的管道。

07. 202　 生肾索　 nephrogenic
 

cord
　 间介中胚层向腹侧移动、增生,形成从头侧

到尾侧的左右两条纵行的间充质索,是中肾

和后肾的原基。

07. 203　 尿生殖嵴　 urogenital
 

ridge
　 由于生肾组织的增生,在胚体背侧背主动脉

的两侧出现的左右对称的纵行隆起,是中

肾、生殖腺和生殖管道的原基。

07. 204　 中肾小管　 mesonephric
 

tubule
　 中部体节外侧的生肾索细胞相继发生形成

的许多横行小管。

07. 205　 中肾　 mesonephros,
 

mesonephridium
　 中肾管及与其连接的中肾小管共同形成的

椭圆形结构。 位于前肾的后方,是胚胎时期

的排泄器官。 在哺乳动物中,仅在胚胎时期

发挥作用。

07. 206 　 中肾管 　 mesonephric
 

duct,
 

Wolffian
 

duct
　 又称“沃尔夫氏管”。 与中肾小管相连的小

管,可以排出中肾小管中的液体。 在雄性动

物中最终发育为输精管、附睾管和睾丸输出

小管,而在雌性动物中则退化。

07. 207　 后肾　 metanephros,
 

metanephridium
　 又称“永久肾”。 起源于输尿管芽及生后肾

原基,靠近体腔的后段,是脊椎动物胚胎中

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排泄器官。 在鸟

类、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中,最终发育为肾。

07. 208　 输尿管芽 　 ureteric
 

bud,
 

ureteric
 

di-
verticulum

　 中肾管末端近泄殖腔处,向背外侧长出的一

个盲管。 向头侧长入生后肾组织内,末端膨

大反复分支,形成肾盂、肾盏、乳头管和集合

小管。

07. 209　 生后肾原基　 metanephrogenic
 

blaste-
ma

　 中肾嵴尾侧的生后肾组织在输尿管芽诱导

下形成的结构,呈帽状包围在输尿管芽末

端。 在集合小管诱导下形成肾小管,肾小管

一端与集合小管的盲端接通,另一端膨大凹

陷与血管球形成肾小体。

07. 210 　 生殖腺嵴 　 gonadal
 

ridge,
 

genital
 

ridge
　 又称“性腺嵴”。 尿生殖嵴中内侧的纵嵴,是

睾丸和卵巢的原基。

07. 211　 初级性索　 primary
 

sex
 

cord
　 性腺发育早期生殖腺嵴表面上皮长入其下

方的间充质,形成不规则的上皮细胞索。

07. 212　 生精小管索　 seminiferous
 

cord
　 又称“睾丸索( testicular

 

cord)”。 雄性胚胎

初级性索增殖并与表面上皮分离,向生殖腺

嵴的深部生长发育成的索状结构,进一步发

育为生精小管。

07. 213　 次级性索　 secondary
 

sex
 

cord
　 又称“皮质索(cortical

 

cord)”。 随着胚胎发

育的进行,初级性索逐渐退化、消失,性腺表

面上皮又增殖形成新的细胞索。 在雌性胚

胎,进一步发育成原始卵泡。

07. 214　 性嵌合体　 sexual
 

mozaic
　 又称“雌雄嵌合体”。 在一个动物个体中雌

性部分与雄性部分以明显界限合生在一起

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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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215　 两性畸形　 hermaphroditism
　 又称“两性同体”。 在一个动物体中雌、雄性

状都明显的现象。

07. 216　 性别决定　 sex
 

determination
　 雌、雄异性动物决定性别的方式。

07. 217　 遗传性别　 genetic
 

sex
　 受孕时,由精子与卵子携带的性染色体决定

的性别。 由其决定性腺性别(睾丸或卵巢),
进而决定内、外生殖器向雄性或雌性的发育。

07. 218　 中肾旁管　 paramesonephric
 

duct
　 又称“米勒管”。 在脊椎动物中,和中肾管平

行生成的中胚层性的管。 有的来源于前肾

管,有的来源于体腔壁,和中肾无联系。 在

雄性中,会退化;在雌性中,则发育成输卵管

等生殖管道。

07. 219　 生殖结节　 genital
 

tubercle
　 在哺乳类外生殖器形成的初期,尿生殖口

(尿生殖窦)头端形成的小突起。 在雄性中,
发展成阴茎;雌性中则形成阴蒂。

07. 220　 血岛　 blood
 

island
　 绒毛膜和卵黄囊紧贴内胚层的胚外间充质细

胞团,是哺乳动物最早发生造血活动的场所。

07. 221　 成血管细胞　 angioblast
　 血岛周围变扁的,将形成血管内皮的细胞。

07. 222　 成血细胞　 hemocytoblast
　 又称“原血细胞”。 血岛中央的强嗜碱性的

圆形细胞,其与周边细胞脱离,将形成原始

成血细胞。

07. 223　 生心区　 cardiogenic
 

area
　 胚盘前缘脊索前板(口咽膜)前面的中胚层,

将来形成心脏。

07. 224　 围心腔　 pericardial
 

coelom
　 生心区内,中胚层之间出现的腔。

07. 225　 生心板　 cardiogenic
 

plate

　 围心腔腹侧的中胚层(脏层)细胞密集,形成

前后纵行、左右并列的一对细胞索。

07. 226　 心管　 cardiac
 

tube
　 生心板的中央变空而形成的管状结构。

07. 227　 神经板　 neural
 

plate
　 脊索动物原肠胚期,背侧外胚层正中增厚形

成的外胚层板。 经神经褶、神经管等发育过

程,将发育成神经系统。

07. 228　 神经沟　 neural
 

groove
　 脊索动物发生初期在神经板正中走行的一

条浅沟。 在其下面,脊索原基与外胚层紧密

结合在一起。

07. 229　 神经褶　 neural
 

fold
　 主要是在脊索动物的发生初期(神经胚期)包

围在神经板周围的外胚层隆起。 将来形成间

充质、软骨、色素细胞和脊神经节等组织。

07. 230　 神经管　 neural
 

tube
　 在脊椎动物胚胎发育早期,神经板闭合形成

的管状物。 位于脊索的背面,沿脊索纵行,
以后形成中枢神经系统和脊椎动物的眼睛。

07. 231　 脑泡　 brain
 

vesicle
　 神经管头段形成的三个膨大部分,由前向后

分别为前脑泡、中脑泡和菱脑泡。 前脑泡头

端以后发育成左右两大脑半球,尾侧端形成

间脑;中脑泡演变为中脑;菱脑泡演变为头

侧的后脑和尾侧的末脑。

07. 232　 前脑　 prosencephalon
　 脑最前端的部分,属于脑的最高层部分,是人

脑中最复杂、最重要的神经中枢。 前脑又分

为视丘、下视丘、边缘系统、大脑皮质 4 部分。

07. 233　 后脑　 metencephalon
　 脊椎动物胚胎期的脑泡之一,最后演变为脑

桥和小脑。

07. 234　 末脑　 myelencephalon
　 又称“髓脑( spinal

 

brain)”。 脊椎动物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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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脑泡之一,最后演变为延髓。

07. 235　 成神经细胞　 neuroblast
　 一种可以发育为神经细胞或神经元的胚胎

细胞。

07. 236　 拉特克囊　 Rathke
 

pouch
　 口咽膜上方与原始口腔顶交界处,外胚层上

皮向顶端突出的一个囊状结构。 其前壁的

细胞逐渐增厚,分化成腺垂体的远侧部,后
壁形成腺垂体的中间叶。

07. 237　 脊髓裂　 myeloschisis
　 后部神经管闭合不全的一种神经管畸形。

07. 238　 视沟　 optic
 

groove,
 

optic
 

sulcus
　 胚胎发育过程中,神经管前端尚未闭合之前,

其前部两侧发生一对凹陷的进一步发育。

07. 239　 视泡　 optic
 

vesicle
　 神经管前端闭合成前脑泡时,视沟向外侧膨

出形成一对泡状结构。 视泡腔与脑室腔相

通,视泡的外侧为表面外胚层。

07. 240　 视杯　 optic
 

cup
　 视泡与表面外胚层一起向视泡腔内陷形成的

双层杯状结构。 其外层的细胞产生色素,发
育为色素视网膜;内层为神经上皮层,发育成

节细胞、视锥细胞、视杆细胞、双极细胞等。

07. 241　 视柄　 optic
 

stalk
　 连接视泡近端与间脑的索状结构,将发育为

视神经。

07. 242　 视网膜内间隙　 intraretinal
 

space
　 又称“视腔”。 分隔视杯外侧色素上皮和内

侧神经视网膜的空隙。

07. 243　 晶状体板　 lens
 

placode
　 在视泡的诱导下,视泡外的表面外胚层加厚

成的板状结构。

07. 244　 晶状体泡　 lens
 

vesicle
　 晶状体板内陷形成的晶状体窝脱离表皮形

成的泡状结构。

07. 245　 听板　 otic
 

placode
　 菱脑两侧的表面外胚层在菱脑的诱导下增

厚形成的板状结构。

07. 246　 听窝　 otic
 

pit
　 听基板向其下方间充质内凹陷形成的窝。

07. 247　 听泡　 otic
 

vesicle,
 

otocyst
　 又称“听囊”。 听窝与表面外胚层分离形成的

囊状结构。 与其周围基质一起发育为内耳。

07. 248 　 咽鼓管鼓室隐窝 　 tubotympanic
 

re-
cess

　 第一咽囊向背外侧扩伸,远侧盲端膨大形成

的隐窝,近端缩细成咽鼓管。

07. 249　 肌原细胞　 myogenous
 

cell
 

　 又称“成肌细胞(myoblast)”。 具有发育成

肌纤维潜力的原始肌细胞。

07. 250　 胚胎工程　 embryo
 

engineering
　 利用人为技术对哺乳动物胚胎进行处理,使

其继续发育,获得所需要的成体动物的技

术。 使用最多的是胚胎移植和人工授精技

术。

07. 251　 体外受精　 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
　 哺乳动物的精子和卵子在体外人工控制的

环境中完成受精,然后将受精卵重新送回母

体子宫的技术。

07. 252　 体内受精　 in
 

vivo
 

fertilization
　 卵在输卵管内与精子融合形成受精卵的受

精方式。

07. 253　 超排卵　 superovulation
　 简称“超排”。 在母畜发情周期的适当时间,

施以外源性促性腺激素,使卵巢中比自然情

况下有较多的卵泡发育并排卵。

07. 254　 冷藏精液　 cryopreserved
 

semen
　 在-196℃液氮罐中冷藏的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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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255　 卵核分裂　 ookinesis
　 卵母细胞在成熟和受精时发生的有丝分裂。

07. 256　 无羊膜动物　 anamniote
　 胚胎发育中不形成羊膜的动物。

07. 257　 羊膜动物　 amniote
　 脊椎动物胚胎发育中形成羊膜结构的一类

动物,包括爬行纲、鸟纲、哺乳纲。

07. 258　 卵黄膜　 vitelline
 

membrane
　 包被在禽蛋卵黄外的一层膜。

07. 259　 卵系带　 chalaza
　 蛋两端发出的蛋白丝,可将卵黄固定在蛋的

中间位置。

07. 260　 壳膜　 shell
 

membrane
　 紧贴禽蛋蛋壳内层的薄膜。 由两层紧密相

贴的薄膜组成,外层紧贴于蛋壳内表面,内
层包绕在蛋清表面,膜间有少量空气。

07. 261　 气室　 air
 

space
　 卵壳里面的两层卵壳膜在卵的钝端分开,形

成内含空气的气囊。 可以供给胚胎发育所

需要的氧气。

07. 262　 浆膜　 serosa
　 鸟类和爬行类胚胎发育过程中,表面不形成

绒毛的绒毛膜,与哺乳类胚胎发育中的绒毛

膜是同源器官。

07. 263　 中央卵裂球　 central
 

blastomere
　 鸟类和爬行类胚胎发育中,胚盘中央的卵裂

球。

07. 264　 边缘卵裂球　 marginal
 

blastomere
　 鸟类和爬行类胚胎发育中,胚盘边缘靠近卵

黄的卵裂球。

07. 265　 明区　 area
 

pellucida
　 鸟类和爬行类早期胚胎发育中,胚盘中央的

半透明区域,是胚盘发育的场所。

07. 266　 暗区　 area
 

opaca
　 鸟类和爬行类早期胚胎发育中,胚盘明区周

围的不透明区域。

08.
 

家畜组织学

08. 001　 组织学　 histology
　 研究有机体细微结构及其相关功能的科学,

包括细胞、基本组织及器官组织。

08. 002　 细胞　 cell
　 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的单位。 由蛋白质、核

酸、脂类、糖类和其他—些物质(如水分和无

机盐类)按一定方式组成。

08. 003　 组织　 tissue
　 由形态和功能相同或相似的细胞群以及细

胞间质构成。 根据形态结构和功能不同,组
织一般分为上皮组织、结缔组织、肌肉组织

和神经组织 4 种基本类型。

08. 004　 器官　 organ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组织按一定方式结合而

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的功能单位,如心脏、肺、
肝、肾、脾和淋巴结等。

08. 005　 系统　 system
　 一些功能密切相关的器官联合,共同完成一

连续性的特定生理作用,如口腔、舌和齿、食
管、胃、肠、肛门以及唾液腺、肝和胰等共同

组成消化系统。

08. 006　 光学显微镜　 light
 

microscope
　 以可见光、紫外光和红外光为照明光源的显

微镜,可分为普通光学显微镜和特种光学显

微镜。

08. 007　 荧光显微镜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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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光源、滤色系统和显微镜三部分构成的显

微镜,主要用于观察组织细胞中的荧光物质。

08. 008 　 相差显微镜 　 phase
 

contrast
 

micro-
scope

　 通过特殊镜头,将细胞内各种结构对光产生

不同的折射转换成光密度差异(明暗差)的

显微镜,使所观察的细胞结构反差明显,并
具有立体感。 主要用于观察体内分离和体

外培养的活细胞的形态结构。

08. 009　 暗视野显微镜　 darkfield
 

microscope
　 一种利用丁达尔效应,能使观察标本和背景

间形成强烈明暗对比度的显微镜。 主要用

于观察溶质中粒子的布朗运动、反差小的微

小颗粒。

08. 010　 偏光显微镜　 polarizing
 

microscope
　 根据因组织细胞细微结构的不同造成入射

光线光速和折射率发生不同程度改变的特

性来制作的显微镜。 主要用于检测细胞内

一些具有双折射性的物质,如纺锤体、纤维

丝、染色体等。

08. 011　 倒置显微镜　 invert
 

microscope
　 将物镜与聚光器和光源倒置,配有相差物镜

的普通显微镜,用于观察培养的活细胞。

08. 012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confocal
 

la-
ser

 

scanning
 

microscope,
 

CLSM
　 以激光为光源,由共聚焦成像扫描系统、电

子光学系统和微机图像分析系统组成的显

微镜。 激光经聚焦后移动扫描样品,通过电

信号彩色显像,经过微机图像分析系统进行

二维和三维分析处理,得到样品的反射光形

成的图像。

08. 013　 电子显微镜　 electron
 

microscope,
 

EM
　 简称“电镜”。 由电子束代替照明光源,用电

子透镜代替光学透镜的显微镜,分为透射电

镜和扫描电镜两种。

08. 014 　 透射电镜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

croscope
　 以电子束穿透标本,投射到荧光屏上,出现

黑白反差的结构影像的显微镜。

08. 015 　 扫描电镜 　 scanning
 

electron
 

micro-
scope

　 电子束扫描物体表面,靠反射信号在荧光屏

上扫描成像的电镜,能显示三维的超微结构。

08. 016　 超微结构　 ultrastructure
　 又称“亚微结构”。 电镜下才能见到的细胞

结构。

08. 017　 嗜酸性　 acidophil
 

character
 

　 组织和细胞中含有的碱性物质与酸性染料

(如伊红等) 有较强的亲合力,易被染成深

浅不同的红色的特性。

08. 018　 嗜碱性　 basophil
 

character
 

　 组织和细胞中的酸性物质与碱性染料(如苏

木素等)的亲合力强,易被染成蓝色的特性。

08. 019　 嗜中性　 neutrophil
 

character
　 组织和细胞中的物质与酸性染料(如伊红

等)、碱性染料(如苏木素等)没有明显亲合

力的特性。

08. 020　 组织化学　 histochemistry
　 利用化学、物理、生物化学、免疫学反应的原

理,与组织学技术相结合而产生的技术。

08. 021　 免疫组织化学　 immunohistochemistry
　 应用特异性的抗原抗体结合的免疫学原理,

检测组织或细胞内及细胞膜表面所含抗原

和受体分布的技术。

08. 022　 显微放射自显影术　 microautoradiog-
raphy

　 又称 “ 同位素示踪术 ( isotopic
 

tracer
 

tech-
nique)”。 检测放射性物质在细胞内的吸

收、分布、合成、转化、排泄等动态变化过程

的技术。

08. 023　 原位杂交　 in
 

situ
 

hybri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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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核酸分子杂交组织化学术,根据两条单链

核苷酸互补碱基序列专一配对的特点,应用

已知碱基序列并带有标记物的核酸探针(即

已标记的 RNA 或 DNA 片段),与组织切片

或细胞内待测核酸进行杂交,通过组织化学

或免疫组织化学法显示和定位核酸在细胞

内的分布。

08. 024　 单位膜　 unit
 

membrane
　 电镜下由内、外两层电子致密度高,中间一

层电子致密度低的三层结构组成的细胞膜

的统称,厚度为 2. 5 ~ 3. 5nm。

08. 025　 液态镶嵌模型　 fluid
 

mosaic
 

model
　 细胞膜由两层类脂分子和镶嵌其中的球形

蛋白质组成。 两层类脂分子外表面为亲水

极,膜中央部分为疏水极;球形蛋白质,有的

部分或全部嵌入膜内,有的横跨整个脂类双

分子层。

08. 026　 内膜系统　 endomembrane
 

system
　 真核细胞中,在结构、功能上具有连续性的、

由膜围成的细胞器或结构。 包括内质网、高
尔基体、溶酶体、内体和分泌泡以及核膜等

膜结构,但不包括线粒体和叶绿体。
 

08. 027　 细胞器　 organelle
　 细胞质中具有一定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的

结构,包括线粒体、核糖体、内质网、高尔基

体、溶酶体、过氧化物酶体、中心粒、细胞骨

架等。

08. 028　 核糖体　 ribosome
　 主要由核糖核酸和蛋白质构成的一种椭圆

形小体,其主要功能是在细胞内合成蛋白

质。

08. 029 　 附着核糖体 　 membrane-bound
 

ribo-
some

　 附着于内质网和核膜外表面的核糖体。 主

要功能是合成分泌性蛋白,如酶原、蛋白激

素、抗体等。

08. 030 　 游离核糖体 　 free
 

ribosome,
 

unat-
tached

 

ribosome
　 分布于细胞质基质中的核糖体。 主要功能

是合成结构性蛋白,如膜蛋白、血红蛋白、肌
动蛋白等。

08. 031　 线粒体　 mitochondrion
　 进行细胞内呼吸和能量供应的,呈小杆状或

颗粒状的重要细胞器。 由双层单位膜构成,
外膜平整,内膜向内突出形成线粒体嵴。

08. 032　 内质网　 endoplasmic
 

reticulum,
 

ER
　 细胞质内由单位膜包围形成的扁束状、管状

或泡状结构,彼此相互连通形成连续的一种

网状膜性管道系统,有的甚至与外核膜相

连,腔内有许多酶。

08. 033 　 粗面内质网 　 rough
 

endoplasmic
 

re-
ticulum,

 

RER
　 内质网的一种,其外表面附着有核糖体,多

呈扁平束状,主要合成分泌性蛋白、部分膜

蛋白、溶酶体蛋白等。

08. 034　 滑面内质网　 smooth
 

endoplasmic
 

re-
ticulum,

 

SER
　 内质网的一种,其表面无核糖体附着,常见

为分支小管或小泡,有时也呈束状或扁平板

层状。 主要功能是参与固醇类激素合成、脂
类代谢和细胞的解毒作用等。

08. 035　 高尔基复合体　 Golgi
 

complex
　 由扁平囊泡、小泡和大泡三部分组成的囊泡

系统。 主要参与细胞的分泌活动,对合成的

蛋白质进行加工、浓缩、包装和运输。

08. 036　 残余体　 residual
 

body
　 含有未完全消化的底物残渣的溶酶体。

08. 037　 过氧化物酶体　 peroxisome
　 又称“微体(microbody)”。 由单层膜包围形

成的圆形小泡,含有 40 多种酶,其标志酶是

过氧化氢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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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038　 中心体　 centrosome
　 由细胞核附近的两个相互垂直排列的中心

粒(centriole)与其周围的致密基质一起构成

的细胞器。 与细胞有丝分裂过程中纺锤体

的形成有关。

08. 039　 细胞骨架　 cytoskeleton
　 真核细胞内由微管、微丝和中等纤维构成的

蛋白质纤维网架结构。 广义的细胞骨架还

包括细胞核骨架和细胞膜骨架。

08. 040　 微管　 microtubule
　 由微管蛋白装配而成的中空管状结构,是细

胞骨架的结构成分之一。 参与细胞的运动。

08. 041　 微丝　 microflament
　 由肌动蛋白组成直径约 7nm 的纤维。 参与

构成细胞骨架,还参与细胞的吞噬、分泌等。

08. 042　 中间丝　 intermediate
 

filament
　 又称“中间纤维”。 直径 8 ~ 10nm 的蛋白质

纤维,其直径介于微丝和微管之间。 参与构

成细胞骨架,与细胞器的定位有关。

08. 043　 内含物　 inclusion
　 储存于细胞质内具有一定形态的营养物或

代谢产物,如糖原、脂类、色素颗粒和分泌颗

粒等。

08. 044　 细胞核　 nucleus
　 由核膜、染色质、核仁及包含核骨架成分的

核基质组成。 是遗传信息的贮存场所,细胞

遗传和代谢活动的控制中心。

08. 045　 核被膜　 nuclear
 

envelope
　 由两层单位膜组成,位于细胞核的最外层结

构。 面向胞质的一层为外核膜,其表面附有

大量核糖体,有些部位与粗面内质网相连。
面向核质的内核膜表面光滑。 在内、外核膜

之间有宽 20 ~ 40nm 的核周隙。

08. 046　 核骨架　 nuclear
 

skeleton
　 真核细胞核内的一个主要由非组蛋白纤维

组成的网络结构,与细胞质骨架相似。

08. 047　 细胞周期　 cell
 

cycle
　 又称“ 细胞增殖周期 ( cell

 

reproductive
 

cy-
cle)”。 连续分裂的细胞从一次有丝分裂结

束到下一次有丝分裂完成所经历的过程。
通常分为细胞分裂期和分裂间期。

08. 048　 有丝分裂　 mitosis
　 又称“ 间接分裂( indirect

 

division)”。 一种

真核生物的细胞分裂类型,染色质凝集成染

色体且姐妹染色单体在纺锤丝的牵拉下分

向两极,从而产生两个相同的子细胞。 根据

形态变化,分为前期、中期、后期和末期 4 个

时期。

08. 049　 无丝分裂　 amitosis
　 又称“直接分裂(direct

 

division)”。 一种细

胞分裂类型,是低等生物的主要增殖方式,
细胞分裂形成两个子细胞时染色体形态不

发生改变也不出现纺锤体。

08. 050　 分裂间期　 interphase
　 从细胞分裂结束之后到下次分裂之前的阶

段。 包括 G1 期、S 期、G2 期,是为下一次细

胞分裂进行物质准备和积累的阶段。

08. 051　 分裂期　 division
 

stage
　 即 M 期,细胞周期中细胞进行分裂的时期,

包括前期、中期、后期和末期。

08. 052　 细胞分化　 cell
 

differentiation
　 个体发育过程中,由一种相同类型的细胞经

细胞分裂后,在形态、结构和功能上形成相

对稳定差异的过程。

08. 053　 细胞死亡　 cell
 

death
　 细胞生命活动不可逆地停止。 分为细胞坏

死(necrosis)和细胞凋亡( apoptosis)两种类

型。 细胞坏死是由外界的物理、化学因素或

严重的病理性刺激引起的细胞损伤和死亡,
是一种被动的病理性死亡。 细胞凋亡是由

基因控制引起的死亡,也称细胞程序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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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是一种主动的生理性死亡。

08. 054　 上皮组织　 epithelial
 

tissue
　 简称“上皮(epithelium)”。 被覆于体表或内

脏器官表面,衬在体腔或有腔器官的内壁,由
大量排列紧密的上皮细胞和少量的细胞间质

组成。 根据分布和功能的不同,分为被覆上

皮、腺上皮、感觉上皮、生殖上皮和肌上皮。

08. 055　 被覆上皮　 covering
 

epithelium
　 广泛分布于体表或衬于有腔器官腔面的上

皮组织,具有保护、吸收、分泌、排泄等功能。

08. 056　 腺上皮　 glandular
 

epithelium
　 构成各种腺体的上皮组织, 以分泌功能

为主。

08. 057　 感觉上皮　 sensory
 

epithelium
　 分布于感觉器官的上皮组织,如味蕾、嗅上

皮、内耳,感受各种刺激。

08. 058　 单层扁平上皮　 simple
 

squamous
 

epi-
thelium

　 又称“单层鳞状上皮( simple
 

scaled
 

epitheli-
um)”。 由一层扁平细胞构成,主要分布于

肺泡壁和肾小囊或组成内皮和间皮。

08. 059　 内皮　 endothelium
　 衬于心脏、血管和淋巴管内表面的上皮组

织。 其游离面薄而光滑,有利于血液和淋巴

流动及物质交换。

08. 060　 间皮　 mesothelium
　 被覆于胸膜、腹膜和心包膜表面的上皮组

织。 可分泌少量浆液,表面湿润光滑,便于

内脏器官的运动,具有保护功能。

08. 061 　 单层立方上皮 　 simple
 

cuboidal
 

epi-
thelium

　 由一层近似立方形的细胞组成,主要分布于

甲状腺、唾液腺和胰腺的小输出管等部位。

08. 062　 单层柱状上皮　 simple
 

columnar
 

epi-
thelium

　 由一层棱柱形或锥形细胞构成,主要分布于

胃、肠、子宫、输卵管和一些腺体的导管。

08. 063　 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 　 pseudostrati-
fied

 

ciliated
 

columnar
 

epithelium
　 由一层形态不同、高矮不等的柱状细胞、杯

状细胞、梭形细胞和锥形细胞组成,各种细

胞的细胞核排列参差不齐,由侧面观察似复

层,但所有细胞的基部均位于基膜上,实为

单层上皮。 达到游离面的细胞常具纤毛,并
彼此紧密相邻形成完整的纤毛表面。 主要

分布在鼻腔的呼吸部、喉、气管和支气管以

及附睾等处。

08. 064 　 复层扁平上皮 　 stratified
 

squamous
 

epithelium
　 又称“复层鳞状上皮( stratified

 

scaled
 

epithe-
lium)”。 由多层细胞组成,表面数层细胞扁

平,中间若干层细胞为多边形,基底层细胞

多呈柱状。 分布在易受机械性损伤或化学

性损伤的部位,如口腔、食管、皮肤、阴道和

阴茎头等处。

08. 065 　 复层柱状上皮 　 stratified
 

columnar
 

epithelium
　 由多层细胞组成,表面是一层排列整齐的柱

状细胞或矮柱状细胞,中间层细胞呈横行的

梭形,基底层细胞为立方形或多边形。

08. 066　 变移上皮　 transitional
 

epithelium
　 又称“移行上皮”。 由多层细胞组成,但细胞

的层次和形状随所在器官的生理状态不同

而变化。 主要分布在肾盏、肾盂、输尿管、膀
胱和部分尿道。

08. 067　 细胞衣　 cell
 

coat
　 又称“糖萼(glycocalyx)”。 细胞膜的糖蛋白

和糖脂向细胞表面伸出的糖链部分形成的

一薄层绒毛状结构。 具有黏着、支持、保护、
识别及物质交换等功能。

08. 068　 微绒毛　 microvi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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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皮细胞游离面的胞膜和胞质共同向外伸

出的细小指状突起,直径约 0. 1μm。 具有扩

大细胞表面积、增强细胞吸收功能的作用。

08. 069　 纹状缘　 striated
 

border
　 小肠上皮细胞顶端微绒毛的纵纹状结构。

08. 070　 刷状缘　 brush
 

border
　 肾近曲小管上皮细胞顶端微绒毛的纵纹状

结构。

08. 071　 纤毛　 cilium
　 上皮细胞游离面伸出的能够摆动的突起,较

微绒毛粗且长,一般长 5 ~ 10μm。 摆动时可

将黏附在细胞表面的分泌物及颗粒等排出

体外。

08. 072　 连接复合体　 junctional
 

complex
　 上皮细胞游离端之间,由紧密连接、中间连

接和桥粒联合形成的细胞连接。

08. 073　 紧密连接　 tight
 

junction
　 又称“闭锁小带( zonula

 

occludens)”。 位于

上皮细胞侧面的顶端,相邻细胞的胞膜形成

点状、斑状或带状融合,呈领带状环绕细胞

顶部。

08. 074　 中间连接　 intermediate
 

iunction
　 又称“黏合小带(zonula

 

adherens)”。 常位于

紧密连接下方,呈带状环绕上皮细胞。

08. 075　 桥粒　 desmosome
　 又称“黏合斑(macula

 

adherens)”。 散在分

布于中间连接深部的斑点状结构。 此种连

接是连接复合体中最牢固的一种。

08. 076　 缝隙连接　 gap
 

junction
　 又称“缝管连接” “融合膜( nexus)”。 两细

胞膜连接处之间仅有 2 ~ 3nm 的间隙,间隙

内有许多间隔大致相等的连接点。

08. 077　 镶嵌连接　 interdigitation
　 相邻细胞间胞膜凹凸不平,相互呈齿状嵌合

形成。

08. 078　 基膜　 basement
 

membrane
　 位于上皮组织与结缔组织之间的一层非细

胞性薄膜,主要起支持、连接和固着作用。
由基板和网板构成,基板紧贴上皮的基底

面,是一层致密的细颗粒状和细丝状物质,
厚 50 ~ 100nm;网板紧邻结缔组织,由网状

纤维和基质组成。

08. 079　 半桥粒　 hemidesmosome
　 位于上皮细胞基底面的细胞膜内侧,结构为

桥粒的一半。 在和基膜接触处,张力丝附着

于胞膜内附着板上,折成袢状返回胞质形成

致密斑,加固上皮与基膜的连接。

08. 080　 质膜内褶　 plasma
 

membrane
　 上皮细胞基底面细胞膜折向细胞质内所形

成的质膜褶。

08. 081　 腺　 gland
　 以腺上皮为主要成分构成的器官。 根据结

构、分泌物的性质及排出方式可分为外分泌

腺与内分泌腺。

08. 082　 外分泌腺　 exocrine
 

gland
　 又称“有管腺(duct

 

gland)”。 分泌物以导管

输送到体表或器官管腔面的腺,可分为单细

胞腺和多细胞腺。

08. 083　 单细胞腺　 unicellular
 

gland
　 外分泌腺的一种,只由一个细胞组成,如杯

状细胞。

08. 084　 多细胞腺　 multicellular
 

gland
　 由多个腺细胞组成,一般包括分泌部和导

管。 动物绝大多数外分泌腺属于此类。

08. 085　 腺泡　 acinus
　 又称“腺末房”。 外分泌腺分泌部的基本单

位,由单层腺上皮围绕腺腔组成,腺腔与排

泄管相通。

08. 086　 浆液腺　 serous
 

gland
　 腺泡由浆液性腺细胞组成。 细胞质呈强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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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性,顶部常含有细小的嗜碱性颗粒。 分泌

物较为稀薄,如胰腺和腮腺等。

08. 087　 黏液腺　 mucous
 

gland
　 腺泡由黏液细胞构成。 细胞质内充满大量

分泌颗粒,细胞核被挤向细胞基底部。 分泌

物较为黏稠,如舌下腺、十二指肠腺等。

08. 088　 混合腺　 mixed
 

gland
　 含有浆液腺和黏液腺两种腺泡,或由两种腺

细胞共同构成混合性腺泡,如颌下腺和舌

下腺。

08. 089 　 固有结缔组织 　 connective
 

tissue
 

proper
　 分布广泛,填充于器官之间、组织与组织甚

至细胞之间。 结构特点是细胞性成分较少

而间质很多。 包括疏松结缔组织、致密结缔

组织、网状组织、弹性组织和脂肪组织。

08. 090　 疏松结缔组织　 loose
 

connective
 

tissue
　 又称“蜂窝结缔组织”。 细胞成分主要有成

纤维细胞、巨噬细胞和间充质细胞等。 分布

最广泛,细胞种类多,纤维分布疏松,基质特

别丰富。 具有连结、缓冲和支持作用。

08. 091　 成纤维细胞　 fibroblast
　 疏松结缔组织中数目最多的细胞,呈有突起

的多角形或梭形。 功能是形成纤维和基质,
在创伤修复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08. 092　 巨噬细胞　 macrophage
　 一种源于单核细胞的吞噬细胞,胞体形态多

样,呈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 能吞噬与

分解外来细菌和衰老死亡的细胞碎片,并能

捕捉、吞噬、处理和贮存抗原物质,或将其传

递给免疫淋巴细胞。

08. 093　 浆细胞　 plasma
 

cell
　 来源于 B 淋巴细胞,多呈圆形或卵圆形,细

胞核常偏于细胞的一端,异染色质呈粗大块

状,沿核膜内面呈辐射状排列。 功能是合

成、贮存和分泌免疫球蛋白。

08. 094　 肥大细胞　 mast
 

cell
　 呈圆形或卵圆形,核小而圆,细胞质内充满

均匀一致的异染颗粒。 颗粒中含有肝素、组
胺、白三烯等慢反应物质。 常常沿小血管和

小淋巴管成群分布。

08. 095　 脂肪细胞　 fat
 

cell,
 

adipocyte
　 细胞较大,呈圆球形,细胞质内有一个大的

脂肪滴,将细胞质的其余部分推挤到细胞周

缘,细胞核被挤压成扁圆形,位于细胞一侧。
具有合成和贮存脂肪的作用。

08. 096　 胶原纤维　 collagen
 

fiber
　 又称“白纤维(white

 

fiber)”。 疏松结缔组织

中的主要纤维成分。 新鲜时呈白色,富于韧

性,能抗拉力但弹性不强。

08. 097　 弹性纤维　 elastic
 

fiber
　 又称“黄纤维( yellow

 

fiber)”。 由弹性蛋白

组成,新鲜时呈黄色,富于弹性。

08. 098　 网状纤维　 reticular
 

fiber
　 又称“嗜银纤维(argyrophilic

 

fiber)”。 纤维

由胶原蛋白构成,表面被覆有蛋白多糖和糖

蛋白。 用硝酸银镀染时呈黑色。 纤维很细,
有分支,彼此联结成网状。 主要分布在网状

组织、结缔组织与其他组织交界处。

08. 099　 致密结缔组织　 dense
 

connective
 

tis-
sue

　 组织中的纤维成分特别多且排列紧密,细胞

和基质成分很少,纤维为胶原纤维和弹性纤

维两种。

08. 100 　 规则致密结缔组织 　 regular
 

dense
 

connective
 

tissue
　 由较粗胶原纤维组成的一种固有结缔组织。

纤维平行排列,网眼稀少,细胞成分完全为

成纤维细胞。

08. 101 　 不规则致密结缔组织 　 irregular
 

dense
 

connective
 

tissue
　 由较粗胶原纤维组成的一种固有结缔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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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排列成网,网眼稀少,细胞成分以成纤

维细胞为主。

08. 102　 网状组织　 reticular
 

tissue
　 由网状细胞和网状纤维构成,其基质是流动

的淋巴液或组织液。 主要分布在造血器官

和淋巴器官, 体内没有单独存在的网状

组织。

08. 103　 脂肪组织　 adipose
 

tissue
　 大量脂肪细胞聚集而成的一种特殊的结缔

组织。 具有支持、缓冲保护和维持体温的功

能,还是机体贮存脂肪的“脂库”。

08. 104　 软骨组织　 cartilage
 

tissue
　 由少量软骨细胞和大量半固态间质组成的

一种结缔组织。 间质包括纤维和凝胶状基

质,坚韧而有弹性,起支持和保护作用。 分

为透明软骨、弹性软骨和纤维软骨三种。

08. 105　 软骨细胞　 chondrocyte
　 位于软骨基质形成的软骨陷窝,呈圆形或椭

圆形,成群分布,每群有 2 ~ 5 个细胞。 具有

合成、分泌基质和纤维成分的功能。

08. 106　 软骨膜　 perichondrium
　 软骨组织外面覆有一层致密结缔组织(关节

软骨表面没有)。 其外层含有较多纤维成

分,与周围结缔组织直接相连续;内层含有

较多细胞成分,具有生成软骨的潜能。

08. 107　 透明软骨　 hyaline
 

cartilage
　 软骨的一种,基质内有少量的胶原原纤维交

织排列,分布于鼻、喉、气管、支气管、肋软骨

及关节软骨等处。

08. 108　 纤维软骨　 fibrous
 

cartilage
　 软骨的一种,基质内含有大量平行或交织排

列的胶原纤维束,软骨细胞成行排列在胶原

纤维束间。 具有较强的抗压性,分布于椎间

盘、耻骨联合、关节盘等处。

08. 109　 弹性软骨　 elastic
 

cartilage

　 软骨的一种,基质内含有大量的弹性纤维,
互相交织成网,具有较强的弹性。 分布于耳

廓、会厌等处。

08. 110　 骨组织　 osseous
 

tissue
　 由骨细胞与骨间质组成,间质中有大量钙盐

沉着,是体内最坚硬的结缔组织。 在体内承

担最主要的支持作用,并参与体内钙、磷的

代谢。

08. 111　 骨板　 bonelamena
　 一种坚固的板层样结构形式的骨组织。 由平

行排列的胶原纤维组成的板层由基质黏合在

一起,钙盐平行排列于胶原原纤维之间。

08. 112　 骨陷窝　 bonelacuna
　 软骨基质形成的小腔。

08. 113　 类骨质　 osteoid
　 成骨细胞最初在骨组织表面合成与分泌胶

原纤维和基质,未经钙化时为类骨质,钙盐

钙化后形成骨基质。

08. 114　 骨细胞　 osteocyte
　 呈椭圆形,胞体位于骨陷窝中,具有许多细

长的突起,突起通过四周的骨小管与相邻骨

细胞彼此连通。

08. 115　 骨原细胞　 osteoprogenitor
 

cell
　 一种分化程度很低的幼稚细胞。 分布于骨

外膜和骨内膜的内层,具有很强的分裂增殖

能力。

08. 116　 成骨细胞　 osteoblast
　 由骨原细胞增殖分化而来,最后转变为骨细

胞,具有合成和分泌纤维与基质的功能。

08. 117　 破骨细胞　 osteoclast
　 由多个单核细胞融合成的一种多核的巨大

细胞。 数量较少,多位于骨组织被吸收部位

所形成的凹陷处。 具有溶解和吸收骨质的

作用。

08. 118　 骨单位　 ost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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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哈弗斯系统(Haversian
 

system)”。 位

于内外环骨板之间,由中央管及周围呈同心

圆状排列的骨板组成。 呈圆筒状,长轴与长

骨的长轴平行,是长骨干的主要结构单位。
中央管内有血管、神经和少量结缔组织。

08. 119　 间骨板　 interstitial
 

lamella
　 分布于骨单位之间,因哈弗斯系统不断破坏

和改建而遗留下的一些不规则骨板。

08. 120　 骨髓　 bone
 

marrow
　 一种柔软的造血组织,充满于骨髓腔及骨骺

骨小梁间的腔隙内,分为红骨髓和黄骨髓。

08. 121　 红骨髓　 red
 

bone
 

marrow
　 由网状组织、血窦和处于不同发育阶段的血

细胞以及巨噬细胞和少量脂肪细胞组成,执
行造血机能。

08. 122　 黄骨髓　 yellow
 

bone
 

marrow
　 骨髓腔内的红骨髓逐渐被脂肪组织代替而

形成。 一般情况下不再造血,但仍保持造血

潜能。

08. 123 　 膜内成骨 　 intramembranous
 

ossifica-
tion

　 间充质细胞直接分化为成骨细胞,由含有成

骨细胞的结缔组织膜直接骨化的骨发生过

程。 顶骨、额骨和锁骨等是由此方式形成的。

08. 124 　 软骨内成骨 　 endochondral
 

ossifica-
tion

　 间充质细胞首先分化为软骨细胞,形成软骨

组织。 软骨组织中的软骨细胞通过增殖、成
熟、分化、凋亡和钙化最终被骨组织所替换

的骨发生过程。 是四肢骨、躯干骨和颅底骨

的形成方式。

08. 125　 软骨雏形　 cartilage
 

model
　 在长骨将要发生的部位,间充质细胞聚集并

分化形成骨原细胞,骨原细胞继而先后分化

为成软骨细胞和软骨细胞。 软骨细胞分泌

软骨基质,细胞自身被包埋其中,形成外形

与将要形成的长骨相近的软骨雏形。

08. 126　 骨领　 bone
 

collar
　 软骨雏形形成后,其中段处软骨膜内层的骨

原细胞分化为成骨细胞,在软骨表面产生一

圈类骨质包绕软骨,随后类骨质钙化为骨基

质,形成一层犹如领圈样的骨松质。

08. 127　 骨化中心　 ossification
 

center
　 在骨领形成的同时,被骨领包围的软骨中,

其软骨细胞肥大,周围的软骨基质迅速钙化

而成。 骨膜的血管连同骨原细胞和破骨细

胞等穿通骨领进入其中。

08. 128　 血液　 blood
　 一种流动在心血管系统内的液态结缔组织,

由血细胞、血小板和血浆组成。 新鲜时红

色,具有一定的黏稠性。

08. 129　 血细胞　 hemocyte,
 

blood
 

cell
　 游离在血液中的细胞成分,包括红细胞、白

细胞和血小板。

08. 130　 红细胞 　 erythrocyte,
 

red
 

blood
 

cell,
 

RBC
　 脊椎动物中一种含血红蛋白的血细胞。 无

细胞核,也无细胞器,主要功能是运输和交

换氧及二氧化碳。

08. 131　 白细胞　 leukocyte,
 

white
 

blood
 

cell,
 

WBC
　 淋巴细胞、 多形核粒细胞和单核细胞的

总称。

08. 132 　 中性粒细胞 　 neutrophilic
 

granulo-
cyte,

 

neutrophil
　 血液中含量最丰富的粒细胞(约占白细胞总

数的 45%),细胞核常分为 2 ~ 3 叶,含有可

被伊红染料染成粉红色的颗粒。 具有吞噬

功能,可吞噬细菌,在机体抗感染中发挥重

要作用。

08. 133　 嗜酸性粒细胞 　 eosinophilic
 

gran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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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te,
 

eosinophil
　 含嗜酸性颗粒的白细胞,细胞核常分为 2

叶。 在抗寄生虫感染及Ⅰ型超敏反应中发

挥重要作用。

08. 134 　 嗜碱性粒细胞 　 basophilic
 

granulo-
cyte,

 

basophil
　 细胞质中充满大小不等的嗜碱性颗粒,细胞

核呈 S 形弯曲或分叶,颗粒内含有肝素、组
织胺和慢反应物质。 主要作用是参与变态

反应和防止凝血。

08. 135　 单核细胞　 monocyte
　 白细胞中体积最大的一种,细胞核卵圆形、

肾形或马蹄形,细胞质丰富。 游走到结缔组

织中分化为巨噬细胞,参与免疫反应。

08. 136　 淋巴细胞　 lymphocyte
　 脊椎动物免疫系统中存在的一种白细胞,主

要参与机体各部分的免疫应答反应,可分为

B 淋巴细胞、T 淋巴细胞、K 细胞和 NK 细胞。

08. 137　 血小板　 blood
 

platelet,
 

platelet
　 骨髓巨核细胞脱落下来的细胞质碎片。 没

有细胞核,有细胞器,呈双凸圆盘形,主要参

与止血和凝血。

08. 138　 巨核细胞　 megakaryocyte
　 又称“多核巨细胞(multinuclear

 

giant
 

cell)”。
骨髓中的巨型髓样细胞。 含有分叶核,细胞

通过伸出突起,出芽分解成血小板。

08. 139　 造血干细胞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HSC
　 起源于胚胎期的卵黄囊血岛,主要存在于骨

髓,是生成各种血细胞的始祖细胞,具有自

我维持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08. 140　 肌原纤维　 myofibril
　 由粗肌丝和细肌丝规则排列构成的肌纤维

亚单位。

08. 141　 细肌丝　 thin
 

myofilament

　 肌原纤维的组分之一,直径约 5nm,长约

1μm,由肌动蛋白、原肌球蛋白和肌钙蛋白

组成。

08. 142　 粗肌丝　 thick
 

myofilament
　 肌原纤维的组分之一,直径约 10nm,长约

2μm,由肌球蛋白分子集合而成。

08. 143　 肌节　 sarcomere
　 相邻两个 Z 线之间的一段肌原纤维,是肌纤

维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08. 144　 横小管　 transverse
 

tubule
　 又称“ T 小管”。 肌膜以垂直于肌纤维长轴

的方向向内凹陷而成的小管,位于 A 带和Ⅰ
带交界处。 兴奋性冲动由此传到肌纤维深

部,引起肌纤维的各肌节同步收缩。

08. 145　 纵小管　 longitudinal
 

tubule
　 又称“ L 小管”。 包绕在每条肌原纤维的周

围,由肌质网在相邻两个横小管之间形成互

相连通的小管网,大部分走行方向与肌纤维

的长轴一致。

08. 146　 终池　 terminal
 

cisterna
　 纵小管末端膨大而成的囊状结构。

08. 147　 三联体　 triad
　 在骨骼肌纤维中,横小管和两侧的终池共同

形成的结构。

08. 148　 闰盘　 intercalated
 

disk
　 相邻心肌纤维彼此交错连接处,有将心肌纤

维连接在一起和传递收缩兴奋的作用。

08. 149　 二联体　 diad
　 心肌纤维中纵小管只有一端形成终池,此终

池与横小管相贴形成的结构。

08. 150 　 微管滑动学说 　 sliding
 

microtubule
 

hypothesis
　 一种关于骨骼肌纤维收缩机制的学说。 神

经冲动经轴突传到运动终板后,肌纤维中的

细肌丝向粗肌丝的 M 膜方向滑动,明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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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暗带长度不变,H 带变窄乃至消失,肌节

变短,整个肌纤维变短收缩。

08. 151　 神经细胞　 nerve
 

cell
　 又称“神经元(neuron)”。 神经系统结构和

功能的基本单位,包括胞体和胞突两部分,
能感受刺激、整合信息和传导冲动。

08. 152　 树突　 dendrite
　 神经元从胞体发出的树状突起,可以接受邻

近细胞的刺激。

08. 153　 轴突　 axon
　 神经元从胞体发出的细长突起。 能将胞体

发出的冲动传递给另一神经元,或传递到分

布于肌肉或腺体内的效应器。

08. 154　 尼氏体　 Nissl
 

body
　 分布于神经元胞体和树突中的嗜碱性颗粒,

电镜下由排列紧密的粗面内质网和游离核

糖体组成。 主要合成结构蛋白、合成神经递

质所需的酶类等。

08. 155　 神经原纤维　 neurofibril
　 呈细丝状,由微丝或微管交叉排列成网并伸

入树突和轴突内,构成神经元的细胞骨架,
参与物质运输。

08. 156　 多极神经元　 multipolar
 

neuron
　 有一个轴突和多个树突的神经元。 数量最

多,分布广,如脑、脊髓的运动神经元。

08. 157　 双极神经元　 bipolar
 

neuron
　 只有两个突起,一个是树突,另一个是轴突

的神经元。 见于嗅觉器官、内耳和视网膜上

的感觉神经元。

08. 158　 假单极神经元 　 pseudounipolar
 

neu-
ron

　 从神经元胞体发出一个突起,距胞体不远又

呈“T”形分为两支,一支分布到外周的其他

组织器官,另一支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

元,主要见于脊神经节内的感觉神经元。

08. 159　 感觉神经元　 sensory
 

neuron
　 又称“传入神经元(afferent

 

neuron)”。 多为

假单极神经元,胞体主要位于脑脊神经节

内,其周围突的末梢分布在皮肤和肌肉等

处,可感受内、外环境刺激并转变为神经冲

动,传到脑或脊髓。

08. 160　 运动神经元　 motor
 

neuron
　 又称“传出神经元(efferent

 

neuron)”。 多为

多极神经元,胞体主要位于脑、脊髓和植物

神经节内,可把中枢发出的信息传至外周效

应器官,如肌肉或腺体。

08. 161　 突触　 synapse
　 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的接触部位,或神经元

与效应细胞之间的一种特化的细胞连接。
是细胞与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重要结构,分
为化学性突触和电突触两种。

08. 162　 突触前膜　 presynaptic
 

membrane
　 突触前一个神经元的轴突终末膨大及其细

胞膜,其中含有突触小泡、线粒体和微丝等。

08. 163　 突触间隙　 synaptic
 

cleft
　 突触前膜和突触后膜两者之间有宽 15 ~

30nm 的狭窄间隙。

08. 164　 突触后膜　 postsynaptic
 

membrane
　 突触后一个神经元的细胞膜。

08. 165　 神经纤维　 nerve
 

fiber
　 主要由神经元的轴突和外包的神经胶质细胞

(神经膜细胞或少突神经胶质细胞)构成,分
为有髓神经纤维和无髓神经纤维两种。

08. 166　 有髓神经纤维 　 myelinated
 

nerve
 

fi-
ber

　 由中央的轴突(轴索)和外包的髓鞘构成。

08. 167　 神经膜细胞　 neurolemmal
 

cell
　 又称“施万细胞(Schwann

 

cell)”。 外周神经

系统中,与神经元轴突紧密接触的细胞,参
与髓鞘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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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168　 神经末梢　 nerve
 

ending
　 周围神经纤维的终末部分终止于全身各种

组织器官内形成的特殊结构。 根据功能分

为感觉神经末梢和运动神经末梢。

08. 169　 感觉神经末梢　 sensory
 

nerve
 

ending
　 感觉神经元(假单极神经元)周围突的终末

部分。 能接受刺激,将其转化为冲动,通过

感觉神经纤维传至中枢。 可分为游离神经

末梢和有被囊神经末梢。

08. 170　 游离神经末梢　 free
 

nerve
 

ending
　 由较细的有髓或无髓神经纤维的终末反复

分支形成的感觉神经末梢。 以裸露的末梢

分布在上皮细胞之间,感受冷、热、轻触、痛
等感觉。

08. 171　 有被囊神经末梢　 encapsulated
 

nerve
 

ending
　 外面有结缔组织性被囊的感觉神经末梢,包

括触觉小体、环层小体和肌梭。

08. 172　 触觉小体　 tactile
 

corpuscle
　 又称 “ 迈斯纳小体 ( Meissner

 

corpuscle)”。
呈卵圆形,其长轴与皮肤表面垂直,外包有

结缔组织囊,其内有许多横列的扁平细胞,
能感受触觉。

08. 173　 环层小体　 lamellar
 

corpuscle
　 又称“

 

帕奇尼小体(Pacinian
 

corpuscle)”。
呈卵圆形或球形,由数十层呈同心圆排列的

扁平细胞组成其被囊,中央有一条均质圆柱

状内棍,能感受压觉和振动觉。

08. 174　 肌梭　 muscle
 

spindle
　 一种本体感受器,为分布在骨骼肌内的梭形

小体,外有结缔组织被囊,内含若干条细小

的骨骼肌纤维,在调节骨骼肌的活动中起重

要作用。

08. 175　 运动神经末梢　 motor
 

nerve
 

ending
　 运动神经元的轴突在肌组织和腺体的终末

结构。

08. 176　 运动终板　 motor
 

end
 

plate
　 终止于骨骼肌上的运动神经末梢。

08. 177 　 内脏运动神经末梢 　 visceral
 

motor
 

nerve
 

ending
　 分布于内脏及血管平滑肌、心肌和腺上皮细

胞等处的运动神经末梢。 较细,无髓鞘,其
轴突终末分支常呈串珠样膨体。

08. 178　 神经胶质细胞　 neuroglial
 

cell
　 细胞有突起,但不分轴突和树突,无尼氏体

和神经原纤维。 可分为星形胶质细胞、少突

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和室管膜细胞。 主要

对神经元起保护、支持、营养和绝缘作用。

08. 179　 星形胶质细胞　 astrocyte
　 胶质细胞中体积最大、数量最多的一种。 细

胞呈星形,核大且呈圆形或卵圆形。 可分为

纤维性星形胶质细胞和原浆性星形胶质细

胞两种。

08. 180　 少突胶质细胞　 oligodendrocyte
　 胞体比星形胶质细胞小,核圆,染色较深。

胞体突起末端扩展成扁平薄膜,包裹神经元

的轴突形成髓鞘。

08. 181　 小胶质细胞　 microglia
　 胶质细胞中最小的一种,胞体细长或椭圆,

核小且呈扁平或三角形,染色深。 来源于血

液中的单核细胞,具有吞噬能力。

08. 182　 室管膜细胞　 ependymal
 

cell
　 衬于脑室及脊髓中央管腔面的一层立方或

柱形细胞,游离端有纤毛,具有分泌脑脊液、
支持和再生作用。

08. 183　 卫星细胞　 satellite
 

cell
　 又称“被囊细胞”。 神经节内包裹神经元胞

体的一种扁平或立方形细胞,细胞核圆形或

卵圆形,染色较深,具有营养和保护作用。

08. 184　 管状器官　 tubular
 

organ
　 具有明显管腔的器官。 管壁通常由三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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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结构组成,如消化管管壁从里到外可分为

黏膜层、黏膜下层、肌层和浆膜或外膜。

08. 185　 膜性器官　 membranous
 

organ
　 具有层次分明的板状器官,如皮肤由表及里

分为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

08. 186　 实质器官　 parenchymatous
 

organ
　 由实质和间质组成的器官。 实质发挥机能

作用,间质组成器官支架,提供营养成分。
如胰腺的实质是胰腺泡和胰岛,间质是填充

在实质中的结缔组织支架和被膜。

08. 187　 大脑皮质　 cerebral
 

cortex
　 位于浅层的大脑灰质,从表及里依次分为分

子层、外颗粒层、外锥体细胞层、内颗粒层、
内锥体细胞层和多型细胞层。

08. 188　 锥体细胞　 pyramidal
 

cell
　 大脑皮质的神经元,胞体呈锥体形,一般分

为大、中、小三型。

08. 189　 颗粒细胞　 granular
 

cell
　 大脑皮质的神经元,胞体较小,呈颗粒状。

树突短,有许多分支和树突棘,轴突短而分

支多。 包括星形细胞、篮状细胞、水平细胞、
马丁诺蒂细胞等。

08. 190　 小脑皮质　 cerebellar
 

cortex
　 位于浅层的小脑灰质,自外向内为分子层、

浦肯野细胞层和颗粒层。

08. 191　 浦肯野细胞　 Purkinje
 

cell
　 小脑皮质内最大的神经元,胞体呈梨形或细

颈花瓶状,成扇状树突,轴突是小脑皮质唯

一的传出神经纤维。

08. 192　 脑脊液-脑屏障　 cerebrospinal
 

fluid-
brain

 

barrier
　 又称“ 血脑屏障( blood-brain

 

barrier)”。 在

血液与脑组织之间存在的一种保护性结构,
由连续毛细血管内皮、内皮外的基膜和神经

胶质膜三部分组成,能阻止血液中的某些大

分子物质进入脑组织内。

08. 193　 连续毛细血管　 continuous
 

capillary
　 毛细血管的一种,结构特点为内皮连续;内

皮细胞内有许多吞饮小泡;内皮外有完整的

基膜;周细胞较常见。 分布于肌组织、结缔

组织、肺和中枢神经系等。

08. 194　 有孔毛细血管　 fenestrated
 

capillary
　 毛细血管的一种,结构特点为内皮细胞内吞

饮小泡较少,细胞不含核、较薄的部分有小

孔,周细胞较少。 分布于胃肠黏膜、某些内

分泌腺和肾小球等处。

08. 195　 窦状毛细血管　 sinusoid
 

capillary
　 又称“不连续毛细血管(discontinuous

 

capil-
lary)”。 结构特点为管壁薄,管径较大,形状

极不规则;内皮细胞内吞饮小泡很少,细胞

上有小孔,细胞间隙较大;基膜一般不连续

或缺如;周细胞极少或无。 分布于物质交换

频繁的器官内,如肝、脾、红骨髓和某些内分

泌腺等处。

08. 196　 微循环　 microcirculation
　 微动脉到微静脉之间的血循环,是血液循环

的基本功能单位,由此循环血液与组织细胞

之间进行充分的物质交换。

08. 197 　 毛细血管后微静脉 　 postcapillary
 

venule
　 淋巴组织和淋巴器官内的数条毛细血管汇

集而成的一种较细的微静脉,其内皮通常为

单层立方上皮,是淋巴细胞穿越血管壁的重

要部位。

08. 198　 内弹性膜　 internal
 

elastic
 

membrane
　 一些动脉在内皮下层深面的一层弹性蛋白

构成的膜,上面有许多小孔。

08. 199　 外弹性膜　 external
 

elastic
 

membrane
　 一些动脉的中膜与外膜交界处,由密集的弹

性纤维组成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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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200　 毛细淋巴管　 lymphatic
 

capillary
　 结构与毛细血管相似,以盲端始于组织间隙

的淋巴管道。 管壁很薄,一般仅由内皮和极

薄的结缔组织构成,无周细胞,大分子物质

易于通过。

08. 201　 角质层　 stratum
 

corneum
　 由多层扁平角质细胞组成,细胞内充满角蛋

白,细胞核和细胞器均已消失。 浅层细胞常

成片脱落成为皮屑。

08. 202　 透明层　 stratum
 

lucidum
　 由数层更扁的梭形细胞组成,呈透明均质

状,细胞界限不清。

08. 203　 颗粒层　 stratum
 

granulosum
　 由 3 ~ 5 层长梭形细胞组成,细胞质内含有

许多透明角质颗粒。

08. 204　 棘层　 stratum
 

spinosum
　 由 5 ~ 10 层细胞组成,相邻细胞以许多棘状

突起借桥粒相连接。 细胞体积较大且呈多

边形,细胞质内含有许多颗粒,向四周伸出

许多细而短的突起。

08. 205　 基底层　 stratum
 

basale
　 又称“ 生发层( stratum

 

germinativum,cambi-
um

 

layer)”。 由一层矮柱状或立方体的基底

细胞整齐排列在基膜上组成。 由其不断产

生的细胞向表层推移,并分化成其他各层细

胞。

08. 206　 非角质形成细胞　 nonkeratinocyte
　 表皮细胞的一种,数量少,散布于角质形成

细胞之间,包括黑素细胞、朗格汉斯细胞和

梅克尔细胞。

08. 207　 黑素细胞　 melanocyte
　 生成黑色素的细胞。 细胞体积大,胞体位于

基底细胞之间,有多个较长分支突起,细胞

质内有多个长圆形的黑素小体,通过胞吐作

用将黑色素小体排出。

08. 208　 朗格汉斯细胞　 Langerhans
 

cell
　 散布于表皮的棘细胞之间,细胞有几个较粗

的突起,细胞质内有伯贝克颗粒。 来源于单

核细胞,是皮肤内的抗原呈递细胞。

08. 209　 乳头层　 papillary
 

layer
　 紧邻表皮的薄层结缔组织,其中细胞成分较

多,内含丰富的毛细血管、淋巴管和神经末

梢,可向表皮提供营养和感受触觉刺激。

08. 210　 网状层　 reticular
 

layer
　 位于乳头层下方,是真皮的主要组成部分。

粗大的胶原纤维束和弹性纤维束交织成致

密的网状,使皮肤具有很大韧性和一定弹

性,能承受各方面的张力和拉力。

08. 211　 毛干　 hair
 

shaft
　 露在皮肤外的部分毛。 由角化上皮细胞有

规则地排列构成,中央为数行扁平或立方形

角化上皮细胞构成的髓质,外周为数行多边

形或梭形角化细胞构成的皮质,最外层为毛

小皮。

08. 212　 毛小皮　 hair
 

cuticle
　 毛的最外层,由一层扁平的角化细胞构成,

细胞呈覆瓦状排列,游离缘向上呈锯齿状。

08. 213　 毛根　 hair
 

root
　 埋在皮肤内的部分毛,外有毛囊包围,末端

膨大并向内凹陷形成毛球。

08. 214　 毛球　 hair
 

bulb
　 毛根和毛囊末端膨大融合而成,增殖和分化

能力强,是毛和内根鞘的生长点。

08. 215　 毛乳头　 hair
 

papilla
　 真皮结缔组织、血管和神经纤维伸入毛球形

成,可为毛球提供营养。

08. 216　 乳腺　 mammary
 

gland
　 皮肤中特化的复管泡状腺,能分泌乳汁。

08. 217　 乳腺小叶　 mammary
 

lobule
　 乳腺实质被结缔组织分隔成的小叶结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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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大量乳腺腺泡。

08. 218　 远侧部　 pars
 

distalis
　 构成腺垂体的主要部分,腺细胞排列成团索

状,细胞索间有丰富的血窦。 腺细胞分为嗜

色细胞和嫌色细胞两类。

08. 219　 嗜色细胞　 chromophil
 

cell
　 脑垂体远侧部细胞质内含有易被常规染色

法着色的颗粒,可分为嗜酸性细胞和嗜碱性

细胞两类。

08. 220　 嫌色细胞　 chromophobe
 

cell
　 腺垂体远侧部不易着色的细胞。 大多数细

胞有长的分支突起伸入腺细胞之间,起支持

营养作用。

08. 221　 嗜酸性细胞　 acidophilic
 

cell
　 细胞质内含许多粗大嗜酸性颗粒的远侧部

细胞,分为生长激素细胞和催乳激素细胞两

种。

08. 222　 嗜碱性细胞　 basophilic
 

cell
　 细胞质内含有嗜碱性颗粒的远侧部细胞,分

为促甲状腺激素细胞、促性腺激素细胞和促

肾上腺皮质激素细胞三种。

08. 223　 神经部　 pars
 

nervosa
　 神经垂体的结构部分,主要由神经胶质细胞

和无髓神经纤维组成,其间有少量网状纤维

和较丰富的窦状毛细血管。

08. 224　 赫林体　 Herring
 

body
　 下丘脑的神经内分泌细胞轴突经漏斗伸至

神经部,在轴突及其终末的细胞质内聚集大

量分泌颗粒,使轴突局部呈串珠状膨大,形
成大小不等的嗜酸性团块。

08. 225　 中间部　 pars
 

intermedia
　 垂体远侧部和神经部之间的部分。 主要含

嫌色细胞及嗜碱性细胞,后者主要分泌黑素

细胞刺激素。

08. 226　 结节部　 pars
 

tuberalis

　 呈套筒状包围着神经垂体的漏斗柄,有丰富

的纵行毛细血管,主要含嫌色细胞及少量嗜

色细胞,分泌少量促甲状腺激素和促性腺

激素。

08. 227　 垂体细胞　 pituicyte
　 神经部的胶质细胞,细胞的形状和大小不

一,具有支持和营养神经纤维的作用。

08. 228 　 垂体门脉系统 　 hypophyseal
 

portal
 

system
　 为垂体供应血液的结构,垂体上动脉进入正

中隆起后反复分支并吻合成初级毛细血管

丛,进而汇集成垂体门静脉,沿结节部下行,
在腺垂体远侧部组成次级毛细血管丛。 下

丘脑释放的激素由此系统调节各种腺细胞

的分泌活动。

08. 229　 滤泡旁细胞　 parafollicular
 

cell
　 又称“亮细胞(clear

 

cell)”或“C 细胞”。 位

于滤泡上皮细胞之间或滤泡间结缔组织中,
细胞呈卵圆形或,细胞质内有嗜银颗粒。 主

要功能是以胞吐方式释放颗粒内的降钙素。

08. 230　 主细胞　 chief
 

cell,
 

principal
 

cell
　 (1)甲状旁腺的实质性细胞,体积较小,呈圆

形或多边形,主要功能是合成和分泌甲状旁

腺素。 (2) 胃底腺内分泌胃蛋白酶原的细

胞。

08. 231　 多形带　 zona
 

multiformis
　 又称“球状带( zona

 

glomerulosa)”。 肾上腺

皮质最外侧的部分,细胞较小,细胞质内含

少量脂滴。 分泌盐皮质激素,主要是醛固

酮。

08. 232　 束状带　 zona
 

fasciculate
　 位于多形带深部,是皮质中最厚的部分。 腺

细胞体积较大,多边形,排列成相互平行且与

被膜垂直的条索状,细胞质内含大量脂滴。
分泌糖皮质激素,主要为皮质醇和氢化可的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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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233　 网状带　 zona
 

reticularis
　 位于皮质最内层,在皮质中最薄,腺细胞体

积较小,形态不规则,排列成索状且相互吻

合呈网状。 主要分泌雄激素,也能分泌少量

雌激素和糖皮质激素。

08. 234　 嗜铬细胞　 chromaffin
 

cell
　 属于肾上腺髓质细胞,细胞体积较大,多边

形或卵圆形,内含嗜铬颗粒。 包括肾上腺素

细胞和去甲肾上腺素细胞。

08. 235　 肾上腺素细胞　 epinephrine-secreting
 

cell
　 约占髓质细胞的 80%,其分泌颗粒中的致密

核芯电子密度低,主要分泌肾上腺素。

08. 236　 去甲肾上腺素细胞 　 norepinephrine-
secreting

 

cell
　 髓质细胞的一种,其分泌颗粒中的致密核芯

电子密度高,主要分泌去甲肾上腺素。

08. 237　 松果体细胞　 pinealocyte
　 松果体内的实质细胞,呈圆形或多角形,细

胞质嗜碱性,主要功能是分泌褪黑激素。

08. 238　 味蕾　 taste
 

bud
　 一种味觉小体,由味觉细胞和支持细胞组

成,分布在舌乳头以及会厌和软腭的黏膜上

皮内。 味觉细胞呈长棱状,其基部与味觉神

经末梢形成突触。 支持细胞也呈棱状,较肥

大,分布在味蕾四周和味觉细胞之间。

08. 239　 食管腺　 esophageal
 

gland
　 食管的黏膜下层分布的黏液腺或以黏液腺

细胞为主的混合腺。 能分泌黏液,利于食物

通过并对黏膜起保护作用。

08. 240　 胃小凹　 gastric
 

pit
　 胃黏膜上皮向固有层内凹陷形成的许多小

窝,其底部是数条胃腺的开口。

08. 241　 胃底腺　 fundic
 

gland
　 分布于胃底部的一种分支管状腺或单管状

腺,由主细胞、壁细胞、颈黏液细胞和内分泌

细胞组成。 腺体分为颈、体和底三部分,颈
部短而细,与胃小凹相连;体部较长;底部稍

弯曲膨大并延伸至黏膜肌层。

08. 242　 壁细胞　 parietal
 

cell
　 又称“泌酸细胞( oxyntic

 

cell)”。 多散布于

胃底腺的颈部和体部,略呈锥体形,细胞质

强嗜酸性,主要功能是合成和分泌盐酸。

08. 243　 颈黏液细胞　 mucous
 

neck
 

cell
　 单个或成簇分布于腺颈部的壁细胞之间,呈

矮柱状,细胞质中常充满黏蛋白原颗粒,主
要功能是分泌酸性黏液。

08. 244　 内分泌细胞　 endocrine
 

cell
　 分散存在于胃肠道黏膜上皮和腺体内的单

个内分泌细胞,属 APUD 系统。

08. 245　 APUD 细胞 　 amine
 

precursor
 

uptake
 

and
 

decarboxylation
 

cell,
 

APUD
 

cell
　 全称“胺前体摄取及脱羧细胞”。 具有能摄

取胺前体并使之脱羧转变为胺类物质的胃

肠内分泌细胞。

08. 246　 肠绒毛　 intestinal
 

villus
　 小肠黏膜表面伸向肠腔的指状突起,由黏膜

上皮和固有层组成。

08. 247　 小肠腺　 intestinal
 

gland
　 又称“肠隐窝( intestinal

 

crypt)”。 分布于肠

黏膜固有层的单管腺。 由肠绒毛根部的上

皮向固有层下陷形成,开口于肠腔。

08. 248　 吸收细胞　 absorptive
 

cell
　 小肠黏膜上皮的主要细胞组成成分,细胞呈

柱状,细胞游离面有明显的纹状缘,主要功

能是对营养物质进行选择性吸收。

08. 249　 杯状细胞　 goblet
 

cell
　 小肠黏膜上皮的细胞组成成分,散布于吸收

细胞之间,有分泌黏液、润滑和保护肠黏膜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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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250　 帕内特细胞　 Paneth
 

cell
　 又称“潘氏细胞”。 散布于肠腺底部的肠上

皮细胞,细胞呈锥体形,顶部细胞质中有粗

大的嗜酸性颗粒,具有杀灭肠道内有害微生

物的作用。

08. 251　 十二指肠腺　 duodenal
 

gland
　 又称“黏膜下腺( submucosal

 

gland)”。 位于

十二指肠黏膜的分支管泡状腺,其导管穿过

黏膜肌层,开口于肠腺底部。 功能是分泌含

有黏蛋白的碱性液体,保护十二指肠黏膜免

受酸性胃液的侵蚀。

08. 252　 微皱褶细胞　 microfold
 

cell
　 又称“膜上皮细胞(membrane

 

epithelial
 

cell)”
或“M 细胞”。 小肠黏膜上皮内散布的一种特

殊细胞,细胞基底面质膜内陷形成较大的穹

隆状凹陷。 细胞质内有丰富的吞饮小泡和线

粒体,可将肠腔内的抗原物质以吞饮小泡的

形式转运给穹隆内的淋巴细胞。

08. 253　 肝小叶　 hepatic
 

lobule
　 肝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呈多面棱柱体,

有一条纵贯长轴的中央静脉,其外周是呈放

射状相间排列的肝板和肝血窦。

08. 254　 肝板　 hepatic
 

plate
　 单行肝细胞互相连接排列而成的细胞板。

相邻肝板间有分支相吻合,凹凸不平,形成

迷路样立体结构网格。

08. 255　 肝血窦　 hepatic
 

sinusoid
　 位于肝板之间并相互吻合成网状的毛细

血管。

08. 256　 窦周隙　 perisinusoidal
 

space
　 又称“迪塞隙(Disse

 

space)”。 血窦内皮细

胞与肝细胞之间的微小裂隙。 肝细胞的微

绒毛浸入其中,与血液间进行物质交换。

08. 257　 肝巨噬细胞　 Kupffer
 

cell
　 又称“库普弗细胞”,曾称“枯否细胞”。 肝血

窦内或内皮细胞之间的一种巨噬细胞,属单

核吞噬细胞。 不仅能监视、抑制和杀伤体内

的肿瘤细胞,吞噬细菌、病毒、衰老的红细胞,
还能处理和传递抗原,调节免疫应答反应。

08. 258　 胆小管　 bile
 

canaliculus
　 由相邻肝细胞间局部细胞膜凹陷并相互对

接而成, 肝细胞分泌的胆汁可直接排入

此管。

08. 259　 贮脂细胞　 fat-storing
 

cell
　 窦周隙中形态不规则的一种细胞,胞体小而

有突起,细胞质内有大小不等的脂滴。 主要

功能是贮存脂肪和维生素 A,产生基质和网

状纤维。

08. 260　 门管区　 portal
 

area
　 又称“汇管区”。 相邻几个肝小叶之间的区

域,主要由结缔组织组成。 其中还有小叶间

动脉、小叶间静脉和小叶间胆管三种管道的

横断面,这三种管道分别来源于肝动脉、肝
门静脉和肝管的分支。

08. 261　 门管小叶　 portal
 

lobule
　 以门管区为中心,相邻三个中央静脉的连线

为边界所构成的三角形棱柱体,其长轴与肝

小叶一致。 肝细胞分泌的胆汁由此处的周

边流向中央的小叶间胆管。

08. 262　 肝腺泡　 hepatic
 

acinus
　 以相邻两个肝小叶之间的小叶间动脉、小叶

间静脉及小叶间胆管的终末分支为中轴,两
对角为中央静脉所构成的卵圆形柱状体,反
映肝内血流方向以及肝细胞获得营养的

次序。

08. 263　 胰腺泡　 pancreatic
 

acinus
　 胰腺外分泌部的组成部分,呈管状或泡状,

由一层锥形的腺泡细胞围成。 腺泡细胞基

部含有丰富的粗面内质网和核糖体,细胞质

顶部有许多圆形或卵圆形的酶原颗粒。

08. 264　 泡心细胞　 centroacinar
 

cell
　 一些延伸到胰腺泡腔的闰管上皮细胞,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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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扁平状,细胞质淡染。

08. 265　 胰岛　 pancreas
 

islet
　 分散在外分泌部腺泡之间的内分泌细胞团,

主要由 A 细胞、B 细胞、D 细胞和 PP 细胞等

组成。 细胞排列成索状,其间有丰富的有孔

毛细血管。

08. 266　 支持细胞　 sustentacular
 

cell
　 鼻腔嗅部的上皮细胞之一,呈高柱状,基部

较细,细胞游离面有许多微绒毛,对嗅细胞

起支持和营养作用。

08. 267　 嗅细胞　 olfactory
 

cell
　 鼻腔嗅部的上皮细胞之一,细胞呈梭形,树

突伸向上皮表面,其末端膨大形成嗅泡,从
嗅泡发出数条嗅毛。 为双极感觉神经元,执
行嗅觉机能。

08. 268　 肺小叶　 pulmonary
 

lobule
　 又称“初级小叶”。 肺的结构单位,呈锥体

形,锥尖指向肺门,锥底朝向肺表面。 由每

个细支气管连同其所属分支和终末的肺泡

构成。

08. 269　 细支气管　 bronchiole
　 肺内小支气管的分支。 管腔上皮为单层纤

毛柱状上皮。 管壁中杯状细胞、腺体和软骨

片逐渐减少,甚至消失。 环行平滑肌则相对

增多。

08. 270 　 呼吸性细支气管 　 respiratory
 

bron-
chiole

　 为细支气管的分支,很短,管腔较小,管壁上

出现少量肺泡,具有换气功能。 管壁上皮为

单层立方上皮,近肺泡开口处,移行为单层

扁平上皮。

08. 271　 肺泡管　 alveolar
 

duct
　 呼吸性细支气管的分支,管壁极不完整,仅

存在于相邻肺泡开口之间,其上有许多肺泡

和肺泡囊的开口。

08. 272　 肺泡囊　 alveolar
 

sac
　 肺泡管的连续,是若干肺泡共同开口所围成

的囊状结构。

08. 273　 肺泡隔　 alveolar
 

septum
　 相邻肺泡之间的薄层结缔组织,含有丰富的

毛细血管。

08. 274　 肺泡孔　 alveolar
 

pore
　 位于相邻肺泡之间的小孔。

08. 275　 肺泡　 pulmonary
 

alveoli
　 肺内进行气体交换的囊状小泡。 单个存在

时为半球形,直接开口于肺泡囊、肺泡管和

呼吸性细支气管。 肺泡壁由单层肺泡上皮

和基膜构成。 肺泡上皮由Ⅰ型肺泡细胞和

Ⅱ型肺泡细胞构成。

08. 276　 扁平细胞　 pinacocyte
　 又称“Ⅰ型肺泡细胞( type

 

I
 

alveolar
 

cell)”。
呈扁平状,覆盖肺泡表面的绝大部分,主要

参与构成气血屏障,进行气体交换。

08. 277　 Ⅱ型肺泡细胞　 typeⅡ
 

alveolar
 

cell
　 又称“立方细胞”。 呈圆形或立方形,镶嵌于

Ⅰ型肺泡细胞之间。 细胞质内含有许多具

有嗜锇性板层小体的分泌颗粒。 细胞分泌

表面活性物质,降低肺泡表面张力。

08. 278　 尘细胞　 dust
 

cell
　 吞噬吸入的尘埃微粒后的肺巨噬细胞。 分

布在肺泡腔和肺泡隔内,来源于单核巨噬细

胞系统。

08. 279　 气-血屏障　 blood-air
 

barrier
　 又称“ 呼吸膜( respiratory

 

membrane)”。 肺

泡与肺泡隔内毛细血管之间进行气体交换

所通过的屏障结构,包括毛细血管内皮、内
皮的基膜、肺泡上皮的基膜和肺泡上皮、肺
泡表面活性物质。

08. 280 　 胸腺依赖性淋巴细胞 　 thymus
 

de-
pendent

 

lymphoc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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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T 细胞”。 在胸腺内发育、分化和成熟

的淋巴细胞,包括辅助性 T 细胞、抑制性 T 细

胞和细胞毒性 T 细胞,参与细胞免疫应答。

08. 281 　 骨髓依赖性淋巴细胞 　 bone
 

marrow
 

dependent
 

lymphocyte
　 又称“B 细胞”。 在骨髓内发育、分化和成熟

的淋巴细胞。 其表面有许多膜抗体,经抗原

刺激后分化成浆细胞,产生大量抗体,参与

体液免疫应答。

08. 282　 杀伤淋巴细胞　 killer
 

lymphocyte
　 又称“K 细胞”。 细胞表面无特异性抗原受

体,可借助 Fc 受体与抗原的 Fc 端结合进而

杀伤靶细胞。

08. 283 　 自然杀伤淋巴细胞 　 nature
 

killer
 

lymphocyte
　 又称“NK 细胞”。 不需要抗原刺激,也不依

赖抗体存在,能直接杀死某些靶细胞的淋巴

细胞。

08. 284 　 抗原呈递细胞 　 antigen
 

presenting
 

cell
　 免疫应答初期重要的辅助细胞,可捕获抗原

并对其进行加工、处理,然后转递给淋巴细

胞,包括脾、淋巴结的交错突细胞、淋巴小结

的滤泡树突细胞、表皮深层的朗格汉斯细

胞、结缔组织中的巨噬细胞。

08. 285　 淋巴组织　 lymphoid
 

tissue
　 一种以网状组织为支架,网眼中含有大量淋

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的特殊结缔组织。

08. 286　 弥散淋巴组织 　 diffuse
 

lymphoid
 

tis-
sue

　 弥散存在的一种淋巴组织,与周围组织无明

显界限,常位于消化道和呼吸道的固有层内。

08. 287　 淋巴索　 lymphoid
 

cord
　 排列成条索状的淋巴组织,并可互相连接成

网状。 一般位于淋巴结的髓质及脾的红髓

中,主要含有 B 细胞和浆细胞,还有一些巨

噬细胞、肥大细胞及少量 T 细胞。

08. 288　 淋巴小结　 lymphoid
 

nodule
　 又称“淋巴滤泡”。 主要由 B 细胞密集排列

而成的淋巴组织团,呈圆形或卵圆形,与周

围组织界限清楚。

08. 289　 胸腺小叶　 thymic
 

lobule
　 胸腺表面的被膜伸入实质内将其分隔成许

多不完整的小叶。 每个小叶分为皮质和髓

质两部分,各小叶的髓质可相互连接。

08. 290　 上皮[性]网状细胞　 epithelial
 

retic-
ular

 

cell
　 胸腺上皮细胞的一种,形态多样,大多呈星

形,细胞质内含有许多中间丝束和微丝束。

08. 291　 胸腺细胞　 thymocyte
　 胸腺内分化发育的 T 细胞。

08. 292　 血-胸腺屏障　 blood-thymus
 

barrier
　 胸腺皮质的毛细血管与周围组织之间的屏

障。 由内到外包括:连续性毛细血管内皮、
内皮外完整的基膜、毛细血管周隙内的巨噬

细胞、上皮性网状细胞外连续的基膜、连续

的上皮性网状细胞突起。 该屏障可阻止血

液内抗原物质进入胸腺皮质,保证胸腺细胞

能在相对稳定的微环境中发育。

08. 293 　 胸 腺 小 体 　 thymic
 

corpuscle,
 

Hassalls
 

corpuscle
　 胸腺髓质中由上皮性网状细胞呈同心圆状

环绕而成的小体。

08. 294　 副皮质区　 paracortical
 

area
　 又称“深层皮质(deep

 

cortex)”。 为弥散淋

巴组织,位于淋巴结皮质深层,属胸腺依赖

区,主要由 T 细胞组成。

08. 295　 髓索　 medullary
 

cord
　 由索状淋巴组织互相连接而成,主要含 B 细

胞和浆细胞,还有一些 T 细胞和巨噬细胞等。

08. 296　 髓质淋巴窦　 medullary
 

s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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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称“髓窦”。 窦腔形状不规则,窦壁衬有一

层扁平的内皮细胞,窦内常有一些星状内皮

细胞支撑,许多巨噬细胞附着其上或游离于

腔内。 淋巴在淋巴窦内缓慢流动,有利于巨

噬细胞清除异物、细菌等。

08. 297 　 淋巴细胞再循环 　 lymphocyte
 

recir-
culation

　 淋巴细胞离开淋巴结进入淋巴及血液循环

后,又可穿越毛细血管后微静脉再回到淋巴

器官或淋巴组织内,如此不断地重复循环。

08. 298　 红髓　 red
 

pulp
　 由脾索和脾窦组成,约占脾实质的 2 / 3,分

布在被膜下、小梁和白髓之间。 内含大量血

细胞,新鲜脾的切面呈红色。

08. 299　 脾索　 splenic
 

cord
　 一些富含血细胞的互相吻合的淋巴组织索,

位于血窦间。

08. 300　 脾窦　 splenic
 

sinus
　 互相连接成网的静脉性血窦。 形状不规则,

窦壁由一层杆状的内皮细胞纵向排列而成,
细胞之间有明显间隙,内皮基膜不完整。 外

围分布有环行的网状纤维,使血窦形成了一

种多孔隙的栏栅结构,有利于各种血细胞

穿行。

08. 301　 白髓　 white
 

pulp
　 由密集的淋巴组织构成,在新鲜脾的切面上

呈分散的灰白色小点状,可分为动脉周围淋

巴鞘和淋巴小结两部分。

08. 302 　 动脉周围淋巴鞘 　 periarterial
 

lym-
phatic

 

sheath
　 白髓的一部分,分布在中央动脉( central

 

ar-
tery)周围的弥散淋巴组织,主要由密集的 T
细胞及其间散在的巨噬细胞和交错突细胞

等组成。

08. 303　 脾小结　 splenic
 

nodule
　 白髓中的淋巴小结, 主要由密集 B 细胞

组成。

08. 304　 边缘区　 marginal
 

zone
　 位于白髓与红髓的交界处,含有 T 细胞、B

细胞、较多的巨噬细胞及少量的红细胞,是
脾内首先捕获抗原和引起免疫反应的重要

部位。

08. 305　 腔上囊小结　 bursal
 

nodule
　 一种淋巴上皮小结,呈圆形、卵圆形或多边

形,由周边色深的皮质和中央色浅的髓质以

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层上皮细胞构成。 皮

质主要由密集的中小淋巴细胞组成。 髓质

由上皮性网状细胞、大中淋巴细胞和巨噬细

胞组成。

08. 306 　 单核吞噬细胞系统 　 mononuclear
 

phagocyte
 

system
　 由单核细胞分化而来的具有活跃吞噬作用

的一类细胞。 广泛分散于全身各处,包括血

液中的单核细胞、结缔组织和淋巴组织内的

巨噬细胞、肝中的肝巨噬细胞、肺中的尘细

胞、神经组织中的小胶质细胞、表皮内的朗

格汉斯细胞、骨组织内的破骨细胞等。

08. 307　 肾小叶　 renal
 

lobule
　 由一条髓放线及其周围的皮质迷路组成的

结构。

08. 308　 泌尿小管　 uriniferous
 

tubule
　 肾实质的组成成分,包括肾小管和集合小管

两部分。

08. 309　 肾单位　 nephron
　 由肾小体和与其相连的肾小管组成,是肾的

结构和功能单位。

08. 310　 肾小体　 renal
 

corpuscle
　 又称“肾小球”。 呈球形,由血管球和包裹血

管球的肾小囊组成,是形成原尿的地方。 有

小动脉出入的一端称为血管极 ( vascular
 

pole),其对侧与近曲小管相连称尿极( uri-
nary

 

p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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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311 　 球内系膜细胞 　 intraglomerular
 

me-
sangial

 

cell
　 又称“系膜细胞(mesangial

 

cell)”。 分布在

血管球中的一种多突起细胞。 细胞核小而

圆,能吞噬异物及清除沉积在血管球基膜上

的免疫复合物,维持基膜通透性并参与基膜

的更新与修复。

08. 312　 肾小囊　 renal
 

capsule
　 又称“鲍曼囊(Bowmans

 

capsule)”。 肾小管

起始部膨大凹陷而成的双层盲囊,形似杯

状,囊内有血管球。

08. 313　 足细胞　 podocyte
　 构成肾小囊脏层的一种多突起的细胞,由胞

体伸出许多大小不等的突起包裹在血管球

基膜的表面。 是构成滤过屏障的重要组成

部分,参与毛细血管基膜的形成和更新。

08. 314　 滤过屏障　 filtration
 

barrier
　 又称“滤过膜(filtration

 

membrane)”。 由有孔

毛细血管内皮、内皮基膜和足细胞裂孔膜三

层结构组成,对血浆具有选择性的通透作用。

08. 315　 肾小管　 renal
 

tubule
　 构成肾实质的上皮性小管,由单层扁平上皮

或单层立方上皮围成,分为近端小管、细段

和远端小管三段,参与重吸收原尿中营养成

分和排泌等。

08. 316　 近端小管　 proximal
 

tubule
　 肾小管前段最长和最粗的一段,是原尿重吸

收的主要场所,还可将体内的一些代谢终产

物排入滤液。 分为曲部和直部两段,曲部又

称近曲小管( proximal
 

convoluted
 

tubule),管
径粗大,管腔较小;直部结构与近曲小管相

似,细胞略矮小,微绒毛较短,管腔略大。

08. 317　 细段　 thin
 

segment
　 肾小管中段中最细的一段。 管壁由单层扁平

上皮构成,细胞着色淡,细胞质少,核扁圆形

凸向管腔。 功能主要是重吸收水分和钠离

子。

08. 318　 远端小管　 distal
 

tubule
　 肾小管的后段,主要功能是进行离子交换,

维持体液酸碱平衡,能重吸收水、Na+ 、Cl- 和

Ca2+等,并向管腔内分泌 K+ 、H+ 和 NH3 等。
分为曲部和直部两段,曲部又称远曲小管

(distal
 

convoluted
 

tubule),比近曲小管短,管
径较细,但管腔较大;直部结构与远曲小管

相似,细胞更矮。

08. 319　 集合管　 collecting
 

duct
　 是肾中重吸收水分和钠离子,进一步浓缩尿

的管道。 包括弓形集合小管、直集合小管和

乳头管三段。 弓形集合小管较短,与远曲小

管相连,自皮质迷路呈弧形走向髓放线,汇
集于直集合小管。 直集合小管沿髓放线直

行向下进入髓质,在肾锥体乳头部汇成乳头

管,开口于肾乳头。

08. 320　 球旁复合体　 juxtaglomerular
 

complex
　 又称 “ 肾小球旁器 ( juxtaglomerular

 

appara-
tus)”。 由近血管球细胞、致密斑和球外系

膜细胞组成,在肾小体血管极处构成一个三

角形的区域,具有调节机体血压、血容量和

电解质平衡的功能。

08. 321　 致密斑　 macula
 

densa
　 远曲小管在靠近肾小体血管极一侧的上皮

细胞增高、变窄呈高柱状紧密排列而成。 是

一种化学感受器,可感受远端小管内 Na+ 浓

度的变化,向肾小球旁细胞发出信号调节肾

素分泌。

08. 322　 生精小管　 seminiferous
 

tubule
　 又称 “ 精曲小管 ( contorted

 

seminiferous
 

tu-
bule)”。 盘曲在睾丸小叶中的上皮性管道,
是精子发生的场所。 管壁由不同发育阶段

的生精细胞和支持细胞共同组成。 管壁外

有一层基膜,基膜外有胶原纤维和梭形的肌

样细胞环绕,其收缩有助于精子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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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323　 生精细胞　 spermatogenic
 

cell
　 生精上皮内不同发育阶段的各级雄性生殖

细胞,自曲精小管的基底部至管腔面,依次

分布有精原细胞、初级精母细胞、次级精母

细胞、精子细胞和精子。

08. 324　 支持细胞　 sustentacular
 

cell
　 哺乳类睾丸生精小管中的一种细胞,胞体呈

不规则长锥形,底部附着在生精小管基膜

上,顶部伸达腔面。 其游离端和侧面常镶嵌

着各级生精细胞,提供适合于精子分化的微

环境,并吞噬退化精子。

08. 325　 血-睾屏障　 blood-testis
 

barrier
　 睾丸中存在于精小管与血液之间的屏障结

构,主要由毛细血管内皮及基膜、结缔组织、
生精上皮基膜和支持细胞的紧密连接构成。
主要功能是阻止血液内某些物质进入生精

小管,形成并维持有利于精子发生的微环

境,同时可防止精子抗原物质逸出到生精小

管外而发生自体免疫。

08. 326　 间质细胞　 interstitial
 

cell
　 又称“莱迪希细胞(Leydig

 

cell)”。 位于生

精小管间的结缔组织内的细胞,胞体较大,
呈圆形或多边形,细胞质嗜酸性,多成群出

现。 功能是分泌雄激素,促进精子发生和雄

性生殖器官发育,维持第二性征和性功能

等。

08. 327 　 直精小管 　 straight
 

seminiferous
 

tu-
bule

　 生精小管在近睾丸纵隔处变短、变直而成。
管壁衬以单层立方或低柱状上皮,细胞游离

面有微绒毛和纤毛,管壁内无生精细胞。

08. 328　 输出小管　 efferent
 

duct
　 构成附睾头部的数条弯曲小管。 管壁上皮

由高柱状纤毛细胞和低柱状无纤毛细胞相

间排列组成。 高柱状纤毛细胞的摆动和管

壁平滑肌的节律性收缩,可推动精子向附睾

管方向移动。

08. 329　 附睾管　 epididymal
 

duct
　 由输出小管汇合而成的一条长而高度盘曲的

小管,其末端通连输精管。 管腔规则,内有精

子和分泌物。 是精子贮存和进一步成熟、获
得主动运动及使卵子受精的地方。

08. 330　 卵泡　 follicle
　 由中央一个卵母细胞和周围的卵泡细胞构

成,是卵细胞发生的场所。 其发育是一个连

续的生长过程,分为原始卵泡、生长卵泡和

成熟卵泡三个阶段。

08. 331　 原始卵泡　 primordial
 

follicle
　 由中央一个初级卵母细胞和周围一层扁平

的卵泡细胞构成。 位于皮质浅层,数量多,
体积小。

08. 332　 生长卵泡　 growing
 

follicle
　 卵泡发育的一个阶段,原始卵泡生长发育后,

卵母细胞体积增大、卵泡细胞增生和卵泡周

围的结缔组织分化,卵泡的位置逐渐向皮质

深部移行。 可分为初级卵泡和次级卵泡。

08. 333　 初级卵泡　 primary
 

follicle
　 从卵泡开始发育至卵泡腔形成前的阶段。

主要结构变化有:卵母细胞体积不断增大,
卵泡细胞变为多层立方至柱状;初级卵母细

胞与卵泡细胞之间出现透明带;卵泡周围的

结缔组织开始分化,形成薄的卵泡膜。

08. 334　 次级卵泡　 secondary
 

follicle
　 初级卵泡继续发育至卵泡细胞之间出现腔

隙。 主要结构变化有:卵泡细胞间出现卵泡

腔,腔内充满卵泡液;形成一个凸入卵泡腔的

卵丘;卵泡膜分化成内外两层,内层含有较多

的多边形或梭形细胞和丰富的毛细血管,外
层主要由许多环行排列的胶原纤维组成。

08. 335　 成熟卵泡　 mature
 

follicle
　 次级卵泡继续发育,卵泡液急剧增多,卵泡

体积显著增大,并突出于卵巢表面。

08. 336　 透明带　 zona
 

pelluc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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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初级卵母细胞与卵泡细胞之间一层均

质状的嗜酸性膜,由卵泡细胞和初级卵母细

胞共同分泌形成,主要成分是糖蛋白。

08. 337　 卵丘　 cumulus
 

oophorus
　 由于卵泡腔不断扩大和卵泡液增多,初级卵

母细胞与其周围的透明带及卵泡细胞位于

卵泡腔的一侧,形成一个凸入卵泡腔的丘状

隆起。

08. 338　 放射冠　 corona
 

radiata
　 紧贴透明带的一层增高呈柱状的卵泡细胞

呈放射状排列。

08. 339　 卵泡膜　 theca
 

folliculi
　 卵泡周围的基质细胞增殖分化的结构。 分

为内、外两层,内层为由基质细胞分化而来

的膜细胞和丰富的毛细血管;外层主要由胶

原纤维和平滑肌纤维构成,细胞及毛细血管

较少,与周围的结缔组织无明显分界。

08. 340　 卵泡腔　 follicular
 

antrum
　 次级卵泡的卵泡细胞增至 6 ~ 12 层时,由细

胞间一些大小不等的腔隙逐渐融合成的一

个半月形腔。

08. 341　 血体　 corpus
 

hemorrhagicum(拉)
　 排卵时,由于局部毛细血管破裂而在卵泡腔

内形成的血凝块。

08. 342　 黄体　 corpus
 

luteum(拉)
　 排卵后,卵泡壁和卵泡膜向卵泡腔塌陷,卵

泡壁的颗粒细胞和卵泡膜的膜细胞逐渐增

殖分化形成一个富含血管的内分泌细胞团,
新鲜时呈黄色。 包括颗粒黄体细胞和膜黄

体细胞。

08. 343　 颗粒黄体细胞　 granular
 

lutein
 

cell
　 由卵泡壁的颗粒细胞分化而成,细胞体积

大,数量多,染色浅,多位于黄体中央,主要

分泌孕激素和松弛素。

08. 344　 膜黄体细胞　 theca
 

lutein
 

cell

　 由卵泡膜的膜细胞分化而成,细胞体积小,
数量少,细胞质和核染色较深,主要位于黄

体周边,可分泌雌激素。

08. 345　 白体　 corpus
 

albicans(拉)
　 黄体退化后被致密结缔组织取代所形成的

瘢痕样结构。

08. 346　 血管膜　 vascular
 

tunic
　 眼球壁的中间层,由富含血管和色素细胞的

疏松结缔组织构成,供应眼球大部分营养,并
形成暗环境,有利于视网膜对光和色的感应。
自前向后依次包括虹膜、睫状体和脉络膜。

08. 347　 脉络膜　 choroid
　 薄而柔软的棕色膜,约在血管膜的后 2 / 3 部

分,夹在巩膜和视网膜之间,为富含色素细

胞和血管的疏松结缔组织。

08. 348　 视乳头　 papilla
 

optici
　 又称“盲点(blind

 

side)”。 位于视神经纤维

穿出视网膜处,没有感光能力。

08. 349　 哈德腺　 Harders
 

gland
　 又称“瞬膜腺”。 为复管泡状腺,扁哑铃形。

结缔组织被膜伸入实质形成大小不同的腺

小叶,腺小叶由腺泡和导管组成。 在腺泡和

各级导管周围富含淋巴细胞,形成弥散淋巴

样组织,其中主要是浆细胞,能够分泌抗体。

08. 350　 骨迷路　 osseous
 

labyrinth
　 位于颞骨岩部的弯曲管道的一段,从后向前

由骨半规管、前庭和耳蜗构成。

08. 351　 膜迷路　 membranous
 

labyrinth
　 由相互连通的膜管和囊组成,套于骨迷路

内,分为膜半规管、膜前庭(球囊和椭圆囊)
和蜗管。

08. 352　 螺旋器　 spiral
 

organ
　 又称“科蒂器(organ

 

of
 

Corti)”。 膜蜗管的基

底膜上皮增厚,由毛细胞和支持细胞构成,是
听觉感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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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实验动物学

09. 001　 实验动物　 laboratory
 

animal
　 经人工饲育,对其携带的微生物实行控制,

遗传背景明确或来源清楚,用于科学研究、
教学、生产检定以及其他科学实验的动物。

09. 002　 实验用动物　 experimental
 

animal
　 所有用于科学研究、生物学测试、药品和生

物制品原材料的动物。 包括家畜(禽)、野生

动物和实验动物 3 类,家畜(禽)、野生动物

经过实验动物化可培育成实验动物。

09. 003　 实验动物化 　 laboratorization
 

of
 

ani-
mal

　 从家畜(禽)、野生动物中选择适当物种培育

成实验动物的过程。 物种选择要遵从具有

科学研究所需的重要生物学特性、体型较

小、易饲养管理和繁殖的基本原则。

09. 004 　 实验动物学 　 laboratory
 

animal
 

sci-
ence

　 研究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一门综合性学

科。 在实验动物方面,主要是实验动物化,
获得符合标准、质量可靠的实验动物。 在动

物实验方面,主要是以实验动物为材料或模

型,研究动物实验技术与方法,动物对实验

处理的反应及其发生发展规律。

09. 005 　 实验动物生态学 　 laboratory
 

animal
 

ecology
　 研究实验动物的生存环境与条件、环境控制

的科学。 研究内容涉及实验动物设施、生存

环境中的理化因素、营养因素、气候因素、生
物因素对动物的影响及控制。

09. 006 　 实验动物医学 　 laboratory
 

animal
 

medicine
　 研究实验动物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诊

断、治疗与控制,以及动物生物学特性及在

医学上的应用的科学。

09. 007　 实验动物遗传育种学　 laboratory
 

an-
imal

 

genetics
 

and
 

breeding
 

science
　 根据遗传学原理,采用传统或现代生物技

术,获得具有科学研究所需遗传特性实验动

物的科学。

09. 008 　 实验动物营养学 　 laboratory
 

animal
 

nutriology
　 研究实验动物营养需求和代谢,营养对实验

动物健康生长和动物实验的影响,营养涉及

的质量监控的科学。

09. 009 　 动物实验技术 　 animal
 

experimental
 

technique
　 在保证动物福利和遵从动物实验伦理基础

上,研究动物实验时应采用的实验方法和操

作技术的科学。

09. 010 　 实验动物福利 　 laboratory
 

animal
 

welfare
　 在尽可能保证实验动物享有免受饥渴、痛

苦、伤害、疾病、恐惧不安,免受身体困顿和

不适,享有良好生存环境,可良好表达自然

行为的权利基础上,寻求实验动物权利和在

科学研究应用中的统一。

09. 011　 实验动物伦理　 laboratory
 

animal
 

eth-
ics

　 人类对实验动物价值的认识,对动物实验道

德原则的确立和行为的规范,是现代伦理在

实验动物科学中的具体表现。

09. 012　 动物实验　 animal
 

experimentation
　 以实验动物为载体进行科学实验,研究实验

动物对实验处理的反应及其发生发展规律,
运用分析方法,获取新知识和解决疑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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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实践。

09. 013　 实验动物设施　 laboratory
 

animal
 

fa-
cility

　 饲养和管理实验动物的建筑物与设备条件

的总称。 用于实验动物生产的设施称为实

验动物生产设施。 用于动物实验,以研究、
试验、教学及药品、生物制品生产为目的的

设施。 用于进行感染、放射、有害化学物质

动物实验的设施称为特殊动物实验设施

(special
 

animal
 

experimental
 

facility)。

09. 014　 比较医学　 comparative
 

medicine
　 阐明各种动物以及人类间诸性状异同的科

学,是实验动物科学的基础。 主要内容是对

各种动物和人类的生理、解剖、基本生命现

象、疾病等进行类比研究,开发建立各种动

物模型,为实验动物在生命科学研究中的应

用提供科学依据。

09. 015 　 动物生物安全实验室 　 animal
 

bio-
safety

 

laboratory,
 

ABSL
　 对进行病原微生物动物实验时所涉及的生

物危害有防护功能的实验室或设施。

09. 016　 杰克逊实验室　 The
 

Jackson
 

Labora-
tory

　 1952 年由 Clarence
 

Cook
 

Little
 

创建的一个

非营利的实验动物研究机构。 研究几乎涉

及实验动物的各个方面,是小鼠资源保存和

供给最多的机构。

09. 017　 生物安全　 biosafety
　 对生物及其有关的各种因素,给公共卫生、

人类健康、生活环境带来的危害或潜在危害

的防护。

09. 018　 生物安全等级　 biosafety
 

level
　 基于病原体的病原性、传播方式及宿主范围

是否具有有效预防措施,是否具有有效治疗

方法进行生物危害评估,根据危害评估所得

病原微生物危险度对生物安全需具备防护

能力做出的区分。

09. 019　 动物生物安全水平　 animal
 

biosafety
 

level
　 针对动物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水平

的划分。 按生物安全防护能力,从低到高划

分为 4 级,即 ABSL-1 ~ ABSL-4。

09. 020　 普通环境　 conventional
 

environment
　 又称“开放系统(open

 

system)”。 我国实验动

物设施环境分类的一种。 符合实验动物生活

居住基本要求的动物生存环境,适用于饲养

普通级实验动物,但不能杜绝外界空气。

09. 021　 屏障环境　 barrier
 

environment
　 又称“屏障系统( barrier

 

system)”。 我国实

验动物设施环境分类的一种。 符合实验动

物生活居住基本要求的动物生存环境。 有

良好气密性,严格控制人员、物品、动物和空

气的进出,但不能避免人和动物的直接接

触。 适合饲养清洁级和 SPF 级实验动物。

09. 022　 隔离环境　 isolateal
 

environment
　 又称“隔离系统( isolated

 

system)”。 我国实

验动物设施环境分类的一种。 符合实验动

物生活居住基本要求的生活环境,有极好气

密性,进出物品、动物、空气、饲料、饮水需绝

对灭菌,不允许人员和动物直接接触。 适合

饲养无菌动物和悉生动物。

09. 023　 无菌动物　 germ-free
 

animal
　 我国按微生物控制程度进行实验动物等级

分类中的一种。 用现有的已知方法,其身上

无任何生命体(微生物和寄生虫)被检出的

动物,需用隔离系统培育和保持。 哺乳无菌

动物由无垂直传播病原污染的怀孕母体经

无菌人工剖腹,禽类经无垂直传播病原污染

的种蛋经无菌孵化而获得。

09. 024　 悉生动物　 gnotobiotic
 

animal
　 又称“已知菌动物”。 是实验动物按微生物

学控制程度分类中的一种。 确知所带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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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菌丛的动物。 通过人为给无菌动物投入

已知微生物,且证实其已被定植而获得。 广

泛用于科学研究中,尤其是在微生物和机体

关系研究中有独特作用。

09. 025 　 无特定病原体动物 　 special-patho-
gen-free

 

animal,
 

SPF
 

animal
　 我国按微生物控制程度进行实验动物等级

分类中的一种,本意是不带有指定的微生物

和寄生虫。 除了清洁动物所需控制病原,还
需控制一些会对科学实验形成干扰的潜在

感染的条件致病病原。 本类动物需饲养于

屏障环境内。

09. 026　 清洁动物　 clean
 

animal
　 我国按微生物控制程度进行实验动物等级

分类中的一种。 除普通动物应排除的病原

外,还需控制对动物本身危害大、对科学实

验干扰严重的病原,需饲养于屏障环境内的

动物。

09. 027　 普通动物　 conventional
 

animal
　 我国按微生物控制程度进行实验动物等级

分类中的一种,不能携带主要的人兽共患病

及本动物烈性传染病的动物,可以在普通环

境中饲养。

09. 028　 哨兵动物　 sentinel
 

animal
　 为尽早发现饲养中动物可能受到的健康危

害,在最易受到危害处(如排风口附近) 放

置的同等级或更高等级微生物控制的同种

动物。

09. 029　 感染动物实验设施 　 contagious
 

ani-
mal

 

facility
　 可从事有害微生物、寄生虫感染性动物实验

的动物设施。 这类设施由于对人和环境有

较大的危害,是生物安全防护的重要对象,
设施的实验区要根据危害评估采用不同等

级生物安全水平的负压装置。

09. 030　 无菌净化　 germ
 

free
 

spiritualization

　 选择无垂直传播病原的怀孕母体或种胚,利
用无菌剖宫产、子宫摘除术或无菌孵化经隔

离环境设施培育出来的动物可达到无菌结

果的方法。 实验动物为了进行微生物控制

需要进行净化。

09. 031　 正压环境 　 positive
 

pressure
 

environ-
ment

　 特定空间内部空气压力大于外部空气压力

的环境。 目的是阻止外部污染物对空间内

动物的危害。 实验动物屏障环境、隔离环境

饲养设施采用正压环境。

09. 032　 负压环境　 negative
 

pressure
 

environ-
ment

　 特定空间内部空气压力小于外部空气压力

的环境。 目的是阻止内部有害物质对外部

环境和人的危害。 涉及生物安全的动物实

验采用负压环境。

09. 033　 压力梯度　 pressure
 

gradient
　 屏障环境设施中,不同空气洁净度要求的空

间的空气压力差,形成随洁净度空气压力从

高向低的递减状态,可使空气从压力高处向

压力低处进行单向流动,以保持污染减小到

最小程度。 通常梯度气压差为 10 ~ 50Pa。

09. 034　 空气洁净度　 air
 

cleanliness
　 单位空间内空气中所含某粒径颗粒物(尘

粒)的最高允许浓度。 通常按 0. 1μm、 0.
2μm、0. 3μm、0. 5μm、1μm、1. 5μm 的尘粒进

行洁净度级别划分。

09. 035　 洁净度 5 级　 cleanliness
 

class
 

5
　 空气中≥0. 5μm

 

的尘粒数≥352pc / m3 到≤
3520

 

pc / m3, 空气中 ≥ 1μm 的尘粒数 ≥
83pc / m3 到≤832pc / m3,空气中≥5μm

 

的尘

粒数≤29pc / m3,相当于美国宇航局净化室

空气洁净度标准的 100 级,实验动物设施中

隔离环境需达到此空气洁净度。

09. 036　 洁净度 7 级　 cleanliness
 

clas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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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0. 5μm
 

的尘粒数≥35
 

200pc / m3

到≤352
 

000pc / m3,空气中≥1μm
 

的尘粒数

≥8320pc / m3 到≤83
 

200pc / m3,空气中≥
25μm

 

的尘粒数 ≥ 293pc / m3 到 ≤ 2930pc /
m3。 相当于美国宇航局净化室空气洁净度

标准的 10
 

000 级,实验动物设施中屏障环

境需达到此空气洁净度。

09. 037　 洁净度 8 级　 cleanliness
 

class
 

8
　 空气中≥0. 5μm

 

的尘粒数≥352
 

000pc / m3

到≤3
 

520
 

000
 

pc / m3,空气中≥1μm
 

的尘粒

数≥8320pc / m3 到≤83
 

200pc / m3,空气中≥
5μm

 

的尘粒数≥2930pc / m3 到≤29
 

300pc /
m3。 相当于美国宇航局净化室空气洁净度

标准的 100
 

000 级,实验动物设施中屏障环

境的无害化消毒室可允许此空气洁净度。

09. 038　 定向流　 directional
 

airflow
　 有限定方向流动的气流。 在气密性良好的

环境中,人为设定压力差,使气流单方向由

压力高处流向压力低处,形成从污染概率小

的空间向污染概率高的空间受控流动的气

流,对维持实验动物设施的微生物控制是极

其重要的。

09. 039　 单向流　 unidirectional
 

airflow
　 又称“层流”或“平流”“( laminar

 

flow)”。 呈

单一方向流动且横截面上风速一致的气流。
与水平面垂直的单向流称为垂直单向流

(vertical
 

unidirectional
 

airflow),与水平方向

平行的单向流称为水平单向流(horizontal
 

u-
nidirectional

 

airflow)。

09. 040　 气溶胶　 aerosol
　 悬浮于气体介质中粒径一般为 0. 001 ~

100μm 的固态或液态微小粒子形成的相对

稳定的气体分散体系。 气体介质称为连续

相,通常是空气;微粒或粒子称为分散相。

09. 041　 生物气溶胶　 bioaerosol
　 分散相中含有生物粒子的气溶胶。 多种微

生物如病毒、立克次体、衣原体、细菌、放线

菌、真菌可以吸附于尘埃粒子内外。

09. 042　 气锁　 air
 

lock
　 连接气压不同的两个相邻区域的房间,为确

保其通向不同压力空间的两个门不能同时

打开,在门上设立的具有连动互锁的装置。

09. 043　 缓冲间　 buffer
 

room
　 又称“缓冲室”。 为保证实验动物设施中的屏

障环境,维持设施不同空气压力空间的气压

相对稳定及相对洁净所设立的房间。 缓冲间

的门常设有气锁,房间内多设有消毒、灭菌设

备,维持人流、气流、物流的单向流动。

09. 044　 传递窗　 pass
 

box
　 屏障环境设施中,于进出设施屏障环境的墙

体上设置的窗式结构室。 内多设紫外灭菌

消毒装置,两侧窗门分别与墙体内外相通,
不能同时开启,室内具有良好的气密性。 是

体积小又不能进行高压或药物浸泡消毒灭

菌的物品、工具、动物等的特殊通道。

09. 045　 风淋室　 air
 

shower
　 利用高速洁净气流吹落并消除进入屏障环

境人员着衣表面附着的尘埃粒子的小室。
通常设置于经洗澡、第二次更衣后,进入屏

障环境前的通道上。

09. 046　 清洁区　 clean
 

zone
　 屏障环境中洁净气流未接触动物的空间,由

消毒灭菌后室、洁净物品贮藏室、外来人员进

入通道、通向动物饲养室的走廊组成。 这一

部分走廊通常称为清洁走廊(clean
 

corridor)。

09. 047　 污染区　 contamination
 

zone
　 屏障环境中接触动物后的空间,由返回屏障

外的走廊和附加房间组成。 和清洁走廊对

应,常称这一部分走廊为污染走廊(contami-
nation

 

corridor)。

09. 048　 挡鼠板　 rat
 

board
　 为防止野鼠进入屏障环境动物设施而在屏

障入口首次更衣室通道上设置的板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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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049　 洗眼器　 eye
 

syringe
　 动物实验屏障设施中为防止有害物质偶然

进入人眼中而设立的紧急冲洗设备。

09. 050　 层流架　 laminar
 

flow
 

air
 

rack
　 一种内部气体具有单向流性质的特殊屏障

环境动物饲养装置。 适应清洁级实验动物

饲养或某些动物实验的要求。

09. 051　 笼架　 rack
　 放置笼具的器具。 最好用不锈钢材料制备,

应便于移动。 主要用于笼箱饲养方法。 可

分为有铺垫物或托盘的饲养架方式、架挂或

壁挂的架挂方式及简易的人工冲洗、水箱式

冲洗或自动冲洗的水洗方式。

09. 052　 笼具　 cage
　 饲养和收容动物的器具及设备。 主要由不

锈钢、无毒害塑料等材料制成。 应能保证动

物舒适、健康,便于清洗、操作、消毒灭菌、坚
固和经济。 根据形态与结构可分为笼箱型、
金属网型、格栅型。 根据用途可分为饲养

笼、繁殖笼、代谢笼、运输笼等。 通常把隔离

器、层流架等称为特殊笼具。

09. 053　 隔离器　 isolator
　 一种对微生物绝对隔离、可饲养无菌动物和

已知菌动物的装置。 通常由下面几部分组

成:送风机、空气过滤器、灭菌渡舱(通道)、
手套、本体、通气阀。 根据本体组成材料质

地不同,分为硬质(不锈钢、玻璃钢、硬塑料)
和软质(聚氯乙烯、聚丙烯、氟化尼龙等)隔

离器。 按隔离器室内压力大于或小于室外

压力,分为正压和负压隔离器。 按使用用途

不同,分为手术用隔离器、饲养用隔离器和

实验用隔离器。

09. 054　 铺垫物　 bedding
　 又称“垫料”。 饲养实验动物时为保温、动物

舒适、减少动物肢爪损伤、承接排泄物、维持

清洁而使用的物质。 不应使用含有对动物

生物学反应有重要影响的物质。

09. 055 　 独立通风笼盒 　 individually
 

ventila-
ted

 

cage,
 

IVC
　 有良好气密性并带有空气过滤进出风装置

的塑料笼具。 笼盒的送排风分为阀门开闭

式和终端过滤保护式。 把多个笼盒和独立

供风系统连接起来可形成机盒一体式或机

盒分体式的不同装置。 IVC 笼盒提高了饲

养安全性。

09. 056　 空气过滤器　 air
 

filter
　 为除去空气中粉尘、微生物以达到空气净化

目的的设备。 按其对空气中不同尘粒粒径

阻挡效率和阻力性能可分为初效、中效、高
效和亚高效四类。

09. 057 　 放射性动物实验设施 　 radioactive
 

animal
 

facility
　 特指进行放射性研究的动物实验设施。 内

部专设防护放射线对人和动物造成危害的

特殊设备及装置。 其动物实验区是独特的,
放射源及实验仪器也是独特的。 属于生物

安全防范范畴。

09. 058　 灭菌渡槽　 sterilization
 

transfer
 

aque-
duct

　 为将不怕水或带有防水外包装的已灭菌物

品从屏障设施外面转入屏障内而设置的一

种灭菌装置。 通常呈槽箱形,密封安置于清

洗间和清洁物品贮备室之间,槽内为消毒

液。 中间挡板插入药液中阻挡内外空气的

通路,允许物品经消毒液通过。

09. 059　 温度　 temperature
　 表示物质冷热程度的物理量。 表示方法有

摄氏( degree
 

centigrade,℃ ) 和华氏( degree
 

Fahrenheit,℉)两种。 是实验动物环境控制

的重要指标之一。

09. 060　 温度适中范围　 thermal
 

neutral
 

zone
　 又称“代谢稳定区(metabolic

 

stabilization
 

re-
gion)”“等热范围( isothermal

 

range)”。 使动

物的代谢强度和产热量保持最低生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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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度范围。

09. 061　 照明　 illumination
　 利用各种光源照亮工作和生活场所或个别

物体的措施。 照明诸因素中光照强度(照

度)(illuminance)、光的波长( wave
 

length)、
照明时间( lighting

 

time)对实验动物的视网

膜、行为、性周期、繁殖能力有很大影响。

09. 062　 噪声　 noise
　 不受欢迎和不需要的声音的总称。 噪声是

声音的一种,具有声波的一切属性。 通常认

为噪声是指频率高、声压大、有冲击性、声强

和频率无规律变化具有复杂波形的声音。
噪声可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动物的生长

繁殖,引起行为异常,干扰动物实验,甚至导

致动物听源性痉挛等危害。 实验动物室的

噪声主要来自机械及设备运转、清洗工作中

产生的声音、动物活动及喊叫声。 实验动物

室噪声标准为≤60 分贝( dB),测试应按国

家标准 GB
 

3096 中的规定进行。

09. 063　 风速　 wind
 

speed
　 单位时间内大气直线移动的距离。 不同温

度下人对风速大小的感觉不同,动物也是如

此,为使动物和人舒适,实验动物屏障设施

中风速规定为≤0. 20m / s。 最适的风速为

0. 13 ~ 0. 18m / s。

09. 064　 通风　 ventilation
　 为向动物设施内提供足够新鲜空气,减少空

气中污染物的含量,改善温、湿度状态,而进

行的外部新鲜空气对设施内空气的替换。

09. 065　 湿度　 humidity
　 表示空气潮湿程度的物理量,由空气中含水

汽的多少决定。 实验动物设施中最重要的

湿度指标是相对湿度 ( relative
 

humidity,
RH),是指空气中实际水蒸气分压与同温度

下饱和水蒸气分压之比,国家标准规定的标

准值为 40% ~ 70%.

09. 066　 粉尘　 dust
　 主要指空气中颗粒直径在 0. 3 ~ 5μm 的浮游

粉尘。 动物设施中的粉尘除外面空气中进

入的粉尘外,主要是被毛、皮屑、饲料渣、垫
料渣、排泄物等所产生的粉尘。 动物室中的

粉尘可导致对人有害的变态反应,是需要特

别关注的。

09. 067　 换气　 air
 

change
 

　 某一空间内外的气体交换。 动物室换气是

为动物和工作人员提供足够的氧气,清除室

内动物代谢、光源、动力、设备产生的多余热

量、恶臭气味、粉尘及混杂污染物而进行的

室内外气体交换。 换气对动物极为重要,换
气不足严重影响动物生长发育,甚至造成死

亡。 虽然对一般常用实验动物,使其健康生

长所需换气量有足够了解,但目前动物室换

气量仍以换气次数为标准。

09. 068　 换气次数　 ventilating
 

times
　 每室每小时需全部更换室内气体多少次。 实

验动物设施换气次数一般在 8~15 次 / h。

09. 069　 空气净化　 air
 

purification
　 空气中粉尘、微生物及恶臭有害气体等的清

除。 一般通过空气过滤器完成。

09. 070　 分贝　 decibel,
 

dB
　 计量声强或声压级的单位。 符号为 dB。 动

物室噪声的标准为≤60dB。

09. 071　 臭气　 stink
　 实验动物代谢产生的带有臭味的气体。 主

要有氨气、硫化氢、甲基硫醇、硫化甲基、三
甲胺、苯乙烯、乙醛、二硫化甲基等 8 种。

09. 072　 氨气　 ammonia
　 一种氮的氢化物,为无色、具有强烈刺激味

的气体,分子式为 NH3。 为衡量动物室空气

质量的重要指标,氨浓度的国家控制标准为

≤14mg / m3。

09. 073　 气体交换率　 gas
 

exchang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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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体积被排出的空气中,原空间空气成分

占送入新风空气的百分比。 是实验动物设

施通风换气好坏的指标。

09. 074　 排风　 exhaust
　 密闭环境中气体排出环境外的特殊管道形

设置。 排风的管径大小、设置位置、排风量

和进风之间构成有机联系,共同维持环境内

的空气压力要求、气流流动方向和分布、气
体交换率。

09. 075　 送风　 blast
　 密闭环境中外部气体进入环境的特殊管道

形装置。 根据环境中需要维持的合理空气

流通量、空气洁净度、空气压力、温湿度调控

的要求,通过专门的送风机组、空调设备、空
气过滤装置送入足够的空气。 在实验动物

设施中,每个相对独立空间都有专门的室内

送风口进行送风。

09. 076　 气密性　 air
 

tightness
　 空间对空气自由进出的控制。 在实验动物

屏障和隔离环境设施中,为了避免外界污染

空气进入设施,要求设施达到良好气密性,
只允许经过滤的洁净气流经专门设计的送

排风管道实行内部通风换气,维持空气供给

和空气调节达到环境要求。

09. 077 　 交叉污染控制 　 cross
 

contamination
 

control
　 屏障动物设施中人流、物流(包括动物)、气

流都实行单向流动,清洁区和对应的所谓

“污染区”不应出现流向的交叉,达到严格的

洁污分割,即交叉污染控制。

09. 078　 酸洗净法　 acid-based
 

lotion
 

method
　 利用稀硫酸、氯、次亚氯酸钠、次亚氯酸钙、

二硫化氯对氨的除臭效果好的特性,在一定

的容器内对排出气进行酸喷雾清除臭味的

处理方法。

09. 079　 碱洗净法　 alkali-based
 

lotion
 

method

　 利用氢氧化钠对硫化氢和低级脂肪酸除臭

效果好的特点进行臭味清除的方法。

09. 080　 吸附法　 adsorption
 

method
　 用活性炭、硅胶、沸石、兽炭等吸附剂吸附恶

臭成分的方法。 是动物设施排除气味的主

要方法。

09. 081　 水洗法　 washing
 

method
　 利用氨溶于水的特点,用水除去排出气臭味

的方法。

09. 082　 臭氧氧化法 　 ozone
 

oxidization
 

meth-
od

　 利用臭氧具有的氧化能力和掩盖作用,通过

氧化分解臭味的方法。 对硫化氢、甲硫醇、
二硫化甲基胺类有很强的除臭效果。

09. 083　 直接燃烧法　 incineration
 

method
　 利用大部分恶臭物质燃点在 150 ~ 170℃ 范

围内这一特点,使用高温燃烧除臭的方法,
通常温度在 800℃以上。

09. 084　 免疫缺陷动物　 immunodeficiency
 

an-
imal

　 免疫系统失常,免疫应答机制不健全,以致

免疫功能缺失或明显低下的动物。

09. 085 　 原生性免疫缺陷动物 　 spontaneous
 

immunodeficiency
 

animal
　 由遗传基因变化而导致免疫缺陷的动物,来

自自然发现或通过遗传工程技术进行遗传

基因改变后又经人工培育,采用适当繁殖方

法得以维持。

09. 086　 获得性免疫缺陷动物 　 acquired
 

im-
munodeficiency

 

animal
　 在物理(放射线)、化学(免疫抑制药物)、生

物因素(生物毒素、某些病原微生物)作用下

形成的免疫缺陷动物。

09. 087 　 抗病动物模型 　 nosotropic
 

anim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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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特定疾病有天然抵抗力,用于研究这种疾

病发生、发展和抗病机制的动物,如东方田

鼠作为抗血吸虫病动物模型。

09. 088 　 嵌合体动物 　 chimeric
 

animal,
 

chi-
mera

 

mosaic
 

animal
　 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遗传来源的胚胎或

胚细胞培育成的动物。 不同基因型的细胞

在动物体内以相邻状态存在。

09. 089　 模式生物　 model
 

organism
　 作为实验模型以研究特定生物学现象的动

物、植物和微生物。 从研究模式生物得到的

结论,通常可适用于其他生物。

09. 090　 转基因动物　 transgenic
 

animal
　 利用转基因技术稳定改变动物的遗传特性,

从而达到改变动物表型或产生原本不能产

生的性状的目的。

09. 091　 染色体工程动物　 chromosomally
 

en-
gineered

 

animal
　 用重组酶 Cre / LoxP 系统和同源重组技术将

目的染色体片段经缺失、重复、易位、倒位等

方式使染色体发生重排产生的动物。

09. 092　 克隆动物　 cloned
 

animal
　 又称 “ 核 移 植 动 物 ( nuclear

 

transfer
 

ani-
mal)”。 供体动物细胞核经显微手术移植

到去核受体卵细胞中,经体外胚胎发育将早

期胚胎移植到代孕母体子宫内,无性繁殖所

产生的后代。

09. 093 　 遗传工程动物 　 genetically
 

engi-
neered

 

animal
　 又称“基因工程修饰动物”。 对基因组进行

了实验改造的动物。 包括转基因动物、基因

诱变动物、克隆动物等。

09. 094　 基因诱变动物　 gene
 

mutagenesis
 

ani-
mal

　 用放射和化学诱变剂诱导基因突变,从大量

随机突变中筛选不同表型,经对诱导的点突

变进行鉴定并培育成功的动物。 乙基亚硝

基脲( ethylnitrosourea,ENU) 是目前最为广

泛应用的化学诱变剂。

09. 095　 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　 animal
 

model
 

of
 

human
 

disease
　 生物研究中建立的,具有人类疾病模拟表现

的动物实验对象和材料,包括整体动物、动
物离体器官、组织、细胞等。

09. 096　 自发性动物模型　 spontaneous
 

animal
 

model
　 动物自发产生的,具有某种人类疾病相似表

现或由于具有基因异常表现并通过人为的

培育可遗传保留其上述特点的动物模型。

09. 097　 诱发性动物模型　 artificially
 

induced
 

animal
 

model
　 通过物理、化学、生物方法等,人为诱发动物

产生某些类似人类疾病表现的动物模型。

09. 098　 国际实验动物评估和认可管理委员

会 　 Association
 

for
 

Assessment
 

and
 

Accreditation
 

of
 

Laboratory
 

Animal
 

Care
 

International,
 

AAALAC
　 设立于美国的一个非营利的专业技术社团

组织,通过评估程序进行自愿认证,表明所

认证的实验动物设施,其管理和实验动物福

利符合该机构的标准与规范。 其认证受到

国际认可。

09. 099 　 国际实验动物科学委员会　 Interna-
tional

 

Council
 

on
 

Laboratory
 

Animal
 

Science,
 

ICLAS
　 实验动物科学的国际组织,成立于 1956 年,

由代表各国的国家会员( national
 

member)、
代表各国实验动物学会协会的科学会员

(scientific
 

member)、代表各学术联合会的团

体会员( union
 

member) 及非正式会员和名

誉会员组成。 其宗旨是在世界范围内支持

实验动物科学的发展,促进实验动物科学中

各种生物学标准的建立,收集和传播实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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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科学的信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涉及实验

动物工作的各种援助等。 我国 1988 年 1 月

10 日以中国实验动物科技开发中心名义作

为国家会员,以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名义作为

科学会员参加了该组织。

09. 100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　 Chinese
 

Associ-
ation

 

for
 

Laboratory
 

Animal
 

Science
　 中国实验动物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学术性群

众团体,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下属协会之

一。 组建于 1987 年。 学会通过开展国内外

学术交流,编辑出版杂志,开展培训、教育,
科技咨询,参与国家宏观规划,国家标准编

制,确定及完成科研项目,为促进我国实验

动物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09. 101 　 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 　 Laboratory
 

Animal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专事依法管理实验动物工作的非正式编制

机构。 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各相关部

委、省、市、相关管理部门,到从事实验动物

工作的单位均设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分别

负责本管理范围的工作,彼此并无强制性从

属关系。 我国在审核、颁发实验动物许可证

时,对申请单位管理委员会的建立、组成、工
作开展有强制性专门要求。

09. 102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Regulation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Affairs
 

Concern-
ing

 

Laboratory
 

Animals
　 1988 年 10 月 31 日,经国务院批准,以国家

科学技术委员会第 2 号令发布的我国第一

部实验动物管理法规,是我国实验动物工作

必须依从的最高法律准则。

09. 103　 实验动物质量监控 　 quality
 

monito-
ring

 

and
 

control
 

of
 

laboratory
 

animal
　 为保证和证实实验动物达到应具备的品质

所采取的科学化、标准化管理的基本措施。
主要包括遗传学、微生物学、营养学、环境条

件监控 4 个方面。

09. 104 　 实验动物环境监控 　 enviromental
 

monitoring
 

and
 

control
 

of
 

laboratory
 

animal
　 为保证实验动物获得适合的生存环境所采

取的一系列环境控制措施和检验方法。 实

验动物的生存环境需符合实验动物国家标

准 GB
 

14925《实验动物
 

环境及设施》 的要

求并通过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相

应实验动物许可证。

09. 105　 实验动物微生物监控 　 microbiologi-
cal

 

monitoring
 

and
 

control
 

of
 

laboratory
 

animal
　 为保证实验动物达到微生物控制标准所采

取的一系列控制措施和检验方法。 实验动

物的微生物学控制需符合实验动物国家标

准 GB
 

14922. 1《实验动物
 

寄生虫学等级及

监测》、GB
 

14922. 2《实验动物
 

微生物学等

级及监测》、GB / T
 

14926 所属多项相关检测

方法,及 GB / T
 

17998 的要求。

09. 106 　 实验动物遗传监控 　 genetic
 

monito-
ring

 

and
 

control
 

of
 

laboratory
 

animal
　 为保证实验动物具有适当而稳定的遗传特

性而建立的一系列育种繁殖管理措施和遗

传质量检测方法。 实验动物的遗传特性需

符合相应的实验动物国家标准 GB
 

14923
《实验动物

 

哺乳类实验动物的遗传质量控

制》和 GB / T
 

14927 所属多项相关检验方法

的要求。

09. 107　 实验动物营养监控　 nutrition
 

monito-
ring

 

and
 

control
 

of
 

laboratory
 

animal
　 为保证实验动物正常健康生长而对其所需

饲料、饮水建立的一系列配制、制作、饲喂、
管理措施和必要成分的检验方法。 实验动

物的饲料和饮水要符合实验动物国家标准

GB
 

14924 所属 1 ~ 12 的各种实验动物配给

饲料及饲料质量标准、卫生标准、各种营养

成分测定的要求。

09. 108　 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办法 　 The
 

M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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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es
 

of
 

the
 

Quality
 

Administration
 

of
 

Laboratory
 

Animals
　 1997 年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技术

监督局联合发布 (国科发财字 〔 1997〕 593
号),该办法推动了我国实验动物管理工作

的科学化和现范化,明确提出实验动物生产

和使用将实行许可证制度。

09. 109　 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of
 

the
 

Licence
 

for
 

Laboratory
 

Animals
 

(trial)
 

　 2001 年国家科学技术部与卫生部等 7 部局

联合发布(国科发财字〔2001〕 545 号)。 该

办法通过对实验动物生产,以及进行动物实

验的从业单位和个人认证的法制化管理极

大地保证了实验动物的品质,增进了实验动

物事业的健康发展。

09. 110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Wild

 

Animal
 

Protection
 

Law
 

of
 

PRC
　 1989 年 3 月 1 日施行,2004 年 8 月 28 日修

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旨在保护、拯救珍稀濒

危野生动物,依法保护国家资源中的野生动

物资源的发展和合理利用,维护生态平衡。

09. 111 　 良好实验室规范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GLP
　 1976 年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提出,1979 年

6 月 20 日开始执行。 GLP 是国家对食品、
药品、化妆品管理的法律规定,目前已为国

际社会所公认。 很多国家以此规范为蓝本

制订了自己国家的规范。 GLP 是针对药品

安全性的非临床试验、新医药审查和进口许

可证为目标,为了提高动物试验资料的可信

度,从软件、硬件两方面对实施试验提出的

准则。

09. 112　 活体动物规则　 live
 

animal
 

regulation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nternational

 

Air
 

Trans-
port

 

Association,IATA)每年出版的涉及动物

运输的规定。 内容涉及各国政府间活动物

进出口的相关规定与运输中体现人道主义

和动物福利的准则。

09. 113　 动物实验替代方法　 alternative
 

meth-
od

 

of
 

animal
 

experiments
　 为维护实验动物权利,保证实验动物福利,

研究不用或少用实验动物可能达到原有动

物实验方法所获相同研究结果的方法。 在

现阶段主要遵循“3R”原则,随着现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动物实验有望达到被全部替

代。

09. 114　 “3R”原则　 “3R”principle
　 这是现代动物实验为保护实验动物福利而

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由减少( reduction)、替
代( replacement)、优化( refinement) 三个英

文字母字头组成,这三者在动物实验中要有

机结合起来,以求最合理地应用于实验动物

并取得最好的实验结果。

09. 115　 减少　 reduction
　 在动物实验中,以尽可能减少动物使用数量

为基本原则,并达到预想或更多试验结果的

动物实验方法。

09. 116　 替代　 replacement
　 使用没有知觉的实验材料或用低等动物替

代活体高等实验动物,并获得预想或更多试

验结果的动物实验方法。

09. 117　 优化　 refinement
　 通过改进和完善实验方案,尽可能保证实验

动物福利的动物实验方法。

09. 118　 近交　 inbreeding
　 遗传上亲缘关系较近的雌雄进行交配。

09. 119　 兄妹交配　 sister-brother
 

mating
　 近亲交配的一种,有共同父母的雌雄个体之

间的交配,由于亲缘关系极为接近,成为培

育近交系动物的主要繁殖方法。

09. 120　 近交衰退　 inbreeding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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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交使后代的生活能力降低。 近交会导致

其生理稳定性降低,对外界因素敏感性增

加,抵抗力减弱,生育力和生活力降低。

09. 121　 近交系　 inbred
 

strain
　 经连续 20 代以上全同胞兄妹交配而育成的

品系。 是针对啮齿动物而规定的。 对其他

动物,即把血缘系数达 80%以上者(相当于

连续 4 代兄妹交配)称为近交系。 近交系动

物具有同基因性、高基因纯合性、遗传稳定

性、表现型均一性、遗传特性可辨性、品系独

特性等特征。

09. 122　 亚系　 sub
 

strain
　 由同一个近交系分离出来,具有和原来近交

系不相同特性且其遗传基因能被固定下来

的品系。 亚系的形成是由于兄妹交配 20 ~
40 代由少量残留杂合性而分离、同一品系

在不同地点分隔 100 代以上由突变形成的

分离、由遗传污染形成的分离。 亚系的命名

方法是祖先品系名称后加一条斜线“ / ”再标

以亚系符号。 亚系符号可用数字表示,如:
DBA / 1;可用育成人或实验室名的缩写英文

名称表示,其中第一字母要大写,如:A / He、
CBA / J;可用数字加字母表示一个保持者不

只有一个以上的亚系,如:C57BL / 6J;一个近

交系中产生连续亚系时,亚系符号则累积,
如:CBA / NH;有些众所周知的亚系,其符号

可用小写字母,如:BALB / c 小鼠。

09. 123 　 重组近交系 　 recombinant
 

inbred
 

strain
　 由两个近交系杂交后,子代再经连续 20 代

以上的兄妹交配培育成的近交系。 命名法

是有两个亲代近交系的缩写名称中间加大

写的 X,雌性亲代在前,雄性亲代在后,育成

的如是一组重组近交系则用阿拉伯数字加

以区分,如 CXB1、CXB2。

09. 124 　 重组同类系 　 recombinant
 

congenic
 

strain
　 由两个近交系杂交后,子代与两个亲代近交

系中的一个进行数次回交,再经不对特殊基

因选择的连续兄妹交配(通常大于 14 代)而
育成的近交系。 命名法是有两个亲代近交

系的缩写名称中间加小写字母 c,受体近交

系在前,供体近交系在后,如 CcS1。 因相同

双亲育成的一组是重组同类系,则用阿拉伯

数字加以区别。

09. 125 　 同源突变近交系 　 coisogenic
 

inbred
 

strain
　 两个近交系,除在一个指明位点等位基因不

同外,其他遗传基因全部相同称同源突变近

交系。 一般由近交系发生基因突变或经人

工诱变而形成。 命名法是发生突变的近交

系名称后加突变基因符号(用英文斜体印刷

体表示)。 二者之间以连接号分开,如突变

基因导入形式特殊需以杂合形成保持时,则
用“ +”表示野生型基因,如 A / Fa-+ / C。

09. 126 　 同源导入近交系 　 congenic
 

inbred
 

strain
　 又称“同类近交系” “同源导入系”。 通过杂

交一代互交或回交方式形成的一个与原来

的近交系只是在一个很小的染色体片段上

有所不同的新近交系。 同源导入近交系的

产生片段至少要回交 10 个世代,标记选择

适当可在 5 个世代形成,称为 “ 快速导入

法”。 命名法是接受导入近交系名称加英文

句号加提供导入基因的近交系名称,加“ -”
号加导入基因符号(用英文斜体表示)。 如

BIO. 192-H-1260,如经第三个品系导入基

因则在受体近交系后用括号加第三品系名

称。

09. 127 　 同源导入抗系 　 congenic
 

resistant
 

strain
　 组织相容性抗原( MHC) 基因位点不同,导

致可产生移植排斥的同源导入近交系。

09. 128　 近交系数　 coefficient
 

of
 

inbreeding
　 个体基因为纯合子的比率。 可以衡量产生

个体所结合的两个配子在遗传上的相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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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即近交的遗传效应。 用符号 F 代表,以
0 ~ 1 的尺度来表示,F = 0 为完全杂合,F = 1
则达到理论上的完全纯合。

09. 129　 分离近交系　 segregating
 

inbred
 

strain
　 采用回交、互交方法,将特定的等位基因或

遗传变异以杂合子的形式保存的近交系。
命名方法是品系符号接连接符号,再加上基

因符号,其杂合位点表示与否可随意。 如:
129-Cchc、w13-w / +、SEAC-a+ / +se 等。 分

离近交系如需要表示代数,后面用 FH 加上

代数数字。

09. 130　 基础群　 foundation
 

stock
　 近交系动物繁殖生产所设立的一个群体,用

于保持近交系的自身传代,并向血缘扩大群

提供种用动物。 基础群内动物需严格进行

兄妹交配繁殖,要有生殖记录且 5 ~ 7 代内

的动物可追溯到一对共同祖先。

09. 131　 生产群　 production
 

stock
　 近交系动物繁殖生产所设立的一个群体,其

种源来自血缘扩大群或基础群,繁殖生产的

动物供实验应用,群内以随机交配方式进行

繁殖,繁殖代数一般不应超过 4 代。

09. 132 　 血缘扩大群 　 pedigree
 

expansion
 

stock
　 近交系动物繁殖生产所设立的一个群体,种

源来自基础群,群体内需严格按兄妹交配方

式进行繁殖,有个体繁殖记录,且 5 ~ 7 代内

可追溯到一个共同祖先。 主要目的是向生

产群供应种源,当生产供应量不大时可不设

立此群。

09. 133　 染色体置换系　 chromosome
 

substitu-
tion

 

strain
　 原品系动物中某一条染色体为外来染色体所

替换导致置换系和原品系表型不同,表明至

少有一个数量性状位点处于替换的染色体

上,置换系的形成需反复进行回交,通常把 F1

作为第一个世代,至少要回交 10 代。

09. 134　 核转移系　 strain
 

of
 

nuclear
 

transfer
　 将某个品系的核基因组转移到别的品系的

细胞质而制成的品系。

09. 135　 混合系　 mixed
 

inbred
 

strain
　 一个近交系和一个重组基因的胚胎干细胞

(ES 细胞)株混合形成的品系。

09. 136　 互交系　 intercross
 

lines
　 由两个近交系杂交繁殖到第二代,采取避免

兄妹交配的互交方式所获得的多个近交系。

09. 137　 封闭群　 closed
 

colony
　 又称“ 远交系( outbred

 

strain)” “非近交系

(noninbred
 

strain)”。 连续 5 年以上不从外

部引种,只在一定群体内以非近亲交配方式

进行繁殖,每代近交系数上升率不得超过

1%的群体。 命名方法是种群名称前标明保

持者英文缩写,第一个字母大写,后面字母

小写,保持者和种群名之间用冒号分开,如
N:NIH。 较早期封闭群动物命名不受此限,
如:Wistar 大鼠、dy 小鼠等。

09. 138　 杂交群　 hybrid
 

colony
　 两种以上近交系或品种间进行交配而获得

的杂交动物。 实验动物的杂交群主要指近

交系之间交配产生的杂交一代。 杂交群动

物个体内基因组成异质性强。 个体间基因

相似度高,并且具有杂交优势。

09. 139　 优选法　 optimum
 

seeking
 

method
　 近交系动物基本繁殖方法之一。 每代固定

选出一定对数的同胎兄妹组对交配,允许其

中的生产性能良好的几对向下繁殖,系谱呈

树枝状。 这种方法保留了单线法和平行线

法两种方法的优点,选择范围较大,当一代

中某对不孕或生产能力低时,还有传递下去

的可能性,是近交系动物保种的较好方法。

09. 140　 近交系命名法　 inbred
 

nomenclature
　 一个公认的为近交品系动物进行科学命名

而制定的法则。 命名一般以一个或几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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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英文字母或加入一些阿拉伯数字表示,已
广泛使用的国际著名品系不受此限。 繁殖

代数用括号内 F 后数字表示,对以前代数不

清楚可用括号内 F? +目前已知代数数字表

示,如:A(F78)、AKR(F? +25)等。

09. 141　 皮肤移植术　 skin
 

grafting
　 免疫标记遗传监测常用方法之一。 在供体

和受体动物之间进行皮肤移植,通过观察是

否发生移植排斥反应以判别二者组织相容

性基因的异同,从而鉴定待检动物遗传品质

的方法。 反应结果分为:(1)主要组织相容

性基因决定的急性排斥反应,发生于 7 天至

3 周内;(2)由次要组织相容性基因决定的

慢性排斥反应,发生于 3 周至 100 天内。

09. 142　 平行线法　 parallel
 

line
 

method
　 近交系动物基本繁殖方法之一。 原种选出几

个兄妹交配对,每对兄妹的子代中都留一对

进行繁殖,一代代延续下去。 此法选择范围

大,但每条线之间个体不均一,易发生分化。

09. 143　 单线法　 single
 

line
 

method
　 近交系动物基本繁殖方法之一。 从近交系

原种中选出几个兄妹对进行交配,每代中只

选出生产能力最好的一对作为下一代生产

的双亲向下交配传递。 本法产生的后代个

体均一,但选择范围太小,由于只有单线子

代,有断线的可能。

09. 144　 随机交配法　 random
 

mating
 

method
　 封闭群繁殖方法之一。 从整个种群中随机

选取雄雌动物进行交配,使所有个体有完全

均等的交配机会。 适用于群体内每代有 100
对以上繁殖单位的封闭群。

09. 145　 亲缘系数　 coefficient
 

of
 

relationship
　 表示个体与个体之间在遗传上的相似程度,

用符号 R 代表,血缘系数可用下述公式计

算。 Rxy = ∑(1 / 2) n+n′(1 +FA) / ·,式中

Rxy 为 x 动物与 y 动物间的血缘系数。 Fx =
x 动物的近交系数。 Fy = y 动物的近交系

数。 n = x 动物至共同祖先的代数。 n′ =
 

y
动物至共同祖先的代数。 FA = 共同祖先的

近交系数。

09. 146　 支系　 subline
　 又称“亚列”。 一个近交系或亚系内部,由于

人为技术处理或种群保持者的改变,在环

境、亲代等因素影响下,可能或已经引起遗

传差异的品系。 命名是品系符号加上人为

处理技术代表符号,如卵子移植(e)、卵巢移

植(o)、胚胎冷冻(p)、奶母代乳( f)、人工哺

乳(h)奶母+人工哺乳( fh),再加上提供品

系的符号,如 C3HfC57BL。 如采用人为处理

目的是植入或去除某病毒,则品系后面加破

折号再接病毒大写英文字母,去除加( -),
植入加( +),如 C3H / Hew -MTV +。 对经过

转移保存者而形成的支系,则用原品系加

“ / / ”号再加现保存者方法表示,如 C3H /
He / / H。

09. 147 　 最佳避免近交法 　 maximum
 

avoid-
ance

 

of
 

inbreeding
 

system
　 又称“最大限度避免近交法”。 封闭群繁殖

方法之一。 种群中雌、雄分笼饲养编号,配
种时按编号交叉配种,避免同窝雌雄交配。
每产生下一代,每个雌雄做一次父本和母

本。 适用于种用动物 10 ~ 25 对的群体。

09. 148　 循环交配法　 rotational
 

mating
 

method
　 又称“轮流交配法”。 封闭群繁殖方法之一。

将动物分成若干组,每组包含多个繁殖单位

(一雄一雌、一雄二雌、一雄多雌)。 有规律

地把不同组内雌雄动物进行循环顺序交配。
适用于中等规模以上(26 ~ 100 对)群体中交

配繁殖。

09. 149　 遗传污染　 genetic
 

contamination
　 指某一品系的动物机体出现了其他品系动

物的遗传标记。 近交系遗传污染常由于饲

养管理操作失误,动物逃逸导致出现了计划

外品系杂交。 封闭群动物遗传污染主要是

因规模突然变小后再扩大导致群体内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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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表现频率上发生了变化。

09. 150 　 生化标记基因检测 　 biochemical
 

marker
  

gene
 

test
　 近交系动物遗传纯合程度主要的常规检测

方法,依据物种生化多态性,用电泳方法将

生化基因产物、异构蛋白和同工酶区分开,
其产生的电泳带型就是生化基因的标记,根
据电泳带型可检测小鼠、大鼠等动物的相关

基因 型 的 遗 传 纯 度。 检 测 要 按 GB / T
 

19427. 1《实验动物
 

近交系小鼠、大鼠生化

标记检测法》中的规定进行。

09. 151 　 免疫标记基因检测 　 immunogenetic
 

marker
 

gene
 

test
　 通过检查动物细胞膜抗原基因位点的组成

进行遗传检测的方法。 主要包括检测红细

胞膜抗原的红细胞凝集试验、检测淋巴细胞

膜抗原的细胞毒试验、检测组织相容性抗原

的皮肤移植试验。

09. 152　 胚胎分割　 embryo
 

splitting
　 用显微外科技术将早期胚胎分割为二、四等

分,移植给受体母畜以提高胚胎的利用率,
制造同卵多胎的技术。

09. 153　 胚胎供体　 embryo
 

donor
　

 

又称“卵供体”。 胚胎移植或卵移植时提供

胚胎的母体,或被采集卵子的母体。

09. 154 　 胚胎冷冻 　 embryo
 

freezing,
 

cryopr-
eservation

 

of
 

embryo
　 是胚胎移植的一项技术。 将采取的新鲜胚

胎在超低温( -196℃ )下储存。 在实验动物

的保种、育种中发挥作用。 冻胚可以远距离

运输,便于品种改良和国际良种交换,也便

于濒危动物和野生动物的保护。

09. 155　 胚胎受体　 embryo
 

recipient
　 又称“卵受体”。 胚胎移植中接受胚胎或受

精卵的母体。

09. 156　 胚胎移植　 embryo
 

transfer,
 

ET

　 又称“受精卵移植”。 将着床受精卵或桑葚

胚由供体输卵管或子宫角内冲出,移植到受

体的受精卵或子宫角内,使其发育最后产出

子代。

09. 157　 表[现]型　 phenotype
　 基因型决定的性状表现。

09. 158　 演出型　 drama
 

type
　 因动物生存环境的影响出现的不同性状

表现。

09. 159　 毛色基因测试法　 coat
 

color
 

gene
 

test
　 利用已知复隐性基因个体与待测白化个体

进行交配,通过观察 F1 代动物的毛色表现

型判断白化个体是纯合还是杂合的遗传质

量监测方法。

09. 160　 恒温动物 　 homeotherm,
 

homoiother-
mal

 

animal
　 又称“温血动物”。 体温相对恒定的动物。

鸟类和哺乳动物具有高度发达的体温调节

机制,能通过调节其体内代谢率(即其代谢

率随环境温度的升高而降低,随环境温度的

降低而升高)和散热机制使其体温保持相对

恒定。 当外界环境温度在-15 ~ 40℃ 变动时

它们的体温能保持相对恒定(37 ~ 42℃ )。

09. 161 　 变温动物 　 poikilotherm,poikilother-
mal

 

animal
　 又称“冷血动物”。 体温随外界温度变化而

变化的动物。 除鸟类和哺乳类以外的动物

都没有发达而完善的体温调节机制,其体温

只能随环境温度的升高而升高、降低而降

低,因此不能使体温保持相对恒定。 当环境

温度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变动时能通过行

为性调节使其体温和环境温度保持一致,当
外界温度太低或太高时,它们将钻入地下进

行冬眠或夏眠。

09. 162　 棉鼠　 cotton
 

rat
　 啮齿目鼠科棉鼠属动物。 体型与大鼠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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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部灰褐、腹部浅灰,有深褐色、刚硬和紧密

的被毛,原产美洲。 主要用于丝虫感染实

验、行为学、牙医学和脊髓灰质炎病毒研究。

09. 163　 仓鼠　 hamster
　 又称“地鼠”。 啮齿目仓鼠科仓鼠属动物,除

中亚小仓鼠外,两颊皆有颊囊,从臼齿侧延

伸到肩部,可以用来临时储存或搬运食物回

洞储藏。 中国地鼠(Cricetus
 

griseus)和叙利

亚仓鼠(Mesocricetus
 

auratus) 是主要实验动

物品种。

09. 164　 叙利亚仓鼠　 Mesocricetus
 

auratus
　 又称“金黄地鼠”。 仓鼠科地鼠属,被毛呈金

黄色,是实验用主要仓鼠品系。 主要用于肿

瘤学、生理学、遗传学、传染病、牙医学、组织

培养和组织移植等研究。

09. 165　 中国地鼠　 cricetulus
 

griseus
　 又称“条纹地鼠”。 仓鼠科仓鼠属,被毛灰

褐,背部中央有一道黑色条纹。 主要用于遗

传、糖尿病研究,是真性(Ⅰ型)糖尿病的良

好动物模型。

09. 166　 豚鼠　 guinea
 

pig
　 又称“天竺鼠”“荷兰猪”。 啮齿目豚鼠科豚

鼠属动物。 豚鼠性情温顺,对外界刺激极为

敏感,喜群居。 广泛用于免疫学、营养学、生
理学、毒理学和传染病学研究。

09. 167　 长爪沙鼠　 Meriones
 

unguiculatus
　 又称“长爪沙土鼠”“蒙古沙鼠”。 啮齿目仓

鼠科沙鼠属动物。 被毛棕灰,体侧与颊部被

毛稍淡,腹侧淡黄。 性情温顺、行动敏捷、杂
食。 主要用于寄生虫、微生物、脑病、肿瘤、
代谢疾病和药理学研究。

09. 168　 小鼠　 mouse
　 啮 齿 目 ( Rodentia ) 鼠 科 ( Muridae ) 鼠 属

(Mus)动物。 实验小鼠由野生小鼠经过长

期选择培育而成。 早在 17 世纪,小鼠就已

作为实验动物。 小鼠是应用最广泛、研究最

详尽的实验动物。 小鼠个体小,温驯、胆小。
杂食,喜啃咬。 喜群居,昼伏夜动。 无汗腺,
对环境适应差。 变色能力弱,听觉、嗅觉敏

锐。 有多种毛色,如:白、鼠灰、黑、棕、黄、巧
克力色、肉桂等色泽。 成年雄性体重 20 ~
40g,雌性 18 ~ 35g,寿命一般 1. 5 ~ 3 年,染
色体数 2n= 40,性周期 4 ~ 5 天,妊娠期 19 ~
21 天。 哺乳期 20 ~ 22 天,窝仔数 4 ~ 12 只。

09. 169　 昆明小鼠　 KM
 

mouse
　 1946 年我国从印度 Haffkine 研究所引入

Swiss 实验小鼠到云南昆明,1952 年由昆明

引入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1954 年后推广

到全国,是我国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封闭群实

验小鼠,白色、高产、抵抗力强,适应性好。
由于多年各地封闭饲养,群体之间存在差

异,仍有待标准化。

09. 170　 CFW 小鼠　 CFW
 

mouse
　 起源于 Webster 小鼠,1935 年英国 Cawarth

从 Rockeffler 研究所引进,经 20 代兄妹交配

后采用随机交配方法,CFW 小鼠引入英国

实验动物中后改名为 LACA 小鼠。 1973 年

引入中国,国际常用的封闭群小鼠,多用于

辐射实验和超敏反应研究。

09. 171　 ICR 小鼠　 ICR
 

mouse
　 起源于 Swiss 小鼠,Hauschka 以多产为目标

进行选育而成,美国肿瘤研究所协会( Insti-
tute

 

of
 

Cancer
 

Research) 分送各国,称 ICR。
ICR 小鼠是国际常用封闭群小鼠,广泛用于

药物注射、食品、生物制品、科研和生产中。

09. 172　 NIH 小鼠　 NIH
 

mouse
　 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培育,1980 年引入

中国,是国际通用的封闭群小鼠,广泛用于

药理、毒理研究和生物制品鉴定。

09. 173　 TAI 小鼠　 TAI
 

mouse
　 1955 年天津医学院用市售普通小鼠和昆明

小鼠经近交培育而成,其白化、毛色基因

abc、低乳腺癌发生率。 我国自主培育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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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品系。

09. 174　 TAZ 小鼠　 TAZ
 

mouse
　 1963 年天津医学院同 TAI 小鼠方法培育成

功的第二个近交小鼠品系。 白化、毛色基因

aBcd,高乳腺癌发生率。

09. 175　 615 小鼠　 615
 

mouse
　 1961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用普通白化小鼠与

C57BL / 血研小鼠杂交,再采用近交培育而

成,灰色、毛色基因 abc、肿瘤发生率 10% ~
20%,雌性乳腺癌,雄性为肺癌,对津 638 白

血病病毒敏感。

09. 176　 BALB / c 小鼠　 BALB / c
 

mouse
　 源于 Bagg 小鼠,1923 年 MacDowell 进行近

亲交配培育成功,1932 年第 26 代命名为

BALB / c,1979 年引入中国。 白化、毛色基因

AbcD,乳腺癌发生率低,对放射性敏感,常用

于单克隆抗体研究。

09. 177　 C3H 小鼠　 C3H
 

mouse
　 1920 年 Strong 用 Bagg

 

albino 与 DBA 杂交子

代近亲交配而育成,1973 年引入中国,国际

上广泛使用的近交小鼠品系。 野生色,毛色

基因 ABCD,乳腺癌发生率达 97%,对致癌

性因素敏感,对炭疽杆菌有抵抗力。

09. 178　 C57BL小鼠　 C57BL
 

mouse
　 1921 年 Little 把 Abby

 

Lathrep 饲养的小鼠中

同胎雌鼠 57 号和雄鼠 52 号交配,后代继续

近交繁殖培育而成。 1973 年引入中国。 黑

色,毛色基因 aBCD,低发乳腺癌,对放射线耐

受性强。 应用极广泛,常用品系 C57BL / 6j。

09. 179　 A小鼠　 A
 

mouse
　 1921 年中 Stronf 以白化鼠和 Bagg

 

albino 小

鼠杂交,子代近交繁殖而成,1973 年、1977
年分别引入中国。 白化,毛色基因 abcD,对
麻疹病毒高敏,对 X 射线敏感,极易诱发唇

裂和腭裂高,在致癌物作用下,肺肿瘤发生

率高,常用品系 A / He。

09. 180　 DBA小鼠　 DBA
 

mouse
　 1907 ~ 1909 年 Little 从带色小鼠群中选种经

近亲交配育成。 是历史上最早育成的近交

系并首次用于毛色遗传研究。 1977 年引入

中国,浅灰色、毛色基因 abCd。 常用品系

DBA / 1 和 DBA / 2。 DBA / 1 对 DBA / 2 所生

肿瘤有抗性,老龄母鼠 75%易发生乳腺癌。
对结核杆菌、鼠伤寒沙门氏菌敏感,老龄鼠

有钙质沉着。 DBA / 2 易发生听源性痉挛。

09. 181　 dy 小鼠　 dystrophia
 

muscularis
 

mouse
　 肌萎缩小鼠,突变基因符号 dy。 出生大约 2

周后可见后肢拖地,表现进行性肌颤抖和系

统性肌萎缩,与人萎缩病相似。 雌性基本不

育,常用亚系为 129 / Rej-dy。

09. 182　 ob小鼠　 obese
 

mouse
　 肥胖小鼠,突变基因符号 ob。 出生 4 ~ 6 周

就显示肥胖,体重可达 60g,肥胖表现和人肥

胖症相似。 无糖尿病,无生育力,需用杂合

子交配保种。

09. 183　 Cat 小鼠　 dominant
 

cataract
 

mouse
　 白内障小鼠,突变基因符号 Cat。 1 ~ 14 日龄

表现晶状体混浊,出现白内障,显性遗传。
可作为眼科动物模型。

09. 184　 dw 小鼠　 dwarf
 

mouse
　 侏儒小鼠,突变基因符号 dw。 缺乏生长激素

和促甲状腺素,生长发育受限,表现短尾短

鼻。 7 天就可见形体较小,8 周时 8 ~ 10g,仅
为成年小鼠的 1 / 4。 雌雄全无繁殖力,只能用

杂合子保存 dw 基因。 用于内分泌研究。

09. 185　 db小鼠　 diabetes
 

mouse
　 糖尿病小鼠,突变基因符号 db。 3 ~ 4 周龄时

血糖升高,可达 682ng / dL,临床见肥胖、高血

糖、糖尿、蛋白尿、烦渴、多尿等症状。

09. 186　 As 小鼠　 asplenia
 

mouse
　 无脾突变小鼠,突变基因符号 As。 先天脾缺

失,用于研究脾功能和血吸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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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187　 op小鼠　 ostepetrosis
 

mouse
　 骨硬化小鼠,突变基因符号 op。 10 日龄就

可见头圆顶状,脚短,门齿缺失,长骨 6 个月

内骨髓腔闭合,出现原始海绵骨。 常伴有无

齿症,病变与人大理石样骨病相似。

09. 188　 裸鼠　 nude
 

mouse
　 先天无胸腺鼠,由隐性裸基因“nu”引起。 体

内存有少量 T 细胞,其巨噬细胞、NK 细胞活

性较高。 常用于肿瘤移植和传代,研究 T 细

胞免疫应答。

09. 189　 米色鼠　 beige
 

mouse
　 又称“NK 细胞缺陷鼠”。 NK 细胞活性缺失

小鼠, 由隐性遗传基因 bg ( beige) 所致。
beige 小鼠对各种感染疾病的感染性增加,
易发肺炎。 由于色素颗粒产生量较低,毛色

稍淡。

09. 190　 重症联合免疫缺陷小鼠　 severe
 

com-
bined

 

immunodeficiency,
 

SCID
　 一种体液和细胞免疫联合缺陷的小鼠。 先

天性 T 和 B 细胞明显减少,胸腺、脾、淋巴结

变小。 代表品种为 C. B-17 / Icrg-scid,作为

肿瘤动物模型而被广泛应用。

09. 191　 大鼠　 rat
　 啮齿目鼠科大鼠属动物。 拉丁名 Rattus

 

nor-
vegicus。 大鼠嗅觉发达、 味觉差。 性情温

顺、喜安静环境,食性较杂。 主要实验动物

品种,广泛用于生理学、营养学、代谢性疾

病,以及药物学、牙医学、肿瘤和传染病研

究。

09. 192　 Wistar 大鼠　 Wistar
 

rat
　 1907 年,由美国 Wistar 研究所培育而成,我

国从日本、苏联引进,是得到广泛应用的封

闭群大鼠品种。 产仔数多,早熟、繁殖力强、
性格温顺、抗病力强、自发肿瘤率低。

09. 193　 SD 大鼠　 SD
 

rat
　 1925 年由美国 Sprague

 

Dawley 农场育成,产

仔高,生长发育快,尾长几乎等于身长,对性

激素刺激敏感性高,自发肿瘤率低。 多用于

营养学研究。

09. 194　 ACI 大鼠　 ACI
 

rat
　 1926 年,哥伦比亚大学肿瘤研究所培育而成,

被毛黑色,腹部和脚白色,低血压。 有一定比

例睾丸、肾上腺、脑垂体、皮肤、耳道、子宫、乳
腺肿瘤自发率。 是常用近交系大鼠品系。

09. 195　 F344 大鼠　 F344
 

rat
　 1920 年 Curtis 育成,白化、毛色基因 ach,绵

羊红细胞免疫反应性低,有一定肿瘤自发

率,85%的雄性大鼠患有睾丸间质细胞瘤。
可诱导发生膀胱癌、食道癌等。

09. 196　 SHR 大鼠　 SHR
 

rat
　 1960 年日本京都大学冈本教授用 Wistar 大

鼠通过近亲杂交而育成。 白化、严重自发性

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发病率高。 可作为高血

压动物模型。

09. 197　 犬　 dog,Canis
 

familiavis
　 食肉目犬科犬属动物。 听觉、嗅觉灵敏,视力

差,红绿色盲。 汗腺不发达,不耐热。 唾液腺

中缺乏淀粉酶,以肉食为主,主要应用于外

科、药理、生理、毒理及药物安全性试验研究

中。

09. 198　 比格犬　 Beagle
 

dog
　 又称“小猎兔犬”。 原产英国,1988 年中国

引种成功。 属小型犬,短毛,温顺,对环境适

应力强,抗病力强,性成熟早,产仔多,是国

际上公认的实验用犬。

09. 199　 灵长类实验动物 　 primate
 

laboratory
 

animal
　 又称“非人灵长类(non-human

 

primate)实验

动物”。 泛指除人之外的所有来自灵长目

(Primates)的实验用动物。 目前用于科学研

究的主要动物种属有长臂猿属(Hylobates)、
猩猩属(Pangon)、猕猴属(Macaca) 等。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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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人类传染病原的唯一易感动物,广泛用

于科学研究。

09. 200　 普通弥猴　 Rhesus,
 

rhesus
 

macaque,
Macaca

 

mulatta
　

 

又称“恒河猴”。 最初发现于孟加拉国的恒

河河畔,分布在印度、缅甸及中国。 被毛大

部分为灰褐色,腰部以下橙黄色,面部、两耳

多肉色。 眉高眼窝深,少数红面,臀骶红色。
是主要非人灵长类实验应用品种。

09. 201　 食蟹猴　 Macaca
 

fascicularis
　 又称“爪哇猴”。 分布于印度及东南亚一带。

被毛黄褐色至深褐色,腹部较深。 冠毛从额

部直接向后,常在中线形成一条短嵴。 颊毛

在脸周成须,眼睑周围形成苍白的三角区。
尾等于体长或稍长。 对 B 病毒易感,常用作

非人灵长类实验应用品种。

09. 202　 微型猪　 micro
 

pig
　 6 月龄体重≤15kg 的供动物实验用的猪。

09. 203　 小型猪　 miniature
 

pig,
 

minipig
　 体型明显小,6 月龄体重≤30kg 的供动物实

验的猪。 小型猪便于饲养、管理、实验处理。
从 19 世纪 50 年代至今,国内外已有多个品

系被开发、应用。

09. 204　 中国实验用小型猪　 Chinese
 

experi-
mental

 

minipig
　 1985 年中国农业大学从贵州小型香猪经培

育而成。 已育 3 个品系,Ⅲ系皮肤白色,6
月龄体重 20 ~ 25kg,成年体重 40kg,用于多

种生命科学研究。

09. 205　 五指山小型猪　 Wuzhishan
 

minipig
　 又称“老鼠猪”。 原产海南省偏僻山区,中国

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于 1987 年选育而

成。 头小而长、耳小直立,6 月龄体重 20 ~
25kg,成年体重 40kg,用于生命科学研究。

09. 206　 巴马小型猪　 Bama
 

minipig
　 原产广西巴马,经广西大学选育而成。 因头

臀黑色较多,其他部位多为白色而称为两头

乌。 6 月龄 20 ~ 25kg,成猪 40 ~ 45kg,用于多

种生命科学研究。

09. 207　 兔　 rabbit
　 兔形目兔科动物。 作为实验动物的兔主要

来自穴兔属中的穴兔 ( Oryctolagus
 

curicu-
lus)。 喜安静、清洁、干燥环境。 性情温顺,
胆小易惊。 广泛用于肿瘤、畸胎、免疫学、耳
鼻喉科寄生虫学、生理和毒理学研究,药品、
生物热源试验、效价、安全性检验、疫苗生

产、各种阳性血清的制备。

09. 208　 中国白兔　 Chinese
 

white
 

rabbit
　 原产中国。 毛色浅白,体型紧凑,红眼,嘴稍

尖,耳朵短而厚,被毛短密。 生存适应能力、
繁殖力、抗病力强。 为皮肉兼用,又适合动

物实验的品种。

09. 209　 青紫蓝兔　 chinchilla
 

rabbit
　 原产法国,20 世纪初育成的皮用品种。 兔

毛分三种颜色,毛尖黑色,中段灰白,毛根深

灰色。 耳朵、尾、面呈黑色,眼圈、尾底、腹部

呈白色。 全身呈灰蓝色。 体壮,适应性强,3
月龄可达 2kg。 实验动物常用品种。

09. 210 　 日本大耳白兔 　 Japanese
 

large-ear
 

rabbit
　 简称“大耳白兔”。 由中国白兔和日本兔杂

交培育而成。 毛色纯白,红眼,两耳长、大、
薄、白,耳形像柳叶。 发育快,繁殖力强,是
实验动物常用品种。

09. 211　 新西兰兔　 New
 

Zealand
 

white
 

rabbit
　 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育成,毛色纯白,皮肤

光泽,头宽、圆而粗短,耳宽厚而直立。 体

壮,繁殖力强,生长迅速。 在动物实验中,广
泛用于热源试验和药物安全评价。

09. 212　 SPF 鸡　 special
 

pathogen-free
 

chick-
en

　 即无特定病原体鸡。 我国规定,SPF 鸡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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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特定病原体感染:鸡白痢沙门菌、鸡败

血支原体、鸡滑液囊支原体、鸡嗜血杆菌、多
杀性巴氏杆菌、禽痘病毒、鸡新城疫病毒、禽
白血病病毒、禽脑脊髓炎病毒、传染性喉气

管炎病毒、网状内皮增生症病毒、马立克氏

病病毒、传染性腔上囊病病毒、禽呼肠孤病

病毒、禽腺病毒Ⅰ型、禽腺病毒Ⅱ型、禽流感

病毒 A 型、传染性支气管病毒、禽副粘病毒

Ⅱ型。 SPF 鸡及鸡胚不仅大量用于禽病研

究,在疫苗制造、病毒学研究中也是不可缺

少的实验动物。

09. 213　 剑尾鱼　 Xiphophorus
 

helleri
　 花锵科剑尾鱼属的一种热带鱼,杂交后代不

会出现不育,因此可以应用于基因遗传连锁

研究,也可应用于神经科学、黑色素瘤研究。

09. 214　 旱獭　 marmot,
 

woodchuck,
 

Marmota
　 又称“土拨鼠”。 啮齿目松鼠科旱獭属动物。

体短壮,体背土黄色,腹部黄褐色。 喜群居,
杂食。 是人类肝炎、原发性肝癌、血管疾病、
肥胖的理想动物模型,也可用于冬眠和传染

病研究。

09. 215　 树鼩　 tree
 

shrew,
  

Tupaia
 

belangeri
　 原属食肉目,分类地位未定,分类处于灵长目

与食肉目的中间地位。 外形似松鼠,吻尖细,
尾长几乎等于身长。 可应用于神经、消化、泌
尿、肿瘤、轮状病毒(疱疹、肝炎)的研究。

09. 216　 斑马鱼　 zebrafish,
 

Brachydanio
 

rerio
　 原产印度的小型热带鱼类。 成鱼体长 3 ~

4cm。 在细胞谱系分析、发育追踪、突变鉴

别、基因转移等发育及遗传学中研究价值极

大,是一种新的模式生物。

09. 217　 猫　 cat,Felis
 

domestica
　 食肉目猫科猫属动物。 善捕捉,视力好。 舌

上有倒钩状丝状突,便于舔食。 实验多用短

毛猫,主要用于生理学、药理学及某些疾病

研究中,适合于做急性试验。

09. 218　 鼠兔　 pika
　 兔形目鼠兔科鼠兔属动物。 体型小,性情温

和,胆小易惊,无尾,形态和兔相似。 主要应

用于药理、毒理、生殖生理、畸形发生研究中。

09. 219　 鱼类实验动物　 fish
 

laboratory
 

animal
　 属于鱼纲的实验用动物。 主要实验用鱼类

动物有斑马鱼、剑尾鱼、虹鳟、金鱼、蓝鳃太

阳鱼、电鳗、天堂鱼、花鳟、花鳉、海虾等。 被

大量用于环境毒理学、药理学、肿瘤学、遗传

学、胚胎繁殖、内分泌、行为及营养研究。

09. 220　 有蹄类实验动物　 ungulate
 

laboratory
 

animal
　 肢端成蹄的所有大型哺乳实验动物的总称。

分类学上属奇蹄目和偶蹄目。 作为实验动

物的品种是牛、山羊、绵羊、猪。 牛可用于人

类遗传学、心血管外科研究;羊多用于繁殖、
胎儿发育、胸外科、代谢病研究,制备各种免

疫抗体;猪用途广泛,可用于心血管疾病、牙
医学、外科、形态学、儿科学研究。

09. 221　 爬行类实验动物 　 reptilia
 

laboratory
 

animal
　 泛指属于爬行纲的实验用动物。 用于实验

研究的主要有:美洲安乐蜥、美洲鳄、凯门

鳄、华丽锦龟、六纹鞭尾蜥、加利福尼亚王

蛇、玉米锦蛇、蟒蛇以及海龟、陆龟、鳖、草
蛇、松蛇、响尾蛇、鼻鳄等。 研究使用范围涉

及多种人类肿瘤、癌的动物模型、营养学、免
疫学、药物代谢等。

09. 222　 鸟类实验动物　 bird
 

laboratory
 

animal
　 泛指来自鸟纲的实验用动物。 主要是鸡形

目中的鸡、鹌鹑、雉鸡、火鸡、鹧鸪、松鸡、珠
鸡、丛冢雉等;雁形目中的鸭、鹅、天鹅、叫鸭

等;鸽形目中的鸽、斑鸠、沙鸡等。 主要使用

鸡胚进行病毒学研究。 此外,还用于营养

学、毒理学、兽医学、畜牧学、环境学研究。

09. 223　 两栖类实验动物 　 amphibian
 

labora-
tory

 

an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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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指来自两栖纲的实验用动物。 主要有有

尾目中的斑点钝口螈、美西螈、花斑钝口螈、
虎纹钝口螈、斑泥螈、红斑蝾螈、欧洲蝾螈、
粗皮蝾螈、滑北螈;无尾目中的东方铃蟾、美
洲蟾蜍、欧洲蟾蜍、海蟾蜍、牛蛙、池蛙、猪
蛙、泽蛙、豹蛙、林蛙、欧洲林蛙、滑爪蛙。 大

量应用于生物教学,还应用于发育生物学、
移植免疫、毒物敏感性、致畸物筛选、肢体再

生等方面。

09. 224　 哺乳类实验动物 　 mammalia
 

labora-
tory

 

animal
　 来自哺乳纲的实验用动物的总称。 主要分

布于啮齿目、兔形目、食肉目、偶蹄目、奇蹄

目和灵长目。

09. 225　 听源性痉挛　 audiogenic
 

convulsion
　 噪声刺激小鼠出现的特殊反应。 初起表现

耳下垂呈紧张状态,接着出现用爪洗脸样动

作,头部痉挛、跳跃、狂奔、撞笼、翻滚、四肢

僵直而死亡。

09. 226　 小鼠脫脚病　 mouse
 

ectromelia
　 又称“小鼠痘(mouse

 

pox)”。 由痘病毒属小

鼠脫脚病病毒(ectromelia
 

virus)或小鼠痘病

毒(mouse
 

pox
 

virus,MPV)引起的小鼠的一

种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 急性病例表现弓

背、被毛逆立,几乎全部死亡;亚急性病例表

现典型的四肢末端、耳翼、尾端、皮肤坏死。
小鼠脱脚症病毒是我国清洁级小鼠必检病

原。

09. 227　 小鼠肝炎　 murine
 

hepatitis
　 由冠状病毒属小鼠肝炎病毒引起的一种传

染病。 病鼠表现为肝炎、脑炎、肠炎症状。
小鼠肝炎病毒是我国清洁级小鼠必检病原。

09. 228　 环尾症　 ringtail
　 大鼠的一种自发性疾病。 表现为尾部皮肤、

趾发生环状缩小,其远端肿胀、干性坏疽。

09. 229　 仙台病毒感染　 Sendai
 

virus
 

infection

　 副粘病毒属仙台病毒引起的一种鼠类传染

病。 大部分鼠感染呈亚临床状态,仅仔、幼
鼠感染后表现呼吸音异常、食欲和渴欲降

低、减重、沉郁等,有的急性肺炎死亡。 仙台

病毒是我国清洁级小鼠、大鼠、地鼠、豚鼠必

检病原。

09. 230　 流行性出血热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由流行性出血热病毒引起的人兽共患烈性

自然疫源性传染病。 大鼠感染常见明显临

床表现。 乳鼠、乳小鼠可致肾、肝、脑、肺出

血。 汉坦病毒是我国清洁级大鼠必检病原。

09. 231　 淋巴细胞脉络丛脑膜炎　 lymphocytic
 

choriomeningitis,
 

LCM
　 由淋巴细胞脉络丛脑膜炎病毒引起的神经

性人兽共患病。 小鼠常是无症状带毒者,病
毒经唾液、鼻分泌物、尿液、粪便排毒形成传

播。 LCM 病毒是我国清洁级小鼠、豚鼠、地
鼠必检病原。

09. 232　 大鼠冠状病毒感染 　 rat
 

corona
 

virus
 

infection
　 由大鼠冠状病毒引起的大鼠涎泪腺炎和大

鼠致死性肺炎的统称。 大鼠涎泪腺炎由大

鼠涎泪腺炎病毒 ( sialodacryoadenitis
 

virus,
SDAV)引起。 主要侵害唾液腺和泪腺,发生

急性炎症。 大鼠致死性肺炎由大鼠冠状病

毒病(rat
 

corona
 

virus,RCV)引起,新生大鼠

呼吸困难、迅速死亡。 这两种病毒是同一病

毒的不同致病毒株,有共同抗原,是我国清

洁级大鼠必检病原。

09. 233　 小鼠病毒性肺炎　 murine
 

viral
 

pneu-
monia

　 由小鼠肺炎病毒( pneumonia
 

virus
 

of
 

mice,
PVM)引起的慢性小鼠呼吸道传染病。 小鼠

最敏感,表现呼吸加快并伴发 “咕噜” 声。
成年鼠多为慢性经过或呈不显性感染。
PVM 是 SPF 级小鼠、大鼠、豚鼠、地鼠必检

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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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234　 小鼠脑脊髓炎　 mouse
 

encephalomye-
litis

　 由小鼠脑脊髓炎病毒引起的小鼠的以后肢

麻痹为特征的传染病。 小鼠脑脊髓炎病毒

是我国 SPF 级小鼠必要时需检查病原。

09. 235　 小鼠腺病毒感染 　 murine
 

adenovirus
 

infection
　 由鼠腺病毒引起的一种小鼠隐性感染性疾

病。 哺乳小鼠发生死亡,幼鼠和成鼠仅表现

发育不良、生长迟缓。 小鼠腺病毒是我国

SPF 级小鼠必检病原。

09. 236　 鼠螨病　 acariasis
 

in
 

mice
 

and
 

rats
　 鼠类寄生螨引起的鼠的外寄生虫病。 常见

种有:鼠肉螨(Myobia
 

musculi)、拟拉德弗螨

(Radfordia
 

affinis)、蝇疥螨(Myocoptes
 

mus-
culinus)。 患鼠头、颈和背腹部的毛变稀疏,
逆立,不规则脱毛,患部剧痒,日趋瘦弱。 螨

是我国常用啮齿类实验动物的必检项目。

09. 237　 鼠咬热　 rat
 

bite
 

fever
　 由小螺菌或念珠状链杆菌引起,以啮齿动物

咬伤为媒介而传播的人兽共患传染病。

09. 238 　 鼠膜壳绦虫病 　 hymenolepiasis
 

of
 

murid
　 膜壳绦虫属(Hymenolepis)鼠膜壳绦虫寄生

于小肠引起的寄生虫病。 常见的有两种病

原体:缩小膜壳绦虫(H. diminuta)和短膜壳

绦虫(H. nana)。

09. 239　 乳鼠流行性腹泻 　 epizootic
 

diarrhea
 

of
 

infant
 

mice,
 

EDIM
　 由小鼠轮状病毒(mouse

 

rotavirus)引起的乳

小鼠的一种传染病,症状是排黄色水样稀

便。

09. 240　 猴逆转录 D 型病毒病　 simian
 

retro-
virus

 

D
 

disease
　 由猴逆转录 D 型病毒( simian

 

retrovirus
 

type
 

D,SRV)引起的一种非人灵长类动物的传染

病。 亚洲猕猴属的猴是主要宿主。 临床表

现为免疫抑制,肿瘤形成,快速致死。 SRV
是我国 SPF 级猴的必检项目。

09. 241　 猴免疫缺陷病毒病　 simian
 

immuno-
deficiency

 

virus
 

disease
　 由猴免疫缺陷病毒(simi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SIV)引起的一种猴的传染病。 病毒属

逆转录病毒科慢病毒亚科,和人类免疫缺陷

病毒( HIV) 同源性高。 亚洲猴很少自然感

染,但人为接种可表现如获得性免疫缺陷综

合征(AIDS)样临床疾病表现。 SIV 是我国

SPF 级猴的必检项目。

09. 242　 猴 B病毒感染　 simian
 

B
 

virus
 

infec-
tion

　 由猴 B 病毒(即猴疱疹病毒Ⅰ型病毒,cerco-
pithecine

 

herpesvirus
 

Ⅰ)引起的人猴共患传

染病。 猴感染仅在舌表面、口腔黏膜和皮肤

交界处出现疱疹、溃疡,可自愈。 人一旦感

染则发生脑炎、脑脊髓炎而致死。 B 病毒是

我国普通级猴的必检项目。

09. 243　 猴 T 细胞趋向性病毒Ⅰ型 　 simian
 

T-lymphocyte
 

virus
 

typeⅠ
　 由猴 T 淋巴细胞趋向性病毒Ⅰ型(simian

 

T-
lymphocyte

 

virus
 

type Ⅰ,STLV-1) 引起的猴

传染病,病原属逆转录病毒科 C 型肿瘤病毒

属,引起猴自发性贫血。 SLTV - 1 和人的

HTLV-1 有一定相关性,是我国 SPF 级猴的

必检项目。

09. 244　 泰泽菌病　 Tyzzers
 

disease
 

　 芽孢杆菌属毛发样芽孢杆菌(clostridium
 

pil-
iformis)引发的一种传染病。 由 Ernest

 

Tyzz-
er 首先发现而得名。 患病动物出现肠炎和

肝炎,重症呈现出血性腹泻。 是我国普通级

小鼠、大鼠、清洁级豚鼠、地鼠和兔的必检项

目。

09. 245　 鼠棒状杆菌病 　 Corynebacterium
 

kut-
scheri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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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鼠棒状杆菌引起的小鼠、大鼠的传染病。
发病多为慢性经过。 可在肺、肝、肾等处形

成化脓性坏死灶,甚至脓肿。 鼠棒状杆菌是

我国清洁级大鼠、小鼠必检项目。

09. 246　 直线型社会关系 　 linear
 

type
 

social
 

system
　 可用直线表示动物群体中个体间地位的优

劣关系,第一位为首领,可统治第二位以下,
而第二位可统治第三位以下,依此类推。
猴、兔、犬、鸡、猪均属此类型。

09. 247　 专制型社会关系　 despotic
 

type
 

social
 

system
　 首领处于群体中最优势地位,首领以下个体

地位基本平等。 为争取首领地位,个体间会

发生激烈争斗。 小鼠、大鼠、猫均属此类

动物。

09. 248　 领域性　 territoriality
　 动物个体对某个地区范围的占有。 个体为

保卫势力范围,不惜进行防卫斗争。

09. 249　 交通信号灯法　 traffic-light
 

system
　 近交系生产群提供使用动物的一种繁殖生

产方法。 动物以随机交配方法进行,自繁第

一代为白色,第二代标记绿色,第三代标记

黄色,第四代标记红色,交配代次不超过 4
代。 绿色、黄色、红色的子代全部用于供应,
而白色繁殖代要从血缘扩大群或基础群不

断供应。 生产群动物不得留种。

09. 250　 环境丰富度　 environment
 

enrichment
　 在动物生活环境中尽可能增加模拟其自然

生存状态的各种条件,如摆放玩具、提供窝

巢筑造材料等,是动物福利的一种体现。

09. 251　 安乐死　 euthanasia
　 又称“安死术”。 以人道方法处死动物,使其

尽量减少惊恐和焦虑,无痛苦地死亡。

09. 252　 下颌骨形态分析 　 osteometric
 

shape
 

analysis

　 又称 “ 下 颌 骨 测 量 法 ( mandible
 

measure
 

method)”。 基于动物骨骼具有高度遗传性,
采用测量大鼠、小鼠下颌骨形态分析进行近

交系大鼠、小鼠遗传监测的方法。

09. 253　 信息素　 pheromone
　 动物产生并排出体外,能引起同种个体产生

特殊反应的物质。 分为释放信息素、引物信

息素,能引起行为、内分泌、生理甚至形态的

变化。

09. 254　 阴道栓　 vagina
 

embolus
　 雌性啮齿动物交配后 10-12h,由前庭腺和凝

固腺分泌物混合形成的一种白色黏稠浆液

性物质在阴道腔内形成的栓塞,可防止精子

从阴道倒流出来。

09. 255　 人道终点　 humane
 

endpoint
　 又称“仁慈终点”。 为了使实验动物遭受的痛

苦、疼痛减至最小,在顾及实验结果判定的前

提下,人为确定终止实验的时间。 之后进行

治疗或安乐死,以减少实验动物痛苦。

09. 256　 冬眠　 hibernation
　 动物表现出体温下降,以及代谢、呼吸、心跳

次数下降,处于维持基础代谢的睡眠状态的

现象。 多发生于冬季。

09. 257 　 多瘤病毒感染 　 polyomavirus
 

infec-
tion

　 由多瘤病毒( polyomavirus)引起的小鼠传染

病。 感染多呈隐性和亚临床表现,主要在唾

液腺和腮腺上出现恶性肿瘤。 多瘤病毒是

我国 SPF 级小鼠必要时检查病原。

09. 258 　 大鼠细小病毒感染 　 rat
 

parvovirus
 

infection
　 由大鼠细小病毒(parvovirus,PRV)引起的大

鼠传染病。 乳鼠发病表现生长不良、运动失

调和黄疸,多数死亡。 成鼠多是隐性感染。
是我国 SPF 级大鼠必检病原。

09. 259　 猴痘　 monkeyp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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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猴痘病毒( simian
 

pox
 

virus,SPV) 引起的

一种急性人猴共患传染病。 猴感染表现两

种类型:一种是感染呈急性,特征是面部、颈
部水肿,可窒息而死,同时出现肉疹、口腔黏

膜溃疡;另一种为丘疹型,仅在面部和四肢

皮肤出现丘疹,四周发红充血、全身皮肤出

疹。 人感染后类似天花,病死率高。 猴痘病

毒是我国 SPF 级猴必检病原。

09. 260 　 小鼠巨细胞病毒感染 　 mouse
 

cyto-
megalovirus

 

infection
　 由小鼠巨细胞病毒( mouse

 

cytomegalovirus,
MCMV)引起的小鼠隐性感染的传染病。 自

然感染无症状。 实验感染小鼠常作为人巨

细胞病毒感染的动物模型。

09. 261　 豚鼠巨细胞病毒感染　 cytomegalovir-
us

 

infection
 

in
 

guinea
 

pig
　 由豚鼠巨细胞病毒(guinea

 

pig
 

cytomegalovir-
us,GPCMV) 引起的一种豚鼠专有传染病,
多呈隐性感染。 是研究人巨细胞病毒感染

(human
 

cytomegalovirus
 

infection,HCMV) 的

良好动物模型。

09. 262　 鼠六棘鞭毛虫　 Spironucleus
 

muris
　 一种寄生于小鼠、大鼠、地鼠小肠中特别是

李氏隐窝中的鞭毛虫。 主要影响幼年鼠,引
起被毛粗乱、消瘦、腹胀、腹泻、死亡等症状。

09. 263　 鼠贾弟鞭毛虫　 Giardia
 

muris
　 一种寄生于小鼠、大鼠、地鼠前段小肠的鞭毛

虫。 严重感染可引起被毛黏乱、腹胀等症状。

09. 264 　 九带犰狳 　 nine-banded
 

armadillo,
Dasypus

 

novemcinctus
　 贫齿目犰狳科动物。 原产美洲,体表被有甲

壳,中间有 9 个可动带,彼此内皮肤褶壁相

连,是一种低等级哺乳动物。 应用于斑疹伤

寒,以及旋毛虫病、回归热、血吸虫病、多肠、
产后缺陷、器官移植、肿瘤研究中,是人类麻

风病研究的良好动物模型。

09. 265　 雪貂　 ferret
　 食肉目鼠鼬科貂鼠动物。 颈与躯干等长,性

情温和,行动敏捷,好啃咬,爱嬉戏,肉食。
汗腺不发达,不耐热。 无盲肠、精囊、前列

腺。 有肛侧腺可发出持续气味。

09. 266　 呼肠孤病毒Ⅲ型感染 　 reovirus
 

type
 

Ⅲ
 

infection
　 一种由呼肠孤病毒Ⅲ型(reovirus

 

type
 

Ⅲ)引

起的可感染小鼠、豚鼠和人的人兽共患传染

病。 新生小鼠可急性发病,典型表现油性皮

肤和脂肪性下痢。 成年鼠多慢性发痛。 呼

肠孤病毒Ⅲ型是我国 SPF 级小鼠、大鼠、地
鼠、豚鼠的必检病原。

09. 267　 小鼠细小病毒感染 　 infection
 

of
 

mi-
nute

 

virus
 

of
 

mice
　 由小鼠细小病毒引起的小鼠传染病。 小鼠

感染多呈隐性带毒。 小鼠细小病毒是我国

SPF 级小鼠必检病原。

09. 268　 明尼苏达-荷曼系小型猪 　 Minneso-
ta-(Hormel)

 

minipig
  

　 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Hormel 研究所于 1949
年用亚拉巴马美州的几内亚小型猪、加塔里

那岛的卡塔利猪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皮纳森

林猪 4 种猪杂交育成。 被毛有黑白斑,遗传

性状稳定。

09. 269　 毕特曼-摩尔小型猪 　 Pitman-Moore
 

minipig
　 由毕特曼-摩尔制药公司用佛罗里达野生猪

和加利夫岛猪育成,毛色多样,斑纹者居多。

09. 270　 哥廷根微型猪　 Göttingen
 

minipig
　 德国哥廷根大学用明尼苏达-荷曼系小型猪

和越南引入的小型猪及改良长白猪种杂交

育成。

09. 271　 汉福德小型猪　 Hanford
 

minipig
　 汉福德研究所用白色洛帕斯猪和毕特曼-摩

尔小型猪,再导入墨西哥产的拉勃可猪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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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被毛稀少,皮肤白色,用于皮肤研究。

09. 272　 阿米尼种小型猪　 Oh
 

mini
 

minipig
　 日本用中国东北小型民猪(荷包猪)选育而

成。 体型小、黑色、耐粗饲、多产。

09. 273　 埃塞克斯小型猪　 Essex
 

minipig
　 从美国得克萨斯州西南部遗存的黑色埃塞

克斯猪育成的小型猪。

10.
 

兽医病理及病理生理学

10. 001　 病理学　 pathology
　 研究疾病的原因、发生发展与转归规律及其

发展过程中形态结构、代谢和功能变化的一

门学科。 其根本任务是探讨疾病的发病机

制和本质,为疾病防控提供理论根据。

10. 002　 兽医病理学　 veterinary
 

pathology
　 以家畜和家禽等动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病

理学。

10. 003 　 病理解剖学 　 pathoanatomy,
 

morbid
 

anatomy
　 又称“病理形态学( pathomorphology)”。 主

要研究患病机体的器官、组织和细胞形态学

改变的一门医学基础学科,是病理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

10. 004 　 兽医病理解剖学 　 veterinary
 

patho-
anatomy,

 

veterinary
 

morbid
 

anatomy
　 以家畜和家禽等动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病

理解剖学。

10. 005　 病理生理学　 pathophysiology
　 主要研究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规律以及患

病机体的代谢与功能变化及其机制的一门

学科。

10. 006 　 兽医病理生理学 　 veterinary
 

patho-
physiology

　 以家畜和家禽等动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病

理生理学。

10. 007　 病理学总论　 general
 

pathology
　 主要研究机体器官、组织和细胞对异常刺激

的基本反应及其一般规律,在疾病过程中发

生的各种基本病理变化及其原理的病理学。

10. 008　 病理学各论　 special
 

pathology
　 又称“系统病理学( systematic

 

pathology)”。
根据病理学总论的知识,分别阐述疾病过程

中各个系统器官常见的主要病理变化。

10. 009　 大体病理学　 gross
 

pathology
　 又称“眼观病理学(macroscopic

 

pathology)”。
以肉眼观察器官和组织病变为主要研究手

段的病理学分支学科。

10. 010　 组织病理学　 histopathology
　 又称“病理组织学”。 以光学显微镜进行组

织学观察为主要研究手段的病理学分支学

科。

10. 011　 细胞病理学 　 cytopathology,
 

cellular
 

pathology
　 在细胞水平上对疾病进行研究的病理学分

支学科。

10. 012　 亚细胞病理学　 subcellular
 

pathology
　 在亚细胞水平上对疾病进行研究的病理学

分支学科。

10. 013　 分子病理学　 molecular
 

pathology
　 将病理学与细胞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化学结

合起来,在蛋白质和核酸水平上,应用分子

生物学技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病理

学分支学科。

10. 014　 临诊病理学　 clinical
 

pathology
·481·



　 对体液、排泄物、分泌物等材料进行实验室

化验分析,以帮助诊断、判定疗效和了解疾

病进展的应用病理学学科。

10. 015　 外科病理学　 surgical
 

pathology
　 对活体组织(包括手术切除组织等)或脱落

细胞进行形态学观察,以帮助做出病理诊断

的应用病理学学科。

10. 016　 实验病理学　 experimental
 

pathology
　 以体内(动物实验)和体外(离体培养的组

织和细胞)实验为主要研究手段的病理学分

支学科。

10. 017　 比较病理学　 comparative
 

pathology
　 着重研究不同种类动物疾病的病理过程特

征,并与人类疾病的病理过程进行比较研究

的病理学分支学科。

10. 018　 免疫病理学　 immunopathology
　 和免疫学及病理学紧密相关的一门重要边

缘学科。 主要研究免疫功能异常所引起的

疾病及免疫反应在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中

的作用。

10. 019　 遗传病理学　 genetic
 

pathology,
 

here-
dopathology

　 研究遗传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中的

作用及其所引起疾病的病理学分支学科。

10. 020 　 超微(结构)病理学 　 ultrastructural
 

pathology
　 利用电子显微镜技术,通过对细胞超微结构

变化进行研究的病理学分支学科。

10. 021　 病理生物学　 pathobiology
　 从生物学角度探讨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基

本规律的学科。

10. 022　 地理病理学　 geographic
 

pathology
　 主要通过比较研究各地人群或动物群体的

疾病种类及其发病率,以探讨各种地理环境

因素在某些疾病的病因学和发病学中所起

作用的病理学分支学科。

10. 023　 环境病理学　 environmental
 

pathology
　 以病理学方法研究环境疾病的病因、发病机

制及病理变化的一门基础医学学科。 其主

要任务在于认识这些疾病,进而采取有效的

防护措施,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兽健康。

10. 024　 定量病理学　 quantitative
 

pathology
　 通过(免疫)组织化学、(免疫)细胞化学或

(免疫)荧光染色和图像分析等技术,对组织

或细胞中的某种(些)物质进行客观可靠的

定量分析的病理学分支学科。

10. 025　 远程病理学　 telepathology
　 利用计算机及网络通信技术远距离传输数

据和图像进行病理学诊断、教学与研究的应

用病理学学科。

10. 026　 病征学　 pathognomy
　 研究疾病的征象及症状的学科。

10. 027　 细胞学检查　 cytological
 

examination
　 通过采集病变部脱落的细胞,涂片染色后进

行细胞的病理形态学观察以帮助疾病诊断。

10. 028　 活体组织检查　 biopsy
　 简称“活检”。 运用局部切取、穿刺等方法对

从患病动物病灶上取的病变组织进行病理学

的检查。

10. 029　 尸体剖检　 autopsy
　 简称“尸检”。 运用病理解剖学知识,对患病

死亡动物的尸体进行解剖,检查尸体的病理

变化以帮助疾病诊断。

10. 030　 病理诊断　 pathologic
 

diagnosis
　 通过病理形态学检查对病变组织或器官的

病变性质做出的判断。

10. 031　 病变　 lesion
　 疾病过程中出现的组织或器官的病理形态

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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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32　 病灶　 focus
　 构成疾病或病理过程的局限性病变部位。

10. 033　 小体　 body
　 在组织或细胞内形成的具有一定形态结构

或有一定染色特点的细小物体。

10. 034　 玻璃样小体　 hyaline
 

body
　 细胞内出现的均质红染、界限清晰的圆形小

体的统称。

10. 035　 拉塞尔小体　 Russell
 

body
　 浆细胞细胞质内出现的玻璃样小体。

10. 036　 内氏小体　 Negri
 

body
　 狂犬病动物神经细胞中出现的病毒包涵体。

10. 037　 凋亡小体　 apoptotic
 

body
　 凋亡细胞的胞膜内陷,分割细胞,形成大小

不等的包裹着膜的小体。

10. 038　 病理性细胞　 pathologic
 

cell
　 具有病理性变化的细胞及主要在病理过程

中才出现的细胞。

10. 039　 上皮样细胞　 epithelioid
 

cell
　 又称“类上皮细胞”。 在慢性肉芽肿性炎症

过程中,炎症局部巨噬细胞的形态和排列形

式发生改变而形成的细胞,因其与上皮细胞

相似而得名。

10. 040　 格子细胞　 gitter
 

cell
　 吞噬了脂质的巨噬细胞。 切片观察,其细胞

质呈网格状,多见于脑软化和脑炎病灶。

10. 041　 心力衰竭细胞　 heart
 

failure
 

cell
　 肺组织中出现的具有含铁血黄素的巨噬细

胞。 因常出现在心力衰竭和慢性肺瘀血过

程中而得名。

10. 042　 朗罕斯巨细胞　 Langhans’giant
 

cell
　 由多个类上皮细胞融合或核分裂而细胞质

不分裂形成的胞体巨大的细胞。 以细胞内

含有多个呈单极、二极或环状分布的细胞核

为特征。

10. 043　 异物巨细胞　 foreign
 

body
 

giant
 

cell
　 在异物所致的慢性炎症过程中,巨噬细胞为

增强其吞噬能力而融合形成的、以具有多个

集中分布的细胞核为特征的一种巨大细胞。

10. 044　 瘤巨细胞　 tumor
 

giant
 

cell
　 形态各异、体积巨大的肿瘤细胞,常出现在

恶性肿瘤组织中。

10. 045　 角化过度　 hyperkeratosis
　 皮肤表皮层的角化细胞增多,或角蛋白形成

过多,使表皮角质层较正常的厚。

10. 046　 角化不全　 parakeratosis
　 皮肤表皮角质层的细胞角化不完全,角化细

胞内仍留有细胞核。

10. 047　 结节　 tubercle
　 又称“小结(node)”。 局限性细胞增生所形

成的界限清楚的病灶。

10. 048　 梗阻　 obstruction
　 又称“ 阻塞”。 有腔器官或管道内内容物

(或分泌物)流通不畅或不能通过。

10. 049　 憩室　 diverticulum
　 管状器官的部分管壁向管外膨出形成的袋

状结构。

10. 050　 息肉　 polyp
　 黏膜表面向管腔内突出的肿物,有炎性息肉

(inflammatory
 

polyp)和腺瘤性息肉(adnoma-
tous

 

polyp)两种。

10. 051　 囊肿　 cyst
　 囊性肿物,其内壁往往衬有上皮,腔内容物

常为液状。

10. 052　 黏液囊肿　 mucocele
　 含黏液性液体的囊肿。

10. 053　 疾病　 disease
　 机体在一定条件下与致病因素相互作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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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损伤与抗损伤的斗争过程,亦是机体

自稳态及对立统一系统的破坏过程。 在此

过程中,动物的生产性能降低。

10. 054　 病因　 pathogeny
　 作用于机体,能引起疾病并赋予该疾病特征

性的因素。

10. 055　 病因学　 etiology
　 研究疾病发生原因和条件的学科。

10. 056　 发病机制　 pathogenesis
　 在原始病因作用于机体后,疾病发生的基本

机制和发生、发展与转归的一般规律。

10. 057　 应激　 stress
　 在内外环境因素刺激下机体所出现的全身

性非特异性的神经内分泌适应性反应。

10. 058　 应激源　 stressor
　 能引起应激反应的刺激因素。

10. 059　 热休克蛋白　 heat
 

shock
 

protein,
 

HSP
　 又称“热应激蛋白(heat

 

stress
 

protein)”。 热

应激时细胞内合成发生变化的一组序列高

度保守的蛋白质,主要在细胞内发挥功能。

10. 060　 热激应答　 heat
 

shock
 

response
　 动物机体在热应激(或其他应激)状态下所

表现的以基因表达变化为特征的防御适应

性反应。

10. 061　 [机体]反应性　 reactivity
　 机体对同一外界刺激所呈现的一定形式(包

括性质和强度)的应答性反应。 包括种属反

应性(species
 

reactivity)、品种或品系反应性

(breed
 

or
 

strain
 

reactivity)、个体反应性( in-
dividual

 

reactivity)、年龄反应性( aging
 

reac-
tivity)和性别反应性(sexual

 

reactivity)等。

10. 062　 完全痊愈　 complete
 

recovery
　 致病因素作用停止或消失后,疾病症状全部

消除,机体功能恢复正常,损伤组织修补康

复,病理性调节被生理性调节所取代,畜禽

生产性能也恢复正常。

10. 063　 不完全痊愈　 incomplete
 

recovery
　 患病动物的主要症状消除,但受损组织器官

的功能和形态结构未完全恢复,而是通过代

偿来维持生命活动,甚至遗留某些病理状态。

10. 064　 死亡　 death
　 机体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的终止。

10. 065　 濒死期　 agonal
 

stage
　 为死亡前的垂危阶段。 机体各系统重要功

能严重失调,表现为感觉丧失、反射迟钝、心
跳微弱、血压降低、呼吸困难等。

10. 066　 临床死亡　 clinical
 

death
　 为死亡的可逆阶段。 心跳和呼吸完全停止后

的一个短暂时期(大脑皮层的缺氧生存期)。

10. 067　 生物学死亡　 biological
 

death
　 为死亡的最后阶段。 大脑皮层和整个神经

系统以及各器官系统功能与新陈代谢相继

停止,并出现不可逆性变化。

10. 068　 脑死亡　 brain
 

death
　 全脑功能(包括大脑半球、间脑和脑干各部)

的不可逆的永久性丧失以及机体整体功能

的永久性停止。

10. 069　 复苏　 resuscitation
　 又称“复活”。 已进入临床死亡期的动物,其

全部生命活动恢复的过程。

10. 070　 死后变化　 postmortem
 

change
　 动物死亡后,尸体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10. 071　 死后自溶　 postmortem
 

autolysis
　 在多种酶的作用下尸体组织发生的自身溶

解。

10. 072　 尸僵　 rigor
 

mortis
　 死亡后一定时间内,肢体肌肉收缩变硬,四

肢关节不能伸屈,使尸体固定于一定形状的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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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73　 尸冷　 algor
 

mortis
　 死亡后体内产热过程停止,尸体温度逐渐降

至外界环境温度的现象。

10. 074　 尸斑　 livor
 

mortis
　 尸体倒卧侧组织器官呈现的坠积性瘀血

现象。

10. 075　 萎缩　 atrophy
　 正常发育的器官、组织或细胞,由于物质代

谢障碍而发生体积缩小和功能减退的过程。

10. 076　 恶病质　 cachexia
　 全身严重的进行性消瘦、衰弱、贫血与水肿

等综合性的病理现象。

10. 077　 废用性萎缩　 disuse
 

atrophy
　 局部组织器官长期不活动或活动受限制而

发生的萎缩。

10. 078　 神经营养性萎缩 　 neurotrophic
 

atro-
phy

　 外周神经或运动神经元受损后,受其支配的

组织发生的萎缩。

10. 079 　 营养不良性萎缩 　 malnutrition
 

atro-
phy

　 因长期营养不良或慢性消化道疾病,营养物

质消化吸收障碍而引起的全身性萎缩。

10. 080　 压迫性萎缩　 pressure
 

atrophy
　 局部组织器官因长期受机械性压迫而引起

的萎缩。

10. 081　 内分泌性萎缩　 endocrine
 

atrophy
　 某些内分泌腺功能低下,激素分泌减少而引

起的相应组织器官的萎缩。

10. 082　 老龄性萎缩　 senile
 

atrophy
　 老龄动物全身各组织器官体积缩小及其功

能减退而发生的萎缩。

10. 083　 浆液性萎缩　 serous
 

atrophy
　 又称“胶冻样萎缩( tremelloid

 

atrophy)”。 脂

肪组织萎缩时,因其被渗出的浆液所填充而

呈黄白色半透明胶冻状的病理变化。

10. 084　 脂褐素　 lipofuscin
　 细胞自噬泡内未彻底消化的含脂代谢产物,

棕色微细颗粒状,常见于老龄或慢性消耗性

疾病动物的萎缩细胞细胞质中。

10. 085　 褐色萎缩　 brown
 

atrophy
　 某些器官(如心脏、肝等)的实质细胞发生萎

缩时,因其细胞质内多量脂褐素颗粒沉着,
致使器官呈棕褐色。

10. 086　 不发生　 agenesis
　 机体发育过程中,某组织、器官完全缺乏。

10. 087　 不发育　 aplasia
　 机体发育过程中,某组织、器官虽有若干痕

迹性结构存在,但不能发育。

10. 088　 发育不全　 hypoplasia
　 机体发育过程中,某组织、器官虽有发育,但

不能发育到应有大小和形态。

10. 089　 发育异常　 dysplasia
　 组织内已经发育成熟的细胞群出现细胞大

小、形态和结构的变异。

10. 090　 迷走　 aberration
　 某组织离开其正常位置而发育。

10. 091　 异位　 ectopia
　 组织迷走而形成的结果。

10. 092　 畸形　 deformity,
 

malformation
　 器官或组织的体积、形态、部位或结构的异

常。 多为先天性畸形,也可表现为获得性

畸形。

10. 093　 侏儒　 dwarf
　 因遗传性发育障碍而造成的身体生长发育

低下,特别是肢体短小。

10. 094　 变性　 degeneration
　 由于物质代谢障碍,在细胞或细胞间质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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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异常物质或原有的某些物质堆积过多。

10. 095　 细胞损伤　 cell
 

injury
　 病理性刺激造成的细胞物质代谢、功能活动

或形态结构发生改变。

10. 096　 脂肪变性　 fatty
 

degeneration
　 一种实质细胞变性,变性细胞细胞质内出现

脂肪滴或脂肪滴异常增多。

10. 097　 脂质变性　 lipid
 

degeneration
　 细胞内或细胞间隙出现主要由胆固醇或

(和)胆醇酯构成的脂质沉着。

10. 098　 脂肪浸润　 fatty
 

infiltration
　 器官间质中脂肪组织异常地积聚。

10. 099　 细胞肿胀　 cell
 

swelling
　 因物质代谢障碍导致细胞内水分增多而体

积增大。

10. 100　 颗粒变性　 granular
 

degeneration
　 又称“浊肿(cloudy

 

swelling)”。 为一轻度细

胞变性,变性细胞因水分增多体积肿大,细
胞质中出现大量微细颗粒。

10. 101　 空泡变性　 vacuolar
 

degeneration
　 又称“ 水泡变性” “水样变性( hydropic

 

de-
generation)”。 细胞细胞质内水分增加而出

现大小不一的空泡或细胞明显水肿增大。

10. 102　 气球样变性　 ballooning
 

degeneration
　 严重的水泡变性。 细胞质被水分充盈,镜下

呈空泡状,整个细胞高度肿大形如气球。

10. 103　 黏液变性　 mucinous
 

degeneration
　 黏膜上皮细胞黏液( mucin)分泌亢进,黏液

显著增多。

10. 104　 黏液样变性　 mucoid
 

degeneration
　 结缔组织中类黏液(mucoid)的异常积聚。

10. 105　 透明变性　 hyaline
 

degeneration
　 又称“ 玻璃样变( hyalinization)”。 细胞质、

血管壁和纤维结缔组织内出现一种均质无

结构的、红染的半透明蛋白样物质。

10. 106 　 淀粉样变性 　 amyloid
 

degeneration,
 

amyloidosis
　 某些组织器官的细胞间、网状纤维、血管壁

淀粉样物质(amyloid)沉着。

10. 107　 纤维蛋白样变性　 fibrinoid
 

degenera-
tion

　 又称“ 纤维素样坏死( fibrinoid
 

necrosis)”。
结缔组织胶原纤维及小血管壁的结构破坏,
变成模糊而散乱的细条状、颗粒状物质,其
形态和染色特性与纤维素相似。

10. 108　 (细胞)凋亡　 apoptosis
　 又称 “ 程 序 性 细 胞 死 亡 ( programmed

 

cell
 

death)”。 由生理或病理因素触发细胞内预

存的死亡程序而导致的细胞自主的有序性

死亡过程。

10. 109　 坏死　 necrosis
　 活体内局部组织、细胞的病理性死亡。

10. 110　 渐进性坏死　 necrobiosis
　 组织和细胞先发生变性,再逐渐发展到坏死

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

10. 111　 核固缩　 karyopyknosis,
 

pyknosis
　 坏死细胞的核明显缩小、染色质凝聚,染色

加深。

10. 112　 核碎裂　 karyorrhexis
　 坏死细胞的核染色质崩解成碎屑散于细胞

质中。

10. 113　 核溶解　 karyolysis
　 坏死细胞的染色质部分或全部溶解,核淡染

或仅可见核的轮廓,最后核完全溶解消失。

10. 114　 液化性坏死　 liquefactive
 

necrosis
　 以组织液化过程占优势的坏死,其特征为坏

死组织呈液状。

10. 115　 凝固性坏死　 coagulative
 

nec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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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蛋白质凝固过程占优势的坏死,坏死组织

常呈灰白或灰黄色,干燥硬固而无光泽。

10. 116　 蜡样坏死　 waxy
 

necrosis
　 横纹肌肉组织的凝固性坏死。 坏死肌肉肿

胀浑浊、干燥坚实,呈灰黄色或灰白色,状似

石蜡。

10. 117 　 干酪样坏死 　 caseous
 

necrosis,
 

che-
esy

 

necrosis
　 一种凝固性坏死,坏死组织崩解彻底,外观

呈淡黄色或灰黄色且质地较松软易碎与干

酪相似。

10. 118　 脂肪坏死　 fat
 

necrosis
　 脂肪组织的分解变质性变化,常见的有胰性

脂肪坏死和营养性脂肪坏死。

10. 119　 干性坏疽　 dry
 

gangrene
　 多发生于体表皮肤(尤其是肢端、耳缘和尾

尖)的坏疽。 坏死组织干燥变硬,褐色或黑

色,与相邻健康组织间有明显分界。

10. 120　 湿性坏疽 　 moist
 

gangrene,
 

wet
 

gan-
grene

　 常发生于与外界相通的内脏器官(如肺、肠
和子宫等)的坏疽。 坏死组织含水分较多,
腐败菌感染严重,常使局部坏死组织呈黑色

或暗绿色的液状或糊状。

10. 121　 气性坏疽　 gas
 

gangrene
　 一种特殊的湿性坏疽,常发生于被厌氧菌感

染的深部组织。 坏死组织内因产生大量气

体而呈蜂窝状,按之有捻发音。

10. 122　 糜烂　 erosion
　 皮肤或黏膜坏死组织脱落后形成的浅表性

缺损。

10. 123　 溃疡　 ulcer
　 皮肤或黏膜坏死组织腐离后形成的较深的

缺损。

10. 124　 穿孔　 perforation

　 坏死性病变或异物穿透管腔壁而形成孔道

的过程。

10. 125　 褥疮　 decubitus
　 卧侧组织长期受压,因局部血液循环障碍而

形成的组织坏死。

10. 126　 空洞形成　 cavitation
　 肺和肾等器官局部组织坏死液化后经气管

或输尿管排出而形成空腔的过程。

10. 127　 瘘管　 fistula
　 连接于体外与有腔器官之间或两个有腔器

官之间的有两个以上开口的病理性通道。

10. 128　 色素缺乏　 achromatosis
　 通常指皮肤内黑色素减少或缺乏。

10. 129　 色素沉着　 pigmentation
　 组织内过多的或异常的色素 ( pigment )

沉着。

10. 130　 黑变病　 melanosis
　 器官或组织内有大量黑色素异常沉着。

10. 131　 含铁血黄素　 hemosiderin
　 红细胞被巨噬细胞吞噬并在溶酶体体内分

解,释放出的血红蛋白进一步产生的一种含

铁的棕黄色或金黄色色素颗粒。

10. 132　 含铁血黄素沉着症　 hemosiderosis
　 红细胞大量破坏(如溶血性贫血)时,血红蛋

白被巨噬细胞吞噬后形成的含铁血黄素的

沉积。

10. 133　 肺尘埃沉着病　 pneumoconiosis
　 简称“尘肺”。 长期吸入有害粉尘并沉积于

肺,引起以尘结节形成和肺广泛纤维化为主

的肺病变。

10. 134　 炭末沉着[病] 　 anthracosis
　 长期吸入空气中的炭末或烟尘,使肺内有过

多的炭末沉积而变黑。

10. 135　 卟啉症　 porphy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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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遗传性疾病,卟啉代谢紊乱血红素合成

障碍时,体内产生大量粪卟啉和尿卟啉,并
在全身组织中沉着。

10. 136　 贮积病　 storage
 

disease
　 细胞内缺乏各种溶酶体水解酶而导致某些

代谢产物堆积的一类疾病。 属先天性遗传

病,如脂质贮积病( lipoidosis)、神经节苷脂

贮积病 ( gangliosidosis ) 和黏多糖贮积病

(mucopolysaccharidosis)等。

10. 137　 痛风　 gout
　 血液中尿酸浓度升高,以尿酸盐形式沉积在

体内一些器官组织(特别是关节和浆膜)的

病理现象,多见于家禽。

10. 138　 光敏作用　 photosensitization
　 又称“感光过敏(photoallergy)”。 内源性或

外源性光敏物质增加而使动物机体出现对

光特别敏感的反应性。

10. 139　 肝前性黄疸　 prehepatic
 

icterus
　 又称“溶血性黄疸(hemolytic

 

icterus)”。 红

细胞大量被破坏,使间接胆红素生成过多,
超过肝的转化处理能力,血液中胆红素含量

增高而引起的黄疸。

10. 140　 肝性黄疸　 hepatic
 

icterus
　 由于肝细胞受损,对胆红素的摄取、结合和

排泄发生障碍,血液中胆红素含量增高而引

起的黄疸。

10. 141　 胆汁淤积　 cholestasis
　 胆汁输出途径受阻,导致胆汁排泌功能障碍

而淤积。

10. 142　 钙化　 calcification
　 体液中呈溶解状态的钙盐析出并在组织或

器官中沉着的过程。

10. 143　 病理性钙化　 pathologic
 

calcification
　 在病理条件下,钙盐在正常不发生钙化的组

织中析出并沉着。

10. 144 　 营养不良性钙化 　 dystrophic
 

calcifi-
cation

　 钙盐析出并沉着在变性、坏死的组织或病理

产物中的过程。

10. 145　 转移性钙化　 metastatic
 

calcification
　 全身性钙磷代谢障碍而血钙水平过高时,钙

盐在体内多处正常组织沉着的过程。

10. 146　 钙质沉着　 calcinosis
　 在缺乏组织损伤和血钙过高的条件下,钙盐

在组织内的异常沉着。

10. 147　 结石形成　 calculogenesis
　 体液中的无机盐在腔状器官或管道内析出

并形成固体物质的过程。

10. 148　 结石　 calculus,
 

concretion
　 在腔状器官或管道内,由无机盐(或与有机

物一起)形成的固体团块。 如在胆管或胆囊

中形成的胆石( cholelith,gallstone),在泌尿

道形成的尿石(urolith)等。

10. 149　 肥大　 hypertrophy
　 组织或器官因其实质细胞体积增大而使整

个组织器官体积增大。

10. 150　 代偿性肥大 　 compensatory
 

hypertro-
phy

　 机体为实现某种功能代偿而引起的相应组

织或器官的体积增大。

10. 151 　 生理性肥大 　 physiological
 

hypertro-
phy

　 机体适应某种生理功能的需求而使某组织

或器官发生的功能增强、体积增大。

10. 152　 假性肥大　 pseudohypertrophy
　 组织或器官因间质增生所形成的体积增大。

此时,其实质细胞往往发生萎缩,功能降低。

10. 153　 增生　 hyperplasia,
 

proliferation
　 器官或组织由于实质细胞数量增多而体积

增大的现象。
·191·



10. 154　 改建　 reconstruction
　 为适应新的功能需要,器官、组织的形态结

构发生的相应变化。

10. 155　 适应　 adaptation
　 机体的细胞和组织改变其代谢、功能与形态

结构,以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条件和新的功能

要求的过程。

10. 156　 化生　 metaplasia
　 一种已分化成熟的组织,在环境条件改变时

或受理化因素的刺激,形态和功能完全转变

为另一种组织的过程。

10. 157　 鳞状上皮化生　 squamous
 

metaplasia
　 最常见的一种化生,由其他类型的上皮组织

转变为鳞状上皮的过程。

10. 158　 髓样化生　 myeloid
 

metaplasia
　 骨髓造血功能障碍时,骨髓以外的器官(主

要是肝、脾和淋巴结) 中出现造血组织的

过程。

10. 159　 肉芽组织　 granulation
 

tissue
　 即幼嫩的结缔组织,富含新生毛细血管和成

纤维细胞并有炎症细胞浸润。

10. 160　 机化　 organization
　 病理性产物或坏死组织被新生的肉芽组织

取代的过程。

10. 161　 包裹　 encapsulation
　 又称“包囊形成”。 病理性产物、异物或坏死

组织被增生的纤维组织包围、限制的过程。

10. 162　 纤维化　 fibrosis
　 组织或器官内纤维组织增生,并使胶原纤维

明显增加的过程。

10. 163　 硬化　 sclerosis
　 组织或器官因纤维化而质地变硬的过程。

10. 164　 实变　 consolidation
　 质地疏松的含气器官(通常指肺)质地变硬

的过程。

10. 165　 黏连　 adhesion
　 邻近组织或器官的接触面由纤维素或新生

结缔组织连接在一起的过程。

10. 166　 修复　 repair
　 组织缺损由周围健康组织再生来修补恢复

的过程。

10. 167　 再生　 regeneration
　 体内局部组织或细胞死亡或损伤后,由邻近

健康细胞分裂增殖来完成的修复过程。

10. 168　 创伤愈合　 wound
 

healing
　 创伤由周围组织再生而修复的过程。

10. 169　 一期愈合　 primary
 

healing
　 又称“直接愈合”。 组织缺损少、创缘整齐、

无感染的伤口经黏合或缝合后,创面可较快

地直接发生的愈合过程。

10. 170　 二期愈合　 secondary
 

healing
　 又称“间接愈合”。 组织缺损较大、创缘不整

并伴有感染的开放性创伤,须待大量肉芽组

织填充后才能愈合的过程。

10. 171　 瘢痕　 scar,
 

cicatrix
　 组织缺损修复后,肉芽组织成熟而形成的纤

维结缔组织。

10. 172　 瘢痕疙瘩　 keloid
　 瘢痕组织增生过度,成为大而不规则的隆起

硬块,突出于皮肤表面的病理状态。

10. 173　 骨痂　 callus
　 骨折愈合过程中形成的成骨性肉芽组织

痂块。

10. 174　 水肿液　 edema
 

fluid
　 组织间隙中能自由移动的多余组织液,其成

分与血浆基本相同。

10. 175　 全身性水肿　 anasarca
　 水肿液在全身多处组织的细胞间隙和体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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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聚。

10. 176　 局部性水肿　 local
 

edema
　 水肿液在局部组织细胞间隙积聚。

10. 177　 脑水肿　 brain
 

edema,
 

cerebral
 

edema
　 脑组织含水量增多致脑容积扩大。

10. 178　 炎性水肿　 inflammatory
 

edema
　 炎灶的局部性水肿。

10. 179　 营养不良性水肿　 dystrophic
 

edema
　 机体由营养不良、蛋白质缺乏等引起的全身

性水肿。

10. 180　 恶病质性水肿　 cachexia
 

edema
　 慢性消耗性疾病时,蛋白质消耗过多而引起

的全身性水肿。

10. 181　 淋巴水肿　 lymphedema
　 淋巴回流受阻所引起的局部性水肿。

10. 182　 黏液水肿　 myxedema
　 疏松结缔组织有多量类黏液及水肿液积聚。

10. 183　 积水　 hydrops
　 水肿液在体腔中积聚。

10. 184　 腹水　 ascites
　 水肿液在腹腔中积聚。

10. 185　 心包积液　 hydropericardium
　 水肿液在心包腔中积聚。

10. 186　 脑积水　 hydrocephalus
　 颅内脑脊液的异常潴留。 脑脊液潴留于脑

室内称脑内性脑积水 ( internal
 

hydroceph-
alus),潴留于蛛网膜下腔称脑外性脑积水

(external
 

hydrocephalus)。

10. 187　 鞘膜积液　 hydrocele
　 鞘膜腔内液体潴留。

10. 188　 脱水　 dehydration
　 各种原因引起的体液容量的明显丢失。

10. 189　 高渗性脱水　 hypertonic
 

dehydration
　 又称“缺水性脱水(water

 

depleting
 

dehydra-
tion)”。 失水多于失钠,以血浆渗透压升高

为特征的脱水。

10. 190　 低渗性脱水　 hypotonic
 

dehydration
　 又称 “ 缺盐性脱水 ( salt

 

depleting
 

dehydra-
tion)”。 失钠多于失水,以血清钠浓度和血

浆渗透压均降低为特征的脱水。

10. 191　 等渗性脱水　 isotonic
 

dehydration
　 又称“混合性脱水(mixed

 

dehydration)”。 水

与钠等比例丢失,以血浆渗透压基本不变为

特征的脱水。

10. 192　 水中毒　 water
 

intoxication
　 低渗性水分过多导致细胞内水含量增多,引

起细胞功能及体内电解质紊乱。

10. 193　 出血　 hemorrhage
　 血液流出到心脏或血管外的现象。

10. 194　 破裂性出血　 rhexis
 

hemorrhage
　 因心脏或血管壁破裂而引起的出血。

10. 195　 渗出性出血　 exudative
 

hemorrhage
　 因毛细血管或小静脉壁的通透性增加而发

生的出血。

10. 196　 瘀点　 petechia
　 皮肤、黏膜、浆膜和实质器官表面的小点状

出血,一般直径不超过 1mm。

10. 197　 瘀斑　 ecchymosis
　 皮肤、黏膜、浆膜和实质器官表面的斑状或

片状出血,一般直径在 10mm 以内。

10. 198　 积血　 hematocele
　 血液从心血管流出并积聚于体腔或管道。

10. 199　 出血性素质　 hemorrhagic
 

diathesis
　 机体的全身性出血倾向。 表现为全身皮肤、

黏膜、浆膜及各内脏器官均可见弥漫性出

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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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0　 充血　 hyperemia
　 一般指局部器官或组织血管内含血量增多。

10. 201　 动脉性充血　 arterial
 

hyperemia
　 又称“主动性充血( active

 

hyperemia)”。 组

织或器官中动脉及毛细血管扩张,局部动脉

血量增多。

10. 202　 静脉性充血　 venous
 

hyperemia
　 又称“被动性充血(passive

 

hyperemia)”,简
称“ 瘀血 ( congestion)”。 静脉血液回流受

阻,血液在小静脉和毛细血管内淤积,局部

组织或器官中静脉血含量增多。

10. 203　 褐色硬变　 brown
 

induration
　 慢性瘀血时,由于纤维组织增生和含铁血黄

素大量沉积,组织器官质地变硬并呈棕褐色

的病变,多见于肺和肝等实质器官。

10. 204　 血淤　 blood
 

stasis
　 即血停滞。 组织或器官中小静脉和毛细血管

内的血流变慢或停止,同时血浆渗出、血液浓

缩导致的血管内红细胞相互黏附的现象。

10. 205　 缺血　 ischemia
　 局部器官或组织的动脉血液供应减少或

停止。

10. 206　 侧支循环　 collateral
 

circulation
　 组织局部一支主要血管的血流受阻后,其吻

合支血管扩张形成旁路,使血液迂回通过这

些旁路而恢复循环的途径。

10. 207　 血栓形成　 thrombosis
　 活体的心脏或血管内,血液发生凝固或血液

成分黏集形成固体物的过程。

10. 208　 血栓　 thrombus
　 血栓形成后的固体物。

10. 209　 白色血栓　 white
 

thrombus
　 主要由血小板、白细胞和数量不等的纤维蛋

白所组成的血栓,呈白色。 常见于心脏和动

脉系统,或见于静脉内混合血栓的头部。

10. 210　 混合血栓　 mixed
 

thrombus
　 多见于静脉,构成延续性血栓的体部,由红

血栓和白血栓共同组成的血栓,即由血小板

构成的小梁状白色血栓和纤维蛋白与红细

胞构成的红色血栓层交迭相间而成。

10. 211　 红色血栓　 red
 

thrombus
　 由血液凝固形成的血栓。 随着血管内混合

血栓形成并逐渐增大,最后阻塞管腔导致血

流停止,血液迅速凝固形成的血栓。

10. 212　 微血栓　 microthrombus
　 又称“透明血栓(hyaline

 

thrombus)”。 在微

循环血管内由红细胞或(和)纤维蛋白构成

的血栓。

10. 213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disseminated
 

in-
travascular

 

coagulation,
 

DIC
　 机体在某些致病因子作用下,凝血因子在血

液循环中被广泛激活,使血液处于高凝状

态,进而在全身小血管和毛细血管内形成微

血栓的严重病理过程。

10. 214　 死后血凝块　 postmortem
 

clot
　 动物死后血液在心血管内凝固形成的固

体物。

10. 215　 血栓再通　 thrombus
 

recanalization
　 血栓机化后,结缔组织收缩或血栓内毛细血

管改建并相互沟通,血管扩张,使血流重新

通过血栓的过程。

10. 216　 栓塞　 embolism
　 活体心血管内的异常物质,随血流运行并堵

塞血管腔的过程,如血栓栓塞( thrombus
 

em-
bolism)、脂肪栓塞( fat

 

embolism)、空气栓塞

(air
 

embolism)等。

10. 217　 栓子　 embolus
　 引起栓塞的异常物质,如血栓栓子(thrombus

 

embolus)、细菌栓子( bacterial
 

embolus)、寄

生虫栓子(parasitic
 

embolu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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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18　 梗死　 infarct
　 动脉血流中断引起的局部组织或器官的

坏死。

10. 219　 梗死形成　 infarction
　 动脉血流中断引起的局部组织或器官坏死

的过程。

10. 220　 贫血性梗死　 anemic
 

infarct
　 又称“白色梗死(white

 

infarct)”。 含血较少

而呈灰白色的梗死灶。 多见于组织结构比

较致密、侧支循环不很丰富的实质器官,如
肾。

10. 221　 出血性梗死　 hemorrhagic
 

infarct
　 又称“红色梗死( red

 

infarct)”。 眼观呈暗红

色的梗死灶。 常发生于组织结构疏松、富有

血管吻合支并同时发生瘀血的肺和肠管等

部位。

10. 222　 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血　 microangio-
pathic

 

hemolytic
 

anemia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形成过程中,纤维蛋白丝

和血小板在微血管腔内形成许多网眼,红细

胞流过时被牵拉、挤撞发生变形和破坏而导

致的贫血。

10. 223 　 营养缺乏性贫血 　 nutritional
 

defi-
ciency

 

anemia
　 造血所必需的物质缺乏引起的贫血。

10. 224　 白细胞减少症　 leucocytopenia
　 外周血液中白细胞绝对数显著低于正常值。

10. 225　 白细胞增多症　 leucocytosis
　 外周血液中白细胞总数或某一类型的白细

胞绝对数超过正常值。

10. 226　 血小板减少症　 thrombocytopenia
　 外周血液中血小板数量低于正常值。

10. 227　 血小板增多症　 thrombocytosis
　 血液中血小板数量多于正常值。

10. 228　 多血症　 plethora
　 又称“血量过多(hypervolemia)”。 血液总量

明显增加。

10. 229　 少血症　 oligoemia
　 又称“血容量减少(hypovolemia)”。 血液总

量明显减少。

10. 230　 低镁血症　 hypomagnesemia
　 血清镁含量低于正常值, 并出现低镁血

症状。

10. 231　 高镁血症　 hypermagnesemia
　 血清镁含量高于正常值, 并出现高镁血

症状。

10. 232　 发热　 fever
　 恒温动物在致热原的作用下,体温调节中枢

的“调定点”上移而引起的调节性体温升高。

10. 233　 过热　 hyperthermia
　 体温调节障碍、机体散热功能障碍或产热器

官功能异常所致的被动性体温过高。

10. 234　 致热原　 pyrogen
　 能引起机体发热的物质。

10. 235　 内源性热原　 endogenous
 

pyrogen
　 由机体自身细胞生成并释放的致热原。

10. 236　 热型　 type
 

of
 

fever
　 体温动态变化曲线的类型。

10. 237　 间歇热　 intermittent
 

fever
　 发热期与无热期有规律交替出现,间歇时间

较短,体温下线可达到或低于正常水平,并
呈每日或隔日重复出现的一种热型。

10. 238　 回归热　 recurrent
 

fever
　 发热特点与间歇热相似,但发热期和无热期

间隔时间较长,持续时间大致相等的一种

热型。

10. 239　 消耗热　 depletive
 

fever
　 长期发热,昼夜温差变动较大,可达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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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热型。

10. 240　 短时热　 temporary
 

fever
　 短时间发热,可持续 l ~ 2 小时至 l ~ 2 日的一

种热型。

10. 241　 炎症　 inflammation
　 机体对各种致炎因素的损伤作用所发生的

以防御为主的局部组织反应,包括局部组织

细胞的变质、渗出和增生过程。

10. 242　 变质　 alteration
　 炎症局部组织细胞发生的变性和坏死变化。

10. 243　 渗出　 exudation
　 炎症时血液中的液体和细胞成分通过血管

壁进入炎区组织的过程。

10. 244　 游出　 emigration
　 白细胞黏附于血管内皮细胞后,通过阿米巴

样(ameboid)
 

运动穿过血管壁,并移行到炎

区组织的过程。

10. 245　 浸润　 infiltration
　 某些物质或细胞异常地分布于组织间隙内

的现象。

10. 246　 血管扩张　 vasodilatation
　 血管管腔扩大、血量增多的现象。

10. 247　 渗出物　 exudate
　 炎症时从血管内渗出的液体成分和细胞

成分。

10. 248　 趋化作用　 chemotaxis
　 又称“趋化性”。 白细胞穿过血管壁后能够

向趋化因子浓度逐渐升高的方向前进的特

性。

10. 249　 吞噬作用　 phagocytosis
　 具有吞噬能力的细胞吞噬病原体或(和)组

织碎片等病理产物的过程。

10. 250　 胞吞作用　 endocytosis
　 又称“入胞作用”。 通过细胞膜的变形运动

将细胞外物质(包括异物)包裹并转运入细

胞内的过程。

10. 251　 胞饮作用　 pinocytosis
　 又称“内吞作用”。 通过细胞膜内陷而摄入

液体或小颗粒物质的过程。

10. 252　 炎症介质　 inflammatory
 

mediator
　 在致炎因子的作用下,由局部组织细胞释放

或由体液中产生、参与或引起炎症反应的生

物活性物质。

10. 253 　 淋巴因子 　 lymphokine,
 

lymphocyte
 

factor,
 

LF
　 由活化的淋巴细胞产生的激素样多肽物质。

不具有抗体的结构也不能与抗原结合,可作

用于相应的靶细胞并使其发生特性或功能

的变化。

10. 254 　 巨噬细胞趋化因子 　 macrophage
 

chemotactic
 

factor,
 

MCF
　 由活化的淋巴细胞产生的一种细胞因子,能

促进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向炎灶局部或抗原

所在部位聚集,以利于吞噬处理抗原物质。

10. 255　 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　 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
 

MMIF
　 一种细胞因子,由 T 淋巴细胞释放并能与巨

噬细胞的膜受体结合,以改变膜表面性状,
具有限制巨噬细胞移动及过度吞噬的作用。

10. 256　 巨噬细胞活化因子　 macrophage
 

acti-
vating

 

factor,
 

MAF
　 由致敏淋巴细胞产生的具有活化和增强巨

噬细胞杀伤靶细胞能力的一种细胞因子。

10. 257　 皮肤反应因子 　 skin
 

reactive
 

factor,
 

SRF
　 又称“炎症因子( inflammatory

 

factor)”。 可

使皮肤血管壁通透性增高、促进渗出和白细

胞聚集的一种细胞因子。

10. 258　 浆液性炎　 serous
 

inflam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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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血浆液体成分渗出为主要特征的炎症。

10. 259　 卡他性炎　 catarrhal
 

inflammation
　 黏膜发生的一种以黏液渗出为主的渗出性

炎症。

10. 260　 出血性炎　 hemorrhagic
 

inflammation
　 以渗出物中含有大量红细胞为特征的炎症。

10. 261　 纤维素性炎　 fibrinous
 

inflammation
　 以渗出液中含有大量纤维素为特征的炎症。

10. 262　 假膜性炎　 pseudomembranous
 

inflam-
mation

　 发生于黏膜的纤维素性炎症。 因渗出的纤

维素与白细胞和脱落的上皮细胞凝集,形成

覆盖于黏膜表面的膜样物而得名。

10. 263　 增生性炎　 proliferative
 

inflammation
　 以组织和细胞的增生为主要特征的炎症。

10. 264　 变态反应性炎症 　 allergic
 

inflamma-
tion

　 由过敏反应所引起的炎症。

10. 265　 化脓性炎　 purulent
 

inflammation
　 以大量嗜中性粒细胞渗出并伴有组织脓性

溶解为特征的炎症。

10. 266　 化脓　 suppuration
　 炎区内渗出的嗜中性粒细胞破坏崩解后,释

放的溶酶体酶将局部坏死组织溶解液化的

过程。

10. 267　 脓性卡他　 suppurative
 

catarrh
　 即黏膜的化脓性炎症,以渗出物中含有大量

脓细胞为特征。

10. 268　 脓液　 pus
　 又称“脓汁”。 主要由变性坏死的嗜中性粒

细胞(即脓细胞) 和坏死溶解的组织组成。
脓液浑浊,常呈凝乳状,色灰黄或黄绿。

10. 269　 积脓　 empyema
　 脓液积聚于体腔。

10. 270　 脓疱　 pustule
　 表皮的小脓肿。

10. 271　 疖病　 furunculosis
　 多发且反复发生的疖。

10. 272　 痈　 carbuncle
　 多个相邻毛囊及其周围组织的化脓性炎症。

在皮肤表面常有数个脓头开口,可由疖融合

或发展而来。

10. 273　 蜂窝织炎　 phlegmon,
 

cellulitis
　 发生在疏松结缔组织的弥漫性化脓性炎症。

10. 274　 肉芽肿　 granuloma
　 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和上皮样细胞等增生

形成的局限性病灶。

10. 275　 肉芽肿性炎症　 granulomatous
 

inflam-
mation

　 以肉芽肿性增生为主的,具有特异性结构的

慢性增生性炎症。

10. 276　 菌血症　 bacteriemia
　 细菌出现在循环血液中的现象。

10. 277　 病毒血症　 viremia
　 病毒颗粒出现在循环血液中的现象。

10. 278　 虫血症　 parasitaemia
　 寄生原虫出现在循环血液中的现象。

10. 279　 败血症　 septicemia
　 致病菌侵入血液循环并在其中大量繁殖和

产生毒素,引起的急性全身性中毒症状。

10. 280　 脓毒血症　 pyemia
　 化脓性细菌经血液循环播散引起的全身多

发性脓肿的病理现象。

10. 281　 致癌作用　 carcinogenesis
　 致癌因素引起正常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并发

展成为肿瘤的过程。

10. 282　 原癌基因　 proto-onco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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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细胞癌基因(cellular
 

oncogene)”。 处

于不活动状态的癌基因。 正常细胞中业已

存在的呈低表达或不表达但受到外界刺激

可能被激活而引起细胞癌变的基因。

10. 283　 病毒癌基因　 viral
 

oncogene
　 病毒(大多是逆转录病毒)所携带的能使易

感细胞发生恶性转化的基因。

10. 284　 肿瘤特异性抗原　 tumor
 

specific
 

anti-
gen,

 

TSA
　 肿瘤细胞膜上新生的,能引起机体抗肿瘤免

疫反应的特异性抗原。

10. 285　 膨胀性生长　 expansive
 

growth
　 多数良性肿瘤的一种生长方式,肿瘤体积逐

渐增大,挤压但不侵入邻近的正常组织,与
周围组织分界清楚。

10. 286　 侵袭性生长　 invasive
 

growth
　 多数恶性肿瘤的生长方式,肿瘤细胞侵入并

破坏周围组织,与邻近正常组织无明显界限。

10. 287　 外生性生长　 exophytic
 

growth
　 一种肿瘤的生长方式,肿瘤发生在体表、体

腔或管腔表面,瘤细胞不断增生突向体表或

管腔而形成突起肿物。

10. 288　 内生性生长　 endophytic
 

growth
　 一种肿瘤的生长方式,上皮性肿瘤向基底部

生长,形成内翻性的乳头状结构。

10. 289　 间变　 anaplasia
　 又称“异型性( atypia)”。 组织或细胞在形

态和功能上失去分化,与原发组织的结构和

细胞形态的不相似或完全不同的特性。

10. 290　 癌前病变　 precancerous
 

lesion
　 某些具有潜在癌变可能性的原有病变。

10. 291　 不典型增生　 atypical
 

hyperplasia
　 上皮组织的一种病理性增生,增生的细胞在

形态结构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间变。

10. 292　 病理性核分裂　 pathologic
 

mitosis
　 不对称性和多极性等异常的核有丝分裂,常

见于恶性肿瘤细胞。

10. 293　 转移　 metastasis
　 恶性肿瘤的瘤细胞从原发部位脱离,经血

管、淋巴管或浆膜腔等途径迁移至机体的其

他部位并继续生长,形成与原发瘤同类型肿

瘤的过程。

10. 294　 播散　 dissemination
　 又称“扩散(spreading)”。 肿瘤细胞(或病原

微生物)通过某种途径散布到身体其他部位,
发生继发性肿瘤(或继发性感染)的过程。

10. 295　 癌症　 cancer
　 所有恶性肿瘤。

10. 296　 良性瘤　 benign
 

tumor
　 瘤细胞分化较成熟、生长缓慢、不发生浸润和

转移,对机体的影响相对较小的一类肿瘤。

10. 297　 平滑肌瘤　 leiomyoma
　 源于平滑肌组织的良性肿瘤。

10. 298　 软骨瘤　 chondroma
　 源于软骨组织的良性肿瘤。

10. 299　 血管瘤　 hemangioma
　 源于血管的良性肿瘤。

10. 300　 淋巴管瘤　 lymphangioma
　 源于淋巴管的良性肿瘤。

10. 301　 恶性瘤　 malignant
 

tumor
　 瘤细胞分化不成熟,生长较迅速并可发生浸

润和转移,对机体的影响严重的一类肿瘤,
如癌(carcinoma)和肉瘤(sarcoma)等。

10. 302　 交界瘤　 borderline
 

tumor
　 介于良性与恶性之间的一类肿瘤。

10. 303　 癌　 carcinoma
　 源于上皮组织的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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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04　 腺癌　 adenocarcinoma
　 源于腺上皮的恶性肿瘤。

10. 305　 移行细胞癌　 transitional
 

cell
 

carcino-
ma

　 源于移行上皮的恶性肿瘤。

10. 306　 肉瘤　 sarcoma
　 源于间叶组织的恶性肿瘤。

10. 307　 平滑肌肉瘤　 leiomyosarcoma
　 源于平滑肌组织的恶性肿瘤。

10. 308　 横纹肌肉瘤　 rhabdomyosarcoma
　 源于横纹肌组织的恶性肿瘤。

10. 309　 脂肪肉瘤　 liposarcoma
　 源于脂肪组织的恶性肿瘤。

10. 310　 骨肉瘤　 osteosarcoma
　 源于骨组织的恶性肿瘤。

10. 311　 软骨肉瘤　 chondrosarcoma
　 源于软骨组织的恶性肿瘤。

10. 312　 血管肉瘤　 hemangiosarcoma
　 源于血管的恶性肿瘤。

10. 313　 淋巴管肉瘤　 lymphangiosarcoma
　 源于淋巴管的恶性肿瘤。

10. 314　 原位癌　 carcinoma
 

in
 

situ
　 又称“上皮内癌( intraepithelial

 

carcinoma)”。
上皮内增生的细胞已经恶变,但仍然局限在

上皮层内,尚未突破基底膜的一种极早期阶

段的癌。

10. 315　 黏液瘤　 myxoma
　 源于固有结缔组织的含有较多类黏液的良

性肿瘤,但有一定的潜在恶性。

10. 316　 恶性淋巴瘤　 malignant
 

lymphoma
　 又称“淋巴肉瘤( lymphosarcoma)”。 为源于

淋巴组织的恶性肿瘤。

10. 317　 乳头状瘤　 papilloma
　 皮肤或(和)黏膜等被覆上皮组织的良性肿

瘤,其外形似乳头状。

10. 318　 乳头状瘤病　 papillomatosis
　 全身皮肤或(和)黏膜多发性乳头状瘤,由乳

头状瘤病毒(papilloma
 

virus)所致并具有传

染性。

10. 319　 腺瘤　 adenoma
　 源于腺上皮的良性肿瘤。

10. 320　 囊腺瘤　 cystadenoma
　 源于腺上皮的形成大小不等囊腔结构的一

种良性肿瘤。

10. 321　 囊腺癌　 cystadenocarcinoma
　 源于腺上皮的形成大小不等囊腔结构的一

种恶性肿瘤。

10. 322　 类癌　 carcinoid
　 源于消化道和呼吸道黏膜等处的嗜银细胞

所发生的一类低度恶性肿瘤。

10. 323　 类肉瘤　 sarcoid
　 一种有局部浸润性生长的成纤维细胞性皮

肤肿瘤,常发生于马属动物。

10. 324　 混合瘤　 mixed
 

tumor
　 源于多种组织成分的良性肿瘤。

10. 325　 癌肉瘤　 carcinosarcoma
　 一个肿瘤组织中既有癌的成分,又有肉瘤的

成分的肿瘤。

10. 326　 恶性黑色素瘤　 malignant
 

melanoma
　 源于黑色素细胞的恶性肿瘤。

10. 327　 神经瘤　 neuroma
　 源于神经细胞的良性肿瘤。

10. 328　 神经纤维瘤　 neurofibroma
　 源于神经鞘的施万细胞(Schwann

 

cell)和神

经束膜的成纤维细胞增生所形成的良性肿

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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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29　 成釉细胞瘤　 ameloblastoma
　 源于纤维性基质内牙源性上皮细胞构成的

肿瘤,可有侵袭性。

10. 330　 肥大细胞瘤　 mastocytoma,
 

mast
 

cell
 

tumor
　 源于肥大细胞的肿瘤,常发生于 7 岁左右的

犬。

10. 331　 间皮瘤　 mesothelioma
　 源于间皮细胞的恶性肿瘤。

10. 332　 骨髓瘤　 myeloma
　 源于骨髓中浆细胞的一种恶性肿瘤。

10. 333　 肾母细胞瘤　 nephroblastoma
　 又称“维尔姆斯瘤(Wilm

 

tumor)”。 源于原

肾胚基的恶性肿瘤,肿瘤组织中具有分化程

度不同的胚肾组织,多见于幼年动物。

10. 334　 鼻咽癌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源于鼻咽黏膜上皮的恶性肿瘤。

10. 335　 假性肿瘤　 pseudotumor
　 简称“假瘤”。 瘤样病变和炎性增生所形成

的肿物,其本质并非真性肿瘤。

10. 336　 错构瘤　 hamartoma
　 一种先天性发育障碍所形成的瘤样增生,大

多在动物出生时即已存在。

10. 337　 迷离瘤　 choristoma
　 又称“迷芽瘤”。 一种发生于异常部位而组

织形态正常的结节状肿物。 其本质为胚胎

发育过程中的组织异位。

10. 338　 心功能不全　 cardiac
 

insufficiency
　 心脏功能障碍使心脏输出量绝对或相对下

降,以至不能满足机体需要的病理过程。

10. 339　 心律失常　 arrhythmia
　 由于冲动形成异常或(和)冲动传导障碍,心

脏跳动的节律、频率或其活动程序发生的异

常改变。

10. 340　 心内膜炎　 endocarditis
　 心脏内膜的炎症。 根据发生部位可分为瓣

膜性、心壁性、腱索性和乳头肌性心内膜炎。

10. 341　 盔甲心　 armor-like
 

heart
　 常见于结核性心包炎,因心外膜被覆厚的干

酪样坏死物形似盔甲而得名。

10. 342　 虎斑心　 tigroid
 

heart
　 实质性心肌炎时,常可在黄红色心肌背景上

出现局灶性灰黄色或灰白色斑状条纹,因形

似虎皮斑纹而得名。

10. 343　 心外膜炎　 epicarditis
　 心包脏层的炎症。

10. 344　 绒毛心　 cor
 

villosum
　 心外膜发生纤维素性炎症时,由于心脏不断

搏动,渗出的纤维素牵拉成绒毛状而得名。

10. 345　 缩窄性心包炎　 constrictive
 

pericardi-
tis

　 心外膜由一层黏连的致密纤维瘢痕组织所

包裹,使心包失去伸缩性,限制心室舒张期

扩张的一种慢性心包炎症。

10. 346　 心肌病　 cardiomyopathy
　 心肌细胞发生变性、坏死为主,而一般无炎

症变化的一类心脏病变。

10. 347　 桑葚心病　 mulberry
 

heart
 

disease
　 心外膜、心内膜和心肌多发性出血的急性病

理过程。 其特征是心脏体积增大呈圆球状,
色暗红,常见于仔猪的急性心力衰竭。

10. 348 　 心脏扩张 　 cardiac
 

enlargement,
 

cardiectasis
　 心腔扩大,心壁变薄,心脏外形体积增大。

10. 349　 动脉炎　 arteritis
　 动脉管壁的炎症,依炎症侵害部位可分为动

脉内膜炎、动脉中膜炎、动脉周围炎。

10. 350　 瓣膜病　 valvular
 

vi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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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瓣膜先天性发育不全或后天疾病造成的器

质性病变,表现为瓣膜口狭窄或(和) 瓣膜

关闭不全。

10. 351　 瓣膜口狭窄　 valvular
 

stenosis
　 因相邻瓣膜口相互黏连、瓣膜增厚,其弹性

减弱或丧失,瓣膜环硬化和缩窄,瓣膜开放

时不能充分张开。

10. 352　 瓣膜关闭不全　 valvular
 

insufficiency
　 由于瓣膜增厚、变硬、卷曲、缩短或瓣膜破裂

等,瓣膜口不能完全闭合。

10. 353　 动脉瘤　 aneurysm
　 动脉管壁的局限性囊性扩张。

10. 354　 动脉粥样硬化　 atherosclerosis
　 以动脉内膜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管壁增厚、

变硬和弹性减退为特征的动脉病变。

10. 355　 动脉石　 arteriolith
　 动脉血管内的血栓,因钙盐沉着而形成质地

坚硬的钙化质块。

10. 356　 静脉炎　 phlebitis
　 静脉管壁的炎症。

10. 357　 静脉石　 phlebolith
　 静脉血管内的血栓,因钙盐沉着而形成质地

坚硬的钙化质块。

10. 358　 血栓性静脉炎　 thrombophlebitis
　 伴有血栓形成的急性非化脓性静脉血管的

炎症。

10. 359　 脾肿大　 splenomegaly
　 由感染、瘀血、血液病等引起的脾体积增大。

10. 360　 火腿脾　 bacon
 

spleen
　 脾红髓内淀粉样物质沉着的俗称。

10. 361　 西米脾　 sago
 

spleen
　 脾滤泡内淀粉样物质沉着的俗称。

10. 362　 肺功能不全　 lung
 

insufficiency

　 由于肺本身或 ( 和) 肺外疾患,肺通气或

(和)换气功能障碍。 动物在静息状态下,虽
然能维持动脉血氧分压和二氧化碳分压在

正常范围或变化不显著,但在使役或其他原

因使呼吸负荷加重时,血氧分压明显降低,
伴或不伴有二氧化碳分压明显升高的综合

征。

10. 363　 肺功能衰竭　 lung
 

failure
　 肺功能不全的失代偿阶段。

10. 364　 肺性脑病　 pulmonary
 

encephalopathy
　 由肺功能衰竭引起的,以中枢神经系统功能

障碍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征。

10. 365　 肺不张　 atelectasis
　 又称“肺膨胀不全”。 一般特指先天性的、从

未被空气扩张过的肺组织呈现的肺泡塌陷。

10. 366　 肺萎陷　 collapse
 

of
 

lung
　 曾经扩张过并行使过呼吸机能的肺,因肺泡

内空气含量减少甚至消失,以致肺泡塌陷的

病理变化。

10. 367　 肺气肿　 emphysema
　 肺组织因空气容量过度而致使肺体积增大。

10. 368　 支气管扩张症　 bronchiectasis
　 以肺内支气管管腔持久性扩张并伴管壁纤

维性增厚为特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

10. 369　 支气管炎　 bronchitis
　 支气管的非特异性炎症,常伴有肺炎或气管

炎。

10. 370　 肺炎　 pneumonia
　 肺组织炎症的总称。

10. 371　 支气管肺炎　 bronchopneumonia
　 又称“小叶性肺炎( lobular

 

pneumonia)”。 以

细支气管为中心、以肺小叶为单位的急性渗

出性炎症。

10. 372　 大叶性肺炎　 lobar
 

pneum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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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纤维素性肺炎( fibrinous
 

pneumonia)”。
以肺泡腔内渗出大量纤维素为特征的急性

炎症。

10. 373　 坠积性肺炎　 hypostatic
 

pneumonia
　 在肺底下的部位长期瘀血和水肿基础上发

生的支气管肺炎。

10. 374　 间质性肺炎　 interstitial
 

pneumonia
　 发生于肺泡壁、支气管和血管周围及小叶间

等肺间质特别是肺泡间隔的炎症。

10. 375　 干酪样肺炎　 caseous
 

pneumonia
　 以肺组织内形成干酪样坏死灶为特征的炎

症。 一般由某些特定的病原引起,如结核分

枝杆菌。

10. 376　 变态反应性肺炎　 allerge
 

pneumonia
　 由某种外源性因素通过变态反应而引起的

肺炎。

10. 377　 (肺)肉样变　 carnification
　 在纤维素性肺炎过程中,肺泡内渗出的纤维

素被肉芽组织机化、实变后,形成褐红色、质
地如肉样的变化。

10. 378　 卡他性胃炎　 catarrhal
 

gastritis
　 胃黏膜的卡他性炎症。

10. 379　 肥厚性胃炎　 hypertrophic
 

gastritis
　 以胃黏膜层增厚、皱襞肥大加深、形似脑回

为病变特征的胃炎。

10. 380　 胃溃疡　 gastric
 

ulcer
　 发生于胃黏膜的溃疡。

10. 381　 肠炎　 enteritis
　 肠道黏膜炎症的总称。

10. 382　 卡他性肠炎　 catarrhal
 

enteritis
　 肠黏膜的卡他性炎症。

10. 383　 出血性肠炎　 hemorrhagic
 

enteritis
　 肠黏膜的出血性炎症。

10. 384　 纤维素性肠炎　 fibrinous
 

enteritis
　 肠黏膜的纤维素性炎症,常形成纤维素性假

膜。

10. 385 　 纤维素性-坏死性肠炎 　 fibrino-ne-
crostic

 

enteritis
　 纤维素性肠炎并伴有严重的肠黏膜坏死。

坏死的肠黏膜和渗出的纤维素等凝固在一

起,常形成牢固的假膜。

10. 386　 肠毒血症　 enterotoxaemia
　 某些病原菌在肠道中大量繁殖产生毒素,毒

素被吸收入血后引起机体中毒的现象。

10. 387　 肠扭转　 volvulus
　 肠管以其肠系膜为轴,发生 90°以上的旋转。

10. 388　 肝功能不全　 hepatic
 

insufficiency
　 肝严重损害和代偿能力减弱,出现明显物质

代谢紊乱、解毒功能降低、胆汁形成和排泄

障碍等的临床综合征。

10. 389　 肝功能衰竭　 hepatic
 

failure
　 肝功能不全的失代偿阶段。

10. 390　 肝炎　 hepatitis
　 肝的实质或(和)间质炎症的总称。

10. 391　 病毒性肝炎　 virus
 

hepatitis
　 由一组嗜肝病毒(如肝炎病毒等)导致的肝

炎症。

10. 392　 肝硬化　 cirrhosis
 

of
 

liver
　 又称“肝硬变”。 以肝组织严重损伤和结缔

组织显著增生为特征的慢性肝疾病。

10. 393　 门脉性肝硬化　 portal
 

cirrhosis
　 又称“门脉性肝硬变”。 肝叶下静脉受压,门

静脉血液进入肝内受阻,出现门脉高压,引
起肝细胞变性和坏死,后期结缔组织大量增

生而导致的肝硬化。

10. 394　 坏死后肝硬化　 postnecrotic
 

cirrhosis
　 又称“坏死后肝硬变”。 在肝实质细胞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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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变性甚至坏死基础上,伴发间质结缔组

织增生导致的肝硬化。

10. 395　 胆汁性肝硬化　 biliary
 

cirrhosis
　 又称“胆汁性肝硬变”。 在胆道慢性阻塞、胆

汁长期淤滞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肝硬化。

10. 396　 寄生虫性肝硬化 　 verminous
 

cirrho-
sis,

 

parasitic
 

cirrhosis
　 又称“寄生虫性肝硬变”。 由于某些寄生虫

幼虫移行、虫卵沉着或成虫胆管内寄生等而

引起的肝硬化。

10. 397　 槟榔肝　 nutmeg
 

liver
　 慢性肝瘀血伴有脂肪变性时,常见肝表面和

切面上构成红、黄色相间的网络状花纹,因
形似槟榔切面而得名。

10. 398　 肾功能不全　 renal
 

insufficiency
　 肾功能严重障碍,体内代谢产物和其他有毒

物质在体内蓄积,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

乱,以及肾内分泌功能异常,引起机体内环

境平衡紊乱的全身性病理过程。

10. 399　 肾功能衰竭　 renal
 

failure
　 肾功能不全的失代偿阶段。

10. 400　 尿毒症　 uremia
　 肾功能不全发展到严重阶段时,由于代谢终

产物和内源性毒性物质在体内蓄积,水、电
解质和酸碱平衡障碍以及某些内分泌功能

失调所引起的全身性器官功能和代谢障碍

综合征。

10. 401　 肾小球肾炎　 glomerulonephritis
　 原发于肾小球的肾炎。 炎症过程常始于肾

小球,然后波及肾球囊、肾小管和肾间质。

10. 402　 间质性肾炎　 interstitial
 

nephritis
　 在肾间质发生以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浸润、

水肿和结缔组织增生为主要病变的非化脓

性炎症。

10. 403　 化脓性肾炎　 suppurative
 

nephritis

　 肾实质和肾盂感染化脓菌而发生大量中性

粒细胞渗出并伴有肾组织脓性溶解的炎症。

10. 404　 肾盂肾炎　 pyelonephritis
　 化脓性肾炎的一种,由尿路感染引起的累及

肾盂、肾间质和肾小管的一种常见的肾炎

症。

10. 405　 肾盂积水　 hydronephrosis
　 尿液排出受阻而导致肾盂扩张。

10. 406　 固缩肾　 contracted
 

kidney
　 肾体积缩小,质地变硬,被膜增厚而不易剥

离,肾表面呈高低不平的颗粒状。 常见于慢

性肾小球性肾炎,组织学上以肾小球纤维化

为特征。

10. 407　 皱缩肾　 shrinked
 

kidney
　 肾体积缩小,质地变硬,肾表面凹凸不平。

常见于慢性间质性肾炎,组织学上以肾间质

纤维化为特征。

10. 408　 抽搐　 convulsion
　 动物大脑皮层异常放电而引起的症状,表现

为突然发生的部分或全身肌肉群的不自主

收缩,引起强直性和阵挛性抽搐。

10. 409　 共济失调　 ataxia
　 由小脑或脊髓后索病理损伤引起的一种躯

体随意运动调节障碍。 虽然肌肉收缩力正

常,但在运动时肌群动作相互不协调而导致

动物体位、运动姿势、运动方向、顺序、匀称

性及着地力量等呈异常表现。

10. 410　 疼痛　 pain
　 痛觉神经末梢发出的神经冲动,沿传入纤维

进入大脑某些部位的神经细胞后而被机体

感知的一种不舒适自觉症状。

10. 411　 麻痹　 paralysis
　 身体某部的感觉或运动功能部分或完全丧

失,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功能衰退或丧失,
对刺激不产生反应的病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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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12　 神经炎　 neuritis
　 神经纤维变性并伴有神经纤维间质的炎性

细胞浸润。

10. 413　 脱髓鞘(作用) 　 demyelination
　 有髓神经纤维的髓鞘变性、崩解、消失,而轴

突依然存在的一种非特异性病理变化。

10. 414　 胶质细胞结节　 gliacyte
 

nodule,
 

glial
 

nodule
　 在死亡的神经元处,小胶质细胞呈局灶性增

生而形成的胶质细胞集团。

10. 415　 袖套现象　 perivascular
 

cuffing
　 血管周围出现渗出或局部增生的反应细胞

包围血管的现象。 管套是非化脓性脑炎的

组织病理特点之一。

10. 416　 卫星现象　 satellitosis
　 小胶质细胞聚集并包围变性、坏死的神经细

胞的现象。

10. 417　 噬神经细胞现象　 neuronophagia
　 变性坏死的神经元被增生的小胶质细胞包

围和吞噬的过程。

10. 418　 轴索变性　 axonal
 

degeneration
　 轴索受损伤时发生的退行性变化。 包括神

经细胞中心性染色质溶解和核偏位,周围小

胶质细胞增生,受损的轴索局灶性肿胀和间

质性水肿等。

10. 419　 沃勒变性　 Wallerian
 

degeneration
　 中枢或外周神经纤维离断后,其远端和部分

近端轴索及其所属髓鞘发生变性、崩解并被

吞噬细胞清除的过程。

10. 420　 脑炎　 encephalitis
　 脑实质炎症的总称。

10. 421　 化脓性脑炎　 suppurative
 

encephalitis
　 由化脓性细菌引起的,以在脑组织中大量嗜

中性粒细胞渗出和形成微细脓肿为特征的

脑炎。

10. 422 　 非化脓性脑炎 　 nonsuppurative
 

en-
cephalitis

　 主要由病毒引起的,以在脑组织中淋巴细

胞、单核细胞及浆细胞渗出为特征而无化脓

过程的脑炎。

10. 423　 脑脊髓炎　 encephalomyelitis
　 脑和脊髓均发生的炎症。

10. 424　 脑膜炎　 meningitis
　 硬脑膜、蛛网膜和软脑膜的炎症。

10. 425　 海绵状脑病 　 spongiform
 

encephalop-
athy

　 一类中枢神经系统的致死性退行性病变。
脑组织中构成神经纤维网的神经元突起内

和神经元胞体内出现大量空泡,呈现海绵状

外观。 同时伴有神经元数目减少,但无炎症

反应,见于疯牛病和羊痒病等。

10. 426　 病理基因　 disease
 

gene
　 基因突变产生的能引起动物遗传病发生的

有害基因。

10. 427　 先天性疾病　 congenital
 

disease
　 动物一出生,其身体外形或内部脏器就已产

生的形态、结构、功能和代谢缺陷的疾病。

10. 428　 遗传性疾病 　 inherited
 

disorder,
 

he-
reditary

 

disease,
 

heredopathia
　 生殖细胞或受精卵的遗传物质在结构或功

能上发生改变,致使其发育个体罹患的疾

病。

10. 429　 遗传易感性　 genetic
 

susceptibility
　 又称“遗传素质(hereditary

 

liability)”。 遗传

物质的突变,使子代在外界环境因素作用

下,容易罹患某种疾病的倾向性。

10. 430 　 单基因遗传病 　 monogenic
 

inherited
 

disorder
　 受一对等位基因控制的遗传病。

10. 431 　 多基因遗传病 　 polygenic
 

inher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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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order
　 又称 “ 多因子病 (multifactorial

 

disorder)”。
疾病的发生涉及多个基因位点和许多环境

因素的遗传病。
 

10. 432　 染色体遗传病 　 chromosomal
 

inheri-
ted

 

disease
　 遗传因素改变而引起的染色体病。

10. 433　 [染色体]易位　 translocation
　 染色体的一部分因断裂脱离并与其他非同

源染色体连结的重排过程。

10. 434　 [染色体]倒位　 inversion
　 同一条染色体发生两次断裂,产生的断片颠

倒 180°后的重新连接。

10. 435　 受体病　 receptor
 

disease
　 由于受体数量、结构或调节功能改变,其不

能介导配体在靶细胞中应有的效应所引起

的疾病。

10. 436　 分子病　 molecular
 

disease
　 由基因突变引起蛋白质分子结构的改变或

合成量的改变而导致的疾病。

10. 437 　 新生动物免疫性溶血病 　 neonatal
 

animal
 

immune
 

haemolysis
　 母体产生的抗新生动物红细胞抗体,被新生

动物摄入后引起的红细胞溶解反应。

10. 438　 免疫抑制　 immunosuppression
　 后天免疫系统受免疫抑制药物、射线或恶性

肿瘤等因素的影响所引起的机体对任何抗

原的应答均减弱或消失。

10. 439 　 免疫缺陷病 　 immunodeficiency
 

dis-
ease

　 由免疫系统功能异常引起,导致感染反复发

生,程度更严重,持续时间更长的疾病。 常

见于病原感染、药物作用或长期严重疾病。

10. 440　 缺氧　 hypoxia
　 又称“缺氧症( anoxia)”。 组织(细胞)氧的

供给不足或氧的利用障碍,引起器官组织功

能、代谢和形态的异常变化。

10. 441　 发绀　 cyanosis
　 缺氧时,毛细血管血液中脱氧血红蛋白含量

增加到一定量(通常 5g / 100mL 以上)时,动
物可视黏膜或皮肤呈现蓝紫色的现象。

10. 442　 窒息　 asphyxia
　 氧的摄入或利用障碍、二氧化碳排出受阻并

在体内潴留,而出现新陈代谢、形态和功能

异常的病理状态。

10. 443　 呼吸性缺氧　 respiratory
 

hypoxia
　 又称“低张性缺氧(hypotonic

 

hypoxia)”。 动

脉血氧分压明显降低,动脉血氧含量减少,
导致组织供氧不足为主要特点的缺氧。

10. 444　 血液性缺氧　 hemic
 

hypoxia
　 又称“等张性缺氧( isotonic

 

hypoxia)”。 血红

蛋白含量减少或性质改变,以致血氧含量降

低或血红蛋白结合氧不易释出所引起的组

织氧供应不足。

10. 445　 循环性缺氧　 circulatory
 

hypoxia
　 又称“低动力性缺氧(hypokinetic

 

hypoxia)”。
组织血流量下降使组织氧供给减少所引起的

全身性或局部性缺氧。

10. 446　 组织性缺氧　 histogenous
 

hypoxia
　 又称“氧利用障碍性缺氧(dysoxidative

 

hypox-
ia)”。 组织、细胞的生物氧化过程发生障碍,
不能有效利用氧而导致的组织细胞缺氧。

10. 447 　 碳氧血红蛋白血症 　 carboxy
 

hemo-
globinemia

　 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结合后,导致血红蛋白

失去携带氧的功能而引起的缺氧,常见于一

氧化碳中毒。

10. 448 　 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methemoglobin-
emia

　 血红蛋白中的二价铁在氧化剂作用下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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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三价铁,形成过多的高铁血红蛋白而失去

携带氧的功能。

10. 449　 酸碱平衡紊乱　 acid-base
 

disturbance
　 机体内酸性或碱性物质的量发生改变,或由

于肺、肾等对体液酸碱平衡调节功能发生障

碍,以及因水和电解质代谢紊乱,因此 HCO-
3

和 H2CO3 异常,甚至 HCO-
3 / H2CO3 值发生

改变的病理过程。

10. 450　 酸中毒　 acidosis
　 血液 HCO-

3 原发性减少或动脉血二氧化碳

分压原发性增多导致的酸碱平衡障碍。

10. 451　 代谢性酸中毒　 metabolic
 

acidosis
　 临床最常见的一种酸中毒,体内固定酸生成

过多或(和)碳酸氢盐丧失过多而引起的以

血浆 HCO-
3 原发性减少为特征的酸中毒。

10. 452　 呼吸性酸中毒　 respiratory
 

acidosis
　 CO2 排出障碍或吸入过多而引起的,以血浆

H2CO3 原发性升高为特征的酸中毒。

10. 453　 碱中毒　 alkalosis
　 血液 HCO-

3 原发性增多或动脉血 H2CO3 原

发性减少导致的酸碱平衡障碍。

10. 454　 代谢性碱中毒　 metabolic
 

alkalosis
　 体内碱性物质摄入过多或(和)体内固定酸

丧失过多而引起以血浆 HCO-
3 含量原发性

增加为特征的碱中毒。

10. 455　 呼吸性碱中毒　 respiratory
 

alkalosis
　 肺通气过度,致使体内 CO2 排出过多,引起

以血浆中 H2CO3 含量原发性降低为特征的

碱中毒。

10. 456　 失血性休克　 hemorrhagic
 

shock
　 血液大量丧失而引起的休克。

10. 457　 创伤性休克　 traumatic
 

shock
　 创伤严重或面积较大时,因失血和疼痛而引

发的休克。

10. 458　 感染性休克　 infectious
 

shock
　 病毒、细菌等病原微生物的严重感染及其毒

素的作用而引起的休克。

10. 459　 败血性休克　 septic
 

shock
　 严重败血症引起的休克。

10. 460　 心源性休克　 cardiogenic
 

shock
　 急性和慢性心力衰竭所引起的休克。

10. 461　 烧伤性休克　 burn
 

shock
　 大面积烧伤伴有大量血浆渗出所引起的休

克。

10. 462　 低血容量性休克　 hypovolemic
 

shock
　 大量体液丧失使血容量急剧减少而导致的

休克。

10. 463　 血管源性休克　 vasogenic
 

shock
　 全身小血管特别是腹腔内脏小血管舒张,大

量血液淤滞在舒张的小血管内,使有效循环

血量减少所致的休克。

10. 464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multiple
 

or-
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
　 在严重感染、失血、创伤或休克过程中,相继

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重要器官功能障碍

的临床体征。

11.
 

兽医毒理学

11. 001　 毒理学　 toxicology
　 研究外源化学物的有害作用及其机制,并为

防止其有害作用提供科学依据的一门应用

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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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02　 兽医毒理学　 veterinary
 

toxicology
　 研究兽药、药物添加剂及饲料中有毒有害化

学物的有害作用及其机制,并为防止其有害

作用提供科学依据的一门毒理学分支学科。

11. 003　 遗传毒理学　 genetic
 

toxicology
　 应用生物遗传学方法研究外源化学物对机

体遗传物质的有害作用及其机制,并为防止

其有害作用提供科学依据的一门毒理学分

支学科。

11. 004　 生殖毒理学　 reproductive
 

toxicology
　 应用毒理学方法研究外源化学物抑制或干

扰卵子或精子生成的机制及所致有害作用

对后代的影响,并为防止其有害作用提供科

学依据的一门毒理学分支学科。

11. 005　 发育毒理学　 developmental
 

toxicology
　 研究外源化学物对子代发育过程有害影响

作用,并为防止其有害作用提供科学依据的

一门毒理学分支学科。

11. 006　 生化毒理学　 biochemical
 

toxicology
　 应用生物化学技术研究外源化学物与生物

大分子的作用机制、生物转化、活性代谢产

物与细胞成分发生的毒性反应,直至代谢排

泄的生化变化,并为防止其有害作用提供科

学依据的一门毒理学分支学科。

11. 007　 膜毒理学　 membrane
 

toxicology
　 应用生物物理原理及技术研究外源化学物

对生物膜有害作用及其机制,并为防止其有

害作用提供科学依据的一门毒理学分支学

科。

11. 008　 免疫毒理学　 immunotoxicology
　 研究外源化学物对免疫系统的毒性作用、对

人和动物免疫系统产生的不良影响和机理,
并为防止其有害作用提供科学依据的一门

毒理学分支学科。

11. 009　 神经毒理学　 neurotoxicology
　 研究外源化学物对神经系统的结构、功能产

生有害作用及其机制,并为防止其有害作用

提供科学依据的一门毒理学分支学科。

11. 010　 分子毒理学　 molecular
 

toxicology
　 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外源化学物对生物体的

毒性反应、严重程度、发生频率和毒性作用

机制,并为在分子水平上防止外源化学物对

生物体的有害作用提供科学依据的一门毒

理学分支学科。

11. 011　 血液毒理学　 hematotoxicology
　 研究外源化学物对血细胞有形成分及造血

器官所致有害作用和作用机制,并为防止其

有害作用提供科学依据的一门毒理学分支

学科。

11. 012　 肝脏毒理学　 hepatotoxicology
　 研究外源化学物与肝的相互作用,探讨影响

肝产生毒性作用的各种因素,阐明中毒性肝

损害的特点和作用机制,并为防止其有害作

用提供科学依据的一门毒理学分支学科。

11. 013　 肾脏毒理学　 nephrotoxicology
　 研究外源化学物直接对肾或经肾排泄过程

中引起的毒性作用及作用机制、病变类型及

中毒表现,并为防止其有害作用提供科学依

据的一门毒理学分支学科。

11. 014　 行为毒理学　 behavioral
 

toxicology
　 研究外源化学物对动物和人所致行为方面

的有害作用,主要研究外源化学物在低剂量

时对精神活动及神经生理功能的影响,并为

防止其有害作用提供科学依据的一门毒理

学分支学科。

11. 015　 毒物　 toxicant
　 在一定条件下能对活的机体产生损害作用

或使机体出现异常反应的外源化学物。

11. 016　 毒素　 toxin
　 由活的机体产生的,其化学结构尚不完全清

楚的特殊毒物。 在确定其化学结构和阐明

其特性后,往往按化学结构重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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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17　 安全性　 safety
　 无危险性(零危险度)或危险性达到可忽略的

程度。 其评定标准是机体在建议使用剂量和

接触方式的情况下,外源化学物引起损害作

用是否低于社会“可接受的”危险性水平。

11. 018　 选择毒性　 selective
 

toxicity
　 在一定条件下外源化学物对生物体的毒性

作用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即外源化学物只对

某种生物产生损害作用而对其他种生物不

具损害作用,或者只对机体内某一组织器官

产生毒性作用而对其他组织器官不具毒性

作用。

11. 019　 时辰毒性　 chronotoxicity
　 化学物的毒性依染毒时间不同而发生改变

的毒性现象,其时间节律以生理节律(生物

钟)为基础。

11. 020　 致死剂量　 lethal
 

dose,
 

LD
　 外源化学物引起受试动物死亡的剂量。 如

果化学物存在于空气中或水体中,又称致死

浓度(lethal
 

concentration)。

11. 021 　 绝对致死量 　 absolute
 

lethal
 

dose,
 

LD100

　 外源化学物引起受试动物全部死亡的最低

剂量。 低于此剂量,就有受试动物存活。

11. 022 　 最小致死量 　 minimal
 

lethal
 

dose,
 

MLD,
 

LD01

　 外源化学物或生物物质引起动物死亡的最

小剂量。

11. 023　 半数耐受量　 median
 

tolerance
 

limit,
 

TLm
　 水中受试化学物在规定时间内有半数水生

生物(如鱼类)存活的浓度。

11. 024　 阈剂量　 threshold
 

dose
　 又称“ 最小作用剂量(minimal

 

effect
 

level,
MEL)”。 一定时间内,一种外源化学物按一

定方式与机体接触,使机体产生不良效应的

最低剂量。 理论上,低于此剂量都不应对机

体产生任何损害作用。

11. 025　 无作用剂量 　 no-observed
 

effect
 

lev-
el,

 

NOEL
　 又称“最大无作用剂量(maximal

 

no-effective
 

dose)”“未观察到损害作用剂量”。 某种外

源化学物在一定时间内,按一定方式与机体

接触,用现代检测方法和最灵敏的观察指

标,未能观察到对机体产生不良效应的最高

剂量。

11. 026 　 每日允许摄入量 　 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
　 简称“日许量”。 每日允许摄入量,即人类终

生每日随同食物、饮水和空气摄入某种外源

化学物而对健康不引起任何可观察到损害

作用的剂量。

11. 027　 安全系数　 safety
 

factor,
 

SF
　 根据所得的最大无作用剂量提出安全限值

时,为解决由动物实验资料外推至人的不确

定因素及人群毒性资料本身所包含的不确

定因素而设置的转换系数。

11. 028　 毒效应带　 toxic
 

effect
 

zone
　 表示外源化学物中毒作用特点及其引起急

性或慢性中毒危险性大小的一种参数。 常

用的有急性毒效应带、慢性毒效应带以及吸

入中毒危险性指数。

11. 029 　 急性毒效应带 　 acute
 

toxic
 

effect
 

zone,
 

Zac
　 半数致死量与急性阈剂量的比值。 比值越

小,引起急性致死的危险性越大。

11. 030 　 慢性毒效应带 　 chronic
 

toxic
 

effect
 

zone,
 

Zch
　 化学毒物急性阈剂量与慢性阈剂量的比值。

比值越大,发生慢性中毒的危险性越大。

11. 031　 吸入中毒危险性指数　 acute
 

inhala-
tion

 

toxic
 

effect
 

index,
 

I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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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体性或易挥发的化学物在 20℃ 时的饱和

蒸汽浓度与半数致死浓度的比值。 比值越

大,引起急性吸入致死的危险性越大。

11. 032　 毒效应　 toxic
 

effect
　 化学毒物对动物机体引起不良或有害的生

物学效应,是化学毒物本身或代谢产物在靶

组织或靶器官达到一定数量并与生物大分

子相互作用的结果。

11. 033　 速发作用　 immediate
 

effect
　 某些外源化学物与机体接触后,在短时间内

即刻引起毒效应的毒性作用表现。

11. 034　 迟发作用　 delayed
 

effect
　 在一次或多次接触某种外源化学物后,经过

一定时间间隔才出现毒效应的毒性作用

表现。

11. 035　 可逆效应　 reversible
 

effect
　 机体停止接触外源化学毒物后,造成的损伤

可逐渐恢复的毒性作用表现。

11. 036　 不可逆效应　 irreversible
 

effect
　 机体停止接触外源化学物后,造成的损伤不

能恢复,甚至进一步发展加重的毒性作用表

现。

11. 037　 变应原　 allergen
　 可诱导变态反应的抗原物质。

11. 038　 过敏性　 hypersensibility
　 某一动物群体在接触较低剂量的特异外源

化学物后,有少数动物个体在大多数动物尚

未表现任何异常时就出现了中毒症状。

11. 039　 高耐受性　 hyperresistibility
　 接触某一外源化学物的动物群体中有少数

个体对其毒作用特别不敏感,可以耐受远高

于其他个体所能耐受的剂量。

11. 040　 特异质反应　 idiosyncratic
 

reaction
　 某些有先天性遗传缺陷的动物个体对某些

外源化学物表现出异常的反应性。

11. 041　 剂量-效应关系　 dose-effect
 

relation-
ship

　 外源化学物的剂量与在个体或群体中引起

某种量效应(计量指标)强度改变之间的关

系。

11. 042　 剂量-反应关系 　 dose-response
 

rela-
tionship

　 外源化学物的剂量与在某一群体中出现某

种质效应(“全或无”类型的计数指标)的个

体在这一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关系。

11. 043　 时间-剂量-反应关系　 time-dose-re-
sponse

 

relationship
　 描述外源化学物对机体的毒作用规律时,为

兼顾时间因素的影响,采用时间生物学方法

阐明外源化学物对机体产生毒性作用的剂

量-反应关系。

11. 044　 有害效应　 adverse
 

effect
　 外源化学物所致的机体生物学改变是持久

的和不可逆的,如造成机体功能容量的各项

指标改变、维持体内的稳态能力下降、对额

外应激状态的代偿能力降低以及对其他环

境有害因素的易感性增高,使机体正常形

态、结构、功能、生长发育过程受到影响,寿
命缩短或生理、生化和行为方面的指标的变

化超出正常值范围等。

11. 045　 非有害效应　 non-adverse
 

effect
　 外源化学物所致的机体生物学变化在机体代

偿能力范围之内,是暂时的和可逆的。 其生

物学变化应不造成机体形态、结构、功能异

常;不造成生理、生化和行为方面的指标、生
长发育过程及寿命的改变;不降低机体维持

稳态的能力和对额外应激状态代偿的能力;
不引起机体对其他环境有害因素的易感性增

高;也不影响机体的功能容量和生产性能。

11. 046　 毒物代谢动力学　 toxicokinetics
　 应用动力学原理研究化学毒物在体内吸收、

分布、生物转化、排泄等过程及其量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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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门学科。

11. 047　 生物半衰期　 biological
 

half-life,
 

T1 / 2

　 又称“消除半衰期(elimination
 

half-life)”。 体

内化学毒物血中浓度下降一半所需的时间。

11. 048　 解毒　 detoxication
　 又称“生物失活(bio-inactivation)”。 化学毒

物经过生物转化后毒性减弱或消失的现象。

11. 049　 生物活化　 biological
 

activation
　 又称“代谢活化(metabolism

  

excitation)”“致

死性合成( lethal
 

synthesis)”。 化学毒物经

生物转化后形成的代谢物(或中间代谢物)
毒性增强,甚至产生致癌、致畸作用等。

11. 050　 生物失活　 biological
 

deactivation
　 又称“解毒(detoxify)”。 化学毒物经过生物

转化后毒性减弱或消失的现象。

11. 051　 单加氧酶　 monooxygenase
　 又称“混合功能氧化酶(mixed

 

functional
 

oxi-
dase,

 

MFO)”。 一种非特异性酶系,主要包

括微粒体细胞色素 P-450 依赖性单加氧酶、
微粒体细胞色素 b5 依赖性单加氧酶、NAD-
PH 细胞色素 P-450 还原酶、NADH 细胞色

素 b5 还原酶等。

11. 052　 加合物　 adduct
　 活性化学毒物或其活性代谢产物与细胞大

分子(如蛋白质、核酸) 之间通过共价键形

成的稳定复合物。

11. 053　 自由基　 free
 

radical
　 能够独立存在、含 1 个或 1 个以上不成对电

子的任何分子或离子。

11. 054　 联合作用　 joint
 

action
　 2 种或 2 种以上的化学毒物对机体的交互

作用。

11. 055　 相加作用　 addition
 

effect
　 2 种或 2 种以上的化学毒物的联合作用为

各个单独化学毒物作用之和。

11. 056　 拮抗作用　 antagonistic
 

action
　 2 种或 2 种以上的化学毒物的联合作用小

于各化学毒物作用之和。

11. 057　 一般毒性　 general
 

toxicity
　 又称“一般毒性作用”“基础毒性”。 外源化

学物在一定剂量、一定接触时间和一定接触

方式下,对实验动物机体产生总体毒效应的

能力。

11. 058　 特殊毒性　 special
 

toxicity
　 外源化学物在一定剂量、一定接触时间和一

定接触方式下,对动物机体的某一组织器官

或某种机能产生毒效应的能力。

11. 059　 急性毒性　 acute
 

toxicity
　 人或动物 1 次或于 24h 之内多次接触外源

化学物后,在短期内所发生的毒性效应(包

括致死效应)。

11. 060　 靶器官　 target
 

organ
　 外源化学物进入机体后可以直接发挥毒作

用的器官。

11. 061　 蓄积[作用] 　 accumulation
　 当外源化学物反复多次与机体接触,化学物

吸收进入体内的速度或数量超过代谢转化

和排泄的速度或数量时,化学物或其代谢物

在体内的浓度或量逐渐增加并储留的现象。

11. 062　 蓄积毒性　 accumulation
 

toxicity
　 由外源化学物的蓄积作用引起机体的毒性

反应。

11. 063　 亚急性毒性　 subacute
 

toxicity
　 人或实验动物与外源化学物的接触时间介

于急性毒性与慢性毒性之间时所出现的中

毒效应。 兽医毒理学中,指 30d 喂养试验以

及染毒 2 周至 1 个月的试验所观察到的毒

性反应。

11. 064　 亚慢性毒性　 subchronic
 

toxicity
　 人或实验动物连续较长时间接触较大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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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学物所出现的中毒效应。

11. 065　 慢性毒性　 chronic
 

toxicity
　 人或实验动物长期(甚至终生)反复接触低

剂量的化学物所产生的毒性效应。

11. 066　 突变　 mutation
　 可以通过复制而遗传的 DNA 结构的任何永

久性改变。

11. 067　 致突变作用　 mutagenesis
　 外源化学物引起生物体细胞遗传信息发生

改变的作用。

11. 068　 染色体畸变　 chromosome
 

aberration
　 染色体数量或(和)结构的改变,其改变基础

是 DNA 链的断裂。

11. 069　 诱变剂　 mutagen
　 又称“诱变物”。 具有致突变作用的物质。

11. 070　 突变体　 mutant
　 携带突变的生物个体、种群或株系。

11. 071　 遗传学终点　 genetic
 

endpoint
　 致突变试验观察到的现象所反映的各种事

件的遗传学本质,如基因突变、染色体畸变

和染色体分离异常、DNA 损伤等。

11. 072　 生殖毒性　 reproductive
 

toxicity
　 外源化学物对雄性和雌性生殖功能的损害

及对后代的有害影响。

11. 073　 发育毒性　 developmental
 

toxicity
　 外源化学物对受试动物子代成年之前诱发

的任何有害影响,包括对出生前的胚胎、胎
儿以及出生后的幼子的结构及功能的影响。

11. 074　 胚胎毒性　 embryotoxicity
　 外源化学物在无明显母体毒性的剂量时,对

胚胎或胎儿产生的损害。 该物质可通过胎

盘屏障影响胚胎或胎儿的发育。
 

11. 075　 母体毒性　 maternal
 

toxicity
　 外源化学物在一定剂量下,对受孕母体产生

的损害作用,包括体重减轻、出现某些临床

症状直至死亡。

11. 076　 致畸作用　 teratogenesis
　 化学物作用于发育期的胚胎,引起胎儿出生

时具有永久性的形态结构异常。

11. 077　 致畸物　 teratogen
　 又称“致畸剂”。 能诱发致畸作用的外源化

学物。

11. 078　 致癌物　 carcinogen
　 所有能引起正常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并发展

成肿瘤的物质。

11. 079　 癌基因　 oncogene
　 能引起细胞癌变的基因。 正常生理状态下

其主要生物学功能是刺激细胞正常生长以

满足细胞更新的要求,只有当其突变后,才
会在没有接收到生长信号的情况下仍然不

断地促使细胞生长或使细胞免于死亡,最后

导致细胞癌变。

11. 080　 抑癌基因　 anti-oncogene
　 又称“抗癌基因”“肿瘤抑制基因( tumor

 

sup-
pressor

 

gene)”。 能够抑制细胞癌基因活性

的基因。 其功能是抑制细胞周期,阻止细胞

数目增多以及促使细胞死亡。

11. 081 　 安全性毒理学评价 　 toxicological
 

safety
 

evaluation
　 对人类使用某种化学物质的安全性做出评

价的研究过程。 即通过对实验动物和人群

的观察,阐明某种物质的毒性及潜在的危

害,对该物质能否投放市场做出取舍的决定

或提出人兽安全的接触条件。

11. 082　 中毒　 intoxication
　 人或动物因有害物质而引起的危害作用,甚

至致死的现象。

11. 083　 残留　 residue
　 外源化学物在生物体内或环境中,经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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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分解、聚合、缩合后,成为不再分解变化

的代谢产物和分解物、聚合物。 毒理学中,
主要指食品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包括食

品生产中使用的化学物以及食品在加工、烹
调、包装、贮存和运输等环节进入的化学物

或生物污染物。

11. 084　 兽药残留　 animal
 

drug
 

residue
　 又称“药物残留”。 给畜禽等动物使用药物

后蓄积或贮存在动物细胞、组织和器官内的

药物或化学物的原形、代谢产物及杂质。

11. 085　 休药期　 withdrawal
 

time
　 食品动物从停止给药到许可屠宰或其产品

(即动物性食品,包括可食组织、蛋、奶等)
许可上市的间隔时间。

11. 086　 耐药性　 drug
 

tolerance
　 微生物、寄生虫以及肿瘤细胞对于化学治疗

药物作用的敏感性减弱或消失的现象。
  

11. 087　 最高允许残留量 　 maximum
 

residue
 

limit,
 

MRL
　 对食品动物用药后产生的,允许存在于食品

表面或内部的残留药物或其他化学物的最

高含量或最高浓度。

11. 088　 残留分析　 residue
 

analysis
　 应用各种方法检测和分析化学物质在生物

体内或环境中残留量大小的研究过程。

11. 089　 筛选方法　 screening
 

method
　 用于快速筛选大量样品,检测一定浓度内某

种或多种药物残留的分析方法。

11. 090　 常规方法　 routine
 

method
　 可以基本确定样品中某种残留物存在和确

定其浓度的分析方法。 要求具有准确的定

量分析能力,但不一定具有准确的定性分析

能力。

11. 091　 确证方法　 confirmatory
 

method
　 用于测定并确证筛选方法和常规方法检测

为阳性的样品中是否存在药物残留及残留

量,以提供肯定性鉴定,防止假阳性结果的

残留分析方法。

11. 092　 参比方法　 reference
 

method
　 已被某国家或国际机构验证和接受的法定

性确证方法,可用于验证有关分析方法的准

确度和精密度等。

11. 093　 标准分析物　 standard
 

analyst
　 在分析中用作参比的高纯度已知物质。 一

般用于制作标准曲线或添加回收率测定。

11. 094　 特异性　 specificity
　 又称“选择性( selectivity)”。 样品基质中其

他组分共存时该分析方法对待测物的分辨

能力。

11. 095　 准确度　 accuracy
　 在样品分析过程中,通常采用添加回收率来

表示方法的测定值与其真实值的接近程度,
表示分析结果的正确性。

11. 096　 精密度　 precision
　 在限定条件下,用某种分析方法重复测定同

一均质样品所得测定值的彼此接近程度,通
常以变异系数表示。

11. 097　 检测限　 limit
 

of
 

detection
　 某种分析方法能够从样品的背景信号中检

出待测物存在的最低浓度,反映了分析方法

整体的灵敏度。

11. 098　 定量限　 limit
 

of
 

quantitation
　 又称“测定限”。 某种分析方法能够对样品

中待测物进行定量测定的最低浓度,反映在

低浓度末端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11. 099　 总残留物　 total
 

residue
　 对食品动物用药后,动物产品的任何食用部

分中某种药物残留(由原型药物或 / 和其全

部代谢产物所组成)的总和,或动物组织中

可被提取的原型药物及任何具有毒理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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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代谢产物的总和。

11. 100　 残留标志物　 residue
 

marker
　 残留分析时,作为“参照物”的总残留物中某

1 ~ 2 种组分。 因总残留物中各组分比例相

对稳定,解决不容易测定总残留物的困难。

12.
 

兽医寄生虫学

12. 01　 基本概念

12. 001　 兽医寄生虫学　 veterinary
 

parasitology
　 研究寄生于动物体内外各种寄生虫的形态

学、生活史、流行病学、致病作用、症状、诊

断、免疫学与防治措施等的科学。

12. 002　 互利共生　 mutualism
　 共生的双方互有裨益,可以发展成一种固定

的、永久的关系,达到彼此不可分离的程度。

12. 003　 偏利共生　 commensalism
　 又称“共栖”。 共生双方中的一方受益,另一

方既不受益也不受害。

12. 004　 寄生　 parasitism
　 共生双方中的一方受益,另一方受害。

12. 005　 寄生虫　 parasite
　 营寄生生活的动物(动物性寄生物)。

12. 006　 寄生虫病　 parasitosis
　 寄生虫引起的疾病。

12. 007　 内寄生虫　 endoparasite
　 寄生于宿主内部器官、组织的寄生虫。

12. 008　 外寄生虫　 ectoparasite
　 寄生在宿主皮肤、被毛等体表部位的寄生虫。

12. 009　 单宿主寄生虫　 stenoxenous
 

parasite
　 发育过程中仅需要一个宿主的寄生虫。

12. 010　 多宿主寄生虫　 polyxenous
 

parasite
　 发育过程中需要多个宿主的寄生虫。

12. 011　 永久性寄生虫　 permanent
 

parasite

　 全部发育过程均寄生于宿主的寄生虫。

12. 012　 暂时性寄生虫　 temporary
 

parasite
　 只在宿主体短暂寄生的寄生虫。

 

12. 013　 专一宿主寄生虫　 obligation
 

parasite
　 只寄生于一种特定的宿主,对宿主有严格选

择性的寄生虫。

12. 014 　 非专一宿主寄生虫 　 facultative
 

para-
site

　 能够寄生于多种宿主的寄生虫。

12. 015　 宿主　 host
　 能为病原体提供营养和居住所的生物。

12. 016　 终末宿主　 definitive
 

host
　 寄生虫成虫(性成熟阶段)或有性生殖阶段

虫体所寄生的宿主。

12. 017　 中间宿主　 intermediate
 

host
　 寄生虫幼虫或无性生殖阶段所寄生的宿主。

12. 018　 补充宿主　 complementary
 

host
　 又称 “ 第 二 中 间 宿 主 ( second

 

intermediate
 

host)”。 某些种类的寄生虫在发育过程中需

要两个中间宿主,后一个中间宿主就称为补

充宿主。

12. 019　 贮藏宿主　 storage
 

host
　 又称“转运宿主( transport

 

host)”或“转续宿

主(paratenic
 

host)”。 某些寄生虫的感染性

幼虫侵入一个并非其生理上所需要的动物体

内,但保持着对易感动物的感染力,这个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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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贮藏宿主。

12. 020　 保虫宿主　 reservoir
 

host
　 如果一种多宿主的寄生虫可以寄生于家畜和

野生动物,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看,野生动物被

称为这种寄生虫的保虫宿主。

12. 021　 带虫宿主　 carrying
 

host
　 被寄生虫感染后,随着机体抵抗力的增强或

药物治疗,大部分虫体被驱除或杀灭,体内仍

存留有一定数量的虫体的宿主。

12. 022　 直接发育史　 direct
 

life
 

cycle
　 不需中间宿主的寄生虫发育过程。

12. 023　 间接发育史　 indirect
 

life
 

cycle
　 必须有中间宿主参与的寄生虫发育过程。

12. 024　 扁形动物门　 Platyhelminthes
　 背腹平扁、两侧对称、无体腔的原始三胚层动

物。

12. 025　 线形动物门　 Nemathelminthes
　 圆筒状、线形、两端尖细、不分节、有原始体腔

的多细胞动物。

12. 026　 棘头动物门　 Acanthocephala
　 身体前端具吻,吻上有钩刺的圆筒状假体腔

动物。

12. 027　 节肢动物门　 Arthropoda
　 体躯有几丁质外骨骼、身体由一列体节构成、

每节有一对分节的附肢的动物。

12. 028　 原生动物门　 Protozoa
　 最原始、最简单、最低等的单细胞动物。

12. 029　 双名制法　 binominal
 

system
　 由林奈创造的全世界统一的动植物命名规

则。 一种动物或植物的科学名均由两个单

词组成,第一个单词是属名,第二个单词是

种名。

12. 030　 麦克马斯特氏法　 McMaster’s
 

method
　 常用的对粪便中可被饱和盐水浮起的各种虫

卵的计数方法。

12. 031　 贝尔曼法　 Baermann’s
 

technique
　 常用于从粪便或组织中检查和分离线虫幼虫

的方法。 将温水泡散适量粪便待大部分幼虫

游出后,检查沉渣中的幼虫。

12. 032　 直接涂片法　 direct
 

smear
 

method
　 直接将粪便或组织涂布在玻片上在镜下检查

的方法。

12. 033　 漂浮法　 flotation
 

method
　 用比重高于粪便中虫卵的溶液,使虫卵富集

在液体表面以提高检出率的方法,常用于检

查线虫卵、绦虫卵及球虫卵囊等。

12. 034　 沉淀法　 sedimentation
 

method
　 用于比重低于粪便中虫卵的溶液,使虫卵沉

积于液体底部以提高虫卵检出率的方法,特
别适用于检查吸虫卵。

12. 035　 棉纶筛兜淘洗法　 nylon
 

mesh
 

screen-
ing

 

method
　 用锦纶布兜富集粪便中虫卵而提高检出率的

方法,适用于横径大于 60μm 的虫卵。

12. 036　 幼虫分离法　 larvae
 

isolation
 

method
　 用于分离粪便、组织或环境中线虫幼虫的方

法,常用的有包括贝尔曼法、简单平皿法等。

12. 037　 粪便培养法　 fecal
 

culture
 

method
　 取粪便在合适的温度、湿度及充足氧气下培

养孵育,主要用于检查寄生于消化道及其相

连器官(肝、胰等)中的寄生线虫幼虫。

12. 038 　 毛蚴孵化法 　 miracidium
 

hatching
 

method
　 在合适条件下使粪便中吸虫卵孵出毛蚴的方

法,是诊断分体吸虫病特用的方法。

12. 039　 环卵沉淀试验　 circum
 

oval
 

precipitat-
ing

 

test,
 

COPT
　 常用于检测血清中抗血吸虫的特异性抗体。

在载玻片加一滴待检血清后,挑取适量鲜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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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冻干卵粉末,覆盖片,四周用石蜡密封,室
温下静置 1 ~ 1. 5h,低倍镜观察结果。

12. 040　 人兽共患寄生虫病　 parasitic
 

zoonoses
　 可在人和动物之间自然传播的寄生虫引起的

疾病或感染。

12. 041　 蠕虫病　 helminthiasis
　 各种蠕虫感染宿主所引起疾病的总称。

12. 042 　 内脏幼虫移行症 　 visceral
 

larva
 

mi-
grans

　 幼虫侵入宿主后在内脏移行,受侵组织产生

局部病变或引起全身性过敏反应。

12. 043　 皮肤幼虫移行症　 cutaneous
 

larva
 

mi-
grans

　 有些蠕虫的幼虫会在宿主的皮肤中移行产生

损伤。

12. 044　 带虫免疫　 premunition
　 寄生虫在宿主体保持一定数量时,宿主对同

种寄生虫的再感染具有一定的免疫力。 一旦

宿主体内虫体完全消失,这种免疫力也随之

结束。

12. 045　 免疫逃逸　 immune
 

evasion
　 寄生虫侵入免疫功能正常的宿主体内,能逃

避宿主的免疫效应而在宿主体内发育、繁殖

和生存的现象。

12. 046　 抗原变异　 antigenic
 

variation
　 在寄生虫生活史的各阶段不断地更换抗原,

产生新的变异抗原的现象。

12. 047　 驱虫　 deworming
　 利用驱(杀)虫药驱杀宿主体内寄生虫。

12. 048　 直接发育型　 direct
 

development
 

type
　 发育过程中不需要中间宿主的寄生虫发育类

型。

12. 049 　 间接发育型 　 indirect
 

development
 

type
　 发育过程中需要中间宿主的寄生虫发育类

型。

12. 050　 潜伏期　 latent
 

period
　 从寄生虫感染宿主到宿主排出新一代虫体的

最短时间。

12. 02　 吸　 虫　 病

12. 051　 吸虫　 trematode
　 隶属于扁形动物门吸虫纲的动物。 多为背腹

扁平,体表具有发达的肌质吸盘。

12. 052　 吸盘　 sucker
　 某些寄生虫体表特有的圆形或近圆形带肌质

结构,起吸附、固着其自身的作用。

12. 053　 口吸盘　 oral
 

sucker
　 吸虫体前端围绕口孔的吸盘。

12. 054　 腹吸盘　 ventral
 

sucker,
 

acetabulum
　 位于吸虫口吸盘之后、体腹侧的吸盘。

12. 055　 焰细胞　 flame
 

cell
　 为凹形细胞,在凹入处有一束纤毛,纤毛颤动

时很像火焰跳动。 分布于虫体内各部,为寄

生虫排泄系统的起点。

12. 056　 毛蚴　 miracidium
　 从吸虫卵孵出的体表被有纤毛、近等边三角

形虫体。

12. 057　 胞蚴　 sporocyst
　 由吸虫的毛蚴分裂繁殖后形成的包囊状虫

体。

12. 058　 雷蚴　 redia
　 由胞蚴分裂繁殖后形成的包囊状的长形虫

体。

12. 059　 尾蚴　 cercaria
　 由吸虫的胞蚴分裂繁殖形成的,由体部和尾

部组成、能在水中游动的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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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60　 囊蚴　 metacercaria
　 由吸虫尾蚴脱去尾部形成的圆形或卵圆形包

囊状虫体。

12. 061　 棘口吸虫　 Echinostoma
 

spp.
　 隶属于吸虫纲棘口目棘口科的多种吸虫,一

般寄生于禽类、哺乳动物(含人)的肠道。

12. 062　 棘口吸虫病　 echinostomiasis
　 棘口属的多种吸虫分别寄生于家禽、野禽、哺

乳动物(含人类)的大肠中引起的疾病。 主

要临床表现为贫血、消瘦、发育停滞,严重感

染可衰竭死亡。

12. 063　 前殖吸虫病　 prosthogonimiasis
　 前殖吸虫寄生于家禽和野禽输卵管、法氏囊、

泄殖腔以及直肠等部位引起的疾病。 临床症

状主要为输卵管炎、病禽产畸形蛋。

12. 064　 背孔吸虫病　 notocotylosis
　 背孔科吸虫寄生于动物的直肠和盲肠中引起

的疾病。 临床症状主要为肠炎、下痢、消瘦

等。

12. 065　 双腔吸虫病　 dicroceliasis
　 双腔科吸虫寄生于牛、羊等反刍动物的肝胆

管和胆囊内引起的疾病。 以慢性卡他性胆管

炎及胆囊炎为主要临床特征。

12. 066　 阔盘吸虫病　 eurytremiasis
　 由阔盘吸虫寄生于牛、羊等反刍动物的胰管

内引起的疾病。 导致动物的胰功能异常,以
消化道症状、衰弱、贫血、水肿主要特征,偶见

于人。

12. 067　 前后盘吸虫病　 paramphistomosis
　 前后盘科的多种吸虫寄生于多种动物的前胃

引起的疾病。 一般情况下无明显临床症状。

12. 068　 姜片虫病　 fasciolopsiasis
　 布氏姜片吸虫寄生于猪和人的十二指肠引起

的疾病。 以消化道症状为主要临床特征。

12. 069　 肝片吸虫　 Fasciola
 

hepatica

　 隶属于片形科片形属,寄生于牛、羊等反刍动

物的肝胆管中。

12. 070　 片形吸虫病　 fascioliasis
　 由片形属的吸虫寄生于牛、羊等反刍动物的

胆管中引起的疾病。 以肝炎和胆管炎为主要

临床特征,人偶感。

12. 071　 东毕吸虫病　 orientobilharziosis
　 分体科东毕属的多种吸虫寄生于哺乳动物的

门静脉血管中引起动物的疾病。 临床症状为

腹泻、贫血、水肿、消瘦、发育不良和流产等。

12. 072　 肺吸虫病　 paragonimiasis
　 并殖吸虫寄生于犬、猫、人及多种野生动物的

肺组织中,引起精神不振、阵发性咳嗽和呼吸

困难的疾病。

12. 073　 嗜眼吸虫病　 philophthalmosis
　 俗称“眼吸虫病”。 多种嗜眼吸虫寄生于鹅

及其他家禽的眼结膜引起的疾病。 主要临床

症状为眼结膜和瞬膜水肿、发炎、流泪,严重

者失明。

12. 074　 日本分体吸虫　 Schistosoma
 

japonicum
　 隶属于分体科分体属,寄生于人、多种家畜、

多种野生动物的门静脉系统的小血管内,主
要分布于我国长江流域。

12. 075　 血吸虫病　 schistosomiasis
　 分体科的吸虫寄生于人、多种家畜、多种野生

动物的门静脉系统的小血管内引起的疾病。
主要危害是虫卵沉积于肝和肠壁导致的肝硬

化、肠溃疡、腹水及其他消化功能障碍。

12. 076　 尾蚴性皮炎　 cercarial
 

dermatitis
　 多种分体吸虫的尾蚴侵入时引起的皮肤炎症

性疾病。 临床上表现为局部刺痛、痒,出现红

色丘疹、水泡。

12. 077　 后睾吸虫病　 opisthorchiasis
　 后睾科的多种吸虫寄生于人、犬、猫以及禽类

等动物的胆管和胆囊中引起的疾病。 可致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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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肿大等肝病变,临床表现为消化功能紊

乱和全身性功能障碍。

12. 078　 华支睾吸虫病　 clonorchiasis

　 华支睾吸虫寄生于犬、猫、野生动物及人的胆

管和胆囊中。 与其他后睾吸虫病的临床症状

相近。

12. 03　 绦　 虫　 病

12. 079　 绦虫　 cestode
　 隶属于扁形动物门绦虫纲,全部营寄生生活。

虫体均分节(单节绦虫除外),由头节、幼节、
成节和孕节组成一带状链体。

12. 080　 头节　 scolex
　 位于绦虫虫体的最前端,上有吸附和固着器

官。

12. 081　 吸盘型　 acetabula
　 在头节四面对称地排列有 4 个吸盘的绦虫,

圆叶目绦虫属此型。 有的绦虫头节顶端中央

有顶突或一排至数排小钩。

12. 082　 吸槽型　 bothria
　 头节带被腹面各具有一沟样吸槽的绦虫,假

叶目绦虫属此型。

12. 083　 链体　 strobila
　 即绦虫的体节,由数个至数千个有明显界限

的节片组成。

12. 084　 中绦期　 metacestode
 

stage
　 寄生于中间宿主体内的绦虫幼虫期。

12. 085　 拟囊尾蚴　 cysticercoid
　 裸头科绦虫的中绦期幼虫。 体型较小,前端

的囊腔较小、头节较大,后部为实心的尾状结

构。

12. 086　 囊尾蚴　 cysticercus
　 又称“囊虫”。 某些带科绦虫的中绦期幼虫。

呈卵圆形,在白色的囊内含有囊液和一个凹

入的头节。

12. 087　 多头蚴　 coenurus
　 多节属绦虫的中绦期幼虫。 在一个大的囊壁

上长着多个翻转的头节,囊内充满囊液。

12. 088　 原尾蚴　 procercoid
　 假叶目绦虫在第一中间宿主体内的幼虫期。

为实体结构,前端略向内凹入,后端为一尾

球。

12. 089　 实尾蚴　 plerocercoid
　 又称“裂头蚴( sparganum)”。 原尾蚴转入第

二中间宿主体内后继续发育而成。

12. 090　 囊尾蚴(虫)病　 cysticercosis
　 某些绦虫的囊尾蚴寄生于动物和人体的肌

肉、脑以及内脏中引起的疾病。

12. 091　 猪囊尾蚴　 Cysticercus
 

cellulosae
　 又称“猪囊虫”。 猪带绦虫的中绦期幼虫,为

椭圆形、充满囊液带半透明囊泡。

12. 092　 猪囊尾蚴病　 cysticercosis
 

cellulosae
　 猪囊尾蚴寄生于猪和人的肌肉、脑以及多种

组织器官中引起的疾病。

12. 093　 牛囊尾蚴　 Cysticercus
 

bovis
　 牛带绦虫的中绦期幼虫,外形与猪囊尾蚴结

构相似,寄生于牛的肌肉。

12. 094　 棘球蚴病　 echinococcosis
　 又称“包虫病(hydatidosis)”。 棘球蚴寄生于

牛、羊、猪等动物和人的肝、肺及其他器官中

引起的疾病。 临床主要表现为慢性消耗性疾

病。

12. 095　 棘球蚴　 echinococcus,
 

hydatid
 

cyst
　 棘球绦虫的中绦期幼虫,为结构复杂的多层

囊体,直径一般为 5 ~ 10cm。 寄生于牛、羊、
猪等动物和人的肝、肺及其他器官中。

12. 096　 细粒棘球绦虫　 Echinococcus
 

granulo-
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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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常见的棘球绦虫,成虫细小,仅 2 ~ 7mm
长,由头节和 3 ~ 5 个节片组成。 寄生于犬科

动物的小肠中。

12. 097　 细颈囊尾蚴　 Cysticercosis
 

tenuicolli
　 俗称“水铃铛”。 泡状带绦虫的中绦期幼虫,

为充满囊液的薄壁囊状体,直径 8cm 左右。
寄生于绵羊、山羊、猪等动物的腹腔浆膜、大
网膜、肠系膜及其他器官中。

12. 098　 多头蚴病　 coenurosis
　 多头带绦虫中绦期幼虫寄生于绵羊、山羊、黄

牛、牦牛等动物的脑组织引起的疾病。 临床

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中枢神经系统障碍。

12. 099　 豆状囊尾蚴病　 cysticercosis
 

pisiformis
　 豆状带绦虫的中绦期幼虫寄生于兔的肝、肠

系膜和腹腔内引起的疾病。 一般表现为消化

紊乱和体重减轻。

12. 100　 瑞列绦虫病　 raillietiniasis
　 戴文科赖利属的多种绦虫寄生于家鸡、火鸡

的小肠引起的疾病。 表现为消化功能障碍产

生的一系列症状,蛋鸡产卵量下降或停产。

12. 101　 剑带绦虫病　 drepanidotaeniosis
　 矛形剑带绦虫寄生于鹅、鸭的小肠内引起的

疾病。 常引起幼雏消化功能障碍,出现腹泻、
食欲不振、生长发育受阻等症状。

12. 102　 戴文绦虫病　 davainiasis
　 节片戴文绦虫寄生于鸡、鸽、鹧鸪的十二指肠

内引起的疾病。 对幼雏危害严重,主要症状

为黏液或血性腹泻。

12. 103　 膜壳绦虫病　 hymenolepiasis
　 多种膜壳绦虫分别寄生于陆栖禽、水禽、鼠和

人的小肠中引起的疾病。 表现为消化功能紊

乱、营养不良等症状。

12. 104　 莫尼茨绦虫病　 monieziasis
　 多种莫尼茨绦虫寄生于绵羊、山羊等反刍动

物的小肠中引起的疾病。 幼畜生长发育受

阻,严重感染时可导致死亡。

12. 105　 莫尼茨属　 Moniezia
　 隶属于裸头科的绦虫,主要为扩展莫尼茨绦

虫和贝氏莫尼茨绦虫。 头节上无顶突和小

钩,大型虫体,可长达 10m。 寄生于多种反刍

动物的小肠中。

12. 106　 复孔绦虫病　 dipylidiasis
　 复孔绦虫寄生于犬、猫等动物小肠中引起的

疾病。 一般无症状。

12. 107　 犬复孔绦虫　 Dipylidium
 

caninum
　 隶属于双壳科的绦虫,虫体可长达 50cm,节

片约为 200 个。 寄生于犬、猫的小肠。

12. 108　 裸头绦虫病　 anoplocephalosis
　 裸头科裸头属和副裸头属的多种绦虫寄生于

马、绵羊、山羊、牛等草食动物的消化系统引

起的疾病。 临床表现主要是消化道障碍的系

列症状。

12. 109　 裸头属　 Anoplocephala
　 隶属于裸头科的多种绦虫,头节上无顶突和

小钩,主要为叶状裸头绦虫和大裸头绦虫。
寄生于马属动物的大肠或小肠。

12. 110　 副裸头属　 Paranoplocephala
　 隶属于裸头科的绦虫,主要为侏儒副裸头绦

虫,寄生于马属动物的十二指肠。

12. 111　 伯特绦虫病　 bertielliasis
　 伯特属的司氏伯特绦虫和锐突伯特绦虫寄生

于灵长类动物小肠中引起的疾病。 致病性不

强,一般无明显症状。

12. 112　 裂头绦虫病　 diphyllobothriasis
　 双叶槽科的绦虫寄生于人、犬、猫、猪及其他

哺乳动物的小肠,引起生长发育受阻、消化不

良、腹泻等症状的疾病。

12. 113　 裂头蚴病　 sparganosis
　 裂头蚴寄生于蛙、蛇、鸟类、哺乳动物(包括

人)的肌肉、皮下组织、胸腹腔等部位,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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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部位发炎、水肿、化脓等症状的疾病。 对

人的危害最为严重。

12. 114　 曼氏迭宫绦虫　 spirometra
 

mansoni

　 又称“孟氏裂头绦虫”。 隶属于双叶槽科,寄
生于犬、猫和一些食肉野生动物的小肠中,人
偶能感染。

12. 04　 线　 虫　 病

12. 115　 线虫　 nematode
　 隶属于线性动物门的动物。 两侧对称,身体

细长,柱状,两端稍尖,一般为雌雄异体。

12. 116　 假体腔　 pseudocoel
　 低等动物体腔的一种形式,是动物进化中最

早出现的原始体腔类型,腔面没有浆膜覆盖。

12. 117　 杆状食道　 rhabditiform
 

oesophagus
　 又称“杆线虫型食道”。 最原始的线虫食道

类型,可分为体部、狭部及球部三个部分。

12. 118　 丝状食道　 filariform
 

oesophagus
　 简单、无明显膨大、圆柱状的线虫食道类型。

12. 119　 棒状食道　 club-shaped
 

oesophagus
　 细长呈毛线状的食道类型,由一连串杆细胞

组成的杆状体围绕着细的食管腔。

12. 120　 头泡　 cephalic
 

vesicle
　 位于线虫口孔周围、由口领下缘与颈沟之间

的角皮膨大形成的特殊结构。

12. 121　 颈泡　 cervical
 

vesicle
　 由线虫食道区的角皮膨大形成的特殊结构。

12. 122　 叶冠　 leaf
 

crown
　 位于线虫口领之上,由口囊边缘的细小乳突

环绕排列而成。 有些虫体有两圈叶冠,即外

叶冠和内叶冠。

12. 123　 颈翼　 cervical
 

alae
　 线虫食道区的表皮向两侧伸出形成的扁平翼

状突起。

12. 124　 侧翼　 lateral
 

alae
　 线虫中部侧面的表皮向线虫两侧伸出形成的

扁平翼状突起。

12. 125　 尾翼　 caudal
 

alae
　 线虫尾部的表皮向两侧伸出的扁平翼状突

起。

12. 126　 乳突　 papillae
　 线虫体表的感觉器官。 根据其所在位置不同

可分为颈乳突、尾乳突以及生殖乳突等。

12. 127　 交合刺　 spicule
　 多种线虫雄虫的辅助交配器官,位于泄殖腔

腹面带几丁质的细长带刺状结构,一般 1 ~ 2
根。

12. 128　 引器　 gubernaculums
　 又称“导刺带”。 某些线虫雄虫具有的辅助

交配器官,为几丁质结构,嵌于泄殖腔壁上,
位于交合刺背部。

12. 129　 副引器　 telamon
　 又称“副导刺带”。 某些线虫雄虫具有的辅

助交配器官,为几丁质结构,嵌于泄殖腔的侧

腹壁上。

12. 130　 交合伞　 bursa
　 圆线目线虫雄虫尾部角皮特化出来的伞状结

构,由两个侧叶和一个小的背叶组成,伞膜有

肋支撑。

12. 131　 尾感器　 phasmid
　 某些线虫雄虫泄殖腔附近的感觉器官,呈小

孔或突起,1 对或数对。

12. 132　 旋毛虫病　 trichinelliasis
　 旋毛形线虫等多种旋毛虫寄生于宿主肌肉引

起的人兽共患疾病,是肉品卫生检验必检项

目之一。

12. 133　 旋毛形线虫　 Trichinella
 

spir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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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隶属于毛尾目毛形科的小型线虫,能寄生于

多种动物,成虫寄生于小肠,幼虫寄生于横纹

肌。

12. 134　 圆线虫病　 strongylosis
　 圆线目( Strongylata)的多种寄生虫分别寄生

于动物的消化道和呼吸道(个别寄生于泌尿

道)引起的疾病的统称。

12. 135　 马圆线虫　 Strongylus
 

equines
　 隶属于圆线目圆线科圆线属,成虫寄生于马

属动物及猴子的盲肠和结肠,幼虫的体内移

行经过肝和腹膜。

12. 136　 普通圆线虫　 Strongylus
 

vulgaris
　 隶属于圆线目圆线科圆线属,成虫寄生于马

属动物的盲肠和结肠,幼虫在血管内膜下移

行和在肠系膜根部驻留。

12. 137　 无齿圆线虫　 Strongylus
 

edentatus
　 隶属于圆线目圆线科圆线属,成虫寄生于马

属动物的盲肠和结肠,幼虫的体内移行经过

肝和腹膜等处。

12. 138　 毛圆线虫病　 trichostrongyliasis
　 圆线目毛圆科的多种线虫寄生于反刍动物

(个别寄生于猪) 消化道引起的寄生虫病。
多为混合感染,临床表现主要是贫血、水肿、
营养不良等症状。

12. 139　 奥斯特属　 Ostertagia
　 隶属于圆线目毛圆科的多种线虫,主要寄生

于牛、羊的真胃和小肠,世界性分布。

12. 140　 奥斯特塔格线虫病　 ostertagiasis
　 奥斯特属多种线虫引起的牛、羊线虫病,临床

表现主要是贫血、水肿、营养不良等症状。

12. 141　 捻转血矛线虫　 Haemonchus
 

contortus
　 圆线目毛圆科血矛属线虫,主要寄生于牛、羊

的真胃,偶见于小肠。

12. 142　 血矛线虫病　 haemonchosis
　 血矛属的多种线虫寄生于牛、羊消化道引起

的线虫病,主要病原是捻转血矛线虫。 主要

症状是贫血、下痢、营养不良、衰弱、水肿,急
性感染者可死亡。

12. 143　 马歇尔线虫病　 marshallagiasis
　 毛圆科马歇尔属的多种线虫寄生于牛和羊的

真胃引起的疾病。 主要症状是腹泻、食欲下

降、衰弱、发育迟缓,严重感染者可致死亡。

12. 144　 细颈线虫病　 nematodiriasis
　 毛圆科细颈属的多种线虫寄生于牛、羊小肠

引起的疾病。 主要症状是腹泻、食欲下降、衰
弱、发育迟缓等。

12. 145　 古柏线虫病　 cooperiasis
　 毛圆科古柏属的多种线虫寄生于牛和羊的胰

脏和小肠引发的寄生虫病。 主要症状是食欲

下降、腹泻、衰弱等。

12. 146　 食道口线虫病　 oesophagostomiasis
　 又称“结节虫病”。 食道口科食道口属的多

种线虫分别寄生于反刍动物和猪的结肠引起

的疾病。 临床症状主要是持续性腹泻、贫血、
营养不良性水肿。

12. 147　 后圆线虫病　 metastrongylosis
　 后圆科后圆属的线虫寄生于猪或野猪的肺引

起的肺线虫病。 临床表现主要为咳嗽、呼吸

困难等呼吸道症状。

12. 148　 原圆线虫病　 protostrongylosis
　 原圆科原圆属、缪勒属的多种线虫寄生于羊

的支气管、细支气管和肺泡内引起的疾病。
临床以小叶性肺炎、肺部结节为特征。

12. 149　 原圆属　 Protostrongylus
　 原圆科的多种小型线虫,主要为毛样缪勒线

虫和柯氏原圆线虫,寄生于羊的支气管和细

支气管。

12. 150　 类圆线虫属　 Strongyloides
　 杆线目类圆科的线虫,主要为兰氏类圆线虫、

韦氏类圆线虫、乳突类圆线虫和粪类圆线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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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寄生于多种哺乳动物和人的小肠。

12. 151　 类圆线虫病　 strongyloidiasis
　 类圆属的多种线虫分别寄生于多种哺乳动物

的幼畜和儿童小肠黏膜间而引起的疾病。 临

床主要表现为消化不良、腹泻、消瘦、生长迟

缓等,严重感染者大批死亡。

12. 152 　 广州管圆线虫病 　 angiostrongyliasis
 

cantonensis
　 广州管圆线虫的成虫寄生于鼠类肺动脉,幼

虫感染人寄生于中枢神经引起的嗜酸性细胞

增多性脑膜炎等。

12. 153　 仰口属　 Bunostomum
　 钩口科仰口属的多种线虫,寄生于动物的十

二指肠,主要是牛仰口线虫和羊仰口线虫。

12. 154　 钩口属　 Ancylostomum
　 钩口科钩口属的多种线虫,寄生于动物的十

二指肠,不同虫种分别寄生于犬、猫、狐和人

的小肠,有些虫种人兽共患。

12. 155　 板口属　 Necator
　 钩口科板口属的多种线虫,寄生于人和犬的

十二指肠,主要是美洲板口线虫。

12. 156 　 钩虫病 　 ancylostomiasis,
 

hookworm
 

disease
　 钩口科的各种线虫分别寄生于多种哺乳动物

和人的十二指肠引起的寄生虫病。 临床主要

表现为下痢、便血、贫血、营养不良等症状。
对幼年动物危害严重,可致死亡。

12. 157　 气管比翼线虫　 Syngamus
 

trachea
　 比翼科比翼属线虫,主要寄生于鸡、鸭、鹅和

多种野禽的气管。

12. 158　 比翼线虫病　 syngamiasis
　 又称“张口病”。 比翼线虫寄生于鸡、鸭、鹅

和多种野禽的气管引起的疾病。 特征症状是

张口呼吸。

12. 159　 有齿冠尾线虫　 Stephanurus
 

dentatus

　 冠尾科冠尾属线虫,主要寄生于猪的肾盂、肾
周围组织和输尿管壁等处,黄牛、马、驴和豚

鼠等动物偶感。

12. 160　 冠尾线虫病　 stephanuriasis
　 有齿冠尾线虫寄生于猪的肾盂、肾周围组织

和输尿管壁等处引起的疾病。 临床表现为后

肢无力、跛行、尿液有白色絮状物等。

12. 161　 马尖尾线虫　 Oxyuris
 

equi
　 俗称“ 马蛲虫( horse

 

pinworm)”。 尖尾目尖

尾科线虫,寄生于马属动物大肠内。

12. 162　 蛲虫病　 enterobiasis
　 又称“尖尾线虫病( oxyuriasis)”。 马尖尾线

虫寄生引起的疾病,流行于幼驹和老马。 常

见症状为后躯瘙痒、腹泻、消瘦。

12. 163　 吸吮线虫属　 Thelazia
　 旋尾目吸吮科的多种线虫,寄生于牛、羊、马、

犬的眼结膜囊、第三眼睑和泪管等处。

12. 164　 吸吮线虫病　 thelaziasis
　 旋尾目吸吮科的线虫寄生于牛、羊、马、犬等

动物导致的眼部疾病。 临床变现为眼潮红、
流泪和角膜混浊等症状。

12. 165　 筒线虫属　 Gongylonema
　 旋尾目筒线科线虫,主要是美丽筒线虫、多瘤

筒线虫及嗉囊筒线虫,寄生于羊、牛、猪、野
猪、马属动物、骆驼的食道、反刍兽的第一胃

及禽类嗉囊的黏膜下。

12. 166　 筒线虫病　 gongylonemiasis
　 由旋尾目筒线科线虫寄生于反刍动物、猪以

及禽类的食道、消化道或嗉囊引起的疾病。
临床症状不明显。

12. 167　 胃线虫病　 gastrointestinal
 

nematosis
　 由旋尾科柔线属的蝇柔线虫、小口柔线虫和

大口德拉西线虫寄生于马属动物的胃内引起

的疾病。 严重感染时出现慢性胃肠炎、食欲

下降、消瘦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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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68　 腭口线虫病　 gnathostomiasis
　 旋尾目腭口科腭口属线虫,寄生于猪和猫、

犬、貂等肉食兽胃内,表现出肝炎、胃炎等相

应临床症状。

12. 169　 盘尾丝虫属　 Onchocerca
　 盘尾科的多种线虫,寄生于马属动物和牛。

12. 170　 盘尾丝虫病　 onchocerciasis
　 由盘尾科盘尾属的一些线虫寄生于牛、马的

肌腱、韧带和肌间引起的疾病。 在寄生处常

形成硬结。

12. 171　 丝状属　 Setaria
　 丝虫目丝虫科的线虫,主要有指形丝状线虫、

马丝状线虫和鹿丝状线虫,成虫寄生于牛、马
属动物、羊、鹿的腹腔。 其幼虫感染非固需宿

主后可引起浑睛虫病和腰萎病。

12. 172　 丝虫属　 Filaria
　 丝虫目丝虫科的多种线虫,主要有牛副丝虫、

多乳突副丝虫和犬恶丝虫,前二者分别寄生

于牛、马的皮下组织和肌间结缔组织,犬恶丝

虫寄生于犬的右心室、肺动脉,人偶感。

12. 173　 丝虫病　 filariasis
　 由丝虫目线虫引起的疾病,主要指寄生于有

蹄动物腹腔内的丝状线虫成虫引起的疾病,
动物感染后的临床症状不明显。

12. 174　 浑睛虫病　 ocular
 

setariasis
　 丝状线虫的感染性幼虫感染非固需宿主后异

常移行进入眼前房,停留于童虫阶段引起的

疾病,患眼内常见虫体游动。

12. 175　 脑脊髓丝病　 cerebrospinal
 

filariasis
　 丝状线虫的感染性幼虫进入非固需宿主体内

发生异常移行进入脑脊髓,停留于童虫阶段

引起的疾病。

12. 176　 副丝虫病　 parafilariasis
　 又称“丝虫性皮炎( filarial

 

dermatitis)”,俗称

“ 血汗症( hematidrosis)” “切肤症( skin-cut-

ting
 

disease)”。 副丝虫属的线虫寄生于牛、
马的皮下和肌间结缔组织引起的疾病,多见

于马。

12. 177　 犬恶丝虫　 Dirofilaria
 

immitis
　 丝虫目丝虫科的线虫,主要寄生于犬的右心

室、肺动脉。

12. 178　 恶丝虫病　 dirofilariasis
　 犬恶丝虫寄生于犬右心室和肺动脉引起的疾

病,还可感染猫和野生肉食动物,人偶发。

12. 179　 副柔线虫病　 parabronemiasis
　 旋尾目锐形科副柔线属线虫寄生于反刍动物

的第 4 胃引起的疾病。

12. 180　 毛细线虫病　 capillariaosis
　 毛尾目毛细科的多种线虫寄生于禽类的消化

道前部引起的疾病。 主要症状是食欲不振、
体重下降等。

12. 181　 鸟蛇线虫病　 avioserpeniasis
　 驼形目龙线科鸟蛇属的线虫寄生于鸭皮下结

缔组织引起的疾病。 常感染雏鸭,寄生处形

成结节并增大,导致呼吸吞咽困难、步行障碍

或失明,严重者死亡。

12. 182　 旋尾线虫病　 spirocercosis
　 旋尾目的多种旋尾线虫寄生于家畜体内引发

的疾病,重要的病原包括旋尾科、吸吮科、四
棱科和锐形科。

12. 183　 肾膨结线虫病　 dioctophymiasis
 

renale
　 膨结目膨结科线虫寄生于犬、貂和狐的肾及

腹腔引发的疾病。 一般无症状,严重者肾机

能受损。

12. 184　 泡翼线虫病　 physalopteriasis
　 旋尾目泡翼科泡翼属的线虫寄生于猫科和犬

科动物的胃中,通过吸血引起胃黏膜损伤、发
炎、出血。

12. 185　 鞭虫病　 trichuriasis
　 又称“毛尾线虫病”。 毛尾目毛尾科线虫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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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家畜大肠(主要是盲肠)内引起的疾病。
主要危害幼畜,严重感染时可引起仔猪死亡

或肠卡他。

12. 186　 蛔虫属　 Ascaris
　 蛔目蛔科的线虫,猪蛔虫和人蛔虫均隶属于

此类。

12. 187　 蛔虫病　 ascariasis
　 所有蛔虫引起的疾病的统称。 主要危害幼年

动物。

12. 188　 弓蛔虫属　 Toxocara
　 蛔目弓蛔科线虫,犬、猫、牛等都有此类蛔虫

寄生。

12. 189　 弓首蛔虫病　 toxocariasis
　 弓蛔虫寄生于肉食动物小肠内引起的疾病。

常见症状是幼龄动物发育不良,生长缓慢。

12. 190　 猪蛔虫　 Ascaris
 

suum
　 蛔目蛔科蛔属的线虫,专性寄生于猪体内。

12. 191　 异尖线虫病　 anisakiasis
　 异尖科的若干线虫寄生于鲸类、海狗和海豹

等海洋哺乳动物引起的疾病。 人误食含幼虫

的鱼类而感染,患急腹症或内脏幼虫移行症。

12. 192　 龙线虫病　 dracunculiasis
　 台湾鸟龙线虫寄生于鸭引起的鸭龙线虫病

(鸭腮丝虫病)。 主要危害雏鸭。

12. 05　 棘
 

头
 

虫
 

病

12. 193　 棘头虫 　 Acanthocephala,
 

spiny-head-
ed

 

worm
　 隶属于棘头动物门的所有虫体。 虫体一般呈

椭圆形、纺锤形或圆柱形等不同形态,前端有

一个可伸缩的吻突,上有许多角质的倒钩或

棘。

12. 194　 腔隙系统　 lacunar
 

system
　 棘头虫的特殊结构,由贯穿全身的背、腹或两

侧纵管和与其相连的横管网系组成,是贮藏

营养的地方。

12. 195　 吻囊　 proboscis
 

sac
　 又称“吻鞘”。 棘头虫的特有结构,由单层或

双层肌肉构成的肌质囊,与吻突壁的内侧面

相连,悬系于假体腔内。

12. 196　 吻腺　 lemniscus
　 又称“系带( lemniscus)”。 棘头虫的特有结

构,呈长形,附着于吻囊两侧的体壁上,悬垂

于假体腔中。

12. 197　 韧带囊　 ligament
 

sac
　 棘头虫的特有结构,由结缔组织构成的空管

状构造,是隔离假体腔的一部分。

12. 198　 韧带索　 ligament
 

strand

　 棘头虫的特有索状结构,前端附着在吻囊的

后部,后端附着于雌虫的子宫钟或雄虫的生

殖鞘上。

12. 199　 棘头蚴　 acanthor
　 棘头虫的成熟虫卵内所含的幼虫。

12. 200　 棘头囊　 cystacanth
　 棘头体在中间宿主体内发育成的感染期虫

体。

12. 201 　 猪巨吻棘头虫病 　 macracanthorhyn-
chosis

　 蛭形巨吻棘头虫寄生于猪小肠引起的寄生虫

病。 主要症状为食欲下降、下痢、粪便带血、
腹痛。

12. 202 　 蛭形巨吻棘头虫 　 Macracanthorhyn-
chus

 

hirudinaceus
　 隶属于寡棘吻目寡棘吻科大棘吻属,寄生于

猪的小肠,也感染野猪、猫和犬,人偶感。

12. 203　 大多形棘头虫　 Polymorphus
 

magnus
　 隶属于多形目多形科多形属,多寄生于鸭、

鹅、天鹅、野生游禽和鸡的小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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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6　 原　 虫　 病

12. 204　 原虫　 protozoa
　 隶属于原生动物门,能够完成全部生命活动

的单细胞真核生物。

12. 205　 鞭毛　 flagellum
　 呈细长鞭状、具有运动功能、伸出体表的原虫

运动器官,一般 1 根或数根。

12. 206　 动基体　 kinetoplast
　 动基体目原虫特有结构,位于毛基体后,光镜

下呈点状或杆状。

12. 207　 科赫氏蓝体　 Koch’s
 

blue
 

bodies
　 泰勒原虫寄生于网状内皮系统细胞内的裂殖

体。

12. 208　 伪足　 pseudopodium
　 原生动物门肉足纲原虫表面突起的临时性运

动细胞器,无固定形状、部位和数目。

12. 209　 顶复体　 apical
 

complex
　 顶复合器亚门孢子虫纲原虫侵入阶段虫体的

特殊结构,一般由 1 个极环、多个微线、1 个

类锥体、数个棒状体及 1 个或多个微孔组成。

12. 210　 微丝　 microneme
　 顶复合器亚门孢子虫纲原虫顶复合器的组成

部分,呈短线状的电子致密结构,纵列于虫体

前部,数目较多。

12. 211　 类锥体　 conoid
　 位于顶复合器亚门原虫裂殖子和子孢子前端

极环下方的电子致密且中空的圆锥形结构,
由螺旋形卷曲的微管形成。

12. 212　 二分裂　 binary
 

fission
　 原虫的一种无性生殖方式,分裂时细胞核先

一分为二,随后细胞质分别包围两个细胞核,
形成两个大小、形状相等的子体。

12. 213　 裂殖生殖　 schizogony
　 又称“复分裂(multiple

 

fission)”。 原虫的一

种无性生殖方式,细胞核先分裂数次,形成许

多核之后细胞质再分裂,最后形成许多子体。

12. 214　 裂殖体　 schizont
　 某些原虫裂殖生殖后形成的多个子代虫体的

集合体。

12. 215　 裂殖子　 merozoite
　 某些原虫裂殖体内所含的新个体。

12. 216　 芽殖　 budding
　 原虫的一种特殊的无性生殖方式,母代虫体

的一定部位长出与母体相似的芽体,芽体并

不立即脱离母体而是继续接受母体养分,直
到个体可独立生活才脱离母体。

12. 217　 内出芽　 internal
 

budding
　 出芽生殖的芽体在母代虫体的细胞质内生

成。

12. 218　 接合[作用] 　 conjugation
　 某些原虫的一种有性生殖方式,雌、雄两个虫

体并排结合,进行核质交换,核重建后分离成

为两个含有新核的个体。

12. 219　 配子生殖　 gametogony
　 某些原虫的一种有性生殖方式,由亲体产生

的雌性配子与雄性配子互相结合形成合子,
再由合子发育成新个体。

12. 220　 孢子生殖　 sporogony
　 某些原虫的一种无性生殖方式,由母体产生

没有性别分化的孢子。

12. 221　 内生性发育　 endogenous
 

development
　 寄生虫在宿主体内的生长、发育和繁殖。

12. 222　 外生性发育　 exogenous
 

development
　 寄生虫在宿主体外(环境中)进行的发育和

繁殖。

12. 223　 子孢子　 sporozo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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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孢子虫纲的某些原虫在卵囊内分裂成的子代

虫体。

12. 224　 卵囊　 oocyst
　 真球虫目的某些原虫在上皮细胞内完成内生

发育后形成的虫体。

12. 225　 生活史　 life
 

cycle
　 各种生物在一生中所经历的生长、发育和繁

殖等的全部生命过程。

12. 226　 伊氏锥虫　 Trypanosoma
 

evansi
　 隶属于动体目锥虫科锥虫属的细长柳叶形的

单形性原虫,主要寄生于马、牛、骆驼等动物

的血液中。

12. 227　 伊氏锥虫病　 trypanosomosis
　 伊氏锥虫寄生于马属动物、牛、骆驼等多种动

物引起的血液原虫病。 主要特征为皮下水

肿。

12. 228　 非洲锥虫病　 African
 

trypanosomiasis
　 又称“ 非洲睡眠病( sleeping

 

sickness)”。 通

过舌蝇叮咬宿主传播布氏锥虫引起的一种自

然疫源性的人兽共患病,主要流行于西部和

中部非洲地区。 动物感染无明显症状,人发

病早期表现为不规则发热、多发性淋巴结病、
中枢神经受损、嗜睡昏迷等,甚至死亡。

12. 229 　 美洲锥虫病 　 American
 

trypanosomia-
sis

　 又称“夏格氏病(Chaga’s
 

disease)”。 枯氏锥

虫寄生于人和其他哺乳动物细胞内的人兽共

患自然疫源性疾病,流行于拉丁美洲。 动物

感染后大多无明显临床症状,患者的主要症

状为急性期的发热、颜面浮肿、淋巴结炎和贫

血,慢性期的心肌炎、巨食道和巨结肠综合

征。

12. 230　 利什曼原虫　 Leishmania
 

spp.
　 隶属于动体目锥体亚目利什曼属的一个极其

复杂的种群,有多个虫种和亚种,寄生于人和

动物的巨噬细胞内。

12. 231　 杜氏利什曼原虫　 Leishmania
 

donova-
ni

　 危害最严重的利什曼原虫,寄生于人和犬的

肝、脾、淋巴结的网状内皮细胞中,由白蛉传

播。

12. 232 　 利什曼原虫病 　 leishmaniasis,
 

kala-
azar

　 又称“黑热病”。 杜氏利什曼原虫寄生于人

和犬的肝、脾、淋巴结的网状内皮细胞引起的

人兽共患病,经白蛉传播。 临床表现为淋巴

结肿大、腹痛、贫血、脱毛及皮肤结节和溃疡。

12. 233 　 黏膜皮肤利什曼病 　 mucocutaneous
 

leishmaniasis,
 

MCL
　 利什曼原虫寄生于皮肤和黏膜引起的以皮

肤、黏膜病变为主的疾病。

12. 234　 球虫病　 coccidiosis
　 真球虫目的多种球虫分别寄生于畜、禽等动

物的肠上皮细胞内(个别虫种寄生于肝胆管

上皮细胞及肾上皮细胞)。 临床症状为腹

泻、血便、贫血、衰弱和食欲减退等一系列症

状,有些虫种严重感染可引起动物大批死亡。

12. 235　 艾美耳球虫属　 Eimeria
　 隶属于复顶亚门孢子虫纲真球虫目艾美耳

科,大部分畜禽球虫均为此属球虫,寄生于

上皮细胞内,直接发育,经口感染。

12. 236　 柔嫩艾美耳球虫　 Eimeria
 

tenella
　 致病力最强的鸡球虫,寄生于盲肠黏膜上皮

细胞,引起盲肠高度肿胀、出血。

12. 237　 毒害艾美耳球虫　 Eimeria
 

necatrix
　 致病性强的鸡球虫,其裂殖生殖阶段寄生于

小肠中 1 / 3 段黏膜上皮细胞,配子生殖阶段

寄生于盲肠上皮细胞。 小肠出血为其典型病

变特征。

12. 238　 堆型艾美耳球虫　 Eimeria
 

acervulina
　 致病性较强的鸡球虫,寄生于十二指肠和小

肠前段黏膜上皮细胞,引起肠壁增厚、鸡只腹

·522·



泻、饲料转化率下降等症状。

12. 239　 巨型艾美耳球虫　 Eimeria
 

maxima
　 致病性较强的鸡球虫,寄生于小肠中段黏膜

上皮细胞,引起肠壁增厚、肠道出血,有血性、
黏液性的渗出物。

12. 240　 斯氏艾美耳球虫　 Eimeria
 

stiedai
　 致病性最强的兔球虫,寄生于肝胆管上皮细

胞,典型病变是肝内结节、肝硬化。

12. 241　 丘氏艾美耳球虫　 Eimeria
 

zurnii
　 致病性最强的牛球虫,寄生于大肠和小肠黏膜

上皮细胞,造成黏膜溃疡和出血,常引起血痢。

12. 242　 等孢球虫属　 Isospora
　 隶属于复顶亚门孢子虫纲真球虫目艾美耳

科,寄生于肠道上皮细胞内,多种动物和人

都属于此类虫寄生。

12. 243　 等孢球虫病　 isosporiasis
　 等孢属球虫寄生于多种动物和人的肠上皮细

胞内,引起以肠道黏膜损伤为病理特征的寄

生虫病。

12. 244　 毁灭泰泽球虫　 Tyzzeria
 

perniciosa
　 致病性最强的鸭球虫,寄生于鸭小肠黏膜上

皮细胞,引起出血性肠炎。

12. 245 　 菲莱氏温扬球虫 　 Wenyonella
 

phili-
plevinei

　 致病性较弱的鸭球虫,寄生于鸭小肠上皮细

胞内,常引起回肠后部和直肠黏膜轻度充血。

12. 246　 蓝氏贾第鞭毛虫　 Giardia
 

lamblia
　 隶属于动物鞭毛虫纲双滴目六鞭虫科,寄生

于人及其他某些哺乳动物的小肠、胆囊内。

12. 247　 贾第毛虫病　 giardiasis
　 蓝氏贾第鞭毛虫寄生于多种哺乳动物(含人

类)的小肠及胆囊引起的原虫病。 腹泻为其

主要症状。

12. 248　 隐孢子虫属　 Cryptosporidium

　 隶属于孢子虫纲真球虫目隐孢科的多种隐孢

子虫,寄生于多种动物和人的消化系统及呼

吸系统的上皮细胞表面。

12. 249　 小隐孢子虫　 Cryptosporidium
 

parvum
　 最重要的人兽共患隐孢子虫,寄生于多种动

物和人的小肠黏膜上皮细胞。

12. 250　 隐孢子虫病　 cryptosporidiosis
　 隐孢子虫感染多种动物和人引起腹泻。 属自

限性疾病,能引起犊牛和羔羊的严重腹泻,对
免疫抑制患者危害甚大。

12. 251　 刚地弓形虫　 Toxoplasma
 

gondii
　 隶属于孢子虫纲真球虫目弓形虫科,能寄生

于多种动物和人的有核细胞内。

12. 252　 弓形虫病　 toxoplasmosis
　 刚地弓形虫寄生于多种动物和人的有核细胞

中引起的人兽共患疾病。 急性病表现为急性

热性的全身症状,机体抵抗力低下时发病严

重甚至导致死亡。 人常发生脑炎、眼炎,孕妇

发生流产、死胎等生殖障碍,对免疫力低下的

人群更为严重。 一般情况下无明显临床症

状,处于隐性感染状态。

12. 253 　 火鸡组织滴虫 　 Histomonas
 

meleagri-
dis

　 隶属于鞭毛虫纲根鞭毛目鞭毛阿米巴科组织

滴虫属,寄生于禽类盲肠和肝,多发于火鸡和

雏鸡。

12. 254　 组织滴虫病　 histomoniasis
　 又称“传染性盲肠肝炎” “黑头病(blackhead

 

disease
 

)”。 火鸡组织滴虫寄生于禽类盲肠

和肝引起的疾病。 火鸡易感性最强,典型特

征是鸡冠、肉髯发绀,肝黄绿色圆形坏死灶,
盲肠肿胀。

12. 255　 滴虫病　 trichomoniasis
　 胎儿三毛滴虫寄生于牛生殖道内引起的疾

病,通过性交传播。 临床症状表现为公牛出

现黏液性包皮炎;母牛阴道卡他、红肿,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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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液性分泌物,尿频,孕牛流产。

12. 256　 住白细胞虫病　 leucocytozoonosis
　 孢子虫纲真球虫目住白细胞虫科住白细胞原

虫属的原虫寄生于鸡的白细胞和红细胞内引

起的血液原虫病。 以鸡冠、肉髯苍白、内脏广

泛出血、排绿色或白色粪便为特征。

12. 257　 梨浆虫病　 piroplasmosis
　 梨形虫纲巴贝斯科和泰勒科的多种原虫寄生

于哺乳动物(包含人类)的血液循环系统引起

的原虫病。

12. 258　 巴贝斯虫属　 Babesia
　 梨形虫纲巴贝斯科巴贝斯属的多种原虫,由

硬蜱传播,寄生于多种哺乳动物的红细胞内。

12. 259　 巴贝斯虫病　 babesiasis
　 多种巴贝斯虫寄生于多种哺乳动物红细胞内

所引起的血液原虫病。 主要症状为高烧﹑贫

血﹑黄疸﹑消瘦和衰弱等。

12. 260　 双芽巴贝斯虫　 Babesia
 

bigemina
　 又称“红尿热( redwater)”。 寄生于牛红细胞

内的大型虫体,是牛主要致病的巴贝斯虫种。
临床上以血红蛋白尿为主要特征。

12. 261　 泰勒虫属　 Theileria
　 梨形虫纲泰勒科泰勒属的多种原虫,寄生于

多种哺乳动物的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和红细

胞内,传播媒介为硬蜱。

12. 262　 环型泰勒虫　 Theileria
 

annulata
　 寄生于牛、羊和野生动物巨噬细胞、淋巴细胞

与红细胞内的小型虫体,传播媒介为残缘璃

眼蜱。

12. 263　 泰勒虫病　 theileriosis
　 多种泰勒原虫分别寄生于哺乳动物的巨噬细

胞、淋巴细胞和红细胞内所引起的疾病。 以

高热、贫血、出血、消瘦和体表淋巴结肿胀为

主要特征。

12. 264　 肉孢子虫属　 Sarcocystis

　 隶属于孢子虫纲真球虫目肉孢子虫科,异宿

主寄生,犬、猫是常见的终末宿主,其他多种

动物是中间宿主,人是有些种的中间宿主或

终末宿主。

12. 265　 肉孢子虫病　 sarcosporidiasis
　 多种肉孢子虫分别寄生于多种动物和人的肌

肉引起的原虫病。 一般情况下无明显症状,
严重感染时可表现为厌食、贫血、发热、消瘦、
水肿、淋巴肿大等症状。

12. 266　 犬新孢子虫　 Neospra
 

caninum
　 隶属于孢子虫纲真球虫目新孢子虫属,是多

种动物共患的原虫。 终末宿主为犬科动物,
寄生于肠上皮细胞内;牛、犬等多种动物为中

间宿主,寄生于其有核细胞内。

12. 267　 新孢子虫病　 neosporosis
　 犬新孢子虫寄生于多种动物有核细胞而引起

的寄生原虫病。 主要症状为孕畜流产、死胎

以及新生儿的运动障碍和神经系统疾病,对
牛的危害最大。

12. 268　 阿米巴病　 amebiasis
　 由溶组织阿米巴寄生于动物或人肠道内,引

起以下痢为主要特征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
当阿米巴侵入肝、脑会引发肝脓肿和脑炎等

相应病症。

12. 269　 黏孢子虫病　 myxosporidiasis
　 黏孢子虫寄生于淡水鱼的鳃、肠和胆囊以及

海洋鱼类的胆囊、膀胱引发相应的病症,严重

感染可引起死亡。

12. 270　 疟原虫属　 Plasmodium
　 隶属于真球虫目疟原虫科,种类达 100 多种,

分别寄生于人和多种动物的网状内皮细胞及

红细胞内。

12. 271　 疟疾　 malaria
　 疟原虫感染人和动物引起的疾病,蚊为传播

媒介。 临床表现为周期性发作,全身发冷、发
热、多汗。 人疟疾的危害大,动物疟疾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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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

12. 272　 兔脑原虫病　 encephalitozoonosis
　 由兔脑原虫寄生于脑内引起的慢性原虫病,

通常呈隐性感染。 特征性病变为肉芽肿性脑

炎和肉芽肿性肾炎。

12. 273　 微孢子虫病　 microsporidiosis
　 由微粒子虫科的微粒子虫和脑原虫等多种病

原引起的疾病,包括蚕微孢子虫病、蜜蜂微粒

子虫病和兔脑原虫病。

12. 274　 肺孢子虫病　 pneumocystosis
　 卡氏肺孢子虫寄生于鼠、犬、猪、羊、兔等动物

和人的肺引起的人兽共患病。 主要症状为呼

吸道症状,病变特征是间质性、浆细胞性肺

炎。

12. 275　 小袋纤毛虫病　 balantidiasis
　 结肠小袋纤毛虫寄生于猪和人的结肠引起的

疾病。 轻度感染不显症状,重度感染时表现

为肠炎。

12. 07　 外寄生虫病

12. 276　 节肢动物　 arthropod
　 隶属于节肢动物门的动物,身体两侧对称,体

外覆盖着部分由几丁质组成的表皮。

12. 277　 口器　 mouthpart
　 位于节肢动物体前端或体前部腹侧的摄食器

官。

12. 278　 须肢　 palp
　 蛛形纲动物口器的组成部分,位于假头基前

方两侧,在吸血时起固定和支撑作用。

12. 279　 螯肢　 chelicerae
　 蛛形纲动物口器的组成部分,位于须肢之间,

偏于背侧,主要功能是切割皮肤。

12. 280　 口下板　 hypostome
　 蛛形纲动物口器的组成部分,位于螯肢的腹

方,其腹面常有呈纵列的逆齿,主要功能是吸

血时穿刺与附着。

12. 281　 缘垛　 festoon
　 某些硬蜱在盾板后缘具有的方块形结构。

12. 282　 外骨骼　 exoskeleton
　 节肢动物体表坚韧的几丁质结构,具有保护

和支持作用。

12. 283　 盾板　 scutum
　 硬蜱背面的几丁质结构。

12. 284　 假头　 capitulum
　 位于蜱螨目虫体前端或偏于腹侧的结构,由

一个假头基、一对须肢、一对螯肢和一个口下

板组成。

12. 285　 假头基　 basis
 

capituli
　 蜱螨假头的组成部分,口器着生处,呈矩形、

六边形、三角形或梯形。

12. 286　 全变态　 complete
 

metamorphosis
　 某些昆虫发育类型,其发育过程中各阶段的

虫体形态完全不同。

12. 287　 不完全变态 　 incomplete
 

metamorpho-
sis

　 昆虫发育的另一种类型,其发育过程中某些

阶段的虫体形态相似。

12. 288　 经卵传播　 transovarian
 

transmission
　 雌蜱吸血时吸入的病原在蜱体内发育繁殖,

转入蜱的卵巢传给蜱的后代,再由蜱的幼虫、
若虫或成虫吸血时传播给宿主。

12. 289　 期间传播　 stage-to-stage
 

transmission
　 在幼蜱或若蜱吸血时病原进入其体内发育到

下一个发育阶段,吸血时传播该病原,即在蜱

的同一个世代内进行传播。

12. 290　 蜱　 tick
　 隶属于蛛形纲蜱螨目蜱亚目,包括硬蜱科、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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蜱科和纳蜱科。 绝大多数寄生于哺乳动物体

表,少数寄生于鸟类、爬行类和两栖类。 主要

危害是吸血和传播其他疾病。

12. 291　 螨　 mite
　 隶属于蛛形纲蜱螨目的疥螨亚目、中气门亚

目和恙螨亚目的多种虫体,寄生于畜禽的皮

肤、毛囊、羽管及气囊等部位。

12. 292　 硬蜱科　 Ixodidae
　 硬蜱科的所有蜱。 躯体背侧覆盖几丁质板,

扁平、龟形,头、胸、腹愈合在一起,可分为假

头和躯体两部分。

12. 293　 软蜱科　 Argasidae
　 软蜱科的所有蜱。 外形与硬蜱相似,但躯体

上无几丁质板覆盖,假头隐于虫体腹侧前端

的头窝内。

12. 294　 一宿主蜱　 one
 

host
 

tick
　 蜱在一个宿主体上完成幼虫至成虫的发育,

成虫饱血后才离开宿主落地产卵。

12. 295　 二宿主蜱　 two
 

host
 

tick
　 蜱的幼虫和若虫在一个宿主体上吸血,成虫

在另一个宿主体上吸血,饱血后落地产卵。

12. 296　 三宿主蜱　 three
 

host
 

tick
　 蜱的幼虫、若虫和成虫分别在三个宿主体上吸

血,饱血后都需要离开宿主落地蜕皮或产卵。

12. 297　 蜱瘫痪　 tick
 

paralysis
　 某些寄生于宿主体表的雌蜱唾腺分泌的一种

神经毒素,能抑制肌神经接头处乙酰胆碱的

释放活动,造成运动型纤维的传导障碍,引起

急性上行性的肌萎缩性麻痹。

12. 298　 微小牛蜱　 Boophilus
 

microplus
　 小型蜱,一宿主蜱,是双芽巴贝斯虫、牛巴贝

斯虫的传播媒介。 主要寄生于黄牛和水牛,
有时也寄生于其他动物和人。

12. 299　 全沟硬蜱　 ixodes
 

persulcatus
　 小型蜱,三宿主蜱,是森林脑炎和莱姆病的主

要传播媒介。 成蜱多寄生于家畜和野生动

物,也常侵袭人;幼虫及若蜱寄生于小型哺乳

动物和鸟类。

12. 300　 血红扇头蜱　 Rhipicephalus
 

sanguineus
　 中型蜱,三宿主蜱,是犬巴贝斯虫和吉氏巴贝

斯虫的传播媒介,主要寄生于犬。

12. 301　 长角血蜱　 Haemaphysalis
 

longicornis
　 小型蜱,三宿主蜱,寄生于马、牛、羊、猪、犬等

动物。

12. 302　 残缘璃眼蜱　 Hyalomma
 

detritum
　 大型蜱,二宿主蜱,是环形泰勒虫的传播媒

介,主要寄生于牛、羊、马和骆驼。

12. 303　 草原革蜱　 Dermacentor
 

nuttalli
　 大型蜱,三宿主蜱,是驽巴贝斯虫、马巴贝斯

虫和森林脑炎的传播媒介,主要寄生于猪、
牛、羊、马以及大型野生动物。

12. 304　 疥螨属　 Sarcoptes
　 隶属于疥螨亚目疥螨科的多种寄生虫,分别

寄生于多种动物和人。

12. 305　 疥螨病　 sarcoptic
 

mange
　 疥螨寄生于其固需宿主皮肤内引起的皮肤

病。 典型症状为剧痒。

12. 306　 痒螨属　 Psoroptes
　 隶属于疥螨亚目痒螨科的多种寄生虫,分别

寄生于多种动物和人。

12. 307　 痒螨病　 psoroptic
 

acariasis
　 痒螨寄生于宿主皮肤表面引起的皮肤病。 典

型症状为剧痒、湿疹。

12. 308　 肺螨病　 pulmonary
 

acariasis
　 多种自由生活的粉螨侵入动物和人的呼吸系

统引起的非特异性病症。 病原常滋生于粮

食、饲料和药材等物质中。

12. 309　 气囊螨病　 air
 

sac
 

mite
 

infection
　 气囊螨寄生于禽类的支气管、肺、气囊及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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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道相通的骨腔,致使气囊及呼吸道发炎。
症状为咳嗽、呼吸困难、腹膜炎、肺炎、呼吸道

阻塞,可发展为肉芽肿性病变,甚至死亡。

12. 310　 蜂螨病　 acarine
 

disease
　 蜂螨寄生于蜂巢和蜜蜂体内,引起各阶段蜂

体发病和死亡,主要病原是厉螨科的大蜂螨

和小蜂螨。

12. 311　 膝螨病　 scaly
 

leg
　 疥螨科的突变膝螨和鸡膝螨寄生于鸡的胫

部、趾部无羽毛处的鳞片下和背部、翅膀、臀
部、腹部等处的羽毛根部,引起皮肤发炎、石
灰脚、羽毛脱落等。

12. 312　 恙螨病　 trombidiosis
　 恙螨亚目恙螨科恙螨属的恙螨幼虫寄生在人

和动物体上,引起恙螨性皮炎。 表现为患部

奇痒,呈现周围隆起,中间凹陷痘脐形的病

灶,中央可见一小红点,即恙螨幼虫。

12. 313　 皮刺螨属　 Dermanyssus
　 隶属于中气门亚目皮刺螨科,寄居于鸽、鸡、

家雀等禽类的窝巢内,吸食禽血及人血。

12. 314　 皮刺螨病　 dermanyssiosis
　 寄居于鸽、鸡、家雀等禽类的窝巢内的皮刺螨

吸血导致宿主消瘦、贫血,还可传播禽霍乱和

螺旋体病。

12. 315　 血虱病　 haematopinosis
　 虱目血虱科的昆虫寄生于猪、牛、马等哺乳动

物,引发宿主奇痒、贫血等一系列病状,还可

传播其他疾病。

12. 316　 蠕形螨属　 Demodex
　 隶属于恙螨亚目蠕形螨科,寄生于猪、马、牛、

羊、犬等动物和人的毛囊或皮脂腺。

12. 317　 蠕形螨病　 demodicidosis
　 蠕形螨寄生于不同宿主的毛囊或皮脂腺引起

的皮肤病。 主要症状为毛囊炎,皮肤结节、溃

疡、化脓、脱毛等。

12. 318　 蝇蛆病　 myiasis
　 双翅目某些昆虫的幼虫寄生于动物的多种部

位引起的疾病。

12. 319　 皮蝇属　 Dermatobia
　 隶属于双翅目皮蝇科,主要有牛皮蝇和纹皮

蝇,主要宿主是牛、马、驴、野生动物,人偶感。

12. 320　 皮蝇蛆病　 hypodermiasis
　 皮蝇幼虫寄生于牛等动物的背部皮下组织,

症状主要是患牛消瘦、发育不全和皮肤破损。

12. 321　 狂蝇属　 Cephalomyia
　 隶属于双翅目狂蝇科,主要为羊狂蝇,寄生于

绵羊(山羊偶见) 的鼻腔及附近的腔窦或咽

喉部。

12. 322　 狂蝇蛆病　 nasal
 

myiasis
　 又称“鼻蝇蛆病”。 由双翅目狂蝇科狂蝇属

昆虫的幼虫寄生于宿主鼻腔、鼻窦及咽部黏

膜引起的疾病。 症状为鼻腔分泌物增多、出
血、鼻孔堵塞、呼吸困难、面部浮肿。

12. 323　 胃蝇属　 Gastrophilus
　 隶属于双翅目胃蝇科,其幼虫主要寄生于马

属动物的胃内。

12. 324　 胃蝇蛆病　 gastric
 

myiasis
　 肠胃蝇、红尾胃蝇、兽胃蝇和鼻胃蝇的幼虫寄

生于马属动物胃肠道引起的疾病。 症状主要

表现为消化不良等。

12. 325　 蚤病　 pulicosis
　 双翅目、蚤目的多种昆虫寄生于宿主体表引

发的慢性皮肤病,还可传播多种其他疾病。

12. 326　 虱病　 pediculosis
　 多种虱永久寄生于哺乳动物和鸟类体表,吸

血或食毛(羽),引发宿主皮肤瘙痒、溃疡等

病症,还可传播其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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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兽医临床诊断学

13. 001　 预后　 prognosis
　 根据临床诊断,对疾病的发展趋势、可能转

归及动物的生产性能、使用价值做出的评

估。

13. 002　 临床检查法　 clinical
 

examination
　 以诊断为目的,应用于兽医临床实践的各种

特定检查方法,以获取疾病诊断的症状和资

料。

13. 003　 问诊　 inquiry
　 以询问的方式,向动物主人或饲养管理人员

了解患病动物的饲养管理情况以及现病史

和既往史。

13. 004　 视诊　 inspection
　 利用视觉直接或借助诊疗器械观察患病动

物的整体状况或局部表现的诊断方法。

13. 005　 触诊　 palpation
　 利用触觉及实体觉直接或借助诊疗器械触

压动物体,以了解组织器官有无异常变化的

诊断方法。

13. 006　 按压触诊法　 press
 

palpation
　 以手掌平放于被检部位轻轻按压,以感知其

内容物的性状与敏感性。 适用于检查体表

浅层及胸壁、腹壁的敏感性及中、小动物的

内脏器官与内容物性状。

13. 007　 冲击触诊法　 ballottement
　 以拳、并拢的手指或手掌在被检部位连续进

行数次急速而较有力的冲击,以感知腹腔深

部器官的性状与腹膜腔的状态。

13. 008　 叩诊　 percussion
　 用手指或借助器械对动物体表的某一部位

进行叩击,借以引起其振动并发出音响,根
据产生的音响特性来判断被检查的器官、组

织的状态有无异常的诊断方法。

13. 009　 直接叩诊法　 direct
 

percussion
　 以弯曲的手指或借助叩诊器械直接叩击动

物体表被检部位的方法。

13. 010　 间接叩诊法　 indirect
 

percussion
　 在被叩击的体表部位上,先放一振动能力较

强的附加物,而后向这一附加物体进行叩击

的方法,包括指指叩诊法和槌板叩诊法。

13. 011　 指指叩诊法 　 finger
 

to
 

finger
 

percus-
sion

　 以左手中指或食指紧贴叩诊部位作为板指,
其他手指稍微抬起并勿与体表接触,再以右

手中指作为叩指垂直叩击左手中指第二指

节背面,以听取所产生的叩诊音响的方法。

13. 012　 槌板叩诊法　 hammer
 

and
 

board
 

per-
cussion

　 以左手持叩诊板紧贴于动物体表,再右手持

叩诊槌以腕关节为轴上下摆动,使之垂直地

向叩诊板上连续叩击 2 ~ 3 次,以听取其产

生的音响的方法。

13. 013　 浊音　 dullness
　 一种音调较高、音响较弱、音时较短的叩诊

音,为叩诊厚层肌肉(如臀部)、实质器官

(如心脏、肝、脾)或病理状态的肺叶产生的

声音。

13. 014　 清音　 resonant
 

note
　 一种音调低、音响较强、音时较长的叩诊音,

为叩诊富弹性的含气器官(如正常肺区)产

生的声音。

13. 015　 鼓音　 tympanic
 

resonance
　 一种音调低、音响较清音强、音时长而和谐

的低音,如击鼓声,为叩诊含大量气体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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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器官(如健康马体盲肠基部或健康牛瘤胃

上部 1 / 3)或病理状态的肺内空洞、气胸等

产生的声音。

13. 016　 听诊　 auscultation
　 借助听诊器或直接听取机体内脏器官活动

过程中发出的自然或病理性声音,根据声音

的特性判断其有无病变的诊断方法。

13. 017　 直接听诊　 direct
 

auscultation
　 不借助听诊器械,用耳直接贴附于动物体表

相应部位,听取脏器运动时发出音响的听诊

方法。

13. 018　 间接听诊　 indirect
 

auscultation
　 即器械听诊法,借助听诊器进行听诊。

13. 019　 嗅诊　 smelling
　 以嗅觉发现、辨别动物的呼出气体、口腔臭

味、排泄物及病理性分泌物的异常气味。

13. 020　 休克　 shock
　 机体受到各种有害因子侵袭时发生的,以血

压降低和血流动力学紊乱为主要表现,以微

循环灌注不足和器官功能障碍为特征的急

性综合征。

13. 021　 姿势与体态　 posture
 

and
 

attitude
　 动物在相对静止间或运动过程中的空间位

置及其姿态表现。

13. 022 　 实质性黄疸 　 parenchymatous
 

jaun-
dice

　 肝实质病变致使肝细胞发炎、变性或坏死,
毛细胆管淤滞与破坏,胆汁色素进入血液或

血液中的胆红素增多。

13. 023　 脉搏　 pulse
　 伴随每次心室收缩,向主动脉搏送一定数量

血液的同时,引起动脉的冲动。 以触诊的方

法可感知浅在动脉的搏动。

13. 024　 木马样姿态　 pommel
 

horse
 

posture
　 呈头颈平伸、肢体僵硬、四肢关节不能屈曲、

尾根挺起、鼻孔开张、瞬膜露出、牙关紧闭等

表现,是全身骨骼肌强直性痉挛的结果。 见

于破伤风、士的宁中毒。

13. 025　 马骡腹痛症 　 equine
 

and
 

mule
 

belly-
ache

 

syndrome
　 马属动物腹痛时的综合症候群,如前肢刨

地、后肢蹴腹、伸腰、摇摆、回视腹部、碎步急

行、时时欲卧、起卧转滚、仰足朝天,或时呈

犬坐姿势、屡呈排便动作等,常见于便秘、肠
痉挛、肠臌气、肠变位、胃扩张等多种疾病。

13. 026　 炎性肿胀　 inflammatory
 

swelling
　 肿胀部位伴有热、痛及机能障碍,可见于某

些感染性疾病。

13. 027　 微热　 eupyrexia
　 体温升高一般不超过 1. 0℃ ,见于局部炎

症。

13. 028　 中等热　 moderate
 

heat
　 体温升高 1. 0 ~ 2. 0℃ ,见于呼吸系统、消化

系统的一般炎症以及某些亚急性、慢性传染

病。

13. 029　 高热　 high
 

heat
　 体温升高 2. 0 ~ 3. 0℃ ,见于急性传染病和广

泛性炎症。

13. 030　 最高热　 highest
 

heat
　 体温升高 3. 0℃ 以上,见于某些严重的急性

传染病。

13. 031　 稽留热　 synochus,
 

febris
 

continua
　 高热持续数天或更长时期,每日昼夜温差在

1. 0°C 以内,为致热原在体内长期存在并不

断刺激热调节中枢的结果。

13. 032　 弛张热　 remittent
 

fever
　 高热在昼夜间有较大的升降变动(变动于

1. 0 ~ 2. 0°C 或 2. 0°C 以上),见于化脓性疾

病、小叶性肺炎、非典型马腺疫等。

13. 033　 低体温　 hypother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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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病理性原因引起体温低于常温的下界,多
在 35°C 以下。 见于大失血、内脏破损、休克

晚期以及各种疾病的垂危期。

13. 034　 大脉　 large
 

pulse
　 脉搏搏动振幅大的脉。

13. 035　 小脉　 veinlet
　 脉搏搏动振幅小的脉。

13. 036　 软脉　 soft
 

pulse
　 脉管对指压抵抗力小的脉,血管紧张度低。

13. 037　 硬脉　 hard
 

pulse
　 脉管对指压抗力大的脉,血管紧张度高。

13. 038　 迟脉　 retarded
 

pulse
　 脉波上下变动迟缓,检指感到徐来而慢去的

脉。

13. 039　 速脉　 water
 

hammer
 

pulse
　 脉波上升及下降快速,检指感到骤来而急去

的脉。

13. 040　 常脉　 rhythmic
 

pulse
　 脉搏的间隔时间均等且强度一致。

13. 041　 脉搏节律不齐　 arrhythmic
 

pulse
　 简称“脉律不齐”。 脉搏的间隔时间不等或

强弱不一。

13. 042　 异嗜症　 allotriophagy
　 由消化机能和代谢机能紊乱而导致食欲紊

乱的一种综合征,其特征是病畜喜食正常饲

料成分以外的物质。

13. 043　 舌苔　 tongue
 

coating
　 覆盖在舌体表面上一层疏松或紧密的沉淀

物,由脱落的上皮细胞或细菌及分泌物积滞

在舌面而形成。

13. 044　 鼻分泌沟　 nasal
 

secretion
 

canal
　 由于长期持续性流鼻液,鼻液流经的皮肤失

去色素而形成一条白色的斑纹。

13. 045　 鼻流粪水　 nasal
 

vomiting
　 马属动物腹痛症时,常伴有呕吐,胃内容物

经鼻道逆流而出的现象。

13. 046　 喉囊　 laryngeal
 

pouch
　 又称“耳咽管憩室( laryngeal

 

pouch)”。 马属

动物特有,为耳咽管的膨大部分,位于耳根

和喉头中间的凹陷窝内,在腮腺的上内侧,
下颌切迹间隙的后上方。

13. 047　 鼻腔狭窄音　 nasal
 

stenosis
 

sound
　 又称“鼻塞音( rhinostenosis

 

sound)”。 由鼻

腔狭窄所致杂音,吸气时增强,呼气时减弱,
并常伴有吸气性呼吸困难。

13. 048　 喘息声　 gasping
 

sound
　 由高度呼吸困难而引起的一种病理性鼻呼

吸音,但鼻腔并不狭窄。 其特征为鼻呼吸音

显著增强,呈现粗大的“赫赫”声,在呼气时

较为明显,多伴有呼吸困难综合征。

13. 049　 喷嚏　 sneeze
　 鼻黏膜受到刺激,反射性地引起暴发性呼

气,震动鼻翼产生一种特殊声音,主要见于

猪和犬。

13. 050　 喷鼻　 snort
　 鼻黏膜受到刺激,反射性地引起突然呼气,

震动鼻翼而发出的声音,主要见于马。

13. 051　 呻吟　 groan
　 深吸气之后,经半闭的声门做延长的呼气而

发生的一种异常声音,主要见于牛。

13. 052　 喘鸣[音] 　 stridor
　 由于返回神经麻痹、声带迟缓、喉舒张肌萎

缩、吸气时因气流摩擦和环状软骨及声带边

缘振动而发出的一种特殊的喉狭窄音,主要

见于马属动物。

13. 053　 啰音　 rale
　 当喉和气管有分泌物时出现的声音。 若分

泌物黏稠,可闻干啰音,即吹哨音或咝咝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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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分泌物稀薄,则出现湿啰音,即呼噜声或

猫喘音,见于喉炎、气管炎和气管内异物等。

13. 054　 鼾声　 snore
　 由咽、软腭或喉黏膜发生炎症肿胀、增厚导

致气道狭窄,呼吸时发生震颤所致;或由于

黏稠的黏液、脓液或纤维素团块部分地黏着

在咽、喉黏膜上,部分地自由颤动产生共鸣

而发生的一种特殊呼噜声。

13. 055　 中枢性呕吐　 central
 

vomiting
　 由毒物或毒素直接刺激延脑的呕吐中枢而

引起的呕吐。

13. 056　 末梢性呕吐　 peripheral
 

vomiting
　 又称“反射性呕吐”。 由于消化道及腹腔受

各种异物、炎性及非炎性刺激,反射性地引

起呕吐中枢兴奋而发生的呕吐。

13. 057　 返流　 regurgitation
　 特指反刍动物的呕吐现象,因其呕吐物多为

前胃内容物,而非真胃内容物而得名。

13. 058　 假呕吐　 false
 

vomiting
　 仅呕出食道内停留的食物的现象,一般发生

于食道疾患时。

13. 059　 喉呼吸音　 laryngeal
 

respiratory
 

sound
　 气流冲击声带和喉壁形成旋涡运动并沿整

个气管向内扩散,渐变柔和的声音。 听诊健

康动物时,可以听到类似“嚇”的声音。

13. 060　 静脉萎陷　 collapse
 

of
 

vein
　 静脉的异常缩小,变得扭曲及凹陷的一种症

状。 由于血管衰竭,大量血液淤积于毛细血

管床内而来,见于休克或严重毒血症。

13. 061 　 颈静脉波动 　 fluctuation
 

of
 

jugular
 

vein
　 由于腔静脉血液回流一时受阻及部分静脉

血液逆流并波及前腔静脉至颈静脉而呈现

出的自颈根部向颈上部的逆行性波动。 正

常逆行性波动高度一般不超过颈下 1 / 3。

13. 062　 心房性颈静脉波动　 atrial
 

jugular
 

ve-
nous

 

fluctuation
 

　 又称“阴性波动(negative
 

fluctuation)”。 由

于心脏衰弱、右心房血液瘀滞,血液回流障

碍导致颈静脉搏动波及颈中部以上,其特征

是波动出现于心搏动和动脉搏动之前。

13. 063　 心室性颈静脉波动　 ventricular
 

jugu-
lar

 

venous
 

fluctuation
 

　 又称“ 阳性波动( positive
 

fluctuation)”。 由

于三尖瓣闭锁不全,当心室收缩时部分血液

经闭锁不全的缝隙逆流到右心房,前腔静脉

的血液回流一时受阻,颈静脉搏动波及颈上

1 / 3,其特征是出现于心室收缩期(与心搏动

及动脉搏动相一致)。

13. 064　 伪性搏动　 false
 

fluctuation
　 由颈动脉搏动过强引起的颈静脉搏动现象,

多在主动脉闭锁不全时产生,并与动脉搏动

同时出现。

13. 065 　 胸 腹 式 呼 吸 　 thoracoabdominal
 

breathing
　 又称“ 混合式呼吸(mixed

 

breathing)”。 呼

吸时胸壁和腹壁动作协调,强度大致相等,
为健康动物的呼吸方式(犬除外)。

13. 066　 胸式呼吸　 thoracic
 

breathing
　 一种病理性呼吸方式,胸廓的起伏动作特别

明显,腹部的肌肉活动微弱或消失。 犬的正

常呼吸为胸式呼吸,其他动物主要见于引起

腹肌和膈肌运动障碍的疾病。

13. 067　 腹式呼吸　 abdominal
 

breathing
　 一种病理性呼吸方式,腹壁的起伏动作特别

明显,而胸壁的活动比正常时轻微,通常见

于胸部疾病。

13. 068　 节律性呼吸　 rhythmical
 

breathing
　 健康动物吸气之后紧接着呼气,每一次呼吸

运动后稍有休歇,再开始第二次呼吸且每次

呼吸之间的间隔相等,如此周而复始有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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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吸。

13. 069　 潮式呼吸　 tidal
 

breathing
　 又称 “ 陈 - 施呼吸 ( Cheyne-Stokes

 

respira-
tion)”。 呼吸由浅逐渐加强、加深、加快,当
达到高峰后,又逐渐变弱、变浅、变慢,而后

呼吸中断,经数秒至 15 ~ 30s 的短暂间隙,
又以同样方式重复出现。 多是神经系统疾

病导致脑循环障碍的结果,也是疾病危重表

现。

13. 070　 比奥呼吸　 Biots
 

respiration
　 数次连续的深度大致相等的深呼吸和呼吸

暂停交替出现,即周而复始的间停呼吸。 表

示呼吸中枢的敏感性极度降低,是病情危笃

的标志。

13. 071　 库斯莫尔呼吸　 Kussmaul
 

respiration
　 又称“大呼吸(deep

 

breathing)”。 呼吸不中

断,发生深而慢的大呼吸,呼吸次数少并带

有明显的呼吸杂音,如啰音和鼾声。 提示到

达呼吸中枢衰竭晚期,是病危征象。

13. 072　 均称呼吸　 rhythmic
 

breathing
　 又 称 “ 对 称 性 呼 吸 ( symmetrical

 

respira-
tion)”。 健康动物呼吸时两侧胸壁的起伏

强度完全一致。

13. 073　 呼吸困难　 dyspnea
　 一种复杂的病理性呼吸障碍,表现为呼吸费

力,辅助呼吸肌参与呼吸运动,并出现呼吸

频率、类型、深度和节律的改变。

13. 074　 气喘　 asthma
　 高度的呼吸困难。

13. 075　 吸气性呼吸困难　 inspiratory
 

dyspnea
　 特征为吸气用力,吸气期显著延长,辅助呼

吸肌参与呼吸活动,并常伴有特异的吸入性

狭窄音,见于上呼吸道狭窄性或阻塞性疾

病。

13. 076　 呼气性呼吸困难　 expiratory
 

dyspnea

　 特征为呼气用力,呼气期显著延长,辅助呼

气肌(主要是腹肌)参与呼气活动,腹部有明

显的起伏动作,可出现连续两次呼气动作

(称为二重呼气)。 主要由于肺组织弹性减

弱和细支气管狭窄,肺泡内空气排出发生障

碍。

13. 077　 混合性呼吸困难　 mixed
 

dyspnea
　 特征为吸气和呼气均发生困难,常伴有呼吸

次数增加现象。

13. 078　 呃逆　 hiccup
　 又称“膈肌痉挛(diaphragmatic

 

spasm)”。
 

一

种短促的急跳性吸气,膈神经直接或间接受

到刺激使膈肌发生有节律的痉挛性收缩而

引起。 其特征为腹部和肋部发生节律性的

特殊跳动。

13. 079　 心悸　 cardiopalmus
　 心搏动加速、节律不齐和过度增强,有时可

随心搏动而引起整个体壁的震动。

13. 080　 心律不齐　 arrhythmia
　 每次心音的间隔时间不等且其强度不一。

13. 081　 震颤性心律不齐　 fibrillation
 

arrhyth-
mia

　 在病理情况下,房室的个别肌纤维在不同时

期分散而连续地收缩,从而发生震颤。 其特

征是心律毫无规则,心音时强时弱、休止期

忽长忽短,为心律不齐中最无规律的一种。

13. 082　 窦性节律失常　 sinus
 

rhythm
 

disturb-
ance

　 窦房结兴奋灶功能发生紊乱,如窦性心动过

速、窦性心动过缓、窦性心律不齐。

13. 083　 异位节律　 ectopic
 

rhythm
　 窦房结以外的异位兴奋灶所引起的心律紊

乱。

13. 084　 期前收缩　 extrasystole
　 又称“过早搏动(premature

 

beat)”。 由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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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以外的异位兴奋灶发出的过早兴奋而引

起比正常心跳提前出现的搏动,并使心脏收

缩的间歇期延长。 在听诊时,期前收缩的第

一心音明显增强,第二心音减弱或消失。

13. 085　 传导阻滞　 conduction
 

block
　 由心肌病变波及传导系统时使兴奋冲动不

能顺利地向下传递。

13. 086　 心杂音　 cardiac
 

murmur
　 伴随心脏的舒缩活动而产生的正常心音以

外的附加音响,可与心音分开或连续,甚至

掩盖心音。

13. 087　 支气管震颤　 bronchial
 

fremitus
　 当较大支气管内啰音粗大而严重时,触诊胸

壁轻微的震颤感。

13. 088　 皮下气肿　 subcutaneous
 

emphysema
　 由气体积聚于皮下组织内所致,其特点是肿

胀界限不明显,触诊有捻发音且柔软易变

形。

13. 089　 肺叩诊区　 lung
 

percussion
 

area
　 叩诊健康动物肺区,发出清音的区域。

13. 090　 水平浊音　 horizontal
 

dullness
　 当胸腔积液达一定量时,叩诊积液部位即呈

现浊音。 浊音的上界即液体上界,呈水平

线。

13. 091　 过清音　 hyperresonant
 

note
　 又称“空盒音”。 介于清音和鼓音之间的一

种过渡性声音,音调近似鼓音,又类似敲打

空盒的声音。 表示肺组织的弹性显著降低,
气体过度充盈,主要见于肺气肿。

13. 092　 破壶音　 cracked
 

pot
 

resonance
　 类似叩击破瓷壶所产生的声响。 因空气受

叩诊振动的排挤而突然急剧地经过肺部破

裂孔隙所致,见于与支气管相通的大空洞。

13. 093　 金属音　 metallic
 

sound
　 类似敲打金属板的音响或钟鸣音,其音调较

鼓音高朗。 当肺部浅表有较大的空洞、四壁

光滑而紧张并具有一定密闭性时,叩诊发出

的声音;当气胸或心包积液、积气同时存在

而达一定紧张度时,叩诊发出的声音。

13. 094　 肺部呼吸音　 pulmonary
 

breath
 

sound
　 动物呼吸时,气流进出呼吸道引起旋涡运动

而产生声音,通过肺组织和胸壁,由体表听

到的声音,包括正常呼吸音、异常呼吸音和

附加音(如啰音和摩擦音)。

13. 095　 肺泡呼吸音　 vesicular
 

breath
 

sound
　 由呼吸气流在细支气管和肺泡内进出所致,

类似柔和吹风样的“fu”音,一般健康动物的

肺区内可听到。

13. 096 　 支气管呼吸音 　 bronchial
 

breath
 

sound
　 由呼吸气流在声门、气管或主支气管形成湍

流所致,类似将舌抬起经口呼气所发出的

“ha”音。

13. 097　 混合呼吸音　 mixed
 

breath
 

sound
　 又称“ 支气管肺泡呼吸音( bronchovesicular

 

breath
 

sound)”。 当较深部肺组织产生炎症

病灶而被正常肺组织所遮盖,或浸润实变区

和正常的肺组织掺杂存在时,肺泡音和支气

管呼吸音混合出现。 其特征为吸气时主要

是肺泡呼吸音,而呼气时则主要为支气管呼

吸音,近似“fu-ha”的声音。

13. 098　 干啰音　 dry
 

rale
　 当支气管黏膜上有黏稠的分泌物,支气管黏

膜发炎、肿胀或支气管痉挛使其管径变窄,
空气吸入或呼出形成湍流而产生的声音。
其特征为音调强、长而高朗,见于支气管炎。

13. 099　 湿啰音　 moist
 

rale
　 又称“水泡音(bubble

 

sound)”。
 

当气流通过

带有稀薄分泌物的支气管时,引起液体移动

或水泡破裂而发生的声音;或当气流冲动液

体而形成或疏或密的泡浪;或气体与液体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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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成泡沫状移动所致。 此外,肺部如有含

液体的较大空洞时亦可产生湿啰音。

13. 100　 捻发音　 crepitus
　 由于肺泡被感染而有渗出物,肺泡壁或毛细

支气管壁相互黏合在一起,当吸气时气流使

黏合的肺泡或毛细支气管壁被突然冲开所

发出的一种的爆裂声。 为一种极细微而均

匀的噼啪音,类似在耳边捻转一簇头发时所

产生的声音。

13. 101　 空洞音　 amphoric
 

resonance
　 当空气经过狭窄的支气管进入光滑的大的

肺空洞时,空气在空洞内产生共鸣而发出的

声音。 类似轻吹狭口的空瓶口时所发出的

声音,其特点是柔和而深长,常带金属音调。

13. 102　 胸膜摩擦音　 pleuritic
 

rub
　 当胸膜炎时,纤维蛋白沉着使胸膜变得粗糙

不平,在呼吸运动时两层粗糙的胸膜面互相

摩擦而产生的杂音。 类似手指在另一手背

上进行摩擦时所产生的声音或捏雪声、搔抓

声、沙纸摩擦音。

13. 103　 拍水音　 splashing
 

sound
　 又称“击水音( thrash

 

respiration)” “振荡音

(vibration
 

sound)”。 由于胸腔内有液体和

气体同时存在,随着呼吸运动或动物突然改

变体位以及心搏动,振荡或冲击液体而产生

的声音。 类似拍击半满的热水袋或振荡半

瓶水发出的声音。

13. 104　 心脏冲动　 cardiac
 

impulse
　 在心室搏动时,由于心肌急剧伸张,心脏横

径增大并稍向左旋而使相应部位的胸壁产

生的振动。

13. 105　 心脏冲动移位 　 cardiac
 

impulse
 

dis-
placement

　 心脏受邻近器官、渗出液、肿瘤等的压迫,而
造成心搏动位置的改变。

13. 106　 心音混浊　 cardiac
 

sound
 

turbidity

　 心音不纯、音质低浊、含糊不清,两个心音缺

乏明显的界限。 主要是心肌及其瓣膜病变

而使其振动能力发生改变的结果。

13. 107　 钟摆律　 pendular
 

rhythm
　 又称“胎心律( fetus

 

rhythm)”。 前一个心动

周期的第二心音与下一个心动周期的第一

心音之间的休止期缩短,而且第一心音与第

二心音的强度、性质相似,心脏收缩期和舒

张期时间也略相等,加上心动过速,听诊极

似钟摆“滴嗒”声。 又因音调酷似胎儿心音,
提示心肌损害。

13. 108　 心音分裂　 splitting
 

of
 

heart
 

sound
　 一个心音因病理原因分裂为性质相同的两

个成分。

13. 109　 心音重复　 repetition
 

of
 

heart
 

sound
　 一个心音完全分裂为两个声音,且中间有明

显间隔。

13. 110　 奔马调　 gallop
 

sound
　 除第一心音、第二心音外,又出现一个额外

的声音而形成的三音律,犹如马奔跑时的蹄

音。

13. 111 　 心包击水音 　 pericardium
 

splashing
 

sound
　 由于心包腔内积累大量的液体和气体,伴随

心脏活动产生的一种类似振荡盛有半量溶

液的玻璃瓶时所产生的音响,常见于腐败性

心包炎。

13. 112　 心包摩擦音　 pericardial
 

friction
 

rub
　 当心包炎时,纤维蛋白沉着使心包的脏层和

壁层变得粗糙,心脏活动时两粗糙面摩擦所

产生的杂音,常见于牛的创伤性心包炎。

13. 113　 心内性杂音　 endocardial
 

murmur
　 心内膜及其相应的瓣膜口发生形态改变或

血液性质发生变化时,伴随心脏的活动而产

生的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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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14　 器质性杂音　 organic
 

murmur
　 瓣膜(瓣膜口)或心脏内部发生形态学变化

时所产生的杂音,是慢性心内膜炎的特征。

13. 115　 非器质性杂音　 nonorganic
 

murmur
　 又 称 “ 机 能 性 杂 音 ( functional

 

accentua-
ted)”。 瓣膜和心脏内部并无不可逆性的形

态学改变时所产生的杂音,多由心肌机能

变化或血液成分和理化性质改变而引起。

13. 116　 腹泻　 diarrhea
　 又称“下痢(dirrhe)”。 动物排粪次数增多,

排粪量增加,甚至排粪失禁,同时粪便不成

形,质地改变,呈稀粥状,甚至水样,是各种

类型肠炎的特征。

13. 117　 排粪失禁　 encopresis
　 动物不经采取固有的排粪动作而不自主地

排出粪便,主要是由肛门括约肌弛缓或麻痹

所致,见于荐部脊髓损伤和炎症或脑部疾

病。

13. 118　 排粪带痛　 painful
 

defecation
　 动物排粪时表现出疼痛不安、惊惧、努责、呻

吟等,可见于腹膜炎、胃肠炎、创伤性网胃

炎、直肠炎及直肠嵌入异物等。

13. 119　 里急后重　 tenesmus
　 动物频频摆出排粪的姿势,并且强力努责,

但每次只能排出少量的带有黏液的粪便。
见于直肠炎、阴道炎等。

13. 120　 直肠检查法　 rectal
 

examination
　 对大动物,以手伸入直肠,隔着直肠壁而间

接地对盆腔器官及后部腹腔器官进行检查

的方法。

13. 121　 前方短步　 anterior
 

brachybasia
　 以健蹄的蹄印测量患肢的步距时,出现前半

步缩短的现象,见于悬跛。

13. 122　 后方短步　 posterior
 

brachybasia
　 以健蹄的蹄印测量患肢的步距时,出现后半

步缩短,见于支跛。

13. 123　 跛行　 lameness
　 动物躯干或肢体发生结构性或功能性障碍

而引起的姿势或步态异常的总称,是动物四

肢运动机能障碍的综合症状。

13. 124　 支跛　 supporting
 

limb
 

lameness
　 在支柱阶段出现的运动机能障碍,特征是负

重时间缩短和避免负重以及后方短步。

13. 125　 悬跛　 suspending
 

limb
 

lameness
　 在空间悬垂阶段出现的运动机能障碍,特征

是“抬不高”“迈不远”以及前方短步。

13. 126　 混合跛　 mixed
 

lameness
　 在悬垂阶段和支柱阶段均出现不同程度的

运动机能障碍,特征是兼有支跛和悬跛的某

些症状。

13. 127　 频尿　 sychnuria
　 动物排尿次数增多,而一次尿量不多甚至减

少或仅呈滴状排出,24h 内尿的总量并不

多。 多见于膀胱炎、膀胱受机械性刺激(如

结石)、尿液性质改变和尿路炎症。

13. 128　 多尿　 polyuria
　 动物 24h 内尿的总量增多,表现为排尿次数

增多而每次尿量并不少,或排尿次数虽不明

显增加但每次尿量增多,由肾小球滤过机能

增强或肾小管重吸收能力减弱所致。

13. 129　 少尿　 oliguria
　 动物 24h 内排尿总量减少,临床表现为排尿

次数和每次尿量均减少。

13. 130　 无尿　 anuria
　 动物 24h 内几乎没有尿液排出。

13. 131　 尿闭　 suppression
 

of
 

urine
　 又称“尿潴留(anuresis)”。 肾的尿生成仍能

进行,但尿液滞留在膀胱内而不能排出。 多

由排尿通路受阻所致,见于因结石、炎性渗

出物或血块等导致的尿路阻塞或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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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32　 尿失禁　 urinary
 

incontinence
　 动物未采取一定的准备动作和排尿姿势,尿

液不自主地自行流出。 通常由脊髓疾病致

交感神经调节机能丧失时膀胱内括约肌麻

痹所引起。

13. 133　 痛尿　 painful
 

urination
　 某些泌尿器官疾病可使动物排尿时感到非

常不适,甚至呈现腹痛样症状和排尿困难。

13. 134　 痉挛　 spasm
　 肌肉的不自主收缩,多由大脑皮层受刺激,

脑干或基底神经受损失所致。

13. 135　 阵发性痉挛　 clonic
 

cramp
　 又称“间断性痉挛( intermittent

 

cramp)”。 单

个肌群发生短暂、迅速、如触电样一个接着

一个重复的收缩,收缩与收缩之间间隔肌肉

松弛。 提示大脑、小脑、延髓或外周神经遭

侵害。

13. 136　 强直性痉挛　 tetanic
 

spasm
　 肌肉长时间均等地持续收缩,如同凝结在某

种状态一样。 由于大脑皮层功能受抑制,基
底神经节受损伤,或脑干和脊髓的低级运动

中枢受刺激所致。

13. 137　 挛缩　 contracture
　 局限于一定肌群的强直性痉挛。

13. 138　 强直　 stiffness
　 全身肌肉均发生强直性痉挛。

13. 139　 震颤　 tremor
　 由于相互拮抗,肌肉的快速、有节律、交替而

不太强的收缩所产生的颤抖现象。

13. 140　 静止性震颤　 static
 

tremor
　 静止时出现的震颤,运动后消失,有时在支

持一定体位时再次出现,主要是由基底神经

节受损所致。

13. 141　 运动性震颤　 kinetic
 

tremor
　 又称“意向性震颤( intention

 

tremor)”。 运动

时出现的震颤,主要由小脑受损害所致。

13. 142　 混合性震颤　 mixed
 

tremor
　 在静止和运动时都发生的震颤,常见于过

劳、中毒、脑炎和脊髓疾病。

13. 143　 纤维性震颤　 fibrillary
 

tremor
　 单个肌纤维束的轻微收缩,而不扩及整个肌

肉群,不产生运动效应的轻微性痉挛。

13. 144　 完全瘫痪　 complete
 

paralysis
　 简称“全瘫(panplegia)”。 横纹肌完全不能

随意收缩。

13. 145　 不完全瘫痪　 incomplete
 

paralysis
　 又称“轻瘫(paresis)”。 随意运动减弱但仍

能不完善地运动。

13. 146　 单瘫　 monoplegia
　 少数神经节支配的某一肌肉或肌群瘫痪。

13. 147　 双瘫　 diplegia
　 又称“两侧瘫”。 两对称部位瘫痪。

13. 148　 截瘫　 paraplegia
　 脊柱受损后,躯体双侧发生瘫痪。

13. 149　 偏瘫　 hemiplegia
　 一侧大脑半球或锥体传导经路受损伤所引

起的半边身体麻痹和运动障碍,常见于前后

肢、面肌和舌肌。

13. 150　 腰麻痹　 lumbar
 

paralysis
　 又称“后躯瘫痪(posterior

 

paralysis)”。 动物

因背腰部位损伤后的背腰、臀部、尾部和后

肢瘫痪。

13. 151　 中枢性瘫痪　 central
 

paralysis
　 又称 “ 上运动神经元性瘫痪 ( upper

 

motor
 

neuron
 

paralysis)”。
 

因脑、脊髓的上运动神

经元的任何一部分病变所发生的瘫痪。

13. 152　 周围性面瘫　 peripheral
 

facial
 

palsy
　 又称 “ 下运动神经元性瘫痪 ( lower

 

motor
 

neuron
 

paralysis)” “弛缓性瘫痪( flaccid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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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ysis)”。 因下运动神经元,包括脊髓腹角

细胞、腹根及其分布到肌肉的外周神经或脑

干的各脑神经核及其纤维的病变所发生的

瘫痪。

13. 153　 强迫运动　 forced
 

movement
　 不受意识支配和外界因素影响而出现的强

制性不自主运动。

13. 154　 圆圈运动　 circle
 

movement
　 又称“马场运动(horse

 

sport)”。 动物按同一

方向做转圈运动且圆圈的直径不变。

13. 155　 时针运动　 hour
 

hand
 

movement
　 动物以一肢为中心,其余三肢围绕这一肢而

在原地转圈。

13. 156　 滚转运动　 rolling
 

movement
　 动物向一侧冲挤、倾倒、强制卧于一侧,或以

身体长轴向一侧打滚。

13. 157　 静止性失调　 inactive
 

ataxia
　 动物在站立状态下出现的共济失调,不能保

持体位平衡。

13. 158　 运动性失调　 active
 

ataxia
　 动物站立时共济失调可能不明显,而在运动

时出现的共济失调,其步幅、运动强度、方向

均呈现异常。

13. 159　 不随意运动　 involuntary
 

movement
　 动物意识清楚而不能自行控制肌肉的病态

运动。

13. 160　 浅感觉　 superficial
 

sensation
　 皮肤和黏膜感觉,包括触觉、痛觉、温觉和电

的感觉等。

13. 161　 感觉性增高　 feeling
 

high
　 又称“ 感觉过敏( hyperaesthesia)”。 神经对

感觉刺激的兴奋阈降低,虽轻微刺激或抚触

即可引起强烈反应。 除炎症外,由感觉神经

或其传导通路被损害所致。

13. 162　 感觉减退　 hypoesthesia
　 感觉能力降低或感觉程度减弱;严重者,在

意识清醒情况下感觉能力完全缺失。 由感

觉神经末梢、传导通路或感觉中枢障碍所

致。

13. 163　 感觉异常　 paraesthesia
　 不受外界刺激影响而自发产生的异常感觉,

如痒感、蚁行感、烘灼感等。 由感觉神经传

导通路受到强刺激所致。

13. 164　 深感觉　 deep
 

sensation
　 位于皮下深处的肌肉、关节、骨、腱和韧带

等,将关于肢体的位置、状态和运动等情况

的冲动传到大脑,产生深部感觉(即本体感

觉),借以调节身体在空间上的位置、方向

等。

13. 165　 浅反射　 superficial
 

reflex
　 皮肤和黏膜受到刺激时产生的反应。

13. 166　 提睾反射　 cremaster
 

reflex
　 刺激大腿内侧皮肤,睾丸上提的反射。 反射

中枢在脊髓腰椎、荐椎段。

13. 167　 会阴反射　 perineum
 

reflex
　 刺激会阴部尾根下方皮肤,引起向会阴部缩

尾的动作。 反射中枢在脊髓腰椎、荐椎段。

13. 168　 肛门反射　 anal
 

reflex
　 刺激肛门周围皮肤,正常时肛门括约肌迅速

收缩。 反射中枢在脊髓第 4 ~ 5 荐椎段。

13. 169　 深反射　 deep
 

reflex
　 肌肉、关节、骨、腱和韧带等位于皮下深处的

器官或组织受到刺激时的反应。

13. 170　 膝跃反射　 knee
 

jerk
 

reflex
　 检查时使动物侧卧位,让被检测后肢保持松

弛,用叩诊锤背面叩击膝韧带直下方。 对正

常动物叩击时,下肢呈伸展动作。 反射中枢

在脊髓第 4 ~ 5 腰椎段。

13. 171　 跟腱反射　 achilles
 

tendon
 

re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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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 飞节反射( achilles
 

reflex)”。 检查方

法与膝反射相同,叩击跟腱,正常时跗关节

伸展而球关节屈曲。 反射中枢在脊髓荐椎

段。

13. 172　 穿刺检查　 puncture
 

examination
　 对动物体的某一体腔、器官或部位进行实验

性穿刺,以证实其中有无病理产物,并采取

其体腔内液、病理产物或活组织进行检验而

诊断疾病的方法。

13. 173　 再生性左移　 reproducible
 

shift
 

to
 

the
 

left
　 核左移(外周血中杆状核粒细胞增多,或出

现杆状以前幼稚阶段的粒细胞)伴有白细胞

总数增多。 表示机体反应性强,骨髓造血功

能旺盛,能释放大量粒细胞至外周血,常见

于急性化脓性感染。

13. 174 　 退行性左移 　 regressive
 

shift
 

to
 

the
 

left
　 核左移而白细胞总数不增高,甚至减少。 表

示机体反应性低下,骨髓释放粒细胞功能受

抑制,常见于严重感染。

13. 175　 血细胞比容　 hematocrit,
 

HCT
　 又称 “ 红 细 胞 压 积 ( packed

 

cell
 

volume,
PCV)”“红细胞比容”。 抗凝全血经离心沉

淀后,测得压紧的红细胞在全血中所占容积

的百分比。

13. 176　 平均红细胞体积 　 mean
 

corpuscular
 

volume,
 

MCV
　 每个红细胞的平均体积,以 fL(飞升,1L =

1015fL)为单位。 MCV( fL) = 每升血液中的

红细胞比容×1015 / 每升血液中的红细胞数。

13. 177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 　 mean
 

corpuscular
 

hemoglobin,
 

MCH
　 每个红细胞内所含血红蛋白的平均量,以 pg

(皮克,1g = 1012pg)为单位。 MCH(pg) = 每

升血液中的血红蛋白浓度× 1012 / 每升血液

中的红细胞数。

13. 178　 网织红细胞　 reticulocyte
　 晚幼红细胞脱核后到成熟红细胞之间的尚

未完全成熟的红细胞,细胞质中尚残存数量

不等的核糖体、核糖核酸等嗜碱性物质。

13. 179　 红细胞大小不均症　 anisocytosis
　 血涂片检查,出现较多体积过大或过小的红

细胞,见于营养性贫血。

13. 180　 巨红细胞症　 macrocytosis
　 血涂片检查,出现体积明显增大的红细胞,

是骨髓再生功能加强的表现。

13. 181　 低染性红细胞　 hypochromic
 

erythro-
cyte

　 红细胞着色很浅,或仅周边着色而呈环状,
是红细胞中所含的血红蛋白减少所致,见于

贫血性疾病。

13. 182　 浓染性红细胞　 hyperchromic
 

erythro-
cyte

　 红细胞着色很深,中央淡染区消失,见于新

生骡驹溶血性黄疸等。

13. 183　 多染性红细胞 　 polychromatic
 

eryth-
rocyte

　 未成熟的红细胞被碱性染料着色而呈淡蓝、
淡紫色,是红细胞再生能力强的表现,见于

大出血、贫血性疾病及某些血液病的恢复

期。

13. 184　 豪-乔氏小体　 Howell-Jolly
 

body
　 红细胞中的 1 ~ 2 个紫红色圆形或椭圆形的

粗颗粒,直径 1 ~ 2μm,常位于细胞的边缘。
一般认为是红细胞细胞核的残余物,见于重

症贫血或脾切除后的动物。

13. 185　 海因茨小体　 Heinz
 

body
　 染色的血涂片镜检下可见红细胞的边缘或

细胞质内有一至数个淡紫色或蓝黑色的小

点或较大的颗粒,大小为 1 ~ 2μm,为变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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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的沉淀物。 见于铜中毒、酚噻嗪中毒、
溶血性贫血等。

13. 186　 成红血细胞　 erythroblast
　 一种尚未成熟的红细胞,即晚幼红细胞,大

量存在于骨髓中,脱核后进入外周血液。 若

外周血液中发现有核红细胞,说明骨髓受到

刺激以及患有严重贫血性疾病。

13. 187　 抗凝　 anticoagulation
　 应用物理或化学方法,除去或抑制血液中的

某些凝血因子,阻止血液凝固。

13. 188　 抗凝剂　 anticoagulant
　 又称“抗凝物质(decoagulant)”。 能干扰凝

血过程中某一或某些凝血因子,延缓血液凝

固时间或防止血栓形成和扩大的一类药物。

13. 189　 红细胞计数　 count
 

of
 

red
 

blood
 

cell
　 测量单位体积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 用

1012 / L 表示。 有显微镜计数法和血细胞自

动分析仪计数法等。

13. 190 　 白细胞分类计数 　 white
 

blood
 

cell
 

differential
 

count
　 将被检血液涂片、染色,在显微镜下根据白

细胞形态和着色特点,进行分类、计数并求

出各种类型的白细胞所占的百分比。

13. 191　 中毒性颗粒　 toxic
 

granule
　 吉姆萨染色的血涂片检查,嗜中性白细胞的

细胞质内含有的大小不等、形状不规则的深

紫色粗大颗粒。 由于毒素作用,细胞发生变

性,凝固的细胞质蛋白聚集于嗜中性颗粒上

而形成。

13. 192　 出血时间　 bleeding
 

time,
 

BT
　 皮肤毛细血管经人工刺伤出血后到自然止

血所需的时间。

13. 193　 凝血时间　 coagulation
 

time,
 

CT
　 血液离体后至完全凝固所需要的时间,反映

自凝血因子Ⅶ被负电荷表面(玻璃)激活至

纤维蛋白形成,一连串复杂的酶学反应所需

要的时间。

13. 194 　 凝血酶凝固时间 　 thrombin
 

clotting
 

time,
 

TCT
　 又称“凝血酶时间( thrombin

 

time,TT)”。 在

被检血浆中加入标准凝血酶溶液,测定的凝

固时间。

13. 195　 胃酸过多症　 chlorhydria
　 胃液的量和总酸度增加,表示分泌机能旺盛

或亢进。

13. 196　 胃液缺乏症　 achylia
 

gastrica
　 胃液同时缺乏游离盐酸和胃蛋白酶,蛋白质

消化力减低,见于慢性萎缩性胃炎。

13. 197　 粪潜血　 fecal
 

occult
 

blood
　 粪便中混有不能用肉眼直接观察出来的少

量血液。

13. 198　 血清总蛋白　 serum
 

total
 

protein,
 

TP
　 血清中全部蛋白的总称,包括血清白蛋白和

球蛋白。

13. 199　 直接胆红素　 direct
 

bilirubin
　 经过肝处理后与葡萄糖醛酸结合的水溶性

的结合胆红素,可与重氮试剂呈直接反应。

13. 200　 间接胆红素　 indirect
 

bilirubin
　 衰老红细胞破坏后游离出来的、未被肝处理

的、不溶于水的非结合胆红素,对重氮试剂

呈间接反应。

13. 201　 凡登白直接反应　 Van
 

den
 

Bergh
 

di-
rect

 

reaction
　 直接胆红素溶于水,可直接和重氮试剂形成

红色偶氮胆红素的反应。

13. 202　 凡登白间接反应　 Van
 

den
 

Bergh
 

in-
direct

 

reaction
　 间接胆红素难溶于水,不能与重氮试剂直接

起反应,必须加入甲醇或乙醇后才能形成红

色偶氮胆红素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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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3 　 碱性磷酸酶 　 alkaline
 

phosphatase,
 

ALP
　 在碱性环境下能水解磷酸酯产生磷酸的一

组同工酶,存在于骨骼(成骨细胞)、肝、肠
壁。

13. 204　 γ-谷氨酰转移酶 　 γ-glutamyl
 

trans-
ferase,

 

γ-GT
　 催化谷胱甘肽和氨基酸产生谷氨酰氨基酸、

半胱氨酰甘氨酸的酶,主要存在于肝和肾

中。

13. 205　 精氨酸酶　 arginase,
 

ARG
　 水解精氨酸生成尿素和鸟氨酸的酶,为哺乳

动物肝中鸟氨酸循环合成尿素的重要酶之

一,主要存在于肝。

13. 206　 胆碱酯酶　 cholinesterase,
 

ChE
　 将胆碱酯水解为胆碱和有机酸的酶,在肝中

生成然后分泌到血液中。 动物体内 ChE 有

两类,即乙酰胆碱酯酶(AcChE)和丁酰胆碱

酯酶(ButChE)。

13. 207　 肝机能检验　 liver
 

function
 

test
　 检测肝机能状态的实验室检查,包括蛋白质

代谢的检验、胆红素代谢的检验、燃料摄取

与排泄功能检验以及血清酶学检验等。

13. 208　 管型　 cast
　 又称“尿圆柱”。 由于肾小球滤出的蛋白质

于肾小管内变性凝固或由蛋白质与某些成

分黏合而成的柱状物,俨如曲细尿管的铸

型,为肾炎的特征。

13. 209　 上皮管型　 epithelial
 

cast
　 由脱落的肾上皮细胞与蛋白质黏合而成的

管型。 尿中出现此管型或在透明管型上存

在肾上皮细胞,均表示肾有炎症或有变性过

程。

13. 210　 颗粒管型　 granular
 

cast
　 由变性的肾上皮细胞残渣或由蛋白质及其

他物质直接凝集于肾小管分泌的糖蛋白管

型基质中形成,颗粒超过管型的 1 / 3 时称为

颗粒管型。 见于急性肾炎、慢性肾炎、肾变

性等肾器质性疾患。

13. 211　 透明管型　 hyaline
 

cast
　 由白蛋白和肾小管分泌的糖蛋白在远曲小

管或集合管内形成。 为无色透明圆柱体,结
构细致、两边平行,两端钝圆,偶尔含少许颗

粒,长短不一,多半伸直而少有曲折。 见于

肾疾病及大循环瘀血的心脏病。

13. 212　 红细胞管型　 red
 

cell
 

cast
　 肾小球或肾小管出血或血液流入肾小管内,

致使管型内有较多红细胞沉积。 尿中发现

此种管型,表明肾患出血性的炎性疾患。

13. 213　 脂肪管型　 fatty
 

cast
　 由肾小管损伤,上皮细胞脂肪变性引起,为

上皮管型和颗粒管型脂肪变性所致,是一种

较大的管型,表面盖以脂肪滴和脂肪结晶。
见于类脂性肾病及慢性肾小球肾炎。

13. 214　 蜡样管型　 waxy
 

cast
　 由肾单位的局限性少尿或无尿,管型长期滞

留于肾小管中所致,由细颗粒管型碎化而

来。 特征为质地均匀,轮廓明显,具有毛玻

璃样的闪光,表面似蜡块,长而直,很少有弯

曲,较透明管型宽。 多见于肾淀粉样病变及

肾小球肾炎晚期。

13. 215　 尿[液] 　 urine
　 血液经肾小球滤过,肾小管和集合管的重吸

收及排泌产生的终末代谢产物。

13. 216　 尿潜血　 urine
 

occult
 

blood
　 尿液中不能用肉眼直接观察出来的红细胞

或血红蛋白。

13. 217　 糖尿　 glucosuria
　 含有葡萄糖的尿液。

13. 218　 草酸盐尿　 carbonite
 

urine
　 检查出现大量草酸盐的尿液,以草酸钙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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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

13. 219　 突然停止供水试验 　 test
 

of
 

sudden
 

water
 

shut-off
　 动物突然停止供水,然后不断检验其尿比重

的尿液浓缩试验。

13. 220 　 逐渐停止供水试验 　 test
 

of
 

gradual
 

water
 

shut-off
　 动物逐渐减少供水至完全停止饮水的尿液

浓缩试验。

13. 221　 抗利尿激素浓缩试验　 ADH
 

conden-
sing

 

test
　 注射抗利尿激素( ADH)代替停止供水试验

的尿液浓缩实验,利用外源性 ADH 皮下注

射,刺激肾小管加强对水重吸收和使尿液浓

缩。 此试验可用于对停止供水具有危险的

患病动物。

13. 222　 肾排泄染料试验　 renal
 

dye
 

exclusion
 

test
　 通过应用某种染料物质,观察肾的排泄能

力,从而判断肾功能的一种试验。

13. 223　 酚红排泄试验　 phenolsulfonphthalein
 

excretion
 

test
　 静脉注射酚红后,和血液中白蛋白结合,然

后由肾小管分泌排出体外。 该试验可检测

肾血流量,多于 2 / 3 的肾功能丧失或肾灌注

量受损时,酚红排泄率才会下降。

13. 224　 对氨基苯磺酸钠排泄试验 　 sodium
 

sulfanilic
 

acid
 

excretion
 

test
　 对氨基苯磺酸钠注入静脉后,由肾小球滤

过,从尿中排出体外。 该试验可检测单侧肾

切除和肾功能下降氮质血症出现前的肾功

能情况。

13. 225　 漏出液　 transudate
　 因血液内胶体渗透压降低,毛细血管内血压

增高或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受损、淋巴管阻

塞等机械作用引起的浆膜腔内的非炎性积

液。 蛋白质含量小于 2. 5g / L,比重常在 1.
018 以下。

13. 226　 渗出液　 exudate
　 因局部组织受到损伤、发炎所造成的浆膜腔

内的炎性积液。 蛋白质含量大于 2. 5g / L,
比重常在 1. 018 以上。

13. 227　 滑膜　 synovial
 

membrane
　 衬于动物关节边缘、关节囊和滑膜腱鞘表面

的一层内膜。

13. 228　 血清铁　 serum
 

iron
　 与血清中运铁蛋白结合的铁。

13. 229　 总铁结合力　 total
 

iron
 

binding
 

capac-
ity

　 血清中运铁蛋白结合铁的最大能力。

13. 230 　 未饱和铁结合力 　 unsaturated
 

iron
 

binding
 

capacity
　 未与铁结合的转铁蛋白与铁结合的最大能

力,其数值等于总铁结合力减去血清铁。

13. 231　 血清铁饱和度　 serum
 

iron
 

saturation
 

degree
　 血清铁与总铁结合力的比值。

13. 232　 血糖　 blood
 

glucose
　 血液中的葡萄糖。

13. 233　 血脂　 blood
 

fat
　 血浆中的脂类,主要由甘油三酯、磷脂、胆固

醇、胆固醇酯及非酯化脂肪酸等组成。

13. 234　 总胆固醇　 total
 

cholesterol
　 包括游离胆固醇和胆固醇酯,肝为合成和贮

存胆固醇的重要器官。

13. 235　 甘油三酯　 triglyceride
　 由 1 分子甘油和 3 分子脂肪酸组成的一种

中性脂类,主要由肝、脂肪组织及小肠合成,
首要功能是为细胞提供能量。 主要存在于

前 β-脂蛋白和乳糜微粒中,直接参与胆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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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及胆固醇酯的合成。

13. 236　 乳糜微粒　 chylomicron,
 

CM
　 颗粒最大、密度最小、分子量最大的一类脂

蛋白,富含甘油三酯的脂肪颗粒,是转运外

源性甘油三酯及胆固醇的主要形式。

13. 237 　 极低密度脂蛋白 　 very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VLDL
　 又称 “ 内源性脂蛋白 ( endogenous

 

lipopro-
tein)”。 电泳分离的前 β-脂蛋白,是内源性

甘油三酯的重要运输形式。 含甘油三酯量

仅次于乳糜微粒,而含胆固醇量较乳糜微粒

多,分子量较乳糜微粒小,密度也较高。 主

要在肝内由糖及脂肪酸、磷脂、胆固醇等合

成。

13. 238　 低密度脂蛋白 　 low
 

density
 

lipopro-
tein,

 

LDL
　 由极低密度脂蛋白转变而来,是体内最主要

的脂蛋白,也是转运内源性胆固醇的主要形

式,主要在肝内降解。

13. 239　 高密度脂蛋白　 high
 

density
 

lipopro-
tein,

 

HDL
　 一类颗粒较小的脂蛋白,其功能之一是运输

内源性胆固醇。

13. 240　 代偿性酸碱平衡 　 compensatory
 

ace-
tic-alkali

 

equilibrium
　 机体的缓冲体系、呼吸及肾在酸碱失衡不很

严重的情况下,通过调节作用使 HCO-
3 与

H2CO3 比值仍维持在正常范围之内,血液

pH 未超出正常值,为 7. 24 ~ 7. 54。

13. 241　 失代偿性酸中毒　 decompensated
 

ac-
idosis

　 在病情严重时,不能完全代偿酸碱平衡,血
液 pH 小于正常值下限的情况。

13. 242　 失代偿性碱中毒
 

　 decompensated
 

al-
kalosis

　 在病情严重时,不能完全代偿酸碱平衡,血

液 pH 大于正常值上限的情况。

13. 243　 血浆特异酶　 plasma-specific
 

enzyme
　 血浆中发挥特异催化作用的酶。

13. 244　 外分泌酶　 exocrine
 

enzyme
　 血清中来源于外分泌腺的酶。

13. 245　 结合性钙　 combining
 

calcium
　 血清中非扩散性钙和扩散性非游离钙的合

称。

13. 246　 碱病　 alkali
 

disease
　 慢性硒中毒,主要呈现精神迟钝、贫血、脱

毛、蹄冠肿胀,以及蹄匣畸形、分离及脱落。

13. 247　 耐糖现象　 glucose
 

tolerance
 

phenom-
enon

　 正常动物口服或注射一定量葡萄糖后血糖

暂时升高,但在短时间内血糖即可降至空腹

水平的现象。 缘于刺激胰岛素分泌,促使大

量葡萄糖合成糖原加以贮存。

13. 248　 耐糖异常　 glucose
 

tolerance
 

disorder
　 当内分泌失调或其他因素引起糖代谢紊乱

时,口服或注射一定量葡萄糖,血糖急剧升

高,经久不能恢复空腹水平;或血糖升高不

明显,但短时间内不能降至原来水平的现

象。

13. 249 　 二氧化碳分压 　 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
 

pCO2

　 血浆中物理溶解的 CO2 的压力,是血浆中

CO2 溶解量的决定因素。

13. 250　 二氧化碳总量　 total
 

carbon
 

dioxide,
 

TCO2

　 血浆中各种形式存在的 CO2 的总含量。

13. 251 　 二氧化碳结合力 　 carbon
 

dioxide
 

combining
 

power,
 

CO2-CP
　 在室温为 25℃ 、pCO2 为 5. 32kPa(40mmHg)

时,100mL 血浆中以 HCO-
3 形式存在的 CO2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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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52 　 实际碳酸氢根 　 actual
 

bicarbonate
 

radical
　 血浆中 HCO-

3 的实际浓度。 即在 37℃ 时由

未接触空气的血液所分离出的血浆中 HCO-
3

的含量。

13. 253 　 标准碳酸氢根 　 standard
 

bicarbonate
 

radical
　 血液在 37℃,用 pCO2 为 5. 32kPa(40mmHg)

及 pCO2 为 13. 3kPa(100mmHg)的混合气体

平衡后,血浆中 HCO-
3 的含量。

13. 254　 缓冲总碱　 buffer
 

base,
 

BB
　 全血中具有缓冲作用的阴离子总和。

13. 255　 剩余碱　 base
 

excess,
 

BE
　 在标准条件下, 即体温 37℃ 、 pCO2 为 5.

32kPa(40mmHg),血红蛋白完全氧合,把 1L
血液的 pH 调整到 7. 40 时所消耗的酸量或

碱量。 正常的 BE = (0±3)mmol / L。

13. 256 　 氧分压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pO2

　 血浆中物理溶解的氧的压力。

13. 257　 血氧饱和度　 oxygen
 

saturation
　 血标本中血红蛋白带氧的百分比,即在一定

pO2 下,氧合血红蛋白占全部血红蛋白的百

分比。

13. 258 　 促甲状腺素 　 thyrotropin,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
　 在下丘脑分泌的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调

节下,由垂体前叶分泌的激素,主要功能是

促进甲状腺细胞的增生及甲状腺激素( T3
或 T4)的合成和释放。

13. 259　 淀粉酶　 amylase,
 

AMS
　 一组水解由 α-D-葡萄糖组成的多糖的酶,分

为 α、β 两类,动物只含有 α-AMS。

13. 260　 心电图　 electrocardiogram,
 

ECG
　 利用心电图机,从体表记录心脏每一心动周

期所产生的电活动变化的曲线图形。

13. 261　 心电描记术　 electrocardiography
　 研究正常及病理情况下的心电图变化及其

临床应用的学科。

13. 262　 心电导联　 electrocardiogram
 

lead
　 心电图机电流计的正、负极导联线与动物体

表不同部位放置的电极相连接而构成描记

心电图的电路连接方法。

13. 263　 单极胸导联　 unipolar
 

chest
 

lead
　 又称 “ 单 极 心 前 导 联 ( unipolar

 

precordial
 

lead)”。 将检测的正电极放于胸部的一定

部位,肢体导联电极与心电图机负极连接构

成中心电端的连接方式。

13. 264　 P波　 P
 

wave
　 又称 “ 心 房 除 极 波 ( atrium

 

depolarization
 

wave)”。 代表心房肌除极的电位变化。 其

宽度表示兴奋在左心房、右心房内传导的时

间。

13. 265　 QRS波群　 QRS
 

wave
 

group
　 又称 “ 心室除极波 ( ventricle

 

depolarization
 

wave)”。 代表心室肌除极的电位变化,由水

平线以上的正向波 R 波、R 波之前的负向波

Q 波及 R 波之后的第一个负向波 S 波构成。
其宽度表示兴奋在左心室、右心室肌内传导

所需的时间。

13. 266　 T 波　 T
 

wave
　 又称 “ 心室复极波 ( ventricle

 

repolarization
 

wave)”。 代表左心室、右心室肌复极化过程

的电位变化。
 

13. 267　 P-R(Q)间期　 P-R(Q)interval
　 自 P 波起点到 QRS 波群起点的时间,代表

自心房开始除极至心室开始除极的时间。

13. 268　 P-R(Q)段　 P-R(Q)segment
　 自 P 波终点到 QRS 波群起点,代表心房复

极过程及房室结、房室束、束支的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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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69　 QRS间期　 QRS
 

interval
　 自 QRS 波群起点到 S 波终点的时间,代表

两侧心室肌的电激动过程。

13. 270　 S-T 段　 S-T
 

segment
　 自 S 波终点到 T 波起点,反映心室除极结束

以后到心室复极开始前的一段时间。

13. 271　 J 点　 J
 

point
　 又称“结合点(combining

 

site)”。 QRS 波终

点与 S-T 段起始点的衔接处。

13. 272　 Q-T 间期　 Q-T
 

interval
　 自 QRS 波群起点到 T 波终点的时间,代表

一次心动周期中心室除极和复极过程所需

的全部时间。

13. 273　 平均心电向量　 average
 

electrocardial
 

vector
　 在心室除极向量环的不同时间内顺序出现

的一系列瞬间向量的综合,代表心室除极这

一时间内瞬间综合向量在力学上的强度和

方向。

13. 274　 平均心电轴　 mean
 

electrical
 

axis
　 平均心电向量在额面上的方向。 一般指平

均 QRS 电轴,通常采用心电轴与Ⅰ导联正

侧段之间的角度表示其偏移方向。

13. 275　 肺型 P波　 pulmonary
 

type
 

P
 

wave
　 P 波时限在正常范围内,P 波高耸,波峰尖

锐,是右心房肥大的特征,多见于肺源性心

脏病。

13. 276　 二尖瓣 P波　 P-mitrale
　 P 波增高增宽,时限延长,呈双峰型,是左心

房肥大的特征,多见于二尖瓣狭窄。

13. 277　 P波倒置　 P
 

wave
 

inversion
　 在本应是正向 P 波的Ⅱ、Ⅲ、aVF、A-B 导联

中呈负向,在本应是负向 P 波的 aVR、V3 和

V4 导联上呈正向,主要见于房室交界性心

律、房室交界性心动过速等。

13. 278　 预激综合征　 pre-excitation
 

syndrome
　 又称 “ WPW 综合征 (Wolff-Parkinson-White

 

syndrome)”。 房室间激动绕过房室结,通过

旁路(附加束)的传导速度明显快于通过正

常房室传导系统的速度,使一部分心室肌预

先激动而引起的一系列心电图异常表现。

13. 279　 异位搏动　 ectopic
 

beat
　 凡激动不是起源于窦房结,而是起源于窦房

结以下的心房、房室结区或心室时的搏动。

13. 280　 房性期前收缩　 premature
 

atrial
 

con-
traction

　 在窦房结的激动尚未传到之前,由心房的异

位起搏点提前发生激动引起整个或部分心

脏收缩的异常心律,即“房性早搏”。

13. 281　 未下传的房性早搏　 unproceeded
 

at-
rial

 

premature
 

beat
　 由于早搏发生过早,房室结区正处于上一搏

动的绝对不应期内,其不能传入心室。 心电

图表现为只见房性期前收缩的异位 P’波,
而无 QRS-T 波群。

13. 282　 室内差异性传导　 intraventricular
 

ab-
errant

 

conduction
　 在房性期前收缩时,早搏传入心室而房室结

区或心室内传导组织尚处于相对不应期内。
心电图表现为异位 P’后出现 QRS 波群的增

宽变形。

13. 283 　 阵发性心动过速 　 paroxysmal
 

tachy-
cardia

　 异位节律点兴奋性自动增高或折返激动,连
续出现 3 次或 3 次以上的期前收缩。

13. 284　 房性阵发性心动过速　 atrial
 

paroxys-
mal

 

tachycardia
　 心电图上可见连续 3 次以上的期前 QRS 波

群,心率快而规律,QRS 波群形态无改变,每
次发作后有一段代偿间歇。 QRS 波群前有

P 波且 P-R 间期大于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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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85 　 房室交界性阵发性心动过速　 atrio-
ventricular

 

junction
 

paroxysmal
 

tachy-
cardia

　 心电图上可见连续 3 次以上的期前 QRS 波

群,心率快而规律,QRS 波群形态无改变,每
次发作后有一段代偿间歇。 有逆行 P 波,P
-R 间期小于正常或逆行 P 波出现于 QRS
波群之后。

13. 286　 室上性阵发性心动过速 　 supravent-
ricular

 

paroxysmal
 

tachycardia
　 心电图上可见连续 3 次以上的期前 QRS 波

群,心率快而规律,QRS 波群形态无改变,每
次发作后有一段代偿间歇。 心率过快,P 波

与前面的 T 波重叠而无法辨认。

13. 287 　 室性阵发性心动过速 　 ventricular
 

paroxysmal
 

tachycardia
　 心电图上可见连续 3 次以上的宽大畸形的

QRS 波群,心率快,可有不规律。 QRS 波群前

无 P 波,有时即使有 P 波,但频率较慢且与

QRS 波群之间无固定关系。 有时可见继发性

ST 段下降和 T 波与 QRS 主波方向相反。

13. 288 　 房室传导阻滞 　 atrioventricular
 

block,
 

A-V
 

block
　 激动自心房传至心室的过程受到阻滞。

13. 289 　 二度Ⅰ型房室传导阻滞(MorbizⅠ
型) 　 second

 

degree
 

typeⅠA-V
 

block
　 又称 “ 文氏现象 ( Wenckebach’ s

 

phenome-
non)”。

 

典型的心电图表现为:PR 间期呈进

行性延长,直至 P 波后无相应的 QRS 波群

(即心室脱漏或漏搏),心室脱漏后的 PR 间

期又恢复以前的时间,如此周而复始。

13. 290 　 二度Ⅱ型房室传导阻滞(MorbizⅡ
型) 　 second

 

degree
 

type
 

ⅡA-V
 

block
　 心电图表现为: PR 间期恒定 ( 正常或延

长),但呈现周期性 P 波不能下传。 即在一

系列心搏动后,一个 P 波不能传入心室而发

生心室搏动脱漏,因而在该 P 波后无 QRS

波群。

13. 291　 三度房室传导阻滞　 third
 

degree
 

A-V
 

block
　 心房的激动完全不能传至心室,心室受另一

个节律点控制,因此心房、心室各有固定的

节律。 心电图特点是 P 波规律出现,PP 间

期匀齐,RR 间期亦匀齐,但二者各有固定节

律且没有相应联系形成完全性房室脱节,心
房率常比心室率快。

13. 292 　 动态心电图 　 dynamic
 

electrocardio-
gram,

 

DCG
　 用磁带记录数小时以至数天的心电图变化。

13. 293　 正交心电图　 orthogonal
 

electrocardio-
gram,

 

OECG
　 根据心电向量图原理,采用一般心电图机来

反映左右、上下、前后三个轴的心电变化的

方法。

13. 294　 异常心音　 abnormal
 

cardiac
 

sound
　 正常心音之外出现的额外音,所占时间接近

正常心音所占时间,与心脏杂音不同。

13. 295　 脑电图　 electroencephalogram,
 

EEG
　 应用电子放大技术,将置于头部两电极间脑

细胞群电位差予以放大后的记录,是研究脑

部功能的一种检查技术。

13. 296　 阻抗血流图　 impedance
 

rheogram
　 又称“电阻抗容积描记图( electrical

 

imped-
ance

 

plethysmogram)”。 一种用电阻抗技术

探测有关器官、组织血液动力学或体液动力

学的无损伤性生物物理学方法。

13. 297　 收缩期喷射性杂音 　 systolic
 

ejection
 

murmur
　 收缩期心室射血进入大血管形成湍流时产

生的杂音。 在心音图上的特征是杂音与 S1
第四个成分一起开始,于 S2 前结束,常发生

于主动脉瓣狭窄和肺动脉瓣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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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98　 收缩期返流性杂音　 systolic
 

regurgi-
tant

 

murmur
　 在心室收缩时,高压腔向低压腔发生异常返

流或分流所产生的杂音。 心音图特征是杂

音与 S1 二尖瓣成分同时开始,到 S2 开始时

结束,常发生于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关

闭不全和室间隔缺损等。

13. 299　 舒张期充盈性杂音　 diastolic
 

filling-
murmur

　 在舒张期,高压腔向低压腔发生异常返流或

分流所产生的杂音;心房的血液向心室充盈

形成湍流所引起的杂音。 心音图上呈舒张

中、晚期递减-递增型杂音,发生于二尖瓣狭

窄。

13. 300　 连续性杂音　 continuous
 

murmur
　 在收缩期和舒张期血液从高压腔向低压腔

发生异常返流或分流所产生,杂音开始于收

缩期,在收缩期末杂音振幅最高并持续到舒

张期,发生于动脉导管未闭、主动脉窦瘤破

裂和动静脉瘘等。

13. 301　 症状　 symptom
　 动物患病时,由于组织、器官发生形态改变

和机能异常而呈现出异常的临床表现。

13. 302　 并发病　 complicating
 

disease
　 在发病机理上与主要疾病有密切关系的伴

发性疾病。

13. 303　 伴发病　 concomitant
 

disease
　 与主要疾病显著相关的、同时存在或继之发

生的疾病。

13. 304　 疾病诊断　 diagnosis
 

of
 

disease
　 兽医师通过诊察之后,对患病动物的健康状

态和疾病情况提出的概述性判断,通常要指

出病名。

13. 305　 全身症状　 general
 

symptom
　 机体对病原因素的刺激所呈现的全身性病

症。

13. 306　 局部症状　 local
 

symptom
　 某一组织或器官患病时,局限于病灶区的局

部性病症。

13. 307　 主要症状　 cardinal
 

symptom,
 

present
 

symptom
　 对疾病诊断有重要意义的典型症状。

13. 308　 固定症状　 fixed
 

symptom
　 在整个疾病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特征性症状。

13. 309　 偶然症状　 occasional
 

symptom
　 在特殊条件下才能出现的症状。

13. 310　 典型症状　 typical
 

symptom
　 能反映疾病临床特征的症状。

13. 311　 示病症状　 prognostic
 

symptom
　 只限于某一种疾病时出现的症状,据此可毫

不怀疑地建立疾病诊断。

13. 312　 综合征　 syndrome
　 许多疾病过程中,不是单独孤立地出现,而

是有规律地同时或按一定次序出现的一些

症状。

13. 313　 症状诊断　 symptomatic
 

diagnosis
　 仅以症状或一般机能障碍所做出的诊断。

13. 314　 病理形态学诊断　 pathomorphological
 

diagnosis
　 根据患病器官及其形态学变化所做出的诊

断。

13. 315　 机能诊断　 functional
 

diagnosis
　 能表明某一器官机能状态的诊断。

13. 316　 发病学诊断　 etiological
 

diagnosis
　 又称 “ 发病机理诊断 ( pathogenetic

 

diagno-
sis)”。 阐明发病原理的诊断。

13. 317　 早期诊断　 early
 

diagnosis
　 在发病初期建立的诊断,有助于疾病的早期

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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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18　 晚期诊断　 advanced
 

stage
 

diagnosis
　 疾病发展到中、后期,甚至尸检时建立的诊

断,延误对疑难疾病的有效防治。

13. 319　 观察诊断　 observation
 

diagnosis
　 对有些疾病,一时不能做出诊断,须待一定

时间的观察后,发现新的有价值的症状或获

得补充检查结果而建立的诊断。

13. 320　 治疗诊断　 diagnosis
 

ex
 

juvantibus
　 根据特殊疗法是否获得疗效而建立的诊断。

13. 321　 疑问诊断　 doubtful
 

diagnosis
　 疾病症状不明显或病性复杂,仅依据当时的

情况所做出的暂时性的诊断。

13. 322　 初步诊断　 preliminary
 

diagnosis
　 经过病史调查、一般检查及系统检查之后所

做出的诊断,是进一步实施诊疗的基础。

13. 323　 最后诊断　 final
 

diagnosis
　 经过全面检查,排除类似疾病,并通过治疗

验证之后所做出的诊断。

13. 324　 待除外诊断　 diagnosis
 

by
 

exclusion
　 有些疾病缺乏特异性或足够的诊断依据,只

有在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的疾病后才能做

出诊断。

13. 325　 预后良好　 good
 

prognosis
　 病情轻的患病动物个体情况良好,不仅能恢

复健康,而且不影响生产性能和经济价值。

13. 326　 预后不良　 poor
 

prognosis
　 由于病情危重且尚无有效治疗方法,患病动

物可能死亡,或不能被彻底治愈而影响生产

性能和经济价值。

13. 327　 预后慎重　 prudent
 

prognosis
　 预后的好坏依病情的轻重、诊疗是否得当及

个体条件和环境因素的变化而有明显的不

同。

13. 328　 预后可疑　 doubtful
 

prognosis

　 由于资料不全或病情正在发展变化,一时不

能做出肯定的预后。

13. 329　 建立诊断　 establishing
 

diagnosis
　 对疾病本质做出正确的判断。

13. 330　 论证诊断[法] 　 deductive
 

diagnosis
　 在检查患病动物所搜集的症状中分出主要

症状和次要症状,所设想的疾病能够解释主

要症状且又和多数次要症状不相矛盾,便可

建立诊断。

13. 331　 鉴别诊断[法] 　 differential
 

diagnosis
　 又称“排除诊断法”。 临床症状、体征不具特

异性,具有多种疾病的可能性,经深入检查

分析,摈除不符之处,留下 1 或 2 个可能的

诊断进一步证实。

13. 332　 便血　 hemafecia
　 粪便混有血液或呈血样便。

13. 333　 黄疸　 icterus,
 

jaundice
　 因胆色素代谢障碍,血浆中胆红素含量增高

而使皮肤特别是可视黏膜等染成黄色的一

种病理变化。

13. 334　 水肿　 edema
　 又称“浮肿( dropsy)”。 动物机体组织间隙

液体潴留过多使组织肿胀的一种综合征。

13. 335 　 干 咳 　 dry
 

cough,
 

nonproductive
 

cough
　 咳嗽声音清脆、干而短,无痰,指示呼吸道内

无分泌物,或仅有少量的黏稠分泌物。 常见

于喉和气管干性异物、急性喉炎初期、胸膜

炎等。

13. 336　 湿咳　 wet
 

cough
　 咳嗽声音钝浊、湿而长,指示呼吸道内有多

量稀薄渗出物。 常见于咽喉炎、支气管炎、
支气管肺炎、肺脓肿、异物性肺炎等。

13. 337　 稀咳　 occasional
 

cough
　 单发性咳嗽,每次仅出现一两声咳嗽,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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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作而有周期性。 见于感冒、慢性支气管

炎、肺结核等。

13. 338　 连咳　 successive
 

cough
　 咳嗽频繁,连续不断,严重转为痉挛性咳嗽。

见于急性喉炎、传染性上呼吸道卡他、支气

管炎、支气管肺炎及猪肺疫等。

13. 339 　 痉咳 　 spasmodic
 

cough,
 

convulsive
 

tussis
 

　 痉挛性咳嗽或发作性咳嗽,咳嗽剧烈,连续

发作,指示呼吸道黏膜遭受强烈的刺激,或
刺激因素不易排除。 常见于猪气喘病、异物

进入上呼吸道及异物性肺炎等。

13. 340　 痛咳　 painful
 

cough
　 咳嗽带痛,咳嗽短而弱。 常见于急性喉炎、

喉水肿和胸膜炎等。

13. 341　 红尿　 erythuria
　 尿液呈红色、红棕色或黑棕色的一种病理现

象。 主要包括血尿、血红蛋白尿、肌红蛋白

尿、卟啉尿和药物性红尿等。

13. 342　 血尿　 hematuria
　 新鲜尿液离心后沉淀镜检,每个高倍视野下

红细胞数≥3 个,主要由泌尿系统出血引

起。

13. 343　 假性血尿　 false
 

hematuria
　 尿液红色,清亮而不混浊,震荡时无云雾状,

放置后无红色沉淀,镜检没有红细胞或只有

少量红细胞,包括血红蛋白尿、肌红蛋白尿、
卟啉尿和药物性红尿。

13. 344　 腹痛　 celialgia,
 

celiodynia
　 又称“疝痛(abdominal

 

pain)”。 由于腹部脏

器器质性病变或组织机能障碍而表现出腹

部疼痛的一种综合征,包括症候性腹痛、假
性腹痛和真性腹痛。

13. 345 　 症候性腹痛 　 symptomatic
 

abdominal
 

pain

　 由感染因素或寄生虫所引起的腹痛。 见于

肠型炭疽、巴氏杆菌病、病毒性动脉炎、沙门

氏菌病、马圆形线虫病、蛔虫病等。

13. 346　 假性腹痛　 pseudo
 

celialgia
　 由胃肠道以外器官所引起的腹痛。 见于急

性肾炎、膀胱炎、尿结石、子宫套叠、子宫扭

转等。

13. 347　 真性腹痛　 true
 

celialgia
　 由胃肠疾病所引起的腹痛。 常见于肠痉挛、

肠臌胀、肠便秘、肠变位、肠结石、肠积沙、胃
扩张等疾病。

13. 348 　 症状鉴别诊断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symptom
　 根据一个主要症状或几个重要症状,提出一

组可能的相似的疾病,通过分析比较、排除

鉴别,而达到建立疾病诊断的一种方法。

13. 349　 炎性咳嗽　 inflammatory
 

cough
　 由呼吸系统炎性疾病所引起的咳嗽。

13. 350　 感染性咳嗽　 infectious
 

cough
　 由传染病、寄生虫病等感染性疾病所引起的

咳嗽。

13. 351　 异物性咳嗽　 foreign
 

body
 

cough
　 由饲料粉末、灰尘、呕吐物、烟雾、刺激性气

体或药物,以及进入呼吸道的异物刺激呼吸

道黏膜而引起的咳嗽。

13. 352　 过敏性咳嗽　 allergic
 

cough
　 由草花粉、树花粉、霉菌孢子、有机尘埃等变

应原物质进入呼吸道,发生变应反应所致的

咳嗽。

13. 353　 压迫性咳嗽　 compression
 

cough
　 纵隔、支气管和肺门淋巴结肿大、肿瘤、心包

积液、胸腔积液等压迫或牵引呼吸器官而发

生的咳嗽。

13. 354　 气道性呼吸困难　 airway
 

dyspnea
　 通气障碍所致的呼吸困难,临床上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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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吸气困难,是上呼吸道狭窄的特征。

13. 355　 肺源性呼吸困难　 pulmonary
 

dyspnea
　 换气障碍所致的呼吸困难,包括非炎性肺病

和炎性肺病所致的换气障碍性呼吸困难。

13. 356　 呼吸肌及胸腹活动障碍性呼吸困难

　 respiratory
 

muscle
 

and
 

thoracicoab-
dominal

 

kinesipathy
 

dyspnea
　 胸壁、腹肌、膈肌疾病引发的呼吸运动机能

障碍产生的呼吸困难,临床表现为混合性呼

吸困难。

13. 357　 血源性呼吸困难　 hematogenic
 

dysp-
nea

　 携氧障碍性呼吸困难,由红细胞减少或血红

蛋白变性所致,临床表现为混合性呼吸困

难,伴有黏膜和血液颜色的改变。

13. 358　 心源性呼吸困难 　 cardiogenic
 

dysp-
nea

　 肺循环淤滞性呼吸困难,是心力衰竭尤其左

心衰竭时常见症状,临床表现为混合性呼吸

困难,伴有心力衰竭的体征。

13. 359　 中枢性呼吸困难　 central
 

dyspnea
　 呼吸中枢调节机能障碍性呼吸困难,主要由

呼吸中枢的神经系统损伤或麻痹所致的呼

吸器官运动机能障碍及肺通气和换气障碍,
临床表现为混合性呼吸困难,具有一般脑症

状和局部脑症状,常表现呼吸节律异常。

13. 360　 细胞性呼吸困难　 cellular
 

dyspnea
　 内呼吸障碍性呼吸困难,由组织氧失利用所

致,表现为混合性呼吸困难,见于氢氰酸中

毒,其特点是静脉血鲜红。

13. 361　 失血性贫血　 hemorrhagic
 

anemia
　 由出血而使红细胞丧失过多所致的贫血。

13. 362　 溶血性贫血　 hemolytic
 

anemia
　 由红细胞破坏过多超过机体造血补偿能力

范围所致的贫血。

13. 363　 营养性贫血　 nutritional
 

anemia
　 由造血原料(如蛋白质、铁、铜、钴、维生素

B12 以及叶酸)供应不足或因动物长期消化

吸收障碍而导致的贫血。

13. 364　 再生障碍性贫血　 aplastic
 

anemia
　 由骨髓造血机能障碍,红细胞生成不足所致

的贫血,往往导致循环血液中红细胞和白细

胞同时减少。

13. 365　 溶血性黄疸　 hemolytic
 

jaundice
　 由溶血性疾病导致红细胞大量破坏,使血液

中胆红素含量增多而发生黄疸。

13. 366 　 肝细胞性黄疸 　 hepatocellular
 

jaun-
dice

　 由肝疾病导致肝对胆红素的摄取、结合和排

泄障碍,使血中胆红素含量增加而发生黄

疸。

13. 367　 阻塞性黄疸　 cholestatic
 

jaundice
　 输胆管内胆汁外流受阻(肝内或肝外),胆红

素返流入血,使胆红素含量增加而发生黄

疸。

13. 368　 心性水肿　 cardiogenic
 

oedema
　 心功能不全造成体循环淤滞,血液回流受阻

而引起的水肿。

13. 369　 肾性水肿　 renal
 

edema
　 肾功能不全,水、钠潴留、血浆蛋白质丢失等

多种不同因素所引起的水肿。

13. 370　 肝性水肿　 hepatic
 

edema
　 肝功能不全,水、钠潴留、低蛋白血症所引起

的水肿。

13. 371　 营养不良性水肿　 nutritional
 

edema
　 由营养物质摄入不足、吸收障碍或耗损过

多,低蛋白血症所引起的水肿。

13. 372　 超敏反应性水肿　 hypersensitive
 

ede-
ma

　 见于血管神经性水肿、荨麻疹、血斑病等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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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的水肿。

13. 373　 血红蛋白尿　 hemoglobinuria
　 尿液中含多量游离血红蛋白,其颜色取决于

所含血红蛋白的数量,呈红色、棕色或酱油

色。

13. 374　 肌红蛋白尿　 myoglobinuria
　 尿液中含有多量肌红蛋白,外观显暗褐色,

深褐乃至黑色,联苯胺试验呈阳性反应。

13. 375　 卟啉尿　 porphyuria
　 尿液中含有多量卟啉衍生物,主要是尿卟啉

和粪卟啉,见于遗传性卟啉病、铅中毒等。

13. 376　 药物性红尿　 drug-induced
 

erythuria
　 因药物色素而使尿液变红,见于内服或注射

某些药物,如大黄、安替比林、芦荟等。

13. 377 　 炎性血尿 　 inflammatory
 

erythrocytu-
ria

　 肾、膀胱、尿道等泌尿器官的炎症所引起的

血尿,见于出血性肾炎、急性肾小球肾炎、肾
盂肾炎、膀胱炎及尿道炎等。

13. 378　 结石性血尿　 calculus
 

erythrocyturia
　 肾或尿路结石所引起的血尿,见于肾结石、

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等。

13. 379　 肿瘤性血尿　 tumorous
 

erythrocyturia
　 因泌尿系统肿瘤而产生的血尿,见于肾腺

癌、膀胱血管瘤、血管内皮肉瘤、移行细胞乳

头状瘤、移行细胞癌等。

13. 380　 外伤性血尿　 traumatic
 

erythrocyturia
　 肾、膀胱、尿道损伤引起的血尿。

13. 381　 中毒性血尿　 toxic
 

erythrocyturia
　 因中毒导致肾损伤所引起的血尿。

13. 382　 寄生虫性血尿　 parasitic
 

erythrocytu-
ria

　 寄生虫引起的泌尿系统感染导致的血尿。

13. 383　 出血素质性血尿　 hemorrhagic
 

diath-
esis

 

erythrocyturia
　 止血功能障碍引起的血尿,见于坏血病、血

斑病、血管性假性血友病、血小板减少性紫

癜等病。

13. 384　 药物性血尿　 drug-induced
 

erythrocy-
turia

　 长期过量应用磺胺类、链霉素、四氯化碳、有
机汞杀菌剂等引起的血尿。

14.
 

兽医免疫学

14. 001　 兽医免疫学　 veterinary
 

immunology
　 研究动物病原体的抗原性物质、动物机体免

疫系统组成和免疫应答规律、免疫血清学技

术及其应用的生物科学。

14. 002　 免疫　 immune
　 动物机体对自身和非自身物质的识别,并清

除非自身的大分子物质,保持机体内、外环

境平衡的一种生理性反应。

14. 003　 免疫防御　 immunological
 

defense
　 动物机体抵御病原体感染和侵袭的能力。

14. 004　 免疫稳定　 immunological
 

homeostasis
　 动物机体清除体内衰老和死亡细胞的能力。

14. 005　 免疫监视　 immunological
 

surveillance
　 动物机体识别和清除体内肿瘤细胞的能力。

14. 006　 免疫记忆　 immunological
 

memory
　 动物免疫系统对接触过的抗原物质的识别

记忆作用。

14. 007　 抗原　 antigen
　 能刺激动物机体产生抗体和效应性淋巴细

胞并能与其结合引起特异性免疫反应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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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14. 008　 抗原性　 antigenicity
　 抗原物质诱导动物机体产生抗体和效应性

淋巴细胞并与其相结合的特性。

14. 009　 免疫原性　 immunogenicity
　 抗原物质诱导动物机体产生免疫抗体和效

应性淋巴细胞的特性。

14. 010　 反应原性　 reactiongenicity
　 抗原物质与相应的抗体和效应性淋巴细胞

结合的特性。

14. 011　 完全抗原　 complete
 

antigen
　 既具有免疫原性又有反应原性的抗原物质。

14. 012　 半抗原　 hapten
　 只具有反应原性而无免疫原性的抗原物质。

14. 013　 简单半抗原　 simple
 

hapten
　 仅含有一个抗原表位的半抗原,与相应抗体

结合后不出现肉眼可见的反应。

14. 014　 复合半抗原　 complex
 

hapten
　 含有多个抗原表位的半抗原,与相应抗体结

合后可出现可见的反应。

14. 015　 异种抗原　 heteroantigen
　 异种动物之间的抗原物质。

14. 016　 同种异体抗原　 alloantigen
　 同种异体之间的抗原物质。

14. 017　 自身抗原　 autoantigen
　 自身体内的抗原成分。

14. 018　 异嗜性抗原　 heterophile
 

antigen
　 与种属特异性无关,存在于人、动物、植物及

微生物之间的共同抗原。

14. 019　 表位　 epitope
　 又 称 “ 抗 原 决 定 簇 ( antigenic

 

determi-
nants)”。 抗原分子中具有特殊立体构型和

免疫活性的化学基团。

14. 020　 抗原结合价　 antigenic
 

valence
　 抗原分子中抗原表位的数量。

14. 021　 构象表位　 conformational
 

epitope
　 抗原分子中由蛋白质分子基团间特定的空

间构象形成的表位。

14. 022　 连续表位　 linear
 

epitope
　 又称“线性表位”。 抗原分子中由分子基团

的一级结构序列(如氨基酸序列)形成的表

位。

14. 023　 B细胞表位　 B
 

cell
 

epitope
　 抗原分子中可被 B 细胞受体和抗体分子所

识别的表位。

14. 024　 T 细胞表位　 T
 

cell
 

epitope
　 抗原分子中可被 T 细胞受体所识别的表位。

14. 025　 载体　 carrier
　 含有可被 T 细胞识别的抗原表位的免疫原

性分子,不具免疫原性的半抗原与之结合后

可呈现免疫原性。

14. 026　 载体效应　 carrier
 

effect
　 加强免疫时,半抗原结合的载体只有与初次

免疫所用的载体相同时才会产生再次反应。

14. 027　 外源性抗原　 exogenous
 

antigen
　 存在于细胞外,被抗原递呈细胞摄取后进入

细胞内的抗原。

14. 028　 内源性抗原　 endogenous
 

antigen
　 细胞内自身合成的抗原。

14. 029　 胸腺依赖性抗原 　 thymus
 

dependent
 

antigen
　 在刺激 B 细胞分化和产生抗体的过程中,需

要抗原递呈细胞和辅助性 T 细胞协助的抗

原。

14. 030 　 非胸腺依赖性抗原 　 thymus
 

inde-
pendent

 

antigen
　 可直接刺激 B 细胞产生抗体,不需要 T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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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的抗原。

14. 031　 菌体抗原　 somatic
 

antigen
　 又称“O 抗原”。 革兰氏菌细胞壁抗原,化学

成分为脂多糖。

14. 032　 鞭毛抗原　 flagellar
 

antigen
　 又称“H 抗原”。 细菌的鞭毛成分。

14. 033　 荚膜抗原　 capsular
 

antigen
　 又称“K 抗原”。 细菌的荚膜成分。

14. 034　 菌毛抗原　 pili
 

antigen
　 细菌的菌毛成分。

14. 035　 保护性抗原　 protective
 

antigen
　 病原体中可刺激动物机体产生特异性的免

疫保护作用的抗原成分。

14. 036　 超抗原　 superantigen
　 病原体中可刺激机体产生强烈免疫反应的

抗原成分,包括细菌的某些毒素抗原和病毒

的某些抗原成分。

14. 037　 抗原漂移　 antigenic
 

drift
　 抗原蛋白因点突变导致病原体的抗原性发

生微小变异。

14. 038　 抗原转换　 antigenic
 

shift
　 由于基因重配产生新的血清亚型,病原体的

抗原性发生显著变化。

14. 039　 佐剂　 adjuvant
　 可改变机体免疫应答类型或增强抗原物质

的免疫原性的物质。

14. 040　 免疫球蛋白　 immunoglobulin
　 存在于动物血液、组织液及其他外分泌液中

的一类具有相似结构的球蛋白。

14. 041 　 膜免疫球蛋白 　 membrane
 

immuno-
globulin,

 

mIg
　 存在于成熟的 B 细胞表面的免疫球蛋白。

14. 042　 抗体　 antibody

　 动物机体受抗原刺激后,由 B 细胞转化为浆

细胞产生的、能与相应抗原发生特异性结合

反应的免疫球蛋白。

14. 043　 重链　 heavy
 

chain
　 免疫球蛋白分子中由二硫键相连的两条长

肽链。

14. 044　 轻链　 light
 

chain
　 免疫球蛋白分子中与重链相连的两条短肽

链。

14. 045　 抗原结合部位　 antigen-binding
 

site
　 免疫球蛋白分子中由重链与轻链可变区内

的高变区形成的,与抗原表位结合的部位。

14. 046　 铰链区　 hinge
 

region
　 免疫球蛋白的重链恒定区 CH1 与 CH2 之间

的部位,与抗体分子的构型变化有关。

14. 047 　 抗原结合片段 　 fragment
 

antigen-
binding

　 由轻链与重链 N 端 1 / 2 构成,可与抗原结

合。

14. 048　 可结晶片段　
 

crystallizable
 

fragment
　 由重链 C 端 1 / 2 组成,与免疫球蛋白分子的

其他生物学活性相关。

14. 049　 同种型决定簇　 isotypic
 

determinant
　 同一种属动物所有个体共同具有的免疫球

蛋白抗原决定簇。

14. 050　 同种异型决定簇 　 allotypic
 

determi-
nant

　 同一种属不同个体之间免疫球蛋白存在的

抗原决定簇。

14. 051　 独特型决定簇　 idiotypic
 

determinant
　 存在于不同特异性的抗体分子可变区的抗

原决定簇。

14. 052　 独特位　 idiotope
　 免疫球蛋白可变区内单个的抗原决定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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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053　 独特型　 idiotype
　 免疫球蛋白可变区内独特位的总和。

14. 054　 抗独特型抗体　 anti-idiotype
 

antibody
　 针对免疫球蛋白分子独特型决定簇的抗体。

14. 055　 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

　 antibody
 

dependent
 

cell-mediated
 

cytotoxicity,
 

ADCC
　 表达 Fc 受体的非特异性细胞毒性细胞经识

别与靶细胞结合的抗体,最终引起靶细胞溶

解的一种细胞介导反应。

14. 056　 巨球蛋白　 macroglobulin
　 分子量最大的免疫球蛋白,即 IgM。

14. 057 　 免疫球蛋白超家族　 immunoglobulin
 

superfamily
　 存在于许多细胞中,含有免疫球蛋白功能区

或结构相似的一类膜蛋白。

14. 058　 异种抗体　 heteroantibody
　 由异种抗原刺激动物机体产生的抗体。

14. 059　 同种抗体　 alloantibody
　 针对同种异体抗原的抗体。

14. 060　 自身抗体　 autoantibody
　 针对自身抗原的抗体。

14. 061　 异嗜性抗体　 heterophile
 

antibody
　 针对异嗜性抗原的抗体。

14. 062　 天然抗体　 natural
 

antibody
　 无明显抗原刺激而天然存在于动物体液中

的抗体。

14. 063　 免疫抗体　 immune
 

antibody
　 经自然感染、人工免疫、疫苗接种动物产生

的抗体。

14. 064　 完全抗体　 complete
 

antibody
　 抗体分子的所有抗原结合部位均能结合抗

原的抗体。

14. 065　 不完全抗体　 imcomplete
 

antibody
　 又称“单价抗体( imcomplete

 

antibody)”。 只

有一个抗原结合部位能与相应抗原结合的

抗体。

14. 066　 中和抗体　 neutralizing
 

antibody
　 与病毒结合后,可使病毒失去感染性的抗

体。

14. 067 　 补体结合抗体 　 complement
 

fixing
 

antibody
　 与抗原结合后可激活补体的抗体。

14. 068　 多克隆抗体　 polyclonal
 

antibody
　 用抗原物质免疫动物制备的抗血清。

14. 069　 单克隆抗体　 monoclonal
 

antibody
　 由克隆化的 B 细胞杂交瘤所分泌的抗体。

14. 070　 免疫毒素　 immunotoxin
　 与药物或毒素连接的肿瘤特异性单克隆抗

体。

14. 071 　 基因工程抗体 　 genetic
 

engineering
 

antibody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制备的抗体分子。

14. 072　 重构抗体　 reshaped
 

antibody
　 高变区被异种动物的相应高变区置换的抗

体分子。

14. 073　 嵌合抗体　 chimeric
 

antibody
　 同一抗体分子中含有不同种属来源抗体片

段的抗体。

14. 074　 单链抗体　 single-chain
 

antibody
　 只具有抗原结合部位的小分子抗体片段。

14. 075　 噬菌体抗体　 phage
 

antibody
　 利用噬菌体展示技术制备的抗体。

14. 076　 抗体酶　 abzyme
　 具有催化活性的免疫球蛋白。

14. 077　 克隆选择　 clonal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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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抗原介导的具有相同特异性抗原受体的

B 细胞克隆的活化和增殖。

14. 078　 免疫系统　 immune
 

system
　 动物体内执行免疫功能的免疫细胞及其相

关组织和器官。

14. 079　 免疫器官　 immune
 

organ
　 动物体内执行免疫功能的组织结构,是淋巴

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发生、分化成熟、定居

和增殖以及产生免疫应答的场所。

14. 080　 中枢免疫器官　 central
 

immune
 

organ
　 淋巴细胞等免疫细胞发生、分化和成熟的组

织器官,包括骨髓、胸腺、法氏囊。

14. 081 　 外周免疫器官 　 peripheral
 

immune
 

organ
　 成熟的 T 细胞和 B 细胞栖居、增殖和对抗原

刺激产生免疫应答的组织器官。

14. 082　 免疫细胞　 immunocyte
　 直接或间接参与免疫应答的细胞。

14. 083 　 免疫活性细胞 　 immunocompetent
 

cell
　 受抗原刺激后能分化增殖,产生特异性免疫

应答的细胞。

14. 084　 辅佐细胞　 accessory
 

cell
　 在免疫应答过程中起辅佐作用的细胞。

14. 085　 T 淋巴细胞　 lymphocyte
 

T
　 在胸腺中成熟,表达 T 细胞受体、 CD3 和

CD4 或 CD8 分子的一类淋巴细胞。

14. 086　 B淋巴细胞　 lymphocyte
 

B
　 在骨髓或法氏囊中成熟,表达膜表面免疫球

蛋白的一类淋巴细胞。 与抗原反应后,可分

化成分泌抗体的浆细胞和记忆细胞。

14. 087　 分化群　 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存在于各类免疫细胞表面,可被单克隆抗体

所识别的表面分子。

14. 088　 B细胞受体　 B
 

cell
 

receptor,
 

BCR
　 由 B 细胞表面的膜结合免疫球蛋白和两个

信号传导分子 Iga / Igb 共同组成的复合体。

14. 089　 T 细胞受体　 T
 

cell
 

receptor,
 

TCR
　 存在于 T 细胞表面,由两条肽链( a / b 或 g /

d)组成并与 CD3 分子相结合的复合体,具
有识别和结合 MHC-抗原肽复合物的作用。

14. 090 　 抗原递呈细胞 　 antigen
 

presenting
 

cell,
 

APC
　 在免疫应答过程中,具有加工抗原并将其与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MHC)分子结合递

呈给 T 细胞的免疫细胞。

14. 091　 树突状细胞　 dendritic
 

cell
　 细胞膜含有长而纤细突出的专职抗原递呈

细胞。

14. 092　 辅助性 T 细胞　 helper
 

T
 

cell,
 

Th
 

cell
　 抗原刺激后,对免疫应答起辅助作用的一类

T 细胞。

14. 093 　 调节性 T 细胞 　 regulatory
 

T
 

cell,
 

Treg
 

cell
　 表达 CD4 和 CD25 表面分子的一类 T 细胞。

14. 094　 迟发型变态反应性 T 细胞　 delayed
 

type
 

hypersensitivity
 

T
 

cell
　 参与迟发型变态反应的一类 T 细胞。

14. 095 　 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 　 cytotoxic
 

T
 

lymphocyte,
 

CTL
　 能特异性杀伤并介导靶细胞溶解的效应性

T 细胞。

14. 096 　 自然杀伤细胞 　 natural
 

killer
 

cell,
 

NK
 

cell
　 一类不具有 T 细胞和 B 细胞受体,具有细胞

毒性作用的淋巴细胞。

14. 097 　 单核吞噬细胞 　 mononuclear
 

phago-
cyte

　 一类具有吞噬活性的单核白细胞,包括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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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单核细胞和组织中的巨噬细胞。

14. 098　 细胞因子　 cytokine
　 由免疫细胞和某些非免疫细胞合成与分泌

的一类高活性多功能蛋白质多肽分子。

14. 099　 白细胞介素　 interleukin
　 由白细胞分泌,主要影响各种血细胞和免疫

细胞增殖与分化的一组细胞因子。

14. 100　 肿瘤坏死因子　 tumor
 

necrosis
 

factor
　 由某些细胞产生的,可诱导肿瘤细胞或靶细

胞坏死的细胞因子。

14. 101　 趋化因子　 chemokine
　 可介导各种白细胞的趋化作用,调节白细胞

整合素的表达或黏附活性的分泌性的低分

子量多肽。

14. 102　 免疫应答　 immune
 

response
　 动物机体免疫系统受到抗原物质刺激后,免

疫细胞对抗原分子进行识别并产生一系列

复杂的免疫连锁反应,表现出特定的生物学

效应的过程。

14. 103　 内化　 internalization
　 一般指配体与细胞膜表面相应受体结合形

成复合物,进而发生膜内陷而凹入细胞内的

现象。

14. 104　 抗原肽　 antigenic
 

peptide
　 具有免疫原性的多肽或抗原衍生肽。

14. 105　 抗原加工　 antigen
 

processing
　 抗原分子在抗原递呈细胞中被酶解成肽段

并与 MHC 分子结合成复合物的过程。

14. 106　 抗原提呈　 antigen
 

presentation
　 抗原递呈细胞将抗原加工处理后,将抗原肽

通过 MHC 分子展示到细胞膜表面供 T 细胞

识别的过程。

14. 107　 吞噬体　 phagosome
　 细胞吞噬大的颗粒状物质后形成的由膜包

围的结构。

14. 108　 吞噬溶酶体　 phagolysosome
　 病原体或异物被吞入吞噬细胞内形成吞噬

小体,再与初级溶酶体相融合形成的胞内消

化结构。

14. 109　 内体　 endosome
　 动物细胞中的膜包围的细胞器,含有通过内

吞作用新吞入的物质,随之将物质输送到溶

酶体进行降解,分为早期内体和晚期内体。

14. 110　 胞吞途径　 endocytic
 

pathway
　 外源性抗原的加工递呈途径。

14. 111　 内吞溶酶体　 endolysosome
　 又称“初级溶酶体”。 具有均质基质的颗粒

状溶酶体。

14. 112　 溶酶体　 lysosome
　 真核细胞中一种膜包围的细胞器,内含多种

酸性水解酶,是细胞内大分子降解的主要场

所。

14. 113　 胞质内途径　 cytosolic
 

pathway
　 内源性抗原加工递呈的途径。

14. 114　 蛋白酶体　 proteasome
　 存在于细胞质中的一类结构和功能保守的

蛋白酶解复合物。

14. 115　 抗原加工相关转运体　 transporteras-
sociated

 

with
 

antigen
 

processing
　 由 TAP1 和 TAP2 组成的异二聚体,镶嵌于

内质网膜,介导抗原肽从细胞质主动转运到

内质网腔。

14. 116　 泛素　 ubiquitin
　 一种存在于大多数真核细胞中的小蛋白,主

要功能是标记需要分解的蛋白质。

14. 117　 分子伴侣　 molecular
 

chaperone
　 又称“伴随分子”。 协助其他蛋白质分子肽

链进 行 正 确 折 叠 或 转 移 的 蛋 白 质,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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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p90、Hsp70 和 Hsp60。

14. 118　 帽化　 capping
　 特异性抗体与细胞表面抗原发生交联后向

细胞一端移动并形成帽状结构的一种生理

现象。

14. 119　 免疫受体酪氨酸激活模体　 immuno-
receptor

 

tyrosine-based
 

activation
 

mo-
tif,

 

ITAM
　 免疫细胞激活性受体分子胞内段携带的结

构。 其所含酪氨酸残基发生磷酸化,招募带

有 SH2 结构域的各种蛋白激酶和衔接蛋

白,参与启动信号传导。

14. 120 　 细胞介导免疫 　 cell-mediated
 

immu-
nity

　 由抗原递呈细胞向 T 细胞递呈抗原所介导

的细胞免疫应答,主要通过活化的 CD4+
 

T
细胞或 CD8+

 

T 细胞发挥效应。

14. 121　 穿孔素　 perforin
　 具有细胞毒作用的效应分子,通过聚合作用

在靶细胞表面形成小孔,从而介导杀伤作

用。

14. 122　 颗粒酶　 granzyme
　 细胞和细胞毒性 T 细胞分泌的细胞膜磷脂

双层溶解酶,进入靶细胞可介导细胞凋亡。

14. 123 　 细胞黏附分子 　 cell
 

adhesion
 

mole-
cule

　 动物细胞表面介导细胞同细胞或细胞外基

质相黏附的蛋白质分子。

14. 124　 变态反应　 allergy,
 

hypersensitivity
　 机体接受特定抗原持续刺激或同一抗原再

次刺激所致的功能紊乱和 / 或组织损伤等病

理性免疫反应。

14. 125 　 迟发型变态反应 　 delayed
 

type
 

hy-
persensitivity

　 抗原诱导特异性 Th1 细胞激活并产生多种

炎性细胞因子,介导以单核细胞浸润和组织

细胞变性坏死为特征的局部炎症反应。

14. 126　 体液免疫应答 　 humoral
 

immune
 

re-
sponse

　 B 细胞通过产生抗体而介导的特异性免疫

应答。

14. 127　 初次应答　 primary
 

response
　 机体首次遇到抗原发生的免疫应答。

14. 128　 再次应答　 secondary
 

response
　 再次接触相同抗原时发生的迅速和增强的

免疫应答。

14. 129　 回忆应答　 anamnestic
 

response
　 抗原刺激机体产生免疫应答,经一定时间后

抗原在体内逐渐被清除,此时若机体再次接

触相同的抗原,可迅速产生强烈的持续时间

久的免疫应答。

14. 130　 补体　 complement
　 存在于正常动物和人血清中的一组不耐热

酶原,活化后产生级联反应,在体内发挥重

要的生物学效能。

14. 131　 补体系统　 complement
 

system
　 由参与补体激活和调控的各种成分及补体

受体所组成的多分子系统。

14. 132　 C3 转化酶　 C3
 

convertase
　 补体激活过程中形成的关键转化酶,可将

C3 裂解为 C3a 和 C3b 片段。

14. 133　 C5 转化酶　 C5
 

convertase
　 补体激活过程中形成的关键转化酶,可将

C5 裂解为 C5a 和 C5b 片段。

14. 134　 经典途径　 classical
 

pathway
　 补体激活途径之一,激活剂主要为与抗原结

合后的 IgG 或 IgM 类抗体,并由 C1 到 C9 连

续发生级联反应,最终产生溶细胞效应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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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35　 旁路途径　 alternative
 

pathway
　 又称“ 替代途径” “第二途径”。 不经 C1、

C4、C2 活化,而是在 B 因子、D 因子和 P 因

子参与下,直接由 C3b 与激活物(如酵母多

糖)结合而启动补体( C3 ~ C9) 酶促级联反

应,产生一系列生物学效应,最终导致细胞

溶解破坏的补体活化途径。

14. 136 　 甘露糖结合凝集素途径 　 mannose-
binding

 

lectin
 

pathway
　 简称“凝集素途径( lectin

 

pathway)”。 血浆

甘露糖结合凝集素直接识别多种病原微生

物表面的甘露糖、岩藻糖及 N-乙酰葡糖胺,
进而依次活化 MASP-1、 MASP-2、 C4、 C2、
C3,形成与经典途径相同的 C3 转化酶和 C5
转化酶。

14. 137 　 攻膜复合物 　 membrane-attack
 

com-
plex,

 

MAC
　 补体系统激活后形成的 C5b6789 大分子复

合体,能使细胞膜发生严重损伤,导致细胞

裂解。

14. 138　 细胞溶解　 cell
 

lysis
　 质膜破裂的细胞裂解。

14. 139　 细胞黏附　 cell
 

adhesion
　 细胞间的黏附,是细胞间信息交流的一种形

式。

14. 140　 调理作用　 opsonization
　 调理素(如抗体和补体成分)与病原体或其

他颗粒抗原结合,通过与巨噬细胞表面 Fc
受体或补体受体结合,从而促进吞噬细胞对

病原体的吞噬作用。

14. 141　 免疫调节　 immune
 

regulation
　 在免疫应答过程中,基因调控下的免疫细胞

和免疫分子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系统(如

神经内分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影

响免疫应答的发生、性质、强度、范围和终

止,使免疫应答以最恰当的形式维持在最适

当的水平。

14. 142　 病毒中和　 viral
 

neutralization
　 特异性抗体通过与病毒的相应抗原结合,使

病毒失去感染敏感细胞的能力,防止病毒侵

入宿主细胞。

14. 143　 免疫复合物　 immune
 

complex
　 抗体与可溶性抗原结合而形成的复合物。

14. 144　 免疫网络　 immune
 

network
　 机体中连锁发生的一系列自我识别的过程。

例如,体内依次产生的抗独特型抗体与其他

抗体的独特型发生交叉反应,从而在体内形

成一个复杂的网络。

14. 145　 T 细胞抑制因子 　 T
 

cell
 

suppressor
 

factor,
 

TCSF
　 抑制性 T 细胞激活过程中释放的一系列具

有免疫抑制作用的因子。

14. 146　 反抑制性 T 细胞　 contrasuppressor
 

T
 

lymphocyte
　 兼有向 Th 细胞递呈抗原和反抑制作用双重

功能的 T 细胞,以抵消抑制性 T 细胞(Ts 细

胞)对 Th 细胞的抑制作用。

14. 147　 抑制性 B细胞　 suppressor
 

B
 

cell
　 一种具有抑制功能的 B 细胞亚群,细胞表面

带有 IgG 的 Fc 受体。

14. 148 　 抑制性 B 细胞因子 　 suppressor
 

B
 

cell
 

factor
　 由抑制性 B 细胞受脂多糖( LPS)和免疫复

合物等刺激与结合后产生的一种抑制性因

子,能抑制 T 细胞与 B 细胞的增殖和分化,
从而对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产生抑制作用。

14. 149　 抑制性巨噬细胞 　 suppressor
  

macro-
phage

　 一类在体内外均能明显抑制免疫应答的巨

噬细胞。

14. 150　 混合淋巴细胞反应 　 mixed
 

lymp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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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te
 

reaction,
 

MLR
　 混合淋巴细胞培养后,由于相互刺激而产生

针对同种异型抗原的淋巴细胞增殖反应。

14. 151　 免疫耐受　 immune
 

tolerance
　 机体免疫系统接触某一抗原后形成的特异

性免疫无应答状态。

14. 152　 类转换　 class
 

switching
　 抗体应答中活化的 B 细胞首先产生 IgM 抗

体,但以后因抗体的恒定区发生型别转换分

泌其他型别的抗体。

14. 153　 组织相容性　 histocompatibility
　 个体接受异种、同种异体和自身移植物的能

力。

14. 154 　 组织相容性抗原 　 histocompatibility
 

antigen
　 代表个体特异性的引起移植排斥反应的同

种异型抗原。

14. 155　 白细胞抗原　 leukocyte
 

antigen
　 移植排斥反应中所针对的抗原,是一种存在

于所有有核细胞表面的糖蛋白,属于组织相

容性抗原。

14. 156 　 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 　 major
 

histo-
compatibility

 

antigen
　 能引起快而强的排斥反应的组织相容性抗

原。

14. 157 　 次要组织相容性抗原 　 minor
 

histo-
compatibility

 

antigen
　 引起较弱排斥反应的组织相容性抗原。

14. 158 　 主要组织相容性系统 　 major
 

histo-
compatibility

 

system
　 全称“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系统”。 能引起

强烈而迅速的排斥反应的抗原系统。

14. 159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major
 

histo-
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
　 位于脊椎动物某对染色体特定区域、紧密连

锁的编码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系统的基因

群,其编码产物主要分布在细胞膜表面,在
免疫应答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14. 160　 MHC
 

Ⅰ类分子　 MHC
 

class
 

Ⅰ
 

mole-
cule

　 由一条 MHC
 

Ⅰ类基因编码的重链(α 链)和
一条非 MHC

 

Ⅰ类基因编码的轻链(β2 微球

蛋白)通过二硫键形成的异源二聚体分子。

14. 161　 MHC
 

Ⅱ类分子　 MHC
 

class
 

Ⅱ
 

mole-
cule

　 由 α 链和 β 链非共价结合的异源二聚体分

子。 两条肽链均由 MHC
 

Ⅱ类分子基因编

码,由胞外区、跨膜区和胞内区组成。

14. 162　 MHC
 

Ⅲ类分子　 MHC
 

class
 

Ⅲ
 

mole-
cule

　 MHC
 

Ⅰ类和 MHC
 

Ⅱ类基因区之间的一组

基因(MHC
 

Ⅲ类基因)的编码产物,主要是

某些血清补体成分。

14. 163　 MHC 限制性　 MHC
 

restriction
　 在免疫应答识别阶段,T 细胞与 APC 之间的

作用和免疫效应阶段、T 细胞与靶细胞之间

的作用都涉及 TCR 对自身 MHC 分子的识

别,即只有当相互作用细胞双方的 MHC 分

子一致时,免疫应答才能发生。

14. 164　 移植物抗宿主反应　 graft-versus-host
 

response
　 当受者处于免疫无能或免疫抑制状态时,移

植物内含有较多成熟的供者 T 细胞,通过识

别受者抗原而产生攻击受者的免疫应答。

14. 165　 猪白细胞抗原　 swine
 

leucocyte
 

anti-
gen

　 猪的 MHC,可分为Ⅰ类基因群、Ⅱ类基因群

和Ⅲ类基因群。

14. 166　 过敏毒素　 anaphylatoxin
　 补体激活所产生的 C3a 和 C5a,二者均可与

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表面的 C3aR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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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aR 结合,触发靶细胞脱颗粒,释放组胺和

其他血管活性物质。

14. 167　 免疫接种　 vaccination
　 人为给予无毒或减毒病原体,以诱导抗病原

体感染的特异性免疫反应。

14. 168　 获得性免疫 　 acquired
 

immunity,
 

a-
daptive

 

immunity
　 个体出生后通过与病原微生物接触或疫苗

免疫接种所产生的免疫力。

14. 169　 先天免疫　 innate
 

immunity
　 个体在长期进化中所形成的,与生俱来就具

有对病原微生物的抵抗力。

14. 170 　 天然获得性免疫 　 natural
 

acquired
 

immunity
　 动物机体本身未经疫苗免疫接种,经自然感

染康复或从母体获得特异性抗体而具有对

某种疫病的特异性抵抗力。

14. 171　 人工获得性免疫 　 artificial
 

acquired
 

immunity
　 经人工疫苗免疫接种或给予特异性抗体而

使机体主动或被动获得免疫力。

14. 172　 天然被动免疫　 natural
 

passive
 

immu-
nity

　 新生动物通过母体胎盘、初乳或卵黄从母体

获得特异性抗体而具备对某种病原微生物

的免疫力。

14. 173　 天然主动免疫　 natural
 

active
 

immu-
nity

　 动物在生活过程中经自然感染某种病原微

生物康复后获得对某种病原微生物的免疫

力。

14. 174 　 人工被动免疫 　 artificial
 

passive
 

im-
munity

　 给动物注射含特异性抗体的免疫血清或细

胞因子等制剂,以治疗或紧急预防病原微生

物感染的措施。

14. 175　 人工自动免疫　 artificial
 

active
 

immu-
nity

　 用疫苗接种机体,使之产生特异性免疫,从
而预防病原微生物感染的措施。

14. 176　 疫苗　 vaccine
　 接种动物机体后能产生免疫应答和预防疾

病的生物制品。

14. 177　 活疫苗　 live
 

vaccine
　 将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经致弱减毒或利

用自然弱毒株制成的疫苗。

14. 178　 灭活疫苗　 inactivated
 

vaccine
　 选用免疫原性强的细菌、病毒等人工培养

后,用物理或化学方法将病原微生物灭活后

制成的疫苗。

14. 179 　 多糖蛋白结合疫苗 　 polysaccharide
 

conjugate
 

vaccine
　 将多糖(如细菌的荚膜多糖)与蛋白质载体

(白喉类毒素、破伤风类毒素、霍乱类毒素

等)结合制成的疫苗。

14. 180　 亚单位疫苗　 subunit
 

vaccine
　 去除病原体中与激发保护性免疫无关的成

分,保留有效的蛋白质抗原成分制成的疫

苗。

14. 181 　 重组亚单位疫苗 　 recombinant
 

sub-
unit

 

vaccine
　 用 DNA 重组技术将编码病原微生物保护性

抗原的基因体外高效表达并提取抗原蛋白

制成的疫苗。

14. 182　 重组活载体疫苗　 recombinant
 

living
 

vectored
 

vaccine
　 将目的基因插入减毒活病毒或减毒活细菌

载体中构建的活疫苗。

14. 183　 基因缺失疫苗　 gene
 

deleted
 

vaccine
　 用基因工程技术将强毒株毒力相关基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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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而构建的活疫苗。

14. 184　 核酸疫苗　 nucleic
 

acid
 

vaccine
　 DNA 重组质粒中的目的基因,在体内表达

后可产生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疫苗。

14. 185 　 合成肽疫苗 　 synthetic
 

peptide
 

vac-
cine

　 根据有效免疫原的氨基酸序列,人工合成病

原微生物的主要抗原多肽制备的疫苗。

14. 186　 抗独特型疫苗　 anti-idiotype
 

vaccine
　 以抗病原体的中和抗体为免疫原,制备针对

该中和抗体独特型表位的抗体(即抗独特型

抗体)而制成的疫苗。

14. 187 　 转基因植物疫苗 　 transgenic
 

plant
 

vaccine
　 又称“食用疫苗( food

 

vaccine)”。 用转基因

方法,将编码有效免疫原的基因导入可食用

植物细胞的基因组中制备的疫苗。

14. 188　 肿瘤相关抗原　 tumor
 

associated
 

anti-
gen,

 

TAA
　 既存在于肿瘤细胞,又存在于正常组织细

胞,但在肿瘤细胞常过量表达的一类抗原。

14. 189　 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 　 lympho-
kine

 

activated
 

killer
 

cell
　 简称“LAK 细胞”。 外周血淋巴细胞体外经

白细胞介素-2(IL-2)培养后诱导产生的一

类杀伤细胞。

14. 190　 过继免疫疗法　 adoptive
 

immunother-
apy

　 把致敏淋巴细胞或其产物输给细胞免疫功

能低下者,使其获得抗病免疫力的一种治疗

方法。

14. 191　 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　 tumor-infiltra-
ting

 

lymphocyte
　 从肿瘤组织中分离出的浸润淋巴细胞,富含

肿瘤特异性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和 NK 细

胞。

14. 192　 自身免疫　 autoimmunity
　 机体免疫系统对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发生免

疫应答的现象,即产生了自身抗体或致敏淋

巴细胞。

14. 193　 自身免疫病　 autoimmune
 

disease
　 机体免疫系统对自身组织或细胞发生免疫

应答而导致的疾病状态。

14. 194　 免疫缺陷　 immunodeficiency
　 免疫系统先天性发育不良或后天损伤因素

而引起免疫细胞的发生、分化增殖、调节和

代谢异常,并导致机体免疫功能降低或缺

陷,临床上表现为易发生反复感染的一组综

合征。

14. 195　 血清学试验　 serological
 

test
　 在体外进行的各类抗原抗体反应。

14. 196　 凝集试验　 agglutination
 

test
　 颗粒性抗原与相应抗体结合出现的肉眼可

见的凝集。

14. 197 　 直接凝集试验 　 direct
 

agglutination
 

test
　 颗粒性抗原与相应抗体直接结合所发生的

凝集。

14. 198　 间接凝集试验　 indirect
 

agglutination
 

test
　 可溶性抗原(或抗体)吸附于颗粒性载体表

面,与相应抗体(或抗原) 结合所发生的凝

集。

14. 199 　 间接血凝试验 　 indirect
 

hemaggluti-
nation

 

test,
 

IHA
　 抗原致敏于红细胞表面,与相应的抗体结合

所发生的凝集。

14. 200　 反向被动血凝试验 　 reverse
 

passive
 

hemagglutination
 

assay
　 抗体致敏于红细胞表面,与相应抗原结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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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凝集。

14. 201 　 乳胶凝集试验 　 latex
 

agglutination
 

test
　 抗原(或抗体)致敏于乳胶颗粒表面,与相应

的抗体(或抗原)结合所发生的凝集。

14. 202　 协同凝集试验　 co-agglutination
 

test
　 IgG 抗体致敏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表面,与相

应的抗原结合所发生的凝集。

14. 203　 环状沉淀试验　 ring
 

precipitation
 

test
　 在小口径试管内加入已知抗血清,沿管壁加

入待检抗原于血清表面,若抗体与相应抗原

发生反应,两层液面交界处出现白色环状沉

淀。

14. 204　 双向免疫扩散 　 double
 

immunodiffu-
sion

　 抗原和抗体分子在凝胶板上扩散,当二者相

遇并达到最适比例时形成沉淀线的一种分

析鉴定抗原、抗体纯度和抗原特异性的实

验。

14. 205　 双向双扩散 　 double
 

diffusion
 

in
 

two
 

dimension
　 简称“双扩散”。 使抗原和抗体同时在琼脂

凝胶中扩散,观察沉淀带是否出现。

14. 206　 双向单扩散 　 simple
 

diffusion
 

in
 

two
 

dimension
　 又称“ 辐射扩散( radial

 

immunodiffusion)”。
将已知抗体加入琼脂凝胶中,再打孔加入抗

原使其向四周辐射扩散,与凝胶中的抗体接

触形成白色沉淀环。 是通过测量沉淀环直

径计算抗原浓度的一种定量检测方法。

14. 207　 免疫电泳　 immunoelectrophoresis
　 一种区带电泳与免疫双扩散相结合的免疫

化学分析技术,可用于分析样品中抗原的性

质。

14. 208　 对流免疫电泳　 counter
 

immunoelec-

trophoresis
　 将抗原和抗体在琼脂凝胶孔中电泳,带负电

荷的抗原向正极运动,带正电荷的抗体向负

极运动,二者在琼脂凝胶中相互结合而形成

沉淀线。

14. 209 　 火箭免疫电泳 　 rocket
 

immunoelec-
trophoresis

　 将区带电泳和免疫扩散技术相结合而用于

定量检测抗原的技术。

14. 210 　 标记抗体技术 　 antibody
 

labeling
 

technique
　 将一些既易测定又具有高度敏感性的物质

标记到特异性抗体分子上,通过这些标记物

的增强放大效应来显示反应系统中抗原性

质与含量。

14. 211　 免疫荧光抗体技术 　 immunofluores-
cence

 

antibody
 

technique
　 用荧光素与抗体连接成荧光抗体,再与待检

标本中抗原反应,置于荧光显微镜下观察,
抗原抗体复合物散发出荧光,借此对标本中

的抗原进行鉴定或定位。

14. 212　 酶标抗体技术　 enzyme-labelled
 

anti-
body

 

technique
　 将酶分子与抗体或抗抗体分子共价结合,此

种结合既不改变抗体的免疫反应活性,也不

影响酶的生物化学活性。

14. 213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将抗体或抗原包被到某种固相载体表面并

保持其免疫活性。 测定时,将待检样本和酶

标抗原或抗体按不同步骤与固相载体表面

吸附的抗体或抗原发生反应,然后加入酶标

抗体与免疫复合物结合,用洗涤的方法分离

抗原抗体复合物和游离的未结合成分,最后

加入酶反应底物,根据底物被酶催化产生的

颜色深浅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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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14　 放射免疫分析　 radioimmunoassay
　 一种以放射性同位素作为示踪物的免疫标

记检测技术。 即用同位素标记的抗原和样

品中待测的未标记抗原与固定量的特异性

抗体竞争结合,或进行竞争性一致反应,以
判定待测抗原含量。

14. 215 　 补体结合试验 　 complement
 

fixation
 

test
　 抗原与抗体反应形成复合物,通过激活补体

而介导溶血反应作为反应强度的指示系统,
以检测抗原或抗体。

14. 216　 固相补体结合试验　 solid
 

phase
 

com-
plement

 

fixation
 

test
　 与补体结合试验的原理相同,以是否溶血为

标志,间接测定补体是否被待检的抗原-抗

体复合物所消耗的一种反应。 如果不溶血,
即为阳性;反之则为阴性。 此反应在琼脂糖

凝胶反应盘中进行,使反应要素和反应结果

固相化,因而得名。

14. 217　 免疫黏附血凝试验 　 immune
 

adher-
ence

 

hemagglutination
 

test
　 根据抗原-抗体复合物在 C3 存在时能黏附

到灵长类红细胞或非灵长类血小板上的现

象检查抗原或抗体的方法。

14. 218 　 被动红细胞溶解试验 　 passive
 

he-
molysis

 

test
　 将已知抗原吸附到红细胞上,在有相应抗体

以及补体存在时出现红细胞溶解。

14. 219 　 补体依赖的细胞毒性 　 complement
 

dependent
 

cytotoxicity
　 补体参与的细胞毒作用,即通过特异性抗体

与细胞膜表面相应抗原结合形成复合物,进
而激活补体经典途径所形成的攻膜复合体

对靶细胞发挥裂解效应。

14. 220 　 细胞介导淋巴细胞溶解作用 　 cell-
mediated

 

lympholysis

　 具有细胞毒性作用的细胞介导的,不需要抗

体和补体参与的淋巴细胞毒试验。

14. 221　 单向辐射状溶血 　 single
 

radial
 

he-
molysis

　 通过抗血凝素抗体和补体,使经过病毒处理

的红细胞被动溶解,从而产生肉眼可见的抗

原-抗体反应。

14. 222　 中和试验　 neutralization
 

test
　 应用抗体使相应毒素抗原的毒性或病毒的

感染性消失的试验。

14. 223 　 终点法中和试验 　 endpoint
 

neutral-
ization

 

test
　 已被血清中和后的残余毒力,通过对中和后

病毒 50%终点的滴定,以判定血清的中和效

价。

14. 224　 免疫电镜术　 immunoelectron
 

micros-
copy

　 将抗原抗体反应的特异性与电镜的高分辨

能力相结合的检测技术。

14. 225　 免疫转印　 immunoblotting
　 又称“蛋白质印迹”。 一种将蛋白质凝胶电

泳、膜转移电泳与抗原抗体反应相结合的新

型免疫分析技术。

14. 226　 免疫沉淀　 immunoprecipitation
　 一种测定未知抗原或抗体的定性试验。 即

可溶性抗原与抗体在介质中相互作用而形

成免疫复合物,在试管中可见沉淀环或在琼

脂糖中出现白色沉淀线。

14. 227　 免疫 PCR　 immuno-PCR
　 利用抗原抗体反应的特异性和 PCR 扩增反

应的极高灵敏性而建立的一种微量抗原检

测技术。

14. 228 　 化学发光免疫测定 　 chemilumines-
cent

 

immunoassay
　 一种免疫标记技术,将化学发光物标记特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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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抗原或抗体,用于检测相应抗体或抗原。

14. 229　 免疫传感器　 immune
 

sensor
　 一类能检测抗原或抗体的传感器。

14. 230 　 玫瑰花环试验 　 erythrocyte
 

rosette
 

test
　 体外检测人和动物细胞免疫功能的一种方

法。 由于人和动物的 T 淋巴细胞表面有红

细胞受体,红细胞可以黏附到 T 淋巴细胞的

周围而形成玫瑰花样的细胞团。 B 淋巴细

胞没有红细胞受体,不能形成玫瑰花环,从
而加以鉴别。

14. 231　 溶血空斑试验　 hemolytic
 

plaque
 

test
　 一种定量检测特异性抗体生成细胞的试验。

即将抗体生成细胞和红细胞混合于凝胶薄

层中,抗体生成细胞所释出的抗体与周围红

细胞结合,在补体作用下形成溶血空斑,从
而进行定量计数。

14. 232　 流式细胞术　 flow
 

cytometry
　 一种细胞抗原分析技术,用荧光素标记抗体

检测细胞内或表面相应的抗原,用激光束激

发单行流动细胞或抗原,对抗原的相对量进

行快速测定。

14. 233 　 淋巴细胞转化试验 　 lymphocyte
 

transformation
 

test
　 一种测定淋巴细胞增殖能力的试验。 即在

有丝分裂原或抗原刺激下,淋巴细胞可转化

为淋巴母细胞。

14. 234　 B细胞辅助受体　 B-cell
 

coreceptor
　 为 3 种蛋白质的复合体,包括 CD19、CR2 和

TAPA-1(CD81)。 CD19 是一种免疫球蛋白

超家族成员,有一个长的细胞质尾,细胞外

区有 3 个 Ig 折叠结构。 CR2 是补体成分

C3b 的受体,是存在于滤泡树突状细胞膜上

CD23 分子的受体。 TAPA -l 是一种穿膜 4
次的跨膜蛋白。

14. 235　 双特异性抗体　 bispecific
 

antibody

　 一个抗体分子中的两个抗原结合部位可分

别结合两种不同的抗原表位的抗体。

14. 236　 β2 微球蛋白　 β2-microglobulin
　 细胞表面上的一种球蛋白,为Ⅰ类组织相容

性抗原复合物分子的小亚基。

14. 237　 二次免疫接种 　 secondary
 

immuniza-
tion

　 又称 “ 加 强 免 疫 接 种 ( booster
 

immuniza-
tion)”。 初次免疫后再次用同一抗原对机

体进行免疫接种,以增强针对该抗原的适应

性免疫应答。

14. 238　 克隆无反应　 clonal
 

anergy
　 细胞内信息传递过程发生障碍而引起的机

体持续长时间的免疫无应答状态。

14. 239　 胶原凝集素　 collectin
　 钙依赖的糖结合蛋白或凝集素,包括肺表面

活性蛋白、胶固素及甘露糖结合蛋白等。 其

凝集素区可与微生物的糖基结合,而胶原部

分可与巨噬细胞膜受体结合,发挥调理素和

激活补体的作用。

14. 240　 共刺激信号　 costimulatory
 

signal
　 又称 “ 第二活化信号 ( secondary

 

activation
 

signal)”。 由参与适应性免疫应答的免疫细

胞表面所表达的不同共刺激分子及其受体

相互结合而产生。

14. 241　 交叉反应性　 cross-reactivity
　 抗原除与其相应抗体发生特异性反应外,还

与其他抗体发生反应。

14. 242　 脱粒　 degranulation
　 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释放嗜酸性颗

粒和嗜碱性颗粒的过程。

14. 243　 效应细胞　 effector
 

cell
　 在免疫应答中参与清除异物抗原和行使效

应功能的免疫细胞。

14. 244　 Fc 受体　 Fc
 

receptor,
 

F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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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膜表面能与 Ig
 

Fc 片段结合的受体。

14. 245　 荧光抗体　 fluorescent
 

antibody
　 以荧光物标记用于抗原定位的抗体。

14. 246　 荧光素　 fluorochrome
　 具有荧光特性的染料。

14. 247 　 弗氏完全佐剂 　 Freund’ s
 

complete
 

adjuvant,
 

FCA
　 不完全佐剂中加入卡介苗或死的结核分枝

杆菌。

14. 248　 弗氏不完全佐剂 　 Freund’ s
 

incom-
plete

 

adjuvant
　 油剂与乳化剂混合而成的佐剂。

14. 249　 粒细胞　 granulocyte
　 细胞质中含有许多微小囊性颗粒的一类白

细胞,颗粒中贮有多种酶,根据颗粒的染色

性质可分为嗜中性、嗜酸性和嗜碱性粒细

胞。

14. 250　 半抗原-载体结合物 　 hapten-carrier
 

conjugate
　 由半抗原与载体结合形成的复合物,可诱导

机体产生针对半抗原的特异性抗体。

14. 251　 回巢　 homing
　 淋巴细胞的定向游动过程,包括成熟淋巴细

胞向外周淋巴器官归巢,淋巴细胞再循环,
以及淋巴细胞向炎症部位(如皮肤、肠道黏

膜和关节滑膜等)迁移。

14. 252　 H-2 复合体　 H-2
 

complex
　 小鼠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其编码基因位于第

17 号染色体。

14. 253　 杂交瘤　 hybridoma
　 由抗体产生细胞( B 淋巴细胞)和多发性骨

髓瘤细胞融合而产生的杂交细胞,经培养扩

增可生产大量的单克隆抗体。

14. 254　 免疫预防　 immunoprophylaxis

　 通过应用疫苗免疫的方法使动物具有针对

某种传染病的特异性抵抗力,以达到控制疾

病的目的。

14. 255 　 速发型变态反应 　 immediate
 

hyper-
sensitivity

　 已免疫机体再次接受同样变应原刺激所发

生的迅速、强烈的反应。

14. 256　 免疫活性　 immunocompetence
　 参与免疫应答或与免疫应答有关的细胞所

具有的能接受抗原刺激而发生分化、增殖形

成免疫效应物质并能诱导特性免疫反应的

性质。

14. 257　 整合素　 integrin
　 存在于质膜的一种穿膜蛋白质,由 α 和 β 两

个亚基组成,介导细胞与细胞外基质或与其

他细胞黏附。

14. 258　 连接链　 joining
 

chain
　 由浆细胞产生的一种糖蛋白,富含半胱氨酸

的多肽链,可将 IgA 连接为二聚体或将单体

IgM 连接为五聚体。

14. 259　 分泌成分　 secretary
 

component
　 一种参与组成分泌型 IgA 的辅助成分。 属

含糖多肽链,由黏膜上皮细胞合成,以非共

价形式结合于 IgA 二聚体,参与其分泌并保

护其免受蛋白水解酶降解。

14. 260　 溶菌酶　 lysozyme
　 又称“胞壁酸酶(muramidase)” “N-乙酰胞

壁质聚糖水解酶(N-acetylmuramide
 

glycano-
hydrlase)”。 一种能水解致病菌中黏多糖的

碱性酶。

14. 261　 甘露糖结合凝集素　 mannose-binding
 

lectin,
 

MBL
　 一种血浆凝集素,能直接识别多种病原微生

物表面大范围重复的糖结构, 依次活化

MASP、C4、C2、C3,形成与经典途径相同的

C3 与 C5 转化酶,激活补体级联酶促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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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62　 单核细胞　 monocyte
　 源自髓系干细胞的一种白细胞。

14. 263　 单核因子　 monokine
　 由单个核吞噬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

14. 264　 负选择　 negative
 

selection
　 在胸腺细胞发育过程中,与自身 MHC 或自

身 MHC -抗原复合物结合过强的细胞被诱

导凋亡的过程,决定 T 细胞对自身组织的耐

受性。

14. 265　 [嗜]中性粒细胞　 neutrophilic
 

granu-
locyte

　 血液中数量最多、具有吞噬功能的细胞,胞
内富含溶酶体酶等杀菌物质,可随血流迅速

迁移至感染部位而在机体抗感染中发挥重

要作用。

14. 266　 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 　 pathogen-as-
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
 

PAMP
　 病原微生物所具有的特征性保守成分,如革

兰氏阳性菌的胞壁肽聚糖和革兰氏阴性菌

的脂多糖等,通过与相应模式识别受体结合

而被宿主免疫细胞识别,引起固有免疫应

答。

14. 267　 模式识别　 pattern
 

recognition
　 模式识别受体对病原相关分子模式的识别。

14. 268 　 模式识别受体 　 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
 

PRR
　 识别病原相关分子模式的一类受体分子,介

导固有免疫应答。

14. 269　 吞噬细胞　 phagocyte
　 具有吞噬能力的细胞,能够吞噬并消化衰老

血细胞、细菌、原虫、死亡组织细胞或较大异

物颗粒,主要有嗜中性白细胞和巨噬细胞。

14. 270　 多聚免疫球蛋白受体　 poly-Ig
 

recep-

tor
　 表达于黏膜上皮细胞内层的基底膜表面,与

多聚免疫球蛋白特别是 IgA 二聚体结合后,
通过胞吞转运,使多聚免疫球蛋白受体-IgA
复合物穿越黏膜表皮细胞转移至细胞黏膜

腔表面,并分解为分泌型 IgA 和分泌片。

14. 271　 阳性选择　 positive
 

selection
　 在胸腺细胞发育过程中,能结合自身 MHC

分子的胸腺细胞进一步发育成熟,而不识别

自身 MHC 分子的胸腺被诱导凋亡的过程,
决定 T 细胞的 MHC 限制性。

14. 272　 带现象　 zone
 

phenomenon
　 一种抗原-抗体反应的现象。 在凝集反应或

沉淀反应中,由于抗体过剩或抗原过剩,抗
体与抗原结合但不能形成大的复合物,从而

不出现肉眼可见的反应现象。

14. 273　 分泌型 IgA　 secretory
 

IgA
　 由 J 链连接并含分泌片的同源二聚体 IgA,

可分泌至外分泌液中,主要存在于乳汁、唾
液、泪液和呼吸道、消化道等黏膜表面,参与

局部黏膜免疫。

14. 274　 选择素　 selectin
　 一组细胞黏附分子,通过其胞膜外区凝集素

样结构域而与配体结合。

14. 275　 自身耐受　 self-tolerance
　 机体免疫系统对自身抗原不发生免疫应答

的状态。

14. 276　 Toll 样受体　 Toll-like
 

receptor,
 

TLR
　 果蝇 Toll 受体同源物,属固有免疫中的模式

识别受体。 其胞外结构域由多个亮氨酸重

复序列组成,识别病原相关分子模式;胞内

段为 TIR 结构域,参与启动信号转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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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兽医内科学

15. 001　 兽医内科学　 veterinary
 

internal
 

med-
icine

　 从器官系统的角度研究动物内部器官疾病

的综合性兽医临床学科,是运用系统的理论

知识及相应的诊疗手段,研究疾病的病因、
发展规律、临床症状、转归、诊断和防治等理

论并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

15. 002　 症状学　 symptomatology
　 研究症状的识别、出现原因、发生机制、临床

表现及其在诊断中的价值的一门学科。

15. 003　 毒血症　 toxemia
　 细菌毒素从局部感染病灶进入血液循环,产

生全身性持续高热,伴有大量出汗、脉搏细

弱或休克的一种病理现象。

15. 004　 内毒素　 endotoxin
　 即脂多糖,革兰氏阴性细菌细胞壁的一种成

分。 当细菌死亡溶解或被破坏后才能释放

出来,对宿主产生毒性。

15. 005　 代谢性毒素　 metabolic
 

toxin
　 机体正常代谢所产生的毒性物质。

15. 006　 超敏反应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
　 异常的、过高的免疫应答。 即机体与抗原性

物质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作用,产生致敏淋巴

细胞或特异性抗体,如与再次进入的抗原结

合,可导致机体生理功能紊乱和组织损害的

免疫病理反应。

15. 007　 联合免疫缺陷病　 combined
 

immuno-
deficiency

 

disease
　 缺乏对 B 淋巴细胞和 T 淋巴细胞前体识别

与转化成 B 淋巴细胞和 T 淋巴细胞的能力

的一种遗传性疾病。

15. 008　 遗传性角化不全　 inherited
 

parakera-
tosis

　 属于一种原发性免疫缺乏症,影响 T 淋巴细

胞并损害细胞免疫功能。

15. 009　 白细胞异常色素减退综合征　 Chedi-
ak-Higashi

 

syndrome
　 一种致命的常染色体隐性全身性疾病,伴有

眼睑皮肤白化病和大量白细胞包涵体(巨大

溶酶体),身体各种器官组织细胞浸润,各类

白细胞生成减少,尤其是嗜中性粒细胞和单

核细胞吞噬能力下降,使患畜抗感染能力下

降。

15. 010　 体重下降　 weight
 

loss
　 动物在较短时间内体重明显降低。

15. 011　 体重增加　 weight
 

gain
　 动物在较短时间内体重明显升高。

15. 012　 体温过高　 hyperthermia
　 体温定位点并未上升,但中心体温超过正

常,如长毛的犬猫在炎热的环境下散热不

佳、运动、中暑(heat
 

stroke)等造成。

15. 013　 铬中毒　 Chromium
 

poisoning
　 机体接触的六价铬进入体内,造成皮肤和消

化道黏膜等损伤,进一步引起肝、肾和心肌

细胞变性坏死为特征的中毒性疾病。

15. 014　 虚弱　 weakness
　 临床分为几种类型,如倦怠无力、疲劳、全身

肌肉虚弱、晕厥、癫痫发作和意识状态的改

变。

15. 015　 晕厥　 syncope
　 一种伴有突然衰竭、暂时性意识丧失和全身

性虚弱的临床综合征。

15. 016　 末梢水肿　 peripheral
 

edema
　 即皮下水肿,一般发生在胸腹下部和四肢末

端。 其本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许多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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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症状。

15. 017　 凹陷性水肿　 pitting
 

edema
　 当发生皮下水肿时,指压后留痕的病理现

象。

15. 018　 厌食　 anorexia
　 动物食欲减退,摄食减少或拒食,甚至发生

明显的衰竭。

15. 019　 多食　 polyphagia
　 动物食欲旺盛并过量摄取食物。

15. 020　 流涎　 salivation
　 由诸多病理因素引起的唾液分泌增多或唾

液吞咽障碍,致使唾液从口腔中大量流出的

现象。

15. 021　 呕吐　 vomiting
　 不由自主地将胃内或偶尔将小肠部分内容

物经食管从口和 / 或鼻腔排出体外的现象。

15. 022　 吞咽困难　 dysphagia
　 吞咽异常,与口腔、唇、咽、食道、颚及咀嚼肌

的疾病以及中枢神经或外周神经的损伤导

致这些部位功能异常有关。

15. 023　 便秘　 constipation
　 由某种因素致使肠蠕动机能障碍,肠内容物

不能及时后送而滞留于肠腔的某部(主要在

结肠和部分直肠),动物表现出排粪费力、次
数减少或呈排粪姿势而排出少量干结、色深

的粪便的一种病理现象。 见于热性病、胃肠

迟缓、腰脊髓损伤等。

15. 024　 排粪困难　 dyschezia
　 粪便排出困难和 / 或排便时疼痛,发生原因

与里急后重基本相同。

15. 025　 呼吸急促　 tachypnea
　 呼吸急促,呼吸速率增加。

15. 026　 呼吸窘迫　 respiratory
 

distress
　 动物呼吸费力的症状。

15. 027　 咳嗽　 cough
　 当呼吸道黏膜和胸膜的迷走神经受到刺激

时,通过呼吸中枢引起的一种保护性反射动

作,将呼吸道内的异物或分泌物排出体外。

15. 028　 红细胞增多症　 erythrocytosis
　 一种以红细胞计数及与其相关参数(如血红

蛋白浓度、血细胞比容等)增高为特征的综

合征。

15. 029　 贫血　 anemia
　 外周血液中单位容积内红细胞数、血红蛋白

浓度及血细胞比容低于正常值,以运氧能力

降低、血容量减少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综合

征。

15. 030　 血液凝固障碍　 disorder
 

of
 

hemostasis
　 因血管、血小板或凝血因子异常,影响凝血

过程的正常完成,患畜在临床上表现为自发

性出血,轻微外伤后出血不止。

15. 031 　 遗传性血小板异常 　 hereditary
 

thrombasthenia
　 又称“血小板机能不全”。 一种常染色体隐

性遗传病,血小板形态正常,但数量低于正

常值,有较严重的出血性倾向。

15. 032　 血管性假血友病　 Von
 

Willebrand’ s
 

disease,
 

VWD
　 一种遗传性血管壁异常,症状是出血性素

质,发生于猪、犬和兔等动物。

15. 033　 脱毛　 alopecia
　 动物的被毛从皮肤上异常脱落的现象。

15. 034　 瘙痒　 pruritus
　 患畜自身皮肤的不适感觉,通过摩擦可以缓

解或解除痒感。

15. 035　 轻瘫　 paresis
　 又称“轻度麻痹(mild

 

paralysis)”。 由脑干、
脊髓、外周神经或脊神经节功能异常导致的

肌肉随意运动能力的减弱或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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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036　 震颤　 trembling
 

and
 

shivering
　 又称“颤抖”。 机体一部分或几部分经常地

不随意地震动,是相互拮抗肌肉快速、有节

律、交替而轻微的收缩产生的颤抖现象。

15. 037　 昏迷　 coma
 

and
 

stupor
　 又称“木僵”。 家畜小脑或脑干结构、代谢异

常而引起意识高度抑制的一种临床表现,见
于重度脑病和其他引起脑功能紊乱的重度

疾病。

15. 038　 癫痫[样]发作　 epileptic
 

seizure
　 脑神经元放电异常引起暂时性的脑机能障

碍,以行为、意识、运动、感觉变化为临床特

征。

15. 039　 口炎　 stomatitis
　 口腔黏膜及其深层组织的炎症,包括舌炎、

颚炎和齿龈炎。

15. 040　 牙齿疾病　 dental
 

disease
 

　 牙周病、齿龈增生、龋齿、牙齿发育异常及牙

结石等一组疾病的统称。

15. 041　 唾液腺炎　 sialadenitis
　 腮腺炎、颌下腺炎和舌下腺炎的统称。

15. 042　 咽炎　 pharyngitis
　 咽黏膜、软腭、扁桃体及其深层组织红、热、

肿、痛的统称。

15. 043　 咽阻塞　 pharyngeal
 

obstruction
　 异物、咽部病理性组织等占位于咽腔,使咽

腔口径缩小而导致梗阻的一种疾病。

15. 044　 食管炎　 esophagitis
　 食道黏膜及其深层组织炎症的统称。

15. 045　 食道梗塞　 esophageal
 

obstruction
　 吞咽的食物或异物过于粗大或咽下机能障

碍,导致食道梗阻的一种疾病。

15. 046　 嗉囊阻塞　 obstruction
 

of
 

ingluvie
　 又称“硬嗉症”。 由于嗉囊的蠕动机能减弱

所致的嗉囊内食物停滞,以嗉囊膨大坚硬为

特征。

15. 047　 嗉囊扩张　 dilatation
 

of
 

ingluvie
　 在某些病因的作用下,导致的嗉囊体积增

大、松弛和下垂。

15. 048　 嗉囊卡他　 ingluvitis
　 又称“软嗉病”。 嗉囊黏膜的炎症性疾病。

15. 049　 单纯性消化不良　 simple
 

indigestion
　 由前胃弛缓引起,临床上以厌食、缺乏瘤胃

运动和便秘为特征的疾病。 呈单发或群发,
多发生于乳牛和舍饲肉牛,放牧牛和绵羊少

见。

15. 050　 瘤胃弛缓　 atony
 

of
 

rumen
　 瘤胃肌肉的兴奋性和活动性降低。 不是一

种独立的疾病,而是许多疾病过程中特征性

的综合征。

15. 051　 前胃弛缓　 atony
 

of
 

forestomach
　 由各种病因导致前胃神经兴奋性降低,肌肉

收缩力减弱,引起消化障碍,食欲、反刍减

退,乃至全身机能紊乱的一种疾病。

15. 052　 瘤胃积食　 ruminal
 

impaction
　 因前胃的兴奋性和收缩力减弱,大量饲料在

瘤胃内蓄积,导致后送障碍,瘤胃体积增大。

15. 053　 反刍动物急性碳水化合物过食症 　
acute

 

carbohydrate
 

engorgement
 

of
 

ru-
minant

　 又称“瘤胃酸中毒”“中毒性消化不良( toxic
 

dyspepsia)”。 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饲料在瘤

胃内发酵产生大量乳酸,引起反刍动物的前

胃机能障碍、瘤胃微生物群落活性降低的一

种疾病。

15. 054　 创伤性网胃腹膜炎　 traumatic
 

reticu-
lo-peritonitis

　 俗称“铁器病”“铁丝病”。 金属异物进入网

胃,导致网胃和腹膜损伤及炎症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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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055　 迷走神经性消化不良　 vagus
 

indiges-
tion

　 支配前胃和皱胃的迷走神经腹侧支受到机

械性或物理性损伤,引起前胃和皱胃不同程

度的麻痹、弛缓,致使瘤胃功能障碍,瘤胃内

容物转运迟滞,发生以瘤胃臌气、消化障碍

和排泄糊状粪便为特征的综合征。

15. 056　 膈疝　 diaphragmatic
 

hernia
　 由于膈的完整性被破坏,腹腔内器官进入胸

腔的一种疾病。

15. 057　 瘤胃异常角化　 ruminal
 

parakeratosis
　 瘤胃黏膜表层扁平上皮细胞异常角化的一

种疾病,以瘤胃壁乳头硬化和增大为特征。

15. 058　 创伤性脾炎和肝炎　 traumatic
 

spleni-
tis

 

and
 

hepatitis
　 多为创伤性网胃炎的继发症,发病率虽不

高,但常引起脾、肝脓肿或败血症及死亡。

15. 059　 瘤胃臌气　 ruminal
 

tympany,
 

bloat
 

in
 

ruminant
　 由瘤胃和网胃内产生大量发酵气体引起,临

床上以呼吸极度困难,反刍、嗳气障碍,腹围

急剧增大为特征。

15. 060　 瓣胃阻塞　 omasum
 

impaction
　 又称“ 瓣胃秘结”,俗称“ 百叶干( abomasal

 

impaction)”。 由于前胃机能障碍,瓣胃的收

缩能力减弱,大量内容物在瓣胃内积滞、干
枯而发生阻塞的疾病。

15. 061　 皱胃变位　 abomasal
 

displacement
　 皱胃解剖位置发生改变的疾病。

15. 062 　 皱胃左方变位 　 left
 

displacement
 

of
 

abomasum,
 

LDA
　 皱胃的一部分由腹中线偏右的正常位置,经

瘤胃腹囊与腹腔底壁间潜在的空隙移位于

腹腔左壁与瘤胃之间。

15. 063　 皱胃右方变位　 right
 

displacement
 

of
 

abomasum,
 

RDA
　 又称“皱胃扭转( abomasal

 

torsion)”。 皱胃

在右侧腹腔中发生各种位置改变的总称。

15. 064　 皱胃阻塞　 abomasal
 

impaction
　 又称“真胃积食”。 由受纳过多或排空不畅

所造成的皱胃内食(异)物停滞、胃壁扩张和

体积增大的一种阻塞性疾病。

15. 065　 皱胃溃疡　 abomasal
 

ulcers
　 皱胃黏膜局限性糜烂、缺损和坏死,或自体

消化形成溃疡灶的一种皱胃疾病。

15. 066　 皱胃膨胀　 abomasal
 

bloat
 

　 以皱胃内充满气体、液体、未凝固代乳品,致
使胃体急剧扩张为病理特征的一种急性致

死性皱胃病。

15. 067　 胃肠卡他　 gastro-enteric
 

catarrh
　 胃肠黏膜表层炎症和消化紊乱的统称。

15. 068 　 猪食道胃溃疡 　 esophagogastric
 

ul-
cers

 

in
 

pig
　 又称“食道区溃疡”“胃食道溃疡”。 一种以

胃食道区局限性溃疡为特征的疾病,特发于

猪。

15. 069　 禽腺胃炎　 proventriculitis
 

of
 

chicken
　 禽腺胃表层黏膜及深层组织的重度炎症。

15. 070　 禽肌胃糜烂　 gizzard
 

erosion
　 禽的肌胃类角质层出现糜烂和溃疡的一种

消化道疾病。

15. 071　 鸵鸟腺胃阻塞 　 impaction
 

of
 

proven-
triculus

 

in
 

ostrich
　 鸵鸟采食过量沙石、木质素含量较高的草料

或其他异物(如铁丝、木条、塑料等),在腺胃

弛缓的条件下,造成消化机能障碍,引起食

欲减退、消瘦、体弱,以致死亡。

15. 072　 胃肠炎　 gastroenteritis
　 胃肠黏膜表层及黏膜下深层组织重度炎症

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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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073 　 霉菌毒素中毒性肠炎 　 enteritis
 

caused
 

by
 

mycotoxicosis
　 又称“真菌毒素中毒性胃肠炎”。 动物采食

被真菌污染的草料,由其有毒代谢产物———
真菌毒素所致的胃肠黏膜及其深层组织的

炎症过程。

15. 074　 马[属动物]急性结肠炎　 acute
 

coli-
tis

 

in
 

horse
　 马属动物以盲肠、大结肠尤其下行大结肠的

水肿、出血和坏死为病理特征的一种急性高

度致死性非传染性疾病。

15. 075 　 黏液膜性肠炎 　 mucomembraneous
 

enteritis
　 肠黏膜发生以纤维蛋白原渗出和黏液大量

分泌为主要病理过程的一种特殊类型炎症。

15. 076　 马肥厚性肠炎　 hypertrophic
 

enteritis
 

in
 

equine
　 以十二指肠、空肠、回肠黏膜和浆膜的结缔

组织增生、淋巴细胞浸润以及黏膜肌层、肠
肌层的增生肥大为特征的一种马的慢性炎

症。

15. 077　 家禽肠炎　 enteritis
 

in
 

poultry
　 由肠黏膜及其深层组织的炎症引起,以腹泻

为共同特征的一种禽类疾病。

15. 078　 蛋鸡开产前后水样腹泻综合征　 wa-
ter-like

 

diarrhea
 

syndrome
 

in
 

starting
 

laying
 

hen
　 开产初期,蛋鸡表现口渴、饮水量增加,导致

水样腹泻的一系列症状。

15. 079　 马胃扩张　 gastric
 

dilation
 

in
 

equine
　 马由采食过多或胃内容物后送机能障碍所

引起的胃急性膨胀或持久性胃容积增大。

15. 080　 犬胃扩张-扭转综合征 　 canine
 

gas-
tric

 

dilation-vovulus
 

syndrome
　 胃幽门部从右侧转向左侧并挤压于肝、食道

末端和胃底之间,导致胃内容物不能后送,

胃内气体排出困难而发生胃扩张。

15. 081　 兔胃扩张　 gastric
 

dilation
 

in
 

rabbit
　 兔食入多量易发酵膨胀和难消化饲料,致使

胃排空机能障碍,引起胃急性扩张的一种腹

痛性疾病。

15. 082 　 马肠臌气 　 intestinal
 

tympany
 

in
 

e-
quine

　 马采食大量易发酵饲料,肠内产气过盛或排

气不畅,致使肠管过度膨胀而引起的一种腹

痛症。

15. 083　 马肠痉挛　 intestinal
 

spasm
 

in
 

equine
　 马的肠平滑肌受到异常刺激而发生痉挛性

收缩所致的一种腹痛症,临床特征是间歇性

腹痛和肠音增强。

15. 084　 马肠便秘 　 intestinal
 

impaction
 

in
 

e-
quine

　 因马的肠运动与分泌机能紊乱,内容物停

滞,而使几段或某段肠管发生完全或不完全

阻塞的一种腹痛病。

15. 085　 马肠变位　 intestinal
 

dislocation
 

in
 

e-
quine

　 马的肠管的自然位置发生改变,致使肠系膜

受到挤压,造成肠腔机械性闭塞和肠壁局部

血液循环障碍的重度性腹痛病。

15. 086　 肠扭转　 intestinal
 

volvulus
　 肠管沿自身纵轴或以肠系膜基部为轴做不

同程度偏转,使肠腔发生闭塞、肠腔血液循

环发生障碍的疾病。

15. 087　 肠缠结　 intestinal
 

strangulation
　 又称“肠缠络”“肠绞窄(strangulation

 

of
 

bow-
el)”。 一段肠管以其他肠管、肠系膜基部、
精索或韧带为轴心进行缠绕而形成结,使肠

腔发生闭塞、肠腔血液循环发生障碍的疾

病。

15. 088　 肠嵌顿　 intestinal
 

incarc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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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肠嵌闭”。 一段肠管连同其肠系膜坠

入与腹腔相通的天然孔或破裂口内,使肠壁

血液循环障碍而阻塞,使肠腔发生闭塞、肠
腔血液循环发生障碍的疾病。

15. 089　 肠套叠　 intestinal
 

intussusception
　 一段肠管套入其邻接的肠管内,使肠腔发生

闭塞、肠腔血液循环发生障碍的疾病。

15. 090　 肠系膜动脉血栓栓塞 　 thrombo-em-
bolism

 

of
 

mesenteric
 

artery
　 又称“肠系膜动脉瘤(mesenteric

  

arterial
 

an-
eurysms)”。 肠系膜动脉形成血栓,使其所

在相应肠段血液供给发生障碍而引起的一

种腹痛病。

15. 091　 肠结石　 intestinal
 

calculus
　 肠内形成结石,阻塞肠腔而引发的一种腹痛

病。

15. 092　 肠积沙性疝痛　 intestinal
 

sand
 

colic
 

　 马骡异嗜或误食的大量沙石逐渐沉积于肠

内所引起的一种腹痛病。

15. 093　 牛肠便秘　 constipation
 

of
 

cattle
　 牛的肠管分泌和运动机能降低,肠内容物停

滞于某段肠腔而引起的一种腹痛性疾病。

15. 094 　 牛羊肠变位 　 intestinal
 

dislocation
 

of
 

cattle
 

and
 

sheep
　 又 称 “ 机 械 性 梗 阻 ( mechanical

 

obstruc-
tion)”。 肠管的正常位置发生改变,使肠腔

发生不完全或完全闭塞而引起的腹痛病,多
发于牛、羊。

15. 095 　 猪肠变位 　 intestinal
 

dislocation
 

in
 

swine
　 猪的肠管自然位置发生改变,肠腔机械性闭

塞的急性腹痛病。

15. 096　 猪肠便秘　 constipation
 

of
 

swine
　 由于猪的肠运动、分泌活动紊乱,肠内容物

停滞,水分被吸收而干燥,肠腔发生阻塞的

一种腹痛性疾病。

15. 097　 [犬]急性小肠梗阻　 acute
 

small
 

in-
testinal

 

obstruction
　 由于坚硬食物或异物,以及小肠正常生理位

置发生不可逆变化,致使狗的肠腔不通并伴

有局部血液循环严重障碍的一种急性腹痛

病。

15. 098　 兔肠便秘　 constipation
 

of
 

rabbit
　 兔子的胃肠消化与分泌机能紊乱、肠道弛

缓,致使内容物后送困难而发生停滞的一种

腹痛病。

15. 099　 兔毛球病　 hairballs
 

of
 

rabbit
　 兔子吞食的兔毛与胃内容物混合形成坚固

的毛球,阻塞肠管或幽门,致使肠道不通的

一种腹痛病。

15. 100　 肝营养不良　 hepatic
 

dystrophy
　 饲喂缺乏硒或维生素 E 以及富含不饱和脂

肪酸的饲料,致使肝发生变性、坏死的一种

营养缺乏病。

15. 101　 急性实质性肝炎　 acute
 

parenchyma-
tous

 

hepatlitis
　 传染性和中毒性因素侵害肝实质所致,以肝

细胞变性、坏死、肝组织炎性病变、黄疸、消
化功能障碍和一定神经症状为病理及临床

特征。

15. 102　 肝破裂　 hepatic
 

rupture
　 肝实质或肝包膜因外力所致的偶发性破裂;

或因肿大、质地脆弱所致的自发性破裂。

15. 103　 肝硬化　 hepatic
 

cirrhosis
　 又称 “ 慢性间质性肝炎 ( chronic

 

interstitial
 

hepatitis)”“肝纤维化( liver
 

fibrosis)” “肝硬

变(cirrhosis
 

of
 

the
 

liver)”。 由各种中毒因素

引发的,以肝实质萎缩、间质结缔组织增生

为基本病理特征的一种慢性肝病。

15. 104　 胆囊炎　 cholecyst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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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寄生虫侵袭和细菌、病毒感染致发的胆管

与胆囊炎症过程。

15. 105　 胆石症　 cholelithiasis
　 胆囊和胆管中形成结石,引起胆道阻塞、胆

囊胆管炎症的一种疾病。

15. 106　 腹膜炎　 peritonitis
　 腹膜壁层和脏层炎症的总称。

15. 107　 腹水　 ascites
　 又称“腹腔积液综合征( seroperitoneum

 

syn-
drome)”。 腹腔内蓄积大量浆液性漏出液。
不是独立的疾病,而是伴随诸多疾病的一种

病征。

15. 108　 牛脂肪组织坏死　 fat
 

necrosis
 

of
 

cat-
tle

　 牛的肠系膜和网膜(尤其结肠、直肠、肾周

围)的脂肪发生变性、坏死,形成坚硬脂肪块

压迫肠道,导致以消化障碍为特征的肠管腔

外性梗阻疾病。

15. 109　 鼻炎　 rhinitis
　 鼻腔黏膜的炎症,临床上以鼻黏膜充血、肿

胀及流鼻液为特征。

15. 110　 鼻出血　 epistaxis
　 鼻腔黏膜出血,由鼻孔流出。 只是一种症

状,而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

15. 111　 喉炎　 laryngitis
　 喉黏膜的炎症,临床上以剧烈咳嗽和喉部敏

感为特征。 常与咽炎并发,称为咽喉炎。

15. 112　 喉水肿　 laryngeal
 

edema
　 喉黏膜和黏膜下组织(尤其是杓状会厌褶和

声门)的水肿。

15. 113　 气囊卡他　 catarrhal
 

gular
　 又称“喉囊卡他”。 气囊黏膜及其周围组织

淋巴结的卡他性炎症。

15. 114　 急性支气管炎　 acute
 

bronchitis

　 又称“急性支气管卡他( acute
 

bronchitis
 

ca-
tarrhalis)”。 发生于支气管黏膜的急性炎

症,临床上以咳嗽、胸部听诊有啰音为特征。

15. 115　 慢性支气管炎　 chronic
 

bronchitis
　 支气管黏膜及支气管周围组织的慢性炎症。

往往伴有支气管壁结构的变化,临床上以长

期持续的咳嗽为特征。

15. 116　 肺充血　 pulmonary
 

hyperemia
　 肺毛细血管内血液过度充满。 分为主动性

充血(动脉性充血) 和被动性充血(静脉性

充血),前者是流入肺内的血液量增加,流出

量正常;后者是流入肺内的血液量正常或增

多,流出量减少。

15. 117　 肺水肿　 pulmonary
 

edema
　 肺内血管与组织之间液体交换功能紊乱所

致的肺含水量增加,是临床上较常见的急性

呼吸衰竭的病因。

15. 118　 肺泡气肿　 alveolar
 

emphysema
　 肺含气量过多,肺泡壁扩张、变薄或破裂以

及伴有小叶间和肺泡囊气肿的统称。

15. 119 　 [马]慢性阻塞性肺病 　 chronic
 

ob-
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以细支气管慢性阻塞、慢性肺泡性气肿和慢

性呼吸困难为特征的马呼吸道感染。

15. 120　 间质性肺气肿　 pulmonary
 

interstitial
 

emphysema
　 因细支气管和肺泡发生破裂,空气进入肺叶

间结缔组织并通过纵隔、气管间质窜入头、
颈部皮下。 以突然出现呼吸困难和窒息为

其临床特征。

15. 121　 卡他性肺炎　 catarrhal
 

pneumonia
　 又称“小叶性肺炎( lobular

 

pneumonia)” “支

气管肺炎( bronchopneumonia)”。 个别肺小

叶或几个肺小叶的炎症。 以肺泡内充满浆

液性细胞性炎症渗出物为病理特征。 临床

上以弛张热、呼吸次数增多,叩诊有散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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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性浊音区和听诊有捻发音为特征。

15. 122　 纤维素性肺炎　 fibrinous
 

pneumonia
　 又称“大叶性肺炎( lobar

 

pneumonia)”“格鲁

布性肺炎( croupous
 

pneumonia)”。 以支气

管、肺泡内充满大量纤维蛋白渗出物为特征

的急性肺炎,常侵及肺的一个或几个大叶。
临床上以高热稽留、肺部有广泛浊音区为特

征。

15. 123　 牛非典型间质性肺炎　 bovine
 

atypi-
cal

 

interstitial
 

pneumonia,
 

bovine
 

AIP
　 牛的肺泡壁和细支气管被破坏,空气在肺小

叶间结缔组织中蓄积所引起的肺部炎症。

15. 124　 肺脓肿 　 pulmonary
 

abscess,lung
 

ab-
scess

　 又称 “ 化脓性肺炎 ( suppurative
 

pneumoni-
a)”。 肺泡内蓄积化脓性产物的一种炎症。

15. 125　 霉菌性肺炎　 mycotic
 

pneumonia
　 由霉菌侵入肺后引起的一种支气管肺炎。

15. 126　 坏疽性肺炎　 gangrenous
 

pneumonia
　 又称“异物性肺炎” “吸入性肺炎(aspiration

 

pneumonia)”。 因误咽异物(食物、呕吐物或

药物)进入肺而引起的以肺坏死为特征的一

种肺炎。

15. 127　 胸膜炎　 pleuritis
　 胸膜发生炎性渗出和纤维蛋白沉积的炎症

过程。 按病程分为急性胸膜炎和慢性胸膜

炎;按蔓延程度分为局限性胸膜炎和弥漫性

胸膜炎;按渗出物的性质分为浆液性、纤维

蛋白性、出血性、化脓性胸膜炎。 临床上以

胸膜摩擦音或叩诊呈水平浊音为特征。

15. 128　 乳糜胸　 chylothorax
　 胸腔淋巴管扩张、损伤造成淋巴液积聚在胸

腔,因其内含有多量脂肪而呈乳糜状。

15. 129　 胸腔积液　 hydrothorax
　 又称“胸水(pleural

 

effusion)”。 胸腔内积有

过量的漏出液,但胸膜无炎症变化。

15. 130　 创伤性心包炎　 traumatic
 

pericarditis
　 尖锐异物刺入心包或其他原因造成心包乃

至心肌损伤,所引起的心包炎症的总称。

15. 131　 心力衰竭　 cardiac
 

failure
　 又称“心脏衰竭” “心功能不全( cardiac

 

in-
sufficiency)”。 心肌收缩力减弱,外周静脉

血过度充盈,心脏血输出量减少而不能满足

组织器官的需要,呈现全身血液循环障碍的

一种综合征。

15. 132 　 慢性心力衰竭 　 chronic
 

cardiac
 

fail-
ure

　 又称 “ 充血性心力衰竭 ( congestive
 

cardiac
 

failure)”。 心肌收缩能力降低,心脏血输出

量减少,无法供应机体需要的疾病。

15. 133　 心肌炎　 myocarditis
　 伴发心肌兴奋性增强和心肌收缩机能减弱

为特征的心肌的炎症。 一般呈急性过程,慢
性心肌炎过程实质是心肌营养不良过程。

15. 134　 心肌病　 cardiomyopathy
　 又称“心肌变性(myocardial

 

degeneration)”。
以心肌纤维变性乃至坏死等非炎症性病变

为特征的一组心肌疾病。

15. 135　 急性心内膜炎　 acute
 

endocarditis
　 心内膜及心脏瓣膜的急性炎症性疾病。

15. 136　 心[脏]瓣膜疾病 　 valvulopathy,val-
vular

 

heart
 

disease
　 引起瓣膜和瓣孔形态结构发生改变,导致血

液动力学紊乱的慢性心内膜疾病。

15. 137　 高山病　 mountain
 

sickness
　 高原低氧条件下,动物对低氧环境适应不全

而产生的高原反应性疾病。

15. 138　 圆心病　 round
 

heart
 

disease
　 心脏变圆增大、心力衰竭而突然死亡的一种

禽类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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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39　 外周循环衰竭　 peripheral
 

circulatory
 

failure
　 又称“ 循环虚脱( circulatory

 

collapse)”。 在

心脏功能正常的情况下,由血管舒缩功能紊

乱或血容量不足引起血压下降、低体温、浅
表静脉塌陷、肌无力乃至昏迷和痉挛的一种

临床综合征。

15. 140　 仔猪缺铁性贫血 　 iron
 

deficiency
 

a-
nemia

 

in
 

piglet
　 机体中铁缺乏所致的,一种以仔猪贫血、疲

劳、活力下降及生长受阻为特征的疾病。

15. 141　 周期性[嗜]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cy-
clic

 

neutropenia
　 一种以嗜中性粒细胞减少为主,所有血细胞

成分周期性生成障碍的疾病。

15. 142　 先天性纤维蛋白原缺乏症　 congeni-
tal

 

fibrinogen
 

deficiency
　 由纤维蛋白原合成障碍所致的一种遗传性

出血性疾病。

15. 143　 先天性凝血酶原缺乏症 　 congenital
 

prothrombin
 

deficiency
　 由凝血酶原先天性合成障碍所致的一种遗

传性出血性疾病。

15. 144 　 血管性假血友病 　 vascular
 

pseudoh-
aemophilia

　 由血管性假血友病因子 von
 

Willebrand
 

fac-
tor 的量或质异常引起血小板黏附功能缺陷

所致的一种遗传性出血病。

15. 145　 血斑病　 morbus
 

maculosus
　 又称“出血性紫癜( hemorrhagia

 

purpura)”。
一种主要累及血管壁,致发血管性紫癜的第

Ⅲ型变态反应性疾病。

15. 146　 血小板异常　 platelet
 

abnormality
　 由各种原因引起外周血液中血小板数量减

少或质量改变所致的,以凝血障碍和出血为

特征的临床综合征。

15. 147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thrombocytope-
nic

 

purpura
　 一种常见的出血性免疫性综合病征,血循环

中存在的抗血小板抗体使血小板破坏过多

而引起紫癜,骨髓中巨核细胞正常或增多、
幼稚化,包括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和继

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15. 148 　 先天性血小板无力症 　 congenital
 

thrombasthenia
　 一种血小板聚集功能先天性缺陷所致的出

血性疾病。 属常染色体隐性遗传,血小板膜

糖蛋白复合物缺如或功能异常。

15. 149　 肾炎　 nephritis
　 通常指肾小球、肾小管或肾间质组织发生炎

症性病理变化的统称。

15. 150　 膀胱炎　 cystitis
　 膀胱黏膜及皮下层的炎症。 临床上以痛苦

性频尿和尿液中出现大量膀胱上皮细胞、炎
性细胞、血液和磷酸铵镁结晶为特征。

15. 151　 肾病　 nephrosis
　 以肾小管上皮发生变性、坏死为主而无炎症

变化的肾疾病。 临床特征是大量蛋白尿、明
显水肿、低蛋白血症,但不见有血尿及血压

升高的现象。

15. 152　 膀胱麻痹　 bladder
 

paralysis
 

　 膀胱的收缩力减弱或消失,尿液不能随意排

出而积滞的一种非炎性膀胱疾病。

15. 153　 膀胱破裂　 rupture
 

of
 

bladder
　 膀胱壁裂伤或全层破裂,尿和血液漏于腹腔

内的一种疾病。

15. 154　 尿道炎　 urethritis
　 尿道黏膜的炎症。

15. 155　 尿石症　 urolithiasis
　 溶解于尿中的盐类物质析出形成的尿石,刺

激尿路黏膜,使其出血、发炎,甚至造成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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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塞的疾病。

15. 156　 猫下泌尿道疾病　 feline
 

lower
 

urinary
 

tract
 

disease,
 

FLUTD
　 尿道阻塞和由此引起的危及生命的肾后性

氮血症。

15. 157　 脑膜脑炎　 meningoencephalitis
　 软脑膜、脑实质的炎症性疾病。

15. 158　 脑脓肿　 brain
 

abscess
　 细菌、真菌或寄生虫侵入脑实质引起的化脓

性炎症,继而形成脓肿,脑实质内形成脓腔。
临床上表现为颅内压增高、局部定位体征和

感染性症状。

15. 159 　 脑震荡及脑挫伤 　 brain
 

concussion
 

and
 

brain
 

contusion
　 钝性粗暴的外力作用于颅脑所引起的脑组

织损伤的一种急性脑机能障碍。

15. 160 　 慢性脑室积水 　 chronic
 

hydroceph-
alus

　 又称“乏神症”。 脑脊髓液吸收障碍或排除

受阻引起的一种以脑室扩张和颅内压升高

为病理特征的慢性脑病。

15. 161　 脑肿瘤　 brain
 

tumor
　 颅内各种肿瘤的统称,包括原发性肿瘤和继

发性肿瘤两种,前者为颅内各组织自发的肿

瘤,后者为颅外肿瘤侵入颅内造成。

15. 162　 晕动病　 motion
 

sickness
　 与自主神经系统受到异常刺激有关,运动的

视觉感知和前庭系统的感知之间的不协调

造成。 临床以恶心、流涎和呕吐为特征。

15. 163　 脑软化　 encephalomalacia
　 脑部动脉血流通受阻,导致该供应区脑组织

发生梗塞性改变,由脑组织坏死后发生溶解

液化的病理变化。

15. 164　 中暑　 sunstroke
　 又称“ 日射病( insolation)” “热射病 ( siria-

sis)”。 一种急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由急

性热应激引起的体温调节机能障碍。

15. 165　 电击　 electrocution
 

strike
 

　 在特定条件和环境下,动物突然发生触电或

被雷击,引起神经性休克,出现昏迷或立即

死亡的现象。

15. 166 　 脊髓 [膜] 炎 　 myelitis
 

and
 

spinal
 

meninqitis
　 脊髓实质、脊髓软膜及蛛网膜的炎症、变性。

主要表现为软肌膜和脊髓变性、水肿,炎性

细胞浸润、渗出,神经细胞肿胀,严重者出现

脊髓软化、坏死出血。

15. 167 　 脊髓震荡及挫伤 　 concussion
 

and
 

contusion
 

of
 

spinal
 

cord
　 因外力作用使椎骨骨折或脊髓损伤所致。

脊髓组织病变明显称为脊髓挫伤,病变不明

显称为脊髓震荡。

15. 168 　 马尾神经炎 　 caudal
 

neuritis
 

of
 

e-
quine

　 又称 “ 马 多 发 性 神 经 炎 ( horse
 

peripheral
 

polyneuritis)”。 马尾硬膜外脊神经根的慢

性肉芽肿性炎症。

15. 169　 脑神经损伤　 cranial
 

nerve
 

injury
　 包括脑外伤、脑血管硬化(脑溢血、脑血栓)

后遗症、脑炎与脑膜炎后遗症、脱髓鞘疾病

等脑血管病后遗症。

15. 170　 癫痫　 epilepsia
　 一种暂时性的大脑皮层机能异常的神经机

能疾病。 以反复发生、短时间的感觉和意识

障碍、阵发性或强直性痉挛为特征,是中枢

神经系统的一种慢性疾病。

15. 171　 膈痉挛　 diaphragmatic
 

flutter
　 中兽医称“跳肷”。 膈神经受到刺激后,兴奋

性增高,膈肌发生痉挛性收缩。

15. 172　 肝性脑病　 hepato-encephalopathy
·872·



　 肝功能异常所引起的一种脑病综合征,以行

为异常、中枢性失明和精神高度沉郁为特

征。

15. 173　 垂体肿瘤　 pituitary
 

tumor
　 发生于垂体腺的肿瘤,为常见的一种内分泌

疾病。

15. 174　 垂体性侏儒　 pituitary
 

dwarfism
　 又称“生长激素缺乏症(growth

 

hormone
 

defi-
ciency)”。 腺垂体机能减退引起生长素分

泌不足,导致生长发育缓慢,身材矮小。

15. 175　 医源性肢端肥大症 　 iatrogenic
 

acro-
megaly

　 由垂体病变引起生长素分泌异常增多,导致

骨骺闭合后,以骨组织、软组织增生肥大为

特征的改变。

15. 176　 尿崩症　 diabetes
 

insipidus
　 由下丘脑-神经垂体机能减退引起的抗利尿

激素分泌不足或缺乏,以多尿、烦渴、多饮及

尿比重降低为临床特征。

15. 177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hyperthyroidism
　 由多种原因导致甲状腺功能增强,分泌的甲

状腺腺泡激素-甲状腺激素( T4)和三碘甲

腺原氨酸( T3) 分泌过多的一种疾病,临床

表现为多食、消瘦。

15. 178　 甲状腺机能减退　 hypothyroidism
　 甲状腺腺泡激素-甲状腺激素( T4)和三碘

甲腺原氨酸(T3)的一种缺乏病。

15. 179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　 hyperparathy-
roidism

　 由各种原因所致的甲状旁腺素分泌过多的

一种疾病。

15. 180　 甲状旁腺机能减退　 hypoparathyroid-
ism

　 由甲状旁腺分泌过少而引起的一组临床症

状,表现为神经兴奋性增高、低钙血症、高磷

血症与血清 PTH 减少或不能测得。

15. 181　 糖尿病　 diabetes
 

mellitus
　 由于遗传因素、免疫功能紊乱、微生物感染

及毒素、自由基毒素、精神因素等各种致病

因素作用于机体,胰岛功能减退,胰岛素相

对或绝对缺乏,进而致使糖代谢发生紊乱的

一种内分泌疾病,以多尿、烦渴、体重减轻、
高血糖及糖尿为特征。

15. 182 　 胰岛素分泌性胰岛细胞瘤 　 insulin-
secreting

 

islet
 

cell
 

neoplasia
　 即胰岛 β 细胞的肿瘤,可不受低血糖抑制作

用的影响,而分泌胰岛素或胰岛素原,呈现

胰岛素分泌机能亢进。

15. 183　 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 　 hyperadreno-
corticism

　 又 称 “ 库 兴 样 综 合 征 ( Cushing-like
 

syn-
drome)”。 一种或数种肾上腺皮质激素分

泌过多引起的疾病,以皮质醇过多较为常

见。

15. 184 　 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 　 hypoadreno-
corticism

　 分为原发性、继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
原发性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又称艾

迪生病( Addisons
 

disease),比较少见;继发

性功能减退可见于下丘脑-垂体功能低下患

者,由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不足,肾
上腺萎缩。

15. 185　 嗜铬细胞瘤　 pheochromocytoma
　 起源于肾上腺髓质、交感神经节或其他部位

嗜铬组织的细胞肿瘤。 是一种生长缓慢的

红棕色包被性肿瘤。

15. 186　 奶牛酮病　 ketosis
 

in
 

dairy
 

cow
　 牛由于糖及脂肪代谢紊乱而引起体液中酮

体(乙酰乙酸、β-羟丁酸、丙酮)浓度增高,
呈现以酮血症、酮尿症、酮乳症为特征的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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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87　 牛妊娠毒血症　 pregnancy
 

toxemia
 

in
 

cattle
　 又称“母牛肥胖综合征( fat

 

cow
 

syndrome)”。
母牛妊娠期过度肥胖,造成产后代谢失调及

食欲低下、消瘦等,以脂肪肝和高死亡率为

特征的一种综合征。

15. 188　 羊妊娠毒血症　 pregnancy
 

toxemia
 

in
 

sheep
　 由碳水化合物和挥发性脂肪酸代谢性障碍

而引起的急性代谢性疾病,多发生于妊娠后

期和多胎妊娠的母羊。

15. 189　 驴马妊娠毒血症　 pregnancy
 

toxemia
 

in
 

ass
 

and
 

mare
　 驴、马妊娠末期的一种代谢性疾病,以顽固

性不吃不饮为主要临床特征。

15. 190 　 猫犬脂肪肝综合征 　 fatty
 

liver
 

syn-
drome

 

of
 

cats
 

and
 

dog
　 许多疾病的共同病例现象,临床上以皮下脂

肪蓄积过多、容易疲劳、消化不良为特点。

15. 191　 蛋鸡脂肪肝出血综合征 　 fatty
 

liver
 

and
 

hemorrhagic
 

syndrome
 

in
 

laying
 

hen,
 

FLHS
　 产蛋鸡的一种营养代谢疾病,临床上以过度

肥胖和产蛋下降为特征。

15. 192　 鸡脂肪肝和肾综合征　 fatty
 

liver
 

and
 

kidney
 

syndrome
 

in
 

chicken
　 青年鸡的一种营养障碍,肝、肾肿胀且存在

大量脂类物质,以病鸡嗜眠、麻痹和突然死

亡为特征。

15. 193　 黄脂病　 yellow
 

fat
 

disease
　 动物机体内脂肪组织发生炎症并因蜡样坏

死物质所沉积而使脂肪呈黄色。

15. 194　 禽淀粉样变　 avian
 

amyloidosis
　 禽类某些组织和器官的网状纤维、血管或细

胞外有沉淀样物质沉着并伴有淀粉样变形

成的病理过程。

15. 195　 猪黑脂病　 swine
 

melanosis
　 屠宰时患猪乳腺周围脂肪可见褐色斑点和

花纹,常以乳头为中心向周边扩散,重症者

可波及整个腹底部脂肪组织。

15. 196　 马麻痹性肌红蛋白尿　 paralytic
 

myo-
globinuria

 

in
 

horse
　 乳酸急剧升高,引起酸中毒的一种急性肌原

性自体中毒病。 肌肉变硬、疼痛、肿胀、坏

死、麻痹,排茶褐色或淡红色的肌红蛋白尿。
多发于 5 ~ 8 岁营养良好、采食精料过多、停
止劳役一段时间后又突然重役的重挽马。

15. 197　 野生动物捕捉性肌病　 capture
 

myop-
athy

 

of
 

wildlife
　 新近被捕获的野生动物的一种肌病,临床特

征是精神沉郁、肌肉僵硬、运动失调、麻痹,
排出咖啡色肌红蛋白尿并发生代谢性酸中

毒。

15. 198　 家禽痛风　 gout
 

in
 

poultry
　 一种由蛋白质代谢障碍,导致尿酸在血液中

含量过高,尿酸盐沉积在内脏(尤其肾)、输
尿管、关节腔、软骨组织和其他间质组织的

尿酸代谢与排泄障碍症。

15. 199　 营养衰竭症　 dietetic
 

exhaustion
　 饲料缺乏、营养不足、体质衰弱、劳役过度或

机体能量消耗增加,最终导致体质下降和消

瘦。

15. 200　 佝偻病　 rickets
　 幼畜骨骼发育过程中,由于钙磷代谢障碍和

维生素 D 缺乏,软骨骨化发生障碍,骨基质

钙化不全的一种慢性营养性骨病。 临床上

以消化不良、运动障碍和长骨弯曲变形为特

征。

15. 201　 骨软化症　 osteomalacia
　 成年动物在软骨内骨化完成以后,骨组织进

行性脱钙,骨质疏松变软,形成过剩的未钙

化的骨基质的一种营养不良性疾病。 临床

·082·



上以消化紊乱、异食癖、跛行、骨质疏松及骨

变形为特征。

15. 202　 骨质疏松症　 osteoporosis
　 骨组织显微结构受损,骨矿成分和骨基质等

比例不断减少,骨质变薄,骨小梁数量减少,
骨脆性增加和骨折危险度升高的一种全身

骨代谢障碍的疾病。

15. 203　 纤维性骨营养不良　 fibrous
 

osteodys-
trophy

　 成年动物因磷摄入过多而引起骨组织进行

性脱钙,骨基质逐渐被破坏吸收而被增生的

纤维组织代替的一种慢性营养性骨病。 临

床上以骨体积增大而重量减轻、骨骼肿胀变

形和跛行为特征。

15. 204　 马趴窝症　 downer
 

disease
 

in
 

mare
　 特指妊娠母马产前、产后发生的纤维性骨营

养不良,临床表现为围产期腰腿僵硬、明显

跛行和卧地不起。

15. 205 　 母马生产搐搦 　 puerperal
 

tetany
 

of
 

mare
　 母马泌乳期间血钙降低而引起的一种代谢

病,临床上以精神抑制、肌肉痉挛及卧地不

起为特征。

15. 206　 母犬母猫生产搐搦　 puerperal
 

tetany
 

of
 

bitch
 

or
 

queen
　 可发生于产前、产中及产后,以产后 1 ~ 4 周

居多。 小型犬、猫,尤以易兴奋的、产仔多的

品种多发,以低钙血症、肌肉痉挛和惊厥为

临床特征。

15. 207　 反刍兽运输搐搦　 transit
 

tetany
 

of
 

ru-
minant

　 反刍动物因运输应激,血钙突发性降低而引

起的一种代谢性疾病,以运动失调、卧地不

起和昏迷为临床特征。

15. 208　 生产瘫痪　 parturient
 

paresis
　 又称“乳热症(milk

 

fever)”。 母畜在分娩前

24 小时至产后 72 小时内突然发生以轻瘫、
昏迷和低钙血症为主要特征的一种代谢病。

15. 209　 笼养蛋鸡疲劳症　 cage
 

layer
 

fatigue
　 又称“笼养产蛋鸡骨质疏松症(cage

 

layer
 

os-
teoporosis)”“笼养鸡瘫痪”。 由笼养产蛋鸡

钙磷代谢障碍、缺乏运动等因素所致的骨质

疏松症。 临床特征为站立困难、骨骼变形和

易发生骨折,软壳蛋增加,蛋的破损率增高。

15. 210 　 母牛产后血红蛋白尿症 　 bovine
 

post-parturient
 

haemoglobinuria
　 发生在环境低磷、干旱地区的产后母牛的一

种地方性代谢病,临床上以低磷酸盐血症、
溶血、贫血和血红蛋白尿为特征。

15. 211 　 鸡胫骨软骨发育不良 　 tibial
 

dys-
chondroplasia

 

in
 

chicken
　 家禽胫跗骨近端生长板软骨细胞发育异常

而导致家禽运动障碍和站立困难的群发性

疾病。

15. 212　 猪软骨病　 swine
 

osteochondrosis
　 分娩后的母猪大量血钙与血糖随乳汁排出,

矿物质供应不足,饲料中钙缺乏或磷过剩所

导致的以骨关节变形、运动失调为主要临床

特征的自发性软骨发育不良的疾病。

15. 213　 青草搐搦　 grass
 

tetany,
 

grass
 

stagger
　 反刍动物在幼嫩的草地或麦苗及谷物类嫩

苗地放牧不久而突然发生的,一种以血镁浓

度下降,常伴有血钙浓度下降为特征的高度

致死性疾病。

15. 214　 低钾血症　 hypokalemia
　 血清钾浓度低于正常范围导致的疾病。

15. 215　 高钾血症　 hyperkalemia
　 动物血清钾浓度高于正常值导致的疾病。

15. 216　 低钠血症　 hyponatremia
　 血清钠浓度低于正常范围导致的疾病,钠离

子一般低于 135mmol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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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17　 硒-维生素 E 缺乏症　 selenium-vita-
min

 

E
 

deficiency
　 体内微量元素硒和维生素 E 缺乏或不足引

起的,以骨骼肌、心肌及肝组织变性坏死为

基本特征的一种营养代谢病。

15. 218　 铜缺乏症　 copper
 

deficiency
　 体内铜缺乏或不足而引起的,以贫血、腹泻、

运动失调及被毛褪色为特征的动物营养代

谢病。

15. 219　 铁缺乏症　 iron
 

deficiency
　 饲料中缺乏铁、铁摄入不足或体内铁丢失过

多,引起动物贫血、疲劳、活力下降的一种疾

病,主要发生于幼龄动物。

15. 220　 锰缺乏症　 manganese
 

deficiency
　 日粮中锰的供给不足引起的,一种以生长停

滞、骨骼畸形、生殖机能障碍以及幼畜运动

失调为特征的疾病。

15. 221　 锌缺乏症　 zinc
 

deficiency
　 饲料锌含量不足引起的一种营养缺乏症,临

床特征是生长缓慢、皮肤角化不全、皮肤皲

裂、皮质增多、蹄壳变形开裂、繁殖机能障碍

及骨骼发育异常。

15. 222　 钴缺乏症　 cobalt
 

deficiency
　 又称“丛林病(bush

 

disease)” “地方性消瘦

(enzootic
 

marasmus)”。 饲料和饮水中钴不

足引起的,以动物厌食、渐进性消瘦和贫血

为特征的一种慢性消耗性营养代谢病。

15. 223　 碘缺乏症　 iodine
 

deficiency
　 饲料和饮水中碘不足或饲料中影响碘吸收

利用的拮抗因素过多而引起的,一种以甲状

腺机能减退、甲状腺肿大、流产、新生畜无毛

乃至死亡为特征的慢性营养代谢病。

15. 224　 维生素 A缺乏症　 hypovitaminosis
 

A
　 维生素 A 或其前体胡萝卜素长期摄入不足

或吸收障碍所引起的一种慢性营养缺乏病,
临床上以夜盲、干眼病、上皮角化、生长缓

慢、繁殖机能障碍及机体免疫力低下为特

征。

15. 225　 维生素 A过多症　 hypervitaminosis
 

A
　 动物摄食维生素 A 过量而引起的,以倦怠、

跛行、外生骨疣等为特征的一种营养代谢

病。

15. 226　 维生素 D 缺乏症　 hypovitaminosis
 

D
　 维生素 D 生成或摄入不足而引起的,以钙、

磷代谢障碍为主的一种营养代谢病。

15. 227　 维生素 D 过多症　 hypervitaminosis
 

D
　 大量摄入维生素 D 造成蓄积,引起高钙血症

及以肾功能损害、软组织钙化等为特征的营

养代谢病。

15. 228　 维生素 E缺乏症　 hypovitaminosis
 

E
　 动物体内维生素 E(生育酚)缺乏或不足引

起的,临床上以幼畜肌营养不良和成年动物

繁殖障碍为特征的一种营养代谢病。

15. 229　 维生素 E过多症　 hypervitaminosis
 

E
　 动物摄入维生素 E(生育酚)过多而引起的,

以视力模糊、乳腺肿大、头痛、头晕、恶心、胃
痉挛以及内分泌代谢、免疫功能下降等为特

征的一种营养代谢病。

15. 230　 维生素 K缺乏症　 hypovitaminosis
 

K
　 动物体内维生素 K 缺乏或不足而引起的,一

种以凝血酶原和凝血因子减少、血液凝固过

程发生障碍、凝血时间延长、易于出血为主

要特征的一种疾病。

15. 231　 维生素 B1 缺乏症 　 vitamin
 

B1
 

defi-
ciency

　 体内硫胺素缺乏或不足所引起的,以神经机

能障碍为主要特征的一种营养代谢病。

15. 232　 维生素 B2 缺乏症 　 vitamin
 

B2
 

defi-
ciency

　 动物体内核黄素缺乏或不足所引起的,以生

长缓慢、皮炎、肢麻痹(禽)、胃肠道及眼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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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征的一种营养代谢病。

15. 233　 维生素 B3 缺乏症 　 vitamin
 

B3
 

defi-
ciency

　 动物体内泛酸缺乏或不足所引起的,以生长

缓慢、皮肤损伤、神经症状和消化功能障碍

为特征的一种营养代谢病。

15. 234　 维生素 B5 缺乏症 　 vitamin
 

B5
 

defi-
ciency

　 动物体内烟酸缺乏或不足所引起的,以皮肤

和黏膜代谢障碍、消化功能紊乱、被毛粗乱、
皮屑增多和神经症状为特征的一种营养代

谢病。

15. 235　 维生素 B6 缺乏症 　 vitamin
 

B6
 

defi-
ciency

　 动物体内吡哆醇、吡哆醛缺乏或不足所引起

的,以生长缓慢、皮炎、癫痫样抽搐、贫血为

特征的一种营养代谢病。

15. 236　 维生素 B12 缺乏症　 vitamin
 

B12
 

de-
ficiency

　 动物体内维生素 B12(或钴)缺乏或不足所

引起的,以生长发育受阻、物质代谢紊乱、恶
性贫血及繁殖机能障碍为特征的一种营养

代谢病。

15. 237 　 维生素 C 缺乏症 　 vitamin
 

C
 

defi-
ciency

　 动物体内抗坏血酸缺乏或不足所引起的,以
皮肤、内脏器官出血、贫血、齿龈溃疡、坏死

和关节肿胀为特征的一种营养代谢病。

15. 238　 叶酸缺乏症　 folic
 

acid
 

deficiency
　 动物体内叶酸缺乏或不足所引起的,以生长

缓慢、皮肤病变、造血机能障碍和繁殖功能

低下为特征的一种营养代谢病。

15. 239　 胆碱缺乏症　 choline
 

deficiency
　 动物体内胆碱缺乏或不足所引起的,以生长

发育受阻、肝肾脂肪变性、消化不良、运动障

碍、禽类骨骼短粗为特征的一种脂类代谢障

碍疾病。

15. 240　 生物素缺乏症　 biotin
 

deficiency
　 动物体内生物素缺乏或不足所引起的,以皮

炎、脱毛、蹄壳开裂和生长鸡胫骨短粗为特

征的一种营养代谢病。

15. 241　 羔羊食毛症　 wool
 

eating
 

in
 

lamb
　 羔羊因某些营养物质缺乏而吞食的羊毛在

胃中形成毛球,引起消化紊乱和胃肠道阻塞

的一种代谢病。

15. 242　 啄癖　 cannibalism
　 禽类相互啄食羽毛或组织器官的疾病,一般

表现为啄肛癖、啄蛋癖、啄羽癖、啄趾癖等。

15. 243　 猪咬尾咬耳症　 tail
 

and
 

ear
 

biting
 

of
 

swine
　 猪行为异常的一种临床表现,相互撕咬耳朵

或尾巴,多发生于集约化猪场处于应激状态

下的生长猪群。

15. 244　 母猪产仔性歇斯底里　 farrowing
 

hys-
teria

 

in
 

sow
　 母猪,尤其是青年母猪,产仔时经常发生的

一种情绪激动、行为失控综合征。

15. 245　 肉鸡猝死综合征　 sudden
 

death
 

syn-
drome

 

in
 

broiler,
 

SDS
　 又称“肉鸡急性死亡综合征(acute

 

death
 

syn-
drome

 

in
 

broiler,ADS)” “仆翻病 ( flip
 

over
 

disease)”。 肉鸡在没有任何外部症状的情

况下突然死亡。

15. 246　 肉鸡腹水综合征　 ascites
 

syndrome
 

in
 

broiler
　 又称“肺动脉高压综合征(pulmonary

 

hyper-
tension

 

syndrome,PHS)”。 危害快速生长的

幼龄肉鸡,是一种以腹腔内潴留大量积液、
右心扩张、肺部充血水肿和肝病变为特征的

营养代谢障碍性疾病。

15. 247　 母猪 MMA 综合征　 mastitis-met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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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lactia
 

syndrome
 

in
 

sow
　 全称“母猪乳腺炎-胃炎-阴道综合征”。 母

猪产后 1 周内常见的一种产后疾病,包括乳

房炎、子宫炎和无乳。 主要特征是母猪厌

食,精神萎靡,乳房肿硬、疼痛或萎缩、干瘪,
乳房泌乳不足或无乳,不让仔猪吮乳。

15. 248　 栎树叶中毒　 oak
 

leaf
 

poisoning
　 又称“青杠树叶中毒”“橡树叶中毒”。 动物

采食或饲喂栎树嫩叶或橡子所致中毒性疾

病。 临床上以前胃弛缓、便秘或下痢、胃肠

炎、皮下水肿及血尿、蛋白尿、管型尿和肾病

综合征的症状为特征。

15. 249　 苦楝子中毒　 melia
 

fruit
 

poisoning
　 畜禽采食苦楝树的果实苦楝子所致的中毒

性疾病。 家畜采食萱草的根而引起的中毒

性疾病,临床症状以瞳孔散大、双目永久性

失明、四肢或全身瘫痪和膀胱麻痹为特征,
组织学变化以脑脊髓白质和视神经软化以

及空泡变性为特征。

15. 250 　 羊踯躅中毒 　 Rhododendron
 

molle
 

poisoning
　 家畜采食羊踯躅所引起的,以心率减慢、呕

吐、血压下降、四肢麻痹为特征的中毒性疾

病。

15. 251　 杜鹃中毒 　 Rhododendron
 

simsii
 

poi-
soning

　 家畜采食杜鹃而引起的,以心律失常、副交

感神经兴奋、骨骼肌麻痹为特征的中毒病。

15. 252　 毒芹中毒　 Cicuta
 

virosa
 

poisoning
　 家畜采食毒芹的根茎或幼苗后引起的,以兴

奋不安、阵发性或强直性痉挛为特征的中毒

病。

15. 253　 栎树叶中毒　 oak
 

leaf
 

poisoning
　 家畜采食乌头后,由于损害中枢神经系统和

外周神经系统而表现先痉挛后麻痹的中毒

性疾病。

15. 254　 蓖麻籽中毒　 castor
 

bean
 

poisoning
　 家畜误食过量蓖麻籽实或蓖麻籽饼所引起

的一种中毒性疾病,以伴有高热和膈肌痉挛

的出血性肠炎及一定的神经症状为特征。

15. 255　 蕨中毒　 bracken
 

poisoning
　 家畜采食大量野生蕨后,发生高热、贫血、无

粒细胞血症、血小板减少、血凝不良、全身泛

发性出血等特征性症状的中毒病。

15. 256　 白苏中毒　 Perilla
 

frutescens
 

poisoning
　 由于采食大量白苏茎叶所致的一种急性中

毒性疾病,以急性肺水肿、间质性肺气肿为

病理特征。

15. 257　 木贼中毒　 equisetosis
　 由木贼科木贼属植物问荆、木贼、节节草所

含生物碱和皂苷等有毒物质引起的,以运动

障碍、抽搐、痉挛乃至后躯麻痹为特征的中

毒性疾病。

15. 258　 猪屎豆中毒　 Crotalaria
 

spp.
 

poison-
ing

　 家畜采食猪屎豆全草或种子后引起的,以兴

奋、痉挛、黄疸和腹水为特征的中毒性疾病。

15. 259　 霉烂草木樨中毒 　 mouldy
 

sweet
 

clo-
ver

 

poisoning
　 家畜连续采食霉烂的草木樨而引起的一种

急性凝血障碍性疾病。

15. 260　 夹竹桃中毒　 Nerium
 

oleander
 

poison-
ing

　 家畜误食夹竹桃的树叶、树皮引起的,以急

性出血性胃肠炎和重剧心律失常及心力衰

竭为特征的中毒性疾病。

15. 261　 氰化物中毒　 cyanide
 

poisoning
　 家畜采食富含氰苷类植物或被氰化物污染

的饲料,发生以呼吸困难、震颤、惊厥等组织

缺氧为特征的一种急性中毒病。

15. 262　 棉籽饼中毒　 cotton
 

seed
 

cake
 

po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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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长期连续饲喂或过量饲喂棉籽饼,致使摄入

含毒量超标的棉酚而引起的畜禽中毒病,其
临床特征为出血性胃肠炎、全身水肿、血红

蛋白尿、肺水肿、视力障碍等。

15. 263　 菜籽饼中毒 　 rape
 

seed
 

cake
 

poison-
ing

　 由于家畜采食过量的菜籽饼或菜籽饼饲喂

时间过长而引起的中毒病,通常表现为胃肠

炎、肺气肿和肺水肿、肾炎等临床综合征。

15. 264　 酒糟中毒　 Brewery
 

grain
 

poisoning
　 家畜长期或突然大量采食酒糟所引起的一

种中毒病,临床上呈现腹痛、腹泻等胃肠炎

症状和神经症状。

15. 265　 淀粉渣中毒　 starch
 

dregs
 

poisoning
　 由淀粉渣喂量过大或连续饲喂时间过长而

引起的中毒,以消化机能紊乱、繁殖机能降

低为主要特征。

15. 266　 亚硝酸盐中毒　 nitrite
 

poisoning
　 家畜采食富含硝酸盐或亚硝酸盐的饲料或

饮水,使血红蛋白变性而失去携氧功能,导
致组织缺氧的一种急性、亚急性中毒。 临床

上以黏膜发绀、血液褐变、呼吸困难、痉挛抽

搐为特征。

15. 267　 水浮莲中毒　 water
 

lettuce
 

poisoning
　 猪大量采食水浮莲所引起的,一种以空口空

嚼和大量流涎、感觉过敏为主要特征的一种

疾病。

15. 268　 马铃薯中毒　 Solanum
 

tuberosum
 

poi-
soning

　 家畜采食了富含龙葵素的马铃薯所引起的

中毒病,临床上以消化功能和神经功能紊

乱、皮疹为主要特征。

15. 269　 喹乙醇中毒　 olaquindox
 

poisoning
　 含喹乙醇的饲料喂食过多或连续饲喂时间

过长引起的家畜中毒,临床上以胃肠出血、

昏迷、失明为特征。

15. 270　 黄曲霉毒素中毒　 aflatoxins
 

poisoning
　 由黄曲霉毒素引起的,以全身出血、消化机

能紊乱、腹水、神经症状为临床特征,以肝细

胞变性、坏死、出血、胆管和肝细胞增生为主

要病理变化的中毒病。

15. 271 　 赭曲霉毒素 A 中毒 　 ochratoxin
 

A
 

poisoning
　 畜禽采食被赭曲霉毒素 A 污染的饲料,引起

以消化机能紊乱、腹泻、多尿、烦渴为临床特

征,以脱水、肠炎、全身性水肿和肾功能障

碍、肾肿大及质地硬为主要病理变化的真菌

毒素中毒病。

15. 272 　 杂色曲霉毒素中毒 　 sterigmatocystin
 

poisoning
　 畜禽采食被杂色曲霉毒素污染的饲料,引起

以逐渐消瘦、全身黄染、肝细胞和肾小管上

皮细胞变性、坏死、间质纤维组织增生为主

要特征的中毒性疾病。

15. 273　 马霉玉米中毒 　 mouldy
 

corn
 

poison-
ing

 

in
 

horse
　 又称“马属动物脑白质软化症(equine

 

brain
 

protein
 

malacopathia)”。 马属动物采食发霉

玉米引起的,一种以中枢神经机能紊乱和脑

白质软化坏死为特征的高度致死性真菌毒

素中毒病。

15. 274　 霉稻草中毒　 mouldy
 

straw
 

poisoning
　 由牛采食发霉稻草引起的一种真菌毒素中

毒病,其临床上表现以耳尖、尾梢干性坏死,
蹄腿肿胀、溃烂,甚至蹄匣脱落为特征。

15. 275　 玉米赤霉烯酮中毒　 zearalenone
 

toxi-
cosis

　 赤霉病谷物中的真菌毒素———玉米赤霉烯

酮引起的,一种以阴户肿胀、乳房肿大、流产

和慕雄狂等雌激素综合征为特征的一种中

毒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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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76　 T-2 毒素中毒　 T-2
 

toxin
 

poisoning
　 由单端孢霉烯族化合物中的 T-2 毒素引起

的,以拒食、呕吐和腹泻等胃肠道症状,以及

诸多脏器出血为特征的中毒性疾病。

15. 277　 牛霉烂甘薯中毒　 mouldy
 

sweet
 

pota-
to

 

poisoning
 

of
 

cattle
　 牛采食大量黑斑甘薯后发生的,以急性肺水

肿与间质性肺气肿、严重呼吸困难及皮下气

肿为特征的中毒病。

15. 278　 穗状葡萄球菌毒素中毒 　 stachybot-
ryotoxicosis

　 摄食被有毒的穗状葡萄球菌毒素污染的干

草而引起的中毒病。

15. 279　 红青霉素中毒　 rubratoxin
 

poisoning
　 由红青霉素毒素引起的,以中毒性肝炎和脏

器出血为特征的中毒病。

15. 280 　 有机磷农药中毒 　 organophosphatic
 

insecticides
 

poisoning
　 畜禽接触、吸入或误食某种有机磷农药所致

的中毒性疾病,以体内胆碱酯酶活性受抑制

从而导致神经机能紊乱为特征。

15. 281　 有机氯化合物中毒　 organic
 

chloride
 

compound
 

poisoning
　 家畜接触、吸入或误食氯化烃类化合物所致

的中毒性疾病。

15. 282　 尿素中毒　 urea
 

poisoning
　 反刍动物突然采食、误食大量尿素或因补饲

尿素方法不当所引起的中毒病。

15. 283　 氨及氨水中毒　 ammonia
 

and
 

ammo-
nia

 

solution
 

poisoning
　 畜禽吸入、摄入或接触一定量的氨气、氨肥

或氨水后引起的,以黏膜刺激反应为主要症

状的中毒性疾病。

15. 284　 一氧化碳中毒　 carbon
 

monoxide
 

poi-
soning

　 畜禽吸入大量一氧化碳气体所致的,以机体

组织缺氧为特征的急性中毒性疾病。

15. 285　 磷化锌中毒 　 zinc
 

phosphide
 

poison-
ing

　 动物误食了含磷化锌的毒饵或吞食被磷化

锌毒死的鼠尸而引起的,以呕吐、腹泻,以及

呕吐物和粪便在暗处可见磷光为特征的急

性中毒性疾病。

15. 286　 抗凝血杀鼠药中毒　 anticoagulant
 

ro-
denticide

 

poisoning
　 动物误食含抗凝血杀鼠药的毒饵或吞食被

抗凝血杀鼠药毒死的鼠尸而引起的中毒性

疾病,临床上以广泛性的皮下血肿和创伤、
手术后流血不止为特征。

15. 287　 安妥中毒　 ANTU
 

poisoning
　 动物误食含安妥的灭鼠毒饵或吞食被安妥

毒死的鼠尸而引起的中毒性疾病,临床上以

肺水肿、胸腔积液、高度呼吸困难、组织器官

瘀血和出血为特征。

15. 288　 氟乙酰胺中毒 　 fluoroacetamide
 

poi-
soning

　 动物因误食含氟乙酰胺的灭鼠毒饵或吞食

被氟乙酰胺毒死的鼠尸而中毒,也可因采食

被氟乙酰胺污染的饲草而中毒,以发生呼吸

困难、口吐白沫、兴奋不安为特征。

15. 289　 食盐中毒　 salt
 

poisoning
　 在动物饮水不足的情况下,过量摄入食盐或

含盐饲料而引起的,以消化紊乱和神经症状

为特征的中毒性疾病。

15. 290　 汞中毒　 mercury
 

poisoning
　 动物食入汞化合物或吸入汞蒸气引起的,以

消化、泌尿和神经系统症状为主的中毒病。

15. 291　 钼中毒　 molybdenum
 

poisoning,
 

mo-
lybdenosis

　 动物摄入过量钼而引起的,以持续性腹泻和

被毛褪色为特征的易继发铜缺乏症。
·682·



15. 292　 镉中毒　 cadmium
 

poisoning
　 动物长期摄入镉污染的饲料、饮水后引起

的,以生长发育缓慢、肝和肾损害、贫血以及

骨骼损伤为主要特征的中毒性疾病。

15. 293　 铜中毒　 copper
 

poisoning
　 动物一次摄入过多或长期摄入含铜量过高

的饲料和饮水,引起以腹痛、腹泻、肝功能异

常和贫血为特征的中毒性疾病。

15. 294　 铅中毒　 lead
 

poisoning
　 动物摄入过量的铅化合物或金属铅而引起

的,以神经机能紊乱、胃肠炎及贫血为特征

的中毒性疾病。

15. 295　 无机氟化物中毒 　 inorganic
 

fluoride
 

poisoning
　 又称“氟病( fluorosis)”。 家畜长期采食超过

安全量的无机氟化物而引起全身器官和组

织的毒性损害,以骨、牙病变为特征的慢性

中毒性疾病。

15. 296 　 有机氟化物中毒 　 organic
 

fluoride
 

poisoning
　 误食氟乙酰胺、氟乙酸钠等有机氟杀鼠药引

起的中毒,临床上以发生呼吸困难、口吐白

沫、兴奋不安为特征。

15. 297　 硒中毒　 selenium
 

poisoning
　 动物摄入过量的硒而发生的急性或慢性中

毒性疾病,急性型主要表现为神经症状、腹
痛、呼吸困难、运动失调、失明,慢性型表现

为消瘦、跛行、蹄壳变形和脱毛。

15. 298　 砷中毒　 arsenic
 

poisoning
　 有机砷或无机砷化合物进入机体后,通过对

局部组织的刺激和抑制酶系统,引起以消化

功能紊乱及实质性脏器和神经系统损害为

特征的中毒性疾病。

15. 299　 蛇毒中毒　 snake
 

venom
 

poisoning
　 家畜被毒蛇咬伤,毒汁由伤口渗入引起的,

以毒血症、溶血、中枢性麻痹及休克甚至死

亡为特征的全身性急性中毒病。

15. 300　 蜂毒中毒　 bee
 

venom
 

poisoning
　 因蜂蜇或食入蜂体而引起的,以局部疼痛及

水肿、血压下降、呼吸麻痹和死亡为特征的

中毒性疾病。

15. 301　 斑蝥中毒　 cantharis
 

poisoning
　 动物采食寄生了斑蝥幼虫的牧草而引起的,

以胃肠、肾、肺多脏器受损,发生功能衰竭为

特征的中毒病。

15. 302　 蚜虫中毒　 aphis
 

poisoning
　 动物采食大量蚜虫寄生的植物后的中毒性

疾病,经日光照射而发生光敏性皮炎,常见

于白色动物。

15. 303　 变应性休克　 anaphylactic
 

shock
　 又称“过敏性休克”。 致敏机体与特异变应

原接触后而引起的,以急性循环衰竭为特征

的全身性过敏反应,属Ⅰ型超敏反应性疾

病。

15. 304　 变应性鼻炎　 allergic
 

rhinitis
　 又称“过敏性鼻炎”。 鼻腔黏膜的变应性疾

病,可引起多种并发症,属Ⅰ型超敏反应性

疾病。

15. 305　 血管神经性水肿 　 angioneurotic
 

ede-
ma

　 又称“ 巨大荨麻疹( giant
 

urticaria)”。 变应

原所致的一种突然出现、数天内可自然消退

的,可反复发生的皮下水肿或黏膜下水肿。
一般痒感不明显,属Ⅰ型超敏反应性免疫性

疾病。

15. 306　 荨麻疹　 urticaria
　 俗称“风团”或“风疹块”。 各种因素致使皮

肤黏膜血管发生暂时性炎性充血与大量液

体渗出,造成局部水肿,迅速发生与消退、有
剧痒,属Ⅰ型超敏反应性免疫性疾病。

15. 307　 变应性皮炎　 allergic
 

dermat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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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接触外环境中各种致敏物质,初次接触

使机体处于致敏状态,再次接触会引起红

斑、水肿、丘疹、水疱、大疱甚至坏死,伴有不

同程度的瘙痒、疼痛或烧灼感,属Ⅰ型超敏

反应性免疫性疾病。

15. 308　 犬特应性皮炎　 canine
 

atopic
 

derma-
titis,

 

cAD
　 特应性体质的犬表皮屏障存在缺陷,易受到

变应原入侵而发生与遗传和反应素(IgE)有

关的自发过敏反应的慢性进行性皮肤病,属
Ⅰ型超敏反应性免疫性疾病。

15. 309　 新生畜同种免疫性白细胞减少症 　
neonatal

 

alloimmune
 

leucopenia
　 仔畜和母畜间白细胞型不合,母畜血清和乳

汁中存在凝集破坏仔畜白细胞的同种白细

胞抗体所致,引起白细胞总数减少、中性粒

细胞比例降低的免疫性疾病,属Ⅱ型超敏反

应性免疫性疾病。

15. 310　 新生畜同种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

癜　 neonatal
 

alloimmune
 

thrombocyto-
penic

 

purpura
　 母畜血清和乳汁中存在凝集仔畜血小板的

抗血小板抗体所致的一种免疫性血小板减

少症,以皮肤、黏膜、关节和内脏显现广泛的

出血为其临床特征,属Ⅱ型超敏反应性免疫

性疾病。

15. 311　 变应性虹膜睫状体炎　 allergic
 

irido-
cyclitis

　 即前葡萄膜炎或前色素层炎,一般为角膜刺

创等眼外伤感染所致,临床主要表现为眼红

痛、视力下降、房水混浊及角膜后沉着物,属
Ⅲ型超敏反应性免疫性疾病。

15. 312　 变应性接触性皮炎 　 allergic
 

contact
 

dermatitis,
 

ACD
　 变应原物质直接频繁接触皮肤引起的一种

慢性变应性皮肤黏膜炎性反应,属Ⅳ型迟发

型超敏反应性免疫性疾病。

15. 313　 蚤咬变应性皮炎　 flea
 

allergic
 

derma-
titis

　 被蚤叮咬而引起的皮肤炎性反应,是一种以

Ⅳ型迟发型超敏感性为主,并伴有Ⅰ型超敏

感性和皮肤嗜碱性细胞超敏感性的混合性

超敏反应性免疫疾病。

15. 314　 乳汁变态反应　 milk
 

allergy
　 乳房内潴留乳汁吸收所致的一种变态反应,

属Ⅰ型超敏反应性免疫性疾病。

15. 315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autoim-
mune

 

hemolytic
 

anemia,
 

AIHA
　 由于免疫功能紊乱,体内产生抗自身红细胞

抗体而造成的慢性网状内皮系统溶血或急

性血管内溶血,是Ⅱ型超敏反应性免疫性疾

病。

15. 316　 自身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au-
toimmune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AITP
　 体内产生抗血小板自身抗体所致的一种免

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疾病,临床上以皮肤、黏
膜、关节和内脏的广泛出血为特征,是Ⅱ型

超敏反应性免疫性疾病。

15. 317　 系统性红斑狼疮　 systemic
 

lupus
 

ery-
thematosus,

 

SLE
　 由于体内形成抗血细胞抗体、抗核抗体等抗

各种组织成分的自身抗体所致的一种多系

统非化脓性炎症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15. 318　 类风湿性关节炎 　 rheumatoid
 

arthri-
tis,

 

RA
　 由于体内形成抗丙种球蛋白自身抗体所致

的,以慢性进行性糜烂多关节炎为主要病变

的一种全身性结缔组织(胶原-血管)疾病。

15. 319　 重症肌无力　 myasthenia
 

gravis,
 

MG
　 由自身免疫系统紊乱引起运动终板区神经

肌肉传导障碍,以局部或全身横纹肌无力和

易疲劳为特征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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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20　 天疱疮　 pemphigus
　 由体内形成抗表皮细胞自身抗体所引起的,

以正常皮肤黏膜上发生松弛薄壁水疱为特

征的一组慢性进行性大疱性自身免疫性皮

肤病。

15. 321 　 免疫缺陷性侏儒 　 immunodeficient
 

dwarf,
 

IDD
　 又称“消瘦综合征(wasting

 

syndrome)”。 由

生长激素缺乏及胸腺发育不全所引起的一

种原发性细胞免疫缺陷病。

15. 322 　 淋巴细胞-浆细胞性胃肠炎 　 lym-
phocytic-plasmacytic

 

gastroenteritis
　 出现在慢性炎症中的,一种以黏膜为中心、

引发淋巴细胞和浆细胞增多的遗传性免疫

增生病。

15. 323　 多发性骨髓瘤　 multiple
 

myeloma
　 以骨髓等组织器官内浆细胞恶性增殖并产

生副蛋白而使正常免疫球蛋白合成受抑为

特征的一种进行性肿瘤性疾病,是最常见的

单株系丙球病。

15. 324　 巨球蛋白血症　 Waldenströms
 

macro-
globulinemia,

 

WM
　 由于单克隆 B 淋巴细胞或淋巴细胞样浆细

胞过度增殖,IgM 类副蛋白(巨球蛋白)大量

生成所引起的一种单株系丙球病。

15. 325　 糖原贮积病Ⅰ型　 glycogenosis
 

type
 

Ⅰ
　 又称“肝肾糖原累积病”。 由肝、肾等组织中

葡萄糖-6-磷酸酶先天性缺陷所致的一种

遗传性糖原代谢病。

15. 326　 糖原贮积病Ⅱ型　 glycogenosis
 

type
 

Ⅱ
　 又称“全身性糖原累积病( systemic

 

glycogen
 

storage
 

disease)”。 由于 α-1,4-葡萄糖苷酶

(酸性麦芽糖酶)先天性缺陷所致的一种遗

传性糖原代谢病。

15. 327　 糖原贮积病Ⅲ型　 glycogenosis
 

type
 

Ⅲ
　 又称“局限性糊精累积病( local

 

glycogenstor-

agedisease)”。 由肝和肌肉内淀粉-1,6-葡萄

糖苷酶(脱支链酶)先天性缺陷所致的一种

遗传性糖原代谢病。

15. 328　 α-甘露糖苷贮积症　 α-mannosidosis
　 由 α-甘露糖苷酶先天性缺陷,引起各种短

链多聚糖在细胞溶酶体内沉积所致的一种

遗传性糖类代谢病。

15. 329　 β-甘露糖苷贮积症　 β-mannosidosis
　 由 β-甘露糖苷酶先天性缺陷,引起多种低

聚糖在细胞溶酶体内沉积所致的一种遗传

性糖类代谢病。

15. 330　 岩藻糖苷贮积症　 fucosidosis
　 由于 α-L-岩藻糖苷酶先天性缺乏,岩藻糖

苷在细胞溶酶体内沉积所致的一种遗传性

糖类代谢病。

15. 331　 GM1 神经节苷脂贮积症　 GM1
 

gan-
gliosidosis

　 由 β-半乳糖苷酶先天性缺乏或其活性显著

降低所致的,一种以进行性运动障碍和运动

失调为主要特征的遗传性神经鞘类脂质代

谢病。

15. 332　 GM2 神经节苷脂贮积症　 GM2
 

gan-
gliosidosis

　 由己糖胺酶及其辅酶先天性缺乏所致的,一
种以运动功能进行性恶化为特征的遗传性

神经鞘类脂质代谢病。

15. 333　 葡萄糖脑苷脂贮积症　 glucocerebro-
side

 

storage
 

disease
　 β-半乳糖脑苷脂酶先天性缺乏,引起葡萄

糖脑苷脂在网状内皮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

细胞中沉积所致的一种遗传性脂质沉积病。

15. 334　 神经鞘髓磷脂贮积症 　 sphigomyelin
 

storage
 

disease
　 神经鞘磷脂酶先天性缺乏,引起脂类物质沉

积所致的一种遗传性神经鞘类脂质代谢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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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35　 白化病　 albinism
　 又称“无黑色素症(achroia)”。 家畜最常见

的遗传性疾病,由酪氨酸分解代谢障碍引起

的黑色素生成先天性缺陷所致的一种遗传

性氨基酸代谢病。

15. 336　 枫糖尿病　 maple
 

syrup
 

urine
 

disease
　 由异丁酰辅酶 A、异戊酰辅酶 A 和 α-甲基

丁酰辅酶 A 等 3 种支链酮酸羧酶先天性缺

乏所致的一种遗传性氨基酸代谢病。

15. 337　 尿苷-磷酸合酶缺陷 　 deficiency
 

of
 

uridine-5-monophosphate
 

synthase
　 又称“乳清酸尿症( orotic

 

aciduria)”。 由尿

苷-磷酸合酶先天性缺乏而导致合成 DNA
和 RNA 的必需材料嘧啶核苷酸的形成受阻

所致的遗传性嘧啶代谢病。

15. 338　 α-型地中海贫血　 alpha
 

thalassemia
　 由控制珠蛋白 α 链的结构基因先天性缺乏

或发生突变,引起血红蛋白 A 缺乏或缺如的

一种血红蛋白病。

15. 339　 β-型地中海贫血　 Beta
 

thalassemia
　 由控制珠蛋白 β 链的结构基因先天性缺乏

或发生突变,引起血红蛋白 A 缺乏或缺如的

一种血红蛋白病。

15. 340　 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症　 glu-
cose-6-phosphate

 

dehydrogenase
 

defi-
ciency

　 由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先天性缺乏的一

种以溶血为特征的红细胞酶病。

15. 341　 先天性卟啉病　 congenital
 

porphyria
　 又称“红齿病”。 由控制卟啉代谢和血红素

合成的有关酶先天性缺陷所致的一种先天

性代谢紊乱病。

15. 342　 牛白细胞黏附缺陷　 bovine
 

leukocyte
 

adhesion
 

deficiency
　 又称 “ 牛粒细胞病 ( bovine

 

granulocyte
 

dis-
ease)”。 由嗜中性粒细胞表面的整合素 β-

亚单位 CD18 发生基因突变,引起整合素表

达缺陷所致的一种遗传性血液病。

15. 343　 染色体病　 chromosome
 

disease
　 全称 “ 染色体遗传 病 ( chromosome-genetic

 

disease)”。 因细胞中遗传物质的主要载

体———染色体的数目或形态、结构异常引起

的疾病,通常分为常染色体病和性染色体病

两大类。

15. 344　 遗传性甲状腺肿　 inherited
 

goiter
　 由甲状腺球蛋白生成先天性缺陷所致的,一

种以皮肤增厚、皮下水肿、被毛稀少、生长停

滞、呼吸困难等甲状腺功能不全为特征的遗

传性疾病。

15. 345　 新生畜溶血病　 haemolytic
 

disease
 

of
 

the
 

newborn
　 母体对胎儿的红细胞或红细胞血型的抗原

刺激产生特异抗体,仔畜吃初乳后抗体被直

接吸收到血液中,与相应的红细胞结合而发

生抗原抗体免疫反应,造成红细胞大量破坏

的一种溶血病。

15. 346　 新生畜腹泻综合征　 neonatal
 

diarrhe-
a

 

syndrome
　 一种病因复杂的常见疾病,以急性腹泻、渐

进性脱水、死亡快为特征。

15. 347　 新生畜胎粪秘结　 meconium
 

retention
 

in
 

neonatal
 

animal
　 胎儿胃肠道分泌的黏液、脱落的上皮细胞、

胆汁及吞咽的羊水,经消化后所残余的废物

积聚在肠道,是一种多发于体弱多病的新生

畜和幼畜的疾病。

15. 348 　 仔猪先天性震颤 　 congenital
 

tremor
 

of
 

piglets
　 俗称“抖抖病”“跳跳病”。 脊髓以上的中枢

神经系统髓鞘形成阻滞,致使肌肉发生阵发

性痉挛的神经系统的先天性疾病。

15. 349　 幼畜肺炎　 pneumonia
 

of
 

young
 

an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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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畜在致病因素作用下,细支气管和肺泡发

生急性或慢性卡他型炎症或卡他性-格鲁布

性炎症病变。

15. 350　 幼畜贫血　 anemia
 

in
 

young
 

animal
　 幼畜机体内单位容积血液中红细胞数和血

红蛋白低于正常数值,并呈现皮肤、结膜苍

白以及缺氧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

15. 351 　 幼畜营养不良 　 dystrophia
 

of
 

young
 

animal
　 由于先天性营养缺乏,幼畜出生后生长发育

缓慢、体躯瘦小、体重低下、皮肤粗糙、被毛

蓬乱、精神迟钝及衰弱乏力甚至造成死亡的

一种疾病。

15. 352　 犊牛前胃周期性膨胀 　 periodic
 

dis-
tention

 

of
 

calves
 

forestomach
　 断乳期饲喂不当或饲料质量不佳造成的犊

牛前胃疾病,主要特征为瘤胃周期性鼓气和

消化紊乱。

15. 353　 仔猪低血糖症　 hypoglycemia
 

of
 

piglet
　 新生仔猪吃乳量不足造成血糖低于正常值

而引起的,临床上表现虚弱、平衡失调、体温

下降、肌肉不自主运动甚至惊厥死亡的营养

代谢病。

15. 354 　 幼畜水中毒 　 water
 

intoxication
 

in
 

young
 

animal
　 幼畜久渴后暴饮大量水导致机体组织短时

间内大量蓄水,血浆渗透压迅速降低而表现

溶血、红尿的代谢性中毒病。

15. 355　 羔羊肠痉挛　 intestinal
 

spasm
 

in
 

lamb
　 因寒冷等不良因素刺激而使羔羊肠管发生

痉挛性收缩所致的急性间歇性腹痛病。

15. 356　 传染性胚胎病 　 infectious
 

embryonic
 

disease

　 由病原微生物感染而引起的胚胎疾病。

15. 357 　 急性应激综合征 　 acute
 

stress
 

syn-
drome

　 动物在应激原作用下,很短时间内出现的一

系列应答性反应。

15. 358 　 猪应激综合征 　 porcine
 

stress
 

syn-
drome,

 

PSS
　 猪在自然应激因子如运输、高温、运动、争

斗、交配、分娩等的作用下发生进行性呼吸

困难、高烧、心跳亢进、肌肉收缩、死后迅速

僵直的一种综合症候群。

15. 359　 胰腺炎　 pancreatitis
　 致病因素使胰液外溢后与胰实质接触或者

胰液中的消化酶被激活,发生胰腺自体消化

的化学炎症,以腹痛、腹胀、呕吐、发热,以及

血和尿中淀粉酶含量升高为特征。

15. 360　 洋葱中毒　 onion
 

poisoning
　 动物食入洋葱,洋葱内的 N-丙基二硫化合

物可降低红细胞内的葡萄糖- 6 -磷酸脱氢

酶活性,使红细胞易变性溶解而发生中毒,
主要表现为排红色或红棕色尿液。

15. 361　 肥胖症　 obesity
　 体内脂肪组织增加、过剩的状态,是由于机

体总能量摄取超过消耗,剩余部分以脂肪的

形式蓄积,导致脂肪组织的量增加。

15. 362　 高脂血症　 hyperlipidemia
　 血液中脂类浓度过高,特别是胆固醇、甘油

三酯和脂蛋白过高。

15. 363　 慢性肾衰竭　 chronic
 

renal
 

failure
　 多种原因造成肾单位的严重毁损,导致肾在

排泄代谢废物,以及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

平衡方面出现严重紊乱的一组临床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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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兽医微生物学

16. 01　 兽医微生物

16. 001　 兽医微生物学　 veterinary
 

microbiology
　 研究论述动物病原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真

菌、螺旋体、支原体、衣原体及立克次体的形

态、结构、致病性及其他生物学特性的科学。

16. 002　 微生物　 microorganism
　 一切肉眼看不见或看不清楚,通常要用光学

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微小生物的

总称。

16. 003　 细菌　 bacterium
　 一类个体微小、形态与结构简单、多以二分裂

方式进行繁殖的单细胞原核生物。

16. 004　 球菌　 coccus
　 一种细菌,菌体呈球形或近似球形,分裂后产

生的细胞保持一定的排列方式。

16. 005　 杆菌　 bacillus
　 一种细菌,菌体呈正圆柱形或卵圆形,两端多

钝圆,少数平截。

16. 006　 螺旋菌　 spiral
 

bacterium
　 一种细菌,菌体呈弯曲或螺旋状,有一个或多

个弯曲,包括弧菌和螺菌两类。

16. 007　 菌落　 colony
　 在适宜条件下经过一定时间培养,细菌个体

在适合生长的固体培养基表面或内部形成肉

眼可见的有一定形态的独立群体。

16. 008　 菌苔　 lawn
　 细菌在固体培养基接种线上繁殖,形成密集

的连成一片的群落。

16. 009　 细胞壁　 cell
 

wall
　 存在于细菌细胞外周的一层坚韧而具有一定

弹性的膜。

16. 010　 原生质体　 protoplast
　 溶菌酶或青霉素处理革兰氏阳性菌后获得

的,去除细胞壁仅有细胞膜包住细胞质的菌

体。

16. 011　 原生质球　 spheroplast
　 溶菌酶或青霉素处理革兰氏阴性菌后获得

的,仅去除细胞壁内层肽聚糖仍保留外膜层

包裹细胞质的菌体。

16. 012　 菌胶团　 zoogloea
　 多个细菌的荚膜融合形成的一个大的胶状

物。

16. 013　 胞壁质　 murein
　 构成细胞壁的一个袋形的巨大分子结构体。

16. 014　 周质间隙　 periplasmic
 

space
　 存在于革兰氏阴性菌外膜与细胞膜之间的空

隙。

16. 015 　 外膜蛋白 　 outer
 

membrane
 

protein,
 

OMP
　 细菌外膜中镶嵌的多种蛋白质的统称。

16. 016　 肽聚糖　 peptidoglycan
　 又称“黏肽” “糖肽( glycopeptide)”。 由聚糖

链支架、四肽侧链和五肽交联桥聚合而成的

多层网状大分子结构。

16. 017　 磷壁酸　 teichoic
 

acid
　 核糖醇或甘油残基经由磷酸二酯键互相连接

而成的多聚物。

16. 018　 脂多糖　 lipopolysaccharide
　 位于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壁最外层的一层较厚

的类脂多糖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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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019　 细胞膜　 cell
 

membrane
　 主要由磷脂双分子层、蛋白质和糖类等物质

构成,包围细胞质的一层富有弹性的半透性

薄膜。

16. 020　 细胞质　 cytoplasm
　 细胞质膜包围的、除核区外的一切半透明、胶

状、颗粒状物质的总称。

16. 021　 核体　 karyoplast
　 细菌的基因组 DNA。

16. 022　 荚膜　 capsule
　 细菌细胞壁外表面的一层边界清楚、疏松透

明的黏液样物质。

16. 023　 芽孢　 spore
　 细菌体内形成的抗逆性很强的球形或椭圆形

休眠体。

16. 024　 菌毛　 pilus
　 菌体表面长有的比鞭毛短的毛发状蛋白附属

器。

16. 025　 菌株　 strain
　 不同来源的同种细菌的纯培养物。

16. 026　 生物[被]膜　 biofilm
　 附着在动物皮肤、呼吸道、消化道或生殖道黏

膜表面或无生命物体表面的微生物。

16. 027　 兼性厌氧菌　 facultative
 

anaerobe
　 在有氧或无氧环境中均能生长繁殖的微生

物。

16. 028　 厌氧菌　 anaerobe
　 必须在无游离氧或其浓度极低的条件下才能

存活的微生物。

16. 029　 需氧菌　 aerobe
　 必须在有一定浓度的游离氧的条件下才能生

长繁殖的微生物。

16. 030　 嗜热菌　 thermophilic
 

bacteria
　 在 50 ~ 60℃条件下也能正常生长、繁殖、新陈

代谢的细菌。

16. 031　 嗜冷菌　 psychrophile
　 能在-5 ~ 30℃的温度条件下生长的细菌。

16. 032　 嗜温菌　 mesophile
　 能在 10 ~ 45℃的温度条件下生长的细菌。

16. 033　 VP试验　 VP
 

test
　 又称“伏-波试验”。 由 Voges 和 Proskauer 创

建,利用细菌对葡萄糖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

细菌种类鉴定的一项生化试验。

16. 034　 氧化酶试验　 oxidase
 

test
　 依据细菌体内氧化酶的有无进行种类鉴别的

一项生化试验。

16. 035　 氧化发酵试验　 oxidation-fermentation
 

test
　 又称“ O / F 试验”。 根据不同细菌对不同糖

的分解能力及代谢产物不同进行细菌鉴定的

一项生化试验。

16. 036　 吲哚试验　 indole
 

test
　 利用细菌分解色氨酸的特性进行细菌种类鉴

别的一项生化试验。

16. 037　 甲基红试验　 methyl
 

red
 

test
　 利用细菌分解葡萄糖产生大量酸性产物的特

点进行细菌种类鉴别的一项生化试验。

16. 038　 脲酶试验　 urease
 

test
　 依据细菌体内脲酶的有无进行种类鉴别的一

项生化试验。

16. 039　 枸橼酸盐利用试验　 citrate
 

utilization
 

test
　 根据细菌利用枸橼酸盐能力的不同进行种类

鉴别的一项生化试验。

16. 040　 触酶试验　 catalase
 

test
　 根据细菌体内触酶的有无进行细菌种类鉴别

的一项生化试验。

16. 041　 硫化氢[产生]试验　 hydrogen
 

sulf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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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test
　 利用细菌分解含硫氨基酸的特性进行细菌种

类鉴别的一项生化试验。

16. 042　 营养培养基　 nutrient
 

medium,
 

NM
　 在基础培养基中加入一些特殊营养物质制成

的一类营养丰富的培养基。

16. 043　 麦氏培养基　 MacConkey
 

medium
　 又称“麦康凯培养基”。 培养基内含有胆酸

盐,能抑制革兰氏阳性菌生长,有利于大肠杆

菌和沙门菌生长,并能将两种细菌区分开的

一种选择性培养基。

16. 044　 选择性培养基　 selective
 

medium
　 加入某种特殊营养物质或化学物质,可将某

种或某类细菌从混杂的微生物群体中分离出

来的培养基。

16. 045　 半固体培养基　 semi-solid
 

medium
　 在液体培养基中加入 0. 5%左右的琼脂制成

的培养基。

16. 046　 固体培养基　 solid
 

medium
　 液体培养基中加入 1% ~ 2%的琼脂制成的培

养基。

16. 047　 液体培养基　 liquid
 

medium
　 未加任何凝固剂的基础或营养培养基。

16. 048　 厌氧培养基　 anaerobic
 

medium
　 在培养基中加入还原剂,或用液体石蜡或凡

士林封住培养基表面,以形成相对无氧环境

的培养基。

16. 049　 基础培养基　 basal
 

medium
　 含有一般微生物生长繁殖所需要的基本营养

物质的培养基。

16. 050　 胰蛋白胨大豆琼脂　 tryptone
 

soybean
 

agar,
 

TSA
　 含有胰蛋白胨、大豆蛋白胨、氯化钠等成分,

营养丰富的培养基。

16. 051　 三糖铁　 trisaccharide
 

iron,
 

TSI
　 含有乳糖、蔗糖和葡萄糖(比例为 10 ∶ 10 ∶

1)及一定浓度亚铁离子的培养基。

16. 052　 气菌素　 aerobactin
　 细菌在低铁条件下产生的,具有单个或两个

异羟肟酸功能团的一类有机化合物。

16. 053　 灭菌　 sterilization
　 杀灭包括细菌芽孢在内的全部微生物的方

法。

16. 054　 防腐　 antisepsis
　 防止或抑制体外细菌生长繁殖的方法。

16. 055　 湿热灭菌　 moist
 

heat
 

sterilization
　 用饱和水蒸气、沸水或流通蒸汽进行灭菌的

方法。

16. 056　 干热灭菌　 dry
 

heat
 

sterilization
　 利用干燥环境(如火焰或干热空气)进行灭

菌的方法。

16. 057　 细菌素　 bacteriocin
　 由细菌产生的对同种不同菌株或近缘菌株具

有杀菌作用的蛋白质。

16. 058　 微生物生态学　 microbial
 

ecology
　 研究微生物群体(微生物区系或正常菌群)

与其周围的生物和非生物环境条件间相互作

用规律的学科。

16. 059　 微生物区系　 microflora
　 在一定生态环境条件下的微生物数量、种类

及其相互关系。

16. 060　 正常菌群　 normal
 

bacterial
 

flora
　 生活在健康动物各部位,数量大、种类较稳

定、一般能发挥有益作用的微生物种群。

16. 061　 益生菌　 probiotics
　 一种对人或动物有益,可直接作为食品添加

剂服用,以维持肠道菌群平衡的细菌。

16. 062　 致病性　 pathogen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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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引起感染的能力。

16. 063　 病原菌　 pathogenic
 

bacteria
　 能入侵宿主引起感染的微生物,如细菌、真

菌、病毒等。

16. 064　 毒力　 virulence
　 病原菌致病性的强弱程度。

16. 065　 侵染力　 infestation
　 病原菌克服宿主防御能力,侵入体内得以生

长、繁殖和扩散等一系列的性能。

16. 066　 侵袭力　 invasiveness
　 在能够侵染机体并致病的前提下,病原菌的

侵染能力以及致病程度。

16. 067　 毒力因子　 virulent
 

factor
　 构成细菌毒力的物质。

16. 068　 定植　 colonization
　 细菌通过黏附在宿主消化道、呼吸道、生殖

道、尿道、眼结膜及皮肤等处而实现的定居。

16. 069　 类毒素　 toxoid
　 一些经变性或化学修饰失去原有毒性但仍保

留抗原性的毒素。

16. 070　 外毒素　 exotoxin
　 病原菌分泌的一种对宿主细胞有毒性的可溶

性蛋白质。

16. 071　 机会致病菌　 opportunistic
 

pathogen
　 寄生于宿主皮肤、消化道、呼吸道及泌尿生殖

道的正常菌群或环境常驻菌,当菌群失调、耐
药菌株出现或宿主免疫功能低下时,能够引

发感染。

16. 072　 鲎试验　 limulus
 

assay
　 利用鲎试剂检测血液或其他样品中的微量内

毒素的一个试验。

16. 073 　 半数感染量 　 median
 

infective
 

dose,
 

ID50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指定的感染途径,使一定

体重或年龄的某种动物半数感染所需要的最

少细菌数或毒素量。

16. 074　 半数组织感染量 　 50%
 

tissue
 

culture
 

infective
 

dose,
 

TCID50

　 在规定时间内,引起 50%组织或细胞培养物

感染需要的最少细菌数或病毒量。

16. 075 　 半数反应量 　 50%
 

reaction
 

dosage,
 

RD50

　 使半数感染动物表现异常反应所需要的最少

细菌数或毒素量。

16. 076 　 最小致死量 　 minimal
 

lethal
 

dose,
 

MLD
　 导致实验动物死亡的最少细菌数或毒素量。

16. 077 　 半数致死量 　 median
 

lethal
 

dose,
  

LD50
　 使感染动物半数发生死亡所需要的最少细菌

数或毒素量。

16. 078　 科赫法则　 Kochs
  

postulates
　 由德国细菌学家 Robert

 

Koch 提出,现在被作

为验证病原体致病性的“黄金”规则。

16. 079　 质粒　 plasmid
　 真核细胞细胞核外或原核生物拟核区外能够

进行自主复制的遗传物质。

16. 080　 转座因子　 transposable
 

element
　 细菌染色体或质粒上的可移动的 DNA 片段。

16. 081　 基因转移　 transgenosis
　 将外源性遗传物质由供体菌转入受体菌细

胞,使供体菌表型效应得以体现的过程。

16. 082　 转化　 transformation
　 受体菌直接摄取周围环境中游离的 DNA 片

段或质粒,获得新性状的过程。

16. 083　 转导　 transduction
　 以温和噬菌体为载体,将供体菌的 DNA 片段

转移到受体菌中,使受体菌获得供体菌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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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遗传性状的过程。

16. 084　 原生质体融合　 protoplast
 

fusion
　 使遗传性状不同的两种细菌的原生质体发生

融合,以产生同时带有双亲性状的遗传性稳

定的融合子的过程。

16. 085　 转染　 transfection
　 将具有一定生物功能的核酸片段转移或运送

到宿主细胞内,使其在细胞内维持正常功能

的过程。

16. 086　 毒力岛　 pathogenicity
 

island,
 

PAI
　 位于细菌染色体中的某个或某些毒力基因

群。

16. 087　 葡萄球菌属　 Staphylococcus
　 革兰氏阳性球菌,常排列成葡萄串状。

16. 088　 链球菌属　 Streptococcus
　 菌体呈圆形或卵圆形,肉汤培养处于对数生

长期的菌体常呈长链排列。

16. 089　 红球菌属　 Rhodococcus
　 介于分枝杆菌和诺卡氏菌之间的一类微生

物,具有生长周期,能形成杆状菌、丝状菌及

大量分枝的基质菌丝,菌落呈分枝杆菌样。

16. 090　 大肠埃希菌　 Escherichia
 

coli
　 革兰氏阴性杆菌,周生鞭毛,可分为产肠毒素

大肠杆菌、产类志贺毒素大肠杆菌、肠致病性

大肠杆菌、败血性大肠杆菌及尿道致病性大

肠杆菌等五类。

16. 091　 沙门菌属　 Salmonella
　 一大群形态、生化性状及抗原构造相似的革

兰氏阴性杆菌,无芽孢,无荚膜,多数细菌有

周身鞭毛和菌毛。

16. 092　 耶尔森菌属　 Yersinia
　 一类革兰氏阴性菌,两头钝圆,两极浓染的卵

圆形短小杆菌。 有荚膜,无鞭毛,无芽孢。

16. 093　 克雷伯菌属　 Klebsiella

　 革兰氏阴性短、粗杆菌,单独、成双或短链状

排列。 无芽孢,无鞭毛,有较厚的荚膜,多数

有菌毛。

16. 094　 变形杆菌属　 Proteus
　 革兰氏阴性菌,在固体培养基上具有蔓延生

长特性的一类细菌。

16. 095　 爱德华菌属　 Edwardsiella
　 革兰氏阴性短小杆菌,无荚膜,无芽孢,有鞭

毛,兼性厌氧。 主要引起水产动物的爱德华菌

病。

16. 096　 弧菌属　 Vibrio
　 革兰氏阴性菌,菌体短小,弯曲成弧形,多为

鱼虾贝类的病原菌株,部分菌株还可感染人。

16. 097　 气单胞菌属　 Aeromonas
　 菌体呈短杆状,亦可呈双球状或丝状,是鱼类

常见的致病菌。

16. 098　 巴氏杆菌属　 Pasteurella
　 革兰氏阴性小杆菌,瑞氏染色呈典型的两极

着色,对禽、猪、兔多种动物及人均有致病性。

16. 099　 里氏杆菌属　 Riemerella
　 菌体呈杆状或椭圆状,可形成荚膜,无芽孢,

无鞭毛。 瑞氏染色可见两极着色,革兰阴性,
鸭疫里氏杆菌是本属的代表种。

16. 100　 放线杆菌属　 Actinobacillus
　 革兰氏阴性菌,菌体以杆形为主。 无鞭毛和

荚膜,无抗酸性。 对人或动物致病的主要有

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林氏放线杆菌和驹放

线杆菌等。

16. 101　 嗜血杆菌属　 Haemophilus
　 革兰氏阴性菌,菌体多呈短杆状,也呈球形、

卵圆形或丝状。 生长时需要血液中的生长因

子,特别是Ⅹ因子(原卟啉Ⅸ或正铁血红素)
和 / 或Ⅴ因子。

16. 102　 布鲁氏菌属　 Brucella
　 又称“布氏杆菌”。 革兰氏阴性菌,菌体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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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或短杆状,固体培养基上可形成光滑型和

粗糙型两种菌落,泛酸钙和内消旋赤藓糖醇

可刺激菌株生长,是多种动物和人布鲁氏菌

病的病原,可引起母畜传染性流产。

16. 103　 伯氏菌属　 Burkholderia
　 革兰氏阴性菌,中等大小杆菌,普通培养基上

可形成正常的光滑型和变异的粗糙型两种菌

落,可经气溶胶传播,生物安全风险较大。

16. 104　 波氏菌属　 Bordetella
　 又称“博代氏菌”。 一种革兰氏阴性小杆菌,

不产生芽孢。 大多数成员专性寄生于哺乳动

物或禽类呼吸道,导致呼吸道疾病。

16. 105　 弗朗西丝菌属　 Francisella
　 革兰氏阴性需氧杆菌,两极着色,强毒菌株有

荚膜,生长需半胱氨酸或胱氨酸。

16. 106　 弯曲菌属　 Campylobacter
　 革兰氏阴性菌,菌体纤细,多形性,呈逗点状

或 S 形,端生鞭毛无鞘。

16. 107　 螺杆菌属　 Helicobacter
　 螺旋形、弯曲或直的不分枝的革兰氏阴性菌,

鞭毛有鞘。

16. 108　 蛭弧菌属　 Bdellovibrio
　 寄生于其他细菌并导致其裂解的一类细菌,

能通过细菌滤器。 单细胞菌体呈弧形或逗点

状,有时呈螺旋状,借助一根端生有鞘鞭毛活

跃运动,生活周期分为不生长的捕食阶段和

细胞内繁殖两个阶段。

16. 109　 拟杆菌属　 Bacteroides
　 革兰氏阴性菌,呈直杆状、弧状、螺旋状或多

形态。

16. 110　 梭杆菌属　 Fusobacterium
　 革兰氏阴性无芽孢杆菌,因大多数菌端似梭

而得名,营养要求较高。

16. 111　 劳森菌属　 Lawsonia
　 革兰氏阴性菌,1993 年由英国学者 Lawson

等分离得到,可导致猪增生性肠病的一类胞

内弯曲杆菌。

16. 112　 李斯特菌属　 Listeria
　 革兰氏阳性杆菌,多数情况下呈棒状单独存

在,或呈“V”形、短链。 20 ~ 25℃ 培养时可产

生鞭毛,可引致人和动物的李斯特菌病。

16. 113　 丹毒丝菌属　 Erysipelothrix
　 革兰氏阳性,直或稍弯曲的细杆菌,在血液琼

脂上呈 α 溶血。 明胶穿刺呈试管刷状,且明

胶不液化。

16. 114　 芽孢杆菌属　 Bacillus
　 菌体呈直杆状,周生鞭毛,可运动。 每个细胞只

形成一个芽孢,能较强地抵抗多种不良环境。

16. 115　 梭菌属　 Clostridia
　 革兰氏阳性大杆菌,形成的芽孢直径多大于

菌体宽度,位于菌体中央时形如梭状。

16. 116　 分枝杆菌属　 Mycobacterium
　 平直或微弯的杆菌,能产生丝状分枝,抗酸染

色阳性,需特殊营养方可生长。

16. 117　 放线菌属　 Actinomyces
　 革兰氏阳性菌,菌体由多细胞分枝状菌丝组

成,菌丝大多无隔膜,不生成芽孢和分生孢

子。

16. 118　 奴卡菌属　 Nocardia
　 1888 年由法国兽医 E.

 

Nocard 发现的一类能

形成分枝状纤细菌丝的革兰阳性专性需氧菌。

16. 119　 嗜皮菌属　 Dermatophilus
　 一类能形成分枝状细菌丝的革兰阳性球杆

菌,具有球杆菌-菌丝-游动孢子的形态发育

过程。

16. 120　 棒状杆菌属　 Corynebacterium
　 革兰氏阳性,菌体细长,直或弯曲,一端或两

端膨大呈棒状。

16. 121　 螺旋体属　 Spirocha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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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类细长、柔软、弯曲呈螺旋状的运动活泼的

原核单细胞微生物。

16. 122　 疏螺旋体属　 Borrelia
　 细胞呈螺旋状,长 3 ~ 20μm,每个菌体有 3 ~

10 个稀疏而不规则的螺旋。

16. 123　 短螺旋体属　 Serpulina
　 细胞呈疏松、规则的螺旋形,长仅 7 ~ 9μm,具

有螺旋体的典型超微结构。

16. 124　 密螺旋体属　 Treponema
　 螺旋体长 5 ~ 20μm,每个菌体有 8 ~ 14 个弯

曲、细密而规则的螺旋。

16. 125　 钩端螺旋体属　 Leptospira
　 菌体纤细,呈圆柱形,螺旋数目较多、致密。

其一端或两端弯曲呈钩状的钩体。

16. 126　 支原体属　 Mycoplasma
　 又称“霉形体”。 一种非常简单的细胞,能通

过细菌滤器,没有细胞壁,固体培养基上孵育

2 ~ 6 天可形成典型的“煎荷包蛋”样菌落。

16. 127　 立克次体属　 Rickettsia
　 一类大小介于最小细菌和病毒之间的革兰氏

阴性原核单细胞微生物,为纪念发现落基山斑

点热病原体的美国医生 H. T. Ricketts 而命名。

16. 128　 柯克斯体属　 Coxiella
　 具高度多形性,多见球杆状或短杆状,偶见球

状、双杆状、新月形等,具有滤过性。 专性细

胞内寄生,可通过气溶胶直接感染人。

16. 129　 无形体　 anaplasma
　 一类形状较小的细菌,存在于骨髓细胞、外周

血的嗜中性粒细胞和红细胞的细胞质空泡

内,多单独存在,但以包涵体样结构的桑葚体

形态更为常见。

16. 130　 艾立希体属　 Ehrichieae
　 菌体以桑葚体形式存在于膜结合的细胞质空

泡内,蜱为其传播媒介。

16. 131　 新立克次体　 neorickettsia
　 菌体多存在于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及巨噬细

胞的空泡内,在细胞内形成包涵体样结构,吸
虫为其储存宿主。

16. 132　 衣原体无形体　 chlamydia
　 一类有滤过性、严格细胞内寄生,具有独特发

育周期,以二等分分裂法繁殖,可形成包涵体

样结构的革兰氏阴性原核细胞型微生物。

16. 133　 真菌　 fungus
　 一种具有真核和细胞壁的异养微生物。

16. 134　 酵母菌　 yeast
　 一群单细胞真菌的统称。

16. 135　 霉菌　 mold
　 丝状真菌的统称。

16. 136　 组织胞浆菌属　 Histoplasma
　 典型的双相型真菌,37℃ 组织内呈酵母样细

胞,25℃ 培养形成菌丝体,对两性霉素 B 敏

感,重要的致病菌有荚膜组织胞浆菌及假皮

疽组织胞浆菌。

16. 137　 念珠菌属　 Candida
　 菌体呈圆形或卵圆形,可产生芽生孢子和假

菌丝,仅白色念珠菌为常见病原,可导致人和

动物的念珠菌病。

16. 138　 隐球菌属　 Cryptococcus
　 以芽生方式繁殖,不形成假菌丝的一类酵母

样真菌。 有胶样物质的黏多糖荚膜。

16. 139　 丝囊霉菌属　 Aphanomyces
　 菌体由纤细分枝的菌丝组成,细胞壁由纤维

素组成,菌体内有管状的线粒体嵴,有别于真

正的真菌。 菌丝的一系列片段均可发育成孢

子囊。

16. 140　 肺孢菌属　 Pneumocystis
　 一种机会病原微生物,可感染多种动物,有宿

主特异性。 在肺泡中主要以包囊及滋养体形

式存在,吉姆萨染色细胞质呈浅蓝色,细胞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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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紫色。

16. 141　 青霉菌属　 Penicillium
　 菌丝有隔,以产生分生孢子进行繁殖,孢子成

串排列呈扫帚状,分生孢子多呈黄绿或绿色。

16. 142　 链霉菌属　 Streptomyces
　 许多种类,可产生抗生素(如链霉素),大多

在人工培养基上生长茂盛,少数是植物致病

菌,代表种为白色链霉菌。

16. 143　 镰刀菌属　 Fusarium
　 又称“镰孢霉”。 可侵染各种作物,造成作物

萎蔫死亡,有些也是人、动物、昆虫的病原菌,
是医学和兽医学广为重视的产毒素性病原真

菌之一。

16. 144　 葡萄穗霉菌属　 Stachybotrys
　 菌丝分枝、有隔,在活植物上不生长,在潮湿的

蒿秆上生长可产生毒素,引起人或动物中毒。

16. 145　 麦角菌属　 Claviceps
　 寄生在黑麦、小麦、大麦、燕麦等多种禾本科

植物子房内的一类菌体,可将子房变为菌核,
形状如同麦粒。

16. 146　 曲霉菌属　 Aspergillus
　 一种典型的丝状菌,分生孢子梗顶端膨大形

成顶囊为其形态特征。
  

16. 147　 α 毒素　 alpha
 

toxin
　 一种不耐热的外毒素。

16. 148　 肠毒素　 enterotoxin
　 外毒素的一种,由某些细菌在肠道内产生的,

对肠黏膜细胞有特殊毒害作用的耐热、抗酸的

毒素,可引起动物机体水和电解质平衡紊乱。

16. 02　 病　 毒　 学

16. 149　 兽医病毒学　 veterinary
 

virology
　 以动物病毒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本质及与动

物乃至人类疾病关系的一门科学。 研究内容

涉及动物病毒的形态结构、理化性质、起源进

化、分类命名、繁殖遗传,以及动物病毒的诊

断、检疫、监测、治疗和控制等。

16. 150　 病毒　 virus
　 一种非细胞形态的微生物。 具有专性细胞内

寄生性,缺乏完整的酶系统和能量系统,仅含

一种核酸( DNA 或 RNA),不能生长和二等

分裂,以复制的方式进行繁殖。

16. 151　 病毒[粒]体　 virion
　 又称“病毒粒子” “毒粒”。 一个成熟的结构

完整的有感染性的病毒颗粒。 一般由两部分

组成,中心为基因组核酸(及其结合蛋白),
外包一层蛋白质组成的衣壳,有些病毒粒子

表面外披一层囊膜。

16. 152　 衣壳　 capsid
　 又称“外壳”“壳体

 

(coat,shell)”。 围绕病毒

核酸(及其结合蛋白)的蛋白质外壳。

16. 153　 核衣壳　 nucleocapsid
　 由病毒衣壳与核心构成的蛋白-核酸复合

物。

16. 154　 囊膜　 envelope
　 又称“包膜(virus

 

membrane)”。 覆盖在病毒

核衣壳外的外膜,由脂类、糖类、蛋白质构成。

16. 155　 突起　 spike
　 又称“纤突” “刺突”。 位于某些有囊膜病毒

粒子表面的突起物,其组成是糖蛋白。

16. 156　 血凝素　 hemagglutinin,
 

HA
　 位于流感病毒等病毒囊膜表面的一种糖蛋白

突起。 可凝集红细胞,在病毒吸附和进入细

胞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免疫原性。

16. 157　 神经氨酸酶　 neuraminidase,
 

NA
　 位于流感病毒等病毒囊膜表面的一种糖蛋白

突起。 与病毒释放有关,与血凝素一起构成

流感病毒的分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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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58　 核心　 core
　 又称“芯髓”。 由病毒核酸(及其结合蛋白)组

成,并被衣壳包围着的病毒粒子的中心部分。

16. 159　 类核　 nucleoid
　 又称“拟核”。 较复杂病毒(如痘病毒)体中

存在的核心。

16. 160　 结构蛋白　 structural
 

protein
　 构成病毒颗粒所必需的蛋白质。

16. 161　 非结构蛋白　 non-structural
 

protein
　 由病毒基因编码但不结合到病毒颗粒中的蛋

白质。 在病毒复制过程中产生,并在病毒复

制或基因表达调控过程中具有某种功能。

16. 162　 基质蛋白　 matrix
 

protein
　 位于某些病毒囊膜脂双层内侧的蛋白质。

16. 163　 二十面体对称　 icosahedral
 

symmetry
　 病毒衣壳的对称形态之一,呈二十面体对称

的病毒衣壳具有二十面体的外观,即有 20 个

等边三角形的面、12 个顶和 30 条边。

16. 164　 螺旋对称　 helical
 

symmetry
　 病毒衣壳的对称形态之一,呈螺旋对称的病

毒衣壳由大量相同的单一多肽分子组成,多
肽分子与基因组核酸相结合形成螺旋状核衣

壳,位于螺旋轴心外的任何一点与其相对应

的一点都是对称的。

16. 165　 壳粒　 capsomere
　 构成病毒衣壳的单位。 呈螺旋对称的衣壳

中,一个蛋白质亚单位视为一个壳粒;在二十

面体对称的衣壳中,壳粒是由一定数量的蛋

白质亚单位以某种特定方式聚集而成的形态

学单位,通常可在电镜下辨识。

16. 166　 五聚体　 pentamer
　 又称“五邻体(penton)”。 由 5 个蛋白质亚单

位组成的病毒壳粒。 均位于二十面体衣壳的

12 个顶上,每一个五聚体壳粒均与另外 5 个

五聚体壳粒相邻。

16. 167　 六聚体　 hexamer
　 又称“六邻体(hexton)”。 由 6 个蛋白质亚单

位组成的病毒壳粒。 常位于二十面体衣壳的

20 个面上,每个六聚体壳粒均与另外的 6 个

六聚体壳粒相邻。

16. 168 　 侵染性核酸 　 infectious
 

viral
 

nucleic
 

acid
　 转染至细胞内能产生子代病毒的病毒核酸。

16. 169 　 非侵染性核酸 　 non-infectious
 

viral
 

nucleic
 

acid
　 转染至细胞内不能产生子代病毒的核酸。

16. 170　 重叠基因　 overlapping
 

gene
　 某些病毒基因组中能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阅

读方式进行阅读,从而编码产生两种或两种

以上不同多肽的序列。

16. 171　 反向重复序列　 inverted
 

repeat
　 同一 DNA 分子上反向排列的两个相同序列

的互补拷贝。

16. 172　 末端反向重复序列　 inverted
 

terminal
 

repeat,
 

ITR
　 存在于病毒基因组两端的反向重复序列。

16. 173　 病毒基因组连接蛋白 　 virion
 

protein
 

genome-linked,
 

VPg
　 由病毒基因编码并通过磷酸二酯键连接在基

因组 5′端的蛋白质。

16. 174　 单分基因组　 monopartite
 

genome
　 由单一分子的核酸组成的病毒基因组。

16. 175　 分节基因组　 segmented
 

genome
　 由数个不同的核酸分子组成的病毒基因组。

16. 176 　 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s,
 

ICTV
　 负责病毒分类和命名的国际机构。

16. 177　 复制　 replication
　 又称“ 增殖

 

(multiplication)”。 病毒吸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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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易感细胞内,以其核酸为模板合成子代

病毒核酸和蛋白质等组分,装配子代病毒粒

子,最后释放到细胞外的过程。

16. 178　 复制周期　 multiplication
 

cycle
　 又称“ 感染循环( infection

 

cycle)”。 从病毒

吸附于宿主细胞开始,到子代病毒从细胞释

放出来为止的全过程,包括吸附、侵入、脱壳、
合成、装配和释放。

16. 179　 隐蔽期　 eclipse
 

period
　 又称“晦暗期”。 从病毒粒子侵入细胞到子

代病毒粒子出现之间的阶段。

16. 180　 吸附　 adsorption
　 又称“附着(attachment)”。 病毒感染的第一

步,通常涉及病毒吸附蛋白与细胞表面受体

的特异性作用。

16. 181　 病毒吸附蛋白 　 viral
 

attachment
 

pro-
tein,

 

VAP
　 能识别细胞受体并与之结合的病毒表面结构

蛋白。

16. 182　 病毒受体　 virus
 

receptor
　 能被病毒蛋白识别并与之产生特异性结合,

介导病毒进入细胞,启动感染发生的细胞表

面位点或结构。

16. 183　 细胞受体单位　 cellular
 

receptor
 

unit,
 

CRU
　 能识别一个病毒吸附蛋白的细胞分子。

16. 184 　 细胞受体位点 　 cellular
 

receptor
 

site,
 

CRS
　 由一个或数个受体单位组成,并能有效结合

一个病毒颗粒的细胞表面结构。

16. 185　 侵入　 entry
　 又称“穿入(penetration)”。 病毒吸附于细胞

表面后,以核酸、核衣壳或病毒颗粒等形式进

入细胞的过程。

16. 186　 膜融合　 membrane
 

fusion

　 病毒粒子通过其囊膜和细胞膜的融合而进入

细胞质的过程。

16. 187　 脱壳　 uncoating
　 病毒感染过程中,除去病毒颗粒的外层结构

露出病毒核酸的过程。

16. 188　 转录　 transcription
　 以病毒基因组 DNA 或 RNA 为模板,在病毒

或宿主 RNA 聚合酶的作用下,依照碱基互补

配对的原则生成 RNA 的过程。

16. 189 　 转录后加工 　 post-transcriptional
 

pro-
cessing

　 又称“转录后修饰(post-transcriptional
 

modifi-
cation)”。 病毒基因组转录产生的 mRNA 前

体经过 5′端戴帽、3′端加尾和拼接,形成有功

能的 mRNA 的过程。

16. 190　 半保留复制　 semiconservative
 

replica-
tion

 

　 复制的一种模式,病毒 DNA 双链解链成单

链,并分别以两条单链为模板,按照碱基配对

互补的原则合成与之互补的新链,产生的两

个子代双链核酸均由一条新生链和一条亲链

构成。

16. 191　 全保留复制　 conservative
 

replication
　 病毒双链 RNA 复制的一种模式,双链 RNA

中的两条 RNA 亲链一直是缠绕在一起的,仅
在复制点处有几个碱基对解链,并且在复制

酶的作用下复制出一条子代 RNA 链,然后以

这条新生链为模板合成出互补链,并由此产

生子代 dsRNA 基因组。 因此亲本双链保持

完整,而子代分子为新合成的双链。

16. 192　 滚环复制　 rolling
 

circle
 

replication
　 某些环状双链 DNA 进行单向复制的一种特

殊方式。 复制时,核酸酶从复制原点处切开

其中一条链,形成缺口;缺口处 5′端通常连

接有特殊的蛋白质,而 3′端则在 DNA 聚合酶

的作用下,以未切断的一条环状 DNA 链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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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不断地加上新的核苷酸,由于 3′不断延

长,而 5′端被不断甩出,就好像中间一个环

在不断地滚动一样, 从而产生子代单链

DNA。 若是单链环状,先形成环状双链复制

型 RF,再按此方式复制。

16. 193　 链置换　 strand
 

displacement
　 某些双链 DNA 病毒(如腺病毒)的核酸复制

方式。 在复制过程中,常以 3′→5 的 DNA 为

模板,并由新合成的生长链置换出与模板链

互补的亲链,然后新生链和模板链互补生成

子代 dsDNA;腺病毒在复制过程中置换出来

的另一条亲链,由于末端存在反向重复序列

可形成锅柄样环状分子,这种锅柄样环状分

子在末端重复序列互补处以链置换方式起始

复制,合成另一种子代双链 DNA。

16. 194　 复制叉　 replication
 

fork
　 一些线状双链 DNA 病毒的核酸复制方式。

双链 DNA 从复制原点解链为单链状态,分别

以两条单链为模板合成互补新链,出现两个

叉子状的生长点即复制叉。

16. 195　 复制型　 replicating
 

form,
 

RF
　 单链 DNA 和 RNA 在复制过程中所形成的双

链。

16. 196　 复制中间体　 replication
 

intermediate,
 

RI
　 在单链 RNA 复制过程中所产生的具有双链

RNA 骨架和单链 RNA 尾的结构物。

16. 197　 整合　 integration
　 在病毒携带的整合酶的作用下,前病毒 DNA

插入细胞基因组 DNA 的过程。

16. 198　 原病毒　 provirus
　 反转录病毒复制时,以其基因组为模板,在病

毒携带的反转录酶的作用下反转录合成的双

链 DNA 中间体。

16. 199　 翻译　 translation
　 由 mRNA 分子内的遗传信息指导合成多肽

链的过程。

16. 200　 翻译后切割 　 post-translational
 

cleav-
age

　 由病毒基因组或 mRNA 翻译产生的蛋白质

的裂解。

16. 201　 聚蛋白　 polyprotein
　 由病毒基因组或 mRNA 翻译产生的分子量大

的多肽,常裂解形成结构蛋白和非结构蛋白。

16. 202　 装配　 assembly
　 又称“成熟(maturation)”“形态发生(morpho-

genesis)”。 在病毒感染的细胞内,由新合成

的病毒蛋白与核酸以一定方式组装成为子代

病毒颗粒的过程。

16. 203　 释放　 release
　 病毒粒子在细胞内装配成熟后,以一定的途

径由受染细胞转移到细胞外的过程。

16. 204　 出芽　 budding
　 又称“芽生” “芽殖”。 有囊膜的病毒颗粒从

受染细胞释放的一种方式。 在细胞内合成的

病毒核衣壳(可能包括基质蛋白) 与细胞膜

的一些区域结合并逐渐向外突起,直至脱离

细胞,病毒因此获得囊膜。

16. 205　 裂解　 lysis
　 某些病毒感染细胞后所导致的细胞破裂。

16. 206　 增殖性感染　 productive
 

infection
　 能完成复制循环产生完整子代病毒的感染。

16. 207　 顿挫性感染　 abortive
 

infection
　 又称 “ 非增殖性感染” 或 “非产毒性感染

(non-productive
 

infection)”。 在一定条件下,
病毒感染导致毒粒的无效复制,不产生感染

性病毒颗粒。 多发生于病毒非允许细胞中,
也可由缺陷病毒感染引起。

16. 208　 缺陷性干扰病毒　 defective
 

interfering
 

virus
　 又称“ 缺陷性干扰颗粒( defective

 

inter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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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le,DIP)”。 病毒高浓度感染时产生的

一类亚基因组缺失突变株。 此类病毒可干扰

正常病毒的复制,并改变疾病的进程。

16. 209 　 条件致死突变体 　 conditional
 

lethal
 

mutant
　 不能在野生型复制的条件下进行复制的突变

体,但能在允许条件下复制。

16. 210　 假病毒体　 pseudovirion
　 由宿主细胞核酸完全取代了病毒的基因组核

酸所形成的病毒颗粒,是错误装配的结果,其
感染必将导致顿挫性感染。

16. 211　 假型病毒　 pseudo-type
 

virus
　 混合感染所产生的一种重组病毒,含有一种

病毒的基因组和另一种病毒的衣壳。

16. 212　 病毒拯救　 rescue
　 使处于顿挫性感染中的病毒完成复制的全过

程从而产生子代病毒颗粒的方法。

16. 213　 亚病毒　 subvirus
　 只含有核酸或蛋白质的一类病毒,包括类病

毒、卫星病毒、朊病毒。

16. 214　 卫星病毒　 satellite
 

virus
　 亚病毒因子之一,由核酸分子组成,其复制依

赖于辅助病毒的共感染。

16. 215　 类病毒　 viroid
　 亚病毒因子之一,一种裸露的小 RNA 分子。

16. 216　 朊病毒　 prion
　 又称“蛋白侵染因子”。 亚病毒因子之一,不

含核酸的小蛋白分子,可引起羊痒病及人和

动物的海绵样脑病。

16. 217 　 致细胞病变作用 　 cytopathic
 

effect,
 

CPE
　 细胞培养中因病毒感染导致的细胞形态学变

化,包括变圆、细胞脱落、细胞融合、产生包涵

体等。

16. 218　 红细胞吸附　 hemadsorption
　 在一定生理条件下,有血凝活性的病毒感染

的细胞能将适宜种类动物的红细胞吸附到受

染细胞的表面。

16. 219　 细胞融合　 cell
 

fusion
　 2 个以上的细胞相互融合成一个多核细胞的

过程,可由灭活的副黏病毒(如仙台病毒)、病
毒的融合蛋白或化学物质如聚乙二醇核引起。

16. 220　 包涵体　 inclusion
 

body
　 用光学显微镜在病毒感染的细胞中所观察到

的一种异常染色区域,通常是新合成的病毒

颗粒或尚未装配的病毒组分或者是因病毒感

染后发生变化的一些细胞成分。

16. 221　 细胞转化　 cell
 

transformation
　 一些肿瘤病毒感染细胞后可使正常细胞转变

为恶性状态的细胞,其形态、生长、生理行为以

及细胞表面性质等方面都会发生明显的改变。

16. 222　 杀细胞感染　 cytocidal
 

infection
　 导致宿主细胞死亡的病毒感染。

16. 223　 非杀细胞感染　 non-cytocidal
 

infection
　 不导致宿主细胞死亡的病毒感染。

16. 224　 持续性感染　 persistent
 

infection
　 由于某些原因(如病毒基因组整合到宿主细

胞染色体),病毒在感染细胞持续存在的一

种感染类型。 感染过程很长,大多数甚至全

部受染细胞都能存活并进行分裂。 所引发的

慢性病理过程可以发展或不发展,而病毒可

间断或经常地被排出或检出。

16. 225　 稳定态感染　 steady-state
 

infection
　 又称“持续增殖性感染( persistent

 

productive
 

infection)”。 持续性感染的一种形式。 在某

些病毒-细胞系统中几乎所有细胞都被病毒

感染且持续释放病毒,而受染细胞的代谢和

繁殖几乎不受影响。

16. 226　 减毒　 atten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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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致弱”。 将具致病性的病毒在非自然

宿主内连续传代培养,使其对原宿主的毒力

逐渐减弱的过程。

16. 227　 病毒突变　 mutation
 

of
 

virus
　 病毒基因组序列发生改变。

16. 228　 抗原转变　 antigen
 

shift
　 具有分段基因组的病毒在抗原特异性上发生

的巨大变化,常认为是基因重配的结果。

16. 229　 基因型　 genotype
　 病毒的遗传物质,即 DNA 或 RNA 的碱基序

列所负载的遗传信息。

16. 230　 血清型　 serotype
　 根据抗原引起血清学反应的特征划分的类

群。

16. 231　 准种　 quasispecies
　 由相关基因组构成的异质性群体,源于 RNA

复制酶的低保真性。

16. 232　 病毒重组　 recombination
 

of
 

virus
　 病毒混合感染时,来自两个或更多个病毒颗

粒的遗传物质重配于子代病毒中,子代病毒

因此含有来自两个或更多个不同病毒基因组

的核酸序列,出现与亲代病毒不同的基因型

和表型。

16. 233　 分子内重组 　 intramolecular
 

recombi-
nation

　 核酸分子内的序列转移。 发生于具有单一分

子基因组的 DNA 病毒之间,需要核酸分子的

断裂以及与其他核酸分子的再连接。

16. 234 　 拷贝选择重组 　 copy
 

choice
 

recombi-
nation

　 由 RNA 聚合酶选择性地连接到模板链上进

行 RNA 子代链的合成。 发生于部分具有单

一分子基因组的 RNA 病毒,仍属于分子内重

组,但不涉及核酸分子的断裂。

16. 235　 基因重配　 genetic
 

reassortment

　 又称“分子间重组( intermolecular
 

recombina-
tion)”。 具有分段基因组的病毒之间核酸片

段的交换。

16. 236　 复活　 reactivation
　 一种特殊的重组现象。 当一个细胞被多个病

毒颗粒同时感染,且其中存在不能单独启动

繁殖循环的灭活病毒颗粒时,由于灭活的病

毒颗粒与有活力的病毒颗粒之间发生重组或

者灭活病毒颗粒之间发生重组,从而产生有

感染性的重组子代病毒。

16. 237　 交叉复活　 cross
 

reactivation
　 又称“标记拯救(marker

 

rescue)”。 发生于灭

活病毒与活病毒之间的一种复活现象。 当一

株有活性的病毒和另一株相关的但具有不同

遗传标记的灭活病毒复感染细胞时,由于重

组而产生具有灭活病毒的某些遗传标记的病

毒重组体。

16. 238　 片段拯救　 fragment
 

rescue
　 将含有突变的病毒基因组与其野生型病毒

DNA 的相应克隆片段,或克隆的病毒限制性

酶切片段与其野生型病毒基因组,共转染敏

感细胞,由于同源重组,突变的基因或克隆

的片段被拯救而出现在重组病毒中。

16. 239　 复感染复活　 multiplicity
 

reactivation
　 当遗传型相同的多个灭活病毒颗粒感染同一

细胞时所可能发生的一种复活现象。 由于灭

活病毒之间发生重组,产生有感染性的重组

子代病毒。

16. 240　 表型混杂　 phenotypic
 

mixing
　 病毒混合感染时所产生的一种现象,即子代

病毒兼具两种亲代病毒的表型特征,但只含

有一种亲代病毒的基因组。

16. 241　 嵌合包膜　 mosaic
 

envelope
　 有囊膜病毒混合感染时产生的一种表型混杂

现象,即子代病毒的囊膜含有两种亲代病毒

的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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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42　 混合壳体　 mixing
 

capsid
　 无囊膜病毒混合感染时产生的一种表型混杂

现象,即子代病毒的衣壳含有两种亲代病毒

的壳粒,但衣壳内只包装一种亲代病毒的基

因组。

16. 243　 衣壳转化　 transcapsidation
　 无囊膜病毒表型混杂的极端情况,即子代病

毒含有一种亲代病毒的基因组与另一种亲代

病毒的衣壳。

16. 244　 病毒样颗粒　 virus-like
 

particle
　 由一个或多个结构蛋白构成,不含核酸,与真

正病毒粒子具有相同或相似形态的病毒颗粒。

16. 245　 互补　 complementation
　 两种病毒混合感染时,由于一种病毒为另一

种病毒提供了其必需的但又不能自己合成的

基因产物,从而促进其增殖的现象;或者两种

病毒互相为对方提供所必需的基因产物,使
双方的增殖均有所促进的现象。

16. 246　 干扰　 interference
　 一种病毒的复制被另一种病毒所阻止的现

象。 其机理多种多样,依据是否由于干扰素

介导,可分为干扰素介导的干扰和非干扰素

介导的干扰。

16. 247　 干扰素　 interferon
　 一组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的糖蛋白,具有抗

病毒活性、抗肿瘤、免疫调节、维持细胞自身

稳定等多种生物学活性。 根据抗原特异性和

分子结构通常可分为 3 种型,以 α、β、γ 表

示,某些动物存在 ω 干扰素。

16. 248　 病毒分离　 virus
 

isolation
　 从感染性标本中获得所需要的病毒或从混合

病毒材料中将不同病毒分开的过程。

16. 249　 细胞培养　 cell
 

culture
　 用机械或化学的方法,使动物组织或传代细

胞分散成单个细胞悬液后,给以相应的营养

和温度等条件在体外进行培养的过程。

16. 250　 原代细胞　 primary
 

culture
 

cell
　 由新鲜组织消化后制备的细胞。

16. 251　 二倍体细胞株　 diploid
 

cell
 

strain
　 从原代培养的细胞群中筛选出的具有特定性

质或标志的细胞群。

16. 252　 传代细胞系　 continuous
 

cell
 

line
　 从肿瘤组织培养建立的细胞群或原代细胞培

养过程中发生突变或转化的细胞。

16. 253　 滴度　 titer
　 衡量病毒的浓度单位,以半数感染量或半数

致死量、空斑形成单位表示。

16. 254　 禽胚半数致死量 　 median
 

embryo
 

le-
thal

 

dose,
 

ELD50

　 经一定途径在一定时间内能使半数试验胚致

死的病毒剂量。

16. 255　 抗体依耐性增强 　 Antibody -depend-
ent

 

enhancement,
 

ADE
 

　 是指一些次优的抗体与病毒结合后,不仅不

能防止病毒侵入细胞,反而会增强病毒感染

免疫细胞、促进病毒在体内的复制,恶化疾病

的严重度或诱发更严重的额外征候。

16. 256　 超感染　 superinfection
　 机体受到病毒的感染出现特异性免疫后,又

受到另外毒性的感染。

16. 257　 非编码 DNA　 non-coding
 

RNA
　 不能编码蛋白质的 RNA。

16. 258　 细胞传代　 cell
 

passage
　 细胞从一个培养器皿转移或移植到另一个器

皿的过程。

16. 259　 中和作用　 neutralization
　 中和抗体与病毒特异性作用,抑制病毒的繁

殖,使病毒失去感染性的现象。

16. 260　 病毒中和试验　 virus
 

neutralization
 

test
　 基于中和作用所建立的一种血清学试验,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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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特异性抗体中和病毒感染的能力,分为固

定病毒稀释血清法和固定血清稀释病毒法。

16. 261　 蚀斑　 plaque
　 又称“空斑”。 能产生致细胞病变效应的病

毒感染单层细胞培养后,经琼脂覆盖继续向

外感染所形成的局限性病变细胞区。

16. 262　 空斑形成单位 　 plaque
 

forming
 

unit,
 

PFU
　 用病毒蚀斑技术测定的病毒悬液中感染性病

毒的浓度。

16. 263　 空斑减数试验　 plaque
 

reduction
 

test
　 基于病毒蚀斑技术所建立的一种血清学试

验,用于测定特异性抗体中和病毒感染的能

力。 将病毒和抗血清混合,使蚀斑数减少

50%的血清稀释度作为效价。

16. 264　 血凝试验　 hemagglutination
 

test
　 利用某些病毒凝集动物红细胞的能力所设计

的试验。

16. 265　 血凝抑制试验　 hemagglutination
 

inhi-
bition

 

test
　 根据病毒凝集红细胞的能力可被相应的特异

性抗体所抑制的现象建立的血清学试验。

16. 266　 红细胞吸附试验　 hemadsorption
 

test
　 又称“血球吸附试验”。 基于病毒的红细胞

吸附现象所建立的试验。

16. 267　 红细胞吸附抑制试验　 hemadsorption
 

inhibition
 

test
　 又称“血球吸附抑制试验”。 根据红细胞吸

附现象可被相应的特异性抗体所抑制的现象

建立的血清学试验。

16. 268　 病毒纯化　 purification
 

of
 

virus
　 应用各种物理、化学方法,以不使病毒受损伤

和失活为前提,去除宿主细胞组分等非病毒

杂质,提取出高纯度浓缩病毒样品的过程。

16. 269　 痘病毒　 poxvirus

　 一群有囊膜、呈砖形或卵圆形、内含哑铃形核

蛋白复合体、在细胞质内复制的双链 DNA 病

毒。 痘病毒科分为脊椎动物痘病毒亚科和昆

虫痘病毒亚科,前者包括正痘病毒属、副痘病

毒属、禽痘病毒属、羊痘病毒属、兔痘病毒属、
猪痘病毒属、软疣痘病毒属和雅塔痘病毒属。

16. 270　 虹彩病毒　 iridovirus
　 一类有囊膜、基因组为线状双链 DNA 且有末

端过剩和环状变换特点的二十面体对称病

毒。 主要感染昆虫和鱼、蛙等动物,在感染的

昆虫幼虫体内或纯化浓缩的病毒沉淀物中,
病毒粒子异常整齐地排列,形成晶格平面且

相互重叠,当有斜射光线照射时呈现蓝色或

紫色虹彩。 虹彩病毒科分为虹色病毒属、绿
虹色病属、蛙病毒属和淋巴囊肿病毒属。

16. 271　 非洲猪瘟病毒　 asfarvirus
　 有囊膜、呈球形、基因组为末端共价闭合的线

状双链 DNA、在细胞质内复制的二十面体对

称病毒。 非洲猪瘟病毒科仅含非洲猪瘟病毒

属,属内只有非洲猪瘟病毒一个成员,可感染

猪、疣猪和丛林猪等多个猪种,导致非洲猪瘟

的发生。

16. 272　 疱疹病毒　 herpesvirus
　 一类有囊膜、囊膜与衣壳间有皮层结构、基因

组为线状双链 DNA 且由共价连接的长片段

(L)和短片段(S)组成的二十面体对称病毒。
疱疹病毒科分为 α 疱疹病毒亚科、β 疱疹病

毒亚科和 γ 疱疹病毒亚科,α 疱疹病毒亚科

包括单纯疱疹病毒属、水痘病毒属、马立克病

病毒属和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属,β 疱疹病

毒亚科包括巨细胞病毒属、鼠巨细胞病毒属

和玫瑰疹病毒属,γ 疱疹病毒亚科包括淋巴

潜隐病毒属和细长病毒属。

16. 273　 腺病毒　 adenovirus
　 一类无囊膜、基因组为线状双链 DNA 的二十

面体对称病毒,其二十面体衣壳的 12 个顶均

向外伸出 1 ~ 2 条长 9 ~ 77. 5nm 的微丝。 腺

病毒科分为哺乳动物腺病毒属、禽腺病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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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腺胸病毒属和唾液酸腺病毒属。

16. 274　 乳头瘤病毒　 papillomavirus
　 一类无囊膜、直径约 55nm、基因组为长 7 ~

8kb 环状双链 DNA 的二十面体对称病毒。
能引起人和多种动物如兔、牛、犬、马的皮肤

或黏膜产生疣和乳头状瘤。 乳头瘤病毒科分

为 16 个属,分别是 α 乳头瘤病毒属、β 乳头

瘤病毒属……π 乳头瘤病毒属。

16. 275　 多瘤病毒　 polyomavirus
　 一类无囊膜、直径约 45nm、基因组为长约

5kb 环状双链 DNA 的二十面体对称病毒。
可感染哺乳动物和禽类,诱发多种肿瘤。 多

瘤病毒科只有多瘤病毒属。

16. 276　 圆环病毒　 circovirus
　 一类无囊膜、体积较小、基因组为单链环状

DNA 的二十面体对称病毒。 圆环病毒科分

为圆环病毒属和环形病毒属。

16. 277　 细小病毒　 parvovirus
　 一类无囊膜、体积较小、基因组为单链线状

DNA 的二十面体对称病毒。 细小病毒科分

为细小病毒亚科和浓核病毒亚科,细小病毒

亚科包括细小病毒属、红细胞属、依赖病毒

属、貂阿留申病毒属、牛犬细小病毒属,浓核

病毒亚科的成员昆虫病毒。

16. 278　 嗜肝 DNA病毒　 hepadnavirus
　 一类复制中存在反转录过程的 DNA 病毒。

其结构类型为有囊膜的二十面体,基因组

DNA 为有部分单链区的不完全环状双链。
嗜肝 DNA 病毒科分为正嗜肝 DNA 病毒属和

禽嗜肝 DNA 病毒属。

16. 279　 反转录病毒　 retrovirus
　 一类复制中存在反转录过程的 RNA 病毒。

其结构类型为有囊膜的二十面体,基因组为

线状单链正链 RNA 的二倍体。 反转录病毒

科分为正反转录病毒亚科和泡沫反转录病毒

亚科,正反转录病毒亚科包括 α 反转录病毒

属、β 反转录病毒属、γ 反转录病毒属、δ 反转

录病毒属、ε 反转录病毒属和慢病毒属,泡沫

反转录病毒亚科只有泡沫病毒属。

16. 280　 呼肠孤病毒　 reovirus
　 一类有双层衣壳、基因组分 10 ~ 12 个节段的

双链 RNA 病毒。 其结构类型为无囊膜的二

十面体。 呼肠孤病毒科分为正呼肠孤病毒

属、环状病毒属、轮状病毒属、科罗拉多蜱传

热病毒和水生呼肠孤病毒属。

16. 281　 双 RNA病毒　 birnavirus
　 一类基因组分 2 个节段的双链 RNA 病毒。 其

结构类型为无囊膜的二十面体。 双 RNA 病毒

科分为水生双 RNA 病毒和禽双 RNA 病毒。

16. 282　 副黏病毒　 paramyxovirus
　 一类体积较大、呈球形或多形性、表面有 2 种

特征性突起即融合蛋白和附着蛋白(如血凝

素-神经氨酸酶、血凝素、H 蛋白或 G 蛋白)
的单分子负链 RNA 病毒,毒粒结构类型为有

囊膜的螺旋对称。 副黏病毒科分为副黏病毒

亚科和肺病毒亚科,副黏病毒亚科包括呼吸

道病毒属、麻疹病毒属、腮腺炎病毒属、亨德

拉尼帕病毒属和禽腮腺炎病毒属,肺病毒亚

科包括肺病毒属和偏肺病毒属。

16. 283　 弹状病毒　 rhabdovirus
　 一类呈子弹形或锥形的单分子负链 RNA 病

毒,毒粒结构类型为有囊膜的螺旋对称。 弹

状病毒科分为水泡性病毒属、狂犬病毒属和

暂时热病毒属。

16. 284　 丝状病毒　 filovirus
　 一类可呈杆状、丝状、“ U” 字形、“6” 字形或

环状的单分子负链 RNA 病毒。 毒粒结构类

型为有囊膜的螺旋对称,毒粒直径为 70 ~
90nm,最长可达 14

 

000nm。 丝状病毒科分为

马尔堡病毒属和埃博拉病毒属。

16. 285　 正黏病毒　 orthomyxovirus
　 一类基因组分 7 ~ 8 个节段的单链负链 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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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毒粒结构类型为有囊膜的螺旋对称。
正黏病毒科分为甲型流感病毒属、乙型流感

病毒属、丙型流感病毒属和索戈托病毒属。

16. 286　 布尼亚病毒　 bunyavirus
　 一类基因组分 3 个节段的单链负链或双义

RNA 病毒。 其结构类型为有囊膜的螺旋对

称。 布尼亚病毒科分为正布尼亚病毒属、汉
坦病毒属、内罗毕病毒属和白蛉热病毒属。

16. 287　 沙粒病毒　 arenavirus
　 一类囊膜内包裹 2 个环状核衣壳及宿主核糖

体成分的单链负链或双义 RNA 病毒。 毒粒

结构类型为有囊膜的螺旋对称。 沙粒病毒科

只有沙粒病毒属。

16. 288　 小 RNA病毒　 picornavirus
　 一类无囊膜、基因组为单链正链 RNA 且仅含

一个可读框的二十面体对称病毒。 小 RNA
病毒科分为肠道病毒属、鼻病毒属、心病毒

属、口蹄疫病毒属、肝病毒属、双埃柯病毒属、
马鼻病毒属、嵴病毒属和捷申病毒属。

16. 289　 杯状病毒　 calicivirus
　 一类无囊膜、衣壳呈二十面体对称且表面有

32 个杯状凹陷的单链正链 RNA 病毒。 杯状

病毒科分为兔病毒属、诺沃克病毒属、札幌病

毒属和水泡病毒属。

16. 290　 星状病毒　 astrovirus
　 一类无囊膜、衣壳表面呈五角星或六角星结

构的单链正链 RNA 病毒。 星状病毒科分为

哺乳动物星状病毒属和禽星状病毒属。

16. 291　 冠状病毒　 coronavirus
　 一类有囊膜、呈球形、 基因组为单链正链

RNA 且存在套式 mRNA 转录策略的螺旋对

称病毒。 其囊膜表面有规则排列着间隔较

大的花瓣状或梨状突起使病毒粒子外观形

似日冕。 冠状病毒科分为冠状病毒属和环

曲病毒属。

16. 292　 动脉炎病毒　 arterivirus
　 一类有囊膜、呈球形、 基因组为单链正链

RNA 且存在套式 mRNA 转录策略的二十面

体对称病毒。 动脉炎病毒科只有动脉炎病

毒属。

16. 293　 披膜病毒　 togavirus
　 一类有囊膜、基因组为单链正链 RNA 且含 2

个可读框的二十面体对称病毒。 披膜病毒科

分为甲病毒属和风疹病毒属。

16. 294　 黄病毒　 flavivirus
　 一类有囊膜、基因组为单链正链 RNA 且仅含

一个可读框的多面体对称病毒。 黄病毒科分

为黄病毒属、瘟病毒属和丙型肝炎病毒属。

17.
 

兽医药理学

17. 001　 β-内酰胺类抗生素　 beta-lactam
 

an-
tibiotics

　 化学结构中含有 β -内酰胺环的一类抗生

素。 兽医临床上常用的药物主要包括青霉

素类和头孢菌素类。

17. 002　 二态模型学说　 two-state
 

model
 

theory
　 受体作用机制的一种假说,认为同一受体有

两种状态,即静息态与激活态,它们可以相

互转换,处于动态平衡。

17. 003　 二重感染　 superinfection
　 动物同时被一种病原菌不同株系感染或被一

种病原菌感染之后又被另一种病原菌感染。

17. 004　 大丸剂　 bolus
　 大家畜使用的一种兽医专用制剂,一般丸重

25 ~ 30g,圆形或圆锥状。

17. 005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macrolide
 

antibi-
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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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 14 ~ 16 元环的大环内酯化学结构的一

类抗生素。 兽医临床上常用的主要有:红霉

素、泰乐菌素、替米考星等。

17. 006　 大环内酯类杀寄生虫药 　 macrolide
 

antiparasitic
 

drug
　 具有大环内酯基本化学结构,对动物体内的

寄生线虫和体外寄生虫如螨、虱、蚤、蜱和蝇

等有杀灭作用的一类抗生素。

17. 007 　 中枢兴奋药 　 central
 

nervous
 

system
 

stimulants
　 能兴奋中枢神经系统,增强其功能的药物,分

为大脑兴奋药、延髓兴奋药和脊髓兴奋药。

17. 008　 内在活性　 intrinsic
 

activity
　 药物本身具有的特定功能,能与受体一定部

位结合并诱导产生效应。

17. 009　 口服给药　 oral
 

administration
　 把药物投入动物胃肠道的一类给药方法,包

括混饲、混饮、经口灌服、胃管投胃和瘤胃注

射等方法。

17. 010　 分离麻醉　 dissociative
 

anesthesia
　 一种麻醉方法,抑制和阻断丘脑新皮层传导

的同时,又能兴奋脑干和边缘系统,引起感

觉和意识分离,出现“木僵样”姿势。

17. 011　 化学治疗　 chemotherapy
　 一种对因治疗方法,用药物选择性地杀灭或

抑制机体内的病原体,从而消除或减轻由病

原体所致疾病的症状。

17. 012　 化学治疗指数 　 chemotherapeutic
 

in-
dex,

 

CI
　 评价化学治疗药物安全性的指标。 以药物

对动物的半数致死量( LD50 )与半数有效量

(ED50)的比值表示,即 CI = LD50 / ED50。

17. 013　 化学治疗药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对病原体具有较高的选择性作用,而对机体

(宿主)没有或只有轻度不良反应的一类药

物。 一般包括抗微生物药、抗寄生虫药和抗

癌药。

17. 014　 区域麻醉　 regional
 

anesthesia
　 局部麻醉药作用的统称。 兽医临床主要有

表面麻醉、浸润麻醉、传导麻醉、硬膜外麻

醉、蛛网膜下腔麻醉、封闭疗法。

17. 015　 手性药物　 chiral
 

drug
　 由互为对映体的手性分子组成的药物。 在

动物体内存在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的立体

选择性差异。

17. 016　 支气管扩张药　 bronchodilator
　 能引起支气管扩张、缓解哮喘和呼吸困难的

一类药物。 兽医临床常用药物有氨茶碱、异
丙肾上腺素、麻黄碱等。

17. 017　 止吐药　 antiemetic
　 能抑制中枢或延髓催吐化学感受区,制止动

物呕吐的药物。

17. 018　 止血药　 hemostatic
 

drug
　 又称“促凝血药(coagulants)”。 能促进血液

凝固的药物。 分为三类:影响凝血因子的促

凝血药、抗纤维蛋白溶解的促凝血药、作用

于血管的促凝血药。

17. 019　 止泻药　 antidiarrheal
 

drug
　 能制止腹泻的一类药物。 分为三类:保护性

止泻药、吸附性止泻药、抑制肠蠕动止泻药。

17. 020 　 气管内给药 　 intrathecal
 

administra-
tion

　 治疗呼吸系统疾病时,把药物直接投入气管

的一种给药方法,包括喷雾给药、鼻道吸入

和气管内注射。

17. 021　 片剂　 tablet
　 一种或多种药物与适宜的辅料混合均匀后

压制而成的圆片状或异形片状的一种固体

制剂。 有普通片、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
泡腾片等,主要供内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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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022　 半数有效量 　 median
 

effective
 

dose,
 

ED50

　 对 50%个体有效的药物剂量。

17. 023　 占领学说　 occupation
 

theory
　 关于药物配体与受体相互作用方式的一种

假说。 药物与受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可逆

的,药物作用的强度与被占领的受体数量成

正比,当全部受体被占领时,就会产生最大

药理效应。

17. 024　 可溶性粉　 soluble
 

powder
　 专门用于动物饮水给药的一种内服粉剂,药

物及其辅料均能溶于水。

17. 025　 四环素类抗生素　 tetracycline
 

antibi-
otics

　 一类具有共同多环并四苯羧基酰胺母核的

抗生素,具有广谱抗菌作用,属速效抑菌性

抗生素。

17. 026　 处方　 prescription
　 所有制备、生产和使用药剂的书面文件的统

称。 内容包括主要成分、剂量、调制或生产

工艺、使用方法等。 可分为:法定处方、生产

处方、验方和兽医师处方等。

17. 027　 头孢菌素类　 cephalosporin
　 又称“ 先锋霉素类( pioneer

 

amycins)”。 分

子中含有头孢烯的半合成抗生素。 属于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具有广谱杀菌作用。

17. 028　 弃奶期　 milk
 

discard
 

time
　 从泌乳奶牛、奶山羊使用兽药后到奶中排出

的药物降至最高残留限量之前,禁止供消费

者食用的这段时间。

17. 029　 对因治疗　 etiological
 

treatment
　 用药目的在于消除疾病的原发致病因子的

策略,如用抗菌药杀死敏感病原菌以治疗感

染性疾病。

17. 030　 对症治疗　 symptomatic
 

treatment

　 用药物目的在于改善疾病症状的策略,如用

解热镇痛药使发热病畜体温降至正常。

17. 031　 平喘药　 antiasthmatic
 

drug
　 缓解或消除呼吸系统疾患所引起的气喘症

状的一类药物,包括支气管平滑肌松弛药、
抗过敏药等。

17. 032 　 正性肌力作用 　 positive
 

inotropic
 

effect
　 强心苷能选择性地加强心肌收缩力,使心脏

每搏输出量增加,心动周期的收缩期缩短、
舒张期延长,有利于静脉回流的一种作用。

17. 033　 灭活　 inactivation
　 药物进入体内后,经氧化、还原、水解和结合

反应生成代谢产物,大多数药物的药理活性

降低或消失的过程。

17. 034　 生物利用度　 bioavailability
　 药物从非血管途径给药后进入全身循环的

速率和程度,是一种决定药物量效关系的重

要药动学参数。

17. 035　 生物转化　 biotransformation
　 又称“ 代谢(metabolism)”。 药物在机体内

经生化反应生成代谢产物的过程。 一般分

两步(相)进行,第一步包括氧化、还原和水

解反应,第二步为结合反应。

17. 036　 生物等效性　 bioequivalence
　 判定两种具有相同活性成分的制剂是否具

有相同药效的一种评价方法。 在同一或同

种受试靶动物以相同的剂量和途径给药后,
所测得的生物利用度没有生物统计学意义

的显著差异时,可认为该两种制剂具有生物

等效性。

17. 037　 生药学　 pharmacognosy
　 研究天然药物(生药)的一门学科,主要研究

天然药物的来源、形态、组织特征和化学成

分等。
·013·



17. 038　 皮下注射　 subcutaneous
 

injection
　 把药物注入皮肤与肌肉之间的一种给药方

法。 因结缔组织的血流量较小,故其吸收速

度较肌内注射慢,但比内服给药快,适用于

慢速吸收、延缓药效或作用强烈的药物。

17. 039 　 肾上腺皮质激素 　 adrenal
 

cortical
 

hormone
 

　 简称“皮质激素类”。 肾上腺皮质的束状带、
球状带和网状带分泌多种激素的统称。 可

分为三类:糖皮质激素类、盐皮质激素类、氮
皮质激素类。

17. 040　 传导麻醉　 conduction
 

anesthesia
　 又称“神经干麻醉(nerve

 

trunk
 

anaesthesia)”。
将局部麻醉药注射到机体某个外周神经干或

神经丛附近,使受支配的区域产生麻醉。

17. 041 　 全身作用 　 general
 

action,
 

systemic
 

action
　 药物经吸收进入全身循环后分布到作用部

位产生的全身性作用。 例如,吸入麻醉药通

过肺部吸收,使中枢神经受到抑制而产生的

全身麻醉作用。

17. 042　 兴奋剂　 stimulant
　 能使机体器官、组织的生理、生化功能增强

的药物。

17. 043　 协同作用　 synergism
　 两种或两种以上药物联合使用,其产生的药

效大于单药效应的代数和。

17. 044　 后遗效应　 residual
 

effect
　 停药后血药浓度已降至阈值以下时的残存

药理效应,如抗菌药后效应。

17. 045　 安全范围　 safety
 

margin
　 药物从阈剂量到极量之间的范围。

17. 046 　 安定药 　 tranquilizer,
 

ataractic,
 

neu-
roleptic

　 能缓解焦虑症状而不产生过度镇静的一类

药物,可分为轻度安定药和深度安定药。

17. 047　 收敛药　 astringent
　 具有沉淀蛋白质作用的一类药物。 能使炎

性组织或破损皮肤、黏膜表面蛋白形成一层

保护性薄膜,减轻疼痛与渗出,缓和或消退

局部炎症。

17. 048　 杀虫药　 insecticide
　 对动物体外寄生虫具有杀灭作用的药物。

其作用的外寄生虫主要有:螨、蜱、虱、蚤、
蚋、库蠓、蚊、蝇、蝇蛆、伤口蛆等。

17. 049　 肌肉松弛药　 muscle
 

relaxant
　 能引起肌肉松弛的药物,可分为神经肌肉阻

断剂、中枢性肌肉松弛剂和外周性肌肉松弛

剂。

17. 050 　 肌注给药 　 intramuscular
 

administra-
tion

　 把药液注入肌肉内经吸收产生全身作用的

一种给药方法。 吸收速度比皮下注射快,一
般注射后 30min 血药可达峰浓度。

17. 051　 自主神经药物　 autonomic
 

drug
　 作用于自主神经系统的药物,包括肾上腺素

能神经药和胆碱能神经药。 主要功能是调控

呼吸、循环、消化、腺体分泌、代谢和排泄等。

17. 052　 自体有效物质　 autocoid
　 又称“ 自调药物( self-regulating

 

medicinal
 

a-
gents)”。 动物体内生成的具有广泛生物学

(药理)活性的物质。 通常由局部产生,仅对

邻近组织细胞起作用,多数都有自己的特殊

受体,如前列腺素、组胺、白三烯等。

17. 053　 血浆药物浓度　 plasma
 

drug
 

level
　 简称“血药浓度”。 药物经不同途径给药后

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在血浆中达到的浓度,
是体内药物浓度的重要指标。

17. 054　 负性心率作用　 negative
 

chronotrop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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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心苷引起心功能不全患畜心脏的房室冲

动传导和窦性心律减慢的作用。

17. 055　 负荷剂量　 loading
 

dose
　 又称“先导剂量( lead

 

dosage)”。 一次剂量

给药后立即可达到稳态血药浓度的药物剂

量。 常见于急性病治疗,且使用安全性高的

药物。

17. 056　 体清除率　 body
 

clearance
　 简称“清除率(clearance)”。 单位时间内机体

通过各种消除过程(包括生物转化与排泄)消
除药物的血浆容积,单位为 mL / (min·kg)。

17. 057　 作用机制　 action
 

mechanism
　 药物作用的原理,是药效学的重要理论基

础。 主要研究药物产生的具体作用、起作用

的机体组织部位及如何起作用等问题。

17. 058 　 免疫抑制剂 　 immunosuppressive
 

a-
gent

　 对机体免疫反应过程具有抑制作用的药物,
如糖皮质激素。

17. 059 　 免疫增强剂 　 immunostimulating
 

a-
gent

　 对机体免疫反应过程具有增强作用的药物,
如左旋咪唑。

17. 060　 利尿药　 diuretic
　 作用于肾,能增加电解质(主要是钠、钾、氯

离子)及水的排泄的药物。

17. 061　 助消化药　 digestant
　 能促进胃肠道消化功能的一类药物。 多数

是消化液的主要成分,如胃蛋白酶、淀粉酶、
稀盐酸等。

17. 062　 吸入麻醉药　 inhalation
 

anesthetic
　 一类在常温或常压下以液态或气态形式存

在的全身麻醉药。 代表性药物主要有麻醉

乙醚、氟烷、异氟烷等。

17. 063　 [药物]吸收　 absorption
 

　 药物从给药部位进入血液循环的过程。

17. 064　 吸收作用　 absorption
 

action
　 药物吸收进入全身血液循环后产生的作用。

17. 065　 吸附剂　 adsorbent
　 一类不溶于水、性质稳定的微细粉末状物

质,具有巨大的表面积,能吸附大量气体、毒
物、化学刺激物、毒素等。

17. 066　 局部作用　 local
 

action
　 药物在用药局部产生的作用,如盐酸普鲁卡

因在其浸润部位产生的局部麻醉作用。

17. 067　 局部麻醉药　 local
 

anesthetic
　 能可逆性阻断给药部位神经冲动传导,使局

部组织的感觉尤其是痛觉消失的药物。 兽

医临床常用的药物主要有普鲁卡因、利多卡

因、丁卡因等。

17. 068　 抗心律失常药　 antiarrhythmics
　 能使心律失常心脏的功能恢复正常的药物。

17. 069　 抗生素　 antibiotic
　 曾称“抗菌素”。 细菌、真菌和放线菌等微生

物生长繁殖代谢过程的产物,在极低浓度下

具有抑制或杀灭其他微生物或寄生虫的作

用。

17. 070　 抗组胺药　 antihistaminics
　 能作用于组胺受体,阻断组胺与受体结合的

药物,分为 H1 受体阻断药和 H2 受体阻断

药。

17. 071　 抗贫血药　 antianemics
　 能增进机体造血机能,补充造血必需物质,

改善贫血状态的药物。 临床常用主要为铁

制剂。

17. 072　 抗胆碱药　 anticholinergics
　 能阻断胆碱受体而使胆碱能神经机能受抑

制的药物,分为 M-胆碱受体阻断药和 N-胆
碱受体阻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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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073 　 抗胆碱酯酶药 　 anticholinesterase
 

drug
　 又称“胆碱酯酶抑制药(cholinesterase

 

inhibi-
tor)”。 能与胆碱酯酶结合,使其丧失活性

而不能水解乙酰胆碱的一类药物。 表现为

加强乙酰胆碱的 N 样和 M 样作用,如新斯

的明、毒扁豆碱等。

17. 074　 抗原虫药　 antiprotozoal
 

drug
　 能抑制或杀灭原虫的一类药物,包括抗球虫

药、抗锥虫药、抗梨形虫药和抗滴虫药。

17. 075　 抗病毒药　 antiviral
 

drug
　 对病毒具有选择性破坏或抑制其生长繁殖

作用的一类药物。

17. 076　 抗真菌药　 antifungal
 

drug
　 具有抑制或杀灭真菌作用的一类药物,分为

治疗浅部真菌感染药和治疗深部真菌感染

药。

17. 077　 抗寄生虫药　 antiparasitic
 

drug,
 

para-
siticide

　 具有驱除或杀灭动物体内外寄生虫的一类

药物,可分为三类:抗蠕虫药、抗原虫药、杀
虫药。

17. 078　 抗惊厥药　 anticonvulsant
　 能对抗或缓解中枢神经过度兴奋症状,消除

或缓解全身骨骼肌不自主强烈收缩的一类

药物。 临床常用的药物有硫酸镁注射液、巴
比妥类药物、水合氯醛、地西泮等。

17. 079　 抗球虫药　 anticoccidial
 

drug
　 对畜禽球虫具有抑制或杀灭作用的药物。

常用药物可分为两大类:聚醚类离子载体抗

生素和化学合成抗球虫药。

17. 080　 抗菌药　 antibacterial
 

drug
　 能抑制或杀灭细菌的药物。 仅能抑制细菌

生长 繁 殖 的 称 为 抑 菌 药 ( bacteriostatic
 

drug),对细菌具有杀灭作用的称为杀菌药

(bacteriocidal
 

drug)。

17. 081 　 [抗菌药] 后效应 　 postantibiotic
 

effect,
 

PAE
　 细菌与抗菌药短暂接触后,当抗菌药浓度下

降、低于最小抑菌浓度或消失时,细菌生长

仍受到持续抑制的一种效应。

17. 082　 抗菌谱　 antimicrobial
 

spectrum
　 抗菌药对细菌抑制或杀灭作用的范围。

17. 083　 广谱抗菌药　 broad-spectrum
 

drug
　 抗菌作用范围广泛的药物。 除对革兰氏阳

性菌、革兰氏阴性菌有作用外,对衣原体、支
原体、立克次体、螺旋体等也有作用。

17. 084　 窄谱抗菌药　 narrow-spectrum
 

drug
　 仅对革兰氏阳性菌或革兰氏阴性菌具有作

用的药物。

17. 085　 抗微生物药　 antimicrobial
 

drug
　 对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真菌、病毒等各种

微生物具有选择性抑制或杀灭作用的药物。
临床一般分为抗菌药、抗真菌药和抗病毒药

三类。

17. 086　 抗酸药　 antacid
　 能降低胃内容物酸度的弱碱性物质。 可直

接中和胃酸,适度提高胃内 pH,缓解酸的刺

激和疼痛等症状,对胃起保护作用。

17. 087　 抗蠕虫药　 anthelmintics
　 能驱除或杀灭寄生于动物体内蠕虫的药物,

分为抗线虫药、抗绦虫药和抗吸虫药。

17. 088　 抗癫痫药　 antiepileptics
　 具有抑制癫痫发作或缓解癫痫症状作用的

药物,常用药物有地西泮和巴比妥类。

17. 089　 极量　 maximal
 

dose
　 药物产生最大药理效应的量。 临床应用药

物剂量应小于极量。

17. 090　 肝肠循环　 enterohepatic
 

circulation
　 经胆汁排入小肠的药物或代谢物,被小肠重

新吸收并返回到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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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091　 间接作用　 indirect
 

action
　 又称“继发作用( secondary

 

action)”。 药物

对机体产生某种直接作用而引起的继发性

作用,如洋地黄产生强心作用并继发的利尿

作用。

17. 092　 阿维菌素类药　 avermectins
　 由阿维链霉菌产生的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具

有抗体外寄生虫和体内线虫的活性。

17. 093　 阿片类镇痛药　 opioid
 

analgesics
　 又称“成瘾性镇痛药( addictive

 

analgesics)”
“麻醉性镇痛药(narcotic

 

analgesic)”。 主要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选择性地消除或缓解

痛觉的药物。 典型镇痛药为阿片生物碱类,
特点是镇痛作用强大,易于成瘾。

17. 094　 乳剂　 emulsion
　 两种互不相溶的液体经乳化作用制成的非

均相分散体系的乳状液体制剂,可供外用、
内服或注射给药。

17. 095　 制剂　 preparation
　 药物原料按一定工艺要求加工制成的一种

安全、稳定和便于应用的制剂品种,如土霉

素片、注射用青霉素钠等。

17. 096　 刺激药　 irritant
　 对皮肤黏膜具有刺激作用的一类药物。

17. 097　 剂型　 dosage
 

form
　 将药物原料和辅料按一定工艺技术制成方

便临床应用的一定形式。 一般分为液体剂

型、半固体剂型、固体剂型和气体剂型。

17. 098　 剂量　 dose,
 

dosage
　 临床应用药物防治疾病时所给的数量。 一

次所给药量称为“一次量(one
 

dose)”,一天

给药量之和称为“一日量(daily
 

dose)”。

17. 099　 房室模型　 compartment
 

model
　 一种定量分析药物在体内的动力学变化的

数学模型。 把动物机体概念化为几个房室,

用适当的数学公式描述各个房室药物动力

学过程。 一般分为一室模型、二室模型和三

室模型。

17. 100　 构效关系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
ship

　 药物的药理效应与其化学结构之间存在的

特定关系。

17. 101　 林可胺类抗生素　 lincosamide
 

antibi-
otics

　 由链霉菌培养液提取的一类抗生素。 对革

兰氏阳性细菌、支原体有较强活性,对革兰

氏阴性细菌活性较弱。 常用药物有林可霉

素和克林霉素。

17. 102　 治疗作用　 therapeutic
 

action
　 临床防治疾病时,药物对防治疾病产生的有

利作用。

17. 103　 治疗指数　 therapeutic
 

index
　 一般指药物半数致死量( LD50 )和半数有效

量(ED50)的比值。 为药物安全性的一个指

标,数值越大表示药物的安全性越大。

17. 104　 注射液　 injection
　 供注射用的一种药物液体制剂,包括灭菌或

无菌的溶液、乳浊液和混悬液。

17. 105　 注射麻醉药　 injectable
 

anesthetic
　 主要经静脉注射使动物产生麻醉效应的一

类药物。 临床常用药有巴比妥类、氯胺酮和

异丙酚等。

17. 106　 泻药　 laxative
　 能促进粪便从胃肠道排出的一类药物。 分

为三类:容积性泻药、润滑性泻药和刺激性

泻药。

17. 107　 直肠给药　 rectal
 

administration
　 把药物直接灌注到动物直肠进行全身治疗

的一种给药方法。 药吸收后可直接进入全

身循环,避免首过效应,有较高生物利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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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08　 直接作用　 direct
 

action
　 又称“原发性作用(primary

 

action)”。 进入

机体的药物对器官、组织直接产生的作用,
如洋地黄毒苷吸收后,直接对心脏产生作

用,加强心肌的收缩力。

17. 109　 经皮吸收　 percutaneous
 

absorption
　 药物透过皮肤吸收进入血液循环的过程。

17. 110　 肾上腺素受体　 adrenoceptor
　 能与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或肾上腺素结

合的受体。 又可分为 α-肾上腺素受体(简

称 α-受体)和 β-肾上腺素受体(简称 β-受
体)。

17. 111　 肾排泄　 renal
 

excretion
　 进入机体的药物通过肾,以尿液形式排出。

17. 112　 苯二氮卓类药　 benzodiazepines
　 具有苯二氮卓化学结构的一类药物。 有抗

焦虑、抗惊厥和肌肉松弛等作用,代表药物

为地西泮。

17. 113 　 表观分布容积 　 apparent
 

volume
 

of
 

distribution,
 

Vd
　 药物在体内的分布达到动态平衡时,药物总

量按血浆药物浓度分布所需的容积。

17. 114　 质反应　 quantal
 

response
　 又称“ 全或无反应( all

 

or
 

none
 

response)”。
在一定药物剂量或浓度下,使单个患畜产生

特殊的效应,以有或无、阳性或阴性表示,如
死亡、睡眠、惊厥等。

17. 115　 软膏剂　 ointment
　 药物与油脂性或水溶性基质混合制成的一

种供外用的均匀的半固体制剂。

17. 116　 青霉素结合蛋白 　 penicillin
 

binding
 

protein,
 

PBP
　 细菌胞质膜上的一种蛋白质,在合成细胞壁

成分中起着转肽酶、羧肽酶及内肽酶等作

用。 β-内酰胺类抗生素能与之结合,使其

活性丧失,不能合成细胞壁,导致细菌裂解

死亡。

17. 117 　 非肠道给药 　 parenteral
 

administra-
tion

　 内服或肠道以外给药的方法。 主要包括各

种注射给药、呼吸道给药、皮肤给药、子宫内

灌注、乳房内灌注和其他局部给药等。

17. 118　 非甾体抗炎药 　 non-steroidal
 

antiin-
flammatory

 

drug,
 

NSAD
　 本类药物化学结构多样,但没有甾体结构,共

同作用机制是能抑制环氧合酶,使花生四烯

酸不能合成前列腺素,从而产生抗炎作用。

17. 119　 受点　 receptor
 

site
　 又称“结合位点(binding

 

site)”。 受体与生

物活性物质结合的部位。

17. 120　 兽医临床药理学 　 veterinary
 

clinical
 

pharmacology
　 将药理学与临床医学紧密结合的一门药理

学分支学科。 以动物为对象,研究药物在动

物体内的作用规律和动物机体与药物之间

的相互作用过程,以及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17. 121　 保护药　 protective
 

drug
　 对皮肤和黏膜具有机械性保护作用,能缓和

有害因子的刺激,减轻炎症和疼痛反应的一

类药物。

17. 122　 拮抗剂　 antagonist
　 能与受体结合,但缺乏内在活性,通过竞争

受体阻断激动剂作用的药物。

17. 123　 标签外用药　 extra-label-use
 

drug
　 临床诊疗动物疾病时,兽医师根据疾病情

况,可以在药物制剂标签说明书规定的适应

证、剂量和疗程等方面超出范围使用的药

物。

17. 124　 氟喹诺酮类药　 fluoroquinolones
　 一类具有 6-氟-4-喹诺酮环结构的人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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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杀菌性抗菌药物,如恩诺沙星等。

17. 125　 [药物]相加作用　 additive
 

effect
　 两种药物合用的效应等于它们各自作用的

代数和。

17. 126　 祛痰药　 expectorant
　 能促进呼吸道分泌,使痰液变稀并易于排出

的一类药物。

17. 127 　 神经肌肉阻断剂 　 neuromuscular
 

blocker
　 能阻断神经肌肉之间的兴奋冲动传导,产生

肌肉松弛作用的一类药物。 分为两类:非去

极化型神经肌肉阻断剂,如筒箭毒碱;去极

化型神经肌肉阻断剂,如琥珀胆碱。

17. 128　 给药方案　 dosage
 

regimen
　 临床治疗疾病时制订的给药剂量、途径、时

间间隔和疗程。

17. 129　 给药途径　 route
 

of
 

administration
 

　 应用药物防治动物疾病时,把药物引进体内

的方法。 临床常用内服给药、注射给药、呼
吸道给药、皮肤给药、局部给药等。

17. 130　 胆碱能神经药　 cholinergic
 

agent
　 能兴奋或抑制胆碱能神经冲动传导的一类

药物,分为拟胆碱药和抗胆碱药。

17. 131　 血药浓度 -时间曲线 　 plasma
 

drug
 

concentration-time
 

curve
　 简称“药时曲线”。 以时间为横坐标,血药浓

度为纵坐标绘制的曲线,反映一段时间内进

入血液循环的药物浓度随时间动态变化的

过程。

17. 132 　 药时曲线下面积 　 area
 

under
 

the
 

drug
 

concentration-time
 

curve,
 

AUC
　 药时曲线与纵坐标轴(血药浓度)、横坐标轴

(时间)围成的面积,反映一段时间内进入血

液循环的药物量。

17. 133　 药品　 drug

　 又称“药物”。 用于治疗、预防和诊断疾病的

化学物质。

17. 134　 药典　 pharmacopoeia
　 国家对药物生产、检验和使用的管理法规,

属强制性的国家标准。

17. 135　 药剂学　 pharmacy,
 

pharmaceutics
　 研究药物制剂的基本理论、处方设计、制备

工艺、质量控制和合理使用等内容的一门应

用学科。

17. 136 　 药物不良反应 　 adverse
 

drug
 

reac-
tion,

 

ADR
　 药物除治疗作用外,其他与用药目的无关或

对动物产生有害的作用的统称。

17. 137　 药物分布　 drug
 

distribution
　 药物从全身循环转运到机体各器官、组织的

过程。

17. 138　 药代动力学　 pharmacokinetics,
 

PK
　 简称“药动学”。 药理学与数学相结合的一

门边缘学科,研究药物在体内的浓度(或数

量)随时间发生变化的规律。

17. 139　 药物作用　 drug
 

action
　 又称“药理效应(pharmacological

 

effect)”。 药

物小分子与机体细胞大分子之间发生的相互

作用,表现为机体生理、生化功能的改变。

17. 140　 药物标签　 labeling
 

of
 

drug
　 又 称 “ 兽 药 标 签 ( labeling

 

of
 

veterinary
 

drug)”。 药物制剂外包装对药物的说明,
一般包括通用名称、成分、性状、适应证、用
法用量、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包装规格、批
准文号、生产日期和有效期等。 兽药必须

在醒目位置标出“兽用”二字,特殊兽药必

须印有警示标志。

17. 141　 药物残留　 drug
 

residue
　 又称“兽药残留(residue

 

of
 

veterinary
 

drug)”。
食品动物用药后,药物原形或其代谢产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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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杂质蓄积、残存在动物的组织、器官或食

用产品(如蛋、奶)的现象。 广义兽药残留还

包括在生态环境中的残留。

17. 142　 药物相互作用　 drug
 

interaction
　 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物,由于药物

效应或作用机制不同,药物总效应发生改

变。 表现为协同作用、相加作用和拮抗作

用。 药物在体外发生的相互作用,特称为

“配伍禁忌(incompatibility)”。

17. 143　 药物通用名　 generic
 

drug
 

name
　 同一种成分或相同配方组成的药品在使用

中的通用法定名称,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

17. 144　 药物配方　 formulation
 

of
 

drug
　 生产制剂时所列主要药物成分、规格、数量

及制备与控制质量方法等的规程性文件。

17. 145　 药物商品名　 trade
 

name
 

of
 

drug
　 药物制成制剂上市流通的名称。

17. 146　 药物排泄　 drug
 

excretion
　 进入机体内的药物原形或代谢产物通过各

种途径从体内排出的过程。

17. 147　 药物警戒　 pharmacovigilance
　 药物上市后,对药物的治疗作用和不良反应

进行跟踪调查与监测的监督机制。

17. 148　 药效　 drug
 

effect
　 药物对机体产生的药理效应。 调节机体被

病理因素破坏的平衡恢复正常,表现为机体

生理、生化功能的改变。

17. 149　 药效动力学　 pharmacodynamics,
 

PD
　 简称“药效学”。 研究药物对机体的作用规

律,阐明药物防治疾病的原理。

17. 150　 药理学　 pharmacology
　 研究药物与机体(包括病原体)相互作用规

律及其作用原理,是一门为临床合理用药防

治疾病提供基本理论的医学基础学科。

17. 151　 选择作用　 selective
 

action
　 药物对机体不同器官、组织的作用表现明显

差异的现象。 例如,缩宫素对子宫平滑肌有

很强的收缩作用,对其他平滑肌基本无作

用。

17. 152　 酊剂　 tincture
　 药物用一定浓度的乙醇浸出或溶解制成的

澄清液体制剂。

17. 153　 首过效应　 first-pass
 

effect
　 又称“首过消除( first-pass

 

elimination)”。 内

服药物从胃肠道吸收经门静脉系统进入肝

的过程中,在肝药酶、胃肠道各种酶和微生

物联合作用下进行首次代谢,使进入全身血

液循环的药量减少的现象。

17. 154　 健胃药　 stomachic
　 能促进唾液、胃液等消化液的分泌,加强胃

的消化机能,从而提高食欲的一类药物。 分

为苦味健胃药、芳香性健胃药和盐类健胃药

三类。

17. 155　 峰浓度　 peak
 

concentration,
 

Cmax

　 动物给药后,血中药物达到最高的浓度。

17. 156　 峰时　 peak
 

time,
 

Tmax

　 动物给药后,血药浓度达到峰浓度所需的时

间。

17. 157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aminoglycoside
 

antibiotics
　 化学结构中含有氨基糖分子和非糖部分的

糖原结合成苷的一类抗生素,如链霉素、庆
大霉素等。

17. 158　 浸润麻醉　 infiltration
 

anaesthesia
　 将局部麻醉药直接注射到皮下或肌层组织

中,药物从注射部位扩散到周围组织,使感

觉神经纤维和末梢麻醉,是兽医临床常用的

一种局麻方式。

17. 159　 消沫药　 defoaming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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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降低液体表面张力,或减少泡沫稳定性使

泡沫迅速破裂的药物。

17. 160　 消毒药　 disinfectant
　 能杀灭体外或环境中病原微生物的药物。

17. 161　 消除半衰期　 elimination
 

half-life
　 又称“血浆半衰期(plasma

 

half-life)”。 体内

药物浓度或药量下降一半所需的时间。

17. 162　 润滑药　 emolient
　 油脂类、矿脂类或人工合成的聚合物,可软

化、润滑皮肤,具有缓和刺激、保护皮肤的作

用。

17. 163　 离子对转运　 ion
 

pair
 

transport
　 高度亲水性的药物在胃肠道内与内源性化

合物结合形成中性离子对复合物,通过被动

扩散穿过细胞膜的运输方式。

17. 164　 粉剂　 powder
　 一种或一种以上药物(含或不含辅料)经粉

碎、均匀混合制成的干粉末状制剂。

17. 165　 胶囊剂　 capsule
　 药物或加有辅料充填于空心胶囊或软质囊

材中的一种固体制剂。 药物可为粉末、液体

或半固体。

17. 166　 载体转运　 carrier
 

mediated
 

transport
　 药物由载体介导的转运,包括主动转运和易

化扩散。 特点是有竞争性和饱和性。

17. 167　 透皮给药　 transdermal
 

administration
　 把药物制剂用于动物体表的一种给药方式,

药物可通过皮肤吸收产生全身性作用。

17. 168　 浇淋剂　 pour-on
 

preparation
　 一种可以喷施在动物体表的液体制剂,通过

透皮给药产生全身性作用。

17. 169　 配体　 ligand
　 对受体具有选择性结合能力的生物活性物

质。 包括内源性的神经递质、激素等以及外

源性的药物、毒物等。

17. 170　 预混剂　 premix
　 一种或一种以上的药物与适宜的基质均匀

混合制成的粉末状或颗粒状制剂,专用于混

饲给药。

17. 171　 兽医药理学　 veterinary
 

pharmacology
　 研究药物与动物机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

为兽医临床合理用药、防治动物疾病提供基

本理论的一门兽医基础学科。

17. 172　 兽药　 veterinary
 

drug
　 用于治疗、预防、诊断动物疾病或者有目的

地调节动物生理生化机能的物质。

17. 173　 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ood
 

manu-
facturing

 

practice
 

for
 

veterinary
 

drug,
 

GMP
　 兽药生产过程中,为保证产品优良质量的一

种管理规范。 包括生产企业厂房、设施及相

关技术人员、质量监控人员和仪器设备、安
全生产的环境等规范化条件,并具有一整套

科学、合理的管理规章和方法。

17. 174 　 兽药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for
 

non-clini-
cal

 

of
 

veterinary
 

drug,
 

GLP
　 药物研制过程中对临床前试验研究工作的

管理规范。 主要是在实验动物对药物的安

全、药理学、药代动力学等进行全面科学的

评价,是保证兽药安全的重要措施。

17. 175　 兽药临床试验管理规范　 good
 

clini-
cal

 

practice
 

for
 

veterinary
 

drug,
 

GCP
　 研究药物在靶动物(健康和疾病动物)中的药

代动力学、药效学和安全试验等,以证实或揭

示试验兽药的剂量、疗效和不良反应的临床

试验全过程的标准规定。 包括方案设计、组
织、实施、监察、记录、分析总结和报告。

17. 176 　 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good
 

sale
 

practice
 

for
 

veterinary
 

drug,
 

G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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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兽药经管企业必备的场所条件、人员、设
备、仓库等进行管理的规范。

17. 177　 副作用　 side
 

effect
　 药物在常用治疗剂量时产生的,与治疗无关

的作用或危害不大的不良反应。

17. 178　 基础麻醉　 basal
 

anesthesia
　 深度麻醉前,使用麻醉药使动物处于浅麻醉

状态的方法。

17. 179　 控释制剂　 controlled
 

release
 

prepara-
tion

　 在一定介质中,药物能缓慢地按恒速或接近

恒速(零级速率过程)释放药物的一种制剂。

17. 180　 混合麻醉　 mixed
 

anesthesia
　 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麻醉药混合在一起使

用,以达到更好的麻醉效果。

17. 181　 混悬液　 suspension
　 难溶性固体药物以微粒状态分散于介质的

一种非均匀的液体制剂。

17. 182　 脱水药　 dehydratics
　 又称“渗透性利尿药(osmotic

 

diuretics)”。 用

于消除组织水肿的药物,如甘露醇、山梨醇。

17. 183　 麻醉药　 anesthetic,
 

anesthetic
 

agent
　 能引起感觉发生暂时性和可逆性消失的药

物,分为局部麻醉药和全身麻醉药。

17. 184　 麻醉前给药　 preanesthetic
 

medication
　 在应用全身麻醉药之前,用一种或几种其他

药物以纠正麻醉药的缺点或增强麻醉效果。
例如,麻醉前用氯丙嗪可减少全麻药的用

量。

17. 185　 喹诺酮类[药] 　 quinolones
　 人工合成的一类具有 4-喹诺酮环结构的杀

菌性抗菌药物。

17. 186　 强心苷类[药] 　 cardiac
 

glycosides
　 一类选择性作用于心脏,能加强心肌收缩力

的药物,其化学结构由苷元(配基)和糖两部

分结合而成。

17. 187 　 最小抑菌浓度 　 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
　 能抑制细菌生长的药物最低浓度。

17. 188 　 最小杀菌浓度 　 minimal
 

bactericidal
 

concentration,
 

MBC
　 使活菌总数减少 99%或 99. 5%以上的药物

最低浓度。

17. 189　 硝基呋喃类药　 nitrofurans
　 呋喃核的 5 位引入硝基和 2 位引入其他基

团的一类人工合成抗菌药。 有致癌作用,现
已在兽医临床上禁用。

17. 190　 缓释制剂 　 sustained
 

release
 

prepara-
tion

　 药物加入某些延缓释放的辅料或经特殊的

工艺技术加工的制剂,其药物释放速率比普

通制剂明显减慢。

17. 191 　 葡萄糖醛酸结合 　 glucuronic
 

acid
 

conjugation
　 药物结合反应的一种方式,药物进入机体经

Ⅰ相反应的代谢产物或原形药物,与体内的

葡萄糖醛酸结合后由体内排出。

17. 192　 药物遗传学　 pharmacogenetics
　 研究机体的遗传因素对药效学与药代动力

学影响的一门边缘学科。

17. 193　 剂量-反应关系 　 dose-response
 

rela-
tionship

　 定量地分析和阐明药物的效应与药物的浓

度(数量) 间的变化规律。 在一定范围内,
两者呈正相关。

17. 194　 量-效曲线　 dose-response
 

curve
　 在坐标图上,横坐标表示剂量,纵坐标表示药

效强度,表示剂量与药效强度关系的曲线。

17. 195　 催吐药　 emetic
·913·



　 能引起动物呕吐的一类药物。 主要用于动

物中毒急救。

17. 196　 催眠药　 hypnotic
　 能诱导睡眠或近似自然睡眠,维持正常睡眠

的药物。

17. 197　 禁忌证　 contraindication
　 动物患有某种疾病时,使用某种药物可能产

生严重的不良反应或中毒,甚至引起动物死

亡,该疾病则称为该药的禁忌证。 例如,严
重的真菌感染是使用糖皮质激素的禁忌证。

17. 198　 稳态浓度　 steady-state
 

concentration
　 多剂量给药后,随给药次数递增,不再上升

的达到稳态的血药浓度。

17. 199　 酶抑制[作用] 　 enzyme
 

inhibition
　 酶的功能受某种物质的影响,其酶活力降低

或丧失的现象。

17. 200　 酶诱导[作用] 　 enzyme
 

induction
　 酶的功能受某种物质的影响,其酶活力增强

的现象。

17. 201　 雌激素类　 estrogens
　 母畜卵巢分泌的雌激素(雌二醇)、孕激素

(孕酮)和人工合成的有相似功能的一类类

固醇化合物。

17. 202　 静脉给药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将药物溶液直接注入静脉内的一种给药方法。

17. 203　 颗粒剂　 granule
　 将药物与适宜的辅料混合制成干燥颗粒状

的内服制剂。

17. 204　 瘤胃兴奋药　 rumen
 

stimulant

　 能使瘤胃平滑肌收缩,促进反刍动作,消除

瘤胃积食与气胀的一类药物。

17. 205　 镇咳药　 antitussive
　 能缓解咳嗽症状的药物。 分为两类:中枢性

镇咳药,通过选择性地抑制延髓咳嗽中枢而

产生镇咳作用;外周性镇咳药,通过抑制外

周神经感受器和传入或传出神经任何一个

咳嗽的反射环节而起镇咳作用。

17. 206　 镇痛药　 analgesic
　 全称“ 麻醉性镇痛药( narcosis

 

analgesic)”。
能选择性减轻或缓解中枢性疼痛,但并不影

响其他感觉的一类药物。

17. 207　 镇静药　 sedative
　 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抑制作用,减弱其机能

活动及兴奋性,消除躁动不安和恢复安静的

药物。

17. 208　 激动剂　 agonist
　 与受体既有选择性亲和力,在与受体结合后

产生诱导药理效应的具有内在活性的药物。

17. 209　 磺胺类药　 sulfonamides
　 具有对氨基苯磺酰胺基本化学结构的人工

合成的抗菌药物。

17. 210　 糖皮质激素类药　 glucocorticoid
 

hor-
mone

　 为人工合成的类固醇激素类药,具有良好的

抗炎、抗过敏、抗毒素和抗休克等作用。

17. 211　 缓和剂　 demulcent
　 又称“黏浆药”。 对皮肤或黏膜具有保护作

用的黏胶状药物。 例如,树脂、明胶等,具有

缓和理化刺激、阻止有害物质吸收等作用。

18.
 

兽医外科及外科手术学

18. 001　 外科手术　 surgery 　 借助于手和器械进行动物疾病的诊断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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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或提高役畜的使用能力的手段。

18. 002　 术者　 operator
　 手术中执刀的人,是手术的主要操作者和组

织者。

18. 003　 助手　 assistant
　 协助术者进行手术的人。

18. 004　 麻醉助手　 anesthesia
 

assistant
　 负责麻醉且在手术过程中根据需要调整麻

醉深度,监控麻醉状况的助手。

18. 005　 器械助手　 apparatus
 

assistant
　 负责器械及敷料的供应和传递的助手。

18. 006　 根治手术　 radical
 

operation
　 不仅能消除症状,还能够去除病因的手术。

18. 007　 姑息手术　 palliative
 

operation
　 只能消除症状,不能去除病因的手术。

18. 008　 清洁手术　 depuratory
 

operation
　 又称 “ 污染手术 ( contaminated

 

surgery)”。
在被污染但未感染的组织上进行的手术。

18. 009　 无菌手术　 aseptic
 

operation
　 在未被污染或感染的组织上进行的手术。

18. 010　 化脓手术　 suppuration
 

operation
　 在化脓的组织上进行的手术。

18. 011　 动物保定　 animal
 

restraint
　 根据人的意愿对动物实施控制的方法。

18. 012　 化学保定　 chemical
 

restraint
　 采用药物方法控制动物。

18. 013　 无菌术　 asepsis
　 在外科范围内防止创口(包括手术创)发生

感染的综合预防性技术。

18. 014　 消毒　 disinfection
　 又称“抗菌法(antibacterial)”。 用化学药品

消灭病原微生物和其他有害微生物,不要求

清除和杀灭所有微生物,如芽孢。

18. 015　 麻醉　 anesthesia
　 应用药物或其他方法使动物痛觉或意识暂

时消失。

18. 016　 单纯麻醉　 single
 

anesthesia
　 仅单纯采用一种全身麻醉剂施行麻醉。

18. 017　 复合麻醉　 combined
 

anesthesia
　 联合使用几种麻醉剂的麻醉方法,以增强麻

醉作用,降低毒性、副作用,扩大麻醉药应用

范围。

18. 018　 配合麻醉　 compound
 

anesthesia
　 全身麻醉的同时配合局部麻醉。

18. 019　 合并麻醉　 complicated
 

anesthesia
　 间隔一定时间先后应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麻

醉剂的麻醉方法。

18. 020　 维持麻醉　 maintenance
 

of
 

anesthesia
　 用麻醉剂维持麻醉深度。

18. 021　 局部麻醉　 local
 

anesthesia
　 利用某些药物有选择性地暂时阻断神经末

梢、神经纤维以及神经干的冲动传导,从而

使其分布或支配的相应局部组织暂时丧失

痛觉。

18. 022　 表面麻醉　 topical
 

anesthesia
　 将局部麻醉药滴、涂布或喷洒于黏膜表面,

利用麻醉药的渗透作用,阻滞浅在的神经末

梢而产生麻醉。

18. 023　 硬膜外麻醉　 epidural
 

anesthesia
　 将局部麻醉药注射到硬膜外腔,阻滞脊神经

的传导,使其所支配的区域无痛而产生麻

醉。

18. 024　 全身麻醉　 general
 

anesthesia
　 利用某些药物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广泛的

抑制作用,暂时地使机体的意识、感觉、反射

和肌肉张力部分或全部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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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025　 吸入麻醉　 inhalation
 

anesthesia
　 气态或挥发性液态的麻醉药物经呼吸道吸

入,在肺泡中被吸收入血液循环到达神经中

枢,使中枢神经系统产生麻醉效应。

18. 026　 非吸入麻醉 　 non-inhalation
 

anesthe-
sia

　 麻醉药不经吸入方式进入体内并产生麻醉

效应的方法。

18. 027　 诱导麻醉　 anesthesia
 

induction
　 手术前,动物接受全麻药后,由清醒状态到

神志消失的过程。

18. 028　 神经安定镇痛　 neuroleptic
 

analgesia
　 将麻醉药、神经安定药和镇痛药合并应用,

以减轻麻醉药对机体的不良影响,减少对中

枢神经系统的过度抑制。

18. 029　 电针麻醉 　 electro-acupuncture
 

anes-
thesia

　 用不同波形、频率和电压的电流进行刺激,
代替手法捻针的麻醉方法。

18. 030　 心肺复苏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
tion

　 当动物突然发生心跳呼吸停止时,为恢复心

脏和呼吸器官正常功能,而对其迅速采取的

一切有效措施。

18. 031　 指压式　 finger
 

grip
　 一种拿手术刀的姿势,以手指按刀背后 1 / 3

处,用腕与手指力量切割。 适用于切开皮

肤、腹膜及切断钳夹组织。

18. 032　 执笔式　 pencil
 

grip
　 一种拿手术刀的姿势,动作涉及腕部,力量

主要在手指,需用小力量进行短距离精细操

作,如同执钢笔。 用于切割短小切口,分离

血管、神经等。

18. 033　 全握式　 palmed
 

grip
　 一种拿手术刀的姿势,力量在手腕。 用于切

割范围广、用力较大的切开。

18. 034　 反挑式　 inverted
 

grip
　 一种拿手术刀的姿势,刀刃由组织内向外面

挑开,以免损伤深部组织。

18. 035　 组织分离　 tissue
 

isolation
　 利用器械把正常组织分开,以显露位于深层

和体腔内的病变组织及器官。

18. 036　 锐性分离　 sharp
 

isolation
　 用刀或剪刀分离组织。

18. 037　 钝性分离　 blunt
 

isolation
　 用刀柄、止血钳、剥离器或手指分离组织。

18. 038　 紧张切开　 tense
 

dissection
　 皮肤的活动性较大时,在切口两旁将皮肤撑

紧固定后切开。

18. 039　 皱襞切开　 fold
 

dissection
　 切口下有大血管、大神经、分泌管和重要器

官而皮下组织较为疏松时,在切口两侧提起

皮肤呈垂直皱襞,然后垂直切开。

18. 040　 外出血　 external
 

hemorrhage
　 组织受损后,血液由创伤或天然孔流到体

外。

18. 041　 内出血　 internal
 

hemorrhage
　 血管受损出血后,血液积聚在组织中或腔体

内。

18. 042　 初次出血　 initial
 

hemorrhage
　 直接发生在组织受到创伤后的出血。

18. 043　 迟发性出血　 delayed
 

hemorrhage
　 受伤当时并未出血,经若干时间后发生出

血。

18. 044　 压迫止血　 compression
 

hemostasis
　 用纱布或其他物品压迫出血的部位。

18. 045　 钳夹止血　 clamping
 

hemostasis
　 用止血钳夹住血管断端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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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046 　 电凝止血 　 electrocoagulation
 

hemo-
stasis

　 利用高频电流凝固组织达到止血目的。

18. 047　 烧烙止血　 cauterizing
 

hemostasis
　 用电烧烙器或烙铁烧烙作用使血管断端收

缩封闭而止血。

18. 048　 输血　 blood
 

transfusion
　 给动物静脉输入保持正常生理功能的同种

属动物血液的一种治疗方法。

18. 049　 缝合　 suture
　 将已切开、切断或因外伤而分离的组织、器

官进行对合或重建其通道从而保证良好愈

合的基本操作技术。

18. 050　 吸收性缝合材料 　 absorbable
 

suture
 

material
　 在动物体内 60 天内发生变性,其张力强度

很快丧失的缝合材料。

18. 051 　 非吸收性缝合材料 　 non-absorbable
 

suture
 

material
　 在动物体内 60 天后仍然保持其张力强度的

缝合材料。

18. 052 　 间断浆肌层缝合 　 interrupted
 

sero-
muscular

 

suture
　 又称 “ 伦勃特氏缝合法 ( Lembert

 

suture)”
“垂直褥式内翻缝合 ( vertical

 

mattress
 

su-
ture)”。 缝线分别穿过切口两侧浆膜及肌

层即行打结使部分浆膜内翻对合,分为间断

和连续两种。

18. 053　 连续浆肌层内翻缝合　 continuous
 

se-
ro-muscular

 

inverting
 

suture
　 又称“库兴氏缝合法(Cushing

 

suture)” “连

续水 平 褥 式 内 翻 缝 合 ( running
 

horizontal
 

mattress
 

suture)”。 于切口一端先做一浆膜

肌层间断内翻缝合,再平行于切口做浆膜肌

层连续缝合至切口另一端。

18. 054　 康乃尔氏缝合法　 Cornell
 

suture
　 与库兴氏缝合法相同,仅在缝合时要贯穿全

层。

18. 055　 全环扎术　 full
 

cerclage
　 应用不锈钢丝紧密缠绕 360°,固定骨折断

端。

18. 056　 半环扎术　 semi-cerclage
　 金属丝通过每个骨断片钻成小孔,将骨折端

连接、固定。

18. 057　 纱布条引流　 gauze
 

drainage
　 用灭菌纱布放置在创腔内,排出创腔内液

体。

18. 058　 胶管引流　 tube
 

drainage
　 把引流管插入创腔,排出创液。

18. 059　 包扎　 bandaging
　 利用敷料、绷带等材料包裹创口或骨折部

位,达到固定、止血、保护创面、防止自我损

伤、吸收创液、限制活动、促进受伤组织愈合

等目的。

18. 060　 敷料　 dressing
　 包扎用品,用于手术止血,覆盖创口或其他

损伤的材料。

18. 061　 海绵纱布　 sponge
　 用法与纱布相同,但吸水性更好的多孔皱褶

纺织品,一般为棉制。

18. 062　 绷带　 bandage
　 包扎伤处或患处的纱布带。

18. 063　 胶带　 adhesive
 

tape
　 黏性包扎材料,多有透气孔。

18. 064　 复绷带　 many-tailed
 

bandage
　 按畜体一定部位的形状缝制,具有一定结

构、大小的双层布,其盖布上缝合若干布条

以便打结固定。

18. 065　 结系绷带　 ligature
 

band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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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缝线作固定材料的一种保护手术创口或

减轻伤口张力的绷带。

18. 066　 夹板绷带　 splint
 

bandage
　 借助夹板保持患部安静,避免加重损伤、移

位和使伤部复杂化的制动作用的绷带。

18. 067 　 改良托马斯支架 　 modified
 

Thomas
 

splint
　 小动物四肢固定常用支架绷带,支架常用铝

棒根据动物肢体和肢上部粗细自制。

18. 068　 石膏绷带　 plaster
 

bandage
　 淀粉液浆制过的大网眼纱布上加上锻制石

膏粉制成的绷带。

18. 069　 玻璃纤维绷带　 fiberglass
 

bandage
　 一种用玻璃纤维强化的树脂材料支撑的绷

带。

18. 070　 睑内翻　 entropion
　 睑缘部分或全部向内侧翻转,以致睫毛和睑

缘持续刺激眼球引起结膜炎及角膜炎的一

种异常状态。

18. 071　 睑板　 tarsal
 

plate
　 眼轮匝肌后致密纤维样组织,有支撑眼睑和

维持眼睑外形作用。

18. 072　 睑外翻　 ectropion
　 下眼睑松弛,睑缘离开眼球,以致睑结膜和

相对应的球结膜异常显露的状况。

18. 073　 瞬膜腺　 nictitans
 

gland
　 又 称 “ 第 三 眼 睑 腺 ( the

 

third
 

palpebrae
 

gland)”。 位于眼内角的半月状结膜褶内,
有分泌泪液的作用。

18. 074　 摘除　 extirpation
　 切除体内某一腺体﹑肿瘤、器官等。

18. 075　 复位　 replacement
　 脱位的骨关节或其他组织、器官等回复到原

来的部位。

18. 076　 角膜溃疡　 corneal
 

ulcer
　 角膜上皮、前弹力层甚至深达角膜基底层的

糜烂、剥脱。

18. 077　 角膜穿孔　 corneal
 

perforation
　 角膜全层组织的穿透性损伤。

18. 078　 结膜穹窿　 conjunctival
 

cul-de-sac
　 球结膜和睑结膜的移行部分,多皱襞,便于

眼球转动。

18. 079　 白内障　 cataract
　 晶状体和 / 或晶状体囊混浊。

18. 080　 白内障晶体囊外摘除术　 extracapsu-
lar

 

cataract
 

extraction
　 保留晶体完整的后囊膜而仅除去晶体前囊

膜和皮质的白内障手术方法。

18. 081　 晶状体超声乳化术　 ultrasonic
 

phac-
oemulsification

　 用超声乳化头将晶体核粉碎,通过注吸头将

囊内物质吸出的囊外白内障摘除术。

18. 082　 青光眼　 glaucoma
　 眼内压调整功能障碍造成眼压异常升高而

导致的视功能障碍。 常伴有视网膜形态变

化,因瞳孔色彩多带有青绿色而得名。

18. 083　 断角术　 dehorning
　 全部或部分截去动物角的手术。

18. 084　 犬耳成形术　 canine
 

cosmetic
 

otoplas-
ty

　 使垂耳品种犬耳直立、外形美观的手术。

18. 085 　 犬耳矫形术 　 corrective
 

ear
 

surgery
 

for
 

dog
　 竖耳品种犬耳不能直立时进行的,使发生偏

斜、弯曲的耳郭重新直立的手术。

18. 086　 外耳道　 external
 

acoustic
 

meatus
　 始于耳郭底部外耳道口,止于鼓膜的管道。

18. 087　 圆锯　 buzz
 

s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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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骨科切割工具,圆盘状,四周有锯齿。

18. 088　 骨膜剥离器　 periosteal
 

elevator
　 骨科工具,用于手术时剥离骨膜。

18. 089　 唾液腺囊肿　 sialocele
　 腮腺、颌下腺、舌下腺导管阻塞或慢性炎症

引起的囊肿。

18. 090　 牙截断术　 tooth
 

cutting
　 当过长齿或斜齿影响牙齿正常咬合或引起

口腔黏膜受损伤时施行的,将牙齿截断的手

术。

18. 091　 牙钳　 dental
 

extracting
 

forceps
　 用于拔牙的钳子,由钳柄、关节和钳喙组成。

18. 092　 牙凿　 dental
 

chisel
　 用于拔除牙根的凿子。

18. 093　 喉囊　 gullar
 

pouch
　 又称“咽鼓管囊( tubotympanic

 

recess)”。 咽

鼓管黏膜的膨大部,为马属动物特有。

18. 094　 喉头偏瘫　 laryngeal
 

hemiplegia
　 喉返神经(喉后神经)麻痹、声带弛缓、喉腔

狭窄导致的一种以吸气性呼吸困难和伴发

异常音响(喘鸣)为特征的喉病。

18. 095　 声门　 glottis
　 两片声带正中的开口。

18. 096　 犬消声术　 canine
 

devocalization
　 又称“声带切除术(vocal

 

cordectomy)”。 将

犬的声带切除的手术,以减小或消除吠声。

18. 097　 开口器　 mouth
 

prop
　 打开动物口腔以进行口腔检查或手术的器

械。

18. 098　 气管切开术　 tracheotomy
　 将气管切开的手术,主要用于气管狭窄、上

呼吸道闭塞、窒息或有生命危险时的紧急治

疗手术。

18. 099　 食管切开术　 esophagotomy
　 将食管切开的手术,用于食管梗塞、食道憩

室治疗和新生物摘除。

18. 100　 开胸术　 thoracotomy
　 打开胸腔的手术,是膈疝修补术、右主动脉

弓残迹手术、食道憩室手术等的先行手术。

18. 101　 骨髓炎　 osteomyelitis
　 骨及骨髓的感染和破坏。

18. 102　 骨膜炎　 periostitis
　 由骨膜及骨膜血管扩张、充血、水肿或骨膜

下出血、血肿机化、骨膜增生及炎症性改变

造成的应力性骨膜损伤或化脓性细菌侵袭

造成的感染性骨膜损伤。

18. 103　 线锯　 fret
 

saw
　 用于锯断组织或器官的线状细锯条。

18. 104　 肋骨切除术　 costectomy
　 将肋骨切断的手术,为肋骨骨折、骨髓炎、肋

骨坏死或化脓性骨膜炎时的治疗手术,也用

于打开胸腔或腹腔手术通路。

18. 105　 心包切开术　 pericardiotomy
　 将心包切开的手术,适用于牛的浆液性或化

脓性心包炎,使局部渗出减少,制止和排除

由感染渗出所造成的后果。

18. 106　 心包炎　 pericarditis
　 心包脏、壁两层的炎症。 分为急性和慢性两

种。

18. 107　 心包粘连　 accretio
 

cordis
　 由于心包受到创伤或感染,渗出纤维素,使

心包壁层和脏层发生的粘连。

18. 108　 引流　 drainage
　 通过外科手术排除体内积液的方法。

18. 109　 腹中线　 medioventral
 

line
　 又称“腹白线”。 由两侧腹直肌鞘于腹正中

线相互交织而成。 脐上白线较宽,脐下白线

·523·



狭而坚固。

18. 110　 肋弓　 costal
 

arch
　 假肋的肋软骨由结缔组织顺次相连组成的

结构。 构成胸腔后缘。

18. 111　 肠切开术　 enterotomy
　 从肠系膜对侧顺沿肠管将肠壁切开的手术。

18. 112　 肠吻合术　 intestinal
 

anastomosis
　 将病变肠管切除后两断端的缝合术。

18. 113　 肠粘连　 ankylenteron
　 肠管与肠管、肠管与其他组织的纤维性粘

着。

18. 114　 灌肠　 coloclysis
　 通过肛门引液体灌洗直肠的操作。 用于治

疗便秘或进行直肠给药。

18. 115　 肠钳　 intestinal
 

clamp
　 肠道手术工具,钳喙部长,夹持肠管时损伤

小。

18. 116　 肠套叠　 intussusception
　 一段肠管顺行或逆行套入与其相连的肠管。

18. 117　 肠胀气　 intestinal
 

tympanites
　 因肠消化机能紊乱,肠内容物产气旺盛,肠

道排气过程不畅或完全受阻,导致气体积聚

于大部分肠管内,引起肠管臌胀的腹痛病。

18. 118　 切开术　 section
　 用手术刀切割组织使之断离。

18. 119　 胃炎　 gastritis
　 胃黏膜急性和慢性炎症的总称。

18. 120　 穿刺　 nyxis
　 将穿刺针刺入动物体的某一体腔、器官或部

位,以证实其中有无病理产物并采取其体腔

内液、病理产物或活组织进行检验而诊断疾

病的方法。

18. 121　 切口　 incision

　 手术时所产生的创口。

18. 122　 巾钳　 towel
 

forceps
　 手术中用以固定手术巾的钳子。 防止手术

巾移动,避免手或器械与术部接触。

18. 123　 胃冲洗　 stomach
 

lavage
　 将胃内容物冲洗出来的操作。

18. 124　 肿瘤　 tumor
　 机体中正常的组织细胞,在不同的始动与促

进因素长期作用下,产生的细胞增生与异常

分化而形成的病理性新生物。

18. 125　 牵引　 traction
　 通过牵拉肢体或头颅而达到骨折与脱位的

复位。

18. 126　 静脉输液　 intravenous
 

infusion
　 一种经静脉输入一定量无菌溶液或药物的

治疗方法。

18. 127　 气胸　 pneumothorax
　 空气进入胸膜腔使胸膜腔内积气的现象。

18. 128　 幽门肌切开术　 pyloromyotomy
　 将幽门处的浆膜、肌层切开而扩大幽门口的

手术。

18. 129　 胃扩张　 gastrectasis
　 胃内液体、食物或气体积聚,使胃发生过度

扩张所引起的一种疾病。

18. 130　 封闭　 blockage
　 将一定药物注射于痛点、关节囊、神经干等

部位,从而达到消炎止痛、解除痉挛等目的。

18. 131　 肾切开术　 nephrotomy
　 沿肾凸面中线进行的切开肾皮质及髓质暴

露肾盂的手术。

18. 132　 输尿管吻合术　 anastomosis
 

of
 

ureter
　 用穿透全层的单纯间断缝合方法将输尿管

两断端对合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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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33　 膀胱切开术　 cystotomy
　 在膀胱背侧或腹侧无血管处切开膀胱壁的

手术。

18. 134　 尿道切开术　 urethrotomy
　 将雄性动物尿道切开的手术。 分为阴囊前

尿道切开术和会阴尿道切开术两种。

18. 135　 去势术　 castration
　 摘除公畜的睾丸或破坏睾丸的生殖机能,使

其失去性欲和繁殖能力的一种方法。

18. 136　 尿道造口术　 urethrostomy
　 公畜尿道切开后进行的,将尿道黏膜与同侧

皮肤结节缝合而制造出人工尿道开口,以缩

短尿液排出路径的手术。 分为阴囊前、阴

囊、会阴、耻骨前、耻骨后尿道造口术。

18. 137　 骨折　 fracture
　 由于外力作用,骨的完整性或连续性遭到破

坏。

18. 138　 外固定　 external
 

fixation
　 骨折断端复位后,使用夹板、绷带、石膏等工

具外在地固定整复好的患处,以达到治疗目

的。

18. 139　 内固定　 internal
 

fixation
　 用手术的方法暴露骨折段进行复位后,使用

对动物组织无不良反应的金属内固定物或

用自体或同种异体骨组织将骨折段固定,以
达到治疗目的。

18. 140　 韧带切开术　 desmotomy
　 将切腱刀沿韧带的深侧平行韧带插入,然后

把刀身旋转 90°,将韧带切断的手术。

18. 141　 肌腱切断术　 tenotomy
　 在腱止点附近将腱切断的手术。

18. 142　 关节切开术　 arthrotomy
　 将关节囊切开以暴露关节腔的手术。

18. 143　 截肢术　 amputation

　 将已丧失生存能力、危害病畜生命和没有生

理功能的肢体截除的外科手段。

18. 144　 矫形术　 orthopaedics
　 肌肉骨骼系统(包括联结、骨、韧带和腱)的

修理手术。

18. 145　 乳腺切除术　 adenomammectomy
　 将发生坏疽、感染或肿瘤的乳腺切除的手

术。 包括单个乳腺切除术、区域乳腺切除

术、一侧乳腺切除术、两侧乳腺切除术 4 种。

18. 146　 损伤　 injury
　 由外界因素作用于机体,引起机体组织器官

结构破坏或生理机能紊乱,并伴有局部或全

身反应的病理现象。

18. 147　 创伤　 wound
　 因锐性外力或强烈的钝性外力作用于机体

组织或器官,使受伤部皮肤或黏膜出现伤口

及深在组织与外界相通的机械性损伤。

18. 148　 挫伤　 contusion
　 机体在钝性外力直接作用下,引起组织的非

开放性损伤。

18. 149　 血肿　 hematoma
　 由外力作用导致血管破裂,溢出的血液分离

周围组织,形成充满血液的腔洞。

18. 150　 淋巴外渗　 lympho-extravasation
　 在钝性外力作用下,淋巴管断裂,导致淋巴

液聚集于组织内的一种非开放性损伤。

18. 151　 烧伤　 burn
　 由于高温、火焰、热液、蒸气作用于组织,且

超过组织细胞所耐受的温度,细胞内的蛋白

质(包括酶)发生变性而引起的热损伤。 热

液所引起的又称为烫伤。

18. 152　 冻伤　 congelation
　 一定条件下由低温引起的组织损伤。

18. 153　 化学烧伤　 chemical
 

burn
·723·



　 由于具有烧灼作用的化学物质(强酸、强碱

和磷等) 直接作用于家畜机体而发生的损

伤。

18. 154　 辐射损伤　 radiation
 

damage
　 由高能电离辐射引起的组织损伤。

18. 155　 窦道　 sinus
　 狭窄不易愈合的病理性管道。 其表面被覆

上皮或肉芽组织,管道一般为盲管状,使深

在组织(结缔组织、骨或肌肉组织等)的脓窦

与体表相通。

18. 156　 坏疽　 gangrene
　 组织坏死后受到外界环境影响和不同程度

的腐败菌感染而产生的形态学变化。

18. 157　 外科感染　 surgical
 

infection
　 需要手术治疗的感染和术后创口感染。

18. 158　 疖　 furuncle
　 细菌经毛囊和汗腺侵入引起的单个毛囊及

其所属皮脂腺的急性化脓性感染。

18. 159　 脓肿　 abscess
　 在组织或器官内形成的,外有脓肿膜包裹,

内有脓汁潴留的局限性脓腔。

18. 160　 淋巴管炎　 lymphangitis
　 由致病菌及其有毒活性产物进入淋巴管内

而引起的急性炎症。

18. 161　 淋巴结炎　 lymphadenitis
　 其他感染病灶或损伤处沾染的化脓菌,沿淋

巴管侵入淋巴结所致的急性炎症。

18. 162　 鳞状上皮癌 　 squamous
 

cell
 

carcino-
ma

　 简称“鳞癌”。 由鳞状上皮细胞转化而来的

恶性肿瘤。

18. 163　 基底细胞瘤　 basal
 

cell
 

tumor
　 由表皮原始上皮芽或基底细胞增生的低度

恶性肿瘤。

18. 164　 纤维瘤　 fibroma
　 由结缔组织发生的一种成熟性良性肿瘤,由

胶原纤维和结缔组织细胞构成。

18. 165　 纤维肉瘤　 fibrosarcoma
　 来源于纤维结缔组织的一种恶性肿瘤。

18. 166　 脂肪瘤　 lipoma
　 由成熟的脂肪组织构成的一种良性肿瘤,是

家畜常见的间叶性皮肤肿瘤。

18. 167　 骨瘤　 osteoma
　 为常见的良性结缔组织瘤,由骨性组织形

成。

18. 168　 淋巴肉瘤　 lymphosarcoma
　 淋巴组织的一种不成熟的恶性肿瘤。

18. 169　 黑色素瘤　 melanoma
　 由能制造黑色素的细胞所组成的良性或恶

性肿瘤。

18. 170　 风湿病　 rheumatism
　 一种反复发作的急性或慢性非化脓性炎症,

以胶原纤维发生纤维素样变性为特征。

18. 171　 睑腺炎　 hordeolum
　 俗称“麦粒肿”。 由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睑

腺组织的急性化脓性炎症。 由睫毛囊所属

的皮脂腺发生感染的称为外麦粒肿(外睑腺

炎),由睑板腺发生急性化脓性炎症称为内

麦粒肿(内睑腺炎)。

18. 172　 结膜炎　 conjunctivitis
　 眼结膜受到外界刺激和感染而引起的炎症。

有卡他性、化脓性、滤泡性、伪膜性及水泡性

结膜炎等。

18. 173　 角膜炎　 keratitis
　 由外伤或病原菌侵染角膜造成的炎症。 分

为外伤性、表层性、深层性、实质性及化脓性

角膜炎数种。

18. 174　 瞬膜腺突出　 protrusion
 

of
 

the
 

nict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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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g
 

gland
　 又称“樱桃眼(cherry

 

eye)”。 第三眼睑腺肿

胀而突出于内眼角处。

18. 175　 鼻泪管阻塞　 obstruction
 

of
 

nasolacri-
mal

 

duct
　 一种因鼻泪管不通引起的疾病。 由此造成

鼻泪管发炎脓肿,临床上以溢泪和眼内有脓

性分泌物为特征。

18. 176　 虹膜炎　 iritis
　 即虹膜发炎,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 原

发性虹膜炎多由于虹膜损伤和眼房内寄生

虫的刺激;继发性虹膜炎继发于各种传染

病,也可能是邻近组织炎症蔓延的结果。

18. 177　 视网膜炎　 retinitis
　 表现为视网膜组织水肿、渗出和出血等,以

及不同程度的视力减退。

18. 178　 猫牛磺酸缺乏性视网膜变性 　 feline
 

retinal
 

degeneration
 

associated
 

with
 

taurine
 

deficiency
　 又称“猫中央视网膜变性( feline

 

retinal
 

de-
generation)”。 一种只发生在猫的视网膜

病,由猫利用半胱氨酸合成内源性牛磺酸的

能力有限造成。

18. 179　 晶状体脱位　 lens
 

luxation
　 晶状体悬韧带小带部分或完全断裂,致使晶

状体从玻璃体的碟状凹脱离。

18. 180　 马周期性眼炎 　 equine
 

periodic
 

oph-
thalmia

　 又称“ 马再发性色素层炎( equine
 

recurrent
 

uveitis)”。 呈周期性发作,先是色素层的周

期性发炎,其后侵害整个眼球组织,引起眼

球萎缩,终致失明,常发生于马骡。

18. 181　 耳血肿　 othematoma
　 耳部较大的血管破裂,血液流至耳软骨与皮

肤之间形成的血肿。 多发生于耳郭内面,也
见于耳郭外面或两侧。

18. 182　 外耳炎　 otitis
 

externa
　 发生于外耳道的炎症。

18. 183　 中耳炎　 otitis
 

media
　 鼓室及耳咽管的炎症。

18. 184　 面神经麻痹　 facial
 

nerve
 

paralysis
　 又称“歪嘴风”。 面神经控制面部肌肉活动、

感觉和唾液分泌等发生障碍。 根据损伤程

度分为全麻痹和不全麻痹,根据损伤部位分

为中枢性和末梢性麻痹。

18. 185 　 三叉神经麻痹 　 trigeminal
 

nerve
 

pa-
ralysis

　 分布在咬肌上的三叉神经运动分支(颌骨

支)的传导性发生障碍。

18. 186　 嗜酸性细胞性肌炎　 eosinophilic
 

my-
ositis

　 以嗜酸粒细胞增多为特征的急性复发性非

化脓性肌肉炎症。

18. 187　 豁鼻　 laceration
 

of
 

the
 

muzzle
　 由钝性磨损、切割、撕裂等引起的一种鼻缺

损,常见于役用牛。

18. 188 　 鼻旁窦蓄脓 　 empyema
 

of
 

paranasal
 

sinus
　 鼻旁窦内的黏膜发生化脓性炎症而导致的

窦腔内脓汁潴留。 临床上常见的是额窦和

上颌窦蓄脓。

18. 189　 舌下囊肿　 ranula
　 舌下腺或腺管损伤,唾液积聚其周围组织,

引起口腔底部舌下组织的囊性肿胀。

18. 190　 咽麻痹　 pharyngeal
 

paralysis
　 支配咽部运动的神经-迷走神经的咽支和部

分舌咽神经或其中枢或咽部肌肉本身发生

机能障碍所致,其特征为吞咽困难。

18. 191　 咽后脓肿　 retropharyngeal
 

abscess
　 异物刺破咽部或滞留在舌下、咽部软骨组织

而引起局部感染和形成脓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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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2　 龋齿　 dental
 

caries
　 部分牙釉质、牙本质和牙骨质的慢性进行性

破坏,同时伴有牙齿硬组织的缺损。

18. 193　 齿周炎　 peridentitis
　 牙周膜的炎症。 牙龈炎进一步发展,累及牙

周较深层组织,多为慢性炎症。 主要特征是

形成牙周袋,并伴有牙齿松动和化脓。

18. 194　 齿石　 dental
 

calculus
　 黏附于牙齿表面的,由牙菌斑矿化而成的团

块。

18. 195　 齿槽骨膜炎　 alveolar
 

periostitis
　 齿根和齿槽壁之间软组织的炎症,是牙周病

发展的另一种形式。

18. 196　 齿髓炎　 endodontitis
　 齿髓感染和损伤的一种疾病。 多因齿断裂

和严重龋齿时,细菌、毒素及其他理化因素

侵入齿髓腔,造成齿髓组织炎症。

18. 197　 腮腺炎　 parotitis
　 腮腺及其导管的急性或慢性炎症。 患病的

腮腺常可发生脓肿。

18. 198　 食道狭窄　 stricture
 

of
 

esophagus
　 食道的管腔变窄而影响吞咽。

18. 199 　 颈椎间盘脱出 　 cervical
 

disc
 

hernia-
tion

　 又称“颈椎间盘脱位”。 由颈椎间盘变性、纤维

环破裂、髓核向背侧突出压迫脊髓而引起的,
以运动障碍为主要特征的一种脊椎疾病。

18. 200　 斜颈　 torticollis
　 颈部向一侧偏斜或扭转的一类症候群,包括

骨骼、肌肉、神经等软组织的损伤或机能障

碍。

18. 201　 颈椎关节脱位　 dislocation
 

of
 

cervical
 

vertebrae
　 由于暴力作用于颈椎,椎关节脱位并可能导

致脊髓损伤的外科病。 可分为全脱位与不

全脱位两类。

18. 202　 肋骨骨折　 rib
 

fracture
 

　 由于直接暴力作用,如打击、角抵、冲撞等,
肋骨的完整性或连续性遭受破坏。

18. 203　 胸壁透创　 perforating
 

wound
 

of
 

chest
 

wall
　 穿透胸膜的胸壁创伤。 可继发气胸、血胸、

脓胸、胸膜炎、肺炎及心脏损伤。

18. 204　 腹壁透创 　 penetrating
 

wound
 

of
 

ab-
dominal

 

wall
　 穿透腹膜的腹壁创伤。 严重者可致内脏脱出,

继发内脏坏死、腹膜炎或败血病,甚至死亡。

18. 205　 脊柱损伤　 vertebral
 

column
 

injury
 

　 脊柱骨及其软组织的损伤。 脊柱骨损伤包

括骨折与脱位;软组织损伤包括脊髓、韧带

及肌肉组织损伤。

18. 206　 腰椎间盘突出症　 lumbar
 

disc
 

protru-
sion

　 又称“腰椎间盘脱位”。 由于腰椎间盘变性,
其纤维环局限性膨出或髓核经破裂的纤维

环突出,压迫脊髓或脊神经根而引起的,以
后躯感觉和运动障碍等为特征的一种脊椎

疾病。

18. 207　 疝　 hernia
　 腹部的内脏从自然孔道或病理性破裂孔脱

至皮下或其他解剖腔的一种常见病。 分为

先天性和后天性两类。

18. 208　 脐疝　 umbilical
 

hernia
　 脐孔发育不全、没有闭锁、脐部化脓或腹壁

发育缺陷等引起肠管通过脐孔而进入皮下。

18. 209　 创伤性腹壁疝　 traumatic
 

ventral
 

her-
nia

　 由于腹肌或腱膜受到钝性外力作用,腹腔内

组织或器官在腹壁薄弱处膨出。

18. 210　 会阴疝　 perineal
 

he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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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膜及腹腔脏器向骨盆腔后结缔组织凹陷

内突出,以致向会阴部皮下脱出。

18. 211　 锁肛　 atresia
 

ani
　 肛门被皮肤封闭而无肛门孔的先天性畸形。

18. 212　 直肠生殖道裂　 anogenital
 

cleft
　 在尿道和肛门处形成一明显的裂隙。 原因

在于胚胎发育时形成尿道裂,同时肛门和肛

门括约肌腹侧发育不完整,使粪便和尿液经

一个口排出。 主要见于雄性幼畜。

18. 213　 先天性巨结肠　 congenital
 

megacolon
　 一种结肠和直肠先天缺陷引起的肠道发育

畸形。 可引起肠运动机能紊乱,形成慢性部

分肠梗阻,粪便不能顺利排出,蓄积于结肠

内,以致结肠容积增大、肠壁扩张和肥厚。

18. 214　 直肠憩室　 rectal
 

diverticulum
　 直肠壁局部向外膨出形成的囊状突出。

18. 215　 直肠阴道瘘　 rectovaginal
 

fistula
　 直肠瘘管通入阴道,且伴发锁肛。 粪便可经

阴道流出。

18. 216 　 直肠和肛门脱垂 　 rectal
 

and
 

anal
 

prolapse
　 直肠末端黏膜层脱出肛门(脱肛)或直肠一

部分甚至大部分向外翻转脱出肛门(直肠

脱)。

18. 217　 直肠损伤　 rectal
 

injury
　 包括两类,一类是直肠黏膜和肌层的损伤,

但浆膜完整无损,称为直肠不全破裂;另一

类为直肠壁各层完全破损,称为直肠全破裂

或直肠穿孔。

18. 218　 肛囊炎　 anal
 

succulitis
　 肛门囊内的腺体分泌物,蓄积于囊内,刺激

黏膜而引起的炎症。

18. 219　 肛周瘘　 perianal
 

fistula
　 慢性肛周感染在肛门附近形成的瘘管,一端

通入肛管,一端通于皮下。

18. 220　 肛门直肠狭窄　 anorectal
 

stricture
　 通常指肛门、肛管或直肠的管腔先天性狭小

或由各种因素导致的后天性变窄。

18. 221　 膀胱弛缓　 atony
 

of
 

the
 

bladder
　 膀胱壁肌肉的紧张性消失,不能正常排尿的

一种疾病。

18. 222　 尿道损伤　 urethral
 

injury
　 尿道因直接或间接的机械作用而受到的伤

害。

18. 223　 脐尿管瘘　 urachus
 

fistula
　 胚胎发育晚期脐尿管不能完全闭锁的一种

疾病。 以脐孔漏尿为主要特征。

18. 224　 包皮炎　 posthitis
　 包皮的炎症。 通常和龟头炎伴发,形成龟头

包皮炎。

18. 225　 包茎　 phimosis
　 包皮口异常狭窄,阴茎勃起时龟头不能向外

伸出的异常状态。

18. 226　 嵌顿包茎　 paraphimosis
　 阴茎脱出后嵌顿在包皮口的外面,或因龟头

体积增大自包皮囊内脱出而不能缩回。

18. 227　 阴囊积水　 scrotal
 

hydrocele
　 阴囊鞘膜腔内有大量浆液性渗出液或漏出

液蓄积。

18. 228　 关节捩伤　 sprain
 

of
 

joint
　 又称“关节扭伤”。 关节在突然受到超出其

承受能力的拉伸时,瞬时间的过度伸展、屈
曲或扭转而发生的关节损伤。

18. 229　 关节创伤　 wound
 

of
 

joint
　 外界因素作用于关节囊导致关节囊的开放

性损伤。 有时并发软骨和骨的损伤。

18. 230　 关节脱位　 joint
 

dislocation
　 又称“脱臼(dislocation)”。 关节骨端的正常

位置关系受到外力等作用,失去原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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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31　 滑膜炎　 synovitis
　 以关节囊滑膜层的病理变化为主的渗出性

炎症。

18. 232　 关节周围炎　 periarthritis
　 在关节囊及韧带抵止部发生的慢性纤维性和

慢性骨化性炎症,但毫不损伤关节滑膜组织。

18. 233　 骨关节炎　 osteoarthritis
　 全称“慢性骨关节炎”。 在关节软骨、骨骺、

骨膜及关节韧带发生的慢性关节变形,并有

机能破坏性、增殖性的慢性炎症。

18. 234　 骨关节病　 osteoarthropathy
　 又称 “ 变 形 性 关 节 病 ( deformed

 

arthropa-
thy)”。 四肢关节慢性非渗出性关节骨组织

系统的退行性变性疾病。 表现为明显的变

性、破坏与反应性修复的慢性病理过程。

18. 235　 骺炎　 epiphysitis
　 一种以动物长骨骺部肿大为特征的关节肥

大症。

18. 236　 髋关节发育不良　 hip
 

dysplasia
　 股骨头与髋臼错位,股骨头活动增多并从髋

臼窝半脱位到全脱位,最后引起髋关节变性

性关节病。

18. 237　 股骨头骨骺骨软骨病　 osteochondro-
sis

 

of
 

capitular
 

epiphysis
 

of
 

femur
　 又称“扁平髋”“

 

莱格-卡尔夫-佩尔特斯病

(Legg-Calve-Perthes
 

disease,
 

LCPD)”“
 

佩尔

特斯病(Perthes
 

disease)”。 以股骨头血液

供应中断和骨细胞死亡为特征的综合征。

18. 238　 类风湿关节炎　 rheumatoid
 

arthritis
　 慢性进行性、侵蚀性和免疫介质多发性关节

病。

18. 239　 肌炎　 myositis
　 肌肉的炎症,肌纤维发生变性、坏死,肌纤维

之间的结缔组织、肌束膜和肌外膜也发生病

理变化。

18. 240　 肌肉病　 myopathosis
　 由肌肉组织中神经调节和物质代谢障碍所

引起的肌肉疾病,以肌束或肌群的功能失调

为特征。

18. 241　 遗传性狗肥大性神经病 　 canine
 

in-
herited

 

hypertrophic
 

neuropathy
　 外周神经系统的一种遗传性慢性脱髓鞘病,

主要侵害藏獒犬。

18. 242　 丘疹　 papule
　 突出于皮肤表面的局限性隆起,大小在 8mm

以下,质地较硬。

18. 243　 苔藓样变　 lichenification
　 又称“苔藓化”。 因瘙痒,动物抓、搔磨、啃咬

皮肤,使皮肤增厚变硬,表现为正常皮肤斑

纹变大。 病患部位常呈高色素化、蓝灰色。

18. 244　 色素沉着　 hyperpigmentation
　 黑色素在表皮深层和真皮浅层过量沉积。

18. 245　 黑头粉刺　 comedo
　 由过度的角蛋白、皮脂和细胞碎屑堵塞毛囊

而形成。 常见于某些激素性皮肤病。

18. 246　 脓皮病　 pyoderma
　 化脓菌感染引起的皮肤化脓性疾病。

18. 247　 棘层肥厚　 acanthosis
　 多种病因导致皮肤中色素沉着和棘细胞层

增厚的临床综合征。

18. 248　 皮肤癣菌病　 dermatophytosis
　 简称“癣”。 由于真菌感染皮肤、毛发和爪甲

后所致的疾病。

18. 249　 蹄冠蹑伤　 coronet
 

band
 

injury
　 即蹄冠踏伤,蹄冠部和蹄球部的皮肤组织因

受蹄的踏蹑引起的损伤。

18. 250　 蹄裂　 sand
 

crack
　 又称“裂蹄”。 蹄壁角质分裂形成各种状态

的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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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51　 白线裂　 white
 

line
 

disease
　 白线部角质的崩坏及变性腐败,导致蹄底与

蹄壁发生分离。

18. 252　 蹄冠蜂窝织炎　 phlegmon
 

of
 

coronary
 

band
　 发生在蹄冠皮下、真皮和蹄缘真皮以及与蹄

匣上方相邻被毛皮肤的真皮化脓性或化脓

坏疽性炎症。

18. 253　 蹄叉腐烂　 thrush
　 蹄叉真皮的慢性化脓性炎症,伴发蹄叉角质

的腐败分解,是马属动物常发蹄病。

18. 254　 蹄叶炎　 laminitis
　 蹄真皮的弥散性、无败性渗出性炎症。

18. 255　 舟状骨病　 navicular
 

disease

　 舟状骨及滑膜囊的炎症。 也可扩延到远端

籽骨关节面、舟状骨的韧带、指深屈肌腱的

滑膜囊面、中间指骨的关节面等。

18. 256　 指(趾)间皮炎　 interdigital
 

dermatitis
　 没有扩延到深层组织的指(趾)间皮肤的炎

症。 特征是皮肤呈湿疹性皮炎的症状,有腐

败气味。

18. 257 　 指 (趾) 间蜂窝织炎 　 interdigital
 

phlegmon
　 又称“腐蹄病( foot

 

rot)”。 指(趾)间皮肤及

其下组织发生炎症,特征是皮肤坏死和裂开。

18. 258　 蹄糜烂　 erosion
 

of
 

hoof
　 又称“慢性坏死性蹄皮炎”。 蹄底和蹄球负

面糜烂。

19.
 

中
 

兽
 

医
 

学

19. 01　 总　 　 论

19. 01. 001　 兽病　 veterinary
 

internal
 

disease
　 始出于《周礼·天官》,指家畜的内科疾病。

19. 01. 002　 兽疡　 veterinary
 

surgical
 

disease
　 始出于《周礼·天官》,指家畜的外科疾病,

特别是疮、黄、肿、毒。

19. 01. 003 　 厩苑律 　 the
 

Law
 

of
 

Animal
 

Hus-
bandry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秦朝制订的律法之一,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畜

牧兽医法规。

19. 01. 004　 中兽医学　 traditional
 

Chinese
 

vet-
erinary

 

medicine
　 又称“中国传统兽医学”。 研究中国传统兽

医的理、法、方、药及针灸等技术,以防治家畜

病证为主要内容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19. 01. 005 　 中兽医基础理论 　 basic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eterinary
 

medicine

　 研究和阐明中兽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基本规律、基本原则的学科。

19. 01. 006　 中兽医诊断学 　 diagnostics
 

of
 

tra-
ditional

 

Chinese
 

veterinary
 

medicine
　 研究中兽医诊察病情、判断病种、辨别证候的

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的学科。

19. 01. 007　 中兽医内科学　 traditional
 

Chinese
 

veterinary
 

internal
 

medicine
　 研究动物脏腑杂病、外感时病和中毒病的辨

证论治规律及其诊断、治疗与预防的学科。

19. 01. 008　 中兽医外科学　 traditional
 

Chinese
 

veterinary
 

surgery
　 研究动物外科病证的辨证论治规律及其诊断

和治疗的学科。

19. 01. 009　 中兽医伤科学　 traditional
 

Chinese
 

veterinary
 

trauma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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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动物伤科病证(跌打损伤、金刃伤及枪

弹伤、虫兽咬伤等) 的辨证论治规律及其诊

断和治疗的学科。

19. 01. 010 　 兽医中药学 　 traditional
 

Chinese
 

veterinary
 

materia
 

medica
 

and
 

pharmacolo-
gy

　 研究兽用中药的来源、采集、炮制、性味、功
效、理化特性和临证应用的一门学科。

19. 01. 011　 中兽医方剂学　 traditional
 

Chinese
 

veterinary
 

formulas
　 研究兽医中药方剂配伍规律和临证运用的学

科。

19. 01. 012 　 兽医针灸学 　 veterinary
 

acupunc-
ture

 

and
 

moxibustion
　 研究动物的经络、腧穴、各种针灸操作技能以

及运用针灸技术防治动物疾病的一门学科。

19. 01. 013 　 中西兽医结合 　 integration
 

of
 

tra-
ditional

 

and
 

western
 

veterinary
 

medicine
　 取中、西兽医之长,从理论到临证治疗有机结

合,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兽医学。

19. 01. 014　 中兽医师　 practitioner
 

of
 

tradition-
al

 

Chinese
 

veterinary
 

medicine
　 运用中国传统兽医理论及中药和针灸技术等

防治家畜疾病的兽医工作者。

19. 02　 医史文献

19. 02. 001 　 串雅外编 　 External
 

Therapies
 

of
 

Folk
 

Medicine
　 中医临床著作,其卷四之医兽门、医禽门、鳞

介门为中兽医临床专卷,清代赵学敏撰。

19. 02. 002　 齐民要术　 Important
 

Arts
 

for
 

Peo-
ple’s

 

Welfare,Important
 

Means
 

of
 

Subsis-
tens

 

for
 

Common
 

People
　 综合性古农书,其卷六为畜牧兽医专卷,北魏

贾思勰撰。

19. 02. 003 　 司牧安骥集 　 Treatise
 

on
 

Equine
 

Medicine
　 简称《安骥集》。 综合性兽医著作,是我国现

存最早的兽医学著作,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

兽医教科书,唐代李石撰。

19. 02. 004　 伯乐针经　 Bole’s
 

Classics
 

on
 

Vet-
erinary

 

Acupuncture
　 古代兽医针灸著作,作者不详,伯乐系托名。

19. 02. 005 　 蕃牧纂验方 　 Collection
 

of
 

Effec-
tive

 

Prescriptions
 

for
 

Equine
 

Diseases
　 兽医方剂著作,北宋王愈撰。

19. 02. 006 　 痊骥通玄论 　 Complete
 

Work
 

on
 

Equine
 

Diseases
 

Especially
 

Colic

　 综合性兽医著作,元代卞宝(卞管勾)撰。

19. 02. 007　 马书　 Special
 

Work
 

on
 

Equine
 

Dis-
eases

　 综合性畜牧兽医著作,明代杨时乔等撰。

19. 02. 008 　 元亨疗马集 　 Yuan-Heng’ s
 

Com-
plete

 

Collection
 

on
 

Equine
 

Medicine
　 综合性兽医著作,明代喻本元、喻本亨撰。

19. 02. 009 　 疗马集 　 Corpus
 

on
 

the
 

Treatment
 

of
 

Equine
 

Diseases
　 中兽医著作,清代周维善撰。

19. 02. 010　 牛医金鉴　 Golden
 

Mirror
 

of
 

Cattle
 

Medicine
　 又称《牛经备要》 《牛经大全》。 关于牛病诊

疗的清代兽医著作,作者不详。

19. 02. 011　 牛经备要医方　 Essential
 

Prescrip-
tions

 

for
 

Cattle
 

Diseases
　 中兽医著作,清代沈莲舫撰。

19. 02. 012 　 抱犊集 　 Corpus
 

on
 

the
 

Treatment
 

of
 

Calf
 

Diseases
　 清代诊疗牛病的兽医著作,作者不详。

19. 02. 013 　 养耕集 　 Corpus
 

on
 

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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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harmacology
 

for
 

Treating
 

Farming
 

Cattle
 

Diseases,
 

Treatise
 

of
 

Cattle
 

Disease
　 有关牛病诊治的兽医著作,清代傅述风撰。

19. 02. 014　 活兽慈舟　 Veterinary
 

Book
 

of
 

Do-
mestic

 

Animals
　 综合性兽医著作,清代李南晖撰。

19. 02. 015 　 猪经大全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wine
 

Diseases
　 清代治疗猪病的专著,作者不详。

19. 02. 016　 驹病集　 Corpus
 

on
 

Foal
 

Diseases
　 又称“《驹儿编全卷》”。 清代兽医著作,作者

不详。

19. 02. 017　 中国兽医针灸学　 Chinese
 

Veteri-

nary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现代兽医针灸学著作,由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组织,于船主编。

19. 02. 018　 伯乐　 Bole
　 本名孙阳,伯乐系其别号,春秋时期的著名畜

牧兽医专家。

19. 02. 019　 喻本元　 Yu
 

Benyuan
　 明代著名兽医专家。 与其弟喻本亨合撰《元

亨疗马集(附牛驼经)》。

19. 02. 020　 喻本亨　 Yu
 

Benheng
　 明代著名兽医专家。 与其兄喻本元合撰《元

亨疗马集(附牛驼经)》。

19. 03　 其　 　 他

19. 03. 001 　 三十六起卧 　 36
 

Equine
 

Diseases
 

with
 

Pain
　 《司牧安骥集》中有关马属动物 36 种具有起

卧症状病证的专论。

19. 04　 中兽医基础理论

19. 04. 01　 总　 　 论

19. 04. 01. 001　 整体观念　 holism
　 中兽医关于动物体本身的整体性及其与环境

的统一性和联系性的思想。

19. 04. 01. 002 　 辨证论治 　 determination
 

of
 

treatment
 

based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yndrome
　 中兽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及基本过

程。 辨证,即将通过四诊收集的临证资料,进
行分析、归纳,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发
展趋势和邪正间的对比关系等,概括为某一证

候的过程。 论治,即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与

机体证候相应的治法并实施治疗的过程。

19. 04. 01. 003　 阴阳　 yin-yang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对范畴。 指事物矛盾

的两个方面,也是对相互联系的一切事物对

立两个方面的概括。

19. 04. 01. 004　 阴阳学说　 yin-yang
 

theory
　 在阴阳概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兽医基本理

论,认为阴阳的交感相错、对立制约、互根互

用、消长平衡和相互转化的关系贯穿于自然与

动物体等一切事物之中,是动物体生理和病理

发生、发展与变化的根源及规律。

19. 04. 01. 005　 阴平阳秘　 relative
 

equilibrium
 

of
 

yin-yang
　 阴气平和,阳气固秘,二者相互协调平衡的正

常状态。

19. 04. 01. 006 　 阴阳对立 　 opposition
 

of
 

yin-
yang

　 阴阳双方性质相反、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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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4. 01. 007 　 阴阳互根 　 mutual
 

rooting
 

of
 

yin-yang
　 阴阳双方相互依存、互为根本的关系。

19. 04. 01. 008 　 阴阳消长 　 waxing
 

and
 

waning
 

of
 

yin-yang
　 阴阳双方存在始终不断的增减盛衰的运动变

化。

19. 04. 01. 009　 阴阳转化　 mutual
 

convertibility
 

of
 

yin-yang
　 事物的阴阳属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向其相

反的方面转化。

19. 04. 01. 010　 五行学说　 theory
 

of
 

the
 

five
 

el-
ements

　 将古代哲学理论中以木、火、土、金、水五类物

质的特性及其生克制化规律来认识、解释自

然的系统结构和方法论运用到中兽医学中所

建立的中兽医学基本理论,用以解释动物体

的生理、病理及其与外界环境的相互关系并

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

19. 04. 01. 011　 五行相生　 mutual
 

generation
 

of
 

five
 

phase
　 木、火、土、金、水五行之间存在递相资生、助

长和促进的关系,其规律是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19. 04. 01. 012　 五行相克　 mutual
 

restriction
 

of
 

five
 

phase
　 木、火、土、金、水五行之间存在递相克制、制

约的关系,其规律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
火克金、金克木。

19. 04. 01. 013 　 五行相乘 　 over-restriction
 

of
 

five
 

phase
　 五行之中某一行对其所胜一行的过度克制。

19. 04. 01. 014 　 五行相侮 　 counter-restriction
 

of
 

five
 

phase
　 五行之中某一行对其所不胜一行的反向克

制。

19. 04. 01. 015 　 母病及子 　 illness
 

of
 

mother
 

viscera
 

affecting
 

child
 

one
　 用五行相生的母子关系,说明五脏之间由于

母脏病变累及子脏的病机传变。

19. 04. 01. 016　 子病犯母　 illness
 

of
 

child
 

vis-
cera

 

affecting
 

mother
 

one
　 用五行相生的母子关系,说明五脏之间由于

子脏病变累及母脏的病机传变。

19. 04. 02　 脏　 　 象

19. 04. 02. 001　 脏象　 visceral
 

manifestations
　 内脏的生理活动或病理变化反映于外的征象。

19. 04. 02. 002　 脏腑　 zang-fu
 

organ
　 指动物体的内脏器官,系五脏、六腑和奇恒之

腑的统称。

19. 04. 02. 003 　 脏象学说 　 theory
 

of
 

visceral
 

manifestations
　 研究动物体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

相互关系与外在征象的学说。

19. 04. 02. 004　 五脏　 five
 

zang
 

viscera
　 中兽医学中对心脏、肝、脾、肺、肾 5 个脏器的

合称。

19. 04. 02. 005　 心脏　 heart
　 五脏之一。 位于胸中,有心包护于外,其主要

生理功能为主血脉和藏神,并与舌、汗液密切

相关。

19. 04. 02. 006　 心包络　 pericardium
　 心脏外围的包膜,有保护心脏的作用。

19. 04. 02. 007　 心藏神　 heart
 

storing
 

spirit
　 心脏是一切精神活动的主宰,具有主宰五脏

六腑、形体官窍的一切生理活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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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4. 02. 008 　 心主血脉 　 heart
 

governing
 

blood
 

and
 

vessels
　 心气推动血液运行于脉中,流注全身,循环不

休,发挥营养和濡润的作用。

19. 04. 02. 009　 心开窍于舌　 heart
 

opening
 

in-
to

 

tongue
　 心有别络上行于舌,心的气血上通于舌,心的

生理活动及病理变化可以通过舌反映出来。

19. 04. 02. 010　 肺　 lung
　 五脏之一。 位于胸中,上连气道,其主要生理

功能是主气、司呼吸、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
并与鼻窍、皮毛密切相关。

19. 04. 02. 011　 肺主气　 lung
 

governing
 

qi
　 肺有主呼吸之气和一身之气的功能。

19. 04. 02. 012 　 肺主皮毛 　 lung
 

governing
 

the
 

skin
 

and
 

hair
　 皮毛赖肺的精气得以滋养和温煦,皮毛的散

气及汗孔的开阖也与肺的宣发功能密切相

关。

19. 04. 02. 013　 肺开窍于鼻　 lung
 

opening
 

into
 

the
 

nose
　 肺主呼吸,而鼻为肺窍,肺通过鼻与自然界相

通,肺之经脉与鼻相连,肺的生理功能和病理

变化,可由鼻反映出来。

19. 04. 02. 014　 脾　 spleen
　 五脏之一。 位于腹中,其主要生理功能是主

运化和统血,并与口及肌肉、四肢密切相关。

19. 04. 02. 015 　 脾主运化 　 spleen
 

governing
 

transpor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脾具有将水谷化为精微物质,将精微物质吸

收并转输到全身的功能。

19. 04. 02. 016 　 脾统血 　 spleen
 

controlling
 

blood
　 脾气有统摄血液,使之运行于经脉之中,不致

溢出脉外的功能。

19. 04. 02. 017 　 脾开窍于口 　 spleen
 

opening
 

into
 

the
 

mouth
　 脾主水谷的运化,口是水谷摄入的门户,脾气

上通于口,脾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可由口

反映出来。

19. 04. 02. 018　 肝　 liver
　 五脏之一。 位于腹腔右侧季肋部,其主要生

理功能是主藏血和主疏泄,并与目和筋密切

相关。

19. 04. 02. 019 　 肝主疏泄 　 liver
 

controlling
 

conveyance
 

and
 

dispersion
　 肝具有疏通透泄,维持全身的气机疏通畅达,

通而不滞,散而不郁的生理功能。

19. 04. 02. 020　 肝藏血　 liver
 

storing
 

blood
　 肝有贮藏血液、调节血量的功能。

19. 04. 02. 021　 肝开窍于目　 liver
 

opening
 

into
 

eye
　 肝的经脉上通于目,目的视觉功能有赖于肝

血的营养,肝的生理和病理状况可由目反映

出来。

19. 04. 02. 022　 肾　 kidney
　 五脏之一。 位于腰部,左右各一。 其主要生

理功能是主藏精、主命门之火、主水和主纳

气,并与耳、骨、髓等密切相关。

19. 04. 02. 023　 肾藏精　 kidney
 

storing
 

essence
　 肾具有贮存、封藏动物体精气的功能。

19. 04. 02. 024　 肾主水　 kidney
 

governing
 

water
 

metabolism
　 肾具有主持和调节动物体内水液代谢的功

能。

19. 04. 02. 025 　 肾主纳气 　 kidney
 

governing
 

inspiration
　 肾具有摄纳肺所吸入的清气,维持正常呼吸

的功能。

19. 04. 02. 026 　 肾开窍于耳 　 kidney
 

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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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ear
　 肾的经脉上络于耳,耳的听觉功能有赖于肾

精气的充养,肾的生理和病理状况可由耳反

映出来。

19. 04. 02. 027　 六腑　 six
 

fu
 

viscera
　 中兽医学中对胆、胃、小肠、大肠、膀胱和三焦

的合称。

19. 04. 02. 028　 胆　 gallbladder
　 六腑之一,又属于奇恒之腑。 胆附于肝(有

些动物没有胆囊),其主要生理功能是贮存

和排泄胆汁以助脾胃消化以及助肝气之疏

泄。

19. 04. 02. 029　 胃　 stomach
　 六腑之一。 位于腹部,上连食道,下接小肠。

其主要生理功能是接受、容纳和腐熟水谷。

19. 04. 02. 030　 小肠　 small
 

intestine
　 六腑之一。 位于腹部,上连于胃,下接大肠。

其主要生理功能是受盛化物,分别清浊。

19. 04. 02. 031　 大肠　 large
 

intestine

　 六腑之一。 位于腹部,前连小肠,后通肛门。
其主要生理功能是接纳传导经小肠消化吸收

后的食物糟粕与水液,并吸收其中的水津,经
过燥化,形成粪便,经肛门排出体外。

19. 04. 02. 032　 膀胱　 bladder
　 六腑之一。 位于腹后部。 其主要生理功能是

贮藏和排泄尿液。

19. 04. 02. 033　 三焦　 sanjiao
　 六腑之一,是上、中、下焦的总称。 其功能是

总司机体的气化,疏通水道,是水谷出入的通

路。

19. 04. 02. 034　 奇恒之腑　 extraordinary
 

fu
 

vis-
cera

　 脑、髓、骨、脉、胆、胞宫六个脏器的合称,因其

形态多中空似腑,功能又多贮藏精气似脏而

得名。

19. 04. 02. 035　 胞宫　 uterus,
 

womb
　 奇恒之腑之一。 位于小腹正中,是对母畜内

生殖器官的统称,主发情与孕育胎儿。

19. 04. 03　 气
 

血
 

津
 

液

19. 04. 03. 001　 气　 qi
　 在中兽医学中,气既指构成动物体和维持机

体生命活动的最根本、最细微的物质,同时也

具有生理机能的含义。 在中兽医学术语中,
气与不同的词合用表达各种不同的意义。

19. 04. 03. 002　 元气　 primordial
 

qi
　 又称“原气” “真气”。 发源于肾,包括元阴、

元阳之气。 由先天之精化生,赖后天之精得

以充养,是机体生化的原动力,主要功能是激

发和推动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活动,维持动

物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19. 04. 03. 003　 宗气　 pectoral
 

qi
　 由肺吸入的自然界清气与脾胃运化的水谷精

微之气相结合而成,积聚于胸中,灌注于心

肺,主要功能是助肺以司呼吸,贯心脉以行营

血。

19. 04. 03. 004　 中气　 middle
 

qi
　 又称“脾胃之气”。 指中焦脾、胃、小肠对饮

食水谷的消化、吸收、转输、升清降浊等生理

功能。

19. 04. 03. 005　 营气　 nutrient
 

qi
　 由饮食水谷所化生的精气,行于脉内,具有化

生血液和营养周身的功能。

19. 04. 03. 006　 卫气　 defensive
 

qi
　 由饮食水谷所化生的悍气,行于脉外,具有温

煦皮肤、腠理、肌肉,司汗孔开阖与护卫肌表、
抗御外邪的功能。

19. 04. 03. 007　 血　 blood
　 行于脉中,循环流注于全身,具有营养和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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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红色液体。

19. 04. 03. 008　 津液　 fluid
　 动物体内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包括津和液

两种。

19. 04. 03. 009　 精
 

　 (1)essence,(2)semen
　 (1)广义之精(essence)为动物体内一切有形

的精微物质,包括气、血、津液和水谷精微;
(2)狭义之精专指雄性动物的生殖之精。

19. 04. 04　 经　 　 络

19. 04. 04. 001　 经络　 channel,meridian
　 经脉和络脉的统称,是动物体运行气血、联络

脏腑、沟通内外、贯穿上下的通路。

19. 04. 04. 002　 十二经脉　 twelve
 

regular
 

chan-
nels,twelve

 

regular
 

meridians
　 又称“十二正经”。 是前肢三阳经、前肢三阴

经、后肢三阳经、后肢三阴经的合称。

19. 04. 04. 003 　 奇经八脉 　 eight
 

extraordinary
 

channels,eight
 

extraordinary
 

meridians
　 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阴维脉、阳维脉、阴跷

脉、阳跷脉的合称。

19. 04. 05　 病　 　 因

19. 04. 05. 001　 病因　 cause
 

of
 

disease
　 导致动物体发生疾病的原因。

19. 04. 05. 002　 病因学说　 etiology
　 研究病因的分类及各种病因的性质、致病特

性和致病途径的理论。

19. 04. 05. 003　 内因　 internal
 

cause
　 饥、饱、劳、役等能够引起动物体气机紊乱、脏

腑受损的致病因素。

19. 04. 05. 004　 外因　 external
 

cause
　 风、寒、暑、湿、燥、火以及疫疠等外感性致病

因素。

19. 04. 05. 005　 正气　 vital
 

qi
　 动物体各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活动,对致病因

素的抵抗能力以及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

19. 04. 05. 006　 邪气　 pathogenic
 

qi
　 泛指一切致病因素。

19. 04. 05. 007　 六淫　 six
 

climatic
 

exopathogens
　 风、寒、暑、湿、燥、火 6 种外感病邪的合称。

19. 04. 05. 008　 风邪　 wind
 

pathogen
　 外感六淫之一。 具有轻扬开泄、善行数变和

主动的特性。

19. 04. 05. 009　 寒邪　 cold
 

pathogen
　 外感六淫之一。 具有寒冷、凝滞、收引等特

性。

19. 04. 05. 010　 暑邪　 summer-heat
 

pathogen
　 外感六淫之一。 具有炎热、升散等特性。

19. 04. 05. 011　 湿邪　 dampness
 

pathogen
　 外感六淫之一。 具有易阻气机、重浊、黏滞、

趋下的特性。

19. 04. 05. 012　 燥邪　 dryness
 

pathogen
　 外感六淫之一。 具有干燥、易伤肺脏、易伤津

液的特性。

19. 04. 05. 013　 火邪　 fire
 

pathogen
　 外感六淫之一。 具有炎上、易致发热、耗气伤

津、生风动血、扰动心神和易致疮痈的特性。

19. 04. 05. 014　 疠气　 pestilential
 

qi
　 各种具有强烈传染性病邪的统称。

19. 04. 05. 015 　 七情所伤 　 damaged
 

by
 

excess
 

of
 

the
 

seven
 

emotions
　 喜、怒、忧、思、悲、恐、惊 7 种情志变化过于强

烈、持久或突然,引起脏腑气机紊乱,功能失

调而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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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4. 05. 016　 痰　 phlegm
　 津液凝聚变化而成的水湿,包括(1)呼吸道

分泌的病理产物;(2) 病变部位积存的黏稠

物质。

19. 04. 05. 017　 饮　 fluid
 

retention
　 津液凝聚变化而成的,渗出并积存于腔道内

或组织间的清稀液体。

19. 04. 06　 病　 　 机

19. 04. 06. 001　 病机　 pathogenesis
　 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机理,包括病性、病势、

脏腑气血虚实变化及其预后等。

19. 04. 06. 002　 正邪相争　 struggle
 

between
 

vi-
tal

 

qi
 

and
 

pathogen
　 致病因素与动物体正气之间的抗争,双方的

盛衰消长,决定了病变发展的趋势与速度。

19. 04. 06. 003　 阴阳失调　 disharmony
 

between
 

yin
 

and
 

yang
　 动物体阴阳失去平衡协调所引起的各种病理

变化的统称。

19. 04. 06. 004 　 升降失常　 ascending-descend-
ing

 

disharmony
　 脏腑器官气机升降失常所引起的各种病理变

化的统称。

19. 04. 07　 辨
 

证
 

论
 

治

19. 04. 07. 001　 四诊　 four
 

diagnostic
 

methods
　 望、闻、问、切 4 种中兽医诊察疾病的基本方

法的合称。

19. 04. 07. 002　 望诊　 inspection
　 用视觉对病畜的神、色、形、态及分泌物、排泄

物等进行有目的的观察,从而获得有关疾病

情况的一种诊断方法。

19. 04. 07. 003　 闻诊　 listening
 

and
 

smelling
　 通过听觉和嗅觉诊察病情的方法。

19. 04. 07. 004　 问诊　 interrogation
　 通过询问动物主人及有关人员,了解疾病的

发生、发展、治疗经过、现有症状及其他与疾

病有关的情况,以诊察疾病的方法。

19. 04. 07. 005 　 切诊　 pulse
 

feeling
 

and
 

palpa-
tion

　 用手指或手掌的感觉,对病畜动脉和全身进

行切、按、触、摸,以了解病情,诊察疾病的方

法。

19. 04. 07. 006　 口色　 mouth
 

color
　 口腔各有关部位黏膜色泽的变化。

19. 04. 07. 007　 舌苔　 fur
 

on
 

the
 

tongue
　 舌表面的一层苔状物,由胃气熏蒸而成。

19. 04. 07. 008　 正色　 normal
 

color
　 动物健康无病时的正常口色。

19. 04. 07. 009　 病色　 sick
 

color
　 动物有病时不正常的口色。

19. 04. 07. 010　 绝色　 oral
 

color
 

in
 

danger
　 动物病症垂危时的口色。

19. 04. 07. 011　 切脉　 pulse
 

feeling
　 用手指按摸动物的动脉,根据脉象了解和推

断病情的一种诊断方法。

19. 04. 07. 012　 脉象　 pulse
 

manifestation
　 医生用手指感觉到的脉搏跳动的现象。

19. 04. 07. 013　 平脉　 normal
 

pulse
　 健康动物的脉象。

19. 04. 07. 014　 反脉　 sick
 

pulse
　 动物有病时出现的异常脉象的统称。

19. 04. 07. 015　 易脉　 paradox
 

pu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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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生命垂危时出现的各种怪异脉象。

19. 04. 07. 016　 浮脉　 floating
 

pulse
　 脉位表浅,轻取应指明显,重按则脉力稍减但

不空虚的脉象。

19. 04. 07. 017　 沉脉　 deep
 

pulse
　 脉位深,轻取不能应指,重按才显现于指下的

脉象。

19. 04. 07. 018　 迟脉　 slow
 

pulse
　 脉来迟缓,每分钟的脉搏数比正常少的脉象。

19. 04. 07. 019　 数脉　 rapid
 

pulse
　 脉来急速,每分钟的脉搏数比正常多的脉象。

19. 04. 07. 020　 虚脉　 feeble
 

pulse
　 中取无力,重按空虚的脉象。

19. 04. 07. 021　 实脉　 excess
 

pulse
　 浮、中、沉取均搏动有力的脉象。

19. 04. 07. 022　 滑脉　 slippery
 

pulse

　 往来流利,应指圆滑,如珠走盘的脉象。

19. 04. 07. 023　 涩脉　 hesitant
 

pulse
　 脉来不流利,往来艰涩,如轻刀刮竹的脉象。

19. 04. 07. 024　 洪脉　 surging
 

pulse
　 脉来极大,如波涛汹涌、来盛去衰的脉象。

19. 04. 07. 025　 细脉　 thready
 

pulse
　 脉细如线,但应指明显的脉象。

19. 04. 07. 026 　 结脉 　 irregular
 

intermittent
 

pulse
　 脉来迟缓而有不规律的间歇的脉象。

19. 04. 07. 027　 代脉　 regular
 

intermittent
 

pulse
　 脉来缓弱而出现有规律的间歇的脉象。

19. 04. 07. 028 　 谷道入手 　 rectal
 

manipulation
 

for
 

equine
 

colic
　 由直肠入手诊断和治疗马属动物结症的方

法。

19. 04. 08　 辨　 　 证

19. 04. 08. 001　 证　 syndrome,pattern
　 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位、病因、病

性、病势及机体抗病能力强弱等本质的概括。

19. 04. 08. 002 　 辨证 　 differentiation
 

of
 

syn-
drome

　 以中兽医理论为指导,对通过四诊所获得的

有关病情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辨别为何种

证候的过程。

19. 04. 08. 003 　 八纲辨证 　 differentiation
 

of
 

syndrome
 

according
 

to
 

the
 

eight
 

principles
　 运用表、里、寒、热、虚、实、阴、阳八纲,对疾病

病位的表里、病性的寒热、病势的虚实等进行

分析辨别的辨证方法。

19. 04. 08. 004 　 八证论 　 treatise
 

on
 

eight
 

syn-
dromes

　 《马书》和《元亨疗马集》中论述家畜疾病的

寒、热、虚、实、表、里、邪、证等八证的兽医古

文献名。

19. 04. 08. 005　 寒证　 cold
 

syndrome
　 寒邪侵袭或阳虚阴盛引起的,以畏寒、肢冷喜

暖、口色淡白、舌苔白、分泌物、排泄物清稀、
脉紧或迟等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06　 热证　 heat
 

syndrome
　 热邪侵袭或阳气亢盛引起的,以身热烦躁、口

渴喜饮、大便秘结、小便短赤、舌红苔黄、脉数

等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07　 虚证　 deficiency
 

syndrome
　 机体气血不足、脏腑功能活动减退所引起的,

以精神不振、毛焦体瘦、肢体倦怠、多卧少立、
心悸气短、自汗盗汗、舌质淡、无舌苔、脉象细

弱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08　 实证　 excessive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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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体感受外邪,或脏腑功能活动失调以致病

理产物蓄积所引起的,以邪气亢盛而正气未

衰为特点的证候。

19. 04. 08. 009　 表证　 superficies
 

syndrome
　 外感病的初期,起病较急、病位较浅、病情较

轻、病程较短,以发热恶寒或恶风、舌苔薄白、
脉浮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10　 里证　 interior
 

syndrome
　 病邪深入于脏腑、气血、骨髓所致的,病位深、

病情重、病程长的证候。

19. 04. 08. 011　 正证　 normal
 

syndrome
　 动物健康无病的状态。

19. 04. 08. 012　 邪证　 sick
 

syndrome
　 (1) 泛指动物体的有病状态;(2) 特指风邪

证。

19. 04. 08. 013 　 脏腑辨证 　 differentiation
 

of
 

syndrome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zang-
fu

 

viscera
　 以脏象学说理论为指导,分析判断疾病所在

的脏腑部位及病因、病性和邪正盛衰情况等

的辨证方法。

19. 04. 08. 014 　 心火上炎 　 flaring
 

up
 

of
 

heart
 

fire
　 心经火旺、上炎口舌引起的,以发热口渴、口

舌生疮、溃烂疼痛、舌红脉数等为常见证的证

候。

19. 04. 08. 015　 痰迷心窍　 heart
 

spirit
 

confused
 

by
 

phlegm
　 痰浊蒙蔽心神引起的,以神志痴呆或精神抑

郁、举止失常或昏迷不醒、喉中痰鸣、苔腻、脉
滑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16　 心气虚　 deficiency
 

of
 

heart
 

qi
　 心气亏虚所表现出的,以心悸气短、神疲乏

力、自汗、口色淡白、脉虚无力为常见证的证

候。

19. 04. 08. 017 　 心血虚 　 deficiency
 

of
 

heart
 

blood
　 心血亏虚及心脏、心神失养所致的,以心悸、

口色淡白、脉细等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18　 风寒束肺　 wind-cold
 

attacking
 

lung
　 风寒侵袭,肺气不宣所致的,以恶寒、鼻塞、鼻

流清涕、咳嗽、舌苔薄白、脉浮紧为常见证的

证候。

19. 04. 08. 019 　 风热犯肺 　 wind-heat
 

invading
 

lung
　 风热侵袭肺卫所引起的,以发热、微恶风寒、

咽痛、咳嗽、气喘、口色红、苔薄黄、脉浮数等

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20 　 燥热伤肺 　 dryness-heat
 

inva-
ding

 

lung
　 燥热邪气侵犯肺所引起的,以口干舌燥、干咳

不爽、口色红、脉浮数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21 　 痰浊阻肺 　 turbid
 

phlegm
 

ob-
structing

 

lung
　 痰浊阻塞肺气,宣降失常所致的,以咳嗽气

喘、鼻脓量多而白滑、舌苔白腻、脉滑等为常

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22　 肺气虚　 deficiency
 

of
 

lung
 

qi
　 肺气虚弱所致的,以咳嗽无力、气短而喘、动

则尤甚、口色淡白、脉虚无力为常见证的证

候。

19. 04. 08. 023　 肺阴虚　 deficiency
 

of
 

lung
 

yin
　 肺阴不足所致的,以干咳痰少或无痰、口干舌

燥、舌红少津、脉细数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24 　 脾 (胃)气虚 　 deficiency
 

of
 

spleen
 

(and
 

stomach)
 

qi
　 脾(胃)气虚所致的,以食欲不振、体瘦毛焦、

四肢无力、大便溏泻、口色淡白、脉虚无力为

常见证的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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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4. 08. 025 　 脾阳虚 　 deficiency
 

of
 

spleen
 

yang
　 脾阳虚衰,失于温运所致的,以食少、腹胀、肠

鸣腹泻、形寒肢冷、口色淡白、口腔滑利、脉沉

迟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26 　 胃阴虚 　 deficiency
 

of
 

stomach
 

yin
　 阴液亏虚,胃失濡润所致的,以食少、低热、口

干舌红、无苔、脉细数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27 　 湿困脾土 　 spleen
 

deficiency
 

due
 

to
 

dampness
 

stagnancy
　 湿邪内盛,伤及脾阳所致的,以食少、粪便溏

稀、尿少、舌苔白腻、脉迟缓而濡为常见证的

证候。

19. 04. 08. 028 　 肝火上炎 　 flaring
 

up
 

of
 

liver
 

fire
　 肝火炽盛上炎于目所致的,以目赤肿痛、流泪

生眵或云翳遮睛、舌红苔黄、脉弦数为常见证

的证候。

19. 04. 08. 029 　 肝胆湿热 　 dampness-heat
 

of
 

liver
 

and
 

gallbladder
　 湿热内蕴,肝胆疏泄失常所致的,以身目发

黄、尿黄、口色红黄、舌苔黄腻、脉弦数为常见

证的证候。

19. 04. 08. 030 　 肝风内动 　 liver
 

wind
 

stirring
 

up
 

internally
　 泛指因阳热邪盛、阴血亏虚致使肝阳上亢的

证候,以抽搐、眩晕、震颤、痉挛为主证。

19. 04. 08. 031 　 肾阳虚 　 deficiency
 

of
 

kidney
 

yang
　 肾阳亏虚,机体失却温煦所致的,以形寒肢

冷、腰腿无力、尿清长、口色淡白、脉虚为常见

证的证候。

19. 04. 08. 032 　 肾阴虚 　 deficiency
 

of
 

kidney
 

yin
　 肾阴亏虚,虚热内生所致的,以发热、口色红、

无苔、口津干、脉细数、形体消瘦,腰腿无力为

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33 　 肾不纳气 　 kidney
 

failing
 

to
 

control
 

respiring
 

qi
　 肾气亏虚,不能摄纳呼吸之气所致的,以气

喘、呼多吸少、动则喘甚、气不得续、形寒肢

冷、口色淡白、脉虚无力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34 　 膀胱湿热 　 dampness-heat
 

of
 

bladder
　 湿热侵袭,蕴结膀胱所致的,以排尿困难、尿

频尿急,甚至涩痛淋漓,尿色混浊或有脓血砂

石,舌红苔黄,脉数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35　 肝脾不和　 disharmony
 

between
 

liver
 

and
 

spleen
　 肝气郁结不畅,疏泄失常,横逆犯脾,脾失健

运所致的,以躁动不安、食欲减少、肠鸣腹泻、
口色偏红而干、脉弦数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36　 气虚　 qi
 

deficiency
　 全身或某一脏腑机能衰退所致的,以精神倦

怠、食欲减少、四肢无力、呼吸气短、自汗、口
色淡、舌苔少、脉虚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37　 气滞　 qi
 

stagnation
　 动物体某一部分或某一脏腑气机阻滞,运行

不畅所致的,以胸胁胀满、疼痛为常见证的证

候。

19. 04. 08. 038　 气逆　 reversed
 

flow
 

of
 

qi
　 气机升降失常,逆乱向上所致的证候,因脏腑

逆气不同,表现也各不相同。

19. 04. 08. 039　 气陷　 sinking
 

of
 

qi
　 气虚升举无力,不升反降所致的,以久泻、久

痢、脱肛、子宫垂脱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40　 血虚　 blood
 

deficiency
　 血液亏虚,失于荣养所致的,以口色淡白、脉

细、四肢麻木等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41　 血瘀　 blood
 

stasis
·343·



　 瘀血内阻,血行不畅所致的,以局部肿胀或有

肿块、瘀斑,疼痛,痛处固定不移,口色青紫为

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42　 血热　 heat
 

in
 

blood
　 热邪侵犯血分所致的,以发热,口色红绛,脉

细数以及可能出现鼻衄、尿血、瘀斑为常见证

的证候。

19. 04. 08. 043　 血溢　 hemorrhage
　 各种原因所致的血液离开脉道,溢出脉外的

证候。

19. 04. 08. 044 　 六经辨证 　 differentiation
 

of
 

syndrome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six
 

channels
　 以阴阳为总纲,用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

阴、厥阴作为辨证纲领,从邪正盛衰、病变部

位、病势的进退缓急等方面对外感病进行分

析辨别,并用以指导临床治疗的辨证方法。

19. 04. 08. 045　 太阳病(证) 　 taiyang
 

syndrome
　 风寒侵犯动物体肌表皮毛,正邪抗争,营卫失

和所致的,以恶寒、发热、脉浮等为常见证的

证候。

19. 04. 08. 046 　 阳明病(证) 　 yangming
 

syn-
drome

　 外感邪气,入里化热,阳热亢盛所引起的,以
发热、汗出、口渴、烦躁、脉洪大,或肚腹胀满、
大便秘结、舌红苔黄、脉沉数等为常见证的证

候。

19. 04. 08. 047 　 少阳病(证) 　 shaoyang
 

syn-
drome

　 邪气侵犯少阳所致的,以寒热往来为特点的

证候。

19. 04. 08. 048　 太阴病(证) 　 taiyin
 

syndrome
　 外感病中,脾阳虚衰,寒湿中阻所致的,以食

欲不振、肚腹胀满、腹痛、腹泻、口色淡白、脉
象迟缓等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49 　 少阴病(证) 　 shaoyang
 

syn-
drome

　 外感病衰竭期,正气严重虚衰,全身性阴阳衰

惫所致的证候。

19. 04. 08. 050　 厥阴病(证) 　 jueyin
 

syndrome
　 外感病中,寒热病邪夹杂,机体阳衰阴耗所致

的,以四肢厥逆,或厥与热交替,或寒热错杂

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51 　 阳明经证 　 yangming
 

channel
 

syndrome
　 邪热亢盛,充斥阳明之经,弥漫全身所致的,

以身大热、汗大出、口大渴、脉洪大等为常见

证的证候。

19. 04. 08. 052　 阳明腑证　 syndrome
 

of
 

fu-vis-
cera

 

of
 

yangming
　 邪热伤津,粪便传送受阻,邪热与肠中糟粕相

搏,粪便秘结,腑气不通所致的,以高热、肚腹

胀满、腹痛、粪便干燥难下、口色红、苔黄厚、
脉沉实有力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53 　 卫气营血辨证 　 differentiation
 

of
 

syndrome
 

according
 

to
 

the
 

four
 

proces-
ses

 

of
 

weifen,
 

qifen,
 

yingfen
 

and
 

xuefen
　 以外感病发展过程中卫分、气分、营分、血分

四类不同病理阶段的理论,说明病位深浅、病
情轻重和传变规律的辨证方法。

19. 04. 08. 054　 卫分证　 weifen
 

syndrome
　 温病初起,邪犯卫分,肺失宣降所致的,以发

热、微恶风寒、口微渴、咳嗽、咽痛、苔薄白、脉
浮数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55　 气分证　 qifen
 

syndrome
　 温热病的第二阶段,邪热由卫分传入气分,或

径犯气分,或由营分转出所致的,以壮热烦

渴、不恶寒、舌红苔黄、脉数、小便短赤、大便

秘结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56　 营分证　 yingfen
 

syndrome
　 温热病的第三阶段,邪热深入,犯及营分,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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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营阴,扰及心神所致的,以高热神昏、斑疹

隐隐、舌红绛、脉细数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57　 血分证　 xuefen
 

syndrome
　 温热病的第四阶段,邪热深入血分,耗血伤

阴,动血生风所致的,以壮热或低热、神昏、出
血、舌红绛、脉弦数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58 　 血热妄行 　 bleeding
 

due
 

to
 

blood
 

heat

　 温热病发展过程中,邪热深入血分,灼伤脉络

所致的,以高热、出血为常见证的证候。

19. 04. 08. 059　 气血两燔　 flaring
 

heat
 

in
 

both
 

qifen
 

and
 

xuefen
　 温热病过程中,气分证和营分证的表现同时

存在,以高热口渴,烦躁不安,或神昏,斑疹隐

隐,口色红绛,舌苔黄燥,脉数为常见证的证

候。

19. 04. 09　 治　 　 则

19. 04. 09. 001　 治则　 principle
 

of
 

treatment
　 对临床的具体立法、处方、用药等具有普遍的

指导意义,在治疗疾病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

则。

19. 04. 09. 002　 治未病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疾病发生和发展的治疗

原则,包括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两个方面。

19. 04. 09. 003　 四时调理　 preventative
 

therapy
 

corresponding
 

to
 

seasonal
 

variation
　 根据四时季节的不同,采取加强饲养管理、合

理使役以及针药调理的方法,使动物体的气

血阴阳适应四时季节阴阳的变化,以防止疾

病发生的方法。

19. 04. 09. 004 　 未病先防 　 prevention
 

before
 

disease
 

onset
　 在动物没有发病时,做好各方面的预防工作,

防止疾病发生的原则。

19. 04. 09. 005 　 既病防变 　 preventing
 

disease
 

from
 

exacerbating
　 动物已经发病,应及时治疗,防止疾病进一步

发展和传变的原则。

19. 04. 09. 006　 治病求本　 treatment
 

aiming
 

at
 

its
 

root
 

cause
　 针对引起疾病的根本原因进行治疗的原则。

19. 04. 09. 007　 治标　 symptomatic
 

treatment
　 在某些标病紧急的情况下,先针对标病进行

治疗的原则。

19. 04. 09. 008　 治本　 radial
 

treatment
　 在病势缓和、病情缓慢的情况下,针对本病的

病机进行治疗的原则。

19. 04. 09. 009 　 标本兼治　 treating
 

both
 

mani-
festation

 

and
 

root
 

cause
 

of
 

disease
　 又称“标本同治”。 在疾病标本并重的情况

下,采用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治疗原则。

19. 04. 09. 010 　 寒者热之 　 treating
 

cold
 

syn-
drome

 

with
 

heat
 

method
　 针对寒性的病证,使用温热方药进行治疗的

原则。

19. 04. 09. 011 　 热者寒之 　 treating
 

heat
 

syn-
drome

 

with
 

cold
 

method
　 针对热性的病证,使用寒凉方药进行治疗的

原则。

19. 04. 09. 012 　 虚者补之 　 treating
 

deficiency
 

syndrome
 

with
 

tonifying
 

method
　 针对虚弱性的病证,用补益方药进行治疗的

原则。

19. 04. 09. 013　 实者泻之　 treating
 

excess
 

syn-
drome

 

with
 

purgative
 

method
　 针对性质属实的病证,采用攻泻方药进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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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的原则。

19. 04. 09. 014　 扶正　 strengthening
 

vital
 

qi
　 对于正虚为主、邪气不盛的病证,采取辅助正

气以愈病的治疗原则。

19. 04. 09. 015 　 祛邪 　 eliminating
 

pathogenic
 

factor
　 对于邪盛为主、正气不虚的病证,采取消除病

邪以愈病的治疗原则。

19. 04. 09. 016 　 攻补兼施 　 reinforcement
 

and
 

elimination
 

in
 

combination
　 对于虚实夹杂,或虚实病情相当的病证,可采

用既祛邪又培补,即攻邪与扶正并重的治疗

原则。

19. 04. 09. 017　 正治　 orthodox
 

treatment
　 又称“逆治”。 逆着疾病的症象进行治疗的原

则,适用于疾病的症象与本质相一致的情况。

19. 04. 09. 018　 反治　 retrograde
 

treatment
　 又称“从治”。 顺着疾病的症象进行治疗的原

则,适用于疾病的症象与本质不一致的情况。

19. 04. 09. 019　 反佐　 contrary
　 当疾病发展到阴阳格拒的严重阶段而出现假

象,或针对大寒证、大热证的治疗,如果单纯

以热治寒,或以寒治热,往往会发生药物下咽

即吐的格拒现象而影响疗效,应在方剂中配

用与君药性味相反的药物,或采用热药凉服、
凉药热服以消除格拒现象的原则。

19. 04. 09. 020 　 同病异治 　 treating
 

same
 

dis-
ease

 

with
 

different
 

methods
　 同一种疾病,可因畜、因时、因地的不同,或由

于病因、病机以及发展阶段的不同、正邪消长

的差异等,采用不同治法的治疗原则。

19. 04. 09. 021 　 异病同治 　 treating
 

different
 

diseases
 

with
 

same
 

method
　 不同的疾病,由于发病机制相同或处于同一

性质的病变阶段,可采用相同的治疗方法。

19. 04. 09. 022　 内治法　 internal
 

treatment
　 通过给动物灌服药物来治疗疾病的各类治法

的统称。

19. 04. 09. 023　 八法　 eight
 

treatment
 

methods
　 汗法、吐法、下法、和法、温法、清法、补法、消

法 8 种中兽医针对动物疾病进行药物治疗的

内治方法的统称。

19. 04. 09. 024　 汗法　 diaphoresis
　 又称“解表法”。 运用具有发汗解表作用的药

物以开泄汗孔,驱逐病邪的一种治疗方法。

19. 04. 09. 025　 吐法　 emesis
 

method
　 又称“涌吐法”。 运用药物的涌吐性能,使病

邪或有害物质从口中吐出的一种治疗方法。

19. 04. 09. 026　 下法　 clearing
 

heat
 

and
 

purga-
tive

 

method
　 又称“攻下法” “泻下法”。 运用具有泻下作

用的方药攻逐体内积滞、积热和积水的一种

治疗方法。

19. 04. 09. 027　 和法　 harmonizing
 

method
　 又称“和解法”。 通过药物和解表里、疏通气

机,以解除病邪的一种治疗方法。

19. 04. 09. 028　 温法　 warming
 

method
　 又称“温里法”“祛寒法”。 使用温热性方药,

治疗寒邪内侵或阳虚内寒病证的一种治疗方

法。

19. 04. 09. 029　 清法　 clearing
 

method
　 又称“清热法”。 使用寒凉性药物清解郁热

的一种治疗方法。

19. 04. 09. 030　 补法　 tonifying
 

method
　 又称“补虚法”。 运用具有补益作用的药物,

对动物体阴阳气血不足进行补益的一种治疗

方法。

19. 04. 09. 031　 消法　 resolving
 

method
　 又称“消导法” “消散法”。 运用消散破积作

用的药物以消散体内气滞、血瘀、食积等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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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治疗方法。

19. 04. 09. 032 　 解表法 　 relieving
 

superficies
 

method
　 用发汗、宣肺的方药祛除肌表之邪,治疗表证

的治法。

19. 04. 09. 033　 清热法　 clearing
 

heat
 

method
　 用药性寒凉、具有清热作用的方药治疗热邪

所致病证的治法。

19. 04. 09. 034　 清热泻火　 clearing
 

heat-fire
　 用具有清除火热作用的方药治疗火热炽盛

证、气分证的治法。

19. 04. 09. 035 　 清热解毒 　 clearing
 

heat
 

and
 

removing
 

toxicity
　 用具有清热邪、解热毒作用的方药治疗里热

炽盛证、火(热)毒证及痈肿疔毒等病证的治

法。

19. 04. 09. 036 　 清热凉血 　 clearing
 

heat
 

and
 

cooling
 

blood
　 用具有凉血清热功效的方药治疗血热炽盛

证、血分证的治法。

19. 04. 09. 037 　 清热解暑 　 clearing
 

summer-
heat

　 用具有清热、解暑作用的方药治疗暑热证的

治法。

19. 04. 09. 038　 攻下法　 purgative
 

method
　 又称“峻泻法”。 运用具有泻下通肠作用的

药物,攻逐肠道内积滞,治疗粪便秘结不通病

证的治法。

19. 04. 09. 039 　 消导法 　 promoting
 

and
 

remo-
ving

 

digestion
 

method
　 用具有消食导滞、消散积结作用的方药,治疗

食积、气滞、血瘀病证的治法。

19. 04. 09. 040 　 理气法 　 regulating
 

qi-flowing
 

method
　 用具有舒畅气机,调理脏腑作用的方药治疗

气机阻滞或逆乱病证的治法。

19. 04. 09. 041　 理血法　 regulating
 

blood
 

meth-
od

　 用具有调畅血行、散除瘀血以及止血作用的

方药治疗血瘀或出血证的治法。

19. 04. 09. 042　 活血化瘀　 promoting
 

blood
 

cir-
culation

 

for
 

removing
 

blood
 

stasis
　 用具有活血化瘀作用的方药治疗血瘀证的方

法。

19. 04. 09. 043 　 化痰法 　 dissipating
 

phlegm
 

method
　 用具有化痰作用的方药治疗痰涎壅盛病证的

治法。

19. 04. 09. 044 　 止咳法 　 arresting
 

cough
 

meth-
od

　 用具有止咳作用的方药治疗有咳嗽表现病证

的治法。

19. 04. 09. 045　 平喘法　 relieving
 

asthma
　 用具有平喘作用方药治疗有喘促表现病证的

治法。

19. 04. 09. 046　 补气法　 benefiting
 

qi
 

method
　 用具有补气作用的方药治疗气虚证的治法。

19. 04. 09. 047 　 补血法 　 replenishing
 

blood
 

method
　 用具有补养血液作用的方药治疗血虚证的治

法。

19. 04. 09. 048　 补阴法　 nourishing
 

yin
 

method
　 又称“滋阴法”。 用味甘性凉、具有滋补阴液

作用的方药,治疗阴虚证的治法。

19. 04. 09. 049　 补阳法　 tonifying
 

yang
 

method
　 又称“壮阳法”。 用具有温补阳气作用的方

药,治疗阳虚证的治法。

19. 04. 09. 050 　 祛湿法 　 eliminating
 

dampnes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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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具有燥湿利水作用的方药,治疗水湿积聚

病证的治法。

19. 04. 09. 051 　 利水法 　 promoting
 

diuresis
 

method
　 用具有渗湿利水作用的方药,治疗水湿内停

病证的治法。

19. 04. 09. 052 　 化湿法 　 resolving
 

dampness
 

method
　 用具有祛湿化浊作用的方药,祛除湿邪,治疗

外湿困脾或脾虚生湿病证的治法。

19. 04. 09. 053 　 平肝法 　 tranquillizing
 

liver
 

method
　 用具有重镇潜阳、平肝熄风作用的方药,治疗

肝阳上亢或肝阳化风证的治法。

19. 04. 09. 054 　 明目法 　 improving
 

eyesight
 

method
　 用具有祛风、清热、凉血、化瘀、养血、益气、滋

阴、健脾、补肝肾等作用的方药或其他疗法,
以祛邪扶正,提高视力,治疗以视物不清为主

症之病证的治法。

19. 04. 09. 055　 安神法　 tranquillization
 

method
　 用具有镇静宁心作用的方药,治疗神志不安

等病证的治法。

19. 04. 09. 056 　 熄风法 　 calming
 

endogenous
 

wind
 

method
　 用具有熄风止痉作用的方药,治疗肝风内动

病证的治法。

19. 04. 09. 057　 解痉法　 relieving
 

spasm
 

meth-
od

　 用具有熄风止痉作用的方药,以解除肝风内

动所致抽搐、痉挛的治法。

19. 04. 09. 058 　 祛风湿法 　 dispelling
 

wind-
dampness

 

method
　 用具有祛风除湿作用的方药,治疗风湿侵袭

所致病证的治法。

19. 04. 09. 059 　 开窍法 　 inducing
 

resuscitation
 

method
　 用具有通窍开闭、促进神志苏醒作用的方药,

治疗邪气盛实之闭证的治法。

19. 04. 09. 060　 润燥法　 moistening
 

dryness
　 用具有养阴、生津、润燥作用的方药,治疗燥

证的方法。

19. 04. 09. 061 　 驱虫法 　 expelling
 

intestinal
 

parasite
 

(method)
　 用对肠道寄生虫具有麻痹或毒杀作用的方

药,治疗肠道寄生虫病的治法。

19. 04. 09. 062　 辛温解表　 relieving
 

superficies
 

syndrome
 

with
 

pungent
 

and
 

warm
 

natured
 

drug
　 用性味辛温,具有疏风散寒作用的方药,治疗

风寒表证的治法。

19. 04. 09. 063　 辛凉解表　 relieving
 

superficies
 

syndrome
 

with
 

pungent
 

and
 

cool
 

natured
 

drug
　 用性味辛凉,具有疏风散热作用的方药,治疗

风热表证的治法。

19. 04. 09. 064　 补中益气　 invigorating
 

spleen-
stomach

 

and
 

replenishing
 

qi
　 用具有补气健脾和胃作用的方药,治疗脾胃

气虚证的治法。

19. 04. 09. 065　 固表止汗　 consolidating
 

super-
ficies

 

for
 

arresting
 

sweating
　 用具有收敛固表止汗作用的方药,治疗虚证

汗出的治法。

19. 04. 09. 066 　 涩肠止泻 　 relieving
 

diarrhea
 

with
 

astringent
　 用具有收涩、固涩作用的方药治疗久泻、久

痢、大便滑脱不禁等病证的治法。

19. 04. 09. 067　 调和营卫　 harmonizing
 

yingfen
 

and
 

wei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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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具有疏风散邪、益阴和营作用的方药,治疗

营卫不和证的治法。

19. 04. 09. 068 　 调和肝脾 　 harmonizing
 

liver
 

and
 

spleen
　 用具有疏肝健脾、调理气机作用的方药治疗

肝脾不和病证的治法。

19. 04. 09. 069 　 外治法 　 external
 

treatment
 

method
　 用药物、器械或通过手术直接作用于患畜的

体表或孔窍(口、舌、咽喉、眼、耳、鼻、阴道、
肛门)部位,以治疗各种病证的方法。

19. 04. 09. 070 　 巧治 　 skilled
 

acupuncture
 

method
　 在某些特殊的穴位上,施以特殊技巧以治疗

病证的治法。

19. 04. 09. 071 　 掺药法 　 dusting
 

powder
 

drug
 

method
　 将中药研成粉末,均匀撒布于患部,或撒布于

膏药、油膏上,然后贴敷于患处,以治疗外科

疮疡和皮肤病的方法。

19. 04. 09. 072　 贴敷法　 plastering
 

method
　 将药物粉碎成细粉,或将新鲜植物捣烂,用

酒、醋、鸡蛋清、植物油或水调和成糊状,贴敷

在患部,以治疗疾病的方法。

19. 04. 09. 073　 吹鼻法　 nose-insufflating
 

meth-
od

　 将药物研为极细末,以小竹管、小纸管或喷药

器把药粉吹入鼻内,以达到理气辟秽、通利关

窍作用的方法。

19. 04. 09. 074　 点眼法　 eye-dripping
 

method
　 将药物加工成极细粉或药液滴入眼中,以治

疗外眼病的方法。

19. 04. 09. 075 　 熏洗法 　 fumigation
 

and
 

wash-
ing

 

method
　 将药物煎汤后用热蒸气熏蒸患处,或用温热

药液淋洗局部,以治疗各种病证的方法。

19. 05　 中　 药　 学

19. 05. 01　 总　 　 论

19. 05. 01. 001　 中药　 Chinese
 

materia
 

medica
　 在中兽医理论指导下,用于预防和治疗各种

动物疾病的药物,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和中

成药等。

19. 05. 01. 002　 草药　 herb
　 在我国局部地区、某些人群或民间习用,加工

炮制欠规范的中药。

19. 05. 01. 003　 药材　 crude
 

medicine
　 经过初步加工处理的中药原料药。

19. 05. 01. 004 　 道地药材 　 genuine
 

regional
 

drug
　 特定产地的特定品种,质量、疗效优良的药

材。

19. 05. 01. 005 　 天然药物 　 natural
 

medicine,
natural

 

crude
 

drug
　 未经过加工的,有药用价值的天然动植物和

矿物药。

19. 05. 01. 006 　 中药采集 　 collection
 

of
 

Chi-
nese

 

materia
 

medica
　 对植物、动物和矿物的药用部分进行采摘、挖

掘与收集。

19. 05. 01. 007　 炮制　 processing
　 又称“炮炙”“修治”。 根据中兽医药理论,依

照辨证用药的需要和药材的自身性质,以及

调剂、制剂、贮藏等不同要求所采取的传统制

药技术。

19. 05. 01. 008　 饮片　 prepared
 

drug
 

in
 

pie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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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加工或经过炮制后达到质量标准,直接

用于配方的中药。

19. 05. 01. 009　 性能　 characteristic
 

and
 

action
　 与疗效有关的中药的性味和效能。

19. 05. 01. 010　 性味　 nature
 

and
 

flavour
　 中药四气和五味的统称。

19. 05. 01. 011 　 四气 　 four
 

nature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又称“四性”。 寒、凉、温、热等不同药性的统

称。

19. 05. 01. 012 　 五味 　 five
 

flavour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辛、甘、酸、苦、咸 5 种药味的统称。

19. 05. 01. 013 　 升降浮沉 　 ascending
 

and
 

de-
scending,floating

 

and
 

sinking
　 指药物进入机体后的不同作用趋向,是与疾

病表现的趋向相对而言的。

19. 05. 01. 014　 归经　 channel
 

tropism
　 中药作用归属、趋向于某脏腑、经络或特定部

位等的定位、定向理论。

19. 05. 01. 015 　 引经　 channel
 

affinity,channel
 

ushering
　 引导其他药物作用趋向某经或直达病所,以

提高疗效的方法。

19. 05. 01. 016　 毒性　 toxicity
　 中药对畜体产生的毒害作用。

19. 05. 01. 017　 配伍　 concerted
 

application
　 根据相应的理论原则、治疗目的和药性特点,

将两种以上的药物配合应用的方法。

19. 05. 01. 018　 七情　 seven
 

relations
　 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恶、相反的合

称,用以说明中药配伍后药效和毒性变化的

关系。

19. 05. 01. 019　 单行　 drug
 

used
 

singly

　 用单味药治病。

19. 05. 01. 020　 相须　 mutual
 

promotion
　 性能功效相似的药物配合应用,以起到协同

作用,增强药物疗效的配伍关系。

19. 05. 01. 021　 相使　 mutual
 

enhancement
　 性能功效有某种共性的不同类药物配合应

用,而以一种药物为主,另一种药物为辅,能
提高主药功效的配伍关系。

19. 05. 01. 022　 相畏　 incompatibility
　 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

减轻或消除的配伍关系。

19. 05. 01. 023　 相杀　 counteract
 

toxicity
 

of
 

an-
other

 

drug
　 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

副作用的配伍关系。

19. 05. 01. 024　 相恶　 mutual
 

inhibition
　 两种药物配合应用,能相互牵制而使药效降

低甚至丧失的配伍关系。

19. 05. 01. 025　 相反　 clashing,antagonism
　 两种药物配合应用,能产生毒性反应或副作

用的配伍关系。

19. 05. 01. 026　 禁忌　 contraindication
　 用药中禁止或忌讳的事宜,包括配伍禁忌、妊

娠禁忌和服药禁忌等。

19. 05. 01. 027　 十八反　 eighteen
 

clashes
　 古代中药文献记载的中药相反配伍禁忌。 配

伍应用后,可能对动物产生毒害作用的药物

有十八种,故名“十八反”。

19. 05. 01. 028　 十九畏　 nineteen
 

incompatibil-
ities

　 古代中药文献记载的中药相畏配伍禁忌。 配

伍应用后,可能对动物产生有害作用的药物

有十九种,故名“十九畏”。

19. 05. 01. 029 　 妊娠禁忌[药] 　 contraind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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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during
 

pregnancy
　 可能造成怀孕动物、胎儿伤害的药物,分为禁

用和慎用两类。

19. 05. 02　 中　 　 药

19. 05. 02. 001 　 麻黄 　 Herba
 

Ephedrae
 

(拉),
ephedra

 

herb
　 麻黄科植物草麻黄 Ephedra

 

sinica
 

Stapf. 、中麻

黄 Ephedra
 

intermedia
 

Schrenk.
 

et
 

C
 

A.
 

Mey.
 

或木贼麻黄 Ephedra
 

equisetina
 

Bge. 的干燥草

质茎。

19. 05. 02. 002 　 桂枝 　 Ramulus
 

Cinnamomi
 

(拉),cassia
 

twig
　 樟科植物肉桂 Cinnamomum

 

cassia
 

Presl.
 

的干

燥嫩枝。 切成薄片或小段后入药。

19. 05. 02. 003 　 防风 　 Radix
 

Saposhnikoviae
 

(拉),divaricate
 

saposhnikovia
 

root
　 伞 形 科 植 物 防 风 Saposhnikovia

 

divaricata
 

(Turcz. )
 

Schischk.
 

的干燥根。 切片生用或

炒用。

19. 05. 02. 004 　 荆芥 　 Herba
 

Schizonepetae
 

(拉),fineleaf
 

schizonepeta
 

herb
　 唇形科植物荆芥 Schizonepeta

 

tenuifolia
 

Briq.
 

的全草或花穗。 切段生用、炒黄或炒炭用。

19. 05. 02. 005 　 紫苏 　 Purple
 

Common
 

Perilla
 

(拉),perilla
 

leaf
 

and
 

stem
　 唇形科植物紫苏 Perilla

 

frutescens
 

(L. )
 

Britt.
 

的干燥叶。 切细生用。

19. 05. 02. 006　 白芷　 Radix
 

Angelicae
 

Dahuricae
 

(拉),dahuria
 

angelica
 

root
　 伞形科植物白芷 Angelica

 

dahurica(Fisch.
 

ex
 

Hoffm. )
 

Benth.
 

et
 

Hook.
 

f.
 

或杭白芷 Angelica
 

dahurica
 

(Fisch.
 

ex
 

Hoffm. )
 

Benth.
 

et
 

Hook.
 

f.
 

var.
 

formosana
 

(Boiss. )
 

Shan
 

et
 

Yuan 的干

燥根。 切片入药。

19. 05. 02. 007 　 薄荷 　 Herba
 

Menthae
 

(拉),
peppermint

　 唇形科植物薄荷 Mentha
 

haplocalyx
 

Briq.
 

的干

燥全草。 切段生用。

19. 05. 02. 008 　 柴胡 　 Radix
 

Bupleuri
 

(拉),
bupleurum

 

root
　 伞形科植物柴胡 Bupleurum

 

chinense
 

DC.
 

或狭

叶柴胡 Bupleurum
 

scorzonerifolium
 

Willd.
 

的干

燥根。 前者习称北柴胡,后者习称南柴胡。 切

片生用或醋炒用。

19. 05. 02. 009 　 升麻 　 Rhizoma
 

Cimicifugae
 

(拉),largetrifoliolious
 

bugbane
 

rhizome
　 毛茛科植物大三叶升麻 Cimicifuga

 

heracleifolia
 

Kom. 、兴安升麻 Cimicifuga
 

dahurica
 

(Turcz. )
 

Maxim.
 

或升麻 Cimicifuga
 

foetida
 

L.
 

的干燥根

茎。 切片生用或炙用。

19. 05. 02. 010 　 葛根 　 Radix
 

Puerariae (拉),
kudzuvine

 

root
　 豆科植物野葛 Pueraria

 

lobata
 

(Willd. )
 

Ohwi.
 

或甘葛藤 Pueraria
 

thomsonii
 

Benth.
 

的干燥根。
切片,晒干。

19. 05. 02. 011 　 桑叶 　 Folium
 

Mori
 

(拉),mul-
berry

 

leaf
　 桑科植物桑 Morus

 

alba
 

L.
 

的干燥叶。 生用或

蜜炙用。

19. 05. 02. 012　 菊花　 Flos
 

Chrysanthemi
 

(拉),
chrysanthemum

 

flower
　 菊科植物菊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Ramat.
 

的干燥头状花序。 烘干或蒸后晒干入药。

19. 05. 02. 013　 石膏　 Gypsum
 

Fibrosum
 

(拉),
gypsum

　 硫酸盐类矿物硬石膏族石膏,主含含水硫酸钙

(CaSO4·2H2O)。 粉碎成粗粉,生用或煅用。

19. 05. 02. 014 　 知母 　 Rhizoma
 

Anemarrhen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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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common
 

anemarrhena
 

rhizome
　 百合科植物知母 Anemarrhena

 

asphodeloides
 

Bge.
 

的干燥根茎。 切片生用,盐炒或酒炒用。

19. 05. 02. 015　 栀子　 Fructus
 

Gardeniae
 

(拉),
cape

 

jasmine
 

fruit
　 茜草科植物栀子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的

干燥成熟果实。 生用、炒用或炒炭用。

19. 05. 02. 016　 生地黄　 Radix
 

Rehmanniae
 

Re-
cens

 

(拉),unprocessed
 

rehmannia
 

root
　 玄参科植物地黄 Rehmannia

 

glutinosa
 

Libosch.
 

的新鲜或干燥块根。 切片生用。

19. 05. 02. 017 　 牡丹皮 　 Cortex
 

Moutan
 

(拉),
tree

 

peony
 

root
 

bark
　 毛茛科植物牡丹 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
 

的

干燥根皮。 切片生用或炒用。

19. 05. 02. 018　 白头翁　 Radix
 

Pulsatillae(拉),
Chinese

 

pulsatilla
 

root
　 毛茛科植物白头翁 Pulsatilla

 

chinensis
 

(Bge. )
 

Regel
 

的干燥根。 生用。

19. 05. 02. 019 　 玄 参 　 Radix
 

Scrophulariae
 

(拉),figwort
 

root
　 玄 参 科 植 物 玄 参 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Hemsl. 的干燥根。 切片生用。

19. 05. 02. 020 　 水牛角 　 Cornu
 

Bubali
 

(拉),
buffalo

 

horn
　 牛科动物水牛 Bubalus

 

bubalis
 

Linnaeus 的角。
镑片或锉成粗粉。

19. 05. 02. 021 　 黄连 　 Rhizoma
 

Coptidis
 

(拉),
golden

 

thread
　 毛茛科植物黄连 Coptis

 

chinensis
 

Franch. 、三角

叶黄连 Coptis
 

deltoidea
 

C.
 

Y.
 

Cheng
 

et
 

Hsiao.
 

或云连 Coptis
 

teeta
 

Wall.
 

的干燥根茎。 生用,
姜汁炒或酒炒用。

19. 05. 02. 022　 黄芩　 Radix
 

Scutellariae
 

(拉),
baical

 

skullcap
 

root

　 唇形科植物黄芩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
 

的干燥根。 切片生用或酒炒用。

19. 05. 02. 023　 黄柏　 Cortex
 

Phellodendri
 

(拉),
amur

 

cork-tree
　 芸香科植物黄檗 Phellodendron

 

amurense
 

Rupr.
 

或黄皮树 Phellodendron
 

chinense
 

Schneid.
 

的干

燥树皮。 前者习称关黄柏,后者习称川黄柏。
切丝生用或盐水炒用。

19. 05. 02. 024 　 龙胆 　 Radix
 

et
 

Rhizoma
 

Genti-
anae

 

(拉),Chinese
 

gentian
　 龙胆科植物龙胆 Gentiana

 

scabra
 

Bge. 、条叶龙

胆 Gentiana
 

manshurica
 

Kitag.
 

或三花龙胆

Gentiana
 

triflora
 

Pall.
 

的干燥根及根茎。 切段

生用。

19. 05. 02. 025　 苦参　 Radix
 

Sophorae
 

Flavescen-
tis

 

(拉),lightyellow
 

sophora
 

root
　 豆科植物苦参 Sophora

 

flavescens
 

Ait.
 

的干燥

根。 切片生用。

19. 05. 02. 026 　 秦皮　 Cortex
 

Fraxini
 

(拉),ash
 

bark
　 木犀科植物白蜡树 Fraxinus

 

chinensis
 

Roxb. 、
苦枥白蜡树 Fraxinus

 

rhynchophylla
 

Hance、宿
柱白蜡树 Fraxinus

 

stylosa
 

Lingelsh.
 

或尖叶白

蜡树 Fraxinus
 

szaboana
 

Lingelsh.
 

的干燥树皮。
切丝生用。

19. 05. 02. 027 　 金银花 　 Flos
 

Lonicerae
 

(拉),
honeysuckle

 

bud
 

and
 

flower
　 忍冬科植物忍冬 Lonicera

 

japonica
 

Thunb. 、红
腺忍冬 Lonicera

 

hypoglauca
 

Miq. 、山银花 Loni-
cera

 

confusa
 

DC.
 

或毛花柱忍冬 Lonicera
 

dasy-
styla

 

Rehd.
 

的干燥花蕾。 生用或炙用。

19. 05. 02. 028　 连翘　 Fructus
 

Forsythiae
 

(拉),
weeping

 

forsythia
 

capsule
　 木犀科植物连翘 Forsythia

 

suspensa
 

(Thunb. )
 

Vahl.
 

的干燥成熟果实。 生用。

19. 05. 02. 029　 紫花地丁　 Herba
 

Violae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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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
 

violet
 

herb
　 堇菜科植物紫花地丁 Viola

 

yedoensis
 

Makin.
 

的干燥或新鲜全草。 干用或鲜用。

19. 05. 02. 030　 蒲公英　 Herba
 

Taraxaci
 

(拉),
dandelion

　 菊科植物蒲公英 Taraxacum
 

mongolicum
 

Hand
-Mazz. 、碱地蒲公英 Taraxacum

 

sinicum
 

Kitag.
 

或同属数种植物的干燥全草。 生用。

19. 05. 02. 031 　 板蓝根 　 Radix
 

Isatidis
 

(拉),
isatis

 

root
　 十字花科植物菘蓝 Isatis

 

indigotica
 

Fort.
 

的干

燥根。 切片生用。

19. 05. 02. 032 　 香薷　 Herba
 

Moslae
 

(拉),hai-
chow

 

elsholtzia
 

herb
　 唇形科植物石香薷 Mosla

 

chinensis
 

Maxim.
 

的

干燥全草。 切段生用。

19. 05. 02. 033　 青蒿　 Herba
 

Artemisiae
 

Annuae
 

(拉),sweet
 

wormwood
 

herb
　 菊科植物青蒿 Artemisia

 

apiacea
 

Hance.
 

和黄

花蒿 Artemisia
 

annua
 

L.
 

的干燥茎叶。 切段生

用。

19. 05. 02. 034 　 大黄 　 Radix
 

et
 

Rhizoma
 

Rhei
 

(拉),rhubarb
　 蓼科植物药用大黄 Rheum

 

officinale
 

Baill. 、掌
叶大黄 Rheum

 

palmatum
 

L.
 

或唐古特大黄

Rheum
 

tanguticum
 

Maxim.
 

ex
 

Balf.
 

的干燥根

及根茎。 生用,或酒制、蒸熟、炒黑用。

19. 05. 02. 035　 芒硝　 Natrii
 

Sulfas
 

(拉),sodium
 

sulfate
　 硫酸盐类矿物芒硝族芒硝,经精制而成的结晶

体。 主含含水硫酸钠(Na2SO4 ·10H2O)。 煎

炼后结于盆底凝结成块者,称为朴硝;结于上

面的细芒如针者,称为芒硝。

19. 05. 02. 036 　 番泻叶　 Folium
 

Sennae
 

(拉),
senna

 

leaf
　 豆科植物狭叶番泻 Cassia

 

angustifolia
 

Vahl
 

或

尖叶番泻 Cassia
 

acutifolia
 

Delile 的干燥小叶。
生用。

19. 05. 02. 037 　 牵 牛 子 　 Semen
 

Pharbitids
 

(拉),pharbitids
 

seed
　 旋花科植物裂叶牵牛 Pharbitis

 

nil
 

(L. )
 

Choisy
或圆叶牵牛 Pharbitis

 

purpurea
 

(L. )
 

Voigt 的

干燥成熟种子,又称二丑或黑白丑。 生用。

19. 05. 02. 038　 神曲　 Massa
 

Medicata
 

Fermenta-
ta

 

(拉),medicated
 

leaven
　 为面粉和其他药物混合后经发酵而成的加工

品。 生用或炒至略具有焦香气味入药(名焦六

曲)。

19. 05. 02. 039 　 山楂 　 Fructus
 

Crataegi
 

(拉),
hawthorn

 

fruit
　 蔷薇科植物山楂 Crataegus

 

pinnatifida
 

Bge.
 

或

山里红 Crataegus
 

pinnatifida
 

Bge.
 

var.
 

major
 

N.
 

E.
 

Br. 的成熟干燥果实。 生用或炒用。

19. 05. 02. 040　 麦芽　 Fructus
 

Hordei
 

Germinatus
 

(拉),germinated
 

barley
　 禾本科植物大麦 Hordeum

 

vulgare
 

L.
 

的成熟果

实经发芽干燥而成。 生用或炒用。

19. 05. 02. 041　 半夏　 Rhizoma
 

Pinelliae
 

(拉),
pinellia

 

tuber
　 天南星科植物半夏 Pinellia

 

ternata
 

(Thunb. )
 

Breit.
 

的干燥块茎。 原药为生半夏,如用凉水

浸泡至口尝无麻辣感,晒干加白矾共煮透,取
出切片晾干者为清半夏;如与姜、矾共煮透,晾
干切片入药者为姜半夏;以浸泡至口尝无麻辣

感的半夏,与甘草煎汤泡石灰块的水混合液同

浸泡至内无白心者称法半夏。

19. 05. 02. 042 　 天南星 　 Rhizoma
 

Arisaematis
 

(拉),jackinthepulpit
 

tuber
　 天南 星 科 植 物 天 南 星 Arisaema

 

erubescens
 

(Wall. )
 

Schott、异叶天南星 Arisaema
 

hetero-
phyllum

 

Bl.
 

或东北天南星 Arisaema
 

amurense
 

Maxim.
 

的干燥块茎。 生用或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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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5. 02. 043　 贝母　 Bulbus
 

Fritillariae
 

Cirrho-
sae ( 拉), Bulbus

 

Fritillariae
 

Thunbergii
 

(拉), tendrilleaf
 

fritillary
 

bulb, thunberg
 

fritillary
 

bulb
　 百合科植物川贝母 Fritillaria

 

cirrhosa
 

D.
 

Don.
 

或浙贝母 Fritillaria
 

thunbergii
 

Miq.
 

的干燥鳞

茎,川贝母又称尖贝,浙贝母又称大贝。 原药

均生用。

19. 05. 02. 044 　 瓜蒌 　 Fructus
 

Trichosanthis
 

(拉),snakegourd
 

fruit
　 葫芦科植物栝楼 Trichosanthes

 

kirilowii
 

Maxim.
 

或双边栝楼 Trichosanthes
 

rosthornii
 

Harms.
 

的

干燥成熟果实。

19. 05. 02. 045 　 天花粉 　 Radix
 

Trichosanthis
 

(拉),snakegourd
 

root
　 葫芦科植物栝楼 Trichosanthes

 

kirilowii
 

Maxim.
 

或双边栝楼 Trichosanthes
 

rosthornii
 

Harms.
 

的

干燥根。 切片生用。

19. 05. 02. 046　 桔梗　 Radix
 

Platycodonis
 

(拉),
platycodon

 

root
　 桔 梗 科 植 物 桔 梗 Platycodon

 

grandiflorus
 

(Jacq. )
 

A.
 

DC.
 

的干燥根。 切片生用。

19. 05. 02. 047　 苦杏仁　 Semen
 

Armeniacae
 

Am-
arum

 

(拉),bitter
 

apricot
 

seed
　 蔷薇科植物山杏 Prunus

 

armeniaca
 

L.
 

var.
 

an-
su

 

Maxim. 、西伯利亚杏 Prunus
 

sibirica
 

L. 、东
北杏 Prunus

 

mandshurica
 

(Maxim. )
 

Koehne 或

杏 Prunus
 

armeniaca
 

L. 的干燥成熟种子。 除

去核壳和种仁皮尖,生用或炒用。

19. 05. 02. 048 　 紫菀 　 Radix
 

et
 

Rhizoma
 

Asaris
 

(拉),tatarian
 

aster
 

root
　 菊科植物紫菀 Aster

 

tataricus
 

L.
 

f.
 

的干燥根及

根茎。 生用或蜜炙用。

19. 05. 02. 049 　 款冬花 　 Flos
 

Farfarae
 

(拉),
common

 

coltsfoot
 

flower
　 菊科植物款冬 Tussilago

 

farfara
 

L.
 

的干燥花

蕾。 生用或蜜炙用。

19. 05. 02. 050　 百部　 Radix
 

Stemonae
 

(拉),ste-
mona

 

root
　 百部科植物蔓生百部 Stemona

 

japonica
 

(Bl. )
 

Miq. 、直立百部 Stemona
 

sessilifolia
 

( Miq. )
 

Miq.
 

或对叶百部 Stemona
 

tuberosa
 

Lour.
 

的干

燥块根。 生用或蜜炙用。

19. 05. 02. 051 　 附子 　 Radix
 

Aconiti
 

Lateralis
 

Preparata
 

(拉),prepared
 

common
 

monks-
hood

 

daughter
 

root
　 毛茛科植物乌头 Aconitum

 

carmichaeli
 

Debx.
 

的子根加工品。
  

19. 05. 02. 052　 肉桂　 Cortex
 

Cinnamomi
 

(拉),
cassia

 

bark
　 樟科植物肉桂 Cinnamomum

 

cassia
 

Presl 的干

燥树皮。 生用。

19. 05. 02. 053　 吴茱萸　 Fructus
 

Evodiae
 

(拉),
medicinal

 

evodia
 

fruit
　 芸香科植物吴茱萸 Evodia

 

rutaecarpa
 

(Juss. )
 

Benth. 、疏毛吴茱萸 Evodia
 

rutaecarpa
 

(Juss. )
 

Benth.
 

var.
 

bodinieri
 

(Dode. )
 

Huang 或石虎

Evodia
 

rutaecarpa
 

(Juss. )
 

Benth.
 

var.
 

officina-
lis

 

(Dode)
 

Huang.
 

的干燥近成熟果实。 生用

或炙用。

19. 05. 02. 054 　 小 茴 香 　 Fructus
 

Foeniculi
 

(拉),fennel
　 伞形科植物茴香 Foeniculum

 

vulgare
 

Mill.
 

的干

燥成熟果实。 生用或盐水炒用。

19. 05. 02. 055 　 艾叶 　 Folium
 

Artemisiae
 

Argyi
 

(拉),argy
 

wormwood
 

leaf
　 菊科植物艾 Artemisia

 

argyi
 

Levl.
 

et
 

Vant.
 

的

干燥叶。 生用、炒炭或揉绒。

19. 05. 02. 056 　 羌活 　 Rhizoma
 

et
 

Radix
 

No-
topterygii

 

(拉),incised
 

notopterygium
 

rhi-
zome

 

and
 

root
　 伞形科植物羌活 Notopterygium

 

incisum
 

Ting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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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
 

Chang 或宽叶羌活 Notopterygium
 

forbesii
 

Boiss.
 

的干燥根茎及根。 切片生用。

19. 05. 02. 057 　 独活 　 Radix
 

Angelicae
 

Pubes-
centis

 

(拉),doubleteeth
 

pubescent
 

angeli-
ca

 

root
　 伞形科植物重齿毛当归 Angelica

 

pubescens
 

Maxim.
 

f.
 

biserrata
 

Shan
 

et
 

Yuan 的干燥根。
切片生用。

19. 05. 02. 058　 威灵仙　 Radix
 

et
 

Rhizoma
 

Clem-
atidis

 

(拉),Chinese
 

clematis
 

root
　 毛茛科植物威灵仙 Clematis

 

chinensis
 

Osbeck、
棉团铁线莲 Clematis

 

hexapetala
 

Pall.
 

或东北

铁线莲 Clematis
 

manshurica
 

Rupr.
 

的干燥根及

根茎。

19. 05. 02. 059 　 秦艽 　 Radix
 

Gentianae
 

Macro-
phyllae

 

(拉),largeleaf
 

gentian
 

root
　 龙胆科植物秦艽 Gentiana

 

macrophylla
 

Pall. 、
麻花秦艽 Gentiana

 

straminea
 

Maxim. 、粗茎秦

艽 Gentiana
 

crassicaulis
 

Duthie
 

ex
 

Burk.
 

或小秦

艽 Gentiana
 

dahurica
 

Fisch.
 

的干燥根。 切片

生用。

19. 05. 02. 060　 茯苓　 Poria
 

(拉),indian
 

bread
　 多孔菌科真菌茯苓 Poria

 

cocos
 

(Schw. )
 

Wolf
的干燥菌核。 寄生于松树根。 其抱附松根而

生者,称为茯苓;抱附松根而生者,谓之茯神;
内部色白者,称白茯苓;色淡红者,称赤茯苓;
外皮称茯苓皮,均可供药用。 晒干切片生用。

19. 05. 02. 061 　 猪苓 　 Polyporus
 

Umbellatus
(拉),zhuling

　 多 孔 菌 科 真 菌 猪 苓 Polyporus
 

umbellatus
 

(Pers. )
 

Fries 的干燥菌核。 切片生用。

19. 05. 02. 062　 泽泻　 Rhizoma
 

Alismatis
 

(拉),
oriental

 

waterplantain
 

rhizome
　 泽泻科植物泽泻 Alisma

 

orientalis
 

(Sam. )
 

Juz-
ep.

 

的干燥块茎。 切片生用。

19. 05. 02. 063 　 车前子 　 Semen
 

Plantaginis
 

(拉),plantain
 

seed
　 车前科植物车前 Plantago

 

asiatica
 

L.
 

或平车

前 Plantago
 

depressa
 

Willd.
 

的干燥成熟种子。
生用或炒用。

19. 05. 02. 064　 滑石　 Talcum
 

(拉),talc
　 硅酸盐类矿物滑石族滑石。 主含含水硅酸镁

[Mg3(Si4O10)2·(OH)2 ]。 打碎成小块,水飞

或研细生用。

19. 05. 02. 065　 木通　 Caulis
 

Akebiae
 

(拉),ake-
bia

 

stem
　 马兜铃科植物东北马兜铃 Aristolochia

 

manshu-
riensis

 

Kom. (关木通)、毛茛科植物小木通

Clematis
 

armandii
 

Franch.
 

或其同属植物绣球

藤 Clematis
 

montana
 

Buch. -Ham.
 

的干燥藤茎。

19. 05. 02. 066　 茵陈　 Herba
 

Artemisiae
 

Scopari-
ae

 

(拉),virgate
 

wormwood
 

herb
　 菊科植物茵陈蒿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
 

或

滨蒿 Artemisia
 

scoparia
 

Waldst.
 

et
 

Kit. 的干燥

幼嫩茎叶。 晒干生用。

19. 05. 02. 067 　 薏苡仁 　 Semen
 

Coicis
 

(拉),
coix

 

seed
　 禾本科植物薏苡 Coix

 

lacryma-jobi
 

L.
 

var.
 

ma-
yuen

 

(Roman. )
 

Stapf.
 

的干燥成熟种仁。 生

用或炒用。

19. 05. 02. 068 　 金钱草 　 Herba
 

Lysimachiae
 

(拉),christina
 

loosestrife
　 报春花科植物过路黄 Lysimachia

 

christinae
 

Hance 的新鲜或干燥全草。 鲜用或晒干生用。

19. 05. 02. 069 　 海金沙 　 Spora
 

Lygodii
 

(拉),
Japanese

 

climbing
 

fern
 

spore
　 海金沙科植物海金沙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
 

Sw.
 

的干燥成熟孢子。 生用。

19. 05. 02. 070 　 石韦 　 Folium
 

Pyrrosiae
 

(拉),
shearers

 

pyrrosia
 

leaf
　 水龙骨 科 植 物 庐 山 石 韦 Pyrrosia

 

sheareri
 

(Bak. )
 

Ching、石韦 Pyrrosia
 

lingua
 

(Thun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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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well.
 

和 有 柄 石 韦 Pyrrosia
 

petiolosa
 

(Christ. )
 

Ching.
 

的干燥叶或全草。 切片生用

或炙用。

19. 05. 02. 071　 萹蓄　 Herba
 

Polygoni
 

Avicularis
 

(拉),common
 

knotgrass
 

herb
　 蓼科植物萹蓄 Polygonum

 

aviculare
 

L.
 

的干燥

地上部分。 切碎生用。

19. 05. 02. 072 　 藿香 　 Herba
 

Agastachis
 

Rugo-
sae / Herba

 

Pogostemonis
 

( 拉), wrinkled
 

gianthyssop / cablin
 

patchouli
 

herb
　 唇形花科植物藿香 Agastache

 

rugosa
 

(Fisch.
 

et
 

Mey. )
 

O.
 

Ktze. 或广藿香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
 

的干燥茎叶。 晒干切碎生

用。

19. 05. 02. 073 　 苍术 　 Rhizoma
 

Atractylodis
 

(拉),atractylodes
 

rhizome
　 菊科植物茅苍术 Atractylodes

 

lancea
 

(Thunb. )
 

DC.
 

或北苍术 Atractylodes
 

chinensis
 

( DC. )
 

Koidz.
 

的干燥根茎。 晒干,烧去毛,切片生用

或炒用。

19. 05. 02. 074　 白豆蔻　 Amomum
 

Cardamomum
 

(拉),round
 

cardamom
 

seed
　 姜科植物白豆蔻 Amomum

 

kravanh
 

Pierre
 

ex
 

Gagnep.
 

的干燥果实。 研碎生用或炒用。

19. 05. 02. 075 　 草豆蔻 　 Semen
 

Alpiniae
 

Kat-
sumadai

 

(拉),katsumada
 

galangal
 

seed
　 姜科植物草豆蔻 Alpinia

 

katsumadai
 

Hayata.
 

的干燥近成熟种子。 打碎生用。

19. 05. 02. 076　 陈皮　 Pericarpium
 

Citri
 

Reticu-
latae

 

(拉),dried
 

tangerine
 

peel
　 芸香科植物橘 Citrus

 

reticulata
 

Blanco 及其栽

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 生用或炒用。

19. 05. 02. 077　 青皮　 Pericarpium
 

Citri
 

Reticu-
latae

 

Viride
 

(拉),green
 

tangerine
 

peel
　 芸香科植物橘 Citrus

 

reticulata
 

Blanco 及其栽

培变种的干燥幼果或未成熟果实的果皮。 切

片生用或炒用。

19. 05. 02. 078　 木香　 Radix
 

Aucklandiae
 

(拉),
common

 

aucklandia
 

root
　 菊科植物木香 Aucklandia

 

lappa
 

Decne.
 

的干

燥根。 切片生用。

19. 05. 02. 079　 厚朴　 Cortex
 

Magnoliae
 

Officina-
lis

 

(拉),officinal
 

magnolia
 

bark
　 木兰科植物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
 

或凹叶厚朴Magnolia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
 

var.
 

biloba
 

Rehd.
 

et
 

Wils.
 

的干燥干皮、
根皮或枝皮。 切片生用或制用。

19. 05. 02. 080 　 乌药 　 Radix
 

Linderae
 

(拉),
combined

 

spicebush
 

root
　 樟科植物乌药 Lindera

 

aggregata
 

(Sims)
 

Kos-
term.

 

的干燥块根。 切片生用。

19. 05. 02. 081　 枳实　 Fructus
 

Aurantii
 

Immatu-
rus

 

(拉),immature
 

orange
 

fruit
　 芸香科植物酸橙 Citrus

 

aurantium
 

L.
 

及其栽培

变种或甜橙 Citrus
 

sinensis
 

Osbeck 的干燥幼

果。 切片晒干生用、清炒、麸炒及酒炒用。

19. 05. 02. 082　 槟榔　 Semen
 

Arecae
 

(拉),areca
 

seed
　 棕榈科植物槟榔 Areca

 

catechu
 

L.
 

的干燥成熟

种子。 又称玉片或大白。 切片生用或炒用。

19. 05. 02. 083　 川芎　 Rhizoma
 

Ligustici
 

Chuanx-
iong

 

(拉),Sichun
 

lovage
 

rhizome
　 伞形科植物川芎 Ligusticum

 

chuanxiong
 

Hort.
 

的干燥根茎。 切片生用或炒用。

19. 05. 02. 084　 丹参　 Radix
 

et
 

Rhizoma
 

Salviae
 

Miltiorrhizae
 

(拉),danshen
 

root
　 唇形科植物丹参 Salvia

 

miltiorrhiza
 

Bge.
 

的干

燥根及根茎。 切片生用。

19. 05. 02. 085 　 益母草 　 Herba
 

Leonuri
 

(拉),
motherwort

 

herb
　 唇形科植物益母草 Leonurus

 

japonicus
 

Hou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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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鲜或干燥全草。 切碎生用。

19. 05. 02. 086 　 桃仁 　 Semen
 

Persicae
 

(拉),
peach

 

seed
　 蔷薇科植物桃 Prunus

 

persica
 

(L. )
 

Batsch.
 

或

山桃 Prunus
 

davidiana
 

( Carr. )
 

Franch.
 

的干

燥成熟种子。 去果肉及核壳,生用或捣碎用。

19. 05. 02. 087　 红花　 Flos
 

Carthami
 

(拉),saf-
flower

　 菊科植物红花 Carthamus
 

tinctorius
 

L.
 

的干燥

花。 生用。

19. 05. 02. 088　 牛膝　 Radix
 

Achyranthis
 

Bident-
atae

 

(拉),twotoothed
 

achyranthes
 

root
　 苋科植物牛膝 Achyranthes

 

bidentata
 

Bl.
 

或川

牛膝 Cyathula
 

officinalis
 

Kuan 的干燥根。 前者

习称怀牛膝,后者习称川牛膝。 切片生用。

19. 05. 02. 089 　 王不留行 　 Semen
 

Vaccariae
 

(拉),cowherb
 

seed
　 石竹科植物麦蓝菜 Vaccaria

 

segetalis
 

(Neck. )
 

Garcke 的干燥成熟种子。 生用或炒用。

19. 05. 02. 090 　 赤芍 　 Radix
 

Paeoniae
 

Rubra
 

(拉),peony
 

root
　 毛茛科植物芍药 Paeonia

 

lactiflora
 

Pall.
 

或川

赤芍 Paeonia
 

veitchii
 

Lynch. 的干燥根。 切段

生用。

19. 05. 02. 091 　 乳香 　 Olibanum
 

(拉),frankin-
cense

　 橄榄科植物鲍达乳香树 Boswellia
 

bhaw-daji-
ana

 

Birdw. 、 卡 氏 乳 香 树 Boswellia
 

carterii
 

Birdw.
 

或 野 乳 香 树 Boswellia
 

neglecta
 

M.
 

Moore.
 

切伤皮部所采得的油胶树脂。 去油用

或制用。

19. 05. 02. 092　 没药　 Myrrha
 

(拉),myrrh
　 橄榄科植物没药 Commiphora

 

myrrha
 

Engl.
 

或

其他同属植物茎干皮部渗出的油胶树脂。 炒

或炙后打碎用。

19. 05. 02. 093 　 延胡索 　 Rhizoma
 

Corydalis
 

(拉),yanhusuo
　 罂粟科植物延胡索 Corydalis

 

yanhusuo
 

W.
 

T.
 

Wang 的干燥块茎。 又称玄胡或元胡。 醋炒捣

碎用。

19. 05. 02. 094 　 郁金 　 Radix
 

Curcumae
 

(拉),
turmeric

 

root-tuber
　 姜科植物温郁金 Curcuma

 

wenyujin
 

Y.
 

H.
 

Chen
 

et
 

C.
 

Ling、姜黄 Curcuma
 

longa
 

L. 、广西

莪术 Curcuma
 

kwangsiensis
 

S.
 

G. Lee
 

et
 

C. F.
 

Liang 或蓬莪术 Curcuma
 

phaeocaulis
 

Val.
 

的干

燥块根。 前二者分别习称温郁金和黄丝郁金,
其余按性状不同,习称桂郁金或绿丝郁金。 切

片生用。

19. 05. 02. 095 　 白及 　 Rhizoma
 

Bletillae
 

(拉),
common

 

bletilla
 

tuber
　 兰科植物白及 Bletilla

 

striata
 

(Thunb. ex
 

Mur-
ray)

 

Reichb.
 

F.
 

的干燥块茎。 打碎或切片生

用。

19. 05. 02. 096　 蒲黄　 Pollen
 

Typhae
 

(拉),cat-
tail

 

pollen
　 香蒲科植物水烛香蒲 Typha

 

angustifolia
 

L. 、东
方香蒲 Typha

 

orientalis
 

Presl 或同属植物的干

燥花粉,又称香蒲。 炒用或生用。

19. 05. 02. 097 　 大蓟 　 Herba
 

Cirsii
 

Japonici
 

(拉),Japanese
 

thistle
 

herb
 

or
 

root
　 菊科植物蓟 Cirsium

 

japonicum
  

Fisch.
 

ex
 

DC.
 

的干燥地上部分或根。 生用或炒炭用。

19. 05. 02. 098 　 小蓟 　 Herba
 

Cirsii
 

(拉),field
 

thistle
 

herb
　 菊科植物小蓟 Cirsium

 

setosum
 

(Willd. )
 

MB.
 

的干燥地上部分。 生用或炒炭用。

19. 05. 02. 099　 槐花　 Flos
 

Sophorae
 

(拉),pago-
datree

 

flower
　 豆科植物槐 Sophora

 

japonica
 

L.
 

的干燥花及花

蕾。 生用或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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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5. 02. 100 　 血竭 　
 

Resina
 

Draconis
 

(拉),
dragons

 

blood
　 棕榈科植物麒麟竭 Daemonorops

 

draco
 

Bl.
 

及

同属植物的果实和树干渗出的树脂加工制成。
捣碎研末用。

19. 05. 02. 101 　 乌梅 　 Fructus
 

Mume
 

( 拉),
smoked

 

plum
　 蔷薇科植物梅 mume

 

Sieb. 的干燥近成熟果实

的加工熏制品。 打碎生用。

19. 05. 02. 102 　 肉 豆 蔻 　 Semen
 

Myristicae
 

(拉),nutmeg
　 肉豆蔻科植物肉豆蔻 Myristica

 

fragrans
 

Houtt.
 

的干燥种仁。 又称肉果。 煨用。 主产于印度

尼西亚、西印度洋群岛和马来半岛等地。

19. 05. 02. 103 　 五味子 　 Fructus
 

Schisandrae
 

Chinensis
 

(拉),Chinese
 

magnoliavine
 

fruit
　 木 兰 科 植 物 五 味 子 Schisandra

 

chinensis
 

( Turcz. )
 

Baill.
 

和 南 五 味 子 Schisandra
 

sphenanthera
 

Rehd.
 

et
 

Wils.
 

的干燥成熟果

实。 生用或经醋、蜜等拌蒸晒干。

19. 05. 02. 104　 牡蛎　 Concha
 

Ostreae
 

(拉),oys-
ter

 

shell
　 牡蛎科动物长牡蛎 Ostrea

 

gigas
 

Thunberg、近
江牡蛎 Ostrea

 

rivularis
 

Gould 或大连湾牡蛎

Ostrea
 

talienwhanensis
 

Crosse 的贝壳。 生用或

煨用。

19. 05. 02. 105　 人参　 Radix
 

Ginseng
 

(拉),Gin-
seng

　 五加科植物人参 Panax
 

ginseng
 

C.
 

A.
 

Mey.
 

的干燥根。 野生者称山参,栽培者称园参。 园

参经晒干或烘干,称生晒参;山参经晒干,称生

晒山参。 生用。

19. 05. 02. 106　 党参　 Radix
 

Codonopsis
 

(拉),
tangshen

　 桔梗科植物党参 Codonopsis
 

pilosula
 

(Franch. )
 

Nannf. 、素花党参 Codonopsis
 

pilosula
 

Nannf.
 

var.
 

modesta
 

(Nannf. )
 

L.
 

T.
 

Shen 或川党参

Codonopsis
 

tangshen
 

Oliv.
 

的干燥根。 生用或

蜜炙用。 野生者称野台党,栽培者称潞党参。

19. 05. 02. 107 　 黄芪 　 Radix
 

Astragali
 

(拉),
milkvetch

 

root
　 豆科植物膜荚黄芪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Fisch. )
 

Bge.
 

或蒙古黄芪 Astragalus
 

membra-
naceus

 

( Fisch. )
 

Bge.
 

var.
 

mongholicus
 

(Bge. )
 

Hsiao 的干燥根。 生用或蜜炙用。

19. 05. 02. 108 　 山 药 　 Rhizoma
 

Dioscoreae
 

(拉),common
 

yam
 

rhizome
　 薯蓣科植物薯蓣 Dioscorea

 

opposita
 

Thunb.
 

的

干燥块茎。 切片生用或炒用。

19. 05. 02. 109　 白术　 Rhizoma
 

Atractylodis
 

Mac-
rocephalae

 

( 拉 ), largehead
 

atractylodes
 

rhizome
　 菊科植物白术 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Koidz.
 

的干燥根茎。 切片生用或炒用。

19. 05. 02. 110　 甘草　 Radix
 

et
 

Rhizoma
 

Glycyr-
rhizae

 

(拉),liquorice
 

root
　 豆科植物甘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 、胀
果甘草 Glycyrrhiza

 

inflata
 

Bat.
 

或光果甘草

Glycyrrhiza
 

glabra
 

L.
 

的干燥根及根茎。 切片

生用或炙用。

19. 05. 02. 111 　 当归　 Radix
 

Angelicae
 

Sinensis
 

(拉),Chinese
 

angelica
　 伞形科植物当归 Angelica

 

sinensis
 

( Oliv. )
 

Diels 的干燥根。 切片生用或酒炒用。

19. 05. 02. 112 　 白芍 　 Radix
 

Paeoniae
 

Alba
 

(拉),white
 

peony
 

root
　 毛茛科植物芍药 Paeonia

 

lactiflora
 

Pall.
 

的干

燥根。 切片生用或炒用。

19. 05. 02. 113 　 阿胶 　 Colla
 

Corii
 

Asini
 

(拉),
donkey-hide

 

glue
　 马科动物驴 Equus

 

asinus
 

L.
 

的皮熬煮加工而

成的胶块。 溶化冲服或炒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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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5. 02. 114　 熟地黄　 Radix
 

Rehmanniae
 

Pra-
eparata

 

(拉),prepared
 

rehmannia
 

root
　 玄参科植物地黄 Rehmannia

 

glutinosa
 

Libosch.
的块根,经加工炮制而成。 切片用。

19. 05. 02. 115　 何首乌　 Radix
 

Polygoni
 

Multiflo-
ri

 

(拉),fleeceflower
 

root
　 蓼 科 植 物 何 首 乌 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
 

的干燥块根。 生用或制用。 晒干未经

炮制的为生首乌,加黑豆汁反复蒸晒而成为

制首乌。

19. 05. 02. 116　 巴戟天　 Radix
 

Morindae
 

Offici-
nalis

 

(拉),morinda
 

root
　 茜草科植物巴戟天Morinda

 

officinalis
 

How.
 

的

干燥根。 生用或盐炒用。

19. 05. 02. 117 　 肉 苁 蓉 　 Herba
 

Cistanches
 

(拉),desertliving
 

cistanche
　 列当科植物肉苁蓉 Cistanche

 

deserticola
 

Y.
 

C.
 

Ma.
 

的干燥带鳞叶的肉质茎,用盐水浸渍,称
咸苁蓉;再以清水漂洗,蒸熟晒干,称淡苁蓉;
或切片生用。

19. 05. 02. 118　 淫羊藿　 Herba
 

Epimedii
 

(拉),
epimedium

 

herb
　 小檗科植物淫羊藿 Epimedium

 

brevicornu
 

Max-
im.

 

、箭叶淫羊藿 Epimedium
 

sagittatum
 

(Sieb.
 

et
 

Zucc. )
 

Maxim. 、柔毛淫羊藿 Epimedium
 

pu-
bescens

 

Maxim. 、巫山淫羊藿 Epimedium
 

wush-
anense

 

T.
 

S.
 

Ying、朝鲜淫羊藿 Epimedium
 

ko-
reanum

 

Nakai.
 

的干燥茎叶。 切段生用。

19. 05. 02. 119 　 补骨脂 　 Fructus
 

Psoraleae
 

(拉),malaytea
 

scurfpea
 

fruit
　 豆科植物补骨脂 Psoralea

 

corylifolia
 

L.
 

的干燥

成熟果实,又称破故纸。 生用或盐水炒用。

19. 05. 02. 120　 续断　 Radix
 

Dipsaci
 

(拉),hima-
layan

 

teasel
 

root
　 川续断科植物川续断 Dipsacus

 

asperoides
 

C.
 

Y.
 

Cheng
 

et
 

T.
 

M.
 

Ai.
 

的干燥根。 生用、酒炒

或盐炒用。

19. 05. 02. 121　 蛤蚧　 Gecko
 

(拉),tokay
 

gecko
　 壁虎科动物蛤蚧 Gekko

 

gecko
 

Linnaeus 除去内

脏的干燥体。

19. 05. 02. 122　 沙参　 Radix
 

Adenophorae(拉),
Radix

 

Glehniae
 

littoralis
 

(拉),fourleaf
 

la-
dybell

 

root
 

,coastal
 

glehnia
 

root
　 桔梗科植物轮叶沙参 Adenophora

 

tetraphylla
 

(Thunb. )
 

Fisch. 、沙参 Adenophora
 

stricta
 

Miq.
 

或伞形科植物珊瑚菜 Glehnia
 

littoralis
 

F.
 

Schm.
 

ex
 

Miq.
 

等的干燥根。 前两种习称南沙

参,后者习称北沙参。 切片生用。

19. 05. 02. 123　 天冬　 Radix
 

Asparagi
 

(拉),co-
chinchinese

 

asparagus
 

root
　 百合科植物天门冬 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
 

(Lour. )
 

Merr.
 

的干燥块根。 生用或酒蒸用。

19. 05. 02. 124 　 麦 冬 　 Radix
 

Ophiopogonis
 

(拉),dwarf
 

lilyturf
 

tuber
　 百 合 科 植 物 麦 冬 Ophiopogon

 

japonicus
 

(Thunb. )
 

Ker-Gawl.
 

的干燥块根。 生用。

19. 05. 02. 125 　 百合 　 Bulbus
 

Lilii
 

(拉), lily
 

bulb
　 百合科植物百合 Lilium

 

brownii
 

F.
 

E.
 

Brown
 

var.
 

viridulum
 

Baker、细叶百合 Lilium
 

pumilum
 

DC.
 

或卷丹 Lilium
 

lancifolium
 

Thunb.
 

的干燥

肉质鳞叶。 生用或蜜炙用。

19. 05. 02. 126 　 鳖甲　 Carapax
 

Trionycis
 

(拉),
turtle

 

shell
　 鳖科动物鳖 Trionyx

 

sinensis
 

Wiegmann 的背

甲。 生用或炒后浸醋用。

19. 05. 02. 127 　 枸杞子 　 Fructus
 

Lycii
 

(拉),
barbary

 

wolfberry
 

fruit
　 茄科植物宁夏枸杞 Lycium

 

barbarum
 

L.
 

的干

燥成熟果实。 生用。

19. 05. 02. 128　 山茱萸　 Fructus
 

Corni
 

(拉),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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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c
 

cornelian
 

cherry
 

fruit
　 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 Cornus

 

officinalis
 

Sieb.
 

et
 

Zucc.
 

的干燥成熟果肉。 生用或熟用。

19. 05. 02. 129 　 石决明 　 Concha
 

Haliotidis
 

(拉),sea
 

ear
 

shell
　 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 Cornus

 

officinalis
 

Sieb.
 

et
 

Zucc.
 

的干燥成熟果肉。 生用或熟用。

19. 05. 02. 130 　 决明子 　 Semen
 

Cassiae
 

(拉),
cassia

 

seed
　 豆科植物决明 Cassia

 

obtusifolia
 

L.
 

或小决明

Cassia
 

tora
 

L.
 

的干燥成熟种子。 生用或炒用。

19. 05. 02. 131　 天麻　 Rhizoma
 

Gastrodiae
 

(拉),
tall

 

gastrodia
 

tuber
　 兰科植物天麻 Gastrodia

 

elata
 

Bl.
 

的干燥块

茎。 生用。

19. 05. 02. 132 　 钩藤 　 Ramulus
 

Uncariae
 

Cum
 

Uncis
 

(拉),gambir
 

plant
 

nod
　 兰科植物天麻 Gastrodia

 

elata
 

Bl.
 

的干燥块

茎。 生用。

19. 05. 02. 133　 全蝎　 Scorpio
 

(拉),scorpion
　 钳蝎科动物东亚钳蝎 Buthus

 

martensii
 

Karsch
的干燥体,又称全虫。 生用、酒洗用或制用。

19. 05. 02. 134　 蜈蚣　 Scolopendra
 

(拉),centi-
pede

　 为蜈蚣科少棘巨蜈蚣 Scolopendra
 

subspinipes
 

multilans
 

L.
 

Koch.
 

的干燥体。 生用或微炒

用。

19. 05. 02. 135　 朱砂　 Cinnabaris
 

(拉),cinnabar
　 硫化物类矿物辰砂族辰砂, 主含硫化汞

(HgS),又称丹砂。 研末或水飞用。

19. 05. 02. 136　 酸枣仁　 Semen
 

Ziziphi
 

Spinosae
 

(拉),spine
 

date
 

seed
　 鼠李科植物酸枣 Zizyphus

 

jujuba
 

Mill.
 

var.
 

spi-
nosus

 

(Bunge. )
 

Hu
 

ex
 

H.
 

F.
 

Chou 的干燥成

熟种子。 生用或炒用。

19. 05. 02. 137　 柏子仁　 Semen
 

Platycladi
 

(拉),
Chinese

 

arborvitae
 

kernel
　 柏 科 植 物 侧 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
 

( L. )
 

Franco 的干燥成熟种仁。 生用。

19. 05. 02. 138 　 远志 　 Radix
 

Polygalae
 

(拉),
thinleaf

 

milkwort
 

root
　 远志科植物远志 Polygala

 

tenuifolia
 

Willd.
 

或

卵叶远志 Polygala
 

sibirica
 

L.
 

的根或根皮。 生

用或炙用。

19. 05. 02. 139　 皂角　 Fructus
 

Gleditsiae
 

(拉),
Chinese

 

honeylocust
 

fruit
　 豆科植物皂荚 Gleditsia

 

sinensis
 

Lam.
 

的干燥

成熟果实。 打碎生用。

19. 05. 02. 140 　 使君子 　 Fructus
 

Quisqualis
 

(拉),rangooncreeper
 

fruit
　 使君子科植物使君子 Quisqualis

 

indica
 

L.
 

的

干燥成熟果实。 打碎生用或去壳取仁炒用。

19. 05. 02. 141　 贯众　 Rhizoma
 

Dryopteris
 

Cras-
sirhizomae

 

(拉),male
 

fern
 

rhizome,Japa-
nese

 

flowering
 

fern
 

rhizome
　 鳞毛蕨科植物粗茎毛蕨Dryopteris

 

crassirhizoma
 

Nakai.
 

的干燥根茎及叶柄残基。 又称绵马贯

众。

19. 05. 02. 142　 常山　 Radix
 

Dichroae
 

(拉),an-
tifeverile

 

dichroa
 

root
　 虎耳草科植物常山 Dichroa

 

febrifuga
 

Lour.
 

的

干燥根。 晒干切片,生用或酒炒用。

19. 05. 02. 143 　 冰片 　 Borneolum
 

Syntheticum
 

(拉),borneol
　 又称 “ 合成龙脑”。 系由菊科植物大风艾

Blumea
 

balsamifera
 

(L. )
 

DC.
 

的鲜叶经蒸馏、
冷却所得的结晶品,或以松节油、樟脑为原料

化学方法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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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6　 方　 剂　 学

19. 06. 01　 总　 　 论

19. 06. 01. 001　 方剂　 prescription
　 由单味或若干味药物按一定配伍原则和调剂

方法制成的药剂。

19. 06. 01. 002　 君药　 sovereign
 

drug
　 又称“主药”。 方剂中针对病因或主证起主要

治疗作用的药物。

19. 06. 01. 003　 臣药　 minister
 

drug
　 又称“辅药”。 方剂中辅助君药,以加强治疗

作用的药物。

19. 06. 01. 004　 佐药　 assistant
 

drug
　 方剂中协助君药、臣药以治疗兼证与次要症

状,或制约君药、臣药的毒性与烈性,或用作反

佐的药物的统称。

19. 06. 01. 005　 使药　 envoy
 

drug
　 方剂中具有调和诸药作用,或引导诸药直达病

所的药物的统称。

19. 06. 01. 006　 调和药　 harmonizing
 

drug
　 使方剂中药性不同的药物趋于协同作用的使

药。

19. 06. 01. 007　 引经药　 channel
 

ushering
 

drug
　 能引导方剂中诸药直达病所的使药。

19. 06. 02　 剂　 　 型

19. 06. 02. 001　 剂型　 preparation
　 将原料药加工制成适合于医疗或预防应用的

形式。

19. 06. 02. 002　 散剂　 powder
　 将一种或多种药材或药材提取物经粉碎、均匀

混合制成的粉末状制剂。

19. 06. 02. 003　 汤剂　 decoction
　 又称“煎剂”。 将一味或多味中药的饮片或粗

粒加水煎煮或浸泡,去渣取汁灌服的液体制

剂。

19. 06. 02. 004　 丸剂　 pill
　 将药材细粉或药材提取物加适宜的黏合剂或

其他辅料制成球形或类球形制剂的统称。

19. 06. 02. 005　 丹剂　 pellet
 

elixir,dan
　 一般指用含有水银、硝石、白矾、硫黄、雄黄等

多种矿物药经加热或熔合方法制成的剂量小、
作用强的一类制剂。

19. 06. 02. 006　 流浸膏　 liquid
 

extract

　 将药材用适宜的溶剂提取,蒸去部分溶剂,调
整至规定浓度而制成的制剂。

19. 06. 02. 007　 浸膏　 extract
　 将药材用适宜的溶剂提取,蒸去全部溶剂,调

整至规定浓度而制成的制剂。

19. 06. 02. 008　 软膏　 ointment
　 将药物、药材细粉或药材提取物与适宜基质均

匀混合制成的半固体外用制剂。

19. 06. 02. 009　 锭剂　 lozenge
　 将药材细粉或提取物与适宜黏合剂(或利用药

材本身的黏性)制成不同形状的固体制剂。

19. 06. 02. 010　 酊剂　 tincture
　 将药材用规定浓度的乙醇提取或溶解而制成

的澄清液体制剂,也可用流浸膏稀释制成。

19. 06. 02. 011　 片剂　 tablet
　 将药材提取物、药材提取物加药材细粉或药材

细粉与适宜辅料混匀压制而成的圆片状或异

形片状的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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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6. 02. 012　 颗粒剂　 granule
　 将药材提取物与适宜的辅料或药材细粉均匀

混合制成的具有一定粒度的颗粒状制剂。

19. 06. 02. 013　 合剂　 mixture
　 又称“口服液”。 将药材用水或其他溶剂,采

用适宜的方法提取、纯化、浓缩制成的内服液

体制剂。

19. 06. 02. 014　 注射剂　 injection
　 用药材中提取、纯化的有效物质制成的可供注

入动物体内的灭菌溶液或乳状液,以及供临用

前配成溶液的无菌粉末或浓溶液制剂。

19. 06. 03　 方
 

剂
 

分
 

类

19. 06. 03. 001　 解表方　 superficies-relieving
 

for-
mula

　 以解表药为主配伍组成,具有发汗解表等作

用,用以解除表证的一类方剂。

19. 06. 03. 002　 清热方　 heat-clearing
 

formula
　 以清热药为主配伍组成,具有清热、泻火、凉

血、解毒、解暑、清虚热等作用,用以治疗里热

证的一类方剂。

19. 06. 03. 003　 泻下方　 purgative
 

formula
　 以泻下药为主配伍组成,具有通导大便、排除

胃肠积滞、荡涤实热、攻逐水饮等作用,用于治

疗里实证的一类方剂。

19. 06. 03. 004　 消导方　 digestive
 

formula
　 以消导药为主配伍组成,具有消食化积、醒脾

开胃等功能,治疗食积、气滞、血瘀病证的一类

方剂。

19. 06. 03. 005　 和解方　 mediating
 

formula
　 以疏通调和药为主配伍组成,具有和解表里、

调畅气机的作用,用于治疗少阳病或肝脾不和

等病证的一类方剂。

19. 06. 03. 006 　 化痰止咳平喘方 　 formula
 

for
 

expelling
 

phlegm
 

and
 

relieving
 

cough
 

and
 

asthma
　 以化痰、止咳、平喘药为主配伍组成,具有消除

痰涎、缓解或制止咳喘的作用,用于治疗肺经

疾病的一类方剂。

19. 06. 03. 007　 温里方　 warming
 

interior
 

formula
　 以温热药为主配伍组成,具有温中散寒、回阳

救逆、温经通脉等作用,用于治疗里寒证的一

类方剂。

19. 06. 03. 008　 祛湿方　 desiccating
 

formula
　 以祛湿药物为主配伍组成,具有化湿利水、祛

风除湿等作用,治疗水湿和风湿病证的一类方

剂。

19. 06. 03. 009　 理气方　 formula
 

for
 

regulating
 

Qi
　 以理气药为主组成,具有调理气分、舒畅气机、

消除气滞、气逆作用,用于治疗各种气分病证

的一类方剂。

19. 06. 03. 010 　 理血方 　 formula
 

for
 

regulating
 

blood
　 以理血药为主配伍组成,具有活血调血或止血

等作用,用于治疗血瘀或出血证的一类方剂。

19. 06. 03. 011　 固涩方　 astringent
 

formula
　 以固涩药为主配伍组成,具有收敛固涩作用,

用于治疗气、血、精、津液耗散滑脱等证的一类

方剂。

19. 06. 03. 012　 补虚方　 tonic
 

formula
　 以补益药为主配伍组成,具有补益畜体气、血、

阴、阳不足和扶助正气,用于治疗各种虚证的

一类方剂。

19. 06. 03. 013　 祛风方　 formula
 

for
 

wind
 

disor-
der

　 以辛散祛风或滋阴潜阳、清热平肝药为主配伍

组成,具有疏散外风和平熄内风作用,用于治

疗风证的一类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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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6. 03. 014　 安神方　 sedative
 

formula
　 以养心安神药为主配伍组成,具有重镇安神功

能,用于治疗惊悸、神昏不安等证的一类方剂。

19. 06. 03. 015　 开窍方　 formula
 

for
 

resuscitation
　 以芳香走窜、醒脑开窍药为主配伍组成,具有

通关开窍醒神作用,用于治疗窍闭神昏、气滞

痰闭等证的一类方剂。

19. 06. 03. 016　 驱虫方　 antihelmintic
 

formula
　 以驱虫药为主配伍组成,具有驱除和杀灭寄生

虫的作用,用于治疗畜禽体内外寄生虫病的一

类方剂。

19. 06. 03. 017　 外用方　 formula
 

for
 

external
 

use
　 以外用药为主配伍组成,能够直接作用于病变

局部,具有清热凉血、消肿止痛、化腐拔毒、排
脓生肌、接骨续筋和体外杀虫止痒等功效的一

类方剂。

19. 06. 03. 018 　 饲料添加方 　 formula
 

for
 

feed
 

additive
　 饲料添加方,是以饲料添加剂的方式,通过添

加于饲料中给药的一类方剂。

19. 06. 04　 方　 　 剂

19. 06. 04. 001　 麻黄汤　 mahuang
 

decoction
　 《伤寒论》方。 组成:麻黄(去节),桂枝,杏仁,

炙甘草。 水煎或为细末稍煎,候温灌服。 发汗

解表,宣肺平喘。 主治外感风寒表实证。

19. 06. 04. 002　 桂枝汤　 guizhi
 

decoction
　 《伤寒论》方。 组成:桂枝,白芍,炙甘草,生姜,

大枣。 水煎,候温灌服;或为细末,稍煎,候温

灌服。 解肌发表,调和营卫。 主治外感风寒表

虚证。

19. 06. 04. 003 　 荆防败毒散 　 jingfang
 

baidu
 

powder
　 《摄生众妙方》方。 组成:荆芥,防风,羌活,独

活,柴胡,前胡,桔梗,枳壳,茯苓,甘草,川芎。
为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或煎汤灌服。 发汗

解表,散寒除湿。 主治外感挟湿的表寒证。

19. 06. 04. 004　 银翘散　 yinqiao
 

powder
　 《温病条辨》方。 组成:银花,连翘,淡豆豉,桔

梗,荆芥,淡竹叶,薄荷,牛蒡子,芦根,甘草。
为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或煎汤服。 辛凉解

表,清热解毒。 主治外感风热或温病初起。

19. 06. 04. 005　 白虎汤　 baihu
 

decoction
　 《伤寒论》方。 组成:石膏,知母,甘草,粳米。

水煎至米熟汤成,去渣,候温灌服。 清热生津。
主治阳明经证或气分热盛。

19. 06. 04. 006　 清营汤　 qingying
 

decoction
　 《温病条辨》方。 组成:犀角,生地,玄参,竹叶

心,银花,连翘,黄连,丹参,麦冬。 为末,开水

冲调,候凉灌服,或水煎服。 清营解毒,透热养

阴。 主治热邪初入营分。

19. 06. 04. 007　 犀角地黄汤　 xijiao
 

dihuang
 

de-
coction

　 《千金方》方。 组成:犀角,生地,白芍,丹皮。
为末,开水冲调,候凉灌服,或水煎服。 清热解

毒,凉血散瘀。 主治温热病之血分证或热入血

分证。

19. 06. 04. 008　 黄连解毒汤　 huanglian
 

jiedu
 

de-
coction

　 《外台秘要》方。 组成:黄连,黄芩,黄柏,栀子。
为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或煎汤服。 泻火解

毒。 主治三焦热盛或疮疡肿毒。

19. 06. 04. 009　 清瘟败毒饮　 qingwen
 

baidu
 

de-
coction

　 《疫疹一得》方。 组成:石膏,知母,犀角,生地,
丹皮,玄参,赤芍,黄连,栀子,黄芩,连翘,桔
梗,竹叶,甘草。 为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或
煎汤服。 清气凉血,泻下解毒。 主治热毒炽

盛,气血两燔。

19. 06. 04. 010　 消黄散　 xiaohuang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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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知母,浙贝母,黄芩,
连翘,黄连,大黄,栀子,芒硝,黄药子,白药子,
郁金,甘草。 煎汤或为末,开水冲调,候温加蜂

蜜 120g、鸡蛋清 4 个,同调灌服。 清热泻火,凉
血解毒。 主治三焦热盛、热毒、黄肿。

19. 06. 04. 011 　 真人活命饮 　 zhenren
 

huoming
 

decoction
　 《医方集解》方。 组成:金银花,当归,陈皮,防

风,白芷,甘草,浙贝母,天花粉,乳香,没药,皂
角刺,穿山甲(蛤粉炒)。 水煎取汁,候温加黄

酒 120mL 灌服。 清热解毒,消肿排脓,活血止

痛。 主治疮痈肿毒属于阳证者。

19. 06. 04. 012　 公英散　 gongying
 

powder
　 《中兽医治疗学》方。 组成:蒲公英,银花,连

翘,丝瓜络,通草,芙蓉叶,浙贝母。 为末,开水

冲调,候温灌服,或拌入饲料喂服。 清热解毒,
消肿散痈。 主治乳痈初起,局部红肿热痛。

19. 06. 04. 013　 苇茎汤　 weijing
 

decoction
　 《千金方》方。 组成:苇茎,冬瓜仁,薏苡仁,桃

仁。 水煎去渣,候温灌服;或苇茎煎汤,药研末

冲服。 清肺化痰,祛瘀排脓。 主治肺痈。

19. 06. 04. 014　 清肺散　 qingfei
 

powder
　 《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板蓝根,葶苈子,甘

草,浙贝母,桔梗。 为末,开水冲调,加蜂蜜

120g,候温灌服。 清肺平喘,化痰止咳。 主治

肺热咳喘,咽喉肿痛。

19. 06. 04. 015　 郁金散　 yujin
 

powder
　 《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郁金,诃子,黄芩,大

黄,黄连,栀子,白芍,黄柏。 为末,开水冲调,
候温灌服。 清热解毒,涩肠止泻。 主治肠黄。

19. 06. 04. 016　 白头翁汤　 baitouweng
 

decoction
　 《伤寒论》方。 组成:白头翁,黄柏,黄连,秦皮。

为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 清热解毒,凉血止

痢。 主治热毒血痢。

19. 06. 04. 017　 茵陈蒿汤　 yinchenhao
 

decoction
　 《伤寒论》方。 组成:茵陈蒿,栀子,大黄。 水

煎服。 清热,利湿,退黄。 主治湿热黄疸。

19. 06. 04. 018　 大承气汤　 dachengqi
 

decoction
　 《伤寒论》方。 组成:大黄,芒硝,厚朴,枳实。

水煎服,或为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 攻下热

结,破结通肠。 主治结症,便秘。

19. 06. 04. 019　 马价丸　 majia
 

pill
　 《痊骥通玄论》方。 组成:大黄,五灵脂,牵牛,

木通,续随子,甘遂,滑石,大戟,瞿麦,香附子,
巴豆。 共为末,加醋,为 30 丸,每次用 1 丸,温
开水化开灌服,或酌情适当调整剂量作散剂冲

服。 峻泻通肠,理气止痛。 主治马属动物中

结。

19. 06. 04. 020　 猪膏散　 zhugao
 

powder
　 《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滑石,牵牛子,大黄,

官桂,甘遂,大戟,续随子,白芷,地榆皮,甘草。
为末,热调猪油、蜂蜜,一次灌服。 润燥滑肠,
消积导滞。 主治牛百叶干。

19. 06. 04. 021 　 当归苁蓉汤 　 danggui
 

congrong
 

decoction
　 《中兽医治疗学》方。 组成:当归,肉苁蓉,番

泻叶,广木香,厚朴,炒枳壳,醋香附,瞿麦,通
草,六曲。 水煎取汁,候温加麻油,同调灌服。
润燥滑肠,理气通便。 主治老弱、久病、体虚患

畜之便秘。

19. 06. 04. 022　 曲蘖散　 qunie
 

powder
　 《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六曲,麦芽,山楂,厚

朴,枳壳,陈皮,苍术,青皮,甘草。 共为末,开
水冲,候温加生油、白萝卜,同调灌服。 消积化

谷,破气宽肠。 主治料伤。

19. 06. 04. 023　 小柴胡汤　 xiaocaihu
 

decoction
　 《伤寒论》方。 组成:柴胡,黄芩,党参,制半夏,

炙甘草,生姜,大枣。 水煎服或为末,开水冲

调,候温灌服。 和解少阳,扶正祛邪,解热。 主

治少阳病。

19. 06. 04. 024　 二陈汤　 erchen
 

decoction
　 《和剂局方》方。 组成:制半夏,陈皮,茯苓,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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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 水煎服或为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
燥湿化痰,理气和中。 主治湿痰咳嗽,呕吐,腹
胀。

19. 06. 04. 025　 止嗽散　 zhisou
 

powder
　 《医学心悟》方。 组成:荆芥,桔梗,紫菀,百部,

白前,陈皮,甘草。 为末,开水冲,候温灌服。
止咳化痰,疏风解表。 主治外感咳嗽。

19. 06. 04. 026 　 麻杏石甘汤　 maxin
 

shigan
 

de-
coction

　 《伤寒论》方。 组成:麻黄,杏仁,炙甘草,石膏。
为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或煎汤服。 辛凉泄

热,宣肺平喘。 主治肺热气喘。

19. 06. 04. 027　 苏子降气汤　 suzi
 

jiangqi
 

decoc-
tion

　 《和剂局方》方。 组成:苏子,制半夏,前胡,厚
朴,陈皮,肉桂,当归,生姜,炙甘草。 水煎服。
降气平喘,温肾纳气。 主治上实下虚的喘咳

证。

19. 06. 04. 028　 清燥救肺汤　 qingzao
 

jiufei
 

de-
coction

　 《医门法律》方。 组成:石膏(煅),桑叶,麦冬,
阿胶(烊化),胡麻仁,杏仁(炒),枇杷叶(去毛

蜜炙),党参,甘草。 水煎服。 清肺润燥。 主治

温燥伤肺。

19. 06. 04. 029　 辛夷散　 xinyi
 

powder
　 《中兽医治疗学》方。 组成:辛夷,酒知母,酒

黄柏,沙参,木香,郁金,明矾。 为末,开水冲

服,候温灌服。 清热滋阴,疏风通窍。 主治脑

颡鼻脓。

19. 06. 04. 030　 理中汤　 lizhong
 

decoction
　 《伤寒论》方。 组成:党参,干姜,炙甘草,白术。

水煎服,或共为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 补气

健脾,温中散寒。 主治脾胃虚寒证。

19. 06. 04. 031　 茴香散　 huixiang
 

powder
　 《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茴香,肉桂,槟榔,白

术,巴戟天,当归,牵牛子,藁本,白附子,川楝

子,肉豆蔻,荜澄茄,木通。 共为末,开水冲调,
候温加炒盐、醋,同调灌服。 温肾散寒,祛湿止

痛。 主治风寒湿邪引起的腰胯疼痛。

19. 06. 04. 032　 桂心散　 guixin
 

powder
　 《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桂心,青皮,益智仁,

白术,厚朴,干姜,当归,陈皮,砂仁,五味子,肉
豆蔻,炙甘草。 共为末,开水冲调,候温加炒

盐、青葱、酒灌服,或水煎汁,候温灌服。 温中

散寒,健脾理气。 主治脾胃阴寒所致的吐涎不

食,腹痛,肠鸣泄泻等证。

19. 06. 04. 033　 四逆汤　 sini
 

decoction
　 《伤寒论》 方。 组成:熟附子,干姜,炙甘草。

水煎服,或共为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 回阳

救逆。 主治少阴病或太阳病误汗亡阳。

19. 06. 04. 034　 参附汤　 shenfu
 

decoction
　 《校注妇人良方》方。 组成:人参,制附子。 水

煎服,或研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 回阳,益
气,救脱。 主治阳衰气脱、元气大亏。

19. 06. 04. 035　 独活散　 duhuo
 

powder
　 《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独活,羌活,防风,肉

桂,泽泻,酒黄柏,大黄,当归,桃仁,连翘,汉防

己,炙甘草。 研为细末,开水冲调,候温加酒灌

服。 疏风祛湿,活血止痛。 主治风湿痹痛。

19. 06. 04. 036　 独活寄生汤　 duhuo
 

jisheng
 

de-
coction

　 《备急千金要方》方。 组成:独活,桑寄生,秦
艽,防风,细辛,当归,白芍,川芎,熟地,杜仲,
牛膝,党参,茯苓,桂心,甘草。 水煎服,或研

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 益肝肾,补气血,祛
风湿,止痹痛。 主治风寒湿痹,肝肾两亏,气血

不足诸证。

19. 06. 04. 037　 五苓散　 wuling
 

powder
　 《伤寒论》方。 组成:猪苓,茯苓,泽泻,白术,桂

枝。 共为细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或煎汤

服。 渗湿利水,温阳化气,和胃止呕。 主治外

有表证,内停水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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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6. 04. 038　 八正散　 bazheng
 

powder
　 《和剂局方》方。 组成:木通,瞿麦,车前子,萹

蓄,滑石,甘草梢,栀子,大黄。 加灯心草,共为

细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或水煎服。 清热泻

火,利水通淋。 主治湿热下注引起的热淋、石
淋。

19. 06. 04. 039 　 藿香正气散 　 huoxiang
 

zhengqi
 

powder
　 《和剂局方》方。 组成:藿香,紫苏,白芷,大腹

皮,茯苓,白术,半夏曲,厚朴(姜汁炙),桔梗,
炙甘草。 共为末,生姜、大枣煎水冲调,候温灌

服,或水煎灌服。 解表化湿,理气和中。 主治

外感风寒,内伤湿滞,中暑。

19. 06. 04. 040　 平胃散　 pingwei
 

powder
　 《和剂局方》《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苍术,厚

朴,陈皮,甘草,生姜,大枣。 共为末,开水冲

调,候温灌服,或水煎服。 健脾燥湿,行气和

胃,消胀除满。 主治胃寒食少、寒湿困脾。

19. 06. 04. 041　 橘皮散　 jupi
 

powder
　 《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青皮,陈皮,厚朴,桂

心,细辛,茴香,当归,白芷,槟榔。 共为末,开
水冲,候温加葱白、炒盐、醋,同调灌服。 理气

散寒,和血止痛。 主治马伤水起卧。

19. 06. 04. 042　 越鞠丸　 yueju
 

pill
　 《丹溪心法》方。 组成:香附,苍术,川芎,六曲,

栀子。 水煎服,或研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
行气解郁,疏肝理脾。 主治由气、火、血、痰、
湿、食诸郁所致的肚腹胀满、嗳气呕吐、水谷不

消等属实证者。

19. 06. 04. 043 　 桃红四物汤 　 taohong
 

siwu
 

de-
coction

　 《医宗金鉴》方。 组成:桃仁,当归,赤芍,红花,
川芎,生地。 水煎服,或共为末,开水冲调,候
温灌服。 活血祛瘀,补血止痛。 主治血瘀所致

的四肢疼痛、血虚有瘀、产后血瘀腹痛及瘀血

所致的不孕症等。

19. 06. 04. 044　 定痛散　 dingtong
 

powder
　 《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全当归,鹤虱,红花,

乳香,没药,血竭。 共为末,开水冲调,候温,加
白酒,再入童便灌服,或水煎服。 和血止痛。
主治跌打损伤、血瘀气滞、筋骨疼痛。

19. 06. 04. 045　 血府逐瘀汤　 xuefu
 

zhuyu
 

decoc-
tion

　 《医林改错》方。 组成:当归,生地,牛膝,红花,
桃仁,柴胡,赤芍,枳壳,川芎,桔梗,甘草。 水

煎服,或共为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 活血祛

瘀,行气止痛。 主治跌打损伤及血瘀气滞诸

证。

19. 06. 04. 046 　 跛行镇痛散 　 boxing
 

zhentong
 

powder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二部》(2005 年版)

方。 组成:当归,红花,桃仁,丹参,桂枝,牛膝,
土鳖虫,乳香,没药。 共为末,开水冲调,候温

灌服。 活血散瘀,止痛。 主治跌打损伤,腰肢

疼痛。

19. 06. 04. 047　 红花散　 honghua
 

powder
　 《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红花,没药,桔梗,六

曲,枳壳,当归,山楂,厚朴,陈皮,甘草,白药

子,黄药子,麦芽。 共为末,开水冲,候温灌服。
活血理气,清热散瘀,消食化积。 主治料伤五

攒痛(蹄叶炎)。

19. 06. 04. 048　 当归散　 danggui
 

powder
　 《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当归,天花粉,黄药

子,枇杷叶,桔梗,白药子,丹皮,白芍,红花,大
黄,没药,甘草。 共为末,水煎,入童便,候温灌

服。 和血止痛,宽胸顺气。 主治胸膊痛。

19. 06. 04. 049　 生化汤　 shenghua
 

decoction
　 《傅青主女科》方。 组成:当归,川芎,桃仁,炮

姜,炙甘草。 加黄酒,童便煮,候温灌服,或水

煎服。 活血化瘀,温经止痛。 主治产后血虚受

寒,恶露不行,肚腹疼痛。

19. 06. 04. 050　 通乳散　 tongru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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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中兽医研究所方。 组成:黄芪,党参,通
草,川芎,白术,川续断,山甲珠,当归,王不留

行,木通,杜仲,甘草,阿胶。 共为末,开水冲

调,加黄酒,候温灌服,或水煎服。 补益气血,
通经下乳。 主治气血不足,经络不通所致的缺

乳症。

19. 06. 04. 051　 十黑散　 shihei
 

powder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二部》(2005 年版)

方。 组成:知母,黄柏,栀子,地榆,槐花,蒲黄,
侧柏叶,棕榈,杜仲,血余炭。 除血余炭外,各
药炒黑,共为末,开水冲调,候温加童便,灌服,
或水煎服。 清热泻火,凉血止血。 主治膀胱积

热所致的尿血。

19. 06. 04. 052　 秦艽散　 qinjiu
 

powder
　 《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秦艽,炒蒲黄,瞿麦,

车前子,天花粉,黄芩,大黄,红花,当归,白芍,
栀子,甘草,淡竹叶。 共为末,开水冲,候温灌

服,或煎汤服。 清热通淋,祛瘀止血。 主治热

积膀胱、弩伤尿血。

19. 06. 04. 053　 槐花散　 huaihua
 

powder
　 《本事方》方。 组成:炒槐花,炒侧柏叶,荆芥

炭,炒炽壳。 共为末,开水冲,候温灌服。 清肠

止血,疏风理气。 主治肠风下血,血色鲜红,或
粪中带血。

19. 06. 04. 054　 乌梅散　 wumei
 

powder
　 《蕃牧纂验方》方。 组成:乌梅(去核),干柿,

诃子肉,黄连,郁金。 共为末,开水冲调,候温

灌服,或水煎服。 涩肠止泻,清热燥湿。 主治

幼驹奶泻及其他幼畜的湿热下痢。

19. 06. 04. 055　 四神丸　 sishen
 

pill
　 《证治准绳》方。 组成:补骨脂(炒),肉豆蔻

(煨),五味子,吴茱萸。 为末,另用生姜,大枣,
与水同煎,去姜及枣肉,和药为丸,或水煎服。
温补脾肾,涩肠止泻。 主治脾肾虚寒泄泻。

19. 06. 04. 056　 牡蛎散　 muli
 

powder
　 《和剂局方》方。 组成:麻黄根,生黄芪,煅牡

蛎,浮小麦。 共为末,开水冲调或用浮小麦煎

水冲调,候温灌服,或水煎服。 固表敛汗。 主

治体虚自汗。

19. 06. 04. 057　 四君子汤　 sijunzi
 

decoction
　 《和剂局方》方。 组成:党参,炒白术,茯苓,炙

甘草。 共为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或水煎

服。 益气健脾。 主治脾胃气虚。

19. 06. 04. 058 　 补中益气汤 　 buzhong
 

yiqi
 

de-
coction

　 《脾胃论》方。 组成:炙黄芪,党参,白术,当归,
陈皮,炙甘草,升麻,柴胡。 水煎服。 补中益

气,升阳举陷。 主治脾胃气虚及气虚下陷诸

证。

19. 06. 04. 059　 四物汤　 siwu
 

decoction
　 《和剂局方》方。 组成:熟地黄,白芍,当归,川

芎。 共为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或水煎服。
补血调血。 主治血虚、血瘀诸证。

19. 06. 04. 060　 归芪益母汤　 guiqi
 

yimu
 

decoc-
tion

　 《牛经备要医方》方。 组成:炙黄芪,益母草,
当归。 水煎服,或共为末,开水冲调,候温灌

服。 补气生血,活血祛瘀。 主治过力劳伤所致

气血虚弱及产后血虚、瘀血诸证。

19. 06. 04. 061　 巴戟散　 baji
 

powder
　 《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巴戟天,肉苁蓉,补

骨脂,胡芦巴,小茴香,肉豆蔻,陈皮,青皮,肉
桂,木通,川楝子,槟榔。 共为末,开水冲调,候
温灌服,或水煎服。 温补肾阳,通经止痛,散寒

除湿。 主治肾阳虚衰所致的腰胯疼痛,后腿难

移,腰脊僵硬等证。

19. 06. 04. 062　 生脉散　 shengmai
 

powder
　 《内外伤辨惑论》方。 组成:党参,麦门冬,五

味子。 水煎服。 补气生津,敛阴止汗。 主治暑

热伤气,气津两伤之证。

19. 06. 04. 063　 六味地黄汤　 liuwei
 

dihuang
 

de-
c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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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药证直诀》方。 组成:熟地黄,山萸肉,
山药,泽泻,茯苓,丹皮。 水煎服。 滋阴补肾。
主治肝肾阴虚,腰胯无力,盗汗,滑精,阴虚发

热。

19. 06. 04. 064　 百合固金汤　 baihe
 

gujin
 

decoc-
tion

　 《医方集解》方。 组成:百合,麦冬,生地,熟地,
川贝母,当归,白芍,生甘草,玄参,桔梗。 水煎

服,或共为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 养阴清

热,润肺化痰。 主治肺虚咳喘,阴虚火旺,咽喉

肿痛。

19. 06. 04. 065　 透脓散　 tounong
 

powder
　 《外科正宗》方。 组成:生黄芪,炮甲珠,川芎,

当归,皂角刺。 共为末,加白酒,水调灌服。 补

气养血,托毒排脓。 主治气血虚弱所致的疮疡

久不成脓,或内已成脓而不溃者。

19. 06. 04. 066　 千金散　 qianjin
 

powder
　 《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天麻,乌蛇,蔓荆子,

羌活,独活,防风,升麻,阿胶,何首乌,沙参,天
南星,僵蚕,蝉蜕,藿香,川芎,桑螵蛸,全蝎,旋
覆花,细辛,生姜。 水煎取汁,化入阿胶,灌服,
或共为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 散风解痉,熄
风化痰,养血补阴。 辅治破伤风。

19. 06. 04. 067　 牵正散　 qianzheng
 

powder
　 《杨氏家藏方》方。 组成:白附子,白僵蚕,全

蝎。 共为末,开水冲,加黄酒,候温灌服。 祛风

化痰,通络止痉。 主治歪嘴风。

19. 06. 04. 068　 洗肝散　 xigan
 

powder
　 《和剂局方》方。 组成:羌活,防风,薄荷,当归,

大黄,栀子,甘草,川芎。 共为末,开水冲,候温

灌服。 疏散风热,清肝解毒。 主治肝经风热。

19. 06. 04. 069　 镇痫散　 zhenxian
 

powder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二部》(2005 年版)

方。 组成:当归,川芎,白芍,全蝎,蜈蚣,僵蚕,
钩藤,朱砂。 为末,开水冲,候温加入朱砂灌

服。 活血熄风,解痉安神。 主治幼畜惊痫。

19. 06. 04. 070　 决明散　 jueming
 

powder
　 《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煅石决明,草决明,

栀子,大黄,白药子,黄药子,黄芪,黄芩,黄连,
没药,郁金。 煎汤,候温加蜂蜜、鸡蛋清,同调

灌服。 清肝明目,退翳消瘀。 主治肝经积热,
外传于眼所致的目赤肿痛、云翳遮睛等。

19. 06. 04. 071　 朱砂散　 zhusha
 

powder
　 《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朱砂,党参,茯神,黄

连。 共为末,开水冲,候温,加猪胆汁,童便,灌
服。 重镇安神,扶正祛邪。 主治心热风邪。

19. 06. 04. 072　 镇心散　 zhenxin
 

powder
　 《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朱砂,茯神,党参,防

风,远志,栀子,郁金,黄芩,黄连,麻黄,甘草。
共为末,开水冲,候温加鸡蛋清、蜂蜜,灌服。
清热祛风,镇心安神。 主治马心黄。

19. 06. 04. 073　 通关散　 tongguan
 

powder
　 《丹溪心法附余》方。 组成:猪牙皂角,细辛。

共为极细末,和匀,吹少许入鼻取嚏。 通关开

窍。 主治高热神昏,痰迷心窍。

19. 06. 04. 074　 万应散　 wanying
 

powder
　 《医学正传》方。 组成:槟榔,大黄,皂角,苦楝

根皮,黑丑,雷丸,沉香,木香。 共为末,温水冲

服。 攻积杀虫。 主治蛔虫、姜片虫、绦虫等虫

积证。

19. 06. 04. 075　 驱虫散　 quchong
 

powder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二部》(2005 年版)

方。 组成:鹤虱,使君子,槟榔,芜荑,雷丸,绵
马贯众,炒干姜,制附子,乌梅,诃子肉,大黄,
百部,木香,榧子。 为末,开水冲调,候温灌服,
或水煎服。 驱虫。 主治胃肠道寄生虫病。

19. 06. 04. 076　 贯众散　 guanzong
 

powder
　 《中兽医治疗学》方。 组成:贯众,使君子,鹤

虱,芜荑,大黄,苦楝子,槟榔。 共为末,开水冲

调,候温灌服,或煎汤服。 驱虫。 主治胃肠道

寄生虫病。

19. 06. 04. 077　 桃花散　 taohua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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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宗金鉴》方。 组成:陈石灰,大黄。 陈石灰

用水泼成末,与大黄同炒至石灰呈粉红色为

度,去大黄,将石灰研细末,过筛,装瓶备用。
外用,撒布于创面。 防腐收敛止血。 主治创伤

出血。

19. 06. 04. 078　 冰硼散　 bingpeng
 

powder
　 《外科正宗》方。 组成:冰片,朱砂,硼砂,玄明

粉。 共为极细末,混匀,吹撒患部。 清热解毒,
消肿止痛,敛疮生肌。 主治舌疮。

19. 06. 04. 079　 青黛散　 qingdai
 

powder
　 《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青黛,黄连,黄柏,薄

荷,桔梗,儿茶。 共为极细末,混匀,装瓶备用。
用时装入纱布袋内,口噙,或吹撒于患处。 清

热解毒,消肿止痛。 主治口舌生疮,咽喉肿痛。

19. 06. 04. 080　 雄黄散　 xionghuang
 

powder
　 《痊骥通玄论》方。 组成:雄黄,白及,白蔹,龙

骨,大黄。 共为细末,温醋或水调敷,或撒布创

面。 清热解毒,消肿止痛。 主治体表各种急性

黄肿,而见红、肿、热、痛,尚未溃脓者。

19. 06. 04. 081　 防风汤　 fangfeng
 

decoction
　 《元亨疗马集》方。 组成:防风,荆芥,花椒,薄

荷,苦参,黄柏。 水煎去渣,候温洗患部。 清热

祛风,消肿解毒。 主治各种创伤、肿毒、疮疡、

直肠脱、阴道脱等。

19. 06. 04. 082　 烫火散　 tanghuo
 

powder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二部》(2000 年版)

方。 组成:地榆炭,黄柏,生石膏,大黄,寒水

石。 共为细末,混匀。 用时麻油调涂患处。 清

解火毒。 主治烫伤、烧伤。

19. 06. 04. 083　 肥猪散　 feizhu
 

powder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二部》(2005 年版)

方。 组成:绵马贯众,何首乌(制),麦芽,黄豆。
共为末,拌料饲喂。 开胃,驱虫,补养,催肥。
主治食少,瘦弱,生长缓慢。

19. 06. 04. 084　 催情散　 cuiqing
 

powder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二部》(2005 年版)

方。 组成:淫羊藿,阳起石(酒淬),当归,香附,
益母草,菟丝子。 共为末,拌料饲喂。 催情。
主治母猪不发情。

19. 06. 04. 085　 激蛋散　 jidan
 

powder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二部》(2005 年版)

方。 组成:虎杖,丹参,菟丝子,当归,川芎,牡
蛎,地榆,肉苁蓉,丁香,白芍。 共为末,拌料饲

喂。 清热解毒,活血祛瘀,补肾强体。 主治输

卵管炎,产蛋功能低下。

19. 07　 针　 灸　 学

19. 07. 01　 总　 　 论

19. 07. 01. 001 　 兽医针灸 　 veterinary
 

acupunc-
ture

 

and
 

moxibustion
　 运用针术和灸术防治动物疾病的方法。

19. 07. 01. 002　 针刺术　 acupuncture
　 用各种不同类型的针具刺激动物体某些穴位

或敏感点以治疗动物疾病的方法。

19. 07. 01. 003 　 白针疗法 　 conventional
 

acu-
puncture

　 用圆利针、毫针或小宽针刺激血针穴位以外的

穴位以治疗动物病证的方法。

19. 07. 01. 004　 火针疗法　 fire
 

needling
　 将特制的针具加热后刺入动物体某些穴位或

部位以治疗动物疾病的方法。

19. 07. 01. 005　 血针疗法　 hemo-acupuncture
　 用宽针或三棱针在血针穴位上施针,放出适量

血液以防治动物疾病的方法。

19. 07. 01. 006　 电针疗法　 electro-acupuncture
　 将毫针刺入穴位后,在毫针上通以电流刺激穴

·963·



位的方法。

19. 07. 01. 007　 水针疗法　 aqua-acupuncture
　 又称“穴位注射疗法”。 向穴位部注入液体药

物以防治疾病的一种方法。

19. 07. 01. 008　 激光穴位照射　 laser
 

irradiation
 

on
 

acupoint
　 用激光束照射穴位部以治疗动物疾病的方法。

19. 07. 01. 009　 温针疗法　 warm
 

needling
　 将针刺入穴位后,置燃烧的艾绒于针柄上的方

法。

19. 07. 01. 010　 针刺麻醉　 acupuncture
 

anesthe-
sia

　 针刺动物的某些穴位使其痛觉明显减弱甚至

消失的一种麻醉方法。

19. 07. 01. 011 　 电针麻醉 　 electro-acupuncture
 

anesthesia
　 用电流代替手法操作的针刺麻醉方法。

19. 07. 01. 012　 耳针　 auricular
 

acupuncture
　 在耳部穴位上进行针刺的方法。

19. 07. 01. 013　 透针　 piercing
 

acupuncture
　 用长针穿透两个或两个以上穴位,或两条以上

经脉的针法。

19. 07. 01. 014　 磁穴疗法　 magnetotherapy
　 用外加磁场作用于动物经穴以治疗疾病的一

种方法。

19. 07. 01. 015　 毫针　 filiform
 

needle
　 现代最常用的一种针具,针尖锐利,针体细长。

19. 07. 01. 016　 圆利针　 sharp-round
 

needle
　 针尖圆而尖,针体较毫针粗短的针具。

19. 07. 01. 017　 三棱针　 three-edged
 

needle
　 针尖呈三棱状,尖端三面有利刃的针具。

19. 07. 01. 018　 宽针　 wide
 

needle
　 针头端呈矛尖状,针刃锋利的针具。

19. 07. 01. 019　 火针　 fire
 

needle
　 针体较圆利针粗大,针头圆锐,针柄为电木或

以金属丝缠绕的针具。

19. 07. 01. 020　 灸术　 moxibustion
　 用点燃的艾绒或其他温热物体,对动物的穴位

或者部位进行熏灼或温熨以治疗疾病的方法。

19. 07. 01. 021　 艾卷灸　 moxibustion
 

with
 

moxa
 

stick
　 用点燃的艾卷对动物的穴位或患部进行温热

刺激的疗法。

19. 07. 01. 022　 回旋灸　 waving
 

moxibustion
　 用点燃的艾卷在施灸部位的附近进行前、后、

左、右移动或反复旋转的艾灸疗法。

19. 07. 01. 023　 温和灸　 mild
 

moxibustion
　 在距离穴位一定的部位用点燃的艾条进行温

热刺激的疗法。

19. 07. 01. 024 　 雀啄灸 　 sparrow
 

pecking
 

moxi-
bustion

　 用点燃的艾条如雀啄食状一上一下地瞬间接

近或接触穴位皮肤再离开的施灸方法。

19. 07. 01. 025　 艾柱灸　 moxibustion
 

with
 

moxa
 

cone
　 将圆锥形的艾柱置于体表穴位上,点燃,对动

物进行灸治的方法。

19. 07. 01. 026　 间接灸　 indirect
 

moxibustion
　 在穴位皮肤和艾炷间放置隔灸物进行灸治的

方法。

19. 07. 01. 027　 隔姜灸　 ginger
 

interposed
 

moxi-
bustion

　 隔着生姜片施灸的方法。

19. 07. 01. 028　 隔蒜灸　 garlic
 

interposed
 

moxi-
bustion

　 隔着大蒜片施灸的方法。

19. 07. 01. 029 　 醋酒灸 　 vinegar
 

and
 

alco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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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xibustion
　 又称“火鞍法”,俗称“火烧战船”。 用温醋湿

润腰背部被毛,盖上浸透温醋的粗布,再浇上

白酒或 70%乙醇,点燃,火大浇醋,火小浇酒的

治疗方法。

19. 07. 01. 030　 醋麸灸　 moxibustion
 

with
 

warm
 

vinegared
 

bran
　 将麦麸和醋混合,加热,分装成两袋,交替温熨

动物患部的治疗方法。

19. 07. 01. 031　 烙法　 cauterization

　 用烧热的烙铁在动物的患部或穴位上进行画

烙或熨烙的一种疗法。

19. 07. 01. 032　 拔火罐　 cupping
　 将排除了部分空气的杯罐吸附于动物体表穴

区或患部以治疗疾病的方法。

19. 07. 01. 033 　 埋线疗法 　 suture-embedding
 

therapy
　 又称“埋植疗法”。 以无菌操作将羊肠线或其

他物体埋植在穴位皮下组织内,以产生持久刺

激的一种治疗方法。

19. 07. 02　 穴　 　 位

19. 07. 02. 001　 穴位　 acupoint
　 即针灸的刺激点,是经络、气血在体表的特殊

反应点。

19. 07. 02. 002　 阿是穴　 ashi
 

point
　 以动物的痛点或敏感点作为针灸的穴位。

19. 07. 02. 003　 主穴　 major
 

point
　 针灸配方中起主要治疗作用的穴位。

19. 07. 02. 004　 配穴　 adjunct
 

point
　 针灸配方中起辅助治疗作用的穴位。

19. 07. 02. 005　 大风门穴　 da
 

feng
 

men
 

point
　 马、驼、猪、犬穴名。 位于头顶部。 马主穴在门

鬃下缘正中,驼主穴在枕嵴前下方约 12cm;二
副穴前下方旁开马约 3cm、驼约 4. 5cm 处,三
穴呈正三角形。 白针、火针或灸烙。 主治破伤

风、脑黄、心热风邪等。

19. 07. 02. 006　 通天穴　 tong
 

tian
 

point
　 马、牛、驼、羊穴名。 马位于额部正中,两眼窝

连线的正中点;牛在两内眼角连线中点上方 6
~8cm 处;羊在两耳根连线中点;驼即龙会穴。
白针、火针、艾灸或烧烙。 主治脑颡、癫痫、破
伤风等。

19. 07. 02. 007　 通堂穴　 tong
 

tang
 

point
　 马穴名。 位于两内眼角连线正中点。 艾灸或

烧烙。 主治心热风邪、颈风湿等。

19. 07. 02. 008　 骨眼穴　 gu
 

yan
 

point
　 马、牛、驼、羊穴名。 第三眼睑外侧边缘处。 左

右眼各一穴。 巧治,用钩针刺破或割去一角。
主治骨眼症。

19. 07. 02. 009　 开天穴　 kai
 

tian
 

point
　 马穴名。 在眼球的黑白交界处。 左右眼侧各

一穴。 巧治,取浑睛。 主治浑睛虫。

19. 07. 02. 010　 太阳穴　 tai
 

yang
 

point
　 马、牛、羊、猪、兔穴名。 位于颞窝中,外眼角后

上方,马、牛 2 ~ 3cm,羊、猪、兔 1 ~ 2cm 的面横

静脉上。 左右侧各一穴。 主治脑黄、中暑、肝
热传眼、感冒等。

19. 07. 02. 011　 上关穴　 shang
 

guan
 

point
　 马、牛、羊位于下颌关节后上方,颧弓下缘与下

颌关节间的凹陷中;犬在咬肌后上方与颧弓背

侧间的凹陷中。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火针或

艾灸。 主治破伤风、歪嘴风抽风等。

19. 07. 02. 012　 下关穴　 xia
 

guan
 

point
　 马、牛、犬、鸭穴名。 马、牛位于下颌关节下方,

外眼角后方的凹陷中。 犬在咬肌后缘中部,下
颌关节的下方与下颌骨间的凹陷中。 左右侧

各一穴。 鸭即锁口穴。 白针、火针或艾灸。 主

治破伤风、歪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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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7. 02. 013　 脑俞穴　 nao
 

shu
 

point
　 马穴名。 位于耳根内侧前缘,额骨眶上突上

方,顶骨两侧的凹陷中。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

或火针。 主治脑黄、破伤风等。

19. 07. 02. 014　 睛明穴　 jing
 

ming
 

point
　 马、牛、驼、羊、猪、犬、兔、鸡穴名。 在泪骨上

缘,马、牛、驼、猪下眼睑内、中三分之一交界

处;羊在下眼睑正中处;犬在内眼角上下眼睑

交界处;兔即睛灵穴;鸡眼角穴。 左右侧各一

穴。 白针。 主治肝热传眼、睛生翳膜、目赤肿

痛等。

19. 07. 02. 015　 睛俞穴　 jing
 

shu
 

point
　 马、牛、羊、猪、犬穴名。 位于上眼睑正中,眶上

突下缘的凹陷中。 左右眼各一穴。 白针。 主

治肝经风热、肝热传眼、睛生翳膜等。

19. 07. 02. 016　 大眼角穴　 da
 

yan
 

jiao
 

point
　 马、牛、驼、羊穴名。 位于大眼角内,第三眼睑

内侧的凹陷中。 左右眼各一穴。 白针。 主治

肝经风热、肚腹胀痛等。

19. 07. 02. 017　 天门穴　 tian
 

men
 

point
　 马、牛、羊、猪、犬、兔、鸭穴名。 家畜位于枕部,

两耳根连线中点,枕嵴与寰椎背侧结节之间的

凹陷正中,一穴。 鸭在颅骨后缘正寰椎交界

处。 火针、白针、艾灸或烧烙。 主治黑汗风、破
伤风、脑黄、癫痫等。

19. 07. 02. 018　 三江穴　 san
 

jiang
 

point
　 马、牛、驼、羊、犬穴名。 位于内眼角前下方的

眼角静脉上。 距内眼角马约 3cm,牛约 4.
5cm,驼约 6cm,羊约 1. 5cm,犬约 1cm。 左右

侧各一穴。 血针。 主治冷痛、肝热传眼、睛生

翳膜等。

19. 07. 02. 019　 大脉穴　 da
 

mai
 

point
　 马、牛、羊穴名。 马位于内眼角下方 4. 5cm 处

的眼角静脉上;牛、羊即颈静脉。 左右侧各一

穴。 血针。 主治冷痛、肚胀、肝热传眼等。

19. 07. 02. 020　 血堂穴　 xue
 

tang
 

point

　 马、驼穴名。 马位于鼻侧壁,距鼻孔上缘约

6cm 处;驼在鼻孔内上方,距鼻孔上缘约 6cm
处的血管上。 左右侧各一穴。 血针。 主治肺

热喘粗、鼻肿等。

19. 07. 02. 021　 鼻俞穴　 bi
 

shu
 

point
　 马、牛、驼、羊穴名。 位于鼻孔上缘,马、牛约

3cm,牛约 4. 5cm,羊 1 ~ 1. 5cm。 左右侧各一

穴。 白针。 主治鼻肿痛、肺热、感冒、中暑等。

19. 07. 02. 022　 鼻前穴　 bi
 

qian
 

point
　 又称“降温穴”。 马穴名。 位于上唇外面,两

鼻孔下缘连线上,鼻内翼向中线旁开 1cm 处。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 主治感冒、中暑、过劳、
发热等。

19. 07. 02. 023　 姜牙穴　 jiang
 

ya
 

point
　 马穴名。 位于鼻孔外侧缘,鼻翼软骨上。 左右

侧各一穴。 巧治,切开皮肤,将鼻翼软骨割去

一小角,或用大宽针刺入。 主治冷痛。

19. 07. 02. 024　 气海穴　 qi
 

hai
 

point
　 马、牛、驼穴名。 马位于鼻孔内上缘;驴在鼻孔

外上缘;牛在鼻梁两侧,鼻孔上两指;驼即鼻腧

穴。 左右侧各一穴。 巧治,以刀割开约 4. 5cm
切口,驴弯马直。 牛血针。 主治马、驴鼻孔狭

窄;牛、驼宿草不转、肚胀、肺热气喘等。

19. 07. 02. 025　 分水穴　 fen
 

shui
 

point
　 马、牛、驼、犬穴名。 马位于上唇外面,旋毛正

中;驼、犬位于两鼻孔下,唇沟正中。 一穴。 白

针或血针。 主治冷痛、黑汗风、歪嘴风、犬休克

等。

19. 07. 02. 026　 外唇阴穴　 wai
 

chun
 

yin
 

point
　 马、羊穴名。 位于上唇外面。 马两鼻孔下缘正

中点;羊在山根穴下鼻唇沟正中。 白针。 主治

唇肿、慢草、脾虚湿邪等。

19. 07. 02. 027　 内唇阴穴　 nei
 

chun
 

yin
 

point
　 马、驼、羊穴名。 位于上唇黏膜面的正中线两

侧旁开 2 ~ 2. 5cm 的血管上。 左右侧各一穴。
血针。 主治唇肿、慢草、脾虚湿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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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7. 02. 028　 鼻中穴　 bi
 

zhong
 

point
　 牛穴名。 位于鼻镜正中,两鼻孔内侧下缘连线

的中点。 白针。 主治热病、唇肿、慢草、黄疸、
鼻出血等。

19. 07. 02. 029　 抱腮穴　 bao
 

sai
 

point
　 马、牛、羊、猪穴名。 位于咬肌部,马在口角延

长线与内眼角至下颌角连线交点处;牛在最后

臼齿间;羊、猪在最后臼齿间稍上方。 左右侧

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歪嘴风、腮黄、牙
关紧闭等。

19. 07. 02. 030　 锁口穴　 suo
 

kou
 

point
　 马、牛、驼、猪、鸡、鸭穴名。 位于口角后上方,

马、猪约 2cm,牛、驼约 3cm,鸡在口角后方垂

髯根部稍上方,鸭在口角延长线,离口角约 0.
3cm 处。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火针或烧烙。
主治破伤风、中暑、感冒、食欲不振等。

19. 07. 02. 031　 开关穴　 kai
 

guan
 

point
　 马、牛、驼、羊、猪穴名。 位于颊部,口角后上方

咬肌前缘的凹陷处。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火
针、艾灸或烧烙。 主治破伤风、歪嘴风、腮黄

等。

19. 07. 02. 032　 承浆穴　 cheng
 

jiang
 

point
　 马、牛、猪、兔、鸡、鸭穴名。 位于下唇正中,马

距下唇边缘约 3cm;牛、兔在有毛与无毛交界

处;猪在下唇正中稍后方与颊肌之间的凹陷

处;鸡、鸭在下喙腹侧前缘正中颏珠上。 血针。
主治歪嘴风、唇龈肿痛、流涎、下颌肿痛,预防

鸡、鸭热性病等。

19. 07. 02. 033　 山根穴　 shan
 

gen
 

point
　 牛、羊、猪、犬、兔穴名。 主穴:牛、羊在鼻镜正

中上沿有毛与无毛交界处;猪在拱嘴上缘弯曲

部向后第一条皱纹上;犬在鼻背正中有毛与无

毛交界处;兔在上唇、鼻下与唇裂上端正中处。
均一穴。 副穴:牛、羊在两鼻孔背角处;猪的在

吻突两侧旁开约 1. 5cm 处。 左右各一穴。 犬、
兔无副穴。 血针。 主治中暑、感冒、肚痛、眩
晕、脑黄、热性病、癫痫等。

19. 07. 02. 034　 顺气穴　 shun
 

qi
 

point
　 又称“嚼眼穴”“垂津穴”。 牛、羊、猪、兔、禽穴

名。 位于口腔内上腭前的两个菱形孔内;禽位

于上腭裂前方两个鱼卵大小的小孔。 左右各

一穴。 牛、羊、猪用新鲜去皮柳枝、桃枝、桑枝

或榆枝,剥去表皮,沿顺穴孔插入 15~30cm;兔
可用松针或细草茎秆沿孔穴向后上方插入,达
鼻腔中 1 ~ 1. 5cm,禽可用干燥的松针刺入约

1cm,也可用细小的胸羽。 主治睛生翳膜、目
赤肿痛、肚胀、感冒、咳嗽、少食等。

19. 07. 02. 035　 玉堂穴　 yu
 

tang
 

point
　 马、牛、羊、猪穴名。 位于口腔内,上腭第三腭

褶正中旁开 1~1. 3cm 处。 左右侧各一穴。 血

针。 主治消化不良、胃热、中暑、感冒、五脏积

热、心肺积热等。

19. 07. 02. 036　 通关穴　 tong
 

guan
 

point
　 马、牛、驼、羊穴名。 位于舌体腹面两侧的血管

上。 左右侧各一穴。 血针。 主治舌疮、胃热、
木舌、中暑、黑汗风等。

19. 07. 02. 037　 耳尖穴　 er
 

jian
 

point
　 马、牛、驼、羊、猪、犬、兔穴名。 马、驼、犬、兔在

耳背侧尖部血管上。 左右耳各一穴。 牛、羊、
猪在耳背距耳尖 1. 5~3cm 处并列的三条血管

上。 牛、羊每耳三穴,猪每耳任取一穴。

19. 07. 02. 038　 风门穴　 feng
 

men
 

point
　 马、牛、驼、羊、猪、犬、兔穴名。 驼在寰椎翼前

缘的正中处;其他动物位于耳根后下方,寰椎

翼前外缘下部的凹陷内。 白针、火针、艾灸或

烧烙。 主治破伤风、中暑、脑黄、癫痫等。

19. 07. 02. 039　 耳根穴　 er
 

gen
 

point
　 马、牛、羊、猪穴名。 马位于耳根背侧根部正中

凹陷。 牛、猪、羊位于耳根与寰椎翼前缘之间

的凹陷中。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

治感冒、中暑、风湿等。

19. 07. 02. 040　 卡耳穴　 qia
 

er
 

point
　 又称“吊黄穴”。 猪穴名。 猪位于耳郭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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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避开大血管处,耳内耳外均可。 巧治。 主

治猪感冒、风湿、慢性猪喘气病等。

19. 07. 02. 041　 伏兔穴　 fu
 

tu
 

point
　 马、驼、羊穴名。 位于寰椎翼后缘的凹陷中。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马颈项硬

病、脑黄、破伤风、羊感冒、偏头风、癫痫等。

19. 07. 02. 042　 九委穴　 jiu
 

wei
 

point
　 马、驼穴名。 颈部两侧各九穴。 第一穴称上上

委穴,位于耳后寰椎翼后缘的后下方约 3cm,
距鬃毛下缘约 3. 5cm 处;最后一穴称下下委

穴,在肩胛骨前角前方约 4. 5cm 处。 在两穴之

间作八等分,分其余七穴,分别称上中委、上下

委、中上委、中中委、中下委、下上委、下中委,
排列于颈背侧部,呈弧线状分布在肌沟中,相
距约 6cm。 火针或白针。 主治颈脊强直、破伤

风、颈肌风湿等。

19. 07. 02. 043　 安神穴　 an
 

shen
 

point
　 猪的针麻穴名。 位于耳根基部,枕骨脊与寰椎

翼前缘连线的中三分之一与下三分之一交界

处。 左右侧各一穴。 取双侧安神穴电针,可进

行头、颈、胸、腹部手术。

19. 07. 02. 044　 颈脉穴　 jing
 

mai
 

point
　 马、牛、驼、羊、犬穴名。 位于颈静脉沟上三分

之一、中三分之一交界处的颈静脉上。 左右侧

各一穴。 血针。 主治五脏积热、六腑不和、五
攒痛、中暑、中毒、黄肿、蹄叶炎、牛的肺风毛燥

等。

19. 07. 02. 045　 大椎穴　 da
 

zhui
 

point
　 马、猪、犬、兔穴名。 位于背中线上,第七颈椎

与第一胸椎棘突间的凹陷中。 一穴。 白针、
艾灸或烧烙。 主治感冒、发热、咳嗽、癫痫、脑
黄等。

19. 07. 02. 046　 鬐前穴　 qi
 

qian
 

point
　 马穴名。 位于背中线上,第一、二胸椎棘突顶

端之间的凹陷处。 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

咳嗽、气喘、肚痛等。

19. 07. 02. 047　 鬐甲穴　 qi
 

jia
 

point
　 马、牛、羊、猪、犬穴名。 位于鬐甲最高点前

方,马、羊在第三、四,牛在第四、五胸椎棘突

顶端的凹陷中;猪、犬即身柱穴。 一穴。 白针

或火针。 主治咳嗽、气喘、肺热、肚痛、风湿

症、肩部肿痛等。

19. 07. 02. 048　 三川穴　 san
 

chuan
 

point
　 马、牛、猪穴名。 马、牛此穴位于背中线上,第

五、六胸椎棘突顶端之间的凹陷中。 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气喘、咳嗽、鞍伤、感冒、肚
痛、泄泻等。

19. 07. 02. 049　 断血穴　 duan
 

xue
 

point
　 马、牛、猪穴名。 马、猪位于倒数第一、二胸

椎,最后胸椎与第一腰椎,第一、二腰椎棘突

间的凹陷中。 三穴。 猪中间一穴称天平穴;
牛仅取中间一穴,即天平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阉割出血、尿血、便血等。

19. 07. 02. 050　 命门穴　 ming
 

men
 

point
　 马、牛、犬、兔穴名。 位于背中线上,第二、三

腰椎棘突间的凹陷中。 一穴。 白针、火针或

艾灸。 主治寒伤腰胯、闪伤腰胯、尿闭、破伤

风等。

19. 07. 02. 051　 阳关穴　 yang
 

guan
 

point
　 马、犬、兔穴名。 位于腰部背正中线上,第四、

五腰椎棘突间的凹陷中。 一穴。 白针、火针

或艾灸。 主治腰胯闪伤、腰胯风湿、破伤风、
犬性机能减退、子宫内膜炎等。

19. 07. 02. 052　 腰前穴　 yao
 

qian
 

point
　 马穴名。 第一、二腰椎棘突之间,距背正中线

约 6cm 处。 左右侧各一穴。 火针或白针。
主治腰胯风湿症、腰痿等。

19. 07. 02. 053　 腰中穴　 yao
 

zhong
 

point
　 马、牛、羊穴名。 马在第二、三腰椎棘突之间,

距背中线约 6cm;牛在第三、四腰椎之间旁开

约 6cm;羊在第四、五腰椎之间侧方 3cm 处。
左右侧各一穴。 火针或白针。 主治腰风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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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腰痿、腹痛等。

19. 07. 02. 054　 腰后穴　 yao
 

hou
 

point
　 马、驼穴名。 马在第三、四腰椎棘突之间,距

背正中线约 6cm 处;驼在肾棚穴前 6cm 处,
左右侧各一穴。 火针或白针。 主治腰胯风

湿、后肢风湿症、腰痿等。

19. 07. 02. 055　 肾棚穴　 shen
 

peng
 

point
　 马、牛、驼、羊穴名。 位于肾俞穴直前方,距肾

俞穴马、牛、驼 6cm,羊、猪 3cm 处。 左右侧各

一穴。 白针、火针,亦可用艾灸或烧烙。 主治

腰风湿症、腰痿、后肢风湿等。

19. 07. 02. 056　 肾俞穴　 shen
 

shu
 

point
　 马、牛、驼、羊、猪、犬、兔穴名。 位于百会穴旁

开马约 6cm、牛约 8cm、羊约 3cm、猪 3 ~ 5cm
处;驼在肾角穴前约 6cm 处;犬、兔在背最长

肌与髂肋肌的肌沟中,犬在第三腰椎横突末

端,兔在第三腰椎横突末端的前角处。 白针、
火针或艾灸。 主治腰胯风湿、腰痿、多尿症、
阳痿、不孕症等。

19. 07. 02. 057　 肾角穴　 shen
 

jiao
 

point
　 马、牛、驼、羊穴名。 位于肾俞穴直后方,马、

牛约 6cm,羊约 3cm 处;驼在百会穴稍前下方

约 6cm 处。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腰胯风湿、腰痿等。

19. 07. 02. 058　 厥阴俞穴　 jue
 

yin
 

shu
 

point
　 马、犬穴名。 位于背最长肌与髂肋肌的肌沟

中。 马在倒数第十一肋间;犬在倒数第九肋

间的凹陷中。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火针或

艾灸。 主治马冷痛、多汗、过劳症;犬咳嗽、呕
吐等。

19. 07. 02. 059　 肺之俞穴　 fei
 

zhi
 

shu
 

point
　 马穴名。 位于倒数第九肋间,背最长肌与髂

肋肌的肌沟中,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肺热咳嗽、劳伤气喘、肺把胸膊痛等。

19. 07. 02. 060　 肺俞穴　 fei
 

shu
 

point
　 马、牛、驼、羊、猪、犬、兔穴名。 马在倒数第九

肋间,距背正中线约 36cm 处的凹陷中;牛在

倒数第六肋间与肩端水平线相交处;驼在倒数

第五肋间,距背中线约 24cm 处;羊、猪在倒数

第六肋间,距背中线羊约 6cm、猪约 10cm 处;
犬在倒数第十肋间,距背中线约 6cm 处;兔在

第三肋间,身柱穴旁开约 1. 5cm 的凹陷中。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火针、艾灸或拔火罐。
主治肺热劳伤咳喘、肺把胸膊痛等。

19. 07. 02. 061　 膈俞穴　 ge
 

shu
 

point
　 马、犬穴名。 位于背最长肌与髂肋肌的肌沟

中。 马在倒数第八肋间;犬在倒数第六肋间。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火针或艾灸。 主治胸

膈痛、跳肷、气喘、犬慢性出血性疾患等。

19. 07. 02. 062　 胆俞穴　 dan
 

shu
 

point
　 马、犬穴名。 位于背最长肌与髂肋肌的肌沟

中。 马在于倒数第七肋间;犬在倒数第三肋

间处。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火针或艾灸。
主治黄疸、脾胃虚弱等。

19. 07. 02. 063　 胃俞穴　 wei
 

shu
 

point
　 马、牛、驼、羊、犬穴名。 位于背最长肌与髂肋

肌的肌沟中。 马在倒数第六肋间;牛、驼、羊
在倒数第二肋间,犬在倒数第一肋间处。 左

右侧各一穴。 白针、火针或艾灸。 主治脾胃

虚弱、积食、泄泻、少食、大肚结、犬呕吐等。

19. 07. 02. 064　 肝之俞穴　 gan
 

zhi
 

shu
 

point
　 马穴名。 在倒数第五肋间,背最长肌与髂肋

肌的肌沟中,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少食、黄疸、目赤肿痛等。

19. 07. 02. 065　 肝俞穴　 gan
 

shu
 

point
　 马、牛、驼、羊、猪、犬、兔穴名。 位于背最长肌

与髂肋肌的肌沟中。 马在倒数第五肋间;牛、
驼、羊、猪、犬在倒数第四肋间;兔在第九肋

间。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火针或艾灸。 主

治黄疸、眼睛红肿、消化不良等。

19. 07. 02. 066　 脾俞穴　 pi
 

shu
 

point
　 马、牛、驼、羊、猪、犬、兔穴名。 位于背最长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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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髂肋肌的肌沟中。 马、牛、驼、羊在倒数第

三肋间;猪、犬在倒数第二肋间;兔在倒数第

十一肋间,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

治脾胃虚弱、便秘、泄泻、冷痛、积食、消化不

良、风湿症等。

19. 07. 02. 067　 气海俞穴　 qi
 

hai
 

shu
 

point
　 马、犬穴名。 位于背最长肌与髂肋肌的肌沟

中。 马在倒数第二肋间;犬在第三腰椎横突

末端。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火针或艾灸。
主治大肚结、肚胀、便秘等。

19. 07. 02. 068　 大肠俞穴　 da
 

chang
 

shu
 

point
　 马、牛、驼、羊、犬穴名。 马、牛、驼、羊位于背

最长肌与髂肋肌的肌沟中,倒数第一肋间的

凹陷中;犬位于第四腰椎横突末端与髂肋肌

相对的肌沟中。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

针,犬可艾灸。 主治结症、冷痛、便秘、肚胀、
泄泻、肠黄、瘤胃积食等。

19. 07. 02. 069　 关元俞穴　 guan
 

yuan
 

shu
 

point
　 马、牛、驼、羊、猪穴名。 马、牛、驼、羊、猪位于

背最长肌与髂肋肌的肌沟中,最后肋骨后缘

与第一腰椎横突顶端之间;犬在第五腰椎横

突末端。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犬可

艾灸。 主治便秘、泄泻、结症、瘤胃积食、前胃

迟缓等。

19. 07. 02. 070 　 膀胱俞穴 　 pang
 

guang
 

shu
 

point
　 马、驼、犬穴名。 位于背最长肌与髂肋肌的肌

沟中。 马、驼在第二、三腰椎横突末端之间;
犬在第七腰椎横突末端。 左右侧各一穴。 白

针、火针或艾灸。 主治泄泻、结症、肚痛、尿潴

留等。

19. 07. 02. 071　 云门穴　 yun
 

men
 

point
　 马、牛、驼穴名。 马、驼分别在脐前 9cm 和

3cm,腹中线两侧约 1. 5cm 处,左右侧均可;牛
即海门穴。 巧治,放宿水。 主治宿水停脐等。

19. 07. 02. 072　 膻中穴　 dan
 

zhong
 

point

　 猪穴名,即理中穴。 位于胸骨下,两前肢间的

正中,一穴。 主治猪咳嗽等。

19. 07. 02. 073　 理中穴　 li
 

zhong
 

point
　 马、猪、兔穴名。 马在胸骨后缘两侧和第十一

肋软骨交界处,左右侧各一穴。 猪位于胸骨

下,两前肢间的正中。 一穴。 白针。 主治马

胸膈痛(膈肌痉挛)、猪咳嗽等。

19. 07. 02. 074　 带脉穴　 dai
 

mai
 

point
　 马、牛、驼、猪穴名。 在胸侧壁上,肘后,马、

驼、猪约 6cm,牛约 10cm 处的血管上。 左右

侧各一穴。 血针。 主治肠黄、腹痛、中暑等。

19. 07. 02. 075　 尾根穴　 wei
 

gen
 

point
　 马、驼、羊、猪、犬、兔穴。 马位于第一、二尾椎

棘突间的凹陷处;驼、羊、猪、犬、兔位于最后

荐椎与第一尾椎棘突间的凹陷中。 一穴。 白

针、火针或艾灸。 主治后躯风湿、闪伤腰胯、
便结、脱肛、尿闭、泄泻等。

19. 07. 02. 076　 尾本穴　 wei
 

ben
 

point
　 马、牛、驼、羊、猪、犬、鸡穴名。 位于尾部腹侧

正中的血管,距尾根部马、驼约 6cm 处,牛约

7. 5cm,羊 2 ~ 3cm,猪约 1. 5cm,犬在尾根下,
鸡在最后尾椎与尾综骨的交界处。 一穴。 血

针(鸡,白针)、艾灸或巧治,指捏压穴部。 主

治尾神经麻痹、热性病、闪伤腰胯、后躯风湿、
鸡泻痢、产卵迟滞、中暑、肚痛等。

19. 07. 02. 077　 尾尖穴　 wei
 

jian
 

point
　 马、牛、驼、羊、猪、犬、兔穴名。 位于尾尖上。

一穴。 血针。 主治冷痛、中暑、感冒、肚痛、气
胀等。

19. 07. 02. 078　 阴俞穴　 yin
 

shu
 

point
　 马、牛、猪穴名。 公畜位于阴囊后上方中心缝

上,一穴。 母畜位于肛门与阴门间的正中缝上

的中点。 白针、火针或艾灸。 主治阴肾黄、阴
囊肿胀、垂缕不收、阴道脱、子宫脱、带下等。

19. 07. 02. 079　 后海穴　 hou
 

hai
 

point
　 马、牛、驼、羊、猪、犬、兔、鸡穴名。 家畜此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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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肛门与尾根之间凹陷正中点;鸡在肛门

上方,尾端泄殖孔间肌肉的正中处,一穴。 白

针、火针、艾灸或激光照射。 主治便秘、腹泻、
脱肛、母畜不孕症、犬肛门松弛、阳痿及母鸡

泄殖腔外翻等。

19. 07. 02. 080　 丹田穴　 dan
 

tian
 

point
　 马、牛、驼、羊、犬穴名。 马位于髂骨翼前下方

约 4. 5cm 的凹陷中,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

火针。 主治腰胯痛、不孕症。 牛位于背正中

线上,第一、二胸椎棘突之间凹陷中,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中暑、过劳、前肢风湿症、
肩痛等。 驼位于第八、九胸椎棘突间,由两峰

中间处向前数第二个凹陷中。 火针。 主治肚

痛、腰风湿等。 羊位于第三、四胸椎棘突之间

的凹陷正中,一穴。 白针。 主治肚胀、咳嗽、
感冒。 犬即陶道穴,位于背正中线上,第一、
二胸椎棘突之间凹陷中,一穴。 白针。 主治

发热、癫痫、肩和前肢扭伤。

19. 07. 02. 081　 苏气穴　 su
 

qi
 

point
　 牛、羊、猪穴名。 牛、羊在第八、九胸椎棘突

间。 猪主穴在第四、五胸椎棘突间,副穴在倒

数第五、六、七肋间,距背中线旁开 6 ~ 9cm
处。 左右侧各三穴,共七穴。 白针。 主治咳

嗽、气喘、肺热等。

19. 07. 02. 082　 安福穴　 an
 

fu
 

point
　 牛穴名。 位于背正中线上,第十、十一胸椎棘

突之间的凹陷处。 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

肺热、腹泻、风湿痹症等。

19. 07. 02. 083　 通窍穴　 tong
 

qiao
 

point
　 牛穴名。 位于倒数第四、五、六、七肋间,髂骨

翼上角水平线上。 每侧四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肺痛、咳嗽、过劳、风湿等。 配丹田、苏
气、百会和肾门穴,治闭汗症;配天平、抢风

穴,作针刺麻醉,可用于胸部手术。

19. 07. 02. 084　 海门穴　 hai
 

men
 

point
　 牛、猪穴名。 位于肚脐两旁约 3cm 处。 左右

侧各一穴。 白针,在肿胀处散刺,或插入宿水

管放腹水,猪也可施艾灸,或磁按摩。 主治尿

闭、泄泻、腹水、腹下浮肿等。

19. 07. 02. 085　 滴明穴　 di
 

ming
 

point
　 牛穴名。 位于肚脐前约 15cm,腹正中线旁开

约 12cm 凹陷处的腹壁血管上,即腹皮下静

脉(乳静脉) 进入乳井处。 左右侧各一穴。
血针。 主治尿闭、蹄黄、胀气、腹下水肿等。

19. 07. 02. 086　 安肾穴　 an
 

shen
 

point
　 又称“腰中穴”。 牛穴名。 位于第三、四腰椎

棘突间,旁开约 6cm。 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尿闭、胎衣不下、腰胯痛等。

19. 07. 02. 087　 开风穴　 kai
 

feng
 

point
　 牛、猪穴名。 位于尾根穴前一节。 牛在第四、

五荐椎棘突结合部;猪为第三、四荐椎棘突之

间。 一穴。 白针。 主治尿闭、后躯风湿、不孕

等。

19. 07. 02. 088　 阴脱穴　 yin
 

tuo
 

point
　 马、牛穴名,即治脱穴。 阴唇上、下联合连线

中点旁开 2cm 处,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火
针、电针。 主治阴道脱、子宫脱等。

19. 07. 02. 089　 尾节穴　 wei
 

jie
 

point
　 牛穴名。 位于尾背侧第一、二尾椎棘突之间

的凹陷中。 一穴。 白针。 主治便秘、尿闭、脱
肛、热泻等。

19. 07. 02. 090　 尾干穴　 wei
 

gan
 

point
　 牛穴名。 位于尾背侧第二、三尾椎间的凹陷

中。 一穴。 毫针或圆利针刺入 1 ~ 1. 5cm。
主治血凝气滞、尿闭、便秘、五淋等。

19. 07. 02. 091　 三台穴　 san
 

tai
 

point
　 牛、猪穴名。 牛即鬐甲穴,猪位于第二、三胸

椎棘突间的凹陷处正中。 一穴。 白针。 主治

前肢和项脊风湿、肺热咳嗽、肩部肿痛等。

19. 07. 02. 092　 肾门穴　 shen
 

men
 

point
　 牛穴名。 即命门穴。 位于第三、四腰椎棘突

间凹陷处正中。 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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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湿、腰痿、腰胯痛、肾痛、下痢、血尿等。

19. 07. 02. 093　 腰带穴　 yao
 

dai
 

point
　 牛体针麻醉穴名。 位于第二、三腰椎横突游

离端之间。 左右侧各一穴。 直刺 6 ~ 9cm。
主治后躯风湿等。 配百会穴作电针麻醉,可
做腹腔手术。

19. 07. 02. 094　 肚口穴　 du
 

kou
 

point
　 马、羊、猪穴名。 位于肚脐正中,一穴。 禁针,

可艾灸。 主治冷痛、寒泄、肚痛等。

19. 07. 02. 095　 乳基穴　 ru
 

ji
 

point
　 猪、兔穴名。 母猪近脐部的一对乳头外侧基

部为中间乳基穴,前后各隔一对乳头的外侧

基部各一穴,共六穴;兔每个乳头外侧缘各一

穴,共 6 ~ 12 穴。 白针或激光照射。 主治奶

黄、热毒证等。

19. 07. 02. 096　 通乳穴　 tong
 

ru
 

point
　 牛穴名。 位于前后两乳头中间外侧 3cm 处。

白针。 主治奶黄、乳汁不通等。

19. 07. 02. 097　 三脘穴　 san
 

wan
 

point
　 猪穴名。 分为上、中、下脘穴总称。 胸骨后缘

与肚脐间连线的中点处为中脘,中脘与胸骨

后缘连线的中点为上脘,中脘与肚脐连线的

中点为下脘,共三穴。 白针或艾灸。 主治泄

泻、胃寒、腹痛、咳喘等。

19. 07. 02. 098　 膊尖穴　 bo
 

jian
 

point
　 马、牛、驼、羊、猪穴名。 位于肩胛软骨与肩胛

骨前角结合部的凹陷处。 左右侧各一穴。 白

针或火针。 主治胸膊痛、前肢风湿、膊尖肿

痛、闪伤、肩胛麻木、马肺气把膊等。

19. 07. 02. 099　 膊栏穴　 bo
 

lan
 

point
　 马、牛、驼、羊、猪穴名。 位于肩胛软骨后角与

肩胛骨后角结合部的凹陷处。 左右侧各一

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胸膊痛、前肢风湿、闪
伤、肩膊麻木、马肺气把膊等。

19. 07. 02. 100　 弓子穴　 gong
 

zi
 

point

　 马、犬穴名。 马在肩胛冈后方、肩胛软骨上缘

正中点的直下方 10cm 处;犬在肩胛软骨下、
岗结节腹侧。 左右侧各一穴。 气针、白针、火
针或醋麸灸。 主治肩部麻木、肩膊肌肉萎缩、
肩胛扭伤或风湿、神经麻痹、心肺疾患、小便

不利等。

19. 07. 02. 101　 肺攀穴　 fei
 

pan
 

point
　 马、牛、猪穴名。 位于肩胛骨后缘,膊栏穴斜

前下方,与肺门穴同一水平线上。 左右侧各

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肺气痛、肩膊风湿、
肩膊麻木、咳嗽、闪伤跛行等。

19. 07. 02. 102　 冲天穴　 chong
 

tian
 

point
　 马、牛、驼、猪穴名。 位于抢风穴斜后上方,

马、牛约 6cm,驼约 10cm,猪约 3cm 处的凹陷

中。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失

膊、肩膊痛、前肢风湿、肩膊麻木、抢风痛等。

19. 07. 02. 103　 肩贞穴　 jian
 

zhen
 

point
　 马穴名。 位于抢风穴斜前上方约 6cm 处的

凹陷中。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

肩膊闪伤、夹气痛、肩膊麻木、前肢风湿等。

19. 07. 02. 104　 肩井穴　 jian
 

jing
 

point
　 马、牛、驼、羊、犬穴名。 位于肩端,臂骨大结

节的上缘凹陷中。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

针。 主治抢风痛、前肢风湿症、前肢麻木、闪
伤、肩关节肿痛等。

19. 07. 02. 105　 肩颙穴　 jian
 

yu
 

point
　 马、驼穴名。 位于臂骨大结节下缘陷窝中。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肩膊痛、
抢风痛、前肢风湿症、肩关节肿痛等。

19. 07. 02. 106　 肩外颙穴　 jian
 

wai
 

yu
 

point
　 马、牛、驼、犬穴名。 位于臂骨大结节,肩关节

后缘的凹陷中。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

针。 犬可艾灸。 主治失膊、抢风痛、前肢风湿

症、肩关节肿痛等。

19. 07. 02. 107　 抢风穴　 qiang
 

feng
 

point
　 马、牛、驼、羊、猪、犬、兔穴名。 位于肩关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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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马约 15cm,牛约 8cm,驼约 6cm,羊约

9cm,三角肌、臂三头肌长头与外头之间的肌

间隙内;猪在肩关节与肘骨头连线中点;犬在

肩外颙穴与肘俞穴连线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

之一交界处;兔在肩关节后缘的凹陷中。 左

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失膊、肩膊

痛、前肢风湿、肩膊麻木、前肢麻木或神经麻

痹、闪伤跛行等。

19. 07. 02. 108　 肘俞穴　 zhou
 

shu
 

point
　 马、牛、驼、羊、猪、犬、兔穴名。 位于肘头前方

的凹陷中。 左右前肢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肘头肿胀、前肢风湿、闪伤、肩膊麻木等。

19. 07. 02. 109　 夹气穴　 jia
 

qi
 

point
　 马、牛、驼穴名。 位于腋窝正中,左右侧各一

穴。 巧治。 主治里夹气、前肢神经麻痹等。

19. 07. 02. 110　 掩肘穴　 yan
 

zhou
 

point
　 马穴名。 位于肘突内侧前上方约 4cm、带脉

上方的凹陷中,左右侧各一穴。 火针或白针。
主治肘部风湿症、肘关节扭伤、肘头肿胀等。

19. 07. 02. 111　 膝眼穴　 xi
 

yan
 

point
　 马、牛、羊、犬穴名。 马在腕关节背侧面正中

凹陷处;牛、羊在腕关节下缘正中稍偏外方的

凹陷中;犬即膝下穴。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
主治腕部肿痛、扭伤、膝盖肿痛等。

19. 07. 02. 112　 前三里穴　 qian
 

san
 

li
 

point
　 马、羊、犬、兔穴名。 马、羊在桡骨上三分之

一、中三分之一的交界处;兔在曲池穴下约

1. 5cm 处;犬在前臂外侧上四分之一处,腕外

屈肌与第五指伸肌间。 左右侧各一穴。 白

针、火针或艾灸。 主治前肢风湿症、脾胃虚

弱、桡尺神经麻痹、腮黄、风证等。

19. 07. 02. 113　 乘重穴　 cheng
 

zhong
 

point
　 马穴名。 位于桡骨外侧韧带结节下方的肌沟

中。 左右侧各一穴。 火针或白针。 主治乘重

肿痛、前臂麻木、前肢风湿等。

19. 07. 02. 114　 乘蹬穴　 cheng
 

deng
 

point

　 马穴名。 位于肘突内侧下方约 6cm 的凹陷

中。 左右侧各一穴。 火针或白针。 主治肘部

风湿症、肘头肿胀、扭伤等。

19. 07. 02. 115　 膝脉穴　 xi
 

mai
 

point
　 马、牛、犬穴名。 马、牛在腕关节内侧下方

6cm 处筋前骨后血管上;犬在第一腕掌关节

内侧下方,第一、二掌骨间的掌心浅静脉上。
左右侧各一穴。 血针。 主治膝盖肿痛、攒筋

肿痛、球腕关节肿痛、屈腱炎等。

19. 07. 02. 116　 缠腕穴　 chan
 

wan
 

point
　 马、牛、驼、羊、猪穴名。 马、驼在前后肢球节

后上缘内外侧筋前骨后的血管上;牛、羊、猪
在前后肢内外悬蹄侧面上方 1 ~ 3cm 处凹陷

中。 每肢内外侧各一穴,前肢称前缠腕或前

寸子,后肢称后缠腕。 血针。 主治缠腕痛、板
筋肿痛、蹄黄、球节肿胀、扭伤、四肢风湿等。

19. 07. 02. 117　 明堂穴　 ming
 

tang
 

point
　 马穴名。 位于前肢距毛(羊须) 下陷窝中。

左右侧各一穴。 血针。 主治缠腕痛、板筋肿

痛等。

19. 07. 02. 118　 蹄门穴　 ti
 

men
 

point
　 马、牛、驼、猪穴名。 马在蹄球后上缘;牛在蹄

球后缘;驼在蹄后窝两侧的小窝中;猪在蹄球

上缘。 每肢内外侧各一穴。 血针。 主治蹄门

肿痛、系凹痛、蹄胎痛、蹄黄、猪肚痛等。

19. 07. 02. 119　 轩堂穴　 xuan
 

tang
 

point
　 牛穴名。 位于鬐甲两侧,肩胛软骨上缘正中,

距背中线约 5cm 处。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

或火针。 主治失膊、夹气、感冒等。

19. 07. 02. 120　 涌泉穴　 yong
 

quan
 

point
　 牛、驼、羊、猪、犬穴名。 位于前肢蹄叉前缘正

中稍上方。 左右侧各一穴。 血针。 主治蹄

肿、寸子扭伤、中暑、感冒、肚痛、三焦积热等。

19. 07. 02. 121　 七星穴　 qi
 

xing
 

point
　 猪穴名。 在前肢腕后内侧 5 ~ 7 个黑色小点,

取正中或近正中处一点为穴。 左右侧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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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 将前肢提起,用圆利针或毫针刺入 1 ~ 1.
5cm;也可刮灸。 主治风湿症、前肢瘫痪、腕
肿、消化不良、咳嗽等。

19. 07. 02. 122　 雁翅穴　 yan
 

chi
 

point
　 马、牛、猪、鸡穴名。 马位于髂骨翼上方约

9cm,肾棚穴与髋结节最高点连线的中点处。
左右侧各一穴。 牛即膊尖穴。 猪即肾俞穴,
乃异名同穴。 鸡在腰背部左侧,髋结节前 1.
5cm 处。 白针或火针。 主治腰胯痛、腰胯风

湿、不孕症、母鸡产蛋减少等。

19. 07. 02. 123　 居髎穴　 ju
 

liao
 

point
　 马、牛穴名。 位于髂骨翼(髋结节)后下方的

凹陷中。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

腰胯痛、腰胯风湿、后肢风湿症、牛不孕症等。

19. 07. 02. 124　 环跳穴　 huan
 

tiao
 

point
　 马、牛、犬、兔穴名。 位于股骨大转子最高点

的前缘稍偏下凹陷中。 左右侧各一穴。 白

针、火针或艾灸。 主治雁翅肿痛、后肢风湿、
腰胯痛、腰胯风湿、后肢麻木等。

19. 07. 02. 125　 环中穴　 huan
 

zhong
 

point
　 马、牛、羊、猪穴名。 马位于股骨大转子上方

约 6cm 的凹陷中;牛、羊、猪在髋骨结节外侧

缘与坐骨结节连线的中点处。 左右侧各一

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闪伤腰胯、后肢风湿、
后肢麻木或闪伤等。

19. 07. 02. 126　 环后穴　 huan
 

hou
 

point
　 马、牛、驼、羊、猪穴名。 马、牛、羊、猪位于环

中穴稍后下方,股骨大转子上缘;驼在百会穴

斜后下方约 12cm,股骨大转子上缘窝中。 左

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后肢风湿、
腰胯闪伤、后肢麻木等。

19. 07. 02. 127　 大胯穴　 da
 

kua
 

point
　 马、牛、驼、羊、猪穴名。 位于股骨大转子前下

方,马约 6cm、牛 6 ~ 9cm、羊约 2cm、猪约 3cm
的凹陷中;驼位于髋关节前下方的凹陷中。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后肢风

湿、腰胯闪伤、后肢麻木或瘫痪等。

19. 07. 02. 128　 小胯穴　 xiao
 

kua
 

point
　 马、牛、驼、羊、猪穴名。 马在股骨第三转子的

斜后下方 3. 5cm 凹陷中;牛、羊在股骨大转

子正下方,牛约 6cm、羊约 3cm 处的凹陷中;
驼在环后穴斜后下方约 12cm,股骨大转子后

下方的凹陷中;猪在大胯穴后下方。 左右侧

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后肢风湿症、闪
伤腰胯、后肢麻木或瘫痪等。

19. 07. 02. 129　 丰隆穴　 feng
 

long
 

point
　 马、兔穴名。 马位于阳陵穴下方约 6cm 处肌

沟中;兔在外膝眼与外踝尖连线的中点处。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马掠草

痛、后肢风湿、消化不良、兔支气管炎等。

19. 07. 02. 130　 掠草穴　 lue
 

cao
 

point
　 马、牛、驼、羊、猪、犬穴名。 位于膝关节前下

缘稍偏外方,膝外侧直韧带与膝中直韧带之

间的凹陷处。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火针、艾
灸或烧烙。 主治掠草骨节痛、后治风湿症、冷
拖杆等。

19. 07. 02. 131　 邪气穴　 xie
 

qi
 

point
　 马、牛、羊穴名。 马、羊位于坐骨弓上方,股二

头肌与半腱肌之间的肌间沟内,距尾根马约

9cm,羊约 3cm。 牛在股骨大转子与坐骨结

节连线和股二头肌肌沟相交处。 左右侧各一

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腰胯风湿症、股胯闪

伤等。

19. 07. 02. 132　 汗沟穴　 han
 

gou
 

point
　 马、牛、驼、羊、猪穴名。 位于坐骨弓紧后下方

的股二头肌与半腱肌之间的肌间沟内,邪气

穴下方马约 7cm,牛约 6cm,羊约 4. 5cm;驼
在小胯穴后下方约 3cm;猪在坐骨弓下方。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后肢或腰

胯风湿症、内肾阴冷、后肢麻木、股胯闪伤等。

19. 07. 02. 133　 仰瓦穴　 yang
 

wa
 

point
　 马、牛、驼、羊穴名。 位于股二头肌与半腱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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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肌间沟中。 汗沟穴下方马约 7cm,牛、
驼约 6cm,羊约 4. 5cm 处。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后肢或腰胯风湿症、股胯

闪伤、内肾阴冷、后肢麻木等。

19. 07. 02. 134　 牵肾穴　 qian
 

shen
 

point
　 马穴名。 位于膝盖骨上方水平线的股二头肌

与半腱肌之间的肌间沟内,仰瓦穴下 7cm
处,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股胯

闪伤、后肢风湿、内肾阴冷、后肢麻木等。

19. 07. 02. 135　 后三里穴　 hou
 

san
 

li
 

point
　 马、牛、羊、猪、犬、兔穴名。 位于小腿外侧上

部,胫腓骨间隙中,距腓骨小头马约 7. 5cm、
牛约 9cm、猪和羊约 6cm、犬约 5cm、兔约 1.
2cm 处的肌沟中。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火
针或艾灸。 主治仔猪泄泻、腹痛、消化不良、
后肢风湿、后肢麻木等。

19. 07. 02. 136　 肾堂穴　 shen
 

tang
 

point
　 马、牛、驼、羊、犬穴名。 位于股内侧,大腿褶

下方马约 12cm,牛约 9cm,驼、羊约 6cm,犬
约 5cm 处的隐静脉上。 左右肢各一穴。 血

针。 主治外肾黄、后肢风湿、闪伤腰胯、马五

攒痛等。

19. 07. 02. 137　 督穴　 du
 

point
　 马穴名。 位于股内侧,肾堂穴下方 6cm 处的

血管上。 左右侧各一穴。 血针。 主治内伤腰

胯、外肾黄、五攒痛、后肢风湿等。

19. 07. 02. 138　 大转穴　 da
 

zhuan
 

point
　 牛穴名。 位于股骨大转子正前方 6cm 处的

凹陷中。 左右侧各一穴。 白针或火针。 主治

闪伤腰胯、后肢风湿、后肢麻木或瘫痪等。

19. 07. 02. 139　 滴水穴　 di
 

shui
 

point
　 牛、驼、羊、猪、犬穴名。 位于后肢蹄叉前缘正

中稍上方。 左右侧各一穴。 血针。 主治蹄

肿、寸子扭伤、中暑、感冒、驼肚痛、三焦积热

等。

19. 07. 02. 140　 涌滴穴　 yong
 

di
 

point
　 犬穴名。 前肢称涌泉,后肢称滴水。 在第三、

四掌(跖)骨间的掌(跖)背侧静脉上,每肢各

一穴。 血针。 主治中暑、感冒、气管炎、风湿、
腹泻等。

19. 07. 02. 141　 蹄头穴　 ti
 

tou
 

point
　 马、牛、羊、猪穴名。 马在蹄缘(毛边)上方约

1cm,前肢从正中向外旁开 2 ~ 3cm,后肢在正

中处的血管上,每肢一穴;牛、羊、猪位于蹄叉

上缘两侧,有毛与无毛交界处,每肢内外各一

穴。 血针。 主治缠腕痛、五攒痛、蹄头痛、冷
痛、中暑、感冒、后肢风湿等。

19. 07. 03　 病证防治

19. 07. 03. 001　 木舌　 swollen
 

and
 

rigid
 

tongue
　 心经积热,上冲于舌,致气血停聚于舌,使舌

体肿胀的病证。

19. 07. 03. 002　 心热风邪　 apoplexy
　 又称“中风”。 心热内聚,化火生风,干扰心

神所致的以动物突然倒地、汗出肉颤、两目上

翻为特征的病证。

19. 07. 03. 003　 暑热病　 summer-heat
 

disease
　 暑热或暑湿内郁,蒙闭清窍,致使动物出现高

热神昏的病证。

19. 07. 03. 004　 脑黄　 meningo-encephalitis
　 心肺热极上注于脑,脑中生黄而惊狂或痴呆

的病证。

19. 07. 03. 005　 肝热传眼　 acute
 

conjunctivitis
　 肝经受热,外传于眼而致结膜发红、充血、肿

胀、疼痛、眵盛难睁、羞明流泪的病证。

19. 07. 03. 006 　 云翳遮睛 　 nebulous
 

screen
 

o-
ver

 

the
 

eyeball,corneal
 

nebula
　 又称“火蒙眼”。 为肝热冲目或外伤所致的

动物睛生云翳,视力减退或失明的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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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7. 03. 007　 黄疸　 jaundice
　 为温热蕴结或寒湿不化,内阻中焦,胆液不循

常道而外溢所致的以结膜、口色黄染为特征

的病证。

19. 07. 03. 008 　 脾虚慢草 　 spleen-asthenia
 

in-
appetence

　 劳伤过度,饲喂不良,脾胃亏虚而致饮食减

退,日益消瘦的病证。

19. 07. 03. 009 　 脾虚浮肿 　 spleen-asthenic
 

dropsy
　 脾阳亏虚,使水湿难以运化,导致腹下、四肢

浮肿的病证。

19. 07. 03. 010 　 脾虚湿邪 　 asthenia
 

of
 

spleen
 

and
 

stagnation
 

of
 

wetness-evil
　 脾气亏虚,湿浊郁积,蒙蔽清窍而致发痴呆或

偏风的病证。

19. 07. 03. 011　 宿水停脐　 ascites
　 为脾肾阳虚,水湿停留于腹腔,注于脐部的一

种病证。

19. 07. 03. 012 　 风寒感冒 　 common
 

cold
 

of
 

wind-cold
 

type
　 风寒之邪侵袭肌表,卫表失常,肺卫失司而致

恶寒、发热、流涕或咳嗽的病证。

19. 07. 03. 013 　 风热感冒 　 common
 

cold
 

of
 

wind-heat
 

type
　 因风热之邪侵袭肌表,卫表失常,肺卫失司而

致恶寒、发热、流涕或咳嗽的病证。

19. 07. 03. 014　 风寒咳嗽　 wind-cold
 

cough
　 外感风寒,肺的宣降失常导致肺气上逆作声,

鼻流清涕的病证。

19. 07. 03. 015　 风热咳嗽　 wind-heat
 

cough
　 外感风热,肺的宣降失常导致肺气上逆作声,

鼻流脓涕的病证。

19. 07. 03. 016　 风热犯肺　 wind-heat
 

attack
 

on
 

the
 

lung

　 风热之邪犯肺,肺失宣降而致发热、咳嗽、喘
促、流涕的病证。

19. 07. 03. 017　 肺痈　 pulmonary
 

abscess
　 风热外侵,痰热内结,热毒瘀血壅结于肺而成

脓疡的病证。

19. 07. 03. 018　 颡黄　 acute
 

pharyngolaryngitis
　 又称“急喉风”“缠喉风”。 咽喉部黏膜肿胀,

以吞咽困难、流涎为特征的一种病症。

19. 07. 03. 019　 肺痛　 chest
 

pain
　 又称“ 肺家痛”。 外感风邪热毒,凝注于肺

窍,致肺气不宣,气血郁滞而胸部疼痛的病

证。

19. 07. 03. 020 　 异物呛肺 　 aspiration
 

pneumo-
nia,deglutition

 

pneumonia
　 饲料、药物等异物误入肺而引起咳嗽不安、出

汗发抖、呼吸困难的病证。

19. 07. 03. 021　 肾痛　 lumbago
　 卧地猛起或风寒湿侵袭,气血郁滞而致腰脊

僵硬、后腿难移的病证。

19. 07. 03. 022 　 肾虚腿肿 　 edema
 

of
 

posterior
 

limbs
 

due
 

to
 

kidney
 

asthenia
　 肾阳虚,肾气不能蒸化,水道不通,溢而为肿,

引起胯拽腰拖、后腿浮肿、后脚难移的病证。

19. 07. 03. 023　 外肾黄　 scrotum
 

swelling
　 又称“木肾黄” “阴肾黄”。 寒湿邪气侵入肾

经,流注外肾,或肾经受热,湿热下注,凝于外

肾而引起外肾肿胀的病证。

19. 07. 03. 024　 内肾黄　 lumbar
 

swelling
　 饲喂不当,谷气壅阻中焦,热毒积于腰间,或

劳伤腰肾,致气血不通,经络凝闭,导致肾血

郁的一种病证。

19. 07. 03. 025　 垂缕不收　 penial
 

prolapse
　 肾水亏损,肾阳衰亏,或外受损伤致下元不

固,使阴茎脱垂于阴筒之外,收缩无力的病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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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7. 03. 026　 阳痿　 impotence
　 劳役过重,配种过多,导致阴精耗损过度,命

门火衰,性欲衰退,交配时阴茎不举,或举而

不坚,或一举即泄的病证。

19. 07. 03. 027　 料伤　 overeating
 

of
 

grain
　 又称“伤食”。 饥甚急食,料多役少,谷气凝

于脾胃,料毒内聚入血使精神困倦,口气酸

臭,恶料,拘行束步,四肢如攒的病证。

19. 07. 03. 028 　 五攒痛 　 grain-induced
 

lamini-
tis

　 多因过食精料,运动不足,饮水过少,致使谷

料毒气凝于胃肠,吸入血脉,循行于四肢,凝
滞于蹄所致的病证。

19. 07. 03. 029 　 气胀 　 bloat
 

in
 

ruminant,rumi-
nal

 

tympany
 

in
 

ruminant
　 又称“气结”。 反刍动物瘤胃内充满气体,致

肚腹胀大、气促喘粗为特征的病证。

19. 07. 03. 030　 起卧症　 equine
 

colic
　 马属动物胃肠道消化功能障碍,草料停于胃

内或粪便阻塞肠道,以腹痛起卧为主要特征

的病证。

19. 07. 03. 031 　 大肚结 　 equine
 

gastric
 

dilata-
tion

　 又称“胃结”。 马属动物脾胃功能失调,草料

停滞胃内不能运转,膨胀发酵,或肠管阻塞不

通波及于胃,使胃急剧膨胀而发生以腹痛起

卧为主要特征的病证。

19. 07. 03. 032　 结症　 impaction
 

of
 

the
 

intestine
　 又称“肠阻塞”。 肠管运动和分泌功能障碍,

粪便积滞于肠腔引起的,以肠道阻塞不通和

腹痛起卧为主要特征的病证。

19. 07. 03. 033 　 冷痛 　 spasmodic
 

colic
 

in
 

e-
quine

　 马属动物因外感风寒,内伤阴冷,中焦气机不

畅而致的急性阵发性腹痛病证。

19. 07. 03. 034　 宿草不转　 impaction
 

of
 

rumen
　 过食草料损伤脾胃,中焦腐熟运化失职,大量

草料停积于瘤胃,滞而不化,左腹胀痛,触如

面团样的病证。

19. 07. 03. 035　 百叶干　 impaction
 

of
 

omasum
　 瓣胃中津液耗损,日久干枯,引起顽固性便

秘,瘤胃蠕动减弱或停止的疾病。

19. 07. 03. 036　 盘肠结　 obstruction
 

of
 

colon
　 粪便或纤维团等阻塞结肠,不能后送的急性

腹痛病证。

19. 07. 03. 037 　 异物伤胃 　 traumatic
 

reticulo-
peritonitis

　 反刍动物采食时误将金属等异物与草料一同

咽进胃内引起网胃损伤,出现以脾胃功能紊

乱为主要特征的病证。

19. 07. 03. 038　 泄泻　 diarrhea
　 清浊不分,运化失常,出现以排便次数增多、

粪便稀软,或粪稀如水为特征的病证。

19. 07. 03. 039　 寒湿泄泻　 cold-damp
 

diarrhea
　 又称“冷肠泄泻”“寒泻”。 寒湿内盛,中阳失

运而以泻粪如水为特征的病证。

19. 07. 03. 040　 伤食泄泻　 diarrhea
 

due
 

to
 

im-
proper

 

feeding
　 又称“伤食泻”。 食积胃肠,运化失职而以肚

胀、泄泻为特征的病证。

19. 07. 03. 041　 急肠黄　 acute
 

enteritis
　 湿热或热毒蕴结肠中,热毒内陷而致急性腹

泻、腹痛不安的病证。

19. 07. 03. 042　 慢肠黄　 chronic
 

enteritis
　 由急肠黄日久不愈转化而来的慢性肠道炎

症。

19. 07. 03. 043　 翻胃吐草　 osteomalacia
　 脾虚胃弱,肾阳不足,久致脾肾阳虚,以骨肿、

吐草为特征的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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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7. 03. 044　 肠风便血　 hematochezia
 

due
 

to
 

intestinal
 

wind
　 又称“粪血” “泻血”。 脾虚气弱不能统摄血

液,或湿热下注大肠,损伤经络,迫血下行,致
血随大便而出的病证。

19. 07. 03. 045　 胞转　 torsion
 

of
 

urinary
 

bladder
　 排尿受惊,或滚跌转动膀胱,或乘热骤饮冷

水,致清浊未分,冷热相击而引起排尿困难、
小便不通或点滴而下、疼痛不安的病证。

19. 07. 03. 046　 胞黄　 cystitis
　 膀胱积热,热闭膀胱生黄而致排尿淋漓、尿

血、疼痛的病证。

19. 07. 03. 047　 尿淋　 stranguria
　 又称“淋证”。 热邪或湿热蕴结于膀胱,灼烁

尿液,或肾气不固而排尿困难,尿频短涩,淋
漓不断的病证。

19. 07. 03. 048　 热淋　 heat
 

stranguria
　 膀胱火盛,气滞热结而尿液短涩淋漓,疼痛不

安的病证。

19. 07. 03. 049　 尿闭　 anuria
　 暑湿热毒内侵膀胱,或肾阳亏虚,膀胱气化无

权,使尿液潴留而引起小便不通或癃闭的病

证。

19. 07. 03. 050　 新驹奶泻　 diarrhea
 

in
 

foal
　 幼驹在吮乳期间出现急性消化紊乱,大便溏

泻。

19. 07. 03. 051　 跳肷　 spasm
 

of
 

diaphragm
　 外感或内伤阴冷,或内热亢盛,气逆不舒,致

胸膈痉挛的病证。

19. 07. 03. 052 　 风瘫 　 paralysis
 

due
 

to
 

wind-
cold-wetness

 

evil
　 风寒湿邪壅滞经脉,或肝肾亏虚,致以腰肢疼

痛、卧地难起为特征的病证。

19. 07. 03. 053　 虚劳病　 consumptive
 

disease
　 因饥饱劳役所伤,或病后失于调理,以致阴

阳、气血、脏腑受损致虚的病证。

19. 07. 03. 054　 痿证　 flaccidity
 

syndrome
　 四肢软弱无力,肌肉萎缩,终致卧地不能起立

的病证。

19. 07. 03. 055　 豁鼻　 lacerated
 

muzzle
　 为牛穿鼻孔时豁开所引起的损伤。

19. 07. 03. 056　 痈　 acute
 

suppurative
 

disease
　 指局部红肿热痛,周围界限清楚,尚未破溃

者。

19. 07. 03. 057　 瘘　 fistula
　 又称“瘘管”。 凡疮疡溃后,或外伤后久不收

口,形成瘘道,从疮口或伤口经常流出脓液或

水液者。

19. 07. 03. 058　 流注　 metastatic
 

abscess
　 为火毒循经脉流窜,侵入其他部位,引起化脓

性疾病。

19. 07. 03. 059 　 项痈 　 acute
 

pyogenic
 

infection
 

on
 

nape
　 邪热壅聚项间而发生痈肿的病证。

19. 07. 03. 060 　 脑颡流鼻 　 empyema
 

of
 

frontal
 

sinus
　 多因风热邪毒侵袭,或湿热内盛,上移于脑

颡,使气血郁滞的一种病证。

19. 07. 03. 061 　 肩膊痛 　 pain
 

in
 

scapula-hu-
meral

 

girdle
　 肩臂部筋肉、关节疼痛的一种病证。

19. 07. 03. 062　 脱膊　 shoulder
 

dislocation
　 又称“闪膊”。 肩周围肌肉剧伸而肩膊上移

或下移,表现步行短缩、跛行的病证。

19. 07. 03. 063　 脱臼　 dislocation
　 关节骨端脱离原位,且长时间不能复位。

19. 07. 03. 064 　 抢风痛 　 paralysis
 

of
 

radial
 

nerve
　 前肢经络阻塞、气血不通,表现为肢体麻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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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病证。 多发于一侧。

19. 07. 03. 065　 肺把胸膊痛　 pain
 

of
 

chest
 

and
 

foreleg
　 过劳伤肺,气血凝滞于胸膈引起胸膊疼痛的

病证。

19. 07. 03. 066　 夹气痛　 sprain
 

of
 

triceps
　 前肢闪伤使肩胛与躯干之间气血淤滞而引起

的疼痛病证。

19. 07. 03. 067 　 乘重痛 　 contusion
 

of
 

elbow
 

joint
　 肘关节部位肿痛的病证。

19. 07. 03. 068　 攒筋痛　 flexor
 

tendonitis
　 屈腱的急性或慢性肿痛。

19. 07. 03. 069 　 缠腕痛 　 contusion
 

of
 

fetlock
 

joint
　 外力作用球节引起球节挫伤、疼痛的一种病

证。

19. 07. 03. 070 　 腰胯痛 　 pain
 

of
 

lumbus
 

and
 

hip
　 寒伤或闪伤引起的腰胯疼痛的病证。

19. 07. 03. 071　 胯瓦痛　 sprain
 

of
 

hip
 

joint
　 闪伤引起髋关节疼痛。

19. 07. 03. 072　 掠草痛　 pain
 

of
 

stifle
 

joint
　 又称迎风痛。 后肢膝关节疼痛的病证。

19. 07. 03. 073　 冷拖杆　 string
 

halt
　 肾经受寒引起后肢痉挛,腿直如杆的病证。

19. 07. 03. 074　 合子骨肿痛　 bone
 

spavin
　 跗关节肿胀的病证。

19. 07. 03. 075　 滚蹄　 contraction
 

of
 

flexor
 

ten-
don

　 寸腕部屈腱挛缩,蹄向后翻,蹄底向上,行走

时蹄向前滚动的病证。

19. 07. 03. 076　 毛边漏　 quittor

　 又称“蹄冠炎”。 以蹄甲上部有毛与无毛交

界处肿胀破溃,流出脓液为特征的病证。

19. 07. 03. 077　 漏蹄　 foot
 

rot
　 又称“蹄叉腐烂”。 蹄底角质腐烂分解的病

证。

19. 07. 03. 078　 闪伤　 sudden
 

sprain
　 多因剧烈运动,腰部肌筋受到突然牵拉所引

起的病证。

19. 07. 03. 079　 痹症　 arthralgia
　 风寒湿邪侵袭肢体,传于经络,导致肌肉关节

疼痛、麻木、屈伸不利的病证。

19. 07. 03. 080　 湿痹　 damp-dominated
 

arthral-
gia

　 又称“着痹”。 风寒湿邪侵袭机体,以湿邪偏

盛引起的痹证。

19. 07. 03. 081 　 风痹 　 wind-dominated
 

arthral-
gia

　 又称“行痹”。 风寒湿邪侵袭机体,以风邪偏

盛引起的痹证。

19. 07. 03. 082　 寒痹　 cold-dominated
 

arthralgia
　 又称“痛痹”。 风寒湿邪侵袭机体,以寒邪偏

盛引起的痹证。

19. 07. 03. 083　 遍身黄　 urticaria
　 又称“荨麻疹”。 皮肤上突然出现大小不一

肿块或疙瘩的病证。

19. 07. 03. 084 　 湿毒 　 noxious
 

dampness,ecze-
ma

　 皮肤瘙痒,并呈弥漫性潮红、丘疹、水疱、糜
烂、渗液、结痂、脱屑的病证。

19. 07. 03. 085 　 骨眼 　 protrusion
 

of
 

the
 

mem-
brana

 

nictitans
　 为眼内闪骨生瘀,摩擦瞳仁,致频频泪下的一

种病证。

19. 07. 03. 086　 外障眼　 external
 

ocul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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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眼睑、闪骨、白睛、黑睛等部位的病证。

19. 07. 03. 087　 内障眼　 cataract
 

or
 

internal
 

oc-
ulopathy

　 又称“青光眼”。 翳障凝于瞳内不能视物的

病证。

19. 07. 03. 088　 歪嘴风　 unilateral
 

facial
 

paral-
ysis

　 外感风邪,引起口眼歪向一侧的病证。

19. 07. 03. 089　 乳痈　 mastitis
　 热毒流注乳房,气血郁滞,乳络受阻,致使乳

房发生红、肿、热、痛的病证。

19. 07. 03. 090　 胎毒　 fetal
 

poisoning
　 胎儿感受母体中遗留而发生的疮疖、痘疹等

病证。

19. 07. 03. 091　 胎气　 pregnancy
 

edema
　 又称“妊娠水肿”。 母畜妊娠期间,四肢、腹

下、乳房等部位出现浮肿的病证。

19. 07. 03. 092　 瘟疫　 infectious
 

disease
　 动物感受疫疠之气而发生的急性传染病。

19. 07. 03. 093 　 时疫 　 seasonal
 

infectious
 

dis-
ease

　 季节性发生的急性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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