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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experiment is the basic guarantee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experiment teaching, 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this study we use the experimental project “Establishment of acute right heart failure model and the pathological observation in rabbit” as an example, starting from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experiment on the experimental teachers, the experimental preparation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respectively, thus to discus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pre-experiment in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veterinary pathophysiology, including optimizing
the experiment preparation, ensuring the high quality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xperimen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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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预实验的开展是实验教学顺利进行，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的基本保障。本文以家兔急性右心衰竭模型的建
立及病理变化观察实验项目为例，分别从预实验的开展对实验任课教师、对实验准备教师、对学生的影
响着手，深入探讨预实验在兽医病理生理学实验教学中对完善实验准备工作、保障实验教学优质完成和
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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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预实验是指在正式实验之前，用少量样品或实验动物进行实验，以便摸出最佳的实验条件，为正式
实验打下基础[1]。兽医病理生理学是一门研究动物患病时机能变化的学科，是动物医学专业学生必修的
专业基础课，为连接基础兽医和临床兽医的桥梁学科。兽医病理生理学实验属于机能实验学的一部分，
通过实验教学，除了验证课堂讲授的理论知识外，更主要的是培养学生研究实验性疾病的技能，使学生
初步掌握疾病模型的复制方法，培养观察、比较和综合分析客观事物的科学思维方法、独立解决问题的
能力和严谨的科研态度[2] [3]。为了确保兽医病理生理学实验教学的完成质量，我们课程组在实验课程开
始之前，组建了由实验课任课教师、实验准备教师和科研助理组成的预实验小组，组织开展集体备课和
集体预实验活动。本文以家兔急性右心衰竭模型的建立及病理变化观察实验项目的预实验过程为例，探
讨预实验的开展在提高兽医病理生理学实验教学质量中的重要作用。

2. 有助于任课教师熟悉实验内容
如何上好实验课？本次实验要讲解哪些内容？本实验的难点与关键步骤是什么？实验与理论的结合
点在哪？这是每位实验课任课教师都应该思考的问题[4]。如“家兔急性右心衰竭模型的建立及病理变化
观察”这一实验项目，心力衰竭模型的成功建立是完成该实验项目的基础和关键。因此，本实验项目根
据心力衰竭的发生机制，拟通过增加家兔右心压力负荷和容量负荷的方法，建立家兔急性右心衰竭模型，
并在模型建立成功的基础上，观察右心衰竭发生过程中实验动物生理机能指标的变化，如血压、心率和
呼吸频率的变化，以及通过病理剖检的办法观察急性心力衰竭所造成的病理变化。
该实验项目的内容和方法涉及动物生理学、动物解剖学、兽医病理解剖学和兽医病理生理学几门课
程，通过预实验开展有助于实验课任课教师进一步理解实验内容、目的、方法和步骤，把握好实验每一
步的难点和重点，在实验教学中强调相关注意事项，避免在正式实验教学过程中出现问题，不能从实验
结果判断中正确引导学生，难以做到通过实践验证理论的教学目的[5]。另外，实验操作方法是否规范决
定了实验能否成功[6]，规范的实验操作包括实验仪器的正确使用和实验操作准确性，实验任课教师可以
通过预实验练习实验操作技能，从而提高实验教学能力，确保教学效果。
DOI: 10.12677/ae.2020.101005

29

教育进展

康静静 等

3. 有助于实验准备教师完成准备工作
通过开展预实验，能帮助实验准备教师对所要准备开展的实验教学内容进行充分思考，把正式实验
教学过程中需要使用的实验动物、耗材、试剂和仪器设备等实验用品清单详细地罗列出来，从而进行充
分的准备。

3.1. 实验动物的准备
根据兽医病理生理学实验课程的教学大纲，每个实验项目都需使用实验动物才能完成，涉及到的动
物包括小白鼠、鸡、健康家兔。如“家兔急性右心衰竭模型的建立及病理变化观察”这一实验项目中的
实验动物为健康家兔，实验过程中，学生需要进行家兔的抓取、保定、注射、取样等，这些过程中学生
都需要与实验动物进行接触，因此要求实验教师必须在实验教学开始前 1~2 周从正规具有“实验动物生
产许可证”和能开具“实验动物质量合格证”的单位购买实验动物，买进后进行隔离检疫，随时观察和
记录动物的健康状况，确认动物健康状况良好，无生物安全隐患后才能给学生使用。另外，兽医病理生
理学实验课通常是分组进行，每组需要 1 只实验动物，为了应对实验课上实验动物的意外死亡，需要实
验教师每个班级至少准备 2 只备用动物。

3.2. 明确实验耗材和试剂清单
实验室的耗材和化学试剂种类繁多，有些耗材属于金属利器，有些试剂属于易燃、易爆和有毒的危
险试剂，因此为了保证实验教学的顺利进行，防止意外事故发生，保证实验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必
须严格按照使用规程进行取用和准备工作。根据兽医病理生理学相关实验项目的要求，学生的人数及分
组情况，按需取用和配制。如“家兔急性右心衰竭模型的建立及病理变化观察”这一实验项目中用到的
实验耗材包括兔手术器械、注射器、胶布、酒精棉球、纱布，其中手术器械和注射器需要严格按需取用。
实验试剂主要为 25%乌拉坦、生理盐水、液体石蜡、10%福尔马林，配好后装入试剂瓶，贴好标签，标
注好名称、规格、浓度和配制时间等信息，其中麻醉用的乌拉坦和固定用的 10%福尔马林在配制和使用
过程中必须严格管控，加强防范意识，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

3.3. 检查实验仪器设备
实验仪器是辅助学生获得实验数据和结果观察的重要工具，保证仪器正常的工作运转是至关重要的
[7]。兽医病理生理学实验需要的仪器设备主要有保定台、台秤、电热恒温水浴锅、生物机能实验系统和
显微镜等，实验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转是保障实验课顺利进行的关键，因此通过预实验可以帮助实验教师
检查仪器设备，排除故障，及时维护。如“家兔急性右心衰竭模型的建立及病理变化观察”这一实验项
目中需要用到的仪器包括保定台、台秤、电热恒温水浴锅和生物机能实验系统，其中生物机能实验系统
需要硬件和软件配合使用，如果硬件发生密封不严、管子堵塞等问题，将直接影响实验结果，不能有效
的完成实时监测和数据读取。

4. 有助于任课教师明确实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理论上我们已知，当右心室的前负荷或者后负荷过度增加，都会导致机体发生右心功能不全，因此，
本实验中我们通过耳缘静脉注射液体石蜡的方式造成家兔急性肺脏小血管栓塞，引起右心压力负荷过重；
通过大量输入生理盐水的方式引起家兔右心容量负荷增加，从而成功建立家兔急性右心衰竭的动物模型，
便于同学们进一步理解心力衰竭的发生机制。
通过预实验，我们明确了整个实验操作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注意事项，这些操作将直接影响模型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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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成功和实验结果的观察，因此在课堂教学中需要充分提醒学生，并解释相关原因，具体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1) 耳缘静脉麻醉后尽量不要拔出注射器针头，而是用胶带固定至耳朵上，方便后续动物模型建
立时继续通过耳缘静脉注射液体石蜡和生理盐水；2) 本实验中所使用的液体石蜡需提前放至水浴锅中加
热至 37℃，目的主要是为了降低液体石蜡的粘滞性，使其在注入血液后更便于形成细小血栓；3) 家兔耳
缘静脉注射液体石蜡时要密切注意动物血压的变化，当出现血压明显降低时，应暂停注入，观察 5 min，
若血压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可再缓慢注入少量液体石蜡；4) 注射液体石蜡的速度不宜过快，速度以 0.1
mL/min 为宜，液体石蜡的用量不超过 0.5 mL/Kg 为宜；5) 若生理盐水注射量已超过 200 mL/Kg 体重，
而动物各项指标变化仍不显著时，可再补充注入液体石蜡；6) 尸体剖检时注意不要损伤胸、腹腔血管，
以免影响后续病理变化观察结果。课堂上，任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着重强调这几个影响实验结果的注
意事项，从而提高实验的成功率，确保实验课的正常有序进行。

5. 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通过预实验，实验任课教师可以拍摄相关实验操作小视频，并经过蓝墨云班课、微信、QQ 等一些多
媒体手段发送给学生，使其在课前进行预习，并根据实验过程设计一些问题，提前布置给学生，引导学
生复习相关理论知识，以此增加教学趣味性和师生间的互动，进而提高实验成功率。同时，学生实验作
业的完成也可以打破传统的报告书写形式，采用拍摄小视频和图片的形式，制作完成后以视频和 PPT 上
传至班课中提交作业。这种教学手段的多样化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的实验技能和思辨能
力[8]。

6. 结论
预实验的开展不仅可以为进一步的实验摸索条件，也可以检验实验设计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是实验
教学顺利进行，提高兽医病理生理学实验教学质量的基本保障[9]。通过预实验可以帮助实验任课教师和
实验准备教师及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避免因失误及其他因素导致实验失败[10]。通过集体
预实验可帮助青年实验教师充分了解实验环境、提高操作技能、熟悉设备性能，从而提高青年教师的实
验教学水平，掌握教学关键点，充分做好课前准备，从整体上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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