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章　体温 (１)

　第一节　环境温度的一般效应与温标 (１)

　　一、温度的概念与环境温度 (１)

　　二、环境温度的一般效应 (２)

　　三、温标 (４)

　第二节　体温及其生理波动范围 (５)

　　一、机体热量 (５)

　　二、体温的概念 (６)

　　三、机体深部(体核)温度 (６)

　　四、机体表层温度 (８)

　　五、体温的测量 (１０)

　　六、体温的正常值及其生理波动 (１２)

　第三节　体温昼夜节律 (２１)

　　一、体温昼夜节律的特点与种系之间的差异 (２１)

　　二、影响体温昼夜节律的主要因素 (２２)

　　三、体温昼夜节律形成的机制 (２４)
第２章　机体产热与散热 (２７)

　第一节　机体产热及其机制 (２７)

　　一、产热与散热的平衡 (２７)

　　二、体热的储存 (２８)

　　三、机体热量的计算 (２８)

　　四、功率 (２９)

　　五、产热形式及其机制 (３０)

　　六、棕色脂肪组织与非战栗产热 (３５)

　第二节　散热及其机制 (４１)

　　一、机体内热量到达皮肤的途径 (４２)

　　二、散热的方式及其机制 (４４)

　　三、人体散热稳定度与影响因素 (５４)

　第三节　汗腺与机体蒸发散热 (５６)

　　一、汗腺的组织结构与特点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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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汗腺分泌与机体散热 (５９)

　　三、汗腺分泌的调节 (６６)

　　四、出汗异常 (６７)
第３章　体温调节 (７３)

　第一节　温度感受器与温度觉 (７５)

　　一、温度感受器 (７５)

　　二、温度觉 (７８)

　第二节　皮肤温觉转导与传入 (８１)

　　一、感觉神经末梢和皮肤表皮细胞 (８１)

　　二、表皮细胞在温度感觉中的作用 (８３)

　　三、热转导 (８５)

　　四、冷转导 (８８)

　第三节　体温调节的神经通路 (９０)

　　一、热感觉的神经通路 (９４)

　　二、冷感觉的神经通路 (９４)

　第四节　中枢神经系统对体温的调节作用 (９５)

　　一、脊髓 (９５)

　　二、中脑 (９６)

　　三、臂旁外侧核 (９６)

　　四、下丘脑 (９７)

　　五、大脑皮质 (９９)

　　六、体温调节的调定点学说 (１００)

　第五节　中枢神经系统温敏神经元的电生理特性 (１０４)

　　一、温敏神经元的分布和形态 (１０５)

　　二、中枢不同部位温敏神经元的生理功能 (１０７)

　　三、POA温敏神经元的电生理特性与温度敏感性 (１１３)

　　四、POA温敏神经元动作电位形成的机制 (１１６)

　　五、AVP和PGE对POA温敏神经元电生理特性的影响 (１２０)

　第六节　行为性体温调节 (１２２)

　　一、行为性体温调节的方式与生理意义 (１２３)

　　二、影响行为性体温调节的因素 (１２７)

　　三、行为性体温调节的机制 (１２８)

　第七节　神经肽与其他神经递质在体温调节中的作用 (１３３)

　　一、精氨酸加压素 (１３３)

　　二、α２ＧMSH 在体温调节和解热中的作用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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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神经降压素 (１４１)

　　四、铃蟾肽 (１４３)

　　五、多巴胺 (１４５)
第４章　胎儿与新生儿的体温调节 (１５０)

　第一节　胎儿体温与体温调节 (１５０)

　　一、胎儿与母体的体温差及影响因素 (１５０)

　　二、胎儿产热与控制产热的因素 (１５３)

　　三、胎儿散热与影响散热的因素 (１５５)

　第二节　新生儿体温与体温调节 (１５８)

　　一、新生儿体温的正常值及其波动范围 (１５８)

　　二、新生儿体温的测定 (１５９)

　　三、新生儿产热与散热 (１６０)
第５章　老年人体温调节与老年性低温症 (１６３)

　第一节　衰老的概况 (１６４)

　　一、有关衰老的概念 (１６４)

　　二、人体衰老的特征和表现 (１６６)

　　三、衰老的机制 (１６９)

　第二节　老年人体温调节 (１７５)

　　一、老年人皮肤温度敏感性的变化 (１７６)

　　二、老年人心血管系统变化对体温调节的影响 (１７７)

　　三、衰老对机体产热和散热的影响 (１７９)

　　四、衰老对行为性体温调节的影响 (１８２)

　　五、寒冷引起的体温调节功能降低与衰老速率的变化 (１８４)

　第三节　老年性低温症 (１８６)

　　一、老年性低温症的流行病学 (１８６)

　　二、老年性低温症的病因 (１８７)

　　三、老年性低温症的临床表现 (１８９)

　　四、老年性低温症的诊断 (１９０)

　　五、老年性低温症的检查 (１９０)

　　六、老年性低温症的治疗 (１９１)

　　七、老年性低温症的对策 (１９２)

　　八、老年性低温症的自救方法 (１９３)

　　九、老年性低温症的预后与预防 (１９３)

　第四节　低温与阿尔茨海默病 (１９５)

　　一、阿尔茨海默病发生机制的研究概况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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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低温是引起和促进 AD发病的危险因素 (１９８)

　　三、低温促进 AD发病的机制 (１９９)
第６章　低温 (２０５)

　第一节　低温的分类与生存环境的温度范围 (２０５)

　　一、低温的分类与特点 (２０５)

　　二、恒温动物生存环境温度的范围 (２０６)

　第二节　低温发生的原因和临床表现 (２０７)

　　一、偶发性低温 (２０７)

　　二、创伤性低温 (２０８)

　　三、化学毒剂引起的低温 (２０９)

　第三节　调节性低温与非调节性低温 (２１０)

　　一、调节性低温与非调节性低温的特点 (２１０)

　　二、调节性低温与非调节性低温的比较 (２１０)

　　三、调节性低温的研究方法 (２１１)

　　四、调节性低温的生理与病理生理学意义 (２１１)

　　五、调节性低温机制的研究 (２１７)

　第四节　低温对生理功能的影响 (２１８)

　　一、低温对组织细胞能量代谢的影响及其机制 (２１８)

　　二、低温对主要脏器生理功能的影响及其机制 (２２０)

　第五节　低温的细胞与分子机制 (２２３)

　　一、低温与酶活性的变化 (２２３)

　　二、低温与细胞因子的变化 (２２３)

　　三、低温与离子通道 (２２４)
第７章　应激与应激性体温过高 (２２９)

　第一节　应激 (２２９)

　　一、应激的全身性反应和细胞反应 (２２９)

　　二、应激时机体代谢和功能的变化 (２３３)

　第二节　应激性体温过高 (２３５)

　　一、应激性体温过高的概念 (２３５)

　　二、发热与体温过高的区别 (２３５)

　第三节　应激性体温过高的实验动物模型 (２３６)

　　一、群居小鼠应激性体温过高的实验模型 (２３６)

　　二、单笼小鼠应激引起体温过高的实验模型 (２３７)

　　三、用无线遥测技术记录应激体温过高反应 (２３７)

　　四、开放环境实验箱 (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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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参与应激性体温过高的介质与细胞因子 (２３９)

　　一、前列腺素E２ (２３９)

　　二、白介素Ｇ１ (２４０)

　　三、白介素Ｇ６ (２４０)

　　四、肿瘤坏死因子 (２４１)

　　五、糖皮质激素 (２４１)

　　六、精氨酸加压素 (２４１)

　　七、５Ｇ羟色胺 (２４２)

　　八、多巴胺 (２４３)

　　九、去甲肾上腺素 (２４３)

　　十、外周胆碱能神经 (２４３)

　　十一、交感神经系统 (２４４)

　　十二、下丘脑Ｇ垂体Ｇ肾上腺皮质轴 (２４５)

　第五节　应激性体温过高的机制及其争议 (２４６)

　　一、应激性体温过高的可能机制 (２４６)

　　二、情感变化对POA温敏神经元活动的影响 (２４７)

　　三、预知性焦虑引起的体温升高 (２４８)

　　四、应激性体温过高机制的争议 (２４８)

　　五、人心理应激性体温升高的可能机制 (２５０)
第８章　热环境对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及医学防护 (２５２)

　第一节　热环境中机体的热交换与体温调节 (２５２)

　　一、我国热环境气候的特点 (２５２)

　　二、热环境中机体热交换与体温调节 (２５４)

　　三、热环境中人体生理应激反应 (２５５)

　第二节　热习服 (２６２)

　　一、热适应与热习服的概念 (２６２)

　　二、热习服形成的过程 (２６２)

　　三、热习服形成的机制 (２６３)

　　四、热习服的生理学特征 (２６４)

　　五、热习服形成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２６４)

　第三节　中暑 (２６５)

　　一、中暑的诱因 (２６６)

　　二、中暑的分类 (２６７)

　　三、中暑发生的病理生理学 (２６８)

　　四、中暑发病机制的实验研究 (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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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中暑对机体功能的影响 (２７２)

　　六、中暑的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 (２７６)

　第四节　热致疾病与卫生防护 (２７８)

　　一、热环境作业卫生防护 (２７８)

　　二、常见热致疾病的防护 (２８１)
第９章　化学毒性物质对体温调节的影响 (２８５)

　第一节　化学毒性物质引起调节性低温及其机制 (２８５)

　　一、抗胆碱酯酶药对体温调节功能的影响 (２８５)

　　二、醇类对体温调节功能的影响 (２９１)

　　三、空气中有害物质对体温调节功能的影响 (２９３)

　　四、金属类对体温调节功能的影响 (２９５)

　　五、化学毒性物质对围生期体温的影响 (２９８)

　　六、化学毒性物质引起体温的变化与耐受性 (３００)

　第二节　化学毒性物质引起体温过高及其机制 (３０２)

　　一、啮齿动物实验模型在发热与毒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３０２)

　　二、抗胆碱酯酶类杀虫药与体温升高 (３０２)

　　三、其他毒剂引起的体温过高与发热 (３０７)

　第三节　温度对化学物质毒性的影响 (３１３)

　　一、温度与化学毒性物质毒性的关系 (３１３)

　　二、环境温度与体温对动物体内毒性物质毒性的影响 (３１６)

　　三、温度对毒性物质毒性影响的机制 (３２０)

　　四、习服与化学毒性物质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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