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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名称 
生物化学检验 

授课 

专业 
医学检验技术 

授课 

班级 
19 高检 4、5 班 

周次 六、七 节次 23-28 
授课 

章节 
第九章 糖代谢紊乱检验 

授课学

时 
6 

教学 

目标 

知 识 

通过对本章内容的学习能说出：1.糖尿病的概念、诊断标准及分型特点；2.血糖

及 OGTT 的概念、实验原理、方法和临床应用；3.糖化血红蛋白测定方法及临床意义；

4.糖尿病急性并发症诊断的生化指标；5.低血糖的概念。 

通过对本章内容的学习能分析：1.血糖的调节机制；2.其他体液葡萄糖测定的临

床意义；3.低血糖的病因及分类。 

能 力 

通过观看血糖测定视频及完成血清葡萄糖测定实训操作，能按照 SOP进行血清

葡萄糖（GLU）测定，能对检验结果的临床意义进行解释，并能进一步规范对微量移

液器及刻度吸管的使用动作。  

素 质 

通过学习血糖测定的操作规程，提升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学情 

分析 

1.通过前期学习已初步掌握微量移液器及刻度吸管的使用技能，可开始学习血清葡萄糖测定，

但对本章新内容血糖测定方法、临床意义、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并不了解，在进行血清葡萄糖

测定前缺乏对试剂盒检查的意识。 

2.针对以上情况，布置课前学习任务，预习新课；课中检查预习情况，以病例分析为引导，在

讲解中突破重难点；实训课中以试剂盒内容物检查引导学生进行操作规程的学习，并不断强化

学生的防污染意识，形成必要的职业习惯。 

教学 

重点 

1.血清（浆）葡萄糖测定方法 

2.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3.糖化血红蛋白测定 

教学难

点 

1.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的临床应用 

2.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的临床应用 

3.糖尿病的代谢变化及生化检测指标 

教学方

法 

教法：讲授法、演示法、任务驱动法 

学法：自主学习法、讨论法、实训法 

教学用

具 

多媒体、板书（黑板及粉笔）、手机（生物化学检验网络课程）、教材及配套实验实训指导、实

训报告 

参考资

料 

1.《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4版）尚红、王毓三、申子瑜主编，2015年 4月 

2.《生物化学检验实验实训指导》江西科技出版社 2012年 11月，2019年修订 

3.《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第 5 版)》府伟灵、徐克前主编，2012 年 1 月 

4.《医学检验创新创业教程》徐克前主编，2020 年 7 月 



教研室主任意见 
教学设计合理，方法得当，能突出本章重点内容，难点做到深入浅出，遵循了

教学规律，教学环节完整。 

教 学 内 容 教学活动设计及时间 

第一节  概述 

一、血糖的来源与去路 

（一）血糖的概念 

正常人空腹血糖浓度 3.9~6.1mmol/L（资格考点） 

来源                           去路 

食物糖类______ 

血 糖 

____能量,CO2,H2O 

肝糖原  ______ ____糖原 

非糖物质______ ____非糖物质 

 ____其它糖及衍生物 

                    ↓>8.9mmol/L（肾糖阈） 

                      尿糖 

（二）血糖浓度的调节 

1、神经系统调节；2、体液（激素）调节；3、器官调节 

二、 糖代谢紊乱                

提供病例，例出四大问题，引导下面的学习内容。 

（一）高血糖症与糖尿病 

1、高血糖症定义 

2、糖尿病的诊断标准（重点）(资格考点) 

3、糖尿病的分型及特点（重点） 

①1型糖尿病 

②2型糖尿病 

③特殊类型糖尿病 

④妊娠糖尿病 

4、糖尿病的代谢变化（难点） 

对前述病例进行分析，组织学生分组讨论所列的四大问题，得出结

论，并进行点评和总结。 

（二）低血糖 

1.低血糖定义 

2.低血糖分类及病因 

第二节 葡萄糖及其代谢相关物质的检验 

一、血清（浆）葡萄糖测定 

（一）标本采集与处理（此处应强调） 

1.标本采集 

2.标本处理 

（二）血糖的测定方法（重点）(资格考点) 

测定方法：化学法和酶法。已糖激酶法为参考方法，目前国内推荐

方法为 GOD-POD 法。 

GOD-POD 法原理： 

一、血糖的来源及去路：15分钟 

老师活动： 

1、引导学生回忆生化知识点：葡

萄糖的代谢。 

学生活动： 

1、回答血糖的不同来源及去路，

回答中可进行自由补充。 

老师活动： 

1、解释生检中血糖的概念 

2、总结血糖的来源及去路 

3、通过提问：调节血糖的激素有

哪些？引导学生进行下一个知识

的复习:血糖浓度的调节机制。 

二、糖代谢紊乱：20分钟 

老师活动： 

1、进行病例分析：联系病理生理

学知识，引导学生回忆糖尿病代谢

变化的特点。 

2、总结和点评：糖尿病诊断标准 

学生活动： 

1、针对病例，分析并回答最有可

能的临床诊断。 

2、讨论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及分型

特点。 

三、老师活动：归纳低血糖的病因

及分类（5分钟） 

 

 

 

一、血糖测定：40分钟 

（一）标本准备：15分钟 

老师活动： 

1、简要列出合格标本及不合格标

本对测定结果的影响因素； 

2、强调合格标本对血糖测定的重

要性。 

学生活动： 

1、思考并回答血糖测定推荐抗凝

剂是什么？其作用是什么？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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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 葡萄糖酸

氨基安替比林 酚 红色醌类化合物

在 505nm 处比色测定红色醌类化合物的吸光度值，与测定的葡萄糖

标准液吸光度值比较，计算标本中葡萄糖含量。 

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重难点）（资格考点） 

目的：是一种葡萄糖负荷试验，了解机体对葡萄糖的调节能力，

对可疑糖尿病的确诊。 

（一）OGTT 适应证 

（二）试验方法及注意事项 

三、糖化蛋白的测定（重难点）（资格考点） 

1、糖化血红蛋白（GHb）：GHb 水平反映患者 2-3 个月（6-8

周）前的平均血糖水平。它可作为糖尿病治疗的长期监控指标，尤

其是 1 型糖尿病。 

2、糖化血清蛋白（GSP）：反映糖尿病患者约 2 周前的平均血

糖水平，以了解糖尿病治疗的较近期效果。 

四、胰岛素及 C 肽测定 

1、胰岛素及 C 肽的生物学性质 

2、胰岛素及 C 肽测定的临床意义 

五、特殊体液葡萄糖的测定 

（一）尿糖的测定 

血糖>8.9-9.9mmol/L(正常肾糖阈)，出现糖尿。 

1、尿液葡萄糖测定方法的选择 

2、尿糖测定的临床意义 

（二）脑脊液葡萄糖测定 

1、脑脊液葡萄糖测定的方法 

2、脑脊液葡萄糖参考区间(资格考点) 

3、脑脊液葡萄糖测定的临床意义 

 

 

实训：血清（浆）葡萄糖测定 

同学们我们先观看血糖测定的操作视频，注意操作动作的规范

性，规范的操作可有效减少或控制污染。 

1、标本收集： 

（1）标本为血清或肝素抗凝血浆或 EDTA 抗凝血浆。 

（2）血清（浆）应在收集血样后一小时内与细胞分离。加糖原

酵解抑制剂（NaF，KF）后 15~250C 可存放 24 小时。 

2、操作程序： 

加入物（ml） 空白管 标准管 测定管 

血清 - - 20μl 

葡萄糖标准液 - 20μl - 

蒸馏水 20μl - - 

酶酚工作液 3.0 3.0 3.0 

充分混匀各管,置 37℃水浴保温 10 分钟。用分光光度计 505 nm 比色,

以空白管调零,分别读出各管吸光度值。 

标本处理的要点有哪些？ 

（二）测定方法及原理：25分钟 

老师活动： 

1、简要介绍糖尿病诊断的历史，

指出血糖测定的常规方法及 POCT

检测法的现状。 

学生活动： 

1、分析 GOD-POD 法的方法学特

点。 

二、OGTT：15分钟 

老师活动：讲解 OGTT 试验方法、

临床意义 

三、糖化蛋白测定：15分钟 

学生活动：思考如何知晓数周及至

数月前体内平均血糖水平？ 

老师活动：讲解糖化蛋白的测定临

床意义。 

四、胰岛素及 C肽测定：5分钟 

老师活动：讲解胰岛素及 C肽测定

的临床意义 

五、尿液及脑脊液葡萄糖测定：5

分钟 

学生活动： 

1、思考尿糖与血糖测定方法的是

否相同？ 

老师活动： 

1、讲解尿糖测定方法的选择 

2、讲解尿液及脑脊液葡萄糖测定

的临床意义。 

 

实训：血糖测定的操作（3课时共

120分钟）。 

老师活动：约 20分钟 

1、示教血糖测定中操作动作的要

领； 

2、指导学生的操作； 

3、对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和点评。 

学生活动：约 100分钟 

1、观看血糖测定的教学视频； 

2、完成血糖测定的实训操作，并

及当场上交本次实训报告。 

3、对操作进行反思存在的问题。 

 

 

课后复习： 



3、计算： 

        血糖 mmol/L=R 测/s 标×5.55 

        参考值：3.9～6.1mmol/L 

4、注意事项： 

①标本应新鲜，立即分离检测。标本置室温中，全血中葡萄糖

将被分解代谢，大约每小时降低 5%。分离血清或血浆最好不晚于血

液标本采集后 1 h。 

②若用抗凝血浆标本,推荐用草酸钾-氟化钠抗凝,以抑制血细胞

（主要是白细胞）对葡萄糖的酵解。 

③COD-POD 法第一步反应特异性高，而 POD 催化的指示反应

特异性较差。血液中的一些还原性物质，如维生素 C、谷胱甘肽及

左旋多巴可与色原性氧受体竞争 H2O2，使结果偏低。 

④溶血、黄疸、高脂血标本对测定结果均无明显影响。 

5、学生在实训操作时，老师的重点活动： 

①规范学生的操作动作； 

②强调防污染意识及严谨认真的工作责任心。 

 

 

老师活动： 

1、在学习通平台发布章节作业及

测验； 

2、分析作业完成情况，总结问题

不足。 

学生活动： 

1、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及章节测

验； 

2、对重难点通过学习通平台进行

复习，加强和巩固知识点。 

课后

分析 

1、在实训操作中，对防止试剂及标本的污染意识不够，应强防污染的意识的潜移默化； 

2、应强调血糖测定标本的采集和处理方法，这里是学生学习的薄弱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