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简介: 

 

李亦婧，女，35 岁。2004 年考入北京大学基础医

学院神经生物学系，硕博连读。2009 年毕业获博士学

位，同年起任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讲师，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八年制创新人才导师。 

教学工作：承担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的 PBL 教学，《高级神经生物

学》选修课，医学实验专业本科生的《神经生物学》以及研究生的《高级神经生

物学》、《神经生物学实验》等课程的教学。专家和学生的教学评估成绩均为优秀。

曾获邀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进行示范讲课，受到同行的肯

定。负责编写了“药物成瘾”PBL 案例。 

科研工作：主要从事药物成瘾的神经生物学机制研究，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Addiction Biology，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等专业

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 5 篇，最高影响因子 7.837，参与发表 SCI 论文 10 篇，参编

著作 1 部。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名称为多巴胺在吗啡成瘾记忆诱导

的 vSUB-NAc 通路突触易化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研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等多

个项目。 

获奖情况： 
 2015 年北京高校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最佳教案奖，最受

学生欢迎奖 
 2015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青年岗位能手 
 2014 年首届全国基础医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特等奖 
 2013 年北京大学第十三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医科组）一等奖 
 2013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教学优秀奖 
 2013 年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第十三届青年教师教学演示竞赛一等奖 
 2013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三等奖（第四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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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学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神经生物学 总课时：18 课时 课程类型：必修课 
授课对象：2014级基础医学八年制学生 授课教师：李亦婧 教师职称： 讲师 
授课章节：奖赏通路与药物成瘾 本节课时：1 学时 授课时间： 2016.9.28  
教材：《神经科学》第三版，韩济生主编，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一、教学目标 

（一）认知目标  

1. 理解奖赏，强化效应及药物成瘾的概念。描述奖赏通路的主要组成及各脑区的作用。 
2. 概述药物成瘾机制的主要学说，并能利用这些学说解释成瘾者的行为特征。 
3. 阐明海洛因和冰毒的脑内作用位点及其精神效应，并可区分出天然奖赏和药物奖赏的差异。 

（二）技能目标 

1. 结合奖赏通路的研究进展，让学生了解基本的科研模式，培养科研思维，激发科研兴趣。 
2. 通过总结“天然奖赏和药物奖赏的差异”，培养学生分析归纳知识，提出新问题的能力。 
3. 通过讨论卫生部叫停戒毒手术的原因，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

时让学生意识到生物医学研究和实践中遵守伦理原则的重要性。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1. 以“奖赏通路的发现”为例，让学生从真实的科学史中了解重大科学发现都源自于认真严谨

的观察和分析，培养学生良好的工作习惯。 
2. 介绍毒品的危害，增强学生拒绝毒品、远离毒品的意识。 
3. 让学生认识到药物成瘾是一种脑疾病，成瘾者也是患者，应该正确的对待成瘾者。只有帮助

他们尽快顺利的回归社会，才能有效的降低复吸率。 

二、教学内容与时间分配（50 分钟） 

奖赏和强化效应的概念 ······································································3 分钟 
奖赏通路的主要组成与作用 ································································8 分钟 
药物成瘾的概念与成瘾机制的主要学说  ················································6 分钟 
成瘾性药物的种类及其精神效应  ······················································· 10 分钟 
成瘾性药物的脑内作用位点  ····························································· 10 分钟 
天然奖赏和药物奖赏的差异  ······························································5 分钟 
药物成瘾的危害  ·············································································3 分钟 
课堂讨论与小结  ·············································································5 分钟 

三、教学重点 

(一) 奖赏、强化效应和药物成瘾的概念。 
(二) 脑奖赏通路的主要组成和功能。 
(三) 成瘾性药物（海洛因、冰毒）的脑内作用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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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难点分析与对策 

难点一：奖赏和强化效应 

难点分析：奖赏和强化效应的概念比较抽象，单看文字不易理解。 
教学对策：播放视频生动展示正性强化作用的过程，让学生自己归纳总结出奖赏和强化效应

的概念。通过列举生活实例来进一步说明，帮助学生理解。 
难点二：奖赏通路的主要组成及各脑区的作用 

难点分析：组成奖赏通路的脑区功能不同，如何让学生理解并熟悉各脑区的功能是难点。 
教学对策：列举生活实例，使学生理解并熟悉奖赏通路的组成及功能。再以美食激活奖赏

通路的过程为例（动画），带领学生一起归纳总结，并在讲解成瘾机制时复习。 
五、教学方法 

（一）教学手段：  

1. PPT：列举重要概念和知识，展示图表与动画，有机串联各部分内容。 
2. 板书：教学重点内容的提炼，带领学生进行归纳总结，便于形成知识网络。 
3. 动画及视频：展示食物激活奖赏通路的全过程，成瘾性药物在脑内的作用机制等。 
4. 提问及课堂实验：通过提问和课堂设计实验，增加互动，启发学生自主思考，培养科研思维。 
5. 课堂讨论：“试分析卫生部叫停戒毒手术的原因”，复习本节知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引起学生对生物医学研究中伦理原则的重视。  
（二）教学设计：案例引发关注-实验推导知识-引导人文思考-课堂讨论复习 

 

六、学生特点及针对性教学 

本次授课对象为基础医学三年级学生，已具备解剖学、生理学等相关知识基础。他们思维

活跃，自学能力强，但脑的高级功能比较复杂，有些内容较抽象不易理解。另外，该阶段学生

缺乏科研经历，科研思维尚未建立。因此，对需要掌握的重点内容，要通过列举生活实例，分

析临床案例，运用多种多媒体手段来帮助理解。此外，还可通过展示和设计动物实验来帮助学

生建立科研思维，了解基本的科研模式，激发科研兴趣。另外，为了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在教学中应该注重医学生的人文教育，在课堂最后利用真实案例来引导学生进行人文思考，强

调在生物医学研究中要遵守伦理原则。 

利用案例引发学生对 
药物成瘾问题的关注 

观察动物实验并 
推导奖赏的概念 

设计实验证明奖赏通路 
的作用并培养科研思维 

列举生活实例解释奖赏 
通路各脑区的不同作用 

分析临床案例归 
纳出成瘾的概念 

利用课堂实验增加互动 
帮助理解成瘾机制学说 

利用图表动画展示成瘾药 
物的精神效应和作用位点 

利用真实临床案 
例进行人文教育 

利用课堂讨论，评价教学效果 
复习重点知识，强调伦理原则 



 

3 
 

二 具体教学安排（★为教学重点，红框为演示内容）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设计 
时间 

课程导入 以吸食冰毒后引起幻觉并伤人的真实案例导入。 
据禁毒局统计，全国登记在册滥用合成毒品人员

中 35 岁以下青少年占 79.2%，校园涉毒日益增多。 
提出问题： 
（1）为什么会发生药物成瘾？ 
（2）为什么难以戒掉？ 
（3）我们能做些什么？ 

视频：触目惊心的真实案例 
PPT：禁毒局公布的数据 
激发兴趣，启发思考：引起学生对

药物成瘾问题的关注。根据所提问

题，引出本节授课内容，引导学生

主动思考，进入学习状态。 

1 分钟 

理解概念 1 奖赏和奖赏通路 
1.1 ★ 概念 

 

强化效应（Reinforcement）指人或动物对某种刺

激的行为反应次数增加的效应。 
奖赏（Reward）指具有正性强化效应的刺激。 

 

视频：动物为获得食物主动压杆 

PPT：展示概念推导过程 
启发思考：带领学生一起观察动物

行为，分析归纳推导出奖赏和强化

效应的概念，培养学生分析归纳实

验现象的能力。 

测试 1：表扬会增加孩子的好行为，

该过程中谁是奖赏？ 

联系实际：列举生活实例（表扬），

帮助学生理解。 

 
2 分钟 

能力及工

作态度培

养 

1.2 奖赏通路的发现和确定 
1954 年 James Olds 和 Peter Milner 对失败的实验

结果进行认真严谨的分析和验证，意外发现了奖

赏通路的存在。 

人文教育和科研思维培养：重大科

学发现都源自严谨的态度及细致的

分析，启发学生对待实验结果要认

真分析和验证。 

1 分钟 

描述主要

组成及各

自的作用 

1.3★奖赏通路的主要组成及功能 

 

板书+图片：奖赏通路主要组成 

互动及科研思维培养： 

提问 1：如果多巴胺同时编码需要

（行为表现为进食）和喜爱（行为

表现为舔嘴）的话。增加大脑内的

多巴胺含量，动物行为如何变化？ 
解释：进食和舔嘴次数都应该增多。 
提问 2：实验结果发现进食增加，

舔嘴次数却不变，说明什么？ 
解释：多巴胺仅编码对奖赏的需要。 

2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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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设计 
时间 

描述主要

组成及各

自的作用 

1.3.1★中脑腹侧被盖区至伏核的多巴胺通路是产

生奖赏效应的主要通路，编码对奖赏的需要

（wanting），而非喜爱（liking）。 
饿的时候特别想吃饭就是对食物有需要，而喜欢

吃美食就是对食物有喜爱。 
新进展：介导喜爱的是腹侧苍白球和伏核内侧壳

等脑区。 

 
 

1.3.2 海马可以编码并储存与奖赏相关的记忆。 
一提到西安的美食就想到肉夹馍等。是因为记忆

中枢编码了奖赏（美食）相关的线索（获得美食

的地点，名称等）。 
1.3.3 前额叶皮质是冲动控制与抉择的主要脑区。 
怕胖不敢吃高热量食物是因为前额叶根据身体状

况做了评估和抉择，为了健康和身材不能吃。 

联系实际：以美食为例，帮助学生

理解“需要”和“喜爱”。 

 

 

 

 

激发科研兴趣：介绍关于“快乐热

点”前沿进展，培养学生的科研思

维，鼓励学生积极探索。 

互动： 

提问 1：提到西安的美食，会想到？ 
提问 2：有没有因为怕胖，所以不

敢吃高热量食物？ 

以食物为例来解释奖赏通路主要脑

区的作用，帮助学生理解相对抽象

的脑功能。 

3 分钟 

了解激活

过程 
1.4 奖赏通路的激活 

 
食物、水、性等天然奖赏可以激活奖赏通路，维

持个体生存和种族繁衍。 
过渡：奖赏通路被药物盗用可引发药物成瘾。  

动画：进食时奖赏通路激活的过程 

总结归纳并联系实际：以进食为

例，带领学生将奖赏通路主要脑区

的功能进行归纳和串联，可引起学

生的兴趣，有助于理解并加深印象。 

2 分钟 

理解概念 2 ★药物成瘾的概念 

 

PPT：结合开场案例主人公的临床

表现进行讲解 

联系临床：带领学生一起分析患者

的临床表现，归纳药物成瘾的四大

特征，有助于于学生理解药物成瘾

的概念。 

2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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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设计 
时间 

能够理解

并概述主

要学说 

3 药物成瘾机制的主要学说 

3.1 追求欣快感和避免戒断反应 

 
伏核内多巴胺的急剧释放，会引发用药者对药物

的需要，奖赏通路激活后会产生欣快感。 

3.2 异常学习和动机敏化 

 

成瘾者会牢记药物相关线索，形成顽固的成瘾记

忆，并对药物相关线索发生注意偏向。药物及相

关线索在心理上被赋予突显的激励价值，可引起

渴求导致复吸。 

 

3.3 额叶功能异常 

成瘾者额叶皮质功能异常，削弱了判断力，使其

不能有效地抑制强迫觅药及用药等非理性行为。 

图表：成瘾性药物的作用 
提问：成瘾药物的作用位点不同，

但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是什么？ 

引导学生从图表中发现成瘾性药物

的共性是升高伏核内多巴胺水平，

有助于理解药物渴求的产生。 

 
 

利用图片+教具进行课堂实验 

用课堂实验激发兴趣，启发思考： 

（展示左侧图片） 
提问 1：大家会先看到什么？  
解释：多数人会关注食物，而成瘾

者只关注勺子。（原因稍后说明） 
（展示教具-勺子/打火机/注射器） 

提问 2：看到它们能想到什么？  
解释：正常人不会想到吸毒，成瘾

者由于有异常学习记忆，只会联想

到吸毒，且对这些物品的注意高于

食物，即注意偏向。 
提问 3：会有尝试毒品的冲动吗？ 
解释：正常情况下，前额叶可以抑

制冲动，不会尝试吸毒。而成瘾者

在看到吸毒工具后会产生强烈的对

药物的需要和渴求（动机敏化），

且前额叶功能受损，行为失控。 

4 分钟 

了解分类

及典型的

精神效应 

4 成瘾性药物的种类及其精神效应 

 

图片+动画讲解成瘾性药物的效应 

先用图片介绍成瘾性药物的分类和

精神效应。再用动画展示服用各类

药物后用药者典型的行为反应。用

不同的形式展示教学内容，可加深

学生印象，易理解且具有趣味性。 

10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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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设计 
 时间 

阐明海洛

因和冰毒

的脑内作

用位点及

精神效应 

5★成瘾性药物的脑内作用位点 
成瘾性药物作用于中枢，具有拟神经递质作用。 

 

结合图片和动画讲解：先用图片重

点介绍海洛因和冰毒的作用位点，

再展示动画进行以下测试: 
测试 2：请根据动画中大鼠的行为

判断它对哪种药物成瘾？ 
测试 3：海洛因进入中枢会作用于

何种受体？ 
动态展现药物在脑内的作用过程，

比单纯图表更易理解，更有趣味性，

也可对课堂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10 分

钟 

区分差异 6 天然奖赏和药物奖赏的差异 

 

提问 1：食和药哪个欣快感强烈？

提问 2：食和药哪个渴求更强烈？ 
表格：对比天然和药物奖赏的差异 
利用提问启发思考：引导学生回顾

学过的知识，自己总结归纳天然和

药物奖赏的差异，有助于理解，也

可对课堂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5 分钟 

了 解 危

害，树立

防毒意识 

7 药物成瘾的危害 
个体危害：躯体和精神 
社会危害：家庭和社会                

视频：成瘾者的真实案例 

人文教育：通过案例，触动学生，

让他们认识到毒品的危害，牢固树

立拒毒防毒意识，作为医学生也有

传播教育的社会责任。 

3 分钟 

人文教育 8 我们能做什么？ 
转换对成瘾者的态度，设法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的

社会联接，才能有效的降低复吸率。 

人文教育：让学生认识到成瘾是一

种脑疾病，成瘾者也是患者，应当

转变认识误区，正确的对待成瘾者，

帮助他们尽快回归社会。鼓励学生

进行科学研究或社会救助。 

1 分钟 

培养能力

人文教育 

课堂讨论：损毁奖赏通路可以抑制成瘾者对药物

的渴求，但为什么卫生部叫停脑损毁戒毒手术？ 

提示问题：损毁奖赏通路会影响人体对于食物等

天然奖赏的需要吗？没有完全确定其安全性就把

手术作为临床服务，是否有违伦理原则? 

 

知识应用及人文教育：通过提示问

题引导学生进行讨论，一方面可对

课堂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复习奖赏

通路的功能，培养学生利用知识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可

引起学生对生物医学研究中伦理原

则的重视。 

2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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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设计 
 时间 

总结并培

养归纳知

识的能力 

总结： 

将奖赏通路、药物作用位点及成瘾机制归纳融合

到下图中。 

 

利用板书+图表总结，板书如下： 

 

梳理归纳形成知识网络：带领学生

一起复习并有机串联课堂教学的重

点内容，培养学生归纳总结的能力。 

2 分钟 

思考题： 依据奖赏通路及药物成瘾的相关知识，试分析为什么卫生部叫停了脑核团损毁戒毒手术？ 
效果评价：1. 在教学过程中会适时设置互动提问和三个小测试，以检验学生对重点内容的学习效果。 

2. 课堂讨论的设置和课后作业可以很好的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还可拓展他们的思路。 
3. 每堂课结束后都有学生的问卷调查，可根据学生意见建议做出调整。 

参考资料：1. 《Neuroscience-Exploring The Brain》Mark F. Bear et al. 2nd edition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神经科学》第三版  韩济生主编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3.  Berridge KC et al. Curr Opin Neurobiol 2013, 23:294–303.  

进展学习：1. 美国国立药物滥用研究所（NIDA）网站 http://www.drugabuse.gov/ 
2. 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主页 http://nri.bjmu.edu.cn/ 

三 教学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