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分泌系统内分泌系统内分泌系统内分泌系统



1 1 1 1 内分泌腺内分泌腺内分泌腺内分泌腺：：：：器官器官器官器官

如甲状腺如甲状腺如甲状腺如甲状腺、、、、甲状旁腺甲状旁腺甲状旁腺甲状旁腺、、、、肾上腺肾上腺肾上腺肾上腺、、、、垂体垂体垂体垂体、、、、松果体等松果体等松果体等松果体等。。。。

2 2 2 2 内分泌细胞团内分泌细胞团内分泌细胞团内分泌细胞团：：：：分布在其他器官内分布在其他器官内分布在其他器官内分布在其他器官内

如胰岛如胰岛如胰岛如胰岛((((胰腺胰腺胰腺胰腺))))、、、、睾丸间质细胞睾丸间质细胞睾丸间质细胞睾丸间质细胞((((睾丸睾丸睾丸睾丸)、、、、

黄体和门细胞黄体和门细胞黄体和门细胞黄体和门细胞((((卵巢卵巢卵巢卵巢))))……

3 3 3 3 内分泌细胞内分泌细胞内分泌细胞内分泌细胞：：：：单个分散在其他组织和器官中单个分散在其他组织和器官中单个分散在其他组织和器官中单个分散在其他组织和器官中。。。。

如胃肠道如胃肠道如胃肠道如胃肠道、、、、呼吸道呼吸道呼吸道呼吸道、、、、泌尿生殖道等泌尿生殖道等泌尿生殖道等泌尿生殖道等。。。。

组成组成组成组成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激素的概况激素的概况激素的概况激素的概况

激素：是内分泌细胞分泌的经体液传递信息的生物活

性物质

一一一一、、、、激素的信息传递方式及分类激素的信息传递方式及分类激素的信息传递方式及分类激素的信息传递方式及分类

（（（（一一一一））））激素的信息传递方式激素的信息传递方式激素的信息传递方式激素的信息传递方式

远距分泌远距分泌远距分泌远距分泌((((telecrinetelecrinetelecrinetelecrine) ) ) ) ：：：：经血液循环经血液循环经血液循环经血液循环

旁分泌旁分泌旁分泌旁分泌((((paracrineparacrineparacrineparacrine) ) ) ) ：：：：经组织液扩散至邻近细胞经组织液扩散至邻近细胞经组织液扩散至邻近细胞经组织液扩散至邻近细胞

自分泌自分泌自分泌自分泌((((antocrineantocrineantocrineantocrine) ) ) ) ：：：：局部扩散作用于该内分泌细胞本身局部扩散作用于该内分泌细胞本身局部扩散作用于该内分泌细胞本身局部扩散作用于该内分泌细胞本身

神经分泌神经分泌神经分泌神经分泌((((neurocrineneurocrineneurocrineneurocrine) ) ) ) ：：：：激素沿激素沿激素沿激素沿NCNCNCNC轴突借轴浆流动送至末梢轴突借轴浆流动送至末梢轴突借轴浆流动送至末梢轴突借轴浆流动送至末梢

释放入血释放入血释放入血释放入血。。。。





（（（（二二二二））））激素分类激素分类激素分类激素分类

含氮类激素含氮类激素含氮类激素含氮类激素：：：： 蛋白质类蛋白质类蛋白质类蛋白质类：：：：胰岛素等胰岛素等胰岛素等胰岛素等

肽类肽类肽类肽类：：：：胃肠激素胃肠激素胃肠激素胃肠激素、、、、下丘脑调节肽等下丘脑调节肽等下丘脑调节肽等下丘脑调节肽等

胺类激素胺类激素胺类激素胺类激素：：：：NE  NE  NE  NE  、、、、EEEE、、、、TTTT
3333

、、、、TTTT
4444

等等等等

类固醇激素类固醇激素类固醇激素类固醇激素：：：：肾上腺皮质肾上腺皮质肾上腺皮质肾上腺皮质、、、、性腺等部位分泌的激素性腺等部位分泌的激素性腺等部位分泌的激素性腺等部位分泌的激素。。。。

脂肪酸衍生物脂肪酸衍生物脂肪酸衍生物脂肪酸衍生物: : : : 前列腺素前列腺素前列腺素前列腺素



二二二二、、、、激素的作用机制激素的作用机制激素的作用机制激素的作用机制

（（（（一一一一））））含氮激素的作用机制含氮激素的作用机制含氮激素的作用机制含氮激素的作用机制 – 第二信使学说第二信使学说第二信使学说第二信使学说

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作为第一信使的激素与靶细胞上特异受体作为第一信使的激素与靶细胞上特异受体作为第一信使的激素与靶细胞上特异受体作为第一信使的激素与靶细胞上特异受体

结合后结合后结合后结合后，，，，激活了膜上的腺苷酸环化酶激活了膜上的腺苷酸环化酶激活了膜上的腺苷酸环化酶激活了膜上的腺苷酸环化酶（（（（ACACACAC），），），），使使使使ATPATPATPATP转化为转化为转化为转化为

cAMPcAMPcAMPcAMP。。。。cAMPcAMPcAMPcAMP作为第二信使激活细胞内依赖作为第二信使激活细胞内依赖作为第二信使激活细胞内依赖作为第二信使激活细胞内依赖cAMPcAMPcAMPcAMP的蛋白激酶系的蛋白激酶系的蛋白激酶系的蛋白激酶系

统统统统，，，，进而催化细胞内各种底物的磷酸化反应进而催化细胞内各种底物的磷酸化反应进而催化细胞内各种底物的磷酸化反应进而催化细胞内各种底物的磷酸化反应，，，，引起细胞各种引起细胞各种引起细胞各种引起细胞各种

生物学效应生物学效应生物学效应生物学效应。。。。

第二信使第二信使第二信使第二信使：：：： cAMPcAMPcAMPcAMP、、、、Ca2+Ca2+Ca2+Ca2+、、、、cGMPcGMPcGMPcGMP、、、、三磷酸肌醇三磷酸肌醇三磷酸肌醇三磷酸肌醇、、、、二酰甘油二酰甘油二酰甘油二酰甘油

等等等等。。。。





（（（（二二二二））））类固醇激素的作用机制类固醇激素的作用机制类固醇激素的作用机制类固醇激素的作用机制 – 基因表达学说基因表达学说基因表达学说基因表达学说

1111、、、、进入细胞进入细胞进入细胞进入细胞：：：：分子小分子小分子小分子小、、、、脂溶性脂溶性脂溶性脂溶性。。。。

2222、、、、与胞浆受体结合与胞浆受体结合与胞浆受体结合与胞浆受体结合，，，，形成激素形成激素形成激素形成激素----胞浆受体复合物胞浆受体复合物胞浆受体复合物胞浆受体复合物。。。。

3333、、、、进入细胞核进入细胞核进入细胞核进入细胞核，，，，与核内受体结合与核内受体结合与核内受体结合与核内受体结合，，，， 形成复合物形成复合物形成复合物形成复合物。。。。





三三三三、、、、 激素作用的一般特性激素作用的一般特性激素作用的一般特性激素作用的一般特性

1111．．．． 信息传递作用信息传递作用信息传递作用信息传递作用：：：：

2222．．．． 相对特异性相对特异性相对特异性相对特异性 ：：：：

3333．．．． 高效高效高效高效能生物放大作用能生物放大作用能生物放大作用能生物放大作用

4444．．．． 激素间相互作用激素间相互作用激素间相互作用激素间相互作用：：：：

①①①①相互协同相互协同相互协同相互协同：：：：如生长素和甲状腺素如生长素和甲状腺素如生长素和甲状腺素如生长素和甲状腺素，，，，均可促进生长均可促进生长均可促进生长均可促进生长

②②②②相互拮抗相互拮抗相互拮抗相互拮抗：：：：如胰岛素能降低血糖如胰岛素能降低血糖如胰岛素能降低血糖如胰岛素能降低血糖，，，，而生长素而生长素而生长素而生长素、、、、糖皮激素糖皮激素糖皮激素糖皮激素

则能升高血糖则能升高血糖则能升高血糖则能升高血糖：：：：

③③③③允许作用允许作用允许作用允许作用：：：：一种激素本身对某些组织细胞不能直接发挥一种激素本身对某些组织细胞不能直接发挥一种激素本身对某些组织细胞不能直接发挥一种激素本身对某些组织细胞不能直接发挥

作用作用作用作用，，，，但在该激素存在的条件下但在该激素存在的条件下但在该激素存在的条件下但在该激素存在的条件下，，，，可使另一种激素增可使另一种激素增可使另一种激素增可使另一种激素增

强强强强，，，，即对另一种的效应起支持作用即对另一种的效应起支持作用即对另一种的效应起支持作用即对另一种的效应起支持作用。。。。

（（（（permissive action））））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下丘脑和垂体下丘脑和垂体下丘脑和垂体下丘脑和垂体的的的的

下丘脑与垂体的功能联系下丘脑与垂体的功能联系下丘脑与垂体的功能联系下丘脑与垂体的功能联系

下丘脑下丘脑下丘脑下丘脑----神经垂体系统神经垂体系统神经垂体系统神经垂体系统：：：：

下丘脑下丘脑下丘脑下丘脑----腺垂体系统腺垂体系统腺垂体系统腺垂体系统：：：：



（（（（一一一一））））下丘脑下丘脑下丘脑下丘脑----腺垂体系统腺垂体系统腺垂体系统腺垂体系统

下丘脑调节性多肽下丘脑调节性多肽下丘脑调节性多肽下丘脑调节性多肽（（（（hypothalamic regulatory peptide, HRP)hypothalamic regulatory peptide, HRP)hypothalamic regulatory peptide, HRP)hypothalamic regulatory peptide, HRP)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下丘脑促垂体区肽能神经元分泌的肽类激素下丘脑促垂体区肽能神经元分泌的肽类激素下丘脑促垂体区肽能神经元分泌的肽类激素下丘脑促垂体区肽能神经元分泌的肽类激素，，，，其主要作用是其主要作用是其主要作用是其主要作用是

调节腺垂体的活动调节腺垂体的活动调节腺垂体的活动调节腺垂体的活动。。。。



共有共有共有共有9999种种种种，，，，分分分分别别别别是是是是：：：：

1111....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TRHTRHTRHTRH））））

2222....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GnRH,GnRH,GnRH,LLLLRHRHRHRH））））

3333....生长生长生长生长抑抑抑抑素素素素（（（（生长素释放生长素释放生长素释放生长素释放抑制抑制抑制抑制素素素素,,,,GHRGHRGHRGHRIIIIHHHH, , , , ））））

4444....生长素释放激素生长素释放激素生长素释放激素生长素释放激素（（（（GHRHGHRHGHRHGHRH））））

5.5.5.5.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CRHCRHCRH））））

6.6.6.6.    催催催催乳乳乳乳素释放素释放素释放素释放抑制因子抑制因子抑制因子抑制因子（（（（PPPPIFIFIFIF））））

7.7.7.7.    催催催催乳乳乳乳素释放素释放素释放素释放因子因子因子因子（（（（PRPRPRPRFFFF））））

8.8.8.8.    促促促促黑黑黑黑素细胞激素释放素细胞激素释放素细胞激素释放素细胞激素释放因子因子因子因子（（（（MRMRMRMRFFFF））））

9.9.9.9.    促促促促黑黑黑黑素细胞激素释放素细胞激素释放素细胞激素释放素细胞激素释放抑制因子抑制因子抑制因子抑制因子（（（（MMMMIFIFIFIF））））



二二二二、、、、腺垂体腺垂体腺垂体腺垂体

（（（（一一一一））））生长素生长素生长素生长素

生长素是直接生长素是直接生长素是直接生长素是直接刺刺刺刺激激激激骨骼骨骼骨骼骨骼生长生长生长生长、、、、促进促进促进促进代谢代谢代谢代谢的腺体激素的腺体激素的腺体激素的腺体激素。。。。HGHHGHHGHHGH

为含有为含有为含有为含有111199991111个个个个氨基氨基氨基氨基酸的多肽酸的多肽酸的多肽酸的多肽。。。。生长素结合蛋白生长素结合蛋白生长素结合蛋白生长素结合蛋白：：：：与与与与GHGHGHGH有高有高有高有高度度度度

特异性的结合蛋白特异性的结合蛋白特异性的结合蛋白特异性的结合蛋白。。。。

1111、、、、 生长素的作用生长素的作用生长素的作用生长素的作用

①①①①促进生长作用促进生长作用促进生长作用促进生长作用：：：：促进促进促进促进骨骨骨骨、、、、软骨软骨软骨软骨、、、、肌肌肌肌肉以及肉以及肉以及肉以及其他组织细胞分其他组织细胞分其他组织细胞分其他组织细胞分裂裂裂裂

增殖增殖增殖增殖，，，，蛋白质合蛋白质合蛋白质合蛋白质合成成成成增增增增加加加加。。。。

②②②②促进促进促进促进代谢代谢代谢代谢作用作用作用作用：：：：

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代谢代谢代谢代谢：：：：促进促进促进促进氨基氨基氨基氨基酸进入细胞酸进入细胞酸进入细胞酸进入细胞，，，，加加加加强强强强DDDDNANANANA、、、、RNARNARNARNA的合的合的合的合成成成成，，，，加加加加

速速速速蛋白质合蛋白质合蛋白质合蛋白质合成成成成。。。。

脂肪脂肪脂肪脂肪代谢代谢代谢代谢：：：：促进脂肪分促进脂肪分促进脂肪分促进脂肪分解解解解，，，，减少减少减少减少组织脂肪组织脂肪组织脂肪组织脂肪量量量量、、、、尤尤尤尤其是其是其是其是肢肢肢肢体的脂体的脂体的脂体的脂

肪肪肪肪。。。。

糖糖糖糖代谢代谢代谢代谢：：：：抑制抑制抑制抑制糖的糖的糖的糖的消耗消耗消耗消耗，，，，升高血糖升高血糖升高血糖升高血糖。。。。分泌分泌分泌分泌过过过过多多多多将将将将引起血糖升引起血糖升引起血糖升引起血糖升

高高高高，，，，可可可可出现出现出现出现尿糖尿糖尿糖尿糖。。。。



�分泌缺乏分泌缺乏分泌缺乏分泌缺乏 –幼年幼年幼年幼年 –侏儒症侏儒症侏儒症侏儒症 drarfism

�分泌过多分泌过多分泌过多分泌过多 –幼年幼年幼年幼年 –巨人症巨人症巨人症巨人症 gigantism

�成年成年成年成年 –肢端肥大症肢端肥大症肢端肥大症肢端肥大症acromegaly



三三三三、、、、神经垂体神经垂体神经垂体神经垂体

（（（（一一一一））））血管升压素血管升压素血管升压素血管升压素(VP or ADH)(VP or ADH)(VP or ADH)(VP or ADH)

（（（（二二二二））））催产素催产素催产素催产素(PRL)(PRL)(PRL)(PRL)的作用的作用的作用的作用

1111、、、、对对对对乳乳乳乳腺的作用腺的作用腺的作用腺的作用：：：：射乳射乳射乳射乳反反反反射射射射 – 神经内分泌反神经内分泌反神经内分泌反神经内分泌反射射射射 – 肌上皮细肌上皮细肌上皮细肌上皮细

胞胞胞胞收缩收缩收缩收缩。。。。

2222、、、、对对对对子宫子宫子宫子宫的作用的作用的作用的作用：：：：促进促进促进促进妊娠子宫收缩妊娠子宫收缩妊娠子宫收缩妊娠子宫收缩。。。。雌雌雌雌激素激素激素激素加加加加强强强强此此此此作用作用作用作用，，，，

孕孕孕孕激素相反激素相反激素相反激素相反。。。。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甲状腺甲状腺甲状腺甲状腺



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平均重量平均重量平均重量平均重量20 – 25克克克克。。。。



一一一一、、、、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与运输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与运输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与运输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与运输

甲状腺素甲状腺素甲状腺素甲状腺素（（（（四碘四碘四碘四碘甲腺甲腺甲腺甲腺原氨原氨原氨原氨酸酸酸酸、、、、TTTT
4444

））））和三和三和三和三碘碘碘碘甲腺甲腺甲腺甲腺原氨原氨原氨原氨酸酸酸酸

（（（（TTTT
3333

））））



（（（（一一一一））））甲状腺激素的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合成

1111、、、、合合合合成原料成原料成原料成原料：：：：碘碘碘碘和和和和酪氨酪氨酪氨酪氨酸酸酸酸

2222、、、、合合合合成步骤成步骤成步骤成步骤：：：：

（（（（1111））））甲状腺腺甲状腺腺甲状腺腺甲状腺腺泡聚碘泡聚碘泡聚碘泡聚碘：：：： IIII---- 由继由继由继由继发性主动转发性主动转发性主动转发性主动转运运运运进入上皮细胞进入上皮细胞进入上皮细胞进入上皮细胞

（（（（2222））））IIII的活化的活化的活化的活化：：：：在在在在过氧过氧过氧过氧化酶的作用下化酶的作用下化酶的作用下化酶的作用下 IIII---- IIII2 2 2 2 或或或或 IIII+ + + + ，，，，活活活活

化部位在腺化部位在腺化部位在腺化部位在腺泡泡泡泡上皮细胞的上皮细胞的上皮细胞的上皮细胞的顶顶顶顶部质膜部质膜部质膜部质膜微绒毛微绒毛微绒毛微绒毛与腺与腺与腺与腺泡腔交界处泡腔交界处泡腔交界处泡腔交界处。。。。

（（（（3333））））酪氨酪氨酪氨酪氨酸酸酸酸碘碘碘碘化与甲状腺激素的合化与甲状腺激素的合化与甲状腺激素的合化与甲状腺激素的合成成成成：：：：甲状腺甲状腺甲状腺甲状腺球球球球蛋白蛋白蛋白蛋白酪氨酪氨酪氨酪氨酸酸酸酸

残基残基残基残基上的上的上的上的氢原子氢原子氢原子氢原子可可可可被碘原子取代或碘被碘原子取代或碘被碘原子取代或碘被碘原子取代或碘化化化化，，，，首先首先首先首先生生生生成成成成一一一一MMMMIIIITTTT和和和和

DIDIDIDITTTT，，，，然然然然后后后后两两两两DIDIDIDITTTT耦耦耦耦联联联联T4T4T4T4；；；；一个一个一个一个MMMMIIIITTTT与一个与一个与一个与一个DIDIDIDITTTT发生发生发生发生耦耦耦耦联联联联，，，，形成形成形成形成

T3 T3 T3 T3 

3333、、、、释放释放释放释放：：：：

4444、、、、运输运输运输运输：：：：结合结合结合结合型型型型 99%99%99%99%以以以以上上上上

游离型游离型游离型游离型 不不不不到到到到1111%%%%

只只只只有有有有游离型游离型游离型游离型能发挥作用能发挥作用能发挥作用能发挥作用，，，，两者两者两者两者可相互转可相互转可相互转可相互转换换换换，，，，T4T4T4T4主要主要主要主要以以以以结合结合结合结合型型型型，，，，

T3T3T3T3主要主要主要主要以游离型以游离型以游离型以游离型存在存在存在存在。。。。

5555、、、、代谢代谢代谢代谢



二二二二、、、、甲状腺激素的生理作用甲状腺激素的生理作用甲状腺激素的生理作用甲状腺激素的生理作用

甲状腺激素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物质和能甲状腺激素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物质和能甲状腺激素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物质和能甲状腺激素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物质和能量代谢量代谢量代谢量代谢，，，，促进生长促进生长促进生长促进生长

和发和发和发和发育过程育过程育过程育过程。。。。

㈠㈠㈠㈠ 对代谢的影响对代谢的影响对代谢的影响对代谢的影响

1111、、、、能能能能量代谢量代谢量代谢量代谢

产热产热产热产热效应效应效应效应：：：：可使可使可使可使绝绝绝绝大多大多大多大多数数数数组织的组织的组织的组织的耗氧量耗氧量耗氧量耗氧量和和和和产热量产热量产热量产热量增增增增加加加加，，，，与与与与

Na+Na+Na+Na+----KKKK++++----ATPATPATPATP酶的酶的酶的酶的关关关关系系系系十十十十分分分分密切密切密切密切。。。。促进脂肪酸促进脂肪酸促进脂肪酸促进脂肪酸氧氧氧氧化化化化。。。。1mg 1mg 1mg 1mg –
1111000K000K000K000Kcalcalcalcal。。。。

2222、、、、物质物质物质物质代谢代谢代谢代谢

（（（（1111））））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过过过过多多多多 – 加速加速加速加速蛋白质分蛋白质分蛋白质分蛋白质分解解解解，，，，肌肌肌肌无力无力无力无力、、、、血血血血钙钙钙钙升高升高升高升高、、、、

骨骨骨骨质质质质疏疏疏疏松等松等松等松等。。。。过少过少过少过少 – 蛋白合蛋白合蛋白合蛋白合成减少成减少成减少成减少，，，，肌肌肌肌无力无力无力无力。。。。组织间组织间组织间组织间粘粘粘粘

蛋白增多蛋白增多蛋白增多蛋白增多。。。。出现黏出现黏出现黏出现黏液性液性液性液性水肿水肿水肿水肿（（（（非指陷非指陷非指陷非指陷性性性性水肿水肿水肿水肿））））



（（（（2222））））糖糖糖糖代谢代谢代谢代谢：：：：促进促进促进促进小小小小肠肠肠肠粘摸粘摸粘摸粘摸对糖的吸对糖的吸对糖的吸对糖的吸收收收收，，，，增强糖增强糖增强糖增强糖原原原原分分分分解解解解，，，，抑抑抑抑

制制制制糖糖糖糖原原原原合合合合成成成成，，，，并加并加并加并加强肾上腺素强肾上腺素强肾上腺素强肾上腺素、、、、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皮质醇和生长皮质醇和生长皮质醇和生长皮质醇和生长

素的升糖作用素的升糖作用素的升糖作用素的升糖作用。。。。加加加加强强强强外周外周外周外周组织对糖的组织对糖的组织对糖的组织对糖的利利利利用用用用。。。。过过过过多多多多 – 血糖升血糖升血糖升血糖升

高高高高，，，，有有有有时时时时有糖尿有糖尿有糖尿有糖尿出现出现出现出现。。。。糖糖糖糖耐量实验正常耐量实验正常耐量实验正常耐量实验正常。。。。

（（（（3333））））脂类脂类脂类脂类代谢代谢代谢代谢：：：：促进脂肪酸促进脂肪酸促进脂肪酸促进脂肪酸氧氧氧氧化化化化，，，，增强增强增强增强儿茶酚儿茶酚儿茶酚儿茶酚胺与胰高血糖胺与胰高血糖胺与胰高血糖胺与胰高血糖

素对脂肪的分素对脂肪的分素对脂肪的分素对脂肪的分解解解解作用作用作用作用；；；；既既既既促进促进促进促进胆胆胆胆固醇的合固醇的合固醇的合固醇的合成成成成，，，，又又又又可可可可通过肝脏通过肝脏通过肝脏通过肝脏

加速胆加速胆加速胆加速胆固的降固的降固的降固的降解解解解，，，，分分分分解解解解的的的的速度超过速度超过速度超过速度超过合合合合成成成成。。。。

（（（（二二二二））））生长发育影响生长发育影响生长发育影响生长发育影响：：：：

维维维维持持持持正常正常正常正常生长发生长发生长发生长发育所必需育所必需育所必需育所必需的的的的，，，，尤尤尤尤其其其其骨骼骨骼骨骼骨骼和神经系统的生和神经系统的生和神经系统的生和神经系统的生

长发长发长发长发育育育育。。。。克汀病克汀病克汀病克汀病 – 呆小症呆小症呆小症呆小症。。。。cretinicretinicretinicretinissssmmmm

（（（（三三三三））））神经系统影响神经系统影响神经系统影响神经系统影响：：：：提提提提高高高高CNCNCNCNSSSS的的的的兴奋兴奋兴奋兴奋性性性性

（（（（四四四四））））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心心心心血血血血管管管管：：：：心率心率心率心率↑↑↑↑ ，，，，心力心力心力心力↑↑↑↑ ，，，，外周外周外周外周血血血血管管管管扩扩扩扩张张张张，，，，脉压脉压脉压脉压↑↑↑↑ 。。。。

消消消消化化化化：：：：增进增进增进增进食欲食欲食欲食欲；；；；

生殖生殖生殖生殖：：：：维维维维持垂体与性腺活动的持垂体与性腺活动的持垂体与性腺活动的持垂体与性腺活动的平衡平衡平衡平衡。。。。



三三三三、、、、甲状腺激甲状腺激甲状腺激甲状腺激

素的调节素的调节素的调节素的调节

㈠㈠㈠㈠下丘脑下丘脑下丘脑下丘脑 – 腺垂腺垂腺垂腺垂

体体体体 – 甲状腺轴甲状腺轴甲状腺轴甲状腺轴



甲状腺激素的反馈调节甲状腺激素的反馈调节甲状腺激素的反馈调节甲状腺激素的反馈调节



（（（（二二二二））））甲状腺的自身调节甲状腺的自身调节甲状腺的自身调节甲状腺的自身调节

甲状腺甲状腺甲状腺甲状腺具具具具有有有有适适适适应应应应碘碘碘碘的的的的供供供供应应应应变变变变化而自身调节对化而自身调节对化而自身调节对化而自身调节对碘碘碘碘的的的的

摄取摄取摄取摄取与合与合与合与合成成成成甲状腺激素的能甲状腺激素的能甲状腺激素的能甲状腺激素的能力力力力。。。。

过量过量过量过量 – 抑制抑制抑制抑制；；；；不不不不足足足足 – 加加加加强强强强。。。。

（（（（三三三三））））自主神经对甲状腺活动的影响自主神经对甲状腺活动的影响自主神经对甲状腺活动的影响自主神经对甲状腺活动的影响

受受受受交感交感交感交感神经和神经和神经和神经和副交感副交感副交感副交感神经神经神经神经双重控制双重控制双重控制双重控制。。。。交感交感交感交感神经神经神经神经 –

促进甲状腺激素的合促进甲状腺激素的合促进甲状腺激素的合促进甲状腺激素的合成成成成与释放与释放与释放与释放。。。。副交感副交感副交感副交感神经神经神经神经 – 抑制抑制抑制抑制

甲状腺激素的分泌甲状腺激素的分泌甲状腺激素的分泌甲状腺激素的分泌。。。。



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 肾上腺肾上腺肾上腺肾上腺

肾上腺的结构肾上腺的结构肾上腺的结构肾上腺的结构



一一一一、、、、肾上腺皮质肾上腺皮质肾上腺皮质肾上腺皮质

肾上腺皮质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内分泌腺肾上腺皮质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内分泌腺肾上腺皮质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内分泌腺肾上腺皮质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内分泌腺，，，，

其激素的合成原料是其激素的合成原料是其激素的合成原料是其激素的合成原料是胆固醇胆固醇胆固醇胆固醇。。。。主要来自血液主要来自血液主要来自血液主要来自血液。。。。

合成部位在皮质细胞的线粒体内膜或内质网合成部位在皮质细胞的线粒体内膜或内质网合成部位在皮质细胞的线粒体内膜或内质网合成部位在皮质细胞的线粒体内膜或内质网。。。。

肾上腺皮质激素分为三类肾上腺皮质激素分为三类肾上腺皮质激素分为三类肾上腺皮质激素分为三类：：：：

盐皮质激素盐皮质激素盐皮质激素盐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性激素性激素性激素性激素。。。。



1. 1. 1. 1. 对物质代谢的影响对物质代谢的影响对物质代谢的影响对物质代谢的影响

（（（（1111））））糖糖糖糖代谢代谢代谢代谢：：：：促进糖异生促进糖异生促进糖异生促进糖异生，，，，抑制抑制抑制抑制糖的糖的糖的糖的摄取摄取摄取摄取和和和和利利利利用用用用→→→→ 血糖血糖血糖血糖↑↑↑↑

机制机制机制机制：：：：蛋白分蛋白分蛋白分蛋白分解解解解、、、、增强酶活性增强酶活性增强酶活性增强酶活性、、、、抗胰岛素作用抗胰岛素作用抗胰岛素作用抗胰岛素作用。。。。

（（（（2222））））脂肪脂肪脂肪脂肪代谢代谢代谢代谢：：：：促进脂肪分促进脂肪分促进脂肪分促进脂肪分解解解解，，，，增强脂肪酸在增强脂肪酸在增强脂肪酸在增强脂肪酸在肝肝肝肝内的内的内的内的氧氧氧氧化化化化过程过程过程过程。。。。

部位部位部位部位差差差差异异异异 – 向心向心向心向心性性性性肥胖肥胖肥胖肥胖。。。。

（（（（3333））））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代谢代谢代谢代谢：：：：促进促进促进促进肝外肝外肝外肝外组织蛋白质分组织蛋白质分组织蛋白质分组织蛋白质分解解解解，，，，抑制抑制抑制抑制其合其合其合其合成成成成。。。。肌肌肌肌肉肉肉肉

消瘦消瘦消瘦消瘦。。。。

2. 2. 2. 2. 对水盐代谢的影响对水盐代谢的影响对水盐代谢的影响对水盐代谢的影响：：：：具具具具有有有有较弱较弱较弱较弱的的的的贮钠排钾贮钠排钾贮钠排钾贮钠排钾作用作用作用作用；；；；降低肾降低肾降低肾降低肾小小小小

球球球球入入入入球球球球血血血血管阻力管阻力管阻力管阻力，，，，增增增增加加加加肾肾肾肾小球滤过率小球滤过率小球滤过率小球滤过率的作用的作用的作用的作用，，，，有有有有利利利利于于于于水排出水排出水排出水排出。。。。

3.3.3.3.对血细胞的影响对血细胞的影响对血细胞的影响对血细胞的影响：：：：增增增增加加加加血中血中血中血中红红红红细胞细胞细胞细胞、、、、血血血血小板小板小板小板；；；；减少减少减少减少血中血中血中血中淋巴淋巴淋巴淋巴

细胞细胞细胞细胞；；；；减少减少减少减少血中血中血中血中嗜嗜嗜嗜酸性酸性酸性酸性粒粒粒粒细胞细胞细胞细胞。。。。

（（（（一一一一））））糖皮质激素的生物学作用糖皮质激素的生物学作用糖皮质激素的生物学作用糖皮质激素的生物学作用



4444....    对循环系统的对循环系统的对循环系统的对循环系统的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增强血增强血增强血增强血管平滑管平滑管平滑管平滑肌对肌对肌对肌对儿茶酚儿茶酚儿茶酚儿茶酚胺的胺的胺的胺的敏感敏感敏感敏感

性性性性；；；；降低降低降低降低毛毛毛毛细血细血细血细血管壁管壁管壁管壁的的的的通透通透通透通透性性性性；；；；增强增强增强增强心心心心肌的肌的肌的肌的收缩力收缩力收缩力收缩力。。。。

5.5.5.5.    在应激反应中的作用在应激反应中的作用在应激反应中的作用在应激反应中的作用：：：：应激反应是应激反应是应激反应是应激反应是以以以以ACTHACTHACTHACTH和糖皮质激素分和糖皮质激素分和糖皮质激素分和糖皮质激素分

泌为主泌为主泌为主泌为主，，，，多种激素多种激素多种激素多种激素参参参参与的使与的使与的使与的使机机机机体体体体抵抵抵抵抗抗抗抗力力力力增强的增强的增强的增强的非非非非特异性反应特异性反应特异性反应特异性反应。。。。

能引起能引起能引起能引起ACTHACTHACTHACTH与糖皮质激素分泌增与糖皮质激素分泌增与糖皮质激素分泌增与糖皮质激素分泌增加加加加的各种的各种的各种的各种刺刺刺刺激为应激激为应激激为应激激为应激刺刺刺刺激激激激，，，，而而而而

产产产产生的反应生的反应生的反应生的反应称称称称为应激为应激为应激为应激。。。。例例例例：：：：缺氧缺氧缺氧缺氧、、、、创伤创伤创伤创伤、、、、手术手术手术手术、、、、饥饿饥饿饥饿饥饿、、、、疼痛疼痛疼痛疼痛、、、、

寒冷寒冷寒冷寒冷、、、、精精精精神神神神紧张紧张紧张紧张、、、、焦虑焦虑焦虑焦虑不不不不安安安安。。。。

除除除除垂体垂体垂体垂体----肾上腺皮质肾上腺皮质肾上腺皮质肾上腺皮质参加外参加外参加外参加外，，，，交感交感交感交感肾上腺肾上腺肾上腺肾上腺髓髓髓髓质质质质也参也参也参也参与与与与。。。。

作用作用作用作用：：：：

减少减少减少减少应激应激应激应激刺刺刺刺激引起的物质激引起的物质激引起的物质激引起的物质（（（（PGPGPGPG、、、、缓缓缓缓激肽激肽激肽激肽、、、、蛋白蛋白蛋白蛋白水解水解水解水解酶酶酶酶 ))))的的的的产量产量产量产量

及及及及不不不不良良良良作用作用作用作用，，，，能能能能量代谢量代谢量代谢量代谢转转转转运以运以运以运以糖糖糖糖代谢代谢代谢代谢为中为中为中为中心心心心、、、、保证保证保证保证对对对对重重重重要要要要脏脏脏脏器器器器

供供供供应应应应。。。。维维维维持持持持BBBBpppp增增增增加儿茶酚加儿茶酚加儿茶酚加儿茶酚胺对胺对胺对胺对心心心心血血血血管管管管作用作用作用作用。。。。



（（（（二二二二））））糖皮质激素分泌的糖皮质激素分泌的糖皮质激素分泌的糖皮质激素分泌的

调节调节调节调节



1111、、、、糖皮质激素分泌的调节糖皮质激素分泌的调节糖皮质激素分泌的调节糖皮质激素分泌的调节：：：：ACTHACTHACTHACTH的调的调的调的调控控控控。。。。

①①①①ACTHACTHACTHACTH：：：：33339999个个个个氨基氨基氨基氨基酸的多肽酸的多肽酸的多肽酸的多肽。。。。1111----24242424位位位位氨基氨基氨基氨基酸为生物活性酸为生物活性酸为生物活性酸为生物活性所所所所

必需必需必需必需。。。。

ACTHACTHACTHACTH分泌分泌分泌分泌呈现日周期呈现日周期呈现日周期呈现日周期，，，，0000点最点最点最点最低低低低，，，，觉醒觉醒觉醒觉醒起起起起床床床床前进入分泌高前进入分泌高前进入分泌高前进入分泌高

峰峰峰峰。。。。这这这这是是是是由由由由下丘脑下丘脑下丘脑下丘脑CRHCRHCRHCRH的分泌节的分泌节的分泌节的分泌节律律律律性性性性决定决定决定决定的的的的。。。。





②②②②ACTH分泌的调节分泌的调节分泌的调节分泌的调节：：：：

ACTHACTHACTHACTH的分泌受下丘脑的分泌受下丘脑的分泌受下丘脑的分泌受下丘脑CRHCRHCRHCRH的的的的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和糖皮质激素的反和糖皮质激素的反和糖皮质激素的反和糖皮质激素的反馈馈馈馈调节调节调节调节。。。。



二二二二、、、、肾上腺髓质肾上腺髓质肾上腺髓质肾上腺髓质



（（（（一一一一））））生物学作用生物学作用生物学作用生物学作用

应应应应急急急急（（（（畏惧畏惧畏惧畏惧、、、、焦虑焦虑焦虑焦虑、、、、剧痛剧痛剧痛剧痛、、、、失失失失血血血血、、、、脱水脱水脱水脱水、、、、乏氧乏氧乏氧乏氧、、、、暴冷暴冷暴冷暴冷、、、、暴暴暴暴

热热热热））））

（（（（二二二二））））分泌调节分泌调节分泌调节分泌调节

1111....    交感交感交感交感神经神经神经神经→→→→AChAChAChACh→→→→嗜嗜嗜嗜铬铬铬铬细胞上的细胞上的细胞上的细胞上的NNNN受体受体受体受体→→→→NENENENE、、、、AdAdAdAd。。。。

2222....  ACTH  ACTH  ACTH  ACTH与糖皮质激素与糖皮质激素与糖皮质激素与糖皮质激素

ACTHACTHACTHACTH→→→→糖糖糖糖→→→→NENENENE、、、、AdAdAdAd....

3333....    自身反自身反自身反自身反馈馈馈馈：：：：NENENENE、、、、DDDDAAAA→→→→酪氨酪氨酪氨酪氨酸酸酸酸羟羟羟羟化酶化酶化酶化酶↓↓↓↓

AdAdAdAd→→→→PNMTPNMTPNMTPNMT↓↓↓↓

→→→→NE、、、、Ad ↓↓↓↓



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 胰岛的内分泌胰岛的内分泌胰岛的内分泌胰岛的内分泌

BBBB细胞细胞细胞细胞：：：：胰岛素胰岛素胰岛素胰岛素；；；；AAAA细胞细胞细胞细胞：：：：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DDDD细胞细胞细胞细胞：：：：生长生长生长生长抑抑抑抑素素素素；；；；

PPPPPPPP：：：：胰多肽胰多肽胰多肽胰多肽

一一一一、、、、胰岛素胰岛素胰岛素胰岛素：：：：

（（（（一一一一））））生理作用生理作用生理作用生理作用

1111、、、、对糖的对糖的对糖的对糖的代谢代谢代谢代谢：：：：促进促进促进促进葡萄葡萄葡萄葡萄糖糖糖糖摄取摄取摄取摄取和和和和利利利利用用用用

加速加速加速加速糖糖糖糖原原原原合合合合成成成成，，，，抑制抑制抑制抑制糖异生糖异生糖异生糖异生 →→→→血糖血糖血糖血糖↓↓↓↓

促进促进促进促进葡萄葡萄葡萄葡萄糖转为脂肪酸糖转为脂肪酸糖转为脂肪酸糖转为脂肪酸

2222、、、、对脂肪的对脂肪的对脂肪的对脂肪的代谢代谢代谢代谢作用作用作用作用：：：：

3333、、、、对蛋白质的对蛋白质的对蛋白质的对蛋白质的影响影响影响影响：：：：促进蛋白质合促进蛋白质合促进蛋白质合促进蛋白质合成成成成，，，，抑制抑制抑制抑制蛋白质分蛋白质分蛋白质分蛋白质分解解解解



（（（（二二二二））））胰岛素分泌的调节胰岛素分泌的调节胰岛素分泌的调节胰岛素分泌的调节：：：：

1111.... 血糖的作用血糖的作用血糖的作用血糖的作用：：：：三个三个三个三个时时时时相相相相

血糖升高血糖升高血糖升高血糖升高时时时时，，，，①①①①刺刺刺刺激激激激储储储储存释放存释放存释放存释放

②②②②刺刺刺刺激合激合激合激合成成成成酶促进合酶促进合酶促进合酶促进合成成成成

③③③③刺刺刺刺激激激激BBBB细胞增殖细胞增殖细胞增殖细胞增殖。。。。

2222．．．．氨基氨基氨基氨基酸和脂肪酸的作用酸和脂肪酸的作用酸和脂肪酸的作用酸和脂肪酸的作用：：：：

3333....激素的作用激素的作用激素的作用激素的作用：：：：胃肠激素胃肠激素胃肠激素胃肠激素、、、、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甲状腺激素甲状腺激素甲状腺激素甲状腺激素、、、、生长素生长素生长素生长素

和糖皮质激素等和糖皮质激素等和糖皮质激素等和糖皮质激素等，，，，均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均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均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均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4444....    神经调节神经调节神经调节神经调节：：：：迷走迷走迷走迷走神经神经神经神经兴奋也兴奋也兴奋也兴奋也能促进分泌能促进分泌能促进分泌能促进分泌，，，，交感交感交感交感神经神经神经神经抑制抑制抑制抑制分分分分

泌泌泌泌。。。。



二二二二、、、、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

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由由由由胰岛胰岛胰岛胰岛AAAA细胞分泌细胞分泌细胞分泌细胞分泌，，，，是一种促进分是一种促进分是一种促进分是一种促进分解代谢解代谢解代谢解代谢，，，，动动动动员员员员

物质物质物质物质供供供供能的激素能的激素能的激素能的激素。。。。

（（（（一一一一））））生理作用生理作用生理作用生理作用：：：：与胰岛素相反与胰岛素相反与胰岛素相反与胰岛素相反....

糖糖糖糖：：：：具有很强的促进糖原分解和糖异生作用具有很强的促进糖原分解和糖异生作用具有很强的促进糖原分解和糖异生作用具有很强的促进糖原分解和糖异生作用，，，，使血糖浓度显著升高使血糖浓度显著升高使血糖浓度显著升高使血糖浓度显著升高。。。。

脂肪脂肪脂肪脂肪：：：：促进脂肪的分解和脂肪酸氧化促进脂肪的分解和脂肪酸氧化促进脂肪的分解和脂肪酸氧化促进脂肪的分解和脂肪酸氧化。。。。

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促进蛋白质分解促进蛋白质分解促进蛋白质分解促进蛋白质分解，，，，抑制其合成抑制其合成抑制其合成抑制其合成。。。。

此外此外此外此外，，，，尚有增强心肌收缩力的作用尚有增强心肌收缩力的作用尚有增强心肌收缩力的作用尚有增强心肌收缩力的作用。。。。

（（（（二二二二））））分泌调节分泌调节分泌调节分泌调节：：：：主要是受血糖主要是受血糖主要是受血糖主要是受血糖浓浓浓浓度度度度的的的的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当血糖浓度降低时当血糖浓度降低时当血糖浓度降低时当血糖浓度降低时，，，，直接刺激胰岛直接刺激胰岛直接刺激胰岛直接刺激胰岛AAAA细胞细胞细胞细胞，，，，使胰高血糖素分泌增多使胰高血糖素分泌增多使胰高血糖素分泌增多使胰高血糖素分泌增多；；；；血糖血糖血糖血糖

浓度升高时浓度升高时浓度升高时浓度升高时，，，，则使其分泌减少则使其分泌减少则使其分泌减少则使其分泌减少。。。。氨基酸促进胰高血糖素分泌氨基酸促进胰高血糖素分泌氨基酸促进胰高血糖素分泌氨基酸促进胰高血糖素分泌。。。。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