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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教学设计与教学内容 设计意图

情景导入 

（5 分钟） 

1.视频导入

播放电影《门徒》罂粟种植及鸦片制作的视频片段，引

导同学们找到第一个问题——“鸦片是什么”的答案，

鸦片即阿片，是罂粟浆果的浓缩物。 

PPT播放电影《鸦片战争》中“虎门销烟”的历史片段，

通过林则徐发起的禁烟行动，向学生展示了中华民族抵

御外来侵略的伟大决心，大力宣扬护国英雄为了维护国

家的利益和主权，为了国家的尊严和繁荣，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的坚定信念，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2.提出问题

切入主题，抛出三个问题让大家思考：鸦片是什么？鸦

设计意图： 

借助“虎门销烟”历史事件，

导入本节课主题——吗啡，

通过设问提高学生学习兴

趣和求知欲，同时巧妙融入

思政元素，大力弘扬爱国主

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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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主要化学成分有哪些？鸦片的危害是什么？ 

 

图一：通过“虎门销烟”历史事件激发爱国主义情怀 

 

图二：提问互动 

思政元素的渗透：“虎门销烟”历史事件——爱国主义教育。 

新课讲授 

（70 分钟） 

一、 吗啡的发展史 

1. 鸦片的来源及危害 
设计意图： 

采用视频、图片等直观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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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晚清民众吸食鸦片的罕见照片，揭露背后的历史真

相，使大家深刻认识到吸食鸦片的后果，从而回答教师

提出的第二个问题——鸦片的危害是什么？鸦片最大的

缺点是容易成瘾。 

在提到鸦片来源及危害时自然融入思政元素，让学生学

会敬畏生命、远离毒品、拒绝诱惑、自律自爱。 

2. 吗啡的发展史 

（1）阿片的成分：1806 年德国化学家泽尔蒂纳首次将

其从鸦片中分离出来,并使用希腊梦神 Morpheus 的名字

将其命名为吗啡。吗啡是阿片中的主要成分，阿片的成

分如下：吗啡 10%（阿片主要成分，含量最高）、可待

因 0.5%、蒂巴因 0.2%、罂粟碱 1.0%、那可丁 6.0%，点

名请同学回答：鸦片的最主要成分是什么？——答案是

吗啡。 

（2）吗啡发展史：通过图片展示讲述吗啡的发展史：

1806，Serturner 年成功分离出了吗啡晶体。 1847 年，

Laurent 首次确定了吗啡的分子式。1926 年，Robinson

推测出了吗啡的结构式。1952 年，Gates 完成了吗啡的

全流程合成,证实了它的分子式和结构式。1955 年， 

Kartha 最终确定了吗啡的绝对构型。 

讲述吗啡在战争时期是救治伤员防止疼痛性休克的必需

药品，在和平年代的今天，它在镇痛界仍然具有举重轻

重的地位。 

学手段，并通过互动问答的

方式，逐步引导，层层深入。

让知识在课堂上得到内化，

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思

政元素完美融入教学，回归

教育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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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元素的渗透：吗啡的发展史——远离毒品、拒绝诱惑。 

二、 吗啡的化学结构 

1. 吗啡的结构特点 

在智慧黑板上画出吗啡的结构，并讲述其结构特点： 

(1)母核为多氢菲；(2)由 5 个环组成；(3)2 个羟基；(4)

有 5 个手性碳（5，6，9，13，14），天然品为左旋体； 

2. 吗啡的立体结构 

通过自制模型展示吗啡的立体结构，吗啡在空间呈 T 字

形排布，其镇痛活性与其立体结构严格相关，仅(-)-吗啡

有活性。 

2. 吗啡的结构与性质的关系 

解析完吗啡的结构，引导同学们思考吗啡的结构特点与

化学性质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并引出本课题的下

一个环节。要求同学们加强空间思维能力训练，努力寻

找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  

设计意图： 

吗啡的立体结构是本课题

的难点，通过自制模型展

示，使大家对吗啡的结构有

了直观的感知，把抽象的概

念具体化形象化，有助于空

间想象力较差的同学更好

地理解。将吗啡的结构与性

质联系起来，而不是割裂开

来分别记忆，通过这种方法

可以更好更高效地进行学

习，从知识层面升华到意识

层面，呼吁同学们注重科学

思维方法的培养。 

思政元素的渗透：吗啡的化学结构——空间思维、联系观点。 

三、吗啡的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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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根据吗啡的结构特点推测其理化性质： 

1. 酸碱性 

吗啡结构中3-位有酚羟基，17-位有氮原子，所以吗啡显

酸碱两性。 

2. 氧化反应 

同时因为存在这些的结构单元，吗啡可以通过自由基反

应生成双吗啡及N-氧化吗啡。 

启发式设问：吗啡易被氧化，在生产过程中制备吗啡注

射液时要注意采取哪些措施？ 

学生思考后回答：为防止吗啡被氧化，制备其注射液时

应调pH值3～4；用中性安瓿，充入N2；加入抗氧剂（焦

亚硫酸钠等）；加入EDTA-2Na；采用100℃流通蒸汽灭

菌30min。 

教师总结：通过学习吗啡的结构，我们推测出吗啡的性

质、制备及贮存条件，药物化学学习的核心是药物的化

学结构，掌握了结构，通过推理归纳的方式就能知道它

的性质，而不是死记硬背知识点。知道了它的性质，我

们在生产、制备、贮存过程中就要规避这些令其变质的

风险，这不仅要求大家具备扎实专业的药学知识，更要

秉持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职业道德，确保药品质量安全。 

3. 鉴别反应 

吗啡为生物碱，可以用Ma r q u i s反应进行鉴别；含有酚

羟基可以和三价铁离子发生络合，形成紫色络合物。 

设计意图： 

利用吗啡的结构特点，引导

学生推测其理化性质，让学

生学会采用科学的思维方

法，探寻事物的本质，建立

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从而有

利于知识的串联、积累，达

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讲解吗啡还原性时进行启

发式设问，理论联系实际，

课堂对接岗位，进一步帮助

同学们明确学习目标，树立

严谨细致的职业精神。 

思政元素的渗透：吗啡的化学性质——严谨细致、推理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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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吗啡的临床应用 

由于药物化学的该部分知识点与药理学交叉，在此仅简

单介绍不作详细讲解： 

1. 主要作用： 

吗啡作用于阿片受体而发挥强大的镇痛、镇咳和镇静作

用。 

2. 主要用途： 

吗啡有首过效应，一般注射给药。临床主要用于抑制剧

烈疼痛及麻醉前给药。 

3. 不良反应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药物也不例外，吗啡在产生强大

镇痛作用的同时，也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反应，其最大的

缺点是中枢抑制、成瘾性及耐受性。 

吗啡属于天然生物碱，来源于罂粟科植物罂粟，它既是

药品，也是毒品。在此插入我国对罂粟这类易制毒药用

植物的管理办法，及一些因吸毒而走向犯罪及死亡道路

的案例，进一步让学生明白毒品的危害，远离毒品。 

设计意图： 

通过介绍吗啡的临床用途

和不良反应，让学生理解药

物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安全

合理地使用才能为人类健

康服务。最后再次强调吗啡

的成瘾性，利用案例和制度

等人文素材的加入，提高同

学们对制度的敬畏意识，自

觉遵守法律法规，达到育人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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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麻醉药品非法经营案例分析及法规知识普及 

思政元素的渗透：吗啡的临床应用——对立统一、事物两面。 

五、吗啡的结构改造 

承上启下：为克服吗啡易上瘾、呼吸抑制等副作用，药

物化学家将吗啡的结构进行改造，希望将吗啡的镇痛作

用与成瘾性相分离，期间合成了上百个吗啡衍生物，在

保留吗啡完整五环结构的基础上取得的进展。 

1. C3 OH 甲基化——可待因 

镇痛作用是吗啡的20%，镇咳作用较好，临床最有效的

镇咳药之一，为中枢性镇咳药，轻度成瘾性。 

引导学生思考：吗啡经过结构改造把3位羟基甲基化得

到可待因，大家想一想，吗啡和可待因在结构和性质上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回答：可待因结构中没有酚羟基，不具有还原性。 

2. C3、C6 OH 乙酰化——海洛因 

镇痛作用是吗啡的5-10倍，成瘾性毒性更严重，为禁用

设计意图： 

采用比较教学法，分析吗啡

和其衍生物可待因在结构

和性质上的显著差别，使大

家能更精准地理解和把握

知识点。 

讲述海洛因时，再次提醒大

家要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在讲授烯丙吗啡和纳洛酮

的先后开发及临床应用情

况时，联系社会热点事件—

—新冠肺炎病毒疫苗开发，

激励大家要大胆发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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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毒品。 

教师强调：海洛因在1898年作为非处方的镇咳药上市后

不到十年时间，销量剧增，出现了严重的滥用问题。同

时分享了一个瘾君子的自述“海洛因三分钟就给了吗啡

要三个小时才能给予的欣快感”。 

3. N上甲基被烯丙基取代，拮抗活性增加——烯丙吗啡 

具有激动和拮抗阿片受体的双重作用，镇痛作用极弱，

几乎无成瘾性，主要用于解救阿片类镇痛药中毒。 

烯丙吗啡开发成功后，在其基础上又进行结构改造，开

发得到阿片受体的完全拮抗剂——纳洛酮、纳曲酮，临

床主要用于解救阿片类中毒。 

教师感悟：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新药研发永远在路上，

作为药学工作者我们要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这样人类

的健康才能得到更好地保障。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

疫情中，我国最先走出新冠肺炎的疫情风暴，我国的新

冠肺炎病毒疫苗的研发工作也处于全球第一梯队的位

置，与美英等国开发速度同步，目前已进入临床三期试

验阶段，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体现。 

探索、勇于创新，实现我国

医药卫生事业的进步与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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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强调海洛因的社会危害 

 

图五：联系我国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成功 

思政元素的渗透：吗啡的结构改造——勇于创新、积极探索。 

课堂练习 

（5 分钟） 

思考：如何用化学方法区别吗啡和可待因？哪些药物可

以用来解救吗啡类镇痛药的中毒？ 

点名回答：可以用三氯化铁试液区别吗啡和可待因，吗

啡遇三氯化铁变紫堇色，而可待因不变色。临床上烯丙

吗啡、纳洛酮、纳曲酮等药物均可用于解救吗啡类镇痛

药的中毒。 

设计意图： 

课堂最后5分钟提出两个问

题，进一步巩固相关知识

点，加深大家的理解和掌

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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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拓展 

以小组为单位制作禁毒知识宣传海报，并作为成果在药

学系公众号进行展示和推广。 

设计意图：增强学生的禁毒

意识，提高自觉抵制毒品的

能力，加强学校禁毒教育的

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学校教

育的主渠道和社会辐射作

用。 

教学反思 

1. 教学方法多样化：本次课采用情景式教学法、问题驱动教学法、直观教学法

等多种教学方法。教师根据教学要求设计一系列层次性、阶梯性的问题，引发学生思

考，体验学习过程中获得的成果。 

2. 教学媒介多元化：在吗啡的教学中，充分利用各种教学媒介优化教学过程。

通过智慧黑板的绘图功能解析吗啡的结构，利用自制模型全方位展示吗啡的立体结

构，利用视频及图片给学生视觉上给人强烈的冲击。 

3．评价机制客观化：利用超星学习通平台对学生进行实时过程性评价，通过学

生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客观反映教学效果。 

六、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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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习评价设计 

1．评价机制 

（1）学生评价 （2）教师评价 

 
学生上完课后自我评价 

 

 
学习通课后测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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