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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我们在教学中也观察到，学生观看教学视频，刚开始
时大部分学生能够集中精力注意观看，超过8~10 min

后，有部分同学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现象，当视频超过
20 min后，大部分学生会坐立不宁、眼神涣散，当播放视
频时间更长时，仅有极少数同学坚持观看。因此微课的
视频时间一般控制在5~8 min，最长不超过10 min[3]，这
样更符合认知特点，符合人类视觉驻留规律和注意力
集中的规律。微课的大小一般也不超过 20 Mb，这有
利于流畅地在线或下载到多种移动终端观看。

2.2 微课辅助教学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教学
的核心是学，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微课辅助生理学教
学能够有效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原因在于：
第一，微课的主题通常是生理学教学中的重点和难
点，这一设计能有效地吸引学生主动关注；第二，微课
的设计通常采用情景、问题、病案、生理功能实际、生理
实验结果等吸引方法，这些方法容易引起学生共鸣，尤
其问题、病案、自身生理功能实际等吸引能有效地抓住
学生的注意力，从而使学生想去学；第三，通过微课，学
生既可查漏补缺，还可反复观看、理解，强化巩固知识，
让学生有了更大的学习自主权，能更好地满足学生对
生理学知识点的个性化学习。总之，生理学微课能有
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的主体的积极性。

2.3 微课能促进教师提高教学能力 微课内容

设计通常采用：问题、病案、情景等引入，接着展开教学
重点或难点内容，然后适度归纳总结，最后设置问题、病
案、情景等引起思考。这样的设计，融入了教师自身对
生理学及相关学科知识体系的掌握和感悟，要求教师对
教学内容的知识点进行分析，建立核心知识点之间的内
在联系，发现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以核心知识
点为节点的知识导航图。因此制作优秀的微课教学视
频，不仅要求教师掌握录频软件的使用，还要求教师掌
握教育教学规律，更要求教师对生理学及相关学科的知
识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发现在教学中的不足和问
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从而对自己的生理
学教学实践进行总结、提炼和完善。

总之，优秀的微课教学视频不仅吸引了学生的注
意力，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4]，同时促进了生理学教
师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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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西沙星(moxifloxacin)是临床上常用的第4代氟
喹诺酮类药物，其主要临床特点为抗菌活性强、抗菌
谱广以及无光毒性，广泛应用于呼吸系统、泌尿系统
感染性疾病及急性细菌性鼻窦炎的治疗[1]。本药具有
较好的用药耐受性，口服或者静脉给药的不良反应均
较少见。但是近年来莫西沙星不良反应发生的报告
率也有逐年增加趋势，资料显示莫西沙星主要有神
经、消化、心血管、血液、泌尿等系统的不良反应 [2-3]。
本文结合文献对我院收治的1例莫西沙星治疗泌尿系
统感染所致过敏性休克的诊断和治疗进行复习讨论，
报道如下：

1 病例简介

患者，男，67岁，因“尿频尿急腰痛伴发热 2 d”于
2016年10月7日收住入院。患者2 d前无明显诱因下
出现尿频、尿急、腰痛不适，伴有畏寒发热，体温最高
39.8℃，无肉眼血尿、无少尿、无皮疹红斑、无咳嗽咳痰、无
恶心呕吐、无胸闷胸痛、无腹痛等不适，自服“阿莫西林”
治疗无效。遂至我院门诊就诊，查尿常规：蛋白+，潜
血++，白细胞++。血常规：白细胞14.6×109/L，中性粒细
胞89.7 %，超敏C反应蛋白82.1 mg/L。泌尿系超声检
查双肾、输尿管及膀胱未见明显异常。留取血培养及
尿培养 (后报告提示均为大肠埃希菌，莫西沙星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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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门诊以“急性肾盂肾炎”收住入院。入院查体：查

体：体温 39.8℃，脉搏119 次/min，呼吸20 次/min，血压

118/76 mmHg (1 mmHg=0.133 kPa)，神志清，精神软，

双肺听诊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律齐，未闻及病理性

杂音。腹部平软，无压痛及反跳痛，右肾区叩痛阳性，

各输尿管点无压痛，双下肢无浮肿。入院诊断为“急

性肾盂肾炎”，予经验性应用莫西沙星治疗，用法：莫

西沙星注射液(商品名：拜复乐，拜耳医药保健公司生

产)，400 mg，静脉滴注，1次/d。首次用药5 min 后患者

出现面色苍白、出冷汗、头晕无力、喘息，以及神志不

清、问话不能回答，查体不配合，测血压70/45 mm Hg，

躯干部及四肢可见大片红色斑丘疹，双肺底可闻及少

量湿性啰音；诊断考虑过敏性休克(莫西沙星过敏)。

遂立即停药，予吸氧、静脉补液，肾上腺素1 mg静脉推

注，地塞米松10 mg静脉推注，氯苯那敏10 mg 肌肉注

射。30 min 后患者神志转清，颜面及口唇颜色红润，呼吸

趋于平稳，对答切题。测血压上升至102/75 mmHg，心

率 92次/min，四肢及躯干部红色斑丘疹在 2 d后完全

消退。进一步追问病史，患者既往无食物、药物过敏

史，当天也未接触易过敏物质及食物，未食用可疑食

物。结合患者在静脉滴注莫西沙星出现症状，因此认

为过敏性休克由莫西沙星过敏引起。

2 讨 论

急性肾盂肾炎属于临床常见上尿路感染性疾病，

主要发生于肾盂、肾盂黏膜、肾小管及肾间质，研究显

示其最常见的致病菌为大肠埃希菌，其次包括变形杆

菌、葡萄球菌、产气杆菌、粪链球菌等[4-5]。莫西沙星是

新一代氟喹诺酮类广谱抗生素，临床上包括两种剂型

即静脉针剂和口服片剂，推荐剂量均为 400 mg/d。莫

西沙星的作用机制为通过对细菌DNA复制、转录、修

复及重组所需拓扑异构酶的抑制作用而起到抗菌效

果，具有体内活性高、抗菌谱广的优势，目前临床上广

泛应用于呼吸及泌尿系统、皮肤等感染疾病的治疗[6]。

刘旭等[7]研究指出，相对于传统的左氧氟沙星，莫西沙

星治疗尿路感染更有效。莫西沙星作为 8-甲氧基喹

诺酮，在增强抗厌氧菌活性的同时大大降低了光毒

性，并且耐药性少见。临床上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消

化道症状, 其次为中枢神经系统反应、皮疹等[8]。近年

来，随着莫西沙星在临床上应用越来越广泛，其不良

反应的报道也越来越多。刘延江[9]对莫西沙星的不良

反应进行了分析，指出其最常见不良反应包括胃肠道

反应，发生率为3%~17%，主要症状包括呕吐、口干、腹

泻等；胆汁淤积等肝胆系统反应发生率为1%~10%；其

余依次为中枢神经系统反应(0.8%~11.0%)，主要症状

包括紧张、焦虑、噩梦、失眠，严重者表现为神志不清、

抑郁等；少见不良反应包括皮肤反应(皮疹、瘙痒)、心

血管系统反应等。此外，莫西沙星与其他喹诺酮药物

一样可能会损害未成年者的关节软骨，因此同样禁用

于18岁以下患者。

本例患者结合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及体检，急

性肾盂肾炎诊断明确，因此予以经验性应用莫西沙

星。患者在静脉输注莫西沙星后出现过敏性休克，既

往临床上关于莫西沙星过敏引起过敏性休克的报道

并不多见。过敏性休克是由外界某些致敏原进入机

体后引起的Ⅰ型超敏反应，以急性循环衰竭为主要表

现，进展快速，如发现处理不及时可以危及患者的生

命[10]。对于过敏性休克应该积极进行抗过敏及抗休克

治疗，对于出现心跳呼吸骤停者应进行心肺复苏。本

例患者因为发现及时、迅速给予了地塞米松及肾上腺

素、补液等治疗，患者病情在短时间内得到了缓解。

综上所述，临床上在应用莫西沙星时应详细询问

患者的过敏史，禁用于有喹诺酮类药物过敏者；输注

前仔细对药物进行检查，观察其有无过期及变质现

象；输注过程中应加强用药监护，防止过敏等不良反

应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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