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和耳眼和耳

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

组胚教研室 姜文华



一、眼一、眼

••眼是视觉器官，眼是视觉器官，

主要由眼球构主要由眼球构

成成

••还有眼睑、眼还有眼睑、眼

外肌和泪器等外肌和泪器等

附属器官附属器官



眼球由眼球壁和眼内容物构成眼球由眼球壁和眼内容物构成

角膜（前角膜（前1 / 61 / 6））
纤维膜纤维膜

巩膜（后巩膜（后5 / 6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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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球结构模式图眼球结构模式图



1.1.眼球壁眼球壁

（（11）纤维膜）纤维膜

11）角膜）角膜（（corneacornea））

透明圆盘状，无血管，营养由房透明圆盘状，无血管，营养由房

水和角膜缘的血管供应水和角膜缘的血管供应

（一）眼球（一）眼球



眼球前半部模式图眼球前半部模式图



••前上皮：未角化的复层扁平上皮；有丰富的前上皮：未角化的复层扁平上皮；有丰富的

游离神经末梢，感觉敏锐游离神经末梢，感觉敏锐

••前界层：由基质和胶原原纤维构成前界层：由基质和胶原原纤维构成

••固有层（角膜基质）：由排列规则的胶原纤固有层（角膜基质）：由排列规则的胶原纤

维和成纤维细胞构成，含较多水分维和成纤维细胞构成，含较多水分

••后界层：似前界层，更薄后界层：似前界层，更薄

••后上皮（角膜内皮）：单层扁平或立方上皮后上皮（角膜内皮）：单层扁平或立方上皮



角膜光镜像角膜光镜像



角膜固有层电镜像角膜固有层电镜像



角膜基质结构立体模式图角膜基质结构立体模式图



22）巩膜（）巩膜（sclerasclera））

•• 致密结缔组织，粗细不等的胶原纤维束致密结缔组织，粗细不等的胶原纤维束

交织排列，束间有少量成纤维细胞、色交织排列，束间有少量成纤维细胞、色

素细胞、血管和神经。眼球壁的保护层素细胞、血管和神经。眼球壁的保护层

••角膜缘（角膜缘（corneal limbus）：）：角膜与巩膜角膜与巩膜

交界处，血管丰富，供应角膜营养交界处，血管丰富，供应角膜营养



角膜缘

角 膜

————————

小梁网

球结膜

巩 膜
静脉窦

巩膜距

巩 膜

角膜缘

巩膜与巩膜与角膜缘角膜缘模式图模式图



••巩膜距：巩膜与角膜移形处的内侧，巩巩膜距：巩膜与角膜移形处的内侧，巩

膜向内侧伸出的一短小环形突起膜向内侧伸出的一短小环形突起

••巩膜静脉窦巩膜静脉窦: : 位于巩膜距的前外侧，腔大位于巩膜距的前外侧，腔大

而不规则，壁由内皮、不连续的基膜、结而不规则，壁由内皮、不连续的基膜、结

缔组织构成缔组织构成

••小梁网：位于窦的内侧，由小梁和小梁小梁网：位于窦的内侧，由小梁和小梁

间隙构成，小梁间隙与巩膜静脉窦相通间隙构成，小梁间隙与巩膜静脉窦相通



巩 膜

巩膜与巩膜距模式图巩膜与巩膜距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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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梁网和巩膜静脉窦光镜像小梁网和巩膜静脉窦光镜像



(2)(2)血管膜血管膜

11））虹膜虹膜（（irisiris））

位于角膜后方，形如圆盘，外缘与睫位于角膜后方，形如圆盘，外缘与睫

状体相连，中央为瞳孔状体相连，中央为瞳孔

••前缘层：一层不连续的成纤维细胞和色素前缘层：一层不连续的成纤维细胞和色素

细细 胞胞

••虹膜基质：富含血管和色素细胞的疏松结虹膜基质：富含血管和色素细胞的疏松结

缔组织，较厚缔组织，较厚



眼球前半部（眼球前半部（ 虹膜）光镜像虹膜）光镜像



虹膜（虹膜（ 前缘层前缘层 虹膜基质）光镜像虹膜基质）光镜像



••上皮层：上皮层：

外层：为肌上皮细胞；瞳孔扩约肌（近外层：为肌上皮细胞；瞳孔扩约肌（近

瞳孔缘，环行）收缩使瞳孔缩小；瞳孔开瞳孔缘，环行）收缩使瞳孔缩小；瞳孔开

大肌（位于括约肌外侧，放射状）收缩使大肌（位于括约肌外侧，放射状）收缩使

瞳孔开大瞳孔开大

内层内层 : : 立方形，胞质内充满粗大的色素立方形，胞质内充满粗大的色素

颗粒颗粒



虹膜（虹膜（ 上皮层上皮层 瞳孔括约肌）光镜像瞳孔括约肌）光镜像



••前房角（虹膜角膜角）、前房前房角（虹膜角膜角）、前房



2)2)睫状体（睫状体（ciliaryciliary bodybody））

••睫状肌：平滑肌（纵行、放射状、环行），睫状肌：平滑肌（纵行、放射状、环行），

调节晶状体的位置和曲度调节晶状体的位置和曲度

••血管层：富含血管和色素细胞的结缔组织血管层：富含血管和色素细胞的结缔组织

••上皮：外层为立方形色素上皮细胞；内层为上皮：外层为立方形色素上皮细胞；内层为

非色素上皮细胞，分泌房水，形成玻璃体和非色素上皮细胞，分泌房水，形成玻璃体和

睫状小带睫状小带



睫状体睫状体模式图模式图

睫状突



睫状体光镜像睫状体光镜像



33）脉络膜（）脉络膜（choroidchoroid））

••为血管膜的后为血管膜的后2/32/3部分，衬于巩膜内面部分，衬于巩膜内面

••富含血管和色素细胞的疏松结缔组织富含血管和色素细胞的疏松结缔组织

••玻璃膜：均质透明的薄膜，位于脉络膜与视玻璃膜：均质透明的薄膜，位于脉络膜与视

网膜之间网膜之间



脉络膜光镜像脉络膜光镜像



（（33）视网膜）视网膜（（retinaretina））

从外向内，由四层细胞构成从外向内，由四层细胞构成

11））色素上皮层：由色素上皮细胞（单层立方）色素上皮层：由色素上皮细胞（单层立方）

构成；细胞顶部有大量突起伸入视细胞外节构成；细胞顶部有大量突起伸入视细胞外节

间；间；

胞质内含许多黑素颗粒、溶酶体、吞饮小泡和胞质内含许多黑素颗粒、溶酶体、吞饮小泡和

板层样小体板层样小体

功能：防止强光损害；保护和营养视细功能：防止强光损害；保护和营养视细

胞；参与膜盘的更新胞；参与膜盘的更新



视网膜视网膜( ( 色素上皮层色素上皮层 左左::模式图模式图 右右::光镜像光镜像))



22）） 视细胞层视细胞层

视细胞（感光细胞，为神经元）视细胞（感光细胞，为神经元）

胞体胞体

树突：内节含丰富线粒体、粗面内质网、高树突：内节含丰富线粒体、粗面内质网、高

尔基复合体，是合成感光物质和供能的部尔基复合体，是合成感光物质和供能的部

位；位；

外节含大量膜盘（一侧细胞膜内陷折叠），外节含大量膜盘（一侧细胞膜内陷折叠），

是感光部位是感光部位

轴突：与双极细胞形成突触轴突：与双极细胞形成突触



视网膜（视网膜（ 视细胞）光镜像视细胞）光镜像



视网膜视网膜(  (  视细胞层）模式图视细胞层）模式图



••视杆细胞视杆细胞

（（rod cellrod cell）：）：

树突呈细树突呈细杆杆

状；膜盘大部状；膜盘大部

分独立，其上分独立，其上

镶嵌感光物质镶嵌感光物质

视紫红质，感视紫红质，感

弱光，缺乏则弱光，缺乏则

导致夜盲症导致夜盲症



视杆细胞膜盘电镜像视杆细胞膜盘电镜像



••视锥细胞视锥细胞（（cone cone 
cellcell）：）：树突呈圆锥树突呈圆锥

形；膜盘与细胞膜不形；膜盘与细胞膜不

分离；含视色素（三分离；含视色素（三

种视锥细胞分别含红种视锥细胞分别含红

敏、绿敏、蓝敏色敏、绿敏、蓝敏色

素），感强光和颜素），感强光和颜

色色 ，缺乏则导致红，缺乏则导致红

（或绿）色盲（或绿）色盲



视锥细胞膜盘电镜像视锥细胞膜盘电镜像



33) ) 双极细胞层：双极细胞层：

双极细胞（中间神经元）：树突与视细胞双极细胞（中间神经元）：树突与视细胞

形成突触，轴突与节细胞形成突触形成突触，轴突与节细胞形成突触

水平细胞、无长突细胞也均为中间神水平细胞、无长突细胞也均为中间神

经元，与其它细胞，及相互之间形成突触经元，与其它细胞，及相互之间形成突触

联系，构成局部环路，参与视觉信号的传联系，构成局部环路，参与视觉信号的传

导和调控导和调控



视网膜视网膜(  (  双极细胞层）模式图双极细胞层）模式图



视网膜（视网膜（ 双极细胞）光镜像双极细胞）光镜像



44) ) 节细胞层节细胞层

•• 节细胞（多极神经元）组成，树突与双极细节细胞（多极神经元）组成，树突与双极细

胞形成突触，轴突汇聚成视神经离开眼球胞形成突触，轴突汇聚成视神经离开眼球

••大节细胞：其树突与多个双极细胞形成突触大节细胞：其树突与多个双极细胞形成突触

小节细胞：其树突只与一个双极细胞联系，小节细胞：其树突只与一个双极细胞联系，

该双极细胞也仅与一个视锥细胞联系该双极细胞也仅与一个视锥细胞联系



视网膜视网膜(  (  节细胞层）模式图节细胞层）模式图



视网膜（视网膜（ 节细胞）光镜像节细胞）光镜像



••在视网膜中有神经在视网膜中有神经

胶质细胞胶质细胞, , 及视网膜及视网膜

特有的放射状神经特有的放射状神经

胶质细胞，又称胶质细胞，又称

MMüüllerller细胞细胞

••功能：起支持、营功能：起支持、营

养、绝缘和保护作养、绝缘和保护作

用用



••黄斑黄斑（（macula  macula  lutealutea））

位于眼球后极的正对瞳孔的视网膜位于眼球后极的正对瞳孔的视网膜

之浅黄色区域，称黄斑之浅黄色区域，称黄斑;;中央凹处只有中央凹处只有

色素上皮和视锥细胞，视锥细胞与双极色素上皮和视锥细胞，视锥细胞与双极

细胞和节细胞间形成一对一的联系，是细胞和节细胞间形成一对一的联系，是

视觉最敏锐的部位，称中心视觉视觉最敏锐的部位，称中心视觉



↓黄斑↓黄斑 ↓↓视神经乳头↓↓视神经乳头



黄斑及其中央凹光镜像黄斑及其中央凹光镜像



黄斑和中央凹细胞联系示意图黄斑和中央凹细胞联系示意图



••视神经乳头视神经乳头

（（papilla of papilla of optic optic 

nervenerve））

又称视盘，位又称视盘，位

于黄斑鼻侧，为视于黄斑鼻侧，为视

神经穿出处，无视神经穿出处，无视

细胞，为盲点细胞，为盲点
↓↓视神经乳头视神经乳头眼底镜像眼底镜像



视神经乳头与视神经光镜像视神经乳头与视神经光镜像



（（11）房水（）房水（aqueous humoraqueous humor））

2.2.眼球内容物眼球内容物

由睫状体的血液渗出和非色素上皮细胞分由睫状体的血液渗出和非色素上皮细胞分

泌泌形成形成的透明液体的透明液体

••房水通路：后房房水通路：后房 瞳瞳 孔孔 前房前房 小梁网小梁网巩膜静脉巩膜静脉

窦窦 睫状前静脉睫状前静脉



眼球前半部模式图（示房水通路）眼球前半部模式图（示房水通路）



••血－房水屏障血－房水屏障

（（bloodblood--aqueous humor barrieraqueous humor barrier））

毛细血管内皮毛细血管内皮

基膜基膜

睫状体上皮睫状体上皮

睫状体上皮之间的紧密连接睫状体上皮之间的紧密连接

功能：控制房水的分泌量和成分功能：控制房水的分泌量和成分

••房水回流受阻，眼压增高，视力受损，称房水回流受阻，眼压增高，视力受损，称

为青光眼为青光眼



（（22）晶状体（）晶状体（lenslens））

••晶状体囊：包在晶状体周围的均质性薄膜晶状体囊：包在晶状体周围的均质性薄膜

••晶状体上皮：在晶状体前面的单层立方上晶状体上皮：在晶状体前面的单层立方上

皮，近皮，近 赤道部变长移形为晶状体纤维赤道部变长移形为晶状体纤维

••晶状体纤维：表层的纤维形成皮质，中央晶状体纤维：表层的纤维形成皮质，中央

的纤维较硬，形成晶状体的核的纤维较硬，形成晶状体的核

••当晶状体的弹性减弱或消失，形成老花当晶状体的弹性减弱或消失，形成老花

眼；眼；

晶状体浑浊则成白内障晶状体浑浊则成白内障



眼球前部模式图眼球前部模式图



（（33）玻璃体）玻璃体

••充满在晶状体与视网膜之间的腔内，外包充满在晶状体与视网膜之间的腔内，外包

透明的玻璃体膜透明的玻璃体膜

••内含透明的胶状体内含透明的胶状体

••含水分（含水分（99%99%）、胶原原纤维、玻）、胶原原纤维、玻

璃蛋白、透明质酸、少量细胞璃蛋白、透明质酸、少量细胞



（二）眼的附属器官（二）眼的附属器官

1.1.眼睑眼睑

分为皮肤、皮下组织、肌层、睑板、睑结分为皮肤、皮下组织、肌层、睑板、睑结

膜；有睑缘腺（皮脂腺）、睫腺（汗膜；有睑缘腺（皮脂腺）、睫腺（汗 腺）、腺）、

睑板腺（皮脂腺）睑板腺（皮脂腺）

2.2.泪腺泪腺

位于泪腺窝内，为复管泡状腺；分泌泪液，具位于泪腺窝内，为复管泡状腺；分泌泪液，具

有冲洗结膜、保持角膜湿润和轻度杀菌作用有冲洗结膜、保持角膜湿润和轻度杀菌作用



睫毛

睑缘腺

睫腺

眼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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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眼
睑睑
光光
镜镜
像像



重点内容重点内容
••眼球壁的一般分层结构眼球壁的一般分层结构

••角膜的结构和生理特性角膜的结构和生理特性

••虹膜的结构和功能虹膜的结构和功能

••睫状体与房水形成和房水流通途径睫状体与房水形成和房水流通途径

••视网膜的细胞分层，两种视细胞的电镜视网膜的细胞分层，两种视细胞的电镜

结构特点与功能结构特点与功能

••黄斑的结构和功能黄斑的结构和功能



二、耳二、耳

••耳由外耳、中耳、耳由外耳、中耳、

内耳组成内耳组成

••外耳收集和传递声外耳收集和传递声

波、中耳传导声波、波、中耳传导声波、

内耳是听觉和位觉内耳是听觉和位觉

感受器感受器



••耳廓：由弹性软骨和薄层皮肤构成耳廓：由弹性软骨和薄层皮肤构成

••外耳道：皮肤内有耵聍腺，分泌耵聍外耳道：皮肤内有耵聍腺，分泌耵聍

••鼓膜鼓膜（（tympanic membrane）：）：位于位于外耳道外耳道

底部，为半透明薄膜，分隔外耳道与中耳，底部，为半透明薄膜，分隔外耳道与中耳，

接受外耳道传来的声波并发生同步振动接受外耳道传来的声波并发生同步振动

复层扁平上皮（外表面）复层扁平上皮（外表面）

结构结构 薄层结缔组织（中间）薄层结缔组织（中间）

单层扁平上皮（内表面）单层扁平上皮（内表面）

（一）外耳（一）外耳



耳模式图耳模式图



（二）中耳（二）中耳

••鼓室：鼓室： 鼓室内表面和听小骨（三块）表面鼓室内表面和听小骨（三块）表面

覆有覆有 薄层粘膜，粘膜上皮为单层扁平上皮薄层粘膜，粘膜上皮为单层扁平上皮

••咽鼓管咽鼓管 ：鼓室与咽腔间的通道，分为前：鼓室与咽腔间的通道，分为前2/32/3

的的 软骨部和后软骨部和后1/31/3的骨部。粘膜上皮为单层的骨部。粘膜上皮为单层

柱状（近鼓室段）或假复层纤毛柱状（近鼻柱状（近鼓室段）或假复层纤毛柱状（近鼻

咽段），咽段）， 粘膜固有层含混合腺和淋巴细胞粘膜固有层含混合腺和淋巴细胞



耳模式图耳模式图



（三）内耳（三）内耳

1.1. 骨迷路：颞骨岩部内不规则的腔隙和骨迷路：颞骨岩部内不规则的腔隙和

隧道，由半规管、前庭、耳蜗组成，互相隧道，由半规管、前庭、耳蜗组成，互相

连通，内壁衬以骨膜连通，内壁衬以骨膜

2.2. 膜迷路：膜半规管、膜前庭、膜蜗管膜迷路：膜半规管、膜前庭、膜蜗管

•• 淋巴：膜迷路腔内充满内淋巴；膜迷淋巴：膜迷路腔内充满内淋巴；膜迷

路和骨迷路之间充满外淋巴路和骨迷路之间充满外淋巴 ；淋巴可；淋巴可

营养内耳和传递声波营养内耳和传递声波



耳模式图耳模式图



中耳和内耳模式图中耳和内耳模式图



1.1. 骨迷路骨迷路

（（11）骨性半规管：三个相互垂直的半环形）骨性半规管：三个相互垂直的半环形

骨半规管，各半规管两端均与前庭相骨半规管，各半规管两端均与前庭相

连，一端膨大为壶腹。内有膜半规管，连，一端膨大为壶腹。内有膜半规管，

膜半规管内有壶腹嵴膜半规管内有壶腹嵴

（（22）前庭：为一膨大的腔，后外侧与半规）前庭：为一膨大的腔，后外侧与半规

管相连，前内侧与耳蜗相连。前庭与管相连，前内侧与耳蜗相连。前庭与

中耳之间有薄层骨质相隔，上有卵圆中耳之间有薄层骨质相隔，上有卵圆

窗和圆窗窗和圆窗





（（33）耳蜗）耳蜗

是一条盘曲的骨性管道，盘绕蜗轴两周是一条盘曲的骨性管道，盘绕蜗轴两周

半形成半形成

••蜗轴：蜗轴：耳蜗的中轴由圆锥形的骨质构成，耳蜗的中轴由圆锥形的骨质构成，

内有血管和螺旋神经节内有血管和螺旋神经节



中耳和内耳模式图中耳和内耳模式图



人耳蜗垂直切面模式图人耳蜗垂直切面模式图



••骨螺旋板：蜗轴向蜗管伸出的螺旋形薄骨片骨螺旋板：蜗轴向蜗管伸出的螺旋形薄骨片

••螺旋韧带：耳蜗外侧壁的骨膜增厚螺旋韧带：耳蜗外侧壁的骨膜增厚

••膜螺旋板（基底膜）：骨螺旋板与螺旋韧带膜螺旋板（基底膜）：骨螺旋板与螺旋韧带

之间的薄膜之间的薄膜

••骨蜗管分成三个管道：上方为前庭阶、骨蜗管分成三个管道：上方为前庭阶、 下方下方

为鼓室阶，二者在蜗孔相通；之间为膜蜗管为鼓室阶，二者在蜗孔相通；之间为膜蜗管



骨蜗管结构模式模式图骨蜗管结构模式模式图



骨蜗管光镜像骨蜗管光镜像



2.2.膜迷路膜迷路



（（11）膜半规管）膜半规管

••壶腹嵴（壶腹嵴（crista ampullaris））

膜半规管壶腹部一侧粘膜增厚形成的隆起，膜半规管壶腹部一侧粘膜增厚形成的隆起，

由上皮和固有层组成由上皮和固有层组成

功能：感受头部旋转运动开始和中止的刺功能：感受头部旋转运动开始和中止的刺

激；激；

旋转运动开始和中止时均能导致半规管内淋旋转运动开始和中止时均能导致半规管内淋

巴位移，使壶腹帽倾倒，从而刺激毛细胞巴位移，使壶腹帽倾倒，从而刺激毛细胞



※外淋巴间隙外淋巴间隙 ★内淋巴间隙★内淋巴间隙 ↑壶腹嵴↑壶腹嵴



壶腹嵴光镜像壶腹嵴光镜像



1)1)上皮上皮

••支持细胞支持细胞::高柱状高柱状;;分泌糖蛋白分泌糖蛋白,,形成壶腹帽形成壶腹帽

••毛细胞毛细胞::分为两型①分为两型①II型毛细胞型毛细胞,,多位于多位于嵴嵴的的

顶部顶部,,似圆底烧瓶状②似圆底烧瓶状② IIII型毛细胞型毛细胞,,多位于多位于嵴嵴

的周边的周边, , 圆柱形圆柱形;;两种毛细胞的游离面都有静两种毛细胞的游离面都有静

纤毛纤毛,,在最长的静纤毛一侧有一根动纤毛在最长的静纤毛一侧有一根动纤毛

2)2)固有层固有层



壶壶
腹腹
嵴嵴
模模
式式
图图



壶
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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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膜前庭）膜前庭

•• 椭圆囊与三个膜半规管相通椭圆囊与三个膜半规管相通,,球囊与膜蜗球囊与膜蜗

管相连管相连,,两囊之间有两囊之间有Y Y 形小管相连形小管相连,,并延伸成并延伸成

一条盲管称内淋巴管一条盲管称内淋巴管,,进入颅腔进入颅腔,,末端膨大为末端膨大为

内淋巴囊内淋巴囊

••椭圆囊斑和球囊斑椭圆囊斑和球囊斑：：椭圆囊和球囊壁的粘椭圆囊和球囊壁的粘

膜局部增厚形成膜局部增厚形成



中耳和内耳模式图中耳和内耳模式图



★球囊★球囊 ↑球囊斑↑球囊斑



••位觉斑（位觉斑（maculae acustica））

支持细胞：分泌物形成位砂膜支持细胞：分泌物形成位砂膜

毛细胞毛细胞::两种两种,,但静纤毛少而短但静纤毛少而短;;斑的表面斑的表面

有耳石膜有耳石膜, , 耳石膜表面附有碳酸耳石膜表面附有碳酸

钙结晶钙结晶,,称称 耳石耳石

功能功能::感受直线运动开始和终止时的刺激感受直线运动开始和终止时的刺激

及头部处于静止时的刺激及头部处于静止时的刺激



位觉斑模式图位觉斑模式图



位觉斑光镜像（位觉斑光镜像（TT纤毛纤毛 OO耳石耳石 SCSC支持细胞）支持细胞）



(3)(3)膜蜗管膜蜗管

••前庭膜（上壁）：膜的两面为单层扁平上皮前庭膜（上壁）：膜的两面为单层扁平上皮

••血管纹（外侧壁）：复层柱状上皮内含毛细血管纹（外侧壁）：复层柱状上皮内含毛细

血管，分泌内淋巴；上皮下方称螺旋韧带血管，分泌内淋巴；上皮下方称螺旋韧带

••骨螺旋板和基底膜（下壁）：蜗轴的骨组织骨螺旋板和基底膜（下壁）：蜗轴的骨组织

向外延伸形成骨螺旋板；基底膜为薄层结缔向外延伸形成骨螺旋板；基底膜为薄层结缔

组织组织 ；基底膜上皮增厚形成螺旋器；基底膜上皮增厚形成螺旋器



膜蜗管结构模式模式图膜蜗管结构模式模式图

前庭阶前庭阶

鼓室阶鼓室阶



膜蜗管光镜像膜蜗管光镜像



••螺旋器（螺旋器（spiral organ，，柯蒂器）柯蒂器）

1)1)支持细胞支持细胞

①柱细胞：基部较宽，中部细长，富①柱细胞：基部较宽，中部细长，富

含张力丝含张力丝; ; 分内柱细胞和外柱细胞，二者分内柱细胞和外柱细胞，二者

围成三角形内隧道围成三角形内隧道

②指细胞：分内指细胞（②指细胞：分内指细胞（11列，内柱细列，内柱细

胞内侧）和外指细胞（胞内侧）和外指细胞（3~43~4列，外柱细胞列，外柱细胞

外侧）；呈杯状，顶部凹陷托着毛细胞外侧）；呈杯状，顶部凹陷托着毛细胞



螺旋器光镜像螺旋器光镜像



螺旋器支持细胞（柱、指细胞）模式图螺旋器支持细胞（柱、指细胞）模式图



2)2)毛细胞毛细胞 （（hair cell））

••为感觉性上皮细胞，分内毛细胞（烧瓶为感觉性上皮细胞，分内毛细胞（烧瓶

形，形，

11 列）和外毛细胞（高柱状，列）和外毛细胞（高柱状，33～～44列）列）

••顶部有静纤毛（微绒毛）；外毛细胞中较顶部有静纤毛（微绒毛）；外毛细胞中较

高的静纤毛插入盖膜中高的静纤毛插入盖膜中

••底部与耳蜗神经节细胞的树突末端形成突底部与耳蜗神经节细胞的树突末端形成突

触；底部胞质内含突触小泡触；底部胞质内含突触小泡



螺旋器毛细胞光镜像螺旋器毛细胞光镜像



神经纤维神经纤维 神经纤维神经纤维

头板



螺旋器扫描电镜像螺旋器扫描电镜像 ((左左::侧面观侧面观 右右::顶面观顶面观))



静纤毛扫描电镜像静纤毛扫描电镜像

（左（左::静纤毛插入盖膜形成的孔静纤毛插入盖膜形成的孔; ; 右右::静纤毛）静纤毛）



••螺旋缘：骨性螺旋板的骨膜增厚，突向螺旋缘：骨性螺旋板的骨膜增厚，突向

蜗管内形成蜗管内形成

••盖膜：螺旋缘表面的细胞分泌物形成的盖膜：螺旋缘表面的细胞分泌物形成的

胶质膜，覆盖在螺旋器的上方，胶质膜，覆盖在螺旋器的上方，

毛细胞的毛与盖膜紧密相贴，毛毛细胞的毛与盖膜紧密相贴，毛

的顶端埋在盖膜中的顶端埋在盖膜中



蜗管结构模式模式图蜗管结构模式模式图



螺旋缘和螺旋缘和 盖膜光镜像盖膜光镜像



••听弦（听弦（auditory string））

基底膜中的胶原样细丝，从蜗轴向基底膜中的胶原样细丝，从蜗轴向

外呈放射状排列，从蜗底至蜗顶，由短、外呈放射状排列，从蜗底至蜗顶，由短、

细变长、粗，振动频率也随之降低；蜗细变长、粗，振动频率也随之降低；蜗

底的共振频率高，蜗顶的共振频率低。底的共振频率高，蜗顶的共振频率低。

使螺旋器的不同部位感受不同的声波使螺旋器的不同部位感受不同的声波



••听觉的形成过程听觉的形成过程

前庭阶外淋巴振动前庭阶外淋巴振动

前庭膜前庭膜

膜蜗管内淋巴振动膜蜗管内淋巴振动 鼓室阶外淋巴振动鼓室阶外淋巴振动

蜗孔蜗孔

基底膜振动基底膜振动

静纤毛因与盖膜的静纤毛因与盖膜的

位置发生变化而弯曲位置发生变化而弯曲
毛细胞兴奋毛细胞兴奋

神经中枢产生听觉神经中枢产生听觉

耳蜗神经耳蜗神经

声波声波 外外 耳耳 道道 鼓膜振动鼓膜振动 听听 骨骨 链链卵圆窗振动卵圆窗振动



重点内容重点内容
••外耳、中耳的结构特征外耳、中耳的结构特征

••内耳骨迷路和膜迷路的组成内耳骨迷路和膜迷路的组成

••位觉斑和壶腹嵴的结构和功能位觉斑和壶腹嵴的结构和功能

••螺旋器的结构螺旋器的结构

••声波传导通路和听觉形成过程声波传导通路和听觉形成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