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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A_E5_8C_BB_E5_c22_15218.htm 第一单元 感冒 细目一

：概述 要点： 1．感冒的概念。 2．感冒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感冒的常见病因。 2．感冒的主

要病机及转化。 细目三：诊断和类证鉴别 要点： 1．感冒的

诊断要点。 2．感冒与时行感冒的鉴别。 3．感冒与温病早期

的鉴别。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感冒的辨证要点。 2

．感冒的治疗原则。 3．风寒、风热、暑湿感冒的主症、治

法和方药。 4．气虚感冒和阴虚感冒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5

．风寒感冒治疗加减变化。 6．寒包火感冒治疗要点。 细目

五：预防 要点： 感冒的预防。第二单元 咳嗽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咳嗽的概念。 2．咳嗽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

：病因病机 要点： 1．外感咳嗽与内伤咳嗽的病因。 2．外感

咳嗽与内伤咳嗽的病机及转化。 细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1

．咳嗽的辨证要点。 2．咳嗽的治疗原则。 3．风寒、风热、

风燥咳嗽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4．痰湿、痰热、肝火犯肺

、肺阴虚证咳嗽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细目四：预防和转归 

要点： 1．咳嗽的预防。 2．咳嗽的转归。第三单元 肺痈 细

目一：概述 要点： 1．肺痈的概念。 2．肺痈与西医病名的关

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肺痈的常见病因。 2．肺

痈的主要病机及转化。 细目三：诊断和类证鉴别 要点： 1．

肺痈的诊断要点。 2．肺痈与风温的鉴别。 细目四：辨证论

治 要点： 1．肺痈的辨证要点。 2．肺痈的治疗原则。 3．肺

痈初期、成痈期、溃脓期、恢复期的主症、治法和方药。第



四单元 哮证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哮证的概念。 2．哮证

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哮证的常

见病因。 2．哮证的主要病机、"夙根"与诱因及转化。 细目三

：诊断和类证鉴别 要点： 1．哮证的诊断要点。 2．哮证与喘

证的鉴别。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哮证的辨证要点。

2．哮证发作期和缓解期的治疗原则。 3．冷哮、热哮的主症

、治法和方药。 4．哮证缓解期肺虚证、脾虚证、肾虚证的

主症、治法和方药。第五单元 喘证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

喘证的概念。 2．喘证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

机 要点： 1．喘证的常见病因。 2．喘证的主要病机及转化。

细目三：诊断和类证鉴别 要点： 1．喘证的诊断要点。 2．喘

证与气短的鉴别。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喘证的辨证

要点。 2．喘证的治疗原则。 3．风寒袭肺、表寒里热、痰热

郁肺、痰浊阻肺、肺气郁痹之喘证的主症、治 法和方药。 4

．肺虚、肾虚、"上实下虚"之喘证的主症、治法和方药。第

六单元 肺胀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肺胀的概念。 2．肺胀

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肺胀的常

见病因。 2．肺胀的主要病机特点、本虚与标实的内涵及转

化。 3．肺胀的发生与咳嗽、喘证的关系。 细目三：诊断和

类证鉴别 要点： 1．肺胀的诊断要点。 2．肺胀与喘证、哮证

的相互关系及鉴别。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肺胀的辨

证要点。 2．肺胀的治疗原则。 3．肺肾气虚、阳虚水泛、痰

浊壅肺、痰热郁肺、痰蒙神窍证的主症、治法和 方药。第七

单元 肺痨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肺痨的概念。 2．肺痨与

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肺痨的常见

病因。 2．肺痨的主要病机及转化。 细目三：诊断和类证鉴



别 要点： 1．肺痨的诊断要点。 2．肺痨与虚劳的鉴别。 细

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肺痨的辨证要点。 2．肺痨的治疗

原则。 3．肺阴亏损、阴虚火旺、气阴耗伤、阴阳两虚证肺

痨的主症、治法和方药。第八单元 痰饮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痰饮的概念。 2．痰饮的分类及原则。 3．痰饮与西医病

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各类痰饮的常见病

因。 2．痰饮的基本病机及病机转化。 细目三：诊断和类证

鉴别 要点： 1．各类痰饮的诊断要点。 2．痰、饮、水、湿的

鉴别。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痰饮的辨证要点：即痰

饮、悬饮、支饮和溢饮的辨证要点。 2．本病总的治疗原则

。 3．痰饮、悬饮、溢饮、支饮和饮退正虚的主症、治法和

常用方药。 4．悬饮常见证候治疗的加减变化。第九单元 自

汗、盗汗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自汗、盗汗的概念。 2．

自汗、盗汗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

．自汗、盗汗的常见病因。 2．自汗、盗汗的主要病机及转

化。 细目三：诊断和类证鉴别 要点： 1．自汗、盗汗的诊断

要点。 2．自汗与脱汗的鉴别。 3．自汗与战汗的鉴别。 细目

四：辨证论治 要点： 1．自汗、盗汗的辨证要点。 2．自汗、

盗汗的治疗原则。 3．肺卫不固、营卫不和、阴虚火旺、邪

热郁蒸证自汗、盗汗的主症、治法和 方药。第十单元 血证 细

目一：概述 要点： 1．血证的概念。 2．血证常见病证：鼻衄

、齿衄、咳血、吐血、便血、尿血、紫斑的概念。 3．《血

证论》、《景岳全书》关于血证病机、治则的论述。 4．血

证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血证的

常见病因。 2．血证的基本病机及转化。 细目三：诊断和类

证鉴别 要点： 1．各类血证的诊断要点。 2．尿血与血淋的鉴



别。 3．咳血与吐血的鉴别。 4．便血之远血与近血的鉴别。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血证的治疗原则，即治气、治

火和治血。 2．鼻衄、咳血、吐血、便血、尿血的常见证候

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3．出血、瘀血、血虚的关系。 4．吐

血、便血常见证候治疗的加减变化。 细目五：预后 要点： 1

．影响血证预后的三个因素。 2．吐血的严重预后。第十一

单元 心悸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心悸的概念。 2．心悸与

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心悸的主要

病机是心神不宁，其虚与实的不同特点。 2．虚、痰、瘀与

心悸的关系。 细目三：诊断和类证鉴别 要点： 1．心悸的诊

断要点。 2．惊悸与怔忡的鉴别。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心悸的治疗原则。 2．心虚胆怯、心血不足、心阳不振、

水饮凌心、阴虚火旺、心血瘀阻之心悸 的主症特点、治法和

方药。 3．阴虚火旺之心悸常见证候治疗的加减变化。 细目

五：预防预后 要点： 1．心悸的预防。 2．重症心悸(心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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