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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C_BB_E5_9F_BA_E7_c22_16064.htm 一. 选择题: 1. 人体气

血运行的主要通道是： A. 十二经别 B. 十二经筋 C. 十二皮部

D. 十二经脉 E. 十五别络 2. 分布于上肢内侧面的经脉，其前、

中、后的顺序是： A. 太阴、少阴、厥阴 B. 少阴、厥阴、太阴

C. 太阴、厥阴、少阴 D. 厥阴、少阴、太阴 E. 少阴、太阴、

厥阴 3. 络脾，属胃的经脉是： A. 足少阳 B. 手少阳 C. 足阳明

D. 手阳明 E. 足太阴 4. 按照十二经脉气血的流注次序，手少阳

经上接： A. 足太阴经 B. 足厥阴经 C. 手厥阴经 D. 足少阴经 E. 

足太阳经 5. 按照十二经脉气血流注次序，心经下接： A. 肺经

B. 肾经 C. 膀胱经 D. 小肠经 E. 脾经 6. 十二经脉中，手足阴经

交接于： A. 上肢 B. 下肢 C. 头面 D. 胸中 E. 腹部 7. 心包经在四

肢的循行部位是： A. 上肢内侧前缘 B. 上肢外侧前缘 C. 上肢

内侧中线 D. 上肢外侧中线 E. 上肢内侧后缘 8. 足少阴肾经在

下肢的循行部位是： A. 内侧前缘 B. 外侧前缘 C. 内侧中线 D. 

外侧中线 E. 内侧后缘 9. 小肠经的经脉是： A. 手太阳 B. 足太

阳 C. 手阳明 D. 足阳明 E. 手少阳 10. 循行于腰背部正中线的是

： A. 冲脉 B. 任脉 C. 督脉 D. 肾经 E. 膀胱经 11. 称之为“十二

经脉之海”的经脉是： A. 督脉 B. 任脉 C. 肝经 D. 冲脉 E. 阴维

脉 12. “一源而三歧”的三条经脉是： A. 督脉、任脉、带脉

B. 任脉、冲脉、带脉 C. 冲脉、督脉、任脉 D. 督脉、冲脉、

带脉 E. 督脉、任脉、阴维脉 13. 具有“主下肢运动”和“司

眼睑开合”功能的经脉是： A. 督脉、任脉 B. 冲脉、任脉 C. 

阴跷脉、阳跷脉 D. 阴维脉、阳维脉 E. 肝经、肾经 14. 十二经



脉的别络的分出是从： A. 四肢肘膝以上 B. 四肢肘膝以下 C. 

体腔脏腑深部 D. 体腔脏腑浅部 E. 头面部二、填空题： 1. 经

络是人体 、 、 的通道。 ⋯⋯⋯⋯⋯⋯⋯⋯⋯【[答案] 2. 经

脉和络脉主要由 、 、 、 、 和 组成。 ⋯⋯⋯⋯⋯⋯⋯【[答

案] 3. 经络的基本生理功能有： ； ； 。 ⋯⋯⋯⋯⋯⋯⋯ 【[

答案] 4. 十二经脉中，循行于腹面的经脉，自内（腹中线）向

外的顺序为： 、 、 、 。 ⋯⋯⋯⋯⋯⋯⋯[答案] 5. 十二经脉

中，手三阳经循行于 肢 侧面，足三阴经循行于 肢 侧面。 ⋯

⋯⋯⋯⋯⋯⋯⋯[答案] 6. 十二经脉中，循行于下肢外侧面前

缘的是 经，中线是 经，后缘是 经。⋯⋯⋯⋯⋯⋯⋯⋯⋯⋯

⋯[答案] 7. 十二经脉中，属腑络脏的经脉是 、 、 、 、 和 。 

⋯⋯⋯⋯⋯⋯⋯⋯⋯⋯⋯⋯[答案] 8. 奇经八脉，主要具有 、 

和 等三方面的作用 。 ⋯⋯⋯⋯⋯⋯⋯⋯⋯⋯⋯⋯⋯⋯[答案]

9. 冲脉，起于 ，又称为 ，有 的功能，与 有着密切的关系。

⋯⋯⋯⋯⋯⋯⋯⋯⋯⋯⋯[答案] 10. 阴、阳维脉具有维系、联

络全身 或 的作用。 ⋯⋯⋯⋯⋯[答案] 11.十二经别的循行特

点，可用 、 、 、 加以概括。⋯⋯⋯⋯⋯⋯⋯⋯⋯[答案] 12. 

十二经别，是从 分出，深入 深部，循行于 及 部的重要支脉

。 ⋯⋯⋯⋯⋯⋯⋯⋯⋯[答案] 13. 别络共有 条，即 各有一条

，加上 、 的络脉和 之大络。 ⋯⋯⋯⋯⋯⋯⋯⋯⋯[答案] 14. 

经筋的主要生理功能是 、 。 ⋯⋯⋯⋯⋯⋯⋯[答案]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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