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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42/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C_BB_E6_89_A7_E4_c22_242245.htm 针灸学 1.足三阴经从

开始部位至内踝上8 寸段的分布是 A.太阴在前，厥阴在中，

少阴在后 B.厥阴在前，少阴在中，太阴在后 C.少阴在前，太

阴在中，厥阴在后 D.厥阴在前，太阴在中，少阴在后 E.太阴

在前，少阴在中，厥阴在后 答案：D医学教育

网www.med66.com 大纲内容：第一单元经络系统的组成细目

一：十二经脉 2. 十二经脉的分布 考察点：足三阴经在小腿部

的分布 难易程度：★ 2.分布于胸腹第二侧线的经脉是 A.足太

阴脾经 B.足少阴肾经 C.足阳明胃经 D.足厥阴肝经 E.足少阳胆

经 答案：C 大纲内容：第一单元经络系统的组成细目一：十

二经脉 2. 十二经脉的分布 考察点：十二经脉在腹部的分布 难

易程度：★ 3.十二经脉中，阴经与阴经的交接部位在 A.胸部

B.腹部 C.胸腹部 D.四肢内侧 E.指（趾）内侧端 答案：C 大纲

内容：第一单元经络系统的组成细目一：十二经脉要点：十

二经脉表里、络属、走向与交接 考察点：手足阴阳经脉的交

接部位 难易程度：★ 4.手太阳小肠经与足太阳膀胱经的交接

部位是 A.目外眦 B.目内眦 C.目中 D.目内眦下 E.目外眦上 答

案：B 大纲内容：第一单元经络系统的组成细目一：十二经

脉要点：十二经脉表里、络属、走向与交接 考察点：各经之

间的交接部位 难易程度：★★ 5.“阳脉之海”指的是 A.阳蹯

脉 B.阳维脉 C.带脉 D.督脉 E.冲脉 答案：D 大纲内容：第一单

元经络系统的组成细目二：奇经八脉要点：奇经八脉的作用 

考察点：督脉的作用 难易程度：★ 6.外邪由皮毛传人脏腑的



途径，依次是 A.络脉→孙脉→经脉 B.孙脉→经脉→络脉 C.经

脉→孙脉→络脉 D.络脉→经脉→孙脉 E.孙脉→络脉→经脉 答

案：E 大纲内容：第一单元经络系统的组成细目三：十五络

脉要点：十五络脉的作用 考察点：络脉的作用（与孙脉、经

脉的联系方式） 难易程度：★ 7.下列腧穴在五行配属中，属

“火”的是 A.少府 B.大陵 C.后溪 D.曲泉 E.经渠 答案：A 大纲

内容：第五单元特定穴细目一：五输穴要点：五输穴名称及

五行属性 考察点：五输穴名称及五行属性 难易程度：★★ 8.

在五输穴中，荥穴主要治疗 A.心下满 B.身热 C.体重节痛 D.喘

咳寒热 E.逆气而泄 答案：B 大纲内容：第五单元特定穴细目

一：五输穴要点：五输穴的主治及应用 考察点：《难经》中

五输穴的主治内容 难易程度：★ 9.心包经的原穴是 A.神门 B.

间使 C.大陵 D.内关 E.太渊 答案：C 大纲内容：第五单元特定

穴细目二：原穴、络穴要点：原穴、络穴名称及归经 考察点

：各经原穴的名称 难易程度：★ 10. 心经的络穴是 A.少府 B.

神门 C.阴郄 D.灵道 E.通里 答案：E 大纲内容：第五单元特定

穴细目二：原穴、络穴要点：原穴、络穴名称及归经 考察点

：各经络穴的名称 难易程度：★ 11. 膀胱经的郄穴是 A.中都

B.外丘 C.梁丘 D.地机 E.金门 答案：E 大纲内容：第五单元特

定穴细目五：郄穴要点：郄穴名称。 考察点：各经郄穴的名

称 难易程度：★ 12. 下合穴中可治疗肠痈、痢疾的是 A.足三

里 B.上巨虚 C.下巨虚 D.委中 E.阳陵泉 答案：B 大纲内容：第

五单元特定穴细目六：下合穴要点：下合穴的主治及应用 考

察点：各经下合穴的名称和主治 难易程度：★ 13. 在八脉交

会中，与后溪相通的奇经是 A.任脉 B.督脉 C.阳维脉 D.阳蹯脉

E.冲脉 答案：A 大纲内容：第五单元特定穴细目七：八脉交



会穴要点：八脉交会穴名称 考察点：八脉交会穴名称 难易程

度：★ 14. 骨度分寸规定，髀枢至膝中的距离是 A.13寸 B.14寸

C.16寸 D.18寸 E.19寸 答案：E 大纲内容：第六单元腧穴的定

位方法要点：骨度分寸定位法 考察点：重要的骨度分寸定位

规定 难易程度：★★ 15. “联系舌根，分散于舌下”的经脉

是 A.足厥阴肝经 B.足少阴肾经 C.足太阴脾经 D.足阳明胃经 E.

足少阳胆经 答案：C 大纲内容：第十单元足太阴脾经、穴细

目一：概述要点：经脉循行 考察点：经脉循行所过的重要器

官 难易程度：★★ 16. 腕横纹尺侧端，尺侧腕屈肌腱桡侧凹

陷中的腧穴是 A.神门 B.大陵 C.列缺 D.太渊 E.内关 答案：A 大

纲内容：第十一单元手少阴心经、穴细目二：常用腧穴要点

：下列腧穴的定位和主治要点：极泉、少海、通里、阴郄、

神门、少冲 考察点：神门的定位 难易程度：★ 17. 治疗胎位

不正最常用的腧穴是 A.合谷 B.至阴 C.三阴交 D.太冲 E.足三里

答案：B 大纲内容：第十三单元足太阳膀胱经、穴细目二：

常用腧穴要点：下列腧穴的定位和主治要点：睛明、攒竹、

天柱、风门、肺俞、心俞、膈俞、肝俞、胆俞、脾俞、胃俞

、肾俞、大肠俞、膀胱俞、次、委阳、委中、膏肓、志室、

秩边、承山、飞扬、昆仑、申脉、束骨、至阴。 考察点：至

阴为胎位不正最常用的腧穴 难易程度：★ 18. 沿腹中线旁开5 

分，胸中线旁开2 寸到达锁骨下缘的经脉是 A.足阳明胃经 B.

手太阴肺经 C.足少阴肾经 D.足太阴脾经 E.足厥阴肝经 答案

：C 大纲内容：第十四单元足少阴肾经、穴细目一：概述要

点：经脉循行 考察点：肾经在腹部的经脉循行路线 难易程度

：★ 19. 下列腧穴中，归经错误的是 A.合谷- 大肠经 B.太溪- 

肝经 C.列缺- 肺经 D.阳陵泉- 胆经 E.阴陵泉- 脾经 答案：B 大



纲内容：第十四单元足少阴肾经、穴细目二：常用腧穴要点

：下列腧穴的定位和主治要点：涌泉、然谷、太溪、大钟、

照海、复溜、俞府 考察点：所属肾经的常用腧穴名称 难易程

度：★ 20. 百会穴在头正中线上，其具体位置在 A.人前发际7 

寸 B.人前发际5 寸 C.人后发际6 寸 D.头顶旋毛中 E.两耳连线

上 答案：B 大纲内容：第十九单元督脉经、穴细目二：常用

腧穴要点：下列腧穴的定位和主治要点：长强、腰阳关、命

门、至阳、大椎、哑门、风府、百会、上星、素、水沟 考察

点：常用腧穴的定位 难易程度：★ 21. 四缝穴的位置在 A.手1

5 指间，指蹼缘后方赤白肉际处 B.手1 ～4 指掌侧，指骨关节

横纹中点处 C.手2-5 指掌侧，近端指骨关节横纹中点处 D.手l

4 指掌侧，近端指骨关节横纹中点处 E.手2 ～5 指掌侧，掌指

关节横纹中点处 答案：C 大纲内容：第二十一单元奇穴要点

：下列奇穴的定位和主治要点：四神聪、印堂、太阳、球后

、金津、玉液、牵正、翳明、提托、子宫穴、三角灸、定喘

、夹脊、腰眼、十宣、四缝、八邪、落枕穴、腰痛穴、臂中

、肩前、百虫窝、鹤顶、膝眼、胆囊穴、阑尾穴、八风 考察

点：常用奇穴的定位 难易程度：★ 22. 针刺浅薄部位腧穴，

应用 A.指切进针法 B.挟持进针法 C.提捏进针法 D.舒张进针法

E.套管进针法 答案：C 大纲内容：第二十二单元毫针刺法细

目二：进针方法要点：提捏进针法 考察点：各种进针方法的

应用范围 难易程度：★ 23. 下列哪组属行针辅助手法 A.提插

法，捻转法，震颤法 B.提插法，捻转法，弹针法 C.震颤法，

弹针法，刮柄法 D.提插法，捻转法，刮柄法 E.提插法，刮柄

法，震颤法 答案：C 大纲内容：第二十二单元毫针刺法细目

五：行针与得气要点：行针手法 考察点：行针手法中的基本



手法和辅助手法的名称 难易程度：★ 24. 提插补泻法中，补

法的操作手法是 A.轻插重提，幅度小，频率快 B.轻插重提，

幅度小，频率慢 C.重插轻提，幅度大，频率快 D.重插轻提，

幅度小，频率快 E.重插轻提，幅度小，频率慢 答案：E 大纲

内容：第二十二单元毫针刺法细目六：针刺补泻要点：提插

补泻 考察点：提插补泻法中补、泻法的操作手法 难易程度：

★ 25. 隔姜灸可用于治疗 A.寒性呕吐腹痛 B.哮喘 C.瘰疬 D.疮

疡 E.小儿脐风 答案：A 大纲内容：第二十三单元常用灸法要

点：艾炷灸、艾条灸具体操作及适应病症 考察点：常用的各

种灸法的适应病症 难易程度：★★ 26. 下列病症，不宜用三

棱针治疗的是 A.高热惊厥 B.中风脱证 C.中暑昏迷 D.急性腰扭

伤 E.喉蛾 答案：B 大纲内容：第二十四单元其他针法要点：

三棱针 考察点：三棱针的适应病症 难易程度：★ 27. 治疗咳

嗽肝火烁肺证，应首选 A.肝俞、鱼际、侠溪、阴陵泉 B.肺俞

、尺泽、阳陵泉、太冲 C.中府、丰隆、肺俞、太渊 D.列缺、

合谷、行间、章门 E.肝俞、肺俞、太渊、章门 答案：B 大纲

内容：第二十六单元内科病证要点：下列常见病证的辨证、

治法与处方：中风、眩晕、头痛、面瘫、痹证、腰痛、胁痛

、痿证、痫证、不寐、惊悸怔忡、感冒、咳嗽、哮喘、呕吐

、胃痛、泄泻、痢疾、便秘、癃闭、阳痿 考察点：治疗常见

病证的处方（咳嗽） 难易程度：★ 28. 治疗热结型便秘，除

取主穴外，还应加 A.脾俞、胃俞 B.气海、神阙 C.关元、命门

D.合谷、曲池 E.中脘、行间 答案：D 大纲内容：第二十六单

元内科病证要点：下列常见病证的辨证、治法与处方：中风

、眩晕、头痛、面瘫、痹证、腰痛、胁痛、痿证、痫证、不

寐、惊悸怔忡、感冒、咳嗽、哮喘、呕吐、胃痛、泄泻、痢



疾、便秘、癃闭、阳痿 考察点：治疗常见病证的处方（便秘

） 难易程度：★ 29. 治疗肾虚型牙痛，除取主穴外，还应加

A.外关、风池 B.太溪、行间 C.太溪、外关 D.太冲、曲池 E.太

冲、阳溪 答案：B 大纲内容：第二十九单元五官科病证要点

：下列常见病证的辨证、治法与处方：目赤肿痛、耳鸣耳聋

、鼻渊、牙痛、咽喉肿痛 考察点：治疗常见病证的处方（牙

痛） 难易程度：★ 30. 治疗昏迷，癫痫，高热，咽喉肿痛，

应首选 A.四缝 B.十宣 C.八邪 D.合谷 E.曲池 答案：B 大纲内容

：第三十单元急症要点：下列急症的治法和处方：晕厥、高

热、虚脱、急痛 考察点：治疗急症的处方（晕厥） 难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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