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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22_620646.htm 第一单元 中医儿科发展简史 细

目一：历代儿科名家 要点： 扁鹊、巢元方、钱乙、万全 细目

二：著名儿科专著 要点： 《颅囟经》、《诸病源候论》、《

小儿药证直诀》、《温病条辨解儿难》 细目三：学术思想 要

点： 1.钱乙的学术思想 2.万全的学术思想 第二单元 小儿生长

发育 细目一：年龄分期 要点： 年龄分期的标准 细目二：生

理常数 要点： 1.体重正常值及临床意义 2.身长测定方法及正

常值 3.囟门闭合时间及病理意义 4.乳牙萌出正常值 5.呼吸、

脉搏、血压与年龄增长的关系 6.动作发育、语言发育要点 第

三单元 小儿生理病因病理特点 细目一：生理特点 要点： 1.小

儿生理的基本特点 2.“稚阴稚阳”与“纯阳”学说的意义 细

目二：病因特点 要点： 儿科病因特点 细目三：病理特点 要

点： 1.小儿病理的基本特点 2.小儿病理特点对临床认识儿科

疾病病因、疾病谱、证候变化及预后的意义 第四单元 四诊概

要 细目一：概述 要点： 儿科四诊应用特点 细目二：望诊 要

点： 1.望诊的主要内容 2.望神态的要点与临床意义 3.审苗窍

的要点与临床意义 4.斑、疹的辨别与临床意义 5.大便的望诊

诊断及临床意义 6.指纹诊查的方法及临床意义 细目三：闻诊 

要点： 1.啼哭声的诊断，病理性啼哭声与临床意义 2.咳嗽声

的辨别 3.大小便的闻诊临床意义 细目四：问诊 要点： 1.儿科

问个人史的内容 2.问病情的要点 3.大便的问诊诊断及临床意

义 4.饮食的问诊诊断及临床意义 细目五：切诊 要点： 1.儿科

脉诊的方法 2.儿科基本脉象 3.囟门按诊的临床意义 第五单元 



儿科治法概要 细目一：中药内治疗法 要点： 1.用药原则 2.中

药用量 3.给药方法 4.常用内治法 细目二：中药外治疗法 要点

： 常用外治法举例 细目三：其他疗法 要点： 1.捏脊疗法的主

要适应病证 2.刺四缝疗法操作方法及主要适应病证 第六单元 

喂养与保健 细目一：新生儿期的护养 要点： 新生儿期护养的

主要措施 细目二：婴儿期保健 要点： 1.喂养方式及选择原则

2.母乳喂养的基本方法 3.添加辅食的原则 4.断奶时间及注意点

第七单元 胎怯 细目一：概述 要点： 胎怯的概念 细目二：病

因病机 要点： 1.胎怯的病因 2.胎怯的主要病机 细目三：辨证

施治 要点： 1.肾精薄弱证的症状、治法、方药 2.脾肾两虚证

的症状、治法、方药 第八单元 硬肿症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概念 2.好发季节，好发对象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硬

肿症的病因 2.硬肿症的病机 细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阳气虚

衰证、寒凝血涩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第九单元 胎黄 细目一

：概述 要点： 1.胎黄的概念 2.生理性胎黄与病理性胎黄的区

别 细目二：病因病理 要点： 1.胎黄的病因 2.胎黄的主要病机 

细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1.湿热熏蒸证的症状、治法、方药

、加减 2.寒湿阻滞证、瘀积发黄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第十

单元 感冒 细目一：概述 要点： 小儿感冒的特点 细目二：病

因病机 要点： 夹痰、夹滞、夹惊兼证产生的病机 细目三：辨

证论治 要点： 1.风寒感冒证、风热感冒证、暑邪感冒证的症

状、治法、主方 2.夹痰、夹滞、夹惊兼证的症状、治法、用

药 第十一单元 咳嗽 细目一：病因病机 要点： 1.咳嗽的病因 2.

咳嗽的主要病机 细目二：辨证论治 要点： 1.风寒咳嗽证、风

热咳嗽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2.痰热咳嗽证、阴虚咳嗽证的

症状、治法、方药、加减 第十二单元 肺炎喘嗽 细目一：概述



要点： 肺炎喘嗽的临床主证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肺炎

喘嗽的病因 2.病位及主要病机 3.心阳虚衰变证的病机 细目三

：辨证论治 要点： 1.风热闭肺证、风寒闭肺证、毒热闭肺证

的症状、治法、主方 2.痰热闭肺证的症状、证候分析、治法

、方药、加减 3.阴虚肺热证、肺脾气虚证的症状、治法、主

方 第十三单元 哮喘 细目一：病因病机 要点： 1.哮喘的病因

：内因、外因 2.哮喘发作期的病机 3.哮喘缓解期的病机 细目

二：诊断标准 要点： 儿童哮喘诊断标准 细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1.发作期热性哮喘证、寒性哮喘证、外寒内热证的症

状、证候分析、治法、方药 2.缓解期肺脾气虚证、脾肾阳虚

证、肺肾阴虚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第十四单元 鹅口疮 细目

一：概述 要点： 1.概念 2.发病特点 细目二：辨证论治 要点： 

心脾积热证、虚火上浮证的症状、治法、方药 第十五单元 口

疮 细目一：概述 要点： 概念 细目二：辨证论治 要点： 风热

乘脾证、心火上炎证、虚火上浮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第十

六单元 泄泻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发病情况 2.转化与预后 细

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泄泻的病因 2.泄泻的主要病机 细目

三：辨证论治 要点： 1.伤食泻、风寒泻、湿热泻的症状、治

法、方药、加减 2.脾虚泻、脾肾阳虚泻的症状、治法、主方

3.气阴两伤、阴竭阳脱变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第十七单元 

厌食 细目一：概述 要点： 概念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

厌食的病因 2.厌食的主要病机 细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脾失

健运证、脾胃气虚证、脾胃阴虚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第十

八单元 积滞 细目一：概述 要点： 概念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

点： 积滞的病机 细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乳食内积证、脾

虚夹积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第十九单元 疳证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概念 2.“疳”的含义 细目二：病因病理 要点： 1.疳

证的病因 2.疳证的主要病机 细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1.厌食

、积滞、疳证的鉴别 2.疳气证、干疳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3.疳积证的症状、治法、方药、加减 4.疳肿胀、眼疳、口疳的

症状、治法、主方 第二十单元 汗证 细目一：概述 要点： 概

述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汗证的病机 细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肺卫不固证、营卫失调证、气阴亏虚证的症状、治法

、主方 第二十一单元 惊风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概念 2.发病

年龄特点 3.惊风四证八候 4.急惊风与慢惊风的区别 细目二：

病因病机 要点： 1.急惊风的主要病因病机 2.慢惊风的主要病

因病机 细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1.急惊风四证及治疗原则 第

二十二单元 急性肾小球肾炎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概念 2.急

性肾小球肾炎诊断标准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急性肾小

球肾炎病因 2.急性肾小球肾炎病机 细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1.风水相搏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2.湿热内侵证的症状、治法

、主方 第二十三单元 肾病综合征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概

念 2.肾病综合征的诊断标准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肾病

综合征的病因 2.肾病综合征的病机 细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1.肺脾气虚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2.脾肾阳虚证的症状、治法

、主方 3.肝肾阴虚证、气阴两虚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第二

十四单元 尿频 要点： 脾肾气虚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第二

十五单元 遗尿 细目一：概述 要点： 概念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遗尿的病机 细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1.肾气不足证的

症状、治法、主方 2.肺脾气虚证、心肾失交证的治法、主方 

第二十六单元 五迟、五软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五迟、五软

概念 2.五迟、五软的区别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五迟、



五软的病因：先天因素、后天因素 2.五迟、五软的病机 细目

三：辨证论治 要点： 1.肝肾亏损证、心血不足证的症状、治

法、主方 2.心脾两虚的症状、治法、主 方 3.痰瘀阻滞证的症

状、治法、主方 第二十七单元 麻疹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

概念 2.好发季节及年龄 3.证候分类与预后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麻疹的主要病因 2.顺证病机 3.逆证邪毒闭肺、热毒

攻喉、邪陷心肝产生的病机 细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1.辨顺

证、逆证 2.顺证各期的症状、治法、主方 3.逆证热毒攻喉、

邪陷心肝的症状、治法、主方 细目四：预防与护理 要点： 1.

预防 2.护理 第二十八单元 风疹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概念 2.

好发季节及年龄 3.中西医学病名的关系 4.孕妇预防风疹的重

要性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风疹病机特点 细目三：辨证

论治 要点： 邪郁肺卫证、邪入气营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第

二十九单元 猩红热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概念 2.好发季节及

年龄 3.中西医学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理 要点： 1.猩红

热的病因 2.猩红热的病机 3.并发心悸、痹证、水肿的病机 细

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1.麻疹、幼儿急疹、风疹、猩红热的

鉴别诊断 2.邪侵肺卫证、毒炽气营证的症状、治法、方药、

加减 3.疹后阴伤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第三十单元 水痘 细目

一：概述 要点： 1.概念 2.好发季节及年龄 细目二：病因病理 

要点： 水痘的主要病机 细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1.水痘与脓

疱疮的鉴别 2.邪伤肺卫证、邪炽气营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第三十一单元 流行性腮腺炎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概念 2.好

发季节及年龄 3.中西医学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 1.本病病机特点 2.毒窜睾腹和邪陷心肝变证产生的病机 细

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1.温毒在表证、热毒壅盛证的症状、



治法、主方 2.毒窜睾腹变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3.外治法 第

三十二单元 流行性乙型脑炎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概述 2.好

发季节、病情及预后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急性期病机

2.恢复期、后遗症期病机 细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1.传变规

律，三大主症 2.邪犯卫气证、邪炽气营证、邪入营血证的症

状、治法、主方 3.恢复期、后遗症期各证的症状、治法、主

方 细目四：预防与护理 要点： 1.预防 2.护理 第三十三单元 百

日咳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概念 2.好发季节及年龄 细目二：

病因病机 要点： 痉咳期的主要病机 细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 1.邪犯肺卫证、气阴耗伤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2.痰火阻

肺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第三十四单元 寄生虫病 细目一：蛔

虫病 要点： 1.蛔虫证、蛔厥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2.驱蛔单

方 细目二：蛲虫病 要点： 1.主要临床表现 2.预防与护理 第三

十五单元 夏季热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概念 2.发病季节及年

龄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夏季热的病因 2.夏季热的主要

病机 细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1.症状与气温变化的关系 2.暑

伤肺胃证、上盛下虚证的症状、治法、主方 第三十六单元 紫

癜 细目一：病因病机 要点： 紫癜的病机 细目二：辨证论治 

要点： 风热伤络证、血热妄行证、气不摄血证、阴虚火旺证

的症状、治法、主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