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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22_645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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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的病机 细目三：诊断和

类证鉴别 要点： 1.感冒的诊断要点 2.感冒与风温早期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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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寒束表、风热犯表、暑湿伤表等证候的主症、治法和

方药 4.常见证候治疗加减变化 5.阴虚感冒、气虚感冒的主症

、治法和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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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感咳嗽与内伤咳嗽的治疗原则 3.风寒、

风热、风燥咳嗽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4.痰湿蕴肺、肝火犯肺

、肺阴亏耗等证咳嗽的主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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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哮病 细目一：

概述 要点： 1.哮病的概念 2.哮病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

病因病机 要点： 1.哮病的常见病因 2.哮病的基本病机 细目三

：诊断和类证鉴别 要点： 1.哮病的诊断要点 2.哮病与喘证的

鉴别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哮病的辨证要点 2.哮病发作

期和缓解期的治疗原则 3.冷哮、热哮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4.

哮病缓解期肺脾气虚、肺肾两虚证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5.常

见证候治疗加减变化 细目五：预防、转归及预后 要点： 1.生



活调摄、预防 2.转归及预后 第四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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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证与哮病、

气短的鉴别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实喘和虚喘的辨证要

点 2.实喘和虚喘的治疗原则 3.风寒壅肺、表寒肺热、痰浊阻

肺、肺气郁痹等证喘证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4.肺气虚耗、肾

虚不纳喘证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5.常见证候治疗加减变化 第

五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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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肺痈的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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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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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神不宁与心悸发生的关系 2.虚、痰、瘀与心

悸的关系 3.心悸的基本病机及转化 细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1.心悸的治疗原则 2.心虚胆怯、阴虚火旺、瘀阻心脉、心血不

足、心阳不振、水饮凌心等证心悸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3.常

见证候治疗加减变化 细目四：预后 要点： 辨证心悸（心律失

常）的预后 第七单元 胸痹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胸痹的概

念 2.本病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胸痹

的常见病因 2.胸痹的基本病机及转化 细目三：诊断和类证鉴

别 要点： 1.本病的诊断要点 2.胸痹与胃痛、真心痛的鉴别 细

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胸痹辨证的要点 2.本病的基本治则

及具体治疗方法 3.寒凝心脉、心肾阳虚、痰浊闭阻、气滞心



胸、心血瘀阻、气阴两虚等证心痛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4.常

见证候治疗加减变化 细目五：预防、转归和预后 要点： 1.胸

痹的转归、预后 2.胸痹的预防 第八单元 不寐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不寐的概念 2.不寐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

病机 要点： 1.不寐的常见病因 2.不寐的基本病机及转化 细目

二：辨证论治 要点： 1.本病的临床特征及虚实辨证要点 2.不

寐的治疗原则及常用方法 3.痰热扰心、心胆气虚、肝火扰心

、心肾不交、心脾两虚等证不寐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细目四

：调护 要点： 不寐的调护 第九单元 癫狂 细目一：概述 要点

： 1.癫狂的概念 2.癫狂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癫狂的常见病因 2.癫狂的基本病机 细目三：诊断和

类证鉴别 要点： 癫证与狂证的鉴别要点及特征 细目四：辨证

论治 要点： 1.癫证与狂证的辨证要点及其共同的病变脏腑 2.

癫狂的基本治疗原则 3.癫证中的痰气郁结和心脾两虚等证的

主症、治疗和方药 4.狂证中的痰火扰神和火盛阴伤等证的主

症、治法和方药 第十单元 痫病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痫病

的概念 2.痫病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

痫病的常见病因 2.痫病基本病机及痰邪在发病中的意义 3.痫

病发生的病机转化 细目三：诊断 要点： 痫病的诊断要点 细

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痫病发作持续时间、间歇时间及发

作程度在辨证时的意义 2.痫病发作期与间歇期的治疗原则 3.

风痰闭阻、痰火扰神、瘀阻脑络、心脾两虚和心肾亏虚等证

痫病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第十一单元 胃痛 细目一：概述 要

点： 1.胃痛的概念 2.胃痛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

机 要点： 1.胃痛的常见病因 2.胃痛与肝、脾的关系 3.胃痛的

基本病机及转化 细目三：诊断和类证鉴别 要点： 1.胃痛的诊



断要点 2.胃痛与真心痛的鉴别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胃

痛的辨证要点 2.胃痛的基本治疗原则 3.寒邪客胃、饮食伤胃

、肝气犯胃、瘀血停胃、脾胃虚寒、湿热中阻、胃阴亏耗等

证胃痛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4.常见证候治疗加减变化 细目五

：调摄、转归及预后 要点： 1.生活调摄、预防 2.转归及预后 

第十二单元 呕吐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呕吐及干呕的概念 2.

呕吐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实证呕吐

与虚证呕吐的常见病因 2.呕吐的基本病机及转化 细目三：诊

断和类证鉴别 要点： 1.呕吐的诊断要点 2.呕吐与呃逆的鉴别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实证呕吐与虚证呕吐的治疗原则

2.外邪犯胃、痰饮内阻、肝气犯胃、食滞内停证呕吐的主症

、治法和方药 3.脾胃气虚、胃阴不足呕吐的主症、治法和方

药 第十三单元 腹痛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腹痛的概念 2.腹痛

与脏腑经络的关系 3.腹痛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

机 要点： 1.腹痛的常见内因与外因 2.腹痛的基本病机及转化 

细目三：诊断和类证鉴别 要点： 1.腹痛的诊断要点 2.腹痛与

胃痛的鉴别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腹痛的寒热虚实辨证

要点 2.腹痛的治疗原则 3.寒邪内阻、湿热壅滞、肝郁气滞、

瘀血内停、中虚脏寒等证腹痛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第十四单

元 泄泻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泄泻的概念 2.泄泻与西医病名

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泄泻的常见病因 2.泄泻与

脾虚湿盛的关系 3.泄泻的基本病机及转化 细目三：诊断和类

证鉴别 要点： 1.泄泻的诊断要点 2.泄泻与痢疾的鉴别 细目四

：辨证论治 要点： 1.泄泻的辨证要点 2.泄泻的基本治疗原则

3.湿热伤中、寒湿内盛、食滞肠胃等证泄泻的主症、治法和

方药 4.脾胃虚弱、肝气乘脾证和肾阳虚衰等证泄泻的主症、



治法和方药 5.常见证候治疗加减变化 第十五单元 痢疾 细目一

：概述 要点： 1.痢疾的概述 2.痢疾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

：病因病机 要点： 1.痢疾的常见病因 2.痢疾与久痢的病理特

点 3.痢疾的基本病机及转化 细目三：诊断 要点： 痢疾的诊断

要点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痢疾虚实寒热的辨证要点 2.

痢疾的治疗原则及治疗宜忌 3.湿热痢、疫毒痢、寒湿痢、虚

寒痢、阴虚痢、休息痢等证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第十六单元 

便秘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便秘的概念 2.便秘与西医病名的

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便秘的常见病因 2.便秘的基

本病机 细目三：诊断和类证鉴别 要点： 1.便秘的诊断要点 2.

便秘的类证鉴别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便秘的辨证要点

2.便秘的治疗原则 3.热秘、气秘、冷秘、虚秘等的主症、治法

和方药 第十七单元 胁痛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胁痛的概念 2.

胁痛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胁痛的常

见病因 2.胁痛的基本病机 细目三：辨证论治 要点： 1.胁痛的

辨证要点 2.胁痛的治疗原则 3.肝郁气滞、瘀血阻络、肝胆湿

热、肝络失养等证候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4.常见证候治疗加

减变化 第十八单元 黄疸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黄疸的概念 2.

黄疸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黄疸的常

见病因 2.黄疸的基本病机及转化 细目三：诊断 要点： 黄疸的

诊断要点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黄疸的辨证要点 2.黄疸

的治疗原则 3.黄疸中热重于湿、湿重于热、胆腑郁热、疫毒

炽盛证阳黄、寒湿阻遇证等阴黄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4.常见

证候治疗加减变化 5.黄疸消退后的调治 细目五：转归预后 要

点： 黄疸的转归预后与生活调摄 第十九单元 积聚 细目一：

概述 要点： 1.积聚的概念 2.积聚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



病因病机 要点： 1.积聚的常见病因 2.积聚的基本病机及转化 

细目三：诊断 要点： 积聚的诊断要点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

点： 1.积聚的辨证要点 2.积聚的治疗原则 3.肝气郁结、气滞

血阻、瘀血内结、食滞痰阻、正虚瘀结等证候的主症、治法

和方药 细目五：转归预后 要点： 积聚的转归预后 第二十单

元 鼓胀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鼓胀的概念 2.鼓胀与西医病名

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鼓胀的常见病因 2.鼓胀的

基本病机及转化 细目三：诊断和类证鉴别 要点： 1.鼓胀的诊

断要点 2.鼓胀与水肿的鉴别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鼓胀

的辨证要点 2.鼓胀的治疗原则 3.鼓胀之气滞湿阻、水湿困脾

、水热蕴结、瘀结水留、阴虚水停、阳虚水盛等证候的主症

、治法和方药 4.常见证候治疗加减变化 细目五：转归与预后 

要点： 鼓胀的预后和生活调摄 第二十一单元 头痛 细目一：

概述 要点： 1.头痛的概念 2.头痛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

病因病机 要点： 1.头痛的常见病因 2.头痛发病的基本病机及

转化 细目三：类证鉴别 要点： 1.外感头痛与内伤头痛的鉴别

要点 2.根据头痛的不同部位，判断其经络归属 细目四：辨证

论治 要点： 1.头痛治疗总的原则 2.外感头痛各证候的主症、

治法和方药；内伤头痛各证候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3.常见证

候治疗加减变化 4.根据头痛的不同部位选用不同的“引经药

” 第二十二单元 眩晕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眩晕的概念 2.熟

悉有关古代医家对眩晕病因的认识 3.眩晕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眩晕的常见病因 2.眩晕基本病机

及转化 细目三：诊断 要点： 眩晕的诊断要点 细目四：辨证

论治 要点： 1.眩晕的治疗原则 2.眩晕的肝阳上亢、气血亏虚

、肾精不足和痰浊中阻等证候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3.常见证



候治疗加减变化 第二十三单元 中风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

中风的概念 2.中风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 1.中风发病的常见病因 2.中风发病与虚、火、风、痰、气

、血和肝肾阴虚的关系 细目三：诊断和类证鉴别 要点： 1.中

风的诊断要点 2.中风与痫病、厥证、痉证的鉴别要点 细目四

：辨证论治 要点： 1.中风的分期要点 2.中风中经络中各证的

主症、治法和方药；中风中脏腑各证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中风恢复期各证的主证、治法和方药 3.常见证候治疗加减变

化 细目五：转归和预后 要点： 1.中风的转归 2.中风的预后 第

二十四单元 水肿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水肿的概念 2.水肿与

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水肿的常见病因

2.水肿的基本病机及转化 细目三：诊断 要点： 水肿的诊断要

点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水肿的辨证要点 2.水肿的治疗

原则 3.水肿病风水相搏、水湿浸渍、湿热壅盛、疮毒侵淫、

脾阳衰微、肾阳虚衰等证候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4.常见证候

治疗加减变化 细目五：转归和预后 要点： 水肿的预后与生活

调摄 第二十五单元 淋证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淋证的概念 2.

淋证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淋证的常

见病因 2.淋证的病机及转化 细目三：诊断和类证鉴别 要点：

1.淋证的诊断要点及六种淋证的主症特征 2.血淋与尿血的鉴别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淋证的辨证要点 2.淋证的治疗原

则 3.热淋、血淋、石淋、气淋、膏淋、劳淋的主症、治法和

方药 4.常见证候治疗加减变化 细目五：调摄、转归和预后 要

点： 生活调摄与转归预后 第二十六单元 郁证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郁证的概念 2.郁证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

病机 要点： 1.郁证的常见病因 2.郁证的基本病机 细目三：诊



断 要点： 郁证的诊断要点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本病

的基本治疗原则及方法 2.肝气郁结、痰气郁结、心神失养、

心脾两虚等证候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细目五：其他治疗 要点

： 1.精神治疗 2.辅助治疗 第二十七单元 血证 细目一：概述 要

点： 1.血证的概念及常见血证 2.血证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

二：病因病机 要点： 1.血证的基本病因 2.各类血证与脏腑的

关系 细目三：诊断和类证鉴别 要点： 1.各类血证的诊断要点

2.咳血与吐血的鉴别 3.便血之远血与近血的鉴别 细目四：辨

证论治 要点： 1.治疗血证的三原则 2.咳血、吐血、尿血、便

血、衄血等各证候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3.出血、瘀血、血虚

的关系 第二十八单元 消渴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消渴的概

念 2.消渴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1.消渴

的常见病因 2.消渴的基本病机及转化 细目三：诊断 要点： 消

渴的诊断要点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消渴的辨证要点 2.

消渴的治疗原则 3.消渴病肺热津伤、胃热炽盛、肾阴亏虚、

阴阳两虚等证候及常见并发症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4.常见证

候治疗加减变化 细目五：转归和预后 要点： 生活调摄与转归

预后 第二十九单元 内伤发热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内伤发

热的概念 2.内伤发热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

点： 1.内伤发热的常见病因 2.内伤发热的基本病机及转化 细

目三：诊断和类证鉴别 要点： 1.内伤发热的诊断要点 2.内伤

发热与外感发热的鉴别要点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内伤

发热的治疗原则 2.内伤发热中肝郁、瘀血、气虚、血虚和阴

虚发热等证候的主症、治和方药 第三十单元 痹证 细目一：概

述 要点： 1.痹证的概念 2.痹证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

因病机 要点： 1.痹证的常见病因 2.痹证发生的病机及转化 3.



痹证日久出现的三种病理变化 细目三：诊断和类证鉴别 要点

： 1.痹证的诊断要点 2.痹证与痿证的鉴别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痹证的辨证要点 2.痹证的治疗原则 3.行痹、痛痹、

着痹、风湿热痹和痰瘀痹阻等证候的主症、治法和方药 4.常

见证候治疗加减变化 5.虫类药和川乌、草乌等药物在痹证治

疗中的作用 细目五：预防、转归及预后 要点： 1.生活调摄、

预防 2.转归及预防 第三十一单元 痿证 细目一：概述 要点： 1.

痿证的概念 2.痿证与西医病名的关系 细目二：病因病机 要点

： 1.痿证的常见病因 2.痿证的基本病机及转化 细目三：诊断 

要点： 痿证的诊断要点 细目四：辨证论治 要点： 1.痿证的辨

证要点 2.痿证的治则要点，“治痿独取阳明”的临床意义 3.

痿证肺热津伤、湿热浸淫、脾胃亏虚和肝肾亏损等证候的主

症、治法和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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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