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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医执业一站

序 病 证 治法 方剂 鉴别

1 感冒 气虚感冒 益气解表 参苏饮加减 时行感冒

肠痈 湿热证 通腑泄热，解毒利湿透脓 复方大柴胡汤加减 宫外孕破

裂

2 感冒 暑湿感冒 清暑祛湿解表 新加香薷饮加减 时行感冒

痔 气滞血瘀 清热利湿，行气活血 止痛如神汤加减 肛乳头肥

大

3 咳嗽 痰热郁肺 清热肃肺，豁痰止咳 清金化痰汤加减 喘证

脱疽 寒湿阻络 温阳散寒，活血通络 阳和汤加减 雷诺病

4 咳嗽 肺阴亏耗 滋阴润肺，化痰止咳 沙参麦冬汤加减 喘证

肠痈 热毒证 通腑排脓，养阴清热 大黄牡丹汤合透脓散

加减

十二指肠

溃疡

5 哮病 寒包热哮 解表散寒，清化痰热 小青龙加石膏汤或厚

朴麻黄汤加减

喘证

痔 脾虚气陷 补中益气，升阳举陷 补中益气汤加减 脱肛

6 哮病 肺脾气虚 健脾益气，补土生金 屏风散合六君子汤加

减

喘证

痔 湿热下注 清热利湿止血 脏连丸加减 直肠癌

7 喘证 肾虚不纳 补肾纳气 金匮肾气丸合参蛤散

加减

哮病

乳癖 冲任失调 调摄冲任 二仙汤合四物汤加减 乳岩

8 喘证 风寒壅肺 宣肺散寒 麻黄汤合华盖散加减 哮病

肠痈 瘀滞证 行气活血，通腑泄热 大黄牡丹汤合红藤煎

剂加减

右侧输尿

管结石

9 肺痨 虚火灼肺 滋阴降火 百合固金汤合秦艽鳖

甲散加减

肺萎

痔 风热肠燥 清热凉血祛风 凉血地黄汤加减 肛裂

10 心悸 心阳不振 温补心阳，安神定悸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合参附汤加减

奔豚气

乳癖 肝郁痰凝 疏肝解郁，化痰散结 逍遥蒌贝散加减 乳岩

11 心悸 心虚胆怯 镇惊定志，养心安神 安神定志丸加减 奔豚气

精癃 脾肾气虚 补脾益气，温肾利尿 补中益气汤加减 前列腺癌

12 胸痹 寒凝心脉 辛温散寒，宣通心阳 枳实薤白桂枝汤合当

归四逆汤加减

胃脘痛

湿疮 湿热蕴肤 清热利湿止痒 龙胆泻肝汤合萆薢渗

湿汤加减

接触性皮

炎

13 胸痹 心血瘀阻 活血化瘀，通脉止痛 血府逐瘀汤加减 真心痛

湿疮 血虚风燥 养血润肤，祛风止痒 当归饮子或四物消风

饮加减

牛皮癣

14 不寐 肝火扰心 疏肝泻火，镇心安神 龙胆泻肝汤加减 一时性失眠

脱疽 血脉瘀阻 活血化瘀，通络止痛 桃红四物汤加减 雷诺病



研发中心
15 不寐 心肾不交 滋阴降火，交通心肾 六味地黄丸合交泰丸

加减

一时性失

眠

湿疮 脾虚湿蕴 健脾利湿止痒 除湿胃苓汤加减 接触性皮

炎

16 痫病 痰火扰神 清热泻火，化痰开窍 龙胆泻肝汤合涤痰汤

加减

厥证

崩漏 脾虚 补气升阳，止血调经 举元煎合安冲汤加炮

姜炭

经期延长

17 胃痛 湿热中阻 清化湿热，理气和胃 清中汤加减

崩漏 肾虚—肾

阴亏损

滋肾益阴，止血调经 左归丸去牛膝合二至

丸或滋阴固气汤

18 胃痛 脾胃虚寒 温中健脾，和胃止痛 黄芪建中汤加减 腹痛

痛经 肾气亏虚 补肾益气止痛 益肾调经汤

19 呕吐 外邪犯胃 疏邪解表，化浊和中 藿香正气散加减 噎膈

痛经 气滞血瘀 理气化瘀止痛 膈下逐瘀汤加减 异位妊娠

20 呕吐 痰饮内阻 温中化饮，和胃降逆— 小半夏汤合苓桂术甘

汤加减

反胃

绝经前后

诸证

肾阴虚 滋养肾阴，佐以潜阳 左归饮加减 症瘕

21 腹痛 淤血内停 活血化瘀，和络止痛 少腹逐瘀汤加减

绝经前后

诸症

肾阳虚 温肾扶阳，佐以温中健脾 右归丸合理中丸

22 腹痛 饮食积滞 消食导滞，理气止痛 枳实导滞丸加减 胃痛

带下过多 肾虚 温肾培元，固涩止带 内补丸加减 白灼

23 泄泻 脾胃虚弱 健脾益气，化湿止泻 参苓白术散加减 痢疾

带下过少 肝肾亏

损

滋补肝肾，养精益血 左归丸加减 脏躁

24 泄泻 肝气乘脾 抑肝扶脾 痛泻要方加减 痢疾

胎动不安 气血虚弱 补气养血，固肾安胎 胎元饮加减 鬼胎

25 痢疾 湿热痢 清肠化湿，调气和血 芍药汤加减 泄泻

胎漏、胎

动不安

血热证 滋阴清热，养血安胎 保阴煎加苎麻根 鬼胎

26 痢疾 疫毒痢 清热解毒，凉血除积 白头翁汤加减 泄泻

闭经 痰湿阻滞 豁痰除湿，调气活血通经 苍附导痰丸或丹溪痰

湿方加减

妊娠

27 便秘 气虚秘 益气润肠 黄芪汤加减 肠结

闭经 肾气亏虚 补肾益气调经 加减苁蓉菟丝子丸 妊娠

28 便秘热秘 泻热导滞 润肠通便 麻子仁丸加减

产后发热 感染邪毒 清热解毒，凉血化瘀 解毒活血汤加减

29 胁痛 肝络失养 养阴柔肝 一贯煎加减

不孕症 肝气郁结 疏肝解郁，养血理脾 开郁种玉汤加减

30 胁痛 肝郁气滞 疏肝理气 柴胡疏肝散加减 胃痛

症瘕 血瘀 活血散结，破瘀消癥 桂枝茯苓丸加减 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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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黄疸 疫毒炽盛

证（急黄）

清热解毒，凉血开窍 千金犀角散加味 萎黄

小儿泄泻 气阴两伤 益气养阴 人参乌梅汤加减 细菌性痢

疾

32 黄疸阴黄 寒湿阻遏 温中化湿，健脾和胃 茵陈术附汤加减 萎黄

痄腮 邪犯少阳 疏风清热，散结消肿 柴胡葛根汤加减 发颐

33 头痛 肾虚头痛 养阴补肾，填精生髓 大补元煎加减 眩晕

小儿泄泻 脾肾阳虚

泻

温补脾肾，固涩止泻 附子理中汤合四神丸

加减

细菌性痢

疾

34 头痛 风湿头痛 祛风胜湿通窍 羌活胜湿汤加减 眩晕

小儿泄泻 脾虚泻 健脾益气，助运止泻 参苓白术散加减 细菌性痢

疾

35 头痛 肝阳头痛 平肝潜阳息风 天麻钩藤饮加减 眩晕

痄腮 热毒壅盛 清热解毒，软坚散结 普济消毒饮加减 发颐

36 眩晕 痰湿中阻 化痰祛湿，健脾和胃 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 中风

水痘 邪伤肺卫 疏风清热，利湿解毒 银翘散加减

37 中风 恢复期气

虚络瘀

益气养血，化瘀通络 补阳还五汤加减 口僻

小儿泄泻 湿热泻 清肠解热，化湿止泻 葛根黄芩黄连汤加味 细菌性痢

疾

38 中风 中脏腑闭

证痰热腑

实

通腑泄热，息风化痰 桃仁承气汤加减 厥证

小儿泄泻 风寒泻 疏风散寒，化湿和中 藿香正气散加减 细菌性痢

疾

39 水肿 阴水-脾阳

虚衰

健脾温阳利水 实脾饮加减 鼓胀

肺炎喘嗽 风热闭肺 辛凉宣肺，化痰止咳 银翘散合麻杏石甘汤

加减

变异性哮

喘

40 水肿 瘀水互结 活血祛瘀，化气行水 桃红四物汤合五苓散

加减

鼓胀

厌食症 脾胃气虚 健脾益气 异功散加减 疰夏

41 淋证 膏淋 程氏萆薢分清饮加减 清热利湿，分清泄浊 尿浊

厌食症 脾失健运 运脾开胃 不换金正气散加减 积滞

42 淋证 热淋 清热利湿通淋 八正散加减 癃闭

小儿泄泻 气阴两伤 益气养阴 人参乌梅汤加减 痢疾

43 阳痿 湿热下注 清利湿热 龙胆泻肝汤加减

小儿泄泻 阴竭阳脱 回阳固脱 参附龙牡救逆汤加减

44 郁证 心神失养 甘润缓急，养心安神 甘麦大枣汤加减 癫狂

水痘 邪炽气营 清气凉营，解毒化湿 清胃解毒汤加减 脓疱疮

45 郁证 痰气郁结

（梅核气）

行气开郁，化痰散结 半夏厚朴汤加减 虚火喉痹

痄腮 毒窜睾腹 清肝泻火，活血止痛 龙胆泻肝汤加减 发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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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血证 （紫斑）血

热妄行

清热解毒，凉血止血 十灰散加减 丹毒

肺炎喘嗽 痰热闭肺 清热涤痰，宣肺降逆 五虎汤合葶苈大枣泻

肺汤加减

变异性哮

喘

47 血症 便血-脾胃

虚寒

健脾温中，养血止血 黄土汤加减 痔疮

精癃 脾肾气虚 补脾益气，温肾利尿 补中益气汤加减 前列腺癌

48 消渴中消 气阴亏虚 益气健脾，生津止渴 七味白术散加减 瘿病

湿疮 湿热蕴肤 清热利湿止痒 龙胆泻肝汤合萆薢渗

湿汤加减

接触性皮

炎

49 消渴 肺热津伤 清热润肺，生津止渴 消渴方加减 瘿病

湿疮 血虚风燥 养血润肤，祛风止痒 当归饮子或四物消风

饮加减

牛皮癣

50 内伤发热 阴虚发热 滋阴清热 清骨散加减 外感发热

湿疮 脾虚湿蕴 健脾利湿止痒 除湿胃苓汤加减 接触性皮

炎

51 内伤发热 血瘀发热 活血化瘀 血府逐瘀汤加减 外感发热

痛经 肾气亏虚 补肾益气止痛 益肾调经汤 异位妊娠

破裂

52 虚劳 肾阳虚 温补肾阳 右归丸加减 肺痨

痛经 气滞血瘀 理气化瘀止痛 膈下逐瘀汤加减 异位妊娠

53 虚劳 肺气虚 补益肺气 补肺汤加减 内科虚劳

带下病带

下过多

肾虚 温肾培元，固涩止带 内补丸加减 白浊

54 痉证 邪壅经络 祛风散寒，燥湿和营 羌活胜湿汤加减 痫病

小儿泄泻 风寒泻 疏风散寒，化湿和中 藿香正气散加减 细菌性痢

疾

55 痹证 着痹 除湿通络，祛风散寒 薏苡仁汤加减 痿证

痔 风热肠燥 清热凉血祛风 凉血地黄汤加减 肛裂

56 痹证 风湿热痹 清热通络，祛风除湿 白虎加桂枝汤或宣痹

汤加减

痿证

肠痈 湿热证 通腑泄热，解毒利湿透脓 复方大柴胡汤加减 宫外孕破

裂

57 痹证 痰瘀痹阻 化痰行瘀，蠲痹通络 双合汤加减 痿证

痔 脾虚气陷 补中益气，升阳举陷 补中益气汤加减 脱肛

58 痉证 心营热盛 清心透营，开窍止痉 清营汤加减 痫病

痔 湿热下注 清热利湿止血 脏连丸加减 直肠癌

59 痿证 脾胃虚弱 补中益气，健脾升清 参苓白术散合补中益

气汤加减

中风偏枯

痄腮 邪犯少阳 疏风清热，散结消肿 柴胡葛根汤加减 发颐

60 腰痛 湿热腰痛 清热利湿，舒筋止痛 四妙丸加减 肾痹

水痘 邪伤肺卫 疏风清热，利湿解毒 银翘散加减 脓胞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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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

题号 舌脉诊 中医操作 西医体格检查 西医操作

1 舌诊 尺泽定位及提插泄法操

作

测血压 肥皂水刷手

2 脉诊 孔最定位寻法 腋窝测量体温 戴手套

3 舌诊 合谷穴取穴和进针起针 浅表淋巴结触诊 穿手术衣

4 脉诊 后溪的定位 刮法 颌下淋巴结的触诊 腹部手术消毒的

操作

5 舌诊 大椎穴定位用留罐法拔

大椎操作

浅表淋巴结诊断 隔离衣穿法

6 脉诊 定喘穴捻转泻法 鼻窦压痛 脱隔离衣

7 舌诊 丰隆的定位和针刺方

法，飞针的操作

咽部及扁桃体的望诊 前臂出血屈曲加垫

止血法的操作

8 脉诊 少商定位点刺 眼球运动 伤口换药

9 舌诊 列缺+夹持进针 对光反射 胸椎腰椎损伤的

搬运

10 脉诊 内关定位加指切进针 下眼结膜和球结膜 颈椎损失搬运

11 舌诊 风池定位与手法 甲状腺前面触诊 前臂骨折外固定

12 脉诊 华佗夹脊穴定位加走罐 气管检查 股骨封闭性骨折

固定

13 舌诊 百会穴定位温灸 语音震颤 胸外按压

14 脉诊 后溪操作及其刮法 颏下淋巴结触诊 腹部手术消毒

15 舌诊 天枢定位与针刺摇法 右肩胛下角线上叩

肺下界移动

简易呼吸器的使

用

16 脉诊 艾灸雀琢法 心下界叩诊 肥皂刷洗手法

17 舌诊 气海舒展进针 心脏听诊，并说出

位置

戴无菌手套

18 脉诊 胃俞定位 隔姜灸 肺部听诊及正常肺

部听诊部位

穿手术衣

19 舌诊 中脘穴定位与针刺摇法 肝脏触诊 手术腹部消毒

20 脉诊 膈俞和飞针的操作 脾脏触诊 穿隔离衣

21 舌诊 关元定位舒张进针发 墨菲征操作 脱隔离衣

22 脉诊 三阴交温针灸 右锁骨中线肝浊音

界

前臂屈曲加压止

血

23 舌诊 地机定位和开和写法 移动性浊音 无菌伤口的换药

24 脉诊 定喘定位年转手法 阑尾压痛和反跳痛

操作

胸椎腰椎损伤的

搬运

25 舌诊 中极定位 平补平泻 布鲁斯征 脊椎受伤搬运

26 脉诊 肩髃穴定位以及夹持进

针

液波震颤多少液体

量

上臂闭合性骨折

固定法

27 舌诊 犊鼻定位及温和灸 肠鸣音听诊 闭合性股骨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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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扎

28 脉诊 大肠俞定位及温针灸 脊椎压痛 胸外按压

29 舌诊 环跳定位，夹持进针 脊柱叩诊 口对口人工呼吸

30 脉诊 腰阳关定位，以及回旋

灸法的操作

脊柱侧弯度检查 简易呼吸机

31 舌诊 承山定位 平补平泻 下肢肌力检查 肥皂水刷手

32 脉诊 丰隆穴定位、毫针刺穴

及飞法操作

咽部和扁桃体的检查 前臂屈曲止血法

33 舌诊 肩井定位和肩井留罐法

的操作

指鼻试验 穿手术衣

34 脉诊 太阳穴定位 腹壁反射 腹部手术消毒法

35 舌诊 印堂及提捏进针法操作 肱二头肌反射引出 穿隔离衣

36 脉诊 太溪定位毫针补法 踝反射 脱隔离衣

37 舌诊

38 脉诊 内庭及捻转泻发法 巴氏佂 无菌伤口换药

39 舌诊 印堂穴拇指推法 眼球运动 穿脱手术衣

40 脉诊 神阙闪罐 拉塞格征 颈椎损伤搬运

41 舌诊 腰痛拳滚法 测血压 上肢骨折固定

42 脉诊 小鱼机滚腰背 测体温 股骨骨折固定

43 舌诊 演示腰部肘推法 浅表淋巴结的触诊

顺序

演示胸外按压

44 脉诊 肩周炎上肢抖法 对光反射 口对口人工呼吸

45 舌诊 拇指后位捏脊 浅表淋巴结 简易呼吸器使用

46 脉诊 小儿捏脊拇指前位操作 鼻窦检查 外科洗手（肥皂水刷手）

47 舌诊 中脘穴中指揉法 看咽部及扁桃体 戴无菌手套

48 脉诊 迎香穴拇指按法 眼球检查 穿手术衣

49 舌诊 大鱼际揉法 对光反射 腹部手术区消毒

50 脉诊 左臂内侧疼 演示三指推操作查

下眼睑和眼球结膜

穿隔离衣

51 舌诊 膻中穴的中指揉法 甲状腺前位触诊 脱隔离衣

52 脉诊 推拿拿法 气管检查 前臂屈曲加垫止血

53 舌诊 颈部拿法

54 脉诊 下肢抖法 墨菲氏征 胸椎腰椎损伤的搬

运

55 舌诊 掌根推法 肺界活动度 颈椎损伤搬运

56 脉诊 右下肢掌推法 心脏叩诊 骨折固定

57 舌诊 三指拿法 心脏听诊 闭合性股骨骨折的

简易固定

58 脉诊 左下肢胫后拘急挛痛，用指

按法操作肺部听诊

胸外按压

59 舌诊 掌根揉脘腹部疼痛操作 肝脏双手触诊法 口对口人工呼吸

60 脉诊 小儿斜颈的三指按揉法 脾脏双手触诊 简易呼吸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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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

3 号题：

咳嗽三月加重一周问诊

女，失眠，口苦口干舌红苔黄 中医病名、证型、治法、病机，

再障实验室血象指标

心电图（肺心病，右房大）

5 号题：

女 46 岁，心烦失眠 1 年余，加重三周

眩晕，痰蒙清窍，是否可以使用活血通窍的方，如果不能，选择什么方？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肺动脉高压 X 线的表现和治疗原则，

心电图

8 号题：

眩晕、胸闷 3 月，加重 2 天问诊

气虚便秘的诊断 治法 方剂

支气管哮喘的诊断+危急重症处理原则

一个心肌缺血的心电图（病史是中年男性，活动后胸闷不适，V1~V6T 波倒置，ST 段压

低 0.2mv）
15 号题：

上腹痛两年，加重一年问诊

血证的病因病机

溃疡性结肠炎的结肠镜的表现，及全身症状

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提问发作时的心率）

23 号题：

腰痛伴下肢疼痛问诊现病史和相关病史

丰隆、气海主治

一个肺片，肺纹理代表什么

28 号题：

胃脘痛的问诊

大椎，悬钟的主治作用

心力衰竭用药及诱发因素

X 线片（咳嗽咯痰，心慌）

48 号题：

恶寒发热流清涕 1 天问诊；

中风中经络的治法及水沟穴的毫针刺法；

1 型糖尿病因使用胰岛素不当导致极度口渴，呼吸有烂苹果气味，问引起了什么并发症，

治疗措施是什么；

化验单，因呕吐，泄泻引起钠钾偏低，然后分析

60 号题：

右上腹痛问诊

腰椎间盘需要什么检查确诊

灸法水泡处理

一个化验单考官提问，尿路感染

三站

咳嗽咳血的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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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出血的外科指征

中年病人，皮肤红斑潮热盗汗 3 个月问诊；

阴陵泉孔最的主治；

病历分析，有胃溃殇病史然后消瘦乏力，考虑什么疾病，怎么诊断

Alt 升高的意义

肿痛问诊

水沟，太冲主治，

下肢骨折，x 线表现

？？

发热伴下肢无力一年问诊

各种出血，血小板低问诊断及首选用药

尿素 22.5 的临床意义，哮喘风寒哮的主穴和配穴

?? 女 26 岁，白带有血丝问诊

针灸脱证治疗

尿蛋白 3+红细胞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