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0月经典进阶考试（高级〉报名通知

2019年下半年经典进阶考试（高级〉报名工作即将开始， 现将本次考试的

具体安排说明如下：

一、 考试范围、 时间、 地点：

考试范围：考试科目包括《黄帝内经》、 《伤寒论》、 《金匮要略》、 《温病

条辨》。 具体考试范围见附件1《中医囚部经典等级考试大纲》。

考试时间：2019年10月8日（星期二〉下午13:30-16:00。 考试时间 2小时

30分钟。

考试地点：北A202。

二、 报名资格：

凡经典进阶（初级）考试四门课程全部通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均可报名。

三、 报名方法：

1.报名从9月12日15: 00开始至9月20日23: 59结束， 报名者请登陆学校

教务管理系统http://jiaowu.tjutcm.edu.cn/jsxsd／，点击进入社会考试报名，

选择要报名的项目， 点击 “ 报名 ” ， 进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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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名结束后不再补报。

报名中有其他问题， 请及时与考试管理科联系， 电话：59596141

教务处考试管理科

2019-9-12 

附件1.《中医四部经典等级考试大纲》

2.《天津中医药大学本科生中医四部经典等级考试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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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鼓励在校大学生（或硕士研究生）潜心研读经典著作，提高中医修养，强

化中医思维，指导临床实践，对 2015 年版《中医四部经典等级考试大纲》进行

了修订。主要增加了《温热论》、《湿热病篇》的内容，对《温病条辨》进行删减。

本大纲不仅是对考生以往所学知识的检验标准，也是对未来深入学习和临床实践

的指导纲要。在其指导下，四部经典等级考试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层次，对不同

参考人员作如下总体要求： 

初级水平考试：主要考察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熟记四部经典课程主要

原文，掌握原著的基本内容，如具体病证的概念、病因病机、治法及方药等。 

高级水平考试：主要考察学生综合分析及运用能力，在熟记原文基础上，掌

握四部经典的主要学术思想，相关方证鉴别，以及病案的综合分析与运用。 

 

《中医四部经典等级考试大纲》编写体例大致分为章、节、知识要点、识记

原文 4部分，最后设有题型范例。层次清晰，简明扼要。 

 

主要参考书： 

1、十二五规划教材《内经选读》，主编王庆其，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十二五规划教材《伤寒学》，主编熊曼琪，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3、十二五规划教材《金匮要略》，主编范永升，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4、十二五规划教材《温病学》，主编林培政，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温病条辨》，

清·吴塘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年第 1版 

 

本大纲自 2017 年起使用。 

 

                                      2017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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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 

绪言 

【知识要点】 

1．《内经》的成书年代及作者。 

2.《内经》书名含义及沿革。 

2.《内经》主要注家及著作。 

第一章 宝命全形 

第一节  上古天真 

【知识要点】 

1．养生的原则、方法及其现实意义。 

2．肾气与生长发育及生殖功能盛衰的关系。 

3．天癸与冲任主月经胎产理论。 

第二节  四气调神 

【知识要点】 

1.顺应四时养生的原理及意义。 

2.“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则及其临床应用。 

3.“治未病”的含义及其意义。 

第三节  天年 

【知识要点】 

1.人体脏腑强弱、气血盛衰与寿夭的密切关系和影响寿夭的因素。 

2.人体生长壮老已过程中各年龄阶段的生理特点及主要特征。 

第二章  阴阳应象 

【知识要点】 

1.阴阳的含义及阴阳理论的基本内容。 

2.药食气味阴阳分类及应用的理论价值和临床意义。 

3.阴阳理论在病因分类、病证诊断、养生等方面的应用。 

4.“四时五脏阴阳”整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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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藏气法时 

第一节  藏象 

【知识要点】 

1.十二脏腑的功能特点、相互关系及心的主导作用。 

2.藏象概念及五脏特性。 

3.五脏、六腑、奇恒之府的功能特点及其区别。 

4.“魄门亦为五脏使”的理论及临床意义。 

第二节  水谷输布 

【知识要点】 

1.谷食精气在体内输布过程及水液在体内代谢过程。 

2.“气口成寸，以决死生”的机制。 

第三节  太阴阳明 

【知识要点】 

1.脾胃阴阳、虚实、逆从的不同生理、病理特点。 

2.“脾病四肢不用”的机理及其临床意义。 

3.“脾不主时”的含义。 

第四章  血气精神 

第一节  神 

【知识要点】 

1.精、神、魂、魄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2.由心任物到处物的思维过程。 

3.情志异常致病的机制及症状表现。 

4.五脏虚实病候。 

5.“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的机制。 

第二节  营卫生会 

【知识要点】 

1.营卫的生成、运行规律。 

2.营卫运行与睡眠的关系。 

3.“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的机制及其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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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营卫与三焦的关系及其三焦的功能特点。 

第三节  血气精神 

【知识要点】 

1.六气的概念、功能、病理表现。 

2.“五谷与胃为大海”的含义。 

3.血气精神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 

第五章  经脉之道 

【知识要点】 

1.对人体生命的认识及经脉的作用。 

2.十二经脉的循行路线。 

3.十二经脉病候“是动则病”与“是主（某）所生病者”临床意义。 

第六章  百病始生 

第一节  百病始生 

【知识要点】 

1.“三部之气，所伤异类”的含义。 

2.正邪在发病中的辩证关系。 

3.外感病的传变规律。 

4.积证形成的病因病机。 

5.三部病证的表现特点。 

第二节  生气通天 

【知识要点】 

1.人体阳气的生理、病理及临床意义，阳气与阴精的相互关系。 

2.煎厥、薄厥的病因病机及临床表现，外感邪气致病特点。 

3.饮食五味对人体的双重作用及五味偏嗜对人体的影响。 

第三节  九气为病 

【知识要点】 

1.“九气为病”的临床特点。 

2.“百病生于气”的基本病机。 

第四节  审察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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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要点】 

1.病机十九条的含义 

2.分析病机的方法。 

第七章  病之形能 

 第一节  热病之常 

【知识要点】 

1.伤寒的概念及其病因、病机、预后、禁忌。 

2.伤寒六经分证的症状、传变。 

3.两感热病的概念、机制、预后。 

4.温病、暑病的区别及暑病的治法。 

第二节  热病之变 

【知识要点】 

1.阴阳交的含义、临床表现及预后。 

2.风厥的含义、治法。 

3.劳风的概念、治则、预后。 

第三节  咳嗽 

【知识要点】 

1.“五脏六腑皆令人咳”的含义。 

2.“皆聚于胃关于肺”的病机。 

3.五脏六腑咳的分证要点及咳的治疗原则。 

第四节  疼痛 

【知识要点】 

1.痛证形成的病因病机及辨证要点。 

2.寒邪客于脏腑经脉所引起的多种疼痛。 

第五节  痹证 

【知识要点】 

1.痹证的概念、病因、发病机制。 

2.各类痹病的主要症状及辨证要点。 

3.影响痹病预后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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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痹病的针刺原则。 

第六节  痿证 

【知识要点】 

1.痿证的概念与病机。 

2.“治痿独取阳明”的含义。 

3.痿证的分证及治疗原则。 

第七节  水肿 

【知识要点】 

1.水胀、肤胀、鼓胀的症状特点、鉴别诊断及治疗原则。 

2.肠覃与石瘕的临床鉴别及治疗。 

3.内伤水肿的病因病机、症状及治疗原则与方法。 

第八节  脾瘅 

【知识要点】 

1.脾瘅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治疗及转归。 

第八章  脉要精微 

第一节  脉要精微 

【知识要点】 

1.“诊法常以平旦”的原理及四诊合参的重要性。 

2.脉诊的原理及临床诊断。 

3.视精明、辨五色、察五脏“失强”“失守”的原理、临床表现。 

4.脉象与四时阴阳的关系。 

5.问梦辨病法与尺肤诊法。 

第二节  平人气象 

【知识要点】 

1.“以不病调病人”的诊脉方法。 

2.四时五脏的平脉、病脉、死脉。 

3.虚里诊法。 

4.真脏脉。 

5.四时之脉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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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五实五虚 

1.五实证的临床表现及预后。 

2.五虚证的临床表现及预后。 

第四节  寸口诊病 

【知识要点】 

1.寸口脉主五脏病的原理。 

2.“心肺有病，鼻为之不利”的理论。 

第九章  异法方宜 

第一节  异法方宜 

【知识要点】 

1.同病异治的道理。 

2.五方之域及其特征运用杂合以治的重要性。 

第二节  阴阳治法 

【知识要点】 

1.阴阳理论在诊治疾病中的应用。 

2.时机把握、因势利导治疗法则。 

第三节  汤液醪醴 

【知识要点】 

1.汤液醪醴的使用。 

2.“神不使”的含义及神机对疗效的影响。 

3.标本不得的危害。 

第四节  正治反治 

【知识要点】 

1.正治法与反治法的临床应用。 

2.虚寒与虚热的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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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原文】 （共 83条） 

第一章  宝命全形：101、102、103、104、105、106、107 

第二章  阴阳应象：201、202、203、205、206 、207、208 

第三章  藏气法时：301、302、303、304、305、306、307 

第四章  血气精神：401、403、404、405、406、407、408、409 

第五章  经脉之道：501、502、503、504、505、506、507、508、509、510、511、

512、513 

第六章  百病始生：601、603、605、606、607、611、612、613 

第七章  病之形能：701、702、703、704、705、706、707、708、709、711、712、

713、715、716、717、721、722、723、724 

第八章  脉要精微：801、802、803、804、805、810、812、817、820、822 

第九章  异法方宜：901、902、90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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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 

绪言 

【知识要点】   

1．《伤寒论》的作者及成书年代，现行版本。 

2.伤寒的涵义；六经病的传变方式与基本规律；六经与六经辨证的涵义。 

3.传变的含义及传、变的区别；合病、并病的含义及其区别。 

4．《伤寒论》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的作用与地位。 

第一章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 

第一节  太阳病纲要 

【知识要点】   

1.《伤寒论》中的太阳的概念；太阳病的概念；太阳病的性质。 

2.太阳病的病因病机；太阳病本证、太阳病兼证、太阳病变证、太阳病类似证的

概念；太阳病的治则、治法与传变。 

3.太阳病提纲证的辨证意义；中风、伤寒的脉证特点。 

4.辨病发于阳与病发于阴的要点及意义。 

5.辨太阳病的传变与否。 

第二节  太阳病本证 

【知识要点】 

1.太阳中风表虚证（桂枝汤）的证治。 

2.桂枝汤的煎服方法；桂枝汤在《伤寒论》中的治疗范围及禁忌。 

3.太阳中风表虚证各兼证（桂枝加葛根汤、桂枝汤加厚朴杏子汤、桂枝加附子汤、

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桂枝新加汤）证治。 

4.太阳伤寒表实证（麻黄汤）证治。 

5.麻黄汤在《伤寒论》中的治疗范围及禁忌。 

6.太阳伤寒表实证各兼证（葛根汤、葛根加半夏汤、大、小青龙汤）证治。 

7.表郁轻证（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越婢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证治。 

第三节  太阳病变证 

【知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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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阳病变证的治疗原则与辨证方法。 

2.太阳病变证——热证（栀子豉汤类方、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白虎加人参汤、

葛根黄芩黄连汤）证治。 

3.太阳病变证——虚证（桂枝甘草汤、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桂枝去芍药加蜀漆

牡蛎龙骨救逆汤、桂枝加桂汤、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桂枝人参汤、真武汤、干姜附子汤、茯苓四逆汤、

芍药甘草汤、甘草干姜汤、炙甘草汤）证治。 

4.太阳病变证——蓄水、蓄血证（五苓散、抵当汤、桃核承气汤、茯苓甘草汤）

证治。 

5.太阳病变证——结胸证（大、小陷胸汤、大陷胸丸）证治。 

6.太阳病变证——痞证（五泻心汤、旋覆代赭汤）证治。 

7.太阳病变证——上热下寒证（黄龙汤）证治 

第二章  辨阳明病脉证并治 

第一节  阳明病纲要 

【知识要点】 

1.阳明的生理、病理。 

2.阳明病提纲证。 

3.阳明病的成因、分类。 

4.阳明病外证的临床意义。 

第二节  阳明病本证 

【知识要点】 

1.阳明病热证（栀子豉汤、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猪苓汤）证治。 

2.阳明病实证（调胃承气汤、小承气汤、大承气汤、麻子仁丸）证治。 

3.阳明病虚证（吴茱萸汤）证治。 

第三节  阳明病变证 

【知识要点】 

1.阳明病变证——发黄证（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麻黄连軺赤豆汤）的证治。 

2.阳明病变证——血热证（抵当汤）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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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辨少阳病脉证并治 

第一节  少阳病纲要 

【知识要点】 

1.少阳的生理与病理。 

2.少阳病纲要。 

第二节  少阳病本证 

【知识要点】 

1.少阳病证治。 

2.小柴胡汤的治疗范围及禁忌。 

第三节  少阳病兼变证 

【知识要点】 

1.少阳病兼变证（柴胡加芒硝汤、柴胡桂枝汤证、大柴胡汤证、柴胡桂枝干姜汤

证）证治。 

2.热入血室证证治。 

第四章  辨太阴病脉证并治 

【知识要点】 

1.太阴的生理、病理。 

2.太阴病提纲证。 

3.太阴病的证治。 

4.太阴病兼变证（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大黄汤）证治。 

5.太阴病转愈与转属阳明辨证。 

第五章  辨少阴病脉证并治 

第一节  少阴病纲要 

【知识要点】 

1.少阴的生理、病理。 

2.少阴病提纲证。 

3.少阴病寒化证的辨证要点。 

第二节  少阴病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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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要点】 

1.少阴病寒化证（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白通汤、白通加猪胆汁汤、附子汤、真

武汤、吴茱萸汤、桃花汤）证治。 

2.少阴病热化证（黄连阿胶汤、猪苓汤）证治。 

第三节  少阴病兼变证 

【知识要点】 

1.少阴病兼变证（麻花细辛附子汤、麻黄附子甘草汤、四逆散、大承气汤）证治。 

2.少阴病咽痛证（猪肤汤、甘草汤、桔梗汤、苦酒汤、半夏散及汤）证治。 

第六章  辨厥阴病脉证并治 

第一节  厥阴病纲要 

【知识要点】 

1.厥阴的生理与病理。 

2.厥阴病提纲证。  

第二节  厥阴病本证 

【知识要点】 

1.厥阴病寒热错杂证（乌梅丸、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麻黄升麻汤）证治。 

2.厥阴病寒证（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吴茱萸汤）证治。 

3.厥阴病热证（白头翁汤）证治。 

第三节  辨厥利呕哕证 

【知识要点】 

1.厥逆的辨证与治疗。 

2.下利、呕哕证的辨证与治疗。 

第七章  辨霍乱病脉证并治 

【知识要点】 

1.霍乱病脉证。 

2.霍乱病（理中丸）证治。 

第八章 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 

【知识要点】 

1.辨阴阳易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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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辨差后劳复证（枳实栀子豉汤、小柴胡汤、牡蛎泽泻散、理中丸、竹叶石膏汤）

证治。 

 

【识记原文】 （共 109 条） 

1、2、3、12、13、16、20、21、22、23、25、27、31、32、33、34、35、37、

38、40、53、54、61、62、63、64、66、67、71、73、76、82、96、101、102、

103、104、117、118、106、124、135、138、146、147、149、154、155、157、

158、161、163、165、166、168、172、173、176、177、180、182、219、220、

223、236、237、243、247、248、250、260、261、262、263、273、277、279、

281、301、302、303、304、305、306、309、310、311、312、313、314、316、

317、318、319、323、326、337、338、350、351、352、357、359、371、378、

382、386、396、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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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要略 

绪言 

【知识要点】 

1．全书的基本内容。 

2．本书在理法方药脉学等方面的学术成就及贡献。 

第一章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 

【知识要点】 

1．治未病理论。 

2．五邪中人规律。 

3．表里同病、新旧同病的治则。 

第二章  痉湿暍病脉证治 

【知识要点】 

1．湿痹概念。 

2．湿病的治疗原则。 

第三章  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 

【知识要点】 

1．百合病的病机，正治法及方。 

2．狐惑病的典型症状，内外治法。 

第四章  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 

【知识要点】 

1．中风的发病原因，证候分型。 

2．风湿历节与寒湿历节的辨证论治。 

第五章  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 

【知识要点】 

1．血痹的致病因素，轻、重证的辨证论治。 

2．虚劳病的总脉象。 

3．虚劳腹痛、腰痛、失精、虚烦失眠、夹风气、兼干血的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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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 

【知识要点】 

1．肺痿的发病原因，辨证论治。 

2． 咳嗽上气属寒饮郁肺、饮热迫肺、寒饮夹热的证治。 

第七章  奔豚气病脉证治 

【知识要点】 

1．奔豚气病的发病原因，典型症状。 

2．奔豚气病的分型论治。 

第八章  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 

【知识要点】 

1．胸痹、心痛的脉象病机、典型症状。 

2．胸痹的本证、重证、实证、虚证、轻证、急证的辨证论治。 

3．心痛的轻证、重证的辨证论治。 

第九章  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 

【知识要点】 

1．腹满的寒热虚实辨证。 

2．腹痛实热证、表里兼证、虚寒证、寒实证的辨证论治。 

第十章  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治 

【知识要点】 

1．肝着的概念及证治。 

2．肾着的概念及证治。 

第十一章  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 

【知识要点】 

1．痰饮的分类、病机、症状 

2．痰饮的治疗原则。 

3．痰饮、悬饮、溢饮、支饮的辨证论治。 

第十二章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 

【知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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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渴病的病因病机、症状、治疗。 

2．小便不利的脉因证治。 

第十三章  水气病脉证并治 

【知识要点】 

1．风水、皮水、正水、石水、黄汗的脉证。 

2．水气病的治疗原则。 

3．风水与皮水的辨证论治。 

4．血分、水分的鉴别。 

第十四章  黄疸病脉证并治 

【知识要点】 

1．谷疸、酒疸、女劳疸的病机分类。 

2．谷疸、酒疸的辨证论治。 

3．虚黄证治。 

第十五章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 

【知识要点】 

1．瘀血的症状。 

2．吐血、衄血、下血的治法方药。 

第十六章  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 

【知识要点】 

1．呕吐、哕的病机、症状、治法。 

2．下利的辨证论治。 

第十七章  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 

【知识要点】 

1．痈肿初起的脉症与辨脓法。 

2．肠痈未成脓、已成脓的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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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 

【知识要点】 

1．妊娠恶阻轻证、重证的治疗。 

2．腹痛属阳虚寒盛、肝脾失调、冲任虚损胞阻的证治。 

3．妊娠小便难证治。 

4．妊娠有水气证治。 

5．胎动不安属血虚湿热、脾虚寒湿证治。 

第十九章  妇人产后病脉证治 

【知识要点】 

1．产后三病的成因。 

2．产后腹痛属血虚里寒、气血郁滞、瘀血内结的证治。 

3．产后太阳中风、阳虚中风的证治。 

4．产后虚热烦呕证治。 

5．产后热利伤阴证治。 

第二十章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 

【知识要点】 

1．妇人杂病的成因：虚、积冷、结气。 

2．情志病梅核气、脏躁的证治。 

3．月经病证治：冲任虚寒夹瘀血之崩漏；瘀结成实经水不利；水血互结血室。 

4．带下病属湿热、寒湿的证治。 

5．腹痛属风血相搏、肝脾失调、脾胃虚寒的证治。 

6．转胞证治。 

7．前阴诸疾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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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原文】 （共 105 条） 

第一章  脏腑经络先后病：1、2、13、14、15、17 

第二章  痉湿暍病：14、18、20、21、22 

第三章  百合狐惑阴阳毒病：1、5、10、11、12 

第四章  中风历节病：2、8、10 

第五章  血痹虚劳病：2、3、8、13、14、15、16、17、18 

第六章  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5、6、7、10、13、14    

第七章  奔豚气病：1、2 

第八章  胸痹心痛短气病：1、3、4、5、6 

第九章  腹满寒疝宿食病：2、3、9、10、11、12、13、14、15、17、18 

第十章  五脏风寒积聚病：7、16 

第十一章  痰饮咳嗽病：1、2、12、15、16、17、18、29、22、23、25、28、35 

第十二章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3、10、12 

第十三章  水气病：1、11、18、20、22、23、24 

第十四章  黄疸病：1、13、15、16、18、19 

第十五章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10、14、15、16、17 

第十六章  呕吐哕下利病：5、10、15、16、17、20、21 

第十七章  疮痈肠痈浸淫病：3、4 

第十八章  妇人妊娠病：4、5 

第十九章  妇人产后病：1、4、5、6 

第二十章  妇人杂病：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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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热论 

【知识要点】 

1.《温热论》的学术贡献。 

2. 温病大纲。温病的病因、感邪途径、发病部位、传变趋势以及温病和伤寒治

法的区别；温病的辨治纲领。 

3.邪在肺卫。温邪在表及其挟风挟湿的治法；温热挟风挟湿的证候表现、病机。 

4.流连气分。战汗的原因、病理、临床表现、处理方法、预后、与脱证的鉴别要

点。 

5.邪留三焦。温邪挟湿留于三焦的治疗大法和转归。 

6.里结阳明。三焦之邪里结于阳明的治法；湿热病与伤寒运用下法的区别。 

7.论湿。湿邪致病及其治疗大法和注意点。 

8.邪陷营血。温病热邪陷入营分的主证和治法；斑出热不解的病变机理和治疗大

法。 

【识记原文】 （共 10条） 

1、掌握：（7条） 

   第 1、2、3、4、7、8、10条。 

2、理解：（3条） 

第 5、6、9条。 

湿热病篇 

【知识要点】 

1.《湿热病篇》的学术贡献。 

2. 湿热病提纲。湿热病的致病原因、受邪途径、发病机理、病变中心、初起证

候、正局与变局、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 

3. 邪在卫表。阴湿伤表证治、阳湿伤表证治。 

4. 邪在中焦。湿热阻遏膜原的证治；湿伏中焦，始见化热，湿重于热的证治；

湿渐化热，余湿犹滞的证治。 

5. 湿热瘥后调理。湿邪蒙绕三焦证治。 

【识记原文】 （共 7条） 

1、掌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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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3、9条。 

2、理解：（3条） 

第 8、10、13条。 

 

温病条辨 

绪 言 

【知识要点】 

1.吴瑭生平。 

2.全书的基本内容。 

3.本书的学术贡献。 

4.外感内伤的治法区别及三焦治疗大法。 

第一章  上焦篇 

第一节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知识要点】 

1.温病的范围及病因。 

2.温病发病的部位及受邪途径。 

3.温病初起，邪在卫分证治及治忌。 

4.热入气分，肺胃热盛证治及禁忌。 

5.肺经营血分证的治疗。 

6.温病邪入心包证的治疗，及厥证产生的机理治法。 

7.肺经津伤证治。 

8.大头瘟证治。 

第二节  暑温 

【知识要点】 

1.暑温初起证治。 

2.白虎汤正法、变法。 

3.暑温热盛动风证治。 

4.暑温余邪未清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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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伏暑 

【知识要点】 

1.伏暑概念。 

2.伏暑卫气同病、卫血同病证治。 

3.伏暑、暑温、湿温的异同。 

第四节  湿温 寒湿 

【知识要点】 

1.湿温初起证治及治禁。 

2.湿温喉阻咽痛的治疗。 

第五节  秋燥 

【知识要点】 

1.秋燥初起证治。 

2.燥干清窍证治。 

3.燥热伤肺致痿喘呕证治。 

4.肺胃阴伤证治。 

第二章  中焦篇 

第一节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知识要点】 

1.阳明温病提纲。 

2.阳明温病，热盛伤阴证治。 

3.阳明温病腑实及合并证证治。 

4.阳明温病出现热陷心包谵语证治。 

5.阳明温病致哕的治疗。 

6.脉实与不实辨腑实与热闭。 

7.温病三焦俱急急治法。 

8.阳明温病下后诸证证治。 

9.热郁中焦证治。 

10.阳明温病热入营血分证治。 

11.斑疹治疗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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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温病湿热里实发黄证治。 

13.温病用药禁忌。 

第二节  暑温 伏暑 

【知识要点】 

1.暑温痰热结胸证治。 

2.暑温（湿）蔓延三焦证治。 

3.暑温伏暑三焦湿热并重证治。 

第三节  湿 温 

【知识要点】 

1.湿热弥漫三焦证治。 

2. 湿热蕴阻中焦证治及治禁。 

3.湿浊郁久，湿渐化热证治。 

4.湿浊郁久，寒湿内阻证治。 

5.湿热证白疹（pei）证治。 

第四节  秋 燥 

【知识要点】 

1.燥伤胃阴证治。 

第三章  下焦篇 

第一节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知识要点】 

1.真阴耗伤及兼证证治。 

2.温病误表心之气阴损伤证治。 

3.便溏阴虚证治。 

4.下焦温病阴虚火炽证治。 

5.温病后期邪伏阴分证治。 

6.虚风内动证治。 

7.阴虚三方的区别应用。 

8.温病兼下焦瘀血（或下焦蓄血）证治。 

9.温热病后胃阴未复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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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暑温 伏暑 

【知识要点】   

1.暑伤心肾证治。 

第三节 湿 温 

【知识要点】    

1.湿温湿邪弥漫郁阻肠道证治。 

第四节 秋 燥 

【知识要点】   

1.燥伤肝肾阴液证治。 

 

 

【识记原文】 （共 78条） 

1、掌握：（46条） 

第一章 上焦篇：1、2、3、4、6、7、8、9、10、15、16、17、18、22、24、

26、27、36、38、39、42、43、54、56、57   

第二章 中焦篇：1、6、17、29、30、31、41、42、63、66、100   

第三章 下焦篇：1、8、11、12、13、14、16、17、21、36    

杂说：治病法论 

 

2、理解：（32条） 

第一章 上焦篇：5、11、12、32、33、37、45、55 

第二章 中焦篇：2、5、7、11、12、13、16、21、23、24、32、33、56、58、

59、60、61、62、101、102 

第三章 下焦篇：3、1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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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范例】    （以《金匮要略》为例） 

初级水平考试：（每科 25分，共 100 分） 

一、单选题：（每题 1分，10 题，共 10分） 

1．其性重浊，易流关节，伤及下部的病邪是： 

A.风邪    B.寒邪   C.湿邪   D.雾邪    E.谷饪之邪 

答案：C 

 

二、判断题：（每题 1分，5 题，共 5分） 

1．奔豚气的病机，不论是在肝、在肾，均与冲脉有关。 

答案：对 

 

三、填空：（每空 0.5 分，20 空，共 10分） 

1．胁下偏痛，发热，____________，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______________。 

答案：其脉紧弦 ，大黄附子汤 

 

高级水平考试： 

一、多选题：（每题 1分，5 题，共 5分） 

1．《金匮》对杂病的治疗法则可概括为： 

A.祛邪时，注重因势利导   B.治未病，防止疾病传变   C.组方严谨，用药精当    

D.治病求本，重视人体正气   E.运用四诊八纲，辨证论治 

答案: A    B    D    E     

 

二、原文默写：（每题 2分，5题，共 10 分） 

1．溢饮的主证、治法、主方是： 

答案: 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  

 

三、论述题：（每题 5分，2 题，共 10 分） 

1．大半夏汤与大黄甘草汤在病因、主症、治法、方药上有何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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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大半夏汤：                      

病机：脾胃虚寒，不能消谷。病程较长。 

主症：胃反呕吐——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 

治法：和胃降逆，补虚润燥 

方药：半夏  人参  白蜜 

大黄甘草汤： 

病机：实热壅滞胃肠，腑气不通，邪热上冲，胃气不降。病情较急。 

主症：食已即吐 

治法：通腑泻热 

方药：大黄  甘草 

 

2．病案分析：要求写出中医诊断（病名、证型）、立法、主方及药物。 

杨某，女，54岁，教师。2001年 4 月 18日诊。 

患者素体不足，面色少华，神疲乏力。近日因劳累过度而夜不安寐，每

日只睡 3～4小时，甚至彻夜不眠，心烦眩晕，脉弦细数，舌质红，苔薄白。 

 

参考答案： 

病名：不寐 

证型：心肝血虚内热证 

治法：养肝清热，宁心安神 

主方：酸枣仁汤加减 

药物：酸枣仁  川芎  知母  甘草  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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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四部经典等级考试管理办法 

为鼓励学生研读中医经典著作，强化学生专业素质，提高学生临床实践能力，

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教务处、中医学院共同负责中医四部经典等级考试工作，日常管理

工作和具体考务工作由中医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条  经典等级考试面向全校学生，学生可根据自身对中医经典知识的掌

握情况，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参与等级考试。中医传承班学生必须参加四部经典

等级考试。 

第三条  经典等级考试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层次。 

第二章  考试方式 

第四条  经典等级考试主要测试学生对中医经典理论的掌握程度。 

考试科目包括：《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温病条

辨》等内容。 

第五条  经典等级考试每年举行两次，分别为 5 月份和 10 月份。5 月为初

级考试，10 月为高级考试。每人每次最少申报两门，限报内经、伤寒；金匮、

温病，最多可申报四门。初级考试合格者方可报高级考试。每门课程限考三次。

报考者于报名期间登录教务管理系统进行报名。 

第六条  经典等级考试由四部经典教研室统一命题。命题范围以中医学院制

定并公布的《中医四部经典等级考试大纲》为准。 

第七条  经典等级考试采用闭卷的方式。 

第八条  总分为 100 分，中医四部经典各 25 分，课程每门不低于 15 分，总

分不低于 60 分为合格。总分不低于 80 分为优秀。学校颁发中医四部经典等级考

试合格证书。备注：如内经、伤寒同时合格或金匮、温病同时合格，发单科合格

证书。 

第三章  考试组织 

第九条  教务处负责经典等级考试的监督管理工作，中医学院负责具体考试

组织工作。 

经典等级考试的报名、考场设置、考试纪律、命题、监考、评卷等考务工作

的规则，由中医学院依据本办法规定。 

第十条  严格执行考试考务工作的有关规章制度，加强考试保密管理，严格

考场纪律，严禁弄虚作假。对违反规章制度的，按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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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激励机制 

第十一条  经典等级考试与任意选修课程学分挂钩。凡通过经典等级考试初

级合格者可抵任选 3 学分，优秀者 4 分。通过高级考试合格者抵任选 5 学分，优

秀者 6 分。（传承班除外） 

第十二条  经典等级考试与校级奖学金评定挂钩。凡通过经典等级初级考试

者在综合测评中合格者予以 1.5 分的加分奖励，优秀者予以 2 分的加分奖励。通

过高级考试合格者予以 3.5 分的加分奖励，优秀者予以 4 分的加分奖励。 

第十三条  经典等级考试与长学制学生在校期间读书笔记要求挂钩。凡通过

经典等级考试初级合格者可折合读书笔记 2 篇，优秀者为 3 篇。通过高级者可折

合 4 篇。 

第十四条  经典等级考试与学位授予相挂钩。对于因外语未达到学校标准而

不能授予学位的学生，医学类专业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在 355（含 355 分）至

425（不含 425 分）之间的，通过经典等级考试高级者，可酌情考虑授予学士学

位；非医、护专业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在 355（含 355 分）至 425（不含 425

分）之间的，通过经典等级考试初级者，可酌情考虑授予学士学位。 

第十五条  经典等级考试与研究生推免挂钩。凡通过高级者，合格者在推荐

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参考条件中予以加 3 分，优秀者加 5

分。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2 月起实施，由中医学院、教务处负责解释。 

 

 

 

天津中医药大学教务处 

                                                   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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