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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医类医师资格实践技能考试内容与方式

2020 年，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原则上在国家实践技能考试基地进行。实

践技能考试采用多站式考试的方式。每位考生必须在同一考试基地内完成全部考

站的测试。在国家实践技能考试基地考试的考生，成绩合格者，成绩 2年有效。

实践技能考试总分为 100 分，60 分合格。2020 年全国医师实践技能考试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11 日至 19 日。个别地区考试时间略有不同，具体请以准考证为准。

站

次

项

目

中西医执业、助理

考试内容 考试分数 考试方法 考试时间

一
1 病案分析 20 纸笔作答（以后逐步

机考）
50 分钟

2 病案分析 20

二

1 中医操作 10 实际操作

20 分钟
2 中医操作 10 实际操作

3 病史采集 10 现场口述

4 中医临床答辩 5 现场口述

三

1 体格检查 10 实际操作

20 分钟

2 西医操作 10 实际操作

3

西医临床答辩（含

辅助检查结果判

读分析）

5 现场口述

合计 100 分 —— 9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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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应试小技巧及各站次考试例题

第一站应试技巧

第一站有两个题，每题 20 分，两道题共为 40 分，要在 60 分钟内完成。为

了方便大家复习，下面为大家分析每个考试项目的答题要点，以便在考场上抓住

题眼，轻松解题。

考试项目 答题技巧

中医疾病诊断
必须把各种疾病的诊断要点记准确。（注意要写清楚病名，

字不能写错。）

中医证候诊断

必须掌握辨证论治的技巧。（注意证型名要尽量写得和书上

一样，如果实在想不起来也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上相似证型

名。）

西医疾病诊断 必须准确写出疾病名。

西医诊断依据
包括病史、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等，可根据题干给出相

关内容进行书写即可。

鉴别诊断
书写出两个疾病鉴别所需要的重点内容，比如症状、体征和

实验室检查。（助理不涉及）

中医治法

一般写 2个词，8个字。前 4个字针对证型，后面 4个字针

对疾病。比如：风热犯肺证的咳嗽的治法为疏风清热，宣肺

止咳。“疏风清热”针对风热犯肺证，“宣肺止咳”针对咳嗽。

方剂名称
准确记忆。必须按照书上答，没有别的办法。方剂后一定要

写上“加减”二字。

药物组成、剂量及

煎服方法

1.组成：不一定把方剂的组成写得很准确，但是药物用得不

能太离谱。比如：热证的处方里绝对不能出现多个热药。

2.剂量：最好写常规剂量 6～15g。（注意有毒药物不要过量；

写清楚特殊煎煮方法，不清楚就不要写以免写错扣分。）

3.煎服法：都写“三剂，水煎服，每日一剂，分三次服”。

西医治疗 不需要把教材涉及的所有内容全部书写出来，只要写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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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治疗方法即可。

第一站考试例题

病案（例）分析

病案摘要（20 分）：

患者，男，58 岁。反复呼吸困难 2年，加重 3个月。2年前出现轻度活动后呼吸

困难，夜间阵发性端坐呼吸。现症状加重，近 3月持续端坐入睡，夜间阵发性呼

吸困难，咳嗽，咳泡沫样痰。

查体：高血压史 10 年，自服普萘洛尔、氢氯噻嗪，治疗效果欠佳。查体：

BP160/100mmHg P100 次/分，R28 次/分。胸部检查可闻及吸气相湿啰音。心律齐，

可闻及舒张早期奔马律。肝脾肋下未触及。喘咳，动则尤甚，神疲乏力，面白，

口唇青紫，胁痛积块，舌质紫暗，脉结代。

辅助检查：胸部 X线：心脏增大。心电图：二尖瓣 P波。

答题要求：

1.根据上述病例摘要，在答题卡上完成书面辩证论治。

2.鉴别诊断：请与肺源性呼吸困难相鉴别。

考试时间：30 分钟。

参考答题要点：

中医疾病诊断（2分）：喘证

中医症候诊断（2分）：气虚血瘀证

西医诊断（2分）：慢性心力衰竭

西医诊断依据（4分）：

1.患者活动后呼吸困难 2年，加重 3个月，端坐呼吸，咳嗽，咳泡沫样痰等临床

表现。

2.高血压病史。

3.肺部听诊湿啰音，心脏听诊舒张期奔马律等体征。

4.辅助检查：胸部 X线：心脏增大，心电图：二尖瓣 P波。

鉴别诊断（2分）（助理不涉及）：肺源性呼吸闲难：呼吸困难因左心衰者多有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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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功能受损的基础疾病（如高血压、慢性心瓣膜病、冠心病或心肌病等），而肺

源性呼吸困难则多有肺、支气管等基础病变；左心衰呼吸闲难常因体位抬高而改

善，而大部分肺源性呼吸闲难常因静息平卧而减轻。

中医治法（2分）：养心补肺，益气活血

方剂名称（2分）：保元汤合桃红饮加减

药物组成（2分）：

人参 3g 黄芪 9g 肉桂 1.5g 甘草 3g 生姜 6g 桃仁 9g 红花 9g 当归 9g 川芎 9g。

3 剂，水煎服，日 1剂，早晚分服。

西医治疗措施（2分）：

1.一般治疗：去除或缓解基本病因；去除诱发因素；改善生活方式；干预心血管

损害的危险因素；密切观察病情演变及定期随访。

2.药物治疗：（1）抑制神经内分泌激活①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②

β受体阻滞剂。（2）改善血流动力学①利尿剂；②地高辛。（3）其他药物①醛固

酮受体拮抗剂；②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③环腺苷酸（cAMP）依赖性

正性肌力药

3.非药物治疗：（1）心脏再同步化治疗（CRT）。（2）埋藏式心律转复除颤器（ICD）。

（3）手术治疗。

病案（例）分析

病案摘要（20 分）：

洪某，男，9岁。2019 年 2 月 11 日初诊。

患儿 1周来乏力，纳呆，近 2天发热不退，双侧耳下漫肿疼痛，坚硬拒按，张口

和咀嚼困难，伴头痛，咽痛，食欲差，便秘，尿赤。

查体：T39.9℃，P110 次/分，R28 次/分。双侧颊部可见以耳垂为中心的腮腺肿

痛和颌下腺肿胀，边缘不清，表面皮肤不红，有触痛，咽部充血，双扁桃体无红

肿，口腔第 2 臼齿处颊粘膜可见腮腺口红肿，挤压颊部后未见液体流出，心率

110 次/分，律齐。舌红，苔黄，脉滑数。

辅助检查：血常规：白细胞 4.5×10
9
/L，中性粒细胞 40%。淋巴细胞 52%。血、

尿淀粉酶轻度升高。



24 小时客服热线 010-82311666 4006501888

答题要求：

1.根据上述病例摘要，在答题卡上完成书面辩证论治。

2.鉴别诊断：请与急性淋巴结炎相鉴别。

考试时间：30 分钟。

参考答题要点：

中医疾病诊断（2分）：痄腮

中医症候诊断（2分）：热毒蕴结

西医诊断（2分）：流行性腮腺炎

西医诊断依据（4分）：

1.患儿，男，9岁，1 周来乏力，纳呆，近 2天发热不退，双侧耳下漫肿疼痛，

坚硬拒按，张口和咀嚼困难，伴头痛，咽痛，食欲差，便秘，尿赤。

2.查体： T39.9℃，双侧颊部可见以耳垂为中心的腮腺肿痛和颌下腺肿胀，边缘

不清，表面皮肤不红，有触痛，咽部充血，双扁桃体无红肿，口腔第 2臼齿处颊

粘膜可见腮腺口红肿，挤压颊部后未见液体流出。

3. 血常规：白细胞 4.5×10
9
/L，中性粒细胞 40%。淋巴细胞 52%。血、尿淀粉酶

轻度升高。

鉴别诊断（2分）（助理不涉及）：淋巴结发炎时，局部疼痛较重，肿胀的淋巴结

边缘清楚，质地较硬，不以耳垂为中心，局部红肿灼热明显，腮腺管口无红肿，

常有头面或口咽部感染灶，周围血象白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增高。

中医治法（2分）：清热解毒，软坚散结

方剂名称（2分）：普济消毒饮加减

药物组成（2分）：黄芩 15g 黄连 15g 陈皮 6g 甘草 6g 玄参 6g 柴胡 6g 桔梗 6

克 连翘 3g 板蓝根 3g 马勃 3g 牛蒡子 3g 薄荷 3g 僵蚕 2g 升麻 2g

3 剂，水煎服，日 1剂，早晚分服。

西医治疗措施（2分）：

1.对高热患儿可采用物理降温或使用解热药。

2.严重头痛和并发睾丸炎者可酌情使用止痛药。合并睾丸炎时，用丁字带托住阴

囊。

3.对并发脑膜脑炎、心肌炎的患儿，可短期应用氢化可的松，每日 5mg/kg，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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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滴注。

4.合并胰腺炎时应禁食，静脉输液加用抗生素，也可使用干扰素。

第二站及第三站应试技巧

2020 年最新的考试形式，将第二站与第三站考试重新分布，第二站为中医相关

操作，第三站为西医相关操作。此两站考试形式一致，中医操作、体格检查、西

医操作部分均在体检者身上或在医学教学模拟人或医用模块等设备上进行操作；

病史采集、中医临床答辩、西医临床答辩均采用现场口述。操作部分要求在操作

过程边口述边操作，要做到全面而又条理，尤其注意爱伤意识。现场口述要有条

不紊，能想到的全部说出来，考官一般会按照口述涉及到的内容进行评分。

总而言之，此两站审完题后不要着急作答，最好先在脑海里有一个大致的思路，

可以礼貌的跟考官说想要思考半分钟、一分钟一般也是合情理的，这样作答就会

更严密，不会造成因紧张而遗漏自己会的知识点。

第二站考试例题

中医操作

叙述并演示诊察小儿食指络脉的操作方法及主要观察内容。（10 分）

答案及评分要点：

（1）诊察小儿食指络脉时，令家长抱小儿面向光亮。（1分）

（2）医生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握住小儿食指末端，再以右手拇指在小儿食指掌侧

前缘从指尖向指根部推擦几次，即从命关向气关，风关直推，络脉愈推愈明显，

直至医者可以看清络脉为止，用力要适中，以络脉可以显见为宜。（4分）

（3）观察脉络显现部位的深浅（浮沉）及所在食指的位置，络脉的形状（络脉

支数的多少、络脉的粗细等）、色泽（红、紫、青、黑）及淡滞（浅淡、浓滞）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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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操作

试述足三里穴定位并演示指切进针法。（10 分）

答案及评分要点：

足三里定位：在小腿外侧，犊鼻下 3寸，犊鼻与解溪连线上。。（4分）

操作要点：①消毒：腧穴皮肤、医生双手常规消毒；（2 分）②持针：押手拇、

食指持消毒干棉球裹住针身下段，以针尖端露出 0.3～0.5cm 为宜；刺手拇、食、

中三指指腹夹持针柄，使针身垂直。（2 分）③刺入：将针尖固定在腧穴皮肤表

面，刺手捻转针柄，押手下压，双手配合，同时用力，迅速将针刺入腧穴皮下。

（2分）

病史采集

患者，女，25 岁，上腹部疼痛伴呕吐、腹泻 2天。

答题要求：围绕以上主诉，叙述患者现病史及相关病史应询问的内容。（10 分）

1.现病史

（1）根据主诉了解从发病到就诊前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及相关的鉴别诊断。

①询问发病时间、起病缓急、病因及诱因。

②询问主诉的性质（刺痛、钝痛、隐痛等）、部位、持续时间、诱发与缓解因素，

有无放射性痛。

③是否有恶心、呕吐、嗳气、反酸、嘈杂、发热、消瘦等伴随症状，询问饮食及

大便情况。

④结合中医十问，了解目前疾病的情况。

（2）诊疗经过

①是否到医院诊治，是否做过钡餐、胃镜等检查。

②曾用何种方法及药物治疗，效果如何。

2.相关病史

（1）既往病史、其他有关病史。

（2）传染病接触史、药物过敏史、手术史。

（3）烟酒嗜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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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族史。

（5）经带胎产史。

中医临床答辩

请回答孔最、委中的主治病证。（5分）

答案及评分要点：

孔最主治：①咳嗽、气喘、咯血、鼻衄、咽喉肿痛等肺系病证；②肘臂挛痛；③

痔疮出血。（2分）

委中主治：①腰背痛、下肢痿痹等病证；②急性腹痛、急性吐泻等病证；③癃闭、

遗尿等泌尿系病证；④丹毒、瘾疹、皮肤瘙痒、疔疮等血热病证。（3分）

第三站考试例题

体格检查

请演示汞柱式血压计间接测量血压的方法。（10 分）

答案及评分要点：

1.嘱被检者在安静环境下休息 5～10 分钟。采取仰卧位或坐位。（1分）

2.测量前需检查血压计是否完好，水银柱是否在 0点。（1分）

3.嘱被检者被测上肢裸露，伸直并轻度外展，肘部与心脏相平（坐位时第 4肋间、

卧位平腋中线）。（2分）

4.用手指确定被检者肱动脉搏动位置，将袖带缠于以下缘距离肘横纹上 2～3cm

位置，将听诊器放于肱动脉搏动处，不得用力按压，向袖带内充气，待听到肱动

脉小时后再将汞柱升高 20～30mmHg 后，缓慢放气（2～6mmHg/s），待听到第一声

搏动时为收缩压；待声音消失时为舒张压。（5分）

5.帮助被检者整理衣物后，向考官汇报被检者血压。（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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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请演示穿隔离衣的全过程。（10 分）

答案及评分要点：

1.戴好帽子及口罩，取下手表，卷袖过肘, 洗手。（1分）

2.手持衣领取下隔离衣，清洁面（内侧面） 朝向自己；将衣领两端向外平齐对

折并对齐肩缝，露出两侧袖子内口。（2分）

3.右手抓住衣领，将左手伸人衣袖内；右手将衣领向上拉，使左手伸出袖口。（1

分）

4.换左手抓住衣领，将右手伸人衣袖内; 左手将衣领向上拉，使右手伸出袖口。

（1分）

5.两手持衣领，由领子前正中顺着边缘向 后将领子整理好并扣好领扣，然后分

别扎好袖口或系好袖口扣子（此时手已污染）。（2分）

6.松开收起腰带的活结，将隔离衣一边约 在腰下 5cm 处渐向前拉，直到见边缘

后捏住；同 法捏住另一侧边缘的相同部位，注意手勿碰触到 隔离衣的内面。然

后双手在背后将边缘对齐，向 一侧折叠，将后背完全包裹。一手按住折叠处，另

一手将腰带拉至背后压住折叠处，将腰带在背后交叉，绕回到前面系好。（3分）

西医临床答辩

根据下图所给心电图分析临床意义。（5分）

答案与评分要点：心房颤动。（5分）

三、考试寄语

技能考试是我们通过医师考核的第一步，很多人都说，技能考试很看重“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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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认真备考、自信的人都会有好运的。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摧毁一个强大的

信念，因为信念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愿每一位学员都能通过考试，用自己的信念

去不断突破自我。同时请您给医学教育网一个机会，让网校用丰富的辅导经验来

助您一臂之力，祝考试顺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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