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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卫办发〔2019〕247 号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关于印发 2019 年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

医师资格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区）卫生健康委（局），宁东管委会社会事务局,委直

属有关单位：

为做好全区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工作，根据《中

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和《宁夏

回族自治区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实施细

则（暂行）》有关规定，制定了《2019 年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

医师资格考核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6月 1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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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
医师资格考核实施方案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

注册管理实施细则（暂行）》有关规定，为保证 2019 年中医医术

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顺利进行，结合我区 2018 年考核工作

开展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报名资格

（一）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的，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核应当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在本自治区内连续跟师学习中医满五年（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对某些病证的诊疗，方法独特、技术安全、疗效明显，

经指导老师评议合格；

2.由师承所在市辖区内，至少两名熟知被推荐人医术水平、

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五年以上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推荐（推荐老师不

包括其指导老师），所推荐内容应与申请者填报中医医术专长相

一致。

（二）经多年中医医术实践的，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核应当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医术渊源，在中医医师指导下连续在本区内从事中医

医术实践活动满五年（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或者《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医药法》施行前已经从事中医医术实践活动满五年的；

对某些病证的诊疗，方法独特、技术安全、疗效明显，并得到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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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普遍认可；

2.由医术实践所在市辖区内，至少两名熟知被推荐者医术水

平、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五年以上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推荐，所推荐

内容应与申请者填报中医医术专长相一致。

（三）《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

办法》实施前，已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的中医药一技之长

人员，或者取得《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继续跟师学习满两

年（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或已取得《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

长证书》者，都可申请参加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

二、报名材料

（一）师承学习人员。

1.《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师承学习人员）医师资格考核

申请表）》（附表 1-1）；

2.申请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初审后退还）及复印件，近期小

2寸免冠白底证件照 4张；

3.指导老师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原件（初审后退还）

及复印件；

4．跟师学习合同原件（初审后退还）及复印件；

5．自跟师学习时间确定之日起连续跟师学习中医满五年的

证明材料（学习笔记、临床实践记录等）；

6.两名推荐医师的推荐表(附表 2)、承诺书（附表 3），身

份证、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原件（初审后退还）及复印

件；

http://www.med66.com/xiangcunyishengpei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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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取得《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后，指导老师出具的跟

师学习满两年的证明原件。跟师学习情况书面评价意见及结论原

件；

8.中医医术专长综述，包括医术的基本内容及特点描述、适

应症或者适用范围、安全性及有效性的说明等，以及能够证明医

术专长确有疗效的相关资料；

9.提供 5 份报考中医医术专长的典型案例。

10.报考专长涉及内服或外治中药者填写中药知识考核申报

表（附表 7）。

（二）多年实践人员。

1.《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多年实践人员）医师资格考核

申请表》（附表 1-2）；

2.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初审后退还）及复印件，近期小 2 寸

免冠白底证件照 4张；

3.两名推荐医师的推荐表（附表 2)、承诺书（附表 3），身

份证、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原件（初审后退还）及复印

件;

4．中医医术专长综述，包括医术学术渊源、基本内容及特

点描述、适应症或者适用范围、安全性及有效性的说明等，以及

能够证明医术专长确有疗效的相关资料;

5．提供医术渊源的相关证明材料，以及长期临床实践所在

地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或者所在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的从事中

医医术实践活动满五年证明，或者至少十名患者的推荐证明（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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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6.提供 5 份报考中医医术专长的典型案例;

7.报考专长涉及内服或外治中药者填写中药知识考核申报

表（附表 7）。

（三）已取得《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或具有《乡村

医生执业证书》的中医药一技之长人员

1．《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多年实践人员）医师资格考

核申请表）》（附件 1-2）；

2．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初审后退还）及复印件，近期小 2

寸免冠白底证件照 4张；

3．《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或《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原件（初审后退还）及复印件;

4.中医医术专长综述，包括医术的基本内容及特点描述、适

应症或者适用范围、安全性及有效性的说明等，以及能够证明医

术专长确有疗效的相关资料；

5.提供 5 份报考中医医术专长的典型案例;

6.报考专长涉及内服或外治中药者填写中药知识考核申报

表（附表 7）。

三、报名材料要求

1.医术渊源材料。中医医术渊源证明材料，应描述出自己医

术渊源的传承脉络，包括接触中医时间、接触中医形式、学习或

掌握的中医典籍和主要中医学术思想阐述等方面。

2.医术专长综述。中医医术专长综述填写应围绕考生所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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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医术专长，包括中医医术专长的基本内容及特点描述、适应症

或者适用范围、安全性及有效性的说明等，以及能够证明医术专

长确有疗效的相关资料。申报 1 个病证或技术不少于 1000 字，2-3

个病证或技术不少于 2000 字，需单独提供。

3.患者证明材料。长期实践人员提供的 10 名患者推荐证明

材料中，患者姓名、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应真实可靠、能

随时联系，证明申报者的中医医术实践经验和疗效。如经核实，

有 3名及以上患者无法联系、不知情等情况，取消申报者申报资

格。

4.典型案例材料。案例中必须包含患者姓名、家庭住址、联

系方式、就诊时间等信息，还应包含主症主诉、中医四诊辩证、

中医诊断、治则治法和具体方药，理法方药应相一致。

5.中药知识考核品种。使用内服或外治中药的申请人必须

填报中药知识考核品种，在指定的品种目录中（附表 7）选择本

人长期实践过程中常用的中药 80 种（亦可填写自选中药品种）。

以上所涉及各类报考材料一律不退还，请考核对象自行备

份。

四、报考技术类别和数量

（一）类别：中医药专长技术分为内服方药类，外治技术类，

内服方药为主辅助外治技术类，外治技术为主辅助内服方药类等

四类。

1.内服方药类专长填报按照“内服方药+具体病证”的方式进

行填报。具体病证应按照《中医医术确有专长考核病证申报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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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中所列病证进行填报。

2.外治技术类专长填报按照“外治技术+具体病证”的方式进

行填报。具体外治技术应按照《中医医术确有专长考核外治技术

申报目录》（附件 6）中所列外治技术进行填报。

3.报考内服方药为主辅助外治技术类和外治技术为主辅助内

服方药类的应将两者都填写明确，具体参照上述规定。

（二）数量：每名报考人员最多只能报考 3个病证或 3项技

术，不能兼报。

（三）2018 年通过资格审核人员报考规定：增加治疗病证或

技术范围的，按照 2019 要求重新申报、审核，不通过者取消考核

资格；不增加治疗病证或技术范围的，直接参加考核，涉及使用

中药的，填报《中药知识考核申报品种目录》（附表 7）。现场考

核与 2019 年通过资格审核人员分批次进行。

五、报名程序

（一）县级初审。申请人向长期临床实践所在地县（区、市）

卫生健康部门提出考核申请（宁东地区到宁东管委会社会事务

局），与 2名推荐医师共同到县（区、市）卫生健康部门报名现

场签订《推荐承诺书》（附表 3）；县（区、市）卫生健康部门

负责对申请人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初审，提出初审意

见。将符合报考条件人员名单在本辖区进行公示，无异议后将《申

报汇总表》（附表 8）、初审合格材料、公示情况报送上级市卫

生健康委。

申请人在临床实践中存在医疗纠纷且造成严重后果的，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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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报名资格。

（二）市级复审。市卫生健康委结合初审意见，负责对申请

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等进行复审，提出复审意见，将复审合格

材料报送宁夏医药卫生学会管理办公室（宁东地区初审材料直接

报送宁夏医药卫生学会管理办公室）。

（三）自治区审核。宁夏医药卫生学会管理办公室组织专家，

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对报送材料进行审核确认，合格名单报自治

区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理处。

（四）公示公告。经自治区审核合格的，将符合考核条件人

员名单、指导老师和推荐医师信息在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

进行公示。对公示无异议的制发《2019 年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

医师资格考核准考证》。

六、时间安排

（一）报名时间、地点

时间：2019 年 6 月 20 日至 7月 10 日。地点：申请考核人员

长期临床实践地所在县（区、市）卫生健康局。

（二）资格审核时间

1、各县（区、市）卫生健康局于 2019 年 7 月 20 日前，对报

名人员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公示 5个工作日，并将初审合

格人员材料报市卫生健康委；

2.市卫生健康委于 7 月 30 日前，对县（区、市）卫生健康局

初审材料进行复审，将复审合格人员材料报宁夏医药卫生学会管

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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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宁夏医药卫生学会管理办公室于 9月 15 日前，完成复审合

格人员资格审核，并将合格人员名单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进行公

示。

（三）考核时间

2019 年 11 月。具体考核时间另行通知。

七、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为专家现场评议和实地调查核验相结合。现场评议

根据被考核人使用的中医药技术方法分类考核，内容包括医术专

长陈述、现场问答、诊法技能操作、外治技术操作、中药相关知

识考核等。实地调查核验是对现场考核合格人员，组织专家到其

医术实践所在地通过走访群众、实地查验被考核人临证实践等情

况。

八、现场考核程序

（一）医术专长陈述。被考核人陈述本人医术的基本内容及

特点；适应症或适用范围；安全性及风险防范措施；有效性等。

（二）现场问答及诊法技能操作。考核专家围绕被考核人医

术专长进行提问；考核申请人诊法技能、外治技术操作。

九、现场考核内容

（一）内服方药类考核内容：

1．医术专长陈述（5分钟）

被考核人陈述本人医术渊源或者传承脉络；医术的具体内容、

适应症及特点；医疗技术的安全性及风险防范措施。

2．现场问答（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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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被考核人医术专长陈述中的病证范围相关的中医基础知

识、中医治疗方法及安全性等方面进行问答。

3．诊法技能操作（10 分钟）

围绕被考核人医术专长，结合中医四诊理论，进行中医诊断

技能操作。

4．中药知识考核（5分钟）

（1）考核被考核人相关中药性味归经、功能主治、常用剂量

等知识；

（2）围绕被考核人使用的中药种类、药性、药量、配伍等进

行安全性评估，根据风险点考核相关用药禁忌、中药毒性知识等。

（二）外治技术类考核内容：

1．医术专长陈述（5分钟）

被考核人陈述医术的基本内容及特点、适应症和适用范围、

有效性和典型案例、安全性及风险防范措施。

2．现场问答（10 分钟）

围绕被考核人使用外治技术的操作部位、操作难度、创伤程

度、感染风险等进行安全性评估，根据风险点考核其操作安全风

险认知和有效防范方法、病证范围相关的中医基础知识、中医治

疗方法及安全性等方面进行问答。

3．外治技术操作（10 分钟）

围绕被考核人医术特长，现场进行外治技术模拟操作，同时

叙述技术操作要点。

4．中药知识考核（5分钟）

http://www.med66.com/web/zhongyiji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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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外用药物的，或外敷药物中含毒性中药的，考核相关的

中药毒性知识。

（三）治疗方法以内服方药为主、配合使用外治技术，或者

以外治技术为主、配合使用中药的，适当增加配合部分相关考核

内容。

十、考核合格标准

现场考核合格票数多于不合格时，考核结论为合格；合格票

数少于不合格时，考核结论为不合格；对现场考核合格者，组织

相关专家到被考核人实践地采用实地调查核验等方式评定效果。

根据现场考核和实地调查核验情况，考核专家组经综合评议后，

对被考核人做出最后考核结论。考核结论为合格者，考核专家对

其在执业活动中能够使用的中医药技术方法和具体治疗病证范围

进行认定。

十一、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

师资格考核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社会关注度高、报考人员

情况复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按照规定

和要求，指定专人负责，对申请人的报名资料认真审核，严格把

关，保证考核工作顺利进行。

（二）加强宣传，做好政策解读。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

加强考核报名的宣传工作，通过大众传媒、粘贴公告等多种形式

将报名通知、时间、地点等信息告知申请人，并做好政策解读。

让申请人全面了解报名条件，考核流程、时间、内容和程序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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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政策。

（三）严格时间节点，按时上报资料。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报名、初审、复审

及资料上报工作。

2019 年自治区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实施方

案文件与有关表格可登录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sjkw.nx.gov.cn）查询和下载。

附表：1-1.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师承学习）医师资格考

核申请表

1-2.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多年实践）医师资格考核申请

表

2.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推荐表

3.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推荐医师承诺书

4.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多年实践）推荐证明材料

5.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病证申报目录

6.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外治技术申报目录

7.中药知识考核申报品种目录

8.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申报汇总表

http://wsjkw.nx.gov.cn/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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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师承学习）
医师资格考核申请表

姓名 性别

照 片
出生年月 民族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健康状况 现从事主要职业

工作单位

家庭地址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户籍所在地 身份证号码

跟师学习地点 跟师学习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医术专长
近五年

服务人数

文化学习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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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师学习

医术及实践

经历

医术专长

综述
单独提供材料

回顾性中医医术实践资料 5例（需提供患者真实姓名、住址、电话，单独提供材料）

本人承诺所填报信息全部真实准确，如有虚假，个人自行承担后果。

本人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指导老师

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民族

工作单位
从事中医临

床工作时间

职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医师资格证书编码

医师执业证书编码

临床特长

指导老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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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 字：

日 期： 年 月 日

县级中医药主

管部门意见

（初审意见）

审核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地市级中医药

主管部门意见

（复审意见）

审核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省级中医药主

管部门意见

（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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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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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本表供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师承学习人员）申请参加医师

资格考核时使用。

2.用钢笔或中性笔填写，也可打印。内容要具体、真实，字迹要

端正清楚。

3.表内的年月日时间，一律用公历阿拉伯数字填写。

4.文化程度：填写申请人目前所取得的最高学历。

5.工作单位：没有工作单位者，填“无”。

6.跟师学习地点：应具体到跟师学习及临床实践医疗机构。

7.医术专长：应包括使用的中医药技术方法和擅长治疗的病证范

围。

8.近五年服务人数：是指近五年内在指导老师指导下应用医术专

长服务的人数。

9.指导老师意见：包括对学生跟师学习情况的评价意见及出师结

论等。

10.推荐医师意见：包括被推荐人姓名、医术专长和推荐理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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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多年实践）
医师资格考核申请表

姓名 性别

照 片

出生年月 民族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健康状况 现从事主要职业

工作单位

家庭地址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户籍所在地 身份证号码

医术实践地点 医术实践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医术专长
近五年

服务人数

学习途径 自学□ 家传□ 跟师□ 自创□

医术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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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学习

经历

医术实践

经历

医术专长

综述
单独提供材料

回顾性中医医术实践资料 5 例（需提供患者真实姓名、住址、电话，

单独提供材料）

本人承诺所填报信息全部真实准确，如有虚假，个人自行承担后果。

本人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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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中医药主

管部门意见

（初审意见）

审核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地市级中医药

主管部门意见

（复审意见）

审核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省级中医药主

管部门意见

（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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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本表供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多年实践人员）申请参加医师

资格考核时使用。

2.用钢笔或中性笔填写，也可打印。内容要具体、真实，字迹要

端正清楚。

3.表内的年月日时间，一律用公历阿拉伯数字填写。

4.文化程度：填写申请人目前所取得的最高学历。

5.工作单位：没有工作单位者，填“无”。

6.医术实践地点：应具体到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XX

村（街道）。

7.医术专长：应包括使用的中医药技术方法和擅长治疗的病证范

围。

8.近五年服务人数：是指近五年内应用医术专长服务的人数。

9.个人学习经历：包括文化学习和医术学习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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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推荐表

推

荐

医

师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性别

职称 民族

专业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医师资格证书

编码

医师执业证书

编码

工作单位

推

荐

医

师

意

见

（包括被推荐人姓名、医术专长和推荐理由等）

本人承诺推荐内容真实准确。

推荐医师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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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
推荐医师承诺书

推荐医师姓名 ,身份证号 ，执业证书

编号： 。

本人自愿推荐 ，身份证号 ，

参加 年度自治区中医医术确有专长考核，本人对其中医专长学习实

践经历熟悉，评估其中医专长疗效确切，符合《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

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推荐要求，特此推荐。

根据《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第

三十六条 推荐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的中医医师、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

的医术确有专长人员的指导老师，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在推荐中弄虚作

假、徇私舞弊的，由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依法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

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本人已知悉上述推荐需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推荐意见

是我本人真实意见的表达，若推荐内容不实或推荐材料虚假，自愿接受相

关处罚条款。

推荐医师签字（含指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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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多年实践）
推荐证明材料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经多年中医

医术实践活

动人员的推

荐证明材料

（任选一项）

（1）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证明

证明内容：

证明人员：

联系方式：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2）所在居委会、村委会证明内容

证明内容：

证明人员：

联系方式：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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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至少十名患者推荐证明

序

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家庭详细住址 联系方式 所患疾病 就诊时间

治疗效果

（显著、较好、

一般、无效）

就诊途径

（广告、介绍、

慕名、其它）

签字确认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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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
病证申报目录

填写格式为： 治疗 疾病。目录内

没有的可填写自选专长，但必须符合中医诊断病名。

一、内科疾病

肺系病证（感冒 咳嗽 哮病 喘证 肺痈 肺痨 肺胀 肺痿）

心脑系病证（心悸 胸痹心痛 心衰 头痛 眩晕 中风 痴呆 癫狂

痫病）

脾胃系病证（胃痛 痞满 呕吐 噎膈 呃逆 腹痛 泄泻 痢疾）

肝胆系病证（胁痛 黄疸 积聚 鼓胀 瘿病）

肾膀胱系病证（水肿 淋证 癃闭 关格 阳痿 遗精）

气血津液病证（郁证 血证 痰饮 消渴 厥证 肥胖 癌病）

经络肢体病证（痹证 历节 痉证 痿证 颤证 腰痛）

二、外科疾病

痈 疖 疔疮 无头疽 瘰疬 发颐

乳病（乳痈 乳疬 ）

肛门病（痔疮 肛裂 脱肛 肛门周围痈疽 肛漏）

外伤病（水火烫伤）

皮肤病（荨麻疹 鹅掌风 脚湿气 缠腰火丹 疥疮 湿疹 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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癣 白屑风 粉刺 瘢痕疙瘩）

三、妇科疾病

月经病（月经先期 月经后期 月经先后无定期 月经过多 月

经过少 经期延长 经间期出血 崩漏 闭经 痛经 经行乳房

胀痛 ）

带下病（带下过多 带下过少）

妊娠病（妊娠恶阻 妊娠腹痛 胎漏 小产 滑胎）

产后病（产后腹痛 产后身痛 产后恶露不绝 产后抑郁）

妇科杂病（盆腔炎 不孕症 子宫脱垂）

四、儿科疾病

初生儿病证（胎黄 斜颈）

肺系病证（感冒 乳蛾 咳嗽 哮喘 肺炎喘嗽）

脾系病证（鹅口疮 呕吐 腹胀 腹痛 胃痛 厌食 积滞 泄泻疳病）

心系病证（心悸 夜啼 汗证 智力低下）

肝系病证（惊风 癫痫 痿病 痹病 胁痛 ）

肾系疾病（水肿 遗尿 解颅）

五、耳鼻喉科疾病

耳部常见疾病（耳瘘 脓耳 耳聋 耳鸣 耳眩晕 ）

鼻部常见疾病（鼻渊 鼻衄）

咽喉口部常见疾病（乳蛾 口疮 ）

六、眼科疾病

胞睑疾病（胞生痰核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8E%E9%BB%84/14726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9C%E9%A2%88/168586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2%BA%E7%B3%BB/84739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B3%E8%9B%BE/63552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2%BA%E7%82%8E%E5%96%98%E5%97%BD/102253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9%85%E5%8F%A3%E7%96%AE/18093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AF%E6%BB%9E/102754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84%E6%B3%BB/71035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7%E8%AF%81/1929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3%8A%E9%A3%8E/71038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7%BF%E7%97%85/60011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7%B9%E7%97%85/110148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81%E7%97%9B/102073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97%E5%B0%BF/455184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A3%E9%A2%85/228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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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眦疾病（流泪症 ）

白睛疾病（风热赤眼 胬肉攀睛 白睛溢血 ）

七、骨伤病

上肢骨折（锁骨骨折 肩胛骨骨折 肱骨骨折 尺骨骨折 桡骨骨折

桡、尺骨干双骨折 腕舟骨骨折 掌骨骨折 指骨骨折）

下肢骨折（股骨骨折 髌骨骨折 胫腓骨干双骨折 胫骨骨折 腓

骨骨折 踝部骨折 距骨骨折 跟骨骨折 足舟骨骨折 跖骨骨折

趾骨骨折）

躯干骨折（胸腰椎骨折和脱位 骨盆骨折 肋骨骨折）

脱位（下颌关节脱位 胸锁关节脱位 肩锁关节脱位 肩关节脱位

肘关节脱位 腕部脱位 掌指关节及指间关节脱位 髋关节脱位 膝

关节脱位 踝关节脱位 距骨脱位 跖跗关节脱位 跖趾关节脱位

足趾间关节脱位）

伤筋（上肢伤筋：肩部及上臂伤筋 肘部及前臂伤筋 腕及手部

伤筋 下肢伤筋：髋及大腿伤筋 膝关节及小腿部伤筋 踝及足

部伤筋 躯干伤筋：颈部软组织急性损伤 落枕 颈椎病 急性损伤

性腰痛 慢性腰痛）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8%82%A2%E9%AA%A8%E6%8A%98/99015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4%81%E9%AA%A8%E9%AA%A8%E6%8A%98/343903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2%B1%E9%AA%A8%E5%A4%96%E7%A7%91%E9%A2%88%E9%AA%A8%E6%8A%98/51192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BA%E9%AA%A8%E9%B9%B0%E5%98%B4%E9%AA%A8%E6%8A%98/50529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1%A1%E9%AA%A8%E5%A4%B4%E9%AA%A8%E6%8A%98/600384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BA%E9%AA%A8/16555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5%95%E8%88%9F%E9%AA%A8%E9%AA%A8%E6%8A%98/33675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E%8C%E9%AA%A8%E9%AA%A8%E6%8A%98/33675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87%E9%AA%A8%E9%AA%A8%E6%8A%98/59027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2%A1%E9%AA%A8%E9%A2%88%E9%AA%A8%E6%8A%98/51029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8C%E9%AA%A8%E9%AA%A8%E6%8A%98/50877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AB%E9%AA%A8%E9%AB%81%E9%AA%A8%E6%8A%98/50877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8%9D%E9%83%A8%E9%AA%A8%E6%8A%98/50878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7%9D%E9%AA%A8%E9%AA%A8%E6%8A%98/50878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7%9F%E9%AA%A8%E9%AA%A8%E6%8A%98/50878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7%96%E9%AA%A8%E9%AA%A8%E6%8A%98/35808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B8%E8%85%B0%E6%A4%8E%E9%AA%A8%E6%8A%98/56561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A%A8%E7%9B%86%E9%AA%A8%E6%8A%98/50879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2%8B%E9%AA%A8%E9%AA%A8%E6%8A%98/52424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B%E9%A2%8C%E5%85%B3%E8%8A%82%E8%84%B1%E4%BD%8D/33711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B8%E9%94%81%E5%85%B3%E8%8A%82%E8%84%B1%E4%BD%8D/60040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2%A9%E9%94%81%E5%85%B3%E8%8A%82%E8%84%B1%E4%BD%8D/1005811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2%A9%E5%85%B3%E8%8A%82%E8%84%B1%E4%BD%8D/343907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2%98%E5%85%B3%E8%8A%82%E8%84%B1%E4%BD%8D/34392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E%8C%E6%8C%87%E5%85%B3%E8%8A%82/16607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87%E9%97%B4%E5%85%B3%E8%8A%82%E8%84%B1%E4%BD%8D/600410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8B%E5%85%B3%E8%8A%82%E8%84%B1%E4%BD%8D/508705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6%9D%E5%85%B3%E8%8A%82%E8%84%B1%E4%BD%8D/103617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6%9D%E5%85%B3%E8%8A%82%E8%84%B1%E4%BD%8D/103617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8%9D%E5%85%B3%E8%8A%82%E8%84%B1%E4%BD%8D/27903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7%9D%E9%AA%A8%E8%84%B1%E4%BD%8D/60041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7%96%E8%B6%BE%E5%85%B3%E8%8A%82%E8%84%B1%E4%BD%8D/600414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0%BD%E6%9E%95/87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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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
外治技术申报目录

填写格式为： 治疗 疾病。目录内

没有的可填写自选专长，但必须符合中医诊断病名。

一、针刺治疗技术

1.针刺技术 毫针 头针 耳针 腹针 三棱针 皮内针

火针 芒针

2.穴位注射技术

3.埋线技术

4.平衡针技术

5.靳三针技术

6.电针技术

二、推拿治疗技术（

三、刮痧治疗技术

四、拔罐治疗技术

1.拔罐（留罐、闪罐、走罐）技术

2.药罐技术

3.刺络拔罐技术

4.针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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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灸疗技术

六、敷熨熏浴治疗技术

七、微创治疗技术

1.针刀技术

2.带刃针技术

3.水针刀技术

4.钩针技术

5.刃针技术

6.长圆针技术

7.拨针（松解针）技术

八、肛肠疾病治疗技术

1.挂线技术

2.枯痔（硬化）技术

3.痔结扎技术

4.中药灌肠技术

5.注射固脱技术

九、其他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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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中药知识考核申报品种目录

（在所选药名上画“〇”，自选药名填写要字迹清楚、名称规范）

解表药

辛温解表药：麻黄 桂枝 紫苏 生姜 荆芥 防风 羌活

白芷 藁本 苍耳子 辛夷

辛凉解表药：薄荷 牛蒡子 蝉蜕 淡豆豉 桑叶 菊花

蔓荆子 葛根 柴胡 升麻

清热药

清热泻火药：石膏 知母 芦根 天花粉 竹叶 栀子

夏枯草 青葙子

清热燥湿药：黄芩 黄连 黄柏 龙胆草 苦参

清热凉血药：生地黄 玄参 牡丹皮 赤芍 紫草

清热解毒药：金银花 连翘 蒲公英 紫花地丁 板蓝根

青黛 穿心莲 鱼腥草 射干 山豆根

马齿笕 白头翁 秦皮 白花蛇舌草

山慈菇 白鲜皮 败酱草

清虚热药：青蒿 白薇 地骨皮 银柴胡 胡黄连

泻下药

攻下药：大黄 芒硝 番泻叶 芦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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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下药：火麻仁 郁李仁

峻下逐水药：甘遂 大戟 芫花 巴豆 牵牛子

祛风湿药

独活 威灵仙 防己 秦艽 木瓜 桑枝 桑寄生 五加皮

豨签草 白花蛇 蚕沙

芳香化湿药

苍术 厚朴 藿香 佩兰 砂仁 白豆蔻 草豆蔻 草果

利水渗湿药

茯苓 猪苓 泽泻 薏苡仁 车前子 滑石 木通 金钱草

海金沙 石苇 萆薢 茵陈蒿 地肤子 赤小豆 萹蓄 瞿麦

温里药

附子 干姜 肉桂 细辛 花椒 荜茇 丁香 胡椒 吴茱萸

高良姜 小茴香

理气药

陈皮 枳实 佛手 香橼 木香 香附 乌药 沉香 川楝子

青木香 薤白 玫瑰花

消食药

山楂 神曲 麦芽 莱菔子 鸡内金

驱虫药

使君子 苦楝皮 槟榔 南瓜子 贯众

止血药

大蓟 小蓟 地榆 白茅根 仙鹤草 白及 棕榈炭 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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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草 蒲黄 藕节

活血祛瘀药

川芎 乳香 没药 延胡索 郁金 姜黄 莪术 三棱 丹参

虎杖 益母草 鸡血藤 桃仁 红花 鸡血藤 五灵脂 牛膝

水蛭 降香 泽兰 虻虫 王不留行 苏木

化痰止咳平喘药

化痰药：半夏 天南星 白附子 白芥子 桔梗 旋复花

白前 前胡 瓜蒌 贝母 天竹黄 竹茹 海藻

昆布 黄药子 胖大海

止咳平喘药：杏仁 百部 紫菀 款冬花 苏子 桑白皮

葶苈子 枇杷叶 白果

安神药

朱砂 磁石 龙骨 琥珀 酸枣仁 柏子仁 远志 合欢皮

平肝熄风药

石决明 牡蛎 珍珠母 代赭石 钩藤 天麻 刺蒺藜

决明子 全蝎 蜈蚣 白僵蚕 地龙 罗布麻

开窍药

麝香 冰片 苏合香 石菖蒲

补虚药

补气药：人参 西洋参 党参 太子参 黄芪 白术 山药

甘草

补阳药：鹿茸 巴戟天 肉苁蓉 仙茅 淫羊藿 杜仲 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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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脊 骨碎补 补骨脂 益智仁 蛤蚧 沙苑子

菟丝子 锁阳 韭子

补血药：当归 熟地黄 何首乌 白芍 阿胶 龙眼肉

补阴药：沙参 麦门冬 天门冬 石斛 玉竹 黄精 百合

枸杞子 桑椹 女贞子 鳖甲 龟板 墨旱莲

收涩药

五味子 乌梅 五倍子 浮小麦 麻黄根 肉豆蔻 赤石脂

莲子 芡实 山茱萸 桑螵蛸 乌贼骨 覆盆子

涌吐药

瓜蒂 胆矾 藜芦

外用药及其他

硫黄 雄黄 轻粉 升药 铅丹 炉甘石 明矾 硼砂 斑蝥

蟾酥 马钱子 蛇床子 露蜂房 血竭 樟脑 松香 瓦楞子

其他自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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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8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申报汇总表

县（区）卫生健康局（公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年龄 报考类别 医术专长 联系电话

注：报考类别指内服方药类、外治技术类、内服方药辅助外治技术类、外治技术辅助内服方

药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