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专业中级职称考试要求及复习大纲（2017 年修订） 

     

一、试卷分值占比说明 

护理专业中级职称考试试卷分为护理基础理论部分和护理

专业部分，两部分各占总分的 50%（口腔护理和精神护理试卷的

基础理论部分占总分的 30%；护理专业部分，占总分的 70%） 

 

二、复习大纲目录 

 

（一）护理学基础理论部分复习大纲 （50 分；口腔护理和精神

护理占 30 分） 

（二）内科护理学复习大纲 （50 分） 

（三）外科护理学复习大纲 （50 分） 

（四）妇产科护理学复习大纲 （50分） 

（五）儿科护理学复习大纲 （50 分） 

（六）耳鼻咽喉科护理学复习大纲 （50 分） 

（七）眼科护理学复习大纲（50 分） 

（八）皮科护理学复习大纲 （50 分） 

（九）口腔护理学复习大纲（70 分） 

（十）精神护理学复习大纲（70 分） 

 

 



 

护理学基础理论部分复习大纲 

 

《基础护理学》（第 5版） 

主编：李小寒  尚少梅 2016年 4月  人民卫生出版社 

 
第二章 环境 
    第二节 医院环境 
第四章 预防与控制医院感染 
    第一节 医院感染 
    第三节 手卫生 
    第四节 无菌技术 
第五章 患者的安全与护士的职业防护 
    第一节 患者的安全 

第二节 护士的职业防护  
第六章 患者的清洁卫生 

第一节 口腔护理 
第三节 皮肤护理 

第八章  生命体征的评估与护理 
    第一节 体温的评估与护理 

第二节 脉搏的评估与护理 
第三节 血压的评估与护理 
第四节 呼吸的评估与护理 

第十章 饮食与营养 
    第二节 医院饮食 
    第三节 营养状况的评估 
    第五节 特殊饮食护理 
第十一章 排泄 

第一节 排尿护理 
第二节 排便护理 

第十二章 给药 
第二节 口服给药法 
第三节 注射给药发 
第四节 雾化吸入法 
第五节 药物过敏试验法 

第十三章 静脉输液和输血 
第一节 静脉输液 
第二节 静脉输血 

第十五章 疼痛患者的护理 
    第三节 疼痛的护理 
第十六章 病情观察及危重患者的管理 

第二节 危重患者的管理 
第十七章 临终护理 

第三节 临终患者及家属的护理 



 

内科护理学复习大纲（中级） 

内科护理学（第 5版） 

主编：尤黎明、吴瑛  2016 年 4月  人民卫生出版社 

 

第二章  呼吸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呼吸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第三节 急性呼吸道感染   

一、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二、急性气管一支气管炎  

第四节 肺部感染性疾病   

一、肺炎概述   

二、肺炎链球菌肺炎   

第五节 肺脓肿  

第六节 支气管扩张症 

第七节  肺结核 

第八节  支气管哮喘 

第九节  慢性支气管炎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一、慢性支气管炎 

    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第十节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第十一节 肺血栓栓塞症  

第十三节 胸膜疾病 

    一、 胸腔积液  

    二、 气胸 

第十四节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第十五节 呼吸衰竭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一、呼吸衰竭   

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三、呼吸衰竭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病人的护理  

第十六节 机械通气  

   一、 有创机械通气 

   二、 无创机械通气 

第十七节 呼吸系统常用诊疗技术及护理   

二、胸腔穿刺术 

 

第三章 循环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循环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第三节 心力衰竭   

一、慢性心力衰竭   

二、急性心力衰竭  

第四节 心律失常   

一、窦性心律失常   

二、房性心律失常   



 

四、室性心律失常   

五、心脏传导阻滞  

六、心律失常病人的护理  

第五节 心脏骤停与心脏性猝死  

第七节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一、心绞痛    

二、心肌梗死  

第八节 原发性高血压  

第九节  病毒性心肌炎 

第十一节 感染性心内膜炎   

第十三节 循环系统常用诊疗技术及护理   

一、心脏起搏治疗   

二、心脏电复律   

三、心导管检查术   

 

第四章 消化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消化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第四节 胃炎 

   一、急性胃炎 

   二、慢性胃炎 

第五节 消化性溃疡 

第六节 胃癌 

第八节 炎症性肠病 

一、溃疡性结肠炎 

第十节 肝硬化 

第十一节 原发性肝癌 

第十二节 肝性脑病 

第十三节 急性胰腺炎 

第十四节 上消化道大出血 

第十五节 消化系统常见诊疗技术及护理 

二、腹腔穿刺术 

五、上消化道内镜检查术 

           九、结肠镜检查术 

 

第五章 泌尿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泌尿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第三节 肾小球疾病概述 

第四节 肾小球肾炎 

一、急性肾小球肾炎 

二、急进性肾小球肾炎 

三、慢性肾小球肾炎 

第五节 肾病综合征 

第六节 尿路感染 

第七节 急性肾衰竭 



 

第八节  慢性肾衰竭 

第九节 血液净化治疗的护理 

一、血液透析 

二、腹膜透析 

 

第六章 血液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血液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第三节 贫血 

一、概述 

二、缺铁性贫血 

四、再生障碍性贫血 

第四节 出血性疾病 

一、概述 

二、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三、过敏性紫癜 

五、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第五节 白血病 

一、急性白血病 

二、慢性白血病 

第六节 淋巴瘤 

第八节 血液系统常见诊疗技术及护理 

   一、外周穿刺中心静脉导管技术 

   三、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护理 

   四、骨髓穿刺术 

 

第七章 内分泌与代谢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第四节 甲状腺疾病 

二、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三、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第五节 肾上腺皮质疾病 

一、库欣综合征 

第七节 糖尿病 

第八节 血脂异常和脂蛋白异常血症 

第九节 肥胖症 

第十节 痛风 

第十一节 骨质疏松症 

 

第八章 风湿性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风湿性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第三节 系统性红斑狼疮 

第四节 强直性脊柱炎 

第五节 类风湿关节炎 

 



 

第九章 传染病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传染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第三节 病毒感染 

二、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三、病毒性肝炎 

五、艾滋病 

第五节 细菌感染 

三、细菌性痢疾 

四、霍乱 

 

第十章  神经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神经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第五节  脑血管疾病 

一、概述 

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三、脑梗死 

        四、脑出血 

        五、蛛网膜下腔出血 

第七节 运动障碍疾病 

二、帕金森病 

第八节 发作性疾病 

一、癫痫 

第九节 肌肉疾病 

二、重症肌无力 

第十节 神经系统常见诊疗技术及护理 

一、腰椎穿刺术 

 



 

外科护理学复习大纲（中级） 

 

外科护理学（第 5版） 

主编：李乐之  路潜  2015年 6月   人民卫生出版社 

 

第二章 水、电解质、酸碱代谢失衡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水和钠的代谢紊乱 

第三节 其他电解质代谢异常 

一、 钾代谢异常 

二、 钙代谢异常 

四、  磷代谢异常 

第四节 酸碱平衡失调 

 

第三章 外科营养支持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肠内营养 

第三节 肠外营养 

 

第四章 外科休克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低血容量性休克 

第三节 感染性休克 

 

第五章 麻醉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概述 

 二、麻醉的分类 

第四节 椎管内麻醉 

一、蛛网膜下隙阻滞 

二、硬膜外阻滞 

第五节 全身麻醉 

 

第六章 手术室管理和工作 

第三节 病人的准备 

 

第七章 手术前后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手术前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手术后病人的护理 

 

第八章 外科感染病人的护理 

第四节 全身性外科感染 

 



 

第十一章 肿瘤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恶性肿瘤 

第十三章 颅内压增高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颅内压增高 

第二节 脑疝 

 

第十四章 颅脑损伤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解剖概要 

第三节 颅骨骨折 

第四节 脑损伤 

一、概述 

二、脑震荡 

三、脑挫裂伤 

四、颅内血肿 

 

第十五章 常见颅脑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脑血管性疾病 

一、颅内动脉瘤 

三、脑卒中 

 

第十六章 颈部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解剖和生理概要 

第二节 甲状腺疾病 

一、甲状腺功能亢进 

三、甲状腺癌 

 

第十七章 乳房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四节 乳房肿瘤 

三、乳房癌 

 

第十八章 胸部损伤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肋骨骨折 

第三节 气胸 

第四节 血胸 

 

第二十节 肺部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解剖生理概要 

第二节 支气管扩张 

第五节 肺癌 

 

第二十一章 食管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解剖生理概要 

第二节 食管癌 

 



 

第二十二章  心脏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三节 后天性心脏病 

五、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第二十三章 腹外疝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腹股沟疝 

 

第二十四章 急性化脓性腹膜炎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急性化脓性腹膜炎 

第三节 腹腔脓肿 

 

第二十五章 腹部损伤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常见的脏器损伤 

一、 脾破裂 

二、肝破裂 

四、胃、十二指肠和小肠损伤 

五、结肠、直肠损伤 

 

第二十六章 胃十二脂肠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解剖生理概要 

第二节 胃十二指肠溃疡及并发症 

一、 胃十二指肠溃疡 

二、胃十二指肠溃疡急性穿孔 

三、胃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 

四、胃十二指肠溃疡瘢痕性幽门梗阻 

    第三节 胃癌 

 

第二十七章 小肠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解剖和生理概要 

第二节 肠梗阻 

第三节 肠瘘 

 

第二十八章 阑尾炎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解剖生理概要 

第二节 急性阑尾炎 

 

第二十九章 结、直肠和肛管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解剖生理概要 

第三节 大肠癌 

 

第三十章 门静脉高压症病人的护理 



 

 

第三十一章 肝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三节 肝癌病人的护理 

一、原发性肝癌 

二、继发性肝癌 

 

第三十二章 胆道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解剖和生理概要 

第二节 胆道疾病的特殊检查和护理 

第三节 胆石症 

一、胆囊结石 

二、胆管结石 

第四节 胆道感染 

一、急性胆囊炎 

三、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 

 

第三十三章 胰腺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解剖生理概要 

第二节 胰腺炎 

一、急性胰腺炎 

二、慢性胰腺炎 

第三节 胰腺肿瘤和壶腹部癌 

一、胰腺癌 

二、壶腹部癌 

 

第三十四章 周围血管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动脉硬化闭塞症 

第三节 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第四节 原发性下肢静脉曲张 

第五节 深静脉血栓形成 

 

第三十三章 食管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解剖生理概要 

第二节 反流性食管炎 

第三节 食管癌 

 

第三十五章 泌尿、男性生殖系统疾病的主要症状和检查 

第一节 泌尿、男性生殖系统疾病的主要症状 

第二节 泌尿、男性生殖系统疾病的常用检查和护理 

一、实验室检查 

二、器械检查 

三、影像学检查 

 

第三十六章 泌尿系统损伤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肾损伤 

第二节 膀胱损伤 

第三节 尿道损伤 

 

第三十七章 尿石症病人的护理 

 

第三十八章 泌尿系梗阻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肾积水 

第三节 良性前列腺增生 

第四节 尿潴留 

 

第四十章 泌尿、男生殖系统肿瘤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肾癌 

第二节 膀胱癌 

第三节 前列腺癌 

 

第四十三章 骨科病人的一般护理 

    第一节 运动系统的常用检查 

第二节 牵引术 

第三节 石膏绷带固定术 

 

第四十四章 骨折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常见四肢骨折 

一、肱骨干骨折 

二、肱骨髁上骨折 

三、前臂双骨折 

四、桡骨远端骨折 

五、股骨颈骨折 

六、股骨干骨折 

七、胫腓骨干骨折 

第三节 脊柱骨折和脊髓损伤 

第四节 骨盆骨折 

 

第四十五章 关节脱位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肩关节脱位 

一、成人肩关节脱位 

第三节 肘关节脱位 

第三节 髋关节脱位 

 

第四十七章 颈肩痛和腰腿痛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颈肩痛 



 

一、颈椎病 

二、肩关节周围炎 

第二节 腰腿痛 

二、 腰椎间盘突出症 

   三、腰椎管狭窄症 

 
第四十九章 骨肿瘤病人的护理 

第四节 骨肉瘤 

 



 

妇产科护理学复习大纲（中级） 

 

《妇产科护理学》第 5版 

主编：郑修霞  2012 年 7月  人民卫生出版社 

 

第二章 女性生殖系统解剖与生理概述 
 

第四章 妊娠期妇女的护理 
 
第五章 分娩期妇女的护理 
 
第六章 产褥期管理 
 
第七章 高危妊娠管理 
 
第八章 妊娠期并发症妇女的护理 
 
第九章 妊娠合并症妇女的护理 
 
第十章 异常分娩妇女的护理 
 
第十一章 分娩期并发症妇女的护理 
 
第十二章 产褥期疾病妇女的护理 
 
第十四章 月经失调病人的护理 
 
第十五章 妊娠滋养细胞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十六章 腹部手术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腹部手术病人的一般护理 
第二节 子宫颈癌 
第三节 子宫肌瘤 
第四节 子宫内膜癌 
第五节 卵巢肿瘤 
 

第十七章 会阴部手术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会阴部手术病人的一般护理 
第二节 外阴、阴道创伤 
第六节 尿瘘 
第七节 子宫脱垂 

 
第十八章 妇女保健 



 

 
第十九章 不孕症妇女的护理 

 
第二十章 计划生育妇女的护理 

 
第二十一章 妇产科常用护理技术 

 
第二十二章 妇产科诊疗及手术病人的护理 

 
 
 



 

儿科护理学复习大纲（中级） 

 

《儿科护理学》（第 4版）  

主编：崔焱  2010 年 3月    人民卫生出版社 

 

第一章   绪论 

第二节 小儿年龄分期 

二、新生儿期 

七、青春期（少年期） 

 

第二章  生长发育 

第一节 生长发育规律及影响因素 

一、 生长发育规律 

二、 影响生长发育的因素 

第二节 小儿体格生长发育及评价 

一、体格生长常用指标 

二、出生至青春前期体格生长规律 

三、青春期体格生长特点 

第三节 与体格生长有关的其他系统的发育 

一、骨骼的发育 

二、牙齿的发育 

四、生殖系统的发育 

第四节 小儿神经心理发育及评价 

一、神经系统发育 

二、感知的发育 

三、运动的发育 

四、语言的发育 

五、心理活动的发育 

六、社会行为的发展 

 

第三章  儿童保健 

第一节 各年龄期小儿的特点及保健 

二、新生儿特点及保健 

三、婴儿特点及保健 

四、幼儿特点及保健 

五、学龄前儿童特点及保健 

六、学龄儿童特点及保健 

七、青春期少年特点及保健 

第五节 计划免疫 

一、免疫方式及常用制剂 

二、免疫程序 

三、预防接种的准备及注意事项 

四、预防接种的反应及处理 



 

第四章 儿童营养 

第一节 能量与营养素的需要 

一、能量的需要 

二、营养素的需要 

第二节 小儿喂养与膳食安排 

一、婴儿喂养 

二、幼儿膳食安排 

第三节 儿童营养状况评估 

一、健康史询问 

二、营养调查 

 

第五章 住院患儿护理及其家庭支持 

第一节 儿童医疗机构的设置及护理管理 

三、儿科病房 

第二节 儿童健康评估的特点 

一、 健康史的采集 

二、 身体评估 

三、 家庭评估 

第三节 住院患儿的心理反应与护理 

二、患儿对住院的心理反应及护理 

第五节 患儿临终关怀与家庭的情感支持 

一、住院患儿的临终关怀 

第六节 与患儿及其家长的沟通 

一、与患儿沟通的技巧 

二、与患儿家长的沟通 

第七节 儿童疼痛管理 

一、儿童疼痛的评估 

二、儿童疼痛的护理 

第八节 儿童用药特点及护理 

一、儿童用药特点 

二、儿童药物选用及护理 

三、儿童药物剂量计算 

四、儿童给药方法 

第九节 儿童体液平衡特点和液体疗法 

一、儿童体液平衡特点 

二、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 

三、液体疗法 

第十节 儿科护理技术 

一、更换尿布法 

二、婴儿沐浴法 

四、约束保护法 

五、头皮静脉输液法 

六、经外周静脉导入中心静脉置管 

七、静脉留置管术 



 

八、全静脉营养 

九、股静脉穿刺法 

十、婴幼儿灌肠法 

十一、温箱使用法 

十二、光照疗法 

十三、换血疗法 

 

第六章 新生儿及新生儿疾病患儿的护理 

第一节 新生儿分类 

第二节 正常足月儿和早产儿的特点及护理 

一、正常足月儿的特点及护理 

二、早产儿特点及护理 

第三节 小于胎龄儿和大于胎龄儿的护理 

一、小于胎龄儿及其护理 

二、大于胎龄儿及其护理 

第四节 新生儿重症监护及气道护理 

一、新生儿重症监护 

二、气道护理 

第五节 新生儿窒息 

第六节 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 

第七节 新生儿颅内出血 

第八节胎粪吸入综合症 

第九节新生儿肺透明膜病 

第十节新生儿黄疸 

第十一节新生儿溶血病 

第十二节新生儿感染性疾病 

一、新生儿脐炎 

二、新生儿败血症 

三、新生儿感染性肺炎 

四、新生儿破伤风 

五、新生儿梅毒 

第十三节新生儿寒冷损伤综合症 

第十四节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膜炎 

第十五节 新生儿糖代谢紊乱 

一、新生儿低血糖 

二、新生儿高血糖 

    第十六节 新生儿低钙血症 

第七章 营养障碍疾病患儿的护理 

第一节 蛋白质-能量营养障碍 

一、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 

二、儿童单纯性肥胖 

第二节 维生素营养障碍性疾病 

一、营养性维生素 D缺乏性佝偻病 

二、维生素 D缺乏性手足搦症 



 

三、其他维生素营养障碍 

第三节 微量元素障碍 

一、锌缺乏 

二、碘缺乏 

 

第八章 消化系统疾病患儿的护理 

第一节 儿童消化系统解剖生理特点 

第二节 口炎 

一、鹅口疮 

二、疱疹性口炎 

三、溃疡性口炎 

四、口炎护理 

第三节 胃食管返流 

第四节 婴幼儿腹泻 

第五节 肠套叠 

 

第九章 呼吸系统疾病患儿的护理 

第一节 儿童呼吸系统解剖生理特点 

第二节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第三节 急性支气管炎 

第四节 肺炎 

一、支气管肺炎 

二、几种不同病原体所致肺炎的特点 

第五节 支气管哮喘 

 

第十章 循环系统疾病患儿的护理 

第一节 小儿循环系统解剖生理特点 

一、心脏的胚胎发育 

二、胎儿血液循环和出生后的改变 

三、小儿心脏、心率、血压的特点 

第二节 先天性心脏病 

一、概述 

二、临床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 

三、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护理 

第三节 病毒性心肌炎 

 

第十一章 泌尿系统疾病患儿的护理 

第一节 小儿泌尿系统解剖生理特点 

第二节 急性肾小球肾炎 

第三节 肾病综合症 

第四节 泌尿道感染 

第五节 小儿泌尿系统常见异常 

一、尿道下裂 

二、隐睾症 



 

三、包茎及嵌顿包茎 

四、护理 

 

第十二章 血液系统疾病患儿的护理 

第一节 儿童造血和血液特点 

一、造血特点 

二、血液特点 

第二节 小儿贫血 

一、概述 

二、营养性缺铁性贫血 

三、营养性巨幼红细胞性贫血 

第三节 出血性疾病 

一、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二、血友病 

 

第十三章 神经系统疾病患儿的护理 

第二节 化脓性脑膜炎 

第三节 病毒性脑炎 

第四节 痫性发作和癫痫 

第五节 脑性瘫痪 

第六节 急性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 

 

第十四章 内分泌系统疾病患儿的护理 

第一节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 

第二节 生长激素缺乏症 

第三节 尿崩症 

第四节 性早熟 

第五节 儿童糖尿病 

 

第十五章 免疫性疾病患儿的护理 

第二节 原发性免疫缺陷病 

 

第四节风湿热 

第五节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第六节过敏性紫癜 

第七节 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 

 

第十六章 遗传代谢性疾病患儿的护理 

第二节 21-三体综合征 

第三节 苯丙酮尿症 

 

第十八章 传染性疾病患儿的护理 

第一节 病毒感染 

一、 麻疹 



 

二、 水痘 

      三、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四、 流行性腮腺炎 

五、手足口病 

六、流行性乙型脑炎 

第二节 细菌感染 

一、 中毒型细菌性痢疾 

二、 猩红热 

 

三、结核病 

一、概述 

二、原发性肺结核 

三、结核性脑膜炎 

 

第二十章 危重症患儿的护理 

第一节 儿童惊厥 

第二节 急性颅内压增高 

第三节 急性呼吸衰竭 

第四节 充血性心力衰竭 

第五节 急性肾衰竭 

第六节 心跳呼吸骤停 

 

第二十一章 常用肿瘤患儿的护理 

第一节 急性白血病 

第二节 淋巴瘤 

一、霍奇金病 

二、非霍奇金淋巴瘤 

三、淋巴瘤患儿的护理 

 



 

耳鼻咽喉科护理学复习大纲（中级） 
 

《眼耳鼻咽喉口腔科护理学》（第 3版）  

主编：席淑新  2015年 11月     人民卫生出版社 

 

 

第十六章  耳鼻咽喉的应用解剖及生理 

第一节 鼻的应用解剖及生理 

一、鼻的应用解剖 

二、鼻的生理 

第二节 咽的应用解剖及生理 

一、咽的应用解剖 

二、咽的生理 

第三节 喉的应用解剖及生理 

一、喉的应用解剖 

二、喉的生理 

第四节 耳的应用解剖及生理 

一、耳的应用解剖 

二、耳的生理 

第五节 气管、支气管和食管的应用解剖及生理 

一、气管、支气管的应用解剖及生理 

二、食管的应用解剖及生理 

 

第十七章  耳鼻咽喉科病人的护理概述 

          第一节 耳鼻咽喉科病人的护理评估 

                 二、身体状况 

第二节 耳鼻咽喉科病人的检查及护理配合 

       二、专科检查及护理配合 

第四节 耳鼻咽喉科手术病人的常规护理 

第五节 耳鼻咽喉科常用护理技术操作 

 

第十八章  鼻科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外鼻及鼻腔炎症病人的护理 

一、鼻疖 

     三、慢性鼻炎 

     四、变应性鼻炎 

          第二节 鼻息肉病人的护理 

          第四节 鼻窦炎病人的护理 

第五节 鼻出血病人的护理 

  第六节 鼻腔鼻窦肿瘤病人的护理 

         二、恶性肿瘤 

  第七节 鼻外伤病人的护理 

         三、脑脊液鼻漏 

 



 

第十九章  咽科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扁桃体炎病人的护理 

          第三节 咽部肿瘤病人的护理 

                 一、鼻咽纤维血管瘤 

          第四节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病人的护理 

 

第二十章  喉科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喉部炎症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喉阻塞病人的护理 

第三节 喉部肿瘤病人的护理 

                  二、喉癌 

 

第二十一章  气管食管异物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气管、支气管异物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食管异物病人的护理 

 

第二十二章  耳科病人的护理 

            第四节 中耳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五节 内耳疾病病人的护理 

            第六节 耳聋病人的护理 

            第七节 听神经瘤病人的护理 
 



 

眼科护理学复习大纲（中级） 

 

《眼耳鼻咽喉口腔科护理学》（第 2版）  

主编：席淑新  2010年 7月     人民卫生出版社 

 

第一章 眼的应用解剖和生理 

第一节  眼球的应用解剖和生理 

一. 眼球壁 

二.眼内容物 

第三节  眼附属器的应用解剖和生理 

一. 眼眶 

二. 眼睑 

三.结膜 

四.泪器 

五.眼外肌 

第四节  眼的血液循环和神经支配 

一．血管及血液循环 

二．神经支配 

 

第二章 眼科病人护理概述 

第一节  眼科病人的护理评估 

第二节  眼科病人的检查和护理配合 

一.眼部检查 

二.视功能检查 

三．其他检查 

        第三节  眼科病人常见的护理诊断 

第四节  眼科手术病人的常规护理 

一．眼科手术前常规护理 

二．眼科手术后常规护理 

第五节  眼科护理管理 

一. 眼科护士素质要求 

二．眼科门诊的管理 

               三．暗室的管理 

               四．眼科激光室的管理 

               五．眼科病房的管理 

       第六节  眼科常用护理技术操作 

一．滴眼药法 

二．涂药膏法 

三．结膜囊冲洗法 

四．泪道冲洗法 

五．球旁注射法 

六．球后注射法 

七．结膜下注射法 



 

八．剪睫毛法 

九．加压包扎法 

十．结膜囊细菌培养法 

十一.麦粒肿切开排脓法 

 

第三章 眼睑及泪器病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眼睑炎症病人的护理 

一. 睑腺炎 

二．睑板腺囊肿 

三. 睑缘炎 

        第三节 泪液排出系统障碍病人的护理 

一. 泪道阻塞或狭窄 

三. 急性泪囊炎 

 

第四章  结膜病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结膜炎病人的护理 

一．急性细菌性结膜炎 

三．沙眼 

第三节 干眼症病人的护理 

 

第五章 角膜病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细菌性角膜炎病人的护理 

第四节  角膜移植手术病人的护理 

 

第六章  白内障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年龄相关性白内障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糖尿病性白内障病人的护理 

       第三节 先天性白内障病人的护理 

 

第七章  青光眼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病人的护理 

第三节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病人的护理 

 

第九章  玻璃体和视网膜病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玻璃体病病人的护理 

       二．玻璃体积血 

第二节 视网膜动脉阻塞病人的护理 

第三节 视网膜静脉阻塞病人的护理 

第四节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病人的护理 

第五节 高血压性视网膜病变病人的护理 

第六节 视网膜脱离病人的护理 

第七节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病人的护理 

第八节 黄斑裂孔病人的护理 



 

 

第十一章  屈光不正病人和老视的护理 

          第一节 近视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远视病人的护理 

第三节 散光病人的护理 

第四节 老视病人的护理 

 

第十二章  斜视和弱视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共同性斜视病人的护理 

第三节 弱视病人的护理 

 

第十三章  眼外伤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眼钝挫伤病人的护理 

第三节 眼球穿通伤病人的护理 

第三节 眼异物伤病人的护理 

一．角膜和结膜异物 

第四节 眼化学伤病人的护理 

 

第十四章  眼部恶性肿瘤肿瘤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脉络膜恶性黑色素瘤病人的护理 

          第三节 视网膜母细胞瘤病人的护理 

 

第十五章  盲和低视力病人的康复和护理 

          第一节 盲和低视力的标准 

 

 



 

皮肤性病护理学复习大纲（中、初级） 

《皮肤性病护理学》（第 2 版） 

总主编：陈金宝 刘强  主编：颜红炜  2016年 9月  

成人高等教育护理学专业教材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第一章 皮肤的结构与生理功能 

第一节 皮肤的解剖组织学 

第二节 皮肤的生理功能 

 

第二章 皮肤病的临床表现与诊治 

第一节 皮肤病的临床表现 

第二节 皮肤病的诊断 

第三节 皮肤病的预防和治疗 

第四节 皮肤病的外科治疗 

第五节 皮肤病的护理 

 

第三章 皮肤的保健与美容 

第一节 皮肤的保健 

 

第四章 皮炎和湿疹 

第一节 接触性皮炎 

第二节 湿疹 

第三节 婴儿湿疹 

第四节 特应性皮炎 

第五节 自身敏感性皮炎 

第六节 汗疱疹 

 

第五章 荨麻疹 

 

第六章 药疹 

 

第七章 细菌性皮肤病 

第一节 脓疱疮 

第二节 毛囊炎、疖和痈 

第三节 丹毒和蜂窝组织炎 

 

第八章 病毒性皮肤病 

第一节 单纯疱疹 

第二节 带状疱疹 

第三节 疣 

第四节 传染性软疣 

第五节 手足口病 

 



 

第九章 真菌性皮肤病 

第一节 皮肤癣菌病 

第三节 念珠菌病 

 

第十章 寄生虫及昆虫性皮肤病 

第一节 疥疮 

第二节 虫咬皮炎 

 

第十一章 物理性皮肤病 

第一节 日光性皮肤病 

第二节 痱 

第三节 冻疮 

第四节 鸡眼与胼胝 

第五节 手足皲裂 

 

第十二章 瘙痒性皮肤病 

第一节 瘙痒症 

第二节 痒疹 

 

 第十三章  红斑及红斑鳞屑性皮肤病 

第一节 多形红斑 

第二节 银屑病 

第三节 红皮病 

 

第十四章 结缔组织病 

第一节 红斑狼疮 

第二节 皮肌炎 

第三节 硬皮病 

 

第十五章 大疱性皮肤病 

第一节 天疱疮 

 

第十六章 血管性皮肤病 

第一节 过敏性紫癜 

第三节 白塞病 

 

第十七章 皮肤附属器疾病 

第一节 寻常痤疮 

第二节 脂溢性皮炎 

第三节 酒渣鼻 

第四节 斑秃 

 

第十八章 色素障碍性皮肤病 

第一节 白癜风 



 

第二节 雀斑 

第三节 黑变病 

第四节 黄褐斑 

 

第十九节 遗传性皮肤病 

第一节 鱼鳞病 

第二节 毛周角化病 

第三节 遗传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 

 

第二十章 皮肤肿瘤 

第一节 瘢痕疙瘩 

第二节 先天性血管畸形和血管瘤 

第三节 基底细胞癌 

第四节 鳞状细胞癌 

第五节 恶性黑素瘤 

 

第二十一章 性传播疾病 

第一节 梅毒 

第二节 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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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护理学复习大纲 

 
一、（60%） 

赵佛容主编《口腔科护理学》（第 2 版）， 2009年 8月    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一章绪论…………………………………………………………………l 

    第二节  口腔护理工作的任务及特点／4 

       一、口腔护理工作的任务／4 

       二、口腔护理工作的特点／5 

    第三节  口腔的解剖生理／5 

       一、颌面部的应用解剖生理／5 

       三、牙齿与牙周组织的应用解剖生理／14  

    第四节  口腔及颌面部常用检查／l7 

       一、口腔检查前的准备／17 

       二、一般检查／18 

    第五节  口腔四手操作技术／21 

       二、保证正常操作姿势的基本条件／21 

       三、医、护、患的体位及动作／22 

       四、医、护、患的位置关系／23 

五、四手操作法对口腔器械传递及交换的要求／23 

 

第二章  口腔预防保健………………………………………………………25 

    第二节龋病的流行病学及预防／28 

       一、龋病常用指数／28 

       二、龋病流行特征及有关因素／29 

       三、影响龋病流行的因素／30 

       四、龋病的临床早期检查及诊断／31 

       五、龋病预防方法与措施／31 

    第三节氟化物与牙齿健康／32 

       二、氟化物的防龋机制／33 

       三、氟的毒性作用／34 

       四、氟化物的应用／35 

    第四节牙周疾病的流行病学及预防／36 

       一、牙周疾病的常用指数／36 

       三、牙周疾病的预防／39 

    第六节  临床口腔预防保健基本技术及护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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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牙体缺损的修复及护理／l39 

       一、牙体缺损修复学基础／l39 

       二、牙体缺损病人修复的护理／l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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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牙列缺损可摘局部义齿修复学基础／l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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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口义齿修复学基础／l70 

       二、全口义齿修复病人的护理／l76 

    

第五章  口腔正畸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口腔正畸科常用材料及器械／l84 

       一、常用材料／184 

       二、常用器械／l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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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正畸病人的护理／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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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儿童牙齿的解剖生理特点／208 

       一、牙齿发育的时间／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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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种植义齿病人的护理……………………………………………一 227 

    第一节 概论／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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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植义齿修复的护理／233 

 

 第八章  口腔颌面外科病人的护理……………………………．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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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局部麻醉／236 

       二、全身麻醉／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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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手术室的管理／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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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手术室的安全管理／248 

       七、手术室护理人员的要求／249 

       八、手术室的无菌技术／250 

    第三节  口腔颌面外科护理理论／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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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牙及牙槽外科手术常用的器械／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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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颞下颌关节紊乱病的护理／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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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唇裂／308 

       二、腭裂／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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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唇、腭裂的序列治疗要点／312 

 

  第九章  口腔医院感染护理管理…………………………………………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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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真菌感染／323 

       四、艾滋病的口腔病变／323 

    第四节  口腔医院感染的特点与传播途径／324 

       一、感染的特点／324 

       二、感染途径／325 

    第五节 口腔医疗设备、器械、材料及药物介导的交叉感染／326 

       一、口腔医疗设备介导的交叉感染／326 

       二、口腔材料、药物反复使用过程中介导的交叉感染／326 

       三、口腔印模、模型介导的交叉感染／327 

       四、医疗设备器械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飞沫与气雾介导的交叉感染／327． 

    第六节  口腔医院感染及预防／327 

       一、口腔颌面外科手术部位感染及预防／327 

       四、乙型肝炎感染及预防／331 

    第七节  口腔医院感染护理管理／334 

       一、诊疗室环境管理及个人防护／334 

       二、口腔设备器械消毒灭菌管理／337 

     

 

二、（20%） 

李秀娥 主编《实用口腔颌面外科护理及技术》  2008年 8月         科学出版社 

   

第一章   口腔颌面部解剖生理 
  第一节 颅骨 

二、面颅 
第二节 颞下颌关节 
一、颞下颌关节的组成与功能 
二、颞下颌关节功能运动 

第四节 涎腺 
一、腮腺 
二、下颌下腺 
三、舌下腺 

第七节 神经 
二、三叉神经 

第八节 口腔颌面部局部解剖 
一、口腔的境界和分部 
二、口腔前庭 
六、腭 

第九节 牙的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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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牙的结构 
    三、乳牙 

四、恒牙 
 
第二章  口腔颌面外科临床检查及护理配合 

第二节 辅助检查 
一、穿刺及活体组织检查的护理 
二、造影检查的护理 
三、涎腺内窥镜检查的护理 
 

第三章 口腔颌面外科麻醉患者的护理 
第一节 全身麻醉 
一、口腔颌面外科全身麻醉的特点 
二、全身麻醉的方法 

第二节 气管内插管术的护理配合 
一、常用的气管内插管方法 
二、气管插管用具准备 
三、气管插管的护理配合 
四、气管拔管的护理配合 

第五节 口腔颌面外科手术的护理 
一、口腔颌面外科手术的常用体位 
二、口腔颌面外科手术患者眼睛的保护 
三、口腔颌面外科常见手术的护理配合 

 

第四章 口腔颌面外科麻醉恢复期的护理 
第二节 全麻手术麻醉恢复期护理 
二、常规监测及护理 

第三节 麻醉常见并发症及处理 
一、缺氧 
二、心律失常 
三、恶心呕吐 
四、术后咽痛 
五、泌尿系统功能障碍 
六、术后躁动 

 
第五章 重症监护病房 

第二节 口腔颌面外科重症护理 
一、颌面外科全麻术后重症护理 
二、口腔颌面外科急重症护理 

 
第六章  口腔颌面外科门诊常见疾病的治疗及护理 

第一节  口腔颌面外科门诊常用药物及器械 
二、门诊常用器械 

第三节  牙拔除术患者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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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应证 
三、禁忌证 
四、牙拔除术患者的护理 
五．应用涡轮气钻拔除下颌阻生第三磨牙的护理 
七．拔牙术术后常见并发症及处理 

第四节 心血管疾病患者心电监护下拔牙的护理 
二、适应证 
三、禁忌证 
四、手术准备与护理 

第五节 口腔颌面外科门诊常见手术的护理 
二、牙槽骨修整术的护理 
三、舌系带矫正术的护理 
四、正畸阻生牙助萌开窗术的护理配合 
七、颌骨囊肿刮治术的护理 
八、舌下腺及舌下腺囊肿摘除术的护理 

第六节  激光治疗的应用及护理 
四、口腔疾病的治疗及护理 
 

第七章 口腔种植义齿患者的护理 
第一节 概论 

三、种植义齿的适应证及禁忌证 
四、种植义齿的疗程 

第二节 口腔种植外科的基本器械 
一、 种植外科的基本器械 

第三节 口腔种植手术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一、种植Ⅰ期手术 
二、种植Ⅱ期手术 

第四节 骨量扩增术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二、上颌窦底提升技术的围手术期护理 
三、Onlay 植骨术的围手术期护理 

第五节 口腔种植修复的护理 

一、种植义齿冠桥修复患者的护理 
二、无牙颌种植修复患者的护理 
 

第八章  口腔颌面部感染患者的护理 
第一节  概述 

三、口腔颌面部感染的临床表现 
四、口腔颌面部感染的治疗 

第四节  颌骨骨髓炎患者的护理 

 
第九章  口腔颌面部创伤患者的护理 
第三节 口腔颌面部骨折患者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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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口腔颌面部肿瘤患者的护理 
第二节 口腔颌面部良性肿瘤和瘤样病变患者的护理 
第三节 口腔颌面部恶性肿瘤患者的护理 
第四节 术后功能训练 
第五节 放射性粒子

125
I组织间近距离治疗头颈部肿瘤的护理 

 
第十一章 唾液腺疾病患者的护理 
第一节 唾液腺疾病 
第二节  唾液腺疾病患者的护理 

 
第十二章 先天性唇腭裂患者的护理 
第一节  唇裂患者的护理 
第二节  腭裂患者的护理 
第三节  牙槽嵴裂患者的护理 
第四节  唇腭裂患者的序列治疗 

 
第十四章  牙颌面畸形患者的护理 
第一节  牙颌面畸形的护理 

 
第十五章  颞下颌关节疾病的护理 
第一节 颞下颌关节紊乱病 

第四节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第十六章  口腔颌面部获得性缺损与重建护理 

第二节  口腔颌面部常用游离组织瓣及护理 

一、口腔颌面部常用游离组织瓣 

二、游离组织瓣修复术护理 

 
第十七章  自体颌下腺移植手术的护理 

 

第十八章 口腔颌面外科医院感染管理 

第二节 口腔颌面外科感染的传播过程 

第三节 口腔颌面外科常见的医院感染及预防 

 

附  
附Ⅲ  口腔护理 

附Ⅳ  气管切开的护理 

附Ⅴ  负压引流的护理 

 

三、（20%） 

李秀娥、王春丽  主编《口腔门诊治疗材料护理技术》 2011年 12月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第一章 龋齿预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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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窝沟点隙封闭剂 
第二节 含氟防龋材料 
 
第二章 牙体缺损充填材料 
第一节 银汞合金充填材料 
第二节 复合树脂充填材料 
第三章 暂封垫底材料 
第一节 玻璃离子水门汀 
第二节 氧化锌基暂封垫底材料 
第三节 其他材料 
 
第四章 护髓材料 
第一节 护髓材料  
 
第五章 根管治疗材料 
第一节 封闭剂 
第二节 牙胶 
第三节 氢氧化钙根管充填材料 
第四节 酚醛树脂塑化液 
第五节 MTA  
 
第六章 牙周常用材料 
第一节 松动牙固定材料 
第二节 植骨用材料 
第三节 再生性手术的屏障膜材料 
第四节 牙周塞制剂 
 
第七章  印模材料 
第一节 藻酸盐类印模材料     
第二节 琼脂类印模材料 
第三节 硅橡胶类印模材料 
第四节 聚醚橡胶印模材料 
 
第八章 个别托盘材料 
第一节 印模膏 
第二节 树脂类个别托盘材料 
 
第九章 模型材料 
第一节 模型材料的种类及用途 
第二节 模型的基本要求 
第三节 模型的灌注方法 
 
第十章 义齿基托重衬材料 
第一节 软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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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硬衬材料 
 
第十一章 修复粘接材料 
第一节 水门汀类 
第二节 核树脂粘接材料 
 
第十二章 暂时冠修复材料 
 
第十三章 正畸常用材料 
第一节 粘接材料 
第二节 正畸矫治材料 
第三节 正畸治疗牵引材料 
 
第十四章 其他材料 
第一节 脱敏剂 
第二节 冷光牙齿美白材料 
第三节 菌斑显示液 

 



 

精神护理学复习参考书 

 

一、参考书 

1. 《精神障碍护理学》，郭延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年版 

2.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护理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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