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护理综合考试科目及参考大纲 

概  述 

一、护理综合考试科目包括： 

护理学基础、内科护理学及外科护理学。 

二、考试比例： 

护理学基础占 30%（其中护理学导论占 10%，基础护理学占 20%）、内科护理

学占 40%、外科护理学占 30%。 

三、题型结构： 

单项选择题（占 60%，180 分，每题 1.5 分，120 道题，其中护理学基础 36

道、内科护理学 48 道、外科护理学 36 道） 

多项选择题（占 20%，60 分，每题 2 分，30 道题，其中护理学基础 9 道、内科

护理学 12 道、外科护理学 9道） 

问答题（病例分析）（占 20%，  60 分，每题 20 分，3道题，护理学基础 1道、

内科护理学 1道、外科护理学 1道） 

总分 300 分。 

四、考试时间： 

3 小时。

五、参考教材：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最新版的本科教材《护理学基础》、《内科护理学》及《外

科护理学》。 

 

备注：复试时各学校可根据考生报考的方向重点考核各相关的专科领域，如

妇产科护理学，儿科护理学，社区护理学等。

 



护理学基础 

一、考查目标 

护理学基础是护理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包括两部分内容：护理学导论与

基础护理学。护理学导论考核内容包括护理学基本概念、常用相关理论、护理程

序、常用护理理论、护患关系与沟通等；基础护理学主要考核的内容包括满足患

者基本需要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 

二、考试内容 

（一）护理学导论 

1．护理学基本概念 

（1）人、环境、健康、护理的概念及相互关系 

（2）整体护理的概念 

（3）专业护士的角色 

2．护理程序 

（1）护理程序的概念、步骤 

（2）护理诊断的定义、分类、陈述方式 

（3）护理目标的陈述方式 

3．护患关系与沟通 

（1）沟通的概念、要素 

（2）常用的沟通技巧 

（3）不恰当的沟通方式 

4．护理学相关理论 

（1）一般系统论 

（2）人类基本需要层次论 

（3）成长与发展的理论 

（4）应激与适应 

5．护理理论 

（1）Orem 自理理论 

（2）Roy 适应模式 



（二）基础护理学 

1．医院环境 

（1）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2）医院环境的调控 

2．舒适与安全 

（1）各种卧位 

（2）运送患者法 

（3）医院常见的不安全因素及防范 

3．清洁卫生 

（1）口腔护理 

（2）皮肤护理 

4．预防与控制医院感染 

（1）医院感染：概念、分类、防控 

（2）清洁、消毒、灭菌：概念、方法 

（3）无菌技术：概念、操作原则、操作方法 

（4）隔离技术：概念、原则、种类 

5．生命体征 

（1）体温：生理变化、影响因素、测量与记录、异常及护理 

（2）血压：生理变化、影响因素、测量与记录、异常及护理 

（3）脉搏：生理变化及异常、测量与记录 

（4）呼吸：生理变化及异常、测量与记录 

6．冷热疗法 

（1）冷疗法：概念、因素、方法 

（2）热疗法：概念、因素、方法 

7．饮食与营养 

（1）人体对营养的需要 

（2）医院饮食：基本饮食、治疗饮食、试验饮食 

（3）特殊饮食：管喂饮食、要素饮食 

8．排泄 



（1）排尿护理：影响正常排尿的因素、排尿活动的观察、排尿异常的表现

及护理、导尿法及留置导尿病人的护理 

（2）排便护理：影响正常排便的因素、排便活动的观察、排便异常的护理、

灌肠法 

9．给药 

（1）概述：给药的目的、药物的基本知识、药物的保管；给药原则；影响

药物疗效的因素。 

（2）口服给药法 

（3）吸入给药法：氧气雾化吸入法、超声波雾化吸入法 

（4）注射给药法：注射原则、各种注射法的操作方法、药物过敏试验结果

的判断方法、青霉素过敏反应的预防、临床表现及处治原则。 

10．静脉输液与输血 

（1）静脉输液：适应证、目的、常用溶液的种类、输液部位与方法、各种

故障的处理、输液反应与防治 

（2）静脉输血：血液制品的种类；输血的目的、原则、适应证、禁忌证、

方法、输血反应与防治 

11．危重患者的抢救与护理 

（1）心肺复苏：概念、心脏骤停的原因、心脏骤停的表现及其诊断、心肺

复苏的过程及主要内容 

（2）氧气吸入法：缺氧的分类；氧疗法的适应证、操作要点、并发症及预

防 

（3）吸痰法：注意事项、操作要点 

（4）洗胃法：常用洗胃溶液、适应证、禁忌证、操作要点、注意事项 

12．临终护理 

（1）临终关怀的概念 

（2）临终患者各阶段的心理、生理反应及护理 

（3）濒死患者的临床表现及死亡的诊断 

（4）临终患者家属的护理 

（5）死亡后的护理 



13．医疗和护理文件记录 

（1）医疗和护理文件记录的原则 

（2）体温单的绘制 

（3）医嘱的种类及处理 

 

内科护理学 

一、考查目标 

内科护理学是护理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考查目标主要包括内科常见疾病的

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诊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等知

识，运用护理程序对内科病人进行整体护理的能力，以及内科常见诊疗技术、护

理技术操作、病情监护、机械通气和主要急救措施等临床技能的掌握情况。 

二、考试内容 

1．绪论   

（1）护理学专业特色在内科护理学中的体现、内科护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发

展 

（2）健康的有关概念、成年人的主要健康问题 

2．呼吸系统疾病的护理   

（1）呼吸系统的结构、功能、护理评估 

（2）呼吸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3）急性呼吸道感染（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和急性气管－支气管炎）病因、

发病机理、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

导、预后 

（4）肺部感染性疾病（肺炎概述、葡萄球菌肺炎、肺炎球菌肺炎）病因、

发病机理、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

导、预后 

（5）肺脓肿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

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6）支气管扩张症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

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7）肺结核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

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8）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诊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9）支气管哮喘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

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10）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诊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11）肺血栓栓塞症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

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12）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诊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13）呼吸衰竭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实验

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14）机械通气 呼吸机的基本构造、工作原理和种类，机械通气的适应症

和禁忌证、实施、通气参数、机械通气对生理功能的影响、并发症、撤离、护理 

（15）呼吸系统常用诊疗技术及护理 包括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术、胸腔穿刺

术、 

3．循环系统疾病的护理   

（1）循环系统的结构、功能、护理评估 

（2）循环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3）心功能不全（慢性心功能不全、急性心功能不全）病因、病理生理、

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 

（4）心律失常 分类、发病机制、窦性心律失常、房性心律失常、房室交

界区心律失常、室性心律失常、心脏传导阻滞、心律失常病人的护理 

（5）心脏骤停与心脏性猝死病因、病理生理、临床表现、处理、复苏后处

理、预后 



（6）心脏瓣膜病（二尖瓣狭窄、二尖瓣关闭不全、主动脉瓣关闭不全、主

动脉瓣狭窄、心脏瓣膜病的护理）病理解剖、病理生理、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

他检查、诊断要点、治疗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7）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病因、临床分型，心绞痛、心肌梗死的病

因与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

康指导、预后 

（8）高血压病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

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9）病毒性心肌炎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

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10）心包疾病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

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11）循环系统常用诊疗技术及护理 包括心脏起搏治疗、心脏电复律、心

导管检查术、心导管射频消融术、冠状动脉介入性诊断及治疗 

4．消化系统疾病的护理   

（1）消化系统的结构、功能、护理评估 

（2）消化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3）胃炎（急性胃炎、慢性胃炎）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

其他检查、诊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4）消化性溃疡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

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5）炎症性肠病（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

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6）肝硬化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

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7）肝性脑病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

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8）急性胰腺炎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

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9）上消化道大量出血病因、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

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10）消化系统常用诊疗技术及护理 包括腹腔穿刺术、十二指肠引流术、

上消化道内镜检查术、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止血术、结肠镜检查术 

5．泌尿系统疾病的护理   

（1）泌尿系统 

（2）泌尿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3）肾小球疾病发病机制、分类 

（4）急性肾小球肾炎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

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5）慢性肾小球肾炎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

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6）肾病综合征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

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7）尿路感染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

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8）急性肾功能衰竭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

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9）慢性肾功能衰竭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

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10）血液净化疗法的护理 包括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6．血液系统疾病的护理   

（1）血液系统结构、功能、护理评估 

（2）血液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3）贫血分类、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防治要点、护

理、健康指导、预后，铁的代谢、缺铁性贫血和再生障碍性贫血病因、发病机制、

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4）出血性疾病 正常止血、凝血、抗凝与纤维蛋白溶解机制，出血性疾

病的分类、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治疗要点，常见出血性疾



病（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过敏性紫癜、血友病、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病因、

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

导、预后 

（5）白血病分类、病因及发病机制，急性白血病、慢性白血病的分类、临

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6）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护理  分类、适应证、方法、护理 

（7）骨髓穿刺术 适应证、禁忌证、方法、护理 

7．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护理   

（1）内分泌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营养和代谢、护理评估 

（2）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3）甲状腺疾病（单纯性甲状腺肿、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状腺功能减退

症）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防治要点、护

理、健康指导、预后 

（4）糖尿病 分型、病因、发病机制、病理生理、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

他检查、诊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5）血脂异常的分类、血脂异常和脂蛋白异常血症病因、发病机制、临床

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6）肥胖症 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肥胖的判断指标与分级、诊断

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7）痛风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防

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8）骨质疏松症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

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8．风湿性疾病的护理   

（1）风湿性疾病的分类、临床特点、护理评估 

（2）风湿性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3）系统性红斑狼疮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

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4）类风湿关节炎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



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9．传染病病人的护理   

（1）感染与免疫、传染病的基本特征和临床特点、流行过程和影响因素、

预防、标准预防、护理评估 

（2）传染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3）病毒感染性疾病（流行性感冒、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病毒性肝炎、

肾综合征出血热、艾滋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狂犬病）病原学、流行病学、发病

机制、病理与病理生理改变、临床表现、并发症、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

防治要点、隔离措施、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4）细菌感染性疾病（伤寒、细菌性食物中毒、细菌性痢疾、霍乱、流行

性脑脊髓膜炎）病原学、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改变、临床表现、并发症、

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防治要点、隔离措施、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5）疟疾病原学、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改变、临床表现、并发症、

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10．神经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1）神经系统的结构、功能、护理评估 

（2）神经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3）周围神经疾病（三叉神经痛、面神经炎、多发性神经炎、急性炎症性

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

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4）脑血管病分类、脑的血液供应、脑血液循环的生理和病理，脑血管疾

病的病因、危险因素机三级预防，常见脑血管疾病（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梗死、

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

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5）多发性硬化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

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6）帕金森病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要点、防治要点、护理、

健康指导、预后 

（7）癫痫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防



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8）重症肌无力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

点、防治要点、护理、健康指导、预后 

（9）神经系统常用诊疗技术及护理 包括腰椎穿刺术、脑血管介入治疗、

高压氧舱治疗 

 

外科护理学 

一、考查目标 
 外科护理学是护理专业课程之一，以研究外科病人身心康复的护理方法及预

防保健为目的。考查目标是外科常见疾病的病因病理及诊治方法，应用护理程序

护理外科常见疾病病人，并在护理的过程中，体现以人为中心，提供个体化的整

体护理。 

二、考试内容和要求 

1．水、电解质、酸碱平衡失调病人的护理 

（1）正常人体内体液与酸碱平衡调节。 

（2）等渗性缺水、高渗性缺水、低渗性缺水和水中毒的病因、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3）钾代谢异常的病因、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4）酸碱平衡失调的病因、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2．外科休克病人的护理 

 休克的的病因与分类、病理生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3．麻醉病人的护理 

（1）麻醉的概念和分类。 

（2）全麻的概念、方法、并发症及处理。 

（3）椎管内麻醉的概念方法、并发症及处理。 

（4）局麻的概念、方法、常见毒性反应的预防及处理。 

（5）麻醉前准备，麻醉期间及恢复期的观察、监测和护理。 

4．手术室管理和工作 



（1）手术室的布局、环境和人员配备。 

（2）手术室物品管理及无菌处理。 

（3）手术室的无菌操作技术。 

（4）手术人员及病人的准备。 

5．手术前后病人的护理 

（1）术前主客观评估内容，术前准备内容。 

（2）术后一般护理，常见不适的观察与护理以及常见术后并发症的预防、

观察及处理。 

6．外科营养支持病人的护理 

（1）外科病人营养状况的评估，外科营养支持的适应证。 

（2）肠内营养的概念、营养剂的类型、输注途径及方法、护理。 

（3）肠外营养支持概念、营养液的配制及输入、护理。 

7．外科感染病人的护理 

（1）外科感染的特点、分类、临床表现和处理原则。 

（2）浅部软组织的化脓性感染、手部急性化脓性感染、全身性感染的临床

表现、处理原则及护理。 

（3）破伤风、气性坏疽的病因、病生理、临床表现、处理原则及护理。 

8．烧伤病人的护理 

烧伤的概念、病理生理、面积、深度的评估，临床表现及病程演变规律、处

理原则及护理。 

9．甲状腺疾病病人的护理 

（1）单纯性甲状腺肿的病因、临床表现及处理。 

（2）甲状腺肿瘤的临床表现及处理原则。 

（3）甲亢的分类、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 

（4）甲状腺大部切除手术前后护理。 

10．乳房疾病病人的护理 

（1）急性乳腺炎的病因、临床表现、处理原则。 

（2）乳腺肿瘤的病因、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 

（3）乳癌根治术的手术前后护理。 



11．急性化脓性腹膜炎病人的护理 

腹膜炎病因与分类、病理生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护理。 

12．腹外疝病人的护理 

（1）腹外疝的概念、解剖结构、病因、病理。 

（2）腹股沟疝、股疝的临床表现、处理原则。 

（3）疝修补手术前后护理。 

13．腹部损伤病人的护理 

腹部损伤的病因、分类、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护理。 

14．胃十二直肠疾病病人的护理 

（1）溃疡病的病因、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护理。  

（2）胃癌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护理 

15．小肠疾病病人的护理 

（1）肠梗阻的概念、分类、病理生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

护理。 

（2）肠瘘的概念、分类、病理生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

理。 

16．阑尾炎病人的护理 

（1）急性阑尾炎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手术前后护理。 

（2）几种特殊类型阑尾炎的特点。 

17．大肠、肛管疾病病人的护理 

（1）痔、肛瘘、肛裂、直肠肛管周围脓肿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

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2）大肠癌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18．原发性肝癌病人的护理 

（1）原发性肝癌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及处理原则。 

（2）肝叶切除术术前后护理。 

（3）肝动脉化疗栓塞前后的护理。 

19．胆道感染、胆石症病人的护理 

（1）胆道感染及胆石症的发病和相互关系。 



（2）急性胆囊炎、慢性胆囊炎、胆石症、胆总管结石、胆管炎、急性化脓

性胆管炎的病因、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 

（3）胆囊切除术、胆总管探查术手术前后护理。 

20．胰腺疾病病人的护理 

胰腺癌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21．周围血管疾病病人的护理 

（1）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

护理。 

（2）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

及护理。 

（3）下肢静脉曲张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22．颅内压增高病人的护理 

颅内压增高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23．颅脑损伤病人的护理 

（1）头皮损伤的分类、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2）颅骨损伤的分类、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3）脑损伤的常见类型、、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24．胸部损伤病人的护理 

（1）肋骨骨折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2）气胸的类型、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3）血胸的类型、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25．肺癌病人的护理 

肺癌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26．食管癌病人的护理 

食管癌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27．泌尿系损伤病人的护理 

（1）肾损伤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2）膀胱损伤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3）尿道损伤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28．尿石症病人的护理 

尿石症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和护理。 

29．良性前列腺增生病人的护理 

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和护理。 

30．泌尿系肿瘤病人的护理 

（1）肾癌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2）膀胱癌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31．骨折病人护理 

（1）骨折的定义、分类、病理生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

理。 

（2）常见四肢骨折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3）脊柱骨折及脊髓损伤的病因、、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32．关节脱位病人的护理 

（1）关节脱位的定义、病因、分类、病理生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

理原则及护理。 

（2）肩关节脱位、肘关节脱位、髋关节脱位的病因、分类、临床表现、辅

助检查、处理原则及护理。 

33．颈肩痛和腰腿痛病人的护理 

（1）颈椎病的病因、病理分型、临床表现，处理原则及护理。 

（2）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处理原则及护理。 

34．骨与关节感染病人的护理 

（1）化脓性骨髓炎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和护理。 

（2）化脓性关节炎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和护理。 

（3）骨与关节结核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和护理。 

35．骨肿瘤病人的护理 

（1）骨肿瘤的分类、临床表现。 

（2）常见骨肿瘤的临床特点。 

（3）骨肿瘤病人的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