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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综合考试大纲 

 

Ⅰ.答题方式及时间：闭卷，笔试，180 分钟 

Ⅱ.分值：总分 300 分 

Ⅲ.题型结构:包括主观题和客观题两大类  

1.选择题：（单选题）每题 1 分 

2.填空题：每空 1 分   

3.名词解释：每题 4 分 

4.简答题：每题 6 分 

5.论述题：每题 10 分  

 

牙体牙髓病学 

一、考试范围 

龋病、牙体硬组织非龋性疾病（包括各种牙发育异常性疾病、牙慢性损伤性疾病和牙外伤）、

牙髓病和根尖周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和鉴别诊断、治疗和预防。 

二、考试目标要求 

1、要求熟练掌握牙体牙髓病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2、具备运用牙体牙髓病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序   言 

重点要求：牙体牙髓病学的课程概述 

一般了解：发展简史和当前社会需求，学科特点和学习方法 

第一章 龋  病 

1.概述  

重点要求：龋的定义，龋的危害 

一般了解：疾病简史 

2.流行病学  

重点要求：好发年龄、好发部位龋在我国的患病情况，了解龋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病情况 

3.病因学  

重点要求：龋病病因学的现代概念，即龋是细菌感染性疾病 

          牙菌斑在发病中的关键作用，没有菌斑就没有龋病 

          宿主因素在龋发病中的作用，如牙齿矿化程度、窝沟形态，唾液的质和量，机体易感状态，等 

          饮食，如食物成分、物理性状和糖的摄入与龋的关系 

了解：蔗糖的致龋性。 

4.龋病微生物学  

重点要求：致龋菌确定的原则和主要致龋菌 

5.发病机理  

重点要求：龋发病的四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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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斑代谢糖的产酸过程 

          局部因素在龋病发病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般了解：早期龋的脱矿与再矿化机理 

6.临床病理  

重点要求：龋病理表现各层的成因 

早期釉质的病理表现 

          牙本质龋的病理表现及与临床表现的关系 

          龋情况下的牙髓变化 

7.临床表现  

重点要求：龋的好发牙齿、好发部位 

龋的临床分类 

龋病各种类型 

8.诊断  

重点要求：浅中深龋的诊断要点 

          基本的临床诊断技术 

一般了解：深龋与可复性牙髓炎的区别 

9.龋病的治疗原则  

重点要求：防治和管理原则 

          修复固位原则 

生物学原则 

          常用修复方法和材料的选择原则 

10.龋病研究 

应扩展：龋病研究历史和进展 

第二章 非龋性牙体硬组织疾患 

1.牙齿发育异常 

重点要求：牙齿发育异常的概论及下列类型的牙齿发育异常的临床表现及诊断治疗 

釉质发育不全、氟牙症、四环素牙、牙釉内陷和畸形中央尖 

一般了解：先天梅毒牙的临床表现与意义 

          遗传性乳光牙本质的临床表现与意义 

          先天性缺失牙的分类、临床表现与意义 

          牙齿发育的其他类型疾患 

应扩展：牙发育的分子调控机制 

        与病因相关的遗传学研究 

2.牙体损伤 

急性损伤 

重点要求：急性牙体组织损伤的主要类型，包括牙震荡、牙脱位和牙折 

成人急性牙体组织损伤的临床处理原则和特点 

慢性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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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要求：磨损、隐裂、楔状缺损、酸蚀症和牙本质过敏症的病因、临床表现、诊断及防治原则 

一般了解：牙根纵裂、牙外吸收的临床表现与防治原则 

第三章  牙髓病 

1.概述 

重点要求：牙髓病的定义、危害性 

牙髓的组织学和生理解剖特点在临床上的意义 

          牙髓牙本质复合体的增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2.病因和临床病理 

重点要求：细菌感染及感染途径、物理因素、化学刺激、特发因素 

牙髓炎的临床病理变化 

3.分类 

重点要求：牙髓炎的临床分类 

4.临床表现、诊断和鉴别诊断 

重点要求：可复性牙髓炎、不可复性牙髓炎的临床表现、诊断、诊断方法、鉴别诊断 

          牙髓坏死的临床表现和诊断 

牙髓变性、牙内吸收的诊断要点 

          牙髓病与牙周组织疾病的关系 

一般了解：牙髓疼痛的机理 

应扩展：非牙源性疼痛与牙痛的鉴别诊断 

5.治疗 

重点要求：可复性牙髓炎、不可复性牙髓炎、牙髓坏死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的选择 

第四章 根尖周病 

1.概述 

重点要求：定义、危害性 

一般了解：根尖周疾病与全身的关系 

2.病因 

重点要求：感染、创伤、化学刺激（医源性刺激）、免疫因素 

3.临床病理、临床表现和诊断 

重点要求：急性根尖周炎 

          浆液期 

          化脓期（急性牙槽脓肿）：根尖脓肿阶段 

                                 骨膜下脓肿阶段 

                                 黏膜下脓肿阶段 

          慢性根尖周炎：根尖肉芽肿、慢性根尖脓肿、根尖囊肿、致密性骨炎 

一般了解：创伤性根尖周炎的临床表现 

4.鉴别诊断 

重点要求：与创伤性根周膜炎、牙周脓肿、颌骨骨髓炎的鉴别 

应扩展：与根尖周组织 X 线透射有关的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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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治疗 

重点要求：治疗原则：彻底清除病灶，尽可能保存患牙 

第五章 牙体疾病治疗学 

1.概述 

一般了解：发展简史、现状和展望 

重点要求：治疗特点 

2.牙体疾病的治疗原则 

重点要求：生物及生物力学原则，美学原则，无菌和无痛原则 

3.非手术治疗 

重点要求：牙本质过敏症的治疗 

一般了解：早期龋的控制（氟化物的应用） 

应扩展：变色牙的漂白治疗 

4.手术治疗（牙体缺损的直接修复） 

重点要求：银汞合金充填术 

          粘接修复术 

          牙体疾病治疗的并发症和处理方法 

          充填和修复材料的选择 

          牙体疾病治疗的疗效及疗效评定方法 

一般了解：嵌体修复术 

应扩展：附加固位装置修复术 

第六章 牙髓治疗学 

1.概述  

重点要求：牙髓治疗的原则 

一般了解：牙髓治疗发展简况 

2.牙髓治疗的准备 

重点要求：治疗方案的确定 

          治疗难度分析和预后估计 

          患者管理：病情及治疗方案的告知 

                    疗程、疗次及预后的交待 

                    费用的预算 

                    知情同意 

3.术野隔离和疼痛控制 

重点要求：常用隔湿法、麻醉法和失活法 

4.牙髓治疗方法 

（1）活髓保存术 

重点要求：间接盖髓术的原理、适应证、操作步骤、盖髓剂和疗效评价 

一般了解：直接盖髓术和活髓切断术 

应扩展：活髓保存治疗的生物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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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髓和牙髓摘除术 

重点要求：髓腔解剖 

适应证 

          操作步骤 

      并发症及其预防与处理 

（3）根管治疗术 

重点要求：原理，适应证，方法、时机、操作步骤、标准 

            1）髓腔预备和根管清理成形：掌握：步退法；了解：其他方法 

            2）根管消毒和冲洗：掌握：各种药物和清洗方法 

            3）根管充填：掌握：冷侧压法；了解：其他方法 

          并发症及其预防与处理 

          疗效评价 

（4）塑化治疗 

重点要求：原理、适应证、操作步骤、并发症及其预防与处理 

一般了解：塑化剂及其性能、配制 

（5）急症处理  

重点要求：原则及方法 

 急性牙髓炎的处理、急性根尖炎的处理、牙髓治疗术中、术后急症发作的处理 

5.根管治疗器械  

重点要求：常用根管治疗器械的规格、性能、使用方法 

一般了解：发展简介 

应扩展：各种根管治疗器械的进展 

6.根尖手术 

一般了解：种类、适应证、方法、预后 

 

牙周病学 

一、考试范围 

牙周病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二、考试目标要求 

    要求考生系统掌握牙周病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分析解决临床

工作的实际问题 

三、能力要求：主要测试考生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 

1.对牙周病学领域中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 

2.运用上述理论和技能分析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具体要求如下： 

一、要求 

（一）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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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牙周组织的应用解剖和生理 

（2）牙周疾病的病因学 

（3）牙周疾病常见症状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思路 

（4）常见牙龈疾病的的病因、病理、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原则 

（5）牙周炎的病因、病理、临床症状、分类、诊断及治疗原则 

（6）牙周检查及诊断，并根据疾病的不同类型和阶段作出治疗设计和阶段治疗计划 

（7）各种牙周非手术治疗方法的原理、适应证及方法 

（8）各种牙周手术治疗的原理、适应证及方法 

（9）牙周治疗中的药物治疗 

（10）牙周病学与修复学及正畸学的关系 

（11）种植体周围病的病因、预防、临床表现及治疗原则 

（二）了解 

（1）牙周疾病病因学的研究进展 

（2）牙周炎检查和诊断的新进展 

（3）牙周组织再生治疗的新进展 

（4）膜龈手术 

（5）牙周医学：牙周炎与全身健康的相互影响 

二、主要内容 

（一）主要症状及病种 

1.掌握： 

（1）常见症状：牙龈出血、牙龈肿痛、牙周袋、牙槽骨吸收、牙齿松动及移位 

（2）菌斑性龈炎(含增生性龈炎) 

（3）妊娠期龈炎及妊娠瘤(孕瘤) 

（4）药物性牙龈肥大 

（5）坏死性溃疡性龈炎 

（6）白血病时的龈病变 

（7）青春期龈炎 

（8）急性龈乳头炎 

（9）牙龈纤维瘤病 

（10）慢性牙周炎 

（11）侵袭性牙周炎 

（12）牙周脓肿 

（13）牙周—牙髓联合病变 

（14）根分叉病变 

（15）牙合 治疗在牙周治疗中的重要性及时机，调牙合   的原则 

（16）药物治疗的目的和原则，抗微生物药物在牙周治疗中的地位、应用原则及药物选择；局部用药的优

缺点；牙周科常用药的成分、作用、用法和不良反应 

（17）牙周手术治疗的目的、时机、适应证、术前准备、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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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各种手术方法的目的、适应证、优缺点及手术方法的选择 

       包括：牙龈切除术和成形术、翻瓣术、骨切除和骨成形术、植骨术、引导性组织再生术、牙冠延

长术、分根术、截根术、半切术 

（19）牙周手术后理想的和常见的愈合方式 

（20）引导性牙周组织再生术(GTR)的生物学原理 

（21）牙冠延长术的原理 

（22）修复和正畸治疗与牙周健康的关系 

（23）种植体周围疾病 

2.了解：  

（1）牙周疾病与全身疾病和状况的关系 

（2）全身疾病在牙周的表现（掌跖角化—牙周破坏综合征等） 

（3）病因学的研究进展 

（二）基本技能 

1.掌握： 

（1）牙周疾病的检查内容及方法 

（2）常见牙周疾病的 X 线片检查和判读 

（3）牙周疾病的 1999 年国际分类法 

（4）牙周疾病的危险因素评估 

（5）牙周治疗的总体目标、牙周病的预后判断和治疗计划制定  

（6）菌斑控制 

（7）洁治术；龈下刮治术及根面平整术  

（8）菌斑滞留因素的发现及纠正 

（9）食物嵌塞的治疗 

（10）调牙合    的原则及方法 

（11）局部药物治和全身药物治疗及选择  

（12）常见牙周手术治疗的基本原则（牙龈切除术和成形术、牙周翻瓣术、骨切除和骨成形术、牙冠延长

术、植骨术、引导性组织再生术、分根术、截根术、半切术） 

（13）牙周治疗疗效复查和评估；牙周维护治疗的重要性；牙周维护期的检查及治疗内容 

（14）牙周炎患者的修复治疗及牙周炎的正畸治疗 

2.了解： 

（1）牙周炎诊断的新进展 

（2）常见牙周手术治疗的方法要点（牙龈切除术和成形术、牙周翻瓣术、骨切除和骨成形术、牙冠延长

术、植骨术、引导性组织再生术、分根术、截根术、半切术） 

（3）牙周组织再生治疗的新进展 

（4）膜龈手术 

（5）影响牙周手术成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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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口腔医学 

一、考试范围 

儿童口腔医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包括牙齿发育及发育异常、儿童龋病、儿童牙髓

病、儿童牙外伤、咬合诱导、儿童牙周黏膜病等六个亚专科的内容。 

二、考试要求 

要求考生系统掌握儿童口腔医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分析解决

临床工作的实际问题，达到第一阶段住院医师（3 年）水平。 

三、能力要求：主要测试考生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 

1.对儿童口腔医学领域中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 

2.运用上述理论和技能分析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第一章 牙齿发育及发育异常 

一、要求 

（一）掌握： 

牙齿的钙化时间 

牙齿的萌出时间、顺序和规律 

儿童的三个牙列阶段 

乳牙牙根发育的稳定期及其意义 

年轻恒牙的概念、牙根发育完成时间及其临床意义 

牙齿的发生时间 

牙齿的钙化阶段分期 

乳牙的作用和在颌骨的位置 

乳牙牙根吸收的方式、部位及临床意义 

牙齿发育异常的种类、临床表现、诊断 

（二）了解：全身发育的分期，牙齿发育的分期及其萌出机理 

二、主要内容 

（一）主要症状及病种 

1.掌握： 

牙齿数目异常，多生牙、个别牙缺失的临床表现、诊断方法 

外胚叶发育不全、牙瘤的临床特征及其治疗原则 

结合牙、双生牙、弯曲牙、牛牙症的临床特征 

牙齿萌出异常的病因，乳牙固连诊断及临床处理原则 

牙齿的形态异常：畸形中央尖、畸形舌侧窝、畸形舌侧尖、过大牙、过小牙、融合牙的临床诊断，治疗原

则及可能发生的并发症 

牙齿萌出异常：牙齿早萌、迟萌、第一恒磨牙异位萌出、乳牙滞留的诊断及临床处理原则 

牙齿结构异常：釉质发育不全、氟牙症、四环素牙的病因、临床诊断 

釉质发育不全、氟牙症、四环素牙的处理原则及其预防 

2.了解： 

多生牙、个别牙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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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胚叶发育不全、牙瘤的病因 

牙齿形态异常的病因 

诞生牙、上皮珠，牙本质发育不全的临床特征 

遗传性乳光牙本质的遗传方式 

（二）基本技能 

1.掌握： 

（1）牙齿发育异常的诊断方法 

（2）滞留乳牙的拔除术 

（3）x 线片读片 

2.了解：基因学检测 

第二章 儿童龋病 

一、要求 

（一）掌握： 

乳牙龋病 

年轻恒牙龋病 

（二）了解：以年龄为特点的口腔保健 

二、主要内容 

（一）主要症状及病种 

1.掌握： 

乳牙易患龋的因素及患病特点 

乳牙龋病的发病年龄、好发牙齿和部位 

乳牙龋病的危害 

儿童龋病的预防 

乳牙龋病的治疗方法（药物治疗、修复治疗） 

修复治疗中的注意事项；二次去腐 

儿童龋病的分类（Ⅴ度分类法和 3 度分类法） 

年轻恒牙龋病特点 

年轻恒牙龋好发部位 

窝沟封闭、预防性树脂充填（适应症） 

2.了解：儿童龋病的流行情况 

（二）基本技能 

1.掌握： 

乳、恒牙龋齿Ⅰ类洞、Ⅱ类洞充填术 

窝沟封闭术 

预防性树脂充填术 

系统口腔卫生宣教 

2.了解：胎儿期、婴儿期、幼儿期、学龄前期、学龄期、青少年期的口腔保健，以及行为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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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儿童牙髓病 

一、要求 

（一）掌握： 

乳牙和年轻恒牙的髓腔和牙髓组织特点 

乳牙牙髓病的诊断方法 

乳牙牙髓病治疗方法 

年轻恒牙牙髓病治疗 

（二）了解：乳牙替换中牙髓的生理性改变 

二、主要内容 

（一）主要症状及病种 

1.掌握： 

乳牙、年轻恒牙的髓腔解剖特点和牙髓组织学特点 

乳牙替换中牙髓的生理性改变 

乳牙牙髓状态的判断方法 

乳牙牙髓炎和根尖周炎的临床特点 

牙髓病治疗的愈后和术后评估 

年轻恒牙牙髓状态的判断方法 

年轻恒牙牙髓病的治疗原则 

年轻恒牙牙髓病的治疗方法 

2.了解：乳牙冠髓切断术盖髓剂的选择 

（二）基本技能 

1.掌握： 

乳牙冠髓切断术 

乳牙牙髓摘除术（根管治疗术） 

年轻恒牙间接牙髓治疗术 

年轻恒牙冠髓切断术 

年轻恒牙根尖诱导成形术 

2.了解：根尖诱导成形术的术后评估及牙体修复治疗原则。 

第四章 儿童牙外伤 

一、要求 

（一）掌握： 

牙齿外伤流行病学及分类 

牙齿外伤牙的检查及治疗 

乳牙牙齿外伤 

（二）了解：乳牙外伤对继承恒牙的影响 

二、主要内容 

（一）主要症状及病种 

1.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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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毅外伤分类法（牙齿震荡，牙齿折断、牙齿移位、牙齿完全脱出） 

Andreasen 外伤分类法 

牙外伤临床诊断（问诊、临床检查、X 线检查等） 

儿童牙外伤的发病情况及预防方法 

乳牙外伤的诊断、处理原则 

各类恒牙牙外伤的治疗原则 

外伤牙的愈后及疗效评估 

2.了解： 

Ellis 分类法 

外伤牙的病理变化 

乳牙外伤对继承恒牙的影响 

（二）基本技能 

1.掌握： 

问诊 

临床检查 

X 线检查等 

2.了解：牙齿固定技术和牙再植术等牙外伤治疗技术 

第五章 咬合诱导 

一、要求 

（一）掌握： 

牙列与咬合的生长发育 

影响咬合发育紊乱的因素 

乳牙早失的间隙管理 

（二）了解：牙列发育中咬合紊乱的早期矫治 

二、主要内容 

（一）主要症状及病种 

1.掌握： 

咬合发育阶段的分期（Hellman） 

第一恒磨牙萌出规律及中性牙合 关系建立 

咬合发育的几个基本概念：灵长间隙、发育间隙、剩余间隙、第二乳磨牙的末端平面） 

龋病和乳牙早失对咬合的影响 

乳牙早失的原因、危害和间隙保持的意义乳牙龋病的危害 

了解： 

各咬合发育阶段的生长发育变化特点及替牙期的暂时性错牙合 

牙齿发育异常及口腔不良习惯的影响 

前牙反牙合 和口腔不良习惯导致错牙合 畸形等的早期矫治的意义 

（二）基本技能 

1.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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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隙保持器的种类 

丝圈式间隙保持器的制作 

2.了解：保持间隙应考虑的有关因素和适应证的选择 

第六章 儿童牙周黏膜病 

一、要求 

（一）掌握： 

儿童牙周粘膜正常形态特点 

牙龈病 

（二）了解：牙周病，黏膜病 

二、主要内容 

（一）主要症状及病种 

1.掌握： 

儿童牙周粘膜正常形态特点 

儿童牙龈炎易患因素 

萌出性龈炎和口呼吸增生性龈炎的病因、临床特点，治疗方法 

儿童常见黏膜疾病的临床特点（鹅口疮、疱疹性口炎、创伤性溃疡） 

2.了解：儿童牙龈炎流行情况，青春前期牙周炎和青少年牙周炎的临床特点 

（二）基本技能 

1.掌握： 

口腔冲洗 

黏膜上药 

2.了解：儿童常见黏膜疾病的临床特点（鹅口疮、疱疹性口炎、创伤性溃疡） 

 

口腔黏膜病学 

一、要求 

（一）掌握：口腔黏膜常见病、多发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和处

理方法。 

（二）了解：口腔黏膜疾病与系统疾病的关系、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和处理方法 

二、主要内容 

（一）主要病种 

1.掌握：口腔黏膜常见溃疡性疾病、斑纹类疾病、感染性疾病、变态反应性疾病、唇舌疾病等 

2.了解：某些全身疾病(艾滋病、梅毒等)的口腔表现 

（二）主要技能 

1.掌握:口腔黏膜病的病史采集、检查方法和病历书写；口腔黏膜病常用药物的适应证、禁忌证及不良反

应；口腔黏膜病组织病理活检的适应证及临床操作规范 

2.了解:脱落细胞涂片的常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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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预防医学 

一、要求 

（一）掌握： 

口腔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口腔常见疾病流行的主要因素、特征及指数 

龋病的预防和控制的原则及常用方法 

牙周疾病的预防的原则及常用方法 

有效刷牙的概念和方法 

口腔健康教育的定义、方法、设计与评价，口腔健康教育与口腔健康促进的目的与原则 

口腔癌的致病因素和预防方法 

特殊人群（妊娠期妇女、婴幼儿期、中小学、中老年人及残疾人）的口腔保健指导 

口腔卫生项目管理的基本概念、职能、策略和评价 

医院的感染和控制。 

（二）了解： 

口腔流行病学的作用与用途、口腔健康调查的基本方法及质量控制，口腔流行病学中的医学统计问题。 

具有牙齿保护作用的饮食成分及保护机制，氟的适宜摄入量、中毒量、致死量 

牙周疾病的病因、I 期预防和专业保健 

牙刷的设计及刷牙效果的临床评价 

口腔健康教育的基本内容及其目标的意义 

口腔癌的定义，及其预防的重要意义 

初级口腔卫生保健的基本概念、五项基本原则，效率评价的三种计量方法 

牙防组织机构、历史发展及现状；牙防工作的组织和实施方法；口腔卫生保健的调研方法（设计、资料汇

集、分析总结） 

二、主要内容 

（一）基本技能 

1.掌握： 

预防性树脂充填 

局部用氟化物防龋 

窝沟封闭 

口腔健康教育 

2.了解： 

龋病牙周病流行病学调查设计 

调查资料收集整理 

牙防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社区口腔调研或宣教 

（二）社区牙防 

参加社区口腔调研或基层牙防工作，可完成流行病调查设计，或参加社区牙防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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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颌面外科学 

一、考试范围 

口腔颌面外科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包括口腔麻醉、牙及牙槽外科、口腔颌面部感染、口

腔颌面部创伤、口腔颌面部肿瘤、唾液腺疾病、颞下颌关节疾病、口腔颌面部神经疾患、先天性唇腭裂和

面裂、牙颌面畸形、颌骨牵引成骨技术、口腔颌面部后天性畸形与缺损及数字化外科技术等内容。 

二、考试目标要求 

    要求考生系统掌握口腔颌面外科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分析解

决临床工作的实际问题。 

三、主要考试内容   

第一章 口腔麻醉 

1.局部麻醉 

2.全身麻醉 

3.疼痛与镇痛 

4.镇静术 

第二章 牙及牙槽外科 

1.牙拔除术 

2.阻生牙拔除术 

3.牙再植和牙移植术 

4.牙种植术 

5.修复前外科 

第三章 口腔颌面部感染 

1.概论    

2.智齿冠周炎 

3.面颈部淋巴结炎 

4.面部疖痈 

5.口腔颌面部间隙感染 

6.颌骨骨髓炎 

7.口腔颌面部特异性感染 

第四章 口腔颌面部创伤 

1.概论 

2.伤情判断与急救 

3.软组织损伤    

4.牙槽突骨折 

5.颌面部骨折的诊断与治疗 

6.下颌骨骨折 

7.面中部骨折 

8.口腔颌面部火器伤 

第五章 口腔颌面部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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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论 

2.口腔颌面部囊肿 

3.良性肿瘤和瘤样病变 

4.恶性肿瘤 

第六章 唾液腺疾病 

1.唾液腺炎症 

2.唾液腺损伤和涎瘘 

3.舍格伦综合征 

4.唾液腺瘤样病变 

5.唾液腺肿瘤 

第七章 颞下颌关节疾病 

1.颞下颌关节疾病的分类 

2.颞下颌关节紊乱病 

3.颞下颌关节脱位 

4.颞下颌关节强直   

第八章 口腔颌面部神经疾患 

1.三叉神经痛 

2.舌咽神经痛 

3.面神经疾患 

第九章 先天性唇腭裂和面裂 

1.胚胎发育与发病因素 

2.唇裂 

3.其他面裂 

4.腭裂 

5.牙槽突裂 

6.与唇腭裂有关的综合征 

7.唇腭裂序列治疗 

第十章 牙颌面畸形 

1.病因与临床分类 

2.临床检查与诊断    

3.矫治方案设计    

4.正颌外科常用手术方法 

5.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第十一章 颌骨牵引成骨技术 

1.概述 

2.颌骨牵引成骨的临床应用 

第十二章 口腔颌面部后天性畸形与缺损 

1.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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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移植 

3.显微外科 

4.各类畸形和缺损的修复 

第十三章 数字化外科技术在口腔颌面外科的应用 

1.概论 

2.数字化外科的常用技术 

3.数字化外科技术在口腔颌面外科的应用 

 

口腔颌面医学影像学 

一、考试范围 

口腔颌面医学影像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包括放射物理学及放射生物学效应、口腔放

射防护、口内 X 线片投照技术及正常 X 线解剖、口腔颌面部常用 X 线影像技术和正常图像，口腔颌面部疾

病的影像学诊断，包括：牙、颌面骨发育异常，牙及牙周组织病变，颌面骨炎症、创伤，颌骨囊肿、瘤样

病变及肿瘤，颌面颈部软组织肿物，唾液腺疾病，颞下颌关节疾病，系统病在口腔及颅－颌面骨的表现，

以及口腔颌面部介入放射学及口腔颌面种植放射学等方面的内容。 

二、考试要求 

要求考生系统掌握口腔颌面医学影像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分

析解决临床工作的实际问题，达到第一阶段住院医师（3 年）水平。 

三、能力要求：主要测试考生以下两方面的能力： 

1.对口腔颌面医学影像学领域中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 

2.运用上述理论和技能分析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第 1 章 口腔颌面影像学绪论 

（一）掌握： 

1.口腔颌面医学影像学的概念 

2.医学影像学检查方法在口腔颌面部疾病诊断中的选择与应用 

（二）了解：口腔颌面影像技术特点及常用设备概况。 

1.口腔专用Ｘ线机 

2.定位投照 

3.造影检查 

4.锥形束 CT 和 CT 

第 2 章 放射物理学概述 

了解：1.X 线的产生、影响 X 线产生强弱的因素 

2.物体对 X 线吸收程度的相关因素 

第 3 章放射生物学效应 

掌握：放射线对口腔颌面部组织器官的影响 

第 4 章放射防护 

（一）掌握：口腔放射防护原则 

（二）了解：放射防护的具体方法 



 

 17 

第 5 章 口内 X 线片投照技术及正常 X 线解剖 

（一）掌握： 

1.根尖片投照及原理 

2.根尖片显示牙及牙周组织正常Ｘ线表现 

3.根尖片所见有关颌骨正常解剖Ｘ线表现 

（二）了解： 

1.咬牙合 片的种类、用途及正常Ｘ线表现 

2. 牙合 翼片的临床应用 

第 6 章 牙、颌面骨发育异常 

（一）掌握： 

1.额外牙、阻生牙诊断及其定位 

2.畸形中央尖，牙内陷的 X 线诊断 

（二）了解： 

1.埋伏牙定位的 X 线检查方法 

2.牙发育异常的 X 线诊断: 先天性牙缺失，融合牙，牙根异常，釉质发育不全，遗传性乳光牙本质 

第 7 章 牙及牙周组织病变Ｘ线诊断 

（一）掌握： 

1.龋病、根尖周炎和牙周炎的Ｘ线诊断 

2.慢性根尖周炎的分类和鉴别诊断 

（二）了解： 

1.各种龋病的鉴别诊断 

2.牙髓病的 X 线诊断 

第 8 章 颌面骨炎症 

掌握： 

1.曲面体层片正常 X 线影像和相关解剖标志 

2.化脓性颌骨骨髓炎Ｘ线诊断 

3.Garre 骨髓炎Ｘ线诊断 

4.放射性骨坏死的Ｘ线诊断 

5.化学性骨坏死的Ｘ线诊断 

第 9 章 牙及颌面骨创伤 

（一）掌握： 

1.华特位和下颌骨开口后前位正常 X 线影像和相关解剖标志 

2.观察骨折 X 线片的要点 

3.牙折的 X 线诊断 

4.颌骨骨折 X 线诊断 

5.牙根折裂的 X 线诊断 

（二）了解： 

1.骨折愈合过程中 X 线征象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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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颧骨、颧弓骨折 X 线表现 

3.鼻骨骨折 X 线表现 

第 10 章 颌骨囊肿 

掌握：鼻腭囊肿和含牙囊肿Ｘ线诊断 

第 11 章 颌骨瘤样病变 

（一）掌握： 

1.颌骨瘤样病变的定义和分类 

2.根尖周牙骨质结构不良的Ｘ线分期和表现 

（二）了解：巨大牙骨质瘤的Ｘ线表现 

第 12 章 颌骨肿瘤 

（一）掌握： 

1.牙源性角化囊性瘤的 X 线诊断和鉴别诊断 

2.成釉细胞瘤Ｘ线诊断 

3.原发性颌骨中央性鳞癌 X 线诊断 

4.骨肉瘤Ｘ线诊断 

（二）了解： 

1.牙瘤，真性牙骨质瘤和牙源性腺瘤样瘤的 X 线表现 

2.骨化纤维瘤的 X-线表现 

第 13 章 颌面颈部软组织肿块的影像诊断 

（一）掌握：牙龈癌侵犯颌骨的 X 线特征 

（二）了解：上颌窦癌的 X 线诊断与鉴别诊断 

第 14 章 唾液腺疾病的影像学诊断 

（一）掌握： 

1.涎石症的 X 线检查方法和诊断 

2.慢性复发性和阻塞性唾液腺炎症的Ｘ线诊断 

3.舍格伦综合征的Ｘ线诊断 

（二）了解： 

1.唾液腺发育异常的影像诊断 

2.唾液腺良性肥大的影像诊断 

3.唾液腺肿瘤的超声诊断 

4.涎瘘的Ｘ线诊断 

第 15 章 颞下颌关节疾病的影像学诊断 

（一）掌握： 

1.许勒氏位片、髁突经咽侧位、CBCT 正常影像 

2.颞下颌关节造影正常图像 

3.颞下颌关节 MRI 正常图像 

4.颞下颌关节紊乱病的 X 线诊断 

5.颞下颌关节强直的 X 线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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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了解： 

1.颞下颌关节造影术 

2.颞下颌关节紊乱病的 MRI 诊断 

3.髁突骨瘤和骨软骨瘤的 X-线诊断 

4.颞下颌关节紊乱病的鉴别诊断要点 

第 16 章 系统病在口腔及颅－颌面骨的表现 

（一）掌握： 

1．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颌骨的 X 线表现 

2．骨纤维异常增殖症Ｘ线诊断 

（二）了解：白血病和糖尿病影响口腔及颌面骨的 X 线表现 

第 17 章 口腔颌面部介入放射学 

掌握：口腔颌面介入性治疗主要临床应用 

第 18 章 口腔颌面种植放射学 

掌握： 

1.各种 X 线检查技术的特点和选择 

2.种植相关影像解剖学 

 

口腔修复学 

一、考试范围 

口腔修复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包括牙体、牙列缺损的固定义齿修复，牙列缺损的可

摘局部义齿修复，牙列缺失的全口义齿修复以及种植义齿修复的基础理论等内容。 

二、考试要求 

要求考生系统掌握口腔修复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分析解决临床工

作的实际问题。 

三、能力要求：主要测试考生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 

1.对口腔修复学领域中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 

2.运用上述理论和技能分析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三、具体要求如下: 

(一)牙体牙列缺损的固定义齿修复 

1.基本概念: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定义 

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人工修复体的分类 

应扩展内容及深度：对修复体的要求，工程学、医学、美学原则的含义  

2.基本原则与原理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保存牙体组织；恢复形态功能；牙体组织 、牙周组织、牙髓的保健措施 

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良好抗力形与固位力形的建立；修复体固位原理 

3.诊断程序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诊断的过程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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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冠内修复体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定义及分类，牙体预备 

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适应证，优缺点，制作工艺流程 

应扩展内容及深度：高嵌体: 硬组织抗力性能、改变设计后受力、预备体外形 

5.部分冠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牙体预备特征 

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定义，适应证，优缺点 

应扩展内容及深度: 3/4、7/8、邻面半冠的适应证与牙体制备 

6.全冠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定义及分类 

                    适应证及优缺点，铸造金属全冠牙体预备特征、冠边缘位置的设置及预备   

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试戴程序及检查内容，粘着要求，制作工艺流程 

应扩展内容及深度：甲冠暂时冠   

7.金属烤瓷全冠(PFM 冠)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定义、适应证及优缺点，牙体预备特征及要求、试戴，粘固 

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排龈材料及方法 

应扩展内容及深度：金属内冠制作方法及外形要求，比色方法，涂瓷及烧烤工艺 

8.桩核冠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定义、适应证及分类，优缺点，应用原则 

                    牙体根管预备，试戴及粘固  

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蜡型制作 

应扩展内容及深度： 终修复体的制作 

9.固定桥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固定桥组成与类型,固定桥适应证与禁忌证,固定桥基牙选择 

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固定桥设计的生物学、生物力学、机械学原理 

应扩展内容及深度：固定桥的设计,桥体的设计及连接体的设计,粘接桥 

（二）牙列缺损的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1.概述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定义(卡环固位型可摘局部义齿) 

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修复目的、修复适应证、可摘局部义齿的分类 

2.牙列缺损的分类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牙列缺损的 Kennedy 分类 

3.可摘局部义齿的组成部分，各部分的功能 

①连接体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上颌大连接体、下颌大连接体、小连接体 

②人工牙 

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人工牙的种类，选牙排牙原则 

③基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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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用途，种类，边缘伸展要求，厚度要求 

④卡环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卡环的种类: 铸造圆形卡环,铸造杆形卡环，钢丝卡环。 

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卡环的固位原理、模型观测器及基牙倒凹测量、影响卡环固位力的因素 

4.可摘局部义齿的设计原则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基牙的选择、固位体的选择、大小连接体的选择 

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牙列缺损可摘义局部义齿修复的支持组织特点 

应扩展内容及深度：义齿的修复与软硬组织保健的关系 

5.可摘局部义齿的分类设计 

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典型设计实例及设计图 

应扩展内容及深度：对牙列缺损 Kennedy 分类的义齿修复原则 

6.可摘局部义齿的制作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牙体预备、印模与颌位记录、戴牙及复查 

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制作程序(临床-技工-临床) 

（三）牙列缺失的全口义齿修复 

1.概述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定义、牙列缺失后的组织吸收特点 

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全口义齿的组成部分 

应扩展内容及深度：修复原则  

2.无牙颌的解剖标志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无牙颌的解剖标志 

3.无牙颌的组织结构特点与全口义齿修复的关系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无牙颌分区 

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义齿间隙、义齿表面 

4.全口义齿的固位与稳定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全口义齿的固位原理 

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与全口义齿固位与稳定有关的因素 

5.无牙颌的口腔检查和修复前的准备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口腔检查 

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修复前的准备 

6.全口义齿的制作 

（1）印模法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二次印模法 

应扩展内容及深度：其他印模方法 

（2）模型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灌注模型与模型的要求 

（3）颌位记录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确定垂直距离、确定正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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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确定颌位的具体操作步骤 

（4）画标志线和选牙 

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画标志线的意义和选择人工牙的要求 

（5）牙合架与面弓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面弓的使用方法调节与使用半可调牙合架 

（6）排牙 

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排牙原则 

应扩展内容及深度：平衡的原理 

（7）全口义齿的完成 

7.戴全口义齿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 ①初戴方法②选磨调③医嘱戴牙指导 

8.复查与义齿的维护 

重点要求内容及深度：①复诊常见问题的处理②全口义齿的修理 

 

口腔材料学 

一、考试范围 

口腔材料学的基础概念、分类和基本理论。包括口腔材料的基本性能、印模材料、义齿修复材料、牙

体修复材料以及种植材料等。 

二、考试目标要求 

要求考生系统掌握口腔材料学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并能运用这些知识指导临床操作。 

第一章 印模材料 

掌握印模材料的概念、分类。 

掌握各类印模材料的性能特点和应用 

掌握主要印模材料（藻酸盐和硅橡胶）组成成份及固化反应机理，以及影响固化反应的因素 

第二章 义齿材料 

掌握义齿基托概念、分类和性能要求 

掌握热固型义齿基托的组成、聚合过程与聚合原理 

第三章 包埋材料 

1.掌握铸造包埋材料和分类和用途。 

2.掌握铸造包埋材料的膨胀方式（固化膨胀、吸水膨胀、热膨胀）及影响膨胀的主要因素 

3.掌握影响石膏性能的主要因素 

第四章 金属材料 

1.掌握金属材料的基本知识 

2.掌握铸造合金的分类以及各类优缺点 

3.掌握银汞合金的基本性能特点 

第五章 陶瓷材料 

1.掌握口腔陶瓷材料的分类 

2.掌握烤瓷材料与烤瓷合金的结合性能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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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全瓷材料的种类和特点 

第六章 复合树脂和粘接剂 

1.掌握复合树脂的分类和性能特点 

2.掌握影响复合树脂性能的基本因素 

3.掌握牙釉质和牙本质的粘接机理 

4.掌握微渗漏产生的原因及预防措施 

第七章 水门汀 

1.掌握各类水门汀组成、固化反应和与牙齿的粘接机理 

2.掌握各类水门汀的性能特点和应用 

3.掌握根管封闭材料的性能特点和应用 

第八章 口腔种植材料 

1.掌握口腔种植材料的分类以及表面处理技术 

2.掌握种植材料和组织的结合方式 

第九章 预防保健材料 

掌握树脂基窝沟封闭剂的防龋原理和影响因素 

 

口腔正畸学 

一、考试范围 

口腔正畸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 

二、考试要求 

要求考生系统掌握口腔正畸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并且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分析解决临床实际问题。 

第一章 绪论 

一、掌握： 

1.错牙合 畸形的概念 

2.错牙合 畸形的危害性 

3.预防性矫治、阻断性矫治、一般性矫治和外科矫治概念 

4.正畸矫治的目标 

二、了解： 

1.错牙合 畸形的患病率 

2.固定矫治器、可摘矫治器 

3.口腔正畸学与口腔其他学科的关系 

第二章 颅面部的生长发育 

一、掌握： 

1.生长与发育的概念 

2.颅面骨骼的发育方式，面部三维方向的发育 

3.上颌骨三维方向的生长，4 条骨缝的生长。下颌骨三维方向的生长 

4.上下牙列的牙齿萌出顺序，乳磨牙的终末平面特点。混合牙列期间的暂时性错合。建合的动力平衡 

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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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体生长的快速期与慢速期 

2.颅部和面部的生长发育 

3.颅面部发育和全身的关系 

4.鼻部、下颌关节部、喙突、颏部及下颌角的生长变化 

5.正常乳牙列的特征以及牙龄 

第三章 错牙合 畸形的病因 

一、掌握： 

1.先天胚胎发育异常及其常见种类。乳牙期及替牙期的局部障碍 

2.口腔不良习惯导致错牙合 畸形的临床及形成机制 

3.乳牙期、替牙期常局部障碍导致错牙合 畸形的机制 

二、了解： 

1.错牙合 畸形发生发展的种族演化背景和机制 

2.全身性疾病导致错牙合 畸形的机制 

3.口腔功能因素导致错牙合 畸形的机制及骨骼畸形的病因和机制 

第四章 错牙合 畸形的分类 

一、掌握： 

1.个别正常牙合 和理想正常牙合 的概念 

2.正常牙合 的六项标准 

3.Angle 错牙合 分类法的具体内容，包括 Angle I 类、II 类、III 类错牙合 畸形的具体分类 

4.毛燮均错牙合 分类法的具体内容及应用，包括毛氏 I 类、II 类、III 类、IV 类、V 类和 VI 类错牙合 畸形的

具体分类 

二、了解： 

1.Angle 错牙合 分类法的优缺点 

2.毛燮均错牙合 分类法的优缺点 

第五章 错牙合 畸形的检查诊断 

一、掌握： 

1.问诊的内容 

2.X 线头影测量的应用，常用 X 线头影测量的标志点及平面 

3.常用软硬组织测量内容 

4.不同牙龄期错牙合 畸形矫治的适应证 

5.正畸治疗计划的制定的原则及对拔牙因素的考虑 

二、了解： 

1.X 线头影测量的应用 

2.常用 X 线头影测量的标志点及平面 

3.上下颌骨的检查、面部检查、颞下颌关节检查 

4.模型分类和制作要求 

5.临床常用的 X 线头影测量分析方法 

6.面像和牙合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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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力与牙齿移动 

一、掌握： 

1.正畸学上常用的力学基本概念 

2.牙齿移动的基本类型 

3.矫治力的种类 

4.矫治力的种类 

二、了解： 

刚度、弹性模量、弹性限度、 大张力强度 

第七章 正畸治疗的生物机械学原理 

一、掌握： 

1.牙齿倾斜移动、牙齿整体移动牙齿垂直移动（伸长与压低）、牙齿旋转移动及牙齿转矩移动的组织反应 

2.牙周膜的玻璃样变、骨的潜掘性吸收的概念 

3.机械阈值理论 

4. 适矫治力值 

5.正畸力的副作用 

二、了解： 

1.牙周组织的结构，牙周膜、牙龈、牙槽骨、牙周组织中的生化变化与细胞学变化 

2.影响牙周组织改建和牙齿移动的因素 

第八章 矫治器和矫治技术 

一、掌握： 

1.支抗的概念及分类 

2.各类矫治器的优缺点和加强支抗方法 

3.活动矫治器的组成和优缺点 

4.功能性矫治器的原理及适应证 

5.功能矫治器的分类和优缺点 

6.方丝弓矫治器矫治原理和特点 

7.Begg 细丝弓矫治器的矫治原理和特点 

8.直丝弓矫治器的原理、组成 

二、了解： 

1.矫治器的定义和矫治器的类型 

2.活动矫治器的适应证和常见活动矫治器的临床应用 

3.功能矫治器的治疗程序和临床常用的功能矫治器 

4.方丝弓矫治器基本组成 

5.方丝弓矫治器基本矫治步骤 

6.Tip-Edge 直丝弓矫治技术的原理、技术特点 

7.自锁托槽的特点、分类 

8.矫形力矫治器的特点及其在临床的应用 

9.分牙、正畸附件的直接粘接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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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错牙合 畸形的早期治疗 

一、掌握： 

1.乳牙早失后缺隙保持的适应症 

2.乳牙早失、乳牙滞留的诊断和处理方法 

3.恒牙萌出顺序异常及多生牙的处理 

4.各种口腔不良习惯引起的错合畸形及其矫治 

5.轻、中、重度牙列拥挤的矫治原则及矫治方法 

二、了解： 

1.恒牙早失、先天缺失、早萌、迟萌、阻生、异位萌出的诊断和处理 

2.唇舌系带附着异常的诊断和治疗 

3.上中切牙扭转、侧切牙舌向错位、第一磨牙近中移动的矫治 

4.序列拔牙法治疗程序 

5.前牙反合、前牙深覆盖、前牙深覆合。前牙开合的矫治。后牙反牙合 的矫治 

第十章 常见错牙合 畸形的矫治 

一、掌握： 

1.牙列拥挤的分度和矫治原则 

2.安氏 II 类错牙合 的形态特征及矫正策略 

3.安氏 III 类错牙合 的分类、诊断和鉴别诊断 

4.深覆合的分度及矫治原则，开牙合 的类型和矫治原则 

二、了解： 

1.双颌前突的诊断和治疗原则。 

2.安氏 II 类 1 分类和 2 分类错牙合 的矫治方法。 

3.安氏 III 类错牙合 的病因 

4.安氏 III 类错牙合 乳牙期、替牙期、恒牙期治疗的适应证和治疗方法 

5.深覆合和开牙合 的形成机制 

6.下颌不对称病因、分类 

第十一章 成人正畸治疗 

一、掌握：成人正畸治疗的特点及应该考虑的因素 

二、了解：成人的综合性正畸治疗 

第十二章 其他正畸治疗 

一、掌握：唇腭裂畸形序列治疗的原则 

二、了解： 

1.口腔正畸－正颌外科治疗的适应证、时间和治疗程序 

2.唇腭裂畸形的病因及正畸治疗原则 

3.常见引起颞下颌关节紊乱病的错牙合 

4.颞下颌关节紊乱病的表现和正畸治疗要点 

第十三章 种植体支抗与正畸临床的应用 

了解：种植体支抗的分类、特点及临床应用 



 

 27 

第十四章 数字化技术与口腔正畸 

了解：口腔三维数据类型及数字化技术在正畸中应用 

第十五章 正畸治疗中的口腔健康教育和保健 

了解： 

1.正畸治疗中釉质脱矿的病因 

2.正畸治疗与牙周组织损害的病因 

3.正畸治疗前以及治疗中口腔健康的教育以及口腔保健的措施 

4.规范的正畸操作步骤 

5.脱矿病损和牙周组织损害的具体处理办法 

第十六章 保持 

一、掌握： 

1.保持的定义 

2.保持的原因 

3.保持的时间 

二、了解 

1.保持的种类，常见的保持器 

2.保持复发的预防的方法 

 

口腔组织病理学 

一、考试范围 

口腔组织病理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包括口腔胚胎学、口腔组织学口腔病理学的内容。 

二、考试要求 

    学生应掌握口腔颌面部及牙发育的主要过程、口腔各部位正常组织结构（包括牙体组织、牙周组织、

口腔粘膜及涎腺等）及口腔常见病（包括龋病、牙髓病、根尖周病、牙周组织疾病、口腔粘膜病、颌骨病、

涎腺病、口腔颌面部囊肿、牙源性肿瘤、涎腺肿瘤、口腔颌面部其它肿瘤等）的临床病理特点，并且能够

运用这些知识分析解决临床工作的实际问题。 

第一章 口腔颌面部发育 

一、要求 

（一）掌握： 

外间充质的发生和迁移；来自于神经嵴的面部各种组织；面、腭、舌的发育过程；常见的面部发育异常、

腭部发育异常、舌的发育异常发生的原因（突起发育及其融合过程异常）及发生的大概时间；掌握先天性

耳前窦道或瘘管、颈部先天性窦道或瘘管及相关的囊肿形成的原因 

（二）了解：涎腺、颌骨、口腔粘膜和颞下颌关节的发育 

二、主要内容 

（一）掌握： 

神经嵴的分化和迁移过程，外胚间叶组织的概念，来自外胚间叶的头面部组织 

腮弓及咽囊的发育 

颈部囊肿、腮瘘、先天性耳前窦道、耳前瘘管的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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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发育过程及发育异常 

腭部发育过程及发育异常 

舌的发育过程及发育异常 

（二）了解： 

涎腺的发育 

口腔粘膜的发育 

颌骨的发育 

颞下颌关节的发育 

第二章 牙及其支持组织的发育 

一、要求 

（一）掌握： 

牙胚发生、牙体组织及牙周组织的形成、牙萌出和替换的主要过程及其中主要组织结构的形态特点 

（二）了解： 

牙发育过程中上皮-结缔组织相互作用的特点，牙发育的基因调控，牙萌出及乳恒牙交替的机制 

二、主要内容 

（一）掌握： 

牙板的发生、结构及结局 

牙胚的概念及组成 

牙胚各部分的来源及所形成的组织 

成釉器的蕾状期、帽状期及钟状期的结构特点 

牙乳头及牙囊的结构 

牙本质的形成 

釉质的形成 

牙髓的发生 

牙根的形成 

牙周组织的发育 

上皮剩余的来源 

侧支根管形成、牙颈部牙本质暴露的原因 

牙萌出的过程 

乳恒牙交替的过程 

（二）了解： 

牙发育过程中上皮-结缔组织的相互作用 

牙发育的基因调控 

牙硬组织矿化及成熟机制 

牙萌出及乳恒牙交替的机制 

牙齿萌出的次序和时间 

前庭板的发生及如何形成口腔前庭 

第三章 釉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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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求 

（一）掌握： 

釉质的组织学结构及理化特性，主要组织结构与釉质功能及釉质发育过程的联系 

（二）了解： 

釉质的代谢特点和增龄变化，釉质结构的临床意义 

二、主要内容 

（一）掌握： 

釉质中主要无机物及有机物的种类和功能意义 

釉柱的走行及排列 

釉柱形态的光镜所见及超微结构 

釉柱横纹、釉面横纹 

釉质生长线 

釉板、釉丛、釉梭 

釉质牙本质界 

无釉柱釉质 

釉小皮。 

（二）了解： 

釉质的代谢特点 

釉质增龄变化 

釉质结构的临床意义 

第四章 牙本质 

一、要求 

（一）掌握： 

牙本质的组织学结构及理化特性，牙本质的增龄和反应性变化，主要组织结构与牙本质功能、牙本质发育

过程的联系及临床意义 

（二）了解： 

牙本质的神经分布与感觉，牙本质中有机物的种类和功能 

二、主要内容 

（一）掌握： 

牙本质小管 

成牙本质细胞突起 

管间牙本质 

管周牙本质 

前期牙本质 

球间牙本质 

牙本质生长线 

牙本质透明层 

托姆斯粒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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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牙本质 

髓周牙本质 

继发性牙本质 

第三期牙本质 

硬化牙本质 

透明牙本质 

死区。 

（二）了解： 

牙本质的神经分布与感觉 

牙本质中有机物的种类和功能 

第五章 牙髓 

一、要求 

（一）掌握： 

牙髓的组织结构、生物学特性、增龄变化及临床意义 

（二）了解： 

牙髓中血管、淋巴管及神经的分布；基质的种类及功能；牙髓的修复功能及其机制 

二、主要内容 

（一）掌握： 

牙髓细胞（成纤维细胞）、成牙本质细胞形态及分布 

牙髓中纤维的类型和分布 

牙髓的分区 

牙髓中的细胞类型和主要功能 

牙髓的生物学特性 

牙髓的增龄变化 

（二）了解： 

牙髓中血管、淋巴管及神经的分布 

牙髓中基质的种类及功能 

牙髓的修复功能及其机制 

第六章 牙骨质 

一、要求 

（一）掌握： 

牙骨质的组织结构、生物学特性及牙骨质的分类 

（二）了解： 

牙骨质中无机物及有机物的种类及功能，牙骨质的理化特性 

二、主要内容 

（一）掌握： 

牙骨质的分类 

无细胞牙骨质 



 

 31 

细胞牙骨质 

穿通纤维 

牙骨质层板 

类牙骨质 

牙骨质细胞 

釉牙骨质界 

牙本质牙骨质界 

牙骨质的分类 

牙骨质的生物学特性 

（二）了解： 

牙骨质中无机物及有机物的种类及功能 

牙骨质的理化特性 

第七章 牙周韧带 

一、要求 

（一）掌握： 

牙龈表面解剖、牙龈和牙周韧带的组织结构及功能联系、临床意义 

（二）了解： 

牙龈和牙周韧带的血液供给、淋巴管及神经的分布，牙周韧带中基质的种类，未成熟弹力纤维的形态及在

牙周韧带的分布 

二、主要内容 

（一）掌握： 

游离龈及龈沟、附着龈、牙间乳头和龈谷 

牙龈上皮、龈沟上皮、龈谷上皮、结合上皮的组织形态特点 

牙龈与牙体的附着关系及增龄的变化 

牙龈纤维束的分布及功能 

牙周韧带中各组主纤维束的分布及功能 

牙周上皮剩余的形态、分布及意义 

成牙骨质细胞、成骨细胞及破骨细胞的形态及分布 

牙骨质小体的分布及来源 

（二）了解： 

牙龈和牙周韧带的血液供给、淋巴管及神经的分布 

牙周韧带中基质的种类 

未成熟弹力纤维的形态及在牙周韧带的分布 

第八章 牙槽骨 

一、要求 

（一）掌握： 

牙槽骨的组织结构及生物学特性 

（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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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槽骨新生和吸收的形态特点、规律、与增龄的关系 

二、主要内容 

（一）掌握： 

牙槽骨的解剖结构特点 

固有牙槽骨的分布、组织学结构 

与牙槽骨相关的细胞种类、形态和分布 

牙槽骨的生物学特性和临床意义 

（二）了解： 

牙槽骨新生和吸收的形态特点、规律、与增龄的关系 

第九章 口腔粘膜 

一、要求 

（一）掌握： 

口腔粘膜的基本组织结构（上皮、固有层、粘膜下层），咀嚼粘膜和被覆粘膜的区别，各部位口腔粘膜的

结构特点，组织结构的功能联系和临床意义 

（二）了解： 

口腔粘膜的增龄变化 

二、主要内容 

（一）掌握： 

口腔粘膜的定义 

口腔粘膜上皮：类型、分层、各层的形态特点及功能、非角质形成细胞 

基底膜 

固有层 

粘膜下层 

咀嚼粘膜和被覆粘膜的区别 

各部位口腔粘膜的结构特点 

（二）了解： 

口腔粘膜的增龄变化 

第十章 涎腺 

一、要求 

（一）掌握： 

涎腺的基本组织学结构和各大涎腺的组织学特点 

（二）了解： 

腺泡细胞及肌上皮细胞的的超微结构、涎腺的功能、涎腺的增龄性变化 

二、主要内容 

（一）掌握： 

腺泡的种类、细胞构成、形态特点及主要功能 

肌上皮细胞的分布、形态及功能 

导管系统的构成、分布、形态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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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涎腺的组织学特点 

（二）了解： 

腺泡细胞及肌上皮细胞的的超微结构 

涎腺的功能 

涎腺的增龄性变化 

第十一章 口腔粘膜病 

一、要求 

（一）掌握： 

口腔粘膜病的基本病理变化；常见口腔粘膜病的病理变化、发病机制和临床病理联系 

（二）了解： 

艾滋病的口腔表现、口腔毛状白斑的病理变化 

二、主要内容 

（一）掌握： 

基本病理变化：过度角化、角化不良、棘层增生、上皮异常增生、海绵形成、基底细胞空泡性变及液化、

气球变性、网状变性、棘层松解、疱、糜烂、溃疡、皲裂、假膜、斑、丘疹及嗜碱性变性 

常见口腔粘膜病：白斑、红斑、白色海绵状斑痣、扁平苔藓、慢性盘状红斑狼疮、天疱疮、粘膜良性类天

疱疮、复发性阿弗他溃疡、念珠菌病、肉芽肿性唇炎、粘膜下纤维化 

（二）了解： 

艾滋病的主要口腔表现 

口腔毛状白斑的病理变化 

第十二章 牙周组织病 

一、要求 

（一）掌握： 

慢性龈炎、龈增生和急性坏死性溃疡性龈炎的病因及病理变化，牙周炎的病理变化、病因及发病机制，剥

脱性龈病损的概念和病理变化 

（二）了解： 

牙周变性、牙周创伤和牙周萎缩的病理变化 

二、主要内容 

（一）掌握： 

慢性龈炎 

龈增生 

急性坏死性溃疡性龈炎 

剥脱性龈病损 

牙周炎的发展过程 

牙周炎活动期的病理变化 

牙周炎修复期的病理变化 

牙周炎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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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变性、牙周创伤和牙周萎缩的病理变化 

第十三章 牙体牙髓组织疾病 

一、要求 

（一）掌握： 

龋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龋病的病理表现，牙髓病及根尖周病的病理变化 

（二）了解： 

龋病病因的酸原学说、蛋白溶解学说及蛋白溶解－螯合学说，变形链球菌等细菌与龋的关系，釉质龋的超

微结构；根尖肉芽肿的发展变化，根尖周炎的免疫病理 

二、主要内容 

（一）掌握： 

龋病病因的三联因素 

釉质早期龋肉眼所见 

釉质龋在光镜下的分层及各层的形态特点、形成原因 

牙本质龋的病理变化 

牙骨质龋的病理变化 

窝沟龋及平滑面龋发展的特点 

牙髓充血、各型牙髓炎、牙髓坏死、牙髓变性的病理变化 

牙内吸收及外吸收镜下所见 

急性根尖周炎、慢性根尖脓肿、根尖肉芽肿、根尖囊肿的病理变化 

（二）了解： 

龋病病因的酸原学说、蛋白溶解学说及蛋白溶解－螯合学说 

变形链球菌等细菌与龋的关系 

釉质龋的超微结构 

根尖肉芽肿的发展变化 

根尖周炎的免疫病理 

第十四章 颌骨疾病 

一、要求 

（一）掌握： 

常见颌骨骨髓炎及颌骨非炎症性疾病的病理表现 

（二）了解： 

各型颌骨骨髓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常见颌骨疾病的临床特征表现 

二、主要内容 

（一）掌握： 

急性化脓性骨髓炎 

慢性化脓性骨髓炎 

慢性骨髓炎伴增生性骨膜炎 

放射性骨髓炎 

骨纤维异常增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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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颌症 

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巨细胞肉芽肿 

（二）了解： 

各型颌骨骨髓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 

常见颌骨疾病的临床特征表现 

第十五章 涎腺疾病 

一、要求 

（一）掌握： 

常见涎腺疾病及肿瘤的病理表现 

（二）了解： 

常见涎腺疾病及肿瘤的临床表现；WHO 涎腺肿瘤组织学分类 

二、主要内容 

（一）掌握： 

慢性复发性涎腺炎 

慢性阻塞性涎腺炎 

慢性硬化性涎腺炎 

舍格林综合征 

坏死性涎腺化生 

多形性腺瘤 

沃辛瘤 

嗜酸性腺瘤 

基底细胞腺瘤 

恶性多形性腺瘤 

腺泡细胞癌 

黏液表皮样癌 

腺样囊性癌 

多形性低度恶性腺癌 

（二）了解： 

常见涎腺疾病及肿瘤的临床表现 

WHO 涎腺肿瘤组织学分类 

第十六章 口腔颌面部囊肿 

一、要求 

（一）掌握： 

囊肿及牙源性囊肿的概念，常见口腔颌面部囊肿的病理变化、组织来源和发生机制 

（二）了解： 

口腔颌面部囊肿的分类；常见口腔颌面部囊肿的临床表现 

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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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掌握： 

囊肿及牙源性囊肿的概念 

含牙囊肿和萌出囊肿 

根尖囊肿 

鼻腭管囊肿 

鳃裂囊肿 

甲状舌管囊肿 

黏液囊肿 

舌下囊肿 

（二）了解： 

口腔颌面部囊肿的分类 

常见口腔颌面部囊肿的临床表现 

第十七章 牙源性肿瘤 

一、要求 

（一）掌握： 

常见牙源性肿瘤的病理表现及生物学行为、组织发生 

（二）了解： 

WHO 牙源性肿瘤的组织学分类；常见牙源性肿瘤的临床表现 

二、主要内容 

（一）掌握： 

成釉细胞瘤 

牙源性角化囊性瘤 

牙源性钙化上皮瘤 

牙源性钙化囊性瘤 

牙本质生成性影细胞瘤 

牙源性腺样瘤 

成釉细胞纤维瘤 

牙瘤 

牙源性黏液瘤 

成牙骨质细胞瘤 

成釉细胞癌 

骨化纤维瘤 

婴儿黑色素神经外胚瘤 

（二）了解： 

WHO 牙源性肿瘤的组织学分类 

常见牙源性肿瘤的临床表现 

第十八章 口腔粘膜癌及其它组织来源的肿瘤和瘤样病变 

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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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掌握： 

口腔粘膜癌及其它组织来源的常见肿瘤和瘤样病变的病理表现、生物学行为 

（二）了解： 

口腔粘膜癌及其它组织来源的常见肿瘤和瘤样病变的临床表现，牙龈瘤的病因及发病因素 

二、主要内容 

（一）掌握： 

原位癌 

口腔粘膜癌（包括各种组织学类型） 

牙龈瘤 

先天性龈瘤 

颗粒细胞瘤 

恶性黑色素瘤 

嗜酸性淋巴肉芽肿 

乳头状瘤 

血管瘤 

（二）了解： 

口腔粘膜癌及其它组织来源的常见肿瘤和瘤样病变的临床表现 

牙龈瘤的病因及发病因素 

 

口腔颌面部解剖学 

一、上颌骨、下颌骨、鼻骨、颧骨、腭骨、蝶骨、颞骨、舌骨的解剖结构特点及临床应用；翼腭窝、颞下

窝的境界、交通及内容物 

二、颞下颌关节的组成、形态结构、各结构的特点、生理病理意义及关节运动 

三、表情肌特点，口周围肌群名称、分布、起止点、作用，掌握口轮匝肌及颊肌的构成、作用。掌握升、

降颌肌群的组成，嚼肌、颞肌、翼内肌、翼外肌、二腹肌、下颌舌骨肌、颏舌骨肌、茎突舌骨肌位置起止

点、功能和神经支配 

掌握颈阔肌、胸锁乳突肌位置、起止点和功能，舌骨上、下肌群的位置、组成、功能。颈肌的名称、位置

和层次。腭咽部肌的组成，起止点及功能。了解咽部肌的组成及作用 

四、唾液腺的组成、结构及功能。腮腺、下颌下腺、舌下腺形态、位置、毗邻、导管、筋膜特点。三大对

唾液腺的神经支配、血运及淋巴回流 

五、左右颈总动脉的位置、起始部位。颈动脉窦、颈动脉体的位置及作用。颈外动脉的行径及其主要分支

（甲状腺上 A、舌 A、颌外 A、颌内 A、颞浅 A）的行径及分布。掌握颈内、外 A 的鉴别方法。头颈部动脉

的吻合 

六、口腔颌面部浅、深静脉的位置、起止、收受范围。翼 V 丛的位置、交通及临床意义。颈部浅 V（颈外

V、颈前 V）位置、走行。颈内 V、锁骨下 V 的起止、行径和收受。颅内外静脉的交通 

七、环形组淋巴结群的分布部位、各群淋巴结的输入和输出及其临床意义。纵行组、淋巴结群的分布、收

受范围及其临床意义。右淋巴导管的组成、注入和收受范围。胸导管颈段的位置及临床意义 

八、三叉神经的纤维成分、三叉神经节的位置、三大主支在头面部的感觉分布。三叉神经Ⅱ、Ⅲ支主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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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主要分支、分布区域，注意结合临床局部麻醉 

九、面神经的纤维成分、行程、面神经管颅外段的分支及其分布，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其损伤后的表现。

面神经核上瘫与核下瘫临床表现的解剖学基础 

十、舌咽、迷走、副、舌下神经的纤维成分、主要分支及其分布，神经受损的主要表现。颈神经丛的组成、

部位、分支。颈交感干的位置、组成。颈上、中、下神经节的位置、分支分布。颈交感干受损的临床表现 

十一、口腔局部解剖 

口腔的境界与分部。口腔前庭及其表面解剖标志的位置及其临床意义：口腔前庭沟、唇系带、颊系带、腮

腺导管口、磨牙后区、翼下颌襞、颊脂垫尖。唇的境界、表面标志、层次、血管、淋巴回流及其临床意义。

颊的境界、层次、内容物、血管、淋巴管及神经。硬腭、软腭的表面解剖标志、层次及临床意义。舌下区

的境界、表面解剖标志（舌下肉阜、舌下襞）、舌下区重要结构及其排列。舌的功能，掌握舌上下面的解

剖结构、舌肌的组成。掌握舌的血管、淋巴管及神经，联系舌癌患者淋巴转移的特点。咽的分部、咽壁层

次、咽的血管、淋巴管及神经 

十二、面部局部解剖 

面部境界及分区。面部重要的表面标志。面部比例，面部皱纹线与朗格皮肤裂线。面部软组织的特点。眼

眶的结构，一般了解内容及深度：眼睑泪腺及泪道的结构。腮腺嚼肌区的境界、层次，掌握腮腺鞘的来源、

特点及临床意义。腮腺的位置、毗邻、腮腺与神经血管的关系。腮腺床的概念及临床意义。寻找面神经主

干及其分支的标志。各蜂窝组织间隙的境界、内容及交通 

十三、颈部局部解剖 

颈部分区、颈部的体表标志。颈部主要血管、神经干和胸膜顶的体表投影。颈筋膜层次、筋膜间隙及其通

连。下颌下三角的境界、层次、内容及毗邻（结合颌下区手术）。气管颈段特点、前方层次及毗邻（联系

气管切开术）。颈动脉三角的境界、层次、内容及毗邻。掌握颈内、外动脉的鉴别方法。胸锁乳突肌区的

境界、层次，掌握胸锁乳突肌鞘深面的结构和毗邻（结合颈淋巴清扫术）。颈后三角境界层次及内容。口

腔颌面部主要的横断面及冠状断面解剖结构 

 

口腔生理学 

一、考试范围 

口腔生理学考试范围是牙合 的基本理论和口腔功能，包括牙列、牙合 与颌位、下颌运动、咀嚼功能、吞咽、

言语、唾液、感觉、口腔与呼吸。 

二、考试目标要求 

要求考生掌握口腔生理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分析解决临床工作的实际问题，

达到第一阶段住院医师（3 年）水平。 

三、能力要求：主要测试考生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 

对口腔生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程度。 

运用上述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牙列 

掌握：牙列形状、牙合 曲线、牙列与下颌骨的关系、颌面标志与参考平面 

牙合 

掌握：口颌系统概念、牙尖交错牙合 、前伸牙合 、侧方牙合 、平衡牙合 、牙合 的分类。建牙合 的动力平衡，牙合 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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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和特征 

颌位 

掌握：牙尖交错位、正中关系和正中关系位、后退接触位、下颌姿势位。三个颌位之间的关系 

下颌运动 

掌握：下颌运动的制约因素、下颌运动的形式和范围 

熟悉：下颌运动的神经传导通路 

了解：下颌运动的记录方法 

咀嚼 

掌握：咀嚼运动、咀嚼周期、咀嚼运动类型、咀嚼中的生物力、咀嚼效率、牙的磨耗、咀嚼的意义 

熟悉：咀嚼中的肌肉活动、咀嚼中生物杠杆、咀嚼的影响 

了解：咀嚼的神经控制 

吞咽、言语、唾液、感觉、口腔与呼吸 

掌握：吞咽对颌、牙合 、面生长发育的影响。口腔缺损畸形对语音的影响，唾液的性质与作用 

熟悉：吞咽过程，味觉、触压觉、温度觉和痛觉的特点 

了解：语音的形成，唾液的分泌，呼吸与口腔功能及颅面、颌、牙合 发育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