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复治疗技术》考试大纲

总 纲

2022年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考试（以下简称“专升本考试”）是合

格的安徽省省属普通高校（以及经过批准举办普通高等职业教育的成

人高等院校）的应届全日制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和安徽省高校毕

业的具有普通高职（专科）学历的退役士兵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

学校根据考生成绩，按照招生章程和计划，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择

优录取。专升本考试应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

的难度。

专升本考试大纲是专升本考试命题的规范性文件和标准，是考试

评价、复习专业课考试的依据。专升本考试大纲明确了专升本考试的性

质和功能，规定了考试内容与形式，对实施专升本考试内容改革、规范专

升本考试命题具有重要意义。专升本考试大纲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对新生

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及普通专科专业课程书目（“十三

五”规划教材）制定。

依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关于印发《安徽省 2022年普通高校

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操作办法》的通知和本科院校招生章程要求，科

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综合性、专业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运

用所学知识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专升本考试内容改革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落实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教育体系的要求，以立

德树人为鲜明导向，以促进专业能力教育发展为基本遵循，科学构建

基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求的专升本考试评价体系。专升本考试学

科考查内容纲要包括“考核目标与要求”与“考试范围与要求”两个部分。

“考核目标与要求”标示依据的学科课程与教材版本，学科考查目标

（能力要求）依据最新学科素养要求。“考试范围与要求”依据学科内

容（范围）和学科素养要求综述，学科考查内容分类列举，为考纲内

容主体。做到使考生能纲举目张，了解考试内容、考查内容的能力层

级要求或考查要求。

专升本考试大纲解释权归安徽医科大学。



考察内容纲要
一、考核目标与要求

1.知识目标

1.1掌握康复治疗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

1.2掌握康复治疗技术的基本原则和常用方法。

1.3熟悉不同疾病康复治疗的方法。

2.能力目标

2.1运用康复治疗技术术语进行语言表达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运

用网络资源获取新知识和相关信息的能力。

2.2具备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2.3具有学习和更新康复功能评定学知识的能力，及运用有关知识独立

思考、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素质目标

3.1培养学生热爱生活、敬畏生命之心，增强服务意识，以患者为中心，

关心患者疾苦，及时感知患者情绪变化。

3.2树立团队合作精神，培养有效沟通的能力，能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

主动交流。

3.3在康复治疗过程中重视医疗的伦理问题，尊重患者的隐私和人格。

尊重患者个人信仰，理解他人的人文背景及文化价值。

二、考试范围与要求

一、《运动治疗技术》

第一章 绪论

掌握：运动治疗技术的基本概念；运动治疗范畴；运动治疗的适应症和

禁忌症。

熟悉：运动治疗对人体的治疗作用。



了解：常用运动治疗的器材和设备

第二章 关节活动技术

掌握：改善关节活动度的技术与方法；影响关节活动的主要因素。

熟悉：制动对关节活动度的影响；关节活动的适应症与禁忌症。

了解：关节活动的基础；关节活动技术注意事项。

第三章 关节松动技术

掌握：关节松动技术的基本概念、适应证与禁忌症；关节松动技术基本

手法、手法等级与操作要求；上肢关节松动技术、下肢关节松动技术操

作。

熟悉：关节的生理运动、附属运动的基本概念及其关系；关节松动技术

的治疗作用。

了解：关节松动术的临床应用；关节松动技术的操作程序。

第四章 肌力训练

掌握：肌力训练概念、基本方法及基本原则；肌力训练技术的临床应用

及肌力训练技术的注意事项；上、下肢、头颈和躯干肌群肌力训练基本

技术。

熟悉：肌肉生理学概念、肌肉运动学概念；肌力训练技术的作用；肌力

训练技术的目的、种类及基本原则。

了解：影响肌力的主要因素；肌力下降的常见原因和肌力训练的临床应

用。

第五章 牵伸技术

掌握：上、下肢肌肉牵伸技术与临床应用；肌肉牵伸的禁忌症与注意事

项。



熟悉：牵伸的作用；肌肉牵伸程序。

了解：软组织牵伸的定义与分类；软组织牵伸的解剖生理基础。

第六章 牵引技术

掌握：颈椎、腰椎、四肢关节的牵引方法；颈椎、腰椎、四肢关节牵引

的治疗作用；颈椎、腰椎、四肢关节牵引的禁忌症。

熟悉：牵引技术的定义、牵引种类；牵引技术的临床应用。

了解：牵引的生理学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第七章 平衡与协调训练

掌握：平衡、协调的训练方法、训练原则；平衡与协调训练训练技术的

临床应用。

熟悉：平衡、协调的定义；影响平衡、协调训练的因素；平衡、协调功

能训练的基本原则及注意事项；平衡与协调训练训练技术的作用。

了解：平衡、协调功能的维持机制；特殊的平衡训练方法

第八章 有氧训练

掌握：心功能训练的适应证与禁忌证；心功能训练的康复方案；心功能

训练的常用方法、训练技术

熟悉：心功能评定及训练机制；有氧运动运动疗法的作用和特点。

了解：心功能训练的生理基础；

第九章 呼吸训练

掌握：呼吸训练的适应证与禁忌证；呼吸训练的康复方案；肺功能训练

的常用方法、训练技术；

熟悉：呼吸功能评定及训练机制；

了解：呼吸功能训练的生理基础；影响呼吸功能的相关因素及功能障碍。



第十章 放松训练

掌握：放松训练的方法，放松训练的适应症。

熟悉：放松训练的基本概念；放松训练的治疗作用。

了解：能够运用肌肉松弛法；能够运用意念松弛法；能够运用机电生物

反馈松弛法。

第十一章 轮椅训练

掌握：轮椅的结构；脊髓损伤患者轮椅使用训练；偏瘫患者轮椅使用训

练。

熟悉：轮椅处方的要求；轮椅的适用范围；轮椅使用注意事项。

了解：能够正确指导患者选用轮椅；

第十二章 体位转移训练

掌握：偏瘫、截瘫患者体位转换的训练方法；

熟悉：体位转换训练技术的分类与基本原则；转移前的准备训练；注意

事项。

了解：能够选择合适的转移方法进行患者的体位转移。

第十三章 步行功能训练

掌握：步行的基本概念；步行训练的基本条件、基本方法、训练步骤和

注意事项；常用步行辅助器的种类、使用方法。

熟悉：临床步态分析的内容、方法、注意事项和结果判断；常见异常步

态的原因和常用矫治方法。

了解：异常步态的分类方法。

第十四章 水中运动

掌握：水中运动的机制和分类；水中运动疗法的作用和特点。



熟悉：水中运动疗法临床应用与注意事项；水中运动疗法的现状和展望。

了解： 能够选择合适的方法开展水中运动。

第十五章 医疗体操

掌握：医疗体操的编排要点、医疗体操的特点和编排方法；医疗体操的

适应证及禁忌证。

熟悉：医疗体操分类；常用医疗体操；常用的传统医疗体操。

了解： 能够为不同的患者编排合适的医疗体操。

第十六章 Bobath 技术

掌握：Bobath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技术及操作方法。

熟悉：Bobath技术的临床应用

了解：Bobath技术的基本理论

第十七章 Brunnstrom 技术

掌握：Brunnstrom偏瘫运动功能分期；利用 Brunnstrom技术进行偏瘫患

者康复治疗。

熟悉：偏瘫患者的异常运动模式。

了解：Brunnstrom技术临床应用。

第十八章 Rood 技术

掌握：Rood技术的基本理论及基本技术。

熟悉：Rood疗法的基本概念；不同临床情况下的感觉刺激方法。

了解：常用刺激的工具

第十九章 本体神经肌肉促进技术

掌握：PNF的上肢运动模式、下肢运动模式实际操作。

熟悉：上肢训练、下肢训练及注意事项；PNF技术的基本手法。



了解：PNF应用的适应症、禁忌症、注意事项

第二十章 运动再学习技术

掌握：运动再学习技术的基本原则；运动再学习方案的四个步骤；脑卒

中患者运动再学习方案。

熟悉;运动再学习技术的基本概念。

了解：运动再学习的基本原理；运动再学习的基本手法与程序。

第二十一章 引导式教育

掌握：正常儿童的基本运动模式和脑瘫患儿异常的运动发育模式；引导

式教育的实施方法。

熟悉：引导式教育的基本概念；引导式教育的治疗作用。

了解：利用引导式教育进行儿童康复训练。

二、《物理因子治疗技术》

第一章 物理因子治疗技术概论

掌握：物理因子治疗技术基本概念；物理因子治疗范畴；物理因子的适

应症和禁忌症。

熟悉：物理因子对人体的治疗作用。

了解：物理因子治疗技术的发展及展望；物理因子治疗处方

第二章 直流电疗法与直流电药物离子导入疗法

掌握：直流电疗法、直流电药物离子导入疗法的定义、适应证、禁忌证

与注意事项。

熟悉：直流药物离子导入疗法中所用药物的选择原则。

了解：直流电疗法的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作用

第三章 低频电疗法



掌握：低频电疗法的适应证、禁忌证与注意事项；

熟悉：经皮电刺激疗法的治疗技术；功能性电刺激疗法的治疗技术

了解：低频电疗法的分类。

第四章 中频电疗法

掌握：中频电疗法适应证、禁忌证与注意事项；

熟悉：中频电疗法的治疗作用；调制中频电疗法的治疗作用、临床应用、

操作方法。

了解：调制中频电疗法输出波形的种类、调幅度的变化、调幅的意义。

第五章 高频电疗法

掌握：高频电疗法的适应证、禁忌证和注意事项。超短波疗法的治疗方

法。

熟悉：高频电疗法的治疗作用；高频电疗的仪器设备和安全与防护。

了解：高频电疗法的基本知识。

第六章 光疗法

掌握：光疗法的适应症、禁忌症和注意事项。红外线疗法、紫外线疗法

的治疗作用、临床应用。

熟悉：可见光疗法治疗作用、临床应用；紫外线疗法生物剂量测定，紫

外线疗法的操作技术。

了解：光的物理学基础、生物学效应；

第七章 超声波疗法

掌握：超声波疗法的适应症、禁忌症和注意事项。

熟悉：超声波的治疗作用及临床应用；

了解：超声波性质和超声波的产生；超声雾化吸入疗法。



第八章 磁疗法

掌握：磁疗法的适应症、禁忌症和注意事项。

熟悉：磁疗法的治疗作用、临床应用、磁疗法的操作方法。

了解：磁的基本概念。

第九章 传导热疗法

掌握：传导热疗法的适应症、禁忌症和注意事项。

熟悉：石蜡疗法的治疗作用、操作技术；湿热热敷疗法的治疗技术；蒸

汽疗法的治疗技术。

了解：温热敷疗法、蒸汽疗法治疗作用

第十章 冷疗法与冷冻疗法

掌握：冷疗法与冰冻疗法的适应症、禁忌症和注意事项。

熟悉：冷疗法与冰冻疗法的治疗作用、操作技术、临床应用。

了解：冷疗法与冰冻疗法的治疗原理。

第十一章 水疗法

掌握：水疗法的适应证与禁忌证、注意事项。

熟悉：水疗法的治疗作用、分类、设备及设施。

了解：水的物理特性和生理效应。

第十二章 压力疗法

掌握：压力疗法的适应症、禁忌症和注意事项。

熟悉：压力疗法的治疗作用

了解：体外反搏疗法、皮肤表面加压疗法的临床应用。

第十三章 生物反馈疗法

掌握：生物反馈疗法适应症、禁忌症和注意事项



熟悉：生物反馈疗法的在康复临床应用、治疗作用。

了解：生物反馈疗法的作用原理。

第十四章 冲击波疗法

熟悉：冲击波的治疗作用；适应症；禁忌症

了解：冲击波疗法治疗原理及治疗作用。

第十五章 高压氧疗法

熟悉：高压氧的适应症、禁忌症、治疗作用

了解：高压氧的治疗原理；高压氧舱治疗方案

第十六章 自然疗法

了解：自然疗法的的适应症、禁忌症、治疗作用。

三、《作业治疗技术》

第一章 作业治疗概论

掌握：作业的概念；作业活动的范围内容；作业治疗的概念；作业治疗

的分类；作业与人生、生活、健康、环境和处境、文化素质的关系；作

业治疗的基本理论；作业治疗模式

熟悉：作业治疗的临床适应症、禁忌症；

了解：作业治疗师职责；临床常用的作业治疗器械、设备；作业治疗的

发展史

第二章 作业活动分析及评定

掌握：作业治疗评估概念；作业治疗评估步骤、目的；活动范畴、行为

构成、行为场景概念；任务分析、活动分析概念；任务分析具体方法

熟悉：作业治疗评估分类；活动分析方法；

了解：作业治疗计划的制订，作业治疗处方



第三章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

掌握：穿衣、洗脸、进食等活动成分、动作分析内容；掌握桥式运动、

床上翻身等活动成分、动作分析内容；良姿位的摆放及原则

熟悉：ADL简单分析与详细分析内容；熟悉滑动转移活动成分及动作

分析内容。

了解：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注意事项

第四章 认知功能障碍的作业治疗

掌握：注意障碍、记忆障碍、失认症、失用症评定与作业治疗。

熟悉：认知功能障碍的分类。

了解：注意障碍、记忆障碍、失认症、失用症作业治疗注意事项。

第五章 感觉统合失调的作业治疗

掌握：感觉统合与感觉统合失调的概念；常见感觉统合失调类型；五大

感觉系统在感觉统合中的作用;感觉统合失调可能出现的临床表现；

熟悉：治疗原则\治疗层次\治疗流程;感常用的感觉统合功能评估量表名

称及各表的特点；常用感觉统合活动

第六章 治疗性作业活动

掌握：作业活动的治疗作用；作业活动的选择和训练原则；常用作业活

动的治疗作用。

熟悉：治疗性作业活动的概念及分类；常用代表性活动；常用作业活动

的注意事项。

第七章 压力治疗

掌握：压力治疗的概念、作用、适应证、禁忌证

熟悉：压力治疗的方法、应用原则、不良反应与处理



了解：压力衣的制作；压力垫和支架的制作

第八章 辅助技术

熟悉：辅助技术的概念、分类、作用、应用原则

了解：常用辅助器具；节省体能技术

第九章 助行器

掌握：各类杖类助行器的参数的测量；轮椅参数的测量；杖类助行器的

使用方法；轮椅的使用方法

了解：常见的杖类助行器

第十章 矫形器

掌握：矫形器的命名

熟悉：应用目的及原则

了解：低温热塑矫形器的制作；矫形器的使用及注意事项。

第十一章 社区作业治疗及环境改造

掌握：环境因素对残疾人的影响；非标准化的环境评估方法；环境改造

的四个类型

熟悉：考虑家居环境改造的流程；环境因素对人类作业活动的影响；社

区作业治疗的概念

了解：工作内容、实施步骤

第十二章 职业康复

熟悉：职业康复的概念、康复程序

了解：职业能力评定、职业训练

第十三章 常见疾病的作业治疗

掌握：脑损伤作业治疗的应用；脊髓损伤的作业治疗应用；儿童脑性瘫



痪患者的作业治疗应用；关节炎的作业治疗应用；手外伤作业治疗应用

熟悉：老年性痴呆作业治疗；烧伤作业治疗；精神疾病作业治疗

四、《言语治疗技术》

第一章 言语治疗概述

掌握：言语障碍的常见症状及分类、声母韵母的音位特征。

熟悉：言语评定和治疗的原则

了解：言语形成的过程和语音学的知识。

第二章 构音障碍

掌握：构音、构音障碍的基本概念，分类及各类构音障碍的评定与治疗

熟悉：各类构音障碍的病因及语言表现

了解：构音障碍评定法的发展历程、神经解剖学和言语声学、脑瘫儿童

构音障碍治疗方法。

第三章 失语症

掌握：失语症的定义，失语症的各种言语症状，各类型失语症的临床特

征、鉴别方法，国内外常用失语症评价的方法，失语症的Schuell刺激疗

法，针对语言模式的具体治疗方法；

熟悉：失语症的分类，失语症严重程度的评定，失语症预后影响因素，

失语症治疗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交流效果促进法的治疗原则及方法，失

语症的分类治疗。

第四章 语言发育迟缓

掌握：语言发育迟缓的定义、临床表现；汉语儿童语言发育迟缓评价法；

语言发育迟缓训练的原则、目标及方法

熟悉：语言发育迟缓的病因；语言发育迟缓的评定目标、程序；语言发



育迟缓的评定方法

了解：现代技术在语言发育迟缓训练中的应用。

第五章 口 吃

掌握：口吃的定义、口吃的症状分类及表现

熟悉：口吃的评定方法

了解：口吃的治疗方法。

第六章 听障儿童的听力与言语障碍

掌握：听力、听觉的定义；听力障碍的定义、分类及分级诊断；新生儿

听力筛查技术；儿童助听器验配流程及助听效果评估；听障儿童听觉能

力评定及言语能力评定；听障儿童听觉康复训练和言语康复训练

熟悉：听力检查技术、助听器的构成与分类、人工耳蜗植入术前评估及

术后调试；听障儿童听觉康复训练原则、言语康复训练原则

了解：听力障碍的病因；助听器验配适应症及转诊指标；人工耳蜗的结

构、工作原理及人工耳蜗植入的适应症及禁忌症。

第七章 吞咽障碍

掌握：吞咽障碍的定义；吞咽障碍的常见症状与体征；不同分期吞咽障

碍的症状与体征；假性延髓麻痹与延髓麻痹导致吞咽障碍的鉴别；吞咽

障碍的并发症；吞咽障碍的筛查临床评估方法;；吞咽障碍的呼吸训练、

口面运动感觉训练、代偿方法、进食前后口腔和咽部清洁

熟悉：正常吞咽器官与解剖特点；吞咽的生理过程与神经控制；吞咽障

碍的分类；吞咽障碍与呼吸的关系；吞咽障碍评估的流程；吞咽造影检

查的方法；吞咽障碍治疗计划的制订；吞咽喷碍的电刺激治疗

了解：吞咽障碍的常见病因；吞咽障碍与言语障碍的关系;纤维内镜吞



咽功能检查、超声检查、放射性核素扫描、测压检查、表面肌电图、脉

冲血氧定量检查方法；吞咽障碍的针灸治疗；球囊导管扩张术。

教材

附录教材和参考书

（1）章稼，王于领.《运动治疗技术》（第3版）【M】.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2020.

（2）张维杰，吴军.《物理因子治疗技术》（第3版）【M】.北京：人

民卫生出版社，2019.

（3）闵水平，孙晓莉.《作业治疗技术》（第3版）【M】.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2020.

（4）王左生，马金.《言语治疗技术》（第3版）【M】.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2020.

补充说明

1.考试形式

本考试大纲为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专升本学生所用，考核方式为闭卷考试。

2.试卷结构

（1）本考试大纲内容覆盖了教材的主要内容。

（2）试题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比例为：识记的占 25%，理解约占

35%，运用约占 40%。

3.分值分布

试卷中不同难易度试题的比例为：较易占 25%，中等占55%，较难占

20%。

4.试题类型



本科目考试题有名词解释、填空、选择和简答等题型（试题由其中一种

或多种题型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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