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皖南医学院自命题科目药学综合（专业型）（349）

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皖南医学院硕士研究生药学综合（专业型）（349）科目考试是为学校面向

全国招收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全国统一入学考试

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继续攻读药学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所需要的基础知识，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相关专业优秀本科毕业生能

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利于学校择优选拔，确保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Ⅱ.考查目标

药学综合（专业型）（349）科目考试范围为药学应用相关的药剂学、生理

学、药事管理学。要求考生理解和掌握上述学科中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能够

运用所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判断和解决有关实际问题。

Ⅲ.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30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生理学约占 40%，药剂学约占 40%，药事管理学约占 20%。

四、试卷题型结构

题型主要涉及名词解释、填空、选择（包括单选和多选）、问答（包括简答、

计算、论述等）。

Ⅳ.考查内容

一、生理学

（一）绪论

1.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机体的内环境与稳态。

2.机体生理功能活动的调控方式及其特点、机体的反馈控制系统及其功能。

（二）细胞的基本功能



1.细胞膜的跨膜物质转运途径及其特点。

2.细胞的跨膜信号转导路径：G蛋白耦联受体效应酶介导的信号转导、离子通道

受体介导的信号转导、酶耦联受体介导的信号转导。

3.细胞静息电位的定义及其产生机制、动作电位的定义及其产生机制、神经-骨

骼肌接头处兴奋的传递的过程、骨骼肌兴奋-收缩藕联、影响骨骼肌收缩效能的

因素。

（三）血液

1.血液的组成及其理化特性。

2.红细胞生理、血小板生理、生理性止血的基本过程、血液凝固的过程、血型分

型及临床意义。

（四）血液循环

1.心脏的泵血过程和机制，心脏泵血功能的评定的指标：每搏输出量、射血分数、

每分输出量、心指数、心脏做功量；影响心输出量的因素；心脏泵血功能的储备。

2.心肌细胞的跨膜电位及其形成机制；心肌细胞的生理特性；体表心电图。

3.动脉血压的形成，动脉血压的概念及正常值，影响动脉血压的因素，微循环的

血流通路和功能，影响组织液生成与回流的因素。。

4.心血管活动的调节，压力感受性反射的反射过程及其生理意义，血管内皮生成

的血管活性物质的种类及其作用，动脉血压的长期调节，冠脉循环、肺循环、脑

循环的特点。

（五）呼吸

1.肺通气和肺换气的的原理；胸膜腔负压的形成与意义；肺表面活性物质的来源、

生理作用及意义；肺功能的评定。

2.气体在血液中的运输，呼吸运动的调节：肺牵张反射及化学感受性呼吸反射。

（六）消化与吸收

1.消化道平滑肌的生理特性，消化腺的分泌功能，胃肠激素。

2.食物在胃内消化：胃的排空及其控制，胃液的性质、成分及其作用，消化期胃

液分泌的调节。

3.食物在小肠内消化：小肠的运动形式，胰液、胆汁、小肠液的性质、成分及其

作用。

4.营养物质吸收部位及机制，糖、蛋白质和脂肪在小肠内的吸收。



（七）能量代谢和体温

1.能量代谢的测定原理；影响能量代谢的主要因素。

2.体温及其生理变动，体温调节的机制。

（八）肾的排泄功能

1.肾血液循环的特点及调节；尿生成的过程：肾小球的滤过，肾小管和集合管的

重吸收及其分泌。

2.肾髓质渗透梯度的形成和维持，尿液的浓缩和稀释；肾脏泌尿功能的调节。

3.血浆清除率的测定及其生理意义，尿液的性质、成分及排尿反射。

（九）感觉器官的功能

1.感受器的一般生理特性，与视觉有关的几种生理现象。

2.眼的折光功能，眼的感光换能功能。

3.外耳、中耳及内耳(耳蜗)的功能，前庭器官的功能及前庭反应。

（十）神经系统

1.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突触传递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兴奋在反射

弧中枢部分传播的特征。

2.主要递质及其受体：乙酰胆碱及其受体、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及其受体、

氨基酸类递质及其受体。

3.中枢兴奋传递的特征，中枢抑制；神经系统的感觉分析功能；丘脑的感觉投射

系统（特异投射系统与非特异投射系统）；皮肤痛觉，内脏痛的特征及牵涉痛。

4.中枢神经系统对躯体运动的调节；脊休克，脊休克恢复特点及其产生机制；脑

干对肌紧张的调节，小脑的功能，与基底神经节损害有关的疾病。

5.神经系统对内脏活动的调节；下丘脑对内脏活动的调节。

6.脑电活动、觉醒与睡眠。

（十一）内分泌

1.激素作用的一般特性,激素的作用机制。

2.下丘脑-垂体的内分泌功能：神经垂体及腺垂体激素的种类及其作用。

3.甲状腺激素的生物学作用，甲状腺功能的调节。

4.肾上腺皮质激素的生物学作用及其分泌调节。

5.胰岛素的生物学作用及其分泌的调节。

（十二）生殖



1.男性生殖功能与调节。

2.卵巢的功能及其调控，月经周期与下丘脑-腺垂体-卵巢关系。

3.妊娠与分娩。

二、药剂学

（一）绪论

1. 药剂学的性质与剂型：药剂学定义与性质、药剂学的重要性、药物剂型

的分类方法

2.药物递送系统的类型

3. 药用辅料的分类及作用

4. 药品相关法规：药典、国家药品标准、质量管理规范（GLP、GCP、GMP）

（二）药物的物理化学相互作用

1. 药物的物理化学相互作用的类型

2．药物的物理化学作用对药物性质及制剂成型性的影响

（三）药物溶解与溶出及释放

1. 溶解度：药物溶解度的表示方法及测定方法、影响溶解度的因素、增加

药物溶解度的方法

2. 固体分散体：定义、载体材料类型及制备方法

3. 包合物：定义、包合材料及制备方法

4. 溶液的特性：药物溶液的渗透压表示方法、等渗与等张区别

5. 溶出与释放：溶出速度的表示方法、影响溶出速度的因素、影响释放的

因素

（四）表面活性剂

1. 表面活性剂的类型与特点

2. 表面活性剂的基本性质：临界胶束浓度、HLB值、Krafft点与昙点

3. 表面活性剂在药剂中的应用：增溶剂、乳化剂、润湿剂、起泡剂和消泡

剂、去污、消毒杀菌等

（五）微粒分散体系

1. 微粒分散体系的概念、类型及基本特点

2.微粒分散体系物理化学、光学和电学性质



3. 絮凝与反絮凝、聚结对物理稳定性的影响

（六）流变学基础

1. 流体的基本性质

2. 流变学在药剂学中的应用

（七）液体制剂单元操作

1. 制药用水的类型及制备

2. 过滤的机制及影响因素

3. 物理灭菌法、化学灭菌法中各种灭菌方法的特点及适合的灭菌对象

（八）液体制剂

1. 液体制剂的特点及分类

2. 液体制剂常用的溶剂及附加剂

3.低分子溶液剂和高分子溶液剂的分类及常用的制备方法

4. 混悬剂概念、特点、稳定剂、制备方法及质量评价

5. 乳剂概念、组成、分类、乳化剂种类及作用、乳剂稳定性、制备方法及

质量评价

（九）注射剂

1. 注射剂：分类、特点、质量要求、注射剂处方组成、制备工艺与质量检

查、典型实例分析

3. 大容量注射液：含义、特点、分类、制备过程与质量检查

4. 注射剂生产过程中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

5. 注射用无菌粉末：含义、特点、分类和质量要求

（十）粉体学基础

1. 粉体密度的表示方法

2. 粉体的流动性的评价与改善流动性的方法

3. 粉体的吸湿性与润湿性、充填性、压缩特性、黏附性与凝聚性

（十一）固体制剂单元操作

1. 粉碎：粉碎目的及粉碎方法

2. 分级：粉末等级及药筛号

3. 混合：混合目的及影响因素



4. 制粒：制粒目的及制粒方法

5. 干燥：干燥方法及影响干燥的因素

（十二）固体制剂

1. 固体制剂在胃肠道中溶出的速率方程

2. 散剂：特点及制备

3. 颗粒剂：制备和质量要求

4. 片剂：片剂的特点和分类、片剂的常用辅料、片剂的制备、片剂制备中

容易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片剂的包衣、质量检查、典型实例分析

5.胶囊剂：特点和分类、硬胶囊剂的制备工艺、软胶囊的制备方法

6.滴丸剂：滴丸剂的特点、滴丸剂的基质及制备工艺

7.膜剂:膜剂的特点及组成、膜剂常用的制备方法

（十三）皮肤递药制剂

1. 药物经皮吸收的途径

2. 影响药物经皮吸收的因素及促进经皮吸收的方法

3. 软膏剂的基质及制备方法

4. 乳膏剂常用的基质及制备

5. 贴剂的种类及特点

（十四）黏膜递药系统

1. 肺黏膜递药：药物肺部吸收的特点、气雾剂概念和组成、气雾剂分类及

特点、喷雾剂及粉雾剂概念与特点

2. 直肠黏膜给药：药物吸收途径及影响因素、栓剂基质种类与特点、栓剂

的制法及质量评价

3. 口腔黏膜给药：口腔黏膜吸收特点及影响吸收因素

4. 鼻黏膜递药：鼻黏膜吸收特点及影响吸收因素

5. 眼黏膜递药：药物的眼部吸收途径、滴眼剂及眼膏剂的质量要求

（十五）缓控释制剂

1. 缓控释制剂的概念与特点

2. 缓控释制剂的类型及释药原理

3. 口服择时与定位给药系统的类型



4. 注射用缓控释制剂：微囊微球的代表性制备方法及影响粒径的因素、脂

质体的膜材及代表性的制备方法、植入剂类型及作用

（十六）靶向制剂

1. 靶向制剂的概念、特点及分类

2. 靶向制剂的评价指标

（十七）生物技术药物制剂

1. 生物技术药物制剂的概念、特点与种类

（十八）现代中药制剂

1. 中药制剂的概念与特点

2. 浸提过程及影响因素、常见的浸提方法

3. 分离、纯化、浓缩、干燥方法

4. 常用中药制剂：浸膏剂与流浸膏剂区别、丸剂种类与特点

（十九）药物制剂的稳定性

1. 影响药物制剂稳定性的处方因素

2. 影响药物制剂稳定性的外界因素

3. 提高药物制剂稳定性的方法

4. 稳定性研究的试验方法

（二十）药品包装

1. 药品包装的作用

2. 常用的药品包装材料

（二十一）药物制剂设计

1. 制剂设计目的

2. 制剂设计的基本原则

三、药事管理学

（一） 绪论

药事及药事管理的含义；药事管理学科的性质、定义；药事管理研究方法。

（二） 药品及药品管理制度

药品的定义、质量特性；药品监督管理的定义；药品质量监督检验的概念、

性质及分类；基本药物生产、经营、使用的监督管理；药品分类管理的主要内容。



（三） 药事组织

我国药品监督管理组织体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直属技术机构的职责。

（四）药学技术人员管理

执业药师的定义；执业药师考试、 注册、继续教育,管理规定；执业药师的

职责；药师职业道德原则。

（五）药品管理立法

《药品管理法》的立法宗旨；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及医疗机构的药剂管理

规定； 药品管理的规定；假、劣药品的认定与禁止性规定。

（六）药品注册管理

药品注册申请的类型；药品注册管理机构；药品注册管理的中心内容；新药、

仿制药、药品再注册、药品技术转让的申报与审批程序和要求；新药特殊审批的

范围和程序。

（七）药品上市后再评价与监测管理

药品上市后再评价、药物警戒、药品不良反应的相关基本概念；我国药品不

良反应的报告范围、程序、处置、评价和控制的内容；药品召回的界定、分级和

程序。

（八）特殊管理药品的管理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的概念及其生产、经营、使用的管理

要点，以及违反相关管理规定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九）中药管理

药品管理法及实施条例对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的管理规定；中药品种

保护的保护措施；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的具体办法。

（十）药品知识产权保护

药品专利的类型及授予条件；专利的取得与保护；药品商标的注册申请、商

标权的内容；药品商标权的保护。

（十一）药品信息管理

药品说明书的内容要求和格式；药品标签的内容与书写印制要求；药品广告

审查发布标准。



（十二）药品生产监督管理

药品生产及药品生产管理的特点；GMP的主要内容及特点；GMP认证管理；

开办药品生产企业的审批规定及药品生产许可证管理。

（十三）药品经营监督管理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的主要内容；药品流通监督管理的主要规

定。

（十四）医疗机构药事管理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组织的职责；医疗机构药剂科的任务；药剂科的组织结构；

调剂业务和处方管理规定；药物临床应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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