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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必背考点



1 、 人唾液中含有的消化酶是淀粉酶和溶菌酶

2、 心肌正常收缩的起搏点是窦房结

3、 肾蒂中没有的结构是肾大盏

4、 腹直肌位于腹直肌鞘中

5、 上消化道是指口腔至十二指肠

6、 胸腺腺体是淋巴免疫器官

7、 临床上牙式表示左下颌第1乳磨牙

8、 胰岛A细胞分泌胰高血糖素

9、 某患者在弯腰时， 提重物后感到右下肢麻木疼痛， 这提示椎间盘结构受到了损伤

10 、 穿行于海绵窦腔内的神经有展神经

11 、 枕骨不参与构成翼点的骨

12 、 中枢神经系统中，脑位千颅腔内，被分为六部分，分别是端脑、 「司脑、 小脑、 中脑、 脑桥、

延髓

13 、 胆汁中与脂肪消化关系最密切的成分是胆盐

14、 颅底内面有颅前、 中、 后三个窝，当颅底骨折，鼻腔有液体流出时 ， 推测是损伤了三窝中

颅前窝内的眶板

15 、 第四脑室是位千延髓、 脑桥和小脑之间的室腔

16 、 体循环终千右心房

17 、 心脏位于胸腔内， 胸膜腔外

18 、 右心衰竭的病人常因为组织液生成过多而致下肢水肿， 其主要原因是毛细血管血压增高

19 、 窦房结位千上腔静脉和右心房交界处

20 、 血浆的pH主要取决于NaHC03/H2C03缓冲对



21 、 —般松果体开始萎缩的年龄为7岁后

22 、 脑脊液的循环途径为左、 右侧脑室一室间孔一第三脑室一中脑水管一第四脑室一正中子材D
左右外侧孔一蛛网膜下隙一蛛网膜粒一上矢状窦 .

23 、 某人的血清中只含有抗A凝集素， 则其红细胞的细胞膜上一定不含A凝集原

24 、 肝脏不是内分泌腺的腺体

25 、 甲状腺的激素分泌不足时， 引起呆小症

26 、 甲状腺上动脉属千颈外动脉直接分支

27、 主动脉弓从右向左发的第一个分支是头臂干

28、 脊髓下端在成人平第1腰惟下缘

29、 参与心底构成的是左心房与右心房

30、 最多可容纳8个电子的壳层是L层

31 、 轨道半径最小的壳层是K层

32 、 电子伏特(eV)与焦耳(J)的关系是1eV=1.6x10·19J

33 、 由带有正电荷的原子核自旋产生的磁场称为核磁

34 、 应用于医学领域的激光器可按照工作物质形态 、 发光粒子、 输出方式等进行分类

35 、 通过内镜对内腔疾病进行激光治疗的方法可用于腔内手术、 理疗、 光动力学治疗

36 、 原子能级与结合能的关系有原子能级是结合能的负值、 二者绝对值相等、 二者符号相反等

37、 磁性原子核需要符合的条件有＠中子和质子均为奇数；＠中子为奇数， 质子为偶数；＠中

子为偶数， 质子为奇数

38、 弱激光治疗方法主要有激光理疗、 激光针炙、 弱激光血管内照射

39、 电子对效应的发生概率与物质的原子序数的平方成正比

40、 胚胎在器官形成期受照可能引起在照射时正在发育的器官畸形，这在性质上属于确定性效



应

41 、 发现X射线的物理学家是伦琴

42 、 淋巴组织对辐射的敏感度最高

43 、 X线束成为混合射线的原因是阴极产生的电子能量不同

44 、 影响电离辐射生物效应的因素主要来自电离辐射和受照机体

45 、 150kV的管电压产生的X射线的最短波长为0.008266nm

46 、 产生了特征X射线现象的是光电效应

47 、 对千给定的靶原子，各线系的最低激发电压最大的是K层

48 、 康普顿效应，产生的散射线使胶片发生灰雾

49 、 在诊断射线能量范图内不会发生的作用过程是电子对效应

51 、 国际辐射单位和测蛋委员会简称ICRU

52 、 吸收剂量的基本测量法是量热法

53 、 皮肤受照后出现坏死溃疡属千皮肤损伤的级别为田度

54 、 X射线防护的目的是防止发生有害的确定陀劝壶

55 、 放射工作条件在年有效剂量当量有可能超过15mSv /年时， 定为甲种工作条件

56 、 最高能量为100keV的连续X射线其平均能昼大约为40keV

57 、 内层轨道电子发射出的X线为特征放射

58 、 X射线在与物质相互作用时，突出表现的性质是微粒性

59 、 吸收剂量的SI单位是Gy

60 、 在数字图像中， 视野一定时， 像素数量多， 则图像的空间分辨率高

61 、 组成数字图像的基本单元称为像素

50 、 目前公众个人全身受照射的年剂量应低于 5mSv



62、 已知人脑组织的CT值约为35Hu, 如果设窗宽为80Hu, 则图像中CT值的显示范围是

5~ 75Hu 

63 、 在信息科学中 ， 能够计数的离散星称为数字信号

64 、 影像数据是指重建后的数据

65 、 由探测器直接接收到的信号， 经AD转换后形成原始数据

66、 信息量的单位是比特

67 、 已知人脑组织的CT值约为35Hu, 如果设窗宽为80Hu, 则每个灰阶能分辨的CT值为SHu

68 、 已知人脑组织的CT值约为35Hu, 则观察脑组织的CT图像的窗宽应当选用80~100Hu

69 、 将收集到的信号转移成数字形式并将图像分割成小单元的处理称为采样

70 、 在信息科学中， 不能计数的连续信号称为模拟信号

71 、 在成像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图像特征称为伪影

72、 如果不能满足采样定理， 采样后的信号会造成混叠伪影

73 、 采样定理中， 采样频率至少应当是原始租像信息中所包含的最高频率的2倍

74、 用原始数据经计算得到影像数据的过程称为重建E滤波

75 、 在表面阴影显示中， 采用闽值法成像， 选择的闽值过低会增加噪声

76 、 在数学上表示—个横成行、 纵成列的数字方阵的是矩阵

77 、 在数字图像中观察到的亮度水平的随机波动称为噪声

78 、 以某种范畴的表达方式如实地反映另—种范畴称为模拟

79 、 在影像中区分低对比信号的能力称为密度分辨力

80 、 在数字量和模拟量中， 数字化过程中， 取点的个数应当满足一定的条件

81 、 信噪比值越大， 传递的信息质量越高

82、 第1阰椎的横断层面上不出现直肠



83 、 CT 测量右肺动脉心包段管径的理想部位为右肺叶间动脉经上腔静脉与中间支气管之间至

肺门

84 、 环状软骨弓横断层面上出现的结构是声门下腔

85 、 在横断层面上 ， 确认胰头的重要标志下腔静脉

86 、 奇静脉弓的横断层面上不出现隆峭下间隙

87 、 上腔静脉起始处的横断层面上不出现主动脉弓

88、 正常头颅 CT 轴位鞍上池呈五角形或六角形

89、 在肩关节横断层面上，眩二头肌长头腿居脓骨前方

90、 肝门的横断层面上不出现门腔间隙

91 、 在横断层面上， 子宫底与子宫体的分界标志是子宫角

93 、 在横断层面上， 右肺门出现的标志是奇静脉弓

94 、 左肾上极的横断层面上不能显示的结构是右肾

95、 豆状核与屏状核之间的臼质区为外

96 、 在肩关节横断层面上，腋窝内的结构不出现腋神经

97 、 胸锁关节的横断层面上不出现上腔静脉

98、 在横断层面上 ， 位于骼腰肌前内侧的结构是骼外动脉

99、 主动脉肺动脉窗含有的结构为动脉韧带、 动脉韧带淋巴结、 左侧喉返神经

100、 胰体后界的标志结构是脾静脉

101、 在横断层面上， 可作为右肝段间裂的标志结构是肝门静脉右支

102 、 胆酘横断层面上的肝段不出现右后叶下段

103 、 正常胸部 CT, 一般升主动脉与降主动脉横径比为 1.5:1

92、X线平片只能识别的正常关节结构是骨性关节面



104、 膀胱横断层面上的间隙不出现直肠膀胱陷凹

105 、 胰头与胰颈分界的CT解剖标志是肠系膜上静脉右缘

106、 横断层面上识别胰尾的标志是左肾

107、 在横断层面上， 胆霎窝中点至下腔静脉左前壁的连线是正中裂

108、 前列腺的横断层面上不出现输精管

109、 专用供电变压器内阻属千电源内阻

110、 SOOmA FS K302-1 A 型程控X线机，当发现副床小焦点摄影管电流的实际值与设定不—

致时， 需调节灯丝板上相应的电位器， 即通过改变灯丝加热电压波形的脉宽来进行微调

111、 继电器工作时噪声过大的原因是＠铁芯接触面粗糙不平；＠工作电压过高或过低；＠继

电器吸合时两铁芯错位偏离中心；＠短路环断裂

112、 X线管阳极、 阴极间的距离与X线量无关

113、 焦点大小与X线机的输出无关

114、 X线管套内绝缘油的作用是绝缘和散热＿

115 、 A/D转换器的作用是实现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转换

116、 调节X线管的灯丝电流的目的是控制产生X线的数量

117 、 某台X线机高压变压器初级输入 300V, 其次级输出电压为90kV, 则变压比为1:300

118、 CT机房和计算机房的适宜温度为1a ~ 22°c 

119、 非晶硒平板探测器储存信息的元件是储能电容

120、 阳极特性曲线指恒定灯丝加热电压下， 管电压与管电流之间的关系曲线

121、 大多数直接升压式X线机调节管电压的方法是改变高压变压器的初级输入电压

122、 用电秒表法测量曝光时间， 适用千曝光时间为&>0.2秒的清况

123、 X线管阳极靶面所用的物质必须具有高原子序数， 高熔点



124 、 与CR相比DR的优势是直接数字成像

125、 有效焦点大小与X线产生无关

126、 纵向弛豫是指自旋－晶格弛豫

127、 旋转阳极X线管套内主要包括旋转阳极定子线圈、 变压器油 、 X线管、 胀缩器

128、 CIS属于临床信息系统

129、 由某种传输介质所连接的一组计算机和其他设备称为网络

130、 PACS系统管理内容包括PACS软硬件管理、 存储管理、 医学设备管理、 安全性管理、

统计分析管理

131 、 积极主动的应急方案要点的是及时判断 、 统一调度、 病患疏导、 事后处置

132 、 放射科信息系统的英文简称是 RIS

133 、 OSI模型的第7层是应用层

134 、 HIS属于医院信息系统

135 、 实验室信息系统的英文简称是LIS

136、 PACS的中文名称是固像存档与传输系统

137、 DICOM的中文名称是医学数字成像与通信

138
、 旧E的中文名称是医疗机构信息集成规范

139、 HL7中7的意思是 OSI模型的第七层

140、 PACS的核心是影像存储管理系统

141 、 PACS中C的意思是传输

142 、 依靠观察者的主观判断进行的评价方法是主观评价法

143 、 达到全面的组织管理与质量管理的目标无关

144 、 以诊断要求为依据， 用物理参量作为客观评价手段， 以成像的技术条件作保证， 三者有



机结合的评价方法是综合评价法

145 、 全面质噩管理简称 TQM

146、 表征影像显示标准的性质的是可见程度

147、 3T场强的磁共振系统一般为超导型

148、 通过对频率响应的调节突出边缘组织轮廓的处理是频率处理

149、 FPD 可用千 DSA 的根本原因是可以动态成像

150、 磺在33keV时， 衰减曲线具有锐利的不连续性， 其临界水平成为K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