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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男性患者， 32 岁， 有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病史 8 年， 一天前出现柏

油便。 检查： 贫血。 其贫血的类型为正细胞正色素性贫血

2、 23 岁女性， 查体可见下肢散在直径 3,..__,5mm 皮下出血区， 应称为紫

瘢

3、 内源性致热源存在于单核细胞中

4、 患者， 女性， 24 岁， 1 天前突起畏寒、 发热， 体温 4o•c, 伴咳嗽、

右侧胸痛， 咳铁锈色痰。 来院前自服 APCl 片。 血压 86 I 54mmHg (11. 5 /

7. 2kPa) ， 脉搏 110 / min。 右上胸语颤增强， 可闻及支气管肺泡呼吸音，

血＼VBC26 X 109 / L, 中性粒细胞 90%。X线胸片示右上肺大片致密影， 呈

均匀大叶分布。 最可能的诊断是肺炎球菌肺炎伴循环衰竭

5 、 患者， 女性， 50 岁， 一天来寒战、 高热（体温'B9. 6 ·c) ， 咳嗽伴

左胸痛， 咳痰呈砖红色胶冻状， 量多， 查体：轻度发组， 血压 10. 7 /

6. 7kPa (80 / 50mmHg) ， 右肺叩浊音， 呼煦音低
4。X线胸片右肺呈多发性蜂

窝状阴影， 最可能的诊断为克雷伯杆菌肺炎

6、 患者， 女， 62 岁， 慢性咳嗽 3 年， 乏力、 痰中带血、 体重减轻 2

个月。 胸片右上肺可见.....,..密度较高的圆形阴影， 边缘不清。 此病人的右锁

骨上窝浅表淋巴结最先出现肿大

7、 男性患者， 56 岁， 平卧时频发胸痛， 心率达 110 / min, 血压升高

至 165 / 95mmHg, 并有左室舒张功能减退。 首选美托洛尔治疗

8、 男性患者， 65 岁， 查体时发现大便隐血阳性， 提示消化道出血量

至少大千 5ml

9、肝肿大伴扩张性搏动见千三尖瓣关闭不全



10、 检查淋巴结肿大时， 应优先注意弄清楚原发病灶

11、 患者， 女， 58岁， 夜间从噩梦中醒来， 感胸骨后压椋性闷痛，伴

呼吸困难，胸痛及呼吸困难持续不能缓解，患者出现面色苍白，冷汗淋漓，

血压明显下降， 皮肤发组， 此发组属千缺血性发组

12、 女性患者，56岁， 剧烈持续胸痛 6小时入院。 心电图示Vl ,__,,6ST

段明显上抬。 双肺闻及湿性嘐音， 首选组合吗啡， 陕塞米（原称速尿）， 多

巴酚丁胺进行治疗

13、 呕吐宿食常见的原因是幽门梗阻

14、 患者男，40 岁， 黄疽， 肝脾肿大半年，进食时突然呕吐暗红色液

体 300ml, 其病因可能为食管静脉曲张破裂

15、 咯血伴皮肤黏膜出血， 肺癌并纵隔淋巴结侵犯不常见

16、 女性患者，16岁。 晚餐进食一碗剩饭。1小肘后出现上腹绞痛，

并持续性恶心、 呕吐。 体温37. 0度，上腹部压痛， 肠鸣音活跃。 白细胞

总数正常、 中性粒细胞占76%， 便常规正常。 诊断首先考虑是急性胃炎

17、 咯血最常见的原因是肺结核

18、 患者女，30 岁，诉心悸胸闷。 心尖区闻及收缩期杂音，经检查确

诊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心脏无器质性病变， 其心脏杂音应具有的特点是

性质柔和

19、 男性患者， 21岁， 突发中上腹刀割样剧烈疼痛 30 分钟。 为持续

性， 腹痛迅速波及全腹。 查体： 腹部呈板状腹，压痛、 反跳痛阳性， 肝浊

音界消失。 最可能诊断是胃、 十二指肠穿孔

20、 女性患者， 20岁， 持续高热 1 周，胸、 腹部出现皮疹，经检查确



诊为伤寒，其皮疹特征为呈粉红色丘疹

21、 发组的决定性因素是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的绝对量

22、意识障碍是指影响大脑功能活动的疾病引起的意识改变

23、大量咯血指的是每日咯血噩在 500m'l 以亚
24、抢救大咯血窒息时最关键的措施是立即解除呼吸道梗阻

25、突发剧烈胸痛伴呼吸困难和发组常见千肺梗死

26、患者女，44 岁，发热 一天，右上腹痛，呕吐 4 次，体检示 Murphy

征阳性，经用抗生素治疗后退热，症状改善。该患者发生呕吐的机制可能

为反射性呕吐

27、十二指肠球部出血可见柏油样便

28、中年男性，持续或间断痰中带血，首先需考虑的是肺癌

29、排血便后，腹痛不减轻者，常为小肠疾病

30、男性患者，22 岁，晚餐后突梦出现上中腹部疼痛并恶心呕吐胃内

容物，随后出现发热，腹痛转移至右下腹。查体体温 38
°

C，心肺无异常。

右下腹麦氏点压痛。诊断考虑为急性阑尾炎

31、尿频的定义是排尿次数增多而每次尿量减少

32、 体温 39·c 以上， 一昼夜温差大于 2·c, 但最低点仍高千正常水平

的体温曲线类型属千弛张热

33、潮式呼吸的特点为由浅慢到深快，再由深快到浅慢

34、患者，女，49 岁，突然出现头痛、视力模糊、呕吐、上腹痛、四

肢痉挛、血压下降，身边有杀鼠药颌乙酰胺，治疗的特效药为乙酰胺

35、日咯血量是 l00�500ml 时为中量



36 、Dubin-Johnson 综合征属于肝细胞对某些阴离子排泄障碍

37、便血， 血色鲜红， 黏附千粪便表面， 便纸上可见血迹， 提示是肛

门或肛管疾病出血 

38 、女性患者， 47 岁，心慌胸闷 l 个月就诊，心脏听诊发现第二心音

固定分裂， 最常见的疾病是房间隔缺损

39、早期休克的表现为血压 11. 97 / 9. 3lkPa(90 / 70mmHg)

40 、尿痛指排尿时膀胱区及尿道疼痛或烧灼感

41 、患者， 女， 38 岁。 双下肢对称性紫瘢。 实验室检查： 束忏试验

（＋）， 血块退缩良好， 血小板计数正常， 凝血时间 6min。 患者诊断为过敏

性紫瘢

42 、中年男子， 反复上腹隐痛半年， 多在空腹出现，有时夜间出现腹

痛， 进食后缓解， 最可能的诊断是十二指肠溃疡

43、估计血容痲最好的指标是中心聆脉压

44、患者男， 18 岁， 心脏检查发现胸骨左缘第 1、2 肋间有连续性震

颤， 并可闻及机器样连续性杂音， 考虑为动脉导管未闭

45 、 入体呕吐中枢位于延髓外侧网状结构背面

46 、患者男，3岁，在独自玩玩具时突然出现刺激性咳嗽，呼吸困难，

其病因最可能是气管异物

47、男性患者， 20 岁， 咳嗽， 气急， 间断发热 2 个月， 咳黄色黏痰，

少量痰中带血， 右锁骨上抇及 2 枚淋巴结， 最可能的病因是肺结核

48 、可出现周围性发组的疾病是右心衰竭

49、腋测法测量体温的正常值为 36
°

C~37
°

C



50、旁路胆红素约占体内总胆红素来源的 15%,-....,20%

51 、急性细菌性痢疾的大便性状为黏液性脓性鲜血便

52、心源性水肿患者，常先出现水肿的部位是人体最低部位

53、食用过多含胡萝卜素的食物可使皮肤黄染，但一 般不发生在巩膜

和口腔黏膜

阻

54、血清胆红素正常值为 <17 µ mol / L, 即1. Og / dl

55、胃酸分泌增多引起的腹泻是胃泌素瘤

56、常出现淋巴结坏死破溃形成痰管的疾病是淋巴结结核

57、黄疽、畏寒、发热、右上腹绞痛伴呕血，最可能是胆道结石伴梗

58、便血合并皮肤黄染、蜘蛛痔及肝掌，首先考虑是胃底食管静脉破

裂出血

59、呼吸深慢见千酸中毒

60、一患者呼吸表现为有规律的呼吸几次后，突然停止一段时间，又

开始呼吸，周而复始，这种呼吸节律称为 Blots 呼吸

61、某患者，胸闷气急 l 个月，查体右胸廓较左侧塌陷，呼吸运动减

弱，叩诊实音，语颤消失，呼吸音消失，气管及心脏右移，最可能的诊断

为右侧支气管肺癌并肺不张

62、大气道阻塞时重者出现吸气时“三凹征 ＇，

63、乳头血性分泌物最常见千乳腺导管内良性乳突状瘤

64、呼吸过缓见千镇静剂过扯

65、提示左心室衰竭的是交替脉



66、局限性淋巴结肿大见于 Virchow 淋巴结

67、青年男性，突发胸闷气急1天，感胸部不适，轻微咳嗽，系弯腰

抬物后出现。1个月前体检无异常。提示最可能的病因为自发性气胸

68、青年男性，突然发热，体温 39. 1 ·c, 面色潮红，伴有呼吸运动

减弱，口角疤疹，最可能的病因为大叶性肺炎

69、面具面容见千震颤麻痹

70、一心房颤动患者，突觉呼吸困难咳嗽、胸痛，心脏听诊闻及三尖

瓣区舒张期奔马律，其来源为右心室奔马律

71、毕奥呼吸常见于呼吸中枢功能障碍

72、急性呕吐伴上腹痛、发热、皮肤发黄，应考虑是急性胆埏炎合并

胆道梗阻

73、 Kernig 征检查属千脑膜刺激征

74、胸椎后突并成角畸形，常见千Jl听归结核

75、可闻及心包摩擦音的疾病是惫性心肌梗死

76、器质性二尖瓣狭窄的特点是常有心房颤动

77、右心衰竭引起呼吸困难的原因为淤血性肝肿大等使运动受限而减

少肺交换面积

78、心悸伴食欲增加、消瘦、出汗最常见千甲状腺功能亢进

79、COPD的主要病理改变正确的有腺体肥厚，与支气管壁的厚度比值

常大于 o. 85

80、主要为毛细血管壁缺陷的疾病是过敏性紫瘢

81、惊厥前伴剧烈头痛，可见千蛛网膜下腔出血



82、 患者男， 28岁， 间断咳血 3 年， 本次因抬重物后突然出现咯血

200ml。查体双下肺湿嘐音，胸片检查双下肺纹理增多、粗乱，提示最可能

的病因是支气管扩张

83、青年男性，有吸毒史，发热 1 周，体温最高 40. 3·c, 最低 38. 2·c,

偶有咳嗽，少量痰中带血。查体神志清楚，呼吸 22 次／分，血压110 / 70rnmHg, 

心率110次／分， 肘静脉处有多个针眼， 上腹部轻压痛。 血常规白细胞总

数 19. 8Xl09/L, 中性粒细胞 92% ， 此患者最优先进行的诊疗措施是抽

血做血培养

84、 砖红色冻胶样痰常见于克雷伯杆菌肺炎

85、 男性患者，45岁，心厗、胸痛、 劳力性呼吸困难l个月， 查体胸

骨左缘粗糙的喷射性收缩期杂音， 超声心动图检测发现室间隔非对称性肥

厚， 最可能的诊断是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

86、 左心衰竭常表现为常采取端坐呼吸妹娅

87、 保持镇定、 作风严谨属于年沭治疗中的道德要求

88、 安全有效属千药物治疗中的道德要求

89、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分为 6 个类别

90、 组织实施医师资格考试的部门是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91、 医师在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时， 应充分保障患者或其家属的知情

同意权

92、对千轻度和中度AECOPD患者， 主要致病菌为肺炎链球菌、流感嗜

血杆菌、 卡他莫拉菌

93、 对 MRSA 引起的肺炎首选抗生素是万古霉素



94、 支气管肺癌最常见的早期症状是阵发性、 刺激性干咳

95、 慢性支气管炎早期患者肺部 X 线表现是无特殊征象

96、 按累及肺小叶的部位， 阻塞性肺气肿的病理分型为全小叶型、 小

叶中央型、 混合型

腔

97、 哮喘患者急性发作的治疗目的是缓解支气管平滑肌痉挛

98、 最常见的肺炎类型是细菌性肺炎

99、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降低肺动脉高压的首选治疗是疗氧

100、 支气管哮喘患者以呼气性呼吸困难为主

101、 肺炎胸痛放射到上腹部时病变常累及隔胸膜

102、金葡菌肺炎的 X 线阴影具有易变性，易形成单个或多发的液气誕

103、 女性患者， 30 岁。 因重度哮喘急性翠作住院治疗缓解， 平时亦

有哮鸣音存在。 出院后最有效和推荐长炒扭1用的抗炎剂是吸入糖皮质激素

104、 男性， 25 岁。 10 天前左臀痄H巾， 前天开始发热伴寒战、 咳嗽、

咳脓痰， 3 天来痰中带血， 胸痛， 血象： WBC25 X 109/L, N91%， 胸片示两

肺有散在密度较淡的片状阴影， 内有透光区及可疑气液平面。 应考虑为金

黄色葡萄球菌肺炎 . -

105、 慢性支气管炎诊断主要依据千病史和体征

106、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主要特征是气流受限

107、 胸水检查为： 血性， 比重1. 020, 蛋白定量 39g/L, LDH503U/L,

葡萄糖定痲 2. 4mmol/L, ADA50U/L, 最可能的诊断为结核性胸水

108、 吸烟者所患肺癌最常见的是鳞状细胞癌



109、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的主要症状为逐渐加重的呼吸困难

110、男性患者， 30 岁。近期劳累突发畏寒、高热。咳嗽，铁锈样痰。

查体：体温高达 39•c, 干咳，伴右侧胸痛，咳嗽和深呼吸时加重；急性病

容， 颜面潮红， 口角有疤疹， 右下肺可闻及支气管呼吸音。临床诊断为急

性肺炎， 其最可能的病原体是肺炎链球菌

111、原发性高血压心脏并发症中首先出现的是心肌肥厚

112、左心衰竭时肺部嘐音的特点湿嘐音常见千两肺底，并随体位变化

而变化

113、贫血与甲亢对心脏产生的影响使 左室、右室容批负荷加重

114、对 风湿性二尖瓣关闭不全，最具有诊断意义的体征是心尖区收缩

期吹风样杂音

115、风湿性心脏瓣膜病二尖瓣狭窄的特征性体征是心尖区舒张中晚期
'

隆隆样杂音， 递增型

116、降压作用缓慢，适用千轻中度高血压，降压同时使心律减慢的药

物是美托洛尔

117、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出现周围血管征的原因是收缩压增高、舒张 

压下 降

118、治疗高血压危象最好采用硝普钠

119、洋地黄中毒多见的心律失常是室性期前收缩二联律

120、 左心衰竭的临床表现主要是由于肺淤血、肺水肿所致

121、 确诊慢性胃炎最可靠的检查方法是活组织检查

122、慢性消化性溃疡穿孔多见于十二指肠球后壁溃疡



123 、 出血坏死型胰腺炎时的 Culleill 征是指跻周皮肤青紫

124 、 诊断消化性溃疡急性穿孔最有价值的临床表现是肝浊音区消失

125、出血坏死性胰腺炎的特点是血钙降低

126 、 女性患者 ， 74 岁，因关节炎 关节酸痛 ， 口服水杨酸制剂 ， 既往

无溃疡病史， 4 小时前突然大量呕血，测 BPl00/55[l]JnHg, P115 次／分。则

出血的原因是急性胃黏膜病变

127 、 伴有高血压的消化性溃疡患者不宜用生胃酮

128 、 肝硬化常见的死亡原因是肝性脑病

129 、 女性患者，既往十二指肠溃疡病史 10 年，着凉后上腹部疼痛， 2

天前突然呕咖啡样胃内容物，排柏油样便，随后晕厥。估计出血量为 1000ml

以上

130 、 肝癌引起的肝区疼痛的特点是持续性乳捅或胀楠

131 、 急性胰腺炎时，可减轻腹痛胪《位是弯腰抱膝位

132 、 患者，男性， 50 岁。反复上腹痛 8 年，近 2 个月疼痛加重，五

肤促胃液素刺激试验示胃酸缺乏。进一步的诊治方案首选胃镜检查加活检

133 、 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贫血，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是肾移植

134 、 中老年肾病综合征常见病理类型是膜性肾病肾小球肾炎

135 、 急性肾衰竭时，需紧急血液透析的是急性肺水肿

136 、 急性肾炎最主要的治疗措施是休息及对症治疗

137 、 妊娠期尿路感染禁用的抗生素是左氧氮沙星

138 、 女性患者， 32 岁。既往体健，1 个月前出现双下肢水肿，进行性

加重 ， 实验室检查发现尿蛋白（＋＋＋） ， 血肌酐 430 盯nol / L。 为明确诊断 ，



首选的检查为肾脏彩超

139、肉眼血尿的患者，首先应该进行尿 RBC 畸形率检查

140、慢性肾衰竭的患者合并纤维誕性骨炎的直接因素是继发性甲状旁

腺功能亢进

141、对诊断肾结核价值最大的是肾脏增强 CT ___

142、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瘢的首选治疗方法为糖皮质激素

143、引起缺铁性贫血的主要原因是慢性失血

144、女性患者， 26 岁。慢粒病史 2 年，近 1 周高热脾大平跻，血红

蛋白 46gL, 白细胞 30X 109 / L, 分类原粒占 40%，中晚幼粒占 40%，血小

板 40X 109/L。诊断为慢粒白血病急性变

148、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多见牛打心

145、缺铁性贫血在成年男性中最多见的原因是消化道  慢性失血

146、ITP出血状的特点为牙踉出血，鼻出血皮肤索点、淤斑多见
147、急性ITP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授内出血

149、缺铁性贫血的细胞形态学特点是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

150、缺铁性贫血的预后取决千原发病是否能够治疗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