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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精神病学之父指的是 Hippocrates460 ~ 3778.C. 

2、 精神活动是大脑功能活动的产物

3、 精神疾病的共同特点的是心理活动异常

4、 在现况研究中，可以用来衡量某人群发生某种精神障碍危险性大小的指标是发病率

5、 在精神卫生领域，常用表示精神障碍频度的指标有患病率和发病率

6、 心理社会因素在躯体疾病的发生 、 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一类疾病是心身疾病

7、 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方式最可能的是多基因遗传

8、 在多基因遗传病中，了解遗传度最有效的方法是双生子研究

9、 急阳立激在急性应激反应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类疾病的发病中作为原因因素起重要作用

10
、 目前的研究认为重大精神障碍的共同发病机制是脑结构和功能可塑性改变的神经发育异

常

11 、 常与被害妄想伴随存在的妄想是关系妄想

12 、 注意增强属于注意程度方面的障碍

13、 选择性遗忘最多见于癒症

14 、 某患者诉：
“

我想到什么，就能听见说话声讲出我想说的内容，当我想喝水时，即出现
“

喝

水！喝水！ ＂的声音。 患者感觉自己的思想都变成声音。 此症状属千思维鸣响

15 、 临床最常见的幻觉是幻听

16、 似曾相识感通常与识记障碍有关

17、 持续大量生动的幻视最常见千脑器质性精神障碍

18 、 患者男 ， 28 岁。 坚信有人在他身上安装了特殊的发射装置，自己头脑中想的事，周围人

都知道 。 他说：
“

我想去五一路超市， 出门就看到一辆出租车就停在马路边等我；我在一家饮

食店吃小笼包子，想要一碟醋，服务员就将醋送到我的餐桌上……o“此症状最可能是内心被揭



露感

19 、 人格转换是统一性意识障碍的一种表现

20 、 患者男， 17岁。 近半年来头痛、 头昏、 乏力 、 学习成绩下降，经常闭门思索人的尾巴退

化与大脑的发达有什么必然联系
”

的问题， 拟著书立说， 而对其母身患恶性肿瘤从不在意在

其父强迫下来医院就诊。 最可能的诊断为早期精神分裂症

21、 双重人格是统一性意识障碍的一种表现

22、 功能性幻觉和反射性幻觉最主要区别是分别由同一感官和不同感官感知

23、 持续言语最多见千癫病所致精神障碍

24 、 医师的特殊干涉权是指为了患者的利益，医师可以代替或帮助患者及其家属作出治疗上的

决定

25 、 医务人员为治疗疾病适当地限制或约束患者的自由对患者不会造成伤害

26 、 以8节律为主的成年人脑电图，应列为重度异常暇电图

27、 目前精神障碍分类的基轴主要依据是症状表现

28、 量表的效度是指真实性

29 、 同情和开导病人属千心理治疗的道德要求

30 、 临床诊疗工作中最基本的原则是患者第一的原则

31、 保持镇定、 作风严谨属千手术治疗中的道德要求

32 、 卫生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部门参与组织制定了《医疗机构从

业人员行为规范》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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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是在 2012 年 6 月 26 日公布执行的

35 、 在执业活动中， 人格尊严、 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是医师在执业活动中享有的权利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明确规定，医师是指依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
、

医师资格，经注册在医疗 预防 保健机构中执业的专业医务人员、

37 、 个体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内部心理动力是需要4

38、某患者，教师。住院后医生除积极治疗躯体疾病外，医务人员还主动与其交流，赞誉他在

教学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尊称患者教授而避免直接称呼他的床号。医务人员的这种做法满足了

39、 性格属千个性心理特征

40、 人格是指—个人的整个心理面貌

41 、 在人的心理活动中伴随着的心理状态是注意

42 、 比较微弱又比较持久的情绪状态指的是心境

尊重的需要

43、 依据马斯洛的五个需要层次论，人的最高需要层次为自我实现的需要

44、 多血质的高级神经活动的基本类型为强 平衡 灵活

45 、

、 、

皮亚杰认为幼儿期的思维带有明显的具体形象性

46、 育年期重要的发展任务是指自我同一性的确立

47 、 按照鲍尔比的划分，依恋的发展经历的发展阶段有无差别的社会反应阶段、有差别的社会

反应阶段 、 特殊情感联结阶段

48 、 研究表明，老年人的人格在内向性的维度上是比较稳定的。

49 、 在艾里克森的心理发展理论中，个体自我同一性形成与自我同一性混乱相冲突的时期是青

少年期

so 、 明显而稳定的形成是心理发生的标志条件反射

51 、 自我意识的第二次飞跃是在胥少年期

52 、 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发展的动力来自千性本能



53、 卡特尔人格理论把特质区分为表面特质和根源特质

54、 行为治疗的强化物为关注、 赞同、 食物、 玩具

55 、
荣格人格学说的最重要的内容是集体潜意识 

56、

57、

艾里克森的心理发展观和弗洛伊德的区别在千是否承认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作用

训练孤独症患儿最常用的强化行为方法是替代行为区分强化 

58、 行为学家班杜拉认为 ， 通过观察别人而非亲身经历的强化称替代性强化

59、 模仿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主动仿效他人言行的现象

60、 社会学习理论中 ， 提出观察学习分为注意过程、 保持过程、 动作再现过程、 动机过程

61 、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 社会行为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

62、 与某人有多次交往， 但总以第一次的印象对该人做出判断， 这在社会认知中属于首因效应

63、 社会心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 并互有影响的韦题尽应

64、 标志着社会心理学诞生的两本书籍一本是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 另一本是E.Ross

的《社会心理学：大纲与资料集》， 此两书的出版时间是 1908年

65、 如果一 个人的人格和他扮演的角色不一致 ， 该情况属千角色冲突

66、 在癫病发作后 ， 多数患者需要10 年左右才出现精神障碍症状

67、 癫病性精神运动性发作 ， 如果出现先兆，
一般持续时间为数秒钟

68、 癫病性精神障碍的治疗原则是癫病症状完全控制后， 继续维持抗癫痀药物治疗3~5年未

再发可减药， 逐步减药的时间不应少千1年

69、 精神运动性发作常见千颗叶及边缘系统的癫病

70、 人格改变是癫病发作间期精神障碍的临床特点之一

71 、 患者女 ， 40 岁。 因行为怪异 ， 冲动伤人 1 个月而就诊。 体查无明显异常。 精神状况检查

神清， 年貌相称 ， 目光呆滞， 接触差。 存在嫉妒妄想、 出现过几次命令性幻听， 思维黏滞， 自



知力缺乏。 既往有癫病病史20年，曾多次因瘢病住院治疗。 脑电图：双侧有棘慢波并有放电

波，在清醒和睡眠状态下，以左颗部棘波占优势。 该患者最可能的诊断是癫病性精神暗碍

72 、 麻痹性痴呆的起病隐匿，早期表现类似神经衰弱

73 、 结核田茵膜炎所致精神障碍脑沓液检查结果最可能是脑脊液压力升高，白细胞数增加，蛋

臼含盔增加糖及氯化物降低

74 、 患儿女 ， 15岁。 近1周来表现为低热、 多汗，精神不振，易怒，常有头痛呕吐 ， 睡眠不

安，意识恍惚，对声音刺激敏感。 查体有轻度颈强直，血常规检查结果：白细胞中度升高，以

淋巴细胞为主。 该患者的诊断应考虑为结核性脑膜炎所致精神障碍

75 、 单纯疤疹病毒性脑炎所致精神障碍：EEG随着病情的恢复也逐渐恢复正常

76、 在麻痹性痴呆中最典型的类型是夸大型

77、 单纯痀疹病毒性脑炎的主要特征为出血性坏死

78 、 患者男 ， 57岁。 肺气肿10余年， 感冒后咳嗽伴发烈3天汃院诊断
＇

肺气肿合并支气管

炎
＂

。 患者妻子向你报告他有些反常，如刷过牙又找牙刷，说要去刷牙；将病友的东西错认成

自己的东西。 情绪不稳，有时显得很高兴，有时又流泪。 检查时发现患者一般对答尚切题，对

刷牙一事，不好意思地说
“

忘了
．

。 这时你的判断和首先需要做的是注意检查患者的意识状况和

认知功能，提防肺性脑病的发生

79 、 对肝脑综合征具有特征性意义的是脑电图呈三相波伴有扑翼样震颤

80、 HIV感染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和致死性疾病，HIV直接侵犯中枢神经系统导致神经元减少等

神经病理学改变。 精神症状可表现为认知功能障碍、 澹妄、 精神病性症状和焦虑、 抑郁等情感

障碍；约10%~20％的艾滋病患者可伴发痴呆，伴发痴呆者通常预后差。 如能及时治疗，可

缓解部分精神症状，但不能痊愈

81 、 病毒性心肌炎伴发的精神障碍，最多见的临床表现为焦虑情绪



82 、 脑震荡后综合征与神经衰弱的区别是前者脑电图脑诱发电位可出现异常，后者检查结果

多正常

83、 患儿， 12 岁。 表现为头痛，剧烈频繁的呕吐，共济失调，脑神经麻痹，该患儿最可能患

的是髓母细胞瘤

84、 脑肿瘤所致精神障碍的治疗原则是凡是可以手术切除的肿瘤，应首先考虑手术

85 、 颗叶肿瘤的临床表现中不常见的症状是运动性失语

86 、 颅内肿瘤方面， 颗叶、 边缘系统、 阱抵体部位的肿瘤易产生精神症状

87 、 患者男 ， 26岁。 患者患有颖叶肿瘤，近期出现抽插 ， 同时伴有激越行为及明显的情绪低

落，反复出现自罪、 自责和轻生的念头，该患者可以考虑选用的药物是盐酸氮西汀

88、 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处理原则中最重要的是积极治疗原发疾病

89、 患者女 ， 32 岁，既往体健。 分挽时不顺利， 大出血。 产后停弱，乳房萎缩， 毛发脱落、

乏力 、 怕冷、 消瘦、 拒食。 大吵大闹要离家出走，不认识自己的亲人。 该患者最可能的诊断是

席汉病所致精神障碍

90 、 甲状腺功能亢进所致精神障碍主要表现为精神运动性兴奋，包括失眠、 话多、 烦躁、 易激

惹等患者精神运动水平常明显提高， 与躁狂发作的表现有类似之处，但缺乏典型的愉悦心境

91 、 尿崩症所致的精神障碍是由千脑神经垂体功能异常

92 、 肺性脑病的基本病理生理是呼吸性酸中毒，pH值降低

93、 糖尿病伴有的精神障碍最常见的是抑郁和焦虑

94、 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是指在内分泌、 营养、 代谢、 血液等系统疾病过程中，由千影响了

脑功能而出现的各种精神障碍

95 、 肺性脑病的治疗应是给予持续低流量，吸氧，而不可吸入高浓度氧 ， 否则会加重意识障碍

96、 有机磷中毒时出现的烟碱样症状是抽播



97 、 亲毒性震颤的临床表现是震颤 为对称性

98、 异烟阱中毒所致精神障碍的治疗包括＠停止使用异烟阱，改换其他抗结核药物； ＠使用大

盐的维生素86 、 烟酸以及维生素C等； ＠对千精神症状可以给以抗焦虑药物 ，必要时也可以

给以抗精神病药物等

99 、 异烟阱中毒所致精神障碍的机制，与烟酸和维生素86等缺乏有关

100 、 柔中毒应该首选的治疗是二琉基丙醇

101、 严重的一氧化碳中毒者在出现精神障碍之前，会有—段时间的
“

假愈期
”

，假愈期最长可

达8周

102、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损害最严重的器官是脑

103 、 根据CCMD-3 诊断标准，与文化密切相关的精神障碍是恐缩症、气功偏差所致的精神障

碍、 与迷信相关的精神障碍、 与巫术相关的精神障碍

104 、 恐缩症，又称缩阳症或缩阴症，是以恐惧生殖器覜入体内致死的恐怖焦虑 发作为特征的

一种与文化相关的综合征。患者极度害怕自己的生旯i器等缩入腹内（或乳头内缩）而死亡，为此，

表现 为极度焦虑、 紧张、 恐惧，甚至有濒死感

10 5、 患者女，14岁 。 2年前 无明显诱因开始认为自己不及同学苗条，饮食吃得愈来愈少，体

重由头年36kg降至就诊时的22kg, 但精神状况尚可， 父母因见其明显消瘦，多次带她到当

地医院求治，经多次检查均未发现异常。 此患者最可能 的诊断是神经性厌食

106、 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的Quetelet体重指数不高千17.5

107、 患者男，52岁。 自觉睡眠不好 2年余 ， 入睡困难为主，常常要到凌晨3点才能睡着 ， 晨

起觉得头昏眼花，工作效率低下。 患者自述心渭尚好，就是想解决睡眠问题。 无烟酒等成瘾物

质嗜好，躯体检查无异常发现。 此人适宜的诊断是失眠症

108、 患者男，16岁，体型正常。 2个月前开始出现无精打采， 上课常常伏在桌上睡觉，老师



布置作业不能按时完成，1周前开始，患者睡眠更多，睡眠时无明显酐声。起病以来饮食正常，

未出现猝然倒地的现象，无明显孤僻，懒散的表现，当地医院行脑电检查为正常睡眠脑波，余

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该患者的治疗正确的是匹莫林 "-♦4 

109、 在中国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标准第3版(CCMD-3)中，心理生理障碍和心身疾病的主要

区别是两者区别的标准是有无形态学变化

110、 CCMD-3中有关失眠症诊断标准是每周失眠 3次，持续1个月以上

111、 患者男，35岁，汉族，已婚，有一子。 近1年来感觉工作压力大 ， 几乎无法承受，半年

前发现自已无法过夫妻生活，主要表现为阴茎不能勃起，为此到医院就诊，患者诉自己有性交

的愿望，但阴茎无法勃起，但在清晨起床时有时可出现自发勃起。否认外伤史，体查无异常。

该患者最可能的诊断是继发性阳疼

112、 神经性贪食的药物治疗最常用的是SSRI

113、 性心理障碍患者的表现为多数性欲低下，甚至不能进行正常的性生活，家庭关系往往不

和谐

114、 双重异装症着异性服装是为了体验作为异性的身份

11 5、 性偏好障碍有霪阴症、 恋物症 、 性摩擦症、 性窒息

116、 性心理障碍患者在寻求性对象与满足性欲的方式上与正常人不同

117、 自杀者的神经生物学研究表明， 5-HIAA降低程度与致死性或自杀未遂的严重性呈正相

关

118、 有自杀行为者需要精神医学干预

119、 我国女性自杀死亡率比男性高

120、 自杀意念是指有寻死的愿望，但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121、 患者女，19岁，大学生。 因失眠，怀疑同学议论2个月，恐淇紧张、 疑人监视 ， 1周



前住院。住院3天后，患者同学和老师来医院想探视患者，但患者不同意见面。此时医务人员

应该告知他们患者不愿意，故暂不宜探视

122、 患者女，21 岁。自幼智力发育差，只上过一年级。某日在家被人奸污，案发后，要明确

该女孩的性防卫能力，最需做智商测定

123 、 有些患者可以不治疗，外人不宜干涉

124、 以在判断行为能力时，应综合考虑年龄 、 精神与理智、 知识与经验、 自由准确地表达等

多方面的因素

125、通过司法精神医学鉴定，鉴定人只能判定被鉴定人精神状态与法律关系，并不能判定是

否有罪。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结论仅仅作为法律的证据之—，司法机关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决定采纳与否

126、 长效抗精神病药针剂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最佳适应证是有明显咦神症状但拒绝服药或有藏

药企图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127、 精神分裂症中的偏执型最易与妄想性障碍相混淆

128、矛盾意向是 Bleuler 描述的精神分裂症的特征性症状

129、 评论性幻听对诊断精神分裂症最具价值

130、 某首次发作精神分裂症患者，服用利培酮治疗2个月后症状缓解，自知力恢复。其继续

服药的时间应不少千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