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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碱中毒时易发生手足抽搐是因为

答案:C.低钙

解析:离子化钙与非离子化钙的比率受 pH 值影响，pH 值升高时，离子化钙转变为非离子化

钙增加，造成低钙，导致手足抽搐。

2-6 缺

7.答案:D
解析:动脉导管未闭时，当肺动脉压力超过主动脉动压力时，左向右分流明显减少或停止，

产生肺动脉动血流逆向分流入主动脉，患儿呈现差异性紫绀，表现为下半身青紫，左上肢轻

度青紫，右上肢无青紫。

8.答案:A
解析:慢性肾小球肾炎简称为慢性肾炎，系指蛋白尿、血尿、高血压、水肿为基本临床表现，

多表现为轻度至中度的水肿、高血压和肾功能损害。尿蛋白（+）～（+++），镜下血尿和管

型尿等。以持续性中等度血压增高为主要表现，特别是舒张压持续增高。

9.答案:D
解析:新生儿败血症最有诊断意义的是血培养细菌阳性。

10.答案:D
解析:有关动脉瘤常见部位各家统计资料观点不一，但国内综合统计以颈内动脉颅内段动脉

瘤最为常见。

11.答案:B
解析:腹部压痛是唯一的体征，主要位于右下腹部，阑尾压痛点通常位于麦氏点，即右髂前

上棘与脐连线的中、外 1/3 交界处。

12.答案:C
解析:切口子宫内膜异位症腹壁切口处有硬结或肿块，绝大多数肿块与月经密切相关，经前

及月经时肿块增大疼痛加重，经后疼痛缓解而且肿块缩小。

13.答案:A
解析:病原体检查是确定传染病最重要的实验室检查。

14.答案:D
解析:细胞内液中重要的阳离子是 K+（约 150mmol/L），Mg2+（20mmol/L ），阴离子以 HPO42-、
H2PO4-和蛋白质为主。

15.答案:B
解析:三凹征指吸气时胸骨上窝、锁骨上窝、肋间隙出现明显凹陷，是由于上部气道部分梗

阻所致吸气性呼吸困难。常见于气管异物、喉水肿、白喉等。当伴随出现发绀、双肺湿啰音



和心率加快时，提示左心衰竭。

16.答案:A
解析:直肠指检检查法简便易行，不仅对肛门、直肠的局部病变具有重要诊断价值，而且对

诊断盆腔疾病(如阑尾炎、髂窝脓肿、前列腺和精囊病变、子宫和输卵管病变等)也是一项不

可缺少的检查方法。

17.答案:B
解析:折早期并发症包括：1、休克 2、脂肪栓塞综合征 3、重要内脏器官损伤 4、重要周围组

织损伤 5、骨筋膜室综合征；晚期并发症包括：1、坠积性肺炎 2、压疮 3、下肢深静脉血栓

形成 4、感染 5、损伤性骨化 6、创伤性骨关节炎 7、关节僵硬 8、急性骨萎缩 9、缺血性骨

坏死 10、缺血性肌挛缩。

18-31 缺

32:答案:B
解析:潘氏试验，又称 Pandy 试验，是指脑脊液中的蛋白测定，也称球蛋白定性试验，其原

因是脑脊液在病变时，蛋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多为球蛋白增加，在潘氏试验中球蛋白遇酚

而变性，出现沉淀而成阳性。

34.答案:D
解析:正常前列腺液中偶见红细胞(<5/HP);正常前列腺液中白细胞散在,一般<10/HP;正常前列

腺液涂片中卵磷脂小体数量较多,分布均匀;前列腺液中发现滴虫,可诊断为滴虫性前列腺炎;
精子多为前列腺按摩时,精囊受挤压使少量精子溢出。

37.答案:C
解析:阴道真菌多为白色念珠菌，偶见阴道纤毛菌和放线菌。在阴道抵抗力降低时，容易发

生真菌性阴道炎。真菌性阴道炎较为顽固，分泌物呈"豆腐渣样"，为真菌性阴道炎的特征。

38.答案:C
解析:RBC 由骨髓造血干细胞生成，肾髓质分泌 EPO 促进其成熟，但骨髓破坏 RBC 原始细胞

产生产生减少，见于 AA（再生障碍性贫血）

39-62 缺

主观题
一、尿液干化学分析仪检测参数

1.酸碱度(PH)
采用酸碱指示剂法。测试模块中含有甲基红和溴麝香草酚蓝,联众知识界适量配合可反映尿

液 pH4.5~9.0 的变异范围,颜色由橙红经黄绿到蓝色的变化。

2.比密

采用多聚电解质离子解离法。尿液中所含盐类成分的高低可由试剂块中的酸碱指示剂变化显

现出来,颜色由蓝经绿、茶绿至黄色变化,进而换算成尿液的比密值。

3.葡萄糖(GLU)



采用葡萄糖氧化酶-过氧化物酶法。试剂模块中的葡萄糖氧化酶作用于尿液中的葡萄糖,产生

H2O2,试剂模块中的过氧化酶再进一步作用于 H2O2,使色素原(碘化钾、邻联甲苯胺)呈现不同

的颜色变化,呈色的深浅与葡萄糖含量呈正比。

4.蛋白质(PRO)
采用 pH 指示剂蛋白质误差法。在 pH3.2 的条件下,溴酚蓝产生的阴离子,与带阳离子的蛋白

质结合发生颜色变化。当尿液中含有蛋白时,由于蛋白质离子对指示剂相反电荷的吸引而生

成复合物,引起指示剂的进一步电离,当超过缓冲范围时,指示剂发生颜色改变。根据尿液中蛋

白质(主要是清蛋白)含量的高低,试剂模块发生由黄经绿到蓝的颜色变化,颜色的深浅与蛋白

质的含量成正比。

5.酮体(KET)
采用亚硝基铁氰化钠法。在碱性条件下,亚硝基铁氰化钠可与尿液中的乙酰乙酸、丙酮起反

应,试剂模块发生由黄色到紫色的颜色变化,颜色的深浅与酮体含量成正比。

6.胆红素(BIL)
采用偶氮反应法。在强酸性介质中,结合胆红素与二氯苯胺重氮盐起耦联反应,生成红色复合

物。试剂模块发生由黄色到红色的颜色变化,颜色的深浅与胆红素含量成正比。

7.尿胆原

采用醛反应法或重氮反应法。在强酸性条件下,尿胆原与对-二甲氨基苯甲醛发生醛化反应,
生成樱红色复合物。试剂模块发生由黄色到红色的颜色变化,颜色的深浅与尿胆原含量成正

比。

8.红细胞或血红蛋白(BLD)
采用血红蛋白类过氧化物酶法。血红蛋白类过氧化物酶催化试剂块中的过氧化氢烯钴和色素

原,色素原脱氢氧化而呈色。颜色的深浅与血红蛋白或红细胞含量成正比。

9.白细胞(WBC)
采用白细胞酯酶法。粒细胞中存在酯酶,它作用于模块中的吲哚酚酯,使其产生吲哚酚,吲哚酚

与重氮盐发生反应形成紫色化合物,试剂模块发生由黄至紫的颜色变化,颜色深浅与白细胞含

量呈正比。干化学白细胞检测只对粒细胞敏感。

10.亚硝酸盐(NIT)
采用硝酸盐还原法。当尿液中感染的具有硝酸盐还原酶的细菌增加时,可将硝酸盐还原为亚

硝酸盐,并可将模块中的氨基苯砷酸重氮化而成重氮盐,以此重氮盐再与 N-萘基乙二胺耦联,
使模块呈现由黄至红色的变化,颜色的深浅与亚硝酸盐含量呈正比。阴性结果并不表示尿液

中无细菌存在。

11.维生素 C
采用还原法。维生素 C 具有 1,2-烯二醇还原性基团,在酸性条件下,能将氧化态粉红色的 2,6-
二氯酚靛染料还原为无色的 2,6-二氯二对酚胺。试剂模块发生由绿或深蓝至粉红色的颜色变

化。

相应的临床意义

1.尿酸碱度

主要了解体内酸碱平衡情况,监测泌尿系统患者的临床用药情况。

2.尿比密

主要用于了解尿液中固体物质的浓度,估计肾脏的浓缩功能。

3.尿糖

主要用于内分泌性疾病及其他相关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监测等。

4.尿蛋白



主要用于肾脏疾病及相关疾病的诊断、治疗、预后等。

5.尿酮体

主要用于糖代谢障碍和脂肪不完全氧化疾病的诊断及其他相关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6.尿胆红素和尿胆原

主要用于消化系统肝脏、胆道疾病及其他相关疾病的诊治监测,尤其对黄疸的鉴别有特殊意

义。

7.尿隐血

主要用于肾脏、泌尿道疾病的诊断、治疗。

9.尿亚硝酸盐

主要用于尿路细菌感染的快速筛检。

10.尿维生素 C
并非主要用于尿维生素 C 的定量，而用于判断试带法尿其他检测项目结果是否准确可靠，是

否受尿维生素 C 相关浓度的影响，以避免假阴性结果。

二、一张合格的胸片重要的是检查前的准备和体位的标准投照。

（1）检查前应该观察患者胸前及背部的衣服有无金属物体，如金属扣子，拉链等等，如有，

应该脱下衣服或者更换衣服。询问患者有无佩戴项链。如女性患者，应询问有无怀孕、有无

胸罩，如有佩戴均应该摘下来。一张合格的胸片是不许出现任何的体外金属异物或者是不透

X 线的异物影。因为这些体外的异物容易遮挡人体的组织结构，如果恰好这位置出现了病变，

那么就会出现漏诊现象。

（2）标准的投照体位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胸片一般包括胸部正位和侧位。胸部正位后前

位的标准投照是，应让患者面向摄影架直立，双足分开，胸部紧靠摄影架，双手内旋放于双

侧髂骨上，双肩、双臂、双肘贴紧摄影架，两肩放平，头稍后仰，下颌置于摄影架上缘，两

腋中线与摄影架等距。中心线应对准两肩胛骨下角连线中点第 6 胸椎 SID 为 2 m，垂直射入，

吸气后屏气下曝光。

（3）标准片应该显示：1、肩胛骨投影于肺野外，这就需要双肩、双臂、双肘贴紧摄影架，

把肩胛骨摆出肺野外。2、第 1 到 4 胸椎显示清晰，其余胸椎隐约可见。包括部分下颈部。3、
肺门到肺野外带纹理显示清晰，心脏边缘清晰。吸气后屏气曝光就是为了让肺纹理充分张开，

以鉴别正常聚集的肺纹理还是病变。4、两侧膈肌边缘锐利，肋骨骨小梁显示清晰。5、锁骨

与第 4 后肋重叠，胸锁关节左右对称，肺尖显示清晰。

（4）胸部侧位的标准投照：挺胸收腹侧立于摄影架前，病侧紧靠摄影板，双手弯曲高举过

头，使身体冠状面与探测器垂直，胸壁前后缘与摄影架左右距离等宽。

中心线对准肩胛下角与腋中线相交处垂直射入，吸收后屏气曝光。

胸部侧位的标准片应显示 1、第 4 胸椎以下锥体清晰可见，无双边影。2、两侧后肋，两侧

膈肌重叠良好，肺尖部清晰显示。3、从颈部到气管分叉部可连续可连续追踪到气管影像。4、
胸骨两侧缘重叠良好。5、心脏，主动脉、降主动脉走形清晰显示。

三、放射防护的方法和措施

技术方面，可以采取屏蔽防护和距离防护原则。前者使用原子序数较高的物质，常用铅

或含铅的物质，作为屏障以吸收不必要的 X 线。后者利用 X 线曝射量与距离平方成反比这一

原理，通过增加 X 线源与人体间距离以减少曝射量。

从 X 线管到达人体的 X 线，有原发射线和继发射线两类，后者是前者照射穿透其他物质

过程中发生的，其能量较前者小，便影响较大。通常采用 X 线管壳、遮光筒和光圈、滤过板、

荧屏后铅玻璃、铅屏、铅橡皮围裙、铅手套以及墙壁等，进行屏蔽防护。增加人体与 X 线源



的距离以进行距离防护，是简易的防护措施。

患者方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 X 线曝射和超过容许量的曝射，应选择恰当的 X 线检查方

法，设计正确的检查程序。每次 X 线检查的曝射次数不宜过多，也不宜在短期内作多次重复

检查（这对体层摄影和造影检查尤为重要）。在投照时，应当注意投照位置、范围及曝射条

件的准确性。对照射野相邻的性腺，应用铅橡皮加以遮盖。

放射线工作者方面：应遵照国家有关放射护卫生标准的规定制定必要的防护措施，正确

进行 X 线检查的操作，认真执行保健条例，定期监测射线工作者所接受的剂量。透视时要戴

铅橡皮围裙和铅手套，并利用距离防护原则，加强自我防护。

在介入放射学操作中，应避免不必要的 X线透视与摄影。应采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
设备，USG 和 CT 等进行监视。

四、

1.初步诊断:重症急性胰腺炎

2.诊断依据:
（1）中年男性，急性病程。

（2）患者是三天前饮酒后出现上腹部持续性绞痛，阵发性加剧并向后背部放射。患者还伴

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呕吐物为胃内容物和胆汁，呕吐后腹痛无缓解，腹痛逐渐蔓延至全腹，

腹胀明显，恶心呕吐加重，肛门停止排气排便，尿量少，色黄，伴烦躁不安，皮肤湿冷。

（3）.既往否认胆石病史。

（4）.查体 T38.9℃，P 109 次／分，BP 79／51mmHg，患者全腹膨隆，腹肌紧张，明显压痛、

反跳痛。肠鸣音减弱或消失，移动性浊音阳性。

（5）.辅助检查血 WBC 21.3×109/L，中性粒细胞 90%，血、尿淀粉酶正常范围，血糖 15.5mmol
／L，血钙 1.49／L。腹部平片未见隔下游离气体。

鉴别诊断：

（1）.机械性肠梗阻：患者腹痛，腹胀，呕吐，停止排气、排便，应考虑本病，但机械性肠

梗阻常可见肠型，肠鸣音亢进，可闻及气过水声，腹部 X 线片可见液气平面。本患者考虑可

能性较小，可查腹平片进一步除外。

（2）.消化性溃疡穿孔：多有溃疡病史，突发剧烈腹痛，迅速蔓延至全腹，明显腹肌紧张，

呈“板样腹”，肝浊音界消失，立位腹平片见膈下游离气体。本患者不支持，考虑可基本除外。

（3）.急性胆囊炎和胆石病：常有胆绞痛病史，疼痛位于右上腹，常放射至右肩部，Murphy
征阳性，血、尿淀粉酶轻度升高。腹部 B 超可明确诊断。该患者无典型胆石症表现，建议结

合 B 超进一步除外。

4.进一步检查

（1）.血脂肪酶。

（2）.监测血、尿淀粉酶变化。

（3）.肝肾功，电解质，血气分析。

（4）.CRP。
（5）.腹部 B 超。

（6）.胸片。

（7）.如疑有并发症，需复查 CT，并加做增强 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