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注护考 精于辅导

2017 年医疗卫生考试护理专业模拟题二答案与解析

1. 【答案】D

【解析】护理学的四个基本概念：人、健康、环境、护理。

2. 【答案】E

【解析】帮助病人坐轮椅时为保证患者安全，应使患者身体尽量靠后坐。

3. 【答案】C

【解析】防止颅内压降低引起的头痛，因为穿刺后，脑脊液可自穿刺点露出

至脊膜腔外，造成颅内压降低，牵张颅内静脉窦和脑膜等组织，引起头痛。

4. 【答案】D

【解析】压疮溃疡期的特征表现为浅层组织感染、脓液流出、溃疡形成。

5. 【答案】A

【解析】长期插管鼻饲者普通胃管每周更换 1次.鼻饲用的杯、注射器等应

每天更换消毒。

6. 【答案】B

【解析】2%戊二醛浸泡用于精密仪器的消毒，如各种内镜。

7. 【答案】B

【解析】有腹水时应给予低盐饮食，限制进水量。进水量限制在 1000ml／d

左右，盐限制在 1～2g/d。

8.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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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淋浴适用于有自理能力而且病情较轻的患者。

9. 【答案】B

【解析】充血性心力衰竭和水钠潴留的病人，禁用生理盐水灌肠，以减少钠

的吸收。

10. 【答案】D

【解析】急性肺水肿的典型临床表现为：呼吸困难、咳粉红色泡沫样痰

11. 【答案】C

【解析】点滴系数 15，输液时间=（输液总量×点滴系数）/（每分钟滴数

×60）

12. 【答案】B

【解析】尿标本采集宜选取中段尿；标本尽快送检，尿标本放置时间不能超

过 1小时；留取尿标本前 5天停止使用抗生素；多饮水易导致尿液稀释细菌，

引起化验不准。

13. 【答案】A

【解析】测血压四定：定时间、定部位、定体位、定血压计。

14. 【答案】B

【解析】浅表.靠近骨骼的大动脉均可作为测量脉搏的部位，临床上最常选

择的诊脉位置是桡动脉。

15. 【答案】C

【解析】 软组织损伤早期 12 小时内冷敷（人卫版、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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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答案】A

【解析】人工呼吸与胸外心脏按压比例为 2：30

17. 【答案】A

【解析】慢性支气管炎起病缓，以咳嗽、咳痰、喘息为主要症状。在冬春季

加剧。痰量以夜间或清晨体位变动时，较多。

18. 【答案】B

【解析】单纯 PaO2＜60mmHg（8kpa）为Ⅰ型呼吸衰竭；PaO2＜60mmHg 并伴有

PaCO2＞50mmHg（6.67kpa），则为Ⅱ型呼吸衰竭。（1mmHg=0.133kPa）

19. 【答案】D

【解析】支气管扩张症的主要原因是支气管-肺组织感染。反复感染使支气

管粘膜充血、水肿，破坏管壁的各层结构，削弱管壁的支撑作用。

20. 【答案】C

【解析】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收缩压≧140mmHg 和（或）舒张压≧90mmHg。

21. 【答案】A

【解析】典型的发作性胸痛。

22. 【答案】B

【解析】我国肝硬化的最主要原因是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肝。

23. 【答案】B

【解析】胃溃疡疼痛节律为进食-疼痛-缓解；十二指肠溃疡疼痛节律为疼痛

-进食-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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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答案】C

【解析】胰岛素注射过量可引起低血糖反应。

25. 【答案】C

【解析】95%以上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都有晨僵。

26. 【答案】C

【解析】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典型皮损为鼻梁和双颧颊部呈蝶形分部的红斑。

27. 【答案】D

【解析】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

28. 【答案】A

【解析】细胞内液主要阳离子为 K+和 Mg2+，细胞外液的阳离子主要为 Na+。

29. 【答案】B

【解析】青霉素过敏性休克的抢救关键位：立即皮下注射盐酸肾上腺素 0.5

～1ml。

30. 【答案】A

【解析】全麻患者清醒前最危险的并发症为呕吐物窒息。

31. 【答案】B

【解析】急腹症未明确诊断前禁止用吗啡等止痛药，以免掩盖病情。

32. 【答案】C

【解析】寒冷季节的婴幼儿腹泻 80%由病毒感染引起,尤其以轮状病毒感染多

见,是婴幼儿秋冬季腹泻的最常见病原体,因此小儿腹泻通常又称为“秋季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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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

33. 【答案】B

【解析】妊娠晚期或临产时，发生无诱因、无痛性反复阴道流血是前置胎盘

的主要症状。

34. 【答案】D

【解析】在异位妊娠中，输卵管妊娠最为常见,以壶腹部妊娠多见，其次是

峡部。

35. 【答案】D

【解析】纠正休克、及时终止妊娠是处理胎盘早剥的处理原则。

36. 【答案】C

【解析】

Ⅰ度

轻型：宫颈外口距离处女膜＜4cm，但未达处女膜缘；

重型：宫颈外口已达处女膜缘，检查时在阴道口可见到宫颈。

Ⅱ度

轻型：宫颈已脱出阴道外口，但宫体仍在阴道内；

重型：宫颈及部分宫体已脱出阴道口外。

Ⅲ度：宫颈及宫体全部脱出至阴道口外

37. 【答案】B

【解析】由于畸形的存在，致右心压力增高并超过左心而血液从右向左分流；

或大动脉起源异常时，导致大量回心静脉血进入体循环，引起全身持续性青

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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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答案】A

【解析】动脉导管未闭时主动脉血液分流至压力较低的肺动脉内，及左向右

分流，当肺动脉压力等于或超过主动脉时左向右分流消失，甚至逆转为右向

左分流，病人出现发绀。房间隔缺损时左心房压力高于右心房左向右分流，

右心负荷增加，肺动脉压力上升导致肺动脉高压，右心房压力增高发生右向

左逆流，室间隔缺损原理同上。法洛四联症肺动脉狭窄右心压力上升超过左

心血液经室间隔缺损发生右向左分流。

39. 【答案】A

【解析】法洛四联症是一种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畸形。其基本病理为室间隔缺

损、肺动脉狭窄、主动脉骑跨和右心室肥厚。

40. 【答案】C

【解析】张力性气胸的处理要迅速排气减压,在患侧锁骨中线与第二肋间连

线处，用粗针头穿刺胸膜腔排气减压，并外接单向活瓣装置。紧急状态下可

在针柄部外接柔软小口塑料瓶、气球等，使胸腔内气体易于排出,外界气体

不能进入胸腔。

41. 【答案】B

【解析】铁的摄入不足是导致患儿缺铁性贫血最主要的原因。

42. 【答案】A

【解析】女性外生殖器组成：阴阜、大阴唇、小阴唇、阴蒂、阴道前庭

43. 【答案】B

【解析】起病 2周内患儿应卧床休息，待水肿消退、血压降至正常、肉眼血

尿消失,，方可下床轻微活动或户外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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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答案】A

【解析】新生儿败血症最易并发化脓性脑膜炎，当病原菌进入血循环，迅速

繁殖并产生毒素，引起一系列临床表现时称败血症。

45. 【答案】A

【解析】前囟隆起一般提示颅内压升高，容易诱发脑疝，最应该注意。

46. 【答案】D

【解析】是由于接生时，脐部消毒处理不当所致。因大多在生后六、七天发

病，故民间又称“四六风”或“七日风”。

47. 【答案】D

【解析】热性惊厥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惊厥性疾病，多发生于上呼吸道感染

感染的初期，当体温骤升至 38.5--40°C 时，突然发生惊厥。及时控制体温

是预防惊厥的关键。

48. 【答案】D

【解析】蓝光疗时要用眼罩保护眼睛，用尿布保护会阴部。但尿布遮盖面积

不可过大，以便使皮肤与更多的光接触。

49. 【答案】B

【解析】单面光疗照射 2小时翻身一次；照射距离 30~50cm；血清胆红素小

于 171umol/L 可停止照射；一般 12~24 小时血清胆红素可恢复正常；灯管

使

用 1000 小时应更换

50. 【答案】C

【解析】佝偻病主要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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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答案】B

【解析】肛管排气时，保留肛管不超过 20 分钟。长时间留置肛管，会降低

肛门括约肌的反应，甚至导致肛门括约肌永久性松弛。

52. 【答案】B

【解析】肝硬化患者的并发症有上消化道出血，排出柏油样便。

53. 【答案】D

【解析】静脉输液的目的：1.补充水分及电解质，预防和纠正水、电解质及

酸碱平衡紊乱。2.增加循环血量，改善微循环，维持血压及微循环灌注量。

3.供给营养物质，促进组织修复，增加体重，维持正氮平衡。4.输入药物，

治疗疾病。

54. 【答案】B

【解析】氧浓度（%）=21+4×氧流量（L/min）

55. 【答案】B

【解析】心肺复苏流程为 CAB：第一步为 C，代表胸外按压；第二步为 A，代

表着开放气道；第三步为 C，代表着人工呼吸。

56. 【答案】D

【解析】口服中毒者要反复洗胃，可用清水、2%碳酸氢钠或 1:5000 高锰酸

钾进行洗胃，直至洗清至无大蒜味为止。

57. 【答案】B

【解析】脉率低于 60 次/分，称为缓脉。常见于颅内压增高、房室传导阻滞、

甲减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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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答案】D

【解析】通气过度，患者可出现昏迷、抽搐等碱中毒症状。

59. 【答案】D

【解析】医生确定患者死亡，并开出死亡诊断书才能确认为死亡。

60. 【答案】C

【解析】医嘱错误，护士有提醒的义务，造成医疗事故应该由医生和护士共

同承担。

61. 【答案】D

【解析】四人搬运法适用颈、腰椎骨折和病情较重的病人。

62. 【答案】C

【解析】T管引流的目的：1.引流胆汁和减压；2.引流残余结石；3.支撑胆

道。

63. 【答案】B

【解析】应给予清淡易消化饮食。

64. 【答案】C

【解析】在房间适当安放花草、地毯容易造成患者过敏，引起呼吸困难。

65. 【答案】D

【解析】该患者发生了输血反应中的发热反应，护理措施如下：症状轻的病

人可减慢输血速度或暂停输血，严重的病人要立即停止，维持静脉通路，及

时通知医生，以便处理。病人有寒战，应注意保暖，或加盖被，出现高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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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物理降温。严密监测病情变化，遵医嘱给予解热镇痛药，抗过敏药或肾

上腺皮质激素等。保留余血及输血器，以便查明原因。

66. 【答案】D

【解析】急腹症在未明确病情前忌用热疗，虽然热疗可以减轻腹痛，但是会

掩盖病情而贻误诊断和治疗。

67. 【答案】D

【解析】股骨颈骨骨折多发生于老年人，以女性为多。常出现骨折不愈合（约

15%）和股骨头缺血性坏死（20-30%）

68. 【答案】B

【解析】头顶放冰袋，足底放热水袋。足底禁用冷疗，用冷可反射性引起末

梢血管收缩，影响散热；还可以引起一过性的冠状动脉收缩。

69. 【答案】D

【解析】防止窒息。

70. 【答案】D

【解析】防止温度过高引起烫伤。

71. 【答案】BDE

【解析】大便潜血试验前 3天起应禁食深色食物，如肉类、肝类、动物血、

含铁丰富的药物及食物、绿色蔬菜等，以免造成假阳性。

72. 【答案】ABD

【解析】咬破体温计时，首先应及时清除玻璃碎屑，以免损伤唇、舌、口腔、

食管、胃肠道黏膜，再口服蛋清或者牛奶，以延缓汞的吸收。若病情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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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食用粗纤维食物，加速汞的排出。

73. 【答案】BCD

【解析】妊娠 32～34 周.分娩期及产后的最初 3天内，是患有心脏病的孕妇

最危险的时期。

74. 【答案】ACD

【解析】血容量已补足的指征：四肢末端由湿冷、青紫转为温暖、红润;脉

搏由快、弱转为正常、有力；收缩压接近正常,脉压差大于 4kPA.(30mmHg)

肛温与皮温差从大于 3℃转为小于 1℃；尿量大于 30mL/h;；中心静脉压恢复

正常(5cmH2O～13cmH2O)。

75. 【答案】CD

【解析】有机磷中毒的特效解毒药是阿托品和解磷定。

76. 【答案】ABCD

【解析】颅内压增高病人应避免剧烈咳嗽、便秘、提重物等，防止颅内压骤

然升高而诱发脑疝；润肠、保持大便通畅，避免用力排便及高位灌肠以防颅

内压骤然增高；慎重做腰穿，以免引起脑疝。

77. 【答案】BC

【解析】静脉补钾的注意事项：不宜过快，过浓，过多，见尿补钾（尿量达

40ml/h 或者 500ml 每天）。不可静推。每日补钾 40～80mmol，合氯化钾 3

～6g。

78. 【答案】ABCD

【解析】小儿惊厥持续状态指惊厥持续 30 分钟以上，或两次发作间歇期意

识不能完全恢复者。为惊厥的危重型。惊厥状态可反复发作，发作期间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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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不清。

79. 【答案】ABC

【解析】颅内压增高的“三主征”是头痛、呕吐、视神经乳头水肿，其中视

神经乳头水肿是颅内压增高的客观指征。

80. 【答案】BC。

【解析】（1）去枕仰卧位：全身麻醉后尚未清醒或昏迷的患者，可防止呕

吐物流入器官，引起窒息或并发症；可防止椎管内麻醉或脊髓腔穿刺后的患

者颅内压减低而引起的头痛。（2）支气管哮喘的患者：端坐位或者坐位。

（3）颅脑手术后的清醒的患者：床头抬高 15--30 度，以利于脑静脉回流，

减轻脑水肿。深昏迷的病人取侧卧位或者侧俯卧位，以利于口腔内分泌物排

出。保持头与脊柱在同一直线上，头部过伸或者过屈会影响呼吸道通畅以及

颈静脉回流，不利于降低颅压。

81. 【答案】ABCD

【解析】抢救患者不包括尸体料理，因患者尚未死亡。

82. 【答案】ACD

【解析】在紧急情况下护士可以对患者先实行救护，但不可独立下医嘱。

83. 【答案】ABC

【解析】临终关怀不以延长临终者的生存时间为目的，而以提高临终阶段的

生存质量为宗旨。

84. 【答案】ABCD

【解析】吸痰所有物品每天更换 1-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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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答案】AB

【解析】胸部外伤急救主要为保持呼吸道通畅和吸氧。

86. 【答案】ABCD

【解析】注射部位应避开神经、血管处，不可在炎症，瘢痕、硬结、皮肤受

损处进针。

87. 【答案】BCDE

【解析】刷手的正确顺序是前臂-腕部-手背-手掌-手指-指缝-指甲。

88. 【答案】ACD

【解析】保护患儿安全不包括培养患儿的独立活动能力和禁止一切活动。

89. 【答案】ABCD

【解析】高危儿指已发生或有可能发生危重情况而需要密切观察的新生儿。

如母亲异常妊娠史的新生儿，异常分娩的新生儿，出生时有异常的新生儿。

90. 【答案】BCD

【解析】新生儿的血容量为体重的 10%，如超过易发生心力衰竭。新生儿出

血 30ml、相当于成人失血 450ml。

91. 【答案】B

【解析】婴幼儿期引起的热性惊厥最常见病因是高热。

92. 【答案】A

【解析】营养性缺铁性贫血是由于体内铁缺乏致使血红蛋白合成减少而引起

的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多发生于 6个月-2 岁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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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答案】A

【解析】停经是妊娠最早的症状。

94. 【答案】B

【解析】责任护士一般几个月才轮换，实行 8小时在岗、24 小时负责制。

95. 【答案】A

【解析】空气消毒有效距离不超过 2m；物品消毒有效距离 25-60Cm。

96. 【答案】A

【解析】新生儿皮肤很嫩，乙醇对皮肤有刺激性。再加上血管扩张，过度吸

收引起中毒。高热病人血管过度扩张和循环加速血液流动，也容易中毒。血

液病人有出血倾向，因此酒精擦浴时会造成血管剧烈收缩，造成血管痉挛甚

至再出血。

97. 【答案】B

【解析】如需同时注射多种药物，一般先注射刺激性较弱的药物，再注射刺

激性较强的药物。

98. 【答案】B

【解析】红霉素、阿莫西林、头孢菌素类等药物对消化道刺激性较小，无需

饭后服用。

99. 【答案】A

【解析】夹闭尿管主要锻炼膀胱的反射功能。

100. 【答案】B

【解析】伤寒患者灌肠时溶液不超过 500ml，压力要低（液面不得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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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门 30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