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回忆骨外科中级职称考试试题   

骨科 

基础和相关 

幽门梗阻表现？低钾低氯性缄中毒 

股疝常用的修补方法 MA 法？？ 

高钾血症心电图不会出现？U 波 

：各类休克的共同点为 

A、血压下降 

B、有效循环血量急剧减少 

C、皮肤苍白 

D、四肢湿冷 

E、烦躁不安  

T3 占 10% 

微小肝癌≤2CM  乳癌淋巴管堵塞-------橘皮样改变  乳腺的淋巴输出途径--------四个不包括

乳内深  乳癌素、孕激素受体阳性治疗不包括：A 卵巢切除 B 三苯氧胺 C 放射线 

主动脉瘤体破裂入右心室致 A 右心室容量负荷增加 B 左心室容量负荷增加 C 右心室压力负

荷增加 D 左心室压力负荷增加 E 左右良心室负荷均增加 

完全性心内膜垫完全缺损时---是右心室容量负荷均增加、  股疝常用的修补方  原发性腹膜

炎多为溶血性链球菌 

急性胆囊炎致病菌最常见为肠球菌、绿脓杆菌，厌氧菌亦较常见 

瘢痕性幽门梗阻不可能出现 A 呕吐物含隔夜食物 B 呕吐物含大量胆汁 C 有胃肠型、蠕动波

D 消瘦脱水及低钾低氯性碱中毒 E大量呕吐且多在傍晚  急性化脓性阑尾炎的病理特征------

多处小脓肿 

绞窄性肠梗阻的症状------孤立胀大的肠袢不随时间而改变 

腹水正常多少毫升------50-75 毫升 

口杯状-----小儿肠套叠  结肠癌 Dukesb1 期指穿透浆膜层而无淋巴结转移 

疝----逆行性嵌顿 

肛周脓肿的类型距肛门齿状线上 4cm 左侧有一脓肿-----A 肛门周围脓肿 B 肛门壁脓肿 C 坐

骨直肠窝脓肿 D 骨盆直肠脓肿、  直肠癌手术控制排便最如意的是 Dixon 手术 

甲状腺 24h 摄碘率------30-40%大于 50%为甲亢 

引起自发性气胸的原因多见于肺大疱  肺癌最常见的类型鳞癌 

能引起神经内分泌的是小细胞  高血压性脑出血多见于壳核，基底节出血即壳核和丘脑是高

血压脑出血的两个最常见的部位 

硬脑膜下血肿最危急的急性脑壁疝 



甲状腺手术最危急的是窒息与呼吸困难  胆囊积液-------白胆汁 

Mirz 综合症--- 

胆囊十二指肠瘘--- 

胰腺癌的好发部位胰头占 70-80% 

胆囊结石目前最常用的手术方式为腹腔镜 

胆管疾病检查 MRCP 

Charcot 三联征顺序腹痛、寒战高热、黄疸 

90%胰腺癌的好发部位为导管细胞癌 

膝关节置换--------胫骨平台伸直间隙 

骨筋膜室综合症最常发生于前臂掌侧和小腿 

孟氏骨折------尺骨上三分之一骨折合并桡骨小头脱位 

Colles 骨折远折断移向背桡侧 

大面积烧伤渗出多在 8h 

桡骨小头半脱位 

股骨颈骨折--- 

颈椎泪滴样骨折--- 

胸腰椎骨折--- 

肱骨外科颈骨折易损伤哪个 N 

脂肪栓塞---骨水泥 

腰椎间盘突出--------Lasogu 征阳性、  尤文氏瘤多起源于骨髓的间充质细胞 

肩关节脱位------dugus 征阳性 

强直性关节炎首先从骶髂关节  食道癌中晚期症状 X 线为充盈缺损管腔壁狭窄和梗阻 

我国成人心脏瓣膜病多见于风湿热占 30%左右 

体外碎石的禁忌症------肾囊肿 

膀胱破裂的最简便的检查------膀胱穿刺  膀胱癌多见移性细胞 

颈椎骨折 20 岁颅骨固定牵引 

尿路结核的检查方法 

小儿腹股沟疝手术最常见的并发症---复发 

PSA 大于 10ng 或直肠指诊摸到前列腺结节时应高度怀疑前列腺癌 

十二直肠多见于水平部和降部 

   

 

专业及实践 

幼儿易发生桡骨小头脱位 

胫骨软骨病好发年纪：14-16 岁 

脊髓半切症的表现 

骨水泥的使用和毒副作用 



扁平足矫正鞋的高度 3——6MM 

哪种假体耐腐蚀性差？ 

13 女孩发现脊柱侧突门诊检查注意什么？查脊柱？双下肢感觉？ 

胫神经和腓总神经的起源 

脊柱三柱论 

化脓性脊柱炎好发于椎体 

先天性髋关节脱位的病因 

幼儿易发生桡骨小头脱位 

读片考了股骨颈骨折和颈 6，7 脱位 

65 岁女性股骨颈骨折 GARDEN4 型全髋置换 

胸腰段爆裂骨折椎管占位，选前路手术 

脊髓型颈椎病，前路手术 

腰椎间盘好发间隙依次是 

  

  

科目二：相关专业知识 

1、  肩关节脱位体征：Dugas sign 

2、  半月板损伤体征：McMurray sign 

3、  椎间盘突出体征：Lassege sign 

4、  某患者，跌伤后前臂疼痛，并有拇指背伸障碍，虎口区皮感正常，X 线片示：尺骨上段

骨折并桡骨头脱位，诊断为：孟氏骨折并桡神经深支损伤 

5、  脊柱单纯性楔形压缩性骨折损伤的脊柱结构：前柱；中柱；后柱；前柱和中柱；前中

后柱 

6、  颈椎泪滴样骨折损伤的脊柱结构：前柱 

7、  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手术中截骨操作说法正确的是：股骨髁前方截骨过多导致髌骨半脱

位的概率加大；增加胫骨上段截骨只能加大屈曲间隙；增加股骨后髁截骨能减小假体型号并

能增大屈曲间隙 

8、  某患者，外伤导致颈部疼痛、四肢肌力下降，查 X 线片示：齿状突骨折并半脱位，需

紧急做的处理是：吊带牵引；颅骨牵引；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法复位； 

9、  肺癌中最多见的病理类型：鳞癌；腺癌；大细胞癌；小细胞癌 

10、  肺癌中最经常出现神经内分泌颗粒的病理类型：鳞癌；腺癌；大细胞癌；小细胞癌 

11、  硬脑膜外血肿的影像学表现：颅骨下的双凸面镜形高密度影 

12、  胆囊积液的临床表现：胆囊积存白胆汁 

13、  Mirizzi 综合征的临床表现：胆绞痛；胆囊积存白胆汁；记不清了 

14、  肋骨骨折的急救处理措施是：胶布固定；胸带固定；牵引；切开复位内固定 



15、  T3 占甲状腺激素的：10%；30%；50%；70%；90% 

16、  烧伤创面液体渗出的高峰是在：8 小时；6 小时；2 小时 

  

专业知识 

全膝关节置换截骨的目的 

新骨水泥技术 

骨水泥的代谢器官 

夏克氏关节 

先天性斜颈的手术时间 

陈旧性骨折的治疗方案 

判断骨折愈合的指标 

股骨头坏死的病理表现 

截瘫的 Frankel 分级 

恶性骨肿瘤的 X 线表现 

急性骨髓炎的诊治方案及停药指征 

骨肉瘤的治疗方案 

  

科目三：专业知识 

1、  人工关节假体中最容易腐蚀的材料是：不锈钢、钛合金、 

2、  骨水泥（PMMA）通过人体的哪个器官排泄：肾、肝、肺 

3、  胫骨结节骨骺骨软骨炎好发年龄：12-14 岁；14-16 岁；16-18 岁 

4、  下肢矫形手术，股骨上段外侧截骨术的主要目的是：纠正下肢力线；增加内收肌群的

力臂 

5、  某患者，膝关节肿胀，X 线片是：关节内多发游离体，关节软骨磨损严重，关节间隙消

失，但患者无疼痛，考虑诊断：Chocott 关节；类风湿关节炎；骨性关节炎 

6、  小儿化脓性关节炎最多见于：髋关节；膝关节；肩关节 

7、  强直性脊柱炎最先累及的关节是：骶髂关节；脊柱；髋关节；膝关节 

8、  下列不是骨折延迟愈合、不愈合影响因素的是：内固定物选择不当；内固定术中剥离

软组织过多；术后功能锻炼不恰当；全身营养状况不佳 

9、  腓总神经起源：L4、L5、S1-3 的前股；L4、L5、S1-3 的后股；L2-L4 前支的后股 

10、  胫神经起源：L4、L5、S1-3 的前股；L4、L5、S1-3 的后股；L2-L4 前支的后股 

11、  某患者，外伤导致食指指腹软组织缺损，指骨外露，宜选择的皮瓣：邻指皮瓣；V-Y

推进皮瓣；腹部皮瓣 

12、  某患者，刀割伤导致食指指端软组织缺损，创口呈斜形，宜选择的皮瓣：邻指皮瓣；

V-Y 推进皮瓣；腹部皮瓣 



  

骨外专业实践 

1 女，65 岁，全膝置换术后 3 天，膝关节肿胀，三头肌压痛（+），换药伤口无异常，1，

考虑诊断为深静脉血栓 VTE; 2，下一步治疗：华法林，肝素抗凝，患肢制动 

2 男，10 岁，摔伤后 4h,右肘后半屈畸形，桡 A 搏动弱，右手指触痛（+），诊断为右肱骨

髁上骨折，1，并发症为骨筋膜室综合症；2 下一步治疗为：先行扩管，必要时手术？ 

3，女，65岁，右髋外伤后疼痛活动受限，患肢外旋短缩畸形，x片示右股骨颈骨折，GardenIV,1,

首选治疗为：人工全髋置换术?；2，远期并发症为：假体松动？ 

4.男，47 岁右髋疼痛加重 1 月，20 年饮酒史，近期出现跛行，外展受限，4 字征（+）；1，

考虑诊断为：右股骨头坏死，2 首选检查：右髋 x 片 

  

骨外专业实践 

1 女，65 岁，全膝置换术后 3 天，膝关节肿胀，三头肌压痛（+），换药伤口无异常，1，

考虑诊断为深静脉血栓 VTE; 2，下一步治疗：华法林，肝素抗凝，患肢制动 

2 男，10 岁，摔伤后 4h,右肘后半屈畸形，桡 A 搏动弱，右手指触痛（+），诊断为右肱骨

髁上骨折，1，并发症为骨筋膜室综合症；2 下一步治疗为：先行扩管，必要时手术？ 

3，女，65岁，右髋外伤后疼痛活动受限，患肢外旋短缩畸形，x片示右股骨颈骨折，GardenIV,1,

首选治疗为：人工全髋置换术?；2，远期并发症为：假体松动？ 

4.男，47 岁右髋疼痛加重 1 月，20 年饮酒史，近期出现跛行，外展受限，4 字征（+）；1，

考虑诊断为：右股骨头坏死，2 首选检查：右髋 x 片  

5.女 35 岁，步行中后仰跌倒，右手掌撑地，受伤后右肩疼痛，方肩畸形，dugas(+)；1，考

虑诊断为右肩关节脱位，2，首选检查：右肩正位及穿胸位片 3 合并伤为肱骨大结节骨折 ； 

6 .男，31 岁行走时跌入下水井中，骑跨伤 6h,感会阴疼痛，不能行走，未排尿，小便解不

出，不能查小便，骨盆分离（+），1 最可能出现骨折及脱位部位：耻骨支及耻骨联合，2

合并伤:尿道损伤，3 确定其合并症存在检查：导尿并查尿常规 ； 

7.女，18 岁，右大腿肿痛 2 月，x 片示股骨下端骨质破坏，边界不清，可见 condam 三角，

1 诊断为骨肉瘤，2 治疗方案：化疗+肿瘤清除植骨后再化疗  

个人作答，并非答案，请见教 

版主多加个分，鼓励下嘛，谢谢 

  

042 骨科中级 

 

踝关节损伤的分型 

脊髓半切征的临床表现 

脊柱压缩性骨折只要是损伤前柱 



胫腓骨骨折的并发症 

膝关节置换后小腿肿胀---DVT。然后是治疗， 

肱骨外科颈骨折易损伤腋神经 

脂肪栓塞---骨水泥 

膝关节严重变形、关节间隙狭窄，有许多游离体，但活动正常，无痛----夏克氏关节 

肩关节脱位------dugus 征阳性 

半月板损伤------麦氏征阳性 

腰椎间盘突出症-----拉赛格征阳性 

我国成人心脏瓣膜病多见于 风湿性 

右肾结石超声波体外碎石的禁忌症------右输尿管狭窄 

微小肝癌 小于 2cm  

乳癌侵犯 COOPER 韧带致皮肤凹陷 

股疝常用的修补方法 ferguson 法是 错误的 

原发性腹膜炎致病菌多为（好像选项中没有链球菌和肺炎双球菌） 

急性胆囊炎致病菌最常见为大肠杆菌？？ 

急性化脓性阑尾炎的病理特征 

钡餐造影呈杯口状-----小儿肠套叠 

结肠癌 Dukesb1 期指穿透浆膜层而无淋巴结转移 

直肠癌手术控制排便最如意的是 Dixon 手术 

正常甲状腺 24h 摄碘率------30-40% 

引起自发性气胸的原因多见于 肺大泡 

肺癌最常见的类型 鳞癌  

能引起神经内分泌的肺癌是 小细胞癌 

高血压性脑出血多见于  

硬脑膜外血肿术中最危急的并发症是？？ 

甲状腺手术最危急的是呼吸困难、窒息 

膀胱癌多见移行性细胞 

自体稀释回输错误的“ 先采的先输、后采的后输” 

四肢伤口出血最有效的止血方法是：止血带法。 

头颈胸外伤不能应用的止血方法是：止血带法。 

生儿皮下坏疽常见致病菌是：金葡菌。  

丹毒常见致病菌是：B 溶血链球菌。 

急性淋巴管炎常见致病菌是：溶血链球菌。 

腰麻最常见并发症：头痛 

硬外麻最严重并发症：全脊髓麻醉 

酸性磷酸酶升高见于前列腺癌 

膝部肿瘤关节置换选用 铰链式膝关节假体 



颈椎泪滴状骨折是指那柱损伤所致？？ 

高钾血症不能出现的心电图是 U 波 

心肺复苏 最常用 肾上腺素 

破伤风是毒血症 

破伤风最先累及的肌肉是咬肌 

预防性抗生素用法 术前 1-小时 术后 1-2 天 

硬膜外血肿 CT 表现双凸镜 

消化道出血造影可以观察到的是 出血> 0.5ml/min 

交界肿瘤 腮腺混合瘤 

前列腺癌诊断--血 PSA 大于 10ng/ml 

骨筋膜室综合征易发部位骨折：小腿 

食管吞钡食管癌已发展到中晚期的 X 线表现  

乳腺癌不会转移到 是经腹直肌鞘转移到肝那项 

肾结核最常用的什么检查方法可显示病灶 IVU？？ 

小儿腹股沟斜疝术后容易出现什么并发症 复发 

尤文氏瘤起源于 骨髓的间充质细胞 

孟氏骨折定义 

smith 骨折 是屈曲型桡骨远端骨折 

股骨头坏死的常见原因 

胰腺癌好发部位 胰头 

慢性阑尾炎最准确的辅助检查 是 钡餐造影 

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的诊断 

眼睑外翻最常见的病因 瘢痕性 

尤文氏瘤起源于 骨髓的间充质细胞 

舟骨骨折 X 线拍片体位是:正位和尺偏位？ 

十二指肠损伤常见部位 降部+水平部 

诊断膀胱破裂最简单的方法膀胱造影 

乳腺癌最常见的早期表现 无痛单发的肿块 

胫骨结节骨软骨病的好发年龄 

小儿浸润麻醉做合适用什么麻药 0.5%利多 

  

骨科学 

专业基础 

1、丹毒的致病菌 

2、新生儿皮下坏疽的致病菌 

3、急性淋巴管炎的致病菌 



相关专业知识 

1、Mirizzi 综合症的临床表现 

2、"白胆汁"是什么病的临床表现：胆囊积液 

3、胆肠瘘的临床表现：肠梗阻 

专业知识 

1、PMMA 经哪清除：肺 

2、PMMA 怎样加强硬度：真空搅拌 

  

2009 年【骨科专业】中级职称考试 

相关专业: 

1.硬膜外血肿 CT 表现：颅骨内板与硬脑膜之间的双凸镜形高密度影 

2.自发性气胸常见于肺大疱破裂 

3. 十二指肠损伤最多见于降段和水平段 

4.微小肝癌直径≤2cm 

5.尤文肉瘤起源于骨髓的间充质细胞 

6 腹腔内滑液是 75---100ml 

7 滴泪样骨折 

8 胆囊结石首选腹腔镜切除 

9 保肛效果好的手术术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