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护理学
2017 年 10 月真题及答案解析

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

1. 老年养护机构中决定配备各类人员的数量及其比例，并确定是否配备医师的依据是（ ）
A. 机构的性质和规模
B. 机构的服务内容
C. 机构的收养人群
D. 机构的环境条件
答案：A
解析：养护机构的人员配备，由护士、助理护士、护理员、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社会工
作者等组成。根据机构的性质和规模决定各类人员的数量及其比例，并确定是否配备医师。
2. 关于老年人居室环境调整的做法，不正确的是 （ ）
A. 保持适当的夜间照明
B. 家具陈设齐全整齐
C. 床褥上面距离地面 30 厘米为宜
D. 浴室地面铺设防滑砖
答案：C
解析：关于老年人居室环境的调整，床褥上面距离地面 50 厘米为宜。因此，选 C 项。
3. 对偏瘫老年人来说，最适宜的进餐体位是 （ ）
A. 坐位
B. 半坐位
C. 患侧卧位
D. 健侧卧位
答案：D

1

解析：对偏瘫老年人来说，最适宜的进餐体位是侧卧位，最好是卧于健侧。
4. 根据老年病的分类，老年人特有的疾病不包括 （ ）
A. 神经性耳聋
B. 骨质疏松症
C. 冠心病
D. 老年性痴呆
答案：C
解析：老年人特有的疾病，主要指始发于老年期的疾病，包括老年性白内障、神经性耳聋、骨
质疏松症、老年性痴呆、前列腺增生、围绝经期综合征、老年性阴道炎等。
5. 导致老年病人死亡的最常见并发症是 （ ）
A. 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
B. 感染
C. 血栓形成和栓塞
D.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答案：D
解析：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是导致老年病人死亡的最常见并发症。
6. 如果老年人同时使用超过 10 种药物，则其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可达到 （ ）
A. 4.2%
B. 14.2%
C. 17.2%
D. 24.2%
答案：D
解析：如果老年人同时使用 5 种药物，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为 4.2%，超过 10 种药物，则其
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可达到 24.2%。
7. 流行性感冒的主要传染源是 （ ）
A. 病人和隐性感染者
B. 居家宠物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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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家禽
D. 水源
答案：A
解析：流行性感冒的主要传染源，是病人和隐性感染者。
8.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相关发病因素中最重要的发病因素是 （ ）
A. 吸烟
B. 过敏因素
C. 营养不良
D. 大气污染及其他理化剌激
答案：A
解析：吸烟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相关发病因素中最重要的发病因。
9. 老年人循环系统的生理特点使老年高血压大多表现为（ ）
A. 收缩压升高，脉压差增大
B. 收缩压升高，脉压差减小
C. 收缩压降低，脉压差增大
D. 收缩压降低，脉压差减小
答案：A
解析：老年人循环系统的生理特点使老年高血压大多表现为:收缩压升高、脉压差增大。
10. 为心力衰竭的老人进行静脉输液时，输液速度应控制在 （ ）
A. 20 滴/分钟
B. 30 滴/分钟
C. 40 滴/分钟
D. 50 滴/分钟
答案：B
解析：为心力衰竭的老人进行静脉输液时，适当控制老年人的输液量，输液速度不超过每分钟
30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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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用于治疗老年人慢性便秘的药物中，长期服用可引起水电解质紊乱的药物是 （ ）
A. 石蜡油
B. 果导
C. 番泻叶
D. 硫酸镁
答案：D
解析：盐性轻泻剂，如硫酸镁等，由于渗透压的作用会很快增加粪便中的水分含量，服用半小
时后可产生水泻，长期使用可引起水电解质紊乱。
12. 急性非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最常用的标准化疗方案是 （ ）
A. DVP (柔红霉素+长春新碱+泼尼松)方案
B. HA (三尖杉脂碱+阿糖胞苷)和 DA(柔红霉素+阿糖胞苷)
C. 支持疗法+小剂量化疗
D. 支持疗法+大剂量化疗
答案：B
解析：急性非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一般情况下可采用标准化方案，最常用的是 HA（三尖杉酯
碱）+DA（柔红霉素+阿糖胞苷）方案。
13. 为患有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老人进行护理评估时，用于确定病变性质的检查项目是（ ）
A. 血浆激素水平测定
B. 成对测定上下级激素水平
C. 血液生化及分子生物学检查
D. 内分泌药理试验
答案：C
解析：为患有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老人进行护理评估时，用于确定病变性质的检查项目是主要
通过影像学、活体组织病理检查、血液生化及分子生物学检查等，确定病变性质是癌、腺瘤、
增生或萎缩、染色体异常或基因突变等。
14. 由于老年糖尿病患者对低血糖的耐受性差，血糖控制的目标可略放宽，基本达标要求是
（）
A. 空腹血糖＜7.0mmol/L 或餐后 2 小时血糖＜10.0m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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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空腹血糖＜7.8mmol/L 或餐后 2 小时血糖＜11.1mmol/L
C. 空腹血糖＜8.2mmol/L 或餐后 2 小时血糖＜12.0mmol/L
D. 空腹血糖＜8.5mmol/L 或餐后 2 小时血糖＜12.3mmol/L
答案：B
解析：由于老年糖尿病患者对低血糖的耐受性差，血糖控制的目标可略放宽，基本达标要求是
空腹血糖＜7.8mmol/L 或餐后 2 小时血糖＜11.1mmol/L 。
15. 老年人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典型大发作时，眼压急剧上升，多在 （ ）
A. 40mmHg 以上
B. 50mmHg 以上
C. 60mmHg 以上
D. 80mmHg 以上
答案：B
解析：老年人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典型大发作时,由于房角突然大部分或全部关闭，眼压急剧上
升，多在 50mmHg 以上，可超过 80mmHg。
16. 老年人患骨质疏松症造成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后，摄 X 线片可见受伤椎体 （ ）
A. 变形呈扁平状
B. 变形呈楔状
C. 有裂痕
D. 有断裂碎片
答案：B
解析：老年人患骨质疏松症造成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后，摄 X 线片可见受伤椎体变形呈楔状。
17. 老年人中最常见的慢性关节病是 （ ）
A. 风湿性关节炎
B. 类风湿性关节炎
C. 骨性关节炎
D. 化脓性骨关节炎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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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骨性关节炎是老年人中最常见的慢性关节病。
18. 老年人脑血栓形成最常见的病因是 （ ）
A. 脑动脉粥样硬化
B. 高血压
C. 冠心病
D. 心肌梗死
答案：A
解析：脑动脉粥样硬化是脑血栓形成最常见的病因。
19. 某临终的老人表现出对周围事物的淡漠、语言减少、反应迟钝、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
根据美国精神病学家伯乐?罗斯提出的临终病人五个心理发展阶段，该老人的心理发展所处的
阶段是 （ ）
A. 接受阶段
B. 协议阶段
C. 否认阶段
D. 抑郁阶段
答案：D
解析：临终病人的心理发展大致经历 5 个阶段：①否认阶段；②愤怒阶段；③协议阶段；
④抑郁阶段；⑤接受阶段。 抑郁阶段：随着病情恶化，病人认识到治疗无望、任何努力都无
济于事时，表现出对周围事物的淡漠、语言减少、反应迟钝、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
20. 关于临终的时间范围，各国观点不一。我国视为临终病人的人群是 （ ）
A. 仅能存活 5～6 个月的病人
B. 仅能存活 3～4 个月的病人
C. 仅能存活 2～3 个月的病人
D. 仅能存活 1～2 个月的病人
答案：C
解析：我国视为临终病人的人群是仅能存活 2～3 个月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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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21. 老年人糖尿病多见的急性并发症包括 （ ）
A. 酮症酸中毒
B. 各种感染
C. 高渗性非酮症性昏迷
D. 乳酸性酸中毒
E. 低血糖症
答案：CDE
解析：老年人糖尿病急性并发症病死率较高。其中以高渗性非酮症性昏迷、乳酸性酸中毒和低
血糖症为多见；酮症酸中毒及昏迷相对较少，但预后较差。
22. 患者王某，61 岁，因心绞痛来院就诊，护士应给予的安全指导内容包括 （ ）
A. 穿防滑鞋
B. 洗澡、上厕所时不要锁门
C. 不宜在饱餐后洗澡
D. 厕所宜选用坐厕
E. 限定活动强度
答案：BCD
解析：护士应给予的绞痛安全指导，告诉老年人洗澡、上厕所时尽量不要锁门，不宜在饱餐后
立即洗澡，厕所宜选用坐厕。
23. 为患有循环系统疾病老人进行护理评估时，需进行的实验室及其他检查项目有（ ）
A. 血液检查
B. 心电图检查
C. 超声心动图检查
D. 放射性核素检查
E. 选择性心血管造影术
答案：A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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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为患有循环系统疾病老人进行护理评估时，需进行的实验室及其他检查项目有:血液检
查、心电图检查、超声心动图、放射性核素检查、选择性心血管造影术。
24. 老年期毛发的改变特点有 （ ）
A. 毛发稀疏
B. 头发灰白，常从两鬓开始逐渐增多
C. 眉毛浓密变长
D. 鼻毛逐渐变长且随增龄逐渐变黄变白
E. 腋毛逐渐脱落，阴毛减少乃至脱落
答案：ABDE
解析：老年期毛发的改变特点有：随着年龄增长，毛囊下端生长的毛乳头减少，血管逐渐硬化
和代谢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以及营养不足，毛发稀疏。由于毛乳头萎缩，毛发更新能力减
弱，由粗长的毛发变为细短，进而变成秃发，以头顶和前额最为明显。由于功能性黑色素细胞
减少、功能减退，酪氨酸酶活性下降，毛干色素逐渐减少，导致老年人头发变为灰白，常从两
鬓开始、逐渐增多；眉毛变白且大量脱落，是衰老的重要特征之一。60 岁老年人的眉毛约 1/6
脱落，70 岁者约 1/5 脱落，80 岁以上者 1/4-1/2 脱落；40 岁以后鼻毛逐渐变长，甚至伸到鼻
腔外，同时随增龄鼻毛逐渐变黄变白、脱落。随着增龄及内分泌的变化，腋毛逐渐脱落，而阴
毛则减少乃至脱落。
25. 老年人烧伤的病情特点包括 （ ）
A. 创面多为深度
B. 局部和全身反应严重
C. 创面愈合时间延长
D. 容易并发脓毒血症、肺炎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E. 临床表现复杂多变而导致救治困难
答案：ABCDE
解析：老年人烧伤的病情特点是创面多为深度、局部和全身反应严重、创面愈合时间延长、容
易并发脓毒血症、肺炎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或导致原有疾病加重，因此死亡率较高。

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26. 神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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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一组有一定人格基础，发病常受心理社会因素影响的精神障碍，临床表现主要为焦
虑、抑郁、恐惧、强迫、疑病、躯体化症状或神经衰弱症状。
27. 老视
答案：随着年龄增长，晶状体逐渐硬化，弹性减弱，睫状肌的功能逐渐减退，从而引起眼的调
节功能逐渐减弱，近点后移，大约 40-50 岁开始，出现近距离工作困难，近视物时，必须在静
态屈光矫正之外另加凸透镜，才能有清晰的近视力，这种由于年龄增长所致的生理性调节减弱
称为老视。
28. 白血病
答案：是一类造血干细胞的恶性克隆性疾病。其特征是白血病细胞在骨髓和（或）其他造血组
织中异常增殖，并浸润到髓外其他组织与器官，正常造血受到抑制。
29. 老年健康
答案：老年人的健康包含身体、心理、社会、精神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健康。
30. 30.肠梗阻
答案：肠内容物不能正常运行、顺利通过肠道时，称为肠梗阻，其病情多变，发展迅速，若不
及时处理常危及病人生命，尤其是绞窄性肠梗阻。

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5 分)
31. 简述房室传导阻滞的心电图特征。
答案：第一度房室传导阻滞 ： PR 间期超过 0.20S,无 QRS 波群脱落。第二度房室传导阻滞 分为
Ⅰ型和Ⅱ型。Ⅰ型特点是 PR 间期逐渐延长至 QRS 波群脱落，RR 间期逐渐缩短。Ⅱ型特点是 P
波突然脱落，其前 PR 间期固定。第三度房室传导阻滞 又称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房室分离。
32. 简述给予便秘老人关于建立正常的排便行为的健康指导内容。
答案：为老年人制定排便时间表，尽量安排在早餐后为宜，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避免他人干
扰。防止有意识地抑制便意，有便意时及时排便。
33. 简述老年期常见心理，精神障碍病人护理的特点。
答案：（1）加强心理-精神护理（2）保证充分的睡眠（3）预防并发感染（4）注意安全护理
（5）做好药物治疗的护理（6）开展行为与工娱治疗
34. 简述良性前列腺增生的健康指导。
答案：指导病人养成定时排尿的习惯，避免憋尿，必要时适当调整外出和社交时间，以保证安
心排尿。注意避免引起急性尿潴留的因素，如着凉、大量饮酒、吃辛辣刺激食物等。指导病人
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选择口服药物治疗的病人，应坚持按医嘱服药，切勿随意停药或增、减
药量，以保证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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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5.简述空巢综合征的表现。
答案：①精神空虚，无所事事 ②孤独、悲观、社会交往少③躯体化症状

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36. 试述对老年肿瘤病人可实施的止痛方案。
答案：（1）药物止痛方法：三步阶梯止痛法，应用的基本原则是按阶梯用药、按时给药、尽
可能口服给药、个体化用药和联合用药①第一阶梯：轻度癌痛一般可以忍受，能正常生活，
睡眠基本不受干扰，应按照第一阶梯治疗。治疗原则是口服非麻醉性镇痛药（非甾体抗炎镇痛
药），如阿司匹林、扑热息痛、扶他林等。②第二阶梯：中度的癌痛通常为持续性疼痛，睡
眠已受到干扰，食欲有所减退。此类疼痛病人需应用弱麻醉性镇痛药，如曲马多、可待因、强
痛定等。③第三阶梯：重度或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使病人的睡眠和饮食受到严重干扰，晚间
入睡困难、疼痛加剧。正规使用强效阿片类镇痛药，如吗啡、杜冷丁等。（2）非药物止痛方
法：松弛术、音乐疗法、心理疗法、针灸疗法
37. 37.试述老年人使用的厕所、浴室与厨房的设计要求。
答案：厕所、浴室与厨房是老年人使用频率较高而又容易发生意外的地方，其设计一定要注意
安全，并考虑到不同老年人的需要。厕所应设在卧室附近，从卧室至厕所之间的通道不要有台
阶。夜间应有灯光

病例分析题(10 分)
38. 王老伯，76 岁，常有腹部饱胀感，食欲不振，有时出现左侧胸部疼痛，但无规律，也出现
过恶心、呕吐等症状。近日上述症状加重，伴有心悸、头晕、胸闷等症。X 线钡餐检查有胃溃
疡的表现，患者因不适而较少进食，形体消瘦，神情焦虑。
问题:
（1）对王老伯的护理评估包括哪些内容?
（2）根据评估内容列出主要的护理诊断/问题。
（3）应给予老人哪些饮食指导?
答案：根据案例中王老伯的情况来看他的医疗诊断应该是消化性溃疡。（1）护理评估的内容
包括：病史、身体评估和实验室及其他检查。（2）主要护理诊断：疼痛、营养失调-低于机体
需要量、潜在并发症-上消化道出血、穿孔。（3）饮食指导：老年溃疡病人的饮食宜以软饭、
米粥、馒头、面条为主食，选用牛奶、豆浆、鸡蛋、肉糜、菜汤为辅食。忌食腌制、生拌等方
法制作的菜肴。可采用中医食疗法，如黄芪藕粉糊、干姜羊肉汤、肉片炒猴头菇等，对老年人
消化溃疡有消除症状、减少复发、促进康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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