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复护理学
2017 年 10 月真题及答案解析

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5 分）

1. 长期制动由于缺乏肌腱牵拉和重力负荷作用于骨质，加之内分泌和代谢的异常，骨的形成与
破坏的平衡受到影响，导致出现 （ ）
A. 关节退化
B. 骨质疏松
C. 关节挛缩
D. 骨肿瘤
答案：B
解析：骨质疏松：长期制动由于缺乏肌腱牵拉和重力负荷作用于骨质，加之内分泌和代谢的异
常，骨的形成与破坏的平衡受到影响，导致骨质疏松。
2. 变“替代护理”为“自我护理”和“护理援助”属于康复护理特点中的（ ）
A. 对象特点
B. 内容特点
C. 方法特点
D. 目的特点
答案：C
解析：康复护理特点包括护理对象特点、目的特点、内容特点和方法特点。变“替代护理”为
“自我护理”和“护理援助”属于康复护理特点中的方法特点。
3. 无障碍设施规定厕所、楼道的墙壁设有扶手，其适宜的高度是 （ ）
A. 75cm
B. 80cm
C. 85cm
D. 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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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无障碍设施规定厕所、楼道的高扶手应设为 85cm
4. 排便功能训练的护理措施中不正确的做法是（ ）
A. 手法按摩腹部
B. 无排便能力者可手法摘便
C. 必要时使用通便栓剂
D. 大量服用泻药
答案：D
解析：排便功能训练的护理措施：（1）手法按摩腹部促进肠蠕动而排便；（2）无排便能力者
可手法摘便；（3）必要时使用通便栓剂。
5. 在康复护理计划的制订中，确立康复护理目标并负责组织实施的是（ ）
A. 护士长
B. 责任护士
C. 主班护士
D. 护理班护士
答案：B
解析：由责任护士根据收集的各方面信息，确立患者的康复护理目标，并制订出一系列护理方
案措施。
6. 仰卧位时两膝及两髋关节置于伸位，可以防止发生（ ）
A. 髋与膝关节屈曲性挛缩
B. 髋外畸形
C. 足下垂
D. 足外翻
答案：A
解析：体位平衡护理中，防止足下垂采用软垫子固定，在股骨大粗隆两侧置一小枕，防止髋外
畸形，两膝及两髋关节置于伸位，可防止发生髋与膝关节屈曲性挛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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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脑卒中发病后约 2 周，疾病开始恢复，痉挛开始出现，无随意运动。开始出现共同运动、联
合反应为主要表现的运动，相当于 Brunnstrom 分级中的（ ）
A. 阶段Ⅰ
B. 阶段Ⅱ
C. 阶段Ⅲ
D. 阶段Ⅳ
答案：B
解析：阶段Ⅱ:脑卒中发病后约 2 周，疾病开始恢复，痉挛开始出现，无随意运动。开始出现
共同运动、联合反应为主要表现的运动。
8. 脑卒中后出现的异常运动模式中错误的是（ ）
A. 共同运动
B. 联合反应
C. 角弓反张
D. 紧张性反射
答案：C
解析：异常的运动模式和反射活动，主要为共同运动、联合反应和紧张性反射等脊髓水平的运
动形式。
9. 颅脑损伤后出现昏迷不超过 20 分钟，伤后遗忘少于 1 小时，无神经缺损体征，最可能是
（）
A. 脑震荡
B. 脑挫裂伤
C. 脑血肿
D. 硬膜下血肿
答案：A
解析：脑震荡:颅脑损伤后出现昏迷不超过 20 分钟，伤后遗忘少于 1 小时，无神经体征。
10. 脊髓损伤早期康复护理应开始于（ ）
A. 受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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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伤后 24 小时
C. 伤后 36 小时
D. 伤后 48 小时
答案：A
解析：脊髓损伤早期康复护理应开始于受伤现场。
11. 表现为颈性眩晕，恶心，偶有猝倒，但意识清楚的颈椎病类型是（ ）
A. 神经根型颈椎病
B. 脊髓型颈椎病
C. 交感型颈推病
D. 椎动脉型颈椎病
答案：D
解析：椎动脉型颈椎病:表现为颈性眩晕，恶心，偶有猝倒，但意识清楚。颈部扭转时症状加
重。一次性耳聋，失明。
12. 为促进骨折的愈合，可选用的治疗方法是（ ）
A. 脉冲电磁场治疗
B. 红外线治疗
C. 水疗
D. 蜡疗
答案：A
解析：为促进骨折的愈合，可选用脉冲电磁场进行治疗
13. 不属于脑性瘫痪高危因素的是（ ）
A. 脑缺血缺氧
B. 早产和低出生体重
C. 核黄疸或高胆红素血症
D. 颅脑外伤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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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脑性瘫痪高危因素：（1）脑缺血缺氧（2）颅内出血（3）早产和低出生体重（4）感染
（5）核黄疸或高胆红素血症
14. 组成周围神经的是（ ）
A. 由脑髓发出的 12 对颅神经
B. 由脊髓发出的 31 对脊神经
C. 植物神经+运动神经+感觉神经
D. 12 对颅神经+31 对脊神经
答案：D
解析：周围神经是由脑髓发出的 12 对颅神经和由脊髓发出的 31 对脊神经组成。
15. 肩周炎患者康复护理中正确的是（ ）
A. 理想睡眠姿势一般为仰卧位
B. 患侧肢体可提取重物
C. 枕头长度与肩等宽
D. 患肢长时间制动
答案：A
解析：肩周炎患者理想睡眠姿势一般取仰卧位；患侧肢体不可提取重物；枕头长度以超过自己
的肩宽 10-16cm 为宜；应避免患肢长时间制动。
16. 对维持脊柱稳定性起重要作用的腰腹部肌肉是（ ）
A. 腹直肌
B. 腹横肌
C. 腰方肌
D. 竖脊肌
答案：B
解析：腹横肌对维持脊柱稳定性起重要作用。
17. 所有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都应避免的体位是（ ）
A. 髋屈曲超过 90°
B. 下肢内收超过身体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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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屈髋内旋
D. 伸髋外旋
答案：D
解析：所有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都应避免伸髋外旋。
18. 骨性关节炎最常累及的关节是（ ）
A. 膝关节
B. 髋关节
C. 手指间关节
D. 脊柱
答案：A
解析：骨性关节炎最常累及的关节是膝关节。
19. 手肌腱吻合术开始主动肌腱滑动练习的时间是术后（ ）
A. 1～2 天
B. 1～2 周
C. 4 周
D. 6 周
答案：C
解析：手肌腱吻合术 4 周进行主动肌腱滑动练习。
20. 可以应用叩击法使气道内分泌物松动易于排出的患者是（ ）
A. 肺出血患者
B. 肋骨骨折患者
C. 近期脊椎术后患者
D. 食管癌术后 1 天患者
答案：D
解析：叩击法使气道内分泌物松动禁忌症：肋骨骨折；肺出血；皮下气肿；近期植皮术后；开
放性伤口或新鲜烧伤；近期脊椎术后；直接在肿瘤部位；严重的气管痉挛（叩击可能诱发气管
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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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为预防上肢水肿，乳腺癌术后 5～8 天能做的康复体操是（ ）
A. 伸指握拳运动
B. 坐位屈肘运动
C. 用于摸对侧肩
D. 抬高患肢
答案：C
解析：为预防上肢水肿，乳腺癌术后 5～8 天能做的康复体操是用于摸对侧肩。
22. 患者上肢烧伤，出现伸肘受限，屈肘肌挛缩，使用的夹板是（ ）
A. 屈肘夹板
B. 伸肘夹板
C. 手部休息夹板
D. 受伤部位功能夹板
答案：B
解析：伸肘夹板:用于伸肘受限，屈肘肌挛缩。
23. 左右两侧肌力测定对比，一般认为有意义的指标是两侧肌力相差大于（ ）
A. 5%～10%
B. 1O%～15%
C. 15%～20%
D. 20%～25%
答案：B
解析：左右两侧肌力测定对比，一般认为两侧肌力相差大于 1O%～15%时有意义。
24. 临床应用最广、研究最多的 ADL 评定方法是（ ）
A. MAS 法
B. Fug1-Meyer 评测法
C. Barthe1 指数
D. 上田敏评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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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Barthe1 指数（BI）是一直沿用至今，临床应用最广、研究最多的一种 ADL 评定方法。
25. 鸭步步态常见于（ ）
A. 臀大肌无力
B. 臀中肌无力
C. 股四头肌无力
D. 腓肠肌无力
答案：B
解析：臀中肌无力时，出现患侧控制骨盆能力下降，而出现健侧的骨盆下垂和髋关节向外突出
表现为鸭步步态。
26. 由外力使人体失去稳定后重新达到姿势稳定状态，称为（ ）
A. 静态平衡
B. 动态平衡
C. 自动态平衡
D. 他动态平衡
答案：D
解析：由外力,如推、拉使人体失去稳定后重新达到姿势稳定状态称为他动态平衡。
27. 通常评测生活质量最常用的方法是（ ）
A. 直接观察法
B. 目测分析法
C. 调查问卷量表
D. 主观心理标尺法
答案：C
解析：通常评测生活质量最常用的方法是调查问卷量表。
28. 对患者用抑郁自评量表进行康复心理评定时，中度抑郁的参考诊断是：抑郁系数为（ ）
A. 小于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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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50～0.59
C. 0.60～0.69
D. 0.70 以上
答案：C
解析：系数小于 0.5 为无明显抑郁；系数在 0.5-0.59 为轻度抑郁；系数在 0.60-0.69 为中度抑
郁；系数在 0.70 以上为重度抑郁。
29. 对失语症患者进行言语表达训练的方法是（ ）
A. 联想呼名
B. 执行指令
C. 听语指图
D. 回答是非问题
答案：A
解析：言语表达训练:（1）复述；（2）称呼练习；（3）语句、断句完形；（4）联想呼名；
（5）回答问题；（6）描述物品功能；（7）叙述事件，详述计划等。
30. 适合上肢肌力良好的患者使用，不会引起腋窝神经损伤的拐杖是（ ）
A. 手杖
B. 前臂拐
C. 腋拐
D. 肘拐
答案：B
解析：前臂拐：适合上肢肌力良好的患者使用，不会引起腋窝神经损伤。

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31. 压疮形成因素中属于身体自身因素的有（ ）
A. 高龄因素
B. 潮湿不洁
C. 全身营养状态低下
D. 持续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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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神经系统疾病
答案：ACE
解析：压疮形成因素中属于身体自身因素的有：（1）高龄因素；（2）长期卧床或全身营养状
况低下因素；（3）神经系统疾病。
32. 对脑瘫患者的康复治疗原则，包括（ ）
A. 早发现、早治疗
B. 抑制异常运动和姿势
C. 综合康复治疗
D. 家庭训练和医院治疗相结合
E. 治疗中主张家属回避，减少亲情干扰
答案：ABCD
解析：康复治疗原则：（1）早发现、早治疗，以达到最佳效果；（2）抑制异常运动和姿势，
促进正常运动发育；（3）综合康复治疗，对各种合并功能障碍同时治疗；（4）家庭训练与医
院治疗相结合，鼓励家长积极参与治疗。
33. 偏瘫在急性期和早期自发恢复的内部因素有（ ）
A. 病灶周围水肿的消退
B. 侧支循环的建立
C. 血肿的吸收、血管的自发再沟通
D. 潜伏通路和突触的启用
E. 药物、康复治疗
答案：ABCD
解析：偏瘫在急性期和早期自发恢复的内部因素为病灶周围水肿的消退、侧支循环的建立、血
肿的吸收、血管的自发再沟通以及潜伏通路和突触的启用等，而药物、康复治疗及环境因素等
是影响功能恢复的外部因素。
34. 骨性关节炎常用的康复治疗方法有（ ）
A. 物理治疗
B. 按摩，推拿和中药
C. 牵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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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矫形器应用
E. 药物治疗
答案：ABCDE
解析：骨性关节炎常用的康复治疗方法:（1）物理治疗；（2）按摩、推拿和中药；（3）矫形
器的应用；（4）牵引治疗；（5）药物治疗；（6）关节局部治疗。
35. 运动疗法的禁忌证有（ ）
A. 疾病的急性期
B. 类风湿性关节炎
C. 发热
D. 骨质疏松
E. 有大出血倾向
答案：ACE
解析：运动疗法的禁忌证有：疾病的急性期、发热、严重衰弱、有大出血倾向、运动中可能产
生严重并发症（如动脉瘤、心脏室壁瘤等）。

填空题：本大题共 10 空，每空 l 分，共 10 分。
36. 康复评定是康复治疗的基础，没有评定就无法_________康复治疗。
答案：计划
37. 拐杖的高度应与使用者的身高_________相适宜。
答案：臂长
38. 日常生活活动自理的训练，是提高自理生活能力的_________。
答案：基本条件
39. 脊髓损伤早期是指脊髓受伤后的________个月内。
答案：1
40. 运动训练大体按照人类________发育的规律，从简到繁，由易到难的顺序进行。
答案：运动
41. 小腿及上肢截肢后使用弹力绷带的标准宽度是________cm。
答案：10
11

42. 心肌梗死患者院外恢复阶段是指出院后至急性心肌梗死发病的第________周。
答案：6
43. 作业治疗的特点是_______、_________和患者积极主动参与为主。
答案：目标明确、综合训练
44. 临床上一般以穿用临时假肢后，残肢的周长测量在_________周中不再变化，即可视为残肢
定型。
答案：2 周

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45. 活动受限
答案：活动受限是指个体在进行活动时遇到困难
46. 脑性瘫痪
答案：是指出生前到生后 1 个月内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脑损伤或发育缺陷所致的运动障碍及姿势
异常。
47. 肩周炎
答案：肩关节周围炎简称肩周炎，是一种发生于肩关节周围软组织的无菌性炎症，临床以肩关
节疼痛和运动功能障碍为主要特征。
48. 腹式缩唇呼吸
答案：腹式缩唇呼吸是利用膈肌的上下移动来获得最大通气的呼吸方式，是一种高效的呼吸方
式。
49. 冷疗法
答案：利用寒冷刺激皮肤或黏膜以治疗疾病的方法称为冷疗法。

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
50. 简述脑卒中急性期的偏瘫治疗中应预防的并发症。
答案：脑卒中急性期的偏瘫治疗中应预防的并发症包括：预防压疮、呼吸道感染、泌尿系感染
及深部静脉炎等。
51. 简述颅脑损伤后的康复护理中的一般治疗和护理。
答案：（1）体位 卧床，头抬高 15&DEG;-30&DEG;，有利于头部静脉回流。昏迷者侧卧；
（2）保持呼吸道通畅，注意吸痰，必要时气管切开；（3）有疼痛时给予镇定止痛药，观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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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效果；（4）高热时给予物理降温或药物降温；（5）对昏迷者或呕吐患者，每日静脉输液
1500ML 左右以补充能量。注意翻身，避免出现压疮。
52. 如何用关节量角器测定膝关节的关节活动度?其正常活动范围是多少?
答案：膝关节关节活动度的测量方法：关节运动：膝 屈、伸；受检查体位：俯卧或仰卧或坐
在椅子边缘；测角计放置方法：轴心，股骨外踝；固定臂，与股骨纵轴平行；移动壁，与胫骨
纵轴平行。正常活动范围：屈：0&DEG;-150&DEG;，伸：0&DEG;-10&DEG;。
53. 53.请列举红外线疗法的治疗作用。
答案：（1）消炎作用（2）缓解肌肉痉挛（3）镇痛作用（4）促进组织再生（5）表明干燥作
用

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54. 论述康复护理中的心理康复程序及观察内容和要求，并说明与患者交流中的谈话技巧。
答案：（1）问题探讨阶段 。治疗者最初与患者沟通时，可以通过观察、患者的主诉及心理会
谈了解情况，了解患者的心理史、个人史、家庭史、人际关系、应激事件以及对病情和有关问
题的态度等情况，最终明确患者心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2）分析解释阶段 。治疗者在明
确患者主要心理问题后，可进一步与患者探讨形成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以及问题的关键。同
时，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对患者的心理问题，进行比较科学和合理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治
疗的目标，讨论并构思治疗的策略和方法。（3）治疗阶段 。在问题澄清、目标明确、医患协
作的基础上实施治疗计划。医生通过运用心理治疗的技术促进患者的领悟，认知重建或提供各
种“学习”和训练方法，引导患者解决心理问题，建立积极的适应性行为方式。（4）总结结束
阶段 。此阶段治疗者主要是帮助患者重新回顾治疗要点，检查治疗目标实现情况，指出他在
治疗中已取得的成绩和进步，以及还需注意的问题，提出进一步训练的建议或当病情反复时的
处理对策，鼓励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已学到的应对技巧独立处理各种问题，巩固疗效。另
外，治疗者还可检查一下自己发出的信息对方是否正确地接收到了。若有出入，应及时纠正。
55. 55.试述踝关节扭伤肿痛消失后运动康复治疗的主要内容。
答案：（1）关节活动范围训练 。牵拉跟腱，负重站立练习，用足模拟写“ABCD”字母练习。
（2）渐进肌力训练 。踝背伸、跖屈、内翻和外翻等长及等张肌力练习，特别应加强腓骨长、
短肌的肌力训练。足内肌收缩、渐进负重踮脚-提踵、前进-后退迈步练习。（3）本体感觉训
练 。平衡功能训练，在不同的路面上步行练习。（4）适用性活动或专项运动训练 。步行-速
走-跑步，不断变化行走或跑步方向，以及特殊技巧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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