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口腔执业医师综合笔试题型介绍及解析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1/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8F_A3_c22_651414.htm 目前，执业医师资格综合笔试

全部采用选择题纸笔考试形式。传统问答式考试评分方法缺

乏科学、统一的标来源：www.100test.com准，主观性和随意

性较大，考查范围有限，选择题摒除了这些缺陷，是考试公

平、公正、标准化的重要体现。医师资格综合笔试采用A 型

（最佳选择题）和B 型题（配伍题），共有A1、A2、B1、A3

、A4 5 种题型。 A1 型题（单句型最佳选择题）：每道试题

由1个题干和5 个供选择的备选答案组成。题干以叙述式单句

出现，备选答案中只有1 个是最佳选择，称为正确答案，其

余4 个均为干扰答案。干扰答案或是完全不正确，或是部分

正确。 A2 型题（病例摘要型最佳选择题）：试题结构是由1 

个简要病历作为题干、5 个供选择的备选答案组成，备选答

案中只有1 个是最佳选择。 B1 型题（标准配伍题）：试题开

始是5 个备选答案，备选答案后提出至少2 道试题，要求应试

者为每一道试题选择一个与其关系密切的答案。在一组试题

中，每个备选答案可以选用一次，也可以选用数次，但也可

以一次不选用。 A3 型题（病例组型最佳选择题）：试题结构

是开始叙述一个以来源：www.100test.com患者为中心的临床

情景，然后提出2 个~3 个相关问题，每个问题均与开始的临

床情景有关，但测试要点不同，且问题之间相互独立。 A4 型

题（病例串型最佳选择题）：开始叙述一个以单一病人或家

庭为中心的临床情景，然后提出3 个~6 个相关问题。当病情

逐渐展开时，可以逐步增加新的信息。有时陈述了一些次要



的或有前提的假设信息，这些信息与病例中叙述的具体病人

并不一定有联系。提供信息的顺序对回答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每个问题均与开始的临床情景有关，又与随后的改变有关

。回答这样的试题一定要以试题提供的信息为基础。 下面按

照类别逐一举例介绍。 口腔执业医师类 A1 型题 答题说明 每

一道考试题下面有A、B、C、D、E 5 个备选答案。请从中选

择1 个最佳答案，并在答题卡上将相应题号的相应字母所属

的方框涂黑。 1. 深龋患牙的临床表现有： A. 食酸甜食物不痛

B. 食物嵌入洞内痛 C. 偶在夜间隐痛 D. 温度测验一过性敏感

E. 牙髓电活力测验迟钝 答案：B 难易度：中 认知层次：解释

来源：考试大 「解析」该题考试的知识点是深龋的临床表现

。要仔细分析每一条答案，排除干扰答案，确定唯一的正确

答案。B 是正确答案，其他均为干扰答案。A 肯定不是深龋

的临床表现，因为中龋时，患者已有食酸甜食物痛的主诉。

深龋时患者不仅食酸甜食物痛，而且有冷热食痛的主诉。C 

意味患牙有自发痛，已非深龋的临床表现，而是牙髓炎的临

床表现了。D 和E均不是深龋的临床表现。因为临床诊断为深

龋，则意味着患牙牙髓尚未累及，因此牙髓的温度测验和电

活力测验结果均为正常的反应。来源：考试大 A2 型题 答题

说明 每一道考题是以一个小案例出现的，其下面都有A、B

、C、D、E 5 个备选答案。请从中选择1 个最佳答案，并在答

题卡上将相应题号的相应字母所属的方框涂黑。 2.患者，女

性，32 岁。近一周来左上后牙持续钝痛，头痛、体温高和全

身不适。检查左上牙未见任何牙体疾病，但654 均有叩痛（ 

），温度测验同对照牙，右面颊相应处扪压痛，医师诊断最

可能考虑的疾病是： A. 急性牙髓炎 B. 慢性牙髓炎 C. 急性根



尖炎 D. 急性上颌窦炎 E. 三叉神经痛 答案：D 难易度：难 认

知层次：综合应用 「解析」该题考试的知识点是牙痛的鉴别

诊断。 患者虽然主诉近一周来左上后牙痛，但痛的性质为持

续钝痛，不是阵发性和尖锐性痛，而且检查左上牙未见任何

牙体疾病和温度测验同对照牙，说明症状不是牙源性的，排

除了A、B 和C.另外，检查结果未提及痛有扳机点，也排除了

答案E.题干中提供的主诉症状和临床检查结果均为左侧急性

上颌窦炎的临床表现，如左上后牙自发钝痛，头痛、体温高

和全身不适，右面颊相应处扪压痛。而且，上颌窦底部距上

颌后牙很近，炎症时常波及这些牙的根尖周组织，引起654 均

有叩痛（ ）。因此，确定唯一的正确答案是D. B1 型题 答题

说明 以下提供若干组考题，每组考题共用考题前列出的A、B

、C、D、E 5 个备选答案。请从中选择1个与问题关系最密切

的答案，并在答题卡上将相应题号的相应字母所属的方框涂

黑。某个备选答案可能被选择一次、多次或不被选择。（3 

题~4 题共用备选答案） A.直接盖髓术来源：www.examda.com

B.活髓切断术 C.牙髓摘除术 D.根管治疗术 E.干髓术 3. 10 岁患

儿，Ⅴ龋深，腐质未去净时露髓应选用： 答案：C 难易度：

中 认知层次：综合应用 「解析」该题考试的知识点是乳牙慢

性牙髓炎的诊断和治疗原则。C 是标准答案。因为10 岁患儿

Ⅴ龋深，腐质未去净时露髓应诊断为慢性牙髓炎，而非深龋

。因此，治疗应选用牙髓摘除术。因为深龋导致的慢性牙髓

炎不宜选用答案A 和B；Ⅴ龋深引起的牙髓炎，并非感染根管

，合适的治疗应称为牙髓摘除术，而不应称为根管治疗术；

患儿10 岁，Ⅴ下方的恒牙胚正在发育，还有2 年乳牙被替换

，不应选择答案E. 4. 8 岁患儿，半小时前1 外伤冠折1/3，露髓



孔小而敏感，X 线片示1 1 根尖孔未形成应选用： 答案：B 难

易度：中 认知层次：综合应用 「解析」该题考试的知识点是

年轻恒牙外伤的治疗原则。A 是标准答案。因为患儿8 岁，1

仅萌出2 年~3 年，根尖孔未形成，外伤冠折1/4，露髓孔小 而

敏感，应选择直接盖髓术，以保存生活的牙髓，使牙根能继

续发育，形成根尖孔。如果冠折面积较大，不适合行直接盖

髓术，则应选择活髓切断术；如果露髓孔大或露髓时间长发

生感染，则可选用答案C 或D；年轻恒牙外伤不应选用答案E.

A3/A4 型题 答题说明 采集者退散 以下提供若干个案例，每个

案例下设若干道考题。请根据案例所提供的信息，在每一道

考题下面的A、B、C、D、E 5 个备选答案中选择1 个最佳答

案，并在答题卡上将相应题号的相应字母所属的 方框涂黑。

（5 题~8 题共用题干） 患者，女性，40 岁。二日来右后牙夜

痛不能眠。三月来右侧下后牙咬物不适，冷水引起疼痛。近

二日 来，夜痛影响睡眠，并引起半侧头、面和右耳后部痛，

分不清痛牙位置。检查时见右侧上、下第一、二磨牙 均有邻

面深龋洞。 5. 根据患者疼痛的性质，患牙最可能的诊断是：

A. 深龋 B. 可复性牙髓炎 C. 急性牙髓炎 D. 牙龈乳头炎 E. 急性

中耳炎 答案：C 难易度：中 认知层次：综合应用 6. 为确定患

牙进行的检查是： A. 探诊 B. 叩诊 C. 松动度 D. 温度测验www.

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E. X 线片检查 答案：D 难易

度：中 认知层次：综合应用 7. 当检查分不清主诉牙上、下颌

位时，应采用： A. 探诊 B. 叩诊 C. 麻醉法 D. 温度测验 E.X 线

片检查 答案：C 难易度：中 认知层次：综合应用 8. 当日的治

疗措施是： A. 垫底充填 B. 安抚观察 C. 开髓开放 D. 消炎止痛

药 E. 五官科诊治 答案：C采集者退散 难易度：易 认知层次：



综合应用 「解析」该题考试的知识点是急性牙髓炎的检查、 

诊断和应急治疗，属于综合应用考题。第5 题：C 是标准答案

。由于患者近二日来出 现了自发疼夜痛，并有放散痛不能定

位，推测患牙最 可能的诊断是由深龋引起的“急性牙髓炎”

。其他干 扰答案没提出疾病的诊断依据。第6 题：D 是标准

答案。温度测验是区别龋和牙 髓炎最好的方法，其他诊断方

法只能做参考。第7 题：C 是标准答案。当检查分不清主诉牙

上、 下颌位时，只能采用一个颌位的麻醉法，可以明确诊 断

主诉牙位，其他诊断方法只能做参考。第8 题：C 是标准答案

。垫底充填和安抚观察 适用于深龋或可复性牙髓炎，急性牙

髓炎必须开髓 开放。消炎止痛药只是治疗急性牙髓炎的辅助

治疗。 由于下后牙的急性牙髓炎，可以并引起半侧头、面 和

右耳后部痛，患者未出现其他急性中耳炎的症状， 因此没有

必要与急性中耳炎鉴别，故不必建议五官科 诊治。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