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目九 心脏、血管检查



在胸骨左缘第3、4肋间触及收缩期震颤，应考虑为

A.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B.室间隔缺损

C.二尖瓣狭窄

D.三尖瓣狭窄

E.肺动脉瓣狭窄



在胸骨左缘第3、4肋间触及收缩期震颤，应考虑为

A.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B.室间隔缺损

C.二尖瓣狭窄

D.三尖瓣狭窄

E.肺动脉瓣狭窄

【答案】B



(以下两题共用备选答案）

A.胸骨右缘第2肋间收缩期震颤

B.胸骨左缘第2肋间收缩期震颤

C.胸骨左缘第3、4肋间收缩期震颤

D.心尖部舒张期震颤

E.胸骨左缘第2肋间及其附近连续性震颤

50.符合二尖瓣狭窄震颤特点的是

51.符合动脉导管未闭震颤特点的是



(以下两题共用备选答案）

A.胸骨右缘第2肋间收缩期震颤

B.胸骨左缘第2肋间收缩期震颤

C.胸骨左缘第3、4肋间收缩期震颤

D.心尖部舒张期震颤

E.胸骨左缘第2肋间及其附近连续性震颤

50.符合二尖瓣狭窄震颤特点的是

【答案】D

51.符合动脉导管未闭震颤特点的是

【答案】E



(以下两题共用备选答案）

A.动脉导管未闭

B.主动脉瓣狭窄

C.肺动脉瓣狭窄

D.二尖瓣狭窄

E.室间隔缺损

48.胸骨左缘第2肋间可出现收缩期震颤的是

49.胸骨右缘第2肋间可出现收缩期震颤的是



(以下两题共用备选答案）

A.动脉导管未闭

B.主动脉瓣狭窄

C.肺动脉瓣狭窄

D.二尖瓣狭窄

E.室间隔缺损

48.胸骨左缘第2肋间可出现收缩期震颤的是

【答案】C

49.胸骨右缘第2肋间可出现收缩期震颤的是

【答案】B



时期 部位 临床意义

收缩期

右2 主狭

左2 肺狭

左3、4 室缺

舒张期 心尖部 二狭

连续性 左2及其附近 动脉导管未闭

心脏触诊
震颤-器质病变



（以下两题共用备选答案）

A.第5肋间左锁骨中线

B.第5肋间左锁骨中线稍内侧

C.胸骨左缘第2肋间

D.胸骨右缘第2肋间

E.胸骨左缘第3、4肋间

52.二尖瓣听诊区部位

53.肺动脉瓣听诊区部位



（以下两题共用备选答案）

A.第5肋间左锁骨中线

B.第5肋间左锁骨中线稍内侧

C.胸骨左缘第2肋间

D.胸骨右缘第2肋间

E.胸骨左缘第3、4肋间

52.二尖瓣听诊区部位

【答案】B

53.肺动脉瓣听诊区部位

【答案】C



最响部位 听诊区

左侧第五肋间隙，锁骨中线内侧 二尖瓣

胸骨下端左缘，即胸骨左缘第4、5
肋间处

三尖瓣

胸骨右缘第二肋间隙（主狭最响） 主动脉瓣

胸骨左缘第3、4肋间隙（主不全时
，舒张期杂音在此最响）

主动脉瓣第
二听诊区

胸骨左缘第二肋间隙 肺动脉瓣

四、心脏听诊
（一）瓣膜听诊区



胸骨左缘第3、4肋间隙

舒张期杂音——主不全

收缩期杂音伴震颤——室间隔缺损



（以下两题共用备选答案）

A.二尖瓣、三尖瓣关闭振动

B.主动脉瓣、肺动脉瓣关闭振动

C.血流加速

D.瓣膜口狭窄

E.心腔内漂浮物

55.第一心音产生机制

56.第二心音产生机制



（以下两题共用备选答案）

A.二尖瓣、三尖瓣关闭振动

B.主动脉瓣、肺动脉瓣关闭振动

C.血流加速

D.瓣膜口狭窄

E.心腔内漂浮物

55.第一心音产生机制

【答案】A

56.第二心音产生机制

【答案】B



（以下两题共用选项）

A.高血压病

B.肺动脉瓣狭窄

C.肺动脉瓣关闭不全

D.主动脉瓣狭窄

E.肺心病

57.上述各项，引起A2增强的是

58.上述各项，引起P2增强的是



（以下两题共用选项）

A.高血压病

B.肺动脉瓣狭窄

C.肺动脉瓣关闭不全

D.主动脉瓣狭窄

E.肺心病

57.上述各项，引起A2增强的是

【答案】A

58.上述各项，引起P2增强的是

【答案】E



（三）心音听诊

1.正常心音及其产生机制

S1主要是二尖瓣、三尖瓣关闭振动而产生，标志心室

收缩的开始；

S2主要是主动脉瓣、肺动脉瓣关闭振动而产生，标志

心脏舒张期的开始。A2，P2



区别点 第一心音 第二心音

声音特点
音强，调低，

时限较长

音弱，调高，

时限较短

最强部位 心尖部 心底部



2.心音改变

表现 临床意义

S1 强 弱
不等

房颤（心律绝对不规则、S1强弱不等、脉搏
短绌）

心音
增强

S1↑
发热，甲亢，二尖瓣狭窄，大炮音（完全性
房室传导阻滞-极响亮的S1）

A2↑ 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

P2↑ 肺动脉高压，二尖瓣狭窄，室间隔缺损

心音
减弱

S1↓
心肌炎，心肌病，心肌梗死，二尖瓣关闭不
全

A2↓ 低血压，主动脉瓣狭窄和关闭不全

P2↓ 肺动脉瓣狭窄或关闭不全



（以下两题共用备选答案）

A.二尖瓣狭窄

B.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C.先天性心脏病

D.主动脉瓣狭窄

E.二尖瓣关闭不全

63.心脏听诊中，海鸥鸣样杂音见于

64.心脏听诊中，机器样杂音见于



（以下两题共用备选答案）

A.二尖瓣狭窄

B.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C.先天性心脏病

D.主动脉瓣狭窄

E.二尖瓣关闭不全

63.心脏听诊中，海鸥鸣样杂音见于

【答案】B

64.心脏听诊中，机器样杂音见于

【答案】C 



下列各项中，出现开瓣音的是

A.二尖瓣脱垂

B.二尖瓣狭窄

C.主动脉瓣狭窄

D.主动脉关闭不全

E.二尖瓣关闭不全



下列各项中，出现开瓣音的是

A.二尖瓣脱垂

B.二尖瓣狭窄

C.主动脉瓣狭窄

D.主动脉关闭不全

E.二尖瓣关闭不全

【答案】B



钟摆律/胎心律——大面积急性心肌梗死和重症心肌

炎等。（2020）

奔马律——病理性S3，见于各种原因的心衰，急性

心肌梗死、重症心肌炎等。

开瓣音——二狭

表示狭窄的二尖瓣尚具有一定弹性，为二尖瓣分离术

适应证的参考条件之一。



收缩早期喀喇音【助理不考】：

肺动脉瓣区——肺动脉高压等；

主动脉瓣区——高血压、主动脉瓣狭窄、主动脉瓣关

闭不全、主动脉瘤等。

收缩中、晚期喀喇——二尖瓣脱垂。



二狭 二不全 主狭 主不全

视 心搏 左移 左下 左下 左下
触 震颤 舒张期 收缩期 收缩期 抬举搏动
叩 浊音界 梨形 靴形

听 杂
音

部
位

心尖部 心尖部
主动脉瓣

区
主二听诊区

时
期

舒张中晚期 全收缩期 收缩期 舒张期

性
质

隆隆样 吹风粗糙 喷射粗糙 叹气样

杂音的性质



舒收收舒

隆隆吹风喷射叹，

二狭不全主不全。



其他：

连续性、机器样杂音——动脉导管未闭（先心病）。

音乐样杂音（海鸥鸣或鸽鸣样）——感染心内膜炎及梅毒

性主动脉关闭不全。

【助理不考】

格-斯杂音——相对性肺动脉关闭不全，因二狭，肺心病

奥-弗杂音——相对性二狭，因主关不全



五、血管检查及周围血管征

周围血管征 （头颈毛细管、双重水枪音）

包括：

头部随脉搏呈节律性点头运动、颈动脉搏动明显、

毛细血管搏动征、水冲脉、枪击音与杜氏双重杂音。

——脉压增大所致：主关不全、甲亢、高热、贫血。



名称 特点 意义

水冲脉
脉搏骤起骤落
，急促而有力

主不全、发热、严重贫
血、甲亢、动脉导管未
闭

交替脉
【助理不考】

节律正常

强弱交替
左心衰，高血压心脏病
、急性心梗死、主不全

重搏脉
【助理不考】

伤寒

奇脉
吸气时脉搏减
弱或消失

心包积液、缩窄性心包
炎

无脉
【助理不考】

脉搏消失
严重休克及多发性大动
脉炎

触诊



细目十 腹部检查

一、视诊

胃肠型和蠕动波

①幽门梗阻，胃蠕动波自左肋下缘向右缓慢推进（正

蠕动波），可见胃型。

②小肠梗阻，脐部出现胃蠕动波，严重时，脐周可见

肠型。

③结肠梗阻，宽大的肠型出现于腹壁周边，盲肠多胀

大呈球形。



二、触诊

1.全腹紧张度增加

①急性弥漫性腹膜炎——强直，板状腹。

②结核性腹膜炎——面团感或揉面感。



2. 腹内器官

（1）肝脏

弥漫性肝肿大——肝炎、脂肪肝、肝淤血、早期肝

硬化、白血病、血吸虫病等；

局限性肝肿大——肝脓肿、肝囊肿（包括肝包虫

病）、肝肿瘤等；

肝脏缩小——急性和亚急性肝坏死、晚期肝硬化。



（3）脾脏触诊-脾肿大

轻度：脾脏在肋下不超过2cm。（伤寒）

中度：超过2cm但在脐水平线以上。（肝硬化）

高度：超过脐水平线或前正中线。(慢粒)



三、叩诊

1.肝浊音界

上移——右肺纤维化、右下肺不张、气腹和鼓肠等。

下移——肺气肿、右侧张力性气胸、内脏下垂等。

扩大——肝癌、肝脓肿、肝炎、肝淤血、多囊肝等。

缩小——急性重型肝炎、肝硬化和胃肠胀气。

消失代之以鼓音——急性胃肠穿孔。



四、听诊

（1）肠鸣音（肠蠕动音）

①肠鸣音活跃——急性胃肠炎、服泻药后或胃肠道大出血时。

②肠鸣音亢进——机械性肠梗阻。（响亮，金属音）

③肠鸣音减弱——老年性便秘、腹膜炎、电解质紊乱（低血

钾）及胃肠动力低下等。

④肠鸣音消失——急性腹膜炎或麻痹性肠梗阻。

（2）振水音阳性——幽门梗阻或胃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