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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妇幼保健考试大纲 

基础知识 

妇产科学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 求 

一、女性生殖系统

解剖 
1.骨 盆  

（1）女型 

（2）扁平型 

（3）类人猿型 

（4）男型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2.骨盆底  

（1）骨盆底 熟悉 

（2）会阴 熟悉 

（3）会阴体 熟悉 

3.外生殖器  

（1）阴阜 掌握 

（2）大阴唇 掌握 

（3）小阴唇 掌握 

（4）阴蒂 掌握 

（5）阴道前庭 掌握 

4.内生殖器  

（1）阴道 掌握 

（2）子宫 掌握 

（3）输卵管 掌握 

（4）卵巢 掌握 

（5）邻近器官 掌握 

5.女性生殖系统血管和淋

巴  

（1）血管 熟悉 

（2）淋巴 熟悉 

二、女性生殖系统

生理  

1.妇女一生各时期的生理

特点   

（1）胎儿期 掌握 

（2）新生儿期 掌握 

（3）儿童期 掌握 

（4）青春期 掌握 

（5）性成熟期 掌握 

（6）绝经过渡期 掌握 

（7）绝经后期 掌握 

2.月 经  

（1）月经 掌握 

（2）月经血的特征 掌握 

（3）正常月经的临床表现 掌握 

3.卵巢的功能及其周期性

变化  

（1）卵巢的生理功能 熟悉 

（2）卵泡发育、黄体形成的周期变化 熟悉 

（3）卵巢的内分泌功能 掌握 

4.子宫内膜的周期性变化   

（1）增生期 掌握 

（2）分泌期 掌握 

（3）月经期 掌握 

5.月经周期的调节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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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妊娠生理 1.受精与着床   熟悉 

2.胎儿附属物的形成及其

功能   

（1）胎盘 熟悉 

（2）胎膜 掌握 

（3）脐带 熟悉 

（4）羊水 熟悉 

3.妊娠期母体变化  

（1）生殖系统及乳房的变化 掌握 

（2）循环系统的变化 掌握 

（3）血液的变化 掌握 

（4）泌尿系统的变化 熟悉 

四、妊娠诊断 

1.早期妊娠诊断 

（1）病史与症状 掌握 

（2）检查与体征 掌握 

（3）辅助检查 掌握 

2.中、晚期妊娠的诊断  

（1）病史与症状 掌握 

（2）检查与体征 掌握 

（3）辅助检查 掌握 

3.胎产式、胎先露、胎方

位   

（1）胎产式 掌握 

（2）胎先露 掌握 

（3）胎方位 掌握 

五、孕期监护 

1.孕妇监护  

（1）产前检查的时间 掌握 

（2）首次产前检查 掌握 

（3）复诊产前检查 掌握 

2.胎儿宫内监护及胎儿宫

内诊断  

（1）胎儿宫内监护 掌握 

（2）胎盘功能检查 掌握 

（3）胎儿成熟度检查 熟悉 

（4）胎儿先天畸形的宫内诊断 熟悉 

（5）胎儿遗传性疾病的宫内诊断 熟悉 

六、正常分娩 

  
1.决定分娩的四因素  

（1）产力 掌握 

（2）产道 掌握 

（3）胎儿 掌握 

（4）精神心理因素 掌握 

2.枕先露的分娩机制  

（1）衔接 掌握 

（2）下降 掌握 

（3）俯屈 掌握 

（4）内旋转 掌握 

（5）仰伸 掌握 

（6）复位及外旋转 掌握 

（7）胎儿娩出 掌握 

3.分娩的临床经过  

（1）先兆临产 掌握 

（2）临产的诊断 掌握 

（3）产程分期 掌握 

七、正常产褥 

  1.产褥期母体变化  

（1）生殖系统的变化 掌握 

（2）乳房 掌握 

（3）循环系统及血液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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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分泌 熟悉 

（5）消化、泌尿系统的变化 了解 

2.产褥期临床表现 

（1）体温、脉搏、呼吸、血压 掌握 

（2）子宫复旧 掌握 

（3）产后宫缩痛 掌握 

（4）褥汗 掌握 

（5）恶露 掌握 

3.产褥期处理  

（1）产后 2小时内处理 掌握 

（2）饮食、排尿处理 掌握 

（3）心理护理 掌握 

（4）子宫复旧及恶露 掌握 

（5）会阴处理 掌握 

八、妊娠病理 

  

1.流产 

（1）概念 掌握 

（2）病因 熟悉 

（3）流产的临床类型及临床表现 掌握 

（4）特殊类型流产 熟悉 

（5）诊断 掌握 

（6）处理 掌握 

2.异位妊娠  
（1）诊断 掌握 

（2）治疗 掌握 

3.早 产  

（1）常见原因有 熟悉 

（2）诊断 掌握 

（3）治疗 掌握 

4.妊振期高血压疾病  

（1）定义 掌握 

（2）基本病变 熟悉 

（3）主要脏器病理变化及对母儿的影响 熟悉 

（4）分类及临床表现 掌握 

（5）诊断 掌握 

（6）鉴别诊断 掌握 

（7）预防与保健 熟悉 

（8）治疗 掌握 

5.前置胎盘  

（1）定义 掌握 

（2） 病因 熟悉 

（3）分类 掌握 

（4）诊断 掌握 

（5） 处理 掌握 

6.胎盘早剥 

（1）定义 掌握 

（2）类型 熟悉 

（3）诊断要点 掌握 

（4）处理 掌握 

7.双胎妊娠 

（1）诊断 掌握 

（2）母儿的影响 掌握 

（3）处理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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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羊水过多  

（1）病因 熟悉 

（2）诊断 掌握 

（3）处理 掌握 

9.羊水过少  

（1）病因 熟悉 

（2）诊断 掌握 

（3）处理 掌握 

10.过期妊娠  

（1）定义 掌握 

（2）对母儿影响 掌握 

（3）诊断 掌握 

（4）处理原则 熟悉 

11.死胎  

（1）病因 熟悉 

（2）诊断 熟悉 

（3）处理 掌握 

九、高危妊娠  1.定义和范畴   熟悉 

2.诊断依据   熟悉 

十、妊娠合并症  

  

1.妊娠合并心脏病 

（1）种类 熟悉 

（2）妊娠、分娩对心脏病的影响 熟悉 

（3）诊断 掌握 

（4）心功能分级 掌握 

（5）妊娠早期心衰的诊断 掌握 

（6）心脏病妊娠的依据 熟悉 

（7）心脏病孕产妇死亡的原因 熟悉 

（8）妊娠期处理 掌握 

（9）分娩期处理 掌握 

（10）产褥期处理 掌握 

2.妊娠合并急性病毒性肝

炎   

（1）妊娠期肝的生理变化 了解 

（2）妊娠对肝炎的影响 了解 

（3）肝炎对妊娠的影响 了解 

（4）母婴垂直传播 熟悉 

（5）诊断 掌握 

（6）乙型肝炎抗原抗体系统的临床意义 掌握 

（7）鉴别诊断 熟悉 

（8）乙型肝炎的预防 熟悉 

（9）处理 掌握 

3.妊娠合并糖尿病 

（1）种类 熟悉 

（2）妊娠对糖尿病的影响 熟悉 

（3）糖尿病对母儿的影响 熟悉 

（4）诊断 掌握 

（5）处理 掌握 

（6）新生儿的监测 掌握 

（7）预防与保健 熟悉 

4.妊娠合并贫血 
（1）原因 熟悉 

（2）临床表现及诊断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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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鉴别诊断 熟悉 

（4）处理 掌握 

（5）预防 掌握 

5.妊娠高血压综合症  

（1）定义 掌握 

（2）病因 熟悉 

（3）临床表现及诊断 掌握 

（4）鉴别诊断 掌握 

（5）治疗 掌握 

（6）子痫的治疗 掌握 

（7）终止妊娠 掌握 

（8）引产及产程中处理 掌握 

（9）剖宫产 掌握 

（10）产后治疗 掌握 

（11）转诊 熟悉 

（12）预防 熟悉 

6.妊娠合并肾病  
（1）临床表现及诊断 了解 

（2）治疗 了解 

十一、异常分娩  

  
1.产力异常  

（1）子宫收缩乏力 掌握 

（2）子宫收缩过强 掌握 

2.骨产道异常  

（1）狭窄骨盆的分类及诊断 掌握 

（2）狭窄骨盆对母儿的影响 熟悉 

（3）狭窄骨盆分娩时处理 熟悉 

3.胎位异常  

（1）常见类型 掌握 

（2）发生原因 熟悉 

（3）对母儿影响 熟悉 

4.精神因素  

（1）原因 熟悉 

（2）对产母的影响 熟悉 

（3）处理 熟悉 

十二、分娩期并发

症  
1.子宫破裂 

（1）病因 掌握 

（2）临床表现及诊断 掌握 

（3）处理 掌握 

（4）预防 掌握 

2.产后出血  

（1）病因 掌握 

（2）临床表现及诊断 掌握 

（3）处理 掌握 

（4）预防 掌握 

（5）早期休克的识别 掌握 

3.胎膜早破 

（1）定义 掌握 

（2）病因 熟悉 

（3）诊断 掌握 

（4）对母儿的影响 掌握 

（5）预防 熟悉 

（6）治疗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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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羊水栓塞  

（1）定义 掌握 

（2）羊水栓塞的条件 掌握 

（3）发病诱因 掌握 

（4）预防要点 掌握 

（5）诊断要点 掌握 

（6）紧急处理 掌握 

（7）产科处理 掌握 

5.胎儿窘迫  

（1）定义 掌握 

（2）病因 熟悉 

（3）诊断 掌握 

（4）处理 掌握 

十三、异常产褥  

  

  
1.产褥感染  

（1）概念 掌握 

（2）病因 熟悉 

（3）临床表现与诊断 掌握 

（4）鉴别诊断 掌握 

（5）处理 掌握 

（6）预防 熟悉 

2.产后抑郁 

（1）病因 了解 

（2）临床表现 了解 

（3）治疗 了解 

（4）预后 了解 

十四、女性生殖系

统炎症  

1.滴虫阴道炎 

（1）病因 掌握 

（2）传染方式 掌握 

（3）临床特征 掌握 

（4）诊断 掌握 

（5）治疗及治愈标准 掌握 

2.假丝酵母菌外阴阴道病  

（1）病因 掌握 

（2）传染方式 掌握 

（3）临床特征 掌握 

（4）诊断依据 掌握 

（5）治疗 掌握 

3.细菌性阴道病  

（1）病因及临床表现 掌握 

（2）诊断依据 掌握 

（3）治疗药物 掌握 

4.老年性阴道炎 

（1）病因 熟悉 

（2）临床表现 掌握 

（3）治疗原则 掌握 

5.慢性宫颈炎  

（1）病理 了解 

（2）临床特点 掌握 

（3）治疗 掌握 

6.慢性盆腔炎 

（1）病理 掌握 

（2）临床表现 掌握 

（3）综合治疗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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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手术治疗 了解 

7.淋 病  

（1）传染途径 掌握 

（2）淋病对妊娠、分娩及胎儿的影响 了解 

（3）淋病对新生儿的影响 了解 

（4）实验室检查 掌握 

（5）治疗 掌握 

（6）预防 掌握 

8.梅 毒  

（1）传播途径 熟悉 

（2）对胎儿及婴幼儿的影响 熟悉 

（3）实验室检查 熟悉 

（4）治疗 了解 

9.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   

（1）特征 了解 

（2）感染途径 熟悉 

（3）治疗 了解 

10.生殖道人乳头状瘤病

毒感染  

（1）病原体特征 熟悉 

（2）临床特征 熟悉 

（3）诊断 掌握 

（4）与假性湿疣的鉴别 了解 

（5）预防 熟悉 

（6）治疗 掌握 

11.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

征（艾滋病、AIDS）  

（1）病原体 了解 

（2）确证试验 了解 

（3）预防 熟悉 

十五、女性生殖器

肿瘤  

1.卵巢肿瘤  

（1）组织学分类 了解 

（2）转移途径 熟悉 

（3）诊断 掌握 

（4）并发症 掌握 

（5）预防（原因不清，难以预防） 熟悉 

（6）治疗 掌握 

2.子宫肌瘤  

（1）病因 熟悉 

（2）分类 掌握 

（3）肌瘤变性 熟悉 

（4）临床表现及诊断 掌握 

（5）鉴别诊断 了解 

（6）治疗 掌握 

十六、滋养细胞疾

病  

1.输卵管妊娠  

（1）定义 掌握 

（2）病因 了解 

（3）临床表现与诊断 掌握 

（4）鉴别诊断 掌握 

（5）处理 掌握 

（6）预防与保健 熟悉 

2.葡萄胎 
（1）病因 了解 

（2）临床表现与诊断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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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鉴别诊断 熟悉 

（4）处理 熟悉 

（5）随访 了解 

（6）预防与保健 熟悉 

十七、月经失调  

  
1.无排卵性功能失调性子

宫出血  

（1）病理生理 了解 

（2）临床表现与诊断 掌握 

（3）治疗 熟悉 

2.排卵性月经失调  
（1）闭经 熟悉 

（2）痛经 熟悉 

十八、子宫内膜异

位症和子宫腺肌病  

  

1.子宫内膜异位症  

（1）概念 掌握 

（2）发病机制 了解 

（3）病理 了解 

（4）临床表现 熟悉 

（5）辅助诊断方法 熟悉 

（6）预防 熟悉 

（7）治疗 了解 

2.子宫腺肌病 

（1）概念 掌握 

（2）病因 了解 

（3）病理 了解 

（4）临床表现及诊断 熟悉 

（5）治疗 熟悉 

十九、计划生育  

  

1.药物避孕  

（1）避孕原理 掌握 

（2）适应证 掌握 

（3）禁忌证 掌握 

（4）药物副反应 掌握 

（5）避孕药的种类 了解 

2.工具避孕法  
（1）避孕套 掌握 

（2）宫内节育器 掌握 

3.其他避孕方法  
（1）安全期避孕 熟悉 

（2）紧急避孕 熟悉 

4.输卵管绝育术  
（1）经腹输卵管结扎术 了解 

（2）经腹腔镜输卵管绝育术 熟悉 

5.人工流产  

（1）人工流产术 掌握 

（2）药物流产 熟悉 

（3）利凡诺中期引产 熟悉 

儿科学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 求 

一、绪论 
1．儿科学特点 

（1）基础医学方面 熟悉 

（2）临床方面 熟悉 

二、营养 

1．营养基础 

（1）能量 

掌握 
（2）蛋白质 

（3）脂肪 

（4）碳水化合物（糖类） 



 9 

（5）维生素与矿物质 

（6）水 

（7）食物纤维 

2．婴儿喂养 

（1）母乳喂养 

（2）人工喂养 

（3）辅助食品的添加 

掌握 

三、新生儿与新生

儿疾病 
1．新生儿分类 

（1）根据胎龄分类 
掌握 

（2）根据出生体重分类 

2．足月儿和早产儿的特点 
（1）足月新生儿特点 

掌握 
（2）低出生体重儿和早产儿特点 

3．新生儿黄疸 
（1）胆红素代谢特点 掌握 

（2）生理性黄疸和病理性黄疸的鉴别 掌握 

4．新生儿窒息 
（1）窒息的定义 

掌握 
（2）复苏 

5.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 

（1）高危因素 

掌握 

（2）临床表现 

（3）诊断 

（4）防治 

（5）随访和监测 

6.新生儿败血症（三） 

（1）病因 

掌握 
（2）临床表现 

（3）诊断 

（4）防治 

四、遗传性疾病  

  
1．21-三体综合征 

（1）临床表现 
掌握 

（2）细胞遗传学诊断和遗传咨询 

2．苯丙酮尿症 

（1）病因 掌握 

（2）诊断 掌握 

（3）治疗 熟悉 

五、免疫性疾病  

  1．小儿免疫系统特点 

（1）特异性细胞免疫 掌握 

（2）特异性体液免疫 掌握 

（3）非特异性免疫 掌握 

2．原发性免疫缺陷病 共同临床表现 熟悉 

3．继发性免疫缺陷病 
（1）病因 

了解 
（2）治疗和预防 

六、感染性疾病 

  

1．发疹性疾病 

（1）常见呼吸道发疹性传染病种类和

病因 
掌握 

（2）各种皮疹特点和出疹规律 掌握 

（3）常见并发症 熟悉 

（4）治疗原则 掌握 

（5）预防措施 掌握 

2.手足口病 

（1）病因 

掌握 （2）临床表现和分型 

（3）诊断和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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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治 

3．细菌性痢疾 

（1）病因 熟悉 

（2）临床表现和分型 熟悉 

（3）诊断和鉴别诊断 掌握 

（4）治疗 掌握 

七、消化系统疾病 

  
1．婴儿腹泻 

（1）临床表现 掌握 

（2）诊断与鉴别诊断 掌握 

（3）治疗 掌握 

掌握 （4）预防措施 

八、呼吸系统疾病 

  
1．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1）临床表现 

掌握 
（2）鉴别诊断 

（3）治疗原则 

（4）预防措施 

2．肺炎 

（1）分类 掌握 

（2）常用各种病原学检查方法 掌握 

（3）各种肺炎临床特点 掌握 

（4）并发症 掌握 

（5）治疗原则 熟悉 

（6）病原学治疗的药物选择 掌握 

九、循环系统疾病 

  1．小儿循环系统生理特点 

（1）胎儿血液循环及出生后的改变 熟悉 

（2）小儿心脏、血管、心率及血压特

点 
掌握 

2．先天性心脏病概况 
（1）分类 掌握 

（2）特殊检查法 了解 

3．房间隔缺损 

（1）血液动力学 熟悉 

（2）临床表现和并发症 熟悉 

（3）诊断步骤 熟悉 

（4）治疗原则 熟悉 

4．室间隔缺损 

（1）血液动力学 熟悉 

熟悉 （2）临床表现 

（3）并发症 了解 

（4）诊断步骤 熟悉 

熟悉 （5）治疗原则 

5．动脉导管未闭 

（1）血流动力学 

熟悉 
（2）临床表现和并发症 

（3）诊断步骤 

（4）治疗原则 

6．法洛四联症 

（1）病理组成 掌握 

（2）血液动力学 熟悉 

（3）临床表现及并发症 熟悉 

（4）有关检查 了解 

（5）诊断步骤 熟悉 

（6）治疗原则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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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泌尿系统疾病 
1．急性肾小球肾炎（急性链

球菌感染后肾炎 APSGN） 

（1）病因 熟悉 

（2）诊断 掌握 

（3）治疗 掌握 

2．肾病综合症 

（1）分型 掌握 

（2）临床表现 掌握 

（3）并发症 熟悉 

（4）诊断 掌握 

（5）治疗 掌握 

十一、小儿造血系

统疾病 1．小儿造血和血液特点 

（1）造血特点 

掌握 （2）生后造血 

（3）血象特点 

2．小儿贫血 
（1）贫血定义和分度 

掌握 
（2）贫血分类 

3．营养性巨幼红细胞性贫血 

（1）病因 熟悉 

（2）临床表现 熟悉 

（3）实验室检查 掌握 

（4）预防和治疗 熟悉 

十二、神经系统疾

病 1．小儿神经系统发育特点 

（1）脑的发育 

掌握 （2）脊髓的发育 

（3）神经反射 

2．惊厥 

（1）病因 

熟悉 （2）临床表现 

（3）诊断与鉴别诊断 

十三、内分泌系统

疾病 
1．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

症 

（1）病因 

熟悉 

（2）临床表现 

（3）实验室检查 

（4）鉴别诊断 

（5）治疗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与医学伦理学 

单  元 细  目 要求 

医学伦理道德 1．医患关系 

熟悉 2．医疗行为中的伦理道德 

3．医学伦理道德的评价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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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专业知识 

医学心理学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  求 

一、绪论 1．医学心理学的概念及其在

现代医学中的地位 

（1）概念 了解 

（2）地位 熟悉 

2．医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任务、分支与方法 

（1）研究对象 熟悉 

（2）研究任务 掌握 

（3）了解研究分支 掌握 

（4）研究方法 了解 

3．医学心理学的发展历史 

（1）神灵主义阶段 熟悉 

（2）自然哲学时期 熟悉 

（3）科学心理学时期 熟悉 

4．医学心理学主要学派的理

论观点 

（1）精神分析基本理论 熟悉 

（2）心理生理学理论 熟悉 

（3）行为主义理论 熟悉 

（4）人本主义理论 熟悉 

（5）认知理论 熟悉 

二、医学心理学基

础知识 
1．心理活动的定义与分类 

（1）心理活动的概念 熟悉 

（2）心理活动的分类 掌握 

2．心理实质 
（1）心理是脑的机能 掌握 

（2）心理是客观现实的主观能动反映 掌握 

3．认识过程 

（1）感觉与知觉的概念与特征 掌握 

（2）注意的概念与特征 掌握 

（3）记忆的概念与特征 掌握 

（4）思维的概念与特征 掌握 

（5）想象的概念与特征 掌握 

4．情绪与情感过程 

（1）情绪与情感的概念 熟悉 

（2）情绪状态与高级情感 掌握 

（3）情绪与健康、疾病发生 熟悉 

5．意志过程 

（1）意志的概念与特征 掌握 

（2）不良意志特征 掌握 

（3）意志与健康 掌握 

6．需要、动机与挫折 

（1）需要定义与分类 掌握 

（2）需要层次论 掌握 

（3）动机定义与分类 掌握 

（4）挫折 掌握 

7．人格 

（1）人格定义 熟悉 

（2）能力的分类 掌握 

（3）气质概念、生理基础和分型与意

义 
掌握 

（4）性格的概念、特征与分型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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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格与健康 掌握 

8．行为 

（1）定义 掌握 

（2）A型行为与心血管疾病 掌握 

（3）C 型行为与癌瘤发生 掌握 

三、心理卫生 

  
1．心理卫生概述 

（1）心理卫生概念 掌握 

（2）心理健康的标准 掌握 

2．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卫生 

（1）儿童心理健康的培养 

（2）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培养 

（3）成人心理健康的维护 

（4）老人心理健康的维护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四、心身疾病 

  1．心身疾病的一般概念 

（1）定义 掌握 

（2）诊断标准 掌握 

（3）心身关系 掌握 

2．心理应激与应对 

（1）定义 掌握 

（2）心理应激对健康的影响 掌握 

（3）生活事件与疾病 掌握 

（4）控制应激的方法 掌握 

3．心身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心身疾病的防治原则 掌握 

五、心理评估 

  1．心理评估的概念 

（1）心理评估的概念 掌握 

（2）心理评估的常用方法 掌握 

（3）心理测验的分类 掌握 

2．心理测验的原则和条件 
（1）标准化心理测验的条件 掌握 

（2）心理测验的原则 掌握 

3．常用的心理测验与评定量

表 

（1）智力测验 掌握 

（2）人格测验 了解 

（3）评定量表 了解 

六、心理治疗与咨

询 
1．心理治疗的概述 

（1）概念 了解 

（2）分类 掌握 

2．心理治疗的常用方法 

（1）精神分析的常用方法 掌握 

（2）行为治疗的常用方法 熟悉 

（3）人本主义疗法的特点 熟悉 

3．心理治疗的原则与过程 

（1）心理治疗的医患关系 熟悉 

（2）心理治疗工作原则 掌握 

（3）心理治疗的过程 掌握 

4．心理咨询 
（1）心理咨询概述 掌握 

（2）心理咨询的原则 掌握 

七、病人心理 

  
1．病人角色 

（1）概念 掌握 

（2）病感 掌握 

2．求医与遵医行为 
（1）求医行为 掌握 

（2）遵医行为 熟悉 

3．病人的心理问题 
（1）病人常见的心理问题 熟悉 

（2）病人的心理需要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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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医患关系 

  
1．医患关系的概念 

（1）什么是医患关系 掌握 

（2）医患关系的重要性 掌握 

（3）医患交往的两种形式 掌握 

（4）医患交往的两种水平 掌握 

2．医患交往中的问题 
（1）医患间的冲突 掌握 

（2）医患间交往障碍 掌握 

3．医患关系的模式 
（1）医患关系模式类型 熟悉 

（2）医患关系模式的转化 熟悉 

4．医务人员的心理素养 
（1）医务人员应具有的心理素质 熟悉 

（2）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培养 掌握 

妇幼营养学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  求 

一、儿童营养基础 

  

 儿童的营养需要 （1）蛋白质      

掌握 

（2）碳水化合物 

（3）脂肪  

（4）矿物质     

（5）维生素 

二、孕妇及乳母的

营养需要 

1. 孕妇的营养需要 

（1）能量    

掌握 

（2）蛋白质 

（3）脂肪     

（4）矿物质  

（5）维生素   

2. 乳母的营养需要  

（1）能量    

掌握 

（2）蛋白质 

（3）脂肪     

（4）矿物质  

（5）维生素   

流行病学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求 

一、绪论 1．流行病学的历史   了解 

2．流行病学的定义 
（1）定义 掌握 

（2）流行病学定义的诠释 掌握 

3．流行病学的原理和应用 
（1）基本原理 

掌握 
（2）实际应用 

4．流行病学的特点 

（1）群体特征 掌握 

掌握 （2）以分布起点的特征 

（3）对比特征 熟悉 

（4）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的特征 掌握 

（5）社会医学 熟悉 

（6）预防为主的特征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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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流行病学与其他学科的关

系及流行病学的展望 

  
了解 

二、疾病的分布 

  
1．疾病频率测量指标 

（1）发病指标 
掌握 

（2）死亡指标 

2．疾病流行强度 

（1）散发  

掌握 （2）爆发 

（3）流行 

3．疾病分布的形式 

（1）人群分布特征 

掌握 

（2）时间分布特征 

（3）地区分布 

（4）疾病的人群、地区、时间分布的

综合描述 

三、病因和病因推

断 
1．病因的概念 

（1）病因的定义 掌握 

（2）病因模型 了解 

（3）充分病因和必要病因 熟悉 

（4）因果联接方式 掌握 

2．病因推断的技术 

（1）病因研究的推理方法 熟悉 

（2）统计学关联到因果关联 熟悉 

（3）病因推断的标准 掌握 

四、描述性研究 

  1．概述 

（1）描述流行病学的地位和应用 了解 

（2）定义及特点 掌握 

（3）描述性研究的分类 掌握 

2．现况研究 

（1）现况研究的目的 掌握 

（2）现况研究的种类；普查的必要条

件和抽样方法、样本大小 
掌握 

3．筛检 

（1）定义 掌握 

（2）主要应用 掌握 

（3）筛检试验的评价指标 掌握 

4．生态学研究 

（1）生态学研究概述 掌握 

（2）生态学研究的方法 掌握 

（3）生态学研究的局限性 熟悉 

五、病例对照研究 

  

1．基本原理   熟悉 

2．病例对照研究的类型 

（1）病例与对照不匹配 

掌握 （2）病例对照研究匹配 

（3）巢式病例对照研究 

3．某些实例   了解 

4．病例对照研究的实施 

（1）复习文献，提出假设 

熟悉 

（2）明确研究目的，选择适宜对照形

式 

（3）病例与对照的来源与选择 

（4）样本含量的估计 

（5）获取研究因素的信息 

（6）资料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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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施病例对照研究应考虑

的问题 

  
熟悉 

6．数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1）资料的整理 

掌握 
（2）数据的分析 

7．病例对照研究中的偏倚及

其防止 

（1）选择性偏倚 

了解 （2）信息偏倚 

（3）混杂偏倚 

8．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的优点

与局限性 

  
了解 

六、队列研究 

  1．基本原理 

（1）队列与队列研究的定义 

掌握 （2）队列研究的目的 

（3）队列研究的类型 

2．实例   了解 

3．选择队列研究方法的指征 
（1）前瞻性队列研究 

熟悉 
（2）历史性队列研究 

4．队列研究的步骤 

（1）确定研究因素 

掌握 

（2）确定研究结局 

（3）确定研究人群 

（4）确定样本大小 

（5）随访 

5．数据资料的统计分析 

（1）率的计算 

（2）人时的计算 

（3）暴露与疾病关联强度的指标 

（4）剂量反应关系 

（5）分层分析 

掌握 

6．队列研究中的偏倚及其控

制 

（1）常见偏倚 
了解 

（2）偏倚的控制 

七、流行病学实验

研究 1．流行病学实验的概述 

（1）概念 掌握 

（2）基本特征 熟悉 

（3）流行病学实验的主要类型 掌握 

2．流行病学实验的设计和实

施 

（1）明确实验研究目的 

掌握 

（2）选择研究对象 

（3）确定实验现场 

（4）估计样本含量 

（5）随机化分组 

（6）设立对照 

（7）盲法的应用 

3．流行病学实验的资料收集

和分析 

（1）资料收集、分析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问题 

掌握 （2）实验效果的主要评价指标：有效

率、治愈率、生存率、保护率、效果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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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行病学实验的优缺点 
（1）主要优点 

（2）缺点 
熟悉 

5．流行病学实验应注意的问

题 

  
了解 

6．了解实例   了解 

八、流行病学数学

模型 
1．概述 

（1）定义 掌握 

（2）建立模型的预备条件、建模思路 熟悉 

2．主要研究方法：确定型模

型与随机型模型 

  
熟悉 

3．主要应用   掌握 

九、流行病学研究

中的偏倚及其控制 

  

1．概述 
（1）偏倚的概念 

掌握 
（2）偏倚的种类 

2．选择偏倚 

（1）概念 掌握 

（2）种类 熟悉 

（3）控制方法 熟悉 

3．信息偏倚 

（1）概念 掌握 

（2）种类 熟悉 

（3）控制方法 熟悉 

4．混杂偏倚 

（1）概念 掌握 

（2）混杂因素 掌握 

（3）正混杂偏倚、负混杂偏倚 掌握 

（4）控制方法 熟悉 

十、疾病预防和疾

病监测 

1．前言 （1）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内容 熟悉 

2．预防控制的策略和措施 

（1）在宏观水平上制订预防控制的策

略：卫生工作方针、社会大卫生观念、

现代医学模式、影响健康的因素 掌握 

（2）疾病的三级预防：一级预防、二

级预防、三级预防 

3．疾病监测 

（1）疾病监测的定义 掌握 

（2）疾病监测的几个概念 掌握 

（3）疾病监测的种类 熟悉 

（4）疾病监测的工作过程 熟悉 

十一、传染病流行

病学 
1．传染病的流行过程 

（1）传染病发生与传播的基本条件 掌握 

（2）流行过程的生物学基础 掌握 

（3）疫源地及流行过程 掌握 

（4）影响传染病流行过程的因素 掌握 

2．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 

（1）预防与控制传染病的策略 掌握 

（2）传染病的预防 掌握 

（3）传染病的控制 掌握 

3．计划免疫及其评价 

（1）我国计划免疫和免疫程序 掌握 

（2）扩大免疫规划 掌握 

（3）预防接种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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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划免疫监测与评价 掌握 

十二、血清流行病

学 

1．概述：概念   掌握 

2．主要研究方法   掌握 

3．有关研究的几个问题   熟悉 

4．血清流行病学的应用近况 

  

（1）评价生物标志物有效性，用于疾

病的早期诊断 

（2）用于爆发事件因素的探索 

（3）对疾病流行过程作追溯性研究 

（4）阐明疾病分布规律和自然史 

（5）探索病因和危险因素 

（6）疾病监测与预测 

掌握 

（7）考核预防接种效果 

十三、分子流行病

学 

1．概述：定义   掌握 

2．主要研究内容 
（1）生物标志种类 

熟悉 
（2）易感性测量 

3．主要研究方法   了解 

十四、遗传流行病

学 
1．概述 

（1）概念 
掌握 

（2）遗传流行病学中的疾病分类 

2．分析方法 

（1）家族聚集性分析 

熟悉 

（2）双生子分析 

（3）养子和半同胞分析 

（4）系谱分析 

（5）单基因遗传病的分析 

妇幼保健卫生统计学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  求 

一、绪言 
1．卫生统计学的定义、内容

和重要性 

（1）卫生统计学的定义 了解 

（2）卫生统计学的内容 熟悉 

（3）卫生统计学的重要性 了解 

2．卫生统计工作的步骤 

（1）统计设计 

熟悉 
（2）搜集资料 

（3）整理资料 

（4）分析资料 

3. 统计变量与资料 

（1）变量与资料的区别 熟悉 

（2）定量变量 掌握 

（3）分类变量 掌握 

4．几个基本概念 

（1）总体与样本 

掌握 
（2）参数与统计量 

（3）频率与概率 

（4）抽样误差 

二、定量资料的统

计描述 
1．定量资料的频数分布 

（1）频数分布表的编制 
熟悉 

（2）频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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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频数分布类型 

2．集中趋势的描述 

（1）算术均数 

掌握 （2）几何均数 

（3）中位数 

3．离散趋势的描述 

（1）极差和离均差平方和 

掌握 
（2）四分位数间距 

（3）方差与标准差 

（4）变异系数 

三、正态分布与参

考值范围 
1．正态分布 

（1）正态分布的概念 掌握 

（2）标准正态分布 熟悉 

（3）正态分布的特征 熟悉 

（4）正态曲线下面积的分布规律 掌握 

2．医学参考值范围 
（1）参考值范围的概念 

掌握 
（2）参考值范围的计算方法 

四、总体均数的估

计与 t检验 
1．均数的抽样误差 

（1）概念 
掌握 

（2）计算公式 

2．t分布 
（1）t分布概念 

熟悉 
（2）t分布的特征  

3．总体均数的估计 
（1）点估计与区间估计 

掌握 
（2）区间估计的两种计算方法 

4．总体均数可信区间与参考

值范围的区别 

（1）定义 

熟悉 （2）计算公式 

（3）用途 

5．t检验 

（1）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 熟悉 

（2）t检验的适用条件 掌握 

（3）三种形式的 t检验 熟悉 

（4）两类错误 熟悉 

（5）假设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熟悉 

五、方差分析 
1．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 

  
掌握 

2．方差分析总变异和总自由

度的分解 

（1）完全随机设计 
熟悉 

（2）随机区组设计 

3．多个均数间的两两比较 
（1）每两组的比较 

了解 
（2）处理组与对照组的比较 

4．方差分析的前提条件和不

满足条件的处理方法  

（1）前提条件：方差齐性与正态性 
了解 

（2）不满足条件的处理方法   

六、分类资料的统

计描述 

  

1.分类资料的频数分布 
频数分布表与频数分布图 

熟悉 

2．常用相对数指标 

（1）率 

熟悉 （2）构成比 

（3）相对比 

3．动态数列 （1）动态数列的概念与分类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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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态数列的常用指标 

4．应用相对数应注意的问题 
  

掌握 

5．标准化法 

（1）标准化法的适用条件和基本思想 掌握 

（2）标准比率的计算：直接法和间接

法 
了解 

（3）标准化法使用注意事项 熟悉 

七、率的抽样误差

与 u检验 

1．率的抽样误差 率抽样误差的概念与计算公式 掌握 

2．总体率的估计 
（1）总体率的点估计 

掌握 
（2）总体率的区间估计 

3．率的 u检验 
（1）单样本率检验 

熟悉 
（2）两样本率检验 

八、χ
2检验 

1．四格表资料 χ
2检验 

（1）四格表的概念 了解 

（2）四格表 χ
2计算的基本公式 熟悉 

（3）四格表 χ2计算专用公式 了解 

（4）四格表 χ2计算的校正 熟悉 

2．行×列表的 χ2检验 
（1）行×列表 χ2检验的计算公式 了解 

（2）行×列表 χ2检验的用途 熟悉 

3．列联表的 χ2检验 
（1）列联表 χ2检验用途 

熟悉 
（2）配对四格表的McNemar检验 

4．χ2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1）关于理论频数 

掌握 
（2）多个样本率(构成比)的两两比较 

（3）χ2检验只能说明有序资料的关联

性 

九、秩和检验 1．参数统计和非参数统计的

概念 

（1）参数统计 
熟悉 

（2）非参数统计 

2．秩次的概念 
（1）秩次的含义 了解 

（2）平均秩次的计算 熟悉 

3．常用设计方案的秩和检验 

（1）配对设计资料的秩和检验  

（2）随机区组设计资料的秩和检验 了解 

（3）完全随机设计资料的秩和检验  

十、回归与相关 

  

1．直线回归 

（1）直线回归的概念 了解 

（2）直线回归方程的表达式，b 的统

计意义 
熟悉 

（3）直线回归方程的建立 熟悉 

（4）直线回归方程的应用 掌握 

2．直线相关 

（1）直线相关的概念 

熟悉 （2）相关系数的计算 

（3）相关系数的假设检验 

3．直线回归与相关的区别和

联系 

（1）区别 
熟悉 

（2）联系 

4.直线回归与相关应注意的

问题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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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等级相关 
（1）适用条件 掌握 

（2）等级相关系数的两种计算方法 了解 

十一、统计表与统

计图表 

  

1．统计表 

（1）统计表的结构 熟悉 

（2）列表的原则 掌握 

（3）列表的基本要求 了解 

2．统计图 

（1）常用图型的种类 熟悉 

（2）制图的基本要求 掌握 

（3）常用统计图的适用条件与绘制要

求 
掌握 

十二、调查设计 

 

1．调查研究特点 调查设计的概念，调查研究的特点 熟悉 

2．调查计划 

（1）明确调查的目的和指标 了解 

（2）明确研究总体，确定观察对象和

观察单位 
了解 

（3）确定调查方法 了解 

（4）搜集原始资料的方式 了解 

（5）确定调查项目和问卷 了解 

（6）估计样本含量 熟悉 

（7）制定调查的组织计划 了解 

3．整理计划 

（1）问卷接收 

了解 

（2）问卷核查 

（3）数据编码 

（4）数据的计算机录入 

（5）拟定整理表 

（6）归纳汇总 

4．常用的抽样方法 

（1）单纯随机抽样 掌握 

（2）系统抽样 了解 

（3）整群抽样 了解 

（4）分层随机抽样 掌握 

（5）偶遇抽样 了解 

（6）立意抽样 了解 

（7）配额抽样 了解 

（8）雪球抽样 了解 

十三、实验设计 

  1．实验设计的基本要素 

（1）受试对象 

熟悉 （2）处理因素 

（3）实验效应 

2．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 

（1）对照原则 

掌握 （2）随机化原则 

（3）重复的原则 

3．常用的实验设计方法 

（1）完全随机设计 

熟悉 （2）配对设计 

（3）随机区组设计 

4．确定样本含量 
（1）样本含量的概念 

熟悉 
（2）样本含量估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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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响样本含量估计的因素 

（4）样本含量的估算方法 

十四、居民健康统

计 
1．生育与计划生育统计 

（1）粗出生率 熟悉 

（2）总生育率 熟悉 

（3）年龄组生育率 了解 

（4）总和生育率 了解 

2. 人口死亡统计 

（1）粗死亡率 熟悉 

（2）年龄别死亡率 熟悉 

（3）死因别死亡率 熟悉 

（4）婴儿死亡率 掌握 

（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掌握 

（6）孕产妇死亡率 掌握 

3. 疾病统计 

（1）发病率 掌握 

（2）患病率 掌握 

（3）病死率 掌握 

（4）生存率 熟悉 

4．寿命表 

（1）寿命表的概念 了解 

（2）寿命表的分类 熟悉 

（3）寿命表的编制步骤 了解 

（4）寿命表的用途 掌握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求 

一、健康教育基本理论 

1．健康教育的概念 

（1）健康教育的定义 

（2）健康教育的目的 

（3）健康教育的方法 

（4）健康教育的研究领域 

掌握 

2．卫生宣传与健康传播   

3．健康素养的概念   

4．健康相关行为改变的理

论 

（1）行为的形成与发展 

掌握 

（2）健康相关行为的概念 

（3）行为的影响因素 

（4）行为改变的知信行模式 

（5）健康信念模式 

（6）阶段变化理论 

（7）合理行动与计划行为理论 

（8）社会认知理论 

5. 健康心理理论 

（1）健康心理的概念 

（2）心理评估与心理咨询 

掌握 

熟悉 

（3）冲突与挫折心理 了解 

（4）应激 了解 

（5）应对与防御 了解 

6．健康传播的理论 （1）传播的概念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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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播要素与传播模式 

（3）拉斯韦尔传播模式 

（4）施拉姆双向传播模式 

二、健康促进基本理论 

1．健康促进的概念 

（1）健康促进的概念与含义 

（2）健康促进的工作领域 

（3）健康促进的基本策略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关

系 

掌握 

掌握 

掌握 

熟悉 

2 群体行为改变的理论 

（1）创新扩散模式 

（2）社会营销理论 

（3）社区组织和组织阶段改变

理论 

熟悉 

 

社会医学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求 

一、绪论 

 
1．社会医学基本概念 

（１）学科性质 

（２）健康概念 
掌握 

２．社会医学的研究对象 （１）社会卫生状况和人群健康状况 掌握 

（２）影响人群健康的因素，特别是社

会因素 

掌握 

（３）社会卫生策略 熟悉 

３．社会医学的发展 

（１）社会医学的萌芽 

了解 （２）西方社会医学的建立和发展 

（３）我国社会医学的建立和发展 

二、医学模式与健

康观 1．医学模式的概念 

（1）医学模式是医学实践的总结 

了解 （２）医学模式是指导医学实践的自然

观和方法论 

2．医学模式的转变 医学模式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熟悉 

3．现代医学模式 

（１）现代医学模式的产生动因 了解 

（２）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基本

内容 

掌握 

4．现代医学模式健康观和医

学优先战略 

（１）引发对医学目的的重新审视 熟悉 

（２）对卫生服务的影响 熟悉 

（３）对医学教育影响 熟悉 

（４）对预防医学的影响 熟悉 

（５）对临床医学的影响 熟悉 

（６）对健康状况评价的影响 熟悉 

三、社会因素和健

康 1. 社会因素概述 

 ( 1 ) 概念 掌握 

 ( 2 ) 影响健康的特点 掌握 

 ( 3 ) 影响健康的机制 掌握 

2. 社会经济与健康 

 ( 1 ) 经济与健康的关系 掌握 

 ( 2 ) 经济水平低下对健康的作用 掌握 

 ( 3 ) 经济发展促进健康水平的提高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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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健康水平的提高促进经济发展 掌握 

 ( 5 ) 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 掌握 

 ( 6 ) 社会阶层与健康  掌握 

 ( 7 ) 社会营养与健康 掌握 

3. 社会发展与健康 

 ( 1 ) 社会制度与健康 掌握 

 ( 2 ) 社会关系与健康 掌握 

 ( 3 ) 人口发展与健康  掌握 

 ( 4 ) 卫生事业发展与健康 掌握 

4. 社会文化与健康 

 ( 1 ) 文化的概念 掌握 

 ( 2 ) 教育对健康的影响 掌握 

 ( 3 ) 风俗习惯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掌握 

5. 社会心理行为与健康  
 ( 1 ) 应激与健康 掌握 

 ( 2 ) 生活事件与健康 掌握 

6. 生活方式与健康 
生活方式的概念及其对健康的影响 

掌握 

四、社会医学研究

方法 

1．社会医学研究方法的类型 

 ( 1 ) 调查研究 

掌握 

 ( 2 ) 实验研究 

 ( 3 ) 健康状况评价 

 ( 4 )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 

 ( 5 ) 生活质量评价 

 ( 6 ) 卫生服务研究 

2. 定性和定量研究 
 ( 1 ) 区别 熟悉 

 ( 2 ) 定性研究的应用 熟悉 

3. 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程

序 

 ( 1 ) 提出研究问题 掌握 

掌握  ( 2 ) 设计研究方案 

 ( 3 ) 收集资料 熟悉 

 ( 4 ) 分析资料与解释结果 掌握 

 ( 5 ) 散发和应用研究结果 熟悉 

4. 问卷调查 

 ( 1 ) 概念 了解 

 ( 2 ) 分类 了解 

 ( 3 ) 基本结构 了解 

 ( 4 ) 问卷设计的步骤 了解 

 ( 5 ) 问卷设计的注意事项 了解 

5.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 
 ( 1 ) 信度的概念及主要方法 了解 

 ( 2 ) 效度的概念 了解 

6. 观察法 观察法的概念 、分类 、功用及优缺点 熟悉 

7. 个别深入访谈 个别深入访谈的概念 、功用及优缺点 熟悉 

8.专题小组讨论 专题小组讨论的概念 、应用及优缺点 熟悉 

五、 健康状况评价 
1. 健康状况评价的单一指

标 

 ( 1 ) 相关指标 掌握 

（ 2 ) 卫生保健指标 掌握 

 ( 3 ) 健康状况指标 掌握 

2. 健康状况综合评价 
 ( 1 ) 发展综合指标的原因 掌握 

 ( 2 ) 常用综合指标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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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健康危险因素

评价 1. 概述 

 ( 1 ) 健康危险因素的概念和特点 了解 

（ 2 )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概念 了解 

 ( 3 )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展过程 了解 

2.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计

算 

 ( 1 ) 收集资料 了解 

 ( 2 ) 分析资料 了解 

3.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 
 ( 1 ) 个体评价的类型和优缺点 了解 

 ( 2 ) 群体评价 了解 

七 、生活质量评价 

 1.生活质量的概念和内容 

 ( 1 ) 生活质量和生命数量的概念 掌握 

 ( 2 )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掌握 

 ( 3 )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特征 掌握 

2.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评价的

内容 

 ( 1 ) 躯体健康 熟悉 

 ( 2 ) 心理健康 熟悉 

 ( 3 ) 社会功能 熟悉 

 ( 4 ) 一般性感觉 熟悉 

 ( 5 ) 主观健康的定义 熟悉 

3. 生活质量的测量工具 
 ( 1 ) 量表的效度 了解 

 ( 2 ) 量表的信度 了解 

4.生活质量评价的应用 生活质量评价的内容和方法 掌握 

八、社区卫生服务 

1.基本概念 

 ( 1 ) 社区的定义 掌握 

 ( 2 ) 社区发展的概念 掌握 

 ( 3 ) 社区卫生服务的内容 掌握 

2.社区卫生服务的对象 社区内的全体人群 掌握 

3.社区卫生服务的特点 

 ( 1 )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指

导 

熟悉 

 ( 2 )是基层医疗、预防、保健服务 

 ( 3 )以预防为导向的服务 

 ( 4 )综合性服务 

 ( 5 )持续性服务 

 ( 6 )协调性服务 

 ( 7 )可及性服务 

 ( 8 )以家庭为单位的服务 

 ( 9 )以社区为单位的服务 

 ( 10 )团队合作的工作方式 

4.社区诊断 

 ( 1）确立主要卫生问题 熟悉 

（２）确定高危人群 熟悉 

（３）确定主要危险因素 熟悉 

九、 社会卫生策

略 

1．全球卫生政策与初级卫生

保健 

（１）初级卫生保健的基本内容 掌握 

（２）21世纪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熟悉 

２．中国的卫生策略 
（１）中国的卫生问题 熟悉 

（２）中国的卫生策略 熟悉 

卫生法 



 26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 求 

一、卫生法学 

 

 

 
1.卫生法概述 

（1）卫生法学和卫生法的概念 掌握 

（2）卫生法的主要特征 掌握 

（3）卫生法律关系 熟悉 

（4）卫生法律关系的要素 熟悉 

（5）卫生法的渊源 熟悉 

（6）卫生行政执法 掌握 

二、传染病防治法

律制度 
1.传染病防治法的概念 

 
掌握 

2.《传染病防治法》简介 

（1）总则 掌握 

（2）传染病预防 熟悉 

（3）疫情的报告、通报和公布 掌握 

（4）疫情控制 掌握 

（5）医疗救治 熟悉 

（6）监督管理 熟悉 

（7）保障措施 熟悉 

（8）法律责任 掌握 

三、职业病防治法

律制度 
1.概述 

（1）行政法规 了解 

（2）行政规章 了解 

2.《职业病防治法》简介 
（1）总则 

熟悉 

四、食品卫生管理

法律制度 

1.概述   熟悉 

2.食品生产和经营的法律制

度 

  
熟悉 

3.食品卫生许可的法律规定 
  

了解 

五、其他公共卫生

法律制度 
1.《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简介 

  

熟悉 

2.学校卫生工作的法律规定 
  

熟悉 

3.公共场所卫生的法律规定 
  

熟悉 

4.化妆品卫生监督法律规定 
  

熟悉 

六、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处理法律

制度 

1.总则   掌握 

2.预防与应急准备   熟悉 

3.报告与信息发布   掌握 

4.应急处理   熟悉 

5.法律责任   掌握 

七、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预案 

 

 

1.总则  

（1）编制目的 了解 

（2）编制依据 熟悉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级 掌握 

（4）适用范围 了解 



 27 

（5）工作原则 了解 

2.附则 名词解释 掌握 

专业知识和专业实践能力 
 

 

妇女保健学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求 

一、妇女保健概论  

  

1.妇女保健概述 定义及工作的重要意义 掌握 

2.生殖健康与妇女保健  （1）生殖健康的定义和内涵 掌握 

（2）生殖健康与妇女保健 了解 

3.妇女保健工作的内容和特

点  

（1）妇女保健工作的内容 掌握 

（2）妇女保健工作的特点 掌握 

4.妇幼保健的组织机构 妇幼保健三级网络构成 掌握 

二、女童保健 1.女童的生理特点 生理特点 熟悉 

2.女童保健要点 保健要点 熟悉 

三、青春期保健  

  
1.青春期生理特点  

（1）定义和分期 掌握 

（2）生理特点 掌握 

2.青春期心理、行为和社会

特点  

（1）青春期心理、行为特点 了解 

（2）青春期心理健康标准 了解 

（3）青春期性心理健康的标准 了解 

3.青春期主要问题及保健要

点  

（1）生活习惯 掌握 

（2）营养 掌握 

（3）心理健康 掌握 

（4）经期卫生 掌握 

（5）少女妊娠 掌握 

（6）性传播疾病 掌握 

（7）性保健 掌握 

四、婚前保健 

  
1.婚前保健意义  

（1）婚前保健的意义及工作特点 

（2）婚前保健技术服务的内容 

掌握 

掌握 

2.婚前医学检查  

（1）婚前医学检查内容 

（2）婚前医学检查的主要疾病 

（3）转诊服务 

（4）医学意见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3.婚前卫生指导  

（1）性保健指导 掌握 

（2）生育保健指导 掌握 

（3）新婚节育指导 掌握 

4.婚前卫生咨询  

（1）婚前卫生咨询的对象和内容 掌握 

（2）婚前卫生咨询的原则 掌握 

（3）咨询的方法与基本技巧 掌握 

五、孕产期保健 

  

1.概论 孕产期保健的定义及范畴 掌握 

2.孕前保健 （1）孕前保健的目的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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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孕前保健的内容 掌握 

3.孕期保健  

（1）孕早期保健要点 掌握 

（2）孕中期保健要点 掌握 

（3）孕晚期保健要点 掌握 

4.分娩期保健 
（1）分娩过程对母婴的影响 掌握 

（2）分娩期保健要点 掌握 

5.产褥期保健  
（1）产褥期母体变化 了解 

（2）产褥期保健要点 掌握 

6.孕产期保健系统管理  

（1）概述 掌握 

（2）危险管理 掌握 

（3）信息管理 掌握 

（4）评价指标 掌握 

（5）孕产妇、围产儿死亡评审 掌握 

六、更年期保健 

  
1.更年期定义及相关概念  

（1）定义 掌握 

（2）绝经相关概念 掌握 

2.更年期妇女的生理特点  
（1）生殖系统的生理变化 掌握 

（2）其它系统的生理变化 掌握 

3.更年期常见问题与保健 
（1）更年期综合征 掌握 

（2）骨质疏松症 掌握 

七、妇女心理保健 

  

  

1.青春期心理保健  
（1）性生理发育引起的心理变化 了解 

（2）社会和行为特点 了解 

2. 性成熟期心理保健  

（1）月经期心理保健 掌握 

（2）孕期心理保健 掌握 

（3）产时心理保健 掌握 

（4）产褥期心理保健 掌握 

（5）产后抑郁症 掌握 

3. 更年期及老年期的心理

保健  

（1）更年期的心理特点 了解 

（2）更年期及老年期的心理保健 了解 

八、妇女环境和职

业保健 
1.基本概念  

（1）环境因素和职业因素 掌握 

（2）环境保健和职业保健 掌握 

2.环境有害因素对女性生殖

健康的影响  

（1）环境有害因素的生殖发育毒性 掌握 

（2）环境有害因素对女性性腺的影响 掌握 

（3）环境有害因素对胚胎和婴儿发育

的影响 
掌握 

（4）环境有害因素对妊娠母体的影响 掌握 

3.常见环境及职业有害因素

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危害  

（1）碘缺乏 了解 

（2）高氟 了解 

（3）铅污染 掌握 

（4）水体甲基汞污染 了解 

（5）室内空气污染 掌握 

（6）苯、甲苯、二甲苯 掌握 

（7）一氧化碳 掌握 

（8）农药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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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物理因素及某些作业 掌握 

4.妇女环境及职业保健措施  

（1）贯彻与环境及职业保健有关的法

规 
了解 

（2）改善环境及劳动条件加强预防措

施 
了解 

（3）妇女环境保健措施 掌握 

（4）妇女职业保健措施 掌握 

九、妇女常见病筛

查 

  

妇女常见病筛查的组织和实

施  

（1）筛查的组织工作 掌握 

（2）筛查的内容及方法 掌握 

（3）筛查的随访 掌握 

十、妇科常见恶性

肿瘤的预防 
1.宫颈癌  

（1）危险因素 掌握 

（2）高危人群 掌握 

（3）预防 掌握 

（4）常用筛查方法 掌握 

2.子宫内膜癌 （1）危险因素 

（2）高危人群 

（3）预防 

掌握 

掌握 

掌握 

3.卵巢恶性肿瘤  
（1）高危人群 掌握 

（2）预防 掌握 

十一、性传播疾病

的预防 1.基本概念  

（1）定义与分类 掌握 

（2）危险因素和高危人群 掌握 

（3）危害与影响 掌握 

2.干预措施  

（1）健康教育 掌握 

（2）咨询与指导 掌握 

（3）处理原则 掌握 

十二、母婴传播性

疾病的预防 

1.概述 基本概念 熟悉 

2.艾滋病 

 

（1）危害 

（2）预防与干预 

熟悉 

熟悉 

3.梅毒 
（1）危害 

（2）预防与干预 

熟悉 

熟悉 

4.乙肝 
（1）危害 熟悉 

（2）预防与干预 熟悉 

 

儿童保健学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求 

一、绪论 1.儿童保健学的特点 儿童保健学的特点 掌握 

二、体格生长发育  

  

1．生长发育 概念及一般规律 掌握 

2．影响因素 
（1）遗传因素 

熟悉 
（2）环境因素 

3．青春期发育 

（1）内分泌变化 

掌握 （2）形态、机能和素质发育 

（3）性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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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长发育评价 常用生长发育评价 掌握 

三、神经心理发育 

  
1．神经心理发育 

（1）神经系统发育 
掌握 

（2）心理发育 

2．心理发育评定 
（1）心理测量的基本原则 掌握 

（2）常用的心理测定方法 熟悉 

四、合理营养 

  
1.母乳喂养   

2.婴儿喂养辅食添加    

3．合理营养与平衡膳食 
（1）平衡膳食的概念及要求 

掌握 
（2）合理营养指导的基本原则 

五、心理卫生 

 

1．心理卫生概念 （1）概念及工作目标 掌握 

（2）儿童心理健康的标准 

2.心理卫生工作目标   

3．心理卫生指导 原则 掌握 

六、免疫规划 

  
1．我国儿童的免疫规划 免疫程序 掌握 

2．儿童免疫程序中各种疫苗

的应用 

接种对象、接种方法 
掌握 

3．计划免疫管理的评价 
（1）计划免疫的管理 

掌握 
（2）计划免疫的评价 

七、儿童各年龄期

保健 

1．新生儿期 分期特点及保健要点 掌握 

2．婴儿期 分期特点及保健要点 掌握 

3．幼儿期 分期特点及保健要点 掌握 

4．学龄前期 分期特点及保健要点 掌握 

5．学龄期 分期特点及保健要点 掌握 

6．青春期 
（1）分期特点 

掌握 
（2）常见卫生问题及保健要点 

八、儿童常见疾病

防治 
1．新生儿疾病 

（1）新生儿破伤风 
掌握 

（2）新生儿寒冷损伤综合征 

2．呼吸道感染和腹泻 
（1）急性呼吸道感染 

掌握 
（2）婴幼儿腹泻 

3．营养性疾病 

（1）营养不良 

掌握 
（2）维生素 A缺乏症 

（3）维生素 D缺乏性佝偻病 

（4）营养性缺铁性贫血 

4．五官疾病 
（1）龋齿 

掌握 
（2）常见视力障碍 

5.生长发育偏离 

（1）生长迟缓  

（2）超重和肥胖  

（3）发育迟缓  

九、儿童意外伤害

预防 

1．定义及危害 定义及危害 掌握 

2．预防对策 预防对策的要点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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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常见意外伤害的急救处理 

 

（1）溺水 

熟悉 
（2）异物损伤 

（3）中毒 

（4）烫烧伤、电击伤 

十、儿童保健管理  （1）概述 

（2）散居儿童管理 

（3）集体儿童管理 

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