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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职业卫生考试大纲 

基础知识 

卫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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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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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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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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工作原则 了解 

2.附则 名词解释 掌握 

卫生标准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求 

一、卫生标准 
1．标准 

（1）基本概念 了解 

（2）基本特性 掌握 

2．标准化 
（1）概念 了解 

（2）标准化活动的基本特性 熟悉 

3.标准的分类和代号   掌握 

4.标准的分级 

（1）国家标准 

掌握 
（2）行业标准 

（3）地方标准 

（4）企业标准 

5.国家标准的代号和编号   掌握 

6.卫生标准化 

（1）卫生标准的概念 

熟悉 

（2）卫生标准的性质 

（3）卫生标准的法规性质 

（4）卫生标准的特征 

（5）卫生标准制定的原则 

（6）卫生标准的实施 

卫生统计学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求 

一、绪言 1 

 

 

 

 

 

 

 

 

 

 

 

1．卫生统计学的内容和定义：

卫生统计学内容和定义的含义 

（1）健康统计 了解 

（2）卫生服务统计 掌握 

（3）常用的综合评价法 了解 

2．卫生统计工作的步骤 

（1）设计 

熟悉  

（2）收集资料 

（3）整理资料 

（4）分析资料：①统计描述 

        ②统计推断 

3．卫生统计学中的几个基本概

念 

（1）总体与样本 

熟悉  
（2）资料和变量：①定量资料 

          ②定性资料 

（3）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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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学习卫生统计学应注意的问

题 

（1）卫生统计学的基本知识、技能、概念

和方法 
熟悉 

（2）调查设计和试验设计 掌握 

（3）健康评价方法 了解 

二、定量资料的统

计描述 

  

  

  

  

  

  

  

1．频数分布与频数分布图 

（1）频数表的编制 

熟悉 

（2）频数分布类型 

（3）频数分布表的用途 

（4）等距分组 

（5）不等距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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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程度的描述 

（1）极差与四分位数间距 

掌握 （2）方差与标准差 

（3）变异系数 

三、正态分布 

 

 

 

 

  

1．正态分布的概念和特征 

（1）正态分布 

了解 （2）正态分布的两个参数 

（3）正态曲线下面积分布规律 

2．标准正态分布 
（1）标准正态分布与标准化变换 

掌握 
（2）标准正态分布表 

3．正态分布的应用 

（1）估计频数分布 

熟悉 
（2）制定参考值范围 

（3）质量控制 

（4）统计处理方法的基础 

四、总体均数的估

计和假设检验  

  

  

  

  

  

  

  

  

  

  

  

  

  

  

  

  

1．均数的抽样误差与标准误 
（1）抽样研究 

熟悉 
（2）统计推断 

2．t分布 
（1）t分布概念 

掌握 
（2）t分布的图形和特征  

3．总体均数的估计 

（1）可信区间 

掌握 （2）总体均数可信区间的计算 

（3）均数可信区间与参考值范围的区别 

4．假设检验的步骤 

（1）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 了解 

（2）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 熟悉 

  ① 建立假设检验 熟悉 

  ② 确定检验水准 熟悉 

  ③ 选定检验方法 熟悉 

  ④ 计算检验统计量 熟悉 

  ⑤ 确定 P值，作出推断结论 熟悉 

5．t检验和 Z检验 

（1）单样本 t检验 

掌握 
（2）配对 t检验 

（3）两样本 t检验： 

①总体方差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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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总体方差不等 

（4）单样本 Z检验 

（5）两样本 Z检验 

6．Ⅰ型错误和Ⅱ型错误 
（1）Ⅰ型错误 

了解 
（2）Ⅱ型错误 

7．假设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1）严密的研究设计 

熟悉 

（2）不同的变量或资料应选不同的检验方

法 

（3）正确理解显著性 

（4）作出结论 

8．可信区间和假设检验的区别

和联系 

（1）可信区间的假设检验问题 
了解 

    ① 单侧可信区间 

    ② 双侧可信区间 
了解 

（2）了解可信区间可提供的信息 

五、方差分析 

1．方差分析的基本概念 

（1）总变异 

熟悉 （2）组间变异 

（3）组内变异 

2．完全随机设计的单因素方差

分析 

（1）成组设计方差分析中变异的分解 

熟悉 
（2）分析计算步骤 

  ① 建立假设检验和确定检验水准 

  ② 计算统计量 F值 

  ③ 确定 P值，做出推断 

3．掌握随机区组设计的两因素

方差分析 

（1）随机区组设计方差分析中变异的分解 

熟悉 

（2）分析计算步骤 

  ① 建立假设检验和确定检验水准 

  ② 计算统计量 F值 

  ③ 确定 P值，做出推断 

4．多个样本均数间的多重比较 
（1）检验某几个特定的总体均数 

掌握 
（2）检验全部 K个总体均数 

5．变量交换  

（1）对数变换 

熟悉 
（2）平方根变换   

（3）倒数变换 

（4）平方根反正弦变换  

六、分类资料的统

计描述 

  

  

  

  

  

1．常用相对数 

（1）率 

熟悉 （2）构成比 

（3）相对比 

2．相对数应用 

（1）相对数计算 

熟悉  
（2）分析 

（3）构成比的动态分析 

（4）观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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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对数的可比性 

（6）样本率的比较 

3．标准化法 

（1）标准化法的意义和基本思想 了解 

（2）标准比率的计算 熟悉 

（3）标准化法使用注意事项 熟悉 

4．动态数列及其分析指标 

（1）绝对增长量 

了解 （2）发展速度和增长速度 

（3）平均发展速度与平均增长速度 

七、二项分布及

Poisson分布 
1．二项分布的概念 

（1）二项分布 

了解 
（2）二项分布的均数与方差 

（3）二项分布的正态近似 

（4）样本率分布 

2．二项分布的应用 

（1）总体率的区间估计 

熟悉 （2）样本率与总体率比较 

（3）两样本率的比较 

3．Poisson分布概念 

（1）Poisson分布 了解 

（2）Poisson分布的均数与方差 掌握 

（3）Poisson分布的可加性 熟悉 

（4）Poisson分布的正态近似 了解 

（5）二项分布的 Poisson分布近似 了解 

（6）服从 Poisson分布的条件   熟悉 

4．Poisson分布的应用 

（1）总体均数的区间估计 熟悉 

（2）样本均数与总体均数的比较 熟悉 

（3）两个样本均数的比较 掌握 

八、卡方  （χ
2
）

检验 1．四格表资料χ
2
检验 

（1）χ
2
检验基本思想 了解 

（2）χ
2
值得校正、四格表χ

2
检验的条件 了解 

（3）四格表专用公式 熟悉 

2．配对四格表资料的χ
2
检验 

（1）配对设计资料 
掌握 

（2）无效假设，H0∶B=C 

3．行×列表的χ
2
检验 

（1）多个率比较 

掌握 （2）多个构成比的比较 

（3）双向有序分类资料的关联性检验 

4．行×列表的χ
2
分割表 

（1）χ
2
分割原理 

掌握 
（2）结果说明 

5．频数分布拟合优度的χ
2
检

验 

（1）理论数与实际数的吻合 了解 

（2）无效假设 熟悉 

九、秩和检验 

  
1．配对设计差值的符号秩和检

验 

（1）检验步骤 熟悉 

（2）基本思想 熟悉 

（3）正态近似法 了解 

2．成组设计两样本比较的秩和

检验 

（1）原始数据的两样本比较 熟悉 

（2）正态近似 了解 



 6 

（3）频数表资料的两样本比较 熟悉 

3．成组设计多个样本比较的秩

和检验 

（1）方法步骤 熟悉 

（2）H值的校正 了解 

（3）等级资料的比较 熟悉 

4．多个样本两两比较的秩和检

验 

（1）各样本例数相等（Nemenyi法） 
熟悉 

（2）各样本例数不等或不全相等 

5．随机区组设计资料的秩和检

验 

（1）M检验法（Friedmen法） 
了解 

（2）F检验 

6．随机区组设计资料的两两比

较 

（1）计算秩和：Ri 

了解 （2）计算秩和差：RA-RB 

（3）统计意义判定 

十、回归与相关 

  

1．直线回归 

（1）直线回归的概念 

熟悉 

（2）直线回归方程的求法 

（3）直线回归方程的图示 

（4）回归系数的假设检验 

（5）直线回归的区间估计 

（6）直线回归方程的应用 

2．直线相关 

（1）直线相关的概念 

熟悉 
（2）相关系数的意义 

（3）相关系数的计算 

（4）相关系数的假设检验 

3．直线回归与相关的区别和联

系 

区别 

熟悉    ① 资料要求不同 

   ② 应用情况不同 

4．秩相关 
（1）Spearman等级相关 

熟悉 
（2）相同秩次较多时 Rs的校正 

十一、常用统计图

表 

1．常用统计表 列表的原则 掌握  

2．常用统计图 

（1）图的种类 

了解 （2）制图的基本要求 

（3）常用统计图的适用条件与要求 

十二、实验设计 

  
1．实验设计的特点和分类 

（1）研究目的 

熟悉 
（2）研究对象的分类 

   ① 实验研究 

   ② 临床试验 

2．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 

（1）随机化原则 

掌握 

（2）对照原则 

   ① 空白对照 

   ② 安慰剂对照 

   ③ 实验对照 

   ④ 标准对照 

   ⑤ 自身对照 

（3）重复的原则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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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设计的基本内容和步骤 

（1）建立研究假设 

熟悉 

（2）明确研究范围 

（3）确立处理因素 

（4）明确观察指标 

（5）控制误差和偏差 

4．常用的实验设计方法 

（1）随机对照 

掌握 （2）配对设计 

（3）交叉设计 

5．确定样本含量 

（1）确定样本含量的意义 

熟悉  

（2）确定样本含量时应当具备的条件 

（3）确定样本含量的应用范围 

（4）常用的估计样本含量的方法 

   ① 两样本均数比较 

   ② 配对试验和交叉实验 

   ③ 样本均数与总体均数比较 

   ④ 两样本率比较 

   ⑤ 配对分类资料 

   ⑥ 总体均数样本含量 

   ⑦ 估计总体率 

（5）一致性检验 

十三、调查设计 

  

1．调查研究特点 调查设计的意义和目的 了解 

2．调查设计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1）确定调查对象和观察单位 

掌握 

（2）确定调查方法 

（3）确定样本含量 

（4）确定观察指标 

（5）调查表和问卷的设计 

（6）确定调查方法 

（7）调查的组织计划 

3．常用的抽样方法 

（1）单纯随机抽样 

掌握 
（2）系统抽样 

（3）整群抽样 

（4）分层抽样 

4．调查设计样本量的估计 单纯随机抽样的样本量估计 熟悉 

十四、人口统计 

  
1．医学人口统计常用指标 

（1）统计资料的来源 熟悉 

（2）人口数与人口构成 熟悉 

（3）生育与计划生育统计 了解 

（4）人口死亡统计 了解 

2．疾病统计常用指标 

（1）疾病统计意义 了解 

（2）资料来源 了解 

（3）死因分类 了解 

（4）常用疾病统计指标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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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寿命表 

  
1．寿命表的概念 

（1）现时寿命表 
掌握  

（2）定群寿命表 

2．寿命表的编制原理与方法   熟悉 

3．简略寿命表 

（1）年龄分组 

了解 

（2）死亡概率 

（3）年龄组死亡率 

（4）尚存人数 

（5）生存人年数 

（6）生存总人年数 

（7）平均预期寿命 

4．寿命表的分析与应用 
（1）寿命表指标的分析 

熟悉 
（2）寿命表的应用 

卫生经济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求 

一、绪论 1．卫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

务 
  熟悉 

2．卫生经济学研究方法   了解 

二、卫生服务需要、

需求 1．卫生服务的需求与需要概念    

（1）需求和需要的概念 熟练 

（2）影响需求的因素 掌握 

（3）卫生服务需求的特点 掌握 

2．卫生服务的弹性 

（1）弹性的概念 

掌握 （2）卫生需求价格弹性 

（3）弹性的分类及应用 

三、卫生服务的供

给 

1.卫生服务的供给的概念和特

点 

（1）卫生服务供给的概念 
掌握 

（2）卫生服务供给的特点 

2.卫生服务研究 

（1）概述 

（2）卫生服务研究的内容 

（3）卫生服务研究方法 

（4）医疗需要量 

（5）卫生服务资源 

（6）卫生服务利用 

掌握 

四、市场机制与政

府的作用 1．市场与市场机制 

（1）市场的概念 熟练掌

握 （2）市场机制的概念 

（3）市场分类 掌握 

2．市场供需均衡   掌握 

3．市场失灵和政府的作用   掌握 

五、卫生经济分析

与评价方法 

  

1．基本概念  
（1）成本的概念 

熟悉 
（2）效果的几个基本概念 

2．卫生经济分析与评价的基本

步骤 

（1）明确目的与价值观 

掌握 （2）确定各种备选计划或方案 

（3）成本的计量与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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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卫生计划方案产出的测量  

（5）贴现   

（6）指标的计算和敏感性分析  

（7）分析与评估 

3．基本方法 

（1）成本效果分析 

掌握 （2）成本效益分析 

（3）成本效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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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专业知识 

预防性卫生监督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求 

一、预防性卫生监

督 1．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在我国

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 

（1）我国预防性卫生监督的概况 

了解 （2）工业企业建设项目的预防性卫生监督 

（3）城镇建设项目的预防性卫生监督 

2．预防性卫生监督的依据和程

序 

（1）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的依据 熟悉 

（2）建设项目的审批程序 熟悉 

（3）预防性卫生监督的工作程序 掌握 

3．预防性卫生监督建筑识图 

（1）建筑设计基本知识：建筑设计基本知

识 

了解 

（2）建筑制图规则举要：建筑制图规则举

要，熟悉 GBJ104-87建筑制图标准的有关

规定 

了解 

（3）投影基本知识： 

投影基本知识 掌握 

正投影的基本知识，包括：点、线、

面正投影的基本规律，正投影的基本性质，

三面正投影图 

掌握 

几种常用的轴测投影，剖面图和断面

图 

掌握 

（4）总平面布置图的读识：总平面布置图

的读识 

掌握 

（5）建筑平、立、剖面及详图的读识：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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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备施工图的读识：设备施工图的读

识，其中包括给、排水设备施工图、采暖、

通风、空调设备施工图和电器设备施工图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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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影响人群健康的因素，特别是社会因

素 

（３）社会卫生策略 

掌握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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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对医学教育影响 

（４）对预防医学的影响 

（５）对临床医学的影响 

 ( 6 ) 对健康状况评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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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影响健康的机制 

2. 社会经济与健康 

 ( 1 ) 经济与健康的关系 

 ( 2 ) 经济水平低下对健康的作用 

 ( 3 ) 经济发展促进健康水平的提高 

 ( 4 ) 健康水平的提高促进经济发展 

 ( 5 ) 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 6 ) 社会阶层与健康  

 ( 7 ) 社会营养与健康 

掌握 

掌握 

3. 社会发展与健康 

 ( 1 ) 社会制度与健康 

 ( 2 ) 社会关系与健康 

 ( 3 ) 人口发展与健康  

 ( 4 ) 卫生事业发展与健康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4. 社会文化与健康 
 ( 1 ) 文化的概念 

 ( 2 ) 教育对健康的影响 

掌握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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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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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设计研究方案 掌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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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卫生保健指标 

 ( 3 ) 健康状况指标 

掌握 

掌握 

掌握 

2. 健康状况综合评价 
 ( 1 ) 发展综合指标的原因 

 ( 2 ) 常用综合指标 

掌握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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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概念 

 ( 3 )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展过程 

了解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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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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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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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 3 )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特征 

掌握 

掌握 

掌握 

2.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评价的

内容 

 ( 1 ) 躯体健康 

 ( 2 ) 心理健康 

 ( 3 ) 社会功能 

 ( 4 ) 一般性感觉 

 ( 5 ) 主观健康的定义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3. 生活质量的测量工具 
 ( 1 ) 量表的效度 

 ( 2 ) 量表的信度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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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社区发展的概念 

 ( 3 ) 社区卫生服务的内容 

掌握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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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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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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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信息管理与信息技术应用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求 

一、信息管理相

关概念 

1．基本概念 

（1）数据 掌握 

（2）信息 掌握 

（3）信息分析 掌握 

（4）需求 掌握 

（5）应用系统及应用价值 了解 

2．若干基本概念的比较 （1）信息与情报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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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与资讯 熟悉 

（3）数据与信息 熟悉 

（4）期望与业务需求 了解 

（5）业务需求分析与系统分析 了解 

3．卫生信息资源管理 
（1）卫生信息资源 

掌握 
（2）卫生信息化的内涵 

二、 管理信息系

统 

1．关于系统基本概念 

（1）系统的定义、要素和特性 熟悉 

（2）组织的系统特性 熟悉 

（3）系统工程 熟悉 

（4）信息系统 熟悉 

2．管理信息系统 

（1）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及特点 熟悉 

（2）管理信息系统发展的三个阶段 了解 

（3）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原理 掌握 

（4）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方法 熟悉 

（5）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技术 熟悉 

3．应用实践题 
（1）逻辑分析应用题 

熟悉 
（2）管理信息系统应用题 

三、计算机网络

与多媒体技术 

1．计算机网络 

（1）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 熟悉 

（2）E-mail的发送与接收 掌握 

（3）浏览器 IE的使用 掌握 

2．多媒体技术 

（1）多媒体的概念 

了解 （2）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3）多媒体计算机系统基本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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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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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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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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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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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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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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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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队列研究中的偏倚及其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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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流行病学实验的优缺点 
（1）主要优点 

熟悉 
（2）缺点 

5．流行病学实验应注意的问题   了解 

6．了解实例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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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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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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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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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考核预防接种效果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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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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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 

3．健康素养的概念  掌握 

4．健康相关行为改变的理

论 

（1）行为与健康相关行为 

掌握 

（2）行为的影响因素 

（3）行为干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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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心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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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毒理学概述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求 

一、卫生毒理 

1.毒理学基本概念 

（1）毒物、毒性和毒性作用 

掌握 （2）剂量、剂量－效应关系和剂量－反应

关系 

2.外源化学物在体内的生物转

运和生物转化 

（1）概述 

熟悉 （2）生物转运机理 

（3）生物转化机理 

3.化学毒物的毒性作用 

（1）一般毒性作用 

掌握 
（2）致突变作用 

（3）致癌作用 

（4）生殖发育毒性 

4.化学毒物危险性评价 
（1）危险性、危险性评价概念 

掌握 
（2）危险性评价的组成部分 

5.毒理学安全性评价 

（1）安全、安全性、可接受危险度水平、

实际安全剂量、毒理学安全性评价、毒理

学安全性评价概念 
掌握 

（2）毒理学试验项目 

 

 

专业知识和专业实践能力 

营养与食品卫生（专业知识）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求 

一、营养学基础 

1. 概述       

（1）营养的概念 

（2）营养素的概念 

（3）合理营养的概念  

掌握 

掌握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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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体需要的营养素 

（1）蛋白质的生理功能 

（2）氨基酸和必需氨基酸 

（3）蛋白质的代谢和评价 

（4）脂类的分类和功能 

（5）必需脂肪酸 

（6）碳水化物的分类和功能 

（7）膳食纤维的分类和功能 

（8）能量的单位和能量营养素 

（9）人体能量需要 

（10）矿物质的分类和功能 

（11）我国人群易缺乏的矿物质的营养特点 

（12）维生素的分类和功能  

（13）我国人群易缺乏的维生素的营养特点  

了解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了解 

掌握 

了解 

掌握 

二、食物的营养价

值 
1. 粮谷类与薯类的营养价

值   

（1）粮谷类的营养特点 

（2）薯类的营养特点 

掌握 

掌握 

2. 豆类食物的营养价值  
（1）豆类的分类 

（2）豆类的营养特点 

熟悉 

掌握 

3. 蔬菜和水果类食物的营

养价值  

（1）蔬菜的营养特点 

（2）水果的营养特点 

掌握 

掌握 

4. 动物性食物的营养价值    

（1）肉类及制品的营养特点 

（2）鱼类食物的营养特点   

（3）奶及奶类制品的营养特点 

（4）蛋及蛋类制品的营养特点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5. 纯能量食物的营养价值   

（1）油脂类食物的营养特点 

（2）淀粉与食用糖类的营养特点 

（3）酒类的营养特点 

掌握 

掌握 

了解 

三、营养与营养相

关疾病 

1. 营养缺乏病  
（1）营养缺乏病的概念 

（2）营养缺乏病的分类和原因 

掌握 

熟悉 

2. 营养与肥胖 

（1）肥胖的判定标准 

（2）肥胖的危险因素 

（3）肥胖防治的营养指导原则 

掌握 

掌握 

掌握 

3. 营养与高血压  
（1）高血压的危险因素 

（2）高血压的营养指导原则 

掌握 

掌握 

4. 营养与高血脂症  
（1）高血脂症的分类 

（2）高血脂症的营养指导原则 

了解 

掌握 

5. 营养与糖尿病  
（1）糖尿病的特点 

（2）糖尿病的饮食营养治疗原则 

了解 

掌握 

6. 营养与肿瘤  
（1）常见营养相关性肿瘤 

（2）肿瘤的营养防治 

掌握 

掌握 

四、社区营养 

1. 营养调查与营养监测  

  

（1）营养调查的概念 掌握 

（2）营养调查的常用方法 掌握 

（3）营养监测的概念 掌握 

2.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 （1）DRIs的概念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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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摄入量  （2）DRIs各参考值的意义 掌握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平

衡膳食宝塔  

（1）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内容 掌握 

（2）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的内容 掌握 

4. 营养教育  

（1）营养教育的概念 掌握 

（2）营养教育的目的和方法 掌握 

（3）我国营养教育的原则 熟悉 

5. 食物强化  
（1）食物强化的概念 掌握 

（2）我国食物强化的特点 掌握 

五、食品污染及

其防制 

1．细菌对食品的污染  

（1）细菌对食品的污染来源、途径、危害

及其控制 

掌握 （2）食品中常见致病菌 

（3）食品的变败 

（4）食品的卫生细菌学指标 

2．真菌及真菌毒素对食品的

污染 

（1）真菌对食品的危害及其控制 
掌握 （2）影响真菌生长繁殖和产毒的因素 

3．病毒及寄生虫对食品的污

染 

（1）病毒污染的危害及其控制 
掌握 

（2）寄生虫污染的危害及其控制 

4．农药对食品的污染  

（1）常用农药的种类 

掌握 （2）食品中农药残留的来源及其危害 

（3）控制食品中农药残留的措施 

5．工业有害物质对食品的污

染 

（1）污染途径及其控制 
掌握 

（2）几种常见有害物质的污染 

6．食品的放射性污染 
（1）放射性核素及其生物效应 

了解 
（2）污染源、途径及其控制 

六、食品添加剂

的卫生 
1．食品添加剂概念、分类与

使用 

（1）食品添加剂的概念 

熟悉 （2）食品添加剂的分类 

（3）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要求 

2．食品添加剂的卫生问题 

（1）滥用食品添加剂的危害 掌握 

（2）食品添加剂转化产物问题 了解 

（3）食品添加剂产品质量问题 熟悉 

（4）食品营养强化剂的使用问题 掌握 

3．食品添加剂的卫生管理 

（1）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审批原则及其程序 熟悉 

（2）食品添加剂生产的管理 掌握 

（3）食品添加剂销售和使用的管理 掌握 

（4）食品添加剂的日常卫生监督 熟悉 

七、食品容器、

包装材料和食品

用工具、设备的

问题 

1．塑料及其制品的卫生 
（1）概念 

熟悉 
（2）塑料添加剂 

2．橡胶及其制品的卫生 
（1）橡胶胶乳及其单体 

熟悉 
（2）橡胶添加剂 

3．食品容器内壁涂料的卫生

问题 

（1）内壁涂料的卫生 
掌握 

（2）内壁涂料的分类 

4．陶瓷、搪瓷及其他包装材 （1）陶瓷、搪瓷的卫生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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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卫生问题 （2）铝制容器的卫生 

（3）包装纸的卫生 

八、食品企业建

筑设计卫生要求 

  

1．食品企业厂（场）址的选

择 

（1）防止环境对食品的污染 

掌握 （2）防止食品企业对环境和居民区的污染 

（3）满足生产需要的地理条件 

2．食品企业建筑设计卫生要

求 

（1）总平面布局 

掌握 （2）厂房建筑图 

（3）卫生设施 

3．饮食业建筑设计卫生要求 
（1）饮食业建筑设计卫生 

掌握 
（2）饮食业建筑设计要点 

4．食品企业建筑设计的卫生

审查 

（1）总平面图 

掌握 

（2）建筑物平面图 

（3）建筑物立面图 

（4）建筑物剖面图 

（5）工艺设备布置图 

九、食品生产加

工的卫生管理 

  1．食品加工过程中的污染 

（1）热解产物 

掌握 

（2）苯并芘的污染 

（3）亚硝胺的污染 

（4）有害金属的污染 

（5）生物性污染 

2．食品加工过程中的卫生管

理 

（1）卫生管理的重点 
掌握 

（2）加工的卫生监督 

3．食品生产的 GMP和 HACCP 

（1）GMP的概念 

熟悉 （2）HACCP的概念 

（3）GMP与 HACCP的关系 

4．食品企业的清洗与消毒 
（1）常用的消毒方法 

掌握 
（2）清洗与消毒的重点 

十、食品生产经

营人员的卫生管

理 

1．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的健康

检查 

（1）健康检查的要求 
掌握 

（2）健康检查的监督 

2．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的卫生

教育培训 

（1）卫生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性 
熟悉 

（2）卫生教育和培训的监督 

十一、食品卫生

检验与监测 

1．食品卫生检验与监测的区

别 

（1）食品卫生检验的概念 
熟悉 

（2）食品卫生监测的概念 

2．食品卫生检验 

 

 

（1）采样原则与技术 

掌握 （2）样品保存与运送 

（3）送检与检验指标的选择 

3．食品卫生学评价时应注意

的问题 

（1）对无国标产品的评价 掌握 

（2）对意外污染食品的评价 掌握 

（3）食物中毒样品的评价 掌握 

（4）对委托检验样品的评价 熟悉 

（5）监测和检验实验室的出证资格 熟悉 

4. 食品卫生监测 （1）食品卫生监测的意义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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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品卫生监测种类与作用 

十二、食品卫生

监督与许可 
1．食品卫生监督 

（1）食品卫生监督的性质 

熟悉 （2）食品卫生监督的目的、对象和内容 

（3）食品卫生监督的分类 

2．食品卫生许可 
（1）食品卫生许可的性质 

熟悉 
（2）食品卫生许可的内容 

3．食品卫生行政控制 
（1）食品卫生行政控制 

掌握 
（2）食品卫生行政处罚 

4．食品卫生标准 
（1）食品卫生标准的分类 

熟悉 
（2）食品卫生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 

十三、食源性疾

患与食物中毒 
1．食源性疾患的概念及特征 

（1）食源性疾患的概念与分类 
掌握 

（2）食源性疾患的特征 

2．食物中毒 

（1）食物中毒的概念 

掌握 
（2）食物中毒的特征 

（3）常见食物中毒 

（4）食物中毒的诊断与处理 

3. 食源性感染症 
（1）食源性感染症现状 

掌握 
（2）常见食源性感染症 

环境卫生（专业知识）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 求 

一、环境卫生

概述 

1、环境卫生学定义   熟悉 

2、环境卫生学研究对象   
掌握 

3、环境卫生学的研究内

容 

（1）环境与健康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 

（2）环境因素与健康关系的确认性研究 

（3）创建和引进适宜于环境卫生学研究的新

技术和新方法 

（4）研究环境卫生监督管理体系的理论依据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4、环境卫生学的研究方

法 

（1）环境流行病研究方法 

（2）环境毒理学研究方法 

（3）健康危险度评价方法 

掌握 

掌握 

掌握 

二、环境与健

康的关系 

 

1、人类环境 （1）人类自然环境的构成 熟悉 

（2）人类环境的生态平衡 熟悉 

2、环境因素对机体的作

用 

（1）环境因素 熟悉 

（2）环境因素对机体的作用 掌握 

（3）地球化学因素与健康 熟悉 

3、环境污染与健康 （1）环境污染 熟悉 

（2）环境污染对健康影响 掌握 

（3）环境污染的预防控制对策 了解 

三、室内空气

污染与健康 

1、室内空气污染的来源

和特点 

（1）室内空气污染的来源 熟悉 

（2）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特点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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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室内空气主要污染物

的种类、来源及危害 

（1）化学性污染物 熟悉 

（2）物理性污染物 了解 

（3）生物性污染物 了解 

（4）放射性污染物 了解 

3、室内质量标准 （1）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的主要内容 熟悉 

（2）主要参数说明 熟悉 

4、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

调查 

（1）污染状况监测 熟悉 

（2）人群健康调查 熟悉 

四、生活饮用

水卫生 

1、饮用水与健康 （1）介水传染病 掌握 

（2）化学性污染中毒 熟悉 

（3）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 熟悉 

（4）饮水氯化消毒副产物 了解 

（5）饮水硬度 了解 

（6）藻类及其代谢产物 了解 

（7）高层建筑二次供水污染 熟悉 

2、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1）标准的制定原则 了解 

（2）我国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及其制定依据 熟悉 

（3）2006年修订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了解 

（4）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饮用水

水质标准 
了解 

3、集中式供水与分散式

供水 

（1）集中式给水 熟悉 

（2）分散式给水 了解 

4、涉水产品的卫生要求 （1）水质处理器 了解 

（2）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 熟悉 

（3）涂料 了解 

（4）水处理剂 熟悉 

5、饮用水卫生的调查、

监测和监督 

（1）集中式给水的卫生调查、监测和监督 熟悉 

（2）农村给水的卫生调查、监测和监督 了解 

6、应急事件的调查和处

理 

（1）调查内容 熟悉 

（2）处理原则 熟悉 

五、公共场所

卫生 

1、公共场所的概念和分

类 

（1）公共场所的慨念、卫生学特点和研究内

容 
熟悉 

（2）公共场所的分类 掌握 

2、主要公共场所对健康

的影响及卫生要求 

（1）住宿与交际场所 掌握 

（2）洗浴与美容场所 掌握 

（3）文化娱乐场所 熟悉 

（4）体育与游乐场所 了解 

（5）文化交流场所 了解 

（6）购物场所 了解 

（7）就诊与交通场所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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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场所的卫生管理

与监督 

（1）公共场所的卫生管理 了解 

（2）公共场所的卫生监督 了解 

六、化妆品卫

生 

1、化妆品定义及分类   掌握 

2、化妆品卫生法规与标

准 

（1）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 熟悉 

（2）化妆品卫生标准 熟悉 

（3）化妆品卫生规范 熟悉 

（4）化妆品通用标签标准 熟悉 

（5）化妆品皮肤病诊断标准 了解 

（6）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 熟悉 

3、化妆品的卫生要求 

   

（1）化妆品原料卫生要求 熟悉 

（2）化妆品成品卫生要求 掌握 

（3）化妆品标签要求 熟悉 

4、化妆品皮肤病诊断和

不良反应监测 

（1）化妆品皮肤病 熟悉 

（2）化妆品人体不良反应监测管理 了解 

放射卫生 （专业知识）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求 

一、放射卫生学

绪论 

1.放射卫生的目的与任务 
（1）放射卫生学宗旨 

熟练 
（2）放射卫生学内涵 

2.电离辐射照射来源 
（1）天然电离辐射照射 

掌握 
（2）人工电离辐射照射 

二、电离辐射剂

量学 

1.核物理基础 
（1）原子结构 了解 

（2）原子核衰变 熟悉 

2.电离辐射与物质相互作用 

（1）基本概念 

（2）带电粒子与物质相互作用 

（3）光子与物质相互作用 

（4）中子与物质相互作用 

熟悉 

了解 

熟悉 

了解 

3.电离辐射量和单位 

（1）辐射量及其单位概述 熟悉 

（2）基本剂量学量 熟悉 

（3）辐射防护量 掌握 

（4）实用量 了解 

4.辐射监测 

（1）辐射监测概述 了解 

（2）个人监测 熟悉 

（3）场所监测 熟悉 

5.辐射剂量计算 
（1）外照射剂量估算 熟悉 

（2）内照射剂量估算 了解 

三、放射性测量  

  

1.辐射探测器 

（1）核辐射探测器的一般特性 熟悉 

（2）气体探测器 了解 

（3）半导体探测器 了解 

（4）闪烁探测器 了解 

2.放射性活度测量 

（1）放射性活度及其测量概述 熟悉 

（2) α 放射性测量 了解 

（3）β 放射性测量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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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子测量 了解 

（5）弱放射性测量 熟悉 

3.放射化学分析 

（1）放射化学概述 了解 

（2）天然放射性核素分析 了解 

（3）人工放射性核素分析 了解 

（4）氡及其子体测量 熟悉 

4.辐射测量误差  

（1）测量误差基本概念 熟悉 

（2）放射性测量的误差分析 熟悉 

（3）探测下限 了解 

5.放射性测量的质量保证 

（1）样品采集的代表性 了解 

（2）分析质量控制 了解 

（3）参考物质和刻度源 了解 

（4）质量保证要点 熟悉 

四、放射卫生防

护 

1.外照射防护 

（1）外照射防护原则 掌握 

（2）屏蔽防护计算 熟悉 

（3）光子的防护 熟悉 

（4）带电粒子的防护 熟悉 

（5）中子的防护 了解 

2.内照射防护 

（1）内照射防护原则 熟悉 

（2）内照射次级导出限值 了解 

（3）开放型放射工作场所 了解 

3.辐射防护设施和防护用品 
（1）防护设施及其应用 

熟悉 
（2）防护用品及其应用 

4.电离辐射医学应用的防护 

（1）放射学与介入放射学中的防护 

掌握 （2）核医学中的防护 

（3）放射肿瘤学中的防护 

5.核武器防护  
（1）核武器杀伤原理 了解 

（2）居民防原一般原则 了解 

6.核设施防护 

（1）核能利用与核电厂防护 了解 

（2）其他核设施防护 了解 

（3）核事故医学应急 熟悉 

五、放射卫生监

督 

1.放射卫生法规 

（1）电离辐射防护法规概述 熟悉 

（2）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

例 

掌握 

2.放射卫生标准 

（1）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 熟悉 

（2）放射卫生防护专项标准 掌握 

（3）放射性疾病诊断标准 熟悉 

3.放射卫生监督管理 

（1）放射卫生监督一般要求 熟悉 

（2）各类放射工作的放射卫生监督 了解 

（3）各类相关产品的放射卫生监督 了解 

4.放射事故监督 

（1）放射事故分类分级 熟悉 

（2）放射事故处理原则 了解 

（3）放射事故应急措施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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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放射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 

（1）放射工作人员资格 

熟悉 
（2）放射工作人员培训 

（3）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管理 

（4）职业照射个人剂量管理 

六、放射生物效

应  

1.电离辐射生物学效应 

（1）辐射生物效应基本概念 熟悉 

（2）电离辐射的细胞效应 了解 

（3）电离辐射的分子生物学效应 了解 

2.电离辐射对染色体的作用 

（1）辐射诱导染色体畸变的剂量与效应关

系 

（2）生物剂量计 

（3）低水平辐射诱发的细胞遗传学适应性

反应 

了解 

 

熟悉 

了解 

3.电离辐射对机体各系统的

影响 

（1）电离辐射对造血系统的作用 熟悉 

（2）电离辐射对免疫系统的作用 了解 

（3）电离辐射对生殖系统的作用 了解 

4.电离辐射的远后效应 

（1）远后效应概述 熟悉 

（2）电离辐射的遗传效应 熟悉 

（3）电离辐射诱发肿瘤 熟悉 

5.放射性疾病  

（1）外照射急性放射病 熟悉 

（2）外照射慢性放射病 了解 

（3）内照射放射病 了解 

（4）放射性皮肤损伤 了解 

学校卫生（专业知识）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求 

一、儿童少年生

长发育 

1．生长发育的一般规律   掌握 

2．青春期的定义和主要表现 （1）定义 

（2）主要表现 
掌握 

3．青春期的三阶段发育特征   
掌握 

4．青春期的形态发育特点   
掌握 

5．青春期机能和运动能力的

发育特征 

（1）机能发育的主要指标 

（2）机能发育的特征表现 

（3）反映运动能力的主要指标 

（4）运动能力发展的阶段性 

掌握 

6．婴儿期心理发展特点   熟悉 

7．幼儿期心理发展特点   熟悉 

8．学龄期心理发展特点   熟悉 

9．青春期心理发展特点   熟悉 

二、影响生长发

育的因素 

1．遗传对生长发育的影响   
掌握 

2．营养对生长发育的影响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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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育锻炼对生长发育的影

响 

  
掌握 

4．疾病对生长发育的不良影

响 

  
掌握 

5．生活作息制度对生长发育

的影响 

  
掌握 

6．环境污染对生长发育的不

良影响 

  
掌握 

7．社会、家庭环境对生长发

育的影响 

  
掌握 

三、生长发育的

调查和评价 1．横断面调查方法 

（1）性质 

掌握 （2）目的 

（3）特点和注意事项 

2．追踪性调查方法 

（1）性质 

掌握 （2）目的 

（3）特点和注意事项 

3．半纵向调查 

（1）性质 

掌握 （2）目的 

（3）特点和注意事项 

4．调查设计 

（1）对象选择和抽样 

掌握 

（2）抽样方法 

（3）样本量 

（4）检测仪器和方法 

（5）检测时间和季节 

（6）设计调查表格 

（7）检测程序 

5．调查质量控制 
（1）现场检验 

掌握 
（2）运算前逻辑检验 

6．生长发育正常值的制定 

（1）制定目的 

掌握 （2）制定方法 

（3）正常值的划分标准 

7．生长发育评价的作用和注

意事项 

  
掌握 

四、儿童少年心

理卫生 

1．儿童少年心理健康“标准” 

（1）智力发展正常 

（2）情绪反应适度 

（3）心理特点与年龄相符 

（4）行为协调，反应适度 

（5）人际关系的心理适应 

（6）个性的健全稳定 

熟悉 

2．儿童心理卫生问题的主要

产生原因 

（1）脑损伤 

熟悉 
（2）气质特征 

（3）家庭因素 

（4）学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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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文化因素 

3．儿童期常见心理行为问题

分类 

（1）学业问题 

熟悉 
（2）情绪问题 

（3）品行问题 

（4）不良习惯 

4．青春期是心理－行为问题

的高发阶段 

  
熟悉 

5．青春期的独立性和依附性

矛盾 

  
熟悉 

6．青春期性意识的觉醒和性

发育的困惑 

  
熟悉 

7．青春期常见心理行为问题 
  

熟悉 

8．儿童行为指导的原则   熟悉 

9．儿童行为指导技能   熟悉 

五、学生常见病

预防 

  1．学生常见病患病率 

（1）检出率 

掌握 

（2）发病率 

（3）新发病率 

（4）因病缺课率 

（5）平均因病缺课日数 

2．儿童少年患病特点   熟悉 

3．儿童少年死亡率和死因 

 

（1）死亡率 

熟悉 

（2）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3）婴幼儿死因构成 

（4）儿童少年死亡率 

（5）应高度重视学生意外事故预防 

4．学生常见病的涵义   掌握 

5．视力低下和近视   掌握 

6．龋齿的预防措施   掌握 

7．单纯性肥胖   掌握 

8．营养不良的防治   掌握 

9．缺铁性贫血 
（1）缺铁性贫血的危害性 

掌握 
（2）缺铁性贫血的防治  

10．车祸预防   掌握 

六、学校健康和

健康促进学校 

  

1．学校健康教育的新理念   
熟悉 

2．学校健康教育的意义   熟悉 

3．学校健康教育的目标   熟悉 

4．学校健康教育的原则   熟悉 

5．生活技能教育的内容   熟悉 

6．生活技能教育的重要意义   
熟悉 

7．健康促进学校的内容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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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健康促进学校的特点和优

势 

  
熟悉 

职业卫生（③-专业知识；④-专业实践能力） 

单   元 细   目 要   点 要求 科目 

一、概论 1.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

定义 
职业卫生学定义和职业病的特点 掌握 ③ 

2.职业卫生学的基本任务 
劳动条件的组成和职业卫生的基本任

务 
熟悉 ③ 

3.职业病有害因素与职业

性损害  

（1）职业病有害因素分类及其来源 
掌握 

③ 

（2）职业性损害的分类、致病条件和

发病特点 

熟悉 
③ 

（3）职业性多发病（工作有关疾病）

与职业病的区别 

 

了解 

③ 

二、劳动过程的生

理、心理和功效学 
1. 体力劳动时的能量消耗

与劳动强度分级 

（1）劳动过程中机体的能量消耗 
掌握 

④ 

（2）劳动强度分级依据 掌握 

2.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心

理状态 

引起职业性紧张的因素、紧张反应及

其表现 
了解 

3.作业能力 
（1）人类功效学的意义和原则 掌握 

（2）影响作业能力的主要因素 熟悉 

4.过度的生理、心理紧张 
（1）VDT作业的职业性有害因素 熟悉 

（2）VDT预防对策 了解 

三、人类功效学 1.概念  掌握 ④ 

2.作业过程的生物力学 
(1)肌肉的力学特性 

熟悉 ④ 
(2)骨骼的力学特性 

3.合理用力 

(1)重心 

熟悉 ④ (2)姿势 

(3)对称用力 

4.人体测量与应用 
(1)人体测量类型 

了解 ④ 
(2)人体测量方法 

5.人体测量数据的应用 

(1)人体尺寸的百分位数 

掌握 

  

④ 

  

(2)人体尺寸的应用 

(3)注意事项 

(4)影响因素 

6.机器和作业环境 机器和工具 熟悉 ④ 

7.作业环境与工作效率 

(1)气温 

掌握 

  

(2)噪声 ④ 

(3)照明   

(4)颜色   

8.劳动过程有关疾病 (1)强制体位所致疾病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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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颈肩腕损伤   

(3)下肢静脉曲张   

(4)扁平足 ④ 

(5)腹疝   

(6)个别器官紧张   

(7)压迫及摩擦所致疾患   

9.劳动过程有关疾病预防

措施 
  掌握 ④ 

四 毒物与职业中

毒 

1.概述 

（1）毒物、中毒与职业中毒的概念 

（2）接触生产性毒物的机会 

（3）毒物在生产过程中的存在形式/

形态 

（4）生产性毒物进入人体的途径 

（5）影响毒物对机体作用的因素 

（6）毒物在体内的过程 

（7）职业中毒的诊断原则 

（8）职业中毒的急救与治疗原则 

（9）职业中毒的预防 

掌握 

掌握 

熟悉 

 

熟悉 

熟悉 

了解 

了解 

掌握 

掌握 

③+④ 

 

2.金属与类金属毒物 

（1）铅、汞、锰、镉、砷接触机会、

毒性作用 

掌握 

③+④ 
（2）铅、汞、锰、镉、砷的理化性质、

毒作用机制及毒作用表现 

熟悉 

（3）铅、汞、锰、镉、砷中毒的诊断

与处理 

了解 

3.刺激性气体 

（1）氯、氮氧化物、氨接触机会、毒

性作用 

掌握 

③+④ 
（2）氯、氮氧化物、氨的理化性质、

毒作用机制及毒作用表现 

熟悉 

（3）氯、氮氧化物、氨中毒的诊断与

处理 

了解 

4.窒息性气体 

（1）一氧化碳、硫化氢、氰化氢接触

机会、毒性作用 

掌握 

③+④ 
（2）一氧化碳、硫化氢、氰化氢的理

化性质、毒作用机制及毒作用表现 

熟悉 

（3）一氧化碳、硫化氢、氰化氢中毒

的诊断与处理 

了解 

5.有机溶剂 

（1）苯、甲苯与二甲苯、二硫化碳等

的接触机会、毒性作用 

掌握 

③+④ 

（2）苯、甲苯与二甲苯、二硫化碳等

的理化性质、毒作用机制及毒作用表

现 

熟悉 

（3）苯、甲苯与二甲苯、二硫化碳等

中毒的诊断与处理原则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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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苯的氨基和硝基化合物 

（1）三硝基甲苯、苯胺的接触机会、

毒性作用 

（2）三硝基甲苯、苯胺的理化性质、

毒作用机制与毒作用表现 

（3）三硝基甲苯、苯胺诊断与处理 

掌握 

 

熟悉 

 

了解 

③+④ 

7.高分子化合物 

（1）氯乙烯、苯乙烯接触机会、毒性

作用 

掌握 

③+④ 
（2）氯乙烯、苯乙烯的理化性质、毒

作用机制及毒作用表现 

熟悉 

（3）氯乙烯、苯乙烯中毒的诊断与处

理 

了解 

8.农药 

（1）农药的概念及类型 掌握 

③+④ 

（2）有机磷农药、氨基甲酸脂、拟除

虫菊脂类农药接触机会及毒性作用 

掌握 

（3）有机磷农药、氨基甲酸酯、拟除

虫菊酯类农药的理化性质、毒作用机

制及毒作用表现 

熟悉 

（4）有机磷农药、氨基甲酸酯、拟除

虫菊酯类农药诊断与处理原则 

了解 

五、粉尘及其危害 
1.粉尘的概念、生产性粉尘

的来源与分类 

（1）粉尘定义、分类与来源 掌握 

③+④ （2）粉尘分散度及其与健康效应的关

系 

熟悉 

2.矽肺的病因、诊断与处理 

（1）游离二氧化硅粉尘的概念 熟悉 

③+④ （2）矽肺的概念 掌握 

（3）矽肺的诊断、治疗与处理原则 了解 

3.石棉粉尘与石棉肺 

（1）石棉的种类和理化特性 掌握 

③+④ 
（2）石棉的接触机会 掌握 

（3）石棉的致癌性 熟悉 

（4）石棉肺的临床表现 熟悉 

4.煤尘、煤矽尘和煤工尘肺 

（1）煤尘、煤矽尘及其接触机会 
熟悉 

③+④ 

（2）煤工尘肺的病理改变与临床表现 
了解 

5.水泥尘肺、陶工尘肺与电

焊工尘肺 

（1）水泥尘肺、陶工尘肺与电焊工尘

肺的性质及接触机会 

熟悉 

③+④ 
（2）列为国家规定职业病的 12种尘

肺 

了解 

6.有机粉尘及其引起的肺

部疾病 

（1）有机粉尘分类及其所致的肺部疾

患 

熟悉 

③+④ 

（2）棉尘病与职业性变态反应性肺泡
掌握 



 32 

炎的概念 

六、高温、噪声振

动等物理因素 

1.高温与中暑 

（1）生产环境的气象条件 熟悉 

③+④ 

（2）高温作业的概念及类型 掌握 

（3）高温作业对生理功能的影响 
熟悉 

（4）中暑概念、分型、诊断与现场救

治 

了解 

（5）防暑降温措施 熟悉 

2.噪声的危害及其防治 

（1)生产性噪声的概念与分类 掌握 

③+④ 

（2）噪声评价指标及卫生学意义 
熟悉 

（3）噪声的职业危害 熟悉 

（4）噪声性听力损伤和耳聋的诊断要

点 

了解 

（5）噪声危害的预防措施 熟悉 

3.振动危害及其防治 

（1）振动的概念和分类 熟悉 

③+④ 

（2）振动的职业危害 掌握 

（3）局部振动病的诊断要点和处理原

则 

了解 

（4）振动危害的防护措施 熟悉 

4.非电离辐射的危害及其

防护 

（1）非电离辐射的基本概念及接触机

会 

熟悉 

③+④ 
（2）非电离辐射对机体的影响 熟悉 

（3）非电离辐射的防护措施 掌握 

5.异常气压及气温 
（1）接触机会及其对机体的影响 

熟悉 

③+④ 

（2）异常气压及低温作业 了解 

七、职业性致癌因

素 1.职业性肿瘤的概念与特

点 

（1）职业性肿瘤的概念 掌握 

③+④ 
（2）职业性致癌因素及致病特点 熟悉 

（3）职业性肿瘤与其他职业病异同 
了解 

2.常见职业肿瘤的识别、确

认与预防 

（1）职业性呼吸道肿瘤类别及其致癌

因素 

熟悉 

③+④ （2）其他肿瘤(例如,膀胱癌、皮肤癌）

与职业接触的关系 

了解 

（3）职业肿瘤的预防原则 掌握 

八、职业病有害因

素的评价与控制 
1.职业病有害因素的评价 

（1）生产环境监测 掌握 

④ （2）生物监测的概念、特点与意义 
掌握 

（3）健康监护的概念及分类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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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职业流行病学的概念、原则与基

本要求 

掌握 

（5）职业流行病学的种类与应用 
掌握 

（6）危险度评定的概念 了解 

2.职业病有害因素的控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及相关配套法规概述 

掌握 ④ 
（2）正确选择防护用品 

（3）工业通风 

（4）作业场所健康促进 

（5）职业卫生标准概述 

九、职业流行病学

调查 

1.职业流行病学调查的作

用 
  熟悉 ④ 

2.职业流行病学调查的内

容 
  掌握 ④ 

3.调查设计的基本要求   掌握 ④ 

4.职业流行病学调查方法

与类型  

(1)断面调查 
掌握 ④ 

(2)分析性职业流行病学调查 

5.调查结果的分析与判断   掌握 ④ 

6.职业流行病学调查的质

量控制 

(1)资料收集人员的培训 

熟悉 ④ (2)资料收集的质量控制 

(3)资料预处理的质量控制 

7.“职业安全与卫生”的完

整概念 
  了解 ④ 

十、职业安全 
职业安全的工作体制与预

防策略 
  了解 ④ 

十一、职业健康检

查与职业病管理 

1.职业健康检查   熟悉 ④ 

2.健康状况分析及建立监

护档案 

(1)健康状况分析的指标 掌握 ④ 

(2)健康监护档案 熟悉 ④ 

3.职业病名单   掌握 ④ 

4.职业病的诊断、鉴定管理

与职业病人保障 

（1）职业病的诊断、鉴定管理程序 

掌握 ④ 

（2）对职业病人的治疗与保障 

（3）职业病诊断 

（4）职业病的鉴定 

（5）职业病诊断机构 

（6）职业病诊断医师 

（7）职业病鉴定委员会 

（8）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9）职业病诊断鉴定证书 

5.职业病事故的调查与处

理 
  掌握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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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建设项目职

业病危害分类管理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

管理办法 
  掌握 ④ 

十三、《职业病防

治法》 

1.总则   掌握 

④ 

2.前期预防   掌握 

3.劳动过程中的防护与管

理 

 

  掌握 

4.职业病诊断与职业病病

人保障 
  熟悉 

5.监督检查   熟悉 

6.法律责任   熟悉 

7.附则   熟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