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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学基础》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毒理学基础是预防医学的一门重要基础学科，是为预防医学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毒理

学是利用医学实验动物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免疫学、细胞学以及病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技术，

研究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可能接触到的化学、物理和生物因素对机体的损害作用、生物学机制、

危险度评价和危险度管理的科学。毒理学兼有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鲜明特征，是现代医学尤其是

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专业中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 

通过理论课教学、实验课操作和毕业实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在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实践

操作、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预防医学专业学生掌握卫生毒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将来学习预防医学的专业课程，以及在今后从事预防医学及相关领域工作奠定

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为考试课，总学时为 56 学时，其中理论教学 32 学时，实验教学 24 学时。3.0 学分。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毒理学中的基本概念（毒物、毒性、毒作用、生物学标志、剂量、表示毒性常用指标

等）。 

2．掌握外源化学物毒性作用的主要机制和影响因素。熟悉外源化学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排

泄等生物转运过程及其生物转化过程。 

3．掌握外源化学物的一般毒性作用（急性毒性、蓄积毒性、亚慢性和慢性毒性作用）的基本概

念及其试验设计方法。熟悉外源化学物的致畸、致突变和致癌作用的主要机理以及常用的观察方

法。 

4．掌握致突变作用基本概念及分类，突变作用的后果，了解致突变作用机制以及机体对致突变

作用的影响。熟悉致突变作用评价方法。 

5．掌握致癌作用概念及机制。熟悉化学致癌物的分类，熟悉化学致癌物筛查的基本方法。 

6．掌握发育毒性与致畸性基本概念，发育毒性作用的特点和影响因素，熟悉发育毒性和致畸作

用评价方法。了解致畸作用机制。 

7．掌握纳米毒理学概念、研究领域，熟悉纳米粒子的毒性效应及纳米毒理学研究方法，了解纳

米粒子在体内的吸收、迁移和代谢。 

8．掌握毒理基因组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应用范围以及使用的主要技术平台。 

9．掌握危险度评价和管理的基本内容，掌握毒理学安全性评价的意义和基本程序。了解管理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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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的研究内容。 

10．熟悉毒物对各种靶器官的毒性作用的特点，了解检测和评价毒物对不同靶器官损害作用的

方法。了理解靶器官毒理学中的基本概念。 

（二）基本技能 

1．掌握实验动物的一般操作，包括实验动物的选择和管理、实验动物的抓取、固定、编号、随

机分组、染毒等技术。能够熟练地对大鼠、小鼠进行病理解剖。掌握不同生物标本采集的方法和实

验动物处死方法。 

2．能够根据染毒途径和实验目的的不同，恰当地准备受试物，配制实验试剂。 

3．能够正确观察和描述实验结果，学会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结果分析。 

4．熟悉一般毒性试验的设计思路和实验技术。 

（三）基本素质 

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对外来化合物毒性作用的一般规律有较系统的认识，并运用毒理学的有关

知识和技能，初步学会设计常用毒性试验，并具有一定的开展毒理学工作的能力和科研创新的能

力。要注意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三、学时分配 

单

元 
名称 

学   时 

理论 实验 

1 绪论 3  

2 毒理学基本概念 3 4 

3 外源化学物在体内的生物转运和生物转化 2  

4 毒作用机制 3  

5 毒作用影响因素 3  

6 外源化学物的一般毒性作用 3 8 

7 外源化学物致突变作用 3  

8 外源化学物致癌作用 3  

9 发育毒性和致畸作用 3 4 

10 毒理基因组学与系统毒理学 3  

11 管理毒理学 3 4 

12 血液毒理学 自学  

13 免疫毒理学 自学  

14 生殖毒理学 自学  

15 神经和行为毒理学 自学  

16 呼吸毒理学 自学  

17 肝脏毒理学 自学 4 

18 肾脏毒理学 自学  

19 心血管毒理学 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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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皮肤毒理学 自学  

合  计 32 24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熟悉  毒理学研究的内容、对象、研究方法。 

内容  

1．详细了解  毒理学研究的内容和对象。 

2．一般介绍  毒理学简史；毒理学展望。 

第二章  毒理学基本概念 

目标    

掌握  毒理学的主要基本概念。 

内容  

1．重点阐述  毒物、毒性和毒性作用；剂量、剂量-量反应关系和剂量-质反应关系；表示毒性

常用指标。 

2．详细了解  安全限值。 

第三章  外源化学物在体内的生物转运和生物转化 

目标    

掌握  化学毒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和排泄过程。 

内容 

1．重点阐述  外源化学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排泄。 

2．详细了解  I 相反应和 II 相反应。 

3．一般介绍  毒物代谢动力学；生物转化和毒物代谢酶的诱导和抑制。 

第四章  毒性作用机制 

目标   

1．掌握  毒物的增毒现象，终毒物的概念、种类与形成。 

2．熟悉  毒物的主要毒性机制。 

3．了解  终毒物与靶分子的反应；细胞功能障碍与毒性之间的关系。 

内容 

1．重点阐述  自由基的形成。 

2．详细了解  终毒物与靶分子的反应。 

3．一般介绍  亲电物的形成、亲核物的形成、氧化还原活性还原剂的形成、解毒与解毒过程失

败，细胞功能障碍与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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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毒性作用影响因素 

目标 

1．掌握  化学毒物对机体毒性作用的主要影响因素。 

2．熟悉  化学结构、理化性质及机体因素以及各种联合作用对毒效应的影响。 

3．了解  各种化学毒物对不同种类的实验动物所表达的毒性差异和毒效应差异。 

内容 

1．重点阐述  化学因素（化学结构、理化性质）。 

2．详细了解  机体因素对毒物毒作用的影响。 

3．一般介绍  环境因素；毒物的联合作用。 

第六章  外源化学物的一般毒性作用 

目标    

1．掌握  急性毒性作用的概念、试验方法、目的及常用参数。 

2．熟悉  急性毒性评价的方法，蓄积、亚慢性和慢性毒性作用的基本概念及相关试验设计方

法。 

3．了解  试验动物的选择和要求，染毒方法，剂量选择与分组的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急性毒性作用的基本概念、急性毒性试验设计方法，以及急性毒性的分级和评

价；蓄积毒性作用的基本概念。 

2．详细了解  亚慢性和慢性毒性作用的基本概念及各自的试验设计方法。 

3．一般介绍  局部刺激试验。 

第七章  外源化学物致突变作用 

目标    

1．掌握  致突变作用基本概念、分类和致突变作用评价方法，突变作用的后果。 

2．了解  致突变作用机制以及机体对致突变作用的影响。 

内容 

1．重点阐述  化学致突变作用基本概念、分类，致突变作用的后果，观察化学毒物致突变作用

的基本方法。 

2．一般介绍  化学致突变作用的机制，机体对致突变作用的影响。 

第八章  外源化学物致癌作用 

目标   

1．掌握  致癌作用概念、化学致癌过程及机制。 

2．熟悉  化学致癌物的分类；化学致癌物筛查的基本方法。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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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述  致癌作用概念、化学致癌过程及体细胞突变学说，观察化学毒物致癌作用的基本

方法。 

2．详细了解  化学致癌物分类。 

3．一般介绍  非突变致癌机制。 

第九章  发育毒性与致畸作用 

目标 

1．掌握  发育毒性的几个基本概念，致畸作用的毒理学特点和传统常规致畸试验的方法和评

价。 

2．了解  生殖毒性作用测试的几种方案。 

内容 

1．重点阐述  发育毒性的概念；基本概念和发育毒性的终点，发育毒性的剂量-反应模式和阈

值的概念。 

2．详细了解  发育各阶段发育毒性的特点。 

3．一般介绍  母体毒性与发育毒性，致畸作用机制，发育毒性与致畸作用试验与评价。 

第十章  毒理基因组学与系统毒理学 

目标 

1．掌握  毒理基因组学与系统毒理学的概念。 

2．熟悉  毒理基因组学研究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毒理基因组学的应用领域。 

3．了解  系统毒理学与毒理基因组学的区别与联系。 

内容 

1．重点阐述  一般介绍，毒理基因组学的研究内容及应用分子毒理学。 

2．详细了解  毒理基因组学的技术平台。 

3．一般介绍  系统毒理学与毒理基因组学的概念 

第十一章  管理毒理学 

目标 

1．掌握  危害性、危险度、安全性、毒性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毒理学安全性评价程序。 

2．熟悉  危险度评定的原则。 

3．了解  危险度评价在管理毒理学中的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管理毒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安全性评价。 

2．详细了解  危险度评价。 

第十二章  血液毒理学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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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血液毒理学的概念。 

2．熟悉  血液毒理学研究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血液毒理学的概念。 

2．详细了解  血液毒理学研究方法。一般介绍。 

3．一般介绍  白细胞系毒理学，红细胞系毒理学，血小板对中毒损伤的应答。 

第十三章  免疫毒理学 

目标 

1．掌握  化学毒物对免疫系统作用的特点。 

2．熟悉  免疫毒理学实验设计。 

3．了解  影响免疫功能的化学毒物类别以及反应类型，国内外推荐的免疫毒性检测方案和常用

免疫毒性检测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免疫毒理学的概念及研究内容。 

2．详细了解  免疫系统对外源化学物的毒性反应与机制。 

3．一般介绍  免疫毒性检测方案；免疫毒性试验方法与评价。 

第十四章  生殖毒理学 

目标 

1．掌握  生殖毒理学概念。 

2．了解  外源化学物对雄性和雌性生殖能力的损害作用与机制。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殖毒理学概念。 

2．一般介绍  外源化学物对生殖能力的损害作用与机制；外源化学物对生殖能力的损害作用的

检测与评价。 

第十五章  神经系统和行为毒理学 

目标    

1．掌握  神经毒性作用的特点和分类。 

2．熟悉  行为毒理学的概念。 

3．了解  神经毒性的机制以及行为毒理学的研究和评价方法。 

内容 

1．详细了解  行为毒理学的概念和研究内容。 

2．重点阐述  神经系统对外源化学物的毒性反应。 

3．一般介绍  神经毒性作用机制；神经系统和行为毒理学的研究方法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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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呼吸毒理学 

目标 

1．掌握  呼吸系统对外源化学物的毒性反应的类型。 

2．熟悉  常见的呼吸系统毒物。 

3．了解  肺损伤机制以及呼吸毒理学的研究方法。 

内容 

1．详细了解  呼吸毒理学的研究内容。 

2．重点阐述  呼吸系统对外源化学物的毒性反应。 

3．一般介绍  肺损伤机制；呼吸毒理学研究方法。 

第十七章 肝脏毒理学 

目标    

1．掌握  肝脏毒理学的概念及常见的肝毒物。 

2．熟悉  肝脏对外源化学物的毒性反应与机制。 

3．了解  化学性肝损伤的评价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肝脏毒理学的概念；肝脏毒物。 

2．详细了解  肝对外源化学物的毒性反应与机制。 

3．一般介绍  化学性肝损伤的监测与评价。 

第十八章  肾脏毒理学 

目标  

1．掌握  肾的毒性作用机制和常见的肾脏毒物种类。 

2．了解  肾损害的监测与评价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肾的毒性作用机制。 

2．详细了解  几种常见的肾脏毒物。 

3．一般介绍  中毒性肾损伤的部位与类型，肾结构与功能的生物学基础，肾脏毒理学的基本概

念，肾损害的监测与评价。 

第十九章  心血管毒理学 

目标 

1．掌握  心血管毒理学概念。 

2．了解  心血管毒物的毒作用机制。 

内容 

1．重点阐述  心血管毒理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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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介绍  毒物对心脏和血管的毒性作用；心血管毒物的毒作用机制、监测与评价。 

第二十章 皮肤毒理学 

目标 

1．掌握  皮肤毒理学的概念。 

2．熟悉  皮肤毒作用的类型。 

3．了解  皮肤毒理学研究方法与评价。 

内容 

1．重点阐述  皮肤毒理学的概念。 

2．详细了解  皮肤毒作用的类型和机制。 

3．一般介绍  皮肤毒理学研究方法与评价，皮肤的组织结构和功能。 

五、实验教学目标与内容 

实验一  毒理学实验基础与 GLP 

目标 

1．掌握  毒理学实验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手段；毒理学毒性评价实验的目的；毒理学实验的原则

及有关的基本操作技术，GLP 的意义、实质与要求。 

2．了解  毒理学实验的局限性。 

内容 

1．实验动物的选择和管理。 

2．实验动物的准备（饲养，性别鉴定，抓取固定，编号标记，随机分组）。 

3．实验动物的染毒途径和技术。 

4．实验动物的生物标本采集（常用的采血方法）。 

实验二  实验动物的病理解剖 

目标 

1．掌握  实验动物病理解剖标准操作程序。 

2．了解  大、小鼠的解剖学特点。 

内容 

1．实验动物的称重、处死。 

2．实验动物的大体解剖（器官观察、脏器系数计算）。 

3．组织病理学检查。 

实验三  经口急性毒性试验 

目标 

1．掌握  随机分组方法和灌胃技术，LD50 的计算方法和急性毒性分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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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急性毒性试验的设计思路。 

内容 

1．健康实验动物（大鼠或小鼠）的选择，性别的辨认。 

2．称重、编号和随机分组。 

3．受试化学物溶液的配制。 

4．经口灌胃技术操作。 

5．毒性体征的观察、LD50 的计算和急性毒性分级。 

实验四  急性肝脏毒性实验 

目标 

掌握  大鼠急性肝脏毒性的测定方法。 

内容 

1．实验动物的染毒。 

2．生物标本的制备。 

3．ALT 活性的测定。 

4．结果分析与评价。 

实验五  小鼠精子畸形实验 

目标 

掌握  小鼠精子畸形的观察方法。 

内容 

1．实验动物选择。 

2．剂量与分组。 

3．染毒与采样。 

4．取材。 

5．阅片。 

实验六  大鼠胚胎胎仔骨骼畸形观察 

目标 

掌握  胎仔骨骼畸形的观察方法。 

内容 

1．正常大鼠胎仔骨骼观察。 

2．常见的大鼠胎仔骨骼畸形。 

实验七  急性皮肤刺激试验 

目标 

掌握  动物急性皮肤刺激实验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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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动物的准备。 

2．受试物的配制。 

3．一次皮肤涂抹实验。 

4．结果评价。 

实验八  稀土元素农用安全性毒理学评价（课题讨论） 

目标 

熟悉  对外源性化学物进行毒理学安全性评价的基本程序及其意义。 

内容 

1．基本材料介绍。 

2．围绕毒理学安全性评价的基本程序、各个阶段的毒性试验设计方法等问题进行课题讨论。 

实验九  大鼠肝脏急性毒性实验 

目标 

掌握  大鼠急性毒性的检测指标。 

内容 

1．大鼠腹腔注射染毒。 

2．断头取血测量血清中肝酶的活性。 

3．评价毒物的肝脏毒性。 

六、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授课  理论课教学高级职称教师授课率达到 60%以上。任课教师在接受任务后，应根据教学

大纲认真备课，写出授课教案，教案中应注明掌握、熟悉、了解三级内容及学时分配。教研室在个

人备课基础上，组织好集体备课，讨论重点、难点和教学方法。新教师授课前必须经过预试讲，认

为合格后方可讲课。教研室要有计划地安排听课，对教师进行教学质量评估，帮助授课教师提高教

学质量。 

2．实习  实习课与理论课比例合理，为 0.7∶1。实习课内容与卫生毒理检测工作相结合，所用

实验方法与国家颁布的各类化学物质安全性评价程序相一致。由于毒理学实验具有周期长、观察指

标多的特点，在实习课前，教师要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制备阳性标本、教具或模型，使学生在

有限的课堂时间内，较全面地观察到整个实验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指标和现象，并进行实际操作。实

习讨论课主要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教师根据国内外不同单位所做的毒理学实验结

果提出问题，要求学生进行综合分析，使其掌握安全性评价的原则，了解评价思路和所需考虑的因

素。每次实习课后，教师要批改学生的实习报告，登记成绩，并将存在的问题向学生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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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学指导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向学生推荐参考书籍和文献，指导学生自

学。对涉及基础理论知识较多的单元节，为避免重复，启发学生的思维，可以学生自学和课堂讨论

相结合的形式组织教学。如  “外源化学物的生物转运和生物转化”单元，可安排学生带着问题看

书，复习药理及生物化学知识，在课堂上进行讨论，最后由教师补充、归纳、总结。 

（二）评价     

1．授课质量评价 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授课质量评价表”，由本人、学生及教研室予以评定。 

2．学生成绩评价 本课程考试分为理论考试和实习考试两部分。理论考试为笔试，采用计算机

网考形式，实习考试主要对学生进行实验操作、阅片等基本技能的考试。 

3．最终成绩确定  本课程学生最终成绩以理论考试：实习考试：平时表现=6：3：1比例计算最

终得分。 

 

编写  韩光亮  徐光翠  赵英政 

  高丽云  郑  志  陈玉明 

审校  韩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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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教学大纲 

适用各专业 

 

一、课程简介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是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即结合医生的个人专业技能和临

床经验，考虑患者的愿望，对患者作出医疗决策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临床学科。高质量的证据是指尽可

能保证结果真实性的、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研究数据。证据及其质量是循证医学的关键。研究人员应

该尽量提供高质量的证据，临床医生应尽可能使用现有的最佳证据。循证医学在进行诊断和治疗决策

时，考虑患者的愿望，从而体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宗旨。高素质的临床医生、最佳的研究证据、

临床流行病学的基本方法和知识及患者的参与是循证医学的基础。循证医学实践包括提出问题，检索

证据，评价证据，结合临床经验与最好证据对患者进行处理和效果评价 5 个步骤。 

作为高层次的医学专业人员，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意识到循证医学的重要性，提高认识，

更好的理解如何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用“以患者为本”的思想指导医疗实践。培养学生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掌握循证医学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并将其更好的运用于临床实践和科研中。 

本课程教学的主要方法有理论讲授、课堂讨论等。理论讲授尽量从实例入手，结合各医学专业的

实际情况，介绍循证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 

本课程为本科预防、临床、法医、康复、儿科、临心、检验、麻醉、神卫，五官、影像等专业选

修课，总学时 24 学时，理论课 24 学时，实验课 0 学时，1.5 学分。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循证医学的概念和学术思想。 

2．循证医学研究方法。 

3．实施循证医学的基本步骤。 

（二）基本技能 

1．临床研究证据的检索及评价。 

2．临床研究设计与评价。 

3．临床研究证据的评价与应用。 

（三）基本素质 

1．培养学生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2．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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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第一章 循证医学总论 2 

第二章 怎样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和提出问题 1 

第三章 临床研究的分类、分级和来源 2 

第四章 循证医学证据检索 1 

第五章 统计方法在循证医学中的应用 3 

第六章 如何评价临床研究证据 2 

第七章 病因学和不良反应研究证据的应用 1 

第八章 诊断性研究证据的应用 3 

第九章 防治性研究证据的评价和应用 3 

第十章 预后性研究证据的应用 3 

第十一章 系统评价与 Meta 分析 3 

合计 24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循证医学总论 

目标 

1．掌握  循证医学的基本概念、实践步骤及方法。 

2．了解  循证医学发生的背景及学习和实践循证医学的目的和意义。 

内容 

1．详细了解  循证医学的基本概念。 

2．一般介绍  循证医学的产生和发展。 

3．重点阐述  实践循证医学的基本条件和方法。 

第二章  怎样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和提出问题 

目标 

了解  提出问题的重要性；问题的来源。 

内容 

1．详细了解  提出临床问题的意义和问题的来源。 

2．一般介绍  问题的种类和构建和提出问题过程中的困难，如何从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及确定

问题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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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临床研究的分类、分级和来源 

目标 

1．掌握  临床研究证据的分类，原始研究证据与二次研究证据的概念；临床研究证据的分级标

准。 

2．熟悉  临床研究证据的来源。 

内容 

1．详细了解  临床研究证据的分类；临床研究证据的分级。 

2．一般介绍  临床研究证据的来源：数据库资源、网站资源、杂志、会议文献、在研和（或）

未发表的临床试验。 

第四章  循证医学证据检索 

目标 

1．了解  循证医学证据检索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  循证医学检索的特点；使用相关数据库检索循证医学证据的方法。 

内容 

1．一般介绍  循证医学证据检索与传统医学模式文献检索的比较；循证医学证据检索重点选择

的数据库：Cochrane Library、OVID 循证医学数据库、临床实践指南、PubMed、MEDLINE 光盘数据

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 

2．详细了解  循证医学证据检索的步骤和如何根据检索目的制定检索方案。 

第五章  统计方法在循证医学中的应用 

目标 

1．掌握  常用统计学指标在循证医学中的正确使用；可信区间的意义、用途和常用统计学指标

的可信区间的计算结果解释。 

2．熟悉  Meta–分析的统计目的、主要分析步骤和分析结果的正确解释。 

内容 

1．重点阐述  循证医学中的常用统计指标。 

2．详细了解  Meta–分析的基本内容和常用公式。 

3．一般介绍  Meta–分析中异质性检验、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用途及正确的应用，理

解森林图和漏斗图所包含的信息。 

第六章  如何评价临床研究证据 

目标 

1．了解  评价临床研究证据的重要性。 

2．掌握  评估临床研究证据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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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一般介绍  评价临床研究证据的重要性及医学文献的主要类型。 

2．详细了解  如何高效率阅读医学文献；各类研究证据的评价原则。 

3．重点阐述  如何评价临床研究证据。 

第七章  病因学和不良反应研究证据的应用 

目标 

1．掌握  病因学和不良反应研究证据的评价方法。 

2．熟悉  应用病因学和不良反应研究证据解决临床问题。 

内容 

1．详细了解  提出临床问题，检索相关的最佳临床研究证据；病因学和药物不良反应研究结果

的应用。 

2．重点阐述  病因学和不良反应研究证据的真实性和重要性。 

第八章  诊断性研究证据的应用 

目标 

1．了解  循证诊断的意义、现状及其证据的来源。 

2．熟悉  提高诊断性证据质量的方法。 

3．掌握  诊断试验真实性证据的意义、应用及实施步骤。 

内容 

1．一般介绍  循证诊断的意义、现状和循证诊断证据的来源；诊断试验真实性证据的意义和应

用；实施循证诊断的步骤。 

2．详细了解  提高诊断性研究证据质量的方法。 

第九章  防治性研究证据的评价和应用 

目标 

1．了解  防治性临床研究的科研设计方法和类型。 

2．熟悉  循证医学方法解决患者治疗问题的步骤。 

3．掌握  相对危险度（RR）、相对危险度减少（RRR）绝对危险度减少（ARR） 、需要治疗的

患者数（NNT）等基本概念；防治性研究资料真实性评价原则，能结合自己患者的病情应用循证医学

方法解决问题。 

内容 

1．一般介绍  应用防治性研究证据的循证医学步骤；提出患者需要解决的临床问题和如何根据

问题检索相关的最佳临床研究证据；如何应用评价后的证据解决患者的问题。 

2．详细了解  如何评价检索出的研究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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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预后性研究证据的应用 

目标 

1．了解  疾病预后证据的质量水平。 

2．熟悉  如何根据病例提出问题，预后的检索策略。 

3．掌握  应用循证预后性研究证据的方法和步骤。 

内容 

1．一般介绍  EBM 实践中应用预后性研究证据的方法和步骤；根据病例提出需要解决的临床问

题及检索现有的最佳证据；应用评价后的预后性研究证据解决病例中的问题。 

2．详细了解  评价预后证据的真实性和重要性。 

第十一章  系统评价与 Meta 分析 

目标 

1．了解  系统评价的概念。 

2．熟悉  Meta 分析的方法。 

3．掌握  系统评价的意义。 

内容 

1．一般介绍  系统评价与综述的区别。 

2．详细了解  系统评价的步骤，系统评价与 Meta 分析中的注意事项。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结合教学内容，开展一些有关的专题讲座，扩大学生的视野，使学生真正意识到循证医学在

现代临床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4．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师生交流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近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依据教学大纲进行期末理论考试，不进行实验考核，学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 

 

                                    编写  韩光亮  徐光翠  赵英政 

高丽云  郑  志  陈玉明         

                               审校  韩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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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毒理学》教学大纲 

适用各专业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适合本科各专业学生扩展专业视野的一门选修课。人类的生活依赖于化学品的应用，如

药物、饮料、食品添加剂、化妆品、洗涤剂、塑料制品等。人类的生活也离不开阳光，人类也使用一

些会产生辐射的电器，比如电视、微波炉、X光透视仪等。我们日常接触的化学品达数万种之多，接

触的辐射的能量横跨二十几个数量级。这些在带给我们生活便利的同时，不当使用或过度接触导致的

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具备一些有关化学品和辐射对健康的影响的知识，学会识别、评价化学

品与辐射带来的健康风险，采取适当的趋利避害的措施，对当代大学生特别是医学院校学生尤为重要。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重点掌握毒理学基本原理，了解化合物的危害性，分级和风险评价，

对化学品进行风险评估与管理的方法与原则；掌握在生活和工作中常见的化学物质，如酒精、咖啡因、

尼古丁、杀虫剂、铅、汞、砷、金属、溶剂、持久性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动物与植物毒素、家中

有毒化学物质以及辐射、纳米材料、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通过本课程学习还需掌握化学品对神经

系统、生殖与发育的毒性作用，以及化学品与癌症的关系，理解药物对机体毒作用的本质及规律。  

本课程的主要教学形式为理论教学，同时密切联系实际进行课堂讨论，翻转课堂、观看教学录

像、自学等多种形式进行教学。通过对实际生活中紧密相关的毒理学相关基础知识，在趣味性的案例

引导下，使学生掌握毒理学的基本理论与知识，并据此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或减少化学物质或物理

因素对环境健康的影响，以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生活中的毒理学是本科各专业的选修课程，教学计划总学时为24学时，1.5学分。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毒理学是从生物医学角度研究化学物质对生物体的损害作用及其机制的科学，本课程重点介绍化

学品、辐射、纳米材料以及药品等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的健康影响。通过学习这门课，掌握毒理

学三个基本原理，包括剂量-效应关系原理、将危害和暴露相结合的风险评估原理、个体敏感性易感

性差异原理。了解化学品、辐射、纳米材料以及药品在体内的运转和代谢，中毒机制，以及对健康的

影响。 

（二）基本技能 

要求学生掌握毒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掌握生活中一些化学品和辐射对健康影响的知识，

学会识别并评价化学品与辐射带来的健康风险，能够采取适当的趋利避害的措施，使学生获得药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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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评价模式及基本毒理学思维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在毒理学该领域的科研工作能力及思维能力。 

（三）基本素质 

正确识别并评价生活中密切接触的化学品、辐射、纳米材料以及药品等不良健康影响；树立正确

的毒物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意识；能够有针对性的对日常生活中密切接触的毒物采取恰当的防控措

施。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单元名称 理论学时 

1 绪论 3 

2 生活中常见化学品对健康的不良影响（一） 3 

3 生活中常见化学品对健康的不良影响（二） 3 

4 动植物毒素、纳米材料及辐射对健康的影响 3 

5 空气污染物、家中的有毒物质对健康影响 3 

6 化学品与神经系统、生殖发育以及癌症 3 

7 毒理视角看常用药品的应用 3 

8 化学品的风险评估以及伦理、法律、社会问题 3 

合计 24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毒理学的三大原理 

2．熟悉  毒理学基本概念 

3．了解  毒理学历史 

内容 

1．一般介绍  毒理学的历史 

2．详细了解  什么是毒理学以及毒理学的应用 

3．重点阐述  毒理学的三大基本原理，包括剂量-效应关系原理、危害和暴露相结合的风险评估

原理、个体敏感性易感性差异原理 

第二章  生活中常见化学品对健康的不良影响 

目标 

1．掌握  生活中常见化学品对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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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化学品的生物学特性；生活中常见化学品的自我管理及控制措施 

3．了解  常见化学品及其历史 

内容 

1．一般介绍  生活中常见化学品及其历史 

2．详细了解  生活中常见化学品的生物学特性，包括毒性大小，各种化学品在体内的吸收、分

布、代谢等；对于生活中的常见化学品，人们如何进行自我管理，怎样采取何种控制措施，如何预防？ 

3．重点阐述  生活中常见化学品对健康的影响。包括酒精、咖砷啡因、尼古丁、杀虫剂、铅、

汞、营养金属、有毒金属等 

第三章  动植物毒素、纳米材料及辐射对健康的影响 

目标 

1．掌握  动植物毒素的概念及主要毒效应，纳米材料的概念及其环境与健康效应，辐射的主要

类型及健康效应 

2．熟悉  生活中动植物毒素的类型与来源，纳米材料的风险评估及辐射的类型与来源 

3．了解  纳米材料的发展历程，远离动植物毒素、减少辐射暴露的建议与忠告 

内容 

1．一般介绍  人类对动植物毒素的认识过程、纳米科技与纳米材料的发展历程及人类对辐射的

认识过程。 

2．重点阐述  生活中动植物毒素及辐射的类型、来源和毒性效应；纳米材料的特征、环境效应

与健康效应 

3．详细了解  蛛形纲、昆虫、爬行动物、海洋动物等动物来源的毒素及其毒性效应，植物毒素

对皮肤、胃肠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肝脏及生殖系统的毒性效应；碳纳米材料和纳米金属颗

粒及非电离辐射和电离辐射的健康效应 

第四章  空气污染物对健康的影响 

目标 

1．掌握  常见空气污染物的健康危害 

2．熟悉  空气污染的防治措施 

3．了解  空气污染的历史 

内容 

1．详细了解  空气污染概况 

2．一般介绍  空气的历史与现状；空气污染物展望，防治空气污染物措施和建议 

3．重点阐述  臭氧、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等常见的空气污染物的来源、污染状况及健

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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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家中有毒物质及对健康的影响 

目标 

1．掌握  家中有毒物质的健康危害 

2．熟悉  家中有毒物质的防控措施 

3．了解  家中有毒物质的来源、分类 

内容 

1．详细了解  家中有毒物质来源、分类 

2．重点阐述  家居用品中药品、杀虫剂、清洁剂、油漆、温度计、塑料等常见的有毒物质的来

源、污染状况及健康危害 

3．一般介绍  家中有毒物质展望，家中有毒物质防控措施和建议 

第六章  化学品与神经系统、生殖发育以及癌症 

目标 

1．掌握  化学品神经毒效应的三种类型以及导致的神经系统疾病；化学品对生殖发育的毒性作

用 

2．熟悉  常见的致癌因子以及化学品人类致癌物的分类 

内容 

1．详细了解  神经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特点 

2．重点阐述  神经毒效应的三种类型以及化学品导致的神经系统疾病；化学品对生殖发育的毒

性作用 

3．一般介绍  常见的致癌因子以及化学品人类致癌物的分类；神经系统毒性、生殖发育毒性以

及癌症相关化学品的防控措施以及建议 

第七章  毒理视角看常用药品的应用 

目标 

1．了解  药学毒理学产生的背景 

2．熟悉  药物/毒物的毒性作用 

3．掌握  毒代动力学 

内容 

1．重点阐述  药物对机体的毒性作用，包括肝脏、肾脏、呼吸、内分泌系统的毒性作用 

2．详细了解  当前药物安全性评价工作流程审批，及新药开发研发最新情况 

3．一般介绍  临床药学毒理学产生背景，药物/毒物的毒性作用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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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化学品的风险评估以及伦理、法律、社会问题 

目标 

1．了解  化学品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人类的健康 

2．熟悉  化学品风险评价 

3．掌握  国家相关政策 

内容 

1．重点阐述  一些化学品潜在的风险 

2．详细了解  评价这些化学品对人体中存在的健康风险 

3．一般介绍  生物检测及公共卫生政策，提高学生对化学品风险评价认识意识 

六、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本课程在教务处统一组织下实施。课前任课教师认真备课，明确教学目标、教学广度、教学重

点及教学难点，写好教案，制作好多媒体课件。课前进行集体备课，听取各位教师意见。根据生活中

的毒理学这门课程自身特点，密切联系实际进行课堂讨论，翻转课堂、观看教学录像、自学等多种形

式进行教学。通过对实际生活中紧密相关的毒理学相关基础知识，在趣味性的案例引导下，使学生掌

握毒理学的基本理论与知识，并据此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或减少化学物质或物理因素对环境健康的

影响，以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评价 

课程结束后进行全面系统的复习和考核。理论考试（闭卷）占 70%，平时成绩占 30%。评价方法

采用包括出勤、提问、检查作业等形式。 

 

 

编写  赵英政  郑  志  陈玉明 

审校  徐光翠  韩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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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少年卫生学》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本大纲适合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专业的本科教学。儿童少年卫生学（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简称儿少卫生学，是保护和促进儿童少年身心健康的科学，是预防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科通过

研究儿童少年的身心生长发育规律、特点，分析影响生长发育的遗传、环境综合因素，提出相应卫生

要求和适宜卫生措施，目的是充分利用外环境有利因素，减少和控制消极因素，预防疾病、增强体质，

促进个人潜能正常发挥，提高身心发育和健康水平，为终身维持良好的生命质量奠定基础。儿少卫生

学以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学为基础，又从营养卫生、劳动卫生、环境卫生等各相关学科中汲取大量知

识营养，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应用性。 

本课程为预防医学专业考试课，总学时为 54 学时，理论 36 学时，实验 18 学时，3.0 学分。 

二、课程目标 

儿少卫生学是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通过该课程的讲授，要求学生掌握儿童青少年生长

发育的特点、规律，以及在学习生活环境条件下的特殊卫生问题；掌握本学科在其应用领域中的监督

监测方法及其卫生服务的基本技能，使其在卫生防病实践中能够适应公共卫生职业医师的岗位工作，

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业人才。 

（一）基本理论知识 

1．儿少卫生学的研究内容、方法及应用。 

2．生长发育过程的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生长发育调查方法和生长发育的评价方法。 

3．儿童少年心理发展特点及常见的心理卫生问题 

4．儿童少年的合理营养及学生中常见病的流行病学特点和降低患病率的措施。 

5．儿童少年在接受课程、体育和劳动教育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及相关的卫生措施。 

6．学校健康教育的意义、模式、原则、内容和方法。 

7．学校卫生监督和学校建筑设备卫生的基本内容。 

（二）基本技能 

1．掌握生长发育常用人体测量的标志、调查方法及常用仪器的校正与操作方法。掌握生长发育

个体和群体的评价方法。 

2．掌握儿童少年健康问题筛查的基本方法和资料分析技能，能够根据调查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分

析，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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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够运用一种或几种常用的评价量表或标准化的问卷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或行为问题进行调查

与评价。 

4．掌握体育课卫生学评价内容，熟悉学生体力活动调查要点，评价学生体力活动与心肺功能关

系。 

5．学会自主设计、制订学校教室环境要素的卫生学调查与评价实施方案，掌握学校教学环境卫

生专题调查分析报告的撰写方法。 

（三）基本素质 

着重培养学生树立预防医学医师在儿童少年卫生工作方面的正确观点，能够结合实际，运用本学

科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从事儿少卫生学的相关工作；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 绪 论 2 — 

2 儿童少年生长发育 4 — 

3 生长发育影响因素 2 — 

4 生长发育调查与评价 2 3 

5 儿童少年常见病、慢性病 4 3 

6 儿童少年心理卫生问题 4 3 

7 儿童青少年伤害与暴力 2 — 

8 儿童少年卫生服务与学校卫生监督 4 — 

9 教育过程卫生 4 3 

10 学校教育设施与设备卫生 4 3 

11 学校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 2 — 

12 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 2 3 

合  计 36 18 

四、理论教学目标及内容 

第一章    绪 论 

目标 

1．掌握  儿少卫生学的概念和特点。 

2．熟悉  儿少卫生学的研究目的、对象、研究内容和学习方法。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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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述  儿少卫生学的概念及特点。 

2．详细了解  儿少卫生学的研究目的、对象和主要研究内容。 

3．一般介绍  正确的学习技能和方法。 

第二章   儿童少年生长发育 

目标 

1．掌握  儿童少年身心发育的规律和特点。 

2．熟悉  青春期的基本概念和发育特点；儿童少年心理发展特点。 

3．了解  青春期的内分泌变化。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长发育的一般规律；青春期的形态、功能和运动能力发育。 

2．详细了解  性发育及性发育的特殊表现；儿童少年心理发展特点。 

3．一般介绍  青春期的内分泌变化。 

第三章  生长发育影响因素 

目标 

1．掌握  影响儿童少年生长发育的遗传因素。 

2．熟悉  生长发育的长期变化。 

3．了解  影响生长发育的环境因素。 

内容 

1．重点阐述  影响生长发育的遗传因素。 

2．详细了解  生长发育长期变化的概念、主要表现，生长发育变化的原因及其对人类的影响。 

3．一般介绍  影响生长发育的环境因素，如营养因素、锻炼因素、疾病因素等。 

第四章  生长发育调查与评价 

目标 

1．掌握  生长发育调查研究的方法。 

2．熟悉  正确的人体测量和发育评价方法。 

3．了解  生长发育标准的制定。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长发育调查方法，包括横剖面调查和追踪调查。 

2．详细了解  各种生长发育评价方法，包括指数法、离差法、百分位数法、相关回归法、生长

速度评价法、发育年龄评价法、营养状况评价。 

3．一般介绍  生长发育调查目的、内容；生长发育标准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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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儿童少年常见病、慢性病 

目标 

1．掌握  学校常见病的流行特点及防治策略。 

2．熟悉  儿童肥胖的筛查和诊断标准。 

3．了解  肥胖的流行病学特征。 

内容 

1．重点阐述  近视的概念、视觉器官的发育特点和视力不良的形成。 

2．详细了解  视力不良和近视的发生规律及预防措施；龋齿的致病因素及其预防措施；肥胖的

筛查和诊断标准。 

3．一般介绍  肥胖对儿童少年健康的影响。 

第六章   儿童少年心理卫生问题 

目标 

1．掌握  儿童少年心理卫生的概念、心理健康“标准”，常见心理行为问题。  

2．熟悉  青春期心理咨询的原则和方法。 

3．了解  学校心理教育。 

内容 

1．重点阐述  心理卫生的概念；儿童期常见心理行为问题；儿童少年心理卫生的服务内容；青

春期常见心理行为问题。 

2．详细了解  儿童少年心理卫生的工作目标；儿童少年心理健康“标准”；青春期心理咨询的原

则和方法。 

3．一般介绍  心理咨询的概念，青春期心理咨询的重要性，心理咨询的环境设置；学校心理教

育。 

第七章   儿童少年伤害与暴力 

目标 

1．掌握  伤害的定义及儿童青少年伤害预防控制的意义。 

2．熟悉  儿童伤害和暴力的预防干预措施。 

3．了解  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的定义和分类。 

内容 

1．重点阐述  伤害（非故意伤害、故意伤害）的概念、分类、预控措施；校园暴力的概念、危

害和预防。 

2．详细了解  虐待与忽视的概念，儿童虐待的分类、危害及其预防；自杀和自伤的概念、分类、

影响因素及其预防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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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介绍  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的危害。 

第八章   儿童少年卫生服务与学校卫生监督 

目标 

1．掌握  儿童少年卫生服务的内容；学校卫生监督的依据和机构。 

2．熟悉  学校卫生监督的基本内容及综合评价指标。 

3．了解  学校卫生监督的工作程序。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长发育和健康监测、常见病防治与健康管理、心理卫生服务；学校卫生监督的

法律依据。 

2．详细了解  学校卫生监督的主要职责；学校卫生监督方法与综合评价。 

3．一般介绍  学校卫生监督的工作程序、意义和作用。  

第九章   教育过程卫生 

目标 

1．掌握  大脑皮层功能活动特性及卫生意义。 

2．熟悉  学习过程中脑力工作能力的活动特性及学习负荷评价；作息制度卫生。 

3．了解  学校体育锻炼的卫生要求和基本原则。 

内容 

1．重点阐述  大脑皮层的功能活动特性及其卫生意义；学习负荷的评价方法。 

2．详细了解  脑力工作能力的变化规律及影响脑力工作能力的因素；作息制度卫生、劳动教育

卫生。 

3．一般介绍  学校体育锻炼卫生要求；体育锻炼对儿童少年身心健康的影响。 

第十章   学校教育设施与设备卫生 

目标 

1．掌握  校址及教学用房的合理布局及卫生要求。 

2．熟悉  教室微小环境及教学用品的卫生要求。 

3．了解  教室的采光、通风及采暖的卫生要求 

内容 

1．重点阐述  校址的选择、学校用地及校园总平面布局。 

2．详细了解  教室内部布置及卫生要求、自然采光及人工照明、教室的温度及卫生要求、课桌椅

基本要求；中小学教学用房的合理布局；课桌椅卫生标准、课桌椅的卫生管理。 

3．一般介绍  涉及教室采光照明的光学物理概念；教室的通风换气设备、其它卫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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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学校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学校 

目标 

1．掌握  学校健康教育的概念、内容、方法。 

2．熟悉  健康促进学校的概念和内容。 

3．了解  学校健康教育的评价的方法和指标。 

内容 

1．重点阐述  学校健康教育的概念、中小学常规健康教育内容及方法。 

2．详细了解  健康促进学校的概念和内容；学校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主要模式。 

3．一般介绍  学校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评价的类型和方法。 

第十二章   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 

目标 

1．掌握  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工作原则。 

2．熟悉  学校群体心因性反应事件应对。 

3．了解  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级。 

内容 

1．重点阐述  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工作原则、应对措施。 

2．详细了解  学校传染病的预防与应急管理；学校食物中毒的预防与应对；学校群体心因性反

应事件现场应急处置及心理治疗。 

3．一般介绍  学校群体心因性反应事件的流行特征。  

五、实验教学目标与内容 

实验一  儿童生长发育水平调查与评价 

目标 

1．掌握  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个体和群体的评价方法及分析方法。 

2．熟悉  测量常用生长发育指标；常用人体测量仪器的校正。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长发育基本指标的测量方法及测量仪器的校正与使用。 

2．详细了解  测量常用生长发育指标；离差法、百分位数法。Z 标准差法。 

实验二  学生常见健康问题筛查 

目标 

1．掌握  儿童少年主要健康问题的筛查的方法。 

2．熟悉  视力低下及龋齿的检查方法、记录方法。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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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述  健康筛查中视力低下的检查方法。 

2．详细了解  龋齿的检查方法。 

3．一般介绍  评价视力低下和龋齿的情况。 

实验三  心理健康与行为问题调查与评价 

目标 

1．掌握  青少年心理亚健康多维问卷（MSQA）及评定方法。 

2．熟悉  测验的实施原则和要求。  

3．了解  心理测验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内容 

1．重点阐述  常见的心理测验量表。 

2．详细了解  心理测验的种类。 

3．一般介绍  MSQA 推理测验。 

实验四  学习疲劳测定方法和作息制度评价 

目标 

1．掌握  学习疲劳的测定指标、测量方法及评价标准。 

2．熟悉  作息制度的评价。 

内容 

1．重点阐述  疲劳的测定方法 

（1）短时记忆测定。 

（2）明视持久度测定。 

（3）闪烁光融合临界频率测定。 

（4）剂量作业试验。 

（5）视觉运动反应时测定。 

2．详细了解  作息制度的评价 

实验五  学校体育课和学生体力活动卫生评价 

目标 

1．掌握  学生体育课卫生评价的结构、学生运动负荷的自我检测。 

2．熟悉  学生体力活动水平与心肺功能的评价。 

内容 

1．重点阐述  学生体力活动水平分组的评价方法 

2．详细了解  心肺功能测试的卫生学评价：30 秒 20 次全蹲起、15 秒原地快跑、原地高抬腿跑、

台阶试验、最大吸氧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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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六  学校教室卫生学评价 

目标 

1．掌握  主要卫生学指标的测量及评价方法。 

2．熟悉  学校教学环境卫生专题调查分析报告的撰写方法。 

3．了解  教室卫生调查常用测量仪器的使用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自然采光：自然采光测量、影响采光的因素。 

2．详细了解  人工照明：照明测量、照明影响因素；课桌椅测量指标及评价。 

六、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理论课：采用课堂讲授为主，部分内容学生自学。逐渐改革“灌输式”为主的教学方法，加强

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交流，采用启发式、小组讨论式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和积极思考的能力。任课教师在教学中必须结合当前我国儿少卫生工作的实际，尽量介绍最新的学

科进展，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2．实验课：巩固理论课学习内容，培养基本操作技能。主要在实验室进行，部分内容可安排在

现场进行。 

（二）评价 

1．授课质量评价：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授课质量评价表”，由本人、学生及教研室予以评定。 

2．学生成绩评价：本课程为考试课。考核采用百分制，分为期末理论考试和平时考核两个部分，

理论考试由教研室根据教务处要求出考题，卷面 100 分，理论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70%。平时考核根

据学生的上课出勤率、实验课操作、实验报告及课堂发言情况由任课教师考评。平时考核成绩占总成

绩的 30%。 

                         

                        

编写  薛  萍  董恩恒  郭保强 

审校  李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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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保健学》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妇女保健学是以一门由传统的妇产科学分化、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紧密结合而形成的新兴学科。

以女性生殖医学为理论基础，以预防保健为中心，以群体为对象，针对妇女一生中不同时期的生理及

心理和社会特点，对妇女进行健康保护和健康促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妇女保健学研究妇女整

个生命周期中各阶段的生殖生理变化规律，社会心理特点及生物、心理、环境及社会等因素对妇女生

育健康和胎婴儿健康的影响与保健对策；研究危害妇女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流行病学及防治措施。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女童期保健、青春期保健、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生育调节与保健、更年

期保健、妇女常见病的防治、环境与妇女保健、职业与妇女保健、社会因素与妇女保健、社区妇女保

健。 

本课程为预防医学专业必修课，总学时为 32 学时，理论 32 学时，2.0 学分。 

二、课程目标 

妇女保健学是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通过该课程的讲授，要求学生掌握妇女不同时期生

殖系统变化，生殖生理及心理行为特点在正常和异常情况下的保健需求，妇女常见病的流行特征、早

期诊断、预防措施和治疗原则。同时要求学生掌握妇女保健评价、组织管理及信息管理，熟悉社会环

境与妇女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今后从事妇女保健工作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在教学过程中，充分

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采用启发式、参与式或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理论联系实际，不但使学生能掌握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而且注意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一）基本理论知识 

1．妇女生命周期中不同时期生殖系统变化。 

2．妇女生命周期中不同时期生殖生理。 

3．妇女生命周期中不同时期心理行为特点。 

4．妇女生命周期中不同时期主要健康问题及保健内容。 

5．妇女常见疾病的流性特征、早期诊断、预防措施和治疗原则。 

6．社区妇女保健服务的内容与方法。 

7．社会因素、环境与妇女生殖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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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妇女常见病的流行病学及普查普治的方法。 

2．掌握围产保健的内容和围产保健的填写及核查。 

3．掌握产前、产后检查操作技能。 

4．熟悉常用的避孕节育方法。 

（三）基本素质 

着重培养学生树立公共卫生医师在妇女保健工作方面的正确观点，能够结合实际，运用本学科的

专门知识和技能，从事妇女保健的相关工作；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绪 论 2 

2 女童期保健 3 

3 青春期保健 3 

4 婚前保健 3 

5 孕产期保健  

 第一节  孕期保健 2 

 第二节  分娩期保健 2 

 第三节  产褥期保健 2 

 第四节  母乳喂养与哺乳期保健 2 

 第五节  孕产期保健的系统管理 2 

6 生育调节期与保健 2 

7 更年期保健 3 

8 妇女常见病防治 4 

9 社区妇女保健 2 

合  计 32 

四、理论教学目标及内容 

第一章   绪 论 

目标 

1．掌握  妇女保健学的性质和内容。 

2．熟悉  妇女保健工作的意义、任务及范畴。 

3．了解  妇女保健的发展史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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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妇女保健学的概念和性质。 

2．详细了解  妇女保健工作的重要性、内容及范畴。 

3．一般介绍  妇女保健的发展史和现状。 

第二章   女童期保健 

目标 

1．掌握  女童期主要妇科疾病的防治。 

2．熟悉  女童期保健的主要内容。 

3．了解  女童期的划分及其生理、心理特点。 

内容 

1．重点阐述  女童期保健主要内容；女童期主要妇科疾病的防治，包括女童生殖器官炎症、外

伤、发育异常及畸形、女童性早熟、女童生殖系统肿瘤。 

2．详细了解  女童保健措施。 

3．一般介绍  女童期的生理特点、心理特点。 

第三章  青春期保健 

目标 

1．掌握  青春期保健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2．熟悉  青春期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常见病的防治。 

3．了解  青春期的解剖生理特点及心理行为特点。 

内容 

1．重点阐述  青春期保健主要内容，青春期性教育的内容及要领。 

2．详细了解  青春期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常见病的防治（青少年妊娠、青春期功血、青春期多囊

卵巢综合征、痛经、闭经）。 

3．一般介绍  青春期的解剖生理特点及心理行为特点。 

第四章  婚前保健 

目标 

1．掌握  婚前检查的程序、内容、方法和质量管理。 

2．熟悉  婚前保健、婚前教育及婚前咨询的内容 

3．了解  婚姻期解剖、生理和性心理特点。 

内容 

1．重点阐述  婚前医学检查内容、方法和质量管理。 

2．详细了解  婚前保健指导内容、婚前咨询、新婚避孕方法的内容及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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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介绍  婚姻期解剖、生理和性心理特点。 

第五章   孕产期保健 

第一节   孕期保健 

目标 

1．掌握  孕期保健的内容和要求。  

2．熟悉  高危妊娠的筛查和监护技术；优生咨询及产前诊断的对象、程序和方法。 

3．了解  妊娠期生理、心理特点和卫生指导。 

内容 

1．重点阐述  妊娠各期的保健内容和要；孕期营养的需要量及各种营养素。 

2．详细了解  某些化学、物理等有害因素、孕期感染、孕妇用药及社会心理因素对胎婴儿的影

响；妊娠各期常见症状及其处理。 

3．一般介绍  优生咨询及产前诊断的对象、程序和方法；妊娠期生理、心理特点和卫生指导。 

第二节   分娩期保健 

目标 

1．掌握  分娩期的生理、心理特点和保健内容及要求。  

2．熟悉  产时保健措施及适宜技术，能及时识别异常并掌握其处理原则。 

3．了解  分娩期并发症的流行病学、早期诊断、对母婴的影响、预防及治疗原则。 

内容 

1．重点阐述  分娩期的生理、心理特点和保健内容及要求。 

2．详细了解  科学接生方法，提高接产质量，产时五防（防滞产、防感染、防出血、防窒息及

防产伤）的主要原则和措施，加强对高危孕妇的分娩监护；产后出血、子宫破裂、胎膜早破、羊水栓

塞、胎儿宫内窘迫的流行病学、早期诊断、对母婴的影响、预防及治疗原则。  

3．一般介绍  分娩期并发症对母婴的影响、预防及治疗原则。 

第三节   产褥期保健 

目标 

1．掌握  产后保健的内容及要求。  

2．熟悉  产褥期疾病的早期诊断、预防和治疗原则。 

3．了解  产褥期的生理、心理特点和保健要求。 

内容 

1．重点阐述  产后保健的内容及要求。 

2．详细了解  产褥感染、产后贫血、产后心理障碍的早期诊断、预防和治疗原则。 

3．一般介绍  产褥期的生理、心理特点和保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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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母乳喂养与哺乳期保健 

目标 

1．掌握  母乳喂养的优点、方法和要求。  

2．熟悉  泌乳的机制及影响乳汁分泌的因素，如何促进乳汁分泌；哺乳期的卫生与保健。 

3．了解  乳头皲裂、乳汁分泌过少、乳腺炎的治疗原则与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泌乳机制，影响乳汁分泌的因素。 

2．详细了解  母乳喂养的优点、方法和要求；哺乳期的卫生与保健。 

3．一般介绍  乳腺炎、乳汁过少的预防及治疗原则。 

第五节   孕产期保健的系统管理 

目标 

1．掌握  孕产妇系统管理制度与质量管理指标。  

2．熟悉  高危管理的原则及方法。 

3．了解  孕产妇死亡和围产儿死亡评审。 

内容 

1．重点阐述  孕产妇系统管理制度与质量管理指标。 

2．详细了解  高危管理的原则及方法；孕产妇死亡的预防、评审要求、方法及内容，降低孕产

妇死亡率的方法与途径。 

4．一般介绍  围产儿死亡的预防、评审要求、方法及内容，降低围产儿死亡率的方法与途径。 

第六章   生育调节期与保健 

目标 

1．掌握  正确选择节育和绝育的方法及使用中的注意事项、禁忌症、副反应；生育调节期保健

的内容。 

2．熟悉  节育手术适应症及手术常见并发症的防治。 

3．了解  意外妊娠的补救措施。 

内容 

1．重点阐述  常用节育和绝育方法的选择，避孕药物的优缺点及使用注意事项；节育手术常见

并发症的防治原则。 

2．详细了解  生育调节期保健的内容。 

3．一般介绍  人工终止早期、中期妊娠的方法及保健指导。 

第七章   更年期保健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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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更年期保健的内容与方法；更年期主要健康问题的预防和处理原则。 

2．了解  更年期的生理、心理特点。 

内容 

1．重点阐述  更年期保健的意义及保健内容。 

2．详细了解  更年期主要健康问题（更年期综合症、性功能障碍、更年期抑郁症、骨质疏松症）

的预防和处理原则。 

3．一般介绍  更年期的生理、心理特点。 

第八章   妇女常见病防治 

目标 

1．掌握  常见妇女疾病（感染性疾病、异位妊娠、子宫脱垂、尿瘘、子宫内膜异位症、肿瘤）

的流行病学、早期诊断、预防方法和治疗原则。 

2．熟悉  妇女病普查普治的意义、方法和组织管理。 

内容 

1．重点阐述  滴虫性阴道炎、霉菌性阴道炎、子宫颈炎、性传播疾病、异位妊娠、子宫脱垂、

尿瘘、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肿瘤、乳腺癌的流行病学、早期诊断、预防方

法和治疗原则。 

2．一般介绍  妇女病普查普治的意义、方法和组织管理。 

第九章   社区妇女保健 

目标 

1．掌握  社区诊断的概念、步骤及方法。 

2．熟悉  社区妇女保健服务内容。 

3．了解  社区妇女保健服务的评估和监督 

内容 

1．重点阐述  社区女保健服务内容（女童保健、少女保健、育龄期妇女保健、更年期妇女保健）。 

2．详细了解  社区诊断的概念和目的、社区诊断的步骤及方法。 

3．一般介绍  社区女保健服务评价的内容。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采用课堂讲授为主，部分内容学生自学。逐渐改革“灌输式”为主的教学方法，加强课堂教学过程

中的师生交流，采用启发式、小组讨论式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思考

的能力。任课教师在教学中必须结合当前我国妇女保健工作的实际，尽量介绍最新的学科进展，充分

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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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 

1．授课质量评价：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授课质量评价表”，由本人、学生及教研室予以评定。 

2．学生成绩评价：本课程为考查课。考核采用百分制，分为期末理论考试和平时考核两个部分，

理论考试由教研室根据教务处要求出考题，卷面 100 分，理论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70%。平时考核根

据学生的上课出勤率、课堂发言情况由任课教师考评。平时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30%。 

                                                

 编写  薛  萍  梁海燕  李雨姗 

                             审校  李宏彬                 

    



 

 - 37 - 

《健康教育学》教学大纲 

适用五年制各专业 

 

一、课程简介 

健康教育学是着眼于促进个人或群体改变不良行为与生活方式的一门学科，是医学与行为科学相

结合产生的交叉学科，它力图在医学，尤其在预防医学领域应用行为科学的方法和成就，研究人类行

为和健康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规律，探索有效、可行、经济的干预策略和措施。本课程通过对健康教

育基本理论、方法的讲授，结合相应的教学实践，使得学生掌握健康教育学的基本结构，关键术语以

及应用方法。教学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教学实践与课堂讨论深化对基本理论的认识。章节内容

穿插介绍本学科国内外的发展动态与学术前沿。 

本课程为医学本科各专业任选课，总学时为 16 学时，理论学时 16 学时，1.0 学分。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健康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和内容，健康促进的概念和策略。 

2．健康相关行为、模式及行为改变理论。 

3．健康传播学。 

4．健康教育培训方法。 

5．健康教育诊断 

6．健康教育计划、干预措施和评价。 

7．重要健康问题的健康教育。 

8．重要场所和重点人群健康教育。 

（二）基本技能 

1．掌握健康教育 KAP 设计：如何设计健康教育 KAP 问卷，如何保证问卷设计的信度、效度，

如何测量艾滋病相关行为中的行为意向。 

2．熟悉传播材料预实验：在传播材料设计出来后，如何通过预实验修正与完善传播材料。 

3．掌握同伴教育培训方法：通过实习了解同伴教育的组织方法，现场培训方法与效果评估方法。 

4．掌握健康教育计划设计方法：根据格林模式的思路，如何设计一份健康教育干预计划。 

5．掌握健康教育快速评估方法：如何通过小组讨论与深度访谈获取资料，并如何整理定性调查

的资料。 

（三）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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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医学生具备健康传播者的素质和能力，使学生加深对现代医学模式的认识，提高运用所学的

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绪 论 1 

2 人类行为及健康相关行为 1 

3 健康教育行为改变理论 2 

4 健康信息传播 2 

5 健康教育培训方法 2 

6 健康教育诊断 1 

7 健康教育计划和干预措施 2 

8 健康教育评价 2 

9 重要健康问题的健康教育 1 

10 重要场所和重点人群健康教育 2 

合  计 16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健康教育的概念、目标和任务。 

2．熟悉  行为与健康的关系（四大影响因素间的关系、生物学联系）。 

3．了解  健康教育的发展史。 

内容 

1．重点阐述  健康促进的涵义、活动领域和策略。 

2．详细了解  行为与健康的关系；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关系。 

3．一般介绍  健康教育工作的一般程序、健康教育发展史。 

第二章  人类行为特点及健康相关行为 

目标 

1．掌握  健康相关行为的概念和分类。 

2．熟悉  人类行为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3．了解  健康相关行为的生态学观点。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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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述  人类行为的基本特点、健康相关行为。 

2．详细了解  健康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 

3．一般介绍  与疾病相联系健康相关行为。 

第三章  健康教育行为改变理论        

目标 

1．掌握  知信行模式、健康信念模式。 

2．熟悉  社会认知理论、创新扩散理论。 

内容 

1．重点阐述  针对个体的行为改变理论。 

2．详细了解  应用于人际水平的行为改变理论；应用于人群和社区水平的行为改变理论。 

3．一般介绍  健康相关行为的干预和矫正。 

第四章  健康信息传播 

目标 

1．掌握  健康传播的概念、传播要素、传播模式。 

2．熟悉  人际传播及大众传播的特点。 

3．了解  影响健康传播效果的因素。 

内容 

1．重点阐述  健康传播的概念、传播要素、传播过程的模式和传播的分类。 

2．详细了解  人际传播的特点、形式和技巧；大众传播媒介的特点和教材的制作。 

3．一般介绍  影响健康传播效果的因素与对策。 

第五章  健康培训方法 

目标 

1．掌握  健康培训的概念、培训过程及其特点。 

2．熟悉  健康培训的方法。 

内容 

1．重点讲解  健康培训的概念、培训过程及其特点。 

2．详细介绍  常用的培训方法及培训方法的综合运用。 

第六章  健康教育诊断 

目标 

1．掌握  健康教育诊断的概念、意义和方法。 

2．熟悉  社会诊断、流行病学诊断、行为与环境诊断。 

3．了解  健康教育诊断的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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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健康教育诊断的概念和基本思路。 

2．详细了解  健康教育诊断的基本步骤。 

3．一般介绍  健康教育诊断资料收集和分析。 

第七章  健康教育计划和干预措施 

目标 

1．掌握  健康教育干预计划的目标、指标体系。 

2．熟悉  健康教育干预过程。 

3．了解  健康教育计划项目书的撰写。 

内容 

1．重点阐述  健康教育计划的优先项目确定和优先干预行为确定。 

2．详细了解  健康教育干预计划的实施和过程评价。 

3．一般介绍  健康教育实施进度表的制定。 

第八章  健康教育评价 

目标 

1．掌握  健康教育评价的种类和内容。 

2．熟悉  健康教育成本效果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 

3．了解  影响健康教育评价的因素。 

内容 

1．重点阐述  健康教育项目评价的意义和类型。 

2．详细了解  健康教育项目评价设计方案；健康教育项目评价中的成本-效益分析与成本-效果分

析。 

3．一般介绍  影响评价结果的因素。 

第九章  重要健康问题的健康教育 

目标 

1．掌握  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策略。 

2．熟悉  高血压病健康促进计划及其评价。 

内容 

1．重点阐述  性健康教育及艾滋病健康教育。 

2．详细了解  高血压病的健康教育。 

3．一般介绍  控制健康吸烟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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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重要场所和重点人群健康教育 

目标 

1．掌握  健康场所的概念框架和健康场所建设的原则。 

2．熟悉  健康社区的内容、健康社区建设的策略；学校健康教育的概念、内容、策略和方法 

3．了解  医院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内容 

1．重点阐述  健康场所的概念框架：社会生态学模式、动态系统模式、整体发展模式。 

2．详细了解  学校健康项目实施的基本环节。 

3．一般介绍  医院健康教育的概念和意义、内容、实施和评价。 

五、措施和评价 

（一）措施 

1．理论课：以课堂讲授为主，配合课后辅导和作业。 

2．现场活动或实习：利用假期社会实践，组织学生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或在毕业实习期间安排

有关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实习内容。 

（二）评价 

本课程为考查课。考核采用百分制，采用书面考试形式，客观题和主观题各占 50%，或全部采用

问答题和分析讨论题。卷面 100 分。 

 

                                                       编写  薛  萍  董恩恒

郭保强  梁海燕 

          审校  李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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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学》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一、课程简介 

《健康教育学》是着眼于促进个人或群体改变不良行为与生活方式的一门学科，是医学与行为科

学相结合产生的交叉学科，它力图在医学，尤其在预防医学领域应用行为科学的方法和成就，研究人

类行为和健康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规律，探索有效、可行、经济的干预策略和措施。本课程通过对健

康教育基本理论、方法的讲授，结合相应的教学实践，使得学生掌握健康教育学的基本结构，关键术

语以及应用方法。教学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教学实践与课堂讨论深化对基本理论的认识。章节

内容穿插介绍本学科国内外的发展动态与学术前沿。 

本课程为预防医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必修课，总学时为 18 学时，理论学时 18 学时，1.0 学分。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健康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和内容，健康促进的概念和策略。 

2．健康相关行为、模式及行为改变理论。 

3．健康传播学。 

4．健康教育培训方法。 

5．健康教育诊断 

6．健康教育计划、干预措施和评价。 

7．重要健康问题的健康教育。 

8．重要场所和重点人群健康教育。 

9．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健康教育。 

（二）基本技能 

1．健康教育 KAP 设计：如何设计健康教育 KAP 问卷，如何保证问卷设计的信度、效度，如何

测量艾滋病相关行为中的行为意向。 

2．传播材料预实验：在传播材料设计出来后，如何通过预实验修正与完善传播材料。 

3．同伴教育培训方法：通过实习了解同伴教育的组织方法，现场培训方法与效果评估方法。 

4．健康教育计划设计方法：根据格林模式的思路，如何设计一份健康教育干预计划。 

5．健康教育快速评估方法：如何通过小组讨论与深度访谈获取资料，并如何整理定性调查的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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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要健康问题的健康教育设计：如何通过翻转课堂，对重要健康问题进行设计并讨论，最终

形成行之有效的干预策略。 

（三）基本素质 

培养医学生具备健康传播者的素质和能力，使学生加深对现代医学模式的认识，提高运用所学的

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绪 论 2 

2 人类行为及健康相关行为 2 

3 健康教育行为改变理论 3 

4 健康信息传播 3 

5 健康教育培训方法 2 

6 健康教育诊断 2 

7 健康教育计划和干预措施 2 

8 健康教育评价 2 

9 重要健康问题的健康教育 2 

10 重要场所和重点人群健康教育 2 

1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健康教育 2 

合  计 24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健康教育的概念、目标和任务。 

2．熟悉  行为与健康的关系（四大影响因素间的关系、生物学联系）。 

3．了解  健康教育的发展史。 

内容 

1．重点阐述  健康促进的涵义、活动领域和策略。 

2．详细了解  行为与健康的关系；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关系。 

3．一般介绍  健康教育工作的一般程序、健康教育发展史。 

第二章  人类行为特点及健康相关行为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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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健康相关行为的概念和分类。 

2．熟悉  人类行为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3．了解  健康相关行为的生态学观点。 

内容 

1．重点阐述  人类行为的基本特点、健康相关行为。 

2．详细了解  健康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 

3．一般介绍  与疾病相联系健康相关行为。 

第三章  健康教育行为改变理论        

目标 

1．掌握  知信行模式、健康信念模式。 

2．熟悉  社会认知理论、创新扩散理论。 

内容 

1．重点阐述  针对个体的行为改变理论。 

2．详细了解  应用于人际水平的行为改变理论；应用于人群和社区水平的行为改变理论。 

3．一般介绍  健康相关行为的干预和矫正。 

第四章  健康信息传播 

目标 

1．掌握  健康传播的概念、传播要素、传播模式。 

2．熟悉  人际传播及大众传播的特点。 

3．了解  影响健康传播效果的因素。 

内容 

1．重点阐述  健康传播的概念、传播要素、传播过程的模式和传播的分类。 

2．详细了解  人际传播的特点、形式和技巧；大众传播媒介的特点和教材的制作。 

3．一般介绍  影响健康传播效果的因素与对策。 

第五章  健康培训方法 

目标 

1．掌握  健康培训的概念、培训过程及其特点。 

2．熟悉  健康培训的方法。 

内容 

1．重点讲解  健康培训的概念、培训过程及其特点。 

2．详细介绍  常用的培训方法及培训方法的综合运用。 

第六章  健康教育诊断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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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健康教育诊断的概念、意义和方法。 

2．熟悉  社会诊断、流行病学诊断、行为与环境诊断。 

3．了解  健康教育诊断的基本步骤。 

内容 

1．重点阐述  健康教育诊断的概念和基本思路。 

2．详细了解  健康教育诊断的基本步骤。 

3．一般介绍  健康教育诊断资料收集和分析。 

第七章  健康教育计划和干预措施 

目标 

1．掌握  健康教育干预计划的目标、指标体系。 

2．熟悉  健康教育干预过程。 

3．了解  健康教育计划项目书的撰写。 

内容 

1．重点阐述  健康教育计划的优先项目确定和优先干预行为确定。 

2．详细了解  健康教育干预计划的实施和过程评价。 

3．一般介绍  健康教育实施进度表的制定。 

第八章  健康教育评价 

目标 

1．掌握  健康教育评价的种类和内容。 

2．熟悉  健康教育成本效果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影响健康教育评价的因素。 

内容 

1．重点阐述  健康教育项目评价的意义和类型。 

2．详细了解  健康教育项目评价设计方案；影响评价结果的因素。 

3．一般介绍  健康教育项目评价中的成本-效益分析与成本-效果分析。 

第九章  重要健康问题的健康教育 

目标 

1．掌握  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策略。 

2．熟悉  高血压病健康促进计划及其评价。 

内容 

1．重点阐述  性健康教育及艾滋病健康教育。 

2．详细了解  高血压病的健康教育。 

3．一般介绍  控制健康吸烟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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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重要场所和重点人群健康教育 

目标 

1．掌握  健康场所的概念框架和健康场所建设的原则。 

2．熟悉  健康社区的内容、健康社区建设的策略；学校健康教育的概念、内容、策略和方法 

3．了解  医院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内容 

1．重点阐述  健康场所的概念框架：社会生态学模式、动态系统模式、整体发展模式。 

2．详细了解  学校健康项目实施的基本环节。 

3．一般介绍  医院健康教育的概念和意义、内容、实施和评价。 

第十一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健康教育 

目标 

1．掌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教育的目的和内容。 

2．熟悉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教育的分类。 

3．了解  重大传染病健康教育，食源性疾病事件健康教育。 

内容 

1．重点阐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特点、目的、内容。 

2．详细了解  按事件发展过程开展健康教育：潜伏期健康教育、暴发期健康教育、消退期健康

教育；按健康教育的对象开展健康教育。 

3．一般介绍  重大传染病健康教育的分类，传染病健康教育的策略与方法，食源性疾病的分类

及预防原则。 

五、措施和评价 

（一）措施 

1．理论课：以课堂讲授为主，配合课后辅导和作业。 

2．现场活动或实习：利用假期社会实践，组织学生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或在毕业实习期间安排

有关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实习内容。 

（二）评价 

本课程为考查课。考核采用百分制，采用书面考试形式，客观题和主观题各占 50%，或全部采用

问答题和分析讨论题。卷面 100 分。 

 

                                           编写  薛  萍  董恩恒 

 郭保强  梁海燕 

          审校  李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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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设计》教学大纲 

适用康复治疗学、心理学、应用心理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科研设计》是高等医学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基础课，是医学生必备的一门基础技能。

教学目标是培养和增强医学生医学科研设计的理念，准确理解和掌握医学科研设计的特点、对象、要

素、内容、原则、方法，培养医学生运用科学的、专业的和艺术的思维方法对医学中需要研究的问题

进行决策、规划，提高医学生在医学研究中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揭示生命本质、阐明

疾病的发生机制、创造防病治病的方法，维护和增进人类健康。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医学科研所涉及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包括科研选题、科研课题的申请、

制定方案、实施、科研结果的整理、分析与展示等知识。教学活动采用课堂讲授、练习、讨论等方法，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运用科研设计的原理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绩评定采用提问、

作业、测验与论文撰写等综合方法进行全面衡量。 

本课程为四年制康复治疗学、心理学、应用心理学专业选修课，总学时为 16 学时，理论学时 16

学时，1.0 学分。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科研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原则及常用方法； 

2．科研的意义、任务、特点； 

3．科研设计的内容； 

4．科研基本程序和方法； 

5．科研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解释与表达。 

（二）基本技能 

1．具备科研设计能力； 

2．具备实施的初步能力； 

3．具备评价科研质量的能力； 

4．系统全面地了解科学研究全过程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三）基本素质 

1．树立在实际工作中的科研意识； 

2．能够结合实际，运用本学科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从事科研的有关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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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脚踏实地、独立分析和解决学科所面临基本问题的能力。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科学研究方法学概论 2 

2 科研设计的选题和课题申报 2 

3 科研设计的基本要素 2 

4 科研设计的基本原则 2 

5 常用医学实验设计方法 4 

6 调查研究设计 2 

7 实验结果的整理、分析与展示 2 

合  计 16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科学研究方法学概论 

目标 

1．掌握  科研的分类、特点。 

2．熟悉  科研的基本程序。 

3．了解  科研的意义、目的。 

内容 

1．重点阐述  科学及科学研究的定义、特点及分类；科学研究的意义。 

2．详细了解  科学研究的一般步骤。 

3．一般介绍  科研的目的。 

第二章 科研设计的选题和课题申报 

目标 

1．掌握  医学科研选题的原则；选题的基本方法，选题的基本程序。 

2．熟悉  项目申请书的撰写。 

3．了解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与评审。 

内容 

1．重点阐述  选题的原则：重要性原则、创新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实用性原则、可行性原则；

选题的基本方法；选题的基本程序。 

2．详细了解  项目申请书撰写的要求；立项依据；研究内容、研究目标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研究方案、研究方法及可行性分析；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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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介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与评审标准。 

第三章 科研设计的基本要素 

目标 

1．掌握  确定被试因素原则，受试对象的确定，受试对象的条件，效应指标的选定。 

2．熟悉  施药途径与剂量，被试因素施加方式，受试对象的纯化，选择科研反应指标要点。 

3．了解  误差及误差的控制。 

内容 

1．重点阐述  受试对象的选择要求：人体观察、动物实验、组织器官离体实验、细胞实验、分

子实验。 

2．详细了解  实验研究中是主要处理因素；单因素与复因素；处理因素的标准化；实验效应指

标的选择。 

3．一般介绍  误差的表现形式及误差的控制。 

第四章 科研设计的基本原则 

目标 

1．掌握  实验设计的基本原理与模式。 

2．熟悉  对照的意义与作用，临床试验的特性与实施原则，随机抽样的规范方法，均衡的方法

与评价。 

内容 

1．重点阐述  医学科研设计的基本原理、原则，对照的类型与形式，盲法设计的选定与应用，

决定重复数的标准。 

2．详细了解  对照原则、重复原则、随机原则、均衡原则、盲法设计原则；实验设计的基本模

式，对照选择时的注意点，重复的意义，随机的意义与原则，均衡一致的重要性。 

第五章 常用医学实验设计方法 

目标 

1．掌握  完全随机设计和配伍组设计的设计步骤。 

2．熟悉  交叉设计、配对设计、析因设计的基本概念。 

3．了解  完全随机设计、配伍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的优缺点。 

内容 

1．重点阐述  完全随机设计和配伍组设计的基本概念及设计步骤。 

2．详细了解  交叉设计、配对设计、析因设计的设计步骤、使用范围与注意事项。 

3．一般介绍  几种实验设计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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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调查研究设计 

目标 

1．掌握  调查研究设计的内容、方法。 

2．熟悉  调查研究概念与意义。 

3．了解  调查研究的基本步骤。 

内容 

1．重点阐述  调查设计的概念、意义。 

2．详细了解  调查研究的基本步骤。 

3．一般介绍  调查问卷的设计。 

第七章 实验结果的整理、分析与展示 

目标 

1．掌握  整理科研数据的方法；数据资料的常用表达方式；选择统计分析方法的原则与思路。 

2．熟悉  统计分析的结果的正确解释与表达。 

3．了解  科研数据的核对与检查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科研数据的整理方法；科研数据的表达方式；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 

2．详细了解  统计分析结果的解释与表达；科研数据的综合分析；科研数据的核对与检查方法。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结合教学内容，开展一些与医学有关的专题讲座，扩大学生的视野，使学生真正意识到卫生

学在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4．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近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依据教学大纲进行期末理论考试，作为理论成绩。学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 

 

                                      编写  薛  萍  李雨姗 

                                           审校  李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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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设计》教学大纲 

适用临床医学、康复治疗学等专业 

 

一、课程简介 

《科研设计》是高等医学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基础课，是医学生必备的一门基础技能。

教学目标是培养和增强医学生医学科研设计的理念，准确理解和掌握医学科研设计的特点、对象、要

素、内容、原则、方法，培养医学生运用科学的、专业的和艺术的思维方法对医学中需要研究的问题

进行决策、规划，提高医学生在医学研究中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揭示生命本质、阐明

疾病的发生机制、创造防病治病的方法，维护和增进人类健康。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医学科研所涉及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包括科研选题、科研课题的申请、

制定方案、实施、科研结果的整理、分析与展示等知识。教学活动采用课堂讲授、练习、讨论等方法，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运用科研设计的原理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绩评定采用提问、

作业、测验与论文撰写等综合方法进行全面衡量。 

本课程为四年制康复治疗学、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选修课，总学时为 16 学时，理论学时 16 学时，

1.0 学分。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科研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原则及常用方法； 

2．科研的意义、任务、特点； 

3．科研设计的内容； 

4．科研基本程序和方法； 

5．科研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解释与表达。 

（二）基本技能 

1．具备科研设计能力； 

2．具备实施的初步能力； 

3．具备评价科研质量的能力； 

4．系统全面地了解科学研究全过程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三）基本素质 

1．树立在实际工作中的科研意识； 

2．能够结合实际，运用本学科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从事科研的有关研究工作； 

3．通过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脚踏实地、独立分析和解决学科所面临基本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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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科学研究方法学概论 2 

2 科研设计的选题和课题申报 2 

3 科研设计的基本要素 2 

4 科研设计的基本原则 2 

5 常用医学实验设计方法 4 

6 调查研究设计 2 

7 实验结果的整理、分析与展示 2 

合  计 16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科学研究方法学概论 

目标 

1．掌握  科研的分类、特点。 

2．熟悉  科研的基本程序。 

3．了解  科研的意义、目的。 

内容 

1．重点阐述  科学及科学研究的定义、特点及分类；科学研究的意义。 

2．详细了解  科学研究的一般步骤。 

3．一般介绍  科研的目的。 

第二章 科研设计的选题和课题申报 

目标 

1．掌握  医学科研选题的原则；选题的基本方法，选题的基本程序。 

2．熟悉  项目申请书的撰写。 

3．了解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与评审。 

内容 

1．重点阐述  选题的原则：重要性原则、创新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实用性原则、可行性原则；

选题的基本方法；选题的基本程序。 

2．详细了解  项目申请书撰写的要求；立项依据；研究内容、研究目标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研究方案、研究方法及可行性分析；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 

3．一般介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与评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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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科研设计的基本要素 

目标 

1．掌握  确定被试因素原则，受试对象的确定，受试对象的条件，效应指标的选定。 

2．熟悉  施药途径与剂量，被试因素施加方式，受试对象的纯化，选择科研反应指标要点。 

3．了解  误差及误差的控制。 

内容 

1．重点阐述  受试对象的选择要求：人体观察、动物实验、组织器官离体实验、细胞实验、分

子实验。 

2．详细了解  实验研究中是主要处理因素；单因素与复因素；处理因素的标准化；实验效应指

标的选择。 

3．一般介绍  误差的表现形式及误差的控制。 

第四章 科研设计的基本原则 

目标 

1．掌握  实验设计的基本原理与模式。 

2．熟悉  对照的意义与作用，临床试验的特性与实施原则，随机抽样的规范方法，均衡的方法

与评价。 

内容 

1．重点阐述  医学科研设计的基本原理、原则，对照的类型与形式，盲法设计的选定与应用，

决定重复数的标准。 

2．详细了解  对照原则、重复原则、随机原则、均衡原则、盲法设计原则；实验设计的基本模

式，对照选择时的注意点，重复的意义，随机的意义与原则，均衡一致的重要性。 

第五章  常用医学实验设计方法 

目标 

1．掌握  完全随机设计和配伍组设计的设计步骤。 

2．熟悉  交叉设计、配对设计、析因设计的基本概念。 

3．了解  完全随机设计、配伍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的优缺点。 

内容 

1．重点阐述  完全随机设计和配伍组设计的基本概念及设计步骤。 

2．详细了解  交叉设计、配对设计、析因设计的设计步骤、使用范围与注意事项。 

3．一般介绍  几种实验设计的优缺点。 

第六章  调查研究设计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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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调查研究设计的内容、方法。 

2．熟悉  调查研究概念与意义。 

3．了解  调查研究的基本步骤。 

内容 

1．重点阐述  调查设计的概念、意义。 

2．详细了解  调查研究的基本步骤。 

3．一般介绍  调查问卷的设计。 

第七章  实验结果的整理、分析与展示 

目标 

1．掌握  整理科研数据的方法；数据资料的常用表达方式；选择统计分析方法的原则与思路。 

2．熟悉  统计分析的结果的正确解释与表达。 

3．了解  科研数据的核对与检查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科研数据的整理方法；科研数据的表达方式；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 

2．详细了解  统计分析结果的解释与表达；科研数据的综合分析；科研数据的核对与检查方法。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结合教学内容，开展一些与医学有关的专题讲座，扩大学生的视野，使学生真正意识到卫生

学在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4．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近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依据教学大纲进行期末理论考试，作为理论成绩。学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 

 

                                      编写  薛  萍  李雨姗 

                                           审校  李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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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设计》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科研设计》是高等医学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基础课，是医学生必备的一门基础技能。

教学目标是培养和增强医学生医学科研设计的理念，准确理解和掌握医学科研设计的特点、对象、要

素、内容、原则、方法，培养医学生运用科学的、专业的和艺术的思维方法对医学中需要研究的问题

进行决策、规划，提高医学生在医学研究中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揭示生命本质、阐明

疾病的发生机制、创造防病治病的方法，维护和增进人类健康。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医学科研所涉及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包括科研选题、科研课题的申请、

制定方案、实施、科研结果的整理、分析与展示等知识。教学活动采用课堂讲授、练习、讨论等方法，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运用科研设计的原理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绩评定采用提问、

作业、测验与论文撰写等综合方法进行全面衡量。 

本课程为四年制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五年制预防医学专业选修课，总学时为 16 学时，理论学

时 16 学时，1.0 学分。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科研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原则及常用方法； 

2．科研的意义、任务、特点； 

3．科研设计的内容； 

4．科研基本程序和方法； 

5．科研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解释与表达。 

（二）基本技能 

1．具备科研设计能力； 

2．具备实施的初步能力； 

3．具备评价科研质量的能力； 

4．系统全面地了解科学研究全过程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三）基本素质 

1．树立在实际工作中的科研意识； 

2．能够结合实际，运用本学科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从事科研的有关研究工作； 

3．通过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脚踏实地、独立分析和解决学科所面临基本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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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科学研究方法学概论 2 

2 科研设计的选题和课题申报 2 

3 科研设计的基本要素 2 

4 科研设计的基本原则 2 

5 常用医学实验设计方法 4 

6 调查研究设计 2 

7 实验结果的整理、分析与展示 2 

合  计 16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科学研究方法学概论 

目标 

1．掌握  科研的分类、特点。 

2．熟悉  科研的基本程序。 

3．了解  科研的意义、目的。 

内容 

1．重点阐述  科学及科学研究的定义、特点及分类；科学研究的意义。 

2．详细了解  科学研究的一般步骤。 

3．一般介绍  科研的目的。 

第二章 科研设计的选题和课题申报 

目标 

1．掌握  医学科研选题的原则；选题的基本方法，选题的基本程序。 

2．熟悉  项目申请书的撰写。 

3．了解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与评审。 

内容 

1．重点阐述  选题的原则：重要性原则、创新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实用性原则、可行性原则；

选题的基本方法；选题的基本程序。 

2．详细了解  项目申请书撰写的要求；立项依据；研究内容、研究目标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研究方案、研究方法及可行性分析；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 

3．一般介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与评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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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科研设计的基本要素 

目标 

1．掌握  确定被试因素原则，受试对象的确定，受试对象的条件，效应指标的选定。 

2．熟悉  施药途径与剂量，被试因素施加方式，受试对象的纯化，选择科研反应指标要点。 

3．了解  误差及误差的控制。 

内容 

1．重点阐述  受试对象的选择要求：人体观察、动物实验、组织器官离体实验、细胞实验、分

子实验。 

2．详细了解  实验研究中是主要处理因素；单因素与复因素；处理因素的标准化；实验效应指

标的选择。 

3．一般介绍  误差的表现形式及误差的控制。 

第四章 科研设计的基本原则 

目标 

1．掌握  实验设计的基本原理与模式。 

2．熟悉  对照的意义与作用，临床试验的特性与实施原则，随机抽样的规范方法，均衡的方法

与评价。 

内容 

1．重点阐述  医学科研设计的基本原理、原则，对照的类型与形式，盲法设计的选定与应用，

决定重复数的标准。 

2．详细了解  对照原则、重复原则、随机原则、均衡原则、盲法设计原则；实验设计的基本模

式，对照选择时的注意点，重复的意义，随机的意义与原则，均衡一致的重要性。 

第五章 常用医学实验设计方法 

目标 

1．掌握  完全随机设计和配伍组设计的设计步骤。 

2．熟悉  交叉设计、配对设计、析因设计的基本概念。 

3．了解  完全随机设计、配伍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的优缺点。 

内容 

1．重点阐述  完全随机设计和配伍组设计的基本概念及设计步骤。 

2．详细了解  交叉设计、配对设计、析因设计的设计步骤、使用范围与注意事项。 

3．一般介绍  几种实验设计的优缺点。 

第六章 调查研究设计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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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调查研究设计的内容、方法。 

2．熟悉  调查研究概念与意义。 

3．了解  调查研究的基本步骤。 

内容 

1．重点阐述  调查设计的概念、意义。 

2．详细了解  调查研究的基本步骤。 

3．一般介绍  调查问卷的设计。 

第七章 实验结果的整理、分析与展示 

目标 

1．掌握  整理科研数据的方法；数据资料的常用表达方式；选择统计分析方法的原则与思路。 

2．熟悉  统计分析的结果的正确解释与表达。 

3．了解  科研数据的核对与检查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科研数据的整理方法；科研数据的表达方式；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 

2．详细了解  统计分析结果的解释与表达；科研数据的综合分析；科研数据的核对与检查方法。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结合教学内容，开展一些与医学有关的专题讲座，扩大学生的视野，使学生真正意识到卫生

学在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4．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近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依据教学大纲进行期末理论考试，作为理论成绩。学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 

 

                                      编写  薛  萍  李雨姗 

                                           审校  李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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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设计》教学大纲 

适用专升本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药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科研设计》是高等医学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基础课，是医学生必备的一门基础技能。

教学目标是培养和增强医学生医学科研设计的理念，准确理解和掌握医学科研设计的特点、对象、要

素、内容、原则、方法，培养医学生运用科学的、专业的和艺术的思维方法对医学中需要研究的问题

进行决策、规划，提高医学生在医学研究中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揭示生命本质、阐明

疾病的发生机制、创造防病治病的方法，维护和增进人类健康。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医学科研所涉及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包括科研选题、科研课题的申请、

制定方案、实施、科研结果的整理、分析与展示等知识。教学活动采用课堂讲授、练习、讨论等方法，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运用科研设计的原理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绩评定采用提问、

作业、测验与论文撰写等综合方法进行全面衡量。 

本课程为专升本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药学专业选修课，总学时为 16 学时，理论学时 16 学时，

1.0 学分。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科研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原则及常用方法； 

2．科研的意义、任务、特点； 

3．科研设计的内容； 

4．科研基本程序和方法； 

5．科研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解释与表达。 

（二）基本技能 

1．具备科研设计能力； 

2．具备实施的初步能力； 

3．具备评价科研质量的能力； 

4．系统全面地了解科学研究全过程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三）基本素质 

1．树立在实际工作中的科研意识； 

2．能够结合实际，运用本学科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从事科研的有关研究工作； 

3．通过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脚踏实地、独立分析和解决学科所面临基本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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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科学研究方法学概论 2 

2 科研设计的选题和课题申报 2 

3 科研设计的基本要素 2 

4 科研设计的基本原则 2 

5 常用医学实验设计方法 4 

6 调查研究设计 2 

7 实验结果的整理、分析与展示 2 

合  计 16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科学研究方法学概论 

目标 

1．掌握  科研的分类、特点。 

2．熟悉  科研的基本程序。 

3．了解  科研的意义、目的。 

内容 

1．重点阐述  科学及科学研究的定义、特点及分类；科学研究的意义。 

2．详细了解  科学研究的一般步骤。 

3．一般介绍  科研的目的。 

第二章 科研设计的选题和课题申报 

目标 

1．掌握  医学科研选题的原则；选题的基本方法，选题的基本程序。 

2．熟悉  项目申请书的撰写。 

3．了解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与评审。 

内容 

1．重点阐述  选题的原则：重要性原则、创新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实用性原则、可行性原则；

选题的基本方法；选题的基本程序。 

2．详细了解  项目申请书撰写的要求；立项依据；研究内容、研究目标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研究方案、研究方法及可行性分析；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 

3．一般介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与评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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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科研设计的基本要素 

目标 

1．掌握  确定被试因素原则，受试对象的确定，受试对象的条件，效应指标的选定。 

2．熟悉  施药途径与剂量，被试因素施加方式，受试对象的纯化，选择科研反应指标要点。 

3．了解  误差及误差的控制。 

内容 

1．重点阐述  受试对象的选择要求：人体观察、动物实验、组织器官离体实验、细胞实验、分

子实验。 

2．详细了解  实验研究中是主要处理因素；单因素与复因素；处理因素的标准化；实验效应指

标的选择。 

3．一般介绍  误差的表现形式及误差的控制。 

第四章 科研设计的基本原则 

目标 

1．掌握  实验设计的基本原理与模式。 

2．熟悉  对照的意义与作用，临床试验的特性与实施原则，随机抽样的规范方法，均衡的方法

与评价。 

内容 

1．重点阐述  医学科研设计的基本原理、原则，对照的类型与形式，盲法设计的选定与应用，

决定重复数的标准。 

2．详细了解  对照原则、重复原则、随机原则、均衡原则、盲法设计原则；实验设计的基本模

式，对照选择时的注意点，重复的意义，随机的意义与原则，均衡一致的重要性。 

第五章 常用医学实验设计方法 

目标 

1．掌握  完全随机设计和配伍组设计的设计步骤。 

2．熟悉  交叉设计、配对设计、析因设计的基本概念。 

3．了解  完全随机设计、配伍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的优缺点。 

内容 

1．重点阐述  完全随机设计和配伍组设计的基本概念及设计步骤。 

2．详细了解  交叉设计、配对设计、析因设计的设计步骤、使用范围与注意事项。 

3．一般介绍  几种实验设计的优缺点。 

第六章 调查研究设计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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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调查研究设计的内容、方法。 

2．熟悉  调查研究概念与意义。 

3．了解  调查研究的基本步骤。 

内容 

1．重点阐述  调查设计的概念、意义。 

2．详细了解  调查研究的基本步骤。 

3．一般介绍  调查问卷的设计。 

第七章 实验结果的整理、分析与展示 

目标 

1．掌握  整理科研数据的方法；数据资料的常用表达方式；选择统计分析方法的原则与思路。 

2．熟悉  统计分析的结果的正确解释与表达。 

3．了解  科研数据的核对与检查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科研数据的整理方法；科研数据的表达方式；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 

2．详细了解  统计分析结果的解释与表达；科研数据的综合分析；科研数据的核对与检查方法。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结合教学内容，开展一些与医学有关的专题讲座，扩大学生的视野，使学生真正意识到卫生

学在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4．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近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依据教学大纲进行期末理论考试，作为理论成绩。学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 

 

                                      编写  薛  萍  李雨姗 

                                              审校  李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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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与健康》教学大纲 

适用各专业 

 

一、课程简介 

《雾霾与健康》是一门结合社会热点公共卫生问题，融合多学科专业知识的一门选修课。课程设

计是使学生了解大气污染特别是雾霾与人群健康之间的关系。了解室内外空气中主要污染物如何引起

雾霾、对人群健康的主要危害、国内外最新的研究动态，以及目前雾霾的防护和治理手段，从而起到

增强环保意识、保护和促进人群健康的目的。重点讲解：第一部分：雾霾的成因与组成；第二部分：

雾霾的健康危害及各组分的贡献；第三部分：国内外关于雾霾研究的最新动态及研究手段。 

本课程为选修课，1.5 学分，教学时数为 24 学时，其中理论课 24 学时，实验课 0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雾霾与健康》课程将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与所学专业密切结合。课程内容设及相关多学科发展

和研究前沿，主要介绍包括预防医学、环境科学、毒理学、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和流行病等。 

1．重点掌握雾霾对人体健康危害及各组分的贡献，特别是易感人群、常见疾病与雾霾的关系，

及其毒性效应机制。 

2．熟悉雾霾的成因与组成，与其他因素间的相互影响。 

3．了解国内外最新的关于雾霾风险评价的方法以及目前有效的干预措施的研究动态。 

（二）基本技能 

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采用理论讲述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培养和提高学生对

现实问题的敏感性，以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完《雾霾与健康》这门课程后，

能够更加理性的认识雾霾，了解雾霾产生的根源、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致病机理、易感人群、如何预

防等等问题有所思考。最终要让学生明白解决环境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关注

与努力。 

（三）基本素质 

本课程着眼于培养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能力和探究解决方法的科研精神。本课程授课专题讲座

形式开展，由从事相关研究的骨干教师担任授课，结合卫生检验、预防专业特点，精化讲解内容。考

核针对不同专业选题，通过学生查阅文献及资料最终以论文形式呈现。此外，课程内容还引入国内外

同行的研究动态，开拓学生的思维与眼界，为提高学生对专业的兴趣和以后从事本专业工作或继续开

展科研工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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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分配 

单  元 名  称 理论学时 

1 认识雾霾 3 

2 雾霾成分检测及源分析 3 

3 雾霾与健康的关系 3 

4 雾霾对呼吸系统的影响 3 

5 雾霾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3 

6 雾霾对神经系统的影响 3 

7 雾霾对生殖系统的影响 3 

8 雾霾健康效应最新研究手段及成果 3 

合  计 24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认识雾霾 

目标 

1．掌握  雾霾的定义、起因及特征。 

2．熟悉  雾霾的特征与形成条件。 

3．了解  全球雾霾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我国雾霾事件的健康影响。 

内容 

1．重点阐述  雾霾是如何形成，影响因素是什么。 

2．详细了解  健康风险评估的方法。 

3．一般介绍  雾霾的定义、起因及特征。 

第二章  雾霾成分检测及源分析 

目标   

1．了解  近年雾霾总体污染水平及变化趋势。 

2．熟悉  污染的区域分布特征、污染来源解析。 

3．掌握  雾霾理化及生物学特征及影响因素。 

内容   

1．重点阐述  影响雾霾浓度的因素（源排放、气象和地理）。 

2．详细了解  污染源检测的原理与方法。 

3．一般介绍  雾霾特征污染物有哪些及其来源。 

第三章  雾霾与健康的关系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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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雾霾对机体主要系统及疾病的影响。 

2．熟悉  雾霾对机体内分泌和皮肤等系统的影响；雾霾对人群健康影响的综合评估。 

3．了解  雾霾的人群暴露评价。 

内容  

1．重点阐述  常见生物样品中的健康影响生物标志。 

2．详细了解  雾霾对健康的影响机制。 

3．一般介绍  表征机体健康影响的主要生物标志类型。 

第四章  雾霾对呼吸系统的影响 

目标   

1．掌握  雾霾对人群呼吸系统的短期及长期影响。 

2．了解  雾霾与其他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呼吸系统的影响。 

内容   

1．重点阐述  雾霾与哮喘；雾霾与慢阻肺；雾霾与肺癌。 

2．详细了解  雾霾对呼吸系统的健康影响机制。 

3．一般介绍  雾霾与呼吸系统疾病概况。 

第五章  雾霾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目标   

1．掌握  雾霾对人群心血管系统的短期及长期影响。 

2．熟悉  雾霾与其他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内容   

1．重点阐述  雾霾与高血压；雾霾与动脉粥样硬化；雾霾与心力衰竭。 

2．详细了解  雾霾对心血管系统的健康影响机制。 

3．一般介绍  雾霾与心脑血管系统疾病概况。 

第六章  雾霾对神经系统的影响 

目标   

1．掌握  雾霾对儿童认知、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 

2．熟悉  雾霾与其他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对神经系统的影响。 

3．了解  雾霾对老年人神经系统的影响。 

内容   

1．重点阐述  雾霾对老年人神经功能损伤、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影响。 

2．详细了解  雾霾与性别、受教育程度、生活习惯、噪音及其他空气污染物对神经系统健康影

响的交互作用。 

3．一般介绍  雾霾对儿童认知功能、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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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雾霾对生殖系统的影响 

目标   

1．掌握  雾霾对男性生殖健康的影响；雾霾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 

2．熟悉  雾霾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内容   

1．重点阐述  雾霾与早产、低出生体重、死产、流产、新生儿缺陷等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 

2．详细了解  空气颗粒物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引起的表观遗传学改变。 

3．一般介绍  雾霾对男性精液质量、生殖器官以及生精过程的影响；雾霾对女性卵巢储备功

能、不孕相关疾病的影响。 

第八章  雾霾健康效应最新研究手段及成果 

目标   

1．掌握  实验研究中常用的雾霾暴露方法和人群疾病负担的研究方法。  

2．熟悉  国内外群体干预措施的研究现状及干预案例介绍。  

3．了解  雾霾造成的疾病负担现状。 

内容   

1．重点阐述  雾霾的人群疾病负担（流行病学、经济学）研究方法；目前个体干预措施的人群

健康收益（室内空气净化设备、口罩、膳食或营养补充剂、药物等）。 

2．详细了解  国内外研究团队及成果介绍。 

3．一般介绍  疾病负担简介及雾霾造成疾病负担的现状。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结合教学内容，开展一些与医学有关的专题讲座，扩大学生的视野，使学生真正意识到医学

统计学在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4．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师生交流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近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依据教学大纲进行期末理论考试（试题或论文形式），满分为 100 分，

理论成绩占 100%。 

 

编写  安  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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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校  李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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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医学》教学大纲 

适用各专业 

 

一、课程简介 

预防医学（preventive medicine）是现代医学三大支柱之一，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环

境—人群—健康—疾病为对象，是研究疾病预防、健康促进的独立学科。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

对健康新的认识，以及社会对医疗保健需求日益提高的前提下，预防医学已成为与医学各个专业密切

相关的医学主干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预防医学领域中的有关知识，如环境与健康、流行病学和社会医

学等学科的有关知识的原理。通过理论联系实践的学习，进一步培养医学生的预防为主观念、环境观

念、群体观念及大卫生观念，为进一步接受继续教育打下坚实基础。由于教学时数有限，本着从实际

出发，预防医学的重点放在讨论各种环境因素与健康的关系，健康与疾病评价指标及正确应用流行病

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健康、疾病及其客观规律，使学生能运用这些知识分析致病因素的作用规律，

给予定量评价及实施正确的健康促进，达到保护健康、促进健康、提高人群生命质量的目的。 

主要教学方法有理论讲授、课堂讨论、录像、社会实践等。通过理论学习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和自

觉进行三级预防的医学实践。创造条件让学生参加一定时间的预防医学社会实践，使理论进一步结合

实际，提高解决社区卫生保健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为任选课，1.5 学分，教学时数为 30 理论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健康的概念、三级预防的概念、环境与健康的关系、环境污染与健康的关系。 

2．掌握生活环境、营养与食品、生产环境和社会行为因素对健康影响的基本知识。 

3．了解我国预防保健工作原则和基本组织措施。 

4．掌握疾病分布的概念及常见疾病的分布特点。 

5．熟悉流行病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及其偏倚控制。 

6．掌握传染病流行过程的三个基本环节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7．熟悉疾病预防的策略和措施。 

（二）基本技能 

1．学会应用现代预防医学观念和思维方法分析与环境、职业及社会因素有关的疾病，并掌握其

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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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水、空气、食物样品及反映人群健康指标的血、尿、发等样品的采集方法。 

3．具备利用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和技术开展疾病和健康调查的能力。 

4．具备利用流行病学资料进行卫生政策、卫生管理、卫生规划和疾病防治的策略和措施的制定

的能力。 

5．初步具备分析、解释流行病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数据资料的能力。 

（三）基本素质 

1．通过实习课、组织讨论课等上课形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初步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2．强化预防为主的思想观念，并使学生初步树立群体医学观。 

3．培养和树立流行病学的研究思维方式。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绪论 2 

2 环境与健康 2 

3 生活环境与健康 4 

4 食物环境与健康 4 

5 职业环境与健康 4 

6 疾病的分布 2 

7 描述性研究 2 

8 分析性研究 2 

9 病因及病因探索 2 

10 诊断试验和筛检试验 2 

11 传染病流行病学 2 

12 疾病的预防策略与措施 2 

合  计 30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健康的概念、现代医学模式的特点、医学模式的转变及三级预防等内容。 

2．熟悉  我国的卫生工作方针。 

3．了解  预防医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内容及任务。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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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述  医学模式转变的意义、新医学模式的特点、健康的概念、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及

三级预防的内容。 

2．详细了解  预防医学定义、内容和特点。 

3．一般介绍   

（1）预防医学的发展简史及我国预防工作的成就； 

（2）医学生学习预防医学的意义。 

第二章 环境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环境的基本概念及构成环境的主要因素、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生态平衡对人类健康

的重要性、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环境污染物的种类及其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作用。 

2．熟悉  环境污染、公害及公害病的概念、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转归、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方针、

防止环境污染的主要措施。 

3．了解  人类生存环境诸要素与健康的关系。 

内容 

1．重点阐述  人类环境组成的特点、生态系统与生态平衡及其与人类健康的关系、人与环境的

辩证统一关系。 

2．详细了解   

（1）环境污染与公害、常见的环境污染物及其来源、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转归等； 

（2）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特点及其危害作用、近期作用、远期作用、直接作用、间接效应等。 

3．一般介绍  环境对人类健康影响的危险度评价、我国的环境保护方针、环境污染的防制措施、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战略。 

第三章 生活环境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大气污染对环境和人群健康的影响、水体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地质环境与健康的

关系、饮用水的卫生学要求、水质评价标准、饮用水的净化与消毒方法。 

2．熟悉  空气物理、化学性状与健康的关系。 

3．了解  土壤污染的特点及其对健康的影响。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活饮用水的卫生学要求及其评价、生活饮用水的水质标准、饮用水净化与消毒

的原理与方法、地质环境与健康的关系、地质化学性疾病的概念、常见地球化学性疾病的病因、主要

临床表现及其预防措施。 

2．详细了解  空气物理性状、太阳辐射与健康的关系、大气的化学组成、大气污染与健康。 

3．一般介绍  土壤污染的来源及特点，土壤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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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食物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食物与营养的基本概念、人体必需营养素与需要量、合理营养平衡膳食的概念及基本

要求、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的病因及预防措施、各类人群的营养需求特点、食物中毒的概念、特点

及分类、常见细菌性食物中毒的好发食品及处理原则。 

2．熟悉  营养素和维生素的生理需求量和供给量、营养缺乏病及维生素缺乏的原因和预防、机

体对热能的需要及供给比例、特殊人群的膳食原则、膳食调查的主要内容、细菌性食物中毒的临床特

征。 

3．了解  平衡膳食的基本要求、我国居民营养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营养调查结果评价的注意事

项、食物中毒的调查和处理原则。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物营养与营养素、合理营养、平衡膳食，蛋白质热能的营养不良、食物中毒等

基本概念、不同人群的营养需求特点及膳食原则。 

2．详细了解   

（1）热能与产热营养素的的功能、营养价值评价及供给量、营养调查与营养状况评价； 

（2）细菌性食物中毒的病原体、媒介食品、中毒机制、临床表现、处理原则与预防。 

3．一般介绍  无机盐及微量元素的生理功能与缺乏症、食物来源、供给量。有毒动植物中毒、

食物中毒调查和处理原则。 

第五章 职业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职业性有害因素、职业病、职业性多发病等概念、职业病的特点及职业病的诊断原则。 

2．熟悉  职业病的健康监护的内容及其目的、常见职业性有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3．了解  我国法定职业病的分类及范围。 

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病的特点及职业病的诊断原则。 

2．详细了解  职业性有害因素的概念与分类、常见职业性有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常见职

业性危害的防治原则。 

3．一般介绍  我国法定职业病的分类及范围、职业病健康监护的内容及其目的。 

第六章 疾病的分布 

目标 

1．掌握  描述疾病分布的常用指标、疾病地方性的种类、疾病时间分布的四种类型及描述疾病

年龄分布的两种方法。 

2．熟悉  疾病地区分布及人群分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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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疾病三间分布综合描述的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1）描述疾病地区分布的方法、地区的划分、地方性的种类及概念，疾病呈现地区聚集性的主

要原因； 

（2）疾病时间分布表现形式的类型及形成的原因； 

（3）疾病的人群分布：主要人群特征与疾病的分布，人群特征对疾病分布影响的机制，研究疾

病年龄分布的目的与方法。 

2．详细了解   

（1）描述疾病和死亡频率指标的概念、计算和意义； 

（2）描述疾病流行强度的指标：散发、流行、大流行。 

3．一般介绍  三间分布的综合描述：移民流行病学的概念与一般原则，出生队列研究。 

第七章 描述性研究 

目标 

1．掌握  抽样调查的概念、目的和优缺点、方法、样本大小的估计。 

2．熟悉   

（1）流行病学描述性研究和现况调查的概念、目的、资料的整理分析、结果解释、偏倚及其防

止； 

（2）普查的概念、目的和优缺点。  

3．了解  现况调查的资料收集。 

内容 

1．重点阐述  流行病学描述性研究的概念。 

2．详细了解   

（1）现况调查的概念、目的、种类和普查以及抽样调查； 

（2）现况调查的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和结果解释。 

3．一般介绍  抽样调查的抽样方法、样本量的估计、调查表的设计、现况调查的偏倚及其预防。 

第八章 分析性研究 

目标 

1．掌握  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概念和特点、样本量的估计、统计分析方法、常见的偏倚

及其控制。 

2．熟悉  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种类和用途、资料整理和分析的步骤和方法、优缺点。 

3．了解  病例和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对照形式和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因

素的选择和资料的收集、PAR 和 SMR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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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概念、特点及优缺点。 

2．详细了解   

（1）病例对照研究中研究对象的选择、样本量的估计、研究因素的选择、资料的收集等； 

（2）队列研究中研究因素的确定、结局的确定、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对象的选择、样本量的

估计、资料的收集、数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3）病例对照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3．一般介绍   

（1）病例对照研究的种类、用途； 

（2）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偏倚和控制。 

第九章 病因及病因探索 

目标 

1．掌握  现代流行病学的病因概念、形成病因假设的方法及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 

2．熟悉  病因研究的方法、流行病学病因研究的三部曲。 

3．了解  病因概念的发展过程、因素与疾病联系本质的判断。 

内容 

1．重点阐述  病因的概念、分类及主要来源。 

2．详细了解  病因与疾病联系的几种类型的判断及判断因果联系的标准。 

3．一般介绍  病因研究的方法。 

第十章 诊断试验和筛检试验 

目标 

1．掌握  诊断试验与筛检试验的概念、联合试验的概念、试验的真实性、可靠性及效益的评价。 

2．熟悉  提高试验效率的方法、筛检的目的及应用原则。 

3．了解  诊断与筛检试验的研究方法、试验指标的选择与标准的确定。 

内容 

1．重点阐述  诊断与筛检的概念、诊断与筛检试验的研究方法、诊断试验和筛检试验的评价、

诊断和筛检试验的指标与判断标准。 

2．详细了解  诊断或筛检试验的条件与应用目的、筛检试验应用的原则。 

3．一般介绍  提高试验效率的方法：串联与并联。 

第十一章 传染病流行病学 

目标 

1．掌握  传染病的流行过程、流行过程的三环节、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及特点、社会因素及

自然因素对流行过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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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潜伏期、传染期的流行病学意义、影响人群易感性升高与降低的因素、疫源地的概念、

范围与消灭的条件、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措施、消毒的种类、我国法定传染病的数量与分类、计划免

疫的概念、检疫的种类。 

3．了解  各类疾病的免疫程序与内容、卫生监督的工作内容。 

内容 

1．重点阐述  传染病的流行过程。 

2．详细了解  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 

3．一般介绍  计划免疫及其评价。 

第十二章 疾病的预防策略与措施 

目标 

1．熟悉  疾病预防策略与措施的概念、二者的关系、预防策略与措施的制订原则、确定某地区

主要卫生问题的方法、疾病监测的概念与分类。 

2．了解  疾病自然史与三级预防的关系。 

内容 

1．详细了解  预防疾病的策略与措施。 

2．一般介绍  疾病监测。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结合教学内容，开展一些与医学有关的专题讲座，扩大学生的视野，使学生真正意识到卫生

学在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4．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师生交流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近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依据教学大纲进行期末理论考试，作为理论成绩。平时成绩以平常观察、

提问、检查作业为主，学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理论成绩占 80%，平时成绩占 20%。 

 

                                                    编写  李海斌 

审校  李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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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医学》教学大纲 
适用护理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预防医学（preventive medicine）是现代医学三大支柱之一，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环

境－人群－健康－疾病为对象，是研究疾病预防、健康促进的独立学科。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

对健康新的认识，以及社会对医疗保健需求日益提高的前提下，预防医学已成为与医学各个专业密切

相关的医学主干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预防医学领域中的有关知识，如环境与健康、流行病学和社会医

学等学科的有关知识的原理。通过理论联系实践的学习，进一步培养医学生的预防为主观念、环境观

念、群体观念及大卫生观念，为进一步接受继续教育打下坚实基础。由于教学时数有限，本着从实际

出发，预防医学的重点放在讨论各种环境因素与健康的关系，健康与疾病评价指标及正确应用流行病

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健康、疾病及其客观规律，使学生能运用这些知识分析致病因素的作用规律，

给予定量评价及实施正确的健康促进，达到保护健康、促进健康、提高人群生命质量的目的。 

主要教学方法有理论讲授、课堂讨论、录像、社会实践等。通过理论学习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和自

觉进行三级预防的医学实践。创造条件让学生参加一定时间的预防医学社会实践，使理论进一步结合

实际，提高解决社区卫生保健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为护理学专业必修课，2.5 学分，教学时数为 48 学时，其中理论课 48 学时，实验课 0 学

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健康的概念、三级预防的概念、环境与健康的关系、环境污染与健康的关系。 

2．掌握生活环境、营养与食品、生产环境和社会行为因素对健康影响的基本知识。 

3．了解我国预防保健工作原则和基本组织措施。 

4．掌握疾病分布的概念及常见疾病的分布特点。 

5．熟悉流行病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及其偏倚控制。 

6．掌握传染病流行过程的三个基本环节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7．熟悉疾病预防的策略和措施。 

（二）基本技能 

1．学会应用现代预防医学观念和思维方法分析与环境、职业及社会因素有关的疾病，并掌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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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 

2．了解水、空气、食物样品及反映人群健康指标的血、尿、发等样品的采集方法。 

3．具备利用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和技术开展疾病和健康调查的能力。 

4．具备利用流行病学资料进行卫生政策、卫生管理、卫生规划和疾病防治的策略和措施的制定

的能力。 

5．初步具备分析、解释流行病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数据资料的能力。 

（三）基本素质 

1．通过实习课、组织讨论课等上课形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初步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2．强化预防为主的思想观念，并使学生初步树立群体医学观。 

3．培养和树立流行病学的研究思维方式。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绪论 3 

2 环境与健康 3 

3 生活环境与健康 7 

4 食物环境与健康 9 

5 职业环境与健康 9 

6 疾病的分布 2 

7 描述性研究 2 

8 分析性研究 4 

9 病因及病因探索 2 

10 诊断试验和筛检试验 2 

11 传染病流行病学 3 

12 疾病的预防策略与措施 2 

合  计 48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健康的概念、现代医学模式的特点、医学模式的转变及三级预防等内容。 

2．熟悉  我国的卫生工作方针。 

3．了解  预防医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内容及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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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医学模式转变的意义、新医学模式的特点、健康的概念、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及

三级预防的内容。 

2．详细了解  预防医学定义、内容和特点。 

3．一般介绍  预防医学的发展简史及我国预防工作的成就；医学生学习预防医学的意义。 

第二章 环境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环境的基本概念及构成环境的主要因素、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生态平衡对人类健康

的重要性、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环境污染物的种类及其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作用。 

2．熟悉  环境污染、公害及公害病的概念、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转归、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方针、

防止环境污染的主要措施。 

3．了解  人类生存环境诸要素与健康的关系。 

内容 

1．重点阐述  人类环境组成的特点、生态系统与生态平衡及其与人类健康的关系、人与环境的

辩证统一关系。 

2．详细了解   

（1）环境污染与公害、常见的环境污染物及其来源、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转归等； 

（2）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特点及其危害作用、近期作用、远期作用、直接作用、间接效应等。 

3．一般介绍  环境对人类健康影响的危险度评价、我国的环境保护方针、环境污染的防制措施、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战略。 

第三章 生活环境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大气污染对环境和人群健康的影响、水体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地质环境与健康的

关系、饮用水的卫生学要求、水质评价标准、饮用水的净化与消毒方法。 

2．熟悉  空气物理、化学性状与健康的关系。 

3．了解  土壤污染的特点及其对健康的影响。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活饮用水的卫生学要求及其评价、生活饮用水的水质标准、饮用水净化与消毒

的原理与方法、地质环境与健康的关系、地质化学性疾病的概念、常见地球化学性疾病的病因、主要

临床表现及其预防措施。 

2．详细了解  空气物理性状、太阳辐射与健康的关系、大气的化学组成、大气污染与健康。 

3．一般介绍  土壤污染的来源及特点，土壤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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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食物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食物与营养的基本概念、人体必需营养素与需要量、合理营养平衡膳食的概念及基本

要求、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的病因及预防措施、各类人群的营养需求特点、食物中毒的概念、特点

及分类、常见细菌性食物中毒的好发食品及处理原则。 

2．熟悉  营养素和维生素的生理需求量和供给量、营养缺乏病及维生素缺乏的原因和预防、机

体对热能的需要及供给比例、特殊人群的膳食原则、膳食调查的主要内容、细菌性食物中毒的临床特

征。 

3．了解  平衡膳食的基本要求、我国居民营养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营养调查结果评价的注意事

项、食物中毒的调查和处理原则。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物营养与营养素、合理营养、平衡膳食，蛋白质热能的营养不良、食物中毒等

基本概念、不同人群的营养需求特点及膳食原则。 

2．详细了解  热能与产热营养素的的功能、营养价值评价及供给量、营养调查与营养状况评价；细

菌性食物中毒的病原体、媒介食品、中毒机制、临床表现、处理原则与预防。 

3．一般介绍  无机盐及微量元素的生理功能与缺乏症、食物来源、供给量。有毒动植物中毒、

食物中毒调查和处理原则。 

第五章 职业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职业性有害因素、职业病、职业性多发病等概念、职业病的特点及职业病的诊断原则。 

2．熟悉  职业病的健康监护的内容及其目的、常见职业性有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3．了解  我国法定职业病的分类及范围。 

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病的特点及职业病的诊断原则。 

2．详细了解  职业性有害因素的概念与分类、常见职业性有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常见职

业性危害的防治原则。 

3．一般介绍  我国法定职业病的分类及范围、职业病健康监护的内容及其目的。 

第六章 疾病的分布 

目标 

1．掌握  描述疾病分布的常用指标、疾病地方性的种类、疾病时间分布的四种类型及描述疾病

年龄分布的两种方法。 

2．熟悉  疾病地区分布及人群分布的特点。 

3．了解  疾病三间分布综合描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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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1）描述疾病地区分布的方法、地区的划分、地方性的种类及概念，疾病呈现地区聚集性的主

要原因； 

（2）疾病时间分布表现形式的类型及形成的原因； 

（3）疾病的人群分布：主要人群特征与疾病的分布，人群特征对疾病分布影响的机制，研究疾

病年龄分布的目的与方法。 

2．详细了解   

（1）描述疾病和死亡频率指标的概念、计算和意义； 

（2）描述疾病流行强度的指标：散发、流行、大流行。 

3．一般介绍  三间分布的综合描述：移民流行病学的概念与一般原则，出生队列研究。 

第七章 描述性研究 

目标 

1．掌握  抽样调查的概念、目的和优缺点、方法、样本大小的估计。 

2．熟悉   

（1）流行病学描述性研究和现况调查的概念、目的、资料的整理分析、结果解释、偏倚及其防

止； 

（2）普查的概念、目的和优缺点。  

3．了解  现况调查的资料收集。 

内容 

1．重点阐述  流行病学描述性研究的概念。 

2．详细了解   

（1）现况调查的概念、目的、种类和普查以及抽样调查； 

（2）现况调查的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和结果解释。 

3．一般介绍  抽样调查的抽样方法、样本量的估计、调查表的设计、现况调查的偏倚及其预防。 

第八章 分析性研究 

目标 

1．掌握  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概念和特点、样本量的估计、统计分析方法、常见的偏倚

及其控制。 

2．熟悉  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种类和用途、资料整理和分析的步骤和方法、优缺点。 

3．了解  病例和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对照形式和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因

素的选择和资料的收集、PAR 和 SMR 的意义。 

内容 



 

 - 80 - 

1．重点阐述  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概念、特点及优缺点。 

2．详细了解   

（1）病例对照研究中研究对象的选择、样本量的估计、研究因素的选择、资料的收集等； 

（2）队列研究中研究因素的确定、结局的确定、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对象的选择、样本量的

估计、资料的收集、数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3）病例对照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3．一般介绍   

（1）病例对照研究的种类、用途； 

（2）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偏倚和控制。 

第九章 病因及病因探索 

目标 

1．掌握  现代流行病学的病因概念、形成病因假设的方法及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 

2．熟悉  病因研究的方法、流行病学病因研究的三部曲。 

3．了解  病因概念的发展过程、因素与疾病联系本质的判断。 

内容 

1．重点阐述  病因的概念、分类及主要来源。 

2．详细了解  病因与疾病联系的几种类型的判断及判断因果联系的标准。 

3．一般介绍  病因研究的方法。 

第十章 诊断试验和筛检试验 

目标 

1．掌握  诊断试验与筛检试验的概念、联合试验的概念、试验的真实性、可靠性及效益的评价。 

2．熟悉  提高试验效率的方法、筛检的目的及应用原则。 

3．了解  诊断与筛检试验的研究方法、试验指标的选择与标准的确定。 

内容 

1．重点阐述  诊断与筛检的概念、诊断与筛检试验的研究方法、诊断试验和筛检试验的评价、

诊断和筛检试验的指标与判断标准。 

2．详细了解  诊断或筛检试验的条件与应用目的、筛检试验应用的原则。 

3．一般介绍  提高试验效率的方法：串联与并联。 

第十一章 传染病流行病学 

目标 

1．掌握  传染病的流行过程、流行过程的三环节、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及特点、社会因素及

自然因素对流行过程的影响。 

2．熟悉  潜伏期、传染期的流行病学意义、影响人群易感性升高与降低的因素、疫源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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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与消灭的条件、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措施、消毒的种类、我国法定传染病的数量与分类、计划免

疫的概念、检疫的种类。 

3．了解  各类疾病的免疫程序与内容、卫生监督的工作内容。 

内容 

1．重点阐述  传染病的流行过程。 

2．详细了解  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 

3．一般介绍  计划免疫及其评价。 

第十二章 疾病的预防策略与措施 

目标 

1．熟悉  疾病预防策略与措施的概念、二者的关系、预防策略与措施的制订原则、确定某地区

主要卫生问题的方法、疾病监测的概念与分类。 

2．了解  疾病自然史与三级预防的关系。 

内容 

1．详细了解  预防疾病的策略与措施。 

2．一般介绍  疾病监测。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结合教学内容，开展一些与医学有关的专题讲座，扩大学生的视野，使学生真正意识到卫生

学在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4．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师生交流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近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依据教学大纲进行期末理论考试，作为理论成绩。平时成绩以平常观察、

提问、检查作业为主，学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理论成绩占 80%，平时成绩占 20%。 

 

                                        编写  李海斌    

审校  李志春    



 

 - 82 - 

《预防医学》教学大纲 

适用麻醉学、医学影像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预防医学（preventive medicine）是现代医学三大支柱之一，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环

境－人群－健康－疾病为对象，是研究疾病预防、健康促进的独立学科。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

对健康新的认识，以及社会对医疗保健需求日益提高的前提下，预防医学已成为与医学各个专业密切

相关的医学主干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预防医学领域中的有关知识，如环境与健康、流行病学和社会医

学等学科的有关知识的原理。通过理论联系实践的学习，进一步培养医学生的预防为主观念、环境观

念、群体观念及大卫生观念，为进一步接受继续教育打下坚实基础。由于教学时数有限，本着从实际

出发，预防医学的重点放在讨论各种环境因素与健康的关系，健康与疾病评价指标及正确应用流行病

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健康、疾病及其客观规律，使学生能运用这些知识分析致病因素的作用规律，

给予定量评价及实施正确的健康促进，达到保护健康、促进健康、提高人群生命质量的目的。 

主要教学方法有理论讲授、课堂讨论、录像、社会实践等。通过理论学习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和自

觉进行三级预防的医学实践。创造条件让学生参加一定时间的预防医学社会实践，使理论进一步结合

实际，提高解决社区卫生保健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为麻醉学、医学影像学选修课，2.5 学分，教学时数为 48 学时，其中理论课 48 学时，实

验课 0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健康的概念、三级预防的概念、环境与健康的关系、环境污染与健康的关系。 

2．掌握生活环境、营养与食品、生产环境和社会行为因素对健康影响的基本知识。 

3．了解我国预防保健工作原则和基本组织措施。 

4．掌握疾病分布的概念及常见疾病的分布特点。 

5．熟悉流行病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及其偏倚控制。 

6．掌握传染病流行过程的三个基本环节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7．熟悉疾病预防的策略和措施。 

（二）基本技能 

1．学会应用现代预防医学观念和思维方法分析与环境、职业及社会因素有关的疾病，并掌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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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 

2．了解水、空气、食物样品及反映人群健康指标的血、尿、发等样品的采集方法。 

3．具备利用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和技术开展疾病和健康调查的能力。 

4．具备利用流行病学资料进行卫生政策、卫生管理、卫生规划和疾病防治的策略和措施的制定

的能力。 

5．初步具备分析、解释流行病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数据资料的能力。 

（三）基本素质 

1．通过实习课、组织讨论课等上课形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初步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2．强化预防为主的思想观念，并使学生初步树立群体医学观。 

3．培养和树立流行病学的研究思维方式。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绪论 3 

2 环境与健康 3 

3 生活环境与健康 7 

4 食物环境与健康 9 

5 职业环境与健康 9 

6 疾病的分布 2 

7 描述性研究 2 

8 分析性研究 4 

9 病因及病因探索 2 

10 诊断试验和筛检试验 2 

11 传染病流行病学 3 

12 疾病的预防策略与措施 2 

合  计 48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健康的概念、现代医学模式的特点、医学模式的转变及三级预防等内容。 

2．熟悉  我国的卫生工作方针。 

3．了解  预防医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内容及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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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医学模式转变的意义、新医学模式的特点、健康的概念、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及

三级预防的内容。 

2．详细了解  预防医学定义、内容和特点。 

3．一般介绍   

（1）预防医学的发展简史及我国预防工作的成就； 

（2）医学生学习预防医学的意义。 

第二章 环境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环境的基本概念及构成环境的主要因素、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生态平衡对人类健康

的重要性、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环境污染物的种类及其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作用。 

2．熟悉  环境污染、公害及公害病的概念、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转归、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方针、

防止环境污染的主要措施。 

3．了解  人类生存环境诸要素与健康的关系。 

内容 

1．重点阐述  人类环境组成的特点、生态系统与生态平衡及其与人类健康的关系、人与环境的

辩证统一关系。 

2．详细了解   

（1）环境污染与公害、常见的环境污染物及其来源、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转归等； 

（2）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特点及其危害作用、近期作用、远期作用、直接作用、间接效应等。 

3．一般介绍  环境对人类健康影响的危险度评价、我国的环境保护方针、环境污染的防制措施、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战略。 

第三章 生活环境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大气污染对环境和人群健康的影响、水体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地质环境与健康的

关系、饮用水的卫生学要求、水质评价标准、饮用水的净化与消毒方法。 

2．熟悉  空气物理、化学性状与健康的关系。 

3．了解  土壤污染的特点及其对健康的影响。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活饮用水的卫生学要求及其评价、生活饮用水的水质标准、饮用水净化与消毒

的原理与方法、地质环境与健康的关系、地质化学性疾病的概念、常见地球化学性疾病的病因、主要

临床表现及其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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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详细了解  空气物理性状、太阳辐射与健康的关系、大气的化学组成、大气污染与健康。 

3．一般介绍  土壤污染的来源及特点，土壤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第四章 食物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食物与营养的基本概念、人体必需营养素与需要量、合理营养平衡膳食的概念及基本

要求、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的病因及预防措施、各类人群的营养需求特点、食物中毒的概念、特点

及分类、常见细菌性食物中毒的好发食品及处理原则。 

2．熟悉  营养素和维生素的生理需求量和供给量、营养缺乏病及维生素缺乏的原因和预防、机

体对热能的需要及供给比例、特殊人群的膳食原则、膳食调查的主要内容、细菌性食物中毒的临床特

征。 

3．了解  平衡膳食的基本要求、我国居民营养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营养调查结果评价的注意事

项、食物中毒的调查和处理原则。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物营养与营养素、合理营养、平衡膳食，蛋白质热能的营养不良、食物中毒等

基本概念、不同人群的营养需求特点及膳食原则。 

2．详细了解   

（1）热能与产热营养素的的功能、营养价值评价及供给量、营养调查与营养状况评价； 

（2）细菌性食物中毒的病原体、媒介食品、中毒机制、临床表现、处理原则与预防。 

3．一般介绍  无机盐及微量元素的生理功能与缺乏症、食物来源、供给量。有毒动植物中毒、

食物中毒调查和处理原则。 

第五章 职业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职业性有害因素、职业病、职业性多发病等概念、职业病的特点及职业病的诊断原则。 

2．熟悉  职业病的健康监护的内容及其目的、常见职业性有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3．了解  我国法定职业病的分类及范围。 

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病的特点及职业病的诊断原则。 

2．详细了解  职业性有害因素的概念与分类、常见职业性有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常见职

业性危害的防治原则。 

3．一般介绍  我国法定职业病的分类及范围、职业病健康监护的内容及其目的。 

第六章 疾病的分布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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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描述疾病分布的常用指标、疾病地方性的种类、疾病时间分布的四种类型及描述疾病

年龄分布的两种方法。 

2．熟悉  疾病地区分布及人群分布的特点。 

3．了解  疾病三间分布综合描述的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1）描述疾病地区分布的方法、地区的划分、地方性的种类及概念，疾病呈现地区聚集性的主

要原因； 

（2）疾病时间分布表现形式的类型及形成的原因； 

（3）疾病的人群分布：主要人群特征与疾病的分布，人群特征对疾病分布影响的机制，研究疾

病年龄分布的目的与方法。 

2．详细了解   

（1）描述疾病和死亡频率指标的概念、计算和意义； 

（2）描述疾病流行强度的指标：散发、流行、大流行。 

3．一般介绍  三间分布的综合描述：移民流行病学的概念与一般原则，出生队列研究。 

第七章 描述性研究 

目标 

1．掌握  抽样调查的概念、目的和优缺点、方法、样本大小的估计。 

2．熟悉  流行病学描述性研究和现况调查的概念、目的、资料的整理分析、结果解释、偏倚及

其防止；普查的概念、目的和优缺点。  

3．了解  现况调查的资料收集。 

内容 

1．重点阐述  流行病学描述性研究的概念。 

2．详细了解   

（1）现况调查的概念、目的、种类和普查以及抽样调查； 

（2）现况调查的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和结果解释。 

3．一般介绍  抽样调查的抽样方法、样本量的估计、调查表的设计、现况调查的偏倚及其预防。 

第八章 分析性研究 

目标 

1．掌握  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概念和特点、样本量的估计、统计分析方法、常见的偏倚

及其控制。 

2．熟悉  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种类和用途、资料整理和分析的步骤和方法、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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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病例和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对照形式和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因

素的选择和资料的收集、PAR 和 SMR 的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概念、特点及优缺点。 

2．详细了解   

（1）病例对照研究中研究对象的选择、样本量的估计、研究因素的选择、资料的收集等； 

（2）队列研究中研究因素的确定、结局的确定、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对象的选择、样本量的

估计、资料的收集、数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3）病例对照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3．一般介绍   

（1）病例对照研究的种类、用途； 

（2）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偏倚和控制。 

第九章 病因及病因探索 

目标 

1．掌握  现代流行病学的病因概念、形成病因假设的方法及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 

2．熟悉  病因研究的方法、流行病学病因研究的三部曲。 

3．了解  病因概念的发展过程、因素与疾病联系本质的判断。 

内容 

1．重点阐述  病因的概念、分类及主要来源。 

2．详细了解  病因与疾病联系的几种类型的判断及判断因果联系的标准。 

3．一般介绍  病因研究的方法。 

第十章 诊断试验和筛检试验 

目标 

1．掌握  诊断试验与筛检试验的概念、联合试验的概念、试验的真实性、可靠性及效益的评价。 

2．熟悉  提高试验效率的方法、筛检的目的及应用原则。 

3．了解  诊断与筛检试验的研究方法、试验指标的选择与标准的确定。 

内容 

1．重点阐述  诊断与筛检的概念、诊断与筛检试验的研究方法、诊断试验和筛检试验的评价、

诊断和筛检试验的指标与判断标准。 

2．详细了解  诊断或筛检试验的条件与应用目的、筛检试验应用的原则。 

3．一般介绍  提高试验效率的方法：串联与并联。 

第十一章 传染病流行病学 

目标 

1．掌握  传染病的流行过程、流行过程的三环节、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及特点、社会因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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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因素对流行过程的影响。 

2．熟悉  潜伏期、传染期的流行病学意义、影响人群易感性升高与降低的因素、疫源地的概念、

范围与消灭的条件、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措施、消毒的种类、我国法定传染病的数量与分类、计划免

疫的概念、检疫的种类。 

3．了解  各类疾病的免疫程序与内容、卫生监督的工作内容。 

内容 

1．重点阐述  传染病的流行过程。 

2．详细了解  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 

3．一般介绍  计划免疫及其评价。 

第十二章 疾病的预防策略与措施 

目标 

1．熟悉  疾病预防策略与措施的概念、二者的关系、预防策略与措施的制订原则、确定某地区

主要卫生问题的方法、疾病监测的概念与分类。 

2．了解  疾病自然史与三级预防的关系。 

内容 

1．详细了解  预防疾病的策略与措施。 

2．一般介绍  疾病监测。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结合教学内容，开展一些与医学有关的专题讲座，扩大学生的视野，使学生真正意识到卫生

学在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4．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师生交流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近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依据教学大纲进行期末理论考试，作为理论成绩。平时成绩以平常观察、

提问、检查作业为主，学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理论成绩占 80%，平时成绩占 20%。 

 

                                            编写  李海斌    

                                            审校  李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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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学》教学大纲 

适用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环境卫生学》课程是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高等教育的限定选修课程。环境卫生学是研究自然

环境和生活居住环境与人群健康关系，阐明环境对人群健康影响的发生和发展规律，为制订环境卫生

标准提供卫生学依据，并研究利用有利环境因素和控制不利环境因素的对策，预防疾病、保障人群健

康的科学。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树立正确的环境观念，掌握环境与机体的辨证统一关系、环境因素

对健康的影响、不同环境介质中各种有害因素对健康影响的特点、环境影响评价等基本理论以及不同

环境介质中存在的有害因素对健康的危害等基本知识。 

本课程为限定选修课，1.5 学分。总学时为 24 学时，其中理论教学 24 学时，实验教学 0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环境与健康关系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2．了解环境因素在时间、空间上的数量变化和人体的负荷。 

3．掌握自然环境（水、大气和土壤等）与人类健康的和谐统一，和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

系。 

（二）基本技能 

使学生在全面了解我国环境卫生学发展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系统掌握环境卫生工作

的理论、方法、技术，具备在防止环境污染、预防疾病等环境卫生实践工作的技能，从而适应当前社

会发展的需要，以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开展环境卫生工作。 

（三）基本素质 

能够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学会开展环境卫生工作的基本方法和技能，为将来从事环境卫生工作

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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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绪论 2 

2 环境与健康 2 

3 大气卫生 2 

4 水体卫生 2 

5 饮用水卫生 2 

6 土壤卫生 2 

7 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 2 

8 住宅与办公场所卫生 2 

9 公共场所卫生 2 

10 城乡规划卫生 2 

11 环境质量评价 2 

12 家用化学品卫生 2 

合  计 24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环境卫生学的定义、环境卫生学的含义及其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环境介质、环境因素

及相关内容的重要概念、环境卫生学的研究内容。 

2．熟悉  环境卫生学的研究对象及人类环境的组成；机体-环境的相互作用对推动今后环境卫生

学发展的作用。 

3．了解  全球著名的环境污染事件及当前存在的环境问题；我国环境卫生学的发展简史及我国

环境卫生学的主要成就。 

内容 

1．重点阐述  环境卫生学的定义、研究对象。 

2．详细了解  环境与健康关系的理论基础；环境因素与健康关系的确认性研究；适宜于环境卫

生学研究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环境卫生监督体系的理论依据。 

3．一般介绍  我国环境卫生学发展简史；环境卫生工作的主要成就；环境卫生工作和环境卫生

学今后的任务。 

第二章  环境与健康的关系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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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人类自然环境的基本构成、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食物链、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概念、

健康效应谱与敏感人群的概念、内容和意义。 

2．熟悉  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危害（急、慢性危害，三致作用）、地球化学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危

险度评价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3．了解  环境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方法、环境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和环境毒理学研究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态系统与生态平衡：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生态平衡、食物链与生物放大作用；

人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环境改变与机体反应的基本特征。 

2．详细了解  人类的环境：大气圈、水圈、土壤岩石圈和生物圈、自然环境与健康、环境污染

与健康。 

3．一般介绍  生态系统健康、环境与健康关系研究方法、环境流行病学研究基本方法与用途。 

第三章  大气卫生 

目标 

1．掌握  大气的特征及其卫生学意义、大气污染的来源、影响大气中污染物浓度的因素、大气

污染对人体健康的直接和间接危害、大气中主要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2．熟悉  大气中污染物的种类和存在形式、大气中污染物的转归、我国制订和修订大气卫生标

准的原则和方法、大气污染紧急事故的调查和处理。 

3．了解  大气的结构及其物理性状、大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调查与监测（目的、内容和方法）、

制订大气卫生标准的卫生学意义、人群现场调查的方法和各种方法的优缺点。 

内容 

1．重点阐述  大气物理性状及其卫生学意义、大气污染及大气污染物的转归（来源、大气污染

物的种类及其存在形式）、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进入人体的途径、直接危害、间接危害）。 

2．详细了解  影响大气中污染物浓度的因素（污染源排放情况、气象因素、地形等）；大气中主

要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大气卫生标准的概念、制定原则、制定方法及我国的大气卫生标准。 

3．一般介绍  大气圈、大气垂直结构、大气组成及其卫生学意义；大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调查

与监测（目的、内容和方法）；大气卫生防护措施（规划措施、工艺和防护措施）；大气污染的卫生监

督和管理。 

第四章  水体卫生 

目标 

1．掌握  降水、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卫生学特征；水质物理性状指标、化学性状指标和生物学性

状指标；生物放大在水体污染物转归中的作用；水体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2．熟悉  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染源及其对水体的污染特征；水体自净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

汞污染的危害及水俣病的发病机制；水体卫生防护和监测的意义。 

3．了解  水体污染的污染源和污染物、我国水体污染的现状、水环境标准、水体卫生防护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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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基本方法、水体污染的卫生调查、监测和监督。 

内容 

1．重点阐述  水资源的种类及卫生学特征；水质的性状和评价指标；水体污染的危害：生物性、

化学性（汞和甲基汞、酚、多氯联苯）和物理性污染的危害；热污染及放射性污染。 

2．详细了解  水体的污染源和污染物：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农业污水污染及特点；水体物理

性、化学性和生物性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水体的污染、自净和污染物的转归。 

3．一般介绍  水环境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水体卫生防护：清洁生

产；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利用与处理、医院污水的处理；我国污水处理现状；水体污染的卫生调查、

监测和监督，水体污染紧急事故处理。 

第五章  饮用水卫生 

目标 

1．掌握  饮用水生物学污染与介水传染病的相关知识、饮用水氯化消毒副产物与健康的相关知

识、饮用水卫生标准及其制定原则和依据、我国饮用水卫生标准中各项指标的卫生学意义、集中式给

水水源选择的原则和卫生防护、集中式给水水质处理的原理和方法。 

2．熟悉  饮用水化学污染与中毒的相关知识、高层建筑二次供水污染与健康的相关知识、集中

式 给水的卫生调查、监测和监督的基本方法。 

3．了解  饮用水的卫生学意义、我国饮用水卫生标准制定的历史沿革、卫生标准值与社会经济

及科技发展水平的相对意义、我国用水量标准的卫生学意义、氯化消毒技术以外的水质消毒技术、水

质的特殊处理和深度处理方法、配水管网的卫生要求、涉水产品存在的卫生问题、分散式给水的卫生

学要求、农村给水的卫生调查、监测和监督的基本方法、饮用水水源污染应急事件的调查处理原则。 

内容 

1．重点阐述  饮用水生物学污染与介水传染病；饮用水化学污染与中毒、氯化消毒副产物与健

康以及高层建筑二次供水污染与健康等相关知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集中式给水水源选择原则和

卫生防护；集中式给水水质处理的原理和方法；饮用水卫生调查、监测和监督的基本方法，应急事件

的调查和处理。 

2．详细了解  饮用水的卫生学意义：饮用水污染与疾病；介水传染病及流行特点；化学性污染

对健康的影响；高层建筑二次供水污染与健康问题；配水管网的卫生要求；分散式给水与涉水产品的

卫生学要求。 

3．一般介绍  水体卫生防护、不同新型饮用水。 

第六章  土壤卫生 

目标 

1．掌握  土壤的卫生学意义、土壤污染的概念、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2．熟悉  土壤污染的来源、自净与污染物的转归；土壤卫生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与固体废

弃物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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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土壤的特征及其与环境污染物降解的关系、生物性污染的危害、土壤卫生防护、土壤

卫生监督与监测。 

内容 

1．重点阐述  土壤的卫生学意义及特征；土壤污染对健康的影响：重金属污染的危害、农药污

染的危害、生物性污染的危害。 

2．详细了解  土壤的物理学、化学性和生物学特征及卫生学意义；土壤的污染、自净及污染物

的转归；土壤的卫生标准与固体废弃物控制标准：制订土壤卫生标准的原则及方法；土壤环境质量标

准；固体废物控制标准。 

3．一般介绍  粪便和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和利用；有害工业废渣的处理措施；污水灌溉的卫生防

护；发展生态农业；土壤卫生监督、监测。 

第七章  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 

目标 

1．掌握  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的基本概念、碘缺乏病、地方性氟中毒、地方性砷中毒、环境硒

水平有关的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影响因素、发生机制、临床表现。 

2．熟悉  不同地球化学性疾病的预防措施与治疗原则；碘、氟在体内的代谢和生理功能。 

3．了解  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与虫媒性地方病的区别。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的基本概念；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的流行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2．详细了解  碘、氟、砷、硒等元素在自然界中的分布、代谢、生理功能，以及相应的中毒或

缺乏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影响因素、发生机制和临床表现。 

3．一般介绍  碘、氟、砷、硒等中毒或缺乏病的预防措施与治疗原则。 

第八章  住宅与办公场所卫生 

目标 

1．掌握  住宅的卫生学意义和要求；室内小气候的概念及对人体热平衡的影响；室内空气污染

的来源、特点、危害、评价和控制措施；公共场所的概念、卫生学特点。 

2．熟悉  住宅设计中的健康影响因素；反映小气候对人体影响的常用生理指标；办公场所污染

物的分类和危害以及卫生管理与监督；不同公共场所中对健康影响的主要因素，熟悉不同公共场所卫

生要求。 

3．了解  住宅噪声、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的来源及其对人体的影响；住宅卫生的卫生防护措施

和住宅的卫生管理，住宅的卫生监督；办公场所卫生的概念、基本卫生要求和卫生学特点。 

内容 

1．重点阐述  住宅的卫生学意义及基本卫生要求；住宅小气候对健康的影响及卫生学要求；室

内小气候的概念及对健康的影响；小气候的评价指标；住宅小气候的卫生要求；室内空气污染对健康

的影响及卫生学要求；室内空气污染的来源和特点；室内空气主要污染物的种类、来源及危害；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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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清洁度评价指标及其相应卫生措施。 

2．详细了解  住宅设计的卫生要求、反映小气候对人体影响的常用生理指标。 

3．一般介绍  住宅卫生防护措施和监督、办公场所卫生、办公场所的卫生管理与卫生监督。 

第九章  公共场所卫生 

目标 

1．掌握  公共场所的概念和卫生学特点。 

2．熟悉  不同公共场所中对人体健康影响的主要因素；不同公共场所卫生要求；公共场所的卫

生管理及卫生监督方式。 

3．了解  公共场所研究的内容。 

内容 

1．重点阐述  公共场所的概念、公共场所的卫生学特点。 

2．详细了解  公共场所的分类、不同公共场所中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不同公共场所卫生要

求、反映小气候对人体影响的常用生理指标。 

3．一般介绍  公共场所研究的内容、公共场所的卫生管理及卫生监督方式。 

第十章  城乡规划卫生 

目标 

1．掌握  自然环境因素对城乡规划的卫生学意义；城市功能分区的原则和各功能分区的卫生学

要求；居住区环境质量评价指标及其卫生学意义；城市绿化的卫生学意义；城市环境噪声的来源、评

价指标及标准。 

2．熟悉  我国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城市规划的其他卫生问题（交通、废水和垃圾处理、光污

染等）；城乡规划卫生监督的主要内容。 

3．了解  城乡规划的任务和目的；卫生部门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居住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城

市绿地系统的组成；村镇规划卫生的原则和卫生要求。 

内容 

1．重点阐述  城市问题与健康城市；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和基础资料；自然环境因素对城乡规

划的卫生学意义；居住区环境质量评价指标。 

2．详细了解  城市功能分区的原则和各功能分区的卫生学要求；城市绿化的卫生学意义；城市

环境噪声的来源、评价指标和标准及其卫生学意义。 

3．一般介绍  村镇规划的原则、村镇的总体规划、卫生要求；城乡规划的卫生监督。 

第十一章  环境质量评价 

目标 

1．掌握  环境质量评价的概念、目的、作用、种类、内容和程序；环境质量评价方法的基本要

素，掌握环境质量评价的常用方法；数理统计方法中的常用统计量的计算及其在环境质量评价中的意

义；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目的、作用、内容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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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污染源的调查评价目的、内容；确定主要污染源和主要污染物的方法；环境污染的暴

露评价、人群健康效应评价；环境健康影响评价的含义、内容和技术工作程序。 

3．了解  环境质量指数概念、特点和种类；健康经济损失评价。 

内容 

1．重点阐述  环境质量评价的概念、目的、作用、种类、内容及方法；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

作用、内容、程序及方法。 

2．详细了解  污染源的调查评价、环境质量评价方法应用、环境质量与人群健康关系的调查评

价、环境健康影响评价。 

3．一般介绍  环境质量指数概念、特点和种类；健康经济损失评价。 

第十二章  家用化学品卫生 

目标 

1．掌握  家用化学品的分类、家用化学品对健康的影响。 

2．熟悉  家用化学品安全性评价的程序与卫生标准。 

3．了解  家用化学品的卫生监督与管理。 

内容 

1．重点阐述  家用化学品的种类及对健康的不良影响。 

2．详细了解  家用化学品安全性评价与卫生标准。 

3．一般介绍  家用化学品的卫生监督与管理。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个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小测试，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实际操作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的视野，

提高学生兴趣。 

4．由于教学时数所限，部分需要了解的理论教学内容由学生自学。 

5．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结合学生平时学习表现，进行综合评价。

学生成绩满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80%，平时成绩占 20%。 

 

编写  王  艳 

审校  李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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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医学》教学大纲 

适用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预防医学（preventive medicine）是现代医学三大支柱之一，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环

境－人群－健康－疾病为对象，是研究疾病预防、健康促进的独立学科。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

对健康新的认识，以及社会对医疗保健需求日益提高的前提下，预防医学已成为与医学各个专业密切

相关的医学主干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预防医学领域中的有关知识，如环境与健康、流行病学和社会医

学等学科的有关知识的原理。通过理论联系实践的学习，进一步培养医学生的预防为主观念、环境观

念、群体观念及大卫生观念，为进一步接受继续教育打下坚实基础。由于教学时数有限，本着从实际

出发，预防医学的重点放在讨论各种环境因素与健康的关系，健康与疾病评价指标及正确应用流行病

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健康、疾病及其客观规律，使学生能运用这些知识分析致病因素的作用规律，

给予定量评价及实施正确的健康促进，达到保护健康、促进健康、提高人群生命质量的目的。 

主要教学方法有理论讲授、课堂讨论、录像、社会实践等。通过理论学习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和自

觉进行三级预防的医学实践。通过课堂讨论，使学生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创造条件让学生参加一定时

间的预防医学社会实践，使理论进一步结合实际，提高解决社区卫生保健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为卫生检验专业必修课，2.5 学分，教学时数为 48 学时，其中理论课 48 学时，实验课 0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健康的概念、三级预防的概念、环境与健康的关系、环境污染与健康的关系。 

2．掌握生活环境、营养与食品、生产环境和社会行为因素对健康影响的基本知识。 

3．了解我国预防保健工作原则和基本组织措施。 

4．掌握疾病分布的概念及常见疾病的分布特点。 

5．熟悉流行病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及其偏倚控制。 

6．掌握传染病流行过程的三个基本环节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7．熟悉疾病预防的策略和措施。 

（二）基本技能 

1．学会应用现代预防医学观念和思维方法分析与环境、职业及社会因素有关的疾病，并掌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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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 

2．了解水、空气、食物样品及反映人群健康指标的血、尿、发等样品的采集方法。 

3．具备利用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和技术开展疾病和健康调查的能力。 

4．具备利用流行病学资料进行卫生政策、卫生管理、卫生规划和疾病防治的策略和措施的制定

的能力。 

5．初步具备分析、解释流行病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数据资料的能力。 

（三）基本素质 

1．通过实习课、组织讨论课等上课形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初步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2．强化预防为主的思想观念，并使学生初步树立群体医学观。 

3．培养和树立流行病学的研究思维方式。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绪论 3 

2 环境与健康 3 

3 生活环境与健康 7 

4 食物环境与健康 9 

5 职业环境与健康 9 

6 疾病的分布 2 

7 描述性研究 2 

8 分析性研究 4 

9 病因及病因探索 2 

10 诊断试验和筛检试验 2 

11 传染病流行病学 3 

12 疾病的预防策略与措施 2 

合  计 48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健康的概念、现代医学模式的特点、医学模式的转变及三级预防等内容。 

2．熟悉  我国的卫生工作方针。 

3．了解  预防医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内容及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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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医学模式转变的意义、新医学模式的特点、健康的概念、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及

三级预防的内容。 

2．详细了解  预防医学定义、内容和特点。 

3．一般介绍   

（1）预防医学的发展简史及我国预防工作的成就； 

（2）医学生学习预防医学的意义。 

第二章 环境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环境的基本概念及构成环境的主要因素、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生态平衡对人类健康的重

要性、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环境污染物的种类及其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作用。 

2．熟悉  环境污染、公害及公害病的概念、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转归、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方针、

防止环境污染的主要措施。 

3．了解  人类生存环境诸要素与健康的关系。 

内容 

1．重点阐述  人类环境组成的特点、生态系统与生态平衡及其与人类健康的关系、人与环境的

辩证统一关系。 

2．详细了解   

（1）环境污染与公害、常见的环境污染物及其来源、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转归等； 

（2）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特点及其危害作用、近期作用、远期作用、直接作用、间接效应等。 

3．一般介绍  环境对人类健康影响的危险度评价、我国的环境保护方针、环境污染的防制措施、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战略。 

第三章 生活环境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大气污染对环境和人群健康的影响、水体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地质环境与健康的

关系、饮用水的卫生学要求、水质评价标准、饮用水的净化与消毒方法。 

2．熟悉  空气物理、化学性状与健康的关系。 

3．了解  土壤污染的特点及其对健康的影响。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活饮用水的卫生学要求及其评价、生活饮用水的水质标准、饮用水净化与消毒

的原理与方法、地质环境与健康的关系、地质化学性疾病的概念、常见地球化学性疾病的病因、主要

临床表现及其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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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详细了解  空气物理性状、太阳辐射与健康的关系、大气的化学组成、大气污染与健康。 

3．一般介绍  土壤污染的来源及特点，土壤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第四章 食物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食物与营养的基本概念、人体必需营养素与需要量、合理营养平衡膳食的概念及基本

要求、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的病因及预防措施、各类人群的营养需求特点、食物中毒的概念、特点

及分类、常见细菌性食物中毒的好发食品及处理原则。 

2．熟悉  营养素和维生素的生理需求量和供给量、营养缺乏病及维生素缺乏的原因和预防、机体

对热能的需要及供给比例、特殊人群的膳食原则、膳食调查的主要内容、细菌性食物中毒的临床特征。 

3．了解  平衡膳食的基本要求、我国居民营养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营养调查结果评价的注意事

项、食物中毒的调查和处理原则。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物营养与营养素、合理营养、平衡膳食，蛋白质热能的营养不良、食物中毒等

基本概念、不同人群的营养需求特点及膳食原则。 

2．详细了解   

（1）热能与产热营养素的的功能、营养价值评价及供给量、营养调查与营养状况评价； 

（2）细菌性食物中毒的病原体、媒介食品、中毒机制、临床表现、处理原则与预防。 

3．一般介绍  无机盐及微量元素的生理功能与缺乏症、食物来源、供给量。有毒动植物中毒、

食物中毒调查和处理原则。 

第五章 职业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职业性有害因素、职业病、职业性多发病等概念、职业病的特点及职业病的诊断原则。 

2．熟悉  职业病的健康监护的内容及其目的、常见职业性有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3．了解  我国法定职业病的分类及范围。 

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病的特点及职业病的诊断原则。 

2．详细了解  职业性有害因素的概念与分类、常见职业性有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常见职

业性危害的防治原则。 

3．一般介绍  我国法定职业病的分类及范围、职业病健康监护的内容及其目的。 

第六章 疾病的分布 

目标 

1．掌握  描述疾病分布的常用指标、疾病地方性的种类、疾病时间分布的四种类型及描述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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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分布的两种方法。 

2．熟悉  疾病地区分布及人群分布的特点。 

3．了解  疾病三间分布综合描述的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1）描述疾病地区分布的方法、地区的划分、地方性的种类及概念，疾病呈现地区聚集性的主

要原因； 

（2）疾病时间分布表现形式的类型及形成的原因； 

（3）疾病的人群分布：主要人群特征与疾病的分布，人群特征对疾病分布影响的机制，研究疾

病年龄分布的目的与方法。 

2．详细了解   

（1）描述疾病和死亡频率指标的概念、计算和意义； 

（2）描述疾病流行强度的指标：散发、流行、大流行。 

3．一般介绍  三间分布的综合描述：移民流行病学的概念与一般原则，出生队列研究。 

第七章 描述性研究 

目标 

1．掌握  抽样调查的概念、目的和优缺点、方法、样本大小的估计。 

2．熟悉   

（1）流行病学描述性研究和现况调查的概念、目的、资料的整理分析、结果解释、偏倚及其防止； 

（2）普查的概念、目的和优缺点。  

3．了解  现况调查的资料收集。 

内容 

1．重点阐述  流行病学描述性研究的概念。 

2．详细了解   

（1）现况调查的概念、目的、种类和普查以及抽样调查； 

（2）现况调查的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和结果解释。 

3．一般介绍  抽样调查的抽样方法、样本量的估计、调查表的设计、现况调查的偏倚及其预防。 

第八章 分析性研究 

目标 

1．掌握  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概念和特点、样本量的估计、统计分析方法、常见的偏倚

及其控制。 

2．熟悉  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种类和用途、资料整理和分析的步骤和方法、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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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病例和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对照形式和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因

素的选择和资料的收集、PAR 和 SMR 的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概念、特点及优缺点。 

2．详细了解   

（1）病例对照研究中研究对象的选择、样本量的估计、研究因素的选择、资料的收集等； 

（2）队列研究中研究因素的确定、结局的确定、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对象的选择、样本量的

估计、资料的收集、数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3）病例对照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3．一般介绍  病例对照研究的种类、用途；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偏倚和控制。 

第九章 病因及病因探索 

目标 

1．掌握  现代流行病学的病因概念、形成病因假设的方法及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 

2．熟悉  病因研究的方法、流行病学病因研究的三部曲。 

3．了解  病因概念的发展过程、因素与疾病联系本质的判断。 

内容 

1．重点阐述  病因的概念、分类及主要来源。 

2．详细了解  病因与疾病联系的几种类型的判断及判断因果联系的标准。 

3．一般介绍  病因研究的方法。 

第十章 诊断试验和筛检试验 

目标 

1．掌握  诊断试验与筛检试验的概念、联合试验的概念、试验的真实性、可靠性及效益的评价。 

2．熟悉  提高试验效率的方法、筛检的目的及应用原则。 

3．了解  诊断与筛检试验的研究方法、试验指标的选择与标准的确定。 

内容 

1．重点阐述  诊断与筛检的概念、诊断与筛检试验的研究方法、诊断试验和筛检试验的评价、

诊断和筛检试验的指标与判断标准。 

2．详细了解  诊断或筛检试验的条件与应用目的、筛检试验应用的原则。 

3．一般介绍  提高试验效率的方法：串联与并联。 

第十一章 传染病流行病学 

目标 

1．掌握  传染病的流行过程、流行过程的三环节、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及特点、社会因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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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因素对流行过程的影响。 

2．熟悉  潜伏期、传染期的流行病学意义、影响人群易感性升高与降低的因素、疫源地的概念、

范围与消灭的条件、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措施、消毒的种类、我国法定传染病的数量与分类、计划免

疫的概念、检疫的种类。 

3．了解  各类疾病的免疫程序与内容、卫生监督的工作内容。 

内容 

1．重点阐述  传染病的流行过程。 

2．详细了解  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 

3．一般介绍  计划免疫及其评价。 

第十二章 疾病的预防策略与措施 

目标 

1．熟悉  疾病预防策略与措施的概念、二者的关系、预防策略与措施的制订原则、确定某地区

主要卫生问题的方法、疾病监测的概念与分类。 

2．了解  疾病自然史与三级预防的关系。 

内容 

1．详细了解  预防疾病的策略与措施。 

2．一般介绍  疾病监测。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结合教学内容，开展一些与医学有关的专题讲座，扩大学生的视野，使学生真正意识到卫生

学在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4．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师生交流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近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依据教学大纲进行期末理论考试，作为理论成绩。平时考核以观察、提

问、检查作业为主，学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理论成绩占 80%，平时成绩占 20%。 

 

                                            编写  李海斌    

                                            审校  李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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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教学大纲 

适用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occupational health and occupational medicine）是预防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其主要任务是识别、评价、预测和控制不良劳动条件对职业人群健康的影响。职业医学以个体为主要

对象，旨在对受到职业有害因素损害或存在潜在健康危险的个体进行早期检测、诊断、治疗和康复处

理；而职业卫生则主要以人群和作业环境为对象，旨在创造安全、卫生和高效的作业环境，提高职业

生命质量，保护劳动者的健康。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是卫生检验专业的专业拓展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脚踏实

地、独立分析和解决学科所面临基本问题的能力，树立勇于开拓、面向未来、应对 21 世纪挑战的创

新精神。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结合实际，运用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专门知识和技能，

从事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实际工作、以及教学和科研工作，并为进一步钻研、提高奠定基础。 

本课程为卫生检验专业限选课，1.5 学分。教学时数为 24 学时，其中理论课 24 学时，实验课 0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目标首先应是保护和促进健康； 

2．掌握“三级预防”原则是保护和促进健康的战略手段； 

3．掌握职业病具有明显的发病条件和特点； 

4．掌握常见职业病的预防、诊断与治疗； 

5．熟悉职业现场监测、生物监测及评价； 

6．了解职业性有害因素从业人员健康监护。 

（二）基本技能 

培养学生对职业性有害因素识别、评价、预测、控制的基本技能，具体内容包括： 

1．识别职业性有害因素的不良作用及机体对它的反应； 

2．评价人对职业的适宜性； 

3．控制职业性有害因素，预防职业性病损； 

4．规划、管理职业卫生服务，实施健康监护和健康教育。 

（三）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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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树立卫生检验检疫师在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防治工作方面的正确观点； 

2．能够结合实际，运用本学科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从事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相关工作； 

3．通过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脚踏实地、独立分析和解决学科所面临基本问题的能力。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绪论 3 

2 生产性毒物与职业中毒 6 

3 生产性粉尘与尘肺 3 

4 物理因素和其它职业性有害因素所致职业病 3 

5 职业性有害因素的识别、评价与控制 3 

6 职业卫生服务与健康促进 3 

7 职业卫生法律法规与监督管理、职业伤害与职业安全 3 

合  计 24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概念和任务；职业性有害因素的概念、来源及劳动条件的范围；

职业病的概念、特点、诊断原则及发病条件。 

2．熟悉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基本准则；体力劳动时机体的调节与适应；职业流行病学的特

点和应用；职业流行病学调查设计的基本要求；体力劳动时的能量代谢、氧消耗与劳动强度分级。 

3．了解  工作有关疾病和工伤的涵义；脑力劳动时的生理变化与适应；与职业有关的心理因素、

职业紧张的概念、职业紧张的干预措施、心身疾病的概念和常见的心身疾病；生产性毒物与机体相互

作用的一般规律、职业性病损的概念及其基本病理变化；职业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质量控制、调查

结果的分析和判断；职业毒理学的研究内容、方法及实际应用；职业工效学概念、意义与内容；劳动

过程中作业能力的动态变化、作业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改善措施。 

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概念、任务及基本准则；职业性有害因素与职业性病损。 

2．详细了解  体力劳动过程、脑力劳动过程的生理变化与适应；作业能力与劳动负荷的评价；

生产性毒物与机体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职业性病损的基本病理变化及病理学诊断；职业流行病学的

特点、应用、调查设计、研究方法及质量控制。 

3．一般介绍  与职业有关的心理因素、职业紧张及心身疾病；职业毒理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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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实际应用；工作过程的生物力学、人体测量学及其应用、机器、工作环境和劳动组织。 

第二章 生产性毒物与职业中毒 

目标 

1．掌握  职业中毒的概念；生产性毒物危害的控制原则；铅中毒、慢性汞中毒的典型临床表现

及中毒的预防措施；刺激性气体的毒作用表现及防治原则；窒息性气体的毒作用特点、一氧化碳和硫

化氢中毒的临床表现和处理原则；苯中毒的临床表现；苯的氨基和硝基化合物毒作用的共同特点；有

机磷酸酯类农药的理化特性、中毒机理、临床表现和处理原则。 

2．熟悉  生产性毒物的来源、存在形态、接触机会、进入人体的途径和毒物对机体毒作用的因

素；职业中毒的诊断原则、急救和治疗原则；常见窒息性气体的理化特性、接触机会及毒理；三硝基

甲苯的特性、毒理和临床表现；高分子化合物生产中的常见毒物及其主要危害；铅、汞中毒的机理及

中毒患者的处理原则。 

3．了解  毒物的体内过程影响、职业中毒的临床类型及主要临床表现；铅、汞的理化特征、接

触机会；刺激性气体、窒息性气体的种类；有机溶剂的理化特性、毒作用特点及其对健康的影响；苯

的理化特性、接触机会、毒理、诊断、处理原则及预防；苯胺的特性、接触机会、毒理和临床表现；

高分子化合物的概念、特性及生产中的毒物来源；农药的分类、农药的急性中毒和慢性危害；其它农

药的理化特性和主要中毒表现。 

内容 

1．重点阐述  影响毒物对机体毒作用的因素；职业中毒的临床及生产性毒物危害的控制原则；

常见金属与类金属中毒。 

2．详细了解  生产性毒物的来源、存在形态、接触机会、进入人体的途径、毒物在体内的过程；

氯气、氮氧化物、氨、光气、氯化氢等常见刺激性气体中毒；一氧化碳、氰化氢、硫化氢、甲烷等常

见窒息性气体中毒；苯、甲苯、二甲苯、二氯乙烷、正已烷、二硫化碳等常见有机溶剂中毒；苯的氨

基和硝基化合物中毒。 

3．一般介绍  氯乙烯、丙烯腈、含氟塑料、二异氰酸甲苯酯、二甲基甲酰胺等高分子化合物中

毒；有机磷酸酯类农药、拟除虫菊酯农药、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百草枯等农药中毒。 

第三章 生产性粉尘与尘肺 

目标 

1．掌握  生产性粉尘和尘肺的概念；生产性粉尘的理化特性及其卫生学意义；粉尘危害的控制；

矽肺的定义、影响矽肺发病的主要因素、矽肺的临床表现及矽肺患者的处理。 

2．熟悉  生产性粉尘对健康的影响；矽肺的病理变化；煤工尘肺、石棉肺的病因、基本病理改

变和主要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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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生产性粉尘的来源与分类；矽肺的发病机制；棉尘病、农民肺的病因和主要临床表现。 

内容 

1．重点阐述  粉尘危害的控制；矽肺的定义、影响矽肺发病的因素、矽肺的病理变化、临床表

现、合并症、诊断及 X 线诊断分级标准；煤矽肺的特点及临床表现；石棉肺的病理改变、发病机理、

临床表现及致癌作用。 

2．详细了解  生产性粉尘的理化特性、卫生学意义及对健康的影响；硅酸盐肺的定义、分类。 

3．一般介绍  生产性粉尘的来源和分类；可能发生矽肺的作业、矽肺的发病机理、矽肺治疗与

处理；棉尘病、农民肺的病因和主要临床表现。 

第四章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和其它职业性有害因素及其危害 

目标 

1．掌握  高温作业的类型、中暑的发病机制、分型、临床表现与防暑降温措施；放射病的临床

表现；噪声的概念、噪声对人体的影响和影响噪声对机体作用的因素；手臂振动病临床表现。职业性

致癌因素的作用特征及常见职业肿瘤的职业致癌物；职业性白内障、电光性眼炎、职业性牙酸蚀症的

病因和主要临床表现。 

2．熟悉  生产环境中与健康有关的常见的物理因素及其特点、预防措施的原则；高温生产环境

中气象条件及其特点；高温作业对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热适应的生理学意义和中暑的致病因素；人

对声音的主观感觉；振动的分类、接触机会、对机体的影响和影响对振动对机体作用的因素；电离辐

射的作用方式和影响因素。 

3．了解  非电离辐射对健康的影响；生产性噪声的来源、分类、声音的物理特性及评价、防止

噪声危害的措施。常见职业性传染病、职业性皮肤病的病因和主要临床表现；其它职业性五官疾病的

主要临床表现。 

内容 

1．重点阐述  高温作业的概念、类型及其对机体的影响；中暑的病因、分型、治疗原则及防暑

降温措施。职业性致癌因素；常见的职业性肿瘤及职业肿瘤的预防原则。 

2．详细了解  生产环境的气象条件及其特点；生产性噪声及噪声性耳聋；电离辐射的危害与防

护。 

3．一般介绍  中暑的分级诊断标准及高温作业的多发病；振动与振动病；非电离辐射的危害与

防护。生物性有害因素所致职业性损害；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五官疾病。 

第五章 职业性有害因素的识别、评价与控制 

目标 

1．熟悉  职业环境监测的方法、生物监测的特点及策略；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的内容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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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有害作业分级评价原则。 

2．了解  职业性有害因素接触评定及危险度评定；个人防护用品的种类、使用和保养。 

内容 

1．详细了解  职业性有害因素接触评定和危险度评定；职业环境监测对象的确定及有害因素的

测量；生物监测的特点、类别、策略及生物接触的卫生标准。 

2．一般介绍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及有害作业分级评价；常见的个人防护用品。 

第六章 职业卫生服务与健康促进 

目标 

1．掌握  职业卫生服务的概念；健康监护的内容和常用指标。 

2．熟悉  职业生命质量的含义及影响因素、提高职业生命质量的方法；职业卫生服务的内容、

模式和特点；作业场所健康促进的内容和意义；职业卫生的内容和安全教育的形式。 

3．了解  功能能力评价的类型、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健康促进“系统工程”模式及

监测评价。 

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生命、职业生命质量及提高职业生命质量；健康医学、健康监护的概念。 

2．详细了解  职业卫生服务概念、内容、模式及特点；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 

3．一般介绍  职业健康监护信息管理；作业场所健康促进；作业场所职业卫生与安全；作业场

所健康促进规划与评价。 

第七章 职业卫生法律法规与监督管理和职业伤害与职业安全 

目标 

1．掌握  职业卫生监督的概念与主要内容；职业接触限值、有害效应、保护水平的概念。 

2．熟悉  职业卫生标准的应用原则。职业伤害发生的危险因素。职业安全的意义和任务；职业

伤害的范围与分类、常见职业伤害事故类型；  

3．了解  职业病防治法及相关配套法规的内容；职业卫生标准的制订的依据及原则；其它国家

职业卫生法规与管理的方法。职业性事故的常用统计指标；职业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卫生监督。职业伤害的范围和分类；职业伤害的分布特征及发生的危险因素。 

2．详细了解  职业病防治法及相关配套法规；职业卫生标准及应用。职业安全的意义和任务，

常见的职业伤害。 

3．一般介绍  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化的发展；国际性职业安全卫生机构及国外职业安全卫生的

历史、法规与体制。职业伤害流行病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职业伤害的调查与评估；我国安全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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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方针政策、职业安全事故预防对策与措施。 

六、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实际操作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的视野，

提高学生兴趣。 

4．由于教学时数所限，部分需要了解的理论教学内容由学生自学。 

5．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授课评价 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

量进行评定。 

2．形成性评价 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的评价，是为引导教学过程正确、完善地前进而对学生学习结

果和教师教学效果采取的评价。对学生日常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所反映出的情感、

态度、策略等方面的发展做出的评价，基于对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持续观察、记录、反思而做出的发展

性评价。 

3．学生学习成绩评价 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结合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进行综合评价。

学生成绩满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80%，平时成绩占 20%。 

 

编写  张光辉 

审校  李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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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与健康》教学大纲 
适用各专业 

 

一、课程简介 

《压力与健康》是适用医学各专业的选修课之一。工作压力主要来自外部环境和人内心的一种自

我希望，适度压力能让人产生挑战自我的成就感，而过度的压力就会引起焦虑、沮丧等不良心理。职

业压力并非对所有的人都会造成同等的伤害，压力总是和一定的个性特征联系起来影响个体。人们可

以承受短期压力，甚至忍受一些适度的长期压力，但当压力集中过久时，就会引发所谓的超压疾病，

如头痛、头晕、失眠等。如今的职场，专业化及对个人的期望正在急剧提高，不善释放压力的员工将

不堪重负，必然导致工作满意度的急剧下降。 

本课程着重介绍职业活动中压力的知识点，讲解压力的来源、影响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评价及

预防控制措施。 

本课程为选修课，1.5 学分，教学时数为 24 学时，其中理论课 24 学时，实验课 0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职业活动中压力的来源、对健康的影响及预防控制措施。 

2．熟悉职业活动中压力的影响因素及评价方法。 

3．了解职业活动中压力与健康的基本理论。 

（二）基本技能 

注重学生基本技能的培养，设置多媒体教学、案例分析及课堂讨论等多种教学方式，教学方法力

求启发式，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使学生能将课堂上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中的压力状况紧密结合起来，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基本素质 

1．树立医务人员在职业卫生工作方面的正确观点。 

2．能够结合实际，运用本学科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从事职业卫生学的相关工作。 

3．通过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脚踏实地、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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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绪论 3 

2 压力评价 3 

3 压力与健康 3 

4 压力与工作 3 

5 个体特征与职业紧张 3 

6 重点人群与职业紧张 6 

7 压力预防与控制 3 

合  计 24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职业紧张、压力、倦怠等概念。 

2．熟悉  压力与健康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3．了解  职业心理学的相关学科；我国职业心理学的发展、成就及今后的任务。 

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心理学、职业紧张及职业倦怠的研究内容；职业压力的研究对象及压力环境

的组成。 

2．详细了解  职业环境中压力的根源及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3．一般介绍  我国职业紧张研究发展简史、工作的主要成就及今后的任务。 

第二章 压力评价 

目标 

1．掌握  压力评价的内容和方式；职业紧张量表和职业倦怠量表的组成及评价。 

2．熟悉  量表评价的基本过程；心理评估的研究方法。 

3．了解  量表评价的优缺点。 

内容 

1．重点阐述  压力评价的内容和方式，量表中选择，调查人群的确定，调查方法、调查对象和

调查问卷的组织实施；职业紧张量表和职业倦怠量表的基本构成、计分方法及统计分析。 

2．详细了解  问卷的制定，职业人群量表调查的组织实施，职业紧张量表和职业倦怠量表的基

本构成、计分方法及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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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介绍  量表评价的优缺点。 

第三章 压力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职业环境中压力产生的根源及方式；压力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2．熟悉  压力的种类及其产生形式；压力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3．了解  我国压力与健康的研究及防控现状。 

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环境中压力产生的社会环境因素、职业因素及家庭因素等；压力对人体健康

的影响。 

2．详细了解  社会环境、职业环境及家庭中产生的压力根源；压力对员工心理和生理健康的影

响。 

3．一般介绍  压力与健康理论中压力的概念及研究方式。 

第四章 压力与工作 

目标 

1．掌握  压力易感人群的特点及种类。 

2．熟悉  不同群体压力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3．了解  不同群体压力的共同点。 

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环境中易产生压力的工作类型。  

2．详细了解  易产生压力工作的特点、影响因素。 

3．一般介绍  不同群体压力的共同点。 

第五章 个体特征与职业紧张 

目标 

1．掌握  个体特征对职业紧张的影响。 

2．熟悉  个体特征的概念、种类及意义。 

3．了解  个体特征在职业紧张防控中的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个体特征的概念；不同个体特征职业紧张的区别。 

2．详细了解  个体特征的概念、种类及意义；个体特征与职业紧张的关系。 

3．一般介绍  个体特征在职业紧张防控中的意义。 

第六章 重点人群与职业紧张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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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职业紧张的发生情况。 

2．熟悉  教师的职业紧张；医务人员的职业紧张。 

3．了解  其它人群的职业紧张。 

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职业紧张的发生情况。 

2．详细了解  教师、医务人员职业紧张的现状、影响因素、对健康的影响等。 

3．一般介绍  其它人群的职业紧张。 

第七章 压力预防与控制 

目标 

1．掌握  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对压力的作用及对健康的保护效果；个人应对方式、组织应对方

式和社会支持的内容和意义。 

2．熟悉  不同职业环境中压力与健康的预防措施与治疗原则。 

3．一般介绍  不同组织类型压力的预防模式。 

内容 

1．重点阐述  压力预防与控制的基本措施。 

2．详细了解  根据压力产生的根源制定应对措施，个人应对方式与组织应对方式的内容和意义，

社会支持的评价内容及意义。 

3．一般介绍  国外压力研究的方式和内容。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实际操作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

学生兴趣。 

4．由于教学时数所限，部分需要了解的理论教学内容由学生自学。 

5．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授课评价：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

质量进行评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进行评价。学生成绩满分 100 分，理论成

绩占 100%。 

编写  姚永成   

审校  李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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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学》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环境卫生学》课程是预防医学专业高等教育的专业必修课程。环境卫生学是研究自然环境和生

活居住环境与人群健康关系，阐明环境对人群健康影响的发生和发展规律，为制订环境卫生标准提供

卫生学依据，并研究利用有利环境因素和控制不利环境因素的对策，预防疾病、保障人群健康的科学。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树立正确的环境观念，掌握环境与机体的辨证统一关系、环境因素

对健康的影响、不同环境介质中各种有害因素对健康影响的特点、环境影响评价等基本理论以及不同

环境介质中存在的有害因素对健康的危害等基本知识。 

在教学过程中，要求贯彻理论讲授与实验技术操作训练相结合的原则，使学生掌握环境卫生学的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习开展环境卫生工作的基本方法。教师应根据教学大纲讲授，但

可适当补充本领域的前沿研究热点及最新研究成果。 

开展启发式教学，以理论讲授、多媒体课件为主，并辅以案例讨论和自主学习。鼓励学生独立思

考和创新，广泛阅读相关书籍，并通过课堂小测试、课后作业、模块阶段测试、课题申请书撰写等，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基本科研能力，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开创性。为

增加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和适应新形势下高校和社会的需要，所有章节包含重要专业英文和介绍相关

的专业阅读材料。 

本课程为必修课，4.0 学分。总学时为 90 学时，其中理论教学 54 学时，实验教学 36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环境与健康关系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2．了解环境因素在时间、空间上的数量变化和人体的负荷。 

3．掌握自然环境（水、大气和土壤等）与人类健康的和谐统一，和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

系。 

（二）基本技能 

使学生在全面了解我国环境卫生学发展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系统掌握环境卫生工作

的理论、方法、技术，具备在防止环境污染、预防疾病等环境卫生实践工作的技能，从而适应当前社

会发展的需要，以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开展环境卫生工作。 

（三）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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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学会开展环境卫生工作的基本方法和技能，为将来从事环境卫生工作

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 绪论 4 － 

2 环境与健康 6 3 

3 大气卫生 6 9 

4 水体卫生 6 6 

5 饮用水卫生 4 6 

6 土壤卫生 4 6 

7 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 4 － 

8 住宅与办公场所卫生 4 － 

9 公共场所卫生 4 － 

10 城乡规划卫生 4 － 

11 环境质量评价 4 3 

12 家用化学品卫生 4 3 

合  计 54 36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环境卫生学的定义、环境卫生学的含义及其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环境介质、环境因素

及相关内容的重要概念、环境卫生学的研究内容。 

2．熟悉  环境卫生学的研究对象及人类环境的组成；机体-环境的相互作用对推动今后环境卫生

学发展的作用。 

3．了解  全球著名的环境污染事件及当前存在的环境问题；我国环境卫生学的发展简史及我国

环境卫生学的主要成就。 

内容 

1．重点阐述  环境卫生学的定义、研究对象。 

2．详细了解  环境与健康关系的理论基础；环境因素与健康关系的确认性研究；适宜于环境卫

生学研究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环境卫生监督体系的理论依据。 

3．一般介绍  我国环境卫生学发展简史；环境卫生工作的主要成就；环境卫生工作和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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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今后的任务。 

第二章  环境与健康的关系 

目标 

1．掌握  人类自然环境的基本构成、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食物链、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概念、

健康效应谱与敏感人群的概念、内容和意义。 

2．熟悉  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危害（急、慢性危害，三致作用）、地球化学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危

险度评价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3．了解  环境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方法、环境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和环境毒理学研究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态系统与生态平衡：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生态平衡、食物链与生物放大作用；

人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环境改变与机体反应的基本特征。 

2．详细了解  人类的环境：大气圈、水圈、土壤岩石圈和生物圈、自然环境与健康、环境污染

与健康。 

3．一般介绍  生态系统健康、环境与健康关系研究方法、环境流行病学研究基本方法与用途。 

第三章  大气卫生 

目标 

1．掌握  大气的特征及其卫生学意义、大气污染的来源、影响大气中污染物浓度的因素、大气

污染对人体健康的直接和间接危害、大气中主要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2．熟悉  大气中污染物的种类和存在形式、大气中污染物的转归、我国制订和修订大气卫生标

准的原则和方法、大气污染紧急事故的调查和处理。 

3．了解  大气的结构及其物理性状、大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调查与监测（目的、内容和方法）、

制订大气卫生标准的卫生学意义、人群现场调查的方法和各种方法的优缺点。 

内容 

1．重点阐述  大气物理性状及其卫生学意义、大气污染及大气污染物的转归（来源、大气污染

物的种类及其存在形式）、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进入人体的途径、直接危害、间接危害）。 

2．详细了解  影响大气中污染物浓度的因素（污染源排放情况、气象因素、地形等）；大气中主

要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大气卫生标准的概念、制定原则、制定方法及我国的大气卫生标准。 

3．一般介绍  大气圈、大气垂直结构、大气组成及其卫生学意义；大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调查

与监测（目的、内容和方法）；大气卫生防护措施（规划措施、工艺和防护措施）；大气污染的卫生监

督和管理。 

第四章  水体卫生 

目标 

1．掌握  降水、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卫生学特征；水质物理性状指标、化学性状指标和生物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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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指标；生物放大在水体污染物转归中的作用；水体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2．熟悉  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染源及其对水体的污染特征；水体自净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

汞污染的危害及水俣病的发病机制；水体卫生防护和监测的意义。 

3．了解  水体污染的污染源和污染物、我国水体污染的现状、水环境标准、水体卫生防护和监

测的基本方法、水体污染的卫生调查、监测和监督。 

内容 

1．重点阐述  水资源的种类及卫生学特征；水质的性状和评价指标；水体污染的危害：生物性、

化学性（汞和甲基汞、酚、多氯联苯）和物理性污染的危害；热污染及放射性污染。 

2．详细了解  水体的污染源和污染物：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农业污水污染及特点；水体物理

性、化学性和生物性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水体的污染、自净和污染物的转归。 

3．一般介绍  水环境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水体卫生防护：清洁生

产；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利用与处理、医院污水的处理；我国污水处理现状；水体污染的卫生调查、

监测和监督，水体污染紧急事故处理。 

第五章  饮用水卫生 

目标 

1．掌握  饮用水生物学污染与介水传染病的相关知识、饮用水氯化消毒副产物与健康的相关知识、

饮用水卫生标准及其制定原则和依据、我国饮用水卫生标准中各项指标的卫生学意义、集中式给水水源

选择的原则和卫生防护、集中式给水水质处理的原理和方法。 

2．熟悉  饮用水化学污染与中毒的相关知识、高层建筑二次供水污染与健康的相关知识、集中

式给水的卫生调查、监测和监督的基本方法。 

3．了解  饮用水的卫生学意义、我国饮用水卫生标准制定的历史沿革、卫生标准值与社会经济

及科技发展水平的相对意义、我国用水量标准的卫生学意义、氯化消毒技术以外的水质消毒技术、水

质的特殊处理和深度处理方法、配水管网的卫生要求、涉水产品存在的卫生问题、分散式给水的卫生

学要求、农村给水的卫生调查、监测和监督的基本方法、饮用水水源污染应急事件的调查处理原则。 

内容 

1．重点阐述  饮用水生物学污染与介水传染病；饮用水化学污染与中毒、氯化消毒副产物与健

康以及高层建筑二次供水污染与健康等相关知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集中式给水水源选择原则和

卫生防护；集中式给水水质处理的原理和方法；饮用水卫生调查、监测和监督的基本方法，应急事件

的调查和处理。 

2．详细了解  饮用水的卫生学意义：饮用水污染与疾病；介水传染病及流行特点；化学性污染

对健康的影响；高层建筑二次供水污染与健康问题；配水管网的卫生要求；分散式给水与涉水产品的

卫生学要求。 

3．一般介绍  水体卫生防护、不同新型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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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土壤卫生 

目标 

1．掌握  土壤的卫生学意义、土壤污染的概念、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2．熟悉  土壤污染的来源、自净与污染物的转归；土壤卫生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与固体废

弃物控制标准。 

3．了解  土壤的特征及其与环境污染物降解的关系、生物性污染的危害、土壤卫生防护、土壤

卫生监督与监测。 

内容 

1．重点阐述  土壤的卫生学意义及特征；土壤污染对健康的影响：重金属污染的危害、农药污

染的危害、生物性污染的危害。 

2．详细了解  土壤的物理学、化学性和生物学特征及卫生学意义；土壤的污染、自净及污染物

的转归；土壤的卫生标准与固体废弃物控制标准：制订土壤卫生标准的原则及方法；土壤环境质量标

准；固体废物控制标准。 

3．一般介绍  粪便和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和利用；有害工业废渣的处理措施；污水灌溉的卫生防

护；发展生态农业；土壤卫生监督、监测。 

第七章  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 

目标 

1．掌握  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的基本概念、碘缺乏病、地方性氟中毒、地方性砷中毒、环境硒水

平有关的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影响因素、发生机制、临床表现。 

2．熟悉  不同地球化学性疾病的预防措施与治疗原则；碘、氟在体内的代谢和生理功能。 

3．了解  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与虫媒性地方病的区别。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的基本概念；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的流行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2．详细了解  碘、氟、砷、硒等元素在自然界中的分布、代谢、生理功能，以及相应的中毒或

缺乏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影响因素、发生机制和临床表现。 

3．一般介绍  碘、氟、砷、硒等中毒或缺乏病的预防措施与治疗原则。 

第八章  住宅与办公场所卫生 

目标 

1．掌握  住宅的卫生学意义和要求；室内小气候的概念及对人体热平衡的影响；室内空气污染

的来源、特点、危害、评价和控制措施；公共场所的概念、卫生学特点。 

2．熟悉  住宅设计中的健康影响因素；反映小气候对人体影响的常用生理指标；办公场所污染

物的分类和危害以及卫生管理与监督；不同公共场所中对健康影响的主要因素，熟悉不同公共场所卫

生要求。 



 

 - 118 - 

3．了解  住宅噪声、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的来源及其对人体的影响；住宅卫生的卫生防护措施

和住宅的卫生管理，住宅的卫生监督；办公场所卫生的概念、基本卫生要求和卫生学特点。 

内容 

1．重点阐述  住宅的卫生学意义及基本卫生要求；住宅小气候对健康的影响及卫生学要求；室

内小气候的概念及对健康的影响；小气候的评价指标；住宅小气候的卫生要求；室内空气污染对健康

的影响及卫生学要求；室内空气污染的来源和特点；室内空气主要污染物的种类、来源及危害；居室

空气清洁度评价指标及其相应卫生措施。 

2．详细了解  住宅设计的卫生要求、反映小气候对人体影响的常用生理指标。 

3．一般介绍  住宅卫生防护措施和监督、办公场所卫生、办公场所的卫生管理与卫生监督。 

第九章  公共场所卫生 

目标 

1．掌握  公共场所的概念和卫生学特点。 

2．熟悉  不同公共场所中对人体健康影响的主要因素；不同公共场所卫生要求；公共场所的卫

生管理及卫生监督方式。 

3．了解  公共场所研究的内容。 

内容 

1．重点阐述  公共场所的概念、公共场所的卫生学特点。 

2．详细了解  公共场所的分类、不同公共场所中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不同公共场所卫生要

求、反映小气候对人体影响的常用生理指标。 

3．一般介绍  公共场所研究的内容、公共场所的卫生管理及卫生监督方式。 

第十章  城乡规划卫生 

目标 

1．掌握  自然环境因素对城乡规划的卫生学意义；城市功能分区的原则和各功能分区的卫生学

要求；居住区环境质量评价指标及其卫生学意义；城市绿化的卫生学意义；城市环境噪声的来源、评

价指标及标准。 

2．熟悉  我国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城市规划的其他卫生问题（交通、废水和垃圾处理、光污

染等）；城乡规划卫生监督的主要内容。 

3．了解  城乡规划的任务和目的；卫生部门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居住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城

市绿地系统的组成；村镇规划卫生的原则和卫生要求。 

内容 

1．重点阐述  城市问题与健康城市；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和基础资料；自然环境因素对城乡规

划的卫生学意义；居住区环境质量评价指标。 

2．详细了解  城市功能分区的原则和各功能分区的卫生学要求；城市绿化的卫生学意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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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噪声的来源、评价指标和标准及其卫生学意义。 

3．一般介绍  村镇规划的原则、村镇的总体规划、卫生要求；城乡规划的卫生监督。 

第十一章  环境质量评价 

目标 

1．掌握  环境质量评价的概念、目的、作用、种类、内容和程序；环境质量评价方法的基本要

素，掌握环境质量评价的常用方法；数理统计方法中的常用统计量的计算及其在环境质量评价中的意

义；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目的、作用、内容和程序。 

2．熟悉  污染源的调查评价目的、内容；确定主要污染源和主要污染物的方法；环境污染的暴

露评价、人群健康效应评价；环境健康影响评价的含义、内容和技术工作程序。 

3．了解  环境质量指数概念、特点和种类；健康经济损失评价。 

内容 

1．重点阐述  环境质量评价的概念、目的、作用、种类、内容及方法；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

作用、内容、程序及方法。 

2．详细了解  污染源的调查评价、环境质量评价方法应用、环境质量与人群健康关系的调查评

价、环境健康影响评价。 

3．一般介绍  环境质量指数概念、特点和种类；健康经济损失评价。 

第十二章  家用化学品卫生 

目标 

1．掌握  家用化学品的分类、家用化学品对健康的影响。 

2．熟悉  家用化学品安全性评价的程序与卫生标准。 

3．了解  家用化学品的卫生监督与管理。 

内容 

1．重点阐述  家用化学品的种类及对健康的不良影响。 

2．详细了解  家用化学品安全性评价与卫生标准。 

3．一般介绍  家用化学品的卫生监督与管理。 

五、实验教学目标与内容 

实验一  空气样品采集及流量校准 

目标 

1．掌握  根据污染物类型选择采样方法、大气采样器的正确使用。 

2．熟悉  浓度表示方法、两种浓度换算公式。 

3．了解  空气污染物的存在状态、空气采样器的基本原理及注意事项。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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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述  空气样品的采集方法、原理、分类及有关注意事项；使用皂膜流量计校正各种采

样器方法。 

2．详细了解  空气污染物浓度表示方法、两种浓度换算公式。 

3．一般介绍  空气污染物的存在状态、常用空气采样器的基本原理。  

实验二  空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Saltzman 法测定大气中氮氧化物的操作过程。 

2．熟悉  多孔玻板吸收管采集大气中氮氧化物的方法。 

3．了解  污染物浓度计算方法及结果判定标准。 

内容 

1．重点阐述  Saltzman 法测定大气中氮氧化物的原理。            

2．详细了解  多孔玻板吸收管采集大气中氮氧化物的方法。 

3．一般介绍  污染物浓度计算方法及结果判定标准。 

实验三  空气中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使用红外线气体全分析仪测定空气中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方法。 

2．了解  污染物浓度换算方法及结果判定标准。 

内容 

1．重点阐述  红外线气体分析仪测定空气中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方法。 

2．详细了解  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采集方法。 

3．一般介绍  污染物浓度换算方法及结果判定标准。 

实验四  水样采集及水质分析（三氧） 

目标 

1．掌握  正确使用采水工具进行地面水现场采样的方法。 

2．熟悉  水中三氧的测定方法、根据三氧含量变化进行水质分析。 

内容 

1．重点阐述  测定水中“三氧”的原理和方法。 

2．详细了解  地面水的现场采样方法、水质的综合分析评价。 

实验五  水质分析（三氮） 

目标 

1．掌握  水体污染物的测定技术和技巧。 

2．熟悉  水中三氮的测定方法；根据三氮含量变化规律进行水质综合分析；三氮指标的卫生学意义。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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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述  测定水中“三氮”的原理和方法。 

2．详细了解  地面水的污染物监测方法、水质的综合分析评价。 

实验六  饮水漂白粉消毒试验 

目标 

1．掌握  漂粉精加入量测定的原理和方法；漂粉精有效氯含量测定的原理和方法。 

2．了解  混凝沉淀的原理和方法。 

内容 

1．详细了解  漂白粉加入量测定、漂白粉中有效氯含量的测定。 

2．一般介绍  混凝沉淀。  

实验七  土壤中重金属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土壤样品采集和加工方法、重金属形态分析方法。 

2．了解  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方法。 

内容 

1．详细了解  土壤预处理方法（湿法消化、干法消解、微波消解）；重金属形态测定方法。 

2．一般介绍  内梅罗指数。 

实验八  化妆品中汞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原子荧光法测汞的原理及注意事项。 

2．了解  化妆品消化方法-浸提片的原理及注意事项。 

内容 

1．详细了解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汞含量、计算评价。 

2．一般介绍  样品采集与预处理。 

实验九  环境污染案例分析 

目标 

1．掌握  环境污染事故的处理原则。 

2．熟悉  根据污染物类型选择采集分析方法和设点原则。 

3．了解  环境污染事故的调查和监测。 

内容 

1．重点阐述  环境污染事故的调查、监测及设点原则。 

2．详细了解  根据污染物类型选择采集分析方法。 

3．一般介绍  环境污染事故的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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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  环境质量计价 

目标 

1．掌握  环境质量评价的常用方法。 

2．熟悉  数理统计方法中常用统计量的计算及其在环境质量评价中的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环境质量指数计算。 

2．详细了解  环境质量评价的程序与方法、应用环境质量指数判定污染级别。 

六、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个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小测试，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实际操作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的视野，

提高学生兴趣。 

4．由于教学时数所限，部分需要了解的理论教学内容由学生自学。 

5．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授课评价：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

质量进行评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  依据教学大纲，对课程教学开展终结性和形成性评价，通过形成性评价

的实施、课程考试和调查问卷，对形成性评价的实施内容和应用效果进行探讨。 

模块测试评价为 100 分，所占比例为 20%，其中，① 课堂小测试 10 分，每次授课前，教师针对

授课内容进行适当提问或学生根据预习内容自主出题，相互提问，教师根据每位学生答题和表现给予

评分；② 课堂表现 30 分，课前预习、课堂问题讨论、学生总结发言、课堂氛围等，一次得 6 分，满

分 30 分；③ 课后作业 10 分，针对分阶段内容撰写小论文；④ 模块阶段测试 50 分，将课程分成若

干阶段，每阶段授课完成后进行测试。 

课题申请书撰写为 100 分，占 10%。 

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为 100 分，占 10%。 

期末考试评价为 100 分，占 60%，严格按照评分标准批阅试卷。 

 

编写  王  艳 

审校  李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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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occupational health and occupational medicine）是预防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其主要任务是识别、评价、预测和控制不良劳动条件对职业人群健康的影响。职业医学以个体为主要

对象，旨在对受到职业有害因素损害或存在潜在健康危险的个体进行早期检测、诊断、治疗和康复处

理；而职业卫生则主要以人群和作业环境为对象，旨在创造安全、卫生和高效的作业环境，提高职业

生命质量，保护劳动者的健康。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是预防医学的专业骨干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脚踏实地、

独立分析和解决学科所面临基本问题的能力，树立勇于开拓、面向未来、应对 21 世纪挑战的创新精

神。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结合实际，运用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从事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实际工作、以及教学和科研工作，并为进一步钻研、提高奠定基础。 

本课程为必修课，4.0 学分，教学时数为，其中，理论 54 学时，实验 36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目标首先应是保护和促进健康； 

2．掌握“三级预防”原则是保护和促进健康的战略手段； 

3．掌握职业病具有明显的发病条件和特点； 

4．掌握常见职业病的预防、诊断与治疗； 

5．熟悉．职业现场监测、生物监测及评价； 

6．了解职业性有害因素从业人员健康监护。 

（二）基本技能 

培养学生对职业性有害因素识别、评价、预测、控制的基本技能，具体内容包括： 

1．识别职业性有害因素的不良作用及机体对它的反应； 

2．评价人对职业的适宜性； 

3．控制职业性有害因素，预防职业性病损； 

4．规划、管理职业卫生服务，实施健康监护和健康教育。 

（三）基本素质 

1．树立公卫医师在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防治工作方面的正确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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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够结合实际，运用本学科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从事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相关工作； 

3．通过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脚踏实地、独立分析和解决学科所面临基本问题的能力。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 绪论 6 － 

2 生产性毒物与职业中毒 15 12 

3 生产性粉尘与尘肺 9 9 

4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6 3 

5 其它职业性有害因素及其危害 3 － 

6 职业性有害因素的识别、评价与控制 6 3 

7 职业卫生服务与健康促进 3 3 

8 职业卫生法律法规与监督管理 3 3 

9 职业伤害与职业安全 3 3 

合  计 54 36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概念和任务；职业性有害因素的概念、来源及劳动条件的范围；

职业病的概念、特点、诊断原则及发病条件；体力劳动时的能量代谢、氧消耗与劳动强度分级；静力

作业的特征；劳动过程中作业能力的动态变化、作业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改善措施。 

2．熟悉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基本准则；体力劳动时机体的调节与适应；职业流行病学的特

点和应用；职业流行病学调查设计的基本要求。 

3．了解  工作有关疾病和工伤的涵义；脑力劳动时的生理变化与适应；与职业有关的心理因素、

职业紧张的概念、职业紧张的干预措施、心身疾病的概念和常见的心身疾病；生产性毒物与机体相互

作用的一般规律、职业性病损的概念及其基本病理变化；职业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质量控制、调查

结果的分析和判断；职业毒理学的研究内容、方法及实际应用；职业工效学概念、意义与内容。 

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概念、任务及基本准则；职业性有害因素与职业性病损。 

2．详细了解  体力劳动过程、脑力劳动过程的生理变化与适应；作业能力与劳动负荷的评价；

生产性毒物与机体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职业性病损的基本病理变化及病理学诊断；职业流行病学的

特点、应用、调查设计、研究方法及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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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介绍  与职业有关的心理因素、职业紧张及心身疾病；职业毒理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

法和实际应用；工作过程的生物力学、人体测量学及其应用、机器、工作环境和劳动组织。 

第二章 生产性毒物与职业中毒 

目标 

1．掌握  职业中毒的概念；生产性毒物危害的控制原则；铅中毒、慢性汞中毒的典型临床表现

及中毒的预防措施；刺激性气体的毒作用表现及防治原则；窒息性气体的毒作用特点、一氧化碳和硫

化氢中毒的临床表现和处理原则；苯中毒的临床表现；苯的氨基和硝基化合物毒作用的共同特点；有

机磷酸酯类农药的理化特性、中毒机理、临床表现和处理原则。 

2．熟悉  生产性毒物的来源、存在形态、接触机会、进入人体的途径和毒物对机体毒作用的因

素；职业中毒的诊断原则、急救和治疗原则；常见窒息性气体的理化特性、接触机会及毒理；三硝基

甲苯的特性、毒理和临床表现；高分子化合物生产中的常见毒物及其主要危害；铅、汞中毒的机理及

中毒患者的处理原则。 

3．了解  毒物的体内过程影响、职业中毒的临床类型及主要临床表现；铅、汞的理化特征、接

触机会；刺激性气体、窒息性气体的种类；有机溶剂的理化特性、毒作用特点及其对健康的影响；苯

的理化特性、接触机会、毒理、诊断、处理原则及预防；苯胺的特性、接触机会、毒理和临床表现；

高分子化合物的概念、特性及生产中的毒物来源；农药的分类、农药的急性中毒和慢性危害；其它农

药的理化特性和主要中毒表现。 

内容 

1．重点阐述  影响毒物对机体毒作用的因素；职业中毒的临床及生产性毒物危害的控制原则；

常见金属与类金属中毒。 

2．详细了解  生产性毒物的来源、存在形态、接触机会、进入人体的途径、毒物在体内的过程；

氯气、氮氧化物、氨、光气、氯化氢等常见刺激性气体中毒；一氧化碳、氰化氢、硫化氢、甲烷等常

见窒息性气体中毒；苯、甲苯、二甲苯、二氯乙烷、正已烷、二硫化碳等常见有机溶剂中毒；苯的氨

基和硝基化合物中毒。 

3．一般介绍  氯乙烯、丙烯腈、含氟塑料、二异氰酸甲苯酯、二甲基甲酰胺等高分子化合物中

毒；有机磷酸酯类农药、拟除虫菊酯农药、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百草枯等农药中毒。 

第三章 生产性粉尘与尘肺 

目标 

1．掌握  生产性粉尘和尘肺的概念；生产性粉尘的理化特性及其卫生学意义；粉尘危害的控制；

矽肺的定义、影响矽肺发病的主要因素、矽肺的临床表现及矽肺患者的处理。 

2．熟悉  生产性粉尘对健康的影响；矽肺的病理变化；煤工尘肺、石棉肺的病因、基本病理改

变和主要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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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生产性粉尘的来源与分类；矽肺的发病机制；棉尘病、农民肺的病因和主要临床表现。 

内容 

1．重点阐述  粉尘危害的控制；矽肺的定义、影响矽肺发病的因素、矽肺的病理变化、临床表

现、合并症、诊断及 X 线诊断分级标准；煤矽肺的特点及临床表现；石棉肺的病理改变、发病机理、

临床表现及致癌作用。 

2．详细了解  生产性粉尘的理化特性、卫生学意义及对健康的影响；硅酸盐肺的定义、分类。 

3．一般介绍  生产性粉尘的来源和分类；可能发生矽肺的作业、矽肺的发病机理、矽肺治疗与

处理；棉尘病、农民肺的病因和主要临床表现。 

第四章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目标 

1．掌握  高温作业的类型、中暑的发病机制、分型、临床表现与防暑降温措施；放射病的临床

表现；噪声的概念、噪声对人体的影响和影响噪声对机体作用的因素；手臂振动病临床表现。 

2．熟悉  生产环境中与健康有关的常见的物理因素及其特点、预防措施的原则；高温生产环境

中气象条件及其特点；高温作业对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热适应的生理学意义和中暑的致病因素；人

对声音的主观感觉；振动的分类、接触机会、对机体的影响和影响对振动对机体作用的因素；电离辐

射的作用方式和影响因素。 

3．了解  非电离辐射对健康的影响；生产性噪声的来源、分类、声音的物理特性及评价、防止

噪声危害的措施。 

内容 

1．重点阐述  高温作业的概念、类型及其对机体的影响；中暑的病因、分型、治疗原则及防暑

降温措施。 

2．详细了解  生产环境的气象条件及其特点；生产性噪声及噪声性耳聋；电离辐射的危害与防

护。 

3．一般介绍  中暑的分级诊断标准及高温作业的多发病；振动与振动病；非电离辐射的危害与

防护。 

第五章 其它职业性有害因素及其危害 

目标 

1．掌握  职业性致癌因素的作用特征及常见职业肿瘤的职业致癌物；职业性白内障、电光性眼

炎、职业性牙酸蚀症的病因和主要临床表现。 

2．了解  常见职业性传染病、职业性皮肤病的病因和主要临床表现；其它职业性五官疾病的主

要临床表现。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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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细了解  职业性致癌因素；常见的职业性肿瘤及职业肿瘤的预防原则。 

2．一般介绍  生物性有害因素所致职业性损害；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五官疾病。 

第六章 职业性有害因素的识别、评价与控制 

目标 

1．熟悉  职业环境监测的方法、生物监测的特点及策略；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的内容与程

序；有害作业分级评价原则。 

2．了解  职业性有害因素接触评定及危险度评定；个人防护用品的种类、使用和保养。 

内容 

1．详细了解  职业性有害因素接触评定和危险度评定；职业环境监测对象的确定及有害因素的

测量；生物监测的特点、类别、策略及生物接触的卫生标准。 

2．一般介绍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及有害作业分级评价；常见的个人防护用品。 

第七章 职业卫生服务与健康促进 

目标 

1．掌握  职业卫生服务的概念；健康监护的内容和常用指标。 

2．熟悉  职业生命质量的含义及影响因素、提高职业生命质量的方法；职业卫生服务的内容、

模式和特点；作业场所健康促进的内容和意义；职业卫生的内容和安全教育的形式。 

3．了解  功能能力评价的类型、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健康促进“系统工程”模式及

监测评价。 

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生命、职业生命质量及提高职业生命质量；健康医学、健康监护的概念。 

2．详细了解  职业卫生服务概念、内容、模式及特点；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 

3．一般介绍  职业健康监护信息管理；作业场所健康促进；作业场所职业卫生与安全；作业场

所健康促进规划与评价。 

第八章 职业卫生法律法规与监督管理 

目标 

1．掌握  职业卫生监督的概念与主要内容；职业接触限值、有害效应、保护水平的概念。 

2．熟悉  职业卫生标准的应用原则。 

3．了解  职业病防治法及相关配套法规的内容；职业卫生标准的制订的依据及原则；其它国家

职业卫生法规与管理的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卫生监督。 

2．详细了解  职业病防治法及相关配套法规；职业卫生标准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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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介绍  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化的发展；国际性职业安全卫生机构及国外职业安全卫生的

历史、法规与体制。 

第九章 职业伤害与职业安全 

目标 

1．掌握  职业伤害发生的危险因素。 

2．熟悉  职业安全的意义和任务；职业伤害的范围与分类、常见职业伤害事故类型；职业性事

故的常用统计指标；职业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3．了解  我国安全生产管理的方针政策。 

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伤害的范围和分类；职业伤害的分布特征及发生的危险因素。 

2．详细了解  职业安全的意义和任务；常见的职业伤害。 

3．一般介绍  职业伤害流行病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职业伤害的调查与评估；我国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的方针政策、职业安全事故预防对策与措施。 

五、实验教学目标与内容 

实验一 生产环境中铅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铅及其化合物的测定原理和方法；现场空气中铅浓度的计算及评价方法。 

2．了解  工作现场空气中毒物采样点的设置原则；采样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环境监测采样点的设置原则及采样方法；计算现场空气中铅的浓度并进行评价。 

2．详细了解  铅的实验室分析测定。 

实验二 尿中 δ-氨基乙酰丙酸测定 

目标 

1．掌握  乙酸乙酯萃取-对二甲氨基苯甲醛比色法测定 δ-氨基乙酰丙酸的原理和方法。 

2．了解  生物监测的策略；尿中 δ-氨基乙酰丙酸测定的临床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物样品的采集、运输和保存。 

2．详细了解  绘制标准曲线；测定尿中 δ-氨基乙酰丙酸。 

实验三 职业中毒的病例分析及讨论 

目标 

1．掌握  职业中毒的诊断及处理原则；职业中毒案例的分析方法。 

2．熟悉  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理的程序；调查报告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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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病危害事故过程、诊断及处理。 

2．详细了解  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理的程序；调查报告书写方法。 

实验四 生产环境中粉尘测定 

目标 

1．掌握  粉尘采样方法；粉尘浓度和分散度的测定方法。 

2．熟悉  目镜测微尺的使用；粉尘浓度标准。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产环境中粉尘采样；测定粉尘浓度及分散度。 

2．详细了解  目镜测微尺的使用。 

实验五 尘肺 X 线胸片阅读 

目标 

1．掌握  尘肺在 X 线胸片上的表现。 

2．熟悉  尘肺诊断分级标准。 

内容 

1．重点阐述  尘肺 X 线胸片上的表现。 

2．详细了解  尘肺 X 线诊断分期标准。 

实验六 物理性有害因素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气象条件的测定方法；作业环境噪声的测量、计算及评价。 

2．熟悉  作业环境射频辐射的测定方法。 

内容 

1．详细了解  生产现场气象条件的测定；使用声级计进行噪声测定。 

2．一般介绍  作业环境射频辐射的测定。 

实验七 教学录像 

目标 

1．熟悉  肺功能检查方法。 

2．了解  职业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 

内容 

1．详细了解  肺功能检查。 

2．一般介绍  职业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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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八 工厂参观 

目标 

1．熟悉  职业环境监测的方法、生物监测的特点及策略；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的内容与程

序。  

2．了解  职业性有害因素接触评定及危险度评定；个人防护用品的种类、使用和保养。 

内容 

1．详细了解  职业环境监测的方法、生物监测的特点及策略 

2．一般介绍  职业性有害因素接触评定及危险度评定；个人防护用品的种类、使用和保养。 

六、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实际操作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的视野，

提高学生兴趣。 

4．由于教学时数所限，部分需要了解的理论教学内容由学生自学。 

5．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授课评价 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

量进行评定。 

2．形成性评价 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的评价，是为引导教学过程正确、完善地前进而对学生学习结

果和教师教学效果采取的评价。对学生日常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所反映出的情感、

态度、策略等方面的发展做出的评价，基于对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持续观察、记录、反思而做出的发展

性评价。 

3．学生学习成绩评价 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结合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进行综合评价。

学生成绩满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60%，实验成绩占 20%，平时成绩占 20%。 

 

编写  张光辉      

审校  李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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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医学专业英语》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预防医学专业研究生生的学科基础选修课，是在本科生公共外语学习基础上，围绕劳动

卫生与环境卫生、营养与食品卫生、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卫生毒理学以及卫生

检验等专业知识，着重学习预防医学专业英语的表达、写作和翻译技巧。在学习中，特别注重对专业

知识和专业术语表达方式的掌握和理解。本课程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预防医学专业英语阅

读、翻译和写作能力，一定的听说能力，使学生能以英语为工具，获取预防医学专业科学研究所需信

息。能阅读本专业的英语科技资料，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以及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

础。 

课程的教学指导思想： 

通过学习《预防医学专业英语》，使学生们掌握预防医学专业英语的术语及用法，培养和提高阅

读和翻译专业英语文献资料的能力、锻炼学生们英语专业文献的阅读、听力等能力。期望通过专业英

语的学习，不仅可以使学生们熟悉和掌握本专业常用的及与本专业有关的英语单词、词组及其用法，

而且可以深化本专业的知识。 

课程的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要求： 

1．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具有较强的预防医学专业英语阅读、翻译和写作能力，一定的听说

能力，使学生能以英语为工具，获取预防医学专业科学研究所需信息，能阅读本专业的英语科技资料，

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打下基础。 

2．教学内容需引入预防医学学科的前沿内容及科研成果。 

3．教学中引导学生思考，组织查阅有关英文专业文献、书籍、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 

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 

1．正确理解、掌握专业英语中的词汇。 

2．在阐述专业信息时，不但要求准确无误，而且要尽可能清晰、简明和直截了当。因此，专业

英语必须具有准确性、客观性和精炼性。 

3．专业英语翻译不但要有较一定的外语水平和汉语水平，而且要具有较为广泛的相关的科学基

本知识。 

本课程为选修课，1.0 学分，教学时数为 24 时，其中理论课 24 时，实验课 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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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预防医学专业英语的术语及用法。 

2．熟悉相关的学科基本知识，特别是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 

3．了解预防医学学科的前沿内容及科研成果。 

（二）基本技能 

教学中引导学生思考，组织阅读和翻译专业英语文献资料的能力，培养学生主动获取预防医学专

业科学研究所需信息的能力；锻炼学生们英语专业文献的阅读、翻译和写作等能力。 

（三）基本素质 

1．熟练的掌握本专业常用的及与本专业有关的英语单词、词组及其用法，。 

2．要有一定的外语水平和汉语水平，以及较为广泛的相关的科学基本知识。 

3．通过本课程学习培养学生获取相关学科研究所需信息，能阅读本专业的英语科技资料的能力。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Health Advice for International Travel 3 

2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3 

3 Toxicology： Biomarkers 3 

4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tandards 3 

5 Health Behavior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3 

6 Childhood Cognitive Disability 3 

7 Diabetes 3 

8 Writing Skills 3 

合   计 24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Health Advice for International Travel 

目标 

1．掌握  相关专业英语词汇和语法现象。 

2．熟悉  专业英语的翻译方法。 

3．了解  预防医学的发展历程。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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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述  英语专业词汇，特殊的句子和语法现象，英译汉方法。 

2．详细了解  国际旅行的卫生学建议。 

3．一般介绍  传染性疾病来源及特点。 

第二章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目标 

1．掌握  环境卫生和生态风险评估的专业英语词汇。 

2．熟悉  英语专业文献的翻译方法和技巧，提高阅读能力。 

3．了解  环境卫生学和生态风险评估的发展现状。 

内容 

1．重点阐述  环境卫生学专业相关英语词汇和近义词。 

2．详细了解  长难句的分析和翻译，摘要的写作。 

3．一般介绍  环境卫生学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 

第三章  Toxicology： Biomarkers 

目标 

1．掌握  卫生毒理专业英语词汇和用法。 

2．熟悉  毒理学生物标记物的定义和特点。 

3．了解  与毒理学生物标记物相关的前沿学科的研究动向。 

内容 

1．重点阐述  卫生毒理学专业英语词汇和近义词。 

2．详细了解  专业相关文献长句的分析和翻译。 

3．一般介绍  卫生毒理学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和未来发展的研究方向。 

第四章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tandards 

目标 

1．掌握  职业卫生专业相关英语词汇和用法。 

2．熟悉  职业卫生安全和卫生标准的研究新进展。 

3．了解  职业卫生与预防医学渗透、交叉、结合的前沿学科的研究动向。 

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卫生安全和卫生标准的相关专业英语词汇和近义词。 

2．详细了解  专业相关英文科技资料的长句分析和翻译。 

3．一般介绍  职业卫生安全和卫生标准的定义、发展历史以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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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Health Behavior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目标 

1．掌握  相关的专业英语词汇和语法，初步学习摘要的写法。 

2．熟悉  英语专业文献的翻译方法和技巧。 

3．了解  卫生行为研究和干预的总体知识。 

内容 

1．重点阐述  卫生行为研究的相关专业英语词汇和近义词。 

2．详细了解  卫生行为研究的相关专业英文资料的翻译和写作。 

3．一般介绍  卫生行为研究的定义及其干预的措施和方法概述。 

第六章  Childhood Cognitive Disability Prevention 

目标 

1．掌握  儿童自闭症相关研究的英文词汇和语法。 

2．熟悉  英语专业文献的翻译方法和技巧。 

3．了解  儿童自闭症的特点以及干预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儿童自闭症专业英语词汇和近义词。 

2．详细了解  专业英语词汇的分析和翻译。 

3．一般介绍  儿童自闭症疾病的定义、特点以及发病过程。 

第七章  Diabetes 

目标 

1．掌握  糖尿病疾病相关的专业英语词汇和语法。 

2．熟悉  英语专业文献的翻译方法和技巧。 

3．了解  糖尿病疾病的定义，特点以及预防措施。 

内容 

1．重点阐述  糖尿病疾病相关专业英语词汇和近义词，。 

2．详细了解  专业的英语长句的分析和翻译 

3．一般介绍  糖尿病的定义、发生过程以及预防措施。 

第八章  Writing Skills 

目标 

1．掌握  相关的专业英语词汇和语法。 

2．熟悉  英语专业文献的翻译方法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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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专业英文摘要的写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英语专业文献的翻译方法和技巧。 

2．详细了解  预防医学专业英语的写作技巧。 

3．一般介绍  英语科技论文摘要的写法。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教学手段及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为了达成一定的教学目标，在“预防医学专业英语”的教学中，我们根据教育学中关于

教学方法的一般原理，结合“预防医学专业英语”的课程特点，灵活使用了多种教学方法。 

（1）范例式教学方法。在课堂上通过讲解精选的实例，使学生掌握一般的、有普遍意义的内容。

系统和全面的认识，加深对课程重点知识的认识并牢固掌握其内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方法和

思维方式以便解决对课程难点的理解问题。 

（2）多媒体教学方法。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全程使用多媒体教学，对于《预防医学专业

英语》这样一门时代感强的课程，仅停留于传统的教学手段，会感到时间紧、效果差，更不要说达到

理想的教学效果了。随着多种先进技术提供的可能性，利用信息技术提供的大量共享资源，我们充分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与传统的教学手段有机地结合，使课堂信息量和教学效果双增。探索式教学方法。 

（3）学导式教学方法。根据大学生具备自学能力，本门课程内容中的诸多章节可通过自学掌握，

采取了教师提出学习提纲、给出查阅资料范围、学生通过自学查阅资料、教师给出参考问题供学生消

化这样一个环环相扣的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甚至可以安排学生分组讲解或回答老师的提问。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成绩考核和评定方式：  

考核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专业词汇的英汉互译；专业句子英汉互译；专业英语短文翻译。期末考

试统一命题，统一评分标准，统一考试时间。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总评成绩（100 分） =  平时成绩×30% + 期末考试成绩×70% 

 

编写  董新文   

审校  吴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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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医学》教学大纲 

适用临床医学及专升本临床医学、康复治疗学、儿科学、精神医

学、法医学、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 

 

一、课程简介 

预防医学（preventive medicine）是现代医学三大支柱之一，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环

境－人群－健康－疾病为对象，是研究疾病预防、健康促进的独立学科。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

对健康新的认识，以及社会对医疗保健需求日益提高的前提下，预防医学已成为与医学各个专业密切

相关的医学主干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预防医学领域中的有关知识，如环境与健康、流行病学和社会医

学等学科的有关知识的原理。通过理论联系实践的学习，进一步培养医学生的预防为主观念、环境观

念、群体观念及大卫生观念，为进一步接受继续教育打下坚实基础。由于教学时数有限，本着从实际

出发，预防医学的重点放在讨论各种环境因素与健康的关系，健康与疾病评价指标及正确应用流行病

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健康、疾病及其客观规律，使学生能运用这些知识分析致病因素的作用规律，

给予定量评价及实施正确的健康促进，达到保护健康、促进健康、提高人群生命质量的目的。 

主要教学方法有理论讲授、课堂讨论、实验实习、录像、社会实践等。通过理论学习使学生进一

步理解和自觉进行三级预防的医学实践。实验实习，使学生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创造条件让学生参加

一定时间的预防医学社会实践，使理论进一步结合实际，提高解决社区卫生保健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为专升本临床专业必修课，3.0 学分，教学时数为 60 学时，其中理论课 48 学时，实验与

讨论 12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健康的概念、三级预防的概念、环境与健康的关系、环境污染与健康的关系。 

2．掌握生活环境、营养与食品、生产环境和社会行为因素对健康影响的基本知识。 

3．了解我国预防保健工作原则和基本组织措施。 

4．掌握疾病分布的概念及常见疾病的分布特点。 

5．熟悉流行病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及其偏倚控制。 

6．掌握传染病流行过程的三个基本环节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7．熟悉疾病预防的策略和措施。 

（二）基本技能 



 

 - 137 - 

1．学会应用现代预防医学观念和思维方法分析与环境、职业及社会因素有关的疾病，并掌握其

防治措施。 

2．了解水、空气、食物样品及反映人群健康指标的血、尿、发等样品的采集方法。 

3．具备利用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和技术开展疾病和健康调查的能力。 

4．具备利用流行病学资料进行卫生政策、卫生管理、卫生规划和疾病防治的策略和措施的制定

的能力。 

5．初步具备分析、解释流行病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数据资料的能力。 

（三）基本素质 

1．通过实习课、组织讨论课等上课形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初步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2．强化预防为主的思想观念，并使学生初步树立群体医学观。 

3．培养和树立流行病学的研究思维方式。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 绪论 3 － 

2 环境与健康 3 － 

3 生活环境与健康 7 3 

4 食物环境与健康 9 3 

5 职业环境与健康 9 3 

6 疾病的分布 2 － 

7 描述性研究 2 3 

8 分析性研究 4 － 

9 病因及病因探索 2  

10 诊断试验和筛检试验 2 － 

11 传染病流行病学 3 － 

12 疾病的预防策略与措施 2 － 

合  计 48 12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健康的概念、现代医学模式的特点、医学模式的转变及三级预防等内容。 

2．熟悉  我国的卫生工作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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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预防医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内容及任务。 

内容 

1．重点阐述  医学模式转变的意义、新医学模式的特点、健康的概念、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及

三级预防的内容。 

2．详细了解  预防医学定义、内容和特点。 

3．一般介绍   

（1）预防医学的发展简史及我国预防工作的成就； 

（2）医学生学习预防医学的意义。 

第二章 环境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环境的基本概念及构成环境的主要因素、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生态平衡对人类健康

的重要性、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环境污染物的种类及其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作用。 

2．熟悉  环境污染、公害及公害病的概念、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转归、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方针、

防止环境污染的主要措施。 

3．了解  人类生存环境诸要素与健康的关系。 

内容 

1．重点阐述  人类环境组成的特点、生态系统与生态平衡及其与人类健康的关系、人与环境的

辩证统一关系。 

2．详细了解   

（1）环境污染与公害、常见的环境污染物及其来源、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转归等； 

（2）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特点及其危害作用、近期作用、远期作用、直接作用、间接效应等。 

3．一般介绍  环境对人类健康影响的危险度评价、我国的环境保护方针、环境污染的防制措施、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战略。 

第三章 生活环境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大气污染对环境和人群健康的影响、水体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地质环境与健康的

关系、饮用水的卫生学要求、水质评价标准、饮用水的净化与消毒方法。 

2．熟悉  空气物理、化学性状与健康的关系。 

3．了解  土壤污染的特点及其对健康的影响。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活饮用水的卫生学要求及其评价、生活饮用水的水质标准、饮用水净化与消毒

的原理与方法、地质环境与健康的关系、地质化学性疾病的概念、常见地球化学性疾病的病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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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表现及其预防措施。 

2．详细了解  空气物理性状、太阳辐射与健康的关系、大气的化学组成、大气污染与健康。 

3．一般介绍  土壤污染的来源及特点，土壤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第四章 食物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食物与营养的基本概念、人体必需营养素与需要量、合理营养平衡膳食的概念及基本

要求、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的病因及预防措施、各类人群的营养需求特点、食物中毒的概念、特点

及分类、常见细菌性食物中毒的好发食品及处理原则。 

2．熟悉  营养素和维生素的生理需求量和供给量、营养缺乏病及维生素缺乏的原因和预防、机

体对热能的需要及供给比例、特殊人群的膳食原则、膳食调查的主要内容、细菌性食物中毒的临床特

征。 

3．了解  平衡膳食的基本要求、我国居民营养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营养调查结果评价的注意事

项、食物中毒的调查和处理原则。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物营养与营养素、合理营养、平衡膳食，蛋白质热能的营养不良、食物中毒等

基本概念、不同人群的营养需求特点及膳食原则。 

2．详细了解   

（1）热能与产热营养素的的功能、营养价值评价及供给量、营养调查与营养状况评价； 

（2）细菌性食物中毒的病原体、媒介食品、中毒机制、临床表现、处理原则与预防。 

3．一般介绍  无机盐及微量元素的生理功能与缺乏症、食物来源、供给量。有毒动植物中毒、

食物中毒调查和处理原则。 

第五章 职业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职业性有害因素、职业病、职业性多发病等概念、职业病的特点及职业病的诊断原则。 

2．熟悉  职业病的健康监护的内容及其目的、常见职业性有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3．了解  我国法定职业病的分类及范围。 

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病的特点及职业病的诊断原则。 

2．详细了解  职业性有害因素的概念与分类、常见职业性有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常见职

业性危害的防治原则。 

3．一般介绍  我国法定职业病的分类及范围、职业病健康监护的内容及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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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疾病的分布 

目标 

1．掌握  描述疾病分布的常用指标、疾病地方性的种类、疾病时间分布的四种类型及描述疾病

年龄分布的两种方法。 

2．熟悉  疾病地区分布及人群分布的特点。 

3．了解  疾病三间分布综合描述的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1）描述疾病地区分布的方法、地区的划分、地方性的种类及概念，疾病呈现地区聚集性的主

要原因； 

（2）疾病时间分布表现形式的类型及形成的原因； 

（3）疾病的人群分布：主要人群特征与疾病的分布，人群特征对疾病分布影响的机制，研究疾

病年龄分布的目的与方法。 

2．详细了解   

（1）描述疾病和死亡频率指标的概念、计算和意义； 

（2）描述疾病流行强度的指标：散发、流行、大流行。 

3．一般介绍  三间分布的综合描述：移民流行病学的概念与一般原则，出生队列研究。 

第七章 描述性研究 

目标 

1．掌握  抽样调查的概念、目的和优缺点、方法、样本大小的估计。 

2．熟悉   

（1）流行病学描述性研究和现况调查的概念、目的、资料的整理分析、结果解释、偏倚及其防

止； 

（2）普查的概念、目的和优缺点。  

3．了解  现况调查的资料收集。 

内容 

1．重点阐述  流行病学描述性研究的概念。 

2．详细了解   

（1）现况调查的概念、目的、种类和普查以及抽样调查； 

（2）现况调查的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和结果解释。 

3．一般介绍  抽样调查的抽样方法、样本量的估计、调查表的设计、现况调查的偏倚及其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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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分析性研究 

目标 

1．掌握  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概念和特点、样本量的估计、统计分析方法、常见的偏倚

及其控制。 

2．熟悉  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种类和用途、资料整理和分析的步骤和方法、优缺点。 

3．了解  病例和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对照形式和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因

素的选择和资料的收集、PAR 和 SMR 的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概念、特点及优缺点。 

2．详细了解   

（1）病例对照研究中研究对象的选择、样本量的估计、研究因素的选择、资料的收集等； 

（2）队列研究中研究因素的确定、结局的确定、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对象的选择、样本量的

估计、资料的收集、数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3）病例对照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3．一般介绍   

（1）病例对照研究的种类、用途； 

（2）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偏倚和控制。 

第九章 病因及病因探索 

目标 

1．掌握  现代流行病学的病因概念、形成病因假设的方法及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 

2．熟悉  病因研究的方法、流行病学病因研究的三部曲。 

3．了解  病因概念的发展过程、因素与疾病联系本质的判断。 

内容 

1．重点阐述  病因的概念、分类及主要来源。 

2．详细了解  病因与疾病联系的几种类型的判断及判断因果联系的标准。 

3．一般介绍  病因研究的方法。 

第十章 诊断试验和筛检试验 

目标 

1．掌握  诊断试验与筛检试验的概念、联合试验的概念、试验的真实性、可靠性及效益的评价。 

2．熟悉  提高试验效率的方法、筛检的目的及应用原则。 

3．了解  诊断与筛检试验的研究方法、试验指标的选择与标准的确定。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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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述  诊断与筛检的概念、诊断与筛检试验的研究方法、诊断试验和筛检试验的评价、

诊断和筛检试验的指标与判断标准。 

2．详细了解  诊断或筛检试验的条件与应用目的、筛检试验应用的原则。 

3．一般介绍  提高试验效率的方法：串联与并联。 

第十一章 传染病流行病学 

目标 

1．掌握  传染病的流行过程、流行过程的三环节、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及特点、社会因素及

自然因素对流行过程的影响。 

2．熟悉  潜伏期、传染期的流行病学意义、影响人群易感性升高与降低的因素、疫源地的概念、

范围与消灭的条件、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措施、消毒的种类、我国法定传染病的数量与分类、计划免

疫的概念、检疫的种类。 

3．了解  各类疾病的免疫程序与内容、卫生监督的工作内容。 

内容 

1．重点阐述  传染病的流行过程。 

2．详细了解  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 

3．一般介绍  计划免疫及其评价。 

第十二章 疾病的预防策略与措施 

目标 

1．熟悉  疾病预防策略与措施的概念、二者的关系、预防策略与措施的制订原则、确定某地区

主要卫生问题的方法、疾病监测的概念与分类。 

2．了解  疾病自然史与三级预防的关系。 

内容 

1．详细了解  预防疾病的策略与措施。 

2．一般介绍  疾病监测。 

五、实验教学目标与内容 

实验一 饮用水的净化与消毒 

目标 

1．掌握  分散式给水的消毒方法、余氯及有效氯含量的测定方法。 

2．了解  饮用水净化与消毒的意义。 

内容 

1．混凝沉淀的原理与操作方法（示教）。 

2．氯化消毒法的原理、操作及结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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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食物中还原型抗坏血酸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食物中抗坏血酸测定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了解  食物中抗坏血酸测定的意义。 

内容 

1．维生素 C 的理化特性、分布和生理功能。 

2．食物中还原型抗坏血酸的测定的原理及意义。 

3．食物中还原型抗坏血酸的测定的方法。 

4．结果计算及评价。 

实验三 经口摄入的 LD50 测定方法 

目标 

1．掌握  小鼠灌胃的方法、经口摄入 LD50 测定方法。 

2．熟悉  实验动物的分组与编号方法。 

内容 

1．实验动物的称重、编号与分组。 

2．小鼠灌胃操作。 

3．观察小鼠中毒后的表现。 

4．计算 LD50 值。 

实验四 疾病分布的描述 

目标 

1．掌握   

（1）对原始发病或死亡资料的分组整理和归纳方法； 

（2）学会用群体观点对疾病的分布进行观察和分析。 

2．了解  疾病流行规律的特点和流行趋势，学会疾病分布的流行病学描述方法。 

内容 

1．描述疾病的三间分布。 

2．讨论疾病分布的描述对于揭示病因及疾病防治的意义。 

六、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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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教学内容，开展一些与医学有关的专题讲座，扩大学生的视野，使学生真正意识到卫生

学在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4．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师生交流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近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依据教学大纲进行期末理论考试，作为理论成绩。期末试验考核成绩和

平时成绩相加作为实验成绩，期末试验考核以技能操作为主。平时考核以观察、提问、检查作业为主，

学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理论成绩占 70%，试验成绩占 30%。 

 

                                            编写  李海斌 

审校  李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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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技术》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现场流行病学是对发生在人群中的重要疾病和与健康相关的卫生事件进行现场调查，了解其分

布规律及决定因素，及时采取对策和措施，并进行效果分析，以保证和增进群体健康的学科。现场流

行病学是流行病学学科发展的又一新的产物，它是流行病学原理和方法在现场工作中的具体应用，在

公共卫生实践中人群现场工作尤为重要，充分体现出现场工作的特点，有利于指导实践。在疾病和与

健康相关卫生事件的预防和控制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因此，现场调查技术是每一位从事

预防医学及相关专业工作者进一步深造的必修课。本课程主要内容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介绍现场流

行病学的方法学如调查的设计、现场调查的方法如描述性研究、分析性研究及现场干预实验方法的应

用；二是使学生在现场的基础上，运用掌握的现场调查方法和技能，及时独立地进行现场调查资料的

收集、分析、现场的处理及科研论文的撰写，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同时提高学员在健

康促进、病因研究、预防措施效果评价等方面，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现场调查技术》课程将以后的工作科研，与所学专业密切结合。课程内容设及相关学科的多个

内容，主要包括流行病学、预防医学、卫生统计学等。 

（二）基本技能 

现场调查技术是医学生必备的一项技能，通过本课程系统的学习与讲解，本科生能够掌握现场调

查基本技能与方法，以便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尤其对以后的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三）基本素质 

《现场调查技术》是对预防专业学生所开设的一门选修课程，本课程着眼于培养学生对现实问题

的思考能力和探究解决方法的科研精神。本课程授课以专题讲座形式开展，由从事相关研究的骨干教

师担任授课，结合预防专业特点，精化讲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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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现场调查绪论 2 

2 现场调查的设计 2 

3 描述性现场调查方法 2 

4 分析性现场调查方法 2 

5 应急现场调查方法 2 

6 现场干预研究 2 

7 调查表的设计及采访 2 

8 疫源地处理 1 

9 现场调查报告的撰写 1 

合  计 16 

四、课程内容及教学要求 

第一章  现场调查绪论 

目标 

1．掌握  现场流行病学的概念、特点、现场调查的步骤。 

2．熟悉  现场流行病学应用及展望。 

3．了解  现场调查的基本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现场调查概述、现场流行病学的准备与组织管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步骤。 

2．详细了解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基本方法。 

3．一般介绍  现场流行病学的展望。 

第二章 现场调查的设计 

目标 

1．掌握  现场调查设计的内容。 

2．熟悉  现场调查的基本方法。 

3．了解  现场调查设计的分类。 

内容 

1．重点阐述  调查设计的内容。 

2．详细介绍  调查方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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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介绍  设计分类。 

第三章 描述性现场调查方法 

目标 

1．掌握  描述性研究概念、特点；抽样调查的基本方法及抽样调查的样本估计；筛检及诊断标

准的评价。 

2．熟悉  提高筛检指标效力的方法；生态学研究的定义、方法、应用及局限性。 

3．了解  描述性现场调查步骤。 

内容 

1．重点阐述  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y） 概述、公共卫生监测（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

现况研究（prevalence study）、筛检（screening）。 

2．详细介绍  生态学研究（ecologic studies）。 

第四章 分析性现场调查方法 

目标 

1．掌握  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基本原理、特点；分析性现场调查方法资料的分析。 

2．熟悉  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优缺点；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常见偏倚及控制方法。 

3．了解  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的设计步骤。 

内容 

1．重点阐述  病例对照研究（case-control study）、队列研究（cohort study）。 

2．详细介绍  病例对照研究与队列研究优缺点比较。 

第五章 应急现场调查方法 

目标 

1．掌握  爆发调查的概念、特点；爆发调查的步骤。 

2．了解  突发事件的概念、确定及处理。 

内容 

1．重点阐述  疾病爆发调查。 

2．详细介绍  突发事件的流行病学。 

第六章 现场干预研究  

目标 

1．掌握  现场干预的定义及基本原理；现场干预的设计原则。 

2．熟悉  现场干预中的伦理问题。 

3．了解  现场干预资料的分析。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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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述  定义、原理、设计基本原则与步骤、资料收集与分析。 

2．详细介绍  伦理问题。 

3．一般介绍  应用实例。 

第七章 调查表的设计及采访 

目标 

1．掌握  调查问卷的设计；采访的技巧。 

2．熟悉  不同采访方式的优缺点。 

3．了解  调查表设计时应考虑的问题；采访的种类。 

内容 

1．重点阐述  调查表设计时应考虑的问题、问题及答案的设计。 

2．详细了解  调查表的版面设计。 

3．一般介绍  采访的种类、采访技术。 

第八章 疫源地处理 

目标 

1．掌握  疫源地、消毒的概念、消灭的条件。 

2．了解  消毒的方法及影响消毒作用的因素；媒介昆虫的杀灭和防治。 

内容 

1．重点阐述  病原微生物的杀灭。 

2．详细了解  媒介昆虫的杀灭和防治。 

第九章 现场调查报告的撰写 

目标 

1．掌握  现场调查报告写作的基本要求。 

2．熟悉  现场调查报告的结构。 

3．了解  现场调查报告的写作程序；现场报告的分类。 

内容 

1．重点阐述  调查报告的分类。 

2．详细了解  调查报告写作的基本要求。 

3．一般介绍  调查报告的结构与写作；调查报告的写作程序。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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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的

视野，提高学生兴趣。 

4．由于教学时数所限，部分需要了解的理论教学内容由学生自学。 

5．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  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和形成性评价，进行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满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85%，形成性评价占 15%。 

 

编写  赵香梅 

审校  桂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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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 软件应用》教学大纲 

适用各专业 

 

一、课程简介 

统计软件是现代统计学分析所必不可少的工具，SPSS 软件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广、影响最大的

三大统计软件之一，是最早商业化的统计软件。SPSS 是软件英文名称的首字母缩写（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即“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 以其强大的统计分析功能、方便的用户操作

界面、灵活的表格式报告及其精美的图形展现，受到了社会各界统计分析人员的喜爱。 

本课程是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卫生事业管理、口腔医学等各专业的选修课程。主要培养学生掌

握 SPSS 软件的基本操作方法、结果阅读与解释，并对加深对统计学理论与方法的理解有一定帮助。

本课程可根据实际条件，采用理论课或实验课教学方式。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 

1．SPSS 软件基本结构与功能。 

2．SPSS 软件数据文件的建立与数据管理。 

3．SPSS 软件统计学分析基本方法。 

4．SPSS 软件图表制作方法。 

5．SPSS 软件分析结果的编辑与输出。 

（二）基本技能 

SPSS 软件数据文件的建立、数据管理、统计分析、结果输出等基本操作。 

（三）基本素质 

培养学生实际应用统计软件的能力，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学时分配 

单 元 名称 学时分配 

1 SPSS 基础 1 

2 SPSS 数据文件 2 

3 SPSS 数据管理 2 

4 SPSS 数据转换 1 

5 定量资料统计分析 6 

6 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 3 

7 多元统计分析 6 

8 统计图表 3 

合   计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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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论课教学目标和内容 

第一章  SPSS 软件基础 

目标 

1．熟悉  SPSS 软件的结构、功能。SPSS 软件的安装。主要窗口的作用与基本操作。 

2．了解  在医疗卫生实践与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SPSS 软件数据编辑窗口与结果输出窗口。 

2．详细了解  SPSS 软件的结构、功能。SPSS 软件的安装。主要窗口的作用与基本操作。 

3．一般介绍  在医疗卫生实践与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第二章  SPSS 数据文件 

目标 

1．掌握  SPSS 数据文件的基本结构，变量设置方法。 

2．熟悉  SPSS 数据文件的打开与保存，其他类型数据文件的导入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SPSS 数据文件的基本结构，定义变量的方法（变量名、类型、宽度、变量标签、

变量值标签）。 

2．详细了解  SPSS 数据文件的打开与保存方法，电子表格（．xls）和数据库（．dbf）等其他

类型数据文件的导入方法。数据文件读写属性设置方法。 

第三章  SPSS 数据管理 

目标 

1．掌握  观察单位排序、数据文件合并、观察单位选择等数据管理的基本操作。 

2．熟悉  辨识重复观察单位、拆分、观察单位加权等操作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观察单位排序、数据文件合并、观察单位选择等数据管理的基本操作方法。 

2．详细了解  辨识重复观察单位、拆分、观察单位加权等操作方法。 

第四章 SPSS 数据转换 

目标 

1．掌握  计算产生新变量、重新赋值等基本操作。 

2．熟悉  可视离散化、观察单位编秩、产生随机数字等操作方法。 

3．了解  缺失值替代等操作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计算产生新变量、重新赋值等基本操作方法。 



 

 - 152 - 

2．详细了解  可视离散化、观察单位编秩、产生随机数字等操作方法。 

3．一般介绍  缺失值替代等操作方法。 

第五章  定量资料统计分析 

目标 

1．掌握  利用频数表分析、描述性分析和探索性分析等过程进行定量资料的统计描述。利用比

较均数模块进行 t 检验和方差分析，一般线性模型进行方差分析，以及线性相关、等级相关、简单线

性回归分析等基本操作、参数设置及分析结果的阅读与解释。 

2．熟悉  利用个案汇总过程进行定量资料的统计描述，以及描述性分析模块进行频数分布、直

方图和茎叶图等操作与结果阅读。非参数检验的基本操作与结果过阅读。 

3．了解  Q-Q 图及正态性检验操作方法及结果解释。 

内容 

1．重点阐述  频数表分析、描述性分析和探索性分析过程操作方法及结果阅读。t 检验和完全随

机化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方法，线性相关、等级相关、简单线性回归分析等基本操作、参数设置及分

析结果的阅读与解释。 

2．详细了解  一般线性模型进行区组随机化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个案汇总过程计算几何均数，

及频数分布、直方图和茎叶图等操作与结果阅读。 

3．一般介绍  Q-Q 图及结果解释，偏度和峰度系数及其假设检验操作方法及结果解释。 

第六章   定性资料统计分析 

目标 

1．掌握  定性定量资料的统计描述方法，交叉表分析过程的操作方法，以及四格表资料、配对

四格表资料、行列表资料多个率的比较、两个或多个构成比比较等卡方检验方法。 

2．熟悉  利用交叉表分析过程进行多个率的两两比较、无序分类变量的关联性分析等卡方检验

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利用交叉表分析过程进行四格表资料卡方检验、配对四格表资料卡方检验、行列

表资料卡方检验的操作方法与结果解释。 

2．详细了解  利用交叉表分析过程进行多个率的两两比较、无序分类变量的关联性分析等操作

方法及结果解释。 

第七章  多元统计分析 

目标 

1．熟悉  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 回归等操作与结果解释。 

2．了解  生存分析、cox 回归分析等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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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详细了解  多元线性回归和 logistic 回归等参数设置、变量筛选、结果阅读与解释。 

2．一般介绍  生存分析、cox 回归分析等基本操作。 

第八章  统计图表 

目标 

1．掌握  条图、线图、圆图、直方图等绘制方法及图表编辑方法。 

2．熟悉  误差条图、散点图、箱式图、金字塔图等绘制方法及图表编辑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条图、线图、圆图、直方图等绘制方法及图表编辑方法。 

2．详细了解  误差条图、散点图、箱式图、金字塔图等绘制方法及图表编辑方法。 

五、措施和评价 

（一）措施 

1．理论课  采用课堂讲授为主，部分内容学生自学。任课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充分运用现代化教

学手段，强化和提高课件制作水平，保证绝大部分学生能理解和接受。 

2．实验课  根据学生具体时间和条件，安排机房上机操作练习，或由老师布置作业，由学生课

后自己上机练习。 

（二）评价 

本课程为任选课。考核采用百分制，分为两个部分。 

1．平时成绩  根据学生的上课出勤率、实验课操作情况由任课教师考评，同时不定期进行课堂

测验或布置课外作业，平时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40%。 

2．期末考试  采用书面考试形式，客观题和主观题各占 50%，卷面 100 分。理论考试成绩占总

成绩的 60%。 

 

                                         编写  桂立辉 

审校  赵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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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统计学》教学大纲 

适用临床医学、儿科学、法医学、医学影像学、麻醉学、护理

学、康复治疗学、医学检验学等专业 

 

一、课程简介 

卫生统计学是研究居民健康状况以及医疗卫生服务领域中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控制和预测

的一门科学，是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具体应用。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是随机现象，大

多数的医学现象都是随机现象，必须在群体的水平，采用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才能够正确认识其规

律性。因此，卫生统计学方法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卫生事业管理等医学相关的各个领

域都有广泛应用。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为学生在毕业后从事医疗卫生服务和科学研究工作，打下必要的卫生统计学

基础。在学习本课程时，应注意掌握卫生统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及基本技能，特别

是如何正确选择和应用统计学方法和指标。了解卫生统计学在医学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掌握调查设计

及实验设计的原则与内容。掌握医学人口统计、疾病统计等常用统计指标，并能够应用所学的统计知

识和方法评价人群健康状况，为卫生决策提供统计信息。 

本课程为本科临床、儿科、法医、影像、麻醉、护理、临心、神卫、五官、康复、检验等专业必

修课，总学时 45 学时，理论课 30 学时，实验课 15 学时，2.5 学分。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卫生统计学的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内容。 

2．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3．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推断  总体均数估计和假设检验。 

4．分类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方法，常用的医学人口统计和疾病统计指标。 

5．分类变量资料的统计推断  总体率的估计和假设检验。 

6．非参数检验的概念、特点、秩和检验方法。 

（二）基本技能 

着重培养学生掌握医疗卫生工作中的数据资料收集方法，提高资料的科学性和完整性。熟悉医学

科学研究中的设计、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方法和技能。熟悉计算器和计算机的使用，了解常用统计

学软件及其应用。 

（三）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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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认识医学中随机现象的本质，树立概率论的思想观点。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学时分配 

单  元 名称 
学时数 

理论课 实验课 

1 绪论、统计学基本知识 3 － 

2 数量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3 3 

3 分类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统计表和统计

图 
6 3 

4 正态分布及其应用 3 － 

5 参数估计 3 － 

6 假设检验的原理、t 检验 3 3 

7 方差分析 3 3 

8 卡方检验 3 － 

9 秩和检验 1 3 

10 线性相关与回归 2 － 

合   计 30 15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统计学基本知识 

目标 

1．掌握  统计学的一些基本概念。 

2．理解  卫生统计学的定义和内容；统计工作的基本步骤。 

3．了解  统计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内容 

1．重点阐述  卫生统计学的定义。卫生统计学基本概念  总体与样本、变量与变量值、同质与

变异、定量资料与分类资料、频率与概率。 

2．详细了解  卫生统计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卫生统计工作的四个基本步骤  设计、收集资料、

整理资料、分析资料。 

3．一般介绍  卫生统计学应注意的问题。 

第二章 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目标 

1．掌握  数值变量资料的数据整理方法；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指标的计算及应用。 



 

 - 156 - 

2．理解  统计描述的基本概念。 

内容 

1．重点阐述  频数分布表的编制方法及用途；集中趋势的描述指标：算术平均数、几何均数和

中位数的计算及应用条件；离散趋势的描述指标：标准差、变异系数、方差、四分位数间距、极差的

计算与应用条件。 

2．详细了解  指标的应用条件。 

3．一般介绍  连续型变量的频数分布图。 

第三章 分类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统计表与统计图 

目标 

1．掌握  常用相对数的概念、计算及应用、统计表和统计图的绘制原则和方法。 

2．理解  分类资料的概念、分类；率的标准化法的意义、基本思想和标准化率的计算。统计表

的种类和制作统计表的要求；统计图制作要求和常用统计图绘制方法。 

3．了解  动态数列的概念及其分析指标、如何根据资料性质选择和绘制统计图。 

内容 

1．重点阐述  常用相对数、率、构成比、相对比的概念、计算；应用相对数时应注意的问题；

统计表的制作要求、统计图形的选择。 

2．详细了解  率的标准化法的意义和基本思想；标准化率的计算和应用标准化法的注意事项；

如何根据资料性质选择和绘制统计图。 

3．一般介绍  动态数列的概念及其分析指标。 

第四章 正态分布及其应用 

目标 

1．掌握  正态分布的基本概念；正态曲线下面积的分布规律。 

2．理解  正态分布密度函数曲线的特点；正态分布的应用  确定医学参考值范围。 

内容 

1．重点阐述  正态分布的基本概念：中间多、两边频率渐少且对称；正态曲线下面积的分布规

律。 

2．详细了解  密度曲线的特点、正态分布的应用、确定医学参考值范围。 

第五章 参数估计 

目标 

1．掌握  统计推断和抽样误差的概念；均数的标准误与频率的标准误；参数估计方法。 

2．理解  总体均数及总体概率的区间估计。 

3．了解  t 分布、可信区间与医学参考值范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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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均数的抽样误差与标准误的概念；参数估计方法、点值估计与区间估计。 

2．详细了解  总体率及总体均数的计算方法。 

3．一般介绍  均数可信区间与参考值范围的区别。 

第六章 假设检验的原理，t 检验 

目标 

1．掌握  假设检验的概念、基本步骤。t 检验、u 检验的方法步骤和应用条件。 

2．理解  假设检验的注意事项。 

3．了解  t 分布、可信区间与假设检验区别联系。 

内容 

1．重点阐述  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步骤；t 检验和 u 检验的方法步骤和应用条件。 

2．详细了解  t 分布的概念、图形和特征；Ⅰ型错误和Ⅱ型错误的概念及控制；假设检验中应注

意的问题。 

3．一般介绍  可信区间与假设检验的区别和联系。 

第七章 方差分析 

目标 

1．掌握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 

2．理解  完全随机设计与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 

3．了解  多个样本均数间的多重比较。   

内容 

1．详细了解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完全随机设计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2．一般介绍  多个样本均数间的多重比较  LSD-t 检验、Dunnett-t 检验、SNK-q 检验。随机区

组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 

第八章 χ2检验 

目标 

1．掌握  χ
2 检验的基本思想、方法步骤及应用；四格表资料的 χ

2检验方法和应用条件。 

2．理解  行×列表资料的 χ
2 检验和应用条件。 

3．了解  行列表 χ
2 检验注意事项。 

内容 

1．重点阐述  四格表资料 χ
2检验的基本思想及计算步骤；配对四格表资料的 χ

2检验、应用条件

和 χ
2值的校正。 

2．详细了解  行×列表资料的 χ
2 检验和应用条件；四格表 χ

2检验的应用条件和 χ
2值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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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秩和检验 

目标 

1．掌握  非参数检验的概念及特点。 

2．理解  秩和检验的概念、基本思想、分类及应用。 

3．了解  成组设计多个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和多个样本的两两比较。 

内容 

1．重点阐述  秩和检验的概念、基本思想和分类；配对设计资料差值的符号秩和检验（Wilcoxon

配对法）。 

2．详细了解  非参数检验的概念及特点；成组设计两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Wilcoxon 两样本比

较法）。 

3．一般介绍  成组设计多个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Kruskal-Wallis 法）和多个样本两两比较的秩

和检验。 

第十章 线性回归与相关分析 

目标 

1．掌握  直线回归与直线相关的概念及应用。 

2．理解  直线回归方程的计算和图示；回归系数、相关系数的计算和意义。 

3．了解  回归系数和相关系数的假设检验。 

内容 

1．重点阐述  直线回归的概念、直线回归方程的计算和图示及应用；直线相关的概念、相关系

数的计算和意义。 

2．详细了解  回归系数的假设检验；相关系数的假设检验和总体相关系数 ρ 的区间估计；直线

回归与相关的区别和联系。 

3．一般介绍  直线回归的区间估计。 

五、实验教学目标与内容 

实验一  计算器的使用、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目标 

1．掌握  函数型计算器的一般使用方法和统计运算方法。 

2．理解  数值变量资料的数据整理方法和常用统计描述指标的计算及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一般功能键、特殊功能键使用和普通数学运算方法；利用计算器的统计运算功能

计算均数和标准差。集中趋势的描述指标算术平均数、几何均数和中位数的计算及应用条件；离散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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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描述指标标准差、变异系数、方差、四分位数间距、极差的计算与应用。 

2．详细了解  计算器使用注意事项；频数分布表的编制方法及用途。  

实验二 统计表与统计图 

目标 

1．掌握  统计表和统计图的绘制原则与绘制方法。 

2．理解  如何根据资料类型选择并绘制统计图。 

内容 

1．重点阐述  错误统计表的纠正；根据资料类型选择并绘制统计图。 

2．详细了解  如何根据资料性质选择和绘制统计图。 

实验三 总体均数的区间估计与 t 检验 

目标 

1．掌握  总体均数的区间估计方法；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t 检验、u 检验的方法步骤和应用条

件。 

2．理解  假设检验的注意事项。 

3．了解  t 分布、可信区间与假设检验区别联系。 

内容 

1．重点阐述  假设检验原理、基本步骤。 

2．详细了解  t 检验步骤和应用条件。 

3．一般介绍  可信区间与假设检验区别联系。 

实验四 方差分析 

目标 

1．掌握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 

2．理解  完全随机设计与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 

3．了解  多个样本均数间的多重比较。   

内容 

1．详细了解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完全随机设计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多个样本均数间的多重

比较：LSD-t 检验、Dunnett-t 检验、SNK-q 检验。 

2．一般介绍  随机区组设计的两因素方差分析。 

实验五 分类资料的统计分析 

目标 

1．掌握  常用相对数的概念、计算及应用。 

2．理解  标准化率的计算和应用；χ
2 检验的基本思想、方法步骤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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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常用相对数的概念；四格表资料和配对四格表的 χ
2检验和 χ

2值的校正。 

2．详细了解  常用相对数、率、构成比、相对比的计算；动态数列的计算；标准化率的计算；

应用相对数注意事项；行×列表资料的 χ
2检验。 

六、措施和评价 

（一）措施 

理论课  以课堂讲授为主，配合课后辅导和作业。任课教师在教学中应当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

段，结合当前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着重介绍统计学方法在医疗卫生工作和科研中的意义和应用。 

实验课  巩固理论课学习内容，培养计算器操作技能。主要在实验室进行。 

（二）评价 

本课程为考查课。考核采用百分制，分为两个部分。 

期末考试  采用书面考试形式，客观题和主观题各占 50%，卷面 100 分。理论考试成绩占总成绩

的 70%。 

平时和实验课考核  平时考核根据学生的上课出勤率和实验课操作和课堂发言情况由任课教师

考评。平时和实验课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30%。     

 

编写  晁  灵 

审校  桂立辉 



 

 - 161 - 

《生物统计学》教学大纲 

适用生物工程、生物技术专业 

 

一、课程简介 

生物统计学是研究居民健康状况以及医疗卫生服务领域中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控制和预测

的一门科学，是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具体应用。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是随机现象，大

多数的医学现象都是随机现象，必须在群体的水平，采用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才能够正确认识其规

律性。因此，生物统计学方法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等医学相关的各个领域都有广泛应用。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为学生在毕业后从事医疗卫生服务和科学研究工作，打下必要的卫生统计学

基础。在学习本课程时，应注意掌握卫生统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及基本技能，特别

是如何正确选择和应用统计学方法和指标。了解生物统计学在生物医学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掌握调查

设计及实验设计的原则与内容。掌握医学人口统计、疾病统计等常用统计指标，并能够应用所学的统

计知识和方法评价人群健康状况，为卫生决策提供统计信息。 

本课程为本科生工、生技专业必修课，总学时 30 学时，理论课 30 学时，实验课 0 学时，2.0 学

分。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卫生统计学的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内容。 

2．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3．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推断  总体均数估计和假设检验。 

4．分类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方法，常用的医学人口统计和疾病统计指标。 

5．分类变量资料的统计推断  总体率的估计和假设检验。 

6．非参数检验的概念、特点、秩和检验方法。 

7．多元线性回归分析、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的思想与应用。 

（二）基本技能 

着重培养学生掌握医疗卫生工作中的数据资料收集方法，提高资料的科学性和完整性。熟悉医学

科学研究中的设计、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方法和技能。熟悉计算器和计算机的使用，了解常用统计

学软件及其应用。 

（三）基本素质 

培养学生认识医学中随机现象的本质，树立概率论的思想观点。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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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学时分配 

单  元 名称 学时数 

1 绪论、统计学基本知识 3 

2 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3 

3 分类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统计表和统计图 6 

4 正态分布及其应用 3 

5 参数估计 3 

6 假设检验的原理、t 检验 3 

7 方差分析 3 

8 卡方检验 3 

9 秩和检验 1 

10 线性相关与回归 2 

合   计 30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统计学基本知识 

目标 

1．掌握  一些统计学基本概念。 

2．熟悉  卫生统计学的定义和内容；统计工作的基本步骤。 

3．了解  学习统计学应注意的问题。 

内容 

1．重点阐述  卫生统计学的定义。卫生统计学基本概念  总体与样本、变量与变量值、同质与

变异、定量资料与分类资料、频率与概率。 

2．详细了解  卫生统计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卫生统计工作的四个基本步骤  设计、收集资料、

整理资料、分析资料。 

3．一般介绍  学习卫生统计学应注意的问题。 

第二章  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目标 

1．掌握  数值变量资料的数据整理方法；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指标的计算及应用。 

2．熟悉  统计描述的基本概念。 

3．了解  正态分布的概念、特征及应用。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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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述  频数分布表的编制方法及用途；集中趋势的描述指标算术平均数、几何均数和中

位数的计算及应用条件；离散趋势的描述指标标准差、变异系数、方差、四分位数间距、极差的计算

与应用。 

2．详细了解  正态分布的概念、特征及两个基本参数，标准正态分布曲线下的面积规律和正态

分布的应用；百分位数的概念及计算。 

3．一般介绍  连续型变量的频数分布图。 

第三章 分类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统计表与统计图 

目的 

1．掌握  常用相对数的概念、计算及应用、统计表和统计图的绘制原则和方法。 

2．熟悉  分类资料的概念、分类；率的标准化法的意义、基本思想和标准化率的计算。统计表

的种类和制作统计表的要求；统计图制作要求和常用统计图绘制方法。 

3．了解  动态数列的概念及其分析指标、如何根据资料性质选择和绘制统计图。 

内容 

1．重点阐述  常用相对数、率、构成比、相对比的概念、计算；应用相对数时应注意的问题；

统计表的制作要求、统计图形的选择。 

2．详细了解  率的标准化法的意义和基本思想；标准化率的计算和应用标准化法的注意事项。

如何根据资料性质选择和绘制统计图。 

3．一般介绍  动态数列的概念及其分析指标。 

第四章 正态分布及其应用 

目标 

1．掌握  正态分布的基本概念；正态曲线下面积的分布规律。 

2．熟悉  正态分布密度函数曲线的特点；正态分布的应用  确定医学参考值范围。 

内容 

1．重点阐述  正态分布的基本概念：中间多、两边频率渐少且对称；正态曲线下面积的分布规

律。 

2．详细了解  密度曲线的特点，正态分布的应用；确定医学参考值范围。 

第五章 参数估计 

目标 

1．掌握  统计推断和抽样误差的概念；均数的标准误与频率的标准误；参数估计方法。 

2．熟悉  总体均数及总体概率的区间估计。 

3．了解  t 分布、可信区间与医学参考值范围的区别。 

内容 

1．重点阐述  均数的抽样误差与标准误的概念；参数估计方法、点值估计与区间估计。 

2．详细了解  总体率及总体均数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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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介绍  均数可信区间与参考值范围的区别。 

第六章 假设检验的原理，t 检验 

目标 

1．掌握  假设检验的概念、基本步骤。t 检验、u 检验的方法步骤和应用条件。 

2．熟悉  假设检验的注意事项。 

3．了解  t 分布、可信区间与假设检验区别联系。 

内容 

1．重点阐述  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步骤；t 检验和 u 检验的方法步骤和应用条件。 

2．详细了解  t 分布的概念、图形和特征；Ⅰ型错误和Ⅱ型错误的概念及控制；假设检验中应注

意的问题。 

3．一般介绍  可信区间与假设检验的区别和联系。 

第七章 方差分析 

目标 

1．掌握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 

2．熟悉  完全随机设计与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 

3．了解  多个样本均数间的多重比较。 

内容 

1．详细了解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完全随机设计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2．一般介绍  多个样本均数间的多重比较：LSD-t 检验、Dunnett-t 检验、SNK-q 检验。随机区

组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 

第八章 χ2检验 

目标 

1．掌握  χ
2 检验的基本思想、方法步骤及应用；四格表资料的 χ

2检验方法和应用条件。 

2．熟悉  行×列表资料的 χ
2 检验和应用条件。 

3．了解  行列表 χ
2 检验注意事项。 

内容 

1．重点阐述  四格表资料 χ
2检验的基本思想及计算步骤；配对四格表资料的 χ

2检验、应用条件

和 χ
2值的校正。 

2．详细了解  行×列表资料的 χ
2 检验和应用条件；四格表 χ

2检验的应用条件和 χ
2值的校正。 

第九章 秩和检验 

目标 

1．掌握  非参数检验的概念及特点。 

2．熟悉  秩和检验的概念、基本思想、分类及应用。 

3．了解  成组设计多个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和多个样本的两两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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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秩和检验的概念、基本思想和分类；配对设计资料差值的符号秩和检验（Wilcoxon

配对法）。 

2．详细了解  非参数检验的概念及特点；成组设计两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Wilcoxon 两样本比

较法）。 

3．一般介绍  成组设计多个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Kruskal-Wallis 法）和多个样本两两比较的秩

和检验。 

第十章 线性回归与相关分析 

目标 

1．掌握  直线回归与直线相关的概念及应用。 

2．熟悉  直线回归方程的计算和图示；回归系数、相关系数的计算和意义。 

3．了解  回归系数和相关系数的假设检验。 

内容 

1．重点阐述  直线回归的概念、直线回归方程的计算和图示及应用；直线相关的概念、相关系

数的计算和意义。 

2．详细了解  回归系数的假设检验；相关系数的假设检验和总体相关系数 ρ 的区间估计；直线

回归与相关的区别和联系。 

3．一般介绍  直线回归的区间估计。 

五、措施和评价 

（一）措施 

理论课  以课堂讲授为主，配合课后辅导和作业。任课教师在教学中应当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

段，结合当前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着重介绍统计学方法在医疗卫生工作和科研中的意义和应用。 

实验课  巩固理论课学习内容，培养计算器操作技能。主要在实验室进行。 

（二）评价 

本课程为考查课。考核采用百分制，分为两个部分。 

期末考试  采用书面考试形式，客观题和主观题各占 50%，卷面 100 分。理论考试成绩占总成绩

的 70%。 

平时和实验课考核  平时考核根据学生的上课出勤率和实验课操作和课堂发言情况由任课教师

考评。平时和实验课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30%。                                                

 

编写  晁  灵 

审校  桂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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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统计学》教学大纲 

适用心理学、应用心理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卫生统计学是研究居民健康状况以及医疗卫生服务领域中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控制和预测

的一门科学，是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具体应用。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是随机现象，大

多数的医学现象都是随机现象，必须在群体的水平，采用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才能够正确认识其规

律性。因此，卫生统计学方法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卫生事业管理等医学相关的各个领

域都有广泛应用。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为学生在毕业后从事医疗卫生服务和科学研究工作，打下必要的卫生统计学

基础。在学习本课程时，应注意掌握卫生统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及基本技能，特别

是如何正确选择和应用统计学方法和指标。了解卫生统计学在医学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掌握调查设计

及实验设计的原则与内容。掌握医学人口统计、疾病统计等常用统计指标，并能够应用所学的统计知

识和方法评价人群健康状况，为卫生决策提供统计信息。 

本课程为本科心理学、应用心理学专业必修课，总学时 45 学时，理论课 30 学时，实验课 15 学

时，2.5 学分。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卫生统计学的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内容。 

2．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3．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推断  总体均数估计和假设检验。 

4．分类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方法，常用的医学人口统计和疾病统计指标。 

5．分类变量资料的统计推断  总体率的估计和假设检验。 

6．非参数检验的概念、特点、秩和检验方法。 

（二）基本技能 

着重培养学生掌握医疗卫生工作中的数据资料收集方法，提高资料的科学性和完整性。熟悉医学

科学研究中的设计、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方法和技能。熟悉计算器和计算机的使用，了解常用统计

学软件及其应用。 

（三）基本素质 

培养学生认识医学中随机现象的本质，树立概率论的思想观点。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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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学时分配 

单  元 名称 
学时数 

理论课 实验课 

1 绪论、统计学基本知识 3 － 

2 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3 3 

3 分类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统计表和统计图 6 3 

4 正态分布及其应用 3 － 

5 参数估计 3 － 

6 假设检验的原理、t 检验 3 3 

7 方差分析 3 3 

8 卡方检验 3 － 

9 秩和检验 1 3 

10 线性相关与回归 2 － 

合   计 30 15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统计学基本知识 

目标 

1．掌握  一些统计学基本概念。 

2．熟悉  卫生统计学的定义和内容；统计工作的基本步骤。 

3．了解  学习统计应注意的问题。 

内容 

1．重点阐述  卫生统计学的定义。卫生统计学基本概念、总体与样本、变量与变量值、同质与

变异、数值变量资料与分类资料、频率与概率。 

2．详细了解  卫生统计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卫生统计工作的四个基本步骤  设计、收集资料、

整理资料、分析资料。 

3．一般介绍  学习卫生统计学应注意的问题。 

第二章  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目标 

1．掌握  数值变量资料的数据整理方法；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指标的计算及应用。 

2．熟悉  统计描述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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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正态分布的概念、特征及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频数分布表的编制方法及用途；集中趋势的描述指标算术平均数、几何均数和中

位数的计算及应用条件；离散趋势的描述指标标准差、变异系数、方差、四分位数间距、极差的计算

与应用。 

2．详细了解  正态分布的概念、特征及两个基本参数，标准正态分布曲线下的面积规律和正态

分布的应用；百分位数的概念及计算。 

3．一般介绍  连续型变量的频数分布图。 

第三章 分类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统计表与统计图 

目标 

1．掌握  常用相对数的概念、计算及应用、统计表和统计图的绘制原则和方法。 

2．熟悉  分类资料的概念、分类；率的标准化法的意义、基本思想和标准化率的计算。统计表

的种类和制作统计表的要求；统计图制作要求和常用统计图绘制方法。 

3．了解  动态数列的概念及其分析指标、如何根据资料性质选择和绘制统计图。 

内容 

1．重点阐述  常用相对数、率、构成比、相对比的概念、计算；应用相对数时应注意的问题。

统计表的制作要求、统计图形的选择。 

2．详细了解  率的标准化法的意义和基本思想；标准化率的计算和应用标准化法的注意事项。

如何根据资料性质选择和绘制统计图。 

3．一般介绍  动态数列的概念及其分析指标。 

第四章 正态分布及其应用 

目标 

1．掌握  正态分布的基本概念；正态曲线下面积的分布规律。 

2．熟悉  正态分布密度函数曲线的特点；正态分布的应用；确定医学参考值范围。 

内容 

1．重点阐述  正态分布的基本概念：中间多、两边频率渐少且对称；正态曲线下面积的分布规

律。 

2．详细了解  密度曲线的特点，正态分布的应用  确定医学参考值范围。 

第五章 参数估计 

目标 

1．掌握  统计推断和抽样误差的概念；均数的标准误与频率的标准误；参数估计方法。 

2．熟悉  总体均数及总体概率的区间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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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t 分布、可信区间与医学参考值范围的区别。 

内容 

1．重点阐述  均数的抽样误差与标准误的概念；参数估计方法、点值估计与区间估计。 

2．详细了解  总体率及总体均数的计算方法。 

3．一般介绍  均数可信区间与参考值范围的区别。 

第六章 假设检验的原理，t 检验 

目标 

1．掌握  假设检验的概念、基本步骤。t 检验、u 检验的方法步骤和应用条件。 

2．熟悉  假设检验的注意事项。 

3．了解  t 分布、可信区间与假设检验区别联系 

内容 

1．重点阐述  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步骤；t 检验和 u 检验的方法步骤和应用条件。 

2．详细了解  t 分布的概念、图形和特征；Ⅰ型错误和Ⅱ型错误的概念及控制；假设检验中应注

意的问题。 

3．一般介绍  可信区间与假设检验的区别和联系。 

第七章 方差分析 

目标 

1．掌握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 

2．熟悉  完全随机设计与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 

3．了解  多个样本均数间的多重比较。 

内容 

1．详细了解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完全随机设计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2．一般介绍  多个样本均数间的多重比较：LSD-t 检验、Dunnett-t 检验、SNK-q 检验。随机区

组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 

第八章 χ2检验 

目标 

1．掌握  χ
2 检验的基本思想、方法步骤及应用；四格表资料的 χ

2检验方法和应用条件。 

2．熟悉  行×列表资料的 χ
2 检验和应用条件。 

3．了解  行列表 χ
2 检验注意事项。 

内容 

1．重点阐述  四格表资料 χ
2检验的基本思想及计算步骤；配对四格表资料的 χ

2检验、应用条件

和 χ
2值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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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详细了解  行×列表资料的 χ
2 检验和应用条件；四格表 χ

2检验的应用条件和 χ
2值的校正。 

第九章 秩和检验 

目标 

1．掌握  非参数检验的概念及特点。 

2．熟悉  秩和检验的概念、基本思想、分类及应用。 

3．了解  成组设计多个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和多个样本的两两比较。 

内容 

1．重点阐述  秩和检验的概念、基本思想和分类；配对设计资料差值的符号秩和检验（Wilcoxon

配对法）。 

2．详细了解  非参数检验的概念及特点；成组设计两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Wilcoxon 两样本比

较法）。 

3．一般介绍  成组设计多个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Kruskal-Wallis 法）和多个样本两两比较的秩

和检验。 

第十章 线性回归与相关分析 

目标 

1．掌握  直线回归与直线相关的概念及应用。 

2．熟悉  直线回归方程的计算和图示；回归系数、相关系数的计算和意义。 

2．了解  回归系数和相关系数的假设检验。 

内容 

1．重点阐述  直线回归的概念、直线回归方程的计算和图示及应用；直线相关的概念、相关系

数的计算和意义。 

2．详细了解  回归系数的假设检验；相关系数的假设检验和总体相关系数 ρ 的区间估计；直线

回归与相关的区别和联系。 

3．一般介绍  直线回归的区间估计。 

五、实验教学目标与内容 

实验一  计算器的使用、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目标 

1．掌握  函数型计算器的一般使用方法和统计运算方法。 

2．熟悉  数值变量资料的数据整理方法和常用统计描述指标的计算及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一般功能键、特殊功能键使用和普通数学运算方法；利用计算器的统计运算功能

计算均数和标准差。集中趋势的描述指标算术平均数、几何均数和中位数的计算及应用条件；离散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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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描述指标标准差、变异系数、方差、四分位数间距、极差的计算与应用。 

2．详细了解  计算器使用注意事项。频数分布表的编制方法及用途。  

实验二 统计表与统计图 

目标 

1．掌握  统计表和统计图的绘制原则与绘制方法。 

2．熟悉  如何根据资料类型选择并绘制统计图。 

内容 

1．重点阐述  错误统计表的纠正；根据资料类型选择并绘制统计图。 

2．详细了解  如何根据资料性质选择和绘制统计图。 

实验三 总体均数的区间估计与 t 检验 

目标 

1．掌握  总体均数的区间估计方法；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 t 检验、u 检验的方法步骤和应用

条件。 

2．熟悉  假设检验的注意事项。 

3．了解  t 分布、可信区间与假设检验区别联系。 

内容 

1．重点阐述  假设检验原理、基本步骤。 

2．详细了解  t 检验步骤和应用条件。 

3．一般介绍  可信区间与假设检验区别联系。 

实验四 方差分析 

目标 

1．掌握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 

2．理解  完全随机设计与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 

3．了解  多个样本均数间的多重比较。   

内容 

1．详细了解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完全随机设计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多个样本均数间的多重

比较：LSD-t 检验、Dunnett-t 检验、SNK-q 检验。 

2．一般介绍  随机区组设计的两因素方差分析。 

实验五 分类资料的统计分析 

目标 

1．掌握  常用相对数的概念、计算及应用。 

2．熟悉  标准化率的计算和应用；χ
2 检验的基本思想、方法步骤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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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常用相对数的概念；四格表资料和配对四格表的 χ
2检验和 χ

2 值的校正。 

2．详细了解  常用相对数、率、构成比、相对比的计算；动态数列的计算；标准化率的计算；

应用相对数注意事项；行×列表资料的 χ
2检验。 

六、措施和评价 

（一）措施 

理论课  以课堂讲授为主，配合课后辅导和作业。任课教师在教学中应当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

段，结合当前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着重介绍统计学方法在医疗卫生工作和科研中的意义和应用。 

实验课  巩固理论课学习内容，培养计算器操作技能。主要在实验室进行。 

（二）评价 

本课程为考查课。考核采用百分制，分为两个部分。 

期末考试  采用书面考试形式，客观题和主观题各占 50%，卷面 100 分。理论考试成绩占总成绩

的 70%。 

平时和实验课考核  平时考核根据学生的上课出勤率和实验课操作和课堂发言情况由任课教师

考评。平时和实验课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30%。     

 

编写  晁  灵   

审校  桂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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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统计学》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一、课程简介 

卫生统计学是研究居民健康状况以及医疗卫生服务领域中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控制和预测

的一门科学，是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具体应用。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是随机现象，大

多数的医学现象都是随机现象，必须在群体的水平，采用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才能够正确认识其规

律性。因此，卫生统计学方法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卫生事业管理等医学相关的各个领

域都有广泛应用。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为学生在毕业后从事医疗卫生服务和科学研究工作，打下必要的卫生统计学

基础。在学习本课程时，应注意掌握卫生统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及基本技能，特别

是如何正确选择和应用统计学方法和指标。了解卫生统计学在医学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掌握调查设计

及实验设计的原则与内容。掌握医学人口统计、疾病统计等常用统计指标，并能够应用所学的统计知

识和方法评价人群健康状况，为卫生决策提供统计信息。 

本课程为本科预防、公管专业必修课，总学时 90 学时，理论课 54 学时，实验课 36 学时，5.0 学

分。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卫生统计学的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内容。 

2．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3．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推断  总体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 

4．分类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方法，常用的医学人口统计和疾病统计指标。 

5．分类变量资料的统计推断  总体率的估计和假设检验。 

6．非参数检验的概念、特点、秩和检验方法。 

7．多元线性回归分析、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的思想与应用。 

8．生存分析、判别分析的基本思想与用途。 

（二）基本技能 

着重培养学生掌握医疗卫生工作中的数据资料收集方法，提高资料的科学性和完整性。熟悉医学

科学研究中的设计、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方法和技能。熟悉计算器和计算机的使用，了解常用统计

学软件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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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素质 

培养学生认识医学中随机现象的本质，树立概率论的思想观点。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学时分配 

单  元 名称 
学时数 

理论课 实验课 

1 绪论 3 － 

2 定量变量的统计描述 3 4 

3 定量变量的统计描述 3 － 

4 定性变量的统计描述、统计表与统计图 3 4 

5 二项分布 Poisson 分布 3  

6 正态分布及其应用 3 － 

7 参数估计基础、假设检验基础、t 检验 3 4 

8 方差分析基础 3 4 

9 卡方检验 3 4 

10 基于秩次的非参数检验 3 2 

11 两变量关联性分析、简单回归分析 3 2 

12 SPSS 软件简介、数据文件建立与维护   

13 SPSS 统计分析   

14 多重线性回归与相关 3 － 

15 logistic 回归分析 3 － 

16 寿命表、生存分析 3 － 

17 统计分析方法选择与分析中常见问题 3 － 

18 统计结果解释与表达 3 － 

合   计 54 24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一些统计学基本概念。 

2．熟悉  卫生统计学的定义和内容；统计工作的基本步骤。 

3．了解  学习统计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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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卫生统计学的定义；卫生统计学基本概念  总体与样本、变量与变量值、同质与

变异、定量资料与分类资料、频率与概率。 

2．详细了解  卫生统计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卫生统计工作的四个基本步骤  设计、收集资料、

整理资料、分析资料。 

3．一般介绍  学习卫生统计学应注意的问题。 

第二章  定量变量的统计描述 

目标 

1．掌握  定量变量资料的数据整理方法。 

2．熟悉  统计描述的基本概念；频数分布的类型。 

3．了解  离散型定量变量的频数分布表、频数分布图。 

内容 

1．重点阐述  频数分布表的编制方法及用途。 

2．详细了解  频数分布图的类型、特征。 

3．一般介绍  离散型变量的频数分布图。 

第三章  定量变量的统计描述 

目标 

1．掌握  定量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指标的概念、应用及选择。 

2．熟悉  定量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指标的不同计算方法。 

3．了解  描述分布形态的特征数。 

内容 

1．重点阐述  集中趋势的描述指标算术平均数、几何均数和中位数的应用条件；离散趋势的描

述指标标准差、变异系数、方差、四分位数间距、极差的应用。 

2．详细了解  定量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指标的不同计算方法，熟悉不同计算指标的特点。 

3．一般介绍  描述分布形态的特征数、偏度系数及峰度系数。  

第四章  定性变量的统计描述、统计表与统计图 

目标 

1．掌握  常用相对数的概念、计算及应用；统计表和统计图的绘制原则和方法。 

2．熟悉  分类资料的概念、分类；率的标准化法的意义、基本思想和标准化率的计算。统计表

的种类和制作统计表的要求；统计图制作要求和常用统计图绘制方法。 

3．了解  动态数列的概念及其分析指标；如何根据资料性质选择和绘制统计图。 

内容 

1．重点阐述  常用相对数、率、构成比、相对比的概念、计算；应用相对数时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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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的制作要求、统计图形的选择。 

2．详细了解  率的标准化法的意义和基本思想；标准化率的计算和应用标准化法的注意事项；

如何根据资料性质选择和绘制统计图。 

3．一般介绍  动态数列的概念及其分析指标。 

第五章  二项分布、 Poisson 分布 

目标 

1．掌握  二项分布的应用、Poisson 分布应用。 

2．熟悉  二项分布的基本概念与特征；Poisson 分布基本概念与特征。 

内容 

1．重点阐述  二项分布与 Poisson 分布的应用  概率估计及单侧累计概率计算。 

2．详细了解  二项分布的概念与特征  摸球模型与二项分布，概率密度函数及特征  图形特征、

均数与标准差；Poisson 分布用于罕见事件概率分布，概率密度函数及特性  总体均数与总体方差相

等，观察结果具有可加性。 

第六章  正态分布及其应用 

目标 

1．掌握  正态分布的基本概念；正态曲线下面积的分布规律。 

2．熟悉  正态分布密度函数曲线的特点；正态分布的应用  确定医学参考值范围。 

内容 

1．重点阐述  正态分布的基本概念：中间多、两边频率渐少且对称；正态曲线下面积的分布规

律。 

2．详细了解  密度曲线的特点，正态分布的应用、确定医学参考值范围。 

第七章  参数估计基础、假设检验的原理，t 检验 

目标 

1．掌握  统计推断和抽样误差的概念；均数的标准误与频率的标准误；参数估计方法；假设检

验的概念、基本步骤。t 检验的方法步骤和应用条件。 

2．熟悉  总体均数及总体概率的区间估计；假设检验的注意事项。 

3．了解  t 分布、可信区间与假设检验、医学参考值范围的区别。 

内容 

1．重点阐述  均数的抽样误差与标准误的概念；参数估计方法  点值估计与区间估计；假设检

验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步骤，t 检验的方法步骤和应用条件。 

2．详细了解  总体率及总体均数的计算方法；Ⅰ型错误和Ⅱ型错误的概念及控制；假设检验中

应注意的问题。 

3．一般介绍  t 分布的概念、图形和特征；均数可信区间与参考值范围、假设检验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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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方差分析 

目标 

1．掌握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完全随机设计的方差分析。 

2．熟悉  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 

3．了解  多个样本均数间的多重比较。 

内容 

1．重点阐述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完全随机设计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2．详细了解  随机区组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 

3．一般介绍  多个样本均数间的多重比较：LSD-t 检验、Dunnett-t 检验、SNK-q 检验。 

第九章  χ2检验 

目标 

1．掌握  χ
2 检验的基本思想、方法步骤及应用；四格表资料的 χ

2检验方法和应用条件。 

2．熟悉  行×列表资料的 χ
2 检验和应用条件。 

3．了解  行列表 χ
2 检验注意事项。 

内容 

1．重点阐述  四格表资料 χ
2检验的基本思想及计算步骤；配对四格表资料的 χ

2检验、应用条件

和 χ
2值的校正。 

2．详细了解  行×列表资料的 χ
2 检验和应用条件；四格表 χ

2检验的应用条件和 χ
2值的校正。 

3．一般介绍  行列表 χ
2 检验注意事项。 

第十章  基于秩次的非参数检验 

目标 

1．掌握  非参数检验的概念及特点。 

2．熟悉  秩和检验的概念、基本思想、分类及应用。 

3．了解  成组设计多个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和多个样本的两两比较。 

内容 

1．重点阐述  秩和检验的概念、基本思想和分类；配对设计资料差值的符号秩和检验（Wilcoxon

配对法）。 

2．详细了解  非参数检验的概念及特点；成组设计两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Wilcoxon 两样本比

较法）。 

3．一般介绍  成组设计多个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Kruskal-Wallis 法）和多个样本两两比较的秩

和检验。 

第十一章  两变量关联性分析、简单回归分析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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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直线回归与直线相关的概念及应用。 

2．熟悉  直线回归方程的计算和图示；回归系数、相关系数的计算和意义；回归系数和相关系

数的假设检验。 

3．了解  直线回归的区间估计。 

内容 

1．重点阐述  直线回归的概念、直线回归方程的计算和图示及应用；直线相关的概念、相关系

数的计算和意义。 

2．详细了解  回归系数的假设检验；相关系数的假设检验和总体相关系数 ρ 的区间估计；直线

回归与相关的区别和联系。 

3．一般介绍  直线回归的区间估计。 

第十二章   SPSS 软件简介、数据文件建立与维护 

目标 

1．掌握  SPSS 数据文件观察单位排序、数据文件合并、观察单位选择等数据管理、计算产生新

变量、重新赋值等数据转换的基本操作。 

2．熟悉  SPSS 数据文件的打开与保存，其他类型数据文件的导入方法；辨识重复观察单位、拆

分、观察单位加权等操作方法。 

3．了解  SPSS 在医疗卫生实践与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SPSS 软件数据编辑窗口与结果输出窗口；SPSS 数据文件的基本结构，定义变量

的方法（变量名、类型、宽度、变量标签、变量值标签）；观察单位排序、数据文件合并、观察单位

选择等数据管理的基本操作方法。 

2．详细了解  SPSS 软件的结构、功能；SPSS 软件的安装；SPSS 数据文件的打开与保存方法，

电子表格（．xls）和数据库（．dbf）等其他类型数据文件的导入方法；数据文件读写属性设置方法；

主要窗口的作用与基本操作；辨识重复观察单位、拆分、观察单位加权等操作方法。 

3．一般介绍  SPSS 在医疗卫生实践与科学研究中的应用；缺失值替代等操作方法。 

第十三章    SPSS 统计分析 

目标 

1．掌握  定量资料、定性资料的统计描述方法、利用比较均数模块进行 t 检验和方差分析，一

般线性模型进行方差分析，以及线性相关、等级相关、简单线性回归分析等基本操作、参数设置及分

析结果的阅读与解释；交叉表分析过程的操作方法，以及四格表资料、配对四格表资料、行列表资料

多个率的比较、两个或多个构成比比较等卡方检验方法。 

2．熟悉  利用个案汇总过程进行定量资料的统计描述，以及描述性分析模块进行频数分布；直

方图和茎叶图等操作与结果阅读；非参数检验的基本操作与结果过阅读；利用交叉表分析过程进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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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率的两两比较、无序分类变量的关联性分析等卡方检验方法。 

3．了解  Q-Q 图及正态性检验操作方法及结果解释。 

内容 

1．重点阐述  频数表分析、描述性分析和探索性分析过程操作方法及结果阅读；t 检验和完全随

机化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方法，线性相关、等级相关、简单线性回归分析等基本操作、参数设置及分

析结果的阅读与解释；利用交叉表分析过程进行四格表资料卡方检验、配对四格表资料卡方检验、行

列表资料卡方检验的操作方法与结果解释。 

2．详细了解  一般线性模型进行区组随机化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个案汇总过程计算几何均数，

及频数分布、直方图和茎叶图等操作与结果阅读；利用交叉表分析过程进行多个率的两两比较、无序

分类变量的关联性分析等操作方法及结果解释。 

3．一般介绍  Q-Q 图及结果解释，偏度和峰度系数及其假设检验操作方法及结果解释。 

第十四章  多重线性回归与相关 

目标 

1．掌握  多重线性回归的假设检验；复相关系数与偏相关系数。 

2．熟悉  多重线性回归的概念及其统计描述。 

3．了解  自变量筛选。  

内容 

1．重点阐述  多重线性回归的假设检验  整体回归效应的假设检验（方差分析）、变异的分解，

偏回归系数的 t 检验；掌握确定系数、复相关系数与调整确定系数的定义及应用。 

2．详细了解  多重线性回归的概念及其统计描述  熟悉多重线性回归数据及模型，熟悉回归参

数的估计，多重线性回归的前提条件  线性、独立、正态、等方差。 

3．一般介绍  自变量的筛选  自变量筛选的标准与原则、自变量筛选的常用方法；多重线性回

归的应用  非同质资料的合并问题、多重共线性问题、通径分析、自变量交互作用的回归模型。 

第十五章   Logistic 回归 

目标 

1．掌握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基本概念、Logistic 回归的应用 

2．熟悉  Logistic 回归的参数估计及假设检验。  

3．了解  条件 Logistic 回归。  

内容 

1．重点阐述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实例及应用，可用于筛选危险因素、校正混杂因子、回归分析

的目的之一是建立回归模型，以自变量预测因变量 Y 的值。  

2．详细了解  Logistic 回归的参数估计  最大似然法；建立回归模型和得到回归系数估计值后，

需做假设检验  似然比检验和 Wald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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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介绍  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 

第十六章   寿命表、生存分析 

目标 

1．掌握  寿命表的概念、简略寿命表的编制原理和方法；生存资料的特点及生存率的估计。 

2．熟悉  寿命表的分类、现时寿命表指标的分析；生存曲线的比较。 

3．了解  去死因寿命表；Cox 回归。  

内容 

1．重点阐述  寿命表又称生命表、死亡表、死亡率表等，重点阐述寿命表的概念、简略寿命表

的编制原理和方法；生存资料的特点  起始事件与终点事件、生存时间、删失值，生存率的估计  生

存率的点估计，总体生存率的区间估计、生存曲线及中位生存期。 

2．详细了解  寿命表的分类  现时寿命表、定群寿命表，年龄分组的不同，完全寿命表、简略

寿命表，现时寿命表指标的分析；生存曲线的比较。  

3．一般介绍  去死因寿命表意义、编制方法；Cox 回归  实例、模型及参数估计假设检验。 

第十七章   统计分析方法选择与分析中常见问题 

目标 

1．掌握  医学科研数据处理步骤；医学资料统计方法的选择，各种检验方法应用条件及错例辨

析。 

2．熟悉  医学资料统计描述方法及具体指标；统计图表。 

内容 

1．重点阐述  医学科研数据处理步骤  设计-收集-整理  定量  编制频数表，定性  四格表-统

计分析  统计描述、统计推断。定量统计分析方法  t 检验及方差分析应用条件及假设检验步骤；定

性资料统计描述方法  卡方检验；非参数检验方法及 Logistic 回归的应用条件。  

2．详细了解  医学资料的分类  定量资料与定性资料；定量定性资料的描述指标  均数、方差

标准差、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等，以及相对数  率、构成比、相对比；统计表编制及统计图的合理

选择。 

第十八章   统计结果解释与表达 

目标 

1．掌握  论文中统计学结果的解释与表达、差别有统计意义的表达；P 值的表达。 

2．熟悉  医学论文中不同部分统计表达。 

内容 

1．重点阐述  统计分析的结果正确的描述应当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论文中统计学结果的解

释表达  应说明对比组间有无统计学意义，写明分析方法具体名称，两两比较也应标明具体方法。P

值的表达   一般在医学科研论文中最好应该给出 P 的具体数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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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详细了解  摘要中统计结果的表达应给出主要统计量数值、置信区间及假设检验结果；资料

与方法中统计描述、统计设计及统计方法；结果中统计描述指标及统计推断，统计表的编制统计图的

应用，选择最能说明问题的统计指标等。 

五、实验教学目标与内容 

实验一  计算器的使用、定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目标 

1．掌握  函数型计算器的一般使用方法和统计运算方法。 

2．熟悉  数值变量资料的数据整理方法和常用统计描述指标的计算及应用。 

3．了解  计算器的种类。 

内容 

1．重点阐述  一般功能键、特殊功能键使用和普通数学运算方法；利用计算器的统计运算功能

计算均数和标准差；集中趋势的描述指标算术平均数、几何均数和中位数的计算及应用条件；离散趋

势的描述指标标准差、变异系数、方差、四分位数间距、极差的计算与应用。 

2．详细了解  计算器使用注意事项；频数分布表的编制方法及用途。  

实验二  定性资料的描述、统计表与统计图 

目的 

1．掌握  常用相对数的概念、计算及应用、统计表和统计图的绘制原则。 

2．熟悉  分类资料的概念、分类；率的标准化法的意义、基本思想和标准化；如何根据资料类

型选择并绘制统计图。 

3．了解  统计图的绘制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常用相对数、率、构成比、相对比的概念、计算；应用相对数时应注意的问题；

错误统计表的纠正；根据资料类型选择并绘制统计图。 

2．详细了解  率的标准化法的意义和基本思想；标准化率的计算和应用标准化法的注意事项；

如何根据资料性质选择和绘制统计图。 

实验三  总体均数的区间估计、t 检验 

目标 

1．掌握  统计推断和抽样误差的概念；均数的标准误与频率的标准误；参数估计方法；假设检

验的概念、基本步骤。t 检验的方法步骤和应用条件。 

2．熟悉  总体均数及总体概率的区间估计；假设检验的注意事项。 

3．了解  t 分布、可信区间与假设检验、医学参考值范围的区别。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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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述  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步骤；t 检验的方法步骤和应用条件。 

2．详细了解  总体均数及总体概率的区间估计；假设检验的注意事项。 

3．一般介绍  t 分布的概念、图形和特征；可信区间与假设检验区别联系。 

实验四  方差分析 

目标 

1．掌握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完全随机设计的方差分析。 

2．熟悉  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 

3．了解  多个样本均数间的多重比较。 

内容 

1．重点阐述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完全随机设计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2．详细了解  随机区组设计的两因素方差分析。 

3．一般介绍  多个样本均数间的多重比较：LSD-t 检验、Dunnett-t 检验、SNK-q 检验。 

实验五 卡方检验 

目标 

1．掌握  常用相对数的概念、计算及应用。 

2．熟悉  标准化率的计算和应用；χ
2检验的基本思想、方法步骤及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常用相对数的概念；四格表资料和配对四格表的 χ
2 检验和 χ

2 值的校正。 

2．详细了解  常用相对数  率、构成比、相对比的计算；动态数列的计算；标准化率的计算；

应用相对数注意事项；行×列表资料的 χ
2 检验。 

实验六  秩和检验 

目标 

1．掌握  非参数检验的概念及特点。 

2．熟悉  秩和检验的概念、基本思想、分类及应用。 

3．了解  成组设计多个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和多个样本的两两比较。 

内容 

1．重点阐述  秩和检验的概念、基本思想和分类；配对设计资料差值的符号秩和检验（Wilcoxon

配对法）。 

2．详细了解  非参数检验的概念及特点；成组设计两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Wilcoxon 两样本比

较法）。 

3．一般介绍  成组设计多个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Kruskal-Wallis 法）和多个样本两两比较的秩

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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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七    简单回归与相关分析 

目标 

1．掌握  直线回归与直线相关的概念及应用。 

2．熟悉  直线回归方程的计算和图示；回归系数、相关系数的计算和意义；回归系数和相关系

数的假设检验。 

3．了解  直线回归的区间估计。 

内容 

1．重点阐述  直线回归的概念、直线回归方程的计算和图示及应用；直线相关的概念、相关系

数的计算和意义。 

2．详细了解  回归系数的假设检验；相关系数的假设检验和总体相关系数 ρ 的区间估计；直线

回归与相关的区别和联系。 

3．一般介绍  直线回归的区间估计。 

实验八   SPSS 基本操作及数据文件维护 

目标 

1．掌握  观察单位排序、数据文件合并、观察单位选择等数据管理、计算产生新变量、重新赋

值等数据转换的基本操作。 

2．熟悉  SPSS 数据文件的打开与保存，其他类型数据文件的导入方法；辨识重复观察单位、拆

分、观察单位加权等操作方法。 

3．了解  在医疗卫生实践与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SPSS 软件数据编辑窗口与结果输出窗口；SPSS 数据文件的基本结构，定义变量

的方法（变量名、类型、宽度、变量标签、变量值标签）；观察单位排序、数据文件合并、观察单位

选择等数据管理的基本操作方法。 

2．详细了解  SPSS 软件的结构、功能。SPSS 软件的安装；SPSS 数据文件的打开与保存方法，

电子表格（．xls）和数据库（．dbf）等其他类型数据文件的导入方法。数据文件读写属性设置方法。

主要窗口的作用与基本操作；辨识重复观察单位、拆分、观察单位加权等操作方法。 

3．一般介绍  在医疗卫生实践与科学研究中的应用；缺失值替代等操作方法。 

实验九  SPSS 数据分析 

目标 

1．掌握  定量资料、定性资料的统计描述方法、利用比较均数模块进行 t 检验和方差分析，一

般线性模型进行方差分析，以及线性相关、等级相关、简单线性回归分析等基本操作、参数设置及分

析结果的阅读与解释；交叉表分析过程的操作方法，以及四格表资料、配对四格表资料、行列表资料

多个率的比较、两个或多个构成比比较等卡方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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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利用个案汇总过程进行定量资料的统计描述，以及描述性分析模块进行频数分布、直

方图和茎叶图等操作与结果阅读。非参数检验的基本操作与结果过阅读；利用交叉表分析过程进行多

个率的两两比较、无序分类变量的关联性分析等卡方检验方法。 

3．了解  Q-Q 图及正态性检验操作方法及结果解释。 

内容 

1．重点阐述  频数表分析、描述性分析和探索性分析过程操作方法及结果阅读。t 检验和完全随

机化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方法，线性相关、等级相关、简单线性回归分析等基本操作、参数设置及分

析结果的阅读与解释；利用交叉表分析过程进行四格表资料卡方检验、配对四格表资料卡方检验、行

列表资料卡方检验的操作方法与结果解释。 

2．详细了解  一般线性模型进行区组随机化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个案汇总过程计算几何均数，

及频数分布、直方图和茎叶图等操作与结果阅读；利用交叉表分析过程进行多个率的两两比较、无序

分类变量的关联性分析等操作方法及结果解释。 

3．一般介绍  Q-Q 图及结果解释，偏度和峰度系数及其假设检验操作方法及结果解释。 

六、措施和评价 

（一）措施 

理论课  以课堂讲授为主，配合课后辅导和作业。任课教师在教学中应当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

段，结合当前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着重介绍统计学方法在医疗卫生工作和科研中的意义和应用。 

实验课  巩固理论课学习内容，培养计算器操作技能。主要在实验室进行。 

（二）评价 

本课程为考查课。考核采用百分制，分为两个部分。 

期末考试  采用书面考试形式，客观题和主观题各占 50%，卷面 100 分。理论考试成绩占总成绩

的 70%。 

平时和实验课考核  平时考核根据学生的上课出勤率和实验课操作和课堂发言情况由任课教师

考评。平时和实验课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30%。                                                

 

编写  赵香梅 

审校  桂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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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流行病学是研究疾病和健康状态在人群中的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制定预防、控制、消灭疾病

和促进健康的对策与措施的科学。流行病学是预防医学中的一门主导专业课程，也是现代医学的一门

基础学科。流行病学是伴随卫生统计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以及传染病学发展的。现在除基础医学和

临床医学外，与社会医学、心理学及预防医学，也包括卫生管理学建立密切联系。在非传染病研究上

与病理学、生化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临床医学相应各科及预防医学有关学科关系密切。研究健

康流行病学与生理学、生化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医学等有关。现代流行病学主要是一门方法学，流

行病学研究方法是本课程的核心内容。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各学科中，凡涉及调查设计、资料的获取

和数据资料的分析及其解释，都要以流行病学方法为基础。流行病学方法应用广泛，涉及面宽，几乎

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医学科学的各主要学科。 

流行病学是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卫生事业管理、口腔医学、妇幼保健等专业的必修课程。主要

培养学生掌握流行病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流行病学方法的选择与应用，并了解相应的扩展知识和

新进展知识，为学习预防医学各类卫生专业课程奠定流行病学理论基础，也为今后在卫生防疫实际工

作中或其他有关学科中运用流行病学的理论和方法奠定基础。本课程为考试课。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 

1．流行病学的研究内容、方法及应用。 

2．疾病分布的概念和描述方法。 

3．流行病学研究病因的方法与步骤，因果推断的方法和标准。 

4．流行病学调查分析方法和实验流行病学研究方法。 

5．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偏倚及其控制。 

6．疾病预防和控制的策略和措施。 

7．常见疾病的流行病学特点及其防制。 

（二）基本技能 

着重培养学生掌握疾病分布的描述方法、流行病学调查和分析方法、及疾病预防策略和措施，掌

握常见疾病的流行病学特点及其预防控制策略和措施，初步了解流行病学研究设计、实施和总结。 

（三）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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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培养学生树立流行病学思想观念，特别群体观、大局观及预防为主的观点，使学生掌握流行

病学调查分析方法和疾病预防控制策略和方法，使学生具备因时因地制宜，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解

决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学时分配 

单   元 名称 
学时分配 

理论课 实验课 

1 绪论 3 － 

2 疾病的分布 3 8 

3 病因和病因推断 3 4 

4 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9 16 

5 实验流行病学 3 4 

6 理论流行病学 3 － 

7 偏倚及其控制 3 4 

8 疾病预防策略和措施 6 － 

9 传染病流行病学 6 － 

10 慢性病流行病学 9 － 

11 分子流行病学 3 － 

12 遗传流行病学 3 － 

合   计 54 36 

四、理论课教学目标和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流行病学的定义，流行病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分类。 

2．熟悉  流行病学的应用，流行病学的基本思想观点。 

3．了解  流行病学的发展历史，流行病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及流行病学的学科分支。 

内容 

1．重点阐述  流行病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分类。 

2．详细了解  流行病学的应用领域及发展前景，各类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流行病学的基

本思想观点，包括群体观、预防为主的观点、生态学和社会医学的观点、概率论的观点、比较的观点。 

3．一般介绍  流行病学的发展历史，各个时期的特点、代表人物和经典实例。流行病学与主要

相关学科的关系，以及流行病学的学科分枝。 



 

 - 187 - 

第二章 疾病的分布 

目标 

1．掌握  描述疾病分布常用的指标，疾病分布描述的意义。疾病的地区分布、时间分布和人群

分布的描述方法。 

2．熟悉  疾病分布综合描述的方法。 

3．了解  移民流行病学的定义和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疾病频率测量的常用指标发病率、患病率、罹患率、感染率、续发率及死亡频率

测量的常用指标死亡率、病死率、潜在减寿年数、伤残调整寿命年。疾病流行强度及散发、流行、大

流行的概念。疾病的人群分布描述方法，包括疾病在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种族和民族、及不同行

为特征人群中的分布。疾病时间分布的描述方法，疾病在不同行政地区的分布、城乡分布的描述方法。 

2．详细了解  疾病年龄分布的描述方法  横断面分析法和出生队列分析法。描述疾病时间分布

的术语爆发、季节性、周期性、长期变异的概念和意义。地方性疾病的概念、分类和判断地方性疾病

的标准。疾病的人群、地区、时间分布的综合描述方法。 

3．一般介绍  移民流行病学的定义和方法。 

第三章  病因和病因推断 

目标 

1．掌握  病因和病因模型的概念及其发展，流行病学病因研究的方法、步骤。 

2．熟悉  病因推断方法及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 

内容 

1．重点阐述  病因的概念，充分病因和必要病因的概念。 

2．详细了解  病因模型和因果连接方式，病因研究的方法和建立病因假设的逻辑学原则。统计

学关联到因果关联的推断方法和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 

第四章 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目标 

1．掌握  流行病学调查的目的、意义和方法分类。常用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如横断面研究、病例

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的基本原理、设计、实施、结果分析与解释。 

2．熟悉  疾病暴发和流行的调查分析方法和个案调查方法。 

3．了解  生态学研究和巢式病例对照研究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描述性研究的概念、研究目的和方法分类。现况研究的概念、研究目的和分类。

筛检试验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评价指标及其影响因素。抽样研究的概念、特点和研究设计，疾病暴发和

流行的调查方法和步骤。分析性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分类。队列研究的基本原理、类型及特点。队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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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资料的整理和率的计算，累积发病率、发病密度、人时数、标化死亡率的概念和计算方法。暴露与

疾病关联程度的指标 RR、AR、AR%、PAR 的概念、计算及其意义。病例对照研究的基本原理和特点，

病例对照研究的资料整理、假设检验及暴露与疾病关联程度的指标 OR 的概念、意义、计算及总体

OR 的可信限估计。 

2．详细了解  流行病学调查的目的、意义和方法分类。普查和筛检的概念、特点及应用，预测

值的概念、患病率与预测值的关系。常用的随机抽样方法，现况调查中资料的收集内容和方法，调查

表的种类和设计原则，设计调查表时应注意的问题，现况研究的资料分析，现况研究中常见的偏倚及

其控制方法。暴发的类型、流行曲线和暴露时间的推算。队列研究中暴露队列和非暴露队列的选择、

样本量的估计、基线资料的收集、暴露因素的测量和结局的确定。队列研究中随访的方法及失访偏倚

的控制。病例和对照的来源、选择及配合。匹配的概念和目的、匹配因素的确定、匹配的类型、过度

匹配。 

3．一般介绍  生态学研究的定义、分类、应用及局限性。剂量反应关系分析和队列研究中的常

见偏倚及其控制。病例对照研究样本量的估计。病例对照研究中资料的收集内容和方法。剂量反应关

系分析、分层资料的假设检验和合并 ORMH 的计算。病例对照研究中的常见偏倚入院率偏倚、现患病

例-新病例偏倚、回忆偏倚的控制。巢式病例对照研究的概念、特点及应用。 

第五章   实验流行病学 

目标 

1．掌握  流行病学实验的概念、特点和分类。 

2．了解  流行病学实验在病因研究和疾病防治效果评价中的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流行病学实验的概念、特点和类型。一般介绍流行病学实验的发展史。 

2．详细了解  流行病学实验的设计原则，包括明确实验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的选择、实验现场

的确定、样本大小的估计、随机化分组、设立对照、盲法的应用。 

3．一般介绍  流行病学实验研究中常见的偏倚及其控制。流行病学实验的优缺点及应注意的问

题。 

第六章  理论流行病学 

目标 

了解  理论流行病学的概念，建立流行病学数学模型的一般步骤，流行病学数学模型的应用及发

展前景。 

内容 

一般介绍  理论流行病学的概念和发展简史，流行病学数学模型的用途，建立流行病学数学模型

的步骤，流行病学数学模型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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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偏倚及其控制 

目标 

1．掌握  偏倚的概念和分类。 

2．熟悉  各类偏倚产生的原因及其控制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偏倚的概念和分类。 

2．详细了解  选择偏倚、信息偏倚、混杂偏倚产生的原因、常见的选择偏倚及其控制方法。 

3．一般介绍  混杂因子，混杂偏倚的控制方法。 

第八章  疾病预防策略和措施 

目标 

1．掌握  疾病的三级预防的概念和措施。 

2．熟悉  疾病监测的概念及种类。 

3．了解  全球卫生策略及初级卫生保健的概念。 

内容 

1．重点阐述  疾病三级预防的概念，各级预防的内容和措施。 

2．详细了解  宏观水平制订预防控制的策略、卫生工作方针和社会大卫生观念。疾病监测的定

义及基本概念  被动监测与主动监测、常规报告与哨点监测、监测病例与实际病例、直接指标与间接

指标、静态人群与动态人群。 

3．一般介绍  全球卫生策略和初级卫生保健；疾病监测的历史与发展；疾病监测的种类和疾病

监测的工作过程；监测组织和监测系统。 

第九章  传染病流行病学 

目标 

1．掌握  传染病流行过程的三个环节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的概念、分类及其特点。预

防和控制传染病的一般策略和措施。 

2．熟悉  自然和社会因素对传染病流行过程的影响。一些常见传染病的分布特征及其防制策略

和措施。 

3．了解  传染病的流行趋势。 

内容 

1．重点阐述  流行过程的概念。传染源的概念、种类；各类传染源的意义。传播途径的概念和

种类，人群易感性的概念及影响人群易感性升高与降低的主要因素。疫源地及流行过程，自然因素和

社会因素对传染病流行过程的影响。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策略和措施，预防接种与计划免疫的概念、

预防接种的种类、疫苗的分类及基本使用要求。 

2．详细了解  传染病发生与传播的基本条件，传染过程、病原体的传染力、致病力、毒力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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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感染谱。经空气、水、食物、接触、媒介节肢动物、土壤、医源性、垂直传播的传染病的流行特点。

疫源地的定义、决定疫源地大小的因素及消灭疫源地的条件。计划免疫程序、工作方式和要求，计划

免疫工作的评价，包括疫苗的安全性及疫苗滴度测定、血清学评价和流行病学评价。常见传染病流行

性感冒、感染性腹泻、病毒性肝炎、疟疾、肾综合征出血热、结核病和性传播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

防制策略和措施。 

3．一般介绍  传染病的流行趋势。 

第十章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流行病学 

目标 

1．掌握  慢性病预防和控制策略和措施。 

2．熟悉  慢性病流行病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一些常见慢性病的分布特征及其防制策略和

措施。 

3．了解  人群疾病谱的变化。 

内容 

1．重点阐述  慢性病预防和控制的一般策略和措施。 

2．详细了解  慢性病流行病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常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

恶性肿瘤、糖尿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危险因素及其防制策略和措施。 

3．一般介绍  人群疾病谱的变化。 

第十一章  分子流行病学 

目标 

1．熟悉  分子流行病学的概念、研究内容和方法。 

2．了解  分子流行病学的应用前景。 

内容 

1．详细了解  分子流行病学的概念和研究内容，分子流行病学与传统流行病学的关系。 

2．一般介绍  分子流行病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应用前景。 

第十二章  遗传流行病学 

目标 

1．掌握  遗传流行病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和内容。 

2．熟悉  遗传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和遗传性疾病的防制策略和措施。 

内容 

1．重点阐述  遗传流行病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和内容。 

2．详细了解  遗传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资料的来源和收集、家族聚集性分析、双生子分析、

养子和半同胞分析、系谱分析、单基因遗传病分析和多基因遗传病分析。遗传性疾病的防制策略和措

施。遗传病和致病基因携带者的筛检、遗传咨询和再发风险估计、遗传病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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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介绍  环境与遗传的交互作用分析、综合分离分析和连锁分析。 

五、实验教学目标和内容 

实验一  疾病频率测量 

基本要求   

掌握  流行病学常用疾病频率测量指标的概念、应用条件和计算方法。 

实验内容   

1．发病频率测量指标  发病率、累积发病率、发病密度、罹患率、续发率。 

2．患病频率测量指标  患病率、感染率。 

3．死亡频率测量指标  死亡率、病死率、生存率。 

实验二  疾病的分布 

基本要求 

掌握  疾病“三间分布”的概念以及疾病的分布在流行病学研究中的作用。熟悉描述疾病流行强度

的常用术语（散发、流行、大流行）、描述疾病地区分布、时间分布的常用术语。了解用于描述疾病

分布的常规资料的收集和应用。 

实验内容 

1．疾病的分布形式  时间分布、人群分布、地区分布。 

2．疾病的人群分布  年龄，种族，性别，婚姻，职业，社会阶层，行为习惯，宗教信仰。年龄

分布的分析方法  横断面分析（用于潜伏期和病程较短，发病率和死亡率没有长期变动）；出生队列

分析。 

3．时间分布反映病因的动态变化，变化形式有短期波动（较大数量人群，非传染病也有）；季

节性（表现为1严格的季节性，2季节性升高一年四季均有发病，在一定月份发病明显升高）；周期性

（人口数量大、人口密集；传播机制简单；发病后有稳固的病后免疫；无有效预防措施）。 

4．地区性分布分为全球性分布、地区性分布、局部地区分布。 

实验三   现况研究 

基本要求 

掌握  现况研究设计基本内容，了解其设计原理、用途、优缺点和常用的抽样方法。 

实验内容 

1．现况研究是研究特定时点或时期与特定范围内人群中的有关变量（因素）与疾病或健康状况

的关系。 

2．现况研究的特点。 

3．现况研究的类型  普查和抽样调查。 

常用的抽样调查方法包括  单纯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多级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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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况研究优缺点。 

实验四  队列研究 

基本要求 

掌握  前瞻性队列研究的设计原理、用途、实施过程、人年计算，RR、AR、AR%、PAR%的概

念和意义。熟悉队列研究的常见偏倚和控制。了解队列研究的优缺点。 

实验内容 

1．队列研究又称为群组研究，是将特定的人群按其是否暴露于某因素或按不同暴露水平分为n

个群组或队列，追踪观察一定时间，比较两组或各组的发病率或死亡率的差异，以检验该因素与某疾

病有无因果联系及联系强度大小的一种观察性研究方法。 

2．队列研究原理。 

3．队列研究的特点  前瞻性研究、属于观察性对比研究、研究对象按暴露与否进行分组，而不

是按是否发病进行分组的、队列研究是从“因”到“果”的研究。 

4．暴露与疾病关联强度的测量指标  RR、AR、AR% 、PAR、PAR%。 

实验五  病例对照研究 

基本要求 

掌握  病例对照研究概念、实施步骤、资料整理与结果分析方法，熟悉病例对照研究的优缺点，

了解病例对照研究的衍生类型。 

实验内容 

1．病例对照研究的定义。 

2．病例对照研究原理示意图。 

3．病例对照研究的特点  属于观察性研究 、设立对照 （且按是否发病分组）、从果到因追溯

调查、比较暴露率和暴露水平，探索、检验病因假说。 

4．类型  病例对照研究的主要类型为配比与非配比病例对照研究，配比可分为频数配比与个体

配比，个体配比又可分为1：1配比与1：M配比。 

5．研究对象的纳入和排除标准。 

6．常见偏倚  入院偏倚、回忆偏倚、检出偏倚与混杂偏倚。 

实验六  实验流行病学 

基本要求 

掌握  现场试验研究设计的基本原则与步骤、预防接种效果评价的常用指标，熟悉预防接种计划

的制定和实施方案，了解实验流行病学的基本概念。 

实验内容 

1．实验流行病学定义、 实验研究与观察研究的区别、 流行病学实验研究的基本原则、流行病

学实验研究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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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点  属于前瞻性研究、随机分组、具有均衡可比的对照组、有人为施加的干预措施。 

3．分类  临床试验、现场试验、社区实验。 

4．用途  验证假设、评价疾病防治效果。 

5．实验研究设计。 

6．试验箱主要评价指标。 

实验七  偏倚及其控制 

基本要求 

掌握  常见偏倚的测量与控制方法。了解流行病学研究中偏倚的类型。 

实验内容 

1．误差的概念及分类   一般地讲，真实值与研究结果（实际测量值）之间的差异。随机误差与

系统误差。 

2．偏倚的概念及分类  指在研究中所获得的结果系统地偏离真实值的情况。 

3．选择偏倚  入院率偏倚、现患-新发病例偏倚、检出症候偏倚、无应答偏倚、易感性偏倚（以

健康工人效应为例）等。控制措施  随机化、设立多种对照、严格掌握研究对象的诊断、入选、排除

标准、提高应答率，减少失访（失访率<20%）。 

4．信息偏倚  回忆偏倚、诱导偏倚、报告偏倚、测量偏倚、临床资料遗漏偏倚、暴露怀疑偏倚、

诊断怀疑偏倚等。控制措施  盲法收集资料、收集客观指标的资料、使用统一的标准收集资料。 

5．混杂偏倚判断标准  混杂因素必须是所研究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混杂因素必须与所研究暴

露因素存在统计学联系、混杂因素不应是暴露因素与疾病因果链中的一个环节或中间变量。控制措施  

设计阶段  限制、匹配、随机化，分析阶段  分层、标准化、多因素分析。 

实验八  筛检试验评价 

基本要求 

掌握  筛检试验的指标及其计算方法、熟悉筛检的原理、意义和应用条件、熟悉筛检各指标间的

相互关系和筛检的策略。 

实验内容 

1．筛检的定义与应用。 

2．筛检的分类  按筛检对象的范围分，可分为整群筛检、选择性筛检。 

3．筛检的方法  单项筛检和多项筛检。 

4．筛检试验的评价指标  从方法学上评价一项筛检试验时要考虑到真实性（效度）、可靠性（信

度）和收益等方面。 

5．真实性又称效度，指测量值与实际值相符合的程度。 

对一筛检方法的真实性的评价使用灵敏度、特异度和约登指数三个指标。 

6．可靠性又称信度，指某一筛检方法在相同条件下重复测量同一受试者时，所获结果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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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个体本身的差异、测量仪器、试剂等实验条件所致的变异。 

7．收益即收获量（yield），指经筛检后能使多少原来未发现的病人能得到诊断和治疗。 

实验九 原因不明皮炎流行病学调查 

基本要求 

学习运用流行病学原理和方法，逐步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最终查明疾病发生和流行的原因。 

实验内容 

1．暴发调查意义和任务。 

2．暴发调查步骤、内容、方法。 

3．步骤  核对资料，整理资料，分析资料。 

4．流行病学病因的概念、病因推断方法。 

六、措施和评价 

（一）措施 

1．理论课  采用课堂讲授为主，部分内容学生自学。任课教师在教学中必须结合当前我国疾病

预防和控制工作的实际，尽量介绍最新的学科进展，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2．实验课  巩固理论课学习内容，培养基本操作技能。主要在实验室进行，部分内容可安排在

现场进行。 

3．现场调查和实习  组织学生进行现场调查，如发生疾病流行或爆发也可组织学生参与调查和

预防、控制工作。毕业实习期间安排有关流行病学的实习内容。 

（二）评价 

本课程为考试课。考核采用百分制，分为三个部分。 

1．期末考试  采用书面考试形式，客观题和主观题各占50%，卷面100分。理论考试成绩占总成

绩的50%。 

2．实验成绩  根据学生的上课出勤率、实验课操作和课堂发言情况由任课教师考评，期末组织

实验考试，着重考察实验操作技能。实验成绩占总成绩的20%。 

3．平时成绩  同时不定期进行课堂测验或布置课外作业，平时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30%。 

 

                                                      编写  赵香梅 

审校  桂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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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统计学》教学大纲 

适用专升本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卫生统计学是研究居民健康状况以及医疗卫生服务领域中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控制和预测

的一门科学，是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具体应用。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是随机现象，大

多数的医学现象都是随机现象，必须在群体的水平，采用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才能够正确认识其规

律性。因此，卫生统计学方法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卫生事业管理等医学相关的各个领

域都有广泛应用。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为学生在毕业后从事医疗卫生服务和科学研究工作，打下必要的卫生统计学

基础。在学习本课程时，应注意掌握卫生统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及基本技能，特别

是如何正确选择和应用统计学方法和指标。了解卫生统计学在医学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掌握调查设计

及实验设计的原则与内容。掌握医学人口统计、疾病统计等常用统计指标，并能够应用所学的统计知

识和方法评价人群健康状况，为卫生决策提供统计信息。 

本课程为专升本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学专业专业必修课，总学时 45 学时，理论课 30 学时，

实验课 15 学时，2.5 学分。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卫生统计学的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内容。 

2．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3．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推断  总体均数估计和假设检验。 

4．分类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方法，常用的医学人口统计和疾病统计指标。 

5．分类变量资料的统计推断  总体率的估计和假设检验。 

6．非参数检验的概念、特点，秩和检验方法。 

（二）基本技能 

着重培养学生掌握医疗卫生工作中的数据资料收集方法，提高资料的科学性和完整性。熟悉医学

科学研究中的设计、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方法和技能。熟悉计算器和计算机的使用，了解常用统计

学软件及其应用。 

（三）基本素质 

培养学生认识医学中随机现象的本质，树立概率论的思想观点。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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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学时分配 

单  元 名称 
学时数 

理论课 实验课 

1 绪论、统计学基本知识 3 － 

2 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3 3 

3 分类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统计表和统计图 6 3 

4 正态分布及其应用 3 － 

5 参数估计 3 － 

6 假设检验的原理、t 检验 3 3 

7 方差分析 3 3 

8 卡方检验 3 － 

9 秩和检验 1 3 

10 线性相关与回归 2 － 

合   计 30 15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统计学基本知识 

目标 

1．掌握  一些统计学基本概念。 

2．熟悉  卫生统计学的定义和内容；统计工作的基本步骤。 

3．了解  学习统计应注意的问题。 

内容 

1．重点阐述  卫生统计学的定义。卫生统计学基本概念、总体与样本、变量与变量值、同质与

变异、数值变量资料与分类资料、频率与概率。 

2．详细了解  卫生统计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卫生统计工作的四个基本步骤  设计、收集资料、

整理资料、分析资料。 

3．一般介绍  学习卫生统计学应注意的问题。 

第二章  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目标 

1．掌握  数值变量资料的数据整理方法；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指标的计算及应用。 

2．熟悉  统计描述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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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正态分布的概念、特征及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频数分布表的编制方法及用途；集中趋势的描述指标算术平均数、几何均数和中

位数的计算及应用条件；离散趋势的描述指标标准差、变异系数、方差、四分位数间距、极差的计算

与应用。 

2．详细了解  正态分布的概念、特征及两个基本参数，标准正态分布曲线下的面积规律和正态

分布的应用；百分位数的概念及计算。 

3．一般介绍  连续型变量的频数分布图。 

第三章 分类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统计表与统计图 

目标 

1．掌握  常用相对数的概念、计算及应用、统计表和统计图的绘制原则和方法。 

2．熟悉  分类资料的概念、分类；率的标准化法的意义、基本思想和标准化率的计算。统计表

的种类和制作统计表的要求；统计图制作要求和常用统计图绘制方法。 

3．了解  动态数列的概念及其分析指标、如何根据资料性质选择和绘制统计图。 

内容 

1．重点阐述  常用相对数、率、构成比、相对比的概念、计算；应用相对数时应注意的问题。

统计表的制作要求、统计图形的选择。 

2．详细了解  率的标准化法的意义和基本思想；标准化率的计算和应用标准化法的注意事项。

如何根据资料性质选择和绘制统计图。 

3．一般介绍  动态数列的概念及其分析指标。 

第四章 正态分布及其应用 

目标 

1．掌握  正态分布的基本概念；正态曲线下面积的分布规律。 

2．熟悉  正态分布密度函数曲线的特点；正态分布的应用  确定医学参考值范围。 

内容 

1．重点阐述  正态分布的基本概念：中间多、两边频率渐少且对称；正态曲线下面积的分布规

律。 

2．详细了解  密度曲线的特点，正态分布的应用  确定医学参考值范围。 

第五章 参数估计 

目标 

1．掌握  统计推断和抽样误差的概念；均数的标准误与频率的标准误；参数估计方法。 

2．熟悉  总体均数及总体概率的区间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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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t 分布、可信区间与医学参考值范围的区别。 

内容 

1．重点阐述  均数的抽样误差与标准误的概念；参数估计方法  点值估计与区间估计。 

2．详细了解  总体率及总体均数的计算方法。 

3．一般介绍  均数可信区间与参考值范围的区别。 

第六章 假设检验的原理，t 检验 

目标 

1．掌握  假设检验的概念、基本步骤。t 检验、u 检验的方法步骤和应用条件。 

2．熟悉  假设检验的注意事项。 

3．了解  t 分布、可信区间与假设检验区别联系。 

内容 

1．重点阐述  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步骤；t 检验和 u 检验的方法步骤和应用条件。 

2．详细了解  t 分布的概念、图形和特征；Ⅰ型错误和Ⅱ型错误的概念及控制；假设检验中应注

意的问题。 

3．一般介绍  可信区间与假设检验的区别和联系。 

第七章 方差分析 

目标 

1．掌握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 

2．熟悉  完全随机设计与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 

3．了解  多个样本均数间的多重比较   

内容 

1．详细了解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完全随机设计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2．一般介绍  多个样本均数间的多重比较：LSD-t 检验、Dunnett-t 检验、SNK-q 检验。随机区

组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 

第八章 χ2检验 

目标 

1．掌握  χ
2 检验的基本思想、方法步骤及应用；四格表资料的 χ

2检验方法和应用条件。 

2．熟悉  行×列表资料的 χ
2 检验和应用条件。 

3．了解  行列表 χ
2 检验注意事项。 

内容 

1．重点阐述  四格表资料 χ
2检验的基本思想及计算步骤；配对四格表资料的 χ

2检验、应用条件

和 χ
2值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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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详细了解  行×列表资料的 χ
2 检验和应用条件；四格表 χ

2检验的应用条件和 χ
2值的校正。 

第九章 秩和检验 

目标 

1．掌握  非参数检验的概念及特点； 

2．熟悉  秩和检验的概念、基本思想、分类及应用。 

3．了解  成组设计多个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和多个样本的两两比较。 

内容 

1．重点阐述  秩和检验的概念、基本思想和分类；配对设计资料差值的符号秩和检验（Wilcoxon

配对法）。 

2．详细了解  非参数检验的概念及特点；成组设计两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Wilcoxon 两样本比

较法）。 

3．一般介绍  成组设计多个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Kruskal-Wallis 法）和多个样本两两比较的秩

和检验。 

第十章 线性回归与相关分析 

目标 

1．掌握  直线回归与直线相关的概念及应用； 

2．熟悉  直线回归方程的计算和图示；回归系数、相关系数的计算和意义。 

3．了解  回归系数和相关系数的假设检验。 

内容 

1．重点阐述  直线回归的概念、直线回归方程的计算和图示及应用；直线相关的概念、相关系

数的计算和意义。 

2．详细了解  回归系数的假设检验；相关系数的假设检验和总体相关系数 ρ 的区间估计；直线

回归与相关的区别和联系。 

3．一般介绍  直线回归的区间估计。 

五、实验教学目标与内容 

实验一  计算器的使用、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目标 

1．掌握  函数型计算器的一般使用方法和统计运算方法。 

2．熟悉  数值变量资料的数据整理方法和常用统计描述指标的计算及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一般功能键、特殊功能键使用和普通数学运算方法；利用计算器的统计运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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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均数和标准差。集中趋势的描述指标算术平均数、几何均数和中位数的计算及应用条件；离散趋

势的描述指标标准差、变异系数、方差、四分位数间距、极差的计算与应用。 

2．详细了解  计算器使用注意事项。频数分布表的编制方法及用途。  

实验二 统计表与统计图 

目标 

1．掌握  统计表和统计图的绘制原则与绘制方法。 

2．熟悉  如何根据资料类型选择并绘制统计图。 

内容 

1．重点阐述  错误统计表的纠正；根据资料类型选择并绘制统计图。 

2．详细了解  如何根据资料性质选择和绘制统计图。 

实验三 总体均数的区间估计与 t 检验 

目标 

1．掌握  总体均数的区间估计方法；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 t 检验、u 检验的方法步骤和应用

条件。 

2．熟悉  假设检验的注意事项。 

3．了解  t 分布、可信区间与假设检验区别联系 

内容 

1．重点阐述  假设检验原理、基本步骤 

2．详细了解  t 检验步骤和应用条件 

3．一般介绍  可信区间与假设检验区别联系 

实验四 方差分析 

目标 

1．掌握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 

2．理解  完全随机设计与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 

3．了解  多个样本均数间的多重比较   

内容 

1．详细了解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完全随机设计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多个样本均数间的多重

比较：LSD-t 检验、Dunnett-t 检验、SNK-q 检验。 

2．一般介绍  随机区组设计的两因素方差分析。 

实验五 分类资料的统计分析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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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常用相对数的概念、计算及应用。 

2．熟悉  标准化率的计算和应用；χ
2 检验的基本思想、方法步骤及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常用相对数的概念；四格表资料和配对四格表的 χ
2检验和 χ

2 值的校正。 

2．详细了解  常用相对数、率、构成比、相对比的计算；动态数列的计算；标准化率的计算；

应用相对数注意事项；行×列表资料的 χ
2检验。 

六、措施和评价 

（一）措施 

理论课  以课堂讲授为主，配合课后辅导和作业。任课教师在教学中应当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

段，结合当前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着重介绍统计学方法在医疗卫生工作和科研中的意义和应用。 

实验课  巩固理论课学习内容，培养计算器操作技能。主要在实验室进行。 

（二）评价 

本课程为考查课。考核采用百分制，分为两个部分。 

期末考试  采用书面考试形式，客观题和主观题各占 50%，卷面 100 分。理论考试成绩占总成绩

的 70%。 

平时和实验课考核  平时考核根据学生的上课出勤率和实验课操作和课堂发言情况由任课教师

考评。平时和实验课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30%。     

 

 

编写  晁  灵 

审校  桂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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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概论》教学大纲 

适用各专业 

 

一、课程简介 

全科医学是临床二级学科，是面向社区和家庭，是综合生物医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

果，以及在治疗病人各种疾病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门综合性临床医学学科。提倡以人为中心、

以家庭为单位、以社区为范围，以维护和促进人的健康为目标，提供连续、综合、协调、可及的基层

卫生服务。 

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全科医学的思想、理念、服务原则、全科医学学科的核心知识和

技能、服务方式和方法等，培养学生对全科医学的兴趣，真正理解全科医学以人为中心以及防治结合

的医疗照顾新观念；懂得全科医疗服务在国家卫生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功能、地位，全科医生是高素质

的基层医生，是国家最急需的人才，医学生应初步认识到自己为满足国家和人民健康的需要负有相应

的职责；希望他们将来能认同全科医生的工作，与全科医生密切合作；更希望他们毕业后能选择全科

医疗服务、全科医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本课程为必修课，2.0 学分，教学时数为 32 学时，其中理论课 24 学时，实验课 12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全科医学、全科医疗、全科医生的基本概念；全科医疗的基本特征与原则；全科医疗与专科

医疗的区别与联系。 

2．以病人为中心照顾。 

3．SOAP 问诊。 

4．家庭生活周期、疾病周期和生命周期相关理论。 

5．家庭结构和功能与健康的关系。 

6．全科医学临床诊断思维，以问题为目标的健康照顾。 

7．COPC。 

8．临床预防服务。 

（二）基本技能 

1．全科医学接诊技巧。 

2．以病人为中心照顾的诊疗框架。 

3．BATHE 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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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庭功能评价。 

5．社区诊断。 

6．病人教育、健康咨询。 

7．健康危险因素评估。 

8．健康档案建立。 

9．心肺复苏。 

10．清创 

（三）基本素质 

了解我国卫生改革的任务与目标和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掌握全科医疗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模

式、全科医师的临床思维方式和诊疗策略。掌握生命周期保健和临床预防的原则。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 绪  论 3 － 

2 以病人为中心的照顾 3 － 

3 以家庭为单位的照顾 3 － 

4 以社区为范围的照顾 3 － 

5 以预防为导向的照顾 3 － 

6 全科医学中的临床诊断思维 3 － 

7 社区急症的全科医学处理 3 － 

8 社区康复 3 － 

9 全科医疗服务模式及服务内容  4 

10 自助健康管理  4 

11 社区健康教育  4 

合  计 24 12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全科医学、全科医疗、全科医生的基本概念；全科医疗服务在国家卫生服务体系中的

重要功能、地位，全科医疗服务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优势和发展全科医学的重要意义；全科医学学科

特点，全科医疗的基本特征与原则，全科医疗与专科医疗的区别与联系，全科医生的素质要求，全科

医生与其他专科医生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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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全科医学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全科医生的角色及在卫生保健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3．了解  全科医学的研究内容；全科医学与社区医学、替代医学、其它临床专科医学的区别与

联系；世界家庭医生组织；全科医学的教育体系和全科医生的主要培养途径；全科医学在中国大陆的

引进和发展概况。 

内容 

1．重点阐述  全科医学相关概念；全科医生与其他专科医生的区别。 

2．详细了解  全科医疗服务在国家卫生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功能、地位，全科医疗服务模式的基

本特征及其优势和发展全科医学的重要意义；全科医生的素质要求。 

3．一般介绍  全科医学的研究内容；全科医学相关组织。 

第二章  以病人为中心的照顾 

目标 

1．掌握  “以病人为中心照顾”的基本概念、基本理念；“以病人为中心”和“以疾病为中心”两种服

务模式的联系与区别；全科医生应诊的任务和以病人为中心提供服务的诊疗框架。  

2．熟悉  “以病人为中心”服务的基本原则。 

3．了解  “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临床医生诊疗关注中心的影响和转变过

程。  

内容 

1．重点阐述  医学模式、以病人为中心照顾、患病行为、疾病（Disease）、疾患（Illness）、患病

（Sickness）；全科医生应诊的任务和以病人为中心提供服务的诊疗框架。  

2．详细了解  “以病人为中心”和“以疾病为中心”两种服务模式的联系与区别；全科医生的应诊

的主要任务；以病人为中心照顾的实施（案例展示、慢性病管理框架）；以人为中心照顾模式的优缺

点。   

3．一般介绍  “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临床医生诊疗关注中心的影响和转

变过程。 

第三章  以家庭为单位的照顾 

目标 

1．掌握  家庭的定义、结构、功能、家庭生活周期的分期和划分意义、家系图的绘制和阅读。  

2．熟悉  家庭评估其他常用技术、家庭资源和家庭危机、家庭照顾。  

3．了解  家庭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  

内容 

1．重点阐述  家庭、家庭生活周期、家庭资源、家庭评估常用的技术。  

2．详细了解  家庭的结构与功能；家庭生活周期的分期和划分意义。 

3．一般介绍  家庭对健康的影响，家庭照顾。 

第四章  以社区为范围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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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掌握  社区的定义与要素；以社区为基础照顾的意义；社区卫生服务的概念；社区诊断的概

念和步骤；以社区为导向的基层医疗（COPC）的概念及实施步骤；  

2．熟悉  我国社区的基本类型，社区资源以及社区常见健康问题，社区诊断的内容。 

3．了解  社区诊断中常用定性研究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社区、社区卫生服务、以社区为导向的基层医疗（COPC）、社区诊断。 

2．详细了解  以社区为基础照顾的意义；社区常见健康问题及社区资源；社区卫生服务的概念、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的公共卫生及基本医疗服务的内容；社区导向的基层医疗（COPC）的概念及

要素、COPC 的实施程序和实施阶段；社区诊断的概念、内容和工作步骤。  

3．一般介绍  了解社区动员，社区健康项目的设计、评价，妇女、儿童和老年社区保健的主要

内容和措施。 

第五章  以预防为导向的照顾 

目标 

1．掌握  临床预防医学的概念及主要方法，周期性健康检查、疾病筛检的概念及常见疾病筛检

的方法。 

2．熟悉  全科医师开展预防工作的优势，健康促进的概念及内容。 

3．了解  与职业有关的预防保健、自我保健的基本内容及作用因素。 

内容 

1．重点阐述  三级预防、临床预防、筛检、个案发现、化学预防、周期性健康检查。  

2．详细了解  全科医生的预防医学优势；临床预防的常用方法（健康咨询、免疫接种、筛检、

个案发现、化学预防等）。  

3．一般介绍  临床预防的产生背景。  

第六章  全科医学中的临床诊断思维 

目标 

1．掌握  临床诊断思维的类型与原则、循证医学的概念。 

2．熟悉  临床资料的收集内容、临床判断的基本过程、病因的概念和因果关系成立需要满足的

证据。 

3．了解  临床诊断中概率的应用、病因研究的方法、循证医学与全科医生之间的关系。 

内容 

1．重点阐述  临床思维的两大要素；临床诊断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与过程；临床诊断思维常

用方法；以病人为中心的全人照顾的思维定式；以问题为导向的临床诊疗思维模式。  

2．详细了解  常见健康问题的诊断策略；以病人为导向的全科医学循证方法——POEMs。 

3．一般介绍  处理全科医疗问题的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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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社区急症的全科医学处理 

目标 

1．掌握  社区急症的处理原则；现场急救的原则；心肺复苏和清创；转诊和转运。 

2．熟悉  常见社区急症的分类及成因；全科医生在急症方面的基本训练；异物处理；社区急症

的防范和健康教育。 

3．了解  休克现场急救和重危过敏反应的急救。 

内容 

1．重点阐述  现场急救的原则；心肺复苏和清创；转诊和转运。 

2．详细了解  常见社区急症的分类及成因；社区急症的处理原则；异物处理；社区急症的防范

和健康教育。 

3．一般介绍  休克现场急救和重危过敏反应的急救。 

第八章  社区康复 

目标 

1．掌握  社区康复的定义、目标和原则；脑卒中、类风湿关节炎、骨折、听力言语障碍、视力

残疾社区康复的目标和康复原则。 

2．熟悉  类风湿关节炎、骨折、听力言语障碍、视力残疾的社区康复治疗手段。 

3．了解  社区康复的评定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康复的基本原则；社区康复的目标、内容和原则。 

2．详细了解  社区康复的基本技术；社区常见慢性病的康复。 

3．一般介绍  康复和社区康复的发展历史。 

五、实验教学目标与内容 

实验一  全科医疗服务模式及服务内容 

目标 

1．掌握  社区全科医生服务团队，健康档案的基本内容。 

2．熟悉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服务内容。 

3．了解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和卫生服务机构信息管理系统。 

内容 

1．全科医生接诊方式及接诊过程。 

2．全科医生服务团队的构成、职责、服务流程、技术支持和管理规范等。 

3．居民个人健康档案、家庭健康档案和社区健康档案。 

4．社区卫生服务规范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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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自助健康管理 

目标 

1．掌握  健康管理的概念和策略。 

2．熟悉  健康危险因素的评价概念和步骤。 

3．了解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应用。 

内容  

1．健康小屋——健康资助管理系统的基本原理和构成。 

2．健康危险因素的识别与评价。 

3．健康管理策略。 

实验三  社区健康教育 

目标 

1．掌握  社区健康教育计划的设计原则、步骤、实施和评价方法。 

2．熟悉  社区健康教育的技巧。 

3．了解  病人教育的方法、技巧和效果的评价。 

内容 

1．文献资料阅读与分析，目标人群和健康问题分析。 

2．小组讨论，制定健康教育计划。 

3．组织并实施健康教育，评价其效果。 

六、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的

视野，提高学生兴趣。 

4．由于教学时数所限，部分需要了解的理论教学内容由学生自学。 

5．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  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实验考核和形成性评价，进行综合评价。

学生成绩满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50%，实验考核占 20%，形成性评价占 30%。 

 

编写  丁  宇 

审校  吴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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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医学》教学大纲 

适用各专业 

 

一、课程简介 

社会医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既有自身的基本理论和内容亦与卫生管理学、预防医学、临床医学等

学科密切相关。社会医学的教学目的在于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医学观或医学模式，认识社会因素与疾病

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学会分析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对医疗卫生工作

的影响，为培养正确的医学思维模式奠定基础。  

本课程为选修课，1.0 学分，教学时数为 16 学时，其中理论课 16 学时，实验课 0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社会医学的性质和定义，掌握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和健康的概念，掌握社

会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2．掌握影响健康的主要社会因素。 

3．掌握影响健康的主要行为因素。 

4．掌握反映人群健康状况、卫生服务状况的主要指标，掌握改善社会卫生状况的主要策略和卫

生措施。 

5．掌握健康管理的概念和策略，掌握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一般步骤。 

6．掌握生命质量评价方法。 

7．掌握社区卫生服务的概念、内容、实施的意义。 

8．掌握现代社会病基本概念以及性病，包括艾滋病、自杀等的社会危险因素和社会防治措施。 

（二）基本技能 

1．掌握现代医学模式的思维方式。 

2．掌握分析社会因素与健康和疾病关系的基本思路。 

3．掌握生命质量评价、人群健康状况评价、卫生服务评价、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  

4．掌握改善慢性病、弱势人群和常见社会病的主要策略和卫生措施。   

（三）基本素质 

使未来的医疗技术人员初步建立起现代医学模式，树立整体医学和大卫生观念，以现代医学模式

指导医疗卫生实践，了解社会因素对人群健康的重要作用，了解人群健康状况及医学面临的主要卫生



 

 - 209 - 

问题，为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改善人群健康水平提供相应的知识和技能。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绪论及医学模式 2 

2 社会因素与健康 2 

3 行为心理因素与健康 2 

4 社会卫生状况与卫生策略 2 

5 健康管理与治理 2 

6 生命质量评价 2 

7 社区卫生服务 2 

8 现代社会病及其防治 2 

合  计 16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及医学模式 

目标 

1．掌握  社会医学的定义、性质、研究内容；医学模式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概念、健康

新概念、疾病谱的概念；现代医学模式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对医疗卫生工作的影响。 

2．熟悉  社会医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医学模式的演变过程及历史上的几种主要医学模式。 

3．了解  社会医学产生及发展的过程。  

内容 

1．重点阐述  社会医学的定义；社会医学研究的内容；社会卫生状况、社会因素、社会卫生策

略及措施；社会医学的性质和任务；医学模式的概念及其重要性；医学模式与医学观。 

2．详细了解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医学社会学、卫生管理学、社区医学和社区医

学的关系；医学模式的演变过程：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机械论医学模式→生物医

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现代医学模式产生对医疗卫生工作的影响。 

3．一般介绍  学习社会医学的目的和意义；历史上著名的社会医学家及其对社会医学产生和发

展的贡献。 

第二章  社会因素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健康社会因素决定论；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阶

层、居民营养、文化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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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社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社会关系、风俗习惯等社会因素与健康。 

3．了解  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的机制。 

内容 

1．重点阐述  社会因素的内涵，健康社会因素决定论。 

2．详细了解  经济因素与健康：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阶层，居民营养与健康；文化因素与健康：

文化的内涵，文化影响健康的特征，文化诸现象对健康的影响；社会生活环境与健康：社会制度、社

会关系、家庭、风俗习惯、人口发展、卫生事业发展与健康。 

3．一般介绍  城市化与健康，高科技与健康。 

第三章  行为心理因素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人格、心理压力、行为、健康相关行为、行为干预等基本概念；健康行为的观点与理

论。 

2．熟悉  认知因素与健康的关系；心理压力与健康的关系；行为和心理问题的干预策略。 

3．了解  各种场所的健康行为干预。 

内容 

1．重点阐述  基本概念或关键词：人格、心理压力、行为、健康相关行为、行为干预。 

2．详细了解  心理因素与健康：人格的概念及其与健康的关系，认知因素与健康，心理压力与

健康；行为生活方式与健康：行为、健康相关行为的概念，健康行为的生物学、心理学、行为学、社

会学观点。 

3．一般介绍  行为和心理问题的干预：行为干预的概念，个体干预和行为矫正，社会工程干预

（四 E 干预），各种场所的干预。 

第四章  社会卫生状况与卫生策略 

目标 

1．掌握  我国卫生事业的性质和卫生组织体系；初级卫生保健的概念；人群健康状况指标。 

2．熟悉  我国的社会卫生状况及面临的主要卫生问题；初级卫生保健的主要内容；医疗保健制

度；可持续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健康中国策略。 

3．了解  全球卫生状况和卫生系统架构。 

内容 

1．重点阐述  基本概念或关键词：社会卫生状况、平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

卫生政策、初级卫生保健、全球卫生战略目标。 

2．详细了解  我国的社会卫生状况及面临的主要卫生问题。人群健康状况指标：平均期望寿命、

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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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介绍  全球卫生状况和卫生系统架构。 

第五章  健康管理与治理 

目标 

1．掌握  健康管理的概念，健康危险因素及其评价的策略。 

2．熟悉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基本步骤；个体健康评价的四种类型；社区健康治理。 

3．了解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应用；慢性病的自然史。 

内容 

1．重点阐述  基本概念或关键词：健康管理、健康危险因素、健康危险因素评价、评价年龄、

增长年龄。 

2．详细了解  健康危险因素的概念、类型和特点；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概念、评价步骤及其应

用。 

3．一般介绍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应用；慢性病的自然史。 

第六章  生命质量评价 

目标 

1．掌握  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概念和内容。 

2．熟悉  生命质量评价的适用范围，常用的生命质量评价量表。 

3．了解  生命质量评价的发展历程。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命质量和生命质量评价的概念。生命质量评价的内容：生理、心理、社会适应

功能，主观判断与满意度。 

2．详细了解  生命质量评价的常用量表；生命质量评价的应用：人群健康状况、疾病负担、临

床疗效、防治重点的选择。 

3．一般介绍  生命质量评价的发展历程。 

第七章  社区卫生服务 

目标 

1．掌握  社区卫生服务的概念和原则，社区卫生服务的对象、任务和基本工作内容。 

2．熟悉  社区的概念和构成要素；社区卫生服务的组织机构及运作。 

3．了解  国内外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和运作；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现状。 

内容 

1．重点阐述  社区卫生服务的定义、原则、内容、开展的意义。 

2．详细了解  社区的概念、要素和类型；社区卫生服务的产生与发展、组织形式、筹资渠道等。 

3．一般介绍  国内外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和运作；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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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现代社会病及其防治 

目标 

1．掌握  社会病相关概念；自杀、吸毒、性传播疾病的一般预防控制措施；意外伤害的定义及

其干预理论。 

2．熟悉  现代社会病产生的原因；自杀、吸毒和性传播疾病的社会根源；精神疾病的预防和控

制措施。  

3．了解  吸毒的定义；影响车祸发生的因素、车祸的控制和预防；意外中毒类型和预防措施；

溺水的预防措施；精神疾病产生的社会根源。  

内容 

1．重点阐述  社会病的概念和自杀、性病、吸毒、意外伤害的社会根源和防治措施。 

2．详细了解  自杀、吸毒、意外伤害和性传播疾病的社会危险因素，精神疾病的社会防治措施。 

3．一般介绍  自杀、吸毒、性传播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的

视野，提高学生兴趣。 

4．由于教学时数所限，部分需要了解的理论教学内容由学生自学。 

5．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  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和形成性评价，进行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满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50%，形成性评价占 50%。 

 

                                                 编写  丁  宇  李宏彬 

                                         审校  吴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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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临床定向专业 

 

一、课程简介 

社会医学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医学问题的一门学科，它研究社会因素对个体和群体健康、疾病的

作用及其规律，制定各种社会措施，保护和增进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活动能力，提高生活质量。卫

生事业管理学是研究卫生事业发展规律的学科，它的任务是研究中国卫生事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研

究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卫生政策；研究与正确的政策相适应的组织管理和工作方法；研究中国与世界

各国卫生事业管理的经验和教训等。卫生事业管理学是保证和推动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学科，包

括对全社会的管理、对部门或者区域的管理、对组织的管理或者对专业的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

业管理学》是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密切相关、一脉相承的交叉学科。 

本课程为考查课，2.0 学分，教学时数为 32 学时，其中理论课 32 学时，实验课 0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和健康的概念。   

2．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主要研究内容。 

3．健康社会因素决定论。 

4．健康相关行为。 

5．卫生组织可持续发展理论。 

6．健康管理与健康治理，健康危险因素评价。 

7．初级卫生保健和人人享有健康。 

8．生命质量。 

9．社区卫生服务及其管理。 

10．医疗保障制度。 

11．弱势人群社会卫生服务。 

12．现代社会病及其防治。 

（二）基本技能 

1．掌握现代医学模式的思维方式。 

2．掌握分析社会因素与健康和疾病关系的基本思路。 

3．掌握生命质量评价、人群健康状况评价、卫生服务评价、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基本原理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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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4．掌握改善慢性病、弱势人群和常见社会病的主要策略和卫生措施。 

5．掌握卫生服务组织、卫生行政组织的基本架构与服务内容。 

6．掌握社区卫生服务的一般原则。 

7．掌握常用研究方法。 

（三）基本素质 

使未来的医疗技术人员初步建立起现代医学模式，树立整体医学和大卫生观念，以现代医学模式

指导医疗卫生实践，了解社会因素对人群健康的重要作用，了解人群健康状况及医学面临的主要卫生

问题，为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改善人群健康水平提供相应的知识和技能。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绪论、医学模式与健康观 2 

2 卫生组织 2 

3 社会卫生状况与社会卫生策略 2 

4 医疗保障制度 2 

5 社会因素与健康 4 

6 行为、生活方式与健康 4 

7 常用研究方法 2 

8 健康管理与健康治理 4 

9 生命质量评价 2 

10 卫生服务评价 2 

11 社区卫生服务及其管理 2 

12 弱势人群健康管理 2 

13 社会病及其防治 2 

合  计 32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医学模式与健康观 

目标 

1．掌握  社会医学的定义、性质、研究内容；医学模式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概念、健康

观、疾病谱的概念；卫生事业管理学的概念和相关理论。 

2．熟悉  医学模式的演变过程及历史上的几种主要医学模式；我国卫生事业的环境以及取得的



 

 - 215 - 

成就、存在的问题。 

3．了解  社会医学产生及发展的过程；卫生事业管理学的发展历程。 

内容 

1．重点阐述  社会医学的概念、研究内容、性质和任务；医学模式与健康观；我国卫生事业管

理的性质和方针。 

2．详细了解  医学模式的演变过程；现代医学模式产生对医疗卫生工作的影响；我国卫生事业

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 

3．一般介绍  学习社会医学的目的和意义；历史上著名的社会医学家及其对社会医学产生和发

展的贡献；卫生事业管理学的发展历程和学习卫生管理学的意义。 

第二章  卫生组织 

目标 

1．掌握  卫生组织体系的概念和类型；我国卫生服务组织体系的职能分类和城乡设置差异；卫

生组织结构设计原则。 

2．熟悉  组织的特点与类型，卫生组织治理结构，组织变革动因。 

3．了解  卫生组织的绩效管理，我国卫生组织发展趋势。 

内容 

1．重点阐述  卫生组织体系的概念和类型；我国卫生服务组织体系的职能分类和城乡设置差异。 

2．详细了解  组织及卫生组织的概念和类型，卫生服务组织，卫生组织体系机构设计的原则，

卫生组织治理结构，卫生组织变革的动因。 

3．一般介绍  卫生组织绩效管理。 

第三章  社会卫生状况与社会卫生策略 

目标 

1．掌握  初级卫生保健的概念；人群健康状况指标。 

2．熟悉  我国的社会卫生状况及面临的主要卫生问题；初级卫生保健的主要内容；医疗保健制

度；可持续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健康中国策略。 

3．了解  全球卫生状况。 

内容 

1．重点阐述  基本概念或关键词：社会卫生状况、平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

卫生政策、初级卫生保健、全球卫生战略目标。 

2．详细了解  我国的社会卫生状况及面临的主要卫生问题。人群健康状况指标：平均期望寿命、

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 

3．一般介绍  全球卫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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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医疗保障制度 

目标 

1．掌握  医疗保障制度概念，医疗保障体系构成，医疗保障制度的基本模式。 

2．熟悉  医疗保障制度筹资与支付方式；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基本内容、存在的问题。 

3．了解  发达国家和地区医疗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与发展

的历程。 

内容 

1．重点阐述  医疗保障制度的概念、体系构成和基本模式。 

2．详细了解  医疗保障制度筹资与支付方式，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基本内容、存在的问题。 

3．一般介绍  发达国家和地区医疗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 

第五章  社会因素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健康社会因素决定论；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阶

层、居民营养、文化与健康。 

2．熟悉  社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社会关系、风俗习惯等与健康。 

3．了解  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的机制。 

内容 

1．重点阐述  社会因素的内涵，健康社会因素决定论。 

2．详细了解  经济因素与健康：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阶层，居民营养与健康；文化因素与健康：

文化的内涵，文化影响健康的特征，文化诸现象对健康的影响；社会生活环境与健康：社会制度、社

会关系、家庭、风俗习惯、人口发展、卫生事业发展与健康。 

3．一般介绍  城市化与健康，高科技与健康。 

第六章  行为、生活方式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行为生活方式问题干预。 

2．熟悉  行为、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健康相关行为相关理论；烟草流行与控制。 

3．了解  行为、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 

内容 

1．重点阐述  健康相关行为，行为生活方式问题干预。 

2．详细了解  吸烟、运动与健康。 

3．一般介绍  酗酒、不良性行为和求医、遵医行为与健康。 

第七章  常用研究方法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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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程序；问卷设计。 

2．熟悉  常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 

3．了解  资料分析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程序；问卷设计过程。 

2．详细了解  定性研究：深入访谈法、专题小组讨论法、选题小组讨论法、观察法、德尔菲法

等；定量研究：访谈法、自填法。 

3．一般介绍  定量资料和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一般思路；SWOT 分析法，利益相关者分析法，

PEST 法，投入-产出分析法，综合指数法，层次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关键路径法，循证政策分析，

Topsis 法和 POWER SWOT 分析法等。 

第八章  健康管理与健康治理 

目标 

1．掌握  健康管理的概念，健康危险因素及其评价的策略。 

2．熟悉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基本步骤；个体健康评价的四种类型；社区健康治理。 

3．了解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应用；慢性病的自然史。 

内容 

1．重点阐述  基本概念或关键词：健康管理、健康危险因素、健康危险因素评价、评价年龄、

增长年龄。 

2．详细了解  健康危险因素的概念、类型和特点；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概念，评价步骤及其应

用。 

3．一般介绍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应用；慢性病的自然史。 

第九章  生命质量评价 

目标 

1．掌握  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概念和内容。 

2．熟悉  生命质量评价的适用范围，常用的生命质量评价量表。 

3．了解  生命质量评价的发展历程。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命质量和生命质量评价的概念。生命质量评价的内容：生理、心理、社会适应

功能，主观判断与满意度。 

2．详细了解  生命质量评价的常用量表；生命质量评价的应用：人群健康状况、疾病负担、临

床疗效、防治重点的选择。 

3．一般介绍  生命质量评价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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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卫生服务评价 

目标 

1．掌握  卫生服务需要、需求和利用；卫生人力资源。 

2．熟悉  卫生服务研究分类、方法和内容；卫生费用；卫生综合评价。 

3．了解  影响卫生服务需要和利用的因素。 

内容 

1．重点阐述  卫生服务需要、需求和利用的概念、指标；卫生人力规划。 

2．详细了解  卫生服务研究的常用方法、内容；卫生费用；卫生综合评价的内容、综合评价。 

3．一般介绍  全国卫生服务研究概况，影响卫生服务需要和利用的因素：人口、经济、文化、

卫生服务、医疗保障、地理气候、行为心理、婚姻与家庭等。 

第十一章  社区卫生服务及其管理 

目标 

1．掌握  社区卫生服务的概念和原则，社区卫生服务的对象、任务和基本工作内容。 

2．熟悉  社区的概念和构成要素；社区卫生服务的组织机构及运作。 

3．了解  国内外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和运作；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现状。 

内容 

1．重点阐述  社区卫生服务的定义、原则、内容、开展的意义。 

2．详细了解  社区的概念、要素和类型；社区卫生服务的产生与发展、组织形式、筹资渠道等。 

3．一般介绍  国内外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和运作；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现状。 

第十二章  弱势人群健康管理 

目标 

1．掌握  弱势人群分类；妇幼保健管理；老年人保健内容和老年人保健服务。 

2．熟悉  留守儿童的社会保健；残疾预防与康复。 

3．了解  流动人口卫生服务。 

内容 

1．重点阐述  妇幼健康管理。 

2．详细了解  妇幼卫生服务需求、供给情况，影响妇幼健康的社会因素，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的主要社会措施；解决留守儿童的主要社会措施；老年人保健；残疾问题主要策略，残疾人基层预防

与康复。 

3．一般介绍  流动人口健康问题和卫生服务策略。 

第十三章  社会病及其防治 

目标 

1．掌握  社会病相关概念；自杀、吸毒、性传播疾病的一般预防控制措施；意外伤害的定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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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干预理论。 

2．熟悉  现代社会病产生的原因；自杀、吸毒和性传播疾病的社会根源；精神疾病的预防和控

制措施。  

3．了解  吸毒的定义；影响车祸发生的因素、车祸的控制和预防；意外中毒类型和预防措施；

溺水的预防措施；精神疾病产生的社会根源。  

内容 

1．重点阐述  社会病的概念和自杀、性病、吸毒、意外伤害的社会根源和防治措施。 

2．详细了解  自杀、吸毒、意外伤害和性传播疾病的社会危险因素，精神疾病的社会防治措施。 

3．一般介绍  自杀、吸毒、性传播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的

视野，提高学生兴趣。 

4．由于教学时数所限，部分需要了解的理论教学内容由学生自学。 

5．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  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和形成性评价，进行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满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50%，形成性评价占 50%。 

 

 

                                                 编写  丁  宇  李宏彬 

                                         审校  吴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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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理化检验》教学大纲 

适用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空气理化检验（physical and chemical analysis for air）是高等医药院校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重要

的专业课程。其主要任务是获取化学性、物理性空气污染物质的种类、迁移、演化和组成信息。与其

他理化检验课程相比较，由于空气、空气污染物的不同特征，空气理化检验形成了独特而完整的采样、

检测理论和技术。  

《空气理化检验》是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知识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和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要求学生能够结合实际，运用空气理化检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从事空气理化检验相关的实际工作、

以及教学和科研工作，并为进一步钻研、提高奠定基础。 

本课程为必修课，2.5 学分，教学时数为 70 学时，其中理论 30 学时，实验 40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空气理化检验的目的首先应是保护人群健康； 

2．空气自然环境物理因素的测定； 

3．颗粒物的测定； 

4．无机污染物的测定； 

5．有机污染物的测定； 

6．空气污染物的快速测定； 

（二）基本技能 

培养学生应用理化检验手段，查明空气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来源、种类、数量、迁移、转化和消长

规律的基本技能，具体内容包括  

（1）选择适合的试剂仪器对空气污染物进行采样； 

（2）应用国家检验标准方法对空气污染物进行前处理及检测分析； 

（3）科学地对检测分析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和结果评价； 

（4）应用实验室质量控制方法，保证检测结果准确可靠。 

（三）基本素质 

1．树立学生在空气污染物检测工作方面的正确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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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够结合实际，运用本学科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从事空气理化检验的相关工作； 

3．通过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脚踏实地、独立分析和解决学科所面临基本问题的能力。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内容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 空气理化检验概论 3 5 

2 空气样品的采集 3 － 

3 空气物理性参数的测定 3 5 

4 空气检验的质量保证 4 － 

5 空气中颗粒物的测定 5 15 

6 空气中无机污染物的测定 4 5 

7 空气中有机污染物的测定 5 10 

8 空气中有毒物质的快速测定 3 － 

合    计 30 40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空气理化检验概论 

目标 

1．掌握  空气理化检验的意义、基本任务和分类；空气质量指数的意义、计算；空气污染物的

存在状态，空气中污染物浓度的表示方法。 

2．熟悉  空气理化检验的主要内容；空气污染物的来源及分类；空气中有害物质的卫生标准。 

3．了解  空气理化检验的基本步骤、发展趋势；空气的组成成分、空气污染、空气污染的危害。 

内容 

1．重点阐述  空气理化检验的意义、基本任务和分类；空气质量指数的意义、计算及分级；空

气污染物的存在状态、空气体积的计算与换算、空气中污染物浓度的表示方法。 

2．详细了解  空气理化检验的主要内容；空气污染物的来源、分类；空气中有害物质卫生标准。 

3．一般介绍  空气理化检验的基本步骤、发展趋势；空气的组成成分、空气污染、空气污染的

危害；影响全球环境的主要问题；一次污染物和二次污染物。 

第二章  空气样品的采集 

目标 

1．掌握  气态污染物、气溶胶污染物的采样方法；最小采气量、采样效率及其评价方法、影响

采样效率的主要因素。 

2．熟悉  采样点的选择；气态和气溶胶两种状态污染物同时采样的方法；采样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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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自动化采样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直接采样法、浓缩采样法的适用范围和优缺点；多孔玻板吸收法；穿透容量、最

小采气量的定义和测定方法；滤料采样法、冲击式吸收管采样法采集气溶胶污染物；最小采气量、采

样效率及其评价方法、影响采样效率的主要因素。 

2．详细了解  环境、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空气样品采样点的布设原则和布设方法；溶液

吸收法的原理、提高溶液吸收法采样效率的方法；固体填充柱采样法；静电沉降法采集气溶胶污染物；

浸渍滤料法、泡沫塑料采样法、多层滤料采样法、环形扩散管和滤料组合采样法同时采集气态和气溶

胶两种状态污染物；现场采样仪器的组成及连接顺序；常用的流量计及主要用途。 

3．一般介绍  低温冷凝浓缩法和无动力采样法。 

第三章  空气物理性参数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气温、气压、气湿、气流的测定方法。 

2．熟悉  测定点和测定时间的选择；室内新风量的测定方法及换气率的测定。 

3．了解  空气物理性参数测定的卫生学意义；温度计的校正。 

内容 

1．重点阐述  气温的主要测定方法和原理；空盒气压表、动槽式水银气压计测定气压的方法；

示踪气体法测定新风量的步骤。 

2．详细了解  空气物理性参数测定点和测定时间的选择；气湿的相关概念，通风温湿度计测定

气湿的方法；翼状风速计、热球式电风速计的测定原理；换气率的概念及其计算方法。 

3．一般介绍  空气物理性参数测定的意义；温度计的校正方法。 

第四章  空气检验的质量保证 

目标 

1．掌握  标准气体的配制方法；实验室内质量控制。 

2．熟悉  采样的质量保证措施；采样仪器的检验和校正。 

3．了解  气体标准物质；实验室间质量评价。 

内容 

1．重点阐述  大瓶配气法，渗透管法配气的原理及方法；流量计的校准；质量控制图的绘制步

骤及其使用方法。 

2．详细了解  采样的质量保证措施。 

3．一般介绍  气体标准物质的概念、基本特性、命名及用途；注射器、塑料袋、高压钢瓶配气

法；气体渗透瓶法、液体渗透法、气体扩散法、饱和蒸气法等配气方法；实验室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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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空气中颗粒物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空气颗粒物粒径表示方法和粒度分布；PM10、PM2．5手工分析方法；TSP的测定；总粉

尘浓度、粉尘分散度、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原理和方法。 

2．熟悉  PM10、PM2．5自动分析方法；灰尘自然沉降量的测定。 

3．了解  空气颗粒物的来源、化学成分、分类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了解降尘成分分析；生产

性粉尘的来源、分类、理化性质及其卫生学意义；颗粒物中水溶性离子组分、金属元素的测定。 

内容 

1．重点阐述  质量中值直径的含义及其卫生学意义；重量法测定PM10、PM2．5、TSP的原理和方

法；滤膜重量法测定总粉尘浓度的原理和方法；滤膜溶解涂片法测定粉尘分散度的原理和方法；焦磷

酸重量法测定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原理和方法。 

2．详细了解  灰尘自然沉降量的测定的原理和方法；自然沉降法测定粉尘分散度的原理和方法。 

3．一般介绍  空气颗粒物的来源、化学成分、分类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光散射法、微量振荡

天平法和β射线法测定PM10和PM2．5的方法；降尘成分分析的原理和方法；生产性粉尘的来源、分类、

理化性质及其对采样方法选择的影响；碱熔钼蓝光度法测定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原理和方

法。 

第六章  空气中无机污染物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空气中不同无机污染物的样品采集方法，卫生标准和国家标准的测定方法。 

2．了解  空气中不同无机污染物的理化性质、污染来源及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内容 

1．重点阐述  空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臭氧、硫化物及硫酸盐

化速率的测定、氟及其化合物、氰化氢和氰化物、铅、汞、锰、镉等不同无机污染物的样品采集方法，

卫生标准及其国家标准的测定方法。 

2．一般介绍  空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臭氧、硫化物及硫酸盐

化速率的测定、氟及其化合物、氰化氢和氰化物、铅、汞、锰、镉等不同无机污染物的理化性质、污

染来源分类及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第七章  空气中有机污染物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空气中不同有机污染物的样品采集方法，卫生标准和国家标准的测定方法。 

2．了解  空气中不同有机污染物的理化性质、污染来源及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内容 

1．重点阐述  空气中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苯并[a]芘、总烃和非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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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有机磷农药、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液化石油气等不同有机污染物的样品采集方法，卫生标准及其

国家标准的测定方法。 

2．一般介绍  空气中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苯并[a]芘、总烃和非甲烷

烃、有机磷农药、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液化石油气等不同有机污染物的理化性质、污染来源及对人体

健康的危害。 

第八章  空气中有毒物质的快速测定 

目标 

1．掌握  空气中有毒物质快速测定的定义和意义；空气中有毒物质快速测定方法的分类；空气

中有毒物质简易比色法、检气管法和便携式仪器测定法。 

2．了解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 

内容 

1．重点阐述  空气中有毒物质快速测定的定义和分类；空气中有毒物质简易比色法原理和应用

（试纸法和溶液法）；空气中有毒物质检气管法原理、种类和影响因素；便携式仪器测定法的分类和

原理。 

2．一般介绍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仪器和运行方式。 

 

五、实验教学目标与内容 

实验一 空气物理性参数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气温、气压、气湿和风速常用测定仪器的测定原理，噪声、电磁辐射常用测定仪器的

使用方法。 

2．熟悉  气温、气压、气湿和风速的测定方法。 

3．了解  气温、气压、气湿和风速测定的注意事项及其对空气中污染物的浓度、扩散、稀释等

可能产生的影响。 

内容 

1．气温的测定。 

2．气压的测定。 

3．气湿的测定。 

4．风速的测定。 

5．噪声的测定。 

6．电磁辐射的测定。 

实验二 工作场所空气中总粉尘浓度的测定——重量法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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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滤膜重量法测定空气中总粉尘浓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熟悉  实验操作步骤和粉尘采样器的使用。 

3．了解  滤膜重量法测定空气中总粉尘浓度的卫生学意义和实验注意事项。 

内容 

1．粉尘采样。 

2．重量法测定总粉尘浓度。 

实验三 工作场所中粉尘分散度的测定——滤膜溶解涂片法 

目标 

1．掌握  滤膜溶解涂片法测定粉尘分散度的原理和方法。 

2．熟悉  目镜测微尺及物镜测微尺的使用方法。 

3．了解  测定粉尘分散度的卫生学意义。 

内容 

1．标定目镜测微尺。 

2．滤膜溶解涂片法测定粉尘分散度。 

实验四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游离二氧化硅的测定——焦磷酸质量法 

目标 

1．掌握  焦磷酸质量法测定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熟悉  样品处理的方法和步骤。 

3．了解  测定粉尘游离二氧化硅的卫生学意义。 

内容 

1．采集样品。 

2．焦磷酸质量法测定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的含量。 

实验五 空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空气中氮氧化物测定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熟悉  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同时测定的方法和步骤。 

3．了解  测定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的卫生学意义。 

内容 

1．溶液吸收大气采样实验仪器连接和测定。 

2．空气中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的计算。 

实验六 空气中苯并芘的测定 

目标 

1．了解  空气中苯并芘的采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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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  索氏提取、超声提取、旋转蒸发、常压浓缩的操作方法。 

3．熟悉  氧化铝吸附净化和气相色谱仪器的操作。 

内容 

1．样品的采集和前处理过程。 

2．分析方法的质量控制。 

实验七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目标 

1．掌握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的方法和程序。 

2．熟悉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因子的监测。 

内容 

1．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调查。 

2．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六、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以教学内容的重点为线索，延伸、拓展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扩大学生的视野；明确教学内容

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建立不同内容间的有机联系。 

3．合理选择使用演示法、讨论法、问题教学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等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综

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4．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采用形成性评价。依据教学大纲进行期末理论考试作为理论成绩；采用观察、

提问、讨论、撰写小论文、制作 PPT 讲解等多种形式进行平时考核作为平时成绩；实验课实际操作情

况及实验报告作为实验成绩。学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理论成绩占 50%，平时成绩占 20%，实验成绩

占 30%。 

 

                                                   编写  谷玉梅   

审校  杨中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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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材料检验》教学大纲 

适用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生物材料检验》是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开设的专业教育课之一，是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学

生的必修考试课程。本课程的目的是通过对生物材料中某些成分的测定，来了解机体接触毒物的情况

以及毒物进入机体所造成的危害，为职业中毒诊断和疗效观察提供参考指标，也可通过对机体正常组

分的含量测定为地方病诊断和检查青少年生长发育状况提供依据。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熟悉常用仪器分析方法，掌握生物材料的选择、收集、保存及样品

的预处理方法及生物材料中无机毒物、有机毒物及代谢产物的检验方法。 

本课程共计 70 学时，其中理论课 30 学时，实验课 40 学时，共计 4.0 学分。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  生物材料检验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常见有毒有害物质、微量元素及营养素的生物

监测指标；生物样品中重要毒物、微量元素和营养素的原形、代谢产物及生物学效应指标的检验原理

及方法。 

2．熟悉  常见有毒有害物质、微量元素及营养素的理化性质。 

3．了解  常见有毒有害物质、微量元素及营养素进入机体后的生物转化及代谢过程。 

（二）基本技能 

1．掌握  生物材料的采集、运输和保存方法；重要生物监测指标的检验方法及技能； 

2．熟悉  生物材料检验中常用仪器（原子吸收光谱仪、分光光度计、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

谱仪等）的使用和维护。 

（三）基本素质 

1．夯实学生生物材料检验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2．树立学生在生物材料检验工作方面的正确观点。 

3．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操作能力、实验安全意识、实验室卫生习惯和实事求是的科研作风，使

其能够结合实际，运用本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从事生物材料检验相关工作。 

4．通过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脚踏实地、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应变

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等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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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 绪论 3 － 

2 生物材料检验样品的采集、保存和预处理 3 － 

3 生物材料检验质量控制 自学 － 

4 金属与类金属元素的测定 3 15 

5 非金属化合物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 3 － 

6 维生素的测定 3 － 

7 芳香烃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 3 10 

8 芳香族硝基和氨基化合物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 2 － 

9 卤代烃化合物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 2 － 

10 农药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 3 10 

11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 3 － 

12 其他有机毒物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 2 5 

合计 30 40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生物材料检验、生物监测和生物标志物的基本概念、分类及其相互联系；生物材料检

验方法的一般要求；正常参考值和生物接触限值的意义。 

2．熟悉  毒物代谢一般机制和排泄途径；生物材料检验指标选择的基本要求及检验指标的分类。 

3．了解  正常参考值和生物接触限值的制定；生物材料检验研究进展。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物材料、生物材料检验、生物监测、生物标志物、生物转化、混合呼出气、终

末呼出气、血/气分配系数的意义；生物材料检验指标选择的基本要求及分类；正常参考值和生物接

触限值的含义以及作用。 

2．详细了解  生物标志物的分类及其相互联系；生物材料检验对分析方法的要求以及检验结果

的评价。 

3．一般介绍  生物材料检验方法的一般要求；毒物代谢一般机制和排泄途径；正常参考值和生

物接触限值制定的方法；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及生物材料检验技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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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物材料检验样品的采集、保存和预处理 

目标 

1．掌握  生物材料样品的特点；血样、尿样、发样和呼出气等生物材料样品采集的基本方法和

注意事项；尿样的校正方法。 

2．熟悉  常用生物材料样品预处理方法及及其原理。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物材料样品的种类及其特点；血样、尿样、发样和呼出气等生物材料样品采集、

运输和保存的一般要求、基本方法和注意事项；尿样的比重校正法和肌酐校正法。 

2．详细了解  生物材料样品预处理的基本要求；常用生物材料检验样品的预处理方法及其原理。 

3．一般介绍  取样分析原则。 

第三章  生物材料检验质量控制——自学 

第四章  金属与类金属元素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生物材料中必需微量元素和常见重金属元素测定的样品采集、处理及测定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及在测定过程中注意事项。 

2．熟悉  生物材料中必需微量元素和常见重金属元素的人体暴露途径和危害；生物材料中必需

微量元素和常见重金属元素的代谢途径和生物监测指标。 

3．了解  生物材料中必需微量元素和常见重金属元素的理化性质。 

内容 

1．重点阐述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血清中铜、铁、锌、钙、镁的原理、方法及注意事

项；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血、尿中铅和镉的原理、方法及注意事项；氯化亚锡还原-冷原

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尿中汞的原理、方法及注意事项。 

2．详细了解  铜、铁、锌、钙、镁、铅、镉、汞、硒、砷的人体暴露途径和危害；氢化物发生-

原子荧光光度法测定尿、血、发中汞、硒和砷的原理、方法及注意事项。 

3．一般介绍  铜、铁、锌、钙、镁、铅、镉、汞、硒、砷的理化性质；氢化物发生-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测定尿、血和发中硒。 

第五章  非金属化合物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一氧化碳、二硫化碳、碘和氟等非金属化合物及其代谢产物的代谢途径和生物监测指

标；一氧化碳、二硫化碳、碘和氟等非金属化合物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原理及在测定过程中注意事项。 

2．熟悉  一氧化碳、二硫化碳、碘和氟等非金属化合物及其代谢产物的人体暴露途径和危害。 

3．了解  一氧化碳、二硫化碳、碘和氟等非金属化合物及其代谢产物的理化性质及其监测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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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一氧化碳、二硫化碳、碘和氟等非金属化合物及其代谢产物的代谢途径和生物监

测指标；分光光度法测定血中碳氧血红蛋白；砷铈催化分光光度法测定血清和尿中碘；吡啶-巴比妥

酸分光光度法测定尿中硫氰酸盐。 

2．详细了解  一氧化碳、二硫化碳、碘和氟等非金属化合物及其代谢产物的人体暴露途径和危

害；氢氧化钠法测定血中碳氧血红蛋白；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尿中TTCA；吡啶-吡唑酮分光光度法测

定血清中氰化物。 

3．一般介绍  一氧化碳、二硫化碳、碘和氟等非金属化合物及其代谢产物的理化性质及其监测

的意义；呼出气中一氧化碳的测定；气相色谱法测定呼出气中二硫化碳；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血清和

尿中碘；氟离子选择电极测定尿氟。 

第六章  维生素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维生素的概念及分类；维生素 A、D、E、K、B1、B2、C 的生物监测指标及意义；维

生素 A、D、E、K、B1、B2、C 生物监测指标的主要测定方法及其原理、主要步骤和注意事项；负荷

实验的原理、程序和应用。 

2．熟悉  维生素 A、D、E、K、B1、B2、C 的重要理化性质及代谢途径。 

3．了解  维生素 A、D、E、K、B1、B2、C 的食物来源、缺乏及过量症状。 

内容 

1．重点阐述  维生素的概念及分类；维生素A、D、E、K、B1、B2、C的生物监测指标及意义；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血清中的视黄醇和β-胡萝卜素；微量荧光法测定血清中的视黄醇；荧光光度法测

定尿中的硫胺素；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血样中的硫胺素；2，4-二硝基苯肼分光光度法测定血清（浆）

中的维生素C；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淋巴细胞中总维生素C；负荷实验的原理、程序和应用。 

2．详细了解  维生素 A、D、E、K、B1、B2、C 的重要理化性质及代谢途径；高效液相色谱-二

级质谱法测定血清中的 25（OH）D2和 25（OH）D3；高效液相色谱-紫外光谱法测定全血中的维生素

E；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尿中核黄素；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血清（浆）中的维生素 C。 

3．一般介绍  维生素A、D、E、K、B1、B2、C的食物来源，缺乏及过量症状；放射免疫法测定

血清中的25（OH）D；毛细管电泳-紫外光度法测定血清中的VK1、VK2；高效液相色谱-荧光光度法

测定血清中的VK1；二硝基苯肼分光光度法、邻苯二胺荧光光度法以及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尿中的维

生素C。 

第七章  芳香烃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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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和多环芳烃的生物监测指标；苯、甲苯、二甲苯、

乙苯、苯乙烯和多环芳烃生物监测指标主要测定方法的原理、基本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2．熟悉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和多环芳烃的理化性质；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苯乙烯和多环芳烃的生物监测指标样品的采集和处理方法。 

3．了解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和多环芳烃的代谢情况。 

内容 

1．重点阐述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和多环芳烃的生物监测指标；气相色谱法测定

呼出气中苯；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尿中马尿酸和甲基马尿酸。 

2．详细了解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和多环芳烃的理化性质；苯、甲苯、二甲苯、

乙苯、苯乙烯和多环芳烃生物监测指标样品的采集和处理方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尿中黏糠酸和苯

巯基尿酸；4-氨基安替比林法和气相色谱法测定尿中酚；气相色谱法测定呼出气中甲苯和二甲苯；高

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尿中1-羟基芘。 

3．一般介绍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和多环芳烃的代谢情况；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测定呼出气中甲苯和二甲苯；分光光度法和气相色谱法测定尿中马尿酸和甲基马尿酸；气相色谱法测

定呼出气中乙苯；气相色谱法测定呼出气中苯乙烯；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尿中苯乙醇酸和苯乙醛酸；

同步荧光测定法测定尿中1-羟基芘。 

第八章  芳香族硝基和氨基化合物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苯胺、联苯胺、硝基苯和三硝基甲苯的生物监测指标；苯胺、联苯胺、硝基苯和三硝

基甲苯生物监测指标的主要测定方法的原理、基本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2．熟悉  苯胺、联苯胺、硝基苯和三硝基甲苯的人体暴露途径和危害。 

3．了解  苯胺、联苯胺、硝基苯和三硝基甲苯的重要理化性质和检测的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苯胺、联苯胺、硝基苯和三硝基甲苯的生物监测指标；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测定尿中对氨基苯酚；邻甲酚分光光度法测定尿中对硝基酚；竞争性抑制酶联免疫法测定血中4A-Hb。 

2．详细了解  苯胺、联苯胺、硝基苯和三硝基甲苯的人体暴露途径和危害；高效液相色谱法测

定尿中对氨基苯酚；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尿中对硝基酚。 

3．一般介绍  苯胺、联苯胺、硝基苯和三硝基甲苯的重要理化性质；苯胺、联苯胺、硝基苯和

三硝基甲苯检测的意义；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法测定尿中苯胺和联苯胺；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TNT

及五种代谢产物；气相色谱法测定尿中2，6-二硝基-4-氨基甲苯（4A）；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TNT和2，

6-二硝基-4-氨基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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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卤代烃化合物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卤代烃化合物的分类；氯乙烯、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二氯乙烷的生物监测指标及主

要检测方法。 

2．熟悉  氯乙烯终末呼出气的采集方法。 

3．了解  氯苯、二氯苯、三氯苯在生物体内的代谢过程及生物监测指标。 

内容 

1．重点阐述  卤代烃化合物的分类；氯乙烯、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二氯乙烷的生物监测指标；

气相色谱法测定呼出气中氯乙烯和尿中硫代二乙酸；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尿中三氯乙酸和三氯乙醇；

气相色谱法和离子色谱法测定血中氯乙酸。 

2．详细了解  氯乙烯终末呼出气的采集方法；气相色谱法测定呼出气中三氯乙烯或四氯乙烯；

气相色谱法测定呼出气中1，2-二氯乙烷；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尿中二氯乙烷。 

3．一般介绍  氯苯、二氯苯、三氯苯在生物体内的代谢过程及生物监测指标。 

4．自学  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和热解吸-气相色谱法测定呼出气中氯苯；酸解-高效液相色

谱法和酶解-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尿中4-氯邻苯二酚和4-氯酚；气相色谱法测定尿液和血液中对二氯苯

和2，5-二氯苯酚；气相色谱法和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测定尿中2，3，5-三氯酚和2，4，5-三氯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测定尿中3-溴酚和4-溴酚。 

第十章  农药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农药的概念及分类；有机磷类、有机氯类、氨基甲酸酯类、拟除虫菊酯类及其他农药

（百草枯、杀虫脒）的主要生物监测指标；有机氯农药监测的生物材料样品；有机磷类、有机氯类、

氨基甲酸酯类、拟除虫菊酯类及其他农药（百草枯、杀虫脒）主要生物监测指标的主要测定方法的原

理、基本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2．熟悉  有机磷类、有机氯类、氨基甲酸酯类、拟除虫菊酯类及其他农药（百草枯、杀虫脒）

进入机体的主要途径、体内代谢过程及毒作用。 

3．了解  有机磷类、有机氯类、氨基甲酸酯类、拟除虫菊酯类及其他农药（百草枯、杀虫脒）

的理化性质。 

内容 

1．重点阐述  农药的概念及分类；有机磷类、有机氯类、氨基甲酸酯类、拟除虫菊酯类及其他

农药（百草枯、杀虫脒）的主要生物监测指标；有机氯农药监测的生物材料样品；三氯化铁分光光度

法和DTNB光度法测定全血胆碱酯酶活性；气相色谱法测定血清中的六六六和DDT；液相色谱-串联质

谱法测定血浆中三种氨基甲酸酯类农药；重氮-偶合分光光度法测定血和尿中杀虫脒和对氯邻甲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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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详细了解  有机磷类、有机氯类、氨基甲酸酯类、拟除虫菊酯类及其他农药（百草枯、杀虫

脒）进入机体的主要途径、体内代谢过程及毒作用；气相色谱法测定血浆中有机磷农药；气相色谱-

质谱法和液相-串联质谱法测定尿中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代谢产物；分光光度法和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法

测定血和尿中百草枯。 

3．一般介绍  有机磷类、有机氯类、氨基甲酸酯类、拟除虫菊酯类及其他农药（百草枯、杀虫

脒）的理化性质；气相色谱法测定血和尿中杀虫脒和对氯邻甲苯胺。 

4．自学  衍生-色谱法测定尿中二烷基磷酸酯。 

第十一章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定义和组成；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定义、特性及分类；邻苯二甲

酸酯类化合物、烷基酚类化合物、双酚类化合物、二噁英、多氯联苯和多溴联苯等化合物及其代谢产

物的生物监测指标；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烷基酚类化合物、双酚类化合物、二噁英、多氯联苯和

多溴联苯等化合物的主要生物监测指标的主要测定方法的原理、基本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2．熟悉  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烷基酚类化合物、双酚类化合物、二噁英、多氯联苯和多溴

联苯等化合物的人体暴露途径和危害；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烷基酚类化合物、双酚类化合物、二

噁英、多氯联苯和多溴联苯等化合物的代谢途径。 

3．了解  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烷基酚类化合物、双酚类化合物、二噁英、多氯联苯和多溴

联苯等化合物的理化性质和检测的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定义和组成；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定义、特性及分类；邻苯

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烷基酚类化合物、双酚类化合物、二噁英、多氯联苯和多溴联苯等化合物及其代

谢产物的生物监测指标；气相色谱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血清中DEHP、DBP和DOP；高效液相色

谱-荧光法和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尿样中烷基酚；母乳和血液中二噁英的提取方法；高分

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联用技术测定母乳中二噁英；气相色谱法测定血浆中多氯联苯。 

2．详细了解  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烷基酚类化合物、双酚类化合物、二噁英、多氯联苯和

多溴联苯等化合物的人体暴露途径和危害及代谢途径；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和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测定血清中DEHP、DBP和DOP；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血液中羟基多氯联苯。 

3．一般介绍  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烷基酚类化合物、双酚类化合物、二噁英、多氯联苯和

多溴联苯等化合物的理化性质和检测的意义；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液相色谱法和液相色谱-质谱联

用法测定尿液中DEHP和DBP；高效液相色谱法和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血清中双酚A。 

4．自学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和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尿中双酚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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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其他有机毒物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五氯酚、甲醇、乙醇、丙酮、正己烷、尼古丁、毒鼠强和氟乙酰胺的生物监测指标；

五氯酚、甲醇、乙醇、丙酮、正己烷、尼古丁、毒鼠强和氟乙酰胺主要生物监测指标的主要测定方法

的原理、基本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2．熟悉  五氯酚、甲醇、乙醇、丙酮、正己烷、尼古丁、毒鼠强和氟乙酰胺的理化性质、生物

监测指标的样品采集与处理的方法；气相色谱法常用的衍生试剂如重氮甲烷、五氟苄基溴和乙酸酐的

应用及注意事项。 

3．了解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测定血浆中丙酮；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尿中2，5-己二酮。 

内容 

1．重点阐述  五氯酚、甲醇、乙醇、丙酮、正己烷、尼古丁、毒鼠强和氟乙酰胺的生物监测指

标；气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和亚甲蓝分光光度法测定尿中五氯酚；

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尿和血中的甲醇或甲酸；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尿和血中乙醇和乙醛；气相色谱法

测定呼出气中丙酮；气相色谱法测定尿中2，5-己二酮。 

2．详细了解  五氯酚、甲醇、乙醇、丙酮、正己烷、尼古丁、毒鼠强和氟乙酰胺的理化性质；

五氯酚、甲醇、乙醇、丙酮、正己烷、尼古丁、毒鼠强和氟乙酰胺的生物监测指标的样品采集与处理

的方法；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测定尿和血中乙醇和乙醛；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尿和血中丙酮；气相色

谱法测定呼出气中正己烷；气相色谱法常用的衍生试剂如重氮甲烷、五氟苄基溴和乙酸酐的应用及注

意事项。 

3．一般介绍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测定血浆中丙酮；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尿中2，5-己二酮。 

4．自学  气相色谱-质谱法和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测定尿中尼古丁和可替宁；气相色谱-质谱法

测定血液中毒鼠强；气相色谱法和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血和尿中氟乙酸。 

五、实验教学目标与内容 

实验一 血清中锌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目标 

1．掌握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血清中锌的原理和方法。 

2．熟悉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使用。 

3．了解  血清样品的采集和处理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血清中锌的原理和方法； 

2．详细了解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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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介绍  血清样品的采集和处理方法。 

实验二 血中铅的测定——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法 

目标 

1．掌握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血铅的原理及条件优化方法。 

2．熟悉  石墨炉基本构造和工作原理。 

3．了解  血铅测定的卫生学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血铅的原理及条件优化方法。 

2．详细了解  石墨炉基本构造和工作原理。 

3．一般介绍  血铅测定的卫生学意义。 

实验三 分光光度法测定尿中 δ-氨基乙酰丙酸 

目标 

1．掌握  乙酸乙酯萃取-对二甲氨基苯甲醛比色法测定δ-氨基乙酰丙酸的原理和方法。 

2．了解  尿中δ-氨基乙酰丙酸测定的卫生学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乙酸乙酯萃取-对二甲氨基苯甲醛比色法测定δ-氨基乙酰丙酸的原理和方法。 

2．一般介绍  尿中δ-氨基乙酰丙酸测定的卫生学意义。 

实验四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尿中马尿酸和甲基马尿酸 

目标 

1．掌握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尿中马尿酸和甲基马尿酸的原理和方法。 

2．了解  尿中马尿酸和甲基马尿酸测定的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尿中马尿酸和甲基马尿酸的原理和方法。 

2．一般介绍  尿中马尿酸和甲基马尿酸测定的意义。 

实验五 气相色谱测定有机氯农药 

目标 

1．掌握  净化柱的制备方法。 

2．熟悉  气相色谱仪器操作。 

3．了解  硫酸硅胶和失活硅胶的制备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湿法装柱和干法装柱制备净化柱，流出曲线法确定洗脱体积。 

2．详细了解  气相色谱测定有机氯农药的色谱条件、仪器操作及结果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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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介绍  试验用硅胶的预处理以及30%硫酸硅胶和3%水失活硅胶的制备。 

实验六 血中乙醇的顶空气相色谱测定方法 

目标 

掌握  顶空气相色谱法的原理和仪器结构；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血中乙醇含量的操作。 

内容 

重点阐述  顶空气相色谱法原理和仪器结构；顶空气相色谱仪器的操作；内标法测定血中乙醇含

量。 

六、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的

视野，提高学生兴趣。 

4．由于教学时数所限，部分需要了解的理论教学内容由学生自学。 

5．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a) 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b) 学生学习成绩评价 依据教学大纲，利用“平时测试+期末考核”的课程考核模式，进行形成性

评价。学生成绩满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70%（平时测试 30%+期末考核 40%），实验成绩占 30%（平

时测试 15%+期末考核 15%）。 

 

                                        编写  陶  玲 

                                                     审校  谷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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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理化检验》教学大纲 

适用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食品理化检验》是卫生检验检疫专业中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它是以分析化学、仪器分析、营

养与食品卫生学、食品化学为基础，借助物理、化学的方法，采用现代分离、分析技术，对食品中与

营养、卫生指标相关的化学物质进行监测和检验，从而对食品的品质和质量做出正确客观的判定和评

定的一门学科。 

该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为适应国家建设与促进国内外贸易的需要，为发展食品工业，保障人民身体

健康的需要，培养本专业的学生掌握食品生产过程的原辅料、半成品及最终产品的质量检验技术，并

具备对食品产品进行质量控制和评定的能力，使其将来能更好地为保证食品质量，改进食品生产工艺、

包装、贮运技术等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总学时为 62 学时，其中理论课为 27 学时，实验课为 35 学时，3.5 学分。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食品样品的采集、保存和前处理方法； 

2．掌握食品中与营养、卫生指标相关的化学物质进行检验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 

3．熟悉营养物质和有害物质的标准测定方法和技术； 

4．了解国内外先进的检测技术及发展趋势。 

（二）基本技能 

1．掌握食品理化检验的常用技术手段和一般原理，结合基础化学知识的基本原理来理解食品检

验中的具体实践。 

2．掌握采用国标方法对样品中化学成分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和评价的方法； 

3．进一步熟悉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荧光分光光度计、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等常用分

析仪器的操作方法。 

4．熟悉食品理化检验的特点以及食品理化检验的基本术语和有关专业英语词汇。通过实验教学，

熟悉食品理化检验中常规实验项目，知晓其内容，理解其原理，并能正确进行实验操作，观察实验现

象，记录实验现象及结果；能正确地运用化学语言科学表达实验现象及实验结果；独立撰写实验报告。 

5．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到生产实际中，做到学以致用，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能力和动

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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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素质 

通过教学，使学生对食品样品的采集、保存、预处理及分析检测原理及方法有较系统的认识，并

运用相关知识和技能，初步学会设计食品样品中常见营养物质或有毒物质检测的实验方案，并具有一

定的科研创新能力。 

三、学时分配 

食品理化检验课程中的食品中食品添加剂检验、食品中转基因成分检验、食品掺伪检验和几种常

见食品理化检验四单元内容为自学内容，所以本大纲不包括该四单元内容。各单元学时分配如下表。 

单  元 名  称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 绪论 3 － 

2，3 食品样品的采集、保存与处理 3 － 

4 食品的营养成份检验 3 15 

5 保健食品功效成份检验 3 5 

6，7 食品中农兽药残留量检验 3 － 

8 霉菌毒素检验 3 － 

9 食品中其他化学污染物的检验 3 10 

10 食品容器和包装材料检验 3 － 

11 化学性食物中毒快速检验 3 5 

合  计 27 35 

四、理论教学目标和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食品理化检验的学习方法。 

2．熟悉  食品理化检验方法的选择与采用的标准。 

3．了解  食品理化检验的任务和内容。 

内容 

1．详细了解  食品理化检验的学习方法；食品理化检验质量控制。 

2．一般介绍  食品理化检验的内容；食品理化检验方法的选择与采用的标准；食品理化检验的

任务、内容及发展趋势。 

第二、三章  食品样品的采集、保存与处理 

目标 

1．掌握  样品采集和保存的方法，食品样品的前处理，常规处理，无机化处理和干扰成分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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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除去。 

2．熟悉  食品样品的采集要求与注意事项；薄层层析法。 

3．了解  食品样品的采集、保存及样品预处理的目的与要求；食品安全和食品理化检验的重要

性；食品检验的内容；食品检验的方法；食品卫生标准制定的依据。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样品的采集的原则和方法；消化、萃取等常用的食品样品前处理方法；干扰

成分的去除方法。 

2．详细了解  食品样品的采集与保存方法。 

3．一般介绍  食品样品的制备。 

第四章  食品的营养成份检验 

目标 

1．掌握  凯氏定氮法测定蛋白质的含量的依据、原理和方法；索氏提取法测定食品中脂肪的原

理和方法；还原糖测定的方法。 

2．熟悉  水分的测定意义和方法；维生素 A、B1、B2、C 的测定原理和方法；食品中灰分及有关

元素的测定。 

3．了解  液体食品比重的测定；酸水解法和碱水解法测定食品中脂肪的原理和方法；食品中糖

的种类、性质，蔗糖和多糖的测定和计算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凯氏定氮法测定蛋白质含量的依据、原理和方法；索氏提取法测定食品中脂肪的

原理和方法；  

2．详细了解  还原糖测定的方法。 

3．一般介绍  水分的测定意义和方法；维生素 A、B1、B2、C 的测定原理和方法；食品中灰分

及有关元素的测定。 

第五章  保健食品功效成分检验 

目标 

1．掌握  保健食品中总皂苷、人参皂苷和黄芪皂苷常用检验方法的原理、分析步骤及注意事项；

保健食品中总黄酮、大豆异黄酮和原花青素常用检验方法的原理和分析步骤；保健食品中粗多糖检验

的分析方法和注意事项。 

2．熟悉  保健食品中总蒽醌、红景天苷和芦荟苷的检验方法的原理、分析步骤及注意事项。 

3．了解  保健食品的概念、基本特征和功效成份的种类。 

内容 

1．重点阐述  保健食品中总皂苷、人参皂苷和黄芪皂苷常用检验方法的原理、分析步骤；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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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总黄酮、大豆异黄酮和原花青素常用检验方法的原理和分析步骤；保健食品中粗多糖的的分析

方法和注意事项。  

2．详细了解  保健食品中总皂苷、人参皂苷和黄芪皂苷常用检验方法的分析步骤；保健食品中

总黄酮、大豆异黄酮和原花青素常用检验方法的分析步骤；保健食品中粗多糖检验的分析步骤。 

3．一般介绍  保健食品中总蒽醌、红景天苷和芦荟苷的检验方法的原理、分析步骤。 

第六、七章  食品中农兽药残留量检验 

目标 

1．掌握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农药残留限量、兽药残留限量等概念；食品中有机氯农药的提

取、净化和浓缩方法，食品中有机氯农药残留量气相色谱法测定方法；食品中有机磷农药的种类和理

化性质，食品中有机磷残留量的气相色谱法测定；食品中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测定原理和方法。 

2．熟悉  农兽药残留的来源、特点、分类和每类农兽药残留样品前处理方法和注意事项。 

3．了解  食品中拟虫菊酯类农药、β-受体激动剂类兽药残留的检验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农药残留限量、兽药残留限量等概念；食品中有机氯农药

的提取、净化和浓缩方法，食品中有机氯农药残留量气相色谱法测定方法；食品中有机磷残留量的气

相色谱法测定的原理和方法；食品中氨基甲酸酯类农药（西维因）的测定原理和方法。 

2．一般介绍  农兽药残留的来源、分类和危害；食品中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拟除菊酯类农药、β-

受体激动剂类兽药残留的检验方法。 

第八章  霉菌毒素检验 

目标 

1．掌握  真菌毒素的概念；真菌毒素的毒性、分类及危害；安全标准。 

2．熟悉  常见毒性较大真菌毒素的测定原理、方法和应用。 

3．了解  真菌毒素检测方法的发展前沿。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中黄曲霉素的测定 

2．详细介绍  薄层色谱法、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及高效液相色谱法等检测方法在各真菌毒素检

测中的具体应用 

3．一般介绍   检测方法的设计；检测方法的发展前沿及未来方向。 

第九章  食品中其它污染物检验 

目标 

1．掌握   食品中铅的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检验的样品前处理方法和注意事项；食品中砷的氢化物

发生原子荧光法和银盐法测定的样品前处理方法和注意事项；食品中汞的冷原子吸收法测定；食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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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亚硝胺类化合物的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食品中苯并[a]芘的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和高效液相色谱

法测定。 

2．熟悉  食品中镉的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食品中多氯联苯的气相色谱法测定；食品中邻苯二

甲酸酯类化合物的气相色谱法-质谱法测定。 

3．了解   食品中有毒元素铅、砷、汞、镉的来源和对人体的危害；食品中亚-硝胺类化合物、

苯并[a]芘、多氯联苯的来源和对人体的危害；食品中氯丙醇、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的检验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中铅的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检验的样品前处理方法和注意事项；食品中砷的氢

化物发生原子荧光法和银盐法测定的样品前处理方法和注意事项；掌握食品中汞的冷原子吸收法测

定；掌握食品中N-亚硝胺类化合物的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掌握食品中苯并[a]芘的气相色谱-质谱法

测定和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2．详细了解  食品中铅、砷、汞的样品前处理方法；食品中N-亚硝胺类化合物的气相色谱-质谱

法测定；食品中苯并[a]芘的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和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3．一般介绍  食品中铅的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检验的操作步骤；食品中砷的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

法和银盐法测定的操作步骤；食品中汞的冷原子吸收法测定的操作步骤。 

第十章  食品容器和包装材料检验 

目标 

1．掌握  包装材料的概念及分类；塑料制品、橡胶制品中迁移物的检验方法；检验结果的计算

和评价方法。 

2．熟悉  包装用纸及搪瓷和不锈钢制品中迁移物的检验方法；样品的采集、预处理和食具面积

的计算。 

内容 

1．重点阐述  塑料制品的采集、样品前处理和迁移物的检验方法；橡胶制品的前处理和迁移物

检验方法。 

2．一般介绍  包装用纸及搪瓷和不锈钢制品中迁移物的检验方法；样品的采集、预处理和食具

面积的计算。 

第十一章  化学性食物中毒快速检验 

目标 

1．掌握  毒物快速鉴定的程序；水溶性毒物亚硝酸盐的快速鉴定；挥发性毒物氰化物的快速鉴

定；不挥发性有机毒物生物碱类快速鉴定；金属毒物的雷因许氏预试验，砷、汞、钡的快速鉴定；有

机磷农药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快速筛检方法。 

2．熟悉  化学性毒物的分类；对硫磷、敌敌畏和敌百虫的化学定性鉴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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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瘦肉精等兽药、磷化锌等灭鼠药及生物毒素的快速检验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水溶性毒物亚硝酸盐的快速鉴定；挥发性毒物氰化物的快速鉴定；不挥发性有机

毒物生物碱类快速鉴定；金属毒物的雷因许氏预试验，砷、汞、钡的快速鉴定；有机磷农药和氨基甲

酸酯类农药的快速筛检方法。 

2．一般介绍  化学性毒物的分类；对硫磷、敌敌畏和敌百虫的化学定性鉴定方法。 

五、实验教学目标和内容 

实验一  食品中水分和粗脂肪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直接干燥法和减压干燥法测定食品中水分的原理；索氏提取法测定的基本原理和操作

方法；天平的使用方法；重量法测定的技术。 

2．熟悉  直接干燥法和减压干燥法测定食品中水分的操作方法； 

3．了解  干燥箱及真空干燥箱的使用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直接干燥法和减压干燥法测定食品中水分的原理； 索氏提取法测定的基本原理和

操作方法。 

2．详细了解  天平的使用方法；重量法测定的技术。 

3．一般介绍  准确称量、采样的方法；干燥箱及真空干燥箱的使用方法；索氏提取溶剂选择的

方法；食品中脂肪含量的计算方法。 

实验二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凯氏定氮法测定蛋白质的原理和方法。 

2．熟悉  蛋白质的换算系数及意义。 

3．了解  蛋白质的消化和蒸馏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凯氏定氮法测定蛋白质的原理及操作方法 

2．详细了解  凯氏定氮仪的使用方法 

3．一般介绍   准确称量、采样的方法；蛋白质的消化和蒸馏方法；食品中蛋白质含量的计算方

法。 

实验三  食品油脂酸价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食品中油脂酸价测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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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食品中酸价测定的原理和计算方法。 

3．了解  食品中油脂酸价测定的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中油脂酸价测定的操作方法。 

2．详细了解  碱式滴定管的使用方法。 

3．一般介绍  准确称量、采样的方法；油脂样品前处理方法；食品油脂酸价的计算方法。 

实验四  肉制品中亚硝酸盐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肉制品中亚硝酸盐测定的原理；肉制品中亚硝酸盐测定的基本方法。 

2．熟悉  食品中亚硝酸盐限量的国家卫生标准（最大使用量0．15g/kg，最终残留量20mg/kg）。 

3．了解  肉制品中亚硝酸盐测定的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肉制品中亚硝酸盐的样品前处理方法；肉制品中亚硝酸盐测定的基本原理。  

2．详细了解  肉制品中亚硝酸盐测定的方法。 

3．一般介绍  肉制品的准确称量、采样的方法；过滤操作要点；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方

法。 

实验五  食品中总抗坏血酸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分子荧光法测定抗血酸的原理和方法；活性炭氧化处理去除干扰的方法。 

2．熟悉  荧光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方法。 

3．了解  食品中总抗坏血酸测定的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分子荧光法测定抗坏血酸的原理；分子荧光法测定抗坏血酸的操作步骤。  

2．详细了解  分子荧光法测定总抗坏血酸的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活性炭氧化处理去除样品中

干扰的操作方法。  

3．一般介绍  蔬菜样品的准确称量、采样的方法；标准曲线的绘制及操作方法。 

实验六  保健食品中褪黑素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褪黑素的原理和方法；脑白金中褪黑素的提取方法。 

2．熟悉  高效液相色谱仪的使用方法。 

3．了解  保健食品中褪黑素测定的意义。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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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述  脑白金中褪黑素的提取原理和方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褪黑素的原理。 

2．详细了解  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褪黑素的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3．一般介绍  样品的采集及称量；标准曲线的绘制及结果计算。 

实验七  牛奶掺假实验 

目标 

1．掌握  牛奶酸度测定的原理和方法；牛奶掺碱实验测定的原理和方法；牛奶掺尿类测定的原

理和方法。 

2．熟悉  牛奶感官性状鉴定的方法；牛奶密度测定的方法。 

3．了解  鲜奶的国家卫生标准。 

内容 

1．重点阐述  牛奶酸度测定的原理和方法；牛奶掺碱实验测定的原理和方法；牛奶掺尿类测定

的原理和方法。 

2．详细了解  牛奶酸度测定的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牛奶掺碱实验测定的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牛奶掺尿类测定的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3．一般介绍  牛奶感官性状鉴定的方法；牛奶密度测定的方法。 

六、措施与评价 

本课程在教务处统一组织下实施教学。为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主要采取以

下措施及评价方法。 

（一）措施 

1．认真钻研教材，精心设计教学环节。不仅要“备老师”，更要“备学生”，明确教学目标、进度、

深度、广度及重点和难点，写好教案并制作好多媒体课件，为上课做好充分认真的准备。 

2．课堂教学注重“精讲多练，重在落实”。课堂上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等课堂教学方式，把大量

的空间和时间还给学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亦通过反复实践和应用加深课堂知识的理解，进

而掌握并灵活应用。 

3．课程中增加“见习教学”，让学生走出课堂，到“检验检疫部门”观摩学习，既充分调动了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扩大了视野和知识面。 

4．实验课采用小班分组进行，每个小组一台实验仪器，小组同学间通过分工协作共同完成实验。 

5．注重课堂学习效果。教师对每一节课均要合理安排，精心设计。学生每节课前均要做好预习，

做到明确实验目的，了解实验原理和实验方法；课堂上采用“讲、授、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重操

作，严要求”，从仪器、试剂的准备到测定、计算均由学生完成，小组中每一位学生均参与到实验中

来，不仅锻炼了学生综合实验能力，更提高了其沟通合作能力，极大提高了课堂学习的效率。实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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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要求学生必须以严谨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风，认真处理实验数据，写出符合要求的实验报告。教

师对每位学生的报告要严格要求，认真批改，实事求是地给出成绩。 

（二）评价 

1．理论课采用“过程考核与终结考核相结合，课程考核与技能鉴定相结合”的“多元化”评价模式。

注重综合素质的考查，突出学生发展的过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实验课采用“课堂操作+实习报告+平时表现”相结合的“多元化”评价模式进行。注重综合素质

的考查，突出学生发展的过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三）课程考核 

1．本课程开展形成性评价，并在课程结束后进行全面系统的复习和考核。评价方法采用提问和

讨论、布置并批改作业、课堂测试、考试、实际操作和笔试等形式进行。 

2．理论考核占50%，理论平时作业成绩占20%，实验课及实验报告成绩占20%，平时表现占10%。 

 

编写  王寅彪 

                                                        审校  高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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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理化检验》教学大纲 

适用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水质理化检验是高等医药院校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的专业课程之一，是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

学生必修考试课程。本课程通过课堂讲授、讨论、实习、自学等方式进行教学。要求学生了解水质污

染及其对人体的危害；掌握常用水质检验测定方法的原理和检验技术，为今后从事水质理化检验工作

打下基础。在教学过程中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学生自学能力、知识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通过实验教学，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有关的实验技能，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和

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 

本课程为必修课，3.5 个学分，教学时数一共 57 学时，其中，理论 27 学时，实验 30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水质理化检验》是高等医学院校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的主干专业课之一，是一门让学生掌握

水质理化检验技术，能够应对水体相关公共卫生事件的课程。 

（二）基本技能 

学完该课程以后，学生要具备以下基本技能 

1．熟悉水质理化检验的任务和意义 

2．掌握水质理化检验的方法 

3．掌握水样的采集和保存方法，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样品处理方法。 

4．了解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无机非金属指标和金属指标的内容，重点熟悉 pH、总硬度、氰化

物、氨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和有毒金属指标 

5．掌握有机污染综合指标的检测，重点掌握水中溶解氧、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等指标。 

6．掌握有机物指标的检测，熟悉气相色谱法的样品预处理技术。 

7．熟悉不同生活用水的检测指标和检测方法。 

8．熟悉水质快速检测的定义、目的和意义；了解常用的水质快速检测技术。 

9．掌握水质理化检验方法适用性评价；熟悉检验方法质量控制、数据处理与结果报告。 

（三）基本素质 

《水质理化检验》是高等医学院校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的主干专业课之一，本课程在让学生掌

握水质理化检验相关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介绍本学科的最新进展，提升学生对本专业知识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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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应用能力，为学生以后从事本专业工作或者继续深造打下良好基础。 

三、学时分配 

本课程学分 3.5 个，其中，理论学时 27，实验学时 35，分配如下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 绪论 3  

2 水样的采集、保存和处理； 
3 5 

3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4 无机非金属指标 3 5 

5 金属指标 3 5 

6 有机污染综合指标的测定 3 5 

7 有机物指标 3 5 

8 生活用水和沉积物检验 3 5 

9 水质快速检验 3 5 

10 水质理化检验质量控制 3  

合计 27 35 

理论课学时分配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水质理化检验的任务和意义 

2．熟悉  水质理化检验的方法 

3．了解  水污染危害 

内容 

1．重点阐述  水域功能及标准分类；水质和水质指标；水质理化检验的内容 

2．详细了解  水污染物和水污染源；水质理化检验的意义；水质理化检验的结果表示 

3．一般介绍  水及水环境组成；水污染现状及其危害；水体自净作用；水质理化检验的特点 

第二章 水样的采集、保存与处理 

目标 

1．掌握  地表水监测断面和采样点设置原则和方法；样品保存必要性、保存方法和样品保存的

基本要求；样品处理目的 

2．熟悉  水样采集计划包含的内容；样品处理的目的和处理方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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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采样质量控制；样品保存注意事项、运输和管理。 

内容 

1．重点阐述  地表水监测断面和采样点设置原则和方法；水样保存的必要性、保存方法和基本

要求。 

2．详细了解  水样采集计划的内容；水样保存的注意事项；样品处理方法的选择与评价；常用

样品处理技术（详细介绍萃取技术、固相富集和气化分离技术）。 

3．一般介绍  样品保存注意事项、运输和管理等内容。 

第三章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目标 

1．掌握  色度、pH、总硬度 

2．熟悉  色度、pH、总硬度的测定方法 

3．了解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的种类 

内容 

1．重点阐述  色度、pH、总硬度的测定意义和检测方法。 

2．详细了解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的检验 

3．一般介绍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的检验的注意事项 

第四章 无机非金属指标 

目标 

1．掌握  氰化物、氨氮、亚硝酸盐、硝酸盐 

2．熟悉  氰化物、氨氮、亚硝酸盐、硝酸盐的测定意义和方法 

3．了解  无机非金属指标检测的注意事项 

内容 

1．重点阐述  氰化物、氨氮、亚硝酸盐、硝酸盐的测定意义和检测方法。 

2．详细了解  氰化物、氨氮、亚硝酸盐、硝酸盐测定的注意事项 

3．一般介绍  无机非金属指标的内容和检验的注意事项 

说明 本章课程教学时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将学生分组进行讲解讨论，最后教师再进行总结。 

第五章 金属指标 

目标 

1．掌握  有毒金属指标的种类及其测定意义 

2．熟悉  有毒金属指标的测定方法 

3．了解  一般金属指标的种类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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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述  有毒金属指标的种类和检测方法。 

2．详细了解  有毒金属指标的测定意义 

3．一般介绍  一般金属指标的种类和检测方法 

说明 本章课程教学时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将学生分组进行讲解讨论，最后教师再进行总结。 

第六章   有机污染综合指标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各有机污染综合指标的概念、卫生学意义和测定方法的原理，以及通过这些污染指标

的测定对水质的判断。 

2．熟悉  各有机污染综合指标的测定方法、注意事项和适用范围。 

3．了解  各有机污染的来源、危害。 

内容 

1．重点阐述  水中溶解氧、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挥发性酚类等指标的概念、卫生学意义、

测定方法的原理、注意事项和适用范围。 

2．详细了解  水中溶解氧、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挥发性酚类等指标的测定方法。 

3．一般介绍  各有机污染的来源、危害、迁移转化规律、测定方法的现状和进展 

第七章   有机物指标 

目标 

1．掌握  各有机物指标检测方法的基本原理、测定方法。 

2．熟悉  各有机物指标概念、污染来源、检测方法的适用范围 

3．了解  气相色谱法常见的样品前处理技术。 

内容 

1．重点阐述  卤代烃、苯系物和取代苯、农药、环境内分泌干扰物（酞酸酯）、余氯和氯化消毒

副产物等指标测定方法的基本原理、测定方法的注意事项 

2．详细了解  各项指标的基本概念、污染来源、水样前处理方法、测定方法的适用范围。 

3．一般介绍  溶剂萃取气相色谱法、顶空气相色谱法、吹扫捕集气相色谱法和固相微萃取气相

色谱法的样品预处理技术在水中有机污染物检测中的应用。 

第八章   生活用水和沉积物检验 

目标 

1．掌握  生活用水的不同检测指标和检测方法。 

2．熟悉  生活用水的概念、消毒副产物的来源和分类；熟悉沉积物检验的目的和意义。 

3．了解  涉水产品的相关检验。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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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述  生活用水中消毒副产物和沉积物的检验方法。 

2．详细了解  天然矿泉水的类型、氯化消毒副产物的来源和分类；沉积物检验的目的和意义 

3．一般介绍  小型水质处理器、饮用水化学处理剂、输水设备相关指标的检验方法。 

第九章   水质快速检验 

目标 

1．掌握  水质快速检测的定义、目的和意义。 

2．熟悉  常用的水质快速检测技术 

3．了解  水质指标的快速检测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水质快速检测的定义、意义；常用的水质快速检测技术和方法。 

2．详细了解  一般化学形状检验；常见毒物分类和检验方法。正确的采样方法与合理保存样品

的重要性。 

3．一般介绍  多种毒物联合检验的方法原理和适用范围。 

第十章   水质理化检验质量控制 

目标 

1．掌握  水质理化检验方法适用性评价。 

2．熟悉  检验方法质量控制。 

3．了解  数据的处理与结果报告。 

内容 

1．重点阐述  水质理化检验方法适用性评价中的标准曲线范围、空白值测定、方法检出限、检

验方法的精密度和准确度、干扰实验。 

2．详细了解  标准、标准物质和标准分析方法，检验方法质量控制。 

3．一般介绍  测定数据的记录和处理，检测结果报告的撰写，测量不准确度 

五、实验教学目标与内容 

实验一   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自来水中钙和镁 

目标 

1．掌握  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自来水中钙和镁的分析方法 

2．熟悉  火焰原子吸收法仪器最佳条件的选择 

3．了解  火焰原子吸收测定中存在的干扰类型及释放剂的作用原理 

内容 

1．重点阐述  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水中钙和镁的原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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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详细了解  火焰原子吸收仪的操作技术和使用 

3．一般介绍  测定干扰和注意事项 

实验二   水中三氮测定 

目标 

1．掌握  水中三氮的检测方法和检测原理 

2．熟悉  水中三氮测定的意义；分光光度计的操作和使用 

3．了解  三氮测定的注意事项 

内容 

1．重点阐述  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水中钙和镁的原理和方法 

2．详细了解  火焰原子吸收仪的操作技术和使用 

3．一般介绍  测定干扰和注意事项 

注 该实验进行时，将学生分成 3 组，每组检测 1 个指标 

实验三   综合性设计实验 

目标 

让学生独立完成实地水质检测任务，锻炼学生分工合作、时间安排等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 

内容 

学生自主分组，制定采样和检测计划，检测学校琴湖、骆驼湾污水处理厂曝气池水和处理后出水

的各项水质指标（水温、pH、总硬度、三氮），并判断是否符合国家相关的水质标准。 

实验四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水中邻苯二甲酸酯 

目标 

1．掌握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水中邻苯二甲酸酯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技术。 

2．熟悉  高效液相色谱仪的基本操作和测定条件的选择。 

3．了解  高效液相色谱仪分离条件的优化。 

内容 

1．重点阐述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水中邻苯二甲酸酯的原理和方法。 

2．详细了解  液液萃取法提取水中邻苯二甲酸酯。 

实验五  气相色谱法测定水中五氯酚 

目标 

1．掌握  气相色谱法测定水中五氯酚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熟悉  气相色谱仪的基本操作和测定条件的选择。 

3．了解  气相色谱法中常用的衍生化试剂。 

内容 



 

 - 252 - 

1．重点阐述  气相色谱法测定水中五氯酚的原理和方法。 

2．详细了解  气相色谱法测定水中五氯酚的方法。 

实验六  生活饮用水水质常规和非常规检验毒理学指标及限值 

目标 

1．熟悉  实验方案初步设计与实验条件的优化原则。 

2．了解  资料调研基本方法及资料分析。 

内容 

1．选择不同检测项目。 

2．安排学生进行资料查询，包括标准方法和文献报道的方法。 

3．撰写检测项目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并进行 ppt 展示。 

六、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在理论课教学中，向学生介绍完该课程基本理论知识之后，组织学生进行翻转课堂教学，把学习

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充分锻炼学生自主学习、表达展示自我的能力。 

在实验课教学中，经过理论课学习和基本实验操作的学习，组织学生进行综合性设计实验，从实

验方案制定到实验所用试剂的配制，直到最终的实验结果报告，均有学生自主完成，教师只是指导和

答疑。让学生独立完成实地水质检测任务，锻炼学生分工合作、时间安排等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 

（二）评价 

根据已有的教学经验并借鉴他人教学成果的经验，重新修订该教学大纲。同时，进一步深化教学

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着重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创新精神，确保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学生学习成绩采样形成性评价的方式，采用“平时测试+期末考核”的课程考核模式，其中平时成

绩占 60%、期末考核成绩占 40%。具体分配如下  

一、理论课（60%） 

（一）平时测试（30%） 

（1）课堂表现（10%） 由上课出勤、随堂提问、积极互动等表现，注重对课堂参与度的考察。 

（2）翻转课堂（20%） 由 PPT 课件制作、讲解展示、交流讨论、课后作业等成绩构成。 

（二）期末考核（30%） 期末考核成绩根据课程性质和特点，注重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综

合能力的考核。 

二、实验课（40%） 

（一）平时测试（30%） 

（1）课堂表现（5%） 由上课出勤、随堂提问、积极互动、实验室台面整理等表现，注重对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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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参与度的考察。 

（2）实验过程（15%） 由动手操作能力、分析和解决实验问题能力、数据整理分析、实验报告

写作等成绩构成。后续增加实验设计环节。 

（3）实践作业（10%） 实地参观骆驼湾污水处理厂，参观结束后写实践报告，包括理论知识掌

握、知识应用、理论联系实际分析等部分。 

（二）期末考核（10%） 期末考核成绩根据课程性质和特点，注重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综

合能力的考核。 

 

编写  李慧君 

审校  赵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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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化学》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专业、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卫生化学是把分析化学理论和技术应用于卫生学领域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不仅是预防

医学检验的重要方法，也是预防医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在预防医学研究领域里，卫生化学是一门

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理论、方法、技术有着广泛的应用，如环境卫生污染监测、职业中毒检验、

食品营养成分的分析以及毒物检验等工作都必须有卫生化学的方法和技术密切配合。 

《卫生化学》是预防医学教育必修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开设本课程是要求学生理论联系实

际，亲自动手操作，掌握分析方法的质量控制和仪器分析的基本原理、基本技能，定性、定量及计算

方法等。为今后学习环境卫生学、劳动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理化检验等专业课和今后从事实

际工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为预防医学研究和监督提供准确的信息和可靠的方法。 

本课程总学时为 82 学时，其中理论课为 42 学时，实验课为 40 学时，3.5 学分。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样品的采集原则和方法；熟悉样品的制备、分离、富集等前处理方法。 

2．掌握误差和有效数字的基本概念及有关计算；掌握实验数据的统计处理、质量控制方法及提

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方法。 

3．掌握常用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掌握各类仪器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以及仪器的重要组成部件，

熟知各仪器分析方法的应用对象及分析过程。了解当今世界各类分析仪器、分析方法及发展趋势。 

（二）基本技能 

1．从实验中获得感性认识，深入理解和应用理论课中的概念、理论，并能灵活运用所学理论知

识指导实验。 

2．掌握仪器设备的测试原理与应用范围。熟悉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荧光分光光度计等常用分

析仪器的使用方法；能正确使用电导仪、离子选择性电极等仪器进行电位滴定和有关物质含量测定；

熟悉气相色谱仪和高效液相色谱仪的使用方法，能利用常用的定量方法进行色谱分析。 

3．具有仔细观察进而分析判断实验现象的能力，能正确诚实记录实验现象与结果；处理实验结

果时具有逻辑推理、作出结论的能力；在分析实验结果的基础上，能正确地运用化学语言进行科学表

达，独立撰写实验报告；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实验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 

（三）基本素质 

1．培养学生具有自我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从事预防医学和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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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工作能力。 

2．培养强烈的求知欲望，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3．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相互协作的团队精神，为学习后续课

程、参加实际工作和开展科学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4．培养良好的实验习惯（准备充分，操作规范，记录简明，台面整洁，实验有序，良好的环保

和公德意识）。注意培养学生基本的科研素质。 

5．培养动手能力、统筹思维能力、查阅手册资料和运用其数据资料的能力以及归纳总结（实验

报告）的能力等。 

三、学时分配 

卫生化学课程中的原子荧光光谱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两章内容为自学内容，所

以本大纲不包括该两章内容。各章学时分配如下表。 

单  元 名  称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 绪论 3 － 

2 样品的采集与处理 3 － 

3 卫生分析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工作的质量保证 3 － 

4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 3 5 

5 分子荧光分析法 3 5 

6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3 5 

7 电位分析法 6 5 

8 电导分析法和库仑分析法 3 5 

9 溶出伏安法和电位溶出法 3 5 

10 色谱分析法概论 3 － 

11 气相色谱法 3 5 

12 高效液相色谱法 3 5 

13 其他分析方法 3 － 

合  计 42 40 

四、理论教学目标和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熟悉  卫生化学的概念。 

2．了解  卫生化学的任务、作用、发展趋势、在预防医学中的应用；卫生化学的学习方法。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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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细了解  卫生化学的任务和作用。 

2．一般介绍  卫生化学中仪器分析方法的发展趋势（提高分析方法的准确度、灵敏度、选择性、

快速以及自动化或智能化等）；法定计量单位、常用的物理量、注意事项。 

第二章  样品的采集与处理 

目标 

1．掌握  样品的采集原则、常用的前处理方法。 

2．熟悉  各类样品采集的方法。 

3．了解  选择分析方法的基本原则；干扰成分去除的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样品的采集原则；萃取等常用的分离富集方法。 

2．详细了解  样品的采集与保存方法。 

3．一般介绍  样品的制备。 

第三章  卫生分析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工作的质量保证 

目标 

1．掌握  误差来源、种类和特点；准确度和精密度的概念、表示方法和相互关系；有效数字运

算规则和数据处理的统计学方法；分析工作的质量评价方法。 

2．熟悉  分析工作的质量控制。 

3．了解  标准物质及其作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准确度和精密度的概念、表示方法和相互关系；有效数字运算规则和数据处理的

统计学方法；分析工作的质量评价方法。 

2．详细了解  系统误差、随机误差；分析结果的表示方法及有关计算。 

3．一般介绍  分析工作的质量控制；实验室计量认证和认可程序。 

第四章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 

目标 

1．掌握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的基本原理；分光光度计的主要部件、作用及使用方法；定性、

定量方法。 

2．熟悉  分析误差的来源及其消除方法。 

3．了解  分光光度法的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光的吸收定律；分光光度计的主要部件和作用；定性、定量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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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详细了解  溶剂、显色反应、测量条件等分析条件的选择原则；分析误差的来源及其消除方法。 

3．一般介绍  分光光度计的类型；分光光度法的应用。 

第五章  分子荧光分析法 

目标 

1．掌握  分子荧光的产生、分子荧光分析法的基本原理；荧光光度计和荧光分光光度计的主要

部件、作用及其使用方法。 

2．熟悉  影响因素、定性和定量方法。 

3．了解  荧光新技术及其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分子荧光的产生机理，荧光强度和荧光物质浓度之间的关系；荧光分析仪的主要

组成部件、作用、使用方法。 

2．详细了解  荧光强度与分子结构之间的关系；荧光分析法的定性、定量方法。 

3．一般介绍  荧光分析仪的类型；荧光新技术及应用。 

第六章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目标 

1．掌握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的基本原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主要部件、作用及使用方法。 

2．了解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分析条件的选择；定量分析方法及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共振线、特征谱线；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主要部件、作用；火焰原子化法和石

墨炉原子化法。 

2．一般介绍  谱线轮廓及谱线展宽、原子吸收值与原子浓度的关系；分析条件的选择、干扰及

其消除方法、定量分析方法。 

第七章  电位分析法 

目标 

1．掌握  化学电池电极性质（阴阳、正负）的判断；能斯特方程；常用参比电极和指示电极的

概念及其区别；离子选择性电极的组成，理解其响应机理及电极电位公式推导；pH玻璃电极的工作原

理和结构特点。 

2．熟悉  离子选择电极及其性能、膜电位。 

3．了解  电化学分析法的分类；电位分析法的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电池电动势、电极电位、能斯特方程、原电池组成及表示方法；电位分析法原理；

直接电位法的定量分析方法；电位滴定法原理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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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详细了解  相界电位、液接电位；指示电极及其分类、常见的参比电极；确定电位滴定终点

的方法。 

3．一般介绍  电化学分析法及其分类；电位分析法仪器；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原理和分类。 

第八章  电导分析法和库仑分析法 

目标 

1．掌握  电导分析法基本原理；电导、电导率、摩尔电导率的概念。 

2．熟悉  溶液电导的测量技术和方法。 

3．了解  电导滴定法等电导法的应用实例。 

内容 

1．重点阐述  电导分析法的基本原理；电导、电导率、摩尔电导率的概念。 

2．一般介绍  电导分析法的应用；溶液电导的测量技术和方法。 

第九章 溶出伏安法和电位溶出法 

目标 

1．掌握  溶出伏安法和电位溶出法基本原理；伏安法、电解、极化的概念。 

2．熟悉  溶出伏安法和电位溶出法的测量技术和方法。 

3．了解  溶出伏安法和电位溶出法的应用实例。 

内容 

1．重点阐述  阳极和阴极溶出伏安法的基本原理；电位溶出法的基本原理；伏安法、电解、极

化的概念。 

2．一般介绍  电极的分类；三电极体系的应用；溶出伏安法和电位溶出法的应用实例。 

第十章  色谱分析法概论 

目标 

1．掌握  色谱分离的基本原理；色谱过程；分配色谱、吸附色谱、离子交换色谱和尺寸排阻色

谱四种经典液相柱色谱的分离机制；比移值、相对比移值。 

2．熟悉  薄层色谱法；固定相和流动相。 

3．了解  色谱法的分类及色谱法的发展；纸色谱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色谱分离过程；分配色谱、吸附色谱、离子交换色谱和尺寸排阻色谱四种经典液

相柱色谱的分离原理；比移值、相对比移值的概念。 

2．详细了解  固定相和流动相；薄层色谱法操作及应用。 

3．一般介绍  色谱法的分类和发展；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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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气相色谱法 

目标 

1．掌握  有关概念（术语）和各种参数的计算公式；分配系数和容量因子的定义及二者之间的

关系；保留时间与分配系数和容量因子的关系；塔板理论和速率理论；气相色谱法的基本原理及分析

条件的选择；定性和定量方法。 

2．熟悉  气相色谱仪的主要部件；检测器的分类及选择。 

3．了解  气相色谱法的一般流程；气相色谱的发展。 

内容 

1．重点阐述  塔板理论和速率理论；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气相色谱分离条件的选择；气相色谱

定性和定量方法；气相色谱图和常用术语。 

2．详细了解  气相色谱法的特点和一般流程；气相色谱柱固定相的类型及选择；气相色谱仪的

主要组成部件及作用。 

3．一般介绍  毛细管气相色谱法的特点和分类；电子捕获检测器；气相色谱法的应用与示例。 

第十二章  高效液相色谱法 

目标 

1．掌握  高效液相色谱仪的主要组成部件及作用；分离操作条件的选择；定性、定量分析方法。 

2．熟悉  高效液相色谱法基本原理；化学键合相色谱法的固定相。 

3．了解  高效液相色谱法的特点；影响色谱峰展宽的因素；高效液相色谱法的类型。 

内容 

1．重点阐述  化学键合相色谱法，特别是反相键合相色谱法；化学键合相色谱法的流动相对分

离的影响；定量分析方法。 

2．详细了解  分离条件的选择；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的基本原理；高效液相色谱法应用。 

3．一般介绍  高效液相色谱法的类型；其他固定相；溶剂的强度和选择性及流动相优化方法；

超高效液相色谱原理及应用。 

第十三章  其他分析方法 

目标 

了解  部分现代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分析技术和应用。 

内容 

一般介绍  离子色谱法的分类和发展；质谱法原理。 

五、实验教学目标与内容 

实验一  邻二氮菲比色法测定微量铁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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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分光光度法的基本原理及仪器的操作方法。 

2．熟悉  测定微量铁的方法。 

3．了解  显色反应实验条件的一般选择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标准溶液的配制；标准曲线的绘制。 

2．详细了解  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方法；邻二氮菲分光光度法测定铁的实验步骤。 

3．一般介绍  邻二氮菲分光光度法测定铁分析条件的选择。 

实验二 荧光分析法测定尿中核黄素 

目标 

1．掌握  荧光分析法测定尿中核黄素的基本原理及方法。 

2．熟悉  标准曲线的配制和绘制。 

3．了解  尿中核黄素测定的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荧光分析法测定尿中核黄素的操作步骤；直接比较法处理数据的方法。 

2．详细了解  荧光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方法。 

3．一般介绍  样品及空白样品的制备及保存方法。 

实验三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人发中锌的含量 

目标 

1．掌握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人发中锌含量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技术。 

2．熟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工作原理及火焰原子化法的操作。 

3．了解  头发样品的预处理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仪器工作条件设定；标准曲线的绘制。 

2．详细了解  样品的测定方法。 

3．一般介绍  头发样品的前处理方法。 

实验四  氟离子选择电极的性能检查及电位法测定水中氟的含量 

目标 

1．掌握  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水中氟离子浓度的原理及实验方法。 

2．熟悉  标准曲线法和标准加入法及操作。 

内容 

1．重点阐述  系列标准溶液的配制；水样中氟含量的测定。 

2．详细了解  仪器调试及氟电极检查；结果处理与计算；一次标准加入法处理数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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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介绍  标准曲线的绘制。 

实验五  电导法测定水的纯度 

目标 

1．掌握  电导法测定水纯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熟悉  电导池常数的测定和电导率仪的使用方法。 

3．了解  电导率仪的结构。 

内容 

1．重点阐述  电导法测定水纯度的基本原理；电导池常数的测定。 

2．详细了解  电导率仪的使用方法；各级水样电导率的测定； 

3．一般介绍  电导法测定水的纯度的意义。 

实验六  阳极溶出伏安法测定水中镉的含量 

目标 

1．掌握  掌握阳极溶出伏安法的基本原理。 

2．熟悉  阳极溶出伏安法测定水中痕量Cd的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阳极溶出伏安法的基本原理。 

2．详细了解  阳极溶出伏安法测定水中痕量Cd的富集与溶出操作。 

3．一般介绍  三电极体系；结果的处理与计算。 

实验七  空气中苯、甲苯的气相色谱法测定 

目标 

1．掌握  气相色谱法测定苯系物的原理及实验方法。 

2．熟悉  内标曲线法的定量方法。 

3．了解  气相色谱仪和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使用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色谱条件选择及系列标准溶液的配制；内标曲线法的定量方法； 

2．详细了解  色谱仪器操作；样品的测定方法。 

3．一般介绍  标准曲线的绘制和结果计算。 

实验八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尿中马尿酸 

目标 

1．掌握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马尿酸的原理。 

2．熟悉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尿中马尿酸的实验方法。 

3．了解  高效液相色谱仪的基本结构与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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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马尿酸的原理；色谱条件选择及标准曲线绘制。 

2．详细了解  高效液相色谱仪开关机流动相的操作顺序及标准溶液的配制。 

3．一般介绍  流动相的配制及过滤和脱气；样品的测定与结果运算。 

六、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本课程在教务处统一组织下实施教学。 

1．理论课  采用小班教学，课前教师要认真备课，明确教学目标、进度、深度、广度及重点和

难点，写好教案并制作好多媒体课件，课前通过试讲和集体备课，充分吸收大家意见。根据卫生化学

课程的自身特点，授课教师在重点讲清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充分应用多媒体、示教等形式，形象化地

进行教学。讲课必须注重启发式、讨论式，鼓励改革教学内容，坚持少而精，突出重点，要把卫生化

学和预防医学之间的关系讲深、讲透、讲全面。积极建设和及时更新卫生化学网络课程平台，充分发

挥多媒体在卫生化学课程中的教学优势，使网络课程平台成为学生学习、师生交流的重要场所。 

    2．实验课  以小班分组进行。要求学生抓好实验的三个环节  即实验前要认真预习，明确实验

目的，了解实验原理，掌握实验方法；实验中，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实验室纪律，做到正确操作，仔细

观察，认真思考，详细记录；实验后要求学生必须以严谨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风，认真处理实验数

据，写出符合要求的实验报告。教师对每位学生的报告要严格要求，认真批改，实事求是地给出成绩。

实验课要贯彻“精讲多练”的原则，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独立操作，积极思维，注重实验技能的训练。

教师应以身作则，大胆管理，严格要求，培养学生对科学工作的严谨态度。  

3．自习与辅导  鼓励学生使用现代网络资源和网络课程平台进行学习。学生应认真进行课前预

习和课后复习，完成指定的作业，阅读指定的参考书。教师应认真批改作业及实验报告并及时发放，

及时了解学生学习情况，着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辅导即可在教研室、教室、实验室，也可采取网

上互动式辅导。答疑时，教师要耐心细致，注意质疑症结、启发诱导，锻炼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评价 

1．本课程采用形成性评价，并在课程结束后进行全面系统的复习和考核。理论考试成绩占 55%，

理论平时成绩占 20%，实验课及实验报告成绩占 20%，考勤占 5%。 

2．评价方法采用提问和讨论、布置并批改作业、课堂测试、考试、实际操作和笔试等形式进行。 

 

编写  高  霞 

审校  杨中智 



 

 - 263 - 

《卫生检疫学》教学大纲 

适用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卫生检疫学是高等医学院校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的主要专业课之一，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卫生检

疫相关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了解与卫生检疫相关的国内外法律法规制度。任务是培养学生具备

扎实的预防医学和卫生检疫基本理论知识及在各级医院、防疫部门、检验检疫部门等从事卫生检验、

环境卫生与食品卫生监测、卫生检疫的基本技能。 

本课程共计 2 学分，在第五学期开设；总学时为 36 学时，其中理论课为 36 学时；旨在通过对卫

生检疫基础理论，卫生监督与卫生处理，传染病、人员、交通工具、货物和媒介生物卫生检疫，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旅行医学，以及国内外卫生检疫制度的介绍，培养学生具有从事卫生检疫、

环境监测、临床医学检验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毕业后能在医疗机构、卫生防疫、海关检疫、卫

生监督、环境检测、技术监督局、卫生管理部门、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从事医学检验、检疫、卫生监

督工作或科学研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卫生检疫学》是从《预防医学》发展出来的一门学科，主要介绍传染病概述、卫生检疫基础理

论、人员卫生检疫、交通工具卫生检疫、货物卫生检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卫生监督、卫

生处理、媒介生物监测与控制、旅行医学及卫生检疫法律法规制度等内容。 

（二）基本技能 

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以下基本技能  

1．与分析化学、仪器分析相关的检验技能，包括高效液相色谱、气相色谱、质谱等。 

2．与病原微生物检测相关的技能，包括病毒学与免疫学检测技术、生物材料（含媒介生物）检

测技术及生物安全防护技能等。 

3．与公共卫生监测相关的技能，包括环境卫生（含特殊环境）监测技能、食物中毒与职中毒检

测技能等。 

（三）基本素质 

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要掌握具备以下基本素质  

1．掌握卫生检疫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2．具有卫生检疫的初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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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熟悉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 

4．了解国际卫生检疫法律法规及我国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和法规。 

5．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 

6．具有一定自学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科研能力。 

三、学时分配 

各章学时分配如下表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第一章 绪论 3 － 

第二章 传染病概述 3 － 

第三章 卫生检疫基础理论 3 － 

第四章 人员卫生检疫 3 － 

第五章 交通工具卫生检疫 3 － 

第六章 货物卫生检疫 3 － 

第七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 3 － 

第八章 卫生监督 3 － 

第九章 媒介生物监测与控制 3 － 

第十章 卫生处理 3 － 

第十一章 旅行医学简介 3 － 

第十二章 卫生检疫法律制度 3 － 

合计 36 －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卫生检疫的含义、作用和基本任务。 

2．熟悉  卫生检疫的挑战与发展趋势。 

3．了解  国际和我国检疫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内容 

1．重点阐述  卫生检疫的定义及作用；卫生检疫的基本任务。 

2．详细了解  卫生检疫的特点、内容、挑战及发展趋势。 

3．一般介绍  卫生检疫的起源、学习方法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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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传染病概述 

目标 

1．掌握  传染病的概念、基本特征、流行过程及预防与管理；掌握甲类传染病的种类；掌握鼠

疫、霍乱、黄热病、埃博拉出血热的生物学特性、流行病学特点、诊断及预防与控制原则。 

2．熟悉  乙类传染病的种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性感冒、H7N9 禽流感病毒、手足口病、

艾滋病、炭疽、疟疾、登革热等传染病的生物学特性、流行病学特点、诊断及预防与控制原则。 

3．了解  传染病的发病机制、诊断原则及流行过程的影响因素；其他一些传染病的生物学特性、

流行病学特点、诊断及预防与控制原则。 

内容 

1．重点阐述  传染病的概念、基本特征、流行过程及预防与管理；掌握甲类传染病的种类；掌

握鼠疫、霍乱、黄热病、埃博拉出血热的生物学特性、流行病学特点、诊断及预防与控制原则。 

2．详细了解  乙类传染病的种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性感冒、H7N9 禽流感病毒、手足口

病、艾滋病、炭疽、疟疾、登革热等传染病的生物学特性、流行病学特点、诊断及预防与控制原则。 

3．一般介绍  传染病的发病机制、诊断原则及流行过程的影响因素；其他一些传染病的生物学

特性、流行病学特点、诊断及预防与控制原则。 

第三章  卫生检疫基础理论 

目标 

1．掌握  公共卫生关注的风险的概念和类别、风险的特征、传播环节及影响传播的因素。 

2．熟悉  公共卫生风险筛查和风险控制的方法和措施以及风险监测和风险预防的内容。 

3．了解  旅行医学、人员和交通工具指定地点检疫的基本内容。 

内容 

1．重点阐述  风险的概念、种类及特征、传播环节及影响因素；重点的风险筛查方法 流行病学

调查及实验室检测（常用的分子生物学及免疫学检测方法介绍）。 

2．详细了解  各种检测方法的原理、应用、优缺点等；检疫与隔离的区别与联系。 

3．一般介绍  风险监测识别、预警、通报交流及预防接种的旅行医学。 

第四章  人员卫生检疫 

目标 

1．掌握  人员卫生检疫的的内容、方法和处理原则。 

2．熟悉  出入境人员主要公共卫生风险、风险筛查和风险控制。 

3．了解  尸体、疫区人员的卫生检疫及出入境人员卫生检疫模式。 

内容 

1．重点阐述  人员卫生检疫的定义、对象和内容、意义；人员卫生检疫的基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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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详细了解  出入境人员卫生检疫的风险内容、筛查方法、人员检疫的要点。 

3．一般介绍  出入境人员/交通员工、特殊旅客人员卫生检疫要点。 

第五章  交通工具卫生检疫 

目标 

1．掌握  交通工具卫生检疫的主要内容和意义；出入境交通工具可能携带的主要公共卫生风险。 

2．熟悉  交通工具上主要公共卫生风险的特点及筛查方法和控制措施。 

3．了解  交通工具指定地点检疫的基本内容。 

内容 

1．重点阐述  交通工具卫生检疫公共卫生风险组成及意义；交通工具卫生检验检疫的主要内容

及特点。 

2．详细了解  出入境交通工具公共卫生风险筛查方法和风险控制措施。 

3．一般介绍  交通工具的卫生监督和指定地点检疫。 

第六章  货物卫生检疫 

目标 

1．掌握  货物的概念及分类；集装箱、行李货物邮包、特殊物品、尸体棺柩骸骨以及废旧物品

等货物的概念及可能产生的公共卫生风险。 

2．熟悉  集装箱、行李货物邮包、特殊物品、尸体棺柩骸骨以及废旧物品等货物公共卫生风险

的筛查。 

3．了解  集装箱、行李货物邮包、特殊物品、尸体棺柩骸骨以及废旧物品等货物公共卫生风险

的处置。 

内容 

1．重点阐述  货物的概念及分类；集装箱、行李货物邮包、特殊物品、尸体棺柩骸骨以及废旧

物品等货物的概念及可能产生的公共卫生风险。 

2．详细了解  集装箱、行李货物邮包、特殊物品、尸体棺柩骸骨以及废旧物品等货物公共卫生

风险的筛查。 

3．一般介绍  集装箱、行李货物邮包、特殊物品、尸体棺柩骸骨以及废旧物品等货物公共卫生

风险的处置。 

第七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 

目标 

1．掌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分类及特点；传染病突发事件的特点；食品安全、食物中

毒、食源性疾病、食物污染的概念；食品安全事故的特征和分类；核辐射恐怖事件的概念、放射性核

素的分类；化学恐怖的概念、化学毒剂的基本知识及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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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级；传染病突发事件的监测；食品安全事故的分级、监测预警、

评估与报告；放射性核素的分级、核辐射的暴露与防护；化学恐怖事件的特点；化学恐怖事件引发的

公共卫生风险。 

3．了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传染病突发事件的风险评估、应急响应与处置及善后

处理；食品安全事故的应急响应；核辐射恐怖事件的类型及其公共卫生特点；核辐射恐怖突发事件的

应急原则；口岸发生核辐射恐怖事件及应急；化学恐怖事件应急处置原则；口岸化学有害因子的监测

及应急处置。 

内容 

1．重点阐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分类及特点；传染病突发事件的特点；食品安全、食

物中毒、食源性疾病、食物污染的概念；食品安全事故的特征和分类；核辐射恐怖事件的概念；放射

性核素的分类；化学恐怖的概念；化学毒剂的基本知识及种类。 

2．详细了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级；传染病突发事件的监测；食品安全事故的分级、监测

预警、评估与报告；放射性核素的分级、核辐射的暴露与防护；化学恐怖事件的特点；化学恐怖事件

引发的公共卫生风险。 

3．一般介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传染病突发事件的风险评估、应急响应与处置及

善后处理；食品安全事故的应急响应；核辐射恐怖事件的类型及其公共卫生特点；核辐射恐怖突发事

件的应急原则；口岸发生核辐射恐怖事件及应急；化学恐怖事件应急处置原则；口岸化学有害因子的

监测及应急处置。 

第八章  卫生监督 

目标 

1．掌握  卫生监督的定义、监督内容、特征、种类及方法。 

2．熟悉  传染病防治、化妆品、消毒产品、食品安全、生活饮用水、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的内容

和要求。 

3．了解  职业卫生监督、学校卫生监督、环境卫生监督的内容和要求。 

内容 

1．重点阐述  卫生监督的内容及方法；出入境口岸食品、饮用水、公共场所及固液废弃物的卫

生监督。 

2．详细了解  卫生监督的内容、口岸卫生监督的方法。 

3．一般介绍  口岸卫生监督发展历程及核心能力建设、航空器配餐卫生监督。 

第九章 媒介生物监测与控制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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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媒介生物的概念及分类；鼠、蚊、蝇传播的疾病；杀虫和灭鼠的概念。 

2．熟悉  鼠、蚊、蝇的监测；杀虫和灭鼠常用方法。 

3．了解  蚤、蜚蠊、螨、蜱、蠓传播的疾病；蚤、蜚蠊、螨、蜱、蠓传播的监测。 

内容 

1．重点阐述  媒介生物的概念及分类；鼠、蚊、蝇传播的疾病；杀虫和灭鼠的概念。 

2．详细了解  鼠、蚊、蝇的监测；杀虫和灭鼠常用方法。 

3．一般介绍  蚤、蜚蠊、螨、蜱、蠓传播的疾病；蚤、蜚蠊、螨、蜱、蠓传播的监测。 

第十章  卫生处理 

目标 

1．掌握  卫生处理原则和程序、处理对象和处理方法。 

2．熟悉  常用的卫生处理方法：消毒、除虫、灭鼠、除污、熏蒸。 

3．了解  各种消毒剂、灭菌剂、化学、生物处理法的基本原理。 

内容 

1．重点阐述  卫生处理的原则和程序；各种卫生处理方法的应用范围、效果评价及效果影响因

素。 

2．详细了解  各种卫生处理方法的特点和区别。 

3．一般介绍  交通工具、集装箱、行李货物邮包、公共场所的具体卫生处理特点。 

第十一章  旅行医学简介 

目标 

1．掌握  旅行医学的定义；常见的旅行健康问题；旅行医学三要素。 

2．熟悉  旅行前服务要点；旅行中应关注的问题；旅行归来后关注要点。 

3．了解  旅行医学的诞生、发展及在卫生检疫中的重要性。 

内容 

1．重点阐述  旅行医学的定义；常见的旅行健康问题；旅行医学三要素。 

2．详细了解  旅行前服务要点；旅行中应关注的问题；旅行归来后关注要点。 

3．一般介绍  旅行医学的诞生、发展；旅行医学在卫生检疫中的重要性。 

第十二章  卫生检疫法律制度 

目标 

1．掌握  行政法的概念；卫生检疫法的概念。 

2．熟悉  行政的特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3．了解  卫生检疫行政执法的特征；我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法、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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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主要内容；国

际卫生条例的主要内容；与卫生检疫相关的国际公约。 

内容 

1．重点阐述  行政法的概念；卫生检疫法的概念。 

2．详细了解  行政的特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3．一般介绍  卫生检疫行政执法的特征；我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主要内容；

国际卫生条例的主要内容；与卫生检疫相关的国际公约。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为指导，采取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学目标为主线的教学方法，加强教

学的计划性，保证教学质量。 

2．以教学内容的重点为主线，引导、启发学生思考，利用思维导图等帮助学生构建完善合理的

知识结构。 

3．适当介绍学科发展新动态，提高学生检索查阅专业文献的能力，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其对

专业领域的兴趣。 

4．开展微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改革，促使学生做到课前预习、课后复习，锻炼其理解并准确表

述专业理论和技术的能力。 

5．加强与学生的交流，解决学生疑惑；通过座谈或答疑等形式，收集了解问题，针对相关意见

和建议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授课班学生填写“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评价教师教学质量。 

2．学校、学院教学督导组和教研室随机听课评价教师教学质量。 

3．以形成性评价效果评价教师教学质量。 

 

编写  王寅彪 

审校  陶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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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文献进展》教学大纲 

适用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是一门实践应用性很强，学科交叉的专业，需要学习掌握的内容包括预防

医学、分析化学、卫生微生物和检验检疫等学科基本理论知识和实验操作技能。由于社会发展需求，

检验检疫的发展日新月异，而现有教材由于必须从检验检疫的基础教育开始，因此远不能体现这种发

展方向和热点。《专业文献进展》指导本专业学生了解相关学科发展情况和最新研究进展，提高学生

对本专业的兴趣，是培养检验检疫专业学生必要的教学内容。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专业文献进展》是一门介绍卫生检验与检疫相关多学科发展和研究前沿的课程，围绕服务卫生

检验与检疫学专业这个中心，本课程主要介绍包括预防医学、分析科学、卫生微生物和检验检疫等学

科方向的最新研究和进展。 

（二）基本技能 

本课程主要介绍以下内容  

1．与分析化学、仪器分析相关的研究，包括分析科学前沿热点，复杂物质分析方法研究、以及

生化分析等等； 

2．与预防医学相关学科，包括环境科学、毒理学等学科发展和前沿； 

3．与检验检疫相关学科，包括病毒学、免疫与微生物学、动物检疫学等。 

（三）基本素质 

《专业文献进展》是服务于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的一门选修课程，本课程着眼于拓宽卫生检验

与检疫学专业知识面，介绍相关学科的最新进展和热点方向，为提高学生对本专业的兴趣和以后从事

本专业工作或继续深造学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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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分配 

本课程由我们卫生检验学教研室承担，目前该课程总学时为理论 32 学时，2.0 学分。 

单  元 名  称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 病毒检验 4 － 

2 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 4 － 

3 活性中间体的分析方法 4 － 

4 现代免疫学检测技术研究进展 4 － 

5-6 毒理文献阅读 8 － 

7 临床生化检验技术 4 － 

8 环境分析 4 － 

合  计 32 －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病毒检验 

目标 

1．掌握  病毒的概念及分类。 

2．熟悉  病毒学检验相关文献来源。 

3．了解  病毒学检验及其应用范围、流式病毒仪。 

内容 

1．重点阐述  病毒的概念；病毒的分类。 

2．详细了解  病毒学检验相关文献来源。 

3．一般介绍  病毒学检验及其应用范围；流式病毒仪。 

第二章  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 

目标 

1．掌握  肠道菌群与疾病的相关性及研究进展；粪菌移植的原理和应用。 

2．熟悉  肠道菌群的组成和特征；粪菌移植的注意事项，抗生素使用现状；肠道菌群失调引发

的疾病。 

3．了解  粪菌移植的历史，目前利用粪菌移植技术治病的实例说明。 

内容 

1．重点阐述  肠道菌群的特征及其与疾病的相关性研究进展；粪菌移植的原理和注意事项。  

2．详细了解  肠道菌群的组成和特征，粪菌移植治疗的过程和注意事项；抗生素滥用引发肠道

菌群失调和耐药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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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介绍  研究肠道菌群的起因和粪菌移植的历史发展过程，目前粪菌移植的使用现状。 

第三章  活性中间体的分析方法 

目标 

1．掌握  活性中间体形成原理；活性中间体检自由基测过程中的自旋捕捉技术和激光闪光光解

的基本原理。 

2．熟悉  活性中间体的概念、种类；熟悉活性中间体自由基常见检测方法的种类；熟悉常用的

自旋捕获剂。 

3．了解  活性中间体自由基检测过程中的新技术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活性中间体的概念、种类；活性中间体与过渡态的区别；自由基的概念。 

2．详细了解  活性中间体的一类——自由基；自由基检测过程中自旋捕捉与电子自旋共振技术

联用、液相色谱-自旋捕捉-电子自旋共振技术联用等。 

3．一般介绍  活性中间体自由基常见检测方法中的相关酶的检测技术以及化学发光检测技术，

了解各自的原理和应用范围等；了解自由基的来源、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等。 

第四章  现代免疫学检测技术研究进展 

目标 

1．掌握  免疫检测相关的基本概念及检测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能够根据检测靶标的特性，

选择特异、敏感的方法或自行设计实验进行快速检测。 

2．熟悉  凝聚性反应、标记抗体技术、中和反应、免疫转印、酶联免疫吸附实验等免疫检测技

术的基本操作过程，做到相互贯通、举一反三。 

3．了解  免疫检测技术在疾病检测和食品安全检测方面的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抗原表位、抗体表位等概念；抗原抗体反应的基本原理；单克隆及多克隆抗体的

制备及应用；免疫检测实验设计的基本思路（间接法、夹心法、抑制法、捕获法）及检测结果的判定

（免疫荧光、酶促反应、沉淀反应）。 

2．详细了解  凝聚性反应（凝集试验、沉淀试验、琼扩试验）、标记抗体技术（荧光抗体、酶标

抗体、放射性标记抗体）、中和反应（病毒中和试验、毒素中和试验）、免疫转印、免疫传感器技术等

免疫检测技术的具体原理、基本操作过程及应用范围。 

3．一般介绍  主要以胶体金免疫层析试纸检测为例，介绍免疫检测技术在疾病检测和食品安全

检测方面的应用。 

第五-六章  毒理文献阅读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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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毒理文献查阅和搜索方法，文献的阅读技巧。 

2．熟悉  国内外毒理文献查阅网站，及其获得文献的操作和流程。 

3．了解  毒理研究进展和热点。 

内容 

1．重点阐述  毒理文献查阅和搜索方法，文献的阅读技巧。 

2．详细了解  毒理学研究进展和热点。 

3．一般介绍  国内外毒理文献查阅网站，及其获得文献的操作和流程。 

第七章  临床生化检验技术 

目标 

1．掌握  离心机的类型、结构、操作要点及应用范围；掌握电泳技术的种类和应用范围。 

2．熟悉  临床生化检验技术的概念、应用范围及常用技术；熟悉常用离心方法的种类；熟悉凝

胶电泳的操作过程。 

3．了解  离心技术和电泳技术的基本原理。 

内容 

1．重点阐述  相对离心力的概念；离心机的类型、结构特点及应用；离心机的操作流程；电泳

技术的种类、应用范围。 

2．详细了解  临床生化检验技术的概念、应用范围及常用技术种类；常用离心方法的种类、特

点；以凝胶电泳为例介绍电泳的过程。 

3．一般介绍  离心技术基本原理；电泳技术的基本原理、影响因素。 

第八章 环境分析 

目标 

1．掌握  专业文献阅读的方法。 

2．熟悉  有机磷农药的概念、性质及中毒特征；熟悉快速检测的概念。 

3．了解  有机磷农药快速检测方法的分类及各方法的基本原理；了解有机磷农药快速检测方法

的研究进展。 

内容 

1．重点阐述  专业文献阅读的方法；有机磷农药快速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2．详细了解  有机磷农药的概念及分类；有机磷农药快速检测方法的分类及操作技术。 

3．一般介绍  有机磷农药的中毒特征；有机磷农药快速检测方法的基本原理。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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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以讲座形式开展的拓宽学生知识面的选修课程，为了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我们采用了启发式教学模式、讨论式教学模式、自主性学习模式等

教学方法。在教学手段方面采用了多媒体教学、视频教学及理论课堂实际演示等多种丰富的教学手段。 

（二）评价 

作为选修课，本课程成绩的评定包括平时成绩和课程总结报告二个部分，平时成绩包括考勤、平

时提问（每次回答加 5 分）、课堂讨论等形式，课程总结报告可以是分组 PPT 或个人书面报告形式，

通过这两个方面综合评定学生成绩是否合格。 

 

                            编写  石如玲  韩光亮  高  霞 

陶  玲  李慧君  赵  茜  

王寅彪                 

                                  审校  杨中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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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健康信息学》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公共健康信息学》作为生物医学信息学的分支，是一个由预防医学、临床科学及计算机科学与

信息技术等多学科高度交叉的领域。近年来，随着强大的数据存储，计算平台，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海量医疗数据涌现，实现了对人体多尺度医疗和健康数据的获取、传输、处理、存储及检索。公共健

康信息学通过有效的整合和利用数字化的医疗大数据，来实现疾病个性化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

治疗。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公共健康数据的获取、存储和使用，了解个性化医疗，疾病的预

防和早期诊断等相关知识，并加强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的结合。 

本课程为选修课，1.0 学分，教学时数为 18 学时，其中理论课 18 学时，实验课 0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  公共健康信息学的基本原理 

2．熟悉  公共健康数据的获取、存储和使用的方法 

3．了解  个性化医疗，疾病的预防和早期诊断等相关知识 

（二）基本技能 

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采用理论讲述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培养和提高学生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完成本课程的学习后，能够理解医疗大数据在提高医疗质量，强化

患者安全，降低风险，降低医疗成本等方面的应用。 

（三）基本素质 

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能够结合实际，运用本学科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充分利用海量医疗和健

康数据，来提高医疗质量，强化患者安全，降低风险，降低医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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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 公共健康信息学理论基础及在预防和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3 － 

2 公共健康数据的获取、存储和使用 3 － 

3 基因健康信息学理论基础 3 － 

4 基因和组学数据的获取与分析 3 － 

5 基因健康信息资源库 3 － 

6 公共健康信息学未来发展与展望 3 － 

合  计 18 －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公共健康信息学理论基础及在预防和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目标 

1．掌握  公共健康信息学理论基础。 

2．熟悉  公共健康信息学在预防和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3．了解  计算机技术在医学及医疗卫生领域的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公共健康信息学理论基础。 

2．详细了解  公共健康信息学在预防和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3．一般介绍  计算机技术在医学及医疗卫生领域的应用。 

第二章 生物医学数据的获取、存储和使用 

目标 

1．掌握  生物医学数据的用途。 

2．熟悉  生物医学数据的结构以及数据的选择和使用策略。 

3．了解  计算机和医学数据的收集；传统医学记录系统的缺陷。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物医学数据的用途。 

2．详细了解  生物医学数据的结构以及数据的选择和使用策略。 

3．一般介绍  计算机和医学数据的收集；传统医学记录系统的缺陷。 

第三章 基因健康信息学理论基础 

目标 



 

 - 277 - 

1．掌握  基因、基因组、健康的定义及其相互关系。 

2．熟悉  基因组导向下的健康管理是现代疾病防治的有效手段。 

3．了解  基因健康信息学的兴起。 

内容 

1．重点阐述  基因、基因组、健康的定义及其相互关系。 

2．详细了解  基因组导向下的健康管理是现代疾病防治的有效手段。 

3．一般介绍  基因健康信息学的背景和发展历史。 

第四章  基因和组学数据的获取与分析 

目标 

1．掌握  基因的表达、转录调控及表观遗传修饰与疾病产生的关系。 

2．熟悉  高通量测序技术和疾病信息分析技术在精准医疗中的应用。 

3．了解  SNP 与健康信息分析技术。 

内容 

1．重点阐述  基因的表达、转录调控及表观遗传修饰与疾病产生的关系。 

2．详细了解  高通量测序技术和疾病信息分析技术在精准医疗中的应用。 

3．一般介绍  SNP 与健康信息分析技术。 

第五章  基因健康信息资源库 

目标 

1．掌握  基因健康信息学系统应用体系和目标用户。 

2．熟悉  基因健康相关合作计划及相关数据库。 

3．了解  信息资源库的用途。 

内容 

1．重点阐述  基因健康信息学系统应用体系和目标用户。 

2．详细了解  国际肿瘤基因组计划及相关数据库；人类宏基因组计划；药物基因组相关数据库；

环境及毒理基因组计划数据库。 

3．一般介绍  通过结合实例了解信息资源库的用途。 

第六章  公共健康信息学未来发展与展望 

目标 

1．掌握  公共健康信息学的发展方向。 

2．熟悉  公共健康信息学面临的挑战。 

3．了解  公共健康信息学中计算机应用的未来。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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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述  公共健康信息学的发展方向。 

2．详细了解  公共健康信息学面临的挑战。 

3．一般介绍  公共健康信息学中计算机应用的未来。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的

视野，提高学生兴趣。 

4．由于教学时数所限，部分需要了解的理论教学内容由学生自学。 

5．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  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和形成性评价，进行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满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85%，形成性评价占 15%。 

 

编写  李  盼 

审校  石如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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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信息管理学》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卫生信息管理学》是信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信息管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卫生信息管理领

域中应用而衍生出来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卫生信息管理实践活动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理论基础。 

本课程的任务和目的是使学生能够在已有计算机和管理支持的基础上，既能宏观地全面的了解人

类社会信息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掌握信息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自觉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丰富信

息管理的实践活动。要求学生在学完本课程后，能够牢固掌握信息管理的基本知识、理论，对信息管

理相关的知识有全面的了解，并具有应用所学知识和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大纲与人民出版社出版，罗爱静主编教材《卫生信息管理学》（第四版）配套使用，适用于预

防医学专业本科的教学。 

本课程为限选课，1.0 学分，教学时数为 18 学时，其中理论课 18 学时，实验课 0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卫生信息采集、组织、交流、分析与服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同时掌握卫生信息系统技

术与卫生信息标准与规范。 

2．熟悉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社区卫生信息系统、医院信息系统、医疗保险信息管理系统的基本

构成和应用。 

3．了解国家卫生信息网络和卫生信息工作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与现状。 

（二）基本技能 

1．掌握必需的文化基础知识。 

2．具有应用计算机处理信息的能力。 

3．能运用统计学的方法，为卫生行政及医药卫生机构提供信息和决策依据。 

4．具有从事卫生信息管理、疾病分类工作的能力。 

5．具有从事医院档案管理和从事图书资料管理的能力。 

（三）基本素质 

具有基本的医学知识，掌握病案管理、疾病分类、医院管理、数据库开发、网络系统维护等常用

技术，熟悉自动化和医院信息系统的应用，能从事医药卫生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和监测，以及构

建和维护卫生信息系统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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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 卫生信息管理概论 3 － 

2 卫生信息资源管理 3 － 

3 卫生信息系统技术基础 3 － 

4 卫生信息标准与规范 3 － 

5 公共卫生管理信息系统 3 － 

6 医院信息系统 3 － 

合计 18 －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卫生信息管理概论 

目标 

1．掌握  掌握信息政策和信息立法的有关基本概念和内容。 

2．熟悉  熟悉卫生信息及卫生信息管理的概念、原理及其基本内容。 

3．了解  卫生信息管理及其相关的专业术语概念与内涵，从而加强对信息学科体系的认识。 

内容 

1．重点阐述  信息的概念、特征；卫生信息管理学：定义和研究内容；卫生知识管理的概念与

实现过程。 

2．详细了解  信息的内涵、信息的特征、信息的类型、信息的载体与形态；卫生信息管理的基

本原理：系统原理、动态原理、人本原理、效益原理；医药卫生知识产权的概念、特征。 

3．一般介绍  信息管理的起源与发展、信息管理的思想派别、信息管理的含义、信息管理的范

围、信息管理的类型。 

第二章 卫生信息资源管理 

目标 

1．掌握  信息资源管理的有关概念和信息资源管理的有关内容。 

2．熟悉  信息源的有关概念及其信息源分析与评价的主要方法指标。 

3．了解  信息采集和信息组织的主要内容、方法和常用工具。 

内容 

1．重点阐述  卫生信息资源管理的意义；卫生信息资源管理的任务。 

2．详细了解  信息资源和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关系；卫生信息需求分析的概念和特征、信息

源概念和分类、卫生信息采集的原则、卫生信息采集的途径和方法。 

3．一般介绍  信息传递的概念、卫生信息传递的基本原则、卫生信息传递的基本特征、卫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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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传递的方式、卫生信息传递的影响因素。 

第三章 卫生信息系统技术基础 

目标 

1．掌握  计算机的类型与选择和数据库的基本概念、数据模型的类型，数据安全技术。 

2．熟悉  DBMS 的功能与组成、关系规范化理论，信息系统安全策略。 

3．了解  卫生信息系统的运作方式、信息系统开发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信息系统中的计算机：计算机在卫生信息系统中的作用、计算机硬件、计算机的

类型与选择、计算机软件。卫生信息系统中的网络与通信：卫生信息的电子传输、通信硬件、通信软

件、国际互联网。 

2．详细了解  数据库管理：熟即可的数据结构、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功能、数据库管理模型、分

布式数据库。信息系统安全策略、数据安全技术。 

3．一般介绍  卫生信息系统的开发：运作方式、信息系统开发方法。 

第四章 卫生信息标准与规范 

目标 

1．掌握  信息标准与标准化的基本概念、信息标准的类型：熟悉卫生信息标准的内容。 

2．熟悉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3．了解  卫生信息标准传输。 

内容 

1．重点阐述  信息标准和标准化的概念；信息标准的分类。 

2．详细了解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国际疾病分类简介；ICD 的基本结构和分类原则；死亡原因

医学证明书及死因分类原则；ID-9 与 ID-10 分类系统的比较。 

3．一般介绍  卫生信息标准的主要内容；术语标准和分类标准、临床数据标准；国内卫生信息

标准化的进展；国际卫生信息标准化工作进展；卫生信息标准传输发展历程、主要内容、传输与接口、

功能与应用。 

第五章 公共卫生管理信息系统 

目标 

1．掌握  公共卫生管理信息系统的相关概念与作用。 

2．熟悉  公共卫生管理信息系统组成与功能。 

3．了解  社区卫生信息系统，妇幼卫生信息系统等。 

内容 

1．重点阐述  公共卫生管理信息系统的概念、范围及特点；公共卫生管理信息系统的评价；公

共卫生监测信息系统的概念、特征及目的。 

2．详细了解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信息的采集和处理、预警信息发布、信息管理与通报；公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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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监测信息系统的概念、特征及目的，公共卫生监测信息系统建立与实施，公共卫生监测信息系统的

方法和程序。 

3．一般介绍  妇幼卫生信息系统的概念、特点、来源和分类；社区和社区卫生信息的概念、特

点、信息化需求；社区卫生信息系统的概念、形成和发展、组成与功能。 

第六章 医院卫生管理信息系统 

目标 

1．掌握  医院管理信息系统的概念与作用，电子病历的定义和功能、特点。 

2．熟悉  医院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规划。 

3．了解  医院管理信息系统各子系统功能描述，我国医院管理信息系统开发现状及其应用介绍。 

内容 

1．重点阐述  医院管理信息系统的概念、发展与作用。 

2．详细了解  电子病历的定义和功能、特点；医学影像与通信系统。 

3．一般介绍  我国医院管理信息系统开发现状及其应用介绍。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的

视野，提高学生兴趣。 

4．由于教学时数所限，部分需要了解的理论教学内容由学生自学。 

5．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和形成性评价，进行综合评价。学生成绩满

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85%，形成性评价占 15%。 

 

编写  李  盼   

审校  石如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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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微生态与人体健康》教学大纲 

适用各专业 

 

一、课程简介 

《肠道微生态与人体健康》是临床医学、预防医学、护理学等专业开设的专业选修课之一，是医

学教育与医学科技前沿衔接不可缺少组成部分。美国于 2016 年 5 月宣布启动国家微生物组计划；我

国科学家在微生物与健康研究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研究和探讨肠道微生态与人体疾病间的关系已成

为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重要课题。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同学们系统了解肠道微生态方面的理论和技术，熟悉肠道微生态与人类健

康间的关系，有助于医学生紧跟医学科学前沿，开阔视野，培养医学科学精神，并通过课程的学习提

高健康意识。 

本课程为各专业任选课，1.0 学分，教学总学时为理论 16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微生态学和健康信息论，微生态平衡与健康的关系、微生态与肿瘤、肥胖等疾病的关系，

微生态健康生活指南。 

2．熟悉肠道微生态的自我检测方法；低聚糖的摄取量、味觉和物理性质；四步膳食法保障肠道

健康等。 

3．了解微生态的发展，微生态相关疾病的防治，肠道微生态的意义。 

（二）基本技能 

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采用理论讲述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培养和提高学生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完成本课程的学习后，能够应用所学微生态知识指导健康生活。 

（三）基本素质 

1．培养医学生对肠道菌群的认识，关注肠道与人体健康。 

2．能够结合实际，运用本学科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维持肠道菌群健康及人体健康。 

3．通过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脚踏实地、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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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微生态的定义及发展史 2 

2 肠道微生态概述 2 

3 肠道微生态与肥胖 2 

4 肠道微生态与肿瘤 2 

5 肠道微生态与帕金森氏病 2 

6 肠道微生态与神经精神疾病 2 

7 肠道微生态与糖尿病 2 

8 学习微生态健康生活指南 2 

合  计 16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微生态的定义及发展史 

目标 

1．掌握  微生态的定义、类型、特点；健康信息论的定义。 

2．熟悉  微生态与肠道微生态的关系，共生关系的起源、发展；正常微生物群与人体生理的关

系。 

3．了解  微生态调节剂，生态农业。 

内容 

1．重点阐述  微生态的定义、类型、特点；健康信息论的定义。 

2．详细了解  微生态与肠道微生态的关系，共生关系的起源、发展；正常微生物群与人体生理

的关系。 

3．一般介绍  微生态调节剂，生态农业。 

第二章  肠道微生态概述 

目标 

1．掌握  正常微生物菌群与免疫、营养间的关系。 

2．熟悉  宿主与环境的关系，肠道、口腔、皮肤、呼吸道和阴道正常菌群与健康的关系。 

3．了解  正常病毒群与健康。 

内容 

1．重点阐述  正常微生物菌群与人体免疫系统、不同营养素（膳食纤维和奶制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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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详细了解  宿主与环境的关系，肠道、口腔、皮肤、呼吸道和阴道正常菌群与健康的关系。 

3．一般介绍  正常病毒群与肠道菌群及健康的关系。 

第三章  肠道微生态与肥胖 

目标 

1．掌握  菌群移植的定义、方法、禁忌症。 

2．熟悉  肥胖对肠道微生态的影响，膳食干预肠道微生态防治肥胖的策略。 

3．了解  肥胖的定义及分级标准，肠道微生态对肥胖影响的实验及可能机制。 

内容 

1．重点阐述  菌群移植的定义、方法、禁忌症。 

2．详细了解  肥胖对肠道微生态的影响，膳食干预肠道微生态防治肥胖的策略。 

3．一般介绍  肥胖的定义及分级标准，肠道微生态对肥胖影响的实验及可能机制。 

第四章  肠道微生态与肿瘤 

目标 

1．掌握  肠道微生物与癌症发生间的关系；微生物疗法抗癌，双歧杆菌帮助抗癌。 

2．熟悉  膳食纤维与癌症的关系；微生物与癌症药物开发。 

3．了解  癌症的定义、种类。 

内容 

1．重点阐述  肠道微生物与癌症发生间的关系；微生物疗法抗癌，双歧杆菌帮助抗癌。 

2．详细了解  膳食纤维与癌症的关系；微生物与癌症药物开发。 

3．一般介绍  癌症的定义、种类。 

第五章  肠道微生态与帕金森氏病 

目标 

1．掌握  肠道微生物与帕金森氏病发生间的关系。 

2．熟悉  肠道菌群对大脑功能的影响。 

3．了解  帕金森氏病的定义及发病机制。 

内容 

1．重点阐述  肠道微生物与帕金森氏病发生间的关系及分子机制。 

2．详细了解  肠道菌群对大脑功能的影响及可能分子机制。 

3．一般介绍  帕金森氏病的定义及发病机制。 

第六章  肠道微生态与神经精神疾病 

目标 

1．掌握  肠道微生物与神经精神疾病发生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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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肠道菌群影响神经发育、个体行为以及神经系统紊乱等。 

3．了解  神经精神疾病的定义及发病机制。 

内容 

1．重点阐述  肠道微生物与神经精神疾病发生间的关系。 

2．详细了解  肠道菌群影响神经发育、个体行为以及神经系统紊乱等。 

3．一般介绍  神经精神疾病的定义及发病机制。 

第七章  肠道微生态与糖尿病 

目标 

1．掌握  肠道微生态在糖尿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2．熟悉  肠道微生态与代谢性疾病；肠道细菌与代谢性疾病内毒素血症假说；益生菌与代谢性

疾病。 

3．了解  代谢性疾病的定义及诊断标准。 

内容 

1．重点阐述  肠道微生态在糖尿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2．详细了解  肠道微生态与代谢性疾病；肠道细菌与代谢性疾病内毒素血症假说；益生菌与代

谢性疾病。 

3．一般介绍  代谢性疾病的定义及诊断标准。 

第八章  学习微生态健康生活指南 

目标 

1．掌握  健康生活方式的定义和内容；微生态健康生活指南。 

2．熟悉  微生态健康生活指南调节肠道菌群和促进健康的可能分子机制。 

3．了解  益生元、益生菌等微生态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益生元、益生菌未来应用于调节

肠道微生态的机遇和挑战。 

内容 

1．重点阐述  健康生活方式的定义和内容；微生态健康生活指南。 

2．详细了解  微生态健康生活指南调节肠道菌群和促进健康的可能分子机制。 

3．一般介绍  益生元、益生菌等微生态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益生元、益生菌未来应用于

调节肠道微生态的机遇和挑战。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https://www.jianke.com/yuer/yinger/szfy/
https://www.jianke.com/yyzd/shenjinxitong/
https://www.jianke.com/yuer/yinger/szfy/
https://www.jianke.com/yyzd/shenjinxi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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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的

视野，提高学生兴趣。 

4．由于教学时数所限，部分需要了解的理论教学内容由学生自学。 

5．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  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和形成性评价，进行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满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85%，形成性评价占 15%。 

 

编写  丁世彬 

审校  石如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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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学导论》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和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公共卫生学导论是针对刚入校的预防医学和卫生检验专业一年级学生开设的课程，目的介绍这两

个专业今后要学习的主要专业课的重要性和应打好的基础知识，以及这些课程专业方向的发展前景。

本课程要介绍的内容包括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劳动卫生学和职业病、流行病学和卫生统

计学、儿童少年卫生学、全科医学和社区医学、卫生检验学和卫生毒理学等。使学生了解每门课程包

括的内容、学习的目的意义、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和发展前景。本课程通过课堂讲授、讨论、观看教学

录像、自学等方式进行教学，培养学生的预防医学意识。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能为今后从事预防

和卫生检验的管理、教学、科研打下较为全面的理论和专业技能基础。在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际，结

合最新的国内外进展，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主干课程的学习提供

学习的视野。 

    本课程是预防医学和卫生检验专业的选修课，1.0 学分，教学总学时为理论 18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基本理论知识包括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劳动卫生学和职业病、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

学、儿童少年卫生学、全科医学和社区医学、卫生检验学和卫生毒理学等。主要讲每门课程包括的内

容、学习的目的意义、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和发展前景。 

（二）基本技能 

通过公共卫生学导论课程的理论学习，使学生学会科学思维、熟练自学的基本能力。使学生掌握

每门课程包括的内容、学习的目的意义、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和发展前景，培养学生今后学习中与专业

课程相联系、独立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基本素质 

1．培养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2．首先培养自学能力和方法，能够独立创造性的学习；其次是培养动手查阅资料文献的能力，

能够在正确的逻辑思维指导下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同时培养良好的表达能力，能较好的了解自己今

后应该学习的主要专业课程。 

3．树立预防为主的大卫生观，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以及良好的生活方式，坚持锻炼身体，使学

生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较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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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绪论 2 

2 环境卫生学概述 2 

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概述 2 

4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概述 2 

5 儿童少年卫生学概述 2 

6 毒理学概述 2 

7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概述 2 

8 社区卫生服务概述 2 

9 卫生检验与检疫概述 2 

合计 18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公共卫生学的概念、地位，培养目标要求，以及疾病预防策略。 

2．熟悉  公共卫生学研究方法、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的关系、预防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关系。 

3．了解  公共卫生学与人群健康的关系、公共卫生组织形式。 

内容 

1．重点阐述  公共卫生学的概念和地位，预防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 

2．详细了解  公共卫生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以及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的关系、公共卫生

学在现代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3．一般介绍  公共卫生学的发展史，公共卫生组织系统、公共卫生学学科体系等。 

第二章  环境卫生学概述 

目标 

1．掌握  环境卫生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2．熟悉  环境卫生学在预防医学中的地位，环境卫生与人群健康的关系。 

3．了解  环境卫生学的研究方法，环境卫生学现状和展望。 

内容 

1．重点阐述  环境卫生学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环境卫生学在预防医学中的地位。 

2．一般介绍  环境卫生学的研究方法、现状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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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概述 

目标 

1．掌握  营养学与食品卫生学的定义、联系与区别。 

2．熟悉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的基本内容和最新进展。 

3．了解  学习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的重要性、学习方法及要求。 

内容 

1．重点阐述  营养学与食品卫生学的定义、联系与区别，以及学习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的重要性。 

2．详细了解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的基本内容、历史和新发展方向。 

3．一般介绍  如何学好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第四章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概述 

目标 

1．掌握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2．熟悉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在预防医学中的地位，职业有害因素与疾病的关系。 

3．了解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形成、发展与挑战；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研究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2．详细了解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在预防医学中的地位；职业有害因素与疾病的关系。 

3．一般介绍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形成、发展与挑战；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研究方法。 

第五章  儿童少年卫生学概述 

目标 

1．掌握  儿少卫生学的性质、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 

2．熟悉  儿少卫生学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3．了解  儿少卫生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及其新进展。 

内容 

1．重点阐述  儿少卫生学的概念和特点。 

2．详细了解  儿少卫生学的研究目的、对象和主要研究内容。 

3．一般介绍  少卫生学的学习技能和方法，以及儿少卫生学的新进展。 

第六章  毒理学概述 

目标 

1．掌握  毒理学的概念、研究目的。 

2．熟悉  毒理学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3．了解  毒理学的发展简史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及其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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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毒理学的概念和特点。 

2．详细了解  毒理学的研究目的、主要研究内容。 

3．一般介绍  毒理学的发展历史、研究方法。 

第七章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概述 

目标 

1．掌握  流行病学的定义，卫生统计学的定义。 

2．熟悉  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的基本内容、发展简史、研究方法、应用现状、最新进展及展

望。 

3．了解  学习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的重要性、学习方法及要求。 

内容 

1．重点阐述  流行病学的定义，卫生统计学的定义，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在现代公共卫生学

科体系中的地位及重要性。 

2．详细了解  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的基本内容、发展简史、研究方法、应用现状、最新进展

及展望。 

3．一般介绍  学习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的方法及要求。 

第八章  社区卫生服务概述 

目标 

1．掌握  社区卫生服务的概念和一般原则。 

2．熟悉  社区卫生服务内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及其管理，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服务。 

3．了解  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历史，发展趋势。 

内容 

1．重点阐述  社区卫生服务一般原则。 

2．详细了解  社区卫生服务概念，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设置与管理，全科医学开展人群健康管理的优势。 

3．一般介绍  社区、社区服务、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历史。 

第九章  卫生检验与检疫概述 

目标 

1．掌握  卫生检验与检疫的定义。 

2．熟悉  卫生检验与检疫的业务内容和发展方向。 

3．了解  卫生检验与检疫的学习要求。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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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述  作为公共卫生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眼睛”的卫生检验与检疫的重要性。 

2．详细了解  卫生检验与检疫业务方向“理化检验、临床检验、微生物检验”的新发展方向； 

3．一般介绍  如何学好卫生检验与检疫。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的

视野，提高学生兴趣。 

4．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  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和形成性评价，进行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满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80%，形成性评价占 20%。 

 

                                             编写  田玉慧 

审校  卜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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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营养学》教学大纲 

适用护理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老年营养学是研究食物、营养与老年人健康和疾病关系的一门学科，是护理学专业开设的专业选

修课之一。近年来，我国老龄化日益严重，老年人的慢性病发病率较高，因此，研究营养与老年人常

见慢性疾病的关系及通过营养改善或辅助治疗慢性疾病已成为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重要课题。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了解老年营养基础理论和营养与老年疾病两部分内容，为更好

地运用老年营养学知识解决临床护理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老年营养及老年人常见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

疗问题打下基础。 

本课程为护理专业选修课，1.0 学分，教学时数为 16 学时，理论课 16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老年人的宏量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营养需求；老年人的营养状况评价、营养支持；

老年人的消化、心血管、泌尿系统疾病与营养；老年人内分泌代谢变化、癌症与营养等理论知识。 

2．熟悉老年人的运动、饮食、健康促进与预防。 

3．了解老龄化的人口学特征。 

（二）基本技能 

注重培养学生的解决临床工作中老年人常见慢性疾病防治的能力，采用理论讲述与问题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进行教学，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完成本课程的学习后，能够

独立地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三）基本素质 

1．树立本科护理学学生应用老年营养学知识解决老年人常见慢性病防治工作方面的正确观点。 

2．能够结合实际，运用老年营养学知识，通过营养干预等手段辅助治疗老年人常见慢性疾病；

并通过合理营养促进健康，延年益寿。 

3．通过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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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老龄化人口学特征 1 

2 老年人的营养需求 3 

3 老年人消化、心血管疾病与营养 2 

4 老年人泌尿系统疾病与营养 2 

5 老年人的内分泌代谢变化 2 

6 老年人癌症与营养 2 

7 老年人的营养状况评价、营养支持 2 

8 老年人运动、饮食、健康促进与预防 2 

合  计 16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老龄化的人口学特征与老年营养学 

目标 

1．掌握  老龄化定义、年龄限定；老龄化带来的健康问题及营养在慢性病防治中的作用。 

2．熟悉  老年医学研究的现状和老年人的器官特点。 

3．了解  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的种类及营养在其中的作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老龄化带来的健康问题及营养在慢性病防治中的作用。 

2．详细了解  老年医学研究的现状和老年人的器官特点。 

3．一般介绍  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的种类及营养在其中的作用。 

第二章  老年人营养需求 

目标 

1．掌握  老年人宏量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营养需求。 

2．熟悉  老年人对宏量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代谢变化，及其过剩或缺乏对老年人的健康

影响。 

3．了解  老年人营养支持等对宏量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影响。 

内容 

1．重点阐述  老年人的宏量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营养需求量、及其在机体维持健康中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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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详细了解  老年人的宏量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营养需求量、及其在机体维持健康中的

作用。 

3．一般介绍  老年人的宏量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代谢和吸收等。 

第三章  老年人消化、心血管疾病、泌尿系统疾病与营养 

目标 

1．掌握  老年人消化、心血管疾病疾病与营养的关系及营养支持。 

2．熟悉  老年人消化、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及营养在其中的关键作用。 

3．了解  老年人消化、心血管疾病的食物禁忌。 

内容 

1．重点阐述  老年人消化、心血管疾病及营养在这些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2．详细了解  营养干预和临床营养治疗在老年人的消化、心血管疾病中的作用。 

3．一般介绍  老年人消化、心血管疾病的食物禁忌。 

第四章  老年人泌尿系统疾病与营养 

目标 

1．掌握  老年人泌尿系统疾病与营养的关系及营养支持。 

2．熟悉  老年人泌尿系统疾病的发病机制及营养在其中的关键作用。 

3．了解  老年人泌尿系统疾病的食物禁忌。 

内容 

1．重点阐述  老年人泌尿系统疾病及营养在这些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2．详细了解  营养干预和临床营养治疗在老年人泌尿系统疾病中的作用。 

3．一般介绍  老年人泌尿系统疾病的食物禁忌。 

第五章 老年人内分泌代谢变化与营养 

目标 

1．掌握  老年糖尿病的营养治疗原则；老年糖尿病患者每日营养素的计算方法。 

2．熟悉  老年糖尿病患者食谱设计的基本程序；痛风、骨质疏松与营养的关系及营养治疗原则。 

3．了解  老年人内分泌系统特点；老年糖尿病特点 

内容 

1．重点阐述  老年人内分泌系统及老年糖尿病特点。 

2．详细了解  老年糖尿病食谱编制的基本程序及食品交换的方法；老年糖尿病患者一日食谱编

制方法。 

3．一般介绍  老年痛风、骨质疏松与营养的关系及营养治疗原则。 

第六章 老年人癌症与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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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掌握  营养素、食物与癌症的关系。 

2．熟悉  常见癌症的营养防治措施；世界癌症基金会预防癌症的膳食建议。 

3．了解  老年癌症营养防治特点。 

内容 

1．重点阐述  营养素、食物与癌症的关系。 

2．详细了解  常见癌症的营养防治措施；世界癌症基金会预防癌症的膳食建议。 

3．一般介绍  老年癌症营养防治特点。 

第七章 老年人营养状况评价、营养支持 

目标 

1．掌握  老年营养调查和营养咨询的方法和内容；医院基本膳食、治疗膳食的特点和应用范围。 

2．熟悉  肠内营养的概念和种类；肠外营养的概念和种类。 

3．了解  试验膳食；肠内营养、肠外营养的常用制剂及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营养调查的常用方法及优缺点；医院的基本膳食、治疗膳食的膳食特点和应用范

围。 

2．详细了解  主观综合评价法（SGA）和 SOAP 营养咨询方法；肠内营养、肠外营养的概念和

种类；肠内营养、肠外营养的相互关系。 

3．一般介绍  老年肠内营养和肠外营养的常用制剂及应用。 

第八章 老年人运动、饮食，健康促进与预防 

目标 

1．掌握  老年人运动系统特点；老年人膳食指南。 

2．熟悉  老年人体成分改变与疾病关系；老年人健康促进的原则与方法。 

3．了解  老年人少肌症。 

内容 

1．重点阐述  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健康促进的原则与方法。 

2．详细了解  老年人运动系统特点；老年人体成分改变与疾病关系。  

3．一般介绍  老年人少肌症。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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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视

野，提高学习兴趣。 

4．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  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和形成性评价，进行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满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85%，形成性评价占 15%。 

 

编写  王绪刚 

审校  卜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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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营养学》教学大纲 

适用各专业 

 

一、课程简介 

临床营养学（clinical nutrition）是营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食物中的营养素及其它生物活

性物质对人体健康的生理作用和有益影响，以及对疾病发生、发展和康复等影响的科学，具有很强的

理论性和实际应用性，与国计民生的关系密切。它在增进我国人民体质、预防疾病、保护和提高健康

水平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临床营养学知识在预防疾病、控制疾病、治疗疾病方面有独特的见解，包

括营养学基础、临床营养学总论和临床营养学各论三大部分。营养学基础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各营养

素的功能、食物来源、各类食物和特殊人群营养、合理膳食和食物指南等基本理论知识；临床营养学

总论是学习膳食调查的基本方法、医院的基本膳食、治疗膳食和临床营养的途径等内容；临床营养学

各论主要介绍临床各系统疾病的营养治疗，经过营养干预、合理营养治疗可以预防发病，减轻症状，

控制和稳定病情，防止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通过合理营养、平衡膳食和营养治疗结合临床治疗达到

促进机体健康，加快疾病康复的目的。 

本课程为本科各年级临床、儿科、检验、康复、护理、临床心理、五官、药学、预防医学等各专

业的选修课（限选或任选），总学时 24 学时，理论学时为 24 学时，学分 1.0 分。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基本理论知识包括营养学基础、临床营养学总论和临床营养学各论三大部分。营养学基础的任务

是使学生掌握各营养素的功能、食物来源、各类食物和特殊人群营养、合理膳食和膳食指南等基本理

论知识；特殊生理阶段的营养要求学生掌握婴幼儿、儿童、青少年、中年人、老年人等不同人群的营

养特点与常见的营养问题；临床营养学总论是学习膳食调查的基本方法、医院的基本膳食和治疗膳食、

临床营养的途径等；临床营养学各论主要介绍临床各系统疾病的营养代谢特点和营养治疗原则。 

（二）基本技能 

通过临床营养学的教学、练习，使学生掌握临床营养学的基本技能，能结合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和

需求，熟练进行膳食调查、营养咨询、营养评价；能够对病人进行营养健康教育、指导病人膳食、改

善病人营养水平，促进患者康复；能对各种疾病患者进行营养治疗，能够设计各类病人的食谱。  

（三）基本素质 

1．态度  培养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

思想。 

http://baike.baidu.com/view/2780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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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力  通过临床营养学的理论学习，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尤其

使学生能熟练进行膳食调查、营养评价及对各种疾病患者的营养治疗，设计病人的食谱，培养学生独

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 

3．体质  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树立合理膳食、平衡膳食的观念，以及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坚持

锻炼等结合，增强体质，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三、学时分配 

单 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绪论 0.5 

2 营养素 3.5 

3 各类食物营养价值 2 

4 膳食结构与膳食指南 1 

5 特殊生理阶段的营养 1 

6 营养调查与咨询 1 

7 医院膳食，肠内、肠外营养 3 

8 代谢系统疾病的营养治疗 3 

9 消化系统疾病的营养治疗 1.5 

10 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营养治疗 1.5 

11 肾脏疾病的营养治疗 3 

12 肿瘤的营养治疗 3 

合 计 24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熟悉  临床营养学的概念。 

2．了解  临床营养学的发展历史及研究内容。 

内容 

1．详细了解  临床营养学的概念。 

2．一般介绍  临床营养学的学科概述、发展历史及研究内容。 

第二章  营养素 

目标 

1．掌握  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等营养素的生理功能、食物营养学评价、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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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食物来源；热能单位、人体热能消耗、生热系数以及计算一日热能的方法；矿物质的概念、分类，

以及钙、铁、碘、锌、硒等元素的性质、代谢、生理功能、缺乏病、食物来源和供给量；维生素的概

念、分类，以及维生素 A、B1、B2、C 及尼克酸的性质、代谢、生理功能、缺乏病、食物来源和供给

量。 

2．熟悉  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和代谢、机体营养不良及营养状况评价；维

生素 B6、B12、叶酸等的性质、代谢、生理功能、缺乏病、食物来源和供给量。 

3．了解  矿物质磷、钾、钠、镁、铜、铬等有关内容；维生素 D、维生素 E 等有关内容。 

内容 

1．重点阐述  蛋白质的食物营养价值评定、必需氨基酸的概念、分类、功能、食物供给量和来

源；脂类分类、必需脂肪酸、食物供给量和来源；碳水化合物分类、膳食纤维分类、功能、食物供给

量和来源；热能消耗的主要方面及三大营养素的生热系数；以及正常人每日热能需要量的计算方法；

矿物质概念、分类，以及钙、铁、碘、锌、硒的生理功能、缺乏病、过量危害、营养评价、供给量和

膳食主要来源；维生素概念、分类特征，以及维生素 A，B1，B2，C 及尼克酸的性质、代谢、生理功

能、缺乏病、过量的危害、营养学评价、食物来源和供给量。 

2．详细了解  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和代谢、机体营养不良及营养状况评价；

维生素 B6、B12、叶酸等的性质、代谢、生理功能、缺乏病、食物来源和供给量。 

3．一般介绍  矿物质磷、钾、钠、镁、铜、铬等有关内容；维生素 D、维生素 E 等有关内容。 

第三章  各类食物的营养价值 

目标 

1．掌握  谷类、豆类、蔬菜和水果、肉类及鱼类、奶类、蛋类的营养价值特点。 

2．熟悉  食品加工、烹调、储存条件对食品营养价值的影响。 

3．了解  食品营养价值的评定及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谷类、豆类及其制品的营养价值，详细讲解大豆的抗营养素因子；蔬菜、水果的

营养价值  肉类及鱼类、奶类、蛋类的营养价值。 

2．详细了解  食品加工、烹调、储存条件对各类食品营养价值的影响。 

3．一般介绍  食品营养价值的评定及意义。 

第四章  膳食结构与膳食指南 

目标 

1．掌握  合理营养的概念及要求；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及平衡膳食宝塔；并能根据膳食指南和膳

食宝塔对自己的一日三餐进行分析和评价。 

2．熟悉  膳食计划的制定方法及食谱编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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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中国居民膳食结构现状。 

内容 

1．重点阐述  合理营养的概念及要求；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及平衡膳食宝塔；膳食分析和评价的

方法。 

2．详细了解  膳食计划的制定要求及食谱编制的意义及方法，并根据膳食指南和膳食宝塔对自

己的一日三餐进行分析和评价。 

3．一般介绍  中国居民的膳食结构现状。 

第五章  特殊生理阶段的营养 

目标 

1．熟悉  乳母、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的膳食特点。 

2．了解  孕妇、乳母、婴幼儿、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的营养需要。 

内容 

1．详细了解  孕期营养生理特点，孕期营养不良对胎儿的影响，孕期的营养需要；乳母营养对

乳汁中营养素的影响；乳母营养的膳食特点；婴幼儿、学龄前、学龄儿童与青少年营养需要。 

2．一般介绍  婴幼儿、学龄前、学龄儿童与青少年的膳食特点；老年人营养需要和膳食特点，

并分析自己父母的膳食优缺点及改进意见。 

第六章  营养调查与咨询 

目标 

1．掌握  营养调查和营养咨询的方法和内容。 

2．了解  主观综合评价法（SGA）和 SOAP 营养咨询方法；全国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结果及我

国慢性病迅速上升的原因及其控制措施。 

内容 

1．重点阐述  营养调查的常用方法及优缺点。 

2．一般介绍  主观综合评价法（SGA）和 SOAP 营养咨询方法；全国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结果，

并分析我国慢性病迅速上升的原因及其控制措施。 

第七章  医院膳食，肠内营养、肠外营养 

目标 

1．掌握  医院的基本膳食、治疗膳食的特点和适用范围。 

2．熟悉  肠内营养、肠外营养的概念和种类。 

3．了解  肠内营养、肠外营养的常用制剂及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医院的基本膳食、治疗膳食的膳食特点和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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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详细了解  肠内营养的概念和种类；肠外营养的概念和种类；肠内营养、肠外营养的相互关

系；分析行胃大部切除术前后所需的医院膳食和肠内、肠外营养。 

3．一般介绍  肠内营养和肠外营养的营养制剂及应用；试验膳食的特点。 

第八章  代谢性疾病的营养治疗 

目标 

1．掌握  糖尿病的营养治疗原则；糖尿病患者每日营养素的需要量计算方法。 

2．熟悉  糖尿病患者食谱编制的基本方法。 

3．了解  甲状腺功能亢进、肥胖、痛风、骨质疏松与营养的关系及营养治疗原则。 

内容 

1．重点阐述  糖尿病与营养素的关系；糖尿病营养治疗原则；糖尿病每日营养素需要量的计算

方法。 

2．详细了解  糖尿病食谱编制的基本程序及食物交换的方法，以及糖尿病患者食谱的编制方法。 

3．一般介绍  甲状腺功能亢进、肥胖、痛风、骨质疏松与营养的关系及营养治疗原则。 

第九章  消化系统疾病的营养治疗 

目标 

1．掌握  消化性溃疡的营养治疗原则。 

2．熟悉  慢性胃炎的营养治疗原则。 

3．了解  溃疡性结肠炎的营养治疗原则；肝硬化的营养治疗原则。 

内容 

1．重点阐述  消化性溃疡的病因及发病机制，营养代谢特点，营养治疗原则，治疗方案设计。 

2．详细了解  慢性胃炎营养代谢特点及营养治疗原则。 

3．一般介绍  溃疡性结肠炎营养治疗原则；肝硬化的营养代谢特点与营养治疗原则。 

第十章  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营养治疗 

目标 

1．掌握  高血压、冠心病的营养治疗原则。 

2．熟悉  高血压、冠心病的营养代谢特点；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的一级预防措施。 

内容 

1．重点阐述  高血压、冠心病的营养治疗原则。 

2．详细了解  高血压、冠心病的营养代谢特点；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的一级预防措施。 

第十一章  肾脏疾病的营养治疗 

目标 

1．掌握  肾脏疾病与营养的关系；急慢性肾小球肾炎，急慢性肾功能衰竭的营养治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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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肾病综合征、透析、泌尿系统结石的营养治疗原则；慢性肾炎患者一日食谱的编制方

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急慢性肾小球肾炎与营养的关系及营养治疗原则；急慢性肾功能衰竭的营养治疗

原则。 

2．详细了解  肾病综合征、透析、泌尿系统结石的营养治疗原则；慢性肾炎患者一日食谱编制

方法。 

第十二章  恶性肿瘤的营养治疗 

目标 

1．掌握  营养素、食物与肿瘤的关系。 

2．熟悉  常见肿瘤的营养防治措施；世界癌症基金会预防癌症的膳食建议。 

内容 

1．重点阐述  营养素、食物与肿瘤的关系。 

2．详细了解  常见肿瘤的营养防治措施；世界癌症基金会预防癌症的膳食建议。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视

野，提高学习兴趣。 

4．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  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和形成性评价，进行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满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85%，形成性评价占 15%。 

 

 

编写  王绪刚 

                                              审校  卜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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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营养学》教学大纲 

适用专升本护理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临床营养学（clinical nutrition）是营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食物中的营养素及其它生物活

性物质对人体健康的生理作用和有益影响，以及对疾病发生、发展和康复等影响的科学，具有很强的

理论性和实际应用性，与国计民生的关系密切。它在增进我国人民体质、预防疾病、保护和提高健康

水平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临床营养学知识在预防疾病、控制疾病、治疗疾病方面有独特的见解，包

括营养学基础、临床营养学总论和临床营养学各论三大部分。营养学基础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各营养

素的功能、食物来源、各类食物和特殊人群营养、合理膳食和食物指南等基本理论知识；临床营养学

总论是学习膳食调查的基本方法、医院的基本膳食、治疗膳食和临床营养的途径等内容；临床营养学

各论主要介绍临床各系统疾病的营养治疗，经过营养干预、合理营养治疗可以预防发病，减轻症状，

控制和稳定病情，防止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通过合理营养、平衡膳食和营养治疗结合临床治疗达到

促进机体健康，加快疾病康复的目的。 

本课程为专升本护理专业必修课，学分 1.0 分，总学时 16 学时，理论学时为 16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基本理论知识包括营养学基础、临床营养学总论和临床营养学各论三大部分。营养学基础的任务

是使学生掌握各营养素的功能、食物来源、各类食物和特殊人群营养、合理膳食和膳食指南等基本理

论知识；特殊生理阶段的营养要求学生掌握婴幼儿、儿童、青少年、中年人、老年人等不同人群的营

养特点与常见的营养问题；临床营养学总论是学习膳食调查的基本方法、医院的基本膳食和治疗膳食、

临床营养的途径等；临床营养学各论主要介绍临床各系统疾病的营养代谢特点和营养治疗原则。 

（二）基本技能 

通过临床营养学的教学、练习，使护理专业学生掌握临床营养学的基本技能，能结合实际工作中

的问题和需求，熟练进行膳食调查、营养咨询、营养评价；能够对病人进行营养健康教育、指导病人

膳食、改善病人营养水平，促进患者康复；能对各种疾病患者进行营养治疗，能够设计各类病人的食

谱。  

（三）基本素质 

1．态度 培养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思

想。 

http://baike.baidu.com/view/278074.htm


 

 - 305 - 

2．能力 通过临床营养学的理论学习，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尤其使

学生能熟练进行膳食调查、营养评价及对各种疾病患者的营养治疗，设计病人的食谱，培养学生独立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 

3．体质 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树立合理膳食、平衡膳食的观念，以及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坚持锻

炼等结合，增强体质，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三、学时分配 

单 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宏量营养素 2 

2 微量营养素 2 

3 各类食物营养价值、合理膳食 2 

4 营养调查、医院膳食，肠内、肠外营养 2 

5 代谢系统疾病的营养治疗 2 

6 消化、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营养治疗 2 

7 肾脏疾病的营养治疗 2 

8 肿瘤的营养治疗 2 

合 计 16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宏量营养素 

目标 

1．掌握  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等营养素的生理功能、食物营养学评价、供给

量及食物来源；热能单位、人体热能消耗、生热系数以及计算一日热能的方法。 

2．熟悉  临床营养学的概念；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和代谢、机体营养不良

及营养状况评价。 

3．了解  临床营养学的发展历史及研究内容。 

内容 

1．重点阐述  蛋白质的食物营养价值评定、必需氨基酸的概念、分类、功能、食物供给量和来

源；脂类分类、必需脂肪酸、食物供给量和来源；碳水化合物分类、膳食纤维分类、功能、食物供给

量和来源；热能消耗的主要方面及三大营养素的生热系数；以及正常人每日热能需要量的计算方法。 

2．详细了解  临床营养学的概念；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和代谢、机体营养

不良及营养状况评价。 

3．一般介绍  临床营养学的学科概述、发展历史及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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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微量营养素 

目标 

1．掌握  矿物质的概念、分类，以及钙、铁、碘、锌、硒等元素的性质、代谢、生理功能、缺

乏病、食物来源和供给量；维生素的概念、分类，以及维生素 A、B1、B2、C 及尼克酸的性质、代谢、

生理功能、缺乏病、食物来源和供给量。 

2．熟悉  维生素 B6、B12、叶酸等的性质、代谢、生理功能、缺乏病、食物来源和供给量。 

3．了解  矿物质磷、钾、钠、镁、铜、铬等有关内容；维生素 D、维生素 E 等有关内容。 

内容 

1．重点阐述  矿物质概念、分类，以及钙、铁、碘、锌、硒的生理功能、缺乏病、过量危害、

营养评价、供给量和膳食主要来源；维生素概念、分类特征，以及维生素 A，B1，B2，C 及尼克酸的

性质、代谢、生理功能、缺乏病、过量的危害、营养学评价、食物来源和供给量。 

2．详细了解  维生素 B6、B12、叶酸等的性质、代谢、生理功能、缺乏病、食物来源和供给量。 

3．一般介绍  矿物质磷、钾、钠、镁、铜、铬等有关内容；维生素 D、维生素 E 等有关内容。 

第三章  各类食物的营养价值，合理营养 

目标 

1．掌握  谷类、豆类、蔬菜和水果、肉类及鱼类、奶类、蛋类的营养价值特点。合理营养的概

念及要求；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及平衡膳食宝塔。 

2．熟悉  食品加工、烹调、储存条件对食品营养价值的影响。 

3．了解  食品营养价值的评定及意义；中国居民膳食结构现状。 

内容 

1．重点阐述  谷类、豆类及其制品的营养价值，详细讲解大豆的抗营养素因子；蔬菜、水果的

营养价值；肉类及鱼类、奶类、蛋类的营养价值。合理营养的概念及要求；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及平衡

膳食宝塔。 

2．详细了解  食品加工、烹调、储存条件对各类食品营养价值的影响。 

3．一般介绍  食品营养价值的评定及意义；中国居民膳食结构现状。 

第四章  营养调查，医院膳食，肠内营养、肠外营养 

目标 

1．掌握  营养调查和营养咨询的方法和内容；医院的基本膳食、治疗膳食的特点和适用范围；

肠内营养的概念和种类。 

2．了解  主观综合评价法（SGA）和 SOAP 营养咨询方法；肠内营养、肠外营养的常用制剂及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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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营养调查的常用方法及优缺点。 

2．一般介绍  主观综合评价法（SGA）和 SOAP 营养咨询方法；肠内营养、肠外营养的常用制

剂及应用。 

第五章  代谢性疾病的营养治疗 

目标 

1．掌握  糖尿病的营养治疗原则；糖尿病患者每日营养素的需要量计算方法。 

2．熟悉  糖尿病患者食谱编制的基本方法。 

3．了解  甲状腺功能亢进、肥胖、痛风、骨质疏松与营养的关系及营养治疗原则。 

内容 

1．重点阐述  糖尿病与营养素的关系；糖尿病营养治疗原则；糖尿病每日营养素需要量的计算

方法。 

2．详细了解  糖尿病食谱编制的基本程序及食物交换的方法，以及糖尿病患者食谱的编制方法。 

3．一般介绍  甲状腺功能亢进、肥胖、痛风、骨质疏松与营养的关系及营养治疗原则。 

第六章  消化、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营养治疗 

目标 

1．掌握  消化性溃疡的营养治疗原则；高血压、冠心病的营养治疗原则。 

2．熟悉  慢性胃炎的营养治疗原则；高血压、冠心病的营养代谢特点及慢性病的一级预防措施。 

内容 

1．重点阐述  消化性溃疡的营养治疗原则；高血压、冠心病的营养治疗原则。 

2．详细了解  慢性胃炎的营养治疗原则；高血压、冠心病的营养代谢特点及慢性病的一级预防

措施。 

第七章  肾脏疾病的营养治疗 

目标 

1．掌握  肾脏疾病与营养的关系；急慢性肾小球肾炎，急慢性肾功能衰竭的营养治疗原则。 

2．熟悉  肾病综合征、透析、泌尿系统结石的营养治疗原则；慢性肾炎患者一日食谱的编制方

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急慢性肾小球肾炎与营养的关系及营养治疗原则；急慢性肾功能衰竭的营养治疗

原则。 

2．详细了解  肾病综合征、透析、泌尿系统结石的营养治疗原则；慢性肾炎患者一日食谱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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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第八章  恶性肿瘤的营养治疗 

目标 

1．掌握  营养素、食物与肿瘤的关系。 

2．熟悉  常见肿瘤的营养防治措施；世界癌症基金会预防癌症的膳食建议。 

内容 

1．重点阐述  营养素、食物与肿瘤的关系。 

2．详细了解  常见肿瘤的营养防治措施；世界癌症基金会预防癌症的膳食建议。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视

野，提高学习兴趣。 

4．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  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和形成性评价，进行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满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80%，形成性评价占 20%。 

 

编写  卜勇军 

审校  田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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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卫生与安全评价》教学大纲 

适用各专业 

 

一、课程介绍 

食品安全与评价是从食品的原料生产到消费整条链中的各种危害及其传播规律、致病机理、防

治原理与方法进行分析、评价和研究，以确保食品对人体健康没有任何负面影响的一门科学。它涉

及到微生物学、分析化学、毒理学等学科，是从事食品生产、科研和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了解

的一门学科。本学科具有很强的科学性、社会性和应用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有关

食品安全的基础理论，对提高学生食品安全素养有重要作用。通过对食品卫生与安全的基本概念的

介绍、食品污染的主要形式和来源分析、国内外主要食品卫生与安全的案例剖析，借鉴国际组织、

发达国家与地区如美国和欧盟在食品卫生与安全监督体系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努力适应人们日益

增长的食品安全卫生需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对食品卫生与安全的基本概念、国内外食品

安全现状、食品卫生与安全保障制度有所了解，在生活实践中能够初步识别食品卫生与安全问题，

并能够对其进行社会监督。 

本课程是本科各专业任选课，学分 1.5，总学时为 24 学时，理论 24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主要研究常见的食品污染的来源，各类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原因、对人体危害的特征及其防控措

施，使学生能够掌握有关食品安全的基础理论。 

（二）基本技能 

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最新的国内外进展，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和创

新能力。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学习，使学生掌握常见食品安全问题识别与处理的一般技能，培养学生独

立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基本素质 

1．培养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2．首先培养自学能力，能够独立创造性的学习；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培

养良好的表达能力。 

3．树立科学是食品安全观念，提高学生食品安全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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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学时分配 

1 绪论 3 

2 食品腐败变质 3 

3 植物性食品的卫生问题 3 

4 动物性食品的卫生问题 3 

5 加工制品的卫生问题 3 

6 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 3 

7 食品毒理学安全性评价与风险评估 3 

8 食品安全与卫生的管理及控制 3 

合计 24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食品安全和食品卫生的基本概念。 

2．熟悉  食品安全的研究内容和学习、研究的有关方法论。 

3．了解  食品安全与卫生的发展趋势，国内外研究进展。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安全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及研究的主要内容。 

2．一般介绍  我国慢性病流行现状及控制，国内外研究进展。 

第二章  食品腐败变质 

目标 

1．掌握  食品腐败变质的基本概念及其危害和防控措施。 

2．熟悉  食品腐败变质的化学过程及其产物。 

3．了解  食品腐败变质的常见类型。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腐败变质的过程及危害特征及防控措施。 

2．一般介绍  食品腐败变质的常见类型。 

第三章  植物性食品的卫生问题 

目标 

1．掌握  粮豆的卫生管理，油脂及其卫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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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果蔬的主要卫生问题。 

3．了解  饮料酒的卫生问题。 

内容 

1．重点阐述  粮豆和油脂的主要卫生问题。 

2．一般介绍  果蔬的主要卫生问题。 

第四章  动物性食品的卫生问题 

目标 

1．掌握  肉蛋奶类食品的主要食品卫生问题。 

2．熟悉  主要人畜共患病的种类和危害特征。 

3．了解  病畜肉的处理。 

内容 

1．重点阐述  肉类的食品卫生问题。 

2．一般介绍  各类人畜共患病畜肉的处理。  

第五章  加工制品的卫生问题 

目标 

1．掌握  食品加工储藏过程的卫生问题。 

2．熟悉  各类食品加工储藏过程的主要食品卫生问题。 

3．了解  常用食品加工和保藏技术。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加工储藏的卫生问题。 

2．一般介绍  各类食品加工储藏过程的主要食品卫生问题。 

第六章  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 

目标 

1．掌握  食品添加剂的概念和分类。 

2．熟悉  常用食品添加剂的作用。 

3．了解  食品添加剂研究的发展趋势，国内外研究进展。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添加剂的基本概念、分类及作用特点。 

2．一般介绍  食品添加剂的发展趋势及国内外研究进展。 

第七章  食品毒理学安全性评价与风险评估 

目标 

1．掌握  食品毒理学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基本概念。 

2．熟悉  食品毒理学的研究方法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主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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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食品毒理学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发展趋势，国内外研究进展。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毒理学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基本概念。 

2．一般介绍  食品毒理学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发展趋势，国内外研究进展。 

第八章  食品安全与卫生管理及控制 

目标 

1．掌握  食品安全问题出现的原因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对策。 

2．熟悉  食品安全的管理机构及其法规。 

3．了解  食品安全监管的发展趋势，国内外研究进展。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安全问题出现的原因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对策。 

2．一般介绍  食品安全监管的发展趋势，国内外研究进展。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的

视野，提高学生兴趣。 

4．由于教学时数所限，部分需要了解的理论教学内容由学生自学。 

5．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  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和形成性评价，进行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满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80%，形成性评价占 20%。 

 

编写  王二辉         

审校  田玉慧  卜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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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植物化学物与慢性病预防》教学大纲 

适用各专业 

 

一、课程简介 

植物化学物是植物中含有生物活性且具有保健作用的物质，被誉为“植物给予人类的礼物”。植物

化学物在生物学作用、构效关系、剂量反应关系、预防慢性病、安全性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

进展，对预防各种慢性病，提高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使学生系统学习和掌

握食品中植物化学物的基本概念分类、功能与疾病关系和加工烹调的影响，学习和了解植物化学物质

的营养评价、加工烹调注意事项，指导学生健康生活，拓宽学生的科研和工作思路，培养学生掌握常

见植物化学物、大豆异黄酮、番茄红素、叶绿素、叶黄素、花青素、植物固醇、大蒜素、低聚糖等的

生物活性效应，尤其抗癌效应与加工烹调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掌握植物性

食品对健康的作用和合理加工烹调，预防慢性病，达到我国“2030健康中国”目的。本课程通过课堂讲

授、讨论自学等方式进行教学，培养学生的预防医学意识。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能为今后从事医

疗卫生相关各专业打下较为全面的理论和技能基础，并能运用于指导各类人群的慢性疾病的预防治疗

及健康教育，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 

本课程是医学各专业的选修课，1.0 学分，教学总学时为 16 学时，理论 16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主要研究食物中植物化学物对人体健康的生理作用和有益影响及其在常见慢性疾病预防中的作

用及机制，使学生掌握常见植物化学物的功能、食物来源、与疾病的关系、膳食改善的相关措施及政

策等基本理论知识。 

（二）基本技能 

在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最新的国内外进展，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和

创新能力。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学习，使学生掌握慢性疾病预防与植物化学物利用的一般技能，培养学

生独立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基本素质 

1．培养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2．首先培养自学能力和方法，能够独立创造性的学习；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培养良好的表达能力，能很好的表达自己所想、所做。 

3．树立合理营养、平衡膳食的生活观念，培养良好的膳食习惯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坚持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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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使学生具有良好的心理平衡和社会适应能力。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绪论 2 

2 植物化学物生物学作用及代谢 2 

3 常见植物化学物 2 

4 植物化学物与肥胖预防 2 

5 植物化学物与心血管疾病预防 2 

6 植物化学物与糖尿病预防 2 

7 植物化学物与骨质疏松症预防 2 

8 植物化学物与癌症预防 2 

合计 16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植物化学物的基本概念。 

2．熟悉  植物化学物研究内容和学习、研究的有关方法论。 

3．了解  我国慢性病流行现状及控制，国内外研究进展。 

内容 

1．重点阐述  植物化学物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及研究的主要内容。 

2．一般介绍  我国慢性病流行现状及控制，国内外研究进展。 

第二章  植物化学物生物学作用与代谢 

目标 

1．掌握  植物化学物生物学活性。 

2．熟悉  植物化学分类；植物化学物的吸收、代谢与排泄。 

3．了解  加工烹调对植物性化学物的影响；植物化学物的安全性评价。 

内容 

1．重点阐述  植物化学物生物学活性。 

2．详细了解  植物化学分类；植物化学物的吸收、代谢与排泄。 

3．一般介绍  加工烹调对植物性化学物的影响；植物化学物的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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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常见植物化学物 

目标 

熟悉  类胡萝卜素、植物固醇、皂甙类化合物、芥子油苷、黄酮类化合物、蛋白酶抑制剂、单萜

类化合物、有机硫化物及植酸的食物来源和生物学作用。 

内容 

详细了解  类胡萝卜素、植物固醇、皂甙类化合物、芥子油苷、黄酮类化合物的食物来源和生物

学作用。 

第四章  植物化学物与肥胖预防 

目标 

1．掌握  植物化学物肥胖预防作用有效成分；植物化学物减肥注意事项。 

2．熟悉  肥胖的流行病学；膳食减肥的研究进展。 

3．了解  膳食减肥的研究进展。 

第五章  植物化学物与心血管疾病预防 

目标 

1．掌握  心血管疾病概述；植物化学物与高血压；植物化学物与动脉粥样硬化。 

2．熟悉  心血管疾病发生机理与植物化学物。 

3．了解  相关植物化学物食物来源。 

内容 

1．重点阐述  心血管疾病概述；植物化学物与高血压；植物化学物与动脉粥样硬化。 

2．详细了解  心血管疾病发生机理与植物化学物。 

3．一般介绍  相关植物化学物食物来源。 

第六章  植物化学物与糖尿病预防 

目标 

1．掌握  营养与糖尿病，膳食调整和营养治疗的基本原则，糖尿病人的食谱编制。 

2．熟悉  糖尿并与植物化学物关系及防治对策。 

3．了解  糖尿病的分子营养学基础。 

内容 

1．重点阐述  营养与糖尿病，膳食调整和营养治疗的基本原则，糖尿病人的食谱编制。 

2．详细了解  糖尿病与植物化学物关系及防治对策。 

3．一般介绍  糖尿病的分子营养学基础。 

第七章  植物化学物与骨质疏松的预防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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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悉  骨质疏松症与植物化学物关系及防治对策。 

2．了解  骨质疏松症的分子营养学基础。 

内容 

1．重点阐述  骨质疏松症并与植物化学物关系及防治对策。 

2．详细了解  骨质疏松症的分子营养学基础。 

第八章  植物化学物与癌症预防 

目标 

1．掌握  癌症预防相关植物化学成份；癌症常见预防措施。 

2．熟悉  癌症流行病学特点。 

内容 

1．重点阐述  癌症预防相关植物化学成份；十字花科植物与癌症；植物雌激素与癌症；植物固

醇、皂甙与癌症。 

2．详细了解  营养、饮食与肿瘤的关系，最新国际肿瘤预防的膳食建议。 

3．一般介绍  癌症流行病学。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的

视野，提高学习兴趣。 

4．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  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和形成性评价，进行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满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80%，形成性评价占 20%。 

 

编写  王绪刚         

审校  田玉慧  卜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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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食品卫生学》教学大纲 

适用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 

 

一、课程介绍 

《现代食品卫生学》是对食品从原料生产到消费整条链中的各种危害及其传播规律、致病机理、

防治原理与方法进行分析、评价和研究，以确保食品对人体健康没有任何负面影响的一门科学。它涉

及到微生物学、生物化学、食品科学、分析化学、毒理学等学科，是从事食品生产、科研和管理的专

业技术人员必须了解的一门学科。本学科具有很强的科学性、社会性和应用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能够掌握有关食品安全的基础理论，对提高学生食品安全素养有重要作用。 

通过对食品卫生与安全的基本概念的介绍、食品污染的主要形式和来源分析、国内外主要食品卫

生与安全的案例剖析，借鉴国际组织、发达国家与地区如美国和欧盟在食品卫生与安全监督体系建设

方面的先进经验努力适应人们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和卫生的要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对食品

卫生与安全的基本概念、国内外食品安全现状、食品卫生与安全保障制度有所了解，在生活实践中能

够初步识别食品卫生与安全问题，并能够对其进行社会监督。初步具备从事食品卫生监督的基础知识

和工作能力。 

本课程是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的限选课，1.0 学分，教学总学时为 24 学时，理论 24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主要研究常见的食品污染的来源，各类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原因、对人体危害的特征及其防控措

施，使学生能够掌握有关食品安全的基础理论与技能。 

（二）基本技能 

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最新的国内外进展，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和创

新能力。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学习，使学生掌握常见食品安全问题识别与处理的一般技能，培养学生独

立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基本素质 

1．培养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2．首先培养自学能力，能够独立创造性的学习；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培

养良好的表达能力，能科学地流畅表述相关专业问题。 

3．树立科学是食品安全观念，提高学生食品安全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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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分配 

单 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绪论 3 

2 食品污染及其预防 3 

3 食品腐败变质 3 

4 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 3 

5 各类食品卫生及其管理 3 

6 食源性疾病及其预防 3 

7 食品毒理学安全性评价与风险评估 3 

8 食品安全与卫生的管理及控制 3 

合 计 24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食品安全和食品卫生的基本概念。 

2．熟悉  食品安全的研究内容和学习、研究的有关方法论。 

3．了解  食品安全与卫生的发展趋势，国内外研究进展。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安全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及研究的主要内容。 

2．一般介绍  我国慢性病流行现状及控制，国内外研究进展。 

第二章  食品污染及其预防 

目标 

1．掌握  生物性污染、化学性污染、物理性污染的概念、特征、条件、鉴定指标；掌握 生物性

污染、化学性污染、物理性污染的常见预防措施。 

2．熟悉  食品中可能存在的有害因素的卫生学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微生物污染的来源、生长条件及其预防措施，包括食品的细菌污染、细菌菌相、

评价食品卫生质量的细菌污染指标及其食品卫生学意义；霉菌对食品的污染及其预防，食品腐败变质

的概念、原因和条件、化学过程；化学性污染物 N-亚硝基化合物对食品的污染及预防。 

2．详细了解  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的污染及其预防；物理性污染及其预防，包括杂物污染和放

射性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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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介绍  常用农药、有毒金属、多环芳烃、环境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食品的污染及其预防。 

第三章  食品腐败变质 

目标 

1．掌握  食品腐败变质的基本概念及其危害和防控措施。 

2．熟悉  食品腐败变质的化学过程及其产物。 

3．了解  食品腐败变质的常见类型。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腐败变质的过程及危害特征及防控措施。 

2．一般介绍  食品腐败变质的常见类型。 

第四章  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 

目标 

1．掌握  食品添加剂的概念和分类。 

2．熟悉  常用食品添加剂的作用。 

3．了解  食品添加剂研究的发展趋势，国内外研究进展。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添加剂的基本概念、分类及作用特点。 

2．一般介绍  食品添加剂的发展趋势及国内外研究进展。 

第五章  各类食品卫生及其管理 

目标 

1．掌握  粮豆的卫生及管理；蔬菜、水果的卫生及管理；肉类食品在生产、加工、运输及销售

过程的卫生要求及其管理；奶类食品在生产、加工、运输及销售过程的卫生要求及其管理；食用油脂

在生产、加工、运输及销售过程的卫生要求及其管理；酒类及其杂质（特别是甲醇）的危害。 

2．熟悉  冷饮、调味品、糕点、食糖、糖果、蜂蜜、方便食品、罐头食品的卫生要求及管理；

转基因食品及保健食品的卫生要求及管理。 

内容 

1．重点阐述  粮豆类的卫生及管理；蔬菜、水果的卫生及管理；肉、鱼腐败变质的过程及食品

在生产、加工、运输及销售过程的卫生要求及其管理，人畜共患传染病及寄生虫病的种类及病畜肉处

理；奶类食品的卫生标准，在生产、加工、运输及销售过程的卫生要求及其管理。 

2．详细了解  食用油脂的加工方法与卫生学评价，油脂酸败的原因、评价指标及预防措施及卫

生管理；酒类（特别是甲醇）的危害、卫生要求及管理措施。 

3．一般介绍  冷饮调味品、糕点、食糖、糖果、蜂蜜、方便食品的卫生要求及管理；转基因食

品及保健食品的卫生要求及管理；罐头食品的工艺，包装材料及灭菌、冷却等卫生要求及卫生鉴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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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第六章 食源性疾病及其预防 

目标 

1．掌握  食源性疾病、食物中毒的概念；食物中毒的流行病学特点；食物中毒的分类；常见细

菌性食物中毒、真菌毒素和霉变食品中毒、有毒动植物性食物中毒、化学性食物中毒的中毒机制、流

行特征、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和预防措施。 

2．熟悉  食物中毒的调查处理。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源性疾病概念及其病原物的分类；食物中毒的分类、流行病学特点；细菌性食

物中毒沙门氏菌，大肠埃希菌，变形杆菌，葡萄球菌，副溶血性弧菌，肉毒梭菌所致食物中毒的病原、

流行病学特点，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防措施；非细菌性食物中毒的河豚鱼中毒、毒蕈中毒、亚

硝酸盐食物中毒、霉变甘蔗食物中毒的中毒机理，危害及预防措施。 

2．详细了解  食物中毒调查内容、报告制度、调查处理程序与方法。 

3．一般介绍  食源性疾病预防措施的基本内容及卫生宣教的主要内容；产气夹膜梭菌，椰毒假

单胞菌类，结肠炎耶尔森氏菌所致食物中毒及其它细菌性食物中毒；赤霉病麦、组胺、氰甙、棉酚、

砷、有机磷农药、锌等其它非细菌性食物中毒的中毒机理及危害、预防措施。 

第七章  食品毒理学安全性评价与风险评估 

目标 

1．掌握  食品毒理学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基本概念。 

2．熟悉  食品毒理学的研究方法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主要程序。 

3．了解  食品毒理学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发展趋势，国内外研究进展。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毒理学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基本概念。 

2．一般介绍  食品毒理学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发展趋势，国内外研究进展。 

第八章  食品安全与卫生的管理及控制 

目标 

1．掌握  食品安全问题出现的原因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对策。 

2．熟悉  食品安全的管理机构及其法规。 

3．了解  食品安全监管的发展趋势，国内外研究进展。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安全问题出现的原因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对策。 

2．一般介绍  食品安全监管的发展趋势，国内外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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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的

视野，提高学生兴趣。 

4．由于教学时数所限，部分需要了解  的理论教学内容由学生自学。 

5．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  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和形成性评价，进行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满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80%，形成性评价占 20%。 

 

编写  王二辉 

审校  卜勇军 



 

 - 322 -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Nutrition and Food Hygiene）是研究食物、营养与人体健康关系的一门学科，

是预防医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包括营养学和食品卫生学两大学科内容。营养学主要研究食物中的营

养素及其它生物活性物质对人体健康的生理作用和有益影响，使学生掌握各营养素的功能、食物来源、

与疾病的关系、膳食改善的相关措施及政策等基本理论知识。食品卫生学研究食物中含有的或混入的

各种有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及其预防措施，使学生了解各类食品中各种有害物质污染途径、危害

性、预防措施、有关法律法规、管理办法、检测方法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本课程通过课堂讲授、讨论、

实习、观看教学录像、自学等方式进行教学，培养学生的预防医学意识。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能

为今后从事营养和食品卫生的管理、教学、科研打下较为全面的理论和技能基础，并能运用于指导各

类人群的合理营养与膳食，检测食物中的各种有害因素，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在教学中要理论联系

实际，结合最新的国内外进展，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本课程是预防医学专业的必修课，4.0 学分，教学总学时为 90 学时，其中理论课为 54 学时，实

验课为 36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基本理论知识包括营养学与食品卫生学两大方面。营养学部分主要是学习营养学基础、植物

化学物、各类食品的营养价值、特殊人群营养、营养与疾病的关系及社区营养。 

2．食品卫生学部分主要包括食品污染、各类食品卫生、食品添加剂、食物中毒及食品安全与食

品卫生监督管理等内容。在掌握营养学与食品卫生学的基本理论后，培养学生能合理利用食物资源，

改善人体营养、预防食品污染、食物中毒及其它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具有分析和解决营养与食品卫生

问题的能力以及食品卫生监督管理的能力。 

（二）基本技能 

通过营养与食品卫生学课程的理论和实验学习，使学生学会科学思维、熟练自学的基本能力。使

学生掌握营养调查、营养评价、食谱编制、食品卫生检验及食品卫生案例分析等基本方法，接受实验

技能的基本训练，培养学生独立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基本素质 

1．培养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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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先培养自学能力和方法，能够独立创造性的学习；其次是培养动手能力，能够在正确的逻

辑思维指导下，设计简单的科学实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良好的表达能

力，能很好的表达自己所想、所做。 

3．树立合理营养、平衡膳食的观念，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以及良好的生活方式，坚持锻炼身体，

使学生具有良好的心理平衡和社会适应能力。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 绪论 1 － 

2 营养学基础 14 9 

3 植物化学物 3 － 

4 各类食品的营养价值 3 3 

5 特殊人群的营养 3 － 

6 营养与营养相关疾病 3 － 

7 公共营养 3 6 

8 食品污染及其预防 6 3 

9 食品添加剂及其管理 3 3 

10 各类食品卫生及其管理 3 3 

11 食物中毒及其预防 6 6 

12 食品安全与食品卫生监督管理 6 3 

合计 54 36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营养学与食品卫生学的基本概念。 

2．熟悉  学科研究内容和学习、研究的有关方法论。 

3．了解  营养学和食品卫生学的国内外进展、近况及发展史。 

内容 

1．重点阐述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及研究的主要内容。 

2．一般介绍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的研究方法、国内外学科进展。 

第二章  营养学基础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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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的生理功能、食物营养学评价、供给量及食物来源；热能

单位、人体热能消耗、生热系数；矿物质的概念、分类， 钙、铁、碘、锌、硒等元素；维生素的概念、

分类，维生素 A、B1、B2、B6、B12、C、叶酸和尼克酸的性质、代谢、生理功能、缺乏病、过量危害、

营养学评价、食物来源和供给量。 

2．熟悉  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和代谢、机体营养状况评价；磷、铜、铬的

性质、生理功能、缺乏病、食物来源；维生素 D、E 的性质、生理功能、缺乏病、食物来源。 

3．了解  维生素 D、E 的代谢、过量危害、营养学评价、供给量；矿物质锰、钴、钼、镍等的

性质、代谢、生理功能、缺乏病、过量危害、营养学评价、食物来源和供给量；人体一日总热能的计

算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蛋白质的食物营养价值评定、必需氨基酸的概念、功能、食物供给量和来源；脂

类分类、代谢及功能、必需脂肪酸、膳食脂肪营养评价、供给量和来源；碳水化合物分类、膳食纤维

分类、功能、食物供给量和来源；热能消耗及三大营养素的生热系数；矿物质的概念、分类，钙、铁、

碘、锌、硒等元素；维生素的概念、分类，维生素 A、B1、B2、B6、B12、C、叶酸和尼克酸的性质、

代谢、生理功能、缺乏病、过量危害、营养学评价、食物来源和供给量。 

2．详细了解  热能的单位、需要量的制定；磷、铜、铬的性质、生理功能、缺乏病、食物来源；

维生素 D、E 的性质、生理功能、缺乏病、食物来源。 

3．一般介绍  蛋白质的机体营养评价；脂类的机体营养评价及过量危害；碳水化合物的代谢；

锰、钴、钼、镍等有关内容；维生素 D、E 的过量危害，营养学评价及供给。 

第三章  植物化学物 

目标 

熟悉  分类；植物化学物（类胡萝卜素、植物固醇、皂甙类化合物、芥子油苷、黄酮类化合物、

蛋白酶抑制剂、单萜类化合物、有机硫化物及植酸）的食物来源和生物学作用。 

内容 

详细了解  植物化学物的有关概念、分类；类胡萝卜素、植物固醇、皂甙类化合物、芥子油苷、

黄酮类化合物的食物来源和生物学作用。 

第四章  各类食品的营养价值 

目标 

1．掌握  粮谷类营养价值特点；豆类营养价值特点；蔬菜和水果营养价值特点；肉类及鱼类、

奶类、蛋类的营养价值特点。 

2．熟悉  营养密度的概念；食品营养价值的评定及意义。 

3．了解  食品加工、烹调、储存条件对食品营养价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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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粮谷类及其制品的营养价值特点；豆类及其制品的营养价值特点；蔬菜、水果及

其制品的营养价值特点；畜、禽肉及鱼类、奶类、蛋类及其制品的营养价值特点。 

2．详细了解  营养密度的概念；食品营养价值的评定及意义；大豆的抗营养素因子；加工、烹

调和储存等对蔬菜营养价值的影响；加工、烹调对畜、禽肉、鱼类、奶类、蛋类及其制品营养价值的

影响。 

3．一般介绍  贮藏对蔬菜、畜、禽肉、鱼类、奶类、蛋类及其制品营养价值的影响。 

第五章  特殊人群的营养 

目标 

1．掌握  孕妇、乳母的营养需要和合理膳食原则；婴幼儿、儿童、青少年的营养需要和合理膳

食原则；老年人的营养需要和合理膳食原则。 

2．熟悉  孕妇、乳母、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的膳食特点。 

3．了解  特殊环境作业人群的营养与膳食。 

内容 

1．重点阐述  孕妇的营养需要和合理膳食原则；乳母的营养需要和合理膳食原则；婴幼儿、学

龄前、学龄儿童与青少年营养需要和合理膳食原则；老年人的营养需要和合理膳食原则。 

2．详细了解  孕期营养生理特点；孕期营养不良对胎儿的影响。 

3．一般介绍  乳母营养的膳食特点；婴幼儿、学龄前、学龄儿童与青少年的膳食特点；运动员

和特殊环境作业人群的营养与膳食特点。 

第六章  营养与营养相关疾病 

目标 

1．掌握  营养与肥胖的关系，预防肥胖和控制肥胖的原则；营养与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的关

系，膳食调整和营养防治的基本原则；营养与糖尿病、痛风的关系，膳食调整和营养治疗的基本原则，

糖尿病人的食谱编制。 

2．熟悉  营养、饮食与肿瘤的关系及防治对策。 

3．了解  营养相关疾病的分子营养学基础。 

内容 

1．重点阐述  营养与肥胖的关系，预防肥胖和控制肥胖的原则；营养与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

的关系，膳食调整和营养防治的基本原则；营养与糖尿病、痛风的关系，膳食调整和营养治疗的基本

原则，糖尿病人的食谱编制。 

2．详细了解  营养、饮食与肿瘤的关系，最新国际肿瘤预防的膳食建议。 

3．一般介绍  营养相关疾病的分子营养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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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公共营养 

目标 

1．掌握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合理膳食；平衡营养的概念；（4）我国居民膳食指

南及平衡膳食宝塔。 

2．熟悉  居民营养状况调查、社会营养监测方法；食谱编制的方法。 

3．了解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与健康状况、膳食结构；营养教育、营养标签与标识、营养立法等

知识。 

内容 

1．重点阐述  中国居民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概念；合理膳食、平衡营养的概念；我国居民膳食

指南及平衡膳食宝塔。 

2．详细了解  中国居民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依据；居民营养状况调查、社会营养监测方法；食谱

编制的意义及方法。 

3．一般介绍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与健康状况、膳食结构；营养教育、营养标签与标识、营养立

法等知识；营养配餐知识。 

第八章  食品污染及其预防 

目标 

1．掌握  生物性污染、化学性污染、物理性污染的概念、特征、条件、鉴定指标；掌握生物性

污染、化学性污染、物理性污染的常见预防措施。 

2．熟悉  食品中可能存在的有害因素的卫生学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微生物污染的来源、生长条件及其预防措施，包括食品的细菌污染、细菌菌相、

评价食品卫生质量的细菌污染指标及其食品卫生学意义；霉菌对食品的污染及其预防，食品腐败变质

的概念、原因和条件、化学过程；食品腐败变质的主要鉴定指标及防止食品腐败变质的措施；化学性

污染物 N-亚硝基化合物对食品的污染及预防。 

2．详细了解  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的污染及其预防；物理性污染及其预防，包括杂物污染和放

射性污染。 

3．一般介绍  常用农药、有毒金属、多环芳烃、环境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食品的污染及其预防。 

第九章  食品添加剂及其管理 

目标 

1．掌握  食品添加剂的定义、分类、使用要求。 

2．熟悉  抗氧化剂、漂白剂、着色剂、护色剂、酶制剂、增味剂、防腐剂、甜味剂等常用食品

添加剂的作用机理与使用特点、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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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食品添加剂的卫生管理法规；食品添加剂的编号；世界主要国家和组织对食品添加剂

的管理办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添加剂的定义、分类及使用要求。 

2．详细了解  抗氧化剂、漂白剂、着色剂、护色剂、酶制剂、增味剂、防腐剂、甜味剂等常用

食品添加剂的作用机理与使用特点；常用食品添加剂的卫生标准和管理法规。 

3．一般介绍  我国及世界主要国家和组织对食品添加剂的法规和管理办法。 

第十章  各类食品卫生及其管理 

目标 

1．掌握  粮豆的卫生及管理；蔬菜、水果的卫生及管理；肉类食品在生产、加工、运输及销售

过程的卫生要求及其管理；奶类食品在生产、加工、运输及销售过程的卫生要求及其管理；食用油脂

在生产、加工、运输及销售过程的卫生要求及其管理；酒类及其杂质（特别是甲醇）的危害。 

2．熟悉  冷饮、调味品、糕点、食糖、糖果、蜂蜜、方便食品、罐头食品的卫生要求及管理；

转基因食品及保健食品的卫生要求及管理。 

内容 

1．重点阐述  粮豆类的卫生及管理；蔬菜、水果的卫生及管理；肉、鱼腐败变质的过程及食品

在生产、加工、运输及销售过程的卫生要求及其管理，人畜共患传染病及寄生虫病的种类及病畜肉处

理；奶类食品的卫生标准，在生产、加工、运输及销售过程的卫生要求及其管理。 

2．详细了解  食用油脂的加工方法与卫生学评价，油脂酸败的原因、评价指标及预防措施及卫

生管理；酒类（特别是甲醇）的危害、卫生要求及管理措施。 

3．一般介绍  冷饮调味品、糕点、食糖、糖果、蜂蜜、方便食品的卫生要求及管理；转基因食

品及保健食品的卫生要求及管理；罐头食品的工艺，包装材料及灭菌、冷却等卫生要求及卫生鉴定和

处理。 

第十一章  食源性疾病及其预防 

目标 

1．掌握  食源性疾病、食物中毒的概念；食物中毒的流行病学特点；食物中毒的分类；常见细

菌性食物中毒、真菌毒素和霉变食品中毒、有毒动植物性食物中毒、化学性食物中毒的中毒机制、流

行特征、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和预防措施。 

2．熟悉  食物中毒的调查处理。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源性疾病概念及其病原物的分类；食物中毒的分类、流行病学特点；细菌性食

物中毒沙门氏菌，大肠埃希菌，变形杆菌，葡萄球菌，副溶血性弧菌，肉毒梭菌所致食物中毒的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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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特点，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防措施；非细菌性食物中毒的河豚鱼中毒、毒蕈中毒、亚

硝酸盐食物中毒、霉变甘蔗食物中毒的中毒机理，危害及预防措施。 

2．详细了解  食物中毒调查内容、报告制度、调查处理程序与方法。 

3．一般介绍  食源性疾病预防措施的基本内容及卫生宣教的主要内容；产气夹膜梭菌，椰毒假

单胞菌类，结肠炎耶尔森氏菌所致食物中毒及其它细菌性食物中毒；赤霉病麦、组胺、氰甙、棉酚、

砷、有机磷农药、锌等其它非细菌性食物中毒的中毒机理及危害、预防措施。 

第十二章  食品安全及其评价体系和食品卫生监督管理 

目标 

1．掌握  食品安全的概念、国际食品安全体系和我国食品安全评价体系；食品卫生监督管理、

卫生法律体系、卫生标准的概念及内容；人体每日容许摄入量（ADI）的概念；食品中有毒物质限量

标准的制定步骤 ；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的实验内容；食品加工过程的卫生管理、食品卫生标准的

制定。GMP、HACCP 系统的概念、特点。 

2．熟悉  食品卫生法律规范。 

3．了解  国际食品卫生标准体系概况。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安全的概念、国际食品安全体系的危险性评价、食品安全预警和快速反应系

统；我国食品安全评价体系，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及其评价程序；食品卫生法律体系构成、法律关

系和法律规范；食品卫生标准的概念、性质和意义，食品卫生标准的制定；GMP 和 HACCP 系统的

概念及特点。 

2．详细了解  食品安全评价时需要考虑的因素；食品安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食品卫生

监督管理概念、体系和内容。 

3．一般介绍  国内外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食品良好生产规范的由来和发展；重点行业及特殊

食品的监督管理，食品企业的自身卫生管理。 

五、实验教学目标与内容 

实验一  食品中蛋白质（氨基酸）含量测定（一） 

目标 

1．掌握  食品采样的基本原则；食品采样的常用方法。 

2．熟悉  食品中蛋白质含量（氨基酸）测定时的前处理。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采样的基本原则；食品采样的常用方法。 

2．详细了解  食品中蛋白质（氨基酸）含量测定消化炉、蒸馏器的使用原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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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食品中蛋白质（氨基酸）含量的测定（二） 

目标 

1．掌握  蛋白质（氨基酸）含量测定的方法的原理；蛋白质（氨基酸）含量测定步骤。 

2．了解  蛋白质系数在蛋白质含量计算中的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蛋白质（氨基酸）含量测定的实验原理；样品处理；微量凯氏定氮仪（或氨基酸

测定仪）的使用。 

2．一般介绍  蛋白质系数在蛋白质含量计算中的意义。 

实验三  食物中还原型抗坏血酸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食物中抗坏血酸测定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了解  食物中抗坏血酸测定的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物中还原型抗坏血酸测定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详细了解  食物中抗坏血酸测定的意义；样品的处理。 

实验四  食品中主要矿物质含量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食品中主要矿物质（钙/铁/锌）含量测定及评价。 

2．熟悉  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食物中矿物质的含量；食物样品的处理。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中主要矿物质（钙/铁/锌）含量测定及评价。 

2．详细了解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使用。 

实验五  膳食调查 

目标 

1．掌握  膳食调查的常用方法及其优缺点；营养素的计算；膳食营养评价方法。 

2．熟悉  膳食调查的概念、内容及目的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膳食调查的常用方法及其优缺点；营养素的计算方法步骤；膳食营养评价方法。 

2．详细了解  膳食调查的概念；膳食调查的对象、时间及注意事项。 

实验六  食谱编制 

目标 

1．掌握  食谱编制的基本原则；食谱编制的方法。 

2．熟悉  食谱编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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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食谱编制的基本原则；食谱的营养素计算方法和步骤。 

2．一般介绍  食谱的概念及目的意义；食谱编制的食物交换份法和步骤。 

实验七  肉制品中亚硝酸盐含量测定 

目标 

1．掌握  肉制品中亚硝酸盐含量的测定原理及方法。 

2．了解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内容 

1．重点阐述  肉制品的样本处理；亚硝酸盐含量的测定原理及分光光度计测定方法；亚硝酸盐

含量的测定结果分析及评价。 

2．一般介绍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实验八  食用油酸价、过氧化值的测定 

目标 

1．掌握  食用油脂卫生检验的感官指标；食用油脂酸败的指标和有关检验技术。 

2．熟悉  食用油脂的国家卫生标准。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用油脂卫生检验的感官指标；食用油脂酸价的测定方法及评价；食用油过氧化

值的测定方法及评价。 

2．详细了解  食用油脂的国家卫生标准。 

实验九  鲜牛奶卫生质量检验与评价 

目标 

掌握  鲜牛奶卫生质量的常用检查方法与评价。 

内容 

重点阐述  牛奶卫生质量的检测内容与方法（营养质量指标和卫生质量指标）。 

实验十  参观食品加工企业 

目标 

1．熟悉  食品加工企业生产加工流程；食品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2．了解  良好卫生规范（GHP）、良好生产规范（GMP）和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

系统在实际中的应用。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加工企业怎样保证良好生产规范（GM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

系统的建立过程及意义。 

2．详细了解  食品加工企业生产加工流程及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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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一  食品卫生录像 

目标 

熟悉  食品卫生法的基本内容。 

内容 

详细了解  食品卫生法录像，熟悉食品卫生法的基本内容。 

实验十二  食物中毒案例分析 

目标 

1．掌握  食物中毒的基础知识；食物中毒调查处理工作的内容、方法。 

2．熟悉  常见食物中毒潜伏期和临床表现；食物中毒的防治措施。 

3．了解  近年来国内外食源性疾病发病情况。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物中毒的概念、诊断标准和防治措施；我国食物中毒事故处理办法；食品安全

法相关内容。 

2．详细了解  食物中毒调查处理程序与方法；某事物中毒案例分析。 

3．一般介绍  近年来国内外食源性疾病发病情况。 

六、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视

野，提高学习兴趣。 

4．由于教学时数所限，部分需要了解的理论教学内容由学生自学。 

5．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  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和形成性评价，进行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满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50%，实验成绩占 30%，形成性评价占 20%。 

 

编写  卜勇军 

审校  田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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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实践技能》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公共卫生实践技能》是预防医学专业开设的专业必修课之一，是预防医学专业教育不可缺少组

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外公共卫生事件屡有发生，如何有效预防和应对各类公共卫生事件，已成为公

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重要课题，也是预防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方向。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同学们系统地了解公共卫生在实际工作中常用的实践技能的理论和技术，

掌握相关技能的实际操作，为更好地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打下基础。 

本课程为必修课，4.0 学分，教学时数为 128 学时，其中理论课 28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公共卫生工作的基本流程，各类公共卫生工作的基本方法。 

2．熟悉公共卫生领域的各类评价文书的书写。 

3．了解各类公共卫生相关的法律法规。 

（二）基本技能 

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采用理论讲述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培养和提高学生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完成本课程的学习后，能够独立地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三）基本素质 

1．树立公卫医师在公共卫生事件工作方面的正确观点。 

2．能够结合实际，熟练运用本学科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从事公共卫生相关工作。 

3．通过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脚踏实地、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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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 儿童少年与妇幼保健学 3 10 

2 毒理学基础 3 5 

3 社会医学 3 10 

4 流行病学 6 30 

5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3 10 

6 卫生检验与检疫 6 15 

7 环境卫生学 3 10 

8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3 10 

9 考试 1 0 

合  计 28 100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儿童少年生长发育调查评价 

目标 

1．掌握  儿童少年身心发育的规律和特点。 

2．熟悉  生长发育调查研究的方法。 

3．了解  正确的人体测量和发育评价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长发育的一般规律，青春期的形态、功能和运动能力发育。  

2．详细了解  生长发育调查方法，包括横剖面调查和追踪调查；各种生长发育评价方法，包括

指数法、离差法、百分位数法、相关回归法、生长速度评价法、发育年龄评价法、营养状况评价。 

3．一般介绍  青春期的内分泌变化。 

第二章  毒理学安全性评价程序 

目标 

1．掌握  毒理学安全性评价程序的意义、内容。 

2．熟悉  毒理学安全性评价的方法。 

3．了解  安全性安全性评价的结果判定。 

内容 

1．重点阐述  化学物安全性的分类管理原则。 

2．详细了解  安全性评价的意义与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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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介绍  各类化学物安全性评价的结果判定。 

第三章  社会医学常用研究方法 

目标 

1．掌握  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程序；问卷设计。 

2．熟悉  常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 

3．了解  定性资料分析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程序；问卷设计方法。 

2．详细了解  定性研究：深入访谈法、专题小组讨论法、选题小组讨论法、观察法、德尔菲法

等；定量研究：访谈法、自填法。 

3．一般介绍  定性资料和定量资料的资料整理和统计分析方法；研究报告撰写。 

第四章  现场调查的设计 

目标 

1．掌握  现场调查设计的内容。 

2．理解  现场调查的基本方法。 

3．了解  现场调查设计的分类。 

内容 

1．重点阐述  调查设计的内容。 

2．详细介绍  调查方法的选择。 

3．一般介绍  设计分类。 

第五章  应急现场调查方法及疫源地处理 

目标 

1．掌握  爆发调查的概念、特点；疫源地、消毒的概念、消灭的条件。 

2．掌握  爆发调查的步骤。 

3．了解  突发事件的概念、确定及处理；消毒的方法及影响消毒作用的因素。 

内容 

1．重点阐述  疾病爆发调查；病原微生物的杀灭。 

2．详细介绍  突发事件的流行病学。 

3．一般介绍  病原微生物的处理。 

第六章  食物中毒的调查处理 

目标  

1．掌握  食物中毒调查处理程序和方法；常见食品的采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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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食物中毒诊断及技术处理；食物中毒报告制度。 

3．了解  《中华人民共国食品安全法》《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及《国家食品安全事

故应急预案》；食物中毒报告制度。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物中毒调查处理程序与方法（如食物中毒现场调查目的、报告登记、食物中毒

调查、调查资料的技术分析、食物中毒事件的控制和处理，撰写调查报告等）；引起中毒的可疑食品

采集方法。 

2．详细了解  食物中毒诊断及技术处理；食物中毒报告制度。 

3．一般介绍  《中华人民共国食品安全法》《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及《国家食品安

全事故应急预案》；食物中毒报告制度。 

第七章  肠道微生态和慢性病 

目标   

1．了解  肠道微生态平衡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 

2．熟悉  常见慢性病种类；肠道微生态失衡与人体疾病。 

3．掌握  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肠道微生态与慢性病研究进展。 

内容 

1．重点阐述  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微生态失衡与慢性病发生发展的相关

性，通过调整微生态治疗慢性病的可行性。 

2．详细了解  常见慢性病种类；慢性病产生的各种因素；肠道微生态失衡的原因和维持肠道微

生态平衡的因素。 

3．一般介绍  肠道微生态组成；日常生活习惯对肠道微生态的影响。 

第八章  环境卫生学 

目标 

1．掌握  水、室内空气卫生状况调查、监测，水、空气、公共用品的样品采集方法。 

2．熟悉  水、室内空气污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调查、处置及预防。 

3．了解  水、室内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调查、监测与控制对策。 

内容 

1．重点阐述  水、室内空气污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调查、处置及预防。 

2．详细了解  水、室内空气卫生状况调查、监测。 

3．一般介绍  水、室内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调查、监测与控制对策。 

第九章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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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职业病诊断及报告，职业病危害事件调查与分析。 

2．熟悉  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职业健康检查。 

3．了解  职业病危害事件现场处置及预防控制措施。 

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病危害事件调查与分析。 

2．详细了解  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职业健康检查。 

3．一般了解  职业病危害事件现场处置及预防控制措施。 

五、实验教学目标与内容 

实验一  儿童少年生长发育评价 

目标 

1．掌握  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个体和群体的评价方法及分析方法。 

2．熟悉  测量常用生长发育指标。 

3．熟悉  常用人体测量仪器的校正。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长发育基本指标的测量方法及测量仪器的校正与使用。 

2．详细了解  个体综合评价和群体评价方法（离差法、百分位数法。Z 标准差法）。 

3．一般介绍  人体测量仪器的校正与使用。 

实验二  学校教室卫生评价 

目标 

1．掌握  主要卫生学指标的测量及评价方法。 

2．熟悉  学校教学环境卫生专题调查分析报告的撰写方法。 

3．了解  教室的通风和采暖。 

内容 

1．重点阐述  自然采光  自然采光测量、影响采光的因素；人工照明  照明测量、照明影响因

素。 

2．详细了解  课桌椅功能尺寸的测量及评价。 

3．一般介绍  教室设备及教室微小环境。 

实验三  特定化学物的安全性评价 

目标 

1．掌握  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的使用方法。 

2．熟悉  针对不同受试物而选择毒性实验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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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安全性评价结果的判定。 

内容 

1．重点阐述  针对特定类型的化学物，如何选择有效的评价依据。 

2．详细了解  依据安全性评价程序的要求，如何选择安全性评价实验，进行模拟实验并对实验

结果进行评价与评定方法。 

3．一般介绍  评价程序的适用范围，受试物的要求，毒理学实验的目的。 

实验四  健康素养监测 

目标 

1．掌握  健康素养的概念，健康素养监测的目的和意义；评价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基本技能。 

2．熟悉  健康素养监测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3．了解  健康素养评价的国内外发展概况。 

内容 

1．重点阐述  健康素养的概念（Health Literacy）、监测内容、监测指标与评价方法。 

2．详细了解  健康素养监测与评价目的和意义、监测范围、方法与对象。 

3．一般介绍  国内外不同国家健康素养监测的发展和结果。 

实验五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 

目标 

1．掌握  健康危险因素的概念，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概念，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基本步骤。 

2．熟悉  健康危险因素的分类，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目的和意义，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局限性。 

3．了解  发病率资料和死亡率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内容 

1．重点阐述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基本步骤，健康危险因素评价方法。 

2．详细了解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作用，健康危险因素的收集和分析，实际年龄、评价年龄和

增长年龄的关系。 

3．一般介绍  性别年龄别发病率和死亡率资料的整理分析。 

实验六  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数据库建立与维护 

目标  

1．掌握  建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数据库的基本原则与要求，利用 EpiData 及 Excel 建立数据文件

的方法。 

2．熟悉  创建平行数据库的方法与要求，数据文件的管理与维护。 

3．了解  修改与合并数据文件的方法。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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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述  建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数据库的基本原则与要求，利用 EpiData 及 Excel 建立数据

文件的方法。 

2．详细了解  创建平行数据库的方法与要求，平行双录入核查及逻辑一致性核查的方法，数据

文件的管理与维护。 

3．一般介绍  修改与合并数据文件的方法。 

实验七  疫苗接种的一般反应及处理原则。 

目标  

1．掌握  疫苗接种一般反应的处理原则。 

2．熟悉  疫苗接种一般反应反应临床表现。 

3．了解  常见偶合疾病及其排除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疫苗接种一般反应的处理原则  一般不需处理；如反应强烈仅需对症治疗；如有

异常反应，则上报，同时作出抢救，及时送医院。  

2．详细了解  疫苗接种一般反应的表现  局部（红肿热痛）、全身反应（发热、头昏、恶心、腹

泻）。 

3．一般介绍  常见偶合疾病及其排除方法。 

实验八  病例对照研究资料分析方法 

目标  

1．掌握  病例对照研究的目的和用途。数据整理与分析的基本方法，常用反映关联强度的指标。 

2．熟悉  病例对照研究中常见的偏倚  入院率偏倚和混杂偏倚的控制方法，资料分析中如何识

别和控制入院率偏倚和混杂偏倚。 

3．了解  选择偏倚和混杂偏倚识别及其对分析结论影响的评价。 

内容 

1．重点阐述  病例对照研究资料描述性分析、绘制四格表、卡方检验，计算比值比 OR 及其 95%

可信区间。 

2．详细了解  分层分析方法，入院率偏倚和混杂偏倚的控制方法。 

3．一般介绍  资料分析中如何识别和评价选择偏倚和混杂偏倚。 

实验九  穿脱隔离衣 

目标  

1．掌握  隔离的种类，穿隔离衣的目的，穿脱隔离衣的程序要求，树立无菌观念。 

2．熟悉  穿隔离衣前的准备，穿脱隔离衣操作程序及标准。 

3．了解  穿脱隔离衣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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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树立无菌观念，预防交叉感染，隔离衣消毒与使用原则，穿脱隔离衣的程序。          

2．详细了解  穿隔离衣前的准备，穿脱隔离衣操作程序及标准。 

3．一般介绍  穿脱隔离衣的注意事项。 

实验十  消毒剂配制 

目标  

1．掌握  常用消毒液种类及其配制方法，消毒液配制的“五要七不要”。 

2．熟悉  常用消毒剂有效成分及工作浓度。 

3．了解  消毒剂使用的注意事项。 

内容 

1．重点阐述  地面、墙面、物体表面消毒，室内空气消毒，分泌物、排泄物消毒，可重复使用 物

品、器械、器具的初步消毒等常用消毒液种类及其配制方法，消毒液配制的“五要七不要”。 

2．详细了解  消毒剂配制时所需原药量、加水量、等计算公式，常用消毒剂（漂白粉、戊二醛、

过氧乙酸）的有效成分及工作浓度。 

3．一般介绍  消毒剂使用的注意事项。 

实验十一  传染病暴发调查的方法与步骤 

目标  

1．掌握  传染病暴发调查方案的撰写，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基本步骤与方法。 

2．熟悉  传染病暴发的现场处置与效果评价。 

3．了解  暴发调查报告的撰写要求。 

内容 

1．重点阐述  传染病暴发调查的一般步骤，三间分布的描述方法，传染源与传播途径的调查与

分析，暴发流行曲线绘制，病例对照研究与队列研究方法在确定传染源与传播途径中的应用，及时采

取干预措施。 

2．详细了解  传染病暴发调查方案的组织架构和主要内容，样品采集与分析，核实诊断及确定

暴发规模与范围，干预措施效果评价方法。 

3．一般介绍  暴发调查报告的结构与撰写方法。 

实验十二  食品采样技术 

目标  

1．掌握  食品采样的原则、方法和步骤；食品采样工具和容器的使用。 

2．熟悉  对食品样品的制备和预处理。 

3．了解  常见食品类型、采样工具和容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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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食品采样的原则（代表性、典型性、真实性、适量性、实时性、程序性）；不同

类型食品（如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冷冻食品、果蔬等）采样方法；采样步骤（采样前准备、现场观

察、确定采样方案、采样、样品封存、开具采样证明、送检）。 

2．详细了解  食品样品的制备和预处理。 

3．一般介绍  常见食品类型、采样工具和容器的使用。 

实验十三  食物中毒事件应急处理 

目标  

1．掌握  食物中毒调查处理程序和方法。 

2．熟悉  食品的采集方法；食物中毒诊断及技术处理。 

3．了解  《中华人民共国食品安全法》及食物中毒应急预案；食物中毒报告制度。 

内容 

1．重点阐述  食物中毒调查处理程序与方法（如食物中毒现场调查目的、报告登记、食物中毒

调查、调查资料的技术分析、食物中毒事件的控制和处理）。 

2．详细了解  引起中毒的可疑食品采集方法；食物中毒诊断及技术处理。 

3．一般介绍  《中华人民共国食品安全法》及食物中毒应急预案；食物中毒报告制度。 

实验十四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水中邻苯二甲酸酯 

目标 

1．掌握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水中邻苯二甲酸酯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技术。 

2．熟悉  高效液相色谱仪的基本操作和测定条件的选择。 

3．了解  高效液相色谱仪分离条件的优化。 

内容 

1．重点阐述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水中邻苯二甲酸酯的原理和方法。 

2．详细了解  液液萃取法提取水中邻苯二甲酸酯。 

实验十五  人体肠道菌群分析 

目标   

1．掌握  粪便中细菌基因组提取方法；细菌种群分析方法。 

2．熟悉  肠道菌群与人体疾病的相关性；粪便采集流程及注意事项。  

3．了解  肠道菌群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 

内容 

1．重点阐述  细菌种群分析过程及结果表示；细菌基因组提取流程。 

2．详细了解  粪便采集流程及注意事项；肠道菌群与人体疾病的相关性分析；维持肠道菌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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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重要性及如何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肠道菌群的构成。 

3．一般介绍  生活习惯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实验十六    生活饮用水中菌落总数测定分析 

目标   

1．掌握  生活饮用水中菌落总数检测方法。 

2．熟悉  生活饮用水中菌落总数标准规定。  

3．了解  生活饮用水中菌落总数测定的意义。 

内容 

1．重点阐述  生活饮用水样品采集方法及注意事项；细菌培养方法及注意事项。 

2．详细了解  培养平板制作方法及注意事项；菌落计数方法。 

3．一般介绍  生活饮用水菌落总数国家标准。 

实验十七  公共场所卫生调查评估与评价 

目标 

1．掌握  公共场所卫生现场环境卫生评价标准。 

2．熟悉  公共场所中卫生指标的选择和采样原则。 

3．了解  公共场所现场调查表格的设计与卫生评价。 

内容 

1．重点阐述  公共场所中卫生指标的选择和采样原则。 

2．详细了解  公共场所卫生现场环境卫生评价标准，公共场所卫生指标的检测。 

3．一般介绍  公共场所现场调查表格的设计与卫生评价。 

实验十八  饮用水卫生状况调查及评价 

目标 

1．掌握  饮用水卫生状况调查的方法和采样点布置，饮用水卫生质量的评价方法及指标检测。 

2．熟悉  饮用水卫生质量的常用指标。 

3．了解  水源水选择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内容 

1．重点阐述  饮用水卫生状况调查的方法和采样点布置及现场水样的采集。 

2．详细了解  饮用水卫生质量的常用指标，水样卫生指标的检测。 

3．一般了解  水源的卫生状况综合评价及意义。 

实验十九  生产环境卫生状况调查及评价 

目标 

1．掌握  现场劳动卫生现场基本情况调查的步骤及内容，现场工作环境质量检测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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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生产环境调查表的设计及工作环境样品的采集方法和注意事项。 

3．了解  生产环境卫生状况综合评价的内容及注意事项。 

内容 

1．重点阐述  现场劳动卫生现场基本情况调查的步骤及内容。 

2．详细了解  生产环境调查表的设计及工作环境样品的采集方法。 

3．一般介绍  生产环境卫生状况综合评价的内容及注意事项。 

实验二十  职业人群的体检及健康评价 

目标 

1．掌握  职业人群健康体检表设计及评价方法。 

2．熟悉  职业人群健康体检综合评价的内容及注意事项。 

3．了解  不同职业人群健康状况调查和评价。 

内容 

1．重点阐述  问卷调查表的设计。 

2．详细了解  职业人群健康体检综合评价的内容。 

3．一般介绍  职业人群健康体检综合评价的注意事项。 

六、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的

视野，提高学生兴趣。 

4．由于教学时数所限，部分需要了解的理论教学内容由学生自学。 

5．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  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和形成性评价，进行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满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40%，形成性评价占 60%。 

 

编写  李海斌 

审校  石如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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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英语》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预防医学和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本科生的学科基础选修课，是在本科生公共外语学习

基础上，围绕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营养与食品卫生、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卫

生毒理学以及卫生检验等专业知识，着重学习预防医学和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英语的表达、写作和

翻译技巧。在学习中，特别注重对专业知识和专业术语表达方式的掌握和理解。本课程主要任务是培

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预防医学和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英语阅读、翻译和写作能力，一定的听说能力，

使学生能以英语为工具，获取预防医学和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科学研究所需信息。能阅读本专业的

英语科技资料，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以及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的教学指导思想： 

通过学习《公共卫生英语》，使学生们掌握预防医学和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英语的术语及用法，

培养和提高阅读和翻译专业英语文献资料的能力、锻炼学生们英语专业文献的阅读、听力等能力。期

望通过专业英语的学习，不仅可以使学生们熟悉和掌握本专业常用的及与本专业有关的英语单词、词

组及其用法，而且可以深化本专业的知识。 

课程的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要求： 

1．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具有较强的预防医学和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英语阅读、翻译和写

作能力，一定的听说能力，使学生能以英语为工具，获取预防医学和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科学研究

所需信息，能阅读本专业的英语科技资料，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打下基础。 

2．教学内容需引入预防医学学科的前沿内容及科研成果。 

3．教学中引导学生思考，组织查阅有关英文专业文献、书籍、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 

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 

1．正确理解、掌握专业英语中的词汇。 

2．在阐述专业信息时，不但要求准确无误，而且要尽可能清晰、简明和直截了当。因此，专业

英语必须具有准确性、客观性和精炼性。 

3．专业英语翻译不但要有较一定的外语水平和汉语水平，而且要具有较为广泛的相关的科学基

本知识。 

本课程为选修课，1.5 学分，教学时数为 27 时，其中理论课 27 时，实验课 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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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掌握预防医学和卫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英语的术语及用法。 

2．熟悉相关的学科基本知识，特别是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 

3．了解预防医学和卫生检验与检疫学学科的前沿内容及科研成果。 

（二）基本技能 

教学中引导学生思考，组织阅读和翻译专业英语文献资料的能力，培养学生主动获取预防医学和卫

生检验与检疫学专业科学研究所需信息的能力；锻炼学生们英语专业文献的阅读、翻译和写作等能力。 

（三）基本素质 

1．熟练的掌握本专业常用的及与本专业有关的英语单词、词组及其用法，。 

2．要有一定的外语水平和汉语水平，以及较为广泛的相关的科学基本知识。 

3．通过本课程学习培养学生获取相关学科研究所需信息，能阅读本专业的英语科技资料的能力。 

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Health Advice for International Travel 3 

2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3 

3 Toxicology： Biomarkers 3 

4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tandards 3 

5 Health Behavior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3 

6 Childhood Cognitive Disability 3 

7 Diabetes 3 

8 Writing Skills 3 

9 Examination 3 

合   计 27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Unit one  Health Advice for International Travel 

目标 

1．掌握  相关专业英语词汇和语法现象。 

2．熟悉  专业英语的翻译方法。 

3．了解  预防医学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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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英语专业词汇，特殊的句子和语法现象，英译汉方法。 

2．详细了解  国际旅行的卫生学建议。 

3．一般介绍  传染性疾病来源及特点。 

Unit two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目标 

1．掌握  环境卫生和生态风险评估的专业英语词汇。 

2．熟悉  英语专业文献的翻译方法和技巧，提高阅读能力。 

3．了解  环境卫生学和生态风险评估的发展现状。 

内容 

1．重点阐述  环境卫生学专业相关英语词汇和近义词。 

2．详细了解  长难句的分析和翻译，摘要的写作。 

3．一般介绍  环境卫生学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 

Unit three  Toxicology： Biomarkers 

目标 

1．掌握  卫生毒理专业英语词汇和用法。 

2．熟悉  毒理学生物标记物的定义和特点。 

3．了解  与毒理学生物标记物相关的前沿学科的研究动向。 

内容 

1．重点阐述  卫生毒理学专业英语词汇和近义词。 

2．详细了解  专业相关文献长句的分析和翻译。 

3．一般介绍  卫生毒理学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和未来发展的研究方向。 

Unit fou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tandards 

目标 

1．掌握  职业卫生专业相关英语词汇和用法。 

2．熟悉  职业卫生安全和卫生标准的研究新进展。 

3．了解  职业卫生与预防医学渗透、交叉、结合的前沿学科的研究动向。 

内容  

1．重点阐述  职业卫生安全和卫生标准的相关专业英语词汇和近义词。 

2．详细了解  专业相关英文科技资料的长句分析和翻译。 

3．一般介绍  职业卫生安全和卫生标准的定义、发展历史以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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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five  Health Behavior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目标 

1．掌握  相关的专业英语词汇和语法，初步学习摘要的写法。 

2．熟悉  英语专业文献的翻译方法和技巧。 

3．了解  卫生行为研究和干预的总体知识。 

内容 

1．重点阐述  卫生行为研究的相关专业英语词汇和近义词。 

2．详细了解  卫生行为研究的相关专业英文资料的翻译和写作。 

3．一般介绍  卫生行为研究的定义及其干预的措施和方法概述。 

Unit six  Childhood Cognitive Disability Prevention 

目标 

1．掌握  儿童自闭症相关研究的英文词汇和语法。 

2．熟悉  英语专业文献的翻译方法和技巧。 

3．了解  儿童自闭症的特点以及干预方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儿童自闭症专业英语词汇和近义词。 

2．详细了解  专业英语词汇的分析和翻译。 

3．一般介绍  儿童自闭症疾病的定义、特点以及发病过程。 

Unit seven  Diabetes 

目标 

1．掌握  糖尿病疾病相关的专业英语词汇和语法。 

2．熟悉  英语专业文献的翻译方法和技巧。 

3．了解  糖尿病疾病的定义，特点以及预防措施。 

内容 

1．重点阐述  糖尿病疾病相关专业英语词汇和近义词，。 

2．详细了解  专业的英语长句的分析和翻译 

3．一般介绍  糖尿病的定义、发生过程以及预防措施。 

Unit eight  Writing Skills 

目标 

1．掌握  相关的专业英语词汇和语法。 

2．熟悉  英语专业文献的翻译方法和技巧。 



 

 - 347 - 

3．了解  专业英文摘要的写法。 

内容 

1．重点阐述  英语专业文献的翻译方法和技巧。 

2．详细了解  预防医学专业英语的写作技巧。 

3．一般介绍  英语科技论文摘要的写法。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教学手段及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为了达成一定的教学目标，在“预防医学专业英语”的教学中，我们根据教育学中关于

教学方法的一般原理，结合“预防医学专业英语”的课程特点，灵活使用了多种教学方法。 

（1）范例式教学方法。在课堂上通过讲解精选的实例，使学生掌握一般的、有普遍意义的内容。

系统和全面的认识，加深对课程重点知识的认识并牢固掌握其内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方法和

思维方式以便解决对课程难点的理解问题。 

（2）多媒体教学方法。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全程使用多媒体教学，对于《预防医学专业

英语》这样一门时代感强的课程，仅停留于传统的教学手段，会感到时间紧、效果差，更不要说达到

理想的教学效果了。随着多种先进技术提供的可能性，利用信息技术提供的大量共享资源，我们充分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与传统的教学手段有机地结合，使课堂信息量和教学效果双增。探索式教学方法。 

（3）学导式教学方法。根据大学生具备自学能力，本门课程内容中的诸多章节可通过自学掌握，

采取了教师提出学习提纲、给出查阅资料范围、学生通过自学查阅资料、教师给出参考问题供学生消

化这样一个环环相扣的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甚至可以安排学生分组讲解或回答老师的提问。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成绩考核和评定方式：  

考核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专业词汇的英汉互译；专业句子英汉互译；专业英语短文翻译。期末考

试统一命题，统一评分标准，统一考试时间。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总评成绩（100 分） =  平时成绩×30% + 期末考试成绩×70% 

 

编写  董新文 

审校  吴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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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与健康》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随着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交通工具速度的提升，交往的日益增多，旅行对于促进交

往、贸易、人类和平和世界进步起着常重要的作用，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伴随旅行业

的发展，旅行者面临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与旅行相关的医学和健康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旅

行与健康》课程致力于旅客的健康，是通过各种方式尽可能地将旅行者在旅行期间的患病风险和事故

风险降至低，主要强调的是旅行者旅行前的准备（括风险评估和处理），旅行中的预防、自救措施和

旅行后的临床诊断。 

本课程为选修课，1.0 学分，教学时数为 16 学时，其中理论课 16 学时，实验课 0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旅行与健康》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涉及范围很多，它涵盖了内外妇儿等传统的临床医学、

预防医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地理学和气候学等等。 

（二）基本技能 

《旅行与健康》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旅游与健康的相关基础知识，总结了旅行者面临的各种医疗相

关风险以及相应问题的解决方案，为卫生人员和旅行者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基本素质 

《旅行与健康》可为涉及旅行医领域的医生、护士、师等卫生专业人员提供理论学习，也可对所

有对旅行与健康感兴趣者提供专业知识介绍。 

三、学时分配 

单  元 名  称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 绪论 2 － 

2 旅行交通安全卫生与健康 2 － 

3 旅行环境引起的健康危险 2 － 

4 传染性疾病对旅行者的潜在危险 2 － 

5 旅行中的事故、受伤和暴力 2 － 

6 特殊人群的旅行与健康 2 － 

7 旅行饮食与安全 2 － 

8 旅行疾病预防与旅行后的临床诊断 2 － 

合  计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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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旅行环境与健康的关系。 

2．熟悉  旅行前的准备工作和健康相关的旅游规划。 

3．了解  世界不同区域的传染性疾病的分布。 

内容 

1．重点阐述  旅游行环境与健康的关系。 

2．详细了解  旅行前的准备工作和健康相关的旅游规划。 

3．一般介绍  世界不同区域的传染性疾病的分布。 

第二章  旅行交通安全卫生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旅行的交通分类以及交通安全与卫生。 

2．熟悉  交通检疫与健康。 

3．了解  交通安全法规。 

内容 

1．重点阐述  旅行的交通分类以及交通安全与卫生。 

2．详细了解  交通检疫与健康。 

3．一般介绍  交通安全法规。 

第三章  旅行环境引起的健康危险 

目标 

1．掌握  旅行环境与健康的关系。 

2．熟悉  旅行前相关的旅游规划和卫生健康准备。 

3．了解  世界不同区域的风土人情。 

内容 

1．重点阐述  旅行环境与健康的关系。 

2．详细了解  旅行前相关的旅游规划和卫生健康准备。 

3．一般介绍  世界不同区域的风土人情。 

第四章  传染性疾病对旅行者的潜在危险 

目标 

1．掌握  传染性疾病的分类以及传染媒介。 

2．熟悉  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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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世界不同区域的传染性疾病的分布。 

内容 

1．重点阐述  传染性疾病的分类以及传染媒介。 

2．详细了解  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3．一般介绍  世界不同区域的传染性疾病的分布。 

第五章  旅行中的事故、受伤和暴力 

目标 

1．掌握  旅行中的事故分类和预防。 

2．熟悉  旅行中受伤和暴力的应急处理。 

3．了解  急救医学进展。 

内容 

1．重点阐述  旅行中的事故分类和预防。 

2．详细了解  旅行中受伤和暴力的应急处理。 

3．一般介绍  急救医学进展。 

第六章  特殊人群的旅行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特殊人群的分类及其在旅行中与健康相关的问题。 

2．熟悉  特殊人群旅行前的准备工作和健康相关的旅游规划。 

3．了解  特殊人群的营养规划和医疗知识。 

内容 

1．重点阐述  特殊人群的分类及其在旅行中与健康相关的问题。 

2．详细了解  特殊人群旅行前的准备工作和健康相关的旅游规划。 

3．一般介绍  特殊人群的营养规划和医疗知识。 

第七章  旅行饮食与安全 

目标 

1．掌握  旅行中饮食与健康相关的问题。 

2．熟悉  旅行的饮食规划。 

3．了解  营养规划和知识。 

内容 

1．重点阐述  旅行中饮食相关的问题。 

2．详细了解  旅行的饮食规划。 

3．一般介绍  营养规划和医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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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旅行疾病预防与旅行后的临床诊断 

目标 

1．掌握  旅行疾病的分类及其在旅游中预防的措施。 

2．熟悉  常见旅游相关疾病的诊断。 

3．了解  旅行相关疾病预防规划。 

内容 

1．重点阐述  旅行疾病的分类及其在旅游中预防的措施。 

2．详细了解  常见旅行相关疾病的诊断。 

3．一般介绍  旅行相关疾病预防规划。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作为一门以拓宽学生知识面为目的的选修课程，为了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我们采用了启发式教学模式、讨论式教学模式、自主性学习模式等教学方法。

在教学手段方面采用了多媒体教学、视频教学及理论课堂实际演示等多种丰富的教学手段。 

（二）评价 

作为选修课，本课程成绩的评定包括平时成绩和课程总结报告二个部分，平时成绩包括考勤、平

时提问（每次回答加 5 分）、课堂讨论等形式，课程总结报告可以是分组 PPT 或个人书面报告形式。

通过这二个方面综合评定学生成绩是否合格。 

 

编写  陶  玲  王寅彪 

审校  杨中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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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共卫生》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全球公共卫生（Global public health）是探讨全球公共卫生的原则来解决国际共同面临的健康问题

和挑战，以及影响这些问题的一系列复杂的全球性或地区性因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目前国际公共卫

生的现状、存在问题、解决政策措施等。本课程主要介绍的是目前国际公共卫生的现状和背景，研究

慢性病、伤害、精神疾病、传染性疾病、营养和环境健康，了解全球综合应急事件对公共卫生带来的

挑战，探讨影响疾病负担重和贫穷的国家制定公共卫生政策的因素，讨论关于资源如何产生、发展和

用于实现特定目标的政策制定过程，以及国际公共卫生全球合作的现状等。本课程通过课堂讲授、讨

论、观看教学录像、自学等方式进行教学，培养学生对全球公共卫生的认识。通过本课程学习，扩大

学生的视野，使学生能为今后从事预防的管理、教学、科研打下基础。在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际，结

合最新的国内外公共卫生现状，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大学生今后

参与解决国际公共卫生问题打下基础。 

    本课程是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必选修课，1.0 学分，教学总学时为理论课 16 学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1．基本理论知识包括全球公共卫生的基本概念，全球环境公共卫生、全球食品营养卫生、全球

职业卫生与健康，全球慢性病治理，全球卫生系统架构。 

（二）基本技能 

通过全球公共卫生课程的理论学习，使学生学会科学思维、熟练自学的基本能力。使学生掌握全

球公共卫生面临的问题、解决的方案。培养学生把专业课程与全球的公共卫生问题相联系，独立处理

和解决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能力。 

（三）基本素质 

1．培养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2．首先培养自学能力和方法，能够独立创造性的学习；其次是培养动手查阅资料文献的能力，

能够在正确的逻辑思维指导下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同时培养良好的表达能力，能很好的了解自己今

后应该学习和做的相关内容。 

3．树立预防为主的大卫生观，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以及良好的生活方式，坚持锻炼身体，使学

生具有良好的心理平衡和社会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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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1 全球公共卫生绪论 2 

2 全球卫生系统架构 2 

3 全球环境卫生与健康 2 

4 全球食品营养卫生与健康 2 

5 全球职业卫生与健康 2 

6 全球慢性病治理 2 

7 全球传染病病治理 2 

8 疾病预防措施与策略 2 

合计 16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全球公共卫生绪论 

目标 

1．掌握  全球公共卫生的基本概念、全球公共卫生的作用与意义。 

2．熟悉  全球公共卫生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全球公共卫生的研究方法。 

3．了解  全球公共卫生实践与研究、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挑战和应对。 

内容 

1．重点阐述  全球公共卫生的基本概念、全球公共卫生与健康公平、全球公共卫生与外交、宏

观经济学与全球公共卫生。 

2．详细了解  全球公共卫生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全球公共卫生的研究方法。 

3．一般介绍  全球公共卫生产生的背景与发展、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第二章  全球卫生系统架构 

目标 

1．掌握  卫生行政组织体系；卫生服务组织体系；发展公共卫生和基层卫生的重要意义。 

2．熟悉  卫生方针和卫生政策对卫生系统架构的作用；医疗保障制度的主要形式、优势和局限

性；卫生应急组织体系。 

3．了解  卫生第三方组织、补充医疗体系和民族医药管理制度。 

内容 

1．重点阐述  卫生行政组织体系和卫生服务组织体系概述、内容。 

2．详细了解  卫生组织体系结构设计的的基本原则；公共卫生服务和基层卫生服务的内容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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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体系设计；卫生方针和卫生政策对国家或地区的卫生组织系统影响；医疗保障制度形式及其优劣；

卫生应急体系。 

3．一般介绍  卫生第三方组织、补充医疗体系、民族医药管理制度和卫生组织的发展趋势。 

第三章  全球环境卫生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全球环境公共卫生的基本概念、环境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重要性。 

2．熟悉  环境与健康的关系、全球主要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世界分布及类型。 

3．了解  我国的环境问题与全球健康、全球环境健康合作。 

内容 

1．重点阐述  环境和全球公共卫生的基本概念、环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

响。 

2．详细了解  环境与健康的关系、环境与健康现状及问题。 

3．一般介绍  我国的环境问题与全球健康、全球环境健康合作。 

第四章  全球食品营养卫生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世界卫生组织的食品营养的卫生策略、国内外食品卫生管理。 

2．熟悉  食品卫生与全球化、全球食品卫生系统、全球营养不良和食品安全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3．了解  全球营养与食品卫生现状、国际食品卫生研究进展。 

内容 

1．重点阐述  全球营养不良和食品安全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国内外食品卫生管理。 

2．详细了解  全球营养不良和食品安全危害的流行病学分布、营养与食品卫生的全球化问题、

国际食品安全组织机构。 

3．一般介绍  全球食品卫生现状、国际食品卫生研究进展。 

第五章  全球职业卫生与健康 

目标 

1．掌握  世界卫生组织的职业卫生策略、国内外职业卫生管理。 

2．熟悉  职业卫生与全球化、全球职业卫生系统、全球职业危害疾病负担。 

3．了解  全球职业卫生现状、国际职业卫生研究进展。 

内容 

1．重点阐述  全球职业卫生对健康的影响、国内外职业卫生管理。 

2．详细了解  全球职业危害流行病学分布、职业卫生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职业卫生组织机构。 

3．一般介绍  全球职业卫生现状、国际职业卫生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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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全球慢性病治理 

目标 

1．掌握  慢性病防控的策略与主要措施。 

2．熟悉  中国参与和领导慢性病全球卫生治理的意义；可持续发展目标慢性病防控的目标。 

3．了解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防治慢性病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内容 

1．重点阐述  慢性病防控的策略和措施；中国参与和领导慢性病全球卫生治理的意义；健康中

国 2030 与慢性病可持续发展防控目标。 

2．详细了解  慢性病全球卫生治理合作机制；如何有效降低慢性病疾病负担；将中国经验传递

给低收入国家。 

3．一般介绍  全球慢性病流行情况。 

第七章  全球传染病病治理 

目标 

1．掌握  传染病防控的策略与主要措施。 

2．熟悉  中国参与和领导传染病全球卫生治理的意义；可持续发展目标传染病防控的目标。 

3．了解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传染慢性病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内容 

1．重点阐述  传染病防控的策略和措施；中国参与和领导传染病全球卫生治理的意义；新发传

染病（EIDs）全球控制策略，WHO 在流行各阶段的风险管理行动。 

2．详细了解  传染病全球卫生治理合作机制；国际卫生条例（IHR）和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PHEIC），如何有效降低传染病疾病负担；将中国经验传递给全球。 

3．一般介绍  全球传染病流行情况。 

第八章  疾病预防措施与策略 

目标 

1．掌握  世界卫生组织疾病预防措施与策略，我国传染病、慢性病等防控措施与策略与全球比

较。 

2．熟悉  疾病防控全球化趋势，我国“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基本方针，全球疾病监测网络，

疾病防控政策与措施的科学研究及国际合作。 

3．了解  国外主要国家疾病防控现状及其与我国的合作，我国在传染病、慢性病、地方病、精

神卫生等领域防控策略与措施取得的成就及研究进展。 

内容 

1．重点阐述  世界卫生组织疾病预防措施与策略，我国“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基本方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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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及世界主要国家的防控措施与策略比较。 

2．详细了解  疾病防控全球化趋势，全球疾病监测网络，疾病防控政策与措施的科学研究及国

际合作。 

3．一般介绍  国外主要国家疾病防控现状及其与我国的合作，我国在传染病、慢性病、地方病、

精神卫生等领域防控策略与措施取得的成就及研究进展。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种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2．组织部分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应用多媒体、投影、自制课件教学，加强学生记忆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以利于开拓学生的

视野，提高学生兴趣。 

4．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反馈师生教学情况，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  依据教学大纲，利用理论考试和形成性评价，进行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满分 100 分，理论成绩占 80%，形成性评价占 20%。 

 

                                             编写  田玉慧 

                                                         审校  吴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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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检疫学》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卫生检疫学是高等医学院校预防医学专业的一门选修课，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卫生检疫相关理论知

识和实际操作技能，了解与卫生检疫相关的国内外法律法规制度。任务是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预防医

学和卫生检疫基本理论知识及在各级医院、防疫部门、检验检疫部门等从事卫生检验、环境卫生与食

品卫生监测、卫生检疫的基本技能。 

本课程为选修课，共计 1.0 学分，在第八学期开设；总学时为 24 学时，其中理论课为 24 学时；

旨在通过对卫生检验检疫基础理论，传染病、人员、交通工具、货物和媒介生物检疫，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管理与旅行医学的介绍，培养学生具有从事卫生检疫、环境监测、临床医学检验的基本理论、

知识和技能；毕业后能在医疗机构、卫生防疫、海关检疫、卫生监督、环境检测、技术监督局、卫生

管理部门、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从事医学检验、检疫、卫生监督工作或科学研究。 

二、课程目标 

（一）基本理论知识 

《卫生检疫学》是从《预防医学》发展出来的一门学科，主要介绍传染病概述、卫生检疫基础理

论、人员卫生检疫、交通工具卫生检疫、货物卫生检疫、媒介生物监测与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管理与旅行医学等内容。 

（二）基本技能 

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以下基本技能  

1．与分析化学、仪器分析相关的检验技能，包括高效液相色谱、气相色谱、质谱等； 

2．与病原微生物检测相关的技能，包括病毒学与免疫学检测技术、生物材料（含媒介生物）检

测技术及生物安全防护技能等； 

3．与公共卫生监测相关的技能，包括环境卫生（含特殊环境）监测技能、食物中毒与职业中毒

检测技能等。 

（三）基本素质 

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要掌握具备以下基本素质  

1．掌握卫生检验与检疫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2．具有卫生检验与检疫的初步能力； 

3．熟悉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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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了解国际卫生检疫法律法规及我国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和法规； 

5．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 

6．具有一定自学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科研能力。 

三、学时分配 

单元 教学内容（共 8 章节） 学时（24） 

第一章 绪论 3 

第二章 传染病概述 3 

第三章 卫生检疫基础理论 3 

第四章 人员卫生检疫 3 

第五章 交通工具卫生检疫 3 

第六章 货物卫生检疫 3 

第七章 媒介生物监测与控制 3 

第八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与旅行医学 3 

合计 24 

四、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目标 

1．掌握  卫生检疫的含义、作用和基本任务。 

2．熟悉  卫生检疫的挑战与发展趋势。 

3．了解  国际和我国检疫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内容 

1．重点阐述  卫生检疫的定义及作用；卫生检疫的基本任务。 

2．详细了解  卫生检疫的特点、内容、挑战及发展趋势。 

3．一般介绍  卫生检疫的起源、学习方法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第二章  传染病概述 

目标 

1．掌握  传染病的概念、基本特征、流行过程及预防与管理；掌握甲类传染病的种类；掌握鼠

疫、霍乱、黄热病、埃博拉出血热的生物学特性、流行病学特点、诊断及预防与控制原则。 

2．熟悉  乙类传染病的种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性感冒、H7N9 禽流感病毒、手足口病、

艾滋病、炭疽、疟疾、登革热等传染病的生物学特性、流行病学特点、诊断及预防与控制原则。 

3．了解  传染病的发病机制、诊断原则及流行过程的影响因素；其他一些传染病的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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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特点、诊断及预防与控制原则。 

内容 

1．重点阐述  传染病的概念、基本特征、流行过程及预防与管理；掌握甲类传染病的种类；掌

握鼠疫、霍乱、黄热病、埃博拉出血热的生物学特性、流行病学特点、诊断及预防与控制原则。 

2．详细了解  乙类传染病的种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性感冒、H7N9 禽流感病毒、手足口

病、艾滋病、炭疽、疟疾、登革热等传染病的生物学特性、流行病学特点、诊断及预防与控制原则。 

3．一般介绍  传染病的发病机制、诊断原则及流行过程的影响因素；其他一些传染病的生物学

特性、流行病学特点、诊断及预防与控制原则。 

第三章  卫生检疫基础理论 

目标 

1．掌握  公共卫生关注的风险的概念和类别、风险的特征、传播环节及影响传播的因素。 

2．熟悉  公共卫生风险筛查和风险控制的方法和措施以及风险监测和风险预防的内容。 

3．了解  旅行医学、人员和交通工具指定地点检疫的基本内容。 

内容 

1．重点阐述  风险的概念、种类及特征、传播环节及影响因素；重点的风险筛查方法 流行病学

调查及实验室检测（常用的分子生物学及免疫学检测方法介绍）。 

2．详细了解  各种检测方法的原理、应用、优缺点等；检疫与隔离的区别与联系。 

3．一般介绍  风险监测识别、预警、通报交流及预防接种的旅行医学。 

第四章  人员卫生检疫 

目标 

1．掌握  人员卫生检疫的的内容、方法和处理原则、程序和处理方法。 

2．熟悉  出入境人员主要公共卫生风险、风险筛查和风险控制以及常用的卫生处理方法 消毒、

除虫、灭鼠、除污、熏蒸。 

3．了解  尸体、疫区人员的卫生检疫及出入境人员卫生检疫模式以及各种消毒剂、灭菌剂、化

学、生物处理法的基本原理。 

内容 

1．重点阐述  人员卫生检疫的定义、对象和内容、意义；人员卫生检疫的基本程序；卫生处理

的原则和程序；各种卫生处理方法的应用范围、效果评价及效果影响因素。 

2．详细了解  出入境人员卫生检疫的风险内容、筛查方法、人员检疫的要点。 

3．一般介绍  出入境人员/交通员工、特殊旅客人员卫生检疫要点。 

第五章  交通工具卫生检疫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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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交通工具卫生检疫的主要内容和意义；出入境交通工具可能携带的主要公共卫生风险。 

2．熟悉  交通工具上主要公共卫生风险的特点及筛查方法和控制措施。 

3．了解  交通工具指定地点检疫的基本内容。 

内容 

1．重点阐述  交通工具卫生检疫公共卫生风险组成及意义；交通工具卫生检验检疫的主要内容

及特点。 

2．详细了解  出入境交通工具公共卫生风险筛查方法和风险控制措施。 

3．一般介绍  交通工具的卫生监督和指定地点检疫。 

第六章  货物卫生检疫 

目标 

1．掌握  货物的概念及分类；集装箱、行李货物邮包、特殊物品、尸体棺柩骸骨以及废旧物品

等货物的概念及可能产生的公共卫生风险。 

2．熟悉  集装箱、行李货物邮包、特殊物品、尸体棺柩骸骨以及废旧物品等货物公共卫生风险

的筛查。 

3．了解  集装箱、行李货物邮包、特殊物品、尸体棺柩骸骨以及废旧物品等货物公共卫生风险

的处置。 

内容 

1．重点阐述  货物的概念及分类；集装箱、行李货物邮包、特殊物品、尸体棺柩骸骨以及废旧

物品等货物的概念及可能产生的公共卫生风险。 

2．详细了解  集装箱、行李货物邮包、特殊物品、尸体棺柩骸骨以及废旧物品等货物公共卫生

风险的筛查。 

3．一般介绍  集装箱、行李货物邮包、特殊物品、尸体棺柩骸骨以及废旧物品等货物公共卫生

风险的处置。 

第七章  媒介生物监测与控制 

目标 

1．掌握  媒介生物的概念及分类；鼠、蚊、蝇传播的疾病；杀虫和灭鼠的概念。 

2．熟悉  鼠、蚊、蝇的监测；杀虫和灭鼠常用方法。 

3．了解  蚤、蜚蠊、螨、蜱、蠓传播的疾病；蚤、蜚蠊、螨、蜱、蠓传播的监测。 

内容 

1．重点阐述  媒介生物的概念及分类；鼠、蚊、蝇传播的疾病；杀虫和灭鼠的概念。 

2．详细了解  鼠、蚊、蝇的监测；杀虫和灭鼠常用方法。 

3．一般介绍  蚤、蜚蠊、螨、蜱、蠓传播的疾病；蚤、蜚蠊、螨、蜱、蠓传播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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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与旅行医学 

目标 

1．掌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分类及特点；传染病突发事件的特点；食品安全、食物中

毒、食源性疾病、食物污染的概念；食品安全事故的特征和分类；核辐射恐怖事件的概念、放射性核

素的分类；化学恐怖的概念、化学毒剂的基本知识及种类；旅行医学的定义；常见的旅行健康问题；

旅行医学三要素。 

2．熟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级；传染病突发事件的监测；食品安全事故的分级、监测预警、

评估与报告；放射性核素的分级、核辐射的暴露与防护；化学恐怖事件的特点；化学恐怖事件引发的

公共卫生风险。旅行前服务要点；旅行中应关注的问题；旅行归来后关注要点。 

3．了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传染病突发事件的风险评估、应急响应与处置及善后

处理；食品安全事故的应急响应；核辐射恐怖事件的类型及其公共卫生特点；核辐射恐怖突发事件的

应急原则；口岸发生核辐射恐怖事件及应急；化学恐怖事件应急处置原则；口岸化学有害因子的监测

及应急处置；旅行医学的诞生、发展及在卫生检疫中的重要性。 

内容 

1．重点阐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分类及特点；传染病突发事件的特点；食品安全、食

物中毒、食源性疾病、食物污染的概念；食品安全事故的特征和分类；核辐射恐怖事件的概念；放射

性核素的分类；化学恐怖的概念；化学毒剂的基本知识及种类；旅行医学的定义；常见的旅行健康问

题；旅行医学三要素。 

2．详细了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级；传染病突发事件的监测；食品安全事故的分级、监测

预警、评估与报告；放射性核素的分级、核辐射的暴露与防护；化学恐怖事件的特点；化学恐怖事件

引发的公共卫生风险；旅行前服务要点；旅行中应关注的问题；旅行归来后关注要点。 

3．一般介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传染病突发事件的风险评估、应急响应与处置及

善后处理；食品安全事故的应急响应；核辐射恐怖事件的类型及其公共卫生特点；核辐射恐怖突发事

件的应急原则；口岸发生核辐射恐怖事件及应急；化学恐怖事件应急处置原则；口岸化学有害因子的

监测及应急处置；旅行医学的诞生、发展；旅行医学在卫生检疫中的重要性。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为指导，采取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学目标为主线的教学方法，加强教

学的计划性，保证教学质量。 

2．以教学内容的重点为主线，引导、启发学生思考，利用思维导图等帮助学生构建完善合理的

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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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适当介绍学科发展新动态，提高学生检索查阅专业文献的能力，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其对

专业领域的兴趣。 

4．开展微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改革，促使学生做到课前预习、课后复习，锻炼其理解并准确表

述专业理论和技术的能力。 

5．加强与学生的交流，解决学生疑惑；通过座谈或答疑等形式，收集了解问题，针对相关意见

和建议改进教学工作。 

（二）评价 

1．授课班学生填写“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评价教师教学质量。 

2．学校、学院教学督导组和教研室随机听课评价教师教学质量。 

3．以形成性评价效果评价教师教学质量。 

 

编写  王寅彪 

审校  陶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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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微生物学》教学大纲 

适用预防医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本大纲适合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专业的本科教学。卫生微生物学是预防医学基础课程，是从卫生

学观点研究环境微生物及其对人类生活和健康如何产生影响的一门学科。主要研究各类环境中微生物

的种类、分布、卫生学意义、污染及预防，同时还研究各类环境样品的微生物学检验方法，并制定相

关的卫生标准。 

通过学习这门课程，使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正确理解微生物所引起的有关卫生问题，学习卫生微

生物学的基本知识和实验技术，了解各环境样品中微生物的采集检验程序，以及检验结果的判定，以

便将来更好的从事疾病预防与控制、卫生监督与监测等相关工作。 

本课程为预防医学专业选修课，总学时为 20 学时，其中理论教学 20 学时，实验教学 0 学时，1.0

学分。 

二、课程目标 

掌握卫生微生物学的应用，各种环境微生物对人类生活与健康的影响，以及微生物检测技术、消

毒和灭菌的方法等。掌握微生物在各种生境中的生存和繁衍的规律、对人类卫生保健的影响，及其与

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 

（一）基本理论知识 

1．卫生微生物的定义和研究内容。 

2．微生物生态的概念和应用。 

3．环境中常见的主要微生物类群及检测的方法。 

4．不同环境中微生物的来源、分布、卫生学意义、检测、污染及预防。 

5．消毒与灭菌的方法和基本要求。 

6．生物安全的重要性。 

（二）基本技能 

掌握各种生境中常见微生物的检测方法及评价。 

（三）基本素质 

培养学生严谨、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使学生掌握各种环境中卫生微生物检测的基本方法和原则，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使学生具备不断探索未知和创新的能力。培养学

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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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分配 

单元 名称 理论学时 总学时 

1 绪 论 2 2 

2 微生物生态学 1 1 

3 卫生微生物学研究和检测方法 1 1 

4 消毒与灭菌 1 1 

5 实验室生物安全 1 1 

6 生物战剂伤害的防护 1 1 

7 水微生物 1 1 

8 土壤微生物 1 1 

9 空气微生物 1 1 

10 食品微生物 1 1 

11 药品微生物 1 1 

12 化妆品微生物 1 1 

13 医疗与生活卫生用品微生物 1 1 

14 医院环境微生物 1 1 

15 公共场所微生物 1 1 

16 微生物实验室微生物 1 1 

17 极端环境微生物 1 1 

18 人体微生物 2 2 

合计 20 20 

四、理论教学目标及内容 

第一章    绪 论 

目标 

1．掌握  卫生微生物学概念、内容。 

2．了解  卫生微生物学发展简史。 

3．熟悉  卫生微生物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内容 

1．重点阐述  卫生微生物学概念、内容及其研究方法。 

2．一般介绍  卫生微生物学历史沿革和应用前景。 

3．详细了解  卫生微生物学与相关学科大关系。 

第二章   微生物生态 

目标 



 

 - 365 - 

1．了解  生态学与微生物生态学的概念和主要研究内容；微生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和环境污染

间的关系 

2．掌握  生境、种群、群落及演替的概念。 

3．熟悉  微生物生态度基本规律。 

内容 

1．一般介绍  生态学与微生物生态学的概念和主要研究内容；微生物生态研究的应用与前景。 

2．重点阐述  微生物的种群、群落、微小生境、龛、演替等基本概念。 

3．详细了解  微生物生态度基本规律 微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自然选择与适应、微

生物间相互作用的基本生态规律。 

第三章  卫生微生物学研究和检测方法 

目标 

1．熟悉  卫生微生物学检测特点及基本原则。 

2．了解  卫生指示微生物的种类。 

3．掌握  卫生微生物研究和检测的方法。 

内容 

1．详细了解  卫生微生物学检测的基本原则，卫生指示微生物的种类。 

2．重点阐述  卫生微生物检测的方法。 

3．一般介绍  卫生微生物研究和检测方法的前景。 

第四章  消毒与灭菌 

目标 

1．熟悉  消毒与灭菌的基本概念和要求，消毒与灭菌效果的评价。 

2．掌握  消毒与灭菌方法、影响因素和注意事项。 

3．了解  消毒与灭菌效果的保证及其研究展望。 

内容 

1．重点阐述  消毒与灭菌的概念及要求；物理杀菌的方法 热力、紫外线、电离辐射等。 

2．详细了解  影响消毒与灭菌效果的因素。 

3．一般介绍  特殊消毒的概念及要求。 

第五章   实验室生物安全 

目标 

1．掌握  生物安全的概念和要求。 

2．熟悉  生物安全实验室。 

3．了解  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现状和前景。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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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述  生物安全的概念和要求。 

2．详细了解  生物安全实验室。 

3．一般介绍  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现状和前景 

第六章   生物战剂伤害的防护 

目标 

1．熟悉  生物战剂的种类和伤害。 

2．了解  生物战剂的历史与现状、防护及研究前景。 

内容 

1．一般介绍  生物战剂的历史、发展现状及研究前景。 

2．详细了解  生物战剂的种类和伤害。 

第七章   水微生物 

目标 

1．掌握  水中常见病原菌的种类、分布及其卫生学意义。 

2．熟悉  水微生物污染及其预防；水生境特性； 

3．了解  影响水中微生物存活的因素以及水中病原微生物的传播方式。 

内容 

1．重点阐述  水生境的特点与影响因素。水中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分布及其卫生学意义。 

2．详细了解  水微生物污染来源及其预防；生活饮用水的检测指标和卫生标准。 

3．一般介绍  水中病毒的种类、分布、存活的因素及检验和标准。 

第八章   土壤微生物 

目标 

1．掌握  土壤微生物的种类、分布及其卫生学意义。 

2．熟悉  土壤微生物污染来源及其预防。土壤生境的特点与影响因素。 

3．了解  土壤微生物检测指标和卫生标准。 

内容 

1．重点阐述  土壤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分布及其卫生学意义。 

2．详细了解  土壤中微生物污染危害及其预防。土壤生境的特点和影响因素。 

3．一般介绍  土壤微生物学检验与卫生标准。 

第九章   空气微生物 

目标 

1．掌握  空气生境的特点与影响因素。空气微生物的种类、分布及其卫生学意义。 

2．熟悉  空气微生物污染来源及其预防。 

3．了解  空气微生物检测指标和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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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重点阐述  空气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分布及其卫生学意义。 

2．详细了解  空气生境的特点和影响因素。空气中微生物污染危害及其预防。  

3．一般介绍  空气微生物学检验与卫生标准。 

第十章   食品微生物 

目标 

1．掌握  食品生境特性与影响因素。 

2．熟悉  各类食品中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和污染的危害。引起食物中毒的微生物种类和特点。 

3．了解  各类食品中的微生物；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及其卫生标准。 

内容 

1．重点阐述  细菌性食物中毒的常见菌的特征和污染食品，真菌性食物中毒的常见菌和毒素。 

2．详细了解  食品微生物的来源及污染途径、污染的危害、污染的预防。食品生境特性与影响

因素。 

3．一般介绍  各类食品中的微生物来源和特征。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及其卫生标准。 

第十一章  药品微生物 

目标 

1．熟悉  药品中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及卫生学意义。药品生境特征。  

2．了解  药品污染微生物引起的危害。 

内容 

1．详细了解  药品中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及卫生学意义。药品的生境特性。 

2．一般介绍  药品污染微生物检测和引起的危害。 

第十二章  化妆品微生物 

目标 

1．熟悉  化妆品的生境特性及微生物污染来源。 

2．了解  化妆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及卫生标准。 

内容 

1．详细了解  化妆品微生物特征、化妆品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卫生学意义。 

2．一般介绍  化妆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卫生标准和危害。 

第十三章  医疗与生活卫生用品微生物   

目标 

1．熟悉  医疗与生活用品微生物生境特征、来源。 

2．了解  医疗与生活卫生用品微生物的卫生学意义。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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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介绍  医疗器械及用品微生物生境特征、微生物来源、种类、分布及其卫生学意义，一般介

绍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的检测。 

第十四章  医院环境微生物 

目标 

1．熟悉  医院环境生境特征、微生物的来源及其卫生学意义。 

2．了解  医院环境微生物的检验及卫生标准，污染的预防与控制技术。 

内容 

1．详细了解  医院环境特点；微生物来源、卫生学意义、院内感染病原体特点。 

2．一般介绍  医院环境微生物的检验及卫生标准，污染的预防与控制技术。 

第十五章 公共场所微生物 

目标 

1．熟悉  公共场所生境特征，公共场所微生物污染的预防与控制。 

2．了解  公共场所微生物的检验与卫生标准。 

3．掌握  公共场所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分布及卫生学意义。 

内容 

1．详细了解  公共场所生境特征，公共场所微生物污染的预防与控制。 

2．一般介绍  公共场所微生物的检验与卫生标准。 

3．重点阐述  公共场所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分布及卫生学意义。 

第十六章 微生物实验室微生物 

目标 

1．熟悉  微生物实验室生境特征，微生物实验室微生物污染的预防与控制。 

2．了解  微生物实验室微生物的检验与卫生标准。 

3．掌握  微生物实验室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分布及卫生学意义。 

内容 

1．详细了解  微生物实验室生境特征，微生物实验室微生物污染的预防与控制。 

2．一般介绍  微生物实验室微生物的检验与卫生标准。 

3．重点阐述  微生物实验室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分布及卫生学意义。 

第十七章 极端环境微生物 

目标 

1．熟悉  极端环境类型及生境特征，极端环境微生物的利用与防控。 

2．了解  极端环境微生物的研究前景。 

3．掌握  极端环境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分布及卫生学意义。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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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细了解  极端环境类型及生境特征，极端环境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分布及卫生学意义。 

2．一般介绍  极端环境微生物的利用与防控。极端环境微生物的研究前景。 

第十八章 人体微生物（补充内容） 

目标  

1．了解  人体微生物组成和分布；人体微生物对健康的重要性 

2．熟悉  人体微生态失衡与人体疾病  

3．掌握  维持人体微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人体肠道微生态与疾病研究进展。 

内容 

1．重点阐述  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微生态失衡与疾病发生发展的相关性，

通过调整微生态治疗疾病的可行性。 

2．详细了解  常见慢性病种类；慢性病产生的各种因素；肠道微生态失衡的原因和维持肠道微

生态平衡的因素。 

3．一般介绍  肠道微生态组成；日常生活习惯对肠道微生态的影响。 

五、措施与评价 

（一）措施 

1．以教学大纲指导教学的各个环节，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在个人

备课基础上，组织好集体备课，讨论重点、难点和教学方法。教研室要有计划地安排听课，对教师进

行教学质量评估，帮助授课教师提高教学质量。 

2．组织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3．逐步开展专题讲座，充分利用教学手段，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课堂教

学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向学生推荐参考书籍和文献，指导学生自学。 

（二）评价 

1．按教务处制定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主要由授课班学生及教研室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

定。 

2．学生学习成绩评价，依据教学大纲进行期末理论考试，采用形成性评价的方式，学科成绩满

分 100 分，平时成绩占 50％，包括出勤和课堂表现，期末理论成绩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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