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6： 

郑州大学 2018 年硕士生入学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学院名称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单元 说明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综合 353  可带计算器 

     

     

     

说明栏：各单位自命题考试科目如需带计算器、绘图工具等特殊要求的，请在说

明栏里加备注。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卫生综合》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本《卫生综合》考试大纲适用于郑州大学公共卫生硕士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

学考试。《卫生综合》是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相关主干课程的综合试卷。主要包

括以下课程：《流行病学》、《卫生统计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环境卫生学》、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流行病学》部分要求考生掌握流行病学基本原理与方

法及其应用。《卫生统计学》部分要求考生理解和掌握卫生统计学的基本概念、

不同资料类型的描述及统计推断方法的应用条件及实现方法，能够利用所学的卫

生统计学知识分析并解决问题。《营养与食品卫生学》部分要求考生系统地掌握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营养素的主要功能及常见缺乏并

的防治，掌握不同人群营养的需求、人体营养评价的方法以及指导策略，掌握常

见疾病的营养防治，掌握食品卫生基本概念、各类食品的常见卫生问题、食源性

疾病的防治等。《环境卫生学》要求考生理解和掌握环境卫生学的基本概念和基

本理论，掌握不同环境介质及主要环境污染物的来源、健康损害作用及影响因素，

掌握不同环境介质对健康影响的调查、监测和监督的基本方法，了解环境卫生学

命题学院（盖章）：公共卫生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353 卫生综合        



 

的最新进展，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职业卫生与职业医

学》要求考生掌握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初步树

立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防治工作的正确观点；掌握劳动条件及其对职业人群身体

健康的影响规律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方法，掌握职业性疾病在个体上的发生、发展

规律和防治措施；了解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领域国内外新成就和发展趋势；能综

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卫生综合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试卷

满分为 300分。 

试卷结构（题型）：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综合分析题）、计算题 

三、考试内容 

1. 流行病学 

考试内容 

流行病学绪论 

疾病分布、疾病频率测量指标和疾病流行强度 

现况研究、筛检、生态学研究 

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 

流行病学实验 

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偏倚及其控制 

病因与因果推断 

疾病预防策略和公共卫生监测 

传染病流行病学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流行病学 

考试要求 

掌握流行病学基本概念、原理和应用研究方法及特征 

掌握疾病分布、疾病频率测量指标和疾病流行强度 

掌握现况研究、筛检、生态学研究 

掌握队列研究概述、设计与实施、资料整理与分析、偏倚及其防止、优点与

局限性 

掌握病例对照研究概述、设计与实施、资料整理与分析、偏倚及其防止、优

点与局限性 

掌握流行病学实验概述、分类、设计和实施、优缺点、实验研究中应注意的



 

问题 

掌握筛检、生态学研究 

掌握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偏倚及其控制 

掌握病因与因果推断方法与步骤及标准 

掌握疾病预防策略和公共卫生监测 

掌握传染病流行病学基本原理 

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流行病学 

 

2. 卫生统计学 

考试内容 

统计学基本概念、统计工作的基本步骤 

统计描述、率的标准化法、统计图表 

正态分布、二项分布、泊松分布 

抽样分布及其应用、参数估计 

假设检验 

t检验的设计类型及应用条件 

方差分析 

χ2检验及确切概率法 

基于秩次的非参数检验 

两变量关联性分析 

简单线性回归分析 

医学研究的统计学设计 

实验研究的设计与分析 

观察性研究的实施与分析 

考试要求 

绪论 

①了解医学统计学的发展史以及国内外在医学应用中的问题；统计学与公共

卫生的关系；统计学与医学统计学的概念。 

②熟悉统计工作的基本步骤。 

③掌握统计学基本概念：总体与样本、同质与变异、变量的类型、概率和小

概率事件、参数与统计量。 

统计描述 

①了解定量资料频数分布表的编制方法和用途；了解制作统计图表的基本原

则和要求。了解动态数列及其分析指标的应用；定性资料的来源；疾病统计资料



 

的来源；疾病和死因分类。 

②熟悉百分位数的用途。熟悉描述人口学特征的常用指标；熟悉疾病统计指

标。 

③掌握频数的分布特征；掌握描述定量资料集中趋势的指标——算术均数、

几何均数、中位数的计算方法和适用条件；掌握描述定量资料离散趋势的指标—

—极差、四分位数间距、方差、标准差和变异系数的计算方法和适用条件；掌握

率、构成比、比值比的概念，率和构成比的区别；掌握相对数的注意事项；掌握

常用统计图表的适用范围和制作方法，从而根据资料的类型选择合适的统计图对

资料进行描述。 

常用概率分布 

①了解二项分布的应用；Poisson分布的应用；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 

②掌握二项分布的概念与特征；Poisson分布的概念与特征；正态分布曲线

的特征及正态分布的应用。 

参数估计基础 

解均数的抽样分布规律；t分布的概念及其与Z分布的区别和联系。 

②熟悉标准误和标准差的区别；总体均数可信区间估计与医学参考值范围估

计的区别和联系。 

③掌握抽样误差的概念以及标准误的计算；t分布的图形特征；参数估计的

概念和参数估计的基本方法。 

假设检验基础 

①熟悉假设检验基本步骤；t检验的基本类型、基本公式；熟悉二项分布与

Poisson分布资料的Z检验的基本过程。 

②掌握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Ⅰ型错误和Ⅱ型错误的概念，假设检验的功效；

单样本t检验、两独立样本t检验以及配对t检验的适用条件；二项分布与Poisson

分布资料Z检验的适用条件；掌握假设检验的注意事项。 

方差分析基础 

①了解方差齐性检验；变量变换的目的与方法。 

②熟悉方差分析的前提条件；多个样本均数的多重比较。 

③掌握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掌握各种设计方案(完全随机设计、随机区组

设计、重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析)的概念、变异和自由度的分解方法。 

χ2检验 

①了解χ2分布的概念和χ2分布的图形特征；了解四格表的概念及四格表中4

个基本数据的含义；了解配对四格表的概念以及配对四格表与一般四格表在设计

上的不同。 



 

②熟悉χ2检验的基本思想；行列表χ2检验的基本公式。 

③掌握四格表资料χ2检验的基本公式及各公式的适用条件；配对四格表χ2检

验的基本公式及各公式的适用条件；掌握四格表的确切概率法的适用条件；掌握

χ2检验的注意事项。 

基于秩次的非参数检验 

①了解非参数检验与参数检验的无效假设和备注假设。 

②熟悉非参数检验的概念；熟悉不同设计类型秩和检验的基本过程。 

③掌握秩和检验的优缺点；掌握不同设计类型秩和检验的实施方法及其应用

条件。 

两变量关联性分析 

①了解利用散点图分析样本相关系数可能出现的各种假象，并作出合理解

释；了解不同资料类型关联性分析指标。 

②掌握线性相关分析的基本步骤；掌握Pearson积差相关、Spearman等级相

关以及Pearson列联系数的应用条件、计算及假设检验。 

简单线性回归分析 

①了解总体回归线的95%置信带与个体预测值Y的区间估计。 

②熟悉回归分析的基本思想；线性回归的基本步骤；残差与残差分析。 

③掌握线性回归的基本概念；回归模型的前提假设；回归系数的含义、计算

方法及假设检验；求解回归方程中参数估计量所遵循的策略—最小二乘原则；相

关与回归分析的区别与联系。 

医学研究的统计学设计，实验研究的设计与分析 

①了解科研方法的分类。 

②熟悉实验设计的三个基本要素；常用的实验设计方案。 

③掌握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及常见的几种对照形式。 

观察性研究的实施与分析 

①了解观察性研究的类别。 

②握单纯随机抽样样本含量的影响因素。 

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考试内容 

营养学基础 

食物中的生物活性成分  

各类事物的营养价值 

公共营养、特殊人群的营养、临床营养  

营养与营养相关疾病 



 

食品污染及其预防 

食品添加剂及其管理 

各类食品卫生及其管理 

食源性疾病及其预防 

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及风险评估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考试要求 

了解分子生物学和流行病学在营养学中的应用 

掌握营养素的概念、功能、缺乏病 

了解植物化学物的概念及主要功能 

掌握各类食物的营养价值与评价方法 

理解公共营养的特点、人群营养监测与干预方法 

掌握膳食结构的概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掌握特殊年龄和生理状态人群的营养需求特点 

理解病人营养评价方法、医院膳食 

掌握肠内营养、肠外营养概念，适应症及主要方法 

理解常见慢病的营养防治 

掌握食品污染的主要来源与预防 

掌握食品添加剂的概念与使用规范 

掌握各类食品的卫生要求及管理要点 

掌握食源性疾病的概念、分类、防治原则 

理解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方法 

理解食品安全标准与加工过程的安全管理 

4. 环境卫生学 

考试内容 

环境与健康的关系 

大气卫生、水体及饮用水卫生、土壤卫生 

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及环境污染性疾病 

住宅卫生与公共场所卫生 

家用化学品卫生 

环境质量评价 

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及其应急处理 

考试要求 

掌握环境改变与机体反应的基本特征；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环境与



 

健康关系的研究方法。了解人鱼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环境与健康标准体系。 

掌握大气污染及主要大气污染物对健康的影响。了解大气的特征及其卫生学

意义；影响大气污染浓度的因素。 

掌握水资源种类及其卫生特征；评价指标；水体污染的健康危害。熟悉水体

污染的自净和污染物的转归。了解水体污染的调查、监测和监督管理。 

掌握饮用水污染与疾病；给水水质净化和消毒方法原理、影响因素。了解水

质标准水源的选择和防护；分散式给水的卫生学要求。 

掌握土壤的污染、自净和污染物的转归，土壤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了解土壤

的卫生特征和卫生学意义；城乡粪便、垃圾的无害化处理。 

掌握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的定义、流行特点及影响因素；地方性氟中毒的定

义、流行特点、分型、发生机制及预防措施。碘缺乏病的定义、临床表现和预防

措施。了解地方性砷中毒、地方性硒中毒的流行特征和预防措施。 

掌握慢性甲基汞中毒和慢性镉中毒的发病原因与发病机制、流行病学特点、

临床表现、诊断标准以及防治原则。 

掌握住宅的卫生学意义和基本卫生要求；室内空气污染的来源和特点。了解

住宅设计的卫生学要求。 

掌握公共场所的卫生学特点、分类和基本卫生要求。了解公共场所的卫生调

查、监测和监督管理 

了解城乡规划的卫生学意义和基本原则；城市功能分区的原则及各区的卫生

学要求。 

掌握部分化妆品和家用化学品对健康引起的不良影响 

掌握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定义、基本特征及对人群健康的危害。 

5.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考试内容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概论 

职业生理、职业心理与职业工效学  

职业性有害因素与健康损害 ，包括生产性毒物与职业中毒 、生产性粉尘与

尘肺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生物性有害因素所致职业性损害 、职业性有害因

素所致其他职业病  

职业性有害因素的识别与评价  

职业性有害因素的预防与控制  

考试要求 

了解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发展史及内容，理解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医学基

础和研究方法，掌握职业与健康，了解我国职业卫生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掌握体力劳动过程和脑力劳动过程的生理变化与适应及劳动负荷的评价，掌握与

职业有关的心理因素 、职业紧张和主要的心身疾病，了解职业工效学，掌握主

要的工效学相关疾患  

    掌握生产性毒物与职业中毒概述，掌握金属与类金属、刺激性气体 、窒息

性气体、有机溶剂、苯的氨基和硝基化合物、高分子化合物、农药的理化特性、

主要接触机会、毒作用特点、主要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及治疗、处理、预

防原则 

    掌握生产性粉尘与尘肺概述、游离二氧化硅粉尘与矽肺、煤矿粉尘与煤工尘

肺、硅酸盐尘与硅酸盐尘肺，了解其他粉尘与尘肺、有机粉尘及其所致肺部疾患  

掌握物理性有害因素概述、不良气象条件、噪声、振动、非电离辐射和电离辐射 

了解生物性有害因素所致职业性损害，了解职业性皮肤病，掌握职业性肿瘤，

了解职业性五官疾病，了解职业伤害  

    掌握职业性有害因素的识别、职业环境监测、生物监测，了解职业卫生调查，

掌握职业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和控制效果评价，了解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有害作

业分级评价，掌握职业有害因素接触评估与危险度评价  

    了解职业病防治法及其相关配套法规与规章，掌握职业卫生标准，理解职业

卫生工程技术主要措施、个人防护用品 ，理解职业卫生保健，掌握职业健康监

护  

了解职业安全管理  

四、考试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卫生综合》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本试卷满分为300分。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符号和西文字母运用得当。答案必须

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五、主要参考教材（参考书目） 

《流行病学》（2012年第7版），詹思延等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统计学》（2012年第7版），方积乾等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2012年第7版），孙长颢等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环境卫生学》（2012年第7版），杨克敌等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2012年第7版），孙贵范等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编制单位：郑州大学 

                                  编制日期：2018年6月20日 



 

附件 6： 

郑州大学 2018 年硕士生入学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学院名称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单元 说明 

公共卫生学院 711 卫生综合（一）   可带计算器 

     

     

     

说明栏：各单位自命题考试科目如需带计算器、绘图工具等特殊要求的，请在说

明栏里加备注。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卫生综合（一）》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本《卫生综合（一）》考试大纲适用于郑州大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相关专

业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卫生综合（一）》是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相关主干课

程的综合试卷。主要包括以下课程：《流行病学》、《卫生统计学》、《营养与食品

卫生学》、《环境卫生学》、《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流行病学》部分要求考生掌

握流行病学基本原理与方法及其应用。《卫生统计学》部分要求考生系统地理解

和掌握卫生统计学的基本概念、不同资料类型的描述及统计推断方法的应用条件

及实现方法，能够利用所学的卫生统计学知识分析并解决问题。《营养与食品卫

生学》部分要求考生系统地掌握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

营养素的主要功能及常见缺乏并的防治，掌握不同人群营养的需求、人体营养评

价的方法以及指导策略，掌握常见疾病的营养防治，掌握食品卫生基本概念、各

类食品的常见卫生问题、食源性疾病的防治等。《环境卫生学》主要探讨自然环

境和生活环境与人群健康的关系。要求考生系统地理解和掌握环境卫生学的基本

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不同环境介质及主要环境污染物的来源、健康损害作用及

命题学院（盖章）：公共卫生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711 卫生综合（一） 



 

影响因素，掌握不同环境介质对健康影响的调查、监测和监督的基本方法，了解

环境卫生学的最新进展，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职业卫

生与职业医学》主要内容包括职业卫生和职业医学，要求考生系统掌握职业卫生

与职业医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初步树立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防治

工作的正确观点；掌握劳动条件及其对职业人群身体健康的影响规律和改善劳动

条件的方法，掌握职业性疾病在个体上的发生、发展规律和防治措施；了解职业

卫生与职业医学领域国内外新成就和发展趋势；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卫生综合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试卷

满分为 300分。 

试卷结构（题型）：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综合分析题）、计算题 

三、考试内容 

1. 流行病学 

考试内容 

流行病学绪论 

疾病分布、疾病频率测量指标和疾病流行强度 

现况研究、筛检、生态学研究 

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 

流行病学实验 

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偏倚及其控制 

病因与因果推断 

疾病预防策略和公共卫生监测 

传染病流行病学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流行病学 

分子流行病学 

循证医学 

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 

考试要求 

了解流行病学的简史、掌握定义、原理和应用研究方法及特征 

掌握疾病分布、疾病频率测量指标和疾病流行强度 



 

掌握现况研究、筛检、生态学研究 

掌握队列研究概述、设计与实施、资料整理与分析、偏倚及其防止、优点与

局限性 

掌握病例对照研究概述、设计与实施、资料整理与分析、偏倚及其防止、优

点与局限性 

掌握流行病学实验概述、分类、设计和实施、优缺点、实验研究中应注意的

问题 

掌握筛检、生态学研究 

掌握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偏倚及其控制 

掌握病因与因果推断方法与步骤及标准 

掌握疾病预防策略和公共卫生监测 

掌握传染病流行病学基本原理 

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流行病学 

了解分子流行病学 

了解循证医学 

了解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 

 

2. 卫生统计学 

考试内容 

统计学基本概念、统计工作的基本步骤 

统计描述、率的标准化法、统计图表 

正态分布、二项分布、泊松分布 

抽样分布及其应用、参数估计 

假设检验 

t检验的设计类型及应用条件 

方差分析 

χ2检验及确切概率法 

基于秩次的非参数检验 

两变量关联性分析 

简单线性回归分析 

医学研究的统计学设计 

实验研究的设计与分析 

观察性研究的实施与分析 

考试要求 



 

绪论 

①了解医学统计学的发展史以及国内外在医学应用中的问题；统计学与公共

卫生的关系；统计学与医学统计学的概念。 

②熟悉统计工作的基本步骤。 

③掌握统计学基本概念：总体与样本、同质与变异、变量的类型、概率和小

概率事件、参数与统计量。 

统计描述 

①了解定量资料频数分布表的编制方法和用途；了解制作统计图表的基本原

则和要求。了解动态数列及其分析指标的应用；定性资料的来源；疾病统计资料

的来源；疾病和死因分类。 

②熟悉百分位数的用途。熟悉描述人口学特征的常用指标；熟悉疾病统计指

标。 

③掌握频数的分布特征；掌握描述定量资料集中趋势的指标——算术均数、

几何均数、中位数的计算方法和适用条件；掌握描述定量资料离散趋势的指标—

—极差、四分位数间距、方差、标准差和变异系数的计算方法和适用条件；掌握

率、构成比、比值比的概念，率和构成比的区别；掌握相对数的注意事项；掌握

常用统计图表的适用范围和制作方法，从而根据资料的类型选择合适的统计图对

资料进行描述。 

常用概率分布 

①了解二项分布的应用；Poisson分布的应用；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 

②掌握二项分布的概念与特征；Poisson分布的概念与特征；正态分布曲线

的特征及正态分布的应用。 

参数估计基础 

解均数的抽样分布规律；t分布的概念及其与Z分布的区别和联系。 

②熟悉标准误和标准差的区别；总体均数可信区间估计与医学参考值范围估

计的区别和联系。 

③掌握抽样误差的概念以及标准误的计算；t分布的图形特征；参数估计的

概念和参数估计的基本方法。 

假设检验基础 

①熟悉假设检验基本步骤；t检验的基本类型、基本公式；熟悉二项分布与

Poisson分布资料的Z检验的基本过程。 

②掌握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Ⅰ型错误和Ⅱ型错误的概念，假设检验的功效；

单样本t检验、两独立样本t检验以及配对t检验的适用条件；二项分布与Poisson

分布资料Z检验的的适用条件；掌握假设检验的注意事项。 



 

方差分析基础 

①了解方差齐性检验；变量变换的目的与方法。 

②熟悉方差分析的前提条件；多个样本均数的多重比较。 

③掌握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掌握各种设计方案(完全随机设计、随机区组

设计、重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析)的概念、变异和自由度的分解方法。 

χ2检验 

①了解χ2分布的概念和χ2分布的图形特征；了解四格表的概念及四格表中4

个基本数据的含义；了解配对四格表的概念以及配对四格表与一般四格表在设计

上的不同。 

②熟悉χ2检验的基本思想；行列表χ2检验的基本公式。 

③掌握四格表资料χ2检验的基本公式及各公式的适用条件；配对四格表χ2检

验的基本公式及各公式的适用条件；掌握四格表的确切概率法的适用条件；掌握

χ2检验的注意事项。 

基于秩次的非参数检验 

①了解非参数检验与参数检验的无效假设和备注假设。 

②熟悉非参数检验的概念；熟悉不同设计类型秩和检验的基本过程。 

③掌握秩和检验的优缺点；掌握不同设计类型秩和检验的实施方法及其应用

条件。 

两变量关联性分析 

①了解利用散点图分析样本相关系数可能出现的各种假象，并作出合理解释；

了解不同资料类型关联性分析指标。 

②掌握线性相关分析的基本步骤；掌握Pearson积差相关、Spearman等级相

关以及Pearson列联系数的应用条件、计算及假设检验。 

简单线性回归分析 

①了解总体回归线的95%置信带与个体预测值Y的区间估计。 

②熟悉回归分析的基本思想；线性回归的基本步骤；残差与残差分析。 

③掌握线性回归的基本概念；回归模型的前提假设；回归系数的含义、计算

方法及假设检验；求解回归方程中参数估计量所遵循的策略—最小二乘原则；相

关与回归分析的区别与联系。 

医学研究的统计学设计，实验研究的设计与分析 

①了解科研方法的分类。 

②熟悉实验设计的三个基本要素；常用的实验设计方案。 

③掌握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及常见的几种对照形式。 

观察性研究的实施与分析 



 

①了解观察性研究的类别。 

②握单纯随机抽样样本含量的影响因素。 

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考试内容 

营养学基础 

食物中的生物活性成分  

各类事物的营养价值 

公共营养 

特殊人群的营养 

临床营养  

营养与营养相关疾病 

食品污染及其预防 

食品添加剂及其管理 

各类食品卫生及其管理 

食源性疾病及其预防 

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及风险评估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考试要求 

了解分子生物学和流行病学在营养学中的应用 

掌握营养素的概念、功能、缺乏病 

了解植物化学物的概念及主要功能 

掌握各类食物的营养价值与评价方法 

理解公共营养的特点、人群营养监测与干预方法 

掌握膳食结构的概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掌握特殊年龄和生理状态人群的营养需求特点 

理解病人营养评价方法、医院膳食 

掌握肠内营养、肠外营养概念，适应症及主要方法 

理解常见慢病的营养防治 

掌握食品污染的主要来源与预防 

掌握食品添加剂的概念与使用规范 

掌握各类食品的卫生要求及管理要点 

掌握食源性疾病的概念、分类、防治原则 

理解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方法 

理解食品安全标准与加工过程的安全管理 



 

4. 环境卫生学 

考试内容 

环境与健康的关系 

大气卫生、水体及饮用水卫生、土壤卫生 

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及环境污染性疾病 

住宅卫生与公共场所卫生 

家用化学品卫生 

环境质量评价 

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及其应急处理 

考试要求 

掌握环境改变与机体反应的基本特征；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环境与

健康关系的研究方法。了解人鱼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环境与健康标准体系。 

掌握影响大气污染浓度的因素；大气污染及主要大气污染物对健康的影响。

了解大气的特征及其卫生学意义；大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调查和监测。 

掌握水资源种类及其卫生特征；评价指标；水体污染的自净和污染物的转归；

水体污染的健康危害。了解水体的污染源和污染物；水体污染的调查、监测和监

督管理。 

掌握饮用水污染与疾病；给水水质净化和消毒方法原理、影响因素。了解水

质标准水源的选择和防护；分散式给水的卫生学要求；饮用水的卫生调查监测和

监督管理 

掌握土壤的化学特征；土壤的污染、自净和污染物的转归，土壤污染对健康

的影响。了解土壤的卫生特征和卫生学意义；城乡粪便、垃圾和工业废渣的无害

化处理。 

掌握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的定义、流行特点及影响因素；地方性氟中毒的定

义、流行特点、分型、发生机制及预防措施。碘缺乏病的定义、临床表现和预防

措施。了解地方性砷中毒、地方性硒中毒的流行特征、发生机制和预防措施。 

掌握慢性甲基汞中毒和慢性镉中毒的发病原因与发病机制、流行病学特点、

临床表现、诊断标准以及防治原则。了解宣威室内燃煤空气污染与肺癌及军团菌

病流行病学特点以及防治原则。 

掌握住宅的卫生学意义和基本卫生要求；室内空气污染的来源和特点。了解

住宅设计的卫生学要求；室内空气污染引起的疾病。 

熟悉公共场所的卫生学意义、卫生学特点和基本卫生要求。 

了解城乡规划的卫生学意义和基本原则；城市功能分区的原则及各区的卫生

学要求。 



 

熟悉环境质量指数的定义、分类和用途。 

了解部分化妆品和家用化学品对健康引起的不良影响 

熟悉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定义、基本特征 

5.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考试内容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概论 

职业生理、职业心理与职业工效学 

职业性有害因素与健康损害 ，包括生产性毒物与职业中毒 、生产性粉尘与

尘肺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生物性有害因素所致职业性损害 、职业性有害因

素所致其他职业病  

职业性有害因素的识别与评价  

职业性有害因素的预防与控制  

考试要求 

了解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发展史及内容，理解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医学基

础和研究方法，掌握职业与健康，了解我国职业卫生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掌握体力劳动过程和脑力劳动过程的生理变化与适应及劳动负荷的评价，掌握与

职业有关的心理因素 、职业紧张和主要的心身疾病，了解职业工效学，掌握主

要的工效学相关疾患  

    掌握生产性毒物与职业中毒概述，掌握金属与类金属、刺激性气体 、窒息

性气体、有机溶剂、苯的氨基和硝基化合物、高分子化合物、农药的理化特性、

主要接触机会、毒作用特点、主要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及治疗、处理、预

防原则 

   掌握生产性粉尘与尘肺概述、游离二氧化硅粉尘与矽肺、煤矿粉尘与煤工尘

肺、硅酸盐尘与硅酸盐尘肺，了解其他粉尘与尘肺、有机粉尘及其所致肺部疾患  

   掌握物理性有害因素概述、不良气象条件、噪声、振动、非电离辐射和电离

辐射 

了解生物性有害因素所致职业性损害，了解职业性皮肤病，掌握职业性肿瘤，

了解职业性五官疾病，了解职业伤害  

    掌握职业性有害因素的识别、职业环境监测、生物监测，了解职业卫生调查，

掌握职业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和控制效果评价，了解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有害作

业分级评价，掌握职业有害因素接触评估与危险度评价  

    了解职业病防治法及其相关配套法规与规章，掌握职业卫生标准，理解职业

卫生工程技术主要措施、个人防护用品 ，理解职业卫生保健，掌握职业健康监

护  



 

了解职业安全管理  

四、考试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卫生综合》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本试卷满分为300分。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符号和西文字母运用得当。答案必须

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五、主要参考教材（参考书目） 

《流行病学》（2012年第7版），詹思延等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统计学》（2012年第7版），方积乾等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2012年第7版），孙长颢等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环境卫生学》（2012年第7版），杨克敌等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2012年第7版），孙贵范等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编制单位：郑州大学 

                                  编制日期：2018年6月20日 



附件 6： 

郑州大学 2018 年硕士生入学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学院名称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单元 说明 

公共卫生学院 713  卫生管理综合   

     

     

     

说明栏：各单位自命题考试科目如需带计算器、绘图工具等特殊要求的，请在说

明栏里加备注。 

 

示例：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卫生管理综合》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法学概论是一门对法学中的基本理论和现行各部门法律作概括的论述，是公

共事业管理学科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是学习其它法律课的基础。通过学习

法学概论，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法学的基本原理，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树立正确的法律观；使学生初步掌握法学各主要学科的知识体系，基本概念、基

础知识、基本理论；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件的能力，对

遇到的问题能查阅有关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并加以正确解决。  

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很广泛，大体可分为 3个层次或侧重点。一是生产力方面。

管理学主要研究生产力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合理组织生产主力；研究如何配置

组织中的人、财、物，使各要素充分发挥作用；研究如何根据组织目标的要求和

社会需要，合理地使用各种资源，以求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二是生产

关系方面。管理学主要研究如何正确处理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如

何建立和完善组织机构及各种管理体制等；研究如何激励组织内部成员，从而最

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实现组织目标而服务。三是上层建筑

命题学院（盖章）：公共卫生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713 卫生管理综合  

https://www.baidu.com/s?wd=%E7%BB%84%E7%BB%87%E7%94%9F%E4%BA%A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PyfsmvD4PHTdnW-hPHT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D1n1f4PHfd
https://www.baidu.com/s?wd=%E4%B8%8A%E5%B1%82%E5%BB%BA%E7%AD%91&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PyfsmvD4PHTdnW-hPHT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D1n1f4PHfd


方面。管理学主要研究如何使组织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研究如何使组织

规律制度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保持一致；着重从历史的

方面研究管理实践、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的形式、演变和发展、知古鉴今。 

通过管理学学习使学生认识管理在人类各项活动中的重要意义与作用，掌握

管理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为将来从事有关管理理论研

究或实际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   

卫生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应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

卫生领域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揭示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中

的经济规律，以解决卫生领域中的经济问题，并为制定相关的卫生经济政策提供

信息。 

通过卫生经济学的学习，使学生全面系统掌握卫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应用

领域，掌握卫生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理论和方法，并能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对卫

生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现行的卫生经济政策进行初步的分析与评价。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卫生管理综合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

试卷满分为 300 分。 

试卷结构（题型）：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 

三、考试内容 

1、法学概论 

考试内容： 

法的一般原理：法的起源、本质和基本特征；法的规范、渊源、分类和历史

类型；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 

我国社会主义法：我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和本质；我国社会主义法的制定；

我国社会主义法的实施。 

社会主义法制与法治：社会主义法制的概念和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民主与社

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与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 

宪法：宪法的概念和我国宪法的历史发展；我国的国家性质；我国的政权组

织形式；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我国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https://www.baidu.com/s?wd=%E4%B8%8A%E5%B1%82%E5%BB%BA%E7%AD%91&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PyfsmvD4PHTdnW-hPHT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D1n1f4PHfd
https://www.baidu.com/s?wd=%E7%AE%A1%E7%90%86%E7%90%86%E8%AE%B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PyfsmvD4PHTdnW-hPHT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D1n1f4PHfd


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我国的国家机构；我国的国

旗、国歌、国徽和首都；宪法实施的保证。 

行政法：行政法的概念、渊源和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机关和公务员；行政立

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监督行政；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 

民法：民法的概念、渊源、任务和基本原则；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民事法

律行为和代理；物权概说；财产所有权；用益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

婚姻家庭；财产继承权；民事责任；诉讼时效；期日和期间。 

商法：商法概述；公司法；破产法；保险法。 

经济法：经济法概述；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税法；产品质量法；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刑法：刑法的概念、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犯罪的本质和概念；犯罪

构成；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故意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形态；共同犯罪；刑罚的概

念和目的；刑罚的体系和种类；刑罚的具体运用；犯罪的种类和几种常见的犯罪。 

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概念、任务和基本原则；管辖；回避；证据；强

制措施；刑事诉讼阶段；特别程序。 

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的概念、任务和基本原则；诉；管辖；诉讼参加人；

证据；期间、送达和诉讼费用；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

施；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督促

程序和公示催告程序；执行程序。 

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概念、任务和基本原则；受案范围和管辖；行政

诉讼参加人；证据；行政诉讼程序。 

考试要求： 

重点掌握法的本质及特征、法的定义、法的规范、法的类型与法的渊源。 

重点掌握社会主义法的本质与社会作用、法的运行即法的制定、实施及法律

关系。 

重点掌握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依法治国的概念及重要意义，社会主义

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

作用。 



重点掌握宪法的基本原则，我国基本制度，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我国的国家

性质和政权组织形式。 

重点掌握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法律关系，行政主体及各种行政行为的相

关内容及公务员权利义务的规定。 

重点掌握民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基本原则；所有权内容；债和合同；知识

产权的相关内容，结婚条件，财产继承的方式及具体内容。 

重点掌握公司法的种类及设立条件、设立程序和组织机构及破产法的基础知

识。 

重点掌握经济法的概念、调整对象，掌握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税法、

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内容。 

重点掌握刑法总论的内容，即刑法的原则，效力，犯罪构成要件，犯罪形态，

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刑罚。 

重点掌握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及各自内容，管辖，证据，强制措施的有关

内容。 

重点掌握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诉，管辖，诉讼参加人，回避，证据，财

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执行程序的相关内容。 

重点掌握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受案范围，诉讼参加人，证据，行政诉讼

程序的相关内容。 

2、管理学 

考试内容： 

管理：管理的相关概念、管理的作用、管理学的特征、企业。 

管理思想发展史：早期的管理思想；泰勒的科学管理；法约尔的一般管理；

霍桑实验和梅奥的人群关系论；巴纳德的组织理论；现代及后现代管理理论。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和管理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

本特征。 

计划职能：计划的性质、类型、战略管理、计划工作的步骤及现代计划方法；

组织目标与目标管理。 

组织职能：组织的基本概念；组织设计的任务、传统原则、动态原则和权变

理论；组织结构的类型；团队组织与合作；组织变革。 



控制职能：控制的内涵、手段、类型、方法；如何有效的实施控制。 

激励职能：激励基本概念和一般原则；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麦格雷戈的

人性假设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弗隆的期望理论；帕特和劳勒的激励模

式；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 

领导职能：领导的内涵、领导效率；人性假设理论；领导者素质及领导方式；

决策；用人。 

协调职能：团体；冲突；沟通；人际关系；公共关系。 

组织文化：企业文化的内涵与结构；文化力；企业文化建设。 

比较管理：美国、日本、德国、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管理。 

未来的管理：管理的软化趋势；文化管理。 

考试要求： 

重点掌握管理的含义、特征、企业的含义、性质及分类。 

重点掌握管理思想发展史、泰勒科学管理、法约尔的一般管理、霍桑试验、

梅奥及其人群关系理论、巴纳德的组织理论、现代及后现代管理学派相关内容。 

重点掌握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重点掌握计划性质、类型、计划与战略管理、组织目标及内容、计划工作的

步骤、现代计划方法、目标管理。 

重点掌握组织的基本概念、任务、类型、组织设计的传统、动态原则和权变

理论、团队的相关知识、组织变革。 

重点掌握控制的内涵、过程、手段、类型、方法及实施有效控制。 

重点掌握激励相关概念、马斯洛层次需要论、麦格雷戈的人性假设理论、赫

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弗隆的期望理论、帕特和劳勒的激励模式、亚当斯的公平

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激励的一般原则。 

重点掌握领导的内涵、人性假设理论、领导者素质、领导方式、决策和用人

相关概念知识点。 

重点掌握团体、冲突、沟通、人际关系、公共关系相关知识点。 

重点掌握企业文化的含义、结构、文化力概念、特征、功能及企业文化建设。 

重点掌握美国、日本、德国、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管理特点。 



重点掌握管理的软化趋势、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文化管理趋势的必然

性。 

3、卫生经济学 

考试内容： 

卫生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产生与发展、研究的对象、方法与卫

生改革。 

卫生服务需求：卫生服务需求有关概念、法则与特点；卫生服务需求弹性、

需求理论及影响因素。 

卫生服务供给：卫生服务供给概述；卫生服务供给弹性；卫生服务供给者行

为理论；供给者诱导需求。 

卫生服务市场：卫生服务市场概述、特征与市场失灵；卫生服务市场政府作

用；卫生服务领域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结合。 

卫生筹资：卫生筹资概述；卫生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 

卫生总费用：卫生总费用概述；卫生费用核算基本框架和原则；中国卫生总

费用核算方法；卫生总费用分析与评价。 

卫生资源配置：卫生资源配置概述、配置、测算及配置的评价；区域卫生规

划。 

卫生人力资源：卫生人力资源概述；卫生人力资本；卫生人力资源需求与供

给；卫生人力市场；卫生人力需求预测。 

基本卫生服务：基本卫生服务概述、相关要素；基本卫生服务现状与差异原

因；促进基本卫生服务的实施路径。 

医疗保险与医疗保险市场：保险概述、职能与作用；医疗保险需求和供给；

医疗保险市场。 

社会医疗保险：社会医疗保险筹资与支付及相关改革。 

医疗服务机构补偿与政府投入：医疗服务机构补偿与政府投入相关概念；医

疗服务体系建设与政府投入；医疗服务劳务补偿；国外医疗服务机构投入与补偿。 

公共卫生服务：公共卫生概述；公共卫生体系与服务模式；国、内外公共卫

生体系的投入与支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重大疾病防治项目投入与支

付。 



医疗卫生服务成本：医疗卫生服务成本测算的目的、意义、基本概念、测算

方法；医疗服务成本分析。 

卫生服务价格与价格管理：生服务价格概述、定价原则和方法；卫生服务价

格管理和改革。 

 药品市场与价格管制：药品市场及其发展趋势、药品价格管制；我国药品

价格管制。 

卫生机构预算：卫生机构预算概述、编制、管理。 

卫生财务管理：卫生财务管理概述、内容；医院财务报告体系、分析内容和

方法。 

卫生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与资本运营：国有资产管理概念及分类；卫生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任务、制度及评估；医疗机构的资本运作。 

疾病经济负担：疾病经济负担的基本概念、影响因素和研究意义、计算方法；

疾病经济负担的研究现状与重点。 

卫生经济分析与评价：卫生经济分析与评价基本概念和基本步骤、其方法的

产生和发展；成本效果、成本效益、成本效用分析方法和成本最小化分析方法。 

计量经济方法：计量经济方法基本概念；计量经济建模过程；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线性回归模型中的主要问题；Logistic 回归模型。 

卫生经济政策：卫生经济政策概述、分析与方法；我国卫生经济政策分析与

方法及现阶段卫生经济政策。 

考试要求： 

重点掌握卫生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卫生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应用领域

和我国卫生事业的性质和作用、卫生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重点掌握卫生服务需要和需求、卫生服务需求弹性和边际效用的内涵、卫生

服务需求定理、特点、影响因素及需求弹性理论。 

重点掌握卫生服务供给的定义和特点、卫生服务供给曲线。 

重点掌握卫生服务市场的基本概念、卫生服务市场中市场机制失灵出现的原

因及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以及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在卫生服务领域的作用。 

重点掌握卫生筹资的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 

重点掌握卫生总费用的基本概念、核算口径、主要结果与分析指标。 



重点掌握卫生资源配置相关概念、理论和原则。 

重点掌握卫生人力资源分析框架、卫生人力资本基本理论。 

重点掌握基本卫生服务均等化及其范围、任务和相关要素。 

重点掌握医疗保险供给与需求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政府在医疗保险市场中

的作用。 

重点掌握社会医疗保险筹资的作用、特征、原则、渠道和模式、社会医疗保

险支付的作用、原则和方式。 

重点掌握有关基本概念、我国城市和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和医疗服务机构

补偿与政府投入的现况、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的思路。 

重点掌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具体内涵、应急体系的投入策略和支付方式、

公共卫生的概念及其研究内容、中国城市和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投入策略及支付

方式。 

重点掌握医疗卫生服务成本的基本概念及成本差异分析方法。 

重点掌握卫生服务价格的重要意义、作用、影响因素、卫生服务定价原则和

各种定价原则、调价方法。 

重点掌握药品的各种价格管制方式。 

重点掌握卫生机构预算的基本概念、编制原则、内容、程序和方法。 

重点掌握财务分析的基本方法。 

重点掌握国有资产的概念、卫生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特点及管理制度。 

重点掌握疾病经济负担、直接经济负担和间接经济负担的含义。 

要求掌握卫生经济学分析与评价的有关基本概念、成本效果分析和成本效益

分析的各种计算、分析与评价的方法。 

重点掌握计量经济方法的基本思路和相关概念、模型质量判断的方法。 

重点掌握卫生经济政策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依据。 

四、考试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卫生管理综合》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180

分钟，本试卷满分为300分。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符号和西文字母运用得当。答

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五、主要参考教材（参考书目） 
《管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徐国华、张德、赵平，2009 年第 1版  



《卫生经济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程晓明主编，2012 年第 3版  

《法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张云秀，2006年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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