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关于举办首届全国大学生公共卫生综合技能大赛的通知 

（第二轮） 

 

各相关高校： 

为全面推进公共卫生实践教学改革，创新实践教学体系，加强公

共卫生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和公共卫生基础理论、

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培养，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团队合

作意识，增进同行学术交流，教育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拟于 2018 年举办首届全国大学生公共卫生综合技能大赛。

现将有关大赛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理论与实践并重，预防与临床融合。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教育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承办单位：南京医科大学、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大赛指导委员会和筹备委员会名单见附件 1、2。 

三、参赛对象 

参赛对象为普通高校全日制医药院校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相关

专业在校本科生。 

首届大赛为邀请赛，参赛单位包括安徽医科大学、北京大学、重

庆医科大学、大连医科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广西医科大学、

广州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昆明医

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山西医科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天津医科大学、武

汉大学、武汉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新疆医科大学、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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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中国医科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 30 所高校（以高校

名称的拼音为序排列）。承办方南京医科大学组队参赛但不参与排名。 

每所高校选派 1 支队伍参赛，每支参赛队伍包括 4 名学生，其中 3

名正式队员，1 名备选队员，配 1 名指导教师。选拔赛由各学校自行组

织。 

四、大赛安排 

（一）比赛形式 

比赛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部分。 

上午进行初赛,采取“站点式考核”形式，内容为公共卫生基本操作

技能。由各参赛队的 A、B、C 选手上场，D 选手为候补选手。各参赛

队依次进站，根据题目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应的操作。 

根据上午的初赛成绩确定下午决赛资格，未获决赛资格的队伍将

获得三等奖。初赛胜出者晋级下午的决赛。 

下午决赛内容包括公共卫生基本理论和案例分析。公共卫生基本

理论测试采用现场抢答的形式，各队选择 2 名选手上场。另 2 名选手

参加案例分析考核。 

（二）比赛内容 

比赛内容包括公共卫生基本操作技能、公共卫生基本理论、公共

卫生案例分析（含数据分析）三个模块。 

1．公共卫生基本操作技能 

比赛方法：采用各参赛队依次进站抽取考题的方式。 

比赛内容：考查临床基本技能、个体防护、样品采集、现场检测、

卫生处理 5 项技能。 

第一站：临床基本技能（10 分钟） 

考核体格检查方法，如体温、血压、脉搏、身高、体重、皮脂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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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测量；胸部检查；心脏检查；现场急救技术。 

第二站：个体防护（15 分钟） 

考核个体防护装备，如连体式防护衣、防护帽、N95 口罩、防护

手套、防护眼镜等穿脱正确性与速度。主要考核呼吸道传染病的个人

二级防护用品穿脱或消化道传染病的个人防护用品穿脱。 

第三站：样本采集和现场检测（15 分钟） 

考核环境样品（水、空气、公共用具）和食品微生物样品采集、

运输与保存方法；医院空气、医护人员手、物体表面、医疗用品、消

毒剂等样品采集与保存方法。 

考核噪声、照度、风速、紫外辐射等检测方法。 

第四站：卫生处理（15 分钟） 

考核消毒液的选择和配制方法；根据消毒对象选择正确的消毒方

法；常用手提式喷雾器的使用等。 

2．公共卫生基本理论 

比赛方法：采用现场抢答方式，题型有选择题、判断题等。比赛

时间约 90 分钟。另设现场观众互动题，但不计入参赛队的总分。 

比赛内容：理论试题涵盖“流行病学”、 “卫生统计学”、“职业卫生

与职业医学”、“环境卫生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童少年卫生

学”、“社会医学”等预防医学主要课程。 

3．公共卫生案例分析 

（1）案例分析 

比赛方法：各参赛队根据抽取的案例，对案例中提出的 3~5 个问

题进行回答，答题时间约 20 分钟。 

比赛内容：包括传染病、慢性非传染病、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环境卫生等内容。 



 

 4 

（2）数据分析与解释 

比赛方法：根据案例给定数据集，选手按要求应用统计软件对数

据集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提交分析结果，并对结果进行合理的解释。

时间 20 分钟。大赛组委会提供电脑，预装 SPSS、SAS、Stata 及 R，

选手可自由选择其中一种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比赛内容：数据集的基本操作；定量、定性和等级资料的统计描

述和统计推断；统计表和统计图的呈现等常用医学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考核范围和考点详见附件 3。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8 年 4 月 20 日报到，21 日比赛，22 日撤离。 

地点：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体育馆（南京市江宁区龙眠大道 101

号）。 

（四）食宿安排 

本次大赛不收取参赛费，参赛院校自行承担往返交通费和食宿费。

大赛组委会为每所参赛院校预定 1 个单间和 3 个标准间，为指导教师

和参赛选手提供比赛当日工作餐，其余食宿请自行解决。 

（五）报名时间与方式 

请参赛院校填写参赛报名表（见附件 4），签字盖章，于 2018 年

3 月 1 日前将参赛报名表 word 版本和签字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大赛组委

会工作邮箱：gwjwb@njmu.edu.cn，并请各参赛高校具体负责老师加入

大赛 QQ 群：610325260。 

五、奖项设置 

根据各模块得分计算总分，以参赛队为单位进行排名（承办单位

组织学生参赛，但不参加排名）。根据得分高低设特等奖 1 名、一等

奖 3 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20 名及单项奖若干，由大赛组委会颁发





 

 6 

附件 1 

 

首届全国大学生公共卫生综合技能大赛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立明 

副主任委员：沈洪兵、谭红专、颜  虹、浦跃朴、姜庆五、刘  娅、 

迟宝荣（特邀） 

秘书长：胡永华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素萍、毛宗福、让蔚清、邬堂春、刘兴荣、刘建平、孙长颢、 

孙志伟、李文杰、李  觉、李晓松、李  健、杨  磊、邹  飞、 

张永红、张爱华、陈  坤、陈  杰、陈思东、贺  佳、顾海鹰、 

凌文华、陶芳标、黄国伟、曹  佳、韩  松、程光文、雷毅雄、 

薛付忠、戴江红 

秘书：任  涛、胡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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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首届全国大学生公共卫生综合技能大赛筹备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立明 

副主任委员：沈洪兵、汪  华、刘  娅、迟宝荣（特邀） 

秘书长：胡永华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学杰、王  彤、王家骥、王朝昕、王福俤、王  慧、尹立红、 

皮静波、邬堂春、庄贵华、刘远立、刘  涛、江启成、许正平、 

孙长颢、孙志伟、李士雪、李汇华、李晓松、李  娟、杨晓波、 

邱景富、何  纳、邹  飞、张永红、张  玲、孟庆跃、郝元涛、 

胡志斌、夏宁邵、黄国伟、殷建忠、谭红专 

秘书：任  涛、胡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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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首届全国大学生公共卫生综合技能大赛考核范围 

 

一、公共卫生基本操作技能 

（一）临床基本技能 

1．一般体格检查 

如体温、血压、脉搏、身高、体重、皮脂厚度等测量。 

2．胸部检查 

(1)胸部视诊（胸部体表标志、胸壁、胸廓、呼吸运动）； 

(2)胸部触诊（胸部＜廓＞扩张度检查、语音震颤、胸膜摩擦感）； 

(3)胸部叩诊（肺界、肺底移动度、对比叩诊、肺界叩诊、肺下

界移动度）； 

(4)胸部听诊（正常呼吸音、异常呼吸音、啰音、胸膜摩擦音）； 

3．心脏检查 

(1)心脏视诊（心前区隆起与凹陷、心尖搏动、心前区异常搏动）； 

(2)心脏触诊（心尖搏动、心前区震颤、心包摩擦感）； 

(3)心脏叩诊（心界）； 

(4)心脏听诊（心脏瓣膜听诊区、听诊顺序、听诊内容）。 

4．现场急救技术 

如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压。 

（二）个人防护 

1．呼吸道传染病的个人二级防护用品穿脱。 

2．消化道传染病的个人防护用品穿脱。 

（三）样品采集 

1．环境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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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样品采集； 

(2)空气样品采集； 

(3)公共用品样品采集； 

2．食品样品 

散装食品（固态、液态）的微生物样品采集。 

3．医院消毒效果监测 

空气、手、物体表面、医疗用品、消毒剂的样品采集。 

（四）现场检测仪器的操作 

1．噪声测定仪； 

2．风速仪； 

3．照度仪； 

4．紫外辐照计。 

（五）卫生处理 

1．消毒的分类和方法； 

2．消毒剂的配制与使用（戊二醛、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二

氧化氯）； 

3．预防性消毒和疫源地消毒； 

4．手提式喷雾器的使用。 

二、公共卫生案例分析 

（一）传染病 

1．病种范围 

(1)鼠疫； 

(2)霍乱； 

(3)艾滋病； 

(4)病毒性肝炎； 

http://www.med126.com/pharm/2009/20090113071742_102822.shtml
http://www.med126.com/pharm/2009/20090113071743_1028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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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脊髓灰质炎； 

(6)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7)麻疹； 

(8)流行性出血热； 

(9)狂犬病； 

(10)流行性乙型脑炎； 

(11)登革热； 

(12)细菌性痢疾； 

(13)肺结核； 

(14)伤寒和副伤寒； 

(15)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16)血吸虫病； 

(17)疟疾； 

(18)流行性感冒； 

(19)手足口病。 

2．考核要点 

(1)传染病的基本特征和诊断依据； 

(2)传染病的流行特征； 

(3)传染病疫情的报告； 

(4)传染病监测； 

(5)个案调查和处置； 

(6)暴发疫情的调查和处置； 

(7)传染病的预防； 

(8)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与管理； 

(9)免疫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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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1．病种范围 

(1)高血压； 

(2)糖尿病； 

(3)脑卒中； 

(4)恶性肿瘤。 

2．考核要点 

(1)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基本特征和诊断依据； 

(2)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行为危险因素； 

(3)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与监测； 

(4)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三级预防及效果评估。 

（三）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1．案例范围 

(1)尘肺； 

(2)硫化氢中毒； 

(3)氯气中毒； 

(4)一氧化碳中毒； 

(5)苯中毒； 

(6)铅中毒； 

(7)汞中毒； 

(8)有机磷农药中毒。 

2．考核要点 

(1)职业病诊断原则及报告； 

(2)职业病危害事件调查与分析； 

(3)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 

http://www.med126.com/tcm/2009/20090113023757_77913.shtml
http://www.med126.com/edu/jc/lx/
http://www.med126.com/tcm/2009/20090113023120_77317.shtml
http://www.med126.com/tcm/2009/20090113023601_77729.shtml
http://www.med126.com/tcm/2009/20090113023607_77739.shtml
http://www.med126.com/pharm/2009/20090113060239_95638.shtml
http://www.med126.com/tcm/2009/20090113023612_77742.shtml
http://www.med126.com/tcm/2009/20090113023547_777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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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职业健康检查； 

(5)职业病危害事件现场处置及预防控制措施。 

（四）营养与食品卫生 

1．案例范围 

(1)营养调查及结果评价； 

(2)食物中毒（细菌性食物中毒、真菌及其毒素食物中毒、有毒

动植物食物中毒、化学性食物中毒）。 

2．考核要点 

(1)营养调查与监测； 

(2)食物中毒事件的判定与报告； 

(3)食物中毒事件的调查与处理； 

(4)食物中毒的预防。 

（五）环境卫生 

1．案例范围 

水和室内空气卫生状况及污染事件。 

2．考核要点 

(1)水、室内空气卫生状况调查、监测； 

(2)水、室内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调查、监测与控制对策； 

(3)水、室内空气污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调查、处置及预

防。 

（六）数据分析与解释 

根据案例给定数据集，选手按题目要求应用统计软件对数据集进

行整理和统计分析，提交分析结果，并对结果进行合理的解释。考核

内容包括：数据集的基本操作；定量、定性和等级资料的统计描述和

统计推断；统计表和统计图的呈现等常用医学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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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卫生基本理论 

理论试题涵盖“流行病学”、 “卫生统计学”、“职业卫生与职业医

学”、“环境卫生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童少年卫生学”、“社

会医学”等预防医学主要课程。考核要点参考医师资格考试大纲（公

共卫生执业医师）。 

参考书目： 

詹思延主编.《流行病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李晓松主编.《卫生统计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邬堂春主编.《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

社 

杨克敌主编.《环境卫生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孙长颢主编.《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陶芳标主编.《儿童少年卫生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李鲁主编.《社会医学》（第 5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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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首届全国大学生公共卫生技能大赛参赛报名表 

 

参赛单位：                 （公章） 

 

 

 

参赛院校意见：经审核，以上参赛队员符合本次大赛的参赛选手资格，

同意其代表本校参加大赛。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参赛队 姓名 性别 学院（系） 年级 学制 专业 身份证号 

队员1        

队员2        

队员3        

队员4        

 

指导教师 

姓名 
 

学系/

专业 
 

联系

电话 
 E-m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