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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物防制培训信息系统的建设及实践
王桂安，孙斌，马晓，杨思嘉
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防制所，浙江 宁波 315010
摘要：目的

探索适合基层媒介生物防制人员培训的新模式，提高培训的便利性和专业性，加强培训效果。方法

根据不同培训目的组建专题知识库，
运用互联网技术并依托宁波市媒介生物管理平台，通过远程教育进行知识的查
询、
讲解和培训效果考核等。结果

知识库的建立为宁波市媒介生物防制人员解决日常问题提供了参考依据，提高

了解决问题的效率；信息化培训模式简化了培训程序，提高了培训效果，同时实现了考教分离，保证了考核的公正
性。2017 年宁波市组织各县（市、区）集中考试 6 次，平均成绩由 54 分提高至 73 分。结论

新的培训模式实现了知

识远程教育及考核，
可全天培训，
对提高基层媒介生物防制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能力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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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vector control training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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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 new vector control training model suitable to the grassroots, improving the
convenience, professionalism and effectiveness of training. Method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raining objectives to create
knowledge base, using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Ningbo Vector Management Platform, distance education was achieved for
knowledge inquiries, explanations and training effect assessment. Results The establishment of knowledge base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 daily problems which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problem solving. This training model has
simplified training procedures and improved training results, by separating examination and teaching to ensure a fair
assessment. We organized 6 times centralized exams in 2017, with an average score increased from 54 to 73. Conclusion
The new training model has realized the distance edu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knowledge which can be trained around the
clock, this is a great improvement of professionalism and ability of grass⁃roots vector control personnel.
Key words: Training; Vector; Informatization
媒介生物防制为传染病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媒介
生物密度和抗性监测对于相关传染病的暴发预警及疾病控

市 CDC 根据工作实际并依托信息化建设，探索适合新形势下
的媒介生物防制知识培训新模式，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良好

制有重要意义。虽然中央、省级财政补助经费对我国疾病预

效果，
现对该培训模式的整体构架及实际功能介绍如下。

防控制（疾控）体系的硬件投入有较大提高，但人员流动性

1

高、专业技术不扎实等瓶颈问题始终困扰媒介生物防制工作
的发展。而媒介生物防制是一项专业性和科学性较强的工
作，技能过硬的专业技术人员是完成该项工作的基本保障。

1.1

材料与方法
建立媒介生物知识库

通过互联网知识搜索、书籍文

献查阅等方式，对主要媒介生物（蚊、蝇、鼠、蜚蠊、臭虫、蜱、

因此，应对从业人员进行强化培训，提高其理论水平和操作

螨、虱等）的基本形态特征、生活习性、消杀措施等分别形成

技能。传统培训采取集中授课、纸质考试的方式，以此统一

知识库，整理收集主要媒介生物防制的技术方案、消杀标准

衡量人员的执业水平和培训效果。但该模式存在费时费力、

和评估方法等，媒介生物防制人员可通过网络直接查阅相关

成本过高、考教不分离等固有弊端，无法适应形势的发展。

知识。知识库具有上传、删除、查询及下载科普资料的功

媒介生物防制队伍要实现现代化、标准化，培训应信息化、科
学化。因此，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区域范围内加快培训
系统的信息化进程，优化培训质量势在必行。基于此，宁波

能。知识查询界面见图 1。
1.2

建立媒介生物防制知识试题库

收集历年有害生物防

制人员培训及医师资格考试的媒介生物防制相关习题，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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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宁波市媒介生物防制培训信息系统知识查询界面
题目难易程度形成容易、中度、困难 3 个类别，主要题型包括
判断题、
单选题和多选题共 1 935 道，见表 1。

表 1 宁波市媒介生物防制培训信息系统在线培训
不同难度题型类别
题型类别（道）

难易程度

单选

多选

判断

总计
（道）

550

64

195

809

395

容易
中等
困难
合计

1.3

322

1 267

在线培训
试题管理

56

175

180
118
493

630
496

1 935

在线培训由试题管理、试卷管理和成绩管

理 3 个模块构成。
1.3.1

55

题库是以教育测量理论为依据，按一定规

范编制、收集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附有试题性能参数并经
过分类编码的大量题目的科学集合［1］。试题是题库的灵魂，
其品质决定题库价值。为确保入选题目的科学性、严谨性并

力求实用性，宁波市 CDC 组织专人对入选试题进行逐条审

图 2 宁波市媒介生物防制培训信息系统试题录入
及查询界面

阅，
严把质量关，
提高准入门槛，
确保试题质量。

通过试题管理模块可实现题型、题目、答案、难度级别录
入等操作，具有新建、编辑、删除、查询（模糊查询、题型查询、

示已经完成和未完成的题目，
试卷上侧显示剩余时间，
答题完

1.3.2

1.3.4

难度查询）试题功能，
见图 2。

成后即可进行交卷操作，
交卷后不可更改，
操作界面见图 5B。

生成试卷，并具有设置考试规则，如考试日期、时间、分值、及

建、删除、查询（试卷名称、考试地区和考试日期）所有人成绩

试卷管理

试卷管理是将题库中的试题按一定规则

成绩管理

成绩管理可记录每次考试成绩，具有新

格线等指标以及删除、下载试卷等功能（图 3）。其中，生成试

的功能，
见图 6。

1.3.2.1

宁波市媒介生物监测管理系统下的子模块。在 Windows 系

卷方式又分为自动和手动生成试卷。
自动生成试卷

设置试卷中不同题型、不同难易程

度试题的数量，添加试卷名称，点击右下角的“生成”，即可生
成一套完整的试卷，
操作界面见图 4A。
1.3.2.2

手动生成试卷

通过左侧的“关键词”查找及选择

不同的题型及难易程度找到适合本次考试的题目，双击“题

1.4

可对其实现操作。目前，该系统已覆盖宁波市、县两级疾控
系统，市级 CDC 可通过该系统对基层媒介生物防制人员进行
知识培训和在线考核。

2

按照试卷规则设定的答题时间进行答题。答题页面右侧显

2.1

试卷作答

登录已经分配好的账号和密码（图 5A），

宁波市媒介生物知识库及培训模块是

列操作系统下、通过 360 浏览器极速模式或 IE8 以上浏览器

目”
即可将其选至右侧试卷中，
操作界面见图 4B。
1.3.3

系统运行条件

结

果

实现媒介生物防制远程继续教育

应用互联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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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宁波市媒介生物在线考试系统试卷登录及作答界面

图 3 宁波市媒介生物防制培训信息系统试卷规则设置
及下载界面

图 6 宁波市媒介生物在线考试系统成绩管理界面
2.3

实现知识考核全过程信息化

借助在线培训题库，可

选择不同难易程度的试题组成不同问卷，真正实现试卷生成
自动化、
统计考核程序化和成绩管理系统化。
图4

宁波市媒介生物防制培训信息系统自动
及手动生成试卷界面

有网络覆盖的地方均可使用该系统进行远程继续教育，真正
做到专业人员足不出户即可接受新知识的培训。新培训模
式知识传递迅速、覆盖面广、使用简便高效，与传统的“会议
式”
培训比较，
大大节省了经济成本。
2.2

提高专业人员知识储备

媒介生物防制相关知识以数

据库形式储存，进入数据库的知识经过专业人员的认真审
核，确保知识准确可靠，媒介生物防制人员在使用时可通过
便捷的查询方式获得所需知识，避免了知识查找的盲目性，
提高了工作效率。

2.4

提高媒介监测人员理论知识水平

2017 年宁波市共组

织各县（市、区）进行 6 次集中考试，试题均随机抽取，总分值

及难易程度相同，媒介生物监测人员考试成绩逐步提高，
2017 年宁波市媒介监测人员考试成绩见表 2。
表2

2017 年宁波市媒介生物监测人员历次考试成绩

考试时间（月-日）

考试人数

平均分数

05-27

27

61

03-24
06-29
09-07
10-30
12-21

25
31
45
33
29

54
63
65
70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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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卫生问题，媒介生物专业人才需求日益增加。从行业发展

离的操作，中间过程无人为因素干扰，可准确掌握各县（市、

及居民健康的角度出发，要求媒介生物防制人员不断提高自

区）媒介生物监测人员的知识水平，并对存在的问题有针对

身业务水平和知识储备，从而有能力承担媒介生物防制工作

性地开展培训，
强化媒介生物监测人员的业务水平。

任务。

2.6

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高有害生物防制人员专业技能任务紧迫，加强知识培

2.6.1

试题错误信息反馈不够完整

2.6.2

知识库内容不够丰富

对于回答错误的题目

不能明确错误点并举一反三，
培训效果的巩固有待提高。

训效果、增强实用性是媒介生物防制人才培养的关键步骤。
宁波市结合该地区的媒介生物防制工作经验，通过信息化培

目前，科普资料仅限于对主要

训模式，对媒介生物的分类鉴定、防制策略、效果评估等进行

媒介生物的危害、生态习性和监测方法相关知识的普及，对

系统培训，对重点媒介传染病的暴发和流行提供技术指导，

于种属鉴定、杀虫剂的使用原则、器械保养和个人防护等尚

扩大了媒介生物防制知识的覆盖面，提高了知识培训的广度

属空白，
需进一步补充完善相关资料。

和深度。同时对培训效果进行考核，实现了从知识点分类到

2.6.3

系统受众面较窄

目前，在线培训模式和知识库可覆

培训再到考核评估一套完整的培训体系，提高了培训的针

盖各县（市、区）媒介生物监测人员和一线有害生物防治

对性和效果，有效地提高了宁波市媒介生物防制人员的技

（PCO）人员，但对于居民健康知识的普及比较欠缺，其远程
继续教育功能未发挥到最大程度。

3

讨

术能力。
信息化培训模式适应了新形势下媒介生物防制专业人
员的培训需求，通过远程继续教育功能，强化人员专业知识、

论

降低培训成本、缩短培训时间，并可随时随地获取新知识，实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对其自身生活环境关注度逐

现了媒介生物防制培训全过程的信息化。媒介生物学学科

渐提高，对健康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蚊、蝇、鼠、蜚蠊等

发展迅速，知识更新换代周期短，今后我们将继续吸收媒介

病媒生物，因其孳生环境卫生条件差，且往往携带病毒、细

生物防制新知识，强化对关键问题的解答，不断补充题库，使

菌，对居民健康生活影响大。因此，在各地建立专业媒介生

培训更加科学有效，
总结经验，
逐渐推广信息化培训模式。

物防制队伍是保障居民健康的重要措施。
我国媒介生物防制工作多由爱国卫生部门组织，由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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