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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地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西省民政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西省民政厅、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悦梅、刘茜、龚霞、吕雪、胡啸宇、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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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训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训相关术语和定义、培训对象、基本要求、培训内容与要求、培

训时间、培训方式、培训组织与实施、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训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5796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GB 38600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 

MZ/T 169 养老机构社会工作服务规范 

养老院院长培训大纲（试行）（民办发〔2020〕32号） 

老年社会工作者培训大纲（试行）（民办发〔2020〕32号） 

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 年版）（人社厅发〔2019〕92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养老服务从业人员 elderly service practitioners 

正在或准备养老服务机构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人员，包括养老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养老护理员等相关人员。 

4 培训对象 

4.1 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人。 

4.2 农村养老互助设施服务管理人员。 

4.3 养老服务社会工作者及相关岗位工作人员。 

4.4 从事老年人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康复服务，以及心理支持工作等养老护理人员。 

4.5 养老服务企业、事业单位业务骨干等养老服务从业人员。 

5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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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机构要求 

5.1.1 资质要求 

5.1.1.1 能够承担养老护理员、老年社会工作者和其他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训，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及相关部门认定或授权的专业培训机构或相关院校。 

5.1.1.2 符合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定，具有一定规模，具备本文件规定的师资、场地、设施设备及教学

培训经验等培训条件。 

5.1.2 管理要求 

5.1.2.1 应建立培训相关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师资管理、学员管理、教学管理、教学设施设备管理、

财务管理、卫生与安全管理、档案管理等制度。 

5.1.2.2 应制定符合培训要求的培训计划、培训教程、培训组织及评价考核制度，培训过程应按照培

训计划组织教师、学员开展教学活动，做好学员考勤、教学过程监督、学员考核等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5.1.3 师资要求 

5.1.3.1 应配备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结构合理的专兼职教师,包括专业理论教师及操作技能指导教师，

教师与学员人数配比需达到相应教学要求，其中参与养老护理人员培训教学的教师和操作技能指导教师

不少于 5 人。 

5.1.3.2 教师应热爱养老服务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修养，遵守基本的职业守则。 

5.1.3.3 教师应具有符合教学要求的养老方面的理论知识及专业技能，具备较强的教学组织能力、教

案编写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操作示范能力。 

5.1.3.4 培训养老护理各级别的教师应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 培训养老护理“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的专业理论教师应具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

历、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和两年以上本专业职业（工种）教学经历；实习指导老师应具

有高级及以上职业资格和两年以上本职业（工种）教学经历； 

—— 培训养老护理“三级/高级工和以上级别”的专业理论教师应具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和三年以上本专业教学经历；实习指导教师应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

资格和三年以上本职业（工种）指导实习教学经历。 

5.1.3.5 培训养老院院长、管理人员的教师应满足以下要求： 

—— 具有养老服务组织管理经验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 从事养老服务教育或培训工作 2年以上。 

5.1.3.6 老年社会工作者教师应满足以下要求： 

—— 持有中级及以上社会工作师证； 

—— 具有养老服务社会工作经验的管理人员； 

—— 从事养老服务教育或培训工作 2年以上。 

5.1.3.7 其他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训班的教师应持有培训内容相关的中级或以上职业证书或专业技术

证书。 

5.2 培训场地及设施设备要求 

5.2.1 培训场所规模应根据培训人数设置，满足理论教学和技能操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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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培训场所应安全、整洁，应配备基本的教学设备如电脑、投影仪、扩音器等多媒体或网络教学

设施，技能培训场所应配备专用的辅助教具和器材，便于开展互动式教学、演示、情景模拟等教学活动。 

5.2.3 宜设置与培训规模相适应的服务接待场所，服务接待场所各类物品和设施应整洁有序，并定期

对其进行消毒和维护。 

5.2.4 提供食宿场所应满足培训规模需要，食宿场所应符合公安、环保、消防、卫生等有关部门的规

定，并做好常见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储备预防常见传染病的药品及物资。 

5.2.5 培训场所应设置安全标志、建立安全引导系统，配备安全和应急设施设备。 

6 培训内容与要求 

6.1 管理人员培训班 

可包括院长培训班（附《养老院院长培训大纲（试行）》）、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负责

人培训班等，培训内容及课程设置应符合 GB 38600、GB/T 35796 和《养老院院长培训大纲（试行）》

的相关要求，培训内容可参考附录 A。 

6.2 老年社会工作培训班 

应根据 MZ/T 169 相关要求设置老年社会工作者及相关岗位专兼职工作人员培训班，培训内容及课

程设置应符合 GB 38600、GB/T 35796 和《老年社会工作者培训大纲（试行）》的相关要求，培训内容

可参考附录 B。 

6.3 养老护理员培训班 

可包括养老护理员（含家庭照护者）岗前培训班、养老护理员（初级、中级、高级、技师、高级技

师）培训与鉴定（考核）班、护理质量提升班等，培训内容及课程设置应符合 GB 38600、GB/T 35796

和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 年版）》（职业编码：4-10-01-05）的相

关要求，培训内容可参考附录 C。 

6.4 其他从业人员培训班 

 根据养老机构其他从业人员岗位和工作需要，可设置包含但不限于养老护理员培训师资班、老年

人能力评估培训班、老年人膳食营养服务提升班、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培训班等，培训内容可参考其他从

业人员培训内容设置。 

7 培训时间 

7.1 管理人员培训班 

养老院院长培训时间可参照《养老院院长培训大纲（试行）》要求设置，其他管理人员培训宜不少

于 20学时。 

7.2 养老护理员培训班 

7.2.1 三级以下养老护理员培训时间为 60学时。其中，理论知识占总课时的 30%，实践能力占总课时

的 70%，其中岗前培训班的养老护理员培训设置可参考初级养老护理员培训要求，护理质量提升班可参

考高级技师养老护理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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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三级及以上养老护理员培训时间为 60 学时。其中，理论知识占总课时的 40%，实践能力占总课

时的 60%。 

7.3 老年社会工作培训班 

可按照《老年社会工作者培训大纲（试行）》的相关要求设置培训学时。 

7.4 其他从业人员培训班 

培训时间宜不少于 20 学时，其中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学时可参考其他从业人员要求设置。 

8 培训方式 

8.1 培训要求 

可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开展培训，其中线上理论知识培训学时不得超过理论知识总学时

的 50%。 

8.2 线上培训 

应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建立网上培训体系，通过网络平台开展教育培训。 

8.3 线下培训 

8.3.1 理论知识教学 

8.3.1.1 可通过集中讲授、研讨等方式开展理论知识培训，主要有授课讲座、观摩互动、案例教学、

讨论、演示等方法。 

8.3.1.2 授课讲座法。由教育专家或专兼职教师对学员开展培训授课，拓展教育和养老专业基础理论

知识及养老相关法律法规，提升学员的理论水平。 

8.3.1.3 观摩互动法。观摩教师授课、说课，评课，学员相互听课、评课，以提升学员的教学水平。 

8.3.1.4 案例教学法。把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实际案例，和学员一起分析探讨，从而提升学员

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8.3.1.5 讨论法。在教师的指导下，学员以小组为单位，围绕中心问题，各抒己见，通过讨论或辩论

活动，从而获得知识或巩固知识。 

8.3.1.6 演示法。教师通过展示各种实物、教具，进行示范性实验，或通过现代化教学手段，使学员

获取知识。 

8.3.2 实操技能教学 

8.3.2.1 考察实践法。可组织学员到养老机构考察实习、跟岗学习、顶岗实习等方式，提升学员的专

业水平。 

8.3.2.2 角色扮演法。学员通过场景模拟和器具实操训练，提升学员的实际操作技能水平。 

9 培训组织与实施 

9.1 培训前准备 

9.1.1 根据培训对象需求拟定培训计划，包括：培训目标、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培训对象、培训课

程设置、培训教材、经费预算、考核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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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应根据培训计划及培训规模，准备满足教学需要的培训场地以及教学相关的器材、设备等，做

好培训场地的布置。 

9.1.3 应根据培训计划按照本文件要求确定培训教师。 

9.2 培训实施 

培训过程中应按照培训计划组织教师、学员开展教学活动，做好学员考勤、教学过程监督等资料收

集整理工作，按计划完成培训。 

9.3 培训考核 

9.3.1 考核方式 

9.3.1.1 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方式为主，针对参加五级考试的未取得小学毕业证书的人员，

必要时可采用口试的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 

9.3.1.2 技能操作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

备的技能水平。 

9.3.1.3 综合评审主要针对养老护理员技师、高级技师以及高级社工师，通常采取审阅申报材料、答

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9.3.1.4 结业论文针对养老院院长、养老机构管理人员等，可采取通过学员提交的结业论文开展检测

和评估。 

9.3.1.5 养老护理员、老年社会工作者培训考核宜采用理论知识考试或技能操作考核或理论知识考试+

技能操作考核的方式。 

9.3.2 考核时间 

9.3.2.1 养老院院长、养老机构其他管理人员、老年社会工作者等考核时间不少于 60分钟。 

9.3.2.2 养老护理员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的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技能考核时间不

少于 30 分钟。其他级别的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60 分钟，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综合评审

时间不少于 30分钟。 

9.3.3 考核结果 

9.3.3.1 养老院院长等其他养老机构管理人员完成培训学时且培训考核成绩达 60 分及以上者，颁发培

训机构签发的培训合格证书。 

9.3.3.2 老年社会工作者完成初级、中级、高级培训学时且考核成绩达 60分及以上者，颁发培训机构

签发的相应级别的培训合格证书。 

9.3.3.3 养老护理员完成培训学时且理论知识考试与技能操作考核、实习（或在岗）培训考核成绩皆

达 60 分及以上者，按级别颁发培训机构签发的培训合格证书，并可以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

养老护理培训人员进行职业技能鉴定，根据评定结果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0 评价与改进 

10.1 评价 

10.1.1 培训机构应建立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训的评价与持续改进机制，明确评价主体、人员及职责，

制定评价与持续改进计划。 

10.1.2 评价主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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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主管部门； 

—— 培训机构； 

—— 受训学员； 

—— 养老服务对象或家属； 

—— 其他第三方。 

10.1.3 培训过程评价包括但不限于： 

—— 课程设置满意度； 

—— 师资水平满意度； 

—— 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满意度； 

—— 组织管理满意度； 

—— 后勤服务满意度。 

10.1.4 培训效果评价包括但不限于： 

—— 培训后学员考核合格率； 

—— 学员所在单位对培训质量与效果的满意率； 

—— 养老服务对象满意度的变化。 

10.1.5 评价方式包括意见征询、问卷调查、访谈、实地考察等。 

10.2 改进 

10.2.1 培训机构应设立培训管理部门，为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提供畅通的信息反馈渠道，定期收集其对

培训活动投诉和改进建议、满意度调查。 

10.2.2 对收到的投诉和建议应及时进行回应和反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应根据满意

度调查结果不断自查完善，定期听取各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实现培训质量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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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资料性） 

养老院院长培训内容 

养老院院长及养老机构管理人员培训内容见表 A.1。 

表A.1 养老院长培训内容 

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教学方法 

 

 

政策与发展趋势

模块 

养老政策与行业发展趋势/养老院

发展与管理的国际经验 

（1）了解近年来各类养老服务法规、政策、标准，掌握国家养老宏观政策、了解养老行业发展

趋势 

（2）了解其他国家或地区养老机构发展的情况、特点、可供借鉴的经验 

4 授课讲座 

养老院的发展与改革/ 

养老产业的发展与展望/区域养老

一体化 

（1）了解养老院的产生、发展历程与相应的政策变迁，熟悉养老院的发展趋势 

（2）了解近年来各地养老院改革实践的具体做法与成效，了解机构的创新做法，探讨其可复制

可借鉴性 

（3）掌握养老产业的政策环境、发展探索与问题瓶颈 

（4）掌握区域养老的相关养老数据、政策法规、地方或团体标准及因地制宜的实践探索，了解

区域养老一体化发展的现状、相关政策与发展趋势 

2 授课讲座 

服务实务模块 

失智失能老年人照护管理 了解失智失能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掌握失智失能老年人的照护管理要点及注意事项 2 

授课讲座 养老机构的医护服务实务 
熟悉掌握养老机构医疗护理、疫情防控、传染病防治相关制度、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应急预

案等 
2 

养老机构社工服务 熟悉掌握养老机构社工服务工作制度、工作流程、应急预案等 2 

管理实务模块 

 养老机构的行政管理/标准化管

理 

（1）掌握养老院的日常行政管理，包括综合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经营管理、档案

管理、信息化管理等内容 

（2）了解养老机构开展标准化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掌握目前现有的养老服务国家标准（含强

制性国家标准和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掌握标准化工作的制定、实施与

改进过程与方法 

3 
授课讲座 

养老机构的质量管理 了解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管理的重要意义，掌握质量管理的依据、流程、质量管理的工具与方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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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教学方法 

 
养老机构的风险管理/合同管理/

危机管理 

（1）掌握养老院常见风险的类型，如消防安全风险、服务安全风险、食品安全风险、灾害天气

安全风险等，掌握风险管理特点、风险管理方法、风险管理过程和实务技巧，掌握国家强制标

准《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 

（2）掌握养老院格式合同文本的条款、解释，法律风险及使用方法 

（3）熟悉养老院危机预防，危机处理原则、策略及处置方式 

2  

能力建设模块 

养老院院长领导力建设 学习掌握养老院院长应具备的财务分析能力、品牌管理能力、危机公关能力等 3 

授课讲座

+ 观 摩 学

习 

养老机构文化与团队建设 了解文化建设与团队建设的内涵、作用，掌握养老机构开展文化建设与团队建设的方法与技巧 2 

养老机构的信息化管理/智慧养老

的应用 
了解养老机构信息化基础架构管理、信息化平台管理、信息化日常管理 2 

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的融合发展 掌握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融合发展的路径、方法与前景 2 

公办与民办养老机构的服务与管

理 
掌握公办与民办养老机构的特点，工作难点与要点，服务管理方法与技巧 2 

观摩学习

+ 场 景 模

拟 + 沙 龙

讨论 

养老机构实景实训沙龙 
结合场景模拟、实地观摩，组织沙龙互动，在老师和专家的带领下，开展案例分析，讨论管理

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总结分享管理经验 
4 

社区养老的服务与管理 了解社区养老服务的特点、工作难点与要点、服务管理方法与技巧 2 

智慧养老设施与平台/康复辅具产

业园区 

（1）了解智慧养老的实现形式、相关产品与技术，了解如何通过智慧养老提高管理效能和服务

质量 

（2）了解智慧养老的趋势、信息化管理和服务的技术与方法、大数据的收集与利用，智能技术

在养老服务中的应用 

（3）了解老年用品的分类、产业发展情况与相关支持政策等 

2 

考核与结业仪式 4 

总课时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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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老年社会工作者基础班培训内容 

B.1 养老院老年社会工作者基础班培训内容见表 B.1。 

表 B.1 老年社会工作者基础班培训内容 

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教学方法 

政策与趋势模块 

养老政策与行业发展趋势 了解我国当前养老宏观政策与背景，熟悉养老行业发展的方向及趋势 2 

授课讲座 养老机构社会工作服务构建 了解养老机构中社会工作服务需建立的制度，熟悉社会工作服务流程、内容，掌握服务注意事项 2 

社区及居家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构

建 

了解社区和居家场景中，社会工作服务需建立的制度，熟悉社会工作服务流程、内容，掌握服务

注意事项 
2 

理论方法模块 

老年社会工作价值与理论 
掌握养老服务中社会工作者应遵循的专业价值观和伦理守则，了解养老服务中常见的伦理困境，

掌握应对措施。 
4 授课讲座

+ 案 例 讨

论 

 

老年人需求特点与特殊问题 了解老年人生理、心理特点，掌握老年人特定需求，熟悉老年人面临的困境和问题 4 

老年社会工作实务通用过程 熟悉老年社会工作实务的工作任务和内容，掌握每个阶段的方法技巧和注意事项 4 

老年社区活动策划与实施 熟悉老年社区工作主要模式的含义、特点和实施策略。掌握活动策划的方法、步骤和技巧 4 

 

实务技巧模块 

老年人面谈沟通常用实务技巧 掌握老年人面谈沟通中信任关系建立、积极倾听、情绪调节、同理心回应等技巧的基本要求和实

施要点 
4 

实地参观 

+ 实 操 体

验 

社区为老服务中的社会工作实务

技巧 
了解社区为老服务典型案例和专业经验，熟悉各类实务技巧 4 

机构养老服务中的社会工作实务

技巧 
了解机构养老服务典型案例和专业经验，熟悉各类实务技巧 4 

考核与结业仪式 2 

总课时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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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养老院老年社会工作者提高班培训内容见表 B.2。 

表 B.2 老年社会工作者提高班培训内容 

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教学方法 

政策与趋势模块 

养老政策与行业发展趋势 了解我国当前养老宏观政策与背景，熟悉养老行业发展的方向及趋势 2 

授课讲座 养老机构社会工作服务构建 了解养老机构中社会工作服务需建立的制度，熟悉社会工作服务流程、内容，掌握服务注意事项 2 

社区及居家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构

建 

了解社区和居家场景中，社会工作服务需建立的制度，熟悉社会工作服务流程、内容，掌握服务

注意事项 
2 

 

 

理论方法模块 

老年社会工作理论 熟悉老年社会工作常用理论含义和主要观点，掌握理论实务应用的原则和过程 4 

授课讲座

+ 案例 讨

论 

老年个案工作方法与技巧 熟悉老年个案工作基本概念和主要模式，掌握老年个案工作各阶段工作要求和常用技巧 4 

老年个案工作案例解析 熟悉老年社会工作典型个案处理实务经验，提升疑难案例应对能力 4 

老年小组工作方法与技巧 熟悉老年小组工作基本概念和主要模式，掌握老年小组工作各阶段工作要求和常用技巧 4 

老年小组工作案例解析 熟悉老年社会工作典型小组案例处理实务经验，提升小组工作带领能力 4 

 

 

实务技巧模块 

老年服务项目管理：志愿服务专题 
了解志愿者向高龄老年人提供家庭互助服务的内容，熟悉“预防失能、健康科普、精神慰藉”等

家庭关爱和生活辅助服务，提升促进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交往的方法 
4 实地参观

+ 实操 体

验 
老年服务项目管理：老龄资源整合

专题 

了解轻度失能老年人及其照顾者需求特点，熟悉为社区轻度失能老年人及其家属提供家庭照护能

力提升辅导的内容，熟悉构建非正式照护体系，提升社区家庭照护能力的方法 
4 

考核与结业仪式 2 

总课时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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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养老院老年社会工作者高阶班培训内容见表 B.3。 

表 B.3 老年社会工作者高阶班培训内容 

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教学方法 

政策与趋势模

块 

养老政策与行业发展趋势 了解我国当前养老宏观政策与背景，熟悉养老行业发展的方向及趋势 2 

授课讲座 养老机构社会工作服务构建 了解养老机构中社会工作服务需建立的制度，熟悉社会工作服务流程、内容，掌握服务注意事项 2 

社区及居家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构建 
了解社区和居家场景中，社会工作服务需建立的制度，熟悉社会工作服务流程、内容，掌握服务

注意事项 
2 

 

 

 

 

 

理论方法模块 

老年个案工作服务标准与督导方法 
熟悉老年社会工作个案工作相关服务标准，综合运用个案工作模式开展服务，熟悉个案工作督导

的原则和方法 
4 

授课讲座

+ 案例 讨

论 

老年小组工作服务标准与督导方法 
熟悉老年社会工作小组工作相关服务标准，综合运用小组工作模式开展服务，熟悉小组工作督导

的原则和方法 
4 

老年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策划与评估 
掌握老年社会工作项目策划的要素、过程和具体方法，掌握老年社会工作项目评估的具体方法和

注意事项 
4 

社会工作研究方法 
了解社会工作研究的含义与功能，熟悉社会工作研究方法论和研究范式，掌握研究的一般过程和

具体方法 
4 

实务技巧模块 

认知症老年人专题 
了解认知症老年人的需求特点和服务焦点，了解社会工作介入服务的量表工具，熟悉认知症老年

人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项目及活动开展 
3 

实地参观

+ 实操 体

验 

园艺疗法专题 
了解园艺疗法的发展历程，理解园艺疗法的定义，熟悉老年人园艺疗法介入过程中的工作任务，

认清工作者的角色，熟悉组织和协助老年人参与园艺活动的方法 
3 

缅怀往事疗法专题 

理解缅怀往事疗法的定义，了解缅怀往事疗法发展历程，掌握如何协助老年人缅怀过去，找回以

往的正面事件和感受，从正面的角度去理解和面对过去的失败与困扰，从而肯定自己，适应现在

的生活状况 

3 

其他相关专题 
可了解闲暇活动等相关疗法定义，理解社会工作介入游戏、音乐等闲暇活动过程中的工作任务，

认清工作者的角色，熟悉组织和协助老年人参与闲暇活动的方法 
3 

考核与结业仪式 2 

总课时 36 

 A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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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养老护理人员培训内容 

C.1 养老护理人员通用基础知识培训内容见表 C.1。 

表 C.1 养老护理人员通用基础知识培训内容 

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教学方法 

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1）掌握道德的内涵、特点与作用 

（2）掌握职业道德的内涵、基本要素、特征和作用 1 授课讲座 

职业守则 掌握养老护理员职业守则的内容 

基础知识 

养老护理员职业工作须知 

（1）了解所在岗位的职业定位和工作内容 

（2）掌握养老护理员服务礼仪规范 

（3）掌握养老护理员职业安全和个人防护知识 

（4）了解养老护理员自我心理调适相关知识 

 (5) 了解养老护理员在机构、社区和家庭提供服务基本规范常识 

3 

 

 

 

 

 

授课讲座

+案例讨

论 

人际关系与沟通 
（1）了解人际关系的处理原则 

（2）掌握沟通交流的方法 

老年人照护基础知识 

（1）掌握老年人生理、心理特点 

（2）掌握老年人照护特点 

（3）了解老年人常见病的照护重点 

（4）掌握老年人常见问题的观察方法 

（5）了解老年人饮食种类及营养需求相关知识 

（6）了解老年人常见冲突和压力处理方法 

（7）掌握老年人照护记录方法 

（8）了解老年人康复理念、康复与健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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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续 

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教学方法 

 

 

 

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知识 

（1）了解老年人安全防范及相关知识 

（2）了解老年人卫生防护知识 

（3）了解老年人环境保护知识 

（4）了解食品安全知识 

（5）了解急救常识 

（6）了解自然灾害的应对处理知识 

  

消防安全基础知识 

（1）了解火灾危险性，火灾预防知识和措施 

（2）掌握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 

（3）了解消防安全标志及含义 

（4）掌握报火警、扑救初起火灾、自救互救和逃生疏散的知识 

（5）了解建筑消防设施的性能，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 

（6）掌握建筑火灾逃生避难器材的使用方法相关知识 

（7）了解消防违法行为的处罚法律相关知识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相关知识 

（2）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3）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4）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知识 

（5）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相关知识 

（6）养老机构服务标准相关知识 

总课时 4 

注：基础知识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 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均为3学时，一级/高级技师为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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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养老护理员专业技能培训内容见表 C.2。 

表 C.2 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养老护理员专业技能培训内容 

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理论/技

能） 

教学 

方法 理论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生活照护 

清洁照护 

（1）了解洗脸、洗手、洗头、梳头、剃胡须、洗脚、修剪指（趾）

甲的重要性 

（2）了解口腔清洁的基本卫生知识；掌握牙具的收纳、清洁方法 

（3）了解义齿的种类及基本知识；掌握义齿的基本养护方法 

（4）了解洗澡的基本知识、方法和重要性；掌握床上洗浴的注意

事项  

（5）了解会阴清洁的基本知识、方法、重要性  

（1）掌握洗脸、洗手、洗头、梳头、剃胡须、洗

脚、修剪指（趾）甲的风险因素及操作要点 

（2）能根据老年人的状况选择适当的口腔清洁方

式；协助老年人使用刷牙法、含漱法、棉棒口腔擦

拭法等方法清洁口腔 

（3）掌握义齿摘戴、清洗的操作顺序；掌握操作

的风险因素及操作要点 

（4）能根据老年人的状况选择适当的洗澡方法；

掌握协助洗澡的风险因素；能协助老年人使用淋

浴、盆浴、擦浴等方法洗澡 

（5）掌握会阴清洁的风险因素及擦洗会阴、冲洗

会阴的操作要点 

8/24 

 

 

 

授 课 讲

座、演示

法、角色

扮演、讨

论法 穿脱衣物 

（1）了解穿脱衣物的基本知识、方法和重要性；能根据老年人的

状况选择适当的穿脱开襟、套头衣服、鞋袜的方法 

（2）了解穿脱简易矫形器的基本知识和方法 

（1）掌握穿脱衣服（开襟、套头）、鞋袜的风险

因素及操作要点 

（2）掌握穿脱简易矫形器的风险因素及操作要点 

饮食照护 

（1）了解摆放进食体位的重要性；掌握老年人轮椅体位摆放、床

上进食体位等进食体位的方法 

（2）了解老年人进食、进水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能根据老年人的

状况选择适当的进食、进水方法 

（3）了解老年人进食、进水的观察要点和风险因素；能识别及评

估老年人进食、进水时的异常变化 

（1）了解老年人进食体位摆放的风险因素及操作

要点；能根据老年人的状况选择适当的进食体位 

（2）了解老年人进食、进水操作的观察要点，掌

握老年人进食、进水体位摆放的风险因素及操作要

点 

（3）掌握海姆立克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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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续 

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理论/技

能） 

教学 

方法 理论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4）了解老年人噎食、误吸的常见原因、表现及应急措施；发现

异常情况能及时报告并寻求帮助 

（5）了解老年人常见膳食种类和摄入量需求 

 

  

排泄照护 

（1）了解老年人排泄知识及观察要点；能根据老年人的状况选择

适当的如厕方法 

（2）了解卧床老年人大小便器具的种类 

（3）了解老年人尿布、纸尿裤等辅助用品的种类 

（4）能观察老年人大小便的性状、颜色和异常情况并及时报告、

记录 

（1）掌握老年人协助如厕的照护方法及操作过程

存在的风险因素 

（2）掌握协助卧床老年人使用大小便器具以及相

关辅助用品排便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3）掌握为老年人更换尿布、纸尿裤等辅助用品

的操作方法  

（4）掌握异常排泄物的基本采集方法 

睡眠照护 

（1）了解老年人睡眠特点、对睡眠环境的要求；能协助老年人睡

眠 

（2）了解老年人睡眠异常的基本知识、影响老年人睡眠的因素；

能发现老年人睡眠异常、及时报告并记录 

（1）掌握为老年人布置睡眠环境的操作要点（居

室温湿度、色彩、灯光、设备等） 

（2）掌握协助老年人睡眠的基本方法及观察要点  

环境清洁 
（1）了解舒适清洁环境对老年人的重要性 

（2）掌握老年人对环境清洁的要求以及保持舒适环境的基本方法 

掌握整理、更换床单位的操作方法、要求及存在的

风险因素 

失智照护 
（1）失智的基本概念；掌握失智老年人照护的原则 

（2）了解失智老年人异常行为表现及原因  

掌握照护失智老年人的基本方法及存在的风险因

素  

 体征观测 

（1）了解生命体征的概念、测量生命体征的意义、体温计、血压

计的种类及其结构 

（2）熟悉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的定义、正常值，熟悉生命体

征测量的准确部位 

（3）了解观察老年人体重的重要性、影响老年人体重变化的因素； 

（1）掌握为老年人测量生命体征的方法及注意事

项；掌握水银体温计、电子体温计和红外线体温计

的使用方法；能协助老年人测量体温、脉搏、呼吸、

血压  

（2）掌握为老年人测量体重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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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续 

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理论/技

能） 

教学 

方法 理论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基础照护 

 熟悉体重秤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能协助轮椅或卧床老年人测量体重 

（3） 掌握生命体征异常处理方法 

4/10 

授 课 讲

座 、 演

示 、 实

操、讨论 

护理协助 

（1）了解冷热疗的作用、禁忌症、影响冷热疗效果的因素、常用冷热疗

的部位 

（2）了解翻身、叩背操作的作用及重要性 

（3）了解导致压疮的危险因素、压疮的基本知识和预防  

（1）能观察老年人使用冷热疗法的皮肤异常变化，

记录并及时报告 

（2）掌握冷热疗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能正确

使用热水袋等为老年人保暖、使用普通冰袋、化学

冰袋等为高热老年人物理降温 

（3）掌握翻身叩背的基本方法、禁忌症及注意事

项；掌握翻身拍背促进的排痰方法 

（4）掌握Ⅰ度压疮的识别和处理方法  

感染防控 

（1）了解环境及物品清洁的概念及重要性、老年人居住环境与健康的关

系、老年人生活用品与健康的关系 

（2）了解手部清洁的重要性  

（1）掌握环境及物品清洁常用的方法；能对老年

人居住环境、衣物、床品、洗漱、清洁用具、餐具、

药杯、注食器、水杯、便器、尿壶、痰杯、墩布、

抹布、擦地车等进行清洁 

（2）掌握七步洗手法 

（3）掌握手快速消毒剂消毒手的方法  

 体位转移 

（1）了解正确体位摆放的重要性、原则 

（2）了解老年人体位转换的目的与意义；熟悉老年人体位转换的分类 

（3）熟悉助行器、轮椅等辅助器具的种类、结构和作用 

（1）掌握老年人常见的体位以及仰卧位、健侧卧

位、患侧卧位等体位摆放的操作要点和风险因素 

（2）掌握老年人从坐-站、站-坐的体位转换、床

上翻身（包括向健侧翻身与向患侧翻身）等体位安

全转换的操作要点及风险因素 

（3）掌握手杖、步行器、轮椅、床-轮椅以及轮椅

-床、马桶到轮椅、轮椅到马桶的转换等方法的操

作要点和风险因素 

2/8 

 

 

 

授 课 讲

座 、 演

示、角色

扮演、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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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续 

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理论/技

能） 

教学 

方法 理论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康复服务 康乐活动 
（1）了解老年人手工活动的目的及意义 

（2）了解老年人娱乐游戏活动的目的及意义  

（1）掌握老年人常用手工活动的类型、操作要点

及风险因素 

（2）掌握老年人常用娱乐游戏活动的类型、操作

要点及风险因素  

  

总课时 14/42 

注：结业考核学时可根据考核要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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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中级（国家职业资格四级）养老护理员专业技能培训内容见表 C.3。 

表 C.3 中级（国家职业资格四级）养老护理员专业技能培训内容 

培 训 模

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 理 论 /

技能） 

教学方法 
理论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生活照

护 

清洁照护 

（1）了解有关口腔的基本知识、口腔健康的标准；了解口腔清洁的重

要性 

（2）了解身体清洁的重要性；了解为老年人身体清洁的基本种类 

（1）掌握为老年人进行口腔清洁的操作要点，能根据

老年人的状况选择刷牙法、含漱法、棉球口腔擦拭法、

湿巾口腔擦拭法等适当的口腔清洁方法 

（2）掌握淋浴、盆浴、床上擦浴等身体清洁方法的操

作要点掌握为老 年人身体清洁特殊情况的处理和风

险因素 

 

4/12 

授课讲座、

演示、角色

扮演、讨论 

饮食照护 
（1）了解老年人常用饮食类型 

（2）了解鼻饲的基本知识及重要性 

（1）掌握老年人食品加工的基本方法；能根据老年人

的疾病和特殊进食需求选择适当的饮食类型 

（2）掌握鼻饲法的操作要点 

（3）掌握噎食、误吸的应急措施 

排泄照护 
（1）了解开塞露、人工取便及其他辅助方法的基本知识 

（2）了解老年人排泄照护的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  

（1）掌握排泄照护的操作方法，能根据老年人的实际

情况选择适当的排泄照护方法 

（2）掌握更换造瘘袋的方法和具体要求 

（3）掌握留置导尿的尿液的观察方法  

睡眠照护 

（1）掌握影响老年人睡眠的环境因素 

（2）了解老年人常见的睡眠障碍表现 

（3）了解老年人不良睡眠习惯的原因 

（1）掌握评估影响睡眠环境因素的方法，并提出改善

建议 

（2）掌握导致老年人睡眠障碍的常见因素、照料方法；

能照料有睡眠障碍的老年人入睡 

（3）掌握指导老年人改变不良睡眠习惯的方法  

环境清洁 
（1）了解环境和常用物品清洁消毒的原则、重要性及标准； 

（2）了解床旁消毒隔离的原则、重要性 

（1）掌握环境和常用物品清洁消毒的方法 

（2）掌握床旁消毒的基本方法和操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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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续 

培 训

模块 

培 训

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理论/技

能） 

教学方法 
理论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3）了解垃圾分类的种类及意义 （3）掌握垃圾分类的处理方法和原则    

基 础

照护 

体 征

观测 

（1）了解生命体征的概念、测量生命体征的意义、体温计、血压计的种类

及其结构 

（2）熟悉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的定义、正常值 

（3）了解观察老年人体重的重要性、影响老年人体重变化的因素 

（4）熟悉测量血糖的重要性、影响老年人血糖的因素及正常值  

（1）掌握老年人体温测量法、掌握水银体温计和电

子体温计和红外线体温计的使用方法  

（2）掌握呼吸测量法、脉搏测量法等生命体征测量

方法 

（3）掌握老年人一般体重测量法、特殊体重测量等

体重测量方法 

（4）掌握血糖仪、血糖笔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掌握为老年人测量血糖的方法及观察要点 

（5）掌握水银血压计、电子血压计的使用方法及观

察要点；能使用便携式血糖仪为老年人测量血糖  
 

 

 

6/20 

 

 

 

授课讲座、

演示、实

操、讨论 

用 药

照护 

（1）了解老年人口服用药的注意事项、用药后的不良反应 

（2）了解影响老年人血糖变化的相关因素，如饮食、疾病、用药、运动等，

糖尿病的基本知识及血糖异常的常见症状  

（1）掌握老年人口服用药的方法，能根据医护人员

要求协助老年人正确服药 

（2）掌握老年人口服降糖药、注射胰岛素后的血糖

异常变化的表现 

能观察老年人注射胰岛素后的血糖异常变化  

风 险

应对 

（1）了解导致老年人发生跌倒、坠床、走失、噎食、误吸、压疮、烫伤、

冻伤、中毒、中暑等的风险因素、预防措施 

（2）了解导致老年人因跌倒引起的急性创伤、肌肉骨骼关节损伤等的 

风险因素及预防措施  

 

（1）能对老年人发生跌倒、坠床、走失、噎食、误

吸、压疮、烫伤、冻伤等进行风险识别及提供预防措

施 

（2）能发现老年人因跌倒引起的急性创伤、肌肉骨

骼关节损伤等风险，掌握老年人跌倒、急性创伤、肌

肉骨骼关节损伤等的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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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续 

培 训

模块 

培训内

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理论/技

能） 

教学方法 
理论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护理协

助 

（1）了解气管切开及造瘘口的相关知识 

（2）熟悉尿、粪标本采集的目的 

（3）熟悉陪同老年人就医的基本流程 

（4）熟悉Ⅱ度压疮的表现及预防、危险因素  

（1）掌握气管切开及造瘘口的异常情况的观察识别及

维护方法 

（2）掌握常规尿、粪标本采集的方法  

（3）掌握陪同老年人就医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4）掌握Ⅱ度压疮的识别及照护方法；能协助医护人

员为Ⅱ度压疮老年人提供照护 

  

感染防

控 

（1）熟悉老年人常见传染病的相关知识、预防方法 

（2）熟悉环境及物品消毒的方法  

（1）掌握呼吸道传染病、皮肤传染病、消化道传染病

的预防的方法及措施 

（2）掌握消毒液的配制方法和注意事项；能正确配制

和使用消毒液  

失智照

护 

（1）了解失智老年人的常见异常行为表现 

（2）熟悉失智老年人安全环境的基本要点  

（1）掌握失智老年人常见异常行为的应对措施及注意

事项 

（2）掌握为失智老年人提供安全的环境的方法 

安宁服

务 

（1）熟悉安宁照护的基本知识及注意事项 

（2）了解临终老年人生理、心理的特征 

（3）了解临终老年人沟通和陪伴的方法  

（4）掌握遗体清洁、遗物整理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5）掌握终末消毒的知识和方法、居室的终末消毒类别及方法； 

 

（1）能清洁遗体整理遗物 

（2）能对老年房间进行终末消毒  

康 复

服务 

康乐活

动 

（1）熟悉老年人文娱性康乐活动的目的及意义  

（2）熟悉老年人使用简易健身器材活动的意义 

（3）熟悉音乐、园艺、益智类游戏等活动对失智老人的作用 

（1）掌握老年人文娱性康乐活动的类型、开展文娱性

康乐活动的操作要点及风险环节 

（2）掌握老年人选择健身器材的原则、使用简易健身

器材的操作要点及风险因素 

（3）掌握选择音乐、园艺、益智类等游戏照护失智 

2/6 

授课讲座、

演示、角色

扮演、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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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续 

培训模

块 

培 训

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理论 /

技能） 

教学方法 
理论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老人的原则及方法；照护失智老人的操作要点及风险

因素  

  
功 能

促进 

（1）了解老年人进行日常生活活动训练的目的和意义，熟悉老年人日常生活

活动的分类、内容及训练的原则 

（2）了解压力性尿失禁老人的功能训练的目的与意义 

（3）熟悉老年人使用简易康复器材训练的目的与意义；熟悉简易康复器材的

种类与功能 

（4）熟悉平衡的定义；熟悉平衡训练的适应症及禁忌症，平衡训练的原则、

分级 

（5）熟悉日常生活类辅助器具的种类、功能及使用原则 

（6）熟悉为老年人选择适当助行器、轮椅等辅具的原则 

（1）掌握老年人不同日常生活活动训练的操作要点及

风险因素 

（2）掌握老年人压力性尿失禁功能训练的操作要点及

风险因素 

（3）掌握老年人使用简易康复器材训练的操作要点和

风险因素 

（4）掌握老年人坐位、站立位平衡训练的操作要点和

风险因素 

（5）掌握老年人使用日常生活辅助器具的操作要点及

风险因素  

（6）掌握为老年人选择适当助行器、轮椅等辅具的评

估内容、操作要点及风险因素 

心理 

支持 

沟 通

交流 

（1）了解沟通交流的概念、类型；熟悉沟通交流的程序 

（2）了解不同沟通渠道的概念、实施步骤 

（1）掌握沟通交流的方法、风险因素及要点；能使用

言语、非言语沟通方法与老年人和家属进行沟通 

（2）掌握团队成员沟通交流方法、风险因素及要点；

能与团队成员进行沟通 

 

 

 

2/4 

 

 

授课讲座、

演示、实

操、讨论 
精 神

慰藉 

（1）了解情绪情感的概念、功能；熟悉临终老年人的情绪和心理状态 

（2）了解情绪情感、行为变化的原因；熟悉同理心的基本概念 

（1）掌握老年人情绪情感、行为变化的特点；能使用

非言语行为观察技术的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 

（2）掌握同理心方法的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能使用

同理心方法对老年人进行精神慰藉  

                                                            总课时 14/42 

注：结业考核学时可根据考核要求设置。 

 



DB36/T 1579—2022 

 22

C.4 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养老护理员专业技能培训内容见表 C.4。 

表 C.4 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养老护理员专业技能培训内容 

培 训 模

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理论/技

能） 

教学方法 
理论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基 础 照

护 

用药照护 

（1）了解老年人口服用药种类及注意事项、用药后的不良反应、常见 

风险防范措施及多重用药的风险 

（2）熟悉老年人常用外用药性质及注意事项，熟悉眼、耳、鼻等外用 

药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1）掌握老年人口服用药的方法及观察要点，能

根据医护人员要求正确给老年人喂药 

（2）掌握眼、耳、鼻等外用药的使用方法及观察

要点，能为老年人使用滴眼药、使用眼药膏、滴

鼻剂、滴耳剂  

8/18 

授课讲座、

演示、角色

扮演、讨论 

风险应对 

（1）熟悉跌倒、坠床、走失、噎食、误吸、压疮、烫伤、冻伤、中毒、 

中暑等风险评估方法、注意事项、应对措施；熟悉导致老年人不良事 

件的环境、自身、照护等因素分析的方法 

（2）熟悉造成老年人急性创伤、肌肉骨骼关节损失等的因素和应对措施 

（3）熟悉安全转动的流程、常用方法及注意事项，转动工具的结构及 

使用方法  

（1）掌握对老年人发生跌倒、坠床、走失、噎食、

误吸、压疮、烫伤、冻伤等进行风险评估、因素

分析及应对的方法；能对老年人因跌倒引起的急

性创伤、肌肉骨骼关节损伤等进行应急处置 

（2）掌握老年人急性创伤、肌肉骨骼关节损伤等

的应急处置方法 

（3）掌握为老年人移位的方法及注意事项；能配

合医务人员对急救老年人进行安全转运  

护理协助 

（1）熟悉Ⅲ度压疮的表现及预防、危险因素 

（2）熟悉雾化吸入、口腔吸痰、吸氧操作的相关知识、操作方法及注意

事项；熟悉雾化器、吸痰器、供氧装置等设备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及

其构造；熟悉老年人缺氧的临床表现  

（1）掌握Ⅲ度压疮的识别及照护方法；能协助医

护人员为Ⅲ度压疮老年人提供照护 

（2）掌握为老年人进行超声雾化吸入、氧气雾化

吸入、口腔吸痰、吸氧的操作方法  

失智照护 
（1）熟悉失智老年人的特殊异常行为表现、识别和应对方法 

（2）熟悉具有特殊异常行为失智老年人安全环境的基本要点  

（1）掌握失智老年人特殊异常行为的应对措施及

注意事项 

（2）掌握为具有特殊异常行为的失智老年人提供

安全环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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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续 

培 训

模块 

培训内

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理论/技

能） 

教学方法 
理论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安宁服

务 

（1）熟悉哀伤应对的常见方法 

（2）了解协助老年人家属处理后事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1）掌握临终老年人家属心理特点、慰藉方法及

注意事项 

（2）掌握后事处理的方法、流程及注意事项  

  

康 复

服务 

功能促

进 

（1）熟悉老年人常用康复体操的分类、为老人选择康复体操活动的原则及常用

康复体操活动的适用对象 

（2）熟悉老年人平地行走、上下楼梯训练的目的及意义 

（3）熟悉安全防护性辅助器具应用的目的及意义；熟悉安全防护性辅助器具的

功能和种类  

（1）掌握指导老年人开展康复体操的操作要点及

风险因素 

（2）掌握老年人平地行走、上下楼梯时平衡与协

调性控制的操作要点及风险因素 

（3）掌握指导老年人使用安全防护性辅助器具的

操作要点及风险因素  
4/6 

授课讲座、

演示、角色

扮演、讨论 

认知训

练 

（1）了解记忆力的概念，轻、中度认知功能障碍老年人记忆力的特点及表现 

（2）了解定向力的概念，轻、中度认知功能障碍老年人定向力的特点及表现 

（1）掌握轻、中度认知功能障碍老年人的记忆力

训练的操作要点及风险因素 

（2）掌握轻、中度认知功能障碍老年人的定向力

训练的操作要点及风险因素 

心 理

支持 

沟通交

流 

（1）了解失明、失聪、失语等功能受损的老年人的心理特点 

（2）了解冲突的概念、分类；熟悉冲突产生的原因和过程  

（1）掌握非言语沟通方法的要点及注意事项；能

使用非言语沟通方法与功能受损的老年人进行沟

通 

（2）掌握冲突下的沟通方法要点及注意事项；能

在冲突发生时与老年人进行正常沟通  

4/6 

授课讲座、

演示、角色

扮演、讨论 

心理辅

导 

（1）了解养老护理员的压力来源；了解老年人生活压力来源 

（2）熟悉老年人常见的异常心理表现 

（3）熟悉应对老年人心理及情绪变化的基本方法内容  

（1）掌握工作压力的应对方法、要点及注意事项 

（2）掌握指导老年人自我解压的要点及注意事项 

（3）掌握识别老年人的异常心理的方法；能使用

测量工具识别老年人的异常心理；掌握处理的要

点及注意事项 

（4）掌握应对老年人心理及情绪变化的方法；掌

握应对的要点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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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续 

培 训

模块 

培训内

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理论/技

能） 

教学方法 
理论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培 训

指导 

理论培

训 

（1）掌握老年人自我照护的常见知识、照护的常用知识 

（2）了解培训教案的基本知识  

（1）掌握老年人自我照护的培训方法 

（2）掌握培训教案编写的基本要素、四级/中级

工以下级别人员常用知识及基本培训方法  

4/6 

授课讲座、

演示、角色

扮演、讨论 技术指

导 

（1）了解老年人自我照护的意义 

（2）了解对家属等非专业照护人员进行照护技能指导的目的  

（1）能指导老年人掌握自我照护方法 

（2）掌握老年人照护的常用技能、对老年人家属

等非专业照护人员照 

护技能的指导方法 

（3）掌握组织实施教学的方法、四级/中级工及

以下级别人员常用技能  

                                                              总课时 20/36 

注：结业考核学时可根据考核要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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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专业技能培训内容见表 C.5。 

表 C.5 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专业技能培训内容 

培 训 模

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理论/技

能） 

教学 

方法 理论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康 复 服

务 

功能促进 

（1）了解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对认知障碍老年人的作用及意义；熟 

悉认知障碍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特点 

（2）了解言语功能障碍的定义、言语功能训练的目的及意义；熟悉言 

语功能障碍的分类和轻、中度言语功能障碍的特点  

（1）掌握认知障碍老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的

操作要点及风险因素 

（2）掌握辅助轻、中度言语功能障碍的老年人进

行言语训练的操作要点及风险因素  

4/6 

授课讲座、

演示、角色

扮演、讨论 

康复评估 

（1）了解对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康复效果评估的目的及意义 

（2）了解评估老年人运动功能的目的及意义；熟悉运动功能的概念、 

老年人运动功能障碍的特点及表现 

（3）了解评估老年人认知功能的目的及意义；熟悉认知功能的概念、 

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的特点及表现  

（1）掌握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估的内容、常用量

表、使用方法、操作要点及风险因素 

（2）掌握老年人运动功能评估的内容、操作要点

及风险因素 

（3）掌握老年人认知功能评估的内容、操作要点

及风险因素  

照护 

评估 

老 年 人 能

力评估 

（1）熟悉老年人能力评估的各项评估标准 

（2）熟悉老年人能力评估的标准、意义、各级指标内容、各项评估工具

并根据评估结果划分能力等级 

（3）熟悉老年人身体变化即时评估相关知识、变化时风险应对预案、变

化后存在的各种风险、老年人评估等级和照护等级变更相关知识   

（1）能制定并实施评估计划、完成评估报告 

（2）掌握起草老年人能力评估报告的方法 

（3）掌握老年人照护风险即时评估的方法，能根

据评估结果，即时调整老年人照护等级，制订应

对预案  

8/12 授课讲座 

照 护 计 划

制定 

（1）了解老年人照护计划的实施、检查、监督和评价等相关知识 

（2）熟悉老年人定期能力评估的重要性和基本知识 

（3）熟悉老年人能力评估分级知识、等级变更知识  

（1）掌握照护计划效果评价，能通过定期评估、

详细掌握老人身体变化状况；根据定期评估结果

调整照护计划；掌握照护计划的实施、检查、监

督等 

（2）掌握能力评估报告撰写要求和规范；能确定

最终能力评估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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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5 续 

培 训 模

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理论/技

能） 

教学 

方法 理论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适 老 环 境

和 辅 具 使

用评估  

（1）了解适老环境评估的相关概念、原则及意义，居家各场所适老环境

要求，适老环境改造的原则和措施 

（2）熟悉康复辅具需求评估知识（包括环境评估、功能评估、技能评估、

辅助评估等）  

（1）掌握适老环境评估工具的使用 

（2）掌握康复辅具需求评估的方法，能正确选用

评估辅具、进行康复辅具需求再评估  

  

质 量 管

理 

质量监督 
（1）了解质量监管的目的和意义 

（2）了解质量监管的内容  

（1）掌握质量监管的方法：现场巡视、指导等 

（2）掌握质量监管实施的工作要点  
6/12           

授课讲座、

案例分析 
质量控制 

（1）了解质量控制的程序 

（2）了解质量控制的内容  

（1）掌握质量控制的方法 

（2）掌握制定质量控制实施方案的方法  

培 训 指

导 

理论培训 
（1）了解培训教案的基本知识 

（2）了解计划的概念与基本要素  

（1）掌握培训教案编写基本要素、三级/高级工

以下级别人员常用知识及培训基本方法 

（2）掌握制定培训计划的方法  2/6 

授课讲座、

演示、角色

扮演、讨论 
技术指导 

（1）了解组织教学的方法、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别人员常用技能 

（2）了解论文撰写的概述  

（1）掌握撰写总结论文的方法 

（2）传授养老服务与管理经验  

                                                              总课时 20/36 

注：结业考核学时可根据考核要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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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专业技能培训内容见表 C.6。 

表 C.6 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专业技能培训内容 

培 训 模

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理

论/技能） 

 

教学 

方法 理论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照护 

评估 

专 项 功 能

评估 

（1）了解老年人专项评估的目的和意义 

（2）熟悉老年人专项评估（健康评估、抑郁评估、认知障碍评估等） 

的内容  

（1）掌握老年人专项评估的方法和技巧，能为老年

人建立健康档案 

（2）掌握老年人专项能力评估的计划制定、实施方

法和注意事项 、效果评价 

8/16 

授 课 讲

座、案例

分析 

照 护 计 划

完善 

（1）了解阶段性照护计划调整的目的及意义 

（2）熟悉老年人专项功能评估报告撰写要求和规范  

（1）掌握制定特殊老年人（抑郁症、失智症等精神

行为障碍、传染病以及其他特殊老人）照护计划的

方法，能根据各种突发因素调整照护计划，能完善

其他护理员制定的照护计划 

（2）掌握老年人专项功能评估报告的撰写方法  

评估管理 

（1）熟悉评估管理的概念、目的、意义以及跨部门、跨专业合作方法 

（2）熟悉老年人评估特殊个案处理的原则和要素 

（3）了解评估工具研发进展、照护评估的信息化等内容；熟悉照护评 

估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相关要素  

（1）掌握评估人员管理和督导的方法，能对评估结

果及照护计划进行分析，处理有争议的评估结果，

提供评估人员培训指导及能力提升， 明确评估的督

导、检查、评估和反馈职责 

（2）掌握老年人特殊个案的处理方法和工作要点 

（3）掌握评估争议的基本处理方法；掌握评估复核

流程、原则和方法  

质 量 管

理 

机 构 内 部

管理 

（1）了解质量控制的目标、质量管理岗位的要求、质量管理的内容及

流程 

（2）了解工作中存在的缺陷以及相关的预防及改进措施  

（1）掌握服务质量规范及评价指标、质量评价的基

本方法 

（2）掌握服务质量改进的基本方法  6/12 

授 课 讲

座、案例

分析 质 量 系 统

评价 

（1）了解质量评价的程序 

（2）了解持续质量改进（CQI）的内涵、组织与运行  

（1）掌握质量评价的基本方法 

（2）掌握质量持续改进的方法  



DB36/T 1579—2022 

 28

 

表 C.6 续 

培 训 模

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理

论/技能） 

 

教学 

方法 理论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培 训 指

导 

理论培训 

（1）掌握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养老护理员常用知识与技能 

（2）了解养老服务行业服务与管理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1）掌握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养老护理员组织培

训方法 

（2）掌握撰写研究报告书写规范格式、方法  
6/8 

 

授 课 讲

座 、 演

示、角色

扮演、讨

论 

培训管理 

（1）了解评价和改进的基本知识、实施培训管理的相关知识 

（2）了解评价培训效果的目的 

（3）了解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动态和政策信息  

（1）掌握评价改进的方法 

（2）掌握培训效果评价的基本知识、方法  

                                                                总课时 20/3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