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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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济南市莱芜区家庭服务业协会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济南市莱芜区家庭服务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济南市莱芜爱家家政有限公司、济南市蓝天泽雅健康服务有限公司、济南市莱芜

区泰山大姐职业培训学校、济南市莱芜金元物业有限公司、山东泽厚康养护理有限公司、济南市莱芜区

汇智咨询服务中心、济南市莱芜区妈咪悦产后服务中心、济南市莱芜区安家家居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洁、张秋燕、张秀苓、郑翠红、任桂花、段元爱、孙瑞坤、张先朋、孙斌、

栾秀玲、李凤、张荣、孙健、吕含秀、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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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服务培训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居家养老服务培训的基本要求、培训内容与要求、培训的组织与管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居家养老服务培训的组织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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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42  投诉处理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居家养老服务 

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服务的一种养老模式。 

4 基本要求 

4.1 机构要求 

4.1.1 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培训的机构应是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 

4.1.2 具有与培训目标、培训规模相适应的专兼职教师和专职管理人员。 

4.1.3 具有满足居家养老培训理论学习的教室及技能操作实习间，并配备相应的教学用具和设施设备

等。 

4.1.4 具有师资管理制度、学员管理制度、教学管理制度、教学设施设备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 

4.1.5 具有培训计划、培训规程、培训组织及评价考核制度。 

4.2 师资要求 

4.2.1 教师资质 

4.2.1.1 教师应热爱养老服务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基本的职业守则，具备丰富的养

老服务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具有实际操作经验和教学经验。 

4.2.1.2 教师应具有能够满足培训顺利开展的教案编制能力、教学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及沟通能

力。 

4.2.1.3 培训初级居家养老护理员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中级及以上职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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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 培训中级居家养老护理员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高级及以上职业资格，具备 2年以上教学经验。 

4.2.1.5 培训高级及以上居家养老护理员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具备 3年以上教学经

验。 

4.2.2 师资配备 

4.2.2.1 教师的聘任应以任职条件、思想道德和业务能力为标准，做到数量质量兼顾。 

4.2.2.2 理论知识培训至少每 30位学员配备 1名教师，技能操作培训至少 15位学员配备 1名教师。

开展高级培训时，专职教师应不少于 2名（其中有 1名为实操技能培训教师）。 

4.3 场地及设施要求 

4.3.1 培训场地 

4.3.1.1 培训场地环境应整洁、干净、安全，便于开展互动式教学、演示、情景模拟等活动。 

4.3.1.2 应根据培训内容分设理论知识培训场地和技能操作培训场地，并满足以下要求： 

——理论知识培训场地学员人均使用面积不少于2m
2
； 

——技能操作培训场地学员人均使用面积不少于4m
2
，有不少于80m

2
的操作场地。 

4.3.2 设施设备和用品 

4.3.2.1 理论知识培训场地应有黑板或书写白板、讲台、投影仪接口、投影屏幕、音箱、课桌椅等设

施设备和用品。 

4.3.2.2 技能操作培训场地应符合劳保、安全、消防、卫生等有关规定，具备实习、实训所必备的教

学设施、设备和用品。主要设备及数量参见附录 C。 

4.3.3 食宿场所 

4.3.3.1 需要安排食宿的，场所应符合公安、环保、消防、卫生等有关部门的规定。 

4.3.3.2 食宿条件能够满足培训规模需要。 

4.4 学员 

4.4.1 学员应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无传染性疾病和精神性疾病，具有一定的沟通、观察和操作能力，

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4.4.2 学员包括： 

——从事或准备从事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人员； 

——为提升职业水平和能力的人员； 

——照护居家老年人的其他人员。 

5 课时要求 

培训方式包括理论培训和实操培训两部分，课时应满足以下要求（每一个标准学时为45分钟～50

分钟）： 

——高级培训不少于 120标准学时（理论 72学时、实操 48学时）； 

——中级培训不少于 80标准学时（理论 48学时、实操 32学时）； 

——初级培训不少于 40标准学时（理论 24学时、实操 16学时）。 

6 培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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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制定培训计划 

6.1.1 应根据培训目标，在开设培训 4周前，制定培训计划。 

6.1.2 培训计划应包括以下内容： 

——培训时间、地点； 

——培训内容，包括大纲、教材、教学计划、教案等； 

——学员数量和报名要求； 

——培训教师资质和数量； 

——课程安排和学时设置； 

——培训成果考核要求。 

6.2 教学准备 

6.2.1 课程设置 

6.2.1.1 课程目标应明确，体现知识、技能技巧的传授和能力及职业道德的培养。 

6.2.1.2 课程内容应实用，前后连贯。课程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比例科学。 

6.2.1.3 根据教学大纲制定课程，包括居家养老服务基础知识培训内容（见附录 A），各等级居家养

老服务培训内容（见附录 B）。 

6.2.2 确定教材 

6.2.2.1 培训教材应选用居家养老服务培训的专用教材，适合学员特点及认知能力。 

6.2.2.2 教材应完整、准确，与培训内容相匹配，体现课程特点。 

6.2.2.3 培训教材应根据培训内容进行等级区分，采用适合该等级的相应教材。 

6.2.3 学时设置 

6.2.3.1 培训时间应科学合理，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培训任务。 

6.2.3.2 培训学时分配应符合第 5章的要求。 

6.2.4 确定培训场地 

6.2.4.1 培训机构应充分整合多种培训资源，落实教学场地及相关教学设施、设备和用品。 

6.2.4.2 培训设施、设备和用品应完备，工作正常。 

6.3 学籍管理 

6.3.1 学员报到时，应填写学员登记表（见附录 D），经审核后取得学籍。 

6.3.2 培训机构应编制学员学籍卡片和名册，实施档案化管理。 

6.3.3 培训机构与学员签订培训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6.3.4 学员培训学习期满考核后，学籍自然终止。 

6.4 教师管理 

6.4.1 培训机构应在培训前完成教师的聘任工作，建立培训教师档案。 

6.4.2 培训机构应采用课堂听课、听取学员反映、教学检查评估等方式对教师予以考核。 

6.5 教学组织 

6.5.1 培训机构应按照培训计划组织教学活动。 

6.5.2 教学时，教师应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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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清晰，表达准确； 

——备课充分，讲解熟练，示范准确； 

——与学员充分互动，效果良好。 

6.5.3 教学进度快慢适宜。 

6.5.4 应建立考勤制度，统计学员的出勤情况。 

6.5.5 及时收集学员对培训工作的意见建议，对培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处理。 

6.5.6 开展培训课程满意度调查，组织培训对象填写满意度调查表（见附录 E）。 

6.6 培训考核 

6.6.1 培训课程结束后，应组织学员进行考核。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为 90分钟；技能操作考试时间不少

于 30分钟。 

6.6.2 考核分为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考核两部分： 

——理论知识考核采用闭卷笔试方式； 

——技能操作考核采用现场实际操作或模拟操作的方式。 

6.6.3 理论知识考核和技能操作考核均实行百分制，成绩均达 60分以上者为合格。 

6.7 培训证书 

理论知识考核和技能操作考核均合格者，按其培训等级颁发相应的培训合格证书。 

7 继续培训 

8.1  培训合格后每两年接受继续培训，以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 

8.2  建立继续培训管理系统、登记手册，每次培训后登记学分。 

8 培训档案管理 

8.1 总则 

8.1.1 培训机构应制定相关制度，规范档案管理。 

8.1.2 培训机构宜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档案进行电子化管理。 

8.1.3 档案的保存期限一般不少于 3年。 

8.2 档案收集与整理 

8.2.1 培训机构应将培训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记录按照统一的原则进行汇总、分类、组卷、储存，形成

统一的档案，作为开展培训工作的重要依据。 

8.2.2 档案中的各项记录的内容应真实、完整。存入档案的资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培训计划； 

——培训教师登记表； 

——培训对象登记表及相关证明资料； 

——考核原始材料及登记表； 

——培训课程满意度调查表； 

——投诉处理表； 

——回访登记表； 

——分析评价与改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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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诉处理 

培训机构应建立投诉处理机制，主动处理学员的投诉，明确责任，妥善处置。投诉处理表见附录F。

投诉处理程序参照GB/T 17242的有关规定执行。 

10 培训评价与改进 

10.1 信息收集 

10.1.1 培训机构应对相关信息进行收集，信息收集方法包括： 

——发放问卷调查表； 

——客户投诉； 

——定期或不定期回访培训对象，了解培训效果； 

——调查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的培训需求； 

——收集各类媒体的相关报道； 

——行业研究报告。 

10.1.2 收集信息的方法应具有针对性、真实性和代表性，并定期评价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10.2 分析评价 

10.2.1 培训机构根据收集的相关信息，审核提取有效评价信息。 

10.2.2 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种统计方法进行分析处理，得出分析结论。 

10.3 改进 

培训机构应根据分析评价结论，有针对性地制定改进措施，并组织实施，以达到持续改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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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居家养老服务基础知识培训内容 

居家养老服务基础知识培训内容见表 A.1。 

表A.1 居家养老服务基础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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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记：1.能正确简述道德的内涵、特点、作用 

      2.能正确简述职业道德的内容、基本要

素、特征和作用 5 

讲授法、案例分

析法、网络学习

法 居家养老护理员职业

守则 

识记：能正确简述居家养老护理员职业守则的内

容 

居家养老护

理员职业要

求 

居家养老护理员职业

工作须知 

识记：能正确简述居家养老护理员的职业定位和

工作内容 

4 

讲授法、情景教

学法、网络学习

法 

居家养老护理员服务

礼仪规范 

识记：能正确简述居家养老护理员各种礼仪的规

范性要求 

居家养老护理员个人

防护知识 

识记：1.能正确简述居家养老护理员个人防护的

相关知识 

      2.能正确简述居家养老护理员自我照顾

的相关知识 

老年人护理

基础知识 

生理特点 
识记：1.能正确简述人体基本结构和系统的功能 

      2.能正确简述老年人的生理特点 

4 

讲授法、讨论法、

案例教学法、网

络学习法 

心理特点 识记：能正确简述居家老年人的心理特点 

护理特点 识记：能正确简述居家老年人的护理特点 

常见疾病护理知识 
识记：能正确简述老年人常见慢性疾病及其护理

要求 

营养需求及饮食种类 
识记：能正确简述居家老年人饮食营养需求及饮

食种类的相关知识 

老年人护理

方法 

一般情况观察 

识记：1.能正确简述居家老年人一般情况的观察

方法 

      2.能正确简述居家老年人生活经历、生活

能力的观察方法 
4 

讲授法、讨论法、

案例教学法、网

络学习法 
护理记录方法 

识记：1.能正确简述居家老年人护理记录的内容 

      2.能正确简述居家老年人护理记录应注

意的问题 

基本救助方法 理解：能准确概述居家老年人基本救助的方法 

安全卫生、环

境保护 

安全防护规范及相关

知识 

识记：能正确简述居家老年人安全防护基本规范 

理解：能准确概述居家养老护理员安全防护基本

规范及其相关知识 
4 

讲授法、讨论法、

案例教学法、网

络学习法 
卫生防护知识 识记：能正确简述居家老年人卫生防护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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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教学方法 

及其相关知识 

环境保护知识 识记：能正确简述居家老年人环境保护相关知识 

居室整理及消毒隔离

知识 

识记：能正确简述居家老年人居室整理及消毒隔

离相关知识 

法律法规及

政策 

国家颁布的老年人相

关政策，以及《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民法

典》《劳动法》、居家

养老服务标准等相关

知识 

识记：能正确简述国家颁布的老年人相关政策，

以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民法典》《劳动法》、

居家养老服务标准等相关知识 

2 

讲授法、讨论法、

案例教学法、网

络学习法 

养老文化 

养老文化的概述 

识记：1.能正确简述养老文化的理念 

      2.能正确简述传统养老文化的内涵与特

征 
3 

讲授法、讨论法、

网络学习法 中国养老文化的发展 理解：能准确概述我国养老文化面临的挑战 

新型养老文化建设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探索新型养老文化建设

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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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各等级居家养老服务培训内容 

B.1 初级居家养老服务理论培训内容见表B.1。 

表 B.1  初级居家养老服务理论培训内容 

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教学方法 

一、生活照料 

饮食照料 

识记：1.能正确简述老年人进食体位和治疗饮食的概

念 

      2.能正确简述老年人饮食种类及有益健康的饮

品种类、目的及治疗饮食的特点 

理解：能准确概述老年人进食体位摆放目的及进食体

位的种类、饮食结构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准确观察老年人吞咽困难、

进食呛咳的异常情况 

2 

讲授法、演示法、

案例教学法、讨

论法、网络学习

法 

排泄照料 

识记：1.能正确简述老年人排泄异常的观察方法 

      2.能正确简述影响排便的环境因素及规律排便

的方法 

      3.能正确简述床上使用的便器种类 

      4.能正确简述尿垫与纸尿裤的种类和适用范围 

      5.能正确简述开塞露药物的作用机理及适应症 

理解：1.能准确概述老年人排泄异常的护理 

      2.能准确概述老年人便器的使用方法 

      3.能准确概述老年人尿失禁的照料 

      4.能准备概述解除便秘的常用方法 

      5.能准确概述老年人呕吐的照料方法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有效地照料呕吐、排泄

异常的老年人                                                                                                                                                                                                                                                                                                                                                                                   

4 

讲授法、演示法、

案例教学法、讨

论法、网络学习

法 

睡眠照料 

识记：能正确简述老年人的睡眠特点 

理解：1.能准确概述营造老年人睡眠环境并做好睡眠

准备的方法 

      2.能准确概述老年人睡眠观察要点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帮助老年人养成良好的睡眠

习惯 

2 

讲授法、演示法、

案例教学法、讨

论法、网络学习

法 

清洁照料 

识记：1.能正确简述老年人身体清洁的目的 

      2.能正确简述仪容仪表概念及其对老年人的积

极意义 

      3.能正确简述身体沐浴的种类 

      4.能正确简述老年人头发养护的方法 

      5.能正确简述老年人口腔健康的标准 

      6.能正确简述老年人保持口腔健康的方法 

      7.能正确简述义齿清洗、存放的原则 

4 

讲授法、演示法、

案例教学法、讨

论法、网络学习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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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教学方法 

理解：1.能准确概述居家老年人生活环境照料内容 

      2.能准确概述居家老年人居室卫生要求 

      3.能准确概述更换被服要求 

      4.能准确概述老年人口腔清洁的方法 

      5.能准确概述佩戴义齿的注意事项及义齿的摘

取和佩戴方法 

      6.能准确概述老年人的洗发要求 

运用：1.能运用所学知识，帮助老年人正确摘取和佩

戴义齿 

      2.能运用所学知识，指导老年人穿适宜的衣、

裤、鞋、袜 

二、基础护理 

应急救护 

识记：能正确简述急救的定义、原则、注意事项 

理解：1.能准确概述老年人常见撞伤、跌伤、磕伤等

初步的处理方法及常见止血方法 

2.能准确概述老年人创伤常用的包扎材料与包

扎方法 

3.能准确概述老年人跌倒的表现及危险因素，

以及老年人跌倒后的正确处理方法 

4.能准确概述老年人常用的移动辅具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初步消毒、止血、包扎、

固定、搬运等应急救护 

4 

讲授法、演示法、

讨论法、角色扮

演法、网络学习

法 

用药照料 

识记：1.能正确简述常用口服药的剂型及用药原则 

      2.能正确简述常用药物的不良反应 

理解：1.能准确概述老年人常备药的种类及保管方法 

      2.能准确概述非自理老年人的给药方法 

运用：1.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完成督促、协助老年

人按时用药 

      2.能运用所学知识，及时、正确告知本人、家

属补充老年人的自备药，并能正确判断老年人用药后

的不良反应 

2 

讲授法、演示法、

讨论法、角色扮

演法、网络学习

法 

冷热应用 

识记：1.能正确简述老年人皮肤生理特点 

      2.能正确简述取暖物品的类型及皮肤异常变化

的观察 

      3.能正确简述老年人使用热水袋的注意事项 

      4.能正确简述老年人湿热敷的方法及应用范围 

理解：1.能准确概述老年人使用热水袋时的温度控制、

使用方法 

      2.能准确概述老年人湿热敷的禁忌 

      3.能准确概述老年人湿热敷的温度控制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应用冷热疗法 

3 

讲授法、演示法、

讨论法、角色扮

演法、网络学习

法 

三、康复护理 康乐活动 
识记：1.能正确简述手工活动的目的和方法 

      2.能正确简述娱乐游戏活动的作用和技巧 
2 

讲授法、演示法、

讨论法、网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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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教学方法 

活动保护 

识记：能正确简述拐杖、轮椅等的作用、种类 

理解：能准确概述拐杖、轮椅等的使用方法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指导老年人使用辅助工具，

预防跌倒 

习法 

四、健康管理 

健康管理的基

本步骤 
理解：能准确概述健康管理的基本步骤 

1 

讲授法、讨论法、

案例教学法、网

络学习法 
健康管理的基

本内容 
理解：能准确概述健康管理的基本内容 

B.2 初级居家养老服务技术操作培训内容见表B.2。 

表 B.2  初级居家养老服务技术操作培训内容 

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技能操作 教学目标 
学时安

排 
教学方法 

一、生活

照料 

饮食照料 喂食 

1.能为老年人摆放进食体位 

2.能协助老年人进食进水 

3.能观察老年人进食、进水的种类和数量，报告并记

录异常变化 

4.能协助呕吐的老年人变换体位 

2 

演示法、操

作练习法、

回示法、网

络学习法 

排泄照料 

协助如厕 能帮助老年人正常如厕                                                                                                                                                                                                                                                                                                                                                                              

3 
尿壶、便盆使

用 
能帮助卧床老年人使用便器排便 

更换纸尿裤 能为老年人更换一次性尿布、纸尿裤 

睡眠照料 睡眠照料 
1.能为老年人布置睡眠环境 

2.能观察老年人睡眠状况，报告并记录异常变化 
1 

清洁照料 

铺床 能为老年人整理、更换床铺、被褥 

4 

穿脱衣裤 能为老年人更衣 

一般口腔护理 能为老年人清洁口腔 

义齿护理 能为老年人摘戴、清洗义齿 

床上洗头、洗

脚 
能为老年人做好坐位洗发、床上洗发 

淋浴、床上擦

浴、修剪指

（趾）甲 

1.能为老年人清洁身体 

2.能为老年人修饰仪表仪容 

翻身 
能为卧床老年人翻身，并观察皮肤变化，报告并记录

异常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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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技能操作 教学目标 
学时安

排 
教学方法 

二、基础

护理 

应急救护 

止血、包扎 能对老年人外伤、磕伤进行初步应急止血 

3 

演示法、操

作练习法、

回示法、网

络学习法 

固定 能配合医护人员对老年人骨折部位进行固定 

搬运 能配合医护人员搬运骨折老年人 

用药照料 口服给药 

1.能帮助老年人正确服药 

2.能观察老年人用药物后的反应，记录并报告 

3.能检查常用药是否过期并及时处理 

1 

冷热应用 

热水袋使用 能使用热水袋为老年人入睡时保暖 

1 

热湿敷 
1.能为老年人进行湿热敷 

2.能观察老年人皮肤异常情况，报告并记录 

三、康复

护理 

康乐活动 示范康乐活动 
1.能教会并带领老年人进行手工活动 

2.能带领老年人进行健身娱乐活动 

1 

活动保护 
拐杖使用 

轮椅使用 

1.能教会老年人使用拐杖、轮椅等辅助器具进行活动 

2.能使用轮椅辅助老年人进行活动 

3.能使用轮椅等辅助工具转运搬移老年人 

B.3 中级居家养老服务理论培训内容见表B.3。 

表 B.3  中级居家养老服务理论培训内容 

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教学方法 

一、生活照料 

饮食照料 

识记：1.能正确简述鼻饲的定义和常用鼻饲饮食 

      2.能正确简述噎食、误吸的基本知识 

理解：能准确概述鼻饲管在胃内的确定方法 

运用：能运行所学知识，针对噎食、误吸迅速做出正

确急救措施 

3 

讲授法、演示法、

角色扮演法、讨

论法、网络学习

法 

排泄照料 

识记：1.能正确简述老年人便秘的相关知识 

      2.能正确简述留置导尿的相关知识 

      3.能正确简述床上使用的便器种类 

      4.能正确简述尿垫与纸尿裤的种类和适用范围 

      5.能正确简述开塞露药物的作用机理及适应症 

理解：1.能准确概述人工取便的基本知识 

2.能准确概述二便标本采集原则 

      3.能准确概述老年人排泄物异常的观察方法 

      4.能准备概述老年人正常尿液的性状 

      5.能准确概述更换尿袋的要求、方法 

      6.能准确概述留置导尿的老年人尿量及颜色的

观察要点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判断老年人异常尿液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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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教学方法 

性状                                                                                                                                                                                                                                                                                                                                                                                   

睡眠照料 

识记：1.能正确简述老年人常见的睡眠障碍 

      2.能正确简述老年人常见的不良睡眠习惯 

理解：1.能准确概述影响老年人睡眠的环境因素 

      2.能准确概述老年人睡眠障碍的照料方法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指导老年人改善不良的

睡眠习惯 

4 

清洁照料 

识记：1.能正确简述清洁会阴的目的 

      2.能正确简述会阴清洗的范围 

      3.能正确简述压疮的预防知识、观察要点 

      4.能正确简述口腔护理的相关知识 

      3.能正确简述隔离的相关知识 

      5.能正确简述清洁消毒的概念、种类及方法 

理解：能准确概述老年人常见的口腔护理问题 

运用：1.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进行居家消毒隔离工

作 

      2.能运用所学知识，预防老年人压疮 

8 

二、基础护理 

应急救护 

理解：1.能准确概述老年人四肢骨折的表现以及常用

固定方法 

2.能准确概述搬运骨折老年人的常用方法 

3.能准确概述老年人异物卡喉及进入呼吸道、

消化道的表现和急救要点 

4.能准确概述老年人烫伤的表现及急救要点 

5.能准确概述老年人触电的现场急救措施 

6.能准确概述老年人煤气中毒的表现及现场急

救措施 

7.能准确概述老年人中暑的表现及现场急救措

施 

8.能准确概述老年人心跳骤停的表现及心肺复

苏术的步骤和要点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紧急处理老年人窒息、烫伤、

触电、煤气中毒等意外伤害，并对心跳、呼吸骤停的

老年人实施心肺复苏术 

6 

讲授法、演示法、

讨论法、案例分

析法、网络学习

法 

用药照料 

识记：1.能正确简述雾化吸入的概念 

      2.能正确简述常用外用药的相关知识 

      3.能正确简述压疮的相关知识 

理解：1.能准确概述雾化吸入给药的目的、方法 

      2.能准确概述引发老年人压疮的因素及处理措

施 

      3.能准确概述眼、耳、鼻等外用药的使用方法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掌握不同给药途径外用

药的使用方法 

4 

讲授法、演示法、

讨论法、角色扮

演法、网络学习

法 



T/LWJ 1—2020 

13 

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教学方法 

冷热应用 

识记：1.能正确简述体温的正常值、影响因素及测量

方法 

      2.能正确简述温水擦浴的概念 

理解：1.能准确概述物理降温的作用及影响因素 

      2.能准确概述温水擦浴的要求 

      3.能准确概述冰袋使用的种类与使用方法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实施体温的测量、物理

降温 

4 

讲授法、演示法、

讨论法、角色扮

演法、网络学习

法 

遗体照料 

识记：1.能正确简述清洁遗体的目的 

      2.能正确简述整理遗物的原则 

理解：1.能准确概述清洁遗体的方法 

      2.能准确概述遗体料理的操作要求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完成遗体照料  

4  

三、康复护理 

康乐活动 

识记：1.能正确简述健身器材的概念、分类和目的 

      2.能正确简述体位转换的概念和目的 

理解：能准确概述使用健身器材的原则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协助体位转换 
4 

讲授法、演示法、

讨论法、网络学

习法 

功能锻炼 

识记：能正确简述老年人常见的异常步态 

理解：能准确概述老年人穿脱衣服训练的方法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帮助失能老年人进行站

立、行走等活动 

四、健康管理 
健康状况的检

测和信息收集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完成老年人健康状况的

检测和健康信息的收集 
3 

讲授法、讨论法、

案例教学法、网

络学习法 

B.4 中级居家养老服务技术操作培训内容见表B.4。 

表 B.4  中级居家养老服务技术操作培训内容 

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技能操作 教学目标 
学时安

排 
教学方法 

一、生活照料 

饮食照料 

鼻导管喂食技术 能照料带鼻饲管的老年人进食 

3 

讲授法、演

示法、角色

扮演法、讨

论法、网络

学习法 

噎食、误吸急救

术 

能对发生噎食、误吸的老年人采取相应的紧

急救助措施 

排泄照料 

人工取便术 能使用人工取便的方法辅助老年人排便                                                                                                                                                                                                                                                                                                                                                                               

5 

尿袋更换术 

1.能为留置导尿的老年人更换尿袋 

2.能观察留置导尿老年人的尿量及颜色并记

录 

粪袋更换术 能为有肠造瘘的老年人更换粪袋 

简易通便术 能使用开塞露辅助老年人排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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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技能操作 教学目标 
学时安

排 
教学方法 

粪便、尿标本采

集术 
能采集老年人的二便标本 

睡眠照料 睡眠照料 

1.能识别影响老年人睡眠的环境因素 

2.能照料有睡眠障碍的老年人入睡 

3.能指导老年人改变不良的睡眠习惯 

3 

清洁照料 

清洁会阴 能为老年人清洁会阴 

3 

特殊口腔护理 能为老年人进行口腔护理 

床旁隔离技术 能对老年人进行床旁消毒隔离 

清洁消毒 能对老年人房间进行终末清洁消毒 

二、基础护理 

应急救护 

海姆利克急救法 
能紧急应对老年人异物卡喉及异物进入消化

道、呼吸道 

6 

演示法、操

作练习法、

回示法、网

络学习法 

跌倒现场处理 能采取正确方法处理老年人跌倒 

烫伤现场处理 能正确紧急处理老年人烫伤 

触电现场处理 能正确快速地切断电源，使老年人脱离电源 

煤气中毒现场处

理 
能正确快速使老年人脱离煤气中毒现场 

中暑急救 能正确处理老年人中暑 

心肺复苏术 
能准确判断老年人是否心跳骤停，并正确实

施心肺复苏术 

用药照料 

雾化吸入术 能为老年人进行雾化吸入 

3 滴入术 能为老年人使用眼、耳、鼻等外用药 

Ⅰ度压疮护理 能为Ⅰ度压疮的老年人提供护理 

冷热应用 

体温测量 能为老年人测量体温 

3 冰袋的使用 能用冰袋为高热老年人进行物理降温 

温水擦浴 能用温水擦浴为高热老年人进行物理降温 

遗体照料 尸体护理 
1.能进行老年人遗体料理 

2.能进行老年人遗物整理 
4 

三、康复护理 

康乐活动 

辅助使用健身器

材 
能教老年人使用健身器材 

2 

演示法、操

作练习法、

回示法、网

络学习法 

变换卧位 能帮助老年人进行床上体位转换 

功能锻炼 
穿脱衣裤 能帮助老年人进行穿脱衣服训练 

简单的康复训练 能帮助老年人进行站立、行走活动 



T/LWJ 1—2020 

15 

B.5 高级居家养老服务理论知识培训内容见表B.5。 

表 B.5  高级居家养老服务理论知识培训内容 

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教学方法 

一、生活照料 

饮食照料 

识记：1.能正确简述影响老年人饮食的因素 

      2.能正确简述老年人进食、进水困难的表现 

      3.能正确简述适宜不同病症的治疗饮食 

理解：1.能准确概述老年人常见的不良饮食习惯 

      2.能准确概述老年人进食、进水困难的原因 

      3.能准确概述老年人治疗饮食的落实内容 

运用：能运行所学知识，正确检查治疗饮食的落实情

况 

6 

讲授法、演示法、

角色扮演法、讨

论法、网络学习

法 

排泄照料 

识记：1.能正确简述老年人便秘、大便失禁的表现 

      2.能正确简述老年人排尿异常的表现及常见原

因 

      3.能正确简述老年人呕吐的原因 

      4.能正确简述老年人呕吐物的性质 

      5.能正确简述肠造瘘的概念和适用对象 

理解：1.能准确概述老年人二便异常的分析方法 

2.能准确概述老年人二便异常的常见原因 

      3.能准确概述老年人呕吐的应对措施 

      4.能准确概述肠造瘘口的护理措施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分析判断老年人二便异

常                                                                                                                                                                                                                                                                                                                                                                                   

8 

讲授法、演示法、

讨论法、网络学

习法 

二、基础护理 

消毒防护 

识记：能正确简述常用的消毒监测标准 

理解：1.能准确概述监测老年人居室消毒效果的常用

方法 

      2.能准确概述紫外线灯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3.能准确概述常用消毒液的配制方法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准确配制常用消毒液并正确

使用 

5 
讲授法、演示法、

网络学习法 

应急救护 

理解：1.能准确概述老年人突然倒下的观察与急救要

点 

2.能准确概述老年人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表

现及急救要点 

3.能准确概述老年人哮喘发作的表现和急救要

点 

4.能准确概述急危重症老年人的观察要点 

5.能准确概述老年人缺氧的表现 

6.能准确概述安全使用氧气筒的注意事项 

7.能准确概述老年人氧气吸入的操作方法及注

意事项 

8.能准确概述老年人吸痰的指征、操作方法 

8 

讲授法、演示法、

角色扮演法、讨

论法、案例分析

法、网络学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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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教学方法 

9.能准确概述老年人心肺复苏的流程、注意事

项 

临终关怀 

识记：1.能正确简述临终关怀的概念、目的和特点 

      2.能正确简述临终老你人家属的心理压力来源 

      3.能正确简述肢体语言的内容和要求 

理解：1.能准确概述临终老年人的心理变化特点 

      2.能准确概述临终老年人家属的安慰方法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有效的进行临终关怀 

6 

讲授法、演示法、

讨论法、网络学

习法 

三、康复护理 

康乐活动 

识记：能正确简述智力障碍及痴呆的概念 

理解：1.能准确概述健身康复操的作用及要求 

      2.能准确概述老年性痴呆的临床表现 

      3.能准确概述智力障碍的老年人康复训练方案

法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指导老年人健身康复操 
8 

讲授法、演示法、

角色扮演法、讨

论法、网络学习

法 

功能锻炼 

识记：1.能正确简述肢体障碍的概念和评定标准 

      2.能正确简述压力下尿失禁的概念 

理解：1.能准确概述肢体障碍老年人功能训练的方法 

      2.能准确概述压力下尿失禁功能训练的方法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帮助失能老年人进行站

立、行走等活动 

四、心理护理 

心理疏导 

识记：能正确简述老年人正常的心理变化特点 

理解：能准确概述老年人心理异常的常见表现 

运用：1.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运用语言心理疏导的

常用技巧 

      2.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运用非语言心理疏导

的常用技巧 

6 

讲授法、演示法、

角色扮演法、讨

论法、网络学习

法 

心理保健 

识记：1.能正确简述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标准 

      2.能正确简述休闲娱乐活动对老年人的意义 

理解：能准确概述老年人心理保健的要点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选择适于老年人的休闲

娱乐活动项目 

6 

五、培训指导 

培训 

识记：1.能正确简述基础培训知识 

      2.能正确简述培训教案基本知识 

理解：1.能准确概述培训教案编写方法 

      2.能准确概述基础培训技巧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运用基础培训技巧 

5 
讲授法、演示法、

讨论法、案例分

析法、网络学习

法 

指导 
识记：能正确简述实践指导一般知识 

理解：能准确概述实践指导方法 
5 

六、健康管理 健康管理评估 

理解：能准确概述各种评估报告结果对老年人健康的

影响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实施老年人的生理健康

评估、心理健康评估、社会功能评估、生活质量评估，

3 

讲授法、演示法、

讨论法、网络学

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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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教学方法 

并发现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危险因素 

健康管理计划 
运用：能运用所学知识，制定老年人健康管理计划、

提供健康指导 
2 

B.6 高级居家养老服务技术操作培训内容见表B.6。 

表 B.6  高级居家养老服务技术操作培训内容 

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技能操作 教学目标 
学时安

排 
教学方法 

一、生活照

料 

饮食照料 进食指导 

1.能识别老年人进食、进水困难的基本原因 

2.能对老年人不良饮食习惯提出改善建议 

3.能检查老年人治疗饮食的落实情况 

6 
讲授法、演

示法、角色

扮演法、讨

论法、网络

学习法 
排泄照料 

二便观察 能识别老年人二便异常的基本原因                                                                                                                                                                                                                                                                                                                                                                               
4 

呕吐护理 能对呕吐的老年人采取应对措施 

二、基础护

理 

消毒防护 消毒处理 
1.能实施老年人房间消毒 

2.能监测老年人居室的消毒结果 
6 

讲授法、操

作练习法、

回示法、网

络学习法 

应急救护 

心、脑血管意

外现场急救 

能初步识别老年人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表现，并

实施初步现场急救 

8 
演示法、情

景教学法、

操作练习

法、回示法、

网络学习法 

哮喘发作急

救 
能为或帮助老年人紧急使用哮喘药物 

氧气吸入 能协助为老年人进行氧气吸入 

心肺复苏术 
能为心跳骤停老年人进行现场心肺复苏，并组织实

施心肺脑复苏 

临终关怀 临终护理 

1.能运用肢体肢体语言为临终老年人提供慰藉支

持 

2.能为临终老年人及其家属提供精神安慰支持 

4 

三、康复护

理 

康乐活动 健身操锻炼 
1.能辅导老年人完成健身康复操 

2.能协助智力障碍的老年人进行康复训练 

4 

演示法、操

作练习法、

回示法、网

络学习法 
功能锻炼 

肢体功能锻

炼 
能帮助肢体障碍老年人进行功能康复训练 

二便功能康

复训练 
能帮助压力性失禁的老年人进行功能康复训练 

四、心理护

理 

心理疏导 心理疏导 
1.观察并发现老年人心理变化的原因 

2.能针对老年人的异常情绪实施心理疏导 
4 

演示法、情

景教学法、

回示法、网

络学习法 
心理保健 心理保健 

1.能对老年人及其家属进行心理健康宣教 

2.能根据老年人的兴趣，带动老年人进行活动 
4 

五、培训指 培训 培训 1.能制定初级养老护理员的培训知识 4 示教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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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技能操作 教学目标 
学时安

排 
教学方法 

导 2.能编写初级养老护理员培训教案 

3.能开展初级养老护理员的基础培训 

景教学法、

网络学习法 

指导 实践指导 

1.能对初级养老护理员进行实践指导 

2.能对初级养老护理员操作中各种疑难问题进行

示范、指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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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实操技能培训专用设备和物品配置表 

实操技能培训专用器材、设备和物品种类可参照表A.1的要求配置。 

表 C.1  实操技能培训专用设备和物品配置表 

序号 器材、设备及物品名称 

1 护理床、气垫床、海绵床垫及套、床罩、被罩、枕芯、枕套、毛毯、防水中单 

2 上下服装、毛巾、浴巾、充气式洗头盆、梳子、吹风机、手动剃须刀、电动剃须刀、鼻毛剪、

挖耳勺、眼罩、牙刷、指甲刀、义齿模型、假牙盒、塑料脸盆、不锈钢水壶 

3 围嘴、水杯、餐具 

4 轮椅、轮椅餐桌、轮椅座垫/套、手拐杖、四角手杖、肘拐杖、腋拐杖、助行器、定向轮助行

器、万向轮助行器、三轮多功能助行器、四轮多功能助行器、康复助行器 

5 坐便器、男便器、女便器、导尿包、会阴冲洗包 

6 换药包、口护包、鼻饲包、灌肠包、膀胱冲洗包、氧气瓶、湿化瓶及表、吸痰器/管、雾化器、

开口器、摆药盘/碗 

7 血压计、三通式听诊器、肛/口/腋体温计、喷咽壶 

8 热水袋/套、冰袋/套、冰帽、试水温度计 

9 隔离衣、保护手套、无菌手套包、一次性手套、1000 毫升量杯、小闹钟 

10 覆膜人体挂图、人体模型、男性生殖器模型、女性生殖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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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D 

（资料性） 

学员登记表 

表 D.1  学员信息登记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照片 籍贯  出生地  学历  

民族  职业  联系电话  

工作 

单位 
 培训编号  

身份 

证号 
 健康状况  

个人 

简历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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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E 

（资料性） 

培训课程满意度调查表 

表 E.1  培训课程满意度调查表 

 

培训班名称：                                                   培训时间： 

 

主  讲  人：                                                   评 价 人： 

 

评价 

项目 
评价指标 

评价分值 

（分值越高越满意，分值越低越不满意，在分数栏

打“”） 

10 9 8 7 6 5 4 3 2 1 

课 

程 

设 

置 

课程目标明确性           

课程内容前后的连贯性           

理论与实操的比例分配           

培训内容的实用性           

培训内容满足您需求的程度           

课 

堂 

教 

学 

培训教师的语言清晰、表达准确程度           

培训教师备课充分、讲解熟练、示范准确程度           

培训教师教学进度快慢的适应程度           

培训教师与培训对象的互动效果           

培训教师的逻辑思维能力           

培训教材的完整、准确性           

组织 

安排 

培训时间及地点安排           

培训用具及设备的完善程度           

培训形式的认同           

综合 培训效果和您的预期相比           

总分（满分1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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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F 

（资料性） 

投诉处理表 

表 F.1  投诉处理表 

姓    名  性   别  联系电话  

培训编号  投诉时间  

投诉形式 □电话    □信函    □面谈    □网络    □其他 

投诉资料 □附实物    □附书面材料     □其他 

投诉内容 

 

                                      记录人： 

                                                          年    月    日 

调查记录 

 

                                    调查人： 

                                                          年    月    日 

调查结果 

1）投诉事项是否属实   □属实     □不属实 

2）该客户投诉频次     □经常     □偶尔     □初次 

3）类似投诉           □经常     □偶尔     □初次 

4）责任部门：                     

调查负责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解决方案 

                                               

                                              签名： 

                                                          年    月    日 

实施情况 
                                              签名： 

                                                          年    月    日 

回访时间  回访形式 □电话   □信函   □面谈   □网络  □其他 

回访意见 □满意  □不满意 回访人员  

培训机构主要负

责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