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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领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技能鉴定提供

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

要，立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有关专

家，制定了《婴幼儿发展引导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一、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为依据，

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 年版）》有关要求，以“职业

活动为导向、职业能力为核心”为指导思想，对婴幼儿发展引导员从业人员的职

业活动内容进行规范细致描述，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

了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

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四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工作要求和权重

表四个方面的内容。本《标准》以客观反映现阶段本职业的水平和对从业人员的

要求为目标，在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对本职业影响的基

础上，对职业的活动范围、工作内容、技能要求和知识水平作了明确规定。

三、本《标准》起草单位有：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山东省公共就业和人

才服务中心、山东省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山东成人教育协会、山东师

范大学、山东女子学院、山东省委机关第二幼儿园、山东省妇幼保健院、河北清

华发展研究院、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济南市历下区第一实验幼教集团文

东园、山东义方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主要指导人员有：黄琦、李文军、丁文花。

主要起草人员有：王治芳、张根建、王俊玲、何孔潮、顾吉有、徐爽、张晓杰、

王明辉、齐文辉、李苏。参与起草人员有：贾雪、黄振中。

四、本《标准》审定单位及人员有：北京师范大学洪秀敏、上海市早期教育

指导服务中心茅红美、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许春华、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家

校协同专业委员会程锦慧、温州大学宋占美、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许培斌、淄博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赵瑜、西南大学杨晓萍、成都师范学院文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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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葛恒双、贾成千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
①
起施行。

① 2021 年 12 月 2 日，本《标准》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颁布网约配送员等 18
个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通知》（人社厅发[2021]92 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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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发展引导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21 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婴幼儿发展引导员

1.2 职业编码

4-10-01-01

1.3 职业定义

从事 0～3岁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引导，并对婴幼儿看护人提供辅助咨询服

务工作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 4个等级,分别为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

/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人格健全，身心健康；尊重婴幼儿，支持看护人；细心，有爱心、耐心和责

任心；观察敏锐，善于表达。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培训参考学时

四级/中级工 120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 100标准学时，二级/技师 100标

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 80标准学时。

1.9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9.1 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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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相关职业
②
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

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

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

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

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工作 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

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

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及本科院校毕业生，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② 相关职业：育婴员、保育师、孤残儿童护理员、生殖健康咨询师、母婴护理员、幼儿教育

教师、儿科护士、儿科医师等职业，下同。
②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中等职业教育的幼儿保育、母婴照护专业，高等职业教育专科的婴幼

儿托育服务与管理、早期教育、学前教育专业及健康管理、护理、儿童康复治疗等专业，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的学前教育专业及临床医学、护理学、妇幼保健医学等专业，研究生教育的

学前教育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二级学科及儿科学、护理学、中医儿科学等专业，技工

院校的婴幼儿托育及相关护理、幼儿教育、健康服务与管理、健康与社会照护等专业，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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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2）具有研究生教育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

作 3年（含）以上。

1.9.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

方式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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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及笔试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

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技师和高级技师，通常采取审阅申

报材料、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分（含）以

上者为合格。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技能考核采用现场操作或模拟操作时，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5，且考评人员为 3人（含）以上单数；技能考核采用笔试时，考评人员与考

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名考评人员。综合评审委员为 3人（含）

以上单数。

1.9.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技能考核时间：采用现场操作或模拟操作

方式考核时不少于 30min，采用笔试方式考核时不少于 90min；综合评审时间不

少于 30min。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在计算机机房进行。技能考核采取模拟操作时，

应在具有婴儿模型、喂养用具、烹饪器具、流动水源、日常保健用品及婴幼儿睡

眠、就餐、活动等必需的物品，配备现场全方位监控和即时录像设备，且室内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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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通风条件良好、光线充足、设施安全的场所进行；采取笔试时，应在配备投影

仪和音视频播放设备的标准教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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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遵纪守法，诚信服务。

（2）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关爱孩子，尊重差异。

（4）认真观察，积极回应。

（5）好学善思，主动发展。

2.2 基础知识

2.2.1 孕期引导知识

（1）孕产妇身心变化规律及特点。

（2）胎儿发育规律及特点。

（3）孕期营养和运动。

2.2.2 婴幼儿身心发育知识

（1）婴幼儿生理发育规律及特点。

（2）婴幼儿心理发育规律及特点。

2.2.3 婴幼儿发展引导知识

（1）婴幼儿动作发展及其环境营造。

（2）婴幼儿认知发展及其环境营造。

（3）婴幼儿语言发展及其环境营造。

（4）婴幼儿情感与社会性发展及其环境营造。

2.2.4 婴幼儿照护基本知识

（1）婴幼儿营养与喂养。

（2）婴幼儿睡眠与日常生活习惯。

（3）婴幼儿常见病与预防。

（4）婴幼儿回应性照护。

（5）婴幼儿早期学习及机会创设。

（6）婴幼儿发展及养育环境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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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婴幼儿安全知识

（1）婴幼儿安全的基本理念。

（2）婴幼儿日常居家与出行安全。

（3）婴幼儿伤害预防。

（4）婴幼儿常见伤害紧急处理。

2.2.6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相关知识。

（8）《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相关

知识。

（9）《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10）《托儿所幼儿园保健工作规范》相关知识。

（11）《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相关知识。

（12）《0～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规范》相关知识。

（13）《0～6岁儿童健康管理技术规范》相关知识。

（14）《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修订）》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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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的技能要

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

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孕

期

引

导

1.1

生理

健康

1.1.1 能指导孕妇建立良好生活规

律并做好安全防护

1.1.2 能及时提醒、告知孕妇产检

项目

1.1.3 能协助孕妇自测血压、称体

重、计算体重指数并做记录

1.1.4 能指导孕妇自主识别胎动并

计数

1.1.1 孕期生活规律与安全防护的知

识和方法

1.1.2 孕妇产检时间及对应项目

1.1.3 孕妇日常自我监测的知识和

方法

1.1.4 胎动识别及计数方法

1.2

心理

健康

1.2.1 能帮助孕、产妇了解孕期及

产后常见心理反应

1.2.2 能指导孕、产妇表达内心感

受与想法

1.2.3 能指导孕、产妇合理宣泄负

面情绪

1.2.1 孕、产妇在不同时期的心理特

点

1.2.2 合理情绪疗法的理论知识及

应用方法

1.2.3 宣泄负面情绪的方法及注意

事项

1.3

营养

运动

1.3.1 能依据膳食指南及膳食宝塔

指导孕、产妇膳食

1.3.2 能指导孕妇适宜增重

1.3.3 能指导孕妇选择适宜的常见

运动方式

1.3.1 孕期、哺乳期膳食指南及膳食

宝塔

1.3.2 孕期体重管理知识

1.3.3 孕期运动知识及注意事项

2.

照

护

引

导

2.1

营养

喂养

2.1.1 能介绍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并

正确指导

2.1.2 能在相关专业人员确认无法

进行母乳喂养或母乳喂养不足的情况

下，指导看护人进行配方奶喂养

2.1.3 能指导看护人正确使用喂养

工具

2.1.4 能指导看护人进行辅食添加

2.1.5 能指导看护人引导婴幼儿养

成良好的饮水习惯

2.1.6 能指导看护人为婴幼儿创造

安静、轻松、愉快的进餐环境

2.1.7 能指导看护人协助婴幼儿进

餐，学习独立进餐

2.1.8 能指导看护人制订适宜的食

谱

2.1.1 母乳喂养的知识和方法

2.1.2 人工喂养的知识和方法

2.1.3 婴儿辅食添加知识

2.1.4 婴幼儿饮水常见问题及解决

方法

2.1.5 婴幼儿使用餐具的注意事项

2.1.6 婴幼儿进餐环境与气氛的创

设

2.1.7 婴幼儿食谱的制作

2.2

保健

2.2.1 能指导看护人为婴幼儿正确

盥洗与便后清洁

2.2.1 婴幼儿盥洗的方法、要求及注

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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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 2.2.2 能指导看护人培养婴幼儿盥

洗、排便、穿脱衣服等生活技能

2.2.3 能指导看护人为婴幼儿提供

良好的睡眠环境和设施，并加强睡眠

过程看护

2.2.4 能指导看护人培养婴幼儿用

眼、口腔等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2.2.5 能指导看护人识别婴幼儿哭

闹、肢体动作等所表达的生理需求并

回应

2.2.6 能指导看护人及时为婴幼儿

进行预防接种

2.2.7 能指导看护人识别和护理婴

幼儿发热、惊厥、呕吐等常见症状

2.2.2 婴幼儿两便清洁方法和注意事

项

2.2.3 婴幼儿用眼习惯、口腔卫生习

惯培养的知识

2.2.4 婴幼儿睡眠特点、安全睡眠常

识

2.2.5 婴幼儿不同月龄情绪变化及

回应措施

2.2.6 婴幼儿预防接种的知识及注

意事项

2.2.7 婴幼儿常见症状的护理知识和

方法

2.3

安全

防护

2.3.1 能指导看护人排查婴幼儿居

家安全隐患

2.3.2 能指导看护人排查婴幼儿出

行安全隐患

2.3.3 能指导看护人注意婴幼儿饮

食安全

2.3.4 能指导看护人注意婴幼儿用

药安全

2.3.5 能指导看护人避免对婴幼儿

的轻视、歧视和语言暴力等

2.3.1 婴幼儿居家安全知识

2.3.2 婴幼儿出行安全知识

2.3.3 婴幼儿饮食安全知识

2.3.4 婴幼儿用药安全知识

2.3.5 妨碍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

行为

3.

发

展

引

导

3.1

动作

发展

3.1.1 能指导看护人为婴幼儿创设

有利于身体活动的环境

3.1.2 能指导看护人与婴幼儿进行

被动操、主被动操等活动

3.1.3 能指导看护人发展婴幼儿抬

头、翻身、坐、爬、站立、走、跑、

钻、踢、跳等粗大动作

3.1.4 能指导看护人促进婴幼儿

抓、捏、握等精细动作发展

3.1.5 能指导看护人与婴幼儿开展

适宜的舞蹈与律动活动

3.1.6 能指导看护人与婴幼儿开展

涂鸦、绘画和简单手工等活动

3.1.1 创设适宜婴幼儿动作发展环境

的策略

3.1.2 婴儿先天性反射的相关知识

3.1.3 婴幼儿粗大动作发展的基本规

律

3.1.4 婴幼儿精细动作发展的基本规

律

3.1.5 婴幼儿艺术教育的方法

3.2

语言

发展

3.2.1 能指导看护人结合实物和动

作，引导婴幼儿倾听和理解语言

3.2.2 能指导看护人引导婴幼儿使

用声音、动作和词汇等进行简单的互

动和交流

3.2.3 能指导看护人培养婴幼儿阅

读的兴趣和习惯

3.2.1 婴幼儿言语发展的整体特点

及影响因素

3.2.2 反应式倾听与及时回应在婴

幼儿语言发展中的重要性

3.2.3 亲子共读环境创设、婴幼儿阅

读材料选择的策略

3.2.4 婴幼儿语言互动游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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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能指导看护人吟唱童谣或儿

歌等

3.3

认知

发展

3.3.1 能指导看护人为婴幼儿提供

有利于视、听、触等感知觉发展的材

料

3.3.2 能指导看护人鼓励婴幼儿认

识与辨别物体的明显特征

3.3.3 能指导看护人启发婴幼儿进

行简单的分类、配对和排序等游戏活

动

3.3.1 婴幼儿感知觉发展的基本规

律与特点

3.3.2 婴幼儿注意、记忆发展的基本

规律及特点

3.3.3 婴幼儿思维、想象发展的基本

规律和特点

3.4

情绪

和社

会性

发展

3.4.1 能指导看护人保持稳定的情

绪，创设温暖、愉快的心理氛围

3.4.2 能指导看护人正确识别并及

时回应婴幼儿的情绪反应

3.4.3 能指导看护人帮助婴幼儿理

解和辨别悲伤、恐惧、愤怒、愉悦等

不同情绪

3.4.4 能指导看护人引导婴幼儿理

解并遵守简单的规则

3.4.1 婴幼儿情绪情感发展的基本

规律

3.4.2 情绪分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3.4.3 婴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基本规

律

3.4.4 婴幼儿社会性游戏的方法

4.

发

展

测

评

与

咨

询

4.1

发展

测评

4.1.1 能指导看护人了解婴幼儿身

心发展指标

4.1.2 能指导看护人观察、记录婴

幼儿发展状况

4.1.3 能使用适宜的沟通技巧了解

婴幼儿发展及照护状况

4.1.1 婴幼儿身心发展指标

4.1.2 婴幼儿发展状况观察、记录的

要点

4.1.3 倾听技巧和谈话技巧

4.1.4 婴幼儿照护状况的知识

4.2

环境

评估

4.2.1 能指导看护人了解婴幼儿生

活用品、玩具、图书、游戏材料等的

配备要求

4.2.2 能使用适宜的沟通技巧了解

婴幼儿照护环境状况

4.2.1 婴幼儿生活用品、玩具、图书、

游戏材料等的配备要求

4.2.2 婴幼儿照护环境的知识

4.3

资源

咨询

4.3.1 能帮助看护人了解社区婴幼

儿医疗保健机构

4.3.2 能帮助看护人了解社区婴幼

儿保育和教育机构

4.3.3 能帮助看护人了解社区婴幼

儿游戏场所

4.3.1 社区婴幼儿医疗保健机构的职

能

4.3.2 婴幼儿保育与教育机构的职

能

4.3.3 婴幼儿游戏场所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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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

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孕

期

引

导

1.1

生理

健康

1.1.1 能提醒并讲解重点产检项目

及注意事项

1.1.2 能指导孕妇识别常见症状，并

给予保健指导

1.1.3 能指导孕妇识别临产征兆，

做好分娩物品准备

1.1.1 重点产检筛查项目及注意事项

1.1.2 孕期常见症状的表现及处理方

法

1.1.3 临产的表现特点及应对策略，

物品准备及注意事项

1.2

心理

健康

1.2.1 能帮助孕、产妇识别一般心

理问题

1.2.2 能指导孕妇进行系统的放松

练习

1.2.3 能指导孕、产夫妇建立和谐

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

1.2.1 孕、产妇一般心理问题的表现

1.2.2 孕妇放松练习的操作方法及注

意事项

1.2.3 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特点及应

对策略

1.3

营养

运动

1.3.1 能指导孕、产妇合理摄入营

养补充剂

1.3.2 能根据膳食食谱为孕、产妇

及家属示范营养餐的制作方法

1.3.3 能指导并教授孕妇学习基本

的凯格尔运动、孕期韵律操等孕期运

动

1.3.1 孕期常见营养补充剂

1.3.2 营养餐制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1.3.3 盆底肌锻炼及孕期韵律操的基

础运动方法及注意事项

2.

照

护

引

导

2.1

营养

喂养

2.1.1 能指导看护人观察母乳喂

养、人工喂养的质量指标

2.1.2 能指导看护人对婴幼儿食物

过敏进行预防和照护

2.1.3 能指导看护人制订适宜的膳

食计划和食谱

2.1.4 能指导看护人培养婴幼儿良

好的饮食习惯

2.1.1 母乳喂养、人工喂养的质量观

察指标及建议

2.1.2 乳母膳食安排及喂奶期间注意

事项

2.1.3 不同月龄婴幼儿食品选择的相

关知识

2.1.4 平衡膳食的原则与要求

2.1.5 婴幼儿饮食习惯的培养方法

2.2

保健

护理

2.2.1 能指导看护人观察处理婴幼

儿盥洗、排便中的问题

2.2.2 能指导看护人观察判断婴幼

儿睡眠情况，引导婴幼儿规律作息

2.2.3 能指导看护人观察判断婴幼

儿眼、耳、口腔等感觉器官的发育情

况

2.2.4 能指导看护人对婴幼儿常见

疾病、传染病进行简单护理

2.2.1 婴幼儿卫生习惯培养方法

2.2.2 婴幼儿大小便异常问题的应对

方法

2.2.3 婴幼儿睡眠质量观察指标

2.2.4 婴幼儿眼、耳、口腔等感觉器

官的发育指标和指导方法

2.2.5 婴幼儿常见疾病、传染病护理

的知识和方法

2.3

安全

防护

2.3.1 能指导看护人及时发现并制

止婴幼儿可能引发危险后果的行为

2.3.2 能指导看护人引导婴幼儿理

解并遵守简单的安全规则

2.3.3 能指导看护人预防与紧急处

2.3.1 危害婴幼儿安全的常见行为与

处理方式

2.3.2 婴幼儿安全教育实施方法

2.3.3 婴幼儿自我保护能力培养要点

2.3.4 婴幼儿意外伤害的处理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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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婴幼儿烧烫伤、窒息、触电、创伤、

鼻出血、动物咬伤等意外伤害

注意事项

3.

发

展

引

导

3.1

动作

发展

3.1.1 能指导看护人定期更换游戏

材料，创设具有一定挑战性的身体活

动环境

3.1.2 能指导看护人丰富婴幼儿的

运动活动和经验，增加户外运动的机

会

3.1.3 能指导看护人提供多类型材

料，促进婴幼儿剪贴、拼搭、叠套、

搭建、制作等精细动作发展

3.1.1 自制玩具创设运动环境的方法

和技巧

3.1.2 婴幼儿粗大动作发展的类型与

训练

3.1.3 婴幼儿精细动作发展的类型与

训练

3.2

语言

发展

3.2.1 能指导看护人结合日常生

活，用丰富的语言与婴幼儿互动

3.2.2 能指导看护人鼓励婴幼儿多

听、多看、多说和多问

3.2.3 能指导看护人为婴幼儿提供

适宜的儿歌、故事和图画书

3.2.1 婴幼儿前言语时期的特点

3.2.2 婴幼儿单词句时期的特点

3.2.3 婴幼儿电报句时期的特点

3.2.4 婴幼儿简单句时期的特点

3.2.5 婴幼儿语用发展的特点

3.3

认知

发展

3.3.1 能指导看护人引导婴幼儿对

周围事物产生和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

3.3.2 能指导看护人鼓励婴幼儿探

索周围环境

3.3.3 能指导看护人引导婴幼儿发

现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

3.3.1 婴幼儿认知游戏的方法

3.3.2 婴幼儿注意、记忆的影响因素

与培养策略

3.3.3 婴幼儿思维、想象发展的影响

因素及培养策略

3.4

情绪

与社

会性

发展

3.4.1 能指导看护人理解并接纳婴

幼儿的情绪，寻找情绪产生的原因

3.4.2 能指导看护人及时肯定和鼓

励婴幼儿的情绪表达

3.4.3 能指导看护人帮助婴幼儿调

节情绪

3.4.4 能指导看护人为婴幼儿提供

社会交往的机会和条件

3.4.1 情绪在婴幼儿心理发展中的作

用

3.4.2 婴幼儿情绪反应的识别与回应

3.4.3 婴幼儿的情绪表达特点与支持

策略

3.4.4 婴幼儿社会交往的特点及支持

策略

4.

发

展

测

评

与

咨

询

4.1

发展

测评

4.1.1 能指导看护人对婴幼儿发展

状况进行系统性、针对性观察

4.1.2 能正确使用测评工具检测婴

幼儿身心发展指标

4.1.3 能就婴幼儿发展方面的常见

问题提供咨询

4.1.1 婴幼儿发展观察记录的设计与

实施

4.1.2 婴幼儿身心发展指标检测的方

法

4.1.3 就婴幼儿发展方面常见问题提

供咨询的方法

4.2

环境

评估

4.2.1 能评估看护人养育婴幼儿的

理念

4.2.2 能就婴幼儿养育环境方面的

常见问题提供咨询

4.2.1 科学的婴幼儿养育理念

4.2.2 就婴幼儿养育环境方面常见问

题提供咨询的方法

4.3

资源

咨询

4.3.1 能评估有关婴幼儿养育的讲

座及其他来源的知识与经验

4.3.2 能向看护人推荐适宜的婴幼

4.3.1 婴幼儿发展与养育的科学理念

4.3.2 婴幼儿发展与养育相关的讲座

与专家资源获取及学习与咨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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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养育讲座及专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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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

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孕

期

引

导

1.1

生理

健康

1.1.1 能提醒、告知孕妇在医师指导下

合理用药

1.1.2 能示范、教授陪产者做好陪产准

备

1.1.1 孕期合理用药特点、基本原

则、药物对妊娠危险等级分类的知识

1.1.2 陪产者需具备的素质、陪产

知识及支持策略

1.2

心理

健康

1.2.1 能使用心理量表筛查孕、产妇的

焦虑、抑郁，并提供建议与支持

1.2.2 能指导孕、产妇及家属建立相对

和谐的家庭关系

1.2.1 焦虑、抑郁筛查量表的使用

方法

1.2.2 亲属关系特点及应对策略

1.3

营养

运动

1.3.1 能指导孕妇及家属进行膳食食

谱制作

1.3.2 能对孕、产妇常见生理不适进行

运动指导

1.3.1 食谱的制作知识及方法

1.3.2 食物交换份法及能量计算

1.3.3 孕期常见不适的缓解方法

2.

照

护

引

导

2.1

营养

喂养

2.1.1 能根据医嘱指导看护人对婴幼

儿发热、腹泻等常见疾病进行膳食喂养指

导

2.1.2 能指导看护人矫正婴幼儿不良

的饮食习惯

2.1.1 幼儿食谱的制作方法

2.1.2 婴幼儿饮食健康知识

2.2

保健

护理

2.2.1 能指导看护人针对婴幼儿发育

情况制订和落实个性化保健护理方案

2.2.2 能指导看护人及时处理婴幼儿

疑似传染病，必要时建议送医

2.2.1 婴幼儿个性化保健护理方案

制订要点

2.2.2 婴幼儿传染病的预防和护理

知识

2.3

安全

防护

2.3.1 能指导看护人制订和落实婴幼

儿伤害预防与处置预案

2.3.2 能识别与处置婴幼儿呼吸困难、

晕厥、过敏反应、中毒等紧急突发症状

2.3.1 婴幼儿伤害预防与处置预案

2.3.2 婴幼儿紧急突发症状的特点

及相应的护理要求

3.

发

展

引

导

3.1

动作

发展

3.1.1 能指导看护人合理调节促进婴

幼儿各类动作发展的机会和条件的均衡

性

3.1.2 能指导看护人改编或创编简单

的动作游戏

3.1.1 婴幼儿动作发展的途径及注

意事项

3.1.2 改编或创编动作游戏的要求

与注意事项

3.2

语言

发展

3.2.1 能指导看护人创设环境增进与

婴幼儿的互动交流

3.2.2 能指导看护人改编或创编简单

的语言游戏

3.2.1 创设语言环境的方法

3.2.2 改编或创编语言游戏的要求

与注意事项

3.3

认知

发展

3.3.1 能指导看护人利用各种场合和

机会帮助婴幼儿认识周围环境中的事物

和现象

3.3.2 能指导看护人改编或创编简单

的认知游戏

3.3.1 创设认知环境的方法

3.3.2 改编或创编认知游戏的要求

与注意事项

3.4
3.4.1 能指导看护人帮助婴幼儿调节

情绪

3.4.1 婴幼儿不良情绪的调整方法

3.4.2 改编或创编规则游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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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

和社

会性

发展

3.4.2 能指导看护人改编或创编简单

的规则游戏

及注意事项

4.

发

展

测

评

与

咨

询

4.1

发展

测评

4.1.1 能结合对婴幼儿的观察，解释婴

幼儿身心发展测评结果

4.1.2 能就婴幼儿发展方面的个性化

问题提供咨询

4.1.1 身心发展测评结果的分析方

法

4.1.2 就婴幼儿发展方面的个性化

问题提供咨询的方法

4.2

环境

评估

4.2.1 能综合评估看护人的养育情况

4.2.2 能就个性化养育环境状况提供

咨询

4.2.1 婴幼儿发展与养育的科学知

识

4.2.2 就个性化养育环境状况提供

咨询的方法

4.3

资源

咨询

4.3.1 能为看护人推荐适宜的婴幼儿

养育社会资源

4.3.2 能评估看护人利用社会资源的

效果

4.3.1 婴幼儿养育社会资源的获取

4.3.2 社会资源干预措施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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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

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孕

期

引

导

1.1

生理

健康

1.1.1 能帮助孕妇识别孕期异常症状

1.1.2 能及时提醒、辅助特殊疾病孕妇

日常保健

1.1.1 孕期异常症状的表现

1.1.2 孕期高血压、糖尿病、贫血

等疾病的知识、日常保健方法及注意

事项

1.2

心理

健康

1.2.1 能帮助孕、产妇识别严重心理问

题，并建议及时送医

1.2.2 能对危机状态的孕、产妇进行初

步干预

1.2.1 孕、产妇严重心理问题的表

现

1.2.2 孕、产妇危机干预的知识、

方法

1.3

营养

运动

1.3.1 能配合医嘱，指导特殊孕妇进行

营养餐制作

1.3.2 能配合医嘱，指导特殊孕妇的运

动

1.3.1 妊娠期糖尿病、妊高症等妊

娠合并症的营养膳食要点及注意事项

1.3.2 妊娠期糖尿病、胎盘低置等

特殊情况的运动指导

2.

照

护

引

导

2.1

营养

喂养

2.1.1 能指导看护人依据婴幼儿发育

指标及时调整喂养策略

2.1.2 能指导看护人对过敏、食物不耐

受、早产、低体重等婴幼儿进行喂养

2.1.1 婴幼儿生长发育曲线和科学

制订食谱的方法

2.1.2 婴幼儿特殊情况的营养喂养

知识

2.2

保健

护理

2.2.1 能评估婴幼儿照护环境异常状

况，并提出改进建议

2.2.2 能指导看护人识别与护理婴幼

儿发育异常情况

2.2.1 婴幼儿照护环境异常状况及

评估要点

2.2.2 婴幼儿发育异常表现及护理

要点

2.3

安全

防护

2.3.1 能评估婴幼儿伤害防控异常状

况，并提出改进建议

2.3.2 能评估婴幼儿伤害预防与处置

预案，并提出改进建议

2.3.1 婴幼儿伤害防控异常状况及

评估要点

2.3.2 婴幼儿伤害预防与处置预案

3.

发

展

引

导

3.1

动作

发展

3.1.1 能指导看护人识别婴幼儿动作

发展问题

3.1.2 能协助看护人配合医疗干预计

划进行婴幼儿动作发展训练

3.1.1 婴幼儿动作发展常见问题及

表现

3.1.2 婴幼儿动作发展医疗干预计

划中家庭护理和训练的配合要点

3.2

语言

发展

3.2.1 能指导看护人识别婴幼儿语言

发展问题

3.2.2 能协助看护人配合医疗干预计

划进行婴幼儿语言发展训练

3.2.1 婴幼儿语言发展常见问题及

表现

3.2.2 婴幼儿语言发展医疗干预计

划中家庭护理和训练的配合要点

3.3

认知

发展

3.3.1 能指导看护人识别婴幼儿认知

发展问题

3.3.2 能协助看护人配合医疗干预计

划进行婴幼儿认知发展训练

3.3.1 婴幼儿认知发展常见问题及

表现

3.3.2 婴幼儿认知发展医疗干预计

划中家庭护理和训练的配合要点

3.4

情绪

和社

会性

3.4.1 能指导看护人识别婴幼儿情绪

社会性发展问题

3.4.2 能协助看护人配合医疗干预计

划进行婴幼儿情绪和社会性发展训练

3.4.1 婴幼儿情绪社会性发展常见

问题及表现

3.4.2 婴幼儿情绪社会性发展医疗

干预计划中家庭护理和训练的配合要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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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4.

发

展

测

评

与

咨

询

4.1

发展

测评

4.1.1 能对婴幼儿发展异常问题进行

评估

4.1.2 能对婴幼儿发展异常问题提供

咨询

4.1.1 婴幼儿发展异常问题的知识

4.1.2 婴幼儿发展异常问题咨询方

法

4.2

环境

评估

4.2.1 能对养育环境异常问题进行评

估

4.2.2 能对养育环境异常问题提供咨

询

4.2.1 养育环境异常问题的知识

4.2.2 养育环境异常问题咨询方法

4.3

资源

咨询

4.3.1 能根据需要向看护人推荐专业

的心理咨询机构

4.3.2 能根据需要向看护人推荐专业

的特殊教育服务资源

4.3.1 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的职能

及资源获取方法

4.3.2 专业的特殊教育服务资源的

职能及资源获取方法

5.

指

导

与

培

训

5.1 业

务指导

5.1.1 能对本职业二级/技师及以下级

别人员提供业务指导

5.1.2 能对本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人

员进行工作评价

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人员业务指

导与评价策略

5.2 业

务培训

5.2.1 能根据本职业二级/技师及以下

级别人员的工作需求制订恰当的培训方

案

5.2.2 能根据本职业二级/技师及以下

级别人员培训方案实施培训

5.2.1 培训方案的设计要点与注意

事项

5.2.2 培训方案组织实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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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10 10 10 10

基础知识 15 15 10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孕期引导 10 10 5 5

照护引导 30 25 25 20

发展引导 30 30 35 20

发展测评与咨询 5 10 15 20

指导与培训 - - -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孕期引导 15 15 10 10

照护引导 40 35 30 25

发展引导 35 35 40 25

发展测评与咨询 10 15 20 25

指导与培训 - - -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