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职业编码：4-10-01-02

育婴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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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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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有关
专家，制定了《育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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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为核心”为指导思想，对育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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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
三级/高级工三个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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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订内容主要有以下变化：
——从行业发展和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前瞻性出发，把托育机构相关从业人
员工作范畴纳入育婴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
——新增加健康与管理职业功能，满足社会日益重视婴幼儿健康管理的需
要。
——各职业功能工作内容增加，满足新时期婴幼托育机构、家庭等对育婴员
职业工作内容不断发展需要。
三、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河南省职业鉴定指导中心、山东英才学院、
河南春苗职业培训学校、成都师范学院、河南中医药大学、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宋庆龄儿童发展中心、郑州第一人民医院、保定宫静育婴师培训学校、郑州
市劳动保障培训就业指导中心、河南省人民医院。主要起草人有：李伟杰、刘冰、
宋占美、程冠三、文颐、张世卿、姚梅玲、姚蓓喜、杨建丽、宫静、刘瑞琴、杨
于嚣、马彩霞等。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单位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市托幼协会、
河南大学、郑州人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郑州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福建师范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郑州市中医院、河
南省中医院、启元幼儿园、真爱幼幼机构。主要审定人员有：王书荃、胡育、岳
亚平、苗萍、宋丽莉、张传霞、丁海东、琚玮、刘馨、薛玉珠、单海军、邹丽娟、
郭爱。参与编审人员有：张灵芝、贾成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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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优生优育协会、衡水顺达培训学校
的大力支持；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程维祎提供了有关资料和建议。在此一并感
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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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婴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育婴员

1.2

职业编码
4-10-01-02

1.3

职业定义
在 0～3 岁婴幼儿家庭从事婴幼儿日常生活照料、护理和辅助早期成长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三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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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听觉正常，动作灵活，观察敏锐，良好语言表达能力，

有爱心、耐心和责任心。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8.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①工作 1 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
①

相关职业：婴幼儿发展引导员、幼儿教育教师、儿科医师、儿科护士、孤残儿童护理员、母婴保健技

术服务人员、保健调理师、健康管理师、保育员、家政服务员，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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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 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 ②或相关专业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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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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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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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操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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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考试、技能
考核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以上者为合格。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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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考核采用模拟操作或现场操作时，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5，且考评人员为 3

②

本专业：学前教育、早期教育，下同。

③

相关专业：中职：护理、中医护理、家政服务与管理、营养与保健；高职高专：护理、预防医学、公

共卫生管理、人口与家庭发展服务、临床医学、中医学、食品营养与卫生、健康管理、医学营养、心理
咨询、营养配餐、特殊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中医康复技术；普通高校：护理学、
基础医学、预防医学、中医学、妇幼保健医学、针灸推拿、教育学、小学教育，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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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含）以上单数。技能考核采用笔试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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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技能考核时间：采用笔试方式考核时不少于 90min，
采用现场操作或模拟操作方式考核时不少于 30min。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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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考核在具有必要的流动水源、玩
具、婴幼儿睡眠和配餐活动物品，且室内卫生通风条件良好、光线充足、设施安全，并配
备投影仪和播放设备的场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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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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尽职守。
（2）关爱幼儿，科学养育。
（3）平等对待，尊重差异。
（4）认真观察，合规操作。
（5）勤奋好学，友好合作。
2.2

基础知识

2.2.1 0～3 岁婴幼儿教养基本理念
（1）0～3 岁婴幼儿教养原则。
（2）0～3 岁婴幼儿教养行为规范。
（3）0～3 岁婴幼儿教养环境。
2.2.2 0～3 岁婴幼儿生长发育基础知识
（1）0～3 岁婴幼儿解剖及生理发育规律和特点。
（2）0～3 岁婴幼儿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
（3）0～3 岁婴幼儿发育行为基础知识。
2.2.3 0～3 岁婴幼儿日常生活照料和护理基础知识
（1）0～3 岁婴幼儿营养与喂养。
（2）0～3 岁计划免疫与预防接种。
（3）0～3 岁婴幼儿保健与护理的基础知识。
2.2.4 0～3 岁婴幼儿日常生活中教育的基础知识
（1）0～3 岁婴幼儿听说能力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2）0～3 岁婴幼儿感官教育及认知能力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3）0～3 岁婴幼儿动作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2.2.5 安全工作常识
（1）育婴员日常安全知识。
（2）家用电器安全操作及消防安全知识。
（3）食品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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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户外安全知识。
（5）室内安全知识。
（6）急救常识及家庭护理包。
2.2.6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的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知识。
（7）《三岁前小儿教养大纲》的相关知识。
（8）《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的相关知识。
（9）《0～6 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规范》的相关知识。
（10）《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规范》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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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
进，高级别包括低级别的要求。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1.1 喂
养

1.
生
活
照
料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1.1 能指导母乳喂养
1.1.2 能选择和冲调配方奶粉
1.1.3 能使用奶瓶喂哺婴儿
1.1.4 能进行婴儿溢奶的预防和处理
1.1.5 能进行混合喂养
1.1.6 能给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不同喂
养方式下的婴幼儿补充水分
1.1.7 能为婴幼儿做好餐前准备、餐后整
理

1.1.1 母乳喂养的基础知识
1.1.2 奶制品选择的相关知识
1.1.3 奶瓶喂哺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1.1.4 喂养中的常见问题
1.1.5 饮水常识及不同的喂水方法

1.2 进
餐与食品
制作

1.2.1 能制作婴儿泥状食品
1.2.2 能制作简单婴幼儿食品
1.2.3 能制作婴幼儿蔬果汁
1.2.4 能制作婴幼儿点心
1.2.5 能辅助婴幼儿进餐（喂食）
1.2.6 能引导婴幼儿使用餐具

1.2.1 辅食添加的目的、原则和顺序
1.2.2 婴幼儿食品制作的注意事项
1.2.3 婴幼儿食材的选择及注意事项
1.2.4 婴幼儿使用餐具的相关知识

1.3 排
泄与睡眠

1.3.1 能引导婴幼儿排便
1.3.2 能为婴幼儿进行便后清洁
1.3.3 能为婴儿更换尿布或纸尿裤
1.3.4 能为婴幼儿准备睡眠卧具
1.3.5 能安抚婴幼儿入睡

1.3.1 婴幼儿排便的生理特点
1.3.2 便后清洁的注意事项
1.3.3 睡眠与婴幼儿生长发育的关系
1.3.4 适宜的睡眠环境要求

1.4 盥
洗

1.5 出
行照护

1.6 环
境创设与
清洁消毒

1.4.1 能为婴幼儿进行五官、皮肤及褶皱
处、臀部的清洁及护理
1.4.2 能为婴幼儿洗脸、洗头、洗澡（擦
浴）
1.4.3 能为婴幼儿修剪指（趾）甲
1.5.1 能为婴幼儿选择和更换衣服、鞋袜
1.5.2 能包裹婴儿
1.5.3 能背、抱婴幼儿
1.5.4 能为婴幼儿准备出行的各种用具
和物品
1.5.5 能使用婴幼儿童车
1.5.6 能使用车载儿童座椅
1.6.1 能选择和营造婴幼儿安全卫生生
活环境
1.6.2 能清洁婴幼儿餐具和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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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婴幼儿五官的生理特点及盥洗要
求
1.4.2 婴幼儿皮肤的生理特点及盥洗要
求
1.4.3 女婴的生理结构及盥洗要求
1.4.4 男婴的生理结构及盥洗要求
1.5.1 婴幼儿服装选择的知识
1.5.2 保暖和婴幼儿健康的关系
1.5.3 背、抱婴幼儿的动作要领
1.5.4 婴幼儿出行的注意事项
1.5.5 童车的基本功能、规格与使用方
法
1.5.6 常用车载婴幼儿座椅的规格与使
用方法
1.6.1 环境卫生与婴幼儿成长的关系
1.6.2 清洁和消毒的区别
1.6.3 清洁用品的功能与作用

1.6.3 能清洁、消毒婴儿尿布和便器
1.6.4 能清洁婴幼儿玩具、家具、卧具
1.6.5 能选择常用的消毒剂

2.
保
健
与
护
理

3.
健
康
与
管
理

2.1 常
规体格检
查
2.2 预
防接种

2.2.1 能按时让婴幼儿接受预防接种
2.2.2 能为婴幼儿预防接种后做适宜的
处理

2.3 常
见症状护
理

2.3.1 能为婴幼儿测量腋温
2.3.2 能为婴幼儿测量肛温
2.3.3 能为患病婴幼儿喂药
2.3.4 能为患病婴幼儿滴眼、耳及鼻药
2.3.5 能带婴幼儿就医

3.1 预
防伤害与
急救

3.1.1 能为婴幼儿表皮擦伤进行护理
3.1.2 能为婴幼儿四肢扭伤进行初步处
理
3.1.3 能为婴幼儿皮下血肿进行初步处
理
3.1.4 能为婴幼儿蚊虫叮咬、蜂蛰后进行
初步处理
3.1.5 能为婴幼儿烫伤进行初步处理
3.1.6 能为婴幼儿鼻出血进行初步处理

3.2 健
康与指导

3.3 心
理与行为
观察

4.
教
育
实
施

2.1.1 能为婴幼儿测量体重
2.1.2 能为婴幼儿测量身长（高）
2.1.3 能提醒婴幼儿正常儿保体检

4.1 动
作发展指
导

1.6.4 消毒用品的功能与作用
1.6.5 各类婴幼儿物品清洁的注意事项
1.6.6 各类婴幼儿物品消毒的注意事项
2.1.1 婴幼儿体格发育测量的基本内容
2.1.2 婴幼儿体格发育测量工具的使用
及测量方法
2.2.1 国家计划免疫要求
2.2.2 预防接种的一般反应及其处理

2.3.1 体温计的类型及其使用
2.3.2 婴幼儿用药的相关知识
2.3.3 就医前的准备工作

3.1.1 发生意外伤害的常见原因
3.1.2 表皮擦伤护理的注意事项
3.1.3 四肢扭伤处理的注意事项
3.1.4 皮下血肿处理的注意事项
3.1.5 蚊虫叮咬、蜂蛰后处理的注意事
项
3.1.6 烫伤处理流程及注意事项
3.1.7 鼻出血处理的注意事项

3.2.1 能观察新生儿喂养、睡眠、大小便、
黄疸、脐部情况
3.2.2 能从婴幼儿面色、舌色、唇色、腹
3.2.1 新生儿一日照护基础知识
3.2.2 婴幼儿亚健康特征
部、四肢温度及饮食状况发现婴幼儿亚健
3.2.3 婴幼儿口腔、视力、听力发育知
康状态
3.2.3 能发现婴幼儿口腔、视力、听力偏 识
3.2.4 抚触的手法与步骤
异并指导
3.2.5 三浴的原则与注意事项
3.2.4 能为婴幼儿进行抚触
3.2.5 能为婴幼儿进行日光浴、空气浴、
水浴
3.3.1 能观察婴幼儿运动、认知、语言、
3.3.1 婴幼儿运动、认知、语言、社会
社会性发展的异常情况
性发展的特点
3.3.2 能初步观察与发现婴幼儿行为问
3.3.2 婴幼儿行为问题特征
题
4.1.1 能帮助与指导婴幼儿进行抬头、翻
身的练习
4.1.2 能帮助与指导婴幼儿进行坐、爬的
练习
4.1.3 能帮助与指导婴幼儿进行站立、行
走的练习
4.1.4 能指导婴幼儿进行跑、跳、投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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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粗大动作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4.1.2 进行粗大动作游戏的要求与注意
事项
4.1.3 精细动作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4.1.4 进行精细动作游戏的要求与注意
事项

练习
4.1.5 能指导婴幼儿进行精细动作的练
习
4.2 语
言能力培
养

4.2.1 能与婴幼儿一起玩语言互动游戏
4.2.2 能为婴幼儿讲故事
4.2.3 能为婴幼儿念儿歌、童谣

4.3 认
知能力培
养

4.3.1 能与婴幼儿一起玩触摸、听觉、视
觉、嗅觉、味觉活动
4.3.2 能正确鼓励与呵护婴幼儿的好奇
心

4.4 社
会性（情
感）能力
培养

4.4.1 能辨识婴幼儿的啼哭，并给予及
时的回应和适宜的保教
4.4.2 能与婴幼儿保持良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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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听说能力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4.2.2 进行语言互动游戏的要求与注意
事项
4.2.3 讲故事、念儿歌与童谣的要求与
注意事项
4.3.1 感官教育及认知能力发展的特点
与规律
4.3.2 开展婴幼儿触摸、听觉、视觉、
嗅觉、味觉游戏的要求与注意事项

4.4.1 婴幼儿啼哭的缘由、类型和特征
4.4.2 婴幼儿依恋的相关知识

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1.1 喂养

1.2 进餐
与食品制
作
1.
生
活
照
料

1.3 排泄
与睡眠

1.4 作息
时间安排
及制订

1.5 环境
创设与清
洁消毒

2.
保
健
与
护
理
3.
健
康
与
管
理

2.1 特殊
婴幼儿保
健

2.2 常见
症状护理

3.1 预防
伤害与急
救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1.1 能进行断奶期的护理
1.1.2 能进行呛奶的预防和处理
1.1.3 能处理混合喂养中出现的问
题
1.1.4 能为不同月龄段婴幼儿选择
适合的饮水工具
1.2.1 能为 7～12 个月的婴儿制作
一日膳食
1.2.2 能为 13～18 个月的幼儿制
作一日膳食
1.2.3 能为 19～24 个月的幼儿制
作一日膳食
1.2.4 能为 25～36 个月的幼儿制
作一日膳食
1.3.1 能观察婴幼儿的大小便并做
出相应的处理
1.3.2 能引导婴幼儿使用便器，专
心排便
1.3.3 能进行睡眠环境的创设
1.3.4 能引导婴幼儿按时入睡
1.3.5 能进行睡眠不安的处理
1.4.1 能制订 0～6 个月婴儿的一
日作息表
1.4.2 能制订 7～12 个月婴儿的一
日作息表
1.4.3 能制订 13～18 个月幼儿的
一日作息表
1.4.4 能制订 19～24 个月幼儿的
一日作息表
1.4.5 能制订 25～36 个月幼儿的
一日作息表
1.5.1 能正确配置和使用消毒液
1.5.2 能运用正确的方法清洁
1.5.3 能运用正确的方法消毒
1.5.4 能运用正确的方法灭菌
2.1.1 能发现婴幼儿生长迟缓等异
常生长发育情况
2.1.2 能发现婴幼儿肥胖和营养不
良
2.2.1 能为发热婴幼儿进行护理
2.2.2 能处理婴幼儿便秘
2.2.3 能为婴幼儿进行皮肤保健与
护理
2.2.4 能为新生儿进行脐部护理
3.1.1 能发现并处理婴幼儿生活与
教育环境中的安全隐患
3.1.2 能为婴幼儿进行心肺复苏
3.1.3 能为婴幼儿发生气管异物进
行初步处理
3.1.4 能为婴幼儿被宠物咬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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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断奶的相关知识
1.1.2 呛奶的相关知识
1.1.3 混合喂养的相关知识
1.1.4 婴幼儿饮水工具的分类及特点

1.2.1 不同月龄婴幼儿食品选择的相关知
识
1.2.2 不同月龄婴幼儿一日膳食制作的方
法和注意事项

1.3.1 婴幼儿大小便观察及处理的相关知
识
1.3.2 婴幼儿大小便习惯养成方法
1.3.3 睡眠环境的相关知识
1.3.4 睡眠不安的相关知识
1.3.5 婴幼儿睡眠习惯养成教育及注意事
项

1.4.1 合理作息与婴幼儿生长发育的关系
1.4.2 安排婴幼儿一日作息内容及其注意
事项

1.5.1 消毒液的配置和使用相关知识
1.5.2 清洁、消毒、灭菌的相关知识
2.1.1 婴幼儿的身高、体重及出牙情况参考
标准
2.1.2 婴幼儿肥胖及营养不良的相关知识
2.1.3 婴幼儿体格发育的相关知识
2.2.1 影响体温的各种因素
2.2.2 发热的基本处理方法
2.2.3 便秘的护理方法和注意事项
2.2.4 皮肤保健与护理的注意事项
2.2.5 新生儿脐部炎症的识别与护理
3.1.1 居家、户外和交通安全的预防与急救
知识
3.1.2 婴幼儿心肺复苏流程与注意事项
3.1.3 发生气管异物类型与处理的注意事
项

初步处理
3.1.5 能为婴幼儿触电进行初步处
理

3.1.4 被宠物咬伤类型与处理的注意事项
3.1.5 触电处理流程与注意事项
3.1.6 婴幼儿脱臼处理注意事项

3.1.6 能为婴幼儿脱臼进行初步处
理

3.2 健康
与指导

3.3 心理
与行为观
察

4.1 动作发
展

4.2 语言
能力培养

4.
教
育
实
施

4.3 认知
能力培养

3.2.1 能根据新生儿的具体情况对
家长进行母乳喂养指导
3.2.2 能为低出生体重、早产、双
3.2.1 催乳知识
多胎或有出生缺陷的新生儿家长进
3.2.2 营养不良、贫血、单纯性肥胖的膳食
行喂养指导
调理知识
3.2.3 能通过婴幼儿体重、身高增
3.2.3 常见多发病上感、咳嗽、消化不良、
长、毛发皮肤及睡眠、二便情况异常
厌食的饮食调理知识
发现生长障碍、贫血、肥胖问题并能
合理膳食指导。
3.2.4 能对婴幼儿常见多发病进行
饮食调理
3.3.1 能判断婴幼儿运动、认知、
3.3.1 观察婴幼儿心理行为发育偏离的方
语言、社会性发展的异常情况
法
3.3.2 能发现婴幼儿早期发育障碍
3.3.2 心理偏离基础知识
3.3.3 孤独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智力发
3.3.3 能配合专业医生对有行为问
育障碍、语言发育障碍、感觉统合失调等早
题的婴幼儿进行指导
期发育障碍行为表现及相关知识
4.1.1 能为婴儿做被动操
4.1.2 能为婴幼儿做主被动操
4.1.3 能为婴幼儿做模仿操
4.1.4 能为婴幼儿做手指操

4.1.1 婴幼儿操节律动与动作发展的关系
4.1.2 婴幼儿安排操节的要求与注意事项

4.2.1 选择发展听说能力的图书或图片的
4.2.1 能为不同月龄阶段婴幼儿选 要求与注意事项
择适宜的图书或图片
4.2.2 选择发展听说能力的有声读物的要
4.2.2 能与婴幼儿一起玩听说游戏 求与注意事项
4.2.3 能与婴幼儿一起玩节律游戏
4.2.3 进行婴幼儿听说能力游戏的要求与
4.2.4 能引导婴幼儿正确表达意愿 注意事项
4.2.4 进行婴幼儿节律游戏的要求与注意
事项
4.3.1 婴幼儿认知游戏的主要分类、作用与
4.3.1 能与婴幼儿一起玩指认、配
特点
对、分类、排序的游戏
4.3.2 进行婴幼儿认知游戏的要求与注意
4.3.2 能与婴幼儿一起玩数的游戏
事项
4.3.3 能与婴幼儿一起进行涂鸦、
4.3.3 婴幼儿艺术表现游戏的作用与特点
动手能力的创意活动
4.3.4 进行婴幼儿艺术表现游戏的要求与
4.3.4 能与婴幼儿一起进行周围环
注意事项
境的探究活动

4.4.1 婴幼儿基本情绪情感的特点
4.4.2 识别和应答婴幼儿情绪情感反应的
4.4.1 能识别和应答婴幼儿的基本
4.4 社会
方法、要求与注意事项
情绪反应
性（情感）
4.4.3 婴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特点
4.4.2 能引导婴幼儿进行社会性发
能力培养
4.4.4 进行促进婴幼儿社会性发展游戏的
展游戏
方法、要求与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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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1.1 喂
养

1.2 进
餐与食品
制作

1.
生
活
照
料

2.
保
健
与
护
理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1.1 能发现哺乳期各阶段出现
的问题
1.1.2 能指导婴幼儿龋齿的预防
和处理
1.2.1 能进行营养气氛的创设和
营养行为的指导
1.2.2 能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

1.1.1 哺乳期常见问题的相关知识
1.1.2 婴幼儿龋齿的相关知识
1.1.3 食物过敏的相关知识
1.2.1 营养行为与营养气氛的相关知识
1.2.2 婴幼儿进餐环境创设的必要性
1.2.3 婴幼儿饮食习惯养成教育相关知识

1.3.1 能制定 4～6 个月婴儿一周
食谱
1.3.2 能制定 7～12 个月婴儿一周
食谱
1.3.3 能制定 13～18 个月幼儿一
1.3 营
周食谱
养配餐与
1.3.4 能制定 19～24 个月幼儿一
食谱编制
周食谱
1.3.5 能制定 25～36 个月幼儿一
周食谱
1.3.6 能列出适合婴幼儿的食疗
食谱

1.3.1 婴幼儿消化功能的基本特点
1.3.2 营养素的相关知识
1.3.3 平衡膳食的原则与要求
1.3.4 婴幼儿食谱编制的注意事项
1.3.5 婴幼儿食育理论
1.3.6 婴幼儿食疗的相关知识

1.4.1 能针对常见传染病进行婴
幼儿生活环境的预防性消毒
1.4 环
1.4.2 能对传染病婴幼儿的衣服、
境创设与
被褥、便器、用品进行消毒
清洁消毒
1.4.3 能处理传染病婴幼儿的排
泄物

1.4.1 预防性消毒的相关知识
1.4.2 传染病消毒的相关知识

2.1.1 能针对婴幼儿动作、认知、
2.1 特 语言、情绪和社会性异常表现制定指
殊 婴 幼 儿 导方案
保健
2.1.2 能识别婴幼儿的心理发育
状况

2.1.1 婴幼儿神经发育的相关知识
2.1.2 婴幼儿心理发展的相关知识
2.1.3 影响婴幼儿心理健康的因素

2.2.1 能为婴幼儿常见病进行护
理
2.2 常
见症状与
护理

2.2.2 能为婴幼儿慢性病恢复期
进行护理
2.2.3 能为传染病期婴幼儿进行
护理
2.2.4 能为残障婴幼儿进行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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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婴幼儿呼吸道疾病的相关知识
2.2.2 婴幼儿呼吸道疾病的护理要求与注意事
项
2.2.3 婴幼儿消化道疾病的相关知识
2.2.4 婴幼儿消化道疾病的护理要求与注意事
项
2.2.5 慢性病、传染病、残障特殊婴幼儿护理
要求与注意事项

3.1 预
防伤害与
急救

3.
健
康
与
管
理

4.
教
育
实
施

3.1.1 能为骨折婴幼儿进行初步
处理
3.1.2 能为溺水婴幼儿进行初步
处理
3.1.3 能为中毒婴幼儿进行初步
处理

3.2.1 能发现婴幼儿口腔发育异
常（唇腭裂、高鄂弓、诞生牙）、龋
3.2 健 齿、视力低常或听力异常
3.2.2 能识别婴幼儿不同体质及
康与指导
辩体施养
3.2.3 能为婴幼儿进行初步推拿
3.3.1 能针对婴幼儿发展水平制
3.3 心 定个性化指导方案
3.3.2 能配合专业医生对婴幼儿
理与行为
观察
常见发育偏离进行矫正、训练与家庭
指导

3.1.1 婴幼儿骨折处理流程与注意事项
3.1.2 婴幼儿溺水初步处理的注意事项
3.1.3 婴幼儿中毒类型及处理流程

3.2.1 婴幼儿口腔发育知识
3.2.2 不同体质辨识及喂养指导知识
3.2.3 小儿推拿手法及辩证知识

3.3.1 婴幼儿气质类型知识
3.3.2 婴幼儿个性化指导原则、内容与方案策
略
3.3.3 自然矫正和训练的方法

4.1.1 能针对婴幼儿发展水平选
择适宜教案，并实施婴幼儿粗大动作
游戏
4.1.1 婴幼儿动作训练的内容
4.1.2 能创设情境，引导婴幼儿粗
4.1.2 婴幼儿动作训练的途径与方法
大动作发展
4.1.3 婴幼儿动作发展规律
4.1.3 能针对婴幼儿发展水平选
4.1 动
4.1.4 婴幼儿动作的核心能力或经验
择适宜教案，并实施婴幼儿精细动作
作发展指
4.1.5 选择与改编婴幼儿粗大动作、精细动作
游戏
导
游戏的要求与注意事项
4.1.4 能创设情境，发展婴幼儿精
4.1.6 观察、记录和评析婴幼儿动作能力发展
细动作
的方法
4.1.5 能观察、记录和评析婴幼儿
4.1.7 日常生活教育促进婴幼儿动作发展相关
的动作能力
知识
4.1.6 能针对婴幼儿发展水平选
择适宜教案，并实施婴幼儿美劳活动

4.2 语
言能力培
养

4.3 认
知能力培
养

4.2.1 能为不同年龄阶段婴幼儿
选择和改编适宜的语言游戏
4.2.1 选择与改编婴幼儿听说游戏的要求与注
4.2.2 能创设情境，发展婴幼儿的
意事项
听说能力
4.2.2 观察、记录和评析婴幼儿听说能力发展
4.2.3 能观察、记录和评析婴幼儿
的方法
的语言能力
4.2.3 婴幼儿阅读的要求与注意事项
4.2.4 能指导婴幼儿进行早期阅
读
4.3.1 选择与改编婴幼儿认知游戏的要求与注
4.3.1 能为不同年龄阶段婴幼儿
意事项
选择和改编适宜的认知游戏
4.3.2 观察、记录和评析婴幼儿认知能力发展
4.3.2 能创设情境，训练婴幼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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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知能力
4.3.3 能观察、记录和评析婴幼儿
的认知能力

4.4 社
会性（情
感）能力
培养

5.1 指
5.
指
导
与
培
训

导

4.4.1 能为不同年龄阶段婴幼儿
选择和改编适宜的社会性游戏
4.4.2 能创设情境，培养婴幼儿良
好的情绪、情感
4.4.3 能观察、记录和评析婴幼儿
情绪、情感的发展
4.4.4 能创设情境，培养婴幼儿亲
社会行为
4.4.5 能观察、记录和评析婴幼儿
社会性行为的发展
5.1.1 能根据婴幼儿发展阶段给
予家庭教育指导，并指出家长教养中
存在的行为问题
5.1.2 能对初级、中级育婴员的教
养行为问题进行指导

5.2.1 能根据家长的特点和情况
编制培训计划
5.2.2 能根据初级、中级育婴员的
5.2 培
特点和情况编制培训计划
训
5.2.3 能组织亲子活动
5.2.4 能进行育儿讲座

16

4.4.1 亲子游戏与婴幼儿情绪、情感和社会性
行为发展的关系
4.4.2 选择和改编亲子游戏的的要求与注意事
项
4.4.3 观察、记录和评析婴幼儿情绪、情感的
方法
4.4.4 婴幼儿常见社会性问题行为的方法
4.4.5 观察、记录和评析婴幼儿社会性行为发
展的方法

5.1.1 家庭结构及家长教养方式的类型
5.1.2 不同教养方式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
5.1.3 不同年龄阶段的家庭教育教养行为

5.2.1 培训的目的、类型、内容及流程
5.2.2 培训计划的编制与培训方法的选择
5.2.3 课程设计与组织的基本要素

4.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四级/

三级/

初级工

中级工

高级工

（％）

（％）

（％）

基本

职业道德

5

5

5

要求

基础知识

20

15

10

生活照料

21

18

14

相关

保健与护理

9

11

15

知识

健康与管理

10

13

13

要求

教育实施

35

38

38

指导与培训

-

-

5

100

100

100

五级/

四级/

三级/

初级工

中级工

高级工

（％）

（％）

（％）

生活照料

33

25

14

保健与护理

9

10

11

健康与管理

13

15

15

教育实施

45

50

50

指导与培训

-

-

10

100

100

100

合

计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技能
要求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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