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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

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老年服务与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在校生和在职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
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MZ/T 039-2013

老年人能力评估

DB11/T 305-2014
3

养老机构老年人健康评估规范

术语和定义
老年人能力评估、养老机构老年人健康评估规范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

于本标准。
3.1
老年人

the elderly

年龄满60周岁及以上者。
3.2
老年护理服务需求

needs for elderly care services

老年人由于受其生理和（或）心理功能受损等影响，以至于在相对较长的时期内，
需要给予生活照料、基本护理服务和（或）医疗护理等方面的需求。
3.3
老年人能力评估

assessment for elderly ability

4

采用一定的方法和工具，对老年人完成某些任务或行动的能力进行测量与评价，
内容包括日常生活活动、精神状态、感知觉与沟通及社会参与等方面。
3.4
需求等级

levels of needs for elderly care services

根据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现存的/潜在的健康问题和（或）安全风险等情况，
进行的程度或水平的划分。
4

适用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老年服务与管理、护理、助产、农村医学、中医护理、中医、家

政服务与管理。
高等职业学校：老年服务与管理、护理、老年保健与管理、临床医学、中医学、
公共卫生管理、健康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家政服务与管理。
应用型本科学校：养老服务与管理、护理学、临床医学、中医学、中西医临床医
学、全球健康学、健康服务与管理、医疗保险、老年学。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面向养老服务行业、老年护理服务等领域中从事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及管

理的相关岗位，包括但不局限于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养老
护理员、医师、护士、医疗护理员、健康管理师等。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
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
（初级）：具备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的基本知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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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能力；能够根据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基本流程和方法，协助相关机构认定的、
具备开展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资质的专业人员完成评估工作。
【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
（中级）：具备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职业发展基本素
养以及职业核心知识、技能与能力；能够根据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的策略与方法，
独立开展老年人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健康问题与安全风险等方面的全面
评估，并进行需求判定和照护方案制定。
【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
（高级）：具备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职业素质规划以
及职业核心知识、技能与能力；能够根据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的策略与方法，独立
开展老年人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健康问题与安全风险等方面的全面评估，
并进行需求判定和照护方案制定；能够承担各级各类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人员的教
育培训、指导，并开展组织协调、质量控制等管理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职业岗位认知

1. 职业素质养成

1.2 职业道德与礼
仪养成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说出老年护理服务、老年人能力评估、
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的相关概念。
1.1.2 陈述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的意义。
1.1.3 叙述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的主要内
容。
1.1.4 叙述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岗位定位、
岗位发展的主要内容。
1.2.1 说出职业道德、礼仪规范的相关概念。
1.2.2 叙述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的职业道
德。
1.2.3 叙述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的礼仪规
范。
1.2.4 遵守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职业道德
和礼仪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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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法律与伦理识
别

1.3.1 叙述老年护理服务相关法律法规及其
基本内容。
1.3.2 识别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中的常见
法律问题。
1.3.3 叙述老年护理服务相关伦理原则。
1.3.4 识别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中的常见
伦理问题。

2.1 沟通能力培养

2.1.1 识别影响有效沟通的因素。
2.1.2 描述促进有效沟通的主要技巧。
2.1.3 叙述与老年人进行沟通的主要模式。
2.1.4 与老年人及家属进行有效沟通。

2. 基础能力培养 2.2 数据记录

2.2.1 列举常用的数据记录工具。
2.2.2 叙述数据记录的流程和注意事项。
2.2.3 正确运用常用的信息处理技术。
2.2.4 按照规范完成数据的记录、录入。

2.3 数据处理

2.3.1 列举常用的数据处理工具。
2.3.2 叙述数据处理的流程和注意事项。
2.3.3 按照规范完成数据的统计分析。
2.3.4 按要求撰写数据分析结果。

3.1 常见健康问题
分析

3.2 特殊综合征分
析
3. 基本知识储备

3.3 安全风险分析

3.1.1 分析老年人常见健康问题的发生原因。
3.1.2 描述老年人常见健康问题的主要表现。
3.1.3 列出老年人常见健康问题的处理措施
与原则。
3.1.4 列出老年人常见健康问题的预防原则。
3.2.1 分析老年人特殊综合征的发生原因。
3.2.2 描述老年人特殊综合征的主要表现。
3.2.3 列出老年人特殊综合征的处理措施与
原则。
3.2.4 列出老年人特殊综合征的预防原则。
3.3.1 描述和分析老年人常见安全风险的发
生原因与主要表现。
3.3.2 列出老年人常见安全风险的预防与处
理原则。
3.3.3 描述和分析老年人特殊安全风险的发
生原因与主要表现。
3.3.4 列出老年人特殊安全风险的预防与处
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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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评估流程认知

4. 基本方法运用
4.2 健康资料收集

4.3 身体评估

4.1.1 说出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的目的。
4.1.2 说出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的基本原
则。
4.1.3 叙述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的操作流
程与要求。
4.1.4 描述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的注意事
项。
4.2.1 描述健康资料收集的意义和主要内容。
4.2.2 叙述健康资料收集的职业态度和行为。
4.2.3 陈述健康资料收集的方法和技巧。
4.2.4 按照操作规范对老年人进行健康资料
收集。
4.3.1 描述老年人身体评估意义和主要内容。
4.3.2 叙述老年人身体评估的职业态度和行
为。
4.3.3 列出老年人身体评估的注意事项。
4.3.4 按照操作规范对老年人进行身体评估。

表 2 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 职业岗位定位

1.1.1 复述岗位定位的概念。
1.1.2 叙述岗位定位的意义和主要内容。
1.1.3 识别影响岗位定位的因素。
1.1.4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个人岗位。

1.2 职业岗位规范

1.2.1 叙述职业岗位的主要职责。
1.2.2 陈述职业岗位的要求和条件。
1.2.3 描述职业岗位分析的流程和主要内容。
1.2.4 按照规范完成职业岗位分析。

1.3 个人职业发展
规划

1.3.1 陈述制定个人职业发展规划的意义。
1.3.2 描述制定个人职业发展规划的主要影
响因素和基本原则。
1.3.3 叙述制定个人职业发展规划的主要环
节。
1.3.4 完成个人职业发展规划的制定。

1. 职业能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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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命体征评估

2.2 活动能力评估
2. 躯体功能评估

2.3 感知觉与沟通
能力评估

3.1 认知功能评估

3. 心理与社会功
3.2 情绪状态评估
能评估

3.3 社会支持及参
与能力评估

4. 健康问题与安
4.1 常见症状评估
全风险评估

2.1.1 描述生命体征评估的内容和方法。
2.1.2 叙述生命体征评估的注意事项。
2.1.3 叙述各项生命体征的正常范围。
2.1.4 按照规范完成老年人生命体征的评估。
2.2.1 描述老年人活动能力评估的内容与方
法。
2.2.2 陈述老年人活动能力评估的注意事项。
2.2.3 按照规范完成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的评估。
2.2.4 按照规范完成老年人运动与平衡功能
的评估。
2.3.1 描述老年人意识水平、视力、听力、沟
通/交流能力评估的内容与方法。
2.3.2 按照规范完成老年人意识水平的评估。
2.3.3 按照规范完成老年人视力的评估。
2.3.4 按照规范完成老年人听力的评估。
2.3.5 按照规范完成老年人沟通/交流能力的
评估。
3.1.1 复述认知功能的概念。
3.1.2 描述老年人认知功能的主要评估内容。
3.1.3 叙述老年人认知功能的评估方法和注
意事项。
3.1.4 按照规范完成老年人认知功能评估。
3.2.1 复述老年人情绪的概念。
3.2.2 描述老年人情绪状态的主要评估内容。
3.2.3 叙述老年人情绪状态的评估方法和注
意事项。
3.2.4 按照规范完成老年人情绪状态的评估。
3.3.1 识别老年人常见的社会支持问题。
3.3.2 按照规范完成老年人社会支持评估。
3.3.3 描述老年人社会参与能力的评估方法。
3.3.4 按照规范完成老年人社会参与能力的
评估。
4.1.1 列出常见症状的类型。
4.1.2 描述老年人常见症状的主要评估内容。
4.1.3 叙述老年人常见症状的评估方法和注
意事项。
4.1.4 按照规范完成老年人常见症状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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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特殊综合征评
估

4.3 安全风险评估

5.1 综合判别

5.2 护理服务需求
5. 综合判别与计
等级判定
划制定

5.3 护理服务计划
制定

4.2.1 复述特殊综合征的概念。
4.2.2 描述老年人特殊综合征的主要评估内
容。
4.2.3 叙述老年人特殊综合征的评估方法和
注意事项。
4.2.4 按照规范完成老年人特殊综合征的评
估。
4.3.1 解释老年人常见安全风险的含义。
4.3.2 描述老年人常见安全风险的主要评估
内容。
4.3.3 叙述老年人常见安全风险的评估方法
和注意事项。
4.3.4 按照规范完成老年人常见安全风险的
评估。
5.1.1 解释老年人综合判别的含义。
5.1.2 按照操作规范对老年人躯体、心理与社
会功能等级以及能力等级进行综合判定。
5.1.3 按照操作规范对老年人健康问题进行
综合判定。
5.1.4 按照操作规范对老年人安全风险进行
综合判定。
5.2.1 描述老年护理服务需求等级的判定标
准。
5.2.2 叙述老年护理服务需求等级判定的原
则和要求。
5.2.3 陈述老年护理服务需求等级判定的注
意事项。
5.2.4 按照操作规范对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进
行判定。
5.3.1 描述常见老年护理服务需求项目的分
类和主要内容。
5.3.2 叙述确定老年护理服务需求项目的原
则和注意事项。
5.3.3 陈述制定老年人护理服务计划的流程
和原则。
5.3.4 按照操作规范制定老年人护理服务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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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1. 职业素质规划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 职业岗位定位

1.1.1 描述职业岗位定位的意义和主要内容。
1.1.2 叙述职业岗位的主要职责和要求。
1.1.3 分析影响职业岗位定位的因素。
1.1.4 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设置不同层级岗位
定位。

1.2 职业岗位规范

1.2.1 叙述职业发展规划的意义。
1.2.2 描述职业发展规划的流程和主要内容。
1.2.3 分析影响职业发展规划的因素。
1.2.4 按照规范完成个人职业发展规划。

1.3 团体职业发展
规划

2.1 团队建设

2.2 团队协作
2. 组织协调管理

2.3 应急预案实施

1.3.1 描述团体职业发展规划的核心内容。
1.3.2 分析团体职业发展规划与个人发展规
划的关系。
1.3.3 叙述制定团体职业发展规划的原则和
流程。
1.3.4 指导学员完成个人发展规划。
2.1.1 描述团队的定义、团队构成的基本要素
和必备条件。
2.1.2 叙述团队的发展阶段及其管理特点。
2.1.3 叙述高效团队的特征及其建设原则。
2.1.4 正确应对团队建设中的常见冲突。
2.2.1 描述团队协作的基本要素。
2.2.2 解释团队协作的内涵。
2.2.3 叙述建立良好团队协作关系的方法和
影响因素。
2.2.4 制定并组织、协调团队完成工作计划。
2.3.1 识别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中的常见
问题及突发事件。
2.3.2 描述常见问题及突发事件的处理及其
原则。
2.3.3 叙述常见问题及突发事件的预防及其
原则。
2.3.4 正确处理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中的
常见问题及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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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质量管理

3. 质量保障督导 3.2 质量评价

3.1.1 描述质量、质量管理及相关术语。
3.1.2 叙述质量管理的发展及其主要代表人
物和管理理念。
3.1.3 描述质量管理的不同模式。
3.1.4 运用不同方法正确设计质量管理方案。
3.2.1 叙述质量评价的概念。
3.2.2 描述质量评价的主要方法。
3.2.3 陈述质量评价报告撰写的原则和主要
内容。
3.2.4 正确实施质量评价并撰写质量报告。

3.3 质量改进

3.3.1 描述质量改进的概念与常用方法。
3.3.2 识别影响质量改进的因素。
3.3.3 制定质量改进的方案。
3.3.4 按照要求正确实施质量改进。

4.1 计划制定

4.1.1 描述培训的概念。
4.1.2 陈述培训的常用方法。
4.1.3 解释影响培训效果的主要因素。
4.1.4 合理制定团队教育培训工作计划。

4. 教育培训实施 4.2 培训实施

4.3 效果评价

4.2.1 描述培训前准备工作的主要内容。
4.2.2 叙述培训实施过程的原则和注意事项。
4.2.3 组织并实施培训过程。
4.2.4 正确应对培训实施过程中的突发事件
和常见问题。
4.3.1 描述培训后效果评价的主要内容。
4.3.2 叙述培训后效果评价的常用方法和注
意事项。
4.3.3 分析影响培训效果的因素。
4.3.4 正确撰写培训效果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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