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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民福教司发〔2020〕51 号 

 

关于发布企标 Q/ZFJK J009-2020《失智老年人照护职

业技能：师资》（2020 年 9 月 1.0 版）的通知 

 

各区域考区、各省级考评站，地市级院校考点：  

为了有效推进 1+X 证书试点工作，我们制订了《失智老年人

照护职业技能：师资》（2020 年 9 月 1.0 版），企业标准号（Q/ZFJK 

J009-2020），现予以发布，自 2020 年 9 月 20 日起试行。 

执行之中有何问题，请于培训与发展研究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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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与起草规则》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 2020年3月31日发布，2020年10月1日实施）

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PXPJ2-014）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

部培训中心）、中国健康养老职业教育集团、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天津城市职业学

院、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上海九如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九如大学、中日养老服务及

产业合作项目办公室、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北京市养老服务人

才教育培训学院、中民民政职业能力建设中心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根来、黄娟、魏一民、冯翠平、谭美青、侯惠如、张雪英、李里、

黄宝莹、付健、石晓燕、王涛、王婷。 

审定人员肖成龙、邹文开、赵红岗、许世杰等。 

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未经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和书面授权，不得印刷、销售和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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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师资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师资培训的条件、学时等相关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师资培训。 

各试点院校失智老年人照护师资的培训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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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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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9〕4号）  

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年修订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Q/ZFJK J001-2019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培训等级  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Q/ZFJK J003-2019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培训：初级 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Q/ZFJK J004-2019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培训：中级 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Q/ZFJK J005-2020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培训：高级 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3  术语和定义 

3.1   

师资 teachers 

担任理论和实操技能教学工作的教师。是指教师的资质，包括教师的专业文化水平、教

学水平、自身道德修养和其它为人之师所不可少的综合素质、教学条件等。 

3.2   

师资力量  teach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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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教师整体综合能力，具体指标包括学历、平均年龄、教师职称（高级、中级、初级的

比例）、名教师比重、获奖教师比重等。 

3.3   

学校师资 School Teachers 

在院校担任理论和实操技能教学工作的教师，包括专任教师和兼职教师。 

3.4   

企业师资 Enterprise teachers 

具有担任理论或实操技能教学工作的行业企业的人才。 

3.5   

双师型教师  Double qualified teachers 

双师型教师是高职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特色和重点，大力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设，已经成为社会和教育界的共同呼声。既包括“双职称型”，即教师在获得教师系列职称

外还需要取得另一职称，即教师+中级以上技术职务(或职业资格)，如教师+技师(会计师、

律师、工程师等)；又包括“双素质型”，即教师既具备理论教学的素质，也应具备实践教

学的素质。 

4  师资要求 

4.1  总体要求 

拟参与试点的专业有具备培训能力的专兼职师资队伍，其中“双师型”教师不少于50%，

行业企业专家比例不低于20%，具有满足模块化教学需要的结构化教师教学团队（见《关于

做好首批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9〕36号）、《关于做好第二批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9〕89号）。 

4.2  职称要求 

每个试点院校的专兼职培训教师，原则上要求中级以上职称，具备失智老年人照护相关

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 

4.3  人数要求 

累计培训人员一般不少于5人，其中专任教师不少于3人，行业企业人员2人左右。 

试点院校学生人数超过50人以上者增加一名培训教师。 

加强培训团队建设，严格培训师资质审核，来自行业企业的专家比例不少于40%，切实

保障培训质量。 

5  师资级别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8%81%8C%E6%95%99%E8%82%B2/109580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7%95%8C/80990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1%8C%E4%B8%9A%E8%B5%84%E6%A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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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师资分为初级、中级、高级。 

5.1  初级师资 

培训初级失智老年人照护人员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

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5.2  中级师资 

培训中级失智老年人照护人员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专业高级

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5.3  高级师资 

培训高级失智老年人照护人员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3年以上或相关专

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3年以上。 

6  双师型教师的认定 

6.1  初级双师型教师 

院校教师开展1+x证书培训三年及以上，所教学生取证率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以上，可以

直接认定为初级双师型教师。 

6.2  中级双师型教师 

开展1+X证书培训六年及以上，所教学生取证率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以上，可以直接认定

为中级双师型教师 

6.3  高级双师型教师 

开展1+X证书培训九年及以上，所教学生取证率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以上，可以直接认定

为高级双师型教师。 

7  技能培训机构 

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参与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院校，包括中等职业

学校（不含技工学校）、高等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是失智老年人照护的培训组织。 

8  师资培训机构 

8.1  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 

经教育部遴选认定的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指导院校和具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和行业协会等开展师资培训和培训技术服务工作。 

8.2  国培项目实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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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教育部 财政部认定的国培项目实施机构，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承担国培项目，

与教育部遴选的培训评价组织——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开展本省区内

的失智老年人照护师资培训工作。 

9  培训教材 

9.1  初级教材 

失智老年人照护初级师资培训参考教材：《教育部第二批1+X证书制度试点失智老年人照

护职业技能教材系列丛书——初级》（化学工业出版社，2019年11月第一版）。 

9.2  中级教材 

失智老年人照护中级师资培训参考教材：《教育部第二批1+X证书制度试点失智老年人照

护职业技能教材系列丛书——中级》（中国财富出版社，2019年11月第一版）。 

9.3  高级教材 

失智老年人照护高级师资培训参考教材：《教育部第二批1+X证书制度试点失智老年人照

护职业技能教材系列丛书——高级》（中国财富出版社，2020年7月第一版）。 

10  培训资源 

10.1  教育部国家级教学资源库 

10.1.1 失智老年人照护（1+X证书 初级）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sbewagkrt7xpjto9zmybxg 

10.1.2 失智老年人照护（1+X证书 中级）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oscmajervqza0ojcdjrpaa 

10.2  智慧职教云课堂（师资培训） 

https://zjy2.icve.com.cn/ 

10.3  智慧职教 MOOC学院 

https://mooc.icve.com.cn/profile.html 

10.4  国家 1+X证书制度文件汇编 

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国家1+X证书制度文件汇编（2018.9-2020.8）。 

10.5  教学课件 

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国家1+X证书制度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

（初级、中级、高级）教学课件。 

11  培训参考学时 

失智老年人照护师资培训不少于96个学时（实训课时48个学时左右）。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sbewagkrt7xpjto9zmybxg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oscmajervqza0ojcdjrpaa
https://zjy2.icve.com.cn/
https://mooc.icve.com.cn/profi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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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师资培训内容与方式 

表   职业技能等级师资培训的主要内容与方式 

培训

形式 
培训途径 培训内容 学时 考核 备注 

网络

自学 

智慧职教

云课堂/智

慧职教资

源库/MOOC

学院等培

训资源平

台 

1.公共

知识 

15% 

1.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政策解读 

自学，不

少于 30

学时(10

天) 

考核成

绩分数

不低于

70 分 

含初中

高级 

1.2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内涵、试点

项目总体要求、工作进度安排 

1.3《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解读 

1.4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考核条件、

考试站点有关制度文件解读 

2.公共

知识 

75% 

2.0 基础知识 

2.1 身体综合照护 

2.2 认知功能促进 

2.3 活动功能维护 

2.4 健康促进照护 

面授

辅导 

由职业技

能培训评

价组织实

施 

1.公共

知识 

10% 

1.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政策解读 

不少于

40 学时

(5 天) 

考核合

格 

含初中

高级 

1.2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内涵、试点

项目总体要求、工作进度安排 

1.3《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解读 

1.4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考核条件、

考试站点有关制度文件解读 

2.公共

知识 

90% 

2.0 基础知识 

2.1 身体综合照护 

2.2 认知功能促进 

2.3 活动功能维护 

2.4 健康促进照护 

机构

实践 

依托校企

合作企业

/社会机

构与企业 

1 身体综合照护 

不少于

32 学时 

达到职

业技能

等级标

准的相

应操作

要求 

含初中

高级 

2 认知功能促进 

3 活动功能维护 

4 健康促进照护 

注：高级部分须加上 2.5 技术改进与培训 

13  师资培训考核 

失智老年人照护师资培训考核时间不少于90分钟，考试成绩不低于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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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师资培训证书 

培训教师须参加师资培训，完成规定的网络自学、面授辅导和培训考核，由北京中民福

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颁发相应级别的失智老年人照护《师资培训证书》，作为记载继续

教育学分和进行相应人员培训的凭证。 

失智老年人照护《师资培训证书》由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颁发正式文件

确认，并可在公司官网上（https://zmfz.bcsa.edu.cn/）查询。 

15  师资的管理 

15.1  培训评价组织的作用 

发挥培训评价组织在师资专家队伍方面的作用，培训评价组织要组建来自行业企业、院

校和研究机构的高素质专家队伍，面向试点院校定期开展师资培训和交流，提高教师实施教

学、培训和考核评价能力。 

15.2  培训师资的待遇 

试点院校可将教师额外承担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工作量，按一定比例折算成全日制

学生培养工作量，纳入绩效工资分配因素范围。 

在内部绩效工资分配时向承担证书培训任务的一线教师倾斜（《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

改革委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职成厅函

〔2019〕19号）。 

15.3  培训师资的共享 

建立失智老年人照护1+X证书培训师共建共享机制。国家级培训师在全国范围内共享，

省级培训师在全省范围内共享，学校级培训师在本地区范围内共享。 

院校专任教师与行业企业教师在试点院校、培训机构内外共享。 

15.4  培训师资的表彰与激励 

培训评价组织根据院校参与证书考试人数、考试通过率和对考核工作贡献率等因素，每

年对参与培训工作的教师进行表彰与激励，授予《优秀培训教师》证书。 

16  培训师资 

16.1  构成 

参与《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教材》的知名专

家和教授。 

https://zmfz.bcs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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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解放军总医院等医疗机构教师和青岛、广东等知名养老机构的教师，北京中民福祉

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民政部培训中心、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优秀教师。 

16.2  认定与聘任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培训教师由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认定，并颁发

《失智老年人照护1+X证书国家级培训师》，聘期一般为三年。 

16.3  管理 

失智老年人照护1+X证书分为三级：国家级培训师、省级培训师、学校级培训师。国家

级 培 训 师 个 人 简 介 在 “ 中 民 福 祉 教 育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网 站

（http://zmfz.bcsa.edu.cn/info/1019/1188.htm）上公布。 

http://zmfz.bcsa.edu.cn/info/1019/11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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