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妇幼便函﹝2020﹞170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与服务指南》等项团体标准立项公告 
 

发 布 人：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发布时间：2020 年 9 月 30 日 

  

各理事、常务理事、会员单位： 

根据《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和制修订程序》的

有关规定，经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团体标准委员会（以下简称：CMCHA

标准委员会）审查，批准 CMCHA 团体标准《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

与服务指南》等项标准立项并公示。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0 天（到

2020 年 10 月 29 日截至）。针对某项具体团体标准项目，如有意见或

建议，请与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标准化工作组联系并提交书面材料。

标准计划编号分别为 T/CMCHA 001-2020、T/CMCHA 002-2020 T/CMCHA 

003-2020。团体标准项目牵头单位为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

复机构管理委员会，特此公告。 

CMCHA 标准委员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王 玲 13301303925 

                 李 林 13522004102  lin@chinawch.org.cn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员会 

贾罗琦  13816957504 jlqroger@hotmaill.com 

附件：1.制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与服务指南》等项团体 

标准的提案报告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团体标准项目立项申请表 

3.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团体标准项目立项汇总表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0 年 9 月 30 日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mailto:lin@chinawch.org.cn


附件 1 

制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与服务指南》等 

团体标准的提案报告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成立五年多来，致力于为规范和引导我国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与服务的健康有序发展，进行专业培训及指

导和开展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的经验交流与论坛，积极的做了大量工

作。 

一、制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与服务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评审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评审方案）和《产后

母婴康复机构档案书写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的重要意义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俗称“月子会所”）是近年来新兴的服务与

产后母婴护理机构。该类机构为产妇和新生儿产后最初 24~48 天提

供专业康复护理，帮助产妇产后恢复健康及新生儿健康发育。目前，

在我国大陆由于缺乏必要的准入和监管机制，及统一的行业标准和

规范，使得整个行业良莠不齐，服务质量及技术问题层出不穷，受

到社会广泛关注和诟病。针对这一现状，为引导产后母婴康复行业

的健康发展、规范行业运行，保证健康运营，保障安全高效。中国

妇幼保健协会管委会委托组织了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及全国相

关专家，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起草编写了系统的工作规范及具体

实施细则，为积极推进产后母婴康复机构行业规范与健康发展，确

保母婴安康保驾护航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申请《指南》《评审方案》《书写规范》团体标准的建议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民政部制定的有关《团体标准管

理规定》，以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名义制定和发布团体标准，希望借此

规范和引导行业发展，填补了我国大陆地区的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



理与技术规范的空白，使众多行业内机构的运营可以有章可循，提

高行业的技术水平及运营的安全性。  

本指南于 2013年 10月 30日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管委会第一届第

一次理事会首次公布《指南》草案，经两年试运行，于 2015 年 10

月 31 日，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专业委员会第一

届第三次会议进行了修订，并于 2015年 11月 9日正式向社会发布，

大家一致认为，对加强母婴康复保健机构管理具有较强实用性，得

到了行业内的一致好评。 

该评审实施方案于 2016 年 1 月 30 日在中国妇幼保健管委会第

一届第四次理事会上讨论，《评审方案》并最终达成了共识一致通过。

截止目前已有 20 家会员单位申请进行了评审。有效的提高了产后母

婴机构的可持续性发展。 

随即又出台了《书写规范》为保证产后康复机构记录的使用与

保存，有效的保证了规范管理的总体目标。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在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管委会第一届第八次理事会上进行了充分讨论并

实施。 

综上所述，现将《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与服务指南》《产后母

婴康复机构评审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评审方案）和《产后母婴康复

机构档案书写规范》提交中国妇幼保健协会进行团体标准的申报与

批准。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员会 

2020 年 9 月 30 日 

 

 

 



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团体标准项目立项申请表（一） 

 

项目名称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 

管理与服务指南》 
团体标准编号 T/CMCHA 001-2020 

主要起草单位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及全国相关方面的专家 

目的和意义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又称“月子会所”、“产后母婴护理中心”等，

为近年来新兴的一种母婴护理机构。该类机构为产妇和新生儿提供专业

服务，帮助产妇良好恢复和新生儿健康发育。目前，由于缺乏必要的准

入和监管机制以及统一的行业规范标准，该行业良莠不齐，服务及技术

问题不断出现，受到社会广泛关注。针对目前的现状，为引导产后母婴

康复行业的健康发展、规范产后母婴康复行业的运行机制，保证机构运

营的安全，提高产妇与新生儿的护理质量，保障母婴服务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康复管理委员会委托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

医院组织有关专家成立项目小组，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起草编写系统

的《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与服务指南》及具体实施细则，为积极推进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行业的规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使用范围 

主要技术内容 

该指南分为纲要及具体的配套文件，即母婴护理的适宜技术。该指

南以促进产后母婴康复机构行业整体水平提升为方向，具有一定的前瞻

性。指南从设施设备、环境、人员、服务、内部管理等方面对产后母婴

康复机构进行了规范，重点解决运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难点问题，如

卫生、消毒问题、护理操作规范问题、新生儿喂养问题等。此外，该指

南还对运营过程中各种影响服务质量的安全隐患采取确实可行的管理措

施加以控制，保证经营活动中的安全。 

国内外情况 

简要说明 

该指南填补了大陆地区的产后母婴康复机构领域的管理与技术规范

的空白，使众多行业内机构的运营可以有章可循，提高了行业的技术水

平及运营的安全性。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仅我国台湾省对于产后母婴

康复机构具有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及和相应的监管部门。由于月子中心

属于新兴行业，没有法律约束且无主管机关，容易发生事故或纠纷。因

此，台北市卫生局于 21 世纪初制定了《产后照顾机构辅导条例》，规

定自 2001 年 7 月起，月子中心必须向市府申请立案。台湾省卫生署（已

更名为“卫生福利部”）也宣布将月子中心纳入管辖范围，将其更名为

“产后护理之家”。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和监管部门的明确，台湾

月子中心产业的发展得到规范。 

拟完成时限 已完成 



项目建议 

单位意见 

该指南的草案于2013年 10月30日的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

康复机构管理委员会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上首次公布，从总则、设施设

备与环境、人员配备、服务、内部管理、卫生消毒管理和附则，详细阐

述了母婴康复保健机构的组织架构、管理服务体系、人员配置和对有关

设施设备的要求，对于加强母婴康复保健机构管理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经过两年的试运行，得到了行业内的一致好评。2015 年 10 月 31 日，

该草案于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员会第一届第三次

理事会上进行了修订，并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正式发布。通过修订草

案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根据产后母婴康复机构运营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做

出了更具实际操作性的规范指引，对于各项适宜技术做了更详尽的描述，

并重点在感染控制环节进行了更科学的补充。 

 

负责人签字：徐丛剑                             单位盖章： 

 

2019 年 5 月 10 日 

联系人：王宏  联系方式：18917893676 

电子邮件：doctorwanghong@126.com 

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意见 

该指南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正式发布（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公

布实施《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与服务指南》及相关配套文件的通知（中

妇幼便函（2015）150 号） 

                    

负责人签字：                                   盖章： 

 

2019 年 5 月 10 日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团体标准立项申请表（二） 

 

项目名称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评审实

施方案》 
团体标准编号 T/CMCHA002-2020 

主要起草单位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及其相关专家 

目的和意义 

目前我国大陆产后母婴康复机构行业尚缺乏完善的准入和监管机制，

缺少统一的行业规范标准，行业现状“乱、患、缺、贵”，“乱”指现行业

存在诸多乱象；“患”指隐患，如感染控制不到位、母婴不安全因素频发

等；“缺”指缺人才，尤其缺少护理人才。“贵”指价格昂贵。为改变我国

本行业的乱象，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员会在结合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与服务指南》的基础上，起草

了《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评审实施方案》。该文件为产后

母婴康复机构行业建立起一整套评审评价体系，提高了行业整体服务水平

和服务能力。通过评审，使社会公众对行业内各机构拥有一个客观评价选

择渠道，有助于消费者，引导他们根据自身需求做出科学选择。而对行业

内机构来说，可以评促改，调动他们执行《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

复机构行业管理与服务指南》的积极性，自发地监管和规范日常运营，“以

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发展”，有效提高自身的管理和专业服务水平。 

使用范围 

主要技术内容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等级评审标准分为一类指标、二类指标、三类指标

以及奖励指标。一类指标条为否决指标，有一项不符合要求，评审即为“不

合格”。机构的级别根据一类指标进行确定，共分为：旗舰级、标准级、

精致级三级。机构等级根据最后得分进行确定，最后得分由二类指标、三

类指标和奖励指标的得分综合计算得出，共分为：特优等、优等、标准等

三等。该评审实施方案共分五部分，突出强调机构对母婴护理专业性。其

中“机构管理”部分主要从机构的管理角度包括组织架构、人力资源等方

面进行考核；“产妇产后康复指导”和“新生儿护理指导”从护理服务的

内容和操作流程等方面对于机构进行评定。此外，评审还着重考察了机构

感染控制的监控管理，“机构感染监控管理”部分对于空气、物品的消毒

以及对于产妇、新生儿护理操作的卫生做了规范；而“母乳喂养控制”部

分强调了母乳喂养的执行情况，要求机构必须贯彻“24 小时母婴同室”。 

国内外情况 

简要说明 

目前国内外均无类似的评审标准，该评审标准填补了产后母婴康复机

构领域的行业标准的空白 

拟完成时限 已完成 



项目建议 

单位意见 

该评审实施方案于 2016年 1月 30日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

康复机构管理委员会第一届第四次理事会上讨论，并最终达成了共识一致

通过。目前已有 20 多家产后母婴服务机构进行了评审，得到了促进与发

展。 

 

负责人签字：徐丛剑                         单位盖章： 

2019 年 5 月 10 日 

 

联系人：王宏  联系方式：18917893676 

电子邮件：doctorwanghong@126.com 

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意见 

该评审实施方案于 2016年 1月 30日的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

康复机构管理委员会第一届第四次理事会上讨论通过，并于 2016 年 3

月 10 日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官网上向社会公告，正式启动产后母婴康复

机构等级评审申报工作（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开展全国产后母婴康复机

构等级评审工作的通知（中妇幼便函 2016（18 号））。故同意本立项申

请。 

 

负责人签字：                                   盖章： 

 

2019 年 5 月 10 日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团体标准立项申请表（三） 

 

项目名称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 

档案书写规范》 
团体标准编号 T/CMCHA-003-2020 

主要起草单位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及其全国相关专家 

目的和意义 

目前，我国《产后母婴康复机构服务档案》记录的格式各成体系，

记录的形式、内容不尽相同，很不完善。由于档案的书写直接关系到机

构服务的质量和安全，也是纠纷诉讼的主要依据。因此，规范产后母婴

康复机构档案书写意义重大。康复机构通过规范的档案书写，可有效提

高自身的管理和专业服务水平，并可约束护理人员的日常护理及操作行

为规范，使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本《产后母婴康复机构档案书写规范》

综合了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的多家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的档案，并结合当前

质量管理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根据“母婴安全、儿童优先”的原则，遵

循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颁布的《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与服务指南》要求，

统一制订了产后康复机构档案记录内容与格式。 

使用范围 

主要技术内容 

本《档案书写规范》主要针对产妇及新生儿在产后康复期间每日所

需观察的生理或病理体征、生活照料或护理内容进行记录。其中，“母

亲、新生儿的入所评估单”明确了入所时所需观察的各项体征；“产妇

康复护理评估记录单”、“产妇生理护理记录单”对于产妇每日需要观

察的特征以及护理内容做出要求；“产妇膳食记录单”体现了产妇的每

日饮食个体化安排方案；“婴儿护理记录单”、“婴儿喂养记录单”则

记录了每日新生儿必须的体征观察、护理以及喂养情况。“新生儿满月

评估表”则在满月出所时重新评估新生儿的生理体征。为便于护理人员

使用，节省记录时间，保证记录的客观性、准确性、全面性，该文件的

大量采用了表格选项，记录者只需在选项区打钩即可。 

国内外情况 

简要说明 

目前国内外均无类似的档案书写规范，该书写规范填补了产后母婴

康复领域的空白。 

拟完成时限 已完成 



项目建议 

单位意见 

该档案书写规范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

婴康复机构管理委员会第一届第八次理事会上进行了充分讨论，明确了

产妇和新生儿每日必须关注的生理体征及护理内容，一致认为本《产后

母婴康复机构档案书写规范》可以作为产后母婴康复机构日常工作的指

导性技术指标文件。 

 

负责人签字：徐丛剑                            单位盖章： 

2019 年 5 月 10 日 

 

联系人：王宏  联系方式：18917893676 

电子邮件：doctorwanghong@126.com 

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意见 

本档案书写规范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

婴康复机构管理委员会第一届第八次理事会上讨论通过，并于 2018 年

8 月 6 日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正式对外公布（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

婴康复机构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布实施《产后母婴康复机构档案书写格

式》的通知（中妇幼便函 2018（95 号））。同意本立项申请 

                    

负责人签字：                                     盖章： 

 

2019 年 5 月 10 日 

 

 



附件 3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团体标准项目立项汇总表 

 

序

号 
项目编号 标准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及 

起草单位 
项目负责人 归口单位 计划完成时间 协会负责人 协会联系人 

1 
T/CMCHA 

001-2020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

管理与服务指南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

理委员会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

产医院 

徐丛剑 

13651796353 

中国妇幼保

健协会 

 

2020年 12月

31 日 

王玲 

13301303925 

李林 

13522004102 

2 
T/CMCHA 

002-2020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

评审实施方案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

理委员会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

产医院 

徐丛剑 

13651796353 

中国妇幼保

健协会 

 

2020年 12月

31 日 

王玲 

13301303925 

李林 

13522004102 

3 
T/CMCHA 

003-2020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

档案书写规范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

理委员会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

产医院 

徐丛剑 

13651796353 

中国妇幼保

健协会 

 

2020年 12月

31 日 

王玲 

13301303925 

李林 

13522004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