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妇幼便函〔2021〕29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 

2021 年导乐师培训班（云南站曲靖站）的通知 

各妇幼保健院、妇产专科医院及综合医院产科: 

导乐陪伴分娩作为产科服务模式转变的切入点，在我国实施和应

用已长达 20 年，但对导乐师的认知、理解、培训和实践仍不够普及，

也不够规范。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士分会以“赋能助产士，助力导

乐陪伴分娩服务”为目标，切实解决妇女孕期、分娩和产后的照护中

的实际问题，引入助产士对导乐的专业支持，助力导乐师全程、持续、

全方位服务于妊娠分娩中的妇女和胎婴儿，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构

建了全面的“导乐师”及“导乐师师资”培训班的课程体系，首次培

训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应各妇幼保健及助产机构、母婴健康服务机

构及广大助产士的要求，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培训，促进各助产机构

导乐陪伴分娩服务工作的开展。协会定于 2021 年 3 月 21-28 日举办

导乐师培训（云南曲靖站），具体通知如下： 

一、主办、协办及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协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士分会 

云南省曲靖市妇幼保健院 

承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母婴健康培训基地 

二、培训时间、地点、要求: 

(一)培训时间:2021 年 3 月 21 日-28 日，其中 3 月 21 日-26 日线

上培训，3 月 27 日～28 日实践培训。  

(二)实操培训地点: 云南省曲靖市妇幼保健院 

(三)培训要求  

1．网络平台，线上授课。主要以强化理论知识为主，学员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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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应课程学习，提交课后作业，并通过考核。培训

班结束后，将开设学员空间，让学员与老师分享典型案例和实践经验，

解答问题，深度互动，达到导乐师要求的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 

2．实操培训，主要侧重于实践与操作，学员必须在规定开班时

间学习课程内容，并完成实践报告和考核。 

三、培训对象  

热爱母婴事业，热心导乐陪伴分娩服务，有志于从事分娩教育指

导和导乐陪伴服务的助产及母婴健康相关专业人员。 

四、培训内容 

(一)线上课程 

1．导乐陪伴分娩的意义及国内外应用新进展 

2．导乐师与导乐陪伴分娩服务 

（1）导乐师、导乐陪伴分娩的概念、角色与基本要求 

（2）导乐陪伴分娩服务的内容、工作流程及规范 

（3）导乐陪伴分娩服务模式的探讨 

3．分娩基础知识(导乐对分娩过程的理解) 

（1）分娩机转与分娩过程 

（2）激素生理（临床表现及特点） 

（3）晚断脐与转化期新生儿生理 

4．以孕产妇为中心的分娩启迪教育 

（1）分娩本能与母性行为 

（2）临产发动与产前焦虑应对 

（3）赋能产妇的分娩计划 

5．分娩痛的生理机制、疼痛评估及非药物镇痛技术的选择应用 

6．分娩期干预措施:有所为，有所不为 

7．分娩过程中异常情况的识别与紧急应对 

8．孕产期精神心理健康评估与管理 

9．产后母婴照护 

（1）新生儿早期基本保健 



（2）出生 72 小时母乳喂养支持 

（3）分娩期及产后饮食需要与支持 

10．导乐陪伴分娩服务中的有效沟通与人文关怀 

11．导乐工作安全与院感防控 

（二）实操课程 

12．导乐实用技术的应用 

（1）自由体位与运动在产程中应用 

（2）分娩球的应用  

（3）呼吸法的应用 

（4）冷热敷技术的应用 

（5）水疗技术的应用 

（6）按摩技术的应用 

（7）芳香疗法的应用 

（8）音乐/催眠疗法的应用 

（9）经皮电刺激镇痛技术(TENS)的应用 

五、考核与发证 

培训结束后进行统一考试考核，理论线上考试，人机对话，实践

技能考核以实践报告形式进行，成绩合格者，发放《导乐师》专业能

力证书。 

六、其他事项 

(一)参加培训的人员请于培训前登录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 

名系统(详见附件 2)，注册、报名、缴费、参会，通知发布至开班之

前均可报名。 

(二)费用标准:3980元/人;开具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正式发票 (增

值税电子发票)，回去后自行下载打印。参会人员务必提供单位税号

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协会账户信息: 

开户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万泉河支行 

账  号:110906850910605 



汇款时，请注明:“2021 年导乐师培训班(云南曲靖站)”。 

(三)报名材料: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提交扫描电子版，

图像分辨率应大于 300dpi，发送至邮箱 zhc_space@163.com。并提供

3 张 1 寸免冠蓝底彩色证件照片(照片后注明姓名)，快递至:北京市

丰台区广安路 552 号，刘婷<收>,电话: 17600141524。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刘  婷 17600141524 

石  琼 15924850882 

黄  燕 13618745977 

 

附件 : 1.2021 年导乐师培训班（云南曲靖站）课程表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3.2021 年导乐师培训班（云南曲靖站）报名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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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导乐师培训班（云南曲靖站）课程表 

 

时间 内  容 

3月 21日（线上课程：第 1天） 

14:00-17:00 开班仪式 

导乐陪伴分娩的意义及国内外应用新进展 

班前模底考试（电子问卷） 

3月 22日（线上课程：第 2天） 

9:00-12:00 导乐师与导乐陪伴分娩服务 

1.导乐师、导乐陪伴分娩的概念、角色与基本要求 

2.导乐陪伴分娩服务的内容、工作流程及规范 

3.导乐陪伴分娩服务模式的探讨 

14:00-17:00 分娩基础知识（导乐师对分娩过程的理解） 

1.分娩机转与分娩过程 

2.激素生理（临床表现及特点） 

3.晚断脐与转化期新生儿生理 

3月 23日（线上课程：第 3天） 

9:00-12:00 以产妇为中心的分娩启迪教育 

1.分娩本能与母性行为 

2.临产发动与产前焦虑应对 

3.赋能产妇的分娩计划 

14:00-17:00 分娩痛的生理机制及缓痛技术的选择与应用 

分娩期干预措施:有所为，有所不为 

3月 24日（线上课程：第 4天） 

9:00-12:00 分娩过程中异常情况的识别与紧急应对 

孕产期精神心理健康评估与管理 



14:00-17:00 产后产后母婴照护 

1.新生儿早期基本保健 

2.出生 72小时母乳喂养支持 

3.分娩期及产后饮食需要与支持 

3月 25日（线上课程：第 5天） 

9:00-12:00 导乐陪伴分娩服务中的有效沟通与人文关怀 

导乐工作安全与院感防控 

14:00-17:00 线上答疑 

3月 26日（线上课程：第 6天） 

课程回放、考试 

3月 27日（实践课程：第 1天） 

9:00-12:00 导乐实用技术 

（1）自由体位与运动在产程中的应用 

（2）分娩球的应用 

（3）呼吸法的应用 

14:00-17:00 （4）冷热敷技术的应用 

（5）水疗技术的应用 

（6）按摩技术的应用 

3月 28日（实践课程：第 2天） 

9:00-12:00 （7）芳香疗法的应用 

（8）音乐/催眠疗法的应用 

（9）经皮电刺激镇痛技术（TENS）的应用 

14:00-17:00 考试、结业仪式 

 

 

 

 

 



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一、 使用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中国

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进入“会议广场”。 

二、 填写报名信息： 

1. 在会议列表中找到会议“2021 年导乐

师培训班（云南站曲靖站）”点击进入“会议详

情”页面； 

2. 点击“我要报名”，进入“填写订单”

页面； 

3. 选择分会场：勾选分会场； 

4. 选择参会人：在跳转的页面中勾选需要报名的人员信息，

第一次使用本系统报名，需添加参会人信息后再进行勾选； 

5. 选择发票抬头：在跳转的页面中勾选发票信息，第一次使

用本系统报名，需添加发票信息后再进行勾选，正确的发票信息单位

发票抬头和税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正确税号为 15 或 18 位，部队

医院或无税号的单位填写 15 个“0”）；点击“选择此发票抬头”； 

6. 支付注册费：核查报名信息填写是否有误，确认无误后点

击“确认报名”并支付注册费。 

三、 报名成功的订单存储位置：【会议广场】→【个人中心】→

【已支付会议】。 

四、 观看直播方式（非网络直播会议，请忽略）： 

1、第一次需要微信登录，验证手机号，必须是报名填写的手机

号。 

2、报名成功后可以点击《跳转直播界面》，进入直播观看。 

3、请于直播开始前到《直播回看》点击会议名称直播观看。 

本次会议将全程通过“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进行会议事

项通知，敬请关注。如有疑问或参会人员变更，请联系：会议服务热

线 400-004-2599、  苑福仁 13311319458（同微信）、焦东健 

16601157433 （同微信）。 



附件 3  

2021 年导乐师培训班（云南曲靖站）报名回执表 

 

姓名  性别  专业  

照片 学历  职称  职务  

单位  科室  

工作年限  身份证号  邮箱  

通讯地址  电话  微信  

单位推荐意见 

(个人报名免填) 
 

备注: 

1.请随回执表附上身份证(正反面)、学历及资格证复印件的电子扫描版各一份，

发送至邮箱 zhc_space@163.com 

2.请提交 3 张 1 寸免冠蓝底彩色证件照片(照片后注明姓名)，快递至:北京市丰

台区广安路 552 号，刘婷<收>,电话:17600141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