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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便函〔2023〕11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 

第三期《专科助产士培训班》招生的通知 

 

各妇幼保健机构、妇产医院以及综合医院产科：  

为了实现健康中国 2030 目标，切实提高我国助产士的专业技术

水平和临床实践能力，“关注数据，投资助产士”，加强和支持助产专

业建设，推动未来助产专业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按照国际公认的助

产士核心能力框架，全方位构建助产士专业能力培训体系，培养一批

助产专业的高级临床实践专家型人才，为我国助产专业建设和发展奠

定能力基础、提供专业支撑，为母婴健康提供高质量、高水平、人性

化的助产专业照护。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继续秉

承“赋能助产士，助力母婴健康事业发展”的宗旨，协会定于 2023 年

3 月-6 月举办第三期《专科助产士培训班》。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办与承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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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母婴健康培训基地 

二、培训对象 

具有护士执业资格、持有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专科及以上

学历、护师及以上技术职称、5 年以上助产临床工作经历的助产士。 

三、培训时间及方式 

专科助产士培训班将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培训时间 

1.理论培训时间：2023 年 3月 23 日－4 月 23 日。 

2.实践培训时间：2023 年 5月 16 日－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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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形式  

1.理论培训：为保证同质化教学，将通过网络平台，线上授课，

在培训期间平台持续开放至培训班结束。希望大家协调好工作，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全部课程学习。 

2.实践培训： 学员可结合自己及基地情况，在全国专科助产士

临床培训基地中进行自主选择，完成登记注册，在规定的时间进入基

地，进行临床实践。具体情况详见《第三期“专科助产士培训班”临

床实践招生的通知》。 

3.通过“助产空间”建立学员档案，关注学员专业成长，以促进

其知识更新与持续胜任。 

四、考核与发证 

（一）考试、考核  

1.理论：线上课程结束后一周，统一进行线上理论考试。 

2.实践：由临床实践培训基地按照学员培训目标，包括基础和专

科进行逐项评定，成绩记入学员手册，同步上传至《助产空间》学员

平台，由平台进行系统审核和分析。 

（二）发证 

理论及实践培训全部结束，经系统审核考试考核成绩合格者，由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颁发《专科助产士》培训证书。 

五、培训内容 

（一）职业素养  

（二）妊娠期保健知识与技能 

（三）分娩期保健知识与技能 

（四）新生儿保健知识与技能 

（五）妇女保健知识与技能 

（六）公共卫生保健与综合能力知识与技能 

（详细内容见课程表） 

六、其他事项 

（一）注册费：5980 元（为感谢临床实践基地的倾力支持，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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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课注册费下调，以回馈实践基地，期待基地与学员共同成长），包

含培训资料、直播课程、平台管理与考核；不含临床实践带教、督导

等。 

（二）报名时间：通知发布至开班之前。 

（三）报名材料：报名成功后在助产空间完成学员登记，同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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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 号，刘婷〈收>电话：13161482881。 

（四）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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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培训，

通知发布至开班之前均可报名。开班后开具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正式发

票 （增值税电子发票），学员自行下载打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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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专科助产士理论培训班+姓名”。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士分会：      王 芳 13588457621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母婴健康培训基地：刘 婷 13161482881 

  

附件：1.第三期专科助产士理论培训班课程表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3.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专科助产士报名申请表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3年 1 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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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三期“专科助产士理论培训班”课程表 

 
 内    容 

3月 23日 开班 

第一部分  助产专业建设与发展 

3月 23日 1.中国助产行业协会的建设与发展 

2.助产专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第二部分  专科助产士的职业素养 

3月 24日 3.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  

4.尊重合作与人文关怀  

5.助产历史与职业认知  

6.临床决策与实践标准 

7.助产相关伦理与法律 

8.倡导、促进和支持自然分娩 

 第二部分  妊娠期保健知识与技能 

3月 25日 

 

9.妊娠期保健基础知识与技能的回顾与评估 

10.自然分娩的健康指导与分娩计划制定 

11.分娩相关文化、宗教、哲学和社会学知识 

12.妊娠期心理保健与指导 

13.胎儿解剖及生理、常见胎儿畸形的临床特点 

3月 26日 14.妊娠期营养评估、指导与个体化的饮食、运动方案制定 

15.妊娠并发症、合并症的识别、判断，与个体化照护计划及疾病

管理方案制定 

16.妊娠合并传染性疾病的识别、管理、照护方法与自我防护 

17.妊娠期常见疑难、危、急、重症的临床表现及处理原则 

18.妊娠期常用抢救药物的药理学及使用方法 

第四部分  分娩期保健知识与技能 

3月 29日 19.分娩期保健知识回顾与评估 

（1）头盆关系的判断方法与产程的预测 

（2）分娩支持技术与干预技术的评估 

（3）母婴并发症的预防与早期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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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娩期严重并发症的处理：如子宫破裂、子宫翻出 

线上督导：技术归类与评价 

3月 30日 20.异常分娩的机制与手法接生 

（1）枕横位、枕后位 

（2）臀先露 

（3）双胎 

（4）面先露 

（5）肩难产 

21.分娩期常见并发症的处理原则、照护要点  

线上督导：手法接生训练 

3月 31日 

 

22.常用助产技术 

（1）低位人工破膜的指征与实施方法 

（2）胎头吸引术 

（3）配合医生进行低体位产钳助产术 

（4）人工手取胎盘 

（5）宫颈裂伤的修补  

线上督导：助产技术应用的疆域讨论 

4月 1日 23.分娩镇痛技术的种类及应用选择 

24.非药物分娩镇痛技术的临床应用 

25.分娩镇痛药物选择的基本原则及使用方法 

26.分娩期急危重症处理及适宜技术的应用 

27.有严重并发症的产妇转诊及转运途中的照护 

第五部分  产后保健知识与技能 

4月 2日 28.产后保健知识 

（1）回顾与评估  

（2）与经历不良妊娠结局的孕产妇及家庭的沟通原则与心理支持  

29.产后保健技能 

（1）回顾与评估 

（2）产后严重并发症的识别，适当和及时的处理 

（3）产科合并症、并发症的孕产妇及家庭的照护指导 

4月 6日 30.产后运动、盆底康复指导 

31.产后精神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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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病因、临床表现，如严重产后抑郁等 

（2）产后精神/心理疾患的鉴别、心理干预及转诊 

线上督导：产后运动 

第六部分  新生儿保健知识与技能 

4月 7日 32.新生儿保健与照护 

（1）新生儿保健知识与技能的回顾与评估 

（2）新生儿异常症状判断及处理原则 

33.新生儿早期基本保健与多样化照护措施 

34.新生儿筛查性体格检查与生长发育健康指导 

35.为有传染性疾病的母婴提供适当照护 

36.产伤性疾病的鉴别与处理 

37.疑难杂症的新生儿处理与护理 

4月 8日 38.极低体重儿的特点与护理 

39.新生儿急救药物的药理作用与用法 

40.危重新生儿监护与转运 

41.为父母宣教：新生儿的危险体征、就诊时机、合适的护理与及

时转诊 

42.新生儿窒息复苏新进展 

第七部分  妇女保健知识与技能 

4月 9日 43.妇女保健知识回顾与评估 

44.特殊母婴疾病临床症状及预防性治疗 

45.常见性传播疾病的临床表现及处理 

46.生殖健康宣教 

47.妇女保健技能回顾 

48.为传染性疾病妇女提供妊娠咨询及推荐转诊 

49.为特殊母婴疾病患者及家庭提供个性化的照护计划  

4月 12日 50.为妇女及其家庭提供个性化的孕前咨询  

51.流产原因分析，预防指导  

52.为有妊娠合并症等特殊家庭指导避孕 

线上督导：妇女保健的拓展：延伸服务 

第八部分  公共卫生保健与综合能力知识与技能 

4月 13日 53.公共卫生保健 



- 7 - 

 

（1）影响母婴健康的社会因素  

（2）促进社区基础健康、疾病预防控制的原则  

（3）母婴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常见原因，及其降低策略 

（4）助产服务质量的评价指标 

（5）公共卫生保健回顾与母婴相关措施评价 

（6）孕产妇死亡案例回顾与分析 

（7）医疗服务设施、人力资源与实践范围的合理性评估 

（8）感染防控措施、技巧，清洁技术新进展 

4月 14日 54.助产实践标准、工作流程和应急预案的制定 

55.制定助产士培训及考核方案 

56.对缺乏助产经验的助产士进行培训和指导 

线上督导：助产士分层培训方法分享 

4月 15日 57.助产科研 

（1）助产领域科学研究、循证实践的方法与原则 

（2）科研选题、开题报告与文献检索 

（3）助产领域的相关研究评价 

线上督导：开题报告和撰写 

4月 16日 58.助产质量管理与工具应用 

59.助产临床思维、信息收集与病历书写 

线上督导：应用临床思维选择管理工具 

第九部分  助产专科岗位能力培养 

4月 22日 60.助产士门诊的建设与管理 

61.孕妇学校的建设与管理 

62.母乳喂养咨询门诊的建设与管理 

63.独立执业的助产士诊所的建设与管理 

64.助产专业的未来-职业生涯规划 

4月 23 日-28日  总复习 

4月 30日  理论考试  

5月 16日－6 月 15日  基地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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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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名”。 

二、 填写报名信息： 

1. 在会议列表中找到会议“第三期《专科助产士培训班》

招生”点击图片进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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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添加多人）后再进行勾选（每

次报名只能勾选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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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选择此发票抬头”； 

说明：正确的发票信息，包括单位发票抬头和税号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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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不需要开发票

的参会人员抬头填写姓名，税号填写 15 个“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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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预订： 

1.网络直播会议，无需预定酒店； 

2.点击“酒店选择”在弹出窗口中选择酒店和房型，点击窗口右上角的“完成”，

然后填写参会人身份证号，选择入住时间、离店时间。（如不需要酒店请选择酒

店自理） 

四、 报名成功的订单存储位置： 

1.已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已支付会议】； 

2.未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待支付会议】。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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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聪慧 17610510599（同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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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专科助产士培训 

 
申 

 

报 

 

表 
 

 

 

申 请 人：                    

专科类别：                    

选送单位：                    

登记基地：                    

申请时间：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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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称  职务  

临床工作时间  身份证号  

医院级别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主要 

学习 

经历 

 

 

 

 

主要 

工作 

经历 

 

 

 

签字 

年   月   日 

选送 

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习成绩 
科目 理论 技能 实习 综合 总成绩 

分数      

专科助产士考

核委员会督导

意见 

 

《专科助产

士》证书登记

号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