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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与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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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失能失智老年人生活照料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养老机构失能失智老年人生活照料服务的术语和定义、总则、基本要求、人员资质要

求、服务要求、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海南省各类收住失能失智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对其生活照料服务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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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9353-2012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

GB/T 35796-2017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JGJ 450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MZ/T 039-2012 老年人能力评估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353、GB/T 3579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

了GB/T 29353、GB/T 35796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养老机构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膳食、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等综合性服务的各类组织。

[GB 29353-2012，术语和定义3.1]

3.2

失能老年人

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根据民政行业评估标准 MZ/T 039-2012 将失能老年人划分为轻度失

能、中度失能和重度失能的老年人。

3.3

失智老年人

因脑部伤害或疾病所导致的渐进性认知功能退化的老年人。

3.4

生活照料服务

协助或照顾老年人饮食、起居、清洁、卫生等日常生活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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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5796-2017，术语和定义3.1]

3.5

养老护理员

经职业技能培训，具备基本的养老护理技能，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服务的人员，在养老机构

简称护理员。

3.6

护理人员

养老机构中的护士和养老护理员的统称。

4 总则

4.1 老年人生活照料服务的内容应包括饮食照料、清洁照料、睡眠照料、排泄照料等方面。

4.2 生活照料服务主要由护理人员承担，护士可对养老护理员进行专业技术指导或带教。

4.3 养老机构应为老年人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及生活照料服务档案。老年人健康档案的保存期限不少于

老人出院后 5 年，服务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 3 年。

4.4 管理人员应定期对生活照料服务进行质量监督、指导、考核。

5 基本要求

5.1 环境要求

5.1.1 养老机构老年人生活用房的设计与设置应符合 JGJ 450 的规定。

5.1.2 入住老年人总数大于 20 人的机构，宜按照护需求划分集中居住空间，失智老年人宜单独设置照

料单元并设置门禁。

5.1.3 老年人活动区域应无障碍物、无积水等，地面应防滑。室内灯光应明亮柔和，居室及通道应设

有夜灯及应急灯，通风良好，温湿度适宜。

5.1.4 老年人常用物品应摆放在方便取用且不妨碍活动的地方。

5.1.5 老年人生活区域要干净、整洁、无异味。

5.2 卫生要求

5.2.1 护理人员应协助做好老年人个人清洁，及时消除老年人身体的异味。

5.2.2 在提供生活照料服务及护理不同老年人的前后，应使用香皂（或洗手液、消毒液）和流动水清

洁双手，一般情况下采用六步洗手法的方式洗手。

5.2.3 设立预防感染相应设施和制定控制感染预案。

5.2.4 护理感染的老人应执行感染控制操作，接触老年人血液、排泄物、被污染的物品等时宜佩戴手

套。

5.2.5 老年人的物品应专人专用，做好清洁消毒工作。

5.3 设备设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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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应配备生活照料服务必要的设备、设施与用具，各种设备设施应安全、稳固，无尖角凸出部分。

无障碍设施的设计应符合 JGJ 450 的规定。

5.3.2 机构应配备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及用具，包括床上护栏、安全标识、安全扶手、紧急呼救系统等，

轮椅应有安全带。

5.3.3 老年人衣物应绣有名字，失智老年人宜绣有机构名称、联系方式等，或佩戴其他失智识别标识。

5.3.4 老年人公共活动区域应设置监控设备，失智老年人居室宜设置监控。应设置公共浴室和卫生间

并按老年人性别区分使用，失智老年人卫生间的门不宜有反锁功能。

5.3.5 多人居住的房间应设有保护老年人隐私的设备设施。

5.3.6 居室宜设温度调节设备，洗浴设备应配备水温调节设施。

6 人员资质要求

6.1 人员配备应满足养老服务的需要，应明确各岗位职责、工作标准与流程。

6.2 护士应持有相应的专业资格证书或执业证书，护理员应经过养老护理员工作的专业培训。

6.3 护理人员应掌握老年护理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护士还应掌握老年疾病护理等护理专业知识和技能。

6.4 提供照料服务的护理人员应富有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尊老爱老，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

6.5 护理人员应了解所服务老年人的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床号、姓名、性别、年龄、个人生活

照料重点、个人爱好、所患疾病情况、使用药品治疗情况、家庭婚姻情况、精神心理情况等。

7 服务要求

7.1 饮食照料服务

7.1.1 助餐服务

7.1.1.1 就餐前应评估老年人的病情、饮食种类、出入量、自行进食能力及用药情况，暂停同一居室

老年人非紧急的治疗、护理工作，协助老年人摆好进食体位。

7.1.1.2 协助老年人餐前洗手、餐后漱口，及时处理食物残渣。

7.1.1.3 应为老年人送餐到居室，由护理人员根据老年人的身体情况分发食物并协助就餐。鼓励上肢

肌力良好的老年人自行进食进饮。

7.1.1.4 宜为老年人建立共同就餐的环境，鼓励同居室的老年人共同就餐，提倡集体进餐。

7.1.1.5 老年人集体用餐时，应有护理人员在旁协助；分散用餐时，护理人员应加强巡房。

7.1.1.6 护士应利用专业知识对老年人饮食异常情况进行原因分析，宜对老年人的不良饮食习惯进行

健康指导。

7.1.1.7 进食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应在《护理记录单》上（见附录 A）记录并进行交接班。

7.1.1.8 除了保证老年人一日三餐正常饮食外，可适当为老年人增添其他食品或营养品。

7.1.1.9 护理人员每日应分次、定时为老年人送开水，并督促或协助老年人饮水。

7.1.2 安全要求

7.1.2.1 就餐前宜将电视关闭，勿在老年人进食时与老年人谈笑，勿催促老年人加快进食速度。

7.1.2.2 应帮助咀嚼、吞咽功能障碍或意识异常的老年人去除食物中的骨头、鱼刺，再给予进食。

7.1.2.3 老年人接触到的水或食物温度宜温热不烫嘴，不宜高于 40°C。

7.1.2.4 老年人进食进饮过程中，护理人员应注意观察有无吞咽困难、呛咳、恶心、呕吐等异常情况，

并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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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结果标准

7.1.3.1 为老年人提供的饮食营养搭配均衡，饮食量充足，老年人对进食过程满意。

7.1.3.2 进食过程安全，未发生意外事件，出现异常情况时能及时处理。

7.2 清洁照料服务

7.2.1 生活环境

7.2.1.1 应维持老年人居室及公共活动区域安全、整洁、卫生、无异味，地面平坦、无积水、无障碍

物。

7.2.1.2 每日应为老年人清扫居室，并整理居室物品，物品定点、分类放置。

7.2.1.3 每周为老年人更换被服 1 次；当被服被污染时，随时更换；老年人的被褥及床垫应定期消毒。

护理人员更换被服后应在《个人生活护理记录表》（见附录 B）上记录。

7.2.1.4 老年人使用的毛巾、口杯、便器、助行器具等物品用后应及时清洁，每周至少集中消毒 1 次。

7.2.1.5 在睡前、起床或饭后，护理人员应帮助老年人进行床铺的清扫、整理，床铺表面应做到平整、

干燥、无污渍、无渣屑。

7.2.1.6 天气良好的情况下，应在每日晨起、午后保持居室通风换气 30 分钟，冬季可适当缩短通风时

间，约 10 分钟。通风期间应注意做好卧床老年人的保暖措施，也可使用艾熏、紫外线灯、空气消毒机

等工具进行消毒。

7.2.2 个人卫生

7.2.2.1 护理人员应协助老年人做好身体清洁、口腔清洁、仪容整洁等个人卫生清洁工作。

7.2.2.2 应协助老年人在晨起和睡前清洁口腔，协助老年人梳理和清洁头发,定期为老年人修剪指甲、

理发、剃须等，帮助老年人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

7.2.2.3 老年人沐浴的时间间隔应根据气候变化情况及个人习惯确定，一般 4 月至 10 月隔日 1 次，11

月至次年 3 月每周 2 次。沐浴时间宜控制在 10-15 分钟，水温在 35℃～45℃为宜。

7.2.2.4 协助老年人沐浴前应准备好干净衣物，协助老年人穿衣后方可离开浴室。寒冷天气，沐浴前

宜先调节室温。

7.2.2.5 注意长期卧床老年人的皮肤清洁护理，每日床上擦浴或清洗会阴。提供洗浴服务时应注意擦

洗皮肤皱褶处。

7.2.2.6 应及时为老年人换洗脏污衣物，冬装应保暖，夏装宜透气。寒冷天气应协助老年人穿好鞋袜。

7.2.2.7 清洗会阴部、足部的水盆或毛巾应专用。

7.2.2.8 护理人员为老年人提供个人清洁卫生服务后应在《个人生活护理记录表》（见附录 B）上记

录。

7.2.3 安全要求

7.2.3.1 老年人沐浴或擦浴前应帮助测试水温，避免水温过高或过低。

7.2.3.2 自行沐浴的老年人应叮嘱其勿反锁浴室门，期间加强巡视，及时给予协助。

7.2.3.3 助浴过程中，随时询问和查看老年人，如有不适应迅速停止操作，告知专业医护人员。

7.2.3.4 患有严重的心功能不全的老年人应选择床上擦浴；患有糖尿病且易发生低血糖的老年人不宜

空腹洗澡，以免发生意外。

7.2.3.5 卧床或行动不便的老人沐浴时应做好防护措施。

7.2.4 结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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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1 老年人生活环境及身体无异味。

7.2.4.2 为老年人提供洗浴服务时未因水温调节不当导致烫伤或受凉的情况。

7.2.4.3 老年人沐浴时未发生跌倒等意外事件，病情变化时能及时发现并处理。

7.3 睡眠照料服务

7.3.1 睡眠服务

7.3.1.1 护理人员应为老年人布置舒适的睡眠环境，夜间应适当开启照明设施，如夜灯或地灯。

7.3.1.2 应定时巡视，做到“四轻”：说话轻、走路轻、操作轻、开关门轻。

7.3.1.3 睡眠期间应根据老年人大小便习惯，定期检查二便失禁老年人的纸尿裤、尿袋、护理垫等，

及时更换。

7.3.1.4 对于不能自主翻身的失能老年人，护理人员应严格遵守翻身操作技术规范，每 2 小时翻身 1

次，在翻身时宜帮助咳嗽无力的老年人拍背。

7.3.1.5 对于睡眠障碍及失智的老年人，应通过开展各项娱乐活动等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减少白

天睡眠时间，帮助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必要时遵医嘱给予药物帮助睡眠。

7.3.1.6 应为有心理问题的老年人进行心理疏导，必要时请医务人员、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员协助处

理或转至医疗机构。

7.3.1.7 应根据天气情况帮助老年人添减被褥和衣物。

7.3.2 安全要求

7.3.2.1 护理人员巡房时应进入到老年人卧室，重点查看老年人有无异常状况，发现异常应及时处理

并在《护理记录单》上（见附录 A）记录，做好交接班。

7.3.2.2 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上厕所应及时给予协助，做好防跌倒、防坠床工作。

7.3.3 结果标准

7.3.3.1 老年人睡眠环境安全、安静、舒适，夜间护理工作未对老年人睡眠造成影响。

7.3.3.2 老年人睡眠质量良好，晨起精神状态较好。

7.3.3.3 老年人睡眠期间未发生意外事件，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处理。

7.4 排泄照料服务

7.4.1 排泄服务

7.4.1.1 护理人员应熟练并正确使用各种协助排泄的工具，如纸尿裤、便盆、尿壶、尿袋等，男性尿

失禁老年人宜使用一次性尿袋接尿。

7.4.1.2 在护理留置尿管的老年人时，护理人员应严格遵守留置尿管的护理常规，卧床老年人排泄后

应对会阴部及臀部皮肤进行清洁护理，每日应为大小便失禁的老年人擦洗会阴部及臀部。

7.4.1.3 护士宜帮助大小便失禁的老年人锻炼排泄功能，建立规律的排便习惯。

7.4.1.4 卧床老年人在床上大小便后，应及时通风换气。

7.4.1.5 老年人的排泄物应及时倾倒、冲洗，定期消毒便盆、坐便器。

7.4.1.6 每日应观察并记录老年人排便情况，在《护理记录单》（见附录 A）上记录排便次数及异常

情况。

7.4.2 安全要求

7.4.2.1 加强皮肤护理，避免出现皮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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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2 对独自上卫生间如厕的老年人应加强巡视。

7.4.2.3 应避免长时间暴露老年人身体，避免受凉。

7.4.3 结果标准

7.4.3.1 大小便处理及时，能及时清除异味。

7.4.3.2 未因排泄后清洁护理不当而导致皮肤问题。

7.4.3.3 老年人大小便时出现异常变化能及时发现并处理。

8 管理要求

8.1 应根据机构情况制定饮食照料、清洁照料、排泄照料、睡眠照料等具体服务流程。流程应简洁、

明了、完整，各环节紧密衔接。

8.2 应制定护理操作技术规范及老年常见病的护理常规，并按规范要求提供服务。操作技术规范应包

括但不限于：物品准备、操作步骤、关键控制点及要求、时限或频次、记录要求、安全要求。

8.3 应对老年人进行入住评估及定期健康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不限于：活动能力、认知功能、跌倒风

险、压疮风险、营养状况等。对于老年人存在的高危风险情况，应及时告知家属，并签订协议。

8.4 宜为老年人制定与身心状况相适应的护理计划并组织实施，根据情况及时调整护理计划。

8.5 应在《护理记录单》（见附录 A）上详细记录老年人身心变化情况、异常情况的观察与处理等。

8.6 护理人员开展护理服务时应注意保护老年人隐私，原则上男性护理人员不安排护理女性老年人。

8.7 任何一项服务均应遵循安全的原则，进行移动性操作时禁止推、拉、扯等粗暴行为。

8.8 应 24 小时有护理人员值班，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处理，建立交接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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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护理记录单

科室 床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档案号 护理等级 入院日期

日期 时间
BP

(mmHg)

P
（次/分）

R
（次/分）

T
（℃）

血糖

(mmol/L)

大便

（次）
护理问题/措施 签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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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个人生活护理记录表

科室 床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档案号 护理等级 入院日期

日期
洗澡/

擦浴
洗头 理发 剃须

修剪指

（趾）甲

更换床上用品 更衣 其他

床单 被套 枕套 上衣 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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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2　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上厕所应及时给予协助，做好防跌倒、防坠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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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2　在护理留置尿管的老年人时，护理人员应严格遵守留置尿管的护理常规，卧床老年人排泄后应对会阴部及臀部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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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　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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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3　应避免长时间暴露老年人身体，避免受凉。
	7.4.3　结果标准
	7.4.3.1　大小便处理及时，能及时清除异味。
	7.4.3.2　未因排泄后清洁护理不当而导致皮肤问题。
	7.4.3.3　老年人大小便时出现异常变化能及时发现并处理。


	8　管理要求
	8.1　应根据机构情况制定饮食照料、清洁照料、排泄照料、睡眠照料等具体服务流程。流程应简洁、明了、完整，各环
	8.2　应制定护理操作技术规范及老年常见病的护理常规，并按规范要求提供服务。操作技术规范应包括但不限于：物品
	8.3　应对老年人进行入住评估及定期健康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不限于：活动能力、认知功能、跌倒风险、压疮风险、营
	8.4　宜为老年人制定与身心状况相适应的护理计划并组织实施，根据情况及时调整护理计划。
	8.5　应在《护理记录单》（见附录A）上详细记录老年人身心变化情况、异常情况的观察与处理等。
	8.6　护理人员开展护理服务时应注意保护老年人隐私，原则上男性护理人员不安排护理女性老年人。
	8.7　任何一项服务均应遵循安全的原则，进行移动性操作时禁止推、拉、扯等粗暴行为。
	8.8　应24小时有护理人员值班，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处理，建立交接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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