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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西省民政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西省民政厅、北京普亲咨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罗环、蒋敏、黄丽云、任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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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收住失智老年人的养老机构的照护区设置要求、服务要求和内容、服务管理、服务评

价和改进的相关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江西省各种类型收住失智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和福利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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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96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GB 38600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

MZ/T 039 老年人能力评估

MZ/T 131 养老服务常用图形符号及标志

MZ/T 133 养老机构顾客满意度测评

MZ/T 171 养老机构生活照料服务规范

MZ/T 187 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

DB36/T 1577 集中照护机构设置规范

DB36/T 1582 养老机构老年人服务档案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失智老年人 senile dementia

患有由于神经退行性病变、脑血管病变、感染、外伤、肿瘤、营养代谢障碍等多种原因引起的，以

认知功能缺损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组综合征的老年人。

3.2

精神行为症状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 BPSD

失智老年人出现的知觉、思维内容、心境或行为等症状，包括语言或身体攻击、语言或行为重复、

拒绝照护、睡眠紊乱、妄想、幻觉、情感淡漠、错认等。

3.3

认知康复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对失智老年人的大脑高级功能,包括感知觉、注意力、记忆力、语言、思维、意识，甚至情绪等做

岀全面评估后进行专业、针对性的康复活动，其目标是提高失智老年人处理和解释信息的能力，改善日

常生活活动相关联的各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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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关第三方 relevant third party

老年人配偶、监护人以及为老年人提供资金担保或委托代理的个人或组织。

4 照护区设置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机构应根据 DB36/T 1577 中失智照护单元的要求设置相对独立的失智照护区（以下简称“照护

区”）并配备相应的功能房间。

4.1.2 照护区宜采用易于失智老年人及家属接受的名称。

4.2 照护人员要求

4.2.1 承担失智照护职责的养老护理员上岗前应通过失智照护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且每年接受不少

于两次继续教育培训。

4.2.2 失智照护区的养老护理员配置数量应符合 MZ/T 187 的相关要求。

4.2.3 机构宜成立失智照护小组，小组成员包括但不限于养老护理员、社工师、营养师、心理咨询师、

康复治疗师，有医疗机构的应包括医生、护士。

4.3 场地要求

4.3.1 功能房间应有显著标识并符合 MZ/T 131 的规定。

4.3.2 居室门边应设置显著且有不同特点（包括但不限于不同单一颜色的识别卡、不同单一种类的动

物或植物、老年人熟悉的物件或照片等）的标识，以增强房间辨识度。

4.3.3 认知康复活动场地宜靠近照护区或在照护区内，开展音乐疗法、园艺疗法等行为疗法的机构宜

设置独立的场地。

4.4 设施要求

4.4.1 照护区出入口应配备防止老年人走失的门禁设施。

4.4.2 应配备带锁功能的储物柜，所有药品、消毒液、洗护用品、水果刀、剪刀等均应定位加锁存放。

4.4.3 居室房门宜设置观察窗口并安装单向锁。

4.4.4 照护区窗户应安装限位器，如有阳台，应安装防攀爬坠楼的防护装置。

4.4.5 认知康复活动区域应配备适合老年人使用和/或符合康复训练要求的设备用品，包括但不限于：

---- 各种手工活动器材（如拼图，积木等）；

---- 各种小型乐器（如手摇铃、手鼓等）；

---- 影音播放系统。

5 服务要求和内容

5.1 基本要求

5.1.1 包容接纳

包容接纳的内容如下：

---- 对老年人应一视同仁；

---- 不可歧视和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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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强化沟通

强化沟通的内容如下：

---- 掌握正确沟通方式；

---- 加强良性非语言沟通；

---- 照护行为实施前先进行说明。

5.1.3 尊重自立

尊重自立的内容如下：

---- 尊重照护意愿；

---- 照护服务宜采用提醒、引导、鼓励的方式；

---- 不应催促或强制进行。

5.1.4 促进舒适

促进舒适的内容如下：

---- 营造生活化的环境；

---- 配备舒适的坐卧家具；

---- 及时识别老年人身体不适或需求。

5.1.5 保障安全

保障安全的内容如下：

---- 重视环境及个体风险因素的识别；

---- 制定和落实各种风险事件（如噎食、食品药品误食、压疮、烫伤、坠床、跌倒、他伤或自

伤、走失、文娱活动意外等）的防控方案及应急预案。

5.1.6 突出重点

根据医疗机构对老年人失智程度的诊断或机构的认知障碍评估结果确定老年人的失智阶段，各阶

段照护要求各有不同，内容如下：

---- 早期阶段，主要运用认知康复活动帮助老年人维持记忆和认知功能，鼓励生活自立，维持

自理能力。

---- 中期阶段，主要是生活照料、认知康复活动和减缓精神行为症状照护相结合。

---- 晚期阶段，侧重加强个人护理，尽量保持老年人身体舒适及情绪平和。

5.2 服务流程

照护服务流程详见附录A。

5.3 服务内容

5.3.1 评估服务

a）评估方法

评估方法如下：

---- 参照使用 MZ/T 039 的评估量表；

---- 采用问询、观察、测量等方式方法。

b）入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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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评估的要求如下：

---- 入院前或试入住期间进行；

---- 应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照护等级、制定照护计划（照护计划参见附录 B）、签订服务合同；

---- 评估结果、照护等级及照护计划或措施应作为服务合同要约内容。

c）持续评估

持续评估的要求如下：

---- 入住后每满半年或发生应激事件后进行，应激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发生跌倒、因病住院等

---- 应根据持续评估结果及时调整照护等级及照护计划，并重新签订服务合同或以补充协议等形

式明确取得相关第三方同意。

5.3.2 生活照料服务

生活照料服务的要求如下：

---- 应符合GB 38600、GB/T 35796、MZ/T 171的要求及附录C。

---- 包括但不限于起居照料、清洁照料、饮食照料、排泄照料、睡眠照料。

---- 照料过程中如老年人出现情绪反应参照附录 D 进行处理。

5.3.3 精神行为症状照护

精神行为症状照护的要求如下：

a）预防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 保持居住环境的稳定、熟悉；

---- 安排适宜的活动；

---- 提供恰当的感官刺激；

---- 采用易于接受和理解的沟通方式；

---- 避免伤害老年人的自尊；

---- 观察和总结诱发因素。

b）及时识别，采用引导、顺势、转移的方法进行干预，不可责骂或以其他粗暴的方式对待。

c）当症状未造成安全影响时，适当弱化对症状的关注，及时发现和解决身体不适（如疼痛、便秘

等），降低老年人压力和不安，促进舒适。

d）当症状已影响自身或他人安全时，及时联系相关第三方送医院诊治和/或遵医嘱处理。

5.3.4 认知康复活动

认知康复活动的要求如下：

a) 认知康复活动包括文娱活动、认知功能训练及行为疗法。

b) 机构应安排专人负责文娱活动计划的制定及实施，认知功能训练及行为疗法应遵医嘱或由康

复治疗师负责计划的制定及实施。

c) 认知康复活动的具体实施项目及要求参照附录 E。

d) 认知康复活动的形式包括群体活动、小组活动和个体活动。

e) 在注意保护老年人隐私的前提下可留取活动前、中、后的影像资料，以对比康复效果。

6 服务管理

6.1 团队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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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机构应建立团队关爱机制，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予关心关爱。

6.1.2 机构宜定期进行照护人员工作压力评估，及时识别不良情绪，积极给予心理疏导和工作信心。

6.1.3 机构可依托照护区建立失智老年人家属支持中心，面向社区开展家庭照护的支持工作。

6.2 档案管理

6.2.1 机构应为老年人建立个人照护档案并将老年人入住期间的所有照护服务记录纳入其个人照护档

案进行管理。

6.2.2 老年人照护档案的建档、记录、归档、保管均应符合 DB36/T 1582 的相关要求，保管期限自老

年人离院后不少于 30 年。

6.2.3 机构应建立、健全照护档案管理制度，设专人管理，保证档案真实性、有效性，清晰完整，安

全保密。

7 服务评价与持续改进

7.1 机构应建立服务评价机制，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服务质量满意度测评，测评内容及要求应符合

MZ/T 133 的规定。

7.2 机构应建立有效的服务投诉渠道，如管理热线、现场访谈、设置意见箱等，以定期听取、采纳相

关意见和建议，接获投诉应 24 小时内回复，3天内进行处理并反馈。

7.3 机构院长应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对服务质量等进行自查，对存在的问题釆取有效的改进措施，实现

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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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失智照护服务流程图

失智照护服务流程图见图A.1。

图 A.1 失智照护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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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失智照护服务计划书

失智照护服务计划书见表B.1。

表 B.1 失智照护服务计划书

入住时间 房间号 床位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评估结果 评估时间： 年 月 日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评分 程度划分

能力评估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重度障碍 □中度障碍 □轻度障碍 □正常

感知觉与沟通 □重度障碍 □中度障碍 □轻度障碍 □正常

精神认知状态 □重度障碍 □中度障碍 □轻度障碍 □正常

社会参与 □重度障碍 □中度障碍 □轻度障碍 □正常

风险评估

噎食风险 □重度风险 □中度风险 □ 轻度风险 □无风险

误食风险 □重度风险 □中度风险 □ 轻度风险 □无风险

跌倒/坠床风险 □重度风险 □中度风险 □ 轻度风险 □无风险

走失风险 □重度风险 □中度风险 □ 轻度风险 □无风险

压疮风险 □重度风险 □中度风险 □ 轻度风险 □无风险

...... □重度风险 □中度风险 □ 轻度风险 □无风险

健康评估

意识状态 □昏迷 □植物人状态 □昏睡或嗜睡 □清醒

生命体征状态

用药

BPSD评估

异常情绪 □ 抑郁表现 □ 焦虑表现 □ 亢奋表现 □ 无

问题行为

□ 行为攻击 □ 自杀自残 □ 毁物行为 □ 厌食拒食

□ 言语攻击 □ 弄便行为 □ 重复行为 □ 游走徘徊

□ 跟脚行为 □ 幻听幻视 □ 其他：

照护计划 拟定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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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失智照护服务计划书（续）

生活照料等级
a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其他要求（□一对一 □一对二）

生活照料内容

起居

清洁

饮食

排泄

睡眠

风险照护重点

健康管理重点

异常情绪或行为照护重

点

其他提醒

a
生活照料等级的评定根据 MZ/T 039 中关于老年人能力等级的分级并结合机构可提供的服务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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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失智老年人生活照料服务的内容及要求

C.1 起居照料

C.1.1 应主动营造老年人熟悉认可的起居环境。

C.1.2 尊重老年人的生活起居习惯，不应强迫起床或上床睡觉。

C.1.3 在老年人情绪平稳期积极引导建立规律作息，8:00-11:00、14:30-16:00之间的时间段内根据老

年人喜好和认知康复计划安排丰富的活动，引导和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

C.1.4 当老年人出现昼夜颠倒时，除参照 C.1.2 之外，夜班护理员应多关注老年人，增加巡视频率，

必要时准备一些饮用水或小零食，非医嘱不可随意使用助眠药物。

C.1.5 护理人员应记录老年人出现的睡眠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必要时应由医生进行评估和诊断,并提

供干预方案。

C.2 清洁照料

C.2.1 每日早晚引导或协助老年人进行洗漱。必要时将洗漱过程分解成多个单一步骤，简短明确的逐

步讲解并引导。

C.2.2 每次用餐后应督促或协助老年人漱口。

C.2.3 加强假牙管理，引导老年人正确摘戴假牙，防止吞食、玩弄及遗失，并协助清洁消毒假牙。

C.2.4 洗澡前应先调好水温，准备好换洗衣物，洗澡过程中注意保护隐私，防止老年人误食洗护用品。

C.2.5 对不配合甚至抗拒洗澡的老年人，不应强制带入浴室，应在老年人情绪平和、对指令配合度高

的时间段引导进行洗浴，并向老年人表示对配合的感谢和肯定。

C.2.6 当老年人坚决抗拒洗澡时，应增加贴身衣物的更换频次：春秋冬季每周一次，夏季每天一次。

如有大小便污染时，随时更换。

C.2.7 日常清洁中应注意老年人会阴部、肛门及双足的清洁，预防因清洁不到位引发的异味或病症。

C.2.8 应尊重老年人的着装选择，提醒引导穿衣。发现老年人着装不正确时，不可大声提醒或嘲笑，

应私下提醒并协助整理。

C.2.9 被褥、枕芯有条件时应每月曝晒一次，床单、被套、枕套每月至少清洗更换一次，污染时随时

更换。

C.3 饮食照料

C.3.1 用餐环境应整洁安静，就餐位置应相对固定，提供符合用餐习惯及进食能力的餐具，并按老年

人习惯位置摆放。

C.3.2 根据老年人进食能力安排饮食照料的方式，无特殊情况（如老年人无法离床）应尽量安排集中

就餐，积极引导老年人自主进食，必要时喂食或管饲。

C.3.3 有条件的机构可参考开展地中海饮食法；加强补充维生素B类（B6、B9、B12），维生素C、维生

素D和维生素K等有益认知健康的膳食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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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4 老年人用餐应尽量定时定量，避免老年人忘记进食或过度进食。对定时定量以外的老年人自带、

家属购买或外带的食物、零食等机构应统一管理，并提醒护理员或相关第三方应在确保在老年人身体状

况安全且许可的情况下进行进食，必要时应陪伴进食。

C.3.5 老年人用餐习惯有较大改变时应予以详细记录并告知相关第三方。当老年人持续拒绝进食时,

护理人员应及时报告医生及管理人员,查明老年人绝食原因并及时干预。

C.3.6 每日应定时提醒、引导饮水或协助喂水，无医疗限制入水量（如尿毒症）的老年人应保障每日

饮水量1500-2000ml。

C.3.7 晚8点后不宜再大量饮水，以避免夜尿增多，增加起夜次数。

C.4 排泄照料

C.4.1 应提醒、引导老年人养成定时排泄习惯。

C.4.2 应密切观察老年人排泄征兆，及时引导老年人自主如厕或协助如厕。

C.4.3 提供如厕服务时应顾及老年人自尊心，保护隐私。

C.4.4 在房间内如厕的，应及时倾倒便盆或尿壶，并冲洗干净备用。

C.4.5 如厕后应引导或协助清洁肛门或会阴处，洗手、整理衣物。

C.4.6 应为失禁老年人及时更换尿垫或纸尿裤，防止撕扯尿片、玩弄粪便。

C.4.7 应观察、记录老年人每日排便情况及异常情况。当老年人突然出现大小便性状变化时,护理人员

应及时记录并报告医生。对于便秘的老年人，护理人员应观察老年人72小时以内的大小便情况并做好记

录，必要时报告医生并根据医嘱进行干预。

C.5 睡眠照料

C.5.1 晚间应营造光线柔和、温湿度适宜、安静的环境，增加昼夜辨识，以调节睡眠节律。

C.5.2 护理床整体高度以35-45cm为宜，床垫应软硬适中，应配有床栏；床具应坚固，在翻身时不应有

异响。

C.5.3 被褥大小厚度应满足保暖需要，对夜间尿失禁的老年人除穿戴尿不湿外，床单和被褥也应采用

防漏防浸润的措施。

C.5.4 夜间岀现躁动、游走、昼睡夜醒等情况，应参照C.1.2 、C.1.4 和C.1.5进行处理，必要时进行

记录，防止意外发生。

C.5.5 对夜间睡眠不佳老年人参照C.1.3和C.1.5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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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失智老年人情绪异常的处理

D.1 基本处理要求

D.1.1 老年人情绪激动时，应根据老年人认知程度积极取得老年人配合，并及时对老年人的配合给予

肯定、表扬和鼓励。

D.1.2 在缓解老年人情绪的同时应根据老年人情绪异常出现的时机、表现等积极查找原因，在照护过

程中尽量避免诱发因素。

D.2 因无法控制如厕等出现急躁情绪时

D.2.1 如已失禁，则及时帮助老年人以衣物、轮椅、窗帘等可遮蔽物进行遮挡，安抚情绪后至卫生间

进行处理。

D.2.2 如未失禁，则安抚后带去卫生间；如老年人抗拒去卫生间，则引导至房间，使用便携马桶、尿

壶照顾老年人如厕。

D.2.3 对于失禁情况严重的老年人可引导老年人使用成人纸尿裤,并在床上铺设一次性尿垫，保持干

燥，及时更换。

D.3 出现失忆、害怕、游走等慌乱情绪及行为时

D.3.1 照护人员应确保老年人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随时提供必要的帮助。

D.3.2 当老年人害怕慌乱但无攻击行为时，照护人员可引导其描述感到害怕慌乱的原因，待老年人情

绪稍平静后，帮助解决或解释。

D.3.3 当老年人游走时，护理人员应与其保持适当的距离，密切观察老年人的肢体动作、体力消耗的

情况，适当的时候提供零食或饮用水。

D.4 出现幻觉，无法控制情绪时

D.4.1 应以友好平静的方式与老年人沟通，通过轻声交谈、肢体抚触或者戴耳机播放轻柔音乐等方式

帮助老年人放松。

D.4.2 老年人拒绝沟通时，应在保证老年人起居环境安全的情况下，适当调整室内光线及亮度或分散

老年人注意力并陪伴老年人一段时间，等待情绪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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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

认知康复活动的内容及要求

E.1 文娱活动

E.1.1 文娱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歌舞类、体育健身类、影音赏析类、绘画书法类等，以及节日、纪念日

主题活动。

E.1.2 应根据老年人认知情况、活动能力、性格和特长爱好制定每周文娱计划，户外活动应充分考虑

天气情况及安全防控。

E.1.3 节日、纪念日主题活动计划应包括活动主题、时间、地点、筹备小组成员、活动物资、活动流

程、参加人员等，必要时制定并执行活动安全管控方案。

E.1.4 每周活动计划和主题活动计划制定后至少提前两天发布，照护人员应按照计划召集老年人，并

根据老年人评估结果分组、分类施行。

E.1.5 活动过程中护理人员应给予老年人积极正面的引导和回应。

E.1.6 活动过程中应注意老年人面部表情和体能消耗情况，控制活动时长；及时补充水分，观察或询

问活动感受。

E.2 认知功能训练

E.2.1 适用于轻中度失智的老年人，包括注意力、记忆力、计算力、定向力训练，失认和失用的训练、

日常生活能力训练和抽象思维能力训练。

E.2.2 应秉承安全性、依从性、个体化和渐进性的原则。

E.2.3 宜采用小组活动、个体活动的形式进行。

E.2.4 制定每周认知功能训练计划，计划实施过程中观察评估老年人的适应性，有压力有抗拒应停止

或推迟训练，不可操之过急。

E.2.5 训练过程中应保障安全，使用的器具在使用前后均应进行清点。

E.2.6 认知功能训练宜以三个月为一周期，训练前后可做评估效果对比。

E.3 行为疗法

E.3.1 行为疗法包括音乐疗法、园艺疗法、情绪疗愈、艺术疗法等。

E.3.2 应先根据老年人的既往经历、兴趣爱好开展特色疗法，开展过程中注意老年人的情绪变化、社

交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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