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浙卫发„2019‟65 号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浙江省托育
机构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指南（试行）
》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卫生健康委（局），省妇产科医院、省儿
童医院：
为贯彻落实《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3 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精神，依据《托儿所幼儿园卫
生保健管理办法》《浙江省托育机构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
法律法规、政策、标准要求，指导托育机构为 3 岁以下婴幼儿提
供科学、规范的照护服务，我委组织制定了《浙江省托育机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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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指南（试行）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
2019 年 12 月 30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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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托育机构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指南
（试行）
第一部分 总 则
一、目的
为贯彻落实《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3 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精神，依据《托儿所幼儿园卫
生保健管理办法》《浙江省托育机构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
法律法规、政策、标准要求，指导托育机构为 3 岁以下婴幼儿（以
下简称婴幼儿）提供科学、规范的照护服务，特制定《浙江省托
育机构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指南(试行)》(以下简称《照护指南》)。
二、适用范围
本《照护指南》中的托育机构，是指经有关部门登记、卫生
健康部门备案的，为 3 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
托、临时托等托育服务的机构。
三、基本原则
（一）保育为主，保教结合。以保障婴幼儿的健康、营养和
安全为前提，实行保教结合，为婴幼儿早期发展提供服务。
（二）遵循规律，全面发展。遵循婴幼儿各月龄段的身心发
展规律，提供合理膳食，安排适宜活动，注重体格、感觉运动、
语言认知、情绪和社会交往等能力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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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造条件，满足需求。了解婴幼儿身心发展需求，实
施回应性照护，促进婴幼儿在关怀及赋能的良好环境中健康成长。
（四）关注差异，发展潜能。关注婴幼儿气质和个体差异，
通过交流、游戏等日常活动，实施有针对性的照护指导，发展婴
幼儿潜能。
第二部分 照护内容
托育机构婴幼儿照护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一日生活安排，提供
回应性照护、能力发展、营养膳食、健康管理、安全保障等照护
服务，保障婴幼儿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托育机构可参照不同年
龄段婴幼儿发展要点（见附件 1），制定照护方案。
一、 一日生活安排
根据不同发育水平婴幼儿的生理、心理特点，合理安排一日
的生活和活动，保证其在机构内生活的规律性、稳定性，促进婴
幼儿的身心健康和潜能发展。
1．对婴幼儿在托期间生活的主要内容，如睡眠、进餐、如厕、
活动、游戏等每个生活环节和时间等给予合理安排。
2．保证婴幼儿充足的身体活动时间，注意动静结合、集体活
动与自由活动结合、室内活动与室外活动结合，不同形式的活动
交替进行。
3．培养婴幼儿自主进餐能力和良好的进食习惯，按照日托时
间，合理安排喂奶、辅食和进餐。婴儿日间每 2～4 小时喂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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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安排主餐和点心各 1～2 次，进餐时间 20～30 分钟/餐。餐后
安静互动或散步时间 10～15 分钟，小睡时间依年龄而定。
4．婴幼儿每次受束缚（如在推车内、餐椅上）时间小于 1 小
时，对 2 岁内婴幼儿不建议观看或使用电子屏幕（电视、视频、
电脑或手机）
，2 岁以上幼儿静坐屏幕时间小于 1 小时∕天，静坐
时鼓励开展阅读绘本、讲故事等活动。
5．根据婴幼儿的年龄，结合季节变化和机构实际情况，参照
婴幼儿一日生活活动时间分配表（见表 1），制订一日生活作息
制度。
表 1 一日生活活动时间分配表
饮食

身体活动
时间
（小时）

睡眠

喂养或进餐次数
（正餐+点心）

喂养或进餐间
隔时间
（小时）

6～9 月龄

5～6 次母乳
1～2 次固体食物

3～4，减少夜间
喂养次数

≥1

2

1～2

10～12
总 12～16

9～12 月龄

3～4 次母乳
2～3 次固体食物

3～4，养成整夜
睡眠习惯

≥1

2

1～2

10～12
总 12～16

1～2 岁

3+2 次

3.5～4

≥3

1～2

1.5～2.5

10～11
总 11～14

2～3 岁

3+2 次

3.5～4

≥3

1

2～2.5

9～11

年龄

日间 日 间 时 间
夜间
次数 （ 小 时 ∕
（小时）
（次） 次）

6．婴儿自 3～6 月龄开始培养昼夜节律和自主入睡习惯，幼
儿自 15～18 月龄开始，根据其发育能力，进行如厕训练等。
二、回应性照护
1．照护者应及时观察婴幼儿的动作、声音和言语表示，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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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哭声，了解婴幼儿的需求，并及时给予相应的语言、表情
和动作回应，为婴幼儿提供与需求相匹配的喂养、睡眠、清洁护
理和互动等照护。促进婴幼儿早期社交和情绪的发展和安全型依
恋关系的建立。
2．为婴幼儿提供温暖的、支持性的、有丰富环境刺激和互动
的养育环境。根据不同年龄婴幼儿一日生活安排，在日常照护中
（如进食、护理）融入眼神、语言和手势的交流，为婴幼儿提供
敏感的、回应性的、可预测的、温情的、关爱的照护活动，并在
日常生活中，为婴幼儿提供自喂食物，配合脱穿衣服等学习机会。
3．照护者应以温和、愉快的态度与婴幼儿互动，对婴幼儿进
行不良行为约束时，态度坚定，但语调平静而温和。禁止一切忽
视、粗暴冲动或虐待婴幼儿的行为。
三、能力发展
1．根据婴幼儿不同发育水平，在托育机构开展各种玩耍、游
戏、唱歌、绘本阅读等活动，在活动中融入语言、手势和表情，
使婴幼儿获得运动、语言认知、社会交往和情绪调控、艺术表现
等能力的最佳发展。婴幼儿交流玩耍方法参考表见附件 2。
2．根据婴幼儿不同发育水平，开展不同的身体活动和体格锻
炼，促进婴幼儿的感知觉、运动（力量、平衡、协调、灵活性）
，
手的精细动作、手眼协调等能力的发展。
四、膳食和营养
（一）膳食管理
有专人负责，建立有家长代表参加的膳食委员会并定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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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工作人员膳食和婴幼儿膳食要严格分开，每天按人按量供
应主副食，杜绝隔日剩饭菜。招收哺乳期婴幼儿的，需配臵母乳
喂养室（配臵洗手池、换尿布台）
，配备有专人负责储存母乳的冰
箱，储存的母乳都应详细标明泵奶时间、婴幼儿和母亲姓名。
（二）膳食卫生
1．膳食及饮用水和各类食物摄入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
范。创建卫生、整洁、舒适的进餐环境，餐前做好充分准备，按
时进餐，保证婴幼儿情绪愉快，培养婴幼儿良好的饮食行为和卫
生习惯。
2．餐饮具必须消毒并保洁存放，刀、板、盆、抹布等各类工
具和容器做到分开使用，定位存放，用后洗净，保持清洁。
3．食品及原料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禁止提供生冷拌菜，加热
时中心温度应当高于 70℃，未经充分加热的食品不得食用，食品
不得接触有毒物、不洁物。
4．母乳保存在 37℃以下室温不超过 3 小时，冰箱冷藏保存不
超过 24 小时，家用冰箱冷冻室冻存不超过 3 个月。储存母乳喂养
前核对姓名和储存时间，用温水加热至 37℃～40℃。
5．婴幼儿家长自带的配方奶粉应标明生产日期、打开日期、
保质期、婴幼儿姓名、家长姓名等信息。特殊配方奶粉如早产儿
配方奶粉、深度水解配方奶粉应单独存放管理。
（三）膳食营养
1．根据婴幼儿生理需求，按照标准规范制订婴幼儿膳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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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婴幼儿食物摄入量和餐次参考表（见表 2），合理做好婴幼儿
膳食安排。
表 2 婴幼儿食物摄入量和餐次参考表
项 目

母乳喂养

辅食添加

6 个月

7～9 个月

10～12 个月

按需喂母乳并

每天 4～6 次母

每天 3～4 次

开始添加辅食

乳

母乳

每天摄入母乳
或液态奶
300～500ml

每天 1 次泥糊

每天 1-2 次泥末

状食物

状食物

每天 2～3 次碎
的 颗 粒 状 食 每天 3 次正餐
物，手指状食 2 次点心
物

厚粥、烂面片、

烂米饭、烂面、 软米饭、馒头

铁强化米粉

谷物杂粮

厚粥

软馒头片（约

包子（约 50～

面类（约 75～

30～50 克/天）

75 克/天）

100 克/天）

肉泥、鱼泥、肝/

动物类蛋
白食品和

/

豆制品

血、蛋黄
（共约 15～25
克/天）
菜末、果泥

蔬菜水果

12～24 个月

菜 泥、果泥

(共约 45～75 克
/天)

肉末、肝/血、
鱼、禽类

肉、鱼、禽类

（25～50 克/

（50～75 克/

天）

天）、蛋 1 个

蛋1个

24～36 个月
每天喝奶量
300～500ml

每天 3 次正餐
2 次点心

米饭、饺子、饼
等米面类（约
100～180 克/
天）
肉、鱼、禽类（约
75 克/天）蛋 1
个，大豆及豆制
品（25 克/天）

碎菜（约 50～

碎菜（约 100～

蔬菜（约 150～

100 克/天）

200 克/天）、水

250 克/天）、水

水果（约 20～

果（约 50～100

果（约 100～150

50 克/天）

克/天）

克/天）

备注：本表参考《实用儿童保健学》
、国家妇幼中心《养育风险咨询卡》

2．婴儿满 6 月龄开始添加辅食，鼓励母亲继续坚持母乳喂养，
母乳喂养次数逐渐从每日 5～6 次减少至 3～4 次，辅食从开始时
每日一次，至 7～9 月龄增加至每日 2 次，10～12 月龄每日 2～3
次。首先添加强化铁米粉，适应后添加蔬菜泥、果泥，再逐渐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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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瘦肉、肝泥、蛋、鱼等动物性食物。每添加一种新的食物应观
察 5～7 天，注意有无过敏或不良反应。食物质地从泥糊状逐渐转
换成泥末状食物，至 10～12 月龄转换至颗粒/小块状或指状固体
食物。辅食制作尽量无盐、少糖，不提供含糖饮料。
3．关注婴幼儿进食需求的信号，顺应性喂养。鼓励婴幼儿进
食各种健康食物，给婴幼儿示范进食固体食物时的咀嚼和吞咽动
作，让婴幼儿学习、掌握咀嚼和吞咽技能。学习抓取指状固体食
物自喂，学习用杯子饮水，1～2 岁学习用勺进食。
五、健康管理
（一）健康检查
1．入托健康检查：婴幼儿进入托育机构前，需完成适龄的预
防接种，经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检查，合格后方可入托；离开托育
机构 3 个月以上的，返回时须重新进行健康捡查。
2．定期健康检查：按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0～6 岁儿童健康
管理规范”要求，婴幼儿满 3、6、8、12、18、24、30、36 月龄
的，在所在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健康检查。
3．晨午检查及全日健康观察：做好婴幼儿在托期间的检查和
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每日巡视 2 次，发现患病、疑似传染
病婴幼儿应当尽快隔离并与家长联系，并追访诊治结果。
（二）健康体格锻炼
1．1 岁内婴儿以各种方式进行身体活动，尤其鼓励地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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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耍互动，让清醒时的婴幼儿每天趴卧至少 30 分钟，可分次进行。
2．1～2 岁幼儿每天至少有 3 小时各种强度的身体活动。
3．2～3 岁幼儿每天至少有 3 小时各种强度的身体活动，其中
至少 1 小时为中高强度活动。
4．活动中注意婴幼儿精神状态、出汗量和对身体活动的反
应；活动后及时更衣，注意观察其精神、食欲、睡眠等状况。
（三）健康教育
1．根据不同季节、疾病流行等情况，制定全年健康教育工作
计划，并组织实施。
2．健康教育的内容包括婴幼儿营养、回应性照护、早期发展
促进、交流与玩耍、心理卫生、疾病预防、婴幼儿安全以及良好
行为习惯的培养等。
3．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举办健康教育课堂、亲子活动、
发放资料、宣传专栏、咨询指导、家长开放日以及通过微信群、
公众号等新媒体普及科学育儿知识。
4．建立与家长的联系制度，定期召开家长会议，帮助家长了
解照护内容和方法。
六、安全保障
1．各项活动应当以婴幼儿的安全为前提，建立定期机构内部
安全排查制度、接送管理制度、应急突发事件处理制度等，落实
预防婴幼儿伤害的各项措施。
2．婴幼儿睡眠时头部和脸部不宜遮盖，避免引起窒息，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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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婴儿单独留在澡盆或没有围栏的小床，以防呛水、溺水、跌落
等意外伤害。
3．喂奶后将婴儿竖抱拍嗝、侧卧，预防乳汁吸入导致窒息。
4．婴幼儿生活活动场所不宜放臵轻薄的塑料布或塑料袋。
5．热水壶、暖瓶、药品、清洁消毒用品等均放臵于婴幼儿不
可触及的专用地方，插座、电线等有专门防护，避免烫伤、烧伤、
触电、中毒等事故。紫外线杀菌灯的控制装臵应单独设臵，并应
采取防误开措施。
6．任何活动项目均要有工作人员关注婴幼儿的安全，避免误
咽、误吸各种小物件，或发生误伤等行为发生。
第三部分 组织实施
托育机构应按照本《照护指南》，因地制宜制定照护方案，指
导托育机构工作人员明确自身职责，创造适宜婴幼儿发展的环境，
认真组织与实施婴幼儿养育照护活动。
一、明确工作人员的职责
托育机构的工作人员应明确工作职责，各司其职、认真履职、
相互配合，有效地开展养育照护工作。
1．托育机构负责人负责全面工作。建立并组织执行本机构的
各项规章制度；负责指导，检查和评估保育人员、保健人员以及
其他工作人员的工作。
2．保育人员负责婴幼儿日常生活照料。安排游戏活动，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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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身心健康，养成良好行为习惯，指导家长科学育儿。
3．保健人员负责婴幼儿的卫生保健工作。制定婴幼儿一日生
活安排和体格锻炼计划，进行巡视、观察和监督；负责制定各月
龄段婴幼儿的食谱，指导调配婴幼儿膳食，检查食品和饮水卫生；
指导婴幼儿的喂养；负责晨检、午检和全日健康观察；定期组织
婴幼儿健康检查，做好婴幼儿健康档案管理；做好婴幼儿营养、
生长发育的监测和评价；负责卫生与消毒的检查和指导，婴幼儿
传染病、常见病的预防与控制；负责与当地卫生保健机构建立联
系，协助做好疾病防控和预防接种等工作。
二、创造适宜的照护环境
1．根据相关规范，建立安全、卫生的环境，便于婴幼儿日常
生活、玩耍、游戏和阅读学习等活动，帮助婴幼儿逐渐熟悉并适
应照护服务机构的环境。
2．根据季节和天气变化，尽可能为婴幼儿提供接触自然环境
的机会，并随着婴幼儿的月龄增加逐步延长室外活动的时间。
3．室内空间按不同活动区域划分，为婴幼儿提供尺寸适当的
桌椅、橱柜等家具。如有条件，可以在成人可观察的视线范围内
设臵婴幼儿能够独自活动的半开放空间。
4．提供充足的空间和设备。如开阔的场地、布臵的小型隧道
等爬行空间、可扶走的斜面以及低矮的楼梯、滑梯等，确保婴幼
儿能够进行爬、走、钻、攀、上下楼梯等活动。
5．提供软积木、软球、沙、水、橡皮泥、色彩笔、纸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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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镜子等材料，组织婴幼儿进行感知、操作、探索等活动。
要定期对材料进行消毒和清洗，确保材料的安全和卫生。
6．为婴幼儿创设温馨的心理关爱环境，满足婴幼儿对尊重、
关注、关心、爱护、细心照顾等情感需求。
三、开展科学的照护活动
（一）科学制定方案
托育机构要利用家长访谈、婴幼儿活动观察等机会，了解每
个婴幼儿的生活作息、行为习惯、兴趣爱好和性格特征，制订个
性化的照护方案。
（二）合理安排活动
1．以婴幼儿为中心组织开展活动，充分体现以保育为主的原
则，切实保障婴幼儿的安全和健康。
2．根据不同月龄段婴幼儿的特点，有针对性开展保育教育活
动，科学合理安排和组织好一日活动，做到保中有教、教中有保、
保教结合。
3．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安排保育教育活动、注重活动的趣味性
和启蒙性。
4．通过耐心、细心照料婴幼儿，逐步引导婴幼儿养成良好的
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培养基本的自理能力，并满足婴幼儿的心
理发展需要。
5．注重观察婴幼儿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并对其操作、表
达和互动进行适当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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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随着婴幼儿月龄增长，逐步增加婴幼儿集体活动，让婴幼
儿逐渐适应集体活动，并从中感受到乐趣，为婴幼儿进入幼儿园
做好准备。
（三）加强与婴幼儿家庭的协作
1．与婴幼儿家庭建立良好的关系，保持有效的沟通与交流，
争取婴幼儿家庭的理解和支持，使婴幼儿家庭积极主动的参与托
育机构的保育照护活动。
2．利用婴幼儿每日入托和离托等时间，主动与婴幼儿家长交
流婴幼儿在家以及在托育机构的生活情况，做到双方相互支持，
密切配合，共同促进婴幼儿的健康成长。
3．指导和帮助婴幼儿家长提高在日常养育、材料提供、游戏
开展、亲子互动、早期阅读等方面的能力，提升家庭科学育儿的
水平。
（四）了解婴幼儿体格生长和神经心理发育情况
1．全面了解婴幼儿的体格健康和生长发育状况。
2．关注并了解婴幼儿体格生长和心理行为发展的速度、水平、
特点和个体差异。
3．在一日生活中与婴幼儿互动，通过细致观察，详细了解婴
幼儿的健康和心理行为发育状况，并与婴幼儿家长交流相关情况。
4．依据 3 岁以下婴幼儿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象表（见附
件 3），结合开展的婴幼儿发育筛查和评估，对发现或筛查出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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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心理、行为发育问题，疑似或明显发育迟缓的婴幼儿，应
及时告知家长，督促家长携带婴幼儿到妇幼保健机构做进一步评估。

附件：1．不同月龄段婴幼儿发展要点表
2．3 岁以下婴幼儿交流玩耍方法参考表
3．3 岁以下婴幼儿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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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不同月龄段婴幼儿发展要点表（身体发育-1）
项目

6 月龄

12 月龄

18 月龄

24 月龄

36 月龄

男孩

女孩

男孩

女孩

男孩

女孩

男孩

女孩

男孩

女孩

63.6-71.9

61.2-70.3

71.0-80.5

68.9-79.2

76.9-87.7

74.9-86.5

81.7-93.3

80.0-92.9

88.7-103.5

87.4-102.7

6.4-9.8

5.7-9.3

7.7-12.0

7.0-11.5

8.8-13.7

8.1-13.2

9.7-15.3

9.0-14.8

11.3-18.3

10.8-18.1

40.9-45.8

39.6-44.8

43.5-48.6

42.2-47.6

44.7-50.0

43.5-49.0

45.5-51.0

44.4-50.0

46.6-52.3

45.7-51.3

身长或
升高
（cm）
体重
（kg）
头围
（cm）
视觉

目光可随着上下移动的
物体做垂直方向的转动。

能感受发声的不同方位，
听觉

并向声源转头；听到自己
名字有反应。

感知觉
嗅觉

能看清较远的物体，开
始对物体的细节表现出
兴趣。
能分辨各种声音，能通过
语调感受说话人的语气，
开始理解一些指令性的
话语。

新生儿对温度、疼痛等有感觉，但不能精确定位。

能看清物体的细节，喜

能区别垂直线与水平线。

欢凝视人和物品。

学会辨别红白黄绿等颜色。 认识圆形、方形和三角形。

听觉系统已基本发育
完善，可以定位不同方
向的声源，开始主动聆

能对声音的响度进行区别。

听周围自己感兴趣的

对声音的区别更精细，可
以辨别“ba”与“ma”。

声音。
24-36 个月可分辨物体的属性，如软、硬、冷、热。

出生时已发育成熟，较为灵敏，能辨别多种气味，并具有初步的嗅觉空间定位能力。

注：婴幼儿身高、体重、头围数据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婴幼儿生长标准，数据范围为均值±2 个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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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出颜色的名称。

不同月龄段婴幼儿发展要点表（身体发育-2）
项目

6 月龄
男孩

12 月龄
女孩

男孩

18 月龄
女孩

男孩

24 月龄
女孩

第 1 颗乳磨牙大多长出，
牙齿

开始长出乳牙。

一般长出 5～6 颗乳牙。

乳尖牙开始萌出，可以
咀嚼并咽下块状苹果。

前囟门

饮食

男孩

36 月龄
女孩

开始长第 2 颗乳磨牙，乳
牙共 16 颗左右。

男孩

女孩

乳牙出齐 20 颗。

4～26 月龄闭合，个体差异较大；平均闭合年龄 13.8 月龄；38%婴儿 12 月龄前闭合，96%婴幼儿 24 月龄前闭合。
以母乳为主。无法母乳者
应 该用 适合 婴幼 儿的 奶 继续母乳喂养，在满足基
粉代替；
本奶量的基础上，能食用 能独立用小勺进食，养
形 成三餐 两点的 饮食 规
6 月龄开始添加辅食，遵 各类辅食；
成定时、定位、专心进
能自主用杯子喝水、用小
律，能养成独立进餐的习
从由稀到稠、由细到粗、 学习自己用勺子进食、用 餐的习惯；
勺吃饭。
惯，吃完饭后再离开餐桌。
由少到多、由一种到多种， 杯子喝水；
能独立拿着软嘴杯喝水。
逐渐适应，6 月龄时可食

能养成定时进食的习惯。

用柔软泥糊状的食物。
注：发育具有个体差异，对于未能达成关键月龄的发展要点要求的婴幼儿，鼓励养育人到当地妇幼保健机构进行咨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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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月龄段婴幼儿发展要点表（习惯养成和动作）
项目

睡眠

大便

生活

大动作

精细动作

6 月龄

12 月龄

每天睡眠时间约为
能 定 时睡 眠， 白 天 小睡 1-2
13-18 个小时，能养
次，每天总睡眠时间约为
成自然入睡、规律睡
12-16 小时。
眠的习惯。
能对大小便的信号有反应，能
用声音、动作表示大小便需求，
大便每天 1-3 次。
逐步形成一定的排便规律，大
便每天 1～2 次。

18 月龄

24 月龄

36 月龄

白天小睡 2 小时，每
天 睡 眠 时 间 约 为
11-14 小时。

白天能按时小睡，按时醒，
每天睡眠时间约为 11～
醒后情绪稳定；每天睡眠时
13 小时。
间约为 11-14 小时。

能 用 语言 或 动作 主 动
表达排便需求，逐步形
成排便规律。

能自己坐便盆。

能用哭、四肢活动表
能配合成人穿衣、盥洗等。
达需求。

能自己擦手和嘴巴。

能在成人的帮助下盥洗，能
能自主盥洗;主动收拾和
穿或脱去部分衣服;能在成
整理玩具、图书;遵从基本
人的帮助下收拾玩具;会使
的社会行为规范。
用简单的礼貌用语。

能直挺的抬头，双手
支撑抬头，并保持较 会爬行且动作自如;能独自站
长 时 间 ; 能 独 立 翻 立，自己扶物可独立走几步，
身;能扶坐或独坐片 能牵手行走。
刻。

能独自很稳的走路、停
下或改变方向;能在成
人 搀 扶下 或 扶着 栏 杆
上楼梯;喜欢跑，但不
够稳当;能举手过肩扔
出球;能拉着玩具倒走
几步。

能连续跑、比较稳当;开始
做原地跳跃动作，能双脚同
时跳起;能双手举过头顶掷
球、会向不同方向抛球。

喜欢抓握、摇晃、敲
击物体，将玩具从一
只手换到另一只手;
喜欢把自己的手、脚
或手里能拿到的东
西往嘴里塞。

能用带子或绳子串珠子。
能垒高 3 块左右的积木。 能垒高 5 块左右的积木。
能拿笔进行随意的涂鸦。

能用拇指和食指捡起小物体，
能拨弄桌上的小东西，会用手
从容器中拿出、放进小物体。
能拿饼干、水果等食物并进行
啃咬。

能主动如厕。

能单脚站立片刻，能跨过
15cm 高或宽的障碍物；能
双脚离地连续向前跳；能
绕障碍物跑;开始手脚协
调的攀爬;能比较自如的
推拉玩具、骑小车等；能
搬运小玩具盒、大积木、
小椅子等。

注：发育具有个体差异，对于未能达成关键月龄的发展要点要求的婴幼儿，鼓励养育人到当地妇幼保健机构进行咨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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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月龄段婴幼儿发展要点表（语言）
项目

6 月龄

12 月龄

18 月龄

24 月龄

36 月龄

听到自己的名字有反应;能
辨别不同的音色，对熟人的
声音有明显的反应;能感知
讲话人的语气、语调，产生
相应的情绪反应;开始出现
连续性的重复发音，如 ba、
ba、ba…等;能观察 1-3 张黑
白、对称的脸谱等图片。

能听懂一些简单的语句；

能理解生活中常见物
品的名称和表示动作
的词语，执行成人简单
的指令;出现单词句，
用一个单词表达多重意
思（如“妈妈”可能表
示“妈妈抱/妈妈走/妈
妈讲故事”等各种需
求）;常用重叠音，会用
其他语音替换不会发或
发不准的音;听故事、看
图书时会产生相应的表
情和动作。

能理解生活中常用的名词、
动词、形容词，如“电视机、
遥控器、打开、关上、好看、
开心等;能说出较多的名
词、动词、形容词、介词、
代词等;出现“接尾”现象，
会接着成人说一句话的最
后一个字，如成人说：“白
日依山…”，婴幼儿接着
说：“尽”;常用“不”“不
要”等否定句来反抗成人的
要求，如妈妈说：“睡觉”，
孩子说：“不睡觉”;会使
用“双词句”提出或应答
生活中的简单问题;了解
一本书的结构,能从封面开
始阅读，逐页翻看。

喜欢反复听同一个故事或
歌曲;理解简单故事的情
节，喜欢模仿故事里的人
物语言;喜欢提问，使用较
多的疑问句;能正确理解
并回答成人提出的问题。
能用简单句表达自己的想
法和要求;能说出一些较
为完整、复杂的句子，如
含有“…和…”、“不是…
是…”等的复合句;会用
“你好、谢谢、再见”等
礼貌用语交往;能安静、专
注地倾听故事和阅读图画
书。

能根据成人的指示完成一
些简单易行的动作;能按
照成人的要求正确指认事
物;在成人的引逗下，能发
出一连串变化的语音;能
说出第一个有意义的单
词，如爸爸、妈妈等;能与

语言

成人一起阅读布书、洗澡
书、触摸书等。

注：发育具有个体差异，对于未能达成关键月龄的发展要点要求的婴幼儿，鼓励养育人到当地妇幼保健机构进行咨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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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月龄段婴幼儿发展要点表（认知发展）
项目

6 月龄

12 月龄

18 月龄

24 月龄

听到熟悉的音乐、儿歌，
或看到熟悉的画面，会产
生愉悦的反应;拿住玩具
时，会注视并玩弄玩具;

看到感兴趣的物品，会用
手指向或伸手要;能较长
时间观察物体或图画;
喜欢观察、摆弄玩具等
物 体 ; 记得住 常用 物品
的位臵，会寻找隐藏起来
的物品;形成初步的分类
能力，如区分动物和植物
等。

能指认熟悉的人和物品;
喜欢听熟悉的儿歌和故
事，看图片、图书等;
处于假扮游戏的萌芽时
期，可以在别人或玩偶身
上假扮使用某一物品的
功能，如用杯子给娃娃
喝 水 ; 会探究简单的因
果关系，如知道按遥控器
能开、关电视机;会挑选
自己喜欢的物品。

能安静地听成人讲一个
简短的故事或自己看书;

会用目光找寻物品，如手
中玩具掉了，会用目光
找寻。

认知发展

假扮游戏时可以把一个物体象
征为另一个物体，如游戏中把
一根细长棍想象成牙刷;知道
能记住生活中熟悉物品
放臵的位臵；能理解“上” 三种以上常用物品的名称和用
“下”等空间方位;对圆 途;能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做自
己感兴趣的事情;能用积木垒
形等对称的图形感兴趣;
高 或 连 接 成简 单 的 物体 形 状
能认识并分辨 1 种颜色。
（如桥、火车）;能区分圆形、
会比较 2 个物体的大小;
方形和三角形;能口头数数
能执行两个及以上的指
1-10;会手口一致点数 3 以内的
令，如把球扔出去，然后 实物;能正确表达并指认多种
跑去追。
颜色;能比较或区分“大、小”
“多、少”“前、后”“里、
外”等;能区分“1”和“许多”
的物体;能回答并执行较复杂
的认知任务，如在图板上将动
物和它们喜欢吃的东西连线，
或简单预测故事情节的发展。

注：发育具有个体差异，对于未能达成关键月龄的发展要点要求的婴幼儿，鼓励养育人到当地妇幼保健机构进行咨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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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月龄

不同月龄段婴幼儿发展要点表（情感和社会性发展）
项目

情感和社
会认知

6 月龄

12 月龄

18 月龄

24 月龄

36 月龄

喜欢照镜子，会对着镜子 喜欢熟悉的人，会伸开

能在镜中辨认出自己;

能识别主要看护人的情绪;

能较好的调节自己的情绪，

中的自己微笑、发音，会 手臂要求抱，见到陌生

能在照片中辨认出家庭

与父母分离时会焦虑;情绪

发脾气的时间减少，会用

伸手拍打自己的镜像;会 人会表现出害羞、恐惧、 主要成员;情绪不稳定， 变化趋于稳定，能初步调节

“快乐”“生气”等词来谈

对熟悉的人或声音做出

躲避等;喜欢模仿大人

要求得不到满足，受挫

自己的情绪;开始知道自己

论自己和他人情感;会对成

微笑反应;会受到家长情 的表情。

折 时 常 常 发 脾 气 ;情绪

的姓名和性别，表达自己的

功表现出高兴，对失败表

绪的影响;玩具被拿走时

变化丰富，可表现出高

需要;在有提示的情况下，会

现出沮丧;能准确说出自

会不高兴，生气时会摔打

兴、生气和难过等多种情

说“请”和“谢谢”等礼貌用 己的性别，也能区分图片

玩具，高兴时会尖叫;会

绪;喜欢独自玩耍、平行

语;开始和其他小朋友一起

中人物的性别。开始玩属

用哭声、表情、动作与熟

游戏或看着别人游戏。能

游戏，并表示友好，出现自

于自己性别的玩具或参与

悉的人沟通。

与同龄小伙伴共同玩一

发地亲社会行为（如助人、

属 于 自 己 性 别 的群 体 活

会儿，会用他人称呼自己

安慰等）;会通过想象或角色

动;能区分自己和他人的

的方式来称呼自己，如叫

模仿，在游戏中表现成人的

物品，知道未经允许不能

自己“明明”;开始理解

社会生活，如当医生给娃娃

动别人的东西;开始用他

并遵从成人简单的行为

看病或做开车的动作等;自

人的评价来评价自己;能

准则和规范。

我意识逐步增强，会保护属

和同龄小伙伴分享玩具，

于自己的东西，不愿把东西

能和成人或同龄小伙伴友

给别人，喜欢说“这是我的” 好的游戏，可以遵守游戏
“不给”。

规则，知道等待、轮流，
但不够耐心。

注：发育具有个体差异，对于未能达成关键月龄的发展要点要求的婴幼儿，鼓励养育人到当地妇幼保健机构进行咨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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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月龄段婴幼儿发展要点表（艺术表现）
项目

6 月龄

12 月龄

18 月龄

24 月龄

36 月龄

能区别语音或乐曲等不

喜欢熟悉的音乐，会跟着

能模仿成人律动和舞蹈

能 学 会 成 人教 的 简单 动

会唱 4-5 首简单的婴幼儿

同的声音;对熟悉的音

音乐随意的摆动身体 ;当 动作;能用声音或动作来

作，并根据音乐的节奏做

歌曲;能跟随音乐的旋律

乐表现出关注的神情;

成人哼唱熟悉的摇篮曲时， 表达、表现某种动物或物

动作;能和成人一起哼唱

和节奏进行律动或跳舞;

喜欢色彩对比强烈的玩

会表现出安静的神态;喜欢 体;能发现和感知生活环

简单的歌曲;能使用各种

能注视涂鸦时笔的运动方

具或图片。

跟着音乐节奏有规律地晃动 境中的动物和花草树木

颜色的橡皮泥，随意制作

向，会在纸上画线条和圆;

身体，表现出节奏感;能较

等;喜欢摆弄水、沙、草

物品或动物形状;能够拿

能用积木、塑料玩具等拼

长时间注视熟悉的画面，

等自然材料，并能感受物

画笔随机画出不规则的点

搭出物品;能通过捏、团、

并有微笑或指认反应。

体的形状、颜色和质地

和线条。

撕、折等动作制作纸质作

艺术表现

等;会尝试使用手、脚等

品;能使用泥巴、沙子等材

进行随意涂鸦。

料制作具体物品;能尝试
自 发 的 戏剧 性 表 演和 游
戏;享受表现和创造的乐
趣。

注：发育具有个体差异，对于未能达成关键月龄的发展要点要求的婴幼儿，鼓励养育人到当地妇幼保健机构进行咨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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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3 岁以下婴幼儿交流玩耍方法参考表
6 月龄
〃引逗婴幼儿笑，多和婴幼儿说话，将说话和平时的日常活动结合起来。
交流

〃玩照镜子游戏，让婴幼儿看镜子中的自己，以便学习逐步认识自己。
〃模仿婴幼儿发出的任何声音，以鼓励婴幼儿发音。
〃陪婴幼儿抓和玩一些颜色鲜艳的物体，如摇铃、塑料球、带铃铛的圆环、自制
的布玩具、塑料瓶等。
〃在婴幼儿面前缓慢移动玩具或把玩具放在离婴幼儿较近的地方以鼓励其伸手够

玩耍

玩具，并告知婴幼儿玩具的名称。
〃用手、手帕或毛巾遮住脸，和婴幼儿玩藏猫猫游戏。
〃帮助婴幼儿练翻身、靠着软垫或大人的身体坐。
〃婴幼儿喜欢用嘴巴来感知物体，但必须注意保持物体干净和安全。
7～9 月龄
〃对婴幼儿的声音和兴趣做出反应，叫婴幼儿的名字，观察其反应。

交流

〃引导婴幼儿发“ba ba” “ma ma”等语音，提高其对发音的兴趣。
〃帮助婴幼儿认识家里的人，教其认识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品。
〃在保证婴幼儿安全的情况下扩大活动范围，鼓励与外界环境和人接触。
〃给婴幼儿提供一些干净的、安全的家庭物品，如塑料瓶、碗、杯和金属勺，或
一些干净的空饮料罐，让婴幼儿做抓握、传递、敲打、扔等动作。

玩耍

〃在保证婴幼儿安全情况下，让婴幼儿学习抓取玩具、小饼干等。
〃和婴幼儿坐着玩，在平坦的床上、炕上或铺上垫子的地上练习翻滚、爬行，注
意保证婴幼儿安全。
〃和婴幼儿一起玩球，来回滚球，与婴幼儿愉快地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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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月龄
〃和婴幼儿一边唱歌一边做动作，抱着婴幼儿跳舞。
交流

〃用清晰的声音和正确语言和婴幼儿聊天，自然地跟孩子说一些简短的句子，示
范婴幼儿如何用手势表示意思，如 “再见”“欢迎”。
〃教婴幼儿认识身体部位，告诉婴幼儿人物、物品名称。
〃让婴幼儿用拇指、食指捏取一些小饼干或馒头块、做“捏、取”小物品的动作。
〃带婴幼儿玩两个小瓶子对敲、小杯套进大杯的游戏，叠积木，玩藏与找的游戏，

玩耍

比如当面把婴幼儿喜欢的玩具藏在布或盒子下面，鼓励去寻找；和婴幼儿玩“躲
猫猫”。
〃鼓励婴幼儿爬行。让婴幼儿学习从躺位翻身变成坐位，从坐位转为爬行。并能
扶着家具站立。活动中随时注意婴幼儿安全，婴幼儿能攀拉的家具要稳固。
13～18 月龄
〃用清晰的发音与幼儿多说话，用简单的语言指令调动幼儿的活动，如“宝宝（幼

交流

儿名字），把小汽车拿回来”。
〃示范、鼓励幼儿称呼周围的人，说出家中物品的名称，模仿说简单的日常用语，
对幼儿尝试说的话给予鼓励，无论其说的是否清楚。
〃让幼儿自己动手玩大桶（杯）套小桶（杯）、将积木或东西叠高，把花生、核
桃等小的东西放到容器里并取出来，鼓励幼儿用笔乱涂乱画，学会自己翻书。

玩耍

〃引导幼儿模仿成人玩或自发玩假装游戏，如给娃娃喂饭、拍娃娃睡觉等。
〃鼓励幼儿独自行走，多在户外活动，一起玩扔球、捡球、接球、踢球，练习自
己蹲下、站起来，扶手上下台阶。
19～24 月龄
〃多讲故事、念儿歌，带幼儿边看大自然边交谈。教幼儿学习日常物品的名称和
用途，学习数数。

交流

〃教幼儿说出自己的姓名、性别、身体部位。
〃通过与小朋友玩“开火车”“骑竹竿”“过家家”等想象征游戏，培养幼儿的
兴趣和想象力。
〃问幼儿简单的问题，鼓励回答，并及时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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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耍

〃带幼儿一起利用各种干净的家常物品，如空盒子、塑料 瓶、纸板等制作玩具。
〃鼓励幼儿触摸不同质地的东西，如软的、硬的、毛茸茸的东西，并和幼儿讨论
感触。
〃通过画画、串珠子、系扣子、搭积木、捡豆豆放到小口径瓶里，训练幼儿手的
灵活性。
〃多和幼儿玩，练习单脚站立、双脚跳、两脚交替上台阶，使肢体动作更平衡、
协调。
〃培养幼儿自理能力和好的生活习惯，如尝试自己洗手、擦干，自己穿脱衣服、
鞋子，自己吃饭、或在成人帮助下收拾整理物品等。
25～36 月龄

交流

〃与幼儿一起学习儿歌、讲故事、表演节目，耐心听他说话及复述故事。
〃教幼儿按形状、大小、颜色、质地、用途等将物品进行归类，帮助他认识事物
的规律和内在联系。
〃帮助幼儿正确认识性别差异。

玩耍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鼓励幼儿练习走直线、跑、跳、投球、钻洞、攀登、骑
三轮车等，使运动能力更协调。
〃学习折纸、剪纸、画画、玩橡皮泥等，训练幼儿手的灵活性。
〃帮助幼儿学会遵守生活、游戏和学习的规则，鼓励幼儿独立完成吃饭、穿衣、
洗手、上厕所等力所能及的事情，培养幼儿独立意识。

注：以上资料参考中国-联合国婴幼儿基金会《婴幼儿早期综合发展咨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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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3 岁以下婴幼儿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象表
月龄

预警征象

月龄

6 月龄

1．发音少，不会笑出声
2．紧握拳不松开
3．不会伸手及抓物
4．不能扶坐

□
□
□
□

1.
2.
8 月龄
3.
4.

1．听到声音无应答
2．不会区分生人和熟人
3．不会双手传递玩具
4．不会独坐

□
□
□
□
□

12 月龄

1．不会挥手表示“再见”或
拍手表示“欢迎”
2．呼唤名字无反应
3．不会用拇食指对捏小物品
4．不会扶物站立

－ 26 －

□
□
□

预警征象

24 月龄

1．无有意义的语言
2．不会扶栏上楼梯/台阶
3．不会跑
4．不会用匙吃饭

□
□
□
□

30 月龄

1．兴趣单一、刻板
2．不会说 2-3 个字的短语
3．不会示意大小便
4．走路经常跌倒

□
□
□
□

－ 27 －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校对：何琦环）

－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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