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高危儿早期干预师》培训班的通知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和围产医学的发展，高危儿如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

等的存活率越来越高。然而存活下来的高危儿，有一部分会伴有不同程度的神经

系统损伤，致其脑瘫、发育落后等发生率远高于正常儿，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

负担。研究表明，脑损伤患儿如果能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大部分可以恢复正常。

因为在生命的早期，大脑有很大的代偿能力，而且年龄越小其再构能力越强。 

《高危儿早期干预师学习班》，聚焦高危儿这一需要特别关注和医学监控的

特殊群体，邀请国内和台湾知名专家讲师团队，刘维民、田鸿、庞红、孙淑英、

程国强、黄正华、王慧仪（台湾）、李淑芳（台湾）等老师进行专题学术讲座，

旨在提高有脑损伤高危儿的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水平，促进高危儿健康管理系统

的建立。 

一、主办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婴幼儿发育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宝秀兰儿童早期发展优化中心 

协办单位：上海六爱抚家早产儿优化发展中心 

二、培训内容 

（一）线上理论部分  

1. 高危儿早期干预的意义和重要性 

2. 新生儿神经行为观察（NBO）和早产儿压力行为观察 

3. 0-1 岁生长发育特点 

4. 婴幼儿发育规律和促进方法 

5．发育障碍儿的早期评定及促进姿势控制训练 

6. 婴幼儿沟通功能促进及婴幼儿吞咽功能改善技巧 

7. 智力发育落后的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 

8. 早产儿脑损失发生机制及神经发育结局 

9. 以家庭为中心的早产儿介入服务  

10.早产儿住院到家庭的护理管理 

11.早产儿常用的评估工具的选择 

12.儿童 PT的评估治疗理论 

 



（二）线下操作技术  

1. 原始反射检查 

2. 早期综合姿势控制操作 1（0-1岁正常发育顺序） 

3. 早期综合干预操作技术 2（0-1岁异常姿势的运动控制方法）                               

4. 认知语言的早期干预技术 

5. 手功能发展的六大手技 

6. 0-6 个月肌张力异常的检查和干预手技 

7. 脑瘫儿童的上肢功能评估和训练 

8. 肌张力亢进婴幼儿的 NDT手技 

9. 肌张力低下婴幼儿的 NDT手技 

10. 巴氏球上的 NDT 手技 

三、培训时间及地点 

（一）线上理论课程培训+考核：2023 年 4 月 5 日-4 月 14 日，（支持三个

月回放期）线上课程持续报名中。 

线下操作课程+考核：2023 年 4 月 14 日-16 日，4 月 13 日 9:00-17:00 报

到，4月 16日课程结束返回。 

（二）报到及培训地点：北京市大兴区景明路 16 号院 2 号楼。（详见附件

3交通路线） 

四、培训对象  

全国各级医院儿科、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发育行为儿科、心理科、精神

科、康复科的临床医生、护理人员、治疗师等相关工作人员。 

五、其他事项 

  （一）培训费用说明 

课程培训费及资料费：4980元/人，资料含：讲义、娃娃等。培训班期间食

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200-400元/天/人）。如需提前汇款提前 10日，并注明

培训名称。 

（二）报名、缴费及开票说明 

参会人员请提前 10 日登录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公众号里培训（详见附件 2）

报名、注册、缴费； 

（三）培训班开班后开具中国优生优育协会正式发票（电子普通发票），参

会人员务必提供单位税号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汇款信息如下：统一汇款信息如

下 



户名：中国优生优育协会 

帐号：0200001309014442728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新街口支行德外分理处 

汇款时请注明：《高危儿早期干预师》培训班＋参会人姓名。 

（四）报名提交资料： 

本人一寸白色或蓝色底色照片电子版 1张（像素 200KB以上，不超过 1MB），

以及纸质版白色或蓝色底色一寸照片 1张。 

六、证书颁发 

考试通过者获中国优生优育协会颁发的《高危儿早期干预师》职业技能培训

合格证书，证书统一编号，官网可查询，全国通用。可作为上岗就业、人力资源

部门或用人单位对持证人任用、考核、聘用和能力评价的重要依据。 

 

 

 

 

 

 

 

 

 

七、课程咨询： 

  吴萨如拉  18911608463  方诗惠  13810412274 

附件：1.课程安排 

2.中国优生优育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3.交通路线  

 

                                  

 

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婴幼儿发育专业委员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 

 

 



附件 1         

 

一、线上内容（  课时） 

 

 

 

 

 

 

 

 

 

 

时间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120分钟 高危儿早期干预的意义和重要性 刘维民 宝秀兰儿童早期发展中心 

120分钟 0-1岁生长发育特点 孙淑英 首都儿科研究所 

90分钟 
智力发育落后的早期发现 

和早期干预 
吴菊英 宝秀兰儿童早期发展中心 

90分钟 
婴幼儿沟通功能促进及婴幼儿吞咽 

功能改善技巧 
田鸿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20分钟 
发育障碍儿的早期评定 

及促进姿势控制训练 
庞红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20分钟 
新生儿神经行为观察（NBO） 

和早产儿压力行为观察 
刘维民 宝秀兰儿童早期发展中心 

120分钟 婴幼儿发育规律和促进方法 孙淑英 首都儿科研究所 

90分钟 
早产儿脑损失发生机制及 

神经发育结局 
程国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60分钟 以家庭为中心的早产儿介入服务   李淑芳(台湾） 台湾桃园坜新医院 

60分钟 早产儿住院到家庭的护理管理 陆春梅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90分钟 早产儿常用的评估工具的选择 黄正华 上海六爱抚家早产 

90分钟 儿童 PT的评估治疗理论 王慧仪(台湾) 台湾高雄医科大学 



二、线下课程（3 天）2023 年 4月 14日-4月 16 日 

 

 

 

 

 

 

 

 

 

 

 

日期 时间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4 月 14日 

8:30-9:30 手功能发展的六大手技 吴昊 
上海六爱抚家早产

儿优化发展中心 

9:40—11:00 
0-6个月肌张力异常的检查 

和干预手技 
赖新华 

上海六爱抚家早产

儿优化发展中心 

11:10—12:00 脑瘫儿童的上肢功能评估和训练 吴昊 
上海六爱抚家早产

儿优化发展中心 

13:30-17:00 肌张力亢进婴幼儿的 NDT手技 
黄正华 

赵洪丽 

上海六爱抚家早产

儿优化发展中心 

4 月 15日 

8:30—11:00 肌张力低下婴幼儿的 NDT手技 
黄正华 

周磊 

上海六爱抚家早产

儿优化发展中心 

11:00—12:00 巴氏球上的 NDT手技 周磊 
上海六爱抚家早产

儿优化发展中心 

13:30-15:30 认知语言的早期干预技术 李建颖 
宝秀兰儿童早期 

发展优化中心 

15:30-17:30 原始反射检查 
彭丹丹 

任鹏 

宝秀兰儿童早期 

发展优化中心 

4 月 16日 

8:30-10:30 
早期综合姿势控制操作 1 

（0-1岁正常发育顺序） 

朱晓文 

黄琳琳 

宝秀兰儿童早期 

发展优化中心 

10:30-12:30 
早期综合干预操作技术 2 

（0-1岁异常姿势的运动控制方法） 
庞红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结业 



附件 2 

中国优生优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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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生优育协会服务  

报名系统”。  

二、 填写报名信息：  

1. 在会议列表中找到会议“《高危儿早期干预师》培训班 

2. 点击注册→完成注册后登录→选择所报培训班名称→立即报名→学员信息请

选择→添加学员→保存→确认→下一步→填写发票信息→订单提交 （核查报

名信息填写是否有误，确认无误后点击“订单提交”并支付报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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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线下课程交通路线图 

北京宝秀兰儿童早期发展优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景明路16号院2号楼1层底商 

 

 

北京站： 乘坐地铁2号线内环线到宣武门站下车，换乘4号线（天宫院方向），到高米店南

下车，地铁B2口出，乘坐兴11路（首座御园北门方向），在泰中花园东门站下车，步行663

米到宝秀兰儿童早期发展优化中心。（打车约15元） 

北京西站： 在北京西站地铁乘坐7号线（环球度假村方向）到菜市口站下车，同站换乘4号

线菜市口站上车到高米店南站B2口出，乘坐兴11路（首座御园北门方向），在泰中花园东门

站下车，步行663米到宝秀兰儿童早期发展优化中心。（打车约15元） 

北京南站： 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直达到高米店南站下车，在高米店南站C口（东南口）出，

乘坐兴11路（首座御园北门方向），在泰中花园东门站下车，步行663米到宝秀兰儿童早期

发展优化中心。（打车约15元） 

机场 T2、T3：乘坐地铁首都机场线到东直门下车，换成地铁2号线内环线在东直门上车，到

宣武门下车，同站换乘地铁4号线，到高米店南站B2口出，乘坐兴11路（首座御园北门方向

），在泰中花园东门站下车，步行663米到宝秀兰儿童早期发展优化中心。 

（打车约120元） 

大兴机场： 地铁大兴线坐到草桥站下车，换乘10号线到角门西下车，换乘4号线天宫院方向

，到高米店南下车，在高米店南站B2口出，乘坐兴11路（首座御园北门方向），在泰中花园

东门站下车，步行663米到宝秀兰儿童早期发展优化中心。（打车约6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