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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项目说明 

为推动养老护理员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开展,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组织编写了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

系列教程,民政部培训中心根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养老护理员》及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

资格培训系列教程大纲组织开发了养老护理员(初级、中级、高级)在线培训课程,通过本课

程基础知识、技能操作、职业道德和相关理论的学习,能大大提高养老护理员为老年人服

务的能力。 

我们的线上课程主要是为养老护理的课程培训及取证工作提供平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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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学员注册登录部分 

2.1 学员注册 

学员参加民政项目学习、浏览课程等活动，必须要进行学员注册。 

学 员 登 录 民 政 培 训 中 心 学 习 平 台 （ http://ycpx.bcsa.edu.cn/  或 

http://pxzx.bcsa.edu.cn/）在网页最上部分可以看到注册按钮。 

 

在注册页面中填写注册信息。在注册过程中，要求： 

 您的用户名必须在 4-20 位之间； 

 密码包括大小写字母和数字，中间不可以有空格； 

 我们会验证您的手机号码，点击发送验证码，我们会对您的手机发送一条包含验证

码的短信； 

 请您将收到的手机短信验证码填写到验证码一栏中； 

http://ycpx.bcsa.edu.cn/
http://pxzx.bcs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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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以后会直接进入项目或回到刚刚访问的页面中。 

 由于技术供应商转换，2019 年 7 月以前在该平台上注册的用户需要重新注册。 

用户注册以后就可以进入项目和浏览开放课程。进入项目不等于进行项目学习，通常学习项

目会要求用户进行项目报名，对用户的资格进行审查，有的项目可能会存在收费等。每个项

目对学习者要求不同，一般会要求用户提交更加完整的资料，以便最终建立完整的学习档案

和取得证书。 

 

2.2 用户登录 

用户注册以后，可以用注册时的用户名、手机和密码来登录；凡是要 

用户要参加项目学习或浏览公开课，必须进行登录； 

在页面上部点击登录按钮，可以看到用户登录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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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填写注册过的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手机号、邮箱都可以作为登录用户名使用。选择任意一项填写就行。 

 

第三部分 用户登录养老护理系列课程项目 

3.1 养老护理项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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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学习养老护理项目课程，在平台的“养老人才”频道中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版块。

用户选择自己对应的初级、中级、高级项目点击，如果您已在登录状态，那么会直接进入项

目，如果您尚未登录，依然会显示登录页面。 

 

 

在选择项目后，会看到项目首页； 

 

项目首页中，您可以看到项目时间、允许的报名时间和项目简介。 

在这里会对报名要求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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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级养老护理项目报名前，请您先准备好一张一寸免冠照片电子版，无论您最终是否要取

得培训证书，我们都会要求您提供电子照片。 

3.2 项目报名 

您已经进入了项目报名流程； 

 

按照培训部门的要求，这里所有的项目都是必填的，请您逐项提交，因为您的信息最终会形

成学习档案和成为取得证书的必要内容，请认真填写，提供准确的资料，如果有误将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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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证书内容； 

 

其中如果有填不出的，如职务或职称等，请您填写“无”，不要有空项。 

最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每个项目的资料信息都会有培训中心的老师对资料进行审核，时间一般是在线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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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 3~5 个工作日。用户提交报名信息以后请耐心等待。 

当培训中心对信息审核通过以后，页面将会显示“进入项目”按钮； 

 

3.3 中、高级培训报名的条件 

中、高级养老培训课程需要一定的报名条件。 

⚫ 报名中级养老护理培训课程的学员必须先在本平台取得初级养老护理培训证书； 

⚫ 报名高级养老护理培训课程的学员，必须先在本平台中级养老护理培训证书； 

报考中级、高级养老课程的用户登录报名时，会先验证报考条件；如下图： 

 

 

验证数据均来自用户取得的证书；（初、中级学习以后可以取得电子证书）。学员可以先到个

人中心或进入初级培训项目中（学习证书 栏目），下载电子证书，并按照证书上的数据来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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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报名条件； 

 

如果您在填写时，依然提示您的信息错误，请按照下列条件检查： 

1. 您是否已经在本平台学习并取得了报考条件需要的证书，如您要报考中级养老课程的

培训，需要您在本平台取得了初级养老护理培训证书； 

2. 您需要填写的内容，均来自于证书； 

3. 您填写的内容是否准确。包括检测，有无音同子不同，填写的证书号或身份证数字是

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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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项目学习中心 

4.1 项目学习简介 

学员将在项目学习中心进行所有的项目内容的学习。 

 

⚫ 项目首页：在这里展示项目的简要信息，在这里点击信息可以快速进入功能页面； 

⚫ 我的课堂：学员的必修课程、选修课程、作业、考试都将在这里完成； 

⚫ 公告简报：是该项目发布的公告和简报信息； 

⚫ 我的同学：在此可以考的与你一起学习的同学，可以在此处进行交流互动； 

⚫ 学习档案：可以看到您学习的过程，哪些已经完成，哪些尚没有完成； 

⚫ 项目证书：如果您想要取得项目证书，请务必关注该栏目的内容，在您还没有阅读完

全部课程，或者您还没有参加考试并成绩合格的情况下，您无法取得证书。只有以上

标准都符合以后，才会显示证书下载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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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我的课堂 

 

我的课堂栏目是用户最常用到的栏目，左侧是您的学习导航，右侧是您的具体学习内容。 

左侧的学习导航也是学习步骤，养老护理培训项目分为视频课程学习和考试两个部分，要

求学员必须先完成全部视频的学习以后，才能参加考试，在未完成视频学习以前，考试部

分是不能点击进入的； 

养老护理项目要求用户按照项目步骤进行学习，首页是对视频课程的学习，初级养老项目

的视频课程共计九章内容，全部视频内容为 25 小时 53 分 36 秒。学习者必须看完全部视

频课程，才可以进行考试项。在学习完成以前，考试项目不可点击； 

 

课程学习的要求会写在上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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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课程学习 

 

 

视频学习中，您的跳跃和快进等操作均不能计入学习时长； 

 

4.3 项目考试 

当视频课程学习完成以后，考试按钮会被自动激活； 

 

点击考试，便可以看到具体的考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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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护理项目的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考试共 200 题，每题一分，成绩大于等于 120 分为

合格，考试不合格者可以免费参加两次补考，再不合格需要对项目进行重修； 

点击“开始考试”就可以进入考试页面了； 

考试页面如下： 

 

点击剩余题数，开始作答，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从进入页面开始计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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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每个项目的前 120 道题都是单选，后面 80 道都是判断题； 

⚫ 交卷：学员自主答题就行，做完所有题目便可以提交试卷；考试时间超过 90 分钟，

系统将自动切断你的答题，自动提交试卷； 

⚫ 答卷：在作答过程中，请不要关闭项目窗口，将会影响您的答卷信息的提交； 

⚫ 查看考试情况：提交试卷后会显示具体的考试信息。如果未合格可以选择重新考试； 

 

 

4.4 学习档案 

学习档案的上部是用户资料部分；允许用户完善自己的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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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资料可以在个人中心里进行完善，完善的资料以便学员之间进行交流，有的项目会把

完善资料作为考核的指标； 

下半部分是学习情况： 

 

养老护理员项目的分为必修课和考试两个部分； 

必修课部分不占项目考核权重，但必须浏览全部课程以后才可以进行考试；在这里您可以看

到已经学习过的时长和总时长； 

考试部分中显示的分值是按照 100%权重计算的，如果您取得的成绩是 120 分，那么这里显

示的分值是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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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部分是你参加考试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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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项目证书 

5.1 项目证书页面 

该栏目显示你取得证书的情况； 

在你尚未完成视频课程学习和考试未通过的情况下，页面会提示：“您还没有达到证书要求，

暂时不可以获得证书”。 

 

当考试合格以后，会看到以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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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界面说明您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学习内容和考试，成绩合格，可以取得证书了。 

5.2 电子版证书 

点击 “生成电子版证书”可以下载电子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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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看到您的电子证书，点击下载证书可以将电子图片下载到本机计算机中； 

 

您点击“全部显示”可以看到下载的电子证书，并自行保存到您想要的地方； 

 

不同级别的电子版证书颜色会有区别； 

如果您要参加更高级的考试，需要提交证书中的部分信息，请妥善保存您的电子版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