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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针灸及东方医学认证委员会（NCCAOM®）概况介绍： 
加州持照针灸师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关于NCCAOM考试和认证项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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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该概况介绍的目的是： 

• 使加州利益攸关方熟悉NCCAOM考试的发展、管理、可靠性和有效性。 

• 描述委员会与美国各州负责颁发针灸师执照的州监管委员会和机构的长期伙伴关系。 

 
美国执业中医针灸师（NCCAOM）考试和认证方案基于认证行业的最佳实践，并符合国家认证机构委

员会（NCCA）的测试和认证方案标准，该委员会是卓越认证协会创建的独立认证机构。所有现行的

NCCAOM认证项目均由国家认证机构（NCCA）认证。 

 
与本概况介绍有关的问题或评论，请通过executiveoffices@thenccaom.org向NCCAOM首席执行官米

娜·拉森（Mina Larson）提出。 

 
 
 

问题(1) NCCAOM是什么？ 

回答(1) 1982年成立的NCCAOM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目前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法规》第501(c)6条运

作。 本组织收取的所有收入用于加强NCCAOM认证方案；提高考试质量；为认证医师提供服务；推进

认证研究和发展；并履行其保护公众免受不安全行为之害的责任。NCCAOM的使命是确保公众的安

全和健康，通过建立和推广国家循证能力和资格认证标准，推动针灸和东方医学的专业实践。 

http://www.credentialingexcellence.org/p/cm/ld/fid=86
http://www.credentialingexcellence.org/p/cm/ld/fid=86
http://www.credentialingexcellence.org/p/cm/ld/fid=32
mailto:executiveoffices@thenccaom.org
mailto:executiveoffices@thenccaom.org
mailto:executiveoffices@thenccao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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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 自2003年加州小胡佛委员会首次对NCCAOM考试进行评估以来，NCCAOM考试有

什么变化？ 

回答(2) 自2003年以来，根据2003年、2008年、2013年和2017年进行的工作分析(JA)(又称职业分析

或实践分析)所获取的数据，NCCAOM对其考试和认证流程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和重大改进，包括： 

• 创建了一个由四项独立考试组成的模块化考试结构。东方医学基础（FOM）、穴位针灸

（ACPL）、中药学（CH）、生物医学（BIO）。这一变化是应各州要求而作出，因为各州执

业范围法律各不相同，以确保候选人在获得执照和/或认证之前成功通过每一个规定模块考

试。该模块化考试结构自2004年开始实施。 

• 2004年引进东方医学认证项目，要求通过全部四项考试。 

• 根据2008年的工作分析调查，BIO考试内容将于2010年从50项增加到100项。 

• 在工作分析期间，通过调查验证考试中测试的知识、技能和能力（KSA），随后添加能力说

明。自2008年以来所有考试内容大纲的制定和公布中均有体现。由2017年工作分析所产生的

2017年工作分析报告和2020年NCCAOM考试内容大纲可在NCCAOM网站www.NCCAOM.org上

查阅。 

问题(3) 2003年以来，NCCAOM考试的管理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回答(3) 2007年，NCCAOM将考试管理模式改为计算机自适应测试(CAT)，不仅提高了考试的可靠

性，而且由于考生都会收到一套基于考生的回答和考试规范的独特试题，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试题泄

露，从而减少了作弊的可能性。CAT可以对每场考试进行实时评分，一旦考生完成考试，就会初步生

成 "通过"或 "未通过"的画面。NCCAOM自适应考试全年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高度安全的专业考试中心

进行。请注意，有时NCCAOM必须在一年中的某些指定时间段和新考试大纲实施后进行线性考试。

外语考试一律采用线性考试。 

经NCCAOM批准参加考试的考生可以在全年内报名参加NCCAOM考试，考生可根据自身意愿选择

Pearson VUE专业测试中心考点。这些专业的考试中心由Pearson VUE拥有运营，各考试中心都采用相

同的规格建造，以确保为所有考生提供最高安全性和标准化的考试体验。通过掌静脉读数和照片识别确

认考生身份。内部考试管理流程严格，包括对每个考生进行摄像监控，防止考试过程中作弊。 

 

http://www.nccaom.org/wp-content/uploads/pdf/NCCAOM_final_JA_Report_2003.pdf
http://www.nccaom.org/wp-content/uploads/pdf/NCCAOM_final_JA_Report_2003.pdf
http://www.nccaom.org/wp-content/uploads/pdf/JTA%202008%20Report.pdf
http://www.nccaom.org/wp-content/uploads/pdf/JTA%202008%20Report.pdf
http://www.nccaom.org/wp-content/uploads/pdf/NCCAOM_2013_JA_Report.pdf
http://www.nccaom.org/wp-content/uploads/pdf/NCCAOM_2013_JA_Report.pdf
http://www.nccaom.org/wp-content/uploads/pdf/2017%20NCCAOM%C2%AEJob%20Analysis%20Study%20-%20Executive%20Summary_531.pdf
http://www.nccaom.org/wp-content/uploads/pdf/2017%20NCCAOM%C2%AEJob%20Analysis%20Study%20-%20Executive%20Summary_531.pdf
https://www.nccaom.org/certification/jasurvey/
http://www.nccaom.org/wp-content/uploads/pdf/JTA%202008%20Report.pdf
http://www.nccaom.org/wp-content/uploads/pdf/JTA%202008%20Report.pdf
http://www.nccaom.org/jasurvey-information/
https://www.nccaom.org/wp-content/uploads/pdf/2017%20NCCAOM%20Job%20Analysis%20Study%20Full%20Report%20with%20Appendices.pdf
https://www.nccaom.org/wp-content/uploads/pdf/2017%20NCCAOM%20Job%20Analysis%20Study%20Full%20Report%20with%20Appendices.pdf
https://www.nccaom.org/wp-content/uploads/pdf/2017%20NCCAOM%20Job%20Analysis%20Study%20Full%20Report%20with%20Appendices.pdf
https://www.nccaom.org/wp-content/uploads/pdf/2017%20NCCAOM%20Job%20Analysis%20Study%20Full%20Report%20with%20Appendices.pdf
https://www.nccaom.org/wp-content/uploads/pdf/2017%20NCCAOM%20Job%20Analysis%20Study%20Full%20Report%20with%20Appendices.pdf
http://www.nccaom.org/exam-content-outlines-2020/
http://www.nccaom.org/exam-content-outlines-2020/
http://www.nccaom.org/
http://www.nccaom.org/
http://www.nccaom.org/
http://www.pearsonvue.com/
http://www.pearsonv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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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AOM还得到Prometrics的协助，该公司是一家全国性的研究和心理测量服务公司，从事专业

能力评估研究，并为全国范围内的许多资格认证项目提供考试开发服务和考试评分。 

NCCAOM官方考试结果通常在十个工作日内发送给考生，也可在考生的NCCAOM门户网站中查询。

NCCAOM生成正式的考试成绩报告，根据考生要求直接发送给各州监管委员会。NCCAOM®认证手册

和NCCAOM®备考手册提供了更多关于考试发展和管理流程的详细信息。 

过去39年以来，NCCAOM颁发了39,000多份认证证书，表明其完全有能力应对与发展和管理一个可信

的、有效的、有法律依据的针灸及东方医学（AOM）专业考试系统有关的挑战。 

问题(4) 如果通过NCCAOM考试成为获得州执照的一项要求，当前持有加州执照的针灸师

是否必须参加NCCAOM考试才能在加州执业？ 

回答(4) 否。现有的加州持照针灸师不需要参加NCCAOM考试，就可以在加州执业。申请加州执照的

新加州考生有机会参加NCCAOM考试，作为获得加州执照的一种途径。这对目前持照的加州针灸师没

有影响。 

问题(5) 如果NCCAOM考试成为获取州执照的一项要求，那么目前未获得NCCAOM认

证的加州执照针灸师是否会自动成为NCCAOM认证医师？ 

回答(5) 否。加州持照针灸师将有机会申请NCCAOM认证通过途径8:加州持照针灸师NCCAOM认证。

该途径有时间限制，将于2021年9月1日关闭。符合途径8所有要求的申请人将获得NCCAOM东方医学

认证，无需参加NCCAOM考试。 

关于NCCAOM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提供这种新的认证途径，请参阅NCCAOM®常见问题：途径8信息：

加州持照针灸师NCCAOM认证。 
 

问题(6) 如果通过NCCAOM考试可以获得加州州执照，那么将来移居加州的NCCAOM认证

医师是否可以不用参加任何考试便能成为加州执照针灸师？ 

回答(6) 否。加州没有规定要求曾经参加过NCCAOM认证考试的个人在加州获得执业资格。 

问题(7) 有多少个针灸监管州采用NCCAOM考试？ 

回答(7) 46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合47个州），认可NCCAOM考试或将其全面认证为获得执照的先决条

https://www.nccaom.org/resources/applicant-resources/applicant-forms-documents/
https://www.nccaom.org/resources/applicant-resources/applicant-forms-documents/
https://www.nccaom.org/resources/applicant-resources/applicant-forms-documents/
https://www.nccaom.org/certification/nccaom-exam-preparation-center/study-guides/
https://www.nccaom.org/certification/nccaom-exam-preparation-center/study-guides/
https://www.nccaom.org/certification/california-route/
https://www.nccaom.org/certification/california-route/
https://www.nccaom.org/certification/california-route/
https://www.nccaom.org/certification/california-route/
https://www.nccaom.org/certification/california-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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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即，通过NCCAOM规定的考试和/或成为NCCAOM针灸或东方医学认证的AOM执业医师（并已满

足州的具体要求），可以在所有针灸监管州享受更为方便的可携转性。 

*请注意：在某些州，执照申请人除了获得NCCAOM认证或通过NCCAOM考试外，还可能需要完

成额外的要求。我们建议执照申请人向他们希望执业的州针灸监管机构查询，以确保他们已经满足

所有州的指定要求。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NCCAOM网站，获取各州考试要求列表和各州监管联系

信息。 

 
除了参加NCCAOM国家性考试外，还要求进行州特定执照考试的州监管委员会有： 

 德克萨斯州 - 州法学考试 

 内华达州 - 州法学考试 

 新墨西哥州 - 州法学或法律考试 

 新泽西州 - 针灸安全和法学考试 

 密西西比州 - 州法学考试 

 俄勒冈州 - 州法学考试 

 犹他州 - 州法学考试 

 爱达荷州 - 血源性病原体课程和综合检查，其中包括针头清洁技术和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

局(OSHA)的程序和要求。 

 
问题(8) NCCAOM考试要求对加州执照标准有何影响？ 
 
回答(8) NCCAOM考试要求对加州其他现有的执照标准没有影响。NCCAOM对各州监管机构的主要作

用是管理一种心理测量学上可辩护的、有效的和可靠的评估工具，以有效衡量安全和有效实践所需的知

识、技能和能力（KSAs）。各州的监管机构仍然负责制定和执行本州的许可标准。  

 

加州针灸局将继续制定独特的加州针灸师执照标准（包括教育和额外的能力要求）和额外的州特定考

试(国家入门级认证考试未涉及内容，如加州法律或法学考试)。 

 

 

https://www.nccaom.org/state-licensure/
https://www.nccaom.org/state-licen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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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NCCAOM考试的4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均认可要求NCCAOM认证或通过NCCAOM考试作为针

灸师执照的先决条件所带来的财政和行政利益。所有考试开发和管理费用以及法律辩护费用均由

NCCAOM承担。 

问题(9) NCCAOM考试要求会降低加州的教育标准吗？ 

回答(9) 否。要求参加NCCAOM考试的加州针灸执照不会影响或降低加州针灸局规定的教育要求。各州

监管机构都会制定本州的教育要求。 

问题(10) 像NCCAOM这样的全国性考试制度，如何满足各州监管针灸及东方医学

（AOM）的各种执业行为和执业范围？ 

回答(10) NCCAOM的模块化考试结构允许各州采用符合其AOM实践法要求、法规、规则和条例的考

试。NCCAOM为该职业提供四项考试。东方医学基础、穴位针灸、中药学、生物医学。州监管机构要

求参加全部或部分考试，取决于各州执业法和各州是否对中药学执业进行监管。顺利通过每项规定考试

的考生，已经证明其在AOM每个核心领域的能力。考生有责任完成其所在州的任何额外许可要求。 

问题(11) 为什么NCCAOM考试比加州针灸执照考试（CALE）费用高？ 

回答(11) 考试的NCCAOM是国家认可的认证项目的一部分，每项考试都必须符合NCCA认证的严格要

求。通过最严格、最严密的考试安全规程（请见问题3）以管理考试，杜绝作弊。计算机自适应管理也

使得NCCAOM可以全年进行考试，这就要求试题库中的考试项目数量更多、更为健全。用于评分的每

一项考试内容，均受统计学验证。 

NCCAOM通过与经验丰富的学科内容专家（SME）、考试管理和心理测量供应商合作，不断更新和改

进考试内容。NCCAOM考试费的许多收入都用于考试开发，以确保四项考试中的每一项都能作为有效

及可靠的能力衡量标准。有关NCCAOM®考试的开发和管理的详细信息，请参阅NCCAOM®备考手册。

NCCAOM认证项目的所有政策和程序必须至少每五年审查一次，以便这些项目能够被NCCA重新认证。 

 
 
 
 
 
 

https://www.nccaom.org/advocacy-regulatory/state-relations/
https://www.nccaom.org/advocacy-regulatory/state-relations/
https://www.nccaom.org/certification/nccaom-exam-preparation-center/study-guides/
https://www.nccaom.org/certification/nccaom-exam-preparation-center/study-guides/
https://www.nccaom.org/certification/nccaom-exam-preparation-center/study-guides/
https://www.nccaom.org/certification/nccaom-exam-preparation-center/study-guides/
https://www.nccaom.org/certification/nccaom-exam-preparation-center/study-gu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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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2) NCCAOM的国家性考试结构是否受到过法律质疑？ 

回答(12) 否。从未有人对NCCAOM考试提起过法律诉讼。NCCAOM每一项认证项目的考试开发和认

证过程都符合美国国家认证机构委员会(NCCA)国家认可认证项目标准的所有基本要素。此外，

NCCAOM对其资格审查途径、考试和职业道德及纪律处分决定有上诉程序。 

问题(13) NCCAOM认证的好处是什么？ 

回答(13) 获取NCCAOM认证或通过NCCAOM考试，使执业医师能够在4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申请执

照，这些州和华盛顿特区要求将此作为取得执照的先决条件。退伍军人事务部于2018年宣布，根据最

新出版的退伍军人事务部(VA)手册（请参阅NCCAOM公告），NCCAOM国家委员会认证针灸师™（同

时为州认证）现在已经为退伍军人事务部卫生管理局的就业职位制定了一个既定的资格标准。许多医

院、雇主和保险公司也要求将NCCAOM认证作为执业条件。通过NCCAOM与劳工部劳工统计局

（BLS）以及其他联邦机构的合作，其中针灸师在2018年劳工统计局（BLS）职业手册中获得了本行

业的分类标准，了解到国家考试是与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退伍军人事务部和国防

部等机构获得联邦认可的一个组成部分。 

 

 

http://www.credentialingexcellence.org/
http://www.credentialingexcellence.org/
https://www.nccaom.org/blog/2018/12/12/acupuncturists-in-va/
http://www.nccaom.org/resource-center/bls-timeline/
http://www.nccaom.org/resource-center/bls-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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