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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户外安全教育计划整体工作部署，为实现向全社会进行广泛持久

的户外安全教育与宣传，以提高大众对户外风险的认识，了解及掌握应对户外风

险的基本方法与技术，有效防范并降低户外安全事故的发生，结合我国户外运动

发展现状，制定本大纲。 

 

一、 培训目的与任务 

通过全国户外安全教育计划安全宣导员培训，倡导“安全、科学、环保”的

户外理念，使学员（宣导员）理解户外运动，掌握户外运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为引导广大户外爱好者正确参与户外运动做好准备。同时借助该培训，为地方逐

步建设安全宣导员队伍，更好地服务于后续的安全宣导和公众培训。 

 

二、 培训对象及申报条件 

培训对象：从事户外安全普及推广工作的本地志愿者。 

申报条件 

1. 遵纪守法，热爱户外运动，具有丰富的户外运动经验； 

2. 年龄 18周岁－55周岁，身体健康，具备良好的体能； 

3. 责任心强，善于沟通，具备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4. 参加过中国登山协会培训并通过考核者优先申报。  

 

三、 培训目标 

(一) 熟悉户外安全宣导员的基本职责和义务。 

(二) 熟练掌握与安全有关的户外运动基本知识、技能和技术。 

(三) 具有较好的指导能力，通过适当的途径向大众传播户外安全与环保

理念，传授户外安全与环保知识技能，指导户外安全技能与环保方法。 

 

四、 课程教学内容纲要 

(一) 理论部分  10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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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户外安全教育计划介绍  0.5课时 

2. 安全宣导员的职责与义务  0.5 课时 

3. 户外运动与理念  2课时 

1) 户外运动的定义 

2) 户外运动的分类 

3) 户外运动的理念 

4. 行前计划与准备  2课时 

5. 户外常见风险及应对  2课时 

1) 户外基本安全原则 

2) 发生事故的一般应对措施 

3) 户外常见风险的防范与处理 

4) 选择安全的营地 

5) 野外急救原则 

6. 户外环保法则  2课时 

7. 管理规范  0.5课时 

1) 现行管理制度介绍 

2) 参与户外活动的建议 

8. 本地户外资源介绍  0.5课时 

 

(二) 实践部分  10课时 

1. 计划与准备  3课时 

2. 户外常用装备的使用   2课时 

1) 户外十大必需品 

2) 活动装备的选择 

3. 户外活动中的风险与应对   3课时 

1) 运用事故模型 

2) 安全原则的应用 

3) 发生事故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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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见风险与应对 

4. 营地安全   1课时 

5. 户外环保综合实践  1课时 

 

五、 培训内容与课时分配 

(一) 专项培训课时分配表 

课时 

等级 

理论 实践 
总课时 

课程 比例 技能技术 比例 

宣导员 10 50% 10 50% 20 

(二) 内容课时分配比例表 

  内容 

等级 

理论知识 实践技能 总

计 内    容 课时 内    容 课时 

宣 

导 

员 

户外安全教育计划介绍 0.5 

10 

计划与准备 3 

10 20 

安全宣导员的职责与义务 0.5 户外常用装备的使用 2 

户外运动与理念 2 户外活动中的风险与应对 3 

行前计划与准备 2 营地安全 1 

户外常见风险及应对 2 户外环保综合实践 1 

户外环保法则 2 

 管理规范 0.5 

本地户外资源介绍 0.5 

 

六、 课程模板 

时间 培训内容 
课时 

场地 
理论 实践 

D 1 上午 户外安全教育计划介绍 0.5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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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宣导员的职责与义务 0.5  教室 

行前计划与准备 2  教室 

下午 户外环保法则 2  教室 

晚上 计划与准备  3 教室 

D 2 

上午 
户外常见风险及应对 2  教室 

出发至野外   途中 

下午 户外活动中的风险与应对  3 野外 

晚上 
营地安全  1 营地 

户外环保综合实践  1 野外 

D 3 

上午 
户外常用装备的使用  2 野外 

返回教室   途中 

下午 

户外运动与理念 2   

管理规范 0.5   

本地户外资源介绍 0.5   

晚上 理论考核 1   

共计  10 10 20 

备注：1.在教室的上课时间：早 8：30 至 11：30； 下午 14：00 至 17：00；晚

上 19:00-21:00； 

      2.野外上课时间根据教练安排进行； 

3.考核时间 1小时不含在培训课时内。 

七、 培训管理 

(一) 培训机构 

1. 开办安全宣导员培训班的机构须取向中登协提前申报，取得许

可后按有关程序和培训大纲开展培训。 

2. 培训机构负责安全宣导员培训的招生与管理，按要求做好各项

组织工作。 

(二) 培训规模与比例 

1. 培训规模：每期培训班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2 人。除培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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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培训机构可设立班委、后勤、财务等临时岗位，以保证培

训工作的顺利开展。 

2. 教师与学员配比：教师与学员比例为 1:8-1:12。 

(三) 场地与装备 

培训地点和场地由培训机构来确定，并符合《安全宣导员培训场地要求》

规定。 

1. 培训场地必须具备的条件： 

1) 培训教室和多媒体教学仪器设备。 

2) 合法使用的自然环境区域，要求地形丰富，完整，符合培训

课程要求。 

2. 培训装备 

1) 个人服装和个人装备自备，技术装备须经 UIAA 和 CE 认证，

由培训机构按培训要求准备，并有备份。 

2) 培训机构需有培训装备管理员，培训公用装备每次使用前后

须经认真检查。 

 

八、 培训教师 

培训教师须持有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颁发的“户外运动国家

职业资格培训教师证书”。 

(一) 培训教师须经培训并获得全国统一颁发的户外运动国家职业资

格培训教师证书。 

(二) 培训教师应提前 1个月得到通知，并根据大纲要求进行备课。 

(三) 培训教师应在培训前提前进行现场备课，掌握培训场地情况，并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九、 培训资质与证书 

学员参加安全宣导员培训，完成所有规定课时，通过考核，可获得由中国登

山协会颁发的“全国户外安全宣导员”资质证书，有效期自取得之日起两年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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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该证书是今后从事全国户外安全教育计划相关培训活动与宣讲培训的有效凭

证。 

 

十、 培训教材与参考资料 

安全宣导员培训采用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户外安全手册》和由高等教

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材——户外运动》为主要教材和参考资料。 

 

十一、 后续宣讲培训 

安全宣导员培训主要是为地方逐步建设安全宣导员队伍，更好地服务于后续

的安全宣导和公众培训。地方登山协会或相关组织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率领本

地区的宣导员队伍合理规划、有序进行本地区的安全宣导工作。具体形式如下（供

参考）： 

1．结合本地情况，组织开展本地区的户外爱好者培训； 

2．组织开展本地区的户外安全知识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