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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技能鉴定提供依

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要，立

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联

合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织有关专家，修定

了《游泳救生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一、本《标准》修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以下

简称《大典》）为依据，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 年版）》

有关要求，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职业技能为核心”为指导思想，对游泳救生员

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规范细致描述，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

识水平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和三级

/高级工三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工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

本次修订内容主要有以下变化： 

——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对本职业的影响，完善了技能要求和相

关知识要求。 

——具有根据科技发展进行调整的灵活性和实用性，符合培训、鉴定和就业工

作的需要。 

——顺应时代和社会要求，强化游泳救生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 

三、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天津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北京急救中

心、首都体育学院。主要起草人有：杨晓晨、高捷、陈志、田力、王博。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单位有：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上海

救生协会、北京协和医院、福建省游泳运动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厦门市竞

技体育发展中心、广州市游泳协会。主要审定人员有：姜兴华、王军、沈浩然、吉

宏、朱华栋、王江山、周玉成、许建成、沈伟、申勇、魏来、张雪婕。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中国救生协会、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



 

大学第三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等单位及王小兵、朱纪銮、高翔、

许琦、王立新、陈宝霞、田颖、李俊芬、孙征、潘宝成、鹿徽等专家的指导和大力

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游泳救生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20年版） 

 

1.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游泳救生员 

1.2职业编码 
    4-13-04-03 

1.3 职业定义 

在游泳场所，观察游泳者，进行安全防护，并对溺水者进行赴救和现场急救的

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三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常温、低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会观察、能判断，较强的应变能力，视觉、听觉敏锐，良好的游泳救生技能，

较强的学习、表达、沟通能力。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职业培训要求 

包括：晋级培训期限、培训教师、培训场所设备三项内容。 

（1）晋级培训期限 

全日制职业学校教育，根据其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确定。五级/初级技能不少于

40标准学时；四级/中级技能不少于 36标准学时；三级/高级技能不少于 32 标准学

时。 

（2）培训教师 

——培训初级理论知识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中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专

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中级、高级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高级职

业资格证书 2年以上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培训初级操作技能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中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专

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中级、高级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高级职

业资格证书 2年以上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3）培训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培训所需的教学场地为具有桌椅、讲台、黑板等的标准教室。 

——操作技能培训所需的场地为具有心肺复苏模拟人、救生假人、脊柱板、颈

托、秒表、救生浮标、口对口人工呼吸膜或单向呼吸阀、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等

器材的标准游泳场所。 

1.9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9.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具有 200m不间歇连续游（不限时）的游泳技能，经本职业初级正规培训达

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①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毕业证书。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含）

以上且无安全责任事故。经本职业中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

书。 

(2)国家二级及以上游泳运动员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且无安全责任事故。经本职业中级正规培训达规定

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3)获得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且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

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且无安全责任事故。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含）

以上且无安全责任事故。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

书。 

(2)获得本科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且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

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且无安全责任事故。 

1.9.2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操作考核。 

理论知识考试采用闭卷笔试、机考等方式，主要考核从业人员应掌握的基本要

求和相关知识要求；技能操作考核采用现场实际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主要考核

从业人员应具备的技能水平。 

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及以上者为合格。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监考人员与考生的配比为 1 : 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

员；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的配比为 1 : 5，且不少于 3名考评员，考评人员

为 3人（含）以上单数。 

1.9.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60分钟，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不少于 20分钟。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操作考核在具有心肺复苏模拟人、脊柱板、

颈托、口对口人工呼吸膜或单向呼吸阀、秒表、自动体外除颤器（AED）、救生浮标、

脚蹼、救生板、救生艇等救生器材的标准游泳场所中进行。 

 
①
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中等及以上体育专科学校。 

②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游泳专业方向，下同。 



 

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遵纪守法，爱岗敬业。 

(2)忠于职守，认真履责。 

(3)规范操作，确保安全。 

(4)救助及时，分秒必争。 

(5)严守岗位，服从指挥。 

(6)团结协作，尽职守责。 

(7)服务周到，举止文明。 

2.2 基础知识 

2.2.1游泳和救生的基本知识 

(1)游泳救生的定义、分类及基本原则。 

(2)游泳救生的历史、现状及发展。 

(3)游泳场所基本知识。 

(4)游泳基本姿势。 

(5)游泳救生技术原理。 

(6)现场赴救知识。 

2.2.2公共安全知识 

(1)个人卫生安全及自我保护常识。 

(2)呼救方法。 

(3)预防意外事故知识。 

(4)现场急救知识。 

(5)场馆安全知识。 

2.2.3 相关法律政策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相关知识。 

(4)《全民健身条例》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知识。 

(6)《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游泳场所》相关知识。 

(7)《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

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本职业分为两类游泳救生员，一类是游泳池救生员，另一类是自然水域救生员。 

3.1 五级/初级工 

本等级仅为游泳池救生员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安 

全 

检 

查 

1.1设施

设备检查 

1.1.1能检查扶梯、排水口等设施的安

全性 

1.1.2能检查救生圈、救生杆等救生器

材的配备和设置情况 

1.1.3 能检查急救箱、氧气袋等急

救器材的有效性及设置情况 

1.1.4 能检查警示牌等安全警示标

识的设置情况 

1.1.1救生器材的性能及放置要

求 

1.1.2急救器材的性能及放置要

求 

1.1.3安全警示标识 

1.2观察

判断 

1.2.1能选择符合要求的观察方法 

1.2.2能确定游泳技术不佳、体弱、身

体异常等重点观察对象 

1.2.3能对游泳池内进行不安全活动

的游泳者进行提醒和警示 

1.2.1观察方法、观察要求及注

意事项 

1.2.2游泳池内游泳者活动常见

的安全隐患 

1.2.3溺水事故产生的原因及预

防 

 2． 

现

场 

赴 

救 

 

2.1间接

赴救 

2.1.1能用救生杆对溺水者施救 

2.1.2能用救生圈对溺水者施救 

2.1.1救生圈、救生杆的使用方

法 

2.2直接

赴救 

2.2.1能根据场地和溺水者情况，佩戴

救生浮标选择入水方法 

2.2.2能佩戴救生浮标接近溺水者 

2.2.3能根据溺水者情况，佩戴救生浮

标选择水中拖带方法 

2.2.4能根据游泳池设施和溺水者的

清醒程度，佩戴救生浮标双人上岸 

2.2.5能掌握溺水者抓抱解脱方法 

2.2.6能用肩背运送溺水者 

2.2.1入水方法及注意事项 

2.2.2接近方法及注意事项 

2.2.3解脱方法及注意事项 

2.2.4拖带方法及注意事项 

2.2.5上岸方法及注意事项 

2.2.6 肩背方法及注意事项 

2.2.7救生浮标使用方法及注意

事项 

3． 

现 

场 

急 

救 

3.1心肺

复苏 

3.1.1能判断溺水者有无意识并呼救  

3.1.2能判断溺水者有无呼吸 

3.1.3能根据溺水者情况摆放急救体

位 

3.1.4能清理溺水者口腔异物 

3.1.5能无损伤畅通溺水者气道 

3.1.6能在岸上对溺水者进行口对口

呼吸 

3.1.7能在岸上对溺水者进行胸外按

压 

3.1.1心肺复苏方法、步骤及注

意事项 



 

3.2运动

损伤急救 

3.2.1能处理肌肉痉挛、软组织损伤等

运动损伤 

3.2.2能对创伤进行止血、包扎、固定

和搬运 

3.2.1肌肉痉挛、软组织损伤

的症状、处理方法及注意事项 

3.2.2 开放性创伤的简单处理方

法及注意事项 

 



 

3.2 四级/中级工 

本等级分为游泳池救生员和自然水域救生员两类。其中，职业功能第 1项为自

然水域救生员单独考核项；第 2项为选考项，游泳池救生员考核 2.1、2.2 项，自然

水域救生员考核 2.3、2.4项内容；第 3、4项为共同考核项。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安

全

检

查 

1.1设施器材

检查 

1.1.1能检查瞭望台等安全设施 

1.1.2能检查救生浮标、脚蹼等救

生器材 

1.1.3能检查救生筏、救生艇上救

生器材的配备 

1.1.1瞭望台设置要求 

1.1.2救生浮标、脚蹼等救生器材

使用要求 

1.1.3救生筏、救生艇上救生器材

使用要求 

1.2场地检查 

1.2.1能检查水域水质、流速、潮

汐 

1.2.2能检查沙滩等岸上安全隐

患 

1.2.3 能识别区域气象状况 

1.2.4能识别各种安全标识和联

络信号 

1.2.1水质、水文知识 

1.2.2气象知识 

1.2.3场地安全要求 

1.2.4 场地安全标识和联络信号

知识 

2． 

现

场 

赴 

救 

 

2.1间接赴救 

2.1.1能根据溺水者情况在岸边

选择救生方式 

2.1.2 能用救生浮标在岸上对

溺水者施救 

2.1.1间接赴救的救生方式 

2.1.2 救生浮标的原理及使用注

意事项 

2.1.3溺水者的行为特征 

2.2直接赴救 

 

2.2.1能寻找水下溺水者 

2.2.2能根据场地和溺水者情况，

选择入水方法接近溺水者 

2.2.3能在水中被抓抱时解脱 

2.2.4能根据溺水者情况选择水

中拖带方法 

2.2.5能根据泳池设施和溺水者

的清醒程度单人上岸 

2.2.1水下寻找方法及注意事项 

2.2.2徒手赴救方法 

 

2.3救生浮标

赴救 

2.3.1能用救生浮标选择入水方

法并穿戴脚蹼接近溺水者 

2.3.2能用救生浮标把溺水者施

救上岸 

2.3.1救生浮标、脚蹼的使用和施

救方法 

2.4救生板赴

救 

2.4.1能操控救生板 

2.4.2能根据溺水者情况选择上

板技术 

2.4.1救生板操控方法 

2.4.2溺水者上板方法 

3． 

现

场 

急 

3.1心肺复苏 

3.1.1能用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施救 

3.1.2 能使用球囊面罩或呼吸面

罩进行心肺复苏 

3.1.1 球囊面罩或呼吸面罩使用

方法 

3.1.2心肺复苏原理 

3.1.3 自动体外除颤器（AED）使

用方法 



 

救 

 3.2运动损伤

急救 

3.2.1 能在岸上使用颈托对颈椎

损伤者进行固定 

3.2.2 能在岸上使用脊柱板对脊

椎损伤者进行上板、固定 

3.2.1颈托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3.2.2 脊柱板在岸上的使用方法

及注意事项 

4． 

培 

训 

与 

管 

理 

4.1培训指导 

4.1.1 能对初级游泳救生员进行

业务指导 

4.1.2能讲解、示范技术动作 

4.1.1 初级游泳救生员业务指导

要点、方法及注意事项 

4.2安全管理 

4.2.1能划分观察区域，设置观察

岗位 

4.2.2能检查救生员职责、制度执

行情况 

4.2.1 观察区域划分的原则与方

法 

4.2.2 游泳救生员岗位设置与分

工要求 



 

3.2 三级/高级工 

本等级分为游泳池救生员和自然水域救生员两类。其中，职业功能第 1项为选

考项，游泳池救生员考核 1.1、1.2项，自然水域救生员考核 1.1、1.3项内容；第

2、3项为共同考核项。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场 

急 

救 
 

1.1现场指

挥 

1.1.1 能根据溺水事故现场情况指

挥施救 

1.1.2 能按照应急预案指挥现场人

员疏散及救生员补岗 

1.1.1溺水事故的判断和处置方法 

1.1.2应急预案 

1.2游泳池

急救 

1.2.1 能在浅水使用脊柱板对无意

识溺水者施救 

1.2.2 能在深水使用脊柱板对无意

识溺水者施救 

1.2.1 使用脊柱板入水方法及注意

事项 

1.2.2水中上板方法及注意事项 

1.2.3水中固定方法及注意事项 

1.2.4 水中脊柱板上岸方法及注意

事项 

1.3自然水

域急救 

1.3.1 能在水面借助浮力进行人工

呼吸 

1.3.2 能在船筏上对溺水者进行心

肺复苏 

1.3.1 水面借助浮力进行人工呼吸

的方法 

1.3.2 船筏上对溺水者进行心肺复

苏的方法 

2． 

设 

  备、 

器 

材 

管 

理 

2.1设备、器

材配备 

2.1.1 能根据游泳场所实际情况制

订设备、器材配备方案 

2.1.2 能根据游泳场所实际情况制

订设备、器材设置方案 

2.1.1 游泳场所设备、器材配备及

设置方案制订方法 

2.2设备、器

材维护 

2.2.1 能评估设备、器材功能的完

好性 

2.2.2 能对设备、器材进行保养、

调试 

2.2.1 设备、器材功能完好性的鉴

定方法 

2.2.2 设备、器材的保养、调试方

法 

3． 

培 

训 

与 

管 

理 

3.1培训与

指导 

3.1.1 能对中级游泳救生员进行业

务指导 

3.1.2能编写培训计划与教案 

3.1.3能讲授游泳救生专业知识 

3.1.1 中级游泳救生员业务指导要

点、方法及注意事项 

3.1.2培训计划与教案的编写方法 

3.1.3教学基本原则与方法 

3.2安全管

理 

3.2.1能编制应急预案 

3.2.2能撰写安全总结 

3.2.3 能编制游泳场所安全管理制

度 

3.2.4能组织救生员进行应急演练 

3.2.1应急预案编制知识 

3.2.2安全总结撰写方法 

3.2.3 游泳场所安全管理制度编制

方法 

3.2.4应急演练相关知识 



 

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初级工 

（%） 

四级/中级工 
（%） 

三级/高级工 
（%） 

游泳池 自然水域 游泳池 自然水域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基础知识 20 15 10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安全检查 20 — 10 — 

现场赴救 30 40 30 — 

现场急救 25 30 35 

设备、器材管理 — — 20 

培训与管理 — 10 30 

合计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初级工 

（%） 

四级/中级工 
（%） 

三级/高级工 
（%） 

游泳池 自然水域 游泳池 自然水域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安全检查 15 — 5 — 

现场赴救 45 50 45 — 

现场急救 40 45 60 

设备、器材管理 — — 20 

培训与管理 — 5 20 

合计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