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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
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
位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2016年11月第二次修正版）
《全民健身条例》（国务院令第560号 2009年08月）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社会体育指导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国家体育总局 2020年6月）
《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 2011年10月）
《全民健身指南》（国家体育总局 2018年07月）
《健康管理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2019
年11月征求意见稿）
《注册营养师水平评价制度暂行规定》（中国营养学会 2016年12月）
GB 24154-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
QB/T 2895-2007 运动营养食品 运动人群营养素
3 术语和定义
GB 24154-201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竞技体育运动 Competitive sports
竞技体育是指在全面发展身体，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人（个人或群体）在
体力、心理、智力等方面的潜力的基础上，以攀登运动技术高峰和创造优异运动
成绩为主要目的的一种运动活动过程。
3.2 全民健身运动 National fitness program
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少，全体人民增强力量，柔韧性，增加耐力，提高协
调，控制身体各部分的能力，从而使人民身体强健，旨在全面提高国民体质和健
康水平。
3.3 运动营养学 Sports & exercise nutrition
运动营养学是综合营养学、训练学和生理生化学等手段，研究和评估运动人
体的代谢和体能状况，并提供合理营养补充、恢复手段及运动指导的科学。这一
学科在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运动中发挥增强体能和保障健康的积极作用。
[杨则宜,汤春雪，焦颖.运动营养师培训教程 基础知识与技能[M].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2020.]
3.4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运动人群） Sports people
每周参加体育锻炼3次及以上、每次持续时间30分钟及以上、每次运动强度
达到中等程度及以上的人群。
[国家体育总局.2007年我国第三次群众体育现状调查[R].2008年12月]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
则 GB 24154-2015：术语与定义 2.1[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5:1]
3.5 运动营养食品 Sports nutrition food
为满足运动人群的生理代谢状态、运动能力及对某些营养成分的特殊需求而
专门加工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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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
养 食 品 通 则 GB 24154-2015 ： 术 语 与 定 义 2.1[S]. 北 京 ：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2015:1]
3.6 体质 physical fitness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质研究分会在1982年提出，体质是指人体的质量，它是
遗传性和获得性基础上表现出来的人体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和心理因素的综合的、
相对稳定的特征。
[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体育学院通用教材 体育测量评价[M].北京：人
民体育出版社，2012.02]
3.7 运动处方 Exercise prescription
运动处方是由运动处方师、运动健康指导师、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社会
体育指导员和临床医生等专业人员依据参加体育活动的年龄、性别、个人健康信
息、医学检查、体育活动的经历以及心肺耐力等体质测试结果，并根据健身目的，
用处方的形式制订的系统化、个性化的体育活动指导方案。
[冯连世.运动处方[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3.8 体能教练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specialist
体能教练是专业技术人员，国内亦称体能训练师，属于运动队体育工作人员
（职业代码为：2-11-01-99），国内暂无标准概念。美国体能协会对其定义是，
能应用科学知识来训练和提升运动员基本运动表现能力的专业人员，以专项运动
测试结果为依据，设计和实施安全有效的体能训练计划，并可与其他专业人员配
合，提供营养和伤病预防等方面的训练指导。
3.9 运动营养师 Sports nutritionist
运动营养师是具有运动营养学基础知识，并掌握实践技能的专业技术人员。
最初在运动队中以科研教练身份出现，属于体育工作人员（职业代码为：
2-11-01-99）分支，采用运动营养学手段协助教练员、体能教练达成运动员的训
练目标。除服务于竞技体育以外，他们也涉足于全民健身领域，从事健身运动相
关理论、方法及身体监测等事务，在健身和娱乐场所，为顾客提供咨询及综合服
务的人员（职业代码为：4-04-03-99）。运动营养师也被定义为运动健康营养的
管理工作者，以改善运动人群体能、体质和健康为目标，采用营养学、训练学、
生理生化学及体质测评学、医学等不同手段，为运动人群科学运动、平衡膳食、
运动营养食品合理使用提供解决方案。
[杨则宜,汤春雪，焦颖.运动营养师培训教程 基础知识与技能[M].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2020.]
3.10 健身教练 Fitness instructor
健身教练是服务业人员，在国内属于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代码为：
4-04-03-01）职业下设的一个独立工种名称，是指在健身和娱乐场所，为顾客提
供健身、娱乐等技术指导、咨询及综合服务的人员。当健身教练以有偿的、一对
一的方式对客户进行指导服务时，称为私人健身教练。
[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版）
[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中国人事出版社，2015.][国家体育总局
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材 健身教练[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3

中等职业学校：运动训练、休闲体育服务与管理、健体塑身、食品安全与检
测技术、营养与保健、康复技术、中医护理、中餐烹饪、西餐烹饪、康养休闲旅
游服务、学前教育、幼儿保育、舞蹈表演、中西面点。
高等职业学校：运动训练、体育教育、运动防护、社会体育、休闲体育、体
育运营与管理、体育保健与康复、健身指导与管理、健康管理、医学营养、中医
养生保健、护理、康复治疗技术、康复工程技术、食品生物技术、食品加工技术、
食品营养与卫生、食品营养与检测、食品质量与安全、保健品开发与管理、烹调
工艺与营养、营养配餐、中西面点工艺、西餐工艺、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
医学、针灸推拿、医学影像技术、中医学、中医康复技术、助产、老年保健与管
理、药学、中药学、药品经营与管理、医学检验技术、口腔医学技术、医学美容
技术、眼视光技术、刑事执行、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体育艺术表演、药品生物
技术、食品贮运与营销、刑事侦查技术、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学前教育、食品
检测技术、药品生产技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食品质量与安全、护理、康复治疗、健康服务与管
理、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休闲体育。
应用型本科学校：运动人体科学、运动训练、体育教育、运动康复、社会体
育指导与管理、体能训练、休闲体育、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营养与检验教育、
烹饪与营养教育、食品卫生与营养学、预防医学、中医康复学。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运动训练、休闲体育服务与管理、食品安全与检测技术、营
养与保健、康复技术、中医护理、中餐烹饪、西餐烹饪、康养休闲旅游服务、幼
儿保育、舞蹈表演、中西面点。
高等职业学校：运动训练、体育教育、运动防护、社会体育、休闲体育、体
育运营与管理、体育保健与康复、健身指导与管理、健康管理、医学营养、中医
养生保健、护理、康复治疗技术、康复工程技术、食品生物技术、食品智能加工
技术、食品营养与健康、食品检验检测技术、食品质量与安全、保健食品质量与
管理、烹调工艺与营养、营养配餐、中西面点工艺、西式烹饪工艺、临床医学、
口腔医学、预防医学、针灸推拿、医学影像技术、中医学、中医康复技术、助产、
老年保健与管理、药学、中药学、药品经营与管理、医学检验技术、口腔医学技
术、医学美容技术、眼视光技术、刑事执行、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体育艺术
表演、药品生物技术、食品贮运与营销、刑事侦查技术、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
学前教育、食品检验检测技术、药品生产技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食品质量与安全、护理、康复治疗、健康管理、社
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休闲体育。
应用型本科学校：运动人体科学、运动训练、体育教育、运动康复、社会体
育指导与管理、体能训练、休闲体育、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营养与检验教育、
烹饪与营养教育、食品卫生与营养学、预防医学、中医康复学。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初级）：主要面向健身服务机构和企业，如国民
体质监测站、健身房、健身工作室、健身俱乐部、健身场馆、健康管理企业、运
动营养食品企业、餐饮企业等服务及专业技术岗位，主要完成与运动人群相关的
运动营养测试与评估、运动营养方案制订等工作，从事与运动人群相关的基本运
动营养咨询与指导工作。
【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中级）：主要面向健身服务机构和企业（如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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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监测站、健身房、健身工作室、健身俱乐部、健身场馆、健康管理企业、运
动营养食品企业、餐饮企业等）、演艺部门、医院、体检中心、特殊人群健康管
理相关机构（如中老年人健康管理机构、慢病管理机构、孕产及母婴护理机构、
青少年健康管理机构）等服务及专业技术岗位，主要完成为运动人群及部分特殊
人群提供运动健康风险评估、运动营养测试与评估、运动营养方案制订等工作，
从事与运动人群及部分特殊人群相关的较为全面的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工作。
【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高级）：主要面向健身服务机构和企业（如国民
体质监测站、健身房、健身工作室、健身俱乐部、健身场馆、健康管理企业、运
动营养食品企业、餐饮企业等）、专业竞技运动队、高级业余运动项目俱乐部（如
健身健美俱乐部）、军事训练、演艺部门、医院、体检中心、特殊人群健康管理
相关机构（如中老年人健康管理机构、慢病管理机构、孕产及母婴护理机构、青
少年健康管理机构）等服务及专业技术岗位，采用营养科学、运动科学、预防医
学基础及体质测评等手段，主要完成为特定人群提供运动健康风险评估、运动营
养测试与评估、运动营养方案制订、运动营养培训与研究等工作，从事与特定人
群相关的更为精准且专业化的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
级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初级）：主要职责是掌握运动科学、营养科学的
基础知识，并具备从事相关工作所需的测试、评估、科学运动指导、膳食配餐及
运动营养食品合理使用指导的技能，能够在中、高级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人员的
指导下从事运动营养工作。
【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中级）：主要职责是在初级水平基础上，进一步
掌握运动科学、营养科学的进阶知识，并掌握临床及预防医学基础知识，完善运
动营养相关技能，可独立进行运动营养咨询和指导工作，并具备运动人群干预成
功经验。
【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高级）：主要职责是在中级水平基础上，具备系
统、综合的知识与技能，并在专业细分领域里开展深入的运动营养研究、咨询与
指导工作，且具有卓越干预案例。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1 运动健
康风险评
估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 运动
营养信息
收集

1.1.1 能够依据运动营养的实践定义分类收集运动营养知识
信息；
1.1.2 能够正确选用信息记录表及调查表收集个体或群体信
息；
1.1.3 能够通过访谈及问卷调查方式记录个体或群体日常饮食
习惯、运动习惯或行为习惯、职业习惯等；
1.1.4 能够记录个体或群体常规使用的药品、保健食品或运动
营养食品；
1.1.5 能够准确区分初、中、高级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干预人
群，对具有高阶需求的个体或群体及时联系中高级技能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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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联合指导，对具有潜在医学风险的个体或群体需及时转介绍
至专业医务人员或机构。
1.2 运动
营养信息
管理

1.3 运动
营养档案
建立

2.1 体质
测试与评
估

2 运动营
养测试与
评估
2.2 运动
能力测试
与评价

2.3 膳食
调查与评
估

1.2.1 能够使用相关工具准确录入信息；
1.2.2 能够判断信息准确度，可对相关信息进行分类整合；
1.2.3 能够通过专业量表识别常见运动营养健康风险因素。
1.3.1 能够保存运动营养健康信息并建立个体或群体运动营
养档案；
1.3.2 能够根据测试及评估工作的开展及时更新运动营养档
案信息；
1.3.3 能够根据阶段性运动营养干预结果及时更新运动营养
档案信息。
2.1.1 能够进行基础心率、血压、身高、体重、BMI、体脂百
分比、腰围、臀围等静息指标测量，可为个体或群体提供标准
数据对照与解读；
2.1.2 能够区分肥胖类型，对于需要医务干预的肥胖人群可及
时转介绍至医务专业人员；
2.1.3 正确区分有增肌增重需求的人群，具有潜在医学风险的
个体或群体需要及时转介绍至医务专业人员；
2.1.4 对于具有体重管理需求的个体或群体，具备初步同理心
的沟通技能，了解个体或群体的需求与现阶段体重管理无法达
成的限制因素；
2.1.5 可在中高级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人员的指导下，动态测
试评估减重减脂与增重增肌人群的运动适应，及时调整运动强
度与负荷的适配性；
2.1.6 可在中高级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人员的指导下，通过
BMI、体成分、围度等指标对减重减脂与增重增肌人群进行阶
段性体重管理测试，并出具评估报告。
2.2.1 能够执行《全民健身指南》中单项运动能力测试（最大
摄氧量除外）；
2.2.2 能够参照《全民健身指南》的标准，对个体或群体进行
单项运动能力评价；
2.2.3 能够参照《全民健身指南》的标准，对个体或群体进行
综合运动能力评价。
2.3.1 能够使用营养素缺乏风险表；
2.3.2 能够正确选用膳食调查方法；
2.3.3 能够正确使用便携食物秤；
2.3.4 能够使用电子设备或食物成分表查询日常常见食物所含
的营养素水平；
2.3.5 能够在限定时间内快速估算食物热量；
2.3.6 熟知普通人群与健身人群能量摄入标准、营养素推荐比
例及食物选择建议，并进行整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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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测评
报告管理

3.1 运动
方案制订

3 运动营
养方案制
订

3.2 膳食
营养配餐
制订

3.3 运动
营养食品
及保健食
品选用指
导

2.4.1 能够使用相关工具录入单项测评信息；
2.4.2 能够综合选用测试评估指标，并能够审核信息记录；
2.4.3 能够根据测评数据及个体或群体意愿进行初步评估，确
认体质改善目标及其可行性；
2.4.4 能够保存测评信息并建立个体或群体的运动营养测评
及干预档案。
3.1.1 能够了解人体日常体力活动水平的数据范围；
3.1.2 能够通过评估结果确认个体或群体的体力活动水平；
3.1.3 能够通过简易的心率指标以及日常步行的简易数据了
解个体或群体的心肺耐力水平；
3.1.4 能够根据个体或群体自身意愿以及评估数据进行体力
活动咨询服务；
3.1.5 能够依据《全民健身指南》指导静坐少动个体或群体
开始增加体力活动；
3.1.6 能够完成国家体育总局“科学健身 18 法”健身动作；
3.1.7 根据沟通以及评估结果，选择合适的减控体重与增肌增
重目标，利用 SMART 原则制订一系列短期运动目标与长期运动
目标；
3.1.8 能够根据个体或群体对体力活动的适应程度进行运动
方案的动态调整；
3.1.9 了解市面常见减控体重与增肌增重的方法与原理；
3.1.10 能够纠正个体或群体日常生活中关于体重管理的运动
误区。
3.2.1 能够根据评估结果与个体或群体改善目标，对其日常膳
食的食物量及食物选择方面提供咨询服务与合理建议；
3.2.2 可根据个体或群体目标及意愿，从运动与营养相互促进
的角度引导人群进行适度体力活动或运动，从而进一步改善现
有营养状况；
3.2.3 能够根据减控体重目标与增肌增重目标计算个体或群体
全天总能量摄取量；
3.2.4 能够根据减控体重目标与增加增重目标计算每餐能量和
营养素供给量；
3.2.5 能够根据减控体重人群与增肌增重人群各自目标需求推
荐营养素选择原则，进行主食、副食选择推荐；
3.2.6 针对非运动员的减控体重与增肌增重运动人群，需保证
最终饮食方案符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关于食物种类与数
量的要求，以确保营养素全面；针对运动员中具有减控体重与
增肌增重需求的人员，需在高级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人员的指
导下，根据运动项目特点确认食谱合理性。
3.3.1 能够准确解释保健食品与运动营养食品在我国食品产
业目录中的分类；
3.3.2 能够针对个体或群体提出的关于保健食品、运动营养食
品问题进行答疑咨询服务；
3.3.3 能够根据国家标准正确鉴别运动营养食品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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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运动
期间最佳
营养补充
方案指导

3.5 其他
辅助手段
配合

3.3.4 能够根据个体或群体需求指导其选择安全有效的运动
营养食品；
3.3.5 能够根据个体或群体需求指导其配合膳食使用运动营养
食品；
3.3.6 学习掌握《反兴奋剂条例》规则及基础知识，能够宣传
及推广竞技体育中兴奋剂的危害性；
3.3.7 能够判断和识别法定兴奋剂或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禁用
物质，预防误服与滥用；
3.3.8 知晓用药豁免原则，针对运动员群体时需协同运动员队
医确认药品、保健食品、运动营养食品安全。
3.4.1 能够根据需求制订运动期间膳食加餐计划；
3.4.2 能够在中高级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人员的指导下，为运
动人群运动前、中、后合理搭配安全有效的运动营养食品；
3.4.3 能够在中高级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人员的监督下，指导
运动人群运动前、中、后合理使用运动营养食品。
3.5.1 能够为静坐少动人群制订不少于两项的行为或心理干
预方式增加体力活动；
3.5.2 能够为减控体重人群制订不少于两项的行为或心理干
预方式辅助达成目标；
3.5.3 能够为增肌增重人群制订不少于两项的行为或心理干
预方式辅助达成目标。

表 2 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运动
营养信息
分析

1 运动健
康风险评
估

1.2 运动
营养信息
管理

1.3 运动
营养档案
管理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够设计访谈与量表，对个体或群体进行运动健康风险
信息收集、分类及汇总（含生活习惯、职业习惯、使用药品及
保健食品或运动营养食品等情况）；
1.1.2 能够初步识别药品对心率反应的影响，确保服药人群运
动处方及营养处方由医务人员开具；
1.1.3 能够具备基础医学知识的前提下，使用 PAR-Q 问卷进行
运动前筛查；
1.1.4 能够分析动态运动营养健康信息资料。
1.2.1 能够识别 ACSM 健康风险因素（CVD 风险因素评估）；
1.2.2 能够基于风险分类提供运动前体检、运动试验和运动试
验监督的建议；
1.2.3 可完成运动健康风险评估，区分可干预人群与需医护人
员或其他专业人员协同干预人群；
1.2.4 具备在医务专业人员指导下完成运动试验的能力。
1.3.1 能够撰写运动营养健康信息分析报告；
1.3.2 能够根据阶段性运动营养干预结果及时更新运动营养档
案信息；
1.3.3 能够对个体或群体的运动营养档案进行分析、分类与汇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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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体质
测试与评
估

2.2 体能
测试与评
估

2 运动营
养测试与
评估

2.3 简易
身体检查

2.4 膳食
调查评估

2.5 测评
报告管理

3 运动营
养方案制
订

3.1 运动
方案制订

2.1.1 掌握运动医学基础知识，具备运动防护急救常识；
2.1.2 能够根据大众健身人群需求设计运动营养测试表；
2.1.3 能够利用专业设备为大众健身人群进行三大类体质测
试；
2.1.4 能够根据人群特点判读身体形态指标数据；
2.1.5 能够根据人群特点判读身体机能指标数据；
2.1.6 能够根据人群特点判读身体素质指标数据。
2.2.1 能够选用合理的机能监控方法监测竞技体育项目运动员
训练适应情况；
2.2.2 能够选用合理及便携设备进行体能测试；
2.2.3 初步具备静态姿势、动作筛查、柔韧性、平衡、核心等
常规健身指导评估能力；
2.2.4 初步具备肌肉适能、技巧/技能、爆发力、敏捷、速度等
体能指导评估能力。
2.3.1 能够解读常规体检指标中与运动相关的血液指标；
2.3.2 能够解读常规体检指标中与营养相关的血液指标；
2.3.3 能够初步选用与营养有关的医学指标辅助；
2.3.4 能够初步选用与运动有关的医学指标辅助；
2.3.5 能够在医务专业人员的监督与协助下完成综合评估结
果。
2.4.1 能够在膳食评估软件及平台的协助下完成运动人群膳食
评估；
2.4.2 能够在膳食评估软件及平台的协助下完成运动人群日常
运动营养食品与保健品使用评估工作；
2.4.3 能通过便捷软件平台进行膳食数据收集，掌握常见食物
的份量及营养成分知识。
2.5.1 能够综合选用测试评估指标，并能够审核信息记录；
2.5.2 能够根据测评数据及个体或群体意愿进行初步评估，确
认体质改善目标及其可行性；
2.5.3 能够保存测评信息并建立个体或群体的运动营养测评及
干预档案。
3.1.1 依照 FITTVP 原则制订推荐的阶段性短期目标，供相关体
能教练、健身教练参考使用；
3.1.2 使用当前国内健身指南标准，应用心肺耐力、肌肉力量
与耐力及柔韧性等素质的运动参数和原则，设计并推荐安全有
效的运动计划；
3.1.3 根据科学研究，在相应有需求的个体或群体中，推荐技
能相关运动（如稳定性、灵活性、协调性、爆发力、速度等素
质）和适当器材，与健身教练或体能教练的共同配合，提高动
作效率并增强体能水平及损伤预防能力；
3.1.4 根据日常动态评估数据以及个体或群体反馈，及时根据
运动生理适应性原则对运动计划提出调整建议，并协助个体、
健身教练及体能教练等运动人群解决运动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保证方案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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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膳食
营养配餐
指导

3.3 运动
营养食品
及保健食
品选用指
导

3.4 运动
期间最佳
营养补充
方案指导

3.5 其他
辅助手段
配合
4 运动营
养培训与
研究

4.1 理论
培训

3.2.1 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个体或群体全天总能量摄入、单
餐营养素摄入量；
3.2.2 能根据运动特点与营养素缺乏风险评估结果选择相对合
理的食材，并出具日常膳食食谱；
3.2.3 根据目标要求的营养价值以及色、香、味、形、质六个
方面要求，调整和确定一餐、一日或一周的食谱；
3.2.4 熟练使用食物交换份数法，进行同一干预阶段的食物替
换，确定阶段性膳食摄入的多样性、科学性以及目标性；
3.2.5 能够为个体或群体提供日常营养知识、食品安全、食材
选择咨询服务，并掌握日常烹饪食材原料感官质量检验技能（性
质、来源、识别及感官质量鉴定）；
3.2.6 能根据平衡膳食理论、个体或群体阶段性目标改变以及
某些突发情况，及时进行食谱调整；
3.2.7 在有需求的前提下，能够适当运用合理的烹饪方法对食
材烹饪提出建议与改良；
3.2.8 具备初步定性、定量、标准化进行烹饪的技能。
3.3.1 了解国内外运动营养食品发展现状，并了解运动营养食
品国家强制标准 GB 24154 概述及相关法规，能够为个体或群体
提供运动营养食品安全选择咨询服务；
3.3.2 了解运动营养食品研发标准与功效成分原理，以协助个
体或群体根据自身需求对各类产品进行筛选；
3.3.3 能够为不同运动目标的人群提供运动营养食品配合训练
及日常膳食的综合解决方案；
3.3.4 能够辨别食品或者运动营养食品中是否添加违禁物质，
及时了解每年最新 WADA《禁用清单国际标准》；
3.3.5 熟悉《运动员常用药物指南》，预防药品兴奋剂的误服。
3.4.1 能够根据运动人群的项目特点设计训练日分餐计划；
3.4.2 能够根据运动人群需求及特点选用运动前、中、后食品
或运动营养食品；
3.4.3 能够指导运动人群运动前、中、后营养摄入方案；
3.4.4 能够配合膳食及运动计划，设计运动人群运动后综合恢
复方案；
3.4.5 能够通过运动期食物调整、运动营养食品干预手段，协
助个体或群体、健身教练或体能教练等提高训练效率。
3.5.1 能够搜集工作中心理干预与行为干预案例；
3.5.2 能够设计运动营养干预中的心理或行为干预方案；
3.5.3 能够针对个体或群体执行不少于两项的心理干预或心理
干预方案；
3.5.4 能够与干预的个体或群体维系良好的信任关系。
4.1.1 能够对初级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人员开展理论培训；
4.1.2 能够编写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培训讲义；
4.1.3 能够建立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培训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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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践
指导

4.2.1 能够对初级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人员进行实践跟踪指
导；
4.2.2 能够编写实践指导教案；
4.2.3 能够编写实践指导手册。

4.3 运动
营养研究

4.3.1 能够进行中文文献检索；
4.3.2 能够阅读专业文献资料并准确转述；
4.3.3 能够根据文献资料撰写综述或科普文章；
4.3.4 能够辅助高级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人员实施研究并撰写
论文。

表 3 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运动
营养信息
分析

1 运动健
康风险评
估

1.2 风险
评估案例
分析

1.3 运动
健康风险
评估手段
设计

2 运动营
养测试与
评估

2.1 个性
化运动测
试与分析
评估

2.2 个性
化膳食调
查与分析
评估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够分析并确定专业运动人群个体的职业风险及运动
健康需求；
1.1.2 能够分析并量化群体的运动营养需求；
1.1.3 能够分析及预测个体或群体的运动营养干预趋势，并提
出有效方案。
1.2.1 能够根据专业运动人群特点个性化匹配与设计风险评
估与身体检查方案；
1.2.2 能够通过访谈与量表等方式系统、综合并准确采集干预
个体或群体相关基本信息；
1.2.3 能够执行或监督风险评估方案；
1.2.4 能够分析各类指标关联性，并归纳总结；
1.2.5 能够评估方案并提出修订意见。
1.3.1 能够针对专业运动人群的特点设计并制订运动健康风险
评估手段；
1.3.2 能够根据专业运动人群的干预特点，及时更新或修订运
动健康风险评估方案；
1.3.3 能够执行并监督执行专业运动人群运动健康风险评估方
案。
2.1.1 熟练掌握常见运动素质测试相关检测设备、方法与评价
标准；
2.1.2 了解临床检验常见生理生化指标、检测设备和检测方
法；
2.1.3 能够依据人群特点个性化设计运动测试方案；
2.1.4 能够执行个性化运动测试方案；
2.1.5 能够评估个性化运动测试方案，并归纳分析与修订。
2.2.1.熟练掌握常见膳食营养测试相关检测设备、方法与评价
标准；
2.2.2 了解临床检验常见生理生化指标、检测设备和检测方法；
2.2.3 能够依据人群特点个性化设计膳食评估方案；
2.2.4 能够执行个性化膳食调查方案；
2.2.5 能够评估个性化膳食调查方案，并归纳分析与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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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测评
报告管理

3.1 运动
方案制订

3 运动营
养方案制
订

3.2 膳食
营养方案
制订

2.3.1 具备根据信息采集数据、运动测试、营养测试、临床检
测结果，根据个体或群体需求、提出科学干预目标及策略的能
力，如个体或群体目标不切实际，存在安全风险，必须明确提
前告知个体或群体；
2.3.2 对信息及测试数据分析，与个体或群体共同制订可行的
干预目标及策略；
2.3.3 能够综合个性化特点选用测试评估指标，并能够审核信
息记录；
2.3.4 能够保存测评信息并建立个体或群体的运动营养测评
及干预档案；
2.3.5 能够根据个性化方案进行归纳总结，形成案例分析。
3.1.1 具备根据个体或群体实际情况及需求制订训练目标、任
务和指标的能力；
3.1.2 具备根据运动目标划分训练阶段并确定不同阶段和周
期主要任务和内容的能力；
3.1.3 能够监督训练计划的执行情况；
3.1.4 掌握运动人体在生理生化角度变化的规律，能够有组
织、有意识、有预见、有控制地安排训练活动能力；
3.1.5 具备根据个体或群体特点选取训练方法与手段的能力、
熟练掌握常见训练规范动作及训练设备操作方法；
3.1.6 能够适时、定期收集训练信息，并根据生理生化测试结
果及时调整和控制训练进度；
3.1.7 定期对训练过程进行测试监控、及时调整训练计划。
3.2.1 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个体或群体全天总能量摄入、单
餐营养素摄入量；
3.2.2 能根据运动特点与营养素缺乏风险评估结果选择相对
合理的食材，并出具个性化日常膳食食谱；
3.2.3 根据目标要求的营养价值以及色、香、味、形、质六个
方面要求，调整和确定一餐、一日或一周的食谱；
3.2.4 熟练使用食物交换份数法，进行同一干预阶段的食物替
换，确定阶段性膳食摄入的多样性、科学性以及目标性；
3.2.5 能根据平衡膳食理论、个体或群体阶段性目标改变以及
某些突发情况，及时进行食谱调整；
3.2.6 在有需求的前提下，能够适当运用合理的烹饪方法对食
材烹饪提出建议与改良；
3.2.7 具备初步定性、定量、标准化进行烹饪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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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保健
食品与运
动营养食
品选用指
导

3.4 运动
期间最佳
营养补充
方案指导

3.5 其他
辅助手段
配合

4 运动营
养培训与
研究

4.1 理论
与实践培
训

4.2 实践
指导

3.3.1 能够根据生理、生化等机能状况测试指标及临床检测指
标搭配个性化膳食营养调节及运动营养试或保健食品使用方
案；
3.3.2 能够甄别运动营养食品及保健食品的种类及功能；
3.3.3 了解国内外运动营养食品发展现状，并了解运动营养食
品国家强制标准 GB 24154 概述及相关法规，能够为个体或群
体提供运动营养食品安全选择咨询服务；
3.3.4 了解运动营养食品研发标准与功效成分原理，以协助个
体或群体根据自身需求对各类产品进行筛选；
3.3.5 能够为不同运动目标的人群提供运动营养食品配合训
练及日常膳食的综合解决方案。
3.3.6 能够辨别食品或者运动营养食品中是否添加违禁物质，
及时了解每年最新 WADA《禁用清单国际标准》；
3.3.7 能够宣传并推广兴奋剂的危害性；
3.3.8 熟悉《运动员常用药物指南》，预防药品兴奋剂的误服。
3.4.1 能够根据运动人群的项目特点设计训练日分餐计划；
3.4.2 能够根据运动人群需求及特点选用运动前、中、后食品
或运动营养食品；
3.4.3 能够指导运动人群运动前、中、后营养摄入方案；
3.4.4 能够配合膳食及运动计划，设计运动人群运动后综合恢
复方案；
3.4.5 能够通过运动期食物调整、运动营养食品干预手段，协
助个体或群体、健身教练或体能教练等提高训练效率。
3.5.1 能够搜集工作中具有个性化特点的心理干预与行为干
预案例；
3.5.2 能够设计个性化运动营养干预的心理或行为干预方案；
3.5.3 能够针对个体或群体执行不少于两项的心理干预或心
理干预方案；
3.5.4 能够与干预的个体或群体维系良好的信任关系；
3.5.5 能够归纳总结特定人群行为方式特点及适宜的行为及
心理干预手段。
4.1.1 能够对初级、中级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人员开展理论与
实践培训；
4.1.2 能够编写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培训讲义；
4.1.3 能够编写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培训教程；
4.1.4 能够制订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培训标准。
4.2.1 能够对初级、中级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人员进行实践跟
踪指导；
4.2.2 能够编写实践指导教案；
4.2.3 能够编写实践指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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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专业
研究

4.3.1
4.3.2
4.3.3
4.3.4

能够进行中英文文献检索；
能够阅读专业文献资料并准确转述；
能够根据文献资料撰写综述或科普文章；
能够实施运动营养研究课题并撰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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