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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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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起草单位：九龙堂（北京）国际医学保健研究院、北京市丰台区九龙

泉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北京更生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

发协会、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中医养生康复医疗专业委员会、中国

民族卫生协会适宜技术推广工作委员会、情绪能量（上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北京融科医院、云南昆明广福老年病医院、河北衡水市老年服

务协会、云南新兴职业学院、北京自然创新医学科技发展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金秀莲、朱艳、张琳、张慧、郑燕飞、郑格琳、李长明、

李桂英、安平、傅小苏、尤世凯、刘亚丽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九龙堂（北京）国际医学保健研究院，未经

九龙堂（北京）国际医学保健研究院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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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

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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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YYXH/T157-2009 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年版）（卫妇社发〔2011〕38号）

《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技术规范》（国中医药医政发〔2013〕46号）

《中医医疗技术手册2013普及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医疗技术协作组编

3 术语和定义

《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ZYYXH/T157-2009）、《中医医疗技术手册 2013

普及版》界定的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中医体质 Constitution of TCM

《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ZYYXH/T157-2009）

中医体质是指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形

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是人类在生长、

发育过程中所形成的与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的人体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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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经穴推拿技术 Acupoint massage technique

《中医医疗技术手册 2013 普及版》

经穴推拿技术是以按法、点法、推法等手法作用于经络腧穴，起到推动经气、

调节脏腑功能的推拿医疗技术。具有推动经气运行、调节脏腑功能的作用。适应

的病证包括推拿科各种适应症，也用于保健按摩。

3.3 刮痧 Gua Sha

《中医医疗技术手册 2013 普及版》

刮痧是在中医经络腧穴理论指导下，使用不同材质和形状的刮痧器械和介

质，在体表进行相应的手法刮拭，以防治疾病的中医外治技术。刮痧技术具有疏

通经络，改善血液循环，调整关节结构和功能等作用。常用于外感性疾病和骨关

节疼痛性疾病等。

3.4 砭石治疗技术 Bianstone treatment technology

《中医医疗技术手册 2013 普及版》

砭石治疗技术，简称“砭术”。是指使用特制的砭具，按照中医经络理论治

疗疾病的一种外治方法。砭术的主要适用范围包括：腰腿痛、颈肩背痛、四肢关

节风湿痛等骨关节类疾病，肌肉痉挛、肌肉粘连等软组织类疾病和痛经、月经不

调等妇科类疾病。

3.5 拔罐技术 Cupping technique

《中医医疗技术手册 2013 普及版》

拔罐技术是以罐为工具，利用燃烧、抽吸、蒸汽等方法造成罐内负压，使罐

吸附于腧穴或相应体表部位，使局部皮肤充血或瘀血，以达到防治疾病的外治方

法。古称角法，又称吸筒法。常用于感冒、不寐、肩凝症、腰痛病、项痹病等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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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3.6 穴位敷贴技术 Acupoint application technique

《中医医疗技术手册 2013 普及版》

穴位敷贴技术是将药物制成一定剂型敷贴到人体穴位，通过刺激穴位，激发

经气，发挥治疗作用。常用于软组织损伤等疼痛疾病，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

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消化系统疾病、月经不调、痛经等妇科疾

病的治疗。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医学、护理、药剂、中医、中医护理、中药、藏医医疗

与藏药、维医医疗与维药、蒙医医疗与蒙药、中药制药、中医康复技术、中医养

生保健、康复技术、康复辅助器具技术及应用、卫生信息管理、人口与计划生育

管理、医药卫生财会、营养与保健、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咨询、康养休闲旅游服

务、幼儿保育、家政服务与管理、智能养老服务、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高等职业学校：职业卫生技术与管理、食品营养与卫生、康复工程技术、保

健品开发与管理、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助产、药学、中医学、中医骨伤、

针灸推拿、蒙医学、藏医学、维医学、傣医学、哈医学、朝医学、中药学、蒙药

学、维药学、藏药学、中药生产与加工、中药制药技术、中医康复技术、中医养

生保健、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医学生物技术、口腔医学技术、放射治

疗技术、呼吸治疗技术、医学美容技术、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康复治疗技术、

康复辅助器具技术、假肢与矫形器技术、公共卫生管理、卫生监督、卫生信息管

理、预防医学、健康管理、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老年保健与管理、心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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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营养、生殖健康服务与管理、营养配餐、体育保健与康复、老年服务与管理、

社区康复。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制药工程、护理、康复治疗、健康服务与管理。

应用型本科学校：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食品卫生与

营养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学、藏医学、蒙医学、维医学、壮医学、哈医学、中

西医临床医学、药学、药物制剂、中药学、中药资源与开发、医学检验技术、医

学实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眼视光学、康复治疗学、口腔医学技术、卫生检验

与检疫、护理学、教育康复学、卫生教育、运动康复、生物医学、生物医学科学、

麻醉学、医学影像学、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放射医学、儿科学、妇幼保健医

学、卫生监督、全球健康学、傣医学、回医学、中医康复学、中医养生学、中医

儿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临床药学、药事管理、药物分析、药物化学、化妆品科

学与技术、藏药学、蒙药学、中药制药、听力与语言康复学、康复物理治疗、康

复作业治疗、智能医学工程、助产学、健康服务与管理、养老服务管理。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护理、药剂、中医、中医护理、中药、藏医医疗与藏药、维

医医疗与维药、蒙医医疗与蒙药、中药制药、中医康复保健、哈医医疗与哈药、

康复技术、康复辅助器具技术及应用、卫生信息管理、营养与保健、生殖健康管

理、婴幼儿托育、康养休闲旅游服务、幼儿保育、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智慧健

康养老服务、老年人服务与管理、母婴照护。

高等职业学校：职业健康安全技术、食品营养与健康、康复工程技术、保健

食品质量与管理、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助产、药学、中医学、中医骨伤、

针灸推拿、蒙医学、藏医学、维医学、傣医学、哈医学、朝医学、中药学、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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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维药学、藏药学、中药材生产与加工、中药制药、中医康复技术、中医养生

保健、药膳与食疗、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医学生物技术、口腔医学技

术、放射治疗技术、呼吸治疗技术、医学美容技术、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康复

治疗技术、康复辅助器具技术、公共卫生管理、卫生信息管理、预防医学、健康

大数据管理与服务、健康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老年保健与管理、心理

咨询、医学营养、生殖健康管理、营养配餐、体育保健与康复、健身指导与管理、

运动健康指导、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社区康复。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食品营养与健康、制药工程技术、护理、药学、中

药制药、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医学生物技术、口腔医学技术、放射治

疗技术、呼吸治疗技术、康复治疗、康复辅助器具技术、儿童康复治疗、公共卫

生管理、职业卫生工程技术、健康管理、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医养照护与管

理、智慧健康养老管理。

应用型本科学校：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食品卫生与

营养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学、藏医学、蒙医学、维医学、壮医学、哈医学、中

西医临床医学、药学、药物制剂、中药学、中药资源与开发、医学检验技术、医

学实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眼视光学、康复治疗学、口腔医学技术、卫生检验

与检疫、护理学、教育康复学、卫生教育、运动康复、生物医学、生物医学科学、

麻醉学、医学影像学、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放射医学、儿科学、妇幼保健医

学、卫生监督、全球健康学、傣医学、回医学、中医康复学、中医养生学、中医

儿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临床药学、药事管理、药物分析、药物化学、化妆品科

学与技术、藏药学、蒙药学、中药制药、听力与语言康复学、康复物理治疗、康

复作业治疗、智能医学工程、助产学、健康服务与管理、养老服务管理、运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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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健康。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面向养生保健、健康管理行业相关机构（综合性医院中医康复科、针灸

理疗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医院、乡镇卫生院、疗养院、社会福利机构、

养生会所、养生馆、保健中心、化妆品美容公司、医疗美容机构、医药公司、体

育运动队、社区康复机构）内提供健康咨询、保健调理及相关服务的工作岗位。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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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初级）：主要职责是能提供健康咨询服务；在专

家指导下运用中医体质辨识方法进行体质信息采集工作，能出具中医体质评估概

略性指导方案；能运用中医药技法（刮痧、拔罐）为服务对象提供养生保健调理

服务。

【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中级）：主要职责是能够在履行初级职责的基础

上，能独立运用中医体质辨识方法进行信息采集、风险评估及体质辨识，为服务

对象出具中医体质评估调理方案；能选用适宜的中医药技法（推拿、艾灸）为服

务对象提供养生保健调理服务；组织开展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健康宣教。

【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高级）：主要职责是能够在履行中级职责的基础

上，能选用适宜的中医药技法（泡洗、贴敷）为服务对象提供养生保健调理服务；

能对常见慢性疾病进行体质评估调理，能对服务对象进行养生保健和康复指导；

能进行体质辨识复核评估，能承担初级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人员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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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健康咨询服务

1.1 咨询接待

1.1.1 能介绍体质学的概念与应用范畴。

1.1.2 能介绍体质与素质、气质、性格的关系与

区别。

1.1.3 能介绍体质与证候的区别与联系。

1.1.4 能介绍中医治未病的含义。

1.2 健康咨询

1.2.1 能介绍不同年龄人群体质特点。

1.2.2 能准确分辨男女体质的特征。

1.2.3 能运用体质与心理的关系进行健康咨询。

1.2.4 能介绍体质与适应能力的关系。

1.3 信息采集

1.3.1 能运用现代体质分类法进行信息采集。

1.3.2 能运用体质五行分类法、体质阴阳分类法

进行信息采集。

2.体质辨识与评

估

2.1 体质评估

2.1.1 能运用整体性原则进行体质评估。

2.1.2 能运用形神结合原则进行体质评估。

2.1.3 能运用四诊合参原则进行体质评估。

2.1.4 能参与制定体质调理及健康服务方案。

2.2 体质分析

2.2.1 能掌握九种体质的特征。

2.2.2 能分析九种体质的成因。

2.2.3 能运用中医体质量表参与体质分析。

3.体质评估调理

方案制定及实施

3.1 体质调理方

案制定

3.1.1 能运用中医体质评估调理技术制定概略

性指导调理方案。

3.1.2 能运用中医体质基本内容指导调理方案

制定。

3.1.3 能运用三因原则、主次原则、可行性原则

制定中医体质调整专业技术方案。

3.2 平和质调理

方案实施

3.2.1 能运用饮食调理基本原则对平和质人员

进行饮食指导。

3.2.2 能制定平和质人员运动调理方案并指导

实施。

3.2.3 能制定平和质人员居住环境和睡眠的调

理方案并指导实施。

3.2.4 能根据平和质人员情况制定刮痧、拔罐调

理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3.3 气虚质调理

方案实施

3.3.1 能运用饮食调理基本原则对气虚质人员

进行饮食指导。

3.3.2 能制定气虚质人员运动调理方案并指导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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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3.3 能制定气虚质人员居住环境和睡眠的调

理方案并指导实施。

3.3.4 能根据气虚质人员情况制定刮痧、拔罐调

理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3.4 阳虚质调理

方案实施

3.4.1 能运用饮食调理基本原则对阳虚质人员

进行饮食指导。

3.4.2 能制定阳虚质人员运动调理方案并指导

实施。

3.4.3 能制定阳虚质人员居住环境和睡眠的调

理方案并指导实施。

3.4.4 能根据阳虚质人员情况制定刮痧、拔罐调

理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3.5 阴虚质调理

方案实施

3.5.1 能运用饮食调理基本原则对阴虚质人员

进行饮食指导。

3.5.2 能制定阴虚质人员运动调理方案并指导

实施。

3.5.3 能制定阴虚质人员居住环境和睡眠的调

理方案并指导实施。

3.5.4 能根据阴虚质人员情况制定刮痧、拔罐调

理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3.6 痰湿质调理

方案实施

3.6.1 能运用饮食调理基本原则对痰湿质人员

进行饮食指导。

3.6.2 能制定痰湿质人员运动调理方案并指导

实施。

3.6.3 能制定痰湿质人员居住环境和睡眠的调

理方案并指导实施。

3.6.4 能根据痰湿质人员情况制定刮痧、拔罐调

理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3.7 湿热质调理

方案实施

3.7.1 能运用饮食调理基本原则对湿热质人员

进行饮食指导。

3.7.2 能制定湿热质人员运动调理方案并指导

实施。

3.7.3 能制定湿热质人员居住环境和睡眠的调

理方案并指导实施。

3.7.4 能根据湿热质人员情况制定刮痧、拔罐调

理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3.8 血瘀质调理

方案实施

3.8.1 能运用饮食调理基本原则对血瘀质人员

进行饮食指导。

3.8.2 能制定血瘀质人员运动调理方案并指导

实施。

3.8.3 能制定血瘀质人员居住环境和睡眠的调

理方案并指导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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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8.4 能根据血瘀质人员情况制定刮痧、拔罐调

理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3.9 气郁质调理

方案实施

3.9.1 能运用饮食调理基本原则对气郁质人员

进行饮食指导。

3.9.2 能制定气郁质人员运动调理方案并指导

实施。

3.9.3 能制定气郁质人员居住环境和睡眠的调

理方案并指导实施。

3.9.4 能根据气郁质人员情况制定刮痧、拔罐调

理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3.10 特禀质调理

方案实施

3.10.1 能运用饮食调理基本原则对特禀质人员

进行饮食指导。

3.10.2 能制定特禀质人员运动调理方案并指导

实施。

3.10.3 能制定特禀质人员居住环境和睡眠的调

理方案并指导实施。

3.10.4 能根据特禀质人员情况制定刮痧、拔罐

调理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4.健康宣教
4.1 健康科普宣

教

4.1.1 能开展中医体质学原理及基本概念的科

普宣传。

4.1.2 能进行中医体质评估调理技术的健康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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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中医体质评估

1.1 健康咨询

1.1.1 能介绍中医体质学的性质与应用范畴。

1.1.2 能介绍中医体质学在亚健康调理中的意

义。

1.1.3 能介绍中医体质评估在中医治未病工程

中的重要意义。

1.2 体质评估

1.2.1 能运用中医体质学指导不同人群的体质

评估。

1.2.2 能运用中医体质学指导临床体质评估。

1.3 体质辨识

1.3.1 能分析判断形神与体质的关系。

1.3.2 能分析判断环境与体质的关系。

1.3.3 能分析判断禀赋遗传与体质的关系。

1.4 体质分类

1.4.1 能分析古代、现代体质分类的特点。

1.4.2 能运用古代体质分类法与现代体质分类

法进行体质评估。

2.体质评估与诊

断

2.1 体质分析

2.1.1 能运用体质与发病的基本原则分析体质

与发病倾向。

2.1.2 能评估体质与疾病的演变过程、传变和转

归。

2.1.3 能分析特禀体质（过敏体质、胎传体质、

遗传病体质）的属性。

2.2 体质诊断

2.2.1 能运用辨体内容和原则进行体质评估。

2.2.2 能根据九种体质特点进行体质评估。

2.2.3 能分析体质与疾病证候的关系。

2.2.4 能区别辨体、辨证、辨病的并综合应用。

2.3 亚健康体质

分类

2.3.1 能运用中医体质评估技术进行亚健康分

类。

2.3.2 能根据中医体质评估技术分析偏颇体质

与亚健康的关系。

2.3.3 能分析亚健康体质的疾病趋向与转归。

3.体质评估调理

方案制定及实施

3.1 制定调理方

案

3.1.1 能运用治病求本、因人施治的治则制定调

理方案。

3.1.2 能运用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治则制定调

理方案。

3.2 体质辨识工

具应用

3.2.1 能运用体质评估量表及计算公式进行体

质辨识分析。

3.2.2 能掌握兼夹体质的评定方法。

3.2.3 能运用体质量表的标准对亚健康人群进

行体质分析。

3.2.4 能遵循体质量表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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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3 平和质调理

方案实施

3.3.1 能运用饮食调理食谱、代茶饮制定平和质

人员饮食调理方案并指导实施。

3.3.2 能制定平和质人员精神调摄方案并指导

实施。

3.3.3 能够根据平和质人员实际情况制定推拿、

艾灸调理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3.4 气虚质调理

方案实施

3.4.1 能运用饮食调理食谱、代茶饮制定气虚质

人员饮食调理方案并指导实施。

3.4.2 能制定气虚质人员精神调摄方案并指导

实施。

3.4.3 能够根据气虚质人员实际情况制定推拿、

艾灸调理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3.5 阳虚质调理

方案实施

3.5.1 能运用饮食调理食谱、代茶饮制定阳虚质

人员饮食调理方案并指导实施。

3.5.2 能制定阳虚质人员精神调摄方案并指导

实施。

3.5.3 能够根据阳虚质人员实际情况制定推拿、

艾灸调理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3.6 阴虚质调理

方案实施

3.6.1 能运用饮食调理食谱、代茶饮制定阴虚质

人员饮食调理方案并指导实施。

3.6.2 能制定阴虚质人员精神调摄方案并指导

实施。

3.6.3 能够根据阴虚质人员实际情况制定推拿、

艾灸调理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3.7 痰湿质调理

方案实施

3.7.1 能运用饮食调理食谱、代茶饮制定痰湿质

人员饮食调理方案并指导实施。

3.7.2 能制定痰湿质人员精神调摄方案并指导

实施。

3.7.3 能够根据痰湿质人员实际情况制定推拿、

艾灸调理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3.8 湿热质调理

方案实施

3.8.1 能运用饮食调理食谱、代茶饮制定湿热质

人员饮食调理方案并指导实施。

3.8.2 能制定湿热质人员精神调摄方案并指导

实施。

3.8.3 能够根据湿热质人员实际情况制定推拿、

艾灸调理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3.9 血瘀质调理

方案实施

3.9.1 能运用饮食调理食谱、代茶饮制定血瘀质

人员饮食调理方案并指导实施。

3.9.2 能制定血瘀质人员精神调摄方案并指导

实施。

3.9.3 能够根据血瘀质人员实际情况制定推拿、

艾灸调理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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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10 气郁质调理

方案实施

3.10.1 能运用饮食调理食谱、代茶饮制定气郁

质人员饮食调理方案并指导实施。

3.10.2 能制定气郁质人员精神调摄方案并指导

实施。

3.10.3 能够根据气郁质人员实际情况制定推

拿、艾灸调理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3.11 特禀质调理

方案实施

3.11.1 能运用饮食调理食谱、代茶饮制定特禀

质人员饮食调理方案并指导实施。

3.11.2 能制定特禀质人员精神调摄方案并指导

实施。

3.11.3 能够根据特禀质人员实际情况制定推

拿、艾灸调理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3.12 兼夹体质调

理方案实施

3.12.1 能运用体质评估技术对兼夹体质进行分

析评估。

3.12.2 能运用饮食调理食谱、代茶饮制定兼夹

体质人员饮食调理方案并指导实施。

3.12.3 能制定兼夹体质人员精神调摄方案并指

导实施。

3.12.4 能够根据兼夹体质人员实际情况制定推

拿、艾灸调理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4.健康宣教
4.1 健康科普宣

教

4.1.1 能针对个人和群体制定体质评估调理技

术的宣教方案。

4.1.2 能运用中医体质评估技术开展健康科普

宣教。

5.复核评估
5.1 体质辨识复

核评估

5.1.1 能掌握能力复核评估的各项内容和标准。

5.1.2 能独立完成复核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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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中医体质评估

1.1 体质评估

1.1.1 能运用中医四诊进行九种体质评估。

1.1.2 能运用体质辨识工具进行规范评估操作。

1.1.3 能运用雷达图判定兼夹体质。

1.2 信息采集

1.2.1 能进行体质辨识信息采集。

1.2.2 能根据体质评估结果进行健康风险评估。

1.2.3 能解读中医体质量表条目。

1.3 体质评估指

导

1.3.1 能根据东方和西方人群体质特点进行分

类比较。

1.3.2 能运用体质学理论评估常见慢性疾病的

病因病机及愈后。

1.4 常见慢性疾

病体质评估

1.4.1 能运用中医体质评估技术进行常见慢性

疾病的证型分类。

1.4.2 能根据中医体质评估技术分析偏颇体质

与常见慢性疾病的关系。

1.4.3 能分析体质对常见慢性疾病趋向与转归

的影响。

1.5 判断调理反

应

1.5.1 能根据体质判断方药的耐受性及反应性。

1.5.2 能根据体质判断穴位的耐受性及反应性。

1.6 偏颇体质不

同状态的评估

1.6.1 能掌握偏颇体质不同状态的特征。

1.6.2 能分析偏颇体质各状态的成因。

2.体质评估调理

方案制定与实施

2.1 服务方案介

绍

2.1.1 能介绍体质评估调理宜忌。

2.1.2 能介绍中医体质学的四个基本原则。

2.1.3 能介绍适用于被调理者体质情况的方案。

2.2 平和质调理

方案实施

2.2.1 能制定平和质人员膏方调理方案并指导

实施。

2.2.2 能制定平和质人员洗泡、贴敷调理方案，

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2.3 气虚质调理

方案实施

2.3.1 能制定气虚质各状态人员膏方调理方案

并指导实施。

2.3.2 能制定气虚质各状态人员洗泡、贴敷调理

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2.4 阳虚质调理

方案实施

2.4.1 能制定阳虚质各状态人员膏方调理方案

并指导实施。

2.4.2 能制定阳虚质各状态人员洗泡、贴敷调理

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2.5 阴虚质调理

方案实施

2.5.1 能制定阴虚质各状态人员膏方调理方案

并指导实施。

2.5.2 能制定阴虚质各状态人员洗泡、贴敷调理

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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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6 痰湿质调理

方案实施

2.6.1 能制定痰湿质各状态人员膏方调理方案

并指导实施。

2.6.2 能制定痰湿质各状态人员洗泡、贴敷调理

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2.7 湿热质调理

方案实施

2.7.1 能制定湿热质各状态人员膏方调理方案

并指导实施。

2.7.2 能制定湿热质各状态人员洗泡、贴敷调理

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2.8 血瘀质调理

方案实施

2.8.1 能制定血瘀质各状态人员膏方调理方案

并指导实施。

2.8.2 能制定血瘀质各状态人员洗泡、贴敷调理

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2.9 气郁质调理

方案实施

2.9.1 能制定气郁质各状态人员膏方调理方案

并指导实施。

2.9.2 能制定气郁质各状态人员洗泡、贴敷调理

方案，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2.10 特禀质调理

方案实施

2.10.1 能制定特禀质人员膏方调理方案并指导

实施。

2.10.2 能制定特禀质人员洗泡、贴敷调理方案，

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3.常见慢性疾病

体质评估调理

3.1 常见慢病（高

血压、糖尿病）

人群体质评估方

案调理实施

3.1.1 能运用体质评估技术对常见慢病（高血

压、糖尿病）的证型进行分析评估。

3.1.2 能运用饮食调理食谱、代茶饮制定（高血

压、糖尿病）人员饮食调理方案并指导实施。

3.1.3 能制定慢病（高血压、糖尿病）人群不同

体质人员精神调摄方案并指导实施。

3.1.4 能够根据慢病（高血压、糖尿病）人群不

同体质人员实际情况制定推拿、艾灸调理方案，

并能准确、熟练操作。

4.养生保健与康

复指导

4.1 康复指导

4.1.1 能具备偏颇体质人群的康复指导能力。

4.1.2 能对常见慢病（高血压、糖尿病）人群进

行康复指导。

4.1.3 能运用辨体康复方法进行体质康复指导。

4.2 养生保健指

导

4.2.1 能运用精神调摄方法进行平和质、偏颇体

质的预防保健指导。

4.2.2 能运用饮食养生方法进行平和质、偏颇体

质的饮食调养指导。

4.2.3 能运用起居养生方法进行平和质、偏颇体

质的预防保健指导。

4.2.4 能运用运动养生方法进行平和质、偏颇体

质的预防保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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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5.健康宣教
5.1 健康科普宣

教

5.1.1 能准确理解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项目相

关国家政策及文件并进行解读。

5.1.2 能根据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健康宣教的

原则制定宣教方案并进行科普宣教。

6.复核评估
6.1 体质辨识复

核评估

6.1.1 能具备指导中级体质评估与应用专业技

术人员进行复核评估的能力。

6.1.2 能指导中级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专业技

术人员进行复核评估。

6.1.3 能运用体质辨识仪进行体质辨识复核评

估。

7.中医体质评估

调理人员指导
7.1 培训与指导

7.1.1 能对参加初级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培训

人员进行培训与指导。

7.1.2 能对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项目提出技术

提升与创新建议。

7.1.3 能总结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技术经验，撰

写体质评估与应用科普文章、论文或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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