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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中国探险领队培训（初级）班”的 

 

通知 
 

 

针对近年来各类无序探险活动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的伤害， 

以及救援成本巨大等恶劣社会影响，我会作为中国探险产业唯一的行

业协会，经过国家规定程序，通过了国内探险领域的第一批团体标准

《探险领队基本能力要求》《探险旅游企业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以

期通过对探险企业的资质、规范和探险领队的能力要求、职业认证，

能规范探险企业和探险领队在探险活动中的风险控制与管理流程，保

障探险行为的安全性。 

为激发探险领域的市场活力，贯彻落实《探险旅游企业安全管理

体系要求》和《探险领队基本能力要求》的相关要求，加强探险产业

的职业队伍建设，推动“中国探险领队”持证上岗的产业政策出台，

保障探险旅游活动参与者的安全，中国探险协会培训中心决定于 2022 

年9月-10月期间在北京实训基地举办“中国探险旅游领队培训（初级）

班”第五-八期，为中国探险旅游行业培养合格的探险领队， 保障探险

旅游活动的安全性与专业性。 

现将“中国探险领队培训（初级）班”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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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单位： 

中国探险协会 

二、培训对象： 

1、身体健康，具有探险活动的基本技能。 

2、组织实施经营性户外活动、探险旅游的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 

3、大、中、小学校户外活动相关负责人、研学旅行导师及青少年

营地教育指导员。 

4、与休闲体育、旅游管理等专业相关的大学生。 

5、户外运动、探险旅游的爱好者。 

三、 培训人数： 

“中国探险领队培训（初级）班”每期限额 30 人。 

四、培训形式： 

必修部分采用线上29节理论录播课+3天野外集中实训的形式，在

中探协实训基地进行。 

五、实训时间： 

09 月 09 日-11 日 9 日上午 8:00 报到，11 日下午返程。 

09 月23 日-25 日 23 日上午 8:00 报到，25 日下午返程。 

10 月14 日-16 日 14 日上午 8:00 报到，16 日下午返程。 

10 月21 日-23 日 21 日上午 8:00 报到，23 日下午返程。 

六、培训地点： 

中国探险协会北京实训基地 

七、培训目标： 

1、了解并掌握探险旅游的基本知识和野外基本技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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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探险领队的职业范围、职责及职业素养。 

3、具备户外探险、探险旅游的活动计划制定及组织实施的能力与

管理思维。 

4、学习野外生存技能，掌握探险活动风险管理方法并予以实践。 

5、完成一次低风险探险旅游活动的组织，并在活动中体现职业 伦

理、安全管理能力和领导力。 

6、了解户外环保理念，并在户外活动中传播科学的探险理念，传

授探险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实现活动目标，带给客户良好活动体

验。 

八、培训师资： 

1、由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高校长期从事体

育和户外探险教学的青年专家、学者以及探险领域资深专家组成。 

2、导师们长期深耕于体育和户外探险教育一线，具有扎实的理 论

基础和丰富的教学经验。 

九、培训证书： 

学习态度端正，认真参加培训，经考核通过者，获得由中国探险 

协会颁发的“中国探险领队（初级）培训证书”。 

十、培训内容：  

序号 线上理论课 序号 户外实践课 

1 探险基础知识 1 户外活动基本通过技能 

2 探险领队的职业伦理与行为规范 2 绳索基础技术操作 

3 如何组织好探险活动 3 地图判读与导航技术 

4 探险旅游活动的风险管理 4 探险活动安全管理实践 

5 地图判读与导航技术 5 野外急救实践 



4  

6 户外环境保护与LNT 法则   

7 探险领队领导力   

8 探险装备   

9 危险识别及常见危险处置措施   

10 探险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   

  

十一、培训费用： 

2480元/人，费用包含： 

1、线上理论课：500元（需分项支付） 

2、野外实训课：1680元 

3、考评认证费：300元/人/次 

费用不含： 

1、 大交通：各地至北京集结地点费用 

2、保险：50元/人 

3、其他：因个人需要产生的个人消费 

十二、培训报名： 

1、联系人： 李老师 

2、联系电话：400-700-5208 17600172266（同微信）  

3、报名邮箱：px@chinacaa. cn 

4、请于 2022年 9 月 7日前将培训报名表发送至报名邮箱，或登陆

野玩儿小程序报名，并与报名联系人沟通、确认。 

十三、防疫要求： 

参训学员须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规定，自觉做好个人防护。参训学

员报到时须 提交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并确保7日内未到过中高

mailto:px@chinaca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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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地区或未接触中高风险地区人员。 

十四、附件： 

1、协会介绍 

2、报名表 

3、自备装备清单 

4、免责声明 

5、培训证书 

 

 

 

中国探险协会 

 

2022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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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协会介绍 

 

中国探险协会简称中探协，成立于 1993 年 3 月，是国家一级社团，

登记管理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党建工作机关是中央和国家

机关工委，是中国探险的行业协会与最高组织机构。 

业务范围是：组织探险活动、学术研究、业务培训、专业展览、

国际合作、咨询服务等。希望通过整合国际、国内资源，加强探险与

文化、体育、生态保护领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让探险活动在中国形

成产业，同时推动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探险新理念的传播。 

中探协作为中国探险产业的行业协会，深耕探险近 30 年，旗下汇

聚中外顶尖探险家百余名，涉及登山、滑雪、徒步、攀岩、骑行、 单

板、漂流、自驾、户外摄影等各领域。包含世界上完成 7+2 最快的女

探险家王静、中国徒步第一人雷殿生、中国滑翔飞行第一人张长义、

单板第一  人王磊、单车环中国第一人李龙、环球自驾第一人李峰等中

国探险家， 以及国际投资大师、吉尼斯环游世界纪录保持者吉姆·罗

杰斯，纽约探 险家俱乐部主席理查德·威斯等世界著名探险家，覆盖

中外老中青三代。 

中探协旗下的探险家既有丰富的探险经历，又注重探险技能实操； 

既可以进行探险领队的角色设计和开发，组织探险线路和带队出行； 

也可以作为讲师身份现场授课，实现干货输出，集资深玩家角色与权

威专家角色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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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报名表 

 

中国探险协会探险领队（初级）培训第（ ）期 

报名表 

学员基础信息（必填） 

学员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民族 籍贯 身份证号码 血型 职业 

        

身高 体重 上衣尺码 

（s\m\l\xl\xxl） 

爱好特长 拥有何种保险 获取活动信息途径（微

博、微信、官网、朋友

介绍、其他机构） 

      

手机号 微信号 邮箱 联系地址 

    

紧急联系人信息 

紧急联系人 手机 邮箱 微信ID 工作单位 工作职务 

      

      

医疗信息表 

 

A.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及相关信息 

B.禁用品及过敏源 

（包括：药物、食品、昆虫、植物） 

病症名称 

长期服

用的药

物名 

服药周期及用

量 

症状表

现 
备注 

禁用及过

敏物名称 
过敏症状 常用措施 备注 

         

         

健康声明记录 

问题 是/否 备注 问题 是/否 

1.最近6个月是否患病或自觉持续性不适

症状？ 

  10.是否曾经患有或疑似患有先

天性疾病、遗传性疾病、脑外

伤后遗 

 

2.过去的一年里是否有急救或住院历史？   11.是否曾经患有或疑似患有麻

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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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否有食物、花粉、气味等过敏史？   12.是否有禁食情况，有，请列

明。 

 

4.有无低血糖、严重高/低血压症状？

（请列出） 

  13.是否有颈、 背、 肩、 膝 、

踝关节或其他骨科问题？ 

 

5.是否有胸廓、脊柱、四肢、五官、手

指、足趾畸形或功能障碍？ 

  14.医疗助力设备；假肢、助听

器、高度眼镜等 

 

6.有无言语、视力、听力、嗅觉及中枢神

经机能障碍？ 

  15.是否有长期服用药物？  

7.曾经患有或疑似患有精神病、抑郁症 

、神经官能症、癫痫病等神经、精神疾 

  16.是否有哮喘或严重肺病？  

8.曾经患有或疑似患有高血压、冠心病 

、主动脉瘤、肺心病、心肌炎、心律失 

  17.是否来自中高风险  

9.是否曾经患有或疑似患有白内障、青光

眼、视神经或视网膜病变等疾病、如 

  18.是否接种新冠疫苗  

其他身体状况说明： 

健康信息填报提示：涉及健康评估及保险事宜，务请如实填写。如“有”，请在备注栏中详细描

述，并给出尽可能   多的细节，以便工作人员了解客观情况。 

相关活动经历简述： 

 

1.请学员简述以往的活动经历，展示您的风采和特长技能，以便让我们更全面了解您。 

 

2.请简述对探险领队的理解和认识。 

 

备注：一经填写本表并签署了您的姓名，表明您同意接受我们的培训服务和规则约束。 

 

参加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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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自备装备清单 
 

序号 装备名称 数量 要求/规格 

1 背包 1个 建议 50—60L 左右 

2 帐篷 1顶 单人/双人，双层三季帐 

3 睡袋 1个 舒适温标 0-10 度 

4 防潮垫 1个 自定 

5 登山杖 1对 选配 

6 头灯/手电 1个 充足的电量及备用电池 

7 野外餐具 1套 自定，禁止使用一次性餐具 

8 套锅、炉头 1套 自定，协会提供气罐（230G 扁罐） 

9 水壶或水袋 1个 可装热水 

10 徒步鞋/运动鞋 1双  

11 文具 1套 含纸、笔 

12 指北针 1个 西维式指北针，不建议军用指北针 

13 手套 1双 绳索操作，全指劳动手套即可 

14 帽子  保暖、防晒 

15 运动眼镜  防晒 

16 随身药包  自用内服、涂抹、注射或吸入类药品 

17 运动衣裤  适合户外运动的服装 

18 个人卫生用品  口罩、纸巾、免洗消毒液等 

      

备注： 

1、个人衣物、防寒衣物、洗漱用品等请根据个人情况自备（静止状态

可抵御 10 度）； 

2、全程禁止一次性碗筷等用品。(带好垃圾袋） 

3、报名经确认后，请认真准备上述培训物资，有疑问请及时垂询联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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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免责和授权声明 

 

免 责 和 授 权 声 明 

 

本人（身份证号码         ），自愿参加由中国探险协会主办、

相关单位承办的“中国探险协会‘探险领队’（初级）培训班”（以

下简称“培训班”），本人就下列事宜做出如下正式声明： 

一、健康、安全及风险声明 

1、本人身体健康，心理素质良好，确认可胜任“培训班”的全部

行程及相关活动； 

2、本人已知晓“培训班”的相关培训计划，对培训过程中可能存

在的风险（包括且不限于自然灾害、交通等）已有充分认识，并确认

本人可以参加“培训班”的活动； 

3、本人承诺遵守“主办方”、“承办方”为全体“培训班”活动

成员所制定的纪律，不给“主办方”在法律、环保、声誉等任一方面

造成负面影响； 

4、本人同意并接受在“主办方”或“承办方”为“培训班”成员

在活动期间所购买的意外保险之外，“主办方”或“承办方”不能为

“培训班”成员可能产生的意外提供任何额外的补偿或赔偿这一事实。 

二、授权声明 

1、本人知晓并同意“培训班”活动期间，“主办方”或“承办方” 

有可能将对本人参与“培训班”的活动进行拍照、录像等记录或宣传

报道，本人同意并授权“主办方”或“承办方”使用所拍摄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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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等； 

2、本人同意并授权“主办方”或“承办方”使用本人在“培训班” 

教学活动中呈现、生成的图片、文字、音频、视频。 

本人确认，此“免责声明书”的全部条款本人已经过充分阅读和

理解， 本人认可“免责声明书”的法律效力，自愿在“免责声明书”

签字，确认同意上述内容。 

姓名： 

身份证/护照号：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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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培训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