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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国标准

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企业需要，推动企业标准化工作，是中国标准化协

会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

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化协会，

以便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版权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

标准化协会文字上的许可外，不许以任何形式复制该标准。 

中国标准化协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3 号中国标协写字楼 

邮政编码：100048  电话：010-68487160  传真：010-68486206 

网址：www.china-cas.org   电子信箱：cas@china-ca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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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 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的有关要求编写。 

本标准起草单位：湖南养天和传统养生有限公司、湖南中医药大学。 

本标准起草人：何清湖、孙贵香、王丹、张慧敏、张冀东、肖丹、曹淼、叶培汉、盛洁、张婷、

孙豪娴、龚兆红、杨玉芳。 

本部分技术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序）：孙光荣。 

参与论证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马波、兰红勤、刘富林、孙涛、朱嵘、汤军、张文安、张明、

张晓天、李洪娟、李晓屏、李铁浪、李燕平、杨磊、周俊亮、邵湘宁、贺振泉、赵杰、赵辉、郭艳幸、

谢胜、魏育林等专家对本规范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标准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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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关注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促进为中心”的转变，广大民众对

传统中医养生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当前传统养生服务市场混乱，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服务人

员良莠不齐，服务流程、服务管理欠规范。为此，编制《传统中医养生服务管理规范》（以下简称

《规范》）成为传统养生服务市场发展的急需。《规范》是用于指导和规范传统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机构包括服务场所、相关人员及管理的职责和基本要求等内容的规范性文件，旨在为各养生保健服

务机构和人员提供服务管理规范，使传统中医养生服务更好地适应“健康中国”的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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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医养生服务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传统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的管理要求与内容，包括服务场所、相关人员及管理

的职责和基本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医养机构、健康管理机构、健康服务机构、治未病中心、体检中心、亚健康服务

中心、养生保健服务机构、营养指导顾问机构以及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等提供养生保健服务内容的机

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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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WS 205-2001           公共场所用品卫生标准 

T/CACM 006/1 中医健康管理服务规范第 1 部分：中医健康状态信息采集 

T/CACM 006/2 中医健康管理服务规范第 2 部分：中医健康状态评估 

T/CACM 006/3 中医健康管理服务规范第 3 部分：中医健康状态调理 

T/CACM 006/4 中医健康管理服务规范第 4 部分：中医健康状态跟踪服务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传统中医养生 traditional Chinese health preservation  

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依据中医调阴阳、和气血、养精神的原则，运用养气调神、导引吐纳、形

神共养、四时调摄、食养、药养、术养如按摩、艾灸、刮痧、拔罐等多种方法，以期达到促进健康、

延年益寿的目的。 

3.2  

服务质量 quality of service 

指服务能够满足规定和潜在需求的特征和特性的总和，是指服务工作能够满足被服务者需求的

程度。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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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 medical institution 

指依法定程序设立的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卫生机构的总称。《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所称医疗机构，是指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的规定，经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 

3.4  

中医治未病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遵循道法自然、平衡阴阳、增强正气、规避邪气、早期诊治、防病传变的

基本原则，采取无病先防、欲病早治、已病防变、病后防复的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与发展。 

3.5  

养生保健技术 techniques of health preservation 

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为增强人的体质，提高人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抗病能力，使机

体的生命活动处于阴阳调和、身心健康的最佳状态，而采用的各种调摄保养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拔

罐、刮痧、足浴等。 

3.6  

健康管理 health management 

指以现代健康概念和新的医学模式以及“中医治未病”为指导，通过采取现代医学和现代管理

学的理论、技术、方法和手段，对个体或群体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进行全面检测、评

估、有效干预与连续跟踪服务的医学行为及过程。目的是以最小的投入收获最大的健康效益。 

3.7  

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调理师 health-preserving practitioner for technique 

指从事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调理服务的操作类人员，包括按摩类、刮痧类、拔罐类、艾灸类、砭

术类、熏洗类等。 

3.8  

中医养生保健咨询师 health-preserving consultant of Chinese medicine 

指既可以提供中医健康咨询指导，又可以从事多项中医养生保健技术操作的人员。 

3.9  

中医健康状态信息采集 health status informati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指通过问询、用户自填、现代化信息采集设备等方式收集服务对象的基本健康信息，为服务对

象建立中医健康档案的过程。 

3.10  

中医健康状态评估 health status evalu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从脏腑、经络、气血、情志等方面对人体健康状况及体质进行中医健康

状态评估。 

3.11  

中医健康状态调理 health status recuperation with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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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健康状态评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运用多种中医药干预手段对健康人群、

亚健康人群、疾病人群等不同健康状态进行调理，从而提高人口健康素质的过程。 

3.12  

中医健康教育 health edu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指运用中医理论，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系统的中医健康科普教育活动，促使人们自觉地

采纳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并对教育效果作出评价。

包括向服务对象介绍中医养生保健的基本理念和常用方法，宣传常见疾病的中医养生保健预防知识。 

4 服务场所 

4.1 服务环境 

传统中医养生服务场所应当保持室内清洁，空气流通，服务环境参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GB/T18883-2002、GB3096-2008 等有关规定执行。应积极营造中医文化氛围，宣传传统中医养生文

化与相关知识。 

4.2 场所面积 

传统中医养生服务场所面积应当满足服务项目、设备与功能需要，并按照功能与用途进行合理

区域划分，有效保护服务对象的隐私。咨询指导类和操作类用房应独立设置。开展操作类服务时，

应独立设置消毒室。 

4.3 基本配备 

4.3.1 设备设施 

传统中医养生服务场所应当配备与所提供的服务项目相适应的设备设施。包括以下三类设备设

施： 

——满足开展传统中医养生服务必须的办公设备设施； 

——与开展的传统中医养生服务相符的设备设施，可包括中医健康状态辨识与评估设备、中医

健康干预设备、健康管理设备等； 

——开展操作类服务的，应当配备满足服务项目所需要的消毒设备设施。 

4.3.2 用品用具 

传统中医养生服务用品用具应当按照 WS 205-2001、《消毒技术规范》等有关规定执行。 

4.4 其他 

《工商营业执照》等经营许可证明、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传统中医养生服务人员的资质证书或

证明、监督投诉电话等应当悬挂在传统中医养生服务场所醒目位置。 

5 服务人员 

5.1 人员资质 

传统中医养生服务从业人员应当具备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或者具备中医养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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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格。鼓励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在完成所在医疗机构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在中医养生保健

机构提供传统中医养生服务。中医养生保健师根据其服务范围分为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调理师和中医

养生保健咨询师两类。中医养生保健师开展的服务范围应当与其取得的资质相一致，分别从事中医

健康咨询指导和调理服务，但不能从事医疗活动。 

5.2 基本要求 

提供传统中医养生服务的人员应当掌握服务基本内容，包括个人卫生、仪容仪表、服装、文明

礼貌用语、行为规范、基本服务道德等。服务人员应当进行定期体检，凡健康状况不适宜或者不能

胜任传统中医养生服务工作者不得从事传统中医养生服务。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调理师和中医养生保

健咨询师分别有不同的具体要求。 

5.2.1 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调理师 

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调理师应当具备以下基本知识和技能： 

——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熟悉中医基本理论，能够运用中医药基本理论指导开展中医养生保健技术服务； 

——掌握所从事的中医养生保健技术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及操作规范、操作流程、禁忌症、

技术风险防控方法措施等； 

——掌握与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相关的卫生消毒知识和方法措施； 

——掌握卫生健康、中医药等相关法律法规基本知识；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服务理念和行为规范。 

5.2.2 中医养生保健咨询师 

中医养生保健咨询师应当具备以下基本知识和技能： 

——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掌握中医基本理论，能够运用中医药基本理论指导开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掌握中医养生保健技术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及操作规范、操作流程、禁忌症、技术风险

防控方法措施等； 

——掌握与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相关的卫生消毒知识和方法措施； 

——掌握卫生健康、中医药等相关法律法规基本知识；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服务理念和行为规范。 

5.3 人员培训 

5.3.1 培训内容 

中医养生保健师的培训内容包括卫生和中医药法律法规、中医基础知识、传统中医养生服务主

要内容、传统中医养生技术基本知识及操作、健康管理知识、卫生消毒知识、服务基本知识、人文

知识、心理学、营养学等。 

5.3.2 培训形式 

培训形式分为理论培训和实践技能培训。理论培训可以采取集中现场授课形式，也可以采取网

上授课形式；实践技能培训采取现场授课实训形式。 

5.3.3 培训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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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养生保健师的培训应当由符合条件的医学类高等院校、中医医院、传统中医养生机构或社

会培训机构等开展。培训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并当由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或其指定的行业组织、

单位认定合格。 

——具备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独立法人机构； 

——有满足培训要求的教学设备和教室，有开展传统中医养生技术实践技能培训的示教室； 

——具有符合要求的师资队伍，数量满足培训需求； 

——配备基本的教学设备，配置传统中医养生服务设备设施及相关物品； 

——能够为培训对象提供基本的学习、生活条件； 

——建立完善的培训管理、考核等制度，能够做好对培训对象的管理工作。 

5.3.4 培训师资 

中医养生保健师的培训师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或者在院校从事中医养生保健类专业授课的教师，或者取得中医养生

保健师资格满5年、期间无不良从业记录人员； 

——传统中医养生服务经验丰富，在医疗机构治未病科或推拿科等非药物疗法科室从事传统中

医养生服务工作满5年，或者在院校从事传统中医养生类专业授课或培训工作满5年，或者

在传统中医养生机构从事传统中医养生服务工作满8年； 

——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能力和带教能力； 

——遵守传统中医养生服务相关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 

5.4 人员考核 

中医养生保健师的考核由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委托国家中医药行业资格认证部门组织实施。

中医养生保健师考核大纲由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发布。 

5.5 资格证书 

中医养生保健师资格证书由国家中医药主管部门统一印制。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调理师的项目范

围标注为“中医养生保健调理师——XX类”（XX为所从事的单项技术）”，中医养生保健咨询师的项

目范围标注为“中医养生保健咨询师”。 

甲类、乙类传染病传染期、精神疾病发作期以及身体残疾等健康状况不适宜或者不能胜任传统

中医养生服务工作的，不予发放中医养生保健师资格证书。 

6 服务要求 

6.1 服务对象 

传统中医养生服务对象包括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慢病稳定期需调理人群及特殊健康需求人

群。 

6.2 服务项目 

6.2.1 基本项目 

传统中医养生服务包括中医健康状态辨识与评估、咨询指导、健康干预、健康管理等，对服务

人群进行健康干预时可以使用药膳食疗、推拿按摩、刮痧、拔罐、艾灸、砭术、熏洗、导引、穴位敷

贴、音乐疗法等中医技术及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的其他养生保健方法及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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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禁止项目 

传统中医养生机构及其人员不得从事以下活动： 

——超范围服务； 

——从事医疗和药品、医疗器械销售等活动； 

——使用针刺、瘢痕灸、发泡灸、牵引、扳法、中医微创类技术、中药灌洗肠以及其他具有创伤

性、侵入性或者危险性的技术方法； 

——开具药品处方； 

——给服务对象口服不符合《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

规定的中药饮片或者《保健食品禁用物品名单》规定禁用的中药饮片； 

——使用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 

6.3 服务流程 

传统中医养生服务流程主要包括中医健康状态信息采集、中医健康状态评估、中医健康咨询指

导、中医健康状态调理等。中医健康状态辨识与评估类服务应当由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开展。 

6.3.1 中医健康状态信息采集 

中医健康状态信息采集应按照 T/CACM 006/1 的规定执行。 

6.3.2 中医健康状态评估 

中医健康状态评估应按照 T/CACM 006/2 的规定执行。 

6.3.3 中医健康状态调理 

中医健康状态调理应按照 T/CACM 006/3 的规定执行。 

6.3.4 中医健康状态跟踪服务 

中医健康状态跟踪服务应按照 T/CACM 006/4 的规定执行。 

7 服务管理 

7.1 服务管理职责 

提供传统中医养生服务的机构应当制定工作制度、人员岗位职责，建立项目技术目录及操作规

程、设备产品溯源机制、废弃物品处理制度，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指南或服务流程、健康宣传资料

等。传统中医养生服务人员应按照服务规范和操作规程开展服务。 

7.2 服务管理形式 

7.2.1 基本要求 

建立项目技术目录及操作规程、服务流程上墙、服务价格公开、人员资质公开、设备产品可追

溯来源等。在大厅醒目位置悬挂《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在职人员

情况介绍，以及监督投诉电话。 

7.2.2 规范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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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服务规范和操作规程，依法规范健康服务行为，同时对传统中医养生服

务从业人员进行卫生和中医药相关政策法规和管理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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