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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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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秀珍、郭丽萍、王彬、马煦、赵兴凯、林昆仑、王剑如、李鹏远、朱美平、傅

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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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师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自然教育师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准则、专业态度、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等。 

本规范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自然教育活动中担当自然教育师职责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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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51/T 2739—2020 自然教育基地建设 

T/CSF 010—2019 森林类自然教育基地建设导则 

T/CSF 019—2021 湿地类自然教育基地建设导则 

T/CSF 020—2021 自然教育志愿者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然教育 nature education 

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以自然环境为基础，在自然中学习体验关于自然的知识和规

律的一种教育和学习过程，引导和培养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

理念，认同自然保护的意义，激发自我行动或参与保护的意愿，以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

展。 

[来源：T/CSF 020—2021, 3.1] 

3.2 

自然教育学校（基地）nature education school （base） 

以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等各类自然资源及其衍生物为依托，具有明确的运

营管理机构，配套有开展自然教育活动所需要的配套服务设施及人员，且能够提供多种形式

的自然教育课程及实现自然教育所需要的场所。 

[来源：DB51/T 2739—2020, 3.2, 有修改] 

3.3 

自然教育师 nature edu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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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自然专业知识储备和解说、教育技巧，能运用科学的方法，组织策划、制订或实施

自然教育活动课程，在自然教育过程中组织引导或教授参与者以达到自然教育目的的专业人

员。 

[来源：T/CSF 019—2021, 3.4] 

3.4 

自然教育课程 nature education course 

为达成一定的自然教育目标而形成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学习内容和活动安排，是对自然

教育的教育目标、课程内容、课程活动方式和课程评价的规划和设计，是自然教育实施过程

的总和。一般应包括课程指导思想、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以及其他相

关说明等部分。 

3.5 

自然体验 nature experience 

通过精心设计的以参与、体验、游戏和情境等为主要形式，在自然环境中通过视、听、

闻、触、尝、思等方式，让参与者在参与过程中观察、理解、思考和分享，欣赏、感知、了

解和享受自然。 

[来源：T/CSF 010—2019, 3.3, 有修改] 

4  基本准则 

4.1 守法准则 

自然教育的全过程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不得出现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

利益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 

4.2 安全准则 

自然教育的全过程应强化安全意识，遵守安全法规，严格落实各项安全措施，肩负应有

的安全责任，确保所有参与者的安全。 

4.3 科学准则 

自然教育课程设计和教学应保证内容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并且符合

学习者的身心发展规律。 

4.4 平等准则 

维护参与者合法权益，尊重个体差异，平等对待每一位参与者。 

4.5 规范准则 

遵守相关职业行为规范，品行端正，为人师表，仪容仪表举止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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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专业态度 

5.1专业认同 

认同开展自然教育的意义，热爱自然教育师事业，具有职业理想和敬业精神。具有积极

向上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道德习惯。热爱自然，尊重自然，自觉爱护自然、保护

自然。 

5.2学习意识 

认同自然教育师的专业性和独特性，注重自身专业发展，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 

5.3安全意识 

实施自然教育活动过程中，高度重视自然教育参与者将保护自然教育参与者人身安全放

在首位，有维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安全的意识，保障自然教育活动安全进行。 

5.4 服务意识 

自觉主动做好自然教育引导服务工作，积极沟通、热情讲解、主动关心参与者反馈、营

造良好自然教育学习氛围。 

5.5 创新意识 

注重自然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能够结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不断探索新的方法、新的内

容、新的方向。 

5.6 环境意识 

以自然为师，对自然、社会环境具有敏锐度，能够理解自然规律，在生活上秉承友善地

球的生活方式。 

6  专业知识 

6.1 自然科学知识 

6.1.1 了解基本的生物学知识，熟悉常见的动植物识别特征和生长特性。 

6.1.2 了解基本的生态学知识，熟悉基本的生态系统特征和规律。 

6.1.3 了解基本的环境学和地理学知识，熟悉一般的气象、水文和地质地貌特征和规律。 

6.1.4 掌握开展相应自然教育活动应具备的其他相关自然科学知识。 

6.2 教育教学知识 

6.2.1 了解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熟悉不同人群的认知规律。 

6.2.2 了解大中小学、幼儿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教学体系，熟悉相应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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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了解教育教学改革方向和教育发展主流趋势，熟悉各教育类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内容。 

6.3 通识性知识 

6.3.1 了解自然教育相关政策法规，熟悉自然教育的相关标准。 

6.3.2 了解安全管理基本知识，熟悉基本的急救与救援常识。 

6.3.3 了解活动目的地的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基本情况。 

6.3.4 熟悉保障自然教育活动顺利实施的信息技术。 

7  专业能力 

7.1 自然教育师（初级） 

能够根据自然教育课程特点，完成行前准备、组织实施、活动评价、基本服务保障、基

本安全防控处理等工作。 

7.2 自然教育师（中级） 

在具备自然教育师（初级）工作能力基础上，能够根据自然教育课程设计理论知识和基

本原则，完成自然教育课程需求调研、需求评估分析及课程资源开发等工作。 

7.3 自然教育师（高级） 

在具备自然教育师（中级）工作能力基础上，能够完成课程资源管理与推广、评价机制

构建、应急机制构建、安全体系建立及评估，具备自然教育相关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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