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物护理与美容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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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宠物护理与美容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
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宠物护理与美容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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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版）（职业代码5-03-99-00）
《中国畜牧业协会团体标准和编写指南》
NY/T 2143-2012 宠物美容师
《宠物驯导师国家职业标准》
NY 1870-2010 纯种犬预审稿
《American Kennel Club Dog Breed Standard》（美国犬业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NY/T 2143-2012 宠物美容师、《宠物驯导师国家职业标准》和NY 1870-2010 纯
种犬预审稿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宠物美容师 pet groomer
指能够使用工具及辅助设备，对各类宠物（可家养的动物）进行毛发/羽毛/指爪
等清洗、修剪、造型、染色，使起外观得到美化和保护，同时具备宠物不良行为规范
技能的人员。
3.2 宠物驯导师 Pet training instructor
指通过训练培养宠物的良好习性，使其完成指定的动作和任务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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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宠物指导手（牵犬师） Handler
指导手，也称牵犬师。在犬业发达的国家，指导手（牵犬师）已经职业化。近年
来，流行于欧美的名犬赛开始在中国出现，专门训狗、带狗参赛的职业牵犬师成了一
种新职业。
3.4 美容犬只分组
指美容考核比赛时考生带模特犬参加实操考试时的犬种分类，共分为四组：贵宾
组、剪毛组、拔毛组、獚犬组。
3.5 贵宾组
包括的犬种：玩具贵宾犬、迷你贵宾犬、标准贵宾犬。
3.6 剪毛组
也称“手剪组”，包括的犬种：比雄犬、贝林顿梗、凯利蓝梗、西施犬、北京犬、
博美犬、马尔济斯犬、约克夏犬。
3.7 拔毛组
包括的犬种：迷你雪纳瑞、标准型雪纳瑞、巨型雪纳瑞、西高地白梗，苏格兰梗。
3.8 獚犬组
也称“猎犬组”，包括的犬种：英国可卡犬、美国可卡犬、英格兰史宾格獚犬、
威尔士史宾格獚犬。
3.9 犬赛犬组分类
指牵犬比赛时的犬种分类，分为运动犬组、非运动犬组、狩猎犬组、玩具犬组、
工作犬组、梗犬组、畜牧犬组、中国原生犬组和FCIOPEN公开组共9组。
3.10 NGKC
是“National General Kennel Club”的缩写，中文：名将犬业俱乐部。2008年
成为美国“AKC全球服务”项目的首位合作者，是国内犬业的领跑者，代表了目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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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业职业技能培训的最高水平。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畜牧业协会，受农业农村部、中
国畜牧业协会委托，进行考核认证颁发国家认可的宠物业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证书，制
定行业准入标准。NGKC现包括两家公司：名将宠美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和北
京名将犬业俱乐部有限公司，共享相关知识产权。
3.11 AKC
是“American Kennel Club”的缩写，中文：美国养犬人俱乐部。致力于纯种犬
事业的非盈利组织，目前拥有全球最大的纯种犬注册管理系统。“AKC全球服务”旨在
向各国提供高质量的犬业权威培训服务的同时，提供其专业的赛事规则和基础构架。
3.12 Barkleigh
全球知名的宠物美容组织，该组织在欧洲的比利时、英国、荷兰、意大利、西班
牙、法国、德国；美洲的美国、加拿大、阿根庭、波多黎各、智利、巴西以及澳大利
亚均有合作的协会，Barkleigh的亚洲事务由NGKC负责全面开展。
3.13 CGC
“爱犬好市民（CGC）”是在中国畜牧业协会主导下、由NGKC负责全面实施的、全
国性大型文明养犬宣传推广活动，活动宗旨是“规范犬只行为，指导犬主做一个合格
的养犬人”，为科学养犬提供优秀的平台，给爱心养犬创造肥沃土壤。CGC伴侣犬社会
化测试大赛于2018年起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举办。
4 对应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宠物养护与驯导、宠物美容与诊疗、宠物保健、畜牧兽医、动物
医学（宠物医学方向）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宠物养护与驯导、宠物科技、宠物医学、畜牧兽医及宠物养护、
宠物临床诊疗技术、畜牧兽医（宠物护理与疾病防治方向）、宠物养护与疫病防治、
动物医学（宠物医学方向）、兽医（宠物医护方向）、宠物医疗与保健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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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学校：宠物养护与驯导、宠物医学、宠物临床诊疗技术、畜牧兽医、
动物医学等专业。
5 面向工作岗位（群）
宠物护理与美容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主要针对宠物店、犬舍、宠物美容培训机构、
宠物训练学校、宠物医院、宠物摄影机构、大型企业安保管理等行业或技术领域，面
向宠物美容与护理、宠物营养等工作岗位（群）、宠物驯导、牵犬，按技能难度等级
从事不同的宠物美容修剪、宠物护理、宠物营养、宠物摄影、训练犬只、犬只服从训
练、带犬参赛、犬只牵引、店铺经营学、宠物绘图等技能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宠物护理与美容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逐次
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宠物护理与美容】（初级）：主要职责是熟知宠物的身体结构、生活习性
及性格特点，根据犬猫基础护理、洗护、美容流程的规定，独立完成宠物造型等
美容服务项目作业，保持宠物的清洁卫生，维持宠物的健康。
【宠物护理与美容】（中级）：主要职责是根据业务管理的要求，能独立熟
练完成所有宠物造型等所有美容服务项目作业，并且造型时尚新颖，能培训指导
美容助理；并具有宠物行业基础经营技能，还要对国内外宠物行业的发展有深刻
了解。
【宠物护理与美容】（高级）：主要职责是根据业务的需求，具备赛级修剪
技术的高级人才，不仅对纯种犬标准、繁殖技术有相当造诣，还要通晓并完成国
际流行犬种的赛级造型修剪技术作业并能牵犬比赛。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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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宠物护理与美容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护 理 与 美
容基础知识及
犬种知识

1. 宠 物 美
容
1.2 熟 悉 和 操
控宠物

1.3 工 具 的 使
用

1.4 基础修剪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了解宠物护理与美容的历史由来，及宠
物美容对宠物本身的影响及改变。
1.1.2 能了解宠物美容的分类，正确了解不同类
型犬种的美容方式。
1.1.3 能了解宠物店工作基本流程，能够良好的
与客户沟通，接受客户信息与评价。
1.1.4 能了解在宠物美容过程中风险的防范及
宠物店经营管理的基本要素。
1.1.5 能掌握最新的犬种标准。
1.1.6 能掌握犬只分组，即：贵宾组、剪毛组、
拔毛组、獚犬组。
1.1.7 能辨别贵宾组为：玩具贵宾犬、迷你贵宾
犬、标准贵宾犬。
1.1.8 能辨别剪毛组为：比雄犬、贝林顿梗、凯
利蓝梗、西施犬、北京犬、博美犬、马尔济斯犬、
约克夏犬。
1.1.9 能辨别拔毛组为：迷你雪纳瑞、标准型雪
纳瑞、巨型雪纳瑞、西高地白梗，苏格兰梗。
1.1.10 能辨别獚犬组为：英国可卡犬、美国可
卡犬、英格兰史宾格獚犬、威尔士史宾格獚犬。
1.2.1 能了解犬只标准、肌肉及骨骼，皮毛护理、
毛流走向、牙齿口腔结构、熟练犬只各部位名称，
能够熟练描述宠物各部位名称。
1.2.2 能掌握犬只犬种标准图及基础美容的知
识。
1.2.3 能掌握基本宠物行为心理及基本保定知
识。
1.2.4 能科学的驾驭与控制宠物。
1.3.1 能识别宠物护理与美容的设备。
1.3.2 能熟练操作美容桌/支架/吊杆/吊绳。
1.3.3 能认识了解宠物护理美容的修剪工具，包
含直剪、弯剪、电剪（充电式）、针梳、排梳等，
正确使用宠物造型中涉及到的基本工具。
1.3.4 能正确操作刀片、刀片保存，熟知使用风
险。
1.3.5 能熟知传统剪刀种类、真空剪的知识，并
熟练使用剪刀技术，能掌握正确的修剪姿势。
1.3.6 能用针梳梳理被毛，梳理完成后，能再用
排梳使全身顺毛，被毛没有毛结，并使梳理前后
称重无差异。
1.4.1 能正确掌握梳毛、拉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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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4.2 能操作所有品种的犬只美容，能手动拔
毛、拉毛、捆扎及做收尾工作。
1.4.3 能掌握宠物耳部、眼部、面部、指甲、毛
发的护理知识并熟练操作，能清洗脚垫，能清洁
肛门与胃部区域、毛发洗护，使毛发干燥，并进
行外形塑造。
1.4.4 具备美容指南知识，能操作特殊美容情况
——矫正美容；特殊的仪容状况—老年犬、幼犬
的特殊修剪。
1.5.1 能了解初级宠物美容造型及各部位的线
条要求。
1.5.2 能掌握正确的运剪、剪毛及美容中的观察
方式。
1.5.3 能理解常用犬只正确的美容线条，在规定
时间内能够按要求完成宠物美容。
1.5.4 能掌握贵宾犬拉姆妆的修剪技术、泰迪创
意造型的修剪技术。
1.5.5 能掌握考前对模特犬的留毛长度要求，进
1.5 造型修剪
行初步的修剪，各部分留毛长度能达到：身体外
廓≥6cm；两腿内侧可剪出≤0.5cm 空隙；额段
分开，脸部和 V 领需要剃掉的部分留毛≥3cm；
下腹线留≥3cm。
1.5.6 能用大小电剪对宠物身体（不含四肢)做
部分造型（不超过整体范围五分之二）。
1.5.7 最终完成效果，能使宠物线条符合品种标
准，左右对称，整体和谐平衡。假犬要安装好眼
睛、鼻子和尾巴。
2.1.1 依据宠物基准学、行为心理学知识，能对
犬只进行牵绳随行训练。
2.1 牵绳随行
2.1.2 能牵引犬只 8 字绕行，能指挥犬只左右后
转身、停止、自动坐下。
2.2.1 依据宠物基准学、行为心理学知识，能对
犬只进行牵绳站立训练。
2.2 牵绳站立
2.2.2 驯导师离开站立犬只两米，犬只能礼貌接
受人的触摸检查。
2. 宠 物 驯
导
2.3.1 依据宠物基准学、行为心理学知识，能对
2.3 训练卧下/ 犬只进行卧下、站立、坐下训练。
站立/坐下
2.3.2 能指挥犬只停留做动作，顺序： 卧下/
站立/坐下 ，口令遥控。
2.4.1 依据宠物基准学、行为心理学知识，能对
2.4 召 回 （ 归
犬只进行召回（归位）训练。
位）
2.4.2 距离约 8 米，能呼唤犬只可以迅速归位。
2.5 坐等待
2.5.1 依据宠物基准学、行为心理学知识，能对
7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3.1 牵引犬只

3.2 静态展示

3.3 集体绕圈
3. 宠 物 指
导（牵犬）

3.4 个体审查

职业技能要求
犬只进行坐等待训练。
2.5.2 驯导师正常速度绕场地一圈，犬只能停留
场地中心。
3.1.1 能掌握犬赛的犬组分类，即：运动犬组、
非运动犬组、狩猎犬组、玩具犬组、工作犬组、
梗犬组、畜牧犬组、中国原生犬组和 FCIOPEN 公
开组。
3.1.2 比赛时能熟练牵引一只犬。
3.1.3 比赛时应左手牵引犬只（特殊情况除外）。
3.2.1 能配合裁判展示号码牌。指导手左手佩戴
正确的号码牌，能用余光随时观察裁判是否需要
看号码牌，配合展示。
3.2.2 能正确展示犬只。展示犬只秀面给裁判，
包含犬只的侧面展示；当裁判走到犬只正面，能
正确展示犬只头部。
3.2.3 能正确摆放犬只在适合的位置。如场上有
多人时，犬只摆放的位置应以第一只犬为标准在
同一水平线上；犬只应保持适当的前后距离。
3.3.1 绕圈前能做到友好示意。排序第一的指导
手，应在所有人准备完毕后示意再出发进行绕
圈。
3.3.2 能以适当的速度牵引犬只。指挥犬只小跑
的速度展示；与前、后犬只保持适当距离。
3.4.1 能掌握正确展示摆犬的流程，分地面犬只
和桌面犬只展示。地面犬只展示要求能友好地控
制犬只，能用适当的方法摆放犬的四肢及头部，
能把牵引绳放在合适的位置；桌面犬只展示能用
正确的方法抱起犬只，将犬只友好地放在美容桌
靠右靠外的位置，能友好地控制犬只，能用适当
的方法摆放犬的四肢及头部，能把牵引绳放在合
适的位置。
3.4.2 能指挥犬只接受个体审查。能运用黄金法
则配合裁判接受个体审查，能正确展示犬只的前
列齿，能控制好犬只配合裁判进行结构审查；如
果用 P 链牵引犬只，能正确使用 P 字形牵引，禁
止使用 9 字形牵引，展示后能友好地将犬只抱下
美容桌。

3.5 线路
3.5.1 能按此路线直线来回。从裁判身旁出发，
走向裁判手指的方向，直线来回；能控制犬只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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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4. 职 业 素
4.1 职业素养
养

职业技能要求
度适当，返回时能确认裁判的位置，能依据裁判
手势在适当位置停止，并向裁判展示犬只。
3.5.2 个体绕圈时能指挥犬只以小跑的速度展
示。
4.1.1 能掌握基础的宠物饲养常识及简单疾病
防治常识。
4.1.2 不能滥用诱物。
4.1.3 比赛时适当的行为举止展示干净健康的
犬只。
4.1.4 礼貌地对待裁判及对手。

表2 宠物护理与美容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深入了解犬种标准及在宠物美容中的
基本运用。
1.1.2 能了解宠物美容中各种工具正确的使用
1.1 工 具 使 用 方法。
及护毛知识
1.1.3 能掌握长毛犬的工具使用及护毛的基本
知识。
1.1.4 能熟练掌握长毛犬的护理及在宠物美容
中的重要性及运用。
1.2.1 在修剪及造型过程中能安全自如掌控宠
1.2 操控宠物
物。
1.3.1 能认识犬只的赛级造型及在各项赛事中
的规则和运用。
1.3.2 能准确掌握参赛模特犬的资格与条件。
1.3.3 能在宠物造型修剪中，结合对犬种标准的
1. 宠 物 美
理解和运用，做到宠物美容的取长补短。
容
1.3 修 剪 犬 种 1.3.4 能掌握部分赛级造型中工具的使用，能按
及造型
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基本完成宠物赛级造型。
1.3.5 能依据不同犬种修剪赛级标准造型装：全
犬种的主题创意染色组装和创意染色组装；混种
犬（串串狗）的混种犬组装；西施犬、马尔济斯、
约克夏犬种的整体造型组装；全犬种的萌宠组和
混合犬组装。
1.4.1 能掌握模特犬赛前留毛长度及细节要求。
1.4.2 能运用各种工具基本功，依据各犬种的赛
级造型装要求，对各种造型宠物的头部、颈部、
1.4 装型修剪
前躯、后躯等部位的进行熟练修剪。
1.4.3 能熟练运用胶水、吹风、粉等辅助工具对
宠物进行造型。
1.4.4 最终完成效果，能使宠物修剪后整体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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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平整度、比例，及综合平衡概念、创意度符合赛
级要求。
2.1.1 依据宠物基准学、行为心理学知识，能对
犬只进行牵绳随行训练。
2. 1 牵绳随行
2.1.2 能牵引犬只按 8 字形路线随行，指挥犬只
左右后转身、快步、慢步、停止、自动坐下。
2.2.1 依据宠物基准学、行为心理学知识，能对
犬只进行牵绳站立训练。
2.2 牵绳站立
2.2.2 驯导师离开站立的犬只两米，犬只能礼貌
接受人的触摸检查。
2.3.1 依据宠物基准学、行为心理学知识，能对
2.3 无 牵 绳 随 犬只进行无牵绳随行训练。
行
2.3.2 能在无索引状态下，指挥犬只左右后转
身、快步、慢步、停止、自动坐下。
2.4.1 依据宠物基准学、行为心理学知识，能对
犬只进行召回（归位）训练。
2.4 召 回 （ 归
2.4.2 距场地左右两端约 15 米，能呼唤犬只可
位）
以迅速归位；2.4.3 驯导师与犬保持 10 米距离，
能中途指挥犬只卧下再前来。
2.5.1 依据宠物基准学、行为心理学知识，能对
2. 宠 物 驯
犬只进行坐等待训练。
导
2.5 坐等待
2.5.2 距离约 8 米，人离开，犬只能最少能坐下
等待 1~3 分钟。
2.6.1 依据宠物基准学、行为心理学知识，能对
犬只进行卧等待训练。
2.6 卧等待
2.6.2 距离约 8 米，人离开，犬只最少能卧下等
待 3~5 分钟。
2.7.1 依据宠物基准学、行为心理学知识，能对
犬只进行平面衔回训练。
2.7 平面衔回
2.7.2 能用木质或胶质哑铃，尺寸和犬只的大小
相适合，指挥犬只衔回。
2.8.1 依据宠物基准学、行为心理学知识，能对
2.8 跳 越 障 碍 犬只进行跳越障碍衔回训练。
衔回
2.8.2 能训练犬只跳越障碍衔回，且跳越障碍板
高度与犬的肩高相同。
2.9.1 依据宠物基准学、行为心理学知识，能对
犬只进行跳远训练。
2.9 跳远
2.9.2 能使犬只跳远的长度是跳越障碍板高度
的两倍。
3.1.1 比赛时能牵引两只犬，一只为地上展示的
3. 宠 物 指
3.1 牵引犬只
犬只，一只为上桌展示的犬只。
导（牵犬）
3.1.2 比赛时应左手牵引犬只（特殊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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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3.2 静态展示

3.3 集体绕圈

3.4 个体审查

3.5 线路

职业技能要求
3.2.1 能配合裁判展示号码牌。指导手左手佩戴
正确的号码牌，能用余光随时观察裁判是否需要
看号码牌，配合展示。
3.2.2 能正确展示犬只。展示犬只秀面给裁判，
包含犬只的侧面展示；当裁判走到犬只正面，能
正确展示犬只头部；犬头部、四肢或尾巴能在正
确的位置（依据犬种正确的样式摆放）；能用余
光随时观察裁判的手势并听从指令。
3.2.3 能正确摆放犬只在适合的位置。如场上有
多人时，犬只摆放的位置应以第一只犬为标准在
同一水平线上；犬只应保持适当的前后距离。
3.3.1 绕圈前能做到友好示意。排序第一的指导
手，应在所有人准备完毕后示意再出发进行绕
圈；牵引绳松紧度做到适中。
3.3.2 能以适当的速度牵引犬只。能指挥犬只以
合适最佳的速度牵引展示；条件允许情况下能环
绕大圈；能与前后犬只保持适当距离；能依据犬
种正确调整牵引绳松紧度。
3.4.1 能掌握正确展示摆犬的流程。能友好地控
制犬只；能用适当的方法摆放犬的四肢及头部；
能把牵引绳放在合适的位置。
3.4.2 能指挥犬只接受个体审查。能运用黄金法
则配合裁判接受个体审查；能正确展示犬只的前
列齿及两侧的牙齿；能控制好犬只配合裁判进行
结构审；如果用 P 链牵引犬只，能正确使用 P 字
形牵引，禁止使用 9 字形牵引。

3.5.1 能直线来回。能从裁判身旁出发，走向裁
判手指的方向，直线来回；能控制犬只速度适当，
牵引绳松紧度适中；返回时能检查并确认裁判的
位置，依据裁判手势在适当位置停止，在手不能
触及犬只的情况下，能秀好自己的犬展示给裁
判。
3.5.2 能正三角型路线来回。能按照裁判手指的
方向按正三角形线路牵引；能贴近赛环边缘完
成；返回时能检查并确认裁判的位置，依据裁判
手势在适当位置停止，在手不能触及犬只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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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4. 职 业 素
4.1 职业素养
养

职业技能要求
下，秀好自己的犬展示给裁判。
3.5.3 能反三角形路线来回。能运用黄金法则，
按照裁判手指的方向，沿反三角形线路牵引；能
贴近赛环边缘完成；返回时能检查并确认裁判的
位置，依据裁判手势在适当位置停止，在手不能
触及犬只的情况下，能以适合犬只最佳的速度牵
引犬只展示。
3.5.4 能 T 形路线来回。能运用黄金法则，按照
裁判手指的方向沿 T 形线路牵引；能走最大路
线，完美地展示 T 型路线；返回时能检查并确认
裁判的位置，依据裁判手势在适当位置停止，在
手不能触及犬只的情况下，能以适合犬只最佳的
速度牵引犬只展示。
3.5.3 能个体绕圈。能指挥以犬只以合适最佳的
速度牵引展示，能依据犬种正确调整牵引绳松紧
度；条件允许情况下能环绕大圈。
4.1.1 具有宠物行业基础经营技能，能对国内外
宠物行业的发展有深刻了解。
4.1.2 不能滥用诱物。
4.1.3 比赛时适当的行为举止展示干净健康的
犬只。
4.1.4 礼貌地对待裁判及对手。

表3 宠物护理与美容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工具使用

1. 宠 物 美
容

1.2 犬种理解

1.3 造型修剪

2. 宠 物 驯 2.1 手领控制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熟练熟练掌握宠物美容中各类工具的的
使用及养护方法。
1.2.1 能够从犬只静态、动态及运动并通过触摸
了解犬只的优缺点，并能作基本描述。
1.2.2 能通过对犬种标准的认识和理解，对宠物
美容的各项技法做到扬长避短。
1.3.1 能通晓流行犬种的赛级造型。
1.3.2 能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要求完成犬只赛级
造型。
1.3.3 能在造型修剪中做到宠物美容中应该遵
循的基本原则。
1.3.4 能在修剪过程中通过对犬只标准的理解，
认识所修剪犬只的优缺点并通过美容修剪进而
弥补其缺点，展现其优点。
1.3.5 最终完成效果，能使宠物修剪后整体造型
极富创意度且完全符合赛级要求。
2.1.1 依据宠物基准学、行为心理学知识，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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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导

2.2 气 味 识 别
物品

2.3 指 定 式 寻
回

2.4 行 动 中 站
定和检查

2.5 指 定 式 跳
跃

3.1 牵引犬只

3. 宠 物 指
3.2 静态展示
导（牵犬）

3.3 集体绕圈

职业技能要求
犬只进行手领控制训练。
2.1.2 能指挥犬只坐下、站立、卧下、等待、前
来。
2.2.1 依据宠物基准学、行为心理学知识，能对
犬只进行气味识别物品训练。
2.2.2 能用最少 5 个硬金属类材料器具，指挥犬
只寻回有驯导师气味的一个。
2.2.3 能用最少 5 个皮革类材料器具，指挥犬只
寻回有驯导师气味的一个。
2.3.1 依据宠物基准学、行为心理学知识，能对
犬只进行指定式寻回训练。
2.3.2 能把放场地上的（左/中/右）位置物品，
指定一个寻回。
2.4.1 依据宠物基准学、行为心理学知识，能对
犬只进行行动中站定和检查训练。
2.4.2 能随行中站定，驯导师离开犬只 4 米，犬
只能礼貌接受人的触摸检查。
2.6.1 依据宠物基准学、行为心理学知识，能对
犬只进行指定式跳跃训练。
2.6.2 按人指示，犬只分别能跳过左右的板墙及
横杆。
3.1.1 比赛时能牵引三只犬（需要两种不同类型
的犬种：宠物犬类型、工作犬类型），一只地上
展示的犬只，一只上桌展示的犬只，和一只不同
犬种的犬只。
3.1.2 比赛时应左手牵引犬只（特殊情况除外）。
3.2.1 能配合裁判展示号码牌。指导手左手佩戴
正确的号码牌，能用余光随时观察裁判是否需要
看号码牌，配合展示。
3.2.2 能正确展示犬只。依据所牵引犬只犬种，
能展示其正确的犬种样式；动作应具有较高的职
业素养，不能过度浮夸或矜持；能用余光随时观
察裁判的手势并听从指令；当裁判需要调整位置
时，应从其他选手后方绕过，不得影响裁判与其
他犬只。
3.2.3 能正确摆放犬只在适合的位置。如场上有
多人时，犬只摆放的位置应以第一只犬为标准在
同一水平线上；犬只应保持适当的前后距离。
3.3.1 绕圈前能做到友好示意。排序第一的指导
手，应在所有人准备完毕后示意再出发进行绕
圈；牵引绳松紧度做到适中。
3.3.2 能以适当的速度牵引犬只。能指挥犬只以
合适最佳的速度牵引展示；条件允许情况下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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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3.4 个体审查

3.5 线路

职业技能要求
绕大圈；能与前后犬只保持适当距离；能依据犬
种正确调整牵引绳松紧度；人和犬只速度能相协
调。
3.4.1 能掌握正确展示摆犬的流程。能友好地控
制犬只；能用适当的方法摆放犬的四肢及头部；
能把牵引绳放在合适的位置；依据所牵引犬只犬
种展示其正确的犬种样式。
3.4.2 能指挥犬只接受个体审查。能运用黄金法
则配合裁判接受个体审查；能依据所牵引犬只正
确展示咬合和牙齿；能控制好犬只配合裁判进行
结构审查；如果用 P 链牵引犬只，能正确使用 P
字形牵引，禁止使用 9 字形牵引。

3.5.1 能反三角形路线来回。能运用黄金法则，
按照裁判手指的方向，沿反三角形线路牵引；能
贴近赛环边缘完成；返回时能检查并确认裁判的
位置，依据裁判手势在适当位置停止，在手不能
触及犬只的情况下，能展示犬最好的一面给裁
判；能以犬只合适最佳的速度牵引展示。
3.5.2 能 T 形路线来回。能运用黄金法则，按照
裁判手指的方向沿 T 形线路牵引；能走最大路
线，完美地展示 T 型路线；返回时能检查并确认
裁判的位置，依据裁判手势在适当位置停止，在
手不能触及犬只的情况下，展示犬最好的一面给
裁判；
能以犬只合适最佳的速度牵引展示。
3.5.3 能 L 形路线来回。能运用黄金法则，按照
裁判手指的方向沿 T 形线路牵引；能走最大路
线，完美地展示 L 型路线；返回时能检查并确认
裁判的位置，依据裁判手势在适当位置停止，在
手不能触及犬只的情况下，展示犬最好的一面给
裁判；
能以犬只合适最佳的速度牵引展示。
3.5.4 能个体绕圈。能指挥以犬只以合适最佳的
速度牵引展示，能依据犬种正确调整牵引绳松紧
度；条件允许情况下能环绕大圈；人和犬只速度
能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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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4. 职 业 素
4.1 职业素养
养

职业技能要求
4.1.1 能精准掌握纯种犬标准。
4.1.2 在遗传学、繁殖学、营养学、教育学、美
容造型发展及宠物品种鉴定方面有相当造诣。
4.1.3 不能滥用诱物。
4.1.4 比赛时适当的行为举止展示干净健康的
犬只。
4.1.5 礼貌地对待裁判及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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