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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训练师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21 年版）

1.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人工智能训练师

1.2 职业编码

4-04-05-05

1.3 职业定义

使用智能训练软件，在人工智能产品实际使用过程中进行数据库管理、算法

参数设置、人机交互设计、性能测试跟踪及其他辅助作业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 5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

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表达能力、计算能力；空间感、色觉正常。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培训参考学时

五级/初级工 60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 50 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 40 标准

学时；二级/技师 40 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 30 标准学时。

1.9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9.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 1年（含）以上。

① 相关职业：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呼叫中心服务员、电子商务师等职业。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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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①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

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

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②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

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

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

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

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

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①相关专业：电工电子类、信息类等专业，下同。
②相关专业：电子与信息大类、医学卫生大类、装备制造大类、教育与体育大类等专业，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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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

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1.9.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

方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技

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

应具备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技师和高级技师，通常采取审阅申报材料、

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

以上者为合格。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1∶3，且考评人员为 3人以上

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 3人（含）以上单数。

1.9.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 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120 min。综合评审

时间不少于 30 min。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具有计算机网络环境的实验室进

行，综合评审在标准教室或会议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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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１) 诚实公正,严谨求是。

(２) 遵章守法,恪尽职守。

(3) 勤勉好学,追求卓越。

2.2 基础知识

2.2.1 通用知识

（1）计算机操作知识。

（2）常用办公软件使用知识。

2.2.2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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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 /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

高级技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数据采集和

处理

1.1 业务数据采集

1.1.1 能够利用设备、工具等完

成原始业务数据采集

1.1.2 能够完成数据库内业务数

据采集

1.1.1 业务背景

知识

1.1.2 数据采集

工具使用知识

1.1.3 数据库数

据采集方法

1.2 业务数据处理

1.2.1 能够根据数据处理要求完

成业务数据整理归类

1.2.2 能够根据数据处理要求完

成业务数据汇总

1.2.1 数据整理

规范和方法

1.2.2 数据汇总

规范和方法

2.数据标注

2.1 原始数据清洗

与标注

2.1.1 能够根据标注规范和要求，

完成对文本、视觉、语音数据清

洗

2.1.2 能够根据标注规范和要求，

完成文本、视觉、语音数据标注

2.1.1 数据清洗

工具使用知识

2.1.2 数据标注

工具使用知识

2.2 标注后数据分

类与统计

2.2.1 能够利用分类工具对标注

后数据进行分类

2.2.2 能够利用统计工具，对标

注后数据进行统计

2.2.1 数据分类

工具使用知识

2.2.2 数据统计

工具使用知识

3.智能系统

运维

3.1 智能系统基础

操作

3.1.1 能够进行智能系统开启

3.1.2 能够简单使用智能系统

3.1.1 智能系统

基础知识

3.1.2 智能系统

使用知识

智能 3.2 智能系统维护

3.2.1 能够记录智能系统功能应

用情况

3.2.2 能够记录智能系统应用数

据情况

智能系统维护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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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数据采集和

处理

1.1 业务数据质量

检测

1.1.1 能够对预处理后业务数据

进行审核

1.1.2 能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要

求，梳理业务数据采集规范

1.1.3 能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要

求，梳理业务数据处理规范

1.1.1 业务数据

质量要求和标准

1.1.2 业务数据

采集规范和方法

1.1.3 业务数据

处理规范和方法

1.2 数据处理方法

优化

1.2.1 能够对业务数据采集流程

提出优化建议

1.2.2 能够对业务数据处理流程

提出优化建议

1.2.1 数据采集

知识

1.2.2 数据处理

知识

2.数据标注

2.1 数据归类和定

义

2.1.1 能够运用工具，对杂乱数据

进行分析，输出内在关联及特征

2.1.2 能够根据数据内在关联和

特征进行数据归类

2.1.3 能够根据数据内在关联和

特征进行数据定义

2.1.1 数据聚类

工具知识

2.1.2 数据归纳

方法

2.1.3 数据定义

知识

2.2 标注数据审核

2.2.1 能够完成对标注数据准确

性和完整性审核，输出审核报告

2.2.2 能够对审核过程中发现的

错误进行纠正

2.2.3 能够根据审核结果完成数

据筛选

2.2.1 数据审核

标准和方法

2.2.2 数据审核

工具使用知识

3.智能系统运

维

3.1 智能系统维护

3.1.1 能够维护智能系统所需知

识

3.1.2 能够维护智能系统所需数

据

3.1.3 能够为单一智能产品找到

合适应用场景

3.1.1 知识整理

方法

3.1.2 数据整理

方法

3.1.3 智能应用

方法

3.2 智能系统优化

3.2.1 能够利用分析工具进行数

据分析，输出分析报告

3.2.2 能够根据数据分析结论对

智能产品的单一功能提出优化需

求

3.2.1 数据拆解

基础方法

3.2.2 数据分析

基础方法

3.2.3 数据分析

工具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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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业务分析

1.1 业务流程设

计

1.1.1 能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要

求和业务特征，设计整套业务数据

采集流程

1.1.2 能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要

求和业务特征，设计整套业务数据

处理流程

1.1.3 能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要

求和业务特征，设计整套业务数据

审核流程

1.1.1 业务数据相关

流程设计工具知识

1.1.2 业务数据相关

流程设计知识

1.2 业务模块效

果优化

1.2.1 能够结合业务知识，识别业

务流程中单一模块的问题

1.2.2 能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设

计业务模块优化方案并推动实现

1.2.1 业务分析方法

1.2.2 业务优化方法

2.智能训练

2.1 数据处理规

范制定

2.1.1 能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要

求和业务特征，设计数据清洗和标

注流程

2.1.2 能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要

求和业务特征，制定数据清洗和标

注规范

2.1.1 智能训练数据

处理工具原理和应用

方法

2.1.2 智能训练数据

处理知识

2.2 算法测试

2.2.1 能够维护日常训练集与测

试集

2.2.2 能够使用测试工具对人工

智能产品的使用进行测试

2.2.3 能够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

编写测试报告

2.2.4 能够运用工具，分析算法中

错误案例产生的原因并进行纠正

2.2.1 人工智能测试

工具使用方法

2.2.2 算法训练工具

基础原理和应用方法

3.智能系统设

计

3.1 智能系统监

控和优化

3.1.1 能够对单一智能产品使用

的数据进行全面分析，输出分析报

告

3.1.2 能够对单一智能产品提出

优化需求

3.1.3 能够为单一智能产品的应

用设计智能解决方案

3.1.1 数据拆解高阶

方法

3.1.2 数据分析高阶

方法

3.1.3 单一产品智能

解决方案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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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机交互流

程设计

3.2.1 能够通过数据分析，找到单

一场景下人工和智能交互的最优

方式

3.2.1 能够通过数据分析，设计单

一场景下人工和智能交互的最优

流程

3.2.1 人机交互流程

设计知识

3.2.2 人机交互流程

设计工具相关知识

4.培训与指导

4.1 培训

4.1.1 能够编写初级培训讲义

4.1.2 能够对五级/初级工、四级/

中级工开展知识和技术培训

4.1.1 培训讲义编写

知识

4.1.2 培训教学知识

4.2 指导

4.2.1 能够指导五级/初级工、四

级/中级工解决数据采集、处理问

题

4.2.2 能够指导五级/初级工、四

级/中级工解决数据标注问题

4.2.1 实践教学方法

4.2.2 技术指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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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业务分析

1.1 业务架构与

流程设计

1.1.1 能够综合业务流程及重难

点，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合理

的业务框架

1.1.2 能够综合业务流程及重难

点，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合理

的业务流程

1.1.1 业务流程构建工

具原理和应用方法

1.1.2 业务流程构建知

识

1.2 业务场景挖

掘

1.2.1 能够在业务中挖掘智能系

统应用的潜在机会点及隐藏价值

1.2.2 能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对

新业务场景提出解决方法

1.2.1 数据分析方法

1.2.2 数据运营方法

2.智能训练

2.1 算法测试

2.1.1 能够结合业务特征，构建

算法的高质量训练集，并成为算

法的核心竞争力

2.1.2 能够结合业务特征，构建

算法的黄金测试集，并作为算法

上线前的质量保障

2.1.3 能够结合业务特性，设计

合理的测试方案

2.1.1 人工智能算法基

础知识

2.1.2 算法测试工具原

理和应用方法

2.2 智能训练流

程优化

2.2.1 能够根据日常算法模型的

训练，提出训练产品优化需求并

推动实现

2.2.2 能够根据日常算法模型的

训练，提出训练方法的新思路

2.2.1 算法训练工具设

计和优化方法

2.2.2 算法训练方法优

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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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能系统设

计

3.1 智能产品应

用解决方案设计

3.1.1 能够在某一业务领域中设

计包含多个智能产品的解决方案

并推动实现

3.1.2 能够基于某一业务领域情

况，结合多个智能产品设计新的

全链路智能应用流程

3.1.1 业务领域知识

3.1.2 多智能产品解决

方案设计方法

3.2 产品功能设

计以及实现

3.2.1 能够将解决方案转化成产

品功能需求

3.2.2 能够推动产品功能需求实

现并达成项目目标

3.2.1 产品需求梳理方

法

3.2.2 项目管理知识

4.培训与指导

4.1 培训

4.1.1 能够编写培训计划

4.1.2 能够对三级/高级工及以

下级别人员开展知识和技术培训

4.1.1 培训计划编制知

识

4.1.2 进阶培训教学知

识

4.2 指导

4.2.1 能够制定业务指导方案

4.2.2能够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

级别人员培训学习效果进行评估

4.2.1 业务指导方案编

制方法

4.2.2 效果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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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业务分析

1.1 业务设计

1.1.1 能够根据复杂业务场景和

跨业务单元场景的深入理解，搭

建业务分析框架

1.1.2 能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为

所负责的业务线提出具有前瞻性

的业务发展规划建议

1.1.1 业务指标定义

知识

1.1.2 业务指标的管

理方法

1.1.3 业务发展规划

设计方法

1.2 业务创新

1.2.1 能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

现有业务流程重构，提高业务在

行业领域竞争力

1.2.2 能够结合先进的人工智能

技术，在业务流程中发现创新点，

并整合，推动行业领域的创新

1.2.3 能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前

瞻性的洞察行业业务战略方案

1.2.1 人工智能技术

相关知识

1.2.2 流程设计创新

方法

2.智能训练

2.1 算法测试

2.1.1 能够根据对算法的前瞻性，

制定智能训练的整体产品能力矩

阵

2.1.2 能够根据对算法的前瞻性，

制定训练平台的整体迭代优化方

案

2.1.3 能够制定训练集以及测试

集的标准

2.1.1 智能训练工具

高阶原理和应用方法

2.1.2 智能训练技巧

和方法

2.1.3 人工智能算法

高阶知识

2.2 智能训练流

程优化与产品化

2.2.1 能够对复杂的智能系统进

行完整的测试和训练，并做出报

告编写

2.2.3 能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对

智能训练的完整体系提出新思

路，新方向，并推动产品更新

2.2.1 人工智能技术

创新方法

2.2.2 智能训练产品

原理和方案优化设计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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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能系统设

计

3.1 智能产品应

用解决方案设计

3.1.1 能够在复杂业务领域中设

计包含多个智能产品的解决方案

并推动实现

3.1.2 能够跨多业务领域设计智

能产品应用方案，解决业务问题

3.1.1 智能行业和业

务知识

3.1.2 跨多业务领域

智能解决方案设计方

法

3.2 平台化推广

3.2.1 能够将方法论沉淀，应用到

智能算法或者知识体系中，并给

行业带来变革

3.2.2 能够独立统筹并推动项目

进行，推动多个智能产品的一系

列运营，实现项目目标

3.2.1 项目管理方法

3.2.2 产品运营方法

4.培训与指导

4.1 培训

4.1.1 能够制定培训体系规划

4.1.2 能够对二级/技师及以下

级别人员开展管理方法培训

4.1.1 培训体系构建

方法

4.1.2 管理培训知识

4.2 指导

4.2.1 能够制定业务指导策略体

系

4.2.2 能够对二级/技师进行业务

指导

4.2.1 业务指导策略

体系编制方法

4.2.2 人工智能训练

前沿理论知识

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15 15 10 10 5

相关

知识

要求

数据采集和处

理
20 20 × × ×

数据标注 50 40 × × ×

智能系统

运维
10 2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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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分析 × × 20 20 20

智能训练 × × 30 25 25

智能系统设计 × × 30 35 40

培训与指导 × ×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数据采集和处

理
30 30 × × ×

数据标注 60 50 × × ×

智能系统

运维
10 20 × × ×

业务分析 × × 25 25 25

智能训练 × × 35 30 30

智能系统设计 × × 35 40 40

培训与指导 × ×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