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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商业国际交流合作培训中心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分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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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指导能力培训与测评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实训指导能力培训与测评工作的原则、对象、培训内容、测评目的、测评要求以及评

分标准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组织职业能力实训指导与测评的各类机构、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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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TI职业性格测试最新版（量表版本：V2015-3.1） 

霍兰德职业兴趣量表便将职业与兴趣(1969年版) 

GB/T4754 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实训指导  training and coaching  

职业技能实践培训或实际训练与工作指导的简称,是指依据企业、行业、国内国际职业标准或职业

岗位工作实际要求,按照不同职业人才培养规律与目标,通过工作现场指导、现场教学或模拟实际工作环

境，采用来自真实工作的实际案例，对学员进行职业技术应用或职业能力训练的教学过程。 

3.2 实训指导能力培训 training for training and coaching skills 

为提高职业能力实训指导的效果和水平，对实训指导人员中从实训理论、实训方法、实训技术、实

训测评等方面进行培训和训练，从而促进实训指导人员能够根据不同的学员特点结合职业的能力要求，

应用实训指导的理论、方法、技能及其工具，进行实训指导课程设计开发、开展实训指导实践、评价学

员实训效果和职业能力水平的过程。 

3.3 实训指导能力测评 assessment for training and coaching skills 

对根据不同职业的能力要求结合学员特点，应用实训指导的理论、方法、技能及其工具，并能采用

科学的实训指导手段制定实训指导计划、实训指导课程设计开发、开展实训指导实践、评价学员实训效

果和职业能力水平的实训指导人员、培训师、实习教师以及企业教练等培训教学与指导人员进行能力测

评。 

3.4 能力特征 skill feature 

    具有本职业较高的理论知识水平、实际操作能力、创新应用能力，掌握科学的实训指导方法与手段，

并能将职业的专业知识、技术能力、职业意识传授他人。 

4 测评对象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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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适用对象 

     从事和准备从职业能力或职业技能实训的人员 

4．2测评对象基本条件 

    测评对象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a)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 

b) 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遵守社会道德，无违反世界各国法律与职业道德行为； 

c) 取得中国公民合法身份证或境外合法护照； 

d) 无不良记录； 

e)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 取得博士学位，从事职业培训或教育工作满 2 年，经实训指导能力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

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 取得硕士学位，从事工作满 4 年，经实训指导能力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 

3) 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等同学历），从事职业工作满 6年经实训指导能力培训达规定标准

学时数； 

4) 取得培训师、教师及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满 4 年，经实训指导能力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 

5) 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历）从事工作。 

5 培训要求 

5.1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职业能力实训理论； 

b) 实训师的素质模型； 

c) 职业能力实训方法； 

d) 实训指导实施标准流程； 

e) 职业能力实训语言技巧； 

f) 实训非语言技巧； 

g) 实训效果评价与职业能力测评； 

h) 实训课程设计与开发； 

i) 实训教具与设备的有效使用； 

j) 实训的 HSE。 

5.2 培训期限 

最低期限为10天80个标准学时（5天的实训教学能力培训和不低于5天的职业能力培训），并运用网

络平台开发展持续的后续继续教育。 

5.3 培训师 

经实训能力测评项目认定的能够从事实训项目师资培训教学的人员，是培训实训指导能力项目的师

资。应取得本职业高级职称（含）以上专业人员，并具有该职业技师（含）以上的职业资格证书2年以

上或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资格。 

5.4 培训场地设备 

实训指导师的实训指导能力培训在（模拟）工作实训现场或标准教室进行（包含电脑、投影仪等相

应教具），实训指导能力培训在配备相应的工具、教具、设备的场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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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评目的 

开展实训指导能力测评目的是为了规范实训指导、提升实训指导能力、提高实训指导实效。依据“以 

职业能力为基础”、“以职业活动为导向”的原则，推进职业能力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7 测评要求 

7.1 适用对象 

有意愿提高技能实训指导教学能力或从事技能实训指导的人员。 

7.2 申报条件 

申报条件应具备以下任一条件： 

 技工学校和职业院校教师； 

 职业技能鉴定考评人员； 

 企业生产和技能岗位带徒作业的人员； 

 参加技师或高级技师晋升考试的人员； 

 其他具备较高职业技能的相关工作人员； 

 企业培训师、职业培训师、企业师徒制的师傅、教练、行动学习促动师； 

 学校实习指导教师； 

 团队领导人、班组长、企业技术骨干、培训管理人员。 

7.3 测评标准 

测评标准应包含以下内容： 

 熟悉主要的职业基本理论知识、职业道德、职业素质模型和胜任特征； 

 掌握职业岗位的常用方法、常用工具； 

 熟练应用职业技能、能够进行职业能力的拓展与创新； 

 能够运用实训指导理论、应用科学的实训指导方法，熟练操作本职业领域教学和生产设备设施，根

据学员情况进行实训的课程开发、教学设计、实训实施和专业指导以及实训效果评价等； 

 基于职业能力为基础的职业素质模型要求适配度。 

7.4 测评内容 

实训理论、实训方法、实训效果评价、实训课程设计与开发、实训指导实施、实训指导经验、实训

的HSE、职业岗位专业技能及能力倾向。 

7.5 测评方式 

采用“过程性测评”结合“评价中心”方式进行测评，可根据不同职业实训指导能力的特点采用相

应的方法组合，应包括以下三项内容： 

 实训指导理论知识考试，笔试方式不少于 90分钟； 

 实训指导能力性测评，过程性测评或情景案例分析相结合不少于 720分钟； 

 职业岗位专业能力测评，基于职业能力模型和职业特点，现场评分与情景案例测评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三项测评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60分（含）以上者为合格。 

8 测评要求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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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分为实训指导教学能力测评和职业专业指导能力测评两个部分，两部分为并列关系。 

8.1 实训指导教学能力测评 

测评方向 测评内容 能力要求 测评标准 

实训理论 
项目一：职业能

力实训指导理论 

1.了解实训指导的基本定义； 

2.掌握实训指导的基本理论；3.了

解与实训指导相关的相关知识。 

掌握以下理论知识并能运用： 

1.成人学习理论与教学理论； 

2.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核心观点； 

3.马斯洛人类需求层次理论及其在实

训指导中的应用； 

4.学习效果金字塔与学习注意力曲

线； 

5.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6.认知主义学习理论；  

7.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8.一体化教学；  

9.行动导向教学； 

10.职业活动导向教学； 

实训方法 
项目二：职业能

力实训指导方法 

1.掌握常用的技能实训指导方法； 

2.掌握知识传授教学方法； 

3.掌握综合能力提升培训方法； 

4.掌握行为调整和心理训练常用

方法； 

5.掌握培训内容与方法搭配要领； 

6.能够因材施教。 

在实训指导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内容会 

运用3种以上培训方法，例如： 

1.知识传授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研讨法； 

(3)程序教学法； 

(4)网络教学法(E- Learning)； 

(5)练习法。 

2.技能实训指导方法 

（1）操作技能培训方法； 

（2）心因技能培训方法； 

（3）工作指导法； 

（4）个别指导法； 

3.综合型能力提升培训方法 

（1）案例分析法； 

（2）头脑风暴法； 

（3）模拟训练法； 

（4）行动学习法； 

4.行为调整和心理调适培训方法 

（1）角色扮演法； 

（2）暗示教学法； 

（3）情景模拟。 

实训实施

与能力测

评 

 

项目三：实训课

程设计与开发 

1.掌握实训指导课程开发的方法； 

2.了解实训指导课程设计的基本 

要素； 

3.掌握现场教学模式。 

在实训指导课程开发与设计中能科学 

运用以下工具、方法、课程要素： 

任务驱动法：根据不同的职业类型或 

教学内容选择不同的课程设计导向

（例如：问题导向、结果导向、职业

活动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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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各要素设置科学，例如：课程目

标设计（含知识、技能、情感、思维

等）、课程体系设计（含教学内容、

教学顺序、课时总数、进度安排等）、

教学资源设计（含教材、参考书、教

学课件、数字资源、人力资源等）、

教学方法设计（含授课方式、活动方

式、讨论方式、协作方式、探究方式

等）、教学流程设计（按照时间的先

后顺序，整合各种教学活动、学习活

动，以保证课程能有条不紊地进行）、

评价体系设计（含诊断性评价、形成

性评价、总结性评价等）、教学管理

设计（含与教学过程相关的各项规章 

制度、步骤程序等） 

经典课程开发模型，例如：ISD模型、

ADDIE模型、HPT模型、CBET模型、霍 

尔模型、纳德勒模型。 

项目四：实训指 

导实施 

应根据HSE管理体系与实训安全管

理，完整、科学地根据目标设计完

成实训指导教学活动，并能够灵活 

运用不同实训指导方法开展教学

活动，灵活应对困难局面。 

1.实训指导目标明确； 

2.实训指导流程、步骤、时间安排合 

理； 

3.使用实训方法超过三种并与内容匹 

配； 

4.教具(设备)运用正确并配置完整,

并符合HSE的规定； 

5.实训指导语言表达措词得当； 

6.实训指导教学工作完成顺利要素完 

整； 

7.实训指导的流程与真实工作现场或 

现景相同或相似； 

8.掌握应对实训指导过程中困难局面 

的方法。 

项目五：实训效

果评价 

1.学员对实训指导效果的评价； 

2.实训指导师本人的实训效果自

评； 

3.能运用柯氏评价法对实训指导

效果评价; 

4.能根据相应的职业特点、学员对

象和实训目标开发设计测评工具; 

5.能够运用职业性格测评工具、职 

业兴趣量表等能力性格测量工具

对学员以及实训指导师的职业能

力倾向进行测评； 

6.能够通过实训指导教学活动中

观察与测评学员的职业能力水平。 

1.从评价对象角度可分为知识、技能、 

态度、绩效进行评价； 

2.从实训指导效果维度评价分为：反

应性、学习、行为、效益四个维度评 

估； 

3.从实训指导组织过程评估要有实训 

前、实训中、实训后评估； 

4.从评估方式要有自评、互评、、小 

组评以及定量与定性评估相结合； 

5.根据不同职业性格测评工具、职业

兴趣量表等能力性格测量工具对学员

以及实训指导师的职业能力倾向进行 

测评并结合分析出具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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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实训指导教学活动中对学员观

察与测评，能评估学员的职业能力水 

平并出具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指导文

件； 

7.掌握一定的人才测评工具与方法， 

并能应用。 

项目六：实训指

导经验 

1.实训指导工作经历 

2.实训指导工作业绩 

1.实训经历丰富，从事实训教学与指

导有一定的年限，在生产过程中带徒、 

指导学员累计一定的数量； 

2.在实训与指导方面获得国家和社会 

的认可； 

3.在实训与指导方面有研究、创新、 

发明或学术业绩； 

4.实训指导过的学员、学徒在工作实 

践、技能竞赛中成绩突出。 

8.2 职业专业能力与测评 

测评方向 测评内容 技能要求 评价标准 

职业能力 
项目一：职业岗位专

业技能 

1.了解并掌握相关职

业的任职要求与胜任

力模型； 

2.了解并掌握相应职

业的理论、方法和工

具； 

3.了解并掌握实训指

导师的任职要求与胜

任力模型； 

1.了解和掌握职业工作中的基本理论、道德 

礼仪、法律、文化。 

2.具备相关职业的任职要求与胜任力模型中

相应能力； 

3.掌握相应职业工作中基本方法并能创新； 

4.掌握相应职业工作中常用工具及其运用和

拓展； 

5.具备实训指导师的任职要求与胜任力模型

中相应的能力素质。 

职业匹配 
项目二：职业能力倾

向测评 

运用专业权威的性

格、能力、职业倾向

等人才测评工具对学

员或实训指导师进行

职业匹配性测评。 

1.如果测评结果不匹配，需要根据不同的结

果结合需求进行分析或职业生涯规划； 

2.根据测评结果结合需求，依据相应职业任

职要求或胜任力模型设计职业能力成长地

图。 

9 比重表 

9.1 实训指导教学能力测评 

测评模块 测评项目 满分 得分 权重 备注 

实训理论 项目一、职业能力实训指导理论 100  20%  

实训方法 项目二、职业能力实训指导方法 1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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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实施与

能力测评 

项目三：实训课程设计与开发 100  10%  

项目四：实训指导实施 100  30%  

项目五：实训效果评价 100  10%  

项目六：实训指导经验 100  10%  

9.2 职业专业能力与测评 

测评模块 测评项目 满分 得分 权重 备注 

职业能力 项目七：职业岗位专业技能 100  100%  

职业匹配 项目八：职业能力倾向测评 适合度 是/否  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