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宠物驯导师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宠物驯导师 

1.2  职业编码 

4-10-07-02 

1.3  职业定义 

从事训练、培养宠物的良好习性，使其完成指定动作和任务等工作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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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手指、手臂灵活，形体知觉、表达、沟通能力正常，具有一定的学习理解判

断能力，非色盲色弱，听觉正常，身心健康，动作协调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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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 60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 48标准

学时，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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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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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相关专业②毕业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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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或相关专业④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经本职业

四级/中级工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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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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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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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等级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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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相关职业：儿科医生、儿科护士、卫生检疫人员、乡村医生、公共卫生医师、公共营养师、

水生物病害防治员、水生物检疫检验员、生化检验员、外科护士、内科护士、运动防护师、

芳香保健师、医疗临床辅助服务员、临床营养师、临床检验技师、保健按摩师、保健调理师、

养老护理员、美发师、健康管理师、畜牧技术人员、家畜繁殖员、家禽繁殖员、康复技师、

兽医、兽药技术人员，下同。 
②相关专业：畜禽生产与疫病防治、畜牧兽医、水产养殖、野生动物保护，下同。 
③本专业：宠物养护与经营、宠物养护与驯导，下同。 
④相关专业：宠物医疗技术、宠物医疗、畜牧兽医、动物医学、动物营养与饲料、动物防疫

与检疫、动物药学、水生动物医学、水产养殖技术、水族科学与技术、中兽医、特种动物养

殖、特种动物养殖技术、合成生物技术、农业生物技术，下同。 



（4）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工作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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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等级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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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等级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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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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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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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30min。综合评审时

间不少于 30min。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具备完整的训练设备、工具，通

风条件良好，安全措施完善的长度不小于 6m、宽度不小于 8m的室内或室外区域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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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于职守，爱岗敬业。 

(2) 认真负责，诚实守信。 

(3) 继承发扬，开拓进取。 

(4) 钻研技术，勇于创新。 

(5) 尊重动物，保障福利。 

2.2  基础知识 

2.2.1  宠物基础知识 

（1）宠物品种与分类基础知识。 

（2）宠物生理学基础知识。 

（3）宠物解剖学基础知识。 

（4）动物福利基础知识。 

（5）客户沟通技巧 

2.2.2  宠物专业知识 

（1）宠物行为学专业知识。 

（2）宠物营养学专业知识。 

（3）宠物常见疾、疫病专业知识。 

（4）宠物健康养护专业知识。 

（5）动物生态学专业知识。 

2.2.3  安全与环保的基础知识 

（1）安全防火和用电知识。 

（2）自我安全防护知识。 

（3）宠物驯导环境卫生管理知识。 

（4）环境保护相关知识。 

（5）生物安全相关知识。 

2.2.4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知识。 

（8）《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相关知识。 

（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10）宠物运输管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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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观察与

评估 

1.1 状

态观察 

1.1.1  能确认、记录宠物品

种、性别、年龄、防疫情况等基

本信息 

1.1.2  能记录宠物身体状况 

1.1.3  能观察并记录宠主与

宠物互动方式 

1.1.1 宠物基本身体状况检查

方法 

1.1.2 《宠物登记证》和《免

疫证明》格式和填写方法知识 

1.2 方

案制定 

1.2.1 能向宠主了解宠物行为

驯导历史信息 

1.2.2 能向宠主了解对驯导的

1.2.1 调查问卷填写方法 

1.2.2 客户沟通技巧 



期望及想达到的目标 

2.行为

管理与

训练 

2.1 生

活管理 

2.1.1 能对宠物饮食器具、环

境进行清洁和消毒 

2.1.2 能选择并使用合适的器

具饲喂宠物 

2.1.3 能确定宠物日粮种类和

饲喂方式 

2.1.1 宠物饮食器具卫生要求

及清洁消毒方法 

2.1.2 宠物饲喂方法 

2.2 行

为调整 

2.2.1 能对宠物进行分隔管理 

2.2.2 能按要求布置满足宠物

生活需求的环境 

2.2.1 宠物安全和健康管控要

求及方法 

2.2.2 宠物生活环境布置要求

和方法 

3.效果

检验与

服务 

3.1 效

果检查 

3.1.1 能填写宠物档案 

3.1.2 能回访宠主 

3.1.1 档案填写方法 

3.1.2 客户回访方式方法知识 

3.2 效

果追踪 

3.2.1 能跟踪驯导计划的进行 

3.2.2 能为每次驯导服务整理

书面小结和驯导日志 

3.2.1 驯导计划跟踪方法 

3.2.2 档案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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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观

察与评估 

1.1 状

态观察 

1.1.1 能分析宠主与宠物的

关系 

1.1.2 能发现宠物吠叫、拆

家、护食、社交问题 

1.1.1 宠物行为观察和记录方

法 

1.1.2 宠物吠叫、拆家、护食、

社交行为的来源 

1.2 方

案制定 

1.2.1 能根据宠主的驯导能

力提供相应的驯导建议 

1.2.2 能向宠主解释、说明

宠物驯导方案 

1.2.1 宠物驯导建议组成 

1.2.2 宠物驯导方案讲述方式 

2.行为管

理与训练 

2.1 生

活管理 

2.1.1 能对宠物身体状况进

行记录和跟踪 

2.1.2 能识别宠物异常状态 

2.1.1 宠物身体状况记录方法

和跟踪内容 

2.1.2 宠物异常状态及判定方

法 

2.2 行

为调整 

2.2.1 能根据已有驯导计划

开展训练 

2.2.2 能按驯导要求布置驯

2.2.1 宠物驯导计划的实施方

法 

2.2.2 宠物驯导环境设置要求



导环境调整宠物行为 及方法 

3.效果检

验与服务 

3.1 效

果检查 

3.1.1 能为每次驯导服务编

写小结和驯导日志 

3.1.2 能按客户管理计划与

宠主定期沟通 

3.1.1 驯导小结及日志格式和

编写方法 

3.1.2 客户沟通方法 

3.2 效

果追踪 

3.2.1 能收集分析回访信息 

3.2.2 能跟踪填写宠物驯导

档案 

3.2.1 回访信息收集和整理方

法 

3.2.2 宠物驯导档案格式和填

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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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观

察与评估 

1.1 状

态观察 

1.1.1 能分析宠物行为成因 

1.1.2 能根据宠物个体差异

预判行为发展方向 

1.1.1 宠物行为产生原因 

1.1.2 宠物行为评估方法 

1.2 方

案制定 

1.2.1 能制定宠物专项训练

方案 

1.2.2 能根据实际情况，调

整训练方案 

1.2.1 宠物专项训练方案制定

要求及方法 

1.2.2 宠物行为驯导课程设计

方法 

2.行为管

理与训练 

2.1 生

活管理 

2.1.1 能根据宠物品种特性

和个体特点，选择适合的运动、

生活方式 

2.1.2 能通过环境管理来影

响和调整宠物行为 

2.1.1 宠物运动方式选择依据

和方法 

2.1.2 宠物环境管理方法 

2.2 行

为调整 

2.2.1 能根据不同宠物实际

情况进行除攻击行为以外的其

他行为调整 

2.2.1 宠物行为调整要求及方

法 

2.2.2 宠物驯导计划调整的实



2.2.2 能根据宠物的驯导效

果与状态随时调整驯导计划 

施方法 

3.效果检

验与服务 

3.1 效

果检查 

3.1.1 能为宠主提供宠物驯

后指导和复驯 

3.1.2 能判断驯导方案的执

行效果并进行调整 

3.1.1驯后指导和复驯组成及

方式 

3.1.2 宠物驯导效果评估方法 

3.2 效

果追踪 

3.2.1 能编写驯导总结 

3.2.2 能编写行为驯导档案 

3.2.1 驯导总结编写要求及方

法 

3.2.2 行为驯导编写要求及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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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观

察与评估 

1.1 状

态观察 

1.1.1 能判断分析宠物攻击

行为 

1.1.2 能分析同一环境下宠

物之间的影响、互动和行为 

1.1.1 多宠物共处行为的分析

方法 

1.1.2 宠物社交行为判定和评

估方法 

1.1.3 宠物攻击行为评估方法 

1.2 方

案制定 

1.2.1 能制定宠物行为整体

调整方案 

1.2.2 能制定宠物行为调整

安全管理方案 

1.2.1 宠物行为问题调整方法 

1.2.2 宠物行为整体调整方案

制定方法 

1.2.3 宠物行为调整安全管理

方案制定方法 

2.行为管

理与训练 

2.1 生

活管理 

2.1.1 能设计宠物驯导环境 

2.1.2 能设计多品种宠物共

生环境 

2.1.1 宠物驯导环境组成及设

计依据 

2.1.2 多品种宠物共生环境组

成原则 

2.2 行 2.2.1 能对宠物攻击行为问 2.2.1 宠物攻击行为驯导方法 



为调整 题进行调整 

2.2.2 能指导宠主对宠物进

行行为调整 

2.2.3 能驯导宠物完成宠主

生活辅助类任务 

2.2.2 宠物行为纠正方式方法 

2.2.3 宠物辅助类任务驯导方

法和技巧 

3. 培训与

指导 

3.1 理

论指导 

3.1.1 能制定理论培训讲义 

3.1.2 能培训三级、四级、

五级宠物驯导理论课程 

3.1.3 能进行驯导师专项技

术理论课程培训指导 

3.1.1 理论培训讲义制作方式

及方法 

3.1.2 宠物驯导理论课程内容

及培训方法 

3.1.3 驯导师专项技术理论课

程培训指导方法 

3.2 技

术指导 

3.2.1 能制作技术培训讲义 

3.2.2 能培训三级、四级、

五级宠物驯导技术课程，指导

驯导工作 

3.1.3 能进行驯导师专项技

术课程培训指导 

3.2.1 技术培训讲义制作方式

及方法 

3.2.2 宠物驯导技术课程内容

及培训方法 

3.2.3 驯导师专项技术课程培

训指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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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观

察与评估 

1.1 状

态观察 

1.1.1 能对宠物行为问题的

形成和发展进行预判 

1.1.2 能对宠物攻击行为进

行分析 

1.1.1 宠物行为问题的预判方

法 

1.1.2 宠物攻击行为问题分析

方法 

1.2 方

案制定 

1.2.1 能制定宠物攻击行为

的干预和调整方案  

1.2.2 能制定宠物功能型项

目训练方案 

1.2.3 能制定宠物驯导教学

和评估方案 

1.2.1 宠物攻击行为的干预和

调整方案的制定方法 

1.2.2 宠物功能型项目训练方

案制定方法 

1.2.3 宠物驯导教学和评估方

案制定方法 

2.行为管

理与训练 

2.1 生

活管理 

2.1.1 能指导宠物驯导环境

设计 

2.1.2 能指导设计多品种宠

物共生环境 

2.1.1 宠物驯导环境设计思路

和方法 

2.1.2 多宠物共生环境设计要

点和方法 



2.2 行

为调整 

2.2.1 能指导宠物攻击行为

调整 

2.2.2 能对驯导宠物完成宠

主生活辅助类任务进行指导 

2.2.1 宠物攻击行为调整内容

及方法 

2.2.2 宠物辅助类任务驯导内

容及方法 

3.培训与

指导 

3.1 理

论指导 

3.1.1 能构建宠物驯导系统

培训课程体系并讲授 

3.1.2 能编写、修订宠物驯

导师培训大纲和教案 

3.1.3 能对二级、三级、四

级、五级宠物驯导师进行理论

培训 

3.1.4 能根据理论培训归纳

论文的撰写方法和流程、注意

事项等，并能分析解决问题 

3.1.1 宠物驯导系统培训课程

体系构建方法及授课技巧 

3.1.2 宠物驯导师培训大纲和

教案编写方法 

3.1.3 理论培训的归纳技巧和

指导方法 

3.2 技

术指导 

3.2.1 能对二级、三级、四

级、五级宠物驯导师进行技术

培训 

3.2.2 能指导二级、三级、

四级、五级宠物驯导师的训练

工作并检验驯导效果 

3.2.1 宠物驯导师技术培训课

程的方式和方法 

3.2.2 驯导效果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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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5 20 15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行为观察与评估 20 20 20 20 20 

行为管理与训练 25 25 30 35 35 

效果检验与服务 20 25 25 — — 

培训与指导 — — — 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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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观察与评估 35 30 25 25 25 

行为管理与训练 30 35 40 45 40 

效果检验与服务 35 35 35 — — 

培训与指导 — — — 30 3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