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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贯彻落实《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规范从业者从业行

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方向，促进相关从业人员提升职业素养、推动经济社会全

面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有关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工

业和信息化部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1

年版）》(以下简称《标准》)。

一、本《标准》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统计

局办公室关于发布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的通知》（人社厅发〔2020〕

17 号）为依据，按照《国家职业技术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 年版）》有

关要求，以“职业活动为导向、职业技能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对人工智能训练

师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规范细致描述，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

平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

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

工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

三、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有：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浙江省技

能人才评价管理服务中心、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欣云智讯科技有限公司、中关村融智特种机器人产业联盟、中国科学院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中国兵器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山东旗帜信息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移在线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市渤海石油职工交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起草人有：赵霁飞、林丽、吴

东恒、刘丹、魏玮、曹恬、王智宇、殷军宁、吴倩、傅伉莉、陈丽平、郭庆榕、

林育川、赵昆、张庆侠、葛陆媛、陈彬斌、陈涛、丁德成、陈小贝、陈尚义、施

佳樑、李昱霖、王子嘉、徐宗彬、程蘭颖、陈白帆、肖俊、李杨、路体坤、原宝

涛、王琴、韩英、高晨晨、周婷婷、陈霞、秦一鸣、闵雅琴、郭成林、宋玉东、

郭旭。

四、本《标准》审定单位有：北京高德云图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工商职业学

院管理学院、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源启慧柯科技有限公司、光山县科思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济南顶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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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思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成都市汇众天智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本《标准》主要审定人员有：李罕鹏、

谭少柱、张鹤、苏钰、胡煌、田春、易酿、蔡琪伟、张成刚、骆靖元、王学琪。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葛恒双、刘永澎、王小兵、张灵芝、贾成千与浙江省人社厅洪在有、陈中杰的指

导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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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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职业包含数据标注员、人工智能算法测试员两个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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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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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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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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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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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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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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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相关专业：电工电子类、信息类等专业，下同。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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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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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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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能够将智能系统在真实应

用场景中部署实施

3.1.1 知识整理

方法

3.1.2 数据整理

方法

3.1.3 智能产品

应用方法

3.1.4 智能系统

部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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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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使用工具对算法进行训

练

2.2.3 能够使用测试工具对人工

智能产品的使用进行测试

2.2.4 能够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

编写测试报告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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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训练工具和

测试工具的原理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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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结果，对训练参数和过程进

行调优，以适应业务场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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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将产品功能需求转化为

具体的设计和实现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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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整合推动业务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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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方

向，并推动训练流程和方法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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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智能算法或者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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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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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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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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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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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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