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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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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能力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人工智能训练师的等级划分，基本条件，以及不同等级从业人员的岗位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客服、医疗、自动驾驶等领域，应用ASR、TTS、NLU、知识图谱等人工智能技术

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与认定。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人工智能训练师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iner（AIT） 

依据人工智能产品特点，结合产品落地的业务场景实际情况，在人工智能产品应用过程中，使用专

业工具对人工智能产品进行配置、使用、调优、管理的人员。 

2.2 

知识库 knowledge base 

一种数据库，它包括推理规则以及有关人类在某个领域的经验和专家经验的信息。 

[GB/T 5271.28，定义 28.04.06] 

2.3 

训练（用于人工智能） train（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优化手段使单元系统掌握某种技能。有意识地使单元系统发生反应，从而改变

单元系统的能力的活动。 

2.4 

覆盖率 coverage rate 

覆盖率是度量测评单元系统表现完整性的一个手段，是测评单元系统表现的一个度量。用于单元系

统能够处理或应答多少范围内的任务的评测。 

2.5 

准确率（用于人工智能）  precision rate（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单元系统任务处理的正确程度，用来反映对单元系统的正确性解答。 

2.6 

评测（用于人工智能） test（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具有试验性质的测量，即测量和试验的综合。通过使用测试集测评单元系统在任务上的表现结果。 

2.7 

效果（用于人工智能） performance（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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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系统在任务上的表现。即任务的完成情况好坏，包含正确率、覆盖率、及与单元系统交互体

验好坏的情况。 

2.8 

算法模型 algorithm model 

一组用于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或其他机器的规则或指令，以帮助它自己学习。 

2.9 

智能产品 intelligent product 

以人工智能未核心技术的能够供给市场，被人们使用和消费，并能满足人们某种需求的任何东西，

包括有形的物品、无形的服务、组织、观念或它们的组合。 

2.10 

训练工具 training tool 

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优化手段使单元系统掌握某种技能所使用的工具。 

2.11 

数据回流 data recycle 

回收人工智能系统完成任务后的日志数据。 

2.12 

错误结果（用于人工智能） badcase（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单元系统完成任务结果为错误的情况。 

2.13 

意图识别 intent recognition 

识别语言或信号的真实意图，将意图进行分类并进行意图属性抽取。 

2.14 

智能解决率 resolve rate 

衡量人工智能单元系统任务的解决能力的指标。 

2.15 

业务知识 professional knowledge 

某一专业领域，如客服、驾驶、医疗、教育、法律等领域基本及相关专业知识。 

2.16 

知识图谱 Knowledge Graph 

显示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系列各种不同的图形，用可视化技术描述知识资源及其载体，挖

掘、分析、构建、绘制和显示知识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3 基本条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F%E8%A7%86%E5%8C%96%E6%8A%80%E6%9C%AF/15495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A5%E8%AF%86%E8%B5%84%E6%BA%90/23360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E%84%E5%BB%BA/860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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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职业道德要求 

人工智能训练师的职业道德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诚实公正，严谨求是； 

——遵章守法、恪尽职守； 

——尊重商业伦理，保守商业秘密。 

3.2 基本素质要求 

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基本素质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具备需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如客服、教育、医疗等相关领域； 

——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沟通与判断能力； 

——具备电脑操作以及相关工具使用能力。 

3.3 基础知识要求 

人工智能训练师应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概念以及人工智能产品相关的业务专业知识。 

4 人工智能训练师等级划分 

人工智能训练师根据智能产品应用、数据分析、业务理解、智能训练四个维度划分为L5-L1五个等

级，技能要求依次递进，L1级人工智能训练师为最高级别，高级别人员应满足低级别人员的要求。 

不同级别人工智能训训练师的基本要求如下： 

——L5级人工智能训练师需具备高职及以上学历，无从业时间要求； 

——L4级人工智能训练师需具备高职及以上学历，且要求相关领域从业时间大于一年； 

——L3级人工智能训练师需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且要求相关领域从业时间大于三年； 

——L2级人工智能训练师需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且要求相关领域从业时间大于五年； 

——L1级人工智能训练师需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且要求相关领域从业时间大于八年。 

对人工智能训练师实际从业人员，若具备高于等级要求的学历，可减免一年从业时间要求。 

5 人工智能训练师岗位要求 

5.1  L5 级人工智能训练师岗位 

5.1.1 智能产品应用  

能够在指导下进行智能产品功能的开启和简单使用。 

5.1.2 业务理解 

业务理解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采集人工智能技术所需的业务领域数据，为人工智能产品提供生产资料； 

——能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对业务数据整理、汇总并对生产日志进行分类； 

——能够进行处理后业务数据的统计，为优化人工智能产品提供数据依据； 

——能够使用Excel等统计工具。 

5.1.3 智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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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训练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熟练掌握数据特征定义，并将共性特征定义归类整理为生产资料供机器学习； 

——能够运用工具按照特征定义完成定量的数据清洗和标注任务。 

5.2 L4级人工智能训练师岗位 

5.2.1 智能产品应用  

能够为智能产品维护所需知识、数据，并为智能产品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 

5.2.2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熟练掌握智能应用数据指标定义； 

——能够理解已有的数据报表，使用Excel、SPSS、SAS等分析工具得出的分析结论； 

——能够对优化建议进行操作执行，达成优化目标。 

5.2.3 业务理解 

业务理解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分析预处理后的业务数据/信息，明确业务目标与人工智能产品技术指标的内在联系； 

——能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质检，保障数据质量符合人工智能产品要

求； 

——能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整理业务数据采集与处理的规则文档； 

——能够结合业务数据采集与处理的流程和结果，提出效果优化建议。 

5.2.4 智能训练 

智能训练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运用工具，分析业务数据/信息内在的关联，依据关联信息提出优化方案； 

——能够运用工具，对业务数据/信息进行基础分析和分类； 

——能够运用工具，分析算法中错误结果产生的原因； 

——能够运用工具，对算法的错误结果进行纠正。 

5.3 L3级人工智能训练师岗位 

5.3.1 智能产品应用  

智能产品应用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针对复杂业务数据或特殊数据，针对预期要解决的问题设计最优的智能解决方案； 

——能在实际运营和分析过程中，将方法论沉淀下来并固化形成书面的产品需求，输出简单的工

具需求文档； 

——能够基于业务理解，通过数据分析，找到人工和智能交互最优的方式，且设计流程和应用。 

5.3.2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对基础 AI运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生成报表； 

——能够根据不同运营目标，对数据分析结论输出改善建议并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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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业务理解 

业务理解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结合业务知识，找出业务流程中的痛点，并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设计业务模块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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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质检流程； 

——能够深入分析业务数据采集、处理、质检流程，输出工作效率优化方法论。 

5.3.4 智能训练 

智能训练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构建知识图谱； 

——能够根据日常工作流程，提出智能训练工具的优化需求并推动实现。 

5.4 L2级人工智能训练师岗位 

5.4.1 智能产品应用  

智能产品应用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在某一业务领域跨多个业务职能，能设计并应用多个智能产品协同作业的方案，解决业

务问题； 

——能够将解决方案转化成产品功能需求，且呈现设计方案； 

——能够基于某一业务领域情况，创新设计新的全链路智能应用流程。 

5.4.2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数据工具和分析方法； 

——能够跨多产品建立业务的体系化数据分析方法论； 

——能够快速独立发现某一业务领域中的问题的关键点或机会点； 

——能够在项目中通过数据分析结果推进项目产生突破性进展。 

5.4.3 业务理解 

业务理解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掌握基本行业业务知识内容，核心业务流程； 

——能综合业务流程、大类及重难点，构建合理的业务数据运营管理框架； 

——能够充分理解所负责及其关联的业务； 

——能够业务中挖掘潜在机会点及隐藏价值，根据目标产出对应的策略和抓手，实现业务目标； 

——能够管理人工智能训练师团队。 

5.4.4 智能训练 

智能训练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结合业务特征，构建5000例以上高质量特征数据集用于算法训练，并成为算法的核心竞

争力； 

——能够结合业务特征，构建1000例以上高质量特征数据集用于算法测试，并作为算法上线前的

质量保障； 

——能够结合算法模型的训练，推动该算法训练平台优化，且能针对算法模型进行分享并有一定

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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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L1级人工智能训练师岗位 

5.5.1 智能产品应用  

智能产品应用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对跨业务领域多个智能产品结合的复杂项目进行解决方案设计； 

——能够对不同业务领域和智能领域有深入了解，对未来发展有前瞻性； 

——能够将方法论沉淀，应用到智能算法或者知识体系中，并给业务带来变革； 

——能够独立统筹并推动项目进行，推动产品的一系列运营及知识库建设。 

5.5.2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对复杂业务场景和跨业务单元场景的深入理解； 

——能够搭建业务分析框架，为所负责业务线的业务提出具有较有前瞻性的业务发展规划建议。 

5.5.3 业务理解 

业务理解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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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结合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在业务流程中发现创新点，整合、推动行业领域的创新； 

——能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前瞻性的洞察行业业务战略方案； 

——能够整合跨行业资源进行战略落地； 

——能够组建和管理10人以上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团队。 

5.5.4 智能训练 

智能训练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根据对算法的前瞻性，制定智能训练平台的整体产品能力矩阵； 

——能够根据对算法的前瞻性，制定智能训练平台的整体迭代优化节奏； 

——结合不同的算法模型和业务目标，制定智能训练的指标标准； 

——能够制定训练集，测试集的标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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