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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提出并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侯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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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化工行业发展迅速，2021年化工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 40%以上，已成为世界第一

化工大国。化工生产过程复杂，反应条件苛刻，涉及的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安

全风险高，一旦管控不到位，极易发生安全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冲击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据统计，化工行业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80%以上和从业人员的

安全素质有关，而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质的有效途径是做好企业安全培训工作，保证安全培

训质量。企业内训师熟悉企业实际和发展要求，在企业人才培养、员工学习发展、企业知识

与经验传承中起着关键作用，企业内训师能力直接影响学员的学习和培训效果，是保证安全

培训质量的关键。

《“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中要求“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快培养既能讲授专

业知识又能传授操作技能的一体化师资队伍，实施培训教师素质提升计划”。为了贯彻落实

《“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要求，推进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内训师队伍建设，实

现内训师专业技能人才的深度开发，帮助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打造一支素质优良、规模

适当、结构合理，既能讲授专业知识又能传授操作技能的一体化的内训师队伍，特制定本文

件。

本文件以《成人教育培训工作者服务能力评价》《企业培训师国家职业标准》等国家标

准为依据，参照《国家职业技术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国有企业科技人才薪酬分配指引》

等文件的有关要求，坚持“以培训活动为导向、以专业技能为核心”的指导思想，遵循“能

力为本、科学评价、效果导向、岗位使用”的基本原则，规范和明确了不同技能等级化工（危

险化学品）企业内训师的基本要求、工作要求、技能等级评定等方面的内容。

本文件可引导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按标准规范开展企业内训师的评价与培训，提升

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内训师的专业素质和教学能力，拓宽内训师的职业发展途径，激励

内训师不断提高业务能力，从而提高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培训效果及安全绩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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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内训师技能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内训师基本要求、工作要求和技能等级评定等内

容。

本文件适用于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内训师培训、考核与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无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与定义

3.1

企业内训师 Enterprise internal trainer

根据企业实际需要，掌握并运用现代培训理念和手段，在企业内部从事培训项目开发、

培训课程开发、教学资源开发、培训标准开发等培训开发与研究工作，并实施培训教学活动

的人员。

4 技能等级划分

内训师共分为三个技能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三级内训师、二级内训师师和一级内训师，

一级为最高。

5 技能等级评定

5.1 技能等级评定申报条件

5.1.1 三级内训师的申报条件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a) 具有理工科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学历，5年及以上危险化学品行业从业经历；

b) 具有理工科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及以上危险化学品行业从业经历；

c) 具有化工相关专业初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化工安全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

或化工安全相关工种高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

5.1.2 二级内训师的申报条件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a) 具有理工科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学历，7年及以上危险化学品行业从业经历；

b) 具有理工科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5年及以上危险化学品行业从业经历；

c) 具有化工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化工安全中级及以上注册安全工程

师职业资格，或化工安全相关工种技师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

e) 取得三级内训师技能等级，连续从事培训教学工作3年及以上。

5.1.3 一级内训师的申报条件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a) 具有理工科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7年及以上危险化学品行业从业经历；

c) 具有化工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化工安全中级及以上注册安全工程

师职业资格，或化工安全相关工种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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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取得三级内训师技能等级，连续从事培训教学工作6年及以上；

e) 取得二级内训师技能等级，连续从事培训教学工作3年及以上。

5.2 技能等级评定方式及合格标准

5.2.1 内训师技能等级评定分为理论知识考试、专业技能考核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

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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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理论知识考试采用笔试方式，主要考核内训师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考

试时间为90min。一、二、三级内训师均需参加理论知识考试。

5.2.3 专业技能考核采用审阅申报材料、现场展示等方式，主要考核内训师从事本职业应

具备的专业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20min。一、二、三级内训师理论知识考核合格方可参加

专业技能考核。

5.2.4 综合评审采用业绩举证、答辩等方式，主要考核内训师应具备的综合能力，答辩考

核时间不少于20min。一级内训师专业技能考核合格方可参加综合评审。

6 内训师基本要求

6.1 职业道德

6.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6.1.2 职业守则：敬业爱岗，恪守职守； 遵章守法，为人师表； 勤于钻研，精益求精； 以

人为本，开拓创新；提高素质，促进发展。

6.2 基础知识

6.2.1 政策法规基础知识：

a) 教育培训相关政策法规；

b) 有关教育培训重要论述。

6.2.2 教育培训基础知识：

a) 成人教育基本理论；

b) 成人心理学基础知识。

6.2.3 语言表达基础知识。

6.2.4 职业形象塑造基础知识。

7 工作要求

7.1 内训师的工作要求包括工作任务、工作内容、专业技能要求、相关知识要求四项内容。

三级、二级、一级不同级别的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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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三级内训师能独立完成培训课程开发与设计、培训教学的组织与实施工作。三级内训

师专业技能要求参见表1。

表 1 三级内训师专业技能要求

工作任务 工作内容 专业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培训课程

开发
教学设计

1.能根据给定的课程主题和培训对象运用培训需

求调查工具进行培训需求调查，确定课程目标，编

写课程大纲，完成课程教学设计

2.能依据课程大纲进行课程教学设计

1.培训需求调查相关知识

2.课程目标确定、课程大纲

编写、教学设计等课程开发

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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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制作 能根据课程教学设计制作培训课件 课件制作方法和技巧

培训教学

组织

教学组织 能运用教学策略完成培训教学任务

1.教学策略相关知识

2.教学方法运用相关知识

3.教学过程管控相关知识

教学方法运

用

能根据培训对象和培训内容，运用讲授法、提问法、

演示法、讨论法、练习法、游戏法等教学方法组织

培训教学

教学过程管

控

能从授课准备、主题把握、内容呈现、时间控制、

特殊情况应对等方面进行教学过程管控制，完成预

定教学任务

培训评估

实施

评估方案制

定与实施

1.能制定反应层、学习层培训评估方案

2.能组织实施培训评估
柯氏四级评估相关知识

持续改进 能根据培训评估结果调整优化培训课程

7.3 二级内训师能完成培训项目开发、培训课程开发、教学资源开发、培训教学研究等培

训开发与研究工作，运用任务驱动法、情景模拟法等教学方法完成培训教学的组织与实施，

并不断优化教学过程。二级内训师专业技能要求参见表2。

表 2 二级内训师专业技能要求

工作任务 工作内容 专业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培训项目

开发

项目需求调

查、分析

1.能编制培训需求调查方案

2.能根据需求调研资料和数据，进行项目需求分

析，编写培训需求分析报告

1.培训需求调查的相关知

识

2.培训需求分析及报告编

写相关知识

3.培训项目策划、实施方案

编写相关知识

项目方案编

制与实施

能进行培训项目策划，编制培训项目实施方案并组

织实施

培训课程

开发

课程总体方

案设计
能完成培训课程方案的总体设计 1.课程开发相关知识

2.课程开发的案例分析

3.国际上课程开发的最新

理念

4.培训大纲编写相关知识

课程体系开

发

1.能组织课程体系的开发

2.能开发某一岗位的课程

培训大纲编

制
能编制培训大纲

教学资源

开发

微课开发 能完成微课教学设计，编写微课脚本
教学资源开发相关知识

题库开发
能编制题库开发技术方案，根据培训内容和目标要

求，梳理考核点，编写题库

培训教学

组织

教学组织 能运用教学策略完成培训教学任务

1.教学策略相关知识

2.教学方法运用相关知识

3.教学过程管控相关知识

教学方法运

用

1.能运用案例分析法、任务驱动法、情景模拟法等

教学方法组织教学

2.能进行自我教学反思，改进教学方法

教学过程管

控

能从授课准备、主题把握、内容呈现、时间控制、

特殊情况应对等方面进行教学过程有效管控，优化

教学过程

培训评估

实施

评估方案制

定与实施

1.能设计反应层培训评估指标及评估方案，撰写

《培训项目评估报告》并提出培训改进建议

2.能根据教学目标设计学习层评估指标及评估方

案，测定参训者的学习获得程度
1.柯氏四级评估相关知识

2.评估报告编写相关知识

持续改进
能根据评估结果调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进

程

培训教学

研究

教研活动

组织
能策划并组织开展培训教学研究活动

培训教学研究的相关知识
教学方法

研究

能对国内外培训技术和教学方法进行比较与分析，

结合化工企业特点对培训技术和教学方法进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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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一级内训师能完成培训项目、培训课程、培训标准等培训开发与研究工作，运用行动

学习法、任务驱动法、翻转式课堂等教学方法和模式组织培训教学，具备影响力以及教练辅

导能力。一级内训师专业技能要求参见表 3。

表 3 一级内训师专业技能要求

工作任务 工作内容 专业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培训项目

开发

新职业、新技能培

训项目开发

能根据实际需要，策划并组织开发有关新

职业、新技能的培训项目
1.培训项目开发相关知识

2.项目审定基本方法

3.国外职业培训的新模式项目方案审定
能辨识培训项目、培训计划及实施方案的

不足之处，并提出修改建议

培训课程开

发

新课程开发 能提出新课程开发方案并写出可行性报告

课程开发相关知识

课程开发成果

审定

能辨识教学设计、教学课件、课程方案等

课程开发成果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修改建

议

教学资源

开发

教学案例开发
能编制教学案例开发方案，并能选取典型

素材，编写教学案例

教学资源开发相关知识培训教材开发

1.能制定教材开发总体计划并组织教材开

发工作

2.能具体开发某一课程的教材

教学资源开发成果

审定

能辨识微课、案例、题库、教材等教学资

源开发成果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修改建议

培训标准开

发

培训规范编写

1.能根据培训对象的工作岗位，进行岗位

工作任务分析

2.能编制岗位胜任能力标准，并根据胜任

能力标准，编写培训规范

1.工作任务分析相关知识

2.岗位胜任能力标准编写相关

知识

3.培训规范编写相关知识

4.培训评价标准编写相关知识

培训评价标准

编写
能编写培训评价标准

培训标准

审定

能辨识培训规范、培训评价标准等培训标

准不足之处，并提出修改建议

培训教学组

织

教学组织 能运用教学策略完成培训教学任务

1.教学策略相关知识

2.教学方法相关知识

3 新教学模式的有关理论
教学方法运用

能运用行动学习法、任务驱动法、翻转式

课堂组织培训教学

高技能课程

讲授

1.能完成教学新理念、新技能方面的专题

讲座

2.能讲授高技能培训课程

培训评估实

施

评估方案制定

与实施

1.能设计行为层、结果层培训评估指标及

评估方案并组织实施

2.能撰写《培训项目评估报告》并提出培

训改进建议

1.柯氏四级评估相关知识

2.项目评估报告编写相关知识

3.6D 法则相关知识

培训效果转化
能运用6D法则、辅导技巧转化培训效果促

进行为改变

培训教学 教学组织研究 能组织研发新的教学策略 培训教学研究相关知识

化与创新

培训与

指导

培训
1.能编写三级内训师培训方案及教材

2.能培训三级内训师

1.培训方案及教材编写

相关知识

2.培训教学方法相关知识

指导 能指导三级内训师开展课程开发与培训教学工作
1.实践教学的方法

2.技术指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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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教学方法研究 能组织研发新教法

培训与

指导

培训
1.能编写二、三级内训师培训方案及教材

2.能培训二、三级内训师

1.培训方案及培训教材编写相

关知识

2.培训教学方法相关知识

指导

1.能指导二、三级内训师开展培训开发与

培训教学工作

2.能提供培训咨询服务

1.实践教学的方法

2.技术指导、咨询的方法

8 权重表

8.1 理论知识权重表

三个不同技能等级内训师理论知识权重见表 4。

表 4 内训师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三级（%） 二级（%） 一级（%）

基本要求

基本素质 5 5 5

基础知识 20 15 13

相关知识要求

培训项目开发 12 10

培训课程开发 32 17 16

教学资源开发 10 13

培训标准开发 5

培训教学组织 35 25 22

培训评估实施 8 6 6

培训教学研究 5 5

培训与指导 5 5

合计 100 100 100

8.2 专业技能权重表

三个不同技能等级内训师专业技能权重见表 5。

表 5 内训师专业技能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三级（%） 二级（%） 一级（%）

专业技能要求

培训项目开发 15 10

培训课程开发 40 25 20

教学资源开发 20 10

培训标准开发 8

培训教学组织 55 25 27

培训评估实施 5 5 10

培训教学研究 5 5

培训与指导 5 10

合计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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