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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训导职业技能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宠物犬训导职业技能等级的职业技能等级划分、基本要求、职业技能要求、培训要求

及评价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职业院校、宠物领域相关企业从事宠物犬训导职业人员的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宠物训导 pet training

借助特定的工具、设备和语言，训练和培养宠物犬的良好习惯，使其完成指定的动作和任务。

3.2

行为判读 behavior interpretation

依据宠物特征性的肢体动作、头部面部表情、尾部动作及吠叫声音等进行宠物行为和心理的分析。

3.3

不良行为纠正 bad behavior correction

对不符合社会规范或影响人们正常生活的宠物行为进行纠正训练。

3.4

社会化训练 socialized training

通过各种训练技术使犬减少或消除对陌生人和陌生环境的恐惧、警惕和抗拒心理，不对人类和其他

动物主动发动攻击，从而让犬更好地融入人类社会，更加和谐地与人或者其他动物相处的训练过程。

4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4.1 宠物训导职业技能等级由低到高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

求。

4.2 宠物训导（初级）：主要面向宠物饲养管理、赛事犬训练、宠物犬训练、工作犬训练、宠物训导

项目管理等工作领域，完成犬的科学饲养管理和基础科目训练，掌握犬的生理及行为特点，进行常规宠

物训导项目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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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宠物训导（中级）：主要面向宠物饲养管理、赛事犬训练、宠物犬训练、工作犬训练、宠物训导

项目管理等工作领域，制定并执行训导方案，培养犬完成指定工作任务，对客户进行有效指导。

4.4 宠物训导（高级）：主要面向宠物饲养管理、赛事犬训练、宠物犬训练、工作犬训练、宠物训导

项目管理等工作领域，制定个性化的训导方案，完成犬工作能力的提升训练和复杂环境下的行为训导，

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

5 基本要求

5.1 学历和经验

5.1.1 初级培训对象应具有高中以上学历，有从事宠物训导相关工作意愿。

5.1.2 中级培训对象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a) 取得本职业技能初级证书；

b) 在职业院校相关专业学习满 1 年；

c) 连续从事本职业相关工作 1年以上。

5.1.3 高级培训对象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a) 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

b) 在职业院校相关专业学习满 2年；

c) 连续从事相关工作 2年以上。

5.2 职业素养

5.2.1 宠物训导从业人员要有正确的职业认知，明确对应岗位的工作内容，能制定个性化职业成长规

划。

5.2.2 能遵守宠物行业相关法律法规，能按照技术规范和流程完成工作。

5.2.3 有明确的安全防护意识，能采取恰当措施保护自身安全，工作中受伤后能够进行应急处理。

5.2.4 能保证宠物在各项操作中的安全,能判别宠物潜在的安全隐患。

5.2.5 能独立完成工作环境和宠物生活环境的清洁与整理，能进行环境消毒。

5.2.6 具有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具有宠爱源自内心的大爱情怀。

5.2.7 具有务实肯干、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

5.3 基础知识

5.3.1 熟知常见宠物犬的品种特征、生活史、生活习性。

5.3.2 熟知犬的解剖结构、各个组织器官的结构、形态及功能。

5.3.3 熟知犬的营养需求以及营养缺乏和过剩的主要症状。

5.3.4 熟知宠物遗传相关的生物学知识。

5.3.5 熟知宠物犬学习方式及条件反射建立的过程。

5.3.6 熟知宠物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和常见症状。

5.3.7 熟知常见宠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防控知识。

5.3.8 熟知各项犬类赛事的比赛内容及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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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 熟知宠物不良行为的类型、原因、纠正方法及意义。

6 职业技能要求（初级）

6.1 宠物饲养管理

6.1.1 主粮选择

6.1.1.1 能按照宠物粮的营养特点进行分类。

6.1.1.2 能根据宠物品种和年龄选择宠物粮。

6.1.2 宠物饲喂

6.1.2.1 能科学饲喂宠物。

6.1.2.2 能正确对饲喂器具进行消毒。

6.1.3 宠物繁殖

6.1.3.1 能识别常见犬的品种。

6.1.3.2 能对宠物进行发情鉴定。

6.1.3.3 能判断宠物妊娠。

6.1.4 驱虫免疫

6.1.4.1 能按照免疫程序定期免疫。

6.1.4.2 能按照驱虫程序定期驱虫。

6.2 赛事犬训练

6.2.1 行为判读

6.2.1.1 能正确识别犬头部及肢体语言。

6.2.1.2 能正确识别犬叫声的含义。

6.2.1.3 能正确识别犬社交行为的含义。

6.2.1.4 能根据犬行为测试和表现，正确判断犬的神经类型。

6.2.2 工具使用

6.2.2.1 能根据具体情况正确使用牵引工具。

6.2.2.2 能根据训练需要正确选择、使用训练玩具。

6.2.3 亲和关系建立

6.2.3.1 能建立与犬的亲和关系。

6.2.3.2 能在训练中运用亲和关系。

6.2.3.3 能正确进行犬的注意力训练。

6.3 宠物犬训练

6.3.1 基本服从训练

6.3.1.1 能在训练中正确使用响片。

6.3.1.2 能完成宠物犬配合佩戴项圈、口笼、牵犬绳等养犬工具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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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3 能完成宠物犬定时定点饮食训练和定点排便训练。

6.3.1.4 能完成适应犬笼的训练。

6.3.1.5 能完成宠物犬呼名及召回训练。

6.3.1.6 能培养宠物犬配合美容、医疗等操作。

6.3.2 不良行为纠正

6.3.2.1 能完成宠物犬随地大小便行为的纠正。

6.3.2.2 能完成扑人行为纠正。

6.3.2.3 能完成宠物犬召不回问题纠正。

6.3.2.4 能完成随地捡食行为纠正。

6.3.2.5 能完成宠物犬啃咬破坏行为纠正。

6.3.2.6 能完成宠物犬挖掘问题纠正。

6.4 工作犬训练

6.4.1 警用犬训练

6.4.1.1 能够对受训警犬从行为、心理、神经系统、性格、体格等方面进行评估。

6.4.1.2 能够正确使用警用训犬工具。

6.4.1.3 能够进行警犬坐、卧、立、前来科目训练。

6.4.2 导盲犬训练

6.4.2.1 会筛选家庭寄养幼犬并指导主人与犬建立主从关系。

6.4.2.2 能够对家庭寄养幼犬进行稳定性、适用性、服从性的训练。

6.4.2.3 能定期对幼犬进行家庭生活训练评估。

6.4.3 检疫犬训练

6.4.3.1 能够选择符合条件的受训犬。

6.4.3.2 能培养受训犬搜索物品的能力。

6.4.3.3 能培养犬对附有目标气味的物品建立条件反射。

6.4.3.4 训练犬在30个无任何非目标气味干扰的箱包中对9种单一目标气味做出反应。

7 职业技能要求（中级）

7.1 宠物饲养管理

7.1.1 主粮选择

7.1.1.1 能根据宠物的营养状况和生理阶段选择宠物粮。

7.1.1.2 能评价宠物粮的营养价值。

7.1.2 宠物饲喂

7.1.2.1 能针对宠物健康状况制定科学的饲喂方案。

7.1.2.2 能指导客户进行宠物健康管理。

7.1.3 宠物繁殖

7.1.3.1 能确定发情宠物的交配期。

7.1.3.2 能判断宠物妊娠的不同阶段及健康状况。

7.1.3.3 能护理妊娠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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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选种选育

7.1.4.1 能制定科学的繁殖计划。

7.1.4.2 能选择健康种犬并开展宠物自然繁育。

7.2 赛事犬训练

7.2.1 行为判读

7.2.1.1 能通过犬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预判行为表现。

7.2.1.2 能通过对犬的神经类型判别，决定训练中的刺激强度。

7.2.2 工具使用

7.2.2.1 能根据训练需要正确选择、使用诱导物和奖励物。

7.2.2.2 能够训练犬左侧随行 15 m，肩胛不超前或落后训导人员 30 cm。

7.2.2.3 能够在犬运动过程中正确使用牵引绳控制运动路线和速度。

7.2.3 赛制分析

7.2.3.1 能够牢记比赛流程。

7.2.3.2 能够完成比赛项目的规定动作。

7.2.3.3 能够掌握参赛犬只品种标准及比赛评审标准。

7.2.4 社会化训练

7.2.4.1 能够训练犬接受陌生人正确的触摸。

7.2.4.2 能够训练犬适应各种交通工具长途运输。

7.2.4.3 能够训练犬适应比赛场地的复杂环境（声音、照明、其他犬只干扰等）。

7.3 宠物犬训练

7.3.1 基本服从训练

7.3.1.1 能完成宠物犬坐、卧、立训练。

7.3.1.2 能完成宠物犬站立、坐立、随行训练。

7.3.1.3 能完成宠物犬的延缓训练。

7.3.2 不良行为纠正

7.3.2.1 能完成宠物犬攻击行为的纠正。

7.3.2.2 能完成宠物犬吠叫行为纠正。

7.3.2.3 能完成宠物犬护食行为纠正。

7.3.2.4 能完成宠物犬暴冲行为纠正。

7.4 工作犬训练

7.4.1 警用犬训练

7.4.1.1 能够进行迹线气味追踪训练。

7.4.1.2 能够进行室内搜物、搜捕训练。

7.4.1.3 能够进行警犬基础巡逻能力的训练。

7.4.1.4 能够进行吠叫报警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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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5 能够进行守候式警戒训练。

7.4.2 导盲犬训练

7.4.2.1 能完成导盲犬等待、停止、方向转换等服从项目的训练，并建立相应口令的条件反射。

7.4.2.2 能完成导盲犬直线行走、靠边行走、快慢行走等基本行走项目的训练，并建立相应口令的条

件反射。

7.4.2.3 能完成导盲犬障碍绕行、危险环境禁行等基本安全项目的训练，并建立相应口令的条件反射。

7.4.2.4 能完成导盲犬过马路、乘电梯、出入复杂环境等综合能力的训练，并建立相应口令的条件反

射。

7.4.3 检疫犬训练

7.4.3.1 能规范犬对 12 种目标气味的报警形式。

7.4.3.2 能培养犬搜索封闭物品中的禁止携带入境物。

7.4.3.3 训练犬在 40个无干扰气味的箱包中对 9种单一目标气味做出报警反应。

7.4.3.4 训练犬在 40个放有混合目标气味和多种单一目标气味的箱包中对 12种目标气味做出报警反

应。

7.4.3.5 训练犬在 40个放有混合目标气味、多种单一目标气味和非目标气味的箱包中对 12种目标气

味做出报警反应。

7.4.4 表演犬训练

7.4.4.1 能够训练犬完成站立、敬礼、坐立、转圈、鞠躬等独立表演项目。

7.4.4.2 能够训练犬完成握手、跳手、跳腿、空中接食等与训导人员互动表演的项目。

7.4.4.3 能训练犬完成 2个群体表演项目。

7.5 宠物训导项目管理

7.5.1 项目开发

7.5.1.1 会利用大数据了解市场动态。

7.5.1.2 能根据客户需要制定宠物训练方案。

7.5.2 项目推广

7.5.2.1 能与客户进行有效沟通。

7.5.2.2 能为客户讲解项目执行方案。

7.5.2.3 能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维护宠物训导项目相关的线上交流平台。

8 职业技能要求（高级）

8.1 宠物饲养管理

8.1.1 营养配餐

8.1.1.1 能根据宠物营养需要自制宠物鲜粮。

8.1.1.2 能指导客户科学合理的制作和使用宠物鲜粮。

8.1.2 营养调控

8.1.2.1 能根据宠物体况进行食品和保健品的选择与搭配。

8.1.2.2 能指导客户对患病宠物进行营养管理。

8.1.3 宠物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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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1 能完成分娩宠物的护理。

8.1.3.2 能完成初生宠物的护理。

8.1.3.3 会人工繁殖技术。

8.1.4 选种选育

8.1.4.1 能评价和鉴赏常见品种的犬。

8.1.4.2 能评价宠物的繁殖能力，选择优良品种繁育。

8.1.4.3 会科学系统的育种计划。

8.2 赛事犬训练

8.2.1 比赛项目训练

8.2.1.1 能训练犬完成标准赛场直线、圆周、三角形等审查路线的运动。

8.2.1.2 能完成犬的站姿训练，并训练犬保持静态及接受摆位。

8.2.1.3 能训练犬接受陌生人的抚摸及牙齿审查。

8.2.2 比赛行为规范

8.2.2.1 能够表现赛场礼仪。

8.2.2.2 能够在比赛过程中控制犬的行为规范。

8.2.2.3 能够与其他参赛选手文明交流。

8.2.3 比赛技巧训练

8.2.3.1 能够与裁判员正常沟通，了解裁判意图。

8.2.3.2 能够在复杂情况下，使用诱导物吸引犬只的注意力并提高犬只的兴奋性。

8.2.3.3 能够对赛场突发情况进行紧急处理。

8.3 宠物犬训练

8.3.1 基本服从训练

8.3.1.1 能根据客户需求，制定并执行适合宠物犬的训练计划。

8.3.1.2 能全面剖析训练效果，及时调整方案、修正计划。

8.3.1.3 能指导客户居家有效执行计划。

8.3.1.4 能指导客户有效保持和巩固训练效果。

8.3.2 不良行为纠正

8.3.2.1 能根据宠物犬的具体情况和宠物主人的要求制定并执行不良行为纠正的训练计划。

8.3.2.2 能与宠物主人有效沟通训练效果，针对性的调整方案、修正计划。

8.3.2.3 能指导客户有效执行居家行为纠正计划。

8.3.2.4 能定期维系客户，协助完成行为纠正效果的巩固，开发客户潜在需求。

8.4 工作犬训练

8.4.1 警用犬训练

8.4.1.1 能够进行未知迹线追踪、陈旧迹线追踪和不同条件追踪能力训练。

8.4.1.2 能够进行 5000 m迹线气味追踪训练，完成对气味和人的鉴别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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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3 能够进行室外搜捕、搜物能力训练，训练犬在 1500 m2区域，15 min内连续积极兴奋地搜索

出 2~3件物品。

8.4.1.4 能够进行警犬巡逻能力提高训练。

8.4.1.5 能够进行拴系警戒、活动式警戒等训练项目。

8.4.1.6 能够进行搜索迹线能力训练。

8.4.1.7 能够进行追踪终点鉴人能力训练。

8.4.2 导盲犬训练

8.4.2.1 能够指导使用者与导盲犬进行共同训练。

8.4.2.2 能够在导盲犬服从性降低、家庭生活习惯变差和导盲能力退化时，对导盲犬进行复训。

8.4.2.3 能判断导盲犬是否达到退役的条件。

8.4.2.4 能够建立并管理导盲犬档案。

8.4.3 检疫犬训练

8.4.3.1 能训练受训犬完成复杂环境下对 12 种目标气味做出报警反应。

8.4.3.2 能训练受训犬在复杂环境下保持兴奋性，从 20 min逐渐延长到 40 min。
8.4.3.3 能随时观察检疫犬对检验物品气味的泛化内容，针对性的进行调整训练。

8.4.4 表演犬训练

8.4.4.1 能够训练犬完成滑板、投篮、跳绳、叼篮子、跳环等运动性的独立表演项目。

8.4.4.2 能够训练犬完成空中接飞盘、算数、吠叫、舞蹈等与人互动性表演项目。

8.4.4.3 能够训练犬完成 5个群体表演项目。

8.5 宠物训导项目管理

8.5.1 项目开发

8.5.1.1 能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开发宠物文化、宠物娱乐、宠物社交等宠物行为展示项目。

8.5.1.2 能根据客户需要制定特制项目方案。

8.5.1.3 能开发线上互动交流项目。

8.5.2 项目推广

8.5.2.1 能利用互联网技术制定项目推广方案。

8.5.2.2 能开设和管理网店。

9 评价要求

9.1 评价人员要求

9.1.1 评价人员资格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具备评价资格。

a）从事宠物训导相关教学工作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高校相关专业教师；

b）获得本文件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连续从事相关工作3年以上；

c）具备与本文件高级职业技能等级相当的专业技能，并连续从事相关工作5年以上。

9.1.2 评价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评价为线上评价；技能操作考核评价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1︰5，且每个考生至少有3名

评价人员在场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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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评价场所要求

理论知识评价为线上评价，技能操作考核在具备满足技能操作所需设备设施的室内外实训场所进

行，要求通风条件良好，光线充足，安全措施完善，配备全覆盖的监控设备。

9.3 评价对象申报条件

9.3.1 初级评价对象申报条件

参加初级评价者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a）经过初级职业技能的正规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年满18周岁；

b）在职业院校完成本等级所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并年满18周岁；

c）在相关工作岗位上连续工作1年及以上。

9.3.2 中级评价对象申报条件

参加中级评价者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a）具有相应初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且经过中级职业技能正规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

b）在职业院校完成本等级所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

c）在相关工作岗位上连续工作2年及以上。

9.3.3 高级评价对象申报条件

参加高级评价者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a）具有相应中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且经过高级职业技能正规培训；

b）在职业院校完成本等级所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

c）在相关工作岗位上工作满3年及以上。

9.4 评价方式

本标准各个技能等级评价分为理论知识评价和技能操作评价。理论知识评价采用线上考试方式，技

能操作评价采用现场实际操作方式进行，均实行百分制。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考核成绩均达60分以上80

分（不含）以下为合格，成绩达到80分以上90分（不含）以下为良好，成绩达到90分以上为优秀。

9.5 评价内容及比重

9.5.1 理论知识评价内容及比重

理论知识评价内容包括宠物饲养管理、赛事犬训练、宠物犬训练、工作犬训练、宠物训导项目管理

5个模块，不同评价等级各个模块所占比重见表1。

表1 理论知识评价内容及比重

模块 初级(﹪) 中级(﹪) 高级(﹪)

宠物饲养管理 30 20 25

赛事犬训练 20 20 25

宠物犬训练 30 30 10

工作犬训练 20 20 30

宠物训导项目管理 —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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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 100 100

9.5.2 技能操作评价内容及比重

技能操作评价内容分初、中、高3级，初级技能操作项目及比重见表2，中级技能操作项目及比重见

表3，高级技能操作项目及比重见表4。

表2 初级技能操作评价项目及比重

评价模块 评价项目 所占比重(﹪)

宠物饲养管理

宠物发情鉴定 5

免疫程序制定 5

驱虫程序制定 5

赛事犬训练

牵引工具的选择和使用 5

驯导玩具选择和使用 5

建立亲和关系 10

宠物犬训练

适应犬笼训练 10

宠物犬召回训练 10

扑人行为纠正 10

随地捡食行为纠正 15

工作犬训练
工作犬基础科目训练 10

建立主从关系 10

合计 100

表3 中级技能操作评价项目及比重

评价模块 评价项目 所占比重(﹪)

宠物饲养管理

交配期确定 5

妊娠宠物护理 5

制定科学饲喂方案 5

赛事犬训练

识别犬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 5

犬性格类型测试 5

宠物犬社会化训练 10

宠物犬训练

随行科目训练 10

延缓科目训练 10

吠叫行为纠正 10

暴冲行为纠正 10

工作犬训练
握手科目表演 10

空中接食科目表演 10

宠物训导项目管理 与客户沟通训练方案 5

合计 100

表4 高级技能操作评价项目及比重

评价模块 评价项目 所占比重(﹪)

宠物饲养管理
分娩宠物护理 5

初生宠物护理 5

赛事犬训练 犬展动态审查路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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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展静态审查摆犬方法 10

宠物犬训练
制定普通科目训练计划和不良行为纠正计划 10

指导客户居家执行计划 5

工作犬训练

叼篮子表演 15

扔垃圾表演 15

跳圈表演 15

宠物训导项目管理 制定项目推广方案 10

合计 1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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