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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成人教育分会、美国国际认证协会北京

代表处联合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成人教育分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美国国际认证协会北京代表处、北京甦学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北京天地人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获尊教育科技中心、

华夏盛德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深圳润禾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本标准起草人：沙江、闵文霞、谭云明、杨扬、邓芬、王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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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从“四个第一”的高度对家庭教育做了深刻论述，

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

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总书记的讲话高度

概括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对新时代推动落地式家庭教育普及和家校

共育建设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深刻变

化，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重智轻德”“重身体健康、轻

心理健康”的倾向广泛存在；很多父母表示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教育孩

子，有的甚至将殴打虐待作为家庭教育方式。这些问题，影响了许多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培养家庭教育专业人才是推进落地式家校共育的瓶颈。2015 年

10 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

各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幼儿园要配合妇联、关工委等相关社会组织，

在队伍、场所、教学计划、活动开展等方面相互协助，共同办好家长

学校；全国妇联、教育部等九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

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 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对家长学校建设、

家庭教育指导内容和家庭教育专业人才等具体要求。2021 年，是十

四五规划开官之年，如何加快培养家庭教育专业人才，也是“双减”

新政下家校共育的任务要求。

标准的建设目的，是为认真贯彻《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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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意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

风建设精神，结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

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等文件精

神，进一步推进区域家庭教育现代化，深化现代家庭教育改革，从根

源上破解单一学校教育的弊端，引领家长学习家庭教育，提升育人素

养，强化家校共育能力，全面推进和谐幸福家庭教育工程，积极构建

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着力提高教师指导家庭教育

水平和能力，满足“双减”新政下，培养家庭教育专业人才和育人专

家团队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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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指导师专业能力测评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制定了家庭教育指导师专业能力测评规范，适用于家庭教

育指导师培训的认证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3 术语与定义

3.1 家庭教育 Family Education

家庭中发生的、以亲子互动为中心的教育活动，是成年人按照期

望的目标在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持续不断地教育和影响孩子的过程，

也是家庭成员相互学习和影响的过程。

3.2 家庭教育指导师 Family Education Instructor

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家庭教育咨询，亲子教育咨询等的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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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面对的群体是家庭，目的是把家庭塑造得更加和谐、稳定、幸

福、美满、积极以及针对家庭教育中出现的问题给予合理的解决方案

并且做出指导。

4 专业等级和要求

本规范将家庭教育指导师分为初级家庭教育指导师、中级家庭教

育指导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三个等级，并分别规定了相应的学习

目标、核心知识点和能力。

4.1 初级家庭教育指导师

4.1.1 学科知识要求

本级别内容适合于对家庭教育专业知识感兴趣的知识探索者、负

责德育、政教工作的学校领导、教师、学校家校合作委员会成员、热

爱家庭教育的家长、相关从业者等。

4.1.2 学习目标

通过学习基础理论知识，了解家庭教育的原理及孩子身心发展的

客观规律。具体学习目标如下：

1.知识目标：了解家庭教育基础理论、儿童心理理论、儿童发展

理论。

2.能力目标：熟练掌握家庭教育学、家庭社会学、原生家庭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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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孩子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包括脑科学、0-6 岁孩子身心发展特

点及规律、6-12 岁孩子身心发展特点及规律、12-18 岁孩子身心发展

特点及规律）。

4.1.3 核心知识点和能力

初级家庭教育指导师主要包括 10 个核心知识点和与之相对应的

水平要求。如表 1所示。

表 1 初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核心知识点和水平要求

序号 核心知识点 水平要求

1 家庭教育指导师定位
了解家庭教育指导师身份定位、工作场景、

发展前景、行业趋势。

2 家庭教育学
了解影响孩子发展的家庭因素、合格家长应

具备的素质、家庭教育原则及方法。

3 家庭社会学
了解家庭氛围、家庭成员心理状态对孩子的

影响。

4 原生家庭理论

了解如何摆脱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创造怎

样的家庭氛围才能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

环境。

5 脑科学
掌握脑科学基础知识，了解学习的生理基

础。

6 认知理论 了解智力和学习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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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核心学习能力

掌握孩子学习习惯的养成方法、孩子注意力

特点及常见问题、孩子阅读能力培养方法、

孩子创造力培养方法。

8
0-6 岁孩子身心发展规

律及特点

了解 0-6 岁孩子的生理和认知发展特点、婴

儿期依恋关系及学前期儿童社会性发展。

9
6-12岁孩子身心发展规

律及特点

了解 6-12 岁孩子的生理和认知发展特点、

人际交往和人格发展。

10
12-18 岁孩子身心发展

规律及特点

了解 12-18 岁孩子的生理和认知发展特点、

青春期同伴关系。

11 因材施教
针对三类不同性格版型的孩子施行不同的

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法。

4.2 中级家庭教育指导师

4.2.1 学科知识要求

本级别内容适合于已经通过初级家庭教育指导师等级认证，并有

意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水平的学校领导、教师、学校家校合作委员会成

员、热爱家庭教育的家长、相关从业者等。

4.2.2 学习目标

通过理论学习了解家庭角色、家庭关系对孩子的影响，掌握正确

的情绪引导方法，掌握家庭文化建设方法。具体学习目标如下：

1.知识目标：了解家庭角色转变、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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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家庭文化、家庭规则的建立方法。

2.能力目标：掌握情绪引导法的指导与运用，能够正确应对家庭

冲突与家庭危机。

4.2.3 核心知识点和能力

中级家庭教育指导师主要包括 6 个核心知识点和与之相对应的

水平要求。如表 2所示。

表 2 中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核心知识点和水平要求

序号 核心知识点 水平要求

1 家庭关系

了解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原生家庭对新

生家庭的影响、夫妻关系对孩子的影响、家

庭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影响、二胎或三胎家庭

对孩子的影响。

2 亲子关系

了解父母自身素质对孩子的影响、了解安全

依恋的类型和发展阶段、知道如何建立全人

教育教养方式、掌握孩子心理线索、情绪引

导法的原理与运用。

3 亲子沟通
针对三类不同性格版型的孩子，施行不同的

具有针对性的沟通技巧和教育方法。

4 家庭文化

掌握家庭文化建设的方法，在家庭发展过程

中建立家庭成员共有的精神价值观念、理想

信念。

5 家庭规则

掌握家庭规则建立的方法，建立家庭所有成

员该有的行为规范即建立家训或家风，以便

孩子自然习得良好的行为习惯。

6 家庭冲突

掌握家庭冲突应对方法，即当出现夫妻冲

突、亲子冲突时，如何化解家庭成员间的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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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家庭危机
掌握家庭危机的应对方法，在家庭面临重大

危机时，家庭成员如何共同度过危机。

4.3 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

4.3.1 学科知识要求

本级别内容适合于已经通过中级家庭教育指导师等级认证，并有

意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水平的学校领导、教师、学校家校合作委员会成

员、热爱家庭教育的家长、相关从业者等。

4.3.2 学习目标

通过理论学习和实操，理解并掌握家庭教育相关疗法，能够处理

0-18 岁孩子发展常见问题，掌握提升孩子学习能力的方法。具体学

习目标如下：

1.知识目标：了解家庭教育的真谛，了解孩子社交能力培养的技

巧，了解根治孩子网瘾的方法，了解家庭教育指导技能、家庭教育问

题处理原则；

2.能力目标：通过家庭教育相关方法发现并解决问题；掌握家庭

评估、信息收集、家庭访谈方法；掌握家庭工作沟通技巧；能够处理

0-18 岁孩子发展常见问题；掌握帮助孩子提升学习能力的正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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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核心知识点和能力

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主要包括 7 个核心知识点和与之相对应的

水平要求。如表 3所示。

表 3 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核心知识点和水平要求

序号 核心知识点 水平要求

1 家庭教育相关方法

了解并掌握让孩子自律的方法，懂得如何培

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了解培养孩子社交

能力的技巧，知道如何彻底根治孩子的网瘾

问题。

2 家庭工作方法

掌握家庭工作方法，包括：家庭评估、信息

收集方法；家庭访谈方法和注意事项；如何

建立家庭关系；面对家庭冲突如何处理；家

庭工作沟通技巧；情绪心理线索在家庭指导

工作中的运用；潜意识沟通法在家庭指导工

作中的运用。

3 亲子问题的应对原则
理解并掌握情绪与人际问题、规则性和行为

问题、学习类问题、家庭成员关系问题。

4
0-6 岁孩子常见问题及

处理方法

了解0-6岁孩子常见问题并掌握相应的处理

方法。

5
6-12岁孩子常见问题及

处理方法

了解 6-12 岁孩子常见问题并掌握相应的处

理方法。

6
12-18 岁孩子常见问题

及处理方法

了解12-18岁孩子常见问题并掌握相应的处

理方法。

7
提升孩子学习能力的方

法

掌握智商、敏感期、记忆力、专注力和理解

力的相关知识，熟练掌握各种学习方法，如

学习惯例表的妙用、各种习惯养成的诀窍，

懂得将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到学习上的潜意

识控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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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因材施教
针对三类不同性格版型的孩子施行不同的

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法。

5 测评和评价

本规范以家庭教育指导师等级所确定的学习目标、核心知识点和

能力为依据，针对不同级别学生的学习内容，设立了家庭教育指导培

训阶段性学习效果检测和评价的机构、原则、方式、内容以及标准。

5.1 测评和评价机构

家庭教育指导教育的测评和评价机构主要由专家委员会和评测

服务管理部组成。具体组成与分工如下：

1.专家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由教育理论专家、技术专家、教学专家组成。教育理

论专家是指从事家庭教育指导研究工作的知名专家学者，主要负责检

测和评价的理论指导；技术专家是指从家庭教育指导技术研究的专业

人员，主要负责检测和评价的技术指导和论证；教学专家是指长期在

一线从事家庭教育指导普及教育的优秀教师，主要负责全国各地家庭

教育指导培训开展情况的实情反馈，落实相关标准的推广工作等。

2.评测服务管理部

评测服务管理部是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成人教育分会开展全国

家庭教育指导师专业能力等级评测的普及和管理机构，负责全国各地

评测服务中心的指导和日常管理等工作，包括发展以市为单位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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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标准化评测点的管理、评测师的考核和认证等。各市级服务中

心负责当地家庭教育指导师等级评测工作培训的组织、相关证书的发

放等。

5.2 检测和评价原则

1.开放性：检测过程中，不限定学员使用的道具和模型。

2.规范性：检测的客观题由网上人工智能系统统一评测。

3.客观性：从专业技能、胜任力和价值观三个方面的综合测评，

并形成专业测评报告，向参测者提出科学、客观实用的测评评价与发

展建议。

5.3 检测和评价方式

本规范采用理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检测试题符合《信

息技术学习、教育和培训测试试题信息模型》（GB/T 29802-2013）

的规定，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成人教育分会评测服务管理部统一命

题，全国组织统一评测。不同技术等级的评测时长和分值如表 4所示

表 4家庭教育指导师等级检测和评价量表

评测类别 初级 中级 高级

基础知识 70 分 30 分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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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 30 分 70 分 40 分

实操技能 0分 0分 40 分

总分 100 分 100 分 100 分

测评时长 60 分钟 90 分钟 120 分钟

参加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测评的学生，评测随机发布测评试题。

5.4 检测和评价内容

本规范按照家庭教育指导师不同技术等级所规定的学习目标、核

心知识点和能力要求设置检测内容。

5.5 检测和评价标准

理论部分、实操部分总分达到 60 分及以上为合格，合格后才能

参加下一级测评；反之则需重新报名进行补考。

考核合格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按技术等级领取纸质证书，同时网上

也有相应的电子证书，以备查询。证书中包含姓名、身份证号、级别、

发证日期等基本信息。

6 发布与实施

本标准自 2022 年 月 日发布，并从 2022 年 月 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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