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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自发布日至起有效期三年，到期复审。

本标准按由中国音乐剧协会标准化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音乐剧协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中国校

园健康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亚舞联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关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绿色基金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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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特培训与测评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培训机构模特培训与测评规范。达到检验模特综合素质

的服务能力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业余培训机构和专业培训机构及第三方机构提供模特培

训与测评规范服务。

2 定义、符号和术语

本标准采取以下定义、符号和术语。

2.1 定义

2.1.1 模特

模特儿是由英语的“Model”音译而来，主要是指担任展示艺术、时

尚产品、广告等媒体的人，模特儿一词也代表了从事这类工作人的职业。

2.1.2 能力规范

对业余和专业培训机构及第三方提出如何解放天性、科学的专业性指

导和要求。

2.2 符号

2.2.1 传统模特

2.2.2 网络模特

2.3 术语

2.3.1 基础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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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nap：素颜卡

2-Booker ：模特经纪人

3-Test：专业拍摄团队创作拍摄

4-Mood Board：情绪版

5-Casting：试镜

6-Call Sheet：拍摄通告档期

7-Rundown：时间安排表

8-Fitting：试衣

9-MUA：化妆师

10-Look book :品牌季度的产品展示图，画册

11-Campaign：广告商业片

12-TVC：电视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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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模特培训与测评

（初、中、高测评标准）

初级（一级、二级、三级）

台前造型50%，站姿形体10%，表情10%，走台10%，转身10%,肢体协调性10%。

中级（四级、五级、六级）

表情、眼神、自信度50%，台前造型10%，站姿形体10%，走台10%，转身10%,

肢体协调性10%。

高级（七级、八级、九级）

台步46%，转身12%，道具展示12%，台前造型10%，自信度10%，形体10%。

专业级（十级）

模特编导 50%，服装风格展示 30%, 音乐素养 10%，平面模特展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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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培训课程

初级班课程目的：培养孩子兴趣改善孩子形体并学会基本礼仪.

新生班课程内容：基本站姿、走姿、造型.

课时数 15 次课（30 节）

★第一次课：自我介绍、班级班规、基本坐姿、明白基本站姿、基本乐感

熟悉（快、中、慢）、手叉腰平移直线练习！

★第二次课：基本站姿、形体矫正与塑造、基本坐姿、基本乐感训练（快）、

平移，手叉腰走直线练习！

★第三次课：基本站姿、、形体矫正与塑造，基本坐姿、基本乐感熟悉（中）、

摆手臂练习！

★第四次课：基本站姿、形体矫正与塑造、基本坐姿、基本乐感熟悉（慢）、

摆臀练习，强化摆手臂练习！

★第五次课：基本站姿、形体矫正与塑造、韵律操、踢脚练习！

★第六次课：强化摆手臂和踢脚练习！

★第七次课：基本站姿，形体矫正与塑造，韵律操、摆手臂直线练习（要

有踢脚的感觉）！

★第八次课：基本站姿、形体矫正与塑造、韵律操、摆手臂直线练习（腿

部力量加强，明显有踢脚的感觉！

★第九次课：强化第七次课！

★第十次课：站姿，形体矫正与塑造、韵律操、T 台摆臂加踢脚走台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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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次课：基本站姿、形体矫正与塑造、韵律操、T 台摆臂练习、自

然转身练习！

★第十二次课：基本站姿、形体矫正与塑造、韵律操、强化自然转身练习、

基本造型训练！

★第十三次课：基本站姿，强化自然转身、基本造型练习、T 台走秀！

★第十四次课：正常走秀流程排练！

★第十五次课：初级成品展示，初级成绩班级汇报，对比视屏发放群里，

拍照留档！

初级测评流程

形象要求: 淡妆，指定上衣穿着星空 T 恤搭配。

评分标准:

基本站姿、行走技巧、转身技巧、造型美感、表演能力

考试流程:

1、提前 30 分钟签到，领取准考证;

2、排队候场，按照准考证编号;

3、五人一组，进入考场;

4、每位考生，每人单独展示二次

(底台定点 3 秒出场、前台造型定点 3 秒{1 个基本造型}、回场，完整

二次);

5、自我介绍 1-3 分钟，内容不限;

6、考试完毕，离开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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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测评内容及标准（一级、二级、三级）

1、基本站姿(10 分)

(1)考核 5 个要素(脚后跟、小腿肚子、屁股、肩膀、后脑勺 5

点成一线贴墙，收腹，立腰，下巴与地面保持平行，头正，眼睛平视 前

方，保持微笑。)

2、行走技巧(40 分)

(1)保持微笑。 (2)身体保持正直的情况下大步走直线。 (3)前后摆臂，

出脚力度。

3、转身技巧(10 分) (1)原地转身。

4、造型美感(20 分)

(1)以形象定位确定动作的幅度、力度、速度和亮相饱和度，表现 个性、

意境和神韵，连续展示两遍 ，每遍做 1 个基本造型(指定上衣 穿着潮童

T 恤搭配)。

5、表演能力(20 分) (1)音乐节拍的掌握、丰富自然的表情、内在气

质的展现。

中级培训课程

T 台班 25 次课（60 节）其中夏季 10次课（30 节）

T 台班课程目的：培养孩子造型感和团队协作能力以及成品展示！

T 台班课程内容：T 台道具教学、双人组合搭配、礼服走姿、成品编排！

课时数：25次课（60 节）

★第一次课：站墙、形体矫正与塑造、表情练习（微笑、酷）节奏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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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中慢，配合教具）并配合音乐结合走姿！

★第二次课：站墙、形体矫正与塑造、上步转身练习并结合走姿练习！

★第三次课：站墙、形体矫正与塑造、皮球造型学习！

★第四次课：皮球走姿，前台定点造型（配合表情：微笑）！

★第五次课：皮球成品编排（配合表情：微笑），加 T台走秀定点造型！

★第六次课：谢幕-绕场谢幕、台两边站一排拍手！

★第七次课：谢幕-挥手绕场谢幕直接下台！

★第八次课：墨镜造型训练，墨镜动作结合走姿训练！

★第九次课：墨镜动作结合中场转身训练加走台！

★第十次课：墨镜造型加 T台展示加谢幕！

注：（以上 10次课分 30 节）

★第十一次课：服装搭配亲子课（买纯白 T 画图走秀展示）

★第十二次课：实践课！

★第十三次课：站墙、形体矫正与塑造、鸭舌帽造型训练！

★第十四节课：鸭舌帽造型走姿训练！

★第十五次课：鸭舌帽、墨镜成品编排及走台！

★第十六次课：站墙，形体矫正与塑造，韵律操、走姿训练（着重台风）！

★第十七次课：双人组合造型训练加走姿！

★第十八次课：平面造型手位练习！

★第十九次课：平面造型脚位训练！

★第二十次课：方型 T 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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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次课：礼服造型学习！

★第二十二次课：礼服走姿训练！

★第二十三节课：礼服双人组合走姿训练！

★第二十四节课：礼服走秀编排！

★第二十五节课：亲子课，成品走秀展示，毕业典礼！

中级测评流程

★形象要求:

淡妆，指定上衣穿着星空 T 恤，道具的展示。(道具自行选择即可，无指

定要求)

★评分标准:

基本站姿、行走技巧、转身技巧、造型美感、表演能力

★考试流程:

1、提前 30 分钟签到，领取准考证;

2、排队候场，按照准考证编号;

3、五人一组，进入考场;

4、第一次单溜无道具;

(底台定点 3 秒出场、中场转身、前台造型定点 3 秒{2 个基本造型}、

回场，完整 一次)

5、第二次单溜有道具;

(底台定点 3 秒出场、前台造型定点 3 秒{2 个基本造型}、回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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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

6、自我介绍 1-3 分钟，内容不限;

7、考试完毕，离开考场。

中级测评内容及标准（四级、五级、六级）

1，基本站姿(10 分) (1)基本底台造型(重心向上，肩膀下压，背部用力，

保持微笑，

眼神坚定)。 2，行走技巧(40 分)

(1)保持微笑。 (2)身体保持正直的情况下大步走。 (3)前后摆臂不超过

45°，出脚有力不浮大。

3，转身技巧(10 分) (1)原地转身、上步转身、中场转身。

4，造型美感(20 分)

(1)以形象定位确定动作的幅度、力度、速度和亮相饱和度，表现 个性、

意境和神韵，连续展示两遍 ，每遍做 2 个基本造型(指定上衣 穿着星空

T 恤搭配)。

5，表演能力(20 分) (1)音乐节拍的掌握、丰富自然的表情、内在气质的

展现。

高级培训课程

服装班课程目的：规范走姿、眼神、留头！

服装班课程内容：形体训练、发布会道具教学、多人组合搭配、特色服装

教学、台型练习、谢幕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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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数 45 次课（90 节）

★第一次课：形体训练，地面动作（上半节课）走姿训练配合表情（下半

节课）！

★第二次课：形体训练，啦啦操简单！

★第三次课：指定音乐走姿并配合表情练习！

★第四次课：谢幕-单排绕场谢幕、中上边回谢幕，双排外翻花谢幕！

★第五次课：谢幕-双排内翻花谢幕，两排对绕谢幕、（一排内一排外）

双排变成一排边回谢幕！

★第六次课：站墙，形体拉伸，上步绕场转身练习！

★第七次课：上步绕场转身并配合绕场谢幕！

★第八次课：站墙、形体拉伸、球拍造型练习！

★第九次课：站墙、球拍造型并配合走姿 T 台加定点造型！

★第十次课：运动装走姿及服装展示训练！

★第十一次课：运动装成品秀编排并配合球拍道具展示走台！

★第十二次课：站墙、形体拉伸、韵律操、礼帽造型动作训练！

★第十三课时：礼帽造型训练并结合礼服进行定点造型及走姿训练！

★第十四课时：礼帽造型及礼服走秀编排加走秀展示！

★第十五课时：正装成品编排（衬衫黑裤子）-学生自己编排走秀及展示！

★第一次课：站墙、形体拉伸、多人组合造型训练（两人、三人）一组！

★第二次课：台型课训练（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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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课：台型课训练（回型台）！

★第四次课：台型课训练（Ｘ型台）！

第五次课：站墙、形体拉伸、外套造型训练并配合走姿，音乐 T 台走秀展

示！

第六次课：舞台应急处理（外套脱落，鞋带开了，突然没有音乐暂停）

第七次课：站墙、形体拉伸、走姿训练及纠正！

第八次课：站墙、形体拉伸、身体协调性训练并配合走台！

第九次课：各台型走秀并结合外套造型走秀展示！

★第一课时：站墙、形体拉伸、平面手位加脚位练习！

★第二课时：平面脚位行动中练习！

★第三课时：教室摆拍动作实践加亲子平面造型！

★第四课时：单手插口袋走姿加舞台互动！

★第五课时：玩偶造型展示加书造型展示！

★第六课时：玩偶造型加书本展示走姿训练！

★第七课时：台风训练（眼神）！

★第八课时：台风训练（找镜头感）！

★第九课时：泳装造型及走姿训练！

★第十次课时：泳装成品秀编排及走秀！

★第十一课时：旗袍及唐装造型走姿训练！

★第十二课时：旗袍及唐装成品秀编排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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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课时：朝代服成品秀编排！

★第十四课时：旗袍唐装开场秀成品编排及走秀谢幕排练！

★第十五课时：亲子礼服秀、毕业典礼！

高级测评流程

形象要求: 淡妆，根据服装的选择展示神态(服装、道具自行选择，无指

定要求) 1、指定上衣穿着星空 T 恤搭配、道具展示;

2、泳装展示;

3、礼服展示。

评分标准:基本站姿、行走技巧、转身技巧、造型美感、表演能力

考试流程:

1、提前 30 分钟签到，领取准考证;

2、排队候场，按照准考证编号;

3、第一轮展示道具，五人一组，进入考场;

(底台定点 3 秒出场、绕场转身{全程无定点}、回场，完整一次) 所有高

级考生第一轮展示完毕后，再进行第二轮泳装。 4、第二轮展示泳装，五

人一组，进入考场;

(底台定点 3 秒出场、中场转身、前台造型定点 3 秒{2 个基本造型}、

回场，完整 一次)。所有高级考生第二轮展示完毕后，再进行第三轮礼服。

5、第三轮展示礼服，五人一组，进入考场;

(底台定点 3 秒出场、前台造型定点 3 秒{2 个基本造型}、回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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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

6、展示完毕后进行自我介绍 1-3 分钟，内容不限;

7、考试完毕，离开考场。

高级测评内容及标准（七级、八级、九级）

1，基本站姿(10 分) (1)基本底台造型(重心向上，肩膀下压，背部用力，

保持微笑，

眼神坚定)。 2，行走技巧(40 分)

(1)保持微笑。

(2)身体保持正直的情况下大步走，根据抽取的不同服装、音乐展 示走姿

的技巧。

(3)前后摆臂不超过 45°，出脚有力不浮大。 3，转身技巧(10 分)

(1)原地转身、上步转身、中场转身、绕场转身。 4，造型美感(20 分)

(1)以形象定位确定动作的幅度、力度、速度和亮相饱和度，表现 个性、

意境和神韵，连续展示两遍 ，每遍做 2 个基本造型，组合造型 美感，

相互配合的程度，根据服装的选择展示神态(指定上衣穿着潮 童 T 恤搭

配、泳装、礼服三套服装考生自备)。

5，表演能力(20 分) (1)音乐节拍的掌握、丰富自然的表情、内在气质的

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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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特培训与测评规范

依照本标准对业余培训机构和专业培训机构及第三方服务能力和水

平进行培训和测评规范评分时候，参考表格设置。

模特评价标准

标准 基础课程 音乐能力 表现能力 综合素质

启蒙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分值

6 测评指标

通过以上表格测评数据对业余培训机构和专业培训机构及第三方机

构被服务人员进行分值评价，以达到检验模特综合素质的服务能力和要

求。

a)60 分（含 60 分）以上，达到模特能力待及格；

b)70 分（含 70 分）以上，达到模特能力及格;

c)80 分（含 80 分）以上，达到模特能力良好;

d)90分（含 90 分）以上，达到模特能力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