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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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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起草单位：新华国采教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育星教育投资有

限公司、世纪华彩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社会艺术协会、成都康德世纪教

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央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永利、吴海青、余伟琦、梁鹿、侯翠红、李迪、童毅、

丘锡彬、任江维、郭杰、范晓曼、刘博、李海勇、陈向丽、李楠、吴西、钟新星、

周莹、王焱、胡海英、刘宏、马克。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新华国采教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未经新华

国采教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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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器乐艺术指导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

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器乐艺术指导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人

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9805-2013 信息技术学习、教育与培训学习者模型；

GB/T 36723-2018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专业分类要求；

GB/T 37709-2019 非正规教育服务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723-2018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专业分类要求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

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器乐艺术

器乐是用乐器演奏或为乐器而写的音乐，器乐艺术是以表现器乐的音乐艺术，

涵盖了乐器、乐器史、器乐的表演与创作、器乐的欣赏与审美等方面的内容。

3.2 器乐艺术指导

器乐艺术指导是根据人身心发展的特点和教育的基本规律，以器乐教学为内

容，追求审美取向和教育取向，旨在培养国民的器乐艺术演奏和体验、创造和表

现、评价与反思能力为目的的审美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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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器乐艺术指导从业人员

器乐艺术指导从业人员是指在校外培训机构、公益文化部门及其他企事业单

位从事器乐艺术教学指导的从业者。

3.4 器乐艺术指导教学技能

器乐艺术指导教学技能是器乐艺术指导从业人员运用已有的器乐表演实践

与教学理论知识，通过练习而形成的稳固、复杂的教学行为系统，是器乐艺术指

导从业人员必备的演奏技能与教育教学能力。

4 适用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音乐教育、音乐表演、学前教育。

高等职业学校：音乐教育、音乐表演、学前教育。

应用型本科学校：音乐学、音乐教育、音乐表演、学前教育。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面向校外培训机构、公益文化部门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的艺术培训教学岗

位群，对入门和初级、中级直至高级阶段的儿童、青少年及成人进行器乐艺术教

育培训辅导的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器乐艺术指导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依

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器乐艺术指导】（初级）：针对中等职业学校及以上阶段，且有 1年以上

学习器乐艺术或相关类别培训经历的学生。最终能熟练掌握初级知识技能核心要

领及其方法，能为器乐艺术学习启蒙和初级阶段的学生设计具有趣味性及符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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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特点的学习计划，具备器乐艺术作品模仿及简单编创能力，并能结合多媒体进

行教学及展示。

【器乐艺术指导】（中级）：针对高等职业学校及以上阶段，且有长期学习

器乐艺术或相关类别培训经历的学生。最终能熟练掌握中级知识技能核心要领及

其方法，能为器乐艺术学习中级阶段的学生设计具有趣味性及符合年龄特点的学

习计划，具备器乐艺术作品模仿及编创能力，并能结合多媒体进行教学及展示。

【器乐艺术指导】（高级）：针对应用类本科学校本科及以上阶段，且有长

期学习器乐艺术或相关类别培训经历的学生。最终能熟练掌握高级知识技能核心

要领及其方法，能为器乐艺术学习高级阶段的学生设计具有趣味性及符合年龄特

点的学习计划，具备能够独立分析及编创器乐艺术作品的能力，并能结合信息技

术进行创新性教学及展示。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器乐艺术指导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器乐艺术

教育修养

1.1 职业

理解与认

识

1.1.1 能够理解艺术教育工作的意义，热爱艺术教育事业，具

有职业理想、敬业精神和从业素质。

1.1.2 认同器乐艺术教育指导的专业性和独特性，注重自身专

业发展。

1.1.3 习得职业道德修养，具备良好的沟通技能，掌握协作与

团队交流的技巧。

1.1.4 通过培训，实现了从校园到社会，学与教的转换。

1.2指导对

象研究

1.2.1 能够关爱学生，尊重学生独立人格，尊重个体差异，主

动了解有益学生器乐艺术发展的不同需求。

1.2.2 掌握教育心理学、教学方法论等相关专业知识。

1.2.3 了解少年儿童（4-16 岁）身心发育、规律和心理特点，

掌握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知识。

1.2.4 完成少年儿童学习规划，引导学生体验学习乐趣，养成

良好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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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3器乐教

学特殊性

探究

1.3.1 能够深刻理解器乐学习与学科学习的差异性。

1.3.2 掌握器乐艺术学习管理技能。

1.3.3 了解器乐学习的技术性与艺术性兼备的特点。

1.3.4 实现对器乐教学特殊性的认知转变，将学习管理技能熟

练运用在教学指导中。

2.器乐艺术

教育教学

2.1 学生

成长规划

2.1.1 能够给学习初级阶段的学生制定三年器乐艺术教育教

学计划。

2.1.2 了解学生基础条件和家长的诉求，适时引领家长达成共

识协同合作。

2.1.3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要求和学生年龄特点制

定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综合素质人才的教学计划。

2.1.4 因人而异地制定学习初级阶段学生器乐艺术教育三年

规划、当年课时计划。

2.2 教学

方案设计

2.2.1 能够依据学生的年龄及心理特点写出适合的教案。

2.2.2 具备熟练使用多媒体及器乐艺术专业教学必备工具的

能力。

2.2.3 专业技能等级不低于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的六级同等水

平。

2.2.4 完成了器乐艺术教育教学初级阶段整体教材布局、专业

教学及美育规划。

2.2.5 尊重该年龄段学生对器乐艺术学习的初步感知，符合该

年龄段学生的学习适应期和学习习惯，让学生在感知艺术的过

程中体会学习的乐趣。

2.3教学计

划执行

2.3.1 能够因势利导让学生愉快地融入器乐艺术学习的情景

中，感受艺术学习的快乐。

2.3.2 具备清晰示范和准确讲解的表达能力。

2.3.3 使孩子在学习和训练中发现美和感受美，产生愉悦、激

发兴趣，进而喜欢器乐艺术专业，自觉持续学习。

2.3.4 专业训练与审美养成教育有机结合，让学生专业技能、

审美水准与美好品格一起成长。

2.4 学习

成果分析

2.4.1 能够根据学生年龄及个性特点准确评价阶段学习成果。

2.4.2 记录下学生每个阶段成长情况，通过对比，实时掌握学

生进步情况，以便因势利导，合理优化教学方案与训练过程。

2.4.3 学习成果评估维度有专业能力、学习兴趣及审美品格习

惯。

2.4.4 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

2.4.5 可以完成良好的家校互动，与学生及家长在教与学的过

程中形成有效的配合，能够为学生在接触器乐艺术教育的初级

阶段奠定基础和正向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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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器乐艺术

教育研究

3.1知识技

能梳理

3.1.1 能够梳理器乐艺术教育初级阶段所涉及的知识与技能

体系。

3.1.2 熟练掌握初级知识技能核心要领及其原理。

3.1.3 核心知识技能反复研讨打磨，做到“知识烂熟于心，技

能炉火纯青”。

3.1.4 全面掌握初级阶段的知识技能并知晓其逻辑原理。

3.2知识技

能表现

3.2.1 温故而知新，熟练掌握知识技艺，同时能形象准确表述。

3.2.2 知悉展演活动的操作方法与风险。

3.2.3 演出的美感能带给学生愉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3.2.4 掌握富有魅力的器乐艺术表现技巧，获得器乐艺术教育

快乐教学的“有力武器”。

3.3 知识

技能精进

3.3.1 不断更新优化教学方案。

3.3.2 与时俱进，适应发展，敢于创新，善于吸纳先进经验。

3.3.3 立足传统宝贵器乐艺术教育精华，适应新时代社会及市

场发展要求。

3.3.4 让器乐艺术教育真正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一专多能

的综合素质人才。

4.展演活动

组织

4.1 展演

活动规划

4.1.1 明晰展演活动的目标与意义。

4.1.2 做好展演作品的排练与预演。

4.1.3 以充分的安全保障、严谨的操作流程为开展标准。

4.1.4 能独立设计系统完善的活动计划方案。

4.2 展演

活动执行

4.2.1 能按计划循序渐进地落实展演各阶段工作，圆满完成计

划目标。

4.2.2 具有初级知识技能的清晰示范能力。

4.2.3 每个展演作品时间及内容要求明确。

4.2.4 掌握展演活动各流程与风险把控。

4.3 展演

总结归档

4.3.1 召集展演组委会成员及参加展演单位代表，复盘展演过

程。

4.3.2 提前发布总结内容，提前一周准备总结分享资料。

4.3.3 公平、公正、客观地对待每个展演作品。

4.3.4 汇聚集体智慧，形成展演活动总结报告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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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器乐艺术指导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器乐艺术

教育专业素

养

1.1 职业理

解与认识

1.1.1 理解艺术教育工作真谛，热爱艺术教育事业，具有职

业理想，职业操守及专业支撑。

1.1.2 认同器乐艺术教育从业者的专业性和独特性，注重提

升自身专业发展。

1.1.3 习得职业道德修养，具备良好的沟通技能，掌握协作

与团队交流的技巧。

1.1.4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及协作能力。

1.2 指导对

象研究

1.2.1 能够关爱学生，重视学生身心健康，将保护学生健康

安全放在首位，并给予正确的身心指引。

1.2.2 尊重学生独立人格，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平等对待每

一位学生，尊重学生对于器乐艺术学习的独特性和创造性。

1.2.3 尊重个体差异，主动了解有益学生器乐艺术发展的不

同需求。并根据个体差异做出准确有效的学习建议。

1.2.4 了解少年儿童（4-16 岁）身心发育、规律和心理特点，

掌握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知识。

1.2.5 完成少年儿童学习规划，引导学生体验学习乐趣，养

成良好学习习惯。

1.3 器乐教

学特殊性探

究

1.3.1 能够深刻理解器乐学习与学科学习的差异性，并运用

在实际教学中。

1.3.2 掌握器乐艺术学习管理技能，让学生持续进步。

1.3.3 了解器乐学习的技术性与艺术性兼备的特点。

1.3.4 实现对器乐教学特殊性的认知转变，将学习管理技能

熟练运用在教学指导中。

2.器乐艺术

教育教学

2.1 学生成

长规划

2.1.1 能够给每个学生制定六年器乐艺术教育教学计划。

2.1.2 了解孩子基础条件和其发展潜力，适时引领学生，顺

应其年龄特长，能够帮助学生解决知识技能增长的障碍问

题。

2.1.3 按《教育法》要求和学生年龄特点制定出培养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综合素质人才的教学计划。

2.1.4 因人而异制定学生器乐艺术教学六年规划与当年课

时计划。

2.1.5 能够为该年龄段（或相应艺术水平）的学生进行器乐

艺术专业建议和指引，准确定夺器乐艺术专业学生与器乐艺

术特长学生的学习计划。



8

2.2 教学方

案设计

2.2.1 能够依据学生年龄及心理特点写出适合学习器乐艺

术初级、中级阶段的教案。

2.2.2 具备熟练使用多媒体及器乐艺术专业教学必备工具

的能力。

2.2.3 专业技能等级不低于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的八级同等

水平。

2.2.4 完成器乐艺术教育教学初级和中级阶段整体教材布

局、专业教学及美育规划。

2.2.5 完成该阶段学生器乐艺术能力提升的规划，并能有效

运用到实际教学。

2.3 教学计

划执行

2.3.1 能够因势利导让学生愉快地融入器乐艺术情景中，感

受艺术学习的快乐。

2.3.2 具备清晰示范和准确讲解表达能力。

2.3.3 使孩子在学习和训练中发现美和感受美，产生愉悦、

激发兴趣，进而喜欢器乐艺术专业，自觉持续学习。

2.3.4 专业训练与审美养成有机结合，让学生专业技能、审

美水准与美好品格一起成长。

2.3.5 具备提升该阶段学生艺术专业学习水平的能力，为该

阶段学生进一步学习器乐艺术技能奠定基础。

2.4 学习成

果分析

2.4.1 能够根据学生年龄及个性特点准确评价阶段学习成

果。

2.4.2 记录下学生每个阶段成长情况，通过对比，实时掌握

学生进步情况，以便因势利导，合理优化训练过程。

2.4.3 学习成果评估维度有专业能力、学习兴趣及审美品格

习惯。

2.4.4 按分析成果适时优化教育教学规划方案。

2.4.5 能够针对器乐艺术专业技能突出的学生给予专业指

导和专业划分。

3.器乐艺术

教育研究

3.1 知识技

能梳理

3.1.1 能够梳理出器乐艺术教育初级和中级阶段所涉及的

知识与技能体系。

3.1.2 熟练掌握初级和中级阶段知识技能核心要领及其原

理。

3.1.3 核心知识技能反复研讨打磨，做到“知识烂熟于心，

技能炉火纯青”。

3.1.4 全面掌握初级和中级阶段的知识技能并知晓其逻辑

原理。

3.1.5 能够具备知识延展性和专业技能水平持续发展的能

力。

3.2 知识技

能表现

3.2.1 温故而知新，熟练掌握知识技艺，同时能形象准确表

述。

3.2.2 知悉展演活动的操作方法与风险。

3.2.3 演出的美感能带给学生愉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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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掌握富有魅力的器乐艺术表达与示范，获得器乐艺术

教育快乐教学的“有力武器”。

3.2.5 持续保持自身专业技能，能够组织并参与教师技能考

评与学习。

3.3 知识技

能精进

3.3.1 不断更新优化教学方案。

3.3.2 与时俱进，适应发展，敢于创新，善于吸纳先进经验。

3.3.3 立足传统宝贵器乐艺术教育精华，适应新时代社会及

市场发展要求。

3.3.4 让器乐艺术教育真正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一专多

能的美育人才。

4.展演活动

组织

4.1 展演活

动规划

4.1.1 明晰展演活动的目标与意义。

4.1.2 做好展演作品的排练与预演。

4.1.3 以充分的安全保障、严谨的操作流程为开展标准。

4.1.4 能独立设计系统完善的活动计划方案。

4.1.5 具备器乐艺术作品模仿编创能力，并能够运用于教学

及展示。

4.2 展演活

动执行

4.2.1 能按计划循序渐进地落实展演各阶段工作，圆满完成

计划目标。

4.2.2 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清晰示范能力。

4.2.3 每个展演作品时间及内容要求明确。

4.2.4 掌握展演活动各流程与风险把控。

4.3 展演总

结归档

4.3.1 召集展演组委会成员及参加展演单位代表，复盘展演

过程。

4.3.2 提前发布总结内容，提前一周准备总结分享资料。

4.3.3 公平、公正、客观地对待每个展演作品。

4.3.4 汇聚集体智慧，形成展演活动总结报告存档备查。

表 3 器乐艺术指导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器乐艺术

教育能力与

修养

1.1 职业理

解与认识

1.1.1 理解艺术教育工作的意义与责任，热爱艺术教育事

业，具有职业理想、专业技能、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及艺术

造诣。

1.1.2 认同器乐艺术教育从业者的专业性、独特性及行业权

威性，注重自身专业发展，艺术素养提升及发挥自身行业影

响力。

1.1.3 注重个人职业道德修养、引导学生、服务社会。

1.1.4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及团队带头能力，积极开展协作与

交流，并能够带领团队取得成绩和艺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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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指导对

象研究

1.2.1 关爱学生，重视学生身心健康，将保护学生身心健康

放在首位。

1.2.2 尊重学生独立人格，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平等对待每

一位学生。

1.2.3 尊重个体差异，主动了解有益学生器乐艺术发展的不

同需求。

1.2.4 尊重学生在器乐艺术领域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并引

导学生完成器乐艺术创作，能够培养学生独立的器乐艺术鉴

赏能力。

1.2.5 了解少年儿童（4-16 岁）身心发育、规律和心理特点，

掌握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知识。

1.2.6 完成少年儿童学习规划，引导学生体验学习乐趣，养

成良好学习习惯。

1.3 器乐教

学特殊性研

究

1.3.1 能够深刻理解器乐学习与学科学习的差异性，举一反

三，并运用在实际教学中。

1.3.2 掌握器乐艺术学习管理技能，让学生持续进步。

1.3.3 了解器乐学习的技术性与艺术性兼备的特点，将其运

用在教学规划及教学活动设计中。

1.3.4 实现对器乐教学特殊性的认知转变，将学习管理技能

熟练运用在教学指导中。

2.器乐艺术

教育教学

2.1 学生成

长规划

2.1.1 能够给学生制定器乐艺术教育九年的教学计划。

2.1.2 了解孩子自身条件和发展潜力，正确引导器乐艺术专

业方向，培养专业器乐艺术技能或器乐艺术特长并助力其综

合素质全面发展。

2.1.3 因人而异制定学生器乐艺术教育九年规划及当年课

时计划。

2.1.4 能够正确给予适合器乐艺术专业学生和器乐艺术特

长学生提升各自专业技能的学习计划和要求，并且能够把控

学习成果，达到学习目的。

2.2 教学方

案设计

2.2.1 能够依据学生年龄及心理特点写出适合的教案，并适

用于实际教学。

2.2.2 具备熟练使用多媒体及器乐艺术专业教学必备工具

的能力。

2.2.3 专业技能等级不低于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的十级同等

水平。

2.2.4 完成器乐艺术教育教学初级、中级及高级三个阶段整

体教材布局、专业教学及美育规划。

2.2.5 能够完成在高级阶段对学生器乐艺术常识方面知识

的培养，并能够指导学生进行器乐艺术作品赏析。

2.3 教学计

划执行

2.3.1 能够让学生体会器乐艺术情景，感受器乐艺术魅力，

完成学习和训练。

2.3.2 具备清晰示范和准确讲解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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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能够让学生在学习和训练中深度感知艺术的真谛，在

引导学生完成艺术学习的过程中，结合情感，表达情感，进

而体会立体式的学习所得，准确理解外在动作与内在情感的

结合与表达。

2.3.4 专业训练与审美养成有机结合，让学生专业技能、审

美水准与美好品格一起成长。

2.3.5 能够持续提升专业技能能力和艺术作品创作能力，并

运用到教学中，培养学生器乐艺术专业知识及技能。

2.4 学习成

果分析

2.4.1 能够根据学生器乐艺术素养，个性特点，作品内容准

确评价阶段学习成果。

2.4.2 记录学生阶段性学习成果，实时掌握学生专业进步情

况，合理优化训练过程。

2.4.3 学习成果评估维度有专业能力、学习兴趣及审美品

格习惯。

2.4.4 根据分析成果适时优化教育教学规划方案，定期进行

学习成果展示和评定。

3.器乐艺术

教育研究

3.1 知识技

能梳理

3.1.1 梳理出器乐艺术教育初、中、高三个阶段所涉及的知

识及技能体系。

3.1.2 熟练掌握各级别知识技能核心要领及其原理，并能够

逐步更新，与时俱进。

3.1.3 核心知识技能反复研讨打磨，做到持续提升专业技能

能力。

3.1.4 全面掌握初级至高级阶段的知识技能并知晓其逻辑

原理。

3.2 知识技

能表现

3.2.1 温故而知新，熟练掌握知识技艺，同时能形象准确表

述。

3.2.2 知悉展演活动的操作方法与风险。

3.2.3 能够对展演艺术做准确评定，并给学生提出专业器乐

艺术指导，分析作品和经验积累。

3.2.4 演出的美感能带给学生愉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3.2.5 掌握富有魅力的器乐艺术表达与示范，获得器乐艺术

教育快乐教学的“有力武器”。

3.2.6 能够组织参与及评定教师专业技能水平，并给予专业

指导和训练。

3.3 知识技

能精进

3.3.1 不断更新优化教学方案。

3.3.2 与时俱进，适应发展，敢于创新，能将信息化技术与

教学方案紧密结合。

3.3.3 立足传统宝贵器乐艺术教育精华，适应新时代社会及

市场发展要求。

3.3.4 让器乐艺术教育真正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一专多

能的美育人才。



12

4.展演活动

组织

4.1 展演活

动规划

4.1.1 明晰展演活动的目标与意义。

4.1.2 做好展演作品的排练与预演。

4.1.3 以充分的安全保障、严谨的操作流程、为开展标准。

4.1.4 能独立设计系统完善的活动计划方案。

4.1.5 能够独立分析器乐艺术作品，编创器乐艺术作品。

4.2 展演活

动执行

4.2.1 能按计划循序渐进地落实展演各阶段工作，圆满完成

计划目标。

4.2.2 具有专业器乐艺术知识技能的清晰示范能力。

4.2.3 明确展演作品的相关要求，对于作品的专业度和艺术

性有准备的把控能力。

4.2.4 掌握展演活动各流程与风险把控。

4.3 展演总

结归档

4.3.1 召集展演组委会成员及参加展演单位代表，复盘展演

过程。

4.3.2 提前发布总结内容，提前一周准备总结分享资料。

4.3.3 公平、公正、客观的对待每个展演作品。

4.3.4 汇聚集体智慧，形成展演活动总结报告存档备查。

4.3.5 发挥自身艺术行业影响力，为搭建艺术平台和培养专

业艺术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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