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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羽毛球教练员培训管理办法（试行） 

本办法中若上下文无其他解释，下列词语的含义为： 

中国羽毛球协会：简称为中国羽协。 

省、自治区、直辖市羽毛球协会：简称为省级羽协。 

羽毛球教练员：简称为教练员。指采用专门系统的方法

提高运动员和运动队训练竞赛水平的人员。包括在中国羽协

注册的运动队、体校或后备人才基地、其他社会组织、学校、

俱乐部、企业以及以个人身份从事羽毛球训练教学的全国所

有羽毛球教练员。 

羽毛球教练员培训讲师：简称为讲师。指有能力承担教

练员培训教学工作的人员。 

羽毛球教练员岗位培训：简称为岗位培训。指在规定学

时内按照明确的学习内容，提高羽毛球理论、技术和战术等

训练教学能力的过程。 

羽毛球教练员继续教育培训：简称为继续教育培训。指

获得教练员岗位培训证书后继续学习提高的过程。 

羽毛球教练员培训合格证书：简称为培训合格证书。指

颁发给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的教练员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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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教练员队伍建设，规范全国各级各类教

练员培训，中国羽协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羽协和省级羽协举办的教练员培训适用

本办法。 

第三条   参加教练员培训并通过考核的，颁发相应的培

训合格证书。培训合格证书可用于教练员岗位入职参考、职

称晋升评定以及参加各级各类赛事、集训、训练营等活动。 

第二章  培训分类 

第四条   教练员培训分为：岗位培训、继续教育培训和

其他专项培训。 

第五条   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分为：国家级、高级、

中级、初级、大众 A级、大众 B级和大众 C级。 

其他专项培训包括体能培训等。 

第六条   国家级教练员培训突出训练理论、方法、手段

的研究和创新，注重提升实践创新能力。高级教练员培训侧

重介绍国内外最新的训练和科研成果，开拓视野、更新执教

观念。中级教练员培训注重实践训练方法传授。初级教练员

培训重点是训练理论基础知识。大众 A 级、大众 B 级和大众

C级教练员培训重点是训练实践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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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职责分工 

第七条   培训工作实行统一规划、归口管理、分级实施、

分类指导的原则。 

第八条   中国羽协负责统筹、管理、组织和协调全国教

练员培训工作，包括： 

（一） 制定培训大纲和教材 

（二） 制定专项技能考核大纲和标准 

（三） 统筹编制培训计划 

（四） 组建培训讲师库 

（五） 组织实施： 

1. 初级及以上岗位培训及考核 

2. 初级及以上继续教育培训及考核 

3. 其他专项培训及考核 

4. 讲师培训及考核 

第九条   省级羽协负责统筹、管理、组织和协调本地区

教练员培训工作，包括： 

（一） 制定并实施本地区培训计划（报中国羽协备案） 

（二） 宣传和组织本地区教练员参加培训和考核 

（三） 组织实施： 

1. 大众 A级及以下岗位培训和考核 

2. 大众 A级及以下继续教育培训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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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专项培训及考核 

第四章  培训及考核 

第十条   国家级教练员的岗位培训及考核、初级教练员

岗位培训的训练理论培训及考核，按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教

练员岗位培训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培训采用集中教学、网络课程学习、自学等

形式，必须选用经中国羽协审定出版的教材进行教学。 

第十二条   考核采用笔试、实践考核和论文答辩等形

式，必须实行中国羽协制定的考核标准进行考核。 

第十三条   高级教练员岗位培训及考核 

（一） 培训对象：持有中级教练员职称，或取得中级教

练员岗位培训合格证书后继续从事训练竞赛教学工作满四

年的 

（二） 培训课程时数：不少于 70学时（含考核） 

（三） 考核：按要求完成培训任务及考核合格，并参加

国家体育总局的训练理论讲座，可获得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

羽毛球项目“高级教练员岗位培训合格证” 

第十四条   中级教练员岗位培训及考核 

（一） 培训对象：持有初级教练员职称，或取得初级教

练员岗位培训合格证书后继续从事训练竞赛教学工作满四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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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培训课程时数：不少于 70学时（含考核） 

（三） 考核：按要求完成培训任务及考核合格，可获得

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羽毛球项目“中级教练员岗位培训合格

证” 

第十五条   初级教练员岗位培训（专项技能）及考核 

（一） 培训对象：持有大众 A级教练员岗位培训合格证

书后继续从事训练竞赛教学工作满一年的 

（二） 培训课程时数：不少于 50学时（含考核） 

（三） 考核：按要求完成培训任务及考核合格，并通过

国家体育总局的训练理论考核，可获得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

羽毛球项目“初级教练员岗位培训合格证” 

第十六条   大众 A级教练员岗位培训及考核 

（一） 培训对象：持有大众 B级教练员岗位培训合格证

书后继续从事训练竞赛教学工作满一年的 

（二） 培训课程时数：不少于 30学时（含考核） 

（三） 考核：按要求完成培训任务，考核合格可获得中

国羽协颁发的“大众 A级教练员岗位培训合格证” 

第十七条   大众 B级教练员岗位培训及考核 

（一） 培训对象：持有大众 C级教练员岗位培训合格证

书后继续从事训练竞赛教学工作满一年的 

（二） 培训课程时数：不少于 30 学时（含考核） 

（三） 考核：按要求完成培训任务，考核合格可获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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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羽协颁发的“大众 B级教练员岗位培训合格证” 

第十八条   大众 C级教练员岗位培训及考核 

（一） 培训对象：在中国羽协进行了信息登记、有意从

事或已经从事羽毛球训练竞赛教学工作的 

（二） 培训课程时数：不少于 30学时（含考核） 

（三） 考核：按要求完成培训任务，考核合格可获得中

国羽协颁发的“大众 C级教练员岗位培训合格证” 

第十九条   其他专项培训的培训对象、培训课程时数

和考核等另行通知。 

第二十条   各级继续教育培训及考核 

（一） 培训对象：持有相应等级的岗位培训合格证书 

（二） 培训课程时数：不少于 24学时（含考核） 

（三） 考核：按要求完成培训任务，考核合格可获得中

国羽协颁发的“继续教育培训合格证”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颁发培训合格

证书： 

（一） 考核有不合格的 

（二） 旷课、迟到、早退累计满 4 次或请假累计满 1天

的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中国羽协或省级

羽协认定，可以不予参加教练员培训： 

（一）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中国羽协规章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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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违反教练员职业道德并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 因违反反兴奋剂、赛风赛纪以及其他有关规定等

受到处罚的 

（四） 存在伪造学历、资历、业绩、证书等弄虚作假行

为的 

（五） 中国羽协或省级羽协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教练员或考核相关人员如有违反考核规

定或考场纪律、影响考核公平公正行为的，其认定与处理参

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执行。 

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 

第二十四条   教练员培训一律通过国家体育总局和中

国羽协的培训管理系统进行管理，实行网上颁证。 

第二十五条   中国羽协和省级羽协落实信息公开制度，

向社会公开培训计划、公开办班信息、公示合格名单、提供

证书查询等。 

第二十六条   中国羽协和省级羽协落实监管制度，公

布咨询和申诉渠道，及时受理教练员的来电、来信和来访，

切实维护教练员正当权益。 

第二十七条   省级羽协应加强教练员培训及考核的宣

传工作，积极组织本地区教练员参与培训。 

第二十八条   由国家财政支持的教练员培训经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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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要求执行。其

他经费来源的教练员培训经费严格遵守国家财务管理有关

规定，严禁乱收费。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中国羽协建立讲师队伍。承担羽毛球教

练员培训教学任务的必须为中国羽协认证的讲师。 

第三十条   各省级羽协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管

理实施细则，报中国羽协备案。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国羽协负责解释。有与国家

法律法规或国家体育总局规章规定不符的，从其规定。本办

法未涉及事项，按照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

员有关规定和国家体育总局教练员培训有关文件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试行，试

行期 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