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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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工大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语仓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百智天拓教育有限公司、小牛思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辽宁盘石数据科技有

限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苏州大学、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熠天、王会珍、于东、饶高琦、李正华、郑爽、冯振

杰、喻宙。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哈工大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与语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共同所有，未经哈工大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与语仓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双方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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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数据标注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数据标注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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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1.31-2006 信息技术 词汇 第31部分: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GB/T 5271.34-2006 信息技术 词汇 第34部分:人工智能 神经网络 

GB/T 38548.4-2020 内容资源数字化加工 第4部分：元数据 

GB/T 38548.3-2020 内容资源数字化加工 第3部分：加工规格 

GB/T 38548.2-2020 内容资源数字化加工 第2部分：采集方法 

GB/T 38548.1-2020 内容资源数字化加工 第1部分：术语 

GB/T 38548.6-2020 内容资源数字化加工 第6部分：应用模式 

3  术语和定义 

3.1   

数据 data 

对事实、概念和指令的一种形式化表示，适于人工或自动方式进行通信、解释或处

理。 

[GB/T 18391.4-2001，定义 3.3 ] 

3.2  

 数据标注 data annotation 

为机器学习建立模型，提供人工数据的过程，是数据到知识转化过程。语言学 

linguistics 

语言学是研究人类语言的科学。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语言的结构和功能，追溯语

言发展演变的历史，研究语言与其他相关现象的关系。 

[语言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3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表现出与人类智能（如推理和学习）相关的各种功能的功能单元的能力。

[GB/T 5271.28-2001，定义 28.01.02] 

3.4   

知识表示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对知识的一种描述或一组约定，一种计算机可以接受的用于描述知识的数据结构。 

[GB/T/ 39475-2020, 定义 3.1]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数

字媒体技术应用、网络营销、旅游服务与管理、计算机平面设计、软件与信息服务、客户

信息服务、计算机速录、文秘、商务助理、商务英语、商务韩语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数字图文信息技术、软件

与信息服务、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信息统计与分析、小学教育、语文教育、英语教

育、文秘、建筑工程技术、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会计信息管理、会计、云计算技术

与应用、信息安全与管理、电子商务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计算机应用工程、网络工程、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

术、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区块链技术与应用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计算机应用工程、智能制造工程、网络工程、统计学、应用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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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信息资源管理、商务英

语、新闻学、教育学、工商管理、电子商务、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电子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网络营销、旅游服务与管理、大数据技术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软

件与信息服务、客户信息服务、文秘、商务助理、商务英语、商务韩语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印刷数字图文技术、软件

技术、大数据技术、统计与大数据分析、小学教育、小学语文教育、小学英语教育、

现代文秘、建筑工程技术、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会计信息管理、大数据与会计、云

计算技术应用、信息安全技术应用、电子商务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计算机应用工程、网络工程技术、软件工程技术、数字

媒体技术、大数据工程技术、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工程技术 

应用型本科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工

程、网络工程、统计学、应用统计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电子

与计算机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智能制造工程、信息资源管理、英语、新闻学、教

育学、工商管理、电子商务、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数据标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主要适用于已在人工智能、NLP、模型算法、大数

据、舆情分析等行业从业或有志于在这些行业从业的标注人员、数据处理人员或人工智

能训练师。通过数据标注职业技能等级认证后，可以从事如下工作： 

【数据标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主要面向数据标注、数据处理、工业互

联网、自动驾驶等行业，从事医疗影像标注、语音转写、交通场景标注、人脸标

注、数据采集加工、数据审核、数据分类、格式转换、排版、数据可视化等工作。 

【数据标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主要面向人工智能行业，NLP和算法领

域，除可从事事医疗影像标注、语音转写、交通场景标注、人脸标注、数据采集加

工、数据审核、数据分类等工作外，还可从事语义分割、关键点标注、音频分析、

文本分类、实体关系标注、信息抽取、关键词标注等自然语言处理类工作，或按照

需求完成标注指南制定、标注项目组织与实施等部分管理工作。 

【数据标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主要面向人工智能、大数据行业，担任

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据分析、舆情分析等岗位，对标人工智能训练师能力，从事数

据集产品设计、标注知识体系设计、标注平台设计、标注项目管理、技术对接、模

型优化方案设计等工作，对标大数据工程师，从事数据预处理、数据采集、舆情分

析、行业报告撰写、多语言信息处理、行业调研、信息检索、人工翻译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数据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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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标注】（初级）：对数据标注有基本的认识和理解，掌握简单任务的目标及基本标

注原则和方法，能够通过学习给定标注指南，完成特定的数据标注任务。 

【数据标注】（中级）：对数据标注具有较深入的理解，掌握常见标注任务的目标及基本

标注方法，不仅可以快速学习给定标注指南，高质量地完成数据标注任务，还要能够承

担一定的项目管理职责，辅助管理者或培训师实施培训或答疑解惑并能够在这一过程

中，对标注指南提出改进意见，和项目管理者进行有效沟通，提升整个项目的质量和

效率。行业内大部分从业人员都将处于这一级别。 

【数据标注】（高级）：深入了解标注行业和需求，掌握一定的人工智能理论和实践经

验，具备一定的算法意识，能够在标注平台设计中给出优化建议，能够按照规范实施标

注任务并达到免检水平，可以针对标注任务进行有效的需求分析，把握标注原则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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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殊情况作出恰当处理，同时能够主持或参与标注指南和标注体系的制定和完善。高

级数据标注人员主要从事标注全流程的把控以及标注项目的管理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数据标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能力）要求 

1.文本标注 

1.1原始数据处理 

1.1.1 能在项目经理的指导下，利用普通办

公软件（Word、Excel 等）完成明显格式错

误、错别字等的修改和调整，准确率达到

90%以上； 

1.1.2 能够用办公软件或 notepad++等实现

共性数据的查找和替换，达到 90%正确率；  

1.1.3 能够按照使用说明将给定的已处理完

成的原始数据导入到标注实训平台，导入成

功率100%；  

1.1.4 能够按照要求利用采集工具或检索平

台等完成简单的原始数据采集和整理工作，

不合格率不超过20%。 

1.2标注任务实施 

1.2.1 能按照指南要求和指导，利用实训平

台完成简单的单级分类和意图标注，准确率

在80%以上；  

1.2.2 能够按照指南要求和指导，利用实训

平台完成 8 类通用类别的实体标注任务，

准确率在80%以上；  

1.2.3 能够按照质检意见对实训平台中已实

施的标注任务结果做全面准确的修改，修改

后的正确率不低于90%；  

1.2.4 能够按照指导和要求，在实训平台内

创建全流程的分类和实体标注项目，创建成

功率达到100%。  

1.3标注指南理解与

制定 

1.3.1 能够在项目经理或培训视频的辅助下

读懂并理解标注指南中的任务目标，单纯按

照指南的试标准确率达70%以上；  

1.3.2 能按照实际标注情况与标注指南作对  

比，发现并反馈标注指南与实际标注违背之  

处，反馈被采纳率不低于60%； 

1.3.3 能通过仔细阅读发现标注指南中明显

的矛盾点或逻辑错误并及时反馈，被采纳率

不低于 80%；  

1.3.4 能够按照标注指南中的描述总结标注  

处理原则，从而在必要时按照大原则给出标  

注结果，误差率不超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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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像标注 

 

 

 

2.1原始数据处理 

2.1.1 能在项目经理的指导下，利用常用图

像查看器对原始图像的本身特征等进行判别

和筛查，准确率达到90%以上； 

2.1.2 能够利用常用软件等对图像数据进行

打包或压缩等操作，成功率100%； 

2.1.3 能够按照使用说明将给定的已处理完

成的原始图像数据导入到标注实训平台，导

入成功率100%； 

2.1.4能够按照要求利用采集工具或到给定

来源中完成原始图像数据的下载和采集工

作，不合格率不超过20%。 

2.2标注任务实施 

2.2.1 根据指南要求和指导，利用实训平台

从事图像的2D拉框标注，合格率不低于

90%； 

2.2.2 根据指南要求和指导，利用实训平台

从事图像分类标注，合格率不低于90%； 

2.2.3 能够按照视频指导或安装说明，从给

定来源下下载并安装标注工具和软件，成功

率达100%； 

2.2.4 能够按照指导和要求，在实训平台内

创建全流程的2D拉框和图像分类标注项目，

创建成功率达到100%。 

2.3标注指南理解与

制定 

2.3.1 能够在培训视频的辅助下读懂并理解

标注指南中的任务目标，按照指南的试标准

确率达90%以上； 

2.3.2 能按照实际标注情况与标注指南作对

比，发现并反馈标注指南与实际标注违背之

处，反馈被采纳率不低于60%； 

2.3.3 能通过仔细阅读发现标注指南中明显

的矛盾点或逻辑错误并及时反馈，被采纳率

不低于80%； 

2.3.4 能够按照标注指南中的描述总结标注

处理原则，从而在必要时按照大原则给出标

注结果，误差率不超过30%。 

3.语音标注 3.1原始数据处理 

3.1.1 能在项目经理的指导下，利用常用音

频软件对原始音频的本身特征等进行判别和

筛查，准确率达到90%以上； 

3.1.2 能够利用常用软件等对音频数据进行

打包或压缩等操作，成功率100%； 

3.1.3 能够按照使用说明将给定的已处理完

成的原始语音数据导入到标注实训平台，导

入成功率100%； 

3.1.4 能够按照要求利用采集工具或到特定

来源中完成语音数据的下载和采集工作，不

合格率不超过20%； 

3.1.5 能够利用给定的音频编辑软件对原始

语音数据做基本分割和时长统计等工作，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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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超过10%。 

3.2标注任务实施 

3.2.1 根据指南要求和指导，利用标注实训

平台完成语音切割和转写任务，准确率在

85%以上； 

3.2.2 根据指南要求和指导，利用标注实训

平台完成语音校对任务，准确率在90%以

上； 

3.2.3 按照说明或指导从指定来源中下载安

装辅助标注工具，成功率达100%； 

3.2.4 能够按照指导和要求，在实训平台内

创建全流程的语音转写和校对标注项目，创

建成功率达到100%。 

3.3标注指南理解与

制定 

3.3.1 能够在培训视频的辅助下读懂并理解

标注指南中的任务目标，按照指南的试标准

确率达90%以上； 

3.3.2 能按照实际标注情况与标注指南作对

比，发现并反馈标注指南与实际标注违背之

处，反馈被采纳率不低于60%； 

3.3.3 能通过仔细阅读发现标注指南中明显

的矛盾点或逻辑错误并及时反馈，被采纳率

不低于80%； 

3.3.4 能够按照标注指南中的描述总结标注

处理原则，从而在必要时按照大原则给出标

注结果，误差率不超过30%。 

表2 数据标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能力）要求 

1.文本标注 

1.1标注数据处理 

1.1.1 能够利用给定的可执行脚本工具将文

档处理成可导入标注系统的文件格式，准确

率达100%； 

1.1.2 能够通过文本编辑工具等对标注结果

做一致性筛查和把握，准确率在90%以上； 

1.1.3 能够运用现成的执行工具对原始数据

做筛查和清洗，误差率在10%以内； 

1.1.4 能够通过工具或办公软件等，对原始

数据进行分类，误差率在10%以内。 

1.2 标注任务实施 

1.2.1 根据指南要求和指导，熟练地利用标

注工具或平台从事实体和分类标注任务，准

确率达到90%以上； 

1.2.2 根据指南要求和指导，利用标注工具

或平台从事中文关系标注任务，准确率达到

85%；  

1.2.3 根据指南要求和指导，利用标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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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平台从事事件标注任务，准确率达到

85%； 

1.2.4 根据指南要求和指导，利用标注工具

或平台从事关键词标注任务，准确率达到

90%； 

1.2.5 能够按照指导和要求，在实训平台内

创建全流程的关系、事件、关键词标注项

目，创建成功率达到100%。 

1.3 标注项目管理 

1.3.1 能够承担实体、分类、关系、事件、

关键词标注任务的质检或审核工作，质检准

确率不低于90%； 

1.3.2 熟悉项目管理配置、项目实施、人员

管理配置以及数据管理配置方法，能够按照

既定方案在标注系统中建立、配置标注项

目，参数设置准确率为100%； 

1.3.3 能够独立地按照培训视频和说明利用

标注工具和平台操作任务并顺利通过测试，

初次测试准确率达到80%以上； 

1.3.4 能够按照项目经理的要求和指导，辅

助实施指导和测试，通过有效率达80%以

上； 

1.3.5 能够按照项目经理指导通过办公软件

和系统完成测试题筛选和评阅工作，评阅准

确率在80%以上。 

1.4 标注指南理解

与制定 

1.4.1 能够快速地理解标注指南，按照指南

的要求准确地理解标注目标，对目标复述的

准确率不低于85%； 

1.4.2 能够在理解指南的基础上发现指南的

缺陷并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意见被采纳率

不低于70%； 

1.4.3 能够按照项目经理的指导对指南做简

单的修正，准确率在85%以上； 

1.4.4 能够按照项目经理的指导对指南做改

写，改写后的指南应至少有助于80%标注人

员理解。 

2. 图像标注 

 

 

2.1标注数据处理 

2.1.1 能够利用给定的可执行程序将原始图

片处理成可导入标注系统的文件格式，准确

率达100%； 

2.1.2 能够利用看图工具或脚本等对标注结

果做一致性筛查和把握，准确率在90%以

上； 

2.1.3 能够运用现成的执行工具对原始数据

做筛查和清洗，误差率在10%以内； 

2.1.4 能够通过工具或办公软件等，对原始

数据进行分类，误差率在1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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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标注任务实施 

2.2.1 能够根据指南要求和指导，熟练地利

用标注工具或平台完成2D拉框和图片分类任

务，准确率在95%以上； 

2.2.2 能够根据指南要求和指导，利用标注

工具或平台从事2D图片的多边形标注任务，

准确率在95%以上； 

2.2.3 能够根据指南要求和指导，利用标注

工具或平台完成关键点标注任务，准确率达

到95%以上；  

2.2.4 能够根据指南要求和指导，利用标注

工具或平台完成语义分割标注任务，准确率

达到90%以上； 

2.2.5 能够按照系统说明书在实训平台创建

全流程的多边形、关键点、语义分割标注项

目，创建成功率达100%。 

2.3标注项目管理 

2.3.1 能够利用系统或平台完成2D拉框、多

边形标注、关键点标注以及语义分割标注任

务的质检或审核工作，质检准确率不低于

95%； 

2.3.2 熟悉项目管理配置、项目实施、人员

管理配置以及数据管理配置方法，能够按照

既定方案在标注系统中建立、配置标注项

目，参数设置准确率为100%； 

2.3.3 能够独立地按照培训视频和说明利用

标注工具和平台操作任务并顺利通过测试，

初次测试准确率达到95%以上； 

2.3.4 能够按照项目经理的要求和指导，辅

助实施指导和测试，通过有效率达90%以

上； 

2.3.5 能够按照项目经理指导通过办公软件

和系统完成测试题筛选和评阅工作，评阅准

确率在90%以上。 

2.4 标注指南理解

与制定 

2.4.1 能够快速地理解标注指南，准确地理

解标注目标，对目标复述的准确率不低于

85%； 

2.4.2 能够在理解指南的基础上发现指南的

缺陷并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意见被采纳率

不低于70%； 

2.4.3 能够按照项目经理的指导对指南做简

单的修正，准确率在85%以上； 

2.4.4 能够按照项目经理的指导对指南做改

写，改写后的指南应至少有助于80%标注人

员理解。 



9 
 

3.语音标注 

3.1标注数据处理 

3.1.1 能够利用给定的可执行程序将原始语

音处理成可导入标注系统的文件格式，准确

率达100%； 

3.1.2 能够利用辅助工具或脚本等对标注结

果做一致性筛查和把握，准确率在90%以

上； 

3.1.3 能够运用现成的执行工具筛选有效的

原始数据，误差率在10%以内； 

3.1.4 能够通过工具或办公软件等，对原始

数据进行分类，误差率在10%以内。 

3.2标注任务实施 

3.2.1 能够按照标注指南的要求，熟练地利

用标注平台或工具实施语音转写和校对任

务，准确率不低于95%； 

3.2.2 能够按照标注指南的要求，利用标注

平台或工具实施语音分类标注，准确率不低

于95%；  

3.2.3 能够按照标注指南的要求，利用普通

录音软件实施普通话语音采集任务，阅读准

确率不低于90%； 

3.2.4 能够按照系统说明在标注平台内创建

全流程的语音分类、采集项目，成功率达

100%。 

3.3 标注项目管理 

3.3.1 能够利用系统或平台完成语音转写、

校对、分类及采集任务的质检或审核工作，

质检准确率不低于95%； 

3.3.2 熟悉项目管理配置、项目实施、人员

管理配置以及数据管理配置方法，能够按照

既定方案在标注系统中建立、配置标注项

目，参数设置准确率为100%； 

3.3.3 能够独立地按照培训视频和说明利用

标注工具和平台操作任务并顺利通过测试，

初次测试准确率达到95%以上； 

3.3.4 能够按照项目经理的要求和指导，辅

助实施指导和测试，通过有效率达95%以

上； 

3.3.5 能够按照项目经理指导通过办公软件

和系统完成测试题筛选和评阅工作，评阅准

确率在95%以上。 

3.4标注指南理解

与制定 

3.4.1 能够快速地理解标注指南，准确地理

解标注目标，对目标复述的准确率不低于

85%； 

3.4.2 能够在理解指南的基础上发现指南的

缺陷并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意见被采纳率

不低于70%； 

3.4.3 能够按照项目经理的指导对指南做简

单的修正，准确率在85%以上； 

3.4.4 能够按照项目经理的指导对指南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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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改写后的指南应至少有助于80%标注人

员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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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数据标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能力）要求 

1.文本标注 

1.1标注数据处理 

1.1.1 能够利用简单的规则、公式等对数据

做简单筛选和清洗，准确率不低于95%； 

1.1.2 能够利用简单的规则对所有标注结果

做一致性筛查和把握，误差率不超过5%； 

1.1.3 具备数据安全和敏感意识，能够利用

普通办公软件对标注结果做简单的脱敏或加

密处理，脱敏误差率不超过5%； 

1.1.4 能够通过既有工具或脚本进行数据清

洗，准确率不低于95%。 

1.2标注任务实施 

1.2.1 能够按照标注指南和要求熟练地运用

标注系统完成初级和中级的文本标注任务，

达到免检水平；或者 

1.2.2 能够对某一门外语或某一领域较为精

通，完成多语言或专业领域的上述标注任

务，准确率不低于90%； 

1.2.3 能够按照标注指南和要求，利用标注

系统完成问句复述任务，达到免检水平； 

1.2.4 能够按照标注指南和要求，利用标注

系统完成问答对标注任务，达到免检水平； 

1.2.5 能够按照系统说明在标注平台内创建

全流程问句复述或问答对标注项目，成功率

达100%。 

1.3标注项目管理 

1.3.1 能够利用办公软件独立制定项目实施

和管理方案，方案可行性达100%； 

1.3.2 能够独立带队或指导他人在系统内组

织实施标注项目，项目按期完成率达100%； 

1.3.3 能够利用录屏、录像等软件独立录制

培训讲解视频并在线上线下组织培训活动，

培训视频在项目内的普及率达到100%； 

1.3.4 能够独立领导、安排或实施测试题筛

选、评阅等工作，准确率达100%。 

1.4标注指南理解

与制定 

1.4.1 能够独立制定并改写标注指南，指南

经过简单修改后能够100%可用； 

1.4.2 能够按照需求方的需求，独立制定标

注知识体系，所给知识点定义的准确率达到

100%； 

1.4.3 能够按照实际需求通过标注工具和过

程对制定完成的知识体系及指南进行验证和

修改，保证按照该知识体系和指南标注的结

果能够100%提升训练效果； 

1.4.4 能够针对需求方的标注指南提出有效

的修改建议，被采纳率达到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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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像标注 

 

2.1 标注数据处理 

2.1.1 能够利用简单的脚本等对图像数据做

特征分析和分类，准确率不低于95%； 

2.1.2 能够利用简单的规则或脚本对所有标

注结果做一致性筛查和把握，误差率不超过

5%； 

2.1.3 具备数据安全意识，能够利用普通办

公软件对标注结果做加密处理，加密后的文

件100%不可见； 

2.1.4 能够通过既有工具或脚本进行数据清

洗，准确率不低于95%。 

2.2标注任务实施 

2.2.1 能够根据指南要求和指导，利用标注

系统熟练地从事初级、中级的图像标注任

务，达到免检水平；或者 

2.2.2 能够掌握一门外语，利用标注系统完

成多语言图像标注任务，达到90%以上准确

率； 

2.2.3 能够根据指南要求和指导，利用标注

系统完成3D点云标注任务，达到90%以上准

确率； 

2.2.4 能够按照系统说明在平台内创建全流

程的3D点云标注项目，成功率100%。 

2.3 标注项目管理 

2.3.1 能够利用办公软件独立制定项目实施

和管理方案，方案可行性达100%； 

2.3.2 能够独立带队或指导他人在系统内组

织实施标注项目，项目按期完成率达100%； 

2.3.3 能够利用录屏、录像等软件独立录制

培训讲解视频并在线上线下组织培训活动，

培训视频在项目内的普及率达到100%； 

2.3.4 能够独立领导、安排或实施测试题筛

选、评阅等工作，准确率达100%。 

2.4 标注指南理解

与制定 

2.4.1 能够独立制定并改写标注指南，指南

经过简单修改后能够100%可用； 

2.4.2 能够按照需求方的需求，独立制定标

注知识体系，所给知识点定义的准确率达到

100%； 

2.4.3 能够按照实际需求通过标注工具和过

程对制定完成的知识体系及指南进行验证和

修改，保证按照该知识体系和指南标注的结

果能够100%提升训练效果； 

2.4.4 能够针对需求方的标注指南提出有效

的修改建议，被采纳率达到80%以上。 

3.语音标注 3.1 标注数据处理 

3.1.1 能够利用简单的脚本等对语音数据做

特征分析和统计，准确率不低于95%； 

3.1.2 能够利用简单工具或脚本对所有标注

结果做一致性筛查和把握，误差率不超过

5%； 

3.1.3 具备数据安全意识，能够利用普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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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软件对标注结果做加密处理，加密后的文

件100%不可见； 

3.1.4 能够通过既有工具或脚本对原始语音

数据进行自动切割，成功率达到100%； 

3.1.5 能够通过既有工具或脚本进行数据清

洗，准确率不低于95%。 

3.2 标注任务实施 

3.2.1 能够按照指南要求，熟练地利用标注

工具或平台从事初级和中级的语音标注任

务，并达到免检水平；或者 

3.2.2 能够掌握某门外语的听写能力，利用

标注平台完成多语言的语音转写或校对等任

务，准确率达到95%； 

3.2.3 能够按照指南要求，利用标注工具或

平台完成拼音标注任务，准确率达到95%； 

3.2.4 能够按照系统说明在标注平台内创建

全流程拼音标注项目，成功率达到100%。 

3.3 标注项目管理 

3.3.1 能够利用办公软件独立制定项目实施

和管理方案，方案可行性达100%； 

3.3.2 能够独立带队或指导他人在系统内组

织实施标注项目，项目按期完成率达100%； 

3.3.3 能够利用录屏、录像等软件独立录制

培训讲解视频并在线上线下组织培训活动，

培训视频在项目内的普及率达到100%； 

3.3.4 能够独立领导、安排或实施测试题筛

选、评阅等工作，准确率达100%。 

3.4 标注指南理解

与制定 

3.4.1 能够独立制定并改写标注指南，指南

经过简单修改后能够100%可用； 

3.4.2 能够按照需求方的需求，独立制定标

注知识体系，所给知识点定义的准确率达到

100%； 

3.4.3 能够按照实际需求通过标注工具和过

程对制定完成的知识体系及指南进行验证和

修改，保证按照该知识体系和指南标注的结

果能够100%支持标注过程； 

3.4.4 能够针对需求方的标注指南提出有效

的修改建议，被采纳率达到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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