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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PM –教练认证体系

人才是一个组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UIPM希望能确保有更好的整体水平，引领运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于是我们在培训计
划中加入了教练认证体系。这个项目为国际现代五项教练提供了所必备的基本技能，同时也嘉奖专业水平的成就。

在这份文件中，我们根据规则设立了4个资质级别（1, 2, 3 和 4)）。这些规则是全世界教练的指导书，他们可以根据明确的
指标追求职业生涯，通过获取知识而成长，锻炼成为更好的教练所需的实战能力。

通过成为一级教练（初级教练）、二级教练（中级教练）、三级教练（高级教练）以及四级教练（特级教练）所积累的知
识，对五项运动员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也是UIPM 的其中一项最重要的职能。
         
UIPM希望所有国家的五项协会都能鼓励旗下的教练员加入这个项目，必要时付出宝贵的时间完成不同的阶段，从而帮助发
展那些希望成为更为更高、更快、更强的运动员。

对各个级别教练的整体要求
1. 有资格进入最终各级别考核的候选人需要：

i. 拥有UIPM颁发的国际教练证书或国家协会颁发的教练证书，或者在特定情况下，拥有UIPM颁发的书面认可文件。
ii. 是UIPM旗下运动项目或相关项目的国家或地区层面认证的教练。
iii. 参加考试时，年龄18岁以上。

2. 考评过程：            

评测过程将由UIPM委派的导师代表组织进行。这名指定代表将与国家协会一起，创造必要的机会，以从一级到四级层面来
考察和评价每一名教练申请人。

2.1. 合格的一级和二级教练申请人将获得UIPM自颁发之日起，3年有效的证书。期满之后，证书需要续期。

2.2. 有资格申请三级和四级的申请人需要向UIPM提交申请函，并将在事先公布的组织好的培训与测评中接受评估。

2.3. 为了确保具备资格，准备接受2位已经取得UIPM四级教练证的UIPM导师团队代表的评估，三级教练的申请人需要在
评测日之前向UIPM提交必要的资料：

i. 关于在现代五项领域的执教经验和管理培训项目的证明，包括了最佳实践以及未来计划。
ii. 有证据表明他们执教的运动员成绩达到了国内及国际UIPM的竞赛水平。
iii. 处理运动员训练数据时展现出的解析能力。
iv. 对职业发展表现出强有力的决心。

2.4  为获得资格，并准备好接受两位已经取得UIPM四级教练证的UIPM导师团队代表的评估。这两位代表是 a)教练委员
会主任或者是由主任委派的委员 b）导师团队的主席，或者是由主席指定的团队成员，四级教练的申请人需要在评
测日之前推选出并提交给UIPM。

i. 提交所有可证明申请人符合四级教练要求的材料，以及其他任何有利证明，供UIPM评估。合格的申请人将收
到评测时间的通知。



国际现代五项联盟教练认证体系 3

合格申请人的重要注意事项和条件：

顺利通过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的申请人将收到UIPM的教练证书和奖章。

所有想要获得下阶段教练证的申请人应向UIPM提交相应的申请，同时：

•   所申请的级别应与UIPM教练认证体系要求保持一致。
•   申请的级别应与UIPM阶梯式认证体系保持一致。同时表达所申请级别的目标和标准。

第一级的申请人， 如果条件满足UIPM教练认证体系一级要求，有资格直接申请初级教练。

第二级的申请人，如果条件满足UIPM教练认证体系二级要求，有资格直接申请中级教练。或者是在收到一级证书的
两年后申请。

第三级的申请人，如果条件满足UIPM教练认证体系三级要求，有资格直接申请高级教练。或者是在收到二级证书的
三年后申请。

第四级的申请人，如果条件满足UIPM教练认证体系四级要求，有资格直接申请特级教练。或者是在收到三级证书的
三年后申请，特级教练证永久有效。

在所有情况下，申请人都应该继续执教现代五项或者其它本教练认证体系所要求的UIPM运动项目。也必须在获得各
级教练证之后，参与UIPM国际、国内或区域的各级别赛事。

第一级
UIPM 初级教练

针对激光跑、两项、三项和世界学校两项运
动

总体要求: 申请人应建立详实的设计或计划，条理清楚地提出应聘的策略及能力证明。
申请人应能管理激光跑、两项赛或三项赛及世界学校两项赛的训练，确保安全性最优。

第一级需要的技能：详见总结表格。

第二级
UIPM 中级教练

针对四项和现代五项运动

总体要求:申请人应有能力准备及组织四项赛的训练，并具备现代五项的技巧知识，以确
保所有参赛者的安全性最优。申请人应展示他们所执教队员在国内比赛的成绩。

第二级需要的技能：详见总结表格。 

第三级
UIPM 高级教练

主要针对现代五项运动的全面执教技能

总体要求: 申请人应有能力计划、组织并推广代五项训练，确保所有参与者的安全性最
优。申请人应展示他们培训的能力，以及有能力培养出具备国际水平，能参加现代五项A
级赛事的运动员。他们应提供能力证明自己能管理国内现代五项发展项目，并展示在执教
过程中相关执教的或注册的运动员数目不断增多。

第三级需要的技能：详见总结表格。 

第四级
UIPM 特级教练

针对现代五项运动及全面的高水平执教技能

总体要求: 申请人应能管理、组织以及引领所有的现代五项运动。申请人应证通过自己培
训出来的运动员在诸如世锦赛或洲际锦标赛、奥运会等最高级别国际赛事中取得的成绩。
除此之外的其它教学技巧还包括了运动科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协调和沟通的技巧。加分机会
包括了提交论文及取得的成绩。

第四级需要的技能：详见总结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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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级 LEVEL 1 - 初级教练

1. 技能A: 了解所有激光跑、学校两项、两项或三项运动（游泳、跑步、射击）的要求，并确保训练的安全。 

2. 技能B: 熟练掌握激光跑、学校两项、两项或三项（游泳、跑步、射击）的技能基础。 

3. 技能C: 有能力创造/设计及实施招募战略以及人才甄选计划。有能力为激光跑、学校两项、两项或三项（游泳、跑步、
射击）创立初步训练计划，并在各个领域带头实施计划。 

4. 技能D: 基本熟悉使用两项和三项运动的装备（游泳，跑步，射击）。 

5. 其它技能 (AS): 拥有理论和实践的技能。知道如何根据UIPM的规定来管理组织一场激光跑，世界学校两项赛，两项或
三项比赛，同时具备准确的成绩统计能力。

取得UIPM初级教练认证的能力要求

UIPM初级教练认证考试表格

初级考试 目标是执教第一级的激光跑,两项赛，三项赛
世界学校两项赛

技能 分数

笔试

了解每个项目的基本要求 A

25

了解所有安全准则 A

掌握各小项的基本技术技巧 B

有能力创建招募及人才选拔的程序 C

有能力创建启蒙训练及训练周期计划 C

口试

有能力鉴别设备能否使用，是否有缺陷 D 1

有能力组织和管理基本比赛 AS 1

具备对比赛的成绩统计能力 AS 1

总分 28

达标最低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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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PM初级教练认证资格要求概述

目标 技能 描述 详情 评测方式

1
理解激光跑、学校两项、
两项和三项运动的基本要
求。

A 了解其中的每一个小
项。

具备每一个小项的主要特点的教授知
识。    

笔试

2
理解所有与初级教练相关
的每一个小项的安全准
则。

A
了解基本原则，确保组
织培训课程中运动员的
安全

学会组织并管理运动队活动，识别并分
析风险，采取合适的安全措施 。    

笔试

3
理解初级教练需要教授的
所有项目的基本技术技
巧。

B

掌握初级要求的所有项
目的技巧和基本战术。

具备每一项运动在五项
运动范畴中的学术知
识。

学习识别每个项目的内在逻辑：
游泳：学习划水、呼吸、有效跳水的
基本技能
跑步：学习训练及比赛培训的基本技能
射击：学习姿势、站姿、呼吸及扣扳机
的基本技能
激光跑：学习如何平衡跑步与射击的平
稳过渡，学习射击在不同情形中的技
术技巧。

   
笔试

4 发展招募策略及人才选拔
流程。 C 创建基本的招募及人才

选拔方案。
针对运动员注册,招募及挽留，开发特
别战略及方案。建立留存和参照政策。    

笔试

5 创建第一级所有项目的启
蒙及培训周期。 C 为每个小项创立阶段的

目标。

在培训计划中，确立进阶周期目标以及
中间目标（阶段性目标），并针对特殊
的运动员进行相应调整。

   
笔试

6
理解初级教练所要求的所
有项目所需基本设备的使用
及功能。

D 清楚每个项目所需的设
备。

辨别设备是否能用，是否适合不同水平
的运动员使用。

口试

7 成功管理与运作初级所要
求的运动的赛事组织 AS 依照UIPM规定掌握相关

比赛的场地布置。 准备、组织及管理一个比赛。
口试

8 准确的成绩统计。 AS

了解UIPM成绩软件的
运行。
学会使用成统表格手
册。

具备使用成绩软件及成统表格的输入，
计算，与上传能力。

口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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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级 LEVEL 2 – 中级教练

1. 技能A: 明确四项（击剑、游泳、跑步、射击）和五项运动的需求。 

2. 技能B: 理解比赛规则以及掌握四项的每个小项的基本技能，准备基本执教马术知识。 

3. 技能C: 有能力创建、计划和管理四项和 /或现代五项及各个小项组合的基础训练计划，使培养的运动员能够参与国内
级别赛事。具备处理基本伤痛和预防的技巧。 

4. 技能D:理论认识：装备使用的基本知识（击剑、游泳、跑步、射击以及马术启蒙知识） 

5. 其它技能(AS): 处理简单的伤痛、预防技巧以及反兴奋剂的知识。 

6. 其它技能(AS): 具备理论和实践的能力：如何根据UIPM的规定，管理组织一场激光跑、世界学校两项赛、两项赛、三
项赛、四项赛以及现代五项比赛，同时具备成统能力。 

7. 加分项: 证明所执教过的运动员所参与的国内及区域赛事。

取得UIPM中级教练认证的能力要求

UIPM中级教练认证考试表格

中级考试 目标 技能 分数

 笔试

了解所有项目的特点 A

20
了解所有项目的基本规则与原则 B

熟练掌握每个项目的基本技术技巧 B

为所执教的具备参与国内赛事的运动员创立周期及训练计划 C

口试

能辨别运动器材能否使用或存在缺陷 D 1

基本的受伤处理，预防及基本反兴奋剂的知识 AS 2

赛事组织管理，成统能力 AS 2

赛果提交 带领执教的运动员参与国内及/或区域比赛 加分项 5

总分 30

达标最低分数要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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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PM中级教练认证资格要求概述

目标 技能 描述 详情 评测方式

1 理解现代五项所有小项的要
求。 A

了解现代五项各小项
的基本训练要求和技
术技巧。

清楚每个小项及其不同小项组合后运动
的主要特点及其首要训练技术技巧（了
解马术的基础知识）。

   
笔试

2 清楚每个五项项目的基本比赛
规则（马术的基础知识）。 B

理解UIPM竞赛规则
及在每个项目中的理
论基础。

学习UIPM规则，辨别良好的行为及
UIPM所倡导的运动精神，尊重他人。    

笔试

3 学习现代五项每个小项的训练技
能（马术的基础知识）。 B

学习现代五项每个项
目及项目组合中最优
训练方式。

了解现代五项每个项
目及项目组合基本的
训练技巧和战术。

学习每个项目的基本逻辑，和针对每
个小项的训练方法。游泳，跑步，和
射击。

激光跑：与一级一致。

击剑：学习基础的进攻和防守角色。学
习准备迎接攻击的技术技巧。

马术：了解基本技术的知识。

   
笔试

4 创建四项和五项运动的启蒙及
周期训练计划。 C

创建每个项目进阶的
目标及完成这项目标
的步骤。

拥有每个小项的学术知识，并在激光
跑，世界学校两项，两项，三项，四
项，和五项中了解这些小项。
建立对运动员的初步评估。决定初期和
中期目标。（阶段性目标）。
向运动员传达这些目标。
创建适合每位运动员的方案。

   
笔试

5 能辨别基本器材能否使用或存
在缺陷。 D

能辨别器材基本功
能，能否使用。有能
力识别常见缺陷。

能辨别基本器材能否使用或损坏，以及
它是否需要被替换或修理。

口试

6 具备现代五项的受伤处理，预
防及基本反兴奋剂的知识。 AS

训练年轻运动员的防
受伤意识。
关于反兴奋剂原则的
基础认知。

解释教练的角色，展示运动伤害意识、
注册，及受伤基本处理和防范的专业
知识。
对于反兴奋剂组织和测试的基本了解。 口试

7 有能力组织及管理现代五项赛
事。 AS 学习比赛场地设置，

按UIPM规则搭建。 准备，组织并管理比赛。
口试

8 成绩统计 AS
了解UIPM成绩软件
的基本知识，学会使
用成统表格。

比赛中的成绩统计.
口试

9 比赛参与 加分项
带领执教的运动员
参加国内及/或区域
比赛。

组织运动员参赛。
提交参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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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级 LEVEL 3 – 高级教练

1. 技能A: 为现代五项成功开展并实施高水平的训练和比赛计划。 

2. 技能 B: 通过长期的以运动员、教练或管理人员的身份参与这项运动，展示一直以来对现代五项的贡献。 

3. 技能 C: 成功创建并实施发展和招募计划，吸引运动员进入现代五项领域。 

4. 技能 D: 了解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角色以及UIPM致力于反兴奋剂的努力。 

5. 其它技能(AS): 清晰的沟通技巧。 

6. 其它技能(AS): 及时快捷分析能力。 

7. 实践： 证明所培养运动员参加UIPM有半决赛的A级赛事并取得决赛资格。

取得UIPM高级教练认证的能力要求

UIPM高级教练认证考试表格

高级考试 目标 技能 分数

书面报告
出具申请人负责的高水平队伍的训练和比赛计划。 A

10通过长期的以运动员、教练或管理人员的身份参与到现代运
动，证明一直以来对现代五项的贡献。 B

 

提交赛果
通过提供所训练的UIPM注册运动员的比赛成绩以及他们在
UIPM国内和世界现代五项比赛中的参赛。从而证明其对运动员
招募和训练水平。

C 5

  

笔试 熟知反兴奋剂检测的手段与要求 D 5

口试
辨别基本装备是否能用或有缺陷 AS 5

具备现代五项的受伤处理，预防及基本反兴奋剂的知识 AS 5

提交赛果 申请人所训练的运动员在UIPM有半决赛的A级赛事中进入决赛 实践 5

  

总分 35

达标最低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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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PM高级教练认证资格要求概述

目标 技能 描述 详情 评测方式

1 由申请人建立并实施的高水平
的训练和比赛计划。 A

出具现代五项训练计
划，着眼于运动员从
入门阶段向精英的
进阶。

这项训练计划应展示从招募一直到高水
平运动员训练的过程，持续推进运动员
在现代五项每个小项中的进步。 书面报告

2

通过长期的以运动员、教练或
管理人员的身份参与这项运
动，展示一直以来对现代五项
的贡献。

B
运用长期从事现代五
项工作所获得的专业
知识。

包括了各种形式的经验例如运动员，教
练，管理人员。

书面报告

3

借助申请人相关UIPM注册运动
员的成绩以及他们在UIPM国内
和世界现代五项比赛中的参与，
展示招募及发展水平。

C

发展招募及发展计
划，使运动员能通过
参加国内和国际级的
赛事中成长。

设立持续的招募及发展进阶计划，提供
在UIPM注册的运动员在国内及UIPM
国际现代五项比赛中取得的成绩。 提供成绩

4 熟练掌握反兴奋剂的检测与要
求。 D

清楚世界反兴奋剂机
构的网上的反兴奋剂
工作的要求

学习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Coach-True 
Programme”计划，准备通过该机构
的考试。

   
笔试

5
在训练的环境下具备清晰的沟
通的有关现代五项的技术信息
能力。

AS 具备熟练的口头教学 申请人需能清晰地向运动员及其他教
练传达指令

口试

6
展示分析技巧和在比赛中快
速、清晰、简洁提出解决方案
的能力。

AS 发展及时分析能力，
高效解决问题

申请人将在比赛中展示分析问题的能
力。并能与运动员迅速沟通出结果，
有所改进。 口试

7 申请人执教的运动员曾进入
UIPM有半决赛的A级赛事决赛 实践 申请人所执教的运动

员取得不错的成绩。
申请人的运动员曾进入UIPM有半决赛
的A级赛事决赛

提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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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级 LEVEL 4 – 特级教练

1. 技能 A: 成功掌握现代五项从入门到精英运动员的所有训练和备赛的环节。 

2. 技能 B: 展示基本的在以下领域的熟悉程度：生理学、心理学、运动医学、运动学习。 

3. 技能 C: 完全理解UIPM的反兴奋剂准则和措施。 

4. 技能 D: 展示在高水平运动队中对基本财务知识的了解。 

5. 其他技能(AS): 理解合作的重要性及教练员间的互相理解。 

6. 其他技能(AS): 了解UIPM的规定，条例及相关认证体系。 

7. 实践: 成功地通过准备使用的供现代五项运动分享的执教材料，展示良好的专业的能力和对现代五项的贡献。 

8. 实践: 通过所执教的运动员在UIPM的A级赛事中比赛成绩，展示作为一名高水平教练的熟练水平。

取得UIPM特级教练认证的能力要求

UIPM特级教练认证考试表格

特级考试 目标 技能 分数

笔试

成功掌握现代五项从入门到精英运动员的所有训练和备赛的
细节。 A

20
展示基本的在以下领域的熟悉程度：生理学、心理学、运动医
学、运动学习。 B

完全理解UIPM的反兴奋剂准则和措施。 C

展示在高水平运动队中对财务知识的基本了解。 D

 

 口试
展示与队伍中其他教练员间的配合及协作能力。
展示与其他教练和协会间协作能力。 AS 5

完全理解UIPM的规定，条例及相关认证体系。 AS 5

提交论文/陈述 基于现代五项和相关教练的主题的论文作品与陈述，用于在
UIPM教练平台上进行分享。 实践 10

  

提交赛果 提供所执教运动员在UIPM的A级国际赛事中取得决赛前八名
的成绩证明。 实践 10

  

总分 50

达标最低分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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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PM特级教练认证资格要求概述

目标 技能 描述 详情 评测方式

1 成功掌握现代五项的所有训练
和备赛的环节。 A

具备执教从入门到
精英运动员的全部
知识。

有能力为不同阶段运动员和所有现代五
项小项准备训练计划与方案。

笔试

2 在其他学术领域的基本知识。 B

申请人需具备粗略的
生理学、心理学、运
动医学、运动学习领
域的知识。

申请人需通过正式或持续的培训，掌握
与现代五项运动员相关的生理学、心理
学、运动医学、运动学习等专业
知识。 笔试

3 完全理解UIPM的反兴奋剂准则
和措施。 C 完全理解UIPM的反

兴奋剂准则和措施。 充分准备好通过WADA的考试
笔试

4 了解相应队伍财务管理的基本
知识 D

有能力处理在带队
过程中出现的财务
问题。

有能力处理与教练相关的财务和预算
问题。  

笔试

5 保持基本的人际沟通技巧 AS
有能力建立与利
益相关者间的合
作的关系

有能力与国际或自己队里的教练和官员
一起高效工作。

口试

6 了解政策和流程 AS
理解UIPM的规定，
条例及相关认证体
系。

知道并理解政策流程及国内和国际联盟
对你的运动员有影响的资格认证体系。

口试

7 对现代五项持之以恒的贡献 实践 提交论文/陈述 制作现代五项及相关教学主题的学术论
文/陈述，在UIPM教练平台共享。

提交论文/陈述

8 优秀运动员取得的成绩 实践 由申请人执教的运动
员取得的优异成绩。

运动员应在UIPM的A级国际赛事中取
得决赛前八名的成绩。

提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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