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培訓認證中心（HKTCC）國際職業資格認證中心（ICCVQ）

證書專業領域
特別說明：

1、本認證體系目前擁有 116類專業領域管理類資格證書，127類專業領域技能類資格證書；

2、中級證書可注明專業方向，也可不注明，證書效力同等；各授權培訓考試中心根據自己開設的課程對應相應專業領域頒發證書。

3、服务热线：4008061060 0755-86112623

管理類資格證書專業領域

專業領域 證書名稱

人力资源

国际注册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

国际注册人力资源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国际注册人力资源管理专家

市场营销

国际注册助理营销管理师

国际注册营销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营销管理师

国际注册营销管理专家

汽车营销

国际注册助理汽车营销管理师

国际注册汽车营销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汽车营销管理师

国际注册汽车营销管理专家

电话营销

国际注册助理电话营销管理师

国际注册电话营销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电话营销管理师

国际注册电话营销管理专家

网络营销

国际注册助理网络营销管理师

国际注册网络营销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网络营销管理师

国际注册网络营销管理专家

医药营销

国际注册助理医药营销管理师

国际注册医药营销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医药营销管理师

国际注册医药营销管理专家

广告营销

国际注册助理广告营销管理师

国际注册广告营销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广告营销管理师



国际注册广告营销管理专家

酒店营销

国际注册助理酒店营销管理师

国际注册酒店营销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酒店营销管理师

国际注册酒店营销管理专家

票务营销

国际注册助理票务营销管理师

国际注册票务营销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票务营销管理师

国际注册票务营销管理专家

房地产营销

国际注册助理房地产营销管理师

国际注册房地产营销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房地产营销管理师

国际注册房地产营销管理专家

外贸营销

国际注册助理外贸营销管理师

国际注册外贸营销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外贸营销管理师

国际注册外贸营销管理专家

外贸单证

国际注册助理外贸单证管理师

国际注册外贸单证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外贸单证管理师

国际注册外贸单证管理专家

外贸船务

国际注册助理外贸船务管理师

国际注册外贸船务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外贸船务管理师

国际注册外贸船务管理专家

外贸报关

国际注册助理外贸报关管理师

国际注册外贸报关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外贸报关管理师

国际注册外贸报关管理专家

海关事务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海关事务管理师

国际注册海关事务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海关事务管理师

国际注册海关事务管理专家

生产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生产管理师

国际注册生产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生产管理师

国际注册生产管理专家

精益生产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精益生产管理师

国际注册精益生产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精益生产管理师

国际注册精益生产管理专家

现场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现场管理师

国际注册现场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现场管理师

国际注册现场管理专家

维修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维修管理师

国际注册维修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维修管理师



国际注册维修管理专家

车间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车间管理师

国际注册车间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车间管理师

国际注册车间管理专家

设备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设备管理师

国际注册设备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设备管理师

国际注册设备管理专家

生产计划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生产计划管理师

国际注册生产计划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生产计划管理师

国际注册生产计划管理专家

流程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流程管理师

国际注册流程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流程管理师

国际注册流程管理专家

产品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产品管理师

国际注册产品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产品管理师

国际注册产品管理专家

数据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数据管理师

国际注册数据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数据管理师

国际注册数据管理专家

研发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研发管理师

国际注册研发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研发管理师

国际注册研发管理专家

供应链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供应链管理师

国际注册供应链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供应链管理师

国际注册供应链管理专家

供货商质量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供货商质量管理师

国际注册供货商质量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供货商质量管理师

国际注册供货商质量管理专家

运输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运输管理师

国际注册运输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运输管理师

国际注册运输管理专家

仓储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仓储管理师

国际注册仓储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仓储管理师

国际注册仓储管理专家

物流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物流管理师

国际注册物流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物流管理师



国际注册物流管理专家

采购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采购管理师

国际注册采购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采购管理师

国际注册采购管理专家

质量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质量管理师

国际注册质量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质量管理师

国际注册质量管理专家

客户服务

国际注册助理客户服务管理师

国际注册客户服务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客户服务管理师

国际注册客户服务管理专家

服务质量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服务质量管理师

国际注册服务质量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服务质量管理师

国际注册服务质量管理专家

售后服务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售后服务管理师

国际注册售后服务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售后服务管理师

国际注册售后服务管理专家

财务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财务管理师

国际注册财务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财务管理师

国际注册财务管理专家

管理经济

国际注册助理管理经济师

国际注册管理经济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管理经济师

国际注册管理经济专家

管理会计

国际注册助理管理会计师

国际注册管理会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管理会计师

国际注册管理会计专家

管理审计

国际注册助理管理审计师

国际注册管理审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管理审计师

国际注册管理审计专家

管理税务

国际注册助理管理税务师

国际注册管理税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管理税务师

国际注册管理税务专家

管理统计

国际注册助理管理统计师

国际注册管理统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管理统计师

国际注册管理统计专家

管理预算

国际注册助理管理预算师

国际注册管理预算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管理预算师



国际注册管理预算专家

管理决算

国际注册助理管理决算师

国际注册管理决算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管理决算师

国际注册管理决算专家

行政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行政管理师

国际注册行政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行政管理师

国际注册行政管理专家

商务秘书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商务秘书

国际注册商务秘书（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商务秘书

国际注册商务秘书专家

接待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接待管理师

国际注册接待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接待管理师

国际注册接待管理专家

档案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档案管理师

国际注册档案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档案管理师

国际注册档案管理专家

图书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图书管理师

国际注册图书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图书管理师

国际注册图书管理专家

企业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企业管理师

国际注册企业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企业管理师

国际注册企业管理专家

上市辅导

国际注册助理上市辅导管理师

国际注册上市辅导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上市辅导管理师

国际注册上市辅导管理专家

管理法务

国际注册助理管理法务师

国际注册管理法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管理法务师

国际注册管理法务专家

法律顾问

国际注册助理法律顾问师

国际注册法律顾问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法律顾问师

国际注册法律顾问专家

工商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工商管理师

国际注册工商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工商管理师

国际注册工商管理专家

商务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商务管理师

国际注册商务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商务管理师



国际注册商务管理专家

经贸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经贸管理师

国际注册经贸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经贸管理师

国际注册经贸管理专家

项目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项目管理师

国际注册项目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项目管理师

国际注册项目管理专家

品牌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品牌管理师

国际注册品牌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品牌管理师

国际注册品牌管理专家

品牌咨询

国际注册助理品牌咨询师

国际注册品牌咨询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品牌咨询师

国际注册品牌咨询专家

品牌策划

国际注册助理品牌策划师

国际注册品牌策划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品牌策划师

国际注册品牌策划专家

广告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广告管理师

国际注册广告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广告管理师

国际注册广告管理专家

能源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能源管理师

国际注册能源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能源管理师

国际注册能源管理专家

公共关系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公共关系管理师

国际注册公共关系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公共关系管理师

国际注册公共关系管理专家

体育商务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体育商务管理师

国际注册体育商务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体育商务管理师

国际注册体育商务管理专家

体育运动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体育运动管理师

国际注册体育运动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体育运动管理师

国际注册体育运动管理专家

体育经纪

国际注册助理体育经纪师

国际注册体育经纪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体育经纪师

国际注册体育经纪专家

娱乐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娱乐管理师

国际注册娱乐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娱乐管理师



国际注册娱乐管理专家

传媒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传媒管理师

国际注册传媒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传媒管理师

国际注册传媒管理专家

健身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健身管理师

国际注册健身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健身管理师

国际注册健身管理专家

健美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健美管理师

国际注册健美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健美管理师

国际注册健美管理专家

会展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会展管理师

国际注册会展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会展管理师

国际注册会展管理专家

酒店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酒店管理师

国际注册酒店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酒店管理师

国际注册酒店管理专家

文化产业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文化产业管理师

国际注册文化产业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文化产业管理师

国际注册文化产业管理专家

房地产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房地产管理师

国际注册房地产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房地产管理师

国际注册房地产管理专家

房地产经纪

国际注册助理房地产经纪师

国际注册房地产经纪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房地产经纪师

国际注册房地产经纪专家

房地产评估分析

国际注册助理房地产评估分析师

国际注册房地产评估分析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房地产评估分析师

国际注册房地产评估分析专家

城市规划

国际注册助理城市规划师

国际注册城市规划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城市规划师

国际注册城市规划专家

物业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物业管理师

国际注册物业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物业管理师

国际注册物业管理专家

家政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家政管理师

国际注册家政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家政管理师



国际注册家政管理专家

餐饮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餐饮管理师

国际注册餐饮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餐饮管理师

国际注册餐饮管理专家

信息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信息管理师

国际注册信息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信息管理师

国际注册信息管理专家

电子商务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电子商务管理师

国际注册电子商务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电子商务管理师

国际注册电子商务管理专家

卖场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卖场管理师

国际注册卖场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卖场管理师

国际注册卖场管理专家

连锁经营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连锁经营管理师

国际注册连锁经营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连锁经营管理师

国际注册连锁经营管理专家

招商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招商管理师

国际注册招商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招商管理师

国际注册招商管理专家

旅游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旅游管理师

国际注册旅游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旅游管理师

国际注册旅游管理专家

健康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健康管理师

国际注册健康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健康管理师

国际注册健康管理专家

金融分析

国际注册助理金融分析师

国际注册金融分析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金融分析师

国际注册金融分析专家

精算分析

国际注册助理精算分析师

国际注册精算分析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精算分析师

国际注册精算分析专家

黄金分析

国际注册助理黄金分析师

国际注册黄金分析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黄金分析师

国际注册黄金分析专家

外汇分析

国际注册助理外汇分析师

国际注册外汇分析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外汇分析师



国际注册外汇分析专家

证券分析

国际注册助理证券分析师

国际注册证券分析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证券分析师

国际注册证券分析专家

期货分析

国际注册助理期货分析师

国际注册期货分析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期货分析师

国际注册期货分析专家

基金分析

国际注册助理基金分析师

国际注册基金分析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基金分析师

国际注册基金分析专家

资产评估分析

国际注册助理资产评估分析师

国际注册资产评估分析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资产评估分析师

国际注册资产评估分析专家

保险经纪

国际注册助理保险经纪师

国际注册保险经纪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保险经纪师

国际注册保险经纪专家

保险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保险管理师

国际注册保险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保险管理师

国际注册保险管理专家

理财规划

国际注册助理理财规划师

国际注册理财规划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理财规划师

国际注册理财规划专家

国际结算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国际结算管理师

国际注册国际结算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国际结算管理师

国际注册国际结算管理专家

风险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风险管理师

国际注册风险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风险管理师

国际注册风险管理专家

资产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资产管理师

国际注册资产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资产管理师

国际注册资产管理专家

银行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银行管理师

国际注册银行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银行管理师

国际注册银行管理专家

投资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投资管理师

国际注册投资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投资管理师



国际注册投资管理专家

信用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信用管理师

国际注册信用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信用管理师

国际注册信用管理专家

艺术品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艺术品管理师

国际注册艺术品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艺术品管理师

国际注册艺术品管理专家

艺术品经纪

国际注册助理艺术品经纪师

国际注册艺术品经纪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艺术品经纪师

国际注册艺术品经纪专家

珠宝古玩鉴定

国际注册助理珠宝古玩鉴定师

国际注册珠宝古玩鉴定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珠宝古玩鉴定师

国际注册珠宝古玩鉴定专家

艺术品拍卖

国际注册助理艺术品拍卖师

国际注册艺术品拍卖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艺术品拍卖师

国际注册艺术品拍卖专家

税务筹划

国际注册助理税务筹划师

国际注册税务筹划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税务筹划师

国际注册税务筹划专家

商务谈判

国际注册助理商务谈判师

国际注册商务谈判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商务谈判师

国际注册商务谈判专家

商务策划

国际注册助理商务策划师

国际注册商务策划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商务策划师

国际注册商务策划专家

心理咨询

国际注册助理心理咨询师

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心理咨询师

国际注册心理咨询专家

职业规划

国际注册助理职业规划师

国际注册职业规划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职业规划师

国际注册职业规划专家

性格分析

国际注册助理性格分析师

国际注册性格分析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性格分析师

国际注册性格分析专家

农业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农业管理师

国际注册农业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农业管理师



国际注册农业管理专家

园林管理

国际注册助理园林管理师

国际注册园林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园林管理师

国际注册园林管理专家

培训师

国际注册助理培训师

国际注册培训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培训师

国际注册培训专家

技能類資格證書專業領域

媒体编辑

国际注册助理媒体编辑师

国际注册媒体编辑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媒体编辑师

国际注册媒体编辑专家

图书编辑

国际注册助理图书编辑师

国际注册图书编辑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图书编辑师

国际注册图书编辑专家

美术编辑

国际注册助理美术编辑师

国际注册美术编辑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美术编辑师

国际注册美术编辑专家

网络编辑

国际注册助理网络编辑师

国际注册网络编辑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网络编辑师

国际注册网络编辑专家

网页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网页设计师

国际注册网页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网页设计师

国际注册网页设计专家

网站策划

国际注册助理网站策划师

国际注册网站策划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网站策划师

国际注册网站策划专家

软件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软件工程师

国际注册软件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软件工程师

国际注册软件工程专家

系统分析

国际注册助理系统分析师

国际注册系统分析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系统分析师

国际注册系统分析专家

硬件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硬件工程师

国际注册硬件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硬件工程师

国际注册硬件工程专家

软件测试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软件测试工程师

国际注册软件测试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软件测试工程师

国际注册软件测试工程专家

硬件测试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硬件测试工程师

国际注册硬件测试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硬件测试工程师

国际注册硬件测试工程专家

实施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实施工程师

国际注册实施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实施工程师

国际注册实施工程专家

系统集成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系统集成工程师

国际注册系统集成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系统集成工程师

国际注册系统集成工程专家

网络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网络工程师

国际注册网络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网络工程师

国际注册网络工程专家

信息安全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信息安全工程师

国际注册信息安全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信息安全工程师

国际注册信息安全工程专家

通信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通信工程师

国际注册通信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通信工程师

国际注册通信工程专家

安全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安全工程师

国际注册安全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安全工程师

国际注册安全工程专家

电子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电子工程师

国际注册电子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电子工程师

国际注册电子工程专家

电气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电气工程师

国际注册电气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电气工程师

国际注册电气工程专家

布线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布线工程师

国际注册布线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布线工程师

国际注册布线工程专家

工艺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工艺工程师

国际注册工艺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工艺工程师

国际注册工艺工程专家

电声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电声工程师

国际注册电声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电声工程师

国际注册电声工程专家

射频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射频工程师

国际注册射频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射频工程师

国际注册射频工程专家

传输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传输工程师

国际注册传输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传输工程师

国际注册传输工程专家

芯片开发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芯片开发工程师

国际注册芯片开发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芯片开发工程师

国际注册芯片开发工程专家

磁电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磁电工程师

国际注册磁电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磁电工程师

国际注册磁电工程专家

电力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电力工程师

国际注册电力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电力工程师

国际注册电力工程专家

光源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光源工程师

国际注册光源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光源工程师

国际注册光源工程专家

机械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机械工程师

国际注册机械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机械工程师

国际注册机械工程专家

结构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结构工程师

国际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结构工程师

国际注册结构工程专家

铸造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铸造工程师

国际注册铸造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铸造工程师

国际注册铸造工程专家

锻造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锻造工程师

国际注册锻造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锻造工程师

国际注册锻造工程专家

模具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模具工程师

国际注册模具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模具工程师

国际注册模具工程专家

岩土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岩土工程师

国际注册岩土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岩土工程师

国际注册岩土工程专家

幕墙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幕墙工程师

国际注册幕墙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幕墙工程师

国际注册幕墙工程专家

测绘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测绘工程师

国际注册测绘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测绘工程师

国际注册测绘工程专家

食品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食品工程师

国际注册食品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食品工程师

国际注册食品工程专家

船舶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船舶工程师

国际注册船舶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船舶工程师

国际注册船舶工程专家

冲压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冲压工程师

国际注册冲压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冲压工程师

国际注册冲压工程专家

锅炉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锅炉工程师

国际注册锅炉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锅炉工程师

国际注册锅炉工程专家

包装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包装工程师

国际注册包装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包装工程师

国际注册包装工程专家

电路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电路工程师

国际注册电路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电路工程师

国际注册电路工程专家

燃气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燃气工程师

国际注册燃气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燃气工程师

国际注册燃气工程专家

热能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热能工程师

国际注册热能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热能工程师

国际注册热能工程专家

表面处理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表面处理工程师

国际注册表面处理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表面处理工程师

国际注册表面处理工程专家

仪器仪表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仪器仪表工程师

国际注册仪器仪表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仪器仪表工程师

国际注册仪器仪表工程专家

夹具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夹具工程师

国际注册夹具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夹具工程师

国际注册夹具工程专家

容器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容器工程师

国际注册容器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容器工程师

国际注册容器工程专家

刀具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刀具工程师

国际注册刀具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刀具工程师

国际注册刀具工程专家

建筑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建筑工程师

国际注册建筑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建筑工程师

国际注册建筑工程专家

土建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土建工程师

国际注册土建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土建工程师

国际注册土建工程专家

给排水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给排水工程师

国际注册给排水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给排水工程师

国际注册给排水工程专家

监理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监理工程师

国际注册监理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监理工程师

国际注册监理工程专家

机电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机电工程师

国际注册机电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机电工程师

国际注册机电工程专家

注塑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注塑工程师

国际注册注塑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注塑工程师

国际注册注塑工程专家

焊接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焊接工程师

国际注册焊接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焊接工程师

国际注册焊接工程专家

维修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维修工程师

国际注册维修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维修工程师

国际注册维修工程专家

环保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环保工程师

国际注册环保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环保工程师

国际注册环保工程专家

纺织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纺织工程师

国际注册纺织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纺织工程师

国际注册纺织工程专家

印刷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印刷工程师

国际注册印刷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印刷工程师

国际注册印刷工程专家

染整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染整工程师

国际注册染整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染整工程师

国际注册染整工程专家

废物处理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废物处理工程师

国际注册废物处理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废物处理工程师

国际注册废物处理工程专家

装饰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装饰工程师

国际注册装饰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装饰工程师

国际注册装饰工程专家

路桥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路桥工程师

国际注册路桥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路桥工程师

国际注册路桥工程专家

造纸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造纸工程师

国际注册造纸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造纸工程师

国际注册造纸工程专家

材料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材料工程师

国际注册材料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材料工程师

国际注册材料工程专家

冶炼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冶炼工程师

国际注册冶炼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冶炼工程师

国际注册冶炼工程专家

养殖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养殖工程师

国际注册养殖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养殖工程师

国际注册养殖工程专家

计量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计量工程师

国际注册计量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计量工程师

国际注册计量工程专家

电镀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电镀工程师

国际注册电镀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电镀工程师

国际注册电镀工程专家

生物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生物工程师

国际注册生物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生物工程师

国际注册生物工程专家

油漆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油漆工程师

国际注册油漆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油漆工程师

国际注册油漆工程专家

水电工程

国际注册助理水电工程师

国际注册水电工程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水电工程师

国际注册水电工程专家

农艺

国际注册助理农艺师

国际注册农艺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农艺师

国际注册农艺专家

园艺

国际注册助理园艺师

国际注册园艺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园艺师

国际注册园艺专家

制版

国际注册助理制版师

国际注册制版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制版师

国际注册制版专家

机械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机械设计师

国际注册机械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机械设计师

国际注册机械设计专家

模具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模具设计师

国际注册模具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模具设计师

国际注册模具设计专家

装饰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装饰设计师

国际注册装饰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装饰设计师

国际注册装饰设计专家

陈列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陈列设计师

国际注册陈列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陈列设计师

国际注册陈列设计专家

园林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园林设计师

国际注册园林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园林设计师

国际注册园林设计专家

家具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家具设计师

国际注册家具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家具设计师

国际注册家具设计专家

珠宝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珠宝设计师

国际注册珠宝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珠宝设计师

国际注册珠宝设计专家

灯光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灯光设计师

国际注册灯光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灯光设计师

国际注册灯光设计专家

玩具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玩具设计师

国际注册玩具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玩具设计师

国际注册玩具设计专家

首饰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首饰设计师

国际注册首饰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首饰设计师

国际注册首饰设计专家

雕塑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雕塑设计师

国际注册雕塑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雕塑设计师

国际注册雕塑设计专家

平面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平面设计师

国际注册平面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平面设计师

国际注册平面设计专家

工业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工业设计师

国际注册工业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工业设计师

国际注册工业设计专家

景观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景观设计师

国际注册景观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景观设计师

国际注册景观设计专家

服装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服装设计师

国际注册服装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服装设计师

国际注册服装设计专家

室内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室内设计师

国际注册室内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室内设计师

国际注册室内设计专家

建筑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建筑设计师

国际注册建筑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建筑设计师

国际注册建筑设计专家

广告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广告设计师

国际注册广告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广告设计师

国际注册广告设计专家

动画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动画设计师

国际注册动画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动画设计师

国际注册动画设计专家

多媒体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多媒体设计师

国际注册多媒体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多媒体设计师

国际注册多媒体设计专家

产品造型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产品造型设计师

国际注册产品造型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产品造型设计师

国际注册产品造型设计专家

包装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包装设计师

国际注册包装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包装设计师

国际注册包装设计专家

艺术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艺术设计师

国际注册艺术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艺术设计师

国际注册艺术设计专家

形象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形象设计师

国际注册形象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形象设计师

国际注册形象设计专家

色彩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色彩设计师

国际注册色彩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色彩设计师

国际注册色彩设计专家

发型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发型设计师

国际注册发型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发型设计师

国际注册发型设计专家

造型设计

国际注册助理造型设计师

国际注册造型设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造型设计师

国际注册造型设计专家

美术

国际注册助理美术师

国际注册美术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美术师

国际注册美术专家

化妆
国际注册助理化妆师

国际注册化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化妆师

国际注册化妆专家

美甲

国际注册助理美甲师

国际注册美甲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美甲师

国际注册美甲专家

美容

国际注册助理美容师

国际注册美容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美容师

国际注册美容专家

美容导师

国际注册助理美容导师

国际注册美容导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美容导师

国际注册美容专家

营养

国际注册助理营养师

国际注册营养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营养师

国际注册营养专家

保健护理

国际注册助理保健护理师

国际注册保健护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保健护理师

国际注册保健护理专家

康复理疗

国际注册助理康复理疗师

国际注册康复理疗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康复理疗师

国际注册康复理疗专家

医学美容

国际注册助理医学美容管理师

国际注册医学美容管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医学美容管理师

国际注册医学美容管理专家

激光美容

国际注册助理激光美容师

国际注册激光美容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激光美容师

国际注册激光美容专家

针灸按摩

国际注册助理针灸按摩师

国际注册针灸按摩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针灸按摩师

国际注册针灸按摩专家

宠物护理

国际注册助理宠物护理师

国际注册宠物护理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宠物护理师

国际注册宠物护理专家

家政服务

国际注册助理家政服务师

国际注册家政服务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家政服务师

国际注册家政服务专家

导游
国际注册助理导游

国际注册导游（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导游

国际注册导游专家

职业翻译

国际注册助理职业翻译师

国际注册职业翻译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职业翻译师

国际注册职业翻译专家

汉语教学

国际注册助理汉语教学师

国际注册汉语教学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汉语教学师

国际注册汉语教学专家

外语教学

国际注册助理外语教学师

国际注册外语教学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外语教学师

国际注册外语教学专家

艺术教学

国际注册助理艺术教学师

国际注册艺术教学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艺术教学师

国际注册艺术教学专家

特殊教学

国际注册助理特殊教学师

国际注册特殊教学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特殊教学师

国际注册特殊教学专家

验光

国际注册助理验光师

国际注册验光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验光师

国际注册验光专家

视频制作

国际注册助理视频制作师

国际注册视频制作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视频制作师

国际注册视频制作专家

摄影摄像

国际注册助理摄影摄像师

国际注册摄影摄像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摄影摄像师

国际注册摄影摄像专家

剪辑

国际注册助理剪辑师

国际注册剪辑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剪辑师

国际注册剪辑专家

婚姻家庭指导

国际注册助理婚姻家庭指导师

国际注册婚姻家庭指导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婚姻家庭指导师

国际注册婚姻家庭指导专家

调酒

国际注册助理调酒师

国际注册调酒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调酒师

国际注册调酒专家

茶艺
国际注册助理茶艺师

国际注册茶艺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茶艺师

国际注册茶艺专家

烹饪

国际注册助理烹饪师

国际注册烹饪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烹饪师

国际注册烹饪专家

面点

国际注册助理面点师

国际注册面点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面点师

国际注册面点专家

厨师

国际注册助理厨师

国际注册厨师（专业方向）（中级）

国际注册高级厨师

国际注册烹饪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