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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证政策 

CPTD和APTD证书持有者必须通过每三年提供一次专业发展活动的证据来证明自己在人才发展领域的
持续能力。为了保持其认证，CPTD必须在每个三年周期中累积60个重新认证积分，而APTD必须累积
40个重新认证积分。

重新认证的目的是确保通过ATDCI学院认证的人员对该领域的新趋势和发展保持最新认知；因此，所有
专业发展活动必须与ATD人才发展能力模型中概述的知识和技能保持一致。可以在此处www.td.org/
capability-model找到有关该模型的详细信息。

对于2021年5月1日之后到期的CPTD和APTD凭证持有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重新认证积分： 

类别 CPTD 积分 
每三年周期 

APTD 积分 
每三年周期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1. 继续教育 45 20 30 15 

2. 演讲与指导 20 15 

3. 在职经历 20 15 

4. 研究与出版 20 15 

5. 领导与认可 20 15 

6. 专业会员 15 10 

所需总数 60 40 

重新认证积分活动类别

继续教育 
CPTD：最高45分，最低20分 

APTD：最高30分，最低15分 

可以在与人才发展相关主题的培训课程中获得重新认证积分。

• 2021年5月1日之后，所有CPTD和APTD证书持有人必须获得继续教育类别中最少数量的重新认证学分。
CPTD在继续教育类别中必须至少获得20分，而APTD在继续教育方面必须至少获得15分。

• 对于CPTD和APTD证书持有人，如果是基于ATD Capability Model考取的证书，最低继续教育积分活动
可以是ATD Capability Model（2019）所覆盖的任意主题。如果是基于ATD Competency Model的话，
则需要在首次重新认证时，最低积分活动满足ATD Capability Model（2019）所覆盖的新增主题（详见
下方特定要求）。

• 面对面和由讲师引导的在线课程的培训课程，每个培训小时可获得1分。如果能够获得结课证明，则自
定进度的自学课程也是符合要求的。

• 所有培训活动至少持续30分钟以上以便计入积分。
• 课程完成后的进餐，休息，社交，注册，准备或课后作业不会获得重新认证积分。
• 取得其他认证不会获得重新认证积分；但是参与认证相关的新人才发展内容的培训课程可以获取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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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要求的继续教育活动示例： 

• 市场上的人才发展相关的培训课程和讲习班。
• 与人才发展行业有关的教育类会议活动，如ATD或SHRM赞助的全国性会议等活动。
• 与当地人才发展相关的分会活动或人才发展行业会议

o 商务会议，委员会会议和一般信息会议不符合条件。
• ATD CI志愿者活动，例如项目写作或其他获得预先分配的学分的活动。
• 在认可机构中，本科或研究生水平的人才培养课程每学分时可获得15点积分。
• 自您最新的认证期限以来出版的人才发展书籍，每本书最多可获得3分，每3年最多可获得15分。

o 阅读有关人才发展主题的任何ATD出版或非ATD出版的书
o 作为ATD或Chapter书籍俱乐部的阅读书籍活动，则无论书籍什么时间出版，都符合继续教

育活动积分。 

特定的继续教育要求 ：
CPTD和APTD获得证书基于ATD Competency Model必须在2021年5月1日之后的第一个重新认证周期中将继
续教育的主题范围放在以下列出的任何能力项上。 

CPTD -20 分 APTD -15分 
沟通 沟通 
情商与决策 情商与决策 
协作与领导力 协作与领导力 
文化意识与包容 项目管理 
技术应用 合规与道德行为 
职业与领导力开发 技术应用 
业务洞察力 知识管理 
咨询与业务伙伴 职业与领导力开发 
组织发展与组织文化 教练 
数据与分析 业务洞察力 
未来准备度 咨询与业务伙伴 

组织发展与组织文化 
人才战略与管理 
绩效改进 
变革管理 
数据与分析 
未来准备度 

演讲与指导 CPTD最高20分/ APTD最高15分

每一小时为1积分，积分可以从如下活动中获取: 

• 在自己本职角色之外演讲或讲授与人才培养相关的话题。
• 在会议上介绍与ATD人才发展能力模型保持一致的主题。
• 通过无偿演讲或指导的志愿者活动应用您的专业人才发展技能。
• 首次进行演讲时会获得积分，重复性的相同演讲不会获得积分。
• 对于交付的每一小时，个人最多可以要求积分两个小时的开发时间。开发时间不能超过交付时间的

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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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要求的演讲和指导活动示例 

• 在国家或地方级别的会议上展示有关人才发展主题的项目。
• 在人才发展专业协会年会上发言。
• 人才发展领域内的主题演讲或指导私人组织（例如：社区团体，专业商业团体，大学或学院的课程或慈

善机构）。
• 以无偿方式为非营利组织提供或开发有关任何主题的培训。

在职经历 CPTD最高20分/APTD最高15分

在职活动将增加您对人才发展知识体系的理解，从而获得重新认证积分。项目花费的开发时间，每1小时为1
分。可以在工作中完成的项目中赚取积分，该项目需和ATD新人才发展能力模型涉及的知识与技能保持一致. 

符合要求的在职活动的示例 

• 为您的组织开发能力模型。
• 设计一个新的工作场所培训课程。
• 计算新的工作场所培训计划课程的投资回报率。
• 实施新的学习管理系统。

研究与出版 CPTD最高20分/APTD最高15分 

根据下表中列出的已发表作品积分。合著者可获得半分 

• 出版书/学术论文=  20分
• TD at Work（〜5000字）= 12分
• 书中的章节= 10分
• 学术或同行评审文章（至少2500字）= 6分
• 发表的专业文章（例如至少1800字，在TD杂志上发表文章）= 4分
• 博客文章（600-800字）= 2分
• 发表的工作辅助工具或绩效支持工具= 2分

符合要求的研究与出版活动示例 

• 在报刊或杂志上与人才发展相关的文章的作者或合著者
• 与人才发展相关的书或章节的作者或合著者。
• 与人才发展相关的论文或硕士学位的作者或合著者。

不符合要求的活动：属于营销工作而不是教学工作，网站评论，维基百科和其他未编辑的在线项目的工作。
公司内部新闻通讯或自行发表的文章不符合重新认证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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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与认可 CPTD最高20分/APTD最高15分 

通过志愿服务和领导力支持人才发展行业的特定活动将获得积分。 

• 对于与人才发展相关的国家或当地协会（例如ATD和SHRM）的志愿者活动，将授予积分。
• 因在人才发展领域的贡献而授予个人的奖项。您的雇主授予的奖项无法获取重新认证积分。
• 领导力活动没有与人才发展相关联的（例如：HOA董事会成员）没有资格。
• 将您的人才发展技能无偿地用于非营利组织将可以获得积分，如您没有将其用于演讲与指导类别活动。
• 参与CPTD或APTD候选人的指导过程（ATD认可的）。

以下是在领导力和认可类别中有资格获得重新认证积分的活动的一些示例。

类别 示例 每年的积分 

人才发展高级官员-国家

ATD董事会成员
ATD CI学院董事会成员 
ATD项目咨询委员会（PAC）
全国分会的顾问（NAC）
国家级组织的董事会成员 

10 

人才发展官员-当地

ATD分会主席 
ATD分会认证负责人 
ATD分会会员负责人
ATD分会司库 

7 

人才发展委员会成员-国家 人才发展相关杂志编辑委员会 5 

人才发展委员会成员-当地 ATD地方分会项目委员会 5 

人才发展组织颁发的与人才发
展有关的奖项-国家 ATD CPTD贡献者奖

ATD志愿者合作伙伴奖  2 

人才发展组织颁发的与人才
发展有关的奖项-当地 ATD分会的志愿者奖 1 

ATD CI团队（公共关系支持） 认证宣传的网络播客，担任项目大使 根据分配 

与ATD相关的支持活动 ATD审核小组成员 
ATD卓越实践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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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会员 CPTD最高15分/APTD最高10分 

• 积分奖授予每年在国家，国际或本地与人才开发相关的专业协会或组织中的活跃会员。
• 积分是通过独特且相互独立的体验获得的，而不是因相互关联的体验而获得的。例如，您可能无法同时

获得同一时期的分会成员和分会主席的积分。

符合要求的专业会员活动示例

• ATD国际会员=每年4个CPTD积分或3个APTD积分
• 其他与国家或地方人才发展相关的会员（例如SHRM）=每年2 个CPTD积分或1 个APTD积分

重新认证的程序 

提交申请须知 
从2020年4月8日开始，重新认证申请将通过ATD Certification Portal 提交，可通过td.org网站访问。可以从
https://www.td.org/certification/recertification-program底部下载提交重新认证申请的详细说明文件。

审核程序

• 候选人必须在重新认证截止日期之前提交重新认证信息。
• 如果有特殊情况，例如严重疾病，候选人可以申请延期，但必须在截止日期前至少30天通过电子邮件获

得批准（recertification@td.org）.
• 如果您的重新认证材料存在问题，ATD CI工作人员将与您联系以解决该问题。我们建议您添加超出最低

要求学分的活动以防您提交的活动中有不符合要求的（少数情况）。
• 如果您的申请获得批准，您将获得重新认证，并且将被颁发新的证书。

费用 
CPTD重新认证申请费为200美元。 APTD重新认证申请费为150美元。提交申请时必须支付费用。 

申请抽查审核流程 
收到重新认证申请后，ATD CI将抽查审核10％的重新认证申请。在每个周期内，将随机选择申请进行审
核。抽查审核过程如下：

1. 被抽选的候选人将在CI收到申请后，按照重新认证政策中的规定，提交其活动的证明文件。
2. 如果您的提交的文档不充足，则ATD CI员工将通过安全的电子邮件消息为您提供反馈，您将有一次机

会更正信息并重新提交。
3. CI提供反馈后，您将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提交更正信息。
4. 如果您的文件符合要求，将为您重新认证并颁发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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