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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简介 

 
ISTQB®合作伙伴计划为软件测试企业提供最具有权威影响力的认可度。ISTQB®在全球寻找

并发展这样的企业，为其提供合作伙伴方案以促进双方共同发展，达到双赢合作。本文包含

了有关 ISTQB®合作伙伴计划的主要规范。 

该计划中合作伙伴关系被分成四个级别：三个本地关系即银牌，金牌，铂金，还有全球合作

伙伴。如文件中所示，本地级别的评判将根据企业所拥有的证书的数量累计换算而定。 

 

第二章 合作伙伴收益 

 
成为 ISTQB®合作伙伴的收益有： 

 允许在企业网站或其他相关合适的市场资料上使用 ISTQB®合作伙伴商标 

 在全国范围及国际上认可其企业在测试领域的专业性 

 ISTQB® 作为世界领先的软件测试质量标准组织，将为其颁发正式的证书，包含位置、

有效期及等级 

 在 ISTQB®官网上公布 

 在 CSTQB®官网上公布 

 获得参加 ISTQB®相关会议及活动的特权 

 获得 ISTQB®大纲的 Beta 版本，并有机会参与评审 

 成为 ISTQB®“合作伙伴论坛”（正在建立中）荣誉会员，会员可得到 ISTQB®最新认

证路线图的相关新闻 

 享有参与 ISTQB®网络会议的折扣 

 由 CSTQB®提供的其它额外收益 

 合作伙伴关系续约享有折扣 

 将其 ISEB 认证链接到 ISTQB®认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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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资格认证：认证分数 

 
成为 ISTQB®合作伙伴的条件：企业、业务单位或者培训合作伙伴必须在有效的合作期内，

有一定数量的持有 ISTQB®（或者 ISEB）证书的正式员工或至少连续 8 个月在申请企业服

务时间不低于标准工作时间的 70%的外部专家顾问。 

每个等级的证书都可以换算成相应的分数： 

 基础级证书----1 分 

 基础级附加模块证书----1 分（CTFL-AT, CTFL-MBT, etc.） 

 高级证书----3 分/模块(CTAL-TM,CTAL-TA,CTAL-TTA,CTAL-ST, etc.) 

 专家级证书-----5 分/模块 

合作伙伴等级取决于企业内员工持有证书等级对应的分值相加所得的总分。 

 

对于持有 ISEB 证书的换算规则如下： 

 
 

 

第四章 资格认证：合作伙伴级别 

 

各个级别需要达到以下标准： 

 银牌合作伙伴---5 分 

 金牌合作伙伴---14 分 

---至少有 1 个高级级别证书 

 铂金合作伙伴---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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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2 个基础级别证书 

---至少 3 个高级级别证书 

 

 全球合作伙伴---2 个国家的 ISTQB®金牌合作伙伴身份  

---1 个国家的 ISTQB®铂金合作伙伴身份  

---对于申请全球合作伙伴的企业必须遍及至少两个不同的国家  

 
 

4.1 换算示例 

4.1.1 银牌合作伙伴 

例1. 申请企业有 5 名员工持有 FL 证书，分值计算如下： 

 

5 个 FL 证书: 5×1=5 分 

总分=5 分 

 

达到银牌合作伙伴准入标准 

 

例2. 申请企业有 1 名员工持有 AL-TM 证书，1 名员工持有 FL 证书，分值计算如下： 

 

1 个 FL 证书: 1×1=1 分 

1 名 AL-TM 证书：1×3（高级）+1×1（初级）=4 分 

总计=5 分 

 

达到银牌合作伙伴准入标准 

 

 

4.1.2 金牌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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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申请企业有 6 名员工持有 FL 证书，2 名持有 AL-TA 证书，分值计算如下： 

 

     6 个 FL=6×1=6 

     2 个 AL-TA=2×3（高级）+2×1（基础级）=8 分 

     总计 6+8=14 分 

 

达到金牌合作伙伴准入标准 

 
例 4. 申请企业有 14 名员工持有 FL 级别证书，分值计算如下： 

 

     14 名 FL= 14×1=14 

总分=14 

 

未达准入标准。（尽管总分达到了准入标准，但金牌合作伙伴要求必须至少有一名员

工持有 AL 证书。此企业只达到了银牌合作伙伴标准。） 

 

 

4.1.3 铂金合作伙伴 

例 5. 申请企业有 10 名员工持有 FL 证书，3 名持有 AL-TA 证书，2 名持有 AL-TM 证书，

分值计算如下： 

 

     10 个 FL=10×1=10 

     3 个 AL-TA=3×3（高级）+3×1（基础级）=12 分 

     2 个 AL-TM:2×3（高级）+2×1（基础级）=8 分 

     总计 10+12+8=30 分 

 

达到铂金合作伙伴准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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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 申请企业有10名员工持有FL 级别证书,2 名员工持有AL-TA 证书，2名员工持有AL-TM

证书,2 名员工持有 AL-TTA 证书，分值计算如下： 

     10 个 FL=10×1=10 

     2 个 TA=2×3（高级）+2×1（基础级）=8 

     2 个 TM=2×3（高级）+2×1（基础级）=8 

     2 个 TTA=2×3（高级）+2×1（基础级）=8 

     总计：34 分 

 

达到铂金合作伙伴准入标准。 

 

 

第五章 如何申请合作伙伴关系 

 
任何有法人代表的组织都可申请 ISTQB®合作伙伴关系。通常来说，ISTQB®的运营机构和

联系点是一个国家的分会或者考试中心(即 CSTQB®)。若企业的所属地区未被分会或者考试

中心所覆盖，那么企业可以直接向 ISTQB®申请合作伙伴关系。（详见

http://partner.istqb.org/或者联系 partner_program@istqb.org）。 

CSTQB®受理合作伙伴关系后将提供根据当地法规拟定的相关合法协议(合同或者根据报价

单提供的报价) 与企业签署。 

在申请成功之后，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其他的详细信息如企业名称、国家等，将按照各自网

站管理规则公布在 ISTQB®的官网和 CSTQB®的官网。成为 ISTQB®合作伙伴的企业也可以

通过在其网站设置链接到 ISTQB®官网的链接，对其与 ISTQB®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行宣传。 

 

 

第六章 合作伙伴的有效期；升级以及提前终止合作关系 

 

ISTQB®合作伙伴的有效期是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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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关系的有效期内的任何时间，企业可以申请升级级别。若合作伙伴经评估符合申请更

高级别的资格： 

 企业需要支付下一年升级合作伙伴关系的申请费用 

 合作伙伴等级将在 ISTQB®财务部门收到全部费用后直接提升 

 

 

合作伙伴企业可以在有效期内提出申请，终止合作伙伴关系。提出申请的企业需要与

CSTQB®联系提出终止合作伙伴关系的申请。 

 

请注意，合作伙伴关系终止后，相关费用不予以退还。 

第七章 合作伙伴计划相关文件和商标 

 
企业的合作伙伴将收到以下文件： 

 合作伙伴同意函 

 合作伙伴认可证书 

 可用于合作伙伴企业的网站或者其他市场材料上的 ISTQB®的商标和使用指南 

 若是全球合作伙伴关系：颁发合作伙伴钢牌 

以上这些文件由运营机构发送给合作企业，且在合作关系有效期间内都是有效的。 

 

不同等级的 ISTQB®合作伙伴商标如下： 

 

 

全球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关系钢牌 

mailto:info@cstqb.cn


Chinese Software Testing Qualifications Board 

 
©2021    中国软件测试认证委员会（CSTQB

®
）                                            第 8页 / 共 11页 

1111111111 上海市杨浦区国泰路 11路复旦科技园大厦 1501室 

11111111111Tel：021-55960906 

11111111111E-mail: info@cstqb.cn     www.cstqb.cn 

 

除了合作伙伴证明和全球合作伙伴商标，全球合作伙伴企业在申请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时，其

所提交的申请分公司（分公司需具备当地合作伙伴计划资质）都将获得全球合作伙伴钢牌。

全球合作伙伴企业可以将这些用于市场宣传材料上。 

 

 

 

 

第八章 合作伙伴申请流程 

8.1 申请加入当地合作伙伴—银牌，金牌，铂金 

申请企业需登陆 ISTQB®合作伙伴官网：http：//partner.istqb.org/rules/download.html，

下载并填写 ISTQB®合作伙伴申请/续约表，并将此文件递交给 CSTQB®。若企业所在地没

有分会或者考试中心,可将申请表直接发送给 ISTQB®。 

CSTQB®收到合作伙伴申请表之后，将对其进行资质审核。若申请企业符合标准，企业将收

到“ISTQB®合作伙伴准入通知”，其中包含已核准的合作伙伴等级以及相应等级的费用（有

关详细费用问题可见第九章 ISTQB®合作伙伴费用）。若企业提供的信息不充分，CSTQB® 将

会告知如何补充信息。若申请企业达到申请等级的标准，企业支付完相关费用后，将正式成

为 ISTQB®合作伙伴。在收到相关费用后， CSTQB®将发送相关文件来证明其企业的合作

伙伴关系（详见第七章合作伙伴计划文件和商标）。企业新的合作伙伴身份将按照各自网站

管理规则公布在 CSTQB®，以及 ISTQB®的官网上。 

 

 

8.2 合作伙伴续约-银牌，金牌，铂金 

合作伙伴关系的有效期为 1 年。企业可随时申请续约。在到期前的 2 个月，CSTQB®将提醒

合作伙伴企业合作关系即将到期。 

企业若要续约，则需要重新提交 ISTQB®合作伙伴申请/续约表至 CSTQB®。 

 

若申请企业符合续约标准，企业将收到“ISTQB®合作伙伴准入通知”，其中包含已核准的合

作伙伴等级以及相应等级的费用。若企业提供的信息不充分，CSTQB®将会告知如何补充信

息。 

根据第七章合作伙伴计划文档，新的合作有效期将在企业之前的合作有效期结束后从收到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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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费用后开始。按照各自网站管理规则，企业新的合作伙伴身份将会继续公布在 CSTQB®

以及 ISTQB®的官网上。 

 

8.3 升级合作伙伴关系—金牌，铂金 

若企业想要申请更高级别的合作伙伴关系，申请流程与之前一样。CSTQB®将根据新的等级

相关规定对提交的材料重新进行审核。 

在合作关系有效期内，企业可以随时申请升级合作关系级别。如果企业通过审查后，符合升

级的标准，便可以支付下一年升级级别的相关费用，当 CSTQB®收到具体费用时，将会通

知企业并直接升级合作关系等级。 

8.4 资格审查无效 

若企业想要申请某个合作伙伴级别，但只符合低于这个级别的申请资质，在这种情况下，申

请企业在收到“ISTQB®合作伙伴准入通知”后，可以停止申请流程，并及时与 CSTQB®沟

通。 

 

 

8.5 申请全球合作伙伴等级 

 

申请加入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有两种方法可以供申请者选择。 

 

8.5.1 常规路线 

此流程适用于已经有好几个与 ISTQB®维持着合作伙伴关系的分公司的企业。若此企业想要

根据现有合作关系来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可以联系 CSTQB®来指导完成这个申请流程。 

 

8.5.2 直接路线 

对于之前从没有与任何当地分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企业，可以选择这种快捷流程。通过这

种流程，只需直接与 ISTQB®进行业务联系，受理四个合作伙伴级别，从而建立全球合作伙

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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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特征 

两种路线的不同点如下表所示： 

项目 常规路径 直接路径 

通过 ISTQB®办理全球合作

伙伴关系，相关问题的咨询

以及发票 

通过联系 CSTQB® 通过联系 ISTQB® 

申请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的基

本要求 

已有金牌或铂金合作伙伴关系并

填写申请表 

只需填写申请表 

提交的表单内容 现有合作伙伴关系信息（相关协议

和等级） 

不同分公司获得的金牌，铂金合

作伙伴关系所需的证书分值 

资格审查 现有合作伙伴关系的有效期；合作

伙伴关系的调整 

证书分值计算；所有级别的合作

伙伴关系和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的

需求审核一同执行 

开发票 由 CSTQB®来办理 ISTQB®直接办理 

申请费用（详见第九章合作

伙伴计划相关费用） 

金牌和铂金合作伙伴费用不是统

一的，由分会或者考试中心来决

定；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的费用是全

球统一的 

包括金牌、铂金以及全球合作伙

伴关系的费用全球统一 

 

 

第九章 合作伙伴费用 

合作伙伴费用是以一年为周期的，并需在每个有效期开始时缴纳。 

9.1 费用类型 

合作伙伴计划费用包括两类： 

 合作伙伴费 

注册费和合作伙伴费是以一年为周期的。费用需要在初次申请，或者每次续约、升级时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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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分会/考试中心费用规定 

银牌，金牌，铂金合作伙伴关系费用是由各区域分会或考试中心根据当地考试成本结构以及

基础级考试的费用来规定的，支付费用取决于合作伙伴关系等级： 

 银牌合作伙伴-每年的合作伙伴费与参加 2 场基础级考试的费用一致 

 金牌合作伙伴-每年的合作伙伴费与参加 4 场基础级考试的费用一致 

 铂金合作伙伴-每年的合作伙伴费与参加 8 场基础级考试的费用一致 

企业续约可以打折 

更多相关信息可以咨询分会或者考试中心 

9.3 全球合作伙伴费用 

通过常规路线，即通过 CSTQB®申请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的费用是 2000 欧元/年。 

通过直接路线来申请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的费用，是由两个金牌和一个铂金合作伙伴关系的费

用组成。第一年的合作费用是 6000 欧元。 

若需续约合作伙伴关系，第二年的费用将在 ISTQB®规定的费用基础上减免 30%，因此，通

过直接路线办理全球合作关系的企业在第二年续约后，相关费用是 4200 欧元/年。 

9.4 包括在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中建立更多的当地合作关系 

对于当地合作伙伴数量增加，合作伙伴关系的升级流程与原先的申请流程一致。资格审核组

将根据要求来评估该企业新增的合作伙伴。若企业满足至少有两个金牌和一个铂金合作伙伴

关系的条件，那么附加的银牌合作伙伴关系也可以通过全球合作伙伴关系进行宣传。 

关于增加更多的银牌，金牌和铂金合作伙伴关系以全球合作伙伴费用的支付,请参考 ISTQB®

合作伙伴计划管理。 

 

 

第十章 方案升级 

 
ISTQB®有保留修改方案中规则的权利，相关通知期为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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