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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CP 考试指南 

 
本指南内容为BJCP关于啤酒考试的细节要求。蜂蜜酒和苹果酒不在本指南范围

之内。本指南内提到的所有考试均为啤酒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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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义 
BJCP裁判入门考试（网上考试）：在线机考，内容涉及啤酒风格、酿造原料、

啤酒特征、酿造工艺以及BJCP体系。这是参加现场品酒考试之前的线上资格认

证考试。 
 
BJCP 啤酒品酒考试（现场考试）：考试内容为用评分表对6种考试用啤酒进行

评价。参加此项考试即意味着成为BJCP会员，并同时生成一个BJCP会员号。 
 
BJCP裁判写作能力考试（笔试）：传统考试中写作部分考试的改进版本，进阶

为国家级及更高等级的裁判需要进行此项考试。 
 
BJCP传统啤酒考试（传统考试）：此项考试在2012年4月1日之前应用，考试内

容包括写作部分和品酒部分，两项得分按照70/30的权重进行计算得出综合考试

分数。 
 
临时裁判：通过了网上考试，但是没有参加品酒考试，即为临时裁判。临时裁判

不是BJCP会员，没有BJCP会员号。临时裁判不是BJCP的裁判等级。 
 
学徒裁判：参加了品酒考试，但是并没有通过，即为学徒裁判。学徒裁判是裁判

等级之一，拥有会员身份及会员号，但不具备完全会员权利。 
 
有效身份：BJCP裁判需要至少每两年参加一次BJCP赛事（详情参见BJCP会员指

南）。身份与等级有所不同，一名BJCP会员同时拥有一个等级和一个身份。 
 
挂靠身份：当一个学徒裁判在两年之内仍达不到成为正式会员的要求，无论活跃

程度如何，即为挂靠身份。参见第6节：挂靠裁判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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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会员：通过最初的品酒考试的有效BJCP裁判，只要拥有认可裁判等级或更

高等级，即为完全会员。 

 

2. 起点 
如果你从未参加过BJCP啤酒裁判考试，参见第4节：网上机考入门考试。 
如果你是一名BJCP临时裁判，参见第5节：品酒考试。 
如果你是一名BJCP学徒裁判：  

如果你是有效身份，参见第7节：有效BJCP学徒裁判。 
如果你是挂靠身份：参见第6节：挂靠BICP裁判。 

如果你已经拥有BJCP裁判等级，基于你现有的积分和等级，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参见第3节：现有非学徒BJCP裁判。 
 

3. 现有非学徒BJCP裁判 
考试的构成经过认真的设计，以期尽可能的与传统考试兼容，又对现在的BJCP
裁判以及整个系统尽量公平。基本裁判等级的最低要求见表1，这也是希望进阶

到更高等级的现有裁判以及新晋裁判在考试中需要取得的笔试与品酒考试的分

数。此外，还要求获得额外的经验分数（通常来说，经验分的一半必须来源于担

任啤酒比赛的评委）。 
 
考试类型 认可等级 认证等级 国家级 专家级 
入门考试或传

统考试中的写

作部分 
通过入门考试或在传统考试中的写作部分得到60分 

品酒考试或传

统考试中的品

酒部分 

品酒考试60分 品酒考试70分 品酒考试或传

统考试品酒部

分80分 

品酒考试或传

统考试品酒部

分80分 
笔试或传统考

试中的综合评

分 

 足够的分数以

取得综合评分

70分 

足够的分数以

取得综合评分

80分 

足够的分数以

取得综合评分

90分 
表1. 获得新等级的最低分数要求 

 
现行考试与传统考试的结构不同造成了一些现在拥有等级的裁判并不完全满足

上表的要求。但不管怎样，所有2012年4月1日以前的裁判都沿用之前的等级，而

表1只作为那些要更高分数获得晋升需要符合的标准。另外，他们现有的评审和

品酒分数予以保留，可以继续获得经验积分以当前的轨迹晋升到下一个等级。 
 
1. 认可裁判晋升到认证裁判等级有不同路径，取决于在之前的考试里取得的分

数： 
 
a）在传统考试写作部分获得60分以上的认可裁判不需要参加入门考试。与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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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一样，这些裁判可以通过在品酒考试中得到70分及以上分数的方式晋升为认证

裁判。他们之前在品酒考试中取得分数不予保留，因为现在6款啤酒的品酒考试

比过去传统考试中只有4款酒的品酒考试更为严格。 
 
b）在传统考试写作部分获得60分以下的认可裁判必须先通过入门考试，然后在

品酒考试中得到70分或更高分数，无论他们在传统考试品酒部分中获得多少分数。 
 
c）通过入门考试，但在品酒考试中获得70分以下分数的认可裁判，可以重新参

加品酒考试；70分或更高分数即可满足认证裁判的要求。 
 
d）在传统考试品酒部分得到80分及以上分数，并具有至少10个裁判经验积分的

认可裁判，可以参加笔试。 
 
2.需要更高分数才能达到国家级裁判标准的认证裁判，必须拥有至少10个裁判经

验积分，并且在品酒考试或传统考试品酒部分得到至少80分，方可参加笔试。 
 
3. 已经具有国家级等级或在传统考试体系中满足国家级等级的裁判，无论之前

的考试分数是多少，可以随时参加品酒考试或笔试。在晋级时，计算综合考试分

数，考试部分的权重要根据所参加的是哪项考试而定。在传统考试系统中，写作

考试和品酒考试的权重分别为70/30。在现行考试系统中，笔试和品酒考试的权

重分别为50/50。在两种情况下，取单项考试的最高分用来计算综合成绩。 
 
裁判在传统考试系统中的分数仍然按照70/30计算；并不自动按照50/50的权重进

行重新计算。然而，如果一个处于这种情况的裁判先后参加了现行考试体系的品

酒考试或笔试，所取得的分数与过去传统考试体系中相应考试部分的分数相当或

者更高，那么综合分数可以按照50/50的权重进行重新计算（也就是，品酒考试

分数与传统考试品酒部分相比较，笔试分数与传统考试写作部分相比较）。只有

在综合评分将会提高的情况下才进行重新计算；不会发生裁判等级下降或综合评

分下降的情况。这项规则的旨在证明裁判水平的提高，或者至少在重新计算分数

时得到相应的认可。 

 

4. 网上机考入门考试 
网上机考入门考试是参加现场品酒考试的在线机考形式的资格考试。希望成为

BJCP啤酒裁判，第一步必须要通过入门考试来证明具有参加品酒考试的资格。

参加品酒考试时需要出具通过入门考试的有效、未过期的证明文件或证明文件编

号。参加入门考试的费用为10美元，通过安全服务器使用信用卡支付。在线入门

考试的入口链接为： http://bjcp.coursewebs.com。 
 
考试总计200道题，题型包括判断、单选和多选。考试时间为60分钟。提交考卷

后自动评分。考试结果没有具体分数，只显示“及格”或“不及格”。 
 
如果没有顺利通过考试，间隔至少一天以后可以重新参加考试。每次重考也需要

http://bjcp.courseweb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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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10美元的考试费用。另外考试费用可以买二赠一（缴纳两次考试的费用可以

参加三次考试）。 
 
通过入门考试即为临时裁判---这并不是一个BJCP裁判等级，不具有BJCP会员号，

所以通过这项考试并不意味这已经是BJCP会员！临时裁判的身份只是意味着你

拥有证明已经通过入门考试的证书，并且有资格参加品酒考试。证书从获得之日

起有效期为一年。如果在这一年中没有参加品酒考试，那么申请参加品酒考试之

前需要重新参加入门考试。 
临时裁判请看第5节：品酒考试。 

 

5. 品酒考试 
 
品酒考试是衡量一名新晋裁判实践技能的主要方法，此项考试已经替代传统考试

中的品酒部分。考试内容为使用BJCP啤酒评分表对6款啤酒进行评价，每款啤酒

用时15分钟，共90分钟。第一次参加此项考试费用为40美元，以后再次参加费用

为15美元。 
 
对已具有完全会员资格的裁判而言，凭他们的BJCP会员号即可参加此项考试。

对于临时裁判，需要出具通知入门考试结果的确认邮件或者证明通过入门考试的

证书。如果不具有考试资格，则考试结果无效，考试费用不予退还。 
 
参加品酒考试的应试者会得到BJCP会员号，但在得到确认考试成绩之前不具有

完全BJCP会员资格。在得到确认等级的正式通知之前，这些裁判在填写评分表

时需勾选“待评级”复选框，这表示该名应试者已经参加过考试但尚未得到考试

结果。 
 
对于临时裁判，品酒考试中获得分数将决定他们的等级。低于60分为学徒裁判；

60分及以上分数为认可裁判；70分及以上分数，并拥有至少5个经验积分（其中

至少2.5分来自于做大赛评审）为认证裁判。需要注意，学徒裁判是一个有时效

的等级，他们必须满足一定条件以获得完全会员等级，详情请看第7节。 
 
如果在品酒考试中得到了比历史成绩更高的分数，那么得分和/或等级会进行相

应的调整。对于取得更高分数的相应规则和条件详见第3节：现有非学徒BJCP裁
判。如果新分数比历史分数低，则成绩与等级均不发生变化。 
 
品酒考试的参加考试人数不得低于6人。考试主管可以在这项限制上授予豁免权，

但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对品酒考试成绩评级需要高等级裁判进行监考。为确保如此，监考人员需要从预

先核准的监考人员名单库中抽取，该名单库由有效的国家级裁判和专家级裁判组

成，详情见BJCP官方网站：http://www.bjcp.org/apps/reports/proctors.php。如果某

个考点的负责人无法邀请到名单中的监督人员，那么必须提前至少两周与考试主

http://www.bjcp.org/apps/reports/proctor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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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联系，以获得采用替补监考人员的许可。在特殊情况下，例如考试地点极为偏

远或者参加考试人数过多，考试主管可根据“考试监督人员补贴政策”对监考人

员进行差旅费补贴。 
 
BJCP考试主管（exam_director@bjcp.org）可以在监考人员政策上授予豁免权，

但这种情况极为罕见。若监考人员采用等级低于国家级裁判，包括在品酒考试中

得到80分以上且具有10个裁判经验积分的裁判，需要得到考试主管的预先批准。

我们更希望至少有一名监考人员为专家级裁判（或更高级别）或者在品酒考试中

分数超过90分并具有至少20裁判经验积分的裁判。如果有一名或多名监考人员为

国家级裁判，那么第三个监考人员可以只为认证裁判。 

 

6. 挂靠BJCP裁判 
 
学徒裁判如果在两年内没有通过品酒考试，那么有效身份即变为挂靠身份。挂靠

裁判实际上是一种非有效身份的特殊类型，必须要重新通过网络考试才能恢复为

有效身份。挂靠裁判拥有BJCP会员号，保留经验积分，可以继续参加裁判并累

计积分，但不被认为是完全会员。 
 
在2014年4月1日，所有在2012年4月1日以前获得会员身份但没有通过品酒考试的

学徒裁判，与所有的非有效学徒裁判，都被重新归类为挂靠身份。 
 
挂靠裁判获得完全会员身份的方法与新会员完全一样；必须先通过入门考试，再

通过品酒考试，所采用规则见第4节：网上机考入门考试和第5节：品酒考试。  

 

7．有效BJCP学徒裁判 
学徒裁判并不是一个永久的BJCP裁判等级；它被授予那些在品酒考试中没有通

过的裁判，并且只有两年有效期。学徒裁判必须在两年内重新参加品酒考试并通

过，否则他们的身份将由有效变为挂靠。作为有效身份的学徒裁判在参加品酒考

试之前并不需要重新参加入门考试。通过品酒考试的学徒裁判将获得完全BJCP
裁判身份，并得到一个相应的等级，规则请见第5节：品酒考试。 
 
所有在传统考试系统中的学徒裁判或者已经获得完全会员，或者已经变为挂靠身

份，所以现行系统中的学徒裁判都是在品酒考试中没有获得通过的裁判。 

 

8．笔试 
希望进阶为国家级或更高等级裁判的人需要参加笔试。考试内容包括20道判断题

以及5道写作题。考试时间为90分钟。考试费用为25美元。 
 

mailto:exam_director@bjcp.org


BJCP 考试指南中文版                              翻译：【啤博士】厚道，校对：【啤博士】王博士 

6 

有资格参加这项考试的人包括：国家级或更高级裁判，以及在品酒考试或传统考

试品酒部分中获得超过80分成绩并至少拥有10个裁判经验积分的裁判。该项考试

资格要求严格执行不存在例外。考试将提交至BJCP，考试时并不满足考试资格

的应试者的答卷将不被打分，考试费用不予退还。 
 
笔试的参加考试人数不得低于6人，但在特殊情况下考试主管可以在这项限制上

授予豁免权。自2014年第三季度开始，每季度在各地举行笔试，如果最低考试人

数达不到，那么将允许个人参加考试。笔试与品酒考试需要安排在不同时间，在

同一考点可以先后举行笔试和品酒考试，两个考试之间需要设置短暂休息；毕竟

在进阶的目的以及每月考点的限额上，两个考试都是独立的。 
 
判断题内容包括BJCP系统、评审等级、评审过程、以及评审道德标准。既然每

个参加考试的人都是具有经验的裁判，判断题的知识内容本就应该熟练掌握。每

道答错或漏答的题目将导致考试总分减去0.5分。答对的题目不加分，但是每道

答错的题目都将受到惩罚——我们希望每一位高等级的裁判都能熟知这些考试

内容 
 
笔试中的写作题部分由5道题组成，每道题占总分的20%。5道题中，2道题与啤

酒风格相关，1道题与酿造配方相关，另外2道题是与原料和酿造工艺相关的技术

问题。由于答错或漏答的判断题导致的减分在5道写作题总分的基础上扣除。 
 
笔试中的判断题和写作题的题库范围基于BJCP考试学习指南 
 
对于没有参加过传统考试的裁判，综合考试成绩由品酒考试和笔试成绩按照

50/50的权重计算得来，综合考试成绩将作为是否符合国家级或专家级裁判的依

据，详情请见BJCP指南（BJCP啤酒考试学习指南第II章中的A部分） 
 
对于已经通过传统考试的裁判，综合考试分数的判断规则参见第3节：现有非学

徒BJCP裁判 

 

9. 常见问题 
Q：我已经是一名BJCP裁判，我还需要参加在线入门考试么？ 
A：有效身份的BJCP裁判不需要参加入门考试，除非在下一个问题中提到的罕有

情况。挂靠身份的裁判需要按照入门考试、品酒考试的顺序重新参加考试。 
 
Q：我是一名认可裁判，怎样才能晋级为认证裁判？ 
A：基于你现在的考试分数不同，你有几个可选方案。如果你在传统考试的品酒

部分或现行考试的品酒考试中得到80或以上的分数，并且拥有至少10个裁判经验

积分，那么你可以参加笔试。否则，你必须参加品酒考试。如果你在现行考试系

统中的品酒考试得到70或以上的分数（同时具有必要的经验积分），那么你将晋

升为认证裁判等级——和新进入系统的裁判是一样的。有一个事项需要注意：你

必须已经通过了传统考试中的写作部分。如果你并没有在传统考试中通过写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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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那么你也需要在晋升之前通过入门考试。最后，如果你参加了现行考试的笔

试或品酒考试，并取得了比在传统考试相应部分更高的分数，那么你可以按照新

的50/50权重重新计算获得更高的总分。 
 
Q：我是一名BJCP裁判，我可以申请参加品酒考试么？ 
A：是的，如果你在传统考试中的写作部分得到了60或以上的分数，那么你可以

不用参加入门考试直接申请参加品酒考试。 
 
Q：我怎样才能满足笔试的申请条件？ 
A：如果你已经是国家级裁判，或者无论在传统考试中的品酒部分还是现行考试

中的品酒考试得到80或以上分数且拥有至少10个裁判经验积分，即可以参加笔试。 
 
Q：为什么要改变考试制度？ 
A：考试的需求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为了减少评级的工作量，也为了更好的

将工作重心放在提高认证级及以下级别裁判实际品鉴能力上。自从有超过20%的

裁判达到了国家级或更高级别，就整个考试的需求进行了重新考虑。 
 
Q：为什么增加了品酒考试中的啤酒数量？ 
A：因为品酒考试成为了大多数裁判接受的唯一考试，我们希望你的能力得到更

好的展现。通过这种方式展示我们希望你在比赛中所应该拥有的技能类型。 
 
Q：为什么你们减少了写作能力考试的题目数量？ 
A：自从我们不采用这个考试来对低级别的裁判进行筛选，我们可以更关注笔试

题目所体现的知识深度。笔试题目可以让我们听到应试者的声音，并且有经验的

评级人员可以快速准确的判断出应试者是否对该知识有所了解。 
 
Q：你们会减少考点的名额限制么？ 
A：我们曾经增加过一次考点的名额限制，并且在安排名额不足地区的考试时采

取更加弹性的政策。我们正在对持续增长的需求进行常规化评估。如果我们有能

力消化考试增长的规模，那么我们会继续增加考点名额限制。 
 
Q：为什么你们不公布在线考试的题库？ 
A：由于这是一个非实名制、无人监考的在线考试，我们担心应试者能够很快的

在公开题库中查询到题目的答案。使用不公开的题库可以保持考试的有效性。也

方便我们在频繁更改题库时不必每次都重新进行公开。 
 
Q：临时裁判、学徒裁判、待评级裁判和挂靠裁判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A：这些术语代表了不同的进阶阶段。临时裁判是通过了在线入门考试的非BJCP
成员，他们并不是BJCP会员，但是有资格参加品酒考试。学徒裁判是参加了品

酒考试，但并没有通过的有效的BJCP裁判。学徒裁判是一个有时效的BJCP裁判

等级，旨在鼓励裁判通过考试。学徒裁判是BJCP会员，但是并不具有完全会员

权利（例如，不能投票）。待评级裁判的情况是：裁判的级别尚未确定；待评级

不是一个BJCP裁判等级；这个词是用来填写在考试所用啤酒评分表上，表示该

名应试者已经参加过考试但尚未得到考试结果。挂靠裁判是没有通过品酒考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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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完全会员身份的学徒裁判。挂靠裁判是一个身份，不是等级。这个身份意味

着此人已经不被认为是BJCP会员，但是他的会员号将被保留，以期再次通过入

门考试和品酒考试后恢复身份。挂靠裁判在参加品酒考试时，在评分表上应勾选

“非BJCP会员”复选框。 

 

 

更多信息请关注 
 
BJCP官方网站： www.bjcp.org 
啤博士微信平台：DoctorBeer 
啤博士官方网站：www.doctor-beer.com 
新浪微博平台：啤博士 
优酷/腾讯视频：啤博士 

http://www.bjcp.org/
http://www.doctor-be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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