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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数据营销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数据营销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人员聘
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34941-2017 信息技术服务 数字化营销服务
GB/T 31232.2-2014
3

电子商务统计指标体系 第 2 部分：在线营销

术语和定义

3.1 数据营销 Marketing Data marketing
数据营销是通过人的创造性、创新力以及创意智慧将先进的计算机、网络、
移动互联网等科学技术的融合应用于当代品牌营销领域的新思维、新理念、新方
法和新工具的创新营销新概念。
3.2 搜索引擎营销 Search Engine Marketing,SEM
根据用户使用搜索引擎的方式，利用用户检索信息的机会，尽可能将营销信
息传递给目标用户。简单来说，搜索引擎营销就是基于搜索引擎平台的网络营销，
利用人们对搜索引擎的依赖和使用习惯，在人们检索信息的时候将信息传递给目
标用户。
3.3 搜索引擎优化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SEO
搜索引擎优化是一种利用搜索引擎的搜索规则来提高目前网站在有关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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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内的自然排名的方式。为网站提供生态式的自我营销解决方案，让网站在行
业内占据领先地位，从而获得品牌收益；SEO 包含站外 SEO 和站内 SEO 两方面；
SEO 是指为了从搜索引擎中获得更多的免费流量，从网站结构、内容建设方案、
用户互动传播、页面等角度进行合理规划，使网站更适合搜索引擎的索引原则的
行为。
3.4 信息流广告 News feed Ads,Feeds
顾名思义，即是出现在社交媒体用户好友动态中的广告。它最早于 2006 年
出现在社交巨头 Facebook 上，随后 Twitter、Pinterest、Instagram 和 LinkedIn
以及国内的 QQ 空间、微博和人人网等社交媒体也相继推出信息流广告。它以一
种十分自然的方式融入到用户所接受的信息当中，用户触达率高。
3.5 展现量 Impressions,Pv
是一段时间内客户获得的展现次数。在网民搜索查询时，如果客户账户内符
合网民搜索需求的关键词被触发，该关键词所对应的创意出现在搜索结果页，称
之为关键词和创意的一次展现。
3.6 着陆页 Ianding page,Arrive at
着陆页，有时成为首要捕获用户页。就是你花钱了打的广告，人家点进来第
一次看到你真正的产品的初始页面，叫做着陆页。
4
4.1

适用院校专业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院校：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商品经营、连锁经营与管理、客户服

务、网络营销、移动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等专业。
高等职业院校：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网络营销、广告策划与营销、移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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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连锁经营管理、跨境电子商务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院校：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市场营销教育、零售业管理、电子
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等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市场营销、电子商务、连锁经营与管理、网络营销、移动商
务、跨境电子商务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全媒体广告策
划与营销、移动商务、连锁经营与管理、跨境电子商务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市场营销教育、零售业管理、电子
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等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全媒体电商运营、跨境电子
商务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数据营销】（初级）：主要面向营销客服、网站开发工程师、网站运营师、

互联网策划师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营销活动和用户的接待与沟通、搜索营销基
础应用、信息流营销基础应用、网站设计与制作等工作，从事网络营销专员、销
售客服、增值顾问、美工设计、企业网站设计等工作。
【数据营销】（中级）：主要面向 SEM 竞价专员、网络营销师、营销优化人
员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搜索营销方案设计、搜索引擎优化、信息流营销方案设
计等工作，从事网店推广专员、 SEM&SEO 优化师、信息流广告优化师、网络
营销员、推广策划专员等工作。
【数据营销】（高级）：主要面向数据分析师、全媒体运营等职业岗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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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成广告创意策划、社媒广告投放、数据分析等工作，从事互联网营销师、全
媒体运营师、数据分析专员、数据分析师等工作。
6
6.1

职业技能要求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数据营销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依次递

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数据营销】（初级）：主要面向各类从事数据营销，网络营销，电子商务，
数据分析等企事业单位，从事广告专员、网络营销专员、销售客服、增值顾问、
美工设计、企业网站设计等工作。根据营销要求，完成搜索营销基础应用、美工
设计、信息流营销基础应用、网站设计与制作等数据营销准备工作和基础操作。
【数据营销】（中级）：主要面向各类从事数据营销，网络营销，电子商务，
数据分析等企事业单位，从事网店推广专员、 SEM&SEO 优化师、信息流广告
优化师、网络营销员、网站运营、商城网站设计、企业网站设计、推广策划专员
等工作。根据营销要求，完成搜索营销方案设计、搜索引擎优化、信息流营销方
案设计、移动商城搭建等工作。
【数据营销】（高级）：主要面向各类从事数据营销，网络营销，电子商务，
数据分析等企事业单位，从事互联网营销师、全媒体运营师、跨境营销、跨境建
站、数据分析专员、数据分析师等工作，根据营销要求，完成广告创意策划、社
媒广告投放、跨境建站与跨境社媒营销、数据分析等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数据营销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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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搜索引擎营
销账户搭建

1.2 搜索引擎设
1. 搜 索 营 销
置关键词
基本操作

1.3 搜索引擎营
销推广操作

2.1 信息流广告
平台选择与开
户
2. 信 息 流 营 2.2 百度信息流
销基础操作 广告策划
2.3 百度信息流
广告设置
3.1 视觉营销基
本原理的运用
3. 视 觉 营 销 3.2 主流营销平
设计操作
台视觉设计
3.3 主流营销平
台文案展现与
设计
4.1 智 能建站基
本操作
4. 官 网 智 能
4.2 智 能建站栏
网站搭建
目增加
4.3 智 能建站其
他设置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够按照要求及时准确完成营销账户注册。
1.1.2 能够按要求完成账户资质证明上传。
1.1.3 能够建立完整的搜索推广账户结构。
1.1.4 能够完成单元搭建。
1.1.5 能够进行关键词添加。
1.2.1 能够对关键词进行分类。
1.2.2 能够使用关键词工具进行设置。
1.2.3 能够进行精确/短语/广泛匹配/精确否定关键词
的操作。
1.2.4 能够掌握通配符&断句符的使用技巧。
1.3.1 能够撰写具有吸引力的创意。
1.3.2 能够运用显示/访问 URL 的技巧。
1.3.3 能够掌握搜索推广出价原则。
1.3.4 能够进行推广地域设置和每日预算设置。
1.3.5 能够分析影响关键词排名的因素并合理设计推
广时段。
2.1.1 能够掌握信息流广告基本原理和展现方式。
2.1.2 能够运用不同的信息流广告计费模式。
2.1.3 能够根据营销需求选择信息流平台。
2.2.1 能够运用信息流账户开户规则和白名单机制。
2.2.2 能够完成竞价账户和计划单元搭建。
2.2.3 能够完成推广预算的分配。
2.3.1 能够完成定向方式的选择。
2.3.2 能够完成出价调价的设置。
2.3.3 能够管理创意内容。
3.1.1 能够运用视觉营销的实施原则。
3.1.2 能够运用视觉营销的运作流程。
3.1.3 能够运用视觉营销三大指标和营销四大关键点。
3.2.1 能够色彩运用进行营销设计。
3.2.2 能够用创客贴平台进行设计。
3.2.3 能够用 MAKA 工具进行设计。
3.3.1 能够进行文案工作流程梳理。
3.3.2 能够进行文案编排。
3.3.3 能够进行文案与软件的搭配。
4.1.1 能够进行标题与段落的操作。
4.1.2 能够进行图像与链接的操作。
4.1.3 能够进行列表与注释的操作。
4.2.1 能够使用语义化元素。
4.2.2 能够将网站类型与盈利模式进行匹配。
4.2.3 能够增加网站顶级栏目。
4.3.1 能够设置网站栏目。
4.3.2 能够设置页面关键词与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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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3.3 能够设置频道封面栏目内容。

表 2 数据营销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搜索引擎进
阶操作

1.搜索营销
进阶与搜索
引擎优化操
作

1.2 搜索引擎营
销方案设计

1.3 搜索引擎优
化（SEO）

2.1 主流信息流
平台广告策划
与设计
2.信息流营
销多平台应
用操作

2.2 信息流广告
数据分析与优
化
2.3 创业型小微
企业信息流广
告投放策略设
计

3.移动商城
搭建

3.1 移动商城基
本操作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够运用出价/点击价格/最低展现价格/平均点
击价格。
1.1.2 能够运用价格计算/移动出价体系进行操作。
1.1.3 能够过滤无效点击。
1.2.1 能够使用账户工具。
1.2.2 能够使用定向工具。
1.2.3 能够使用创意工具。
1.2.4 能够使用落地页工具。
1.2.5 能够使用优化工具。
1.2.6 能够进行推广报告维度拆分。
1.3.1 能够设定网站目标。
1.3.2 能够进行关键词检查。
1.3.3 能够制定网站优化目标策略。
1.3.4 能够制定域名和服务器策略。
1.3.5 能够制定网站架构策略。
1.3.6 能够制定关键词布局策略。
1.3.7 能够制定网站内容和站外链接策略。
1.3.8 能够制定日常监测和数据反馈策略。
2.1.1 能够制定图片制作解决方案。
2.1.2 能够制定视频制作解决方案。
2.1.3 能够制定创意撰写解决方案。
2.1.4 能够够根据用户意图进行内容定向。
2.1.5 能够自定义人群。
2.1.6 能够设置数据对接方式。
2.2.1 能够找到问题并确定优化方向。
2.2.2 能够拆分影响因素。
2.2.3 能够找到优化对象。
2.2.4 能够定位问题指标并分析原因。
2.3.1 能够进行客户端信息流广告策划与投放。
2.3.2 能够进行视频信息流广告策划与投放。
2.3.3 能够完成创业型小伟企业信息流广告投放策略
设计。
3.1.1 能够进行网站前端首页操作。
3.1.2 能够进行网站前端栏目页操作。
3.1.3 能够进行网站前端内容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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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移动商城搭
建

3.3 移动商城上
线

3.2.1 能够搭建营销型企业网站。
3.2.2 能够进行企业网站策划。
3.2.3 能够设定网站目标。
3.3.1 能够模拟移动商城上线。
3.3.2 能够打包上线文件。
3.3.3 能够进行主题商城装修维护。
3.3.4 能够完成移动商城上线。

表 3 数据营销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1.搜索营销
效果评估

2.信息流社
媒场景营销
操作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够使用转化跟踪工具。
1.1 搜索引擎营 1.1.2 能够使用百度统计进行有效评估。
销效果评估及优 1.1.3 能够进行推广报告维度拆分。
化
1.1.4 能够掌握账户优化技巧。
1.1.5 能够进行数据指标交叉分析。
1.2.1 能够利用搜索账户数据提升 CTR。
1.2 搜索引擎营 1.2.2 能够进行推广报告维度拆分。
销数据分析
1.2.3 能够对客户账户优化提升计划设立。
1.2.4 能够完成搜索引擎营销数据分析。
1.3.1 能够搭配搜索引擎工具集。
1.3 搜索引擎效 1.3.2 能够制定搜索排名计划。
果整合
1.3.3 能够进行同行业搜索排名效果查看。
1.3.4 能够完成搜索引擎效果整合。
2.1.1 能够完成手游产品客户需求行为分析。
2.1.2 能够完成对主流社交广告计划层的策划与搭
建、广告目标、定向、版位策划与设计。
2.1.3 能够完成主流社交广告排期与出价设置。
2.1 主流社交广 2.1.4 能够完成主流社交广告创意策划与设计。
告策划与设计
2.1.5 能够搭建社交广告账户及社交广告创意策划与
设计。
2.1.6 能够完成社交广告出价与预算设置。
2.1.7 能够完成主流信息流广告营销落地页设计与部
署。
2.2.1 能够使用热点选题工具。
2.2 新媒体运营 2.2.2 能够使用内容编辑工具。
工具使用
2.2.3 能够使用图文设计工具。
2.2.4 能够使用视频音频编辑工具。
2.3.1 能够创作出走心的新媒体内容。
2.3 内容运营策
2.3.2 能够设计内容并优化运营效果。
划与执行
2.3.3 能够进行有效的策划与执行。
2.4 活动运营策 2.4.1 能够完成全年活动规划并提前筹备。
划与执行
2.4.2 能够进行整合策划与跨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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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新媒体运营
广告投放
2.6 新媒体运营
负面效应与网络
舆情管理
3.1 跨境建站与
营销实战操作

3.跨境建站
与营销操作

3.2 跨境建站语
言设计实操

3.3 跨境建站上
线
4.1 商务数据分
析运营场景与主
流数据分析应用
4.2 网站数据分
析

4.商务数据
分析

4.3 搜索引擎数
据分析
4.4APP 数据分析
4.5 其他平台数
据分析
4.6 数据结果优
化运营

2.4.3 能够确保活动精确执行，用好三大表单。
2.5.1 能够制定新媒体广告投放策略。
2.5.2 能够进行不同平台的广告投放（网站平台、移
动新闻客户端、社交媒体平台）。
2.5.3 能够评估活动效果并做好活动复盘。
2.6.1 能够分析新媒体运营带来的负面效应。
2.6.2 能够完成对网络舆情的应对及调控。
2.6.3 能够完成新媒体运营负面效应与网络舆情管
理。
3.1.1 能够掌握跨境站点安装技巧。
3.1.2 能够完成跨境网站内容策划。
3.1.3 能够进行网站上线实战操作。
3.2.1 能够进行多平台语言设计。
3.2.2 能够掌握语言脚本安装技巧。
3.2.3 能够掌握跨境多语言修复技巧。
3.2.4 能够完成跨境建站语言设计实操。
3.3.1 能够进行跨境建站视觉页面优化。
3.3.2 能够进行站点安装与维护。
3.3.3 能够完成跨境建站上线要求。
3.3.4 能够完成跨境建站上线。
4.1.1 能够运用商务数据分析模型。
4.1.2 能够掌握商务数据的分析方法与运营场景。
4.1.3 能够完成对主流平台客户数据分析。
4.2.1 能够完成网站基础数据指标分析。
4.2.2 能够完成网站 SEO 指标分析。
4.2.3 能够完成网站数据分析。
4.3.1 能够完成搜索引擎 SEO 优化关键词数据分析。
4.3.2 能够完成搜索引擎推广数据分析。
4.3.3 能够完成搜索引擎数据分析。
4.4.1 能够完成 APP 用户群体数据分析。
4.4.2 能够完成 APP 优化运营分析。
4.4.3 能够完成 APP 数据分析。
4.5.1 能够完成小众主流互联网平台数据分析。
4.5.2 能够完成小众跨境类平台数据分析。
4.5.3 能够完成小众新媒体类平台数据分析。
4.6.1 能够进行数据源获取与整理。
4.6.2 能够完成数据可视化展示。
4.6.3 能够完成数据结果优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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