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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网络直播编导职业技能等级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

作任务及职业 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网络直播编导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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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32.2-2014 电子商务统计指标体系 第2部分： 在线营销
GB/T 31524-2015 电子商务平台运营与技术规范
GB/T 31482-2015 品牌价值评价 电子商务
GB/T 35408-2017 电子商务质量管理 术语
GB/T 34941-2017 信息技术服务 数字化营销服务 程序化营销技术要求
GB/T 36314—2018 电子商务企业信用档案信息规范
GB/T 36311—2018 电子商务管理体系要求
GB/T 36313—2018 电子商务供应商评价准则优质服务商
GB/T 19012-2019 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投诉处理指南
GB/T 38652—2020 电子商务业务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电子商务 e-commerce
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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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8652—2020，基础术语 2.1]
3.2 电子商务平台 e-commerce platform
为交易的双方或多方提供信息发布、信息递送、数据处理等一项或多项服务，
实现交易撮合目的的信息网络系统。
[GB/T 38652—2020，基础术语 2.2]
3.3 移动电子商务 mobile e-commerce
通过无线终端进行的电子商务模式。
[GB/T 38652—2020，电子商务模式 3.7]
3.4 入驻 entry
卖家按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招商要求，提交开店申请，经电子商务平台经
营者审核并允许卖家开展经营活动的过程。
[GB/T 38652—2020，交易前过程 5.2]
3.5 禁售商品 goods on ban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行政指令等禁止交易的特定商
品或服务，或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通过协议、规则、用户通知明确告知的不适
宜在该平台交易的特定商品或服务。
[GB/T 38652—2020，交易前过程 5.13]
3.6 限售商品 restricted goods
平台内经营者依法应当取得行政许可方可经营的特定商品或服务，或者电子
商务平台经营者通过协议、规则等明确设立的需要经营者取得一定资质方可经营
的特定商品或服务。
[GB/T 38652—2020，交易前过程 5.14]
3.7 程序化营销 programmatic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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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动化程序和大数据技术实现广告主与媒体之间的广告交易的营销方
式，包括实时竞价模式和非实时竞价模式。
[GB/T 34941-2017，术语和定义 3.1]
3.8 广告交易（平台）advertising exchange（platform）
开放的、能够将SSP或媒体和DSP联系在一起，提供广告数据交换、分析匹配
和交易结算等服务的在线广告交易平台。
[GB/T 34941-2017，术语和定义 3.3]
3.9 广告主数据 advertisers data
作为品牌商品的拥有者和营销推广者的广告主，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积累产
生的相关数据。
[GB/T 34941-2017，术语和定义 3.8]
3.10 媒体数据 media data
以互联网媒体为主体，描述互联网媒体类型与媒体所属行业的分类数据。
[GB/T 34941-2017，定义 3.12]
3.11 战略 strategy
组织为增强电子商务能力，改善电子商务绩效而制定的总体发展策划和行动
方案。
[GB/T 36311—2018，术语和定义 2.4]
3.12 供应链 supply chain
生产及流通过程中，涉及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最终用户所形成的网链结构。
[GB/T 36311—2018，术语和定义 2.5]
3.13 供应链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对供应链涉及的全部活动进行计划、组织、协调与控制。
4

[GB/T 36311—2018，术语和定义 2.6]
3.14 供方 supplier
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组织。
[GB/T 36311—2018，术语和定义 2.7]
3.15 相关方interested party
可影响决策或活动、受决策或活动所影响或自认为受决策或活动影响的个
人或组织。
[GB/T 36311—2018，术语和定义 2.8]
3.16 危机管理 crisis management
组织为应对各种危机情景所进行的策划决策、动态调整、化解处理及员工培
训等活动过程，其目的在于消除或降低危机所带来的威胁和损失。
[GB/T 36311—2018，术语和定义 2.10]
3.17 投诉 complaint
就产品、服务或投诉处理过程，表达对组织的不满，无论是否明确地期望得
到答复或解决问题。
[GB/T 19012-2019，术语和定义 3.2]
3.18 顾客 customer
能够或实际接受为其提供的，或按其要求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个人或组织。
[GB/T 19012-2019，术语和定义 3.3]
3.19 顾客满意 customer satisfaction
顾客对其期望已被满足程度的感受。
[GB/T 19012-2019，术语和定义 3.4]
3.20 顾客服务 custome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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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或服务的整个寿命周期内，组织与顾客之间的互动。
[GB/T 19012-2019，术语和定义 3.5]
3.21 反馈 feedback
对产品、服务或投诉处理过程的意见、评价和诉求。
[GB/T 19012-2019，术语和定义 3.6]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电子商务、国际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网络营
销、 市场营销、会展服务与管理、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影像与影视技术、数字
影像技术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技术、跨境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网络
营销、商务管理、市场营销、广告策划与营销、传播与策划、媒体营销、国际贸
易实务、影视编导、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广播电视技术、影视多媒体技术等专
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影视摄影与
制作、数字媒体技术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 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广告学、传播
学、 国际商务、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摄影与制作、影视技术、数字媒体技术等
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
中等职业学校： 电子商务、国际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网络营
销、 市场营销、会展服务与管理、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影像与影视技术、数字
影像技术、直播电商服务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 电子商务、软件技术、跨境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网络营
销与直播电商、商务管理、市场营销、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传播与策划、国
际经济与贸易、影视编导、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数字广播电视技术、影视多媒体
技术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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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影视摄影与
制作、数字媒体技术、全媒体电商运营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 广告学、传播学、 国际商务、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技术
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网络直播编导】（初级）：主要面向商业，教育，政企宣传内部培训部

门、融媒体的电商直播、直播运营、直播设计、直播操作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
直播过程设计等工作，从事主播、主播助理、直播运营、直播客服、直播脚本设
计等工作。
【网络直播编导】（中级）： 主要面向商业，教育，政企宣传内部培训部
门、融媒体的直播导播、直播运营、直播策划，数据分析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
直播方案策划等工作，从事直播活动策划、新媒体运营专员、电商运营、社群运
营等工作。
【网络直播编导】（高级）：主要面向商业，教育，政企宣传内部培训部
门、融媒体的直播技术操作及运营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直播维护与内容升级等
工作，从事电商运营、主管、企划部经理、直播准备与现场组织管理、社群运
营、危机公关处理等工作。
6
6.1

职业技能要求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网络直播编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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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直播编导】（初级）： 根据网络直播编导技术规范，完成网络直播
项目 的直播前期准备工作、直播脚本设计、直播活动组织与管理。
【网络直播编导】（中级）： 根据网络直播编导技术规范，完成网络直播
项目 的粉丝引流及裂变、电商直播带货、私域流量运营。
【网络直播编导】（高级）： 根据网络直播编导技术规范，完成网络直播
项目 的直播脚本策划、直播运营效果评估与优化、直播舆情控制与危机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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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网络直播编导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够掌握直播时用到的灯光、录音搭建适用场
景。
1.1.2 利用网络基础知识，进行网络等设备的调试。
1.1.3 能够根据直播内容，结合实际设备情况，掌握软
硬件设施的调试及基础维修方法，完成直播前的设备
调试。
1.1 直播 间 1.1.4 能够依据视觉传达原理，合理设置灯光，选择合
的设施准备 适的录音设备。
1.1.5 具有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能够按照规范调试设
备。
1.1.6 具有安全意识，在使用直播设备时能够规范安装
并保证学员自身安全。
1 直播前
期工作准
备
1.2 直播 间
的环境布置

1.3 直播 人
员准备

2.1 直播 的
需求分析

2 直播脚
本设计
2.2 直播 的
内容设计

1.2.1 能够按照商品特性完成直播间背景板等环境布
置。
1.2.2 能够根据直播内容选择适合的直播间装饰物品。
1.2.3 能够根据售卖的推荐顺序合理摆放商品。
1.2.4 具有艺术审美和一定的创新能力，能够将直播间
整体的装饰色彩搭配协调。
1 2 5 具有法律意识，环境布置规避侵权、违法等。
1.3.1 能够根据直播方案，选择合适主播人员服饰。
1.3.2 能够设计适合直播商品的妆容、发型等。
1.3.3 能够根据直播需要合理搭配助理。
1.3.4 具备艺术审美能力，能够展示自己风格。
1 3 5 具备与人合作能力，与助理达成默契。
2.1.1 能够根据客户的需求，提炼出直播关键因素。
2.1.2 能够根据主播日程计划，选择合适货源。
2.1.3 能够根据需求，完成需求分析报告。
2.1.4 具备沟通交流能力，能够与客户谈判。
2 1 5 具备语言组织能力，能够完成报告撰写。
2.2.1 能够掌握直播互动和人设打造、产品种草、产品
宣讲以及产品售卖等技能。
2.2.2 能够独立完成直播间内容设计，制定初级内容设
计文档。
2.2.3 能够依据直播间活动内容规范要求，合理设计初
级直播活动文档。
2.2.4 具有法律意识，直播内容设计规避侵权、违法等。
2.2.5 具备一定的创新思维，结合所学知识对自己所在
行业直播内容进行新方案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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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3.1 能够依据直播传播原理完成直播传播文档。
2.3.2 能够依据文档，进行直播传播。
2.3.3 能够进行传播数据分析，完成传播复盘文档。
2.3 直播传 2.3.3 具有艺术审美能力，完成直播海报设计。
播
2.3.4 具有法律意识，依据国家广告法律法规，设计传
播文档。
2.3.5 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提出新的传播方案。
2 直播脚
3.1.1 能够结合当场直播内容和用户分析，选择预热方
本设计
法。
3.1.2 能够根据预热的方法，撰写直播预热方案。
3.1.3 能够根据预热方案，进行直播预热操练。
3.1 直播预
3.1.4 具备问题分析能力，能够在预热方案中进行最优
热
选择。
3.1.5 具备一定的问题解决能力，能够对预热不足进行
反思改进。
3.2.1 能够掌握常见裂变的方法及原理，能够设计裂变
方案。
3.2.2 能够进行裂变工具软件的安装调试，学会裂变工
具使用。
3.2 直播前
3.2.3 能够根据裂变方案进行裂变实操。
裂变
3.2.3 具备用户思维，分析潜在用户的心理需求。
3.2.4 具备沟通能力，通过公众账号、微信群等多渠道
3 直播活
进行用户裂变。
动组织与
3.3.1 能够依据直播脚本，进行商品讲解。
管理
3.3.2 能够根据粉丝问题，正确回答问题。
3.3.3 能够根据直播需求，进行线上商品管理。
3.3 直播管
3.3.4 具备语言表达能力，能够对商品特性进行详细讲
理
解。
3 3 5 具备沟通交流能力，能够与粉丝进行良好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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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网络直播编导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1 粉丝引
流及裂变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 直播
间活动设
计

1.1.1 能够根据不同活动形式特点和适用场景，找出适合
直播的活动。
1.1.2 能够依据设计活动规则，设计改进直播活动。
1.1.3 能够结合业务需求，撰写方案文档。
1.1.4 具备语言表达能力，完成直播间活动设计。
1 1 5 具备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共同完成活动设计方案。

1.2 粉丝
引流

1.3 粉丝
裂变及时
施

2.1 直播
方案设计

2 电商直
播带货

2.2 直播
带货脚本
设计

2.3 直播
带货转化

1.2.1 能够掌握常见的引流方法，选择合适的直播引流方
法。
1.2.2 能够根据需求场景，设计最优引流方案。
1.2.3 能够完成方案执行并调整优化。
1.2.4 具备数据分析能力，掌握计算引流活动获得性价
比。
1.2.5 具备创新能力，不断完善引流方案设计。
1.3.1 能够掌握直播裂变的基本原理，找出合适的裂变方
法。
1.3.2 能够依照业务需求，设计裂变活动方案文档。
1.3.3 能够执行裂变活动，沉淀用户。
1.3.4 具备交流沟通能力，通过与用户交流，实现粉丝裂
变。
1.3.5 具备语言表达能力，通过语言引导裂变。
2.1.1 能够掌握直播方案的设计规范，完成框架设计。
2.1.2 能够根据业务场景、参考设计规范，设计直播方案
文档。
2.1.3 能够完成方案预演。
2.1.4 具备艺术审美能力，设计直播方案。
2.1.5 具有文字撰写能力，完成方案撰写。
2.2.1
计。
2.2.2
2.2.3
2.2.4

能够掌握直播带货脚本基本方法，完成脚本框架设
能够根据规范要求，设计编制直播带货脚本文档。
能够根据各方需求，优化直播带货脚本。
具备人文与社会能力，设计直播带货脚本。

2.2.5 具备沟通交流能力，与团队成员一起完成直播脚本
设计。
2.3.1 能够理解直播方案和脚本，进行软硬件调试。
2.3.2 按照直播方案，完成直播。
2.3.3 能够掌握带货转化技巧，提升转化率。
2.3.4 具备艺术能力，完成直播过程。
2.3.5 具备语言感染能力，直播过程中表达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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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2.4 直播
复盘

3.1 私域
导流

3.2 私域
运营管理
3 私域流
量运营

3.3 OBS
推流

职业技能要求
2.4.1 能够掌握复盘概念及流程，填写数据反馈表。
2.4.2 能够依据数据反馈表，进行直播复盘。
2.4.3 能够完成复盘报告文档。
2.4.4 具备数据分析能力，完成数据分析。
2.4.5 具备与人合作能力，与团队成员一起优化直播。
3.2.1 依据业务需求，能够制作一套私域流量体系文档。
3.2.2 能够设计导流私域方案文档。
3.2.3 能够依据私域导流方案，完成导流。
3.2.4 具备创新思维，能够设计导流私域新方案。
3.2.5 具备项目执行能力，优化调整导流私域工作。
3.3.1 能够制定新导入用户和长期留存用户的运营方案
文档。
3.3.2 能够依据运营方案文档，执行方案。
3.3.3 能够根据方案执行情况，进行运营管理优化。
3.3.4 具备文字撰写能力，能够编写运营管理方案文档。
3.3.5 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用户需求变化，能调整
私域运营管理。
3.4.1 能够掌握 OBS 推流基本原理，下载安装和调试 OBS
推流软件。
3.4.2 能够使用 OBS 推流软件进行直播。
3.4.3 能够掌握 OBS 推流技巧，根据直播内容调整推流内
容。
3.4.4 具备学习能力，掌握 OBS 推流使用技巧。
3.4.5 具备团队协作意识，使用 OBS 共同提高直播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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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网络直播编导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用户
分析

1.2 直播
营销活动
策划

1 直播脚
本策划
1.3 直播
营销脚本
设计

1.4 脚本
预演

2.1 数据
汇总及分
析
2 直播运
营效果评
估与优化
2.2 直播
数据报告
撰写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够通过多元方法，获取直播样本数据。
1.1.2 能够通过数据模型及业务场景，完成用户画像文
档。
1.1.3 能够通过用户画像总结出结论文档。
1.1.4 具备人文与社会能力，完成用户分析。
1.1.5 具备数据分析能力，通过数据模型分析，填写用
户数据反馈文档。
1.2.1 能够掌握直播常见活动形式，选择抽奖、裂变、
拼团、秒杀等合适的直播活动形式。
1.2.2 能够根据用户分析，制作设计多种活动策划文档。
1.2.3 能够完成活动执行。
1.2.4 具备深度分析粉丝能力，根据不同群体设计营销
活动。
1.2.5 具备创新思维能力，完成直播活动策划新方案撰
写。
1.3.1 能够通过掌握直播营销脚本的概念，设计脚本框
架。
1.3.2 能够依据多种脚本设计要求，制定针对性直播营
销脚本设计规范。
1.3.3 依据脚本设计规范，完成设计直播营销脚本文档。
1.3.4 具备法律法规意识，设计脚本语言符合各种规则。
1.3.5 具备创新能力，根据营销需求创新完成脚本设计
方案。
1.4.1 能够根据直播方案及脚本，进行彩排准备。
1.4.2 能够按照脚本内容进行直播彩排预演。
1.4.3 能够根据彩排出现的问题，完成直播优化调整方
案文档。
1.4.4 具备协调沟通能力，与团队成员合作完成脚本预
演。
1 4 5 具备批判思维能力，优化彩排方案。
2.1.1 能够掌握直播数据的概念，填写数据反馈表。
2.1.2 能够根据直播运营需求，采集直播观看人数、粉丝
活跃度、订单量、投入产出比、直播渗透率等数据。
2.1.3 能够进行数据分析并填写数据分析结果表。
2.1.4 具备数据分析能力，掌握数据分析工具。
2.1.5 具备语言文字能力，通过数据结果，优化文档内
容。
2.2.1 能够掌握直播数据报告结构，设计数据报告框架。
2.2.2 能够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完成数据报告文档。
2.2.3 能够调整优化报告文档。
2.2.3 具备数据分析能力，解读数据含义。
2.2.4 具备与人合作能力，与团队成员共同完成数据报
告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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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3 直播舆
情控制与
危机公关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3.1 能够根据直播报告，评估直播效果。
2.3.2 能够直播评估效果，找出问题。
2.3.3 能够根据找到的问题，解决问题并完成直播总结
2.3 直播 报告。
总结
2.3.4 具备问题解决能力，能够进行复杂问题的解决。
2.3.5 具备项目管理能力，能够完成直播整个活动的全
方案优化。
3.1.1 能够掌握舆情方式、危机概念，分析舆情。
3.1 发现 3.1.2 能够根据具体舆情表现，判断舆情原因。
舆情及危 3.1.3 能够判定舆情危机等级，制定应对方案文档。
3.1.4 具备法律法规意识，掌握平台规则封禁规则。
机
3.1.5 具备深度分析能力，能够找出舆情原因。
3.2.1 发生舆情危机，能够分析出舆情危机原因。
3.2.2 能够设计应对舆情危机预案。
3.2 舆情 3.2.3 能够依据危机预案，完成执行。
/危机预
3.2.4 具备沟通交流能力，与内外部人员一起沟通， 了
案制定
解危机原因。
3.2.5 具备与人合作能力，互助互帮，完成危机处理。
3.3.1 能够根据危机公关的有关机制，分析应对策略。
3.3 舆情/ 3.3.2 能够根据舆情危机，设计危机公关管理措施。
危机公关 3.3.3 能够依据策略和措施，制定危机公关机制。
3.3.4 具备法律意识，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管理
3.3.5 承担责任，对社会和公众进行道德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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