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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移动流媒体技术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
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移动流媒体技术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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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81-2016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
求
GB/T 29265.406-2012 信息技术 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同服务 第406部分：网络多
媒体终端及应用
GB/T 36447-2018 多媒体教学环境设计要求
GB/T 34952-2017 多媒体数据语义描述要求
GB/T 33475.1-2019 信息技术 高效多媒体编码 第1部分:系统
GB/T 33475.2-2016 信息技术 高效多媒体编码 第2部分：视频
GB/T 33475.3-2018 信息技术 高效多媒体编码 第3部分：音频
GB/T 29265.304-2016 信息技术 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同服务 第304部分：数字媒
体内容保护
GB/T 38754-2020 IPTV媒体交付系统技术要求 IPTV媒体交付系统技术要求 移动流
媒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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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终端 User Terminal
经联网系统注册并授权的、对系统内的数据和/或设备有操作需求的客户端
设备。
[GB/T 28181-2016 定义3.1.6]
3.2 模拟接入 Analog Access
前端设备或区域监控报警系统通过数字传输通道将模拟视音频信号传送到
监控中心的接入方式。
[GB/T 28181-2016 定义3.1.8]
3.3 模数混合型监控系统 Analog and Digital Surveillance System
同时存在模拟、数字两种信号控制和处理方式的监控系统。
[GB/T 28181-2016 定义3.1.9]
3.4 会话控制 Session Control
建立、修改或结束一个或者多个参与者之间的过程。
[GB/T 28181-2016 定义3.1.12]
3.5 用户代理 User Agent
IETF RFC 3261 规定的SIP逻辑实体，是具有接收注册请求、将请求中携带
的信息进行保存并提供本域内位置服务器。
[GB/T 28181-2016 定义3.1.17]
3.6 重定向服务器 Redirect Server
2

IETF RFC 3261 规定的SIP逻辑实体，是具有接收注册请求、将请求中携带
的信息进行保存并提供本域内位置服务器。
[GB/T 28181-2016 定义 3.1.20]
3.7 源设备/目标设备 Source Device/Target Device
源设备代表主动发起会话的一方，目标设备代表最终响应会话的一方。
[GB/T 28181-2016 定义3.1.23]
3.8 信令安全路由网关 Secure Signal Routing Gateway
具有接收或转发域内外SIP信令功能，并且完成信令安全路由网关间路由信
息的传递以及路由信令、信令身份标识的添加和鉴别等功能，是一种具有安全功
能的SIP服务器。
[GB/T 28181-2016 定义3.1.28]
3.9 级联 Cascaded Networking
两个信令安全路由网关之间按照上下级关系链接，上级中心信令控制服务器
通过信令安全路由网关可调用下级中心信令控制服务器所管辖的监控资源，下级
中心信令控制服务器通过信令安全路由网关向上级中心信令控制服务器上传本
级中心指令控制服务所管辖的监控资源或共享上级资源。
[GB/T 28181-2016 定义3.1.29]
3.10 互联 Peer-to-peer Networking
两个信令安全路由网关之间按照平级关系连接，中心信令控制服务器之间经
授权可相互调用中心信令控制服务器的监控资源。
[GB/T 28181-2016 定义3.1.30]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数字媒体技术应用、数字影像技术、电子商务技术、计算机
平面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数控技术应用、物联网技术应用、
网络信息安全、移动应用技术与服务、移动商务、影像与影视技术、动漫游戏、
市场营销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软件与信息服务、软件技术、移动应用开发、数字展示技术、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数字媒体应用技术、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网络新闻与传播、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图文信息处理、智能产品开发、智能终端技术与应用、电子
产品营销与服务、物联网应用技术、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电子商务、移动商务、
网络营销、物流信息技术、文化创意与策划、影视多媒体技术、影视动画、传播
与策划、媒体营销等专业、摄影与摄像艺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机系统与维护、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数字媒体技术、软件工程、网络与新媒体、网络工
程、物联网工程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数字媒体技术、
软件工程、网络与新媒体、网络工程、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物联网工程、网
络与新媒体、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新媒体技术、跨媒体艺术等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数字媒体技术应用、数字影像技术、电子商务技术、计算机
平面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数控技术应用、物联网技术应用、
网络信息安全、移动应用技术与服务、移动商务、影像与影视技术、动漫游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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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市场营销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软件技术、移动应用开发、数字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应
用、数字媒体技术、视觉传达设计、网络新闻与传播、印刷数字图文技术、数字
图文信息处理技术、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物联网应用技术、大数据技术、电子
商务、移动商务、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智能物流技术、文化创意与策划、影视
多媒体技术、影视动画、传播与策划、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摄影与摄像艺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应用。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数字媒体技术、软件工程技术、网络与新媒体、网
络工程技术、物联网工程技术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数字媒体技术、
软件工程、网络与新媒体、网络工程、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物联网工程、网
络与新媒体、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新媒体技术、跨媒体艺术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移动流媒体技术】(初级): 主要面向移动流媒体内容制作、运营服务等各
类企业和机构，开展移动流媒体音视频采集设备安装、调试、运行维护等工作，
移动流媒体策划、拍摄、剪辑、包装、平台推送等工作。
【移动流媒体技术】（中级）：主要面向移动流媒体运营服务、技术支持等
各类企业和机构，开展移动流媒体直播网络及相关软硬件设备安装、调试、管理
和维护等工作；移动流媒体服务器部署、配置、与维护；移动流媒体云直播与点
播配置和维护等工作。
【移动流媒体技术】（高级）:主要面向移动流媒体运营服务、技术开发等
各类企业和机构，进行视频编解码库开发及性能优化等工作；音视频等媒体流转
发后台架构的设计、开发与优化等工作；移动流媒体平台相关集成项目的设计、
开发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移动流媒体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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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流媒体技术】（初级）: 根据业务需求，能够简单部署和维护linux
平台下的流媒体服务器，能够编写移动流媒体产品运营与营销方案，能够部署、
配置录播环境及操作视音频硬件设备，能够掌握流媒体播放器使用方法，掌握移
动短视频制作的基本方法。
【移动流媒体技术】（中级）:根据业务的需求，能够部署、维护高并发、
高可用的流媒体平台，完成大型流媒体平台后台系统的操作、搭建、测试工作，
能够掌握流媒体播放器和推流软件的安装与测试，能够配置与维护移动流媒体云
服务，掌握云直播与云点播的基本方法，掌握与主流云平台的推流对接，配置直
播、点播、转码等方法，掌握多媒体视频的剪辑。
【移动流媒体技术】（高级）:根据作业流程的规定，能够定制开发、部署、
维护高并发、高可用的流媒体平台，完成大型流媒体平台后台系统的操作、搭建、
测试工作，能够掌握流媒体播放器和推流软件的安装与测试，能够开发、配置、
维护平台流媒体的转码、加密，能够根据播放器软件需求制定、移动流媒体客户
端直播推流及拉流、直播软件测试及前后端开发、流媒体加密防下载等方面能够
很好的控制及数字版权管理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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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1 移动流媒体技术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需求确认

1. 移 动 流
媒 体 产 品 1.2需求评审
需求对接

1.3市场策划

2.1移动流媒
体采集端操
作

2. 移 动 流
媒体采集
端和服务
端操作

2.2移动流媒
体服务端操
作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基于移动流媒体产品需求文档，与产品经
理沟通，正确理解移动流媒体产品需求。
1.1.2能在需求评审会议上有效地与与会人员沟
通。
1.1.3能详细了解业务逻辑和产品功能，解决疑问，
明确开发方向。
1.2.1能够根据编写需求组织评审会议。
1.2.2能够编写高质量的需求评审会议纪要及管
理。
1.2.3需求评审结果分析，为产品研发提供有力的
设计需求依据。
1.3.1能独立撰写相关市场策划、营销策划方案。
1.3.2能熟练掌握产品定位、推广、策划等环节和
流程。
1.3.3熟悉掌握移动流媒体市场分析。
1.3.4能够掌握移动流媒体产品特点、广告学视频
拍摄等相关知识进行市场策划。
2.1.1掌握各类移动流媒体录制设备、采集卡的使
用与配置。
2.1.2掌握各类音视频接口及各接口转接方法。
2.1.3 熟悉移动流媒体录制参数设置，掌握基本的
拍摄录制技巧。
2.1.4掌握常用移动流媒体视频剪辑软件操作，能
够完成短视频发布、分享等操作。
2.2.1能熟练掌握移动流媒体服务的单播、组播、
点播与广播等服务器相关概念。
2.2.2能理解移动流媒体下载播放技术，熟悉传输
协议、编码、压缩、解码、下载存储等相关概念。
2.2.3了解常用的流式服务平台、能熟练使用一种
以上的Streaming平台。
2.2.4能熟悉并使用网络传输协议有UDP，RTP，
RTSP，HTTP，HLS，RTMP等传输协议。
2.2.5掌握视频压缩比率（比特率、帧速率等），
并将其他各种音频、视频格式文件批量转换编码为
自己需要的视频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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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1.1能理解移动流媒体点播和直播相关技术。
3.1.2能对移动流媒体平台后台运行原理和配置进
3.1后台基础
行基本操作。
操作
3.1.3能够对移动流媒体发布形式及推流平台进行
管理。
3.2.1能够在后台对需要发布的流媒体文件进行个
性化的广告设计及管理。
3.2.2能够在后台对流媒体文件的弹幕、视频质量
3.2平台管理 配置等方面进行管理。
3．移动流
3.2.3能够对后台的数据按需进行操作，包括用户
媒体产品
管理、消息管理、粉丝运营、数据统计、内容推广
运营
等。
3.3.1 根据移动流媒体产品特点制定整体运营方
案。
3.3.2能够对流媒体产品的方案目的、产品和用户
3.3运营方案 定位、账号管理、转化变现等方面进行分析。
设计
3.3.3根据整体运营方案，设计用户原则、热点话
题、产品内容定位；
3.3.4能够设计整个移动流媒体产品整体数据运营
和用户运营方案。
表2 移动流媒体技术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1.移动流
式后台服
务器部署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根据应用场景进行流媒体后台平台的选
型。
1.1移动流媒
1.1.2 能够根据需求分析和产品目标，确定服务器
体服务器选
选型并搭建。
型
1.1.3 能够根据不同需求规模，对流媒体服务器硬
件和软件进行合理配置。
1.2.1 能熟练安装服务器并进行相关设置。
1.2 移动流
1.2.2 能熟练安装服务器需要的监控软件。
媒体服务器
1.2.3 能熟练安装项目相关的后台管理系统、数据
软件安装
库等相关软件。
1.3.1 根据需求及产品目标确定流媒体后台平台的
搭建。
1.3.2 能对流媒体服务器进行功能部署和参数配
置。
1.3 移动流
1.3.3 根据需求配置流媒体服务器 IP 和域名并进
媒体服务器
行管理。
部署
1.3.4 能对流媒体服务器进行集群部署和转码，能
对流媒体平台的服务器进行高可用负载均衡搭建
和部署。
1.3.5 能进行流媒体 CDN 平台搭建，能够与主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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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2.1服务器性
能信息、维护
信息、日常监
测采集

2.2服务器预
警、故障处
2. 移 动 流
理、维护
式后台服
务器维护

2.3后台管理
系统可用性
和对比测试

3.1OBS 推 流
3. 移 动 流 软件操作
媒体云服
务配置
3.2云直播与
点播服务配
置

3.3移动流媒
体服务器配
置

职业技能要求
平台推流对接与转码。
2.1.1 能够监测流媒体服务器状态，掌握软件和硬
件维护技术。
2.1.2 能够读懂服务器日志文件和监控文件的内
容。
2.1.3 能够分析日志文件内容对服务器进行基本维
护。
2.2.1 能对采集到的异常服务器日志进行日志分
析，找到异常发生的原因，解决异常问题。
2.2.2 能对采集到的异常服务器监控信息进行异常
分析，找到异常发生的原因，解决异常问题。
2.2.3 能熟练掌握脚本编写语言，并运行脚本对平
台进行自动化运维。
2.2.4 能根据常见的服务器问题设置服务器预警
计划。
2.3.1 能做好测试前准备工作，包括确定可用性测
试的问题焦点，设计测试任务列表，编写测试脚本，
设置测试环境。
2.3.2 能够编写测试方案，进行测试方案的实施。
2.3.3 能够根据试验结果确定发布的新版本、调整
分流比例继续测试或者在试验效果未达成的情况
下。
2.3.4 能够根据试验结果设计优化迭代方案重新上
线试验。
3.1.1 能够熟练使用、配置视频录制软件和实时推
流软件。
3.1.2 熟练掌握各类流媒体播放器的性能及特点。
3.1.3 能够进行 VLC 媒体播放器的安装与测试。
3.2.1 能够理解云服务机理及工作模式、计算移动流
媒体业务视频云服务资源配置需求量。
3.2.2 能够掌握主流云服务资源配申请方法。
3.2.3 能够设置转码格式，将音视频文件转换成一个
或多个不同清晰度等条件音视频文件，以适应不同
网络带宽、不同终端设备和不同用户需求。
3.3.1 能够实现云视频直播服务接口的配置管理
调用。
3.3.2 能够配置发布推流软件与播放器，实现云视
频直播服务。
3.3.3 能够根据需求和业务场景，选择不同码流服务
的配置，快速集成发布视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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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移动流媒体技术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协同产品、市场、营销等部门进行商业需求
文档及市场需求文档制作。
1.1.2 能够模拟业务场景，依据业务流程进行业务逻
1.1 需求挖 辑梳理，挖掘及整理业务需求。
掘
1.1.3 能深入理解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方法，应用格式
塔原理、从众心理、同理心等心理学理论，结合用户
研究，发掘用户潜在需求，分析需求的内在原因和动
机，明确用户体验目标。
1.2.1 能依据用户目标和产品目标，分解动机、担忧
和障碍等关键因素，找到对应解决方案，归纳设计需
求，明确设计策略。
1. 移 动 流
1.2.2 能从商业和人性的角度，与产品经理反复沟通，
媒体应用
1.2 需求评 平衡业务需求和用户需求两者之间的关系，明确产品
需求管理
估与跟踪
目标。
和开发
1.2.3 能了解产品发布平台的发布需求，包括基本要
求、技术要求等。
1.2.4 能面向应用，确定真实场景，根据场景细化需
求。
1.3.1 能够掌握移动流媒体应用需求的整理。
1.3.2 能掌握常见移动平台流媒体服务器的搭建及开
1.3 移动流 发流程，根据业务需求，定制开发流媒体鉴权、视频
媒体应用
转码、流分发等功能。
需求开发
1.3.3 能根据业务实现平台的高性能、高可用，能够
掌握平台压测方式和定制压测脚本。
2.1.1 能熟练采集音视频数据，如采集摄像头，麦克
风的数据、移动操作系统平台上采集音视频数据等。
2. 移 动 流
2.1.2 能熟练掌握硬编码，软编码音视频数据技术，
媒 体 直 播 2.1 移动流
根据所选流媒体协议封包音视频数据，与服务器交互
软件推流 媒 体 直 播
发送封包数据。
和拉流操 软 件 推 流
2.1.3 能够对直播过程中进行播放控制、防盗版操作
作
操作
和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应用及控制。
2.1.4 能熟练掌握主流视频云平台的 SDK 开发，完成
推流功能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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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2.2 移动流
媒体直播
软件拉流
操作

3.1 直播前
端开发

3.2 直 播
后端开发
3. 移 动 流
媒体直播
前端后端
开发和直
播软件测
试

3.3 直播软
件测试

职业技能要求
2.2.1 能够使播放器端根据 URL 解析所用的流媒体
协议（RTMP，HLS，FLV），并对音视频数据进行封装。
2.2.2 能开发并使用编码器将原始的音频视频转化为
流媒体格式。掌握不同平台的解码技术，如 iOS 平台
的 VideoToolbox.Framework 和 Android 平 的
MediaCodec 解码视频数据技术。
2.2.3 能够使用渲染工具对视频画面进行渲染，例如
OpenGL，Audio Queue 等。
2.2.4 能熟练掌握主流视频云平台的 SDK 开发，完成
拉流功能对接。
3.1.1 能开发并集成主播端的主要功能，包括音视频
采集、音视频编码、推流等。
3.1.2 能开发并集成观众端的主要功能，包括拉流、
音视频解码、音视频播放等。
3.1.3 根据客户的需求开发前端功能和界面设置等。
3.1.4 能熟练掌握主流视频云平台的 SDK 开发，完成
主播端和客户端的功能。
3.2.1 能开发并集成流媒体服务器端的主要功能，包
括直播间管理、直播流收集、音视频转码、直播流分
发、直播流转发等。
3.2.2 能够对后台推流视频的管理、压缩、编解码。
3.2.3 能够对后台推流视频的弹幕管理、广告管理、
用户管理、消息管理、粉丝运营、数据统计、内容推
广等。
3.3.1 能够对测试软件进行功能性测试、包括可用性
测试的问题焦点，设计测试任务列表，编写测试脚本，
设置测试环境、进行模块测试等。
3.3.2 在平台还没有正式发布之前，能够通过多阶段
的用户和内部测试等方式进行早期测试和短期迭代
测试，验证平台设计功能等是否合理。
3.3.3 在正式发布之前进行可用性测试及平台压力测
试，确保平台在复杂网络环境及不同的终端、在多用
户多并发的条件下仍然很友好的显示，保证流畅的播
放效果。
3.3.4 确保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不同的浏览器等情况
下都能够很好的播放视频，确保视频播放的兼容性。
3.3.5 能熟练掌握主流拨测平台和 APM 系统的使用，
对直播的用户体验做出优化分析报告，对服务端和客
户端的性能优化做出优化分析报告。
3.3.6 能根据测试情况需要，定制开发测试脚本，满
足测试的不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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