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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数据工程化处理与应用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

任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大数据工程化处理与应用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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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1.6-2000 信息技术 词汇 第6部分：数据的准备与处理
GB/T 5271.9-2001 信息技术 词汇 第9部分：数据通信
GB/T 28821-2012 关系数据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3

术语与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3.1
结构化数据 structured data
一种数据表示形式，按此种形式，由数据元素汇集而成的每个记录的结构都
是一致的并且可以使用关系模型予以有效描述。
[GB/T 35295-2017，定义2.2.13]
3.2
非结构化数据 unstructured data
不具有预定义模型或未以预定义方式组织的数据。
[GB/T 35295-2017，定义2.1.25]
3.3
数据仓库 data warehouse
在数据准备之后用于永久性存储数据的数据库。
[GB/T 35295-2017，定义2.1.35]
3.4
抽取 to extract
从一组项中选择与取出符合某些特定准则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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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5271.6-2000，定义06.06.02]
3.5
数据源 data source
为传输提供数据的功能单元。
[GB/T 5271.9-2001，定义09.01.03]
3.6
联机分析处理

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OLAP

对数据仓库中海量数据进行复杂、有效的分析处理，从而实现对决策的支持。
[GB/T 28821-2012，定义3.5]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软件与信息服务、移动应用技术与服务、计算
机网络技术、网站建设与管理、客户信息服务、通信运营服务、电子商务。
高等职业学校：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云计算技术与应用、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软件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信息统计与分
析、人工智能技术服务。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计算机应用工程、信息安全与
管理、软件工程。
应用型本科学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数据计算及
应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软件工程、应用统计学、信息
资源管理。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大数据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软件与信息服务、移动应用
技术与服务、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站建设与管理、客户信息服务、通信运营服务、
电子商务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
络技术、软件技术、统计与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大数据工程技术、计算机应用工程、信息安全与管
理、软件工程技术。
应用型本科学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数据计算及
应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软件工程、应用统计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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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大数据工程化处理与应用】（初级）：主要面向大数据行业、大数据处理

与应用领域企事业单位数据采集标注工程师、大数据 ETL 工程师、大数据开发工
程师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数据系统内项目文档及大数据处理、数据采集、数据
抽取、数据转换、数据加载、数据系统应用等工作，从事数据采集与处理等基础
技术工作。
【大数据工程化处理与应用】（中级）：主要面向大数据行业、大数据处理
与应用领域企事业单位的大数据爬虫工程师、大数据 ETL 工程师、大数据开发工
程师、大数据应用开发工程师、报表开发工程师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脚本程序
编写、离线数据采集、网络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查询和检索工作，从事脚
本程序编写、离线和网络数据采集与处理等工作。
【大数据工程化处理与应用】（高级）：主要面向大数据行业、大数据处理
与应用领域企事业单位及科研机构的大数据爬虫工程师、大数据 ETL 工程师、实
时计算工程师、大数据开发工程师、大数据应用开发工程师、报表开发工程师、
大数据分析师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网络爬虫架构设计、离线或实时数据采集、
处理计算、开发与优化和数据检索等工作，从事网络爬虫架构设计与开发、离线
或实时数据采集与处理、优化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大数据工程化处理与应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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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工程化处理与应用】（初级）：主要面向大数据行业、大数据处理
与应用领域企事业单位的数据采集标注专员、初级大数据 ETL 工程师、大数据
开发工程师助理等岗位，利用正在运行的数据系统，根据项目文档及大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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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能使用图形化或可视化工具完成工程化的数据采集、数据抽取、数据转换、
数据加载、数据系统应用等。
【大数据工程化处理与应用】（中级）：主要面向大数据行业、大数据处理
与应用领域企事业单位的大数据爬虫工程师、大数据 ETL 工程师、大数据开发
工程师、大数据应用开发工程师、报表开发工程师等岗位，能根据业务需求，利
用各种数据系统工具，编写脚本程序完成工程化的离线或网络数据采集、数据处
理、数据清洗等。
【大数据工程化处理与应用】（高级）：主要面向大数据行业、大数据处理
与应用领域企事业单位及科研机构的大数据爬虫工程师、大数据 ETL 工程师、
实时计算工程师、大数据开发工程师、大数据应用开发工程师、报表开发工程师、
大数据分析师等岗位，根据系统需求，能使用框架编写程序完成工程化的网络爬
虫架构设计、离线或实时数据采集、处理计算、开发与优化和数据检索等。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大数据工程化处理与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根据网页标题采集需求，能使用可视化爬虫
工具，获取目标标题数据。
1.1.2 根据网页文本采集需求，能使用可视化爬虫
1.1 网络数据采 工具，智能解析文本数据内容。
集
1.1.3 根据数据标签采集需求，能使用可视化爬虫
工具，智能解析标签数据。
1.1.4 根据循环遍历采集需求，能使用可视化爬虫
工具，实现智能翻页采集。
1.大数据工
1.2.1 根据离线数据采集要求，能使用图形化工
程化采集
具，查询数据源的存储路径信息，确定要抽取的
离线数据数量，获取数据源准确的位置信息。
1.2.2 根据数据格式，能使用图形化工具，创建转
1.2 离线数据采 换对象并配置相应结构化数据输入模块。
集
1.2.3 根据目标数据系统类型及原始数据集格式，
能使用图形化工具，配置相应数据输出模块。
1.2.4 根据配置完成后的模块，能使用图形化工
具，获得离线采集数据。
1.2.5 根据数据内容，能使用图形化工具创建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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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数据的数据表结构。

1.3 作业调度

2.1 数据清洗

2. 大数据
工程化处理

2.2 数据计算

2.3 数据派生

1.3.1 根据任务调度要求，能使用调度工具，创建
作业的图形视图，调度所需要的模块，获取起始到
完结所需的任务模块。
1.3.2 根据所有转换模块，能使用调度工具，配置
各模块的关联信息，获得符合数据传输流程的模块
调度链。
1.3.3 根据各模块的关联关系，能使用调度工具，
对所有模块进行参数配置，获得数据连通的作业图
形视图。
1.3.4 根据配置完成的作业属性及任务调度需求，
能使用调度工具执行作业，检查目标数据系统数
据的入库情况，并获得入库信息反馈。
2.1.1 根据采集的原始数据集，能使用图形化工具，
删除离线数据集中的缺省数据，获得完整的数据
集。
2.1.2 根据完整数据集，能使用图形化工具，简单
标记、删除内容重复的离线数据，获得无干扰的数
据集。
2.1.3 根据无干扰数据集，能使用图形化工具，归
一处理离线数据中不符合标准单位要求的字段，获
得标准化数据集。
2.1.4 根据标准化数据集，能使用图形化工具，标
记、删除离线数据中不符合数据质量要求的数据，
获得可用数据集。
2.2.1 根据数据清洗后的数据集，使用图形化工具，
连接各数据表并根据处理需求进行简单数值计算、
字符切分等处理，获得正确处理后的多表数据集。
2.2.2 根据多表数据集，能使用图形化工具，连接、
关联处理多表数据，获得关联整合数据集。
2.2.3 根据关联整合数据集，能使用图形化工具，
进行数据聚合、分组，获得关联计算数据集。
2.3.1 根据给定数据标签规则，能使用图形化工具，
依据给定数据标签，创建各主题的标签库。
2.3.2 根据不同主题的标签，能使用图形化工具，
对关联计算数据集中的数据，进行标签派生及验
证，获得含标签的数据集。
2.3.3 根据已标签数据集，能使用图形化工具，根
据主题划分数据表，创建业务主题数据表。
2.3.4 根据主题数据表的格式规范，能使用图形化
工具，对同主题数据集进行全字段的数据组织，
获得符合业务主题的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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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根据给定数据表结构，能使用图形化工具，
在指定项目中选择数据的加载方式，配置数据系统
的数据表，获得符合业务分析需求的模型。
3.1.2 根据配置完成的模型，能使用图形化工具，
3.1 OLAP 系统
以查看表格的形式进行检查验证，完成模型的调
应用
试。
3.1.3 根据调试后的模型，能使用图形化工具，创
建并使用数据立方，编写简单查询语句进行数据
查询，正确查询目标数据。
3.2.1 根据给定数据结构，能使用图形化工具，关
联分布式搜索组件，并执行脚本完成索引结构创
建。
3.2.2 根据索引结构，能使用图形化工具，将数据
3. 大数据 3.2 搜索系统应
完整地导入到分布式搜索组件中，获得可全文检索
工程化应用 用
的数据系统。
3.2.3 根据搜索业务需求以及搜索组件中数据，能
使用图形化工具，进行数据查询，正确查询目标
数据。
3.3.1 根据报表模板，能使用合适的可视化工具，
配置所需展示数据源的连接信息，正确连通数据系
统。
3.3.2 根据报表数据及离线数据需求，能使用可视
3.3 报表系统应
化工具，设置数据透视表、图表等，生成符合需求
用
的静态数据报表。
3.3.3 根据数据报表，能使用可视化工具，利用数
据报表的筛选、自定义排序、统计等功能，以指
定的格式处理并存储数据报表结果。

表 2 大数据工程化处理与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根据网络数据采集需求，能使用编程或爬虫框
架，查询网络数据源信息，确定网络地址及网页格
式，获得网页代码准确的标签信息。
1.1.2 根据网页信息，能使用编程或爬虫框架，采集
1.1 网络数据
网络数据标签中相应数据并配置存储方式，并输出
采集
网络采集脚本。
1. 大数据
1.1.3 根据网络采集脚本及数据过滤需求，能使用
工程化采集
编程或爬虫框架，编写网络采集过滤脚本，并输出
网络采集数据。
1.2.1 根据离线数据采集需求，能使用脚本方式，确
1.2 离线数据 定目标离线数据源格式，获取准确的格式信息。
采集
1.2.2 根据数据格式，能使用脚本方式，配置数据采
集脚本进行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离线数据采集，获得
7

1.3 作业调度

2.1 数据清洗

2. 大数据
工程化处理

2.2 数据计算

2.3 数据派生

离线采集数据并输出数据采集脚本。
1.2.3 根据数据格式，能使用脚本方式，完成数据过
滤脚本。
1.2.4 根据编写的离线数据采集脚本，能使用脚本方
式，测试离线数据采集脚本的采集、过滤、存储，
获得目标数据并对脚本进行持久化操作。
1.2.5 根据数据内容，能使用脚本创建存储采集数
据的数据仓库结构并创建分区表及视图表。
1.3.1 根据任务调度需求，能使用调度工具，配置数
据采集模块与数据采集流程，进行采集作业调度并
检查采集情况，并获得采集结果信息。
1.3.2 根据联合调度需求，能使用调度工具，上传多
个脚本文件，获得可调度执行的作业文件。
1.3.3 根据作业文件类型，能使用调度工具，编写作
业调度脚本，配置定时、触发信息，获得作业调度
脚本。
1.3.4 根据编写的作业调度脚本，能使用调度工具，
调试作业调度效果。
2.1.1 根据采集的原始数据集及完整性规则，能编写
使用简单删除法或空值替代法处理离线数据集中缺
省数据的脚本，获得完整的数据集。
2.1.2 根据完整数据集及去重规则，能编写标记、删
除离线数据集中重复字段的脚本，获得无干扰数据
集。
2.1.3 根据无干扰数据集及标准化规则，能编写归一
处理离线数据集中不符合标准单位要求或给定结果
集字段的脚本，获得标准化数据集。
2.1.4 根据标准化数据集及可用性规则，能编写替换、
标记或删除离线数据集中不符合数据质量要求数据
的脚本，获得可用数据集。
2.1.5 根据可用数据集，能编写去除离线数据中无
关字段的脚本，获得有效数据集。
2.2.1 根据数据清洗后的数据集，能编写连接各数据
表并根据处理需求进行数值计算、字符转换、时间
计算等处理的脚本，获得正确处理后的多表数据集。
2.2.2 根据多表数据集，能编写对多表数据进行字段
合并、拆分等操作的脚本，获得字段对应的多表数
据集。
2.2.3 根据字段对应多表数据集，能编写连接、关联
处理多表数据的脚本，获得关联整合数据集。
2.2.4 根据关联整合数据集，能编写数据条件聚合、
分组的脚本，获得关联计算数据集。
2.3.1 根据关联计算的数据及数据特征，能编写脚本
进行数据聚合结果分析并设计数据标签，创建各主
题标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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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根据不同主题的标签，能编写脚本，对关联计
算数据集中的数据，编写标签计算脚本并进行标签
派生，获得含属性标签的数据集。
2.3.3 根据已标签数据集，能根据主题编写脚本划分
数据表，创建业务主题数据表。
2.3.4 根据主题数据表的业务需求，能使用脚本方
式将同主题指标、维度、属性均关联的数据集进行
数据组织，获得符合业务主题的宽表。
3.1.1 根据数据表结构及特征，能编写脚本，基于现
有的事实表，创建维度表，获得符合分析需求的基
础数据表结构。
3.1.2 根据事实表以及维度表，在指定项目中选择数
据的加载方式，配置数据仓库中的事实表以及维度
3.1 OLAP 系 表的字段信息，获得符合业务分析需求的模型。
统应用
3.1.3 根据配置完成的模型，以查看表格的形式或可
视化的方式进行模型验证，对模型进行修改和调试，
获得修改后的模型。
3.1.4 根据修改后的模型，创建并使用数据立方，
编写条件查询语句进行数据查询，查询目标数据并
存储。
3.2.1 根据数据结构及组织方式，能编写脚本、REST
请求命令，编写相应索引、类型及文档，获得匹配
3. 大数据工
的索引结构。
程化应用
3.2.2 根据索引结构，能使用图形化工具或 REST 请
3.2 搜索系统
求命令，将数据完整导入到分布式搜索组件，获得
应用
可全文检索的数据系统。
3.2.3 根据搜索业务需求以及搜索组件中数据，能
使用图形化工具或 REST 请求命令，进行简单数据
查询，正确查询目标数据并存储。
3.3.1 根据参考报表样式，能使用合适的可视化工具
及脚本编程方法，配置所需展示离线数据源的连接
信息，正确连通数据系统，并获得报表初始数据。
3.3.2 根据报表数据及离线数据需求，能使用可视化
3.3 报表系统
工具及脚本编程方法，生成符合业务需求的可交互
应用
查询动态数据报表。
3.3.3 根据数据报表，能使用可视化工具及脚本编
程方法，能根据业务需求，完成可供决策支持的数
据报表处理。

表 3 大数据工程化处理与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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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网络数据
采集

1.2 离线数据
1. 大数据 采集
工程化采集

1.3 作业调度

1.4 实时数据
采集

1.1.1 根据网络数据采集需求，能使用编程或爬虫框
架，查询网页提交方式及浏览器标识信息，提高网络
采集脚本稳定性，获得网页代码准确的数据请求接口
信息。
1.1.2 根据数据格式，能使用编程或爬虫框架，进行网
络数据采集，编辑网络采集脚本，测试数据爬虫脚本
的采集、循环、过滤效果并迭代优化，并输出网络采
集数据。
1.1.3 根据数据格式，能使用编程或爬虫框架方式，遍
历目标网站中的相应链接，使用合适算法过滤重复链
接及规避身份验证，获得网络数据遍历脚本。
1.1.4 根据网络遍历需求，能使用编程或爬虫框架方
式，编辑完整的网络遍历脚本，并输出全站采集数据。
1.2.1 根据离线数据采集需求，能使用框架编程方式，
确定要抽取的离线数据接口，获取数据源准确的连接
信息。
1.2.2 根据数据格式，能使用框架编程方式，配置数据
采集模块进行各种离线数据采集（含非结构化离线数
据），获得离线采集数据并输出数据采集程序类。
1.2.3 根据数据格式，能使用框架编程方式，编写数据
格式封装类，获得能够解析原始数据的方法。
1.2.4 根据数据接口，能使用框架编程方式，进行数据
过滤方法编写并配置其采集字段、过滤、存储规则，
输出离线数据过滤方法。
1.2.5 根据数据封装类，能使用框架编程方式，编写离
线数据采集、过滤、存储方法，获得目标数据并输出
数据采集程序。
1.2.6 根据数据内容，能使用框架编程方式，创建存
储采集数据的数据仓库结构并创建分桶、表约束及索
引。
1.3.1 根据任务调度需求，能使用调度工具，通过数据
采集作业并行调度，完成采集结果信息分析及进程日
志监控。
1.3.2 根据联合调度需求，能上传并调度执行作业文
件、应用项目或自动化脚本。
1.3.3 根据作业文件间依赖关系，能使用调度工具，配
置作业流执行顺序，获得可执行作业调度流程。
1.3.4 根据作业文件类型及作业混合调度需求，能使用
调度工具，编写作业调度脚本，获得基于规则的作业
流调度脚本。
1.3.5 根据编写的作业流调度脚本，能使用调度工具，
测试脚本并对作业执行性能进行优化。
1.4.1 根据实时数据采集需求，能使用图形化工具或脚
本方式，确定日志数据的位置信息、来源方式等信息，
获得实时数据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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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根据数据采集需求，能使用实时数据采集组件，
配置数据采集的来源、目标及采集方式，获取基础日
志采集脚本。
1.4.3 根据基础实时数据采集脚本，能使用图形化或脚
本方式，编写实时数据拦截脚本拦截及过滤非需求之
外的数据流，获得有效实时数据。
1.4.4 根据实时数据采集脚本，能使用消息中间件，
配置数据主题，以及生产者、消费者信息，获得数据
缓存队列。
2.1.1 根据采集的原始数据集及完整性需求，能使用框
架编程开发使用特殊值填充、均值填充离线或实时数
据的缺省数据的程序，获得完整的数据集。
2.1.2 根据完整数据集及去重需求，能使用框架编程方
式开发替换、标记或删除离线或实时数据中特定字段
或时间戳的重复数据的程序，获得无干扰数据集。
2.1.3 根据无干扰数据集及标准化需求，能使用框架编
2.1 数据清洗 程开发归一处理离线或实时数据中不符合标准单位要
求或给定结果集字段的程序，获得标准化数据集。
2.1.4 根据标准化数据集及可用性需求，能使用框架编
程方式开发替换、标记或删除不符合数据质量要求的
离线或实时数据的程序，获得可用数据集。
2.1.5 根据可用数据集，能使用框架编程方式开发去
除离线或实时数据中无关字段的程序，获得有效数据
集。
2.2.1 根据数据聚合计算需求，能使用框架编程方式开
发自定义数据处理函数，获得自定义数据处理方法。
2. 大数据
2.2.2 根据数据清洗后的数据集，能使用框架编程方式
工程化处理
开发连接各数据表并根据处理需求进行数值计算、字
符转换、时间计算、键值化、离散化等复杂处理的程
序，获得正确处理后的多表数据集。
2.2.3 根据多表数据集及多表关联需求，能使用框架编
2.2 数据计算
程方式开发对多表数据进行字段合并、拆分、归类等
操作的程序，获得字段对应的多表数据集。
2.2.4 根据字段对应多表数据集及多表关联需求，能使
用框架编程方式开发连接、关联处理多表数据的程序，
获得关联整合数据集。
2.2.5 根据关联整合数据集，能使用框架编程方式开
发条件聚合分组的程序，获得关联计算数据集。
2.3.1 根据关联计算的数据及数据标签需求，能使用框
架编程方式开发程序进行数据聚合结果分析并设计数
据标签，创建各主题标签库。
2.3 数据派生 2.3.2 根据不同主题的标签，能使用框架编程方式，对
关联计算数据集中的数据，开发标签计算程序并对离
线或实时数据进行标签派生，获得含属性标签的数据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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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根据已标签数据集及规划设计需求，能根据主题
使用框架编程方式开发程序对数据表进行划分，创建
业务主题数据表。
2.3.4 根据主题数据表的业务需求，能使用框架编程
方式开发程序将同主题指标、维度、属性均关联的数
据集进行数据组织或进行星型、雪花模型、宽表等表
结构的创建，获得符合业务主题的模型格式。
3.1.1 根据业务需求，能使用框架编程方式，创建对应
的事实表以及维度表，获得符合分析需求的基础数据
表结构。
3.1.2 根据事实表以及维度表，在指定项目中选择数据
的加载方式，配置数据仓库中的事实表和维度表以及
关联条件、度量指标、分区字段，获得所需的数据模
型。
3.1 OLAP 系 3.1.3 根据数据模型，以查看表格、可视化和 JSON 的
统应用
方式进行模型验证，对模型进行修改及性能优化，获
得优化后的模型。
3.1.4 根据优化后的模型，创建指定参数的数据立方或
二维表，编写复合查询语句进行即席查询，正确查询
目标数据并存储。
3.1.5 根据数据集成需求，能使用框架编程方式，编
写 OLAP 系统的数据访问接口，获得可供其他数据系
统访问的 API。
3.2.1 根据业务需求，能使用框架编程方式，关联分布
式搜索组件，创建索引、类型及文档，获得结构化或
3. 大数据
非结构化的索引结构。
工程化应用
3.2.2 根据索引结构，能使用框架接口开发方式，将数
据完整地导入及同步到分布式搜索组件中，获得可全
3.2 搜索系统 文检索的数据系统。
应用
3.2.3 根据搜索业务需求以及搜索组件中数据，能使用
框架接口开发方式，进行复合条件查询，正确查询目
标数据并存储。
3.2.4 根据数据集成需求，能使用框架编程方式，编
写搜索引擎的数据检索接口，获得可供其他数据系统
访问的 API。
3.3.1 根据报表展示需求，能使用框架编程方式，通过
数据接口获得报表初始数据。
3.3.2 根据报表数据及离线或实时数据需求，能使用框
架编程方式，生成符合业务需求的可交互查询实时动
3.3 报表系统 态数据报表。
应用
3.3.3 根据离线或实时报表数据，能使用框架编程方
式，编写前端查询和展示页，设置数据展示格式及功
能，生成可交互查询、符合业务需求的网页数据报表。
3.3.4 根据数据报表，能使用框架编程方式，获得供
决策支持的数据报表并分析关键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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