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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运营技能评价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短视频运营的职业技能分类、培训要求、面向工作岗位（群）、技能鉴定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职业院校、运营企业、培训服务机构、第三方评价服务机构的短视频内容策划、拍摄

制作、推广分发、粉丝运营、流量变现、商务管理、综合运营管理等运营能力培训、评价活动。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短视频 short video
适合在移动状态或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 时长约为3 s～5 min，且可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的高

频推送的视频内容。

2.2

短视频平台 short video platform
为企业或个人提供短视频传播、显示的平台。

2.3

短视频运营 short video operation
为短视频运用提供支撑，包括短视频内容策划、拍摄制作、推广分发、粉丝运营、流量变现、商务

管理、综合运营管理等工作内容。

2.4

短视频运营师 short video operator
具备短视频运营综合能力的从业人员，分为初级短视频运营师、中级短视频运营师、高级短视频运

营师。

2.5

流量变现 traffic monetizing
通过对浏览流量进行广告植入、电商销售、知识付费、IP授权等方式实现收益。

2.6

标准学时 standard class hours
培训人员参与线上或线下学习的单位时间，通常时长为45 min。



T/CECC 007—2020

2

3 总则

3.1 适用对象

正在从事或者准备从事短视频运营工作的人员。

3.2 申报条件

3.2.1 短视频运营技能评价

经本职业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完成基础知识及职业技能课程培训并完成结业考试，可申

报相应的单项技能证书。本职业涉及的技能包括：

a) 内容策划；

b) 拍摄制作；

c) 推广分发；

d) 粉丝经营；

e) 流量变现；

f) 商务管理；

g) 综合运营管理。

3.2.2 短视频运营师评价

本职业涉及的技能经本职业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完成基础知识及职业技能课程培训并完

成结业考试，可以申报短视频运营师证书，综合运营等级及要求如下：

a) 初级短视频运营师，经本职业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完成初级短视频运营师职业技能及

知识要求课程培训并完成结业考试；

b) 中级短视频运营师，经本职业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完成中级短视频运营师职业技能及

知识要求课程培训并完成结业考试，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

c) 高级短视频运营师，经本职业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完成高级短视频运营师职业技能及

知识要求课程培训并完成结业考试，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

3.3 面向工作岗位（群）

面向工作岗位（群）主要包括：

专项技能岗位：

a) 内容策划；

b) 拍摄制作；

c) 推广分发；

d) 粉丝经营；

e) 流量变现；

f) 商务管理；

g) 综合运营管理。

综合技能岗位：

a) 初级短视频运营师：从事短视频内容策划、拍摄制作、推广分发等基础性工作；

b) 中级短视频运营师：从事短视频粉丝经营、流量变现、商务管理等工作；

c) 高级短视频运营师：从事短视频综合运营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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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训保障

4.1 培训方式

根据其培训目标和教学计划确定培训时长，培训方式可采用线上、线下结合，面向职业院校及社会

招生。

4.2 培训期限

开展短视频运营评价时，线上或线下学习时间应不少于32标准学时。

开展短视频运营师评价时应对多个运营技能进行评价，其培训期限要求如下：

a) 初级技能不少于线上或线下 56 标准学时；

b) 中级技能不少于线上或线下 80 标准学时；

c) 高级技能不少于线上或线下 96 标准学时。

4.3 培训场地

培训场地应具有满足教学需要的标准教室或具备计算机网络环境和软件环境的实训室。

5 培训内容

5.1 合规性要求

评价基本要求包括：

a) 宜掌握的法律法规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群组信息服

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b) 宜掌握的行业自律规定包括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100

条）、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等相关规定。

5.2 基础理论要求

5.2.1 内容策划

内容策划基础知识要求包括编剧创作基础知识。

5.2.2 拍摄制作

拍摄制作基础知识要求包括编导、制作基础知识。

5.2.3 推广分发

推广分发基础知识要求包括：

a) 平台用户群体分析方法；

b) 短视频系统平台注册、账户设置、视频上传、转发操作规则；

c) 网络连接与网络接入、多渠道分发常识；

d) 网络推广长尾效应基本内容；

e) 社群推广及自媒体传播基本法则。

5.2.4 粉丝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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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经营基础知识要求包括：

a) 粉丝数据建模基础知识；

b) 粉丝数据库管理系统基础知识；

c) 商务智能与数据挖掘基础知识；

d) 社群管理基础知识。

5.2.5 流量变现

流量变现基础知识要求包括：

a) 短视频流量变现基本形式；

b) 短视频流量变现基本类别。

5.2.6 商务管理

商务管理基础知识要求包括：

a) 客户群体分类办法。

b) 客户服务基本知识。

5.2.7 综合运营管理

综合运营管理基础知识要求包括：

a) 项目规划管理基本知识；

b) 成本规划基本知识；

c) 团队管理基本知识；

d) 培训运营管理基本知识；

e) 创新研发基本知识。

5.3 职业技能及知识要求

职业技能及知识要求见表1。

表 1 短视频运营技能要求及对应知识要求

序号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知识要求

1 内容策划

a) 能做相关垂直类目的调研分析报告

b) 能根据自身优势设置 IP 的人设定位

c) 能创意策划出短视频文案

a) 竞品分析调查方法

b) 通用网络语言、平台算法机制相关要

求

c) 短视频选题与脚本策划、镜头分解与

分场提纲、剧本写作相关要求

2 拍摄制作

a) 能组织协调小剧组工作

b) 能根据剧本要求，进行短视频拍摄

c) 能对短视频进行后期制作

a) 选拔角色、场面调度、剧务管理相关

要求

b) 摄像机运动方式及拍摄手法、界面构

图、景别、配色、 灯光调试、视听语言

基础分析相关要求。

c) 转场、配音、调色、剪辑、特效处理

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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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短视频运营技能要求及对应知识要求（续）

序号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知识要求

3 推广分发

a)能按照平台规则，在主流平台进行分发

b)能把握最佳发布频次及时间节点

c)能使用短视频推广工具及社群推广

a)短视频平台作品传播方法

b)短视频平台用户浏览方法

c)短视频辅助推广方法

4 粉丝运营

a)能用数据对粉丝进行分析

b)能通过多种方式与粉丝进行良性互动

c)能利用多种方法吸粉增粉

a)粉丝数据分析策略

b)粉丝互动的常用手法

c)吸粉增粉的常用方法

5 流量变现

a)能通过广告进行变现

b)能通过电商进行变现

c)能通过直播、知识付费等方式进行变现

a)互联网广告植入经营方法

b)电商选品与经营服务方法

b)直播打赏常识

6 商务管理

a)能不断拓展新的广告客户

b)能对供应链等客户开展深层合作

c)能够协调解决商品或服务的售后问题

a)客户数据库管理常识

b)供应链选择与维护方法

c)电子商务售后服务知识

7 综合运营管理

a)能对多个创意制作团队进行协调管理

b)能孵化多个垂直类目短视频IP

c)能对多渠道平台进行分发

d)能对多渠道平台IP进行管理

e)能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指导

f)能对项目进行创新研发

a)短视频运营团队分工合作管理方法

b)短视频IP效应联动营销方法

c)多平台推流的使用方法

d)多平台IP实时监测与优化方法

e)短视频业务运作管理相关要求

f)新媒体创新研发相关要求

6 考核评价

6.1 考核方式

本职业考核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试。理论知识考试采用统一出题，以机考方式进行，侧

重专业知识掌握程度。操作技能考核采用现场操作或模拟现场操作、评议相结合等方式。理论知识成绩、

操作技能成绩与总评成绩均实行百分制，总评成绩达到60分及以上者为合格。各项技能总评成绩计算方

法见公式（1）：

Gsum=Gt+Go....................................................................................(1)
式中：

——Gsum，总评成绩；

——Gt，按比重转换后的基础理论知识成绩；

——Go，按比重转换后的操作技能成绩。

6.2 评价场所要求

评价场所要求主要包括：

a)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网络模拟教室进行；

b) 技能评价考核在实际工作环境或模拟工作环境中进行：

1) 在实际工作环境考核，要保证考核期间不受外界因素干扰；

2) 在模拟工作环境中评价考核，要保证考核现场配备有相应的网络终端及相应设备，能模拟

相应网络终端实际运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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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监考及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监考及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要求如下：

a) 理论知识考试随机在线抽查；

b) 操作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20，且不少于 3名考评人员。

6.4 考核时间

考核时间要求如下：

a) 各等级理论知识在线考试时间不少于 60 min；

d) 各项操作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90 min。

6.5 评价比重要求

6.5.1 短视频运营评价

可直接申报短视频运营单项技能评价，相关评价比重要求见表2。

表 2 短视频运营技能评价指标

序号 工作模块 基础理论知识 技能要求

1 内容策划 40% 60%

2 拍摄制作 30% 70%

3 推广分发 30% 70%

4 粉丝运营 30% 70%

5 流量变现 20% 80%

6 商务管理 40% 60%

7 综合运营管理 30% 70%

6.5.2 短视频运营师评价

对不同等级的综合申报，应结合等级开展多个单项的组合评价，相关评价比重要求见表 3。

表 3 短视频运营师评价指标

序号 工作模块
理论知识（30%） 技能要求（70%）

初级 中级 高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1 内容策划 30% 15% 10% 40% 15% 10%

2 拍摄制作 30% 10% 5% 35% 15% 10%

3 推广分发 40% 15% 10% 25% 10% 5%

4 粉丝运营 - 20% 10% - 20% 10%

5 流量变现 - 20% 15% - 20% 10%

6 商务管理 - 20% 15% - 20% 5%

7 综合运营管理 - - 35% - - 50%

注：“-”表示不参加评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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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职业技能证书

依据技能评价申报以及评价结果，对于通过职业技能评价的人员可获得由中国电子商会网络直播与

短视频专业委员会颁发与申报内容对应的职业技能证书，并可通过指定官网查询。

7 实施与监督

7.1 组织实施

由中国电子商会网络直播与短视频专业委员会理事会推举若干工作人员组成短视频运营师技能评

价工作组（下称工作组），负责推动、领导会员企业开展相关培训、评价工作，工作组成员结构包括第

三方评价机构、培训服务机构、专业院校、会员企业等。

申报人员可以以个人或团体的形式报名申请相应技能证书，由执行机构进行资质审核后组织培训考

核。

按照本标准规定的要求发放相应证书。

7.2 实施监督

执行机构遵循公平、公开的原则，在中国电子商会指导与监督下开展各项目工作，设置投诉监督渠

道，在组织实施过程中的任何问题，全体学员与相关人员可以直接反映，由中国电子商会根据本标准的

要求裁决与处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  次
	前  言
	短视频运营技能评价要求
	1　范围
	2　术语和定义
	3　总则
	3.1　适用对象
	3.2　申报条件
	3.2.1　短视频运营技能评价
	3.2.2　短视频运营师评价

	3.3　面向工作岗位（群）

	4　培训保障
	4.1　培训方式
	4.2　培训期限
	4.3　培训场地

	5　培训内容
	5.1　合规性要求
	5.2　基础理论要求
	5.2.1　内容策划
	5.2.2　拍摄制作
	5.2.3　推广分发
	5.2.4　粉丝经营
	5.2.5　流量变现
	5.2.6 商务管理
	5.2.7 综合运营管理

	5.3　职业技能及知识要求

	推广分发
	4
	粉丝运营
	5
	流量变现
	6
	商务管理
	7
	综合运营管理
	6　考核评价
	6.1　考核方式
	6.2　评价场所要求
	6.3　监考及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6.4　考核时间
	6.5　评价比重要求
	6.5.1　短视频运营评价
	6.5.2　短视频运营师评价

	6.6　职业技能证书

	7　实施与监督
	7.1　组织实施
	7.2　实施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