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店运营推广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2019年9月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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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强、刘洪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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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
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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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T 36311 电子商务管理体系要求
GB/T 35408 电子商务质量管理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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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商务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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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互联网平台（简称：平台）
互联网平台是指在互联网上为交易双方或者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
合、信息发布等服务，供交易双方或者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系统。
3.3 网店
网店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店铺。
3.4 网店运营推广
网店运营推广是指网店为了完成经营目标，开展网店规划、网店装修、客户
服务、搜索引擎推广、信息流推广、数据分析、商品运营、活动运营、内容运营
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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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视觉营销
视觉营销是指通过用户视觉体验来达到商品营销或品牌推广的目的。
3.6 搜索引擎优化（简称：SEO）
搜索引擎优化是指利用搜索引擎的搜索规则，对网页结构、内容、链接等方
面进行合理规划和部署，从而使其在搜索引擎结果页面中获得更好的自然排名。
3.7 搜索引擎营销（简称：SEM）
搜索引擎营销是指企业网站或商品页面链接通过改变自身在搜索结果页面
出现的位置来利用搜索引擎推广商品和服务的营销活动。
3.8 信息流广告
信息流广告是依据用户喜好进行广告信息的精准推荐，主要展现形式包括文
字链、图片、短视频等。
3.9 客户画像
客户画像是指将客户信息标签化，它是抽象出客户信息全貌的有效工具。
3.10 人群定向
人群定向是指通过将用户行为进行数据分析，找出潜在目标用户群的共同行
为特征，选择适当的媒体将广告投放给具有相同特征的用户的过程。
4 面向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移动商务、客户服务、
市场营销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网络营销、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国
际商务、国际贸易实务、市场营销、汽车营销与服务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电子商务、国际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
5 面向工作岗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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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店运营推广】
（初级）：主要面向网络编辑、网店美工、网店客服等岗位
（群），完成商品上传与维护、营销活动设置、日常订单管理、首页设计与制作、
详情页设计与制作、自定义页设计与制作、客户问题处理、交易促成以及客户关
系维护等工作任务，具备网店开设与装修、客户服务能力。
【网店运营推广】
（中级）：主要面向搜索引擎推广、信息流推广等岗位（群），
完成关键词挖掘与分析、商品标题制作、详情页优化、搜索推广策略制定、搜索
推广账户搭建、搜索推广账户优化、信息流推广策略制定、信息流推广账户搭建、
信息流推广账户优化等工作任务，具备网店推广能力。
【网店运营推广】
（高级）：主要面向商品运营、活动运营、内容运营、店铺
运营等岗位（群），完成市场数据分析、网店定位、网店运营策略制定、商品品
类管理、商品选品及采购、商品价格制定、推广策略制定与实施、推广效果分析
与优化、营销转化策略制定与实施、营销转化效果分析与优化、客户服务数据分
析、客户画像分析、财务数据分析等工作任务，具备网店规划、运营能力。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网店运营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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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网店运营推广（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根据商品资料，提取相关信息，在
平台上按要求完成商品基础信息、销售信
息的设置。
1. 网 店 基 础 1.1 商品上传与
1.1.2 能根据商品详情页的设计逻辑，与页
操作
维护
面设计成员合作，完成符合商品特点的图
文描述设置。
1.1.3 能根据不同的收货地、商品规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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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2 营销活动设
置

1.3 日常订单管
理

2.1 首页设计与
制作

2.网店装修

2.2 详情页设计
与制作

2.3 自定义页设
计与制作

3. 网 店 客 户 3.1 客户问题处
服务
理

职业技能要求
输成本，设置最优的物流模板，提高配送
效率，减少运输成本。
1.1.4 能根据店铺的运营策略，按运营策略
完成售后服务设置，满足客户售后需求。
1.2.1 能根据店铺的营销需求，完成不同类
别促销活动的设置，提升网店销售额。
1.2.2 能根据店铺的品牌策略，完成品牌推
广内容的编辑与发布。
1.2.3 能根据平台要求，完成不同类别营销
活动的报名，并通过平台活动审核。
1.3.1 能根据订单情况，在承诺的发货有效
期内，准确及时地完成线下发货并上传物
流单号。
1.3.2 能根据订单情况，在承诺的发货有效
期内，按要求完成线上发货。
1.3.3 能结合商品本身的特性、货值以及收
货地，按照平台退换货政策，与买家达成
退换货协议，在保证店铺信誉不受影响的
前提下完成退换货处理。
2.1.1 能根据店铺定位，对网店首页进行视
觉营销设计，能够体现网店的风格。
2.1.2 能根据网店的经营理念和文化特色，
制作具有高辨识度的 Logo。
2.1.3 能根据店铺的营销目标、商品卖点，
制作主题明确、风格统一的 Banner。
2.2.1 能根据目标人群的消费心理和浏览
习惯，对商品详情页进行视觉营销设计，
能够全面地体现商品的卖点。
2.2.2 能够根据商品信息，提炼卖点与特
点，并制作完整的文案，文案内容能够激
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2.2.3 能够根据商品定位和目标人群，完成
商品主图、商品细节图、商品营销图的设
计与制作，图片的设计要风格统一，能够
提高商品转化率。
2.3.1 能根据企业文化、品牌故事，对企业
品牌宣传页进行有辨别度的视觉营销设
计。
2.3.2 能根据网店的营销需求，设置能够提
升网店人气的自定义活动页。
3.1.1 能够根据业务发展需求，不断完善规
范的话术库。
3.1.2 能按照客户服务原则，恰当处理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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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提出的与商品相关的问题。
3.1.3 能按照客户服务原则，合理处理客户
提出的与物流相关的问题。
3.2.1 能够根据与客户的交谈情况，适时进
行商品推荐，引导客户进行购买。
3.2.2 能够根据不同类型的客户，选择合
3.2 交易促成
适的沟通技巧，促使客户下单。
3.2.3 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对未支付订单进
行恰当的催付，提高订单的付款率。
3.3.1 能够采用客户信息管理工具，对客户
的信息进行有条理的收集、整理、分析。
3.3.2 能够根据对客户信息的分析，将客
3.3 客户关系维
户分类，并为不同类型的客户提供差异化
护
服务。
3.3.3 能够分析客户流失的原因，采取短信
问候、活动推送等措施挽回流失的客户。
表 2 网店运营推广（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关键词挖掘
与分析

1.SEO 优化

1.2 商品标题优
化

1.3 详情页优化

2.SEM 推广

2.1 搜索推广策
略制定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根据搜索引擎的工作原理和关键
词挖掘方法，通过对商品和用户的分析，
拆解关键词词根，准确地完成网店商品关
键词的挖掘工作。
1.1.2 能根据关键词分类与整理方法，通过
关键词数据分析，对挖掘的关键词进行整
理，建立系统的关键词词库。
1.2.1 能根据建立的关键词词库，依据选词
和组词方法，制作合适的商品标题，提高
商品搜索排名，获得自然搜索流量。
1.2.2 能根据平台规则与关键词词库，通过
分析商品排名与流量，完成商品标题优化，
有效增加自然搜索流量。
1.3.1 能据商品信息，通过用户搜索需求分
析，完善商品详情页基础信息，提高商品
自然搜索排名。
1.3.2 能根据商品信息和用户画像，提炼商
品卖点，完善商品详情页描述信息，增加
网店的自然搜索流量。
2.1.1 能根据网店信息与推广目标，选择推
广计划类型，合理分配推广资金、选择推
广地域与日期，制定可行的推广计划与推
广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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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2.2 搜索推广账
户搭建

2.3 搜索推广账
户优化

3.1 信息流推广
策略制定

3. 信 息 流 推
广

3.2 信息流推广
账户搭建

3.3 信息流推广

职业技能要求
2.1.2 能根据推广计划与推广组策略，通过
商品与关键词数据分析，挖掘合适的关键
词，制定可行的关键词策略，提高关键词
质量分。
2.1.3 能根据制定的推广计划、推广组策略
和关键词策略，结合具体的推广目标，制
定人群定向策略、推广创意策略，提高网
店推广 ROI。
2.2.1 能根据制定的推广计划与推广组策
略，准确完成不同类型推广计划与推广组
的搭建。
2.2.2 能根据制定的关键词策略，准确完成
关键词的添加、出价与匹配类型设置。
2.2.3 能根据制定的推广创意策略，准确完
成推广创意的制作。
2.2.4 能根据制定的人群定向策略，准确完
成人群的精准定向。
2.3.1 能根据网店推广反馈数据，优化推广
计划与推广组，增加网店整体点击量与转
化量。
2.3.2 能根据关键词反馈数据，优化推广关
键词，提高关键词质量分，降低关键词平
均点击单价。
2.3.3 能根据反馈数据，优化推广创意和
定向人群，提高网店点击率和转化率。
3.1.1 能根据网店信息与推广目标，制定可
行的店铺、商品、图文、直播、短视频等
信息流广告推广策略。
3.1.2 能根据商品信息与推广策略，精准
分析人群画像，制定人群定向与资源位策
略，提高网店整体转化量与转化率。
3.1.3 能根据推广策略与人群定向策略，制
定创意策略、落地页策略，提高网店推广
ROI。
3.2.1 能根据制定的推广计划与推广组策
略，准确完成不同类型推广计划与推广组
的搭建。
3.2.2 能根据制定的人群定向策略与资源
位，准确完成目标人群的精准定向与出价。
3.2.3 能根据制定的推广创意策略与落地
页策略，准确完成推广创意与落地页的制
作。
3.3.1 能根据网店推广反馈数据，优化推广
7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账户优化

职业技能要求
计划与推广组，增加网店整体点击量与转
化量。
3.3.2 能根据人群定向推广数据，优化人群
定向，提高目标人群精准度和网店点击率。
3.3.3 能根据创意和落地页推广数据，优
化推广创意和落地页，提高网店点击率和
转化率。

表 3 网店运营推广（高级）
工作领域

1.网店规划

2.商品运营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根据相关政策、行业大盘、第三方
报告等资料，对相关的行业数据进行分析，
明确行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1.1 市场数据分
1.1.2 能够根据平台公开数据，围绕目标
析
市场走势，分析行业热销商品、营销手法、
行业消费群体、行业店铺的经营现状，完
成目标市场的数据分析。
1.2.1 能够根据市场数据分析，对市场进
行细分，确定适合的网店经营类目。
1.2.2 能够根据市场数据分析，总结归纳
行业消费人群的人口特征、使用习惯、需
1.2 网店定位
求心理，准确定位网店的目标消费人群。
1.2.3 能够根据细分市场特点及目标消费
人群特征，确定网店的经营风格和品牌形
象，提高网店的辨识度。
1.3.1 能根据网店定位，并结合不同平台特
点，选择合适的平台进行开店。
1.3 网店运营策
1.3.2 能够针对不同平台的不同网店，制定
略制定
适应不同网店的运营策略，实现不同网店
的经营目标。
2.1.1 能根据品类角色定位的方法，对品类
进行分工，为不同的品类赋予不同的角色
与衡量指标。
2.1.2 能根据品类发展趋势评估指标，对网
店内商品品类的发展趋势进行评估并制定
2.1 商品品类管 符合运营策略的品类目标。
理
2.1.3 能根据品类角色与目标选择合适的
品类策略。
2.1.4 能根据上一级的品类策略，为次品类
进一步分解合适的品类策略，实现品类目
标。
2.1.5 能根据象限分析法、80/20 集中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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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2.2 商品选品及
采购

2.3 商品价格制
定

3.1 推广策略制
定与实施

3.流量获取

3.2 推广效果分
析与优化

4.营销转化

4.1 营销转化策
略制定与实施

职业技能要求
析法、ABC 分析法等方法，对商品结构进行
分析并建立淘汰及引进的明确标准。
2.2.1 能根据商品选品原则，合理使用选品
分析工具，筛选并确定目标商品。
2.2.2 能根据采购原则，收集目标商品及相
应供应商的信息，合理选择供应商。
2.2.3 能根据经营需求，分析供应商，建立
可行的淘汰及新增标准。
2.3.1 能根据定价的基本原理以及企业所
处的市场类型（竞争行业、垄断行业），
选择合理的商品定价策略。
2.3.2 能够根据选择的商品定价策略和影
响商品定价的因素，选择适当的商品定价
模型，对具体的商品进行定价，定价要合
理。
2.3.3 能根据商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
商品制定的不同策略，对商品的价格进行
优化。
3.1.1 能根据推广需求，制定并实施平台活
动参与策略，提高网店的曝光率，获取平
台活动流量。
3.1.2 能根据推广需求，制定并实施可行的
站内付费推广策略，提高网店的曝光率，
获取站内付费流量。
3.1.3 能根据推广需求，制定并实施可行的
站外付费推广策略，提高网店的曝光率，
获取站外付费流量。
3.2.1 能对平台活动参与效果进行分析，并
根据分析结果优化平台活动参与策略，有
效增加网店的平台活动流量。
3.2.2 能对站内付费推广效果进行分析，并
根据分析结果优化站内付费推广策略，有
效增加网店的站内付费流量。
3.2.3 能对站外付费推广效果进行分析，并
根据分析结果优化站外付费推广策略，有
效增加网店的站外付费流量。
4.1.1 能根据店铺运营需求，制定并实施可
行的店铺内营销活动策略，有效增加网店
的转化量。
4.1.2 能根据店铺运营需求，制定并实施可
行的视觉营销策略，有效增加网店的转化
量。
4.1.3 能根据店铺运营需求，制定并实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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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

4.2 营销转化效
果分析与优化

5.1 供应链数据
分析

5.2 销售数据分
析

5. 网 店 运 营 5.3 客户数据分
分析
析

5.4 财务数据分
析

5.5 竞争数据分
析

职业技能要求
行的服务策略，有效增加网店的转化量。
4.2.1 能对店铺内营销活动策略效果进行
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优化店铺内营销活
动策略，提高网店的转化率。
4.2.2 能对视觉营销策略效果进行分析，并
根据分析结果优化视觉营销策略，提高网
店的转化率。
4.2.3 能对服务策略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
结果优化服务策略，提高网店的转化率。
5.1.1 能够从商品、供应商、采购价格、采
购数量、动销率等维度对不同运营周期的
采购数据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合理的采
购建议。
5.1.2 能够从物流方式、运费成本、物流时
效等维度对不同运营周期的物流数据进行
分析，并据此提出合理的仓库选址、物流
方式选择方案。
5.2.1 能够从商品、推广渠道、运营周期、
市场占有率等不同的维度来分析销售数
据，并对网店的运营进行诊断，找出网店
运营过程中的问题。
5.2.2 能够针对销售数据分析中诊断出的
问题，提出合理的优化建议，进一步增加
网店的销售额。
5.3.1 能对不同运营周期的客户相关数据
进行分析，明确网店的客户画像。
5.3.2 能根据客户画像，优化运营策略，提
升客户满意度和黏性。
5.4.1 能够对网店的资金进行分析，着重对
资金的来源、使用、结构、利用效果等进
行分析，有效提高网店的资金利用率。
5.4.2 能够对网店的成本、费用进行分析，
着重对商品成本、人员薪资、销售费用等
进行分析，有效控制网店的成本。
5.4.3 能够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财务报
表进行分析，着重对网店的流动资产变现
能力、短期偿债能力以及长期偿债能力进
行分析，评价网店的经营成果，据此对网
店运营策略提出优化建议。
5.5.1 能够对竞争对手的网店定位、目标人
群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差异点，并优化网
店的运营策略，提高网店的竞争力。
5.5.2 能够对竞争对手的销售额、市场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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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要求
率、畅销商品等数据进行分析，并据此对
网店的运营提出优化建议，提高商品的市
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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