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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博导前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尊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网易考拉战略研究院、杭州有赞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武汉职业

技术学院、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北京市商业学校、

南宁市第六职业技术学校。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段建、徐珺、游忠明、闫冬、唐克胜、吴洪贵、许应楠、

陈加明、席波、白洁、周任慧、侯光、温丽容、杨东飞。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北京博导前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经

北京博导前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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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

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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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11 电子商务管理体系要求

GB/T 35408 电子商务质量管理 术语

GB/T 31232.1 电子商务统计指标体系 第1部分：总体

GB/T 31232.2 电子商务统计指标体系 第2部分：在线营销

3 术语和定义

3.1 电子商务 E-commerce

通过信息网络进行产品和服务交易的经营活动。

3.2 运营 operation

与产品生产和服务创造密切相关的各项管理工作的总称，包括对其过程的计划、

组织、实施和控制。

3.3 电子商务运营 E-commerce operation

为完成经营目标，通过信息网络围绕产品和服务交易开展的各项经营和管理工作

的总称。

3.4 数据分析 data analysis

用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来的数据进行分析，为提取有用信息和形成结论而

对数据加以详细研究和概括总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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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 E-commerce data analysis

对电子商务运营过程中计划、组织、实施和监控各环节所产生的各类数据，采用

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对其采集、处理，提取有用信息并加以详细研究和概括总结，形

成对电子商务运营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

3.6 电子商务应用企业 enterprises using electronic commerce

仅利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含网站、APP等）进行交易的企业。

3.7 电子商务服务企业 electronic commerce service enterprise

基于互联网，为企业、机构或个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交易及辅助服务的企业。

注：既包括电子商务平台服务企业，也包括物流、支付、信用、营销等为电子商

务交易提供辅助服务的电子商务支撑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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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网络营销、市场营销、商

品经营、国际商务、连锁经营与管理、物流服务与管理、会计电算化、会计、计算机

平面设计、电子与信息技术、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技术应用、数字

媒体技术应用、软件与信息服务、网站建设与管理、商务韩语、商务英语、客户信息

服务、航空服务、农村经济综合管理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电子商务、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移动商务、网络营销、跨境电

子商务、电子商务技术、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市场营销、国际商务、物流管理、国际

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商务管理、媒体营销、工商企业管理、信息统计与分析、

统计与会计核算、数字媒体应用技术、应用英语、商务日语、商务英语、互联网金融、

会计、财务管理、旅游管理、酒店管理、国际金融、金融管理、物流金融管理、保险、

连锁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管理、经济信息管理、报关与国际货运、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移动应用开发、物联网应用技术、软件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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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造价、建筑经济管理、建设工程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物业管理、中小企业创业

与经营、航空物流、铁路物流管理、信息安全与管理、汽车营销与服务等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市场营

销、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财务管理、信息安全与管理、网络工程、软件工程、数

字媒体技术、计算机应用工程、金融管理、互联网金融、物流管理、物流工程、旅游

管理、商务英语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电子商务及法律、经济学、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财务管理、

财政学、国际商务、税收学、物流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零售业管理、软件工程、

市场营销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贸易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会

计教育、质量管理工程等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网络营销、直播电商服务、跨境电子商务、

市场营销、国际商务、连锁经营与管理、物流服务与管理、会计事务、计算机平面设

计、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技术应用、数字媒体技术

应用、软件与信息服务、网站建设与管理、商务韩语、商务英语、客户信息服务、航

空服务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电子商务、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移动商务、网络营销与直播电

商、跨境电子商务、农村电子商务、大数据技术、市场营销、国际商务、现代物流管

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商务管理、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工商企业管理、统计与大

数据分析、统计与会计核算、数字媒体技术、应用英语、商务日语、商务英语、金融

科技应用、大数据与会计、大数据与财务管理、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国际金融、金融服务与管理、保险实务、连锁经营与管理、公共事务管理、关务与外

贸服务、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移动应用开发、物联网应用技术、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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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工程造价、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建设工程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现代物业

管理、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航空物流管理、铁路物流管理、信息安全技术应用、汽

车技术服务与营销等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大数据工程技术、市场营销、

国际经济与贸易、大数据与会计、大数据与财务管理、信息安全与管理、网络工程技

术、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媒体技术、计算机应用工程、金融管理、金融科技应用、现

代物流管理、物流工程技术、旅游管理、应用英语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电子商务及法律、经济学、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财务管理、

财政学、国际商务、税收学、物流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零售业管理、软件工程、

市场营销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贸易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会

计教育、质量管理工程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初级）：电子商务数据分析助理、数据分析审核员、数据

采集助理、数据处理员、数据分析统计助理、数据统计员等。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中级）：电子商务数据分析专员、电子商务运营专员（数

据分析）、运营数据分析专员、数据分析支持运营等。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高级）：电子商务数据分析主管/经理、电子商务数据分

析师、数据运营分析师、数据挖掘师（电商营销）等。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逐

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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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数据分析】（初级）：主要面向电子商务应用企业和电子商务服务企业，

电子商务业务分析等岗位，根据业务需求，从事基础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与描述性分

析、基础数据监控与报表制作工作。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中级）：主要面向电子商务应用企业和电子商务服务企业，

电子商务业务分析等岗位，根据业务需求，从事数据采集与处理的方案制定、数据分

析、数据监控与报告撰写工作。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高级）：主要面向电子商务应用企业和电子商务服务企业，

电子商务业务分析等岗位，根据业务需求，从事数据化运营方案制定与组织实施、数

据综合分析、数据化运营创新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基 础 数

据采集

1.1市场数据

采集

1.1.1能理解电子商务数据采集指标含义，根据数

据采集与处理的方案，熟练使用数据采集以及数

据分析辅助工具，运用数据采集的方法与技巧，

对行业总销售额、行业增长率等行业发展数据，

需求量变化、品牌偏好等市场需求数据，地域分

布、职业等目标客户数据以及其他相关行业数据

进行合法合规采集。

1.1.2能理解电子商务数据采集指标含义，根据数

据采集与处理的方案，熟练使用数据采集以及数

据分析辅助工具，运用数据采集的方法与技巧，

对竞争对手的销售额、客单价等交易数据，活动

形式、活动周期等营销活动数据，畅销商品、商

品评价等商品运营数据以及其他相关竞争数据进

行合法合规采集。

1.1.3 具备与运营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和信息获

取的能力。

1.1.4 能够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具备数据保密

等相关职业道德。

1.2运营数据

采集

1.2.1能理解电子商务数据采集指标含义，根据数

据采集与处理的方案，熟练使用数据采集以及数

据分析辅助工具，运用数据采集的方法与技巧，

对浏览量、收藏量等客户行为数据，性别、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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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等客户画像以及其他相关客户数据进行合法合规

采集。

1.2.2能理解电子商务数据采集指标含义，根据数

据采集与处理的方案，熟练使用数据采集以及数

据分析辅助工具，运用数据采集的方法与技巧，

对各推广渠道的展现、点击、转化以及其他相关

推广数据进行合法合规采集。

1.2.3能理解电子商务数据采集指标含义，根据数

据采集与处理的方案，熟练使用数据采集以及数

据分析辅助工具，运用数据采集的方法与技巧，

对销售额、订单量等交易数据，响应时长、询单

转化率等服务数据以及其他相关销售数据进行合

法合规采集。

1.2.4能理解电子商务数据采集指标含义，根据数

据采集与处理的方案，熟练使用数据采集以及数

据分析辅助工具，运用数据采集的方法与技巧，

对采购数量、采购单价等采购数据，物流时效、

物流异常量等物流数据，库存周转率、残次库存

比等仓储数据以及其他相关供应链数据进行合法

合规采集。

1.2.5 具备与运营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和信息获

取的能力。

1.2.6 能够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具备数据保密

等相关职业道德。

1.3产品数据

采集

1.3.1能理解电子商务数据采集指标含义，按照数

据采集与处理的方案，熟练使用数据采集以及数

据分析辅助工具，运用数据采集的方法与技巧，

对产品搜索指数、产品交易指数等相关产品行业

数据进行合法合规采集。

1.3.2能理解电子商务数据采集指标含义，按照数

据采集与处理的方案，熟练使用数据采集以及数

据分析辅助工具，运用数据采集的方法与技巧，

对新客点击量、重复购买率等产品获客能力数据，

客单件、毛利率等产品盈利能力数据以及其他相

关产品能力数据进行合法合规采集。

1.3.3 具备与运营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和信息获

取的能力。

1.3.4 能够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具备数据保密

等相关职业道德。

2. 数 据 处

理 与 描 述

2.1数据分类

与处理

2.1.1能按照数据采集与处理的方案，使用表格处

理等工具的数据分类统计功能，对日常采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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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性分析 市场、运营、产品等数据进行分类整理。

2.1.2能按照数据采集与处理的方案，熟练使用表

格处理等工具，运用数据处理的方法，对分类统

计后的电子商务数据进行清洗、转换、排序等数

据处理工作。

2.1.3能按照数据采集与处理的方案，熟练使用表

格处理等工具，完成市场、运营、产品等数据的

计算工作。

2.1.4具备较好的数据保密意识，耐心、细致的工

作态度。

2.2数据描述

性分析

2.2.1能按照数据采集与处理的方案，熟练使用数

据分析工具，运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对处理后的

数据进行趋势分析。

2.2.2能按照数据采集与处理的方案，熟练使用数

据分析工具，运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对处理后的

数据进行同比、环比分析。

2.2.3能按照数据采集与处理的方案，熟练使用数

据分析工具，运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对处理后的

数据进行频数分布、交叉、分组、结构等分析。

2.2.4具备较好的数据保密意识，一定的数据逻辑

分析能力和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

3. 基 础 数

据 监 控 与

报表制作

3.1基础数据

监控

3.1.1 能了解电子商务日常运营中应重点监控的

数据指标，对数据指标进行日常监控和记录。

3.1.2 能了解电子商务数据指标关联关系与异常

数据特点，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向上级反馈异

常数据和数据变化幅度较大的指标。

3.1.3能熟悉电子商务数据指标异常的常见原因，

根据数据监控情况对异常数据出现的原因进行初

步分析，及时向上级汇报。

3.1.4具备较强的数据敏感性，基本的问题分析和

表达能力。

3.2基础数据

报表制作

3.2.1能按照数据采集与处理的方案，熟练使用表

格处理工具，运用数据报表制作的方法与技巧，

制作出符合要求的日报、周报和月报等常规数据

报表。

3.2.2能按照数据采集与处理的方案，熟练使用表

格处理工具，运用数据报表制作的方法与技巧，

制作符合要求的市场、运营和产品等专项数据报

表。

3.2.3具备基础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耐心、细致的工

作态度。

3.3基础数据

图表制作

3.3.1能按照数据采集与处理的方案，在熟悉图表

类型的基础上，依据图表选择原则，结合数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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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系，选择合适的图表类型。

3.3.2能按照数据采集与处理的方案，熟练使用表

格处理工具，运用数据图表制作的方法，制作数

据图表。

3.3.3能运用数据图表设计的方法与技巧，优化数

据图表的视觉效果。

3.3.4 具备基础的数据图表审美能力和一定的创

新意识。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数 据 采

集 与 处 理

的 方 案 制

定

1.1数据分析

目标制定

1.1.1能根据电子商务数据化运营方案，在熟悉电

子商务数据分析作用的基础上，明确数据分析需

求。

1.1.2能根据电子商务数据化运营方案，在熟悉电

子商务运营流程及各部门工作内容的基础上，与

市场、客服、物流等部门进行沟通，明确各部门

对电子商务数据分析的诉求。

1.1.3能根据电子商务数据化运营方案，结合各部

门对数据分析的需求，运用数据分析目标制定的

方法与技巧，制定出可行的数据分析目标。

1.1.4具有较强的逻辑分析和跨部门沟通能力。

1.2数据分析

指标制定

1.2.1能依据数据分析目标，熟练使用数据管理工

具或数据分析辅助工具，选择数据指标。

1.2.2能依据数据分析目标，熟悉常用数据指标及

其内涵，对选择的数据指标进行分类整理。

1.2.3能依据数据分析目标，对分类的数据指标进

行优化更新。

1.2.4具有较强的归纳分析和系统思维能力。

1.3数据采集

渠道及工具

选择

1.3.1了解电子商务数据主要来源，依据电子商务

数据化运营方案，确定数据采集渠道。

1.3.2 了解数据采集常用工具以及数据分析辅助

工具，结合数据采集渠道特点，确定数据采集工

具。

1.3.3 能够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具备数据保密

等相关职业道德。

1.4数据采集

与处理的方

案撰写

1.4.1能根据电子商务数据化运营方案，按照确定

的数据分析目标、采集指标、渠道和工具，形成

数据采集规划。

1.4.2能根据电子商务数据化运营方案，按照数据

处理流程、标准、方法等，结合数据采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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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撰写数据采集与处理的方案。

1.4.3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2. 数 据 分

析

2.1市场数据

分析

2.1.1能理解数据指标含义，根据电子商务数据化

运营方案，熟练使用数据分析工具，运用数据分

析的方法与技巧，对行业总销售额、行业增长率

等行业发展数据，需求量变化、品牌偏好等市场

需求数据，地域分布、职业等目标客户数据以及

其他相关行业数据进行分析。

2.1.2能理解数据指标含义，根据电子商务数据化

运营方案，熟练使用数据分析工具，运用数据分

析的方法与技巧，对竞争对手的销售额、客单价

等交易数据，活动形式、活动周期等营销活动数

据，畅销商品、商品评价等商品运营数据以及其

他相关竞争数据进行分析。

2.1.3具备良好的数据保密意识和逻辑思维能力。

2.2运营数据

分析

2.2.1能理解数据指标含义，根据电子商务数据化

运营方案，熟练使用数据分析工具，运用数据分

析的方法与技巧，对浏览量、收藏量等客户行为

数据，性别、年龄等客户画像以及其他相关客户

数据进行分析。

2.2.2能理解数据指标含义，根据电子商务数据化

运营方案，熟练使用数据分析工具，运用数据分

析的方法与技巧，对各推广渠道的展现、点击、

转化以及其他相关推广数据进行分析。

2.2.3能理解数据指标含义，根据电子商务数据化

运营方案，熟练使用数据分析工具，运用数据分

析的方法与技巧，对销售额、订单量等交易数据，

响应时长、询单转化率等服务数据以及其他相关

销售数据进行分析。

2.2.4能理解数据指标含义，根据电子商务数据化

运营方案，熟练使用数据分析工具，运用数据分

析的方法与技巧，对采购数量、采购单价等采购

数据，物流时效、物流异常量等物流数据，库存

周转率、残次库存比等仓储数据以及其他相关供

应链数据进行分析。

2.2.5具备良好的数据保密意识和逻辑思维能力。

2.3产品数据

分析

2.3.1能理解数据指标含义，根据电子商务数据化

运营方案，熟练使用数据分析工具，运用数据分

析的方法与技巧，对产品搜索指数、产品交易指

数等相关产品行业数据进行分析。

2.3.2能理解数据指标含义，根据电子商务数据化

运营方案，熟练使用数据分析工具，运用数据分

析的方法与技巧，对新客点击量、重复购买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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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产品获客能力数据，客单件、毛利率等产品盈利

能力数据以及其他相关产品能力数据进行分析。

2.3.3具备良好的数据保密意识和逻辑思维能力。

3. 数 据 监

控 与 报 告

撰写

3.1数据监控

3.1.1能熟悉电子商务常用数据指标及其含义，运

用数据监控的方法，按照电子商务数据化运营方

案中数据监控要求，监控市场、运营、产品等数

据。

3.1.2 能按照电子商务数据化运营方案中数据监

控要求，运用数据报表制作技巧，熟练使用表格

处理工具，制作数据监控报表，并定期上报。

3.1.3 能按照电子商务数据化运营方案中数据监

控要求，掌握异常数据鉴别的方法，及时发现异

常数据并分析和上报。

3.1.4具备良好的数据安全意识，认真细致的工作

态度，以及较强的数据判断分析能力。

3.2数据分析

报告撰写

3.2.1 能按照电子商务数据化运营方案中的分析

目标，熟练使用相关工具，设计数据分析报告框

架。

3.2.2 能依据确定的数据分析报告框架，结合市

场、运营和产品等数据分析结果，撰写数据分析

报告。

3.2.3具备较强的系统化思维和文字表达能力。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数 据 化

运 营 方 案

制 定 与 组

织实施

1.1 数据分析

指标体系制定

1.1.1能根据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结合市场趋势、

运营现状、产品特点等确定电子商务数据化运营目

标。

1.1.2能根据电子商务数据化运营目标，确定数据

指标维度、指标影响因素、关键数据指标，搭建数

据分析指标体系。

1.1.3能通过数据测试，验证数据指标体系的完整

性、准确性和合理性。

1.1.4具备较强的系统性和创新思维能力。

1.2 数据化运

营方案制定

1.2.1能依据电子商务数据化运营目标以及相应的

数据分析指标体系，结合企业资源情况，制定电子

商务数据化运营规划。

1.2.2能根据电子商务数据化运营规划，针对数据

采集、数据分析、指标体系优化、结果跟踪等环节，

对其流程、方法等方面进行设计，并制定电子商务

数据化运营方案。

1.2.3具备较强的创新思维和文字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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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3 数据化运

营方案实施

1.3.1能依据电子商务数据化运营方案，协调所需

人力、物力，确保方案实施。

1.3.2能依据电子商务数据化运营方案，运用数据

跟踪的方法，持续跟踪数据化运营执行过程和结

果。

1.3.3能及时发现电子商务数据化运营方案执行中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建议。

1.3.4具备较强的统筹协调和发现、处理问题的能

力。

2. 数 据 综

合分析

2.1 业务数据

综合分析

2.1.1能运用数据分析模型构建的方法，构建和优

化电子商务数据分析模型。

2.1.2能依据运营数据分析目标，使用电子商务数

据分析模型，对电子商务市场、运营、产品等业务

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2.1.3能基于业务数据分析情况，优化数据指标、

分析方法、模型等。

2.1.4能结合业务现状，对市场、运营、产品等数

据进行交叉、多维度分析，发现并协助解决问题。

2.1.5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综

合分析能力。

2.2 数据综合

分析报告撰写

2.2.1能根据电子商务数据综合分析目标，设计电

子商务数据综合分析报告框架，并进行跨部门沟

通，验证报告框架的合理性。

2.2.2能根据报告框架和业务数据综合分析结果，

撰写电子商务数据综合分析报告。

2.2.3具备较强的文字表达和沟通协调能力。

3. 数 据 化

运营创新

3.1 运营综合

提升

3.1.1能依据电子商务数据综合分析结果，遵循公

司跨部门协调工作机制，向运营相关部门提出数据

化运营综合提升建议。

3.1.2能结合电子商务数据化运营综合提升建议，

持续追踪电子商务相关部门对建议的采纳及执行

情况，并进行跨部门工作沟通。

3.1.3具有团队协同和沟通协调能力，具备高度企

业责任感。

3.2 数据化运

营模式创新

3.2.1 根据电子商务数据化运营的阶段性经验积

累，从市场、运营、产品等维度提出创新的策略，

组织论证并跟踪实施。

3.2.2能在电子商务数据化运营各环节进行理念、

方法、模式等的创新。

3.2.3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刻苦钻研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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