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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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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扬州市职业大学、广西职业技术

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胡菡、陈金朋、王辉、万鸿恩、王志豪、涂金林、钟友金、

周奇、赵田、谢建伟、朱理峰、季伟、张鹏、郭艳阳、缪勇、梅建东、施俊、张晓华、

罗运贞、周会国、朱珍、钱栩磊、李春梅、张莉。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未经腾讯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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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安卓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安卓应用开发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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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1.1-2000 信息技术 词汇 第1部分 基本术语 标准

GB/T 37668-2019 信息技术 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5271.1-2000，GB/T 37668-20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移动应用mobile application

在移动设备上运行的应用软件。

[GB/T 37668-2019，定义 2.2]

3.2 编程 program

设计、编写、修改和测试程序。

[GB/T 5271.1-2000，定义 01.05.03]

3.3 组件 component

软件系统中具有相对独立功能、可独立部署、可组装的软件实体。

[GB/T 37668-2019，定义 2.17]

3.4 布局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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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内容中所有对组件进行规划和安排的有关事项。

[GB/T 37668-2019，定义 2.18]

3.5 网络 network

结点和互连分支的一种安排。

[GB-T 5271.1-2000，定义 01.01.44]

3.6 数据库database

按照概念结构组织的数据的汇集,它描述这些数据的特征及与数据对应的实体间的

关系,并支持一个或多个应用领域。

[GB-T 5271.1-2000，定义 01.08.05]

3.7 安卓 android

一种基于Linux内核（不包含GNU组件）的自由及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主要使

用于移动设备，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由美国Google公司成立的开放手机联盟持续

领导和开发。

3.9 URL

统一资源定位符,也称网页地址( Universal Resource Locator )。

3.10 HTTP

超文本传输协议( 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 )。

3.11 APL

应用程序接口（ App 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

3.12 IDE

集成开发环境，一类辅助开发计算机程序的应用软件( Integrated Drive

Electroni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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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APK

Android操作系统使用的一种应用程序包文件格式，用于分发和安装移动应用及中

间件( Android app lication package )。

3.14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

4 适用院校专业

4.1原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站建设与管理、软件与信息服

务、电子与信息技术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移动应用开发、嵌入式技术与应用、智能产品开发、智能终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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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

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电子

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

4.2 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电子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用、物联网技术应用、网站建设与管

理、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移动应用技术与服务、软件与信息服务、物联网技

术应用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学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应用电子技术、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物联网应用技术、移动互联应用技术、软件技术、云计算技术应用、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云计算技术应用、大数据技术、电子商务平台技术、计算机应用技

术、移动应用开发、计算机网络技术、工业互联网技术等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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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物联网工程技术、云计算技术、大

数据工程技术、软件工程技术、计算机应用工程、网络工程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等相

关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云计算技术、大数据工程技术、软件工程技术、计算机应用工

程、网络工程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物联

网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等相关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安卓应用开发】（初级）：主要面向IT互联网行业，从事各企事业单位、政府

信息化数字化部门的软件开发、技术支持等岗位，主要完成安卓应用程序开发、BUG修

复、开发环境搭建、编写UI组件、系统服务技术支持等工作。

【安卓应用开发】（中级）：主要面向IT互联网行业，从事各企事业单位、政府

信息化数字化部门的软件开发、技术支持等岗位，主要完成各种组件编写、网络通讯、

数据存储、动画的使用，负责安卓应用程序开发、调试、发布，协助完成系统上线、维

护、优化和技术支持等工作。

【安卓应用开发】（高级）：主要面向IT互联网行业，从事各企事业单位、政府

信息化数字化部门的软件开发、技术支持、架构设计等岗位，主要完成安卓应用程序项

目架构设计、组件开发、内存、绘制效率、电量等性能优化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安卓应用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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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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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卓应用开发】（初级）：主要面向IT互联网行业，从事各企事业单位、政府

信息化数字化部门的软件开发、技术支持等岗位，主要完成安卓应用程序开发、BUG修

复、开发环境搭建、编写UI组件、系统服务技术支持等工作。

【安卓应用开发】（中级）：主要面向IT互联网行业，从事各企事业单位、政府

信息化数字化部门的软件开发、技术支持等岗位，主要完成各种组件编写、网络通讯、

数据存储、动画的使用，负责安卓应用程序开发、调试、发布，协助完成系统上线、维

护、优化和技术支持等工作。

【安卓应用开发】（高级）：主要面向IT互联网行业，从事各企事业单位、政府

信息化数字化部门的软件开发、技术支持、架构设计等岗位，主要完成安卓应用程序项

目架构设计、组件开发、内存、绘制效率、电量等性能优化等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安卓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程序设

计基础和

环境搭建

1.1 Java开发环

境搭建

1.1.1 能够进行Java安装包的下载与安装。

1.1.2 能够进行Java环境的搭建与配置。

1.1.3 能够利用常见IDE创建工程项目，并掌握命名规范。

1.1.4 能够实现Java程序的正确编译和运行。

1.2 Java基础编

程

1.2.1 能够掌握Java基础语法，能理解Java程序的执行流

程，能编写符合Java语法规则的程序。

1.2.2 能够理解面向对象，掌握继承、封装、多态，能编写

具有面向对象思想的Java程序。

1.2.3 能够掌握Java字符串、流、文件等IO编程技术。

1.2.4 能够正确使用Java常用工具类，提高编程效率。

1.3 安卓环境搭

建和配置

1.3.1 能够下载安装安卓软件开发包，处理安装过程中常见

的错误。

1.3.2 能够使用安卓模拟器，能启动和关闭模拟器，能在模

拟器中安装程序并能运行和调试。

1.3.3 能够掌握常用adb命令，并能正确使用。

1.3.4 能够使用物理设备安装安卓应用，并能运行和调试。

2. 安卓应 2.1 安卓系统认2.1.1 能够了解移动应用的发展和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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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用开发基

础认知

知 2.1.2 能够了解安卓的发展和历史。

2.1.3 能够了解安卓的系统架构

2.1.4 能够了解安卓常用版本。

2.1.5 能够了解安卓的应用领域。

2.2 安卓项目创

建和认知

2.2.1 能够创建和运行安卓项目。

2.2.2 能够熟悉安卓项目的构成和各个文件的作用。

2.2.3 能够了解应用程序权限。

2.2.4 能够对安卓应用签名，能使用命令对APK签名。

2.3 应用程序组

件认知

2.3.1 能够熟悉安卓应用程序基本组件及其作用。

2.3.2 能够熟悉安卓基本组件的的生命周期。

2.3.3 能够掌握安卓基本组件的消息传递机制。

2.3.4 能够掌握安卓的事件处理机制。

3. 安卓应

用程序开

发

3.1 界面编程

3.1.1 能够了解Material Design规范产生的背景、以及它对

安卓界面设计的指导意义。

3.1.2 能够掌握安卓常用基础UI控件的使用方法，能够使用

不同基础UI控件组合来达到业务需要的展示效果和功能。

3.1.3能够掌握AlertDialog对话框的使用。

3.1.4 能够掌握安卓资源的类型和存储方式，能够创建管理

资源。

3.1.5 能够理解数据适配原理和常用数据适配器，能够掌握

视图界面和数据适配器的配合使用。

3.2 数据存储和

共享

3.2.1 能够熟悉安卓中各种存储方式及其特点。

3.2.2 能够掌握安卓中利用对象进行键值对读写数据。

3.2.3 能够掌握安卓文件存储，熟悉内部存储和外部存储的

区别和应用场景。

3.2.4 能够掌握安卓中的数据库存储的使用和应用场景。

3.3 网络编程

3.3.1 能够掌握网络通信的基础知识。

3.3.2 能够掌握基于TCP协议的网络通信。

3.3.3 能够使用URL访问网络资源。

3.3.4 能够使用HTTP访问网络。

3.3.5 能够使用WebView访问网页。

表 2 安卓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程序设

计基础和

环境搭建

1.1 Java开发环

境搭建

1.1.1 能够根据操作系统平台正确下载对应的Java安装包，

并完成安装。

1.1.2 能够完成Java环境的搭建与配置。

1.1.3 能够利用常见集成开发环境创建工程项目，并确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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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名规范。

1.1.4 能够实现Java程序的正确编译和运行。

1.2 Java基础编

程

1.2.1 能够掌握Java基础语法，能理解Java程序的执行流

程，能够编写符合Java语法规则的程序。

1.2.2 能够理解面向对象，灵活使用继承、封装、多态编写

具有面向对象思想的Java程序。

1.2.3 能够掌握Java字符串、流、文件等IO编程技术，并能

将它们应用到文件传输和网络编程中。

1.2.4 能够正确使用Java常用工具类，提高编程效率。

1.3 Kotlin开发

环境搭建

1.3.1 能够进行Kotlin安装包的下载与安装。

1.3.2 能够完成Kotlin环境的搭建与配置，确保能使用

Kotlin语言进行项目开发。

1.3.3 能够利用常见集成开发环境创建工程项目，并能实现

程序正确编译和运行。

1.4 Kotlin基础

编程

1.4.1 能够掌握Kotlin基础语法，能掌握Kotlin类型与表达

式，并能正确使用以使程序能正确编译和运行。

1.4.2 能够理解Kotlin泛型，并能正确使用，以使程序具有

更好的安全性和可读性。

1.4.3 能够理解Kotlin注解，并能正确使用，以实现将元数

据附加到代码的功能。

1.4.4 能够掌握Kotlin的反射，并能正确使用，以达到程序

在运行时可以访问、检测和修改它本身状态或行为的功

能。

1.4.5 能够掌握Kotlin中的协程，并能正确将其用于多任务

并发的处理，以达到简化异步执行代码、提升工作效率的

效果。

1.5 安卓环境搭

建和配置

1.5.1 能够下载安装安卓软件开发包，处理安装过程中常见

的错误。

1.5.2 能够使用安卓模拟器，能启动和关闭模拟器，能够在

模拟器中安装程序并能运行和调试。

1.5.3 能够掌握常用adb命令，并能正确使用。

1.5.4 能够使用物理设备安装安卓应用，并能运行和调试。

2. 安卓应

用程序开

发

2.1 多媒体技术

应用

2.1.1 能够根据业务需求，使用二维图形绘制常用API顺利

地完成安卓平台下图形绘制的任务。

2.1.2 能够根据业务需求，使用属性动画常用API顺利地实

现安卓平台下的属性动画。

2.1.3能够根据业务需求，依据逐帧动画原理，顺利地实现

安卓平台下的逐帧动画。

2.1.4 能够根据业务需求，使用音频播放常用API控制顺利

地完成安卓平台下音频播放的任务。

2.1.5 能够根据业务需求，使用视频播放常用API控制顺利

地安卓平台下视频播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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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1.6能够根据业务需求，通过启动系统自带的拍照程序和

使用Android内置的Activity来控制安卓系统相机和相册。

2.2 定位与地图

服务开发

2.2.1 能够熟悉安卓系统下GPS核心API。

2.2.2 能够根据业务需求，使用核心API顺利地实现获取定

位信息的任务，并能通过模拟器发送GPS信息。

2.2.3 能够根据业务需求，整合地图服务，根据GPS在顺利

地实现在地图上定位的任务。

2.2.4 能够根据业务需求，利用位置服务提供的接口完成地

址解析和反向地址解析的任务。

2.3 传感器应用

开发

2.3.1 能够熟悉安卓系统下常用位置类传感器，创建位置感

知应用，并能正确运行。

2.3.2 能够熟悉安卓系统下常用方向类传感器，创建方向感

知应用，并能正确运行。

2.3.3 能够熟悉安卓系统下常用加速度类传感器，响应设备

移动，创建相关应用，并能正确运行。

2.3.4 能够熟悉安卓系统下其他类型的传感性，创建相关应

用，并能正确运行。

3. 安卓应

用高级编

程

3.1 主流框架应

用

3.1.1 能够熟悉安卓通用流行框架的特点，能依据业务需求

进行技术选型，熟悉常用的网络，动画，多媒体框架原理

和实现。

3.1.2 能够利用安卓网络操作流行框架发送网络请求和进行

数据解析。

3.1.3 能够利用安卓图片处理流行框架进行图片加载和处

理。

3.1.4 能够利用缓存，日志等其它框架，提升开发效率。

3.2 组件化开发

3.2.1 能够利用Java和Kotlin语言开发通用UI组件，实现

复杂UI效果。

3.2.2 能够封装网络请求组件，发送请求，实现响应，完成

业务功能需求。

3.2.3 能够对通用业务组件封装，实现通用组件库，提升开

发效率。

3.2.4 能够进行组件化定制和改造，理解解耦设计思想，提

升开发效率。

3.2.5 能够掌握Jetpack架构组件封装，解决安卓开发碎片

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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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3 安卓底层原

理认知

3.3.1 能够掌握安卓系统服务的启动原理和工作原理。

3.3.2 能够掌握安卓系统进程启动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机制的

初始化原理。

3.3.3 能够理解安卓组件启动原理，绑定原理，注册和收发

原理和数据传说原理等。

3.3.4 能够理解安卓跨进程通信，对象传递等进程通信原

理。

3.3.5 能够理解安卓线程间消息传递机制，消息循环机制及

其相关原理。

表 3 安卓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程序设

计基础和

环境搭建

1.1 开发环境搭

建

1.1.1 能够进行Java环境的搭建与配置。

1.1.2 能够进行Kotlin环境的搭建与配置。

1.1.3 能够进行安卓环境搭建和配置。

1.1.4 能够根据业务需求搭建跨端应用开发环境。

1.2 Git版本控

制

1.2.1 能够使用Git从远程仓库克隆工程到本地。

1.2.2 能够使用Git进行下拉和推送代码操作。

1.2.3 能够使用Git进行等提交操作 。

1.2.4 能够使用Git进行分支管理。

1.2.5 能够解决合并冲突等。

1.2.6 能够使用Git进行其他常见版本控制操作。

1.3 项目自动构

建

1.3.1 能够了解常用的项目构建工具及其特点。

1.3.2 能够下载安卓主流构建工具并使用。

1.3.3 能够创建构建文件和任务。

1.3.4 能够理解增量式管理和依赖管理。

1.3.5 能够实现持续集成与自动打包。

2. 架构设

计

3.

2.1 设计模式

2.1.1 能够理解设计模式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理念，掌握其抽

象的设计原则。

2.1.2 能够了解Java和Kotlin两种语言常用的设计模式。

2.1.3 能够了解安卓主流框架中的常用的设计模式。

2.1.4 能够掌握利用设计模式进行安卓应用设计和代码优

化。

2.2 架构模式理

解

2.2.1 能够掌握MVC，MVP，MVVM几种开发模式演进。

2.2.2 能够利用MVVM模式重构代码模块。

2.2.3 能够从架构角度理解模块化、组件化，理解安卓标准

化。

2.2.4 能进行基础框架搭建和安卓应用架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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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3 跨端技术应

用

2.3.1 能够了解跨端开发的常用技术方案及其各自特点。

2.3.2 能够理解Flutter技术的优缺点。

2.3.3 能够理解RN技术的优缺点。

2.3.4 能够了解基于Web相关技术来实现跨端的技术方案。

2.4 算法和数据

结构应用

2.4.1 能够对算法、数据结构有所了解。

2.4.2 能够掌握如数组、链表、树等常用数据结构的特点和

实现。

2.4.3能够理解和掌握递归（深度、广度搜索）、分治策略

（如二分查找法）、排序等常用算法。

2.4.4 能够结合业务场景，运用数据结构与算法。

3. 性能分

析和优化

3.1 性能优化原

理认知

3.1.1 能够了解安卓应用性能的主要衡量指标。

3.1.2 能够了解常见优化工具及其使用。

3.1.3 能够掌握性能问题分析思路和常见优化手段。

3.2 常规优化

3.2.1 能够度量启动速度，掌握启动优化的相关工具、常规

优化手段。

3.2.2 能够掌握安卓应用自动化卡顿检测方案及优化技巧。

3.2.3 能够掌握安卓应用电量的测量工具，监控及优化技

巧。

3.2.4 能够掌握网络优化相关工具、监控及优化技巧。

3.3 代码优化

3.3.1 能够理解安卓内存管理机制，掌握内存抖动、泄露的

解决方法和其它内存优化技巧。

3.3.2 能够理解安卓绘制原理和布局加载原理，能够获取界

面布局耗时，能够掌握视图绘制和布局加载的优化技巧。

3.3.3 能够理解安卓线程调度原理和掌握安装线程优化技

巧。

3.3.4 能够掌握安卓应用APK分析方案，能够从代码、资源

等方面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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