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播电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在院

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

等文件精神，为提升直播电商相关专业人才与社会从业人员

的技能与素养，推动直播电商方向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特

制定直播电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方案。

一、考核报名

考生按照发布的考核通知自愿报名，院校组织本校学生统

一报名、录入考生信息、审核考生资格，审核通过后进行报

名缴费，收费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考生申报时应按照报考的有关要求，确保填报的信息完整

准确，工作履历和证明材料真实。如有虚假，取消报名资格；

已参加考核的，则取消所有科目考核成绩；已获得证书的，

将没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注销网上查询系统中的相关数据。

二、考核方式

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的考核方式均为闭卷考试，

均采用机考方式。

考试时间由理论考试时间和实操考试时间两部分组成，

考试总时长不超过 3.5 个小时。其中，理论考试时间为 1 个

小时，实操考试时间为 2.5 个小时。

三、考核内容



直播电商（初级）：主要面向直播助理、运营助理等岗

位（群），完成直播间搭建与运维、直播执行、直播后运维

与数据整理等工作，具备直播平台操作、直播执行和初步的

数据分析能力。

直播电商（中级）：主要面向直播策划专员、电商主播、

推广专员等岗位（群），完成直播策划、直播带货和推广等

工作，具备直播创意策划、商品讲解与控场、引流推广和数

据分析的能力。

直播电商（高级）：主要面向直播项目经理、直播产品

经理等岗位（群），完成直播商品供应链管理、方案策划与

推进、效果评估优化等工作，具备直播电商统筹规划、风险

评估与应对及复盘优化能力。

四、考核成绩评定

直播电商理论考试试卷满分 100 分，实操考试试卷满分

100 分。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的合格标准均为 60 分，两项成

绩均合格的考生可以获得相应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五、证书样本



六、考核组织

直播电商职业技能等级考核评价实行统一大纲、统一命

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每年举行若干次考试，具体考试

计划待制定完成后，会第一时间发布到1+X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信息管理服务平台上。

附：直播电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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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直播电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样题

直播电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样题
初级、中级、高级分别对应不同的理论题和操作题，具体示例如下。

一、初级题目示例

1.单选题

在设置淘宝直播预告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不包括（ ）。

A．预告视频不要有水印

B．视频应为横屏

C．视频要添加字幕

D．要在当天 16 点以前发布

2.多选题

淘宝直播主要有以下哪些形式？（ ）。

A．达人直播

B．明星直播

C．店铺直播

D．企业直播

3.情景分析题

《向往的生活》第四季来到了“彩云之南”西双版纳，因为疫情，导致大量

果农的产品积压，于是节目组请来薇娅在蘑菇屋做了一场助农直播，通过节目组

的前期宣传，引来一大批粉丝观看。

在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薇娅带了好几个大箱子，里面全是她的直播装备，

包括显示屏、主机、路由器、声卡、麦克风、摄像头等专业直播设备，对直播间

的要求也非常高，灯光、样品、摆设等都不能出错，而且正式开播前还要进行试

播。

直播设备不简单，直播前的准备工作同样不简单。熟悉商品特性，参观考察

当地果农的生产线，不仅要试吃还有了解产品的价格、功效、特点、包装、生产



线的产能等等细节，最终完成了在蘑菇屋的首次助农直播，创造了 570 万元的营

业额！

请阅读材料，并回答以下问题：

（1）中控台是在 PC 端的主播后台，下列不属于淘宝直播中控台功能的选项

是？（ ）（单选题）

A.发放现金红包

B.发起直播间抽奖和直播间投票

C.查看直播权限和浮现权限

D.开启直播镜像

（2）以下哪一项不属于通过发布淘宝直播预告可能获得的权益？（ ）

（单选题）

A.有机会在手淘首页展示

B.额外佣金奖励

C.获得优先浮现权

D.在直播频道中展示

（3）以下关于淘宝直播间的背景，哪些情况会被处罚？（ ）（多选

题）

A.以浅色背景墙为主，简洁大方，明亮不花哨

B.使用写满各类信息的五彩荧光板作为背景展现给用户

C.以背景杂乱的市场摊位为直播背景

D.直播间背景中有 1-2 个假人模特出现

（4）以下直播信息与入驻信息不符的情况，将被严厉处罚的是？（ ）

（多选题）

A.入驻信息为虚假信息

B.主播账号转借、转卖他人使用

C.达人类直播账号，直播主播与账号信息不一致且代播时长超过 10 分钟

D.店铺类直播账号，由不同主播出镜直播

（5）以下关于直播间标题的说法正确的是？（ ）（多选题）

A.直播标题要和直播内容相关



B.带有“秒杀”、“清仓”等字眼的标题是违规的

C.标题内容切中粉丝工作生活中常见的场景，让粉丝产生共鸣

D.只要商品够便宜，标题怎么起都无所谓

4.技能操作题

任务名称：线上直播间装修

任务背景：

经过一番筹备，公司计划在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当日晚上 19:30 开启一场为期

2个小时的直播，邀请赵薇作为明星嘉宾参与直播。根据筹备结果，本场直播涉

及食品饮料、家居日用、美妆护肤、服饰内衣 4个品类的商品，同时直播间营销

活动为：每点赞 10 万抽红包、新用户下单立减 10 元。

具体要求：

淘宝：（1）基础信息设置：根据平台开播流程，完成线上直播间信息设置。

要求直播主题与双十一带货活动相关。

（2）直播间装修：根据任务背景完成 3个模块装修内容。

抖音：根据平台开播流程，完成线上直播间信息设置。要求直播主题与双十

一带货活动相关。

二、中级题目示例

1.单选题

下列关于直播平台的说法，错误的是（ ）

A．考察客户常用的是哪些平台

B．参考竞争对手开设直播的平台

C．哪个平台火选哪个

D．研究平台呈现的特点是否与我们的产品特点契合

2.多选题

除了直播，主播还需要参与以下哪些工作（ ）

A．脚本策划

B．话术设计



C．活动设计

D．直播宣传

3.情景分析题

请阅读材料，并回答问题：

“大家好，我身后是生长在海拔 800 米以上的双牌特色野生藤茶，纯天然，

喝下去有一种特别的清香……”手持自拍杆的县宣传部长唐俊穿梭茶园，用手机

直播推销双牌特色农产品。

地处湖南西南部的 S 县呈“九山半水半分田”格局，藤茶是其传统优势产业。

这种从野生种群中加工的茶叶备受市场青睐，也是当地人脱贫致富的希望。2020

年受疫情影响，对线下渠道极度依赖的春茶遭遇了滞销。为帮助茶农尽快打开销

路，唐俊尝试开店当“主播”。

疫情使中国部分农业大县农产品出现滞销现象，各网络平台都展开了抗疫助

农项目，诸多和唐俊一样的基层政府官员化身“网红”走进直播间，用年轻化、

接地气的方式推销家乡特产，降低因滞销给农民带来的损失。

请问：

（1）唐俊为何选取茶园作为直播场景？（ ）（单选题）

A.展示真实场景，制造信任感 B.制造悬念，利益引诱

C.挑战常识，逆向思维 D.巧用对比，制造反差

（3）构建场景是直播常用方法，下面对构建场景说法不正确的是（ ）

（单选题）

A.构建场景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生活相关展开联想

B.构建场景最重要的是要让受众有代入感，以获得认同

C.构建场景就是给受众制造一个与产品或品牌相关的场景想象或场景联想

D.受众痛点不能作为展开联想的方法

（3）官员化身“网红”直播“带货”，多数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从消费

者角度分析主要原因有哪些（ ）（多选题）

A.对官员身份的信任 B.对助农的支持

C.直播间的价格优惠 D.“直播购物”的方便快捷

（4）直播带货看起来简单，但想做好也需要深厚的功底，以下主播需要具



备的能力包括（ ）（多选题）

A.表达能力 B.应变能力 C.把控能力 D.敢说敢做

（5）官员“直播带货”能不能走得更远，积累好口碑，最终要取决于以下

哪些因素（ ）（多选题）

A.商品品质 B.包装 C.物流 D.售后

4.技能操作题

任务描述：

公司近期上线一系列新产品，准备搞个新品专场直播。现提供其中一款核心

产品的图片及详细信息，请根据已知信息，撰写新品脚本。

品名：润本婴儿驱蚊贴

价格与规格：29.9 元/[2 盒*36 片]，44.8 元/[3 盒*36 片]

材质：环保 PU 材质，易撕贴

成分：香茅、薰衣草、薄荷、茶树、柠檬桉、艾叶等植物精油科学配比，零

添加避蚊胺等有害物，婴幼儿、孕妇、成人均适用

时效：8h

操作要求：

（1）脚本内容不超过 500 字；

（2）包含产品基本信息介绍；

（3）提炼 2条产品卖点；

（4）通过情境塑造强调买点，能够刺激用户的购买欲望；

（5）设计优惠展现利益点，有效推动用户下单。



三、高级题目示例

1.单选题

在设计淘宝直播封面图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不包括（ ）。

A．展现固定信息

B．干净、整洁

C．使用拼图

D．展示直播间特色

2.多选题

直播间选品需要考虑哪些要素？（ ）。

A．货品结构

B．爆款主推

C．直播主题

D．直播节奏

3.情景分析题

请阅读材料，并回答问题：

现如今，直播带货已经成为一种新消费方式，在加强行业渗透、提升销售效

率、加快市场流转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各方努力下，直播带货正朝

着专业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这个是我们沐川的脆红李，也叫‘半边红’，脆脆甜甜，特别好吃”“现在我来

试吃一下，你看汁多肉鲜，特别甜”……日前，在四川省沐川县富新镇太和村，

一场爱心助农网络直播进行中。沐川县副县长姜华和网红主播走进直播间，为太

和村“半边红”李子带货，助农增收。此次公益助农直播吸引在线观看人数近 50

万人次，极大地缓解了该村李子销售压力。

某商家为了增加产品销量，也打算在主流直播平台上试水直播带货活动，这

样也有助于与消费者拉进距离让用户更加了解自己的产品。关于直播电商，请您

回答下面几题：

（1）直播带货的营销方式包括（ ） （单选题）

A．低价营销 B．赠品营销 C．限时营销 D．限量营销



（2）下列影响直播效果的因素是（ ）（多选题）

A．人物 B．场景 C．产品 D．创意

（3）直播间差异化定位的方法有哪些( ) （多选题）

A．使用符合产品情况的道具

B．主播词除了按脚本讲解产品和活动外，最好加上主播个人特点

C．直播间装修应考虑到背景色调、摆件绿植、地板地毯以及操作台等

D．封面要考虑到主播姿势造型、背景色调、道具等

（4）直播间体验式产品介绍的方法有哪些( )（多选题）

A．直播间布置的场景化

B．产品组合搭配、陈列

C．销售道具，即产品模型、半成品的应用

D．提炼真实的销售案例，并提前做好准备

（5）直播间进行产品介绍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多选题）

A．逻辑清晰，重点内容反复强调

B．不断重复，强调直播间的价格优势

C．不断向观众更新补货信息和购买链接

D．提前设好脚本结构与节奏

4.技能操作题

任务描述：

眼下，直播带货风头正劲。商务部数据显示，仅 2020年一季度，全国电商

直播就超过 400万场。直播带货不仅成为各地农副产品销售的重要渠道，也带动

并形成新的消费方式。请您以 XX品类为背景，基于产品特征和直播平台的用户

特征，进行直播电商运营策划，撰写一份直播电商运营方案。

操作要求：

1. 根据系统给出的产品品类信息，通过产品评估，选择合适的产品参与直

播活动，并给出产品品质调查报告，以及对产品销售和库存进行预估分析；

2. 根据本场直播的目标及要求，确定直播形式、时间、主题、主播+嘉宾等；

3. 根据直播目的，梳理直播流程规划，设计直播活动内容，策划直播过程

中的活动环节，如折扣、秒杀、抽奖、红包等；

4. 按照直播引流的需求，围绕免费/付费推广渠道、粉丝社群等，设计宣传



推广策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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