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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 编审 



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 

考核标准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 

1.2  职业定义 

从事数据服务数据采集、数据服务数据清洗、数据建模与分析、数据服务

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构建、运营分析报告撰写、战略决策制定等工作的专业人

员。 

1.3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 

1.4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常温 

1.5  职业能力特征 

身体健康，眼、手、足动作协调；视觉、味觉、嗅觉、形体知觉、空间感

正常。 

1.6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上学历毕业（或同等学力）。 

1.7 职业技能考核要求 

1.7.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以申报初级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 年（含）以上。 

（2）具有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

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

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以申报中级 

（1）取得本职业初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

以上。 



（2）具有中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取得本职业初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以申报高级 

（1）取得本职业中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

以上。 

（2）取得本职业中级证书，并具有中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

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1.7.2  考核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专业能力考核两部分。理论知识考试和专业能力考核

均采用上机考试方式。理论知识考试和专业能力考核均采用百分制，两部分成

绩皆达 60分及以上者为合格。 

1.7.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15，每个标准教室不少于 2名监考

人员；专业能力考核考评员与考生配比为 1:15，每个考场不少于 2名考评员。 

1.7.4  考核时间 

各等级理论知识考试不少于 90分钟；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60分钟。 

1.7.5  考核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机房）进行，各等级认定需配置服务器和计算

机若干。 

    技能考核通过计算机模拟进行，认定所需设备如下：计算机、服务器、办

公软件、规划与仿真系统。 

 

 

 

 

 

 

 

 



2  考核要求 

本标准对初级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中级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高级大数

据工程技术人员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包括低级别的要求。 

2.1  初级 

职业功

能 
考核范围 技能要求 理论知识要求 

1. 

数据采

集 

1.1 数

据 采 集 目

标确定 

1.1.1 能根据数据服务工作流

程，确定数据采集目标 

1.1.2 能根据数据服务工作流

程，界定数据服务运营数据采集

内容 

1.1.3 能根据数据服务工作流

程及指标，确定数据采集指标项、

采集范围及注意事项 

1.1.4 能根据数据服务数据需

求，制作数据采集需求文档 

1.1.1业务需求调研的流程 

1.1.2数据采集的指标含义 

1.1.3数据采集的方法 

1.1.4数据采集的流程 

 

1.2 数据

采 集 渠 道

及 工 具 确

定 

1.2.1 能确定数据服务数据采

集渠道，保证数据渠道的合法、合

规、有效 

1.2.2 能确定数据服务数据的

采集工具 

1.2.3 能明确数据采集相关的

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规范 

1.2.4能判断数据渠道优劣 

1.2.1数据采集的法律法规 

1.2.2数据源的采集限定 

1.2.3数据采集工具的特点 

1.2.4 数据渠道的质量评估

方法 

1.3 行业

数据采集 

1.3.1 能根据客户业务数据采

集需求，采集客户基础数据、客户

业务数据、客户行为数据等 

1.3.2能根据业务需求，采集业

务流数据、业务指标数据等 

1.3.3能根据业务需求，采集员

工基础数据、员工绩效数据等 

1.3.3能根据业务需求，采集有

关成本、收入、利润等财务数据 

1.3.4能根据业务需求，采集外

部环境数据，包括市场数据、行业

数据及经济数据等 

1.3.5能根据业务需求，对采集

的数据进行汇总和整理 

1.3.1 客户数据指标体系的

定义 

1.3.2 业务行为数据指标体

系的定义 

1.3.3数据完整性的定义 

1.3.4数据集成的方法 



2. 

数据统

计与可

视化 

2.1 使

用 工 具 实

现 数 据 检

索 

2.1.1 能利用数据库和通用查

询语言，进行数据服务数据检索、

排序和过滤等 

2.1.2 能利用数据库和通用查

询语言，进行数据服务数据分组、

汇总等 

2.1.3 能利用数据库和通用查

询语言，进行多数据服务数据集

关联处理分析 

2.1.4 能利用数据库和通用查

询语言，进行数据服务数据插入、

更新等处理 

2.1.1 SQL 及关系型数据库

的基本概念 

2.1.2 SQL语句的操作功能 

2.1.3 SQL的数据类型 

2.1.4 SQL 的运算符及其含

义 

2.1.5 SQL 的常用函数及作

用 

2.1.6 SQL查询语句 

2.1.7 SQL连接语句 

2.2 使用

工 具 实 现

数据统计 

2.2.1 能运用数据分析方法对

数据服务数据进行趋势分析 

2.2.2 能运用数据分析方法对

数据服务数据进行同比、环比对

比分析 

2.2.3 能运用数据分析方法对

数据服务数据进行聚合分析 

2.2.4 能结合业务场景和数据

统计指标描述数据规律 

2.2.1数据分布的概念 

2.2.2 连续变量的统计指标

及其含义 

2.2.3 分类变量的统计指标

及其含义 

2.2.4 指标的聚合运算函数 

2.2.5集中趋势的概念 

2.2.6集中趋势的判别标准 

2.2.7离散趋势的概念 

2.2.8离散趋势的判别标准 

2.3 使用

工 具 实 现

数 据 可 视

化 

2.3.1 能根据数据服务场景的

业务需求，针对数据指标选择图

表展现形式 

2.3.2 能根据数据服务场景的

业务需求，设计数据可视化的方

案 

2.3.3能根据数据可视化方案，

选择合适的数据可视化工具 

2.3.4 能根据数据服务场景的

业务需求，对数据可视化设计方

案进行优化 

2.3.5 能根据数据服务场景的

业务需求使用数据可视化工具对

数据进行基本的配置和操作 

2.3.6 能使用数据可视化工具

制作可视化图表 

2.3.1 可视化图表分类及表

达内容； 

2.3.2比较类图表及其特点； 

2.3.3组成类图表及其特点； 

2.3.4分布类图表及其特点； 

2.3.5关系类图表及其特点； 

2.3.6仪表盘的制作方法； 

3.数据

服务运

营数据

分析 

3.1 数据运

营 报 告 设

计 

3.1.1 能确定数据服务运营场

景的业务目标 

3.1.2 能将业务问题转化为数

据问题 

3.1.3 能提炼出数据服务运营

场景的关键指标 

3.1.1运营场景的指标体系

的定义 

3.1.2运营数据分析的目标 

3.1.3业务问题的数据转化

方法 



3.1.4 能编写数据服务数据运

营报告的分析框架 

3.1.4数据分析的框架及核

心点 

 

3.2 数据运

营 报 告 编

制 

3.2.1 能根据数据服务业务问

题和数据分析结果，确定数据报

告框架 

3.2.2能提炼和总结异常数据、

重要数据和发现的问题 

3.2.3 能根据数据服务业务问

题和数据分析结果，准确描述数

据分析过程 

3.2.4 能利用数据可视化图表

展示分析结果 

3.2.1 数据分析过程的编写

规范 

3.2.2 数据分析异常问题的

定义 

3.2.3 数据分析结论的编写

逻辑 

3.2.4 数据可视化图表的使

用规范 

3.3 数据运

营 报 告 汇

报 

3.3.1 能根据数据运营报告制

作汇报展示文件 

3.3.2能根据汇报文件，清楚的

讲解报告内容 

3.3.3 能准确解释报告内容中

的关键问题 

3.3.4 能针对提出的建议优化

报告 

3.3.1 运营分析报告的制作

方法 

3.3.2 数据分析报告的讲解

逻辑 

3.3.3 数据分析报告关键问

题的展示方法 

3.3.4 运营建议与数据分析

的对照原则 

 

 

 

 

 

 

 

 

 

 

 

 

 

 

 



2.2  中级 

 

职业功能 考核范围 技能要求 理论知识要求 

1.数据采

集与分析

方案制定 

1.1 数据分

析 业 务 目

标确定 

1.1.1 能根据数据服务业务

问题，确定数据分析需求 

1.1.2 能根据数据服务业务

流程，明确各环节数据分析的

业务诉求 

1.1.3 能结合数据服务的数

据分析需求，确定可行性的数

据分析目标 

1.1.4 能结合分析需求和数

据分析方法，细化数据分析目

标 

1.1.1 数据分析的概念 

1.1.2 数据分析目标的意

义、过程及其本质 

1.1.3 数据分析方法论的概

念和内容 

1.1.4 数据分析基本流程及

内容 

1.2 数据分

析 指 标 确

定 

1.2.1 能根据数据服务数据

分析目标提取现有数据指标 

1.2.2 能对提取的数据指标

进行合理的分类整理 

1.2.3 能根据数据服务数据

分析目标和现有数据指标扩展

新指标维度 

1.2.4 能根据数据服务业务

和新指标维度，确定数据指标

类型 

1.2.1数据指标的提取方法 

1.2.2数据指标的计算公式 

1.2.3数据指标的类型定义 

1.3 实施方

案制定 

1.3.1 能根据数据服务数据

分析目标，制定数据采集方案 

1.3.2 能根据数据服务数据

分析目标，制定数据处理方案，

包括处理流程、处理标准、处理

方法等 

1.3.3 能根据数据服务数据

采集方案，预判采集过程中出

现的技术、法律等问题，并提出

解决方案 

1.3.4 能根据数据服务数据

分析场景，制定数据采集与分

析实施方案 

1.3.1数据处理的流程 

1.3.2数据处理方法 

1.3.3数据采集实施的过程 



2.数据挖

掘分析 

2.1 数据预

处理 

2.1.1 能根据数据服务场景

业务分析目标，评估数据质量 

2.1.2 能根据数据服务场景

业务分析目标，制定数据处理

方案 

2.1.3 能根据数据服务场景

业务问题判定缺失情况，并补

全缺失数据 

2.1.4 能根据数据服务场景

业务和数据内容，识别并清除

噪音数据 

2.1.5能运用数据分析工具，

实现数据集成 

2.1.6能运用数据分析工具，

实现数据变换 

2.1.7能运用数据分析工具，

实现数据归约 

2.1.1 数据质量对数据分析

的影响 

2.1.2 提高数据质量的方法 

2.1.3数据处理流程 

2.1.4数据处理标准 

2.1.5常见的数据处理方法 

2.2 使用工

具 实 现 预

测分析 

2.2.1 能运用数据分析工具

构建预测模型 

2.2.2 能根据数据属性间的

相关性分析结果，构建特征工

程 

2.2.3能根据模型评估结果，

选择合适的算法 

2.2.4能根据模型评估结果，

设置合适的算法参数 

2.2.5 能解读预测模型的结

果 

2.2.6能运用数据分析工具，

评估有监督算法的模型 

2.2.1 预测模型包含的常见

算法 

2.2.2 常见预测算法的算法

思想 

2.2.3 常见预测算法的原理 

2.2.4 常见预测算法的特点 

2.2.5 常见预测算法的参数

设置方法 

2.2.6 常见预测模型的评估

指标 

2.2.7 模型评估的方法和规

则 

2.3 使用工

具 实 现 聚

类分析 

2.3.1 能根据数据内容和分

析目标，选择合适的聚类方法 

2.3.2 能根据数据服务业务

场景和数据内容，构建聚类模

型 

2.3.3 能根据有效性指标和

数据分析内容设置合适的算法

参数 

2.3.4 能根据聚类结果和业

务内容解读数据分析结果 

2.3.5 能根据有效性指标和

数据分析内容评估聚类效果 

2.3.1 聚类的定义 

2.3.2 聚类方法的分类特点

和内容 

2.3.3 相似度的度量方法 

2.3.4 常见聚类算法的原理 

2.3.5 常见聚类算法的参数

内容 

2.3.6 聚类结果的含义 

2.3.7 聚类群数的判断 

2.3.8 聚类评估方法 



2.4 使用工

具 实 现 关

联分析 

2.4.1 能根据数据服务业务

场景和数据内容，构建关联规

则模型 

2.4.2 能根据事务数据确定

频繁项集 

2.4.3 能调整关联指标确定

关联规则 

2.4.4 能解读关联规则的模

型结果 

2.4.5 能根据分析结果和业

务问题制定业务策略 

2.4.1 关联规则的概念 

2.4.2 事务数据的定义 

2.4.3 频繁项集的概念 

2.4.4 关联规则的评估指标

定义 

2.4.5 关联规则的评估指标

公式内容 

2.4.6 关联规则的生成流程 

2.4.7 关联规则结果的内容 

2.4.8 关联规则结果的含义 

2.4.9 关联规则的有效性判

定方法 

 

 

 

 

 

 

 

  

3.业务数

据挖掘 

3.1 使用工

具 实 现 客

户 业 务 挖

掘分析 

3.1.1 能根据数据服务业务

场景的客户特点，利用数据挖

掘方法实现客户画像分析 

3.1.2 能根据数据服务业务

场景的客户特点，利用数据挖

掘方法实现客户价值细分 

3.1.4 能根据数据服务业务

场景的客户特点和行为数据，

利用数据挖掘方法实现客户忠

诚度分析 

3.1.5能根据客户行为数据，

利用数据挖掘方法实现客户流

失预警 

3.1.1 客户流失预测的模型 

3.1.2 客户流失预测的方法 

3.1.3 决策树算法的原理 

3.1.4 客户流失预测的评估

方法 

3.2 使用工

具 实 现 核

心 业 务 挖

掘分析 

3.2.1 能根据客户数据、业

务、财务等数据，利用数据挖掘

方法实现业务增长策略分析 

3.2.2 能根据客户数据、业

务、财务等数据，利用数据挖掘

方法实现业务预测分析 

3.2.3 能根据客户数据、业

务、财务等数据，利用数据挖掘

方法实现业务异常分析 

3.2.1 需求预测的业务逻辑 

3.2.2 神经网络算法的思想 

3.2.3 神经网络算法的原理 

3.2.4 神经网络算法的评估

方法 



3.3 使用工

具 实 现 人

力 管 理 挖

掘分析 

3.3.1能根据绩效数据、业务

等数据，利用数据挖掘方法实

现人力资源结构管理与优化 

3.3.2能根据绩效数据、业务

等数据，利用数据挖掘方法实

现精细化管理与服务 

3.3.3能根据绩效数据、业务

等数据，利用数据挖掘方法实

现人才流失预测 

3.3.1 人力资源结构管理的

业务分析逻辑 

3.3.2 精细化管理与服务的

概念 

3.3.3 人才流失预测的数据

挖掘模型 

 

 

 

 

 

 

 

 

 

 

 

 

 

 

 

 

 

 

 

 

 

 

 



2.3  高级 

职业功能 考核范围 技能要求 理论知识要求 

1.数据采集

与治理 

1.1数据采集 

1.1.1 能根据业务需求，运用

大数据技术，完成数据采集系统

的搭建和基础配置 

1.1.2 能根据业务需求，基于

编程工具（如 Python），完成数

据采集、数据入库操作 

1.1.3 能在实采数据资料的指

导下，完成数据更新、维护、修

正等配置操作 

1.1.4 能进行数据采集系统维

护、采集流程优化操作 

1.1.1数据采集系统的搭建

和基础配置方法 

1.1.2数据采集、数据入库

操作规范 

1.1.3 数据采集系统维护、

采集流程优化方法 

1.2数据清洗 

1.2.1 能业务需求和数据现状

完成数据质量评估并确定数据清

洗目标 

1.2.2 能根据业务需求，完成

数据分类、标注工作 

1.2.3 能根据算法要求，基于

编程工具（如 Python），完成数

据的预处理操作，如：缺失值填

充、异常值处理、数据变换等 

1.2.4 能运用特征工程技术

（如主成分分析，奇异值分

解），基于编程工具（如

Python），完成特征提取、特征

构造等操作 

1.2.1缺失值的填充方法 

1.2.2异常值的识别 

1.2.3异常值的处理方法 

1.2.4数据变换的方法 

1.2.5特征工程的方法 

1.3数据仓库

搭建 

1.3.1 能够独立进行数据仓库

方案设计 

1.3.2 能够基于数据仓库方案

设计，选择合适的大数据产品进

行数据仓库搭建 

1.3.3 能够独立使用数据仓库

进行数据的 ETL (抽取、转化、

加载)操作 

1.3.4 能够使用数据仓库进行

数据的分析处理 

1.3.1数据仓库的定义 

1.3.2数据仓库的模型 

1.3.3数据仓库的搭建方法 

1.3.4 ETL的定义 



2.机器学习

应用开发 

2.1业务建模 

2.1.1能利用数据分析工具明

确业务应用场景和业务问题 

2.1.2 能根据业务场景和数据

分析方法制定数据分析方案 

2.1.3 能根据数据分析方案，

发现解决业务问题的机会点 

2.1.4 能根据数据分析方案制

定业务落地机制 

2.1.1 业务问题的数据转换

方法 

2.1.2 业务问题的数据分析

流程 

2.1.3 数据分析的实施技术

路线 

2.2数据建模 

2.2.1能够基于业务问题构建

数据模型，挖掘业务需求信息 

2.2.2 能够构建产品、运营及

活动用户行为评估体系，通过数

据分析对产品、运营、市场提出

建议并推动实施 

2.2.3 能够使用不同维度和方

法，对模型效果进行准确性评估 

2.2.4能够通过调整参数，使

模型效果不断优化 

2.2.1 数据模型的定义 

2.2.2 数据模型的实施方案 

2.2.3 数据模型的评估方法 

2.3机器学习

算法实现 

2.3.1 能够基于编程工具（如

Python），搭建基本的机器学习

流程 

2.3.2能够基于编程工具（如

Python），实现数据探索和数据

可视化； 

2.3.3能够基于编程工具（如

Python），根据业务需求进行回

归预测分析并进行回归模型评估 

2.3.4能够基于编程工具（如

Python），根据业务需求进行分

类预测分析并进行分类模型评估 

2.3.5能够基于编程工具（如

Python），根据业务需求进行聚

类分析并进行聚类模型效果分析 

2.3.6能够基于编程工具（如

Python），根据业务需求进行关

联分析并进行关联模型效果分析 

2.3.1 机器学习的实现流程 

2.3.2 数据探索的方法 

2.3.3 数据可视化的实现方

法 

2.3.4 回归模型的算法原理 

2.3.5 分类预测的算法原理 

2.3.6 聚类分析的算法原理 

2.3.7 关联规则的算法原理 

3.大数据分

析架构设计 

3.1大数据分

析架构规划

与设计 

3.1.1能够根据业务需求，设

计合适的大数据分析产品； 

3.1.2 能够根据业务需求，输

出大数据分析解决方案架构图及

说明文档 

3.1.3 能够根据业务需求，输

出大数据分析实践及说明文档 

3.1.1大数据分析的架构框架 

3.1.2大数据分析架构的实施

方法 

3.1.3大数据架构的技术路径 



3.1.4 能够根据业务需求，基

于大数据产品，构建完整的解决

方案 

3.2数据指标

体系构建 

3.2.1 能够根据业务现状，分

析并制定公司的业务指标体系，

帮助确定各项业务数据指标 

3.2.2迅速理解业务和现有数

据解决方式，通过快速迭代测试

并展示大数据和数据分析方案 

3.2.3 能够有效参与业务的数

据体系的策略规划，提供有价值

的建议 

3.2.4 能够思考业务的关键成

功因素，搭建业务分析框架 

3.2.1业务指标体系的定义 

3.2.2数据变现的落地方法 

3.2.3基于数据体系的业务策

略规划方法 

3.3行业规划 

3.3.1 能够进行深入的市场调

研，对业务问题进行分析，不断

优化数据分析模型 

3.3.2 通过海量数据的挖掘和

分析，形成分析报告，支持战略

规划 

3.3.3 能够熟练应用数据分析

技术，不仅在深度上，并且要在

广度上了解最新技术进展和突

破，并能应用在实际场景中 

3.3.4 能够根据最新技术及产

品，不断优化数据分析架构 

3.3.1数据分析模型优化的方

法 

3.3.2数据挖掘和分析报告的

编写规则 

3.3.3行业技术及产品的应用

场景 

3.3.4数据分析架构的优化方

法 

 

 

 

 

 

 

 

 

 



3  权重表 

3.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初级 

（%） 

中级 

（%） 

高级 

（%） 

基本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基础知识 20 10 10 

相关知识要求 数据采集 20 0 0 

数据统计与可视化 30 0 0 

数据服务运营数据分析 25 0 0 

数据采集与分析方案确定 0 25 0 

数据挖掘分析 0 25 0 

业务数据挖掘 0 35 0 

数据采集与治理 0 0 25 

机器学习应用开发 0 0 35 

大数据分析架构设计 0 0 25 

合计 100 100 100 

 

 

 

 

 

 

 



3.2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初级 

（%） 

中级 

（%） 

高级 

（%） 

技能要求 

数据采集 30 0 0 

数据统计与可视化 35 0 0 

数据服务运营数据分析 35 0 0 

数据采集与分析方案确定 0 30 0 

数据挖掘分析 0 35 0 

业务数据挖掘 0 35 0 

数据采集与治理 0 0 35 

机器学习应用开发 0 0 35 

大数据分析架构设计 0 0 30 

合计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