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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竞技员
（2020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

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技能鉴定提供
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
要，立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委托职业标
准制定单位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电子竞技运营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以下
简称《标准》）。
一、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为依据，
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 年版）》有关要求，以“职业
活动为导向、职业技能为核心”为指导思想，对电子竞技运营师从业人员的职业
活动内容进行规范细致描述，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
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
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四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
工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
三、本《标准》起草单位有：中国文化管理协会、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
北京睿行博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中竞智教文化（北京）有限公司、中联集团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有：王国基、刘长权、王德本、王英奎、王国华、
王奇、杨越、孙红菊、孙爱娟、李国京、贾桂花、易久。
四、本《标准》审定单位有：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广州网易计算机
系统有限公司、噢麦嘎（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香蕉计划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现代职业教育研究院、中国通信工业协会电子竞技分会、上海市电子竞技
运动协会、上海市数字内容产业促进中心、中企联合创新（北京）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北京幻次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新盛博悦（北京）传媒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竞游心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广州超竞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北京联众互动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顺竞（上海）文化体育有限公司、天津大杰致美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南京直尚电竞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君通
电子竞技有限公司。主要审定人员有：宋立新、杨瑞、冉令邦、沈一鸣、刘璇、
侯阁亭、顾宇灏、崔华楠、冯惠斌、陶俊赢、丁燕、刘昊、戴晓东、刘晨、邱基
堂、徐金、王冠、杜雷、张海波、沈敏、张强。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
心标准处处长葛恒双、副处长张灵芝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电子竞技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20 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电子竞技员
1.2 职业编码
4-13-99-01
1.3 职业定义
从事不同类型电子竞技项目比赛、陪练、体验及活动表演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
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备一般智力和空间感，眼脑协调，反应敏捷，操作灵活，心理素质稳定，
具有良好的观察与学习能力。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培训参考学时
五级/初级工 224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 192 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 192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 160 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 160 标准学时。
1.9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9.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

2

（1）累计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 工作 1 年（含）以上。

1

本职业：围绕利用电子设备通过网络进行竞技及表演这一核心活动，开展传统体育模拟类、益智类、军事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含）以上。
3

（3）取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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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取得电子竞技省级赛事的参赛资格。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2）取得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
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
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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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
上。
（4）取得电子竞技国家级赛事的参赛资格。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
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
类、即时战略类、卡牌对抗类、动作类等电子竞技项目的比赛、表演、陪练、裁判、运动指导、数据分析、
健康管理、活动直播、解说评论、项目开发等业务的系列工种及岗位，下同。
2

相关职业：电子竞技运营师、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场地工，下同。

3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文化创意与策划、传播与策划、媒体营销、电子商务、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下同。

年（含）以上。
（3）取得电子竞技国际赛事的参赛资格或国家级赛事的奖项。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
相关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
（2）取得电子竞技国际赛事奖项。
1.9.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专业能力考核。理论知识考试采用上机考试或闭卷笔试
等方式，专业能力考核采用上机操作或闭卷笔试等方式。理论知识考试和专业能
力考核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及以上者为合格，二级/技师、一级/高级
技师还须进行综台评审。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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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1：20，每个标准教室不少于 2 名
考评人员；专业能力考核考评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l：15，每个考场不少于 3 名
考评员；综合评审委员为 3 人（含）以上单数。
1.9.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专业能力考核时间不少于 90 min；综合
评审时间不少于 30min。
1.9.5 鉴定场所设备
具有可接入计算机局域网及互联网的教学设备和相关软件的教室。室内卫生、
光线、通风条件良好，周围环境安静。

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遵纪守法，爱岗敬业
（2）公平公正，诚实守信
（2）文明沟通，热情服务
（3）保守秘密，注重安全
（4）勇于开拓，积极创新
2.2 基础知识
2.2.1 网络应用基础知识
（1）计算机基础知识
（2）网络基础知识
（3）互联网应用基础知识
2.2.2 电子竞技运动基础知识
（1）电子竞技运动参赛原则
（2）电子竞技运动的操作能力
（3）电子竞技运动的战术能力
（4）电子竞技运动的心理调控
（5）电子竞技竞赛规则与赛制
（6）电子竞技运动的安全知识
（7）电子竞技运动与环境保护
2.2.3 电子竞技赛事基础知识
（1）电子竞技赛事基本概念
（2）电子竞技赛事管理概念
（3）电子竞技赛事筹备
（4）电子竞技赛事竞赛管理
（5）电子竞技赛事组织机构及人力资源管理
（6）电子竞技赛事后勤管理

2.3.4 电子竞技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相关知识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05 号）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相关知识
（4）《电子竞技运动项目的管理规定》相关知识
（5）《电子竞技赛事管理暂行规定》相关知识
（6）《互联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相关知识

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
级技师的技能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1.1 个人操作训练
1.电竞项
目操作

技能要求
1.1.1 能分析并遵守电竞项
目操作规则
1.1.2 能根据电竞项目操作
规则进行人机操作的各单项
训练

相关知识要求
1.1.1 电竞项目的定义
1.1.2 电竞相关设备
1.1.3 电竞项目操作规则
1.1.4 人机操作概念

1.2 参与电竞实战

1.2.1 能根据电竞项目要求
建立竞技状态
1.2.2 能根据电竞项目内容
进行人机操作

1.2.1 电竞项目竞技状态
的特点
1.2.2 电竞项目的内容
1.2.3 电竞项目行为规范

2.1 电竞战术确认

2.1.1 能根据电竞项目内容
确认竞技目标
2.1.2 能根据竞技目标确认
竞技战术

2.1.1 竞技目标的概念
2.1.2 竞技战术的概念

2.2 电竞战术执行

2.2.1 能在竞技过程中沟通
电竞战术
2.2.2 能通过人机操作执行
电竞战术

2.2.1 电竞战术的沟通方
法
2.2.2 电竞战术的实现手
段

3.1 电竞数据识别

3.1.1 能识别电竞平台展示
的电竞数据项
3.1.2 能识别媒体渠道展示
的电竞数据项

3.1.1 电竞平台数据项名
称
3.1.2 媒体渠道电竞数据
项名称

3.2 电竞数据理解

3.2.1 能理解电竞平台展示
的电竞数据项
3.2.2 能理解媒体渠道展示
的电竞数据项

3.2.1 电竞平台数据项含
义
3.2.2 媒体渠道电竞数据
项含义

4.1 人机操作演示

4.1.1 能演示电竞项目人机
操作流程
4.1.2 能演示电竞项目人机
操作技巧

4.1.1 电竞人机操作流程
演示注意事项
4.1.2 电竞人机操作技巧
演示注意事项

4.2 人机操作讲解

4.2.1 能进行电竞项目人机
操作流程讲解
4.2.2 能进行电竞项目人机
操作技巧讲解

4.1.1 电竞人机操作流程
讲解注意事项
4.1.2 电竞人机操作技巧
讲解注意事项

2.电竞战
术实施

3.电竞数
据分析

4.电竞活
动表演

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1.1 个人技术训练

1.电竞项
目操作

1.2 团队配合训练

1.3 竞技实战提升

1.3.1 能根据电竞项目实战情
况的需要进行竞技状态的调整
1.3.2 能根据竞技内容运用操
作技巧

1.3.1 电竞项目比赛竞技
状态要求
1.3.2 电竞项目竞技状态
调整策略

2.1.1 能根据电竞项目内容落
实竞技目标
2.1.2 能根据竞技目标进行竞
技战术训练

2.1.1 竞技目标的落实方
法
2.1.2 竞技战术的训练方
法

2.2 赛时战术应用

2.2.1 能在竞赛过程中进行竞
技局面优劣及走向的判断
2.2.2 能根据竞技局面实施电
竞战术

2.2.1 竞技局面的概念
2.2.2 竞技局面的判断方
法

2.3 电竞素养提升

2.3.1 能进行个人的心理调节
及情绪控制
2.3.2 能进行心理战术的识别

2.3.1 心理调节的方法
2.3.2 情绪控制的方法
2.3.3 心理战术的知识

3.1 电竞数据采集

3.1.1 能通过竞技平台采集电
竞项数据
3.1.2 能通过社会媒体采集电
竞数据

3.1.1 电竞平台数据采集
方法
3.1.2 电竞数据媒体采集
渠道

3.2 电竞数据录入

3.2.1 能对电竞数据进行分类
汇总
3.2.2 能根据数据类别录入电
竞数据

3.2.1 电竞数据分类
3.2.2 电竞数据录入注意
事项

4.1 个人品牌维护

4.1.1 能确认个人职业特征与
优势
4.1.2 能维护个人品牌特征

4.1.1 电竞选手个人品牌
的内涵
4.1.2 电竞职业话术技巧

4.2 商业活动表演

4.2.1 能根据表演编排进行准
备
4.2.2 能根据表演编排进行电
竞表演

4.2.1 电竞活动的特点
4.2.2 电竞活动观众需求
分析

5.1 电竞项目测试

5.1.1 能根据项目要求完成电
竞项目测试
5.1.2 能针对测试情况反馈测

5.1.1 电竞项目测试的意
义
5.1.2 电竞项目测试的要

2.电竞战

3.电竞数
据分析

4.电竞活
动表演

目开发

1.1.1 电竞行业发展现状
1.1.2 电竞项目类别
1.1.3 电竞项目操作技巧
1.2.1 电竞团队组成
1.2.2 电竞团队人员职责
1.2.3 电竞团队沟通特点

练

5.电竞项

相关知识要求

1.2.1 能针对电竞项目内容进
行团队沟通
1.2.2 能针对电竞项目内容与
团队进行操作技巧的配合训练

2.1 战术针对性训

术实施

技能要求
1.1.1 能根据电竞项目特点整
理总结操作技巧
1.1.2 能根据电竞项目特点进
行操作技巧的训练

试效果

求

5.2.1 能根据项目要求完成电
竞项目体验
5.2.2 能针对体验情况反馈体
验效果

5.2.1 电竞项目体验的意
义
5.2.2 电竞项目体验的要
求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1 个人技巧开发

1.1.1 能根据电竞项目内容分
析竞技技巧需求
1.1.2 能根据项目技巧需求开
发人机协同技巧

1.1.1 电竞技巧的含义
1.1.2 电竞技巧开发流程

1.2 团队配合组织

1.2.1 能根据团队战况判断对
战局面
1.2.2 能根据对战局面带领团
队展开协作

1.2.1 电竞团队激励机制
1.2.2 电竞团队领导技巧

2.1 电竞战术制定

2.1.1 能针对竞赛内容分析对
手战术
2.1.2 能根据对手战术选择应
对策略

2.1.1 战术分析思路
2.1.2 战术策略的应用思
路

2.2 赛时局面分析

2.2.1 能根据赛时局面进行战
术布局
2.2.2 能进行赛时局面控制的
战术技巧分析选择

2.2.1 战术布局的概念
2.2.2 战局控制的概念

2.3 电竞素养提升

2.3.1 能协调团队进行心理调
节及情绪控制
2.3.2 能进行心理战术的开发
和使用

2.3.1 电竞心理学知识
2.3.2 心理战术的开发方
法
2.3.3 心理战术在团队中
的使用方法

2.4 电竞战术检验

2.4.1 能根据比赛体验分析战
术效果
2.4.2 能针对战术效果进行归
纳总结

2.4.1 战术效果归纳方法
2.4.2 战术效果包含的要
素

3.1 电竞数据处理

3.1.1 能针对电竞数据进行格
式处理
3.1.2 能针对电竞数据进行统
计处理

3.1.1 电竞数据处理的意
义
3.1.2 电竞数据处理的内
容

3.2 电竞数据呈现

3.2.1 能根据演示需求制作数
据分析图表
3.2.2 能根据演示需求呈现数
据分析结果

3.2.1 电竞数据分析工具
3.2.2 数据分析结果呈现
方式

4.1 团队品牌维护

4.1.1 能确认团队职业特征与
优势
4.1.2 能维护团队品牌特征

4.1.1 电竞团队品牌的内
涵
4.1.2 电竞团队品牌维护

5.2 电竞项目体验

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功能

1.电竞项
目操作

2.电竞战
术实施

3.电竞数
据分析

4.电竞活
动表演

注意事项

4.2 活动表演编排

4.2.1 能根据商业需求编排表
演内容
4.2.2 能根据表演编排组织电
竞表演

4.2.1 电竞表演的商业价
值
4.2.2 电竞表演编排方法
4.2.3 电竞表演注意事项

5.1 电竞项目测试

5.1.1 能根据项目要求组织电
竞项目测试
5.1.2 能针对测试情况总结测
试反馈意见

5.1.1 电竞项目测试的组
织
5.1.2 电竞项目测试的管
理

5.2 电竞项目体验

5.2.1 能根据项目要求组织电
竞项目体验
5.2.2 能针对体验情况总结体
验反馈意见

5.2.1 电竞项目体验的组
织
5.2.2 电竞项目体验的管
理

技能要求
1.1.1 能分析凝练电竞项目中
的个人技巧
1.1.2 能分析凝练电竞项目中
的团体技巧

相关知识要求
1.1.1 影响电竞选手职业
适应的自身因素
1.1.2 影响电竞选手职业
适应的团体因素

1.2.1 能对战队及选手进行电
竞项目赛事的内容指导
1.2.2 能对战队及选手进行电
竞项目赛事的技巧指导

1.2.1 电竞项目赛事内容
的指导方法
1.2.2 电竞项目赛事技巧
的指导方法

2.1.1 能分析现实原型对电竞
项目的影响
2.1.2 能分析参与人数对电竞
项目的影响
2.1.3 能分析对抗形式对电竞
项目的影响
2.1.4 能分析技能智能权重对
电竞项目的影响

2.1.1 电竞项目分类方法
2.1.2 电竞项目类型的发
展历程

2.2.1 能分析电竞项目的规则
要素
2.2.2 能进行电竞项目之间的
规则对比分析

2.2.1 各类电竞项目规则
的形成背景
2.2.2 各类电竞项目规则
的发展历程

2.3.1 能对战队及选手进行电
竞项目赛事的心理素养指导
2.3.2 能对战队及选手进行电
竞项目赛事的体能训练指导
2.3.3 能对战队及选手进行电
竞项目赛事的品格指导

2.3.1 电竞项目赛事心理
素养的指导方法
2.3.2 电竞项目赛事体能
的训练方法
2.3.3 电竞项目赛事品格
的指导方法

3.1.1 能制作电竞项目赛事的
赛前赛后数据分析报表

3.1.1 电竞项目数据指标
3.1.2 电竞项目玩家关注

5.电竞项
目开发

3.4 二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1.1 电竞项目技巧
凝练

1.电竞项
目操作
1.2 电竞技能指导

2.1 电竞项目类型
分析

2.电竞战
术实施

2.2 电竞项目规则
分析

2.3 电竞素养指导

3.电竞数

3.1 电竞数据综合

据分析

统计

3.1.2 能从电竞项目赛事数据
中挖掘玩家关注的项目赛事热
点

点分析方法

3.2.1 能为电竞赛事直播提供
数据来源
3.2.2 能为赛事调优提供数据
支持

3.2.1 电竞赛事直播所需
数据
3.2.2 电竞赛事调优所需
数据

4.1 电竞直播准备

4.1.1 能收集整理电竞项目赛
事的资料
4.1.2 能收集整理战队及选手
的资料
4.1.3 能协同电竞直播的场地
和设备布置

4.1.1 电竞项目赛事资料
的收集整理方法
4.1.2 电竞战队及选手资
料的收集方法
4.1.3 电竞直播场地和设
备知识

4.2 电竞直播实施

4.2.1 能理解电竞直播各直播
视角的含义
4.2.2 能选取实况下观看意义
大的电竞直播视角

4.2.1 电竞直播视角的内
涵知识
4.2.2 电竞直播视角的选
取方法

4.3.1 能把握电竞项目赛事的
要点
4.3.2 能调动电竞观众的观赛
热情

4.3.1 电竞项目赛事的要
点
4.3.2 电竞项目赛事的观
众需求

5.1 电竞项目设计

5.1.1 能进行电竞项目的竞技
方式设计
5.1.1 能进行电竞项目的内容
设计
5.1.3 能进行电竞项目的视觉
设计

5.1.1 电竞项目竞技方式
的设计方法
5.1.2 电竞项目内容的设
计方法
5.1.3 电竞项目视觉设计
的内涵

5.2 电竞赛事设计

5.2.1 能进行电竞赛事的组织
编排
5.2.2 能编制电竞赛事的技术
规程

5.2.1 电竞赛事组织编排
的步骤
5.2.2 电竞赛事组织编排
的方法
5.2.3 电竞赛事的技术规
程

6.1 电竞团队组织

6.1.1 能根据员工特点，对管
辖范围内低级别岗位人员的工
作进行统筹安排
6.1.2 能根据业务要求，对管
辖范围内低级别岗位人员的工
作进行指导

6.1.1 电竞岗位工作统筹
安排方法
6.1.2 电竞岗位人员指导
方法

6.2 团队规章落实

6.2.1 能根据业务管理规章的
要求，在管辖范围内落实规章
6.2.2 能根据技术管理规章的
要求，对管辖范围内落实规章

6.2.1 电竞企业业务管理
规章的内容
6.2.2 电竞企业技术管理
规章的内容

6.3 团队成员培训

6.3.1 能根据培训计划要求，

6.3.1 电竞企业岗位培训

3.2 电竞数据应用
分析

4.电竞活
动表演

4.3 电竞解说评论
实施

5.电竞项
目开发

6.管理与
培训

对管辖范围内的低级别岗位人
员进行培训
6.3.2 能根据岗位要求对管辖
范围内的低级别岗位人员进行
考核

方法
6.3.2 电竞企业岗位考核
内容

技能要求
1.1.1 能对电竞项目的类型进
行评估
1.1.2 能对电竞项目的规则进
行评估
1.1.3 能对电竞项目的技巧进
行评估

相关知识要求
1.1.1 电竞项目类型的关
键要素
1.1.2 电竞项目规则的关
键要素
1.1.3 电竞项目技巧的关
键要素

1.2 电竞技能规划

1.2.1 能为战队及选手进行电
竞项目赛事的内容训练规划
1.2.2 能为战队及选手进行电
竞项目赛事的技巧提升规划

1.2.1 电竞项目赛事内容
的训练方法
1.2.2 电竞项目赛事技巧
的提升方法

2.1 电竞素养规划

2.1.1 能为战队及选手进行电
竞项目赛事的心理素养提升规
划
2.1.2 能为战队及选手进行电
竞项目赛事的体能提升规划
2.1.3 能为战队及选手进行电
竞项目赛事的品格提升规划

2.1.1 电竞项目赛事心理
素养的提升方法
2.1.2 电竞项目赛事体能
的提升方法
2.1.3 电竞项目赛事品格
的提升方法

2.2.1 能基于对电竞项目类型
的评估产生电竞项目类型的创
意
2.2.2 能基于对电竞项目规则
的评估产生电竞项目规则的创
意
2.2.3 能基于对电竞项目技巧
的评估产生电竞项目技巧的创
意

2.2.1 电竞项目类型的创
新方法
2.2.2 电竞项目规则的创
新方法
2.2.3 电竞项目技巧的创
新方法

3.1.1 能设计电竞项目赛事的
赛前赛后数据分析报表
3.1.2 能为电竞战队及选手提
升成绩设计数据分析指标

3.1.1 电竞项目赛事数据
分析报表
3.1.2 电竞战队及选手数
据分析方法

3.2.1 能为电竞项目赛事直播
设计数据展现方式
3.2.2 能为电竞项目赛事的调
优设计数据分析路径及步骤

3.2.1 电竞项目赛事数据
展现方法
3.2.2 电竞项目赛事调优
方法

4.1.1 能对战队及选手的情况
进行分析提炼

4.1.1 电竞战队及选手资
料的分析方法

3.5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1.1 电竞项目策略
评估
1.电竞项
目操作

2.电竞战
术实施

2.2 电竞项目策略
创新

3.1 电竞数据分析
指标设计
3.电竞数
据分析
3.2 电竞数据分析
应用策划
4.电竞活

4.1 电竞直播选题

动表演

策划

4.1.2 能对电竞项目和赛事进
行分析和预判

4.1.2 电竞项目赛事资料
的分析方法

4.2.1 能统筹电竞直播的各直
播视角
4.2.2 能组织实况下各直播视
角的呈现方式

4.2.1 电竞直播视角的统
筹知识
4.2.2 电竞活动直播视角
的呈现方法

4.3.1 能提炼电竞项目赛事的
要点
4.3.2 能组织调动电竞观众热
情的素材

4.3.1 电竞项目赛事要点
的提炼方法
4.3.2 电竞观众需求的分
析方法

5.1 电竞项目评估

5.1.1 能对电竞项目内容进行
评估
5.1.2 能对电竞项目价值进行
评估

5.1.1 电竞项目内容的分
析方法
5.1.2 电竞项目价值的分
析方式

5.2 电竞项目策划

5.2.1 能进行电竞项目竞技方
式的策划
5.2.2 能进行电竞项目内容的
策划
5.2.3 能进行电竞项目视觉要
素的策划

5.2.1 电竞项目竞技方式
的关键要素
5.2.2 电竞项目内容的关
键要素
5.2.3 电竞项目的视觉要
素

5.3 电竞赛事策划

5.3.1 能策划电竞赛事的赛程
赛制
5.3.2 能策划电竞赛事的组织
方式

5.3.1 电竞赛事赛程赛制
的关键要素
5.3.2 电竞赛事组织方式
的关键要素

6.1 电竞团队规划

6.1.1 能根据企业整体发展战
略，规划组织结构，进行岗位
设置
6.1.2 能根据企业发展规划和
岗位要求，进行人员配置

6.1.1 电竞企业岗位设置
方法
6.1.2 电竞企业人员配置
方法

6.2 团队规章建设

6.2.1 能根据岗位工作任务的
要求，设计业务管理规章
6.2.2 能根据岗位工作任务的
要求，设计技术管理规章

6.2.1 电竞企业业务管理
规章的制订方法
6.2.2 电竞企业技术管理
规章的制订方法

6.3 团队培训规划

6.3.1 能根据岗位能力要求以
及员工职业发展规划，制订岗
位培训计划
6.3.2 能根据岗位工作任务的
要求，拟定岗位绩效考核方法

6.3.1 电竞企业岗位培训
计划的内容
6.3.1 电竞企业岗位绩效
考核方法

4.2 电竞直播统筹

4.3 电竞解说评论
内容设计

5.电竞项
目开发

6.管理与
培训

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25

25

25

5

5

电竞项目操作

25

20

20

15

15

电竞战术实施

20

15

15

15

15

电竞数据分析

15

15

15

15

15

电竞活动表演

10

10

10

15

15

10

10

15

15

15

15

技能等级
项目
基本
要求

相关
知识
要求

电竞项目开发
管理与培训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电竞项目操作

40

30

30

20

20

技

电竞战术实施

30

25

25

20

20

能

电竞数据分析

20

20

20

15

15

要

电竞活动表演

10

15

15

15

15

求

电竞项目开发

10

10

15

15

15

15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管理与培训
合计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