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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行业职业技能  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IT行业职业技能的职业划分、职业资格等级、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技能培训。 

本标准适用于IT行业的企业及相关组织职业技能管理、鉴定、职业培训等。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职业技能 

在IT职业活动范围内，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技术能力。 

2.2  

职业资格 

从事IT职业必须具备的知识、技术和能力的基本要求。 

2.3  

职业种类 

依据职业活动对象、从业方式、工作性质等划分的 IT职业类别。 

2.4  

职业分类 

同一职业种类中，依据专业知识和特点、技能要求及实际需求划分的不同的工作类别。 

2.5  

业务能力 

在从事相应职业种类的专业工作中发现、解决实际问题并能创造相关价值的工作经验和业绩。 

2.6  

技术能力 

完成职业种类及相应职业分类的工作任务必需具备的专业、知识、技能水平和熟练程度。 

2.7  

基本知识 

依据本标准，各等级从业人员必须掌握的通用基础知识，主要包括IT职业及与IT职业相关并贯穿整

个职业活动的基本理论和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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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职业技能鉴定 

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和本标准，对IT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水平或职业资格进行客观、公正、科学、规

范的评价和认证的活动。 

3 职业道德 

IT行业从业人员均应具备以下职业道德： 

a)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及行业规范、标准和企业规章； 

b) 诚实守信、科学严谨、恪尽职守、团队协作、公道正派、勤奋好学。 

4 职业划分 

4.1 职业种类 

职业种类划分如表1示。 

表1 职业种类 

4.2 职业分类 

依据表1划分职业分类和相应说明，参看附录A。 

5 职业资格等级 

5.1 等级 

IT行业职业资格等级，分为7级：职业资格1级（初级）、职业资格2级（初级）、职业资格3级（中

级）、职业资格4级（中级）、职业资格5级（高级）、职业资格6级（高级）、职业资格7级（特级）。 

5.2 等级要求 

IT行业职业资格各个等级，应符合相应的要求： 

a) 职业资格 1级（初级）：应能运用职业种类及相应职业分类所需的职业技能和基本知识，在指

导下完成所承担的工作； 

b) 职业资格 2级（初级）：应能运用职业种类及相应职业分类所需的职业技能和基本知识，在指

导下完成所承担的工作，并具有一定独立工作能力； 

类别序号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职
业
种
类 

软
件
开
发 

系
统
集
成 

信
息
化
监
理 

运
营
维
护 

数
据
库
应
用 

电
子
商
务 

信
息
安
全 

多
媒
体
制
作 

嵌
入
式
系
统 

数
据
处
理 

咨
询
服
务 

市
场
营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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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职业资格 3级（中级）：应能熟练运用职业种类及相应职业分类所需的职业技能和基本知识，

独立完成所承担的工作；已具备指导他人工作能力； 

d) 职业资格 4级（中级）：应能熟练运用职业种类及相应职业分类所需的职业技能和基本知识，

独立完成所承担的工作；具备指导他人工作的能力，并能够承担部分项目管理工作； 

e) 职业资格 5级（高级）：应具有一定的项目经验和业务、专业能力，独立完成项目管理工作； 

f) 职业资格 6级（高级）：应具有较丰富的项目经验和业务、专业能力，创新性运用职业种类所

需的职业技能和专业知识；能够在专业领域内提供专业技能指导； 

g) 职业资格 7级（特级）：应具有相当丰富的项目经验和业务能力、系统全面的专业能力和知识，

在专业领域具有开创性，有一定的影响力。 

职业资格间关系参见附录 B。 

5.3 等级设置 

职业种类及相应职业分类的职业资格等级设置，均应根据相应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范围和相应技能

要求确定。各职业种类及相应职业分类的职业资格等级参照5.1、5.2的规定（参见附录C）。 

6 职业技能鉴定 

6.1 鉴定要求 

IT 职业从业人员申报各职业资格等级，应符合相应职业种类规定的条件，并应通过获得授权或具
备相应资质的专门鉴定机构的相应职业技能鉴定。 

6.2 鉴定内容 

6.2.1 业务能力鉴定 

6.2.1.1 业绩评价 

从事本专业工作年限内，完成的实际项目及在项目中所担负的责任范围、项目的难易度与项目的规

模、质量。 

6.2.1.2 专业评价 

a) 专业发展：所从事专业的精通程度、专业更新和完善状况及影响范围； 

b) 技术传承：从事本专业工作年限内，使专业技术体系化、制度化； 

c) 新人培养：培训、指导无经验或经验不多的该专业从业人员； 

d) 从业年限：从事相应职业种类的工作年限。 

6.2.2 技术能力鉴定 

6.2.2.1 基本知识评价 

IT行业从业人员必须掌握的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的评价。 

6.2.2.2 专业技能评价 

从事该职业种类及相应职业分类的工作必须掌握的专业技术和应达到的专业水平的评价。 

6.3 内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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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鉴定的内容，应根据职业种类及相应职业分类的技能、专业要求设置，科学、规范、客观

的评价业务能力和技术能力。 

6.4 鉴定方式 

职业技能鉴定方式，应根据职业种类及相应职业分类的特点，采用考试、履历鉴定和面试综合考核

准确评估、判断职业技能水平。 

6.4.1 考核要求 

应根据各职业种类及相应职业分类的特点，确定相应的考核要求，并详细说明。 

6.4.2 考核说明 

a) 基本知识考试：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相关知识； 

b) 职业履历鉴定：业务能力、技术能力及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相关资格、获奖情况、发表论文
等； 

c) 面试：基本素质、实践经验、表达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应变能力、自我控制能力、人际交往
能力等。 

6.5 鉴定比重 

根据考核说明，设置IT职业技能鉴定指标比重。各鉴定指标所占比例，宜参照表2规定。 

表2 鉴定比重表         

                                                                           单位为% 

初级 中级 高级 特级             等级 

      比重 

方式  1 2 3 4 5 6 7 

基本知识考试 60 30 20 0 

职业履历鉴定 0 50 60 80 

面试 40 20 20 2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7 职业技能培训 

7.1 培训计划 

应基于企业和组织的发展计划和本标准，根据职业种类及相应职业分类、职业技能需求和变化，制

定职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目标、培训手段和培训周期： 

a) 企业培训计划：企业应有针对性、有计划的实施职业技能培训，满足个人发展的需要，增强企
业竞争力； 

b) 个人培训计划：从业人员应根据个人职业发展计划，融合企业发展目标，不断积累专业、知识、
经验，提升业务能力和技术能力。 

7.2 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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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培训的内容应包括： 

a) 基本知识培训； 

b) 技术能力培训； 

c) 业务能力培训。 

7.3 培训方式 

职业培训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 

a) 内部培训或外部培训； 

b) 在职培训或脱产培训等。 

7.4 培训流程 

培训流程应包括： 
a) 职业分析和需求评估； 

b) 确定培训目标； 

c) 建立培训考核标准； 

d) 确定培训内容及方案； 

e) 培训考核。 

7.5 培训机构 

应是能够提供和实施 IT行业职业技能培训，具备相应资格和条件的各种教育及培训服务机构（含
高等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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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职业分类及说明 

职业种类 职业分类 说明 

软件架构 
01-1 

软件项目的总体设计、新产品开发、新技术体系的构建者。基于丰

富的软件设计和应用经验，分析、评估系统整体架构，优化系统结

构，选择适宜的实践参考模型，构建适用的软件架构 

系统分析 
01-2 

基于丰富的实践和经验，熟知软件工程、主流技术架构、网络、数

据库技术等专业知识，理解客户业务流程，确认项目范围，获取、

分析、定义、确认、验证客户需求，根据软件架构人员的架构设计，

分析、设计适合客户业务需求的软件系统 
程序设计 

01-3 
按照系统分析人员提出的系统设计报告，设计、编制、调试、修改

程序 

项目管理 
01-4 

制定项目实施计划，组织、配置项目资源（包括人、财、物），沟

通、激励项目组成员的工作，化解可能的矛盾；跟踪、监控项目进

展，保证项目的有效实施 

软件开发 
01 

软件测试 
01-5 

根据软件项目规范编制测试计划，设计测试数据和示例，完成项目

模块测试、系统测试，跟踪、分析发现的问题，评估解决方案的合

理性 

IT架构 
02-1 

基于丰富的工程设计和应用经验，分析、整合客户需求，构建包括

基础设施平台、应用系统平台、资源平台、数据管理等的系统整体

架构，融合 IT与业务需求，保证架构的可靠性、安全性、可用性和
可扩展性 

需求分析 
02-2 

基于丰富的工程经验、良好的客户沟通能力和客户业务流程的把

握，理解、确认项目范围，获取、分析、定义、确认、验证客户需

求，为 IT架构人员提供相对完善、合理的客户需求方案 

信息资源规划 
02-3 

根据需求分析人员的方案，梳理客户业务流程，识别、整合信息资

源，基于系统整体架构，规划、设计包括系统基础平台、数据管理、

应用平台、信息安全平台的功能、结构、性能，制定整体解决方案 

项目建设和管理

02-4 

根据项目整体解决方案，制定项目实施计划，组织、配置项目资源

（包括人、财、物），实施项目建设，跟踪、监控项目进展；建立

沟通机制，激励项目组的工作 

系统集成 
02 

系统测试 
02-5 

根据需求方案和整体解决方案，编制系统测试计划，确定测试方法

和测试流程，完成系统分阶段测试和整体调试，跟踪、分析发现的

问题，评估解决方案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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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种类 职业分类 说明 
弱电监理 

03-1 
基于丰富的工程经验，明确项目范围，确认、验证客户需求，监控

弱电项目的实施 
网络监理 

03-2 
基于丰富的工程经验，明确项目范围，确认、验证客户需求，监控

网络基础平台、数据管理等项目的实施 
软件监理 

03-3 
基于丰富的工程经验，明确项目范围，确认、验证客户需求，监控

系统软件、中间件、支撑软件、应用系统及资源建设等项目的实施 

信息安全监理 
03-4 

基于丰富的工程经验和实践，明确项目范围，确认、验证客户需求，

监控信息安全防御体系和管理体系、信息安全管理平台、信息安全

设备的安全性等项目的实施 

系统环境监理 
03-5 

基于丰富的工程经验，明确项目范围，确认、验证客户需求，监控

信息系统环境建设的实施，包括机房建设（电源系统、接地系统、

新风系统、消防系统、机房环境等）、监控系统、防灾等 

信息化监理 
03 

总监理师 
03-6 

监理单位履行监理职责的总负责人，基于丰富的工程经验和广泛的

专业知识，制定监理规划和方案，组织协调监理实施和项目各方的

关系，跟踪项目进程，监控项目实施 

基础平台维护 
04-1 

为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管理的安全性、可靠性、可用性和可扩展性，

保证网络结构的优化，定期评估网络基础平台性能、数据管理完整

性、安全性，制定故障维护预案，及时消除可能的故障隐患。 

应用平台维护 
04-2 

为保证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中间件、其它支撑系统应用及在系

统平台上运行的各类应用软件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可用性，定

期评估系统平台的性能和应用软件系统的性能、功能缺陷、用户满

意度等，制定系统故障处理应急预案，及时消除可能存在的安全隐

患和威胁、根据需求更新或变更系统功能。 
信息安全维护 

04-3 
为保证物理环境和系统运行的安全，定期检查和评估可能的安全隐

患、缺陷和威胁，制定安全恢复预案。 

系统环境维护 
04-5 

为保证信息系统的安全、稳定、无故障运行，监控系统运行的环境、

监测并定期检查电源、通风、接地等所有机房设施的工作状态，发

现并报告问题和提出变更建议。 

系统管理 
04-6 

为保证信息系统正常、高效运行，监控、适时调整系统状态，高效、

高质利用系统的各种资源。当系统出现故障时及时报告和处理，协

调、保持系统的高效运行 

运营维护 
04 

系统评估 
04-7 

在信息系统运营过程中，各项应用（硬件基础平台、系统平台、存

储平台、应用系统平台、安全平台等）、各项业务的性能、效能的

优化、整合、评估 

数据库设计 
05-1 

基于丰富的数据库应用和设计经验，熟悉各种主流数据库技术和性

能调优经验，熟悉各种数据库设计工具和设计方法；规划、设计 IT
项目的数据库解决方案 

数据库应用 
05 

数据库应用 
基于丰富的数据库应用和部署经验，具有数据库安装、部署、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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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 调优、能力和数据迁移、数据交换、数据转换等相关工作经验 
数据库管理 

05-3 
管理、监控、备份、恢复、维护数据库系统，确保数据库系统的完

整性，准确性，安全性 
职业种类 职业分类 说明 

平台设计 
06-1 

熟悉电子商务流程、信息技术及相关技术，规划、设计电子商务系

统和电子商务应用平台，保证电子商务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可

用性 

网站开发与维

护 06-2 

精通Web架构设计，熟悉各种主流数据库技术和开发语言、工具及
网页设计软件，设计、创意网站整体架构，开发、构建电子商务网

站 

电子商务 
06 

内容管理 
06-3 

策划、收集、整理、分类、编辑网站内容，根据行业规范和网站定

位制定相应的行业类别和目录，适时发布、完善、更新网站内容 

安全架构 
07-1 

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熟悉 IT基础设施、系统架构设计、安全应用
集成、网络安全产品典型部署，熟悉各种通信标准及协议，了解安

全趋势和客户的整体安全需求。识别、分析、评估项目风险，确定

项目安全需求、安全技术，设计、构建信息安全整体防御体系和管

理体系，为软件/IT架构人员提供安全、可靠的安全构架 

安全评估 
07-2 

基于丰富的安全实践，熟悉 IT基础设施、系统架构、各种通信标准
及协议的缺陷、漏洞和防御技术，识别、分析、评估系统风险、系

统安全性能，提供评估报告和解决方案 

安全服务 
07-3 

熟悉主流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和基础架构，熟悉信息安全管理

和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理解并掌握信息安全和攻防技术，提供安

全机制、安全策略、安全管理等服务 

信息安全 
07 

安全咨询 
07-4 

熟悉各种安全标准、信息安全基本知识和相关知识，提供信息安全

整体解决方案 
多媒体设计 

08-1 
掌握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的基本原理，熟练运用计算机设计软件，设

计多媒体系统、视觉系统、音频系统等 多媒体制作 
08 多媒体制作 

08-2 
掌握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的基本原理，熟练运用多媒体制作技术，制

作多媒体系统、视音频系统等 
软件架构 

01-1 
与软件开发职业相同，但基于嵌入式系统开发 

嵌入式系统开

发 09-1 
熟悉嵌入式系统，掌握主流的开发工具，具备嵌入式软件系统独立

开发能力、解决问题能力 
嵌入式系统 

09 
软件测试 

01-5 
与软件开发职业相同，但基于嵌入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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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种类 职业分类 说明 
图形图像处理 

10-1 
使用计算机及图形图像输入输出设备和相应处理软件处理静态、动

态图形图像 
数据分析处理 

10-2 
整理、分析、抽取、转换、挖掘大量分散的、独立的原始数据，转

化为可理解、利用的信息 

呼叫中心服务

支持 10-3 

利用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电话集成技术等，

构成统一、高效的服务工作平台，采用统一的标准服务模式，为用

户提供系统化、智能化、人性化的服务 

数据处理 
10 

数据录入 
10-4 

利用计算机及相关输入设备、相应软件处理系统，及时、准确、高

效、高质量的录入文字或数据 
IT管理咨询 

11-1 
具有丰富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专家，提供包括管理模式、流程重

组、商业模式、管理系统等与 IT融合的咨询和服务 咨询服务 
11 业务咨询 

11-2 
与 IT管理咨询结合，提供信息化建设整体解决方案 

客户关系 
12-1 

基于企业业务，服务客户为中心，满足客户需求，提高客户满意度 

渠道管理 
12-2 

创建适合业务需求的渠道，制定相应的渠道政策，合理管理和发展

渠道 
成本控制 

12-3 
根据成本管理目标，对企业、项目等运行中影响成本的各种因素和

条件采取预防和调控措施 
市场分析 

12-4 
根据企业经营目标和业务，分析市场需求、市场容量及竞争能力等，

制定营销策略和销售目标 
宣传策划 

12-5 
根据市场分析，树立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实现产品（项目）营销

计划和品牌推广计划 

市场营销 
12 

市场开拓 
12-6 

根据企业经营目标，拓展业务 

注：类别序号以  m-n  形式表示 

m：职业种类序号，为 2位数字，自 01始，升序排列； 

n：职业分类序号，自 1始，升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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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职业资格间关系 

初级 中级 高级 特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6级 7级 

            具有一般应用的业务能力        具有创新性的业务能力 

 
 

专业领域的

开创性、影

响力 

 
专业领域的创新性、能力

认可 
 项目管理能力、企业内的能力认可 
 指导他人工作的能力 
 完全独立工作的能力 

 
一定程度上

独立工作的

能力 
 

在指导下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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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软件开发职业资格等级示例 

 

 

01-1 01-2 01-3 01-4 01-5 
 

软件架构 系统分析 程序设计 项目管理 软件测试 

特级 7      
6      

高级 
5      
4      

中级 
3      
2      

初级 
1      

注： 
      表示该职业分类设置的职业资格等级 
      表示该职业分类未设置相应的职业资格等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类 
别 
序 
号 

职 

业 

分 

类 等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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