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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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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

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美团大学美业学院。 

本文件参编单位：艾尔建美学、联合丽格集团、美莱集团、艺星集

团、北京医疗美容争议研究与调解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陈琦、李春美、潘焕友、方强、沈青。 



MTC-XX-XXX-2020 

 2 

医美互联网运营师职业技能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医美互联网运营师的职业概况、基本要求、工作要求

和权重分配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医美互联网运营从业人员，其他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

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

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适用于本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医美互联网运营 Aesthetic Medicine Internet Operation 

通过互联网络平台实现医疗美容门店的产品与服务展示，通过结合

网络技术、平台规则、门店管理工具、营销手段等实现线上、线下整体

经营收入的增长，并且提升品牌或门店的管理效率。 

4 职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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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三个等级，分别为：初级、中级、高级。 

4.2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场所。 

4.3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4.3.1 初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初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 

a) 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1 年（含）以上；  

b) 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0.5 年（含）

以上； 

c) 对于跨行业或本行业转岗申报者，需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累计从事相关行业或营销相关岗位工作 1 年（含）以上。 

4.3.2 中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中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 

a) 通过初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认证，且从事本职业工作 1 年

（含）以上； 

b) 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含）

以上。 

4.3.3 高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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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高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 

a) 通过中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认证，且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

（含）以上； 

b) 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含）

以上。 

4.3.4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 

a) 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方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

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 

b) 技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

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 

c) 综合评审主要针对中级和高级，通常采取审阅申报材料、答辩等

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4.3.5 合格判据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60分

（含）以上者为合格。 

4.3.6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综合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1:15，且每个考场不

少于2名监考人员；技能考核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1:5，且考评人

员为3人（含）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3人（含）以上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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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40分钟；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60分钟；综

合评审时间不少于30分钟 

4.3.8 鉴定场所设备 

各类鉴定场所要求如下： 

a)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或线上考试系统进行； 

b) 技能考核在具有必要的电脑及相关工作软件的实操场所进行； 

c) 综合评审考核在标准教室进行或线上考试系统进行。 

5 基本要求 

5.1 职业道德 

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 

b) 保护客户隐私，未经客户同意，不应泄露其相关资料。 

c) 尊重客户，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真情待人。 

d) 心系客户，为客户着想，满足客户合理需求。 

e) 尊重民族习惯、地方风俗和所在地居民公约。 

5.2 职业能力特征 

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具有良好的倾听和表达能力，能够正确理解客户需求； 

http://www.so.com/s?q=%E6%B3%95%E8%A7%8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A4%BE%E4%BC%9A%E5%85%AC%E5%BE%B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AE%A2%E6%88%B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9C%9F%E6%83%8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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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善于沟通与协调； 

c) 具备良好的审美能力，以美学的角度来修饰缺点及展现优点。 

5.3 普通受教育程度 

大学专科毕业及以上（或同等学历）。 

5.4 基础知识 

5.4.1 计算机与网络应用知识 

包括： 

a) 计算机硬件基本组成； 

b) 计算机常用软件使用知识； 

c) 计算机操作系统应用基础知识； 

d) 数据处理基础知识； 

e) 互联网应用基础知识。 

5.4.2 医疗美容行业基础知识 

包括： 

a) 美容行业企业认知； 

b) 美容医学基础知识； 

c) 美容化学基础知识； 

d) 综合医学美容专业知识。 

5.4.3 医疗美容仪器基础知识 

包括： 



MTC-XX-XXX-2020 

 
7 

a) 美容仪器基础知识； 

b) 声光电美容仪器应用知识。 

5.4.4 网络营销基础知识 

包括： 

a) 网络营销的主要方法； 

b) 网络商务信息的收集与整理； 

c) 市场营销与消费者行为及心理学基础知识。 

5.4.5 财务管理与统计学基础知识 

包括： 

a) 成本费用管理，含成本预算、成本决策、成本计划等； 

b) 营运资金管理（资金生产效率管理）； 

c) 基础统计学的任务和统计方法。 

5.4.6 商务沟通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 

包括： 

a) 商务沟通的特点及技巧； 

b) 语言及非语言沟通基本方法； 

c) 商务谈判需要具备的观察、决断、应变等能力。 

6 工作要求 

6.1 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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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对初级、中级、高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

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6.2 初级 

初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工作要求见表1。 

表1  初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工作要求 

职业 

能力 

工作内

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专业

知识 

1.1行

业背景

了解 

1.1.1 能够完成基础的行业调查与

分析工作 

1.1.2 能够参与并配合完成市场调

研项目 

1.1.3 能够结合生物学及仪器类知

识用文字清晰的表达医美项目 

 

 

 

 

1.1.1 医疗美容行业发

展史 

1.1.2 基本的皮肤解剖

学、组织学、皮肤生理

知识等 

1.1.3 基本的光电知识

以及相关的仪器 

1.1.4医美行业基本项

目组成，含补水类、美

白类、抗衰类等 

1.2岗

位职责

了解 

1.2.1能够简单阐述互联网发展史

及相关标杆企业的介绍 

1.2.2 能够清晰阐述各平台基础运

营规则 

1.2.1 互联网发展史 

1.2.2 互联网基础知识 

1.2.3医美互联网运营

岗位能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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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能够清晰的描述运营岗位基

本职责、工作标准、内容和达到岗

位所具备的能力 

2.基

础运

营能

力 

2.1 品

牌运营 

2.1.1能够在指导下完成市场、行

业、消费者洞察分析 

2.1.2能够在指导下完成品牌营销

策略，确定品牌目标，提炼品牌定

位 

2.1.3 能够在指导下熟练运用相关

工具（商户通、微信等）达成品牌

展示目标 

2.1.1 用户画像框架 

2.1.2 品牌营销模式及

用户分布 

2.1.3 线上营销工具基

础知识 

2.2 品

项及活

动运营 

2.2.1通过了解医美品项的基本原

理、服务流程、达成效果，可以完

成品项的基本包装 

2.2.2 能够在指导下完成有一定影

响力的营销产品或营销活动 

2.2.3关注营销产品动态，深入理

解营销目标，结合数据独立完成方

案输出和落实 

2.2.1 医美线上商品设

计基础知识 

2.2.2 线上活动营销设

计基础步骤 

2.3 市

场投放 

2.3.1通过了解媒介环境和媒介渠

道的特点，能够在指导下制定媒介

2.3.1 广告产品定义及

衍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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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方案。 

2.3.2根据传播目标等关键输入，

在指导下制定投放目标，细化媒介

投放动作  

2.3.3能够在指导下熟练运用相关

工具（推广通等）达成品牌展示目

标 

2.3.2 线上营销（投

放）工具基础知识 

2.4 数

据分析 

2.4.1数据基础管理：含生产质

量、SLA、资源使用效率、安全性

指标了解 

2.4.2能在指导下搭建营销指标及

效果评估框架，能迅速发现、判断

并解决数据问题 

2.4.3使用基础的数据指标体系对

工作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全面复盘 

2.4.1 数据指标范围及

定义 

2.4.2营销数据分析基

础方法 

 

3.客

户服

务能

力 

3.1 顾

客服务 

3.1.1 能够初步的描述会员管理工

具（Saas）的互联网特征、交付模

式、运营方法等 

3.1.2能够在指导下搭建安全性、

满意度等用户体验指标 

3.1.1 用户生命周期特

点 

3.1.2 用户分层基本方

法 

 

3.2 会

员管理 

3.2.1能在指导下根据新增注册用

户数，消费转化用户数、用户平均

3.2.1 会员体系基础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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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ARPU）、各个环节转化率、

留存率、活跃率，召回率等数据搭

建会员基础数据 

3.2.2能在指导下建立用户会员成

长体系，并可以策划落地线上线下

会员活动 

3.2.2 会员基础数据监

测结构 

 

6.3 中级 

中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工作要求见表2。 

表2  中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工作要求 

职业 

能力 

工作内

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运营

能力 

1.1品

牌运营 

1.1.1熟悉客户洞察的方法论体

系，能够根据总体业务目标和营销

目标，独立制定消费者洞察方案并

深入的完成洞察工作，对营销策略

和动作起到明确的指导作用 

1.1.2熟悉品牌策略制定的方法论

体系，能独立完成品牌营销策略，

确定品牌目标，提炼品牌定位 

1.1.3 熟悉创意产出的方法论体

1.1.1 消费者行为学与

研究方法 

1.1.2 品牌传播学的理

论架构 

1.1.3 创意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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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能独立完成所有整合营销所需

的创意产出，并引发消费者喜爱和

传播 

1.2品

项及活

动运营 

1.2.1可以独立完成医美品项的产

品优势提炼，通过品项包装及展示

拿到营销结果 

1.2.2能够独立完成有一定影响力

的营销产品或营销活动，能引发 C

端的共鸣，最终提升项目的市场渗

透及转化率 

1.2.3能与团队配合整合资源，设

计和打造出有影响力的营销产品或

IP 

1.2.1 手术类医疗美容

品项分类 

1.2.2 非手术类医疗美

容品项分类 

1.2.3 个人护理类品项

分类 

1.3 市

场投放 

1.3.1能独立制定整合媒介投放策

略，完成媒介投放 KPI，跟踪评估

媒介效果并不断迭代媒介打法 

1.3.2根据传播目标等关键输入，

独立制定投放目标，细化媒介投放

动作  

1.3.3能够熟练运用相关工具（推

广通等），并能阶段性的沉淀推广

方法论 

1.3.1 传播学的理论观

点（社会、心理、政

治、新闻等学科的运

用） 

1.3.2 媒介广告投放策

略及基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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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

据分析 

1.4.1对复杂的数据工具及分析应

用进行独立设计，完成系统落地的

闭环，并能结构化呈现复杂数据产

品设计逻辑 

1.4.2掌握营销数据分析方法，能

独立搭建营销指标及效果评估框

架，能迅速发现、判断并解决数据

问题 

1.4.3能独立建立数据评估/用研评

估体系，能够对数据产品的质量、

效果进行基本的定性定量评估 

1.4.1 数据可视化（偏

审查业务数据和趋势报

告方向） 

1.4.2 产品指标体系搭

建基础方法（GSM指标

确定法等） 

2. 

客户

服务

能力 

2.1 顾

客服务 

2.1.1 能够熟练的提炼会员管理工

具（Saas）的运营方法，可独立设

计复杂场景应用及业务流程串联 

2.1.2能够独立搭建安全性、满意

度等用户体验指标 

2.2.1 全渠道会员管理

路径 

2.2.2 生命周期会员激

活路径 

 

2.2 会

员管理 

2.2.1能独立根据新增注册用户

数，消费转化用户数、用户平均收

入（ARPU）、各个环节转化率、留

存率、活跃率，召回率等数据搭建

会员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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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充分并准确的理解运营目

标，理解目标用户，形成关键策略

拆解，并熟练使用适合的运营方法

获得预期结果 

3.管

理能

力 

3.1 领

导力 

3.1.1 能够独立负责中型项目的实

施和运作，清楚了解项目的关键因

素，在现实情况和有限条件下做好

任务分解和进度安排 

3.1.2能够把岗位的工作心得或案

例沉淀总结并输出成果，形成可复

制的经验与模式，提升工作效率 

3.1.3 具备人才培养的意识，能够

辅导 1-2个初级员工，进行随时辅

导，帮助改进工作效率，提升能力

发展 

3.1.1 领导力角色定位 

3.1.2管理能力主要素

质构成 

3.1.3 管理思维：金字

塔原理 

3.2 行

业影响

力 

3.2.1能独立完成行业客户洞察及

不定期了解行业发展趋势 

3.2.2能够策划、组织、推动跨平

台工作相关的交流和研讨，建立信

息共享平台 

3.2.1战略管理的过程 

3.2.2 战略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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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高级 

高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工作要求见表3。 

表3  高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工作要求 

职业 

能力 

工作内

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运营

洞察

能力 

1.1品

牌运营 

1.1.1对于合作伙伴所处的行业有深

刻了解，包括行业趋势，商业模式

及行业内的相关关键人物能够输出

有价值的洞察 

1.1.2洞悉品牌营销环境的发展趋

势，能输出完整的方法论，在行业

内有较高影响力 

1.1.3 洞悉创意产出环境的发展趋

势，能输出完整的方法论，且能够

带领团队不断取得创意上的迭代和

突破 

1.1.1 行业产业链关系

认知 

1.1.2 品牌传播战略基

础 

1.1.3 品牌战略的 5大

种类 

 

1.2品

项及活

动运营 

1.2.1理解产业格局，对医美行业的

技术变化有一定的预见能力，能根

据行业变化调整优化品项体系 

1.2.2熟悉品牌策略制定的方法论体

系，确定品牌的目标和定位，制定

1.2.1 消费心理学 

1.2.2 品牌策略的核心

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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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和战役的整合营销方案 

1.3 市

场投放 

1.3.1对公司业务目标和产品定位有

深入理解，剖析行业趋势，带领团

队完成行业资源整合，完成营销目

标 

1.3.2洞悉媒介环境的发展趋势，能

输出完整的方法论，能够带领团队

在媒介触达领域不断取得迭代或突

破 

1.3.1 市场营销学 - 

识别、分析评价、选择

和利用市场机会 

1.4 数

据分析 

1.4.1驱动业务横向数据价值增值，

对前沿数据领域科技应用关注并理

解 

1.4.2能站在行业视角进行数据产品

（矩阵）架构设计 

1.4.1数据建模 

1.4.2 大数据处理思维

结构 

1.4.3机器学习思维结

构 

2. 

客户

服务

能力 

2.1 顾

客服务 

2.1.1 具备科学的用户分层运营能

力，从对个体的运营转为对群体的

分层运营 

2.1.2需要全方位的通过品牌、营

销、服务流程等进行更加完善的策

略及路径制定来达成顾客忠诚度目

标，并且能够拿到目标结果 

2.1.1顾客忠诚和顾客

忠诚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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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会

员管理 

2.2.1能宏观的建立会员管理体系，

能综合达成会员满意度及复购的提

升，最终完成交易增长、用户拉

新、服务能力提升等目标 

2.2.2具备行业意识，熟悉业界先进

标杆做法和经验，并借鉴和运用到

自身实践中 

2.2.1 会员营销基本原

理与特征 

3.管

理能

力 

3.1 领

导力 

3.1.1 能整合内外部的重要资源，

发挥协同效应，实现项目目标 

3.1.2通过跨行业、跨公司、跨专业

领域的知识分享与传播，推动专业

进步与技术提升 

3.1.3 在团队建设方面有丰富的成

功实践，能够采取多种手段识别人

才，采取多种方式培养人才，发挥

团队成员的潜能 

3.1.4 通过查看财务报表能清晰的

对利润、成本等数据进行有效解析 

3.1.1 企业战略管理 

3.1.2领导梯队模型与

领导力发展 

3.1.3 财务基础知识 

3.2 行

业影响

力 

3.2.1在方法论、工具研究与开发上

不断突破，引发相关专业领域的变

革，为公司相关专业领域的提升起

3.2.1 Online to 

Offline模式及演化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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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巨大、可持续、不可替代的作用 

3.2.2了解行业新的变化趋势，熟悉

各类玩家策略，通过合理逻辑和分

析，捕捉新的机会点，持续迭代战

术和发展路径 

3.2.2行业变革要素 

 

7 权重表 

7.1 初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 

7.1.1 理论知识权重表 

初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理论知识权重分配见表4。 

表4  初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理论知识权重分配 

项目 

技能等级 

初级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基础知识 5 

相关 

知识 

要求 

行业背景了解 5 

岗位职责了解 10 

品牌运营 10 

品项及活动运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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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投放 15 

数据分析 15 

顾客服务 10 

会员管理 10 

合计 100 

 

7.1.2 技能权重表 

初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技能权重分配见表5。 

表5  初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技能权重分配 

技能要求 

技能等级 

初级 

% 

 

行业背景了解 5 

岗位职责了解 5 

品牌运营 10 

品项及活动运营 20 

市场投放 20 

数据分析 15 

顾客服务 10 

会员管理 15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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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中级、高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 

7.2.1 理论知识权重表 

中级、高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理论知识权重分配见表6。 

表6  中级、高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理论知识权重分配 

项目 

技能等级 

中级 

% 

高级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基础知识 5 5 

相关 

知识 

要求 

品牌运营 10 10 

品项及活动

运营 
15 5 

市场投放 10 10 

数据分析 10 15 

顾客服务 10 5 

会员管理 15 10 

领导力 10 15 

行业影响力 10 20 

合计 100 100 

 

7.2.2 技能权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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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高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技能权重分配见表7。 

表7  中级、高级医美互联网运营师技能权重分配 

项目 

技能等级 

中级 

% 

高级 

% 

技能 

要求 

品牌运营 10 15 

品项及活动

运营 
5 5 

市场投放 15 10 

数据分析 20 10 

顾客服务 15 10 

会员管理 15 15 

领导力 10 15 

行业影响力 10 20 

合计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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