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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咨询师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科技咨询师。

1.2 职业编码

4-07-02-02

1.3 职业定义

从事科技创新、创业、成果转移与转化等技术经济活动，提供独立分析结果及解决方案

的咨询工作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三个等级，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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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较强的学习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分析综合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大学专科毕业（或同等学力）。

1.8 培训参考学时

三级/高级工 150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 120 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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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具有相关专业①大专学历，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2）具有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①
相关专业：高校理工科或经济、法律专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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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含）以上。

（2）具有相关专业大专学历，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3）具有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4）具有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

（5）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职称。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

（2）具有相关专业大专学历，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10 年（含）以上。

（3）具有相关专业大学本科或硕士学历，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8年（含）以上。

（4）具有相关专业博士学历，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5）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1.9.2 鉴定方式

考核方式包含理论知识考试、专业能力考核以及综合评审。 理论知识考试和专业能力考

核采用闭卷笔试或机考方式，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础理论和相关知识及

开展相关业务的专业能力。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还要采取审阅申报材料、答辩等方式

进行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专业能力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均达 60 分（含）

以上者为合格。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和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和专业能力考核中的考评人员和考生配比为 1:20，每个标准教室不少于 2

名考评人员；综合评审委员不少于 5 人。

1.9.4 鉴定时间

各等级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 分钟，专业能力考核时间不少于 90 分钟，每名考生

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和专业能力考核应在具备标准教室或同等条件的场所进行，室内配备必要

的照明设备以及计算机、投影仪等多媒体设备等。综合评审应在配备必要多媒体设备的小型

会议室进行。考核场所的卫生、光线及通风条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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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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守信，客观公正。

（2）勤奋敬业，开拓创新，服务社会。

2.2 基础知识

2.2.1 科技咨询概论

（1）科技咨询的概念。

（2）科技咨询的特征。

（3）科技咨询的社会功能。

（4）国内外科技咨询业的发展概况。

2.2.2 科技咨询的市场调查

（1）市场的概念和特征。

（2）市场调查的概念和作用。

（3）市场调查的基本方法和程序。

（4）市场调查分析和预测方法。

2.2.3 数据②和信息③

（1）数据和信息的定义。

（2）数据采集和挖掘方法。

（3）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

（4）数据报表和可视化技术方法。

（5）数据和信息安全知识。

2.2.4 科技咨询项目选择

（1）项目选择原则和范畴。

（2）项目选择步骤和程序。

（3）项目建议书撰写方法。

2.2.5 科技咨询项目组织和管理

（1）项目组织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2）项目组织的步骤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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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管理的内涵和意义。

（4）项目管理的主要方法。

（5）项目的综合评价。

2.2.6 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知识

（1）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概论。

（2）技术市场概论。

（3）知识产权概论。

（4）技术交易的原理和方法。

（5）科技成果评价方法。

（6）交易谈判和商务策划。

（7）科技成果转化案例分析。

2.2.7 科技金融知识

（1）科技金融概述。

（2）科技金融发展现状与趋势。

（3）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方法。

（4）金融工具的选择及其作用。

（5）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建设与运营模式。

（6）发达国家金融工具的运用案例。

2.2.8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相关知识。

（8）《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相关知识。

（9）其他法规。

② 数据：是反映客观事物属性的记录，可以是符号、文字、数字、语音、图像、视频等。数据是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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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式和载体。

③ 信息：是数据的内涵，信息是加载于数据之上，对数据作具有含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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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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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三级/高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市场调

研和数据

加工

1.1 需求

分类
1.1.1 能划定目标客户及需求范围

1.1.2 能对客户需求进行分类

1.1.1 目标市场的知识

1.1.2 需求管理和分析的知识

1.2 数据

采集

1.2.1 能进行数据挖掘、分析，整理

编制报表

1.2.2 能通过市场调查提出市场信息

调查报告

1.2.1 常用数据报表和可视化分析工具

1.2.2 信息（数据）处理的基本原则

1.3 信息

交流
1.3.1 能编制项目信息资料

1.3.2 能提出项目信息应用方案

1.3.1 信息管理知识

2.咨询受

理和实施

2.1 客户

接洽

2.1.1 能接待客户，了解客户基本情

况和意图

2.1.2 能回答客户的一般问题，提供

信息服务

2.1.3 能确定项目规模和类别

2.1.1 商务谈判的知识、流程和议程安

排

2.1.2 科技咨询项目分类

2.2 咨询

准备

2.2.1 能草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2.2 能草拟谈判方案

2.2.3 能草拟项目的策划和实施方案

2.2.1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的方法

2.2.2 科技咨询项目流程图的制定方法

2.3 合同

草拟

2.3.1 能分析和合同相关的信息、资

料

2.3.2 能草拟合同文本

2.3.3 能草拟项目招投标文件

2.3.1 合同订立的知识

2.3.2 项目招投标基本知识

2.4 项目

实施

2.4.1 能执行既定项目任务

2.4.2 能按实施计划进行进度跟踪

2.4.3 能收集、整理计划实施过程中

的相关数据和资料

2.4.4 能发现项目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和偏差

2.4.1 工作分解结构（WBS）基本知识

2.4.2 项目进度的编制方法

2.5 项目

验收

2.5.1 能收集、整理项目验收工作的

相关文件和资料

2.5.2 能草拟咨询项目总结报告

2.5.1 项目总结报告的编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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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跟踪

服务

3.1 效果

跟踪
3.1.1 能收集项目的实施效果信息，

并提出反馈意见

3.1.1 市场调查的知识

3.1.2 统计分析方法

3.2 后续

服务
3.2.1 能对客户进行回访

3.2.2 能收集客户新的需求信息

3.1.2 制定新业务计划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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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二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信息

处理

1.1数据

分析

1.1.1 能对采集的数据加工、分析获取

有价值的信息。

1.1.1 数据预处理和分析方法

1.1.2 本职业相关公共数据库资源运用

1.2需求

分析

1.2.1 能确定目标客户及需求

1.2.2 能确定目标客户信用程度

1.2.3 能提出市场需求和开发建议

1.2.1 目标市场设定方法

1.2.2 优势和劣势分析法（SW）应用

1.2.3 机会和威胁分析法（OT）应用

1.3数据

和信息

管理

1.3.1 能组织信息发布活动

1.3.2 能针对客户资源建立可视化数

据报表

1.3.3 能进行数据管理和运营

1.3.1 数据和信息化管理知识

1.3.2 国内相关公共数据库的应用

2.咨询受

理和实施

2.1客户

受理

2.1.1 能受理客户需求，并进行专题咨

询

2.1.2 能组织项目咨询诊断

2.1.3 能针对客户需求，提供各阶段服

务策划

2.1.1 科技咨询项目诊断方法

2.2项目

咨询

2.2.1 能编写项目相关分析研究报告

2.2.2 能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2.2.1 技术经济分析方法

2.3合同

拟定

2.3.1 能制定招投标方案

2.3.2 能制定合同谈判策略

2.3.3 能组织合同谈判

2.3.4 能拟定合同文本

2.3.1 招投标的实务

2.4 项目

组织

2.4.1 能制定项目实施计划，并组织落

实

2.4.2 能对项目的实施进度进行调控

2.4.3 能和合作伙伴进行有效的沟通

2.4.4 能协调和处理合同履行中出现

的争议

2.4.1 项目进度管理知识

2.4.2 项目的沟通管理和冲突管理

2.4.3 项目管理软件工具应用

2.5项目

验收

2.5.1 能组织项目验收工作

2.5.2 能编制项目验收报告

2.5.3 能提出知识产权保护方案

2.5.1 项目验收标准和方法

2.5.2 知识产权申请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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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跟踪

服务

3.1效果

分析

3.1.1 能对反馈的效果信息进行分析

3.1.2 能对反馈的遗留问题提出改进

措施

3.1.1 系统分析方法

3.1.2 方案优化方法

3.2绩效

评估

3.2.1 能收集绩效评估需要的相关数

据

3.2.2 能主持绩效评估工作

3.2.1 投资回报率(ROI)评价方法

3.2.2 层次分析法

3.2.3 模糊综合分析法

3.3业务

拓展

3.3.1 能进行新客户开发

3.3.2 能发现潜在客户，并和其建立联

系

3.3.1 客户开发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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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信息

开发

1.1信息

评定

1.1.1 能策划组织重大项目的信息评

定工作

1.1.2 能审定市场调研报告

1.1.3 能组织评定重大或特定项目的

市场价值

1.1.1 数据统计和数值分析知识和方法

1.1.2 市场信息决策的知识和方法

1.1.3 项目估值方法

1.2需求

研究

1.2.1 能对市场的综合性需求进行研

究评估

1.2.2 能对重大或特定咨询项目进行

选择和策划

1.2.1 需求分析和策划方法

1.3市场

预测

1.3.1 能跟踪国内、外科技动态，预

测科技产业市场

1.3.2 能为客户制订产业规划和布局

建议

1.3.3 能根据竞争对手的市场地位，

分析研究，并制订竞争策略

1.3.1 政府产业政策

1.3.2 市场预测理论和方法

1.3.3 产业竞争力分析

2.咨询受

理和实施

2.1特定

咨询

2.1.1 能受理重大或特定项目的咨询

2.1.2 能审定重大或特定项目的建议

书

2.1.1 诊断和决策理论和方法

2.1.2 项目建议书的编制知识

2.1.3 系统工程知识

2.2咨询

决策

2.2.1 能撰写商业计划书

2.2.2 能主持编制区域科技发展规划

2.2.3 能组织大型技术转移、技术交

易活动

2.2.1 产业、区域发展规划编制要点知识

2.2.2 会展策划实务

2.2.3 科技金融主要投融资方法及工具

2.3合同

订立

2.3.1 能主持项目合同的谈判

2.3.2 能主持项目合同的订立

2.3.1 项目决策知识

2.4项目

管理

2.4.1 能主持制订项目实施计划

2.4.2 能主持项目的过程管理

2.4.3 能处理重大合同分歧

2.4.1 项目集成管理知识

2.4.2 项目过程管理知识

2.5成果

管理
2.5.1 能根据合同约定指导撰写论文

2.5.2 能根据合同约定指导撰写和申

2.5.1 知识产权运营知识

2.5.2 标准规范编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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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专利

2.5.3 能主持撰写科技咨询服务领域

技术标准和规范

2.6项目

验收

2.6.1 能主持重大或特定项目的验收

2.6.2 能审定项目验收报告

2.6.1 标准化科技评价方法

3.跟踪

服务

3.1效果

研究

3.1.1 能对项目效果进行分析研究

3.1.2 能解决重大遗留问题并审定改

进措施

3.1.3 能根据项目的效果构思新的项

目策划

3.1.1 价值工程的理论和方法

3.1.2 质量管理的工具

3.2绩效

评估

3.2.1 能审定绩效评估结论

3.3.2 能对需求评估与绩效评估做出

评价

3.2.1 项目绩效评估方法

3.2.2 需求评估和项目评估关系图

3.3后续

服务

3.3.1 能对重大或特定项目的回访信

息进行分析处理

3.3.2 能进行案例分析

3.3.1 项目质量管理知识

3.3.2 项目风险管理知识

3.4业务

创新

3.4.1 能提出满足市场新需求的科技

服务方案和服务策略

3.4.2 能制定特定科技咨询业务的市

场发展战略

3.4.1 国内外科技咨询业发展现状和特点

3.4.2 国内主要的区域产业政策

4.培训

和指导

4.1理论

培训

4.1.1 能编写二级和三级技能等级人

员培训讲义

4.1.2 能对二级和三级技能等级人员

进行技术培训

4.1.1 科技咨询服务领域新知识、新理论

和新技术

4.2技能

指导

4.2.1 能对二级和三级技能等级人员

进行业务指导

4.2.2 能对二级和三级技能等级人员

学习的效果进行评估

4.2.1 案例分析与教学方法

4.2.2 学习效果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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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项目
技能等级 三级/高级工

（%）
二级/技师

（%）
一级/高级技师

（%）

基本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基础知识 25 20 10

相关知识要求

市场调研和数据加工 20

信息处理 15

信息开发 17

咨询受理和实施 40 42 36

跟踪服务 10 18 24

培训和指导 8

合计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项目
技能等级 三级/高级工

（%）
二级/技师
（%）

一级/高级技师
（%）

相关知识要求

市场调研和数据加工 28

信息处理 20

信息开发 20

咨询受理和实施 52 50 43

跟踪服务 20 30 30

培训和指导 7

合计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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