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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体系及费用 

 

 
 

网络营销助理（初级） 

费用：2550 元 

说明：培训费 1200（参考）+在线学习费 970 元+考试认证费 380 元=2550 元 

 

一、 培养目标与就业前景： 

通过学习使学员了解网络营销基本理论基础、网络营销的常用工具和方法等网络营销操

作岗位技能，使学员具有从事企事业单位网络营销工作的操作能力。学完后能从事搜索引擎

营销、许可 E-mail 营销、网络广告营销、网站营销工作。 

二、 入学条件 

中专以上学历 

三、 总课时数 

90 

四、 课程大纲内容 

第 1 阶段 

基本理论基础：网络营销的诞生和发展状况、网络营销的基本概念、网络营销的职能

和内容体系、网络营销信息传递及一般原则、网络营销环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第 2 阶段 

营销实战： 网络信息检索、搜索引擎营销、许可 E-mail 营销、网络广告营销、网站

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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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网络营销助理课程学习可获得以下： 

1、 免费使用一级域名和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实验专用 50M 主机空间的权利，真实

互联网环境网络营销实战体验。 

2、 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助理课程的系统学习。 

3、 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认证讲师的直接指导。 

4、 中国互联网协会指定的“博导前程”网校网络营销助理课程的全程在线学习。 

5、 享受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特聘讲师在线教学指导的权利。 

6、 “博星卓越”网络营销教学系统使用权。 

7、 中国互联网协会会员企业内部实战机会。 

8、 优先参与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各项活动。 

9、 成绩合格者，颁发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助理证书。 

10、 成绩优异者，可免费学习网络营销经理课程。  

11、 成绩优异者，可被中国互联网协会吸纳为个人会员。 

12、 进入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人才库，协会会员企业就业优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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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营销经理（中级） 

费用：4580 元 

说明：培训费 2300（参考）+在线学习费 1720 元+考试认证费 560 元=4580 元 

 

一、 培养目标与就业前景： 

通过学习使学员了解网络营销实践与管理的方法、掌握网络营销基本策略的制定和实施

等网络营销管理岗位技能，使学员具有从事企事业单位网络营销基本管理工作的操作能力。

学完后能不仅能从事网站策划、搜索引擎营销、许可 E-mail 营销、网络广告等基本网络营

销工作，并且具有网络营销策略制定和网络营销组织管理等高级管理工作能力。 

二、 入学条件 

大专以上学历或具备网络营销助理资格 

三、 总课时数 

120 

四、 课程大纲内容 

第 1 阶段 

理论基础：网络营销原理与一般方法，网络营销导向的网站建设，网站推广策略，网

上销售方法，网络营销管理。 

第 2 阶段 

营销实战： 企业网站策划与评价方法、搜索引擎营销、许可 E-mail 营销、网络广告

营销、在线市场调研、网站流量统计分析、网络营销效果评价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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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网络营销经理（中级）课程学习可获得以下： 

1、  免费使用一级域名和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实验专用 100M 主机空间的权利，真  

 实互联网环境网络营销实战体验。 

2、  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经理课程的系统学习。 

3、  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高级认证讲师的直接指导。 

4、  中国互联网协会指定的“博导前程”网校网络营销经理课程的全程在线学习。 

5、  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顶级专家团队的在线教学指导。 

6、  博星卓越网络营销教学系统、博星卓越电子商务开发平台使用权。 

7、  参与中国互联网协会会员企业内部实践机会。 

8、  参与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沙龙机会。 

9、  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指南工作组（WGO）最新网络营销动向及规范、标准等信

息。 

10、 优先参与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各项活动。 

11、 成绩合格者，颁发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经理证书。 

12、 成绩优异者，可免费学习网络营销专家课程。 

13、 成绩优异者，可被中国互联网协会吸纳为个人会员。 

14、 进入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人才库，协会会员企业就业优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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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营销专家（高级） 

费用：9100 元 

说明：培训费 4500（参考）+在线学习费 3800+考试认证费 800 元=9100 元 

 

一、 培养目标与就业前景： 

通过学习使学员在具备网络营销实践应用与管理能力的基础上，全面提升对网络营销理

念的认识，对网络营销现状和发展趋势有全面的了解，具有全面的网络营销领导能力和系统

的研究能力，不仅可以承担网络营销高级管理和研究工作，并且至少在网络营销的某一领域

达到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级水平。 

二、 入学条件 

两年以上网络营销工组经验、本科以上学历或具备网络营销经理资格 

三、 总课时数 

120  

四、 课程大纲内容 

第 1 阶段 

理论基础：互联网用户行为研究、顾客价值研究、网络营销方法论、网络营销前沿问

题、网络营销管理与控制 

第 2 阶段 

教学实践：网络营销策略诊断、深度网络市场调研、网络营销战略体系制定、网络营

销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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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网络营销专家课程学习可获得以下： 

 

1、  使用一级域名和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实验专用 300M 主机空间的权利，真实互 

 联网环境网络营销实战管理体验。 

2、  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专家课程的系统学习。 

3、  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顶级专家团队面授指导。 

4、  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权威人士终身指导。 

5、  中国互联网协会指定的“博导前程”网校网络营销专家课程终身在线学习。 

6、  加入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高级沙龙资格。 

7、  参加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举办的风险投资峰会资格。 

8、  网络营销行业领袖企业实践调研工作机会。 

9、  参与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行业规范、标准制定机会。 

10、 参与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系列书籍编写机会。 

11、 由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培训管理办公室提供的网络营销项目研究专项资金支

持。 

12、 加入中国互联网协会机会，成为个人会员。 

13、 成为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指南工作组（WGO）成员。 

14、 优先参与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各项活动。 

15、 成绩合格者，颁发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专家证书。 

16、 成绩优异者，成为中国互联网协会特聘专家。 

17、 进入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人才库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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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作模式 

模式一：授权教学点 

    授权教学点是指由管理办公室经过选择、审查后授权具备招生、培训、考试资格的企业。 

被授权企业成立专门的培训部门，开展招生、教学、考试工作，引入中国互联网协会网

络营销教学体系，按照网络营销课程体系教学。企业选派 2 名以上网络营销从业人员参加由

管理办公室组织的师资培训，考试合格后，颁发中国互联网协会认证讲师证书，并承担教学

点基础教学工作。 

管理办公室为授权教学点模式合作的企业提供教学大纲、课程教材、视频课件、师资培

训、在线网校、教学软件、教学专用域名空间、网络营销专家巡讲、媒体宣传、网络营销企

业实践等多方支持。 

企业为管理办公室授权的培训点，应积极配合管理办公室在区域范围内进行宣传、招生、

教学、管理、及考试等工作，并提供教学场所、机房、考场、师资等网络营销课程教学必备

条件。 

 

模式二：授权招生点 

    授权招生点是指由管理办公室经过选择、审查后授权的具有招生、考试资格的企业。 

被授权企业开展招生、考试工作，招生点学员数量达到要求后，由管理办公室提供师资

团队支持，在区域范围内开设培训班，进行教学指导。 

管理办公室为授权招生点模式合作的企业提供师资团队、教学大纲、课程教材、视频课

件、在线网校、教学软件、教学专用域名空间、网络营销专家巡讲、媒体宣传、网络营销企

业实践等多方支持。 

企业为管理办公室授权的培训点，应积极配合管理办公室在区域范围内进行宣传、招生、

考试等工作，并提供教学场所、机房、考场等网络营销课程教学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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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三：网校合作点 

    网校合作点是指由管理办公室经过选择、审查后授权的网校合作的企业。 

被授权企业具有“博导前程”网校学习课程在特定区域内销售资格。 

网校学习课程（年度咨询服务）是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培训管理办公室特别订制，

集合行业资源、精英师资的网络营销教学课程，在线进行网站整体诊断、网络营销方法分析、

搜索引擎策略设计等高端咨询服务，能够解决购买了该课程的个人或企业在网络营销实施过

程中具体问题。 

管理办公室为网校合作点模式合作的企业提供师资团队、在线网校、教学软件、教学专

用域名空间、网络营销专家巡讲、媒体宣传、网络营销企业实践、客户服务等多方支持。 

企业为管理办公室授权的网校合作点，应积极配合管理办公室在区域范围内进行宣传、

销售等工作，并提供专业销售团队、客户服务团队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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