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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国标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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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收益管理人员职业能力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酒店收益管理人员的术语和定义、等级划分、技术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收益管理从业人员。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收益管理 revenue management  

通过对市场进行预测和分析，运用优化定价和存量控制策略，使有限的供给能够与变化的市场达到

平衡，从而实现资源约束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目标的管理方法。 

注:通常定义为“把合适的产品或服务，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价格，通过合适的销售渠道，出

售给合适的客人”。 

2.2  

收益管理人员 revenue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从事有关收益管理（2.1）的专业人员。 

3 等级划分与依据 

3.1 等级划分 

酒店收益管理人员从低到高依次划分为三个等级：助理收益管理师、收益管理师、高级收益管理师。 

3.2 依据 

酒店收益管理人员等级划分以知识、学历、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为依据。 

4 基本条件 

4.1 职业道德要求 

4.1.1 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4.1.2 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4.1.3 团结协作，顾全大局。 

4.1.4 廉洁自律，公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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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础知识及技能要求 

4.2.1 信息统计及分析技能。 

4.2.2 预测方法与技术基础知识。 

4.2.3 市场营销基础知识及技能。 

4.2.4 财务分析基础知识及技能。 

4.2.5 商务沟通基础知识及技能。 

4.2.6 信息网络技术基础知识及技能。 

4.2.7 知识产权、商品质量等相关法律知识及技能。 

4.2.8 消费心理学基础知识。 

5 助理收益管理师 

5.1 学历及工作经验要求 

助理收益管理师的学历与工作经验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累计从事营销、前厅、渠道、预订或相关岗位工作 3年（含）以上；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应具备 1年（含）以上的营销、前厅、渠道、预订或相关岗位的工作

经验。 

5.2 工作能力要求 

5.2.1 市场预测 

     助理收益管理师在市场预测中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收集市场信息和数据，并对信息和数据进行分类、整理、筛选和分析； 

——能够掌握预测技术基本理论和简单方法； 

——能够对所需市场指标进行预测； 

——能够对预测结果进行评估、修订和应用。 

5.2.2 市场细分 

     助理收益管理师在市场细分阶段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掌握市场细分的概念、原则和细分方法； 

——能够细分酒店产品市场，并了解每个细分市场的属性。 

5.2.3 市场定价 

助理收益管理师在使用定价策略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掌握产品定价的基本原理、定价方法和价格类型； 

——能够通过价格弹性和竞争分析对产品进行定价； 

——能够基本掌握动态定价和差别定价原理，并在在线销售渠道上进行定价； 

——能够熟练掌握和应用酒店产品价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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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存量控制 

助理收益管理师在存量控制阶段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掌握存量控制的概念、基本原理和应用方法； 

——能够应用存量控制方法从事产品预订和销售； 

——能够拟定存量控制方案。 

5.2.5 渠道管理 

助理收益管理师在渠道管理阶段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掌握销售渠道的分类、特点及管理方法； 

——能够根据不同的细分市场选择不同的渠道管理方法； 

——能够与渠道商进行有效的沟通，并使渠道业务不断发展； 

——能够对酒店产品销售渠道进行正常操作和维护。 

6 收益管理师 

6.1 学历及工作经验要求 

收益管理师的学历与工作经验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取得助理收益管理师资格后，累计从事营销、前厅、渠道、预订或相关岗位工作 3年（含）

以上； 

——取得助理收益管理师资格，并具有大专学历，并且具备 2年（含）以上的营销、前厅、渠道、

预订或相关岗位的工作经验；  

——取得助理收益管理师资格，并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具备 1年（含）以上的营销、前厅、

渠道、预订或相关岗位的工作经验。 

6.2 工作能力要求 

6.2.1 市场预测 

 收益管理师在市场预测中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对收集的市场信息和数据进行分析、归纳和评估并用于工作中的决策； 

——能够熟练掌握预测技术理论和常用方法，能够独立完成对所需市场指标的预测； 

——能够对预测结果进行评估、修订和应用。 

6.2.2 市场细分 

收益管理师在市场细分阶段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熟练掌握市场细分的概念、原则和细分方法； 

——能够了解每个细分市场的属性并准确定位酒店的客源目标群体； 

——能够独立完成对酒店产品市场的细分，并拟定每个细分市场的销售策略。 

6.2.3 市场定价 

收益管理师在定价策略阶段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熟悉产品定价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了解价格类型及其对应的细分市场； 

——能够利用价格弹性分析拟定最佳定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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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产品销售中熟练运用动态定价和差别定价； 

6.2.4 存量控制 

收益管理师在存量控制阶段中应满足： 

——能够熟悉存量控制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能够应用存量控制方法指导工作； 

——能够应用存量控制方法制定产品预订和销售制度与方案，并依据市场环境和竞争态势变化对

方案进行调整； 

——能够衡量存量控制工作效果，及时更新细分市场定价和组合，确保产品资源的有效利用定期

检查存量系统并提出优化建议； 

——能够熟练应用产品超额预订方法以减少客房产品虚耗。 

6.2.5 渠道管理 

收益管理师在渠道管理阶段中应满足： 

——能够制定直、分销渠道在定价、供应量、比例、成本等方面的管理和控制方案； 

——能够分析顾客的消费行为，了解顾客选择渠道的偏好； 

——能够合理确定销售渠道的数量，以降低管理成本； 

——能够选择便于沟通管理和支付成本低的渠道； 

——能够审核与签订销售渠道合同。 

7 高级收益管理师 

7.1 学历及工作经验要求 

高级收益管理师的学历与工作经验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取得收益管理师资格后，累计从事营销、前厅、渠道、预订或相关岗位工作 4年（含）以上；  

——取得收益管理师资格，并具有大专学历，并且具备 3年(含)以上营销、前厅、渠道、预订或

相关岗位的工作经验；  

——取得收益管理师资格，并具有本科学历，并且具备 2年(含)以上营销、前厅、渠道、预订或

相关岗位的工作经验； 

——取得收益管理师资格，并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应具备 1年(含)以上的营销、前厅、渠道、

预订或相关岗位的工作经验。 

7.2 工作能力要求 

7.2.1 市场预测 

 高级收益管理师在市场预测中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灵活调整并确定预测指标； 

     ——能够灵活调整并确定适宜的预测方法； 

——能够对预测结果进行评估并应用预测结果进行决策； 

——能够指导其他人员从事预测工作，并对人员能力进行评价。 

7.2.2 市场细分 

高级收益管理师在市场细分阶段应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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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对选择的市场进行相对准确的细分； 

——能够制定并评估不同细分市场的销售策略； 

——能够洞察并开发新兴细分市场。 

7.2.3 定价能力 

高级收益管理师在制定动态定价策略阶段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利用价格敏感度分析拟定最佳定价方案； 

——能够组织制定产品价格体系，并依据市场环境和竞争态势变化对价格进行调整； 

——能够对在线销售渠道上的价格进行管理和控制； 

——依据市场环境和竞争态势变化对价格体系进行调整； 

——能够全程跟进定价执行情况，并及时给予修正意见。 

7.2.4 存量控制 

高级收益管理师在存量控制阶段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应用存量控制方法指导工作； 

——能够根据市场环境和竞争态势调整存量方案； 

——能够衡量存量工作效果，并改善存量对酒店财务状况的影响； 

——能够预测并降低前置期不确定性因素及风险； 

——能够在不同环境下制定资源配置的最优方案。 

7.2.5 渠道管理 

高级收益管理师在渠道管理阶段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选择便于沟通管理和支付成本低的渠道； 

——能够选择转换率高的渠道，以提高酒店的销售能力； 

——能够对渠道价格、流量、转换率、大数据等作深度的分析，并应用分析结果指导工作； 

——能够与渠道商建立稳固协作关系； 

——能够熟练应用在线渠道工具从事数据分析和效果评估，并依据结果制定增收方案； 

——能够对酒店销售渠道进行开发和优化，并提升品牌流通影响力。 

7.2.6 战略管理 

高级收益管理师在收益战略管理阶段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预测收益走势； 

——能够制定刺激需求的战略； 

——能够制定有效的产品推广战略； 

——能够制定收益最大化的战略； 

——能够为未来 3-5年制定可供选择的收益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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