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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欢迎使用RSL 2020年版视频博主等级认证考纲
本《考纲说明》专为老师、学习者、考生提供有关RSL视频博主等级认证的实用信息。

考纲范围
本《考纲说明》包括预科至第八级。

有效期
本《考纲说明》所涵盖的视频博主等级认证自2020年开始生效。

品牌声誉
RSL致力于创建人人都可上手学习的资质认证产品，并提供一系列的考纲，为各年龄段、各水平阶段的学生而设计。RSL所提
供的全部资质认证产品都已被“英国资质与考试监管办公室”(Ofqual)列入英格兰和北爱尔兰“规范性资质认证框架”（RQF）
中。RSL通过提供专业的考纲、考试认证和资源，为老师和学生提供高品质的教育和培训机会，并以这种方式维持其口碑和信誉。

进度
等级认证为学生提供了灵活、循序渐进的方式，用正向方式判断学生的进度，学生可按等级规范掌握从入门到FE、HE课程的
必需技能。等级认证基于一套循序渐进的成熟体系进行实施，在不同技能的各个学习阶段，学生均可参加测试。相对于其他方
式的考核，它更加严谨。业界的专业人士普遍认为，学生通过最高级别的认证之后，即具备了在该行业某些领域工作的技巧。

UCAS分值
对于想在英国上大学或工作的申请者来说，很多大学和雇主都非常看重申请者的表演等级认证成绩。受到政府认可的资质
证书意味着在课外学习中取得的真实成绩，同时也为很多学生的才艺特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特别是通过英国的大学与
学院入学服务机构(UCAS) 进行入学申请时，可获得相应的加分。

关于RSL资格证书的UCAS加分详情，请参见RSL官方网站相关信息：
https://www.rslawards.com.cn/aboutus/ucas-points/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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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一览

资质名称

资质名称 资质登记编号
(QAN)

单元数量 建议学习
小时数

RQF分值* 完成全部资质
建议小时数

RQF入门级数码沟通技能资质认
证：预科 603/6634/5 1 8  4 40 

RQF	I级数码沟通技能资质认证：
第一级 603/6635/7 1 10 5 50

RQF	I级数码沟通技能资质认证：
第二级 603/6636/9 1 15 8 80

RQF	I级数码沟通技能资质认证：
第三级 603/6637/0 1 16 11 110 

RQF	II级数码沟通技能资质认证：
第四级 603/6638/2 1 21 13 130

RQF	II级数码沟通技能资质认证：
第五级 603/6639/4 1 21 16 160

RQF	III级数码沟通技能资质认证：
第六级 603/6640/0 1 32 20 200

RQF	III级数码沟通技能资质认证：
第七级 603/6641/2 1 42 25  250

RQF	III级数码沟通技能资质认证：
第八级 603/6642/4 1 50 30 300

*注：每个RQF (REGULATED QUALIFICATION FRAMEWORK，英国规范性资质框架的简称) 分值相当于10小时的学习或练习时间。

评估概述

评估

评估的形式 每项评估均由外聘考官完成。考生需要根据理论性的评估方式，完成一系列实践任务组合。

结果定级 每个等级的定级结果都分为四档：优异(Distinction)、良好	(Merit)、及格	(Pass)、不合格	(Unclassified)。

品质保证 所有的评审步骤都按相同标准、用客观取样和对学生的表现进行再评估的方式完成。RSL任命和培训多位
外聘考官，并对其工作流程进行标准化控制。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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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综述

目的和广义目标
RSL等级认证的目标是通过一套循序渐进、学有所成的方式来激励启发各年龄段和各个水平的学生，让他们能以稳妥而连
贯的方式提升和完善自己的知识、技巧和理解。对于学习者来说，他们可以按自己的进度来设置小目标，按照等级学习的方
式取得进步。

视频博主资质认证的目的是针对该专业的知识、技巧、理解，提供灵活、循序渐进、并能学有所成的学习与考核方式。

对于知识、技巧与理解的要求
等级认证体系基于“循序渐进”原则而开发。认证中每个步骤都有针对性地对学习成果与进度、掌握的技巧进行衡量。考生能
通过等级认证，意味着已熟练掌握该等级所要求的基本技巧。

认证的结构
等级认证包括一系列基于实践和理论知识的任务，这些任务都在考纲中按相关要求进行设定。每一等级的要求都在“各等级
考纲说明”和“学习目标”、“评级标准”中逐一说明，包括每个等级考纲所要求的知识、技巧与理解。

品质保证
RSL各项认证与资质均按既定标准与流程完成。

评估信息

评估综述
根据考纲各等级难度和复杂程度要求，学生能完成一系列实操任务。考纲测评的是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所体现的知识掌
握程度。在此过程中，能反映出学生对该等级所要求的媒体制作知识、技能与理解已掌握到何种程度。这些技能是学生进一
步提高技术能力和创作力的基础。

根据考纲各等级难度和复杂程度要求，学生能完成作业任务。考纲测评的是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所体现的知识掌握程度。
在此过程中，能反映出学生对该等级所要求的视频博客制作知识、技能与理解已掌握到何种程度。这些技能是学生进一步提
高技术能力和创作力的基础。

评估方法
视频博主等级认证通过在线提交作业任务的方式，由RSL外部聘用的专业考官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以下两方面：

A：作业任务（90分）
考生运用技术和表演技巧	，创建一个实操作业任务。该任务直接上传至RSL加密云端，供考官进行审核。

B：自评（10分）
考生回答考纲中的指定问题，对自己创建和提交的视频做自我点评。点评方式可以是书面、视频或音频格式，以数码文件方
式保存，与作业任务一起上传。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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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注册

考生注册和报名
本套资质向每位已达到所要求标准的人士开放，没有报名条件与进度限制，为每位希望报名的人士提供均等机会。

报名要求
这些等级没有报名条件限制。但是，学生应该知道：较低等级考纲中的内容也包含在更高等级的考纲中。考生在参加更高级
别认证之前，应已掌握较低等级考纲的内容。

如需了解认证日期、费用等更多信息，请访问RSL中文官方网站：
https://www.rslawards.com.cn/creative-qualifications/cq-dates-and-fees/

年龄组
本套资质适用于以下年龄组：16岁以下、16–18岁、19岁以上。

推荐提前学习
不强制要求考生必须拥有专业院校学习经历方可参加认证。但是，考生在报名之前，必须已了解该等级认证的具体要求和考
核内容。

认证报名
RSL全球各地执行不同的报名周期与考季。中国大陆的报名考季与费用信息，请参见	
https://www.rslawards.com.cn/creative-qualifications/cq-dates-and-fees/

在中国大陆，RSL等级认证仅通过指定的签约机构进行报名。请关注RSL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报名信息。查询您所在城市的
RSL签约机构，请发邮件至：info@rslawards.com.cn或2985248496@qq.com

更多信息、联络RSL

信息与支持
请访问RSL中文官网了解更多详细信息，包括政策与流程、评分标准、报名日期与费用： rslawards.com.cn

投诉和申诉
任何关于认证流程的投诉与申诉，包括玩忽职守、合理调整或特殊考量方面的建议，都可通过RSL官方网站查询相关信息：
https://www.rslawards.com.cn/baoming/appeal-policy/

均等机会
RSL为每个考生提供均等机会。

联系RSL获得支持
以邮件方式联络RSL中国办公室：info@rslawards.com.cn或2985248496@qq.com

RSL英国总部 RSL中国独资公司（RSL中国办公室）
Harlequin House
7 High StreetTeddington
Middlesex
TW11 8EE
United Kingdom

瑞思乐（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顺义区中粮祥云国际社区南区13号楼2-516
邮箱：info@rslawards.com.cn或2985248496@qq.com
中文官网：www.rslawards.com.cn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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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级与评估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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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级与评估原则

等级描述

预科至第三级

技术和视频质量
这几个等级中，视频图像应稳定、对焦准确，视频中的声音清晰、能听得清。考生处在良好视线
之内，头部周围有适当空间。第三级应明显具备打光意识，不论使用自然光还是人工光源。

呈现和制作
考生具备创建和发布视频博客的基本理解能力。

沟通
考生制作的视频博客能体现基本故事线，具有整体结构。考生在嗓音控制上有想法体现，有基
本的呼吸换气控制、断句技巧，有良好的情绪管理。以访谈形式进行的视频博客应反映出考生
与访谈对象开展有趣对话的能力。

第四级至第五级

技术和视频质量
这几个等级中，视频图像应稳定、对焦准确，视频中的声音清晰、能听得清。考生处在良好视线
之内，头部周围有适当空间。明显体现对摄像机和拍摄技术的稳定理解，对拍摄场景设置也有
所考虑。明显体现打光意识、视频编辑能力、在镜头前的表现力。

呈现和制作
考生对视频博客相关的品牌原则具有良好理解力，有高水平的镜头表现力和讲故事的技巧，在
制作中清晰明显地添加了其他元素。

沟通
考生能在镜头前体现高水平沟通技巧，在整个视频博客中都能有效运用这些技巧。以访谈形式
进行的视频博客中，能有效管理与访谈对象的互动，能展示个性、吸引观众注意力。

第六级至第八级

技术和视频质量
这几个等级提交的视频博客从始至终要保持连贯，体现良好的拍摄、打光技术、视频编辑能
力，博主在镜头前富有表现力。对拍摄环境和场景做了良好选择，且在视频博客中有明显体
现。考生在视频中表现自信，能做现场直播，用现场视频技术、图像和转场完成视频博客。在故
事、脚本、内容和角色发展（如适用）方面也有明显体现。

呈现和制作
考生能体现优秀的故事讲述结构意识、情节发展意识、成熟的镜头表现力、陈述能力、访谈能
力。能使用适当的视觉、听觉品牌元素、混音、制作技巧体现高水平视频博客制作能力。

沟通
考生能在镜头前体现高水平沟通技巧，在整个视频博客中都有效、令人信服地运用了这些技
巧。以访谈形式进行的视频博客中，与访谈者对象的互动非常强烈，高水平展示个性、吸引观
众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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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级与评估原则

学习目标（各等级）

学习目标 评定标准（以各等级要求为准） 权重（满分100分）

1. 作业任务
学生将掌握以下技能：
用符合等级难度的技术、技能和知识
创建媒体制作文件	

体现对以下内容的理解：
A.	用媒体制作设备和技术，按行业标
准格式和协议制作媒体文件
B.	搭建和发展新内容
C.	使用适当的沟通能力

90分

2. 自评
学生将掌握以下能力：
对媒体制作进行批判性点评

对媒体制作进行反思，识别其中使用
的制作技巧，以及哪些方面做得好、哪
些方面有待提高

10分

  

评级标准

学习目标1
学生用符合等级难度的技术、技能和知识创建媒体制作文件。

评估原则

定级标准和分数段

优异
Distinction 

(27–30)

良好
Merit

(23–26)

及格
Pass

(18–22)

不合格1
Below Pass 1

(8–17)

不合格2
Below Pass 2

(0–7)

制作媒体文件
（满分30分）

按等级难度要求，
连贯优秀地运用
媒体制作技术

按等级难度要求，
大部分时段能较
好运用媒体制作
技术

按等级难度要求，
有时能较好运用
媒体制作技术

几乎不能按等级
难度要求运用媒
体制作技术

放弃	/	未完成

构建和发展新
内容

（满分30分）

整个提交文件都
体现了全新内容，
围绕剧情高潮做
出响应

提交文件中，大部
分体现了全新内
容，围绕剧情高潮
做出响应

提交文件中，部分
体现了全新内容，
有时围绕剧情高
潮做出响应

提交文件中，有些
元素体现了全新
内容，个别时候围
绕剧情高潮有所
响应

放弃	/	未完成

使用适当的沟通
技巧

（满分30分）

使用该等级所要
求的技巧，连贯完
好地沟通观点

使用该等级所要
求的技巧，大部分
完好地沟通观点

有时能体现该等
级所要求的部分
技巧。有时能完好
地沟通观点

几乎不能按等级
要求使用技巧，极
少沟通观点

放弃	/	未完成



RSL 2020年版视频博主等级认证考纲说明 12

定级与评估原则

学习目标2
学生对媒体制作进行批判性点评。

评估原则

定级标准和分数段

优异
Distinction 

(9–10)

良好
Merit
(7–8)

及格
Pass
(5–6)

不合格1
Below Pass 1

(3–4)

不合格2
Below Pass 2

(0–2)

对媒体制作进行
反思

（满分10分）

按等级要求，连贯
完整地回答全部
问题

大部分按等级难
度要求对主要问
题做了回答

回答了某些问题，
且部分能满足等
级难度要求

回答问题数量极
少，且未能体现等
级难度要求

放弃	/	未完成

评级分数段 
优异（DISTINCTION) = 总分不低于90分
良好（MERIT) = 总分75分-89分 

及格（PASS) = 总分60分-74分
不合格（UNCLASSIFIED) = 总分59分或以下

成绩发放
	▬ 考官对考生在线提交的作业任务与自评文件进行审核，将审核意见写入“等级认证评分表”，并为每位考生录制点评视
频。

	▬ 考官的评分表和点评视频都上传至RSL加密云端，供考生读取。
	▬ 获得60分以上成绩的考生，将收到从英国寄来的纸质证书。
	▬ 认证成绩将在考季结束之后8周左右发放，遇公众假期或不可抗力时，发放日期相应顺延。

中英互译问题
	▬ 全部内容必须以英文方式提交。以中文方式录制的视频（包括自评文件）必须添加英文字幕。中文书面自评文档需要翻
译成英文之后再提交。

	▬ 为公平起见，RSL及其中国办公室、代理机构不为考生提供作业文档（即作业任务和自评文件）的汉译英服务。
	▬ RSL中国办公室可为考生提供认证成绩（即评分表和考官点评视频）的英译汉有偿笔译服务。详细费用信息请见RSL中
文官网：	
https://www.rslawards.com.cn/creative-qualifications/cq-dates-and-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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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等级考纲速查表 
本《等级认证考纲说明与速查表》供免费下载。

购买完整考纲、开课指导，请联络RSL中国办公室，或访问RSL代理内部服务系统:

httpS://daiLi.RockSchoo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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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级（预科）

考纲速查表

预科 DEBUT

认证对象 预科等级认证带有初次介绍性质，适合短期接触视频博客制作的考生。考生参加预科级认证之前，应已经对视频博客有
基本了解。

考核要点 用软件或硬件创建一个基本的视频博客文件。这个等级的内容包括识别手持移动设备视频软件app、识别视频硬件、连
接方式、手持移动设备技术、移动设备拍摄基础。

考生应能进行嗓音与肢体的基本热身练习、识别简单故事结构中的不同段落、理解摄像机视线的重要性。

提交内容

作业任务（90分）
考生运用技巧和表演能力，创建视频博客。该作业任务上传至RSL加密云端，供RSL考官进行审核。

视频个数 1条

视频时长 30秒
视频主题 自定

格式 MP4格式，分辨率1080p

自评（10分）
考生根据考纲中规定的问题，对自己创建和提交的作业任务进行自评。回答问题的方式可以是书面、视频或音频格式。该自评文件以

数码格式保存，和作业任务文件一同上传。

自评问题
	▬ 你在创建该视频博客的时候使用了哪些重要技巧？
	▬ 你如何保证观众能对你的视频博客始终保持兴趣？
	▬ 你如何选定自己的视频博客主题？

格式要求 	▬ 书面回答：字数不超过250个英文单词。
	▬ 视频/音频回答：时长不超过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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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纲速查表

初级（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

第一级 GRADE 1 第二级 GRADE 2 第三级 GRADE 3

认证对象 完全掌握预科级关键基础技巧、对视频
博客内容和原理有基本理解的考生。他
们在掌握预科级关键基础技巧之后，已
拥有更多技术能力。

完全掌握第一级关键基础技巧、对视频
博客内容和原理有良好理解的考生。他
们在报名参加第二级等级认证之前，应
已掌握视频博客制作基础知识。

完全掌握第二级关键基础技巧、对视
频博客内容和原理有良好理解的考
生。他们在报名参加第三级等级认
证之前，应已掌握视频博客制作基
础知识。

考核要点 使用软件或硬件创建一个基本的视频
博客文件。这个等级的内容包括手持移
动设备视频应用、识别视频硬件、连接
方式、电脑或手持移动设备技术、灯光
设备、相机基础、视频博客创建的基础
知识。

考生应能进行嗓音与肢体的基本热身
练习、从视频样本和当前流行视频博客
中识别故事结构、理解摄像机视线的重
要性。

使用软件或硬件拍摄视频并录制基本
语音，创建2条视频博客。这个等级的内
容包括识别视频博客硬件和软件工具、
录制/编辑软件、麦克风、编辑概念、灯光
基础、拍摄环境设置基础、视频博客发
布基础和发布频率。

考生应能识别视频样本的不同故事结
构、理解当前流行视频博客所使用的故
事结构；如果跟着提词机朗读，知道在
哪里换气；面对镜头讲话时知道眼睛该
往哪里看；拍摄视频博客时，为什么动
作很重要。

使用软件或硬件创建自有品牌视频
博客。这个等级的内容包括解读视频
博客工作室硬件、数码协议、模拟连
接、电脑与手持移动设备内存和存
储、麦克风、使用视频品牌形象、视频
拍摄基本概念、场景设计、视频博客
制作频率、发布、品牌推广。

考生应能识别视频样本故事结构的
不同概念、理解当前流行视频博客
所使用的故事结构；演示有哪些呼
吸换气（或专注度）练习能帮他们更
好地在镜头前表现；举例说明表演前
食用哪种食物的话，有助于或不利
于表演。

提交内容

作业任务（90分）
考生运用技巧和表演能力，创建视频博客。该作业任务上传至RSL加密云端，供RSL考官进行审核。

视频个数 1个 2个；播放顺序不限 2个；播放顺序不限
视频时长 1分钟 2分钟/每个 2-3分钟/每个
场景 室内或室外 室内、室外场景各1个视频 2个场景
难度递增 	▬ 片头、片尾添加文字图片 	▬ 片头、片尾添加文字图片

	▬ 转场
	▬ 片头、片尾增加文字图片
	▬ 面对面访谈
	▬ 内容添加文字、表情包、图片
	▬ 转场、变焦
	▬ 采用相同视觉品牌元素，例如
字体、美工设计、logo等

视
频
要
求

第1条 片头包括一幅图片和文字，片尾为文
字。

	▬ 室内场景
	▬ 片头包括一幅图片和文字，片尾为
文字。在视频或图片之间至少有
2次转场

视频第1条
时长约2-3分钟，在工作室或适当的
室内环境场景中拍摄，必须包含至
少1分钟时长的访谈，即邀请访谈对
象完成。访谈内容要与视频博客主
题相关。该访谈必须面对面完成，不
得采用线上或电话访谈形式。视频
博客包含适当文字、表情包、图片、
转场。

第2条 / 	▬ 室外场景
	▬ 片头包括一幅图片和文字，片尾为
文字。在视频或图片之间至少有
2次转场

时长约2分钟，应在另一场景中拍
摄，场景主题要和第1条视频博客具
有关联性。这条视频博客包含适当
文字、表情包、图片和转场，还应包
含变焦技巧。

视频主题 自定
视频格式 MP4格式，分辨率10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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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纲速查表

初级（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续

第一级 GRADE 1 第二级 GRADE 2 第三级 GRADE 3

自评（10分）
考生根据考纲中规定的问题，对自己创建和提交的作业任务进行自评。回答问题的方式可以是书面、视频或音频格式。该自评文件以

数码格式保存，和作业任务文件一同上传。

自评问题

	▬ 你在创建该视频博客的时候使用了哪些重要技巧？
	▬ 你如何保证观众能对你的视频博客始终保持兴趣？
	▬ 你如何选定自己的视频博客主题？

	▬ 你在创建该视频博客的时候使用
了哪些重要技巧？

	▬ 你如何保证观众能对你的视频博
客始终保持兴趣？

	▬ 你如何选定自己的视频博客主题？
	▬ 你如何设计访谈问题？
	▬ 访谈时你用了哪些方法，令访谈对
象保持放松？

格式要求
	▬ 书面回答：字数不超过250个英
文单词。

	▬ 视频/音频回答：时长不超过3分
钟。

	▬ 书面回答：字数不超过300个英
文单词。

	▬ 视频/音频回答：时长不超过4分
钟。

	▬ 书面回答：字数不超过350个英
文单词。

	▬ 视频/音频回答：时长不超过4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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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纲速查表

中级（第四级、第五级）

第四级 GRADE 4 第五级 GRADE 5

认证对象 完全掌握第三级关键技巧、对视频博客内容和原理有详细
理解的考生，能按一定难度要求展示技巧与内容理解，达到
英国学制GCSE、iGCSE和英国职业教育专业二级	(Level 2) 
水平（前述英国学制，均相当于中国初中毕业水平——译
注）。

完全掌握第四级关键技巧、对高品质视频博客制作流程概
念有详细理解的考生。

考核要点 出于修正或创意目的，使用视频app或软件。这个等级的内
容包括：描述故事板、拍摄地点策划、拍摄技巧、无线连接、视
频博客编辑、软件特效插件、变焦技巧、远程访谈技巧、5镜
头拍摄法、故事发展、声音管理、视频博客基本营销元素（如
发布频率、发布平台、格式、关注度吸引）。

考生应能讨论当前流行视频博客的不同故事形式，讨论自
己创作视频博客时使用的视觉素材，并解说为什么使用这
些素材创建自有视觉品牌形象，对视频博客营销基本手段
例如社交媒体、在线渠道有所了解，展示如何使用手持麦克
风控制声音力度、如何保证嗓音音色连贯。

会话管理与组织、现场与设备策划。这个等级的内容包括：
拍摄技术、摄像原理、前期与后期制作技巧、故事板、HDR 
（高动态范围成像）、颜色校正、视频博客控制器、特效插
件、多麦克风技术、现场视频博客、12镜头拍摄法、健康与
安全基本知识。

考生对视频博客营销手段例如社交媒体、在线渠道、关注度
吸引有所理解，知道与嗓子有关的热身练习（包括颈部、咽
喉与声音），了解长时间大音量工作时如何避免疲劳，了解
长时间在强照明下或对着屏幕工作时如何避免眼部疲劳，
以及遇到访谈对象表现紧张时，如何帮助对方放松情绪。

提交内容

作业任务（90分）
考生运用技巧和表演能力，创建视频博客。该作业任务上传至RSL加密云端，供RSL考官进行审核。

视频个数 2个；播放顺序不限 2个；播放顺序不限
视频时长 3-4分钟/每个；其中1个视频必须使用5镜头拍摄法 3-5分钟/每个；其中1个视频必须使用12镜头拍摄法
场景 室内或室外 室内或室外
难度递增  ▬ 5镜头拍摄法

	▬ 采用相同视觉品牌元素，例如字体、美工设计、logo
等

	▬ 内容添加文字、表情包、图片、转场
	▬ 构图三分法、框架式构图法、重复构图法
	▬ 远景、中景、特写镜头、变焦
	▬ 远程访谈

 ▬ 12镜头拍摄法
	▬ 采用相同视觉品牌元素，例如字体、美工设计、logo等
	▬ 内容添加文字、表情包、图片、转场
	▬ 构图三分法、框架式构图法、重复构图法、引导线构图
	▬ 构图中实体景物周围的空间
	▬ 颜色和均衡元素
	▬ 远景、中景、特写镜头

视
频
要
求

第1条 时长约3分钟，在工作室场景或现场拍摄。根据所选内容，这
条视频博客包括以下构图法当中的几种：

	▬ 构图三分法
	▬ 框架式构图法
	▬ 重复构图法

视频博客应根据内容使用远景、中景、特写镜头，包含适当
文字、emoji（表情包）、图片、转场。

时长约3分钟，在工作室场景或现场拍摄。根据所选内容，
这条视频博客包括以下元素中的几种：
	▬ 构图三分法
	▬ 框架式构图法
	▬ 重复构图法
	▬ 引导线构图
	▬ 构图中实体景物周围的空间
	▬ 颜色和均衡元素

视频博客应根据内容使用远景、中景、特写镜头，包含适当
文字、emoji（表情包）、图片、转场。

第2条 时长约3-4分钟，在另一场景拍摄，场景主题要和第1条视
频博客具有关联性。该视频博客必须包含至少2分钟时
长的访谈，即邀请访谈对象完成。访谈内容要与视频博
客主题相关。访谈必须用远程视频会议软件进行（例如
Sype、Zoom、Whatsapp、FaceTime或具有相同功能的软件
应用）。视频博客包含适当文字、表情包、图片、转场。

时长约4-5分钟，在另一场景拍摄，场景主题要和第1条视
频博客具有关联性。该视频博客必须包括以下元素中的几
种：
	▬ 构图三分法
	▬ 框架式构图法
	▬ 重复构图法
	▬ 引导线构图
	▬ 构图中实体景物周围的空间
	▬ 颜色和均衡元素

视频博客应根据内容使用远景、中景、特写镜头，包含适当
文字、emoji（表情包）、图片、转场。

视频主题 自定
视频格式 MP4格式，分辨率10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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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纲速查表

中级（第四级、第五级）续

第四级 GRADE 4 第五级 GRADE 5

自评（10分）
考生根据考纲中规定的问题，对自己创建和提交的作业任务进行自评。回答问题的方式可以是书面、视频或音频格式。该自评文件以

数码格式保存，和作业任务文件一同上传。

自评问题

	▬ 你在创建该视频博客的时候使用了哪些重要技巧？
	▬ 你如何保证观众能对你的视频博客始终保持兴趣？
	▬ 你如何选定自己的视频博客主题？
	▬ 你如何设计访谈问题？
	▬ 你如何寻找自己的访谈对象？

	▬ 你在创建该视频博客的时候使用了哪些重要技巧？
	▬ 你如何保证观众能对你的视频博客始终保持兴趣？
	▬ 你如何选定自己的视频博客主题？

格式要求
	▬ 书面回答：字数不超过400个英文单词。
	▬ 视频/音频回答：时长不超过5分钟。

	▬ 书面回答：字数不超过450个英文单词。
	▬ 视频/音频回答：时长不超过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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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纲速查表

高级（第六级、第七级、第八级）

第六级 GRADE 6 第七级 GRADE 7 第八级 GRADE 8

认证对象 已具备高级水平和概念化理解的考
生，他们已精通一系列视频博客技巧，
能运用创意提升自己的视频品质。

已具备高级水平技巧且深入理解视频
博客概念与理论的考生，他们已精通
第六级所要求的视频博客技巧，能克
服挑战。

已掌握了高级水平技巧且深入理解视
频博客概念与理论的考生，他们已精
通最高至第七级所要求的视频博客技
巧，能达到专业制作水平。

考核要点 会话管理与组织，例如故事和角色发
展、视频博客迷你系列形式、场景和设
备的策划与应用。这个等级的内容包
括：摄影/拍摄技术和特效、自动化、转
场、打光、插件、音视频修复技术、多机
位设置、故事板、故事发展、观众兴趣度
营销与推广。

考生应能识别故事机制并从中发展视
频博客系列作品，保持观众兴趣度并据
此对格式进行发展。考生能运用当代视
频博客营销手段对自己的故事（或品
牌）进行很好的沟通。博主声带疲劳或
嗓子疼痛时该做哪些练习才能保证安
全，以及博主在拍摄前感到紧张或不舒
服时，该做哪些大脑练习。

会话管理与组织，例如故事和角色发
展、视频博客迷你系列形式、场景和设
备的策划与应用。这个等级的内容包
括：实时视频流、摄影/拍摄技术和特
效、多机位设置、法律问题、健康与安
全、故事板、故事发展、观众兴趣度营
销、推广与AI。

考生应能识别故事机制并从中发展视
频博客系列作品，保持观众兴趣度并据
此对格式进行发展。考生能运用当代视
频博客营销手段对自己的故事（或品
牌）进行很好的沟通，用作社交媒体营
销时能制作最符合行业要求的宣传小
视频、明确自己在视频博客中可能使用
的演说风格。

迷你系列管理与组织，例如故事和角
色发展、场景和设备的策划与应用。
这个等级的内容包括：实时视频流、摄
影/拍摄技术和特效、自动化、转场、
打光、插件、音视频修复技术、多机位
设置、法律问题、健康与安全、故事
板、故事发展、观众兴趣度营销、推广
与AI。

考生应能识别故事机制并从中发展视
频博客系列作品，保持观众兴趣度并
据此对格式进行发展。考生能运用当
代视频博客营销手段对自己的故事	
（或品牌）进行全面沟通，创建用于
宣传个人视频博客的短视频时，能阐
述所使用的讲故事机制。了解如何针
对不同文化群体和兴趣群体进一步培
养观众群，阐述可以用哪些方法吸引
赞助。

提交内容

作业任务（90分）
考生运用技巧和表演能力，创建视频博客系列。该作业任务上传至RSL加密云端，供RSL考官进行审核。

视频个数 3个；系列形式，考生指定播放顺序 4个；系列形式，考生指定播放顺序 5个；系列形式，考生指定播放顺序
视频时长 3分钟/每个 4分钟/每个 5分钟/每个
场景 工作室或现场 工作室或现场 工作室或现场
难度递增 	▬ 至少1条视频包含访谈或有其他

角色参与
	▬ 采用相同视觉品牌元素，例如字
体、美工设计、logo等

	▬ 考虑适当的故事、情节、内容或
角色发展

	▬ 颜色校正
	▬ 适当包括远景定位镜头、文字、
表情包、图像和转场

	▬ 添加文字、表情包、图片、转场
	▬ 构图三分法、框架式构图法、重
复构图法、引导线构图法、对称
构图法、图案纹理构图法、三角
形构图和对角线构图、视角切换

	▬ 远景/中景/特写镜头、镜头的切
入/切出、仰摄、斜角拍摄（纵	
摇）、俯摄、POV（视角镜头）、
倒摄

	▬ 双机位
	▬ 画中画
	▬ 延时摄影和慢动作拍摄

	▬ 其中1条视频为实时视频流方式，
与家庭成员、朋友、粉丝或关注者
进行现场互动

	▬ 至少1条视频包含访谈或有其他
角色参与

	▬ 采用相同视觉品牌元素，例如字
体、美工设计、logo等

	▬ 考虑适当的故事、情节、内容或角
色发展

	▬ 颜色校正
	▬ 适当包括远景定位镜头、文字、表
情包、图像和转场

	▬ 添加文字、表情包、图片、转场
	▬ 构图三分法、框架式构图法、重复
构图法、引导线构图法、对称构图
法、图案纹理构图法、三角形构图
和对角线构图、视角切换

	▬ 远景/中景/特写镜头、镜头的切
入/切出、仰摄、斜角拍摄（纵	
摇）、俯摄、POV（视角镜头）、
倒摄

	▬ 双机位
	▬ 画中画
	▬ 延时摄影和慢动作拍摄

	▬ 其中2条视频为实时视频流方式，
与家庭成员、朋友、粉丝或关注者
进行现场互动

	▬ 至少1条视频包含访谈或有其他
角色参与

	▬ 采用相同视觉品牌元素，例如字
体、美工设计、logo等

	▬ 考虑适当的故事、情节、内容或角
色发展

	▬ 颜色校正
	▬ 适当包括远景定位镜头、文字、表
情包、图像和转场

	▬ 添加文字、表情包、图片、转场
	▬ 构图三分法、框架式构图法、重复
构图法、引导线构图法、对称构图
法、图案纹理构图法、三角形构图
和对角线构图、视角切换

	▬ 远景/中景/特写镜头、镜头的切
入/切出、仰摄、斜角拍摄（纵	
摇）、俯摄、POV（视角镜头）、
倒摄

	▬ 双机位
	▬ 画中画
	▬ 延时摄影和慢动作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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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纲速查表

高级（第六级、第七级、第八级）续

第六级 GRADE 6 第七级 GRADE 7 第八级 GRADE 8

视
频
要
求

第1条 	▬ 双机位
	▬ 远景、中景和特写镜头、切入和切
出、仰摄、斜角拍摄（纵摇）、俯摄、
视角镜头、倒摄

	▬ 颜色校正
	▬ 访谈或角色录音

	▬ 双机位
	▬ 远景、中景和特写镜头、切入和切
出、仰摄、斜角拍摄（纵摇）、俯摄、
视角镜头、倒摄

	▬ 颜色校正
	▬ 访谈或角色录音

	▬ 双机位
	▬ 远景、中景和特写镜头、切入和切
出、仰摄、斜角拍摄（纵摇）、俯摄、
视角镜头、倒摄

	▬ 颜色校正
	▬ 访谈或角色录音

第2条 	▬ 双机位
	▬ 远景、中景和特写镜头、切入和切
出、仰摄、斜角拍摄（纵摇）、俯摄、
视角镜头、倒摄

	▬ 颜色校正
	▬ 访谈或角色录音
	▬ 延时摄影和慢动作拍摄

	▬ 双机位
	▬ 远景、中景和特写镜头、切入和切
出、仰摄、斜角拍摄（纵摇）、俯摄、
视角镜头、倒摄

	▬ 颜色校正
	▬ 访谈或角色录音
	▬ 延时摄影和慢动作拍摄

	▬ 双机位
	▬ 远景、中景和特写镜头、切入和切
出、仰摄、斜角拍摄（纵摇）、俯摄、
视角镜头、倒摄

	▬ 颜色校正
	▬ 访谈或角色录音
	▬ 延时摄影和慢动作拍摄

第3条 	▬ 双机位
	▬ 远景、中景和特写镜头、切入和切
出、仰摄、斜角拍摄（纵摇）、俯摄、
视角镜头、倒摄

	▬ 颜色校正
	▬ 访谈或角色录音
	▬ 画中画

	▬ 双机位
	▬ 远景、中景和特写镜头、切入和切
出、仰摄、斜角拍摄（纵摇）、俯摄、
视角镜头、倒摄

	▬ 颜色校正
	▬ 访谈或角色录音
	▬ 画中画

	▬ 双机位
	▬ 远景、中景和特写镜头、切入和切
出、仰摄、斜角拍摄（纵摇）、俯摄、
视角镜头、倒摄

	▬ 颜色校正
	▬ 访谈或角色录音
	▬ 画中画

第4条 / 	▬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用实时视频流
方式完成

	▬ 博主向家庭成员、朋友、粉丝或关
注者提出3-5个问题，请对方回答

	▬ 带有个人品牌性质的引子和片
尾、标题、转场、有提前准备的视
频素材或图片

	▬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用实时视频流
方式完成

	▬ 博主向家庭成员、朋友、粉丝或关
注者提出3-5个问题，请对方回答

	▬ 带有个人品牌性质的引子和片
尾、标题、转场、有提前准备的视
频素材或图片

第5条 / / 	▬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用实时视频流
方式完成

	▬ 博主向家庭成员、朋友、粉丝或关
注者提出3-5个问题，请对方回答

	▬ 带有个人品牌性质的引子和片
尾、标题、转场、有提前准备的视
频素材或图片

视频主题 自定
视频格式 MP4格式，分辨率1080p

自评（10分）
考生根据考纲中规定的问题，对自己创建和提交的作业任务进行自评。回答问题的方式可以是书面、视频或音频格式。该自评文件以

数码格式保存，和作业任务文件一同上传。

自评问题 	▬ 你在创建该视频博客的时候使用了哪些重要技巧？
	▬ 你如何保证以专业方法制作视频博客？
	▬ 你如何选择视频博客系列的主题？
	▬ 为了让这几条视频博客具有关联性，你使用了哪些创意手法？

格式要求 	▬ 书面回答：字数不超过500个英
文单词

	▬ 视频/音频回答：时长不超过6分
钟

	▬ 书面回答：字数不超过600个英
文单词

	▬ 视频/音频回答：时长不超过7分
钟

	▬ 书面回答：字数不超过700个英
文单词

	▬ 视频/音频回答：时长不超过8分
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