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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要，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为

职业技能鉴定提供依据，立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引导职业教

育培训的方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有关

专家，制定了《鉴定估价师（机动车鉴定评估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1 年

版）》（以下简称《标准》）。

一、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和《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发布人工智能

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的通知（人社厅发〔2019〕48 号）》为依据，严格按照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 年版）》有关要求，以“职业活动为导

向、职业技能为核心” 为指导思想，对鉴定估价师（机动车鉴定评估师）从业

人员职业活动内容进行规范细致描述，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

平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工种）分为四级/中级工、三级/

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四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工作

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

三、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山东省机动车鉴定评估行业协会、山东交

通学院、山东交院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潍坊鼎衡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国家开放大学汽车学院、内蒙古工业大学、山西凌云道路交通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参与单位有：北京市机动车鉴定评估行业协会、天津市机动车鉴定评估行业协会、

山西省机动车鉴定评估行业协会、内蒙古机动车鉴定评估行业协会、吉林省机动

车鉴定评估行业协会、安徽省机动车鉴定评估行业协会、宁夏机动车资产鉴定与

评估行业协会、海南省机动车鉴定评估行业协会、浙江省机动车鉴定评估行业协

会、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北京益智萌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有：卞良勇、

施玉民、樊玉建、范艳辉、许行宇、薛颖炳、刘占峰。

四、本《标准》审定单位为山东省机动车鉴定评估行业协会。主要审定人员

有：朱彦熙、陈学峰、王秀山、李津津、张明贵、赵友伟、付江洪、李连青、郭

立军、聂长胜、喻志勇、张营、申炼、贾成千、崔京建、于东鹏、尚建民。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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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恒双、贾成千，山东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崔京建、于东鹏、武健、尚建

民、刘良俊、丁文花等专家的指导，以及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山东英才学院、

天津市竞诚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上海诚平机动车鉴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粤财物评估鉴定有限公司、吉林省汇证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北京

晶实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河南至诚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河北省机

动车鉴定评估协会、湖北省机动车鉴定评估行业协会、北京运华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宁夏金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
①
起施行。

① 2021 年 12 月 2 日，本标准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颁布网约配送员等 18 个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通知》（人社厅发〔2021〕92 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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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估价师（机动车鉴定评估师）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21 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工种）名称

鉴定估价师（机动车鉴定评估师）

1.2 职业编码

4-05-05-02

1.3 职业（工种）定义

从事机动车技术状况鉴定和价值评估、机动车质量与技术鉴定等工作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工种）共设四个等级，分别为：四级/中级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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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学习、计算能力，较强的分析、判断和表达能力，正常色觉，具有

一定的空间感，手指、手臂灵活性，动作协调。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1.8 培训参考学时

四级/中级工 160 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 120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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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 C1（含）以上机动车驾驶证，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

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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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得相关职业
②
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含）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含）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相关专业
③
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

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相关

专业
④
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4）取得大专及以上相关专业
⑤
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

毕业生）；或取得大专及以上非相关专业毕业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含）

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持有 C1（含）以上机动车驾驶证，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

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②
相关职业：汽车维修工、机动车检测工、汽车装调工、汽车回收拆解工、农机修理工、工

程机械维修工、工程机械装配调试工、摩托车修理工、摩托车装调工、二手车经纪人。下同。

③
技工学校相关专业：汽车维修、汽车电器维修、汽车钣金与涂装、汽车装饰与美容、汽车

检测、汽车营销、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汽

车保险理赔与评估、汽车制造与装配、新能源汽车制造与装配、汽车驾驶、起重装卸机械操

作与维修、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应用、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下同。

④
中等职业学校相关专业：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服务与营销、汽车车身维修、汽车美容与

装潢、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交通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汽车制造与检测、新能源汽车制

造与检测、汽车电子技术应用、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机电技术应用、计量测试与应用技

术。下同。

⑤
大专及以上相关专业：高等职业学校专科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

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内燃机制造与应用技术、汽车制造与试

验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电子技术、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汽车造型与改装技术、智能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汽车智能技术、司法鉴定技术专业；高等职业学校本科汽车工程技术、

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汽车服务工程技术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汽车维修工程教育、智能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交通运输、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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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含）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

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

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

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含）或相

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或具有大专及以上非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

业工作 2年（含）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

持有 C1（含）以上机动车驾驶证，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

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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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含）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

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含）或相关职业工

作 3年（含）以上；或取得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

本职业工作 1年（含）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3）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

大专及以上相关专业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含）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含）以上。

持有 C1（含）以上机动车驾驶证，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

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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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8年（含）

以上。

1.9.2 鉴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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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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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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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审主要针对技师和高级技师，通常采取审阅申报材料、

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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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监考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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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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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技能考核时间：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

工不少于 90min，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120 min；综合评审时间不

少于 30min。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计算机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应在光线充足、通风

条件良好、安全措施完善并具有监控设备的厂房或场地进行，以真实生产设备为

主的考场，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 8㎡（不含设备占地）；以模拟仿真设备为主的

考场，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 4㎡（不含设备占地）；鉴定设备、工具、量具等须

满足不少于 4人同时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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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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自律。

（2）诚实守信，规范服务。

（3）客观独立，公正科学。

（4）爱岗敬业，保守秘密。

（5）操作规范，保证安全。

（6）团队合作，开拓创新。

2.2 基础知识

2.2.1 测量与计量常识

（1）计量基础知识。

（2）测量与误差知识。

2.2.2 机动车常用材料

（1）机动车常用金属与非金属材料的种类、性能及应用。

（2）机动车用燃料、润滑油（脂）的功用、种类、牌号及识别。

（3）机动车用工作液的功用、种类、规格、性能及识别。

（4）机动车轮胎的规格、分类及选用。

2.2.3 机动车结构与工作原理

（1）机动车的分类、编号和车辆识别代号（VIN）。

（2）机动车总体构造、原理、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

（3）机动车发动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4）机动车底盘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5）机动车车身及其附件的结构与作用。

（6）机动车电器与电子设备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7）新能源车辆动力驱动系统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2.2.4 机动车使用与检测维修基本知识

（1）机动车技术状况与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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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动车使用性能及评价指标。

（3）机动车安全技术与环保检测内容与技术要求。

（4）机动车维修的分类、维修工艺与技术要求。

2.2.5 机动车价值评估基础

（1）机动车鉴定评估要素。

（2）机动车鉴定评估流程。

（3）机动车技术状况鉴定。

（4）机动车鉴定评估方法。

（5）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的撰写。

2.2.6 事故车辆损失鉴定评估基础

（1）事故车辆损伤分析。

（2）事故车辆修复技术。

（3）事故车辆损失鉴定评估方法。

（4）事故车辆损失鉴定评估报告的撰写。

2.2.7 机动车技术鉴定基础

（1）机动车技术鉴定的定义和分类。

（2）机动车技术鉴定方法。

（3）机动车技术鉴定流程。

（4）机动车技术鉴定意见书的撰写。

2.2.8 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

（1）劳动保护知识。

（2）消防安全知识。

（3）安全管理知识。

（4）环境保护知识。

2.2.9 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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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知识。

（8）《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相关知识。

（9）《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相关知识。

（10）《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相关知识。

（11）《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相关知识。

（12）《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相关知识。

（13）《机动车登记规定》相关知识。

（14）《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相关知识。

（15）《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16）《农业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 16151）相关知识。

（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 7258）相关知识。

（18）《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GB 38900）相关知识。

（19）《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GB/T 30323）相关知识。

（20）《场（厂）内机动车辆安全检验技术要求》（GB/T 16178）相关知识。

（21）《道路车辆 车辆识别代号（VIN）》（GB 16735）相关知识。

（22）《事故汽车修复技术规范》（JT/T 795）相关知识。

（23）《机动车号牌标准》（GA 36）相关知识。

（24）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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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四级/中级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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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手续

检查

1.1 接

受委托

1.1.1 能介绍机动车鉴定评估程

序与方法

1.1.2 能签订机动车鉴定评估委

托书（合同）

1.1.3 能拟定机动车鉴定评估方

案

1.1.1 社交礼仪

1.1.2 机动车鉴定评估程序与

方法

1.1.3 委托书（合同）的格式与

内容

1.1.4 鉴定评估方案制订方法

1.2 核

查证件、

税费

1.2.1 能识别机动车手续真伪及

有效性

1.2.2 能确认机动车所有权人及

评估委托人身份的合法性

1.2.3 能采集被评估车辆手续信

息

1.2.1 机动车手续的种类

1.2.2 机动车手续真伪及有效

性鉴别方法

1.2.3 机动车所有权人及评估

委托人身份合法性的确定依据

1.2.4 车辆手续信息采集内容

与方法

2.

技术

状况

鉴定

2.1 静

态检查

2.1.1 能鉴别机动车的合法性

2.1.2 能静态检查发动机的技术

状况

2.1.3 能静态检查底盘的技术状

况

2.1.4 能静态检查车身及其附件

的技术状况

2.1.5 能静态检查常规电器与电

子设备的技术状况

2.1.6 能鉴别碰撞事故车

2.1.1 机动车合法性检查的内

容与方法

2.1.2 发动机静态检查的内容

与方法

2.1.3 底盘静态检查的内容与

方法

2.1.4 车身及其附件静态检查

的内容与方法

2.1.5 常规电器与电子设备技

术状况静态检查的内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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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碰撞事故车的鉴别方法

2.2 动

态检查

2.2.1 能路试检查发动机的技术

状况

2.2.2 能路试检查底盘的技术状

况

2.2.3 能路试检查车身及其附件

的技术状况

2.2.4 能路试检查常规电器与电

子设备的技术状况

2.2.5 能进行路试后的检查

2.2.1发动机技术状况路试检查

的内容与方法

2.2.2底盘技术状况路试检查的

内容与方法

2.2.3车身及其附件技术状况路

试检查的内容与方法

2.2.4常规电器与电子设备技术

状况路试检查的内容与方法

2.2.5路试后的检查的内容与方

法

2.3 技

术状况综

合评定

2.3.1 能识读机动车安全、环保

技术性能检测报告

2.3.2 能确定机动车的技术状况

等级

2.3.1 机动车安全、环保技术性

能检测报告的内容与合格评定要

求

2.3.2 机动车技术状况评定方

法、标准与要求

3.

价值

评估

3.1 整

车价值评

估

3.1.1 能根据评估目的选择评估

方法

3.1.2 能评估机动车（含新能源

车辆）整车价值

3.1.3 能撰写机动车整车价值鉴

定评估报告

3.1.4 能归档机动车整车价值鉴

定评估报告

3.1.1 评估方法的分类与选用

3.1.2现行市价法、重置成本法、

收益现值法、清算价格法的评估流

程与计算方法

3.1.3 鉴定评估报告的基本要

求、主要内容与撰写方法

3.1.4鉴定评估报告的归档要求

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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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事

故车辆损

失评估

3.2.1 能填写事故车辆损伤诊断

单

3.2.2 能确定事故车辆损伤等级

3.2.3 能确定更换配件项目、维

修项目及价格

3.2.4 能计算维修费用

3.2.5 能评估损坏配件残值

3.2.6 能撰写事故车辆损失鉴定

评估报告

3.2.1事故车辆损伤诊断单的内

容与填写方法

3.2.2事故车辆损伤等级评定方

法与技术要求

3.2.3 配件修换原则

3.2.4 配件价格确定方法

3.2.5 维修费用计算方法

3.2.6 损坏配件残值评估方法

3.2.7事故车辆损失鉴定评估报

告撰写方法

4.

认证

与营

销

4.1 二

手车认证

4.1.1 能按二手车认证流程检查

车辆

4.1.2 能撰写二手车认证报告

4.1.1 二手车认证流程

4.1.2二手车认证报告撰写方法

4.2 二

手车营销

4.2.1 能确定二手车收购价格

4.2.2 能确定二手车置换价格

4.2.3 能确定二手车拍卖底价

4.2.1 二手车收购定价方法

4.2.2 二手车置换定价方法

4.2.3二手车拍卖底价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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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技术

状况

鉴定

1.1 静

态检查

1.1.1 能鉴别进口机动车的合法

性

1.1.2 能静态检查机动车特殊电

器与电子设备的技术状况

1.1.3 能静态检查专项作业车的

技术状况

1.1.4 能鉴别泡水车、火烧车

1.1.1 进口机动车合法性鉴别

方法

1.1.2 特殊电器与电子设备的

功能与使用方法

1.1.3 专项作业车技术状况静

态检查的内容与方法

1.1.4 泡水车、火烧车的鉴别方

法

1.2 动

态检查

1.2.1 能路试检查机动车主动安

全系统的技术状况

1.2.2 能路试检查专项作业车的

技术状况

1.2.1 机动车主动安全系统技

术状况路试检查的内容与方法

1.2.2 专项作业车技术状况路

试检查的内容与方法

1.3 技

术状况综

合评定

1.3.1 能确定机动车技术状况

1.3.2 能进行道路运输车辆技术

等级合格评定

1.3.1 机动车技术状况评定内

容与评定要求

1.3.2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等级

评定内容与评定要求

2.

故障

判断

2.1 发

动机故障

2.1.1 能判断发动机常见机械故

障

2.1.1 发动机常见机械故障故

障现象与判断方法

2.2 底

盘故障

2.2.1 能判断底盘常见机械故障 2.2.1 底盘常见机械故障现象

与判断方法

2.3 车

身及附件

故障

2.3.1 能判断车身及附件常见机

械故障

2.3.1 车身及附件常见机械故

障现象与判断方法

2.4 电

器与电子

设备故障

2.4.1 能判断发动机电器与电子

设备常见故障

2.4.2 能判断底盘电器与电子设

2.4.1 发动机电器与电子设备

常见故障现象与判断方法

2.4.2 底盘电器与电子设备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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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常见故障

2.4.3 能判断车身电器与电子

设备常见故障

见故障现象与判断方法

2.4.3 车身电器与电子设备常

见故障现象与判断方法

3.

价值

评估

3.1 整

车价值评

估

3.1.1 能审核整车价值鉴定评估

报告

3.1.1 整车价值鉴定评估报告

审核要求

3.2 事

故车辆损

失评估

3.2.1 能确定新能源车辆更换配

件项目、维修项目及其价格

3.2.2 能计算新能源车辆维修费

用

3.2.3 能评估事故车辆整车与未

损坏配件残值

3.2.4 能评估事故车辆贬值损失

3.2.5 能审核事故车辆损失鉴定

评估报告

3.2.1 新能源车辆配件修换原

则

3.2.2 事故车辆整车与未损坏

配件残值评估方法

3.2.3 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评估

方法

3.2.4 事故车辆损失鉴定评估

报告审核方法

3.3 停

运损失评

估

3.3.1 能评估机动车停运损失

3.3.2 能撰写机动车停运损失鉴

定评估报告

3.3.1 机动车停运损失评估方

法

3.3.2 机动车停运损失鉴定评

估报告撰写方法

4.

认证

与营

销

4.1 二

手车认证

4.1.1 能审核二手车认证报告

4.1.2 能优化和改进二手车认证

流程

4.1.1 二手车认证报告审核要

求

4.2 二

手车营销

4.2.1 能审核二手车收购、置换、

拍卖价格

4.2.2 能进行二手车销售定价

4.2.3 能组织实施二手车认证

4.2.1 二手车收购、置换、拍卖

定价方法

4.2.2 二手车销售定价方法

5.

质量

与技

5.1 损

伤关联性

鉴定

5.1.1 能确定机动车配件损伤与

事故关联性

5.1.2 能撰写机动车配件损伤与

5.1.1 机动车配件损伤与事故

关联性分析方法

5.1.2 机动车配件损伤与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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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鉴

定

事故关联性技术鉴定意见书 关联性技术鉴定意见书撰写要求

5.2 机

动车属性

鉴定

5.2.1 能确定机动车属性

5.2.2 能撰写机动车属性技术鉴

定意见书

5.2.1 机动车属性鉴定方法

5.2.2 机动车属性技术鉴定意

见书撰写要求

5.3 机

动车类型

鉴定

5.3.1 能确定机动车类型

5.3.2 能撰写机动车类型技术鉴

定意见书

5.3.1 机动车类型

5.3.2 机动车类型技术鉴定意

见书撰写要求

5.4 技

术性能鉴

定

5.4.1 能鉴定机动车安全技术性

能

5.4.2 能撰写机动车安全技术性

能鉴定意见书

5.4.1 机动车安全技术性能鉴

定项目及要求

5.4.2 机动车安全技术性能鉴

定意见书撰写要求

5.5 维

修痕迹鉴

定

5.5.1 能鉴定机动车拆装、维修

痕迹

5.5.2 能撰写机动车拆装、维修

痕迹技术鉴定意见书

5.5.1 机动车拆装、维修痕迹鉴

定方法

5.5.2 机动车拆装、维修痕迹技

术鉴定意见书撰写要求

5.6 维

修时间鉴

定

5.6.1 能鉴定机动车合理维修时

间

5.6.2 能撰写机动车合理维修时

间技术鉴定意见书

5.6.1 机动车合理维修时间鉴

定方法

5.6.2 机动车合理维修时间技

术鉴定意见书撰写要求

5.7 配

件属性鉴

定

5.7.1 能鉴定机动车配件属性

5.7.2 能撰写机动车配件属性技

术鉴定意见书

5.7.1 机动车配件属性鉴定方

法

5.7.2 机动车配件属性技术鉴

定意见书撰写要求

6.

管理

与培

训

6.1 仪

器设备管

理

6.1.1 能进行工具、量具、仪器

设备的日常维护和定期维护

6.1.2 能进行工具、量具、仪器

设备的期间核查

6.1.1 工具、量具、仪器设备日

常维护、定期维护项目、方法与要

求

6.1.2 工具、量具、仪器设备期

间核查项目、方法与要求

6.2 技 6.2.1 能对四级/中级工进行专 6.2.1 技能培训讲义编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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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培训 业技能培训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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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技术

状况

鉴定

1.1 静

态检查

1.1.1 能优化和改进静态检查方

法与工艺

1.1.2 能编写静态检查工艺规

程

1.1.1 静态检查工艺规程编制

要求

1.2 动

态检查

1.2.1 能优化和改进动态路试检

查方法与工艺

1.2.2 能编写动态路试检查工艺

规程

1.2.1 动态路试检查工艺规程

编制要求

1.3 技

术状况综

合评定

1.3.1 能解决技术状况评定的综

合性问题

1.3.1 专家意见书的撰写要求

2.

故障

判断

2.1 发

动机故障

2.1.1 能判断发动机常见机械故

障原因

2.1.1 发动机常见机械故障诊

断方法

2.2 底

盘故障

2.2.1 能判断底盘常见机械故障

原因

2.2.1 底盘常见机械故障诊断

方法

2.3 车

身及附件

故障

2.3.1 能判断车身及附件常见机

械故障原因

2.3.1 车身及附件常见机械故

障诊断方法

2.4 电

器与电子

设备故障

2.4.1 能判断发动机电器与电子

设备常见故障原因

2.4.2 能判断底盘电器与电子设

备常见故障原因

2.4.3 能判断车身电器与电子设

备常见故障原因

2.4.1 发动机电器与电子设备

常见故障诊断方法

2.4.2 底盘电器与电子设备常

见故障诊断方法

2.4.3 车身电器与电子设备常

见故障诊断方法

3.

价值

3.1 整

车价值评

3.1.1 能审核新能源车辆整车价

值鉴定评估报告

3.1.1 新能源车辆整车价值鉴

定评估报告审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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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估

3.2 事

故车辆损

失评估

3.2.1 能审核新能源事故车辆损

失鉴定评估报告

3.2.1 新能源事故车辆损失鉴

定评估报告审核要求

3.3 停

运损失评

估

3.3.1 能审核机动车停运损失鉴

定评估报告

3.3.1 机动车停运损失鉴定评

估报告审核要求

4.

认证

与营

销

4.1 二

手车认证

4.1.1 能审核二手车销售定价

4.1.2 能制定二手车认证方案

4.1.1 二手车认证方案制定方

法

4.2 二

手车营销

4.2.1 能组织实施二手车营销

4.2.2 能制定二手车营销方案

4.2.1 二手车营销方案制定方

法

5.

质量

与技

术鉴

定

5.1 损

伤关联性

鉴定

5.1.1 能审核机动车配件损伤与

事故关联性技术鉴定意见书

5.1.1 机动车配件损伤与事故

关联性技术鉴定意见审核要求

5.2 机

动车属性

鉴定

5.2.1 能审核机动车属性技术鉴

定意见书

5.2.1 机动车属性技术鉴定意

见书审核要求

5.3 机

动车类型

鉴定

5.3.1 能审核机动车类型技术鉴

定意见书

5.3.1 机动车类型技术鉴定意

见书审核要求

5.4 嫌

疑车辆鉴

定

5.4.1 能鉴定嫌疑问题车辆

5.4.2 能撰写嫌疑问题车辆技术

鉴定意见书

5.4.1 嫌疑问题车辆鉴定方法

5.4.2 嫌疑问题车辆技术鉴定

意见书撰写要求

5.5 技

术性能鉴

定

5.5.3 能审核机动车安全技术性

能鉴定意见书

5.5.4 能鉴定机动车综合技术性

能

5.5.5 能撰写机动车综合性能技

5.5.1 机动车安全技术性能鉴

定意见书审核要求

5.5.2 机动车综合技术性能鉴

定项目及要求

5.5.3 机动车综合性能技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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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鉴定意见书 定意见书撰写要求

5.6 维

修痕迹鉴

定

5.6.1 能审核机动车拆装、维修

痕迹技术鉴定意见书

5.6.1 机动车拆装、维修痕迹技

术鉴定意见书审核要求

5.7 维

修时间鉴

定

5.7.1 能审核机动车合理维修时

间技术鉴定意见书

5.7.1 机动车合理维修时间技

术鉴定意见书审核要求

5.8 配

件属性鉴

定

5.8.1 能审核机动车配件属性技

术鉴定意见书

5.8.1 机动车配件属性技术鉴

定意见书审核要求

5.9 事

故鉴定

5.9.1 能鉴定机动车机械、电气

事故成因

5.9.2 能鉴定机动车火灾事故成

因

5.9.3 能鉴定车辆行驶速度

5.9.4 能鉴定车辆碰撞痕迹

5.9.5 能分析机动车行车存储数

据

5.9.6 能鉴定机动车故障与交通

事故的因果关系

5.9.7 能撰写机动车事故相关技

术鉴定意见书

5.9.1 机动车机械、电气事故鉴

定方法

5.9.2 机动车火灾事故鉴定方

法

5.9.3 车辆行驶速度鉴定方法

5.9.4 车辆碰撞痕迹鉴定方法

5.9.5 机动车行车存储数据提

取与分析方法

5.9.6 机动车故障与交通事故

的因果关系分析方法

5.9.7 机动车事故技术鉴定意

见书撰写要求

5.10 质

量（缺陷）

鉴定

5.10.1 能鉴定机动车维修质量

问题产生的原因

5.10.2 能鉴定机动车制造质量

（缺陷）问题产生的原因

5.10.3 能撰写机动车质量（缺

陷）技术鉴定意见书

5.10.1 机动车维修质量问题鉴

定方法

5.10.2 机动车制造质量（缺陷）

问题鉴定方法

5.10.3 机动车质量（缺陷）技

术鉴定意见书撰写要求

6. 6.1 仪 6.1.1 能进行仪器设备的调试和 6.1.1 仪器设备的调试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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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与培

训

器设备管

理

校准

6.1.2 能编写设备操作规程

规程

6.1.2 设备操作规程编制方法

6.2 技

术与质量

管理

6.2.1 能评价质量控制效果

6.2.2 能撰写技术总结

6.2.1 质量控制与管理相关知

识

6.2.2 技术总结撰写方法

6.3 技

术培训

6.3.1 能编写技能培训教案、讲

义与课件

6.3.2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

级别人员实施专业技能培训与指

导

6.3.1 技能培训教案、讲义与课

件制作知识

6.3.2 技能培训与指导的基本

要求和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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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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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障

判断

1.1 发

动机故障

1.1.1 能判断发动机综合性故障

原因

1.1.1 发动机综合性故障诊断

方法

1.2 底

盘故障

1.2.1 能判断底盘综合性故障原

因

1.2.1 底盘综合性故障诊断方

法

1.3 车

身及附件

故障

1.3.1 能判断车身及附件综合性

故障原因

1.3.1 车身及附件故障诊断方

法

1.4 电

器与电子

设备故障

1.4.1 能判断发动机电器与电子

设备综合性故障原因

1.4.2 能判断底盘电器与电子设

备综合性故障原因

1.4.3 能判断车身及附件电器与

电子设备综合性故障原因

1.4.1 发动机电器与电子设备

综合性故障诊断方法

1.4.2 底盘电器与电子设备综

合性故障诊断方法

1.4.3 车身及附件电器与电子

设备综合性故障诊断方法

2.

价值

评估

2.1 整

车价值评

估

2.1.1 能对整车价值鉴定评估项

目提出改进意见

2.1.1 整车价值评估前沿技术

2.2 事

故车辆损

失评估

2.2.1 能对事故车辆损失鉴定评

估项目提出改进意见

2.2.1 事故车辆损失评估前沿

技术

2.3 停

运损失评

估

2.3.1 能对车辆停运损失鉴定评

估项目提出改进意见

2.3.1 新能源车辆停运损失鉴

定评估报告审核要求

3.

质量

与技

术鉴

3.1 嫌

疑车辆鉴

定

3.1.1 能审核嫌疑问题车辆技术

鉴定意见书

3.1.1 嫌疑问题车辆技术鉴定

意见书审核要求

3.2 事 3.2.1 能审核机动车事故技术鉴 3.2.1 机动车事故技术鉴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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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故鉴定 定意见书 见书审核要求

3.3 技

术性能鉴

定

3.3.1 能审核机动车综合性能技

术鉴定意见书

3.3.2 能鉴定机动车主、被动安

全装置或智能技术性能，撰写技术

鉴定意见书

3.3.3 能鉴定新能源车辆动力电

池热管理系统性能，撰写技术鉴定

意见书

3.3.1 机动车综合性能技术鉴

定意见书审核要求

3.3.2 机动车主、被动安全装置

装置或智能技术性能鉴定方法与

技术鉴定意见书撰写要求

3.3.3 新能源车辆动力电池热

管理系统性能鉴定方法与技术鉴

定意见书撰写要求

3.4 质

量（缺陷）

鉴定

3.4.1 能审核机动车质量（缺陷）

技术鉴定意见书

3.4.2 能归纳总结机动车安全隐

患或制造缺陷问题并向有关部门

提交意见或建议书

3.4.1 机动车质量（缺陷）技术

鉴定意见书审核要求

3.4.2 机动车安全隐患或制造

缺陷问题归纳总结方法及意见或

建议书撰写要求

3.5 技

术革新

3.5.1 能革新技术鉴定手段，优

化改进技术鉴定方法和工艺流程

3.5.1 技术鉴定前沿技术

4.

管理

与培

训

4.1 仪

器设备管

理

4.1.1 能制订工具、量具、仪器

设备的维护、期间核查和周期检定

计划

4.1.2 能排除仪器设备常见故障

4.1.1 工具、量具、仪器设备维

护、期间核查和周期检定计划制订

方法

4.2 技

术与质量

管理

4.2.1 能编制质量控制计划

4.2.2 能编写质量体系中的程序

文件和作业指导书

4.2.3 能撰写技术论文

4.2.1 质量控制计划编制方法

4.2.2 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导书

编写方法

4.2.3 技术论文撰写要求

4.3 技

术培训

4.3.1 能制定技能培训方案

4.3.2 能对二级/技师及以下级

别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与指导

4.3.1 培训方案制定方法与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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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四级/中级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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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基础知识 25 20 15 10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手续检查 5 — — —

技术状况鉴定 30 20 10 —

故障判断 — 10 20 30

价值评估 20 15 10 5

认证与营销 15 10 5 —

质量与技术鉴定 — 15 25 35

管理与培训 — 5 10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四级/中级工

（%）

三级/高级工

（%）

二级/技师

（%）

一级/高级技师

（%）

技

能

要

求

手续检查 10 — — —

技术状况鉴定 45 30 15 —

故障判断 — 15 20 25

价值评估 30 25 20 10

认证与营销 15 10 5 —

质量与技术鉴定 — 15 30 45

管理与培训 — 5 10 2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