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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技能鉴定提供

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

要，立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有关专

家，制定了《无人机驾驶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1 年版）》（以下简称《标

准》）。

一、本《标准》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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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人机驾驶员

从业人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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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

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

工作要求和比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

三、本《标准》由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组织专家和实际工作者共同

完成。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安徽泽众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智训机器

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

司、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

心、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公安部反恐怖局、四川纵横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合肥

中航职业培训学校。主要起草人员有：梁光华、周扬、董红祥、袁睿、周飞、邓

浩、朱林锐、王夏峥。参与起草人有：何兵存、郝琦、楚晓明、任斌、董正汉、

刘士汇、刘思彤。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单位有：中国天津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中国兵

器工业试验测试研究院、北京康鹤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无人机协会、合肥工

业学校、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未来十（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睿尊

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审定人员有：彭瑜、贾成千、郑丽媛、鞠致礼、柯玉宝、王

德高、孙健、侯小捷、栾润生、田贵康、梅金龙、曹斌、王萍、范方华、赵静、

刘亮、赖友源。



II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安徽省技能人才管理服务中心的指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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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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驾驶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21 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无人机驾驶员

1.2 职业编码

4-99-00-00

1.3 职业定义

通过远程控制设备，操控无人机完成既定飞行任务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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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高温、低温或存在一定危化品。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表达能力和计算能力；有较强的反应能力和较好的分

析、判断能力；空间感强；手指、手臂灵活，动作协调性好；辨色力正常，双眼

矫正视力 5.0 以上。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培训参考学时

五级/初级工 120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 160 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 160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 100 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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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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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②
工作 1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3）军队及武警部队相关兵种退役义务兵。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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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4）军队及武警部队退役的下士士官，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④
工作 1

年（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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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0 年（含）以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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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

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②
相关职业：无人机装调检修工、摄影测量员、无人机测绘操控员等航空测量类职业，保安

员、应急救援员等安全防范类职业，农作物植保员、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等生物防治类职业，

自然保护区巡护检测员等巡逻守护类职业，物流服务师等物品配送类职业，民航飞行员、机

场运行指挥员等民航通航飞行类职业。

③
相关专业：数字影像技术、航空摄影测量、消防救援、应急管理与减灾技术、影视多媒体

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无人机测绘、无人机操控与维护、测绘地理

信息技术、交通管理、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设施农业与装备、地理信息科学、遥感科学

与技术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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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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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工作 2年（含）以上。

（5）军队及武警部队退役的中士士官及以上军衔获得人员，或具有公安工

作经历 5年以上，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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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

上；或取得本职业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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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3）具有 15 年（含）以上公安工作经历，或具有军队及武警部队少校军衔

（含）以上的退役军人，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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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1.9.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

理论知识考试以闭卷笔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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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审主要针对二级/技师和一

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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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15，每个考场不少于 2名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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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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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30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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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技能考核在具有相关部门审批的空域，具有

安全保障设施及无人机设备、作业条件或模拟作业条件的场地进行；综合评审在

标准教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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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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2）精益求精，忠诚奉献，严于律己。

（3）吃苦耐劳，刻苦学习，勤奋钻研。

（4）谦虚谨慎，团结协作，主动配合。

（5）爱护设备, 严守规范，确保安全。

2.2 基础知识

2.2.1 航空基础知识

（1）航空气象知识。

（2）空气动力学知识。

（3）航空器飞行原理。

（4）无线电通信原理。

2.2.2 无人机基础知识

（1）无人机系统知识。

（2）无人机系统操作规程。

（3）无人机应用知识。

（4）通用应急操作知识。

（5）无人机维保知识。

2.2.3 计算机应用知识

（1）计算机操作基础知识。

（2）相关软件使用知识。

2.2.4 安全生产知识

（1）劳动防护知识。

（2）设备使用知识。

2.2.5 环境保护知识

废旧电池、燃油残渣、农业残液等废弃物的处理方法。

2.2.6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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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相关知识。

（5）《轻小无人机运行规定（试行）》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相关知识。

（7）《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相关知识。

（8）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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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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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职业分为植保、安防、航拍、巡检、物流五个职业方向。各职业方向均包

含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五个

等级，其中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按五个职业方

向有所不同。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任

务

准

备

1.1 飞行计划报

备

1.1.1 能填写飞行计划表

1.1.2 能按流程报备飞行计划

1.1.1 飞行计划表填写方法

1.1.2 飞行计划报备流程

1.2 安装
1.2.1 能展开无人机

1.2.2 能安装电池或加注燃油

1.2.1 无人机展开方法

1.2.2 安装电池或加注燃油的方

法

1.3 调试

1.3.1 能完成系统通断电

1.3.2 能完成控制设备与无人机

链路的建立

1.3.3 能完成无人机磁罗盘校准

操作

1.3.4 能完成无人机惯性测量单

元校准操作

1.3.5 能填写安装调试记录

1.3.1 系统通断电方法

1.3.2 遥控器对频操作方法

1.3.3 无人机磁罗盘校准操作方

法

1.3.4 无人机惯性测量单元校准

操作方法

1.3.5 安装调试记录填写方法

2.

任

务

执

行

2.1 飞行前检查

2.1.1 能完成禁飞区、限飞区检

查

2.1.2 能进行起降场地安全性检

查

2.1.3 能目视检查飞行空域安全

2.1.4 能完成气象参数检测

2.1.5 能通过外观检查机体安装

情况

2.1.6 能通过外观检查线路连接

情况

2.1.7 能检查无人机系统电量及

动力能源充足情况

2.1.8 能完成飞行操控软件安全

2.1.1 禁飞区、限飞区检查方法

2.1.2 起降场地安全性检查方法

2.1.3 目视检查飞行空域安全的

方法

2.1.4 风速、风向、气压、温度、

湿度、降水等气象参数知识

2.1.5 外观检查机体安装的方法

2.1.6 无人机机体线路知识

2.1.7 无人机系统电量及动力能

源检查方法

2.1.8 飞行操控软件安全设置检

查方法

2.1.9 防护装备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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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设置检查

2.1.9 能完成人员防护装备检查

2.1.10 能填写飞行前检查单

2.1.10 飞行前检查单填写方法

2.2 飞行操控

2.2.1 能使用控制设备操控无人

机正常起飞

2.2.2 能使用控制设备操控无人

机正常飞行

2.2.3 能使用控制设备操控无人

机正常降落

2.2.4 能填写飞行记录表

2.2.1 无人机控制设备使用方法

2.2.2 操控无人机起飞、飞行、

降落的方法

2.2.3 飞行记录表填写方法

3.

维

护

保

养

3.1 维护

3.1.1 能拆卸电池或回收剩余燃

油

3.1.2 能清洁无人机系统

3.1.3 能完成电池充/放电操作

3.1.4 能填写维护记录

3.1.1 拆卸电池或回收剩余燃油

的方法

3.1.2 无人机系统清洁的方法

3.1.3 电池充/放电安全操作知

识

3.1.4 维护记录填写方法

3.2 保养

3.2.1 能完成电池或燃油的储存

管理

3.2.2 能完成无人机收纳存储

3.2.3 能填写保养记录

3.2.1 电池或燃油储存管理的方

法

3.2.2 电池无害化处理方法

3.2.3 无人机收纳存储方法

3.2.4 保养记录填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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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级/中级工

3.2.1 植保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任

务

规

划

1.1 设备选型

1.1.1 能根据植保飞行任务选

择机型

1.1.2 能根据植保飞行任务选

择载荷

1.1.3 能根据植保飞行任务选

择辅助设备系统

1.1.1 植保飞行任务方案相关知识

1.1.2 根据植保飞行任务选择机型

的方法

1.1.3 根据植保飞行任务选择载荷

的方法

1.1.4 根据植保飞行任务选择辅助

设备系统的方法

1.2 航线规划

1.2.1 能根据植保飞行任务选

择航线类型

1.2.2 能根据飞行环境和气象

条件计算飞行参数和作业参数

1.2.3 能根据参数绘制任务航

线

1.2.1 根据植保飞行任务选择航线

类型的方法

1.2.2 飞行参数和作业参数计算方

法

1.2.3 使用航线规划软件绘制任务

航线的方法

2.

任

务

准

备

2.1 安装

2.1.1 能安装喷洒系统或播撒

系统

2.1.2 能加注喷洒物或播撒物

2.1.3 能架设地面控制系统

2.1.4 能架设植保作业辅助设

备

2.1.1 喷洒系统或播撒系统安装方

法

2.1.2 喷洒物或播撒物加注方法

2.1.3 地面控制系统架设方法

2.1.4 植保作业辅助设备架设方法

2.2 调试

2.2.1 能调试喷洒系统或播撒

系统

2.2.2 能校准载荷控制系统

2.2.3 能调试数据链路、图像

链路

2.2.4 能调试辅助设备

2.2.1 喷洒系统或播撒系统调试方

法

2.2.2 载荷控制系统校准方法

2.2.3 数据链路、图像链路调试方

法

2.2.4 辅助设备调试方法

3.

任

务

执

行

3.1 飞行前检查

3.1.1 能完成地面控制系统与

无人机之间链路检查

3.1.2 能完成任务航线检查

3.1.3 能完成辅助设备系统运

行检查

3.1.1 地面控制系统与无人机之间

链路检查方法

3.1.2 任务航线检查方法

3.1.3 辅助设备系统运行知识

3.2 飞行操控

3.2.1 能完成定点环绕飞行动

作

3.2.2 能完成植保航线飞行动

作

3.2.3 能监控无人机飞行状态

3.2.1 定点环绕飞行方法

3.2.2 植保航线飞行方法

3.2.3 无人机飞行状态监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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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3 应急处置

3.3.1 能执行起飞中止操作或

降落中止操作

3.3.2 能在无人机飞行过程中

更改飞行计划

3.3.3 能在无人机飞行过程中

执行规避、返航、紧急降落操

作

3.3.1 起飞、降落中止操作方法

3.3.2 无人机飞行过程中更改飞行

计划的方法

3.3.3 无人机飞行过程中执行规

避、返航、紧急降落操作的方法

3.4 飞行作业

3.4.1 能监控载荷工作状态

3.4.2 能操控载荷获取数据

3.4.3 能更改载荷参数

3.4.4 能操控无人机喷洒液体

或播撒固体颗粒物

3.4.1 监控载荷工作状态的方法

3.4.2 操控载荷获取数据的方法

3.4.3 更改载荷参数的方法

3.4.4 操控无人机喷洒液体或播撒

固体颗粒物的方法

4.

维

护

保

养

4.1 维护

4.1.1 能排空药箱

4.1.2 能拆卸植保载荷

4.1.3 能清洁植保载荷

4.1.4 能对机体进行检查及基

础维护

4.1.5 能完成系统软件及固件

升级

4.1.6 能按照维保手册要求定

期对紧固件进行检查维护

4.1.7 能完成动力系统的维护

4.1.1 排空药箱的方法

4.1.2 拆卸植保载荷的方法

4.1.3 清洁植保载荷的方法

4.1.4 机体检查及基础维护方法

4.1.5 系统软件及固件升级方法

4.1.6 紧固件检查维护方法

4.1.7 动力系统维护方法

4.2 保养

4.2.1 能完成植保载荷收纳存

储

4.2.2 能完成植保无人机非作

业季长期存储保养

4.2.3 能完成动力系统的保养

4.2.1 植保载荷收纳存储方法

4.2.2 植保无人机非作业季长期存

储保养方法

4.2.3 动力系统保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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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安防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任

务

规

划

1.1 设备选型

1.1.1 能根据安防飞行任务选

择机型

1.1.2 能根据安防飞行任务选

择载荷

1.1.3 能根据安防飞行任务选

择辅助设备系统

1.1.1 安防飞行任务方案相关知识

1.1.2 根据安防飞行任务选择机型

的方法

1.1.3 根据安防飞行任务选择载荷

的方法

1.1.4 根据安防飞行任务选择辅助

设备系统的方法

1.2 航线规划

1.2.1 能根据巡检飞行任务选

择航线类型

1.2.2 能根据飞行环境和气象

条件计算飞行参数和作业参

数

1.2.3 能根据参数绘制任务航

线

1.2.4 能使用航线规划软件规

划安防任务的安全飞行区、限

飞区、禁飞区、紧急备降区以

及干扰区

1.2.1 根据巡检飞行任务选择航线

类型的方法

1.2.2 飞行参数和作业参数计算方

法

1.2.3 使用航线规划软件绘制任务

航线的方法

1.2.4 使用航线规划软件规划安防

任务区域的方法

2.

任

务

准

备

2.1 安装

2.1.1 能安装安防系统

2.1.2 能架设地面控制系统

2.1.3 能架设安放作业辅助设

备

2.1.1 安防系统安装方法

2.1.2 地面控制系统架设方法

2.1.3 辅助设备架设方法

2.2 调试

2.2.1 能调试安防系统

2.2.2 能调试飞行平台状态

2.2.3 能校准载荷控制系统

2.2.4 能调试数据链路、图像

链路

2.2.5 能调试辅助设备

2.2.1 安防系统调试方法

2.2.2 飞行平台状态调试方法

2.2.3 载荷控制系统校准方法

2.2.4 数据链路、图像链路调试方法

2.2.5 辅助设备调试方法

3.

任

务

执

行

3.1 飞行前检查

3.1.1 能完成地面控制系统与

无人机之间链路检查

3.1.2 能完成任务航线检查

3.1.3 能完成辅助设备系统运

行检查

3.1.4 能填写飞行检查单

3.1.1 地面控制系统与无人机之间

链路检查的方法

3.1.2 任务航线检查方法

3.1.3 辅助设备系统运行知识

3.2 飞行操控

3.2.1 能完成定点环绕飞行动

作

3.2.2 能使用地面控制系统图

传画面完成无人机航点设置

3.2.3 能监控无人机飞行状态

3.2.1 定点环绕飞行方法

3.2.2 无人机航点设置方法

3.2.3 无人机飞行状态监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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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3 应急处置

3.3.1 能执行起飞中止操作或

降落中止操作

3.3.2 能在无人机飞行过程中

更改飞行计划

3.3.3 能在无人机飞行过程中

执行规避、返航、紧急降落操

作

3.3.1 起飞、降落中止操作方法

3.3.2 无人机飞行过程中更改飞行

计划的方法

3.3.3 无人机飞行过程中执行规避、

返航、紧急降落操作的方法

3.4 飞行作业

3.4.1 能监控载荷工作状态

3.4.2 能操控载荷获取数据

3.4.3 能更改载荷参数

3.4.4 能操控光学吊舱进行图

片及视频拍摄

3.4.5 能进行目标跟踪

3.4.1 监控载荷工作状态的方法

3.4.2 操控载荷获取数据的方法

3.4.3 更改载荷参数的方法

3.4.4 操控光学吊舱进行图片及视

频拍摄的方法

3.4.5 目标跟踪方法

3.5 数据处置

3.5.1 能导出无人机数据

3.5.2 能导出载荷数据

3.5.3 能查看图片、命名、整

理

3.5.4 能进行视频查看、命名、

整理

3.5.1 无人机及载荷数据导出方法

3.5.2 图片查看、命名、整理的方法

3.5.3 视频查看、命名、整理的方法

4.

维

护

保

养

4.1 维护

4.1.1 能拆卸安防载荷

4.1.2 能清洁安防载荷

4.1.3 能对机体进行检查及基

础维护

4.1.4 能完成系统软件及固件

升级

4.1.5 能按照维保手册要求定

期对紧固件进行检查维护

4.1.6 能完成动力系统的维护

4.1.1 拆卸安防载荷方法

4.1.2 清洁安防载荷方法

4.1.3 机体检查及基础维护方法

4.1.4 系统软件及固件升级方法

4.1.5 紧固件检查维护方法

4.1.6 动力系统维护方法

4.2 保养

4.2.1 能完成安防载荷收纳存

储

4.2.2 能完成动力系统的保养

4.2.1 安防载荷收纳存储方法

4.2.2 动力系统保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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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航拍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任

务

规

划

1.1 设备选型

1.1.1能根据航拍飞行任务选择

机型

1.1.2能根据航拍飞行任务选择

载荷

1.1.3能根据航拍飞行任务选择

辅助设备系统

1.1.1 航拍飞行任务方案相关知

识

1.1.2 根据航拍飞行任务选择机

型的方法

1.1.3 根据航拍飞行任务选择载

荷的方法

1.1.4 根据航拍飞行任务选择辅

助设备系统的方法

1.2 航线规划

1.2.1能根据航拍飞行任务选择

航线类型

1.2.2能根据飞行环境和气象条

件计算飞行参数和作业参数

1.2.3能根据参数绘制任务航线

1.2.1 根据航拍飞行任务选择航

线类型的方法

1.2.2 飞行参数和作业参数计算

方法

1.2.3 使用航线规划软件绘制任

务航线的方法

2.

任

务

准

备

2.1 安装

2.1.1 能安装航拍类载荷

2.1.2 能架设地面控制系统

2.1.3能安装航拍无人机辅助设

备（SD 卡、ND 滤镜等）

2.1.1 航拍类载荷安装方法

2.1.2 地面控制系统架设方法

2.1.3 航拍无人机辅助设备安装

方法

2.2 调试

2.2.1 能调试飞行平台状态

2.2.2 能调试航拍类载荷

2.2.3 能校准载荷控制系统

2.2.4 能调试数据链路、图像链

路

2.2.5 能调试辅助设备

2.2.1 飞行平台状态调试方法

2.2.2 航拍类载荷调试方法

2.2.3 载荷控制系统校准方法

2.2.4 数据链路、图像链路调试

方法

2.2.5 辅助设备调试方法

3.

任

务

执

行

3.1 飞行前检查

3.1.1能完成地面控制系统与无

人机之间链路检查

3.1.2 能完成任务航线检查

3.1.3能完成辅助设备系统运行

检查

3.1.4 能填写飞行检查单

3.1.1 地面控制系统与无人机之

间链路检查的方法

3.1.2 任务航线检查的方法

3.1.3 辅助设备系统运行知识

3.2 飞行操控

3.2.1能操控无人机直线甩尾飞

行

3.2.2能操控无人机平行跟随飞

行

3.2.3能操控无人机渐远拉升飞

行

3.2.4能完成定点环绕飞行动作

3.2.5能使用地面控制系统图传

画面完成无人机的航点设置

3.2.6 能监控无人机飞行状态

3.2.1 操控无人机直线甩尾飞行

的方法

3.2.2 操控无人机平行跟随飞行

的方法

3.2.3 操控无人机渐远拉升飞行

的方法

3.2.4 定点环绕飞行动作的方法

3.2.5 使用地面控制系统图传画

面完成航点设置的方法

3.2.6 监控无人机飞行状态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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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法

3.3 应急处置

3.3.1能执行起飞中止操作或降

落中止操作

3.3.2能在无人机飞行过程中更

改飞行计划

3.3.3能在无人机飞行过程中执

行规避、返航、紧急降落操作

3.3.1 起飞、降落中止操作的方

法

3.3.2 无人机飞行过程中更改飞

行计划的方法

3.3.3 无人机飞行过程中执行规

避、返航、紧急降落操作的方法

3.4 飞行作业

3.4.1 能监控载荷工作状态

3.4.2 能操控载荷获取数据

3.4.3 能更改载荷参数

3.4.4能使用航拍无人机拍摄图

片

3.4.5能使用航拍无人机拍摄视

频

3.4.1 监控载荷工作状态的方法

3.4.2 操控载荷获取数据的方法

3.4.3 更改载荷参数的方法

3.4.4 使用航拍无人机拍摄图片

的方法

3.4.5 使用航拍无人机拍摄视频

的方法

3.5 数据处置

3.5.1 能下载航拍数据

3.5.2能对航拍数据进行分类管

理

3.5.3 能备份航拍数据

3.5.1 航拍数据的下载方法

3.5.2 航拍数据分类管理知识

3.5.3 备份航拍数据的方法

4.

维

护

保

养

4.1 维护

4.1.1 能拆卸航拍载荷

4.1.2 能清洁航拍载荷

4.1.3能对机体进行检查及基础

维护

4.1.4能完成系统软件及固件升

级

4.1.5能按照维保手册要求定期

对紧固件进行检查维护

4.1.6 能完成动力系统的维护

4.1.1 航拍载荷的拆卸方法

4.1.2 清洁航拍载荷的方法

4.1.3 机体检查及基础维护方法

4.1.4 系统软件及固件升级方法

4.1.5 紧固件检查维护方法

4.1.6 动力系统的维护方法

4.2 保养
4.2.1能完成航拍载荷收纳存储

4.2.2 能完成动力系统的保养

4.2.1 航拍载荷收纳存储的方法

4.2.2 动力系统的保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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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巡检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任

务

规

划

1.1 设备选型

1.1.1能根据巡检飞行任务选择

机型

1.1.2能根据巡检飞行任务选择

载荷

1.1.3能根据巡检飞行任务选择

辅助设备系统

1.1.1 巡检任务方案的相关知识

1.1.2 根据巡检飞行任务选择机

型的方法

1.1.3 根据巡检飞行任务选择载

荷的方法

1.1.4 根据巡检飞行任务选择辅

助设备系统的方法

1.2 航线规划

1.2.1能根据巡检飞行任务选择

航线类型

1.2.2能根据飞行环境和气象条

件计算飞行参数和作业参数

1.2.3能根据参数绘制航线任务

航线

1.2.1 根据巡检飞行任务选择航

线类型的方法

1.2.2 飞行参数和作业参数的计

算方法

1.2.3 使用航线规划软件绘制任

务航线的方法

2.

任

务

准

备

2.1 安装

2.1.1 能安装巡检类载荷

2.1.2 能够架设地面控制系统

2.1.3 能架设辅助设备

2.1.1 巡检类载荷安装的方法

2.1.2 架设地面控制系统的方法

2.1.3 架设辅助设备的方法

2.2 调试

2.2.1 能调试飞行平台状态

2.2.2 能校准载荷控制系统

2.2.3 能调试巡检类载荷

2.2.4 能调试数据链路、图像链

路

2.2.5 能调试辅助设备

2.2.1 调试飞行平台状态的方法

2.2.2 校准载荷控制系统的方法

2.2.3 调试巡检类载荷的方法

2.2.4 数据链路、图像链路调试

方法

2.2.5 辅助设备调试的方法

3.

任

务

执

行

3.1 飞行前检查

3.1.1能完成地面控制系统与无

人机之间链路检查

3.1.2 能完成任务航线的检查

3.1.3能完成辅助设备系统运行

检查

3.1.4 能填写飞行检查单

3.1.1 地面控制系统与无人机之

间链路检查的方法

3.1.2 任务航线检查的方法

3.1.3 辅助设备系统运行知识

3.2 飞行操控

3.2.1能使用地面控制系统图传

画面完成无人机的航点设置

3.2.2 能监控无人机飞行状态

3.2.3能使用地面控制系统操控

无人机飞行

3.2.1 无人机航点设置方法

3.2.2 监控无人机飞行状态的方

法

3.2.3 使用地面控制系统操控无

人机的方法

3.3 应急处置

3.3.1能执行起飞中止操作或降

落中止操作

3.3.2能在无人机飞行过程中更

改飞行计划

3.3.3能在无人机飞行过程中执

行规避、返航、紧急降落操作

3.3.1 起飞、降落中止操作的方

法

3.3.2 无人机飞行过程中更改飞

行计划的方法

3.3.3 无人机飞行过程中执行规

避、返航、紧急降落操作的方法

3.4 飞行作业
3.4.1 能监控载荷工作状态

3.4.2 能操控载荷获取数据

3.4.1 监控载荷工作状态的方法

3.4.2 操控载荷获取数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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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4.3 能更改载荷参数

3.4.4 能对点状目标进行巡检

3.4.5 能对线状目标进行巡检

3.4.3 更改载荷参数的方法

3.4.4 点状目标巡检的方法

3.4.5 线状目标巡检的方法

3.5 数据处置
3.5.1 能导出载荷数据

3.5.2 能检查载荷数据

3.5.1 导出载荷数据的方法

3.5.2 检查载荷数据的方法

4.

维

护

保

养

4.1 维护

4.1.1 能拆卸巡检载荷

4.1.2 能清洁巡检载荷

4.1.3能对机体进行检查及基础

维护

4.1.4能完成系统软件及固件升

级

4.1.5能按照维保手册要求定期

对紧固件进行检查维护

4.1.6 能完成动力系统的维护

4.1.1 巡检载荷拆卸方法

4.1.2 巡检载荷清洁方法

4.1.3 机体检查及基础维护的方

法

4.1.4 系统软件及固件升级方法

4.1.5 紧固件检查维护的方法

4.1.6 动力系统维护的方法

4.2 保养
4.2.1能完成巡检载荷收纳存储

4.2.2 能完成动力系统的保养

4.2.1 巡检载荷收纳存储的方法

4.2.2 动力系统保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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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物流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任

务

规

划

1.1 设备选型

1.1.1能根据物流飞行任务选择

机型

1.1.2能根据物流飞行任务选择

载荷

1.1.3能根据物流飞行任务选择

辅助设备系统

1.1.1 物流任务方案相关知识

1.1.2 根据飞行任务选择机型的

方法

1.1.3 根据飞行任务选择载荷的

方法

1.1.4 根据飞行任务选择辅助设

备系统的方法

1.2 航线规划

1.2.1能根据物流飞行任务选择

航线类型

1.2.2飞行环境和气象条件计算

飞行参数和作业参数

1.2.3能使用航线规划软件绘制

任务航线

1.2.1 根据物流飞行任务选择航

线类型的方法

1.2.2 飞行参数和作业参数的计

算方法

1.2.3 使用航线规划软件绘制任

务航线的方法

2.

任

务

准

备

2.1 安装

2.1.1 能安装运输系统

2.1.2 能装载货物

2.1.3 能架设地面控制系统

2.1.4能架设物流作业辅助设备

2.1.1 安装运输系统的方法

2.1.2 装载货物的方法

2.1.3 架设地面控制系统的方法

2.1.4 架设物流作业辅助设备的

方法

2.2 调试

2.2.1 能调试飞行平台状态

2.2.2 能校准载荷控制系统

2.2.3 能调试载货系统

2.2.4 能调试数据链路、图像链

路

2.2.5 能调试辅助设备

2.2.1 飞行平台状态的调试方法

2.2.2 载荷控制系统的校准方法

2.2.3 载货系统的调试方法

2.2.4 数据链路、图像链路调试

方法

2.2.5 辅助设备的调试方法

3.

任

务

执

行

3.1 飞行前检查

3.1.1能完成地面控制系统与无

人机之间链路检查

3.1.2 能完成任务航线的检查

3.1.3能完成辅助设备系统运行

检查

3.1.4能完成无人机重量与配平

检查

3.1.5能完成无人机气动舵面检

查

3.1.6 能填写飞行检查单

3.1.1 地面控制系统与无人机之

间链路检查的方法

3.1.2 任务航线检查的方法

3.1.3 辅助设备系统运行知识

3.1.4 无人机重量与配平检查的

方法

3.1.5 无人机气动舵面检查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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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2 飞行操控

3.2.1能完成定点环绕飞行动作

3.2.2能使用地面控制系统图传

画面完成无人机的航点设置

3.2.3 能监控无人机飞行状态

3.2.4能使用地面控制系统操控

无人机飞行

3.2.1 定点环绕飞行的方法

3.2.2 无人机航点设置的方法

3.2.3 无人机飞行状态的监控方

法

3.2.4 使用地面控制系统操控无

人机飞行的方法

3.3 应急处置

3.3.1能执行起飞中止操作或降

落中止操作

3.3.2能在无人机飞行过程中更

改飞行计划

3.3.3能在无人机飞行过程中执

行规避、返航、紧急降落操作

3.3.1 起飞、降落中止操作的方

法

3.3.2 无人机飞行过程中更改飞

行计划的方法

3.3.3 无人机飞行过程中执行规

避、返航、紧急降落操作的方法

3.4 飞行作业

3.4.1 能监控载荷工作状态

3.4.2 能操控载荷获取数据

3.4.3 能更改载荷参数

3.4.4 能定点悬停投放货物

3.4.5 能吊运货物

3.4.1 载荷工作状态监控的方法

3.4.2 操控载荷获取数据的方法

3.4.3 更改载荷参数的方法

3.4.4 定点悬停投放货物的方法

3.4.5 吊运货物的方法

4.

维

护

保

养

4.1 维护

4.1.1 能拆卸物流载荷

4.1.2 能清洁物流载荷

4.1.3能对机体进行检查及基础

维护

4.1.4能完成系统软件及固件升

级

4.1.5能按照维保手册要求定期

对紧固件进行检查维护

4.1.6 能完成动力系统的维护

4.1.1 拆卸物流载荷的方法

4.1.2 清洁物流载荷的方法

4.1.3 对机体进行检查及基础维

护的方法

4.1.4 系统软件及固件升级的方

法

4.1.5 紧固件检查维护的方法

4.1.6 动力系统维护的方法

4.2 保养
4.2.1能完成物流载荷收纳存储

4.2.2 能完成动力系统的保养

4.2.1 物流载荷收纳存储的方法

4.2.2 动力系统保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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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3.3.1 植保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任

务

规

划

1.1 航线规划

1.1.1 能规划紧急规避、紧急返

航航线

1.1.2 能规划紧急降落点位置

1.1.1 规划紧急规避、紧急返航

航线的方法

1.1.2 规划紧急降落点位置的方

法

1.2 任务分析

1.2.1能分析植保飞行任务并收

集相关信息

1.2.2能根据植保任务要求制订

任务计划

1.2.3能根据植保任务计划编制

实施方案

1.2.4 能制定航线优化方案

1.2.1 根据植保任务要求制订任

务计划的方法

1.2.2 根据植保任务计划编制实

施方案的方法

1.3 风险评估

1.3.1能评估天气对飞行的影响

1.3.2能评估环境对飞行的影响

1.3.3 能评估现场生产、生活设

施对飞行的影响

1.3.4能评估其他飞行工具对飞

行的影响

1.3.5能评估植保作业对环境影

响的潜在风险

1.3.1 影响飞行的因素

1.3.2 飞行工具对飞行的影响

1.3.3 植保作业对环境影响潜在

风险的评估方法

2.

任

务

执

行

2.1 飞行前检查

2.1.1能根据飞行前检查单下达

检查指令

2.1.2能综合飞行前检查情况进

行故障排查处理

2.1.3能使用专业术语向空管部

门进行起飞前报备

2.1.1 下达检查指令的方法

2.1.2 飞行前检查故障的排查处

理方法

2.1.3 起飞前报备方法

2.2 飞行操控

2.2.1能在紧急情况下操控无人

机飞行

2.2.2能在紧急情况下操控无人

机着陆

2.2.3能使用专业术语下达飞行

操控指令

2.2.4能使用专业术语向空管部

门进行降落后报备

2.2.1 紧急情况下操控无人机飞

行及着陆的方法

2.2.2 使用专业术语下达飞行操

控指令的方法

2.2.3 降落后报备的方法

2.3 应急处置

2.3.1能通过飞行状态监控反馈

识别紧急情况信息

2.3.2能判断紧急情况对应的应

急处理预案

2.3.3能按照应急预案措施处理

紧急情况

2.3.1 紧急情况下信息识别评判

的知识

2.3.2 选择应急处理预案的方法

2.3.3 使用专业术语下达紧急操

作指令的方法

2.3.4 处理突发无预案紧急情况



20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3.4能使用专业术语下达紧急

操作指令

2.3.5能处理突发无预案紧急情

况

2.3.6能按照事故处置流程和规

范对坠毁的无人机进行处置

的方法

2.3.5 对坠毁无人机进行处置的

方法

2.4 飞行作业

2.4.1能使用专业术语下达飞行

作业指令

2.4.2能进行变量喷洒或播撒作

业

2.4.3能对植保作业结果进行评

价

2.4.1 使用专业术语下达飞行作

业指令的方法

2.4.2 变量喷洒或播撒作业的方

法

2.4.3 对作业结果评价的知识

2.5 数据处置

2.5.1能利用影像数据对作业区

进行模型重建

2.5.2能使用作业区模型数据分

析研判作业任务

2.5.1 利用影像数据对作业区模

型重建的方法

2.5.2 使用作业区模型数据分析

研判作业任务的方法

3.

维

护

保

养

3.1 维护

3.1.1能根据维护方案及标准编

制维护作业流程

3.1.2能根据维护方案及标准编

制维护作业手册

3.1.1 编制维护作业流程的方法

3.1.2 编制维护作业手册的方法

3.2 保养

3.2.1能根据保养方案及标准编

制保养作业流程

3.2.2能根据保养方案及标准编

制保养作业手册

3.2.1 编制保养作业流程的方法

3.2.2 编制保养作业手册的方法

3.3 检查

3.3.1 能诊断无人机、地面控制

系统及辅助设备外观缺陷

3.3.2 能诊断无人机、地面控制

系统、通信链路、控制链路故障

3.3.1 诊断无人机、地面控制系

统及辅助设备外观缺陷的方法

3.3.2 诊断无人机、地面控制系

统、通信链路、控制链路故障的

方法

3.4 维修

3.4.1 能排除无人机、地面控制

系统及辅助设备外观缺陷

3.4.2能排除辅助设备常见故障

3.4.1 排除无人机、地面控制系

统及辅助设备外观缺陷的方法

3.4.2 排除辅助设备常见故障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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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安防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任

务

规

划

1.1 航线规划

1.1.1 能规划紧急规避、紧急返

航航线

1.1.2 能规划紧急降落点位置

1.1.1 规划紧急规避、紧急返航

航线的方法

1.1.2 规划紧急降落点位置的方

法

1.2 任务分析

1.2.1能分析安防飞行任务并收

集相关信息

1.2.2能根据安防任务要求制订

任务计划

1.2.3能根据安防任务计划编制

实施方案

1.2.4 能制定航线优化方案

1.2.1 根据安防任务要求制订任

务计划的方法

1.2.2 根据安防任务计划编制实

施方案的方法

1.3 风险评估

1.3.1能评估天气对飞行的影响

1.3.2能评估环境对飞行的影响

1.3.3 能评估现场生产、生活设

施对飞行的影响

1.3.4能评估其他飞行工具对飞

行的影响

1.3.5能评估安防作业对环境的

潜在风险项目

1.3.1 影响飞行的因素

1.3.2 飞行工具对飞行的影响

1.3.3 评估安防作业对环境的潜

在风险项目的方法

2.

任

务

执

行

2.1 飞行前检查

2.1.1能根据飞行前检查单下达

检查指令

2.1.2能综合飞行前检查情况进

行故障排查处理

2.1.3能使用专业术语向空管部

门进行起飞前报备

2.1.1 下达检查指令的方法

2.1.2 飞行前检查故障的排查处

理方法

2.1.3 起飞前报备方法

2.2 飞行操控

2.2.1能在紧急情况下操控无人

机飞行

2.2.2能在紧急情况下操控无人

机着陆

2.2.3能使用专业术语下达飞行

操控指令

2.2.4能使用专业术语向空管部

门进行降落后报备

2.2.1 紧急情况下操控无人机飞

行及着陆的方法

2.2.2 使用专业术语下达飞行操

控指令的方法

2.2.3 降落后报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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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3 应急处置

2.3.1能通过飞行状态监控反馈

识别紧急情况信息

2.3.2能判断紧急情况对应的应

急处理预案

2.3.3能按照应急预案措施处理

紧急情况

2.3.4能使用专业术语下达紧急

操作指令

2.3.5能处理突发无预案紧急情

况

2.3.6能按照事故处置流程和规

范对坠毁的无人机进行处置

2.3.1 紧急情况下信息识别评判

的知识

2.3.2 选择应急处理预案的方法

2.3.3 使用专业术语下达紧急操

作指令的方法

2.3.4 处理突发无预案紧急情况

的方法

2.3.5 对坠毁无人机进行处置的

方法

2.4 飞行作业

2.4.1能使用特种安防载荷开展

工作

2.4.2能对安防作业结果进行评

价

2.4.3能使用专业术语下达飞行

作业指令

2.4.1 使用特种安防载荷作业的

方法

2.4.2 能对安防飞行任务结果评

价的方法

2.4.3 使用专业术语下达飞行作

业指令的方法

3.

维

护

保

养

3.1 维护

3.1.1能根据维护方案及标准编

制维护作业流程

3.1.2能根据维护方案及标准编

制维护作业手册

3.1.1 编制维护作业流程的方法

3.1.2 编制维护作业手册的方法

3.2 保养

3.2.1能根据保养方案及标准编

制保养作业流程

3.2.2能根据保养方案及标准编

制保养作业手册

3.2.1 编制保养作业流程的方法

3.2.2 编制保养作业手册的方法

3.3 检查

3.3.1 能诊断无人机、地面控制

系统及辅助设备外观缺陷

3.3.2 能诊断无人机、地面控制

系统、通讯、控制链路故障

3.3.1 诊断无人机、地面控制系

统及辅助设备外观缺陷的方法

3.3.2 诊断无人机、地面控制系

统、通讯、控制链路故障的方法

3.4 维修

3.4.1 能排除无人机、地面控制

系统及辅助设备外观缺陷

3.4.2能排除辅助设备常见故障

3.4.1 排除无人机、地面控制系

统及辅助设备外观缺陷的方法

3.4.2 排除辅助设备常见故障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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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航拍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任

务

规

划

1.1 航线规划

1.1.1 能规划紧急规避、紧急返

航航线

1.1.2 能规划紧急降落点位置

1.1.1 规划紧急规避、紧急返航

航线的方法

1.1.2规划紧急降落点位置的方

法

1.2 任务分析

1.2.1能分析航拍飞行任务并收

集相关信息

1.2.2能根据航拍任务要求制订

任务计划

1.2.3能根据航拍任务计划编制

实施方案

1.2.4 能制定航线优化方案

1.2.1根据航拍任务要求制订任

务计划的方法

1.2.2根据航拍任务计划编制实

施方案的方法

1.3 风险评估

1.3.1能评估天气对飞行的影响

1.3.2能评估环境对飞行的影响

1.3.3 能评估现场生产、生活设

施对飞行的影响

1.3.4能评估其他飞行工具对飞

行的影响

1.3.5能评估航拍作业对环境的

潜在风险项目

1.3.1 影响飞行的因素

1.3.2 飞行工具对飞行的影响

1.3.3评估航拍作业对环境的潜

在风险项目的方法

2.

任

务

执

行

2.1 飞行前检查

2.1.1能根据飞行前检查单下达

检查指令

2.1.2能综合飞行前检查情况进

行故障排查处理

2.1.3能使用专业术语向空管部

门进行起飞前报备

2.1.1 下达检查指令的方法

2.1.2飞行前检查故障的排查处

理方法

2.1.3 起飞前报备的方法

2.2 飞行操控

2.2.1能在紧急情况下操控无人

机飞行

2.2.2能在紧急情况下操控无人

机着陆

2.2.3能使用专业术语下达飞行

操控指令

2.2.4能使用专业术语向空管部

门进行降落后报备

2.2.1紧急情况下操控无人机飞

行及着陆的方法

2.2.2使用专业术语下达飞行操

控指令的方法

2.2.3 降落后报备方法

2.3 应急处置

2.3.1能通过飞行状态监控反馈

识别紧急情况信息

2.3.2能判断紧急情况对应的应

急处理预案

2.3.3能按照应急预案措施处理

紧急情况

2.3.4能使用专业术语下达紧急

2.3.1紧急情况下信息识别评判

的知识

2.3.2选择应急处理预案的方法

2.3.3使用专业术语下达紧急操

作指令的方法

2.3.4处理突发无预案紧急情况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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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操作指令

2.3.5能处理突发无预案紧急情

况

2.3.6能按照事故处置流程和规

范对坠毁的无人机进行处置

2.3.5对坠毁无人机进行处置的

方法

2.4 飞行作业

2.4.1能使用航拍无人机进行影

视级拍摄

2.4.2能对航拍作业结果进行评

价

2.4.3能使用专业术语下达飞行

作业指令

2.4.1使用航拍无人机进行影视

级拍摄的方法

2.4.2航拍作业结果评价的方法

2.4.3使用专业术语下达飞行作

业指令的方法

3.

维

护

保

养

3.1 维护

3.1.1能根据维护方案及标准编

制维护作业流程

3.1.2能根据维护方案及标准编

制维护作业手册

3.1.1编制维护作业流程的方法

3.1.2编制维护作业手册的方法

3.2 保养

3.2.1能根据保养方案及标准编

制保养作业流程

3.2.2能根据保养方案及标准编

制保养作业手册

3.2.1编制保养作业流程的方法

3.2.2编制保养作业手册的方法

3.3 检查

3.3.1 能诊断无人机、地面控制

系统及辅助设备外观缺陷

3.3.2 能诊断无人机、地面控制

系统、通讯、控制链路故障

3.3.1 诊断无人机、地面控制系

统及辅助设备外观缺陷的方法

3.3.2 诊断无人机、地面控制系

统、通讯、控制链路故障的方法

3.4 维修

3.4.1 能排除无人机、地面控制

系统及辅助设备外观缺陷

3.4.2能排除辅助设备常见故障

3.4.1 排除无人机、地面控制系

统及辅助设备外观缺陷的方法

3.4.2排除辅助设备常见故障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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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巡检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任

务

规

划

1.1 航线规划

1.1.1 能规划紧急规避、紧急返

航航线

1.1.2 能规划紧急降落点位置

1.1.1 规划紧急规避、紧急返航

航线的方法

1.1.2 规划紧急降落点位置的方

法

1.2 任务分析

1.2.1能分析巡检飞行任务并收

集相关信息

1.2.2能根据巡检任务要求制订

任务计划

1.2.3能根据巡检任务计划编制

实施方案

1.2.4 能制定航线优化方案

1.2.1 根据巡检任务要求制订任

务计划的方法

1.2.2 根据巡检任务计划编制实

施方案的方法

1.3 风险评估

1.3.1能评估天气对飞行的影响

1.3.2能评估环境对飞行的影响

1.3.3 能评估现场生产、生活设

施对飞行的影响

1.3.4能评估其他飞行工具对飞

行的影响

1.3.5能评估巡检作业对环境的

潜在风险项目

1.3.1 影响飞行的因素

1.3.2 飞行工具对飞行的影响

1.3.3 评估巡检作业对环境的潜

在风险项目的方法

2.

任

务

执

行

2.1 飞行前检查

2.1.1能根据飞行前检查单下达

检查指令

2.1.2能综合飞行前检查情况进

行故障排查处理

2.1.3能使用专业术语向空管部

门进行起飞前报备

2.1.1 下达检查指令的方法

2.1.2 飞行前检查故障的排查处

理方法

2.1.3 起飞前报备的方法

2.2 飞行操控

2.2.1能在紧急情况下操控无人

机飞行

2.2.2能在紧急情况下操控无人

机着陆

2.2.3能使用专业术语下达飞行

操控指令

2.2.4能使用专业术语向空管部

门进行降落后报备

2.2.1 紧急情况下操控无人机飞

行及着陆的方法

2.2.2 使用专业术语下达飞行操

控指令的方法

2.2.3 降落后报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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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3 应急处置

2.3.1能通过飞行状态监控反馈

识别紧急情况信息

2.3.2能判断紧急情况对应的应

急处理预案

2.3.3能按照应急预案措施处理

紧急情况

2.3.4能使用专业术语下达紧急

操作指令

2.3.5能处理突发无预案紧急情

况

2.3.6能按照事故处置流程和规

范对坠毁的无人机进行处置

2.3.1 紧急情况下信息识别评判

的知识

2.3.2 选择应急处理预案的方法

2.3.3 使用专业术语下达紧急操

作指令的方法

2.3.4 处理突发无预案紧急情况

的方法

2.3.5 对坠毁无人机进行处置的

方法

2.4 飞行作业

2.4.1 能对面状目标进行巡检

2.4.2能对巡检作业结果进行评

价

2.4.3能使用专业术语下达飞行

作业指令

2.4.1 面状目标巡检的方法

2.4.2 巡检作业结果评价的方法

2.4.3 使用专业术语下达飞行作

业指令的方法

2.5 数据处置

2.5.1 能对任务数据进行整理

2.5.2 能对任务数据进行存储、

流转

2.5.1 任务数据整理的方法

2.5.2 任务数据存储、流转的方

法

3.

维

护

保

养

3.1 维护

3.1.1能根据维护方案及标准编

制维护作业流程

3.1.2能根据维护方案及标准编

制维护作业手册

3.1.1 编制维护作业流程的方法

3.1.2 编制维护作业手册的方法

3.2 保养

3.2.1能根据保养方案及标准编

制保养作业流程

3.2.2能根据保养方案及标准编

制保养作业手册

3.2.1 编制保养作业流程的方法

3.2.2 编制保养作业手册的方法

3.3 检查

3.3.1 能诊断无人机、地面控制

系统及辅助设备外观缺陷

3.3.2 能诊断无人机、遥控器、

地面控制系统、通讯、控制链路

故障

3.3.1 诊断无人机、地面控制系

统及辅助设备外观缺陷的方法

3.3.2 诊断无人机、遥控器、地

面控制系统、通讯、控制链路故

障的方法

3.4 维修

3.4.1 能排除无人机、地面控制

系统及辅助设备外观缺陷

3.4.2能排除辅助设备常见故障

3.4.1 无人机、地面控制系统及

辅助设备外观缺陷的排除方法

3.4.2 排除辅助设备常见故障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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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物流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任

务

规

划

1.1 航线规划

1.1.1 能规划紧急规避、紧急返

航航线

1.1.2 能规划紧急降落点位置

1.1.1 规划紧急规避、紧急返航

航线的方法

1.1.2 规划紧急降落点位置的方

法

1.2 任务分析

1.2.1能分析物流飞行任务并收

集相关信息

1.2.2能根据物流飞行任务要求

制订任务计划

1.2.3能根据物流飞行任务计划

编制实施方案

1.2.4 能制定航线优化方案

1.2.1 根据物流飞行任务要求制

订任务计划的方法

1.2.2 根据物流飞行任务计划编

制实施方案的方法

1.3 风险评估

1.3.1能评估天气对飞行的影响

1.3.2能评估环境对飞行的影响

1.3.3 能评估现场生产、生活设

施对飞行的影响

1.3.4能评估其他飞行工具对飞

行的影响

1.3.5能评估物流作业对环境的

潜在风险项目

1.3.1 影响飞行的因素

1.3.2 飞行工具对飞行的影响

1.3.3 评估物流作业对环境的潜

在风险项目的方法

2.

任

务

执

行

2.1 飞行前检查

2.1.1能根据飞行前检查单下达

检查指令

2.1.2能综合飞行前检查情况进

行故障排查处理

2.1.3能使用专业术语向空管部

门进行起飞前报备

2.1.1 下达检查指令的方法

2.1.2 飞行前检查故障的排查处

理方法

2.1.3 起飞前报备的方法

2.2 飞行操控

2.2.1能在紧急情况下操控无人

机飞行

2.2.2能在紧急情况下操控无人

机着陆

2.2.3能使用专业术语下达飞行

操控指令

2.2.4能使用专业术语向空管部

门进行降落后报备

2.2.1 紧急情况下操控无人机飞

行及着陆的方法

2.2.2 使用专业术语下达飞行操

控指令的方法

2.2.3 降落后报备的方法

2.3 应急处置

2.3.1能通过飞行状态监控反馈

识别紧急情况信息

2.3.2能判断紧急情况对应的应

急处理预案

2.3.3能按照应急预案措施处理

2.3.1 紧急情况信息识别评判的

知识

2.3.2 选择应急处理预案的方法

2.3.3 使用专业术语下达紧急操

作指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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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紧急情况

2.3.4能使用专业术语下达紧急

操作指令

2.3.5能处理突发无预案紧急情

况

2.3.6能按照事故处置流程和规

范对坠毁的无人机进行处置

2.3.4 处理突发无预案紧急情况

的方法

2.3.5 对坠毁无人机进行处置的

方法

2.4 飞行作业

2.4.1能使用专业术语下达飞行

作业指令

2.4.2能对物流作业结果进行评

价

2.4.3能在无人机机动状态下空

投货物

2.4.1 使用专业术语下达飞行作

业指令的方法

2.4.2 物流作业结果评价的方法

2.4.3 无人机机动状态下空投货

物的方法

3.

维

护

保

养

3.1 维护

3.1.1能根据维护方案及标准编

制维护作业流程

3.1.2能根据维护方案及标准编

制维护作业手册

3.1.1 编制维护作业流程的方法

3.1.2 编制维护作业手册的方法

3.2 保养

3.2.1能根据保养方案及标准编

制保养作业流程

3.2.2能根据保养方案及标准编

制保养作业手册

3.2.1 编制保养作业流程的方法

3.2.2 编制保养作业手册的方法

3.3 检查

3.3.1 能诊断无人机、地面控制

系统及辅助设备外观缺陷

3.3.2 能诊断无人机、地面控制

系统、通讯、控制链路故障

3.3.1 诊断无人机、地面控制系

统及辅助设备外观缺陷的方法

3.3.2 诊断无人机、地面控制系

统、通讯、控制链路故障的方法

3.4 维修

3.4.1 能排除无人机、地面控制

系统及辅助设备外观缺陷

3.4.2能排除辅助设备常见故障

3.4.1 排除无人机、地面控制系

统及辅助设备外观缺陷的方法

3.4.2 排除辅助设备常见故障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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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任

务

规

划

1.1 任务分析

1.1.1能根据任务要求优化实施

方案

1.1.2能制定任务结果评价标准

1.1.1 根据任务要求优化实施方

案的方法

1.1.2 制定任务结果评价标准的

方法

1.2 风险评估

1.2.1能制定任务风险等级标准

1.2.2能提出规避飞行风险的措

施

1.2.3 能评估任务风险等级

1.2.1 评估任务风险等级的方法

1.2.2 飞行风险规避知识

1.2.3 任务风险等级标准知识

1.3 应急预案

1.3.1能制定紧急情况下无人机

规避、返航、降落的处置预案

1.3.2能制定失联应急处置预案

1.3.3能制定坠机应急处置预案

1.3.4能制定伤害第三方（人员、

财产）后的应急处置预案

1.3.1 紧急情况下无人机规避、

返航、降落的处置方法

1.3.2 无人机失联应急处置方法

1.3.3 坠机应急处置方法

1.3.4 制定伤害第三方（人员、

财产）后应急处置预案的方法

2.

任

务

准

备

2.1 安装
2.1.1 能制定安装流程

2.1.2 能制定安装标准

2.1.1 制定安装流程的方法

2.1.2 制定安装标准的方法

2.2 调试
2.2.1 能制定调试流程

2.2.2 能制定调试标准

2.2.1 制定调试流程的方法

2.2.2 制定调试标准的方法

3.

任

务

执

行

3.1 飞行前检查

3.1.1能检查任务方案与无人机

系统匹配性

3.1.2能编制飞行前全流程检查

单

3.1.1 检查任务方案与无人机系

统匹配性的方法

3.1.2 编制全流程检查单的方法

3.2 飞行操控

3.2.1能制定飞行操控技术评价

标准

3.2.2能制定飞行操控技术的评

价流程

3.2.3能优化飞行操控技术的评

价标准及流程

3.2.1 飞行操控技术评价标准制

定方法

3.2.2 飞行操控技术的评价流程

制定方法

3.2.3 优化飞行操控技术的评价

标准及流程的方法

3.3 飞行作业

3.3.1能制定作业结果质量评价

标准

3.3.2 能编制作业报告

3.3.1 作业结果质量评价标准制

定方法

3.3.2 作业报告编制方法

4.

维

护

保

4.1 维护

4.1.1能制定无人机全系统维护

方案

4.1.2能制定无人机全系统维护

标准

4.1.1 制定无人机全系统维护方

案的方法

4.1.2 制定无人机全系统维护标

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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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4.2 保养

4.2.1能制定无人机全系统保养

方案

4.2.2能制定无人机全系统保养

标准

4.2.1 制定无人机全系统保养方

案的方法

4.2.2 制定无人机全系统保养标

准的方法

4.3 检查

4.3.1能对无人机常见故障进行

总结分析

4.3.2能对载荷系统常见故障进

行分析

4.3.3能对地面控制系统、通信、

控制链路故障进行分析和总结

4.3.4能对辅助设备系统常见故

障总结分析

4.3.1 对无人机常见故障总结分

析的方法

4.3.2 对载荷系统常见故障分析

方法

4.3.3 对地面控制系统、通信、

控制链路故障分析和总结的方

法

4.3.4 对辅助设备系统常见故障

总结分析的方法

4.4 维修

4.4.1 能排除动力装置故障

4.4.2 能排除无人机、地面控制

系统、通讯、控制链路故障

4.4.3 能排除载荷常见故障

4.4.1 排除动力装置故障的方法

4.4.2 排除无人机、地面控制系

统、通讯、控制链路故障的方法

4.4.3 排除载荷常见故障的方法

5.

培

训

指

导

5.1 培训

5.1.1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

级别人员进行培训

5.1.2 能制定培训方案

5.1.3 能编写培训教案

5.1.1 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

别人员进行培训的方法

5.1.2 制定培训方案的方法

5.1.3 编写培训教案的方法

5.2 指导

5.2.1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

级别人员进行指导

5.2.2 能制定指导方案

5.2.1 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

别人员进行指导的方法

5.2.2 制定指导方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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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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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

务

执

行

1.1 飞行操控

1.1.1 能对新型无人机开展试

飞工作

1.1.2 能根据试飞结果提出改

进措施

1.1.1 试飞新型无人机的方法

1.1.2根据试飞结果提出改进措

施的方法

1.2 飞行作业

1.2.1 能对新型载荷开展试飞

工作

1.2.2 能根据试飞结果提出改

进措施

1.2.1 试飞新型载荷的方法

1.2.2根据试飞结果提出改进措

施的方法

2.

维

护

保

养

2.1 检查

2.1.1 能制定无人机全系统检

查方案

2.1.2 能制定无人机全系统检

查标准

2.1.1 无人机全系统检查知识

2.1.2制定无人机全系统检查方

案和标准的方法

2.2 维修

2.2.1 能制定无人机全系统维

修方案

2.2.2 能制定无人机全系统维

修标准

2.2.1 无人机全系统维修知识

2.2.2制定无人机全系统维修方

案和标准的方法

3.

技

术

管

理

3.1 新技术研究

3.1.1 能组织开展无人机新技

术、新标准的课题研究

3.1.2 能组织开展无人机新技

术、新标准的实践应用

3.1.3 能应用新技术、新标准制

定无人机操控训练、操控飞行

等专业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

3.1.1 组织开展无人机新技术、

新标准课题研究的方法

3.1.2 组织开展无人机新技术、

新标准的实践应用的方法

3.1.3 应用新技术、新标准制定

无人机操控训练、操控飞行等专

业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的方法

3.2 新设备应用

3.2.1 能对无人机配套的新仪

器、新设备、新软件进行性能

测试

3.2.2 能对无人机配套的新仪

器、新设备、新软件进行推广

应用

3.2.1 无人机配套新仪器、新设

备、新软件性能测试方法

3.2.2推广应用无人机配套新仪

器、新设备、新软件的方法

4.

培

训

指

导

4.1 培训

4.1.1 能对二级/技师及以下级

别无人机驾驶员进行培训

4.1.2 能开发、创新无人机驾驶

员教学法

4.1.3 能编写无人机驾驶员培

4.1.1 对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

无人机驾驶员进行培训的方法

4.1.2 教学法开发知识

4.1.3编写无人机驾驶员培训教

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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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教材

4.2 指导
4.2.1 能对二级/技师进行指导

4.2.2 能编写实操指导类教材

4.2.1 对二级/技师进行指导的

方法

4.2.2 编写实操指导类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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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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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基础知识 5 5 5 5 5

相关知识

要求

任务规划 - 15 35 10 -

任务准备 25 20 - 15 -

任务执行 40 35 35 20 20

维护保养 25 20 20 20 15

技术管理 - - - - 30

培训指导 - - - 25 2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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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要求

任务规划 - 20 30 10 -

任务准备 25 20 - 10 -

任务执行 40 35 40 20 20

维护保养 35 25 30 25 20

技术管理 - - - - 30

培训指导 - - - 35 3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