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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素煅烧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炭素煅烧工①

1.2 职业编码

6-15-07-01

1.3 职业定义

操作回转窑、罐式炉及其附属设备，将炭质原料（石油焦）进行高温热处理使其理化性质

发生变化得到煅后产品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其中炭素煅烧操作工、石油焦煅烧工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

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不分工种。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高温，噪声，粉尘，有害气体等（易燃易爆气体）。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般智力、表达能力、计算能力；有一定的空间感和形体知觉；手指和手臂灵活，动

作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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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 60 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 80 标准学时，二级/

技师 100 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 120 标准学时。

.

①本职业包含炭素煅烧操作工、石油焦煅烧工两个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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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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 1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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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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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髙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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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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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具有髙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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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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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

相关职业包炭素成型工、炭素焙烧工、铝电解工、工业废水处理工、工业废气治理工等，下同。

②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有色金属冶炼、化工工艺等技工院校专业，有色金属冶炼、有色装备运行与维护等中

职院校专业，有色冶金技术、有色冶金设备应用技术等高职院校专业，冶金工程、机械制造、材料工程、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环境科学、工业自动化等本科院校专业，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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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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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髙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髙级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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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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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评人员和考生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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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1:10，且考评人员为 3人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

为 3人以上单数。

1.9.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 分钟；技能考核时间：初级不少于 30 分钟，中级、高级不少

于 40 分钟，技师、高级技师不少于 50 分钟；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15 分钟。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计算机机房里进行；技能操作考核在工作场所、模拟工作场所

等进行，具备满足鉴定所需的装备、工具、劳保用具和安全设施；综合评审在配备必要设备的

场所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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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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2）规范操作，安全生产。

（3）认真负责，诚实守信。

（4）遵规守纪，着装规范。

（5）团结协作，相互尊重。

（6）节约成本，降耗增效。

（7）爱护环境，文明生产。

（8）工匠精神，精益求精。

2.2 基础知识

2.2.1 基础理论知识

（1）石油焦的来源、性质和用途

（2）煅烧基本理论知识

（3）炭素煅烧工艺参数。

（4）炭素煅烧回转窑、罐式炉及附属设备的基本原理和设备性能。

（5）煅烧调温基本知识。

（6）煅烧排料基本知识。

（7）回转窑、罐式炉自动化控制基本知识。

（8）除尘设备的基本原理及设备性能。

（9）环保设备的基本原理及设备性能。

2.2.2 机电知识

（1）机械传动基础知识。

（2）常用设备及其零部件的名称及用途。

（3）机械、电气基本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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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备自动化相关基本知识。

2.2.3 质量管理知识

（1）质量基本概念。

（2）产品质量要求。

（3）现场质量管理基本方法。

（4）质量管理基础知识。

2.2.4 安全、消防与环境保护知识

（1）现场文明清洁生产要求。

（2）消防和防爆基础知识。

（3）安全操作与劳动保护知识。

（4）环境保护基础知识。

（5）职业健康防护基本知识。

2.2.5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相关知识。

（6）《中国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知识。

（7）《中国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的相关知识。

（8）《中国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相关知识。

（9）《中国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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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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五级/初级工

本等级第 2项职业功能为选考项，其中炭素煅烧操作工考核工作内容 2.1、2.2、2.6 及

2.7；石油焦煅烧工考核工作内容 2.1、2.3、2.4 及 2.5。其他为公共考核项。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工作交接

1.1.1 能整理作业现场

1.1.2 能填写生产记录

1.1.3 能完成交接班

1.1.1 交接班制度

1.1.2 记录填写要求

1.2 开车准备

1.2.1 能准备本岗位所需要的材料和工

器具

1.2.2 能对开车前的作业环境进行安

全检查并确认

1.2.1 相关材料、工器具的性质

及用途

1.2.2 相关安全知识及防护技

能

2.

生

产

操

作

2.1 操作准备

2.1.1 能判断工器具是否符合生产要求

2.1.2 能判断设备状态是否符合生产需

求

2.1.1 工器具生产要求的相关

知识

2.1.2 设备运行的相关知识

2.2原料库上料

作业

2.2.1 能清理原料库石油焦中的杂物

2.2.2 能将格筛上大块物料进行人工破

碎

2.2.3 能清理原料皮带输送机上方除铁

器所吸附的铁质物

2.2.4 能清理给料机、破碎机内的杂物

2.2.1 上线原料的要求

2.2.2 大锤的使用方法和安全

使用注意事项

2.2.3 清理除铁器的方法和安

全使用注意事项

2.2.4 给料机、破碎机清理方法

和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2.3煅前加料作

业（按工艺自选其

一）

回转窑工艺：

2.3.1 能操作煅前加料系统阀门

2.3.2 能启停给料机、皮带输送机、计

量等设备

2.3.3 能清理给料机、疏通下料管

2.3.4 能操作烟气挡板执行器开关烟气

挡板

2.3.5 能封堵沉降室、烟道闸板等漏风

点

罐式炉工艺：

2.3.6 能操作煅前加料系统阀门

2.3.7 能操作加料设备进行加料作业

2.3.1 煅前加料岗位操作规程

2.3.2 给料机、下料管清理方法

和注意事项

2.3.3 封堵系统负压漏风点方

法

2.3.4 加料设备清理方法和注

意事项

2.3.5 临时作业、辅助作业安全

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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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能清理加料设备内杂物

2.4 煅烧作业

（按工艺自选其

一）

回转窑工艺：

2.4.1 能启停主引风机、调整负压

2.4.2 能启停回转窑，并切换回转窑传

动主电机和辅助电机

2.4.3 能操作窑头点火装置对燃烧器系

统进行点火作业

2.4.4 能观察回转窑、沉降室内燃烧情

况

2.4.5 能测量回转窑、沉降室内温度和

回转窑窑皮、沉降室外壁、烟道外壁温度

2.4.6 能疏通煅前下料管、窑头下料管

罐式炉工艺：

2.4.7 能启停引风机和操作负压闸板、

挥发分闸板和烟气闸板

2.4.8 能观察火道内燃烧情况

2.4.9 能对罐式炉各漏风点进行封堵

2.4.10 能疏通料罐棚料、清理挥发分

道、火道结焦和管壁结焦

2.4.1 煅烧岗位操作规程

2.4.2 温度测量设备使用手册

2.4.3 物料燃烧相关知识

2.4.4 临时作业、辅助作业安全

操作规程

2.4.5 燃烧器设备性能及安装

操作规程

2.4.6 流体力学、热力学、泵与

风机的基本知识

2.5煅后石油焦

冷却作业（按工艺

自选其一）

回转窑工艺：

2.5.1 能启停冷却机

2.5.2 能启停冷却窑冷却水（风）系统

2.5.3 能启停冷却机风机和开关风门

2.5.4 能测量煅后焦温度

2.5.5 能给循环水系统补水

罐式炉工艺：

2.5.6 能启停循环水泵、操作冷却水系

统阀门，检查循环水管回水情况

2.5.7 能测量煅后焦温度

2.5.8 能处理排料管堵料、放炮

2.5.9 能处理排料管漏风点

2.5.10 能读取、测量循环水进水、回水

温度

2.5.1 煅后冷却岗位操作规程

2.5.2 温度测量设备使用手册

2.5.3 泵与风机相关知识

2.5.4 临时作业、辅助作业安全

操作规程

2.6煅后排料作

业

2.6.1 能启停皮带输送机、斗式提升机、

除尘器等煅后排料设备

2.6.2 能疏通下料管内堵料

2.6.3 能清理皮带输送机上方除铁器所

吸附的铁质物

2.6.4 能读取或者测量煅后仓（罐）煅

后石油焦料位

2.6.1 煅后排料岗位操作规程

2.6.2 清理除铁器的方法和安

全使用注意事项

2.6.3 下料管清理方法和安全

使用注意事项

2.6.4 煅后仓料位测量、读取方

法

2.7 除尘作业 2.7.1 能启停净化风机 2.7.1 除尘岗位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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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能清理净化风机烟囱排渣孔的杂

物

2.7.3 能启停排灰螺旋和卸灰阀 2.7.4

能投用、停运压缩空气

2.7.5 能处理排灰螺旋、卸灰阀堵塞

2.7.2 除尘器的有关知识

2.7.3 除尘器安全作业注意事

项

3.

设

备

管

理

3.1 设备点检
3.1.1 能进行设备点检并做记录

3.1.2 能进行设备报修

3.1.1 设备点检制度

3.1.2 设备维修流程

3.2 设备维护 2
3.2.1 能对设备表面进行清扫、清理

3.2.2 能对设备进行紧固、润滑

3.2.1 设备定置要求

3.2.2 设备维护规程

4.

安全

环保

4.1 安全防护

4.1.1 能识别岗位风险

4.1.2 能使用专用劳动保护用品

4.1.3 能使用现场配置的消防器材，能

按应急处理预案处置

4.1.1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4.1.2 岗位所使用危险化学品

简易鉴别方法

4.1.3 消防应急知识

4.2 环境保护

4.2.1 能处理岗位有毒、有害及腐蚀性

物质的轻微泄漏故障

4.2.2 能做好岗位环境通风、防尘、文

明卫生工作

4.2.1 有毒、有害、腐蚀性物质

轻微泄漏处理知识

4.2.2 通风防尘、文明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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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级/中级工

本等级第 2项职业功能为选考项，其中炭素煅烧操作工考核工作内容 2.1、2.2、2.6 及

2.7；石油焦煅烧工考核工作内容 2.1、2.3、2.4 及 2.5。其他为公共考核项。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工作交接

1.1.1 能识别原始记录中的记录错误，

能与交接班人员交流岗位工作信息

1.1.2 能根据原始记录判断作业过程是

否正常

1.1.1 原始记录填写要求

1.1.2 本工序工艺流程中各控

制点的要求

1.2 开车准备

1.2.1 能联系上下工序确认开车条件

1.2.2 能根据上下工序要求，调整开车

操作

1.2.1 上下工序的工艺知识

1.2.2 上下工序基本需求

2.

生

产

操

作

2.1 操作准备
2.1.1 能对工器具进行检查校对

2.1.2 能对设备运作状态进行检验确认

2.1.1 工器具校对的相关标准

知识

2.1.2 设备检查的基本知识

2.2原料库上料

作业

2.2.1 能操作皮带输送机、斗式提升机、

破碎机、除尘器等上料设备

2.2.2 能读取或者测量煅前仓（罐）石

油焦料位

2.2.3 能确认石油焦理化指标并能计算

石油焦库存量

2.2.1.原料库上料岗位操作规

程

2.2.2 煅前仓料位测量方法

2.2.3 石油焦理化指标要求

2.3煅前加料作

业（按工艺自选其

一）

回转窑工艺：

2.3.1 能确认皮带机运行状况并调整加

料皮带的拉紧装置

2.3.2 能判断皮带输送机、计量等设备

运行情况

2.3.3 能判断给料机、下料管堵塞位置

并进行疏通

罐式炉工艺 ：

2.3.4 能根据煅烧工艺需要加料

2.3.5 能检查加料设备并判断加料设

备运行情况

2.3.6 能判断加料设备运行情况并能

组织处理堵料

2.3.7 能根据料的粒度变化进行均匀加

料

2.3.1 煅前加料岗位操作规程

2.3.2电气设备相关知识2.3.3

皮带机工作原理

2.3.4 皮带秤工作原理

2.3.5 设备检修维护规程

2.3.6 临时作业、辅助作业安全

操作规程

2.4 煅烧作业

（按工艺自选其

一）

回转窑工艺：

2.4.1 能进行回转窑投料、停料和保温

操作

2.4.1 煅烧岗位操作规程

2.4.2 热传导、耐火材料相关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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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能判断回转窑内煅烧带位置、长

度

2.4.3 能判断回转窑负压损失点并进

行处理

2.4.4 能根据沉降室内温度、燃烧情况

调整沉降室助燃风

2.4.5 能根据测量回转窑窑皮、沉降室

外壁、烟道外壁的温度判断内衬情况

2.4.6 能根据石油焦品质进行工艺调整

罐式炉工艺：

2.4.7 能进行罐式炉启炉、停炉和保温

操作

2.4.8 能判断罐式炉火道内燃烧情况并

调整温度、负压

2.4.9 能根据石油焦品质进行工艺调整

2.4.10 能判断罐式炉各漏风点并组织

处理

2.4.11 能根据炉墙温度、颜色判断炉墙

内衬情况

2.4.3 余热工序
①
工艺流程

2.4.4 泵与风机、流体力学

2.4.5 温度测量设备使用手册

2.4.6 石油焦、煅后石油焦理化

指标

2.4.7 石油焦煅烧原理

2.5煅后石油焦

冷却作业（按工艺

自选其一）

回转窑工艺：

2.5.1 能根据冷却窑的排料温度调整冷

却水（风）供给量的大小

2.5.2 能调整冷却水水温和冷热水池

（箱）液位

2.5.3 能调整冷却机负压，保证窑头不

返料

2.5.4 能判断并处理冷却机机头、机尾

堵料

罐式炉煅烧工艺：

2.5.6 能根据出水温度、循环水压力调

整循环水量

2.5.7 能调整循环水水温和冷热水池

（箱）液位

2.5.8 能判断冷却水套各漏风点并安排

处理

2.5.9 能判断下料管堵料并安排处理

2.5.10 能判断冷却水套是否泄漏

2.5.1 煅后冷却岗位操作规程

2.5.2 泵与风机原理

2.5.3 温度测量设备使用手册

2.5.4 冷却窑使用注意事项

2.5.5 罐式炉使用注意事项

2.5.6 系统启停操作要求

2.5.7 系统常见故障及处理方

法

2.5.8 设备检修维护注意事项

2.6煅后排料作 2.6.1 能确认皮带机运行状况并调整加 2.6.1 煅后排料岗位操作规程

①
余热工序包含余热蒸汽锅炉、余热发电、净化系统、余热热媒锅炉和余热热管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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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料皮带的拉紧装置

2.6.2 能判断计量设备运行情况

2.6.3 能根据煅后仓位调整排料可逆皮

带

2.6.4 能切换备用皮带输送机、斗式提

升机

2.6.5 能将不合格的煅后石油焦排至废

料仓

2.6.6 能够处理放炮引起的碎料机着火

（罐式炉）

2.6.7 能够调整排料装置的行程（罐式

炉）

2.6.2 煅后仓料位测量、读取方

法

2.6.3 备用设备使用注意事项

2.6.4 排料装置工作原理

2.6.5 皮带机工作原理

2.7 除尘作业

2.7.1 能确认布袋除尘器布袋是否完

好，并能更换破损布袋

2.7.2 能手动吹打除尘器布袋

2.7.3 能判断除尘器收尘管堵塞位置并

清理

2.7.1 除尘岗位操作规程

2.7.2 除尘器相关知识

3.

设备

管理

3.1 设备点检
3.1.1 能对关键设备进行点检

3.1.2 能判断巡检故障

3.1.1 设备点检要求

3.1.2 设备非正常状态的判断

规范

3.2 设备维护

3.2.1 能对本岗位关键设备进行维护保

养

3.2.2 能对设备关键部位进行润滑

3.2.1 设备维护规程

3.2.2 设备润滑规范

4.

故障

判断

与

处理

4.1工艺故障处

理

4.1.1 能发现并判断本工序的常见故

障，并进行相应处理

回转窑工艺：

4.1.2 能对窑尾返烟、排料温度高等工

艺故障进行原因分析

罐式炉工艺：

4.1.3 能对下料管堵塞、挥发分管堵塞、

火道堵塞、排料温度高等工艺故障进行原

因分析

4.1.1 常见工艺故障处理程序

4.1.2 常见工艺故障相关原因

知识

4.2设备故障处

理

4.2.1 能判断设备运行状况是否正常

4.2.2 能判断常见设备故障点

4.2.1 设备正常运行状况

4.2.2 常见设备故障知识

4.3应急故障处

理

4.3.1 能实施本岗位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4.3.2 能在车间的带领下参与系统停

水、停电、停气等突发性事故的处理

4.3.1 突发性事故处理知识

5.

安全环

保

5.1 安全防护

5.1.1 能对岗位主要设备、设施及配套

工器具进行安全确认

5.1.2 能针对常见隐患提出岗位安全操

作防护措施

5.1.1 常见安全隐患及防护方

法

5.1.2 安全隐患防护及整改基

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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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环境保护

5.2.1 能定期检查有毒、有害及腐蚀性

物质是否存在泄漏隐患

5.2.2 能处理岗位有毒、有害及腐蚀性

物质的跑、冒、滴、漏事故

5.2.3 能按要求识别固废和危废

5.2.1 设备无泄漏管理知识

5.2.2 处理设备设施一般性泄

漏方法

5.2.3 固危废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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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本等级第 1项职业功能为选考项，其中炭素煅烧操作工考核工作内容 1.1、1.2 及 1.3；

石油焦煅烧工考核工作内容 1.1、1.4 及 1.5。其他为公共考核项。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生

产

操

作

1.1 生产准

备

1.1.1 能根据生产变化提出工器具改良建议

1.1.2 能根据设备开车前状态调整生产组织

1.1.1 工器具改良的相关知

识

1.1.2 生产组织变更知识

1.2 原料库

上料作业

1.2.1 能根据石油焦理化指标对石油焦进行

分仓存放

1.2.2 能按照配料方案混配上线石油焦

1.2.3 能计算石油焦消耗量，并根据消耗量及

入库石油焦量计算石油焦库存量

1.2.4 能对石油焦库存进行月、季、年度盘点

1.2.1 石油焦理化指标相关

知识

1.2.2 统计、计算、测量相关

知识

1.3 煅前加

料作业（按工艺

自选其一）

回转窑工艺：

1.3.1 能切换烟气闸板执行器厂用电和应急

电源电源并操作烟气闸板

罐式炉工艺：

1.3.2 能根据上线石油焦含水量、粉焦量进行

搭配使用

1.3.3 能根据煅烧工艺需要调整加料量

1.3.1 煅前加料岗位操作规

程

1.3.2 工艺技术标准

1.3.3 电气相关知识

1.3.4 石油焦理化指标

1.4 煅烧作

业（按工艺自选

其一）

回转窑工艺：

1.4.1 能调整回转窑内煅烧带温度、长度、位

置

1.4.2 能根据煅后石油焦品质进行工艺调整

1.4.3 能根据烘窑曲线进行烘窑操作和降温

曲线进行停窑操作

1.4.4 能制定石油焦上料配方

罐式炉煅烧工艺：

1.4.5 能根据煅后石油焦品质进行工艺调整

1.4.6 能根据烘炉曲线进行烘炉操作和降温

曲线进行停炉操作

1.4.7 能制定石油焦上料配方

1.4.8 能制定上料和排料时间间隔

1.4.1 煅烧岗位操作规程

1.4.2 流体力学、泵与风机、

热力学相关知识

1.4.3 耐火材料理化性能

1.4.4 石油焦煅烧原理及影

响因素

1.5 煅后石

油焦冷却作业

（按工艺自选

其一）

回转窑工艺：

1.5.1 能处理煅后石油焦湿料、红料现象

1.5.2 能判断冷却机负压损失点并进行处理

1.5.3 能对冷却水（风）供给量不足故障进行

判断处理

1.5.1 煅后冷却岗位操作规

程

1.5.2 泵与风机原理

1.5.3 系统启停操作要求

1.5.4 系统常见故障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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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式炉煅烧工艺：

1.5.4 能处理煅后石油焦红料现象

1.5.5 能对冷却水供给量不足故障进行判断

处理

方法

1.5.5 设备检修维护注意事

项

2.

设备

管理

2.1 设备点

检

2.1.1 能根据设备点检结果提出设备检修、更

换建议

2.1.2 能在检修过程中提出进一步改进的措

施

2.1.1 设备状态判断标准

2.1.2 设备构件基础知识

2.2 设备维

护

2.2.1 能进行设备易损件的拆卸检查

2.2.2 能进行设备易损件的简易更换

2.2.3 能对回转窑、冷却机上下窜动不良进行

调整

2.2.4 能测量回转窑直线度并对回转窑进行

调整

2.1.1 设备结构图的有关知

识

2.2.2 设备维修知识

3.

故障

判断

与

处理

3.1 工艺故

障处理

回转窑工艺：

3.1.1 能进行负压不足、窑头温度高、产品质

量波动等工艺故障的处理

3.1.2 能对负压不足、窑头温度高、产品质量

波动等工艺故障进行分析总结

罐式炉工艺：

3.1.3 能进行炉底放炮、炉罐棚料、产品质量

波动等工艺故障的处理

3.1.4 能对炉底放炮、炉罐棚料、产品质量波

动等工艺故障进行分析总结

3.1.1 工艺故障处理办法及

处理程序

3.1.2 工艺流程知识及影响

因素

3.2 设备故

障处理

3.2.1 能判断常见设备故障，并提出处理建议

3.2.2 能对常见设备故障发生的原因进行分

析

3.2.1 常见设备故障判断标

准

3.2.2 设备基础知识及设备

故障影响因素

3.3 应急故

障处理

3.3.1 能在车间的带领下处理系统停水、停

电、停气等突发性事故

3.3.2 能掌握本岗位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3.3.1 突发性事故处理知识

4.

安全

环保

4.1 安全防

护

4.1.1 能独立进行现场安全检查，并对查出隐

患提出整改意见

4.1.2 能进行工序轻微安全事故的分析，并制

订预防措施

4.1.1 安全隐患检查规范

4.1.2 安全事故分析方法及

预防知识

4.2 环境保

护

4.2.1 能提出工序有毒有害物质泄漏防治办

法

4.2.2 能使用和维护环保设施

4.2.3 能进行固危废物管理

4.2.1 “三废”排放要求，

有害物质泄漏应急处置预案

4.2.2 环保设施常见使用及

维护方法

4.2.3 固危废物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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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级/技师

本等级炭素煅烧操作工和石油焦煅烧工均考核全部职业功能。

职业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生

产

操

作

1.1 工艺操

作

1.1.1 能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

1.1.2能分析本工序对相关工序的影响,

并提出相应对策

1.1.3 能判断工艺操作是否合理并纠正

1.1.4 能提出降低成本、提高技术经济

指标的合理化建议

1.1.5 能根据炉、窑耐火材料特性、施

工质量、自然养护时间、环境温度等因素

制定烘炉、烘窑曲线

1.1.6 能够根据石油焦指标的变化，对

石油焦的配比做出调整

1.1.7 能够根据火道温度、负压等指标

的变化，判断罐体的破损程度

1.1.1 本工序的技术要求及控制方

法

1.1.2 上下工序的相关影响因素及

管控措施

1.1.3 本工序的生产操作及产品提

升办法

1.1.4 石油焦煅烧工艺经济指标控

制要求和提升办法

1.1.5 热力学、耐火材料等相关知

识

1.2 操作改

进

1.2.1 能针对设备不同现状提出操作优

化方案

1.2.2 能根据余热工序生产、环保需求

改进石油焦煅烧工艺操作

1.2.1 工艺、设备的相关知识

1.2.2 余热工序
②
操作规程和工艺

技术标准

2.

设

备

管

理

2.1 设备调

试

2.1.1 能根据生产需要对设备进行调试

2.1.2 能总结设备调试情况，并对调试

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2.1.1 设备的调试程序和方法

2.1.2 设备调试情况总结分析方

法

2.2 设备维

护

2.2.1 能根据检修方案、设备大修方案

指导检修和设备大修

2.2.2 能根据检修方案、设备大修方案

监督设备检修、大修质量

2.2.3 能根据设备问题，提出维护建议

2.2.1 设备检修的有关知识

2.2.2 机电设备原理

3.

故障

判断

与

处理

3.1 工艺故

障处理

3.1.1 能根据工艺故障确认处理方法

3.1.2 能对非常见工艺故障提出应急处

理预案

3.1.1 工艺运行及故障的相关知识

3.1.2 工艺故障的应急处理预案

3.2 设备故

障处理

3.2.1 能根据设备故障确认处理方法

3.2.2 能在非常见设备故障发生后，提

出生产应急处理预案

3.2.1 设备故障相关知识

3.2.2 设备故障的应急处理预案

3.3 应急故

障处理

3.3.1 能掌握本岗位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3.3.2 能组织处理系统停水、停电、停
3.3.1 突发性事故处理知识

②
余热工序包含余热蒸汽锅炉、余热发电、净化系统、余热热媒锅炉和余热热管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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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等突发性事故

4.

安全环

保

4.1 安全防

护

4.1.1能编制岗位安全风险识别及评估、

风险分级管控、安全网格化管理等方案

4.1.2 能编制岗位安全应急预案

4.1.3 能排查现场事故隐患，并提出整

改方案

4.1.1 安全管理的相关知识

4.1.2 安全应急预案的编制方法

4.2 环境环

保

4.2.1 能对环境因素进行辨识及评估

4.2.2 能编写岗位环保应急预案

4.2.3 能处理环保故障和环保事故

4.2.1 环保管理的相关知识

4.2.2 环保应急预案的编制方法

5.

技术

管理

与创

新

5.1 质量管

理

5.1.1 能实施质量攻关活动

5.1.2 能按质量管理要求指导生产

5.1.3 能进行基本的质量统计

5.1.1 质量管理要求

5.1.2 数理统计知识

5.2 技术管

理

5.2.1 能撰写生产技术总结

5.2.2 能提出选用新工艺、新设备、新

操作方法的建议

5.2.1 技术总结撰写方法

5.2.2 炭素材料的发展方向

6.

培训与

指导

6.1 理论培

训

6.1.1 能对初、中、高级人员进行本职

业基础理论知识培训

6.1.2 能进行本职业基础理论知识编写

课件

6.1.1 培训教学的基本方法

6.1.2 炭素材料的基础理论

6.2 操作指

导

6.2.1 能指导初、中、高级人员进行实

际操作

6.2.2 能对实际操作中的各项要点进行

点评和总结

6.2.1 培训教学的基本方法

6.2.2 教案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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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级/高级技师

本等级炭素煅烧操作工和石油焦煅烧工均考核全部职业功能。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生

产

操

作

1.1 工艺操

作

1.1.1 能解决石油焦煅烧过程中的产品

质量异常等技术难题

1.1.2 能提出节能降耗、降本增效的措

施，并组织实施

1.1.3 能在生产过程中发现工艺问题并

提出优化方案

1.1.4 能根据余热工序运行情况对煅烧

工艺进行优化

1.1.5 能根据烘炉、烘窑效果调整烘炉、

烘窑曲线

1.1.1 国内外新工艺的发展

1.1.2 相关组织管理知识

1.1.3 余热工序
③
①相关知识

1.1.4 热力学、耐火材料等相关知

识

1.2 操作改

进

1.2.1 能进行新工艺、新操作法、新产品

的应用

1.2.2 能编写岗位操作规程

1.2.1 新工艺、新操作法、新产品

应用的流程知识

1.2.2 岗位操作规程的编写知识

2.

设备管

理

2.1 设备改

进

2.1.1 能根据生产需要制定检修方案、设

备大修方案

2.1.2 能提出优化设备运行效率的可行

性方案

2.1.3 能根据石油焦煅烧工艺及生产环

境特点，提出设备改进方案

2.1.1 设备检修流程的知识

2.1.2 可行性方案的编写方法

2.1.3 石油焦煅烧设备的知识，改

进方案的编写方法

2.2 统计分

析

2.2.1 能根据设备故障统计分析影响设

备运行的因素

2.2.2 能根据统计分析结果制定改进措

施，降低故障率

2.2.1 统计分析相关知识

3.

故障

判断

与

处理

3.1 工艺故

障处理

3.1.1 能发现工艺运行中的隐患，并采取

预防措施

3.1.2 能提出优化生产工艺的可行性方

案

3.1.1 风险识别与管控的相关知识

3.1.2 可行性方案编写知识

3.2 设备故

障处理

3.2.1 能发现设备运行中的隐患，并采取

预防措施

3.2.2 能根据生产问题提出设备改进方

案

3.2.1 风险识别与管控的相关知识

3.2.2 设备改进方案的编写要求

4.

安全环

4.1 安全防

护

4.1.1 能审核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4.1.2 能审核岗位安全应急预案

4.1.1 安全管理知识

4.1.2 安全应急预案编制程序

③
余热工序包含余热蒸汽锅炉、余热发电、净化系统、余热热媒锅炉和余热热管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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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4.2 环境保

护

4.2.1 能对环保隐患进行评估及处理

4.2.2 能审核岗位环保应急预案

4.2.1 环保管理知识

4.2.2 环保应急预案编制程序

5.

技术

管理

与创

新

5.1 质量管

理

5.1.1 能进行质量评估

5.1.2 能组织质量攻关

5.1.1 质量管理要求

5.1.2 质量攻关工作流程

5.2 技术文

件编写

5.2.1 能撰写生产技术论文

5.2.2 能编写技术攻关项目报告

5.2.1 论文的撰写方法

5.2.2 项目报告的撰写方法

5.3 技术改

进

5.3.1 能应用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5.3.2 能组织实施技术改造创新

5.3.1 国内外同类工艺、材料、设

备的发展趋势及相关知识

5.3.2 技术改造的流程

6.

培训与

指导

6.1 理论培

训

6.1.1 能汇编本职业理论知识，并根据培

训需求制作培训讲义

6.1.2 能根据理论和实践结合总结教学

关键点

6.1.1 培训讲义的编写方法

6.1.2 炭素材料的理论知识

6.2 操作指

导

6.2.1 能在指导实际操作中总结教学方

法

6.2.2 能根据生产实际改进教学方法

6.2.1 教学方式方法知识

6.2.2 指导操作方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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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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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炭素

煅烧

操作

工

石油

焦煅

烧工

炭素

煅烧

操作

工

石油

焦煅

烧工

炭素

煅烧

操作

工

石油

焦煅

烧工

炭素

煅烧

操作

工

石油

焦煅

烧工

炭素

煅烧

操作

工

石油

焦煅

烧工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30 25 20 15 10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工作准备 10 10 － － －

生产操作 45 40 35 25 20

设备管理 5 10 20 15 15

故障判断与处理 - 5 15 25 25

安全环保 5 5 5 5 5

技术管理与创新 － － － 5 10

培训与指导 － － － 5 10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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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炭素

煅烧

操作

工

石油焦

煅烧工

炭素

煅烧

操作

工

石油焦

煅烧工

炭素

煅烧

操作

工

石油焦

煅烧工

炭素

煅烧

操作

工

石油焦

煅烧工

炭素

煅烧

操作

工

石油

焦煅

烧工

技
能
要
求

工作准备 10 10 － － －

生产操作 75 55 45 35 25

设备管理 10 20 25 20 20

故障判断与处理 - 10 25 25 25

安全环保 5 5 5 5 5

技术管理与创新 － － － 10 15

培训与指导 － － － 5 10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