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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笔制作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毛笔制作工

1.2 职业编码

6-09-01-04

1.3 职业定义

使用传统工艺方法和辅助工具，制作毛、发类材质笔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分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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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手指、手臂健康灵活，动作协调；无视力障碍和色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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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140学时，三级/高级工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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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1 年（含）以上。

(2) 本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 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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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本职业工作 4 年（含） 以上。

(2) 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6 年（含）以上者。

(3) 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毕业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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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工：

(1) 取得本职业四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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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含）以上。

(2) 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11 年（含）以上。

(3) 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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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取得本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

学校本专业毕业证书（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4) 具有大专及以上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 取得本职业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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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年（含） 以上。

(2) 取得本职业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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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三

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且具有大专及以上毕业证书并累计

从事本职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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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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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技能考核主

要采取现场操作、现场讲解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该具备的

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技师和高级技师，通常采用审阅申报材料、答辩和

第三方认证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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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均达到 60（含）以

上者为合格。

技能考核时，申报者须事先选择一种现场操作的工艺类型，即：羊毫（兔

毫）类或者狼毫、兼毫类，按照选择的工艺类型所对应的工作要求进行考核。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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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考核中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少于 1:10，且考评人员为 3 人以

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 5 人以上单数。

1.9.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60 min；技能考试时间为：五级/初级工、四级/

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不少于 240 min，二级/技师不少于 240 min，一级/高级技

师不少于 180 min。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60 min。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计算机房进行。

技能考核在具备毛笔生产条件的场所进行。该场所须具备 20 个以上工位

供考生操作，需要配备数量和品种足够的毛笔用动物毛及各种规格的笔杆、笔斗、

辅料等，能够满足 20 人以上同时使用的工具和设施、动物毛脱脂设施等，并符

合安全、卫生、消防、环保规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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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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纪守法，讲究公德；

（3）注重质量，诚实守信；

（4）团结协作，尊师爱徒；

（5）勤奋好学，吃苦耐劳；

（6）节约成本，降耗增效；

（7）保护环境，文明生产；

（8）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2.2 基础知识

2.2.1 毛笔历史的基础知识

（1）毛笔技艺发展的简史

（2）毛笔与中国书画的关系的基本知识

2.2.2 毛笔用动物毛的基本知识

（1）狼毫的品种、产地、分类

（2）羊毫的品种和分类及特性

（3）山兔毫的品种及分拣

（4）毛笔用其他动物毛的基础知识

2.2.3 毛笔用动物毛的脱脂方法

2.2.4 毛笔竹笔杆分类的基础知识

（1）青竹（青杆）

（2）凤眼竹、斑竹、香妃竹

（3）烤红杆、去皮涂漆杆、染色杆、漂白杆

（4）竹节杆（紫竹）、罗汉竹

2.2.5 毛笔笔头胶装粘合剂的基本知识

（1）鹿角菜及调制粘合剂的方法

（2）化学粘合剂的基本知识

2.2.6 毛笔笔头形状分类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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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竹笋式

（2）兰花式

（3）齐头式

（4）叶锋式

2.2.7 毛笔笔头按照长度分类的知识

（1）小楷、中楷、大楷

（2）提斗笔（联笔、对笔）

（3）屏笔（楹笔）

（4）抓笔（楂笔）

2.2.8 毛笔笔杆手工刻字的工艺知识

（1）单刀刻字

（2）双刀刻字

2.2.9 毛笔制作常用工具的基本知识

（1）笔头制作的常用工具

（2）笔头整修的常用工具

（3）笔头捆扎的常用工具

（4）笔杆制作的常用工具

（5）笔杆雕刻的常用工具

（6）笔头胶装的工具和辅料

2.2.10 国标《GB/T 34854-2017 文房四宝 毛笔》的知识

（1）毛笔质量要求中对“尖、齐、圆、健”的描述及试验方法

（2）毛笔标识、包装的要求

2.2.11 毛笔笔柱制作中不同的毛料搭配的基本原理

2.2.12 毛笔披毫制作的基本技术要求

2.2.13 毛笔笔杆制作的基本技术要求

2.2.14 毛笔整修的质量要求

2.2.15 毛笔笔杆手工雕刻的基本技术要求

2.2.16 毛笔的特性与书画使用效果的关系的常识

2.2.17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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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相关知识

（4）《关于促进文房四宝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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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技师的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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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原

料

选

配

1.1 毛料挑

选

1.1.1 能够识别二种及以上任意毛料

种类

1.1.2 能够区分二种及以上任意毛料

质量的差别

1.1.1 二种及以上任意

动物毛的品种划分知识

1.1.2 二种及以上任意

动物毛质量的鉴别方法

1.2 毛料配

置

1.2.1 能够根据笔头制作的某一规格

品种的需要配置毛料、毛毫（须采用任

意两种及以上的毛料、毛毫）

1.2.2 能够口头说明配料原理

1.2.1 二种及以上类型的

毛料、毛毫的性能特点

1.2.2 二种及以上类型

的毛料、毛毫配料原理

2.

笔

头

制

作

2.1 毛 料

梳理

2.1.1 能够在水盆中梳理毛料

2.1.2 能够用齐毫板齐平毛料，制

作成各种用途的材料

2.1.1 毛料梳理的基础

操作要求

2.1.2 水盆工具使用的

方法

2.1.3 毛料齐平的操作

要求

2.2 披 毫

和笔柱（衬

垫）制作

2.2.1 能够按照不同规格，切齐毛

料

2.2.2 按照不同性能或造型切好披

毫与笔柱衬垫

2.2.3 能够将披毫、笔柱的衬垫与

毛料分别梳理均匀，修理整齐，制成

披毫与笔柱料

2.2.1 不同毛料或披毫用

毛的基础知识

2.2.2 披毫制作的技术要

求

2.2.3 笔柱衬垫制作的技

术要求

3.

笔

头

修

整

3.1 笔 头

梳理

3.1.1 能够用毛刷梳理顺直笔头和去

除浮毛

3.1.2 能够用修笔刀将笔头修整平

顺、圆正

3.1.1 修笔刀使用的基础

知识

3.1.2 笔头修整的操作技

能

3.2 笔 头

定型

3.2.1 能够使用鹿角菜胶体粘合笔头

3.2.2 能够将笔头捋顺成型

3.2.1 鹿角菜的使用要求

3.2.2 笔头定型的基础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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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原

料

选

配

1.1 毛 料

挑选

1.1.1 能够识别三种及以上毛料

的大类

1.1.2 能够将黄鼠狼尾按照季

节、产地、雌雄分类，或能够将山羊

毛按照尖锋类、光锋类、尖头毛、平

头毛进行分类（二选一）

1.1.1 黄鼠狼尾的质量知识

1.1.2 山羊毛的分类知识

1.1.3 毛笔用动物毛的基础知

识

1.1.4 三种以上动物毛的基础

知识

1.2 毛 料

配置

1.2.1 能够根据笔头制作的某一

规格品种的需要配置毛料、毛毫

（须采用任意两种及以上的毛料、

毛毫）

1.2.2 能够口头说明配料原理

1.2.1 各种类型、规格的毛料、

毛毫基础知识

1.2.2 配料的基础原理知识

1.3 毛料

制作

1.3.1 能够按照大类分拣毛料品

种

1.3.2 能够分拣任意一种毛料

1.3.1 毛料分拣中如何识别

毫与毛

1.3.2 毛料分拣的基础操作

2.

笔

头

制

作

2.1 毛 料

梳理

2.1.1 能够在水盆中梳理毛料

2.1.2 能够用齐毫板齐平毛料，

制作成各种用途的材料

2.1.3 能够区别披毫与笔柱的刀

头毛或能够选择笔尖的材料并按比

例需求搭配，完成材料切割和梳理

（二选一）

2.1.1 毛料梳理的基础操作要

求

2.1.2 水盆工具使用的方法

2.1.3 毛料齐平的操作要求

2.1.4 披毫制作、挑削毛豪的

技术要求

2.1.5 笔尖材料选择要求，材

料切割的操作要求

2.2 披 毫

和笔柱（衬

垫）制作

2.2.1 能够按照不同规格，切

齐毛料

2.2.2 按照不同性能或造型切

好披毫与笔柱衬垫

2.2.3 能够将披毫、笔柱的衬

垫与毛料分别梳理均匀，修理整

齐，制成披毫与笔柱料

2.2.1 不同毛料或披毫用毛的基

础知识

2.2.2 披毫制作的技术要求

2.2.3 笔柱衬垫制作的技术要

求

2.3 笔 柱

定型、分圆

和覆贴披毛

（毫）

2.3.1 能够按照分头、圆头和

产品规格将笔柱料卷成圆锥状，

制成笔柱

2.3.2 能够挑选任意一种毛料

制作披毛（毫），并完成披毛

（毫）覆贴的工序

2.3.1 笔柱分头、圆头的技术

要求

2.3.2 覆贴披毛（毫）的基础

技术要求

3.

笔

头

3.1 笔 头

梳理

3.1.1 能够用毛刷梳理顺直笔头

和去除浮毛

3.1.2 能够用修笔刀将笔头修整

平顺、圆正

3.1.1 修笔刀使用的基础知识

3.1.2 笔头整修的操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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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整

3.1.3 能够去除笔头中虚锋、秃

毛和弯曲毛

3.2 笔 头

定型

3.2.1 能够使用鹿角菜胶体粘合

笔头

3.2.2 能够将笔头捋顺成型，同

时抹平、抹圆笔头、去除杂毛使笔

头成型

3.2.1 鹿角菜的使用操作要求

3.2.2 笔头定型（抹笔）的基础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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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原

料

选

配

1.1 毛 料

挑选

1.1.1 能够识别山羊毫、山兔毫

的种类或者兼毫五种及以上毛料种

类（二选一），并能鉴别毛料材质

和毛料来源

1.1.2 能够将山羊毛、山兔毫、

黄鼠狼尾（三选二）按照毛料特性

分类，并说明毛料特性

1.1.1 毛笔用动物毛的基础知

识

1.1.2 山羊毛、山兔毫、黄鼠

狼尾的相关分类知识

1.2 毛 料

配置

1.2.1 能够根据笔头制作的某一

规格品种的需要配置毛料、毛毫

（须采用任意三种及以上的毛料、

毛毫）

1.2.2 能够说明选配毛料的原理

和毛料配置对毛笔书写效果的影响

1.2.1 各种类型、规格的毛料、

毛毫基础知识

1.2.2 配料的基本原理知识

1.2.3 毛料配置对毛笔书写效

果影响的相关知识

1.3 毛料

制作

1.3.1 能够按照大类分拣毛料品

种

1.3.2 能够分拣羊毫，并完成羊

毫的、浸、拔、并、抖、做根、

联、索毫工序，形成刀头毛或能够

完成黄鼠狼尾的拔毛、打底皮并去

绒（二选一）

1.3.3 能够说明羊毫刀头毛“三

齐一清”、山兔毫刀头毛齐锋的要

求或能够说明五种以上毛料分类、

分拣，并能够完成三种以上毛料分

类、分拣（二选一）

1.3.1 毛料分拣中如何识别毫

与毛

1.3.2 山羊毛、山兔毫刀头毛

制作的操作和质量要求

1.3.3 各种毛料拔毛、去绒的

操作要求

1.3.4 毛笔用毛料的分类、分

拣技术要求

1.4 毛 料

脱脂

1.4.1 能够说明至少一种类型的

毛料脱脂处理方法

1.4.2 用石灰水或高温等方法将

山羊毛、山兔毫进行脱脂处理

1.4.1 毛笔用动物毛脱脂处理

的基础原理

1.4.2 脱脂液体的配比方法

2.

笔

头

制

作

2.1 毛 料

梳理

2.1.1 能够在水盆中梳理毛料

2.1.2 能够用齐毫板齐平毛料，

制作成各种用途的材料

2.1.3 能够区别披毫与笔柱的刀

头毛，并能说明其用途或能够选择

笔尖的材料，根据需要的长度和数

量切割（二选一）

2.1.4 能按工艺要求挡刀

2.1.1 各种毛料的梳理方法

2.1.2 水盆工具使用的方法

2.1.3 毛料齐平的操作要求

2.1.4 披毫和各种刀头毛的相

关知识

2.1.5 笔尖材料选择要求，材

料切割的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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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披 毫

和笔柱（衬

垫）制作

2.2.1 能够按照不同规格，切

齐毛料

2.2.2 能够按照所需长度和比

例切割材料，挑削无锋毛毫

2.2.3 能够完成衬垫与不同笔

尖料的搭配、摊片、并片、和分

块

2.2.1 不同毛料或披毫用毛的基

础知识

2.2.2 披毫制作的技术要求

2.2.3 笔柱衬垫制作的技术要

求

2.2.4 衬垫中各种毛料的搭

配、排列和切割的要求

2.3 笔 柱

定型、分圆

和覆贴披毛

（毫）

2.3.1 能够按照分头、圆头和产

品规格将笔柱料卷成圆锥状，制成

笔柱

2.3.2 能够挑选任意两种毛料制

作披毛（毫），并完成披毛（毫）

覆贴的工序

2.3.3 能完成起样操作

2.3.1 笔柱分头、圆头的技术

要求

2.3.2 覆贴披毛（毫）的基础

技术要求

2.3.3 挑选披毛（毫）材料的

要求

2.3.4 起样造型操作要求

3.

笔

头

修

整

3.1 笔 头

梳理

3.1.1 能够用毛刷梳理顺直笔头

和去除浮毛

3.1.2 能够用修笔刀将笔头修整

平顺、圆正

3.1.3 能够去除笔头中虚锋、秃

毛和弯曲毛

3.1.4 能够完成羊毫、兔毫笔头

择修操作，并根据说明其操作要领

或能够用食指轻触笔锋，将笔尖在

手背手心上正反旋转，观察笔锋的

聚拢收锋状况，并去除蹦出笔柱的

毛（二选一）

3.1.1 修笔刀使用的基础知识

3.1.2 笔头整修的操作技能

3.1.3 笔头清尖、清盘操作要

领

3.1.4 笔头制作的要求

3.2 笔 头

定型

3.2.1 能够使用鹿角菜胶体粘合

笔头，并将笔头捋顺成型，同时将

笔头成型

3.2.2 能够说明三种以上不同书

画使用要求所对应的笔头形状

3.2.1 鹿角菜的使用操作要求

3.2.2 笔头定型的操作要求

3.2.3 笔头造型与书画使用功能

的相关知识

3.3 笔 头

结扎和装套

3.3.1 能够完成笔头捆（结）扎

的工序

3.3.2 能够完成笔头扎线、粘胶

在笔管内，保持笔头外露统一

3.3.3 能够挑选笔杆并将笔头套

在笔杆上

3.3.1 笔头捆（结）扎的基础

技术要求

3.3.2 笔头胶装的操作技术要

求

3.3.3 笔头装套的操作技术要

求

4.

毛

笔

设

计

4.1 笔 头

形状设计

4.1.1 能够针对给定的毛笔使用

要求对笔头进行形状和规格设计

4.1.2 能够完成竹笋式、兰花

式、齐头式、叶锋式的笔头制作

4.1.1 笔头形状、规格的相关

知识

4.1.2 毛笔制作与使用的相关

知识

4.2 笔 头

打样

4.2.1 能够针对给定的毛笔使用

要求进行打样

4.2.2 能够解决打样时的关键问

4.2.1 常用书写知识

4.2.2 笔头蓄墨性原理和笔头

弹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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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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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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料

选

配

1.1 毛 料

挑选

1.1.1 能够根据给定的毛笔使用

要求选定合适的毛料，并说明选料

的思路

1.1.2 能够区分八种以上的毛料

并能搭配出三种及以上的品种搭配

1.1.1 毛笔用的毛料的相关

知识

1.1.2 不同性能和规格的毛料

搭配相关知识

1.2 毛 料

配置

1.2.1 能够以给定的毛笔，选定

适合的毛料，并说明配置方案或投

料方案

1.2.2 能够根据配置方案或投料

方案，说明配置方案或投料方案与

给定的毛笔使用要求的关系

1.2.1 毛笔用动物毛的基础知识

1.2.2 不同毛料的配料或投料的

相关技术要求

1.2.3 毛料对毛笔书写的影响

的相关知识

1.3 毛料

制作

1.3.1 能够按照大类分拣毛料品

种

1.3.2 能够分拣羊毫，并完成羊

毫的、浸、拔、并、抖、做根、

联、索毫工序，形成刀头毛或能够

完成黄鼠狼尾的拔毛、打底皮并去

绒（二选一）

1.3.3 能够说明羊毫刀头毛“三

齐一清”、山兔毫刀头毛齐锋的要

求或能够说明五种以上毛料分类、

分拣，并能够完成三种以上毛料分

类、分拣（二选一）

1.3.1 毛料分拣中如何识别毫

与毛

1.3.2 山羊毛、山兔毫刀头毛

制作的操作和质量要求

1.3.3 各种毛料拔毛、去绒的

操作要求

1.3.4 毛笔用毛料的分类、分

拣技术要求

1.4 毛料

脱脂

1.4.1 能够完成选定毛料的脱脂

方法

1.4.2 能够说明三种动物毛的脱

脂方法及不同要求

1.4.1 毛笔的毛料脱脂处理技

术相关知识

1.4.2 脱脂液体的配比方法

2.

笔

头

制

作

2.1 毛料

梳理

2.1.1 能够在水盆中梳理选定的

毛料

2.1.2 能够用齐毫板齐平不同类

型、不同规格的毛料

2.1.3 能按工艺要求挡刀

2.1.4 能完成笔尖料的混合和梳

理

2.1.5 能够根据选定的毛料说明

毛料的梳理和齐平方法

2.1.1 各种毛料梳理的操作要

求

2.1.2 各种毛料齐平的操作要

求

2.1.3 笔尖料混合和梳理的操

作要求

2.2 披毫

和笔柱（衬

垫）制作

2.2.1 能够在选定的毛料中设计

并制作衬垫

2.2.2 能够按造型所需分批衬

垫，并将其混合梳理均匀，修理整

齐，挑削无锋杂毛，制作成笔柱料

2.2.1 不同毛料或披毫用毛的基

础知识

2.2.2 笔柱制作的技术要求

2.2.3 笔柱衬垫制作的技术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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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笔柱

定型、分圆

和覆贴披毛

（毫）

2.3.1 能够按照分头、圆头和产

品规格将笔柱料卷成圆锥状，制成

笔柱

2.3.2 能够挑选任意三种毛料制

作披毛（毫），并完成披毛（毫）

覆贴的工序

2.3.3 能够完成起样操作

2.3.1 笔柱分头、圆头的技术

要求

2.3.2 覆贴披毛（毫）的基础

技术要求

2.3.3 挑选披毛（毫）材料的

要求

2.3.4 起样造型操作要求

3.

笔

头

修

整

3.1 笔头

梳理

3.1.1 能够用修笔刀，将笔头修

整平顺、圆正

3.1.2 能够举例说明在笔头整修

中常见的笔头制作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并在笔头修整中予以解决的方

法

3.1.1 修笔刀使用的基础知识

3.1.2 笔头制作的操作技术要

求

3.2 笔头

定型

3.2.1 能够使用鹿角菜胶体粘合

笔头，并将笔头捋顺成型，同时将

笔头成型

3.2.2 能熟练做到笔头不空、不

扁，顶上无刺，顶齐

3.2.3 能独立掌握笔头制作、整

修工艺流程，并能对笔头制作造型

鉴定及笔头修整产品验收

3.2.1 鹿角菜的基础使用操作要

求

3.2.2 笔头定型、规格造型的操

作知识要求

3.2.3 能熟练掌握笔头制作造型

鉴定、笔头整修验收知识

3.3 笔头

结扎和装套

3.3.1 能够完成笔头捆（结）扎

的工序

3.3.2 能够完成笔头扎线、粘胶

在笔管内，保持笔头外露统一

3.3.3 能够将笔头按标准套在笔

管腔内

3.3.1 笔头捆（结）扎的基础

技术要求

3.3.2 笔头胶装的操作技术要

求

3.3.3 笔头装套的操作技术要

求

3.4 笔杆

材料挑选和

安装

3.4.1 能够挑选常用毛笔笔杆材

料，并能识别笔杆材料品种及优劣

3.4.2 能够使用专业工具完成笔

头或笔斗与笔杆的粘接

3.4.1 挑选笔杆材料的要求

3.4.2 笔杆材料品种的知识

3.4.3 笔杆安装的操作技术要

求

3.4.4 粘合剂的知识

3.5 笔斗

和笔冠安装

3.5.1 能够使用专业工具完成笔

头与笔斗的连接

3.5.2 能够使用专业工具完成笔

杆与笔冠的连接

3.5.3 能够完成笔冠挂绳安装

3.5.1 笔斗安装的操作技术要

求

3.5.2 笔冠安装的操作技术要

求

3.5.3 挂绳安装的操作技术要

求

3.6 笔杆

雕刻

3.6.1 能够使用专业刀具雕刻文

字

3.6.2 能够书写书法五体中任意

一种书体

3.6.1 木刻刀的使用知识

3.6.2 书法字体知识

3.6.3 书法书写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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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

笔

设

计

4.1 笔头

形状设计

4.1.1 能够针对给定的毛笔使用

要求对笔头进行形状和规格设计

4.1.2 能够完成竹笋式、兰花

式、齐头式、叶锋式、楂笔的笔头

制作

4.1.1 笔头形状、规格的相关

知识

4.1.2 毛笔制作与使用的相关

知识

4.2 笔头

打样

4.2.1 能够针对给定的毛笔使用

要求进行打样

4.2.2 能够解决打样时关键问题

4.2.1 常用书写知识

4.2.2 笔头蓄墨性原理和笔头

弹性知识

4.3 效 果

检验

4.3.1 能够验证已经制作完成的

定制笔符合给定的使用要求。

4.3.2 能够配合进行基于给定的

毛笔使用要求的第三方检测

4.3.1 毛笔的内在质量检验的

知识

4.3.2 第三方检验的内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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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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料

选

配

1.1 毛 料

挑选

1.1.1 能够根据提供的毛料说明

毛笔用毛料的特性

1.1.2 说明分拣的原理

1.1.1 动物毛的基本知识

1.1.2 毛料分拣原理知识

1.2 毛 料

配置

1.2.1 能够根据现场提供的毛

料，说明三种毛料搭配的方案

1.2.2 能够解释毛料搭配产生的

使用效果

1.2.1 不同性能的毛料搭配的

原理

1.2.2 毛料投料的技术要求

2.

笔

头

制

作

2.1 笔柱

和衬垫制作

2.1.1 能够在选定的毛料中设计

并制作衬垫

2.1.2 能够按照给定的造型，分

批切好衬垫，并将其混合梳理均

匀，制成规定的笔柱料

2.1.1 不同毛料或披毫用毛的基

本知识

2.1.2 笔柱制作的技术要求

2.1.3 笔柱衬垫制作的技术要

求

2.2 笔柱

定型、分圆

和覆贴披毛

（毫）

2.2.1 能够根据实样说明笔头分

圆和披毛（毫）覆贴的质量要求

2.2.2 能够完成造型起样以使笔

头造型符合给定的毛笔使用要求

2.2.1 披毛（毫）用毛的相关

知识及质量要求

2.2.2 覆贴披毛（毫）的技术

要求

2.2.3 起样造型操作要求

3.

笔

头

修

整

3.1 笔头

梳理

3.1.1 能够将给定的笔头说明其

用料情况、配料思路

3.1.2 能够说明给定的笔头制作

问题，并予以解决

3.1.1 毛料梳理的操作要求

3.1.2 毛料的特性与毛笔使用

的相关要求

3.1.3 笔头制作的操作技术要

求

3.2 笔杆

雕刻

3.2.1 能够使用专业刀具雕刻文

字

3.2.2 能够书写书法五体中任意

两种书体

3.2.1 木刻刀的使用知识

3.2.2 书法字体知识

3.2.3 书法书写技能

4.

毛

笔

设

计

4.1 笔头

形状设计

4.1.1 能够针对给定的毛笔使用

要求对笔头进行形状和规格设计

4.1.2 能够完成提斗笔、屏笔、

楂笔的笔头制作

4.1.1 笔头形状、规格的相关

知识

4.1.2 毛笔制作与使用的相关

知识

4.2 笔头

打样

4.2.1 能够针对给定的毛笔使用

要求进行打样

4.2.2 能够解决打样时关键问题

4.2.1 常用书写知识

4.2.2 笔头蓄墨性原理和笔头

弹性知识

4.3 效 果

检验

4.3.1 能够验证已经制作完成的

定制笔符合给定的使用要求。

4.3.2 能够配合进行基于给定的

毛笔使用要求的第三方检测

4.3.1 毛笔的内在质量检验的

知识

4.3.2 第三方检验的内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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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

产

管

理

5.1 生 产

计划制订

5.1.1 能够根据给定的条件制定

生产计划（包括选料、投料量、人

员安排、生产周期等）

5.1.2 能够说明给定的条件下控

制产品质量的要点

5.1.1 毛笔生产管理的相关知

识

5.1.2 毛笔生产工艺质量控制

的相关知识

5.2 质 量

检验

5.2.1 能够根据给定的毛笔样品

说明产品质量问题

5.2.2 能够针对质量问题提出整

改方案

5.2.1 毛笔质量检验的相关知

识

5.2.2 毛笔工艺质量控制的相

关知识

5.3 成 本

核算

5.3.1 能够根据给定的条件，计

算毛笔的生产成本

5.3.2 能够提出节省成本方案

5.3.1 毛笔原料行情的计算方

法

5.3.2 毛笔生产成本的计算办

法

6.

培

训

与

指

导

6.1 技 能

传授

6.1.1 能够培训至少五位学徒，

其中一位学徒已经通过三级工考核

6.1.2 两位徒弟已经通过四级工

考核

6.1.1 毛笔制作工相关技能要

求

6.1.2 培训毛笔制作工的教学

方案

6.2 学 术

研究

6.2.1 能够根据自己的制笔工作

经验，编写技术论文

6.2.2 能够根据2-3个技术难题撰

写技术经验总结或创新理论

6.2.1 学术论文格式和要求

6.2.2 现代技术有关纤维材料

的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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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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10 10 10 10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原料选配 20 15 15 10 5

笔头制作 35 35 30 25 20

笔头修整 30 35 30 30 20

毛笔设计 - - 10 20 20

生产管理 - - - - 10

培训与指导 - -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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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选配 20 15 15 15 15

笔头制作 40 45 40 35 20

笔头修整 40 40 35 30 20

毛笔设计 - - 10 20 20

生产管理 - - - - 15

培训与指导 - - - -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