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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维修工（堆场作业机械维修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工程机械维修工（堆场作业机械维修工）
①

1.2 职业编码

6-31-01-09

1.3 职业定义

使用检测仪器、检修机具和诊断设备等，进行工程机械主机、总成件及主要

零配件诊断、维修、试车和保养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工种设五个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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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堆场作业机械维修工”作为“工程机械维修工”除土方机械、起重机械、掘进及凿岩

机械、高空作业机械、筑路及道路养护机械、混凝土机械、桩工机械、工业车辆八个类别外

的工种，本标准仅适用于堆场作业机械维修。

“堆场作业机械”设备主要包含：堆取料机、带式输送机、散料卸车机、翻车机、桥式起重

机、门式起重机、门座式起重机、装船（车）机、卸船（车）机等机械设备，用于煤炭、矿

石、粮食、木材、集装箱、件杂货等货物的抓取、输送、装卸、堆码等作业，此类设备主要

采用高压电力驱动及变频、PLC 控制，其结构形式、工作原理与目前“工程机械维修工”中

的机械设备（主要是内燃机械）区别较大，因此该类设备维修工的职业活动、职业技能、工

作内容与原 8 个专业方向有较大差异。故在此基础上增加第 9个专业方向（工种）——“堆

场作业机械维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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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职业能力特征

手指、手臂灵活，动作协调；学习能力、色觉和空间适应能力强。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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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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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或相关专业

④
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

的在校应届毕业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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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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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

② 相关职业：机修钳工（6-31-01-02）中的电动机械维修工、机械电气维修工，下同。

③ 本专业：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起重装卸机械操作与维修，下同。

④ 相关专业：交通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机械制造技术、机电技术应用、电气设备运行与

控制、液压与气动技术应用、港口机械运用与维修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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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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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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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年（含）以上；或取

得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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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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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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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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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每个标准教室不少

于 2 名监考人员；技能考核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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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技能考核时间：五级/初级工不少于 40min，

四级/中级工不少于 60min，三级/高级工不少于 70min，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

技师不少于 80min；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30min。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配备有相应的堆场作业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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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必要的设备、仪器仪表以及工、夹、量具，安全设施完善的场所进行。



5

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础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爱岗敬业，忠于职守，自觉履行各项职责。

（3）重视安全、环保，坚持文明生产。

（4）刻苦学习，钻研业务，努力提高思想和科学文化素质。

（5）谦虚谨慎，团结协作，主动配合。

（6）严格执行工艺规程，保证工作质量。

（7）工作认真负责，严于律己。

2.2 基础知识

2.2.1 钳工基础知识

（1）钳工常用设备、工具、量具、仪器仪表的名称、规格、用途和使用方

法。

（2）测量、划线、錾削、锉削、锯割、钻孔、攻丝、套丝、刮削、研磨等

钳工操作基础知识。

（3）拆卸、清洗、装配的基础知识。

2.2.2 堆场作业机械常用材料

（1）常用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种类、牌号、性能及应用知识。

（2）燃料的牌号、性能及应用知识。

（3）润滑油（脂）的牌号、性能及应用知识。

（4）常用工作介质的牌号、性能及应用知识。

（5）工程轮胎规格、分类、组成及应用知识。

2.2.3 机械基础知识

（1）机械制图的国家标准。

（2）公差配合的基础知识及标注方法。

（3）识读零件图与部件装配图的知识。

（4）轴承的类型、结构与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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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螺纹的种类与代号。

2.2.4 电工与电子基础知识

（1）基本电路类型。

（2）电子电路基础知识。

（3）常用基本元件的基础知识。

（4）计算机基础知识。

（5）常用低压电气原理与应用。

（6）常用高压电气原理与应用。

（7）变压器工作原理与维护。

（8）电动机工作原理与应用。

（9）变频器工作原理与应用。

（10）可编程控制器工作原理与应用。

2.2.5 液压与液力传动基础知识

（1）液压与液力传动基本原理。

（2）液压元器件的结构类型及其应用。

2.2.6 堆场作业机械维修属具的性能和使用知识

（1）通用和专用检测器具。

（2）拆卸和安装属具。

（3）常用检测仪表。

（4）机械、液压与内燃机试验设备。

2.2.7 堆场作业机械分类及用途

2.2.8 堆场作业机械常用电气设备与电子控制装置类型及用途

2.2.9 堆场作业机械安全生产、职业健康与环境保护知识

（1）安全作业操作规程。

（2）安全防火知识。

（3）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知识。

（4）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知识。

（5）排放法规。

（6）环境保护知识。

（7）急救与救援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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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整理维修环境知识。

2.2.10 质量管理流程控制

（1）质量管理的内容与特点。

（2）质量管理的基本方法。

2.2.11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相关知识。

（8）GB/T28001-201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相关知识。

（9）GB/T 33000-2016《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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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堆场

作业机

械维修

前准备

1.1 安全

防护

1.1.1 能执行本岗位安全职责

1.1.2 会穿戴防护装备

1.1.3 能遵守堆场作业机械设备安全

标志和安全指示信息

1.1.4 能识别维修的堆场作业机械的

安全装置是否良好、可靠及维修环境

是否符合安全维修条件

1.1.5 能执行维修作业操作规程

1.1.6 会使用灭火器和应急救援器材

1.1.7 能识别岗位内的危险源点

1.1.8 遇有自然灾害（如台风、雷暴、

大雾、高温、严寒、洪水、风暴潮、

地震、海啸等），能实施紧急救护措

施，会紧急逃生方法

1.1.1 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1.1.2 违章作业的定义及分类

1.1.3堆场作业机械《技术资料》

阅读知识

1.1.4维修工维修中的安全注意

要点和特殊作业知识

1.1.5 机械修理、高压电作业等

安全操作规程

1.1.6 风中作业粉尘的预防、应

急器材使用知识

1.1.7 危险源辨识和隐患排查

1.1.8 应急救援知识、本岗位应

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

1.2 应具

备的相关

基础知识

1.2.1 能看懂零件图

1.2.2 能够使用相关工具、量具及仪

器、仪表

1.2.3 能识别直流、交流电路

1.2.4 能识别不同机械传动

1.2.5 能熟知常用金属材料及钢的热

处理

1.2.6 能识别各种液压、电器、控制元

件符号

1.2.7 能熟知堆场作业机械的分类及

各项技术参数

1.2.1立体图、视图的基本概念、

尺寸标注法

1.2.2 游标卡尺的使用

1.2.3 钢丝绳构造、种类、检查

和报废标准

1.2.4 机械传动基本知识、带传

动特点

1.2.5金属材料的基本性能及常

用金属材料种类

1.2.6 液压传动基本概念、液压

泵知识

1.2.7 堆场作业机械分类、技术

参数

2.堆场

作业机

械检

查、维

修、保

养

2.1 检查

2.1.1 能检查各机构制动装置是否可

靠

2.1.2 能检查设备整机各个润滑部位

（如各油箱油位、齿条、钢丝绳、轴

销、轴承等）的润滑状况

2.1.3 能识别主要工属具的类型、特点

和应用场合及报废标准

2.1.1 制动器的检查与调整

2.1.2金属结构的损伤与维护知

识

2.1.3 钢丝绳构造、种类、检查

和报废标准

2.1.4堆场作业机械的润滑与维

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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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能检查钢丝绳的使用情况，并判

断是否更换

2.1.5 能直观检查设备主要部位金属

结构及工属具、取物装置有无开裂、

变形

2.1.6 能检查液压系统油位是否正常，

管路是否渗漏

2.1.7 能检查设备各机构动作是否正

常

2.1.5设备日常点检与点检制度

知识

2.1.6堆场作业机械零部件结构

及原理

2.1.7堆场作业机械各工作机构

组成及工作原理

2.2 维修

2.2.1 能识别机械故障

2.2.2 能选择机械故障的维修方式

2.2.3 能拆装和修理常用堆场作业机

械的零部件

2.2.4 能检修、装配、调整制动装置

2.2.1堆场作业机械的故障概述

2.2.2堆场作业机械的修理概论

2.2.3 滑动轴承、滚动轴承的拆

卸和装配工艺

2.2.4液压系统基本构成和常用

密封件知识

2.3 保养

2.3.1 能对机械进行日常维护作业

2.3.2 能对专用工属具进行日常保养

2.3.3 能够熟悉重点部位保养标准

2.3.4 能根据设备润滑图表并使用加

油枪、加油桶等润滑工具，加注润滑

油、润滑脂

2.3.5 能清除设备污垢，保持设备整洁

2.3.6 能按规范检查并按标准紧固零

部件的固定螺栓

2.3.1 润滑工具的使用

2.3.2 设备维护保养管理规定

2.3.3 润滑油品的分类标准、使

用要求

2.3.4 润滑“六定”“二洁”“四

过滤”知识

2.3.5 设备“十字保养法”知识

2.3.6螺栓的分类与扭紧力矩知

识

3.电器

安装和

线路敷

设

3.1 低压

电器选用

3.1.1 能识别常用低压电器的图形符

号、文字符号

3.1.2 能识别和选用刀开关、熔断器、

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主令电

器、漏电保护器、指示灯等低压电器

的规格型号

3.1.3 能识别防爆电气设备的防爆形

式、防爆标志

3.1.1 常用低压电器图形符号、

文字符号的国家标准

3.1.2 常用低压电器的结构、工

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3.1.3 防爆电气设备标识、等级

3.2 电工

材料选用

3.2.1 能根据安全载流量和导线规格

型号选用电线、电缆

3.2.2 能根据使用场合选用电线管、桥

架、线槽等

3.2.3 能识别低压电缆接头、接线端子

3.2.1 电工常用线材、管材选用

方法

3.2.2 电线、电缆分类、性能、

使用方法

3.2.3 电工辅料类型、选用方法

3.3 照明

电路装调

3.3.1 能按要求配备照明灯具，确定安

装位置

3.3.2 能按要求安装照明灯具

3.3.3 能对不同照明灯具配备装具并

安装接线

3.3.1电光源及照明器材的种类

3.3.2 灯具安装规范

3.3.3穿管电线安全载流量计算

方法

3.3.4 接线工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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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能对照明线路逬行调试

3.3.5 能选择、安装有功电能表

3.3.5日光灯等常用电光源的工

作原理

3.3.6有功电能表的结构和工作

原理

3.4 动力

及控制电

路装调

3.4.1 能安装配电箱（柜）

3.4.2 能对金属管进行煨弯、穿线、固

定

3.4.3 能对电线保护管进行切割、穿

线、连接、敷设

3.4.4 能使用线槽、槽板、桥架、拖链

带等敷设电线电缆

3.4.5 能识别线号和标注线号

3.4.6 能进行导线的直线和分支连接

3.4.7 能选择和压接接线端子

3.4.8 能对动力配电线路逬行接线、调

试

3.4.1 低压电器安装规范

3.4.2 管线施工规范

3.4.3 室内电气布线规范

3.4.4 单芯、多芯导线的连接方

法

3.4.5接线盒内导线的连接方法

3.4.6 低压保护系统分类

3.4.7 接地、接零安装规范

3.4.8 异常情况的处理

4.继电

控制电

路装调

维修

4.1 低压

电器安

装、维修

4.1.1 能安装、修理、更换按钮、继电

器、接触器、指示灯

4.1.2 能进行低压电器电路的检查、故

障排除

4.1.3 能对手电钻等手持电动工具的

线路进行检修

4.1.1 低压电器拆装工艺

4.1.2 手持电动工具国家标准

4.1.3 万用表、兆欧表使用知识

4.2 交流

电动机接

线、维护

4.2.1 能分辨控制变压器的同名端

4.2.2 能分辨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绕

组的首尾端

4.2.3 能对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主

电路、正反转控制电路、Y/△启动控

制电路进行接线、维护；能对电动机

进行绝缘监测

4.2.4 能对单相交流异步电动机进行

接线、维护

4.2.5 能对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进行

保养

4.2.1 变压器同名端判断方法

4.2.2 交流异步电动机的组成、

工作原理、分类方法

4.2.3 电动机绝缘检测方法

4.2.4交流异步电动机保养标准

4.2.5交流异步电动机拆装工艺

4.3 低压

动力控制

电路维修

4.3.1 能识读电气原理图

4.3.2 能进行三相交流笼型异步电动

机单方向运转控制电路的检查、调试、

故障排除

4.3.3 能进行三相交流笼型异步电动

机正反转控制电路的检查、调试、故

障排除

4.3.4 能进行三相交流笼型异步电动

机 Y/△启动等降压启动控制电路的检

4.3.1电气原理图中常见的电气

元件符号名称

4.3.2电气原理图的识读分析方

法

4.3.3三相交流笼型异步电动机

单方向运转电路原理

4.3.4三相交流笼型异步电动机

正反转电路原理

4.3.5三相交流笼型异步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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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调试、故障排除

4.3.5 能进行三相交流笼型多速异步

电动机启动控制电路的检查、调试、

故障排除

4.3.6 能进行三相交流笼型异步电动

机多处控制电路的检查、调试、故障

排除

4.3.7 能进行三相交流笼型异步电动

机电磁抱闸控制电路的检查、调试、

故障排除

Y/△启动电路原理

4.3.6三相交流笼型多速异步电

动机自耦减压启动电路原理

4.3.7三相交流笼型异步电动机

多处控制电路原理

4.3.8三相交流笼型异步电动机

电磁抱闸电路原理

5.基本

电子电

路装调

维修

5.1 电子

元件焊接

作业

5.1.1 能根据焊接对象选择焊接工具

5.1.2 能进行焊前处理

5.1.3 能安装、焊接由电阻器、电容器、

二极管、三极管等组成的单面印制电

路板

5.1.4 能识别虚焊，假焊

5.1.1 电子焊接工艺

5.1.2 电烙铁、焊丝的分类、选

用方法

5.1.3 助焊剂选用方法

5.2 电子

电路调

试、维修

5.2.1 能进行半波和全波整流稳压电

路的测量、调试、维修

5.2.2 能进行基本放大电路的测量、调

试、维修

5.2.1 半导体器件特性、工作原

理

5.2.2 直流稳压电路组成、工作

原理

5.2.3 基本放大电路组成、工作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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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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场

作业机

械维修

前准备

1.1 安全

防护

1.1.1 能识别作业现场的危险源点

1.1.2 能够发现违章行为，并进行制止

1.1.3 能判断工作过程当中可能发生的

事故隐患，并能采取应急措施

1.1.1 作业现场的风险辨识

1.1.2 一般安全事故处理原

则

1.1.3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

本知识

1.2 应具

备的相关

基础知识

1.2.1 能绘制零件图

1.2.2 能够使用相关工具、量具及仪器、

仪表

1.2.3 能熟知变压器与电动机机构及工

作原理

1.2.4 能熟知机械传动原理

1.2.5 能熟知常用金属材料及钢的热处

理

1.2.6 能识别各种液压、电器、控制元

件符号

1.2.7 具备钳工相关知识

1.2.1 剖视图、其他视图等

1.2.2 千分尺的使用

1.2.3 变压器与电动机的结构

1.2.4 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

构、链传动等

1.2.5 钢的热处理

1.2.6 液压缸、液压阀等

1.2.7 钳工基本技能

2.堆场

作业机

械检

查、维

修、保

养

2.1 检查

2.1.1 能检查电路、电器元件工作状态

2.1.2 能检查电动机、联轴器、减速箱、

制动器等工作情况

2.1.3 能检查车轮、滑轮、卷筒、滚筒、

托辊、输送带等磨损情况

2.1.4 能检查液压、气动元件功能是否

正常

2.1.5 能对各类安全保护装置进行检

查、测试、复位

2.1.1 电路、电器元件运行的

安全技术标准

2.1.2 车轮、滑轮、卷筒、滚

筒、输送带等的技术要求、检

查标准和报废标准

2.1.3 金属结构件常见故障

现象和原因分析

2.1.4 液压传动与气压传动的

区别与相关知识

2.1.5 堆场作业机械运行与失

控的安全操作注意事项

2.2 维修

2.2.1 能按维修工艺标准，完成一种机

械主要机构的维修工作

2.2.2 能按维修工艺标准，对堆场作业

机械进行小修作业

2.2.3 能对安装或修理后的机械进行整

机调试

2.2.4 能判断和排除较复杂的机械故障

2.2.5 能安装简单的液压、气动系统，

并进行调试和故障排除

2.2.6 能根据机械零件图、装配图、液

压原理图进行部件安装

2.2.1 维修工艺基础知识

2.2.2 堆场作业机械大修、中

修、小修、项修的标准及相关

工艺技术规范

2.2.3 检修、装配和调整堆场

作业机械起升（运行）机构及

排除故障

2.2.4 检修、装配、调整圆柱

齿轮减速箱工艺流程

2.2.5 液压、气动基础件（油

缸、管道连接等）装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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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能对各类防风抗滑装置和安全防

护装置进行检修、安装、调整、定期强

制更换

2.2.6 机械基础相关知识

2.2.7 检修、装配、调整防风

防爬装置及零部件定期强制

更换制度

2.3 保养

2.3.1 能对设备局部实施防腐防锈处理

2.3.2 能识别、使用常用润滑剂

2.3.3 能更换润滑油（脂）

2.3.4 能识别和更换冷却液

2.3.1 金属结构的防腐材料

与工艺以及防锈剂的使用

2.3.2 常用的润滑剂的特点、

储存方法、选用混用原则

2.3.3 常用的润滑方式、装置

及注油注意事项

2.3.4 常用冷却液知识和冰点

仪的使用方法

3．继电

控制电

路装调

维修

3.1 低压

电器选用

3.1.1 能根据需要选用中间继电器、时

间继电器、计数器等器件

3.1.2 能根据需要选用断路器、接触器、

热继电器等器件

3.1.1 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

器、计数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选型方法

3.1.2 断路器、接触器、热继

电器的基本工作原理、选型方

法

3.2 继电

器、接触

器线路装

调

3.2.1 能对多台三相交流笼型异步电动

机顺序控制电路进行安装、调试

3.2.2 能对三相交流笼型异步电动机位

置控制电路进行安装、调试

3.2.3 能对三相交流绕线式异步电动机

启动控制电路进行安装、调试

3.2.4 能对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能耗制

动、反接制动、再生发电制动等制动电

路进行安装、调试

3.2.1 三相交流笼型异步电动

机顺序控制电路原理

3.2.2 三相交流笼型异步电动

机位置控制电路原理

3.2.3 三相交流绕线式异步电

动机启动控制电路原理

3.2.4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能

耗制动、反接制动、再生发电

制动等制动电路原理

3.3 临时

供电、用

电设备设

施的安

装、维护

3.3.1 能安装、维护临时用电总配电箱、

分配电箱、开关箱及线路

3.3.2 能选用、安装临时用电照明装置、

隔离变压器

3.3.3 能安装、维护临时用电设备的接

地装置、独立避雷针

3.3.1 临时用电配电箱、开关

箱安装规范

3.3.2 低压电器及电动机的防

护等级

3.3.3 临时用电系统电气工作

接地、保护接地（接零）等接

地装置的安装规范

3.3.4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4.电气

设备

（装

置）装

调维修

4.1 可编

程控制器

控制电路

调试

4.1.1 能根据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电路接

线图连接可编程控制器及其外围线路

4.1.2 能根据编程软件从可编程控制器

中读写程序

4.1.3 能使用可编程控制器的基本指令

编写、修改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Y/

△启动、三台电动机顺序启停等基本控

4.1.1 可编程控制器结构、特

点

4.1.2 可编程控制器输入、输

出端接线规则

4.1.3 可编程控制器编程软件

基本功能、使用方法

4.1.4 可编程控制器基本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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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电路的控制程序 令、定时器指令、计数器指令

的使用方法

4.2 常见

电力电子

装置维护

4.2.1 能识别软启动器操作面板、电源

输入端、输出端、控制端

4.2.2 能判断、排除软启动器故障

4.2.1 软启动器工作原理、使

用方法

4.2.2 软启动器故障排除方法

5.自动

控制电

路装调

维修

5.1 传感

器装调

5.1.1 能根据现场设备条件选择传感器

类型

5.1.2 能安装、调试光电开关

5.1.3 能安装、调试霍尔开关

5.1.4 能安装、调试电感式开关

5.1.5 能安装、调试电容式开关

5.1.1 传感器的分类

5.1.2 光电开关工作原理、使

用方法

5.1.3 霍尔开关工作原理、使

用方法

5.1.4 电感式开关工作原理、

使用方法

5.1.5 电容式开关工作原理、

使用方法

5.2 专用

继电器装

调

5.2.1 能安装、调试速度继电器

5.2.2 能安装、调试温度继电器

5.2.3 能安装、调试压力继电器

5.2.1 速度继电器工作原理、

使用方法

5.2.2 温度继电器工作原理、

使用方法

5.2.3 压力继电器工作原理、

使用方法

6．基本

电子电

路装调

维修

6.1 仪器

仪表使用

6.1.1 能使用单、双臂电桥测量电阻

6.1.2 能使用信号发生器产生三角波、

正弦波、矩形波等信号

6.1.3 能使用示波器测量波形的幅值、

频率

6.1.1 单、双臂电桥使用方法

6.1.2 信号发生器使用方法

6.1.3 示波器使用方法

6.2 电子

元器件选

用

6.2.1 能为稳压电路选用对应的系列集

成电路

6.2.2 能为调光调速电路选用晶闸管

6.2.1 三端稳压集成电路使用

方法

6.2.2 晶闸管选用方法

6.3 电子

线路装调

维修

6.3.1 能对相应系列集成电路进行安

装、调试、故障排除

6.3.2 能对阻容耦合放大电路进行安

装、调试、故障排除

6.3.3 能对单相晶闸管整流电路进行安

装、调试、故障排除

6.3.1 相应系列集成电路故

障的排除方法

6.3.2 阻容耦合放大电路工作

原理

6.3.3 单相晶闸管整流电路工

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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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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场

作业机

械维修

前准备

1.1 安全

防护

1.1.1 能对发生的特种设备事故做出应

急处置措施

1.1.2 提出改善维修安全条件的措施

1.1.3 能制定维修相关项目的安全注意

要点

1.1.1 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应急

知识

1.1.2 钢丝绳更换、轮胎更换

等项目安全注意要点

1.2 应具

备的相关

基础知识

1.2.1 会进行零件图的绘制，识读装配

图

1.2.2 能够使用相关工具、量具及仪器、

仪表

1.2.3 能熟知变压器与电动机机构及工

作原理

1.2.4 能熟知机械传动原理

1.2.5 能熟悉液压的基本回路、液压系

统相关理论

1.2.6 熟悉堆场作业机械的典型修理技

术

1.2.7 熟悉液压泵、液压缸的维修与装

配

1.2.1 轴承的画法、识读装配

图

1.2.2 千分尺的使用

1.2.3 变压器与电动机的结构

1.2.4 齿轮传动、螺旋传动、

轮系等

1.2.5 液压回路、液压传动

1.2.6 补焊与堆焊

1.2.7 液压泵、液压缸维修与

装配

2.堆场

作业机

械检

查、维

修、保

养

2.1 检查

2.1.1 能用直观经验法诊断电动机、联

轴器、减速箱、卷筒、轴承故障现象，

做好维修前准备

2.1.2 能够检查运行机构中轨道的技术

状况

2.1.3 能检查各机构相关装置的运行状

态

2.1.1 堆场作业机械检修的作

业范围

2.1.2 轨道压紧装置检查

2.1.3 各级机构相关装置的维

修与检测

2.2 维修

2.2.1 能根据机械运行状况，确定状态

修理内容

2.2.2 能制定堆场作业机械各机构的修

理方案

2.2.3 能判断堆场作业机械非正常损坏

的主要原因，并提出预防措施

2.2.4 能组织堆场作业机械各部件的组

装，解决装配中的疑难问题

2.2.5 能看懂液压和气动系统原理图，

对常见液压和气动系统故障进行判断

和排除

2.2.6 能按修理级别和技术标准进行机

械性能试验

2.2.1 检修、装配回转机构，

排除故障

2.2.2 检修、装配、调整变幅

机构，排除故障

2.2.3 检修、装配、调整蜗轮

蜗杆减速器

2.2.4 检修、调整集装箱吊具

2.2.5 更换滑轮及滑轮轴承

2.2.6 状态监测技术与应用

2.2.7 CAD 绘图软件等应用技

术知识

2.2.8《产品质量法》相关知

识、零部件鉴定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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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能绘制零件图，看懂复杂的装配

图和有关技术文件

2.2.8 能提出维修和保养配件预算清单

并验收配件质量

2.2.9 能够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达到节约能源、安全高效的目的

2.2.9 维修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的应用知识

2.3 保养

2.3.1 能按照设备点检计划组织保养设

备

2.3.2 能够按照设备换季保养计划保养

设备

2.3.3 能对设备整体技术状况进行鉴定

2.3.4 能利用仪器对油品主要指标进行

简单分析检测

2.3.1 堆场作业机械点检计划

2.3.2 堆场作业机械换季保养

计划

2.3.3 设备的油液监测技术

2.3.4 油液快速分析仪的使用

方法

3.继电

控制电

路装调

维修

3.1 继电

器、接触

器控制电

路分析、

测绘

3.1.1 能对多台联动三相交流异步电动

机控制方案进行分析、选择

3.1.2 能对皮带机、堆料机或类似难度

的电气控制电路接线图进行绘制、分析

3.1.1 电气控制方案分析方法

3.1.2 电气接线图绘制步骤、

分析方法

3.2 临时

供电、用

电设备设

施的安装

与维护

3.2.1 能确认临时用电方案，并组织实

施

3.2.2 能组织安装临时用电配电室、配

电变压器、配电线路

3.2.3 能安装、维护临时用电自备发电

机

3.2.4 能安装、维护、拆除临时用电的

电气部分

3.2.1 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

器的工作原理

3.2.2 电度表的识读方法

3.2.3 临时用电负荷计算

3.2.4 临时供电、用电设备型

号、技术指标

3.2.5 接地装置施工、验收规

范

3.2.6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

技术规范

4.电气

设备

（装

置）装

调维修

4.1 常用

电力电子

装置维护

4.1.1 能识别变频器操作面板、电源输

入端、输出端、控制端

4.1.2 能根据用电设备要求，参照变频

器使用手册，设置变频器参数，确认变

频器故障

4.1.3 能对 UPS 不间断电源整流电路、

逆变电路、控制电路进行检修

4.1.1 变频器工作原理、使用

方法

4.1.2 变频器故障类型

4.1.3 UPS 不间断电源工作原

理、使用方法

4.1.4 变频器的干扰源及排除

方法

5.自动

控制电

路装调

维修

5.1 可编

程控制系

统分析、

编程与调

试维修

5.1.1 能使用基本指令编写小型可编程

控制器或类似难度的可编程控制器控

制程序

5.1.2 能用可编程控制器改造维修设备

或类似难度的继电控制电路

5.1.3 能模拟调试以基本指令为主的可

编程控制器程序

5.1.1 堆场作业机械的控制逻

辑

5.1.2 梯形图编程规则

5.1.3 可编程控制器模拟调试

方法

5.1.4 可编程控制器现场调试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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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能现场调试以基本指令为主的可

编程控制器程序

5.1.5 能根据可编程控制器面板指示

灯，借助编程软件、仪器仪表分析可编

程控制系统的故障范围

5.1.6 能排除可编程控制系统中开关、

传感器、执行机构等外围设备电气故障

5.1.5 可编程控制系统故障范

围判断方法

5.1.6 可编程控制器外围设备

常见故障类型、排除方法

5.2 单片

机控制电

路装调

5.2.1 能根据单片机控制电路接线图完

成单片机控制系统接线

5.2.2 能使用编程软件完成上位机与单

片机之间的程序传递

5.2.3 能分析信号灯闪烁控制或类似难

度的单片机控制程序

5.2.1 单片机结构

3.2.2 单片机引脚功能

5.2.3 单片机编程软件、烧录

软件基本功能

5.2.4 单片机基本指令使用方

法

6.应用

电子电

路调试

维修

6.1 电子

电路分析

测绘

6.1.1 能对由集成运算放大器组成的应

用电路进行测绘

6.1.2 能分析由分立元件、集成运算放

大器组成的应用电子电路的功能、用途

6.1.1 电子电路测绘方法

6.1.2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线性

应用、非线性应用技术

6.2 电子

电路调试

维修

6.2.1 能对编码器、译码器等组台逻辑

电路进行调试维修

6.2.2 能对寄存器、计数器等时序逻辑

电路进行调试维修

6.2.3 能分析由 555 集成电路组成的定

时器等常用电子电路的功能、用途

6.2.4 能对小型开关稳压电路进行调试

维修

6.2.1 编码器、译码器等组合

逻辑电路基础知识

6.2.2 寄存器、计数器等时序

逻辑电路基础知识

6.2.3 555 集成电路基础知识

6.2.4 小型开关稳压电路工作

原理

6.3 电力

电子电路

分析测绘

6,3.1 能对晶闸管触发电路进行测绘

6.3.2 能对相控整流主电路、触发电路

工作波形进行测绘

6.3.1 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半

控桥式整流电路、全控桥式整

流电路工作原理

6.3.2 可控整流电路计算方法

6.4 电力

电子电路

调试维修

6.4.1 能利用仪器仪表对相控整流主电

路、触发电路进行测量和调试

6.4.2 能对相控整流主电路、触发电路

进行维修

6.4.1 相控整流电路调试方法

6.4.2 相控整流电路波形分析

方法

7.交直

流传动

系统装

调维修

7.1 交直

流传动系

统安装

7.1.1 能识读分析交直流传动系统图

7.1.2 能对交直流传动系统的设备、器

件进行检査确认

7.1.3 能对交直流传动系统设备进行安

装

7.1.1 直流调速系统工作原理

7.1.2 交流调速系统工作原理

7.2 交直

流传动系

统调试

7.2.1 能分析交直流传动系统中各单元

电路工作原理

7.2.2 能对交直流调速电路进行调试

7.2.1 电磁转差离合器调速工

作原理

7.2.2 串级调速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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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单闭环直流调速工作原

理

7.3 交直

流传动系

统维修

7.3.1 能分析判断交直流传动系统的故

障原因

7.3.2 能对交直流传动装置及外围电路

故障进行分析、排除

7.3.1 交直流传动系统常见故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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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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场

作业机

械维修

前准备

1.1 安全

防护

1.1.1 能编制堆场设备维修工艺

1.1.2 能够制定维修过程中安全防护措

施

1.1.1 堆场设备维修作业工艺

汇编

1.1.2 安全与习惯以及安全

意识的养成相关知识

1.1.3 堆场作业机械维护工作

中的安全防护措施

1.2 应具

备的相关

基础知识

1.2.1 能根据零部件的磨损情况，选用

适当的机械零件公差

1.2.2 能看懂机械零件图、液压原理图

及一般装配图

1.2.3 能使用 PLC 可编程序控制器进行

编程

1.2.1 公差与配合的基础知识

1.2.2 装配图、零件图基本知

识

1.2.3 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

器技术基本原理

2.堆场

作业机

械检

查、维

修、保

养

2.1 维修

2.1.1 能指导大型堆场作业机械的大

修、调整和性能试验

2.1.2 能使用相关仪器、工具测量大型

构件的尺寸公差、形位公差、位置偏差

2.1.3 能设计或改制专用工、夹、模具

2.1.4 能绘制部件装配图，提出装配技

术标准

2.1.5 能分析、判断金属结构件变形、

裂纹的原因，并提出修复方案

2.1.6 对损坏的零部件根据其材质及使

用标准提出修复、改造利用方案

2.1.1 小车及托架张紧液压系

统工作原理

2.1.2 顶轨器（夹轮器）液压

系统工作原理

2.1.3 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

的直接起动控制线路

2.1.4 设计改制工夹具

2.1.5 堆场作业机械啃轨检

查、修理、调整

2.1.6 堆场作业机械金属结构

件变形、裂纹的原因及修复方

案

3.电气

设备

（装

置）装

调维修

3.1 堆场

作业机械

电气控制

装置装调

维修

3.1.1 能对编码器、光栅尺进行调整

3.1.2 能对堆场作业机械电气线路进行

装调维修

3.1.1 编码器、光栅尺工作照

理

3.1.2 堆场作业机械电气控制

原理

3.2 单片

机控制的

电气装置

装调维修

3.2.1 能编写、调试电动机启停控制或

类似难度的单片机程序

3.2.2 能调试以基本指令为主的单片机

程序

3.2.3 能使用编程软件、仪器仪表划定

单片机控制的电气装置的故障范围

3.2.4 能排除单片机控制的电气装置电

气故障

3.2.1 单片机控制系统开发流

程

3.2.2 单片机应用程序编译、

仿真调试、烧录的方法

3.2.3 单片机控制系统故障检

测、判断方法

4.自动 4.1 可编 4.1.1 能对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进行程 4.1.1 可编程控制器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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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电

路装调

维修

程控制系

统编程与

维护

序分析、程序编制

4.1.2 能选用和连接触摸屏

4.1.3 能设置触摸屏与可编程控制器之

间的通信参数

4.1.4 能编辑和修改触摸屏组态画面

4.1.5 能判断、排除可编程控制器功能

模块故障

技术参效

4.1.2 可编程控制器特殊功能

模块参数的设置方法

4.1.3 触摸屏组态软件使用方

法

4.1.4 可编程控制器与触摸屏

之间的通信规约

4.2 闭环

交流调速

系统装调

维修

4.2.1 能对闭环交流调速系统组成设

备、器件进行检査确认

4.2.2 能对速度环、电流环进行调试

4.2.3 能分析判断闭环交流调速系统故

障原因

4.2.4 能排除闭环交流调速装置及外围

电路故障

4.2.1 闭环交流调速系统工作

原理

4.2.2 闭环交流调速系统常见

故障

5.应用

电子电

路调试

维修

5.1 电力

电子电路

分析测绘

5.1.1 能测绘三相整流变压器△/Y—11

或 Y/Y—12 联结组别

5.1.2 能测绘晶闸管触发电路、主电路

波形

5.1.3 能测绘直流斩波器电路波形

5.1.1 三相变压器联结组别国

家标准

5.1.2 晶闸管电路同步(定相）

方法

5.1.3 直流斩波电路工作原理

5.2 电力

电子电路

调试维修

5.2.1 能根据三相整流变压器△/Y—11

或 Y/Y—12 联结组别号进行接线

5.2.2 能分析、排除相控整流电路故障

5.2.3 能根据需要对直流斩波器输出波

形进行调整

5.2.1 三相整流变压器工作原

理

5.2.2 相控整流电路常见故障

5.2.3 直流斩波器工作原理

6.交流

传动及

伺服系

统调试

维修

6.1 交流

传动系统

调试维修

6.1.1 能分析交流调速系统或类似难度

的电气控制系统原理图

6.1.2 能对交流调速系统或类似难度的

电气传动系统进行调试、维修

6.1.1 传感器原理与分类

6.1.2 交流调速系统调试方法

及常见故障

6.2 伺服

系统调试

维修

6.2.1 能对步进电动机驱动装置进行安

装、调试

6.2.2 能分析、排除步进电动机驱动器

主电路故障

6.2.3 能分析交直流伺服系统电气控制

原理图

6.2.4 能对交直流伺服系统进行调试、

维修

6.2.1 步进电动机驱动装置调

试方法

6.2.2 步进电动机驱动器常见

故障

6.2.3 交直流伺服系统调试方

法

6.2.4 交直流伺服系统常见故

障

7.交直

流传动

系统装

调维修

7.1 交直

流传动系

统安装

7.1.1 能分析交直流传动系统原理图

7.1.2 能对交直流传动系统的设备、器

件进行检査确认

7.1.3 能对交直流传动系统设备进行安

装

7.1.1 直流调速系统工作原理

7.1.2 交流调速系统工作原理

7.1.3 交直流传动系统设备的

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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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交直

流传动系

统调试

7.2.1 能分析交直流传动系统中各单元

电路工作原理

7.2.2 能对交直流调速电路进行调试

7.2.1 电磁转差离合器调速工

作原理

7.2.2 串级调速工作原理

7.2.3 单闭环直流调速工作原

理

7.3 交直

流传动系

统维修

7.3.1 能分析判断交直流传动系统的故

障原因

7.3.2 能对交直流传动装置及外围电路

故障进行分析、排除

7.3.1 交直流传动系统常见故

障

7.3.2 交直流传动系统常见故

障的分析及排除方法

8.培训

与技术

管理

8.1 培训

指导

8.1.1 能编写培训教案

8.1.2 能对本职业高级工及以下人员进

行理论培训

8.1.3 能对本职业高级工及以下人员进

行操作技能指导

8.1.4 能对本职业高级工及以下人员进

行导师带徒

8.1.5 能指导高级工撰写技师技术论文

或技术总结

8.1.1 培训教案编制方法

8.1.2 理论培训教学方法

8.1.3 操作技能指导方法

8.1.4 导师带徒的标准与指南

（师徒合同）

8.1.5 技师技术论文或技术总

结的写作方法

8.2 技术

管理

8.2.1 能进行电气设备检修管理

8.2.2 能进行电气设备维护质量管理

8.2.3 能制定电气设备大、中修方案

8.2.4 能制定现场作业职业安全健康管

理方案并可行实施

8.2.5 能对设备频繁发生的故障进行分

析并提出改进方案或零部件替代方案

8.2.6 能根据工况和法律要求，定期参

与修订堆场机械设备安全技术规程（维

修和操作）工作

8.2．1 电气设备检修管理方法

8.2.2 电气设备维护质量管理

方法

8.2.3 电气设备大、中修方案

编写方法

8.2.4 职业安全健康法律、法

规、国家标准

8.2.5 零部件互换性知识、国

家标准（GB 或 GB/T)与 ISO、

SAE、IEC 等标准实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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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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场

作业机

械维修

前准备

1.1 安全

防护

1.1.1 能制定大修项目的安全措施并组

织实施

1.1.2 建立健全堆场作业机械安全维修

保障体系，制定安全生产措施和应急救

援安全预案，并定期演练

1.1.3 建立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参与设

备安全专项检查，能够发现问题和安全

隐患，并督促整改

1.1.1 设备维修工艺

1.1.2 维修过程风险分析和

隐患排查知识

1.1.3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

本规范

1.2 应具

备的相关

基础知识

1.2.1 能够使用计算机软件进行零件

图、装配图的绘制

1.2.2 能对液压站进行安装调试、使用

维护

1.2.3 能对电动机械变频调速进行设置

1.2.4 能根据设备状态监测技术对设备

故障进行诊断

1.2.5 能进行金属结构的优化设计，并

进行相关验算

1.2.6 能根据零件的使用要求选择零件

材料的能力

1.2.1 计算机辅助设计

1.2.2 液压站的安装调试、使

用维护

1.2.3 变频调速系统、PLC 的

应用及开发

1.2.4 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

诊断技术

1.2.5 金属结构的设计要求

1.2.6 金属材料和热处理的

基础知识

2.堆场

作业机

械检

查、维

修、保

养

2.1 维修

2.1.1 能组织并指导大型堆场作业机械

的修理、安装和调试

2.1.2 能主持堆场作业机械的检验、性

能试验和鉴定验收

2.1.3 能编制修理方案和组织施工方案

2.1.4 能组织编制堆场作业机械维修工

艺规程

2.1.5 能使用常用的监测仪器（或设

备），分析、判断、排除机械故障

2.1.6 能远程诊断或指导维修设备故障

2.1.1 堆场作业机械的修理、

安装和调试工艺方法

2.1.2 堆场作业机械的检验、

性能试验和鉴定验收方法

2.1.3 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

诊断技术

2.1.4 堆场作业机械维修工

艺规程、规范

2.1.5 常用监测仪器的使用要

求

2.1.6 远程控制、诊断技术

3.电气

设备

（装

置）装

调维修

3.1 堆场

作业机械

电气控制

装置装调

维修

3.1.1 能对编码器、光栅尺进行调整

3.1.2 能对堆场作业机械电气线路进行

装调维修

3.1.1 编码器、光栅尺工作原

理

3.1.2 堆场作业机械电气控制

原理

3.2 单片

机控制的

电气装置

3.2.1 能编写、调试电动机启停控制或

类似难度的单片机程序

3.2.2 能调试以基本指令为主的单片机

3.2.1 单片机控制系统开发流

程

3.2.2 单片机应用程序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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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调维修 程序

3.2.3 能使用编程软件、仪器仪表划定

单片机控制的电气装置的故障范围

3.2.4 能排除单片机控制的电气装置电

气故障

仿真调试、烧录的方法

3.2.3 单片机控制系统故障检

测、判断方法

4.自动

控制电

路装调

维修

4.1 可编

程控制系

统编程与

维护

4.1.1 能对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进行程

序分析、程序编制

4.1.2 能选用和连接触摸屏

4.1.3 能设置触摸屏与可编程控制器之

间的通信参数

4.1.4 能编辑和修改触摸屏组态画面

4.1.5 能判断、排除可编程控制器功能

模块故障

4.1.1 可编程控制器功能模块

技术参效

4.1.2 可编程控制器特殊功能

模块参数的设置方法

4.1.3 触摸屏组态软件使用方

法

4.1.4 可编程控制器与触摸屏

之间通信协议的设置方法

4.1.5 可编程控制器功能模块

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

4.2 闭环

交流调速

系统装调

维修

4.2.1 能对闭环交流调速系统组成设

备、器件进行检査确认

4.2.2 能对速度环、电流环进行调试

4.2.3 能分析判断闭环交流调速系统故

障原因

4.2.4 能排除闭环交流调速装置及外围

电路故障

4.2.1 闭环交流调速系统工作

原理

4.2.2 闭环交流调速系统常见

故障

5.应用

电子电

路调试

维修

5.1 电力

电子电路

分析测绘

5.1.1 能测绘三相整流变压器△/Y—11

或 Y/Y—12 联结组别

5.1.2 能测绘晶闸管触发电路、主电路

波形

5.1.3 能测绘直流斩波器电路波形

5.1.1 三相变压器联结组别国

家标准

5.1.2 晶闸管电路同步(定相）

方法

5.1.3 直流斩波电路工作原理

5.2 电力

电子电路

调试维修

5.2.1 能根据三相整流变压器△/Y—11

或 Y/Y—12 联结组别号进行接线

5.2.2 能分析、排除相控整流电路故障

5.2.3 能根据需要对直流斩波器输出波

形进行调整

5.2.1 三相整流变压器工作原

理

5.2.2 相控整流电路常见故障

5.2.3 直流斩波器工作原理

6.交流

传动及

伺服系

统调试

维修

6.1 交流

传动系统

调试维修

6.1.1 能分析交流调速系统或类似难度

的电气控制系统原理图

6.1.2 能对交流调速系统或类似难度的

电气传动系统进行调试、维修

6.1.1 交流调速系统调试方法

6.1.2 交流调速系统常见故障

6.2 伺服

系统调试

维修

6.2.1 能对步进电动机驱动装置进行安

装、调试

6.2.2 能分析、排除步进电动机驱动器

主电路故障

6.2.3 能分析交直流伺服系统电气控制

6.2.1 步进电动机驱动装置调

试方法

6.2.2 步进电动机驱动器常见

故障

6.2.3 交直流伺服系统调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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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图

6.2.4 能对交直流伺服系统进行调试、

维修

法

6.2.4 交直流伺服系统常见故

障

7.交直

流传动

系统装

调维修

7.1 交直

流传动系

统安装

7.1.1 能识读分析交直流传动系统图

7.1.2 能对交直流传动系统的设备、器

件进行检査确认

7.1.3 能对交直流传动系统设备进行安

装

7.1.1 直流调速系统工作原理

7.1.2 交流调速系统工作原理

7.2 交直

流传动系

统调试

7.2.1 能分析交直流传动系统中各单元

电路工作原理

7.2.2 能对交直流调速电路进行调试

7.2.1 电磁转差离合器调速工

作原理

7.2.2 串级调速工作原理

7.2.3 单闭环直流调速工作原

理

7.3 交直

流传动系

统维修

7.3.1 能分析判断交直流传动系统的故

障原因

7.3.2 能对交直流传动装置及外围电路

故障进行分析、排除

7.3.1 交直流传动系统常见故

障

7.3.2 开闭环交直流调速系统

的优缺点

8.培训

与技术

管理

8.1 培训

指导

8.1.1 能制定培训方案

8.1.2 能对本职业技师及以下人员进行

理论培训

8.1.3 能对本职业技师及以下人员进行

操作技能指导

8.1.4 能对本职业技师及以下人员进行

论文指导

8.1.1 培训方案制定方法

8.1.2 论文的撰写方法和要求

8.2 技术

管理

8.2.1 能编写电气控制系统安装工艺、

验收方案

8.2.2 能对工艺线路、技术方案等提出

优化建议并参与方案设计与实施

8.2.3 能对技术改造项目进行成本核算

8.2.4 能对新设备选型提出意见并参与

制定技术规格书

8.2.5 能对设备、材料、工艺、技术进

行创新及实验应用

8.2.1 安装工艺编写方法

8.2.2 设备验收报告编写方法

8.2.3 项目改造成本核算方法

8.2.4 机械设备产品目录、特

种设备产品目录及招投标法

律、法规知识

8.2.5 学习力提升与岗位创新

知识；TRIZ 理论、知识产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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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5 10 5 5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堆场作业机械维修前准备 15 10 5 5 5

堆场作业机械检查、维修、保养 15 15 10 5 5

电器安装和线路敷设 15 — — — —

基本电子电路装调维修 15 15 — — —

继电控制电路装调维修 15 10 10 — —

电气设备（装置）装调维修 — 15 10 10 10

自动控制电路装调维修 — 15 10 10 10

应用电子电路调试维修 — — 15 15 10

交直流传动系统装调维修 — — 25 15 10

交流传动及伺服系统调试维修 — — — 20 15

培训与技术管理 —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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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场作业机械维修前准备 15 10 5 5 5

堆场作业机械检查、维修、保养 15 15 10 5 5

电器安装和线路敷设 20 — — — —

基本电子电路装调维修 25 15 — — —

继电控制电路装调维修 25 20 15 — —

电气设备（装置）装调维修 — 20 15 10 10

自动控制电路装调维修 — 20 15 10 10

应用电子电路调试维修 — — 15 15 10

交直流传动系统装调维修 — — 25 15 15

交流传动及伺服系统调试维修 — — — 20 20

培训与技术管理 — — — 20 2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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