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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值班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电气值班员 

1.2 职业编码 

6-28-01-06 

1.3 职业定义 

操作发电厂的发电机组、厂用电系统、升压站设备，巡视、监控其运行工况，并进行

事故处理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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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常温、高温，潮湿，有接触高温高压蒸汽、有毒有害气体的潜在危

险，有一定的噪声及粉尘。 

1.6 职业能力特征 

身体健康；具备一般表达、计算、逻辑思维能力；具备空间感、形体知觉、视觉、听

觉、嗅觉能力；具备手指、手臂、腿脚灵活动作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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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级/初级工不少于320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不少于280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不

少于240标准学时；二级/技师不少于200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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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工作 1 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3）参加职业培训标准学时学习期满，并考核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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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参加职业培训标准学时学习期满，并考核合格，并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工作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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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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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相关专业毕业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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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工作4年(含)以上。 

                            
① 相关职业：集控运行值班员、锅炉运行值班员、锅炉操作工、电气值班员、汽轮机检修工等，下同。  

②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火电厂集控运行、发电厂及电力系统、电力系统自动化、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与自动化、电气设备运行与

维护、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电机与电器等本专业或热能动力工程、热力过程自动化、热工测量及其

自动化、智能电网信息工程、光源与照明、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工业自动化、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相关专

业，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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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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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工作4年(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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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技

师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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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笔试等方式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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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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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不少于

60min；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90min；综合评审答辩时间不少

于20min。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多媒体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符合相应技能鉴定要求的仿

真机或标准教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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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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2） 认真负责，诚实守信。 

（3） 规范操作，安全至上。 

（4） 规范着装，遵规守纪。 

（5） 保护环境，文明生产。 

（6） 厉行节约，提质增效。 

（7） 不断学习，努力创新。 

（8）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精益求精。 

2.2 基础知识 

     2.2.1.电工基础知识 

（1） 直流电路知识。 

（2） 交流电路知识。 

（3） 电与磁知识。 

     2.2.2.继电保护知识 

（1） 继电保护基础知识。 

（2） 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 

（3） 电动机、变压器、线路、发电机等设备保护。 

（4） 继电保护整定计算。 

     2.2.3.电机学基础知识  

（1） 电机学的概述、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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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流电机知识。 

（3） 变压器知识。 

（4） 交流旋转电机知识。 

（5） 异步电机知识。 

（6） 同步电机知识。 

     2.2.4 电子技术基础知识 

（1） 半导体器件知识。 

（2） 直流稳压电源知识。 

（3） 门电路和组合逻辑电路知识。 

     2.2.5 电力系统基础知识 

（1） 电力系统概述。 

（2） 电力系统构成。 

（3） 电力系统故障分析。 

     2.2.6 热控基础知识 

（1） 热工测量知识。 

（2） 自动控制知识。 

     2.2.7 计算机操作基础知识 

（1） 计算机基本知识。 

（2） 文字处理软件的应用。 

（3） 表格制作、数据运算和处理的应用。 

（4） 演示文稿制作的应用。 

     2.2.8 机械制图基础知识 

（1） 机械制图的基本知识。 

（2） 计算机绘图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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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安全、环境保护知识 

（1） 安全基础知识。 

（2） 环境保护相关知识。 

2.2.10 法律法规知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知识。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相关知识。 

（6）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相关知识。 

（7） 《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相关知识。 

（8）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热力和机械部分）。 

（9）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部分）。 

（10）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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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 

备 

运 

行 

与 

维 

护 

1.1 巡检

与记录 

1.1.1 能完成开关/断路器巡检 

1.1.2 能完成电动机巡检 

1.1.3 能完成蓄电池巡检 

1.1.4 能完成变压器巡检 

1.1.5 能完成直流系统巡检 

1.1.6 能完成不间断电源(UPS)系统

巡检 

1.1.7 能完成现场仪表数据抄录 

1.1.8 能填写巡检记录 

 

1.1.1 开关/断路器的原理、作用、分类 

1.1.2 电动机的原理、作用、参数范围 

1.1.3 蓄电池的原理、作用、参数范围 

1.1.4 变压器的原理、种类、作用 

1.1.5 开关/断路器、电动机、蓄电池、

变压器等巡检项目、标准、方法及注意事项 

1.1.6 直流系统原理、组成及参数 

1.1.7 充电机、蓄电池等检查项目 

1.1.8 不间断电源(UPS)系统组成、参数 

1.1.9 不间断电源(UPS)主机柜、旁路柜

等检查项目 

1.1.10 电压表、电流表、温度表等仪表

的分类、原理、用途、现场位置、表计使用

方法 

1.1.11 电压、电流、温度、功率等参数

抄录要求 

1.1.12 巡检记录填写内容、格式等要求 

1.2 现场

检查 

1.2.1 能完成配电室检查 

1.2.2 能完成电缆沟检查 

1.2.3 能完成电缆夹层检查 

1.2.4 能完成楼梯、通道、栏杆、

沟盖板、孔洞围栏等设施检查 

1.2.5 能完成门、窗、照明等项目

检查 

 

1.2.1 配电室温度、湿度、设备电流、电

压，装置报警等检查内容、周期、注意事项 

1.2.2 电缆沟积水、杂物、温度等检查内

容、周期、注意事项 

1.2.3 电缆夹层防火封堵、测温等检查内

容、注意事项 

1.2.4 触电、中毒、高空落物等危险的辨

识方法 

1.3 操作

票编写与执

行 

1.3.1 能填写低压母线倒闸操作票

并执行 

1.3.2 能编写电机停送电操作票 

1.3.1 操作票的格式、标准、填写方法及

要求 

1.3.2 低压母线倒闸、电机停送电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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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规定 

1.4 工作

票办理与执

行 

1.4.1 能根据工作票执行现场安全

措施 

1.4.2 能根据工作票所列安全措施

检查执行情况 

1.4.1 停电、验电、接地、悬挂标示牌等

安全技术措施执行的一般要求 

1.5 定期

工作 

1.5.1 能完成设备定期轮换现场操

作 

1.5.2 能完成定期试验现场操作 

1.5.3 能完成重要参数校对工作 

1.5.4 能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电

流、电阻 

1.5.5 能使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电流 

1.5.6 能使用测温仪、成像仪测量

温度 

1.5.7 能使用测振仪监测设备振动 

1.5.8 能使用听针对旋转设备进行

诊断 

1.5.1 定期试验、轮换的目的、现场操作

方法及注意事项 

1.5.2 万用表、钳形电流表的规格、作

用、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1.5.3 测振仪、测温仪、红外成像仪等仪

器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 

1.5.4 听针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 

1.6 设备

维护 

1.6.1 能发现现场设备及系统过

热、漏油、漏气等缺陷 

1.6.2 能完成测温、测振、取样等

日常维护工作 

1.6.3 能进行现场电流、电压、油

温、油位等运行参数校对工作 

1.6.4 能使用验电器（笔）进行验

电 

1.6.5 能使用兆欧表测量绝缘 

1.6.1 缺陷的分类、检查方式及录入方法 

1.6.2 测温、测振、取样等日常维护工作

的内容、目的、规定及维护方法 

1.6.3 运行参数监控的目的、范围 

1.6.4 验电器（笔）、兆欧表的规格、使

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1.6.5 电动机、电缆、母线等测绝缘的方

法、步骤及注意事项 

1.7 设备

试验 

1.7.1 能完成开关/断路器分合闸试

验 

1.7.2 能完成柴油发电机空载试验

前现场操作 

1.7.3 能完成低压母线电源切换前

现场操作 

1.7.1 开关/断路器现场试验操作方法 

1.7.2 柴油发电机空载试验、低压母线电

源切换试验、电动机保护传动试验的目的、

联锁条件、动作对象及试验标准 

1.7.3 备自投（BZT)、自动转换开关

(ATS)等装置切换前检查项目、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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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7.4 能完成电动机保护传动试验

前现场操作 

2. 

设 

备 

操 

作 

2.1 操作

前准备 

2.1.1 能完成开关/断路器操作前现

场检查 

2.1.2 能完成电动机、柴油发电机

启动前现场检查 

2.1.3 能完成变压器投运前现场检

查 

 

2.1.1 开关/断路器的结构 

2.1.2 开关/断路器运行、热备用、冷备

用、试验及检修状态的定义 

2.1.3 开关/断路器的“五防”功能 

2.1.4 电动机外观、电源等启动前检查项

目 

2.1.5 柴油发电机油位、蓄电池电压等启

动前检查项目 

2.1.6 变压器油温、油位、绕组温度、冷

却风扇电源、外观等启动前检查项目 

2.2 倒闸

操作 

2.2.1 能完成接地线拆装操作 

2.2.2 能完成低压电机现场启停操

作 

2.2.3 能完成开关/断路器现场停送

电操作 

2.2.4 能完成消防喷淋装置现场操

作 

2.2.5 能完成气体消防装置现场操

作 

2.2.6 能完成母线电压互感器投退

现场操作 

2.2.7 能完成封闭母线微正压装置

现场操作 

2.2.8 能完成发电机绝缘过热装置

现场操作 

2.2.9 能完成变压器冷却器电源停

送电操作 

2.2.10 能完成电动机控制中心

2.2.1 接电线的规格、拆装原则 

2.2.2 电动机启动的条件 

2.2.3 开关/断路器停送电操作的步骤、

注意事项 

2.2.4 消防喷淋装置的作用、喷淋方式、

投退方法及注意事项 

2.2.5 气体消防介质的作用、操作方法及

注意事项 

2.2.6 电压互感器的原理、作用、操作的

步骤、注意事项及短路危害 

2.2.7 封闭母线微正压装置工作原理、操

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2.2.8 发电机绝缘过热装置工作原理、操

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2.2.9 变压器冷却器电源的配置方式 

2.2.10 电动机控制中心（MCC）、动力中

心（PC）负荷分布、运行方式 

2.2.11 电动机控制中心（MCC）、动力中



10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MCC）断间现场倒闸操作 

2.2.11 能完成动力中心（PC）断间

现场倒闸操作 

心（PC）断间倒闸操作步骤、注意事项 

2.2.12 倒闸操作的规定 

 

3. 

事 

故 

判 

断 

与 

处 

理 

3.1 事故

判断 

 

3.1.1 能发现继电保护、自动装置

报警信号 

3.1.2 能发现设备参数异常 

3.1.1 继电保护、自动装置的作用、报警

信号类型 

3.1.2 电压、电流 、温度、六氟化硫压

力等参数异常判断方法 

3.2 事故

处理 

3.2.1 能操作现场事故按钮 

3.2.2 能复位保护装置瞬时报警信

号 

3.2.3 能处理热偶继电器引起的故

障 

3.2.4 能按要求处理电动机振动、

超温、堵转等异常 

 

3.2.1 设备紧急停运条件 

3.2.2 事故按钮的使用方法 

3.2.3 热偶继电器的工作原理、作用 

3.2.4 电动机振动、超温、堵转等异常处

理的方法 

4. 

识 

绘 

图 

与 

计 

算 

 

4.1 识绘

图 

 

4.1.1 能识读电气元件符号 

4.1.2 能默画电气一次系统图 

4.1.3 能查找现场设备位置 

4.1.1 设备的图标、符号 

4.1.2 设备编码的编写方法 

4.1.3 设备及系统图 

4.2 计算 
4.2.1 能进行电量计算 

4.2.2 能进行功率因数计算 
4.2.1 电量、功率因素计算方法 

5. 

安 

全 

与 

风 

险 

防 

控 

5.1 安全

操作 

5.1.1 能识别安全警示标识 

5.1.2 能使用消防器材扑灭初起火

灾 

5.1.3 能佩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5.1.4 能对触电、窒息、烧伤、烫

伤、气体中毒等进行急救 

5.1.5 能拨打急救电话 

5.1.6 能报火警 

5.1.7 能汇报火灾情况 

5.1.1 安全警示标识图例 

5.1.2 消防器材的种类、适用范围及使用

方法 

5.1.3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的型号、适用范

围及佩戴方法 

5.1.4 触电急救法、窒息急救法、心肺复

苏法及有关烧伤、烫伤、外伤、气体中毒等

的急救常识 

5.1.5 人员受伤类型及情况描述 

5.1.6  火灾现场情况描述 

5.1.7 火灾报警的流程、汇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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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5.2 风险

辨识与防控 

5.2.1 能辩识生产现场的危险点 

5.2.2 能辨识操作过程中的风险点 

5.2.3 能针对风险点采取防控措施 

 

5.2.1 安全理念、要求及健康、安全与环

境管理制度 

5.2.2 生产过程的巡检、试验、操作等注

意事项 

5.2.3 风险点的辨识方法及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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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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 

备 

运 

行 

与 

维 

护 

1.1 巡 检

与记录 

1.1.1 能完成励磁系统巡检 

1.1.2 能完成发电机巡检 

1.1.3 能完成升压站设备巡检 

1.1.4 能完成设备特殊巡检 

1.1.5 能完成发变组系统检查 

1.1.6 能完成DCS画面监视 

1.1.7 能填写运行日志、报表 

1.1.8 能查阅交接班日志 

1.1.1 励磁系统工作原理、组成、作用及

参数 

1.1.2 励磁变、功率柜、调节柜、灭磁开

关等检查项目 

1.1.3 发电机工作原理、结构、作用、冷

却方式、冷却介质及参数 

1.1.4 发电机本体、励磁机、冷却器等检

查项目 

1.1.5 发电机局放、匝间短路、转子轴电

流、轴电压等在线监测装置的作用、参数范

围 

1.1.6 开关状态、气体压力、油温、油位

等及周边环境的检查 

1.1.7 隔离开关的结构、工作原理、作

用、分类 

1.1.8 GIS局放装置、SF6气体泄漏监测等

装置的作用、注意事项及参数监视范围 

1.1.9 发电机本体、励磁机、发电机出口

PT、发电机中性点接地装置、励磁变、主变

压器等设备检查标准 

1.1.10 大风、暴雨、沙尘暴等极端天气下

巡检的注意事项 

1.1.11 设备异常时巡检的注意事项 

1.1.12 DCS的基本知识 

1.1.13 DCS画面中系统、设备、参数的位

置及参数的限值 

1.1.14 运行日志、报表的填写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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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2 操 作

票编写与执

行 

1.2.1 能填写变压器带母线停送电

操作票并执行 

1.2.2 能编写双电源切换操作票 

1.2.3 能编写变压器冷却器电源/风

扇切换操作票 

1.2.4 能编写厂用母线停送电操作

票 

1.2.5 能编写变压器停送电操作票 

1.2.6 能编写发电机并网、解列操

作票 

1.2.1 操作票编写方法 

1.2.2 操作票管理规定 

 

1.3 工 作

票办理与执

行 

1.3.1 能执行工作票安全措施 

1.3.2 能办理电气一、二种工作票 

1.3.1 工作票的种类、许可及填写要求 

1.3.2 工作票制度、工作许可制度、工作

监护制度以及工作间断、转移和终结制度的

一般要求 

1.3.3 工作票办理流程 

1.4 设 备

监控与调整 

1.4.1 能完成电动机参数监视、调

整 

1.4.2 能完成母线电压监视、调整 

1.4.3 能完成直流系统参数监视、

调整 

1.4.4 能完成变压器参数监视、调

整 

1.4.5 能完成励磁系统参数监视、

调整 

1.4.6 能完成线路参数监视、调整 

1.4.7 能完成发电机参数监视、调

整 

1.4.1 电压、电流、绕组温度、铁芯温

度、有功功率、无功功率、频率、氢温、氢

压、定子冷却水温、定子冷却水压等运行参

数的波动范围、报警值、跳闸值 

1.4.2 运行参数调整方法、注意事项 

1.5 定 期

工作 

1.5.1 能完成蓄电池测量电压 

1.5.2 能完成升压站的熄灯检查 

1.5.3 能完成双电源的定期切换 

1.5.4 能完成变压器冷却器的电

源、风扇切换 

1.5.1 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1.5.2 蓄电池电压测量方法、注意事项 

1.5.3 电晕的概念、熄灯检查的目的 

1.5.4 双电源切换的原则、方法、注意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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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5.5 能完成事故照明的切换 

1.5.6 能完成柴油发电机的启停 

 

 

1.5.5 变压器冷却器的电源、风扇切换方

法及注意事项 

1.5.6 事故照明切换的工作原理、切换的

目的及操作注意事项 

1.5.7 柴油发电机的结构、工作原理及启

停注意事项 

1.6 设 备

维护 

1.6.1 能完成发电机励磁碳刷更换 

1.6.2 能完成发电机定子、转子测

绝缘 

1.6.3 能完成复杂系统检修措施布

置、恢复工作 

1.6.4 能完成消缺后验收工作 

1.6.1 励磁碳刷更换的注意事项 

1.6.2 发电机定子、转子绝缘合格标准及

测绝缘注意事项 

1.6.3 水内冷发电机绝缘电阻测试仪（水

摇表）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 

1.6.4 复杂系统检修措施布置和恢复要求 

1.6.5 缺陷验收的标准 

1.7 设 备

试验 

1.7.1 能完成柴油发电机空载试验 

1.7.2 能完成低压母线电源切换试

验 

1.7.3 能 完 成 低 压 母 线 备 自 投

（BZT）切换试验 

1.7.4 能完成电动机保护传动试验 

1.7.5 能完成厂用电快切试验 

1.7.6 能完成发电机气密性试验 

1.7.7 能完成变压器冲击合闸试验

前现场操作 

1.7.8 能完成柴油发电机带载试验

前准备工作 

1.7.1 柴油发电机试验目的、标准 

1.7.2 保安电源切换试验目的、方法及注

意事项 

1.7.3 低压母线电源切换目的 

1.7.4 电动机保护传动目的、方法 

1.7.5 厂用电快切试验目的、方法及注意

事项 

1.7.6 发电机气密性试验目的、方法及注

意事项 

1.7.7 变压器冲击合闸试验目的、注意事

项 

1.7.8 励磁涌流的定义、危害 

1.7.9 柴油发电机带载试验目的 

 

2. 

设 

备 

操 

作 

  2.1 操 作

前准备 

2.1.1 能完成DCS画面操作前检查 

2.1.2 能完成厂用电切换前现场检

查 

2.1.3 能完成不间断电源(UPS)系统

投运前现场检查 

2.1.4 能完成直流系统投入前现场

2.1.1 备自投（BZT）、自动转换开关

(ATS)装置及厂用快切装置的切换条件 

2.1.2 不间断电源(UPS)装置的作用 

2.1.3 直流系统的工作原理、各元器件组

成及其作用 

2.1.4 充电机的作用、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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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检查  

  2.2 倒 闸

操作 

2.2.1 能完成DCS画面开关/断路器

分合闸操作 

2.2.2 能完成综合自动化遥控操作 

2.2.3 能完成柴油发电机启停操作 

2.2.4 能完成变压器停送电操作 

2.2.5 能完成消弧线圈停送电操作 

2.2.6 能完成线路停送电现场操作 

2.2.7 能 完 成 电 动 机 控 制 中 心

（MCC）停送电操作 

2.2.8 能完成动力中心（PC）停送

电操作 

2.2.9 能完成厂用母线电源切换操

作 

2.2.1 DCS操作面板的操作方法 

2.2.2 自动化遥控操作流程 

2.2.3 柴油发电机的工作原理、保护配置

及启动注意事项 

2.2.4 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保护配置及启

动注意事项 

2.2.5 变压器的结构、停送电操作步骤 

2.2.6 消弧线圈的工作原理、作用及停送

电注意事项 

2.2.7 检同期、检无压合闸的定义 

2.2.8 倒闸操作的原则 

2.2.9 双电源切换的条件、注意事项 

3. 

事 

故 

判 

断 

与 

处 

理 

  3.1 事 故

判断 

3.1.1 能判断开关/断路器故障 

3.1.2 能判断电动机故障 

3.1.3 能判断低压母线失压故障 

3.1.4 能判断变压器参数异常 

3.1.1 开关/断路器跳闸、拒动的原因 

3.1.2 电动机的故障类型、原因 

3.1.3 低压厂用系统的运行方式 

3.1.4 低压母线失压原因 

3.1.5 变压器的规格、运行参数 

  3.2 事故

处理 

  

3.2.1 能处理开关/断路器跳闸故障 

3.2.2 能处理开关/断路器拒动故障 

3.2.3 能处理电动机故障 

3.2.4 能处理低压厂用系统接地故

障 

3.2.5 能处理低压厂用系统短路故

障 

3.2.1 开关/断路器故障处理方法 

3.2.2 电动机故障处理方法 

3.2.3 低压厂用系统的故障类型、保护配

置情况 

3.2.4 故障危害、波及范围及防范措施 

4. 

识 

绘 

图 

与 

计 

算 

  4.1 识 绘

图 

 

4.1.1 能看懂备自投（BZT)装置接

线图 

4.1.2 能看懂断路器保护原理图 

4.1.3 能看懂电动机保护原理图 

4.1.4 能看懂厂用变压器保护原理

4.1.1 二次回路图的基本知识 

4.1.2 备自投（BZT)装置二次图 

4.1.3 断路器保护二次图 

4.1.4 电动机保护二次图 

4.1.5 电动机控制回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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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图 

4.1.5 能看懂励磁系统接线图 

4.1.6 厂用变压器保护二次图 

4.2 计算 

4.2.1 能进行厂用电率计算 

4.2.2 能进行辅机耗电率计算 

4.2.3 能进行发电机漏氢量计算 

4.2.1 电压、电流、电阻、电容、电感、

功率、正序、负序、零序等基本参数概念及

计算方法 

4.2.2 厂用电率、辅机耗电率的概念、计

算方法 

4.2.3 发电机漏氢量、漏氢率的计算方法 

5. 

安 

全 

与 

风 

险 

防 

控 

5.1 安 全

操作 

5.1.1 能使用消防设施扑灭火灾 

5.1.1 能使用气体检测仪检测气体

浓度 

5.1.2 能对触电、窒息、烧伤、烫

伤、气体中毒等急救进行指导 

5.1.3 能简单处置外伤 

5.1.4 能现场救治中暑人员 

5.1.1 消防设施的种类、适用范围及使用

方法 

5.1.2 气体检测仪的使用方法 

5.1.3 有毒、有害及可燃气体的类型及爆

炸极限 

5.1.4 触电急救法、窒息急救法、心肺复

苏法及有关烧伤、烫伤、外伤、气体中毒等

的急救方法 

5.1.5 外伤的类型及包扎方法 

5.1.6 中暑的救治方法 

5.2 风 险

辨识与防控 

5.2.1 能分析触电典型案例 

5.2.2 能分析火灾典型案例 

 

5.2.1 事件、事故的分类分级 

5.2.2 触电、火灾的典型事件、事故案例 

5.2.3 触电的定义、分类、产生原因、防

范措施 

5.2.4 火灾的定义、分类、产生原因、防

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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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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操 作

票编写与执

行 

1.1.1 能填写发变组状态转换操作

票并执行 

1.1.2 能填写升压站线路状态转换

操作票并执行 

1.1.3 能编写厂用电快切操作票 

1.1.4 能编写变压器带母线停、送

电操作票 

1.1.5 能编写变压器冲击合闸试验

操作票 

1.1.1 操作票编写规范 

1.2 工 作

票办理与执

行 

1.2.1 能根据工作票指导执行安全

措施 

1.2.2 能办理高风险工作票 

1.2.3 能办理动火工作票 

1.2.1 高风险工作票办理规定、原则 

1.2.2 动火工作票办理要求 

1.3 设 备

监控与调整 

1.3.1 能指导完成厂用系统监控并

调整运行方式 

1.3.2 能指导完成发电机参数监

控，并进行分析 

1.3.3 能完成特殊运行方式调整 

1.3.4 能指导完成发电机组自动发

电 控 制 （ AGC ） 、 自 动 电 压 控 制

（AVC）等控制模块“投/退”操作 

1.3.5 能完成调度指令操作 

1.3.1 发电机及厂用电系统等监控的内

容、标准及调整方法 

1.3.2 发电机组自动发电控制（AGC）、

自动电压控制（AVC）等装置操作方法、投

退条件及原则 

1.3.3 调度指令术语 

1.4 定 期

工作 

1.4.1 能指导完成有载调压变压器

档位切换操作 

1.4.2 能编写新投产设备操作票 

1.4.1 有载调压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操作

注意事项 

1.5 设 备

维护 

1.5.1 能完成发电机出口PT一次保

险更换工作 

1.5.2 能完成发变组等级检修安全

措施布置、恢复工作 

1.5.3 能完成系统检修后验收工作 

1.5.4 能完成设备缺陷统计、分析 

1.5.1 发电机出口PT作用、二次回路图 

1.5.2 电压互感器的工作原理、注意事项 

1.5.3 发电机出口PT一次保险更换的方

法、注意事项 

1.5.4 缺陷统计、分析方法 

1.5.5 验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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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6 设 备

试验 

1.6.1 能完成柴油发电机带载试验 

1.6.2 能完成机炉电大联锁试验前

准备工作 

1.6.3 能完成励磁系统试验前准备

工作 

1.6.4 能完成发变组保护传动试验

前准备工作 

1.6.5 能完成发电机假同期试验前

准备工作 

1.6.6 能完成GIS元件试验、气体密

封等试验 

1.6.7 能完成开关/断路器“五防”

闭锁试验 

1.7.8 能完成汽轮机甩负荷试验期

间电气工作 

1.6.1 柴油发电机带载试验合格标准、注

意事项 

1.6.2 机炉电大联锁保护传动试验目的、

注意事项 

1.6.3 励磁系统试验目的、注意事项 

1.6.4 发电机假同期试验目的、注意事项 

1.6.5 发变组保护传动试验目的、注意事

项 

1.6.6 GIS元件试验、气体密封等试验目

的、注意事项 

1.6.7 开关/断路器“五防”闭锁逻辑、

试验目的 

1.6.8 汽轮机甩负荷试验目的、风险预控

措施 

2. 

设 

备 

操 

作 

2.1 操 作

前准备 

2.1.1 能监护重大倒闸操作 

2.1.2 能完成发电机并网前检查工

作 

2.1.3 能完成发电机解列前检查工

作 

2.1.1 重大倒闸操作的监护要求 

2.1.2 发电机同期装置构成、工作原理及

其作用 

2.1.3 发变组保护压板投退原则 

2.2 倒 闸

操作 

2.2.1 能完成变压器并列操作 

2.2.2 能完成发电机并网操作 

2.2.3 能完成发电机解列操作 

2.2.4 能完成发变组状态转换操作 

2.2.5 能完成不间断电源(UPS)系统

倒闸操作 

2.2.6 能完成直流母线倒闸操作 

2.2.7 能完成升压站母线倒闸操作 

2.2.1 变压器并列的的条件、注意事项 

2.2.2 发电机并网的条件、注意事项 

2.2.3 发电机解列的方式、注意事项 

2.2.4 发变组状态转换操作的风险点 

2.2.5 不间断电源(UPS)系统倒闸操作的

注意事项 

2.2.6 直流母线倒闸操作的注意事项 

2.2.7 升压站母线运行方式 

 

 

 

 

 

 

3.1 事 故

判断 

3.1.1 能判断电动机保护动作后故

障范围及性质 

3.1.2 能判断厂用变压器保护动作

后故障范围及性质 

3.1.1 电动机保护原理、保护配置 

3.1.2 变压器保护原理、保护配置 

3.1.3 直流系统接地的现象、原因 

3.1.4 不间断电源(UPS)系统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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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事 

故 

判 

断 

与 

处 

理 

 

3.1.3 能判断直流系统接地故障 

3.1.4 能判断不间断电源(UPS)系统

故障 

3.1.5 能判断励磁系统故障 

3.1.6 能判断发电机故障 

现象及原因 

3.1.5 励磁系统工作原理、报警类型及故

障原因 

3.1.6 发电机保护原理、故障类型及故障

原因 

3.2 事 故

处理 

 

3.2.1 能处理厂用变压器故障 

3.2.2 能处理直流系统接地故障 

3.2.3 能处理不间断电源(UPS)系统

故障 

3.2.4 能处理励磁系统故障 

3.2.5 能处理变压器着火事故 

3.2.6 能处理发电机故障 

3.2.1 厂用变压器过流、接地等故障处理

方法 

3.2.2 直流系统接地查找方法、注意事项 

3.2.3 不间断电源(UPS)系统整流器、逆

变器、静态开关等故障处理方法 

3.2.4 励磁系统失磁、低励、过励、转子

接地等异常处理方法 

3.2.5 变压器着火的处理原则、方法 

3.2.6 发电机短路、定子接地、PT断线等

故障的处理方法 

4. 

识 

绘 

图 

与 

计 

算 

 

4.1 识 绘

图 

 

4.1.1 能看懂异步电动机启动控制

方式图 

4.1.2 能看懂变频器原理图、接线

图 

  4.1.3 能看懂电抗器、电容器等保

护原理图 

4.1.4 能看懂线路保护原理图 

4.1.5 能看懂母线保护原理图 

4.1.6 能看懂发变组保护原理图 

4.1.7 能绘制电气一次图 

4.1.2 异步电动机启动控制二次图 

4.1.2 变频器二次图 

4.1.3 电抗器、电容器等保护二次图 

4.1.4 线路保护二次图 

4.1.5 母线保护的原理、二次图 

4.1.6 发变组保护二次图 

4.1.7 CAD制图软件的应用 

4.2 计算 

4.2.1 能进行单项、三相阻性负载

交流电路计算 

4.2.2 能进行电动机保护定值整定

计算 

4.2.3 能进行厂用电率分析并提出

建议 

4.2.1 单相、三相交流电路计算方法 

4.2.2 支路电流法，电压源、电流源等效

变换计算 

4.2.3 电动机保护整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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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5. 

技 

术 

管 

理 

与 

培 

训 

5.1 技 术

管理 

5.1.1 能开展QC质量活动 

5.1.2 能开展经济运行分析 

5.1.3 能编写辅机保护传动试验方

案 

5.1.4 能编写厂用电快切装置切换

试验方案 

5.1.5 能编写发电机气密性试验方

案 

5.1.6 能编写变压器冲击合闸试验

方案 

5.1.7 能编写电气设备运行技术措

施 

5.1.8 能撰写生产技术总结 

5.1.9 能参与技术改造项目 

5.1.1 QC活动开展的方法、流程 

5.1.2 经济运行分析内容、方法 

5.1.3 试验方案编写原则、要求 

5.1.4 技术措施编写格式、要求 

5.1.5 技术总结撰写方法 

5.1.6 防止电力生产重大事故的二十五项

重点要求中有关电气部分 

5.2 经 济

性管理 

5.2.1 能执行降低厂用电率措施 

5.2.2 能执行小指标优化措施 

5.2.3 能执行运行方式优化方案 

5.2.1 降低厂用电率措施 

5.2.2 小指标优化措施 

5.2.3 运行优化方案 

5.3 培 训

指导 

5.3.1 能编制师带徒方案并对中级

工及以下等级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指导 

5.3.2 能编制中级工及以下等级从

业人员培训课件 

5.3.3 能完成专业技术讲座 

5.3.1 培训的目的 

5.3.2 师带徒方案的编制方法 

5.3.3 授课、现场讲解、模拟操作等培训

的技巧 

5.3.4 PPT、视频等培训课件的制作方法 

6. 

安 

全 

与 

风 

险 

防 

控 

6.1 安全

操作 

  6.1.1 能处置触电突发事件 

6.1.2 能处置火灾突发事件 

6.1.1 触电、火灾突发事件处理的原则 

6.1.2 应急处置原则、组织机构、职责 

6.1.3 应急处置的程序 

6.2 风险

辨识与防控 

6.2.1 能编写防止触电的预控措施 

6.2.2 能编写防止火灾的预控措施 

6.2.1 防止触电、火灾的基本要求、特殊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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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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 

备 

运 

行 

与 

维 

护 

1.1 操 作

票编写与执

行 

1.1.1 能填写发电机特殊试验操作

票，并执行 

1.1.2 能编写发变组状态转换操作

票 

1.1.3 能编写升压站母线停送电操

作票 

1.1.4 能审核厂用母线、变压器倒

闸操作票 

1.1.5 能编写复杂倒闸操作票 

1.1.6 能编写机组大修后启动操作

票 

1.1.7 能编写高风险作业操作票 

1.1.8 能编写风险预控措施 

 

1.1.1 操作票编写/审核的流程、方法 

1.1.2 风险等级的辨识方法 

1.2 工 作

票办理与执

行 

1.2.1 能办理机组大修工作票 

1.2.2 能实施机组大修工作票的安

全措施并指挥、协调 

1.2.1 机组大修工作票特殊要求，大修安

全措施的内容 

1.3 设 备

监控与调整 

1.3.1 能监视发电机组自动发电控

制（AGC）、自动电压控制（AVC）、

稳控装置运行情况并分析 

1.3.2 能指挥特殊运行方式下监

视、操作 

1.3.3 能指导发电机组自动发电控

制（AGC）、自动电压控制（AVC）等

自动装置退出后监控、调整 

  1.3.1 发电机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机端

电压、励磁电流的调整方法、注意事项 

  1.3.2 发电机进相运行、调峰运行等特殊

运行方式的规定 

  1.3.3 发电机组自动发电控制（AGC）、

自动电压制（AVC）等装置的工作原理 

1.4 定 期

工作 

1.4.1 能审核定期工作项目 

1.4.2 能审核定期工作试验方案 

1.4.1 发电机、变压器、开关设备、交流

电动机等试验项目、周期的要求 

1.5 设 备

维护 

1.5.1 能制定日常维护工作标准 

1.5.2 能进行机组检修后验收工作 

1.5.1 设备维护标准 

1.5.2 机组检修后验收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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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6 设 备

试验 

1.6.1 能编写柴油发电机带载试验

方案 

1.6.2 能完成发电机假同期试验 

1.6.3 能完成发电机交、直流耐压

试验操作 

1.6.4 能完成发电机定子绕组泄漏

电流试验操作 

1.6.5 能完成发电机进相试验操作 

1.6.6 能完成发电机空载试验操作 

1.6.7 能完成发电机短路试验操作 

 

 

1.6.1 柴油发电机带载试验方法 

1.6.2 发电机假同期试验目的、注意事项 

1.6.3 发电机交、直流耐压试验目的、注

意事项 

1.6.4 发电机定子绕组泄漏电流试验目

的、注意事项 

1.6.5 发电机进相试验目的、注意事项 

1.6.6 发电机空载特性曲线的定义、试验

目的及注意事项 

1.6.7 发电机短路特性曲线的定义、试验

目的及注意事项 

2. 

设 

备 

操 

作 

2.1 操 作

前准备 

2.1.1 能完成新系统投运前验收工

作 

2.1.2 能编写新系统送电试运方案 

2.1.3 能指挥发变组短路试验准备

工作 

2.1.4 能指挥发电机启停前准备工

作 

2.1.5 能对发电机启停操作的危险

点进行分析 

2.1.1 新设备试运条件、验收标准 

2.1.2 风险评估的方法 

2.1.3 发变组短路试验目的、注意事项 

2.1.4 机组启停条件、方法及注意事项 

2.1.5 发电机启停操作的危险点产生的原

因分析 

2.2 倒 闸

操作 

2.2.1 能指导新设备试运 

2.2.2 能监护完成新系统试运 

2.2.3 能编写非正常运行方式下倒

闸操作票 

2.2.1 新设备、新系统试运条件 

2.2.2 新设备、新系统操作方法 

2.2.3 正常与非正常运行方式的区别 

3. 

事 

故 

判 

断 

与 

处 

3.1 事 故

判断 

3.1.1 能判断断路器保护动作后的

故障范围及性质 

3.1.2 能判断线路保护动作后的故

障范围及性质 

3.1.3 能判断发变组保护动作后的

3.1.1 断路器保护工作原理、保护配置及

故障分析 

3.1.2 线路保护工作原理、保护配置及故

障分析 

3.1.3 发变组保护工作原理、保护配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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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理 故障范围及性质 故障分析 

3.2  事故

处理 

 

3.2.1 能处理主变压器故障 

3.2.2 能处理发电机着火事故 

3.2.3 能处理发电机非同期并列、

非全相故障 

3.2.4 能完成全厂停电事故处理的

指导 

3.2.5 能完成台风、冰雹、暴雪、

沙尘暴等重大自然灾害下全厂安全停

电操作 

3.2.1 主变压器短路、冷却器全停等故障

处理方法 

3.2.2 发电机着火的处理原则3.2.3 发电

机非同期并列、非全相运行的危害、注意

事项 

3.2.4 黑启动的概念 

3.2.5 全厂安全停电的顺序 

3.2.6 全厂停电事故处置方法 

4. 

识 

绘 

图 

与 

计 

算 

 

4.1 识 绘

图 

4.1.1 能看懂故障录波器波形图 

4.1.2 能看懂设备技术改造图 

4.1.3 能看懂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逻辑图 

4.1.4 能看懂简单热控逻辑 

4.1.5 能绘制发电机结构简图 

4.1.6 能绘制发电机空载特性、短

路特性曲线图 

4.1.7 能绘制主设备保护逻辑的方

框图 

4.1.1 故障录波器说明书 

4.1.2 设备技术改造图 

4.1.3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逻辑基

本组成、作用及工作原理 

4.1.4 热控逻辑基本门电路的逻辑符号、

逻辑关系 

4.1.5 发电机结构简图的画法4.1.6 发电

机空载特性、短路特性曲线的画法 

4.1.7 保护逻辑方框图的画法 

 

4.2 计算 

4.2.1 能进行短路电流计算 

4.2.2 能进行三相交流电路计算

（电感、电容） 

4.2.3 能进行双绕组变压器保护定

值整定计算 

4.2.4 能进行线路保护定值整定计

算 

4.2.1 复数概念 

4.2.2 标幺值概念 

4.2.3 电力系统等值电路的计算方法 

4.2.4 变压器保护整定原则 

4.2.5 继电保护装置运行整定规程 

5. 

技 

术 

管 

理 

与 

培 

5.1 技 术

管理 

5.1.1 能编写定期工作标准 

5.1.2 能编写系统安全技术方案 

5.1.3 能编写发电机试验方 

5.1.4 能编写技术改造项目方案 

5.1.5 编写电气典型操作票 

5.1.1 规程编写规范 

5.1.2 技术监督标准 

5.1.3 岗位职责编写规范 

5.1.4 技术论文撰写方法 

5.1.5 招投标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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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训 5.1.6 能编写电气运行规程 

5.1.7 能开展技术监督工作 

5.1.8 能撰写技术论文 

5.1.9 能参与辅助设备招投标工作 

5.1.6 国内外同类装置工艺、设备及自动

化控制等方面的新技术发展与应用 

5.1.7 大数据分析、远程诊断的应用 

5.2 经 济

性管理 

5.2.1 能完成机组经济指标分析 

5.2.2 能完成非正常运行方式下的

经济分析 

5.2.1 经济指标及分析的方法 

5.3 培 训

指导 

5.3.1 能对高级工及以下等级从业

人员培训指导 

5.3.2 能编写高级工及以下等级从

业人员培训方案、培训教材等培训资

料 

5.3.1 培训计划编写方法 

5.3.2 培训大纲编写原则 

5.3.3 培训方案、培训教材的编写方法 

6. 

安 

全 

与 

风 

险 

防 

控 

6.1 安 全

操作 

6.1.1 能对触电、火灾等典型事故

处理进行指导 

6.1.2 能在事故现场组织人员撤离 

6.1.3 能布置标准化施工区域 

6.1.1 触电、火灾等典型事故处理 

6.1.2 事故现场情况判断、撤离路线及疏

散方式 

6.1.3 标准化施工区域的布置方法及要求 

6.2 风 险

辨识与防控  

6.2.1 能编制触电事件、事故安全

预案 

6.2.2 能编制火灾事件、事故安全

预案 

6.2.3 能编写厂用电中断等现场处

置方案 

6.2.4 能编写非正常运行方式下应

急预案 

6.2.5 能分析系统内同类装置的典

型事故案例 

 

6.2.1 安全预案、现场处置方案编制内容 

6.2.2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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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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 

备 

运 

行 

与 

维 

护 

1.1 操 作

票编写与执

行 

1.1.1 能审核发变组状态转换操作

票 

1.1.2 能审核升压站母线停送电操

作票 

1.1.3 能审核复杂倒闸操作票 

1.1.4 能审核机组大修后启动操作

票 

1.1.5 能审核高风险作业操作票及

预控措施 

1.1.1 操作票编写/审核的流程、方法，

相关要求 

1.1.2 操作的风险等级划分，预控措施的

分析方法，相关要求 

1.2 工 作

票办理与执

行 

1.2.1 能审核机组大修工作票安全

措施 

1.2.2 能审核高风险作业工作票预

控措施 

1.2.1 高风险作业预控措施的要求 

1.3 设 备

维护 

1.3.1 能参与重大隐患治理 

1.3.2 能参与机组等级检修项目策

划 

1.3.1 隐患管理办法 

1.3.2 检修项目策划书 

1.4设备试

验 

1.4.1 能组织电气试验验收工作 

1.4.2 能评估试验结果 

1.4.3 能参与大修后的试验、质量

验收工作 

1.4.1 电气试验的要求、验收标准 

1.4.2 电气设备试验评估的方法 

1.4.3 电气设备试验质量验收标准 

2. 

设 

备 

操 

作 

2.1 操 作

前准备 

2.1.1 能审核新系统试运方案 

2.1.2 能审核高风险作业安全措施 

2.1.1 新设备、新系统试运的内容及验收

标准 

2.1.2 高风险作业安全措施审核要求 

2.2 倒 闸

操作 

2.2.1 能指导完成新系统投运工作 

2.2.2 能组织完成新系统事故演练

工作 

2.2.3 能审核非正常方式下的倒闸

操作票 

2.2.4 能指导非正常方式下的倒闸

操作 

2.2.1 新设备、新系统投运后评价内容、

方法 

2.2.2 事故演练方式、目的及要求 

2.2.3 非正常方式下倒闸操作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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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事 

故 

判 

断 

与 

处 

理 

3.1 事 故

判断 

3.1.1 能根据色谱分析报告判断变

压器运行情况 

3.1.2 能根据系统内同类装置的典

型事故案例提出建议 

3.1.1 变压器油中溶解气体分析和判断导

则 

3.1.2 国内外同类装置工艺、设备、自动

化控制等方面的新技术发展与应用 

3.2 事 故

处理 

 

3.2.1 能处理发电机非正常运行方

式 

3.2.2 能处理系统振荡 

3.2.3 能处理脱网运行事故 

3.2.1 失步、失磁、频率异常、三相不对

称等非正常运行的原因、处理 

3.2.2 系统振荡的原因、处理 

3.2.3 脱网运行事故处理的原则 

4. 

识 

绘 

图 

与 

计 

算 

 

4.1 识 绘

图 

4.1.1 能审定技术改造图 

4.1.2 能参与电气项目初步设计 

4.1.3 能审查电气项目施工图 

4.1.1 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的基本知识、

要求 

4.2 计算 

4.2.1 能进行发电机保护定值整定

计算 

4.2.2 能进行励磁系统保护定值整

定计算 

4.2.3 能进行三绕组变压器保护定

值整定计算 

4.2.4 能进行电力系统潮流分布计

算 

4.2.1 大型发电机变压器继电保护整定计

算导则 

4.2.2 大型汽轮发电机励磁系统技术条件 

4.2.3 电力系统潮流分布的概念、计算方

法 

5. 

技 

术 

管 

理 

与 

培 

训 

5.1 技 术

管理 

5.1.1 能指导完成发变组保护传动

试验方案 

5.1.2 能审核机炉电大联锁试验方

案 

5.1.3 能审核发变组短路试验方案 

5.1.4 能审核发电机假同期试验方

案 

5.1.5 能配合编写发电机进相试验

方案 

5.1.6 能组织技术改造、技术革新

项目 

5.1.7 能审核重大技术改造方案 

5.1.8 能审核电气运行规程并提出

5.1.1 发电机进相试验目的、注意事项 

5.1.2 技术措施编制规范 

5.1.3 汽轮发电机运行导则 

5.1.4 变压器运行导则 

5.1.5 招投标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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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意见 

5.1.9 能指导班组技术管理工作 

5.2 经 济

性管理 

5.2.1 能优化机组运行方式并提出

建议 

5.2.2 能编写运行指标分析报告 

5.2.3 能编写提高运行经济性的改

进方案 

5.2.1 运行指标分析报告编写方法 

5.2.2 提高运行经济性指标的技术方案编

写方法、要求 

5.3 培 训

指导 

5.3.1 能对技师及以下等级从业人

员进行培训指导 

5.3.2 能审核教学计划、培训大纲 

5.3.3 能根据培训内容、教学方法

提出改进意见 

5.3.4 能评价培训效果 

5.3.1 教学计划、培训大纲编写方法 

5.3.2 培训效果评价方法、标准 

 

6. 

安 

全 

与 

风 

险 

防 

控 

6.1安全操

作 

6.1.1 能组织触电事件、事故应急

演练 

6.1.2 能组织火灾事件、事故应急

演练 

6.1.1 应急演练的组织程序及要求 

6.2 风 险

辨识与防控 

6.2.1 能进行危险作业管理 

6.2.2 能编写综合应急预案 

  6.2.3 能编写事故调查报告 

6.2.1 危险作业管理的风险类别、作业要

求 

6.2.2 综合应急预案编制原则6.2.3 事故

调查报告编写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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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项   目 

技能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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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0 20 15 15 

相关 

知识 

要求 

设备运行与维护 30 20 15 10 10 

设备操作 20 30 20 10 5 

事故判断与处理 10 15 25 25 25 

识绘图与计算 5 5 5 10 10 

技术管理与培训 - - 5 15 20 

安全与风险防控 5 5 5 10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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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项  目 

技能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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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运行与维护 40 30 20 15 15 

设备操作 30 25 20 20 15 

事故判断与处理 15 25 30 30 25 

识绘图与计算 10 15 15 10 10 

技术管理与培训 - - 10 15 20 

安全与风险防控 5 5 5 10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