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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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操作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一、 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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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压缩机操作工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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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

工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本次修订内容主要有以下变化： 

——对标准的内容结构、编写表述规则和格式要求进行了整体修订。 

——整体删除“培训要求”全部内容；同时，申报条件参照《申请参加

职业技能鉴定的条件》进行描述。 

——对工作要求的内容做出整体规范调整，对职业功能和工种内容进行

重新划分，每个等级的职业功能不少于 3 项，每项职业功能包含 2 项或 2 项以

上的工作内容。 

——对权重表进行修订，调整各等级职业功能对应的相关知识要求权重。 

三、 本《标准》起草单位为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起草

人有：杨建洲、王玉田、耿虎祥、王晓坛。 

四、本《标准》审定单位有：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化学工业职业技能鉴定

指导中心、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培训中心、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煤炭工

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冶金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兖矿国宏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国家能源集团宁煤集团、煤炭工业出版社。

审定人员有：王虹桥、孟琦、宋晶梅、刘佩田、武龙飞、赵扬、陈博宇、朱雪

超、吕晓光、杨贵、张玉梅、成联君。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化学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中



国煤炭工业协会培训中心、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煤炭工业职业技能鉴

定指导中心、冶金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兖矿国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国家能源集团宁煤集团、煤炭工业出版社等有关单位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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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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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操作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压缩机操作工 

1.2 职业编码 

6-28-02-06 

1.3 职业定义 

操作气体压缩机等设备，进行气体物料加压输送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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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噪声。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学习能力。具有较强的嗅觉、听觉、色觉及形体知觉，肢体灵活，

动作协调，具有表达和计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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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相关职业：化工总控工、风机操作工、矿井通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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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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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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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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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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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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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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相关专业：化工工艺、矿井通风与安全。 
③ 相关专业：应用化工技术、石油炼制技术、石油化工技术、煤化工技术、矿井通风与安全、化学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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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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标准中标注“★”的为涉及安全生产或操作的关键技能，如

考生在技能考核中违反操作规程或未达到该技能要求的，则技能考核成绩为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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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 3人以上单数。 

1.8.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60min；技能考核时间：五级/初级工不少于 40min，

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60min；综合评

审时间不少于 20min。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符合相应技能鉴定要求的场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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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章操作，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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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文明生产。 

（8）不断学习，努力创新。 

（9）工匠精神，精益求精。 

2.2 基础知识 

2.2.1基础理论知识 

（1）热力学知识。 

（2）传热知识。 

（3）流体力学知识。 

（4）气体压缩机知识。 

（5）电工、电器、仪表知识。 

（6）计量知识。 

（7）钳工知识。 

2.2.2 机械基础知识 

（1）机械识图。 

（2）金属材料知识。 

（3）现代维修知识。 

2.2.3 安全生产知识 

（1）安全生产方针。 

（2）灾害事故预防。 

（3）自救互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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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环境保护基本知识 

（1）环境保护与资源保护。 

（2）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 

（3）环境污染因素及特点。 

（4）环境污染的防治。 

2.2.5 质量管理基本知识 

（1）质量管理。 

（2）设备管理。 

（3）现场管理。 

2.2.6 安全文明生产知识 

（1）岗位职责与安全职责。 

（2）现场文明生产要求。 

2.2.7 记录填写知识 

（1）运行记录填写知识。 

（2）交接班记录填写知识。 

（3）设备保养记录填写知识。 

（4）其他相关记录填写知识。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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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相关知识。 

（8）《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相关知识。 

（9）《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相关知识。 

（10）《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相关知识。 

（1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知识。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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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的相关知识。 

（14）《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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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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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动 

准 

备 

1.1 文

件准备 

1.1.1能绘制压缩机（组）油系

统及被压缩介质的工艺流程方框

图 

1.1.2能识读压缩机（组）设备

示意简图 

1.1.3能识读压缩机（组）升速

曲线图 

1.1.4 能识记工艺参数和工艺

操作规程 

1.1.1工艺流程方框图绘制

知识 

1.1.2设备图形标识 

1.1.3压缩机（组）升速曲

线图识读知识 

1.1.4压缩机（组）操作规

程 

1.2 启

动前准备 

1.2.1能启动运行风冷、水冷、

加热系统 

1.2.2能使用压缩机（组）所需

的氮气 

1.2.3 能检查并建立机组的润

滑油系统 

1.2.4 能检查并运行压缩机

（组）分离器液位控制 

1.2.5能完成压缩机（组）的导

淋 

1.2.6能检查并运行监控仪表 

1.2.7能使用安全、防护设施 

1.2.8能检查压缩机（组）紧固

件状态 

1.2.1压缩机（组）风冷、

水冷、加热系统的启动运行方

法 

1.2.2压缩机（组）氮气的

用途及使用方法 

1.2.3建立润滑油系统的步

骤及注意事项 

1.2.4分离器液位控制方法 

1.2.5压缩机（组）导淋位

置及排放要求 

1.2.6监控仪表投入运行知

识 

1.2.7安全、防护设施的使

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2. 

压 

缩 

机 

（组） 

操 

作 

2.1 启

动操作 

2.1.1能发出压缩机（组）启动

前的警示信号 

2.1.2能开、停泵，投入运行换

热器、油过滤器等设备 

2.1.3 能操作控制系统完成压

缩机（组）启动、升速操作 

2.1.1压缩机（组）启动前

警示信号的要求 

2.1.2泵、油过滤器、换热

器等设备的结构、铭牌说明及

投入运行方法 

2.1.3压缩机（组）启动条

件和程序 

2.1.4压缩机（组）升速曲

线及升速操作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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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运

行操作 

2.2.1能监控压力、温度、液位

等状态 

2.2.2能确认压力、温度、液位

等就地仪表的测量值及现场阀门

的阀位 

2.2.3能进行巡回检查 

2.2.4 能根据指令调节阀门开

度 

2.2.5能判断单向阀的方向 

2.2.6能识读振动值、位移值、

轴温及机组转速 

2.2.7能进行压力、温度、流量

等单位的换算 

2.2.8能进行气体的分子量、摩

尔数、摩尔体积以及混合气体平均

分子量、平均比热容的计算 

2.2.1压力、温度、液位等

参数的知识 

2.2.2阀门的种类、结构、

工作原理及调节方法 

2.2.3巡回检查制度 

2.2.4机组监测点及现场阀

门位置 

2.2.5机组振动、位移、轴

温、转速测量点的位置 

2.2.6单位换算知识 

2.2.7气体参数计算方法 

2.3 停

机操作 

2.3.1能完成压缩机（组）及辅

助设备正常停机 

2.3.2 能进行压缩机主机及辅

助设备的卸压、置换、降温等操作 

2.3.1压缩机（组）及附属

设备正常停机程序 

2.3.2机内卸压、置换、降

温等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3. 

故 

障 

判 

断 

与 

处 

理 

3.1 故

障判断 

3.1.1能判断进气阀、放排气阀

故障原因 

3.1.2 能判断排风管道不畅通

原因 

3.1.3能判断回油管堵塞原因 

3.1.4能判断压缩机（组）电机、

泵运转异常 

3.1.5能判断运行设备温度、压

力、液位、流量、转速、振动、轴

位移等异常 

3.1.6能判断机、泵、法兰泄漏 

3.1.1进气阀、放排气阀结

构知识 

3.1.2排风管道不畅通的现

象 

3.1.3回油管结构及堵塞现

象 

3.1.4设备、仪表、电器运

行知识 

3.1.5设备运行控制参数指

标 

3.1.6压缩机附件故障判断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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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故

障处理 

3.2.1能处理压缩机法兰泄露 

3.2.2 能处理压缩机电动机底

座螺栓松动 

3.2.3能处理油过滤器芯堵塞 

3.2.4能发出相应的故障信号 

3.2.5 能处理压缩机运行泵及

电机的异常 

3.2.6能处理油温、油压、油位

异常 

3.2.7能处理设备超温、超压、

液压过高等异常 

3.2.8能处置灼伤、物击伤害等

事故 

 

3.2.1法兰的结构及泄露处

理方法 

3.2.2油过滤器芯的结构和

清堵方法 

3.2.3泵及电机故障处理方

法 

3.2.4油温、油压、油位的

工艺指标 

3.2.5异常现象的处理原则 

3.2.6有毒有害及高温高压

介质的特性、危害等知识 

4. 

设 

备 

保 

养 

与 

维 

护 

4.1 设

备保养 

4.1.1能保养阀门 

4.1.2能清洗换热器、分离器、

过滤器等设备 

4.1.3能添加、更换机泵润滑油 

4.1.4能完成设备保洁 

4.1.1阀门保养知识 

4.1.2换热器、分离器、过

滤器等设备清洗方法及注意

事项 

4.2 设

备维护 

4.2.1能完成压缩机防冻、防凝 

4.2.2能使用扳手、管钳等工具

维护设备 

4.2.3能更换压力表、温度表 

4.2.1防冻、防凝管理制度 

4.2.2扳手、管钳等工具的

型号、规格和用途 

4.2.3压力表、温度表的型

号规格、适用范围及更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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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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动 

准 

备 

1.1文件准

备 

1.1.1能绘制工艺气、油系统带

控制点工艺流程图 

1.1.2能绘制压缩机（组）升速

曲线简图 

1.1.3能识读压缩机（组）结构

简图及布置图 

1.1.4能识读压缩机（组）原动

机控制示意图 

1.1.5能识读压缩机（组）带控

制点的工艺流程图 

1.1.1工艺气、油系统

带控制点工艺流程图绘制

知识 

1.1.2压缩机（组）升

速曲线图绘制知识 

1.1.3压缩机（组）结

构简图、布置图识读知识 

1.1.4原动机控制原理

图识读知识 

1.1.5压缩机（组）带

控制点的工艺流程图识读

知识 

1.2启动前

准备 

1.2.1 能进行润滑油泵等的自

启动试验 

1.2.2能监护完成报警、联锁调

试工作及控制阀阀位的调试确认 

1.2.3能完成压缩机（组）原动

机的启动准备 

1.2.4能进行机泵的盘车 

1.2.5 能建立和投入运行压缩

机（组）的密封系统 

1.2.6 能确认启动前压缩机

（组）阀门状态 

1.2.7能检查确认盲板的抽、插

情况 

1.2.1润滑油泵自启动

条件及试验方法 

1.2.2报警、联锁以及

控制阀阀位调试的方法及

要求 

1.2.3原动机启动准备

工作的内容 

1.2.4泵的结构、性能

及试泵步骤 

1.2.5机泵盘车方法及

注意事项 

1.2.6密封油、密封水、

密封蒸汽、密封气体等密

封系统的建立和投运方法 

1.2.7压缩机（组）启

动前阀门位置要求 

2. 

压 

缩 

机 

（组） 

操 

作 

2.1启动操

作 

2.1.1能进行压缩机（组）启动

后的紧急停机按钮危急保安器、

联锁安全保护系统的动作试验 

2.1.2 能调整启动过程中压缩

机（组）的油温、油压、油位等

油系统的技术参数 

2.1.3能操作压缩机（组）的原

动机 

2.1.1机组安全保护系

统及试验方法 

2.1.2压缩机（组）油

系统的指标要求 

2.1.3原动机的构造、

工作原理及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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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运行操

作 

2.2.1 能检查运行中的压缩机

（组）工况 

2.2.2能调节压缩机（组）运行

状况 

2.2.3能进行油过滤器、油冷器

等设备切换 

2.2.4 能计算压缩机吸气与排

气量 

2.2.5能进行压缩机吸气、排气

过程温度、压力、流量计算 

2.2.1 压缩机（组）工

况检查知识 

2.2.2 压缩机运行状态

的调节方法及注意事项 

2.2.3 油过滤器、油冷

器等设备的切换步骤及注

意事项 

2.2.4吸排气计算方法 

2.2.5 理想气体压缩过

程及计算方法 

2.3停机操

作 

2.3.1能检测压缩机（组）及附

属设备停机后的状态 

2.3.2 能根据工艺要求确定机

组停机状态 

2.3.3 能确认机组停机后阀门

阀位 

2.3.1 压缩机（组）及

辅助设备停机后的检测内

容和方法 

2.3.2 机组停机状态与

停机原因的关系 

2.3.3 机组停机后阀门

阀位确定的知识 

3. 

故 

障 

判 

断 

与 

处 

理 

3.1故障判

断 

3.1.1 能判断润滑油供应不足

及变质的原因 

3.1.2 能判断运行参数波动和

改变的原因 

3.1.3能判断压缩机（组）联锁

跳车的原因 

3.1.4 能判断压缩机打气量不

足、油耗过大、气缸温度过高、

机组有异响等故障 

3.1.1 压缩机组产生异

响的原因 

3.1.2润滑油指标要求 

3.1.3参数工艺指标 

3.1.4 压缩机（组）联

锁逻辑知识 

3.1.5 设备、仪表、电

器故障判断知识 

3.2 故障处

理 

3.2.1能处理压缩机阀门泄露 

3.2.2能处理空气滤清器堵塞 

3.2.3 能处理运行参数的波动

及变化 

3.2.4能处理压缩机（组）联锁

跳车 

3.2.5 能处理机组的打气量不

足、油耗过大、气缸温度过高、

机组有异响等故障 

3.2.1 压缩机阀门泄露

处理知识 

3.2.2 空气滤清器结构

原理及维修知识 

3.2.3 压缩机（组）运

行参数的调整方法及注意

事项 

3.2.4 压缩机（组）联

锁跳车的处理方法 

3.2.5 打气量不足、油

耗过大、气缸温度过高、

机组有异响等故障的原因

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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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 

备 

保 

养 

与 

维 

护 

4.1设备保

养 

4.1.1 能确认设备检修的隔离

和动火条件 

4.1.2 能进行停运机组的充氮

等保护 

4.1.3能进行备用设备的盘车 

4.1.1 动火常识及注意

事项 

4.1.2 充氮等保护作业

的知识 

4.1.3 备用设备的盘车

知识 

4.2设备维

护 

4.2.1 能检查压缩机保护装置

的完好状态 

4.2.2 能完成设备检修时的监

护 

4.2.3 能完成设备检修前的置

换、冷却、卸压等 

4.2.1 压缩机保护装置

完好的标准 

4.2.2 检修监护人员的

要求 

4.2.3设备置换、冷却、

卸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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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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动 

准 

备 

1.1 文件准

备 

1.1.1能识读原动机控制原理图 

1.1.2 能绘制不同压力等级的蒸

汽流程示意图 

1.1.3 能识读压缩机（组）特性

曲线图及仪表联锁逻辑图 

1.1.4 能绘制压缩机（组）带控

制点的工艺流程图 

1.1.1 原动机控制原理

图识读知识 

1.1.2压缩机（组）特性

曲线图识读知识 

1.1.3 联锁逻辑图识读

知识 

1.2 启动前

准备 

1.2.1 能确认压缩机（组）启动

准备工作的顺序 

1.2.2 能确认联锁系统处于投入

运行状态 

1.2.3 能建立润滑油以外的油系

统(如动力油系统、密封油系统等) 

1.2.4 能进行压缩机内的置换工

作并引入压缩介质 

1.2.5 能监护完成压缩机（组）

阀门动作试验 

1.2.1压缩机（组）启动

前准备工作的内容 

1.2.2压缩机（组）联锁

条件及投运方法 

1.2.3 油系统的工艺流

程及建立步骤 

1.2.4 置换工作的步骤

和要求 

2. 

压 

缩 

机 

（组） 

操 

作 

2.1 启动操

作 

2.1.1 能选择压缩机（组）的启

动方式 

2.1.2 能设置压缩机（组）保护

系统参数 

2.1.3 能完成汽轮机的热态启

动、抽汽、过临界转速等操作 

2.1.4 能调整防喘振阀或旁路阀

的开度 

2.1.1压缩机（组）启动

方式的种类及选择方法 

2.1.2压缩机（组）保护

系统的参数及设置方法 

2.1.3 汽轮机的热态启

动、抽汽、过临界转速等

操作步骤及要求 

2.1.4 防喘振阀或旁路

阀的调整方法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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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运行操

作 

2.2.1 能调节压缩机（组）运行

参数 

2.2.2 能完成压缩机（组）及辅

助设备倒机操作 

2.2.3能检查、分析压缩机（组）

的运行状况 

2.2.4 能进行柏努利方程、雷诺

数及流体流动阻力的计算 

2.2.5 能进行气体压缩机压缩功

及实际功耗的计算 

2.2.6 能进行压缩机机组传热

量、传热面积、平均温差、蒸汽耗

量的计算 

2.2.7 能进行机组防喘振流量的

计算 

2.2.1 工艺操作控制指

标及机组运行参数的调节

方法 

2.2.2压缩机（组）及辅

助设备倒机操作规程 

2.2.3压缩机（组）运行

状况的比较与分析知识 

2.2.4柏努利方程式、雷

诺数以及流体流动阻力的

计算知识 

2.2.5 实际功耗的计算

方法 

2.2.6传热知识 

2.2.7 防喘振的计算方

法 

2.3 停机操

作 

2.3.1 能切断公用工程介质、工

艺气、蒸汽及电源 

2.3.2能监控停机后仪表状态 

2.3.3 能进行压缩机（组）及辅

助设备的长、短期停机操作 

2.3.4 能进行机组的紧急停车操

作 

2.3.1公用工程介质、工

艺气、蒸汽及电源切断的

知识 

2.3.2 停机后仪表状态

的监控知识 

2.3.3长、短期停机操作

规程 

3. 

故 

障 

判 

断 

与 

处 

理 

3.1 故障判

断 

3.1.1 能判断压缩机保护系统故

障原因 

3.1.2 能判断压缩机压力调节器

故障原因 

3.1.3 能判断停水、停电、停工

艺气、停仪表空气等突发故障 

3.1.4 能判断油压降低、油温升

高、油压波动剧烈、密封油系统不

稳定等油系统异常 

3.1.5能判断压缩机发生喘振 

3.1.6 能判断防喘振调节器、油

位、油压调节器等仪表异常 

3.1.1 压缩机保护系统

故障现象 

3.1.2 压缩机压力调节

器故障现象 

3.1.3突发故障的现象 

3.1.4 机组油系统故障

的现象 

3.1.5 压缩机喘振的现

象 

3.1.6压缩机（组）仪表

故障现象 



- 18 - 
 

3.2 故障处

理 

3.2.1能处理电磁阀拒动故障 

3.2.2 能处理分离筒体内部隔板

损坏 

3.2.3能处理油气桶回油管故障 

3.2.4能处理压缩机（组）停水、

停电、停工艺气、停仪表空气等突

发事故 

3.2.5 能处理油系统油压降低、

油温升高、油压波动剧烈、密封油

系统不稳定等油系统故障 

3.2.6能消除压缩机（组）喘振 

3.2.7 能监护处理压缩机（组）

仪表异常 

3.2.1电磁阀原理、结构

知识 

3.2.2 分离筒体内部隔

板原理结构及故障处理知

识 

3.2.3 回油管的安装知

识 

3.2.4压缩机（组）突发

事故的处理预案 

3.2.5 油系统异常现象

产生的原因 

3.2.6喘振原因 

4. 

设 

备 

保 

养 

与 

维 

护 

4.1 设备保

养 

4.1.1 能执行压缩设备的润滑制

度 

4.1.2 能根据机（组）停机时间

采取对应的防腐蚀保养措施 

4.1.1设备的润滑制度 

4.1.2 长期停机和短期

停机时设备的保养知识 

4.2 设备维

护 

4.2.1 能提出压缩机（组）的维

护措施 

4.2.2 能提出设备维护方案的改

进建议 

4.2.3能检测机组运行状态 

4.2.4能更换机泵密封 

4.2.1 压缩机及辅助设

备的维护方法 

4.2.2 机组运行状态检

测知识 

4.2.3 机泵密封的种类

和更换方法 

5. 

培 

训 

与 

指 

导 

5.1 培训 
5.1.1能培训五级/初级工、四级

/中级工 

5.1.2能进行教学方案备课 

5.1.1技能培训的要求 

5.1.2备课的相关知识 

5.2 指导 

5.2.1能指出五级/初级工、四级

/中级工操作过程中的问题 

5.2.2 能讲解安全、环保的技术

要求 

5.2.1 压缩机安全操作

的技能要点 

5.2.2安全、环保的技术

要求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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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动 

准 

备 

1.1 文件准

备 

1.1.1能绘制原动机控制原理图 

1.1.2 能提出压缩机（组）的启

动、运行、停机方案的建议 

1.1.3 能绘制压缩机（组）结构

简图及技术改造简图 

1.1.4 能提出压缩机（组）及附

属设备的维护保养制度的建议 

1.1.5 能识读压缩机（组）装配

图、配管图 

1.1.1 压缩机（组）电

动机自启动方法 

1.1.2 压缩机（组）启

动、停机步骤及注意事项 

1.1.3 压缩机（组）装

配图、配管图识读知识 

1.2 启动前

准备 

1.2.1 能检查压缩机（组）控制

系统，调试调速系统 

1.2.2 能进行压缩机（组）启动

前条件的再次确认 

1.2.3能投入运行油系统蓄能器 

1.2.4 能实施压缩机（组）原动

机的单体试车 

1.2.1 压缩机（组）控

制系统检查的内容 

1.2.2 调速系统的工作

原理及调试方法 

1.2.3 压缩机（组）启

动条件 

1.2.4 蓄能器投运方法

及要求 

1.2.5 原动机的工作原

理及单体试车步骤 

2. 

压 

缩 

机 

（组） 

操 

作 

2.1 启动操

作 

2.1.1能启动新安装压缩机（组） 

2.1.2 能完成检修后的压缩机

（组）保护装置调试 

2.1.3能完成压缩机（组）停电、

停气、停水等突发事故后的启动工

作 

2.1.1 启动新安装压缩

机（组）的注意事项 

2.1.2 检修后压缩机

（组）保护装置的调试方

法 

2.1.3 突发事故停机后

压缩机（组）启动的注意

事项 

2.2 运行操

作 

2.2.1 能调节压缩机（组）参数

的剧烈波动 

2.2.2 能优化压缩机（组）的操

作方法 

2.2.3 能提出压缩机（组）运行

指标修改建议 

2.2.4 能统计、整理压缩机（组）

运行数据 

2.2.1 剧烈波动参数调

节方法 

2.2.2 机组最佳运行工

况 

2.2.3 影响机组操作因

素 

2.2.4 机组运行数据的

统计和整理知识 

2.2.5 机组运行指标的

修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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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停机操

作 

2.3.1 能调节主机停机后辅助设

备的运行状态 

2.3.2能防止停机过程中的超温、

超压、喘振等异常 

2.3.3 能提出压缩机（组）停机

后系统盲板的抽、插要求 

2.3.4 能按停机进度协调前后工

序的停机工作 

2.3.1 压缩机辅助设备

运行状态的调节方法 

2.3.2 压缩机（组）停

机要求 

2.3.3 超温、超压、喘

振的知识 

2.3.4 停机后盲板抽、

插要求 

2.3.5 机组停机过程中

协调工作的内容 

3. 

故 

障 

判 

断 

与 

处 

理 

3.1 故障判

断 

3.1.1 能判断油气分离器故障原

因 

3.1.2 能判断压缩机漏油故障原

因 

3.1.3 能判断机组真空下降的原

因 

3.1.4 能判断过滤器、换热器等

设备堵塞，干燥剂失效及干燥剂再

生程序故障 

3.1.5能判断密封油进缸事故 

3.1.6 能分析原动机超负荷运行

的原因 

3.1.1 油气分离器原理

及故障现象 

3.1.2 压缩机漏油故障

现象 

3.1.3 真空系统的工艺

流程 

3.1.4 过滤器、换热器

等设备堵塞，干燥剂失效

以及干燥剂再生程序故障

的现象 

3.1.5 密封油进缸的现

象 

3.1.6 原动机超负荷运

行现象 

3.2 故障处

理 

3.2.1能处理压力开关误动作 

3.2.2能处理油气分离器异常 

3.2.3 能提出压缩机（组）真空

度下降处理建议 

3.2.4 能提出压缩机过滤器、换

热器等设备堵塞，干燥剂失效以及

干燥剂再生程序等故障的处理办法 

3.2.5 能提出原动机超负荷运行

的处理建议 

3.2.1 压力开关参数设

置知识 

3.2.2 油气分离器结构

及故障处理知识 

3.2.3 真空系统故障原

因分析 

3.2.4 设备交付检修时

应具备的工艺条件  

3.2.5 原动机超负荷原

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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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 

备 

保 

养 

与 

维 

护 

4.1 设备保

养 

4.1.1 能保养压缩机的压力调节

器 

4.1.2 能实施设备、管道的防腐

蚀、保温、保冷等项目的验收 

4.1.3 能提出备品、备件计划建

议 

4.1.1 压缩机压力调节

器保养方法 

4.1.2 设备、管道的防

腐蚀、保温、保冷等项目

竣工验收要求 

4.1.3备品、备件知识 

4.2 设备维

护 

4.2.1 能检查压缩机（组）的完

好状态 

4.2.2能提出设备检修建议 

4.2.3能制订巡回检查制度 

4.2.1 压缩机（组）完

好标准 

4.2.2设备性能指标 

4.2.3 巡回检查制度的

制订依据 

5. 

质 

量 

与 

生 

产 

管 

理 

5.1 质量管

理 

5.1.1能组织 QC小组开展质量攻

关活动 

5.1.2能提出产品质量改进方案 

5.1.1 全面质量管理知

识 

5.1.2产品质量知识 

5.2 生产管

理 

5.2.1能指导班组进行经济核算，

分析经济运行效果 

5.2.2 能应用统计技术分析生产

工况 

5.2.3 能撰写生产技术总结或论

文 

5.2.4能组织开展能源管理活动 

5.2.1 撰写工作报告知

识 

5.2.2 生产成本分析方

法 

5.2.3能源管理文件 

6. 

培 

训 

与 

指 

导 

6.1培训 
6.1.1能培训三级/高级工 

6.1.2能制定专项培训方案 

6.1.1讲课及培训方法 

6.1.2教案编写方法 

6.2指导 

6.2.1 能传授特有的操作经验和

技能 

6.2.2 能进行特有的操作经验和

技能总结 

6.2.1 操作经验和技能

的传授技巧 

6.2.2 操作经验和技能

总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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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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动 

准 

备 

 

1.1文件准

备 

1.1.1 能提出调速系统参数设置

的建议 

1.1.2 能提出生产装置技术改造

方案的建议 

1.1.3 能提出危险与可操作性分

析（HAZOP）的建议 

1.1.1压缩机（组）调

速原理 

1.1.2 技术改造方案

的编写知识 

1.1.3 危险与可操作

性分析（HAZOP）的内容 

1.2启动前

准备 

1.2.1 能提出压缩机（组）联锁

试验方案的建议 

1.2.2 能确认压缩机（组）启动

前的外部条件 

1.2.1压缩机（组）联

锁试验方案的内容 

1.2.2 压缩机(组)启

动前的外部条件 

2. 

压 

缩 

机 

（组） 

操 

作 

2.1启动操

作 

2.1.1 能优化压缩机（组）的启

动方式 

2.1.2能进行压缩机（组）抢修、

大修后及原始试启动、启动操作 

2.1.3 能完成技术改造后压缩机

（组）的试启动工作 

2.1.1压缩机（组）启

动方式优化技术 

2.1.2 同 类 压 缩 机

（组）新技术发展趋势 

2.1.3压缩机（组）抢

修、大修后启动及原始

启动要求 

2.1.4 技术改造目的

和试运行方案 

2.2运行操

作 

2.2.1 能提出压缩机（组）运行

优化方案 

2.2.2 能分析压缩机（组）及附

属设备运行状况并提出操作改进建

议 

2.2.3 能进行压缩机（组）技改

后的投运工作 

2.2.1压缩机（组）运

行优化目标及方法 

2.2.2压缩机（组）及

附属设备使用情况分析

方法 

2.2.3 技改后压缩机

（组）投运注意事项 

2.3停机操

作 

2.3.1 能进行同类压缩机及辅助

设备停机操作 

2.3.2 能完成技术改造后机组停

机操作 

2.3.1 同类压缩机及

辅助设备的停机规律 

2.3.2 技术改造后机

组的停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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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故 

障 

判 

断 

与 

处 

理 

3.1故障判

断 

3.1.1 能判断压缩机密封系统故

障原因 

3.1.2 能判断压缩机温控系统故

障原因 

3.1.3 能分析和判断机组性能不

达标、机组能耗偏大、压缩机建不

起密封油系统、机组转速波动、控

制系统无原因跳车等故障原因 

3.1.4能判断同类机组的故障 

3.1.1 压缩机密封系

统故障现象 

3.1.2 压缩机温控系

统的原理和故障现象 

3.1.3 机组性能不达

标、机组能耗偏大、压

缩机建不起密封油系

统、机组转速波动、控

制系统无原因跳车等故

障的原因 

3.1.4事故分析方法 

3.2故障处

理 

3.2.1 能处理压缩机效率降低问

题 

3.2.2能处理存储压力异常 

3.2.3 能提出对机组性能低、能

耗高、压缩机建不起密封油系统、

转速波动大、控制系统无原因跳车

等故障的处理方法 

3.2.4 能进行同类压缩机（组）

的事故分析、总结，提出防治措施 

3.2.1 提高压缩机工

作效率的知识 

3.2.2 压缩机泄压现

象的故障分析知识 

3.2.3压缩机（组）故

障原因的分析方法 

3.2.4事故管理要求 

3.2.5 国内外同类装

置事故案例 

4. 

设 

备 

保 

养 

与 

维 

护 

4.1设备保

养 

4.1.1 能完成新增设备的验收工

作 

4.1.2 能提出检修方案及计划建

议 

4.1.1 新增设备验收

要求 

4.1.2 检修方案编制

知识 

4.2设备维

护 

4.2.1 能应用测量工具、仪器、

仪表和检查技术检测压缩机（组）

的技术性能 

4.2.2 能提出设备技术革新方案

和建议 

4.2.3 能进行新设备运行前的全

面检查 

4.2.1压缩机（组）技

术性能的检测知识 

4.2.2 设备技术革新

方案编制知识 

4.2.3新设备试验、检

查规程 

5. 

质 

量 

与 

生 

产 

管 

理 

5.1质量管

理 

5.1.1 能按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组

织生产 

5.1.2能优化质量攻关方案 

5.1.1 质量管理体系

文件 

5.1.2技术总结、论文

编写知识 

5.2生产管

理 

5.2.1能提出生产管理的建议 

5.2.2 能提出并组织实施能源管

理措施 

5.2.1 生产管理的内

容 

5.2.2能源管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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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培 

训 

与 

指 

导 

6.1培训 
6.1.1能培训二级/技师 

6.1.2能制定培训计划和大纲 

6.1.3能编写培训教材 

6.1.1 培训教材的编

写知识和方法 

6.1.2 培训计划和大

纲编写方法 

6.2指导 

6.2.1 能传授本职业系统性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 

6.2.2 能安排教学内容，选择适

当的教学方式 

6.2.1 技能知识培训

方法 

6.2.2 评价技能培训

效果的知识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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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0 8 6 

相关 

 

 

知识 

 

 

要求 

启动准备 15 13 10 8 7 

压缩机(组)操作 30 34 36 25 20 

故障判断与处理 13 16 18 22 25 

设备保养与维护 12 17 18 14 12 

质量与生产管理 — — — 8 10 

培训与指导 — — 3 10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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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准备 45 25 14 5 5 

压缩机(组)操作 30 40 42 25 10 

故障判断与处理 15 20 22 30 35 

设备保养与维护 10 15 18 20 24 

质量与生产管理 — — 0 10 13 

培训与指导 — — 4 10 13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