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职业编码：6-04-06-02

纺织染色工

（2019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制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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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染

色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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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纺织染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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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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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技能等级相关描述修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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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职业能力特征相关描述修改为：具有分析、推理、判断、表达及计算能力，

色觉、听觉、嗅觉正常；手指、手臂灵活，动作协调。

——在职业技能鉴定要求中，增加相关职业描述为：印染前处理工、印染后整理工、

印染染化料配制工、印花工、纺织印花制版工、工艺染织品制作工。

——在鉴定场所设备描述中增加计算机模拟系统。

——在工作要求中，对所有等级的职业功能统一调整为五项，包括：染前准备；染

色操作；染后处理；质量控制；培训与指导。并对权重表中相应内容进行修改。

三、本《标准》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有：盛虹集团有限公司唐俊松、浙江灏宇科

技有限公司章金芳、鲁丰织染有限公司张战旗、浙江同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徐兴良、石

狮市新祥华染整发展有限公司林松华、绵阳佳联印染有限责任公司石岷山、浙江美欣达

纺织印染科技有限公司李祥波、绍兴飞亚印染有限公司王战亚、浙江恒生印染有限公司

蒋月亚、宜兴新乐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徐小锋、中国印染行业协会张怀东、北京服装学

院关芳兰。

四、本《标准》审定单位及主要审定人员有：上海毛麻纺织科学研究所张振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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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王炜、华纺股份有限公司李春光、愉悦家纺有限公司苏长智、纺织

人才交流培训中心姜川、青岛凤凰东翔印染有限公司蓝恭茂、莱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朱

林、中国印染行业协会林琳、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赵燕淑、浙江神州毛纺织有限公司沈

建军、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陶新虹。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葛恒双、

宋晶梅等专家及纺织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的指导，还得到绍兴飞亚印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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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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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染色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19 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纺织染色工

1.2 职业编码

6-04-06-02

1.3 职业定义

操作染色机等设备，进行纺织纤维、纱、线、丝、织物等染色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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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湿、高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分析、推理、判断、表达及计算能力，色觉、听觉、嗅觉正常；手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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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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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相关职业：印染前处理工、印染后整理工、印染染化料配制工、印花工、纺织印花制版工、工艺

染织品制作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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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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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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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染整技术、染整技术（印染工艺）、纺织工程，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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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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备的技能水平；

综合评审主要针对二级/技师和一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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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5，且考评人员为 3 人（含）以上单数；

综合评审委员为 5 人（含）以上单数。

1.8.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为 90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120min；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45min。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染整实验室、实际染色生产场所或采用

计算机模拟系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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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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2）爱岗敬业，勇于创新。

（3）质量为本，效率为先。

（4）团结协作，文明生产。

2.2 基础知识

2.2.1 染色基础理论知识

（1）化学基础知识。

（2）染化料基础知识。

（3）纤维、纱线、织物基础知识。

（4）染整工艺基础知识。

2.2.2 机械、电工和电子技术基础知识

（1）机械传动知识。

（2）电气传动及控制原理基础知识。

（3）机电一体化基础知识。

（4）安全用电知识。

2.2.3 空气调节基本知识

（1）温湿度的控制要求。

（2）温湿度的调节原理。

2.2.4 安全文明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

（1）现场文明生产要求。

（2）安全操作与劳动保护知识。

（3）环境保护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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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质量管理知识

（1）操作管理知识。

（2）工艺管理知识。

（3）质量管理基础知识。

2.2.6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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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前

准备

1.1 配料
1.1.1 能按要求使用助剂

1.1.2 能按工艺处方取料
助剂基本知识

1.2染前处理
1.2.1 能按工艺要求化料

1.2.2 能按工艺要求进行染前处理

1.2.1 染化料配置知识

1.2.2 被染物染前处理知识

2.

染

色

操

作

2.1加料入染

2.1.1 能按工艺要求将染化料加入染

浴

2.1.2 能按工艺要求将被染物导入染

色设备

染整设备操作知识

2.2 染色
2.2.1 能按工艺曲线控制升温过程

2.2.2 能在染色过程中及时核对色样

2.2.1 染色升温知识

2.2.2 简单对色知识

2.3 皂洗、固

色处理

2．3.1 能按工艺要求完成皂洗、固色、

水洗过程

2.3.2 能判断固色效果

染色后处理知识

3.

染后

处理

3.1填写生产

记录

3.1.1 能填写生产记录卡

3.1.2 能完成生产任务交接
生产交接班知识

3.2清洁保养

设备

3.2.1 能清洁染色设备

3.2.2 能保养染色设备
染色设备清洁保养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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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

前

准

备

1.1 被染物分析
1.1.1 能识别被染物材料及组织特点

1.1.2 能根据被染物选用设备

1.1.1 纺织材料知识

1.1.2 染色设备知识

1.2 配料
1.2.1 能使用衡器称料

1.2.2 能识别工艺处方中的染化料

1.2.1 衡器使用知识

1.2.2 染化料知识

1.3 染前处理

1．3.1 能检查被染物的质量，如平整度、

毛效、白度、幅宽等

1.3.2 能说明染前处理质量对染色效果

的影响

被染物染前处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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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

染

色

操

作

2.1 加料入染
2.1.1 能在染色过程中控制升温

2.1.2 能判断工艺关键点

2.1.1 染色设备运行知

识

2.1.2 工艺单识别知识

2.2 浸染/轧染

2.2.1 能核对染样并控制色光变化

2.2.2 能根据工艺要求设置设备运行参

数

对色知识

2.3 皂洗、固色

处理

2.3.1 能比较皂洗、固色前后色光的变

化

2.3.2 能说明皂洗、固色工艺

2.3.1 色光和色差知识

2.3.2 皂洗、固色原理知

识

3.

染后

处理

3.1 清洁保养设

备

3.1.1 能组织指导设备的清洁

3.1.2 能组织指导设备的保养
设备清洁保养知识

3.2 交接记录
3.2.1 能交接设备、半成品、工艺单等

3.2.2 能写出交接记录
生产管理知识

4.

质

量

控

制

4.1 染疵识别

4.1.1 能识别染中、染后色差、色花、

色条、破洞、皱条常见染疵

4.1.2 能发现染色过程中被染物及设备

等的异常现象

4.1.1 染疵返染知识

4.1.2 检验标准

4.2 染疵处理

4.2.1 能解决色差、色花、色条、破洞、

皱条等常见染疵

4.2.2 能对染色过程中的异常现象及时

反馈

染疵修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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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

前

准

备

1.1 被染物分析

1.1.1 能根据被染物组分、组织结构选择

设备

1.1.2 能根据被染物组分、结构确定基本

工艺流程

1.1.3 能评价被染物染前处理效果

1.1.1 被染物组分、组

织结构等相关知识

1.1.2 设备选型知识

1.1.3 染色前处理知识

1.2 配料
1.2.1 能按要求选用助剂

1.2.2 能根据被染物选用染料

1.2.1 染化料应用知识

1.2.2 染色工艺知识

2.

染色
2.1 染色

2.1.1 能提出染色工艺建议

2.1.2 能根据现场情况修正设备运行参数

2.1.1 染化料性能知识

2.1.2 设备运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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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操作 2.2 皂洗、固色处

理

2.2.1 能比较皂洗、固色前后色光的变化

2.2.2 能提出皂洗、固色工艺

2.2.1 特殊色对色知识

2.2.2 标准光源原理

3.

染

后

处

理

3.1 皂洗评价
3.1.1 能评价皂洗效果

3.1.2 能分析皂洗前后色光的变化规律

3.1.1 涤、粘及其混纺

织物质量评定相关标准

3.1.2 分散染料色光变

化原理

3.2 固色评价
3.2.1 能评价固色效果

3.2.2 能分析固色前后色光的变化规律

3.2.1 锦、棉及其混纺

织物质量评定相关标准

3.2.2 酸性、活性染料

色光变化原理

4.

质量

控制

4.1 染疵识别

4.1.1 能分析色差、色花、色条、破洞、

皱条等常见染疵的成因

4.1.2 能分析染色过程中异常现象的成因

染疵形成原因

4.2 染疵处理

4.2.1 能提出解决色差、色花、色条、破

洞、皱条等常见染疵的建议

4.2.2 能处理染色后布面出现的异常现

象

4.2.1 质量管理知识

4.2.2 染色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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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

前

准

备

1.1 选择设备

1.1.1能根据生产任务单落实具体实施

方案

1.1.2 能选择合理的染色加工设备

各类设备性能特点知识

1.2 制订工艺流程

1.2.1 能参与制定染色工艺流程

1.2.2 能根据染色工艺流程预判染色

结果

1.2.1 染整工艺知识

1.2.2 染色质量检验知识

1.3 仿染色样
1.3.1 能操作染色打样设备

1.3.2 能仿染大样
染料配色原理

1.4 染前处理
1.4.1 能选择染色前处理流程工艺

1.4.2 能评价被染物染前处理质量
染前处理质量管理知识

2.

染

色

2.1 染色
2.1.1 能处理染色过程中的异常现象

2.1.2 能修正染色工艺单

2.1.1 特殊染色病疵知识

2.1.2 特殊染化料性能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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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操

作

2.2 疑难色染色

2.2.1 能对翠蓝、艳蓝等疑难色的染色

工艺提出关键点

2.2.2 能对翠蓝、艳蓝等疑难色的染色

工艺提出注意事项

2.2.1 染色设备操作规程

2.2.2 疑难色染色知识

3.

质

量

控

制

3.1 染疵识别
3.1.1 能判断各种染疵产生原因

3.1.2 能提出改进工艺的措施及方法

3.1.1 染整疵点成因知识

3.1.2 染整工艺设计知识

3.2 染疵处理
3.2.1 能撰写染色质量分析报告

3.2.2 能根据染疵成因，制定解决方案

3.2.1 生产质量控制知识

3.2.2 染整工艺知识

4.

培训

与指

导

4.1 培训

4.1.1 能选择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别

人员的培训教材

4.1.2 能进行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别

人员的理论和实践培训

4.1.1 教材选用相关知识

4.1.2 培训方式方法

4.2 指导

4.2.1 能判断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别

人员的实际操作能力

4.2.2 能指导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别

人员进行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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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

前

准

备

1.1 染化料分析

1.1.1 能判断染料的色光、力份

1.1.2 能使用分光光度仪测定染料的上染

率

1.1.1 染化料性能知识

1.1.2 染料上染率测定

原理

1.2 拟定配方
1.2.1 能根据所给色样拟定染色配方

1.2.2 能预知被染物的物理指标

1.2.1 染料配色原理

1.2.2 被染物物理指标

知识

1.3 多组分、疑难

色样仿色

1.3.1 能根据多组分、疑难色来样制定染

色工艺

1.3.2 能对多组分、疑难色的染色关键点

制订相应措施

1.3.1 多纤维配色原理

1.3.2 染色原理

2.

质

量

控

2.1 质量监控

2.1.1 能指导生产现场的调度工作，并对

整个过程实施监控

2.1.2 能根据质量分析报告逐条解决落

实

2.1.1 生产现场管理知

识

2.1.2 质量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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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制

2.2 色牢度、白度

测定

2.2.1 能测定皂洗、水洗、摩擦等常规色

牢度

2.2.2 能测定织物毛效、白度、退浆率、

丝光钡值

2.2.1 纺织品色牢度相

关知识

2.2.2 前处理质量控制

2.3 成本核算
2.3.1 能核算生产成本

2.3.2 能提出降低成本的措施

2.3.1 生产工艺最优化

知识

2.3.2 生产成本核算知

识

3.

培

训

与

指

导

3.1 培训

3.1.1 能选择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人员

的培训教材

3.1.2 能进行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人员

的理论和实践的培训

3.1.1 教材选用相关知

识

3.1.2 培训方式方法

3.2 指导

3.2.1 能判断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人员

实际操作能力

3.2.2 能指导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人员

进行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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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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0 20 15 10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染前准备 20 20 20 25 30

染色操作 40 30 30 15 -

染后处理 10 10 10 - -

质量控制 - 15 15 25 35

培训与指导 - - - 15 2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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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前准备 30 30 35 35 35

染色操作 55 40 35 15 -

染后处理 15 10 10 - -

质量控制 - 20 20 30 35

培训与指导 - - - 20 3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