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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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中国电力企业联

合会）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锅炉设备检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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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大

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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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锅炉设备检修工从业人员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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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对本职业的影响，完善了技能

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同时考虑实际生产需要新增并调整了相关职业、相关专业等内

容。

——本《标准》具有根据科技发展进行调整的灵活性和实用性，符合培训、鉴定和

就业工作的需要。

——本《标准》职业范围包括锅炉本体、辅机、管阀、除灰、脱硫、脱硝等设备

检修工作。

——本《标准》包括了原电力行业涉及的锅炉本体检修工、脱硫设备检修工、锅

炉辅机检修工、管阀检修工、除尘设备检修工、电除尘设备检修工 6 个工种本次编写

依据电力行业现状将这 6 个工种归纳为 4 个，即：锅炉本体检修工；锅炉管阀检修

工；锅炉辅机检修工；锅炉除灰、脱硫、脱硝设备检修工。

https://www.taodocs.com/p-142741490.html
https://www.taodocs.com/p-1427414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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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及下属国家电投人才学

院、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淮沪煤电有限公司田集发电厂、姚孟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安徽淮南平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电投河南电力有限公司、芜湖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主要起草人有：喻新根（编写组组长）、黄群（主笔人）、杜昌飞、乔林、韩忠

国、王俊杰、田标。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单位有：福建华电可门发电有限公司、广东能源集团湛

江电力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国电浙江北仑第一发电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科学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华北电力试验研究院、国家能源集团江苏电力有限公司谏壁发电

厂、华能玉环电厂、国家能源集团国能（神东电力）集团公司、国家电投集团江西电

力工程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华能南京金陵发电有限公司、湖南华电常德发电有限公

司、大唐京津冀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发电厂。主要审定

人员有：陈敦炳、黄文锋、杨建新、刘彦鹏、唐炎、常毅君、白杨、黄前锋、梁学

东、庄克兴、代东、袁力。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荣

庆华、葛恒双、张灵芝，电力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张志锋、石宝胜、关琳，中

国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赵鸣志，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技能培训中心，国家电力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人才学院，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技能培训中心等单位、专家的指导和大

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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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设备检修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锅炉设备检修工
①

1.2 职业编码

6-31-01-05

1.3 职业定义

使用工具、器具和仪器、仪表，维护、检修锅炉本体及辅机、管阀、除灰、脱

硫、脱硝等设备及系统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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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受限空间，高温并有一定的噪声、粉尘及有毒有害气体。

1.6 职业能力特征

本职业应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表达能力和判断能力，具有准确计算能力；空间

感强，手指、手臂灵活，动作协调性强。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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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职业包含锅炉本体检修工，锅炉管阀检修工，锅炉辅机检修工，锅炉除灰、脱

硫、脱硝设备检修工 4 个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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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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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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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相关职业为锅炉设备安装工、机械设备安装工、设备点检员、汽轮机和水轮机检修工、锅炉运行

值班员、汽轮机运行值班员、发电集控值班员、锅炉操作工、起重工、焊工等，下同。

③本专业为能源动力类、机械类专业，相关专业为理工类专业，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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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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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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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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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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五级/初级工不少于

120min，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180min；综

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15min。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均在标准教室进行。

技能操作考核在设备所在场所，职业技能鉴定站应具备技能考核所定项目应有的

材料及相应工器具。如需进行模拟操作考核，职业技能鉴定站应具备 3D 模拟设备及相

应软、硬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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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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工匠精神，追求精益求精。

2.2 基础知识

2.2.1 火力发电厂生产常识及基本流程

（1）火力发电厂的主要设备组成。

（2）火力发电厂各主要设备的功能。

（3）火力发电厂的生产流程。

2.2.2 机械制图基础知识

（1）制图基本方法。

（2）读图基础知识。

2.2.3 传热学基础知识

（1）传热的基本方式。

（2）提高传热效率的基本手段。

2.2.4 流体力学基础知识

（1）流体的物理特性。

（2）流体静力学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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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体阻力的基本概念。

2.2.5 化学基础知识

（1）化学元素及分类。

（2）元素物理特性与化学特性。

（3）化学反应及方程式。

2.2.6 电工基础知识

（1）电路的基本原理。

（2）电磁感应的基本原理。

（3）交流电与三相交流电路。

（4）电动机的类型及工作原理。

2.2.7 计算机基础知识

（1）计算机的基本应用。

2.2.8 常用材料知识

（1）金属材料与非金属材料。

（2）电厂锅炉及辅助设备的常用材料。

（3）焊接的基础知识。

2.2.9 锅炉主要设备的基础知识

（1）机组主要参数及产品品质要求。

（2）蒸汽的生成过程。

（3）燃料与燃烧的基本概念。

（4）锅炉的类型及主要组成部件。

（5）燃烧设备的类型与工作原理。

（6）制粉系统及设备的类型与工作原理。

（7）风机的类型与工作原理。

（8）泵的类型与工作原理。

（9）阀门、管道的类型与工作原理。

（10）除灰（渣）、脱硫、脱硝系统及设备的类型与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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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常用工器具、仪器、仪表使用维护知识

（1）常用工器具的分类。

（2）常用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3）常用工器具的维护方法。

2.2.11 钳工基本知识

（1）钳工常用工器具知识。

（2）钳工基本操作方法。

（3）钳工的工作内容。

2.2.12 起重基础知识

（1）起重常用的材料及工器具。

（2）起重常用的机械和机具。

（3）起重施工常用的方法。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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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消防安全知识。

2.2.14 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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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相关知识。

（8）电力（业）安全工作规程。

（9）电力生产事故调查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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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电力生产其它法律法规。



10

3 工作要求

本标准中所指锅炉设备是指电站锅炉及其配套设备，其它锅炉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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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炉设备检修工包含锅炉本体检修工，锅炉管阀检修工，锅炉辅机检修工，锅炉

除灰、脱硫、脱硝设备检修工 4 个工种。

3.1 五级/初级工

3.1.1 锅炉本体检修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准

备

1.1 识 图

与绘图

1.1.1 能识别图纸中常用符

号、常用图例、安装符号等在图

纸中的表示方法、意义。

1.1.2 能绘制螺栓等简单零件

草图。

1.1.3 能识别锅炉本体工艺流

程图及主要设备的作用。

1.1.1 工程常用符号、图例基

本知识。

1.1.2 机械制图的一般规定及

识图的基本方法。

1.1.3 投影原理及三视图的表

示方法。

1.1.4 流程图定义、基本结

构、符号意义等基础知识。

1.1.5 锅炉原理中各设备的作

用等基础知识。

1.2 工 艺

方案准备

1.2.1 能识别锅炉本体设备检

修范围。

1.2.2 能识别锅炉本体设备型

号代表的意义。

1.2.3 能识别设备检修工艺规

程组成内容。

1.2.4 能识别防火防爆的重点

区域及防火措施。

1.2.1 锅炉本体结构、主要设

备等基础知识。

1.2.2 设备型号命名规则。

1.2.3 检修工艺规程主要内容

等基础知识。

1.2.4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动火

作业相关要求。

1.2.5 易燃易爆危险品分类等

常识。

1.3 工 器

具 及 材 料 准

备

1.3.1 能识别锅炉本体设备检

修中常用工器具的规格型号。

1.3.2 能识别检修中常用普通

碳钢、密封件等材料的规格型

号。

1.3.1 常用手工工具、钳工工

具、管工工具的种类、用途、使

用方法和适用范围。

1.3.2 常用电动工具、气动工

具、测量工具种类和用途。

1.3.3 常用材料的种类与用

途。

2.设备维

护

2.1 设 备

日常检查

2.1.1 能识别锅炉燃烧器、炉

水循环泵、联箱、汽包、吹灰器

等炉外设备及其位置。

2.1.1 火力发电厂生产过程的

基本知识。

2.1.2 火力发电厂主设备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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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能发现锅炉本体设备明

显的“跑、冒、滴、漏”及部件脱

落等外部缺陷。

2.1.3 能使用测振仪、测温仪

等常规检查工具进行锅炉本体设

备检查。

2.1.4 能听出设备运行中明显

异常的声音。

2.1.5 能嗅出设备明显异常的

气味。

2.1.6 能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保

护人身安全。

2.1.7 能识别并使用常规灭火

设备和器材。

2.1.8 能进行烫伤、烧伤、创

伤、触电紧急救护。

称、作用。

2.1.3 锅炉汽水系统主要设备及

作用。

2.1.4 锅炉燃烧系统主要设备及

作用。

2.1.5 管道、保温及标识知

识。

2.1.6 温度、压力、流量的概

念。

2.1.7 劳动防护用品的功能和

使用方法。

2.1.8 消防基本知识（灭火的

基本方法，灭火设施、器材的名

称、作用等）。

2.1.9 烫伤、烧伤、创伤、触

电等紧急救护知识。

2.2 设 备

缺陷处理

2.2.1 能使用常用工具处理燃

烧器、吹灰器、空气预热器等系统

设备的外漏缺陷。

2.2.2 能处理吹灰器卡涩、行

程不到位等缺陷。

2.2.3 能依据缺陷处理流程进

行消缺。

2.2.4 能填写设备缺陷处理情

况记录。

2.2.1 设备消漏的常用方法。

2.2.2 连接件的紧固方法及特

点。

2.2.3 吹灰器的分类与结构。

2.2.3 常用金属、非金属材料

的主要性能。

2.2.4 设备专业划分、缺陷处

理流程等管理要求。

2.2.5 高温高压、有毒有害风

险防护及急救措施。

3.设备检

修

3.1 设 备

解体检查

3.1.1 能对燃烧器的部件进行

清理、检查。

3.1.2 能对锅炉吹灰器导杆、

链轮、连接法兰进行拆卸、清

理、外观检查。

3.1.3 能对锅炉受热面进行清

扫和一般检查。

3.1.4 能对空气预热器进行内

部清理。

3.1.5 能使用直尺、卷尺、卡

尺、塞尺、内卡钳、外卡钳等常

规量具进行管道直径、壁厚、弯

头弧长、磨损量等的简单测量。

3.1.6 能在设备解体前对设备

进行标记、标识。

3.1.7 能对解体后的设备部件

按顺序编号。

3.1.1 燃烧器的名称、类型、

结构和作用。

3.1.2 锅炉吹灰器解体步骤及

检查内容。

3.1.3 锅炉汽水循环原理及受

热面类型与结构。

3.1.4 空气预热器的类型、结

构与作用。

3.1.5 直尺、卷尺、卡尺、塞

尺、内卡钳、外卡钳等量具的使

用方法。

3.1.6 设备检修的标记常识。

3.1.7 设备解体常识、操作规

范要求。

3.1.7 设备解体编号基本方

法。

3.2 设 备

检修与回装

3.2.1 能消除受热面管局部的

磨损、紧固件和磨损件少量缺损等

3.2.1 锅炉受热面管的配制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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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本体设备缺陷。

3.2.2 能进行锅炉受热面所需管

段的配管前检查、配管。

3.2.3 能使用坡口制作工具对

四管更换管段进行坡口制备。

3.2.4 能修理炉墙护板、各种

人孔门、吹灰孔、膨胀指示器等

一般设备。

3.2.5 能对锅炉吹灰器导杆、

链轮、连接法兰进行回装。

3.2.6 能使用、保养常用钳工

工具和量具。

3.2.7 能进行划线、锯、割、

锉、削等操作。

3.2.2 常用焊接方法、焊接接

头、坡口形式的知识。

3.2.3 锅炉本体设备常用管材

规格及型号.

3.2.4 法兰类型及连接方式。

3.2.5 检修常用密封材料、填

料、研磨膏、清洗剂等名称、规

格和用途。

3.2.6 吹灰器检修安装工艺要

求及验收标准。

3.2.7 密封材料、填料的安装

方法。

3.2.8 设备部件摆放、保管常

识。

3.2.9 划线、锯割、攻螺纹、

制作坡口等钳工操作方法。

3.3 检 验

与竣工验收

3.3.1 能进行锅炉受热面所需

管段的配管前、配管中及弯制平

面弯头的质量检查。

3.3.2 能进行锅炉受热面局部

管件更换数量、长度、规格、更

换部位统计记录工作。

3.3.3 能进行风门挡板、人孔

门的严密性的质量验收工作。

3.3.4 能进行转动、滑动设备

修后的灵活性的质量验收工作。

3.3.5 能使用常用计算机软件

进行资料整理记录。

3.3.6 能识别检修文件中各质

检点的含义。

3.3.1 受热面管安装前的检查

内容及要求。

3.3.2 低压碳钢焊接常识。

3.3.3 废弃物处理流程。

3.3.4 办公软件操作知识。

3.3.5 质量管理基础知识。

4.问题分

析与处理

4.1 锅 炉

燃 烧 系 统 问

题 分 析 与 处

理

4.1.1 能分析、判断燃烧系统

设备频繁外漏等问题产生的原因

并处理。

4.1.2 能分析、判断燃烧系统

挡板卡涩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处

理。

4.1.1 各类燃烧器部件的结

构、材质特性。

4.1.2 挡板的结构特性、密封

方式。

4.2 锅 炉

吹 灰 系 统 问

题 分 析 与 处

理

4.2.1 能分析、判断锅炉吹灰

系统设备介质外漏等问题产生的

原因并处理。

4.2.2 能分析、判断锅炉蒸汽

吹灰器卡涩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并

处理。

4.2.1 吹灰器管道材质的物理

特性。

4.2.2 蒸汽吹灰器各主要组件

及其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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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锅炉管阀检修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准

备

1.1 识 图

与绘图

1.1.1 能识别图纸中常用符

号、常用图例、安装符号等在图

纸中的表示方法、意义。

1.1.2 能绘制螺栓等简单零件

草图。

1.1.3 能识别锅炉管阀工艺流

程图及主要设备的作用。

1.1.1 工程常用符号、图例基

本知识。

1.1.2 机械制图的一般规定及

识图的基本方法。

1.1.3 投影原理及三视图的表

示方法。

1.1.4 流程图定义、基本结

构、符号意义等基础知识。

1.1.5 锅炉原理中各设备的作

用等基础知识。

1.2 工 艺

方案准备

1.2.1 能识别锅炉管阀设备检

修范围。

1.2.2 能识别锅炉管阀设备型

号代表的意义。

1.2.3 能识别设备检修工艺规

程组成内容。

1.2.4 能识别防火防爆的重点

区域及防火措施。

1.2.1 锅炉管阀结构、主要设

备等基础知识。

1.2.2 设备型号命名规则。

1.2.3 检修工艺规程主要内容

等基础知识。

1.2.4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动火

作业相关要求。

1.2.5 易燃易爆危险品分类等

常识。

1.3 工 器

具 及 材 料 准

备

1.3.1 能识别锅炉管阀设备检

修中常用工器具的规格型号。

1.3.2 能识别检修中常用普通

碳钢、密封件等材料的规格型

号。

1.3.1 常用手工工具、钳工工

具、管工工具、研磨工具的种类、

用途、使用方法和适用范围。

1.3.2 常用电动工具、气动工

具、测量工具种类和用途。

1.3.3 常用材料的种类与用

途。

2.设备维护
2.1 设 备

日常检查

2.1.1 能识别锅炉炉外主要管

道、阀门及其位置。

2.1.2 能发现管阀设备明显的

跑、冒、滴、漏及部件脱落等外

部缺陷。

2.1.3 能用手持式测温仪、测

振仪等常用检测工具进行设备检

查。

2.1.4 能发现管阀设备外部腐

蚀、超温、变形等表面缺陷。

2.1.5 能听出设备运行中明显

异常的声音。

2.1.6 能嗅出设备发出明显异

常的气味。

2.1.7 能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保

护人身安全。

2.1.8 能识别并使用常规灭火

2.1.1 火力发电厂生产过程的

基本知识。

2.1.2 火力发电厂主设备的名

称、作用。

2.1.3 锅炉汽水系统主要设备

及作用。

2.1.4 管道、保温及标识的知

识。

2.1.5 温度、压力、流量的概

念。

2.1.6 劳动防护用品的功能和

使用方法。

2.1.7 消防基本知识（灭火的

基本方法，灭火设施、器材的名

称、作用等）。

2.1.8 烫伤、烧伤、创伤、触

电等紧急救护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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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器材。

2.1.9 能进行烫伤、烧伤、创

伤、触电紧急救护。

2.2 设 备

缺陷处理

2.2.1 能使用常规工具消除中

低压阀门法兰、压兰、接头等泄

漏的一般缺陷。

2.2.2 能消除中低压管道焊

口、砂眼、裂纹等缺陷。

2.2.3 能依据缺陷处理流程进

行消缺。

2.2.4 能填写设备缺陷处理情

况记录。

2.2.1 管阀设备结构的基础知

识。

2.2.2 设备消漏的常用方法。

2.2.3 连接件的紧固方法及特

点。

2.2.4 常用金属、非金属材料

的主要性能。

2.2.5 设备专业划分、缺陷处

理流程等管理要求。

2.2.6 高温高压、有毒有害风

险防护及急救措施。

3.设备检修

3.1 设 备

解体检查

3.1.1 能使用常规工具进行锅

炉中低压管道、阀门设备的拆

卸、清理、检查。

3.1.2 能使用常规工具进行流

量孔板、温度测点等各种管件设

备的拆卸、清理、检查。

3.1.3 能进行排污扩容器、疏

水扩容器等压力容器的清理、检

查。

3.1.4 能使用常规量具，如直

尺、卷尺、卡尺、塞尺、内卡

钳、外卡钳测量并记录。

3.1.5 能在设备解体前对设备

进行标记、标识。

3.1.6 能对解体后的设备部件

按顺序编号。

3.1.1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

的构造知识。

3.1.2 水位计、流量测量装

置、温度测点类型、规格、结构

类型等知识。

3.1.3 排污扩容器、疏水扩容

器等压力容器的名称、类型、规

格和布置方式等知识。

3.1.4 锅炉中低压管道、阀门

系统的拆装、检修、检验方法和

质量标准。

3.1.5 直尺、卷尺、卡尺、塞

尺、内卡钳、外卡钳等量具的使

用方法。

3.1.6 设备检修的标记常识。

3.1.7 设备解体常识、操作规

范要求。

3.1.8 设备解体编号基本方法。

3.2 设 备

检修与回装

3.2.1 能从解体后的设备中发

现磨损、卡涩、零部件变形等明

显缺陷。

3.2.2 能回装常用阀门、流量

孔板、温度测点的各种管件。

3.2.3 能使用坡口制备工具对

中低压管道更换管道进行坡口制

备，满足焊接坡口质量要求，并完

成管子对接。

3.2.4 能进行中低压阀门密封

面的研磨。

3.2.5 能对中低压管道法兰、

阀门法兰按顺序紧固。

3.2.1 阀门名称、类型、规格

和布置方式等知识。

3.2.2 常用管材、管件类型、

名称、规格及作用。

3.2.3 中低压管道的保温、支

吊架装设知识。

3.2.4 常用焊接方法、焊接接

头、坡口形式知识。

3.2.5 中低压管道的弯制方法

及焊接弯头的制作方法。

3.2.6 中低压阀门研磨及检验

方法。

3.2.7 法兰类型及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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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能依据压力、温度等级

选用和安装符合要求的密封材

料。

3.2.8 能更换中低压水位计。

3.2.9 能更换、装配中低压管

道及支吊架。

3.2.10 能弯制中低压疏排水

管道的平面弯头。

3.2.11 能使用、保养常用钳

工工具和量具。

3.2.12 能 进 行 划 线 、 锯 、

割、锉、削等操作。

3.2.8 管材、板材、紧固件、

金属垫片、非金属垫片、填料、

涂料、清洗剂、研磨剂等常用检

修材料的名称、型（牌）号、规

格和用途。

3.2.9 密封材料、填料的安装

方法。

3.2.10 划 线 、 锯 割 、 攻 螺

纹、制作坡口等钳工操作知识。

3.2.11 设备部件摆放、保管

常识。

3.3 检 验

与竣工验收

3.3.1 能统计工作范围内更换

备件的数量、型号、使用部位。

3.3.2 能进行碳钢管道、碳钢板

焊接表面缺陷处理验收。

3.3.3 能进行设备修后的灵活

性检查。

3.3.4 能进行中低压阀门密封面

修后严密性的质量验收。

3.3.5 能进行锅炉管阀设备所

需管段的配管前、配管中及弯制平

面弯头的检查验收。

3.3.6 能使用计算机常用软件

进行资料整理记录。

3.3.7 能识别检修文件中各质

检点的含义。

3.3.1 阀门、阀杆、密封环、

安全阀密封圈、弹簧及流量孔板

等常用备品配件的名称、规格和

使用知识。

3.3.2 中低压阀门研磨后的检

验方法。

3.3.3 低压碳钢焊接常识。

3.3.4 弯管的操作方法及质量

标准。

3.3.5 废弃物处理流程。

3.3.6 办公软件操作知识。

3.3.7 质量管理基础知识。

4.问题分析

与处理

4.1 阀 门

设 备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1.1 能分析、判断中低压阀

门法兰、压兰、接头泄漏的原因

并处理。

4.1.2 能分析、判断中低压阀

门阀杆卡涩的原因并处理。

4.1.1 中低压阀门的常用连接

方式、密封结构相关知识。

4.2.2 中低压阀门组装注意事

项。

4.2 管 道

及 附 件 设 备

问 题 分 析 与

处理

4.2.1 能分析、判断中低压管

道刚性支吊架失效的原因并处

理。

4.2.2 能分析、判断中低压管

道运行过程中无介质或流量低的

原因并处理。

4.2.1 管道支吊架的分类。

4.2.2 刚性支吊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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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锅炉辅机检修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准

备

1.1 识 图

与绘图

1.1.1 能识别图纸中常用符

号、常用图例、安装符号等在图

纸中的表示方法、意义。

1.1.2 能绘制螺栓等简单零件

草图。

1.1.3 能识别锅炉辅机工艺流

程图及主要设备的作用。

1.1.1 工程常用符号、图例基

本知识。

1.1.2 机械制图的一般规定及

识图的基本方法。

1.1.3 投影原理及三视图的表

示方法。

1.1.4 流程图定义、基本结

构、符号意义等基础知识。

1.1.5 锅炉原理中各设备的作

用等基础知识。

1.2 工 艺

方案准备

1.2.1 能识别锅炉辅机设备检

修范围。

1.2.2 能识别锅炉辅机主设备

型号代表的意义。

1.2.3 能识别设备检修工艺规

程组成内容。

1.2.4 能识别防火防爆的重点

区域及防火措施。

1.2.1 锅炉辅机结构、主要设

备等基础知识。

1.2.2 设备型号命名规则。

1.2.3 检修工艺规程主要内容

等基础知识。

1.2.4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动火

作业相关要求。

1.2.5 易燃易爆危险品分类等

常识。

1.3 工 器

具 及 材 料 准

备

1.3.1 能识别锅炉辅机设备检

修中常用工器具的规格型号。

1.3.2 能识别检修中常用普通

碳钢、密封件等材料的规格型

号。

1.3.1 常用手工工具、钳工工

具、管工工具的种类、用途、使

用方法和适用范围。

1.3.2 常用电动工具、气动工

具、测量工具种类和用途。

1.3.3 常用材料的种类与用

途。

2.设备维

护

2.1 设 备

日常检查

2.1.1 能识别锅炉辅机风烟系

统、制粉系统等设备及其位置。

2.1.2 能发现辅机设备明显的

跑、冒、滴、漏及部件脱落等外

部缺陷。

2.1.3 能使用手持式测温仪、

测振仪测量设备关键点，并识别

所测数据

2.1.4 能识别就地温度计、压

力表、液位计等表计显示的数

据。

2.1.5 能听出设备运行中明显

异常的声音。

2.1.6 能嗅出设备明显异常的

气味。

2.1.7 能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保护

2.1.1 火力发电厂生产过程的

基本知识。

2.1.2 火力发电厂主设备的名

称、作用。

2.1.3 风烟、制粉、压缩空气

与水系统的主要设备构成及作

用。

2.1.4 温度、压力、流量、振

动、平衡、补偿的概念。

2.1.5 劳动防护用品的功能和

使用方法。

2.1.6 消防基本知识（灭火的

基本方法，灭火设施、器材的名

称、作用等）。

2.1.7 烫伤、烧伤、创伤、触

电等紧急救护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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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

2.1.8 能识别并使用常规灭火

设备和器材。

2.1.9 能进行烫伤、烧伤、创

伤、触电紧急救护。

2.2 设 备

缺陷处理

2.2.1 能使用常规工具处理漏

灰、漏粉、漏油、漏风、护板脱

落、钢瓦螺栓松动、阀门法兰泄

漏等缺陷。

2.2.2 能依据缺陷处理流程进

行消缺。

2.2.3 能填写测量数据、设备

缺陷处理情况检修记录。

2.2.1 设备消漏的常用方法。

2.2.2 连接件的紧固方法及特

点。

2.2.3 常用金属、非金属材料

的主要性能。

2.2.4 设备专业划分、缺陷处

理流程等管理要求。

2.2.5 高温高压、有毒有害风

险防护及急救措施。

3.设备检

修

3.1 设 备

解体检查

3.1.1 能使用常规工具进行插

板门、挡板、气缸、联轴器、磨

辊门等设备部件的拆卸、清理、

检查。

3.1.2 能对非金属补偿器进行

修补。

3.1.3 能完成锅炉辅机设备油箱

的清理及润滑油的更换。

3.1.4 能使用常规量具，如直

尺、卷尺、卡尺、塞尺、内卡钳、

外卡钳测量并记录。

3.1.5 能在设备解体前对设备

进行标记、标识。

3.1.6 能对解体后的设备部件

按顺序编号。

3.1.1 风门、联轴器等设备部

件的分类、构造及用途。

3.1.2 气缸的工作原理。

3.1.3 常用补偿器的分类及用

途。

3.1.4 润滑油站（箱）的清理

方法及注意事项。

3.1.5 机械润滑方式、作用等

常识。

3.1.6 清理油站的注意事项。

3.1.7 直尺、卷尺、卡尺、塞

尺、内卡钳、外卡钳等量具的使

用方法。

3.1.8 设备检修的标记常识。

3.1.9 设备解体常识、操作规

范要求。

3.1.10 设备解体编号基本方

法。

3.2 设 备

检修与回装

3.2.1 能从解体后的设备中发

现磨损、卡涩、零部件变形等明

显缺陷。

3.2.2 能使用卡尺测量螺栓、

销子、孔径直径。

3.2.3 能对低压管道法兰、阀

门法兰按顺序紧固。

3.2.4 能选择和安装法兰密

封、烟风道人孔密封、软管密

封。

3.2.5 能使用、保养常用钳工

工具和量具。

3.2.6 能进行划线、锯、割、

3.2.1 零件修理、更换原则。

3.2.2 常用焊接方法、焊接接

头、坡口形式知识。

3.2.3 管材、板材、紧固件、

金属垫片、非金属垫片、填料、涂

料、清洗剂等常用检修材料的名

称、型（牌）号、规格和用途。

3.2.4 密封材料、填料的安装

方法。

3.2.5 法兰类型及连接方式。

3.2.6 回装风机大盖的注意事

项。

3.2.7 划线、锯割、攻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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锉、削等操作。 制作坡口等钳工操作知识。

3.2.8 设备部件摆放、保管常

识。

3.3 检 验

与竣工验收

3.3.1 能统计工作范围内更换

备件的数量、型号、使用部位。

3.3.2 能进行碳钢管道、碳钢

板焊接表面缺陷检查验收。

3.3.3 能进行烟风挡板、人孔

门的严密性检查验收。

3.3.4 能进行设备修后的灵活

性检查验收。

3.3.5 能使用常用计算机软件

进行资料整理记录。

3.3.6 能识别检修文件中各质

检点的含义。

3.3.1 低压碳钢焊接常识。

3.3.2 简单的带传动、链传

动、齿轮传动和蜗轮杆传动等传

动知识。

3.3.3 挡板、人孔门验收内容

及标准。

3.3.4 废弃物处理流程。

3.3.5 办公软件操作知识。

3.3.6 质量管理基础知识。

3.3.7 质量管理及文件包常

识。

4.问题分

析与处理

4.1 风 烟

系 统 设 备 问

题 分 析 与 处

理

4.1.1 能分析、判断烟风道、一

次风管泄漏等设备故障的原因并

处理。

4.1.2 能分析、判断挡板、风

门、锁气器卡涩等设备故障的原

因并处理。

4.1.3 能分析、判断冷却器效

果差等设备故障的原因并处理。

4.1.1 风门、锁气器的结构及

作用。

4.1.2 冷却器的结构及作用。

4.1.3 正压系统、负压系统的

概念。

4.2 制 粉

系 统 设 备 问

题 分 析 与 处

理

4.2.1 能分析、判断给粉机不

下粉、煤仓不下煤等设备故障的

原因并处理。

4.2.2 能分析制粉系统漏粉的

原因并处理。

4.2.1 制粉设备堵塞的主要原

因。

4.2.2 制粉设备磨损的主要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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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锅炉除灰、脱硫、脱硝设备检修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准

备

1.1 识 图

与绘图

1.1.1 能识别图纸中常用符

号、常用图例、安装符号等在图纸

中的表示方法、意义。

1.1.2 能绘制螺栓等简单零件

草图。

1.1.3 能识别锅炉除灰、脱

硫、脱硝工艺流程图及主要设备

的作用。

1.1.1 工程常用符号、图例基本

知识。

1.1.2 机械制图的一般规定及

识图的基本方法。

1.1.3 投影原理及三视图的表示

方法。

1.1.4 流程图定义、基本结

构、符号意义等基础知识。

1.1.5 锅炉原理中各设备的作

用等基础知识。

1.2 工 艺

方案准备

1.2.1 能识别锅炉除灰、脱

硫、脱硝设备检修范围。

1.2.2 能识别锅炉除灰、脱

硫、脱硝主设备型号代表的意

义。

1.2.3 能识别设备检修工艺规

程组成内容。

1.2.4 能识别防火防爆的重点

区域及防火措施。

1.2.1 锅炉除灰、脱硫、脱硝

结构、主要设备等基础知识。

1.2.2 设备型号命名规则。

1.2.3 检修工艺规程主要内容

等基础知识。

1.2.4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动火

作业相关要求。

1.2.5 易燃易爆危险品分类等

常识。

1.3 工 器

具 及 材 料 准

备

1.3.1 能识别锅炉辅机设备检

修中常用工器具的规格型号。

1.3.2 能识别检修中常用普通

碳钢、密封件防腐、衬胶等材料

的规格型号。

1.3.1 常用手工工具、钳工工

具、管工工具的种类、用途、使

用方法和适用范围。

1.3.2 常用电动工具、气动工

具、测量工具种类和用途。

1.3.3 常用材料的种类与用

途。

1.3.4 防腐材料基础知识。

2.设备维

护

2.1 设 备

日常检查

2.1.1 能识别除尘、脱硝、脱

硫设备及其位置。

2.1.2 能发现除灰、脱硫、脱

硝设备明显的跑、冒、滴、漏及

部件脱落等外部缺陷。

2.1.3 能用手持式测温仪、测

振仪等常用检测工具进行设备检

查。

2.1.4 能识别就地温度计、压

力表、液位计等表计显示的数

据。

2.1.5 能听出设备运行中明显

异常的声音。

2.1.6 能嗅出设备明显异常的

气味。

2.1.1 火力发电厂生产过程的

基本知识。

2.1.2 火力发电厂主设备的名

称、作用。

2.1.3 锅炉脱硫、脱硝、除尘

主要设备及作用。

2.1.4 管道、保温及标识的知

识。

2.1.5 温度、压力、流量的概

念。

2.1.6 劳动防护用品的功能和

使用方法。

2.1.7 消防基本知识（灭火的

基本方法，灭火设施、器材的名

称、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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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能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保

护人身安全。

2.1.8 能识别并使用常规灭火

设备和器材。

2.1.9 能进行烫伤、烧伤、创

伤、触电紧急救护。

2.1.8 烫伤、烧伤、创伤、触

电等紧急救护知识。

2.1.9 化学基础知识和常见化

学品知识。

2.2 设 备

缺陷处理

2.2.1 能使用常规工具处理漏

灰、漏油、漏风、堵塞等缺陷。

2.2.2 能依据缺陷处理流程进

行消缺。

2.2.3 能填写测量数据、设备

缺陷处理情况检修记录。

2.2.1 设备消漏的常用方法。

2.2.2 连接件的紧固方法及特

点。

2.2.3 常用金属、非金属材料

的主要性能。

2.2.4 设备专业划分、缺陷处

理流程等管理要求。

2.2.5 高温高压、有毒有害风

险防护及急救措施。

3.设备检

修

3.1 设 备

解体检查

3.1.1 能使用常规工具进行挡

板门连杆机构、水泵的联轴器等

设备部件的拆卸、清理、检查。

3.1.2 能对真空皮带脱水机滤

布冲洗水喷嘴等设备进行清理疏

通。

3.1.3 能完成辅机设备油箱的

清理及润滑油的更换。

3.1.4 能使用常规工具解体输

灰器进料阀、流化器等简单设

备，并能对磨损的输灰直管段进

行简单修理。

3.1.5 能使用常规量具，如直

尺、卷尺、卡尺、塞尺、内卡

钳、外卡钳测量并记录。

3.1.6 能在设备解体前对设备

进行标记、标识。

3.1.7 能对解体后的设备部件

按顺序编号

3.1.1 水泵联轴器结构。

3.1.2 各种喷嘴结构特点及清

理疏通方法。

3.1.3 润滑油站（箱）的作用

及主要设备构成。

3.1.4 输灰器进料阀、流化

器、碎渣机结构特点。

3.1.5 直尺、卷尺、卡尺、塞

尺、内卡钳、外卡钳等量具的使

用方法。

3.1.6 设备检修的标记常识。

3.1.7 设备解体常识、操作规

范要求。

3.1.8 设备解体编号基本方

法。

3.2 设 备

检修与回装

3.2.1 能从解体后的设备中发

现磨损、卡涩、零部件变形等明

显缺陷。

3.2.2 能使用卡尺测量螺栓、

销子、孔径直径。

3.2.3 能对低压管道法兰、阀

门法兰按顺序紧固。

3.2.4 能安装阀门法兰密封

垫、烟风道人孔密封。

3.2.5 能使用、保养常用钳工

工具和量具。

3.2.6 能进行划线、锯、割、

3.2.1 零件修理、更换原则。

3.2.2 常用焊接方法、焊接接

头、坡口形式知识。

3.2.3 法兰类型及连接方式。

3.2.4 检修常用密封材料、填

料、研磨膏、清洗剂等名称、规

格和用途。

3.2.5 密封材料、填料的安装

方法。

3.2.6 划线、锯割、攻螺纹、

制作坡口等钳工操作知识。

3.2.7 设备部件摆放、保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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锉、削等操作。 识。

3.3 检 验

与竣工验收

3.3.1 能统计自己工作范围内

更换备件的数量、型号、使用部

位。

3.3.2 能进行碳钢管道、碳钢

板焊接表面缺陷检查验收。

3.3.3 能进行验收烟风挡板、

人孔门的严密性检查验收。

3.3.4 能进行设备修后的灵活性

检查验收。

3.3.5 能使用计算机常用软件

进行资料整理记录。

3.3.6 能识别检修文件中各质

检点的含义。

3.3.1 低压碳钢焊接常识。

3.3.2 简单的带传动、链传

动、齿轮传动和蜗轮杆传动等传

动知识。

3.3.3 挡板、人孔门验收内容

及标准。

3.3.4 废弃物处理流程。

3.3.5 办公软件操作知识。

3.3.6 质量管理基础知识。

3.3.7 质量管理及文件包常

识。

4.问题分

析与处理

4.1 除 灰

设 备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1.1 能分析、判断除尘系统

泄漏的原因并处理。

4.1.2 能分析、判断输灰流化

器等设备堵塞的原因并处理。

4.1.3 能分析、判断除尘器落

灰斗不下灰的原因并处理。

4.1.1 除尘系统工艺流程，设

备结构特点。

4.1.2 输灰系统工艺流程，设

备结构特点。

4.2 脱 硫

设 备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2.1 能分析、判断脱硫浆液

系统设备泄漏的原因并处理。

4.2.2 能分析、判断脱硫系统

浆液管道堵塞等问题的原因并处

理。

4.2.1 脱硫浆液系统工艺流

程，设备结构特点。

4.2.2 脱硫浆液系统防腐方

法。

4.2.3 诊断、分析和处理磨

损、腐蚀、堵塞等问题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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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级/中级工

3.2.1 锅炉本体检修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准备

1.1 识 图

与绘图

1.1.1 能辨识锅炉本体系统图

中各设备的作用。

1.1.2 能识别一般设备零件

图，绘制简单的零件图并标注长

度、直径，角度等尺寸参数。

1.1.1 系统图中结构、符号意

义等基础知识

1.1.2 锅炉本体各设备的工作

原理。

1.1.3 机械制图中标准件和常

用件知识与画法。

1.1.4 零件图的作用、内容、

表示方法和尺寸标注。

1.2 工 艺

方案准备

1.2.1 能识别设备检修方案组

成内容。

1.2.2 能依据锅炉本体设备检

修项目需要选择检修工序。

1.2.1 检修方案主要内容等基

础知识

1.2.2 锅炉本体设备检修工序

相关知识。

1.2.3 锅炉本体设备结构与作

用。

1.3 工 器

具 及 材 料 准

备

1.3.1 能依据锅炉本体设备检

修项目准备各规格型号的常用工

器具。

1.3.2 能依据锅炉本体设备检

修项目准备各规格型号常用的材

料。

1.3.1 常用电动工具、气动工

具、测量工具使用方法、适用范

围和维护知识。

1.3.2 金属材料种类与用途的

基础知识。

2.设备维

护

2.1 设 备

日常检查

2.1.1 能依据锅炉本体设备分

布进行巡检。

2.1.2 能识别锅炉本体设备运

行过程中压力、压差、流量、温

度、振动等运行参数。

2.1.3 能发现锅炉本体设备膨

胀受限、支吊架承载异常等缺

陷。

2.1.1 火力发电厂汽水系统中

主要设备、附件的规范与工作原

理。

2.1.2 油、水、汽、气等介质

物理特性。

2.1.3 热交换的基本知识。

2.1.4 锅炉本体设备的设计参

数。

2.1.5 管道热膨胀的概念、补

偿方法及补偿器类型。

2.1.6 管道支吊架的作用、类

型。

2.2 设 备

缺陷处理

2.2.1 能处理锅炉本体设备不

影响系统运行的设备缺陷。

2.2.2 能完成锅炉本体钢架承

重梁及联箱支吊架紧固件等设备

的维护。

2.2.3 能完成人孔门、看火

孔、打焦孔等类似设备的维护。

2.2.4 能进行小管件、钣金的

2.2.1 管道常用保温材料的分

类、安装要求及主要性能。

2.2.2 锅炉本体设备的结构特

性及工作原理。

2.2.3 钳工基本知识。

2.2.4 阀门的类型、作用等基

本知识。

2.2.5 吹灰器的类型、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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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料。

2.2.5 能依据现场工作环境进

行区域隔离及安全措施。

2.2.6 能依据缺陷内容填写检

修技术记录、工作小结。

2.2.7 能依据缺陷内容判别所

需配合专业并发出联系申请。

2.2.8 能使用生产办公软件进

行工单、物料、缺陷等流程的办

理。

基本知识。

2.2.6 工作票管理及检修工艺

卡使用方法。

2.2.7 动火管理知识。

2.2.8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

规。

2.2.9 生产管理系统软件操作

知识。

3.设备检

修

3.1 设 备

解体检查

3.1.1 能对锅炉受热面管进行

防磨检查。

3.1.2 能完成锅炉受热面管的

取样。

3.1.3 能对汽包、减温器、分

离器等类似容器内部构件进行拆

卸、检查。

3.1.4 能完成燃烧系统设备解

体检查。

3.1.5 能完成回转式空气预热

器润滑油系统解体检查。

3.1.6 能完成锅炉蒸汽吹灰器

鹅颈阀、齿轮箱等设备解体检

查。

3.1.7 能使用游标卡尺、测厚

仪、千分尺等较精密量具对受热

面管磨损量测量并记录。

3.1.8 能对回装前的关键部位

进行恰当的保护。

3.1.1 锅炉受热面防磨、防爆

检查的内容和方法。

3.1.2 金属、化学监督的取样

要求和检查内容。

3.1.3 锅炉压力容器监察的检

查内容及要求。

3.1.4 受热面管割管工艺要

求。

3.1.5 汽包、减温器、分离器

等设备的结构与作用。

3.1.6 汽包、减温器、分离器

等设备的解体步骤及检查内用。

3.1.7 回转式空气预热器润滑

油系统的构造。

3.1.8 润滑油的分类。

3.1.9 锅炉蒸汽吹灰器鹅颈

阀、齿轮箱的结构、作用，检修

检查内容。

3.1.10 游标卡尺、测厚仪、

深度千分尺、内外径千分尺等较

精密量具使用、保养知识。

3.1.11 设备成品保护相关知

识。

3.2 设 备

检修与回装

3.2.1 能进行汽包、减温器、

分离器等容器内各部件装置紧

固、清扫、安装。

3.2.2 能进行锅炉受热面所需

的立体弯头及管排组件的组合装

配。

3.2.3 能进行回转式空气预热

器润滑系统回装。

3.2.4 能完成锅炉蒸汽吹灰器

鹅颈阀、齿轮箱等设备检修回

装。

3.2.5 能依据测量精度要求合

理选用量具测量零件。

3.2.6 具备刮削、攻丝、装

3.2.1 汽包、减温器、分离器

等设备的组装步骤及要求。

3.2.2 回转式空气预热器润滑

油系统的工作原理。

3.2.3 锅炉蒸汽吹灰器鹅颈

阀、齿轮箱的检修工序及工艺要

求。

3.2.4 机械传动的基础知识。

3.2.5 量具的使用方法和适用

范围。

3.2.6 刮削、装配、修理等钳

工操作要领。

3.2.7 管道支吊架校正方法及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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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修理等基本钳工操作技能。

3.2.7 能校正管道支吊架。

3.2.8 能使用撬、顶、落、

拔、捆、抬、滚、吊等方式进行

设备简单移位。

3.2.8 常用起重机具名称、规

格、作用、使用和保养知识。

3.2.9 脚手架搭设、验收、使

用知识。

3.3 检 验

与竣工验收

3.3.1 能进行锅炉水压试验受

热面泄漏情况的检查。

3.3.2 能进行锅炉化学清洗管

路安装的检查。

3.3.3 能进行空气预热器漏风

情况的检查验收。

3.3.4 能进行回转式空气预热

器润滑系统检查验收。

3.3.5 能按照不同设备回装前

清洁程度要求进行验收。

3.3.6 能配合金相人员进行有

关的金属监督工作。

3.3.7 能按检修工艺要求进行

设备检修，并认真执行质检点验

收程序。

3.3.1 水压试验检查内容及要

求。

3.3.2 锅炉水、汽品质，炉

外、炉内水处理和化学清洗等基

础知识。

3.3.3 空气预热器的质量标

准。

3.3.4 回转式空气预热器润滑

油系统验收质量标准。

3.3.5 金属监督的范围和任

务。

3.3.6 检修质量验收程序。

4.问题分

析与处理

4.1 锅 炉

燃 烧 系 统 问

题 分 析 与 处

理

4.1.1 能分析、判断燃烧设备

磨损加剧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处

理。

4.1.2 能分析、判断燃烧系统

摆角卡涩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处

理。

4.1.1 燃烧器的种类及燃烧器

对燃烧工况的影响。

4.1.2 过量空气系数的概念。

4.1.3 锅炉燃烧理论和燃烧的

种类及各种燃料的特性知识。

4.2 空 气

预 热 器 系 统

问 题 分 析 与

处理

4.2.1 能分析、判断管箱式空

气预热器振动等问题产生的原因

并处理。

4.2.2 能分析、判断回转式空

气预热器密封系统损坏等问题产

生的原因并处理。

4.2.3 能分析、判断回转式空

气预热器润滑系统油温偏高、油

压不稳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处

理。

4.2.1 管箱式空气预热器的结

构特性。

4.2.2 回转式空气预热器的结

构特性。

4.2.3 回转式空气预热器油系

统设备的结构特性。

4.2.4 润滑油油质恶化的常见

原因。

4.3 锅 炉

受 热 面 系 统

问 题 分 析 与

处理

4.3.1 能分析、判断受热面局

部磨损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处

理。

4.3.2 能分析、判断过热器、

再热器、省煤器等部分受热面管

变形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处理。

4.3.1 金属磨损、腐蚀机理的

基础知识。

4.3.2 金属蠕变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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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锅炉管阀检修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准备

1.1 识 图

与绘图

1.1.1 能辨识锅炉管阀系统图

中各设备的作用。

1.1.2 能识别一般设备零件

图，绘制简单的零件图并标注长

度、直径，角度等尺寸参数。

1.1.1 系统图中结构、符号意

义等基础知识。

1.1.2 锅炉管阀各设备的工作

原理。

1.1.3 机械制图中标准件和常

用件知识与画法。

1.1.4 零件图的作用、内容、

表示方法和尺寸标注。

1.2 工 艺

方案准备

1.2.1 能识别设备检修方案组

成内容。

1.2.2 能依据锅炉管阀设备检

修项目需要选择检修工序。

1.2.1 检修方案主要内容等基

础知识

1.2.2 锅炉管阀设备检修工艺

工序相关知识。

1.2.3 锅炉管阀设备结构与作

用。

1.3 工 器

具 及 材 料 准

备

1.3.1 能依据锅炉管阀设备检

修项目准备各规格型号的常用工

器具。

1.3.2 能依据锅炉管阀设备检

修项目准备各规格型号常用的材

料。

1.3.1 常用电动工具、气动工

具、测量工具使用方法、适用范

围和维护知识。

1.3.2 金属材料种类与用途的

基础知识。

2.设备维

护

2.1 设 备

日常检查

2.1.1 能依据管阀设备分布进

行巡检。

2.1.2 能通过压力、压差、流

量、温度、振动等运行参数，判

断设备运行情况。

2.1.3 能发现管阀设备膨胀受

限、支吊架承载异常等缺陷。

2.1.1 火力发电厂汽水系统中

主要设备、附件的规范与工作原

理。

2.1.2 油、水、汽、气等介质

物理特性。

2.1.3 热交换的基本知识。

2.1.4 主蒸汽管道系统、再热

蒸汽管道系统、给水系统等锅炉

高压高温管道系统的结构、规

格、布置特点和技术要求。

2.1.5 管道热膨胀的概念、补

偿方法及补偿器类型。

2.1.6 管道支吊架的作用、类

型。

2.2 设 备

缺陷处理

2.2.1 能判断、处理管阀设备

不影响系统运行的设备缺陷。

2.2.2 能完成锅炉汽水系统管

阀支吊架紧固件维护。

2.2.3 能进行小管件、钣金的

下料。

2.2.4 能依据现场工作环境进

行区域隔离及安全措施。

2.2.1 管道常用保温材料的分

类、安装要求及主要性能。

2.2.2 阀门的驱动装置的类

型、作用和结构的基础知识。

2.2.3 钳工基本知识。

2.2.4 锅炉管阀系统支吊架布

置的基本要求。

2.2.5 工作票管理及检修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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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能依据缺陷内容填写检

修技术记录、工作小结。

2.2.6 能依据缺陷内容判别所

需配合专业并发出联系申请。

2.2.7 能使用生产办公软件进

行工单、物料、缺陷等流程办

理。

卡使用方法。

2.2.6 动火管理知识。

2.2.7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

规。

2.2.8 生产管理系统软件操作

知识。。

3.设备检

修

3.1 设 备

解体检查

3.1.1 能用常用工具进行设备

拆卸、清理、检查。

3.1.2 能使用各种机具及常用

工具解体中高压阀门。

3.1.3 能完成压力容器的检查

和高压阀门的安全技术监督检

查。

3.1.4 能使用游标卡尺、测厚

仪、千分尺等较精密量具进行测

量并记录。

3.1.5 能对回装前的关键部位

进行恰当的保护。

3.1.1 螺纹的类型、标准知

识。

3.1.2 螺纹、键、销、轴、联

轴器的类型、作用、应用场合；

螺纹连接拧紧的紧度和拧紧要

求，螺纹连接的拆除与组装注意

事项。

3.1.3 金属监督的范围和任

务。

3.1.4 调节阀、安全阀的类

型、构造、作用及工作原理。

3.1.5 游标卡尺、测厚仪、深

度千分尺、内外径千分尺等较精

密量具使用、保养知识。

3.1.6 设备成品保护相关知

识。

3.2 设 备

检修与回装

3.2.1 能拆装、更换、检修中

高压管道、阀门、管件，制作焊

接坡口，研磨高压阀门。

3.2.2 能检修汽水系统安全

阀。

3.2.3 能测量阀门行程、阀杆

间隙、检修高压阀门执行机构。

3.2.4 能进行疏排水所需的立

体弯头弯制和安装。

3.2.5 能依据测量精度要求合

理选用量具测量零件。

3.2.6 能进行刮削、攻丝、装

配、修理等基本钳工操作技能。

3.2.7 能校正管道支吊架。

3.2.8 能使用撬、顶、落、

拔、捆、抬、滚、吊等方式进行

设备简单移位。

3.2.1 中高压管道阀门拆装步

骤及注意事项。

3.2.2 专用研磨工具的名称、

规格、使用和保养知识。

3.2.3 常用研磨剂种类、质量

标准和应用范围知识。

3.2.4 高压管道系统安装的技

术要求。

3.2.5 安全阀的检修方法，了

解定值和校验程序。

3.2.6 管阀设备专用金属材料

的规格、性能、用途等知识。

3.2.7 管径的选择计算和管

径、壁厚的计算知识。

3.2.8 弯管的操作方式及注意

事项。

3.2.9 热处理的目的、作用等

知识。

3.2.10 管道冷调、热调、整圆

方法。

3.2.11 管道支吊架校正方法

及注意事项。

3.2.12 常用起重机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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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作用、使用和保养知识。

3.2.13 量具的使用方法和适用

范围。

3.2.14 脚手架搭设、验收、

使用知识。

3.3 检 验

与竣工验收

3.3.1 设备检修过程能检查出

设备部件一般性缺陷。

3.3.2 能进行阀门、管件、管

道使用前的检验。

3.3.3 能进行管道支吊架检修

进行质量验收。

3.3.4 能验收汽水系统安全阀

的调整校验工作。

3.3.5 能调整、校验高压阀门

执行机构。

3.3.6 能完成管道、阀门单体

水压试验。

3.3.7 能按照不同设备回装前

清洁程度要求进行验收

3.3.8 能配合金相人员进行有

关的金属监督工作。

3.3.9 能按检修工艺要求进行

设备检修，并认真执行质检点验

收程序。

3.3.1 高压阀门执行机构的检

修工艺、检验程序和质量标准。

3.3.2 安全阀定制和校验程

序。

3.3.3 管道阀门设备专用金属

材料的规格、性能、用途等知识。

3.3.4 压力容器的检验方法。

3.3.5 电动水压泵等专用机具

的名称、规格、使用和保养知

识。

3.3.6 管道、阀门水压试验、

设备布置方法。

3.3.7 金属监督的范围和任

务。

3.3.8 检修质量验收程序。

4.问题分

析与处理

4.1 阀 门

设 备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1.1 能分析和判断锅炉阀门

设备故障的原因，处理阀门执行

机构机械失灵、安全阀误动作等

复杂的设备缺陷。

4.1.2 能分析、判断中低压阀

门内漏的原因并处理。

4.1.1 各种阀门构造、作用、

工作原理。

4.1.2 阀门驱动装置的类型、

作用和结构。

4.1.3 阀门厂家维护手册。

4.2 管 道

及 附 件 设 备

问 题 分 析 与

处理

4.2.1 能分析、判断恒力支吊

架失效的原因，处理紧固失效等

简单缺陷。

4.2.2 能分析、判断管道膨胀

节损坏的原因并处理。

4.2.1 恒力支吊架的类型、结

构及工作作用。

4.2.2 膨胀节的分类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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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锅炉辅机检修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准备

1.1 识 图

与绘图

1.1.1 能辨识锅炉辅机系统图

中各设备的作用。

1.1.2 能识别一般设备零件

图，绘制简单的零件图并标注长

度、直径、角度等尺寸参数。

1.1.1 系统图中结构、符号意

义等基础知识

1.1.2 锅炉辅机各设备的工作

原理。

1.1.3 机械制图中标准件和常

用件知识与画法。

1.1.4 零件图的作用、内容、

表示方法和尺寸标注。

1.2 工 艺

方案准备

1.2.1 能识别设备检修方案组

成内容。

1.2.2 能依据锅炉辅机设备检

修项目需要选择检修工序。

1.2.1 检修方案主要内容等基

础知识

1.2.2 锅炉辅机设备检修工艺

工序相关知识。

1.2.3 锅炉辅机设备结构与作

用。

1.3 工 器

具 及 材 料 准

备

1.3.1 能依据锅炉辅机设备检

修项目准备各规格型号的常用工

器具。

1.3.2 能依据锅炉辅机设备检

修项目准备各规格型号常用的材

料。

1.3.1 常用电动工具、气动工

具、测量工具使用方法、适用范

围和维护知识。

1.3.2 金属材料种类与用途的

基础知识。

2.设备维

护

2.1 设 备

日常检查

2.1.1 能依据锅炉辅机设备分

布进行巡检。

2.1.2 能通过润滑油系统显示

的油压、油温、流量、液位判断

油系统运行是否正常。

2.1.3 能通过观察运行参数的

变化判断风机、磨煤机等辅机设

备是否存在异常。

2.1.4 能通过轴承回油温度判

断轴承的运行情况。

2.1.5 能通过滤网压差判断滤

网是否堵塞。

2.1.1 锅炉辅机系统主设备组

成和作用。

2.1.2 润滑油系统设备组成及

技术规范。

2.1.3 油、水、汽、气等介质

物理特性。

2.1.4 热交换的基本知识。

2.1.5 磨煤机、风机等设备的

技术规范。

2.1.6 轴承的分类、结构、特

性、安装要求等相关知识。

2.1.7 滤网的种类、结构、参

数等相关知识。

2.1.8 空气压缩机分类、结构

及功用。

2.2 设 备

缺陷处理

2.2.1 能判断、处理辅机设备

不影响系统运行的设备缺陷。

2.2.2 能使用常规工具处理辅

机故障，如严重漏风、漏灰、漏

水、漏油、风门卡涩、磨辊不转

等。

2.2.3 能进行小管件、钣金的

下料。

2.2.1 设备重要程度的管理办

法。

2.2.2 风机、磨煤机结构知识

及工作特点。

2.2.3 钳工基本知识

2.2.4 工作票管理及检修工艺

卡使用方法。

2.2.5 动火管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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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能依据现场工作环境进

行区域隔离及安全措施。

2.2.5 能依据缺陷内容填写检

修技术记录、工作小结。

2.2.6 能依据缺陷内容判别所

需配合专业并发出联系申请。

2.2.7 能使用生产办公软件进

行工单、物料、缺陷等流程办

理。

2.2.6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

规。

2.2.7 生产管理系统软件操作

知识。

3.设备检

修

3.1 设 备

解体检查

3.1.1 能用常用工具进行设备

拆卸、清理、检查。

3.1.2 能对转动设备润滑油系

统设备进行解体检查。

3.1.3 能对离心式风机、离心

式水泵、齿轮泵等转动机械进行

解体检查。

3.1.4 能测量记录设备解体前

状况：轴流风机叶片顶部间隙、

离心风机叶轮与集流器间隙、磨辊

与磨盘原始间隙、测量磨辊加载

力、复查转动中心等相关数据。

3.1.5 能对压缩空气后处理设

备进行解体检查。

3.1.6 能对风烟道类设备磨损

情况检查，并能对磨损部位更

换，制定防磨措施。

3.1.7 能使用游标卡尺、测厚

仪、千分尺等较精密量具进行测

量并记录。

3.1.8 能对回装前的关键部位

进行恰当的保护。

3.1.1 润滑油系统作用及主要

设备构成。

3.1.2 泵与风机的分类及主要

结构。

3.1.3 磨煤机的分类及及主要

结构。

3.1.4 后处理设备的分类、结

构及工作原理。

3.1.5 油气分离器的结构及工

作原理。

3.1.6 吸附式干燥器的结构及

工作原理。

3.1.7 金属磨损机理

3.1.8 轴承的分类、型号、安

装要求及主要性能。

3.1.9 游标卡尺、百分表、深

度千分尺、内外径千分尺等较精

密量具使用、保养知识。

3.1.10 设备成品保护相关知

识。

3.2 设 备

检修与回装

3.2.1 能依据测量精度要求合

理选用量具测量零件。

3.2.2 能识别零部件的安装方

向。

3.2.3 能安装轴承、油封，并

能检查这些部件的安装到位情

况。

3.2.4 能使用专用工具对离心

风机叶轮、联轴器进行装配。

3.2.5 能回装离心式风机，水

泵，齿轮泵。

3.2.6 能对零部件简单的表面

缺陷进行修理。

3.2.7 具备刮削、攻丝、装

配、修理等基本钳工操作技能。

3.2.8 能使用撬、顶、落、

3.2.1 吊装叶轮的注意事项。

3.2.2 离心式风机易发生磨损

部位及原因。

3.2.3 离心式水泵易发生磨损

部位及原因。

3.2.4 齿轮泵等油泵易发生磨

损部位及原因。

3.2.5 离心式风机、水泵、齿

轮泵回装的要求、质量标准及注

意事项。

3.2.6 油封安装方法及注意事

项。

3.2.7 轴、轴承箱、叶片、壳

体、联轴器等零件易发生缺陷的

部位及修理知识。

3.2.8 基轴制与基孔制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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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捆、抬、滚、吊等方式进行

设备简单移位。

念。

3.2.9 脚手架搭设、验收、使

用知识。

3.3 检 验

与竣工验收

3.3.1 设备检修过程能检查出

设备部件一般性缺陷。

3.3.2 能使用游标卡尺等量具

测量、验收法兰、端盖、销子、螺

栓等零件的外部尺寸。

3.3.3 能选用合适量具进行转

动机械动静间隙检查验收。

3.3.4 能按照不同设备回装前

清洁程度要求进行验收。

3.3.5 能按检修工艺要求进行

设备检修，并认真执行质检点验

收程序。

3.3.1 设备结构知识及零部件

的缺陷类型。

3.3.2 转动机械动、静间隙的

概念。

3.3.3 检修工艺、检验程序和

质量标准。

3.3.4 常用润滑剂的指标，转

动部位的润滑方法和要求。

3.3.5 轴承间隙及安装间隙测

量方法及验收标准。

3.3.6 轴瓦间隙和紧力测量方

法及验收标准。

3.3.7 联轴器中心检验的方

法、步骤及验收标准。

3.3.8 检修质量验收程序。

4.问题分

析与处理

4.1 风 烟

系 统 设 备 问

题 分 析 与 处

理

4.1.1 能分析、判断离心式风

机风压波动异常、轴承温度异常

等问题的原因并处理。

4.1.2 能分析、判断润滑油油

质恶化等问题的原因并处理。

4.1.1 离心式风机的特性。

4.1.2 轴承的润滑方式。

4.1.3 压差的概念。

4.1.4 润滑油劣化常识。

4.2 制 粉

系 统 设 备 问

题 分 析 与 处

理

4.2.1 能分析、判断给煤机皮

带跑偏的原因并处理。

4.2.2 能分析磨煤机传动减速

机构故障原因并处理。

4.2.1 给煤机的分类及结构原

理。

4.2.2 给煤机皮带跑偏的主要

原因。

4.2.3 磨煤机的传动方式、结

构特性。

4.3 压 缩

空 气 系 统 设

备 问 题 分 析

与处理

4.3.1 能分析、判断压缩空气

含油的原因并处理。

4.3.2 能分析、判断压缩空气

含水高的原因并处理。

4.3.1 压缩空气系统的运行方

式。

4.3.2 压缩空气后处理设备常

见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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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锅炉除灰、脱硫、脱硝设备检修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准备

1.1 识 图

与绘图

1.1.1 能辨识锅炉除灰、脱

硫、脱硝系统图中各设备的作

用。

1.1.2 能识别一般设备零件

图，绘制简单的零件图并标注长

度、直径，角度等尺寸参数。

1.1.1 系统图中结构、符号意

义等基础知识

1.1.2 锅炉除灰、脱硫、脱硝

各设备的工作原理。

1.1.3 机械制图中标准件和常

用件知识与画法。

1.1.4 零件图的作用、内容、

表示方法和尺寸标注。

1.2 工 艺

方案准备

1.2.1 能识别设备检修方案组

成内容。

1.2.2 能依据锅炉除灰、脱

硫、脱硝设备检修项目需要选择

检修工序。

1.2.3 能完成防火防爆的重点

区域防火措施布置。

1.2.1 检修方案主要内容等基

础知识

1.2.2 锅炉除灰、脱硫、脱硝

设备检修工艺工序相关知识。

1.2.3 锅炉除灰、脱硫、脱硝

设备结构与作用。

1.3 工 器

具 及 材 料 准

备

1.3.1 能依据锅炉除灰、脱

硫、脱硝设备检修项目准备各规格

型号的常用工器具。

1.3.2 能依据锅炉除灰、脱

硫、脱硝设备检修项目准备各规

格型号常用的材料。

1.3.1 常用电动工具、气动工

具、测量工具使用方法、适用范

围和维护知识。

1.3.2 金属材料种类与用途的

基础知识。

2.设备维

护

2.1 设 备

日常检查

2.1.1 能依据锅炉除灰、脱

硫、脱硝设备分布进行巡检。

2.1.2 能在日常检查中发现氧

化风机、浆液搅拌器、浆液循环泵

等设备存在的缺陷。

2.1.3 能通过输灰系统压力的

变化判断输灰系统运行是否正

常。

2.1.1 除尘、脱硫、脱硝系统

主要设备的设备名称、作用；

2.1.2 脱硫系统氧化风机、浆

液循环泵技术规范、结构及作用。

2.1.3 烟气脱硝系统工作原

理。

2.1.4 除尘系统工作原理。

2.1.5 输灰系统工作原理。

2.2 设 备

缺陷处理

2.2.1 能判断、处理除灰、脱

硫、脱硝设备不影响系统运行的

设备缺陷。

2.2.2 能对润滑油系统、浆液

制备系统、石膏脱水系统等设备

消缺。

2.2.4 能依据现场工作环境进

行区域隔离及安全措施。

2.2.5 能依据缺陷内容填写检

修技术记录、工作小结。

2.2.6 能依据缺陷内容判别所

需配合专业并发出联系申请。

2.2.7 能使用生产办公软件进

行工单、物料、缺陷等流程办

2.2.1 设备重要程度管理办

法。

2.2.2 润滑油系统、氧化风系

统、浆液系统、石膏脱水系统设备

名称、作用、型式、结构原理、性

能和技术要求。

2.2.3 钳工基本知识。

2.2.4 工作票管理及检修工艺

卡使用方法。

2.2.5 动火管理知识。

2.2.6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

规。

2.2.7 生产管理系统软件操作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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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3.设备检

修

3.1 设 备

解体检查

3.1.1 能用常用工具进行设备

拆卸、清理、检查。

3.1.2 能测量记录解体前罗茨

风机叶片顶部间隙等类似结构间

隙、复查转动中心。

3.1.3 能对挡板及风门等类型

设备进行解体检修。

3.1.4 能对石灰石给料机、浆

液搅拌器等设备进行解体检修。

3.1.5 能对输灰刮板机等设备

进行解体检修。

3.1.6 能对捞渣机放渣门、进

料阀、浸水导轮、干渣机人孔、

导向轮、主辅链轮、张紧装置等

设备进行解体检修。

3.1.7 能对除尘器内部收尘装

置和振打装置进行解体检修。

3.1.8 能使用游标卡尺、测厚

仪、千分尺等较精密量具进行测

量并记录。

3.1.9 能对回装前的关键部位

进行恰当的保护。

3.1.1 风机的类型与结构。

3.1.2 烟道挡板类型与结构。

3.1.3 石灰石分给料机、各种

搅拌器结构。

3.1.4 输灰刮板机结构。

3.1.5 捞渣机放渣门、进料

阀、浸水导轮、干渣机人孔、导

向轮、主辅链轮等结构。

3.1.6 螺旋输渣机结构。

3.1.7 轴承的分类、型号、安

装要求及主要性能。

3.1.8 游标卡尺、测厚仪、深

度千分尺、内外径千分尺等较精

密量具使用、保养知识。

3.1.9 设备成品保护相关知

识。

3.2 设 备

检修与回装

3.2.1 能依据测量精度要求合

理选用量具测量零件。

3.2.2 能识别零部件的安装方

向。

3.2.3 具备刮削、攻丝、装

配、修理等基本钳工操作技能。

3.2.4 能使用专用工具对离心

式风机、水泵叶轮、联轴器进行

装配，并调整各部间隙。

3.2.5 能使用专用工具对浸水

导轮、螺旋输渣机进行装配。

3.2.6 能使用撬、顶、落、

拔、捆、抬、滚、吊等方式进行

设备简单移位。

3.2.1 基轴制与基孔制的概念。

3.2.2 离心式风机、水泵、齿

轮泵回装的要求、质量标准及注

意事项。

3.2.3 油封安装方法及注意事

项。

3.2.4 轴、轴承箱、叶片、壳

体、联轴器等零件易发生缺陷的部位

及修理知识。

3.2.5 捞渣机导轮种类、结构

及装配原则。

3.2.6 常用起重机具名称、规

格、作用、使用和保养知识。

3.2.7 量具的使用方法和适用

范围。

3.2.8 脚手架搭设、验收、使

用知识。

3.3 检 验

与竣工验收

3.3.1 设备检修过程能检查出

设备部件一般性缺陷。

3.3.2 能使用游标卡尺等量具

测量、验收法兰、端盖、销子、

螺栓等零件的外部尺寸。

3.3.3 能选用合适量具进行转

动机械动静间隙检查验收。

3.3.1 设备结构知识及零部件

的缺陷类型。

3.3.2 转动机械动、静间隙的

概念。

3.3. 3 检修工艺、检验程序和

质量标准。

3.3.4 常用润滑剂的指标，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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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能按照不同设备回装前

清洁程度要求进行验收。

3.3.5 能按检修工艺要求进行

设备检修，并认真执行质检点验

收程序。

动部位的润滑方法和要求。

3.3.5 轴承间隙及安装间隙测

量方法及验收标准。

3.3.6 轴瓦间隙和紧力测量方

法及验收标准。

3.3.7 联轴器中心检验的方

法、步骤及验收标准。

3.3.8 检修质量验收程序。

4.问题分

析与处理

4.1 除 灰

设 备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1.1 能分析、判断除尘系统

效率下降的原因并处理。

4.1.2 能分析、判断捞渣机链

条变长及断链的原因并处理。

4.1.1 除尘器分类及运行特

性。

4.1.2 捞渣机分类及运行特

性。

4.2 脱 硫

设 备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2.1 能分析、判断搅拌器损

坏等问题的原因并处理。

4.2.2 能分析、判断润滑油油

质恶化的原因并处理。

4.2.1 搅拌器的分类及主要结

构。

4.2.2 润滑油分类、特性，油

质恶化常见原因。

4.3 脱 硝

设 备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3.1 能通过脱硝反应器的烟

气压差变化分析、判断脱硝催化

剂堵塞的趋势并处理。

4.3.2 能分析、判断催化剂吹

灰系统故障的原因并处理。

4.3.1 烟气脱硝工作原理。

4.3.2 脱硝吹灰装置的分类、

结构及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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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3.3.1 锅炉本体检修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准

备

1.1 识 图

与绘图

1.1.1 能识别全厂热力系统流

程图。

1.1.2 能识别结构图，装配图

等。

1.1.3 能使用剖视图、剖面图、

局部放大图等复杂的零件加工图来表

达内部结构，能标注加工精度、公差

尺寸。

1.1.1 热力系统流程图知识。

1.1.2 机械制图视图知识。

1.1.3 装配图基础知识。

1.1.4 尺寸公差与配合标注的

相关知识。

1.2 工 艺

方案准备

1.2.1 能根据设备运行情况，

编制设备检查项目。

1.2.2 能编制锅炉本体单体设

备检修方案、包含安全技术措

施、质量计划、进度计划等相关

内容。

1.2.1 锅炉检修导则标准项

目、特殊项目相关知识。

1.2.2 锅炉本体各设备常见故

障及处理方法

1.2.3 检修方案编写方法。

1.3 工 器

具 及 材 料 准

备

1.3.1 能依据锅炉本体设备检修

项目准备专用的工器具。

1.3.2 能依据锅炉本体设备检

修项目准备合金钢管材等特殊的

材料。

1.3.3 能判别专用工器具的损

坏情况。

1.3.1 常用起重器材和工具、

液压器材和工具、焊接器材和工具

使用方法、适用范围和维护知识。

1.3.2 金属材料性能和适用范

围。

1.3.3 材料入厂验收相关知识。

1.3.4 工器具的结构，工作原

理等基础知识。

2.设备维

护

2.1 设 备

日常检查

2.1.1 能依据设备运行状况、

参数来分析和判断隐蔽性较强的

缺陷。

2.1.2 能完成锅炉其他工种设备

的巡检，发现设备异常。

2.1.3 能完成锅炉本体钢架承

重梁及联箱支架紧固件的检查。

2.1.1 锅炉热力设备运行参数

设计基础知识。

2.1.2 流动损失的分类、原因

及计算方法。

2.1.3 汽水系统的流程及技术

规范。

2.1.4 锅炉原理中管阀、辅

机、除灰、脱硫、脱硝主要设备的

组成、功能及作用等相关知识。

2.1.5 金属材料变形与应力的

概念。

2.2 设 备

缺陷处理

2.2.1 能处理锅炉本体不影响

机组运行的设备缺陷。

2.2.2 能处理锅炉其他工种的

一般设备缺陷。

2.2.3 能进行锅炉外部管道支

吊架失效缺陷的处理。

2.2.4 能针对工作情况布置落

2.2.1 杆件承载强度计算知识。

2.2.2 管阀各部件作用及原理。

2.2.3 高温高压管道支吊架选

择和确定安装点的基本方法。

2.2.4 故障类型判断常识。

2.2.5 电焊、气焊和热处理作

业安全管理要求。



35

实现场安全、消防措施。

3.设备检修

3.1 设 备

解体检查

3.1.1 能使用专用工具对锅炉

本体设备进行解体。

3.1.2 能使用常用工具对锅炉

其他工种设备进行解体检查。

3.1.3 能进行锅炉本体外部、

内部检查，并进行检查数据整理。

3.1.4 能使用螺栓加热器等专

用工具完成锅炉启动循环泵等重

大设备的拆除。

3.1.5 能完成回转式空气预热

器传动系统、密封系统的解体检

查。

3.1.6 能对设备修前原始数据

进行采集，整理。

3.1.1 锅炉本体内、外部检查

内容及方法。

3.1.2 炉水循环泵检修检修方

法及注意事项。

3.1.3 螺栓加热器维护、保

养、使用方法。

3.1.4 高温紧固螺栓超声检测

要求。

3.1.5 回转式空气预热器解体

步骤及注意事项。

3.1.6 轴承的种类、型号及应

用特点。

3.2 设 备

检修与回装

3.2.1 能组织处理受压元件的

重大缺陷。

3.2.2 能按图进行炉管放样。

3.2.3 能完成回转式空气预热

器传动系统、密封系统的回装及

间隙调整工作。

3.2.4 能组织更换各类燃烧

器。

3.2.5 能组织大面积更换、改

造冷热风道、风粉管道。

3.2.6 能配合专业人员选择、

落实受热面检修的焊接工艺和热

处理工艺。

3.2.7 能使用常用起重机具运

输一般设备、管道等。

3.2.8 能组织有关人员安全有

序地进行检修工作。

3.2.1 锅炉承压部件的焊接技

术知识。

3.2.2 焊接消除应力、消氢等

相关知识。

3.3.3 电力建设施工焊接验收

规范。

3.2.4 炉管放样方法。

3.2.5 回转式空气预热器组装

步骤及注意事项。

3.2.6 火力发电厂常用金属材

料工艺性能。

3.2.7 机加工的分类及特点。

3.2.8 起重机具的使用及保养

知识。

3.3 检 验

与竣工验收

3.3.1 收集、整理、填写锅炉

本体检修技术记录，编写检修工

作总结。

3.3.2 能辨识锅炉不同受热面所

使用的金属材料的特性。

3.3.3 能辨识锅炉本体设备上

所选择的密封填料及保温材料的

特性。

3.3.4 能进行锅炉外部、内部

检验和水压试验的检查验收。

3.3.5 能进行锅炉清洗的化学

管路系统安装施工和恢复工作的

质量验收。

3.3.6 能进行回转式空气预热

3.3.1 无损检测的种类、方法

和适用范围。

3.3.2 火力发电厂金属材料基

础中的钢材的使用范围。

3.3.3 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年

检内容及要求。

3.3.4 锅炉水压试验的特殊要

求、试验程序和合格标准。

3.3.5 化学清洗管道安装要求

及注意事项。

3.3.6 回转式空气预热器密封

系统验收及试转验收的标准。

3.3.7 锅炉热力系统修后经济

指标、效率与损失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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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密封系统的间隙调整的验收及

试转验收。

3.3.7 能组织进行中压以上容

器的检验。

3.3.8 能组织进行设备修后质

量评估。

3.3.9 能对修后设备的关键数

据及关键点进行验收。

4.问题分析

与处理

4.1 锅 炉

燃 烧 系 统 问

题 分 析 与 处

理

4.1.1 能分析、判断锅炉风量

不足、排烟温度过高或过低等问

题产生的原因，并能提出处理措

施。

4.1.2 能分析、判断锅炉燃烧

系统点火失败等问题产生的原因

并处理。

4.1.1 锅炉在稳定工况的热平

衡计算方法。

4.1.2 各类型燃烧器的燃烧特

性。

4.1.3 锅炉风烟系统的布置形

式与工作原理。

4.1.4 环境因素对锅炉设备运

行影响的认识。

4.2 空 气

预 热 器 系 统

问 题 分 析 与

处理

4.2.1 能分析、判断回转式空

气预热器传动系统电流大、振动

大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处理。

4.2.2 能分析脱硝系统对回转

式空气预热器影响。

4.2.1 回转式空气预热器常见

问题的处理方法。

4.2.2 脱硝系统运行特性。

4.2.3 硫酸氢铵的生成机理。

4.3 锅 炉

受 热 面 系 统

问 题 分 析 与

处理

4.3.1 能分析、判断锅炉受热

面频发性缺陷产生的原因。

4.3.2 能分析、判断锅炉受热

面停炉备用后的腐蚀的原因并处

理。

4.3.1 蒸发设备的组成、自然

循环原理及安全分析。

4.3.2 蒸发净化及汽水工况知

识。

4.3.3 强制循环锅炉及其水动

力特性。

4.3.4 锅炉停炉备用保养知

识。

4.3.5 锅炉受热面常见故障及

产生故障原因分析的知识。

5.培训与管

理

5.1 培训

5.1.1 能指导初、中级人员操

作技能。

5.1.2 能向初、中级人员传授

检修设备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5.1.1 培训教学的基本方法。

5.2 生 产

管理

5.2.1 能对频发、重复发生的

缺陷进行统计及分析。

5.2.2 能依据锅炉设备检修项

目编制材料计划。

5.2.3 能组织相关参与检修人

员学习重大项目的检修方案、检修

文件包等相关内容。

5.2.4 能在检修过程中应用新

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

备。

5.2.1 统计分析基本知识。

5.2.2 材料计划编制基础知

识。

5.2.3 检修管理基本知识。

5.2.4 “四新”技术知识。

5.2.5 隐患排查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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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能进行设备隐患排查并

提供整改意见，落实整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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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锅炉管阀检修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准备

1.1 识 图

与绘图

1.1.1 能识别全厂热力系统流

程图。

1.1.2 能识别结构图，装配图

等。

1.1.3 能使用剖视图、剖面

图、局部放大图等复杂的零件加

工图来表达内部结构，能标注加

工精度、公差尺寸。

1.1.1 热力系统流程图知识。

1.1.2 机械制图视图知识。

1.1.3 装配图基础知识。

1.1.4 尺寸公差与配合标注的

相关知识。

1.2 工 艺

方案准备

1.2.1 能根据设备运行情况，

编制设备检查项目。

1.2.2 能编制锅炉管阀单体设

备检修方案、包含安全技术措

施、质量计划、进度计划等相关

内容。

1.2.1 锅炉检修导则标准项

目、特殊项目相关知识。

1.2.2 锅炉管阀各设备常见故

障及处理方法

1.2.3 检修方案编写方法。

1.3 工 器

具 及 材 料 准

备

1.3.1 能依据锅炉管阀设备检

修项目准备专用的工器具。

1.3.2 能依据锅炉管阀设备检

修项目准备合金钢管材等特殊的

材料。

1.3.3 能判别专用工器具的损

坏情况。

1.3.1 常用起重器材和工具、

液压器材和工具、焊接器材和工

具使用方法、适用范围和维护知

识。

1.3.2 金属材料性能和适用范

围。

1.3.3 材料入厂验收相关知

识。

1.3.4 工器具的结构，工作原

理等基础知识。

2.设备维

护

2.1 设 备

日常检查

2.1.1 能依据设备运行状况、

运行参数来分析和判断隐蔽性较

强的缺陷。

2.1.2 能完成锅炉其他工种设

备的巡检，发现设备异常。

2.1.3 能依据燃油、氨、氢气

系统设备布置、流程及介质理化

特性，利用检测工具发现设备外

漏、腐蚀、变形等缺陷。

2.1.1 锅炉热力设备运行参数

设计基础知识。

2.1.2 流动损失的分类、原因

及计算方法。

2.1.3 汽水系统的流程及技术

规范。

2.1.4 锅炉原理中本体、辅

机、除灰、脱硫、脱硝主要设备

的组成、功能及作用等相关知

识。

2.1.5 金属材料变形与应力的

概念。

2.1.6 高温高压管道系统设计

的一般知识。

2.1.7 可燃气体、有毒有害气

体测量仪的基本工作原理和使用

保养知识。

2.1.8 燃油、氨气、氢气系统

设备布置、规格、参数、运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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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等知识。

2.2 设 备

缺陷处理

2.2.1 能判断、处理管阀专业

不影响机组运行的设备缺陷。

2.2.2 能处理锅炉其他工种设

备的一般性缺陷。

2.2.3 能处理可单独隔绝的高

温管道裂纹、变形及管壁减薄等

缺陷。

2.2.4 能处理可单独隔绝的高

温阀门阀芯、腐蚀、磨损等异

常。

2.2.5 能处理安全阀误动作、

泄漏等缺陷。

2.2.6 能处理汽水系统管阀支

吊架失效缺陷。

2.2.7 能针对工作情况布置落

实现场安全、消防措施。

2.2.1 高温高压管道裂纹、变

形及管壁减薄等缺陷的处理方

法。

2.2.2 高温高压阀门密封面的

碰伤、压痕、冲蚀、腐蚀等问题

的处理方法。

2.2.3 高温高压阀门阀杆弯

曲、腐蚀、磨损等异常的处理方

法。

2.2.4 杆件承载强度计算知

识。

2.2.5 电站锅炉安全阀技分

类、结构、校验方法等相关知

识。

2.2.6 高温高压管道、阀门支

吊架选择和确定安装点的基本方

法。

2.2.7 故障类型判断常识。

2.2.8 电焊、气焊和热处理作

业安全管理要求。

3.设备检

修

3.1 设 备

解体检查

3.1.1 能使用专用工具对管阀

设备解体。

3.1.2 能使用常用工具对锅炉

其他工种设备进行解体检查。

3.1.3 能完成高温高压管道、

阀门解体检查。

3.1.4 能对高温高压管道、阀

门及压力容器进行全面的金属监

督和防爆监察。

3.1.5 能处理高温高压阀门阀

体和阀盖砂眼、裂纹等缺陷。

3.1.6 能处理高温高压阀门密

封面碰伤、压痕、冲蚀、腐蚀等缺

陷，能编制密封面手工堆焊、车削

的方案。

3.1.7 能处理高温高压阀门阀

杆弯曲、腐蚀、磨损等异常。

3.1.8 能对设备修前原始数据

进行采集，整理。

3.1.1 高温阀门解体步骤及注

意事项。

3.1.2 高温高压管道系统金属

监督的范围、任务和基本要求。

3.1.3 懂得高温高压管道、阀

门金相组织变化导致失效的基本

知识。

3.1.4 管道阀门磨损的种类、

原因、检查方法，以及防磨的知

识。

3.1.5 高温紧固螺栓超声检测

要求。

3.2 设 备

检修与回装

3.2.1 能组织处理受压元件的

重大缺陷。

3.2.2 能依据图纸进行放样。

3.2.1 锅炉承压部件的焊接技

术知识。

3.2.2 焊接消除应力、消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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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能拆装、检修和更换高

温高压蒸汽管道、阀门、弯头，研

磨高温高压阀门。

3.2.4 能依据管道规格工质参

数和工质性质选择高温高压阀

门。

3.2.5 能制作厚壁管道的焊接

坡口。

3.2.6 能配合专业人员选择、

落实高温高压管道系统检修的焊

接工艺和热处理工艺。

3.2.7 能使用常用起重机具进

行运输一般设备、管道。

相关知识。

3.2.3 炉管放样方法。

3.2.4 高温高压管阀的检修周

期、检修工艺、质量标准、验收

项目和验收方法。

3.2.5 特种用途阀门的检修工

艺及校验方法。

3.2.6 阀门传动装置的种类、

工作原理及失效形式。

3.2.7 气动、电动、液动阀门

及执行机构的检修工艺、周期、

质量标准、项目与验收方法。

3.2.8 机加工的分类及特点。

3.3.9 电力建设施工焊接验收

规范。

3.2.10 火力发电厂常用金属材

料工艺性能。

3.2.11 起重机具的使用及保养

知识。

3.3 检 验

与竣工验收

3.3.1 收集、整理、填写管阀

检修技术记录，编写检修工作总

结。

3.3.2 能依据调试方案对单体

设备进行修后调试。

3.3.3 能使用工业内窥镜、声

学检漏仪及高精度仪器、仪表等

进行相关检验。

3.3.4 能检验高温高压管道弯

头、三通及焊缝的明显缺陷。

3.3.5 能组织进行设备修后质

量评估。

3.3.6 能调整、校验高温高压

安全阀。

3.3.7 能对修后设备的关键数

据及关键点进行验收。

3.3.1 阀门调试内容及注意事

项。

3.2.2 管道、阀门内部检查、

泄漏检查方式方法。

3.3.3 无损检测的种类、方法

和适用范围。

3.3.4 火力发电厂金属材料基

础中的钢材的使用范围。

3.3.5 水压试验的特殊要求、

试验程序和合格标准。

3.3.6 化学清洗管道安装要求

及注意事项。

3.3.7 安全阀检验规范。

3.3.8 锅炉热力系统修后经济

指标、效率与损失的概念。

4.问题分

析与处理

4.1 阀 门

设 备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1.1 能分析、判断高温高压

阀门阀体和阀盖砂眼、裂纹等缺陷

产生的原因并处理。

4.1.2 能分析、判断高温高压

阀门密封面故障产生的原因并处

理。

4.1.3 能分析、判断高温高压

阀门阀杆弯曲、卡涩、腐蚀、磨

损等异常产生的原因并处理。

4.1.1 高温高压管道、阀门金

相组织变化导致失效的基本知

识。

4.1.2 环境因素对锅炉设备运

行影响的认识。

4.1.3 锅炉停炉备用保护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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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管 道

及 附 件 设 备

问 题 分 析 与

处理

4.2.1 能分析、判断高温高压

管道裂纹、变形、管壁过薄、爆

裂等故障的产生原因并处理。

4.2.2 能分析，判断管桩泄漏

的原因并处理。

4.2.1 设备及管道保温效果的

测试与评价相关知识。

4.2.2 管道设计原则，选型相

关知识。

5.培训与

管理

5.1 培训

5.1.1 能指导初、中级人员操

作技能。

5.1.2 能向初、中级人员传授

检修设备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5.1.1 培训教学的基本方法。

5.2 生 产

管理

5.2.1 能对频发、重复发生的

缺陷进行统计及分析。

5.2.2 能依据锅炉设备检修项

目编制材料计划。

5.2.3 能组织相关参与检修人

员学习重大项目的检修方案、检修

文件包等相关内容。

5.2.4 能在检修过程中应用新

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

备。

5.2.5 能进行设备隐患排查并

提供整改意见，落实整改方案。

5.2.1 统计分析基本知识。

5.2.2 材料计划编制基础知

识。

5.2.3 检修管理基本知识。

5.2.4 “四新”技术知识。

5.2.5 隐患排查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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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锅炉辅机检修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准

备

1.1 识 图

与绘图

1.1.1 能绘制锅炉辅机各系统

工艺流程图。

1.1.2 能识别结构图，装配图

等。

1.1.3 能使用剖视图、剖面

图、局部放大图等复杂的零件加

工图来表达内部结构，能标注加

工精度、公差尺寸。

1.1.1 工艺流程图绘制方法。

1.1.2 机械制图视图知识。

1.1.3 装配图基础知识。

1.1.4 尺寸公差与配合标注的

相关知识。

1.2 工 艺

方案准备

1.2.1 能根据设备运行情况，

编制设备检查项目。

1.2.2 能编制锅炉辅机单体设

备检修方案、包含安全技术措施、

质量计划、进度计划等相关内容。

1.2.1 锅炉检修导则标准项

目、特殊项目相关知识。

1.2.2 锅炉辅机各设备常见故

障及处理方法

1.2.3 检修方案编写方法。

1.3 工 器

具 及 材 料 准

备

1.3.1 能依据锅炉辅机设备检

修项目准备专用的工器具。

1.3.2 能依据锅炉辅机设备检

修项目准备合金钢管材等特殊的

材料。

1.3.3 能判别专用工器具的损

坏情况。

1.3.1 常用起重器材和工具、

液压器材和工具、焊接器材和工具

使用方法、适用范围和维护知识。

1.3.2 金属材料性能和适用范

围。

1.3.3 材料入厂验收相关知

识。

1.3.4 工器具的结构，工作原

理等基础知识。

2.设备维

护

2.1 设 备

日常检查

2.1.1 能依据设备运行状况、

运行参数来分析和判断隐蔽性较

强的缺陷。

2.1.2 能完成锅炉其他工种设

备的巡检，发现设备异常。

2.1.3 能使用听棒、手持式测

振仪、测温仪等测量工具通过振

动、声响、温度情况辨别转动机

械设备内部是否存在异常。

2.1.4 能通过调整润滑油站的

再循环调节阀调整润滑油量。

2.1.1 锅炉磨煤机、风机等设

备运行参数设计基础知识。

2.1.2 泵与风机结构、特性等

相关知识。

2.1.3 锅炉原理中本体、管

阀、除灰、脱硫、脱硝主要设备的

组成、功能及作用等相关知识。

2.1.4 油系统再循环的作用。

2.1.5 锅炉系统运行常见故障

类型的知识。

2.1.6 转动机械内部异常判断

常用方法。

2.2 设 备

缺陷处理

2.2.1 能判断、处理锅炉辅机

专业不影响机组运行的设备缺陷。

2.2.2 能处理锅炉其他工种设

备的一般性缺陷。

2.2.3 能处理较复杂设备缺陷。

如：润滑油压异常动调风机调节

故障、冷却风机故障、减速机噪

音增大、磨辊不转、轴承温度高、

2.2.1 锅炉辅机设备缺陷特

点。

2.2.2 支吊架的种类及作用常

识。

2.2.3 辅机设备关键部件的结

构特点。

2.2.4 故障类型判断常识。

2.2.5 电焊、气焊和热处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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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空气含油超标故障等。

2.2.4 能进行风烟道管道支吊

架失效缺陷的处理。

2.2.5 能针对工作情况布置落

实现场安全、消防措施。

业安全管理要求。

3.设备检

修

3.1 设 备

解体检查

3.1.1 能使用专用工具对设备

解体。

3.1.2 能使用常用工具对锅炉

其他工种设备进行解体检查。

3.1.3 能对轴流风机组件按结

构顺序解体。检查、测量叶轮、

叶片、导叶、支撑、拉筋磨损情

况。能拆除动调轴流风机转动组

件、动叶执行机构等设备。能用

专用工具拆除叶轮、联轴器等。

能解体轴承箱。

3.1.4 能使用专用工具拆除中

速磨煤机磨辊，并检查记录磨辊、

磨盘、导叶、风环磨损情况，能解

体磨辊、检查轴承情况。

3.1.5 能解体钢球磨煤机的减

速机，更换轴承、更换齿轮、检测

间隙、配置垫片。

3.1.6 能解体检查 6kV 电机轴

瓦。

3.1.7 能解体空气压缩机，检

查活塞、螺杆、密封件、轴承等

部件损坏情况。

3.1.8 能对设备修前原始数据

进行采集，整理。

3.1.1 轴流风机的构造、解体

步骤及检查重点。

3.1.2 金属磨损的种类、原

因、检查方法，以及防磨的知

识。

3.1.3 磨煤机的解体步骤及检

查重点。

3.1.4 电动机转子结构的基础

知识。

3.1.5 轴瓦的结构特性及检查

内容。

3.1.6 常用空气压缩机的结构

及工作原理。

3.1.7 减速机分类、构造和工

作原理。

3.1.8 齿轮检查内容、缺陷类

型。

3.2 设 备

检修与回装

3.2.1 能使用内经千分尺、外

径千分尺测量孔径、轴颈，并计

算公差配合。

3.2.2 能检查、测量轴的弯曲

情况。

3.2.3 能通过压铅丝法，调整

轴承外圈与压盖合适的间隙。

3.2.4 能进行离心风机叶轮找

静平衡。

3.2.5 能进行联轴器中心找

正；能进行转动机械轴承箱和轴

的中心、水平、标高位置调整。

3.2.6 能检查、测量、研刮轴

瓦。

3.2.7 能更换钢球磨煤机筒体

钢瓦。

3.2.8 能更换中速磨煤机磨

3.2.1 轴弯曲测量的方法及注

意事项。

3.2.2 间隙测量的方法及注意

事项。

3.2.3 静平衡校验知识。

3.2.4 找中心要领、步骤和计

算方法。

3.2.5 轴瓦的平面刮削和曲面

刮削的概念、方法和要求

3.2.6 机加工的分类及特点。

3.2.7 焊接消除应力、消氢等

相关知识。

3.3.8 电力建设施工焊接验收

规范。

3.2.9 起重机具的使用及保养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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辊、磨盘。

3.2.9 能进行动调轴流风机的

动叶调整。

3.2.10 能 依 据 图 纸 进 行 放

样。

3.2.11 能使用常用起重机具运

输一般设备、管道等。

3.3 检 验

与竣工验收

3.3.1 收集、整理、填写锅炉

辅机检修技术记录，编写检修工

作总结。

3.3.2 能依据调试方案对单体

设备进行修后调试。

3.3.3 能使用工业内窥镜频谱

分析仪高精度仪器、仪表等进行

相关检验。

3.3.4 能组织进行设备修后质

量评估。

3.3.5 能对修后设备的关键数

据及关键点进行验收。

3.3.1 修后单体设备调试的条

件、验收及注意事项。

3.3.2 验收检查仪器仪表常

识。

3.3.3 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

术规范相关知识。

3.3.4 锅炉辅机的经济指标、

效率与损失的概念。

4.问题分

析与处理

4.1 风 烟

系 统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1.1 能分析、判断轴流风机

的风压波动的原因并处理。

4.1.2 能分析、判断轴流风机

调节不灵敏、机械或电机振动

大、轴承温度高等异常的原因并

处理。

4.1.3 能分析、判断风机润滑

油系统油压波动的原因并处理。

4.1.1 轴流风机的用力及特

性。

4.1.2 锅炉风烟系统特点、介

质特点、运行特点。

4.1.3 锅炉停炉备用关于锅炉

辅机的保护知识。

4.2 制 粉

系 统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2.1 能分析、判断暖风器堵

塞、风量低的原因并处理。

4.2.2 能分析、判断磨煤机出

力低的原因并处理。

4.2.1 暖风器的结构及作用。

4.2.2 锅炉制粉系统特点、介

质特点、运行特点。

4.2.3 各种类磨煤机的工作方

式。

4.3 压 缩

空 气 系 统 问

题 分 析 与 处

理

4.3.1 能分析、判断空气压缩

机运行温度升高、出力小的原因

并处理。

4.3.2 能分析、判断压缩空气

后处理设备出力小的原因并处

理。

4.3.1 空气压缩机的运行方

式。

4.3.2 压缩空气后处理设备的

常见故障及处理。

5.培训与

管理

5.1 培训

5.1.1 能指导初、中级人员操

作技能。

5.1.2 能向初、中级人员传授

检修设备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5.1.1 培训教学的基本方法。

5.2 生 产

管理

5.2.1 能对频发、重复发生的

缺陷进行统计及分析。

5.2.1 统计分析基本知识。

5.2.2 材料计划编制基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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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能依据锅炉设备检修项

目编制材料计划。

5.2.3 能组织相关参与检修人

员学习重大项目的检修方案、检

修文件包等相关内容。

5.2.4 能在检修过程中应用新

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5.2.5 能进行设备隐患排查并

提供整改意见，落实整改方案。

识。

5.2.3 检修管理基本知识。

5.2.4 “四新”技术知识。

5.2.5 隐患排查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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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锅炉除灰、脱硫、脱硝设备检修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准备

1.1 识 图

与绘图

1.1.1 能绘制锅炉除灰、脱

硫、脱硝系各系统工艺流程图。

1.1.2 能识别结构图，装配图

等。

1.1.3 能使用剖视图、剖面

图、局部放大图等复杂的零件加

工图来表达内部结构，能标注加

工精度、公差尺寸。

1.1.1 工艺流程图绘制方法。

1.1.2 机械制图视图知识。

1.1.3 装配图基础知识。

1.1.4 尺寸公差与配合标注的

相关知识。

1.2 工 艺

方案准备

1.2.1 能根据设备运行情况，

编制设备检查项目。

1.2.2 能编制锅炉除灰、脱

硫、脱硝单体设备检修方案、包

含防火、防爆安全技术措施、质

量计划、进度计划等相关内容。

1.2.1 锅炉检修导则标准项

目、特殊项目相关知识。

1.2.2 锅炉除灰、脱硫、脱硝

各设备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1.2.3 检修方案编写方法。

1.3 工 器

具 及 材 料 准

备

1.3.1 能依据锅炉除灰、脱

硫、脱硝设备检修项目准备专用

的工器具。

1.3.2 能依据锅炉除灰、脱

硫、脱硝设备检修项目准备防腐

材料、合金钢管材等特殊的材

料。

1.3.3 能判别专用工器具的损

坏情况。

1.3.1 常用起重器材和工具、

液压器材和工具、焊接器材和工

具使用方法、适用范围和维护知

识。

1.3.2 金属材料性能和适用范

围，常用防腐材料的适用范围。

1.3.3 材料入厂验收相关知

识。

1.3.4 工器具的结构，工作原

理等基础知识。

2.设备维

护

2.1 设 备

日常检查

2.1.1 能依据设备运行状况、

运行参数来分析和判断隐蔽性较

强的缺陷。

2.1.2 能完成锅炉其他工种设

备的巡检，发现设备异常。

2.1.3 能使用听棒、手持式测

振仪、测温仪等测量工具通过振

动、声响、温度情况辨别转动机

械设备内部是否存在异常。

2.1.4 能掌握氨系统设备布

置、流程及介质理化特性，利用

检测工具发现设备外漏、腐蚀、

变形等缺陷。

2.1.5 能依据运行参数，判断烟

气换热器、脱硝催化剂堵塞等缺陷。

2.1.1 锅炉除灰、脱硫、脱硝

系统设备运行参数设计基础知识。

2.1.2 泵与风机结构、特性等

相关知识。

2.1.3 锅炉原理中本体、管

阀、辅机主要设备的组成、功能

及作用等相关知识。

2.1.3 除灰、脱硫、脱硝设备

的 技术规范和结构特点。

2.1.4 转动机械内部异常判断

常用方法。

2.1.5 氨气理化特性

2.1.6 烟气换热器、脱硝催化

剂的种类、工作原理、技术规范

和结构特点。

2.2 设 备

缺陷处理

2.2.1 能判断、处理锅炉除

灰、脱硫、脱硝专业不影响机组

运行的设备缺陷。如：润滑油压

低、油压波动、喷氨流量低、氨

2.2.1 辅机润滑油设备、循环

浆液泵、搅拌器、动调风机调

节、喷氨设备、除尘器、输灰

器、捞渣机链条、碎渣机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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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逸率高、除尘器故障、输灰器

故障、输灰不畅、捞渣机链条

断、碎渣机故障等。

2.2.2 能处理锅炉其他工种设

备的一般性缺陷。

2.2.3 能进行管道、风烟道支

吊架失效缺陷的处理。

2.2.4 能针对工作情况布置落

实现场安全、消防措施。

部件结构及技术规范。

2.2.2 支吊架的种类及作用常

识。

2.2.3 故障类型判断常识。

2.2.4 电焊、气焊和热处理作

业安全管理要求。

3.设备检

修

3.1 设 备

解体检查

3.1.1 能使用专用工具对设备

解体。

3.1.2 能对设备修前原始数据

进行采集，整理。

3.1.3 能用常用工具对锅炉其

他工种设备进行解体检查。

3.1.4 能解体离心式风机、水

泵，并对叶轮找静平衡。

3.1.5 能检查、测量、记录排

渣设备链条、刮板、主辅链轮磨

损情况。

3.1.6 能更换液力驱动捞渣机

的液压马达、张紧装置及排渣设

备链条。

3.1.7 能解体检修灰库压力释

放阀。

3.1.8 能对卸灰器解体检修。

3.1.1 离心式风机、水泵结构

特点。

3.1.2 静平衡校验知识。

3.1.3 排渣设备链条、刮板、

主辅链轮结构特点。

3.1.4 液力驱动捞渣机的液压

马达、液压张紧装置结构结构及

拆装方法。

3.1.5 灰库压力释放阀、卸灰

器等设备结构特点。

3.1.6 金属磨损的种类、原

因、检查方法，以及防磨的知

识。

3.2 设 备

检修与回装

3.2.1 能安装轴承、齿轮、油

封，并能检查这些部件的安装到

位情况。

3.2.2 能测量轴的弯曲情况。

3.2.3 能通过压铅丝法，调整

轴承外圈与压盖合适的间隙。

3.2.4 能进行联轴器中心找

正；能进行转机轴承箱和轴的中

心、水平、标高位置调整。

3.2.5 能检查、测量、研刮轴

瓦。

3.2.6 能更换、修理排渣除灰

系统中的卸料阀、平衡阀。

3.2.7 能依据图纸进行放样。

3.2.8 能使用常用起重机具运

输一般设备、管道等。

3.2.1 油封安装方法及注意事

项。

3.2.2 轴弯曲测量的方法及注

意事项。

3.2.3 间隙测量的方法及注意

事项。

3.2.4 静平衡校验知识。

3.2.5 找中心要领、步骤和计

算方法。

3.2.6 轴瓦的平面刮削和曲面

刮削的概念、方法和要求

3.2.7 机加工的分类及特点。

3.2.8 焊接消除应力、消氢等

相关知识。

3.3.9 电力建设施工焊接验收

规范。

3.2.10 起重机具的使用及保养

知识。

3.3 检 验

与竣工验收

3.3.1 收集、整理、填写锅炉

除灰、脱硫、脱硝设备检修技术

记录，编写检修工作总结。

3.3.1 修后单体设备调试的条

件、验收及注意事项。

3.3.2 验收检查仪器仪表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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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能依据调试方案对单体

设备进行修后调试。

3.3.3 能使用防腐层电火花检

测仪、干膜测厚仪及高精度仪

器、仪表等进行相关检验。

3.3.4 能组织进行设备修后质

量评估。

3.3.5 能对修后设备的关键数

据及关键点进行验收。

识。

3.3.3 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

术规范相关知识。

3.3.4 锅炉除灰、脱硫、脱硝

系统的经济指标、效率与损失的

概念。

4.问题分

析与处理

4.1 除 灰

设 备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1.1 能分析、判断捞渣机液

压异常等问题的原因并处理。

4.1.2 能分析、判断电除尘器

断线、腐蚀等问题的原因并处

理。

4.1.3 能分析、判断除尘器振

打装置故障的原因及处理

4.1.1 电除尘类设备及材料特

性。

4.1.2 锅炉辅机停用的保护知

识。

4.1.3 除尘器振打装置的结构

及工作原理。

4.2 脱 硫

设 备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2.1 能分析、判断脱硫设备

腐蚀、结垢等问题的产生原因并

处理。

4.2.2 能通过脱硫系统的风压

分析、判断除雾器、烟气换热器

等设备堵塞的原因并处理。

4.2.3 能分析、判断脱真空皮

带机皮带跑偏、打滑等故障产生

的原因处理。

4.2.1 烟气脱硝系统检修内

容、工艺及要求。

4.2.2 脱硫浆液成分及介质特

性。

4.3.3 脱硫除雾器、烟气换热

器工作原理。

4.3.4 真空皮带机的结构及工

作原理。

4.3 脱 硝

设 备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3.1 能依据烟气量、出入口

NOx 值、喷氨量量等分析判断设备

异常并处理。

4.3.2 能根据空气预热器堵塞

情况，分析、判断脱硝喷氨装置

故障及处理。

4.3.1 烟气脱硝系统检修内

容、工艺及要求。

4.3.2 脱硝系统运行原理。

4.3.3 环境因素对锅炉设备运

行影响。

4.3.4 硫酸氢铵形成机理。

5.培训与

管理

5.1 培训

5.1.1 能指导初、中级人员操

作技能。

5.1.2 能向初、中级人员传授

检修设备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5.1.1 培训教学的基本方法。

5.2 生 产

管理

5.2.1 能对频发、重复发生的

缺陷进行统计及分析。

5.2.2 能依据锅炉设备检修项

目编制材料计划。

5.2.3 能组织相关参与检修人

员学习重大项目的检修方案、检修

文件包等相关内容。

5.2.4 能在检修过程中应用新

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

备。

5.2.5 能进行设备隐患排查并

5.2.1 统计分析基本知识。

5.2.2 材料计划编制基础知

识。

5.2.3 检修管理基本知识。

5.2.4 “四新”技术知识。

5.2.5 隐患排查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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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整改意见，落实整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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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级/技师

3.4.1 锅炉本体检修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准

备

1.1 识 图

与绘图

1.1.1 能绘制锅炉本体系统

图。

1.1.2 能绘制装配图，标注形

位公差等加工要求。

1.1.3 能绘制实物表面展开

图。

1.1.1 系统图的绘制方法。

1.1.2 剖面图与剖视图。

1.1.3 零件结构的工艺性及装

配结构的相关知识。

1.1.4 形位公差相关知识。

1.1.5 组合体视图的作图方

法。

1.1.6 表面展开图的作图方

法。

1.2 工 艺

方案准备

1.2.1 能编制起重、受限空间

作业、高处作业等特殊作业方

案。

1.2.2 能编制锅炉本体单体设

备启动、调试、试验方案。

1.2.3 能依据技术监督要求编

制检查方案。

1.2.4 能编写本工种检修工艺

规程。

1.2.5 能编制本体检修相关安

全应急预案。

1.2.1 起重吊装的基础知识。

1.2.2 火力发电厂机组运行规

程。

1.2.3 火力发电建设工程机组

调试技术规范相关知识。

1.2.4 火力发电厂锅炉机组检

修规程中锅炉本体检修相关知

识。

1.2.5 电力企业应急预案管理

相关知识。

1.2.6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预案编制方法、内容。

1.3 工 器

具 及 材 料 准

备

1.3.1 能辨识风量、流量、电

流等移动式检测仪器仪表。

1.3.2 能依据现场生产需要设

计制作专用工具。

1.3.1 热控、电气仪器仪表基

础知识。

1.3.2 工具结构，材料，材

质，金属材料正火、淬火等常规

热处理等理论知识。

2.设备维

护

2.1 设 备

日常检查

2.1.1 能检查、发现并消除设

备装置性违章。

2.1.2 能依据锅炉系统设备的

运行状态判断设备的劣化倾向，

制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2.1.3 能依据设备运行状态确

定设备检修、检验周期。

2.1.4 能依据检修数据、运行

参数判断是否进行改进性检修。

2.1.5 能进行锅炉本体各重要

部件膨胀点的检查。

2.1.1 装置性违章的概念。

2.1.2 金属在长期运行中组织

性质的变化以及损坏的机理。

2.1.3 金属高温机械性能的知

识。

2.1.4 常用电气热工仪表、热

工自动装置、热工保护的名称及

作用。

2.1.5 流体力学、工程热力

学、传热学基础知识。

2.1.6 压力管道产生水锤的原

因、危害及预防方法。

http://www.so.com/link?m=aup66dinYhrTM2Kget1CBXa24kglRt3nNms0eEDfpEkGRJz4EMKRSPh8PlLTCn35bY/LsSWZ37LFHRbq9fZsunvZLiOvuLXzheYalS6E/Nr5dAaOZIy5p3FDDXT5hPK36Jx1GweVs3ayqtUTGVsNviMMs4XRu3jL0juIecUzFu2NCislmncA2aA==
http://www.so.com/link?m=aup66dinYhrTM2Kget1CBXa24kglRt3nNms0eEDfpEkGRJz4EMKRSPh8PlLTCn35bY/LsSWZ37LFHRbq9fZsunvZLiOvuLXzheYalS6E/Nr5dAaOZIy5p3FDDXT5hPK36Jx1GweVs3ayqtUTGVsNviMMs4XRu3jL0juIecUzFu2NCislmncA2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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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设 备

缺陷处理

2.2.1 能依据锅炉设备运行异

常数据，进行锅炉本体设备重大

缺陷处理。

2.2.2 能依据金相分析报告及

金属检测报告，进行受热面管寿

命管理。

2.2.3 能对可能导致机组停运

或减负荷的缺陷提出可行的处理

方案并实施。

2.2.1 重大缺陷的处理预案及

关键点。

2.2.2 设备寿命管理基础知

识。

2.2.3 锅炉设备的有关热控保

护定值。

2.2.4 金相分析相关知识知

识。

3.设备检

修

3.1 设 备

解体检查

3.1.1 能对修前数据进行分

析，判断设备问题，提出修理意

见。

3.1.2 能对解体过程发现重大

问题进行分析原因。

3.1.3 能在解体检查中发现关

键核心部件的重大隐患。

3.1.4 能完成汽包、联箱、减

温器、分离器等重要设备的内、

外部全面检查。

3.1.5 能完成锅炉本体支撑

梁、承重梁、刚性梁等重要支撑

部件的检查。

3.1.6 依据锅炉、压力容器、

压力管道、化学等技术监督有关

规定，能对本体设备进行检查。

3.1.1 锅炉受压元件的受力计

算。

3.1.2 汽包、联箱等设备内、

外部检查内容及方法。

3.1.3 材料强度计算方法。

3.1.4 锅炉本体设备的设计配

置、制造工艺等相关知识。

3.2 设 备

检修与回装

3.2.1 能完成省煤器、过热器

等联箱的更换。

3.2.2 能完成受热面管排、联

箱管座等困难位置发生泄漏后的

抢修。

3.2.3 能完成锅炉大面积腐

蚀、大直径管座角焊缝缺陷等锅

炉受压部件的重大缺陷的处理。

3.2.4 能选择锅炉不同受热面

所使用的金属材料识别焊接热处

理工艺。

3.2.5 能完成回转式空气预热

器转子轴承更换

3.2.6 能完成单个设备的技改

工作。

3.2.1 省煤器、过热器等联箱

更换步骤及注意事项。

3.2.2 锅炉受热面管的结构及

布置方式。

3.2.3 火力发电厂金属材料选

用要求。

3.2.4 回转式空气预热器转子

轴承更换步骤及注意事项。

3.2.5 起重机械使用方法及注

意事项。

3.2.6 技改项目管理基础知

识。

3.3 检 验

与竣工验收

3.3.1 能对文件包各质检点进

行查验，评估设备检修质量。

3.3.2 能处理锅炉设备检修后

调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3.3.3 能进行锅炉化学清洗一

般配套工作的检查验收。

3.3.1 文件包使用管理要求。

3.3.2 焊接热处理相关规程。

3.3.3 金属无损检测相关规程

3.3.4 化学清洗的流程、系统

连接方式、安全事项。

3.3.5 等级检修的验收项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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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能对新安装或经改造的

复杂的支吊架调整、校验。

3.3.5 能验收、评价单个设备

改造后的质量、效果。

3.3.6 能够使用工业内窥镜、

声学检漏仪等高精度检测仪器、

仪表查找缺陷。

验收标准。

3.3.6 修后设备调试方案的编

制要领。

3.3.7 设备检修、改造评价标

准。

4.问题分

析与处理

4.1 锅 炉

燃 烧 系 统 问

题 分 析 与 处

理

4.1.1 能分析、判断燃烧设备

燃烧状态不佳等问题产生的原

因，并提供处理建议。

4.1.2 能分析、判断锅炉燃烧

系统火焰中心偏移、燃烧结焦等

问题的产生原因，并处理。

4.1.1 流体力学阻力计算。

4.1.2 空气动力学基础中的旋

涡定理及叶栅升力定律。

4.1.3 燃烧器种类、特性及其

对炉膛结构的适应性知识。

4.1.4 锅炉燃料种类及煤的工

业分析基础。

4.2 空 气

预 热 器 系 统

问 题 分 析 与

处理

4.2.1 能分析、判断回转式空

气预热器漏风率偏大等问题的产

生原因，并处理。

4.2.2 能分析、判断回转式空

气预热器传热元件堵塞、腐蚀等

问题的产生原因，并处理。

4.2.1 回转式空气预热器漏风

原因及降低漏风率的方法。

4.2.2 空气预热器吹灰方式。

4.2.3 空气预热器冲洗方式及

注意事项。

4.3 锅 炉

受 热 面 系 统

问 题 分 析 与

处理

4.3.1 能分析、判断管道、风

烟道振动较大问题产生的原因，

并提出解决方法。

4.3.2 能分析、判断受热面管

座环裂泄漏等问题产生的原因，

并处理。

4.3.3 能依据锅炉受热面管的

爆口形式，鉴别长期过热爆管和

短期过热爆管，并进行原因分析

与处理。

4.3.1 水锤现象产生的机理及

危害。

4.3.2 风量波动的主要原因。

4.3.3 受热面腐蚀、磨损机理

及防腐、防磨措施。

4.3.4 金属的高温特性。

5.培训与

管理

5.1 培训

5.1.1 能指导、培训和考核

初、中、高级工技能。

5.1.2 能师带徒，培养高技能

人才。

5.1.1 质量及全面质量管理办

法。

5.1.2 培训讲义的编写方法。

5.2 生 产

管理

5.2.1 能组织编写锅炉本体重

要检修项目的施工计划与施工技

术总结报告。

5.2.2 能组织对检修项目、修

后质量进行验评。

5.2.3 依据检修中发现的不符

合项，修改检修工艺规程相关内

5.2.1 《火力发电厂锅炉机组

检修导则 第 1 部分：总则》相关

知识。

5.2.2 火力发电企业设备点检

定修管理相关知识。

5.2.3 《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

二十五项重点要求》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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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5.2.4 能应用计算机管理软件

记录、统计设备发生的重大问题

并进行归类。

5.2.5 能应用计算机网络查询

有关信息。

5.2.6 能依据技术监督要求建

立，建全锅炉技术档案与台账。

5.2.7 能组织开展全面质量管

理和规范化标准化活动。

5.2.8 能依据新技术、新材

料、新工艺、新设备的信息和发

展方向，对设备改造提出意见。

5.2.4 计算机绘图基本知识。

5.2.5 计算机信息网络知识。

5.2.6 技术监督管理基础知识

5.2.7 质量控制及质量控制点

管理。

5.2.8 设备技术改造管理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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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锅炉管阀检修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准

备

1.1 识 图

与绘图

1.1.1 能绘制锅炉管阀系统

图。

1.1.2 能绘制装配图，标注形

位公差等加工要求。

1.1.3 能绘制实物表面展开

图。

1.1.1 系统图的绘制方法。

1.1.2 剖面图与剖视图。

1.1.3 零件结构的工艺性及装

配结构的相关知识。

1.1.4 形位公差相关知识。

1.1.5 组合体视图的作图方法。

1.1.6 表面展开图的作图方

法。

1.2 工 艺

方案准备

1.2.1 能编制起重、受限空间

作业、高处作业等特殊作业方

案。

1.2.2 能编制锅炉管阀单体设

备启动、调试、试验方案。

1.2.3 能依据技术监督要求编

制检查方案。

1.2.4 能编写本工种检修工艺

规程。

1.2.5 能编制管阀检修相关安

全应急预案。

1.2.1 起重吊装的基础知识。

1.2.2 火力发电厂机组运行规

程。

1.2.3 火力发电建设工程机组

调试技术规范相关知识。

1.2.4 火力发电厂锅炉机组检

修规程中锅炉管阀检修相关知

识。

1.2.5 电力企业应急预案管理

相关知识。

1.2.6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预案编制方法、内容。

1.3 工 器

具 及 材 料 准

备

1.3.1 能辨识风量、流量、电

流等移动式检测仪器仪表。

1.3.2 能依据现场生产需要设

计制作专用工具。

1.3.1 热控、电气仪器仪表基

础知识。

1.3.2 工具结构，材料，材

质，金属材料正火、淬火等常规

热处理等理论知识。

2.设备维

护

2.1 设 备

日常检查

2.1.1 能检查、发现并消除设

备装置性违章。

2.1.2 能依据锅炉系统设备的

运行状态判断设备的劣化倾向，

制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2.1.3 能依据设备运行状态确

定设备检修、检验周期。

2.1.4 能依据检修数据、运行

参数判断是否进行改进性检修。

2.1.1 装置性违章的概念。

2.1.2 金属在长期运行中组织

性质的变化以及损坏的机理。

2.1.3 金属高温机械性能的知

识。

2.1.4 常用电气热工仪表、热

工自动装置、热工保护的名称及

作用。

2.1.5 流体力学、工程热力

学、传热学基础知识。

2.1.6 压力管道产生水锤的原

因、危害及预防方法。

2.1.7 喷管、扩压管的结构原

理及作用。

2.1.8 锅炉启动旁路系统的组

成和型式。

2.1.9 回热加热、取样、供热

等系统的组成和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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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设 备

缺陷处理

2.2.1 能依据锅炉设备运行异

常数据，进行管阀相关设备重大

缺陷处理。

2.2.2 能依据金相分析报告及

金属检测报告，进行管阀设备使

用寿命管理。

2.2.3 能对可能导致机组停运

或减负荷的缺陷提出可行的处理

方案并实施。

2.2.1 重大缺陷的处理预案及

关键点。

2.2.2 设备寿命管理基础知

识。

2.2.3 锅炉设备的有关热控保

护定值。

2.2.4 金相分析相关知识知

识。

3.设备检

修

3.1 设 备

解体检查

3.1.1 能对修前数据进行分

析，判断设备问题，提出修理意

见。

3.1.2 对解体过程发现重大问

题进行分析原因。

3.1.3 能在解体检查中发现关

键核心部件的重大隐患。

3.1.4 能解体特种阀门。

3.1.5 依据锅炉、压力容器监

督有关规定，能对承压系统进行

检查。

3.1.6 能对蒸汽管道的蠕变变

形进行检查。

3.1.1 受压元件的受力计算。

3.1.2 管阀设备的设计配置、

制造工艺等知识。

3.1.3 材料强度计算方法。

3.1.4 锅炉管阀设备的设计配

置、制造工艺等相关知识。

3.2 设 备

检修与回装

3.2.1 能选择锅炉管阀设备所

使用的金属材料，并识别焊接热

处理工艺。

3.2.2 能组织管道系统的安

装。

3.2.3 能依据技术监督规程要

求，完善本专业监督内容和整改

措施。

3.2.4 能完成单个设备的技改

工作。

3.2.1 焊接热处理工艺要求。

3.2.2 火力发电厂金属材料选

用要求。

3.2.3 管道布置要求及注意事

项。

3.2.4 起重机械使用使用方法

及注意事项。

3.2.5 压力容器、压力管道、

安全附件的监察检验相关知识。

3.2.6 化学监督内容及方法、

注意事项。

3.2.7 技改项目管理基础知

识。

3.3 检 验

与竣工验收

3.3.1 能依据系统调试方案对

管阀设备进行调试。

3.3.2 能对文件包各质检点进

行查验，评估设备检修质量。

3.3.3 能处理锅炉设备检修后

调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3.3.4 能进行锅炉化学清洗一

般配套工作的检查验收。

3.3.5 能对新安装或经改造的

复杂的支吊架调整、校验。

3.3.6 能验收、评价单个设备

3.3.1 文件包使用管理要求。

3.3.2 焊接热处理相关规程。

3.3.3 金属无损检测相关规程

3.3.4 化学清洗的流程、系统

连接方式、安全事项。

3.3.5 等级检修的验收项目和

验收标准。

3.3.6 修后设备调试方案的编

制要领。

3.3.7 设备检修、改造评价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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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质量、效果。

3.3.7 能进行管道与阀门系统

大修质量的验收工作。

4.问题分

析与处理

4.1 阀 门

设 备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1.1 能分析、判断汽水系统

阀门流量异常等问题原因并处理。

4.1.2 能分析、判断调门调整

波动的原因并处理。

4.1.1 阀门流量特性曲线。

4.1.1 执行机构的工作原理，

调整方式。

4.2 管 道

及 附 件 设 备

问 题 分 析 与

处理

4.2.1 能分析、判断与处理火

力发电厂汽水管阀系统膨胀受

阻、管道变形等问题的原因并处

理。

4.2.2 分析、判断与处理火力

发电厂粉、油等易燃易爆介质系

统重大故障。

4.1.1 管道阀门的膨胀、受

阻、应力、冷裂纹、失效知识。

4.1.2 支吊架的管部、根部、

功能件及连接件作用、受力方

向、热位移、偏装等知识。

4.1.3 过量变形、疲劳、腐

蚀、蠕变、脆性断裂等失效的机

理及预防知识。

4.1.4 正火、淬火、退火、回

火、渗碳、渗氮及固溶等热处理

工艺知识。

4.1.5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要

求。

5.培训与

管理

5.1 培训

5.1.1 能指导、培训和考核

初、中、高级工技能。

5.1.2 能师带徒，培养高技能

人才。

5.1.1 质量及全面质量管理办

法。

5.1.2 培训讲义的编写方法。

5.2 生 产

管理

5.2.1 能组织编写锅炉管阀重

要检修项目的施工计划与施工技

术总结报告。

5.2.2 能组织对检修项目、修

后质量进行验评。

5.2.3 依据检修中发现的不符合

项，修改检修工艺规程相关内容。

5.2.4 能应用计算机管理软件

记录、统计设备发生的重大问题

并进行归类。

5.2.5 能应用计算机网络查询

有关信息。

5.2.6 能依据技术监督要求建

立，建全锅炉技术档案与台账。

5.2.7 能组织开展全面质量管

理和规范化标准化活动。

5.2.8 能依据新技术、新材

料、新工艺、新设备的信息和发

展方向，对设备改造提出意见。

5.2.1 《火力发电厂锅炉机组

检修导则 第 1 部分：总则》相

关知识。

5.2.2 火力发电企业设备点检

定修管理相关知识。

5.2.3 《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

二十五项重点要求》相关知识。

5.2.4 计算机绘图基本知识。

5.2.5 计算机信息网络知识。

5.2.6 技术监督管理基础知识

5.2.7 质量控制及质量控制点

管理。

5.2.8 设备技术改造管理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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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锅炉辅机检修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准

备

1.1 识 图

与绘图

1.1.1 能绘制锅炉辅机系统

图。

1.1.2 能绘制装配图，标注形

位公差等加工要求。

1.1.3 能绘制实物表面展开

图。

1.1.1 系统图的绘制方法。

1.1.2 剖面图与剖视图。

1.1.3 零件结构的工艺性及装

配结构的相关知识。

1.1.4 形位公差相关知识。

1.1.5 组合体视图的作图方

法。

1.1.6 表面展开图的作图方

法。

1.2 工 艺

方案准备

1.2.1 能编制起重、受限空间

作业、高处作业等特殊作业方

案。

1.2.2 能编制锅炉辅机单体设

备启动、调试、试验方案。

1.2.3 能依据技术监督要求编

制检查方案。

1.2.4 能编写本工种检修工艺

规程。

1.2.5 能编制辅机检修相关安

全应急预案。

1.2.1 起重吊装的基础知识。

1.2.2 火力发电厂机组运行规

程。

1.2.3 火力发电建设工程机组

调试技术规范相关知识。

1.2.4 火力发电厂锅炉机组检

修规程中锅炉辅机检修相关知识。

1.2.5 电力企业应急预案管理

相关知识。

1.2.6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预案编制方法、内容。

1.3 工 器

具 及 材 料 准

备

1.3.1 能辨识风量、流量、电

流等移动式检测仪器仪表。

1.3.2 能依据现场生产需要设

计制作专用工具。

1.3.1 热控、电气仪器仪表基

础知识。

1.3.2 工具结构，材料，材

质，金属材料正火、淬火等常规

热处理等理论知识。

2.设备维

护

2.1 设 备

日常检查

2.1.1 能检查、发现并消除设

备装置性违章。

2.1.2 能依据锅炉系统设备的

运行状态判断设备的劣化倾向，

制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2.1.3 能依据设备运行状态确

定设备检修、检验周期。

2.1.4 能依据检修数据、运行

参数判断是否进行改进性检修。

2.1.5 能判断风机叶片磨损的

劣化倾向。

2.1.6 能依据磨煤机运行电流

判断磨煤机故障。

2.1.1 装置性违章的概念。

2.1.2 常用电气热工仪表、热

工自动装置、热工保护的名称及

作用。

2.1.3 流体力学、工程热力

学、传热学基础知识。

2.1.4 锅炉辅机系统的工作介

质特性。

2.1.5 煤质及可磨性的概念。

2.1.6 露点温度概念。

2.1.7 各种磨煤机的运行特

性。

2.2 设 备

缺陷处理

2.2.1 能依据锅炉设备运行异

常数据，分析判断锅炉辅机相关

设备重大缺陷及处理。

2.2.2 能处理严重设备缺陷。

2.2.1 重大缺陷的处理预案及

关键点。

2.2.2 设备寿命管理基础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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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断油或油量小、轴承温度超

标、振动超标、空气压缩机频繁

跳机、不加载、干燥器除湿效果

差、水泵振动。

2.2.3 能对可能导致机组停运

或减负荷的缺陷提出可行的处理

方案并实施。

2.2.3 锅炉设备的有关热控保

护定值。

3.设备检

修

3.1 设 备

解体检查

3.1.1 能对修前数据进行分

析，判断设备问题，提出修理意

见。

3.1.2 能对解体过程发现重大

问题进行分析原因。

3.1.3 能在解体检查中发现关

键核心部件的重大隐患。

3.1.4 能对检修项目进行梳

理，合理安排施工顺序。

3.1.5 能解体动叶可调轴流风

机的轮毂。

3.1.6 能使用专用工具将中速

磨煤机减速机移出。

3.1.7 能使用专用工具顶起钢

球磨煤机大罐，能翻出轴瓦，并

进行检查、修理、研刮。

3.1.8 依据压力容器监督有关

规定，能对承压系统进行检查。

3.1.1 锅炉辅机设备的构造和

性能。

3.1.2 辅机设备的设计配置、

制造工艺等知识。

3.1.3 动叶可调轴流风机的轮

毂结构、工作原理、解体步骤及

检查重点。

3.1.4 中速磨煤机的拆除步

骤。

3.1.5 钢球磨煤机轴瓦的解体

步骤。

3.1.6 锅炉辅机检修质量工艺

要点、质量标准。

3.1.7 技术监督常识。

3.1.8 零件加工的工艺及装配

配合的相关知识。

3.2 设 备

检修与回装

3.2.1 能组装动叶可调轴流风

机的轮毂。

3.2.2 能用游标卡尺测量大直

径部件。

3.2.3 能修研中分式轴承座的

轴承支撑面。

3.2.4 能修研轴瓦支撑球面。

3.2.5 能对风机做现场动平

衡。

3.2.6 能完成单个设备的技改

工作。

3.2.1 动叶可调轴流风机的轮

毂组装的要点及检测内容。

3.2.2 钢在淬硬、调质处理中

金相组织和性能的变化知识。

3.2.3 金属材料选用的常识。

3.2.4 动平衡原理及校验方

法。

3.2.5 电站锅炉风机选型和使

用方法

3.2.6 技改项目管理基础知

识。

3.3 检 验

与竣工验收

3.3.1 能依据系统调试方案对

辅机系统进行调试。

3.3.2 能对文件包各质检点进

行查验，评估设备检修质量。

3.3.3 能处理锅炉设备检修后

调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3.3.4 能选择锅炉辅机设备所使

用的金属材料，并识别焊接热处

理工艺

3.3.5 能验收、评价单个设备

3.3.1 文件包使用管理要求。

3.3.2 设备试转的方法和要

求。

3.3.3 焊接热处理相关规程。

3.3.4 等级检修的验收项目和

验收标准。

3.3.5 修后设备调试方案的编制

要领。

3.3.6 设备检修、改造评价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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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质量、效果。

4.问题分

析与处理

4.1 风 烟

系 统 设 备 问

题 分 析 与 处

理

4.1.1 能通过锅炉风烟系统运

行参数变化状态分析、判断系统

故障点。

4.1.2 能分析、判断风机失速

的原因。

4.1.1 流体力学阻力计算。

4.1.2 空气动力学基础中的旋

涡定理、叶栅升力定律。

4.1.3 风机特性曲线知识。

4.1.4 风机失速、喘振的概念。

4.1.5 泵与风机全压概念。

4.2 制 粉

系 统 设 备 问

题 分 析 与 处

理

4.2.1 能通过对石子煤量，分

析、判断磨煤机内部问题，并处理。

4.2.2 能分析煤种对磨煤机出

力的影响。

4.2.1 磨煤机设计原理及运行

特性。

4.2.2 煤种特性常识。

4.3 压 缩

空 气 系 统 设

备 问 题 分 析

与处理

4.3.1 能分析、判断空气压缩

机不加载的原因并处理。

4.3.2 能分析、判断压缩空气

系统压力波动的原因。

4.3.1 空气压缩机运行及控制

方式。

4.3.2 压缩空气系统的设计与

运行。

4.3.3 环境因素对压缩空气系

统运行影响的认识。

5.培训与

管理

5.1 培训

5.1.1 能指导、培训和考核

初、中、高级工技能。

5.1.2 能师带徒，培养高技能

人才。

5.1.1 质量及全面质量管理办

法。

5.1.2 培训讲义的编写方法。

5.2 生 产

管理

5.2.1 能组织编写锅炉辅机重

要检修项目的施工计划与施工技

术总结报告。

5.2.2 能组织对检修项目、修

后质量进行验评。

5.2.3 依据检修中发现的不符合

项，修改检修工艺规程相关内容。

5.2.4 能应用计算机管理软件

记录、统计设备发生的重大问题

并进行归类。

5.2.5 能应用计算机网络查询

有关信息。

5.2.6 能依据技术监督要求建

立，建全锅炉技术档案与台账。

5.2.7 能组织开展全面质量管

理和规范化标准化活动。

5.2.8 能依据新技术、新材

料、新工艺、新设备的信息和发

展方向，对设备改造提出意见。

5.2.1 《火力发电厂锅炉机组

检修导则 第 1 部分：总则》相

关知识。

5.2.2 火力发电企业设备点检

定修管理相关知识。

5.2.3 《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

二十五项重点要求》相关知识

5.2.4 计算机绘图基本知识。

5.2.5 计算机信息网络知识。

5.2.6 技术监督管理基础知识

5.2.7 质量控制及质量控制点

管理。

5.2.8 设备技术改造管理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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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锅炉除灰、脱硫、脱硝设备检修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准

备

1.1 识 图

与绘图

1.1.1 能绘制锅炉除灰、脱

硫、脱硝系统图。

1.1.2 能绘制装配图，标注形

位公差等加工要求。

1.1.3 能绘制实物表面展开

图。

1.1.1 系统图的绘制方法。

1.1.2 剖面图与剖视图。

1.1.3 零件结构的工艺性及装

配结构的相关知识。

1.1.4 形位公差相关知识。

1.1.5 组合体视图的作图方

法。

1.1.6 表面展开图的作图方

法。

1.2 工 艺

方案准备

1.2.1 能编制起重、受限空间

作业、高处作业等特殊作业方案。

1.2.2 能编制锅炉除灰、脱

硫、脱硝单体设备启动、调试、

试验方案。

1.2.3 能依据技术监督要求编

制检查方案。

1.2.4 能编写本工种检修工艺

规程。

1.2.5 能编制除灰、脱硫、脱

硝检修相关安全应急预案。

1.2.1 起重吊装的基础知识。

1.2.2 火力发电厂机组运行规

程。

1.2.3 火力发电建设工程机组

调试技术规范相关知识。

1.2.4 火力发电厂锅炉机组检

修规程中锅炉辅机检修相关知识。

1.2.5 电力企业应急预案管理

相关知识。

1.2.6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预案编制方法、内容。

1.3 工 器

具 及 材 料 准

备

1.3.1 能辨识风量、流量、电

流等移动式检测仪器仪表。

1.3.2 能依据现场生产需要设

计制作专用工具。

1.3.1 热控、电气仪器仪表基

础知识。

1.3.2 工具结构，材料，材

质，金属材料正火、淬火等常规

热处理等理论知识。

2.设备维

护

2.1 设 备

日常检查

2.1.1 能检查、发现并消除设

备装置性违章。

2.1.2 能依据锅炉系统设备的

运行状态判断设备的劣化倾向，

制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2.1.3 能依据设备运行状态确

定设备检修、检验周期。

2.1.4 能依据检修数据、运行

参数判断是否进行改进性检修。

2.1.5 能依据检测数据、运行

参数判断除尘器、脱硝催化剂等

性能劣化倾向。

2.1.1 装置性违章的概念。

2.1.2 常用电气热工仪表、热

工自动装置、热工保护的名称及

作用。

2.1.3 流体力学、工程热力

学、传热学基础知识。

2.1.4 除尘器性能分析相关知

识

2.1.5 脱硝催化剂性能性能分

析相关知识

2.2 设 备

缺陷处理

2.2.1 能依据锅炉设备运行异

常数据，进行锅炉除灰、脱硫、

脱硝相关设备重大缺陷处理。

2.2.2 能处理严重设备缺陷。

如断油或油量小、轴承温度超

标、振动超标等、除渣设备停

转、气力除灰系统堵等。

2.2.1 重大缺陷的处理预案及

关键点。

2.2.2 脱硫系统、脱硝系统、

各转动设备润滑油系统、除渣系

统、除灰系统运行方式及特点。

2.2.3 脱硫防腐分类、工艺、

特性等相关知识。

http://www.so.com/link?m=aup66dinYhrTM2Kget1CBXa24kglRt3nNms0eEDfpEkGRJz4EMKRSPh8PlLTCn35bY/LsSWZ37LFHRbq9fZsunvZLiOvuLXzheYalS6E/Nr5dAaOZIy5p3FDDXT5hPK36Jx1GweVs3ayqtUTGVsNviMMs4XRu3jL0juIecUzFu2NCislmncA2aA==
http://www.so.com/link?m=aup66dinYhrTM2Kget1CBXa24kglRt3nNms0eEDfpEkGRJz4EMKRSPh8PlLTCn35bY/LsSWZ37LFHRbq9fZsunvZLiOvuLXzheYalS6E/Nr5dAaOZIy5p3FDDXT5hPK36Jx1GweVs3ayqtUTGVsNviMMs4XRu3jL0juIecUzFu2NCislmncA2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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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能依据防腐层内部检查

情况及损坏面积等进行脱硫设备

使用寿命管理。

2.2.4 能对可能导致机组停运

或减负荷的缺陷提出可行的处理

方案并实施。

2.2.4 设备寿命管理基础知

识。

2.2.5 锅炉设备的有关热控保

护定值。

3.设备检

修

3.1 设 备

解体检查

3.1.1 能对修前数据进行分

析，判断设备问题，提出修理意

见。

3.1.2 对解体过程发现重大问

题进行分析原因。

3.1.3 能在解体检查中发现关

键核心部件的重大隐患。

3.1.4 能进行管束烟气换热器

的全面检查及整体更换。

3.1.5 能对回转式烟气换热器

转子进行解体检修。

3.1.6 依据压力容器监督有关

规定，能对承压系统进行检查。

3.1.1 脱硝催化剂安装及结

构、寿命管理相关知识。

3.1.2 锅炉除灰、脱硫、脱硝

设备的构造和性能。

3.1.3 除灰、脱硫、脱硝设备

的设计配置、制造工艺等知识。

3.1.4 烟气换热器分类及安装

要求。

3.1.5 回转式烟气换热器的解

体步骤及检查重点。

3.1.6 锅炉辅机检修质量工艺

要点、质量标准。

3.1.7 技术监督常识。

3.1.8 零件加工的工艺及装配

配合的相关知识。

3.2 设 备

检修与回装

3.2.1 能用游标卡尺测量并计算

大于卡尺测量范围的大直径部件。

3.2.2 能修研中分式轴承座的

轴承支撑面。

3.2.3 能对风机做现场动平衡。

3.2.4 能完成单个设备的技改

工作。

3.2.5 能组织脱硝催化剂更换

工作。

3.2.6 能组织脱硫吸收塔喷淋

管母管、除雾器的更换工作，落

实相应防火措施。

3.2.1 钢在淬硬、调质处理中

金相组织和性能的变化知识。

3.2.2 金属材料选用的常识。

3.2.3 动平衡原理及校验方法。

3.2.4 技改项目管理基础知

识。

3.2.5 湿法烟气脱硫装置设计

标准。

3.2.6 除灰设计技术标准。

3.2.7 烟气脱硝（SCR）装置

检修要求、烟气脱硝催化剂检测

内容。

3.3 检 验

与竣工验收

3.3.1 能依据系统调试方案对

除灰、脱硫、脱硝系统进行调试。

3.3.2 能对文件包各质检点进

行查验，评估设备检修质量。

3.3.3 能处理锅炉设备检修后

调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3.3.4 能选择锅炉除灰、脱

硫、脱硝设备所使用的金属材

料，并识别焊接工艺

3.3.5 能依据介质化学特性选

择防腐材料。

3.3.6 能验收、评价单个设备

改造后的质量、效果。

3.3.1 脱硫设备安装、检修、

检查相关标准。

3.3.2 文件包使用管理要求。

3.3.3 设备试转的方法和要

求。

3.3.4 焊接热处理相关规程。

3.3.5 除灰除渣系统调试内

容。

3.3.6 各种防腐材料特性。

3.3.7 等级检修的验收项目和

验收标准。

3.3.8 修后设备调试方案的编

制要领。

3.3.9 设备检修、改造评价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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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4.问题分

析与处理

4.1 除 灰

设 备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1.1 能通过除灰系统运行参

数变化等变化状态分析、判断系

统故障点。

4.1.2 能通过除尘器运行参数

分析，判断除尘器内部故障位置。

4.1.1 除灰系统常见故障及处

理方法。

4.1.2 除尘器漏风机理及降低

漏风率的方法。

4.1.3 除尘器设计规范。

4.2 脱 硫

设 备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2.1 能通过脱硫系统运行参

数变化等变化状态分析、判断系

统故障点

4.2.2 能分析、判断石膏品质

恶化的原因并处理。

4.2.1 脱硫系统常见故障及处

理方法。

4.2.2 流体力学阻力计算。

4.2.3 空气动力学基础中的旋

涡定理及叶栅升力定律。

4.2.4 泵的扬程计算、选型等

基础知识。

4.3 脱 硝

设 备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3.1 能通过脱硝系统运行参

数变化等变化状态分析、判断系

统故障点

4.3.2 能分析、判断脱硝催化

剂吹损、破损、坍塌等故障的原

因并处理。

4.3.1 脱硝系统常见故障及处

理方法。

4.3.2 脱硝系统控制原理。

4.3.3 脱硝催化的主要化学成

分、结构形式，特性等相关知识。

5.培训与

管理

5.1 培训

5.1.1 能指导、培训和考核

初、中、高级工技能。

5.1.2 能师带徒，培养高技能

人才。

5.1.1 质量及全面质量管理办

法。

5.1.2 培训讲义的编写方法。

5.2 生 产

管理

5.2.1 能组织编写锅炉除灰、脱

硫、脱硝重要检修项目的施工计划与

施工技术总结报告。

5.2.2 能组织对检修项目、修

后质量进行验评。

5.2.3 依据检修中发现的不符合

项，修改检修工艺规程相关内容。

5.2.4 能应用计算机管理软件

记录、统计设备发生的重大问题

并进行归类。

5.2.5 能应用计算机网络查询

有关信息。

5.2.6 能依据技术监督要求建

立，建全锅炉技术档案与台账。

5.2.7 能组织开展全面质量管

理和规范化标准化活动。

5.2.8 能依据新技术、新材

料、新工艺、新设备的信息和发

展方向，对设备改造提出意见。

5.2.1 《火力发电厂锅炉机组

检修导则 第 1 部分：总则》相

关知识。

5.2.2 火力发电企业设备点检

定修管理相关知识。

5.2.3 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

十五项反措相关知识

5.2.4 计算机绘图基本知识。

5.2.5 计算机信息网络知识。

5.2.6 技术监督管理基础知识

5.2.7 质量控制及质量控制点

管理。

5.2.8 设备技术改造管理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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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级/高级技师

3.5.1 锅炉本体检修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准

备

1.1 识 图

与绘图

1.1.1 能绘制全厂热力设备系

统流程图。

1.1.2 能绘制完整的管线图。

1.1.3 能识别锅炉本体主设备

基本控制逻辑图。

1.1.1 流程图的绘制方法。

1.1.2 管线图的绘制方法。

1.1.3 热控逻辑图中结构、符

号意义等基础知识。

1.2 工 艺

方案准备

1.2.1 能利用设备性能曲线等

进行设备状况评估。

1.2.2 依据主要项目和工期能

编制检修进度网络图。

1.2.3 能编制锅炉本体系统及

设备检修项目、技术改造方案、可

行性研究报告、后评价报告、技术

分析报告、分析论文。

1.2.1 火力发电建设工程机组

调试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相关知

识。

1.2.2 锅炉主要设备厂家维

护、使用说明书。

1.2.3 技术类文章的编写要

点。

1.3 工 器

具 及 材 料 准

备

1.3.1 能辨识热控执行装置类

型、控制原理及构造

1.3.2 能依据现场生产需要，

提供替代材料材质的建议。

1.3.1 执行装置的类型、工作

原理及构造。

1.3.2 金属/非金属材料元素

组成、处理工艺对材料的特性影

响。

2.设备维

护

2.1 设 备

日常检查

2.1.1 能从环境的不安全因

素、物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

全行为提出本质安全的整改建

议。

2.1.2 能依据技术监督规程，

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并提出整改建

议。

2.1.3 能依据性能试验报告，

分析设备运行状态，并提供改进

意见。

2.1.4 能使用红外成像技术检

测故障。

2.1.1 企业安全安全生产标准

化管理。

2.1.2 本质安全等安全管理知

识。

2.1.3 电力生产事故调查相关

知识。

2.1.4 火力发电厂技术监督管

理要求。

2.1.5 火力发电厂压力管道、

压力容器监察管理要求。

2.1.6 红外成像技术相关知

识。

2.2 设 备

缺陷处理

2.2.1 能对锅炉本体设备重大

缺陷进行风险评估。

2.2.2 能依据锅炉本体设备缺

陷统计、分析，提出相应整改、

改进建议。

2.2.3 能编写反事故措施，并

处理影响机组安全、可靠性的缺

陷。

2.2.1 风险评估管理方法。

2.2.2 发电设备可靠性评价方

法。

2.2.3 统计分析方法。

2.2.4 防止电力生产重大事故

重点要求。

2.2.5 火力发电厂汽水管道设

计技术规范。

2.2.6 火力发电厂汽水管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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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吊架维修调整规范。

3.设备检

修

3.1 设 备

解体检查

3.1.1 能依据设备解体发现的

问题进行可靠性评估，判断劣化

趋势。

3.1.2 能对重大隐患进行分

析，提出整改意见。

3.1.3 能依据金相分析报告提

出缺陷处理建议。

3.1.4 能完成锅炉其他工种主

设备解体检查。

3.1.1 重大隐患的判定及问题

分析要点。

3.1.2 技术改造、重大修理等

技术方案、网络进度的编写知

识。

3.1.3 金属材料及结构部件检

验内容及方法。

3.1.4 锅炉管阀、辅机、除

灰、脱硫、脱硝系统主设备规

格、型号、参数、运行状态等知

识。

3.2 设 备

检修与回装

3.2.1 能组织进行系统性的重

大修理及改造。

3.2.2 能完成锅炉本体支撑

梁、承重梁的更换工作。

3.2.3 能组织锅炉设备水压试

验、汽水系统吹洗工作。

3.2.1 锅炉支吊架检修与调整

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3.2.2 支吊架受力校核计算基

础知识。

3.2.3 锅炉支撑梁、承重梁安

装要求。

3.2.4 锅炉水压试验、汽水系

统吹洗方法、流程、质量验收方

法等知识。

3.3 检 验

与竣工验收

3.3.1 能在检修后对检修项目

完成率、优良率进行评估。

3.3.2 能依据检修项目完成情

况对系统检修费用、人工工时进

行评估。

3.3.3 能对设备试运及投运方

案审核并试运及投运质量进行验

收管理。

3.3.4 能对重大修理和重大改

造项目进行验收及后评价。

3.3.1 机、电、炉协调控制系

统基本知识

3.3.2 设备检修管理办法。

3.3.3 火力发电厂技术经济指

标计算方法。

4.问题分

析与处理

4.1 锅 炉

燃 烧 系 统 问

题 分 析 与 处

理

4.1.1 能分析、判断燃烧灭

火、提前着火等问题的产生原

因，并提出解决方法。

4.1.2 能分析、判断飞灰含碳

量过高等问题的产生原因，并提

出解决方法。

4.1.1 锅炉运行特性。

4.1.2 锅炉辅机系统对燃烧系

统的影响。

4.1.3 燃烧器设计原理。

4.2 空 气

预 热 器 系 统

问 题 分 析 与

处理

4.2.1 能对回转式空气预热器

转子圆度超标进行原因分析，并

提出解决方法。

4.2.2 能分析回转式空气预热

器对锅炉效率的影响。

4.2.1 回转式预热器运行特

性。

4.2.2 锅炉效率测试相关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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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锅 炉

受 热 面 系 统

问 题 分 析 与

处理

4.3.1 能依据运行记录分析、

判断受热面的结焦、长期超温、

热偏差及汽温过高或过低等问题

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法。

4.3.2 能依据锅炉受热面膨胀

泄漏点分析出锅炉受热器膨胀受

阻的部位及原因、并提出解决方

法。

4.3.3 对设备系统的结构、布

置等设计不合理问题进行分析。

4.3.1 锅炉燃料、燃烧计算、

热平衡计算等知识。

4.3.2 炉内传热计算知识。

4.3.3 锅炉受热面布置方式与

汽温特性。

4.3.4 受热面常见故障及产生

故障原因分析的知识。

4.3.5 焊接工艺评定等相关知

识。

4.3.6 火电厂汽水化学导则基

础知识。

5.培训与

管理

5.1 培训

5.1.1 能针对初、中、高及技

师人员制定培训大纲，编制讲

义。

5.1.2 能组织开展系统的专业

技术培训，讲解技术难点。

5.1.3 能对技师工作进行指

导。

5.1.1 常用演示文稿的制作技

巧。

5.1.2 培训讲义的编写方法。

5.1.3 全面质量管理方法中质

量体系及质量教育工作和标准化

工作。

5.2 生 产

管理

5.2.1 能针对设备重大缺陷制

订合理的技改方案，并指导实

施。

5.2.2 能进行锅炉运行经济分

析和设备效率分析，并针对存在

的问题制订相应的措施。

5.2.3 能对锅炉设备设计方面

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方案。

5.2.4 能指导不同类型锅炉设

备大小修施工和维护、试验、验

收工作，能综合平衡质量和进

度，提出相应的措施。

5.2.5 具有推广、应用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的

能力。

5.2.6 编写检修工艺规程。结

合“四新”相关知识，修订检修

工艺规程。

5.2.1 锅炉设备设计原则。

5.2.2 检修施工组织管理技术

经济分析的基础知识。

5.2.3 质量管理方法与应用中

的质量检验及质量改进。

5.2.4 工程的概预算、用工等

常识。

5.2.5 精益管理知识。

5.2.6 锅炉节能技术相关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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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锅炉管阀检修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准

备

1.1 识 图

与绘图

1.1.1 能绘制全厂热力设备系

统流程图。

1.1.2 能绘制完整的管线图。

1.1.3 能识别锅炉管阀主设备

基本控制逻辑图。

1.1.1 流程图的绘制方法。

1.1.2 管线图的绘制方法。

1.1.3 热控逻辑图中结构、符

号意义等基础知识。

1.2 工 艺

方案准备

1.2.1 能利用设备性能曲线等

进行设备状况评估。

1.2.2 依据主要项目和工期能

编制检修进度网络图。

1.2.3 能编制锅炉管阀系统及

设备检修项目、技术改造方案、

可行性研究报告、后评价报告、

技术分析报告、分析论文。

1.2.1 火力发电建设工程机组

调试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相关知

识。

1.2.2 锅炉主要设备厂家维

护、使用说明书。

1.2.3 技术类文章的编写要

点。

1.3 工 器

具 及 材 料 准

备

1.3.1 能辨识热控执行装置类

型、控制原理及构造

1.3.2 能依据现场生产需要，

提供替代材料材质的建议。

1.3.1 执行装置的类型、工作

原理及构造。

1.3.2 金属/非金属材料元素

组成、处理工艺对材料的特性影

响。

2.设备维

护

2.1 设 备

日常检查

2.1.1 能从环境的不安全因

素、物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

全行为提出本质安全的整改建

议。

2.1.2 能依据技术监督规程，

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并提出整改建

议。

2.1.3 能依据性能试验报告，

分析设备运行状态，并提供改进

意见。

2.1.4 能使用红外成像技术检

测故障。

2.1.1 企业安全安全生产标准

化管理。

2.1.2 本质安全等安全管理知

识。

2.1.3 电力生产事故调查相关

知识。

2.1.4 火力发电厂技术监督管

理要求。

2.1.5 火力发电厂压力管道、

压力容器监察管理要求。

2.1.6 红外成像技术相关知

识。

2.2 设 备

缺陷处理

2.2.1 能对压力容器、承压管

道、安全保护装置等重大缺陷进

行风险评估。

2.2.2 能依据管阀设备缺陷统

计、分析，提出相应整改建议。

2.2.3 能编写反事故措施，并

处理影响机组安全、可靠性的缺

陷。

2.2.1 风险评估管理方法。

2.2.2 发电设备可靠性评价方

法。

2.2.3 统计分析方法。

2.2.4 防止电力生产重大事故

重点要求。

2.2.5 锅炉效率测试知识。

2.2.6 火力发电厂汽水管道设

计技术规范。

2.2.7 火力发电厂汽水管道与

支吊架维修调整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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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备检

修

3.1 设 备

解体检查

3.1.1 能依据设备解体发现的

问题进行可靠性评估，判断劣化

趋势。

3.1.2 能对重大隐患进行分

析，提出整改意见。

3.1.3 能依据金相分析报告提

出缺陷处理建议。

3.1.4 能完成锅炉其他工种主

设备解体检查。

3.1.1 重大隐患的判定及问题

分析要点。

3.1.2 技术改造、重大修理等

技术方案、网络进度的编写知

识。

3.1.3 特殊阀门结构、规格、

型号、参数、使用限制等知识。

3.1.4 金属材料及结构部件检

验内容及方法。

3.1.5 锅炉本体、辅机、除

灰、脱硫、脱硝系统主设备规

格、型号、参数、运行状态等知

识。

3.2 设 备

检修与回装

3.2.1 能依据管道或阀门设备

使用工况选用合适材料。

3.2.2 能组织管阀系统重大技

改工作。

3.2.3 能组织锅炉设备水压试

验、系统吹洗工作。

3.2.1 阀门、管道选型注意事

项。

3.2.2 支吊架受力校核计算基

础知识。

3.2.3 锅炉水压试验方法、水

压试验压力选择等知识。

3.3 检 验

与竣工验收

3.3.1 能在检修后对检修项目

完成率、优良率进行评估。

3.3.2 能依据检修项目完成情

况对系统检修费用、人工工时进

行评估。

3.3.3 能对设备试运及投运方

案审核并试运及投运质量进行验

收管理。

3.3.4 能对重大修理和重大改

造项目进行验收及后评价。

3.3.1 机、电、炉协调控制系

统基本知识

3.3.2 设备检修管理办法。

3.3.3 火力发电厂技术经济指

标计算方法。

4.问题分

析与处理

4.1 阀 门

设 备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1.1 能分析阀门阀体、管道

硬度，金相劣化的原因。

4.1.2 能依据运行参数变化情

况调整阀门最佳运行工况。

4.1.1 金属的高温特性等相关

知识。

4.1.2 锅炉运行特性。

4.2 管 道

及 附 件 设 备

问 题 分 析 与

处理

4.2.1 从汽水系统管道阀门的

设计、布置、安装、使用等方面

综合分析引起汽水系统管道振

动、水击等重大隐患，并提出解

决方案。

4.2.2 能根据现场需要调整蒸

汽管道疏放水阀门需求

4.2.1 锅炉燃料、燃烧计算、

热平衡计算等知识。

4.2.2 炉内传热计算知识。

4.2.3 火力发电厂汽水管道振

动控制规程。

4.2.4 汽水管道应力计算技术

基础知识。

4.2.5 火电厂汽水化学导则基

础知识。

4.2.6 焊接工艺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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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培训与

管理

5.1 培训

5.1.1 能针对初、中、高及技

师人员制定培训大纲，编制讲

义。

5.1.2 能组织开展系统的专业

技术培训，讲解技术难点。

5.1.3 能对技师工作进行指

导。

5.1.1 常用演示文稿的制作技

巧。

5.1.2 培训讲义的编写方法。

5.1.3 全面质量管理方法中质

量体系及质量教育工作和标准化

工作。

5.2 生 产

管理

5.2.1 能针对设备重大缺陷制

订合理的技改方案，并指导实

施。

5.2.2 能进行锅炉运行经济分

析和设备效率分析，并针对存在

的问题制订相应的措施。

5.2.3 能对锅炉设备设计方面

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方案。

5.2.4 能指导不同类型锅炉设

备大小修施工和维护、试验、验

收工作，能综合平衡质量和进

度，提出相应的措施。

5.2.5 具有推广、应用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的

能力。

5.2.6 编写检修工艺规程。结

合“四新”相关知识，修订检修

工艺规程。

5.2.1 锅炉设备设计原则。

5.2.2 检修施工组织管理技术

经济分析的基础知识。

5.2.3 质量管理方法与应用中

的质量检验及质量改进。

5.2.4 工程的概预算、用工等

常识。

5.2.5 精益管理知识。

5.2.6 锅炉节能技术相关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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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锅炉辅机检修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准

备

1.1 识 图

与绘图

1.1.1 能识别全厂热力设备系

统流程图。

1.1.2 能绘制完整的管线图。

1.1.3 能识别锅炉辅机主设备

基本控制逻辑图。

1.1.1 热力系统流程图基础知

识。

1.1.2 管线图的绘制方法。

1.1.3 热控逻辑图中结构、符

号意义等基础知识。

1.2 工 艺

方案准备

1.2.1 能利用设备性能曲线等

进行设备状况评估。

1.2.2 依据主要项目和工期能

编制检修进度网络图。

1.2.3 能编制锅炉辅机系统及

设备检修项目、技术改造方案、

可行性研究报告、后评价报告、

技术分析报告、分析论文。

1.2.1 火力发电建设工程机组

调试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相关知

识。

1.2.2 锅炉主要设备厂家维

护、使用说明书。

1.2.3 技术类文章的编写要

点。

1.3 工 器

具 及 材 料 准

备

1.3.1 能辨识热控执行装置类

型、控制原理及构造

1.3.2 能依据现场生产需要，

提供替代材料材质的建议。

1.3.1 执行装置的类型、工作

原理及构造。

1.3.2 金属/非金属材料元素

组成、处理工艺对材料的特性影

响。

2.设备维

护

2.1 设 备

日常检查

2.1.1 能从环境的不安全因

素、物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

全行为提出本质安全的整改建

议。

2.1.2 能依据技术监督规程，

进行的安全专项检查及整改等。

2.1.3 能依据性能试验报告，

分析设备运行状态，并提供改进

意见。

2.1.4 能从煤粉细度分析报告

中提出最佳经济细度偏差判断制

粉系统设备缺陷。

2.1.5 能使用振动频谱技术、

红外成像技术检测技术诊断转动

机械故障。

2.1.1 企业安全安全生产标准

化管理。

2.1.2 本质安全等安全管理知

识。

2.1.3 电力生产事故调查相关

知识。

2.1.4 火力发电厂技术监督管

理要求。

2.1.5 火力发电厂压力管道、

压力容器监察管理要求。

2.1.6 煤粉细度、均匀性及风

煤比对燃烧影响知识。

2.1.7 振动频谱技术、红外成

像技术相关知识。

2.2 设 备

缺陷处理

2.2.1 能对锅炉辅机设备重大

缺陷进行风险评估。

2.2.2 能依据锅炉辅机缺陷统

计、分析，提出相应整改、改进

建议。

2.2.3 能编写反事故措施，并

处理影响机组安全、可靠性的缺

陷。

2.2.1 风险评估管理方法。

2.2.2 发电设备可靠性评价方

法。

2.2.3 统计分析方法。

2.2.4 防止电力生产重大事故

重点要求。

2.2.5 锅炉效率测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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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备检

修

3.1 设 备

解体检查

3.1.1 能依据设备解体发现的

问题进行可靠性评估，判断劣化

趋势。

3.1.2 能对重大隐患进行分

析，提出整改意见。

3.1.3 能对动叶可调轴流风机

动叶执行机构进行解体。

3.1.4 能使用专用工具对中速

磨煤机减速机解体，并检查减速

机齿轮的啮合情况、轴承、推力

瓦块的磨损情况。

3.1.5 能完成工锅炉其他工种

主设备解体检查。

3.1.1 重大隐患的判定及问题

分析要点。

3.1.2 技术改造、重大修理等

技术方案、网络进度的编写知

识。

3.1.3 对动叶可调轴流风机动

叶执行机构种类，结构、解体步

骤及检查重点。

3.1.4 中速磨煤机减速机的种

类，结构、解体步骤及检查重

点。

3.1.5 金属材料及结构部件的

检验内容及方法。

3.1.6 锅炉本体、管阀、除

灰、脱硫、脱硝系统主设备规格、

型号、参数、运行状态等知识。

3.2 设 备

检修与回装

3.2.1 能依据常用金属材质选

择合适的焊条。

3.2.2 能依据已知条件计算齿

轮参数。

3.2.3 能依据动调风机叶片的

重量编制叶片平衡图。

3.2.4 组织进行系统性的重大

修理及改造。

3.2.5 能组织锅炉通风试验、

一次风调平工作。

3.2.1 焊条选择方法及要求。

3.2.2 标准圆柱直齿齿轮的计

算及图纸绘制。

3.2.3 通风试验、一次风调平

的试验内容、方法及注意事项。

3.3 检 验

与竣工验收

3.3.1 能在检修后对检修项目

完成率、优良率进行评估。

3.3.2 能依据检修项目完成情

况对系统检修费用、人工工时进

行评估。

3.3.3 能对设备试运及投运方

案审核并试运及投运质量进行验

收管理。

3.3.4 能对重大修理和重大改

造项目进行验收及后评价。

3.3.1 机、电、炉协调控制系

统基本知识

3.3.2 设备检修管理办法。

3.3.3 火力发电厂技术经济指

标计算方法。

4.问题分

析与处理

4.1 风 烟

系 统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1.1 能通过分析风烟系统结

构，判断风机发生失速和喘振的

原因，制定防范措施。

4.1.2 能分析、判断风机出力

不足的原因并处理。

4.1.3 对设备系统的结构、布

置等设计不合理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供整改建议.

4.1.4 能检测、诊断、处理大

型转动机械的振动异常、电流

4.1.1 《泵与风机》的理论知

识。

4.1.2 论文撰写方法。

4.1.3 风机裕度的概念。

4.1.4 水泵扬程、汽蚀的概

念。

4.1.5 沿程阻力的概念。

4.1.6 泵的比例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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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轴承温度高等问题。

4.2 制 粉

设 备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2.1 能通过分析制粉系统结

构特点判断制粉系统爆炸的隐患

点。

4.2.2 能分析制粉设备对锅炉

效率的影响。

4.2.1 煤粉特性及制粉系统防

爆设计要求。

4.2.2 制粉系统设计规范、

5.培训与

管理

5.1 培训

5.1.1 能针对初、中、高及技

师人员制定培训大纲，编制讲

义。

5.1.2 能组织开展系统的专业

技术培训，讲解技术难点。

5.1.3 能对技师工作进行指

导。

5.1.1 常用演示文稿的制作技

巧。

5.1.2 培训讲义的编写方法。

5.1.3 全面质量管理方法中质

量体系及质量教育工作和标准化

工作。

5.2 生 产

管理

5.2.1 能针对设备重大缺陷制

订合理的技改方案，并指导实

施。

5.2.2 能进行锅炉运行经济分

析和设备效率分析，并针对存在

的问题制订相应的措施。

5.2.3 能对锅炉设备设计方面

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方案。

5.2.4 能指导不同类型锅炉设

备大小修施工和维护、试验、验

收工作，能综合平衡质量和进

度，提出相应的措施。

5.2.5 具有推广、应用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的

能力。

5.2.6 编写检修工艺规程。结

合“四新”相关知识，修订检修

工艺规程。

5.2.1 锅炉设备设计原则。

5.2.2 检修施工组织管理技术

经济分析的基础知识。

5.2.3 质量管理方法与应用中

的质量检验及质量改进。

5.2.4 工程的概预算、用工等

常识。

5.2.5 精益管理知识。

5.2.6 锅炉节能技术相关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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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锅炉除灰、脱硫、脱硝设备检修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准

备

1.1 识 图

与绘图

1.1.1 能识别全厂热力设备系

统流程图。

1.1.2 能绘制完整的管线图。

1.1.3 能识别锅炉除灰、脱

硫、脱硝主设备基本控制逻辑

图。

1.1.1 热力系统流程图基础知

识。

1.1.2 管线图的绘制方法。

1.1.3 热控逻辑图中结构、符

号意义等基础知识。

1.2 工 艺

方案准备

1.2.1 能利用设备性能曲线等

进行设备状况评估。

1.2.2 依据主要项目和工期能

编制检修进度网络图。

1.2.3 能编制锅炉除灰、脱

硫、脱硝系统及设备检修项目、

技术改造方案、可行性研究报

告、后评价报告、技术分析报

告、分析论文。

1.2.1 火力发电建设工程机组

调试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相关知

识。

1.2.2 锅炉主要设备厂家维

护、使用说明书。

1.2.3 技术类文章的编写要

点。

1.3 工 器

具 及 材 料 准

备

1.3.1 能辨识热控执行装置类

型、控制原理及构造

1.3.2 能依据现场生产需要，

提供替代材料材质的建议。

1.3.1 执行装置的类型、工作

原理及构造。

1.3.2 金属/非金属材料元素

组成、处理工艺对材料的特性影

响。

2.设备维

护

2.1 设 备

日常检查

2.1.1 能从环境的不安全因

素、物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

全行为提出本质安全的整改建

议。

2.1.2 能依据技术监督规程，

进行的安全专项检查及整改等。

2.1.3 能依据性能试验报告，

分析设备运行状态，并提供改进

意见。

2.1.4 能使用振动频谱技术诊

断转机故障。

2.1.1 企业安全安全生产标准

化管理。

2.1.2 本质安全等安全管理知

识。

2.1.3 电力生产事故调查相关

知识。

2.1.4 火力发电厂技术监督管

理要求。

2.1.5 火力发电厂压力管道、

压力容器监察管理要求。

2.1.6 振动频谱技术相关知

识。

2.2 设 备

缺陷处理

2.2.1 能对开展除灰、脱硫、

脱硝设备重大缺陷进行风险评

估。

2.2.2 能依据除灰、脱硫、脱

硝设备缺陷统计、分析，提出相

应整改、改进建议。

2.2.3 能编写反事故措施，并

处理影响机组安全、可靠性的缺

陷。

2.2.1 风险评估管理方法。

2.2.2 发电设备可靠性评价方

法。

2.2.3 统计分析方法。

2.2.4 防止电力生产重大事故

重点要求。

2.2.5 除尘效率、脱硫效率、

脱硝效率分析相关知识。



73

3.设备检

修

3.1 设 备

解体检查

3.1.1 能依据设备解体发现的

问题进行评估，发展趋势及使用

周期的判断。

3.1.2 能对重大隐患进行分

析，提出整改意见。

3.1.3 能解体捞渣机液压油站

及液压驱动装置。

3.1.4 能解体卸氨压缩机等类

似设备。

3.1.5 能完成锅炉其他工种专

业主设备解体检查。

3.1.1 重大隐患的判定及问题

分析要点。

3.1.2 技术改造、重大修理等

技术方案、网络进度的编写知

识。

3.1.3 液压执行机构种类，结

构、解体步骤及检查重点。

3.1.4 卸氨压缩机的结构、工

作原理及检查重点。

3.1.5 金属材料及结构部件的

检验内容及方法。

3.1.6 锅炉本体、管阀、辅机

系统主设备规格、型号、参数、

运行状态等知识。

3.2 设 备

检修与回装

3.2.1 能依据常用金属材质选

择合适的焊条。

3.2.2 能依据已知条件计算齿

轮参数。

3.2.3 组织进行系统性的重大

修理及改造。

3.2.4 组织电除尘器升压试

验、布袋除尘器荧光查漏试验。

3.2.1 焊条选择方法及要求。

3.2.2 标准圆柱直齿齿轮的计

算及图纸绘制。

3.2.3 除尘器的试验内容、方

法及注意事项。

3.3 检 验

与竣工验收

3.3.1 能在检修后对检修项目

完成率、优良率进行评估。

3.3.2 能依据检修项目完成情

况对系统检修费用、人工工时进

行评估。

3.3.3 能对设备试运及投运方

案审核并试运及投运质量进行验

收管理。

3.3.4 能对重大修理和重大改

造项目进行验收及后评价。

3.3.1 机、电、炉协调控制系

统基本知识

3.3.2 设备检修管理办法。

3.3.3 火力发电厂技术经济指

标计算方法。

4.问题分

析与处理

4.1 除 灰

设 备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1.1 能分析提高电除尘效率

方式方法。

4.1.2 对除尘系统的结构、布

置等设计不合理问题进行改进。

4.1.1 除尘效率计算及性能分

析等相关知识。

4.1.2 除尘系统设计要求。

4.2 脱 硫

设 备 问 题 分

析与处理

4.2.1 对脱硫系统的结构、布

置等设计不合理问题进行改进。

4.2.2 能检测、诊断、处理大

型转机的振动异常、电流大、轴

承温度高等问题。

4.2.1 脱硫效率计算及性能分

析等相关知识。

4.2.2 脱硫系统设计要求。

4.2.3 泵与风机的理论知识。

4.2.4 沿程阻力的概念。

4.2.5 泵的比例定律。

4.3 脱 硝

设 备 问 题 分

4.3.1 能分析、判断制氨系统

出力不足的原因并处理。

4.3.1 制氨的工艺方法，主要

设备工作原理。



74

析与处理 4.3.2 能分析、判断烟气流场

对脱硝效率的的影响，并提供整

改建议。

4.3.2 空气动力学相关知识。

5.培训与

管理

5.1 培训

5.1.1 能针对初、中、高及技

师人员制定培训大纲，编制讲义。

5.1.2 能组织开展系统的专业

技术培训，讲解技术难点。

5.1.3 能对技师工作进行指

导。

5.1.1 常用演示文稿的制作技

巧。

5.1.2 培训讲义的编写方法。

5.1.3 全面质量管理方法中质

量体系及质量教育工作和标准化

工作。

5.2 生 产

管理

5.2.1 能针对设备重大缺陷制

订合理的技改方案，并指导实

施。

5.2.2 能进行锅炉运行经济分

析和设备效率分析，并针对存在

的问题制订相应的措施。

5.2.3 能对锅炉设备设计方面

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方案。

5.2.4 能指导不同类型锅炉设备

大小修施工和维护、试验、验收

工作，能综合平衡质量和进度，

提出相应的措施。

5.2.5 具有推广、应用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的

能力。

5.2.6 编写检修工艺规程。结

合“四新”相关知识，修订检修

工艺规程。

5.2.1 锅炉设备设计原则。

5.2.2 检修施工组织管理技术

经济分析的基础知识。

5.2.3 质量管理方法与应用中

的质量检验及质量改进。

5.2.4 工程的概预算、用工等

常识。

5.2.5 精益管理知识。

5.2.6 锅炉节能技术相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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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知识 30 20 15 10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工艺准备 20 15 15 15 10

设备维护 20 25 23 15 10

设备检修 18 26 26 28 25

问题分析与处理 7 9 11 17 25

培训与管理 - - 5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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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艺准备 25 15 15 15 10

设备维护 30 35 30 20 15

设备检修 35 35 30 25 20

问题分析与处理 10 15 20 25 30

培训与管理 - - 5 15 2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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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职业标准附录

5.1 锅炉设备检修工工种设备划分

本标准中所指锅炉设备是指电站锅炉及其配套设备，其它锅炉可参照执行。

锅炉本体包括以下主要设备（不仅限于以下所列设备）：省煤器、水冷壁、过热

器、再热器、联箱、烟道、燃烧器、吹灰器、空气预热器、构架（包括平台、扶梯）

等及其附件。

锅炉辅机包括以下主要系统及设备（不仅限于以下所列设备）：制粉系统由磨煤

机、给煤机、给粉机、煤仓、分离器、粉仓等及其附件组成；风烟系统由引风机、送

风机、一次风机、增压风机、风门、风烟道等及其附件组成；压缩空气系统与水系

统：空气压缩机、后处理设备、储气罐、水泵等及其附件组成。

锅炉管阀包括以下主要系统及设备（不仅限于以下所列设备），管道、阀门及其

附件、支吊架等设备。

锅炉除灰、脱硫、脱硝包括以下主要系统及设备（不仅限于以下所列设备）：除

灰系统，由除尘器、灰库、捞渣机、渣仓、碎渣机等及其附件组成；烟气脱硫系统，

由 MGGH 或 GGH 系统、吸收塔系统、吸收塔石膏排出系统、石灰石浆液制备系统、

石膏脱水系统、废水处理系统、脱硫公用系统等及其附件组成；脱硝系统，由 SCR 反

应器、氨区、尿素溶液制备系统或氨气制备系统等及其附件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