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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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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电缆安装运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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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力电缆安装运维工从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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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考虑科技进步和地域差异对本职业的影响，完善了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

要求。

——考虑产业结构变化对本职业的影响，整合了原国家及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标准

《电力电缆工》、《电力电缆安装工》中的相关技能要求。

——具有根据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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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供电局、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江门供电局。主要起草人有：吴倩（编写组组长）、

孙钦章（主笔人）、黄嘉盛、马世禄、翟子聪、肖健健、温带银。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单位有：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武汉供电公司、国网重庆

市电力公司技能培训中心、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太原供电公司、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珠海供电局、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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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杭州供电公司、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

司技术技能培新中心、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楚雄供

电局。主要审定人员有：艾永恒、于鹏、任智、陈立新、卢志华、俞瑾华、姜涛、张

淑琴、江六一、胡首、沈泓、李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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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翟巧珍、丰兴庆，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技能培训中心、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人才学院、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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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电缆安装运维工

国家职业标准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电力电缆安装运维工

1.2 职业编码

6-29-02-11

1.3 职业定义

使用专用设备和工具，进行电力电缆安装、检修、调试、运行及维护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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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及有限空间作业，在不同温度和不同湿度下作业，有一定噪声及尘土，

部分工作接触有害有毒物质气体，部分工作需高空作业和水域作业。

1.6 职业能力特征

本职业应具有健康的身体；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能分析、判断设备运行异常情

况，处理设备故障；具有能用精炼语言进行联系、交流工作的能力；具有准确而有目

的地运用数字进行运算的能力；具有思维想象几何形体及识绘图的能力；具有觉察物

体、图画或图形资料中有关细部的能力；具有准确、灵活地运用手指完成既定操作的

能力；具有熟练、准确、稳定地运用手臂完成既定操作的能力；能根据视觉信息协调

眼、手、足及身体其他部位，迅速、准确、协调地作出反应，完成既定操作的能力。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

1.8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8.1 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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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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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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标准》中本职业或相关职业范围为电力电缆安装运维工、电力电缆安装工、电力电缆工、送

配电线路工等，下同

②本《标准》中本专业或相关专业范围为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专业、电气绝缘与电缆专

业、输电工程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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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考核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宜为 1:5，且考评人员为 3 人及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

为 3 人及以上单数。

1.8.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为不少于 60min，综合评审时

间不少于 15min。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操作考核在光线充足、安全措施完备的场所

进行，满足电缆敷设、安装、测试等场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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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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理论知识

（1）电工原理基础知识。

（2）电力系统基础知识。

（3）高电压技术基础知识。

（4）机械制图基础知识。

（5）钳工基本知识。

（6）工程力学基础知识。

（7）电力电缆专业知识。

（8）电缆绝缘材料知识。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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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触电急救知识。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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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安全工作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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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图

纸及材料准

备

1.1 图纸

识别

1.1.1 能识别电缆路径平面图

1.1.2 能识别敷设方式断面图

1.1.1 机械制图的一般知识

1.1.2 电缆线路图专用符号

1.2 工器

具、 材料准

备及使用

1.2.1 能选用常用电缆附件安

装的工器具及材料

1.2.2 能选用电缆巡视作业的

工器具

1.2.1 电缆附件安装常用工

器具及材料的种类和用途

1.2.2 电缆巡视作业常用工

器具的种类和用途

2.电缆敷

设

2.1 电缆

质量检查

2.1.1 能检查电缆外观完整性

2.1.2 能检查电缆结构和尺寸

2.1.1 电缆的种类

2.1.2 电缆的结构及各部件

的作用

2.2 电缆

通道检查

2.2.1 能根据图纸识别电缆通

道的结构、形式

2.2.2 能根据图纸识别电缆通

道的附属设施

2.2.1 设计图、竣工图（土

建部分）基本知识

2.2.2 电缆通道的附属设施

的图纸画法

2.3 电缆

敷设安装

2.3.1 能绑扎各种常用绳结

2.3.2 能安装电缆夹具

2.3.1 各种绳结的用途和打

法

2.3.2 各种电缆夹具的结构

和安装方法

3.电缆附

件安装

3.1 电缆

附件检查

3.1.1 能根据电缆附件工艺图

纸检查附件尺寸

3.1.2 能根据电缆附件材料清

单核对附件材料

3.1.1 电缆附件尺寸的测量

方法

3.1.2 电缆附件各部件的名

称、规格、常识

3.2 接地

系统安装

3.2.1 能安装电缆金属护层接

地线

3.2.2 能安装直接接地保护箱

3.2.1 电缆金属护层接地线

及接地保护箱安装工艺

4.电缆运

行维护与检

修

4.1 电缆

巡视

4.1.1 能分辨定期巡视、特殊

巡视和故障巡视的作业内容

4.1.2 能判断电缆保护区的范

围及管线交叉距离

4.1.1 电缆线路运行规程

4.2 电缆

检测

4.2.1 能进行红外热像仪测温

4.2.2 能测量电缆金属护套接

地环流

4.2.3 能使用万用表测量电

压、电阻、电流

4.2.1 带电设备红外诊断应

用规范

4.2.2 电缆金属护套接地环

流的测量方法及标准

4.2.3 万用表的功能和使用

方法

4.3 电缆

缺陷检修

4.3.1 能进行电缆塑料外护套

破损修复

4.3.2 能处理交叉互联箱、直

4.3.1 电缆外护套的检修方

法

4.3.2 电缆接地及交叉互联



接接地箱铜排发热缺陷

4.3.3 能使用验电器和接地线

进行验电和接地

系统的检修方法

4.3.3 验电器和接地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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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图

纸及材料准

备

1.1 图纸

识别

1.1.1 能识别电力系统一次接

线图

1.1.2 能识别变电站一次接线

图

1.1.1 电力系统基本知识

1.1.2 机械制图的基本画法

1.2 工器

具 、 材 料 准

备及使用

1.2.1 能备齐、使用常规试验

的工器具

1.2.2 能备齐、使用电缆故障

抢修的工器具及材料

1.2.3 能备齐、使用常用的电

缆敷设工器具及材料

1.2.1 常规试验工器具的种类

和用途

1.2.2 电缆故障抢修工器具及

材料的种类和用途

1.2.3 电缆敷设工器具及材料

的种类和用途

1.3 电缆

附 件 安 装 工

艺图识别

1.3.1 能识别 10kV 及以下电缆

终端安装工艺图

1.3.2 能识别 10kV 及以下电缆

中间接头安装工艺图

1.3.1 电 缆 附 件 结 构 知 识

（10kV 及以下部分内容）

1.3.2 10kV 及以下电缆附件安

装工艺

1.4 电缆

附 件 安 装 工

艺 说 明 书 识

读

1.4.1 能识读 10kV 及以下电缆

终端安装工艺说明书

1.4.2 能识读 10kV 及以下电缆

中间接头安装工艺说明书

1.4.1 10kV 及以下电缆附件安

装工艺

2.电缆敷

设

2.1 电缆

质量检查

2.1.1 能测量电缆弯曲半径

2.1.2 能进行电缆验潮

2.1.1 电缆弯曲半径的测量方

法

2.1.2 电缆验潮相关方法

2.2 电缆

通道检查

2.2.1 能验收电缆槽盒土建施

工质量

2.2.2 能验收电缆沟土建施工

质量

2.2.3 能验收电缆排管土建施

工质量

2.2.1 电缆土建工程知识

2.2.2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

范（土建部分）

2.2.3 电缆管道的类型和应用

知识

2.3 电缆

敷设安装

2.3.1 能安装电缆牵引网套

2.3.2 能布置转弯滑轮

2.3.1 电缆牵引网套的结构和

安装方法

2.3.2 电缆转弯侧压力的方向

及电缆弯曲半径知识

3.电缆附

件安装

3.1 电缆

终 端 接 头 和

中 间 接 头 安

装

3.1.1 能安装 10kV 及以下电缆

终端和中间接头

3.1.2 能安装 10kV 避雷器

3.1.1 电 缆 附 件 安 装 工 艺

（10kV 及以下部分）

3.1.2 10kV 避雷器安装工艺

3.2 110kV

及以 上 电 缆

预处理

3.2.1 能进行 110kV 及以上电

缆加热校直

3.2.2 能进行 110kV 及以上电

缆剥切及打磨

3.2.1 电缆附件安装工艺（加

热校直、电缆剥切及打磨部分）

4.电缆运 4.1 电缆 4.1.1 能检查终端设备缺陷 4.1.1 输电设备缺陷标准（电



行维护与检

修

巡视 4.2.1 能检查电缆通道缺陷 缆部分）

4.2 电缆

检测

4.2.1 能进行交叉互联系统试

验

4.2.2 能进行电缆绝缘电阻测

量

4.2.3 能进行接地电阻测量

4.2.1 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

程

4.2.2 电缆绝缘电阻测量方法

及标准

4.2.3 接地电阻测量方法及标

准

4.3 电缆

缺陷检修

4.3.1 能处理线夹发热缺陷

4.3.2 能更换护层保护器

4.3.3 能进行同轴电缆驳接

4.3.1 电缆线夹发热的检修方

法

4.3.2 电缆护层保护器的安装

工艺

4.3.3 电力同轴电缆的驳接工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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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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图

纸及材料准

备

1.1 图纸

识别

1.1.1 能识别并绘制电缆金属

护套的接地方式图

1.1.2 能按图纸复核电缆路径

走向

1.1.1 设计图、竣工图（电气

部分）基本知识

1.1.2 电缆验收规范

1.1.3 城市道路地形图常用符

号

1.2 电缆

附 件 安 装 工

艺图识别

1.2.1 能识别 10kV 以上电缆终

端接头安装工艺图

1.2.2 能识别 10kV 以上电缆中

间接头安装工艺图

1.2.1 电 缆 附 件 结 构 知 识

（10kV 以上部分内容）

1.2.2 10kV 以上电缆附件安装

工艺

1.3 电缆

附 件 安 装 工

艺 说 明 书 识

读

1.3.1 能识读 10kV 以上电缆终

端接头安装工艺说明书

1.3.2 能识读 10kV 以上电缆中

间接头安装工艺说明书

1.3.1 10kV 以上电缆附件安装

工艺

2.电缆敷

设

2.1 电缆

质量检查

2.1.1 能测量电缆敷设牵引力

2.1.2 能进行电缆外护层试验

2.1.1 张力计使用及电缆敷设

牵引力相关规定

2.1.2 电缆外护层试验方法及

标准

2.2 敷设

场地布置

2.2.1 能根据电缆直埋敷设、

电缆沟敷设、排管敷设的形式布

置工器具

2.2.2 能安装电缆敷设架、电

缆敷设滑轮、电缆输送机、牵引

机械

2.2.1 电缆直埋敷设、电缆沟

敷设、排管敷设施工方法

2.2.2 电缆敷设牵引工器具的

使用

2.3 电缆

敷设安装

2.3.1 能计算电缆敷设牵引力

2.3.2 能进行电缆蛇形敷设

2.3.1 电缆牵引力计算方法

2.3.2 电缆蛇形敷设原理及施

工方法

3.电缆附

件安装

3.1 电缆

终端头安装

3.1.1 能安装 10kV 以上电缆终

端头

3.1.2 能安装 10kV 以上避雷器

3.1.1 电缆终端头附件安装工

艺（10kV 以上部分）

3.1.2 避雷器安装工艺（10kV

以上部分）

3.2 电缆

中 间 接 头 安

装

3.2.1 能安装 10kV 以上电缆中

间接头

3.2.2 能安装交叉互联接地系

统

3.2.1 电缆中间接头附件安装

工艺

4.电缆运

行维护与检

修

4.1 电缆

检测

4.1.1 能判断电缆设备缺陷等

级

4.1.2 能进行电缆路径探测

4.1.3 能进行避雷器试验

4.1.4 能进行电缆线路耐压试

验

4.1.1 输电设备缺陷定级标准

（电缆部分）

4.1.2 电缆路径探测仪的使用

方法

4.1.3 避雷器试验方法及标准

4.1.4 电缆耐压试验方法及标

准



4.2 工 作

票办理

4.2.1 能办理、审核工作票

4.2.2 能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4.2.1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工作票办理和安全技术交底部

分）

4.3 电缆

缺陷检修

4.3.1 能更换交叉互联箱

4.3.2 能更换电缆接地保护箱

4.3.1 电缆交叉互联及接地箱

的拆卸和安装工艺

4.4 电缆

故障测寻

4.4.1 能进行电缆故障相序判

别

4.4.2 能进行电缆故障性质判

别

4.4.1 电缆识别仪器的使用

4.4.2 电缆绝缘电阻测试仪器

的使用及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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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工艺图

纸及材料准

备

1.1 电缆

附件安装工

艺图识别

1.1.1 能辨别电缆终端头安装

工艺图的错误

1.1.2 能辨别电缆中间接头安

装工艺图的错误

1.1.1 电缆附件结构原理

1.2 电缆

附件安装工

艺说明书辨

别

1.2.1 能辨别电缆终端头安装

工艺说明书的错误

1.2.2 能辨别电缆中间接头安

装工艺说明书的错误

1.2.1 电缆附件安装工艺要求

2.电缆敷

设

2.1 敷设

场地布置

2.1.1 能根据电缆隧道敷设形

式布置工器具

2.1.2 能根据电缆桥架敷设形

式布置工器具

2.1.1 电缆隧道、电缆桥架敷

设施工方法及工器具的使用

2.2 电缆

敷设安装

2.2.1 能制作单芯电缆牵引头

2.2.2 能编制电缆敷设施工方

案

2.2.1 单芯电缆牵引头的结构

及制作方法

2.2.2 电缆敷设施工管理知识

3.电缆运

行维护与检

修

3.1 电缆

缺陷检修

3.1.1 能消除电缆潮气

3.1.2 能处理电缆终端头尾管

发热缺陷

3.1.3 能进行金属护套破损修

复

3.1.4 能在开关柜内更换 10kV

肘型头

3.1.1 电缆消除潮气的方法及

工器具使用

3.1.2 电缆终端头尾管发热检

修工艺

3.1.3 电缆金属护套破损的检

修工艺及规范

3.1.4 电 缆 附 件 安 装 工 艺

（10kV 肘型头）

3.2 电缆

故障测寻

3.2.1 能采用跨步电压法精确

定位故障点

3.2.2 能采用声磁同步法精确

定位故障点

3.2.1 电缆故障探测跨步电压

法和声磁同步法的原理及方法

4.技术管

理及培训

4.1 技术

管理

4.1.1 能开展电缆缺陷原因分

析

4.1.2 能组织开展电缆抢修演练

4.1.1 生产技术管理基本知识

4.2 技 能

培训

4.2.1 能编制初级工、中级

工、高级工培训计划和讲义课件

4.2.2 能向初级工、中级工、

高级工讲授本专业技术理论知识及

实操培训

4.2.1 培训教学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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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图

纸及材料准

备

1.1 电缆

附件安装工

艺图纠正

1.1.1 能纠正电缆终端接头安

装工艺图的错误

1.1.2 能纠正电缆中间接头安

装工艺图的错误

1.1.1 电缆附件技术规范

1.2 电缆

附件安装工

艺说明书纠

正

1.2.1 能纠正电缆终端接头安

装工艺说明书的错误

1.2.2 能纠正电缆中间接头安

装工艺说明书的错误

1.2.1 电缆附件安装工序与工

艺要求

2.电缆敷

设

2.1 敷设

场地布置

2.1.1 能根据高落差电缆竖井

敷设形式布置工器具

2.1.2 能根据高落差电缆斜井

敷设形式布置工器具

2.1.3 能进行 5 个及以上直角

转弯，多种敷设形式的电缆牵引工

器具布置

2.1.1 电缆高落差及多转弯路

径敷设施工方法及工器具的使用

2.2 电缆

敷设安装

2.2.1 能分析电缆敷设造成金

属护套变形缺陷

2.2.2 能处理电缆敷设造成金

属护套变形缺陷

2.2.1 应急事件处理流程

2.2.2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

范

3.电缆运

行维护与检

修

3.1 电缆

检测

3.1.1 能进行电缆金属护套环

流异常原因分析

3.1.2 能进行电缆局部放电检

测及分析

3.1.1 电缆金属护套环流产生

的原理

3.1.2 电缆局部放电检测的方

法及标准

3.2 方案

编写

3.2.1 能审查、修改电缆检修

方案

3.2.1 能审查、修改电缆抢修

方案

3.2.3 能审查、修改电缆保护

方案

3.2.1 工程组织知识

3.3 电缆

缺陷处理

3.3.1 能处理电缆终端头漏油

缺陷

3.3.2 能更换电缆 GIS 终端头

套管

3.3.3 能进行电缆故障案例分

析

3.3.1 电缆终端头漏油的原因

分析及检修方法

3.3.2 电缆 GIS 终端头套管的

拆卸及安装工艺

3.4 电缆

故障测寻

3.4.1 能采用电桥法预定位电

缆故障点

3.4.2 能采用波反射法预定位

电缆故障点

3.4.1 电缆故障探测电桥法和

波反射法的原理及方法

4.技术管

理及培训

4.1 技术

管理

4.1.1 能研发、改进新技术、

新工艺、新设备
4.1.1 生产技术创新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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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能组织开展有限空间电

缆事故应急演练

4.2 技能

培训

4.2.1 能编制技师培训计划和

讲义课件

4.2.2 能向技师讲授本专业技

术理论知识及实操培训

4.2.1 培训教材的编写方法及

教学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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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15 10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工艺图纸及材料准备 10 10 10 15 15

电缆敷设 10 10 10 15 10

电缆附件安装 25 25 35 - -

电缆运行维护与检修 25 25 25 45 45

技术管理及培训 - - - 10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2 技能操作权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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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关

知识

要求

工艺图纸及材料准备 20 15 10 25 25

电缆敷设 10 10 10 10 5

电缆附件安装 35 40 45 - -

电缆运行维护与检修 35 35 35 50 50

技术管理及培训 - - - 15 2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