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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职业编码：6-17-01-05

高炉原料工
（2019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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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技能鉴定提供

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

要，立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有关专

家，制定了《高炉原料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一、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为依据，

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年版）》有关要求，以“职

业活动为导向、职业技能为核心”为指导思想，对高炉原料工从业人员的职业活

动内容进行了规范细致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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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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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应时代和社会要求，强化冶金安全及环境保护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

识要求。

三、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首钢集团有限公司、首钢京唐公司。主要

起草人有：刘文运、王牧麒、杨彦娟。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单位有：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冶金工业职业技能鉴

定指导中心、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首钢集团有限公司、首钢京唐公司、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河钢集团承钢公司、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柳州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天铁冶金集团有限公司、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包头钢铁

职业技术学院。主要审定人员有：华建明、庞国民、李爱锋、闫魁红、郭光、刘

经耀、谢文飞、李刚、牛富军、廖玉通、郝玉泽、王士彬、王禄、孔维桔、张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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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武桂芳、李忠明、谭晓春、杨洋、张颖、朱雪超。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

心、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工业职业学院等单位，以及荣庆华、葛恒双、王小兵、朱纪銮、姜维、

许小伟、孟永刚、赵红军等专家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4

高炉原料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19 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高炉原料工

1.2 职业编码

6-17-01-05

1.3 职业定义

操作高炉原料系统和碾泥、磨煤、喷吹等设备，将原燃料装入高炉，制备煤

粉、泥料、沟料，将煤粉喷入高炉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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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炉上料工工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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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粉工工种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

碾泥工工种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

.


本职业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工种：高炉上料工、煤粉工、碾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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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室外、高温、噪声、有毒有害、粉尘。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学习和计算能力；具有一定的空间感和形体知觉；手指、手臂灵

活，动作协调；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和事故预知、判断处理能力。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8.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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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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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关职业：高炉炼铁工、高炉运转工等，下同。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黑色冶金技术、钢铁冶金设备应用技术、材料工程技术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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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

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

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工作 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

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

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技能等级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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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中标注“★”的为涉及安全、环保的关键技能，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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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技能考核中违反操作规程或未达到该技能要求，则技能考核成绩为不合格。

1.8.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标准教室不少

于 2名监考人员；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5，且考评人员为

3人（含）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 3人（含）以上单数。

1.8.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 min。技能考核时间：五级/初级工不少于 120

min，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不少于 150 min，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不少于 120 min。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30 min。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生产现场或模拟场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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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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职尽责，乐于奉献。

（3）勤学苦练，独具匠心。

（4）文明生产，安全环保。

（5）团结协作，敢于担当。

（6）尊师爱徒，精准传承。

（7）开拓进取，科学创新。

2.2 基础知识

2.2.1 高炉冶炼基础理论知识

（1）高炉冶炼基本知识。

（2）高炉冶炼工艺流程。

2.2.2 高炉原料知识

（1）高炉生产对原燃料的质量要求。

（2）高炉槽上、槽下运料工艺参数。

（3）高炉槽下设备称量控制过程。

（4）高炉炉顶布料基本知识。

（5）原料、上料、炉顶系统的设备结构与特点。

（6）电控、仪控、计算机操作基础知识。

2.2.3 高炉制粉及喷吹知识

（1）高炉喷吹用煤要求。

（2）高炉制粉及喷吹工艺要求。

（3）制粉、喷吹及辅助设备点检要求。

（4）喷吹用气一般知识。

（5）热工仪表使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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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铁口维护及炮泥知识

（1）铁口维护。

（2）炮泥原料。

（3）碾泥工艺流程。

（4）原料受入、配比、称重要求。

（5）挤泥、成型、包装及储存要求。

2.2.5 安全防护和环境保护知识

（1）安全生产。

（2）职业健康。

（3）环境保护。

2.2.6 质量和成本管理知识

（1）质量管理基础知识。

（2）质量标准及质量控制。

（3）成本构成。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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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相关知识。

（6）《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相关知识。

（7）《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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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等级“职业功能”第 1~2 项为共同考核内容，高炉上料工还需考核“职业

功能”第 3~5 项，煤粉工还需考核“职业功能”第 6~8 项，碾泥工还需考核“职

业功能”第 9~11 项。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安全

与环保

管控

1.1 安全防护

1.1.1★能按照岗位安全标准

穿戴劳动保护用品

1.1.2 能佩戴职业健康防护用

具

1.1.3 能识别区域危险源

1.1.1 安全规程、职业健康防护

条例

1.1.2 防护用具使用方法

1.1.3 区域危险源类型与特征

1.2 环保监控

1.2.1★能检查环保设备运转

状态

1.2.2 能发现工作现场粉尘溢

出

1.2.3 能判别工作现场有害气

体泄漏

1.2.4 能识别区域污染源

1.2.1 除尘系统电动机、布袋、

风门知识

1.2.2 除尘管道技术要求

1.2.3 有害气体监控标准

1.2.4 区域污染源类型与特征

2.原料

准备

2.1 原料识别

2.1.1 能辨识主要原料种类

2.1.2 能识别原料外观特征

2.1.1 铁矿石、焦炭、熔剂种类

与性质

2.1.2 常用煤粉种类与性质

2.1.3高炉炮泥原料种类与性质

2.2 原料称量

2.2.1 能点检称量设备外观状

态

2.2.2 能监控给料与筛分设备

启、停状态

2.2.1 称量设备种类

2.2.2 给料机、振动筛工作原理



11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原料

入槽

3.1 入槽段设

备检查

3.1.1 能点检入槽段输送机、

卸料车等设备走行状态

3.1.2 能监控输送机电动机、液

压马达运行电流

3.1.3 能点检中间漏斗损坏、

漏料情况

3.1.1 设备名称及生产工艺流

程

3.1.2 输送机、卸料车工作原理

3.1.3中间漏斗衬板类型及使用

性能

3.2 入槽操作

3.2.1 能检查受料槽料位

3.2.2 能联系相关岗位调整原

料输送量

3.2.1 受料槽容积参数

3.2.2 受料槽料位计参数

3.3 入槽段设

备故障判断与

处理

3.3.1 能处理给料机启动故障

3.3.2 能处理中间漏斗堵塞故

障

3.3.3 能取出原料中异物

3.3.4 能更换输送机托辊

3.3.5 能处理输送机胶带跑偏

3.3.6 能处理输送机抱闸故障

3.3.1 给料机结构与工作原理

3.3.2中间漏斗结构与工艺要求

3.3.3处理物料不畅与拾取异物

操作注意事项

3.3.4 托辊更换操作要点

3.3.5胶带跑偏原因与处理方法

3.3.6输送机抱闸故障原因与处

理方法

4.原料

输送

4.1 输送段设

备检查

4.1.1 能检查高炉主皮带、返矿

与返焦胶带启、停状态

4.1.2 能点检输送机电动机、滚

筒、托辊运行状态

4.1.3 能判别胶带机电动机、托

辊运行杂音

4.1.1 输送机启停顺序

4.1.2 输送机结构与工艺参数

4.1.3 输送机转动部位润滑

4.2 配料与输

送

4.2.1 能根据受料槽料位高低

均匀放料

4.2.2 能根据指令调整原料输

送量

4.2.1 高炉原料堆比重

4.2.2 矿槽、焦槽储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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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3 输送段设

备故障判断与

处理

4.3.1 能判断除铁器启停状态

4.3.2 能处理给料机堆料故障

4.3.3 能调整料斗闸口开度

4.3.4 能点检贮矿槽、贮焦槽

4.3.5 能处理输送机落料故障

4.3.6 能处理卸料车过载问题

4.3.1 除铁器工作原理

4.3.2 给料机给料能力参数

4.3.3输送机料斗流量计算方法

4.3.4 输送段设备点检标准

4.3.5卸料车驱动装置工作原理

5.装料

与布料

5.1 炉顶设备

检查

5.1.1 能点检炉顶料罐泄漏点

5.1.2 能检查炉顶均压、放散管

道完好程度

5.1.3 能监控并罐式炉顶换向

给料器运行状态

5.1.4 能检查炉顶液压站油箱

5.1.1炉顶主要设备结构与参数

5.1.2炉顶液压站油位控制区间

5.1.3炉顶液压站液压油清洁度

等级

5.2 炉顶装料

5.2.1 能监控炉顶受料设备开

启、闭合状态

5.2.2 能点检高炉上料主皮带

运行状态

5.2.3 能操作高炉炉顶料罐备

料、装料、均压、放料

5.2.1炉顶料罐工作压力与高炉

顶压技术要求

5.2.2高炉主皮带原料运输能力

5.2.3炉顶装料设备结构与操作

顺序

5.3 炉顶布料

5.3.1 能检查炉顶布料设备启

动、停止状态

5.3.2 能监控高炉探尺工作位

置

5.3.3 能监控料罐均压阀、放散

阀工作状态

5.3.1 布料设备结构参数

5.3.2探尺电动机功率与机械结

构

5.3.3 炉顶料罐均压阀、放散阀

结构参数与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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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5.4 炉顶设备

故障监控与处

理

5.4.1 能点检设备液压油管漏

油位置

5.4.2 能根据炉顶设备外观判

断润滑状态

5.4.1 液压设备密封胶圈参数

5.4.2 炉顶设备给油脂标准

6.原煤

储运

6.1 原煤准备

6.1.1 能点检胶带托辊

6.1.2 能点检给料机

6.1.3 能按标准对原煤进行取

样

6.1.4 能除去原煤中金属及杂

物

6.1.5 能确认安全存放原煤条

件

6.1.6 能确认煤粉区域动火安

全条件

6.1.7 能点检布袋除尘器

6.1.8 能检查供煤系统和除尘

系统

6.1.1 托辊正常工作性能

6.1.2 给料机结构

6.1.3 原煤取样操作规程

6.1.4原煤除杂物操作技术要求

6.1.5 煤粉存放安全注意事项

6.1.6 煤粉动火安全知识

6.1.7布袋除尘器原理及注意事

项

6.1.8 供煤系统组成

6.2 原煤输送

6.2.1 能开、停输送机

6.2.2 能开、停除尘设备

6.2.3 能识别胶带跑偏

6.2.4 能识别胶带打滑

6.2.5 能按配煤计划输送原煤

6.2.6 能调节原煤输送量

6.2.1 输送机操作注意事项

6.2.2 开、停除尘设备操作规程

6.2.3 胶带跑偏判断方法

6.2.4 胶带打滑判断方法

6.2.5配煤计划内容及注意事项

6.2.6 配煤称量注意事项



14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7.煤粉

制备

7.1 磨煤作业

7.1.1 能点检磨煤机、全封闭给

料机

7.1.2 能确认开机前的条件

7.1.3 能开、停磨煤机

7.1.4 能监测一氧化碳、氧气

7.1.5 能按标准对煤粉进行取

样

7.1.6 能排放煤矸石

7.1.7 能识别制粉系统监控内

容

7.1.1 磨煤机、给料机点检内容

7.1.2磨煤机启动条件及注意事

项

7.1.3 磨煤机开、停机操作规程

7.1.4 一氧化碳、氧气检测点布

置

7.1.5 煤粉取样操作规程

7.1.6 煤矸石排放操作规程

7.1.7 制粉系统控制参数

7.2 干燥气制

备

7.2.1 能点检烟气炉、引风机

7.2.2 能实施引煤气、赶煤气作

业

7.2.3 能进行干燥炉点火、熄火

作业

7.2.4 能检测煤气泄漏

7.2.1 烟气炉、引风机点检内容

7.2.2 引煤气、赶煤气操作规程

及注意事项

7.2.3 干燥炉点火、熄火操作规

程

7.2.4 煤气泄漏检测操作规程

7.3 煤粉收集

7.3.1 能启、停收粉系统

7.3.2 能点检布袋除尘器

7.3.3 能点检主排风机、振动筛

7.3.1 系统启、停操作规程

7.3.2 布袋除尘器点检内容

7.3.3 主排风机、振动筛点检内

容

8.煤粉

喷吹
8.1 煤粉受入

8.1.1 能进行装粉、充压、泄压

操作

8.1.2 能点检阀门和喷煤罐

8.1.1 装粉、充压、泄压操作规

程

8.1.2 阀门、喷煤罐点检内容

8.1.3 氮气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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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8.2 喷吹作业

8.2.1 能进行喷煤、停煤操作

8.2.2 能清理、密封过滤器

8.2.3 能点检喷煤管道

8.2.4 能监控喷煤管道工况

8.2.5 能调节喷吹量

8.2.1 喷煤、停煤操作规程

8.2.2 过滤器清理、密封操作规

程

8.2.3 喷煤管道点检内容

8.2.4 喷煤管道工况判断方法

8.2.5 喷吹量调节操作规程

9.炮泥

原料储

运

9.1 原料受入

9.1.1 能使用天平、磅秤等衡器

称量

9.1.2 能使用料位计、液位计计

量

9.1.3 能使用工具检测颗粒状

原料粒度

9.1.4 能使用工具检测粉状原

料粒度

9.1.5 能检测原料水分

9.1.1 天平原理与操作规程

9.1.2 磅秤原理与操作规程

9.1.3 料位计、液位计操作规程

9.1.4 烘箱操作规程

9.1.5 振动筛操作规程

9.2 原料输送
9.2.1 能调节焦油温度

9.2.2 能控制焦油流量

9.2.1 焦油理化性能

9.2.2 流量阀控制原理

10.炮泥

碾制

10.1 原料配

制

10.1.1 能调节配料仓出口流量

10.1.2 能按炮泥配比设定原料

称量值

10.1.3 能按炮泥配比设定焦油

加入量

10.1.1 称量落差原理

10.1.2 焦油流量计工作原理与

使用要求

10.1.3 常用操作仪表读数方法

10.2 碾制作

业

10.2.1 能切换碾泥机自动操作

与手动操作

10.2.2 能进行炮泥取样

10.2.3 能测定炮泥马夏值

10.2.1 碾泥机操作规程

10.2.2 炮泥取样操作规程

10.2.3 马夏值测定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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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0.3 设备维

护

10.3.1 能按规定完成碾泥主要

设备润滑

10.3.2 能点检除尘设备工作状

况

10.3.1 碾泥机、给料机、挤泥

机工作原理与润滑参数

10.3.2 除尘设备基本原理

11.炮泥

储运

11.1 成品包

装

11.1.1 能自动操作挤泥机

11.1.2 能将包装好的炮泥装入

炮泥专用斗

11.1.3 能粘贴炮泥包装标识

11.1.1 挤泥机操作规程

11.1.2 炮泥成品包装方法

11.2 成品困

料

11.2.1 能进行炮泥成品堆放

11.2.2 能进行炮泥成品困料

11.2.1 炮泥成品堆放注意事项

11.2.2 炮泥成品困料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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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级/中级工

本等级“职业功能”第 1~2 项为共同考核内容，高炉上料工还需考核“职业

功能”第 3~5 项，煤粉工还需考核“职业功能”第 6~8 项，碾泥工还需考核“职

业功能”第 9~11 项。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安 全 与

环保管控

1.1 安全

防护

1.1.1★能执行设备故障处

理安全措施

1.1.2 能填写安全台账

1.1.1 安全生产台账记录要求

1.1.2 检修安全措施

1.2 环保

监控

1.2.1★能监控颗粒物排放量

1.2.2 能调控除尘风门开度

1.2.1 颗粒物排放标准

1.2.2 除尘器工作原理

2. 原 料 准

备

2.2 原料

加工

2.1.1 能判断原料粒度范围

2.1.2 能监控原料筛分、破

碎作业

2.1.1原料粒度等级划分技术要求

2.1.2 原料给料机、振动筛参数

2.1.3 破碎机结构与工作参数

2.1 原料

称量

2.2.1 能设定原料称重预定

值

2.2.2 能监控称量设备精度

2.2.1原料堆比重与容积换算方法

2.2.2 称量设备精度技术要求

3. 原 料 入

槽

3.1 入槽

段 设 备

检查

3.1.1 能点检电动机、减速

机振幅

3.1.2 能点检卸料车闸门

开、闭状态

3.1.3 能在线点检卸料车故

障类型

3.1.1 电动机、减速机轴振幅测量

方法

3.1.2 卸料车操作要点

3.1.3 卸料车点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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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2 入槽

操作

3.2.1 能根据输送机输送能

力预判受料槽内料位

3.2.2 能从外观上判断原燃

料粒度等级

3.2.3 能根据高炉生产要求

将原料入槽

3.2.4 能启动除尘风机与输

灰设备

3.2.1 输送机运输能力

3.2.2 烧结矿、球团矿、焦炭安息

角参数

3.2.3 低槽位对高炉生产的影响

3.2.4 除尘风机、输灰设备操作规

程

3.3 入槽

段 设 备

故 障 监

控 与 处

理

3.3.1 能通过输送机电流参

数判断工作负载

3.3.2 能点检给料机、振动

筛振幅变化

3.3.3 能点检可逆式胶带输

送机电动机、减速机接手、

地脚螺丝

3.3.4 能处理原料混装故障

3.3.5 能处理槽下称量设备

开启、关闭故障

3.3.1 入槽段输送机载荷参数

3.3.2 振动筛、给料机振幅参数

3.3.3 可逆输送机结构参数

3.3.4原料混装对高炉顺行的危害

3.3.5 槽下称量设备操作要点

4. 原 料 输

送

4.1 输送

段 设 备

检查

4.1.1 能检查输送机胶带有

无开裂

4.1.2 能监控输送机输送原

料量变化

4.1.3 能监控输送机输送原

料落料点偏移

4.1.4 能对输送段设备备品、

配件提出定制需求

4.1.1 输送机胶带使用周期

4.1.2 输送机技术操作规程

4.1.3 原料落料点偏移原因

4.1.4 输送段设备使用维护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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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2 配料

与输送

4.2.1 能根据配料单录入数

据

4.2.2 能启动、停止振动筛、

给料机

4.2.3 能处理称量设备卡料

故障

4.2.4 能处理称量设备积料、

溜料

4.2.1 每小时下料量计算方法

4.2.2 振动筛、给料机操作规程

4.2.3 称量设备卡料处理方法

4.2.4 溜料对高炉生产的危害

4.3 输送

段 设 备

故 障 监

控 与 处

理

4.3.1.能根据返矿、返焦粒

度判断筛网磨损状况

4.3.2.能根据块矿称量显示

数据判断给料机积料状况

4.3.3 能对称量控制中的设

定值、提前量、空值数据进行

设定

4.3.4 能处理上料过程中料

头、料尾故障

4.3.1 筛网间距参数

4.3.2原料粒度对高炉料层透气性

的影响

4.3.3 称量补偿操作方法

4.3.4 胶带检测点时间设定方法

5. 装 料 与

布料

5.1 炉顶

设 备 检

查

5.1.1 能点检炉顶料罐均压、

放散阀门密封元件泄漏状况

5.1.2 能检查炉顶润滑站启

动、停止状态

5.1.1 炉顶煤气区域操作规程

5.1.2 炉顶料罐保压参数

5.1.3炉顶润滑系统点位分布知识

5.2 炉顶

装料

5.2.1 能进行预约空焦装入

操作

5.2.2 能进行紧急空焦装入

操作

5.2.3 能启动供料、返矿、返

焦系统

5.2.1 高炉装料种类、批重、装入

顺序技术要求

5.2.2 高炉空焦、紧急空焦操作规

程

5.2.3 高炉供料、返矿、返焦输送

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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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5.3 炉顶

布料

5.3.1 能操作高炉探尺检测

炉内料面

5.3.2 能开启、停止炉顶润滑

系统

5.3.3 能设定高炉布料矩阵

表

5.3.1 高炉探尺操作规程

5.3.2 炉顶润滑站操作要点

5.3.3 炉顶布料系统操作规程

5.4 炉顶

设 备 故

障 判 断

与处理

5.4.1 能处理炉顶均压阀、放

散阀故障

5.4.2 能处理炉顶料罐压力

表显示异常

5.4.3 能处理炉顶液压站油

温异常

5.4.1 均压阀、放散阀工作原理

5.4.2 料罐压力表测量方法

5.4.3液压油脂粘温特性与油温控

制区间

6. 原 煤 储

运

6.1 原煤

准备

6.1.1 能根据理化指标判定

煤粉质量

6.1.2 能配制混合煤

6.1.3 能核算原煤储存量

6.1.1 煤粉质量判断标准

6.1.2 高炉喷吹混合煤配煤知识

6.1.3 原煤储存技术要求

6.2 原煤

输送

6.2.1 能处理胶带跑偏

6.2.2 能处理胶带打滑

6.2.3 能操作输送机紧急停

机

6.2.4 能处理给料机故障

6.2.1 胶带跑偏原因、处理措施与

注意事项

6.2.2 胶带打滑原因、处理措施与

注意事项

6.2.3 输送机紧急停机操作规程

6.2.4 给料机故障原因、处理措施

与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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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7. 煤 粉 制

备

7.1 磨煤

作业

7.1.1 能调节煤粉粒度

7.1.2 能调节给煤机给煤量

7.1.3 能调节磨煤机入、出

口温度

7.1.4 能紧急停止制粉系统

7.1.5 能控制煤粉水分

7.1.6 能处理全封闭给料机

故障

7.1.1 影响煤粉粒度因素与粒度

要求

7.1.2 调节给煤量注意事项

7.1.3 磨煤机入、出口温度控制要

求

7.1.4 紧急停止操作程序与安全

确认

7.1.5 煤粉水分影响因素与处理

7.1.6 全封闭给料机故障原因、处

理措施与注意事项

7.2 干燥

气制备

7.2.1 能调节干燥气温度

7.2.2 能调节干燥炉炉膛温

度

7.2.3 能设定空气过剩系数

7.2.4 能调节干燥炉炉膛压

力

7.2.5 能处理煤气泄漏事故

7.2.6 能抽、堵盲板阀

7.2.1 干燥气温度控制技术要求

7.2.2 调节干燥炉炉膛温度方法

与注意事项

7.2.3 设定空气过剩系数方法与

注意事项

7.2.4 干燥炉炉膛压力调节标准

7.2.5 煤气泄漏原因、处理措施与

注意事项

7.2.6 抽、堵盲板阀操作规程

7.3 煤粉

收集

7.3.1 能调节布袋压差

7.3.2 能调节系统负压

7.3.3 能处理卸灰阀、振动

筛故障

7.3.1 布袋压差控制标准

7.3.2 调节系统负压方法与注意

事项

7.3.3 卸灰阀、振动筛故障原因、

处理措施与注意事项

8.煤粉喷

吹

8.1 煤粉

受入

8.1.1 能处理气动阀门故障

8.1.2 能根据输煤量调整储

煤罐罐压

8.1.1 气动阀门处理方法与注意

事项

8.1.2 输煤量调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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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8.2 喷吹

作业

8.2.1 能进行氮气与压缩空

气切换

8.2.2 能处理喷煤管道堵塞

故障

8.2.3 能处理喷吹罐内煤粉

温度异常事故

8.2.4 能调节喷吹罐罐压与

输送气量

8.2.5 能进行紧急停煤操作

8.2.1 氮气与压缩空气切换操作

规程

8.2.2 喷吹管道堵塞原因与处理

方法

8.2.3 罐内煤粉温度异常原因与

处理方法

8.2.4 调节罐压与输送气量方法

8.2.5 紧急停喷操作规程与安全

确认

9. 炮 泥 原

料储运

9.1 原料

受入

9.1.1 能判别原料品种

9.1.2 能判定原料质量

9.1.3 能应用原料分析报告

9.1.1 常用原料采购技术条件

9.1.2 常用原料外观特性

9.1.3 分析报告基础知识

9.2 原料

输送

9.2.1 能从颜色、流动性等

外观特点判定焦油质量

9.2.2 能根据焦油分析报

告，结合采购技术条件，判

定焦油质量

9.2.1 焦油采购技术要求

9.2.2 焦油质量技术参数

10.炮泥碾

制

10.1 原

料配制

10.1.1 能控制称量配料装

置振动余量

10.1.2 能手动控制焦油加入

量

10.1.1 原料配料注意事项

10.1.2 常用操作仪表控制原理

10.2 碾

制作业

10.2.1 能根据马夏值做出

性能判定

10.2.2 能按实测马夏值完

成焦油二次调整

10.2.3 能按比例完成粉料二

次调整

10.2.1 马夏值判定方法

10.2.2 马夏值波动调整方法



23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0.3 设

备维护

10.3.1 能更换传动装置三

角胶带

10.3.2 能监控常用仪表工

作状态

10.3.3 能保养马夏值测定仪

10.2.1 碾泥机维护操作要求

10.2.2 常用仪表点检要求

10.2.3 马夏值测定仪保养要求

11.炮泥储

运

11.1 成

品包装

11.1.1 能手动操作挤泥机

11.1.2 能结合生产记录制作

包装标识

11.1.1 挤泥机手动操作要求

11.1.2 炮泥成品包装标识制作要

求

11.2 成

品困料

11.2.1 能编制炮泥成品储

存记录

11.2.2 能编制炮泥成品发

运记录

11.2.1 炮泥成品储存要求

11.2.2 炮泥成品发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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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本等级“职业功能”第 1~2 项为共同考核内容，高炉上料工还需考核“职业

功能”第 3~5 项；煤粉工还需考核“职业功能”第 6~8 项；碾泥工还需考核“职

业功能”第 9~11 项。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安全

与环保

管控

1.1 安全防护

1.1.1★能开展安全、消防隐

患排查

1.1.2 能制定设备检修安全措

施

1.1.1 安全职责

1.1.2 安全事故多发点位分布位置

1.1.3 火灾隐患重点防控对象

1.2 环保监控

1.2.1★能监控外排污水、废气

参数

1.2.2 能查看除尘风机本地与

远程操作状态

1.2.1 污水、废气排放标准

1.2.2 除尘风机风量、风门参数

2.原料

准备

2.1 原料识别
2.1.1 能进行原燃料验收

2.1.2 能进行原燃料存储

2.1.1 原料验收标准与注意事项

2.1.2 原料存储方式与操作要点

2.2 原料称量
2.2.1 能调控各种原燃料配比

2.2.2 能调控称量系统误差

2.2.1 高炉原料管理规定

2.2.2 称量设备性能参数

3.原料

入槽

3.1入槽段设备

检查

3.1.1 能提出入槽段设备检修

项目

3.1.2 能处理输送机胶带撕

裂、开胶

3.1.3 能根据报警判断输送机

故障类型

3.1.4 能预判设备工作状况与

制定检修周期

3.1.5 能查询备件材料保管、

存放、企业资源过程控制记录

3.1.1 供料设备性能、参数与易损

件使用周期

3.1.2 输送机胶接知识

3.1.3 输送机保护装置控制原理

3.1.4 耐磨材料的耐磨性能与使用

周期

3.1.5 工作现场备件、材料管理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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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2 入槽操作

3.2.1 能按照工艺顺序启动输

送机、卸料车

3.2.2 能绘制原料入槽工艺流

程图

3.2.3 能按照生产指标调控工

艺操作方法

3.2.4 能按照故障等级启动应

急预案

3.2.5 能在高炉炉况异常时补

充熔剂与所用原料

3.2.6 能根据受料槽检修计划

调配原料入槽编号

3.2.1 原料设备系统启动操作规程

3.2.2 原燃料质量管理技术要求与

过程控制方法

3.2.3 应急预案启动操作规程

3.2.4 铁前供料工艺流程、槽位管

理规定

3.2.5 异常炉况操作方法

3.2.6 受料槽检修操作规程

3.3入槽段设备

故障判断与处

理

3.3.1 能根据温度、电流参数、

历史曲线分析设备运行状态

3.3.2 能应用“听、摸、敲、

看、闻”五字方针判断故障原

因

3.3.3 能制定设备故障处理预

案

3.3.1 输送机工作电流、轴承温度

控制范围

3.3.2 设备常见故障与排除方法

3.3.3 设备点检标准

4.原料

输送

4.1输送段设备

检查

4.1.1 能点检输送机防撕裂装

置

4.1.2 能更换输送机清扫装置

4.1.3 能点检输送机滚筒、轴承

润滑情况

4.1.4 能处理输送机驱动装置

接手故障

4.1.1 输送机防撕裂装置工作原理

4.1.2 胶带清扫装置结构参数与性

能

4.1.3 输送机滚筒、轴承润滑油用

量标准

4.1.4 输送机电动机与减速机结构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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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2配料与输送

4.2.1 能设定高炉装料顺序

4.2.2 能点检上料筛网磨损情

况

4.2.3 能调整胶带铺料混匀度

4.2.4 能监控高炉主皮带驱动

装置负载当量

4.2.1 高炉上料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数据功能块操作知识

4.2.2 高炉上料筛网使用周期

4.2.3 高炉上料称量料斗工艺参数

4.2.4 高炉上料速度计算方法

4.3输送段设备

故障判断与处

理

4.3.1 能修改上料时序节点延

时

4.3.2 能在设备发生故障时倒

换备用系统

4.3.3 能处理称量设备驱动装

置故障

4.3.1 上料时序计算方法

4.3.2 备用设备倒换操作要点

4.3.3 称量设备驱动装置工作原理

5.装料

与布料

5.1炉顶设备检

查

5.1.1 能校对高炉探尺零位

5.1.2 能在线处理炉顶放散阀、

均压阀、换向给料器开启、关

闭故障

5.1.3 能监控炉顶设备开启、关

闭速度异常

5.1.1 机械探尺、雷达探尺工作原

理

5.1.2 炉顶液压阀门结构参数

5.1.3 炉顶液压设备开关速度设计

规范

5.2 炉顶装料

5.2.1 能根据高炉要求核对焦

炭配比

5.2.2 能根据高炉要求核对烧

结矿配比

5.2.3 能计算料罐铺底料用量

5.2.4 能调整酸性料、碱性料、

金属料称重配比

5.2.1 高炉精料与强化冶炼基础

5.2.2 高炉炉料结构优化措施

5.2.3 高炉料罐容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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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5.3 炉顶布料

5.3.1 能根据炉内料线深度设

置布料角度

5.3.2 能完成高炉中心加焦操

作

5.3.3 能调整旋转布料器单环

转速

5.3.1 高炉低料线操作规程

5.3.2 高炉变料作业规程

5.3.3 旋转布料器转速设定技术要

求

5.4炉顶设备故

障判断与处理

5.4.1 能处理炉顶料罐压力泄

露故障

5.4.2 能处理均压阀、放散阀故

障

5.4.3 能使用单罐上料法处理

并罐式炉顶设备故障

5.4.1 炉顶料罐密封设备参数

5.4.2 炉顶煤气、氮气互备系统压

力技术要求

5.4.3 炉顶单料罐时序设定方法

6.原煤

储运

6.1 原煤准备

6.1.1 能根据原煤理化性能调

整工艺参数

6.1.2 能进行原煤需求量计算

6.1.3 能监控集尘点除尘效果，

调整反吹时间

6.1.4 能分析给料机、除尘器故

障原因

6.1.1 制粉工艺参数调整方法

6.1.2 除尘器的结构、原理、除尘

效果判断

6.1.3 给料机构造与故障处理措

施

6.1.4 电流异常判断标准

6.2 原煤输送

6.2.1 能核算系统运输能力

6.2.2 能计算原煤仓容积与储

量

6.2.3 能监控、处理液力偶合

器故障

6.2.4 能监控给料机称量故障

6.2.1 运输能力技术要求

6.2.2 原煤仓容积与原煤密度计

算知识

6.2.3 液力偶合器故障判断、处理

注意事项

6.2.4 给料机称量故障判断方法

6.2.5 原煤堆体积与密度相关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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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7.煤粉

制备

7.1 磨煤作业

7.1.1 能核算磨煤机生产能力

7.1.2 能处理磨煤机断煤与满

煤作业

7.1.3 能处理煤矸石着火事故

7.1.4 能调整润滑油站油压

7.1.5 能处理磨煤机系统停

电、停水、急停事故

7.1.6 能检查系统爆炸隐患

7.1.7 能监控煤粉流动性与水

分

7.1.1 磨煤机生产能力计算方法

7.1.2 断煤、满煤的危害与处理

7.1.3 煤矸石着火处理注意事项

7.1.4 油压调整注意事项

7.1.5 系统停电、停水的应急预案

与急停操作规程

7.1.6 系统爆炸的原因与预防措

施

7.1.7 煤粉流动性与水分判断方

法

7.2干燥气制备

7.2.1 能操作干燥炉烘炉

7.2.2 能调节干燥气氧、一氧

化碳含量

7.2.3 能调节干燥炉与热风炉

烟气比例

7.2.4 能根据干燥炉煤气火焰

大小判断烟气炉燃烧状态

7.2.1 烘炉操作规程

7.2.2 控制系统氧、一氧化碳含量

方法

7.2.3 热量平衡计算方法

7.2.4 判断烟气炉燃烧状态方法

7.3 煤粉收集

7.3.1 能处理布袋着火事故

7.3.2 能处理布袋灰斗积粉

7.3.3 能计算煤粉仓容积

7.3.1 布袋着火原因与处理方法

7.3.2 灰斗积粉原因与处理方法

7.3.3 煤粉仓容积计算

8.煤粉

喷吹
8.1 煤粉受入

8.1.1 能监控阀门故障

8.1.2 能监控计量偏差

8.1.3 能进行气动阀门强制操

作

8.1.1 单、双电气动阀门故障判断

标准

8.1.2 称重计量相关知识

8.1.3 气动阀门强制操作注意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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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8.2 喷吹作业

8.2.1 能分析影响喷煤量稳定

性因素，并控制喷吹精度

8.2.2 能进行喷煤作业时 PLC

停电应急操作

8.2.3 能处理喷吹罐压力异常

故障

8.2.4 能计算喷吹能力

8.2.1 稳定喷煤量方法与注意事

项

8.2.2喷煤作业时PLC停电应急操

作预案

8.2.3 喷吹罐压力异常原因与处

理方法

8.2.4 设备处理能力与粉量预判

相关知识

9.炮泥

原料储

运

9.1 原料受入

9.1.1 能检测颗粒状原料粒

度、水分，并进行结果汇总

9.1.2 能检测粉状原料粒度、

水分，并进行结果汇总

9.1.1 粒度、水分分析方法

9.1.2 碾泥技术规程相关标准

9.2 原料输送

9.2.1 能综合分析原料化学成

分、粒度、水分变化对炮泥质

量影响

9.2.2 能结合原料检测结果调

整配料方案

9.2.1 炮泥原料理化性能要求

9.2.2 原料异常处理方法

10. 炮

泥碾制

10.1 原料配制

10.1.1 能监控自动称量配料

装置工作状况

10.1.2 能进行新设备试车与

验收

10.1.3 能汇总使用原料称量信

息

10.1.1 异常工作状况判断标准

10.1.2 计算机操作与办公软件使

用

10.2 碾制作业

10.2.1 能按高炉要求碾制炮

泥

10.2.2 能根据炮泥使用情况调

整碾制工艺参数

10.2.1 炮泥质量控制标准

10.2.2 炮泥碾制工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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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0.3 设备维护

10.3.1 能编制设备检修计划

10.3.2 能编制马夏值测定仪常

规保养计划

10.3.1 碾泥机使用维护规程

10.3.2 马夏值测定仪保养方法

11. 炮

泥储运

11.1 成品包装

11.1.1 能用观察法、触摸法判

定炮泥质量

11.1.2 能处置不合格炮泥

11.1.1 炮泥成品质量异常判定方

法

11.1.2 质量不合格炮泥处理方法

11.2 成品困料

11.2.1 能实施炮泥困料方案

11.2.2 能对困泥、发运等信息

进行汇总

11.2.1 炮泥成品管理方法

11.2.2 信息文档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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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级/技师

本等级“职业功能”第 1、2、8项为共同考核内容，高炉上料工还需考核“职

业功能”第 3~4 项；煤粉工还需考核“职业功能”第 5~6 项；碾泥工还需考核“职

业功能”第 7项。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安全

与环保

管控

1.1 安全防护

1.1.1★能纠正违章指挥、违

章作业

1.1.2 能编制煤气区域、特种

设备作业安全检查计划

1.1.3 能编制培训教材，并进

行作业区级安全教育培训、安

全宣传

1.1.1 安全行为规范

1.1.2 企业安全规程汇编

1.2 环保监控

1.2.1★能监控环保缺陷

1.2.2 能制定废气、废水、废渣

排放防控措施与治理规划

1.2.1 环保指标

1.2.2 高炉炼铁清洁生产指标等

级

1.2.3 环保职责

2.原料

准备

2.1 原料识别

2.1.1 能检验原燃料、炮泥理

化特性

2.1.2 能对原燃料粒度进行监

测

2.1.1 炼铁辅助材料应用知识

2.1.2 入炉原料、燃料粉末率标

准

2.2 原料称量

2.2.1 能根据生产日报对耗用

原料总量进行数据分析

2.2.2 能分析成品与原料耗用

误差原因

2.2.3 能调整称量补偿程序，

降低称量误差

2.2.1 数据库应用知识

2.2.2 引起原料耗用误差因素

2.2.3 计量精度等级划分技术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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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原料

输送

3.1 输送段设

备检查

3.1.1 能使用点检专用工具采

集数据、分析设备工作状态

3.1.2 能调整高炉主皮带润滑

油脂用量

3.1.3 能对断料、堵料等故障进

行监控并处理

3.1.1 设备点检仪使用方法

3.1.2 设备润滑规程

3.1.3 处理断料、堵料操作规程

3.2 配料与输

送

3.2.1 能编制长时间稳定供料

计划

3.2.2 能提出提高入炉原料质

量措施

3.2.1 稳定供料对高炉顺行的影

响

3.2.2 炼铁工艺对入炉原料的要

求

3.2.3 高炉高产、降耗技术要求

3.3 输送段设

备故障判断与

处理

3.3.1 能提交故障分析与最佳

操作方案

3.3.2 能进行前后多工序设备

单体、联体试车

3.3.1 设备结构、功能、参数、维

护保养与检修方法

3.3.2 设备单体、联体试车操作规

程

4.装料

与布料

4.1 炉顶设备

检查

4.1.1 能校对布料溜槽角度偏

差

4.1.2 能提出炉顶设备检修计

划

4.1.1 布料溜槽工艺参数

4.1.2 炉顶设备检修计划编制方

法

4.2 炉顶装料

4.2.1 能实施压火料装入方案

4.2.2 能制定并实施料仓空仓

方案

4.2.3 能调整高炉装料间隙时

间

4.2.1 炉顶检修对顶温的控制要

求

4.2.2 高炉休风计划

4.2.3 装料速度时间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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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3 炉顶布料

4.3.1 能通过料流调节阀调整

单环布料量

4.3.2 能操作布料设备进行定

点布料

4.3.1 布料环重计算方法

4.3.2 定点布料操作要点

4.4 炉顶设备

故障判断与处

理

4.4.1 能处理高炉探尺测量异

常

4.4.2 能在线更换高炉探尺重

锤

4.4.3 能处理高炉炉顶系统装

料、布料时序故障

4.4.4 能处理布料器不启动故

障

4.4.1 高炉料线计算方法

4.4.2 高炉探尺量程知识

4.4.3 装料、布料时序设定参数

4.4.4 布料器不启动原因与处理

方法

5.煤粉

制备
5.1 磨煤作业

5.1.1 能制定安全连锁参数

5.1.2 能核算防爆膜面积

5.1.3 能编制停电、停水应急

预案

5.1.4 能根据历史曲线分析磨

煤机异常原因

5.1.5 能根据煤矸石排出量分

析磨煤机内部状况

5.1.6 能分析异常参数产生原

因

5.1.7 能编制磨煤作业应急预

案

5.1.1 系统安全参数选定

5.1.2 防爆膜计算理论知识

5.1.3 制粉操作规程

5.1.4 磨煤机构造、故障分析

5.1.5 煤矸石排出量与磨煤机工

况关系

5.1.6 制粉系统故障处理

5.1.7 PLC 控制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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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5.2 干燥气制

备

5.2.1 能计算空气过剩系数

5.2.2 能计算干燥炉理论燃烧

温度、烟气发生量

5.2.3 能进行煤气爆发试验

5.2.4 能进行煤气管道严密性

试验

5.2.1 空气过剩系数概念与计算

5.2.2 干燥炉、排风机能力计算

5.2.3 煤气爆发试验程序

5.2.4 严密性试验程序

5.3 煤粉收集

5.3.1 能监控布袋使用状况

5.3.2 能根据压差调整布袋反

吹时间

5.3.3 能计算煤粉仓受压强度

5.3.4 能计算布袋过滤面积、

过滤风速

5.3.1 布袋结构与使用知识

5.3.2 脉冲除尘器结构与工作原

理

5.3.3 煤粉仓侧壁受压强度计算

知识

5.3.4 系统风速与过滤面积计算

知识

6.煤粉

喷吹

6.1 煤粉受入

6.1.1 能进行紧急换罐操作

6.1.2 能编制喷煤 PLC 故障、

停电应急预案

6.1.1 阀门行程调整规程

6.1.2 喷煤操作规程

6.2 喷吹作业

6.2.1 能计算煤粉浓度

6.2.2 能计算喷煤耗风量

6.2.3 能监控煤粉流动状态

6.2.4 能进行煤粉喷出管道严

密性试验

6.2.1 浓相输送与喷吹

6.2.2 标态下气体体积计算

6.2.3 气固两相流相关知识

6.2.4 管道压力试验与严密性试

验程序

7.炮泥

碾制 7.1 原料配制

7.1.1 能根据高炉需要调整配

料

7.1.2 能根据炮泥使用信息制

定马夏值调整方案

7.1.1 调整炮泥适用性方法

7.1.2 炉前作业对炮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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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7.2 碾制作业

7.2.1 能编制炮泥生产计划

7.2.2 能根据原料质量变化改

进碾制工艺

7.2.3 能编制新品种炮泥试验

方案

7.2.1 不同类型炮泥碾制方法

7.2.2 碾泥工序控制技术参数

7.2.3 炮泥成品质量调整方法

7.3 成品困泥

7.3.1 能编制困泥方案

7.3.2 能改进炮泥困料工艺参

数

7.3.1 炮泥储存管理标准

7.3.2 困泥管理标准

8.培训

与管理

8.1 培训指导

8.1.1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

级别人员进行培训

8.1.2 能指导处理生产中的突

发事故

8.1.1 炼铁生产基础知识

8.1.2 培训计划、教案编写方法

8.1.3 课件制作方法

8.2 生产管理

8.2.1 能制定改进产品质量方

案

8.2.2 能制定降低设备故障措

施

8.2.3 能制定降低作业成本方

案

8.2.1 质量、成本管理基础知识

8.2.2 安全、环保、职业健康体

系管理条例

8.2.3 作业指标技术要求

8.2.4 数据趋势曲线规律

8.3 技术管理

8.3.1.能撰写工作与技术总

结

8.3.2 能编制事故分析案例

8.3.3 能编制岗位作业规程

8.3.1 工作、技术总结写作

8.3.2 计算机文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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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级/高级技师

本等级只涉及高炉上料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安全

与环保

管控

1.1 安全

防护

1.1.1★能根据安全隐患制定防

范措施

1.1.2 能对工作现场进行本质化

安全管理

1.1.3 能对易燃、易爆、有毒、有

害物质建立专项安全管理制度

1.1.1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划

分

1.1.2 安全生产隐患处理方法

1.2 环保

监控

1.2.1★能处理污染源

1.2.2 能处理除尘设备运行波动

1.2.3 能调整除尘设备参数

1.2.1 环保验收评审管理规定

1.2.2 重污染天气预案、各工序减

排要求

1.2.3 环保专业例行检查项目

2.原料

准备

2.1 原料

识别

2.1.1 能控制取样装置本地、远程

操作

2.1.2 能根据原燃料、炮泥质量变

化对下游工序进行预警

2.1.1 在线取样机操作规程、设备

使用维护规程

2.1.2 原燃料质量变化对高炉冶

炼的影响

2.2 原料

称量

2.2.1 能监控称量设备校准过程

2.2.2 能用标准器具校对称量设

备偏差

2.2.1 原料计量检定规程

2.2.2 校准原始记录保存与校准手

册技术要求

3.装料

与布料

3.1 炉顶

设 备 检

查

3.1.1 能点检炉顶布料溜槽、气密

箱等静态、动态工作状况

3.1.2 能编制炉顶系统雨季、冬季

巡检维护方案

3.1.1 炉顶设备使用维护规程

3.1.2 本地区雨季、冬季天气特点，

以及对高炉生产的影响

3.2 炉顶

装料

3.2.1 能根据高炉槽下工艺参数调

整炉顶上料时序

3.2.2 能编制停电时操作料罐、胶

带、筛分设备应急预案

3.2.1 PLC 矩阵功能模块知识

3.2.2 高炉槽下设备工艺参数

3.2.3 事故操作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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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3 炉顶

布料

3.3.1 能操作布料设备进行螺旋布

料、扇形布料

3.3.2 能实施开、停炉布料方案

3.3.1 螺旋布料、扇形布料操作要

点

3.3.2 高炉特殊炉况布料技术要求

3.4 炉顶

设 备 故

障 判 断

与处理

3.4.1 能对炉顶设备运行情况提出

PLC 报警程序

3.4.2 能通过布料设备参数变化监

控炉顶布料设备故障点位

3.4.3 能根据炉顶料罐工作状态进

行在线设备故障处理

3.4.1 炉顶设备报警参数技术要求

3.4.2 高炉布料精度规范

3.4.3 炉顶料罐在线故障处理要点

4.培训

与管理

4.1 培训

指导

4.1.1 能指导、考评二级/技师及以

下级别人员

4.1.2 能讲授高炉原料系统专题知

识

4.1.1 高炉原料理论知识与操作规

程

4.1.2 考评人人员作标准

4.2 生产

管理

4.2.1 能解决高炉上料系统生产中

疑难问题

4.2.2 能根据安全、环保、职业健

康要求编制相应生产方案

4.2.1 高炉工艺技术规程

4.2.2 高炉设备使用与维护规程

4.2.3 安全、环保、职业健康条例

4.3 技术

管理

4.3.1 能根据高炉返矿率、返焦率

变化提出设备改进方案

4.3.2 能根据原燃料质量变化编制

高炉原料优化方案

4.3.1 高炉消耗品日报内容

4.3.2 返矿率、返焦率计算方法

4.3.3 高炉炉料结构与高炉精料要

求

5. 技

术创新

5.1 工艺

参 数 优

化

5.1.1 能对高炉上料设备工艺节点

进行优化

5.1.2 能编制特殊炉况下原料装

入、布料方案

5.1.1 高炉冶炼强度与上料速度

关系

5.1.2 特殊炉况装料、布料技术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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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5.2 技术

总结

5.2.1 能申报高炉上料岗位专利

5.2.2 能撰写科技、管理类成果

5.2.3 能参与高炉上料系统相关技

术、改造项目

5.2.1 发明型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申报流程

5.2.2 技术论文写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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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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

炉

上

料

工

煤

粉

工

碾

泥

工

高

炉

上

料

工

煤

粉

工

碾

泥

工

高

炉

上

料

工

煤

粉

工

碾

泥

工

高

炉

上

料

工

煤

粉

工

碾

泥

工

高炉

上料

工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5 5 5 5 5

相关

知识

要求

安全与环保管控 5 5 5 5 5

原料准备 5 5 5 5 5

高炉

上料

工

原料入槽 40 — 30 — 20 — — —

原料输送 30 — 30 — 30 — 20 — —

装料与布料 10 — 20 — 30 — 40 — 40

煤粉

工

原煤储运 — 20 — — 15 — — 15 — — -

煤粉制备 — 30 — — 35 — — 35 — — 30 — —

煤粉喷吹 — 30 — — 30 — — 30 — — 30 — —

碾泥

工

炮泥原料

储运
— 20 — 15 — 15 —

—

炮泥碾制 — 30 — 35 — 40 — 60 —

炮泥储运 — 30 — 30 — 25 — —

培训与管理 — — — 20 20

技术创新 — — — — 20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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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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炉

上料

工

煤

粉

工

碾

泥

工

高

炉

上

料

工

煤

粉

工

碾

泥

工

高

炉

上

料

工

煤

粉

工

碾

泥

工

高

炉

上

料

工

煤

粉

工

碾

泥

工

高炉上

料工

技

能

要

求

安全与环保管控 10 10 10 10 10

原料准备 10 10 10 10 10

高炉

上料

工

原料入槽 40 — 30 — 20 — — —

原料输送 30 — 30 — 30 — 20 — —

装料与布料 10 — 20 — 30 — 40 — 40

煤粉

工

原煤储运 — 20 — — 15 — — 15 — — —

煤粉制备 — 30 — — 35 — — 35 — — 30 — —

煤粉喷吹 — 30 — — 30 — — 30 — — 30 — —

碾泥

工

炮泥原料

储运
— 25 — 20 — 25 — —

炮泥碾制 — 35 — 35 — 35 — 60 —

炮泥储运 — 20 — 25 — 20 — —

培训与管理 — — — 20 20

技术创新 — — — — 20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