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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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轮机值班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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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燃气轮机值班员从业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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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

师和一级/高级技师四个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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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考虑燃气轮机发电行业的发展对本职业的影响，完善了技能要求和相关

知识要求。

——根据《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的有关规定，增加对工作票和操作票的工作要

求。

——顺应新时代对安全生产的更高要求，增加了危险源事故处理的有关内容。

三、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惠州天然气发

电有限公司、深圳广前电力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有：蔡青春（编写组组长）、牛勇

（主笔人）、陈建华、郑江森、白斌杰、曹明宣、陈桂城。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单位有：深圳广前电力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浙江国

华余姚燃气发电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珠海横琴热电有限公司、江苏华电戚墅堰发

电有限公司、华能上海燃机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中电投河南郑州燃气发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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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唐国际江山新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望亭发电分公司、

华能北京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大唐国际绍兴江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主要审定人

员有：唐强、徐仁虎、王建伟、吴锐炎、包雪松、俞劲松、邵良、刘雄飞、丁文、殷

小勇、卢辉、刘忠杰。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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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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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轮机值班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燃气轮机值班员

1.2 职业编码

6-28-01-04

1.3 职业定义

操作燃气轮机及其联合循环发电机组，监控其运行工况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有四个等级，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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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温。现场巡查时处于高温、高压、噪声环境条件下工作。

1.6 职业能力特征

身体健康，视觉、听觉正常，有良好的空间感。具有较强的获取、理解相关信息

并进行分析、判断的能力，具有较强的表达、沟通、计算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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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相关职业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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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相关职业：发电集控值班员、锅炉运行值班员、燃料值班员、汽轮机运行值班员、电气值班员、

火电厂氢冷值班员、余热余压利用系统操作工、水力发电运行值班员、锅炉操作工、供热管网系统

运行工、变配电运行值班员、继电保护员、水生产处理工、设备点检员、锅炉设备检修工、汽轮机

和水轮机检修工、发电机检修工、变电设备检修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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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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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

（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

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含）以上；或取得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火电厂集控运行、热能与动力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工程与管理、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与自动化技术、飞行器动力工程、建筑

环境与能源工程、电厂热能动力装置、热力系统自动控制、自动化、电厂热工自动化技术、电子信息

工程、电厂化学、能源工程及自动化、能源环境工程及自动化、核工程与核技术、核电站动力设备

运行与维护、能源动力系统及自动化、机械工程及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水力水电工程、轮机工

程、测控技术与仪器、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环境工程、安全工程等专业，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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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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方式进行。理论知识以笔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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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高级技师还需进行综合评审考核，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

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三种方式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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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考核考评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5，且技能考核考评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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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媒体电教室进行，技能操作考核在仿真机系统或现

场进行模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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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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第 1 部分：热力和机械》的相关规定

（1）工作票要求。

（2）燃气设备、锅炉设备、汽轮机运行规定。

（3）氢冷设备和制氢、储氢装置运行规定。

（4）燃油（气）设备运行规定。

2.2.1.2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部分》的相关规定

（1）安全组织措施和安全技术措施要求。

（2）一般安全措施规定。

（3）高压设备工作的基本要求。

2.2.1.3 工作票、操作票技术规范和防事故措施

（1）工作票、操作票技术规范。

（2）《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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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4 电工学基础知识

（1）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

（2）交流电与三相交流电路。

（3）电磁感应的基本原理。

（4）电机的类型及工作原理。

2.2.1.5 热力学基础知识

（1）热力学的基本定律。

（2）朗肯循环和布雷顿循环。

2.2.1.7 流体力学知识

（1）流体的物理特性。

（2）流体阻力损失。

（3）流体静压的测量。

2.2.1.8 泵与风机基础知识

（1）离心、轴流泵与风机的基本理论和工作原理。

（2）离心、轴流泵与风机的主要部件及整体结构。

（3）泵与风机的性能曲线。

（4）泵的汽蚀及提高抗汽蚀能力的措施。

2.2.1.9 燃气轮机及其联合循环基础知识

（1）电站燃气轮机压气机的热力循环。

（2）联合循环的热力学原理、类型及特点。

（2）余热锅炉的结构、工作原理及其联合循环的基本特性。

（3）电站燃气轮机压气机、燃烧室和燃气透平的结构、原理及特性。

（4）汽轮机的结构和原理。

2.2.1.10 安全文明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

（1）现场文明生产要求。

（2）安全操作与劳动保护知识。

（3）环境保护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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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防安全知识。

2.2.1.11 其他基础知识

（1）计算机基础知识。

（2）燃气轮机专业外语词汇。

2.2.2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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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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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四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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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级/中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设备、

系统巡检及

操作

1.1 热 力

系 统 及 其 附

属设备巡检

1.1.1 能利用仪器或工具测量

设备振动、温度、声音及气体浓

度

1.1.2 能识读现场的测量仪表

及监测装置，能判断设备及阀门

实际状态

1.1.3 能进行燃气轮机组热力

系统（设备）投运前、运行中的检

查（燃气轮机组是指燃气轮机、汽

轮机、余热锅炉及其附属系统，以

下同）

1.1.4 能识读燃气轮机组热力

系统图

1.1.1 目测检查法、耳听判别

法、手摸判断法、鼻嗅和仪器检

查法等巡视检查方法

1.1.2 阀门的结构特点，仪表

和监测装置的用途及基本工作原

理

1.1.3 燃气轮机组热力系统

（设备）的作用、规范、运行方式

和检查内容

1.1.4 燃气轮机组热力系统

（设备）的正常运行参数范围

1.1.5 泵与风机的基本工作原

理

1.1.6 转动设备的轴承振动和

温度合格标准

1.2 热 力

系 统 及 其 附

属设备操作

1.2.1 能对燃气轮机组热力系

统（设备）进行注水、注油、排

空及暖管等操作

1.2.2 能对天然气、煤气（煤

层气）、氢气系统进行置换操作

1.2.3 能进行启动锅炉、空气

压缩机、换热器、干燥器、净化

器、过滤器等设备的现场投停、

切换以及隔离操作

1.2.1 水和水蒸汽的热力性质

1.2.2 暖管、注水、注油和排

空的作用及操作注意事项

1.2.3 天然气、煤气（煤层

气）、氢气置换的操作规范及检验

标准

1.2.4 启动锅炉、空气压缩

机、换热器、干燥器、净化器、

过滤器等设备的工艺流程、操作

规范和紧急停运条件

1.3 电 气

系 统 及 其 附

属设备巡检

1.3.1 能判断断路器和隔离开

关的现场实际状态

1.3.2 能对发电机、变压器、

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及避雷

器等电气一次设备的现场运行状

态进行检查

1.3.3 能对电气系统监测装

置、自动装置和保护装置等电气二

次设备的运行情况、动作情况及报

警状态进行检查

1.3.4 能进行发电机氢气干燥

装置、主变冷却器等附属设备的

在线切换操作

1.3.5 能识读电气一次系统图

1.3.1 电气设备及其系统的作

用、组成、设备规范、运行方式

和检查内容

1.3.2 电气设备及其系统的正

常运行参数范围和保护定值

1.3.3 断路器、隔离开关、电

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及避雷器

的工

作原理

1.3.4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

功率因数的定义

1.3.5 电气系统监测装置、自

动装置和保护装置的分类及作用

1.3.6 发电机氢气干燥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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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变冷却器的运行要求

1.4 电 气

系 统 及 其 附

属设备操作

1.4.1 能进行 6kV 及以下断路

器、隔离开关的停送电操作

1.4.2 能进行 380V 及以下母

线的倒闸操作

1.4.3 能进行电气设备的验

电、测绝缘和装、拆接地线操作

1.4.4 能进行保护及自动装置

的压板投、退操作

1.4.1 电气系统的电气倒闸操

作原则、运行规定以及操作规范

1.4.2 电气设备“四种状态”、

“五防”的定义，继电保护以及自

动装置“三种状态”的定义

1.4.3 设备绝缘的合格标准，

装、拆接地线（地刀）的规定

1.4.4 压板的投、退原则和压

板两端电压的测量方法

2.机组启

动

2.1 启 动

前的准备

2.1.1 能对发电机、励磁系

统、启动装置等电气系统进行机

组启动前的现场检查

2.1.2 能对燃气轮机组热力系

统（设备）进行启动前的现场检

查

2.1.1 发电机、励磁系统及启

动装置的设备组成、作用及检查

要求

2.1.2 启动准备阶段燃气轮机

组热力系统（设备）的检查内

容、操作方法、注意事项

2.2 机 组

启 动 升 速 、

并 网 、 升 负

荷 过 程 的 监

视及调整

2.2.1 能对燃气轮机组、发电

机、启动装置等设备进行机组升

速、并网前后、升负荷过程中现

场运行状态的检查

2.2.2 能进行汽轮机及附属设

备、蒸汽旁路系统在进汽（冲

转）、暖机、升负荷过程中的检查

2.2.1 燃气轮机组启动方式的

分类和定义

2.2.2 启动过程中燃气轮机

组、蒸汽旁路系统、发电机等设

备的动作条件

2.2.3 发电机并网前、后的系

统现场检查要求

2.2.4 发电机同期并网的概念

及条件

3.机组运

行监视与调

整

3.1 燃 气

轮 机 监 视 与

调整

3.1.1 能对运行中的燃气轮机

本体进行检查

3.1.2 能对运行中的燃气轮机

附属设备进行检查

3.1.3 能对运行中的燃气轮机

消防系统进行检查

3.1.1 负荷变化对燃气轮机现

场运行表征的影响

3.1.2 燃气轮机参数限值

3.1.3 燃气轮机保护配置

3.2 汽 轮

机 监 视 与 调

整

3.2.1 能对运行中的汽轮机本

体进行检查

3.2.2 能对运行中的汽轮机附

属设备进行检查

3.2.1 负荷变化对现场运行表

征的影响

3.2.2 汽轮机参数限值

3.2.3 汽轮机保护配置

3.3 余 热

锅 炉 监 视 与

调整

3.3.1 能对运行中的余热锅炉

本体进行现场检查

3.3.2 能对运行中的余热锅炉

附属设备进行现场检查

3.3.3 能完成余热锅炉脱硝系

统的现场检查

3.3.1 负荷变化对余热锅炉现

场运行表征的影响

3.3.2 余热锅炉参数限值

3.3.3 余热锅炉保护配置

3.3.4 脱硝系统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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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机组停

止

4.1 机 组

停运操作

4.1.1 能进行燃气轮机组停运

前的现场检查工作

4.1.2 能对燃气轮机组停运过

程中防喘放气阀、燃料系统、主

汽调阀、蒸汽旁路系统等设备的

动作情况进行检查

4.1.3 能进行盘车装置检查及

就地投运操作

4.1.1 燃气轮机组停机阶段热

力系统（设备）的检查内容、操

作方法、注意事项

4.1.2 盘车装置工作原理及操

作方法

4.2 停 运

后 的 维 护 及

保养

4.2.1 能进行燃气轮机组停运

后的防寒、防冻、防潮操作

4.2.2 能进行燃气轮机组停运

后热力系统（设备）的现场保养

及操作

4.2.3 能进行燃气轮机离线水

洗的检查、准备和恢复

4.2.1 燃气轮机组及相关设备

停运后的防寒、防冻、防潮措施

4.2.2 停机后燃气轮机组热力

系统（设备）的保养原则

4.2.3 离线水洗检查、准备和

恢复注意事项

5.事故处

理

5.1 燃 气

轮 机 事 故 处

理

5.1.1 能发现燃气轮机本体运

行异常状况

5.1.2 能发现燃气轮机相关附

属设备异常状况

5.1.1 燃气轮机及附属设备事

故处理原则

5.1.2 燃气轮机本体异常的现象

5.1.3 燃气轮机相关附属设备

异常的现象

5.2 汽 轮

机事故处理

5.2.1 能发现汽轮机本体运行

异常状况

5.2.2 能发现汽轮机相关附属

设备异常状况

5.2.1 汽轮机及附属设备事故

处理原则

5.2.2 汽轮机本体异常的现象

5.2.3 汽轮机相关附属设备异

常的现象

5.3 余 热

锅 炉 事 故 处

理

5.3.1 能发现余热锅炉本体运

行异常状况

5.3.2 能发现余热锅炉相关附

属设备异常状况

5.3.1 余热锅炉及附属设备事

故处理原则

5.3.2 余热锅炉本体异常的现象

5.3.3 余热锅炉相关附属设备

异常的现象

5.4 电 气

系 统 事 故 处

理

5.4.1 能检查继电保护装置、

自动装置动作情况

5.4.2 能根据保护动作情况判

断事故故障类别

5.4.3 能判断变压器、电动机

故障

5.4.4 能进行断路器故障处理

及电机紧急停运操作

5.4.1 电气系统事故处理原则

5.4.2 继电保护装置、自动装

置技术资料

5.4.3 变压器、电动机和断路

器常见故障现象

5.5 危 险

源事故处理

5.5.1 能对电厂危险源（天然

气、煤气（煤层气）、氢气、油、

氨水）进行判断

5.5.2 能使用个人安全防护用

品

5.5.1 天然气、煤气（煤层

气）、氢气、油、氨水的特性和安

全防护规范

5.5.2 个人安全防护用品使用

要求

6.工作票 6.1 工 作 6.1.1 能进行工作票登记 6.1.1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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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操作票执

行

票执行 6.1.2 能对工作内容及工作场

所进行风险分析

6.1.3 能根据工作票对设备及

系统进行隔离和恢复操作

6.1.4 能使用安全工器具和隔

离标识牌对设备进行隔离闭锁操

作

作票分类、定义以及登记的要求

6.1.2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中对

发电厂现场隔离和检修工作的安

全规定

6.1.3 安全隔离标识牌的分类

及含义

6.1.4 安全工器具和隔离标识

牌的使用方法和使用规定

6.2 操 作

票执行

6.2.1 能编写 6kV 及以下断路

器、隔离开关的停送电操作票

6.2.2 能编写 380V 及以下母

线的倒闸操作票

6.2.3 厂用电系统电动机测绝

缘操作票

6.2.4 能编写启动锅炉、空气

压缩机、换热器、干燥器、净化

器、过滤器等设备的投停以及切

换操作票

6.2.5 能根据操作票进行现场

操作、定期试验和设备轮换操作

6.2.1 操作票管理规定中操作

票的分类和编写规范

6.2.2 设备定期试验和轮换周

期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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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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系统巡检及

操作

1.1 热 力

系 统 及 其 附

属设备操作

1.1.1 能进行燃气轮机组热力

系统（设备）的启停及切换操作

1.1.2 能监视燃气轮机组热力

系统（设备）运行状态，并能调

整其运行方式

1.1.3 能进行燃气轮机组热力

系统（设备）的联锁试验

1.1.4 能识读燃气轮机组热力

系统（设备）的控制逻辑图

1.1.1 阀门的结构特点，泵与

风机的结构和运行特性

1.1.2 润滑油、密封油、顶轴

油和控制油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操

作规范

1.1.3 燃气轮机组热力系统

（设备）的启动条件、控制逻辑、

运行规定及操作规范

1.1.4 燃气轮机组热力系统

（设备）试验的技术规范和注意事

项

1.2 电 气

系 统 及 其 附

属设备操作

1.2.1 能进行 380V 以上电气

系统的倒闸操作

1.2.2 能调整发电机的机端电

压、无功和功率因数

1.2.3 能进行自动装置和保护

装置的投、退操作

1.2.4 能识读电气二次回路接

线图、保护原理图

1.2.1 380V 以上电压等级系统

倒闸操作的原则和操作规范

1.2.2 发电机、变压器和电动

机的结构、工作原理

1.2.3 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

器、避雷器的结构，监测装置、

自动装置和保护装置的工作原理

和运行规定

1.2.4 发电机变压器组、升压

站、电动机及低压变压器等电气

设备的保护配置

2.机组启

动

2.1 机 组

启 动 前 的 准

备

2.1.1 能在燃机控制系统和集

散控制系统上检查确认设备运行

状况

2.1.2 能进行燃气轮机组启动

前的操作，使其满足启动条件

2.1.1 燃气轮机组的参数定

值、控制逻辑、联锁保护等

2.1.2 燃气轮机组的启动条件

2.1.3 燃气轮机、汽轮机、余

热锅炉等主设备的工作原理、运

行注意事项等

2.2 机 组

启 动 升 速 、

并 网 、 升 负

荷 过 程 的 监

视及调整

2.2.1 能进行燃气轮机组启动

操作

2.2.2 能对燃气轮机组升速过

程中的参数变化、设备状态变化

进行检查调整

2.2.3 能处理燃气轮机组启动

过程中出现的异常

2.2.4 能进行余热锅炉汽、水

系统的调节

2.2.5 能完成发电机同期并网

操作

2.2.6 能完成汽轮机的进汽

（冲转）、暖机、升负荷操作

2.2.7 能进行燃气轮机组启动

2.2.1 燃气轮机的点火条件

2.2.2 燃气轮机喘振、热悬挂

的概念

2.2.3 发电机、变压器及启动

装置的工作原理

2.2.4 汽包水位控制原理及产

生虚假水位的原因

2.2.5 发电机出口断路器的结

构及工作原理

2.2.6 发电机同期并网操作注

意事项

2.2.7 发电机同期装置工作原

理

2.2.8 汽轮机进汽（冲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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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的全面检查

2.2.8 能完成汽轮机主汽门、

调门的严密性试验

件以及启动曲线

2.2.9 汽轮机主汽门、调门严

密性试验规范

3.机组运

行监视与调

整

3.1 燃 气

轮 机 监 视 与

调整

3.1.1 能进行燃气轮机燃烧系

统、冷却系统、控制系统、轴系

及附属系统（设备）等运行参数

的监视与调整

3.1.2 能进行涉网自动控制装

置的投入和退出操作

3.1.3 能进行燃气轮机在线水

洗操作

3.1.1 自动发电控制、一次调

频的工作原理

3.1.2 燃气轮机温度控制、负

荷控制、转速控制的概念和原理

3.1.3 大气温度和压力对燃气

轮机出力的影响因素

3.1.4 燃气轮机在线水洗的条

件和操作注意事项

3.2 汽 轮

机 监 视 与 调

整

3.2.1 能进行汽轮机蒸汽压力

与温度、振动、胀差、轴向位

移、真空、凝结水品质等运行参

数的监视与调整

3.2.2 能完成汽轮机主汽门、

调门的活动试验，凝汽器真空严

密性试验

3.2.3 能对汽轮机附属系统

（设备）进行安全性和经济性运行

的监视与调整

3.2.4 能对热用户的蒸汽参数

进行调整

3.2.1 汽轮机主汽门和调门活

动试验、凝汽器真空严密性试验

规范

3.2.2 汽轮机定压运行和滑压

运行的原理

3.2.3 汽轮机滑销系统的概念

及相关知识

3.2.4 汽轮机在启动和正常运

行过程中正、负胀差产生的原因

3.3 余 热

锅 炉 监 视 与

调整

3.3.1 能进行余热锅炉汽包水

位、蒸汽压力及温度、汽水品质

等运行参数监视与调整

3.3.2 能进行余热锅炉附属系

统（设备）的切换操作

3.3.3 能进行余热锅炉脱硝系

统的投停操作

3.3.4 能进行余热锅炉及四大

管道支吊架和膨胀情况的检查

3.3.1 余热锅炉接近点温差和

节点温差的概念

3.3.2 高、中压给水泵切换操

作注意事项

3.3.3 热力系统管道膨胀及支

吊架的相关知识

3.4 电 气

系 统 监 视 与

调整

3.4.1 能进行电气系统参数的

监视与调整

3.4.2 能进行发电机进相运行

的监视与调整

3.4.3 能发现发电机定、转子

温度异常并处理

3.4.4 能调节有载调压变压器

的有载调压抽头

3.4.1 发电机 P-Q 图，励磁调

节原理，有功、无功间的关系

3.4.2 发电机进相、迟相运行

概念和注意事项

3.4.3 有载调压调节的原理及

操作注意事项

4.机组停

止

4.1 机 组

停运操作

4.1.1 能进行燃气轮机组停机

操作

4.1.2 能完成发电机组解列操

4.1.1 燃机轮机组停机操作规

范

4.1.2 惰走时间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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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4.1.3 能根据停机阶段燃气轮

机组振动和惰走时间等主要参数判

断主设备是否异常

4.2 停 运

后 的 维 护 及

保养

4.2.1 能进行余热锅炉的保养操

作

4.2.2 能进行燃机压气机离线

水洗操作

4.2.1 燃机压气机离线水洗的

条件、周期和操作注意事项

4.2.2 余热锅炉停炉保养的操

作规范及相关知识。

5.事故处

理

5.1 燃 气

轮 机 事 故 处

理

5.1.1 能判断并处理轴承振动

大、轴承金属温度高、润滑油温

度高以及润滑油压力低等故障

5.1.2 能判断并处理燃气轮机

排气温度高、压气机喘振、燃烧

异常等故障

5.1.3 能处理燃气轮机火灾保

护故障

5.1.1 燃气轮机紧急停机条件

及处理原则

5.1.2 燃气轮机事故处理规定

5.1.3 燃气轮机火灾保护技术

规范

5.2 汽 轮

机事故处理

5.2.1 能判断并处理凝汽器真

空异常、凝汽器泄漏、循环水中

断等事故

5.2.2 能判断并处理蒸汽管道

泄漏事故

5.2.3 能判断并处理盘车不能

自动投入故障

5.2.1 汽轮机紧急停机条件及

处理原则

5.2.2 凝汽器真空异常、凝汽

器泄漏、循环水中断的处理原则

5.2.3 汽轮机蒸汽管道泄漏处

理原则

5.2.4 盘车装置结构及控制

5.3 余 热

锅 炉 事 故 处

理

5.3.1 能判断并处理余热锅炉

汽包水位计、给水调门异常等故

障

5.3.2 能判断并处理余热锅炉

超压、超温、汽水品质异常等故

障

5.3.3 能判断并处理余热锅炉

受热面泄漏故障

5.3.1 余热锅炉紧急停炉条件

及处理原则

5.3.2 汽水品质异常的原因及

危害

5.4 电 气

系 统 事 故 处

理

5.4.1 能根据电气设备保护动

作情况进行故障处理

5.4.2 能处理厂用母线失压、

厂用电系统接地等故障

5.4.3 能进行直流系统、不间

断电源、励磁系统、启动装置等

故障处理

5.4.4 能处理发电机、变压器

等电气设备着火事故

5.4.1 电气设备紧急停运条件

和处理原则

5.4.2 电气设备继电保护工作

原理

5.4.3 厂用母线失压、厂用电

系统接地的现象和处理原则

5.4.4 直流系统接地的现象、

危害及查找注意事项

5.5 危 险

源事故处理

5.5.1 能处理天然气、煤气

（煤层气）泄漏或着火事故

5.5.1 天然气、煤气（煤层

气）以及氨水着火的灭火介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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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能处理氨水泄漏及着火

事故

求

5.5.2 天然气、煤气（煤层

气）以及氨水泄漏或着火的处理

原则

5.5.3 天然气、煤气（煤层

气）以及氨水泄漏对环境的影响

5.5.4 氨气泄漏对人体的伤害

和紧急处理措施

6.工作票

及操作票执

行

6.1 工 作

票执行

6.1.1 能对工作票上的安全隔

离措施是否完备进行审查

6.1.2 能办理工作票许可、延

期、工作负责人变更、工作票押

票（工作间断）、结束与终结手续

6.1.3 能办理动火工作票许

可、结束手续

6.1.4 能组织并进行检修设备

的试运工作并能验收修后设备

6.1.1 电力（业）安全工作规

程对相关人员职责、工作票许

可、延期、工作负责人变更的相

关规定

6.1.2 DL 5027《电力设备典型

消防规程》中对动火工作许可人

的职责规定、发电厂消防的规

定、使用规定和许可时间要求、

可燃气体（粉尘）浓度合格标准

6.1.3 电力（业）安全工作规

程对工作票间断、结束和终结的

相关规定

6.1.4 设备检修后的试运及验

收标准

6.2 操 作

票执行

6.2.1 能编写燃气轮机组正常

启停操作票

6.2.2 能编写 380V 以上电气

系统的倒闸操作票

6.2.3 能编写直流、不间断电

源等系统停送电及方式切换操作

票

6.2.4 能编写燃气轮机组热力

系统（设备）启动、停运、方式

切换操作票

6.2.5 能完成电气操作票的模

拟操作以及操作票执行过程中的

监护操作

6.2.1 燃气轮机组热力系统

（设备）运行方式、切换操作原则

的规定

6.2.2 操作票执行的相关规定

6.2.3 电气五防系统的工作原

理及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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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二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机组启

动

1.1 机 组

启动及试验

1.1.1 能进行燃气轮机、汽轮

机超速试验

1.1.2 能进行余热锅炉水压试

验

1.1.3 能编制燃气轮机组热力

系统（设备）的启动方案及试验

方案

1.1.4 能分析并处理燃气轮机

组启动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1.1.1 运行技术文件的制定和

编写要求

1.1.2 燃气轮机组热力系统

（设备）启动试运的规范和要求

1.1.3 燃气轮机、汽轮机超速

试验规范

1.1.4 余热锅炉水压试验规范

1.2 机 组

并网及试验

1.2.1 能进行甩负荷试验

1.2.2 能进行发电机运行特性

试验及涉网试验

1.2.1 甩负荷试验要求

1.2.2 电气设备保护原理

1.2.3 发电机运行特性及涉网

试验的注意事项

1.2.4 电网调度相关管理条例

2.机组运

行监视与调

整

2.1 燃 气

轮 机 组 监 视

与调整

2.1.1 能制定设备定期切换操

作制度

2.1.2 能分析燃气轮机组的运

行经济性数据

2.1.3 能编写燃气轮机组节能

降耗技术措施

2.1.4 能对燃气轮机组热力系统

（设备）状况、缺陷进行技术分析

2.1.5 能提出燃气轮机组附属

系统（设备）控制逻辑的改进和

优化方案

2.1.1 定期切换规范

2.1.2 节能降耗相关指标

2.1.3 燃气轮机组相关运行技

术监督标准

2.1.4 燃气轮机组附属系统

（设备）控制逻辑原理

2.2 电 气

系 统 监 视 与

调整

2.2.1 能对电气设备的运行经

济性进行技术分析

2.2.2 能对电气设备运行中出

现的状况和缺陷进行技术分析

2.2.1 电气设备损耗、效率以

及节能措施

2.2.2 电气系统相关运行技术

监督标准

3.机组停

止

3.1 机 组

停运操作

3.1.1 能进行燃气轮机组的紧

急停机操作

3.1.2 能分析盘车故障原因并

制定防范措施

3.1.3 能编制燃气轮机组停运

过程中的试验项目和技术措施

3.1.1 燃气轮机组紧急停机操

作规范

3.1.2 燃气轮机组停运过程中

试验项目和技术措施

3.2 停 运

后 的 维 护 及

保养

3.2.1 能根据燃气轮机出力状

况和运行时间等条件确定离线水

洗周期

3.2.2 能编制燃气轮机组停运

后系统隔离安全技术措施

3.2.1 燃气轮机离线水洗技术

要求

3.2.2 燃气轮机组停运系统隔

离相关安全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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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事故处

理

4.1 燃 气

轮 机 事 故 处

理

4.1.1 能处理燃气轮机点火失

败和熄火事故并制定防范措施

4.1.2 能处理压气机喘振和燃

气轮机热悬挂的事故并制定防范

措施

4.1.3 能处理燃气轮机超速、

轴系断裂、轴瓦损坏事故

4.1.1 燃气轮机点火失败的原

因

4.1.2 燃气轮机燃烧原理

4.1.3 燃气轮机超速、轴系断

裂、轴瓦损坏事故原因及处理原

则

4.2 汽 轮

机事故处理

4.2.1 能处理凝汽器真空异常

并制定技术措施

4.2.2 能处理汽轮机超速、轴

系断裂、轴瓦损坏、大轴弯曲事

故

4.2.3 能处理汽轮机水冲击事

故

4.2.1 凝汽器真空变化原因、

危害及分析

4.2.2 汽轮机超速、轴系断

裂、轴瓦损坏、大轴弯曲事故原

因及处理原则

4.2.3 汽轮机水冲击事故原因

及处理原则

4.3 余 热

锅 炉 事 故 处

理

4.3.1 能分析余热锅炉蒸汽温

度、水位等重要参数异常的原因

并制定技术措施

4.3.2 能处理余热锅炉承压部

件失效事故

4.3.3 能处理余热锅炉满水或

缺水事故

4.3.1 余热锅炉金属材质的使

用规范

4.3.2 蒸汽压力、温度异常的

原因及危害

4.3.3 余热锅炉承压部件失

效、锅炉满水或缺水事故的原因

和处理原则

4.4 电 气

系 统 事 故 处

理

4.4.1 能处理全厂失电事故

4.4.2 能处理电力系统高、低

频事故及系统振荡事故

4.4.3 能处理发电机变压器组

事故

4.4.4 能处理继电保护以及自

动化装置事故

4.4.1 全厂失电事故预案相关

规定

4.4.2 电力系统高、低频事故

和系统振荡的现象、原因以及处

理措施

4.4.3 发电机、变压器、励磁

系统、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

等主要电气设备发生事故的原因

及处理原则

4.4.4 继电保护以及自动化装

置发生事故的原因和处理原则

4.5 危 险

源事故处理

4.5.1 能处理氢气系统泄漏及

着火事故

4.5.2 能处理油系统泄漏及着

火事故

4.5.1 氢气、油系统着火的灭

火介质要求

4.5.2 氢气、油系统泄漏或着

火的处理原则

4.5.3 氢气、油系统泄漏对环

境的影响

5.工作票

及操作票执

行

5.1 工 作

票执行

5.1.1 能对燃气轮机组检修工

作票进行审核

5.1.2 能对工作票的执行情况

进行监督和检查

5.1.1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中对

发电厂现场工作的相关规定

5.1.2 工作票的监督和检查的

有关管理规定

5.2 操 作

票执行

5.2.1 能编写新建或检修后燃

气轮机组启动调试操作票

5.2.2 能编写高压电气设备投

5.2.1 运行规程或相关标准中

关于新机组、新设备启动及高试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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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或检修后启动调试操作票 5.2.2 调度规程中关于涉网电

气设备启动的规定

6.技术培

训与管理

6.1 技 术

培训

6.1.1 能编写培训讲义

6.1.2 能对燃气轮机值班员中

级工、高级工进行技术指导

6.1.1 燃气轮机组运行技术培

训讲义、课件的编写方法和要求

6.2 技 术

管理

6.2.1 能对燃气轮机组运行经

济指标进行统计和分析

6.2.2 能提出燃气轮机组运行

相关合理化技术改造建议

6.2.3 能推广应用与本专业相

关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6.2.1 节能、降耗管理知识

6.2.2 燃气轮机组运行经济指

标计算方法

6.2.3 本专业相关的新技术和

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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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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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启

动

1.1 机 组

启动及试验

1.1.1 能编制和优化燃气轮机

组整组启动方案

1.1.2 能对燃气轮机组启动过

程中出现的重大技术问题提出解

决意见

1.1.1 电气保护设置及相关标

准

1.1.2 热工联锁保护设置及相

关标准

1.2 机 组

并网及试验

1.2.1 能编制和优化发电机运

行特性试验方案

1.2.2 能对发电机并网失败案

例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意见

1.2.3 能编制和优化发电机涉

网试验方案

1.2.1 发电机运行特性试验编

写要求

1.2.2 发电机涉网试验编写要

求

2.机组运

行监视与调

整

2.1 燃 气

轮 机 监 视 与

调整

2.1.1 能分析燃气轮机燃烧参

数异常并提出解决意见

2.1.2 能根据燃气轮机组运行

中的技术监督和技术分析结果，

编制技术防范措施

2.1.3 能编制燃气轮机组非正

常工况下的运行调整技术措施

2.1.4 能提出燃气轮机组主设

备控制逻辑的改进和优化方案

2.1.1 燃气轮机燃烧调整原理

2.1.2 燃气轮机组自动控制系

统原理

2.1.3 燃气轮机组主设备控制

逻辑原理

2.2 电 气

系 统 监 视 与

调整

2.2.1 能编制电气系统非正常

情况下的运行技术措施

2.2.2 能编制电气系统非正常

倒闸操作安全技术措施

2.2.1 电气设备暂态和稳态分

析

2.2.2 继电保护整定原则

3.机组停

止

3.1 机 组

停运操作

3.1.1 能编制燃气轮机停运优

化方案

3.1.2 能编制汽轮机、余热锅

炉停运优化方案

3.1.1 燃气轮机停机冷却运行

原理

3.1.2 燃气轮机组调峰运行经

济性分析

3.2 停 运

后 的 维 护 及

保养

3.2.1 能编制余热锅炉保养技

术措施

3.2.2 能编制燃气轮机、汽轮

机停运后的保养技术措施

3.2.1 余热锅炉保养技术规范

3.2.2 燃气轮机、汽轮机停运

后的保养技术规范

4.事故处

理

4.1 燃 气

轮 机 事 故 处

理

4.1.1 能分析燃气轮机超速、

轴系断裂、轴瓦损坏事故的原因

并制定防范措施

4.1.2 能分析燃气轮机组振动

的原因并制定防范措施

4.1.1 防止燃气轮机超速、轴

系断裂、轴瓦损坏等事故的技术

措施

4.1.2 轴承振动的机理和分析

4.2 汽 轮

机事故处理

4.2.1 能分析汽轮机超速、轴

系断裂、轴瓦损坏、大轴弯曲的

原因并制定防范措施

4.2.2 能分析水冲击原因并制

4.2.1 防止汽轮机超速、轴系

断裂、轴瓦损坏、大轴弯曲等事

故的技术措施

4.2.2 防止汽轮机水冲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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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防范措施 的技术措施

4.3 余 热

锅 炉 事 故 处

理

4.3.1 能分析余热锅炉承压部

件失效的事故原因并制定防范措

施

4.3.2 能分析余热锅炉满水或

缺水的事故原因并制定防范措施

4.3.1 防止锅炉承压部件失效

的技术措施

4.3.2 防止锅炉满水或缺水事

故的技术措施

4.4 电 气

系 统 事 故 处

理

4.4.1 能分析全厂失电原因并

编写全厂失电应急预案

4.4.2 能分析发电机变压器组

故障并制定技术措施

4.4.3 能分析继电保护以及自

动化装置事故

4.4.1 防止全厂失电事故的技

术措施

4.4.2 防止发电机、变压器、

励磁系统、电压互感器、电流互

感器等主要电气设备发生事故的

技术措施

4.4.3 防止继电保护以及自动

化装置发生事故的技术措施

4.5 危 险

源事故处理

4.5.1 能对电厂危险源[天然

气、煤气（煤层气）、氢气、油、氨

水]进行风险评估

4.5.2 能编制电厂危险源[天

然气、煤气（煤层气）、氢气、

油、氨水]的相关应急处置预案

4.5.3 能编写环境污染事故的

应急处置预案

4.5.1 风险评估相关知识

4.5.2 重大危险源防范措施编

写要求

4.5.3 防止环境污染事故的技

术措施

5.技术培

训与管理

5.1 技 术

培训

5.1.1 能编写培训计划、培训

大纲

5.1.2 能对燃气轮机值班员技

师进行技术指导

5.1.3 能评估教学方法，评估

培训效果

5.1.1 培训方法评估

5.1.2 培训效果评估

5.2 技 术

管理

5.2.1 能对燃气轮机组运行可

靠性指标进行统计和分析

5.2.2 能利用燃气轮机组运行

数据库和分析软件，分析判明主

设备健康状况，诊断技术难题

5.2.3 能编写技术改造和技术

革新方案

5.2.1 燃气轮机组可靠性评价

知识

5.2.2 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的

编写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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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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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知识 25 20 15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设备、系统巡检及操作 30 10 — —

机组启动 10 15 15 15

机组运行监视与调整 10 15 10 10

机组停止 10 15 10 10

事故处理 5 10 25 30

工作票及操作票执行 5 10 10 —

技术培训与管理 — — 10 2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设备、系统巡检及操作 35 15 — —

机组启动 15 20 20 15

机组运行监视与调整 15 20 15 10

机组停止 15 20 15 15

事故处理 10 15 30 35

工作票及操作票执行 10 10 10 —

技术培训与管理 — — 10 2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