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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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织有关

专家，制定了《工程机械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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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程机械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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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工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

面的内容。本次修订内容主要有以下变化：

——职业概况按照《大典》重新明确了职业名称、职业编码、职业定义；对本职业各等

级的申报条件作了调整，明确了相关专业和相关工种的范围；调整了各等级理论考试和技能

操作考核的鉴定时长。

——基础知识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的相关知识。

——工作要求按专业方向分为土方机械、起重机械、掘进及凿岩机械、高空作业机械、

筑路及道路养护机械、混凝土机械、桩工机械、工业车辆等八类，不同设备类别的维修工按

照相对应设备类别的工作内容进行考核。

——附录增加了设备目录，推荐了不同专业方向优先选用的鉴定考核设备。

三、本《标准》起草单位有：中机科（北京）车辆检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徐州工程

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安

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交西安筑路机械有限公司、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徐州海伦

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福

田雷萨泵送机械分公司、沃尔沃建筑设备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森达美信昌机器工程(广东)

有限公司、杭州爱知工程车辆有限公司、高空机械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廊坊凯博建设

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天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兴力

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有：孙昌元、陈宝强、赵静静、张甫、刘斌、王科伟、

尹朋朋、白相民、吴荣锋、江国辉、陈伟民、蒲晓波、钟庆丰、陈良武、李光明、赵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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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江涛、徐庆华、张再磊、席庆福、艾伟、赵歆、汪俊豪、胡景清、赵治廷、马耀龙、凌皓、

陈晨、刘艳、邵晓辉、田学坤、彭智峰、李晓娜、王佳。

四、本《标准》审定单位有: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中机寰宇认证检验有限公司、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维修及再制造分会、中国铁建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交西安筑路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沃尔沃建筑设备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爱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高空机械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石家庄天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西

尔艾叉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山西通宝建设机械有限公司、四川交通职业学院。主要审定人员

有：史仲光、雷晓卫、刘中星、张明军、李弋、宋利、张成建、罗菊、王晓飞、袁勇、沈高、

赵飞、曹勇涛、程道忠、李英杰、陈晓峰、金恺、喻惠业、韩晓明、孙颐、王倩、李隽、杨

前进、周俊峰、樊建华、郭一娟、程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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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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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维修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19 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工程机械维修工①

1.2 职业编码

6-31-01-09

1.3 职业定义

使用检测仪器、检修机具和诊断设备等，进行工程机械主机、总成件及主要零配件诊断、

维修、试车和保养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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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手指、手臂灵活，动作协调；学习能力、色觉和空间适应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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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工作 1 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①
本职业分为土方机械、起重机械、掘进及凿岩机械、高空作业机械、筑路及道路养护机械、混凝土机械、

桩工机械、工业车辆等八个专业方向。
②

相关职业：工程机械装配调试工、汽车装调工、汽车维修工、摩托车修理工、拖拉机制造工、机床装调

维修工、机动车检测工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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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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或相关专业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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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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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预备技师证书

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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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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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本专业：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起重装卸机械操作与维修，下同。

④
相关专业：机械设备维修、机械装配、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化控制、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制造与

装配、汽车维修、船舶建造与维修、电力机车运用与维修、内燃机车运用与维修、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

与维修、飞机维修、矿山机械操作与维修、新能源汽车制造与装配、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等 14，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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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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考核时间：五级/初级工不少于 40min，四级/中

级工不少于 60min，三级/高级工不少于 70min，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80min；

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30min。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操作考核在配备有相应的工程机械设备和必要的设

备、仪器仪表以及工、夹、量具，安全设施完善的场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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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础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爱岗敬业，忠于职守，自觉履行各项职责。

（3）工作认真负责，严于律己。

（4）刻苦学习，钻研业务，努力提高思想和科学文化素质。

（5）谦虚谨慎，团结协作，主动配合。

（6）严格执行工艺规程，保证工作质量。

（7）重视安全、环保，坚持文明生产。

2.2 基础知识

2.2.1 钳工基础知识

（1）钳工常用设备、工具、量具、仪器仪表的名称、规格、用途和使用方

法。

（2）测量、划线、錾削、锉削、锯割、钻孔、攻丝、套丝、刮削、研磨等

钳工操作基础知识。

（3）拆卸、清洗、装配的基础知识。

2.2.2 工程机械常用材料

（1）常用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种类、牌号、性能及应用知识。

（2）燃料的牌号、性能及应用知识。

（3）润滑油（脂）的牌号、性能及应用知识。

（4）常用工作介质的牌号、性能及应用知识。

（5）工程轮胎规格、分类、组成及应用知识。

2.2.3 机械基础知识

（1）机械制图的国家标准。

（2）公差配合的基础知识及标注方法。

（3）识读零件图与部件装配图的知识。

（4）轴承的类型、结构与代号。

（5）螺纹的种类与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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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电工与电子基础知识

（1）基本电路类型。

（2）电子电路基础知识。

（3）常用基本元件的基础知识。

（4）计算机基础知识。

2.2.5 液压与液力传动基础知识

（1）液压与液力传动基本原理。

（2）液压元器件的结构类型及其应用。

2.2.6 工程机械维修属具的性能和使用知识

（1）通用和专用检测器具。

（2）拆卸和安装属具。

（3）常用检测仪表。

（4）机械、液压与内燃机试验设备。

2.2.7 工程机械发动机构造与工作原理

（1）发动机的类型与组成。

（4）曲柄连杆机构的构造与工作原理。

（5）配气机构的构造与工作原理。

（6）燃料供给系统的构造与工作原理。

（7）冷却系统的构造与工作原理。

（8）润滑系统的构造与工作原理。

（9）电气系统的构造与工作原理。

2.2.8 工程机械分类及用途

2.2.9 工程机械常用电气设备与电子控制装置类型及用途

2.2.10 工程机械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

（1）安全作业操作规程。

（2）安全防火知识。

（3）排放法规。

（4）环境保护知识。

（5）急救与救援常识。

（6）整理维修环境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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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质量管理流程控制

（1）质量管理的内容与特点。

（2）质量管理的基本方法。

2.2.12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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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的技

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本《职业》分为土方机械、起

重机械、掘进及凿岩机械、高空作业机械、筑路及道路养护机械、混凝土机械、桩工机械、

工业车辆等八个专业方向，不同方向按照相应设备类别的工作内容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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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

机械

运行

检测

1.1 认

知操作

1.1.1 能识别各仪表、指示灯、开关、

报警信号装置的功能与用途

1.1.2 能识别各操纵杆的用途并能进

行操作

1.1.3 能上、下机并能驾驶

1.1.4 能识别施工标志和指挥信号，能

判断工作面地质、地形条件对检测作业的

影响，并能选定检测作业位置

1.1.5 能进行整机维护保养

1.1.6 能认知违规和禁止的警示

1.1.7 能识别各系统部件名称及原理

符号

1.1.1 工程机械的机构与工作原理、操

作与使用方法

1.1.2 工程机械操纵设备的识别与运

用

1.1.3 工程机械上、下机及驾驶的方法

1.1.4 工程机械的驾驶安全规则和作

业安全规则

1.1.5 整机及部件的使用维护说明书

1.1.6 警示牌的含义

1.2 故

障检测

1.2.1 能描述工程机械故障现象

1.2.2 能填写工程机械故障报告书

1.2.3 能读懂车载 GPS 数据的含义

1.2.1 工程机械检测作业程序

1.2.2 工程机械故障报告书的填写方

法

1.2.3 车载 GPS 数据的含义

2.

动力

系统

维修

2.1 发

动 机 一 级

维护

2.1.1 能检查、清洁发动机外表，查看

是否有油、水、气的泄漏，并能修复

2.1.2 能检查发动机机油液面高度，并

能按不同车型完成更换机油、空气和燃油

滤清器的维护作业

2.1.3 能检查、清洁空气滤清器

2.1.4 能添加、更换冷却液

2.1.5 能添加、更换车用尿素溶液

2.1.6 能检查颗粒捕捉器 (DPF)工作

状态并能完成主动再生

2.1.1 发动机一级维护作业内容与操

作要点

2.1.2 发动机一级维护作业技术要求

2.1.3 发动机一级维护检验技术要求

与质量保证措施

2.1.4 发动机机油的分类、牌号、更

换及注意事项

2.1.5 冷却液的分类、牌号及使用注

意事项

2.1.6 车用尿素溶液的特点及使用注

意事项

2.1.7 颗粒捕捉器(DPF)再生方式分类

及主动再生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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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2 发

动 机 二 级

维护

2.2.1 能清洁、更换燃油滤清器

2.2.2 能检查燃油系统工作状况

2.2.3 能检查冷却系统密封情况

2.2.4 能检查风扇皮带外观，调整皮带

松紧度

2.2.5 能检查、紧固和更换进排气歧

管、消声器、DPF 后处理器

2.2.6 能按规定顺序和紧固扭矩校紧

气缸盖螺栓

2.2.7 能检测发动机喷油器的喷油压

力和喷油状况

2.2.8 能检查、保养发电机

2.2.1 曲柄连杆机构的构造与工作原

理

2.2.2 配气机构的构造与工作原理

2.2.3 发动机燃料供给系统的构造与

工作原理

2.2.4 冷却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2.2.5 润滑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2.2.6 喷油器的喷油状况与供油提前

角相关知识

2.2.7 二级维护项目和周期相关规定

2.2.8 二级维护作业技术要求

2.2.9 二级维护作业内容与操作要点

2.2.10 发电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2.3 发

动机小修

2.3.1 能更换水泵

2.3.2 能更换风扇皮带

2.3.3 能检查与更换节温器

2.3.4 能检查与调试发动机喷油泵

2.3.5 能检查与调试发动机喷油器

2.3.6 能检查与调整发动机怠速

2.3.7 能更换气门油封

2.3.8 能更换曲轴前、后油封

2.3.9 能检查曲轴轴向间隙

3.3.10 能更换气缸垫

2.3.11 能调整气门间隙

2.3.12 能检查与更换传感器

2.3.1 水泵、节温器的种类构造

2.3.2 喷油器的检查与调试方法

2.3.3 曲轴轴向间隙检查操作要点

2.3.4 气门间隙的检查与调整方法

2.3.5 更换气缸垫的注意事项

2.3.6 发动机总成拆装要领与注意事

项

2.3.7 发动机各类传感器的检查与调

整方法

2.4 排

除 发 动 机

油路、电路

故障

2.4.1 能排除燃料供给和燃烧非正常

工作状态

2.4.2 能排除怠速熄火故障

2.4.3 能排除加速无力故障

2.4.4 能排除发动机电路故障

2.4.1 发动机油路故障检查方法

2.4.2 发动机怠速不良现象、原因与处

理方法

2.4.3 发动机结构与工作原理

2.4.4 发动机电路常见故障及排除方

法

2.5 电

动机维护

2.5.1 能读取电动机铭牌

2.5.2 能识别各类电动机的接线端子

2.5.3 能连接电动机

2.5.4 能识别电动机编码器、温度传感

器

2.5.5 能清洁和保养电动机

2.5.1 直流、交流、永磁电动机的分类

及型号

2.5.2 直流电动机励磁方式

2.5.3 直流、交流、永磁电动机结构电

机

2.5.4 直流、交流、永磁电动机保养要

求及安全操作

2.5.5 人体安全电压等级与用电安全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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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6 电

动 机 维 修

及 故 障 排

除

2.6.1 能拆装电动机总成

2.6.2 能检修电动机端盖轴承

2.6.3 能排除电动机出线端子故障

2.6.4 能连接编码器及温度传感器

2.6.1 电动机的安装方法

2.6.2 轴承的安装方法

2.6.3 接线端子锁紧扭矩标准

2.6.4 编码器及温度传感器端口定义

2.7 蓄

电 池 维 护

与修理

2.7.1 能清洁和维护蓄电池

2.7.2 能检查蓄电池的单体状态

2.7.3 能检查、判断蓄电池极柱和连接

条连接状态

2.7.4 能进行蓄电池充电

2.7.5 能检查接插件连接可靠性

2.7.6 能进行蓄电池的串并联

2.2.7 能进行蓄电池的封存

2.2.8 能保养氢燃料电池系统

2.7.1 蓄电池安全维护、保养注意事

项、方法

2.7.2 蓄电池桩柱连接方法

2.7.3 蓄电池单体工作状态检查知识

2.7.4 蓄电池充电方法

2.7.5 蓄电池的桩头极性判定、串并联

原理和拆装注意事项

2.7.6 蓄电池封存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2.7.7 氢燃料电池系统的保养方法和

注意事项

3.

底盘

及机

架维

修

3.1 底

盘 一 级 维

护

3.1.1 能检查离合器、变速器、变矩器、

等关键传动装置部件的密封状况

3.1.2 能清洁、更换滤清器

3.1.3 能检查油液液面高度并添加或

更换

3.1.4 能检查或更换传动轴防尘套

3.1.5 能检查、紧固各部位螺栓、螺母

3.1.6 能检查轮胎气压并给轮胎补气

3.1.7 能检查机架技术状况

3.1.8 能检查转向器、转向传动机构、

轮距伸缩机构、车轮驱动机构连接部位的

工作状况

3.1.9 能检查、调整空气压缩机皮带、

储气筒、安全阀

3.1.10 能检查、紧固各管路

3.1.11 能检查制动调整臂

3.1.12 能加注润滑脂

3.1.1 轮胎拆装及充气的方法与注意

事项

3.1.2 加注油液/油脂的方法与注意事

项

3.1.3 底盘基本的结构与功用

3.1.4 底盘维护、保养安全操作规程

3.1.5 废旧油液、滤芯处理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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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2 底

盘 二 级 维

护

3.2.1 能进行制动器维护

3.2.2 能进行气压传动机构维护

3.2.3 能进行轮式制动器维护

3.2.4 能检查、调整方向盘自由转动量

3.2.5 能检查、调整离合器及转向离合

器踏板自由行程

3.2.6 能检查、调整前轮前束及转向角

3.2.7 能检查、调整制动踏板及转向制

动器自由行程

3.2.8 能检查、调整车轮制动器自由行

程

3.2.9 能更换轮胎

3.2.10 能检查轮胎、“四轮一带”磨

损状况

3.2.11 能检查、调整履带松紧度，更

换履带板

3.2.1 离合器及转向离合器踏板自由

行程检查、调整要点

3.2.2 变速器、变矩器的结构及传动原

理

3.2.3 万向传动装置的结构与工作原

理

3.2.4 行驶系统的组成

3.2.5 转向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3.2.6 车轮制动器的种类及结构

3.2.7 最终传动装置的工作原理

3.2.8 轮胎换位操作要点

3.2.9 车轮制动器维护注意事项

3.2.10 履带式制动器的维护方法

3.2.11 履带张紧装置的维护方法

3.3 底

盘小修

3.3.1 能更换离合器从动盘、分离轴承

等机件

3.3.2 能更换变速器、变矩器总成

3.3.3 能更换制动气室膜片、膜片弹簧

3.3.4 能更换加力器（气液总泵）

3.3.5 能更换转向节主销、止推轴承

3.3.6 能更换万向传动装置

3.3.7 能更换车轮制动器摩擦片

3.3.8 能更换“四轮一带”、最终传动

装置

3.3.9 能更换驱动桥总成

3.3.1 离合器拆装要领

3.3.2 变速器、变矩器拆装要领

3.3.3 转向器拆装要领

3.3.4 转向桥拆装要领

3.3.5 制动器拆装要领

3.3.6 转向节更换的注意事项与操作

要点

3.3.7 万向传动装置更换的注意事项

与操作要点

3.3.8 “四轮一带”更换的注意事项

与操作要点

3.3.9 最终传动装置更换的注意事项

与操作要点

3.4 排

除 离 合 器

故障

3.4.1 能诊断、排除离合器打滑故障

3.4.2 能诊断、排除离合器分离不彻底

故障

3.4.3 能诊断、排除离合器发抖故障

3.4.1 离合器的种类、结构与工作原理

3.4.2 离合器打滑故障现象、原因与处

理方法

3.4.3 离合器分离不彻底故障现象、原

因与处理方法

3.4.4 离合器发抖故障现象、原因与处

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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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5 排

除变速器、

变 矩 器 故

障

3.5.1 能诊断、排除变速器、变矩器漏

油故障

3.5.2 能诊断、排除变速器乱挡故障

3.5.3 能诊断、排除变速器自动脱挡故

障

3.5.4 能诊断、排除变速器换挡困难故

障

3.5.5 能诊断、排除变速器挡位缺失故

障

3.5.1 变速器、变矩器漏油故障原因与

处理方法

3.5.2 变速器乱挡故障原因与处理方

法

3.5.3 变速器自动脱挡故障原因与处

理方法

3.5.4.变速器换挡困难故障与处理方

法

3.5.5 变速器挡位缺失故障与处理方

法

3.6 排

除 车 轮 、

桥、制动系

统故障

3.6.1 能诊断、排除轮毂过热故障

3.6.2 能诊断、排除桥、轮边减速机构

异响故障

3.6.3 能诊断、排除制动传动装置引起

的制动故障

3.6.4 能诊断、排除蹄式、盘式、湿式

制动器机械原因引起的制动故障

3.6.1 轮毂过热的现象、原因与处理方

法

3.6.2 桥、轮边减速机构异响的故障现

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3.6.3 制动传动装置引起的制动故障

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3.6.4 蹄式制动器机械故障引起的制

动故障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3.6.5 盘式制动器制动故障现象、原因

与处理方法

3.6.6 湿式制动器制动故障现象、原因

与处理方法

4.

液压

系统

维护

4.1 液

压 系 统 日

常维护

4.1.1 能检查液压系统各紧固部位，并

按要求紧固

4.1.2 能检查油箱液面高度，并能添加

油液

4.1.1 液压传动的特点与应用情况

4.1.2 典型液压系统的结构与工作原

理

4.2 液

压 系 统 一

级维护

4.2.1 能检查、清洁过滤器

4.2.2 能检查判断液压缸工作情况

4.2.3 能检查液压泵、液压阀、液压马

达工作情况，判断转向器、蓄能器是否泄

漏并能清洁外观

4.2.4 能检查判断油液温升情况

4.2.5 能补充各转动部位润滑脂

4.2.6 能检查接头、管路工作情况

4.2.1 液压系统一级维护作业内容与

操作要点

4.2.2 液压系统一级维护竣工检验技

术要求与质量保证期的规定

5.

电气

与电

子系

5.1 启

动 系 统 维

护

5.1.1 能检查、保养启动机

5.1.2 能更换启动机和线束连接

5.1.3 能检查、保养发动机预热装置

5.1.1 启动机检查、保养的注意事项

5.1.2 启动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5.1.3 发动机预热装置的结构和工作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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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统维

修

5.2 照

明、仪表、

信号系统、

音响设备、

空调系统、

雨刮装置、

配 电 柜 维

护

5.2.1 能检查、保养照明灯、转向灯、

刹车灯、警示灯、喇叭、蜂鸣器

5.2.2 能检查、保养仪表、显示器和控

制开关

5.2.3 能检查、调整前照灯的远近光、

旋转警示灯

5.2.4 能检查、调节驾驶室内收音机、

音响设备

5.2.5 能检查、保养、调节监视影像系

统

5.2.6 能检查、保养、调节和更换雨刮

装置

5.2.7 能检查、保养空调通风系统和冷

凝器

5.2.8 能检查配电柜内的温度，能检查

配电柜制冷机工作状况

5.2.1 灯具、喇叭、蜂鸣器的结构

5.2.2 仪表、显示器和各种开关的功能

与工作原理

5.2.3 仪表和显示器报警符号的故障

现象、含义

5.2.4 前照灯光、旋转警示灯的调整方

法

5.2.5 收音机、音响设备的调整方法

5.2.6 监视系统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5.2.7 雨刮装置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5.2.8 空调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5.3 全

机 电 路 维

护

5.3.1 能依据电气图纸接线

5.3.2 能选择电缆型号

5.3.3 能检查全机电子电气设备线路

5.3.4 能检查、调整各线路连接部分

5.3.1 各种开关、保险丝、继电器盒等

电子元器件，以及电气元件的安装位置

5.3.2 电子电气元件的连接和防护要

求

5.4 排

除 电 源 和

启 动 系 统

故障

5.4.1 能诊断、排除蓄电池亏电故障，

能更换蓄电池

5.4.2 能诊断、排除充电电压不稳故障

5.4.3 能诊断、排除防倒流继电器失去

防倒流保护故障

5.4.4 能修理蓄电池桩柱

5.4.5 能搭接起动蓄电池

5.4.6 能诊断、排除启动机不转故障

5.4.7 能诊断、排除启动机电磁开关故

障

5.4.1 蓄电池亏电故障现象、原因及排

除方法

5.4.2 充电电压不稳故障现象、原因与

排除方法

5.4.3 防倒流继电器失去防倒流保护

的故障现象、原因与排除方法

5.4.4 蓄电池桩柱的修理方法

5.4.5 蓄电池搭接起动连接和拆除要

求

5.4.6 启动机不转的原因

5.4.7 启动机电磁开关不吸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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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5.5 排

除照明、仪

表、信号、

报警系统、

音响设备、

雨 刮 装 置

故障

5.5.1 能排除照明灯、仪表灯故障

5.5.2 能排除喇叭故障

5.5.3 能排除转向灯、刹车灯、警示灯

故障

5.5.4 能排除收音机、音响故障

5.5.5 能排除监视影像系统故障

5.5.6 能排除雨刮装置故障

5.5.7 能排除驾驶室安全带报警故障

5.5.8 能排除驾驶室门闭合报警故障

5.5.9 能更换继电器、接触器、微型断

路器、小型变压器、电磁阀插头、传感器、

按钮等电器部件

5.5.1 照明灯、仪表灯的故障现象、原

因及排除方法

5.5.2 喇叭的故障现象、原因及排除方

法

5.5.3 转向灯、刹车灯、警示灯故障现

象、原因及排除方法

5.5.4 收音机、音响故障现象、原因及

排除方法

5.5.5 后视系统故障现象、原因及排除

方法

5.5.6 雨刮装置的故障现象、原因及排

除方法

5.5.7 安全带装置的故障现象、原因及

排除方法

5.5.8 驾驶室门闭合装置的故障现象、

原因及排除方法

6.

金

属

结

构

维

修

6.1 金

属 结 构 的

检查

6.1.1 能检查金属结构件的表面锈蚀

6.1.2 能目测金属结构件的变形

6.1.3 能目测金属结构件的磨损

6.1.4 能检查金属结构件、紧固件的缺

损

6.1.1 金属结构的受力原理

6.1.2 外形测量工具的使用方法

6.2 桁

架 金 属 结

构的维修

6.2.1 能识读桁架结构的部件图样

6.2.2 能测量轴与孔的几何公差、配合

公差

6.2.3 能检查结构件装配尺寸

6.2.4 能检查和调节相对运动结构件

的相对位置与间隙

6.2.5 能紧固连接各金属结构的零部

件

6.2.1 千分尺、游标卡尺、百分表等工

具的使用方法

6.2.2 几何公差及配合知识

6.2.3 工作机构的结构原理

6.3 箱

式 金 属 结

构的维修

6.3.1 能识读箱式结构的部件图样

6.3.2 能测量轴与孔的几何公差、配合

公差

6.3.3 能检查和调节相对运动结构件

的相对位置

6.3.4 能对主大梁进行维保

6.3.1 公差配合的基础知识及标注方

法

6.3.2 零件图与部件装配图的识读知

识

7.

工

作

装

置

维

7.1

工 作

装 置

的 维

护 与

保养

7.1.1 能检查、清洁工作装置

7.1.2 能检查各组成件相互连接部位

的工作状态，并能紧固螺纹连接件

7.1.3 能对工作装置中各组成件连接

部位加注润滑脂

7.1.1 土方机械维护内容与要求

7.1.2 土方机械工作装置的主要结构

和工作原理

7.1.3 润滑脂的种类、加注方法及注意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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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修

土

方

机

械

维

修

工

7.2

工 作

装 置

的 拆

装 与

调整

7.2.1 能更换防尘、密封装置

7.2.2 能更换工作装置中各组件

7.2.3 能更换铲斗、推土板、铲刀等作

业属具

7.2.4 能更换铲刀、铲刃板、斗齿等易

磨损件

7.2.5 能调整相互运动部件间的间隙、

相对角度、高度、深度等参数

7.2.6 能更换斗杆、动臂等工作部件

7.2.1 土方机械工作装置维护的分级

和周期

7.2.2 土方机械维护竣工检验技术要

求 7.2.3 土方机械工作装置各连接部位

防尘、密封要求

7.3

工 作

装 置

故 障

排除

7.3.1 能排除工作装置中各组成杆件

非正常工作状态

7.3.2 能排除工作装置中各组成杆件

相互连接部位组件的非正常工作状态

7.3.3 能排除工作装置中各组成杆件

相互连接部位的非正常润滑状态

7.3.1 铲斗、动臂、斗杆、摇臂、加长

杠、液压缸活塞杆等连接处的主要结构

形式和互相运动工作原理

7.3.2 各运动件连接处的润滑原理

起

重

机

械

维

修

工

7.1

工 作

装 置

的 维

护 与

保养

7.1.1 能清洗各处灰尘及油污

7.1.2 能检查各总成有无漏油、漏水、

漏气、漏电等现象

7.1.3 能对工作装置中各组成件连接

部位加注润滑脂

7.1.4 能检查主钩、副钩、主臂、副臂、

臂端单滑轮、拉板（索）、起升机构、回

转机构、变幅机构等各连接部位工作状

态，并按紧固扭矩要求紧固螺纹连接件

7.1.1 起重机工作装置维护的原则和

目的

7.1.2 起重机工作装置维护的分级和

周期

7.1.3 起重机一级维护竣工检验技术

要求

7.1.4 润滑脂类别及各连接部位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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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作

装 置

的 拆

装 与

调整

7.2.1 能调整修复漏油、漏水、漏气、

漏电等现象

7.2.2 能调整、校固各铰点轴销挡板螺

栓、滑块挡板螺栓、臂销螺栓及防松装置、

臂销等各部分连接螺栓

7.2.3 能保养调整钢丝绳,并调整钢丝

绳倍率

7.2.4 能检查起升、回转等各箱体内运

转情况，添加或更换润滑油，清洗箱体

7.2.5 能拆检清洗冷却系统

7.2.6 能识读起重臂结构零件图及装

配图，拆装起重臂侧置副臂

7.2.7 能接通、断开工作装置的取力装

置

7.2.8 能检查载重小车导轮在轨道上

的运行情况，调节导轮与轨道的相对位置

与间隙

7.2.9 能测量各制动器制动间隙，并使

之保持表面清洁

7.2.10 能检查、调整、更换力矩限制

器、起重量限制器、各机构限位器等安全

装置

7.2.11 能诊断各限位装置安装故障

7.2.1 起重机工作机构及工作原理

7.2.2 各安全装置工作原理

7.2.3 起重机零部件拆装工艺要求

7.2.4 钢丝绳使用注意事项

7.2.5 连接螺栓更换工艺要求

7.2.6 安全装置调整技术要求和方法

7.2.7 制动器的保养与维护知识

7.2.8 传动机构的基本工作原理

7.3

工 作

装 置

故 障

排除

7.3.1 能排除起重机起重臂滑块、拉

索、销轴、滑轮的磨损、锁具松动故障

7.3.2 能辨识起升高度限制、角度指

示、风速仪、过仰报警、防后倾全缩等工

作状态

7.3.3 能辨识变幅油缸活塞杆损坏

7.3.4 能进行变幅及伸缩油缸静载荷

试验

7.3.5 能检查并排除防脱绳装置故障

7.3.6 能检查臂头钢丝绳防扭装置、吊

钩及推力轴承故障

7.3.1 起重机维护竣工检验技术要求

7.3.2 加注油、油脂注意事项

7.3.3 起重机工作机构动作的工作原

理

7.3.4 作业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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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掘

进

及

凿

岩

机

械

维

修

工

7.1

工 作

装 置

的 维

护 与

保养

7.1.1 能清洁工作装置

7.1.2 能检查各种控制盒按钮、开关动

作是否灵活正常

7.1.3 能检测线路通断和老化状况

7.1.4 能检查主驱动、减速机、泵站电

动机、推进梁、液压缸活塞杆等各连接部

位紧固状态，并按紧固扭矩要求紧固螺栓

连接件

7.1.5 能对各工作装置杆件连接部位

加注润滑脂

7.1.6 能检查各流体箱液位，能加注相

应液体

7.1.7 能维护保养主驱动系统、铰接系

统、推进系统、螺旋输送机、管片拼装机、

皮带输送机、锚杆钻机、破碎机、配套拖

车、管片运输系统、钢拱架安装运输系统、

混喷系统、除尘系统、泥水环流系统等

7.1.8 能清理砂浆罐、膨润土罐、污水

箱等

7.1.9 能检查刀盘刀具的工作状况

7.1.1 掘进及凿岩机械维修保养要领

7.1.2 润滑脂的种类和加注方法

7.1.3 润滑脂加注注意事项

7.2

工 作

装 置

的 拆

装 与

调整

7.2.1 能更换服务平台、推进梁、短臂、

大臂、翼式臂、液压缸活塞杆等各杆件连

接部位的销轴、衬套、防尘、密封装置

7.2.2 能紧固和更换刀具锁紧螺栓、铰

接密封压紧螺栓、推进油缸定位卡扣螺栓

等紧固件

7.2.3 能修理和更换旋转拖链、举升拖

链

7.2.4 能更换抓举盘尼龙板

7.2.5 能修理和更换限位传感器固定

装置

7.2.1 销轴、衬套、防尘、密封装置更

换操作方法

7.2.2 刀具锁紧螺栓、铰接密封压紧螺

栓、推进油缸定位卡扣螺栓紧固件装卸

方法

7.2.3 旋转拖链、举升拖链更换方法

7.2.4 抓举盘尼龙板更换方法

7.2.5 限位传感器固定装置更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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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7.3

工 作

装 置

故 障

排除

7.3.1 能检测各电路的电压与电流值，

并排除接触不良、短路、断路故障

7.3.2 能排除掘进机电源开关跳闸故

障

7.3.3 能检查服务平台、推进梁、短臂、

大臂、翼式臂、液压缸活塞杆及各连接部

位的销轴、销轴固定装置、衬套等组件工

作状态、润滑状态

7.3.4 能检查和更换泡沫喷口、膨润土

喷口、主动滚筒、被动滚筒、托辊、挡辊、

皮带清扫器等部件

7.3.5 能检查和更换人仓门密封件、人

仓内仪器和各种皮带等配件

7.3.6 能检查、修理螺旋输送机、管片

吊机行走轨道、提升链条、行走限位、提

升限位、管片小车行走机构、举升机构、

皮带张紧机构、喷浆机械手、采石箱、拖

车轮等部件/部位的卡滞故障

7.3.1 电容补偿控制器知识

7.3.2 安全继电器基础知识

7.3.3 掘进及凿岩机械结构原理

7.3.4 掘进及凿岩机械工作原理

高

空

作

业

机

械

维

修

工

7.1

工 作

装 置

的 维

护 与

保养

7.1.1 能清洗整机各处灰尘及油污

7.1.2 能检查各总成有无漏油、漏水、

漏气、漏电等现象

7.1.3 能检查高空作业机械伸缩臂、折

叠臂、机械升降机构、回转机构、变幅机

构、非汽车底盘或固定基座等各连接部位

工作状态

7.1.4 能按相关技术要求调整、紧固螺

纹连接件

7.1.5 能用油脂加注器对工作机构杆

件连接部位加注润滑脂

7.1.6 能检查平台升降、回转等运转情

况

7.1.7 能检查各机构滑块、滑轮、伸缩

钢丝绳、链条的磨损情况

7.1.1 高空作业机械的操作与使用方

法

7.1.2 高空作业机械工作装置维护的

原则和目的

7.1.3 高空作业机械工作装置维护的

分级和周期

7.1.4 高空作业机械一级维护规程

7.1.5 高空作业机械一级维护竣工检

验技术要求

7.1.6 油、油脂加注注意事项

7.1.7 高空作业机械工作机构动作的

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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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7.2

工 作

装 置

的 拆

装 与

调整

7.2.1 能识读各工作装置结构原理图

7.2.2 能调整或更换升降机构滑块、滑

轮

7.2.3 能拆检、清洗冷却系统

7.2.4 能调整各类安全限位块

7.2.5 能调整平台幅度限制、角度指示

等安全装置的灵敏性、可靠性

7.2.6 能检查、调整调平拉杆松紧、平

台倾斜情况

7.2.7 能调整伸缩臂滑块、滑轮、链条

7.2.1 高空作业机械一级维护竣工检

验技术要求

7.2.2 高空作业机械工作机构动作的

工作原理

7.3

工 作

装 置

故 障

的 排

除

7.3.1 能修复各总成漏油、漏水、漏气、

漏电等故障

7.3.2 能判断工作装置维修作业环境

的安全性

7.3.3 能识别待修设备的停放是否处

于安全状态

7.3.4 能检测工作装置各机构限位开

关动作的有效性及位置准确性

7.3.1 各安全装置工作原理

7.3.2 维修作业环境的安全规定

7.3.3 待修设备安全停放注意事项

筑

路

及

道

路

养

护

机

械

维

修

工

7.1

工 作

装 置

的 维

护 与

保养

7.1.1 能检查、调整轮胎气压

7.1.2 能检查、清洁工作装置

7.1.3 能检查压路机振动室、摊铺机前

推辊、输料装置、分料装置、熨平装置、

拌和设备料斗、料门、找平装置、加热装

置、拌和转子、转子拌刀等各连接部位工

作状态，并能按紧固扭矩要求紧固螺纹连

接件

7.1.4 能对各润滑点加注润滑脂

7.1.5 能清洁油箱，并能检查振动室、

分料装置等油位，添加或更换润滑油

7.1.6 能保养、调整链条，调整皮带张

紧度

7.1.7 能清理沥青及水路管道、滤芯等

7.1.8 能更换工作装置的防尘、密封装

置

7.1.9 能对空压机、储气罐、分离器进

行排水

7.1.1 工作装置维护的原则和目的、分

级和周期

7.1.2 工作装置各部位防尘、密封要求

7.1.3 沥青混凝土设备工作装置维护

和保养的原则、目的、周期

7.1.4 气路系统的系统组成和各气动

元件的工作原理

7.1.5 筑路及养护机械操作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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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7.2

工 作

装 置

的 拆

装 与

调整

7.2.1 能判定工作装置如压路机刮泥

板、静碾轮胎，铣刨刀具，摊铺机前推轮、

螺旋分料器、输料刮板，路拌设备拌和转

子、转子拌刀、搅拌锅、搅拌臂和叶片等

易损件磨损状况，并能更换

7.2.2 能调整刮泥板、制动间隙、拌合

站卸料门间隙、熨平板拱度、油雾器出油

量等

7.2.3 能检查减振块等是否开裂

7.2.4 能更换气缸及气缸附件、手动蝶

阀、气路管件

7.2.5 能调整气路系统压力

7.2.6 能更换提升料斗及滚轮、皮带清

扫机构等作业属具

7.2.1 气路系统的组成和各气动元件

的工作原理

7.2.2 沥青及粉料拌和设备工作装置

结构组成、工作原理

7.2.3 沥青及拌和设备气路系统结构

原理、维修原则、目的、注意事项

7.3

工 作

装 置

的 故

障 排

除

7.3.1 能排除螺旋分料器叶片、输料带

拖链板，路拌拌和转子、转子拌刀、搅拌

锅、搅拌臂和叶片等件磨损严重的故障

7.3.2 能修复泄漏的气路、管线

7.3.3 能排除皮带跑偏的故障

7.3.4 能排除摊铺机前推轮不转的故

障

7.3.5 能排除燃烧器不着火的故障

7.3.6 能排除喷嘴喷洒堵塞的故障

7.3.1 气路系统、管线系统的组成和各

气动元件的工作原理

7.3.2 工作装置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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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混

凝

土

机

械

维

修

工

7.1

工 作

装 置

的 维

护 与

保养

7.1.1 能检查、清洁混凝土各类机械的

工作装置、辅助装置表面、布袋、管路及

舱室内异物

7.1.2 能清理、清洗除尘器、气动元件、

电磁阀、自动润滑泵等部件

7.1.3 能检查、补充液压油、润滑油

7.1.4 能检查出料口连接法兰、眼镜

板、料斗紧固螺栓、砼活塞、管轴、轴承

座、搅拌系统、操控系统、装卸料系统等

各连接部位工作状态，并按相关技术要求

（紧固扭矩）紧固螺纹连接件

7.1.5 能用油脂加注器对各工作装置

杆件各连接部位、传动系统、相互运动结

构等需要润滑的部位加注润滑脂

7.1.6 能保养取力箱、减速机、水路、

电气系统、散热器、油箱、油泵、马达、

7.1.7 能按照要求将关键部位螺栓扭

紧到规定力矩

7.1.8 能检查、调整皮带的张紧度，调

整皮带的跑偏

7.1.9 能检查油管、水管、导线及各部

附件的连接固定情况，能检查仓体的水平

及垂直度

7.1.1 混凝土机械工作装置维护的原

则和目的

7.1.2 混凝土机械工作装置维护的分

级和周期

7.1.3 混凝土机械工作装置一级维护

过程

7.1.4 混凝土机械工作装置一级维护

竣工检验技术要求

7.1.5 润滑脂的种类和加注方法

7.1.6 润滑脂加注注意事项

7.1.7 混凝土机械维护、保养手册

7.1.8 搅拌站日常维护的范围、内容和

要求

7.1.9 皮带张紧度的检查和调整方法

7.1.10 动力、照明线路及接地系统的

知识



24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7.2

工 作

装 置

的 拆

装 与

调整

7.2.1 能识读各工作装置结构原理图

7.2.2 能识读压力表、电子仪表等参数

信息

7.2.3 能更换切割环、眼镜板、砼活塞、

砼管、装、卸料系统等作业属具

7.2.4 能更换摇臂、连杆、臂架、转台、

液压缸、支腿等各杆件连接部位及各操纵

杆件的球铰、拌筒托轮的销轴、衬套、防

尘、密封装置

7.2.5 能更换钢丝绳、消音器、尼龙套、

法兰盘、皮带清扫机构等零部件

7.2.6 能更换工作装置中操控系统各

操纵杆等零部件

7.2.7 能调试液压系统压力参数、电气

系统、气动系统工作参数

7.2.8 能检查、更换照明设备、电铃、

操纵按钮、指示灯、报警灯等

7.2.9 能检查、调整齿轮啮合间隙和啮

合质量

7.2.10 能调整主机衬板、搅拌臂、和

叶片，并调整叶片间隙

7.2.11 能调整油雾器出油量

7.2.12 能调整主机卸料门间隙、上料

机构制动间隙

7.2.13 能调整卸料门、料位仪等部件

的角度或位置

7.2.14 能调整气缸、减振块阻尼大小

7.2.1 混凝土机械工作装置的主要结

构和工作原理

7.2.2 机械连接的主要结构形式和相

互运动工作原理

7.2.3 机械连接各运动副润滑工作原

理

7.2.4 混凝土机械系统调试文件

7.2.5 混凝土机械维护、保养手册

7.2.6 常见机械设备电气故障的检查、

排除方法及维修工艺

7.2.7 三相异步电动机和小型变压器

的拆装方法及应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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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7.3

工 作

装 置

的 故

障 排

除

7.3.1 能排除摇臂、分配机构、搅拌机

构、泵送系统、操纵杆件、连杆、臂架、

转台、液压缸、支腿等各连接部位的销轴、

销轴固定装置、衬套等及各组成部件非正

常工作状态

7.3.2 能排除切割环、眼镜板、砼活塞、

砼管等各类作业属具的非正常工作状态

7.3.3 能诊断、排除连杆、臂架、转台、

液压缸、支腿等各连接部件以及操纵杆件

的球铰、拌筒托轮、传动系统各连接部位

的非正常润滑状态

7.3.4 能排除搅拌托轮松动与不正常

声音

7.3.5 能排除气路（包括气控箱）和水

路的漏气、漏水、气压、水压不足等故障

7.3.6 能排除强电、弱电线路故障

7.3.7 能排除各种限位开关、磁性开关

的故障

7.3.1 混凝土机械工作装置的主要结

构和工作原理

7.3.2 搅拌主机使用要求

7.3.3 轴端密封的结构、原理

7.3.4 除尘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7.3.5 气路、水路系统工作原理

7.3.6 混凝土机械工作装置电路图

7.3.7 限位、磁性开关故障现象及排除

方法

桩

工

机

械

维

修

工

7.1

工 作

装 置

的 维

护 与

保养

7.1.1 能清洗整机各处灰尘及油污

7.1.2 能检查变幅机构、动力装置、加

压装置等各连接部位工作状态，并按相关

技术要求（紧固扭矩）紧固螺纹连接件

7.1.3 能检查动力、回转、减速机构、

回转机构等各箱体内运转情况，更换润滑

油，清洗箱体

7.1.4 能用油脂加注器对工作装置中

各组成杆件相互连接部位加注润滑脂

7.1.1 桩工机械工作装置维护的原则

和目的

7.1.2 桩工机械工作装置维护的分级

和周期

7.1.3 桩工机械一级维护过程

7.1.4 桩工机械一级维护竣工检验技

术要求

7.1.5 油、油脂加注注意事项

7.2

工 作

装 置

的 拆

卸 与

调整

7.2.1 能识读各工作装置结构原理图

7.2.2 能检查钢丝绳缠绕、表面润滑是

否正常，并能排绳及实施润滑

7.2.3 能调整、紧固各部分连接螺栓

7.2.4 能检查滑轮、斗齿、铣齿、铣轮

耐磨块、导向环等的磨损情况，并能进行

调整或更换

7.2.1 桩工机械工作机构动作的工作

原理

7.2.2 变幅机构、动力装置、加压装置、

抓斗体、卷盘系统、铣刀架及铣轮传动

箱等工作原理

7.3

工 作

装 置

的 故

障 排

除

7.3.1 能修复各总成漏油、漏水、漏气、

漏电等故障

7.3.2 能检查滑轮、斗齿、铣齿、铣轮

耐磨块、导向环的磨损情况，进行调整或

更换

7.3.1 油路、水路、气路、管线系统的

组成和各执行元件的工作原理

7.3.2 机械磨损检查方法

7.3.3 滑轮、斗齿、铣齿、铣轮耐磨块、

导向环装卸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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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工

业

车

辆

维

修

工

7.1

工 作

装 置

的 维

护 与

保养

7.1.1 能清洁工业车辆工作机构

7.1.2 能用油脂加注器对工作装置中

各组成杆件、各运动部位加注润滑脂

7.1.3 能按照要求将螺栓扭紧到规定

力矩

7.1.4 能检查门架、货叉架焊缝是否开

裂或严重变形

7.1.5 能检查货叉、内外门架、货叉架、

属具管路连接等各连接部位工作状态

7.1.6 能检查管路是否漏油

7.1.1 工业车辆工作装置维护的原则

和目的

7.1.2 工业车辆工作装置维护的分级

和周期

7.1.3 安全警示标志的含义

7.1.4 工作机构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7.1.5 油、油脂加注注意事项

7.2

工 作

装 置

的 拆

卸 与

装配

7.2.1 能拆卸和安装货叉、门架、油缸、

各级门架滚轮及牵引装置等零部件

7.2.2 能调整多路阀的主安全压力

7.2.3 能更换门架、属具的管路

7.2.1 门架结构与工作原理的基础知

识

7.2.2 属具结构与功用

7.2.3 货叉、链条安全系数知识

7.3

工 作

装 置

的 故

障 排

除

7.3.1 能诊断工作装置异响情况，并进

行调整清除

7.3.2 能调整门架起升、倾斜油缸的同

步

工作机构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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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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

力

系

统

维

修

1.1 发

动 机 二 级

维 护 前 检

测

1.1.1 能检测发动机功率

1.1.2 能检测发动机气缸压缩压力、

曲轴箱窜气量、气缸漏气量

1.1.3 能检测发动机喷油压力、供油

提前角

1.1.4 能检测发动机机油压力和机油

品质

1.1.5 能检测发动机烟度

1.1.6 能检测发动机各种传感器

1.1.7 能依据客户反映、性能检测结

果、发动机技术档案等信息，对发动机

技术状况进行综合评定，确定附加作业

项目

1.1.1 二级维护前检测作业程序和内

容

1.1.2 二级维护前检测诊断项目与技

术要求

1.1.3 二级维护作业前的技术评定目

的与方法

1.1.4 二级维护竣工检验项目和技术

要求

1.1.5 二级维护附加作业项目的确定

依据

1.1.6 发动机常用诊断设备（气缸压力

表、润滑油脂分析仪、曲轴箱窜气测量

仪、气缸漏气量检测仪、真空表、烟度

计）的功能

1.1.7 国家标准 GB/T 7607-2010《柴

油机油换油指标》和 GB/T 8028-2010《汽

油机油换油指标》

1.1.8 工程机械维护修理工艺主要规

范

1.2 发

动 机 二 级

维 护 附 加

作业

1.2.1 能修配气门座

1.2.2 能更换气门

1.2.3 能调整曲轴轴向间隙

1.2.4 能更换活塞环

1.2.5 能调整曲轴轴承、连杆轴承间

隙或更换轴承

1.2.6 能更换飞轮齿圈

1.2.7 能调整喷油泵供油提前角

1.2.1 气门座修理技术要求

1.2.2 曲轴连杆轴承间隙调整要点

1.2.3 活塞环装配技术要点

1.2.4 曲轴轴承、连杆轴承修理技术要

点

1.2.5 喷油泵供油提前角技术参数

1.3 零

件 检 验 与

分类

1.3.1 能进行发动机总成的拆卸和零

件清洁

1.3.2 能检测发动机的气缸盖、气缸

体等基础零部件，确定修理项目

1.3.3 能检测发动机零部件技术状

态，确定可用件、需修件和报废件

1.3.4 能分析气缸盖、气缸、曲轴、

凸轮轴等典型零件出现异常损坏的原因

1.3.1 发动机的拆卸和零件清洗注意

事项

1.3.2 几何公差的项目及符号含义

1.3.3 零件测量技术要点

1.3.4 零件检验分类技术条件

1.3.5 气缸盖、气缸体等基础零部件的

检测要点

1.3.6 曲轴、凸轮轴等零件的检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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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4 气

缸 盖 与 配

气 机 构 检

修

1.4.1 能检查并拆卸正时带（链）、

正时齿（链）轮

1.4.2 能拆、装和清洗气缸盖

1.4.3 能拆卸和清洗配气机构

1.4.4 能检测、修理或更换气门、气

门弹簧、气门挺杆、气门推杆、气门弹

簧座、气门旋转机构等零部件

1.4.5 能修磨气门与气门座，检测气

门与气门座的密封性

1.4.6 能检测凸轮轴、正时齿轮工作

状态

1.4.7 能检测气缸盖密封情况

1.4.8 能进行配气机构的装配与调整

1.4.1 拆卸正时带（链）、正时齿（链）

轮的注意事项

1.4.2 检测气门、气门弹簧、气门挺杆、

气门推杆、气门弹簧座、气门旋转机构

等零部件的操作要点与技术参数

1.4.3 气门与气门座修磨的操作要点

与技术参数

1.4.4 凸轮轴和正时齿轮的技术参数

与检测方法

1.4.5 气缸盖装配注意事项

1.4.6 配气机构装配与调整的注意事

项

1.5 缸

体 与 曲 柄

连 杆 机 构

检修

1.5.1 能检查、确定气缸体裂纹、腐

蚀状况，检查油道、水道

1.5.2 能检测气缸体各接合面的平面

度

1.5.3 能测量气缸的磨损程度，确定

修理尺寸

1.5.4 能检查曲轴表面裂纹

1.5.5 能测量曲轴主轴颈与连杆轴颈

的磨损，确定修理尺寸；能检测曲轴的

弯曲或扭曲变形，并能校正修复或更换

曲轴

1.5.6 能检测曲轴轴承异常磨损，并

能选配曲轴轴承

1.5.7 能检测连杆的弯曲或扭曲变

形，并能校正连杆

1.5.8 能检测、选配活塞、活塞环、

活塞销、活塞销衬套，组装活塞连杆组

1.5.9 能检查、更换曲轴扭转减振器

1.5.10 能检查、组装曲轴飞轮组

1.5.11 能进行气缸体与曲柄连杆机

构的装配与调整

1.5.1 气缸体裂纹检查方法

1.5.2 气缸体接合面检修方法

1.5.3 气缸磨损检测要点

1.5.4 裂纹检测方法

1.5.5 曲轴弯曲度测量的操作要点

1.5.6 主轴颈与连杆轴颈磨损的测量

方法

1.5.7 曲轴、连杆轴承选配方法

1.5.8 连杆弯曲或扭曲变形的原因，连

杆校正的操作要点

1.5.9 活塞连杆组组装的方法及注意

事项

1.5.10 曲轴扭转减振器的工作原理

1.5.11 曲轴飞轮组动平衡的试验方法

1.5.12 气缸体与曲柄连杆机构的装

配、调整方法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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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6 供

油 系 统 检

修

1.6.1 能检查、测试喷油器与喷油泵

1.6.2 能检查、测试喷油器与喷油泵

上的电磁阀和传感器

1.6.3 能检测、调整供油正时

1.6.4 能检查、清洁、更换废气涡轮

增压装置

1.6.5 能拆卸、装配 PT 燃油系统

1.6.6 能拆卸、装配分配泵燃油系统

1.6.7 能检测、清洗、更换曲轴箱通

风（PCV）阀

1.6.1 喷油器与喷油泵检测的方法及

注意事项

1.6.2 喷油器与喷油泵上电磁阀和传

感器的检测方法及注意事项

1.6.3 供油正时检测、调整的方法

1.6.4 喷油泵与调速器检测的方法与

注意事项

1.6.5 喷油器检测、清洗、更换的方法

与注意事项

1.6.6 曲轴箱通风（PCV）阀检测、清

洗、更换的方法与注意事项

1.6.7 涡轮增压器检查、清洁或更换的

方法与注意事项

1.7 冷

却 润 滑 系

统检修

1.7.1 能检查冷却系统工作状况，并

确定修理内容

1.7.2 能检测节温器

1.7.3 能检测并更换风扇离合器、风

扇温控开关

1.7.4 能检修水泵

1.7.5 能检测、调整机油压力，更换

机油压力调节器

1.7.6 能检修机油泵

1.7.1 冷却系统工作性能的检查方法

1.7.2 节温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1.7.3 风扇离合器的分类、结构与工作

原理

1.7.4 机油泵的分类、结构与工作原理

1.8 诊

断 与 排 除

发 动 机 油

路故障

1.8.1 能诊断、排除油路引起的发动

机启动困难和怠速不稳故障

1.8.2 能诊断、排除发动机功率不足

故障

1.8.3 能诊断、排除发动机过热故障

1.8.4 能诊断、排除发动机异响故障

1.8.5 能诊断、排除排气烟色非正常

故障

1.8.6 能诊断、排除排放超标故障

1.8.7 能诊断、排除机油压力不足故

障

1.8.8 能诊断、排除喷油泵故障

1.8.9 能诊断、排除电路引起的发动

机油路故障

1.8.1 发动机启动困难故障现象、原因

与处理方法

1.8.2 发动机怠速运转不稳故障现象、

原因与处理方法

1.8.3 发动机过热故障现象、原因与处

理方法

1.8.4 发动机功率不足故障现象、原因

与处理方法

1.8.5 异响故障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1.8.6 发动机排气烟色非正常故障现

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1.8.7 排放超标故障现象、原因与处理

方法

1.8.8 机油压力不足故障现象、原因与

处理方法

1.8.9 喷油泵故障处理方法

1.9 诊

断 与 排 除

发 动 机 电

路故障

1.9.1 能诊断、排除电路引起的启动

困难或不能启动故障

1.9.2 能诊断、排除喷油器故障

1.9.3 能诊断、排除电子油门踏板故

障

1.9.1 发动机电路常见故障的排除方

法

1.9.2 喷油器故障处理方法

1.9.3 电子油门踏板故障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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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10 电

动 机 维 护

及 故 障 排

除

1.10.1 能测量电动机绝缘电阻

1.10.2 能对换向器进行保养

1.10.3 能对电动机轴承进行保养维

护

1.10.4 能测量电动机温度和判断电

动机运转声音是否正常

1.10.5 能识别换向器故障现象

1.10.6 能更换电动机碳刷

1.10.7 能检查、修复换向器表面轻度

损伤

1.10.8 能测量电动机的电流

1.10.9 能检查、更换电动机温度传感

器

1.10.10 能检查、更换编码器

1.10.1 兆欧表使用方法

1.10.2 换向器清洁方法

1.10.3 轴承润滑方法

1.10.4 电动机及轴承工作温度范围

1.10.5 换向器火花类型

1.10.6 换向器修复方法

1.10.7 碳刷调整与更换方法

1.10.8 电动机电流检测方法

1.10.9 温度传感器检测方法

1.10.10 编码器检测方法

1.11 电

池 维 护 与

故障排除

1.11.1 能测量蓄电池电压，判定蓄电

池电量状态

1.11.2 能检查蓄电池电解液密度，并

调整电解液比重

1.11.3 能进行蓄电池的均衡充电

1.11.4 能检测蓄电池单体故障并更

换

1.11.5 能诊断蓄电池充放电状态

1.11.6 能检查氢燃料电池系统的气

体渗漏情况

1.11.7 能检查氢燃料电池空气进气

系统状态

1.11.1 万用表、比重计的使用方法

1.11.2 蓄电池均衡充电方法

1.11.3 电池维修、更换操作安全规范

1.11.4 锂电池工作原理

1.11.5 锂电池组故障代码表

1.11.6 氢燃料电池气体渗漏检查办

法

1.11.7 氢燃料电池空气进气系统常见

故障现象

2.

底盘

及机

架维

修

2.1 维

护 前 检 测

与 附 加 作

业 项 目 确

定

2.1.1 能检测前轮前束及转向角

2.1.2 能检测转向盘自由转动量

2.1.3 能检测制动性能

2.1.4 能检测离合器、变速器、变矩

器等传动装置技术状况

2.1.5 能依据用户反映、性能测试结

果、车辆运行数据、技术参数对底盘技

术状况进行综合评定，确定附加作业项

目和要求

2.1.6 能检查、拆装驱动轮、导向轮、

托链轮、支重轮、张紧油缸、履带链轨

节

2.1.1 二级维护前底盘的检测诊断项

目与技术要求

2.1.2 二级维护附加作业项目的确定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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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2 底

盘 二 级 维

护 附 加 作

业

2.2.1 能检查、更换机械换挡变速器

啮合套

2.2.2 能检查变速器工作情况

2.2.3 能进行变速器盖的拆卸、装配，

能检查、更换自锁及互锁装置、拨叉及

拨叉轴

2.2.4 能检查、拆卸、装配动力换挡

变速器自锁、联锁装置

2.2.1 机械换挡变速器拆装工艺

2.2.2 动力换挡变速器拆装要领

2.3 离

合器修理

2.3.1 能拆卸、分解、清洁、检查离

合器

2.3.2 能检查、更换从动盘、压盘和

轴承

2.3.3 能检查输入轴花键磨损状况

2.3.4 能进行离合器压盘与分离轴承

之间间隙的检查与调整

2.3.5 能装配与调整离合器

2.3.1 干式离合器的构造、工作原理与

维修方法

2.3.2 检查、更换从动盘和压盘的操作

要点

2.3.3 离合器压盘与分离轴承之间间

隙检查与调整的操作要点

2.3.4 装配、调整离合器的操作要点

2.4 换

挡变速器、

变 矩 器 修

理

2.4.1 能分解、清洁变速器总成

2.4.2 能检修变速器换挡操作机构

2.4.3 能检修变速器盖总成

2.4.4 能检修变速器输入轴、输出轴、

中间轴和倒挡轴

2.4.5 能测量齿轮啮合间隙，检修齿

轮、花键轴、轴承、止推垫片、挡圈、

密封件和紧固件

2.4.6 能检测和调整变速器轴、齿轮、

轴承和整体阀的配合间隙

2.4.7 能检修变速操纵阀，检修减压

阀、伺服活塞、动力切断阀、变速操纵

阀杆、单向阀

2.4.8 能装配、调整变速器总成

2.4.9 能检修变矩器泵轮、导轮、涡

轮、罩轮、各级元件

2.4.1 变速器、变矩器的构造、工作原

理

2.4.2 检修变速器输入轴、输出轴、中

间轴和倒挡轴的操作要点

2.4.3 测量齿轮间隙、花键轴的轴向间

隙的操作要点

2.4.4 检修变速操纵阀的操作要点与

注意事项

2.4.5 装配、调整变速器总成的操作要

点与注意事项

2.4.6 装配、调整变矩器的操作要点与

注意事项

2.5 万

向 传 动 装

置修理

2.5.1 能检查、更换传动轴、万向节

2.5.2 能装配传动轴总成

2.5.3 能检查、调整传动轴的轴向间

隙

万向传动装置的分类、工作原理与装

配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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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6 驱

动桥修理

2.6.1 能拆卸、分解、清洁驱动桥

2.6.2 能组装主、从动锥齿轮，测量

和调整轴承预紧度

2.6.3 能测量和调整主、从动锥齿轮

的啮合间隙与啮合印痕

2.6.4 能检查、更换差速器行星齿轮、

行星齿轮轴、半轴齿轮、止推垫片和壳

体

2.6.5 能组装差速器总成

2.6.6 能组装轮边减速器

2.6.7 能组装终级传动装置

2.6.8 能拆卸、检查、更换半轴、油

封、轴承、轴承座

2.6.9 能对轮距伸缩机构进行拆卸、

装配、检查

2.6.1 主（中央）减速器和差速器的构

造与工作原理

2.6.2 组装主、从动锥齿轮的方法，测

量和调整轴承预紧度的操作要点

2.6.3 测量和调整主、从动锥齿轮的啮

合间隙与啮合印痕的方法

2.6.4 检查、测量、调整差速器行星齿

轮、行星齿轮轴、半轴齿轮、止推垫片

和壳体的操作要点

2.6.5 组装差速器总成、轮边减速器总

成、终级传动装置的操作要点

2.6.6 组装轮距伸缩机构部件操作要

点

2.7 转

向器修理

2.7.1 能拆卸、分解、清洁转向器

2.7.2 能检查、更换转向盘、转向轴、

蜗杆、滚轮

2.7.3 能组装并更换转向器

2.7.4 能调整、校正转向系统

2.7.1 转向器的分类、结构与工作原理

2.7.2 组装转向器总成的操作要点

2.8 车轮

修理

2.8.1 能拆卸、分解车轮

2.8.2 能检查轮辋、轮盘、挡圈、轮

胎的技术状况

2.8.3 能组装车轮

2.8.4 能检查和调整前轮前束及转向

角

2.8.1 轮胎的分类、规格

2.8.2 组装车轮的操作要点

2.8.3 前轮前束及转向角的调整方法

2.9 制

动 装 置 维

修

2.9.1 能检测制动鼓/制动盘的磨损

2.9.2 能更换制动摩擦片

2.9.3 能装配与调整制动器

2.9.1 车轮制动器的分类、结构与工作

原理

2.9.2 制动摩擦片检查、更换的操作要

点

2.9.3 制动器装配与调整的操作要点

2.10 履

带 式 行 走

系统维修

2.10.1 能分解、检测“四轮一带”

2.10.2 能拆卸、分解、清洁、组装张

紧装置

2.10.3 能拆卸、分解、检测、组装减

速机

2.10.1“四轮一带”结构和工作原理

2.10.2 “四轮一带” 拆卸、分解、

检测、组装的操作要点

2.10.3 减速机拆卸、分解、检测、组

装的操作要点



33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11 机

架维修

能检查机架裂纹、变形、安装面磨损

等故障，在相关工种人员协助下完成维

修作业

机架裂纹、变形、安装面磨损故障现

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2.12 诊

断 与 排 除

离合器、变

速箱、变矩

器故障

2.12.1 能诊断、排除离合器异响故障

2.12.2 能诊断、排除变速器异响故障

2.12.3 能诊断、排除变速器、变矩器

高温故障

2.12.4 能诊断、排除变速器驱动力不

足故障

2.12.5 能诊断、排除变速器压力异常

故障

2.12.1 离合器异响故障现象、原因与

处理方法

2.12.2 变速箱异响故障现象、原因与

处理方法

2.12.3 变速器、变矩器高温故障现象、

原因与处理方法

2.12.4 变速器驱动力不足故障现象、

原因与处理方法

2.12.5 变速器压力异常故障现象、原

因与处理方法

2.13 排

除传动轴、

驱 动 桥 与

制 动 系 统

故障

2.13.1 能排除传动轴振摆及异响故

障

2.13.2 能排除驱动桥异响故障

2.13.3 能排除由主传动、轮边减速器

引起的打齿故障

2.13.4 能排除转向沉重故障

2.13.5 能排除由制动器引起的制动

跑偏故障

2.13.6 能排除制动拖滞或失效故障

2.13.7 能排除车轮摆振或轮胎异常

磨损的故障

2.13.8 能发现减振器失效故障

2.13.9 能排除轮距伸缩机构异响故

障

2.13.1 传动轴振摆及异响故障现象、

原因与处理方法

2.13.2 驱动桥异响故障现象、原因与

处理方法

2.13.3 转向沉重故障现象、原因与处

理方法

2.13.4 制动跑偏、滞后故障现象、原

因与处理方法

2.13.5 车轮摆振异响故障现象、原因

与处理方法

2.13.6 轮胎异常磨损故障现象、原因

与处理方法

2.13.7 轮距伸缩机构异响现象、原因

与处理方法

2.14 诊

断 与 排 除

履 带 行 走

系统故障

2.14.1 能排除四轮异常磨损故障

2.14.2 能排除履带跑偏故障

2.14.3 能排除减速机、托链轮、支重

轮、引导轮漏油和异响故障

2.14.1 四轮异常磨损现象、原因与处

理方法

2.14.2 履带跑偏故障现象、原因与处

理方法

2.14.3 减速机漏油和异响故障故障现

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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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液压

系统

维修

3.1 液压

系 统 二 级

维护

3.1.1 能清洁、安装滤油器

3.1.2 能为蓄能器充气

3.1.3 能检查油液污染度，并对油液

进行取样化验、清洗油箱

3.1.4 能检查、调节系统工作压力

3.1.5 能清洗、安装液压阀

3.1.6 能清洗、安装液压泵

3.1.7 能清洗、安装液压缸

3.1.8 能清洗、安装液压马达

3.1.9 能清洗、安装转向器

3.1.10 能清洗、安装中心回转体

3.1.1 滤油器的分类、选用

3.1.2 蓄能器的分类、选用、充气操作

要领和操作规程

3.1.3 油液分类与污染的原因、危害

性、更换标准及操作规程

3.1.4 压力阀的分类、构造、工作原理

及调压方法

3.1.5 液压阀的分类、构造、工作原理

3.1.6 液压泵的分类、构造、工作原理

3.1.7 液压缸的分类、构造、工作原理

3.1.8 液压马达的分类、构造、工作原

理

3.1.9 转向器的分类、构造、工作原理

3.1.10 中心回转体的构造、工作原理

3.1.11 二级维护竣工检验技术要求与

质量保证期

3.2 液

压 系 统 小

修

3.2.1 能更换滤油器

3.2.2 能过滤、更换液压油

3.2.3 能更换空气过滤器

3.2.4 能更换管件

3.2.5 能完成工程机械液压系统小修

的其他作业内容

3.2.1 滤油器的分类、构造、选用

3.2.2 过滤、更换液压油的操作规程和

技术要求

3.2.3 管件的分类、性能、选用与连接

形式

3.2.4 小修的作业内容与操作要点

3.2.5 小修竣工检验技术要求与质量

保证期限

4.

电气

与电

子系

统维

修

4.1 排

除 电 源 系

统 故 障 和

修理部件

4.1.1 能排除发电机不发电故障并更

换发电机

4.1.2 能排除蓄电池不充电故障

4.1.3 能更换发电机总成

4.1.4 能使用定位系统

4.1.1 发电机不发电故障现象、原因及

排除方法

4.1.2 蓄电池不充电故障现象、原因及

排除方法

4.1.3 发电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4.1.4 定位系统的使用方法

4.2 电

子 控 制 系

统维护

4.2.1 能进行电子控制系统的日常维

护

4.2.2 能更换电子控制系统电子模

块、传感器

4.2.3 能使用移动终端进行数据传输

4.2.1 整机控制系统线路图，电子元器

件的测量方法和好坏判别

4.2.2 电子控制模块、传感器的工作原

理及系统维护方法

4.2.3 移动终端数据传输装置的使用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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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3 排

除 启 动 系

统 故 障 和

修理部件

4.3.1 能排除由钥匙启动开关引起的

发动机启动故障

4.3.2 能排除启动机不能与飞轮结合

的故障

4.3.3 能排除启动机齿轮无法与飞轮

齿圈分离的故障

4.3.4 能排除启动机撞击异响故障

4.3.5 能排除启动继电器、保护继电

器故障

4.3.6 能拆卸、分解、组装、保养启

动机总成

4.3.7 能检修启动机轴承、离合器总

成

4.3.8 能排除发动机预热装置故障

4.3.9 能检修仪表和开关电路

4.3.10 能排除仪表板和开关的背光

系统故障

4.3.11 能排除机械码表不运转故障

4.3.12 能排除工作装置限位开关故

障

4.3.1 由钥匙启动开关引起的发动机

启动故障现象、原因与排除方法

4.3.2 启动机不能与飞轮结合故障现

象、原因与排除方法

4.3.3 启动机齿轮无法与飞轮齿圈分

离的故障现象、原因与排除方法

4.3.4 启动机撞击异响故障现象、原因

与排除方法

4.3.5 启动继电器、保护继电器故障现

象、原因与排除方法

4.3.6 启动机的分类、结构与工作原理

和拆装步骤

4.3.7 轴承检查方法，离合器结构和工

作原理

4.3.8 发动机预热装置故障现象、原因

与排除方法

4.3.9 仪表电路检修知识，电路通断和

短路

4.3.10 仪表板背光系统和开关的故障

现象、原因、排除方法

4.3.11 机械码表结构和工作原理

4.3.12 工作装置限位开关的故障现

象、原因、排除方法

4.4 排

除 报 警 系

统故障

4.4.1 能排除柴油油位低报警装置故

障

4.4.2 能排除柴油油水分离器警示故

障

4.4.3 能排除冷却液温度高报警装置

故障

4.4.4 能排除液压油、传动液温度高

报警装置故障

4.4.5 能排除空气滤清器堵塞报警装

置故障

4.4.6 能排除发动机机油滤清器堵塞

报警装置故障

4.4.7 能排除发动机机油压力低报警

故障

4.4.8 能排除空调制冷控制系统故障

4.4.9 能排除制动压力低报警装置故

障

4.4.1 柴油油位报警装置故障现象、原

因与排除方法

4.4.2 柴油油水分离器警示装置故障

现象、原因及排除方法

4.4.3 冷却液温度报警装置故障现象、

原因与排除方法

4.4.4 液压油、传动液温度报警装置故

障现象、原因与排除方法

4.4.5 空气滤清器报警故障现象、原因

与排除方法

4.4.6 发动机机油滤清器报警装置故

障现象、原因与排除方法

4.4.7 发动机机油压力报警装置故障

现象、原因及排除方法

4.4.8 空调制冷控制系统故障现象、原

因及排除方法

4.4.9 制动压力报警装置故障现象、原

因及排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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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5 识

别 电 子 控

制 系 统 故

障

4.5.1 能读取电子控制系统故障代码

或故障提示信息

4.5.2 能识别故障代码的含义

4.5.3 能根据电子控制系统故障代码

诊断、排除故障

4.5.4 能检测整机绝缘电阻

4.5.5 能检查控制系统线路通断

4.5.6 能检修电动机转子、定子、电

刷架、接头和导线

4.5.7 能检查补偿电容炸裂现象

4.5.8 能检查大容量断路器和接触器

工作时的温升情况

4.5.1 故障代码或提示信息

4.5.2 电控系统故障代码信息含义

4.5.3 电子控制系统电路常识

4.5.4 电气控制系统基本工作原理

4.5.5 电气元件原理及应用

4.5.6 电子控制系统故障代码或故障

提示信息的含义

4.5.7 电动机转子、定子、电刷架、接

头和导线检修方法

5.

金

属

结

构

维

修

5.1 金

属 结 构 的

检查

5.1.1 能使用放大镜检查金属结构件

的焊缝缺陷

5.1.2 能测量金属结构件的变形

5.1.3 能使用放大镜检查金属结构件

的磨损情况

5.1.4 能使用放大镜检查金属结构件

的松动情况

5.1.1 使用放大镜检查金属结构件的

方法

5.1.2 金属结构件的变形现象与测量

技术

5.2 桁

架 式 金 属

结 构 的 维

修

5.2.1 能识读桁架结构的图纸

5.2.2 能校正结构件的腹杆变形

5.2.3 能检查调节相对运动结构件的

相对位置与间隙

5.2.1 桁架结构件的变形校正要领

5.2.2 调节相对运动结构件的相对位

置与间隙要领

5.3 箱

式 金 属 结

构的维修

5.3.1 能识读箱式结构的图纸

5.3.2 能校验结构部件的变形

5.3.3 能校正金属结构部件的局部变

形

箱式结构件的变形校正要领

6.

工

作

装

置

维

修

土

方

机

械

维

修

工

6.1

工 作

装 置

的 状

态 检

测

6.1.1 能检测各组成杆件相互连接部

位组件的配合间隙、相对运动的轴类零

件与孔类零件之间的配合间隙、两个有

相对运动的构件开裆里的轴向窜动间隙

6.1.2 能检测各转动轴承、振动轴承、

振动机构、减振机构工作状态

6.1.3 能检测各易损件磨损状况

6.1.4 能检测各润滑部位的润滑状态

6.1.1 三级维护过程

6.1.2 三级维护竣工检验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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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6.2

工 作

装 置

的 拆

装 与

调整

6.2.1 能调整工作装置中两个有相对

运动的构件开裆里的轴向窜动间隙、碾

压轮轴承、振动轴承间隙

6.2.2 能拆卸、清洁、更换工作装置

中各组成杆件相互连接部位组件

6.2.3 能检查、修复、更换作业属具

及各易损件

6.2.4 能检查、校正工作装置中各组

成杆件

6.2.5 能调整、修复、更换工作装置

各转动部轴承

6.2.6 能检测、调整刮泥板、洒水装

置的工作状态

6.2.7 能更换振动机构润滑油及密封

件

6.2.1 机构常见运动副的种类与运动

特点

6.2.2 轴承类型、结构与代号

6.2.3 拆卸、吊装工作装置各零部件操

作要点

6.2.4 土方机械结构与工作原理

6.2.5 土方机械基本作业参数及相关

机构工作原理

6.3

工 作

装 置

的 故

障 排

除

6.3.1 能排除各运动机构、洒水装置

等作业属具工作时的异响故障

6.3.2 能排除工作装置与说明书规定

不符的故障

6.3.3 能排除铲刀起落、回转、伸缩

等故障

6.3.1 作业属具（或作业装置）常用修

复方法及操作注意事项

6.3.2 运动、振动部件异响故障的现

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起

重

机

械

维

修

工

6.1

工 作

装 置

的 状

态 检

测

6.1.1 能检查回转减速机构、油泵传

动装置、卷扬机构、快放制动机构、集

中润滑系统、防后倾机构等工作状态

6.1.2 能检查起升、变幅、回转、伸

缩、行走机构运转状况

6.1.3 能判断钢丝绳、吊钩、滑轮的

损坏、报废程度

6.1.4 能检测起升及回转马达内泄

6.1.5 能检查齿轮齿条、导向滚轮、

升降机背轮表面磨损情况

6.1.6 能检查安全器啮合间隙

6.1.7 能检查驱动机构的减速箱体内

部运转情况

6.1.1 机构常见运动副的种类与运动

特点

6.1.2 安全装置工作原理

6.1.3 二级维护过程

6.1.4 二级维护竣工检验技术要求

6.1.5 钢丝绳更换标准

6.1.6 所使用设备、工装、工量具的安

全操作规程及维护保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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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6.2

工 作

装 置

的 拆

装 与

调整

6.2.1 能拆装回转减速机构、油泵传

动装置、卷扬机构、快放制动机构、分

动箱、集中润滑系统、变幅机构、起重

臂伸缩机构、绳排机构起重臂主臂、等

部件总成

6.2.2 能更换钢丝绳、吊钩、滑轮

6.2.3 能安装备胎装卸机构

6.2.4 能调整臂销及臂销螺栓

6.2.5 能调整卷扬及变幅平衡阀压

力,更换卷扬及变幅平衡阀

6.2.6 能调整回转机构、起升机构制

动器的制动力及制动间隙

6.2.7 能对起升、变幅、回转、大车

行走机构减速器进行拆装

6.2.8 能调整齿轮啮合间隙、各联轴

器的运动间隙

6.2.9 能调整回转机构液力偶合器

6.2.10 能更换导向滚轮、背轮

6.2.11 能调整各限位装置

6.2.12 能够调整起重臂旁弯及起重

臂拉索

6.2.1 拆卸、更换零件的安全作业要点

6.2.2 绳排式起重臂拉索的调整方法

及步骤

6.2.3 钢丝绳、吊钩、滑轮更换方法

6.2.4 备胎装卸机构的拆装方法

6.2.5 连接螺栓的强度等级及更换工

艺要求

6.2.6 卷扬及变幅平衡阀更换与压力

调整方法

6.2.7 制动器的制动力及制动间隙调

整方法

6.2.8 起升、变幅、回转、大车行走机

构减速器拆装要领

6.2.9 齿轮啮合间隙、联轴器的运动间

隙调整方法

6.2.10 液力偶合器调整方法

6.2.11 导向滚轮、背轮更换注意事项

6.3

工 作

装 置

的 故

障 排

除

6.3.1 能修理回转减速机构、油泵传

动装置、卷扬机构、快放制动机构、分

动箱、集中润滑系统、防后倾机构、起

重臂伸缩机构、起重机变幅机构、超起

配重推移机构

6.3.2 能消除起重臂的抖动、旁弯现

象

6.3.3 能排除回转机构、卷扬机构、

变幅机构、伸缩机构故障

6.3.4 能解决卷扬失速抖动、钢丝绳爬

（乱）绳、三圈保护装置、卷扬减速机、

回转减速机、回转锁止机构的故障

6.3.5 能排除各工作机构的电动机发

热、无力、噪声、振动等故障

6.3.1 机构常见运动副的种类与运动

特点

6.3.2 油泵传动、回转、卷扬机构等运

动异响故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处理方

法

6.3.3 起重臂变幅、伸缩机构运动异响

故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6.3.4 起重臂拉索故障知识，调整过程

中的注意事项

6.3.5 单缸式吊臂常见故障，缸臂销调

整的关键尺寸

6.3.6 起重机械工作装置试验方法

6.3.7 塔式起重机常见故障及排除知

识

6.3.8 安全装置的种类与工作原理

6.3.9 制动器工作原理

6.3.10 传动机构的维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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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掘

进

及

凿

岩

机

械

维

修

工

6.1

工 作

装 置

的 状

态 检

查

6.1.1 能检查高压变压器、高压变频

柜、空压机储气罐、人仓、气垫仓、水

管卷筒、电缆卷筒、砂浆罐、管片小车、

破碎机、拖车平台等机构的工作状态

6.1.2 能检查主驱动系统、推进系统、

保压系统、管片拼装机系统、注浆系统、

铰接系统、盾尾密封系统、撑靴系统、

皮带机系统、拱架系统、混喷系统、除

尘系统、工业空气系统、添加剂系统、

泥水环流系统等系统

6.1.3 能检测服务平台、推进梁、凿

岩机、短臂、大臂、翼式臂、液压缸活

塞杆等各轴类零件与孔类零件、销轴和

衬套的配合间隙

6.1.4 能检测刀盘、刀具、螺机轴、

钻头、钻杆、注浆泵等磨损状况

6.1.1 变压器的维护和保养方法

6.1.2 变频柜的维护和保养方法

6.1.3 掘进机电气系统基础知识

6.1.4 电动阀和流量传感器工作原理

6.1.5 凿岩机械维护的内容及要求

6.1.6 掘进机、凿岩机械工作原理

6.2

工 作

装 置

的 拆

装 与

调整

6.2.1 能更换大容量断路器、接触器、

电容等

6.2.2 能进行工作装置拆卸、装配，

确定各管线、部件的正确连接

6.2.3 能调整工作装置中各转动部位

轴承工作状态

6.2.4 能调整工作装置中两个有相对

运动的构件的轴向窜动间隙

6.2.5 能拆卸、更换服务平台、机载

凿岩机、推进梁、短臂、大臂、翼式臂、

液压缸活塞杆等各连接部位销轴和衬套

6.2.6 能更换钻杆、钻头等各作业属

具易损件

6.2.7 能更换气动和液压作业属具

6.2.8 能进行日常消耗品更换

6.2.9 能调整、更换皮带输送机的皮

带、滚筒和清扫器

6.2.10 能调整、更换回转接头、密封

及轴承等部件

6.2.11 能更换真空吸盘密封

6.2.1 大容量断路器、接触器、电容等

的更换要领

6.2.2 零件拆卸、更换的安全作业要点

6.2.3 轴承拆卸、装配操作要点

6.2.4 使整机保持其规定的工作性能，

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的技术要求

6.2.5 服务平台、凿岩机、推进梁、短

臂、大臂、翼式臂、液压缸活塞杆等各

零部件拆卸、吊装操作要点

6.2.6 气动和液压作业属具拆卸、更换

的操作要点

6.2.7 零件拆卸、更换的安全作业要点

6.2.8 掘进机主要机构、各类阀门、各

类泵的认知与操作知识

6.2.9 管件的分类、性能、选用与连接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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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6.3

工 作

装 置

的 故

障 排

除

6.3.1 能排除掘进机的各种急停故障

6.3.2 能排除上位机故障报警信息对

应的常见故障

6.3.3 能排除 PLC 控制器常见故障

6.3.4 能排除刀盘驱动系统、推进系

统、螺旋输送机系统、拼装机系统、辅

助系统、注浆系统、添加剂系统、管片

吊运系统的常见故障

6.3.5 能排除凿岩机、服务平台等作

业属具运动时的异响故障

6.3.6 能排除气动、液压等作业属具

发生的异响故障

6.3.7 能排除服务平台、凿岩机、推

进梁、短臂、大臂、翼式臂不能起落、

回转、伸缩的故障

6.3.1 电气系统的报警识别，简单故障

排除方法

6.3.2 掘进机工作机构动作的工作原

理

6.3.3 由电路引起的发动机启动困难

故障现象、原因与排除方法

6.3.4 作业属具常用修复方法及操作

注意事项

6.3.5 服务平台、凿岩机、推进梁、短

臂、大臂、翼式臂、液压缸活塞杆等异

响故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6.3.6 气动、液压等作业属具异响故障

的表现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6.3.7 凿岩机械基本作业参数及完成

这些参数的相关机构工作原理

高

空

作

业

机

械

维

修

工

6.1

工 作

装 置

的 状

态 检

查

6.1.1 能检查减速机构、油泵传动装

置、卷扬提升机构、工作平台调平机构、

变幅机构、臂架伸缩机构等机构的工作

状态

6.1.2 能识别设备噪声、温升的异常

6.1.3 能检查各运动零部件的磨损情

况

6.1.1 机构常见运动副的种类与运动

特点

6.1.2 二级维护竣工检验技术要求

6.1.3 设备噪声的产生机理

6.2

工 作

装 置

的 拆

装 与

调整

6.2.1 能拆卸、装配减速机构、油泵

传动装置、平台调平机构、变幅机构、

臂架伸缩机构、卷扬提升机构等

6.2.2 能更换钢丝绳、链条、滑轮、

链轮零部件

6.2.3 能拆卸、装配升降、变幅、伸

缩、回转及非汽车底盘行走机构等

6.2.4 能调整各限位开关

6.2.5 能调整、更换磨损的运动零部

件

6.2.1 回转减速、油泵传动装置、调平

机构、卷扬机构等各部件拆卸、安装操

作要点

6.2.2 升降、变幅、伸缩机构拆卸、装

配操作要点

6.2.3 零件拆卸、更换的安全作业要点

6.2.4 钢丝绳、链条、滑轮、链轮更换

标准

6.3

工 作

装 置

的 故

障 排

除

6.3.1 能排除减速机构、油泵传动装

置、回转机构、工作平台调平机构、变

幅机构、升降机构、卷扬提升机构、伸

缩机构、支腿、非汽车底盘行走机构等

故障

6.3.2 能排除稳定器故障

6.3.3 能排除控制器失效故障

6.3.4 能检测钢丝绳、链条、滑轮和

链轮等零部件磨损程度

6.3.1 油泵传动、回转、卷扬机构等故

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6.3.2 稳定器故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

处理方法

6.3.3 控制器故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

处理方法

6.3.4 各运动零件的调整、修复要点与

报废更换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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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筑

路

及

道

路

养

护

机

械

维

修

工

6.1

工 作

装 置

状 态

检查

6.1.1 能检查压路机振动轴承、行走

轴承、偏心装置等机构异常噪声等工作

状态

6.1.2 能检查摊铺机刮板、输料底板、

输料驱动链条、输料减速器、分料驱动

链条、分料减速器、熨平板底板，橡胶

减振器、料门和料斗、水泵及高压水泵、

搅拌器等工作状态

6.1.3 能检查各运动零部件的磨损情

况

6.1.1 机构常见运动副的种类与运动

特点

6.1.2 振动轮内相关部件的安装及安

装要求

6.1.3 筑路及养护机械操作施工知识

6.2

工 作

装 置

的 拆

装 与

调整

6.2.1 能拆卸、清洁、更换压路机振

动轮振动轴承、偏心装置、内外轴承座

总成、密封件等

6.2.2 能拆卸、清洁熨平底板、加热

装置、振动和振捣装置，螺旋输送机，

搅拌器轴端密封等

6.2.3 能更换摊铺机刮板、熨平底板、

输料驱动链条和输料减速器、分料驱动

链条和分料减速器、橡胶减振器、料门

和料斗、水泵及高压水泵、搅拌器等

6.2.4 能切换沥青及导热油大、小循

环操作

6.2.5 能更换附属管路、阀门等

6.2.6 能调整、拼装熨平板的宽度

6.2.7 能更换沥青箱、水箱液位指示

装置等

6.2.8 能调整沥青（骨料、填料、添

加剂、水）流量，保证输出混合料符合

配比

6.2.1 各零部件拆卸、吊装操作及安全

作业要点

6.2.2 筑路及道路养护机械工作装置

基本作业参数及完成这些参数的相关机

构工作原理及操作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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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6.3

工 作

装 置

故 障

诊 断

与 排

除

6.3.1 能处理振动轮不振动或总成发

热的故障

6.3.2 能排除集中润滑、输料螺旋、

拨料辊、撒布器机构故障

6.3.3 能处理水泥存储、输送管及水

泥泄漏问题

6.3.4 能处理沥青泵及导热油泵无法

转动及燃烧器加热、沥青循环方面的故

障

6.3.5 能处理乳化沥青及热沥青不喷

洒、撒布器不下料故障

6.3.6 能处理加热墙翻转滑移、滚筒

不旋转等故障

6.3.7 能处理滚筒及上料机构、热风

循环系统的故障

6.3.8 能处理输送带跑偏或打滑、搅

拌机转不动的故障

6.3.1 筑路及道路养护机械工作装置

基本作业参数及完成这些参数的相关机

构工作原理，常用修复方法及操作注意

事项

6.3.2 集中润滑系统工作原理

6.3.3 沥青及拌和设备加热系统、水路

系统结构原理、维修原则、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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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

凝

土

机

械

维

修

工

6.1

工 作

装 置

的 状

态 检

查

6.1.1 能检测各臂架、连杆、支腿、

液压缸、分配阀、搅拌机构、摆臂等各

连接部位销轴和衬套的配合间隙

6.1.2 能检测各臂架、连杆、支腿、

液压缸、分配阀、搅拌机构、摆臂等工

作装置有相对运动的轴类零件与孔类零

件间的配合间隙

6.1.3 能检测搅拌机构轴承座、回转

支承总成、液压缸之间等工作装置各转

动部位轴承工作状态

6.1.4 能检测配分系统、搅拌机构、

泵送机构、臂架与上转台、臂架与臂架

之间、取力箱总成与传动轴之间、摆臂

与轴承座、回转支承总成、回转减速机

总成等工作装置中两个有相对运动的构

件开裆里的轴向窜动间隙和径向配合间

隙

6.1.5 能检测分配系统、搅拌机构、

泵送机构、混凝土管等作业属具上的眼

镜板、切割环、砼活塞、搅拌叶片、浮

动密封圈、砼管、泵送出口软管、S 管套

等易损件磨损状况

6.1.6 能检查拌筒滚道龟裂

6.1.7 能检查拌筒叶片异常磨损

6.1.8 能检查、清洗计算机及外部设

备的外表

6.1.9 能检查各仪表、照明设备、空

调、电视监控等

6.1.10 能检测计算机等终端设备通

讯故障

6.1.1 机构常见运动副的种类与运动

特点

6.1.2 轴承类型、结构与代号

6.1.3 二级维护过程

6.1.4 二级维护竣工检验技术要求

6.1.5 计算机的日常维护

6.1.6 传感器型号、量程、信号间阻值

6.1.7 气压传动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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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6.2

工 作

装 置

的 拆

装 与

调整

6.2.1 能调整配分系统、搅拌机构、

泵送机构、臂架与上转台、臂架与臂架

之间、取力箱总成与传动轴之间、摆臂

与轴承座、回转支承总成、回转减速机

总成等工作装置中两个有相对运动的构

件开裆里的轴向窜动间隙和径向配合间

隙

6.2.2 能拆卸、清洁、更换各臂架、

连杆、支腿、液压缸、分配阀机构、搅

拌机构、摆臂等总成件及各连接部位的

销轴和衬套

6.2.3 能更换泵、马达、取力箱等主

轴骨架油封

6.2.4 能调整、更换搅拌机构轴承座、

回转支承总成、液压缸之间等工作装置

各转动部轴承

6.2.5 能更换分配系统、搅拌机构、

泵送机构、混凝土管等作业属具上的输

送缸、眼镜板、切割环、砼活塞、搅拌

叶片、浮动密封圈、砼管、泵送出口软

管、S 管套、拌筒托轮等各作业属具易损

件

6.2.6 能更换取力箱机构、气动、液

压、支地轮、托运桥等作业属具

6.2.1 臂架、连杆、支腿、液压缸、分

配阀机构、搅拌机构等各零部件拆卸、

吊装操作要点

6.2.2 轴承拆卸、装配操作要点

6.2.3 取力箱机构拆卸、更换的操作要

点

6.2.4 气动和液压作业属具拆卸、更换

的操作要点

6.2.5 零件拆卸、更换的安全作业要点

6.2.6 支地轮、托运桥等作业属具工作

原理与处理方法

6.2.7 拌筒托轮更换操作要点

6.2.8 三相异步电动机和小型变压器

的拆装方法及应用知识

6.2.9 水泥秤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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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6.3

工 作

装 置

的 故

障 诊

断 与

排除

6.3.1 能诊断、排除各臂架、连杆、

支腿、液压缸、分配阀机构、搅拌机构、

摆臂、泵送等工作装置各杆件之间以及

工作装置与安装在机架固定连接处运动

时的异响故障

6.3.2 能诊断、排除分配阀机构、搅

拌机构、泵送机构、回转支承总成等作

业属具运动时的异响故障

6.3.3 能诊断、排除取力箱机构、气

动、液压等作业属具发生的异响故障

6.3.4 能诊断、排除减速器轴承异常

损坏

6.3.5 能诊断、排除花键、十字轴异

常磨损故障

6.3.6 能诊断、排除十字轴与法兰碰

蹭故障

6.3.7 能诊断、排除定位系统本地、

远程锁机故障

6.3.8 能诊断、排除油泵、马达故障

引起的罐体转速单向转动慢、不转或者

双向转动慢、不转故障

6.3.9 能检查和恢复计算机控制程序

6.3.10 能解决漏电造成的连带故障

6.3.11 能诊断、排除搅拌机不启动的

故障

6.3.12 能诊断、排除骨料卸料不启动

的故障

6.3.13 能诊断、排除水泥不配料的故

障

6.3.14 能分析、处理搅拌机轴端漏浆

故障

6.3.15 能判断搅拌机闷机跳闸故障

6.3.16 能分析、处理称量仪表静态时

数字漂移

6.3.17 能分析、处理皮带输送机常见

故障

6.3.18 能分析、处理螺旋输送机常见

故障

6.3.19 能分析、处理粉料仓顶部冒灰

故障

6.3.20 能分析、处理粉料配料慢故障

6.3.21 能分析、处理除尘系统常见故

障

6.3.1 各机构、作业属具等工作异响故

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6.3.2 支地轮、托运桥等作业属具工作

原理与处理方法

6.3.3 拌筒叶片异常磨损现象原因及

修复操作要点

6.3.4 减速器轴承异常损坏故障表现

现象、原因及处理方法

6.3.5 花键异常磨损故障表现现象、原

因及处理方法

6.3.6 十字轴异常磨损故障表现现象、

原因及处理方法

6.3.7 十字轴与法兰碰擦故障表现现

象、原因及处理方法

6.3.8 混凝土搅拌站电气故障现象、产

生原因及排除方法

6.3.9 搅拌机不启动的常见原因与处

理方法

6.3.10 配料机不卸料的常见原因与处

理方法

6.3.11 计算机控制程序不启动故障现

象、原 1 与排除方法

6.3.12 轴端漏浆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6.3.13 搅拌机闷机跳闸的原因

6.3.14 搅拌站常用低压电器用途、工

作原理

6.3.15 皮带输送机常见故障的原因

6.3.16 螺旋输送机常见故障的原因

6.3.17 粉料仓冒灰原因及处理方法

6.3.18 粉料配料慢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6.3.19 除尘系统工作原理、故障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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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桩

工

机

械

维

修

工

6.1

工 作

装 置

的 状

态 检

查

6.1.1 能检查减速机构、回转机构、

卷扬机构、变幅机构、动力装置、加压

装置等工作状态

6.1.2 能检查设备的异常噪声

6.1.1 机构常见运动副的种类与运动

特点

6.1.2 二级维护竣工检验技术要求

6.2

工 作

装 置

的 拆

卸 与

调整

6.2.1 能调整、校正各种安全装置

6.2.2 能拆卸、装配减速机构、回转

机构、卷扬机构、变幅机构、动力装置、

加压装置等

6.2.3 能拆卸、装配提引器（装置）

6.2.4 能更换钢丝绳、滑轮、钻具、

锤头等

6.2.5 能更换抓斗体斗齿、销轴、耐

磨条、刮泥板等

6.2.6 能更换铣槽机压力补偿器、铣

轮铣齿、铣轮摆齿、耐磨块、导向环、

泥浆泵及铣轮减速机驱动单元等

6.2.1 加压装置、动力装置、卷扬机构、

变幅机构、回转机构等各部件拆卸、安

装操作要点

6.2.2 提引器拆卸、安装操作要点

6.2.3 钢丝绳、滑轮、钻具、锤头、抓

斗体斗齿、销轴、耐磨条、刮泥板、压

力补偿器、铣轮铣齿、铣轮摆齿、耐磨

块、导向环、泥浆泵及铣轮减速机驱动

单元更换标准

6.3

工 作

装 置

的 故

障 排

除

6.3.1 能排除油泵传动装置故障

6.3.2 能排除回转机构故障

6.3.3 能排除卷扬机构故障

6.3.4 能排除减速机构故障

6.3.5 能检查、处理设备的异常噪声

6.3.6 能排除提引器故障

6.3.7 能排除抓斗斗头装置故障

6.3.8 能排除铣轮铣齿、耐磨块、导

向环磨损故障，压力补偿器泄漏油，泥

浆泵及排渣管堵管、铣轮减速机进浆等

情况

6.3.1 常用工具、专用工具的使用方法

6.3.2 油泵传动、卷扬机构、回转机构、

减速机构等运动异响故障的表现现象、

原因与处理方法

6.3.3 提引器异响故障的表现现象、原

因与处理方法

6.3.4 抓斗斗头装置故障的表现现

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6.3.5 铣槽机压力补偿器泄漏油的表

现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由铣齿、耐

磨块、导向环磨损引起摆齿机构摆不到

位的表现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工

业

车

辆

维

修

工

6.1

工 作

装 置

的 状

态 检

查

6.1.1 能检测升降机构各种性能参数

（包括起升速度、下降速度、门架下滑

量、前倾量等）

6.1.2 能检测内外门架、货叉、货叉

架、主滚轮、侧滚轮、链轮、链条及其

接头体等部位的磨损、裂缝、变形状况

6.1.3 能检测升降机构中门架和货叉

架、滚轮等有相对运动零、部件之间的

运动间隙

6.1.1 门架性能参数

6.1.2 各类属具的结构与原理

6.1.3 机械行业标准《叉车货叉的尺

寸》《叉车挂钩型货叉和货叉架的安装

要求》

6.1.4 叉车二级维护要求及其竣工检

验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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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6.2

工 作

装 置

的 拆

卸 与

装配

6.2.1 能拆卸、装配配升降缸（含全

自由缸）、倾斜油缸等

6.2.2 能更换并调整门架滚轮、货叉

架滚轮、滑轮机构和起升链条

6.2.3 能拆卸、装配门架、伸缩臂

6.2.1 门架、货叉架、滚轮、滑轮机构

等零部件拆卸、更换、装配操作要点

6.2.2 零件拆卸、更换的安全规范

6.3

工 作

装 置

的 故

障 诊

断 与

排除

6.3.1 能判断并排除内、外门架之间，

内门架与货叉架之间相互运动时的异响

故障

6.3.2 能判断并排除升降机构起升下

降、前倾后倾、侧移、旋转等的故障

6.3.3 能判断并排除较复杂属具故障

6.3.1 叉车升降机构各部件运动异响、

各种属具作业异响、门架液压管路常见

故障的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6.3.2 各类属具的结构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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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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力系

统维

修

1.1 发

动机总成

大修

1.1.1 能检测、评定发动机技术状况，

确定发动机修理内容

1.1.2 能进行缸盖和配气机构大修

1.1.3 能进行曲柄连杆机构大修

1.1.4 能进行润滑和冷却系统大修

1.1.5 能进行发动机电路和排放系统

大修

1.1.6 能检测、拆装、维修燃料供给系

统

1.1.7 能用喷油泵试验台对柴油发动

机喷油泵进行检测、调整

1.1.8 能进行发动机总成装配与调整

1.1.1 真空表、气缸压力表、发动机综

合分析仪、示波器、废气分析仪、机油

压力表等仪器的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

1.1.2 缸盖和配气机构的修理工艺

1.1.3 气缸体与曲柄连杆机构的修理

工艺

1.1.4 润滑和冷却系统的修理工艺

1.1.5 发动机电路和排放系统的修理

工艺

1.1.6 发动机燃料供给系统的维修工

艺

1.1.7 喷油泵试验台的功能与使用方

法

1.1.8 发动机总成的装配、调整与磨合

工艺

1.2 过

程检验与

修复验收

1.2.1 能进行发动机修理工艺过程检

验

1.2.2 能进行发动机排放测试与调整

1.2.3 能进行发动机总成修复验收

1.2.1 工程机械修理过程检验的技术

要求

1.2.2 发动机排放测试与调整方法

1.2.3 发动机验收技术要求

1.3 发

动机故障

诊断与排

除

1.3.1 能诊断、排除电控发动机不启动

或启动困难的故障

1.3.2 能诊断、排除电控发动机怠速运

转不稳的故障

1.3.3 能诊断、排除电控发动机加速不

良的故障

1.3.4 能诊断、排除发动机机油消耗、

燃油消耗超标的故障

1.3.5 能诊断、排除发动机爆振的故障

1.3.6 能诊断、排除高压共轨油路故障

1.3.7 能诊断、排除涡轮增压器故障

1.3.1 电控发动机检测诊断的程序与

注意事项

1.3.2 发动机机油消耗超标故障现象、

原因与处理方法

1.3.3 高压共轨电喷技术

1.3.4 涡轮增压器结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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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4 电

动机维修

及故障排

除

1.4.1 能检验、修理换向器

1.4.2 能检查、清洁电动机散热风扇

1.4.3 能判断、排除电动机的机械故障

1.4.4 能诊断、排除电动机不转或慢转

故障

1.4.5 能诊断、排除电动机温度报警故

障

1.4.6 能诊断、排除电动机编码器回路

故障

1.4.7 能检测三相电动机的平衡电流

1.4.8 能判断电动机的功率降低故障

1.4.1 换向器工作原理

1.4.2 换向器表面加工工艺

1.4.3 编码器工作原理和分类

1.4.4 电动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1.4.5 电动机的安装工艺

1.4.6 电动机输出端负载能力测试

1.4.7 电动机线圈的缘电阻测量方法

1.4.8 温度传感器工作原理和分类

1.4.9 三相电动机平衡电流计算方法

1.5 蓄

电池维护

与修理

1.5.1 能排查、处理蓄电池单体电压、

比重等一致性问题、疑难问题

1.5.2 能判断整组蓄电池性能和故障

1.5.3 能排查锂电池信号采集问题

1.5.4 能检查和更换电池充放电端口

连接装置

1.5.5 能排除氢燃料电池系统气体渗

漏故障

1.5.6 能排除氢燃料电池空气进气系

统故障

1.5.1 蓄电池工作原理

1.5.2 蓄电池单体更换注意事项

1.5.3 蓄电池一致性检测方法

1.5.4 锂电池内部安装结构和原理

1.5.5 锂电池电压和温度采集原理

1.5.6 锂电池充放电端口连接原理

1.5.7 氢燃料电池系统气体渗漏故障

排除方法及注意事项

1.5.8 氢燃料电池空气进气系统原理

及常见故障

2.底

盘及

机架

维修

2.1 底

盘总成大

修

2.1.1 能进行变速器、变矩器总成的大

修

2.1.2 能进行驱动桥的大修

2.1.3 能进行转向系统的大修

2.1.4 能进行制动系统的大修

2.1.5 能进行履带式行走系统的大修

2.1.6 能进行机架的大修

2.1.7 能进行轮距伸缩装置总成的大

修

2.1.1.变速器总成、变矩器总成大修

的工艺与技术标准

2.1.2 驱动桥大修工艺与技术标准

2.1.3 转向系统大修工艺与技术标准

2.1.4 制动系统大修工艺与技术标准

2.1.5 履带式行走系统大修工艺与技

术标准

2.1.6 机架大修工艺及技术标准

2.1.7 轮距伸缩装置大修工艺与技术

标准



50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2 工

艺过程验

证

2.2.1 能进行离合器修理工艺过程验

证

2.2.2 能进行转向系统修理工艺过程

验证

2.2.3 能进行变速器修理工艺过程验

证

2.2.4 能进行驱动桥修理工艺过程验

证

2.2.5 能进行传动轴及万向节修理工

艺过程验证

2.2.6 能进行制动系统修理工艺过程

验证

2.2.7 能进行履带式行走系统修理工

艺过程验证

2.2.8 能进行机架修理工艺过程验证

2.2.9 能进行轮距伸缩装置修理工艺

过程验证

2.2.1 变速器壳体修理技术要求

2.2.2 后桥壳体修理技术要求

2.2.3 离合器修理技术要求

2.2.4 前桥及转向系统修理技术要求

2.2.5 变速器与副变速器修理技术要

求

2.2.6 驱动桥修理技术要求

2.2.7 传动轴及万向节修理技术要求

2.2.8 制动系统修理技术要求

2.2.9 履带式行走系统修理技术要求

2.2.10 机架修理技术要求

2.3 修

复验收

2.3.1 能进行离合器总成修复验收

2.3.2 能进行变速器、变矩器总成修复

验收

2.3.3 能进行转向系统修复验收

2.3.4 能进行驱动桥总成修复验收

2.3.5 能进行轮距伸缩装置修复验收

2.3.6 能进行回转、行走减速装置修复

验收

2.3.7 能进行机架修复验收

2.3.8 能进行制动性能检测

2.3.1 工程机械各总成竣工技术条件

2.3.2 工程机械排放污染物限值及测

试方法

2.3.3 工程机械安全运行技术条件

3.液

压系

统维

修

3.1 确

定大修标

准并修复

损伤零件

3.1.1 能检测、评定系统工作状况，确

定修理内容

3.1.2 能拆装、更换大型、超长、超高

压、高精度液压缸密封件，修复零件运动

表面的刮痕

3.1.3 能检修液压转向系统

3.1.4 能诊断、排除电液混合控制的属

具故障

3.1.5 能诊断、排除油液污染导致多元

件堵塞、损坏引起的液压系统故障

3.1.1 密封件的分类、构造、性能、选

用及原理

3.1.2 液压缸修理技术要求

3.1.3 大修的作业内容与操作要点

3.1.4 大修竣工检验技术要求与质量

保证期

3.1.5 转向器的分类、功能、工作原理

及故障排除方法

3.1.6 电液混合控制修理技术

3.2 装

拆与更换

易损件

3.2.1 能拆装、检修液压泵并更换易损

件

3.2.2 能拆装、检修液压马达并更换易

损件

3.2.3 能拆装、检修液压阀并更换密封

件、弹簧等易损件

3.2.1 液压泵修理技术要求

3.2.2 液压马达修理技术要求

3.2.3 液压阀修理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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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

电气

与电

子系

统维

修

4.1 诊

断、排除供

电系统故

障和部件

维修

4.1.1 能测试、修理、更换发电机

4.1.2 能测试、调整、维修发电机控制

器

4.1.3 能检测、更换发电机整流桥调节

器、转子、定子、电刷、电刷架、轴承、

接头、导线等

4.1.1 发电机的性能指标

4.1.2 发电机控制器的性能检测方法、

性能指标

4.1.3 发电机拆装及性能检测方法和

零件更换技术要求

4.2 诊

断与排除

启动及控

制系统故

障和部件

维修

4.2.1 能检修启动机的控制电路

4.2.2 能诊断、排除发动机启动故障

4.2.3 能测试、修理启动机

4.2.4 能检测、更换启动机电刷、电刷

架、电磁开关、接头盒导线等

4.2.1 启动系统电路图

4.2.2 因电路引起的发动机启动故障

现象、原因与排除方法

4.2.3 启动机的检测方法、性能指标

4.2.4 启动机的性能参数检测方法和

零件更换要求

4.3 仪

表、控制单

元维修

4.3.1 能重新敷设仪表电路线束

4.3.2 能判定仪表显示单元故障，更换

显示单元

4.3.3 能判定发动机控制单元故障，更

换控制单元

4.3.4 能判定整机控制单元故障，更换

控制单元

4.3.5 能判定空调电控单元故障，更换

控制单元

4.3.6 能诊断、排除电子控制系统故障

代码或信号提示的故障

4.3.1 仪表电路的技术要求

4.3.2 仪表显示单元的电路图和工作

原理（IECU）

4.3.3 发动机控制单元的电路图和工

作原理（EECU）

4.3.4 整机控制单元的电路图和工作

原理（VECU）

4.3.5 空调电控单元的电路图和调节

原理

4.3.6 电子控制系统各单元组成与工

作原理

4.3.7 手机 APP 系统维护要求

4.4 辅

助电器维

修

4.4.1 能检查辅助电器系统

4.4.2 能诊断、排除自动润滑装置故障

4.4.3 能诊断、排除称重系统故障

4.4.4 能诊断、排除多轴陀螺仪定位系

统故障

4.4.1 辅助电器结构、工作原理和检查

方法

4.4.2 自动润滑装置结构和工作原理

4.4.3 称重系统结构和工作原理

4.4.4 坡度、角度、空间控制系统的结

构和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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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5 高

压电器检

查与测试

4.5.1 能识别并检查高压配电开关

4.5.2 能识别并检查高压磁力启动器

4.5.3 能识别并检查高压电缆

4.5.4 能识别并检查真空断路器

4.5.5 能操作并识别电控仪表显示控

制板/各类开关

4.5.6 能识别并检查高压电动机

4.5.7 能识别并检查电压互感器/电流

互感器

4.5.8 能识别并检查压敏电阻

4.5.9 能熟练使用高压电器检验检测

仪器仪表工具

4.5.10 能识别并检查二次控制逻辑回

路的电气设备

4.5.1 高压配电开关工作原理、结构和

检查方法

4.5.2 高压磁力启动器工作原理、结构

和检查方法

4.5.3 高压线缆结构和检查方法

4.5.4 真空断路器工作原理、结构和检

查方法

4.5.5 电控仪表显示控制板/各类开关

的操作流程与 ISO 图形符号识别知识

4.5.6 高压电动机工作原理、结构和检

查方法

4.5.7 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工作原

理、结构和检查方法

4.5.8 压敏电阻工作原理、结构和检查

方法

4.5.9 高压电器检验检测仪器仪表工

作原理、结构和使用方法

4.5.10 保护器、永磁控制器、高压插

头原理、结构和检查方法

5.金

属结

构维

修

5.1 金

属结构的

检查与维

护

5.1.1 能测量金属结构件腐蚀的程度

5.1.2 能用检测工具检查表面裂纹

5.1.3 能制订整机结构件大修方案

5.1.4 能根据结构件损毁情况，确定修

理项目，编制修理工艺卡

5.1.1 金属焊接知识

5.1.2 金属结构的受力原理

5.1.3 外形测量工具的使用方法

5.1.4 无损检测方法

5.2 桁

架式金属

结构的维

修

5.2.1 能绘制金属结构部件的方案简

图

5.2.2 能检测并修复轴与孔的几何公

差、配合公差

5.2.3 能检查并校正结构件装配尺寸

5.2.1 常用专用工具的使用方法

5.2.2 几何公差及配合知识

5.2.3 金属焊接知识

5.2.4 工作机构的结构原理

5.3 箱

式金属结

构的维修

5.3.1 能绘制箱式结构部件的方案简

图

5.3.2 能修复轴与孔的几何公差、配合

公差

5.3.3 能校正主大梁结构部件的变形

5.3.4 能检测金属结构腐蚀的程度

5.3.1 箱式结构部件方案简图的绘制

方法

5.3.2 轴与孔的几何公差、配合公差的

修复方法

5.3.3 金属结构部件的校正方法

5.3.4 箱式金属结构外观判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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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6.

工

作

装

置

维

修

土

方

机

械

维

修

工

6.

1 故

障 诊

断 与

排除

6.1.1 能完成装置总成大修规定的作

业项目

6.1.2 能修复或更换易损件

6.1.3 能诊断、排除工作装置中易损件

异常磨损的故障

6.1.4 能诊断、排除工作装置中各组成

杆件相互连接点烧损失效的故障

6.1.5 能诊断、排除作业属具（或作业

机构）失效的故障

6.1.6 能诊断、排除其他相配对的作业

属具失效的故障

6.1.7 能检测调整工作装置跳动问题

6.1.1 工作装置中易损件异常磨损故

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6.1.2 工作装置中各组成杆件相互连

接点烧损失效故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

排除方法

6.1.3 作业属具（或作业机构）失效故

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排除方法

6.1.4 其它相配对的作业属具失效故

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排除方法

6.

2 修

复 验

收 与

检验

6.2.1 能完成工作装置修理工艺过程

中的各项检验

6.2.2 能进行总成检验验收

6.2.3 能完成工作装置修理竣工后的

总成及装机验收

6.2.4 能根据整机运转技术要求评定

其是否合格

6.2.1 工作装置修理过程各工序之间

检验的一般技术要求

6.2.2 工作装置总成验收方法

6.2.3 整机保持其规定工作性能并符

合产品使用说明书要求的验收大纲

6.2.4 土方机械验收的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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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起

重

机

械

维

修

工

6.

1 故

障 诊

断 与

排除

6.1.1 能组装超起塔臂，校准其安全保

护装置

6.1.2 能诊断、排除起重臂变幅、伸缩

机构、回转机构、卷扬减速机等故障

6.1.3 能拆装与排除超起装置的锁紧

装置及展开装置、防后倾机构、超起配重

挂接或推移机构的故障

6.1.4 能拆装及检修卷扬减速机、回转

减速机、变幅油缸、平衡阀、单缸插销伸

缩机构等关键零部件

6.1.5 能维护及检修单缸插销伸缩机

构辅助原件（伸缩缸臂销压力控制阀、系

统压力控制阀等）、回转辅助原件（制动

阀、缓冲阀等）

6.1.6 能维护超起装置、锁紧装置及展

开装置

6.1.7 能检测超起装置、锁紧装置安全

性

6.1.8 能检测并修复回转支承及回转

机构与支座箱体各配合面的几何公差、配

合公差问题

6.1.9 能拆装与更换回转支承

6.1.10 能操作超大吨位起重机械进行

起重作业

6.1.11 能根据技术方案调整起重臂上

翘角度、超起主起重臂、超起副起重臂等

部件总成

6.1.12 能排除设备故障的异常噪声

6.1.13 能根据技术方案调整塔身垂直

度

6.1.14 能进行起升、变幅、回转、大

车行走、滑轮系统等工作机构总成大修

6.1.15 能更换驱动齿轮、驱动机构

6.1.16 能调整安全器啮合间隙

6.1.17 能对减速机解体更换油封，排

除漏油故障

6.1.18 能对制动器进行解体维修

6.1.19 能诊断、排除安全装置失效故

障

6.1.20 能排除卷扬失速、抖动，钢丝

绳爬绳的故障

6.1.1 工作装置的磨损、变形原因及修

理工艺

6.1.2 工作装置总成大修的工艺与技

术标准

6.1.3 油泵传动、回转、卷扬机构等运

动故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6.1.4 吊臂变幅、伸缩机构、支腿运动

故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6.1.5 起重作业操作规程知识

6.1.6 起重机工作装置系统的各类异

常现象的诊断、排除方法

6.1.7 工作机构维修工艺要求

6.1.8 零件拆卸、更换的安全作业要点

6.1.9 传动机构基本工作原理

6.1.10 工作机构总成大修工艺要求及

技术标准

6.1.11 施工升降机维修工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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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6.

2 修

复 验

收 与

检验

6.2.1 能进行工作装置修理工艺过程

检验

6.2.2 能进行工作装置修复验收

6.2.3 能拆装、调试工作机构

6.2.4 能检测各工作机构轴、齿轮、花

键、行星轮架、箱体等磨损变形情况

6.2.5 能进行起升、变幅、回转、大车

行走、滑轮系统等工作机构修理修复验收

6.2.6 能检测齿轮齿条啮合间隙，并判

断是否符合设备要求

6.2.7 能进行整机性能试验调试

6.2.1 工作装置修理过程各工序之间

检验的技术要求

6.2.2 性能测试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

和操作规程

6.2.3 起重作业操作规程知识

6.2.4 维修竣工检验技术要求

6.2.5 整机性能调试的标准

掘

进

及

凿

岩

机

械

维

修

工

6.

1 故

障 诊

断 与

排除

6.1.1 能实施整机检修及拆装作业

6.1.2 能检查并排除工作机构的异常

噪声

6.1.3 能更换主驱动密封、螺旋机密封

6.1.4 能诊断、排除气动、液压作业属

具的故障

6.1.5 能排除上装系统抖动等故障

6.1.6 能诊断、排除工作装置中凿岩

机、推进梁、服务平台伸缩臂、大臂等异

常磨损的故障

6.1.7 能诊断、排除凿岩机臂架系统故

障

6.1.8 能拆解、检修、安装凿岩机

6.1.1 起重设备的选择方法

6.1.2 国家、省市、行业的安全、质量、

环保要求

6.1.3 掘进机设备故障排除方法

6.1.4 工作机构异常噪声检查、处理方

法

6.1.5 电气系统故障的表现现象、原因

与处理方法

6.1.6 气动、液压等作业属具实效故

障的表现现象、原因及排除方法

6.1.7 油泵传动、减速机等运动严重故

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6.1.8 各系统参数设定方法

6.1.9 工作装置的磨损、变形原因及修

理工艺

6.1.10 工作装置修理过程各工序之间

检验的一般技术要求

6.1.11 工作装置中凿岩机、推进梁、

服务平台伸缩臂、大臂等异常磨损故障

的表现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6.1.12 液压油缸与机架之间、各种臂

与液压缸之间、服务平台与举升油缸之

间等各连接点烧损失效故障的表现现

象、原因与排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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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6.

2 修

复 验

收 与

检验

6.2.1 能进行掘进机各机械部件验收

工作

6.2.2 能进行工作装置修理工艺过程

检验

6.2.3 能进行总成检验验收

6.2.4 能进行工作装置大修修复验收

6.2.5 能根据整机运转技术要求评定

其是否合格

6.2.1 掘进机设备国家、行业或企业验

收标准

6.2.2 工作装置修理过程各工序之间

检验的技术要求

6.2.3 装置总成大修的工艺与技术标

准

6.2.4 工作装置总成验收方法

6.2.5 整机保持其规定工作性能并符

合产品使用说明书要求的验收大纲

高

空

作

业

机

械

维

修

工

6.

1 故

障 诊

断 与

排除

6.1.1 能进行工作装置总成大修

6.1.2 能诊断、排除油泵传动装置、升

降、伸缩、变幅、回转、平台调平机构故

障

6.1.3 能检查、处理设备的异常噪声

6.1.4 能诊断、排除液压系统执行部件

运动不平稳的故障

6.1.5 能诊断、排除控制器故障

6.1.6 能诊断、排除动力（传动）装置

故障

6.1.7 能修正各功能技术参数

6.1.8 能解决各安全装置调整或校正

中的问题

6.1.1 工作装置总成大修的工艺与技

术标准

6.1.2 动力（传动）装置、油泵传动、

回转、平台调平等运动严重故障的表现

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6.1.3 升降、伸缩、变幅、回转机构运

动故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6.1.4 液压系统执行部件故障现象的

原因与处理方法

6.1.5 控制器故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

处理方法

6.1.6 各功能参数异常时的表现现象、

原因与处理方法

6.

2 修

复 验

收 与

检验

6.2.1 能进行工作装置修理工艺过程

检验

6.2.2 能进行工作装置大修修复验收

6.2.3 能根据整机运转技术要求评定

其是否合格

6.2.1 工作装置修理过程各工序之间

检验的技术要求

6.2.2 整机保持其规定的工作性能并

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的技术要求

6.2.3 工作装置型式试验项目、规程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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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筑

路

及

道

路

养

护

机

械

维

修

工

6.

1 故

障 诊

断 与

排除

6.1.1 能实施大修作业

6.1.2 能诊断、排除工作装置（振动轮）

振幅、频率、激振力不足或过大、沥青罐

及输送管道泄漏的故障

6.1.3 能诊断、排除工作装置（静碾轮

胎等）异常磨损以及沥青泵、搅拌器异响

等故障

6.1.4 能诊断额定产量不足、加热不

足、成品料出现花白、部件电流超负荷、

部件频繁停机故障

6.1.5 能调整并更换工作装置铣刨转

子、轴承、联轴器、称重传感器等

6.1.6 能诊断噪声、排放超标现象，能

诊断成套沥青搅拌设备、导热油炉等部件

疑难故障

6.1.7 能检测和排除工作装置跳动、沥

青喷洒雾化不均匀等施工难题

6.1.1 沥青搅拌设备部件故障的排除

方法

6.1.2 沥青搅拌设备生产工艺流程

6.1.3 公路沥青的质量要求相关知识

6.1.4 工作装置的磨损、变形原因及修

理工艺

6.1.5 工作装置总成大修的工艺与技

术标准

6.1.6 碾压轮、轮胎（轮胎压路机）等

异常磨损故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处理

方法

6.1.7 振动轮不振动或激振力不足的

故障表现现象、原因与排除方法

6.1.8 变幅、变频失效故障的表现现

象、原因与排除方法

6.1.9 筑路及道路养护机械的结构及

工作原理

6.

2 大

修 修

复 验

收 与

检验

6.2.1 能调试整机性能

6.2.2 能进行工作装置总成大修及修

复验收

6.2.3 能安装、调试整套沥青搅拌

6.2.4 能验收冷料供给系统等各机械

部件工作

6.2.5 能验收成套设备各部件联动工

作

6.2.6 能验收导热油系统工作

6.2.7 能验收沥青系统联动工作

6.2.8 能验收沥青自动控温系统工作

6.2.9 能检测工作装置（振动轮）润滑

（冷却）油油质

6.2.10 能检测有相对运动的轴类零件

与孔类零件、销轴和衬套之间的配合间隙

6.2.1 沥青搅拌设备国家及行业相关

验收标准

6.2.2 沥青搅拌设备国家及行业相关

标准

6.2.3 工作装置修理过程各工序之间

检验的技术要求



58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混

凝

土

机

械

维

修

工

6.

1 故

障 诊

断 与

排除

6.1.1 能进行工作装置总成大修

6.1.2 能诊断、排除分配阀机构、搅拌

机构、泵送机构、回转支承总成等异常磨

损的故障

6.1.3 能诊断、排除各臂架、连杆、支

腿、液压缸、分配阀机构、搅拌机构、摆

臂、泵送等各连接点烧损失效的故障

6.1.4 能诊断、排除取力箱机构、气动

和液压等作业属具失效的故障

6.1.5 能使用仪器调整输送缸的同轴、

同心度

6.1.6 能对控制器、显示屏、PLC 等电

气元件进行数据刷写、能解决电气信号异

常（信号时有时无、失控等）故障

6.1.7 能诊断、排除液压系统异常发

热、抖动、异响、共振、执行元件不同步、

液压元件频繁损坏等故障

6.1.8 能诊断、排除上装工作过程中发

动机动力不足、布料系统频繁堵管、出料

慢等故障

6.1.9 能诊断、排除臂架振幅异常大故

障

6.1.10 能远程（电话、网络视频、语

音、远程操作等）指导现场维修人员解决

常见故障

6.1.11 能诊断、排除搅拌系统中拌筒

托轮、拌筒滚道等异常磨损的故障

6.1.12 能诊断、排除机架与前机架、

机架与后机架、连接法兰与拌筒滚道与搅

拌筒等之间焊接烧损失效的故障

6.1.13 能诊断罐体溢料、进料口胶皮

异常磨损、混凝土离析、上车布置原因导

致的行驶或罐体运转时抖动等的故障原

因

6.1.14 能对上装电气控制元件进行数

据刷写，能解决电气信号故障

6.1.1 工作装置的磨损、变形原因及修

理工艺

6.1.2 工作装置总成大修的工艺与技

术标准

6.1.3 分配阀机构、搅拌机构、泵送机

构、回转支承总成等异常磨损故障的表

现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6.1.4 各臂架、连杆、支腿、液压缸、

分配阀机构、搅拌机构、摆臂、泵送机

构等各连接点烧损失效故障的表现现

象、原因与排除方法

6.1.5 取力箱机构、气动和液压等作业

属具失效故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排除

方法

6.1.6 搅拌系统拌筒托轮、拌筒滚道等

异常磨损故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处理

方法

6.1.7 机架与前机架、机架与后机架、

连接法兰与拌筒、拌筒滚道与拌筒等之

间焊接烧损失效故障的表现现象、原因

与处理方法

6.1.8 工作装置中驱动系统与液压系

统失效故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处理方

法

6.

2 修

复 验

收 与

检验

6.2.1 能进行工作装置修理工艺过程

检验

6.2.2 能进行工作装置修复验收

6.2.3 能完成工作装置修理竣工后的

总成及装机验收

6.2.4 能根据整机运转技术要求评定

其是否合格

6.2.1 工作装置总成大修的工艺与技

术标准

6.2.2 工作装置修理过程各工序之间

检验的一般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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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桩

工

机

械

维

修

工

6.

1 故

障 诊

断 与

排除

6.1.1 能进行工作装置总成大修

6.1.2 能诊断、排除油泵传动装置、回

转机构、减速机构的严重故障

6.1.3 能诊断、排除减速、变幅、回转

机构运动故障

6.1.4 能检查、处理设备的异常噪声

6.1.5 能检查抓斗体纠偏、主推油缸等

的异常

6.1.6 能检查铣刀架纠偏、铣轮减速

机、泥浆泵、铣轮马达、泥浆泵马达及驱

动单元等异常

6.1.1 油泵传动、回转、减速机构等运

动严重故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处理方

法

6.1.2 减速、变幅、回转机构运动故障

的表现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6.1.3 抓斗体纠偏、主推油缸等运动

故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6.1.4 铣刀架纠偏、铣轮减速机、泥浆

泵、铣轮马达、泥浆泵马达及驱动单元

故障的表现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6.

2 修

复 验

收 与

检验

6.2.1 能进行工作装置修理工艺过程

检验

6.2.2 能进行工作装置修复验收

工作装置修理过程各工序之间检验的

一般技术要求

工

业

车

辆

维

修

工

6.

1 故

障 诊

断 与

排除

6.1.1 能进行升降机构总成大修

6.1.2 能诊断、排除升降机构异常磨

损、异响等复杂故障

6.1.3 能诊断、排除正面吊吊具故障

6.1.4 能诊断、排除三向属具故障等属

具管路故障

6.1.5 能诊断、排除高起升装置的系统

故障

6.1.6 能诊断、排除特殊叉车门架修

理，如剪叉前移、高位拣选车门架修理等

6.1.1 升降机构总成大修的工艺与技

术标准

6.1.2 升降机构中内、中、外门架，货

叉架上侧滚轮，主滚轮等异常磨损故障

的现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6.1.3 升降机构与车体、内门架与外门

架、货叉架与内门架之间相互运动故障

的现象、原因与排除方法

6.1.4 升降机构起升、倾斜、门架属具

及门架管路失效故障的现象、原因与排

除方法

6.1.5 复杂车辆的升降机构或复杂属

具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6.

2 修

复 验

收 与

检验

6.2.1 能根据整机运转技术要求评定

其是否合格

6.2.2 能进行升降机构修理工艺过程

检验和修复验收

6.2.1 升降机构修理过程各工序之间

检验的一般技术要求

6.2.2 各工业车辆产品的使用说明书

和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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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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机

检修

1.1动力

系统检修

1.1.1 能检修可变配气正时系统

1.1.2 能检修风扇控制装置

1.1.3 能检修发动机曲轴箱强制通风

装置

1.1.4 能对照电路图对电控燃油喷射

系统的控制电路进行检测或换件修理

1.1.5 能使用故障诊断专用设备

1.1.6 能检修电动机机械系统疑难故

障

1.1.7 能检修电动机磁电系统故障

1.1.8 能判断电池充放电综合故障

1.1.9 能改进氢燃料电池系统

1.1.1 可变配气机构的结构与工作原

理

1.1.2 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的组成、工

作原理

1.1.3 数字电路基础知识

1.1.4 仪表、手持诊断设备等功能及操

作

1.1.5 电动机控制系统的组成与工作

原理

1.1.6 充电机与电池匹配知识

1.1.7 氢燃料电池系统的工作原理和

结构

1.2底盘

及机架检

修

1.2.1 能检修变速器、变矩器总成

1.2.2 能检修驱动桥、减速箱、机架

1.2.3 能检修转向系统、制动系统、履

带式行走系统、

1.2.4 能检修轮距伸缩装置

1.2.5 能检修称重传感器

1.2.1 底盘与机架分类、构造与工作原

理

1.2.2 底盘与机架修理的工艺及技术

标准

1.2.3 工程机械与自行走底盘的关系，

以及各种底盘的构造和主要技术特点

1.2.4 称重系统构造与原理

1.3液压

系统检修

1.3.1 能判断液压泵、液压马达、液压

阀、液压缸等的运转状态

1.3.2 能修复液压系统故障

液压泵、液压马达、液压阀、液压缸

的结构与工作原理以及主要修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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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4电气

与电子设

备检修

1.4.1 能用诊断工具检修全机电路

1.4.2 能检修电子控制系统传感器、执

行元件

1.4.3 能优化电气系统

1.4.4 能整改及重新敷设部分电路

1.4.5 能对全车计算机进行调试、验收

1.4.6 能处置全计算机台车的报警信

息

1.4.7 能根据装机总容量配置线缆

1.4.8 能按照电路图进行电子控制系

统的检测

1.4.9 能检修 PLC 控制器故障

1.4.10 能完成计算机的维护

1.4.11 能完成外部设备的安装及设置

1.4.12 能完成操作系统及常用软件的

安装和设置

1.4.13 能安装、设置浏览器

1.4.14 能维护和管理电子邮件

1.4.15 能进行简单网页制作及上载

1.4.16 能调试设备定位系统设备

1.4.17 能检修移动终端数据传输系统

1.4.1 仪表性能、结构与工作原理

1.4.2 电子控制系统常见传感器、执行

元件结构与工作原理

1.4.3 整机零部件布局图、电气线路

图、线束图

1.4.4 整机电路原理图、整机控制逻辑

原理与整机液压控制逻辑原理

1.4.5 整机高压变电设备或配套变电

设备工作原理图、布局图、线路图

1.4.6 计算机语言

1.4.7 PLC 控制器故障的表现现象、原

因与处理方法

1.4.8 移动终端数据传输系统原理

1.5金属

结构检修

1.5.1 能分析并制定整机金属结构件

的检查维修方案

1.5.2 能进行整机结构件的拆装与维

修

1.5.3 能检修金属结构件焊接缺陷

1.5.4 能根据标准，分析并判定结构件

使用或报废

1.5.5 能对重要受力部件疲劳强度做

出可靠性判断

1.5.1 结构件报废标准知识

1.5.2 结构损毁修复工艺知识

1.5.3 塔式起重机立塔及拆卸过程

1.5.4 工程机械结构件拆装方法

1.5.5 金属结构件检测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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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6工作

装置检修

1.6.1 能调试整机

1.6.2 能检修工作装置中各类作业属

具、钻具

1.6.3 能检修工作装置集中润滑系统、

油雾润滑系统、水冲洗系统、气动系统、

传动系统、密封系统等

1.6.4 能检修新能源（电）驱动系统、

计算机操作系统，并安装并配置上位机软

件和地面监控软件

1.6.5 能检修工作装置绝缘臂

1.6.6 能检修星角转换控制装置、安全

防护装置等

1.6.7 能拆解、检修减速机、马达、液

压泵、主阀等关键部件

1.6.8 能根据工况组装相应臂架

1.6.1 工作装置中各类作业属具的分

类、构造与工作原理

1.6.2 集中润滑系统的构成与工作原

理

1.6.3 工程机械产品性能和参数的检

测、试验方法

1.6.4 工程机械相关机种国家质量标

准及安全标准文件知识

1.6.5 整机性能试验调试知识

1.6.6 新能源（电）驱动系统工作原理

1.6.7 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维护知识

1.6.8 工作装置的分类、构造和工作原

理

1.6.9 整机故障特征、原因与诊断参数

2.

故 障

诊 断

与 排

除

2.1动力

系统故障

诊断与排

除

2.1.1 能根据动力系统故障现象分析

故障原因，并能写出故障分析报告

2.1.2 能诊断、排除发动机系统故障

2.1.3 能诊断、排除电动机系统故障

2.1.4 能诊断、排除蓄电池故障

2.1.1 发动机故障特征、原因与诊断参

数

2.1.2 故障树的概念、符号、意义和故

障树分析法

2.1.3 故障自诊断系统分类、组成与工

作原理

2.1.4 故障分析报告的内容和写作方

法

2.2底盘

与机架故

障诊断与

排除

2.2.1 能根据底盘与机架故障现象分

析故障原因，写出故障分析报告

2.2.2 能进行底盘与机架疑难故障的

诊断与排除

2.2.1 底盘与机架故障原因、特征

2.2.2 底盘与机架自诊断知识

2.3液压

系统故障

诊断与排

除

2.3.1 能诊断、排除系统振动和噪声故

障

2.3.2 能诊断、排除系统液压冲击故障

2.3.3 能诊断、排除系统气蚀故障

2.3.4 能诊断、排除液压阀阀芯卡滞故

障

2.3.5 能诊断、排除油温过高故障

2.3.6 能对液压系统提出合理改进建

议

2.3.1 造成振动和噪声的原因、危害性

及排除方法

2.3.2 造成液压冲击的原因、危害性及

排除方法

2.3.3 造成气蚀的原因、危害性及排除

方法

2.3.4 造成液压卡紧的原因、危害性及

排除方法

2.3.5 造成油温过高的原因、危害性及

排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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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4 电

气、电子控

制系统故

障诊断与

排除

2.4.1 能诊断、排除仪表故障

2.4.2 能诊断、排除计算机操作系统、

驱动程序、通讯卡故障

2.4.3 能按照电路图进行控制系统检

测

2.4.4 能进行电子控制系统换件修理

2.4.5 能诊断、排除整机高压电气系统

基本元器件故障

2.4.6 能诊断、排除二次逻辑控制回路

和属具机构故障

2.4.7 能诊断、排除高压变电装置故障

2.6.8 能诊断、排除集成控制器和 PLC

控制器的一般性故障

2.4.1 电子控制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

理

2.4.2 电子控制系统电路图

2.4.3 整机零部件布局图、电气线路

图、线束图

2.4.4 整机电路原理图、整机控制逻辑

原理与整机液压控制逻辑原理

2.4.5 整机高压变电设备或配套变电

设备工作原理图、布局图、线路图

2.4.6 仪表性能、结构与工作原理

2.4.7 电气及电子控制系统符号标准

2.4.8 控制系统常见传感器、执行元件

结构与工作原理

2.6.9 单片机和 PLC 控制器的基本工

作原理

2.5金属

结构故障

诊断与排

除

2.5.1 能分析、排除起重臂、平衡臂、

塔身、回转等异常抖动故障（塔式起重机）

2.5.2 能检测金属结构件、焊缝内部裂

纹、夹渣、气孔等缺陷

2.5.3 能修复、加强、更换有质量缺陷

的金属结构件

2.5.1 焊接结构基础知识

2.5.2 钢结构损毁修复工艺知识

2.6工作

装置故障

诊断与排

除

2.6.1 能诊断、排除控制软件故障

2.6.2 能诊断、排除工作装置的核心部

件故障

2.6.3 能预防设备发生的技术故障，并

指导检查、维修、安装、排除

2.6.4 能诊断、排除机电液混合控制等

各种属具故障

2.6.5 能诊断、排除智能控制的工作装

置故障

2.6.1 控制系统故障分析方法

2.6.2 工程机械分类与工作装置作业

属具的关系，以及各作业属具的构造和

主要技术特点

2.6.3 工程机械产品性能和参数的检

测、试验方法

2.6.4 工程机械相关国家质量标准及

安全标准

2.6.5 掘进机、大型挖掘机等复杂机械

和液压执行系统故障的现象、原因与处

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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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工艺

文件

的编

制

3.1发动

机修理工

艺卡的编

制

3.1.1 能检测曲轴磨损、变形程度，确

定修理项目，编制曲轴修理工艺卡

3.1.2 能检测凸轮轴磨损与变形程度，

确定修理项目，编制凸轮轴修理工艺卡

3.1.3 能检测气缸体的磨损、变形和损

伤程度，确定修理项目，编制气缸体修理

工艺卡

3.1.4 能检测气缸盖的蚀损、变形和损

伤程度，确定修理项目，编制气缸盖修理

工艺卡

3.1.1 金属的表面处理知识

3.1.2 齿轮、曲轴、凸轮轴的热处理工

艺规范

3.1.3 曲轴、气缸盖、气缸体的磨损、

变形规律及修理方法

3.1.4 工艺、工序和工艺卡编写方法

3.2底盘

系统修理

工艺卡的

编制

3.2.1 能检测变速器壳体、差速器壳

体、轮边减速器壳体、行走减速器壳体、

回转减速器壳体的磨损、变形和损伤程

度，确定修理项目，编制修理工艺卡

3.2.2 能检测变速器输出轴的磨损与

变形程度，确定修理项目，编制修理工艺

卡

3.2.3 能检测机架的磨损、变形和损伤

程度，确定修理项目，编制修理工艺卡

3.2.4 能检测轮距伸缩装置变形和损

坏程度，确定修理项目，编制修理工艺卡

3.2.1 变速器壳体、差速器壳体、轮边

减速器壳体、行走减速器壳体、回转减

速器壳体的磨损与变形规律及修理工艺

3.2.2 变速器输出轴的磨损与变形规

律及修理工艺

3.2.3 机架的磨损与变形规律及修理

工艺

3.2.4 轮距伸缩装置的磨损与变形规

律及修理工艺

3.3工作

装置修理

工艺文件

的编制

3.3.1 能制定工作装置大修、部件改造

方案

3.3.2 能根据杆件、轴类、套类零件的

磨损、变形和损坏程度，确定修理项目，

编制工作装置修理工艺卡

3.3.3 能根据工作机构检测情况，确定

维修项目，编制修理工艺卡

3.3.4 能按技术要求规定完成工艺文

件的编制

3.3.1 工作装置的磨损、变形原因及修

理工艺

3.3.2 装置总成大修的工艺与技术标

准

3.3.3 工作装置修理过程各工序之间

检验的一般技术要求

3.3.4 焊接工艺及技能

3.3.5 施工升降机维修工艺要求

3.3.6 掘进机生产加工、组装、调试

工艺流程

3.3.7 筑路及道路养护机械的结构及

工作原理

3.3.8 沥青搅拌设备生产工艺流程

3.3.9 沥青搅拌设备安装、调试工艺流

程

4.

培

训

与

管

理

4.1培训

4.1.1 能编写培训计划和培训教案

4.1.2 能讲授本专业技术理论知识

4.1.3 能制作工程机械教学实习设备

4.1.4 能组织、指导维修人员解决本职

业维修过程中出现的关键或疑难技术问

题

4.1.1 培训讲义的编写方法

4.1.2 计算机操作基础知识

4.1.3 网络教育与培训的基本特征

4.1.4 培训计划与教案的编写方法

4.1.5 职业培训的教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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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2生产

管理

4.2.1 能制定并实施工程机械维修工

艺，提出改进及管理方案

4.2.2 能进行工程机械维修工艺的评

定

4.2.3 能进行工程机械维修成本核算

和定额管理

4.2.4 能确定工程机械诊断参数及诊

断方式，并进行数据分析、性能检测和工

程机械修理质量评定

4.2.5 能对设备改造、安装、拆解场地

布置提出设计方案并绘制草图

4.2.6 能核算设备改造、安装、拆解、

维修成本

4.2.7 能编制设备改造、安装、拆解、

调试方案

4.2.8 能判断施工现场的事故隐患，并

能提出相应预防措施

4.2.9 能提出设备环保解决方案

4.2.10 能组织指导工作装置整体大修

4.2.1 工程机械维修工艺及维修质量

控制

4.2.2 工程机械的基础管理与机械技

术状态等级评定方法

4.2.3 工程机械维修质量检测标准

4.2.4 工程机械修理成本核算基础知

识

4.2.5 工程机械修理定额管理知识

4.2.6 工程机械维修价格的评定与估

算方法

4.2.7 整机维修竣工后的检查验收规

范

4.3技术

管理

4.3.1 能搜索信息、下载所需要的软

件、发布信息

4.3.2 能根据工作装置故障的现象分

析故障原因，写出故障分析报告

4.3.3 能组织技术总结活动

4.3.4 能撰写技术总结报告和技术论

文

4.3.5 能制定并实施工程机械维修工

艺，提出改进、优化管理方案

4.3.1 故障报告、技术报告、实验报

告及技术总结的特点与写作方法

4.3.2 技术论文的特点与写作方法

4.3.3 工程机械技术管理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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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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机

综合

故障

诊断

1.1 动力

系 统 综 合

故障诊断

1.1.1 能诊断发动机控制系统故障

1.1.2 能对排气污染、净化系统进行

检测与改造

1.1.3 能借助诊断维修工具对电动机

控制系统进行合理匹配

1.1.4 能进行发动机改造后的综合性

能测试

1.1.1 电子控制基础知识

1.1.2 发动机电控直列泵、电控分配

泵、电控共轨燃油系统检修方法

1.1.3 发动机排放控制与检测技术

1.1.4 发动机电控系统中采用的各种

传感器知识

1.1.5 发动机综合性能检测站的功能、

设备和检测项目

1.2 底盘

及 机 架 综

合 故 障 诊

断

1.2.1 能根据工程机械大修工艺文件

确定大修的作业内容

1.2.2 能检测、验收大修底盘

1.2.3 能检修四轮液压驱动转向装置

电液控制机构

1.2.4 能诊断底盘及机架综合性故障

1.2.1 底盘及传动系统大修工艺文件

及主要件的修理工艺

1.2.2 底盘大修修复验收标准

1.2.3 四轮液压驱动转向装置电液控

制机构的构造与工作原理

1.3 液压

系 统 综 合

故障诊断

1.3.1 能诊断液压系统关联故障

1.3.2 能诊断变量液压泵、变量液压

马达的综合故障

1.3.1 液压系统关联故障现象及原因

1.3.2 变量液压泵、变量液压马达综合

故障现象及原因

1.4 电气

与 电 子 设

备 综 合 故

障诊断

1.4.1 能检测、调校电气与电子测试

设备

1.4.2 能重新敷设或改接全机电路

1.4.3 能进行变频器参数的设定

1.4.4 能根据电气原理图进行电气柜

的大修

1.4.5 能判断 PLC 程序故障并查看程

序排除故障

1.4.6 能进行电动机的解体大修工作

1.4.7 能诊断电子控制系统复杂故障

1.4.1 整机电气与电子测试、设备调

试、制定标准规程

1.4.2 全机电路知识

1.4.3 全机电路布线原则

1.4.4 施工升降机控制电路工作原理

1.4.5 变频器工作原理

1.4.6 可编程控制器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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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5 工作

装 置 的 故

障诊断

1.5.1 能诊断双臂架系统连接困难的

技术难题

1.5.2 能诊断回转台车系统行驶圆周

度、均匀受力的故障

1.5.3 能诊断双车转台系统和单车转

台安装平衡度的故障

1.5.4 能进行各种减速机的解体大修

1.5.5 能诊断控制系统故障

1.5.6 能重新敷设或改接整机电路

1.5.7 能根据不同岩层调试凿岩控制

系统的开孔、自动防卡钎、自动防空打

动作，并撰写调试分析报告

1.5.8 能诊断单片机和 PLC 控制器疑

难故障（桩工机械）

1.5.9 能根据各种施工质量问题进行

分析，判断出原因并调整、改进工作装

置

1.5.10 能诊断电液控制机构、控制系

统及其工作装置故障

1.5.11 能诊断钻孔深度测量及显示

系统的故障

1.5.12 能诊断作业物料自动计量系

统的故障

1.5.13 能诊断作业自动进尺、数据自

动记录、数据传输系统故障

1.5.14 能诊断油气悬挂机构的故障

1.5.15 能进行设备事故的原因分析

及制定事故设备处理方案

1.5.1 掘进机设备国家、行业、企业标

准、工艺规范

1.5.2 焊接结构维修工艺要求

1.5.3 电液控制机构的构造与工作原

理

1.5.4 安全器维修工艺及技术标准

1.5.5PLC 控制程序设计基础知识

1.5.6 凿岩控制系统原理及其工作装

置故障的表现现象、原因

1.5.7 结构力学、弹性力学、机械原理、

液压系统设计、自动化控制等理论知识

1.5.8 作业物料自动计量系统故障现

象、原因与处理方法

1.5.9 油气悬挂机构故障现象、原因与

处理方法

2.

培训

与管

理

2.1 维修

质量管理

2.1.1 能依据 ISO 9001 要求编制维修

管理文件

2.1.2 能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提出本企

业的质量改进措施

2.1.3 能应用检测设备对工程机械关

键部件及整机进行国家强制项目的检测

2.1.4 能根据现场施工工况，提出设

备质量改进提升报告

2.1.5 能进行设备的失效模式分析

2.1.1ISO 9001 质量管理基础知识

2.1.2 工程机械修理质量评定要求

2.1.3 工程机械相关国家强制性检测

标准

2.1.4 机械设备失效模式分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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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2 组织

实 施 维 修

作业

2.2.1 能按企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

平确定维修作业组织形式，并指导维修

实践

2.2.2 能运用先进的管理方法组织工

程机械修理生产作业

2.2.3 能独立带领团队维修新产品，

对可 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测并提出处

理预案

2.2.4 能主导策划、编制公司级维修

工技能竞赛规则、竞赛项目

2.2.5 能为工厂重大技术改造项目提

出建议，并进行策划和组织指导实施

2.2.1 企业管理知识

2.2.2 工程机械修理企业设计知识

2.3 培训

2.3.1 能对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人

员进行技术培训

2.3.2 能进行新知识、新技术、新工

艺的专题培训

2.3.3 能编审各等级修理工培训大纲

和教材，评审二级/技师论文

2.3.1 工程机械维修中的新设备、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

2.3.2 工程机械修理工培训讲义的编

写方法

3.

技术

改造

与试

验、

研究

3.1 设备

制 造 与 维

修 工 艺 的

改进

3.1.1 能对设备制造与维修工艺提出

改进意见

3.1.2 能改进电气、流体、电液控制

等系统

3.1.3 能借助相关工具书阅读有关工

程机械外文资料，指导修理

3.1.4 能编制试验与应用策划书及相

应的技术、工艺文件，推广实施新设备、

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3.1.1 工程机械修理设备设计改造知

识

3.1.2 工程机械修理工艺设计知识（工

艺设计内容、生产纲领、工艺计算）

3.1.3 工程机械专业术语、词汇中、外

文对照表

3.2 试验

与研究

3.2.1 能通过试验和研究改进修理工

艺

3.2.2 能提出维修现代化的建议

3.2.3 能编制试验与应用策划书及相

应的技术、工艺文件

3.2.4 能进行施工工艺研究

3.2.5 能对收集的设备数据进行归纳

分析，提出设备改进建议

3.2.1 试验研究方法与管理知识

3.2.2 工程机械的使用性能与试验知

识

3.2.3 各类施工工艺技术

3.2.4 数据归纳、分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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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20 15 10 10 10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工程机械运行检测 5 — — — —

动力系统维修 15 15 15 — —

底盘及机架维修 15 15 15 — —

液压系统维护/维修 10 15 20 — —

电气与电子系统维修 10 15 15 — —

金属结构维修 5 5 5 — —

工作装置维修 15 15 15 — —

整机检修 — — — 30 —

故障诊断与排除 — — — 30 —

整机综合故障诊断 — — — — 40

工艺文件的编制 — — — 10 —

培训与管理 — — — 15 25

技术改造与试验、研究 — — — — 2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注：1.“工作装置维修”分为土方机械、起重机械、掘进及凿岩机械、高空作业机械、筑路及道路养护机

械、混凝土机械、桩工机械、工业车辆八个专业方向，不同方向按照相应设备类别的工作内容进行考

核。

2.考核设备不含某一项目的，考核权重放到对应的工作装置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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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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
能
要
求

工程机械运行检测 5 — — — —

动力系统维修 20 20 15 — —

底盘及机架维修 20 20 15 — —

液压系统维护/维修 15 20 25 — —

电气与电子系统维修 15 15 20 — —

金属结构维修 5 5 5 — —

工作装置维修 20 20 20 — —

整机检修 — — — 40 —

故障诊断与排除 — — — 30 —

整机综合故障诊断 — — — — 55

工艺文件的编制 — — — 15 —

培训与管理 — — — 15 20

技术改造与试验、研究 — — — — 2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注：1.本表中 “工作装置维修”分为土方机械、起重机械、掘进及凿岩机械、高空作业机械、筑路及道

路养护机械、混凝土机械、桩工机械、工业车辆八个专业方向，不同方向按照相应设备类别的工作内容进

行考核。

2.考核设备不含某一项目的，考核权重放到对应的工作装置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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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职业标准附录

5.1 设备分类

工程机械类别 主要机种

土方机械
履带挖掘机、轮胎挖掘机、挖掘装载机、装载机、推土机、平地机、铲运机、

非公路自卸车等

起重机械
轮胎式起重机、履带式起重机、汽车起重机、全地面起重机、随车起重机、

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等

掘进及凿岩机械 全断面隧道掘进机、水平定向钻、悬臂掘进机、凿岩台车等

高空作业机械 高空作业车、高空作业平台、吊篮及擦窗机等

筑路及道路养护机械
压路机、夯实机、沥青搅拌设备、摊铺机、稳定土拌和设备、铣刨机械、路

面养护设备、路面再生设备、除冰雪机等

混凝土机械
混凝土搅拌设备、混凝土泵送设备、混凝土搅拌运输设备、混凝土振动设备、

混凝土清洗回收设备等

桩工机械
工程钻机、旋挖钻机、打桩机、打桩锤、成孔机、地下连续墙液压抓斗、地

下连续墙用铣槽机等

工业车辆 叉车、牵引车、堆垛机、搬运车、观光车等



72

5.2 推荐考核设备

工程机械维修工类别

推荐考核机种

A B C

土方机械维修工 挖掘机 装载机 平地机

起重机械维修工 轮式起重机 履带式起重机 塔式起重机

掘进及凿岩机械

维修工
全断面隧道掘进机 凿岩台车 水平定向钻

高空作业机械维修工 高空作业车 吊篮及擦窗机 高空作业平台

筑路及道路养护机械维

修工
压路机 摊铺机 路面养护设备

混凝土机械维修工 混凝土泵送设备 混凝土搅拌设备 混凝土搅拌运输设备

桩工机械维修工 旋挖钻机 工程钻机 打桩机

工业车辆维修工 叉车 堆垛机 观光车

注：不同类别机械的实操考核机种，按照机种结构复杂、市场量大面广的原则，推荐了优先选择顺序，优

先级别从高到低分为 A、B、C 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