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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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热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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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属材热处理工从业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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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马鞍山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有：崔银会、张雅丽。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单位有：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马钢（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冶金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河钢

集团唐钢公司、唐山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太原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鞍钢集团有限公司、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包钢（集团）

公司、天津冶金集团中兴盛达钢业有限公司、山东工业职业学院、天津工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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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院、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河钢集团承钢公司、西南铝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主要审定人员有：张万春、张卫斌、唐叶来、赵慧、朱胜利、陶青

平、陈刚、董欣欣、李双来、张永堂、张旭东、徐刚、周望生、王康健、刘洪

涛、莫金强、史乃安、刘鹤、张月林、郭利宏、王莉、杨意萍、张秀芳、彭勃、

张静、蔡新、戴宇杰、郭光、刁普、曾庆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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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马钢（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中国宝武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鞍钢集团有限公司、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包钢（集团）公司、天津冶金集团中兴盛达钢业有限公司、山东工业职

业学院、天津工业职业学院、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河钢集团承钢公司、西

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及荣庆华、葛恒双、王小兵、朱纪銮、

姜维、唐叶来、任艳琳、许小伟、张敏芳、孟永刚、王殿贺、刘经耀、周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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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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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热处理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19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金属材热处理工

1.2 职业编码

6-17-09-05

1.3 职业定义

操作连续、常化、罩式、环形退火炉等热处理设备，进行金属材调质、正

火、退火等处理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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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噪声、粉尘、辐射。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般智力水平、表达能力、计算能力；手指、手臂灵活；动作协调。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

本职业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工种：钢材热处理工、有色金属材热处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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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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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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关职业：金属轧制工、金属材精整工等，下同。

相关专业：轧钢工程技术、金属压力加工、金属材料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等，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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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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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1.8.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

等方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

技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

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技师和高级技师，通常采取审阅申

报材料、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60分（含）

以上者为合格。

1.8.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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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min；技能考核时间：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

工不少于60min，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100min；综

合评审时间不少于30min。

1.8.5 鉴定场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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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具有热处理设备、仪器仪表，

工、夹、量具及相关设施的生产现场或模拟考试的考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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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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社会。

（2）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3）刻苦钻研，精益求精。

（4）勇于担当，敢于创新。

（5）认真负责，严于律己。

（6）谦虚谨慎，团结协作。

2.2 基础知识

2.2.1 基本理论知识

（1）金属学基础知识。

（2）热处理基础知识。

（3）热处理炉主体设备及辅助设备基础知识。

（4）热处理炉热工设备及燃料燃烧基础知识。

（5）热处理工艺流程及前后工序基础知识。

（6）热处理作业计划编制方法。

（7）热处理生产技术经济指标基础知识。

2.2.2 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

（1）安全防护基础知识。

（2）职业病防护基础知识。

（3）环境保护基础知识。

2.2.3 质量管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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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质量管理的性质与特点。

（2）质量管理的基本方法。

2.2.4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5）《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相关知识。

（6）《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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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

高级技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生产准

备

1.1 原

料准备

1.1.1 能确认原料牌号、炉批号等

来料信息

1.1.2 能确认生产任务单与工艺

卡

1.1.3 能按要求堆放原料

1.1.4 能检查并清扫炉台

1.1.5 能进行上料操作

1.1.1 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

分类的基础知识

1.1.2 常用金属材机械性能

知识

1.1.3 热处理操作知识和

安全要求

1.2 设

备准备

1.2.1 能按工艺要求使用工装夹

具等工器具

1.2.2 能使用运输轨道、车辆等运

输设备

1.2.1 生产中必备的工具与

工装知识

1.2.2 生产中必备的运输设

备使用知识

1.3 启

炉前准备

1.3.1 能按操作规程预启动主辅

设备

1.3.2 能检查正常工作条件下炉

膛各处温差是否符合规定范围

1.3.3 能按现场作业要求进行安

全检查，识别安全风险

1.3.1 热处理主体设备和辅

助设备炉型及技术性能

1.3.2 煤气、氢气、氮气等

能源介质的基础知识

1.3.3 热处理主体设备和

辅助设备的安全生产、风险识

别、事故应急救援与处置措施

1.3.4 安全生产个人防护、

职业危害与防治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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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热处理

操作

2.1 启

炉

2.1.1 能根据炉型输入、设定工艺

参数

2.1.2 能完成点火升温作业

2.1.3 能调用炉内升温加热曲线

2.1.1 热处理设备点火升温

操作规程

2.1.2 热处理温度制度的基

础知识

2.2 加

热、保温、

冷却

2.2.1 能完成待处理金属材的装

炉

2.2.2 能根据产品选用工艺规范

2.2.3 能根据产品要求进行加热、

保温和冷却

2.2.4 能按工艺进行设备仪表盘

的操作

2.2.1 奥氏体转变和晶粒

度的概念

2.2.2 常见金属材的热处理

工艺特点和方法

2.2.3 热处理生产常见测量

仪表的分类和使用方法

2.3 出

炉

2.3.1 能按规定要求出炉

2.3.2 能按规定要求运送金属材
热处理出炉操作规程

2.4 停

炉

2.4.1 能按规程进行停炉操作

2.4.2 能按规程进行停炉后的检

查确认

热处理停炉操作规程

3.监控与

事故处理

3.1 数

据监控与

记录

3.1.1 能监控并记录温度曲线等

数据

3.1.2 能发现异常数据并报告

3.1.3 能识读各种能源介质参数

3.1.4 能记录产量等生产数据

3.1.1 数据处理的基础知识

3.1.2 能源介质使用的基础

知识

3.1.3 各项原始记录的填写

方法

3.2 事

故处理

3.2.1 能监控热处理过程异常状

态并上报

3.2.2 能辨识事故类型并进行应

急处理

热处理事故应急处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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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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准

备

1.1 原料

准备

1.1.1 能验收原辅材料

1.1.2 能进行库区管理

1.1.1 金属材热处理常用

原辅材料的验收标准

1.1.2 金属材库区管理知

识

1.2 设备

准备

1.2.1 能维护和保养各种工器

具

1.2.2 能确认工器具符合要求

1.2.3 能维护、保养炉区主辅设

备

1.2.4 能确认主辅设备符合要

求

1.2.1 常用工器具使用、维

护、保养知识

1.2.2 热处理设备维护、保

养知识

1.3 启炉

前准备

1.3.1 能确认主辅设备状态

1.3.2 能确认能源介质参数

1.3.1 启炉前主辅设备的

确认要点

1.3.2 热处理能源介质启

炉前的确认要点

2.热处理

操作

2.1 启炉

2.1.1 能设定加热温度曲线

2.1.2 能监控热处理炉状态

2.1.3 能识别和监控故障信号

2.1.1 加热曲线设定操作

规程

2.1.2 监控热处理炉状态

的要求

2.1.3 热处理主辅设备常

见故障信号知识

2.2 加

热、保温、

冷却

2.2.1 能根据产品设定工艺参

数

2.2.2 能根据产品设定工艺制

度

2.2.3 能根据工艺曲线进行热

2.2.1 产品热处理工艺的

操作要点

2.2.2 工艺曲线的调整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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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过程误差调整

2.3 出炉

2.3.1 能根据产品性能要求判

断符合交货标准的合格品

2.3.2 能识别不合格品并进行

标识

2.3.1 产品交货技术标准

2.3.2 热处理常见不合格

品的识别方法

2.4 停炉

2.4.1 能确认主辅设备具备停

炉条件

2.4.2 能确认能源介质具备停

炉条件

2.4.1 热处理主辅设备停

炉条件

2.4.2 能源介质停炉条件

3.监控与

事故处理

3.1 数据

监控与记录

3.1.1 能检查、监控并调整能源

介质参数

3.1.2 能整理生产数据

3.1.3 能对事故状态下能源介

质和产品信息进行记录和整理

3.1.1 能源介质检查、监

控、调整的操作要求

3.1.2 生产数据整理知识

3.1.3 事故状态下能源介

质和产品信息记录、整理的

要求

3.2 事故

处理

3.2.1 能在事故状态下按预案

完成能源介质处理操作

3.2.2 能发现热处理设备常见

的故障并采取措施

3.2.3 能识别热处理产品常见

缺陷并进行处理

3.2.1 热处理事故操作预

案

3.2.2 热处理设备常见故

障的处理措施

3.2.3 热处理产品常见缺

陷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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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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准

备

1.1 原 料

准备

1.1.1 能根据原辅材料的验收情

况提出供料计划

1.1.2 能分类处理不符合要求的

原辅材料

1.1.1 原辅材料的验收技

术标准

1.1.2 不符合要求的原辅

材料分类处理的相关规定

1.2 设 备

准备

1.2.1 能提出工器具使用、维护和

保养操作要求

1.2.2 能识读主体设备热处理炉

等图

1.2.3 能判断生产过程中炉衬质

量状况

1.2.1 热处理工器具保养、

操作知识

1.2.2 炉体砌筑的基础知

识

1.2.3 耐火材料的基础知

识

1.2.4 常见热处理炉型的

特点和设计原则

1.3 启炉

前准备

1.3.1 能处理启炉前主辅设备异

常情况

1.3.2 能处理启炉前能源介质异

常情况

1.3.1 热处理炉主辅设备

启动异常处理规范

1.3.2 热处理炉启炉前能

源介质异常处理规范

2.热处理

操作

2.1 启炉

2.1.1 能调整加热温度曲线

2.1.2 能判断热处理炉状态

2.1.3 能处理热处理炉故障

2.1.1 热处理工艺的应用

要点

2.1.2 热处理炉常见故障

的处理方法及操作规程

2.2 加热、

保温、冷却

2.2.1 能对热处理过程中出现的

异常情况进行出炉前处理

2.2.2 能识别常见产品缺陷并进

行预防

2.2.1 热处理过程出现的

异常情况对产品的影响及处

理规范

2.2.2 热处理常见产品的

缺陷及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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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3 停炉

2.3.1 能处理主辅设备停炉时异

常情况

2.3.2 能处理能源介质停炉时异

常情况

2.3.1 热处理设备停炉常

见异常情况及处理规范

2.3.2 热处理能源介质停

炉时常见异常情况及处理规

范

3.监控与

事故处理

3.1 数 据

监控与记录

3.1.1 能分析能源介质和产品信

息并提出改进措施

3.1.2 能分析生产数据

3.1.3 能分析测温监控仪器仪表

故障并判断其状态

质量工具应用知识

3.2 事 故

处理

3.2.1 能制定事故状态下能源介

质操作预案

3.2.2 能分析热处理设备常见的

故障并提出处理措施

3.2.3 能分析热处理产品常见缺

陷的原因并提出预防措施

3.2.4 能对紧急停电、停水、停气

等突发事故提出处理措施

3.2.1 事故状态下能源介

质操作预案的编制要求

3.2.2 产品缺陷的分析方

法及预防知识

3.2.3 热处理常见突发事

故及处理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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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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产 准

备

1.1 原 料

准备

1.1.1 能根据热处理工艺和产品

技术标准提出原辅材料技术要求

1.1.2 能根据热处理新工艺、新产

品技术要求提出原辅材料技术要求

1.1.1 技术标准编制要求

1.1.2 热处理新工艺、新

产品的发展及应用知识

1.1.3 国内热处理新工艺、

新产品发展的典型案例及知

识

1.2 设 备

准备

1.2.1 能按热处理设备大修验收

标准进行验收

1.2.2 能进行炉温均匀性调试

1.2.1 热处理设备大修验

收规范

1.2.2 炉温控制、测试原理

与方法

1.3 启炉

前准备

1.3.1 能制定启炉前热处理炉主

辅设备检查作业文件

1.3.2 能制定启炉前热处理炉能

源介质检查作业文件

作业文件的编制要求及规

范

2. 热 处 理

操作

2.1 启炉

2.1.1 能制定热处理炉启炉作业

文件

2.1.2 能制定热处理新工艺、新产

品启炉作业文件

2.1.1 新工艺、新产品试验

方案的制定

2.1.2 新工艺、新产品试验

作业文件的编制要点及要求

2.2 加热、

保温、冷却

2.2.1 能制定热处理过程中的

温度曲线控制作业文件

2.2.2 能制定热处理过程中异常

情况处置作业文件

2.2.1 热处理正火、回火、

淬火、退火工艺制度及应用

要点

2.2.2 热处理炉型和辅助

设备的知识

2.3 停炉
2.3.1 能制定停炉作业文件

2.3.2 能制定紧急停炉操作预案

2.3.1 热处理停炉注意事

项及操作要求

2.3.2 热处理炉紧急停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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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安全知识

3. 监 控 与

事故处理

3.1 数 据

监控与记录

3.1.1 能分析异常生产数据产生

的原因

3.1.2 能制定排除测温监控仪器

仪表故障作业文件

测温监控仪器仪表原理和

自校准知识

3.2 事 故

处理

3.2.1 能制定事故状态下多岗位

协同作业预案

3.2.2 能制定紧急停电、停水、停

气等突发事故多岗位协同作业预案

热处理生产过程各岗位的

协同作业要点

4. 技 术 创

新

4.1 技 术

革新

4.1.1 能组织安装和调试热处理

设备

4.1.2 能提出热处理技术革新的

方法和建议

4.1.1 热处理设备安装和

调试的方法及热处理的技术

要求

4.1.2 技术革新和技术革

命的知识

4.2 技能

提升

4.2.1 能对热处理炉的工艺技术

规程、设备维护检修规程、安全技术

规程提出改进意见

4.2.2 能对热处理炉仪器仪表等

的使用操作说明提出改进意见

4.2.1 热处理炉的工艺技

术规程、设备维护检修规程、

安全技术规程

4.2.2 热处理炉仪器仪表

的工作原理及操作要点

4.3 新材

料、新工艺

试验

4.3.1 能组织热处理新材料、新工

艺、新设备、新技术的生产试验

4.3.2 能制定新材料、新工艺、新

设备、新技术的生产试验作业文件

4.3.1 热处理新材料、新工

艺、新设备、新技术试验方

案的制定

4.3.2 热处理新材料、新工

艺、新设备、新技术的操作

要点

4.4 生产

技术管理

4.4.1 能制定多岗位协同作业指

导书并组织实施

4.4.1 生产现场 5S 管理、

质量管理、安全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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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4.2 能提出热处理生产中质量

管理要素和质量管理标准

4.4.3 能应用全面质量管理知识，

开展操作过程的控制与质量分析

管理知识

4.4.2 质量分析与控制的

方法

4.4.3 企业质量体系知识

5.培训和

指导

5.1 理论

培训

5.1.1 能讲授理论专业课，对三级

/高级工及以下级别人员进行理论培

训

5.1.2 能编写理论培训教案

5.1.1 热处理专业理论知

识

5.1.2 金属材热处理工的

技术标准

5.2 操 作

指导

5.2.1 能编写技能操作培训教案

5.2.2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

别人员进行操作指导

5.2.1 教案编写知识

5.2.2 热处理设备、质量事

故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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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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产 准

备

1.1 原 料

准备

1.1.1 能运用钢铁行业前后工序

工艺流程原理分析原料带规律性的

缺陷并进行反馈

1.1.2 能根据技术发展选用新的

工器具监控原料质量

1.1.1 钢铁生产流程知识

1.1.2 热处理测量工器具

的发展动态及应用知识

1.2 设 备

准备

1.2.1 能对热处理设备提出改进

性的检修项目

1.2.2 能对热处理设备设计提出

改进意见

1.2.1 热处理主辅设备检

修规程

1.2.2 热处理设备设计知

识

2. 热 处 理

操作

2.1 加热、

保温、冷却

2.1.1 能进行热处理全过程各岗

位的操作

2.1.2 能提出新产品热处理工艺，

并按工艺进行操作

2.1.3 能实时对热处理过程中的

异常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排除方法

2.1.1 热处理全过程各岗

位操作规程

2.1.2 新产品热处理技术

要求及控制要素

2.2 停炉

2.2.1 能制定停炉各岗位协同作

业文件

2.2.2 能制定紧急停炉作业文件

2.2.1 热处理各岗位操作

规程

2.2.2 热处理炉紧急停炉

案例及处理知识

3. 监 控 与

事故处理

3.1 数 据

监控与记录

3.1.1 能制定热处理异常生产数

据的改进措施

3.1.2 能分析热处理金属材组织

或性能不合的原因并提出预防或改

进措施

3.1.1 热处理与组织、性能

的关系

3.1.2 热处理质量管理知

识

3.2 事 故

处理

3.2.1 能制定事故状态下热处理

产品处置作业文件

3.2.1 热处理事故状态下

产品、主辅设备的处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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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2.2 能制定事故状态下主辅设

备和能源介质处置方案

3.2.2 热处理事故状态下

能源介质的处置知识

4. 技 术 创

新

4.1 技 术

革新

4.1.1 能制定热处理设备的安装

和调试方案

4.1.2 能制定热处理技术革新、技

术革命方案并组织实施

4.1.1 热处理设备安装和

调试方案的编制要求

4.1.2 热处理技术革新、技

术革命方案的编制要求及实

施要点

4.2 技能

提升

4.2.1 能编写热处理炉的工艺技

术规程、设备维护检修规程、安全技

术规程

4.2.2 能编写热处理炉仪器仪表

等的使用操作说明

4.2.1 热处理炉的工艺技

术规程、设备维护检修规程、

安全技术规程的编写要求

4.2.2 热处理炉仪器仪表

使用操作说明的编写要求

4.3 新材

料、新工艺

试验

4.3.1 能推广新材料、新工艺

4.3.2 能开发热处理的新技术

4.3.3 能进行现场科技攻关及新

产品试制

4.3.1 热处理新材料、新工

艺、新设备、新技术的发展

动态和成功应用案例

4.3.2 科研攻关和新产品

开发知识

4.4 生 产

技术管理

4.4.1 能管理和执行热处理炉生

产和调度计划

4.4.2 能制定炉体大修验收标准

4.4.3 能对耐火砖型材质提出改

进优化建议

4.4.4 能预知热处理机组的危险

源，并能做好预防工作

4.4.1 热处理生产工艺流

程及前后工序知识

4.4.2 热处理炉砌筑的基

础知识

4.4.3 耐火材料知识

5. 培 训 和

指导

5.1 理论

培训

5.1.1 能进行专业技术讲座

5.1.2 能对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

人员进行理论培训

热处理专业的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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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5.2 操 作

指导

5.2.1 能对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

人员进行操作指导

5.2.2 能编写技能提升系统训练

教案

热处理专业技能的操作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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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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 10 10

相关

知识

生产准备 25 25 20 10 10

热处理操作 35 35 35 20 15

监控与事故处理 15 15 20 15 15

技术创新 — — — 25 30

培训和指导 — — — 15 1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
能
要
求

生产准备 30 25 25 15 15

热处理操作 40 45 45 20 15

监控与事故处理 30 30 30 25 15

技术创新 — — — 25 35

培训和指导 — — — 15 20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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