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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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设备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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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变电设备检修工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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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

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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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目前电力生产现场实际，将本职业划分为开关设备类检修工、变压器设

备类检修工两个工种，并按照设备类别区分工作要求里的职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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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技术学院分公司、国网山东

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石家庄供电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

有限公司检修公司南通运维分部、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沙运维分部。主要起草

人有：牛林（编辑组组长）、李宏博（主笔人）、李秀卫、齐辉、钱聪、王舶仲。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单位有：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广西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桂林供电局、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贵阳供电局、国网吉林省电力有

限公司培训中心、国网山东省电力有限公司泰安供电公司、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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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供电公司、国网北京市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技能

培训中心、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技培中心、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武汉供电公

司、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公司。 主要审定人员有：华超、彭彦军、卢兴福、

张军、赵治国、杨威、李增宝、王松延、朱远达、吴喻飞、谢小兵。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荣庆

华、葛恒双、张灵芝，电力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张志锋、石宝胜、关琳，中国

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王磊、翟巧珍、丰兴庆，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技能培训中心、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人才学院、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技能培训中心等单位、专家的

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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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设备检修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报批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变电设备检修工
①

1.2 职业编码

6-31-01-08

1.3 职业定义

使用工具、器具和仪器、仪表，检修、更换、调试变压器、断路器、隔离开关、

成套组合电器及直流装置
②
等变电设备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四个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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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职业能力特征

能根据视觉协调手足，利用工具迅速、灵活、准确地做出反应，检修维护变电设

备，具有能用眼看、耳闻、鼻嗅分析判断设备异常情况的能力，具有以语言或文字方

式有效地进行交流、表述的能力，具有工具、材料、备品备件的识别、使用能力，具

有检查、分析、判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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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职业包含开关设备检修工、变压器设备检修工两个工种。其中开关设备包含断路器、隔离开

关、开关柜、组合电器、母线、防雷设备；变压器设备包含变压器、互感器、接地变压器、消弧线

圈、电抗器、无功补偿设备。

②直流装置：按照电网生产现场实际，变电设备检修从业人员不再负责直流设备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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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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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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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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相关职业包括：锅炉运行值班员、燃料值班员、汽轮机运行值班员、燃气轮机值班员、发电集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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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锅

炉操作工、风力发电运维值班员 L、供热管网系统运行工、变配电运行值班员、继电保护工、电力

电缆安装运维工、送配电线路工、牵引电力线路安装维护工、电气设备安装工、发电设备安装工、

电力电气设备安装工、电工，下同。

④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包括：农村电气技术、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火电厂热力设备安装、火

电厂热工仪表安装与检修、火电厂集控运行、火电厂水处理及化学监督、水电厂机电设备安装与运

行、水泵站机电设备安装与运行、反应堆及核电厂运行、风电场机电设备运行与维护、太阳能与沼

气技术利用、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调试维护、输配电线路施工与运行、

供用电技术、电力营销、能源与新能源类新专业、供用电技术、电网监控技术、电力客户服务与管

理、发电厂及电力系统、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与自动化技术、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高压输配电线路

施工运行与维护、水电站与电力网、水电站机电设备与自动化、电源变换技术与应用、农业电气化

技术、分布式发电与微电网技术、电厂热能动力装置、城市热能应用技术、核电站动力设备运行与

维护、火电厂集控运行、电厂化学与环保技术、热工检测与控制技术、电厂热工自动化技术、风力

发电工程技术、风电场运行与维护、生物质能应用技术、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工业技能技术、节

电技术与管理、太阳能光热技术与应用、农村新能源技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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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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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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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60min；综合评审时间不少

于 1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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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计算机机房进行，技能考核应在专用鉴定基地或利用

现场闲置设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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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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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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工电子基础知识

（1）电场、电路的基本概念。

（2）电场、电路的基本定律和简单运算。

（3）电磁与电磁感应基本原理。

（4）三相交流电路基本知识。

（5）整流电路基本知识。

2.2.2 电工材料基础知识

（1）电工常用材料的性能。

（2）电工常用材料的用途。

2.2.3 机械制图基础知识

（1）简单机械零件的平面图和三视图。

（2）组合体的三视图、轴测图和剖视图的绘制原理。

（3）机械装配图的识读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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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常用零件图的绘制原理。

2.2.4 机械原理基础知识

（1）公差与配合基本知识。

（2）形位公差基本知识。

（3）表面粗糙度基本知识。

（4）机械传动基本原理。

2.2.5 钳工基础知识

（1）钳工基本知识。

（2）常用量具和工机具使用原理。

2.2.6 起重与搬运

（1）起重搬运工具和绳扣、绳索基础知识。

（2）一般起重设备和工具使用原理。

2.2.7 消防基础

（1）火灾基本知识。

（2）现场常用消防器材使用原理。

2.2.8 安全生产基础知识

（1）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2）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知识。

（3）安全生产工作奖惩规定。

2.2.9 开关设备类结构和原理

（1）断路器结构和工作原理。

（2）隔离开关结构和工作原理。

（3）开关柜结构和工作原理。

（4）组合电器结构和工作原理。

（5）母线、防雷设备结构和工作原理。

2.2.10 变压器设备类结构和原理

（1）变压器结构和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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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感器结构和工作原理。

（3）接地变、消弧线圈结构和工作原理。

（4）电抗器结构和工作原理。

（5）无功补偿设备结构和工作原理。

2.2.11 二次回路基础知识

（1）二次回路基本原理。

（2）二次回路识图方法。

2.2.12 环境保护基础知识

（1）电磁辐射基本知识。

（2）噪声、振动基本知识。

（3）废油处理基本知识。

（4）SF6气体处理基本知识。

2.2.13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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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职业包含开关设备检修工、变压

器设备检修工两个工种。

3.1 变电设备检修工（开关设备检修工）

3.1.1 四级/中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断路器

检修

1.1 断路

器 小 修 及 维

护

1.1.1 能进行断路器巡视

1.1.2 能进行 SF6 断路器的气

体补充

1.1.3 能进行液压操动机构油

补充及过滤

1.1.4 能清扫、检查断路器各

附件

1.1.5 能进行断路器金属部件

防腐处理、传动部件润滑处理、

箱体维护等

1.1.6 能用便携式检漏仪进行

定性检漏

1.1.7 能更换行程开关、小型

断路器等零部件

1.1.8 能使用万用表、绝缘电

阻表进行二次回路测量

1.1.1 断路器的作用及分类，

断路器型号及各性能参数的含

义，断路器设备的基本结构和各

部件作用

1.1.2 断路器设备参数

1.1.3 日常防腐、润滑维护知

识

1.1.4 SF6 气体的特性、标准

及防护要求

1.1.5 断路器检修工器具、量

具使用方法和保管知识

1.1.6 断路器检修材料的规

格、使用方法及保管知识

1.2 断路

器 大 修 及 更

换安装

1.2.1 能进行真空断路器真空

度测量

1.2.2 能进行断路器二次回路

绝缘电阻、主回路电阻、机械特

性测试

1.2.3 能进行设备导电接触面

处理

1.2.1 大修周期、项目

1.2.2 断路器外部管道渗漏油

处理原理

1.2.3 仪器仪表的原理及使用

方法

1.3 断路

器 缺 陷 及 故

障处理

1.3.1 能进行导电接触面的发

热处理

1.3.2 能进行操动机构辅助回

路故障处理

1.3.3 能进行断路器污闪处理

1.3.1 断路器故障检修安全防

护知识

2.隔离开

关检修

2.1 隔离

开 关 小 修 及

维护

2.1.1 能进行隔离开关巡视

2.1.2 能清扫、检查隔离开关

绝缘子

2.1.3 能进行隔离开关触头检

查，清除烧损点及氧化层

2.1.1 隔离开关设备参数

2.1.2 隔离开关的基本结构和

各部件作用

2.1.3 隔离开关防腐、润滑维

护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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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能进行隔离开关本体及

机构传动部件清理润滑

2.1.5 能进行隔离开关单极调

试及尺寸参数的测量

2.1.4 隔离开关小修周期、项

目及程序

2.1.5 隔离开关小修工艺质量

标准

2.1.6 隔离开关检修工器具、

量具使用方法和保管知识

2.1.7 隔离开关检修材料的规

格、使用方法及保管知识

2.2 隔离

开 关 大 修 及

更换安装

2.2.1 能进行隔离开关触指的

拆解和安装

2.2.2 能进行隔离开关本体瓷

柱的拆解和安装

2.2.3 能进行隔离开关本体传

动拉杆的解体安装调整

2.2.4 能进行隔离开关操动机

构二次零部件更换

2.2.1 隔离开关大修周期、项

目及分解、组装程序

2.3 隔离

开 关 缺 陷 及

故障处理

2.3.1 能进行隔离开关导电回

路发热处理

2.3.2 能进行隔离开关本体传

动部件机械卡涩处理

2.3.3 能进行隔离开关污闪处

理

2.3.1 隔离开关导电回路基本

结构

2.3.2 隔离开关传动原理

3.开关柜

检修

3.1 开关

柜 小 修 及 维

护

3.1.1 能进行开关柜巡视

3.1.2 能清扫、检查开关柜各

附件

3.1.3 能进行开关柜柜体防腐

处理、传动部件润滑处理

3.1.1 开关柜的作用及分类，

开关柜型号及各性能参数的含

义，开关柜设备的基本结构和各

部件作用

3.1.2 开关柜设备参数

3.1.3 日常防腐、润滑维护知

识

3.1.4 小修周期、项目及程序

3.1.5 开关柜检修工器具、量

具使用方法和保管知识

3.2 开关

柜 大 修 及 更

换安装

3.2.1 能进行开关柜的部件大

修更换工作

3.2.2 能检查验证“五防”联

锁装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3.2.3 能使用万用表、绝缘电

阻表进行电气测量

3.2.1 大修周期、项目

3.2.2 仪器仪表的原理及使用

方法

3.3 开关

柜 缺 陷 及 故

障处理

3.3.1 能进行开关柜故障绝缘

子、带电显示器元件更换

3.3.2 能进行导流部分发热处

理

3.3.3 能进行分闸指示灯、按

钮故障元件更换

3.3.1 开关柜故障检修安全防

护知识

4.组合电

器检修

4.1 组合

电 器 小 修 及

4.1.1 能进行组合电器巡视

4.1.2 能清扫、检查组合电器

4.1.1 检修材料型号种类

4.1.2 试验仪器的使用注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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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各部件

4.1.3 能进行组合电器金属部

件防腐处理

4.1.4 能进行传动部件润滑处理

4.1.5 能进行组合电器 SF6 气

体补充

4.1.6 能用便携式检漏仪进行

定性检漏

项

4.2 组合

电 器 大 修 及

更换安装

4.2.1 能进行断路器二次回路

绝缘电阻、主回路电阻、机械特

性测试

4.2.2 能进行组合电器带电显

示装置检修

4.2.1 大修周期、项目

4.2.2 仪器仪表的原理及使用

方法

4.3 组合

电 器 缺 陷 及

故障处理

4.3.1 能进行法兰之间等电位

连接片故障处理

4.3.2 能进行操动机构驱潮装

置故障处理

4.3.3 能进行组合电器出线套

管污闪处理

4.3.4 能进行故障二次元件的

更换

4.3.1 组合电器的结构、原理

5.母线、

防雷设备检

修

5.1 母线、

防雷设备小修

及维护

5.1.1 能进行母线、防雷设备

巡视

5.1.2 能进行金属部件腐蚀处

补漆处理及对金属构架刷防腐漆

5.1.3 能进行母线及金具、接

地装置防腐处理

5.1.1 检修材料型号种类

5.2 母线、

防 雷 设 备 大

修 及 更 换 安

装

5.2.1 能更换变电站内软硬母

线、设备引流线及设备线夹

5.2.2 能进行母线支持绝缘子

更换

5.2.3 能进行母线导流接触部

位发热处理

5.2.1 母线参数和选用条件

5.3 母线、

防 雷 设 备 缺

陷 及 故 障 处

理

5.3.1 能进行母线接触面发热

处理

5.3.2 能进行母线绝缘子污秽

处理

5.3.3 能进行故障避雷器在线

监测装置更换

5.3.1 导流接触面的处理方法

5.3.2 母线结构

5.3.3 避雷器在线监测装置结

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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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三级/高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断路器

检修

1.1 断路

器小修及维

护

1.1.1 能使用红外热像仪进行

电流致热型缺陷检测和原因分析

1.1.2 能更换分合闸线圈

1.1.3 能进行断路器低电压测

试

1.1.4 能进行断路器密度继电

器（压力表）校验及更换

1.1.5 能进行断路器二次元器

件更换

1.1.1 断路器密度继电器（压

力表）更换、辅助二次元器件更

换操作要求和安全注意事项

1.1.2 红外热像仪使用方法

1.1.3 断路器电流致热型缺陷

的检测方法和发热原理

1.1.4 小修周期、项目及程序

1.1.5 小修工艺质量标准

1.1.6 断路器试验项目

1.2 断路

器大修及更

换安装

1.2.1 能以试验报告、历次大

修报告、运行中缺陷和异常现象

为依据，并根据检修项目要求，

制定大修（施工）方案初稿

1.2.2 能进行 SF6气体回收

1.2.3 能进行操动机构检修

1.2.4 能进行断路器特性参数

测量及调整

1.2.5 能进行断路器整体的拆

卸、安装

1.2.6 能进行断路器的整体验

收

1.2.1 大修分解、组装程序

1.2.2 大修工艺质量及工艺标

准

1.2.3 断路器本体结构原理

1.2.4 SF6 气体回收装置的操

作方法

1.3 断路

器缺陷及故

障处理

1.3.1 能根据故障现象，分析

断路器故障类型

1.3.2 能进行故障断路器 SF6

气体回收及抽真空

1.3.3 能对操动机构的异常现

象进行诊断确认

1.3.1 断路器本体结构图识图

1.3.2 断路器电气回路图识图

1.3.3 断路器缺陷、故障检查

方法

2.隔离开

关检修

2.1 隔离

开关小修及

维护

2.1.1 能进行隔离开关导电回

路电阻测量

2.1.2 能进行隔离开关操动机

构二次回路绝缘电阻测量

2.1.3 能进行隔离开关传动卡

涩部位处理

2.1.4 能进行隔离开关整组调

试

2.1.5 能进行隔离开关电动机

构电气元件更换

2.1.1 回路电阻测试原理及方

法

2.1.2 隔离开关设备的基本结

构

2.1.3 隔离开关相关小修试验

项目及判断标准

2.2 隔离

开关大修及

更换安装

2.2.1 能以试验报告、历次大

修报告、运行中缺陷和异常现象

为依据，并根据检修项目要求，

制定大修（施工）方案初稿

2.2.2 能进行隔离开关绝缘子

超声波探伤测试

2.2.1 隔离开关部件解体检修

工艺质量及工艺标准

2.2.2 超声波探伤测试原理及

方法

2.2.3 回路电阻测试原理及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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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能进行隔离开关导电回

路的解体检修

2.2.4 能进行隔离开关基座轴

承的解体检修

2.2.5 能进行隔离开关操动机

构部件更换

2.2.6 能进行隔离开关回路电

阻测试

2.2.7 能编制隔离开关大修检

修报告

2.2.8 能进行隔离开关的整体

验收

2.2.9 能进行接地开关检修与

调试

2.3 隔离

开关缺陷及

故障处理

2.3.1 能根据故障现象，分析

隔离开关故障类型

2.3.2 能进行隔离开关部件的

更换

2.3.3 能进行隔离开关机构二

次回路的故障排除

2.3.4 能进行导电回路缺陷处

理

2.3.5 能进行机械闭锁故障的

处理及调试

2.3.1 隔离开关导电回路部件

连接组装工艺要求

2.3.2 隔离开关传动连接原理

及组装工艺要求

2.3.3 隔离开关操动机构动作

原理

2.3.4 隔离开关机械闭锁原理

3.开关柜

检修

3.1 开关

柜小修及维

护

3.1.1 能进行开关柜避雷器、

互感器一次元器件、二次元器件

更换

3.1.2 能更换行程开关、绝缘

挡板零部件

3.1.3 能根据小修项目和工艺

技术要求，制定小修（施工）方

案初稿

3.1.4 能进行开关柜回路电阻

测试、断路器机械特性测试

3.1.5 能更换断路器分合闸线

圈并进行调整

3.1.6 能进行开关柜“五防”

检查及缺陷处理

3.1.1 开关柜电流致热型缺陷

的检测方法

3.1.2 小修周期、项目及程序

3.1.3 小修工艺质量标准

3.1.4 开关柜相关试验项目及

判断标准

3.2 开关

柜大修及更

换安装

3.2.1 能以试验报告、历次大

修报告、运行中缺陷和异常现象

为依据，并根据检修项目要求，

制定大修（施工）方案初稿

3.2.2 能进行开关柜内断路器

机构的分合闸弹簧、储能电机元

件的更换

3.2.3 能进行开关柜接地开关

的拆卸、安装

3.2.1 大修分解、组装程序

3.2.2 大修工艺质量及工艺标

准

3.2.3 弹簧机构储能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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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开关

柜缺陷及故

障处理

3.3.1 能根据故障现象，分析

开关柜故障类型

3.3.2 能进行开关柜存在故障

的手车动静触头、穿柜套管、接

地开关处理

3.3.3 能对存在异常的操动机

构进行检修处理

3.3.4 能进行“五防”闭锁操

作检查

3.3.1 开关柜本体结构图识图

3.3.2 开关柜缺陷、故障检查

3.3.3 开关柜“五防”闭锁原

理

4.组合电

器检修

4.1 组合

电器小修及

维护

4.1.1 能根据要求，制定小修

（施工）方案初稿

4.1.2 能进行组合电器金属波

纹管调整

4.1.1 小修项目、检修工艺和

质量标准

4.1.2 组合电器的结构、原理

4.2 组合

电器大修及

更换安装

4.2.1 能以试验报告、历次大

修报告、运行中缺陷和异常现象

为依据，并根据检修项目要求，

制定大修（施工）方案初稿

4.2.2 能进行组合电器气体回

收及抽真空

4.2.3 能进行组合电器防爆膜

的更换

4.2.4 能进行组合电器隔离开

关/接地开关操动机构检修

4.2.1 SF6 气体的特性、标准

及防护要求

4.2.2 SF6 气体回收装置的操

作方法

4.2.3 组合电器密封面处理要

求

4.3 组合

电器缺陷及

故障处理

4.3.1 能根据故障现象，分析

组合电器故障类型

4.3.2 能进行故障组合电器

SF6气体回收及抽真空

4.3.3 能对存在异常的操动机

构进行检修处理

4.3.4 能进行损坏元件更换

4.3.1 SF6 充气管道的使用方

法

4.3.2 组合电器（配气动操动

机构）截止阀、逆止阀的功能

5.母线、

防雷设备检

修

5.1 母线、

防雷设备小

修及维护

5.1.1 能进行接地网腐蚀开挖

检查

5.1.2 能进行母线及金具、接

地装置规格选择

5.1.1 母线及金具、接地装置

种类和用途

5.2 母

线、防雷设

备大修及更

换安装

5.2.1 能进行防雷设备更换安

装

5.2.2 能使用回路电阻测试仪

进行母线接触电阻测量

5.2.3 能进行母线制作

5.2.1 防雷设备的结构、原理

5.3 母线、

防 雷 设 备 缺

陷 及 故 障 处

理

5.3.1 能进行母线伸缩节故障

处理

5.3.2 能进行母线变形处理

5.3.3 能进行避雷针故障处理

5.3.1 母线原理

5.3.2 避雷针结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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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二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断路器

检修

1.1 断路

器 维 护 及 小

修

1.1.1 能使用红外热像仪进行

电压致热型缺陷检测和原因分析

1.1.2 能用定量检漏仪进行定

量检漏

1.1.3 能使用 SF6 气体泄漏成

像仪进行气体泄漏部位的查找

1.1.4 能调整分合闸线圈

1.1.5 能制定断路器小修（施

工）方案

1.1.6 能编制断路器小修报告

1.1.7 能根据带电测试、停电

试验和运行情况，分析判断设备

的缺陷和异常情况

1.1.1 断路器电压致热型缺陷

的检测方法和发热原理

1.1.2 SF6 气体泄漏成像的检

测方法

1.1.3 断路器试验判断标准

1.2 断路

器 大 修 及 更

换安装

1.2.1 能根据带电测试、停电

试验和运行情况，分析设备的缺陷

1.2.2 能以试验报告、历次大

修报告、运行中缺陷和异常现象

为依据，并根据检修项目要求，

制定大修（施工）方案

1.2.1 断路器安装工艺及验收

规范

1.2.2 气动、液压机构结构原

理

1.3 断路

器 缺 陷 及 故

障处理

1.3.1 能根据故障现象，确定

断路器故障检修项目和检修方案

1.3.2 能根据故障现象，判断

断路器故障原因并进行处理

1.3.1 断路器缺陷、故障处理

方法

2.隔离开

关检修

2.1 隔离

开 关 小 修 及

维护

2.1.1 能根据红外测温数据、

回路电阻数据准确判断隔离开关

导电回路缺陷，并制定针对性处

理措施

2.1.2 能根据红外图谱判断缺

陷类型

2.1.3 能进行隔离开关操动机

构小修

2.1.4 能制定隔离开关小修

（施工）方案

2.1.5 能编制隔离开关小修报告

2.1.1 红外图谱的识别

2.1.2 导电回路各零部件的安

装组成

2.1.3 电动机构电气原理及接

线图

2.2 隔离

开 关 大 修 及

更换安装

2.2.1 能以试验报告、历次大

修报告、运行中缺陷和异常现象

为依据，并根据检修项目要求，

制定大修（施工）方案

2.2.2 能进行隔离开关绝缘子

超声波探伤数据的分析

2.2.3 能完成隔离开关机构部

件的起吊作业

2.2.4 能审核隔离开关大修检

2.2.1 隔离开关验收规范

2.2.2 隔离开关大修工艺质量

及工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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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报告

2.2.5 能进行隔离开关整组调

试

2.2.6 能进行隔离开关操动机

构大修

2.2.7 能完成隔离开关操动机

构电气回路故障的查找和排除

2.2.8 能进行隔离开关质量验

收

2.3 隔离开

关 缺 陷 及 故

障处理

2.3.1 能根据故障现象，判断

隔离开关故障原因及处理

2.3.2 能根据故障现象，确定

隔离开关故障检修项目和检修方

案

2.3.3 能分析隔离开关导电回

路发热原因，并制定整改方案

2.3.4 能分析隔离开关本体传

动部件机械卡涩原因，并制定整

改方案

2.3.1 隔离开关电动机构电气

原理接线图

3.开关柜

检修

3.1 开关

柜 小 修 及 维

护

3.1.1 能制定开关柜小修（施

工）方案

3.1.2 能编制开关柜小修报告

3.1.3 能根据带电测试、停电

试验和运行情况，分析判断设备

的缺陷和异常情况的处理

3.1.4 能进行开关柜绝缘电

阻、机械特性测试结果分析

3.1.5 能根据红外图谱判断缺

陷类型

3.1.1 开关柜电流致热型缺陷

的发热原理

3.1.2 开关柜相关试验项目及

判断标准

3.2 开关

柜 大 修 及 更

换安装

3.2.1 能根据带电测试、停电

试验和运行情况，分析设备的缺陷

3.2.2 能以试验报告、历次大

修报告、运行中缺陷和异常现象

为依据，并根据检修项目要求，

能制定大修（施工）方案

3.2.3 能进行开关柜质量验收

3.2.4 能编制开关柜大修检修

报告

3.2.5 能进行开关柜内断路器

机构的解体检修工作

3.2.1 开关柜验收规范

3.3 开关

柜 缺 陷 及 故

障处理

3.3.1 能根据故障现象，判断

开关柜故障原因及处理

3.3.2 能进行开关柜存在故障

的母线处理

3.3.3 能对存在故障的底盘车

进行检修处理

3.3.4 能进行“五防”闭锁故

3.3.1 开关柜装配工艺、开关

柜故障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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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处理

4.组合电

器检修

4.1 组合

电 器 小 修 及

维护

4.1.1 能根据要求，制定小修

（施工）方案

4.1.2 能编制组合电器小修报

告

4.1.3 能根据带电测试结果分

析判断组合电器的缺陷和异常运

行状况

4.1.4 能用定量检漏仪进行定

量检漏

4.1.5 能进行组合电器回路电

阻、机械特性测试

4.1.6 能进行组合电器二次回

路检修

4.1.7 能根据红外图谱判断缺

陷类型

4.1.1 施工方案、作业指导书

编写方法及要求

4.1.2 组合电器二次回路原理

4.2 组合

电 器 大 修 及

更换安装

4.2.1 能根据带电测试、停电

试验和运行情况，分析设备的缺陷

4.2.2 能以试验报告、历次大

修报告、运行中缺陷和异常现象

为依据，并根据检修项目要求，

制定大修（施工）方案

4.2.3 能进行断路器操动机构

检修

4.2.4 能进行 SF6 断路器水分

超标处理

4.2.5 能进行断路器质量验收

4.2.6 能编写大修检修报告

4.2.1 大修质量标准

4.3 组合

电 器 缺 陷 及

故障处理

4.3.1 能根据故障现象，判断

组合电器故障原因及处理

4.3.2 能进行组合电器本体、

操动机构、附件故障处理

4.3.3 能处理组合电器二次回

路的故障

4.3.4 能根据 SF6 气体压力及

泄露变化分析泄露情况，判断漏点

位置并加以处理

4.3.5 能处理组合电器 SF6 气

体微水含量超标

4.3.1 组合电器二次回路原理

4.3.2 组合电器故障

4.3.3 操动机构的结构、原理

5.母线、

防雷设备检

修

5.1 母线、

防 雷 设 备 小

修及维护

5.1.1 能根据红外图谱判断缺

陷类型

5.1.2 能根据带电测试结果分

析判断防雷设备的缺陷和异常运

行状况

5.1.3 能根据要求，制定小修

（施工）方案

5.1.1 防雷设备带电测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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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能编制母线、防雷设备

小修报告

5.2 母线、

防 雷 设 备 大

修 及 更 换 安

装

5.2.1 能以试验报告、历次大

修报告、运行中缺陷和异常现象

为依据，并根据检修项目要求，

制定大修（施工）方案

5.2.2 能加工制作变电站内耐

张线夹

5.2.3 能进行母线、防雷设备

质量验收

5.2.1 大修质量标准

6.技术管

理和培训

6.1 技术

管理

6.1.1 能编写开关类设备事故

处理预案

6.1.2 能组织开展开关类设备

抢修演练

6.1.3 能结合专业技术特点分

析技术资料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解决方案

6.1.1 开关类设备检修管理制

度、规程

6.1.2 生产技术管理基本知识

6.1.3 生产技术管理要求及流

程

6.2 培训

6.2.1 能编写培训方案和制作

培训课件

6.2.2 能对中级、高级变电设

备检修工（开关设备检修工）进

行培训、指导和岗位练兵

6.2.3 能履行师带徒协议

6.2.1 企业内训师基础知识

6.2.2 师带徒合同制度

6.2.3 培训项目组织及实施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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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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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路器

检修

1.1 断路

器 小 修 及 维

护

1.1.1 能进行断路器电流致热

性和电压致热型缺陷处理的方案

制定

1.1.2 能根据红外图谱判断设

备缺陷并制定解决方案

1.1.3 能审核断路器小修（施

工）方案

1.1.4 能审核断路器小修报告

1.1.5 能解决小修中各种复杂

和疑难工艺问题

1.1.6 能根据带电测试、停电

试验和运行情况，准确判断设备

的缺陷和异常情况

1.1.1 断路器发热缺陷的原

因、严重程度判断和处理措施

1.2 断路

器 大 修 及 更

换安装

1.2.1 能根据带电测试、停电

试验和运行情况，准确判断及处

理设备缺陷

1.2.2 能审核断路器大修（施

工）方案

1.2.3 能用新技术、新工艺改

进断路器的大修工艺

1.2.4 能解决大修工作中各种

复杂和疑难工艺问题

1.2.5 能审核断路器大修检修

报告

1.2.1 断路器本体密封处理方

法和工艺

1.2.2 气动、液压机构渗漏处

理方法和工艺

1.3 断路

器 缺 陷 及 故

障处理

1.3.1 能审核断路器故障检修项

目和检修方案

1.3.2 能解决缺陷及故障处理

工作中的各种复杂、疑难工艺问

题

1.3.3 能进行故障检修处理的

质量监督

1.3.1 断路器装配工艺

2.隔离开

关检修

2.1 隔离

开 关 小 修 及

维护

2.1.1 能根据带电检测结果综

合判断隔离开关安全运行状况，

综合制定检修方案

2.1.2 能根据红外图谱判断设

备缺陷并制定解决方案

2.1.3 能审核隔离开关小修

（施工）方案

2.1.4 能审核隔离开关小修报

告

2.1.1 隔离开关带电检测原理

2.2 隔离

开 关 大 修 及

2.2.1 能审核大修（施工）方

案
2.2.1 隔离开关安装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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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安装 2.2.2 能对隔离开关大修过程

中新发现的缺陷进行有效的分析

归纳，制订检修方案

2.2.3 能完成隔离开关整组拆

除及安装

2.3 隔离

开 关 缺 陷 及

故障处理

2.3.1 能审核隔离开关故障检

修项目和检修方案

2.3.2 能排除操动机构机械及

电气回路疑难故障

2.3.1 隔离开关电气闭锁原理

3.开关柜

检修

3.1 开 关

柜维护及小修

3.1.1 能审核开关柜小修（施

工）方案

3.1.2 能审核开关柜小修报告

3.1.3 能解决小修工作中各种

复杂和疑难工艺问题

3.1.4 能根据带电测试、停电

试验和运行情况，准确判断设备

的缺陷和异常情况

3.1.5 能根据红外图谱判断设

备缺陷制定解决方案

3.1.1 开关柜局放异常缺陷及

处理措施

3.1.2 开关柜相关试验项目及

判断标准

3.2 开关

柜 大 修 及 更

换安装

3.2.1 能根据带电测试、停电

试验和运行情况，准确判断设备

的缺陷

3.2.2 能审核开关柜大修（施

工）方案

3.2.3 能用新技术、新工艺改

进开关柜设备的大修工艺

3.2.4 能解决大修工作中各种

复杂和疑难工艺问题

3.2.5 能审核开关柜大修检修

报告

3.2.6 能进行开关柜整体的拆

卸、安装

3.2.2 开关柜安装工艺

3.3 开关

柜 缺 陷 及 故

障处理

3.3.1 能根据故障现象，确定

开关柜故障检修项目和检修方案

3.3.2 能分析开关柜故障原

因，并制定整改方案

3.3.3 能解决故障处理工作中

的各种复杂、疑难工艺问题

3.3.4 能对存在故障的开关柜

本体、操动机构、附件进行检修

处理

3.3.1 开关柜试验项目及标准

4.组合电

器检修

4.1 组合

电 器 小 修 及

维护

4.1.1 能审核组合电器小修

（施工）方案

4.1.2 能审核组合电器小修报

告

4.1.3 能解决小修工作中各种

疑难问题

4.1.1 组合电器相关试验项目

及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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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能根据红外图谱判断设

备缺陷并制定解决方案

4.2 组合

电 器 大 修 及

更换安装

4.2.1 能审核组合电器的大修

（施工）方案

4.2.2 能用新技术、新工艺改

进组合电器的大修工艺

4.2.3 能解决大修工作中出现

的各种复杂和疑难工艺问题

4.2.4 能审核大修报告

4.2.5 能进行组合电器的解

体、检修、组装及调试

4.2.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

4.3 组合

电 器 缺 陷 及

故障处理

4.3.1 能根据故障现象，确定

组合电器故障检修项目和检修方案

4.3.2 能解决缺陷及故障处理

工作中的各种复杂、疑难工艺问题

4.3.3 能进行故障检修处理的

质量监督

4.3.1 组合电器试验项目要

求、标准

5.母线、

防雷设备检

修

5.1 母线、

防 雷 设 备 小

修及维护

5.1.1 能根据红外图谱判断设

备缺陷制定解决方案

5.1.2 能审核小修（施工）方案

5.1.3 能审核母线、防雷设备

小修报告

5.1.1 红外图谱识别

5.2 母线、

防雷设备大修

及更换安装

5.2.1 能审核母线、防雷设备

大修（施工）方案

5.2.2 能用新技术、新工艺改

进母线、防雷设备的大修工艺

5.2.3 能解决大修工作中出现的

各种复杂和疑难工艺问题

5.2.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

6.技术管

理和培训

6.1 技术

管理

6.1.1 能从事开关类设备的检

修管理

6.1.2 能进行开关类设备诊

断，提出检修策略决策建议

6.1.3 能对开关类设备进行技

术把关

6.1.1 开关类设备检修基本思

路和方法

6.1.2 开关类设备检修有关标

准

6.2 培训

6.2.1 能指导本工种各级人员

进行故障分析和处理

6.2.2 能制作培训讲义

6.2.3 能组织进行培训课题开

发，并组织实施。

6.2.4 能对变电设备检修工

（开关设备类）技师进行培训、指

导和岗位练兵

6.2.1 培训讲义编制方法

6.2.2 企业培训基本知识和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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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变电设备检修工（变压器设备检修工）

3.2.1 四级/中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变压器

检修

1.1 变 压

器小修及维护

1.1.1 能进行变压器巡视

1.1.2 能清扫、检查变压器附

件并能进行金属部件防腐处理

1.1.3 能进行变压器呼吸器硅

胶更换

1.1.4 能进行变压器风扇电机

更换

1.1.5 能进行变压器温度计更换

1.1.1 变压器的工作原理、结构

1.1.2 变压器附件的基本结构

和作用

1.1.3 变压器检修材料、绝缘

材料、密封材料规格和性能

1.1.4 检修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及注意事项

1.1.5 变压器呼吸器硅胶更换

标准

1.2 变压

器 大 修 及 更

换安装

1.2.1 能使用滤油机现场进行

绝缘油处理

1.2.2 能完成密封胶垫加工制作

1.2.3 能使用万用表、绝缘电

阻表进行电气测量

1.2.4 能进行一次套管接线板

检修

1.2.1 变压器油的性能及技术

要求

1.2.2 万用表、绝缘电阻表使

用方法

1.2.3 无励磁分接开关的结

构、技术要求

1.3 变压

器 缺 陷 及 故

障处理

1.3.1 能进行阀门渗漏油故障

处理

1.3.2 能进行变压器故障温度

计处理

1.3.3 能进行变压器导电接触

面发热处理

1.3.4 能进行变压器污闪处理

1.3.1 变压器附件的基本结构

和作用

2.互感器

检修

2.1 互感

器 小 修 及 维

护

2.1.1 能进行互感器巡视

2.1.2 能进行油浸式互感器金

属膨胀器的检查维护

2.1.3 能进行 SF6 互感器密度

继电器检查

2.1.4 能进行互感器 SF6 气体

补充

2.1.1 互感器结构、工作原理

2.1.2 金属膨胀器油位计算方

法

2.1.3 互感器定期小修项目

2.1.4 SF6 气体的特性、标准

及防护要求

2.2 互感

器 大 修 及 更

换安装

2.2.1 能使用滤油设备进行绝

缘油处理

2.2.2 能进行密封胶垫加工制作

2.2.3 能进行互感器放油阀更换

2.2.4 能使用万用表、绝缘电

阻表进行电气测量

2.2.1 互感器密封胶垫加工制

作工艺及质量标准

2.2.2 互感器放油阀更换工艺

及质量标准

2.2.3 绝缘油的性能及技术要求

2.2.4 滤油设备使用方法

2.2.5 万用表、绝缘电阻表使用

方法

2.3 互感

器 缺 陷 及 故

2.3.1 能进行互感器一般性渗

漏油缺陷处理

2.3.1 互感器基本结构、作用

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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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处理 2.3.2 能进行互感器导电接触

面发热处理

2.3.3 能进行互感器污闪处理

3.接 地变

压器、消弧

线圈检修

3.1 接地

变压器、消弧

线圈小修及维

护

3.1.1 能进行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巡视

3.1.2 能进行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导电面发热处理

3.1.3 能清扫、检查接地变压

器、消弧线圈附件并能进行金属部

件防腐处理

3.1.4 能进行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呼吸器硅胶更换

3.1.5 能进行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风扇电机更换

3.1.1 接地变压器、消弧线圈的

类型、结构、基本工作原理和铭牌参

数

3.1.2 测量仪器、仪表使用与

维护

3.1.3 接地变压器、消弧线圈

呼吸器硅胶更换标准

3.2 接地

变压器、消弧

线圈大修及更

换安装

3.2.1 能使用滤油机现场进行

绝缘油处理

3.2.2 能进行密封胶垫加工制

作

3.2.3 能进行一次套管接线板

检修

3.2.1 绝缘油的性能及技术要

求

3.2.2 滤油机使用方法

3.3 接地

变压器、消弧

线 圈 缺 陷 及

故障处理

3.3.1 能进行阀门渗漏油故障

处理

3.3.2 能进行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故障温度计处理

3.3.3 能进行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导电接触面发热处理

3.3.4 能进行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污闪处理

3.3.1 油浸式接地变压器、消弧

线圈附件的基本结构和作用

4.电抗器

检修

4.1 电抗

器 小 修 及 维

护

4.1.1 能进行电抗器巡视

4.1.2 能清扫、检查电抗器附

件并能进行金属部件防腐处理

4.1.3 能进行电抗器呼吸器硅

胶更换

4.1.4 能进行电抗器风扇电机

更换

4.1.5 能进行电抗器温度计更换

4.1.1 电抗器的工作原理、结

构

4.1.2 电抗器检修材料

4.1.3 电抗器呼吸器硅胶更换

标准

4.2 电抗

器 大 修 及 更

换安装

4.2.1 能使用滤油机现场进行

绝缘油处理

4.2.2 能进行密封胶垫加工制

作

4.2.3 能使用万用表、绝缘电

阻表进行电气测量

4.2.4 能进行一次套管接线板

检修

4.2.1 绝缘油的性能及技术要

求

4.2.2 万用表、绝缘电阻表使

用方法

4.3 电抗 4.3.1 能进行阀门渗漏油故障 4.3.1 电抗器附件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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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缺 陷 及 故

障处理

处理

4.3.2 能进行电抗器故障温度

计处理

4.3.3 能进行电抗器导电接触

面发热处理

和作用

4.3.2 电抗器安装前的检查项

目

5.无功补

偿设备检修

5.1 无功

补 偿 设 备 小

修及维护

5.1.1 能进行无功补偿设备巡

视

5.1.2 能进行无功补偿设备防

腐处理

5.1.1 电容器的分类及作用

5.1.2 检修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及注意事项

5.2 无功

补偿设备大修

及更换安装

5.2.1 能使用万用表、电容表

进行电气测量

5.2.2 能进行无功补偿设备渗

漏油处理

5.2.1 万用表、电容表使用方

法

5.3 无功

补偿设备缺陷

及故障处理

5.3.1 能进行电容器局部过热

消缺

5.3.2 能进行分散式电容器引

线缺陷处理

5.3.3 能进行放电线圈缺陷处

理

5.3.4 能进行无功补偿设备导

电接触面发热处理

5.3.1 发电厂、变电所一次电

气主接线图

5.3.2 并联电容器组基本接线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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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三级/高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变压器

检修

1.1 变压

器 小 修 及 维

护

1.1.1 能进行套管和储油柜油

面调整

1.1.2 能进行变压器风冷系统

二次元件更换

1.1.3 能进行变压器蝶阀更换

1.1.4 能进行变压器外观及风

冷系统清洗

1.1.5 能进行变压器渗漏油处

理

1.1.1 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的

运行知识及有关的技术要求

1.1.2 变压器附件的结构及工

作原理

1.1.3 变压器检修材料性能、

规格、用途、质量要求及鉴别方

法

1.1.4 有载分接开关机构箱电

气接线原理

1.1.5 冷却控制箱电气接线原

理

1.1.6 有载分接开关工作原理

1.1.7 油温—油位曲线关系

1.2 变压

器 大 修 及 更

换安装

1.2.1 能进行小型变压器解体

检修

1.2.2 能进行变压器油枕更换

1.2.3 能进行变压器套管更换

1.2.4 能进行变压器风冷系统

检修调试

1.2.5 能使用真空滤油机对变

压器进行真空注油

1.2.6 能进行变压器整体密封

试验

1.2.7 能进行变压器大修排气

1.2.1 变压器检修质量标准

1.2.2 变压器检修工艺规程

1.2.3 绝缘油的牌号和含义及

性能指标、试验项目

1.2.4 真空滤油机的使用方法

及注意事项

1.3 变压

器 缺 陷 及 故

障处理

1.3.1 能根据故障现象，分析

变压器故障类型

1.3.2 能进行变压器外接地故

障处理

1.3.3 能进行变压器冷却系统

的故障查找

1.3.4 能进行变压器有载调压

装置机构故障处理

1.3.5 能进行变压器压力表故

障处理

1.3.1 有载分接开关机构箱电

气接线原理

2.互感器

检修

2.1 互感

器 小 修 及 维

护

2.1.1 能进行油浸式互感器补

油

2.1.2 能进行 SF6 互感器密度

继电器更换

2.1.3 能进行互感器红外测温

2.2.1 互感器设备的检修质量

标准

2.2.2 互感器设备的检修规程

2.2.3 绝缘油的牌号和含义及

性能指标、试验项目

2.2.4 试验仪器的使用注意事

项

2.2 互感

器 大 修 及 更

2.2.1 能进行互感器更换

2.2.2 能进行互感器一次变比

2.2.1 SF6 气体回收装置的操

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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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安装 更改

2.2.3 能进行互感器膨胀器更

换

2.2.4 能使用 SF6 气体回收装

置对 SF6互感器进行气体回收

2.2.5 能以试验报告、历次大

修报告、运行中缺陷和异常现象为

依据，并根据检修项目要求，制定

大修（施工）方案初稿

2.2.2 干燥工艺方法及基本要

求

2.2.3 互感器设备的检修质量

标准

2.2.4 互感器设备的检修工艺

规程

2.2.5 绝缘油的牌号和含义及

性能指标、试验项目

2.2.6 真空滤油机的使用方法

及注意事项

2.3 互感

器 缺 陷 及 故

障处理

2.3.1 能根据故障现象，分析

互感器故障类型

2.3.2 能根据高压试验和绝缘

油色谱分析报告，判断互感器内部

故障类型及发生的原因

2.3.3 能根据微水试验数据，

进行 SF6互感器气体处理

2.3.1 互感器故障类型

2.3.2 SF6 互感器气体处理方

法

3.接地变

压器、消弧

线圈检修

3.1 接地

变压器、消弧

线 圈 小 修 及

维护

3.1.1 能进行储油柜油面调整

3.1.2 能进行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渗漏油处理

3.1.3 能进行油浸式接地变压

器、消弧线圈附件检修

3.1.1 接地变压器、消弧线圈

类设备在电力系统中的运行知识

及有关的技术要求

3.1.2 油浸式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附件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3.1.3 油温—油位曲线关系

3.2 接地

变压器、消弧

线 圈 大 修 及

更换安装

3.2.1 能 进 行 小 型 接 地 变压

器、消弧线圈解体检修

3.2.2 能进行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油枕更换

3.2.3 能进行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套管更换

3.2.4 能使用真空滤油机对接地

变压器、消弧线圈进行注油

3.2.5 能使用 SF6 气体回收装

置对接地变压器、消弧线圈进行补

气

3.2.6 能进行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整体密封试验

3.2.1 接地变压器、消弧线圈

检修质量标准

3.2.2 接地变压器、消弧线圈

检修工艺规程

3.2.3 绝缘油的牌号和含义及

性能指标、试验项目

3.2.4 真空滤油机的使用方法

及注意事项

3.3 接地

变压器、消弧

线 圈 缺 陷 及

故障处理

3.3.1 能根据故障现象，分析

接地变压器、消弧线圈故障类型

3.3.2 能进行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外接地故障处理

3.3.3 能进行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冷却系统的故障查找和故障

排除

3.3.1 接地变压器、消弧线圈

的补偿方式和容量选择

4.电抗器 4.1 电抗 4.1.1 能进行套管和储油柜油 4.1.1 电抗器密封材料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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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 器 小 修 及 维

护

面调整

4.1.2 能进行电抗器冷却系统

二次元件更换

4.1.3 能进行电抗器蝶阀更换

4.1.4 能进行电抗器外观及风

冷系统清洗

4.1.5 能进行电抗器渗漏油处

理

和性能

4.1.2 检修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及注意事项

4.2 电抗

器 大 修 及 更

换安装

4.2.1 能进行电抗器储油柜更

换

4.2.2 能进行电抗器套管更换

4.2.3 能进行电抗器风冷系统

检修调试

4.2.4 能使用真空滤油机对电

抗器进行真空注油

4.2.5 能进行电抗器整体密封

试验

4.2.6 能进行电抗器大修排气

4.2.1 电抗器检修质量标准

4.2.2 电抗器检修工艺规程

4.2.3 油浸式电抗器安装前检

查项目

4.2.4 绝缘油的牌号和含义及

性能指标、试验项目

4.2.5 真空滤油机的使用方法

及注意事项

4.3 电抗

器 缺 陷 及 故

障处理

4.3.1 能根据故障现象，分析

电抗器故障类型

4.3.2 能进行电抗器外接地故

障处理

4.3.3 能进行电抗器冷却系统

的故障查找和故障排除

4.3.4 能进行电抗器压力表故

障处理

4.3.1 冷却系统二次接线图

5.无功补

偿设备检修

5.1 无功

补 偿 设 备 小

修及维护

5.1.1 能进行电容器外部熔断

器的更换

5.1.2 能进行分散式电容器更

换

5.1.1 无功补偿设备的保护方

式

5.2 无功

补 偿 设 备 大

修 及 更 换 安

装

5.2.1 能进行单台电容器更换

5.2.2 能进行电容器解体检修

5.2.1 电容器组的安装前检查

项目

5.2.2 无功补偿设备的检修工

艺规程

5.3 无功

补 偿 设 备 缺

陷 及 故 障 处

理

5.3.1 能根据故障现象，对缺

陷原因进行判断处理

5.3.2 能进行电容器外熔断器

缺陷处理

5.3.3 能进行无功补偿设备的

局部发热处理

5.3.1 电容器组每相内部接线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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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二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变压器

检修

1.1 变压

器 小 修 及 维

护

1.1.1 能根据变压器设备运行

档案，分析设备的缺陷和异常运行

状况

1.1.2 能进行变压器油位计更换

1.1.3 能进行变压器带电补油

1.1.4 能进行变压器有载分接

开关操动机构二次元件更换

1.1.5 能进行变压器喷淋灭火

系统检查检修

1.1.6 能根据红外图谱判断缺

陷类型

1.1.7 能根据要求，制订小修

（施工）方案

1.1.8 能编写变压器小修报告

1.1.1 有载开关在线滤油装置

检修规范及技术要求

1.1.2 有载分接开关的试验项

目和技术质量要求

1.2 变压

器 大 修 及 更

换安装

1.2.1 能以试验报告、历次大

修报告、运行中缺陷和异常现象为

依据，并根据检修项目要求，制定

大修（施工）方案

1.2.2 能进行变压器质量验收

1.2.3 能编写变压器大修（安

装）报告

1.2.4 能进行变压器设备吊芯

或吊罩

1.2.5 能进行变压器有载调压

开关吊芯检修及调试

1.2.6 能进行变压器潜油泵更

换及调整

1.2.1 变压器真空处理的过程

控制和真空注油的要求

1.2.2 变压器现场大修的工艺

流程及要求

1.2.3 大修、更换、安装的质

量验收标准

1.3 变压

器 缺 陷 及 故

障处理

1.3.1 能根据故障现象，判断

变压器故障原因及处理

1.3.2 能进行冷却系统的故障

处理

1.3.3 能进行调压装置的故障

处理

1.3.4 能进行高低压套管的故

障处理

1.3.5 能进行喷淋系统的故障

处理

1.3.1 冷却系统二次接线图原

理

1.3.2 有载分接开关的试验项

目和技术质量要求

1.3.3 高低压套管的试验项目

和技术质量要求

2.互感器

检修

2.1 互感

器 小 修 及 维

护

2.1.1 能制定互感器小修（施

工）方案

2.1.2 能编制互感器小修报告

2.1.3 能根据油色谱分析数据

进行设备缺陷分析

2.1.4 能根据红外图谱判断缺

2.1.1 互感器小修作业指导书

编制要求

2.1.2 油色谱分析原理

2.1.3 红外图谱识别原理

2.1.4 互感器小修试验报告、

安装报告编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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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类型

2.2 互感

器 大 修 及 更

换安装

2.2.1 能以试验报告、历次大

修报告、运行中缺陷和异常现象为

依据，并根据检修项目要求，制定

大修（施工）方案

2.2.2 能进行互感器干燥处理

2.2.3 能进行油浸式互感器绝

缘油处理

2.2.4 能进行互感器质量验收

2.2.5 能编写互感器大修报告

2.2.1 互感器大修作业指导书

编写要求

2.2.2 互感器真空处理的过程

控制和真空注油的要求

2.2.3 互感器现场大修的工艺

流程及要求

2.2.4 大修安装报告编写要求

2.2.5 大修、更换、安装的质

量验收标准

2.3 互感

器 缺 陷 及 故

障处理

2.3.1 能根据故障现象，判断

互感器故障原因及处理

2.3.2 能根据运行中互感器声

音，判断互感器内部故障类型及发

生的原因，有针对性的提出处理方

案

2.3.3 能根据红外图谱分析互

感器故障原因

2.3.1 红外图谱分析方法

3.接 地变

压器、消弧

线圈检修

3.1 接地

变压器、消弧

线 圈 小 修 及

维护

3.1.1 能制定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小修（施工）方案

3.1.2 能编制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小修报告

3.1.3 能进行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油位计更换

3.1.4 能进行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带电补油

3.1.5 能根据红外图谱判断缺

陷类型

3.1.1 接地变压器、消弧线圈

检修材料性能、规格、用途、质

量要求及鉴别方法

3.1.2 冷却控制箱电气接线原

理

3.2 接地

变压器、消弧

线 圈 大 修 及

更换安装

3.2.1 能进行油浸式接地变压

器、消弧线圈解体检修

3.2.2 能 进 行 干 式 接 地 变压

器、消弧线圈的更换

3.2.3 能进行接地变压器、消弧

线圈瓦斯继电器更换及调整

3.2.4 能以试验报告、历次大修

报告、运行中的缺陷和异常现象为依

据，并根据检修项目要求，制定大

修（施工）方案

3.2.5 能进行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质量验收

3.2.6 能编写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大修（安装）报告

3.2.7 能进行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吊芯或吊罩

3.2.1 接地变压器、消弧线圈

现场大修的工艺流程及要求

3.2.2 大修、更换、安装的质

量验收标准

3.3 接地

变压器、消弧

3.3.1 能根据故障现象，判断

接地变压器、消弧线圈故障原因及

3.3.1 接地变压器、消弧线圈

相关电气试验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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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圈 缺 陷 及

故障处理

处理

3.3.2 能进行套管的故障处理

4.电抗器

检修

4.1 电抗

器 小 修 及 维

护

4.1.1 能根据要求，制定电抗

器小修（施工）方案

4.1.2 能编制电抗器小修报告

4.1.3 能进行干式电抗器表面

涂层处理

4.1.4 能根据电抗器设备运行

档案，分析设备的缺陷和异常运行

状况

4.1.5 能进行电抗器油位计更

换

4.1.6 能进行电抗器带电补油

4.1.7 能根据红外图谱判断缺

陷类型

4.1.1 电抗器检修绝缘材料规

格和性能

4.1.2 电抗器小修（施工）方

案编制方法

4.2 电抗

器 大 修 及 更

换安装

4.2.1 能以试验报告、历次大

修报告、运行中缺陷和异常现象为

依据，并根据检修项目要求，制订

大修（施工）方案

4.2.2 能进行电抗器质量验收

4.2.3 能编写电抗器大修（安

装）报告

4.2.4 能进行电抗器设备吊芯

或吊罩

4.2.5 能进行电抗器更换

4.2.1 电抗器现场大修的工艺

流程及要求

4.2.2 大修、更换、安装的质

量验收标准

4.3 电抗

器 缺 陷 及 故

障处理

4.3.1 能根据故障现象，判断

电抗器故障原因及处理

4.3.2 能进行高低压套管的故

障处理

4.3.1 油中溶解气体的气相色

谱分析方法

5.无功补

偿设备检修

5.1 无功

补 偿 设 备 小

修及维护

5.1.1 能根据电容器组设备运

行档案，分析判断设备的缺陷和异

常运行状况

5.1.2 能进行动态无功补偿装

置（SVG）检查

5.1.3 对进行结合式无功补偿

装置附件检查

5.1.4 能制定电容器 组小修

（施工）方案

5.1.5 能编制无功补偿设备小

修报告

5.1.6 能根据红外图谱判断缺

陷类型

5.1.1 无功补偿类设备在电力

系统中的运行知识及有关的技术

要求

5.1.2 施工方案、作业指导书

编写方法、要求

5.1.3 红外色谱识别方法

5.2 无功

补 偿 设 备 大

修 及 更 换 安

5.2.1 能以试验报告、历次大修

报告、运行中缺陷和异常现象为依

据，并根据检修项目要求，制定大修

5.2.1 无功补偿设备相关电气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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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施工）方案

5.2.2 能进行整组电容器更换

5.2.3 能进行无功补偿设备质

量验收

5.3 无功

补 偿 设 备 缺

陷 及 故 障 处

理

5.3.1 能根据继电保护动作情

况、高压试验，准确判断无功补偿

设备故障类型及发生的原因，有针

对性地提出处理方案

5.3.1 电容器运行方式

5.3.2 无功补偿设备试验项

目、标准

6.技术管

理和培训

6.1 技术

管理

6.1.1 能编写变压器类设备事

故处理预案

6.1.2 能组织开展变压器类设

备抢修演练

6.1.3 能结合专业技术特点分

析技术资料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解决方案

6.1.1 变压器类设备检修管理

制度、规程

6.1.2 生产技术管理基本知识

6.1.3 生产技术管理要求及流

程

6.2 培训

6.1.1 能编写培训方案和制作

培训课件

6.1.2 能对中级、高级变电设

备检修工（开关设备检修工）进行

培训、指导和岗位练兵

6.1.3 能履行师带徒协议

6.1.1 企业内训师基础知识

6.1.2 师带徒合同制度

6.1.3 培训项目组织及实施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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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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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

检修

1.1 变 压

器 小 修 及 维

护

1.1.1 能进行变压器气体继电

器更换及调整

1.1.2 能根据变压器设备运行

档案，准确判断设备的缺陷和异

常运行状况

1.1.3 能解决小修工作中各种

复杂和疑难的工艺问题

1.1.4 能根据红外图谱判断设

备缺陷并制定解决方案

1.1.5 能审核小修（施工）方

案

1.1.6 能审核变压器小修报告

1.1.1 红外诊断的基本原理及

图谱分析

1.2 变 压

器 大 修 及 更

换安装

1.2.1 能审核大修（施工）方案

1.2.2 能解决大修工作中各种

复杂和疑难的工艺问题

1.2.3 能进行更换、安装的变

压器类设备质量验收和现场监督

1.2.4 能进行变压器器身检修

1.2.5 能审核变压器大修（安

装）报告

1.2.1 解决大修工作中出现的

各种复杂和疑难问题的方法

1.2.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

1.2.3 变压器检修专业工程计

算

1.2.4 变压器试验的项目及判

别标准

1.3 变 压

器 缺 陷 及 故

障处理

1.3.1 能根据故障现象，确定

变压器故障检修项目和检修方案

1.3.2 能解决故障处理工作中

的各种复杂、疑难的工艺问题

1.3.1 变压器非电量保护范围

及原理

2.互感器

检修

2.1 互 感

器 小 修 及 维

护

2.1.1 能审核互感器小修（施

工）方案

2.1.2 能审核互感器小修报告

2.1.3 能解决互感器小修工作

中各种复杂和疑难的工艺问题

2.1.4 能根据红外图谱判断设

备缺陷并制订解决方案

2.1.5 能根据油色谱分析数据

进行设备运行状态判断，并对异常

设备制订检修方案

2.2.1 解决小修工作中出现的

各种复杂和疑难问题的方法

2.2.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

2.2.3 互感器试验项目及判别

标准

2.2 互 感

器 大 修 及 更

换安装

2.2.1 能审核互感器大修（施

工）方案

2.2.2 能审核互感器大修报告

2.2.3 能根据修前试验数据、

运行档案，准确分析判断互感器

类设备的缺陷和异常运行状况

2.2.4 能解决互感器大修和更

换工作中各种复杂和疑难的工艺

问题

2.2.1 解决大修工作中出现的

各种复杂和疑难问题的方法

2.2.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

2.2.3 大修试验报告、安装报

告编写方法

2.2.4 互感器设备试验项目及

判别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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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互 感

器 缺 陷 及 故

障处理

2.3.1 能根据故障现象，确定

互感器故障检修项目和检修方案

2.3.2 能进行互感器质量监督

工作

2.3.3 能解决互感器故障处理工

作中的各种复杂、疑难的工艺问题

2.3.1 互感器试验项目要求、

标准

3.接 地变

压器、消弧

线圈检修

3.1 接 地

变压器、消弧

线 圈 小 修 及

维护

3.1.1 能根据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设备运行档案，准确判断

设备的缺陷和异常运行状况

3.1.2 能审核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小修（施工）方案

3.1.3 能审核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小修报告

3.1.4 能解决小修工作中各种

复杂和疑难的工艺问题

3.1.5 能根据红外图谱判断设

备缺陷并制定解决方案

3.1.1 红外诊断的基本原理及

图谱分析

3.2 接 地

变压器、消弧

线 圈 大 修 及

更换安装

3.2.1 能审核大修（施工）方

案

3.2.2 能解决大修工作中各种

复杂和疑难的工艺问题

3.2.3 能进行更换、安装的接

地变压器、消弧线圈质量验收和现

场监督

3.2.4 能进行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器身检修

3.2.5 能审核接地变压器、消

弧线圈大修（安装）报告

3.2.1 解决大修工作中出现的

各种复杂和疑难问题的方法

3.2.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

3.2.3 接地变压器、消弧线圈

检修专业工程计算

3.2.4 接地变压器、消弧线圈

试验的项目及判别标准

3.3 接 地

变压器、消弧

线 圈 缺 陷 及

故障处理

3.3.1 能根据故障现象，确定

接地变压器、消弧线圈故障检修项

目和检修方案

3.3.2 能解决故障处理工作中

的各种复杂、疑难的工艺问题

3.3.1 接地变压器、消弧线圈

伏安特性试验目的

4.电抗器

检修

4.1 电 抗

器 小 修 及 维

护

4.1.1 能审核电抗器小修（施

工）方案

4.1.2 能审核电抗器小修报告

4.1.3 能进行电抗器支持绝缘

子破裂故障处理

4.1.4 能进行电抗器气体继电

器更换及调整

4.1.5 能根据电抗器设备运行

档案，准确判断设备的缺陷和异

常运行状况

4.1.6 能解决小修工作中各种

复杂和疑难的工艺问题

4.1.7 能根据红外图谱判断设

4.1.1 红外色谱识别方法

4.1.2 电抗器气体继电器更换

及调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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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缺陷并制定解决方案

4.2 电 抗

器 大 修 及 更

换安装

4.2.1 能审核大修（施工）方

案

4.2.2 能解决大修工作中各种

复杂和疑难的工艺问题

4.2.3 能进行更换、安装的电

抗器质量验收和现场监督

4.2.4 能进行电抗器器身检修

4.2.5 能审核电抗器大修（安

装）报告

4.2.1 解决大修工作中出现的

各种复杂和疑难问题的方法

4.2.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

4.2.3 电抗器检修专业工程计

算

4.2.4 电抗器试验的项目及判

别标准

4.3 电 抗

器 缺 陷 及 故

障处理

4.3.1 能根据故障现象，确定

电抗器故障检修项目和检修方案

4.3.2 能解决故障处理工作中

的各种复杂、疑难的工艺问题

4.3.1 电抗器相关电气试验项

目及标准

4.3.2 油中溶解气体的气相色

谱判断标准

5.无功补

偿设备

5.1 无 功

补 偿 设 备 小

修及维护

5.1.1 能根据电容器组设备运

行档案，准确判断设备的缺陷和

异常运行状况

5.1.2 能审核电容器组小修

（施工）方案

5.1.3 能审核无功补偿设备小

修报告

5.1.4 能解决小修工作中出现

的各种复杂和疑难的工艺问题

5.1.5 能根据红外图谱判断设

备故障并制定解决方案

5.1.1 并联电容器的相电压差

动保护

5.1.2 并联电容器的中性点不

平衡电流保护

5.2 无 功

补 偿 设 备 大

修 及 更 换 安

装

5.2.1 能审核大修（施工）方

案

5.2.2 能解决大修工作中出现

的各种复杂和疑难的工艺问题

5.2.1 电容器组新设备的安装

工艺标准

5.3 无 功

补 偿 设 备 缺

陷 及 故 障 处

理

5.3.1 能进行故障处理的过程

及质量监督

5.3.2 能进行大修质量验收

5.3.1 电容器的选用原则

6.技术管

理和培训

6.1 技 术

管理

6.1.1 能从事变压器类设备的

检修管理

6.1.2 能进行变压器类设备诊

断，提出检修策略决策建议

6.1.3 能对变压器类设备进行

技术把关

6.1.1 变压器类设备检修基本

思路和方法

6.1.2 变压器类设备检修有关

标准

6.2 培训

6.1.1 能指导本工种各级人员

进行故障分析和处理

6.1.2 能制作培训讲义

6.1.3 能组织进行培训课题开

发，并组织实施

6.1.4 能对变电设备检修工

6.1.1 培训讲义编制方法

6.1.2 企业培训基本知识和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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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设备类）技师进行培训、

指导和岗位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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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变电设备检修工（开关设备检修工）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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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5 20 15

相关

知识

要求

断路器检修 25 25 20 20

隔离开关检修 10 15 10 10

开关柜检修 10 10 10 10

组合电器检修 10 10 10 10

母线、防雷设备检修 10 10 10 5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15 2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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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路器检修 30 30 30 25

隔离开关检修 30 30 20 20

开关柜检修 20 20 15 15

组合电器检修 15 15 15 10

母线、防雷设备检修 5 5 5 5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15 2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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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变电设备检修工（变压器设备检修工）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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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5 20 15

相关

知识

要求

变压器检修 30 30 25 25

互感器检修 15 20 15 10

接地变压器、消弧线圈检

修
10 10 10 10

电抗器检修 5 5 5 5

无功补偿设备检修 5 5 5 5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15 2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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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压器检修 50 50 50 50

互感器检修 15 15 10 10

接地变压器、消弧线圈检

修
10 10 10 5

电抗器检修 10 10 10 5

无功补偿设备检修 15 15 5 5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15 2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