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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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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按照标准化对象，通常把标准分为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职业评价规范标准属于工作标

准。机械行业职业评价规范标准是在职业分类的基础上，根据职业（工种）的活动内容，对从业人员工

作能力水平的规范性要求。它是从业人员从事职业活动，接受职业教育培训和职业能力评价以及用人单

位录用、使用人员的基本依据。 

机械行业职业评价规范标准是根据国家职业技能等级划分依据，将该职业能力水平划分为若干个

等级，并规定了各个等级考试的形式、内容、权重比例。各个等级考试的内容就是该职业的工作要求，

工作要求具体细分为职业功能、工作内容、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四个部分，详细说明了各个等级理论考

试和操作技能考核应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喷墨印刷机是一种“与物体非接触”的“按需印刷”设备，集成了数字原理、智能制造、网络技术、

绿色环保等技术和理念，代表着印刷技术装备的发展方向。喷墨印刷机主要有纸路、喷印、供墨、干燥、

控制等系统和单元组成，设备精度高、技术难点多，其运行与调试、故障诊断与排除、维护与保养等工

作对相关人员的综合要求较高。本文件将喷墨印刷机维修工的能力等级进行科学划分，填补了目前国内

相关领域从业人员技能等级标准的空白，指导职业院校和企业对学生和员工进行有针对性地培训和考

核，为全面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提供了依据，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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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墨印刷机维修工职业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喷墨印刷机维修工职业技能基本要求、培训和评价要求、等级设置和申报要求、各等

级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的内容和权重。 

本文件适用于喷墨印刷机及相近设备的维修、维护及保养等工作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等级教育培

训和评价考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ISO 14644-1：2015 根据粒子浓度划分空气洁净度等级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人社厅发[2018]26号） 

机械工业职业（工种）分类目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喷墨印刷机 inkjet printing press 

通过喷墨技术工艺（无接触、无压力、无印版）完成印刷作业的设备。 

 

纸路系统 paper path system 

由纸张运行装置及相关元气件组成的满足喷墨印刷工艺要求的功能单元，包括开卷、收卷、张力控

制及相关的纸张定位、检测、处理等装置。 

 

喷头组件 inkjet head assembly 

由多个喷墨头组合构成喷墨印刷宽度的装置(主要包括喷墨头和喷墨头底板)。 

 

喷印模组 inkjet printing assembly 

由喷头组件及其安装支撑结构、位置控制运动组件和功能相关的元气件组成的装置。 

 

喷印系统 inkjet printing system 

由喷印模组、喷头保护及维护装置等组成的完成喷墨印刷的功能单元。 

 

供墨系统 ink supply system 

由墨桶、墨泵、墨阀、管路及检测等装置、元气件组成的完成墨水供应的功能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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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系统 drying system 

由热风装置、红外光装置及相关管路、控制装置等组成的完成喷墨印刷品干燥的功能单元。 

 

控制系统 control system 

根据栅格图像处理器输出的点阵信息，实时地控制喷头组件在承印物上成像的系统，包括网络通讯

系统、串口通讯系统、光纤通讯系统。 

4 基本要求 

喷墨印刷机维修工应具有的职业能力：一定的学习、理解、观察、判断、推理和计算能力；一定

的空间感和形体知觉、色觉（无色盲、色弱）；手指、手臂灵活，动作协调。 

喷墨印刷机维修工最低学历为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喷墨印刷机维修工应具备附录 A规定的职业道德基本要求。 

喷墨印刷机维修工应掌握的基础知识。 

4.4.1 通用基础知识 

a) 机械基础知识(机械图纸、机械加工、机械传动、机械防护等)。 

b) 印刷基础知识（纸张、墨水等相关印刷材料，印刷工艺等）。 

c) 电气基础知识（电气图纸、电气原理、电气安全等）。 

d) 机械维修基础知识。 

4.4.2 喷墨印刷机基础知识 

a) 喷墨印刷工作原理（喷墨印刷工艺、喷头的工作原理、类型，印刷色彩管理及图像处理等）。 

b) 喷墨印刷机维护与保养（喷头的拆装、清洗、保养等）。 

c) 喷墨印刷材料适性（墨水的分类、使用及贮存，墨水干燥的原理及安全事项，喷墨印刷用纸等）。 

d) 数字流程文件的格式、分类及处理。 

4.4.3 喷墨印刷机电气及控制系统基础知识 

a) 喷墨印刷机电气工作原理。 

b) 喷墨印刷机电气操作方法。 

c) 喷墨印刷机电气维修基础知识。 

d) 网络通讯与数据处理。 

4.4.4 安全文明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 

a) 现场文明生产要求。 

b) 安全操作与劳动保护知识。 

c) 绿色环保知识。 

4.4.5 质量管理知识 

a) 企业质量方针、质量管理的性质与特点等质量管理体系基础知识。 

b) 现场质量管理的要求。 

c) 质量控制的保证措施与质量检验方法。 

4.4.6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a)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知识。 

b)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c)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d) 《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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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晋级培训要求 

培训时限 

5.1.1 全日制职业学校教育，根据其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确定。 

5.1.2 初级工晋级培训不少于 400 标准学时；中级工晋级培训不少于 300标准学时；高级工晋级培训

不少于 200标准学时；技师、高级技师晋级培训均不少于 150 标准学时。 

培训教室 

5.2.1 培训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的培训教师应具有本职业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本专业中级

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5.2.2 培训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5.2.3 培训高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持本职业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2 年以上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 2年以上资格。 

培训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培训在满足教学需要的标准教室进行。操作技能培训在面积200㎡左右的场所进行，能安

排2个工位以上工位，配备相应设备所必要的工具、夹具、量具，并配备完善的安全设施。 

6 评价方式及相关要求 

评价方式 

6.1.1 评价方式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均实行百分制，成

绩皆达 60分及以上者为合格。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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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技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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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考及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6.2.1 理论知识中的考试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15，每个标准教室不少于 2名监考人员。 

6.2.2 操作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5，且不少于 3名考评人员。 

6.2.3 综合评审委员不少于 5人。 

评价时间 

6.3.1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120min。 

6.3.2 操作技能考核时间：初级工、中级工不少于 90min，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不少于 120min。 

6.3.3 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30min。 

评价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操作技能考核在实际操作培训场所进行，具备满足技能鉴定所要求

的设备、仪器仪表、工装、量具、计算机应用软件和材料，安全设施完善。 

7 申报要求 

喷墨印刷机维修工各等级申报应符合附录B规定的职业技能等级申报条件。 

8 等级设置及各等级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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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职业环境条件为室内、常温。温度：15℃～40℃；相对湿度：20%～80%；大气压： 86kPa～106kPa ；

洁净度：≤ISO等级8（按ISO 14644-1：2015要求）；光源：去除500nm以下紫外线。 

喷墨印刷机维修工职业技能等级设置 

喷墨印刷机维修工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五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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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本文件对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技能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 

五级/初级工工作要求 

能独立完成喷墨印刷机基础的运行与调试、故障诊断与排除、维护与保养等方面的常规工作。具体

工作要求见表1。 

表1 五级/初级工工作要求 

职业

功能 

工作

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设备

运行

与调

试 

纸路

系统

运行

与调

试 

——能调整纸卷到位传感器的位置 

——能调整纸尾传感器的位置 

——能调整断纸传感器的位置 

——能调整纸张接头厚度传感器的位置 

——能调整纠偏系统工作模式 

——能调整张力控制电机（磁粉制动器）的工作

参数 

——能调整走纸电机的工作参数 

——能调整纸卷横向位置 

——纸卷到位传感器的位置要求及调整方法 

——纸尾传感器的位置要求及调整方法 

——断纸传感器的位置要求及调整方法 

——纸张接头厚度传感器的位置要求及调整方法 

——纠偏系统工作模式的调整要求及方法 

——张力控制电机（磁粉制动器）的功能及调整要求 

——走纸电机的功能及调整要求 

——纸卷横向位置的调整要求及方法 

 

喷印

系统

运行

与调

试 

——能调整喷印模组维护工位限位位置 

——能调整喷印模组喷印工位限位位置 

——能调整喷头保护罩（CAP）维护工位限位位

置 

——能调整喷头保护罩（CAP）喷印工位限位位

置 

——能调整喷头刮墨刀装置初始位置 

——能调整喷头刮墨刀装置维护位置 

——能测量吸墨海绵的高度 

——能安装喷头组件 

——喷印模组维护工位限位位置要求及调整方法 

——喷印模组喷印工位限位位置要求及调整方法 

——喷头保护罩（CAP）维护工位限位位置要求及调整方法 

——喷头保护罩（CAP）喷印工位限位位置要求及调整方法 

——喷头刮墨刀装置初始位置要求及位置感应器的调整方

法 

——喷头刮墨刀装置维护位置要求及位置感应器的调整方

法 

——吸墨海绵高度测量要求及方法 

——喷头组件安装要求及方法 

 

供墨

系统

运行

与调

试 

——能联接供墨柜与墨桶（主墨桶、废墨桶）通

讯线缆 

——能联接供墨柜与墨桶（主墨桶、废墨桶）气

路 

——能联接供墨柜与墨桶（主墨桶、废墨桶）墨

路 

——供墨柜与墨桶（主墨桶、废墨桶）通讯线缆联接要求

及方法 

——供墨柜与墨桶（主墨桶、废墨桶）的气路联接要求及

方法 

——供墨柜与墨桶（主墨桶、废墨桶）的墨路联接要求及

方法 

 

干燥

系统

运行

与调

试 

——能联接干燥系统与印刷平台的通讯线缆 

——能联接干燥系统的气路 

 

——干燥系统与印刷平台的通讯线缆联接要求及方法 

——干燥系统气路联接要求及方法 

 

控制

系统

运行

与调

试 

——能联接控制系统的网络通讯线缆 

——能联接控制系统的串口通讯线缆 

——能联接控制系统的光纤通讯线缆 

——主控服务器与印刷主机、喷印模组、混合印刷流程服

务器、色面服务器、运动控制的网络通讯线缆联接要求及

方法 

——主控服务器与供墨系统、同步控制与喷印模组串口通

讯线缆联接要求及方法 

——色面服务器与喷印模组光纤通讯线缆联接要求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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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五级/初级工工作要求（续）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整机运行

与调试 

——能调整辅助设备(系统)位置 

——能操作印刷设备上电流程 

——能使用软件控制走纸 

——能使用软件喷印作业 

——辅助设备(系统)位置调整要求及方法 

——印刷设备上电流程操作要求及注意事项 

——软件控制走纸流程及操控要求 

——软件喷印作业的方法 

设备

维护

与保

养 

纸路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清洁传纸辊、驱动辊表面杂物 

——能清理进纸系统除尘装置内部的灰尘 

——能操作油水分离器排水装置 

——能清洁纸尾、断纸、纸张接头厚度检

测和纠偏的传感器 

——传纸辊、驱动辊表面杂物清洁方法 

——进纸系统除尘装置内部灰尘的清理方法及注意事项 

——油水分离器排水装置的操作方法 

——纸尾、断纸、纸张接头厚度检测和纠偏的传感器的清

洁方法 

 

喷印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清洁供墨柜、次级供墨装置和接墨

盘表面墨脏 

——能清理废墨桶废墨 

——能清洁供墨单元除尘网及散热扇灰尘 

——供墨柜、次级供墨装置和接墨盘表面墨脏的清洁方法 

——废墨桶废墨的清理要求及方法 

——供墨单元除尘网及散热扇灰尘的清洁方法 

 

干燥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清理干燥箱装置表面灰尘 

——能清理干燥送风装置除尘网灰尘 

——能清理干燥电气柜除尘网灰尘 

——干燥箱装置表面灰尘的清理方法 

——干燥送风装置除尘网灰尘的清理方法 

——干燥电气柜除尘网灰尘的清理方法 

 

控制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清洁服务器及显示屏表面杂物 

——能清洁服务器机柜散热扇灰尘 

——服务器及显示屏表面杂物的清洁方法 

——服务器机柜散热扇灰尘的清洁方法及安全注意事项 

设备

故障

诊断

与排

除 

纸路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诊断纸臂升降故障 

——能诊断纸卷位置故障 

——能诊断纸尾及断纸传感器故障 

——能诊断纸卷打滑故障 

——能诊断走纸系统张力故障 

——能诊断纸张起皱故障 

——能诊断穿纸路线故障 

——纸臂升降故障的诊断方法 

——纸卷位置的诊断方法 

——纸尾及断纸传感器故障的诊断方法 

——纸卷打滑故障的判断方法 

——走纸系统张力故障的诊断方法 

——纸张起皱故障的诊断方法 

——穿纸路线故障的诊断方法 

 

喷印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诊断模组移动运行故障 

——能诊断喷头保护罩（CAP）运行故障 

——能诊断刮墨刀升降故障 

——能诊断喷印色差 

——能诊断喷印白线故障 

——能诊断喷印黑线故障 

——能诊断套印故障 

——能诊断喷印断墨故障 

——能诊断喷印丢标故障 

——能诊断喷印错页故障 

——模组移动运行故障的诊断方法 

——喷头保护罩（CAP）运行故障的诊断方法 

——刮墨刀升降故障的诊断方法 

——喷印色差的诊断方法 

——喷印白线故障的诊断方法 

——喷印黑线故障的诊断方法 

——套印故障的诊断方法 

——喷印断墨故障的诊断方法 

——喷印丢标故障的诊断方法 

——喷印错页故障的诊断方法 

 

供墨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诊断供墨系统（正压、负压）故障 

——能诊断主墨桶称重故障 

——能诊断供墨柜与次级供墨通讯故障 

——能诊断废墨排放系统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墨路渗墨故障 

——供墨系统（正压、负压）故障的诊断要求及方法 

——主墨桶称重故障的诊断方法 

——供墨柜与次级供墨通讯故障的诊断方法 

——废墨排放系统故障的诊断方法 

——墨路渗墨故障诊断并排除的要求及方法 

 

干燥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诊断干燥系统与印刷平台通讯故障 

——能诊断干燥系统温度报警故障 

——能诊断红外光快门开合故障 

——干燥系统与印刷平台通讯故障的诊断方法 

——干燥系统温度报警故障的诊断方法 

——红外光快门开合故障的诊断方法 

 

控制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诊断控制系统的网络通讯故障 

——能诊断控制系统的串口通讯故障 

——能诊断控制系统的光纤通讯故障 

——能诊断控制软件的报警信息 

——主控服务器与印刷主机、喷印模组、混合印刷流程服

务器、色面服务器、运动控制的网络通讯故障的诊断方法 

——主控服务器与供墨系统、同步控制与喷印模组串口通

讯故障的诊断方法 

——色面服务器与喷印模组光纤通讯线缆故障的诊断方法 

——控制软件的报警信息要求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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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中级工工作要求 

能熟练运用基本技能独立完成喷墨印刷机运行与调试、故障诊断与排除、维护与保养等方面的常规

工作，并能在高级别人员的指导下，完成技术较为复杂的工作，能够与他人合作。具体工作要求见表2。 

表2 四级/中级工工作要求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设备

运行

与调

试 

纸路系统

运行与调

试 

——能调整传纸辊平行度 

——能调整纸臂限位位置 

——能校准纸路张力参数 

——能调整驱动辊与压纸辊之间的压力均匀性 

——能调整纠偏传感器的位置 

——能调整纸张接头厚度检测传感器的阈值 

——能调整纸尾传感器的灵敏度 

——能调整断纸传感器的灵敏度 

——传纸辊平行度的调整要求及方法 

——纸臂限位位置的调整要求及方法 

——纸路张力参数的校准要求及调整方法 

——驱动辊与压纸辊之间压力均匀性调整要求及方法 

——纠偏传感器的位置要求及调整方法 

——纸张接头厚度检测传感器阈值的调整要求及方法 

——纸尾传感器的灵敏度的调整要求及方法 

——断纸传感器的灵敏度要求及方法 

 

喷印系统

运行与调

试 

——能调整喷嘴到纸面的距离 

——能调整喷头刮墨刀到模组底板距离 

——能调整喷头刮墨刀位置和角度 

——能进行喷头初始化上墨 

——能进行虚拟喷印测试 

——能调整喷头真空压力 

——能调整喷头供电电压 

——喷嘴到纸面距离的要求及调整方法 

——喷头刮墨刀到模组底板距离的调整方法 

——喷头刮墨刀位置和角度的调整要求及方法 

——喷头初始化上墨的原理及操作方法 

——虚拟喷印测试的原理及操作方法 

——喷头真空压力的工作要求及调整方法 

——喷头供电电压的工作要求及调整注意事项 

 

供墨系统

运行与调

试 

——能联接气泵的电源插头和管路 

——能联接墨泵的电源插头和管路 

——能联接气阀的电源插头和管路 

——能联接墨阀的电源插头和管路 

——能联接过滤器插管和接头 

——气泵的电源插头和管路联接要求及方法 

——墨泵的电源插头和管路联接要求及方法 

——气阀的电源插头和管路联接要求及方法 

——墨阀的电源插头和管路联接要求及方法 

——过滤器插管和接头联接要求及方法 

 

干燥系统

运行与调

试 

——能调试热风进、出风机安装位置及风量 

——能调试热风加热系统温度 

——能调试红外光加热系统温度 

——能调试红外光快门工作速度 

——热风进、出风机安装位置及风量的调试要求及方法 

——热风加热系统温度的工作要求及调试方法 

——红外光加热系统温度的工作要求及调试方法 

——红外光快门工作速度要求及调试方法 

 

控制系统

运行与调

试 

——能安装喷印控制软件并设定参数 

——能调整印刷模式（分辨率、位深等） 

——能安装控制端、客户端的混合印刷流程系

统 

——能调试控制系统的网络通讯 

——能调试控制系统的串口通讯 

——能调试控制系统的光纤通讯 

——喷印控制软件的安装要求及参数设定方法 

——印刷模式（分辨率、位深等）的调整要求及方法 

——控制端、客户端的混合印刷流程系统的安装要求及

方法 

——控制系统的网络通讯调试要求及方法 

——控制系统的串口通讯调试要求及方法 

——控制系统的光纤通讯调试要求及方法 

 
整机运行

与调试 

——能联接印刷设备各系统单元 

——能调整设备各系统单元水平度 

——能调整喷印触发模式的参数 

——能调整喷头与喷头之间的套印精度 

——能调整喷头与走纸之间的套印精度 

——能调整折手模板 

——印刷设备各系统单元的联接要求及方法 

——设备各系统单元水平度的调整要求及方法 

——喷印触发模式的参数的调整要求及方法 

——喷头与喷头之间的套印精度调整要求及方法 

——喷头与走纸之间的套印精度调整要求及方法 

——折手模板调整要求及方法 

设备

维护

与保

养 

纸路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润滑传动齿轮 

——能润滑各部位轴承 

——传动齿轮的清洁、润滑方法及安全注意事项 

——各部位轴承清洁和润滑方法 

 

喷印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润滑丝杠、导轨 

——能润滑组件内的滑动轴承 

——能清洁喷头表面脏污 

——能更换吸墨海绵等易损件 

——丝杠、导轨的润滑要求及方法 

——组件内的滑动轴承的润滑要求及方法 

——喷头表面脏污的清洁要求及方法 

——吸墨海绵等易损件更换要求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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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供墨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校核墨路、气路密封性 

——能校核次级墨盒内液位传感器 

——能校核主墨桶称重装置 

——能校核泵、阀的工作状态 

——墨路、气路相关密封性的校核要求及方法 

——次级墨盒内液位传感器的校核要求及方法 

——主墨桶称重装置的校核要求及方法 

——泵、阀的工作要求及校核要点 

 

干燥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校核干燥热风工作温度 

——能校核干燥红外光工作温度 

——能校核红外光快门的开合动作 

——干燥热风工作温度的校核要求及方法 

——干燥红外光工作温度的校核要求及方法 

——红外光快门的开合动作要求及校核方法 

 

控制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清理服务器垃圾文件、缓存文件 

——能校核服务器病毒防御功能 

——能清理服务器内部灰尘 

——服务器垃圾文件的识别、缓存文件路径的查找及清

理方法 

——服务器病毒防御功能的校核要求及方法 

——服务器内部灰尘清理方法及注意事项 

设备

故障

诊断

与排

除 

纸路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诊断纸张接头厚度检测故障 

——能诊断纠偏系统工作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传动齿轮、轴承声音故障 

——能诊断纸路断纸故障 

——能诊断纸臂气压故障 

——能诊断驱动辊气压故障 

——纸张接头厚度检测故障的诊断方法 

——纠偏系统工作故障的诊断方法 

——传动齿轮、轴承声音故障诊断及排除方法 

——纸路断纸故障诊断方法 

——纸臂气压故障诊断方法 

——驱动辊气压故障诊断方法 

 

喷印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排除模组移动运行故障 

——能排除喷头保护罩（CAP）运行故障 

——能排除喷头刮墨刀升降故障 

——能排除喷印白线故障 

——能排除喷印黑线故障 

——能排除套印故障 

——能排除喷印丢标故障 

——模组移动运行故障的排除方法 

——喷头保护罩（CAP）运行故障排除方法 

——喷头刮墨刀升降故障排除方法 

——喷印白线故障排除方法 

——喷印黑线故障排除方法 

——套印故障的排除方法 

——喷印丢标故障的排除方法 

 

供墨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诊断并排除除气系统故障 

——能排除供墨系统（正压、负压）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主墨桶向缓冲墨盒供墨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缓冲墨盒向次级墨盒供墨故

障 

——能诊断并排除次级墨盒向喷头供墨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次级墨盒墨水返回缓冲墨盒

故障 

——除气系统运行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供墨系统（正压、负压）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主墨桶向缓冲墨盒供墨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缓冲墨盒向次级墨盒供墨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次级墨盒向喷头供墨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次级墨盒墨水返回缓冲墨盒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干燥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诊断并排除热风加热系统温控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红外光加热系统温控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干燥箱温度传感器检测故障 

——能排除红外光快门开合故障 

——热风加热系统温控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红外光加热系统温控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干燥箱温度传感器检测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红外光快门开合故障的排除方法 

 

控制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排除网络通讯故障 

——能排除串口通讯故障 

——能排除光纤通讯故障 

——能诊断混合印刷流程系统软件（畅流）加

密狗连接故障 

——能诊断混合印刷流程系统软件（畅流）服

务器连接故障 

——能诊断混合印刷流程系统软件（畅流）作

业文件传输故障 

——能排除控制软件参数故障 

——控制系统的网络通讯故障排除方法 

——控制系统的串口通讯故障排除方法 

——控制系统的光纤通讯故障排除方法 

——混合印刷流程系统软件（畅流）加密狗连接故障的

诊断方法 

——混合印刷流程系统软件（畅流）服务器连接故障的

诊断方法 

——混合印刷流程系统软件（畅流）作业文件传输故障

的诊断方法 

——控制软件参数故障的排除方法 

三级/高级工工作要求 

能熟练运用基本技能和专门技能独立完成喷墨印刷机的运行与调试、故障诊断与排除、维护与保养

等方面较为复杂的工作；能独立处理较为特殊的问题。具体工作要求见表 3。 

表3 三级/高级工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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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设备

运行

与调

试 

纸路系统

运行与调

试 

——能调整进纸传动齿轮的啮合间隙 

——能调整走纸电机与驱动辊的同轴度 

——能调整纸张接头厚度检测传感器的报警极限

参数 

——能校准纠偏传感器的灵敏度 

——能调整纠偏传感器的工作量程（检测范围） 

——进纸传动齿轮啮合间隙的调整要求及方法 

——走纸电机与驱动辊的同轴度的调整要求及方法 

——纸张接头厚度检测传感器的报警极性参数的调整

方法 

——纠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校准要求及方法 

——纠偏传感器的工作量程（检测范围）的调整方法 

 

喷印系统

运行与调

试 

——能调整喷印模组到纸面的平行度 

——能调整喷头刮墨刀到模组底板距离平行度 

——能烧写运动控制程序 

——能调整喷头驱动电压大小 

——能调整喷头温度控制参数 

——能调整喷印分频倍频默认参数 

——能测试喷头喷嘴初始性能 

——能校准喷头安装角度 

——喷印模组到纸面平行度的要求及调整方法 

——喷头刮墨刀到模组底板距离平行度的要求及调整

方法 

——运动控制的原理及控制程序烧写方法 

——喷头驱动电压大小的工作要求及调整方法 

——喷头温度控制参数的调整要求及方法 

——喷印分频倍频默认参数的设置要求及方法 

——喷头喷嘴初始性能的测试要求及方法 

——喷头安装角度的要求及校准方法 

 

供墨系统

运行与调

试 

——能调试缓冲墨盒、次级墨盒及废墨桶的液位

传感器 

——能烧写供墨主板、次级供墨板卡、称重板卡

的程序及逻辑 

——能校准称重感应器 

——缓冲墨盒、次级墨盒及废墨桶的液位传感器功

能、原理、调试要求及方法 

——供墨主板、次级供墨板卡、称重板卡的程序及逻

辑的烧写方法 

——称重感应器的工作要求及校准方法 

 

干燥系统

运行与调

试 

——能调试热风风压传感器的灵敏度 

——能调试干燥箱温度传感器的灵敏度 

——能调试干燥系统安全气压感应器的灵敏度 

——热风风压传感器的灵敏度功能调试要求及方法 

——干燥箱温度传感器的灵敏度功能调试要求及方法 

——干燥系统安全气压感应器的灵敏度调试要求及注

意事项 

 

控制系统

运行与调

试 

——能更新喷印数据缓存（PCIE）板卡的驱动程

序 

——能烧写喷印数据缓存（PCIE）板卡的程序 

——能烧写主控板卡、喷头板卡、同步控制板卡

的程序及逻辑 

——喷印数据缓存（PCIE）板卡驱动程序的更新方法 

——喷印数据缓存（PCIE）板卡程序的烧写方法 

——主控板卡、喷头板卡、同步控制板卡程序及逻辑

的烧写方法 

 
整机运行

与调试 

——能校准喷印测试印样 

——能准备设备安装现场 

——能准备起重运输设备 

——喷印测试印样的校准要求及方法 

——设备安装现场的环境（温度、湿度、洁净度、大

气压、光线）及空间等要求 

——起重运输设备的分类、功能及安全注意事项 

设备

维护

与保

养 

喷印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校准喷印底板到纸面的距离 

——能更换喷头刮墨刀等刮墨装置的易损件 

——喷印底板到纸面的距离校准要求及方法 

——喷头刮墨刀等刮墨装置的易损件的更换要求及方

法 

 

供墨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更换供墨系统过滤器 

——能校准主墨桶称重装置 

——能校准次级墨盒内液位传感器 

——能清洗墨路系统 

——供墨系统过滤器的更换要求及方法 

——主墨桶称重装置的校准要求及方法 

——次级墨盒内液位传感器的校准要求、方法及注意

事项 

——墨路系统的清洗要求及方法 

 

干燥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校准干燥气压检测器的灵敏度 

——能校核红外光快门的开合速度 

——干燥气压检测器灵敏度的检查要求、方法及注意

事项 

——红外光快门的开合速度校核要求及方法 

 

控制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备份服务器数据 

——能清理数据库的垃圾文件 

——能升级板卡版本 

——服务器数据的备份要求及方法 

——数据库垃圾文件的清理要求、方法及注意事项 

——板卡版本的升级要求及注意事项 

设备

故障

诊断

与排

除 

纸路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诊断并排除走纸系统升速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伺服驱动器故障 

——能诊断张力控制电机（磁粉制动器）运行故

障 

——走纸系统升速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伺服驱动器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张力控制电机（磁粉制动器）运行故障的诊断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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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喷印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排除模组运动异响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控制板卡短路等故障 

——能排除喷印断墨故障 

——能排除喷印丢标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喷印台阶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喷印竖条纹故障 

——模组运动异响故障的排除方法 

——控制板卡短路等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喷印断墨故障的排除方法 

——喷印丢标故障的排除方法 

——喷印台阶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喷印竖条纹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供墨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诊断并排除主墨桶墨量检测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次级供墨液位检测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缓冲墨盒液位检测故障 

——主墨桶墨量检测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次级供墨液位检测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缓冲墨盒液位检测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干燥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诊断并排除风机进风及出风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风压传感器检测故障 

——风机进风及出风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风压传感器检测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控制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诊断并排除喷印数据传输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混合印刷流程系统软件（畅

流）字体缺失故障 

——能排除混合印刷流程系统软件（畅流）加密

狗连接故障 

——能排除混合印刷流程系统软件（畅流）服务

器连接故障 

——能排除混合印刷流程系统软件（畅流）作业

文件传输故障 

——能排除控制软件启动及关闭故障 

——喷印数据传输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混合印刷流程系统软件（畅流）字体缺失故障诊

断及排除方法 

——混合印刷流程系统软件（畅流）加密狗连接故障

的故障诊断及排除方法 

——混合印刷流程系统软件（畅流）服务器连接故障

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混合印刷流程系统软件（畅流）作业文件传输故

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控制软件启动及关闭故障的排除方法 

二级/技师工作要求 

能熟练运用基本技能和专门技能独立完成喷墨印刷机的运行与调试、故障诊断与排除、维护与保养

等方面的非常规工作；掌握本职业的关键技术技能，能独立处理和解决技术或工艺难题；在技术技改方

面有创新；能够指导和培训初、中、高级工；具有一定的技术管理能力。具体工作要求见表 4。 

表4 二级/技师工作要求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设备

运行

与调

试 

纸路系统

运行与调

试 

——能调整两侧纸臂同步装置 

——能校准送纸系统张力校正的工装 

——能校准纸路传纸辊平行度测量的工装 

——两侧纸臂同步装置的调整要求及方法 

——送纸系统张力校正工装的校准方法 

——纸张传纸辊平行度测量工装的校准方法 

 

喷印系统

运行与调

试 

——能校准模组电机运行参数 

——能校准喷头保护帽（CAP）电机运行参数 

——能校准喷头拼接精度 

——模组电机的功能、运行要求及调试方法 

——喷头保护帽（CAP）电机的功能、运行要求及调

试方法 

——喷头拼接精度校准步骤、要求及方法 

 

干燥系统

运行与调

试 

——能调试热风系统干燥效率 

——能调试红外光加热系统干燥效率 

——热风系统干燥原理及调试方法 

——红外光加热系统干燥原理及调试方法 

 

控制系统

运行与调

试 

——能编写控制系统的网络通讯、串口通讯、光

纤通讯调试文档 

——能编写喷印数据缓存（PCIE）板卡驱动程

序、逻辑程序的安装文档 

——能编写主控板、喷头板程序及逻辑的烧写文

档 

——控制系统的网络通讯、串口通讯、光纤通讯调

试要求及文档编写方法 

——喷印数据缓存（PCIE）板卡驱动程序、逻辑程

序安装步骤及文档编写要求 

——主控板、喷头板程序及逻辑的烧写文档烧写步

骤及文档编写要求 

 

整机运行

运行与调

试 

——能调整墨滴控制参数（喷头波形） 

——能编写控制软件操作说明 

——能编写混合印刷流程使用说明 

——能编写喷头波形写入的操作说明 

——喷头工作原理、墨滴控制参数（喷头波形）的

调整要求 

——控制软件操作说明的编写要求 

——混合印刷流程使用说明的编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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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能编写印品质量的检测方法 ——喷头波形写入操作步骤及操作说明的编写要求

及方法 

——印品质量要求及检测要点 

设备

维护

与保

养 

纸路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校准张力控制装置的精度 

——能校准纠偏控制装置的精度 

——张力控制装置精度校准要求及方法 

——纠偏控制装置精度校准要求及方法 

 

喷印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改进喷印底板到纸面距离的测量方案 

——能改进运动组件的维护方案 

——喷印底板到纸面距离的测量要求及方法 

——运动组件的维护要求及方案制定方法 

 

供墨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改进过滤器的维护方案 

——能改进称重装置的维护方案 

——过滤器维护方案的技能要点及改进要求 

——称重装置的维护方案的技能要点及改进要求 

 

干燥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改进红外光干燥系统的维护方案 

——能改进热风干燥系统的维护方案 

——红外光干燥系统维护方案的技能要点及改进要

求 

——热风干燥系统维护方案的技能要点及改进要求 

 

控制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改进软件的备份方案 

——能编制控制系统（板卡、系统控制器、混合

印刷生产流程）版本升级指导手册 

——能云备份服务器数据 

——能升级操作系统 

——软件备份方案的步骤、要求及改进方法 

——控制系统（板卡、系统控制器、混合印刷生产

流程）版本升级要求及手册编制方法 

——服务器数据云备份要求及方法 

——操作系统升级要求及方法 

设备

故障

诊断

与排 

纸路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诊断并排除气涨轴漏气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纸尾、断纸传感器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传纸辊转动卡阻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驱动辊故障 

——气涨轴漏气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纸尾、断纸传感器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传纸辊转动卡阻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驱动辊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喷印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排除喷头刮墨刀升降故障 

——能排除喷印错页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喷印色差（喷头之间）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喷印颜色（喷头和走纸之间）

故障 

——喷头刮墨刀升降的工作原理及故障排除方法 

——喷印错页故障的排除方法 

——喷印色差（喷头之间）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喷印颜色（喷头和走纸之间）故障的诊断及排

除方法 

 

供墨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排除供墨板卡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墨阀及气阀引起的供墨系统故

障 

——能诊断并排除墨泵及气泵引起的供墨系统故

障 

——供墨板卡故障的排除方法 

——墨、气阀的结构、原理及拆解方法 

——墨、气泵的结构、原理及拆解方法 

 

干燥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诊断并排除PLC和主机信号传输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红外光装置和热风装置的功率

控制器检测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红外光装置和热风装置的温度

控制器检测故障 

——PLC和主机信号传输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红外光装置和热风装置的功率控制器检测故障

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红外光装置和热风装置的温度控制器检测故障

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控制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排除控制软件的弹窗报警信息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控制板卡（硬件和软件）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混合印刷流程系统（畅流）卡

顿等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服务器蓝（黑）屏故障 

——控制软件的弹窗报警信息故障的排除方法 

——控制板卡（硬件和软件）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

法 

——混合印刷流程系统（畅流）卡顿等故障的诊断

和排除方法 

——服务器蓝（黑）屏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技能

培训

与管

理 

培训 

——能指导本职业高级工及以下人员进行设备调

试 

——能指导本职业高级工及以下人员进行设备的

维护与保养 

——能指导本职业高级工及以下人员进行理论培

训 

——喷墨印刷设备操作、调试要求及培训的要点和

方法 

——喷墨印刷设备维护与保养要求及培训的要点和

方法 

——喷墨印刷设备原理及培训的教学方法 



T/PEIAC 014—2022 

11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管理 
——能编制喷墨印刷设备质量管理方案 

——能编制喷墨印刷设备的维护保养方案 

——喷墨印刷设备产品工艺、设备性能要求及管理

方案的编制方法 

——喷墨印刷设备维护与保养要求及方案的编制方

法 

一级/高级技师工作要求 

能独立完成本职业的各个领域的复杂、非常规性的工作；熟练掌握本职业的关键技术技能，能够独

立处理和解决高难度的技术问题或工艺难题，在技术攻关和工艺革新方面有创新；能够组织开展技术改

造、技术革新活动；能组织开展系统的专业技术培训；具有技术管理能力。具体工作要求见表 5。 

表5 一级/高级技师工作要求 

职业

功能 
工作要求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设备

运行

与调

试 

纸路系统

运行与调

试 

——能调整全机张力控制机构的灵敏度 

——能调整送纸装置的纠偏机构综合精度 

——能调整收纸装置的综合精度 

——全机张力控制机构灵敏度的结构原理、调整要求及

方法 

——送纸装置的纠偏机构综合精度的结构原理、调整要

求及方法 

——收纸装置综合精度的结构原理、调整要求及方法 

 

喷印系统

运行与调

试 

——能优化喷印模组运动结构 

——能调整喷印系统综合精度 

——喷印模组运动结构的工作原理、技术要点及调试等

相关要求 

——喷印系统综合精度调整要求及方法 

 

干燥系统

运行与调

试 

——能优化干燥装置管路系统 

——能调试干燥系统感温装置的工作参数 

——干燥装置结构、元气件原理、管路系统布局原理及

调试要求 

——干燥系统感温装置的原理、调试要求及安全注意事

项 

 

控制系统

运行与调

试 

——能优化数控控制柜及配套结构 

——能优化数控通讯板卡组件提出优化建议 

——能测试控制系统软件 

——能测试混合印刷流程软件 

——数控控制柜及配套结构、元器件、装配等要求 

——数控通讯板卡组件结构及功能要求 

——控制系统软件的测试要求及方法 

——混合印刷流程软件的测试要求及方法 

 
整机运行

与调试 

——能优化喷印质量调试方案 

——能编写整机质量规范及验收方案 

——能分析并评估整机运行性能 

——喷印质量要求及调试相关因素 

——整机质量规范、验收方案的编写方法及要求 

——整机测试数据的收集、整理及运行性能分析评估方

法 

设备

维护

与保

养 

纸路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优化纸路系统的轴承及齿轮等传动组件

的润滑方案 

——能编写纸路系统维护与保养手册 

——能校准纸路系统的综合精度 

——纸路系统的轴承及齿轮等传动组件的润滑要求及方

案编写方法 

——纸路系统维护与保养手册编写方法及要求 

——纸路系统的综合精度的校准要求及方法 

 

喷印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改进喷头的维护与保养方案 

——能编写喷印系统维护与保养手册 

——喷头维护与保养原理、要求及注意事项 

——喷印系统维护与保养手册编写方法及要求 

 

供墨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优化墨路的清洗维护 

——能改进废墨处理装置 

——墨路清洗维护的相关要求 

——废墨处理装置的相关要求 

 

干燥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编写干燥系统维护与保养手册 

——能改进干燥系统的维护与保养 

——干燥系统维护与保养手册的编写方法及要求 

——干燥系统维护与保养的相关要求 

 

控制系统

维护与保

养 

——能改进控制系统的维护与保养 

——能编写控制系统维护与保养手册 

——控制系统的维护与保养的相关要求 

——控制系统维护与保养手册编写要求及方法 

设备

故障

诊断

纸路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诊断并排除磁粉制动单元异响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纸卷升降运行故障 

——磁粉制动单元的工作原理及异响因素的原因分析及

排除方法 

——纸卷升降的工作原理及运行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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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要求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与排

除 

——能诊断并排除纸张运行中纸面跳动超差故

障 

——能编写传纸辊安装检验要求 

——纸张运行要求及超差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传纸辊安装检验要求的编写方法 

 

喷印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诊断并排除喷印数据传输线缆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喷头运行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喷印文件页面尺寸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喷印平网故障 

——喷印数据传输线缆的配置要求及故障处理的方法 

——喷头的工作原理、运行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喷印文件页面尺寸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 

——喷印平网的故障诊断及排除方法 

 

供墨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诊断并排除供墨系统通讯线路信号干扰

故障 

——能制定供墨系统优化方案 

——能编写供墨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指导手册 

——供墨系统通讯线路布局、运行的相关要求及故障诊

断、排除方法 

——供墨系统工作原理及方案制定要求 

——供墨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指导手册的编写要求及方

法 

 

干燥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 

——能诊断并排除风压感应装置信号传输故障 

——能制定干燥系统优化方案 

——能编写干燥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指导手册 

——风压感应装置信号传输的工作原理及故障排除方法 

——干燥系统工作原理及方案要求 

——干燥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指导手册的编写方法及要

求 

 

控制系统

故障诊断

与排除 

——能诊断并排除控制系统通讯线路信号干扰

故障 

——能诊断并排除电源组件运行故障 

——能编写控制软件的故障排除手册 

——能编写混合印刷流程系统的故障排除手册 

——控制系统通讯线路布局、运行的相关要求及故障诊

断、排除方法 

——电源组件配置要求及故障排除方法 

——控制软件的故障诊断及维修指导方法 

——混合印刷流程系统的故障诊断及维修指导方法 

技能

培训

与管

理 

培训 

——能指导本职业技师及以下人员进行设备调

试 

——能指导本职业技师及以下人员进行理论培

训 

——能编写喷墨印刷设备维修讲义 

——技师及以下人员进行实际操作的指导方法 

——喷墨印刷设备原理、培训大纲编写方法及培训的教

学方法 

——喷墨印刷设备维修讲义的编写方法 

 管理 
——能编写喷墨印刷设备产品验收标准 

——能提出喷墨印刷设备质量优化方案 

——喷墨印刷设备产品验收标准要求及编写方法 

——喷墨印刷设备质量要求及产品质量优化途径 

9 晋级考试权重表 

理论知识权重表 

各个等级要求中基本知识和各等级职业功能对应的相关知识要求在培训和评价中所占的权重，具

体内容见表6。 

表6 理论知识权重表 

项目 初级工（%） 中级工 （%） 高级工（%） 技师（%） 高级技师（%）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30 15 10 5 5 

相关

知识

要求 

设备运行与调试 15 35 35 25 10 

设备维护与保养 40 25 15 10 5 

设备故障诊断与排除 10 20 35 40 40 

培训与管理 — — — 15 2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注1：比重表中“—”为该处不配分 

操作技能考核要求权重表 

各个等级要求中职业功能对应的技能要求在培训和评价中的权重，具体内容见表 7。 

表7 操作技能考核要求权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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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初级工（%） 中级工 （%） 高级工（%） 技师（%） 高级技师（%） 

技能

要求 

设备运行与调试 25 40 40 30 20 

设备维护与保养 60 30 15 10 10 

设备故障诊断与排除 15 30 45 40 40 

培训与管理 — — — 20 3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注1：比重表中“—”为该处不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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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职业道德基本要求 

A.1 职业守则要求 

A.1.1 忠于职守，爱岗敬业。 

A.1.2 讲究质量，注重信誉。 

A.1.3 积极进取，团结合作。 

A.1.4 遵纪守法，讲究公德。 

A.1.5 着装整洁，文明生产。 

A.1.6 爱护设备，安全操作。 

A.2 职业素质要求 

A.2.1 能条理清晰、结构合理地描述完成任务后的结果。 

A.2.2 能满足任务要求，实现功能指标。 

A.2.3 职业行动、行动过程、工作过程和工作任务始终能以顾客为导向。 

A.2.4 职业工作受到经济成本的影响，能考虑各种成本因素，估算经济性。 

A.2.5 能以企业生产流程为导向，考虑跨越每个人的工作领域的部门间的合作。 

A.2.6 能考虑劳动安全、事故防范以及解决方案对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和社会接受度。 

A.2.7 能考虑到环保性对所有工作过程和生产流程的要求。 

A.2.8 能在任务解决过程中体现出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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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职业技能等级申报条件 

B.1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技能 

—— 经本职业五级/初级工技能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 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 本职业学徒期满。 

B.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技能 

—— 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技能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经本

职业四级/中级工技能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 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技能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 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 取得技工学校毕业证书；或取得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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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技能 

—— 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技能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经本

职业三级/高级工技能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 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技能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 取得四级/中级工技能职业资格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或取得四

级/中级工技能职业资格证书，并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以高级技能为培

养目标、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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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技能职业资格证

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 从事本职业 8年（含）工作及以上。 

B.4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 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技能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经本

职业二级/技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 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技能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 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技能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

业生，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取得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连续从事

本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 从事本职业工作 12年（含）及以上。 

B.5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 取得本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经本职业一

级/高级技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 取得本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 从事本职业工作 18年（含）及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