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就业岗位实践能力需求分析报告
1、背景分析
根据《我国电气自动化人才培训体系建设研究报告》，从人才总量规模来看，
2015 年底，电气自动化技术企业从业人员从业人员总量约 221.7 万人。“十三五”
期间，随着新线路的不断建成和投入运营，行业从业人员需求量增加，到 2020
年，人才需求总量已接近 400 万人。
从人才结构来看，电气自动化从业人员总体结构按照岗位性质可分为管理人
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三类。
在总体结构方面，参考国内典型成熟电气自动化企业的人员结构比例，行业
内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的平均配置基本服从 6%、9%、85%
的结构特征。
表 1 设备检修工占“十三五”各年需求值工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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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面向国内电气自动化技术运营、建设等公司的供配电维保部门设备检修
工、设备维护工等岗位，从事电气设备巡视、检测、小修、大修等维护工作。
3、岗位实践能力要求
3.1 岗位实践能力等级划分
电气自动化技术电气设备维护岗位实践能力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
高级， 三个级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岗位实践能力要求。
【电气自动化技术设备维护】
（初级）
：主要面向各电气自动化企业的供电部门，从
事电气设备的日常巡视、简单检修和测量等工作，根据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完成维护
任务。
【电气自动化技术设备维护】
（中级）
：主要面向各电气自动化企业的供电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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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电气设备巡视、检测和小修等工作，根据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完成维护任务并能
进行故障应急处理。
【电气自动化技术设备维护】
（高级）
：主要面向各电气自动化技术企业的供电部门，
从事电气设备小修、大修等维护工作，能够进行故障应急处理及突发事件处理及分析，
并能组织生产计划编排和培训实施。
3.2 岗位实践能力等级要求描述
表 2 电气自动化技术维护岗位实践能力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电气设备定
点检查
1. 电气设备巡视
1.2 电气设备步
行巡视

2.1 电气设备
导线异常测量
2. 电气设备检测

岗位实践能力要求
1.1.1 能确认检查的范围和对象。
1. 1.2 能正确观察电气设备正常运行状态。
1.1.3 能正确使用测温枪等设备观察电气设备
的发热情况。
1.2.1 能按规定的周期、范围和路径进行电气设备
步行巡视。
1.2.2 能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1.2.3 能检查并辨别设备线路的异常状态。
1.2.4 能发现到周边影响供电安全的情况。
2.1.1 能正确使用和保养电气设备测量仪器仪表。
2.1.2 能熟练测量线路的异常情况。

2.2.1 能使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接地电阻。
2.2 接地电阻、 2.2.2 能使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测量
2.2.3 能对测量结果进行分析判断。
3.1 电 气 设 备 3. 1.1 能搬运工具、材料。
地面辅助作业
3. 1.2 能识别工具、材料。
3. 1.3 能按安全规章进行辅助作业。

3. 电气设备小修 3.2 电气设备部 3.2.1 能检查设备部件是否紧固。
3.2.2 能按规定力矩紧固设备部件。
件紧固除锈
3.2.3 能对设备部件进行涂油作业。
3.2.4 能处理设备锈蚀部分。
4.1.1 能正确选择验电器。
4.1 电气设备验 4. 1.2 能判断验电器是否良好。
电
4. 1.3 能正确使用验电器验电。
4.

作业防护

4.2.1
4.2 设 备 地 线 4.2.2
4.2.3
接撤
4.2.4

能确认地线的挂接地点。
会用规范的语言进行汇报和沟通。
能按程序挂接地线。
能按程序拆除地线。

表 3 电气自动化技术维护岗位实践能力等级要求（中级）

2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设备定点
检查

岗位实践能力要求
1.1.1 能正确观察设备运行状态，并进行记录和分
析。
1.1.2 能使用测温枪等设备观察设备的发热情
况，并进行记录和分析。

1. 电气设备巡视
1.2 设备步行
巡视

2.1 设备故障
处理及补偿装
置测量
2. 设备检测
2.2 接触网导
线 磨耗测量

1.2.1
1.2.2
1.2.3
1.2.4
2.1.1
2.1.2
2.1.3
2.1.4

能检查设备线索有无异物、松脱等异常。
能检查设备补偿装置整体状态。
能检查设备绝缘部件外观状态。
能检查设备安全警示标识是否正确、完整。
能测量设备故障点。
能测量补偿装置 a 值。
能测量补偿装置 b 值。
能对测量结果进行分析判断。

2.2.1 能正确使用工具测量导线尺寸。
2.2.2 能利用磨耗表确定磨耗情况。
2.2.3 能分析判断磨耗程度。

3.1.1 能对各种线路进行维修。
3.1 设备线路维
3.1.2 能制作各种线路接头。
修
3. 设备小修
3.2 设备检调

3.2.1
3.2.2
3.2.3
3.2.4

能检调补偿装置。
能检调柔性分段绝缘器。
能检调刚性分段绝缘器。
能检调、维护避雷器。

4.1.1 能要、消设备作业命令。
4.1 设备作业命
4.1.2 能完成现场行车防护。
令及行车防护
4. 作业防护
4.2.1 能监护验电、接地。
4.2 设备安全作 4.2.2 能监护倒闸作业。
业防护
4.2.3 能监护远离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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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电气自动化接触网维护岗位实践能力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1.设备小修

工作任务

岗位实践能力要求
能进行各类支柱与基础的检查。
能组织吊柱安装。
能组织人工抢修立杆。
能组织机械立杆。
能检调隔离开关的安全距离。
能检调隔离开关刀头接触情况。
能检调隔离开关传动机构。
能检调电动隔离开关的联锁关系。

1.1.1
1. 1 接触网支柱 与 1.1.2
1.1.3
基础检调
1.1.4
1.2.1
1.2 接触网隔离 开 1.2.2
1.2.3
关检调
1.2.4
1.3 接触网接地 及
均 回 流 装 置 检调

1.3.1 能检调各设备的接地线及接地电阻。
1.3.2 能检调架空地线。
1.3.3 能检调均（回）流设施。

1.4 接触网刚柔 过
渡装置检调

1.4. 1 能检调关节式刚柔过渡。
1.4.2 能检调贯通式刚柔过渡。
1.4.3 能检调切槽式钢柔过渡。

2.1.1 能测量计算复杂设备的技术参数并选用零
2. 1 设备复杂器件 部。
2.1.2 能绘制装配图。
及线路装配
2.1.3 能根据参数进行装配。
2.设备安装

2.2.1
2.2 设 备 悬挂装置
2.2.2
安装
2.2.3
2.3 接触网支持
2.3.1

能组织安装悬挂装置。
能组织安装电连接。
能组织更换导线。
能组织安装、更换普通支持定位装置。

2.4. 1 能预配隔离开关及操作机构。
2.4 设 备 隔 离 开 关
2.4.2 能安装、更换隔离开关。
和 避 雷 器 安装
2.4.3 能安装、更换避雷器。
3. 1 设备断线事 故
处 理 方 案 制定
3．故障抢修

4. 技术管理

3.1.1 能制定接触线断线时设备恢复方案。
3.1.2 能对设备断线时进行抢修。

3.2.1 能组织故障抢修。
3.2 设 备 故 障 抢修 3.2.2 能收集故障有关信息并能分析判定。
指挥
3.2.3 能对故障原因进行分析。
4. 1 设备诊断与整 4.1.1 能根据监测、检修结果分析设备运行状。
4.1.2 能制定一般电气设备缺陷整改措施。
改
4.2 设 备 检 修 作业 4.2.1 能签发设备停电、远离作业工作票。
4.2.2 能组织设备停电、远离作业。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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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能组织复杂设备的安装、更换、检调。
4.3.1 熟练掌握安全作业要求，能对初、中级维修
电工进行安全培训和指导。
4.3 设备安全、技术培 4.3.2 熟练掌握设备技术要求，能对初、中级维修
电工进行技术培训和指导。
训指导
4.3.3 能针对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进行培训和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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