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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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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

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中车齐车集团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机有限

公司、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常州铁道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等（排序不分先后）。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新林、段树华、曾金传、罗昭强、张 莹、娄树国、

苗 苗、赵太平、罗 伟、李彦坤、黄召明、曹炜洲、张 华、王亚彬、杨学军、

强惠萍、刘小春、杨梦勤、张 蕾、孙洲等（排名不分先后）。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未经中国中车集团

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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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轨道交通电气设备装调职业技能的能力要求等级、主要职责及

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轨道交通电气设备装调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

单位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

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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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50034-2013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52-2009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54-2011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5-2011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GB50303-2015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311-2016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的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轨道交通 Rail Transit

是指运营车辆需要在特定轨道上行驶的一类交通工具或运输系统，即轮轨形

式的交通运输系统。最常见类型有：传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3.2 电气设备 Electrical Equipment

是指利用高低压电器、电子元件、可编程控制器、变频器、触摸屏以及计算

机网络通信等器件构成的电气控制设备的统称。

3.3 装调 Alignment

即为装配与调试的统称。是指利用专业知识、方法和工具，将某一需求实现

成为具有一定功能产品的技能。

3.4 工作领域 Areas of work

是将职业岗位或岗位群所涉及的职业活动，按工作性质和要求分解成若干个

工作范畴或范围。

3.5 工作任务 Work assignment

是职业和岗位的工作内容，是通过对从业者的实际工作提炼、概括而形成的

具有普遍性、稳定性的工作内容。

3.6 职业技能要求 Skill Requirements

是完成工作任务所需职业素养、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的综合体现。

3.7 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一种专门为在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的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装置。采用可以

编制程序的存储器，用来在其内部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运算、计时、计数和

算术运算等操作的指令，并能通过数字式或模拟式的输入和输出，控制各种类型

的机械、电气或生产过程。

3.8 PID Proportion Integration Differentiation

比例积分微分的缩写。P的作用是比例，能够加快调节速度。I的作用是减

小误差，从而消除静差。D的作用是改善系统的动态性能。

3.9 GB GuoBiao

即 GB 国家标准，“国”，“标”二个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A8%E9%81%93/7199787
http://www.baidu.com/link?url=HWQPjQVJ-13h3yO6hvomjGz9FYg8111FxH806bGbnjWlDaDrURsmTPmAynsT76d9gj7t3q1swXX2DMt60FykbrMK8feXefpSQ81EAi5eCxC
http://www.baidu.com/link?url=GLHXN9gDQNgf-DUj5OjrgM5cm4LAHQxuQFg4MV6hEy7ErZTrDwdcwVhGO_wnfAUZTEwbUyqE2u8cgowfK3SCfftud91uwbkR8ZWJNTgkDrPCI79cpblqyVvmVq5bTX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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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LED Light Emitting Diode

发光二极管的英文缩写，简称 LED。它是一种通过控制半导体发光二极管的

显示方式，用来显示文字、图形、图像、动画、行情、视频、录像信号等各种信

息的显示屏幕。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内燃机车运用与检修、铁道车辆运用

与检修、电气化铁道供电、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城市轨道交通供电、

机电技术应用、电气运行与控制、电气技术应用、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电子电

器应用与维修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铁道机车车辆制造与维护、铁道通信信号设备制造与维护、

动车组检修技术、铁道机车、铁道车辆、铁道供电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自动化生产设备应用、机电设备安装技术、电机与电器

技术、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数控设备应用与维修、机电一体化技术、智能控制

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等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城市轨道交通设备与控制、智能制造工程、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智能控制技术、自动化技术与应用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轨道交通电气与控制、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机电技术教

育、智能制造工程、智能车辆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机电器智

能化、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智能装备与系统等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内燃机车运用与检修、铁道车辆运用

与检修、电气化铁道供电、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城市轨道交通供电、

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机电技术应用、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智能化生产线安装

与运维、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铁道机车车辆制造与维护、高速铁路动车组制造与维护、城

市轨道交通车辆制造与维护、轨道交通通信信号设备制造与维护、铁道机车运用

与维护、铁道车辆技术、动车组检修技术、铁道供电技术、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机电设备技术、电机与电器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智能机电技术、智能控制技

术、电气自动化技术等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轨道交通车辆工程技术、轨道交通智能控制装备技

术、高速铁路动车组技术、铁道机车智能运用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设备与控制技

术、智能制造工程技术、装备智能化技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智能控制技术、

自动化技术与应用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轨道交通电气与控制、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机电技术教

育、智能制造工程、智能车辆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机电器智

能化、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智能装备与系统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轨道交通电气设备装调】(初级)：主要面向电器元件检测、电气产品生产

制造与运用维护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电器元件检查与测量、简单电气设备安装

与调试等工作，从事电器元件检查与测量、简单电气设备安装与调试等工作。

【轨道交通电气设备装调】(中级)：主要面向电气产品设计改造、生产制造、

运维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电气产品设计、安装、调试、维护与检修等工作，从

事电气产品设计、安装、调试、维护与检修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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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电气设备装调】(高级)：主要面向电气产品设计、研发、制造、

运维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高端智能化电气产品设计与研发、安装与调试、维护

与检修等工作，从事高端智能化电气产品设计与研发、安装与调试、维护与检修

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轨道交通电气设备装调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

个级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轨道交通电气设备装调】（初级）：根据工作任务要求，从事电子电器检

测、电气安装、简单电气电路调试等工作。

【轨道交通电气设备装调】（中级）：根据产品技术文件要求，从事轨道装

备电气控制设计、改造、安装、调试、维护等工作。

【轨道交通电气设备装调】（高级）：根据业务的需求，从事现代智能化轨

道装备电气控制系统设计、研发、编程、组态、通信、调试、维护等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1 轨道交通电气设备装调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工具与仪表使

用、安全用电

1.1安全用电

1.1.1 能独立根据任务要求，正确选择工具、

仪表，测量绝缘参数。

1.1.2 能独立根据任务要求，合理选择导线截

面。

1.1.3 能独立分辨颜色标志、标示牌标志和型

号标志的使用。

1.1.4 能根据触电现场，进行触电急救的处理。

1.1.5 能根据电气火灾现场，进行电气火灾的

处理。

1.2安全防护用具

1.2.1 会正确使用高、低压验电器。

1.2.2 会正确使用携带型接地线。

1.2.3 会正确使用绝缘手套及绝缘靴、垫及绝

缘棒等。

1.3工具的使用

1.3.1 会正确使用螺丝刀、钢丝钳、斜口钳、

压线钳、电工刀及剥线钳等工具，达到熟练

程度。

1.3.2 会正确使用扳手、手锯、锉刀等工具，

达到熟练程度。

1.3.3 会正确使用液压、气动等常用工具，达

到一般会用程度。

1.3.4 会正确操作使用手电钻、热风枪、束带

枪等手持式电动工具，达到熟练程度。

1.3.5 会正确操作使用力矩扳手、力矩螺丝刀

等装调专用工具，达到一般会用程度。

http://www.so.com/s?q=%E6%A0%87%E7%A4%BA%E7%89%8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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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仪表的使用

1.4.1 会正确操作使用电压表、电流表、钳形

电流表、功率表及电度表等。

1.4.2 会正确操作使用万用表。

1.4.3 会正确操作使用兆欧表。

1.4.4 会正确操作使用接地电阻测量仪。

1.4.5 会正确操作使用单臂电桥、双臂电桥。

1.4.6 会正确操作使用示波器。

2.轨道交通简单

电气控制电路的

安 装与调试

2.1 低压电器的检

测与调试

2.1.1 能独立应用常用工具、仪表进行轨道交

通载运装备常用主令电器（如：按钮、转换

开关等）的检测与调试，达到能正确判断质

量好坏标准。

2.1.2 能独立应用常用工具、仪表进行轨道交

通载运装备典型接触器（如：交流接触器、

直流接触器等）的检测与调试，达到能正确

判断质量好坏标准。

2.1.3 能独立应用常用工具、仪表进行轨道交

通载运装备典型继电器（如：交流继电器、

直流继电器等）的检测与调试，达到能正确

判断质量好坏标准。

2.2配电系统、照明

线路的装调

2.2.1 能独立根据任务要求，使用常用工具、

仪表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备配电设备（如：

低压配电、照明控制、应急充电等）的安装、

维护与保养，达到达到设备正常运行标准。

2.2.2 能独立根据任务要求，正确选择轨道交

通载运装备配电系统与照明线路中的断路器

大小。

2.2.3 能独立根据任务要求，使用常用工具进

行轨道交通载运装备导线敷设及连接，达到

工艺要求标准。

2.2.4 能独立根据任务要求，使用常用工具进

行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触摸开关、感应开关

的安装，达到工艺安装要求标准。

2.2.5 能独立根据任务要求，使用常用工具进

行轨道交通载运装备漏电自动开关的安装，

达到工艺安装要求标准。

2.2.6 能独立根据任务要求，使用常用工具进

行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电能计量设备的安

装，达到工艺安装要求标准。

2.2.7 能独立根据任务要求，使用常用工具进

行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白炽灯、日光灯、电

子荧光灯、LED 灯等灯具的安装，达到工艺安

装要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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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直流电动机典

型控制电路的装调

2.3.1 能独立根据任务要求，使用常用工具、

仪表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直流电动机

正、反转、调速及能耗制动的控制安装与调

试，达到电气功能控制要求。

2.3.2 能独立根据任务要求，使用常用工具、

仪表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直流电动机的

正、反转、调速及能耗制动控制线路的故障

排除，恢复电气功能控制要求。

2.4 交流电动机典

型控制电路的装调

2.4.1 能独立根据任务要求，使用常用工具、

仪表进行单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绕组接线，达

到工艺安装要求标准。

2.4.2 能独立根据任务要求，使用常用工具、

仪表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上单相交流异步

电动机典型正反转控制安装、接线与调试，

达到工艺安装、接线要求及控制功能。

2.4.3 能独立根据任务要求，使用常用工具、

仪表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上三相交流异步

电动机典型启动控制电路安装、接线与调试，

达到工艺安装、接线要求及控制功能。

2.4.4 能独立根据任务要求，使用常用工具、

仪表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上三相交流异步

电动机典型正反转控制电路安装、接线与调

试，达到工艺安装、接线要求及控制功能。

2.4.5 能独立根据任务要求，使用常用工具、

仪表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上三相交流异步

电动机典型时间原则控制电路安装、接线与

调试，达到工艺安装、接线要求及控制功能。

2.4.6 能独立根据任务要求，使用常用工具、

仪表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上三相交流异步

电动机典型行程原则控制电路安装、接线与

调试，达到工艺安装、接线要求及控制功能。

3.轨道交通中简

单电子电路的装

调

3.1 电子元件识别

与检测

3.1.1 会正确使用常用仪表，独自完成电阻的

类别、功率、阻值的判别，到达选型和质量

好坏判别标准。

3.1.2 会正确使用常用仪表，独自完成电容的

类别、容量、耐压及质量的判别，到达选型

和质量好坏判别标准。

3.1.3 会正确使用常用仪表，独自完成电感的

类别、功率、阻值的判别，到达选型和质量

好坏判别标准。

3.1.4 会正确使用常用仪表，独自完成二极管、

三极管管脚及质量的判别，到达选型使用和

质量好坏判别标准。

3.1.5 会正确使用常用仪表，独自完成单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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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管、晶闸管类别、型号、管脚及质量的判

别，到达选型使用和质量好坏判别标准。

3.1.6 能正确识别常用与非门、三端稳压等集

成块型号与管脚，到达选型使用和质量好坏

判别标准。

3.1.7 能正确识别常用运算放大器集成块型号

与管脚，到达选型使用和质量好坏判别标准。

3.2 简单电子电路

焊接与调试

3.2.1 能正确操作使用电子焊接工具，按照焊

接工艺要求，独立完成轨道交通电气设备中

点焊、对焊、印制电路板焊等。

3.2.2 能根据任务要求，独立完成电子电路的

元器件安装、布局等，达到工艺要求。

3.2.3 能根据任务要求，独立完成电子电路的

连线焊接，达到工艺要求。

3.2.4 能根据任务要求，读懂电气原理，应用

电子焊接工具、仪表，独立完成轨道交通电

气设备中简单电路（如：稳压电源电路、可

控硅保护电路等）的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

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表2 轨道交通电气设备装调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轨道交通电气

设备中常用高低

压电器器件的检

查与调试

1.1接触器的拆装、

检查与调试

1.1.1 能使用有关工具，正确完成轨道交通载

运装备中直流接触器的拆装，达到拆卸工艺

要求。

1.1.2 能根据任务要求，使用有关工具、仪表，

正确完成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直流接触器的

检查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1.1.3 能使用有关工具，正确完成轨道交通载

运装备中交流接触器的拆装，达到拆卸工艺

要求。

1.1.4 能根据任务要求，使用有关工具、仪表，

正确完成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交流接触器的

检查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1.2 高压隔离开关

的检查与调试

1.2.1 能使用有关工具，正确完成轨道交通载

运装备中高压隔离开关的拆装，达到拆卸工

艺要求。

1.2.2 能根据任务要求，使用有关工具、仪表，

正确完成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高压隔离开关

的检查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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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万能转换开关

的拆装、检查与调

试

1.3.1 能根据任务要求，使用有关工具、仪表，

正确完成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万能转换开关

的拆装，并实现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的万

能转换开关控制，达到拆卸工艺要求。

1.3.2 能根据任务要求，使用有关工具、仪表，

正确完成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万能转换开关

的拆装，并实现三相电压监测的万能转换开

关控制，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2.轨道交通电气

设备中典型电气

控制电路的设计、

安装与调试

2.1 典型继电电气

控制电路设计、安

装与调试

2.1.1 能根据任务要求，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

备中典型电动机启动、制动控制电路设计，

并会使用有关工具、仪表，独立正确完成该

电路的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

能要求。

2.1.2 能根据任务要求，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

备中典型电动机时间原则控制电路的设计，

并会使用有关工具、仪表，独立正确完成该

电路的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

能要求。

2.1.3 能根据任务要求，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

备中典型电动机行程原则控制电路的设计，

并会使用有关工具、仪表，独立正确完成该

电路的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

能要求。

2.1.4 能根据任务要求，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

备中典型双速电机控制电路的设计，并会使

用有关工具、仪表，独立正确完成该电路的

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2.2 简单可编程控

制器电气控制电路

设计、安装与调试

2.2.1 能根据任务要求，使用可编程控制器

（PLC）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简单控制电

路的设计，达到符合控制功能要求。

2.2.2 能根据任务要求及设计的简单控制电

路，使用有关工具、仪表，会独立正确完成

相应电路的安装、接线与调试，达到安装工

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2.3 简单变频器电

气控制电路设计、

安装与调试

2.3.1 能根据任务要求，使用变频器进行轨道

交通载运装备中简单变频器电气调速控制电

路的设计，并会使用有关工具、仪表，独立

正确完成相应电路的安装、接线与调试，达

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2.3.2 能根据任务要求，使用变频器、PLC 进

行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简单电气调速系统的

设计，并会使用有关工具、仪表，独立正确

完成相应电路的安装、接线与调试，达到安

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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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轨道交通电气

设备中常用电子

电路的安装与调

试

3.1 常用模拟电子

电路的安装与调试

3.1.1 能根据任务要求，使用有关工具、仪表，

独立正确完成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典型功率

放大电路的安装与调试.

3.1.2 能根据任务要求，使用有关工具、仪表，

独立正确完成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典型放大

电路的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

能要求。

3.2 常用数字电子

电路的安装与调试

3.2.1 能根据任务要求，使用有关工具、仪表，

独立正确完成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典型组合

逻辑电路与时序电路的安装与调试，达到安

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3.2.2 能根据任务要求，使用有关工具、仪表，

独立正确完成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典型单稳

态、双稳态及多谐振荡应用电路的安装与调

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3.2.3 能根据任务要求，使用有关工具、仪表，

独立正确完成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典型集成

运放驱动电路的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

和控制功能要求。

3.3 常用电力电子

电路的安装与调试

3.3.1 能根据任务要求，使用有关工具、仪表，

独立正确完成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典型单相

可控整流电路的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

和控制功能要求。

3.3.2 能根据任务要求，使用有关工具、仪表，

独立正确完成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典型单相

交流调压电路的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

和控制功能要求。

3.3.3 能根据任务要求，使用有关工具、仪表，

独立正确完成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典型开关

电源电路的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

制功能要求。

4.轨道交通常用

电气设备的检查

与调试

4.1 轨道交通载运

装备部件加工生产

设备的检查与调试

4.1.1 能独立操作摇臂钻床，观察电气与机械

相关动作，使用有关工具、仪表，正确完成

电气故障检查与调试，达到设备正常运行功

能。

4.1.2 能独立操作万能铣床，观察电气与机械

相关动作，使用有关工具、仪表，正确完成

电气故障检查与调试，达到设备正常运行功

能。

4.1.3 能独立操作镗床，观察电气与机械相关

动作，使用有关工具、仪表，正确完成电气

故障检查与调试，达到设备正常运行功能。

4.1.4 能独立操作像天车（升降机）等类生产

设备，观察电气与机械相关动作，使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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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仪表，正确完成电气故障检查与调试，

达到设备正常运行功能。

4.2轨道交通载运

装备部件产品设备

（装置）的检查与

调试

4.2.1 能独立操作像机车照明电路、机车受电

弓控制电路、机车主断路器控制电路等类似

部件产品设备或装置，观察电气与机械相关

动作，使用有关工具、仪表，正确完成电气

故障检查与调试，达到设备正常运行功能。

4.2.2 能独立操作像车辆 380V 及 DC600V 供电

控制电路、电源照明控制柜、应急电源柜、

电子防滑器、轴温报警器、空调装置等类似

部件产品设备或装置，观察电气与机械相关

动作，使用有关工具、仪表，正确完成电气

故障检查与调试，达到设备正常运行功能。

表 3 轨道交通电气设备装调职业技能等级（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轨道交通中较

复杂电子电路的

设计、安装与调试

1.1 复杂模拟电子

电路的设计、安装

与调试

1.1.1 能根据任务要求，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

备中典型多级放大电路的设计，并会使用有

关工具、仪表，独立正确完成该电路的安装

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1.1.2 能根据任务要求，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

备中典型复杂集成运放电路的设计，并会使

用有关工具、仪表，独立正确完成该电路的

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1.1.3 能根据任务要求，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

备中典型多谐振荡电路的设计，并会使用有

关工具、仪表，独立正确完成该电路的安装

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1.1.4 能根据任务要求，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

备中典型综合模拟电子电路的设计，并会使

用有关工具、仪表，独立正确完成其电路的

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1.2 复杂数字电子

电路的设计、安装

与调试

1.2.1 能根据任务要求，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

备中典型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并会使用有

关工具、仪表，独立正确完成该电路的安装

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1.2.2 能根据任务要求，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

备中典型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并会使用有

关工具、仪表，独立正确完成该电路的安装

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1.2.3 能根据任务要求，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

备中典型计数电路的设计，并会使用有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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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仪表，独立正确完成该电路的安装与调

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1.2.4 能根据任务要求，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

备中典型综合简谐振荡、多谐振荡等应用电

路的设计，并会使用有关工具、仪表，独立

正确完成该电路的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工

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1.2.5 能根据任务要求，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

备中典型综合数字电子电路的设计，并会使

用有关工具、仪表，独立正确完成该电路的

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1.3 复杂电力电子

电路的设计、安装

与调试

1.3.1 能根据任务要求，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

备中典型单相可控硅整流电路的设计，并会

使用有关工具、仪表，独立正确完成该电路

的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

求。

1.3.2 能根据任务要求，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

备中典型单相逆变电路的设计，并会使用有

关工具、仪表，独立正确完成该电路的安装

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1.3.3 能根据任务要求，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

备中典型三相可控整流电路的设计，并会使

用有关工具、仪表，独立正确完成该电路的

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1.3.4 能根据任务要求，进行轨道交通载运装

备中典型三相交流调压电路的设计，并会使

用有关工具、仪表，独立正确完成该电路的

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2.轨道交通电气

设备中特种电机

控制的接线与调

试

2.1 步进电机的接

线与调试

2.1.1 能根据任务要求，独立正确设置使用步

进驱动器，达到控制功能要求。

2.1.2 能根据任务要求，进行步进驱动系统控

制电路设计，并会使用有关工具、仪表，独

立正确完成该电路的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

工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2.2 伺服电机的接

线与调试

2.2.1 能根据任务要求，独立正确设置使用伺

服驱动器，达到控制功能要求。

2.2.2 能根据任务要求，进行伺服驱动系统控

制电路设计，并会使用有关工具、仪表，独

立正确完成该电路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工

艺和控制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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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轨道交通电气

设备中综合性现

代电气控制系统

的设计安装与调

试

3.1 PLC、变频器组

成的综合轨道装备

电气控制系统的设

计、安装与调试

3.1.1 能根据任务要求，会编写 PLC 程序实现

变频器各种运行控制。

3.1.2 能根据任务要求，使用模拟量输入输出

模块，会编写 PLC 程序实现功能控制。

3.1.3 能根据任务要求，会编写 PLC 程序实现

PID 闭环控制。

3.1.4 能根据任务要求，应用 PLC 功能指令，

会编写 PLC 程序进行工程实例控制。

3.1.5 能根据任务要求，使用 PLC、变频器进

行电路设计，并会使用有关工具、仪表，独

立正确完成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中典型的综合

电气控制系统的安装与调试。

3.2 PLC、变频器、

触摸屏组成的综合

轨道装备电气控制

系统的设计、安装

与调试

3.2.1 能独立正确选用、连接触摸屏。

3.2.2 能独立正确设置触摸屏与 PLC 之间的通

信参数。

3.2.3 能独立正确编辑和修改触摸屏组态画

面。

3.2.4 能根据任务要求，编写程序实现 PLC、

变频器、触摸屏之间相互控制。

3.2.5 能根据任务要求，使用 PLC、变频器、

触摸屏等器件，进行轨道交通列车典型控制

系统设计、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

制功能要求。

3.3主从站PLC控制

系统的设计、安装

与调试

3.3.1 能独立正确完成主从站 PLC 之间的连

接。

3.3.2 能独立正确设置主从站 PLC 之间通信参

数。

3.3.3 能根据任务要求，编写主从站程序实现

PLC 主从站之间远程相互控制。

3.3.4 能根据任务要求，采用主从站 PLC 之间

通信原理，进行轨道交通列车重联典型控制

系统设计、安装与调试，达到安装工艺和控

制功能要求。

4.轨道交通中复

杂电气设备的检

查与调试

4.1 轨道交通载运

装备部件加工现代

化先进电气设备的

检查与调试

4.1.1 能独立操作数控车，观察设备相关动作，

使用有关工具、仪表，正确完成设备的检查

与调试，达到符合设备运行功能要求。

4.1.2 能独立操作数控铣，观察设备相关动作，

使用有关工具、仪表，正确完成设备的检查

与调试，达到符合设备运行功能要求。

4.1.3 能独立操作数控加工中心，观察设备相

关动作，使用有关工具、仪表，正确完成设

备的的检查与调试，达到符合设备运行功能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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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轨道交通载运

装备总成的检查与

调试

4.2.1 能独立操作轨道交通机车车辆牵引传动

与控制系统设备，观察各设备相关动作，使

用有关工具、仪表等，正确完成轨道交通机

车车辆整车的的检查与调试，达到符合设备

运行功能要求。

4.2.2 能独立操作轨道交通城轨车辆牵引传动

与控制系统设备，观察各设备相关动作，使

用有关工具、仪表等，正确完成轨道交通城

轨车辆整车的的检查与调试，达到符合设备

运行功能要求。

4.2.3 能独立操作轨道交通高速列车动车组牵

引传动与控制系统设备，观察各设备相关动

作，使用有关工具、仪表等，正确完成轨道

交通高速列车动车组整车的的检查与调试，

达到符合设备运行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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