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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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技术学院分

公司、国网黑龙江电力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孟夏、甘权、杨博、李国胜、魏书印、司泰龙、李俊、

苏琦、张园园、齐磊等。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未经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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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变电二次安装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

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变电二次安装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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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变电二次安装工作中应遵循以下操作规范：

GB 50148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力变压器、油浸电抗器、互感器施工及验收

规范

GB 50169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49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71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72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蓄电池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03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国家、行业、企业其他有关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二次设备 secondary Equipment

是指对一次设备的工作进行监测、控制、调节、保护以及运行、维护人员提

供运行工况或生产指挥信号所需的低压电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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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二次回路 secondary Circuit

测量回路、继电保护回路、开关控制及信号回路、操作电源回路、断路器和

隔离开关的电气闭锁回路等全部低压回路。由二次设备互相连接，构成对一次设

备进行监测、控制、调节和保护的电气回路称为二次回路。

3.3 动力电缆 power Cable

动力电缆是指线径粗大，一般为三芯或四芯，相间绝缘较厚，外侧有金属铠

甲保护的电缆。主要用于供电系统作为三相工业用电或单相民用电源的主干线。

3.4 控制电缆 control Cable

控制电缆是适用于工矿企业、能源交通部门、供交流额定电压450/750伏以

下控制、保护线路等场合使用的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控制电缆。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水电站运行与管理、火电厂机电设备安装与检修、发电厂及

变电站电气设备、供用电技术、电气运行与控制、电气技术应用、水利水电工程

施工、水利工程运行与管理、城市轨道交通供电、光伏工程技术与应用、风电场

机电设备运行与维护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供用电技术、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与自动

化技术、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水电站与电力网、电源变换技术与应用、农业电

气化技术、铁道供电技术、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分布式发电与微电网技术、

风电系统运行与维护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智能电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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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工程、农业电气化、轨道交通电气与控制、水利水电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新能源工程等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发电厂及变电站运行与维护、水电厂机电设备安装与运行、

电力系统自动化装置调试与维护、火电厂热力设备安装、火电厂热工仪表安装与

检修、供用电技术、光伏工程技术与应用、风力发电设备运行与维护、水泵站机

电设备安装与运行、水电站运行与管理、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发电厂及电力系统、水电站机电设备与自动化、水电站与电

力网技术、分布式发电与智能微电网技术、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电力系统继电

保护技术、供用电技术、农业电气化技术、太阳能光热技术与应用、光伏工程技

术、风力发电工程技术、水电站设备安装与管理、轨道交通通信信号设备制造与

维护、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铁道供电技术、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智能电网信

息工程、农业电气化、轨道交通电气与控制、水利水电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新能源工程等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电力工程及自动化、智能电网工程技术、新能源发

电工程技术、农业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利水电设备及自动化、电气工程

及自动化、自动化技术与应用、轨道交通智能控制装备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设备

与控制技术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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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二次安装】（初级）：主要面向电力行业、电力生产领域的变电二次

安装、变电二次设备维护、变电二次设备检修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屏柜固定、

屏柜内简单元器件安装、电（光）缆和网线终端的制作、电（光）缆和网线线芯

的核对等工作。变电二次安装的初级技术技能人才能够运用基本技能独立完成本

工种的简单工作。

【变电二次安装】（中级）：主要面向电力行业、电力生产领域的变电二次

安装、变电二次设备维护、变电二次设备检修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基础型钢安

装及复测、交直流系统内部元件的安装及接线、蓄电池组安装、动力电缆、控制

电缆二次回路的接线等工作。变电二次安装的中级技术技能人才能够熟练运用基

本技能独立完成本工种的常规工作；与他人合作可以完成较为复杂的工作。

【变电二次安装】（高级）：主要面向电力行业、电力生产领域的变电二次

安装、变电二次设备维护、变电二次设备检修等职业岗位，能从事交直流简单系

统调试、通信电（光）缆接续、蓄电池组充放电试验等工作。变电二次安装的高

级技术技能人才能够熟练运用基本技能和专门技能完成较为复杂的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变电二次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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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电二次安装】（初级）：掌握二次设备安装要求、二次电缆施工要求、

二次回路识图方法等知识，具备二次设备的检查、二次电缆敷设及二次电缆芯核

对、的相关能力，能从事屏柜固定、屏柜内简单元器件安装、电（光）缆和网线

终端的制作、电（光）缆和网线线芯的核对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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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二次安装】（中级）：熟练掌握二次设备安装、施工原则和方法，具

备屏柜内复杂元器件安装、电缆整理排列及电缆保护管安装、交直流系统安装接

线、二次接线的相关能力，能从事基础型钢安装及复测、交直流系统内部元件的

安装及接线、蓄电池组安装、动力电缆、控制电缆二次回路的接线等工作。

【变电二次安装】（高级）：熟练掌握二次设备安装要求、电缆施工要求，

二次回路检查原理，交直流系统工作原理等知识，具备蓄电池组试验、交直流简

单系统调试、通信电缆接校、光缆接续的能力，能从事交直流简单系统调试、通

信电（光）缆接续、蓄电池组充放电试验等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变电二次安装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二次设备安

装

1.1 二次设备开箱检查

1.1.1能正确选择并检查开箱所需工器

具。

1.1.2能正确使用工器具及方法完成二

次设备包装箱的开启。

1.1.3能正确地完成屏体搬运工作。

1.1.4能正确进行设备识别。

1.1.5能依据设备到货清单在指导下清

点设备及配件。

1.2 二次设备固定

1.2.1能依据屏柜布置图完成屏柜箱定

位工作。

1.2.2能正确进行屏柜箱固定工作。

1.2.3能正确选择工具检查屏柜水平偏

差、盘面偏差及盘间接缝偏差情况。

1.2.4能正确调整屏柜水平偏差值、盘

面偏差值及盘间接缝偏差值至合格。

1.3 二次设备接地

1.3.1 能正确进行接地线选择。

1.3.2能正确选择接地线安装位置。

1.3.3 能正确进行接地线的连接。

1.3.4能按照标准要求进行接地端子标

示。

1.4 屏柜内元器件安装

1.4.1 能按照正确的顺序和方法读懂

安装接线图纸。

1.4.2能按照安装接线图纸要求进行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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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箱内常见电器元件选择。

1.4.3能按照安装接线图纸要求要求完

成屏柜箱内常见元器件安装。

1.4.4能按照规范要求进行屏柜箱内常

见元器件安装后检查工作。

2.二次电缆施

工

2.1 二次电缆敷设

2.1.1能根据电缆清册进行电缆型号、

电压、规格及长度识别与选择。

2.1.2能根据光缆清册进行光缆型号、

电压、规格及长度识别与选择。

2.1.3能进行网线识别。

2.1.4能完成电（光）缆、网线的敷设

工作。

2.2 二次电缆终端制作

2.2.1能按照工艺要求完成二次电缆终

端制作。

2.2.2能按照工艺要求完成光缆终端制

作。

2.2.3能按照工艺要求完成网线终端制

作。

2.2.4能完成电缆屏蔽层制作。

2.3 电缆标识牌安装

2.3.1能完成电缆标识牌的制作。

2.3.2能完成光缆标识牌的制作。

2.3.3能完成网线标识牌的制作。

2.3.4能根据电（光）缆、网线清册正

确进行电（光）缆、网线标识牌的安

装。

2.4 防火封堵

2.4.1能正确识别防火涂料、防火包、

防火隔板、阻火墙等防火封堵材料。

2.4.2能完成孔洞管口等简单部位的封

堵工作。

2.4.3能进行孔洞管口等简单部位的封

堵后密闭性检查。

2.4.4能进行孔洞管口等简单部位的封

堵后防火性能检查。

3.二次回路工

作

3.1 二次电缆线芯核对

3.1.1能使用合适的工具和方法进行电

缆线芯核对。

3.1.2能使用合适的工具和方法进行光

缆芯线核对。

3.1.3能使用合适的工具和方法进行网

线线芯核对。

3.1.4能根据施工图纸进行电（光）缆、

网线线芯常规标识制作。

3.2 二次接线

3.2.1能正确识读安装接线图。

3.2.2能独立完成屏柜、端子箱动力电

缆二次回路接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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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能独立完成屏柜、端子箱控制电

缆二次回路接线。

3.2.4能完成不同功能的二次线接地工

作。

3.3 二次回路绝缘检查

3.3.1能正确选择绝缘检查的仪表和设

备。

3.3.2能正确使用仪表和设备进行绝缘

测试。

3.3.3能规范记录测试结果。

3.3.4能正确分析测试结果并处理。

表 2 变电二次安装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二次设备安

装

1.1 基础型钢安装

1.1.1能按照规范流程完成基础型钢的

安装。

1.1.2能进行基础型钢的不平度检测并

调整偏值差至合格。

1.1.3能进行基础型钢的不直度检测并

调整偏差值差至合格。

1.1.4能进行基础型钢的不平行度的检

测并调整偏值差至合格。

1.2 屏柜内复杂元器件

安装

1.2.1能按照安装接线图纸要求完成继

电保护装置安装。

1.2.2能按照安装接线图纸要求完成屏

顶小母线安装。

1.2.3能按照安装接线图纸要求完成屏

顶柜内电能表安装。

1.2.4能按照安装接线图纸要求完成柜

内端子排安装。

1.3 蓄电池组安装

1.3.1能准确识别不同型号蓄电池。

1.3.2能完成蓄电池组的安装工作。

1.3.3能完成蓄电池组的连接工作。

1.3.4 能完成蓄电池组的电压检测工

作。

2.二次电缆施

工

2.1 二次电缆支架及槽

盒安装

2.1.1能正确使用水平仪、千分尺等工

器具。

2.1.2能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器具完成电

缆支架安装。

2.1.3能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器具完成电

缆桥架安装。

2.1.4能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器具完成光

缆槽盒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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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能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器具完成网

线槽盒安装。

2.1.6能完成电缆支架、电缆桥架、光

缆槽盒、网线槽盒安装误差检测工作。

2.2 防火封堵

2.2.1能正确进行封堵材料的选择。

2.2.2能够完成盘、柜等复杂部位的封

堵工作。

2.2.3能进行盘、柜等复杂部位的封堵

后密闭性检查。

2.2.4能进行盘、柜等复杂部位的封堵

后防火性能检查。

2.2.5能完成防火涂料涂刷工作。

2.3 二次电缆排列

2.3.1 能按照标准工艺进行电缆的整

理、固定、排列工作。

2.3.2 能按照标准工艺进行光缆的整

理、固定、排列工作。

2.3.3 能按照标准工艺进行网线的整

理、固定、排列工作。

2.3.4能完成排列后的电（光、网）缆

水平度和转弯半径的检查工作。

2.4 二次电缆保护管安

装

2.4.1能按照标准工艺完成电缆保护管

的安装。

2.4.2能按照标准工艺完成光缆保护管

的安装。

2.4.3能按照标准工艺完成网线保护管

的安装。

2.4.4能对电（光、网）缆保护管安装

后的密封性和水平度进行检查。

3.交直流系统

设备安装调试

3.1 交直流系统内部连

线

3.1.1能完成直流系统内部元件安装工

作。

3.1.2能完成直流系统内部元件接线工

作。

3.1.3能完成交流系统内部元件安装工

作。

3.1.4能完成交流系统内部元件接线工

作。

3.2 直流系统调试

3.2.1 能准确识别直流回路的组成部

分。

3.2.2能正确使用直流绝缘监察装置并

对直流系统进行分析。

3.2.3 能完成直流馈线回路的检查工

作。

3.2.4能完成直流系统单元件的检查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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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交流系统调试

3.3.1 能准确识别交流回路的组成部

分。

3.3.2 能准确叙述交流系统的工作原

理及作用。

3.3.3 能完成交流馈线回路的检查工

作。

3.3.4 能完成交流系统单元件的检查

工作。

3.4 UPS调试

3.4.1能完成 UPS装置的安装工作。

3.4.2能完成 UPS的整流调试工作。

3.4.3 能完成 UPS的直流-逆变调试工

作。

3.4.4 能完成 UPS 的旁路切换调试工

作。

4.二次回路工

作

4.1 通信线缆接线

4.1.1能准确识别通信线缆。

4.1.2能正确完成不同型号通信线缆的

排序工作。

4.1.3能完成通信线缆的制作。

4.1.4能完成通信线缆的接校。

4.1.5能完成通信线缆的接校后检查工

作。

4.2 光纤接续

4.2.1能熟练使用光纤熔接机进行熔接

操作。

4.2.2能完成光缆接续工作。

4.2.3能完成光缆终端制作工作。

4.2.4能完成光纤法兰盘的安装及熔接

工作。

4.3二次回路的检验

4.3.1能完成二次回路接线牢固性的检

查工作。

4.3.2能完成二次回路接线接触性的检

查工作。

4.3.3能按照二次回路接线图对操作回

路接线进行核查。

4.3.4能对电流回路和电压回路接线进

行正确性检查。

表 3 变电二次安装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电缆施工 1.1 电缆敷设

1.1.1能完成电缆敷设的路径、层次排

列、敷设顺序等设计工作。

1.1.2能完成光缆敷设的路径、层次排

列、敷设顺序等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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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能完成网线敷设的路径、层次排

列、敷设顺序等设计工作。

1.1.4 能按照正确层级进行电（光、网）

缆的敷设工作。

1.2 防火封堵

1.2.1 能根据不同类型的阻火墙选择

封堵材料。

1.2.2能完成电缆沟内阻火墙的设置和

施工工作。

1.2.3能完成电缆沟内阻火墙的封堵后

密闭性检查。

1.2.4能完成电缆沟内阻火墙的封堵后

防火性能检查。

1.3 二次电缆保护管制

作

1.3.1能完成电缆保护管制作工作。

1.3.2能完成光缆保护管制作工作。

1.3.3能完成网线保护管制作工作。

1.3.4能对电（光、网）缆的保护管制

作后进行工艺标准检查。

2.交直流系统

设备调试

2.1 直流系统调试

2.1.1能正确完成直流系统电压精度测

量。

2.1.2能正确完成直流系统电流精度测

量。

2.1.3能正确完成直流系统纹波系数测

量。

2.1.4能正确完成直流系统交流输入电

源切换试验。

2.2 交流系统调试

2.2.1能根据交流系统图进行正确性检

查。

2.2.2能完成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调

试工作。

2.2.3能完成交流系统整体调试工作。

2.2.4 能正确完成调试后调试报告编

写。

2.3 蓄电池充放电试验

2.3.1能完成蓄电池放电实验。

2.3.2能完成蓄电池充电试验。

2.3.3能对蓄电池充放电试验结果进行

分析和处理。

2.3.4能按标准完成蓄电池充放电结束

后实验报告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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