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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加强城镇燃气行业燃气设施操作运行和客服人员队伍建设，推进城镇燃

气行业职业培训制度的实施，规范城镇燃气行业职业技能标准及培训考核，制定

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管道燃气客服员、瓶装气客服员、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液

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燃气管网运行工、燃气用户安装

检修工和液化天然气储运工 8个工种职业技能的培训考核。

1.0.3 城镇燃气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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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管道燃气客服员 gas pipeline for customer servicer

从事管道燃气用户供气服务、送气安检、安全用气指导以及销售核算的

人员。

2.0.2 瓶装气客服员 bottled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servicer

从事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户供气服务、送气安检、安全用气指导以及销售

核算的人员。

2.0.3 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 gas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station operator

操作燃气净化、储存、调压、加臭、计量、气量分配、气质检测等设施

设备，进行燃气输配作业的人员。

2.0.4 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depot operator

操作液化石油气加压、装卸、储存、充装等设施设备，进行液化石油气

储运作业的人员。

2.0.5 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 compressed natural gas station operator

操作压缩天然气加压、装卸、存储、加热、调压、计量、加臭等设施设

备，进行压缩天然气输配作业的人员。

2.0.6 燃气管网运行工 gas pipe network operator

使用专用设备与工具，进行城镇燃气管网系统投产通气、运行维护、调

压、泄漏巡查、巡检、管线位置确定、故障维修和抢修作业的人员。

2.0.7 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 gas user installation and repair worker

从事城镇燃气用户设施及燃气用具安装、开通置换、安检、维护、维修

及抢修作业的人员。

2.0.8 液化天然气储运工 liquefied natural gas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worker

操作液化天然气装卸、储存、加压、气化、调压、计量和加臭等设施设

备，进行液化天然气储运作业的人员。

2.0.9 职业技能标准 occupational skills standards

根据职业的活动内容，对从业人员职业技能水平的规范性要求。

2.0.10 职业道德 profession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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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基本观念、意识、品质和行为的要求，主要包括社

会公德和职业守则。

2.0.11 职业要求 occupational requirements

在职业活动范围内，对从业人员提出的具体条件。

2.0.12 职业技能 occupational skills

在职业活动范围内，从业人员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操作技能。

2.0.13 职业培训合格证 occupat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从业人员参加某一职业所必备的学识和技能培训考核合格的证明。

2.0.14 安全生产知识 safety knowledge

在社会生产经营中，为避免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

的预防和控制措施，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

利进行必须掌握的相关知识。

2.0.15 理论知识 theoretical knowledge

本职业各等级从业人员应具备的与职业活动密切相关的系统知识体系，

包括基本知识、专业知识及相关知识。

2.0.16 操作技能 operational skills

本职业各等级从业人员通过学习而掌握的符合本职业作业法则的操作

活动能力，也称动作技能、运动技能。

2.0.17 技能实训 skill training

在作业现场由师傅带教下进行的某一职业实践操作活动，或在规定的实

训场所进行的某一职业（工种）的实践操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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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职业道德

3.1.1 城镇燃气行业从业人员应提升职业道德，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守则。

3.1.2 城镇燃气行业从业人员应遵守下列职业守则：

1 遵守燃气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管理规定。

2 养成和弘扬执着专注、作风严谨、精益求精、敬业守信的工匠精神。

3 树立安全第一、质量至上的理念，团结协作，文明作业。

4 刻苦钻研技术，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提升传承与创新能力。

3.2 职业技能等级

3.2.1城镇燃气行业从业人员职业技能等级由低到高可分为：职业技能五级、职

业技能四级、职业技能三级、职业技能二级和职业技能一级。

3.2.2城镇燃气行业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各等级应符合下列条件：

1 职业技能五级：能运用基本技能独立完成本职业常规工作；能识别本职业

所及的常见材料（对象）；能操作简单的机械设备并进行例行保养。

2 职业技能四级：能熟练运用基本技能独立完成本职业的常规工作；能运用

专门技能独立或与他人合作完成技术较为复杂的本职业工作；能区分本职业所涉

及的常见材料（对象）；能操作常用的机械设备并进行一般的维修。

3 职业技能三级：能熟练运用基本技能和专门技能完成本职业较为复杂的工

作，包括完成部分非常规性工作；能独立处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能培训和指导

本等级以下技工；能按照设计要求，合理选用本职业所及的材料（对象）；能操

作较为复杂的机械设备及进行一般的维修。

4 职业技能二级：能熟练运用专门技能和特殊技能完成本职业复杂的、非常

规性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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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本职业技术技能方面的创新能力；能培训和指导本等级以下技工；具有一定

的技术管理能力；能按照用户或设计要求，合理选用本职业所及的材料 (对象）；

能操作复杂的机械设备及进行一般的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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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职业技能一级：能熟练运用专门技能和特殊技能完成在本职业各领域复杂

的、非常规性工作；熟练掌握本职业的关键技术技能；能独立处理和解决高难度

的技术问题或工艺难题；具有较好的本职业技术攻关和工艺革新能力；能组织开

展本职业技术改造、技术革新活动；能培训和指导本等级以下技工；具有较强的

技术管理能力。

3.3 职业要求和职业技能构成

3.3.1 职业要求和职业技能可分为安全生产知识、理论知识、操作技能三个模块：

1 安全生产知识应包括安全基础知识和作业现场安全操作知识；

2 理论知识应包括基本知识、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

3 操作技能应包括基本操作技术能力、工具设备的使用和维护能力、创新

与指导能力。

3.3.2 职业要求中对安全生产知识和理论知识的目标要求由高到低应分为“掌

握、熟悉、了解”三个层次，对操作技能的目标要求由高到低应分为“熟练、能够、

会”三个层次。

3.4 职业技能培训考核

3.4.1 职业技能培训考核形式分为笔试、实际操作两种。

3.4.2 职业技能培训考核结果应分为合格、不合格。

3.4.3 职业技能培训考核应按照本标准第 3.3.1条所述模块顺序递进式进行，三

个模块考核均合格后，方能获得相应的职业培训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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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道燃气客服员职业技能标准

4.1 职业要求

4.1.1 职业技能五级管道燃气客服员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4.1.1的规定。

表 4.1.1 职业技能五级管道燃气客服员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内容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常识

（4） 了解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理论知识

（5） 掌握燃气分类、组成和特性

（6） 掌握燃气计量单位

（7） 掌握服务规范礼仪

（8） 熟悉抄表收费知识

（9） 熟悉燃气检测方法

（10） 熟悉仪器仪表知识

（11） 熟悉岗位操作系统功能

（12） 熟悉证件、货币识别

（13） 了解燃气安全隐患识别

（14） 了解户内燃气管线构成、安装

（15） 了解城镇燃气输配系统分类构成

（16） 了解燃气中毒急救方法

3 操作技能

（17） 熟练使用工器具

（18） 熟练运用燃气计量单位

（19） 能够使用普通话

（20） 能够应用服务礼仪

（21） 能够处理基本收费业务

（22） 能够操作服务终端设备进行信息录入、查询

（23） 能够受理供气合同、开销户、报漏报修、通气、改管业务

（24） 能够解答燃气咨询

（25） 能够宣传安全用气

（26） 能够检测用户用气压力

（27） 会判断燃气场所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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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会识别燃气安全隐患

（29） 会填写报表、台帐

（30） 会识别货币、证件真伪

（31） 会使用岗位操作系统

（32） 会指导居民用户使用燃气器具

（33） 会进行燃气中毒急救

（34） 会回访用户

4.1.2 职业技能四级管道燃气客服员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4.1.2的规定。

表 4.1.2 职业技能四级管道燃气客服员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知识

（4） 了解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5） 了解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2 理论知识

（6） 掌握工器具用途和功能

（7） 掌握仪器仪表知识

（8） 掌握沟通技巧

（9） 熟悉城镇燃气输配系统分类构成

（10） 熟悉岗位操作系统

（11） 熟悉燃气安全隐患识别

（12） 熟悉户内燃气管线构成、安装工艺

（13） 了解城镇燃气供用气基本规律

（14） 了解工商业用户的用气器具和设备

（15） 了解信息统计知识

3 操作技能

（16） 熟练识读仪器仪表

（17） 熟练应用沟通技巧

（18） 熟练运用岗位操作系统

（19） 能够受理应急话务

（20） 能够识别燃气安全隐患

（21） 能够办理燃气保险、退保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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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能够根据工程信息判断区域故障

（23） 能够判断燃气器具使用工况、调试灶具

（24） 能够判别用气场所使用条件

（25） 能够处理费用结算、退转款、财务对帐、支票填写审核等基础

业务

（26） 能够指出燃烧器具、连接管的符合性要求

（27） 能够提供改线设计

（28） 能够记录、整理燃气表故障说明

（29） 能够判断燃气设施故障

（30） 能够处理投诉

（31） 会根据用气量分析燃气使用情况

（32） 会提出安全使用注意事项和建议

（33） 会编写燃气事件报告

（34） 会指导选购燃气燃烧器具、热水器

4.1.3 职业技能三级管道燃气客服员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4.1.3的规定。

表 4.1.3 职业技能三级管道燃气客服员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知识

（4）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5） 熟悉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6） 了解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2 理论知识

（7） 掌握城镇燃气输配系统分类构成

（8） 掌握燃气安全隐患识别

（9） 掌握岗位操作系统

（10） 熟悉计量换算

（11） 熟悉新型仪器仪表使用知识

（12） 熟悉城镇燃气供用气基本规律

（13） 熟悉工商业用户的燃气燃烧器具和设备

（14） 熟悉户内管线构成、安装工艺

（15） 熟悉信息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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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熟悉工作标准化常识

（17） 了解城镇燃气的供气质量标准

（18） 了解用气设施故障排除方法

3 操作技能

（19） 熟练处理疑难业务

（20） 熟练操作岗位系统

（21） 熟练识别燃气安全隐患

（22） 能够整理分析信息

（23） 能够实施欠费催缴

（24） 能够处理特殊疑难入户检表

（25） 能够判断计量工况

（26） 能够开具增值税发票

（27） 能够办理银行托收业务

（28） 能够提出户内安全隐患整改方案

（29） 能够编写工作报表

（30） 能够编制标准化服务方案

（31） 能够指导选购燃气器具、热水器

（32） 能够培训和指导四级及以下管道燃气客服员的操作

（33） 会排除用气设施故障

4.1.4 职业技能二级管道燃气客服员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4.1.4的规定。

表 4.1.4 职业技能二级管道燃气客服员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掌握安全生产知识

（4） 掌握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5） 熟悉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6） 熟悉安全事故处置预案

（7） 了解安全事故预案编制方法

2 理论知识

（8） 掌握计量换算知识

（9） 掌握新型仪器仪表结构原理

（10） 掌握户内管线安装流程

（11） 掌握信息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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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掌握城镇燃气供用气基本规律

（13） 熟悉城镇燃气的供气质量标准

（14） 熟悉岗位操作系统功能设计

（15） 熟悉服务体系和工作流程

（16） 熟悉班组管理常识

（17） 熟悉培训指导方法

（18） 了解制图图例

3 操作技能

（19） 熟练换算计量单位

（20） 熟练应用新型仪器仪表

（21） 熟练预判燃气事故现场危险程度

（22） 能够归纳、整理、分析客户信息，预测服务需求

（23） 能够编写业务指导手册

（24） 能够处理突发事件

（25） 能够编写燃气安全使用宣传资料

（26） 能够识别供、用气异常情况

（27） 能够处置燃气故障

（28） 能够编制个性化服务方案

（29） 能够培训和指导三级及以下管道燃气客服员的操作

（30） 会推广应用新型仪表

（31） 会绘制工艺流程简图

4.2 职业技能

4.2.1 职业技能五级管道燃气客服员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4.2.1的规定。

表 4.2.1 职业技能五级管道燃气客服员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安

全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3） 工器具的使用

（4）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5） 计量基础知识

（6） 工器具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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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基础

知识

（7） 燃气分类、组成、特性

（8） 户内燃气设施构成安装

（9）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分类构成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0） 仪器仪表识读

设备特征与

功能

（11） 常用设备功能及特征

（12） 燃气质量标准

（13） 居民用户燃气燃烧器具知识

操作规程

（14） 服务窗口

（15） 话务受理

（16） 安全检测

（17） 抄表收费

相关知识

用户服务管

理系统
（18） 用户服务管理系统功能

服务礼仪

（19） 接待礼仪

（20） 上门礼仪

（21） 电话礼仪

急救常识 （22） 燃气中毒急救方法

币证知识 （23） 货币、证件真伪识别标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接待燃气

用户

（24） 使用普通话

（25） 礼貌接待用户

燃气受理

业务

（26） 处理报漏、报修、通气、改管等常规业务

（27） 用户信息录入、查询办理

（28） 分类转办业务需求

（29） 介绍销售燃气燃烧器具

（30） 解答咨询

（31） 回访用户

抄表收费

业务

（32） 抄表收费

（33） 签订供气合同

（34） 辨识货币、证件真伪

（35） 处理开户、销户

（36） 介绍缴费流程和途径

（37） 核对燃气基本信息

（38） 填写账单、核对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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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填写报表、台帐

安全检查

（40） 安全检测

（41） 判断燃气燃烧器具使用工况，调节燃烧

器具

（42） 判识用气场所的使用条件

（43） 宣传安全用气

（44） 指导用户使用燃气设施及燃气具

工具设备的

使用和维护

使用 （45） 常用工器具的使用

维护 （46） 常用工器具的保养

4.2.2 职业技能四级管道燃气客服员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4.2.2的规定。

表 4.2.2 职业技能四级管道燃气客服员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安

全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流程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7） 计量基础知识

（8） 工器具知识

燃气基础

知识

（9）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分类构成

（10） 城镇燃气供用基本规律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1） 仪器仪表应用

设备特征与

功能

（12） 商业用户燃烧器具和设备

（13） 户内燃气设施及管材管件

操作规程

（14） 受理应急话务流程

（15） 费用结算、财务对帐、支票填写流程

（16） 投诉处理

（17） 保险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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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

用户服务管

理系统
（18） 用户服务管理系统应用

服务礼仪
（19） 服务标准流程

（20） 用户沟通技巧

财务知识 （21） 报表统计与分析方法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技

能

接待燃气

用户

（22） 应用沟通技巧

（23） 辨识服务形象、服务流程不规范问题

燃气受理

业务

（24） 处理投诉

（25） 受理应急话务

（26） 解答用户疑难问题

（27） 编写燃气事件报告

（28） 判断用户用气区域故障

（29） 回访特殊用户

抄表收费

业务

（30） 费用结算、退转款、财务对帐

（31） 填写、审核支票

（32） 根据用气量分析燃气使用情况

（33） 解答检表问题

（34） 燃气保险办理、退保

（35） 记录、整理燃气表故障说明

安全检查

（36） 辨识民用燃器具故障

（37） 判断用户燃气设施故障

（38） 判断燃烧器具、连接管的符合性要求

（39） 提出燃气用户隐患的整改建议

（40） 提供燃气改线建议

（41） 提出安全使用注意事项和建议

（42） 指导选购燃气燃烧器具

工具设备的

使用和维护

使用
（43） 专用工器具和仪表的使用

（44） 专用检测仪器的使用

维护
（45） 专用工器具和仪表的保养

（46） 专用检测仪器的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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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职业技能三级管道燃气客服员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4.2.3 的规定。

表 4.2.3 职业技能三级管道燃气客服员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安

全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理论

知识

基本

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7） 计量换算知识

燃气基础

知识

（8） 城镇燃气供气质量标准

（9） 户内燃气设施安全隐患风险管理知识

（10） 用气设施故障排除方法

（11） 用气条件下的常见供气解决方法

专业

知识

工艺流程 （12） 新型仪器仪表识读

设备特征与

功能
（13） 商业用户燃气具和设备

操作规程

（14） 用气设施故障排除方法

（15） 燃气设施安全隐患整改方案

（16） 信息统计分析

（17） 用户燃气设施疑难处理

相关

知识

用户服务管

理系统

（18） 服务现场操作系统功能设计

（19） 新型系统应用

服务管理

（20） 服务质量评价、改进方法

（21） 服务流程设计

（22） 特殊用户需求识别

（23） 服务标准制定知识

（24） 组织绩效管理常识

（25） 情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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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接待燃气

用户

（26） 接待情绪用户

（27） 分析用户信息

燃气受理

业务

（28） 疑难业务处理

（29） 分析统计供、用气数据

（30） 整理、分析业务数据及资料

（31） 改进岗位操作系统功能

（32） 安抚情绪客户

抄表收费

业务

（33） 催缴欠费

（34） 特殊疑难户检表

（35） 判断异常计量工况

（36） 开具增值税发票

（37） 办理银行托收业务

（38） 编写工作报表

安全检查

（39） 排除用户用气设施故障

（40） 提出户内安全隐患整改方案

（41） 指导选购燃气燃烧器具、热水器

工具设备的

使用和维护

使用 （42） 专用仪器的使用

维护 （43） 专用仪器的维护保养

创新与指导

创新 （44） 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的应用

指导
（45） 培训和指导四级及以下管道燃气客服员的

操作

4. 2.4 职业技能二级燃气管道客服员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4.2.4 的规定。

表 4.2.4 职业技能二级燃气管道客服员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知识

作业现场安

全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事故预案及处理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7） 安全规程修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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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全事故预案修订

理论

知识

基本

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9） 新型计量器具

（10） 计量单位换算

（11） 制图基础知识

燃气基础

知识

（12） 城镇燃气供用气基本规律

（13） 城镇燃气供气质量标准

专业

知识

工艺流程
（14） 工艺流程图

（15） 新型仪器仪表应用

设备特征与

功能
（16） 新型燃烧器具和燃烧设备

操作流程

（17） 户内管线安装

（18） 解决燃气设施安全隐患

（19） 信息数据分析

（20） 用气规律异常识别

相关

知识

用户服务管

理系统
（21） 服务体系和工作流程

服务管理
（22） 服务标准化

（23） 服务角色心理分析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接待燃气

用户

（24） 提出针对服务需求的解决建议

（25） 归纳、整理、分析客户信息，预测服务需

求

燃气受理

业务

（26） 预测时段、季节性服务需求

（27） 处理燃气使用突发事件

（28） 梳理业务流程

（29） 编写业务指导手册

（30） 编制个性化需求解决方案

抄表收费

业务

（31） 处理计量争议

（32） 编写宣传资料

（33） 开展新型仪表仪器推广应用

（34） 辨别异常用气状况

安全检查

（35） 排除燃气故障

（36） 预判燃气事故现场危险程度

（37） 排除燃气设施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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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设备的

使用和维护

使用 （38） 专用仪器的跟踪及使用

维护 （39） 专用仪器和控制系统问题的检测与处理

创新与

指导

创新

（40） 优化服务流程

（41） 服务工具改进建议

（42） 服务业务系统改进建议

指导
（43） 培训和指导三级及以下管道燃气客服员的

操作

4.3 培训考核

4.3.1 职业技能五级应为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及以上者。

4.3.2 职业技能四级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取得本职业技能五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及以上；

2 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及以上；

3 取得技工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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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职业技能三级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取得本职业技能四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及以上；

2 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7年及以上；

3 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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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及以

上。

4.3.4 职业技能二级应为取得本职业技能三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及以上者。

4.3.5 职业技能五级燃气管道客服员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4.3.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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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职业技能五级燃气管道客服员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10 50%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10 5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3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本知识 2 7%

燃气基本知识 4 11%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3 10%

主要设备特征及功能 3 10%

操作规程 7 24%

相关知识

用户服务管理系统 6 20%

服务礼仪 2 7%

急救常识 2 7%

币证知识 1 4%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7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接待燃气用户 14 20%

燃气受理业务 16 23%

抄表收费业务 14 20%

安全检查 16 23%

工具设备的使用

和维护

使用 5 7%

维护 5 7%

4.3.6 职业技能四级燃气管道客服员评价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4.3.2 的规

定。

表 4.3.2 职业技能四级燃气管道客服员评价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5 25%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5 25%

事故预防 5 25%

事故处理 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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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4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本知识 2 5%

燃气基本知识 4 10%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4 10%

主要设备特征及功能 6 15%

操作规程 12 30%

相关知识

用户服务管理系统 6 15%

服务礼仪 4 10%

财务知识 2 5%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8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接待燃气用户 16 20%

燃气受理业务 20 25%

抄表收费业务 16 20%

安全检查 20 25%

工具设备的使用

和维护

使用 4 5%

维护 4 5%

4.3.7 职业技能三级燃气管道客服员评价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4.3.3 的规

定。

表 4.3.3 职业技能三级燃气管道客服员评价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5 25%

作业现场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5 25%

事故预防 5 25%

事故处理 5 25%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5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2 4%

燃气基础知识 5 10%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2 4%

主要设备特征及功能 5 10%

操作规程 20 40%

相关知识
用户服务管理系统 8 16%

服务管理 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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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9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接待燃气用户 14 16%

燃气受理业务 20 22%

抄表收费业务 20 22%

安全检查 24 27%

工具设备的使用

和维护

使用 3 3%

维护 3 3%

创新与指导
创新 3 3%

指导 3 3%

4.3.8 职业技能二级燃气管道客服员评价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4.3.4 的规

定。

表 4.3.4 职业技能二级燃气管道客服员评价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20 课时）

安全生产 法规与安全常识 5 25%

作业现场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5 25%

事故预防 5 25%

事故处理 5 25%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5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4 8%

燃气基础知识 4 8%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4 8%

主要设备特征及功能 4 8%

操作流程 18 36%

相关知识
用户服务管理系统 8 16%

服务管理 8 16%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9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接待燃气用户 20 22%

燃气受理业务 20 22%

抄表收费业务 16 18%

安全检查 16 18%

工具设备的使用

和维护

使用 3 3%

维护 3 3%

创新与指导
创新 6 7%

指导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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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瓶装气客服员职业技能标准

5.1 职业要求

5.1.1职业技能五级瓶装气客服员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5.1.1 的规定。

表 5.1.1 职业技能五级瓶装气客服员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工器具使用方法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常识

（4） 了解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5） 了解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2 理论知识

（6） 掌握液化石油气的分类、组成、特性

（7） 掌握常用燃气计量单位

（8） 掌握服务规范礼仪

（9） 熟悉服务业务流程

（10） 熟悉常用工器具用途和设备功能

（11） 熟悉仪器仪表知识

（12） 熟悉瓶装气的供气质量标准

（13） 熟悉燃气泄漏检测方法

（14） 熟悉瓶装气使用常见安全隐患

（15） 了解瓶装气供用气规律

（16） 了解瓶装气生产销售工艺流程

（17） 了解液化石油气中毒急救方法

3 操作技能

（18） 熟练连接燃气燃烧器具和钢瓶

（19） 熟练使用工器具

（20） 熟练应用服务礼仪

（21） 熟练受理用户常规用气需求

（22） 熟练办理营业业务

（23） 熟练操作服务终端设备进行信息录入和查询

（24） 能够解答用户咨询

（25） 能够换算燃气体积和重量

（26） 能够宣传安全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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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能够使用普通话

（28） 能够使用燃气检漏工具进行安全检查

（29） 能够指导居民用户选购和使用燃气具

（30） 能够检查钢瓶外观和重量

（31） 会受理用户反馈信息

（32） 会判断燃气燃烧器具的使用工况

（33） 会判断用气场所的用气条件

（34） 会识别瓶装气用气安全隐患

（35） 会安排送气路线

（36） 会回访用户

5.1.2 职业技能四级瓶装气客服员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5.1.2 的规定。

表 5.1.2 职业技能四级瓶装气客服员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知识

（4） 熟悉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5） 了解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2 理论知识

（6） 掌握相关服务业务流程

（7） 掌握常用工器具用途和设备功能

（8） 掌握仪器仪表知识

（9） 掌握瓶装气的供气质量标准

（10） 熟悉服务业务系统功能及使用知识

（11） 熟悉证件、货币识别

（12） 熟悉人际沟通基础知识

（13） 熟悉瓶装气供用气规律

（14） 熟悉瓶装气生产、销售工艺流程

（15） 了解商业用户的一般常用燃烧器具和设备

（16） 了解供气服务数据统计及分析方法

（17） 了解服务体系和工作流程

（18） 了解服务标准化工作常识

3 操作技能 （19） 熟练解答用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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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熟练宣传安全用气知识

（21） 熟练使用燃气检漏工具进行安全检查

（22） 熟练指导居民用户选购和使用燃气具

（23） 能够处理用户反馈信息

（24） 能够判断燃气燃烧器具的使用工况

（25） 能够判断用气场所的用气条件

（26） 能够整理燃气用户档案

（27） 能够回访用户

（28） 能够分拣钢瓶

（29） 能够识别瓶装气用气安全隐患

（30） 能够安排送气路线

（31） 能够判断商用燃气燃烧器具简单故障

（32） 能够处置用户燃气设施的燃气泄漏

（33） 会测试燃气燃烧器具运行压力

（34） 会提出燃气用户隐患的整改建议

5. 1.3 职业技能三级瓶装气客服员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5. 1.3 的规定。

表 5.1.3 职业技能三级瓶装气客服员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掌握安全生产知识

（4） 掌握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5） 熟悉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

（6） 熟悉安全事故处理预案

（7） 了解安全事故预案的编制方法

2 理论知识

（8） 掌握常用工具用途和设备的维保知识

（9） 掌握服务业务系统功能及使用知识

（10） 掌握收银业务知识

（11） 掌握人际沟通基础知识

（12） 掌握燃气的供气质量标准

（13） 掌握瓶装气供用气规律

（14） 熟悉瓶装气生产工艺、销售流程

（15） 熟悉商业用户的燃气燃烧器具和设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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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熟悉用气设施故障排除方法

（17） 熟悉服务体系和工作流程

（18） 熟悉服务标准化工作常识

（19） 熟悉供气服务数据统计及分析方法

（20） 了解常见用气条件下的供气解决方法

（21） 了解燃气宣传资料制作及宣传方法

（22） 了解常用民事法律知识

（23） 了解团队管理基础知识

3 操作技能

（24） 熟练处理用户表扬和投诉

（25） 熟练检查瓶装气质量

（26） 熟练判断燃气燃烧器具简单故障

（27） 熟练处置用户燃气设施的燃气泄漏

（28） 熟练识别瓶装气用气安全隐患

（29） 能够优化送气路线

（30） 能够测试燃气燃烧器具运行压力

（31） 能够提出瓶装气用气隐患的整改建议

（32） 能够解答燃气使用疑难业务问题

（33） 能够统计分析供用气数据

（34） 能够处理燃气计量争议

（35） 能够处理钢瓶角阀和调压器故障

（36） 能够提出商业燃气燃烧器具故障处理方案

（37） 能够培训和指导四级以下瓶装气客服员的操作

（38） 能够编写业务指导手册

（39） 会指导用户选购商用燃气燃烧器具

5.2 职业技能

5. 2.1 职业技能五级瓶装气客服员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5. 2.1 的规定。

表 5.2.1 职业技能五级瓶装气客服员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生

产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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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现场

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3） 工器具的使用

（4）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理论

知识

基本

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5） 计量基础知识

（6） 工器具知识

燃气基础

知识

（7） 油气分类、组成、特性

（8） 瓶装气的供气质量标准

（9） 瓶装气的供用气规律

专业

知识

工艺流程

（10） 瓶装气生产工艺流程

（11） 销售流程

（12） 仪器仪表识读

设备特征与

功能

（13） 常用设备功能及特征

（14） 气瓶质量标准

（15） 燃气燃烧器具基本知识

操作规程

（16） 服务窗口

（17） 话务受理

（18） 上门服务

（19） 用户投诉

（20） 电话回访

相关

知识

用户服务管

理系统
（21） 用户服务管理系统功能

服务礼仪

（22） 接待礼仪

（23） 上门礼仪

（24） 电话礼仪

急救常识 （25） 瓶装气中毒急救方法

币证知识 （26） 货币、证件真伪识别标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接待燃气

用户

（27） 使用普通话

（28） 礼貌接待用户

燃气受理

业务

（29） 处理用户常规用气需求

（30） 操作服务业务系统办理营业业务

（31） 操作服务业务系统录入信息和办理业务

（32） 解答咨询

（33） 宣传安全用气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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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记录用户反馈信息

（35） 指导推荐用户选购常用燃器具

（36） 回访用户

上门服务

（37） 安排送气线路预约上门事宜

（38） 燃气钢瓶运送

（39） 判断用气场所的用气条件

（40） 燃气钢瓶外观检查

（41） 连接燃气燃烧器具和钢瓶

（42） 判断燃气燃烧器具的使用工况，调节燃烧器具

安全检查

（43） 安全检测

（44） 识别瓶装气用气安全隐患

（45） 宣传安全用气

（46） 指导用户使用燃气设施及燃气具

工具设备

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47） 常用工器具的使用

维护 （48） 常用工器具的维护

5.2.2 职业技能四级瓶装气客服员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5.2.2 的规定。

表 5.2.2 职业技能四级瓶装气客服员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生

产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

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流程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7） 计量基础知识

（8） 工器具知识

燃气基础

知识

（9） 城镇燃气分类组成

（10） 瓶装气的供气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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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1） 钢瓶检测流程

（12） 仪器仪表应用

设备特征与

功能

（13） 角阀、调压器质量标准

（14） 商业用户燃气具和用气设备基本知识

操作规程

（15） 重点客户服务流程

（16） 投诉处理

（17） 结算及对账

（18） 保险办理

相关知识

用户服务管

理系统
（19） 用户服务管理系统应用

服务管理

（20） 服务标准流程

（21） 数据统计和分析方法

（22） 语言沟通技巧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接待燃气

用户

（23） 接待情绪用户

（24） 分析用户信息

燃气受理

业务

（25） 疑难业务处理

（26） 统计供、用气数据

（27） 整理业务数据及资料

上门服务

（28） 分拣钢瓶

（29） 指导用户选购常用燃器具

（30） 测试燃气燃烧器具运行压力

安全检查

（31） 判断燃气燃烧器具简单故障

（32） 提出用气隐患的整改建议

（33） 处置用户燃气设施的燃气泄漏

工具设备

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34） 专用工具、仪表的使用

维护 （35） 专用工具、仪表的例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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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职业技能三级瓶装气客服员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5.0.3 的规定。

表 5.2.3 职业技能三级瓶装气客服员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

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

现场

安全

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事故预案及处理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6） 居民用户燃气事故应急预案

事故处理

（7） 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8） 安全规程修订要求

（9） 安全事故预案修订

理论

知识

基本

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10） 计量单位换算

燃气基础知识
（11） 常见的用气设施故障排除方法

（12） 户内燃气设施安全隐患风险管理知识

专业

知识

工艺流程
（13） 常见用气条件下的供气解决方法

（14） 新型仪器仪表

设备特征与

功能

（15） 民用燃气燃烧器具故障维修知识

（16） 商业用户燃气具和用气设备维护保养知识

（17） 新型燃烧器具

操作规程

（18） 用气设施故障排除方法

（19） 安全隐患整改方案

（20） 信息统计分析

（21） 服务体系和工作流程

相关

知识

用户服务管理

系统
（22） 服务操作系统功能优化及设计

服务管理

（23） 服务流程设计

（24） 特殊用户服务需求识别

（25） 服务质量评价、改进方法

（26） 情绪管理

（27） 常用民事法律知识

（28） 班组管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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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组织绩效管理常识

操作

技能

基本

操作

技能

接待燃气用户

（30） 处理用户投诉

（31） 解答燃气使用疑难业务问题

（32） 预测服务需求

燃气受理业务
（33） 分析供用气数据

（34） 燃气计量争议处理

上门服务

（35） 检查瓶装气质量

（36） 指导用户选购商用燃气燃烧器具

（37） 优化送气路线

安全检查

（38） 提出燃气燃烧器具故障处理方案

（39） 用气设备设施故障排除

（40） 处理钢瓶角阀和调压器故障

工具

设备

的使

用和

维护

使用 （41） 专用测试工具设备或软件的使用

维护
（42） 专用工具、仪表个故障检测和常见故障排除

（43） 专用测试工具的例行维护

创新

与指

导

创新
（44） 工器具、仪器仪表合理化改进建议

（45） 用户服务管理系统改进合理化建议

指导 （46） 培训和指导四级以下瓶装气客服员的操作

5.3 培训考核

5.3.1 职业技能五级应为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及以上者。

5.3.2 职业技能四级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取得本职业技能五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及以上；

2 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及以上；

3 取得技工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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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职业技能三级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取得本职业技能四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及以上；

2 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7年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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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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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及以

上。

5.3.4 职业技能五级燃气管道客服员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5.3.1

的规定。

表 5.3.1 职业技能五级瓶装气客服员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评价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1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5 50%

作业现场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5 5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3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2 7%

燃气基础知识 4 13%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2 7%

主要设备特征与功能 4 13%

操作规程 6 20%

相关知识

用户服务管理系统 4 17%

服务礼仪 4 17%

急救知识 2 13%

币证知识 2 13%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7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接待燃气用户 10 14%

燃气受理业务 12 17%

上门服务 14 20%

安全检查 20 29%

工具设备的使用

和维护

使用 8 11%

维护 6 9%

5.3.5 职业技能四级瓶装气客服员评价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5.3.2 的规定。

表 5.3.2 职业技能四级瓶装气客服员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评价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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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12课时）
作业现场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3 25%

事故预防 3 25%

安全事故处理 3 25%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40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2 5%

燃气基础知识 4 10%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2 5%

主要设备特征与功能 8 20%

操作规程 10 25%

相关知识
用户服务管理系统 6 15%

服务管理 8 20%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80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接待燃气用户 16 20%

燃气受理业务 16 20%

上门服务 16 20%

安全检查 16 20%

工具设备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8 10%

维护 8 10%

5.3.6职业技能三级瓶装气客服员评价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5.3.3 的规定。

表 5.3.3 职业技能三级瓶装气客服员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评价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12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律与安全常识 2 17%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2 17%

事故预防 4 33%

安全事故处理 4 33%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50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4 8%

燃气基础知识 6 12%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2 4%

主要设备特征与功能 8 16%

操作规程 10 20%

相关知识
用户服务管理系统 8 16%

服务管理 12 24%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90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接待燃气用户 8 9%

燃气受理业务 2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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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服务 8 9%

安全检查 20 22%

工具设备的使用

和维护

使用 8 9%

维护 10 11%

创新与指导
创新 8 9%

指导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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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职业技能标准

6.1 职业要求

6.1.1 职业技能五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6.1.1 的规定。

表 6.1.1 职业技能五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

产知识

（1） 掌握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常识

（4） 了解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理论

知识

（5） 掌握燃气计量单位

（6） 掌握燃气的分类、组成、特性

（7） 掌握城镇燃气的供气质量标准

（8） 熟悉常用工器具的使用和保养方法

（9） 熟悉图例知识

（10） 熟悉天然气净化、干燥、调压及储罐等设备的规格、品种、用

途

（11） 熟悉天然气输配场站调压工艺流程

（12） 熟悉天然气输配场站净化、干燥工艺流程

（13） 熟悉天然气输配场站调压操作规程

（14） 熟悉天然气输配场站净化、干燥操规程

（15） 了解城镇燃气的供用气基本规律

（16） 了解天然气输配场站工艺流程

（17） 了解加臭操作规程

（18） 了解天然气储罐操作规程

（19） 了解仪器仪表基础知识

（20） 了解场站控制系统相关知识

（21） 了解特种作业相关要求

（22） 了解与本职业相关的电气、金属工艺施工基础知识

3
操作

技能

（23） 熟练使用常用工器具并保养

（24） 熟练巡查输配场站工艺流程

（25） 熟练读取并记录压力、温度、流量、体积等运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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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能够填写运行台账、报表等

（27） 能够发现一般性燃气设备故障并按照流程上报

（28） 会使用和保养仪器仪表

（29） 会净化、干燥、调压操作和调整设备运行参数

（30） 会使用燃气检漏仪进行安全检查

（31） 会开关阀门

（32） 会识读图例

（33） 会采用一般方法对设备进行护理

（34） 会使用输配场站安防系统及设施

（35） 会使用输配场站消防设施

6.1.2 职业技能四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6.1.2 的规定。

表 6.1.2 职业技能四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

产知识

（1） 掌握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常识

（4） 了解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5） 了解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理论

知识

（6） 掌握识图基础知识

（7） 掌握燃气用户的分类

（8） 掌握城镇燃气的供用气基本规律

（9） 掌握仪器仪表的种类和功能

（10） 掌握常用工器具的保养方法

（11） 熟悉燃气计量单位换算

（12） 熟悉加臭工艺流程

（13） 熟悉加臭设备的工作原理和运行参数

（14） 熟悉加臭操作规程

（15） 熟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安全操作技术与要求

（16） 熟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常用材料和附件

（17） 熟悉场站消防工艺流程

（18） 熟悉电气基础知识

（19） 熟悉机修钳工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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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熟悉仪器基础知识

（21） 熟悉与本职业相关的特种作业要求及自动控制相关知识

（22） 了解天然气质量检测设备操作规程

（23） 了解储罐容积计算方法

3
操作

技能

（24） 熟练进行加臭操作

（25） 熟练进行天然气储罐倒罐及排污操作

（26） 能够调整储罐、加臭设备的工艺参数

（27） 能够分析输配场站运行数据

（28） 能够判断输配场站设备的运行工况

（29） 能够发现巡查过程中的异常情况

（30） 会操作备用发电机

（31） 会使用专用工具、仪器仪表

（32） 会保养专用工具、仪器仪表

（33） 会储存、净化、干燥、调压、加臭设备设施的常规维护保养

（34） 会处理设备设施的一般性故障

（35） 会进行常见阀门的拆装、选型

6.1.3 职业技能三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6.1.3 的规定。

表 6.1.3 职业技能三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

产知识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4） 熟悉安全生产常识

（5） 熟悉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6） 了解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

2
理论

知识

（7） 掌握制图知识

（8） 掌握燃气生产常识

（9） 掌握城镇燃气输配系统知识

（10） 掌握防爆、防静电知识

（11） 掌握场站控制系统相关知识

（12） 掌握特种作业相关要求

（13） 掌握场站总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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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掌握消防泵操作规程

（15） 熟悉供销差率计算方法

（16） 熟悉压缩机的工作原理与操作规程

（17） 熟悉场站设备设施的安装工艺与标准

（18） 熟悉安全设施的原理和知识

（19） 熟悉消防泵的功能与参数

（20） 熟悉与本职业相关的电气、暖通空调相关基础知识

（21） 了解热力学基础知识

（22） 了解流体基础知识

（23） 了解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24） 了解机械传动、液压传动、气压传动等机械原理

（25） 了解常用泵与风机基础知识

3
操作

技能

（26） 熟练切换过滤器工作路与备用路

（27） 熟练切换调压器工作路与备用路

（28） 熟练检查验证调压器关闭压力

（29） 熟练调试安全切断阀动作压力

（30） 熟练进行场站内工艺置换操作

（31） 能够绘制工艺流程图、工件结构图

（32） 能够检查场站内工艺、设备控制系统运行状况

（33） 能够通过参数、声音、外观等判断设备运行是否正常

（34） 能够判别工艺过程合理性

（35） 能够组织站内安全阀、计量仪表及变送器、压力容器的检定工

作

（36） 能够组织设备维护保养工作

（37） 能够操作消防设备设施

（38） 能够进行消防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

（39） 能够培训和指导四级及以下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的操作

（40） 会对场站检测设备进行调校和报警复位

（41） 会对库站设备故障进行分析

（42） 会查找并处理站内较大安全隐患

（43） 会判断排查库站运行一般性突发性问题

6.1.4职业技能二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6.1.4 的规定。

表 6.1.4 职业技能二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职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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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

产知识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掌握安全生产常识

（4） 掌握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

（5）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6） 熟悉安全事故的处置预案

（7） 了解安全事故预案的编制方法

（8） 了解安全规程编制要求

2
理论

知识

（9） 掌握城镇燃气负荷计算

（10） 掌握城镇燃气输配系统设施配置要求

（11） 熟悉流体力学、热力学知识

（12） 熟悉工艺方案的编制方法

（13） 熟悉设备保养计划编制方法

（14） 熟悉运行分析报告编写方法

（15） 熟悉设备操作规程编制方法

（16） 熟悉设备故障排除处理方法

（17） 熟悉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18） 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控制技术、施工

组织管理基础知识

（19） 了解燃气燃烧器具的分类、用途

（20） 了解班组管理知识

（21） 了解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的研究进展情况

3
操作

技能

（22） 熟练调试燃气输配系统综合运行参数

（23） 熟练进行控制仪表报警后复位

（24） 能够编制场站工艺方案

（25） 能够检查验收场站内改造工程

（26） 能够调校场站检测设备

（27） 能够编制场站设备操作规程和保养计划

（28） 能够应用计算机进行日常运维管理

（29） 能够培训和指导三级及以下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的操作

（30） 能够提出场站工艺流程、设备、系统安装、运行、维护等方面

的优化建议

（31） 能够提出设备故障处理与维修的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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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会统计分析输配运行工况

（33） 会编制设备故障处理与维修方案

（34） 会处置设备、设施维修中的疑难问题

（35） 会组织处理场站应急事件

（36） 会检测与处理专用工器具、仪器仪表和控制系统故障

（37） 会应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6.1.5职业技能一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6.1.5 的规定。

表 6.1.5 职业技能一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

产知识

（1）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掌握安全生产常识

（4）掌握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

（5）掌握安全事故处置预案

（6）熟悉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7）熟悉安全事故预案的编制方法

（8）熟悉安全规程编制要求

2
理论

知识

（9）掌握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10）掌握金属管道、设备的腐蚀原理与防护措施

（11）掌握作业指导书编制方法

（12）熟悉城镇燃气调度的相关知识

（13）熟悉场站运行手册编写方法

（14）熟悉设备的整体调试、运行方法

（15）熟悉场站机械设备拆装与零件部件的修复方法及工艺

（16）熟悉现代通信和现代控制技术基础知识

（17）了解技术经济性评价方法

（18）了解自动控制系统发展趋势

3
操作

技能

（19）熟练编制燃气输配场站作业指导书

（20）能够编制场站运行方案

（21）能够验收场站新建、改建工程

（22）能够编制场站巡查制度

（23）能够编制场站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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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能够编制场站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方案

（25）能够诊断和排除场站较复杂的设备和系统故障

（26）能够分析场站运行状况，提出优化措施

（27）能够组织开展新技术、新工艺研究工作

（28）能够培训和指导二级及以下燃气输配厂站运行工的操作

（29）会跟踪和使用新工具、仪器仪表

（30）会推广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6.2 职业技能

6.2.1职业技能五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6.2.1 的规定。

表 6.2.1 职业技能五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安

全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3） 工器具的使用

（4）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5） 常用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6） 仪器仪表基础知识

（7） 图例知识

（8） 燃气体积、质量、能量计量单位

燃气基础

知识

（9） 燃气的分类、组成、特性

（10）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分类及构成

（11） 城镇燃气供气质量标准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2） 燃气输配场站基本工艺流程

（13） 调压工艺流程

（14） 计量工艺流程

（14） 加臭工艺流程

（15） 净化工艺流程

（16） 供热系统工艺流程

设备特征

与功能

（17） 调压设备的功能与参数

（18） 净化设备的功能与参数

（19） 加臭设备的功能与参数

（20） 干燥设备的功能与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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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供热设备的功能与参数

设备操作

规程

（22） 调压设备操作规程

（23） 净化设备操作规程

（24） 加臭设备操作规程

（25） 干燥设备操作规程

（26） 供热设施操作规程

（27） 阀门操作规程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8） 本职业相关电气、金属工艺施工基础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场站运行

（29） 填写场站运行记录表、各类台账、报表等

（30） 操作净化设备并调整运行参数

（31） 操作干燥设备并调整运行参数

（32） 操作调压设备并调整运行参数

（33） 燃气检漏仪的使用

场站巡查

（34） 场站工艺流程巡查

（35） 场站设备巡查

（36） 读取并记录压力、温度、流量、体积等运

行参数

（37） 发现一般性燃气设备故障并按流程上报

维护保养
（38） 通过清洁、润滑、紧固、调整、防腐、密

封等一般方法对设备及管道进行护理

工具设备的

使用和维护

使用 （39） 常用工器具的使用

维护 （40） 常用工器具的维护保养

6.2.2职业技能四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6.2.2 的规定。

表 6.2.2 职业技能四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律与安全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

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事故应急预案

事故处理 （6） 燃气泄漏处理流程

理论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7） 识图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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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8） 工器具保养知识

（9） 计量单位换算知识

（10） 危险源辨识与管理知识

燃气基础知识
（11） 燃气用户分类

（12） 城镇燃气的供用气基本规律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3） 燃气质量检测工艺流程

（14） 消防工艺流程

（15） 燃气输配场站储气工艺流程

设备特征与功能

（16） 燃气质量检测设备的功能与参数

（17） 燃气流量计的功能与参数

（18） 备用发电机的功能与参数

（19） 储罐的功能与参数

（20） 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的功能与参数

（21） 压缩设备的功能与参数

（22） 储罐容积计算方法

设备操作规程

（23） 燃气质量检测设备操作规程

（24） 备用发电机操作规程

（25） 燃气流量计操作规程

（26） 压缩设备操作规程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7） 本职业相关的特种作业要求及自动控制

相关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场站运行

（28） 燃气质量检测操作

（29） 加臭系统自动、手动状态切换操作

（30） 天然气储罐储气、输气及排污操作

（31） 场站运行数据分析

（32） 备用发电机操作

（33） 供热操作

场站巡查
（34） 对场站设备工况进行全面巡查

（35） 发现设备故障或泄漏及时按流程上报

维护保养

（36） 根据设备维护保养计划、方案进行设备

维护保养

（37） 储存、加热、调压、加压设备的常规维

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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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设备

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38） 专用工器具和仪表的使用

（39） 专用检测仪器的使用

维护
（40） 专用工器具和仪表的保养

（41） 专用检测仪器的保养

6.2.3职业技能三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6.2.3 的规定。

表 6.2.3 职业技能三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律与安全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

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7） 工器具设备知识

（8） 制图基础知识

（9） 防爆和防雷、防静电知识

（10） 压力、流量、液位、温度等仪表的安装

和拆卸知识

燃气基础知识

（11） 供销差率计算知识

（12） 非管输天然气供应方式

（13）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

（14） 燃气生产常识

（15） 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6） 燃气输配场站工艺及自控总流程

（17） 场站设备及管线置换流程

（18） 燃气压缩工艺流程

（19） 消防系统工艺流程

（20） 安防系统工艺流程

设备特征与功能 （21） 消防泵的功能与参数

设备操作规程 （22） 消防泵操作规程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3） 本职业相关的电气、暖通空调相关基础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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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场站运行

（24） 场站设备及管线置换操作

（25） 绘制工艺流程图、工件结构图

（26） 场站进气、输气工艺同步运行操作

（27） 站内安全阀、计量仪表及变送器、压力

容器、报警器的送检工作

（28） 场站设备故障分析

（29） 场站较大安全隐患的查找与处理

（30） 操作消防设备设施

（31） 计算燃气供销差

场站巡查

（32） 通过参数、声音、外观等方面设备运行

情况的判断发现并处理设备运行一般问题

（33） 场站运行一般性突发问题的判断与排除

（34） 场站内工艺、设备控制系统的检查

（35） 对场站检测设备进行调校和报警复位

维护保养

（36） 组织日常运行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工作

（37） 压力容器及管道、储存、充装、加热、

加压、调压等设备设施及附件的维修

（38） 消防设施的维护保养

工具设备

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39） 专用测试和控制系统使用

维护
（40） 专用工器具常见故障排除

（41） 仪器、仪表常见故障判断排除

创新与

指导
指导

（42） 培训和指导四级及以下燃气输配场站运

行工操作

6.2.4职业技能二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6.2.4 的规定。

表 6.2.4 职业技能二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律与安全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

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流程

（7） 安全规程修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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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全事故预案修订要求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9） 流体静力学和运动学基础知识

（10） 传热的基本方式和基本定律

燃气基础知识

（11） 城镇燃气负荷计算方法

（12） 燃烧器具的分类用途

（13）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设施配置要求

（14） 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5） 工艺方案的编制方法

（16） 运行分析报告编写方法

设备特征与功能

（17） 设备保养计划编制方法

（18） 设备故障排除处理方法

（19） 特种设备应急处理措施

设备操作规程 （20） 设备操作规程编制方法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1） 本专业相关的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

控制技术、施工组织管理基础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场站运行

（22） 编制场站工艺方案

（23） 检查验收场站内改造工程

（24） 调校场站检测设备

（25） 编制场站设备操作规程

（26） 应用计算机进行日常运维管理

（27） 统计分析储存、输气运行工况

（28） 组织处理场站重大设备事故

场站巡查

（29） 进行场站应急处置

（30） 发现、排除场站设备、设施故障

（31） 编制场站巡查制度

维护保养
（32） 编制设备故障处理与维修方案

（33） 编制场站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计划

工具设备

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34） 新器具、仪器仪表的使用

维护 （35） 专用测试和控制系统的升级

创新与

指导
创新

（36） 应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37） 提出场站工艺的优化建议

（38） 提出场站设备运行维护的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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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
（39） 培训和指导三级及以下燃气输配场站运

行工操作

6.2.5职业技能一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6.2.5 的规定。

表 6.2.5 职业技能一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律与安全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

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流程

（7） 安全规程编制方法要求

（8） 安全事故预案编制标准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9） 机械设计基础知识

（10） 机械加工知识

（11） 金属管道、设备腐蚀原理及防腐技术规程

燃气基础知识

（12） 城镇燃气调度的相关知识

（13） 城镇燃气的应用常识

（14） 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5） 场站运行手册编写方法

（16） 作业指导书编制方法

设备特征与功能 （17） 设备维修与改造知识

设备操作规程
（18） 设备的整体调试、运行方法

（19） 新设备操作规程编制方法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0） 课程开发、工程项目管理、计算机编程知

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场站运行

（21） 编制场站运行方案

（22） 编制场站作业指导书

（23） 编制场站建设工程工艺技术方案

（24） 评估场站工程项目的技术经济性

（25） 诊断和排除场站中较复杂的设备和系统

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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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分析场站运行状况，提出优化措施

场站巡查
（27） 对场站巡查制度进行优化和管理

（28） 编制天然气场站事故应急预案

维护保养
（29） 编制场站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方案

（30） 编制储罐大修方案

工具设备

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31） 新工具、仪表的跟踪和使用

维护 （32） 专用测试和控制系统问题的检测与处理

创新与

指导

创新
（33） 组织开展新技术、新工艺研究工作

（34） 推广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指导
（35） 培训和指导二级及以下燃气输配场站运

行工操作

6.3 培训考核

6.3.1 职业技能五级应为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及以上者。

6.3.2 职业技能四级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取得本职业技能五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及以上；

2 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及以上；

3 取得技工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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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职业技能三级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取得本职业技能四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及以上；

2 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8年及以上；

3 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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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及以

上。

6.3.4 职业技能二级应为取得本职业技能三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及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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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职业技能一级应为取得本职业技能二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及以上者。

6.3.6 职业技能五级燃气输配场站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6.3.1

的规定。

表 6.3.1 职业技能五级燃气输配场站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

（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10 50%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10 5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

（3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4 13%

燃气基础知识 4 13%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6 20%

设备功能与特性 6 20%

设备操作规程 6 20%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4 13%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

（7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场站运行 21 30%

场站巡查 21 30%

维护保养 14 20%

工具设备的使

用和维护

使用 7 10%

维护 7 10%

6.3.7 职业技能四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评价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6.3.2

的规定。

表 6.3.2 职业技能四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

（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5 25%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5 25%

事故预防 5 25%

安全事故处理 5 25%

模块二 100%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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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燃气基础知识 4 10%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8 20%

设备功能与特性 10 25%

设备操作规程 10 25%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4 10%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

（8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场站运行 32 40%

场站巡查 16 20%

维护保养 16 20%

工具设备的使

用和维护

使用 8 10%

维护 8 10%

6.3.8 职业技能三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评价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6.3.3

的规定。

表 6.3.3 职业技能三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

（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5 25%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5 25%

事故预防 5 25%

安全事故处理 5 25%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

（5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6 12%

燃气基础知识 4 8%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8 16%

设备功能与特性 12 24%

设备操作规程 14 28%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6 12%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

（10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场站运行 34 34%

场站巡查 20 20%

维护保养 22 22%

工具设备的使

用和维护

使用 9 9%

维护 9 9%

创新与指导 指导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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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 职业技能二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评价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6.3.4

的规定。

表 6.3.4 职业技能二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

（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4 20%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4 20%

事故预防 6 30%

安全事故处理 6 3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

（7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6 10%

燃气基础知识 6 10%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6 10%

设备功能与特性 20 33%

设备操作规程 16 27%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6 10%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

（7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场站运行 20 29%

场站巡查 12 17%

维护保养 14 20%

工具设备的使

用和维护

使用 7 10%

维护 7 10%

创新与指导
创新 4 6%

指导 6 9%

6.3.5 职业技能一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评价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6.3.5

的规定。

表 6.3.5 职业技能一级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

（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2 10%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2 10%

事故预防 8 40%

安全事故处理 8 40%

模块二 100%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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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燃气基础知识 8 10%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24 30%

设备功能与特性 16 20%

设备操作规程 16 20%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8 10%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

（6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场站运行 18 50%

场站巡查 6 10%

维护保养 12 20%

工具设备的使

用和维护

使用 3 5%

维护 6 10%

创新与指导
创新 9 15%

指导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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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职业技能标准

7.1 职业要求

7.1.1职业技能五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7.1.1 的规定。

表 7.1.1 职业技能五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内容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工器具的正确使用方法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常识

（4） 了解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理论

知识

（5） 掌握燃气计量单位

（6） 掌握燃气的分类、组成、特性

（7） 掌握城镇燃气的供气质量标准

（8） 熟悉常用工器具的使用和保养方法

（9） 熟悉图例知识

（10） 熟悉液化石油气气瓶、槽车、储罐、灌装秤、气化器的

规格、品种、用途

（11） 熟悉液化石油气气瓶检查工艺流程

（12） 熟悉液化石油气气瓶检查操作规程

（13） 了解城镇燃气的供用气基本规律

（14） 了解液化石油气库站工艺流程

（15） 了解液化石油气充装工艺流程

（16） 了解灌装秤的操作规程

（17） 了解气化器的操作规程

（18） 了解仪器仪表热工基础知识

（19） 了解场站控制系统相关知识

（20） 了解特种作业相关要求

（21） 了解与本职业相关的电气、金属工艺施工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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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

技能

（22） 熟练使用常用工器具并保养

（23） 熟练巡查库站工艺流程

（24） 熟练判定故障气瓶并做充装前检查

（25） 熟练读取并记录压力、温度、流量、液位等运行参数

（26） 能够填写运行台账、报表等

（27） 会使用仪器仪表并保养

（28） 会液化石油气气瓶充装操作

（29） 会液化石油气自然气化操作

（30） 会使用燃气检漏仪进行安全检查

（31） 会开关阀门

（32） 会识读图例

（33） 会一般方法对设备进行护理

（34） 会使用场站安防系统及设施

（35） 会使用场站消防设施

7.1.2职业技能四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7.1.2 的规定。

表 7.1.2 职业技能四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内容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常识

（4） 了解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5） 了解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理论

知识

（6） 掌握识图基础知识

（7） 掌握燃气用户的分类

（8） 掌握城镇燃气的供用气基本规律

（9） 掌握仪器仪表的种类和功能

（10） 掌握常用工器具的保养方法

（11） 熟悉燃气计量单位换算

（12） 熟悉液化石油气槽车装卸工艺流程

（13） 熟悉液化石油气储罐倒罐工艺流程

（14） 熟悉液化石油气储罐排污工艺流程

（15） 熟悉液化石油气残液回收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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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熟悉液化石油气烃泵、压缩机、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和运

行参数

（17） 熟悉液化石油气烃泵、压缩机、发电机的操作规程

（18） 熟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安全操作技术与要求

（19） 熟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常用材料和附件

（20） 熟悉库站消防工艺流程

（21） 熟悉电气基础知识

（22） 熟悉机修钳工基础知识

（23） 熟悉仪器热工基础知识

（24） 熟悉与本职业相关的特种作业要求及自动控制相关知识

（25） 了解液化石油气质量检测设备操作规程

（26） 了解储罐容积计算方法

（27） 了解充装控制系统操作规程

3
操作

技能

（28） 熟练进行液化石油气槽车装卸操作

（29） 熟练进行液化石油气储罐倒罐及排污操作

（30） 熟练进行液化石油气残液回收操作

（31） 熟练操作强制气化设备进行气化作业

（32） 能够调整储运、充装设备设施的工艺参数

（33） 能够分析库站运行数据

（34） 能够判断库站设备的运行工况

（35） 能够发现巡查过程中的异常情况

（36） 会操作备用发电机

（37） 会使用专用工具、仪器仪表

（38） 会保养专用工具、仪器仪表

（39） 会储存、充装、压缩、气化、混气设备设施的常规维护

保养

（40） 会处理设备设施的汽蚀、超压、气阻、振动等故障

（41） 会进行常见阀门的拆装、选型

7.1.3职业技能三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7.1.3 的规定。

表 7.1.3 职业技能三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内容

1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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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

知识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4） 熟悉安全生产常识

（5） 熟悉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6） 了解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

2
理论

知识

（7） 掌握制图知识

（8） 掌握液化石油气的来源、运输、储存及用户供应知识

（9） 掌握防爆、防雷、防静电知识

（10） 掌握场站控制系统相关知识

（11） 掌握特种作业相关要求

（12） 熟悉液化石油气库站工艺流程

（13） 熟悉液化石油气气化站工艺流程

（14） 熟悉液化石油气混气站工艺流程

（15） 熟悉调压器、混气装置的工作原理与操作规程

（16） 熟悉库站的设备设施的安装工艺与标准

（17） 熟悉安全设施的原理和知识

（18） 熟悉与本职业相关的电气、暖通空调相关基础知识

（19） 了解热力学基础知识

（20） 了解流体基础知识

（21） 了解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22） 了解机械传动、液压传动、气压传动等机械原理

（23） 了解常用泵与风机基础知识

3
操作

技能

（24） 熟练进行库站内工艺置换操作

（25） 能够绘制工艺流程图、工件结构图

（26） 能够检查库站内工艺、设备的控制系统运行状况

（27） 能够通过参数、声音、外观等方面判断设备运行是否正

常

（28） 能够组织全库站进、出、充装工艺同步运行

（29） 能够评估工艺过程的质量

（30） 能够组织站内安全阀、计量仪表及变送器、压力容器的

检定

（31） 能够进行储存、充装、压缩、气化、混气设备设施的维

护保养

（32） 能够操作消防设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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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能够进行消防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

（34） 能够培训和指导四级及以下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的

操作

（35） 会对库站检测设备进行调校和报警复位

（36） 会对库站设备故障进行分析

（37） 会查找并处理站内较大安全隐患

（38） 会压力容器、气化、混气装置等设备设施及附件的维修

（39） 会判断排查库站运行一般性突发性问题

7.1.4职业技能二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7.1.4 的规定。

表 7.1.4 职业技能二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内容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掌握安全生产常识

（4） 掌握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

（5）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6） 熟悉安全事故的处置预案

（7） 了解安全事故预案的编制方法

（8） 了解安全规程编制要求

2
理论

知识

（9） 掌握城镇燃气负荷计算

（10） 掌握城镇燃气输配系统设施配置要求

（11） 掌握自动灌装设备的功能与特性

（12） 熟悉库站工艺方案的编制方法

（13） 熟悉运行分析报告编写方法

（14） 熟悉设备保养计划编制方法

（15） 熟悉设备操作规程编制方法

（16） 熟悉设备故障排除处理方法

（17） 熟悉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18） 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控制技术、

施工组织知识

（19） 了解燃气燃烧器具的分类用途及结构原理

（20） 了解班组管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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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了解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的研究进展情况

3
操作

技能

（23） 熟练调试自动灌装系统

（24） 熟练进行控制仪表报警后复位

（25） 能够编制库站工艺方案

（26） 能够检查验收库站内改造工程

（27） 能够调校库站检测设备

（28） 能够编制库站设备操作规程和保养计划

（29） 能够应用计算机进行日常运维管理

（30） 能够培训和指导三级及以下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的

操作

（31） 能够提出库站工艺流程、设备、系统安装、运行、维护

等方面的优化建议

（32） 能够提出设备故障处理与维修的优化方案

（33） 会统计分析储运装卸运行工况

（34） 会编制设备故障处理与维修方案

（35） 会处置设备、设施维修中的疑难问题

（36） 会组织处理库站重大设备故障

（37） 会检测与处理专用工器具、仪器仪表和控制系统故障

（38） 会应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7.1.5职业技能一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7.1.5 的规定。

表 7.1.5 职业技能一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内容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掌握安全生产常识

（4） 掌握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

（5） 掌握安全事故处置预案

（6）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7） 熟悉安全事故预案的编制方法

（8） 熟悉安全规程编制要求

2
理论

知识

（9） 掌握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10） 掌握金属管道、设备的腐蚀原理与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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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掌握作业指导书编制方法

（12） 熟悉城镇燃气调度的相关知识

（13） 熟悉场站运行手册编写方法

（14） 熟悉设备的整体调试、运行方法

（15） 熟悉库站机械设备拆装与零部件的修复方法及工艺

（16） 熟悉现代通信和现代控制技术基础知识

（17） 熟悉燃气燃烧器具的性能

（18） 了解技术经济性评价方法

（19） 了解自动控制系统发展趋势

3
操作

技能

（20） 熟练编制液化石油气库站作业指导书

（21） 能够编制大型库站建设工程工艺技术方案

（22） 能够评估库站工程项目的技术经济性

（23） 能够编制储罐大修方案

（24） 能够主持自动灌装系统大修

（25） 能够编制库站运行方案

（26） 能够诊断和排除库站中较复杂的设备和系统故障

（27） 能够分析库站运行状况，提出优化措施

（28） 能够培训和指导二级及以下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的

操作

（29） 能够组织开展新技术、新工艺研究工作

（30） 会跟踪和使用新工具、仪器仪表

（31） 会推广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

7.2 职业技能

7.2.1职业技能五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7.2.1的规定。

表 7.2.1 职业技能五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安

全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3）工器具的使用

（4）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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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5） 常用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6） 仪器仪表基础知识

（7） 图例知识

（8） 燃气体积、质量、能量计量单位

燃气基础

知识

（9） 燃气的分类、组成、特性

（10） 城镇燃气的供气质量标准

（11）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分类及构成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2） 液化石油气库站工艺流程

（13） 液化石油气气瓶检查工艺流程

（14） 液化石油气气瓶充装工艺流程

设备特征与

功能

（15） 液化石油气气瓶的功能与参数

（16） 液化石油气槽车的功能与参数

（17） 液化石油气储罐的功能与参数

（18） 液化石油气气化器的功能与参数

（19） 液化石油气灌装秤的功能与参数

设备操作

规程

（20） 液化石油气气瓶检查操作规程

（21） 液化石油气灌装秤操作规程

（22） 液化石油气气化器操作规程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3） 本职业相关的电气、金属工艺施工基础知

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场站运行

（24） 填写库站运行记录表、各类台账、报表等

（25） 判定故障气瓶并做充装前检查

（26） 燃气检漏仪的使用

（27） 液化石油气气瓶充装操作

（28） 液化石油气自然气化操作

（29） 开关阀门

场站巡查

（30） 库站工艺流程巡查

（31） 库站设备的巡检

（32） 读取并记录压力、温度、流量、液位等运

行参数

（33） 发现一般性燃气设备故障并按流程上报

维护保养 （42） 通过清洁、润滑、紧固、调整、防腐、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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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封等一般方法对设备及管道进行保养

工具设备的

使用和维护

使用 （35） 常用工器具的使用

维护 （36） 常用工器具的维护保养

7.2.2职业技能四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7.2.2 的规定。

表 7.2.2 职业技能四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生

产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

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燃气泄漏处理流程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7） 识图基础知识

（8） 工器具保养知识

（9） 计量单位换算知识

（10） 危险源辨识与管理知识

燃气基础

知识

（11） 燃气用户分类

（12） 城镇燃气的供气基本规律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3） 燃气质量检测工艺流程

（14） 液化石油气槽车装卸工艺流程

（15） 液化石油气储罐倒罐工艺流程

（16） 液化石油气储罐排污工艺流程

（17） 液化石油气残液回收工艺流程

（18） 消防工艺流程

设备特征与

功能

（19） 燃气质量检测设备的功能与参数

（20） 备用发电机的功能与参数

（21） 液化石油气压缩机的功能与参数

（22） 液化石油气烃泵的功能与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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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的功能与参数

（24） 燃气流量计的功能与参数

（25） 储罐容积计算方法

设备操作规程

（26） 液化石油气质量检测设备操作规程

（27） 液化石油气烃泵操作规程

（28） 液化石油气压缩机操作规程

（29） 发电机操作规程

（30） 消防泵操作规程

（31） 充装控制系统操作规程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32） 本职业相关的特种作业要求及自动控制

相关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场站运行

（33） 液化石油气槽车装卸操作

（34） 液化石油气储罐倒罐操作

（35） 液化石油气储罐排污操作

（36） 液化石油气残液回收操作

（37） 液化石油气强制气化设备操作

（38） 储运、充装设备设施的工艺参数

（39） 库站运行数据分析

（40） 备用发电机操作

场站巡查
（41） 对库站设备的运行工况进行全面巡查

（42） 发现设备故障或泄漏及时按流程上报

维护保养

（43） 根据设备维护保养计划、方案进行设备

维护保养

（44） 储存、充装、压缩、气化设施的常规维

护保养

（45） 设备设施的汽蚀、超压、气阻、振动等

故障处理

工具设备

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42)专用工器具和仪表的使用

(43)专用检测仪器的使用

维护
(44)专用工器具和仪表的例行保养

(45)专用检测仪器的例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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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职业技能三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7.2.3的规定。

表 7.2.3 职业技能三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生

产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

全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安

全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7） 工器具设备知识

（8） 制图基础知识

（9） 防爆和防静电知识

（10） 压力、流量、液位、温度等仪表的安装和

拆卸知识

燃气基础

知识

（11） 燃气储备站工艺流程知识

（12） 燃气生产常识

（13）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知识

（14） 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5） 库站工艺及自控总流程

（16） 液化石油气混气站工艺流程

（17） 液化石油气气化站工艺流程

（18） 库站设备安装工艺流程

设备特征

与功能

（19） 液化石油气调压器的功能与参数

（20） 液化石油气混合器的功能与参数

设备操作

规程

（21） 液化石油气调压器操作规程

（22） 液化石油气混合器操作规程

（23） 全自动灌装设备操作规程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4） 本职业相关的电路、暖通空调基础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场站运行

（25） 库站内工艺置换操作

（26） 绘制工艺流程图、工件结构图

（27） 全库站进、出、充装工艺同步运行的组织

（28） 站内安全阀、计量仪表及变送器、压力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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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报警器的送检工作

（29） 库站设备故障进行事故分析

（30） 站内较大安全隐患的查找与处理

（31） 操作消防设备设施

场站巡查

（32） 通过参数、声音、外观等方面设备运行情

况的判断发现并处理设备运行一般问题

（33） 库站运行一般性突发性问题的判断与排除

（34） 库站内工艺、设备控制系统的检查

（35） 对库站检测设备进行调校和报警复位

维护保养

（36） 混气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

（37） 压力容器及管道、气化、混气等设备设施

及附件的维修

（38） 消防设施的维护保养

工具设备的

使用和维护

使用 （39） 专用测试和控制系统的使用

维护
（40） 专用工器具常见故障排除

（41） 专用仪器、仪表常见故障判断排除

创新与指导 指导
（42） 培训和指导四级及以下液化石油气库站运

行工的操作

7.2.4职业技能二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7.2.4 的规定。

表 7.2.4 职业技能二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安

全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流程

（7） 安全规程修订要求

（8） 安全事故预案修订要求

理论

知识

基本

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9） 流体静力学和运动学基础知识

（10） 传热的基本方式和基本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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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基础

知识

（11） 城镇燃气负荷计算方法

（12） 燃烧器具的分类用途

（13）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配置要求

（14） 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5） 工艺方案的编制方法

（16） 运行分析报告编写方法

设备特征

与

功能

（17） 设备保养计划编制方法

（18） 设备故障排除处理方法

（19） 特种设备应急处理措施

设备操作

规程
（20） 设备操作规程编制方法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1） 本专业相关的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

控制技术、施工组织管理基础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技

能

场站运行

（22） 调试自动灌装系统

（23） 编制库站工艺方案

（24） 检查验收库站内改造工程

（25） 调校库站检测设备

（26） 编制库站设备操作规程

（27） 应用计算机进行日常运维管理

（28） 统计分析储运装卸运行工况

（29） 组织处理库站重大设备事故

场站巡查

（30） 进行库站应急处置

（31） 发现、排除库站设备、设施故障

（32） 编制库站巡查制度

维护保养
（33） 编制设备故障处理与维修方案

（34） 编制库站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计划

工具设备的

使用和维护

使用 （35） 新工具、仪器仪表的使用

维护 （36） 专用测试和控制系统的升级

创新与

指导

创新

（37） 应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38） 提出库站工艺的优化建议

（39） 提出库站设备运行维护的优化建议

指导
（40） 培训和指导三级及以下液化石油气库站

运行工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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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职业技能一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7.2.5 的规定。

表 7.2.5 职业技能一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

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流程

（7） 安全规程编制要求

（8） 安全事故预案编制标准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9） 机械设计基础知识

（10） 机械加工知识

（11） 金属管道、设备腐蚀原理及防腐技术规程

燃气基础

知识

（12） 城镇燃气的应用常识

（13） 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4） 库站运行手册编写方法

（15） 作业指导书编制方法

设备特征与

功能
（16） 设备维修与改造知识

设备操作

规程

（17） 设备的整体调试、运行方法

（18） 新设备操作规程编制方法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19） 课程开发、工程项目管理、计算机编程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场站运行

（20） 编制库站运行方案

（21） 编制液化石油气库站作业指导书

（22） 编制大型库站建设工程工艺技术方案

（23） 评估库站工程项目的技术经济性

（24） 诊断和排除库站中较复杂的设备和系统故障

（25） 分析库站运行状况，提出优化措施

场站巡查
（26） 对库站巡查制度进行优化和管理

（27） 编制液化石油气库站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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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保养

（28） 编库库站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方案

（29） 编制储罐大修方案

（30） 主持自动灌装系统大修

工具设备

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31） 新工具、仪器仪表的跟踪和使用

维护 （32） 专用测试和控制系统问题的检测与处理

创新与

指导

创新
（33） 组织开展新技术、新工艺研究工作

（34） 推广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指导
（35） 培训和指导二级及以下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

工的操作

7.3 培训考核

7.3.1 职业技能五级应为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及以上者。

7.3.2 职业技能四级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取得本职业技能五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及以上；

2 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及以上；

3 取得技工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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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 职业技能三级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取得本职业技能四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及以上；

2 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8年及以上；

3 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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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及以

上。

7.3.4 职业技能二级应为取得本职业技能三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及以上者。

7.3.5 职业技能一级应为取得本职业技能二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及以上者。

7.3.6 职业技能五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培训考核工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7.3.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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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1 职业技能五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10 50%

作业现场安全知识 安全生产 10 5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3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4 13%

燃气基础知识 4 13%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6 20%

设备功能与特性 6 20%

设备操作规程 6 20%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4 13%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7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场站运行 21 30%

场站巡查 21 30%

维护保养 14 20%

工具设备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7 10%

维护 7 10%

7.3.7职业技能四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评价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7.3.2

的规定。

表 7.3.2 职业技能四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评价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5 25%

作业现场安全知识

安全生产 5 25%

事故预防 5 25%

事故处理 5 25%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4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4 10%

燃气基础知识 4 10%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8 20%

设备功能与特性 10 25%

设备操作规程 10 25%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4 10%

模块三 100% 基本操作技能 场站运行 3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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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操作（80 课时） 场站巡查 12 15%

维护保养 24 30%

工具设备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8 10%

维护 4 5%

7.3.8职业技能三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7.3.3 的规定。

表 7.3.3 职业技能三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评价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5 25%

作业现场安全

知识

安全生产 5 25%

事故预防 5 25%

事故处理 5 25%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5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6 12%

燃气基础知识 4 8%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8 16%

设备功能与特性 12 24%

设备操作规程 14 28%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6 12%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100 课

时）

基本操作技能

场站运行 40 40%

场站巡查 15 15%

维护保养 20 20%

工具设备的使用

和维护

使用 12 12%

维护 8 8%

创新与指导 指导 5 5%

7.3.9职业技能二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7.3.4 的规定。

表 7.3.4 职业技能二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4 20%

作业现场 安全生产 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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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知识 事故预防 6 30%

事故处理 6 3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6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6 10%

燃气基础知识 6 10%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6 10%

设备功能与特性 20 33%

设备操作规程 16 27%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6 10%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8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场站运行 20 25%

场站巡查 12 15%

维护保养 16 20%

工具设备的使用和维护
使用 8 10%

维护 12 15%

创新与指导
创新 4 5%

指导 8 10%

7.3.10职业技能一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7.3.5 的规定。

表 7.3.5 职业技能一级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2 10%

作业现场

安全知识

安全生产 2 10%

事故预防 8 40%

事故处理 8 4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8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8 10%

燃气基础知识 8 10%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20 25%

设备功能与特性 16 20%

设备操作规程 16 20%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12 15%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6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相关知识

场站运行 18 30%

场站巡查 6 10%

维护保养 1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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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设备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3 5%

维护 6 10%

创新与指导
创新 9 15%

指导 6 10%

8 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职业技能标准

8.1 职业要求

8.1.1 职业技能五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8.1.1 的规定。

表 8.1.1 职业技能五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内容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常识

（4） 了解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理论知识

（5） 掌握燃气计量单位

（6） 掌握燃气的分类、组成和特性

（7） 掌握城镇燃气供气质量标准

（8） 掌握压缩天然气场站的分类、组成、功能

（9） 熟悉常用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10） 熟悉图例知识

（11） 熟悉装卸、放散、排污、储气、加臭、计量工艺流程

（12） 熟悉充装、卸气、压缩、储气、干燥、计量设备功能和

运行参数

（13） 熟悉充装、卸车操作规程

（14） 了解压缩、储气、干燥、计量操作规程

（15） 了解城镇燃气的供气基本规律

（16） 了解仪器仪表热工基础知识

（17） 了解场站控制系统相关知识

（18） 了解特种作业相关要求

（19） 了解本职业相关的电气、金属工艺施工基础知识

3 操作技能
（20） 熟练使用常用工具并维护保养

（21） 熟练判定故障气瓶并做充装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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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熟练读取并记录压力、温度、流量、体积等运行参数

（23） 能够填写运行台账、报表等

（24） 能够巡检场站运行情况

（25） 能够操作压缩天然气装卸车设备、压缩设备、储存设备

（26） 会使用仪器仪表并保养

（27） 会压缩天然气气瓶充装操作

（28） 会使用燃气检漏仪进行安全检查

（29） 会开关阀门

（30） 会识别图例

（31） 会一般方法对设备进行保养

（32） 会使用场站消防设施

（33） 会使用场站安防系统及设施

8. 1.2职业技能四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8.1.2 的规定。

表 8.1.2 职业技能四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常识

（4） 了解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5） 了解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理论知识

（6） 掌握识图基础知识

（7） 掌握燃气用户的分类

（8） 掌握城镇燃气输配系统分类构成

（9） 掌握城镇燃气的供用气基本规律

（10） 掌握仪器仪表的种类和功能

（11） 掌握常用工器具的保养方法

（12） 掌握充装、卸车、压缩、储存、排污设备操作规程

（13） 熟悉燃气计量单位换算

（14） 熟悉压缩、调压工艺流程

（15） 熟悉缓冲、排污、加臭、调压、润滑油系统功能和运行参数

（16） 熟悉加臭、调压、控制设备操作规程

（17） 熟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安全操作技术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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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熟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常用材料和附件

（19） 熟悉消防工艺流程

（20） 熟悉电气基础知识

（21） 熟悉机修钳工基础知识

（22） 熟悉仪器热工基础知识

（23） 熟悉与本职业相关的特种作业基本要求及自动控制相关知识

3 操作技能

（24） 熟练装卸压缩天然气槽车

（25） 熟练进行加臭操作

（26） 熟练调整场站运行参数

（27） 熟练对充装、卸车、脱水、脱硫、储存设备进行排污操作

（28） 能够操作干燥、调压、加臭设备

（29） 能够判断场站设备的运行工况

（30） 能够发现巡查过程中的异常情况

（31） 会操作备用发电机

（32） 会使用专用工具、仪器仪表

（33） 会保养专用工具、仪器仪表

（34） 会处理设备设施的一般性故障

（35） 会进行常见阀门的拆装、选型

8. 1.3职业技能三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8.1.3 的规定。

表 8.1.3 职业技能三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4） 熟悉安全生产常识

（5） 熟悉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6） 了解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

2 理论知识

（7） 掌握制图知识

（8） 掌握燃气生产常识

（9） 掌握城镇燃气输配系统知识

（10） 掌握非管输天然气供应方式

（11） 掌握防爆、防静电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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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掌握场站控制系统相关知识

（13） 掌握特种作业相关要求

（14） 掌握脱水流程和场站工艺总流程

（15） 掌握分离器、脱水、润滑油系统操作规程

（16） 掌握消防泵操作规程

（17） 熟悉供销差率计算方法

（18） 熟悉压缩机的工作原理与操作规程

（19） 熟悉场站设备设施的安装工艺和标准

（20） 熟悉安全设施的原理和知识

（21） 熟悉消防泵的功能与参数

（22） 熟悉与本职业相关的电气、暖通空调相关基础知识

（23） 了解热力学基础知识

（24） 了解流体基础知识

（25） 了解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26） 了解机械传动、液压传动、气压传动等机械原理

（27） 了解常用泵与风机基础知识

3 操作技能

（28） 熟练进行场站内工艺置换操作

（29） 熟练切换工作路与备用路工艺设备

（30） 能够绘制工艺流程图、工件结构图

（31） 能够检查场站内工艺、设备控制系统运行状况

（32） 能够通过参数、声音、外观等判断设备运行是否正常

（33） 能够评估工艺过程的质量

（34） 能够组织站内安全阀、计量仪表及变送器、压力容器的检定工

作

（35） 能够组织设备维护保养工作

（36） 能够操作消防设备设施

（37） 能够进行消防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

（38） 能够培训和指导四级及以下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操作

（39） 会对场站检测设备进行调校和报警复位

（40） 会对库站设备故障进行事故分析

（41） 会查找并处理站内较大安全隐患

（42） 会判断排查库站运行一般性突发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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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4 职业技能二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8.1.4 的规定。

表 8.1.4 职业技能二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掌握安全生产常识

（4） 掌握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

（5）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6） 熟悉安全事故的处置预案

（7） 了解安全事故预案编制方法

（8） 了解安全规程编制要求

2 理论知识

（9） 掌握城镇燃气负荷计算

（10） 掌握城镇燃气输配系统设施配置要求

（11） 熟悉流体力学、热力学知识

（12） 熟悉工艺方案的编制方法

（13） 熟悉设备保养计划编制方法

（14） 熟悉运行分析报告编写方法

（15） 熟悉设备操作规程编制方法

（16） 熟悉设备故障排除处理方法

（17） 熟悉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18） 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控制技术、

施工管理基础知识

（19） 了解燃气燃烧器具的分类、用途

（20） 了解班组管理知识

（21） 了解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的研究进展情况

3 操作技能

（22） 熟练调试场站系统综合运行参数

（23） 熟练进行控制仪表报警后复位

（24） 能够编制场站工艺方案

（25） 能够检查验收场站内改造工程

（26） 能够调校场站检测设备

（27） 能够编制场站站设备操作规程和保养计划

（28） 能够应用计算机进行日常运维管理

（29） 能够培训和指导三级及以下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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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能够提出场站工艺流程、设备、系统安装、运行、维护等

方面的优化建议

（31） 能够提出设备故障处理与维修的优化方案

（32） 会统计分析储运装卸运行工况

（33） 会编制设备故障处理与维修方案

（34） 会处置设备、设施维修中的疑难问题

（35） 会组织处理场站应急事件

（36） 会检测与处理专用工器具、仪器仪表和控制系统故障

（37） 会应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8. 1.5 职业技能一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8.1.5 的规定。

表 8.1.5 职业技能一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掌握安全生产常识

（4） 掌握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

（5） 掌握安全事故处置预案

（6）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7） 熟悉安全事故预案的编制方法

（8） 熟悉安全规程编制要求

2 理论知识

（9） 掌握场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10） 掌握金属管道、设备的腐蚀原理与防护措施

（11） 掌握作业指导书编制方法

（12） 熟悉城镇燃气调度的相关知识

（13） 熟悉场站运行手册编写方法

（14） 熟悉设备的整体调试、运行方法

（15） 熟悉场站机械设备拆装与零件部件的修复方法及工艺

（16） 熟悉现代通信和现代控制技术基础知识

（17） 了解技术经济性评价方法

（18） 了解自动控制系统发展趋势

3 操作技能

（19） 熟练编制压缩天然气场站作业指导书

（20） 能够编制场站运行方案

（21） 能够验收场站新建、改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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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能够编制场站巡查制度

（23） 能够编制天然气管线、场站事故应急预案

（24） 能够编制场站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方案

（25） 能够诊断和排除场站较复杂的设备和系统故障

（26） 能够分析场站运行状况，提出优化措施

（27） 能够组织开展新技术、新工艺研究工作

（28） 能够培训和指导二级及以下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操作

（29） 会跟踪和使用新工具、仪器仪表

（30） 会推广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8.2 职业技能

8.2.1 职业技能五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8.2.1 的规定。

表 8.2.1 职业技能五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

安全知识
安全生产

（3） 工器具的使用

（4）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理论

知识

基础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5） 常用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6） 仪器仪表基础知识

（7） 图例知识

（8） 燃气体积、质量、能量计量单位

燃气基础知识

（9） 燃气的分类、组成、特性

（10）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分类及构成

（11） 城镇燃气供气质量标准

（12） 城镇燃气供用气规律

（13） 压缩天然气场站的分类、组成、功能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4） 压缩天然气场站基本工艺流程

（15） 压缩天然气气瓶检查工艺流程

（16） 压缩天然气气瓶充装工艺流程

（17） 调压工艺流程

（18） 换热工艺流程

（19） 计量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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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加臭工艺流程

设备特征与

功能

（21） 压缩天然气气瓶的功能与参数

（22） 调压设备的功能与参数

（23） 加臭设备的功能与参数

操作规程

（24） 压缩天然气气瓶检查操作规程

（25） 压缩天然气气瓶充装操作规程

（26） 调压设备操作规程

（27） 换热设备操作规程

（28） 加臭设备操作规程

（29） 阀门操作规程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30） 本职业相关的电气、金属工艺施工基础知

识

（31） 销售、运营系统功能与操作方法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场站运行

（32） 填写场站运行记录表、各类台账、报表等

（33） 判定故障气瓶并作充装前检查

（34） 燃气检漏仪的使用

（35） 压缩天然气气瓶充装操作

（36） 开关阀门

场站巡查

（37） 场站工艺流程巡查

（38） 场站设备巡查

（39） 读取并记录压力、温度、流量、体积等运

行参数

（40） 发现一般性燃气设备故障并按流程上报

维护保养
（41） 通过清洁、润滑、紧固、调整、防腐、密

封等一般方法对设备及管道进行护理

工具设备

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42） 常用工器具的使用

维护 （43） 常用工器具的维护保养

8. 2.2 职业技能四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8.2.2 的规定。

表 8.2.2 职业技能四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安全基础

知识
法律与安全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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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作业现场

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事故应急预案

事故处理 （6） 燃气泄漏处理流程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7） 识图基础知识

（8） 工器具保养知识

（9） 计量单位换算知识

（10） 危险源辨识与管理知识

燃气基础知识
（11） 燃气用户分类

（12） 城镇燃气的供用气基本规律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3） 燃气质量检测工艺流程

（14） 压缩天然气槽车卸车、充装工艺流程

（15） 消防工艺流程

（16） 压缩工艺流程

设备特征与功能

（17） 燃气质量检测设备的功能与参数

（18） 槽车的功能与参数

（19） 燃气流量计的功能与参数

（20） 备用发电机的功能与参数

（21） 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的功能与参数

（22） 压缩设备的功能与参数

设备操作规程

（23） 燃气质量检测设备操作规程

（24） 备用发电机操作规程

（25） 燃气流量计操作规程

（26） 压缩设备操作规程

（27） 排污操作规程

（28） 卸车操作规程

（29） 槽车充装操作规程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30） 本职业相关的特种作业要求及自动控制

相关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场站运行

（31） 燃气质量检测操作

（32） 压缩天然气槽车卸车、充装操作

（33） 系统调压操作

（34） 排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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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加臭系统自动、手动状态切换操作

（36） 场站运行数据分析

（37） 备用发电机操作

场站巡查
（38） 对场站设备工况进行全面巡查

（39） 发现设备故障或泄漏及时按流程上报

维护保养

（40） 根据设备维护保养计划、方案进行设备维

护保养

（41） 调压设备的常规维护保养

工具设备

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42） 专用工器具和仪表的使用

（43） 专用检测仪器的使用

维护
（44） 专用工器具和仪表的保养

（45） 专用检测仪器的保养

8.2.3 职业技能三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4.2.3 的规定。

表 8.2.3 职业技能三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律与安全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

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7） 工器具设备知识

（8） 制图基础知识

（9） 防爆和防静电知识

（10） 压力、流量、液位、温度等仪表的安装和

拆卸知识

燃气基础知识

（11） 供销差率计算知识

（12） 非管输天然气供应方式

（13）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

（14） 燃气生产常识

（15） 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6） 压缩天然气场站工艺及自控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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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场站设备及管线置换流程

（18） 压缩系统工艺流程

（19） 安防系统工艺流程

设备特征与

功能

（20） 缓冲设备的功能与参数

（21） 干燥设备的功能与参数

（22） 脱硫设备的功能与参数

（23） 消防泵的功能与参数

设备操作规程

（24） 消防泵操作规程

（25） 缓冲、排污、润滑操作规程

（26） 干燥、脱水、脱硫操作规程

（27） 压缩机操作规程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8） 本职业相关的电气、暖通空调相关基础知

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场站运行

（29） 场站设备及管线置换操作

（30） 缓冲、储气、干燥、脱水、脱硫等运行参

数调整

（31） 润滑系统操作

（32） 压缩机运行操作

（33） 绘制供工艺流程图、工件结构体

（34） 站内安全阀、计量仪表及变送器、压力容

器、报警器的送检工作

（35） 场站设备故障分析

（36） 场站较大安全隐患的查找与处理

（37） 操作消防设备设施

（38） 计算燃气供销差率

场站巡查

（39） 通过参数、声音、外观等方面设备运行情

况的判断发现并处理设备运行一般问题

（40） 场站运行一般性突发问题的判断与排除

（41） 场站内工艺、设备控制系统的检查

（42） 对场站检测设备进行调校和报警复位

维护保养

（43） 组织日常运行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工作

（44） 压力容器及管道、储存、充装、调压、润

滑等设备设施及附件的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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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脱水、脱硫设备更换脱水、脱硫剂

（46） 消防设施的维护保养

工具设备

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47） 专用测试和控制系统使用

维护
（48） 专用工器具常见故障排除

（49） 仪器、仪表常见故障判断排除

创新与

指导
指导

（50） 培训和指导四级及以下压缩天然气场站运

行工操作

8. 2.4 职业技能二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8.2.4 的规定。

表 8.2.4 职业技能二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律与安全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

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流程

（7） 安全规程修订要求

（8） 安全事故预案修订要求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9） 流体静力学和运动学基础知识

（10） 传热的基本方式和基本定律

燃气基础知识

（11） 城镇燃气负荷计算方法

（12） 燃烧器具的分类用途

（13）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设施配置要求

（14） 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5） 工艺方案的编制方法

（16） 运行分析报告编写方法

设备特征与功能

（17） 设备保养计划编制方法

（18） 设备故障排除处理方法

（19） 特种设备应急处理措施

（20） 压缩机内部构造以及工作原理

设备操作规程 （21） 设备操作规程编制方法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2） 本专业相关的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控



83

制技术、施工组织管理基础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场站运行

（23） 编制场站工艺方案

（24） 检查验收场站内改造工程

（25） 调校场站检测设备

（26） 编制场站设备操作规程

（27） 应用计算机进行日常运维管理

（28） 统计分析储存、充装、输送气运行工况

（29） 组织处理场站重大设备事故

场站巡查

（30） 进行场站应急处置

（31） 发现、排除场站设备、设施故障

（32） 编制场站站巡查制度

维护保养

（33） 干燥、压缩设备维修

（34） 编制设备故障处理与维修方案

（35） 编制场站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计划

工具设备

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36） 新器具、仪器仪表的使用

维护 （37） 专用测试和控制系统的升级

创新与

指导

创新

（38） 应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39） 提出场站工艺的优化建议

（40） 提出场站设备运行维护的优化建议

指导
（41） 培训和指导三级及以下压缩天然气场站

运行工操作

8. 2.5 职业技能一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8.2.5 的规定。

表 8.2.5 职业技能一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律与安全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

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流程

（7） 安全规程编制方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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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全事故预案编制标准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9） 机械设计基础知识

（10） 机械加工知识

（11） 金属管道、设备腐蚀原理及防腐技术规程

燃气基础知识

（12） 城镇燃气调度的相关知识

（13） 城镇燃气的应用常识

（14） 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5） 场站运行手册编写方法

（16） 作业指导书编制方法

设备特征与功能 （17） 设备维修与改造知识

设备操作规程
（18） 设备的整体调试、运行方法

（19） 新设备操作规程编制方法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0） 课程开发、工程项目管理、计算机编程

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场站运行

（21） 编制场站运行方案

（22） 编制场站作业指导书

（23） 编制场站建设工程工艺技术方案

（24） 评估场站工程项目的技术经济性

（25） 诊断和排除场站中较复杂的设备和系统

故障

（26） 分析场站运行状况，提出优化措施

场站巡查
（27） 对场站巡查制度进行优化和管理

（28） 编制场站事故应急预案

维护保养
（29） 编制场站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方案

（30） 编制储罐大修方案

工具设备

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31） 新工具、仪表的跟踪和使用

维护 （32） 专用测试和控制系统问题的检测与处理

创新与

指导

创新
（33） 组织开展新技术、新工艺研究工作

（34） 推广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指导
（35） 培训和指导二级及以下压缩天然气场站

运行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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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培训考核

8.3.1 职业技能五级应为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及以上者。

8.3.2 职业技能四级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取得本职业技能五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及以上；

2 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及以上；

3 取得技工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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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 职业技能三级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取得本职业技能四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及以上；

2 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8年及以上；

3 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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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及以

上。

8.3.4 职业技能二级应为取得本职业技能三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及以上者。

8.3.5 职业技能一级应为取得本职业技能二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及以上者。

8.3.6 职业技能五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8.3.1 的规定。

表 8.3.1 职业技能五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

（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10 50%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10

5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

（3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4 13%

燃气基础知识 4 13%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6 20%

设备功能与特性 6 20%



86

设备操作规程 6 20%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4 13%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

（7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场站运行 28 40%

场站巡查 14 20%

维护保养 14 20%

工具设备的使用

和维护

使用
7 10%

维护
7 10%

8.3.7 职业技能四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8.3.2 的规定。

表 8.3.2 职业技能四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

（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5 25%

作业现场

安全知识

安全生产 5 25%

事故预防 5 25%

事故处理 5 25%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

（4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4 10%

燃气基础知识 4 10%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8 20%

设备功能与特性 10 25%

设备操作规程 10 25%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4 10%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

（8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场站运行 32 40%

场站巡查 16 20%

维护保养 16 20%

工具设备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8 10%

维护 8 10%

8.3.8 职业技能三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8.3.3 的规定。

表 8.3.3 职业技能三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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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

（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5 25%

作业现场安全知识

安全生产 5 25%

事故预防 5 25%

事故处理 5 25%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

（5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6 12%

燃气基础知识 4 8%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8 16%

设备功能与特性 12 24%

设备操作规程 14 28%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6 12%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

（10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场站运行 34 34%

场站巡查 20 20%

维护保养 22 22%

工具设备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9 9%

维护 9 9%

创新与指导 指导 6 6%

8.3.9职业技能二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8.3.4 的规定。

表 8.3.4 职业技能二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

（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4 20%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4 20%

事故预防 6 30%

安全事故处理 6 3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

（6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6 10%

燃气基础知识 6 10%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6 10%

设备功能与特性 20 33%

设备操作规程 16 27%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6 10%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

基本操作技能
场站运行 20 25%

场站巡查 1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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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维护保养 20 25%

工具设备的使

用和维护

使用 8 10%

维护 8 10%

创新与指导
创新 4 5%

指导 8 10%

8.3.10职业技能一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8.3.5 的规定。

表 8.3.5 职业技能一级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

（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 2 10%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2 10%

事故预防 8 40%

安全事故处理 8 4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

（8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8 10%

燃气基础知识 8 10%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24 30%

设备功能与特 16 20%

设备操作规程 16 20%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8 10%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

（6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场站运行 18 50%

场站巡查 6 10%

维护保养 12 20%

工具设备的使

用和维护

使用 3 5%

维护 6 10%

创新与指导
创新 9 15%

指导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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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燃气管网运行工职业技能标准

9.1 职业要求

9.1.1 职业技能五级燃气管网运行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9.1.1 的规定。

表 9.1.1 职业技能五级燃气管网运行工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常识

（4） 了解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理论知识

（5） 掌握燃气计量单位

（6） 掌握燃气的分类、组成和特性

（7） 掌握城镇燃气供气质量标准

（8） 掌握燃气输配系统的分类及构成

（9） 熟悉常用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10） 熟悉燃气输配系统的主要设施设备

（11） 熟悉图例知识

（12） 熟悉仪器仪表基础知识

（13） 了解常见燃气用户设施、燃气燃烧器具和设备

（14） 了解本职业相关电气、金属工艺施工基础知识

3 操作技能

（15） 熟练识别燃气标识

（16） 熟练使用 U型压力计或电子压力计测量管网压力

（17） 能够根据管道图纸在现场确定地下管线位置

（18） 能够使用可燃气体检测仪对燃气设施进行检漏

（19） 能够使用防电探杆进行路面开孔

（20） 能够使用仪器检测燃气加臭浓度

（21） 能够对管道外壁腐蚀进行除锈、防腐作业

（22） 能够使用防爆风机驱散可燃气体

（23） 能够填写管网运行记录表

（24） 会更换燃气过滤器滤芯

（25） 会使用移动发电机

（26） 会安装拆卸管道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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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职业技能四级燃气管网运行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9.1.2 的规定。

表 9.1.2 职业技能四级燃气管网运行工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常识

（4） 了解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5） 了解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理论知识

（5） 掌握识图基础知识

（6） 掌握燃气用户分类

（7） 掌握城镇燃气的供气基本规律

（8） 掌握常用工器具的保养方法

（9） 掌握机修钳工基础知识

（10） 掌握燃气输配系统水工保护设施种类、结构

（11） 掌握电火花检测仪结构及工作原理

（12） 熟悉带压封堵设备结构及工作原理

（13） 熟悉调压设备结构及工作原理

（14） 熟悉计量单位换算知识

（15） 熟悉燃气加臭剂知识

（16） 熟悉电气基础知识

（17） 熟悉侵害燃气管道设施行为处理流程

（18） 熟悉与本职业相关的特种作业要求、自动控制相关知识

（19） 了解燃气计量装置结构及工作原理

（20） 了解供用气规律

（21） 了解热力学基础知识

3 操作技能

（22） 熟练完成管网抽水作业

（23） 熟练完成阀门、补偿器及其他管道附件维护保养

（24） 熟练使用路面钻孔机开孔

（25） 能够使用探测设备探测地下管线及电缆

（26） 能够排除调压器超压故障

（27） 能够使用电火花检测仪测量管道防腐层性能

（28） 能够完成管道放散、吹扫作业

（29） 能够完成管道直接置换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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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能够维护保养计量装置

（31） 能够使用维护保养常用工具、仪表、设备

（32） 会使用专用工具进行带压管道开孔及封堵作业

（33） 会测量阴保系统电位、电流参数

（34） 会使用壁厚检测仪测量管道壁厚

9.1.3职业技能三级燃气管网运行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9.1.3 的规定。

表 9.1.3 职业技能三级燃气管网运行工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4） 熟悉安全生产常识

（5） 熟悉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6） 了解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

2 理论知识

（7） 掌握制图相关知识

（8） 掌握燃气生产常识

（9） 掌握城镇燃气输配系统知识

（10） 掌握影响调压效果的主要原因

（11） 掌握计量设备校准知识

（12） 掌握供配电设施知识

（13） 掌握燃气常用计量器具

（14） 掌握带压施工设备结构及原理

（15） 掌握机修钳工基础知识

（16） 熟悉与本职业相关的电路、防腐相关基础知识

（17） 熟悉聚乙烯管材质特性、焊接原理

（18） 熟悉管道防腐材料特性、施工规程

（19） 了解电子标示器结构及施工方法

（20） 了解流体力学、热力学基础知识

（21） 了解设备操作规程编制防范

（22） 了解燃气行业相关规范、标准

3 操作技能

（23） 熟练测试阀门关闭及密封性能

（24） 熟练启动、停止、调试燃气调压设备

（25） 熟练使用专用仪器区分沼气和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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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熟练使用惰性气体实施间接置换

（27） 能够评估管道隐患整改情况

（28） 能够电熔焊接聚乙烯管道

（29） 能够进行管道防腐层补伤补口作业

（30） 能够使用、维护专用工具和仪器仪表

（31） 能够培训和指导四级及以下燃气管网运行工的操作

（32） 会编制管道保护方案

（33） 会分析管网运行状态

（34） 会使用电阻检测仪检测接地电阻

9.1.4职业技能二级燃气管网运行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9.1.4 的规定。

表 9.1.4 职业技能二级燃气管网运行工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掌握安全生产常识

（4） 掌握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

（5）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6） 熟悉安全事故处置预案

（7） 了解安全事故预案的编制方法

（8） 了解安全规程编制要求

2 理论知识

（9） 掌握数据处理及分析技术

（10） 掌握管道竣工验收规范

（11） 掌握城镇燃气负荷计算

（12） 掌握城镇燃气输配系统设施配置要求

（13） 熟悉运行分析报告编写方法

（14） 熟悉设备操作规程、保养计划编制方法

（15） 熟悉流体力学、热力学知识

（16） 熟悉地理信息系统构成

（17） 熟悉土壤直流、交流杂散电流成因及干扰应对方法

（18） 熟悉与本职业相关的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控制技术、施工

管理基础知识

（19） 熟悉燃气行业行相关标准规范

（20） 了解机械设计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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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了解自动化控制系统知识

（22） 了解班组管理知识

（23） 了解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的研究进展情况

3 操作技能

（24） 熟练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获得管位信息

（25） 熟练排除带压连接设备故障

（26） 能够编制管线巡查计划

（27） 能够编制管道腐蚀缺陷处置方案

（28） 能够编制管道维护计划

（29） 能够审核带气施工方案

（30） 能够主持燃气管道竣工验收

（31） 能够提出燃气管网工艺参数或运行维护方案优化建议

（32） 能够培训和指导三级及以下燃气管网运行工的操作

（33） 会专用工器具、仪器仪表的故障检测和常见故障排除

（34） 会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

（35） 会根据巡查获取数据及时更新巡查计划

（36） 会设计并制作非标管件

（37） 会测定杂散干扰电流

（38） 会编写带压施工作业方案

9.1.5职业技能一级燃气管网运行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9.1.5 的规定。

表 9.1.5 职业技能一级燃气管网运行工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掌握安全生产常识

（4） 掌握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

（5） 掌握安全事故处置预案

（6）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7） 熟悉安全事故预案的编制方法

（8） 熟悉安全规程编制要求

2 理论知识

（9） 掌握金属管道腐蚀原理及防腐技术规程

（10） 掌握作业指导书编制方法

（11） 掌握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12） 熟悉城镇燃气供气调度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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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熟悉工程项目管理知识

（14） 熟悉计算机编程知识

（15） 了解材料力学基础知识

（16） 了解设备管理基础知识

3 操作技能

（17） 能够编制管网运行方案

（18） 能够编制管网系统维修方案

（19） 能够通过数据分析评估管道防腐层完整性

（20） 能够优化杂散电流排流保护方案

（21） 能够审核工程建设项目图纸变更和设计变更

（22） 能够应用模拟分析工具评估管道供气方案

（23） 能够组织开展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研究工作

（24） 能够推广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

（25） 能够培训和指导二级及以下燃气管网工的操作

（26） 会跟踪和使用新工具、仪器、仪表

（27） 会检测与处理专用工器具、仪器、仪表故障

9.2 职业技能

9.2.1职业技能五级燃气管网运行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9.2.1 的规定。

表 9.2.1 职业技能五级燃气管网运行工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生

产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律与安

全常识

（1）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

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3）工器具的使用

（4）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5） 常用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6） 温度、压力仪表知识

（7） 图例基础知识

（8） 燃气体积、能量、质量计量单位

燃气基础

知识

（9） 燃气的分类、组成和特性

（10）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分类及构成

（11） 城镇燃气供气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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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

管网巡检

（12） 可燃气体检测仪结构、工作原理

（13） 市政道路结构

（14） 加臭剂种类、特性、加臭标准

（15） 燃气管道违章占压处理流程

（16） 施工作业侵害燃气设施处理流程

管网维护

（17） 金属管道除锈方式及除锈效果等级

（18） 管道防腐技术及施工方法

（19） 调压器过滤器结构、工作原理

（20） 燃气管线阀门及阀室结构

管网运行

作业

（21） 管道吹扫技术要求

（22） 防爆风机驱散可燃气体技术要求

相关知识 相关专业 （23） 与本职业相关电气、金属工艺施工基础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管网巡检

（24） 使用可燃气体检测仪测量可燃气体浓度

（25） 根据仪器读数研判漏气趋势及泄漏点位置

使用操作防电探杆开孔

（26） 使用电子标示器探测仪

（27） 对照管线图现场确定对应燃气设施所在位置

（28） 识别并记录燃气管道相邻设施异常现象

（29） 实施燃气管线的保护

（30） 燃气加臭量检测

（31） 使用及维护警示设施和装置

管网维护

（32） 管道除锈、刷漆等防腐作业

（33） 更换过滤器滤芯

（34） 清理阀井及防渗作业

（35） 防爆风机、风管日常维护

管网运行

作业

（36） 安装拆卸管道盲板，进行管道截气和通气

（37） 使用可燃气体检测仪检测作业环境风险

（38） 使用防爆风机驱散可燃气体

（39） 安装带压开孔作业设备

工具设备

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40） 常用工器具、仪器仪表的使用

维护 （41） 常用工器具、仪器仪表的维护保养

9.2.2职业技能四级燃气管网运行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9.2.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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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2 职业技能四级燃气管网运行工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律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安

全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燃气泄漏处理流程

理论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7） 识图基础知识

（8） 工器具保养知识

（9） 计量单位换算知识

燃气基础

知识

（10） 燃气用户分类

（11） 城镇燃气的供用气基本规律

专业知识

管网巡检

（12） 地下电缆及管线探测仪器工作原理

（13） 阴极保护原理及阴极保护设施

（14） 电火花检测仪工作原理及使用规程

（15） 施工现场风险识别、记录、处置

（16） 水工保护设施种类、结构

管网维护

（17） 阀室、阀井结构

（18） 抽水缸结构及抽水设备使用

（19） 计量装置结构及工作原理

管网运行作业

（20） 管道间接置换技术要求

（21） 管道放散、直接置换技术要求

（22） 管网压力试验技术要求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3） 与本职业相关的特种作业要求、自动

化控制相关知识

技能

操作

基本操作

技能
管网巡检

（24） 探测地下电缆及管线位置

（25） 操作路面钻孔机开凿测量孔

（26） 配置便携参比电极

（27） 测量阴保系统电流、电位参数

（28） 识别施工现场危及管网安全的风险

因素

（29） 处理危及管线安全的违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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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绘制现场单线图、栓点图

（31） 发现水工保护设施隐患并跟进维修

（32） 发电机日常维护

（33） 可燃气体检测器使用及维护

管网维护

（34） 维护不同种类阀门

（35） 能使用注油泵完成润滑作业

（36） 阻火器日常维护

（37） 核对补偿器、放散阀等管道附件工作

参数，定期维护保养

（38） 定期检查计量设备运行状态并进行

维护保养

管网运行作业

（39） 根据作业方案实施管道燃气放散、

降压作业

（40） 进行管道直接置换作业

（41） 使用专用设备完成带压开孔作业

（42） 操作专用设备完成带压封堵作业

（43） 使用电火花检测仪检测管道防腐层

（44） 使用壁厚检测仪测量管道壁厚，估算

剩余使用寿命

工具设备的

使用和维护

使用
（45） 专用工具和仪表的使用

（46） 专用检测仪器的使用

维护
（47） 专用工具和仪表的保养维护

（48） 专用检测仪器的保养维护

9.2.3职业技能三级燃气管网运行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9.2.3 的规定。

表 9.2.3 职业技能三级燃气管网运行工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知识
法律与安

全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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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7） 工器具设备知识

（8） 制图基础知识

燃气基础

知识

（9） 供销差率计算知识

（10）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

（11） 燃气生产常识

（12） 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专业知识

管网巡检

（13） 电子标示器工作原理

（14） 燃气管网坐标全球定位系统知识

（15） 管网压力波动与输配设备运行状况分析

（16） 乙烷分析仪或气质检测设备工作原理、使用

知识

管网维护

（17） 调压器结构及工作原理

（18） 调压器故障辨识、排除方法

（19） 阀门关闭性能和密封性能的检验方法

（20） 管道防腐原理及材料特性、施工规程

管网运行

作业

（21） 聚乙烯管道焊接原理

（22） 管道带压施工方案编制规则

（23） 管网间接置换方案编制技术要求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4） 与本职业相关的电气、防腐施工相关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管网巡检

（25） 使用乙烷分析仪或气质分析仪区分沼气和

天然气，排除干扰气源确定管线泄漏点

（26） 对测量数据进行分析，按照风险程度编排查

漏周期

（27） 操作埋地绝缘接头检测仪进行埋地管道绝

缘接头绝缘性能测试

（28） 使用土壤电阻测试仪进行土壤电阻率测试

（29） 操作接地电阻测试仪进行辅助阳极接地电

阻测试

（30） 燃气调压器出口压力设定及调整

（31） 调压器启动及停止工作操作

管网维护
（32） 检测管道阀门关闭性能及密封性能

（33） 处置阀门压兰泄漏、齿轮减速箱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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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网运行

作业

（34） 根据管网压力记录，发现管网设运行施异常

（35） 根据现场情况选择管道防腐层修复方式

（36） 钢管补伤补口作业

（37） 编写带压施工作业方案

工具设备的使

用和维护

使用 （38） 专用仪器的使用

维护 （39） 专用仪器的保养

创新与指导 指导
（40） 能够培训和指导四级及以下燃气管网运行

工的操作

9.2.4职业技能二级燃气管网运行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9.2.4 的规定。

表 9.2.4 职业技能二级燃气管网运行工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知识
法律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流程

（7） 安全规程修订要求

（8） 安全事故预案修订要求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9） 流体静力学和动力学基础知识

（10） 传热的基本方式和基本定律

燃气基础

知识

（11） 城镇燃气负荷计算方法

（12） 燃烧器具的分类用途

（13）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配置要求

（14） 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专业知识

管网巡检

（15） 金属腐蚀原理

（16） 各种管道防腐层完整性检测原理、适用环

境、技术参数

（17） 杂散电流种类、特点及测量

（18） 消除杂散电流对管线影响的方法

管网维护
（19） 钢管防腐层施工方法、验收标准

（20） 绝缘接头、牺牲阳极、接地电池施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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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网运行

作业

（21） 风险评估、经济性评估知识

（22） 管网压力试验技术要求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3） 与本专业相关的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

控制技术、施工管理基础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管网巡检

（24） 使用交流电位衰减检测仪、直流电压梯度

检测仪查找管道防腐层破损点

（25） 杂散电流测试仪检测杂散电流腐蚀

（26） 编制杂散电流排流方案

（27） 编制管网巡检计划

（28） 录入更新地理信息系统数据

管网维护

（29） 编制管道及附属设备维护方案

（30） 编制带压作业设备施工方案

（31） 燃气管道竣工验收

管网运行

作业

（32） 设计非标管件

（33） 设计及制造非标夹具

工具设备的使

用和维护

使用
（34） 专用工器具、仪器仪表、专用记录测试软

件的使用

维护

（35） 专用工器具、仪器仪表的故障检查和常规

故障排除

（36） 专用记录测试软件的升级、更新

创新与指导

创新

（37） 应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38） 提出管网设备和系统安装、运行、维护的

优化建议

指导
（39） 培训和指导三级及以下燃气管网运行工的

操作

9.2.5职业技能一级燃气管网运行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9.2.5 的规定。

表 9.2.5 职业技能一级燃气管网运行工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律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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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操作

知识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流程

（7） 安全规程编制要求

（8） 安全事故预案编制标准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9） 机械设计基础知识

（10） 机械加工知识

（11） 金属管道、设备腐蚀原理及防腐技术规程

燃气基础知识
（12） 城镇燃气调度相关知识

（13） 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专业知识

管网巡检
（14） 管道完整性评价方法

（15） 金属管道剩余寿命评价方法

管网维护 （16） 城镇燃气供气调度知识

管网运行作业
（17） 风险评估、经济性评估知识

（18） 管网压力试验技术要求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19） 课程开发、项目管理、计算机编程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管网巡检
（20） 根据数据评估管道防腐层完整性

（21） 根据数据优化杂散电流排流保护方案

管网维护

（22） 评估、优化管网设施维修计划

（23） 优化配置，提升管网智能化水平

（24） 编制管网系统维修方案

管网运行作业

（25） 编制管网用气调度方案

（26） 使用模拟器核对控制参数

（27） 使用计算机模拟分析工具评估供气方案

工具设备

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28） 新工具、仪器仪表的跟踪和使用

维护 （29） 专用工器具、仪器仪表调试和检测

创新与

指导

创新
（30） 组织开展新技术、新工艺研究工作

（31） 推广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

指导
（32） 培训和指导二级及以下燃气管网运行工的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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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培训考核

9.3.1 职业技能五级应为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及以上者。

9.3.2 职业技能四级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取得本职业技能五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及以上；

2 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及以上；

3 取得技工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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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 职业技能三级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取得本职业技能四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及以上；

2 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8年及以上；

3 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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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及以

上。

9.3.4 职业技能二级应为取得本职业技能三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及以上者。

9.3.5 职业技能一级应为取得本职业技能二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及以上者。

9.3.6 职业技能五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9.3.1 的规定。

表 9.3.1 职业技能五级燃气管网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评价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律与安全常识 10 50%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10 5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3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3 10%

燃气基础知识 3 10%

专业知识

管网巡检 6 20%

管网维护 6 20%

管网运行作业 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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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6 20%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7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管网巡检 25 36%

管网维护 21 30%

管网运行作业 14 20%

工具设备的使用

和维护

使用 7 10%

维护 3 4%

9.3.7 职业技能四级燃气管网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9.3.2

的规定。

表 9.3.2 职业技能四级燃气管网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评价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律与安全常识 6 30%

作业现场安全操

作知识

安全生产 4 20%

事故预防 4 20%

事故处理 6 3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4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4 10%

燃气基础知识 6 15%

专业知识

管网巡检 4 10%

管网维护 8 20%

管网运行作业 8 20%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10 25%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8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管网巡检 40 50%

管网维护 12 15%

管网运行作业 12 15%

工具设备的使用

和维护

使用 8 10%

维护 8 10%

9.3.8 职业技能三级燃气管网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9.3.3

的规定。

表 9.3.3 职业技能三级燃气管网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评价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基础知识 法律与安全常识 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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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20 课

时）
作业现场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6 30%

事故预防 4 20%

事故处理 4 2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50 课

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2 4%

燃气基础知识 3 6%

专业知识

管网巡检 10 20%

管网维护 15 30%

管网运行作业 10 20%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10 20%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90 课

时）

基本操作技能

管网巡检 42 47%

管网维护 16 18%

管网运行作业 18 20%

工具设备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6 7%

维护 4 4%

创新与指导 指导 4 4%

9.3.9职业技能二级燃气管网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9.3.4

的规定。

表 9.3.4 职业技能二级燃气管网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评价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20 课

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律与安全常识 4 20%

作业现场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6 30%

事故预防 6 30%

事故处理 4 20%

模块二 100%

理论知识（60 课

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3 5%

燃气基础知识 3 5%

专业知识

管网巡检 12 20%

管网维护 15 25%

管网运行作业 15 25%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12 20%

模块三 100%

操作技能（70 课

时）

基本操作技能

管网巡检 21 30%

管网维护 7 10%

管网运行作业 1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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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设备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7 10%

维护 7 10%

创新与指导
创新 7 10%

指导 7 10%

9.3.10 职业技能一级燃气管网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9.3.5

的规定。

表 9.3.5 职业技能一级燃气管网运行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评价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20 课

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律与安全常识 4 20%

作业现场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6 30%

事故预防 4 20%

事故处理 6 3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70 课

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4 6%

燃气基础知识 4 6%

专业知识

管网巡检 16 23%

管网维护 16 23%

管网运行作业 16 23%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14 20%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60 课

时）

基本操作技能

管网巡检 12 20%

管网维护 12 20%

管网运行作业 12 20%

工具设备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6 10%

维护 6 10%

创新与指导
创新 6 10%

指导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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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职业技能标准

10.1 职业要求

10.1.1职业技能五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10.1.1的规定

表 10.1.1 职业技能五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

产知识

（1） 掌握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知识

（4） 了解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理论

知识

（5） 掌握燃气的分类、组成、特性

（6） 掌握管道识图基本知识

（7） 掌握常用管材、管件、阀门及辅料的规格、性能、用途

（8） 掌握常用计量单位及换算

（9） 掌握民用户内燃气设施安装标准、规范要求

（10） 熟悉管工、钳工操作基本知识

（11） 熟悉常用设备、工具安全操作知识

（12） 熟悉民用燃气表的类型、规格型号及安装标准

（13） 熟悉民用燃气报警器的规格型号及安装要求

（14） 熟悉民用室内燃气设施安装技术

（15） 熟悉家用燃气灶具的类型、质量标准及安装要求

（16） 熟悉民用户内燃气系统气密性检查的方法

（17） 熟悉安全使用燃气知识

（18） 了解民用户内燃气设施检修技术

（19） 了解民用燃气用户安全检查与通气点火作业规程

（20） 了解热电式熄火保护装置的结构、原理

（21） 了解家用燃气灶具安全使用与调试技术

（22） 了解与本职业相关电气、金属工艺施工基础知识

3
操作

技能

（23） 熟练操作套丝机加工镀锌管螺纹

（24） 熟练安装民用燃气灶具

（25） 熟练检查民用户内燃气系统气密性检、测试供气压力

（26） 熟练查找漏点并进行维修

（27） 能够安装民用户内镀锌燃气管道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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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能够安装民用户内薄壁不锈钢管燃气管道及附件

（29） 能够安装民用户内其他管材（如铜管、不锈钢波纹软管等标准

规范允许使用的管材）燃气管道及附件

（30） 能够安装家用燃气皮膜表、燃气报警器

（31） 能够维修民用户内表前阀后燃气系统漏气、更换管道及配件

（32） 能够指导燃气用户正确使用燃气

（33） 会检查表前阀、用具阀门有无内漏

（34） 会判断民用户内燃气系统、燃气灶具安装隐患

（35） 会进行民用户的通气点火

（36） 会检查燃气表外观和有效期、检定标志

（37） 会进行报警器的启闭操作及测试

（38） 会检查灶具外观、随机配件

（39） 会调试灶具燃烧工况、测试熄火保护

10.1.2 职业技能四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10.1.2 的规定。

表 10.1.2 职业技能四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

产知识

（1） 掌握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常识

（4） 了解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5） 了解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理论

知识

（6） 掌握管道施工设施（设备）安全操作知识

（7） 掌握管工操作基本知识

（8） 掌握管道制图知识

（9） 掌握民用户、餐饮类用户通气点火操作流程

（10） 掌握民用户、工商用户安检技术

（11） 熟悉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12） 熟悉计量基础知识

（13） 熟悉燃气立管、干管、商业用户燃气管道及附属设施安装技术

（14） 熟悉室内燃气管道试验及置换通气流程

（15） 熟悉燃气热水器的分类、型号编制及安装规范、调试使用要求

（16） 熟悉管道除锈质量标准，管道防腐的方法和要求

（17） 熟悉餐饮类用户燃具的种类、规格型号及安装规范、调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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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8） 熟悉燃气灶具结构、工作原理及故障排除方法

（19） 熟悉燃气灶具各零部件的构成、原理

（20） 熟悉室内燃气系统漏气原因及维修方法

（21） 了解燃气用户室内紧急事故处理程序

（22） 了解可燃气体检测仪使用方法

（23） 了解工商用户燃气系统的构成及用气特点、气密测试要求

（24） 了解燃气燃烧相关知识

（25） 了解电工常识

（26） 了解燃烧效率分析仪器使用方法

（27） 了解商业用燃气表的类型、性能特点及用途

（28） 了解室内燃气系统用阀门、电磁阀的规格型号、类型及安装

要求

（29） 了解与本职业相关的特种作业要求、自动控制相关知识

3
操作

技能

（30） 熟练安装燃气引入管、干管、户内立管及附属设施

（31） 熟练安装商业用户室内燃气管道（非焊接）及附属设施

（32） 熟练安装家用燃气热水器及烟道，连接燃气、冷热水管

（33） 熟练拆装燃气灶具、阀体总成

（34） 熟练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35） 能够安装餐饮类燃气具

（36） 能够进行立管置换、通气操作

（37） 能够调试家用燃气热水器、交付使用、简单故障排除

（38） 能够进行餐饮类燃具的置换放散，通气点火，调试燃烧工况

（39） 能够维修商业用户室内燃气管道漏气、更换管道及配件

（40） 能够进行民用及商业用户安全检查

（41） 能够判断计量器具是否正常工作

（42） 能够维修民用燃气灶具、更换燃气灶配件

（43） 会判断施工材料外观、型号、质量是否符合安装及规范要求

（44） 会检查设备、工具安全情况

（45） 会根据施工图计算工料、准备材料

（46） 会使用燃烧效率分析仪

（47） 会绘制工商用户供气系统草图

（48） 会判断供气故障、供气不稳定的原因

（49） 会使用可燃气体检测仪检测燃气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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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职业技能三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10.1.3 的规定。

表 10.1.3 职业技能三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

产知识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4） 熟悉安全生产常识

（5） 熟悉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6） 了解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

2
理论

知识

（7） 掌握室内燃气工程施工安装图的绘制标准

（8） 掌握工矿企业燃气工程施工规范

（9） 掌握隐蔽工程施工要求

（10） 掌握高层建筑户外燃气管道施工要求

（11） 掌握燃气工程管道试验和验收标准、置换通气流程

（12） 掌握安全施工技术标准

（13） 掌握燃气热水器故障排除及维修技术

（14） 掌握餐饮类燃具故障排除及维修技术

（15） 熟悉高空作业安全技术要求

（16） 熟悉燃气用户紧急事故处理程序、停复气处理程序

（17） 熟悉万用表安全操作使用要求

（18） 熟悉热水器电气原理图、控制流程图

（19） 了解电气、电磁学基本知识，磁电转换（霍尔效应）的基本

原理

（20） 了解流体力学文丘里效应

（21） 了解计算机绘图知识

（22） 了解施工预算的计算规则

（23） 了解燃气热水器、餐饮类燃具的技术标准

（24） 熟悉与本职业相关的电气、暖通空调相关基础知识

3
操作

技能

（25） 熟练进行燃气管道暗封、暗埋施工，高层建筑户外管道安装

施工

（26） 熟练拆卸、组装商业燃具

（27） 熟练拆解、组装热水器

（28） 能够绘制安装施工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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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能够进行工矿企业的燃气工程安装施工、置换通气

（30） 能够对室内燃气工程进行验收

（31） 能够进行餐饮类燃具维修、更换配件

（32） 能够进行燃气热水器维修、更换配件

（33） 能够使用万用表判断零配件故障

（34） 能够处理室内燃气设施漏气等紧急事故

（35） 能够培训和指导四级及以下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操作

（36） 会对室内燃气工程进行强度及严密性试验，并能填写试验记录

（37） 会调整燃气热水器二次压力

（38） 会组织事故后的恢复供气

10. 1.4 职业技能二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 10.1.4 的规定。

表 10.1.4 职业技能二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

产知识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掌握安全生产常识

（4） 掌握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

（5） 熟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6） 熟悉安全事故处置预案

（7） 了解安全事故预案的编制方法

（8） 了解安全规程编制要求

2
理论

知识

（9） 掌握施工组织设计编制知识

（10） 掌握燃气工程技术交底卡的编写知识、质量检查写作知识

（11） 掌握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12） 掌握燃气事故报告编写程序

（13） 掌握燃气采暖炉的类型、结构、工作原理及安装要求

（14） 掌握燃气采暖炉零部件的结构、性能及采暖炉故障维修知识

（15） 熟悉城镇燃气室内燃气事故发生的原因及预防措施

（16） 熟悉建筑采暖负荷计算方法

（17） 熟悉室内采暖系统类型及优缺点

（18） 熟悉燃气燃烧器具安装技术规程

（19） 熟悉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20） 了解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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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了解燃气输配、燃气燃烧与应用方面知识

（22） 了解供暖系统循环水泵、分水器、集水器的选型及安装要求

（23） 了解房间温度均衡的调试方法

（24） 了解传热学相关知识

（25） 了解用户燃气设施工程成本核算和定额管理知识

（26） 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控制技术、施工

管理基础知识。

3
操作

技能

（27） 熟练编制燃气管道安装施工组织方案

（28） 熟练安装燃气采暖炉主机、给排气管

（29） 熟练安装燃气采暖炉生活热水、供暖系统及燃气系统

（30） 熟练拆卸、组装燃气采暖炉及主要配件

（31） 能够编制燃气管道施工技术交底卡，进行技术交底

（32） 能够检查燃气设施施工质量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33） 能够处理燃气设施施工过程质量事故

（34） 能够制定施工进度计划并控制施工进度

（35） 能够安装供暖系统分水器、集水器、室内温控器、外接循环

水泵

（36） 能够对燃气采暖炉供暖状态采暖炉不工作故障进行诊断、排除

（37） 能够对燃气采暖炉生活热水状态采暖炉不工作故障进行诊断

排除

（38） 能够分析室内燃气设施火灾、爆炸后事故原因，起草事故报告

（39） 能够培训和指导三级及以下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操作

（40） 会根据用户住宅情况和生活热水需求，确定采暖炉功率

（41） 会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

（42） 会撰写质量检查报告

（43） 会检查与监督施工人员的安全保护措施

（44） 会编制、审核施工用料计划

（45） 会进行燃气采暖炉供暖系统调试、生活热水系统调试，指导用

户操作使用

（46） 会调试燃气采暖炉二次压

（47） 会对设备和系统安装运行维护提出优化建议

（48） 会编制培训教材计划指导培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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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职业技能一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10.1.5 的规定。

表 10.1.5 职业技能一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知识

1
安全生

产知识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掌握安全生产常识

（4） 掌握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

（5） 掌握安全事故处置预案

（6）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7） 熟悉安全事故预案的编写方法

（8） 熟悉安全规程编制要求

2
理论

知识

（9） 掌握调压器的分类、型号、结构及工作原理

（10） 掌握燃气设计规范及相关标准要求

（11） 掌握燃气工程质量计划编制方法

（12） 掌握燃气突发事故应急预案的编制要求

（13） 熟悉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

（14） 熟悉燃气需用工况及供需平衡知识

（15） 熟悉工业企业用气设备安装验收规程

（16） 熟悉商业燃气锅炉和冷热水机组燃气系统安装验收规程

（17） 熟悉技术报告、论文写作相关知识

（18） 熟悉企业管理、质量管理相关知识

（19） 熟悉燃烧效率分析仪使用方法及应用

（20） 了解天然气在工业方面的应用知识

（21） 了解科学实验研究方法

（22） 了解城市燃气管网系统及运行方面知识

（23） 了解流体力学基础知识

（24） 熟悉课程开发、工程项目管理、计算机编程知识

3
操作

技能

（25） 熟练安装用户调压器，投入及解除运作

（26） 能够组织实施工业企业用气设备安装验收

（27） 能够组织实施商业燃气锅炉和冷热水机组燃气系统安装验收

（28） 能够编制管道施工质量计划

（29） 能够编制室内燃气工程组织设计方案和特殊工程施工规程

（30） 能够组织编写燃气突发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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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能够组织、指挥、实施突发事故抢险

（32） 能够推广应用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

（33） 能够参加图纸会审、设计变更审核，提出有效措施

（34） 能够完成燃气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的检查、考核与评定

（35） 能够撰写施工技术总结

（36） 能够培训和指导二级及以下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操作

（37） 能用燃烧效率分析仪分析燃烧设备燃烧状况

（38） 会组织开展新技术、新工艺研究工作

10.2 职业技能

10.2.1 职业技能五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10.2.1 的规定。

表 10.2.1 职业技能五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生

产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

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3） 工器具的使用

（4）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使用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5） 常用计量单位及换算知识

（6） 管道识图基本常识

（7） 常用设备、工具安全操作知识

燃气基础

知识

（8） 燃气的分类、组成及特性

（9）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的分类、构成

（10） 城镇燃气的供气质量标准

专业知识

室内燃气设

施安装

（11） 室内燃气工程常用的管材、管件、阀门及

辅料

（12） 民用燃气表的类型、规格型号及安装标准

（13） 民用燃气报警器的规格型号及安装标准

（14） 民用户内燃气设施安装标准、规范要求

（15） 民用户内燃气设施安装技术

燃气具安装

（16） 家用燃气灶具类型、质量标准及安装标准

（17） 家用燃气灶具安全使用与调试技术

（18） 热电式熄火保护装置的结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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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燃气设

施维修、抢修

（19） 民用户内燃气设施检修技术

（20） 民用户内燃气系统气密性检查的方法

室内燃气设

施运行

（21） 民用户内燃气设施安检技术

（22） 民用户通气点火安全操作规程

（23） 安全使用燃气知识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4） 与本职业相关电气、金属工艺施工基础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室内燃气设

施安装

（25） 能根据施工图纸计算管道下料尺寸

（26） 使用套丝机进行镀锌管的下料切断、套丝

加工

（27） 使用管钳等手工具安装连接镀锌管道

（28） 使用专用割刀切割薄壁不锈钢管

（29） 使用专用卡压工具安装连接薄壁不锈钢管

（30） 使用激光投线仪进行划线、定位操作

（31） 使用电锤等工具在墙上固定管道

（32） 安装燃气表、阀门、燃气报警器

（33） 对户内燃气设施进行压力和气密性试验

燃气具安装

（34） 检查燃气灶具外观、随机配件

（35） 进行灶具安装及管道连接

（36） 燃气具燃烧工况调试、检查熄火保护

室内燃气设

施维修、抢修

（37） 检查用户燃气设施严密性

（38） 查找燃气设施漏点及阀门内漏

（39） 处置室内漏气点，更换管道、燃气表、阀门

室内燃气设

施运行

（40） 检查燃气设施、燃气具安装质量

（41） 民用户定期安全检查

（42） 民用户通气点火

（43） 能进行管道设施置换

（44） 识别室内燃气设施安全隐患

（45） 民用户安全用气宣传

（46） 指导民用户使用燃气设施及燃气具

工具设备

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47） 常用工器具的使用

维护 （48） 常用工器具的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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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职业技能四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10.2.2的规定。

表 10.2.2 职业技能四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生

产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安

全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燃气泄漏处理流程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7） 计量基础知识

（8） 管道制图知识

（9） 管道施工设施（设备）安全操作知识

燃气基础

知识

（10） 城镇燃气的供用气基本规律

（11） 燃气互换性、燃烧特性

（12） 民用和商用燃烧器分类用途及结构原理

专业知识

室内燃气设

施安装

（13） 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14） 商业用燃气表的类型、性能特点及用途

（15） 手动阀门的品种规格、用途及安装要求

（16） 管道除锈质量标准、燃气管道防腐的方法和要求

（17） 燃气立管、干管、商业用户燃气管道安装技术

（18） 燃气表、阀门、报警器、电磁阀安装技术

（19） 燃气管道置换通气流程

燃气具安装

（20） 燃气热水器的分类、型号及安装要求

（21） 燃气热水器的调试、使用要求

（22） 餐饮类燃具的类型及安装要求

（23） 餐饮类燃具调试、使用要求

室内燃气设

施维修、抢修

（24） 室内燃气系统漏气原因及维修方法

（25） 可燃气体检测仪使用方法

（26） 燃气灶具故障分析与排除方法

（27） 燃气灶具各零部件的构成、原理

（28） 燃气用户室内紧急事故处理程序

室内燃气设

施运行

（29） 工商用户燃气系统的构成及用气特点

（30） 商业用户燃气系统气密性测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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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民用户、工商用户安检技术

（32） 民用户、餐饮类用户通气点火操作流程

（33） 燃烧效率分析仪使用方法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34） 与本职业相关的特种作业要求、自动控制相关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室内燃气设

施安装

（35） 识读室内管道轴测图、施工图

（36） 能准备安装用材料、附件

（37） 安装室内燃气引入管、户内立管、水平干管

（38） 管道防腐操作

（39） 安装立管阀门、电磁阀

（40） 安装商用户燃气表、过滤器、电磁阀

（41） 安装商业燃气具配气管道

（42） 对安装完成的管道进行试验和置换通气

燃气具安装

（43） 安装燃气热水器、给排气管，连接燃气、冷热水管，

并进行试验

（44） 判断电源插座连接是否正常

（45） 调试燃气热水器及交付用户使用

（46） 安装餐饮类燃具

（47） 调试商业燃具的燃烧工况

室内燃气设

施维修、抢修

（48） 维修商业用户室内燃气设施漏气点，更换管道、燃

气表、阀门、过滤器、电磁阀等

（49） 拆卸、组装家用燃气灶具

（50） 判断燃气灶具故障产生的原因，并进行维修或配件

更换

（51） 使用可燃气体检测仪检测燃气浓度

（52） 准备和使用维抢修用个人防护用品

（53） 判断供气不稳定的原因并进行维修

室内燃气设

施运行

（54） 商业用户定期安全检查

（55） 判断计量器具、燃气报警器工作状态

（56） 绘制工商用户供气系统草图

（57） 餐饮类用户的通气点火

（58） 分析燃具燃烧工况

（59） 餐饮用户安全用气宣传

（60） 指导餐饮用户使用燃气设施及燃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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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设备的

使用和维护

使用
（61） 专用工器具和仪表的使用

（62） 专用检测仪器的使用

维护
（63） 专用工具和仪表的保养

（64） 专用检测仪器的保养

10.2.3 职业技能三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10.2.3 的规定。

表 10.2.3 职业技能三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生

产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安

全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7） 安全施工技术标准

（8） 建筑制图常识

燃气基础

知识
（9） 工业用燃烧器分类用途及结构原理

专业知识

室内燃气设

施安装

（10） 隐蔽工程施工要求

（11） 工矿企业燃气工程施工规范

（12） 燃气工程管道试验和验收程序

（13） 高层建筑户外燃气管道施工要求

（14） 施工预算计算规则

室内燃气设

施维修、抢修

（15） 燃气热水器、餐饮类燃具技术标准

（16） 燃气热水器电气原理图、控制流程图识读

（17） 燃气热水器故障排除及维修技术

（18） 餐饮类燃具故障排除及维修技术

（19） 燃气用户紧急事故处理程序

（20） 燃气用户停复气处理程序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1） 与本职业相关的电气、暖通空调相关基础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室内燃气设

施安装

（22） 燃气管道暗埋、暗封安装施工

（23） 高层建筑户外立管及附属设施安装施工

（24） 工矿企业燃气管道的安装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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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绘制安装施工草图

（26） 进行室内燃气工程试验、验收、置换通气、填写试

验记录

室内燃气设

施维修、抢修

（27） 燃气热水器拆解、组装

（28） 燃气热水器部件拆解、组装

（29） 燃气热水器故障判断、维修

（30） 燃气热水器二次压调整

（31） 餐饮类燃具拆解、组装

（32） 餐饮类燃具故障判断、维修

（33） 使用万用表测量通电部件故障

（34） 判断室内燃气设施漏气原因及维修、更换配件

（35） 组织燃气事故后的恢复供气

工具设备的

使用和维护

使用 （36） 专用仪器的使用

维护 （37） 专用仪器的维护保养

创新与指导 指导 （38） 培训和指导四级及以下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操作

10.2.4 职业技能二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10.2.4 的规定。

表 10.2.4 职业技能二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生

产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安

全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流程

（7） 安全规程修订要求

（8） 安全事故预案修订要求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9） 流体静力学和动力学基础知识

（10） 传热的基本方式和基本定律

燃气基础

知识
（11）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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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

室内燃气设

施安装

（12） 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13） 室内燃气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知识

（14） 室内燃气工程技术交底卡、质量报告写作知识

（15） 室内燃气工程成本核算和定额管理知识

燃气具安装

（16）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验收技术规程

（17） 燃气采暖炉的结构原理、安装要求

（18） 室内燃气负荷计算方法

（19） 室内燃气采暖系统的方案设计知识

（20） 室内燃气采暖系统设备选型与安装要求

（21） 室内燃气采暖系统运行调试

室内燃气设

施维修、抢修

（22） 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

（23） 城镇燃气室内燃气事故发生的原因及预防措施

（24） 燃气采暖炉故障分析及排除方法

（25） 多能源采暖系统常见故障分析

（26） 燃气紧急事故报告编写程序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7） 与本专业相关的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控制技术、

施工管理基础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室内燃气设

施安装

（28） 室内燃气工程技术交底，编制技术交底卡

（29） 编制室内燃气工程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程

（30） 检查室内燃气工程施工质量，处理质量事故、撰写

质量报告

（31） 编制施工进度计划、控制施工进度

（32） 检查与监督施工人员的安全保护措施

（33） 编制、审核施工用料计划

燃气具安装

（34） 燃气采暖炉的选型和安装

（35） 安装燃气采暖炉及烟道，连接供暖系统的供、回水

管，生活用冷、热水管并会试压，连接燃气

（36） 调试燃气采暖炉及供暖、生活热水工况

（37） 安装外接水泵、集（分）水器

（38） 安装房间温控器，并进行供暖平衡调整

室内燃气设

施维修、抢修

（39） 拆解、组装燃气采暖炉

（40） 拆装燃气采暖炉部件、测量判断其正常与否

（41） 分析燃气采暖炉故障，会排除故障、更换损坏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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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调整燃气采暖炉二次压，检查燃烧工况

（43） 调整房间温度、排除燃气供暖故障

（44） 分析室内燃气设施火灾、爆炸事故原因

（45） 起草事故分析报告

工具设备的

使用和维护

使用 （46） 检测和控制系统使用

维护 （47） 检测和控制系统的维护及升级

创新与指导
创新

（48） 提出设备和系统安装运行维护的优化建议

（49） 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

指导 （50） 培训和指导三级及以下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操作

10.2.5 职业技能一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10.2.5 的规定。

表 10.2.5 职业技能一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

生产

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

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7） 安全规程编制要求

（8） 安全事故预案编制标准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9） 机械设计基础知识

（10） 机械加工知识

燃气基础

知识

（11） 燃气需用工况及供需平衡知识

（12） 城市燃气管网系统及运行基础知识

（13） 城市燃气在工业方面的应用

专业知识
室内燃气设

施安装

（14） 燃气设计规范及相关标准要求

（15） 燃气工程质量计划编制方法

（16） 调压器的选型与调试

（17） 工业企业用气设备燃气系统安装验收规程

（18） 商业燃气锅炉和冷热水机组燃气系统安装验收规程

（19） 燃烧效率分析仪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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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燃气设

施维修、抢修

（20） 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

（21） 燃气突发事故应急预案编制要求

室内燃气设

施运行
（22） 用户调压器的运行调试规程的编制方法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3） 工程项目管理、计算机编程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室内燃气设

施安装

（24） 安装用户（楼栋式）调压器，并能投入和解除运行

（25） 维护、维修用户调压器

（26） 编制室内燃气特殊、复杂工程的施工方案

（27） 编制室内燃气工程施工质量计划

（28） 进行燃气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的检查、考核与评定

（29） 撰写施工技术总结

（30） 组织实施工业企业用气设备燃气系统安装验收

（31） 组织实施商业燃气锅炉和冷热水机组燃气系统安装验

收

（32） 能用燃烧效率分析仪分析燃烧设备燃烧状况

室内燃气设

施维修、抢修

（33） 组织、指挥、实施突发事故抢险

（34） 组织编写燃气突发事故应急预案

室内燃气设

施运行
（35） 编制用户调压器运行调试规程

工具设备

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36） 新工具、仪器仪表的跟踪和使用

维护 （37） 新工具、仪器仪表的维护和保养

创新与指

导

创新
（38） 组织开展新技术、新工艺研究工作

（39） 推广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

指导 （40） 培训和指导二级及以下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的操作

10.3 培训考核

10.3.1 职业技能五级应为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及以上者。

10.3.2 职业技能四级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取得本职业技能五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及以上；

2 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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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得技工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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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 职业技能三级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取得本职业技能四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及以上；

2 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8年及以上；

3 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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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及以

上。

10.3.4 职业技能二级应为取得本职业技能三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及以上者。

10.3.5 职业技能一级应为取得本职业技能二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及以上者。

10.3.6 职业技能五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10.3.1 的规定。

表 10.3.1 职业技能五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6 30%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4 20%

事故预防 6 30%

事故处理 4 2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3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2 7%

燃气基础知识 4 13%

专业知识

室内燃气设施安装 10 33%

燃气具安装 4 14%

室内燃气设施维修、抢修 2 7%

室内燃气设施运行 4 13%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4 13%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7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室内燃气设施安装 28 40%

燃气具安装 6 9%

室内燃气设施维修、抢修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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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燃气设施运行 16 22%

工具设备的使

用和维护

使用 12 17%

维护 4 6%

10.3.7 职业技能四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10.3.2 的规定。

表 10.3.2 职业技能四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6 30%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6 30%

事故预防 4 20%

事故处理 4 2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4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2 5%

燃气基础知识 4 10%

专业知识

室内燃气设施安装 12 30%

燃气具安装 4 10%

室内燃气设施维修、抢修 8 20%

室内燃气设施运行 4 10%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6 15%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8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室内燃气设施安装 20 25%

燃气具安装 26 32%

室内燃气设施维修、抢修 20 25%

室内燃气设施运行 8 10%

工具设备的使

用和维护

使用 3 4%

维护 3 4%

10.3.8 职业技能三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10.3.3 的规定。

表 10.3.3 职业技能三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6 30%

作业现场安全 安全生产 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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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知识 事故预防 4 30%

事故处理 4 3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5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2 4%

燃气基础知识 4 8%

专业知识
室内燃气设施安装 8 16%

室内燃气设施维修、抢修 24 48%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12 24%

模块三 100%

操作操作（9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室内燃气设施安装 24 27%

室内燃气设施维修、抢修 48 55%

工具设备的使

用和维护

使用 4 4%

维护 4 4%

创新与指导
创新 5 5%

指导 5 5%

10.3.9 职业技能二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10.3.4 的规定。

表 10.3.4 职业技能二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6 30%

作业现场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6 30%

事故预防 4 20%

事故处理 4 2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6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4 7%

燃气基础知识 4 7%

专业知识

室内燃气设施安装 10 16%

燃气具安装 8 14%

室内燃气设施维修、抢修 26 43%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8 13%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7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室内燃气设施安装 8 12%

燃气具安装 8 12%

室内燃气设施维修、抢修 28 40%

工具设备的使用和

维护

使用 2 3%

维护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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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指导
创新 8 10%

指导 10 14%

10.3.10 职业技能一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10.3.5 的规定。

表 10.3.5 职业技能一级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阐释 6 30%

作业现场安全操作

知识

安全生产 6 30%

事故预防 4 20%

事故处理 4 2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7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14 20%

燃气基础知识 7 10%

专业知识

室内燃气设施安装 25 35%

室内燃气设施维修、抢修 6 9

室内燃气设施运行 4 6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14 20%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6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室内燃气设施安装 20 33%

室内燃气设施维修、抢修 8 13%

室内燃气设施运行 2 4%

创新与指导
创新 15 25%

指导 1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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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液化天然气储运工职业技能标准

11.1 职业要求

11.1.1 职业技能五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11.1.1 的规定。

表 11.1.1 职业技能五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内容

1
安全生

产知识

（1） 掌握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常识

（4） 了解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理论

知识

（5） 掌握燃气计量单位

（6） 掌握燃气的分类、组成、特性

（7） 掌握城镇燃气的供气质量标准

（8） 熟悉常用工器具的使用和保养方法

（9） 熟悉图例知识

（10） 熟悉液化天然气槽车、储罐、气化器、加臭、供热设备的功能

和参数

（11） 熟悉液化天然气槽车装、卸车工艺流程

（12） 熟悉液化天然气储气、气化、BOG、放散、排污、加臭、燃气

计量工艺流程

（13） 熟悉液化天然气槽车、储罐、气化器、加臭、供热操作规程

（14） 管道保冷相关知识

（15） 了解城镇燃气的供气基本规律

（16） 了解仪器仪表热工基础知识

（17） 了解场站控制系统相关知识

（18） 了解特种作业相关要求

（19） 了解与本职业相关的电气、金属工艺施工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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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

技能

（20） 熟练使用常用工具并维护保养

（21） 熟练判定槽车状况并做卸车、装车前检查

（22） 熟练读取并记录压力、温度、流量、体积等运行参数

（23） 能够填写运行台账、报表等

（24） 能够装、卸液化天然气槽车

（25） 能够巡查场站运行情况

（26） 能够操作液化天然气储罐、气化器、加臭、供热设备

（27） 会使用仪器仪表并保养

（28） 会液化天然气气瓶充装操作

（29） 会使用燃气检漏仪进行安全检查

（30） 会开关阀门

（31） 会识别图例

（32） 会一般方法对设备进行护理

（33） 会使用场站消防设施

（34） 会使用场站安防系统及设施

11.1.2 职业技能四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11.1.2 的规定。

表 11.1.2 职业技能四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内容

1
安全生

产知识

（1） 掌握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熟悉安全生产常识

（4） 了解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5） 了解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理论

知识

（6） 掌握识图基础知识

（7） 掌握燃气用户的分类

（8） 掌握城镇燃气输配系统的分类构成

（9） 掌握城镇燃气的供用气基本规律

（10） 掌握液化天然气储罐、管道绝热保冷原理和构造

（11） 掌握常用工器具的保养方法

（12） 熟悉燃气计量单位换算

（13） 熟悉燃气质量检测、加热、加压、调压、瓶组充装工艺流程

（14） 熟悉燃气质量检测设备、燃气流量计、潜液泵、液化天然气钢

瓶、备用发电机设备的功能与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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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熟悉燃气质量检测设备、燃气流量计、备用发电机操作规程

（16） 熟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安全操作技术与要求

（17） 熟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常用材料和附件

（18） 熟悉场站消防工艺流程

（19） 熟悉电气基础知识

（20） 熟悉机修钳工基础知识

（21） 熟悉仪器热工基础知识

（22） 熟悉与本职业相关的特种作业要求及自动控制相关知识

（23） 了解燃气质量检测设备操作规程

（24） 了解储罐容积计算方法

（25） 了解充装控制系统操作规程

3
操作

技能

（26） 熟练调整场站运行参数

（27） 能够操作燃气质量检测、燃气流量计、潜液泵、液化天然气钢

瓶、备用发电机等设备

（28） 能够判断场站设备的运行工况

（29） 能够发现巡查过程中的异常情况

（30） 能够分析场站运行数据

（31） 能够对运行设备进行常规维护保养

（32） 能够检查和维护管道保冷层

（33） 会使用专用工具、仪器仪表

（34） 会保养专用工具、仪器仪表

（35） 会进行常见阀门的拆装、选型

11.1.3 职业技能三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11.1.3 的规定。

表 11.1.3 职业技能三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内容

1
安全生产

知识

（36）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37）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8）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39） 熟悉安全生产常识

（40） 熟悉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41） 了解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

2 （42） 掌握制图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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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知识

（43） 掌握燃气生产常识

（44） 掌握城镇燃气输配系统知识

（45） 掌握非管输天然气供应方式

（46） 掌握场站设备及管线预冷工艺流程

（47） 掌握场站工艺总流程

（48） 掌握消防泵及其他消防设施的操作规程

（49） 熟悉供销差率计算方法

（50） 熟悉场站设备设施的安装工艺与标准

（51） 熟悉安全设施的原理和知识

（52） 熟悉消防泵的功能与参数

（53） 熟悉与本职业相关的电气、暖通空调相关基础知识

（54） 了解热力学基础知识

（55） 了解流体基础知识

（56） 了解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57） 了解机械传动、液压传动、气压传动等机械原理

（58） 了解常用泵和风机基础知识

3
操作

技能

（59） 熟练进行场站设备及管线预冷操作

（60） 熟练进行场站内工艺置换操作

（61） 熟练切换工作路与备用路工艺设备

（62） 熟练操作厂站安全和消防设备设施

（63） 能够检查场站内工艺、设备控制系统运行状况

（64） 能够通过参数、声音、外观等判断设备运行是否正常

（65） 能够评估工艺过程的质量

（66） 能够组织站内安全阀、计量仪表及变送器、压力容器的检定

工作

（67） 能够组织设备维护保养工作

（68） 能够绘制工艺流程图、工件结构图

（69） 能够进行消防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

（70） 能够培训和指导四级及以下液化天然气储运工的操作

（71） 会对场站检测设备进行调校和报警复位

（72） 会对库站设备故障进行事故分析

（73） 会查找并处理站内较大安全隐患

（74） 会判断排查库站运行一般性突发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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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职业技能二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11.1.4 的规定。

表 11.1.4 职业技能二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内容

1
安全生

产知识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掌握安全生产常识

（4） 掌握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

（5）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6） 熟悉安全事故的处置预案

（7） 了解安全事故预案的编制方法

（8） 了解安全规程编制要求

2
理论

知识

（9） 掌握城镇燃气负荷计算

（10） 掌握城镇燃气输配系统设施配置要求

（11） 熟悉流体力学、热力学知识

（12） 熟悉工艺方案的编制方法

（13） 熟悉设备保养计划编制方法

（14） 熟悉运行分析报告编写方法

（15） 熟悉设备操作规程编制方法

（16） 熟悉设备故障排除处理方法

（17） 熟悉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18） 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控制技术、施

工组织管理基础知识

（19） 了解燃气燃烧器具的分类、用途

（20） 了解班组管理知识

（21） 了解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的研究进展情况

3
操作

技能

（22） 熟练调试场站系统综合运行参数

（23） 熟练进行控制仪表报警后复位

（24） 能够编制场站工艺方案

（25） 能够检查验收场站内改造工程

（26） 能够调校场站检测设备

（27） 能够编制场站站设备操作规程和保养计划

（28） 能够应用计算机进行日常运维管理

（29） 能够培训和指导三级及以下液化天然气储运工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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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能够提出场站工艺流程、设备、系统安装、运行、维护等方

面的优化建议

（31） 能够提出设备故障处理与维修的优化方案

（32） 会统计分析储运装卸运行工况

（33） 会编制设备故障处理与维修方案

（34） 会处置设备、设施维修中的疑难问题

（35） 会组织处理场站应急事件

（36） 会检测与处理专用工器具、仪器仪表和控制系统故障

（37） 会应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11.1.5 职业技能一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的职业要求应符合表 11.1.5 的规定。

表 11.1.5 职业技能一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职业要求

项次 分类 专业内容

1
安全生产

知识

（1） 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3） 掌握安全生产常识

（4） 掌握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

（5） 掌握安全事故的处置预案

（6） 熟悉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7） 熟悉安全事故预案的编制方法

（8） 熟悉安全规程编制要求

2
理论

知识

（9） 掌握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10） 掌握金属管道、设备的腐蚀原理与防护措施

（11） 掌握作业指导书编制方法

（12） 熟悉城镇燃气调度的相关知识

（13） 熟悉场站运行手册编写方法

（14） 熟悉设备的整体调试、运行方法

（15） 熟悉场站机械设备拆装与零件部件的修复方法及工艺

（16） 熟悉现代通信和现代控制技术基础知识

（17） 了解技术经济性评价方法

（18） 了解自动控制系统发展趋势

3
操作

技能

（19） 熟练编制液化天然气场站作业指导书

（20） 能够编制场站运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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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能够验收场站新建、改建工程

（22） 能够编制场站巡查制度

（23） 能够编制场站事故应急预案

（24） 能够编制场站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方案

（25） 能够诊断和排除场站较复杂的设备和系统故障

（26） 能够分析场站运行状况，提出优化措施

（27） 能够组织开展新技术、新工艺研究工作

（28） 能够培训和指导二级及以下液化天然气储运工的操作

（29） 会跟踪和使用新工具、仪器仪表

（30） 会推广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11.2 职业技能

11.2.1职业技能五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11.2.1 的规定。

表 11.2.1 职业技能五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生

产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安

全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3） 工器具的使用

（4）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

知识

（5） 常用工器具的使用方法

（6） 仪器仪表基础知识

（7） 图例知识

（8） 燃气体积、质量、能量计量单位

燃气基础

知识

（9） 燃气的分类、组成、特性

（10）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分类及构成

（11） 城镇燃气供气质量标准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2） 液化天然气槽车装车、卸车工艺流程

（13） 液化天然气储气工艺流程

（14） 液化天然气气化工艺流程

（15） BOG 工艺流程

（16） 放散工艺流程

（17） 排污工艺流程

（18） 加臭工艺流程



133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19） 气瓶充装工艺流程

（20） 燃气计量工艺流程

设备特征与

功能

（21） 槽车的功能与参数

（22） 储罐的功能与参数

（23） 气化器的功能与参数

（24） 加臭设备的功能与参数

（25） 供热设备的功能与参数

（26） 液化天然气气瓶的功能与参数

设备操作

规程

（27） 槽车操作规程

（28） 储罐操作规程

（29） 气化器操作规程

（30） 加臭设备操作规程

（31） 供热设施操作规程

（32） 气瓶充装设备操作规程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33） 本职业相关的电气、金属工艺施工基础知识

（34） 管道绝热保冷基础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场站运行

（35） 填写场站运行记录表、各类台账、报表等

（36） 判断故障气瓶并做充装前检查

（37） 燃气检漏仪的使用

（38） 液化天然气槽车装车、卸车操作

（39） 液化天然气储气操作

（40） 液化天然气气化操作

（41） 液化天然气气瓶充装操作

（42） 放散操作

（43） 排污操作

（44） 加臭操作

场站巡查

（45） 场站工艺流程巡查

（46） 场站设备的巡查

（47） 读取并记录压力、温度、流量、液位等运行

参数

（48） 发现一般性燃气设备故障并按流程上报

维护保养 （49） 通过清洁、润滑、紧固、调整、防腐、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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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等一般方法对设备及管道进行护理

工具设备的

使用和维护

使用 （50） 常用工器具的使用

维护 （51） 常用工器具的维护保养

11.2.2职业技能四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11.2.2 的规定。

表 11.2.2 职业技能四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生

产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安

全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燃气泄漏处理流程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7） 识图基础知识

（8） 工器具保养知识

（9） 计量单位换算知识

（10） 危险源辨识与管理知识

燃气基础知识
（11） 燃气用户分类

（12） 城镇燃气的供用气基本规律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3） 燃气质量检测工艺流程

（14） 加热工艺流程

（15） 加压工艺流程

（16） 调压工艺流程

（17） 消防工艺流程

（18） 液化天然气瓶组充装工艺流程

设备特征与

功能

（19） 燃气质量检测设备的功能与参数

（20） 燃气流量计的功能与参数

（21） 备用发电机的功能与参数

（22） 潜液泵的功能与参数

（23） 液化天然气瓶组的功能与参数

（24） 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的功能与参数

（25） 储罐容积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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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设备操作规程

（26） 燃气质量检测设备操作规程

（27） 备用发电机操作规程

（28） 燃气流量计操作规程

（29） 潜液泵操作规程

（30） 液化天然气瓶组充装操作规程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31） 本职业相关的特种作业要求及自动控制相

关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场站运行

（32） 燃气质量检测操作

（33） 加热操作

（34） 加压操作

（35） 调压操作

（36） 液化天然气瓶组充装操作

（37） 场站运行数据分析

（38） 备用发电机操作

场站巡查
（39） 对场站设备的运行工况进行全面巡查

（40） 发现设备故障或泄漏及时按流程上报

维护保养

（41） 根据设备维护保养计划、方案进行设备维护

保养

（42） 储存、充装、加热、加压、调压设备的常规

维护保养

工具设备的

使用和维护

使用
（43） 专用工器具和仪表的使用

（44） 专用检测仪器的使用

维护
（45） 专用工器具和仪表的保养

（46） 专用检测仪器的保养

11.2.3职业技能三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11.2.3 的规定。

表 11.2.3 职业技能三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生

产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

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安

全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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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7） 工器具设备知识

（8） 制图基础知识

（9） 防爆和防静电知识

（10） 压力、流量、液位、温度等仪表的安装和拆

卸知识

燃气基础知识

（11） 供销差率计算知识

（12） 非管输天然气供应方式

（13）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

（14） 燃气生产常识

（15） 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6） 场站工艺总流程

（17） 场站设备及管线预冷工艺流程

（18） 消防系统工艺流程

（19） 安防系统工艺流程

设备特征与

功能

（20） 消防泵及其他消防设施的功能与参数

设备操作规程 （21） 消防泵及其他消防设施操作规程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2） 本职业相关的电路、暖通空调相关基础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场站运行

（23） 场站设备及管线预冷和置换操作

（24） 绘制供工艺流程图、工件结构体

（25） 场站进、出、充装工艺同步运行的组织

（26） 站内安全阀、计量仪表及变送器、压力容器、

报警器的送检工作

（27） 场站设备故障分析

（28） 场站较大安全隐患的查找与处理

（29） 操作消防设备设施

（30） 计算燃气供销差率

场站巡查

（31） 通过参数、声音、外观等方面设备运行情况

的判断发现并处理设备运行一般问题

（32） 场站运行一般性突发问题的判断与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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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33） 场站内工艺、设备控制系统的检查

（34） 对场站检测设备进行调校和报警复位

维护保养

（35） 组织日常运行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工作

（36） 压力容器及管道、储存、充装、加热、加压、

调压等设备设施及附件的维修

（37） 消防设施的维护保养

工具设备的

使用和维护

使用 （38） 专用测试和控制系统使用

维护
（39） 专用工器具常见故障排除

（40） 仪器、仪表常见故障判断排除

创新与指导 指导
（41） 培训和指导四级及以下液化天然气储运工

的操作

11.2.4职业技能二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11.2.4 的规定。

表 11.2.4 职业技能二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生

产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安

全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流程

（7） 安全规程修订要求

（8） 安全事故预案修订要求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9） 流体静力学和运动学基础知识

（10） 传热的基本方式和基本定律

燃气基础知识

（11） 城镇燃气负荷计算方法

（12） 燃烧器具的分类用途

（13）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设施配置要求

（14） 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5） 工艺方案的编制方法

（16） 运行分析报告编写方法

（17） 设备保养计划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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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设备特征与

功能

（18） 设备故障排除处理方法

（19） 特种设备应急处理措施

设备操作规程 （20） 设备操作规程编制方法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1） 本专业相关的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控制

技术、施工组织管理基础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场站运行

（22） 编制厂站工艺方案

（23） 检查验收场站内改造工程

（24） 调校场站检测设备

（25） 编制场站设备操作规程

（26） 应用计算机进行日常运维管理

（27） 统计分析储运装卸运行工况

（28） 组织处理场站重大设备故障

场站巡查

（29） 进行场站应急处置

（30） 发现、排除场站设备、设施故障

（31） 编制库站巡查制度

维护保养
（32） 编制设备故障处理与维修方案

（33） 编制场站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计划

工具设备的

使用和维护

使用 （34） 新器具、仪器仪表的使用

维护 （35） 专用测试和控制系统的升级

创新与指导

创新

（36） 应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37） 提出场站工艺的优化建议

（38） 提出场站设备运行维护的优化建议

指导
（39） 培训和指导三级及以下液化天然气储运工的

操作

11.2.5职业技能一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的技能要求应符合表 4.2.5 的规定。

表 11.2.5 职业技能一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技能要求

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安全生

产知识

安全基础

知识

法规与安全

常识

（1） 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法规

（2） 安全生产常识

作业现场安

全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使用

（4） 安全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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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事故预防 （5）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事故处理

（6） 安全事故处理流程

（7） 安全规程编制要求

（8） 安全事故预案编制标准

理论

知识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9） 机械设计基础知识

（10） 机械加工知识

（11） 金属管道、设备腐蚀原理及防腐技术规程

燃气基础知识

（12） 城镇燃气调度的相关知识

（13） 城镇燃气的应用常识

（14） 燃气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15） 场站运行手册编写方法

（16） 作业指导书编制方法

设备特征与

功能

（17） 设备维修与改造知识

设备操作规程
（18） 设备的整体调试、运行方法

（19） 新设备操作规程编制方法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20） 课程开发、工程项目管理、计算机编程知识

操作

技能

基本操作

技能

场站运行

（21） 编制场站运行方案

（22） 编制场站作业指导书

（23） 编制场站建设工程工艺技术方案

（24） 评估场站工程项目的技术经济性

（25） 诊断和排除场站中较复杂的设备和系统故障

（26） 分析场站运行状况，提出优化措施

场站巡查
（27） 对场站巡查制度进行优化和管理

（28） 编制天然气管线、场站事故应急预案

维护保养
（29） 编制场站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方案

（30） 编制储罐大修方案

工具设备的

使用和维护

使用 （31） 新工具、仪器仪表的跟踪和使用

维护 （32） 专用测试和控制系统问题的检测与处理

创新与指导 创新
（33） 组织开展新技术、新工艺研究工作

（34） 推广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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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范围 内容

指导
（35） 培训和指导二级及以下液化天然气储运工的

操作

11.3 培训考核

11.3.1 职业技能五级应为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及以上者。

11.3.2 职业技能四级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取得本职业技能五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及以上；

2 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及以上；

3 取得技工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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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3 职业技能三级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取得本职业技能四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及以上；

2 初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作 8年及以上；

3 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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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及以

上。

11.3.4 职业技能二级应为取得本职业技能三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及以上者。

11.3.5 职业技能一级应为取得本职业技能二级培训合格证后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及以上者。

11.3.6 职业技能五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11.3.1 的规定。

表 11.3.1 职业技能五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

（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10 50%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10 5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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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燃气基础知识 4 13%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6 20%

设备功能与特性 6 20%

设备操作规程 6 20%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4 13%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

（7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场站运行 21 30%

场站巡查 21 30%

维护保养 14 20%

工具设备的使

用和维护

使用 7 10%

维护 7 10%

11.3.7 职业技能四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11.3.2 的规定。

表 11.3.2 职业技能四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

（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5 25%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5 25%

事故预防 5 25%

事故处理 5 25%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

（4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4 10%

燃气基础知识 4 10%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8 20%

设备功能与特性 10 25%

设备操作规程 10 25%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4 10%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

（8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场站运行 32 40%

场站巡查 16 20%

维护保养 16 20%

工具设备的使

用和维护

使用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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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维护 8 10%

11.3.8 职业技能三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11.3.3 的规定。

表 11.3.3 职业技能三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

（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5 25%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5 25%

事故预防 5 25%

事故处理 5 25%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

（5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6 12%

燃气基础知识 4 8%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8 16%

设备功能与特性 12 24%

设备操作规程 14 28%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6 12%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

（9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场站运行 24 27%

场站巡查 20 22%

维护保养 22 24%

工具设备的使

用和维护

使用 9 10%

维护 9 10%

创新与指导 指导 6 7%

11.3.9职业技能二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4.3.4

的规定。

表 11.3.4 职业技能二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

（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4 20%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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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事故预防 6 30%

事故处理 6 3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

（6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6 10%

燃气基础知识 6 10%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6 10%

设备功能与特性 20 33%

设备操作规程 16 27%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6 10%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

（7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场站运行 20 29%

场站巡查 12 17%

维护保养 14 20%

工具设备的使

用和维护

使用 7 10%

维护 7 10%

创新与指导
创新 4 6%

指导 6 9%

11.3.10职业技能一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应符合表 4.3.5

的规定。

表 11.3.5 职业技能一级液化天然气储运工培训考核范围、课时、权重

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模块一 100%

安全生产

（20 课时）

安全基础知识 法规与安全常识 2 10%

作业现场安全

操作知识

安全生产 2 10%

事故预防 8 40%

事故处理 8 40%

模块二 100%

理论学习

（70 课时）

基本知识
通用基础知识 7 10%

燃气基础知识 7 10%

专业知识
工艺流程 21 30%

设备功能与特性 1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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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范围 课时 权重

设备操作规程 14 20%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7 10%

模块三 100%

实训操作

（60 课时）

基本操作技能

场站运行 18 50%

场站巡查 6 10%

维护保养 12 20%

工具设备的使

用和维护

使用 3 5%

维护 6 10%

创新与指导
创新 9 15%

指导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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