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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

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技能鉴定提供
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
要，立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交通
运输部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轨道交通信号工（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工）国家职
业技能标准（2019 年版）》（以下简称《标准》）。
一、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为依据，
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 年版）》有关要求，以“职业
活动为导向、职业技能为核心”为指导思想，对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工从业人员的
职业活动内容进行了细致描述，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
了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
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工
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
三、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上海地铁维护保
障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柳州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重庆道驰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有：莫振栋、蒋建华、徐峰、李
悦富、凌宏海。 参与起草人有：黄斌、刘佳彧、顾永。
四、本《标准》审定单位有：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
公司、成都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学、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武汉
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昆明铁道
职业技术学院、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重庆道驰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审定
人员有：胡邦曜、冯旭杰、黄锋、郭进、张仕雄、王天一、孙毅、邓正均、李晓
艳、张平、陈兵、郝鹏玮、卫婧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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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标准》由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组织编写和审定。在制定过程中，
得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张灵芝，交通运输部人事教育司李
辉、运输服务司等专家的指导，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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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信号工

(2019 年版)
1.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轨道交通信号工①
1.2 职业编码
6-29-03-10
1.3 职业定义
使用工具和设备，进行轨道交通信号工程施工和设备维护的人
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
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高空、隧道、夜间。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分析判断能力；具有较强的空间感和形体
感知觉；心理素质好，无恐高症；有较好的语言（普通话）和文字表
① 轨道交通信号工包含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工和铁路信号工两个工种，本标准的工作要
求仅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工工种，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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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理解能力及一般计算能力；听力、视力及辨色力良好，双眼矫正
视力不低于 5.0；肢体灵活，动作协调性好，身体平衡能力强。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
1.8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8.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②工作 1 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 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
校应届毕业生）
；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
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④或相关专业⑤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
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
②
③
④
⑤

相关职业指铁道电务工程技术人员和轨道交通通信信号设备制造工，下同。
铁道信号。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
铁道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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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 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
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
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
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
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⑥或相关专业⑦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
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⑧或相关专业⑨毕业证书，并取得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
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
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
职业工作 3 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
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⑥
⑦
⑧
⑨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铁道通信信号设备制造与维护及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高职）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本科）
。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高职）、铁道通信信号设备制造与维护（高职）及自动化（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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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
1.8.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的方法和形式。
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方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
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技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
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
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技师和高级技师，采取审阅材料、答辩等
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以上者为合格。
1.8.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考场
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应根据职业
特点、考核方式等因素确定，且考评人员为 3 人以上单数；综合评审
委员为 3 人以上单数。
1.8.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30min，
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15min。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场所为标准教室、电子计算机教室或智能考核系
统；技能操作考核在实训基地、演练场或作业现场进行。场地条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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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设备、工具、材料、仪器仪表等应满足实际操作需要，并符合环
境保护、劳动保护、安全和消防等各项要求，可酌情配设辅助操作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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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遵纪守法，爱岗敬业。
（2）严守规章，规范操作。
（3）爱护设备，安全生产。
（4）文明作业，团结协作。
（5）精检细修，节能降耗。
（6）钻研业务，开拓创新。
2.2 基础知识
2.2.1 基本理论知识
（1）电工原理。
（2）电子技术原理。
（3）计算机基础知识。
（4）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
（5）机械制图基础知识。
（6）信号设备基础知识。
（7）运营基础知识。
2.2.2 安全知识
（1）消防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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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电安全知识。
（3）行车安全知识。
（4）机械结构安全知识。
（5）公共安全防范知识。
（6）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知识。
（7）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知识。
（8）通信信号安全相关知识。
2.2.3 仪器仪表及工具知识
（1）万用表、钳型表、兆欧表、示波器、拉力测试仪、接地电
阻测试仪等仪表的使用与保养知识。
（2）冲击钻、手电钻、扭力扳手、角磨机、砂轮机等工具的使
用与保养知识。
（3）卡线钳、电烙铁、喷灯、网线钳、接头压接钳等常用信号
工具的使用与保养知识。
（4）平板车等简单运输机具的使用与保养知识。
（5）内阻测试仪等常用电源类仪器的使用与保养知识。
2.2.4 环境保护知识
（1）节约资源，减少污染。
（2）分类回收，循环再用。
（3）讲究卫生，保护环境。
（4）保护自然，万物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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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知识。
（8）《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相关知识。
（9）《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相关知识。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知识。
（11）《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相关知识。
（1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的意见》
相关知识⑩。
（13）《国家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相关知识。
（14）《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相关知识。
（15）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质量管理相关知识。
（16）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生产管理相关知识。

⑩ （12）-（16）条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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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
和一级/高级技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
低级别的要求。
（以下英文缩写分别为 ATS（Automatic Train Supervision）：列
车自动监控系统；ATP（Automatic Train Protection）：列车自动防护
系统；ATO（Automatic Train Operation）：列车自动运行系统；UPS
（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 )：不间断电源。）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1.1.1 能识别轨旁信号设备的
型号、规格
1.1.2 能识读信号设备平面布
置图中信号机、道岔、轨道电
路、计轴、信标等设备的表示
符号
1.1.3 能识别信号机灯位的表
1.1 设备 示含义
识别
1.1.4 能识读信号电缆平面布
置图中电缆的走向
1.1.5 能识读电源屏、UPS 的
1.轨旁信号设备
结构图
维护
1.1.6 能识读轨旁信号设备技
术图表
1.1.7 能识别各元器件和辅助
材料
1.2.1 能检查轨旁信号设备的
安装、运行情况
1.2.2 能对轨旁信号设备进行
1.2 设备
内外部清扫、紧固、电缆线整
巡检
理、标识更新
1.2.3 能对信号机、转辙机、
轨道电路等一般设备故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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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要求

1.1.1 轨旁信号设备基础知识
1.1.2 信号设备平面布置图中
符号的意义
1.1.3 信号电缆平面布置图
中电缆的表示方式
1.1.4 信号系统图中各符号
的含义
1.1.5 电源屏结构框图
1.1.6 UPS 结构框图
1.1.7 设备组成和各部件功
能
1.1.8 机械装配图识读的基本
知识
1.2.1 轨旁信号设备巡视内
容及标准
1.2.2 轨旁信号设备故障指
南
1.2.3 轨旁信号设备应急预
案处理及汇报流程
1.2.4 轨旁信号设备检修要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室内外判定
1.2.4 能按照标准要求完成转
辙机的密贴和表示缺口的调整
1.2.5 能对巡视发现的轨旁信
号设备隐患进行处理
1.2.6 能通过监测单元、仪表
查看设备的工作状态信息、指
针读数
1.2.7 能查看告警信息及历史
记录
1.2.8 能选用合适的工具仪表
进行轨旁信号设备测试、调整
1.2.9 能测量信号设备限界
1.2.10 能查看并使用综控台/
控制台进行排列进路、单独操
纵道岔等简单操作
1.2.11 能进行设备倒机切换、
重启初始化操作
1.2.12 能进行 UPS 蓄电池的
充放电作业
1.2.13 能 使 用 微 机监 测 系 统
测试管辖内信号设备技术指标
1.2.14 能 进 行 故 障下 人 工 倒
切设备操作
1.2.15 能 更 换 信 号机 点 灯 单
元、道岔表示二极管等单项信
号设备模块

求
1.2.5 测量信号限界的方法
1.2.6 综控台/控制台、监测
单元的查看及操作方法
1.2.7 配合线路专业施工的
相关规定及要求
1.2.8 UPS 蓄电池充放电作业
方法和注意事项
1.2.9 在线监测系统操作和
使用方法
1.2.10 更换单项信号设备模
块要求

1.3.1 信号电路图识读基本
知识
1.3.1 能判断机械零部件明显
1.3.2 转辙机测试台操作知
1.3 设备 缺陷
识
检测
1.3.2 能判断处理安全型继电
1.3.3 安全型继电器、转辙机
器开路故障
等开路故障查找方法
1.3.4 焊接工艺要求
2.1.1 能识别中央信号设备的
2.1.1 中央信号设备基础知
型号、规格
识
2.1.2 能识读信号系统图中各
2.1.2 通信传输基础知识
2.中央信号设备 2.1 设备 子系统的结构
2.1.3 信号技术图表基础知
维护
识别
2.1.3 能根据图纸识别中央系
识
统设备及模块
2.1.4 信号系统图中各子系
2.1.4 能查阅告警信息、轨道
统的连接方式
图、系统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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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2.1.5 能识别信号专用传输网
络组成部件
2.1.6 能识读中央信号设备相
关技术图表
2.2.1 能检查中央信号设备的
安装、运行情况
2.2.2 能对中央信号设备进行
内外部清扫、紧固、电缆线整
理、标识更新
2.2.3 能对巡视发现的中央信
号设备隐患进行处理
2.2.4 能通过监测界面和仪表
2.2 设备
查看设备的工作状态、信息及
巡检
数据
2.2.5 能通过网管查看告警信
息及历史记录
2.2.6 能选用合适的工具仪表
对中央信号设备进行测试和调
整
2.2.7 能查看并使用调度员工
作站进行调阅数据等简单操作
3.1.1 能 根 据 图 纸 识 别
ATP/ATO 系统设备及模块
3.1.2 能识别车载信号设备主
3.1 设备 要显示灯位的表示含义
识别
3.1.3 能识读车载信号设备技
术图表
3.1.4 能操作车辆接口分工界
面
3.2.1 能检查车载信号设备的
安装、运行情况
3.车载信号设备
3.2.2 能对车载信号设备进行
维护
内外部清扫、紧固、电缆线整
理、标识更新
3.2.3 能通过维修支持系统查
3.2 设备
看在线列车车载信号设备运行
巡检
状态
3.2.4 能更换板卡等部件并作
相应试验
3.2.5 能选用合适的工具仪表
对车载信号设备进行测试和调
整
14

相关知识要求

2.2.1 中央信号设备巡视内
容及要求
2.2.2 中央信号设备隐患的
应急处理及汇报流程
2.2.3 中央信号设备维修及
维护要求和技术标准
2.2.4 监测设备、网管、各工
作站的查看及操作方法

3.1.1 车载信号设备基础知
识
3.1.2 ATP/ATO 系统设备检
修周期、内容、作业程序
3.1.3 车载信号设备维修维
护要求

3.2.1 车载信号设备组成和
各部件功能
3.2.2 车载信号设备检修、维
护要求
3.2.3 在线监测系统、车载人
机界面的查看及使用方法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3.2.6 能操作车载人机界面
3.2.7 能完成车载信号设备检
查、出入库的测试工作
3.2.8 能完成车载数据的下载
和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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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要求

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1.1.1 具有埋设信号设备的安
装基础
1.1.2 能分析、处理各种轨旁
信号设备告警信息
1.1.3 能进行道岔转换装置的
测试、调整
1.1.4 能利用测试数据分析轨
旁信号设备电气特性、排查设
备隐患
1.1.5 能对轨旁信号设备局部
电路布线、配线、校核、试验
1.1.6 能鉴别轨旁信号设备元
器件质量
1.1.7 能完成安全型继电器的
分解、组装
1. 轨 旁 信 号 设 1.1 设备
1.1.8 能测试安全型继电器特
备维护
检修
性指标
1.1.9 能测试电子板卡电气特
性
1.1.10 能分析转辙机整机及
各部件机械、电气特性
1.1.11 能查询、下载电子板卡
故障信息
1.1.12 能完成电动转辙机内
部配线
1.1.13 能完成应答器报文读取
和写入
1.1.14 能按作业程序完成转
辙机的分解、组装
1.1.15 能更换安全型继电器
的不良元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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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要求

1.1.1 轨旁信号设备维护要
求和信号作业标准化相关知
识
1.1.2 轨旁信号设备组成和
各部分功能相关知识
1.1.3 轨旁信号设备维修、调
整要求和技术标准
1.1.4 轨旁信号设备检修作
业方法和注意事项
1.1.5 继电器、转辙机等机械
图纸和基本原理、机械特性及
技术指标
1.1.6 各种继电器、转辙机的
维修标准、轮修周期、验收制
度
1.1.7 继电器和转辙机配线
图相关知识
1.1.8 安全型继电器、转辙
机、电子板卡等的机械图和基
本原理、机械特性、电气特性
1.1.9 安全型继电器和转辙
机测试台操作知识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1.2.1 能根据故障诊断码表、
告警信息及表示灯的异常显示
判断设备状态
1.2.2 能判断并处理线缆断线
故障
1.2.3 能处理转辙机的机械及
电气故障
1.2.4 能处理轨旁信号设备开
1.2 设备
路等常见故障并进行应急处置
故障处理
1.2.5 能处理轨旁信号设备及
附属连接线缆故障
1.2.6 能配合行车人员进行应
急盘操作及恢复倒切
1.2.7 能按信号技术图表进行
设备线缆、配线的连接及焊接
1.2.8 能配合线路维护部门完
成更换钢轨、更换绝缘的工作

相关知识要求

1.2.1 轨旁信号设备故障处
理程序
1.2.2 轨旁信号设备故障的
软硬件应急操作方法
1.2.3 轨旁信号设备故障倒
切及单项设备更换方法
1.2.4 专用工具和仪器仪表
的使用和保养知识
1.2.5 轨旁信号设备技术图
表相关知识
1.2.6 电缆、光纤配线基础知
识
1.2.7 电缆配线及焊接工艺
相关知识

1.3.1 轨旁信号设备电路原
理图
1.3.1 能对故障的安全型继电
1.3.2 轨旁信号设备元器件
器进行更换
磁路原理图
1.3.2 能更换转辙机内部故障
1.3 设备
1.3.3 轨旁信号设备机械动
部件
更换
作原理
1.3.3 能更换信号机内部故障
1.3.4 继电器、转辙机、信号
部件
机和电子板卡技术标准
1.3.4 能更换故障电子卡
1.3.5 更换轨旁信号设备的
方法
2.1.1 能分析、处理中央信号
2.1.1 中央信号设备维护要
设备告警信息
求和作业标准化程序相关知
2.1.2 能检修中央信号设备
识
2.1.3 能对冗余设备进行倒机
2.1.2 中央信号设备组成和
切换操作
各部分功能
2.1.4 能对中央信号设备进行
2.1.3 中央信号设备维修、调
2. 中 央 信 号 设 2.1 设备 重启初始化操作
整要求和技术标准
备维护
检修
2.1.5 能使用在线监测系统测
2.1.4 维修支持系统及网管
试、分析所管辖内中央信号设
系统的操作方法
备技术指标、状态
2.1.5 专用工具和仪器仪表
2.1.6 能利用测试数据分析中
的使用和保养知识
央信号设备电气特性、排查设
2.1.6 中央信号设备技术图
备隐患
表相关知识
2.1.7 能进行软件初始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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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2.2.1 能根据故障诊断、告警
信息及表示灯的异常显示判断
并处理中央信号设备故障
2.2.2 能 进 行 故 障 设 备 的 主
机、备机软件切换
2.2.3 能判断处理线缆断线故
障
2.2 设备
2.2.4 能处理中央信号设备交
故障处理
换机、服务器等常见硬件的故
障，进行应急处置
2.2.5 能对时刻表、运行图进
行装载、检查等作业
2.2.6 能更换单项设备模块
2.2.7 能按图纸对中央信号设
备进行配线和电缆的连接
3.1.1 能对车载信号附属设备
进行拆卸及外观、电气性能检
查
3.1.2 能对车载信号附属设备
进行机械安装和电气连接
3.1.3 能对车载信号设备系统
进行静态测试
3.1 设备 3.1.4 能对车载信号设备的板
检修
卡部件进行电气测试
3.1.5 能使用专用测试仪器对
车载信号设备进行检测
3.1.6 能按车载信号设备电气
连接图完成电缆及数据线接头
3.车载信号设备
装配
维护
3.1.7 能下载、分析车载信号
系统数据日志
3.2.1 能判断并处理车载信号
电源故障
3.2.2 能判断并区分车载与轨
旁信号设备故障
3.2.3 能根据故障诊断、告警
3.2 设备
信息及表示灯的异常显示判断
故障处理
处理车载信号设备故障
3.2.4 能判断并处理车地通信
故障
3.2.5 能判断并处理接插件松
动等开路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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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要求
2.2.1 中央信号设备维修、维
护要求和故障处理程序
2.2.2 中央信号设备相关软
件安装、应急操作方法
2.2.3 故障设备的应急处置
方法
2.2.4 中央信号设备技术图
表相关知识
2.2.5 时刻表、运行图检查和
调整的方法
2.2.6 中央信号设备故障倒
切及单项设备更换方法
2.2.7 中央信号设备电缆配
线知识

3.1.1 车载信号设备维修、维
护要求和信号作业技术标准
3.1.2 车载信号设备组成和
各部分功能
3.1.3 车辆上电、断电安全操
作规程
3.1.4 车载信号设备电气测
试作业程序
3.1.5 配合车辆检修工作的
相关规定及要求
3.1.6 车载信号设备电气连
接图的识读

3.2.1 车载信号设备各子系
统功能相关知识
3.2.2 车载信号设备单项设
备的工作原理及相关功能
3.2.3 专用工具、仪器、基本
性能及使用方法
3.2.4 车载信号设备故障处
理指南
3.2.5 车载信号设备技术图
表知识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3.2.6 能更换车载信号故障器
材
3.2.7 能按图纸进行车载信号
设备配线和电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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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要求

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1.1.1 能进行轨旁子系统上电初
始化操作
1.1.2 能测试、验证信号设备的
联锁关系
1.1.3 能对车地通信系统性能进
行检测分析
1.1.4 能按图进行电缆配线校核
1.1.5 能利用微机监测设备、检
1.1 设 备 测仪器进行数据监测及分析轨旁
检修
信号设备的技术指标
1.1.6 能对道岔转换装置进行安
装、调整
1.1.7 能排除管辖内设备隐患及
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设备整治
1.1.8 能 进 行 信 号 设 备 质 量 评
估、鉴定
1.1.9 能处理设备开路等异常故
障
1. 轨 旁 信
1.2.1 能运用逻辑关系和电气测
号设备维
试数据分析、判断故障
护
1.2.2 能判断并处理信号接口故
障
1.2.3 能使用微机监测设备或监
控终端对信号设备故障存盘、回
放和分析
1.2.4 能进行综控台/控制台应
急操作
1.2 设 备 1.2.5 能判断并处理设备单一故
故障处理 障
1.2.6 能判断并处理机具、专用
测试台故障
1.2.7 能综合处理磁路、电路和
机械故障
1.2.8 能安装轨旁信号设备相关
软件
1.2.9 能进行电子芯片更换
1.2.10 能安装车载信号设备相关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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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要求

1.1.1 轨旁子系统上电初始化操
作方法
1.1.2 信号联锁系统相关知识
1.1.3 电缆配线的方法与标准
1.1.4 车地通信系统、数据传输
系统的设备组成、工作原理
1.1.5 在线监测系统分析方法
1.1.6 道岔转换装置及安装装置
的安装、调整方法
1.1.7 与其他部门的配合、分工
要求
1.1.8 轨旁信号设备整治、质量
鉴定的方法及要求

1.2.1 信号设备的逻辑关系及各
项电气指标标准
1.2.2 接口原理及职责界面相关
知识
1.2.3 接口类故障的处理方法
1.2.4 通过回放及故障存盘数据
对信号故障进行分析的方法
1.2.5 综控台/控制台的应急操
作方法
1.2.6 电子电路的识读方法
1.2.7 机械制图和钳工知识
1.2.8 专用测试台结构、工作原
理、故障处理方法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1.3.1 能 分 析 安 全 型 继 电 器 电
气、机械特性
1.3.2 能进行设备质量的鉴定和
1.3 检 测 评估
评估
1.3.3 能检测与保养常用检测设
备
1.3.4 能组装设备并使用测试台
进行各项检测
2.1.1 能进行主、备中央信号设
备的倒切试验
2.1.2 能完成服务器基本文件配
2.1 设 备 置
检修
2.1.3 能配合相关部门整治设备
2.1.4 能排除设备隐患
2.1.5 能进行中央信号设备质量
2. 中 央 信
鉴定和评估
号设备维
护
2.2.1 能判断并处理中央信号设
备故障
2.2.2 能判断并处理网络病毒故
2.2 设 备 障
故障处理 2.2.3 能判断并处理系统接口故
障
2.2.4 能安装中央信号设备相关
软件
3.1.1 能评估车地通信质量
3.1.2 能完成车载信号设备动态
测试
3.1.3 能使用计算机采集、分析
车载数据
3.1 设 备 3.1.4 能进行车载信号设备质量
检修
鉴定和评估
3. 车 载 信
3.1.5 能按电路配线图完成配线
号设备维
3.1.6 能整治车载信号设备及线
护
缆接头
3.1.7 能完成车载信号设备冗余
测试工作
3.2.1 能处置系统测试中的缺陷
3.2 设 备 3.2.2 能判断并处理车载系统模
故障处理 块故障
3.2.3 能分析判断车载信号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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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要求

1.3.1 各种继电器、转辙机等常
用器材的工作原理和技术指标
1.3.2 信号设备入所检修周期
1.3.3 常用电子元器件工作原理

2.1.1 中央信号设备子系统设备
上电初始化操作方法
2.1.2 系统应用软件的功能及启
动/关闭方法
2.1.3 服务器文件的配置方法
2.1.4 系统网络配线施工方法
2.1.5 与其他部门的配合、职责
界面要求
2.1.6 中央信号设备整治、质量
鉴定的方法及要求
2.2.1 中央系统硬件故障、软件
故障、接口故障处理方法
2.2.2 中央信号设备各个子系统
之间接口、与相关专业接口原理
及分工
2.2.3 中央信号设备系统工作原
理
2.2.4 网络安全知识

3.1.1 车载信号设备动态测试程
序
3.1.2 计算机专用测试程序使用
方法
3.1.3 电路配线相关知识
3.1.4 车载信号设备整治、质量
鉴定的方法及要求
3.1.5 电子元器件安全操作知识

3.2.1 复杂零部件安装工艺相关
知识
3.2.2 车载信号设备电路原理相
关知识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口设备结合部故障
3.2.3 车载信号系统模块、接口
3.2.4 能安装车载信号设备相关 设备结合部故障的判断及处理方
软件
法
3.2.4 车载信号系统故障器材的
更换方法及要求
3.2.5 车载信号系统各子系统间
的接口、与相关专业接口原理及
职责界面
4.1.1 能安装信号机、转辙机、 4.1.1 信号机、转辙机、轨道电
4.1 设 备 轨道电路等设备
路等信号设备安装方法和工艺
安装
4.1.2 能安装管辖内车载信号附 4.1.2 管辖内车载信号附属设备
属设备
安装方法和工艺
4. 施 工 作
4.2.1 信号机、转辙机、轨道电
业
4.2.1 能调试信号机、转辙机、
路等信号设备调试方法和技术指
4.2 设 备 轨道电路等信号设备
标
调试
4.2.2 能调试管辖内车载信号附
4.2.2 管辖内车载信号附属设备
属设备
调试方法和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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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1.1 系 统
级故障分
析

1.系统故
障分析处
理
1.2 系 统
级故障处
理

2.施工作
业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1.1 能排除设备隐患、修复设
备缺陷
1.1.2 能分析、判断并处理 ATP、
ATO、ATS、联锁等系统级故障
1.1.3 能利用运行日志分析并准
确判断接口部位故障
1.2.1 能判断、处理专用测试设
备的常见故障
1.2.2 能处理信号设备周期性、
系统性等系统级故障并提出预防
整改措施
1.2.3 能组织开展系统级故障应
急处理
1.2.4 能判断并处理设备短路和
接地故障；能判断并处理电路简
单设备（如信号机、计轴设备）
的混线或配线交叉故障

2.1 设 备 2.1.1 能安装信号子系统设备
施工
2.1.2 能调试信号子系统设备
2.2 设 备 2.2.1 能组织信号子系统验收
验收
2.2.2 能组织信号联锁试验

3.技术管
理

3.1.1 能运用微机监测装置和精
密检测仪器检测、分析信号设备
状态
3.1.2 能根据信号设备特性，分
析运行结果并提出针对性处理方
案
3.1 生 产
3.1.3 能组织开展设备质量鉴定
过程管理
和评估工作
3.1.4 能 针 对 信 号 设 备 鉴 定 结
果，分析并制定解决方案
3.1.5 能维护专用测试设备的软
件、硬件
3.1.6 能管理技术图表及资料
3.2.1 能进行技术革新和解决技
3.2 生 产
术难题
工艺改进
3.2.2 能 提 出 设 备 检 修 作 业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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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中央信号系统的操作命令
1.1.2 ATP、ATO、ATS、联锁等
系统操作方法
1.1.3 ATP、ATO、ATS、联锁等
系统工作原理

1.2.1 信号系统软件相关知识
1.2.2 系统级故障应急恢复及设
备隐患整治的方法及相关要求

2.1.1 信号子系统设备安装、调
试的方法、流程及技术标准
2.1.2 信号子系统施工的相关规
定
2.2.1 信号子系统设备验收有关
规定
2.2.2 信号联锁试验的方法
3.1.1 电气特性分析及处理方法
3.1.2 设备技术标准及状态分析
知识
3.1.3 信号设备工作原理
3.1.4 设备质量技术标准
3.1.5 新线验收程序、内容、技
术标准及方法
3.1.6 信 号 设 备 质 量 鉴 定 的 程
序、内容、方法及标准
3.1.7 信 号 设 备 测 试 台 技 术 标
准、检修方法
3.1.8 技术资料管理知识
3.2.1 影响设备质量的因素
3.2.2 提高质量的方法
3.2.3 设备检修作业程序、技术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序、技术标准改进建议

4.培训和
指导

标准

4.1.1
标
4.1.1 能对高级工及以下信号工 4.1.2
4.1 技 术
进行安全、技术培训
4.1.3
培训
4.1.2 能编写培训讲义
4.1.4
4.1.5
4.1.6
4.2.1 能对高级工及以下信号工
进行安全、技术指导
4.2 专 业
4.2.2 能指导新技术、新工艺、
指导
新材料、新设备在作业过程中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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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器材的特性和技术指
信号设备的入所检修周期
元器件工作原理
信号系统组成及原理
培训教学的基本方法
培训计划编制方法

4.2.1 专业指导的基本方法
4.2.2 专业指导方案编制的方法
4.2.3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新设备有关知识

3.5 一级/高级技师(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1.1 信号系统设备安装、调试的
方法、流程及技术标准
1.1.2 信号系统施工的相关规定
1.施工作
1.2.1 信号系统设备验收有关规
业
1.2 设 备 1.2.1 能组织信号系统验收
定
验收
1.2.2 能配合其他专业完成施工 1.2.2 与其他部门配合施工的相
关规定及要求
2.1.1 计算机专用测试程序使用
2.1.1 能分析、判断并处理信号 方法
2.1 系 统
系统复合故障
2.1.2 接口工作原理、主要技术数
级 故障分
2.1.2 能对 ATP、ATO、ATS、联 据及相关知识
析
锁等系统存在问题提出修改建议 2.1.3 中央信号系统组成及工作
原理
2.系统故
障分析处
2.2.1 能处理信号系统复合故障 2.2.1 信号系统工作原理
理
并提出预防整改措施
2.2.2 分析、判断混线、接地等信
2.2 系 统
2.2.2 能组织开展信号系统复合 号系统复合故障的方法
级 故障处
故障应急处置
2.2.3 信号系统复合故障应急恢
理
2.2.3 能判断并处理转辙机设备 复及设备隐患排除的方法及相关
混线或配线交叉故障
要求
1.1 设 备 1.1.1 能安装信号系统设备
施工
1.1.2 能调试信号系统设备

3.1.1 能编制信号系统功能检测
与试验方案
3.1.2 能编制施工及配合施工方
案
3.1.3 能对设备检修周期修改提
出可行性建议
3.1.4 能编制信号设备专项检修
3. 技 术 管 3.1 技 术 的作业指导书
理
方案编制 3.1.5 能编制现有设备技术改造
专项方案
3.1.6 能编制信号各类修程中的
技术整改方案
3.1.7 能制定新旧设备过渡阶段
的割接技术方案
3.1.8 能根据信号设备电气特性
测试结果制定整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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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信号技术管理知识
3.1.2 信号安全保障体系与质量
管理体系
3.1.3 信号施工的规定、城市轨道
交通信号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3.1.4 信号维修标准化作业知识

3.2.1 能编制信号系统功能试验
报告
3.2.1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设计规
3.2 报 告 3.2.2 能编写设备运行质量评估 范和设计标准
编制
报告
3.2.2 信号维修技术标准相关知
3.2.3 能编写设备质量鉴定评估 识
报告
3.3.1 能组织、指导新技术和新
工艺的实施
3.3.2 能组织技术革新和技术攻
3.3 技 术
关活动
创新
3.3.3 能组织开展科研创新项目
3.3.4 能设计和改进信号检修专
用工具和设备

3.3.1 新技术、新工艺原理及技术
特性
3.3.2 专业技术管理规定
3.3.3 科研项目管理规定

4.1.1 培训讲义的编写方法
4.1.1 能对技师及以下信号工进
4.1.2 办公软件的使用及信息化
4.1 技 术 行安全、技术培训
教学方法
培训
4.1.2 能进行新技术、新工艺、
4.1.3 培训指导的要点、方法和注
新材料、新设备的应用培训
4. 培 训 和
意事项
指导
4.2.1 能对技师及以下信号工进
4.2.1 设备维修质量标准
4.2 工 作 行安全、技术指导
4.2.2 系统结构及应急处置方法
指导
4.2.2 能指导技师及以下信号工
4.2.3 施工工艺标准
排除偶发、疑难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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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15

15

10

5

5

轨旁信号设备维护

45

45

40

——

——

中央信号设备维护

15

15

15

——

——

车载信号设备维护

20

20

15

——

——

施工作业

——

——

15

10

10

系统故障分析处理

——

——

——

45

45

技术管理

——

——

——

15

15

培训和指导

——

——

——

20

20

100

100

100

100

100

技能等级
项目
基本要求

相关知识

合计

4.2 技能操作权重表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轨旁信号设备维护

50

50

45

——

——

中央信号设备维护

25

25

20

——

——

车载信号设备维护

25

25

20

——

——

施工作业

——

——

15

10

10

系统故障分析处理

——

——

——

40

40

技术管理

——

——

——

30

30

培训和指导

——

——

——

20

20

100

100

100

100

100

技能等级
项目

技能要求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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