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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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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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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学院、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
院、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江苏航空职业技术
学院、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陕西航空技师学院、株洲南方航空高级技工学校。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贺飞、黄莉玲、王海宇、李健、孙先夺、舒振杰、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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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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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飞机铆接装配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
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飞机铆接装配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人
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16-1986 铆钉技术条件
GB/T 38825-2020 民用飞机复合材料制件铆接要求
HB/Z 223.1-1992 飞机装配工艺 定力扳手的校正与使用
HB/Z 223.2-2003 飞机装配工艺 第2部分 螺栓安装
HB/Z 223.3-2003 飞机装配工艺 第3部分 普通铆接
HB/Z 223.4-2004 飞机装配工艺 半冠状铆钉、平锥头铆钉干涉配合铆接
HB/Z 223.5-1993 飞机装配工艺 涂敷密封剂的密封铆接
HB/Z 223.6-1996 飞机装配工艺 高锁螺栓安装
HB/Z 223.7-2003 飞机装配工艺 第7部分 环槽铆钉铆接
HB/Z 223.8-1996 飞机装配工艺 拉丝型抽芯铆钉铆接
HB/Z 223.11-2003 飞机装配工艺 第11部分 螺纹空心铆钉铆接
HB/Z 223.12-1997 飞机装配工艺 制孔
HB/Z 223.13-1998 飞机装配工艺 部件精加工
HB/Z 223.14-1998 飞机装配工艺 部件外形检查
HB/Z 223.15-2002 飞机装配工艺 实心铆钉铆接后的检查及验收
HB/Z 223.17-2002 飞机装配工艺 螺纹连接与防松
HB/Z 223.18-2002 飞机装配工艺 压窝与锪窝
HB/Z 223.21-2003 飞机装配工艺 第21部分 复合材料的铆接
3 术语和定义
GB 116-1986 铆钉技术条件；HB/Z 223.3-2003 飞机装配工艺 第3部分 普
通铆接；GB/T 38825-2020 民用飞机复合材料制件铆接要求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
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叠层 mixed parts
复合材料制件和复合材料制件、复合材料制件和金属材料制件夹层铆接后形
成组件。
[GB/T 38825-2020，定义3.1]
3.2
湿安装 wet installation
在铆钉孔中、铆钉杆上和铆钉头下面等位置施加密封剂的安装。
[GB/T 38825-2020，定义3.2]
3.3
预装配 pre-assembly
多个复合材料零件或多个混合件构成的组件或部件在进行正式铆接工作前
在装配夹具上的试装配，以确定各零件之间的相对位置。
[HB/Z 223.21-2003，定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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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飞机维修、机械制造技术、机械加工技术、模具制造技术、
机械制造与控制。
高等职业学校：飞行器制造技术、飞行器维修技术、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
航空发动机装试技术、航空发动机维修技术、飞机机电设备维修、飞机结构修理、
通用航空器维修。
应用型本科学校：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飞行器质量与可靠
性、飞行器适航技术。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飞机设备维修、机械制造技术、机械加工技术、模具制造技
术、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高等职业学校：飞行器数字化装配技术、飞机结构修理、飞行器维修技术、
通用航空器维修、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飞机机电设备维修、航空发动机制造
技术、航空发动机装配调试技术、航空发动机维修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导弹
维修技术。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飞行器维修工程技术、航空机电设备维修技术、航
空动力装置维修技术、航空智能制造技术。
应用型本科学校：飞行器制造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质量与可靠
性、飞行器适航技术。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飞机铆接装配】（初级）：主要面向在工作台或型架上装配简单的铆接组
合件、胶接装配件、密封装配件和铆接金属油箱等岗位；根据图纸、工艺规程、
技术条件和组合顺序要求，使用常规铆接工装设备，主要完成在型架或组合件上
装配、安装一般的交点、接头、角撑等工作；从事飞行器简单组合件的铆接装配
工作，对铆接工装设备进行基本维护与保养工作，能够正确使用常用量具进行铆
接装配质量检查。
【飞机铆接装配】（中级）：主要面向装配、铆接复杂的组合件、段件、部
件骨架等岗位；主要完成飞行器板件、段件的铆接装配，安装重要的交点、接头、
角撑等工作；从事飞行器组合件的铆接装配工作，能够选取特种铆接工具进行特
种铆接，能够通过试验判断安装符合性及故障部位，能够针对特种铆接进行质量
检查与校核，能够根据说明书和维护手册对工装、设备、工量具进行定期检查、
维修与保养。
【飞机铆接装配】（高级）：主要面向部件总装配、复杂重要装配岗位；完
成飞行器部件的总装相关工作，主要完成部件对接接头、对接面精加工；从事飞
行器的总装工作，能够利用地面设备进行装配型架的安装，能够完成特种铆钉连
接、特种螺钉连接、干涉配合连接等装配工作，能够完成复杂结构部位密封剂的
涂敷并进行密封性故障的排除，能够分析装配过程中产生各种故障的原因并排除。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飞机铆接装配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依
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飞机铆接装配】（初级）：根据工艺文件的要求，使用一般铆接工装、设
备进行铆接装配操作。掌握正铆和反铆两种铆接方法，掌握双面埋头铆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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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正确选择和使用铆接顶把，正确使用扳手、棘轮、风扳机等拧紧工具。能够
独立完成小型铆接件的装配铆接。能够进行密封铆接，掌握密封、防止腐蚀的一
般方法。能够使用镦头样板、游标卡尺、塞尺等进行铆接质量检查。能正确维护
与保养风钻、铆枪、卡尺等工量具。
【飞机铆接装配】（中级）：根据工艺文件的要求进行产品装配流程规划，
做好操作重难点及风险控制点标注。正确选取合适材料、直径、长度、头型的铆
钉进行铆接。正确选取特种铆接工具进行特种铆接。正确选用螺钉、螺栓进行螺
纹连接。独立进行结构敞亮部位密封剂涂覆操作并达到质量要求。能够通过试验
判断安装符合性及故障部位。能够针对特种铆接方式进行质量检查与校核。能够
进行螺纹连接质量检查。能够掌握工装、设备使用与维护的管理规定。能够根据
说明书和维护手册对工装、设备进行定期检查、维修与保养。
【飞机铆接装配】（高级）：根据工艺文件的要求，使用地面设备进行型架
安装；独立进行普通铆接装配，进行锁、弹簧、口盖的安装、调整。进行特种铆
钉连接、特种螺钉连接、干涉配合连接。进行高锁螺栓连接、锥形螺栓连接。掌
握定力扳手、转接扳手、加长杆的选择和使用。进行螺栓连接防松，能独立进行
复杂结构部位密封剂的涂敷，进行密封性故障的排除工作，能发现装配件在装配
过程中的变形规律、提出处理措施。掌握复杂装配故障产生的原因及预防、排除
方法。具备正确判断较复杂的工装、设备故障的能力。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飞机铆接装配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1.工作准备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够正确读懂常见机械零件三维视图，
了解各标记的含义。
1.1.2 能够具备基本视图识图的基础能力。
1.1 基本视图识读
1.1.3 能够正确读懂飞机结构中简单组合件的
装配图。
1.1.4 能够使用三维建模软件进行数模识图。
1.2.1 能够读懂装配工艺过程简单的装配指
令。
1.2.2 能够读懂飞机铆接装配工要求掌握的基
本工艺规范。
1.2 简单工艺文件 1.2.3 能够依据工艺文件进行装机零组件表面
认识
质量检查和图号、版次等信息的核对。
1.2.4 能够依据工艺文件进行标准件牌号及数
量的识别、核对。
1.2.5 能够依据工艺文件进行航空材料的识
别、核对。
1.3.1 能够掌握部件装配常用工艺装备的主要
构成部分。
1.3 工装设备及工 1.3.2 能够正确理解常用工艺装备各部分的具
量刀具识别
体功能。
1.3.3 能够准确理解常用工艺装备的正确使用
方法。
4

1.3.4 能够正确识别飞机铆接装配工常用的工
具、刀量具。

1.4 工作环境检查

2.1 组合件定位与
制孔

2.装配加工

2.2 组合件安装与
连接

1.4.1 能够对照工艺文件对生产现场的温、湿
度进行检查。
1.4.2 能够对照工艺文件对生产现场的洁净度
进行检查。
1.4.3 能够对工装、设备、工量具的维保状态
进行检查。
1.4.4 能够按照要求准确穿戴必要的防护装
备，正确进行自我防护。
2.1.1 能够在架下对一般平板类零件紧固件孔
位进行划线操作。
2.1.2 能够按工艺文件的要求独立对形状规
则、操作简单、位置精度要求相对较低的组
合件进行定位和检查。
2.1.3 能够在平板类常用材料，厚度较小零组
件上进行直径Φ5 以下一般精度孔的制孔、冲
窝与锪窝操作。
2.1.4 能够依据图纸和工艺文件对紧固件孔的
位置准确性进行检查，达到工艺文件要求。
2.1.5 能够使用钢直尺或游标卡尺对孔的边距
和间距进行测量，使其达到工艺文件要求。
2.1.6 能够使用塞规对孔的孔径进行检查，使
其达到工艺文件要求。
2.1.7 能够使用窝量规对孔的窝径进行检查，
使其达到工艺文件要求。
2.1.8 能够目视检查埋头窝和孔的表面质量及
有无毛刺，使其达到工艺文件要求。
2.2.1 能够采用手铆法、锤铆法、压铆法等方
法对不同形状、材料和规格结构进行铆接。
2.2.2 能够掌握高抗剪铆钉的铆接工艺。
2.2.3 能够正确选择和使用铆接顶把。
2.2.4 能够正确使用扳手、棘轮、风扳机等拧
紧工具。
2.2.5 能够独立完成小型铆接组合件的装配铆
接。
2.2.6 能够协同他人进行铆接、螺接，且连接
质量符合技术要求。
2.2.7 能够进行铆钉、螺栓安装后的防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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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组合件密封与
清理

3.1 铆接质量检查

3.质量检查与处
理

3.2 多余物检查

3.3 环境检查

4.1 工装设备日常
维护
4.工装设备维护

4.2 工量具日常维
护

2.3.1 能正确操作密封剂的涂敷。
2.3.2 能正确对涂胶部位在涂胶前进行清洗。
2.3.3 能正确对非涂胶部位进行保护。
2.3.4 能正确进行多余胶的清理操作。
3.1.1 能够依据图纸及工艺文件进行零件安装
位置准确度检查。
3.1.2 能够对紧固件安装进行符合性检查。
3.1.3 能够使用镦头样板、游标卡尺、塞尺等
进行铆接质量检查。
3.1.4 能正确拆除不符合安装要求的紧固件。
3.1.5 能对不符合安装要求的紧固件进行重新
安装。
3.2.1 能使用工作灯等照明设备对部件半封闭
区域的多余物进行检查。
3.2.2 掌握观察法、音响法、特种检查法、分
解检查法等常用多余物的检查方法。
3.2.3 掌握吸取法、擦洗法、勾取法、吸引法、
胶粘法、分解法、拍击法、吹出法等常用多
余物的清除方法。
3.2.4 能够使用反光镜对部件内不能直接观察
到的部位进行多余物检查。
3.3.1 能够对环境卫生进行检查，确定是否按
照 6S 标准执行。
3.3.2 能够对工具进行正确选用检查，明确工
具用途。
3.3.3 能够掌握量具量程及选用规范，校核有
效期。
3.3.4 能够对工量具的放置与保管要求执行情
况检查。
4.1.1 能够做好自用型架、夹具等工装设备的
维护与保养工作。
4.1.2 能够做好样板的维护与保养工作。
4.1.3 能够做好钻模等各项工装设备的维护与
保养工作。
4.1.4 能够协同他人进行工装定位器、大型工
装夹具的日常清理和维护。
4.2.1 能够正确维护与保养风钻、铆枪等工具。
4.2.2 能够正确维护与保养游标卡尺、塞规等
量具。
4.2.3 能够按照工具要求做好维修与保管。
4.2.4 能够按照量具特色要求做好维修与保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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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飞机铆接装配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1.工作准备

2.铆接装配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够正确识读飞机机体结构及一般的系
统装配图。
1.1.2 能够应用三维建模软件进行较复杂产
1.1 较复杂视图识
品、工装数模识别。
读
1.1.3 能够测量、查询装配信息。
1.1.4 能够校验图纸的正确性，正常进行样图
对比。
1.2.1 能够正确理解飞机装配术语。
1.2.2 能够理解装配工艺文件的基本工艺规范
与操作规程。
1.2 较复杂工艺文
1.2.3 能够依据装配技术文件进行产品装配流
件理解
程规划。
1.2.4 能够做好操作重、难点及风险控制点标
注。
1.3.1 能够按照工艺文件要求选择正确的等效
1.3 工装设备及工 工装工具进行生产。
量刀具识别
1.3.2 能够根据产品结构形式、材料等选择合
适的制孔、锪窝工刀具。
1.4.1 能够对照实际生产环境提出相应环境要
求。
1.4 生产环境控制
1.4.2 能够对易燃易爆、有害气体进行安全管
理。
2.1.1 能够对架下规则零件进行孔位划线，且
位置精度符合文件要求。
2.1.2 能够正确选用钻头并研磨钻头。
2.1.3 能够采用不同定位方法进行准确定位，
协同他人进行定位与安装。
2.1.4 能够采用划窝法、冲窝法和划冲结合法
2.1 分部件定位与
进行制窝。
制孔
2.1.5 能够对机体大部分结构零组件上进行制
孔、扩孔、铰孔、倒角及锪窝。
2.1.6 能够保证孔、窝的位置公差、表面粗糙
度、垂直度、孔径公差等达到文件要求。
2.1.7 能够正确选用各种量具进行孔的检测并
进行位置精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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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零件修合

2.3 分部件安装及
连接

2.4 分部件密封与
故障排除

3.质量检查与处
理

3.1 装配质量检查

2.2.1 能够进行零件端面、角度的切割、打磨、
锉修。
2.2.2 能够按图纸的要求进行相互配合的多边
形规则零件的修合，且间隙、阶差符合技术
要求。
2.2.3 能够按图纸的要求进行相互配合的圆形
规则零件的修合，且间隙、阶差符合技术要
求。
2.2.4 能够按图纸的要求进行相互配合的菱形
等规则零件的修合，且间隙、阶差符合技术
要求。
2.3.1 能够掌握各种普通铆接的形式、种类和
工艺过程。
2.3.2 能够进行铆钉布置并进行简单铆接计
算，通过正铆或反铆达到普通铆接质量要求。
2.3.3 能够根据工艺文件，正确选取合适材料、
直径、长度、头型的铆钉进行铆接。
2.3.4 能够根据工艺文件要求，选取特种铆接
工具进行环槽铆钉、螺纹空心铆钉、抽芯铆
钉、钛铌铆钉等特殊紧固件的连接。
2.3.5 能够正确选用螺钉、螺栓进行螺纹连接。
2.3.6 能够对螺栓连接施加规定的力矩与放松
操作。
2.3.7 能够按要求完成分部件之间的防腐、标
记等操作。
2.4.1 能够掌握常用密封剂的组成、性能及用
途。
2.4.2 熟悉密封工具使用和典型操作规程。
2.4.3 能够独立进行结构敞亮部位密封剂涂敷
操作并达到质量要求。
2.4.4 能够掌握密封铆接的工艺过程，按要求
实施密封铆接。
2.4.5 能够对密封铆接故障进行排除。
3.1.1 能够正确选用各种量具、仪器设备。
3.1.2 能够按照装配质量要求对飞机表面装配
质量进行检查。
3.1.3 能够按照装配质量要求对飞机结构装配
质量进行检查。
3.1.4 能够按照装配质量要求对飞机系统装配
质量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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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备维护

3.2 铆接质量分析
与处理

3.2.1 能够通过试验判断安装符合性及故障部
位。
3.2.2 能够针对特种铆接方式进行质量检查与
校核。
3.2.3 能够进行螺纹连接质量检查。
3.2.4 能够进行密封铆接质量检测。

4.1 工装设备及工
量具定期维护

4.1.1 能够掌握工装、设备使用与维护的管理
规定。
4.1.2 能够根据说明书和维护手册对工装、设
备进行定期检查、维修与保养。
4.1.3 能够根据说明书和维护手册对工具进行
定期检查。
4.1.4 能够按照工具设备要求进行维修及保
存。

表 3 飞机铆接装配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1.工作准备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够正确识读飞机复杂组、部件的装配
图。
1.1.2 能够正确识读部件装配涉及的工装图
1.1 复杂视图识读 纸。
与绘制
1.1.3 能够正确描述并绘制现场所需特制工
具、故障部位等草图。
1.1.4 能应用 CAD 软件进行简单二维图的绘
制。
1.2.1 能够正确理解工艺规程的编制方法，正
确划分装配单元、安排装配顺序、确定工序。
1.2.2 能够根据图纸或数模提出合理的装配顺
序，分析产品装配的控制要点。
1.2 复杂工艺文件
1.2.3 能够对装配指令进行分析，并运用实际
分析
的工作经验和技能、知识，分析、发现工艺
文件中的错误或漏项。
1.2.4 校验工艺的科学与高效性，优化工艺流
程。
1.3.1 能够正确使用工作梯、托架、吊挂、运
输车等地面设备进行型架的安装。
1.3 物料、工装设备 1.3.2 能够正确理解各种航空材料的性能和应
的准备
用范围。掌握航空材料、标准件的替换原则、
替换范围。
1.3.3 能够正常判断物料属性，正确选用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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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开展工作。
1.3.4 熟悉工装设备基本参数和使用要求，正
确使用各类工装设备。
1.4.1 能够对高空作业等的安全风险进行识
别。
1.4.2 能够发现常用工装和工具的使用风险，
1.4 生产环境风险 及时通知维修人员排除风险因素。
识别
1.4.3 能够正确识别火灾、有毒等环境标识，
严格按照要求开展工作。
1.4.4 能够正确识别工量具、设备风险特殊标
识。避免错误操作。
2.1.1 能够进行曲面零件、复杂的平面零件的
划线。
2.1.2 能在进行部件的画线定位和画线制孔，
且位置精度符合设计要求。
2.1.3 能够制出复杂结构（小空间、闭角区）
上的连接孔（窝），并且孔、窝的位置公差、
表面粗糙度、垂直度、孔径公差并达到文件
2.1 部件定位与制
的要求。
孔
2.1.4 能够按要求制出复杂工件上的小孔、斜
孔、深孔、盲孔、相交孔。
2.1.5 能够进行高精度孔的钻铰。
2.1.6 能够进行交点孔的配铰。
2.1.7 能使用先进的制孔工具、设备进行结构
制孔。
2.1.8 能使用专用的量具进行大孔、交点孔的
检测。
2.铆接装配

2.2 零件高阶修合

2.2.1 能够进行平板类零件自制。
2.2.2 能够进行相互配合零件 R 角的修合。
2.2.3 能够按技术文件的要求进行零件的表面
擦划伤的处理。

2.3 部件安装及连
接

2.3.1 能够按要求独立完成普通的铆接。
2.3.2 能够进行锁、弹簧、口盖的安装、调整。
2.3.3 能够掌握特种装配工艺（特种铆钉连接、
特种螺钉连接、干涉配合连接等）的工艺参
数、工艺标准及保证工艺参数的方法。
2.3.4 能够按要求进行高锁螺栓连接、锥形螺
栓连接。
2.3.5 能够按要求选择合适的扭矩拧紧螺栓，
掌握定力扳手、转接扳手、加长杆的选择和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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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能够按要求进行螺栓连接防松。
2.3.7 能够进行结构受限、难安装部位的导管
安装、电搭接、连接防松等系统安装操作。
2.3.8 能够按工艺要求进行复合材料的铆接装
配操作。

2.4 密封工艺

3.质量检查与处
理

3.1 铆接装配故障
预防与排除

4.1 工装设备维护
与检修

4.设备维护

4.2 刀量工具维护
与修理

2.4.1 能够掌握常用密封剂的成分、配制方法、
粘附性能、密封性能、工艺性能、硫化规范
和使用范围、施工条件等，能够按使用说明
配制合格的密封剂。
2.4.2 能够独立进行复杂结构部位密封剂的涂
敷，并达到质量要求。
2.4.3 能够配合其他操作人员进行气密、油密
等密封性试验。
2.4.4 能够进行密封性故障的排除工作。
3.1.1 能够发现装配件在装配过程中的变形规
律、提出处理措施。
3.1.2 能够掌握复杂装配故障产生的原因及预
防、排除方法。
3.1.3 能够根据装配过程中遇到的装配难点，
制造特殊工具解决定位、制孔、安装出现的
质量问题。
3.1.4 能够按照流程检查及排除装配质量问
题，优化排故流程。
4.1.1 能够独立进行工装的维护、保养。
4.1.2 能够正确判断工装、设备简单故障并进
行维修。
4.1.3 能够正确判断较复杂的工装、设备故障，
及时通知专业维修人员进行检修。
4.1.4 能够维修工装、设备故障等基本问题，
及时排除常见问题。
4.2.1 能够根据说明书和维护手册定期送检常
用工具。
4.2.2 能够根据孔质量状况正确判断刀具的使
用情况。
4.2.3 能够根据产品加工状态判别工具的故障
部位和故障原因。
4.2.4 能够对刀具进行研磨，修理刀具量具出
现的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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