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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网联电梯维护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
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智能网联电梯维护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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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7024-2008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GB/T 7588.1-2020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1部分：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
GB/T 7588.2-2020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2部分：电梯部件的设计原则、
计算和检验
GB/T 18775-2009
GB10060-2011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维修规范

电梯安装验收规范

GB/T 10059-2009 电梯试验方法
TSG 08-2017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TSG T5002-2017

电梯维护保养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7024-2008、GB/T 7588.1-2020、GB/T 7588.2-2020、GB/T 18775-2009、
GB10060-2011、GB/T 10059-2009、TSG 08-2017和TSG T5002-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
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智能网联电梯维护 Intelligent Network connection elevator maintenance
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及云平台技术，对智慧电梯及电梯物联网监测设备进行监
测、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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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电梯物联网智慧监测 Elevator IoT Smart Monitoring
电梯物联网监测设备采集电梯运行数据上传到物联网监控中心，再对所上传数据
进行有效分析，从而实现各相关单位按各自职责所需对电梯实时有效的监管维护的方
法。
3.3 电梯故障诊断云平台 Elevator fault diagnosis cloud platform
通过云平台对所采集电梯故障信息进行分析、诊断，并将结果反馈至相关部门及
人员，实现电梯故障快速排除的信息化平台。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电梯安装与维修保养、楼宇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行、机电设备安
装与维修、机电技术应用、电气运行与控制、电气技术应用、机械制造技术、物联网
技术应用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电梯工程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机电设备安
装技术、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自动化生产设备应用、电机与电器技术、机械制造与
自动化、工业设备安装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等及其群内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电梯工程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智能制
造工程、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等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电梯安装与维修保养、建筑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维、智能设备运
行与维护、机电技术应用、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机械制造技术、物联网技术应用等
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电梯工程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机电设备技
术、智能制造装备技术、电机与电器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工业设备安装工程技
术、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等及其群内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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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电梯工程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技术与应
用、智能制造工程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装备智能化技术、机械电子工程技
术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智能网联电梯维护】（初级）：主要面向智能电梯本体制造、电梯安装维修、
技术服务、生产应用等各类企业；从事智能电梯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与管理、
运行维护、维修保养等岗位。
【智能网联电梯维护】（中级）：主要面向智能电梯本体制造、电梯安装维修、
技术服务、生产应用等各类企业；从事智能电梯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与管理、
运行维护、维修保养等；电梯机电设备中等难度升级改造和故障处理；电梯设备新技
术调试检修等岗位。
【智能网联电梯维护】（高级）：主要面向智能电梯本体制造、电梯安装维修、
技术服务、生产应用等各类企业；从事智能电梯研发、调试、使用与管理、运行维护、
制定维修保养方案等；电梯机电设备复杂升级改造和故障处理；电梯设备综合技术应
用；电梯电气控制系统设计、电梯物联网应用开发等岗位。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智能网联电梯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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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网联电梯维护】
（初级）：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和安全监察
条例，知晓电梯国家标准，掌握维保所需技能，能够按照安全技术规范和使用维护说
明书的要求进行电梯维护保养。能够进行应急救援。对电梯物联网系统和云平台有初
步的了解。
【智能网联电梯维护】
（中级）：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和安全监察
条例，熟悉电梯国家标准和规范，能够按照安全技术规范和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要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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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保养计划，能够指导并带领初级人员贯彻实施。能够进行中等难度的维修。熟悉电
梯物联网系统和云平台，能够检查并确保相关系统的正常运行。
【智能网联电梯维护】
（高级）：能够监督初级中级人员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法和安全监察条例，熟悉电梯国家标准和规范，能够勘查井道并放样，能够
掌握电梯调试技术，能设定一个或多个品牌型号电梯参数。熟悉云平台并能够调试电
梯物联网系统。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智能网联电梯维护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1.1 法律法规学
1.1.2 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习
1.1.3 知晓《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1.2.1 知晓《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7588-2003
含一号修改单）。
1.2 国家标准学 1.2.2 知晓《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
习
全规范》（GB16899-2011）。
1.2.3 知晓电梯行业规范

1.电梯维修

1.3.1 能够用兆欧表，测各类电梯的电动机、主电路、
控制电路绝缘电阻等。
1.3.2 能够用指针式（数字式）万用表，测电梯电路
1.3 电梯电工电 节点电压、电流，测量电阻、二极管、电容。
子测量
1.3.3 能够用钳形表测量各动力电路的电流。
1.3.4 能够用声级计测量电梯相关噪音。
1.3.5 能够用照度计测量自动扶梯照明。
1.4.1 了解施工土建图的布局（机房平面图、井道平
面图）。
1.4 电梯机械基 1.4.2 了解各类电梯样板架。
本操作
1.4.3 能够看懂机械部件安装图纸。
1.4.4 掌握电梯机械结构组成及安装过程。
1.5 电梯电气基 1.5.1 能够看懂电气回路安装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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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本操作

职业技能要求
1.5.2 能够检查电梯主电路。
1.5.3 能够检查电梯控制电路和安全回路。

（TSG T5002-2017）。
2.1 安全技术规 2.1.1 熟悉《电梯维护保养规则》
范学习
2.1.2 知晓《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TSG 08-2017）。

2.电梯保养

2.2.1 熟悉电梯安全操作规程，能正确进入电梯轿顶、
底坑。
2.2.2 熟悉半月、季度、半年、年度维护保养项目（内
容）和要求。
2.2.3 能够对电梯进行基本的维护保养，达到安全技
2.2 电梯保养相
术规范和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要求，了解减速器、制动
关知识
器、电动机、轴承、曳引钢丝绳、限速器、安全钳、
导轨、导靴等电梯零部件的保养方法。
2.2.4 能够甄别电梯的异常，发现异常的位置。
2.2.5 够独立完成电梯简单故障的检查、维修。
3.1.1 了解某些典型设备的原理和组成、掌握电梯物
联网的基本功能。
3.1 电梯物联网 3.1.2 了解电梯物联网无线通讯的网络协议。
维护
3.1.3 了解电梯物联网设备接口。
3.1.4 能够根据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要求对电梯物联网
设备进行检查维护。

3. 电 梯 物 联
网智慧监测
设备维护

3.2.1 了解电梯云平台设备组成。
3.2.2 了解电梯云平台基本技术参数，能够通过平台
终端参看电梯相关信息。
3.2 电梯云平台 3.2.3 熟悉电梯云平台的功能及调度，能够通过云平
台参看电梯维保情况。
应用
3.2.4 能够操作现场管理平台完成电梯维保单电子
化、提供可追溯可查询功能，实现维保过程透明化管
理。
表 2 智能网联电梯维护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1. 电梯维修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 法律法规及 1.1.1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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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标准学习

职业技能要求
1.1.2 熟悉《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1.1.3 熟悉电梯国家标准和规范。

1.2.1 能进行限速器校验。
1.2 仪器仪表的
1.2.2 能进行接地电阻的测量。
使用
1.2.3 能够用多功能振动测试仪进行检查测量。
1.3 熟悉电梯部 1.3.1 熟悉电梯机械部件的安装。
件安装
1.3.2 熟悉电梯电气接线。
1.4.1 能进行制动器的调整，熟悉制动性能测试。
1.4.2 能进行电动机、制动联轴器、减速器蜗杆的同
轴度调整。

1.4 电梯部件的
1.4.3 能进行自动开门机速度、限位调整。
调整
1.4.4 能对安全钳进行调整。
1.4.5 能对门锁进行调整。

1.5.1 掌握电梯维修规范要求、记录及交接检验验收。
1.5 电梯维修的
1.5.2 熟悉电梯工程作业计划的实施与调整。
管理
1.5.3 熟悉电梯维修操作规程。
1.6.1 能排查安全、门锁线路故障。
1.6.2 能排查控制电源故障。
1.6.3 能排查启动阶段线路故障。
1.6 电梯线路的 1.6.4 能排查显示线路故障。
故障排查
1.6.5 能排查拖动控制回路故障。
1.6.6 能熟练排查 PC 控制电梯的故障。
1.6.7 能排查自动扶梯的电气故障。
1.6.8 能排查 PC 电梯的外部线路故障。
2.1.1 能根据安全技术规范和电梯使用维护说明书制
定电梯日常维护保养计划。

2.电梯保养

2.1 电梯保养方
2.1.2 能制定电梯常见故障检修流程和规范。
案制定

2.1.3 能检查指导初级维保人员的维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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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2.1 能严格执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2.2 电梯保养

2.2.2 能按照流程和规范进行电梯维护保养
2.2.3 能对初级工示范操作、传授技能
3.1.1 掌握电梯 IC 卡相关技术参数。

3.1.2 能够区段式增加,删除,查询卡号及楼层设定，如
管制持卡人员出入特定允许出入之楼层，以防止随意
3.1 IC 卡技术应 出入各楼层而确保安全。
3.1.3 能进行时间区管制以实现系统在某段时间内开
用
放，某段时间内受控，使电梯按规定自动运行，如节
3. 电 梯 智 能
假日时间权限设置。
化维护
3.1.4 能根据需要设定 IC 卡权限，使业主获取或取消
其使用电梯的权限。
3.2.1 掌握群控呼梯技术的通信方式，如 CAN 通信、
LON 通信或 RS485 通信等。
3.2 群控呼梯响
3.2.2 能够对简单电梯群控系统进行硬件设计。
应技术应用
3.2.3 能够对简单电梯群控系统进行软件设计。
4.1.1 能够对电梯一体机及配件选型。
4.1 一体机安装 4.1.2 能够对轿顶板、内外呼指令板、曳引机、编码
器、轿内显示、到站钟等相关配件与一体机的电气安
装。
4. 电 梯 一 体
4.2.1 能够根据给定参数利用一体机进行调试，最终
机调试与维
完成电梯快车调试功能。
修
4.2 一体机调试 4.2.2 能够根据一体机故障代码，能够排除电梯相关
与排故
故障。
4.2.3 能够根据安全回路反馈、门锁回路反馈、封星
检测、运行检测等指示灯状态，判断故障并修复。
5.1.1 能够对电梯物联网设备选型。
5.1 电梯物联网 5.1.2 能够安装智能网联电梯终端设备，将物联网模
维护
块与控制器建立通讯连接。
5. 电 梯 物 联
5.1.3 能够对物联网模块进行通讯配置。
网智慧监测
5.2.1 利用云平台进行电梯实时监测设置。
设备维护
5.2 电梯云平台 5.2.2 利用云平台能够进行故障告警通知设置。
应用
5.2.3 利用云平台远程控制设置，可以实现远程启停
机、远程锁机、远程修改参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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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智能网联电梯维护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使用电梯服务器对控制器进行操作。
1.1.2 能进行微处理器接口、驱动电路简单设计和替
换方法。

1.1 电梯控制基
1.1.3 能根据电梯继电器电路各环节绘制梯形图。
本操作
1.1.4 能根据梯形图转指令。
1.1.5 能根据指令转梯形图。
1.2.1 能根据电机参数设置变频器。
1.电梯维修

1.2.2 能根据要求对变频器起制动时间进行参数设
置。
1.2 电梯调速操 1.2.3 能根据要求对变频器多段速运行进行参数设
作
置。
1.2.4 能根据要求进行自学习过程操作。
1.2.5 能根据要求进行自学习记录电机实际数据。
1.3.1 能排除电梯较复杂的机械故障。
1.3 电梯故障排
1.3.2 能排除电梯较复杂的电气故障。
除
1.3.3 能排除电梯关联性故障。
2.1.1 能进行电梯维护保养，掌握电梯管理人员的职
2.1 电梯保养及 责。
安 全 运 行 方 案 2.1.2 能进行电梯维护保养中的现场安全管理。
制定
2.1.3 能进行电梯维护保养，掌握其周期及项目。

2.电梯保养

2.2.1 能严格执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2.2.2 能做安全、文明教育工作。
2.2 电梯管理及
2.2.3 能对初、中级工示范操作、传授技能。
检测
2.2.4 掌握电梯技术档案资料管理知识。
2.2.5 能对电梯安装、维修、调试等工程进行验收。

3.1.1 能够绘制开关门运行曲线，并根据曲线调试电
3. 电 梯 门 机 3.1 门机一体机 梯门机一体机开关门力矩等参数。
一体机维护 调试
3.1.2 掌握电梯门机一体机电机参数调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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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1.3 掌握电梯门机一体机编码器安装及自学习前检
查。
3.1.4 掌握电梯门机一体机一键调试功能，能够进行
电梯门机一体机门宽自学习操作。
3.2.1 掌握电梯门机一体化机械安装流程。

3.2 门机一体机 3.2.2 能够进行电梯门机一体机控制器相关信号配
安装
线。
3.2.3 根据关门受阻判断示意图调解关门力矩。
4.1.1 能够按照指导书完成一体机安装。
4.1 一体机安装
4. 电 梯 一 体
机调试与维
修

4.1.2 能够根据编码器、曳引机形式选择正确的变频
器卡。
4.1.3 能够根据群控台数，选择并安装电梯群控板。
4.2.1 能够根据给定参数利用一体机进行电梯舒适度
调试。

4.2 一体机调试 4.2.2 能够将门机控制器与一体机进行关联调试。
与维修
4.2.3 能够进行两台电梯并联调试。
4.2.4 能够进行贯通门调试。
5.1.1 能够对电梯物联网应用开发。
5.1 电梯物联网
5.1.2 能够对电梯物联网进行权限管理。
维护
5.1.3 能够对电梯物联网进行系统定制。
5. 电 梯 物 联
智慧监测

5.2.1 能够按照设备使用生命周期进行故障预测。
5.2.2 能够利用云平台快速排除电梯机械故障操作。
5.2 电梯云平台
5.2.3 能够利用云平台快速排除电梯电气故障操作。
应用
5.2.4 能够利用云平台进行微机和 PLC 故障诊断和排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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