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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数据采集与边缘服务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
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数据采集与边缘服务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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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行业有关标准（标准编号与名称）
GB/T 34047-2017 制造过程物联信息集成中间件平台参考体系
GB/T 19902.6-2012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软件互操作性能力建规
GB/T 33537.3-2017 工业通信网络 现场总线规范
GB/T 37294-2019 M2M 终端设备业务能力技术要求
GB/T 33863.1-2017 OPC 统一架构第 1 部分：概述和概念
AII/004-2017 工业互联网 导则 设备智能化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
一种用于工业环境的数字式操作的电子系统。
[GB/T 15969.1—2007/IEC 61131-1]
3.2 网关 gateway
使用不同体系结构或协议的网络之间进行通信的一种接口技术，它提供网络兼容
功能，如协议转换、路由选择、数据交换等，从而实现不同网络之间的互通。
[GB/T 32402-2015 3.1.119 ]
3.3 OPC 统一架构 OPC unified architecture
OPC UA 是一个平台无关的标准，使用该标准可在位于不同类型网络上的客户端
和服务器间发送消息，以实现不同类型系统和设备间的通信。
[GB/T 33863.1-2017/IEC/TR 62541-1 ,5.2 概述]
3.4 设备层
设备层主要包括和制造过程物联相关的设备，如 RFID 读写器、RFID 打印机、条
码识读器、传感器等，用于制造过程的数据采集。
[GB/T 34047-2017 ,定义 6.2.1]
3.5 边缘服务器
边缘服务器位于中间件最底层，直接和设备层交互，主要功能包括：
a) 对于来自不同类型的物联设备的数据进行适配处理，得到统一的、格式化的数
据；
b) 对适配处理后的制造过程物联相关数据进行过滤、聚合和计数；
c) 将校验无误的制造过程物联相关数据按照用户定义的协议进行消息包的封装，
并将消息包发送到高级事件处理器。
[GB/T 34047-2017 ,定义 6.2.2.1]
3.6 消息中间件 message-oriented middle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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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队例和消息传递机制支持分布式系统实现消息传递与集成的软件。
[GT/T 33847-2017,定义 2.4]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工业自动化仪表及应用、电气运行与控制、电气
技术应用、电子技术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应用、通信技术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工业网络技术、智能控制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工业过程自动
化技术、自动化生产设备应用、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物联网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
术、智能终端技术与应用、电子信息工程技术、通信系统运行管理、工业工程技术等
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智能制造工程、物联网工程、电
子信息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智能制造工程、物联网工程、电子信息
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自动化、物联网工程、电子
信息工程、智能装备与系统、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智能感知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等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工业自动化仪表及应用、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
电子技术应用、电子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应用、现代通信技术应用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工业互联网应用、工业互联网技术、工业软件开发技术、智能控
制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智能制造装备技术、机械制造及自
动化、智能互联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电子信息工程技
术、通信系统运行管理、工业工程技术等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智能制造工程、物联网工程、电
子信息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智能制造工程、物联网工程、电子信息
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智能装备与系统、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智能感知工程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工业数据采集与边缘服务】（初级）：主要面向安装连接、部署调试、项目实
施、技术支持等职业岗位，从事工业边缘侧数据采集设备安装连接、通信配置与测试、
边缘数据库部署等工作。
【工业数据采集与边缘服务】（中级）：主要面向安装部署、项目实施、系统调
试、功能开发、技术服务等职业岗位，从事工业设备数据采集、边缘数据存储管理、
边缘侧信息系统交互应用等工作。
【工业数据采集与边缘服务】（高级）：主要面向项目实施、系统调试、软件开
发、方案设计、技术咨询等职业岗位，从事工业设备数据采集、边缘数据存储、边缘
侧信息系统交互、边缘侧数据可视化应用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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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数据采集与边缘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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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数据采集与边缘服务】（初级）：根据工业数据采集与边缘服务对应的相
关项目文档及作业流程，根据项目实施需求，完成工业边缘侧数据采集设备安装连接、
通信配置与测试、边缘数据库部署。
【工业数据采集与边缘服务】（中级）：根据工业互联网项目实施需求，完成工
业设备数据采集方案部署、边缘数据存储管理方案设计、边缘侧信息系统交互的解决
方案。
【工业数据采集与边缘服务】（高级）：根据工业互联网项目实施需求，完成工
业互联网技术咨询、设计部署工业设备数据采集、边缘数据存储、边缘侧信息系统交
互、边缘侧数据可视化应用开发等项目。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工业数据采集与边缘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数据采集
设备安装

1.工业边缘侧数据 1.2 数据采集
采集设备安装与 设备连接
连接

1.3 边缘服务
器安装与配置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根据采集设备的使用说明书、接线端口等特
征，核对 PLC、远程 I/O 模块、仪表、智能终端等设
备。
1.1.2 能根据设备安装部署文档，规范安装设备。
1.1.3 能根据不同线缆制作标准，使用专用工具，制
作网线、串口线等电缆。
1.1.4 能根据连通性测试的方法与流程，完成线缆连
通性测试。
1.2.1 能根据系统接线图，使用专用工具，制作电源
线、信号线等线缆标签。
1.2.2 能根据网络拓扑图和网络布线规范要求，铺设
网络设备的电源线、通信线等电缆。
1.2.3 能根据系统接线图和电气综合布线施工规范要
求，完成采集设备电源线、信号线连接。
1.2.4 能根据系统接线图和上电测试步骤，完成系统
上电测试和故障排除。
1.3.1 能根据安装部署文档，按照机房布线规范，完
成服务器安装、交换机与服务器间电缆铺设、连接
等工作。
1.3.2 能根据服务器安全配置流程，完成边缘服务器
本地和远程登录设置。
1.3.3 能根据项目部署文档，安装边缘服务器需要的
驱动和软件工具。
1.3.4 能根据项目防火墙安装设置文档，安装防火墙，
完成防火墙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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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2.1 数据采集
设备通信配置

2.工业边缘侧数据
2.2 边缘侧网
采集
关配置

2.3 消息队列
服务部署

3.工业边缘数据存 3.1 数据库引
储管理
擎安装与配置

职业技能要求
2.1.1 能根据无线通信设备配置文档，利用配置工具，
配置 Wi-Fi、LoRa 等无线通信的数据采集设备的通信
参数。
2.1.2 能根据 PLC 配置文档，利用 PLC 编程软件，配
置主流 PLC 的通信参数。
2.1.3 能根据总线设备配置文档，利用配置工具，配
置串口等其它总线通信的数据设备采集的通信参
数。
2.1.4 能根据设备配置文档，利用配置工具，配置以
太网数据采集设备的通信参数。
2.2.1 能根据工业边缘侧数据采集方案，完成边缘侧
网关配置工具安装。
2.2.2 能根据工业边缘侧网关配置文档，对照操作步
骤，完成设备与网关的绑定。
2.2.3 能根据工业边缘侧网关配置文档，对照操作步
骤，完成 I/O 数据配置。
2.2.4 能根据数据通信测试操作文档，对照操作步骤，
完成工业设备与网关的通讯测试。
2.3.1 能根据集群部署操作文档，按照运行环境要求，
完成运行环境部署。
2.3.2 能根据集群部署操作文档，正确安装消息队列
服务。
2.3.3 能根据集群部署操作文档，修改消息队列服务
IP 地址、端口号等配置。
2.3.4 能根据集群部署操作文档，正确启动和停止消
息队列服务。
3.1.1 能根据数据库操作手册，在不同操作系统平台，
完成关系型数据库和内存数据库（MySQL、
MongoDB、Redis 等）的安装。
3.1.2 能根据数据库操作手册，在不同操作系统平台
以系统服务方式运行数据库引擎。
3.1.3 能根据数据库操作手册，修改数据库与客户端
的网络连接配置和数据文件存储路径。
3.1.4 能根据数据库操作手册，使用数据库客户端或
命令行工具，登录目标数据库，完成初始用户名密
码修改、IP 白名单配置等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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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2.1 能根据项目数据库操作文档，对照操作步骤，
使用数据库客户端工具，将数据库导出。
3.2.2 能根据项目数据库操作文档，对照操作步骤，
3.2 数据模型 设置条件过滤，导出符合需求的数据。
导出与导入 3.2.3 能根据项目数据库操作文档，对照操作步骤，
将数据库导出成不同格式文件。
3.2.4 能根据项目数据库操作文档，对照操作步骤，
使用客户端工具，将数据导入。
3.3.1 能根据提供的数据测试记录表，正确记录工业
现场数据。
3.3.2 能根据数据库操作手册，使用数据库客户端工
3.3 存储数据 具，查看存储的数据。
完整性验证 3.3.3 能使用数据库客户端工具，设置查询过滤表达
式，搜索数据。
3.3.4 能对比测试记录表和存储的数值，发现并记录
异常数据。

表 2 工业数据采集与边缘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根据项目设计文档，根据数据采集设备的使
用说明书，制定设备安装部署方案。
1.1.2 能根据项目方案书，利用制图工具，设计网络
1.1 数据采集系 拓扑图。
1.1.3 能根据项目方案书，按照电气图纸设计规范，
统图纸设计
设计系统接线图。
1.1.4 能根据项目施工文档，制定数据采集设备安装
与连接计划。
1.工业边缘侧数
1.2.1 能根据设备安装布局图，使用专用工具，规范
据采集设备安装
安装设备。
与连接
1.2.2 能根据系统线路图，使用专用工具，制作各种
1.2 数据采集设 线缆和线缆标签。
备安装与连接 1.2.3 能根据网络拓扑图，正确安装路由器、交换机、
光纤收发器等网络设备。
1.2.4 能根据系统线路图，正确连接数据采集设备，
按照电气上电步骤，完成连接测试和故障排查。
1.3 边缘服务器 1.3.1 能根据机房布线规范，完成服务器安装、交换
安装与配置
机与服务器间电缆铺设、连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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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3.2 能根据服务器安全配置流程，完成边缘服务器
本地和远程登录设置。
1.3.3 能根据项目需求，选用边缘服务器需要的驱动
和软件工具，完成边缘服务器需要的驱动和软件工
具安装部署。
1.3.4 能根据项目需求，完成防火墙安装与设置。
2.1.1 能根据无线通信设备设备配置文档，利用配置
工具，完成 Wi-Fi、LoRa 等无线通信数据采集设备
的参数配置。
2.1.2 能根据项目要求，利用配置工具，完成串口模
块、PLC 等数据采集设备的参数的配置。
2.1 数据采集设
2.1.3 能根据设备配置文档，利用配置工具，完成以
备与边缘侧网关
太网数据采集设备的通信参数配置。
通信配置
2.1.4 能根据数据采集方案，完成数据采集设备与网
关的绑定、I/O 通道配置。
2.1.5 能根据工业边缘侧数据采集方案，完成工业设
备与网关的数据通信测试，编写设备通信配置方案
和测试操作文档。
2.2.1 能根据消息队列集群部署操作文档，安装消息
队列服务。
2.边缘侧数据采
2.2.2 能根据消息队列集群部署操作文档，设置消息
集
队列服务的配置文件，实现多机集群运行。
2.2 消息队列服
2.2.3 能根据消息队列集群部署操作文档，使用命令
务集群部署
行管理工具，完成消息 Topic 修改、配置信息更新、
特定信息查询等工作。
2.2.4 能根据消息队列集群部署操作文档，应用图形
界面工具，管理集群服务。
2.3.1 能根据网关连接配置文件，完成配置文件的代
码解析。
2.3.2 能根据网关通信报文说明文档，完成通信报文
2.3 边缘服务器
的代码解析。
与边缘侧网关数
2.3.3 能根据网关连接配置文件，配置连接参数，完
据通信
成服务器与网关的通信测试。
2.3.4 能根据业务需求，使用通信数据包抓取工具，
排查通信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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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3.1 数据库引擎
安装与配置

3.工业边缘数据
3.2 数据模型配
存储管理
置

3.3 存储数据完
整性验证

4.1 开放接口开
发包测试
4.边缘侧信息系
统交互

4.2 开放接口开
发包发布

职业技能要求
3.1.1 能根据数据库操作手册，在不同操作系统平
台，完成关系型数据库和内存数据库的引擎服务部
署和 IP 白名单配置（MySQL、MongoDB、Redis 等）
。
3.1.2 能根据项目要求，使用数据库客户端或命令行
工具，完成客户端最大连接数和最大使用内存的配
置。
3.1.3 能根据数据库操作手册，使用数据库客户端或
命令行工具，管理用户账号。
3.1.4 能根据数据库操作手册，使用数据库客户端或
命令行工具，完成日志系统启用、日志数据查询。
3.2.1 能根据数据库设计文档，创建数据表，设置表
字段数据类型。
3.2.2 能根据数据库设计文档，设置数据约束规则。
3.2.3 能根据数据库操作手册，完成数据库导出与导
入工作。
3.2.4 能根据数据库设计文档，使用主流对象映射框
架，编写对象映射文件。
3.3.1 能根据项目要求，修改数据测试记录表，完成
工业现场数据记录。
3.3.2 能根据数据库操作手册，使用数据库客户端工
具，查看、统计存储的数据。
3.3.3 能根据提供的数据查询脚本，修改查询参数，
完成数据搜索。
3.3.4 能根据数据测试记录表和存储的数值，验证数
据完整性。
4.1.1 能根据接口开发设计文档，安装配置自动化测
试工具。
4.1.2 能根据接口开发设计文档,使用自动化测试工
具，编写接口测试代码，测试接口功能。
4.1.3 能根据项目要求，使用接口开发包 SDK，编写
接口应用代码。
4.1.4 能根据接口开发设计文档,编写接口使用说明
手册。
4.2.1 能根据接口开发设计文档要求，正确安装自动
化构建工具。
4.2.2 能根据项目要求，修改项目依赖管理的脚本或
配置文件。
4.2.3 能根据自动化构建工具使用手册，编写自动运
行的任务脚本或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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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2.4 能根据接口开发设计文档要求，完成接口开发
包代码的编译、打包、发布。

4.3.1 能根据业务需求，使用 OPC Client 工具，从 OPC
服务器，获取所有公开的数据节点名称和节点 ID。
4.3.2 能根据项目要求，修改 OPC Client 工程代码，
读取 OPC 服务器中节点数据值。
4.3 设备层系统
4.3.3 能根据设备层系统交互方案，按照信息系统安
交互
全管理原则，使用接口开发包，连接边缘服务系统。
4.3.4 能根据设备层系统交互方案，将从 OPC 服务器
读取的数据发布到边缘服务系统，并从边缘服务系
统订阅所需数据。

表 3 工业数据采集与边缘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根据项目要求，结合现场工况，完成项目总
体方案设计。
1.1.2 能根据项目要求，正确选择相关设备型号规
1.1 数据采集方 格，完成物料清单的编制和物料成本统计。
1.1.3 能根据项目要求，结合物料采购进度、计划工
案规划
时等因素，完成项目进度规划。
1.1.4 能根据项目要求，完成网络架构图、拓扑图设
计。
1.2.1 能根据项目要求，结合现场工况，完成设备安
装布局图设计。
1.工业边缘侧数
1.2.2 能根据项目要求，按照电气图纸设计规范，完
据采集设备安装
成系统接线图设计。
1.2 数据采集设 1.2.3 能根据系统接线图和网络拓扑图，规范线缆标
与连接
备安装与连接 签内容，并使用专用工具打印线缆标签。
1.2.4 能根据网络拓扑图，正确安装路由器、交换机、
光纤收发器等网络设备。
1.2.5 能根据系统线路图，正确连接数据采集设备，
按照电气上电步骤，完成连接测试与故障排查。
1.3.1 能根据项目需求，完成边缘服务器选型与各服
务器功能规划。
1.3 边缘服务器
1.3.2 能根据机房布线规范，完成交换机、路由器、
选型与部署
服务器、UPS 电源等安装与连接。
1.3.3 能根据信息安全原则，正确配置路由器、防火

9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墙的安全参数。
1.3.4 能根据信息安全原则，规范安装厂家提供的安
全补丁包，完成系统安全升级工作。

2.1.1 能根据工业边缘侧数据采集方案，利用通信配
置工具，完成数据采集设备通信配置。
2.1.2 能根据数据采集方案，完成数据采集设备与网
关的绑定、I/O 通道配置。
2.1 数据采集设
2.1.3 能根据工业边缘侧数据采集方案，完成工业设
备与边缘侧网关
备与网关的数据通信测试，编写设备通信配置方案
通信配置
和测试操作文档。
2.1.4 能根据业务需求，合理规划企业内网与边缘侧
网关的安全通信网络，实现企业内网与边缘侧网关
互联互通。
2.2.1 能根据业务需求，应用成熟的消息中间件技
术，规划消息队列集群方案。
2.边缘侧数据采
2.2.2 能根据业务需求，设置消息队列服务的配置文
2.2 消息队列服 件，实现多机集群运行。
集
2.2.3 能根据业务需求，使用命令行管理工具，操作
务集群规划
Topic、更新配置信息、查询特定信息等操作。
2.2.4 能根据业务需求，应用图形界面工具，管理集
群服务。
2.3.1 能根据项目要求，利用 XML、JSON 等文件格
式，设计网关连接配置文件。
2.3.2 能根据网关连接配置文件，开发网关数据读写
2.3 边缘服务器
代码。
与边缘侧网关数
2.3.3 能根据业务需求，使用通信数据包抓取工具，
据通信
排查通信异常。
2.3.4 能根据网关连接配置文件，编写发布代码，将
读取的网关数据，发布到消息服务。
3.1.1 能根据业务需求，结合数据的并发性、事务性、
查询速度等特征，制定关系型数据库和内存数据库
联合存储方案（MySQL、MongoDB、Redis 等）。
3.1.2 能根据项目要求，在不同操作系统平台，完成
3.工业边缘数据 3.1 数据库规划
数据库的部署工作和 IP 白名单、最大连接数、最大
存储管理
与配置
内存、账号管理、账号权限管理等配置。
3.1.3 能根据业务需求，使用日志系统，分析日志记
录，优化数据库配置，实现存储和查询性能提升。
3.1.4 能根据数据库备份策略和数据恢复要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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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备份方案，实现数据自动安全备份，并能在数据需
要恢复时，使用备份文件，实现数据库还原。
3.2.1 能根据项目要求，利用数据模型设计工具，设
计数据模型。
3.2.2 能根据业务需求，利用模型设计工具，设置索
3.2 数据模型设 引，优化数据查询。
3.2.3 能根据数据库设计文档，利用模型设计工具，
计
生成数据库模型。
3.2.4 能根据数据库设计文档，利用模型设计工具，
生成数据模型对应的程序文件。
3.3.1 能根据项目要求，设计数据测试记录表，完成
工业现场数据记录。
3.3.2 能根据数据库使用手册，使用数据库客户端工
3.3 存储数据完 具，查看、统计存储的数据。
3.3.3 能根据项目要求，使用 SQL 语言或数据库命令
整性排查
函数，编写数据查询脚本。
3.3.4 能根据数据测试记录表和存储的数值，排查异
常，保证数据完整性。
4.1.1 能根据业务需求，利用 XML、JSON 等技术，
设计对外开放的接口功能和协议，编写接口开发设
计文档。
4.1.2 能根据接口开发设计文档，设计接口开发包程
4.1 开放接口开
序。
发包开发与发布
4.1.3 能根据接口开发设计文档,使用自动化测试工
具，测试接口功能，编写使用说明手册。
4.1.4 能根据项目要求，使用自动化构建工具，完成
接口开发包代码编译、打包、发布。
4.边缘侧信息系
统交互
4.2.1 能根据业务需求，规划设备层系统交互方案，
完成消息 Topic 和消息对应内容的定义。
4.2.2 能根据业务需求，使用 OPC Client 工具，从 OPC
服务器，获取所有公开的数据节点名称和节点 ID。
4.2 设备层系统
4.2.3 能根据项目要求，开发 OPC Client 工程代码，
交互
读取 OPC 服务器中节点数据值。
4.2.4 能根据设备层系统交互方案，使用接口开发
包，连接边缘服务器，完成 OPC 数据的发布及所需
数据的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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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3.1 能根据项目要求，使用平台层系统提供的 SDK
开发包，按照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原则，编写程序，
完成平台层系统连接。
（MES、ERP、工业云平台等)。
4.3.2 能根据项目要求，按照平台层系统提供的 JSON
或 XML 格式的接口协议，按照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原
4.3 边缘层与平
则，编写程序，完成平台层系统连接。
台层系统交互
4.3.3 能根据业务需求，完成平台层系统数据读取和
数据请求响应。
4.3.4 能根据业务需求，规划数据缓存方案，利用
ehcache、redis、memcached 等缓存技术，实现数
据获取的响应时间优化。
5.1.1 能根据业务需求，按照智能终端、工业组态等
可视化技术特性，规划生产执行环节可视化技术方
5.1 生产执行环 案。
节可视化方案规 5.1.2 能根据边缘服务系统开放的数据信息，完成展
划
示数据的对应 I/O 表设计。
5.1.3 能根据生产执行环节可视化技术方案，规划可
视化页面布局和人机交互功能。
5.2.1 能根据生产执行环节可视化技术方案，完成工
业组态软件的安装部署和界面开发。
5.2.2 能根据生产执行环节可视化技术方案，完成边
5.2 生产执行环
缘侧网关的数据获取，生成数据可视化图表。
5.边缘侧数据可 节实时看板系统
5.2.3 能根据生产执行环节可视化技术方案，制定数
视化应用
开发
据报警项，设计报警触发算法。
5.2.4 能根据生产执行环节可视化技术方案，完成工
业组态可视化监测系统的调试、优化。
5.3.1 能根据项目要求，完成智能终端编辑软件的安
装部署、工程代码下载。
5.3.2 能根据生产执行环节可视化技术方案，使用智
5.3 生产执行环 能终端编辑软件，完成界面功能开发。
节报工系统开发 5.3.3 能根据生产执行环节可视化技术方案，编写脚
本，完成将现场工况及时发布到边缘服务系统。
5.3.4 能根据项目要求，完成智能终端工程软件调
试、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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