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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制造单元集成应用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和职
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智能制造单元集成应用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
人员聘用、培训和考核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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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4-2008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16655-2008 机械安全 集成制造系统 基本要求
GB/T 3766－2001 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T 6477-2008 金属切削机床 术语
GB/T 7932－2003 气动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T 12643-2013 机器人与机器人装备 词汇
GB/T 18725-2008 制造业信息化 技术术语
GB/T 19399-2003 工业机器人编程和操作图形用户接口
GB/T 20867-2007 工业机器人安全实施规范
GB/T 25485-2010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执行系统功能体系结构
GB/T 25486-2010 网络化制造技术术语
GB/T 28001-201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9261.3-2012 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技术词汇 第 3 部分：射频识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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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4044.1-2019 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运行管理的关键性能指标 第 1 部
分: 总述、概念和术语
GB/T 35295-2017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中关于智能制造及相关的部分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为了便于
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智能制造单元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unit
是完成智能生产的基本加工单元，由数控设备、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器、自动化
立体料仓、物流设备和工业软件等组成，运用智能感知、智能控制和工业物联网等技术，
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可视化、精益化和智能化，满足多品种小批量产品的定制化混流
生产。
注：本标准中所提及的智能制造单元仅涉及离散型智能制造中的加工单元。
3.2 数控机床 numnercally-controlled machine tools；NC machine tools
按加工要求预先编制的程序，由控制系统发出数字信息指令对工件进行加工的机床。
[GB/T 6477-2008，定义 2.1.26]
3.3 工业机器人 industrial robot
自动控制的、可重复编程、多用途的操作机，可对三个或三个以上轴进行编程。它
可以固定式或移动式。在工业自动化中使用。
[GB/T 12643-2013，定义 2.9]
3.4 末端执行器 end effector
为使工业机器人完成其任务而专门设计并安装在机械接口处的装置。示例：夹持器、
扳手、焊枪、喷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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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2643-2013，定义 3.11]
3.5 AGV 自动导引车automated guided vehicle
沿标记或外部引导命令指示的，沿预设路径移动的移动平台，一般应用在工厂。
[GB/T 12643-2013，定义 3.20]
3.6 自动化立体仓库 automated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有高层货架、巷道堆垛起重机（有轨堆垛机）
、出入库输送机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
计算机仓库管理系统及其周边设备组成，可对集装单元物品实现机械化自动存取和控制
作业的仓库。
[GB/T 18354-2006，定义 4.29]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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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系统用可编程的存储器作面向用
户指令的内部寄存器，完成规定的功能，如逻辑、顺序、定时、计数、运算等，通过数
字或模拟的输入/输出，控制各类型的机械或过程。可编程序控制器及其相关外围设备的
设计，使它能够非常方便地集成到工业控制系统中，并能很容易地达到所期望的所有功
能。
[GB/T 15969.1-2007/IEC 6113-1:2003，定义 3.5]
3.8 智能传感器 intelligent sensor
具有与外部系统双向通信手段，用于发送测量、状态信息，接受和处理外部命令的
传感器。
注：智能传感器是包含信息处理装置的传感器，传感器是智能传感器必不可少的组
成部分。
[GB/T 33905.3-2017，定义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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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射频识别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
使用电磁耦合或感应耦合，通过各种调制和编码方案，与电子标签进行双方向通信，
并读取电子标签信息。
[GB/T 32830.1-2016，定义 3.1]
3.10 人/机界面 Human/Computer Interface(HCI);Human/Machine Interface(HMI)
人员和工业自动化平台间物理交互发生的边界。
[GB/T 18725-2008，定义 3.135]
3.11 集成integration
系统状态或者活动，以实现某个特定的状态，在该状态下，系统的组件被组织起来
一起合作、协调和操作，当需要时，还可以交换“项目”
，以执行某个系统任务。
[GB/T 27758.1-2011,定义 3.9]
3.12 制造执行系统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s（MES）
生产活动管理系统，该系统能启动、指导、响应并向生产管理人员报告在线、实时
生产活动的情况。这个系统辅助执行制造订单的活动。
[GB/T 19902.1-2005/ISO 16100-1:2002，定义 3.164]
3.13 大数据 big data
具有体量巨大、来源多样、生成极快、多变等特征，并且难以用传统数据体系结构
有效处理的包含大量数据集的数据。
[GB/T 35295-2017，定义 2.1.1]
3.14 应用 application
一组有序的过程，它由一组资源执行，并通过一系列交互进行协调，旨在完成一个
定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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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7758.1-2011,定义 3.9]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机械制造技术、机电技术应用、电气运行与控制、电气技术应用、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机电产品检测技术应用、机械加工技术、
数控技术应用、模具制造技术等。
高等职业学校：机械设计与制造、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工业机器人技术、机电一体
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自动化生产设备应用、
工业网络技术、数控技术、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模具设计与制造等。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自
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智能制造工程、机器人工程、通信
工程、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等。
应用型本科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智能制造工程、机器人工程、通信工程、
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等。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机械制造技术、机电技术应用、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工业机器人
技术应用、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机械加工技术、数控技术应
用、模具制造技术等。
高等职业学校：机械设计与制造、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工业机器人技术、机电一体
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机电设备技术、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工业互
联网技术、数控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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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本科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自动化、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智能制造工程、机器人工程、通信工程、软
件工程、物联网工程等。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技术、自动化技术
与应用、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智能控制技术、智能制造工程技术、机器人技术、现代通
信工程、软件工程技术、物联网工程技术等。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智能制造单元集成应用】
（初级）
：主要面向智能制造产业链中的智能装备制造企
业、智能制造系统集成企业、工业软件与工业互联网企业和智能制造生产应用企业的安
装、调试、维护、设备管理、销售与服务等岗位，从事智能制造单元的安装调试、运行
与维护等工作。
【智能制造单元集成应用】
（中级）
：主要面向智能制造产业链中的智能装备制造企
业、智能制造系统集成企业、工业软件与工业互联网企业和智能制造生产应用企业的安
装、调试、系统集成、操作、维护、设备管理、销售与服务等岗位，从事智能制造单元
的安装、调试、操作、编程、工业软件测试、仿真、调整和系统集成等工作。
【智能制造单元集成应用】
（高级）
：主要面向智能制造产业链中的智能装备制造企
业、智能制造系统集成企业、工业软件与工业互联网企业和智能制造生产应用企业的集
成设计、仿真设计与虚拟调试、系统集成、设备管理、项目管理和销售等岗位，从事智
能制造单元的方案设计、工艺规划、仿真设计、系统集成、工业软件应用、项目管理和
技术服务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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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单元集成应用职业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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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制造单元集成应用】
（初级）
：能够识读机械装配图、电气原理图等技术文件，
完成智能制造单元中智能装备（如数控设备、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立体仓库等）的机械
部件和气、液回路的安装；能够完成设备间的电气连接和网络连接；能够完成制造执行
系统、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等工业软件的安装与调试；能遵循安全规范操作要求，
完成智能制造单元的上电前检测、通信配置和调试、功能测试和维护等。
【智能制造单元集成应用】
（中级）
：能够完成智能制造单元中的夹具、工业机器人
末端执行器等设计；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仿真应用；能够完成机械部件安装与精度调整
和电气安装与调整；能够完成智能制造单元中工业机器人、PLC 与 HMI 程序的编制和调
试；能完成制造执行系统、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等工业软件的功能调试。
【智能制造单元集成应用】
（高级）
：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的项目需求分析、方案设
计；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仿真设计；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的机、电集成设计；能利用制
造执行系统、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等工业软件完成数据的采集、信息互联互通，实
现生产过程监控与反馈；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生产过程管理与优化；能组织技术文件的
编制和组织技术培训。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智能制造单元集成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认识车间安全标识，遵守车间文明规定和相关作
业标准。
1. 智能制
1.1 工作安全检 1.1.2 能对工作环境（温度、湿度等）、工作电压和工作
造单元安
查
气压等进行检查。
装准备
1.1.3 能对安全装置（如急停保护装置、安全光栅和安全
门等）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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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4 能有效识别工业机器人潜在危险并采取降低风险
的工作程序。
1.1.5 能遵守通用安全操作规程。

1.2.1 能识读智能制造单元使用说明书，理解单元构成和
功能。
1.2.2 能识读智能制造单元机械装配图，理解设备及部件
的装配关系。
1.2 技术文件识 1.2.3 能识读智能制造单元气液原理图，理解单元气路、
读
液路组成和功能。
1.2.4 能识读智能制造单元电气原理图，理解单元电气组
成和功能。
1.2.5 能识读智能制造单元网络拓扑图，理解单元网络组
成和功能。
1.3.1 能根据物料清单准备物料。
1.3.2 能根据装配要求选择工、量具。
1.3 安装准备

1.3.3 能合理选择安装气管所需工具。
1.3.4 能合理选择电气安装工具（剥线钳、压线钳等）。
1.3.5 能根据网络连接要求选择网络部件、线缆和工具。
2.1.1 能对安装现场进行场地划线，确定设备落位位置。
2.1.2 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中设备的落位工作。

2.1.3 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中数控加工设备的水平位置
2.1 智能制造单
调整。
元部署
2.1.4 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中工业机器人的水平位置调
整。
2.1.5 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中自动化立体仓库水平位置
调整。
2. 智 能 制
造单元安
装
2.2 智能制造单
元机械和气、液
回路安装

2.2.1 能完成钻孔、攻丝等基本操作。
2.2.2 能完成气动门、夹具、监控系统和快换装置等部件
安装。
2.2.3 能根据气动原理图，选用正确的工具，完成气动回
路管路的连接。
2.2.4 能根据液压原理图，选用正确的工具，完成液压管
路的连接。

2.3.1 能在安装现场制作连接线束和标识。
2.3 智能制造单
元电气部件安 2.3.2 能使用电烙铁焊接通讯电缆、接头。
装
2.3.3 能进行电缆的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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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3.4 能根据电气原理图完成单元设备及设备间 I/O 信号
连接。
2.3.5 能完成常见传感器安装，如接近开关、光电开关、
安全光栅、气缸和液压缸位置传感器等。
2.4.1 能正确安装 CAD/CAM 等软件。

2.4.2 能正确安装电气设计软件及 PLC 编程软件。
2.4 工业软件安
2.4.3 能够正确安装虚拟仿真软件。
装
2.4.4 能正确安装制造执行系统、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
统等工业软件。
3.1.1 能用万用表检测单元设备电气回路是否符合上电
要求。
3.1.2 能根据安装调试说明书检测运输固定装置是否拆
3.1 智能制造单 除。
元上电前检测
3.1.3 能识读工业机器人、数控加工设备、总控 PLC 等各
个主要装置的 I/O 信息交互表，检查 IO 信号是否到位。
3.1.4 能阅读安装调试说明书，正确启动设备。

3. 智 能 制
造单元调
试

3.2.1 能完成工业机器人、数控设备、自动化立体仓库、
PLC 等设备的通信参数设置。
3.2.2 能完成工业机器人、数控设备、自动化立体仓库与
3.2 智 能 制 造 PLC 的通信测试。
单元通信配置 3.2.3 能完成制造执行系统、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等
和调试
工业软件与数控设备、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立体仓库、PLC
等通信配置和调试。
3.2.4 能完成 HMI 与 PLC 的通信配置和调试。
3.3.1 能对智能制造单元主要装置进行通电、启停和系统
恢复。
3.3 智能制造单 3.3.2 能对工业机器人进行运动测试。
元功能测试
3.3.3 能对数控设备进行空运行测试。
3.3.4 能对自动化立体仓库进行功能测试。
3.4.1 能根据维护保养手册、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和步骤，
进行智能制造单元设备的维护保养。
3.4.2 能做好泄露、异响、干涉、风冷等事项的日常检查
3.4 智 能 制 造 以及外围波纹管附件、外围电气附件等易损、易耗件的日
常检查和风扇的定期清理。
单元维护
3.4.3 能够根据使用说明书，定期更换数控装置、伺服单
元、在线测头的电池。
3.4.4 能够正确填写设备维护保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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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智能制造单元集成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根据生产产品的工艺特点和加工工艺要求、产品
生产节拍要求，选择合适的工业机器人、数控设备、AGV、
输送机构等设备，组成智能制造单元，完成集成方案适配。
1.1 智能制造单 1.1.2 能根据加工产品的要求，完成机床夹具、工业机器
人末端执行器的设计。
元集成规划
1.1.3 能根据集成方案选择工业视觉系统、智能传感器。
1.1.4 能根据智能制造单元总体功能需求，规划工艺流
程。
1.2.1 能用 CAD 等软件绘制智能制造单元的机械装配图。
1. 智 能 制
造 单 元 集 1.2 智能 制造 1.2.2 能用 CAD 等软件绘制智能制造单元的气、
液原理图。
成设计
单元图纸绘制
1.2.3 能用 CAD 等软件绘制智能制造单元的电气原理图。
1.2.4 能绘制网络拓扑图。
1.3.1 能在仿真软件中导入智能制造单元三维模型。
1.3.2 能在仿真软件中创建运动机构和虚拟传感器信号，
1.3 智能 制造 与 PLC 信号表建立关联。
单元仿真应用
1.3.3 能搭建虚拟智能制造单元，完成单元布局仿真。
1.3.4 能完成工业机器人运动轨迹、AGV、自动化立体仓
库、输送线单个模块的流程仿真。
2.1.1 能根据机械装配图纸，使用正确的工具，完成末端
执行器、夹具等的安装。
2.1 智能制造单 2.1.2 能正确使用工、量具，进行机械部件的精度检测与
元机械部件安 调整。
装
2.1.3 能安装和调整工业机器人导轨。
2.1.4 能安装和调整智能制造单元的辅助装置（如冷却、
润滑、排屑装置等）。
2.2.1 能根据气、液原理图，使用正确的工具，进行气动、
2. 智 能 制
液压元件的组装。
造单元安
2.2 智能制造单 2.2.2 能根据气动原理图，进行气动执行部件位置检测元
装
元气、液部件安 件的安装与调整。
2.2.3 能根据液压原理图，进行液压执行部件位置检测元
装
件的安装与调整。
2.2.4 能进行气、液执行部件的动作位置检验与调整。
2.3.1 能根据电气原理图要求，设计电气接线图并完成智
2.3 智能制造单 能制造单元电气安装。
元电气安装
2.3.2 能根据设备网络通讯要求，完成设备间（如监控系
统、数控设备、总控系统等）的通讯线缆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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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3.3 能根据电气原理图和安全规范要求，选用正确的检
测工具，进行线路上电前检查。
2.3.4 能调整智能制造单元伺服驱动器、变频器等的参
数。
3.1.1 能完成数控机床 PLC 输入和输出信号的配置。

3.1.2 能通过数控机床 PLC 程序监控机床工作状态。
3.1 数 控 设 备
3.1.3 能根据智能制造单元控制要求，编制辅助（M）代
PLC 程序识读和
码控制程序（防护门的开和关、夹具的夹紧和松开、状态
修改
信号的交互）。
3.1.4 能根据智能制造单元控制要求，编制在线机内测头
等检测装置的控制程序。
3.2.1 能建立、保存和删除工业机器人的程序、功能或者
函数。
3. 智 能 制
3.2.2 能完成工具坐标系的标定，并检查标定结果；能根
造单元设
据控制要求选择合适的坐标系类型。
备 编 程 与 3.2 工业机器人
3.2.3 能用示教器手动控制工业机器人的移动。
示教和编程
二次开发
3.2.4 能完成物料上下料的示教，并完成示教点的保存。
3.2.5 能根据工艺要求，绘制流程图，完成工业机器人程
序编制。
3.3.1 能根据工艺要求完成触摸屏界面的修改。
3.3 人机交互界 3.3.2 能完成触摸屏和 PLC 信号的关联，实现智能制造单
面（HMI）设计 元的状态监控、动作控制、历史数据记录。
与编程
3.3.3 能利用触摸屏完成智能制造单元的参数设置。
3.3.4 能完成触摸屏程序的下载。
4.1.1 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的数控设备、工业机器人的参
数设定。
4.1.2 能根据智能制造单元设备之间的信号交互表，完成
设备间的信号检测。
4.1 设备参数设 4.1.3 能完成数控设备与工业机器人之间的功能测试，并
定和功能调试
能根据测试结果调整电气连线和信号配置。
4. 智 能 制
4.1.4 能完成制造执行系统 MES 与工业机器人之间的功能
造单元调
测试，并能根据测试结果调整电气连线和信号配置。
试
4.1.5 能完成料仓、AVG 等外围部件的功能测试，并能根
据测试结果调整电气连线和信号配置。
4.2.1 能完成制造执行系统（MES）、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
4.2 智能制造单
系统的通讯状态测试。
元软件功能调
4.2.2 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制造执行系统（MES）、数据采
试
集与监视控制系统的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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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2.3 能通过制造执行系统（MES）完成生产指令的下达。
4.2.4 能通过数据采集系统完成数据采集、生产过程监控、
生产绩效分析、异常管理等。
4.3.1 能完成零件试切程序的编制。

4.3 智能制造单 4.3.2 能完成工业机器人示教运行轨迹的检验。
元试加工
4.3.3 能启动智能制造单元，完成零件的试加工。
4.3.4 能完成零件的在线测量。
表 3 智能制造单元集成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根据生产工艺进行智能制造单元总体功能、性能
需求分析，完成可行性分析报告。
1.1.2 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数控设备、工业机器人的选
1.1 智能制造单
型。
元需求分析及设
1.1.3 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物流设备（AGV、输送设备、
备选型设计
自动化立体仓库等）和辅助设备的选型。
1.1.4 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 RFID 系统、检测装置和 PLC
等选型。
1.2.1 能根据任务要求，完成智能制造单元的加工工艺和
工作流程设计。
1.2.2 能根据任务要求，完成智能制造单元的整体方案设
1. 智 能 制
造 单 元 集 1.2 智能制造单 计。
1.2.3 能根据工业安全标准和功能需求，完成控制系统方
成设计
元方案设计
案设计。
1.2.4 能完成制造执行系统 (MES)功能需求确认。
1.2.5 能完成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功能需求确认。
1.3.1 能运用三维软件创建智能制造单元设备三维模型。
1.3.2 能根据加工工作流程，完成单元模型的布局。
1.3 智能制造单
1.3.3 能在仿真软件中完成数控设备、工业机器人及其周
元虚拟仿真
边设备的信号关联、参数设定。
1.3.4 能运用仿真软件完成生产工艺、生产节拍的校验。
2.1.1 能够利用三维软件完成数控设备夹具、工业机器人
2. 智 能 制 2.1 机械部件设 快换夹具等部件的设计，并能完成工程图绘制。
造单元功
2.1.2 能绘制智能制造单元的气动、液压原理图。
计
能开发
2.1.3 能编制设计计算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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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1.4 能编制物料清单（BOM）。
2.2.1 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 PLC 控制程序开发。
2.2.2 能完成单元网络功能拓扑图设计。

2.2 控制系统功 2.2.3 能完成工业机器人控制程序编写。
能开发

2.2.4 能完成数控设备 PLC 控制程序编制。
2.2.5 能完成 RFID 系统的参数设定，数据信息采集程序
开发。
2.2.6 能在 MES 系统中完成网络参数设置及刀具和工件的
初始化设置。
2.3.1 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中视觉系统的功能开发。

2.3 外围部件功 2.3.2 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中 RFID 系统的功能开发。
能开发
2.3.3 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中仓储物流系统的功能开发。
2.3.4 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中 HMI 人机界面的功能开发。
3.1.1 能根据工艺要求、生产节拍要求完成数控设备、工
业机器人、AGV 小车、物料单元等的参数调整。
3.1.2 能根据加工产品的任务要求完成RFID系统的参数调
3.1 智能制造单
整。
元设备参数调整
3.1.3 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通讯协议配置。
3.1.4 能根据加工产品的外形完成视觉系统的参数调整。
3.2.1 能根据生产节拍要求，完成工业机器人示教点的修
改和调试。
3.2.2 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的工业机器人、数控设备、自
3.2 智能制造单 动化立体仓库的联调。
3. 智 能 制 元系统联调
3.2.3 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的 PLC、视觉系统、HMI、RFID、
造单元调
在线检测系统等的综合调试。
试
3.2.4 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整体调试。
3.3.1 能根据网络拓扑图完成工业网络的部署安装、参数
设置。
3.3.2 能完成工业网络系统的通讯调试。
3.3.3 能根据智能制造单元部署情况，完成工业软件的配
3.3 工业软件系 置和安装。
统调试
3.3.4 能运用制造执行系统 MES 系统完成参数设置，刀具
和工件的初始化设置。
3.3.5 能完成智能制造单元的运行，运用制造执行系统
(MES)完成排产、检测，并运用监视控制系统实现对数控
设备、工业机器人等状态信息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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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3.6 能运用数据采集软件，完成数据采集及保存。

4.1.1 能根据试运行的节拍数据，运用仿真软件完成智能
制造单元的加工工艺和工作流程优化。
4.1.2 能运用数据采集软件对加工主轴电流数据进行提
4.1 智能制造单
取、整理和分析，完成加工程序的优化。
元生产工艺优化
4.1.3 能完成优化的加工程序的测试，能评估优化结果。
4.1.4 能通过制造执行系统 (MES)执行优化的生产流程。
4.2.1 能运用数据采集软件实时采集生产数据、生产质量
数据，能完成生产数据、生产质量数据解读和报告编写。
4.2.2 能运用制造执行系统 (MES)完成产品质量的追溯、
4. 智 能 制
4.2 智能制造单 生产过程可视化监控与反馈、生产绩效分析。
造单元生
元生产过程管理 4.2.3 能运用制造执行系统 (MES)完成设备状态监控，运
产优化与
行分析与优化。
试运行
4.2.4 能运用制造执行系统 (MES)进行可视化排产和动
态计划调度。
4.3.1 能根据智能制造单元的各设备的安全操作要求制
定安全操作规程。
4.3.2 能编制智能制造单元用户说明书、操作手册和维护
4.3 技术文件编 保养手册。
写与人员培训
4.3.3 能根据技术文档管理制度整理并分类技术文件，包
含技术文档、设计图纸等。
4.3.4 能组织技术培训，组织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现
场管理人员的培养、管理和业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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