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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应用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

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智能制造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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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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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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69.1可编程序控制器
GB/T16462

数控车床和车削中心检验条件

GB/T 19399-2003、GB/Z 20869-2007工业机器人
GB 11291.1-2011 工业环境用机器人 安全要求 第1部分：机器人
GB 11291.2-2013 机器人与机器人装备 工业机器人的安全要求
GB/T 25105-2014 工业通信网络
GB/T 37695-2019 智能制造 对象标识要求
GB/T 18725-2008 制造业信息化技术术语
GB11291.2-2013 危险识别和风险评估
GB11291.2-2013 安全要求和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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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和定义
GB/T 15969-2007 、 GB/T 12643—2013 、 GB/T 25486—2010 、 GB/T 35123-

2017、GB/T 6477-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的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 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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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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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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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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3.5]
3.2 工业机器人
是指其操作机是自动控制的、可重复编程、多用途、可对三个或三个以上轴
进行编程。它可以是移动或固定式，通常在工业自动化中使用。
[GB/T 12643—2013，定义 2.9]
3.3 集成 Integration
将机器人和物流输送系统和其他设备或另一个机器人（含其他机器人）组合
成能完成如零部件生产或者装配或者焊接的有益工作的系统。
[GB/T 12643—2013，定义 2.22]
3.4 智能制造系统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IMS)
采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设备、测控技术和分布自治技术等各学科的先进技
术和方法，实现从产品设计到销售整个生产过程的自律化。
[GB/T 25486—2010,定义 2.133]
3.5 制造执行系统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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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23-2017，定义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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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数控机床 Numerical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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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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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技术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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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物联网技术
应用等专业及群内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机械设计与制造、数控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精密机械
技术、工业工程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光电制造与应用技术、机械装备制造技
术、自动化生产设备应用、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机电设备安装技术、机电设备
维修与管理、机电一体化技术、智能控制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电气自动化技
术、液压与气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工业网络技术等专业及群内相关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等专业及群内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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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技术应用、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机电

技术应用、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智能化生产线安装与运
维、物联网技术应用等专业及群内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机械设计与制造、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数控技术、机械
制造及自动化、工业工程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智能光电制造技术、机械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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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技术、智能制造装备技术、机电设备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智能机电技
术、智能控制技术、智能机器人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液压
与气动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物联网应用技术、工业互联网技术等专业及群内
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智能制造工程技术、数控
技术、工业工程技术、装备智能化技术、机械电子工程技术、电气工程及自动
化、智能控制技术、机器人技术、自动化技术与应用、现代测控工程技术、工业
互联网工程、物联网工程技术、网络工程技术、工业互联网技术等专业及群内相
关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智
能制造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机电器智能化、自动化、机器人工程、智
能装备与系统、工业智能、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等专业及群内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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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职业岗位（群）
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应用（初级）：主要面向智能制造关键装备制造企业安装

调试、操作等岗位；面向智能制造系统集成企业系统现场测试、整线安装调试、
技术服务等岗位；面向智能制造装备应用企业产品调试、现场操作、设备维护、
维修等岗位。
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应用（中级）：主要面向智能制造关键装备制造企业安装
调试、操作、生产工艺、检测检验、软件测试等岗位；面向智能制造系统集成企
业系统方案培训、系统现场测试、整线安装调试等岗位；面向智能制造装备应用
企业调试、生产排程、工艺编程、现场操作、设备维护、维修等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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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应用（高级）：主要面向智能制造关键装备制造企业集
成、产品设计、安装调试、操作、生产工艺、检测检验、软件测试等岗位；面向
智能制造系统集成企业系统方案设计、开发、培训、系统现场测试、整线安装调
试等岗位；面向智能制造装备应用企业数字化产品设计、产品生产周期管理、生
产排程、工艺编程、现场操作、设备维护、维修等岗位。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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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应用】（初级）：能根据机械装配图、液压或气动原理
图和电气原理图完成智能制造系统安装；能根据安全规范与操作规程进行设备简
单操作与编程；能对 MES 系统进行部署；能对智能制造系统进行日常检测与维
护。
【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应用】（中级）：能依据实际生产要求独立完成数控机
床、工业机器人及其周边智能制造设备的操作与调试；能根据智能制造工艺流程
进行方案虚拟仿真、调试、节拍优化；能通过 MES 对智能制造系统生产过程进
行调度、管理与监控；能对智能制造系统进行机械、电气故障查询与维修。
【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应用】（高级）：能依据实际生产要求指导并完成智能
制造系统方案规划、设计；能完成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及其周边设备的选型、
参数设定与优化；能完成主控 PLC 与智能制造单元主要设备之间的互联与编程
调试；能对智能制造单元和 MES 系统进行联合调试；能对设备进行不定期维护
及智能制造系统故障查询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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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职业技能

1.1.1 能对智能制造系统安全风险进行控制
1.1 安 全 操 作
1.1.2 能遵守现场管理要求规范安装相应设备
准备
1.1.3 能主动穿戴安全作业服与防护设施
1.2.1 能识读生产现场安全标识
1.2 安 全 文 件 1.2.2 能识读工业机器人安全标识
1.2.3 能识别智能制造单元、生产线周边电源、环境
1. 智 能制造 识读
等安全标识
系统安全保
护
1.3.1 能对智能制造系统各部件是否完好进行熟练确
认
1.3 安 全 操 作 1.3.2 能对智 能制造 系统“ 人员、 机器、 原料 、 方
检查
法、环境”安全进行确认
1.3.3 能对智能制造系统异常状况进行制动、复位等
紧急处理
2.1.1 能根据技术文件对数控机床气动门进行改造与
调试
2.1.2 能根据技术文件对数控机床工装夹具进行改造
2.1 数 控 机 床 与调试
改造与安装
2.1.3 能组装数控机床刀具
2.1.4 能将组装好的刀具安装到刀库
2.1.5 能安装数控机床机内摄像头及清洁装置
2.1.6 能完成数控机床在线测量装置（测头）的安装
2.2.1
2.2 工 业 机 器 2.2.2
2. 智 能制造
2.2.3
人单元安装
系统安装
2.2.4

能完成工业机器人本体及控制柜的安装
能完成工业机器人末端快换装置的安装与调试
能安装工业机器人单元的电气控制回路
能安装工业机器人单元的气动控制回路

2.3.1 能完成智能制造系统常用外围机械装置（如
AGV、输送机构等设备）的安装与调试
2.3 周 边 设 备
2.2.2 能完成视觉系统的硬件连接及软件安装
安装
2.3.3 能完成常用位置传感器、力觉传感器及 RFID
读写器安装
2.4.1 能正确安装 CAD/CAM 等软件。
2.4 工 业 软 件 2.4.2 能正确安装电气设计软件及 PLC 编程软件
安装
2.4.3 能正确安装制造执行系统 MES、数据采集与监
视控制系统等工业软件
3. 智 能制造 3.1 数 控 机 床 3.1.1 能读懂给定的数控机床技术参数
系统操作编 操作和参数设 3.1.2 能完成基本的数控机床操作（如开关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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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程

工作任务
置

职业职业技能
零、手动、MDI、修调等）
3.1.3 能通过数控机床操作按钮或代码进行机床功能
测试
3.1.4 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如 DNC、U 盘、网络）
输入加工程序
3.1.5 完成数控机床 IP 地址分配设置

3.2.1 能够按照操作规程启动及停止工业机器人
3.2.2 手动操作工业机器人，进行单轴、线性运动
3.2 工 业 机 器 3.2.3 能设定工业机器人运动速度，并能切换运行模
人编程与调试 式
3.2.4 能够通过各种方式输入机器人程序，并对给定
的程序进行示教并验证
3.3.1 能完成 PLC 编程软件安装及硬件组态
3.3 周 边 外 围
3.3.2 能对 PLC 进行简单功能指令逻辑编程
设备编程调试
3.3.3 能完成触摸屏组态及简单编程
4.1.1 能够根据保养手册内容完成数控机床的维护与
4.1 系 统 关 键 保养
装备维护与保 4.1.2 能够根据保养手册完成工业机器人的维护与保
养
养
4.1.3 能根据维修保养手册完成 AGV 的维护与保养
4.2.1 能对智能制造控制系统外部线缆进行清洁与整
4. 智 能 制
理
造系统维护 4.2 控 制 系 统
4.2.2 能对智能制造控制系统安全回路等连接线路进
与保养
维护与保养
行检查与整理
4.2.3 能对智能制造控制系统异常温升状态进行检查
4.3.1 能对智能制造气动回路进行清洁与整理
4.2 传 动 系 统 4.3.2 能对智能制造系统齿轮箱、传动部件进行润
维护与保养
滑保养
4.3.3 能对智能制造传动系统异常温升状态进行检查

表2
工作领域

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任务

职业职业技能

1.1.1 能使用数字化仿真软件导入或创建机械模型
1. 智 能制造
1.1.2 能在数字化仿真软件中对设备的运动组件进行
1.1 3D 模型搭
系统集成仿
定义，并赋予其物理属性
建
1.1.3 能在数字化仿真软件中创建电气元件的属性
真
1.1.4 能在数字化仿真软件中将系统机械结构属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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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职业技能
电气元件属性进行关联

1.2.1 能根据系统电气控制原理图创建 I/O 地址表
1.2.2 能根据生产工艺要求编写 PLC 程序
1.2 仿 真 系 统 1.2.3 能根据生产工艺要求编写工业机器人程序
调试
1.2.4 能将创建的电气元件 I/O 地址表与 PLC 程序
I/O 地址表进行信号映射
1.2.5 能根据生产工艺要求进行系统整体运动仿真
1.3.1
1.3.2
1.3 仿 真 系 统
1.3.3
节拍优化
化
1.3.4

2. 智 能制造
系统操作与
编程

能计算系统生产节拍
能根据仿真结果优化调整 PLC 的控制逻辑
能根据仿真结果进行机器人姿态调整及路径优
能根据仿真结果优化系统机械结构

2.1.1 能够完成常见工件的定位与装夹
2.1.2 能够选择和使用专用夹具装夹异型零件
2.1.3 能够进行程序检验、根据要求设置有关切削参
2.1 数 控 机 床
数
操作
2.1.4 能够单步执行、空运行数控程序并完成零件试
切
2.1.5 能够在机床中断加工后正确恢复加工
2.2.1 能正确配置常用外部设备 I/O 信号
2.2.2 能使用工业机器人运动指令进行编程
2.2 工 业 机 器 2.2.3 能使用工业机器人逻辑指令进行编程
人操作编程
2.2.4 能完成工业机器人手动/自动程序调试
2.2.5 能进行机床上下料、搬运、码垛、装配等程序
编写
2.3.1 能利用 MES 或 PLC 控制 AGV 运行
2.3 周 边 设 备
2.3.2 能完成视觉相机的软件设置和编程
操作编程
2.3.3 能完成 RFID 的网络配置和测试
3.1 工艺设计

3.1.1 能够使用 MES 软件根据 2D 图纸生成 EBOM
3.1.2 能够使用 MES 软件根据 EBOM 生成 PBOM
3.1.3 能够使用 MES 软件调用产品加工程序及加工
工艺

3. 智 能制造
执行系统操 3.2 订单管理
作与应用

3.2.1 能够使用 MES 生成产品订单及下发
3.2.2 能够使用 MES 进行订单管理（手工排程、订单
插入、自动排程等）
3.2.3 能够使用 MES 进行订单进度监控、跟踪、追溯

3.3 设备管理

3.3.1
3.3.2
3.3.3
3.3.4

能够配置并查看数控系统信息
能够配置并查看摄像头信息
能够配置并查看工业机器人状态信息
能够配置并查看 AGV 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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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3.4 仓储管理

职业职业技能
3.4.1 能使用 MES 软件完成仓位货物的入库、出库
管理
3.4.2 能够使用 MES 软件与硬件配合完成仓位盘点，
同步工件信息
3.4.3 能够使用 MES 软件进行物料信息跟踪，并通过
看板进行显示

4.1.1 能根据工业机器人故障现象查询故障码，并排
4.1 系 统 关 键 除
装备故障检修 4.1.2 能根据数控机床故障现象查询故障码，并排除
4.1.3 能根据 AGV 故障现象定位故障并排除。
4.2.1 能通过智能制造控制系统内部状态信息对其运
行状况进行检查、故障定位和分析
4.2 控 制 系 统 4.2.2 能对智能制造控制系统安全回路进行故障定位
4. 智 能制造
故障检修
和分析
系统维护与
4.2.3 能对智能制造控制系统异常温升状态进行故障
故障检修
定位和分析
4.3.1 能对智能制造气动、液压等传动系统的连接与
密封故障进行定位和分析
4.3 传 动 系 统 4.3.2 能对智能制造气动、液压等传动系统的功能故
故障检修
障进行定位和分析
4.3.3 能对智能制造传动系统异常温升状态进行检
查、故障定位和分析

表3
工作领域

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任务

职业职业技能

1.1.1 能根据生产需求，进行系统产能、效率、节拍
等需求分析
1.1 集 成 方 案 1.1.2 能根据生产需求，进行系统生产工艺路线规划
规划与设计
设计
1.1.3 能根据生产工艺及节拍需求，制定系统机械传
输方案及控制方案
1. 智 能制造
系统集成设
1.2.1 能根据所生产产品性质和工艺等要求，选择合
计
适的数控机床种类
1.2 关 键 装 备 1.2.2 能根据生产场景及负载等要求，选择合适的工
与器件选型
业机器人种类及型号
1.2.3 能根据工业机器人负载产品外形、重量等特
性，选择、设计合适的工业机器人末端执行器
1.3 控 制 系 统 1.3.1 能根据系统控制需求，选择合适的主控 PLC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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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设计

职业职业技能
扩展模块
1.3.2 能根据常见传感器特性，选择合适的传感器种
类及型号
1.3.3 能完成控制系统网络功能拓扑图设计

2.1.1 能完成主控系统各控制单元（PLC、触摸屏、
编程计算机等）IP 地址分配设置
2.1 通 讯 设 置
2.1.2 能完成工业机器人、立体仓库、数控机床、
与调试
AGV 等各制造单元 IP 地址分配设置
2.1.3 能完成主控 PLC 的编程、通讯与调试
2.2.1 能够通过编程实现 MES 系统与主控 PLC、数
控机床以及立体仓库等设备之间的连接和数据通讯
2. 智 能制造
2.2.2 能够采集数控系统的信息并进行分析
2.2 数 据 采 据
系统联调
2.2.3 能够读取摄像头信息并进行分析
与监控
2.2.4 能够读取工业机器人状态信息并分析
2.2.5 能够采集并读取 AGV 状态信息并分析
2.2.6 能够对订单加工过程进行数据采集与管理
2.3 系统优化

2.3.1 能够根据生产工艺要求优化机器人运动姿态与
轨迹
2.3.2 能够根据 MES 数据，优化数控加工程序
2.3.3 能根据 MES 系统运行情况优化系统节拍

3.1 质量检测

3.1.1
3.1.2
3.1.3
3.1.4

3. 智 能制造
3.2 误差校准
系统质量控
制

能够认真执行各项产品质量检测标准
能够正确使用常用量具进行零件的精度检验
能够对复杂、异形零件进行精度检验
能够正确使用在线测量工具进行零件测量

3.2.1 能够对在线测量工具进行校准
3.2.2 能够通过修正刀具补偿值减少加工误差
3.2.3 能够通过完善、优化程序减少加工误差

3.3 质量提升

3.3.1 能够应用全面质量管理知识，实现操作过程的
质量分析与控制
3.3.2 能够通过更改、完善加工工艺提高产品质量
3.3.3 能够通过更改、完善检测方式、方法提高产品
质量

4.1 系统维护

4.1.1 能对 MES 系统服务器进行日常管理维护
4.1.2 能编制智能制造系统操作手册和系统维护保养
手册
4.1.3 能对智能制造系统进行预防性维护

4.2 故障检修

4.2.1 能查找智能制造系统网络通讯故障并进行维修
4.2.2 能对智能制造系统现场异常故障进行处理与维
修
4.2.3 能根据各设备的使用要求制定智能制造系统安

4. 智 能制造
系统维护与
故障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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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职业技能
全操作、检修手册

4.3.1 能根据相关培训要求制订智能制造系统培训内
容与培训计划
4.3 人 员 培 训
4.3.2 能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与业务指导
与指导
4.3.3 能对智能制造系统维护与检修结果进行评价与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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