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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油漆调色与喷涂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
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油漆调色与喷涂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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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8 汽车大修竣工出厂技术条件
GB/T 5336 大客车车身修理技术条件
GB/T 5624 汽车维修术语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15746 汽车修理质量检查评定方法
GB/T 18344 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
GB 18565 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
GB 21861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
JT/T 816 机动车维修服务规范
DB11/T 134 汽车大修竣工出厂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GB/T 562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表面处理 old paint sanding
为提高修复部位防腐能力、附着能力而进行的旧漆处理、打磨、清洁等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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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打底 putty applying
在工件表面进行的底漆喷涂、原子灰填充、表面打磨等工序作业。
3.3
中涂 primer coating
为提高表面附着力、耐溶剂性、填充性而进行的表面二次底漆喷涂作业。
3.4
调色 color matching
通过增减色母使所调配的颜色漆喷涂在金属板件后，达到或接近达到汽车原
有颜色的作业。
3.5
喷涂

body painting

对汽车表面喷涂颜色漆、清漆的作业。
3.6
抛光

polishing

为消除漆面流痕、橘皮、脏点、飞漆等缺陷或恢复漆面光泽度、平滑度而进
行的作业。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车身修复、汽车美容与装潢、汽车制

造与检修、新能源汽车装调与检修、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新能源汽车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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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学校：汽车车身维修技术、汽车改装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营销与服务、汽车制造与装
配技术。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汽车服务工程、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
应用型本科学校：汽车维修工程教育、智能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车身修复、汽车美容与装潢、汽车制

造与检测、新能源汽车制造与检测、汽车服务与营销、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等职业学校：汽车造型与改装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制造与试
验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汽车服务工程技术、汽车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
程技术。
应用型本科学校：汽车维修工程教育、智能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汽车油漆调色与喷涂】
（初级）：主要面向各企业维修车间、质量检验、客
户服务等部门的漆面清洁、漆面质量检测、漆面预处理、遮蔽、打底、抛光、车
辆检测等职业岗位，从事车辆前处理、漆前作业及漆面检测等工作。
【汽车油漆调色与喷涂】
（中级）：主要面向各企业维修车间、质量检验、客
户接待、客户服务、结算等部门的中涂、调色、色漆喷漆、面漆喷涂、质量检验、
设备养护、环保管理、安全管理、职业健康管理等职业岗位，从事中涂作业、调
色作业、喷涂作业、设备养护、安全与环保管理等工作。
【汽车油漆调色与喷涂】
（高级）：主要面向各企业工艺设计、维修车间、质
量检验、客户接待、客户服务、结算、培训等部门的色漆喷涂、水性漆喷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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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补漆、汽车改装喷漆、竣工出厂检验、排产、生产质量分析、工艺设计、工艺
培训等职业岗位，从事局部补漆作业、多工序喷涂作业、质量控制管理及效率控
制管理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汽车油漆调色与喷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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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油漆调色与喷涂】
（初级）：根据操作工艺要求，完成漆面清洁、底材
打磨、工件遮蔽、原子灰调配填充与打磨、漆面检测与抛光等作业。
【汽车油漆调色与喷涂】
（中级）：根据操作工艺及安全环保管理要求，完成
整板喷涂、局部喷涂、调色、空气压缩设备养护、喷涂设备清洗养护等作业，及
生产安全、环保与职业健康管理等工作。
【汽车油漆调色与喷涂】
（高级）：根据操作工艺及质量、效率管理要求，完
成局部补漆、水性漆喷涂、缺陷分析、质量评估等作业，及工艺编制与培训、效
率测算与调整等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汽车油漆调色与喷涂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1.1.2 能对车辆进行身份确认。

1.车辆前处 1.1 漆面清洁 1.1.3 能识别车辆室内、室外清洗剂的型号、适用
理
工序
范围。
1.1.4 能正确使用清洗枪、泡沫机等清洗设备，完
成对汽车室内、外清洁，达到质量要求。
1.1.5 能对车身表面的脏物类别进行识别，并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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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确的清洗剂按照正确的方法进行清洁。
1.1.6 能识别和评估车身漆面的老化、褪色、划痕、
脏点、流挂等缺陷。
1.1.7 能根据车辆信息识别颜色代码。
1.1.8 能对清洁时产生的废弃清洗液及容器进行分
类收集和存储。
1.1.9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工序的清洁任务。
1.1.10 能对洗车工序的清洗设备进行维护。
1.2.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1.2.2 能检验上一工序的质量。
1.2.3 能识别车身覆盖件底材的类别，正确使用漆
膜厚度检测仪等判断车身覆盖件是否经过修理。
1.2.4 能评估喷涂表面的范围。
1.2.5 能正确使用双动作打磨机及干磨手刨、干磨

砂纸等打磨辅料去除旧漆膜，打磨羽状边。
1.2 底材打磨
1.2.6 能正确使用清洁剂、除油剂等清洁工件表面，
工序
能对塑料件表面进行处理，并完成底漆喷涂。
1.2.7 能对不锈钢、铝合金等工件进行表面处理。
1.2.8 能对底材打磨工序产生的废弃物分类收集和
存储，防止污染作业环境。
1.2.9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工序的底材打磨任
务。
1.2.10 能对底材打磨工序正确使用的打磨机等设
备进行维护。
1.3.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1.3.2 能检验上一工序的质量。
1.3.3 能评估工件表面的遮蔽范围。
1.3 工件遮蔽 1.3.4 能正确使用遮蔽纸、胶带等完成工件的遮蔽。
工序
1.3.5 能处理检验遮蔽的质量问题，处理遮蔽缺陷。
1.3.6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工序的工件遮蔽任
务。
1.3.7 能对遮蔽后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分类处理，防
止污染作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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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1.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2.1.2 能检验上一工序的质量。
2.1.3 能按照喷涂范围、混合比例称量原子灰和固

化剂。
2.1 原 子 灰
2.1.4 能正确使用刮刀混合原子灰和固化剂。
调配工序
2.1.5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原子灰调配任务。
2.1.6 能正确清洁、处理剩余的原子灰，防止污染
作业环境。
2.1.7 能对原子灰调配工序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分类
处理。
2.2.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2.2.2 能检验上一工序的质量
2.2.3 能完成金属件、塑料件平面、外弧面、接缝
等原子灰刮涂。
2.2.4 能正确使用刮涂工具完成内弧面、双弧面线
2. 漆 前 作 2.2 原 子 灰
条等复杂表面的原子灰刮涂。
业
填充工序
2.2.5 能完成对红外烤灯维护，正确使用红外烤灯
对工件进行烘烤。
2.2.6 能评估和判断原子灰的干燥程度。
2.2.7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原子灰的填充任务。
2.2.8 能正确收集、存储剩余的原子灰，防止污染
作业环境。
2.3.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2.3.2 能检验上一工序的质量。
2.3.3 能维护双动作打磨机。
2.3.4 正确使用双动作打磨机及干磨手刨、干磨砂
2.3 原 子 灰
纸等打磨辅料干磨整平平面工件原子灰。
打磨工序
2.3.5 能选择和正确使用双动作打磨机、干磨手刨、
干磨砂纸等打磨辅料干磨整平复杂表面原子灰。
2.3.6 能检查和评估打磨后工件表面的平整度、形
状和接缝宽度。
2.3.7 能进行原子灰表面凹坑、划痕等缺陷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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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3.8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原子灰的打磨任务。
2.3.9 能对打磨后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分类存储，防
止污染作业环境。
3.1.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3.1.2 能检验上一工序的质量。

3.1 漆 面 检 3.1.3 能对旧漆面光泽度、平滑度、色泽进行评估。
测作业工序 3.1.4 能对新喷涂漆面的脏点、流痕、橘皮等进行
识别和标注。
3.1.5 能正确使用漆膜厚度仪对漆膜厚度进行检测
和评估。
3.2.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3．漆面检
测作业

护用品。
3.2.2 能检验上一工序的质量。
3.2.3 能正确维护抛光设备。
3.2 抛 光 作 3.2.4 能选用砂纸对漆面的脏点、流痕、橘皮、飞
业工序
漆、砂纸痕、旋纹虚光、划痕等进行抛光处理。
3.2.5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抛光作业任务。
3.2.6 能对抛光后的漆面进行清洁。
3.2.7 能对抛光后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分类处理，防
止污染作业环境。

表 2 汽车油漆调色与喷涂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1.1.2 能检验上一工序的质量。

1.中涂作业

1.1 整板喷涂
工序

1.1.3 能识别中涂底漆的材料型号，按照喷涂的范
围和比例称量、调配出中涂底漆。
1.1.4 能根据银粉漆颜色配方选择中涂底漆的灰
度。
1.1.5 能正确使用喷枪完成中涂底漆整板喷涂。
1.1.6 能选择双动作打磨机及干磨手刨、干磨砂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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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等打磨辅料完成中涂底漆整板打磨。
1.1.7 能对整板喷涂产生的砂纸痕等缺陷进行处
理。
1.1.8 能对整板喷涂后板件的平整度、遮盖效果等
进行检验和评估。
1.1.9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整件作业任务。
1.1.10 能对喷涂后产生的漆料等废弃物进行分类
收集和处理，防止污染作业环境。
1.2.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1.2.2 能检验上一工序的质量。
1.2.3 能识别中涂底漆的材料型号，按照喷涂的范
围和比例称量、调配出中涂底漆。
1.2.4 能根据银粉漆颜色配方选择中涂底漆的灰
度。

1.2.5 能正确使用喷枪完成中涂底漆局部喷涂。
1.2 局部喷涂
1.2.6 能选择双动作打磨机及干磨手刨、干磨砂纸
工序
等打磨辅料完成中涂底漆局部打磨。
1.2.7 能对局部喷涂产生的砂纸痕等缺陷进行处
理。
1.2.8 能对局部喷涂后板件的平整度、遮盖效果等
进行检验和评估。
1.2.9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局部喷涂任务。
1.2.10 能对喷涂后产生的漆料等废弃物进行分类
收集和处理，防止污染作业环境。
2.1.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2.1.2 能检验上一工序的质量。
2.1.3 能识别素色色母、单工序素色漆、双工序素
2.调色作业

2.1 配方查询 色漆、银粉色母材料型号及性能。
工序
2.1.4 能根据车辆的信息标签识别车漆颜色代码。
2.1.5 能正确使用色卡、计算机配方系统查找出最
接近的颜色配方。
2.1.6 能正确使用色卡、计算机配方系统查找银粉
漆颜色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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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1.7 能正确使用色卡、计算机配方系统查找三工
序珍珠漆颜色配方。
2.1.8 能查询三工序珍珠漆面漆配方中的灰度。
2.1.9 能正确使用重量秤。
2.1.10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配方查询和确定任
务。
2.2.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
防护用品。
2.2.2 能选择已喷涂灰度底漆样板。

2.2 色板喷涂 2.2.3 能正确使用喷枪喷涂银粉色漆样板。
工序
2.2.4 能正确使用喷枪喷涂三工序珍珠漆样板。
2.2.5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色板喷涂任务。
2.2.6 能对色板喷涂后产生的漆料等废弃物进行分
类收集和处理，防止污染作业环境。
2.3.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2.3.2 能检验上一工序的质量。
2.3.3 能判断银粉色漆样板与目标板的色差并选择
色母，确定正确的添加量。
2.3 比色微调 2.3.4 能判断三工序珍珠漆色差，选择色母及添加
工序
量。
2.3.5 能对银粉色漆色差进行分析。
2.3.6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比色微调任务。
2.3.7 能对调色过程中遗洒的漆料等废弃物进行正
确处理，防止污染作业环境。
2.3.8 能对调漆室废气再循环系统进行维护。
3.1.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3.1.2 能检验上一工序的质量，对喷涂前工件表面
3.喷涂作业

3.1 整板喷涂 质量进行检查。
工序（发动机 3.1.3 能检查清洁喷枪，根据涂料、气压和阀门控
盖）
制方式进行喷枪的调校。
3.1.4 能正确设定喷漆气压。
3.1.5 能正确使用喷枪完成素色漆发动机盖的整板
喷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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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1.6 能正确使用喷枪完成双工序色漆发动机盖的
整板喷涂。
3.1.7 能进行发动机盖边缘和前翼子板翻边喷涂。
3.1.8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发动机盖整件喷涂任
务
3.1.9 能对喷枪进行清洗，对喷枪清洗机进行维护。
3.1.10 能对喷漆过程中产生的漆料等废物进行分
类收集和处理，防止污染作业环境。
3.2.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3.2.2 能检验上一工序的质量，对喷涂前工件表面
质量进行检查。
3.2.3 能检查清洁喷枪，根据涂料、气压和阀门控
制方式进行喷枪的调校。
3.2.4 能正确设定喷漆气压。

3.2 整板喷涂 3.2.5 能正确使用喷枪完成素色漆车门的整板喷
工序（车门） 涂。
3.2.6 能正确使用喷枪完成双工序色漆车门的整板
喷涂。
3.2.7 能进行车门边缘和前翼子板翻边喷涂。
3.2.8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车门整件喷涂任务。
3.2.9 能对喷枪进行清洗，对喷枪清洗机进行维护。
3.2.10 能对喷漆过程中产生的漆料等废物进行分
类收集和处理，防止污染作业环境。
3.3.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3.3.2 能检验上一工序的质量，对喷涂前工件表面
质量进行检查。
3.3 整板喷涂 3.3.3 能检查清洁喷枪，根据涂料、气压和阀门控
工 序 （ 保 险 制方式进行喷枪的调校。
杠）
3.3.4 能正确设定喷漆气压。
3.3.5 能正确使用喷枪完成素色漆保险杠的整板
喷涂。
3.3.6 能正确使用喷枪完成双工序色漆保险杠的整
板喷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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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3.7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保险杠单件喷涂任
务。
3.3.8 能对喷枪进行清洗，对喷枪清洗机进行维护。
3.3.9 能对喷漆过程中产生的漆料等废物进行分类
收集和处理,防止污染作业环境。
4.1.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对喷烤漆空压系
统的的管理进行检查。

4.1.2 能对喷烤漆空压系统的的管理进行检查。
4.1 空气循环
4.1.3 能对空压机进行维护操作。
系统
4.1.4 能对油水分离器进行维护。
4.1.5 能对空气干燥器进行清洁维护。
4.1.6 能对调漆室空气循环系统进行维护。
4.2.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4.2.2 能对喷枪进行清洗、调校和检查维护。
4.2.3 能对喷枪的扇面进行判定和调整。
4.设备养护

4.2 喷烤设备

4.2.4 能对电加热烘烤设备进行维护和操作。
4.2.5 能对喷烤漆房顶棉、底棉进行更换。
4.2.6 能对喷烤漆房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更换。
4.2.7 能对喷烤漆房加热设备进行维护。
4.28 能对喷烤漆房风道进行清洁。
4.2.9 能对喷烤漆房加热器进行维护。
4.3.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4.3.2 能根据使用时间确定喷枪清洗设备的检查维

4.3 清洗设备

护项目。
4.3.3 能正确使用喷枪清洗机对不同型号的喷枪进
行清洗。
4.3.4 能对喷枪清洗设备进行检查维护。
4.3.5 能对喷枪清洗设备检查维护的效果进行评
估。
5.1.1 能识别生产中的危险源。

5.1 生产安全
5.1.2
5.安全与环 管理
5.1.3
保
5.2.1
5.2 环境管理
5.2.2

能根据危险源制定紧急预案。
能对紧急预案进行演练。
能制定固体废物的分类标准。
能制定固体废物的存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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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5.2.3 能制定VOCs排放的改善措施。
5.2.4 能对整个生产的环境质量进行评估。
5.2.5 能根据评估结果，优化生产工艺，提高绿色
生产水平。
5.3.1 能制定各工序的职业健康标准。

5.3 职业健康 5.3.2 能对各工序职业健康安全标准进行培训。
安全
5.3.3 能建立职业健康管理机制。
5.3.4 能对职工的整体职业健康状况进行评估。

表 3 汽车油漆调色与喷涂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1.1.2 能检验上一工序的质量，对喷涂前工件表面
质量进行检查。
1.1.3 能检查清洁喷枪，根据涂料、气压和阀门控
制方式进行喷枪的调校。

1.1 局部补漆 1.1.4 能正确设定喷漆气压。
工序（发动机 1.1.5 能正确使用喷枪完成素色漆发动机盖的局部
盖）
补漆。
1.局部补漆
作业

1.1.6 能正确使用喷枪完成双工序色漆发动机盖的
局部补漆。
1.1.7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发动机盖局部喷涂任
务。
1.1.8 能对喷漆过程中产生的漆料等废物进行分类
收集和处理，防止污染作业环境。
1.2.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1.2 局部补漆 1.2.2 能能检验上一工序的质量，对喷涂前工件表
工序（车门） 面质量进行检查。
1.2.3 能检查清洁喷枪，根据涂料、气压和阀门控
制方式进行喷枪的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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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2.4 能正确设定喷漆气压。
1.2.5 能正确使用喷枪完成素色漆车门的局部补
漆。
1.2.6 能正确使用喷枪完成双工序色漆车门的局部
补漆。
1.2.7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车门局部喷涂任务。
1.2.8 能对喷漆过程中产生的漆料等废物进行分类
收集和处理，防止污染作业环境。
1.3.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1.3.2 能检验上一工序的质量，对喷涂前工件表面
质量进行检查。
1.3.3 能检查清洁喷枪，根据涂料、气压和阀门控

制方式进行喷枪的调校。
1.3 局部补漆
1.3.4 能正确设定喷漆气压。
工序（保险
1.3.5 能正确使用喷枪完成素色漆保险杠的局部补
杠）
漆。
1.3.6 能正确使用喷枪完成双工序色漆保险杠的局
部补漆。
1.3.7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保险杠局部喷涂。
1.3.8 能对喷漆过程中产生的漆料等废物进行分类
收集和处理，防止污染作业环境。
2.1.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2.1.2 能检验上一工序的质量，对进行喷涂前工件
表面质量进行检查。
2.1.3 能检查清洁喷枪，根据涂料、气压和阀门控
2.1 水性漆整 制方式进行喷枪的调校。
2.多工序喷
件 喷 涂 工 序 2.1.4 能正确设定喷漆气压。
涂作业
（发动机盖） 2.1.5 能正确使用喷枪完成素色漆发动机盖的水性
漆整板喷涂。
2.1.6 能正确使用喷枪完成双工序色漆发动机盖的
水性漆整板喷涂。
2.1.7 能进行发动机盖边缘和前翼子板翻边喷涂。
2.1.8 能对喷枪进行清洗、对喷枪清洗机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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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1.9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发动机盖水性漆整件
喷涂任务。
2.1.10 能对喷漆过程中产生的漆料等废物进行分
类收集和处理，防止污染作业环境。
2.2.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2.2.2 能检验上一工序的质量，对喷涂前工件表面
质量进行检查。
2.2.3 能检查清洁喷枪，根据涂料、气压和阀门控
制方式进行喷枪的调校。
2.2.4 能正确设定喷漆气压。

2.2 水性漆整 2.2.5 能正确使用喷枪完成素色漆车门的水性漆整
件 喷 涂 工 序 板喷涂。
（车门）
2.2.6 能正确使用喷枪完成双工序色漆车门的水性
漆整板喷涂。
2.2.7 能进行车门边缘和前翼子板翻边喷涂。
2.2.8 能对喷枪进行清洗，对喷枪清洗机进行维护。
2.2.9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水性漆车门整件喷涂
任务。
2.2.10 能对喷漆过程中产生的漆料等废物进行分
类收集和处理，防止污染作业环境。
2.3.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正确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
2.3.2 能检验上一工序的质量，对喷涂前工件表面
质量进行检查。
2.3.3 能检查清洁喷枪，根据涂料、气压和阀门控
制方式进行喷枪的调校。
2.3 水性漆整
2.3.4 能正确设定喷漆气压。
件喷涂工序
2.3.5 能正确使用喷枪完成素色漆保险杠的水性漆
（保险杠）
整件喷涂。
2.3.6 能正确使用喷枪完成双工序色漆保险杠的整
件喷涂。
2.3.7 能对喷枪进行清洗，对喷枪清洗机进行维护。
2.3.8 能在规定的工时内完成水性漆保险杠整件喷
涂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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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3.9 能对喷漆过程中产生的漆料等废物进行分类
收集和处理。
3.1.1 能按照职业健康管理的要求对喷漆完成后的

3.1 色差缺陷 车辆色泽进行评估。
分析与处理
3.1.2 能对产生的色差进行分析。
3.1.3 能出具撰写诊断报告。
3.2.1 能识别脏点缺陷，分析原因，提出解决办法。
3.2.2 能识别橘皮缺陷，分析原因，提出解决办法。
3.2.3 能识别飞漆缺陷，分析原因，提出解决办法。
3.2.4 能识别流痕缺陷，分析原因，提出解决办法。
3.2 典型喷漆
3.2.5 能识别开裂缺陷，分析原因，提出解决办法。
缺陷分析和
3.2.6 能识别起泡缺陷，分析原因，提出解决办法。
处理
3.2.7 能识别咬底缺陷，分析原因，提出解决办法。
3.2.8 能识别水斑缺陷，分析原因，提出解决办法。
3.质量控制

3.2.9 能根据3.2.1-8的缺陷，对相应的设备维护、
工艺改善提出解决方案。
3.3 车身漆面 3.3.1 能对单件局部的漆面进行测量和评估。
技 术 状 况 评 3.3.2 能对车身局部的漆面进行测量和评估。
估

3.3.3 能对汽车车身的漆面进行测量和评估。
3.4.1 能根据色差、典型喷漆缺陷产生的原因调整
工序布置。
3.4.2 能根据车身漆面技术状况评估结果修改各工

3.4 工艺编制 序的工艺。
和培训
3.4.3 能制定各工序的质量标准。
3.4.4 能根据现有工序编制实操训练任务、培训教
材。
3.4.5 能对各工序工人进行培训。
4.1.1 能测算各工序生产工时。
4.1.2 能根据各工序工时设定各工位数量。
4.1.3 能根据工位数量和工人的初、中、高级配置
4.效率控制

4.1 效率测算 工人数量。
4.1.4 能测算和评估的生产中的瓶颈工序。
4.1.5 能制定消除生产瓶颈的方法。
4.1.6 能测算生产产能。
4.2 效率调整 4.2.1 能根据生产模式进行车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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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2.2 能根据生产产能进行排产。
4.2.3 能对生产效率进行测算。
4.2.4 能制定效率调整的措施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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