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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环境监测与治理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
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水环境监测与治理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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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2016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11901—89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7489—87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碘量法
GB/T 11892—89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GB 50014—2006：2016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T 5465.2—2008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2部分：图形符号
GB/T 15969.1—2007 可编程序控制器 第1部分：通用信息
GB/T 15969.2—2008 可编程序控制器 第2部分：设备要求和测试
GB/T 15969.3—2017 可编程序控制器 第3部分：编程语言
GB 50169—201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HJ 91.1—2019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828—2017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T 378—2007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记录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355—2019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运行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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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2038—2014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督管理技术规范
CJJ 60—2011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ECS 97：97 鼓风曝气系统设计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 50014—2006：2016、GB/T 2900.18—2008、GB/T 2900.63—2003、GB/T
15969.1—2007、GB/T 7665—2005、GB/T 17212—199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
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城镇污水 urban wastewater，sewage
综合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入渗地下水的总称。
［GB 50014—2006：2016，术语和定义2.1.7］
3.2 生活污水 domestic wastewater，sewage
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水。
［GB 50014—2006：2016，术语和定义2.1.11］
3.3 综合生活污水 comprehensive sewage
居民生活和公共服务产生的污水。
［GB 50014—2006：2016，术语和定义2.1.12］
3.4 工业废水 industrial wastewater
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
［GB 50014—2006：2016，术语和定义2.1.13］
3.5 缺氧/好氧脱氮工艺 anoxic/oxic process (ANO)
污水经过缺氧、好氧交替状态处理，提高总氮去除率的生物处理。
［GB 50014—2006：2016，术语和定义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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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厌氧/好氧除磷工艺 anaerobic/oxic process (APO)
污水经过厌氧、好氧交替状态处理，提高总磷去除率的生物处理。
［GB 50014—2006：2016，术语和定义2.1.56］
3.7 厌氧/缺氧/好氧脱氮除磷工艺 anaerobic/anoxic/oxic process(AAO,又称
A2/O)
污水经过厌氧、缺氧、好氧交替状态处理，提高总氮和总磷去除率的生物处
理。
［GB 50014—2006：2016，术语和定义2.1.57］
3.8 序批式活性污泥法 sequencing batch reactor (SBR)
活性污泥法的一种形式。在同一个反应器中，按时间顺序进行进水、反应、
沉淀和排水等处理工序。
［GB 50014—2006：2016，术语和定义2.1.58］
3.9 总氮 total nitrogen（TN）
有机氮、氨氮、亚硝酸盐氮和硝酸盐氮的总和。
［GB 50014—2006：2016，术语和定义2.1.61］
3.10 总磷 total phosphorus（TP）
水体中有机磷和无机磷的总和。
［GB 50014—2006：2016，术语和定义2.1.62］
3.11 塑料填料 pastic media
用以提供微生物生长的载体，有硬性、软性和半软性填料。
［GB 50014—2006：2016，术语和定义2.1.81］
3.12 污水再生利用 wastewater r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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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回收、再生和利用的统称，包括污水净化再用、实现水循环的全过程。
［GB 50014—2006：2016，术语和定义2.1.87］
3.13 污泥处理 sludge treatment
对污泥进行减量化、稳定化和无害化的处理过程，一般包括浓缩、调理、脱
水、稳定、干化或焚烧等的加工过程。
［GB 50014—2006：2016，术语和定义2.1.94］
3.14 剩余污泥

excess activated sludge

从二次沉淀池、生物反应池（沉淀区或沉淀排泥时段）排出系统的活性污泥。
［GB 50014—2006：2016，术语和定义2.1.107］
3.15 低压电器 low-voltage apparatus
用于交流50Hz（或60Hz）、额定电压为1000V及以下，直流额定电压为1500V
及以下的电路中起通断、保护、控制或调节作用的电器。
［GB/T 2900.18—2008，术语和定义3.1.1］
3.16 电气继电器 electrical relay
当控制该元器件的输入电路中达到规定条件时，在其一个或多个输出电路中
会产生预定跃变的元器件。
［GB/T 2900.63—2003，术语和定义 3.1 444-01-01］
3.17 可编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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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过程。可编程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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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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和定义3.5］
3.18 传感器 transducer,sensor
能感受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件或装置，通常由
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
［GB/T 7665—2005，术语和定义3.1.1］
3.19 组态 configuration
在预先装入逻辑组件的系统或装置中，主要通过键盘操作选择需要的组件，
指定其适当的逻辑位置（即控制回路、显示点等），并将它们连接起来。它与编
制程序不同。
［GB/T 17212—1998，术语和定义P1.0.0.16］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环境监测技术、环境治理技术、生态环境保护、给排水工程

施工与运行、工业分析与检验。
高等职业学校：水环境监测与治理、环境工程技术、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给排水工程技术、水净化与安全技术、污染修复与生态工程技术、市政工程技术、
水务管理、水利工程、工业分析技术、应用化工技术、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环境
管理与评价、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化工生物技术。
应用型本科学校：环境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生
态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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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环境监测技术、环境治理技术、生态环境保护、给排水工程
施工与运行、分析检测技术。
高等职业学校：水环境监测与治理、环境工程技术、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给排水工程技术、水净化与安全技术、生态环境修复技术、市政工程技术、智能
水务管理、水利工程、分析检验技术、应用化工技术、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环境
管理与评价、水利水电工程智能管理、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化工生物技术。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生态环境工程技术、城市设施智慧管理、水文与水
资源工程技术、智慧水利工程、水环境工程、生态水利工程
应用型本科学校：环境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生
态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水环境监测与治理】（初级）：面向水务水环境行业相关企业中水环境
监测设备操作岗，水环境常规设施操作岗等岗位（群），能完成常规水质监测、
污水处理及水环境在线监测仪表、基本水处理设施、电气自控设备的日常运行操
作等工作的从业人员。
【水环境监测与治理】（中级）：面向水务水环境行业相关企业中水环境监
测日常运维、水环境设施日常运维等岗位（群），能完成污水处理及水环境在线
监测仪表、电气自控设备、水环境设施等的日常维护及简单异常情况处理等工作
的从业人员。
【水环境监测与治理】（高级）：面向水务水环境行业相关企业中水环境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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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设备安装实施、水环境智慧运营调度、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智慧水务物联监
控等岗位（群），能完成主要指标水质监测及水质分析报告编制、污水处理及水
环境在线监测仪表、电气自控设备等的安装调试、运行调度及复杂情况处理等工
作的从业人员。
6 职业技能等级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水环境监测与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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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环境监测与治理职业技能】（初级）：根据作业流程，能够独立完成水
样采集、保存与预处理操作，能够进行水质常规项目监测操作，能够识读水处理
工艺相关图纸，独立完成水处理设施的启动运行和停机操作，能够完成在线监测
仪表的读取记录工作。
【水环境监测与治理职业技能】（中级）：根据工艺处理管理，能够根据工
艺图纸完成水处理设备、管道、附件、仪表、阀件的安装调试和运行维护，能够
独立进行在线监测仪表的校验操作，能够根据水质情况进行可编程序（逻辑）控
制器的运行程序数据调整。
【水环境监测与治理职业技能】（高级）：根据综合能力要求，能够控制水
环境监测的质量，能够完成水处理设施安装调试和运行维护中较为复杂的工作，
能够独立处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1
工作领域

水环境监测与治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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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能根据监测项目选择采样器和水样容器，洗
涤采样器材，并能使用采样器材在指定的采样点
处正确采集样品
1.1.2 能根据监测项目的需要正确选择并加入合
适的保存剂对样品进行稳定处理和保存，对样品
进行冷藏、冷冻保存。
1.1 样品采集、保
存与预处理

1.1.3 能规范填写水质采样记录表和样品登记表
并清点样品。
1.1.4 能根据样品运输要求将不同的贮样容器塞
紧或密封，并按照防振动、防碰撞要求装箱。
1.1.5 能采用沉淀过滤法、絮凝沉淀法等对样品进
行预处理。
1.1.6 能根据可追溯性要求记录样品标签信息。
注：样品采集、保存与预处理的其他要求按 HJ 91.1
—2019 规定的方法执行。
1.2.1 能配制和标定标准溶液。

1. 水环境监

1.2.2 能采用重量法测定样品的悬浮物、硫酸盐、

测

全盐量。
1.2.3 能采用滴定法测定样品的酸度、碱度、氯化
物。
1.2 样品 监测分
析

1.2.4 能采用仪器测定样品的温度、pH 值、溶解
氧、氨氮、硝酸盐氮。
1.2.5 能采用细菌学检验法测定样品的细菌总数、
粪大肠菌群、总大肠菌群。
1.2.6 能使用便携式水环境检测仪。
注：标准溶液的配制按 GB/T 601—2016 规定的方
法执行；悬浮物的测定按 GB 11901—89 规定的方
法执行
1.3.1 能规范填写水质检测原始记录。
1.3.2 能对数据进行有效数字的取舍和修约。

1.3 数据处理

1.3.3 能计算逐级稀释样品的浓度、算术平均值和
相对标准偏差。
1.3.4 能对监测分析结果进行单位的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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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能识读闸站、泵站、水处理工程设计施工说
明、图例、主要材料设备的规格型号、数量。
2.1 工程 图识读 2.1.2 能识读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与设计

2.1.3 能识读闸站、泵站、水处理工艺管线平面布
置图。
2.1.4 能识读水处理构筑物及管线高程图。
2.2.1 能识别金属、非金属、复合管道材料以及管

2. 工程图设

件的名称、规格和型号。

计与设备安

2.2.2 能识别金属、非金属、复合管道材料相应的

装

切割、连接以及钻孔工具的名称、规格和型号。
2.2 设备 与管线 2.2.3 能识别水处理机械设备、阀门、仪表的名称、
安装

规格和型号。
2.2.4 能识别水处理构筑物附属装置、配套附件以
及填料的名称、规格和型号。
2.2.5 能使用金属、非金属、复合管道材料的切割、
连接、钻孔工具。
3.1.1 能正确使用常用电工工具及相关仪器仪表，
合理选用电线、接线端子、桥架、线槽等电工材
料。。
3.1.2 能识读电气原理图。

3.1 电机 与电气
控制

3.1.3 能识别配电箱（柜）动力及控制电路线号、
防爆电气设备防爆型式与防爆标志。
3.1.4 能识读交直流电动机结构、工作原理、铭牌。
3.1.5 能根据电气原理图及电动机型号正确选用

3. 自动化控

低压电器。

制

3.1.6 能使用电线保护管、槽板、桥架等敷设电线
电缆并安装、更换常用低压电器。
3.2.1 能根据 PLC 控制电路接线图连接 PLC 及其
外围线路。
3.2 PLC 控制

3.2.2 能使用 PLC 编程软件从 PLC 中读写程序。
3.2.3 能识读简单的 PLC 控制程序。
3.2.4 能使用 PLC 基本指令调整、修改设备、传感
器、仪表等控制程序的参数，并下载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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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能识读组态软件界面，建立和运行组态工
程。
3.3.2 能进行触摸屏画面的设计、变量定义和动画
3.3 组态控制

连接。
3.3.3 能使用组态软件实现在线监测仪器数值的
实时监测。
3.3.4 能使用组态软件实现对闸站、泵站、水处理
等设施的启动与停止控制。
4.1.1 能识记和操作闸站、泵站、水处理工艺设备、
系统操作的规程和启停。
4.1.2 能识别水处理药剂的名称、规格和使用方
法。

4.1 设施运行

4.1.3 能识读和记录流量、压力、温度、液位、阀
门等各种仪表监测数据。
4.1.4 能使用 pH 、溶解氧、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氮、总磷等在线监测仪获取数据，并进行调节、
记录和计算。
4.2.1 能在现场运行巡检中发现异常情况。

4. 设施运维

4.2.2 能在现场设备巡检中发现异常情况。
4.2 故障处理

4.2.3 能识别中控系统中异常信号。
4.2.4 能报告设备故障位置。
4.2.5 能根据工艺设备运行数据监测发现异常。
4.3.1 能识记设备备品、备件。
4.3.2 能使用设备及设施常用的维护保养工具。

4.3 维护保养

4.3.3 能保养各类阀门、水泵、风机、搅拌机、闸
门、启闭机等。
4.3.4 能清理、更换易损件和易堵件。
4.3.5 能记录设备运行数据。
5.1.1 能识记安全防护器具使用要求。

5. 安全生产
与应急处置

5.1.2 能按安全生产规程佩戴和正确使用劳动防
5.1 安全生产

护用品。
5.1.3 能识记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距离、安全色和
安全标志等国家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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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能识记电工安全用具。
5.1.5 能识别危险源。
5.2.1 能识记化验室危险品泄漏应急预案，能及时
报告、报警、并实施个人防护。
5.2.2 能识记火灾应急预案，案发时能及时报告火
5.2 应急处置

情，能根据现场情况正确使用灭火设施。
5.2.3 能识记停电事故应急预案，案发时能及时报
告，关闭进水阀等设施。
5.2.4 能识记有毒气体中毒事故应急预案，能正确
佩带防护器具，拨打 120 急救电话。

表2
工作领域

水环境监测与治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根据不同的水环境进行采样点的布设，确
定采样的时间和频率。
1.1.2 能根据不同的水环境选择确定采集瞬时样
品、混合样品或综合样品等不同类型的样品。

1.1 样品采集、保
存与预处理

1.1.3 能校核水质采样记录表和样品登记表。
1.1.4 能根据监测项目确定样品的保存方法，正确
选择和配制样品保存剂。
1.1.5 能采用过硫酸钾法、硝酸-硫酸法对样品进行
消解预处理。

1. 水环境监

1.1.6 能采用蒸馏法、四氯化碳萃取-硅酸镁吸附法

测

对样品进行组分分离预处理。
1.2.1 能采用电位滴定法正确测定样品的碱度，采
用氧化还原滴定法测定样品的化学需氧量、高锰酸
盐指数。
1.2 样 品 监 测 分
析

1.2.2 能采用碘量法测定样品的溶解氧。
1.2.3 能采用稀释与接种法测定水样的五日生化需
氧量。
1.2.4 能采用容量法测定样品的氰化物。
1.2.5 能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样品的总磷、氰化物、
硫化物、铬（六价）、挥发酚、总氮、石油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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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油类。
1.2.6 能排除仪器设备的简单故障，对测定所用的
容量器皿及仪器设备进行校正。
注：溶解氧的测定按 GB/T 7489—87 规定的方法执
行；化学需氧量的测定按 HJ 828—2017 规定的方
法执行；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按 GB/T 11892—89
规定的方法执行
1.3.1 能对浓度和测得的吸光度进行直线回归计
算。
1.3.2 能运用 Q 值检验法和 T 值检验法检验可疑
值，判断平行样测定数据之间的符合程度。
1.3 数据处理

1.3.3 能计算加标回收率，并评价准确度。
1.3.4 能进行方法检出限的测定与计算。
1.3.5 能审核水质检测原始记录，进行异常数据分
析处理。
1.3.6 能编制水质检测报告。
2.1.1 能识读闸站、泵站及水处理构筑物的平面图、

2.1 工 程 图 识 读
与设计
2. 工程图设

剖面图。
2.1.2 能识读工程设备原理图、平面图、剖面图、
大样图等施工安装图。
2.1.3 能使用 CAD 软件绘制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计与设备安

2.2.1 能识读闸门、泵、水处理机械设备、阀门、

装
2.2 设 备 与 管 线
安装

仪表、水处理构筑物附属装置等安装手册。
2.2.2 能进行闸门、泵、水处理机械设备、阀门、
仪表等的安装。
2.2.3 能进行管道水压试验。
3.1.1 能设计绘制电气原理图。
3.1.2 能安装、维护用电总配电箱(柜)、分配电箱、

3. 自动化控
制

3.1 电 机 与 电 气 开关箱及线路。
控制

3.1.3 能安装、维护用电设备的接地装置、独立避
雷针。
3.1.4 能安装、维护、拆除工程设施上的电气设备。

3.2 PLC 控制

3.2.1 能根据现场设备条件选择传感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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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能安装、调试传感器和专用继电器。
3.2.3 能使用 PLC 基本指令编写闸站、泵站、水处
理设备及在线监测仪表等控制系统程序，并下载监
控。
3.2.4 能进行触摸屏与 PLC 的连接和通讯。
3.2.5 能模拟调试和现场调试 PLC 程序。
3.3.1 能使用组态软件查阅、修改程序。
3.3.2 能使用组态软件进行趋势曲线、数据报表、
3.3 组态控制

报警的制作。
3.3.3 能完成组态软件与数据库的连接，组态软件
数据库控件查询。
3.3.4 能进行工程 Web 发布、网络连接。
4.1.1 能读懂水质分析报告、在线监测数据，分析
水量水质变化情况。
4.1.2 能通过现场状态及仪表数据判断设备运行情
况。
4.1.3 能控制和调节闸站、泵站及水处理单元运行
状态。
4.1.4 能根据考核断面水质情况合理调整闸站运行
调度规则。

4.1 设施运行

4.1.5 能根据流量及扬程合理控制水泵系统在高效
区间运行。
4.1.6 能进行污泥浓缩、调理、脱水、干化与处置

4. 设施运维

操作。
4.1.7 能识读污泥性能指标，控制污泥处理设施运
行状态。
4.1.8 能根据水处理参数合理确定药剂投加量。
4.1.9 能使用自动控制系统调节温度、液位等工艺
参数。
4.2.1 能判断闸站、泵站及水处理设备等运行异常
4.2 故障处理

的原因，并进行处置。
4.2.2 能通过自动控制系统及设备操作处理水质、
液位、流量、pH 值、溶解氧值等工艺参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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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
4.2.3 能对数据进行抽样检查，比对水污染源在线
监测仪、数据采集传输仪及监控中心平台接收到的
数据是否一致，发现数据异常。
4.2.4 能进行在线监测仪表的校验操作。
4.2.5 能排除 PLC 系统中开关、传感器、执行机构
等外围设备电气故障。
4.3.1 能清点、管理设备备品、备件。
4.3.2 能对常用仪表、机械设备维护、保养。
4.3.3 能按维修计划进行构筑物及其辅助设施的维
4.3 维护保养

修，填写维修记录。
4.3.4 能按设备维护保养要求更换设备备品、备件。
4.3.5 能进行在线监测仪表的简单现场维护，检查
内部管路、电路系统、通讯系统等是否正常，并能
发现仪表的异常情况。
5.1.1 能识记相关设备安全操作规程。
5.1.2 能识记电气安全装置及电气安全操作规程。

5.1 安全生产

5.1.3 能按职业卫生防护要求实施职业卫生防护。
5.1.4 能识记相关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
5.1.5 能按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实施安全生产、防火、
防毒、防爆。
5.2.1 能熟知水环境监测与治理运维应急预案，会
采取各项措施，进行自身防护和自救、互救。

5. 安全生产

5.2.2 能按防汛防台应急预案进行紧急情况下闸站

与应急处置

控制、水处理工艺控制。
5.2.3 能按停电事故应急预案进行闸站、泵站及水
5.2 应急处置

处理系统运行调整，通电后能立即将工艺切换至正
常状态。
5.2.4 能按有毒气体中毒事故应急预案实施现场急
救。
5.2.5 能应急处置化学灼伤、物体打击伤害。
5.2.6 能按照应急预案要求处理突发水质超标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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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工作领域

水环境监测与治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根据监测项目进行现场勘察及汇总调研资
料。
1.1.2 能根据监测项目编制、组织和落实相应的采样

1.1 样品采集、保 方案。
存与预处理

1.1.3 能采用硝酸-高氯酸法、盐酸法、高锰酸钾-过
硫酸钾法对样品进行消解预处理。
1.1.4 能采用蒸发浓缩法进行样品体积及待测组分
的浓缩预处理。
1.2.1 能采用蒸馏-滴定法测定样品的氨氮。

1. 水 环 境 1.2 样 品 监 测 分
监测

析

1.2.2 能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样品的镉、
铜、铅、锌、铁、锰。
1.2.3 能采用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样品的汞。
1.2.4 能采用原子荧光法测定样品的汞、砷、硒。
1.3.1 能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判断标准曲线的线性关
系。
1.3.2 能对标准曲线进行截距检验。

1.3 数据处理

1.3.3 能设计各类原始数据记录表。
1.3.4 能审定水质检测报告。
1.3.5 能根据测定数据编写水质分析报告。
1.3.6 能按实验室质量控制要求进行仪器标准化管
理。
2.1.1 能进行水处理单体构筑物工艺设计计算。
2.1.2 能进行水处理设备选型计算。

2.1 工 程 图 识 读 2.1.3 能进行水处理工艺平面布置设计。
2. 工 程 图 与设计

2.1.4 能进行水处理工艺高程计算。

设计与设备

2.1.5 能使用 CAD 软件绘制水处理工艺平面布置

安装

图和高程图。
2.2 设 备 与 管 线
安装

2.2.1 能进行管材、管件、阀门、仪表、设备清单计
算。
2.2.2 能进行水处理机械设备、构筑物附属设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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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清单计算。
2.2.3 能编制水环境在线监测设备、水处理设备等安
装施工方案。
2.2.4 能编制水环境在线监测设备、水处理设备等安
装施工预算。
3.1.1 能对动力配电线路进行安装、调试。
3.1.2 能进行交直流电动机控制电路的安装、调试。
3.1 电 机 与 电 气 3.1.3 能对电力线路进行装配如带电更换断电路、熔
控制

断器等。
注：电机与电气控制的其他要求按 GB/T 50169—
2016 规定的方法执行
3.2.1 能根据要求绘制选择序列功能图并进行程序
的输入 。
3.2.2 能按控制要求使用基本指令编写河道闸站、泵
站及 A/O、A2/O、SBR、MSBR 等水处理系统 PLC
控制程序。

3. 自 动 化
控制

3.2 PLC 控制

3.2.3 能用 PLC 改造河道闸站、泵站及 A/O、A2/O、
SBR、MSBR 等水处理继电控制电路。
3.2.4 能对河道闸站、泵站及水处理工艺的 PLC 控
制系统进行电路设计、安装及系统的软硬件联合调
试。
注：PLC 的其他要求按 GB/T 15969.2—2008 规定的
方法执行
3.3.1 能进行河道闸站、泵站及水处理工艺系统人机
界面设计。

3.3 组态控制

3.3.2 能用组态软件实现设备的联机调试。
3.3.3 能用组态软件进行监控中心动画和程序的编
制。
3.3.4 能够完成简单组态工程的设计。
4.1.1 能使用触摸屏、PLC 对闸站、泵站及水处理

4. 设 施 运
维

4.1 设施运行

系统进行联合调试。
4.1.2 能对 PLC 控制的河道闸站、泵站及 A/O、
A2/O、SBR、MSBR 等水处理控制系统进行调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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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4.1.3 能根据工艺流程完成对闸站、泵站及水处理系
统整机联动调试并实现数据监测。
4.1.4 能使用组态软件完成上位机监控界面对河道
闸站、泵站及 A/O、A2/O、SBR、MSBR 系统设备
的运行调试。
4.1.5 能使用组态软件设计对闸站、泵站及水处理系
统传感器回路及总线的检测。
4.1.6 能使用组态软件设计对闸站、泵站及水处理系
统的联动系统、主机控制系统的检测。
4.1.7 能对各类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利用分析结果
指导系统运行。
4.1.8 能通过设备运行管理，优化组织持续改进。
4.1.9 能对闸、泵、水处理设备等运行情况进行能耗
分析并提出节能措施。
4.1.10 能按工艺指标要求进行提标改造、优化调控
操作。
4.1.11 能熟练掌握在线监测仪器的操作、主要参数
的设定修改。
注：设施运行的其他要求按 GB/T 50106—2016、
GB50014—2006: 2016、HJ 2035—2013、HJ/T378
—2007、CJJ60—2011 和 HJ355—2019 规定的方法
执行
4.2.1 正确识读闸站、泵站及 A/O、A2/O、SBR、
MSBR 等水处理工艺电气控制原理图，分析和排除
电气故障。
4.2.2 能分析其他设备运行异常的原因，并提出排查
4.2 故障处理

方案。
4.2.3 能通过系统运行情况观察、分析判断故障现
象，调整运行参数和制定控制措施。
4.2.4 能进行交直流电动机控制电路常见故障诊断
与维修。
4.2.5 能对工程设施电气控制电路系统进行调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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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故障进行诊断与维修。
4.2.6 能分析季节性的水处理工艺、河道水质异常、
在线监测仪表常见问题及原因，并提出控制及调度
措施。
注：故障处理的其他要求按 GB/T 5465.2—2008、
CJJ 60—2011 和 HJ 2038—2014 规定的方法执行
4.3.1 能按质量管理要求调取技术资料和技术档案，
做好运行数据等统计、汇总及上报工作。
4.3.2 能编制水处理设备、装置和仪表等维修计划。
4.3.3 能编制设备备品、备件计划。
4.3.4 能对水环境监测与治理运维生产综合成本进
行分析。
4.3 维护保养

4.3.5 能针对水环境监测与治理运维成本过高制定
解决方案。
4.3.6 能对在线监测仪器进行日常保养，对仪器分析
系统进行维护检查、更换易损耗件。。
注：维护保养的其他要求按 GB/T 5465.2—2008、
CECS 97: 97、HJ/T 378—2007 和 CJJ 60—2011 规
定的方法执行
5.1.1 能按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实施消防安全检查。

5.1 安全生产

5.1.2 能按安全生产检查制度实施安全生产检查。
5.1.3 能组织安全生产培训。
5.1.4 能按安全防护知识实施现场急救与防护。

5. 安 全 生

5.2.1 能编制水污染事故应急监测方案，组织实验室

产与应急处

进行应急监测。

置

5.2.2 能处理突发危险化学品泄漏、危险废物泄露或
5.2 应急处置

污泥、污水超标排放事件现场。
5.2.3 能处理突发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和火灾爆炸
引发的次生环境污染事件现场。
5.2.4 能根据实施情况优化预案和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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