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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车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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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适用于车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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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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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3745-2017 物联网：术语
GB/Z
33750-2017 物联网：标准化工作指南
GB/T
36478-2018 物联网：信息交换和共享
GB/T
30290-2013 卫星定位车辆信息服务系统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8）
3 术语和定义
3.1 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IoT
通过感知设备，按照约定协议，连接物、人、系统和信息资源，实现对物
理和虚拟世界的信息进行处理并作出反应的智能服务系统。
[GB/T 33745-2017，定义 2.1.1]
3.2 感知设备 sensing device
能够获取对象信息的设备，并提供接入网络的能力。
[GB/T 33745-2017，定义 2.1.9]
3.3 物联网数据 Internet of things data
感知数据以及与感知对象关联的数据的统称。
[GB/T 36478-2018，定义 3.3.1]
3.4 物联网服务 IOT service
按照物联网服务提供商配置或用户定制的规则，通过自动地采集、传输和
处理数据而提供的服务。
[GB/T 33745-2017，定义 2.1.5]
3.5 物联网应用 IOT application
物联网在具体场景中的使用实例，向用户提供物联网服务的集合。
[GB/T 33745-2017，定义 2.1.6]
3.6 物联网安全 security for IoT
对物联网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私密性的保护，并可能涉及真实性、责任
制、不可否认性和可靠性等其他属性。
[GB/T 33745-2017，定义 2.3.1]
3.7 物联网安全管理 IoT security management
为保护物联网信息、设备的安全，对物联网系统所选择并施加的管理、操作和技术
等方面的控制。
[GB/T 33745-2017，定义 2.3.2]
3.8 数据采集 data acquisition
通过传感器测量电压、电流、温度、压力、声音、编码数据等电气或物理现象的过
程。
[GB/T 33745-2017，定义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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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数据分析 data analysis
为提取有用信息和形成结论而对数据加以详细研究和概括总结的过程。
[GB/T 33745-2017，定义 2.5.4]
3.10 车载终端 vehicle terminal;VT
安装在车辆上，执行位置信息处理、移动网络接入、车辆信号采集控制，可与其他
车载电子设备通信，提供信息服务中心所需的信息，完成信息服务中心控制指令的功能
实体。
[GB/T 30290-2013，定义 3.7]
3.11 车载终端通信单元 vehicle terminal transceiver;VTR
实现车载终端与信息服务中心通信的功能模块。
[GB/T 30290-2013，定义 3.8]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物联网技术应用、汽车电子技术应用、物流服务与管理、
新能源汽车装调与检修、通信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软件与信
息服务、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用、网络信息安全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物联网应用技术、物联网工程技术、城市信息化管理、智
能交通技术运用、汽车智能技术、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通信技术、计算机
应用技术、软件技术、云计算技术与应用、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控制技术、
智能产品开发、智能终端技术与应用、智能监控技术应用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物联网工程、城市轨道交通设备与控制、导航工
程、物流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技术与应用、计算机应用工程、软件工
程、网络工程、信息安全与管理、 通信工程等相关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物联网工程、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导航工程、交通工
程、物流工程、信息工程、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
信息安全、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应用电子技术教育、智能科学与技术、通信
工程等相关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物联网技术应用、汽车电子技术应用、物流服务与管理、
新能源汽车制造与检测、现代通信技术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
软件与信息服务、电子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用、网络信息安全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物联网应用技术、智能互联网络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
智能交通技术、汽车智能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现代通信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云计算技术应用、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控制
技术、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嵌入式技术应用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物联网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设备与控制技术、
导航工程技术、轨道交通车辆工程技术、物流工程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自动化技术与应用、计算机应用工程、软件工程技术、网络工程技术、信息安
全与管理、光电信息工程技术、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现代通信工程等相关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物联网工程、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导航工程、交通工
程、物流工程、信息工程、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
信息安全、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应用电子技术教育、智能科学与技术、通信
工程等相关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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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联网集成应用】（初级）：主要面向车联网系统单元装配、车联网
平台操作、车联网服务应用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车联网系统的安装和集成
等工作，从事车联网系统的识别选型、安装接线、参数设置等工作。
【车联网集成应用】（中级）：主要面向车联网系统单元维护、车联网
平台运营、车联网服务管理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车联网系统的维护和优化
等工作，从事车联网系统的故障排查、维护保养、安全检查与配置、业务流
程规划等工作。
【车联网集成应用】（高级）：主要面向车联网系统单元集成开发、车
联网平台功能开发、车联网服务集成开发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车联网系统
的集成和开发等工作，从事车联网系统的集成开发方案规划、硬件集成开发、
软件编写调试、定制化服务开发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车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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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联网集成应用】
（初级）：主要职责是完成车联网车载端和路侧端设备的
安装操作、车联网云平台的应用操作、车联网应用服务的安装操作等工作。
【车联网集成应用】
（中级）：主要职责是完成车联网车载端和路侧端设备的
调试运维、车联网云平台的管理运维、车联网应用服务的配置规划等工作。
【车联网集成应用】（高级）：主要职责是完成车联网车载端和路侧端设备、
车联网云平台和车联网应用服务的集成开发等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1 车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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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能根据系统参数要求，对车载信息交
互控制单元进行识别、选型。
1.1.2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使用安装工
具，对车载信息交互控制单元进行安装。
1.1.3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安装车载信息交
1.1 车载信息交 互控制单元的系统软件。
互控制单元安装 1.1.4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对车载信息交
操作
互控制单元进行配置。
1.车联网通信
1.1.5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对车载信息交
计算单元集成
互控制单元进行系统软件修复、升级。
应用
1.2.1 能根据系统参数要求，对路侧协同通
信单元进行识别、选型。
1.2.2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使用安装工
具，对路侧协同通信单元进行安装。
1.2路侧协同通
1.2.3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安装路侧协同通
信单元安装操作
信单元的系统软件。
1.2.4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对路侧协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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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单元进行配置。
1.2.5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对路侧协同通
信单元进行系统软件修复、升级。
1.3.1 能根据系统参数要求，对路侧边缘计
算单元进行识别、选型。
1.3.2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使用安装工
具，对路侧边缘计算单元进行安装。
1.3.3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安装路侧边缘计
1.3 路侧边缘计 算单元的系统软件。
算单元安装操作 1.3.4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对路侧边缘计
算单元进行配置。
1.3.5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对路侧边缘计
算单元进行系统软件修复、升级。

2.车联网感知
控制单元集成
应用

2.1.1 能根据系统参数要求，对路侧传感单
元进行识别、选型。
2.1.2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使用安装工
具，对路侧传感单元进行安装。
2.1 路侧传感单 2.1.3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安装路侧传感单
元集成安装操作 元的系统软件。
2.1.4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对路侧传感单
元进行配置。
2.1.5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对路侧传感单
元进行系统软件修复、升级。
2.2.1 能根据系统参数要求，对路侧网络安
全单元进行识别、选型。
2.2.2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使用安装工
具，对路侧网络安全单元进行安装。
2.2.3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安装路侧网络安
2.2 路侧网络安 全单元的系统软件。
全单元安装操作 2.2.4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对路侧网络安
全单元进行配置。
2.2.5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对路侧网络安
全单元进行系统软件修复、升级。
2.3.1 能根据系统参数要求，对路侧交通信
号控制单元进行识别、选型。
2.3.2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使用安装工
2.3 路侧交通信
具，对路侧交通信号控制单元进行安装。
号控制单元安装
2.3.3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安装路侧交通信
操作
号控制单元的系统软件。
2.3.4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对路侧交通信
号控制单元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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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对路侧交通信
号控制单元进行系统软件修复、升级。

3.1车联网云平
台应用操作

3.1.1 能按照云平台使用手册，进行实时和历
史数据的查询、查看。
3.1.2 能按照云平台使用手册，进行实时和历
史事件的查询、查看。
3.1.3 能按照云平台使用手册，对数据统计报
表进行查看，并进行分析。
3.1.4 能按照云平台使用手册，对用户、应用
服务等数据进行管理。

3.2.1 能按照应用服务操作手册，对车联网
Web 服务进行安装。
3.2车联网Web服
3.2.2 能按照应用服务操作手册，对车联网
务安装操作
Web 服务进行操作。
3.3.1 能按照应用服务操作手册，对车联网车
载端服务进行安装。
3.3车联网车载
3.3.2 能按照应用服务操作手册，对车联网车
端服务安装操作
3.车联网服务
载端服务进行操作。
集成应用
3.4.1 能按照应用服务操作手册，对车联网手
持端服务进行安装。
3.4车联网手持
3.4.2 能按照应用服务操作手册，对车联网手
端服务安装操作
持端服务进行操作。
3.5.1 能理解车联网场景定义、通信方式、性
能要求及实现逻辑。
3.5 车联网场景 3.5.2 能理解车联网主要场景应用设备部署
方案应用
方式以及网络拓扑图。
3.5.3 能根据车联网场景方案，选型合适的设
备实现场景。
表2 车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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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运用检测工
具，对车载信息交互控制单元进行检测和设备
调试。
1.1.2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运用诊断工
1.车联网通信
1.1车载信息交 具，对车载信息交互控制单元故障进行诊断，
计算单元调试
互控制单元调试 并对故障进行排查和处理。
运维
运维
1.1.3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对车载信息交
互控制单元进行数据存储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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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运用信息安全工
具，对车载信息交互控制单元进行安全检查检
测和安全配置。
1.2.1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运用检测工
具，对路侧协同通信单元进行检测和设备调
试。
1.2.2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运用诊断工
具，对路侧协同通信单元故障进行诊断，并对
故障进行排查和处理。
1.2 路侧协同通
1.2.3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对路侧协同通
信单元调试运维
信单元进行数据存储和维护。
1.2.4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运用信息安全工
具，对路侧协同通信单元进行安全检查检测和
安全配置。
1.3.1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运用检测工
具，对路侧边缘计算单元进行检测和设备调
试。
1.3.2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运用诊断工
具，对路侧边缘计算单元故障进行诊断，并对
故障进行排查和处理。
1.3 路侧边缘计
1.3.3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对路侧边缘计
算单元调试运维
算单元进行数据存储和维护。
1.3.4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运用信息安全工
具，对路侧边缘计算单元进行安全检查检测和
安全配置。
2.1.1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运用检测工
具，对路侧传感单元进行检测和设备调试。
2.1.2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运用诊断工
具，对路侧传感单元故障进行诊断，并对故障
2.1 路侧传感单 进行排查和处理。
元调试运维
2.1.3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对路侧传感单
元进行数据存储和维护。
2.1.4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运用信息安全工
具，对路侧传感单元进行安全检查检测和安全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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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车联网感知
控制单元调试
运维

2.2.1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运用检测工
具，对路侧网络安全单元进行检测和设备调
试。
2.2.2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运用诊断工
具，对路侧网络安全单元故障进行诊断，并对
故障进行排查和处理。
2.2 路侧网络安
2.2.3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对路侧网络安
全单元调试运维
全单元进行数据存储和维护。
2.2.4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运用信息安全工
具，对路侧网络安全单元进行安全检查检测和
安全配置。
2.3.1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运用检测工
具，对路侧交通信号控制单元进行检测和设备
调试。
2.3.2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运用诊断工
2.3 路侧交通信 具，对路侧交通信号控制单元故障进行诊断，
号控制单元调试 并对故障进行排查和处理。
运维
2.3.3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对路侧交通信
号控制单元进行数据存储和维护。
2.3.4 能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运用信息安全工
具，对路侧交通信号控制单元进行安全检查检
测和安全配置。

3.1车联网云平
台管理运维

3.1.1 能按照云平台使用手册，对实时和历史
数据进行管理。
3.1.2 能按照云平台使用手册，对实时和历史
事件进行管理。
3.1.3 能按照云平台使用手册，对平台操作、
安全、业务等日志进行查看，并进行分析。
3.1.4 能按照云平台使用手册，对事件进行自
动下发、手动下发、规则制定等管理。
3.1.5 能按照云平台使用手册，对故障进行分
析，并进行处理。
3.1.6. 能按照云平台使用手册，对故障进行
管理。

3.2.1 能按照应用服务操作手册，对车联网
3.车联网服务
Web 服务进行配置。
3.2车联网Web服
配置管理
3.2.2 能按照应用服务操作手册，对车联网
务配置规划
Web 服务进行业务流程的规划。
3.3.1 能按照应用服务操作手册，对车联网车
3.3车联网车载 载端服务进行配置。
端服务配置规划 3.3.2 能按照应用服务操作手册，对车联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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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端服务进行业务流程的规划。

3.4.1 能按照应用服务操作手册，对车联网手
持端服务进行配置。
3.4车联网手持
3.4.2 能按照应用服务操作手册，对车联网手
端服务配置规划
持端服务进行业务流程的规划。
3.5.1 能理解车联网场景实现原理、数据交互
需求，并绘制场景实现流程图。
3.5 车联网场景 3.5.2 能依照道路方案设计案例，在给定道路
方案设计
地图中选取合适的点位和设备设计车联网场
景方案，并输出设备清单。
3.5.3 能基于场景方案设计输出网络拓扑图。
表3 车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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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能按照产品和技术规范，对车载信息
交互控制单元的软硬件集成开发、运维、信息
安全等方案进行规划，并编写相应文档。
1.1.2 能按照产品和技术规范，运用EDA软
件，对车载信息交互控制单元进行相关硬件集
1.1 车载 信息交
成开发。
互控制单元集成
1.1.3 能按照产品和技术规范，使用相应的
1.车联网通信 开发
软件开发环境，对车载信息交互控制单元进行
计算单元集成
相关软件的编写和调试。
开发
1.2.1 能按照产品和技术规范，对路侧协同
通信单元的软硬件集成开发、运维、信息安全
等方案进行规划，并编写相应文档。
1.2.2 能按照产品和技术规范，运用EDA软
件，对路侧协同通信单元进行相关硬件集成开
1.2 路侧 协同通
发。
信单元集成开发
1.2.3 能按照产品和技术规范，使用相应的
软件开发环境，对路侧协同通信单元进行相关
软件的编写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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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能按照产品和技术规范，对路侧边缘
计算单元的软硬件集成开发、运维、信息安全
等方案进行规划，并编写相应文档。
1.3.2 能按照产品和技术规范，运用EDA软
件，对路侧边缘计算单元进行相关硬件集成开
1.3 路侧边缘计
发。
算单元集成开发
1.3.3 能按照产品和技术规范，使用相应的
软件开发环境，对路侧边缘计算单元进行相关
软件的编写和调试。
2.1.1 能按照产品和技术规范，对路侧传感
单元的软硬件集成开发、运维、信息安全等方
案进行规划，并编写相应文档。
2.1 路侧传感单 2.1.2 能按照产品和技术规范，运用EDA软
元集成开发
件，对路侧传感单元进行相关硬件集成开发。
2.1.3 能按照产品和技术规范，使用相应的
软件开发环境，对路侧传感单元进行相关软件
的编写和调试。
2.2.1 能按照产品和技术规范，对路侧网络
安全单元的软硬件集成开发、运维、信息安全
2. 车 联 网 感 知
等方案进行规划，并编写相应文档。
控制单元集成
2.2.2 能按照产品和技术规范，运用EDA软
开发
件，对路侧网络安全单元进行相关硬件集成开
2.2 路侧网络安
发。
全单元集成开发
2.2.3 能按照产品和技术规范，使用相应的
软件开发环境，对路侧网络安全单元进行相关
软件的编写和调试。
2.3.1 能按照产品和技术规范，对路侧交通
信号控制单元的软硬件集成开发、运维、信息
安全等方案进行规划，并编写相应文档。
2.3 路侧交通信 2.3.2 能按照产品和技术规范，运用EDA软
号控制单元集成 件，对路侧交通信号控制单元进行相关硬件集
开发
成开发。
2.3.3 能按照产品和技术规范，使用相应的
软件开发环境，对路侧交通信号控制单元进行
相关软件的编写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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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能按照云平台使用手册，进行接口的适
配，实现数据的接入。
3.1.2 能按照云平台使用手册，运用合适的工
具，对数据进行分析。
3.1.3 能按照云平台使用手册，进行软件部
3.1 车联 网云平
署、远程配置和安全OTA升级等系统运维。
台集成开发
3.1.4 能根据系统集成开发要求，按照云平台
使用手册，对云平台服务的管理、运维等方案
进行规划，并编写相应文档。
3.2.1 能根据产品和技术规范，对车联网Web
服务的集成开发方案进行规划，并编写相应文
档。
3.2车联网Web服
3.2.2 能根据产品和技术规范，按照平台开放
务集成开发
接口标准，使用相应的软件开发环境，构建定
制化车联网Web服务。
3.3.1 能根据产品和技术规范，对车联网车载
端服务的集成开发方案进行规划，并编写相应
文档。
3.车联网服务 3.3 车联 网车载 3.3.2 能根据产品和技术规范，按照平台开放
端服务集成开发
集成开发
接口标准，使用相应的软件开发环境，构建定
制化车联网车载端服务。
3.4.1 能根据产品和技术规范，对车联网Web
服务的集成开发方案进行规划，并编写相应文
档。
3.4 车联 网手持
3.4.2 能根据产品和技术规范，按照平台开放
端服务集成开发
接口标准，使用相应的软件开发环境，构建定
制化车联网手持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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