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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激光加工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的等级、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和职
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激光加工技术应用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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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320-2011 激光设备和设施的电气安全
3 术语和定义
3.1 激光器 Laser
发射激光的装置，能产生受激辐射波长直到1mm的相干辐射的器件。激光器
可按激光介质、结构、输出特性或泵浦方式等分类。
3.2 激光辐射 Laser Radiation
由激光器产生的，波长直到1mm的相干电磁辐射。它由物质的粒子受激发射
放大产生，具有良好的单色性、相干性和方向性。
3.3 激光介质 Laser Medium
具有光增益作用的介质。
3.4 泵浦源 Pump Source
泵浦源的作用是对激光工作物质进行激励，将激活粒子从基态抽运到高能级，
以实现粒子数反转。根据工作物质和激光器运转条件的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激
励方式和激励装置。常见的有以下4种：光学激励（光泵浦）、气体放电激励、
化学激励、核能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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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激光装置 Laser Device
由激光器和使激光器说必须的外围器件（即：冷却、温控、供电和供气等单
元）所组成的装置。
3.6 光学谐振腔 Optical Resonant Cavity
光学谐振腔是光波在其中来回反射从而提供光能反馈的空腔，是激光器的必
要组成部分。通常由两块与工作介质轴线垂直的平面或凹球面反射镜构成。工作
介质实现了粒子数反转后就能产生光放大。谐振腔的作用是选择频率一定、方向
一致的光作最优先的放大，而把其他频率和方向的光加以抑制。
3.7 激光组件 Laser Assembly
由激光装置与专门用来处理光束的光、机、电部件所组成的组件。
3.8 激光设备 Laser Nnit
由一个或多个激光组件以及操作、测量、控制系统所组成的设备。
3.9 电光效应 Electro-optic Effect
介质的折射率在电场的作用下发生变化的现象。
3.10 声光效应 Acousto-optic Effect
声波对通过介质的光引起的衍射或散射的现象。
3.11 磁光效应 Magneto-optic Effect
介质的光学性能在磁场中发生变化的现象。
3.12 激光材料加工

Laser Material Processing

利用高功率（能量）密度的激光束作用于被加工材料，使之发生物理和化学
的变化，从而改变加工材料的几何形状、组织结构和人力学性能等。
3.13 激光打孔 Laser Drilling
把激光束聚焦到工件上，利用高功率（能量）密度的激光束作用在工件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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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置形成具有一定直径和深度的孔。
3.14 激光打标 Laser Marking
在各种不同材料的工件表面用较高功率（能量）密度的激光烧蚀或改变材料
颜色形成标记。
3.15 激光焊接 Laser Welding
利用高功率（能量）密度激光束作用于被加工工件，使其吸收激光能量而产
生熔化，形成特定的熔池，使相同或者不同材料的工件实现焊接。
3.16 激光切割 Laser Cutting
利用高功率（能量）密度激光束作用于被加工工件，使其吸收激光能量而产
生熔化、汽化或冲击断裂，从而达到切割工件的目的。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光电仪器制造与维修、机械制造技术、机械加工技术、机电
技术应用、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金属热加工、焊接技术应用、电气运行与控制、
电气技术应用、电子技术应用、模具制造技术、数控技术应用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特种加工技术、激光加工技术、光电制造与应用技术、机电
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机械设计与制造、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焊接技术
与自动化、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智能产品开发、电子制造技术与设备、数控技
术、光电技术应用等相关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技术、
金属材料工程、机械工艺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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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光电仪器制造与维修、机械制造技术、机械加工技术、数控
技术应用、模具制造技术、机电技术应用、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金属热加工、
焊接技术应用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特种加工技术、智能光电制造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
设计与制造、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智能焊接技术、机电设备技术、智能产品开发
与应用、电子产品制造技术等相关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技术、
金属材料工程、机械工艺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
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数控技术等相关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激光加工技术应用】（初级）：主要面向激光器件制造企业的激光器装配、

激光电源装配等职业岗位；激光设备制造企业的激光设备装配等职业岗位；激光
产品应用企业的激光设备操作、维护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激光器件装配、激光
电源装配、激光设备及相关辅助器件装配、激光设备操作、激光设备日常维护等
工作，从事激光器件及设备的装配、操作、日常维护等工作。
【激光加工技术应用】（中级）：主要面向激光器件制造企业的技术型销售、

技术（售后）服务、调试及工艺等职业岗位；激光设备制造企业的设备总装调试、
产品测试及工艺、技术型销售、技术服务（售后）等职业岗位；激光产品应用企
业的系统运维、产品测试及工艺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激光器件及设备的销售、
激光器件及设备的售后维护、激光器件及设备的工艺参数调试、激光器件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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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装联调、工艺产品试样、激光器件及设备的运行维护等工作，从事激光器件
及设备的销售、装配、调试、工艺及售后等工作。
【激光加工技术应用】（高级）：主要面向激光器件制造企业的技术（售后）

服务、技术型销售、调试及工艺、产品研发（结构/电气）等职业岗位；激光设
备制造企业的产品研发（结构/电气）、产品测试及工艺、技术型销售、技术服
务（售后）等职业岗位；激光产品应用企业的系统运维、产品测试及工艺等职业
岗位。主要完成激光器件及设备的销售、激光器件及设备的售后维护、激光器件
及设备的工艺参数调试、激光器件及设备的总装联调、工艺产品试样、激光器件
及设备的运行维护、激光器件及设备的产品开发等工作，从事激光器件及设备的
销售、装调、工艺、售后、产品开发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激光加工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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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加工技术应用】（初级）：初级证书持有者能遵循激光设备和设施的
电气安全操作规范，具有能依据机械装配图、电气原理图和工艺指导文件完成激光
器件、激光设备及其相关系统的安装和调试，能依据维护手册对激光器件、激光设
备及其相关系统进行定期保养与维护，具备激光设备及其相关系统的操作能力。
【激光加工技术应用】（中级）：中级证书持有者能遵循激光设备和设施的
电气安全操作规范，具有能依据机械装配图、电气原理图和工艺指导文件独立完
成激光器件、激光设备及其相关系统的安装调试及工艺检测，对激光设备及其相
关系统进行基本的参数设定、软件编程和操作，依据维护手册对激光器件、激光
设备及其相关系统进行定期保养与维护，能发现激光器件、激光设备及其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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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常见故障并进行处理的能力。
【激光加工技术应用】（高级）：高级证书持有者能遵循激光设备和设施的
电气安全操作规范，具有能依据机械装配图、电气原理图和工艺指导文件指导或
培训操作人员完成激光器件、激光设备及其相关系统的安装调试及工艺检测，能
对激光器件、激光设备及其相关系统进行机械结构与电气系统设计，能根据实际
要求对激光设备及其相系统进行工艺设计和加工程序设计，能够对激光设备及其
相关系统中复杂程序进行操作、编程和调整，能发现激光器件、激光设备及其相
关系统的常规和异常故障并对故障进行处理，能进行预防性维护的能力。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激光加工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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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对激光器件、激光设备及其系统进行安全
1.1 激光加工 风险控制。
安 全 操 作 规 1.1.2 能够遵循安全操作规范进行激光器件、激光设
范的执行
备及其系统的安装及调试。
1.1.3 能够主动穿戴激光防护作业设备设施。

1. 激 光 器
件、激光
设备及其
系统的安
全操作
1.2 安全操作
要求的执行

1.2.1 能够识读激光器件、激光设备及其系统的安全
标识。
1.2.2 能够根据激光器件、激光设备及其系统的潜在
危险采取避免措施。
1.2.3 能够按照规范安全使用工具。
1.2.4 能够确认激光器件、激光 设备及其系统 的用
电、气体及周边物理环境安全。
1.2.5 能够确认激光器件、激光设备及其系统开关机
的安全环境。

2.1.1 能够识别机械工程装配图纸、读图及按图装配
2. 激 光 器
施工。
件 、 激 光 2.1 技术文件 2.1.2 能够识别电气原理图、装配接线图纸，读图和
设 备 及 其 识读
按图施工。
系统生产
2.1.3 能够根据激光器件、激光设备装配工艺指导文
件完成装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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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能够熟练使用剥线钳、电烙铁进行线路焊接。
2.2.2 能够熟练使用万用表进行线路检测。
2.2.3 能够熟练使用一字/十字螺丝刀进行螺钉的装
2.2 常规工具
卸。
的使用
2.2.4 能够熟练使用内六角扳手/活动扳手等工具进行
零件装卸。
2.2.5 能够熟练使用万用表进行线路检测。
2.3.1 能够识别全反射/半反射镜片。
2.3 光学零件
2.3.2 能够按照规范对光学镜片进行清洁。
的识别及光
2.3.3 能够识别光学镜片镀膜面。
学仪器的操
2.3.4 能够识别红光发射器规格。
作调试
2.3.5 能够识别各类分光镜片的规格。
2.4.1 能够进行聚光腔安装及调整。
2.4.2 能够完成泵浦源的装配。
2.4 激 光 器 2.4.3 能够正确完成聚光腔清洁。
的装配
2.4.4 能够进行激光谐振腔光路的搭建，完成各光学
模组的顺序装配。
2.4.5 能够根据激光器类型完成激光谐振腔调整。
2.5.1 能够完成基准光（红光）的调试。
2.5.2 能够完成激光腔的中心位置校准调试。
2.5 激 光 器
2.5.3 能够完成半反射/全反射模组的位置装调。
的调试
2.5.4 能够根据激光器类型，完成激光输出调试。
2.5.5 能够进行激光光斑微调整。
2.6.1 能够根据机械装配图进行机床的组件装配（工
2.6 激光设备
作台的装配）。
及其系统机
2.6.2 能够根据机械装配图完成机床的整体结构连接
床部分装配
整装。
2.7.1 能够完成进水（热进水） 循环水路的组 装工
艺。
2.7.2 能够完成出水（冷出水） 循环水路的组 装工
2.7 冷却装置
艺。
的装配
2.7.3 能够完成过滤器的安装工艺。
2.7.4 能够完成流量计的安装工艺。
2.7.5 能够完成冷却装置整体循环系统的连接。
2.8.1 能够完成同轴吹气组件（ 空气净化与吹 扫辅
2.8 辅助装置
件）的装配调试。
及组件的装
2.8.2 能够完成旁轴吹气组件（ 空气净化与吹 扫辅
配调试
件）的装配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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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能够根据生产工艺文件进行工装夹具的安装。
3.1.1 能够熟练使用万用表进行线路检测。
3.1.2 能够熟练使用一字/十字螺丝刀进行螺钉的装
卸。
3.1 检测工具 3.1.3 能够熟练使用内六角扳手/活动扳手等工具进行
的使用
零件装卸。
3.1.4 能够熟练使用激光检测仪器、机械及电气精度
检测仪器等专用设备（激光功率计/能量计、水平尺、
万用表等）。
3.2.1 能够识别全反射/半反射镜片。
3.2 光学零件
3.2.2 能够按照操作规范对光学镜片进行清洁。
的识别及光
3.2.3 能够识别光学镜片镀膜面。
学仪器的操
3.2.4 能够识别红光发射器规格。
作调试
3.2.5 能够识别各类分光镜片的规格。
3.3.1 能够对聚光腔组装标准进行检测。
3.3 激光器装 3.3.2 能够对泵浦源装配标准的检测。
配 标 准 的 检 3.3.3 能够对激光腔的中心位置装配标准进行检测。
3.3.4 能够对谐振腔搭建标准进行检测。
3．激光器 测
3.3.5 能够对对激光器类型选择的腔长进行检测。
件、激光
设备及其
3.4.1 能够根据激光器类型，完成激光输出调试。
系 统 的 质 3.4 激光光束 3.4.2 能够进行激光光斑微调整。
质量的检测
检
3.4.3 能够使用激光检测设备（激光功率计/能量计）
进行激光光束品质的检测。
3.5 激光设备
及其系统机
床部分装配
标准的检测

3.5.1 能够根据机械装配图对机床装配的规范进行检
测。
3.5.2 能够使用测量工具（水平尺）对机床进行水平
校准。

3.6.1 能够对进水（热进水）循环水路的组装工艺标
准进行检测。
3.6 冷却装置 3.6.2 能够对出水（冷出水）循环水路的组装工艺标
的 调 试 与 检 准进行检测。
测
3.6.3 对过滤器的安装工艺、流量计的安装工艺标准
进行检测。
3.6.4 对冷却装置的运行及功能标准进行检测。
3.7.1 能够对同轴吹气组件的调试及安装标准进行检
3.7 辅助装置
测。
及组件的调
3.7.2 能够对旁轴吹气组件的调试及安装标准进行检
试与检测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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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能够对气体调节阀的调试及吹气量标准进行检
测。
3.7.4 能够根据生产工艺文件对工装夹具的生产精度
及安装规范进行检测。
3.8 激 光 器
件、激光设
备性能指标
的检测

4.激光器
件、激光
设备及其
系统管理

5.激光器
件、激光
设备及其
系统的日
常维护

3.8.1 能够根据激光设备类别完 成激光功率检 测工
艺。
3.8.2 能够掌握激光能量检测工艺。
3.8.3 能够掌握激光器保护装置检测工艺。

4.1.1 能够识别各类激光镜片种类并根据其类别进行
分类信息管理。
4.1.2 能够识别各类激光泵浦源种类并根据其类别进
4.1 激光器件
行分类信息管理。
规格识别及
4.1.3 能够识别激光晶体种类并根据其规格进行分类
分类管理
信息管理。
4.1.4 能够识别激光器种类并根据其规格进行分类信
息管理。
4.2.1 能够识别各类激光打标设备的规格并根据其类
别进行分类信息管理。
4.2 激光设备 4.2.2 能够识别各类激光焊接设备的规格并根据其类
和 系 统 的 种 别进行分类信息管理。
类 识 别 及 分 4.2.3 能够识别各类激光切割设备的规格并根据其规
类管理
格进行分类信息管理。
4.2.4 能够识别各类激光热处理系统的规格并根据其
规格进行分类信息管理。

5.1 激 光 器
件、激光设
备及其系统
的日常保养
及维护

5.1.1 能够根据器件使用周期完成激光器的清洗保养
工作。
5.1.2 能够完成激光镜片的清洗保养工作。
5.1.3 能够完成辅助装置（空气净化与吹扫）的清洁
工作。
5.1.4 能够完成冷却装置的冷却介质更换工作。
5.1.5 能够完成机械系统的保养工作（机械关节除尘/
润滑）。

5.2 激 光 器
件、激光设
备及其系统
常见故障诊
断

5.2.1 能够判断激光晶体是否损坏。
5.2.2 能够判断泵浦源是否损坏及其使用寿命。
5.2.3 能够判断激光镜片是否损坏。
5.2.4 能够判断激光电源是否工作正常。
5.2.5 能够判断保护装置是否工作正常。
5.2.6 能够判断机械传动机构是否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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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能够根据激光打标设备规格完成开关机操作。
6.1 激光打标
6.1.2 能够完成激光打标设备的软件操作。
设备的加工
6.1.3 能够完成激光打标设备的参数设置。
操作
6.1.4 能够进行激光打标设备的加工工艺调试。

6.激光设
备及其系
统操作

6.2.1 能够根据激光雕刻设备规格完成开关机操作。
6.2 激光雕刻
6.2.2 能够完成激光雕刻设备的软件操作。
设备的加工
6.2.3 能够完成激光雕刻设备的参数设置。
操作
6.2.4 能够进行激光雕刻设备的加工工艺调试。
6.3.1 能够根据工艺路线完成针对性的参数设置。
6.3 生产工艺 6.3.2 能够完成激光焦距的选择及调试。
流 程 的 操 作 6.3.3 能够完成吹气量的选择及调试。
执行
6.3.4 能够根据加工工艺流程完成加工对象编辑、导
入、调整及排版。
6.4 激光设备 6.4.1 能够根据图纸完成图形导入导出。
的操作加工
6.4.2 能够根据加工工艺要求，完成工艺参数设置。
6.5 加工产品 6.5.1 能够分析加工产品的加工效果，并根据实际情
缺陷分析
况调整加工工艺。
表2

工作领域

1.激光器
件、激光
设备及其
系统的安
全操作

激光加工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够对激光器件、激光设备及其系统进行安全风
1.1 激光加工 险控制。
安全操作规
1.1.2 能够遵循安全操作规范进行激光器件、激光设备
范的执行
及其系统的安装及调试。
1.1.3 能够主动穿戴激光防护作业设备设施。
1.2.1 能够识读激光器件、激光设备及其系统的安全标
识。
1.2.2 能够根据激光器件、激光设备及其系统的潜在危
险采取避免措施。
1.2 安全操作
1.2.3 能够按照规范安全使用工具。
要求
1.2.4 能够确认激光器件、激光设备及其系统的用电、
气体及周边物理环境安全。
1.2.5 能够确认激光器件、激光设备及其系统开关机的
安全环境。

2. 激 光 器
件 、 激 光 2.1 技术文件
设 备 及 其 识读
系 统 生

2.1.1 能够识别机械工程装配图纸、读图及按图装配施
工。
2.1.2 能够识别电气原理图、装配接线图纸，读图和按
图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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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装配
调试

2.1.3 能够根据激光器件、激光设备装配工艺指导文
件完成装配工作。
2.2.1 能够熟练使用剥线钳、电烙铁进行线路焊接。
2.2.2 能够熟练使用万用表进行线路检测。
2.2.3 能够熟练使用一字/十字螺丝刀进行螺钉的装
2.2 常规工具
卸。
的使用
2.2.4 能够熟练使用内六角扳手/活动扳手等工具进行
零件装卸。
2.2.5 能够使用示波器进行设备能量输出稳定性测试。
2.3.1 能够识别全反射/半反射镜片。
2.3.2 能够按照规范对光学镜片进行清洁操作。
2.3 光学零件
2.3.3 能够识别光学镜片镀膜面。
的识别及光
2.3.4 能够识别红光发射器规格。
学仪器的操
2.3.5 能够识别各类分光镜片的规格。
作调试
2.3.6 能够识别各类耦合镜片的规格。
2.3.7 能够识别各类光纤的规格。
2.4.1 能够进行聚光腔组装。
2.4.2 能够完成泵浦源的装配。
2.4 激 光 器 2.4.3 能够完成激光聚光腔中心位置调整。
的装配
2.4.4 能够进行激光谐振腔光路的搭建，完成各光学模
组的顺序装配。
2.4.5 能够根据激光器类型完成谐振腔位置调整。
2.5.1 能够完成基准光（红光）的调试。
2.5.2 能够完成激光腔的中心位置校准调试。
2.5 激 光 器 2.5.3 能够完成半反射/全反射模组的位置装调。
的 调 试 及 光 2.5.4 能够根据激光器类型，完成激光输出调试。
束品质测量
2.5.5 能够进行激光光斑微调整。
2.5.6 能够使用激光检测设备（激光功率计/能量计）
进行激光光束品质的检测。
2.6.1 能够根据机械装配图进行机床的组件装配（工作
台的装配）。
2.6 激光设备
2.6.2 能够根据机械装配图完成机床的整体结构连接整
及其系统机
装。
床部分装配
2.6.3 能够使用测量工具（水平尺）对机床进行水平校
准
2.7.1 能够完成进水（热进水）循环水路的组装工艺。
2.7 冷却装置
2.7.2 能够完成出水（冷出水）循环水路的组装工艺。
的装配
2.7.3 能够完成过滤器的安装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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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能够完成流量计的安装工艺。
2.7.5 能够完成冷却装置整体循环系统的连接。
2.7.6 能够完成冷却装置试运行及功能测试。
2.8.1 能够完成同轴吹气组件（空气净化与吹扫辅件）
的装配调试。
2.8 辅助装置
2.8.2 能够完成旁轴吹气组件（空气净化与吹扫辅件）
及组件的装
的装配调试。
配调试
2.8.3 能够完成各规格气压/流量阀的装配。
2.8.4 能够根据生产工艺文件进行工装夹具的安装。
2.9.1 能够根据施工图纸将激光设备的光路模块、电气
控制模块、冷却模块、机械传动模块进行连接，完成
设备整机的功能调试。
2.9 激光设备
2.9.2 能够完成激光输出控制联调。
及系统的整
2.9.3 能够完成工作台运动控制联调。
机装配、光
2.9.4 能够完成工作台行程及零、限位功能联调。
机电联调
2.9.5 完成激光器保护功能联调。
2.9.7 完成辅助吹气输出控制联调。
2.9.7 完成辅助吹气输出控制联调。
2.10.1 能够完成 CNC 数控软件的参数设置及调整、图
2.10 激 光 控 形绘制及轨迹编辑。
制 系 统 软 件 2.10.2 能够完成 EzCAD 激光控制软件的参数设置及调
设 置 及 参 数 整、图形绘制及轨迹编辑。
调整
2.10.3 能够根据工艺要求，使用相应第三方绘图软件
完成加工对象绘制、编辑。
2.11.1 能够完成步进驱动器的电流、细分数、方向等
2.11 电 控 器
参数设置。
件的参数设
2.11.2 能够完成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安装及调试。
置
2.12.1 能够根据设备种类完成设备开关机、软件操作
2.12 激 光 设 （完成激光打标、焊接、雕刻、切割设备的常规操
备 的 加 工 操 作）。
作
2.12.2 能够完成夹具安装调试。
2.12.3 能够完成激光设备的基本参数设置。
3．激光器
件、激光
3.1 检测工具
设备及其
的使用
系统的质
检

3.1.1 能够熟练使用万用表进行线路检测。
3.1.2 能够熟练使用一字/十字螺丝刀进行螺钉的装
卸。
3.1.3 能够熟练使用内六角扳手/活动扳手等工具进行
零件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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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能够熟练使用激光检测仪器、机械及电气精度检
测仪器等专用设备（激光功率计/能量计、水平尺
等）。
3.2.1 能够识别全反射/半反射镜片。
3.2.2 能够按照规范对光学镜片进行清洁。
3.2 光学零件
3.2.3 能够识别光学镜片镀膜面。
的识别及光
3.2.4 能够识别红光发射器规格。
学仪器的操
3.2.5 能够识别各类分光镜片的规格。
作调试
3.2.6 能够识别各类耦合镜片的规格。
3.2.7 能够识别各类光纤的规格。
3.3.1 能够对聚光腔组装标准进行检测。
3.3.2 能够对泵浦源装配标准的检测。
3.3 激光器装
3.3.3 能够对聚光腔中心位置的装配标准进行检测。
配标准的检
3.3.4 能够对谐振腔搭建标准进行检测。
测
3.3.5 能够根据激光器类型对谐振腔装配位置进行检
测。
3.4.1 能够根据激光器类型，完成激光输出调试。
3.4 激光光束 3.4.2 能够进行激光光斑微调整。
质量的检测
3.4.3 能够使用激光检测设备（激光功率计/能量计）
进行激光光束品质的检测。
3.5 激光设备
及其系统机
床部分装配
标准的检测

3.5.1 能够根据机械装配图对机床装配的规范进行检
测。
3.6.2 能够使用测量工具（水平尺）对机床进行水平校
准。

3.6.1 能够对进水（热进水）循环水路的组装工艺标准
进行检测。
3.6 冷却装置 3.6.2 能够对出水（冷出水）循环水路的组装工艺标准
的 调 试 与 检 进行检测。
测
3.6.3 对过滤器的安装工艺、流量计的安装工艺标准进
行检测。
3.6.4 对冷却装置的运行及功能标准进行检测。
3.7.1 能够对同轴吹气组件的调试及安装标准进行检
测。
3.7 辅助装置 3.7.2 能够对旁轴吹气组件的调试及安装标准进行检
及 组 件 的 调 测。
试与检测
3.7.3 能够对气体调节阀的调试及吹气量标准进行检
测。
3.7.4 能够对工装夹具的气路单元的调试及装配标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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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测。
3.7.5 能够根据生产工艺文件对工装夹具的生产精度及
安装规范进行检测。
3.8.1 能够根据激光设备类别完成激光功率检测工艺。
3.8.2 能够对激光输出控制联调模块进行施工标准检
3.8 激 光 器
测。
件、激光设
3.8.3 能够对工作台运动控制联调模块进行标准检测。
备性能指标
3.8.4 能够掌握激光能量检测工艺。
的检测
3.8.5 能够对工装夹具功能进行标准检测。
3.8.6 能够掌握激光器保护装置检测工艺。

4.激光器
件、激光
设备及其
系统的维
修和维护

4.1 激 光 器
件、激光设
备及其系统
的日常保养
及维护

4.1.1 能够根据器件使用周期完成激光器的清洗保养工
作。
4.1.2 能够独立完成激光镜片的清洗保养工作。
4.1.3 能够独立完成辅助装置（空气净化与吹扫）的清
洁工作。
4.1.4 能够独立完成冷却装置的冷却介质更换工作。
4.1.5 能够独立完成机械系统的保养工作（机械关节除
尘/润滑）。

4.2 激 光 器
件、激光设
备及其系统
常见故障诊
断和维修

4.2.1 能够独立判断泵浦源是否损坏及其使用寿命。
4.2.2 能够独立判断激光镜片是否损坏，分辨镜片为单
面镀膜或双面镀膜并进行标记。
4.2.3 能够独立判断激光器是否工作正常，能够正确查
询激光器故障代码。
4.2.4 能够独立判断保护装置是否工作正常，处理维修
激光设备温度报警、流量报警、电源欠压报警等故
障。
4.2.6 能够独立判断机械传动机构是否运行正常，能够
完成电机安装及更换调试、驱动器接线调试工艺。

4.3.1 能够根据激光镜片种类划分类别进行分类信息管
理。
4.3.2 能够根据激光泵浦源种类划分类别进行分类信息
4.3 激光器件
管理。
规格识别、
4.3.3 能够根据激光晶体种类划分类别进行分类信息管
分类管理
理。
4.3.4 能够根据激光器种类划分类别进行分类信息管
理。
4.4 客户档案 4.4.1 能够完成客户档案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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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5.1 激 光 器
件、激光设
备及其系统
的识别和行
业理解

4.4.2 能够总结归纳客户的产品需求、加工工艺、设备
使用情况、综合信息等。
5.1.1 能够掌握市场主流的激光器件产品品牌类别及特
点、市场占有率及其优势。
5.1.2 各类激光器件及设备的功能及主流应用。
5.1.3 能够根据客户需求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

5.2 对激光加
5.2.1 能够掌握各类激光加工工艺知识。
工工艺和行
5.2.2 能够掌握激光焊接/切割/雕刻/表面处理工艺及
业应用的理
应用参数。
解
5.激光器
件、激光
设备及系
统的销售

5.3.1 能够完成客户档案的建立。
5.3 客户分析
5.3.2 能够总结归纳客户的产品需求、加工工艺、设备
与管理
使用情况、综合信息等。
5.4.1 能够编制项目方案。
5.4 项目方案
5.4.2 能够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产品推荐、规格选型、工
编制及整理
艺推荐。
5.5.1 客户沟通能力。
5.5.2 心理承受能力。
5.5.3 挖掘客户的实际及潜在需求的能力。
5.5 销售综合 5.5.4 对营销的理解能力。
能力培养
5.5.5 商务谈判能力。
5.5.6 团队协作能力及客户现场协调组织能力。
5.5.7 项目前期沟通及技术支持能力。
5.5.8 个人综合分析总结问题能力。

6. 激光器
件、激光
设备及系
统的工艺
设计与调
试

6.1.1 能够完成基准光路调试工艺。
6.1 光学器件
6.1.2 能够完成谐振腔搭建调试工艺。
的光程调试
6.1.3 能够完成激光输出调试工艺。
及激光器光
6.1.4 能够完成激光输出耦合调试工艺。
路调试
6.1.5 能够完成激光分时/分光路调试工艺。
6.2.1 能够完成激光电源的电流、电压参数的设置及搭
配调试。
6.2 激光电源
6.2.2 能够完成激光电源的脉宽、频率参数的设置及搭
参数设计及
配调试。
调试
6.2.3 能够完成激光电源的能量反馈参数的设置及搭配
调试。
6.3 激光焊接 6.3.1 能够根据焊接工艺要求完成焊接电流/电压等参
工 艺 的 设 计 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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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调试

6.3.2 能够根据焊接工艺要求完成焊接脉宽、频率等参
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6.3.3 能够根据焊接工艺要求完成焊接离焦量、焊接速
度等参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6.4.3 能够根据焊接工艺要求完成焊接吹气量、焊接轨
迹等参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6.4.1 能够根据切割工艺要求完成切割电流/电压等参
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6.4.2 能够根据切割工艺要求完成切割脉宽、频率等参
6.4 激光切割
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工艺的设计
6.4.3 能够根据切割工艺要求完成切割离焦量、切割速
和调试
度等参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6.4.3 能够根据切割工艺要求完成切割吹气量、切割轨
迹等参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6.5.1 能够根据打标工艺要求完成打标激光功率的设置
及搭配调试。
6.5.2 能够根据打标工艺要求完成打标频率的设置及搭
6.5 激光打标
配调试。
工艺的设计
6.5.3 能够根据打标工艺要求完成打标离焦量、打标速
和调试
度等参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6.5.3 能够根据打标工艺要求完成填充类型的设置及搭
配调试。
6.6.1 能够根据雕刻/切割工艺要求完成激光功率的设
置及搭配调试。
6.6.2 能够根据雕刻/切割工艺要求完成加工频率等参
6.6 激光雕刻 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切割工艺的 6.6.3 能够根据雕刻/切割工艺要求完成加工离焦量和
设计和调试
速度等参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6.6.4 能够根据加工工艺要求完成加工对象图层、图层
工艺参数、图层加工顺序等参数的设置及搭配调
试。。
6.7 激光加工
辅 助 设 施
（气体辅助
装置、工装
夹具、执行
运动机构、
电机驱动系

6.7.1 能够完成激光吹气系统的调试工艺，掌握吹气方
式的选择和调试方法。
6.7.2 能够根据加工工件进行工装夹具的安装。
6.7.3 能够完成运动控制系统的调试工艺。
6.7.4 能够完成电机系统的装配调试及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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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等）调试
6.8 激光控制
系统软件设
置及参数调
整

6.8.1 能够完成 CNC 数控软件的参数设置及调整。
6.8.2 能够完成 EzCAD 激光控制软件的参数设置及调
整。
6.8.3 能够完成掌握软件的图形绘制及轨迹编辑。

6.9 激光加工
6.9.1 能够根据激光设备类别完成激光功率检测工艺、
设备综合性
激光能量检测工艺、激光器保护装置检测工艺。
能指标测试
6.10 根 据 设
备类别（激
光焊接、切
割、标记、
雕刻等）和
使用说明文
件进行激光
设备加工操
作

6.10.1 能够根据设备种类完成设备开关机、软件操
作。
6.10.2 能够根据设备种类完成夹具安装调试。
6.10.3 能够根据设备种类完成设备参数设置。
6.10.4 能够根据设备种类进行加工工艺调试。

6.11 根 据 设
计好的工艺
路线，进行
生产工艺流
程的操作执
行

6.11.1 能够根据工艺路线完成针对性的参数设置。
6.11.2 能够根据工艺路线完成激光焦距的选择及调
试。
6.11.3 能够根据工艺路线完成吹气量的选择及调试。
6.11.4 能够根据工艺路线完成加工路径（软件编程）
的选择及调试。
6.11.5 能够根据工艺路线完成工装夹具的操作及调
试。
6.11.6 能够根据工艺流程完成加工对象的绘制、编辑
及排版。

表3
工作领域
1.激光器
件、激光
设备及其
系统的安
全操作规
范

激光加工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 激光加
工安全操作
规范的执行

1.1.1 能够对激光器件、激光设备及其系统进行安全风
险控制。
1.1.2 能够遵循安全操作规范进行激光器件、激光设备
及其系统的安装及调试。
1.1.3 能够主动穿戴激光防护作业设备设施。

1.2 安全操
作要求

1.2.1 能够识读激光器件、激光设备及其系统的安全标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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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能够根据激光器件、激光设备及其系统的潜在危
险采取避免措施。
1.2.3 能够按照规范安全使用工具。
1.2.4 能够确认激光器件、激光设备及其系统的用电、
气体及周边物理环境安全。
1.2.5 能够确认激光器件、激光设备及其系统开关机的
安全环境。
2.1.1 能够识读机械、电气工程装配图并能够按图施
工。
2.1 工 程 图
2.1.2 能够识别电气原理图、装配接线图纸，读图和按
纸及激光器
图施工。
件的识别
2.1.3 能够根据激光器件、激光设备装配工艺指导文件
完成装配工作。

2.激光器
件、激光
设备及其
系统的维
修和维护

2.2.1 能够完成 CNC 数控软件的参数设置及调整。
2.2.2 能够完成 EzCAD 激光控制软件的参数设置及调
2.2 激 光 控 整。
制 系 统 软 件 2.2.3 能够完成 PLC（三菱/西门子）的参数设置及调
设 置 及 参 数 整。
调整
2.2.4 能够完成相应控制软件的工艺参数配置、图形绘
制、编辑等操作。
2.2.5 能够完成软件图形绘制及轨迹编辑。
2.3.1 能够根据施工图纸能够将激光设备的光路模块、
电气控制模块、冷却模块、机械传动模块进行连接。
2.3.2 能够完成设备整机的功能调试。
2.3 激 光 加 2.3.3 能够完成激光输出控制联调。
工 设 备 整 机 2.3.4 能够完成工作台运动控制联调。
装 配 与 光 机 2.3.5 能够完成工作台行程及零、限位功能联调。
电联调
2.3.6 能够完成激光器保护功能联调。
2.3.7 完成工装夹具功能联调。
2.3.8 完成辅助吹气输出控制联调。
2.3.9 能够完成工作台手轮控制联调。
2.4 根 据 设
备类别和设
备使用说明
文件能够进
行激光设备
的加工操作

2.4.1 能够根据设备种类完成设备开关机、软件操作。
2.4.2 能够完成夹具安装调试。
2.4.3 能够完成设备参数设置。
2.4.4 能够完成加工工艺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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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根 据 设
计好的工艺
路线，完成
生产工艺流
程的操作执
行

2.5.1 能够根据工艺路线完成针对性的参数设置。
2.5.2 能够完成激光焦距的选择及调试。
2.5.3 能够完成吹气量的选择及调试。
2.5.4 能够完成加工路径（软件编程）的选择及调试。
2.5.5 能够完成工装夹具的操作及调试。
2.5.6 根据工艺要求完成加工对象绘制、编辑及排版。

2.6 独 立 完
成 激 光 器
件、激光设
备及其系统
的日常保养

2.6.1 能够根据期间周期完成激光器的清洗保养工作。
2.6.2 能够完成激光镜片的清洗保养工作。
2.6.3 能够完成辅助装置（空气净化与吹扫）的清洁工
作。
2.6.4 能够完成冷却装置的冷却介质更换工作。
2.6.5 机械系统的保养工作（机械关节除尘/润滑）。

2.7 独 立 判
断 激 光 器
件、激光设
备及其系统
常见故障诊
断能力及激
光器件、激
光设备的故
障排除和维
修

2.7.1 能够判断泵浦源是否损坏及其使用寿命。
2.7.2 能够判断激光镜片是否损坏，分辨镜片为单面镀
膜或双面镀膜并进行标记。
2.7.3 能够判断激光器是否工作正常，能够正确查询激
光器故障代码。
2.7.4 能够判断保护装置是否工作正常，处理维修激光
设备温度报警、流量报警、电源欠压报警等故障。
2.7.5 能够判断机械传动机构是否运行正常，能够完成
电机安装及更换调试。
2.7.6 能够完成驱动器接线调试工艺。

2.8 根 据 加
工类别（激
光焊接、切
割、标记、
雕刻、热处
理等），独
立进行激光
加工工艺调
试

2.8.1 能够根据工艺要求独立完成一个激光复合加工工
件制作（金属板材切割+焊接加工）。
2.8.2 能够根据工艺要求独立完成一个激光复合加工工
件制作（金属/非金属标刻+雕切加工）。
2.8.3 能够独立完成一个激光熔覆加工工件制作（0.20.5mm 金属材料表面熔覆）。

2.9.1 能够根据激光镜片种类划分类别进行分类信息管
理。
2.9 激 光 器
2.9.2 能够根据激光泵浦源种类划分类别进行分类信息
件 规 格 识
管理。
别、分类管
2.9.3 能够根据激光晶体种类划分类别进行分类信息管
理
理。
2.9.4 能够根据激光器种类划分类别进行分类信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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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2.10.1 能够完成客户档案的建立。
2.10 客 户 档
2.10.2 能够总结归纳客户的产品需求、加工工艺、设
案管理
备使用情况、综合信息等。
2.11.1 能够独立完成对客户的技术培训。
2.11 技 术 培
2.11.2 能够培训设备的原理、结构、操作步骤、软件
训指导
编程、工艺理论等。
3.1 各 类 激
光器件、激
光设备及其
系统的识别
和行业理解

3.1.1 能够掌握市场主流的激光器件产品品牌类别及特
点、市场占有率及其优势。
3.1.2 各类激光器件及设备的功能及主流应用。
3.1.3 能够根据客户需求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

3.2 对 激 光
3.2.1 能够掌握各类激光加工工艺知识。
加工工艺和
3.2.2 能够掌握激光焊接/切割/雕刻/表面处理工艺及
行业应用的
应用参数。
理解

3.激光器
件、激光
设备及系
统的销售

3.3.1 能够完成客户档案的建立。
3.3 客 户 分
3.3.2 能够总结归纳客户的产品需求、加工工艺、设备
析与管理
使用情况、综合信息等。
3.4 项 目 方 3.4.1 能够编制项目方案。
案 编 制 及 整 3.4.2 能够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产品推荐、规格选型、工
理
艺推荐。
3.5.1 能够独立完成对客户的技术培训。
3.5 技 术 培
3.5.2 能够培训设备的原理、结构、操作步骤、软件编
训指导
程、工艺理论等。
3.6.1 客户沟通能力。
3.6.2 心理承受能力。
3.6.3 挖掘客户的实际及潜在需求的能力。
3.6.4 对营销的理解能力。
3.6 销 售 综
3.6.5 商务谈判能力。
合能力培养
3.6.6 团队协作能力及客户现场协调组织能力。
3.6.7 项目前期沟通及技术支持能力。
3.6.8 个人综合分析总结问题能力。
3.6.9 团队领导及项目指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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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能够完成激光电源的电流、电压参数的设置及搭
配调试。
4.1 激 光 电
4.1.2 能够完成激光电源的脉宽、频率参数的设置及搭
源参数设计
配调试。
及调试
4.1.3 能够完成激光电源的能量反馈参数的设置及搭配
调试。

4. 激光器
件、激光
设备及系
统的工艺
设计与调
试

4.2 根 据 不
同类别加工
材料完成激
光焊接工艺
的设计和调
试

4.2.1 能够根据焊接工艺要求完成焊接电流/电压等参
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4.2.2 能够根据焊接工艺要求完成焊接脉宽、频率等参
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4.2.3 能够根据焊接工艺要求完成焊接离焦量、焊接速
度等参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4.2.3 能够根据焊接工艺要求完成焊接吹气量、焊接轨
迹等参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4.3 根 据 不
同类别加工
材料完成激
光切割工艺
的设计和调
试

4.3.1 能够根据切割工艺要求完成切割电流/电压等参
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4.3.2 能够根据切割工艺要求完成切割脉宽、频率等参
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4.3.3 能够根据切割工艺要求完成切割离焦量、切割速
度等参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4.3.3 能够根据切割工艺要求完成切割吹气量、切割轨
迹等参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4.4 根 据 不
同类别加工
材料完成激
光打标工艺
的设计和调
试

4.4.1 能够根据打标工艺要求完成打标激光功率的设置
及搭配调试。
4.4.2 能够根据打标工艺要求完成打标频率的设置及搭
配调试。
4.4.3 能够根据打标工艺要求完成打标离焦量、打标速
度等参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4.4.4 能够根据打标工艺要求完成填充类型的设置及搭
配调试。
4.4.5 能够掌握 AutoCAD、corel draw、PS 等图形处理
软件的基本应用能力，完成图形绘制、格式转换及导入
导出。

4.5 根 据 不
同类别加工
材料完成激
光表面处理

4.5.1 能够根据表面处理工艺要求完成激光功率的设置
及搭配调试。
4.5.2 能够根据表面处理工艺要求完成加工频率等参数
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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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艺 的 设 计 4.5.3 能够根据表面处理工艺要求完成加工离焦量和速
和调试
度等参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4.5.4 能够根据表面处理工艺要求完成焊接吹气量、送
分量、加工轨迹等参数的设置及搭配调试。
4.6 激 光 加
工辅助设施
（气体辅助
装置、工装
夹具、执行
运动机构、
电机驱动系
统等）调试

4.6.1 能够完成激光吹气系统的调试工艺，掌握吹气方
式的选择和调试方法。
4.6.2 能够根据加工工件进行工装夹具的安装。
4.6.3 能够完成运动控制系统的调试工艺。
4.6.4 能够完成电机系统的装配调试及参数设置。

4.7.1 能够完成 CNC 数控软件的参数设置及调整。
4.7.2 能够完成 EzCAD 激光控制软件的参数设置及调
4.7 激 光 控
整。
制系统软件
4.7.3 能够完成掌握软件的图形绘制及轨迹编辑。
设置及参数
4.7.4 能够完成 PLC（三菱/西门子）的参数设置及调
调整
整。
4.7.5 能够完成触摸屏界面编辑及应用。
4.8 根 据 设
备类别和设
备使用说明
文件能够进
行激光设备
的加工操作

4.8.1 能够根据设备种类完成设备开关机、软件操作。
4.8.2 能够根据设备种类完成夹具安装调试。
4.8.3 能够根据设备种类完成设备参数设置。
4.8.4 能够根据设备种类进行加工工艺调试。

4.9 根 据 设
计好的工艺
路线，进行
生产工艺流
程的操作执
行

4.9.1 能够根据工艺路线完成针对性的参数设置。
4.9.2 能够根据工艺路线完成激光焦距的选择及调试。
4.9.3 能够根据工艺路线完成吹气量的选择及调试。
4.9.4 能够根据工艺路线完成加工路径（软件编程）的
选择及调试。
4.9.5 能够根据工艺路线完成工装夹具的操作及调试。
4.9.6 能够根据工艺流程完成加工对象绘制、编辑及排
版。

4.10.1 能够独立完成对客户的技术培训。
4.10 技 术 培
4.10.2 能够完成培训设备的原理、结构、操作步骤、
训指导
软件编程、工艺理论等。
4.11 技 术 及 4.11.1 能够独立完成产品工艺文件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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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艺 文 件 设 4.11.2 能够完 成 材料 加工产品 选 型、工 艺线 路 设计
计编制
（设备配置及加工方案）、工艺档案编制（工艺测试记
录）等。
5.1.1 能够根据产品加工特点，独立完成工装夹具的机
5.1 产 品 或
械结构设计。
零件的机械
5.1.2 能够根据产品加工特点，独立完成相应机械结构
结构设计
器件选型。
5.2.1 能够根据产品工艺流程，独立完成电、气控制系
统设计。
5.2 产 品 的 5.2.2 能够根据产品工艺流程，独立完成相应电、气结
电气/控制系 构器件选型。
统设计
5.2.3 掌握各种类强弱电电器元件的原理及其应用（继
电器、接触器、开关电源、电阻元件、运动控制器、电
机驱动器）。

5. 激光器
件、激光
设备及其
系统产品
研发

5.3 机 械 / 电
气图纸的绘
5.3.1 能够熟练运用 AutoCAD 制图软件。
制能力及相
5.3.2 能够熟练运用 solid work 绘图软件。
关制图软件
应用
5.4.1 拥有一定激光光路的设计概念。
5.4 光 路 结
5.4.2 了解激光加工原理及其光路器件组成，有一定光
构设计
学工程知识基础。
5.5 激 光 焊 5.5.1 能够独立设计激光焊接系统的组成。
接 系 统 的 设 5.5.2 能够完成激光器选型、激光焊接头选型、控制应
计
用选型。
5.6 激 光 标 5.6.1 能够独立设计激光标记/雕刻系统的组成。
记/雕刻系统 5.6.2 能够完成激光器选型、激光头（振镜头）选型、
的设计
控制应用选型、传动结构选型。
5.7 激 光 表 5.7.1 能够独立设计激光表面处理系统的组成。
面 处 理 系 统 5.7.2 能够完成激光器选型、激光头选型、控制应用选
的设计
型、辅助装置（送粉/吹气）选型。
5.8 激 光 切 5.8.1 能够独立设计激光切割系统的组成。
割 系 统 的 设 5.8.2 能够完成激光器选型、激光切割头选型、控制应
计
用选型、传动结构选型。
5.9 辅 助 设 5.9.1 能够进行气体辅助装置的设计。
施 的 设 计 和 5.9.2 能够进行工装夹具的设计。
调试
5.9.3 能够进行执行运动机构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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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 具备激光相关行业应用理解能力。
5.10.2 具备新产品开发流程的理解能力：能够独立编
制产品开发流程规章制度、建立研发档案。
5.10 产 品 研
5.10.3 具备新产品加工的技术理解能力：了解掌握激
发综合能力
光加工的各类应用及特性。
培养
5.10.4 具备产品研发缺陷分析及修改能力。
5.10.5 团结协作能力。
5.10.6 综合分析总结问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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