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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轨道交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运营维护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

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轨道交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运营维护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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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标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50262－2013
TB/T 3301-2013
TG/01-2014

铁路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高速铁路道岔技术条件

铁路技术管理规程（普、高速铁路部分）

普速铁路信号维护规则（铁总运〔2015〕238号）
高速铁路信号维护规则（铁总运〔2015〕322号）
动车组列控车载设备维修岗位（修订版）
高速铁路现场信号设备维修岗位（修订版）
高速铁路控制中心信号设备维修岗位（修订版）
TB/T 3027-2015

铁路车站计算机联锁技术条件

TB/T 3439-2016 列控中心技术条件
TB/T 3482-2017 铁路车站计算机联锁安全原则
TB 10007-2017 铁路信号设计规范
TB/T 3206-2017 ZPW-2000 轨道电路技术条件
TB/T 3534-2018 铁路道岔转换设备 道岔外锁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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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3532-2018 ZPW-2000轨道电路设备
TB/T 2615-2018 铁路信号故障－安全原则
TB/T 3516-2018 CTCS-2级列控系统总体技术要求
TB/T 3546-2019 铁路信号系统内部接口
GB/T 25338.1-2019 铁路道岔转辙机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6-29-03-10 轨道交通信号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T/CAMET 04018.1-2019 城市轨道交通 CBTC信号系统规范 第1部分：ATP子系统
T/CAMET 04018.2-2019 城市轨道交通 CBTC信号系统规范 第2部分：ATO子系统
T/CAMET 04018.3-2019 城市轨道交通 CBTC信号系统规范 第3部分：ATS子系统
T/CAMET 04018.4-2019 城市轨道交通 CBTC信号系统规范 第4部分：CI子系统
3

术语和定义
GB/T 50262－201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铁路信号 railway signaling
铁路运输系统中，为保证行车安全、提高区间和车站通过能力及解编能力而设置
的手动控制、自动控制及遥控、遥信技术的总称。
[GB/T 50262－2013，定义 14.1.1]
3.2
色灯信号机 color-light signal
以灯光的颜色及其组合，亮灯状态表达信号含义的信号机。
[GB/T 50262－2013，定义 14.2.22]
3.3

3

转辙装置 switching device
牵引道岔转换开通方向的装置。
[GB/T 50262－2013，定义 14.3.6]
3.4
轨道电路 track circuit
利用钢轨作为导体，用以检查区段占用状态的电路。
[GB/T 50262－2013，定义 14.4.1]
3.5
列控车载设备 onboard equipment of train control system
自动完成列车超速防护等监控功能的车载设备，主要由安全计算机、轨道电路和
应答器信息接收模块、列车接口和运行记录单元等组成。
[GB/T 50262－2013，闭塞及列车运行控制 14.6.45]
4
4.1

适用院校专业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铁道信号、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通信技

术、铁道车辆运用与检修、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铁道运输管理、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管理、电子与信息技术、电气运行与控制、电气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
高等职业学校：铁道信号自动控制、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电气自动
化技术、智能控制技术、铁道通信信号设备制造与维护、高速铁道工程技术、高铁综
合维修技术、铁道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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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
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技术与应用、机械电子工程、智能控制技术。
应用型本科学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交通运输、交
通工程、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铁道工程、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轨道交通电气与控
制。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铁道信号施工与维护、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维护、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服务、现代通信技术应用、铁道车辆运用与检修、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
铁道运输服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电子信息技术、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计算
机应用。
高等职业学校：铁道信号自动控制、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轨道交通通信信号设备制造与维护、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高速
铁路综合维修技术、铁道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电气自动化技术、智能控制技术。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高速铁路信号控制技术、城市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技术、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现代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自动化技术与应用、机械电
子工程技术、轨道交通智能控制装备技术、高速铁路信号控制技术、智能控制技术。
应用型本科学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交通运输、交
通工程、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铁道工程、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轨道交通电气与控
制、智慧交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轨道交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运营维护】（初级）：主要面向铁道电务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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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轨道交通通信信号制造工、轨道交通通信工、轨道交通信号工等职业岗位，从
事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基本日常养护和简单检修等工作。
【轨道交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运营维护】（中级）：主要面向铁道电务工程技术
人员、轨道交通通信信号制造工、轨道交通通信工、轨道交通信号工等职业岗位，从
事自动控制系统装备一般故障处理和设备维修、安装调试等工作。
【轨道交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运营维护】（高级）：主要面向铁道电务工程技术
人员、轨道交通通信信号制造工、轨道交通通信工、轨道交通信号工等职业岗位，从
事自动控制系统装备系统设备的安装调试、复杂故障应急处置、复杂故障判断等工作。
6
6.1

职业技能要求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轨道交通自动控制系统运营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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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交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运营维护】
（初级）：主要面向轨道交通自动控制系
统装备运营、维护、施工和制造等企业，根据作业流程的要求，完成自动控制系统状
态日常养护、集中检修、设备识别与操作、更换简单备品备件等作业。
【轨道交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运营维护】
（中级）：主要面向轨道交通自动控制系
统装备运营、维护、施工和制造等企业，根据作业流程的要求，完成自动控制系统装
备常见故障处理、非正常情况下应急处置、基础设备安装调试等作业。
【轨道交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运营维护】
（高级）：主要面向轨道交通自动控制系
统装备运营、维护、施工和制造等企业，根据作业需求，完成自动控制系统设备安装
调试、疑难故障处理等作业。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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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轨道交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运营维护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信号 机检查及
测试

1.2 道岔 转换与锁
闭装置检查及调试

1.信号 基础设备
日常养护
1.3 相敏 轨道电路
检查与测试

1.4 ZPW-2000 系列
继电编码轨道电路
检查与测试

1.5 计轴设备检查
与测试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识别信号机型号、灯位表示含义。
1.1.2 能完成外观、线缆等巡视和清扫。
1.1.3 能完成机构、透镜等检查。
1.1.4 能正确使用仪器仪表、工器具完成电气
特性测试。
1.1.5 能进行更换灯泡等简单故障处理。
1.2.1 能识别道岔转换与锁闭装置、继电器型
号，识读道岔配线图。
1.2.2 能完成箱盒外观检查、维护和清扫等。
1.2.3 能完成道岔密贴与表示调整、注油，道
岔转换试验、部件更换等。
1.2.4 能正确使用仪器仪表、工器具完成电气
特性、机械特性测试。
1.2.5 能完成道岔卡阻等室外简单机械故障
处理。
1.3.1 能识别轨道电路结构组成。
1.3.2 能完成箱盒、接续线、跳线、引接线等
巡视和检查。
1.3.3 能正确使用仪器仪表、工器具按标准进
行相敏轨道电路绝缘测试。
1.3.4 能正确使用仪器仪表、工器具完成极性
交叉测试。
1.3.5 能正确使用仪器仪表、工器具完成轨道
电路电气特性测试及分析。
1.4.1 能识别轨道电路结构组成。
1.4.2 能完成室内外设备巡视和检查。
1.4.3 能识别轨道电路设备指示灯表示的状
态。
1.4.4 能操作维护终端调阅设备状态数据。
1.4.5 能正确使用仪器仪表、工器具按标准进
行轨道电路电气特性测试。
1.5.1 能识别计轴设备型号、设备元器件。
1.5.2 能按标准完成对室外磁头、箱盒及线缆
的巡视和检查。
1.5.3 能完成功能验证。
1.5.4 能正确使用仪器仪表、工器具完成相关
电气特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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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联锁设备检查

2.地面 控制设备
2.2 列控中心设备
日常养护
检查

2.3 信号集中监测
设备操作

3.1 机柜、板卡及继
电器检查与测试
3.车载 设备日常
养护

3.2 司机 驾驶显示
单元检查与测试

2.1.1 能识别联锁设备机柜、板卡等组成部
件。
2.1.2 能识别联锁设备指示灯表示状态。
2.1.3 能按标准对机柜等设备进行巡视。
2.1.4 能完成系统开关机、倒机及选排进路等
联锁设备操作。
2.1.5 能在指导下参与联锁试验。
2.2.1 能识别列控中心设备的机柜、板卡等组
成部件。
2.2.2 能识别列控中心设备指示灯表示状态。
2.2.3 能按标准对机柜等设备进行巡视。
2.2.4 能完成系统开关机、倒机及初始化。
2.3.1 能识别信号集中监测设备机柜、板卡及
传感器等组成部件。
2.3.2 能识别信号集中监测设备指示灯表示
状态。
2.3.3 能按标准对机柜等设备进行巡视。
2.3.4 能完成系统开关机、数据查阅。
3.1.1 能完成内部、外部清扫及外观检查。
3.1.2 能完成板卡指示灯显示检查及软件版
本号核查。
3.1.3 能完成安装及固定螺丝检查。
3.1.4 能完成时钟校准。
3.1.5 能完成根据故障提示更换故障板卡及
继电器。
3.1.6 能完成车载设备记录数据的下载工
作。
3.1.7 能正确使用仪器仪表、工器具完成相关
测试。
3.2.1 能完成外部清扫及外观检查。
3.2.2 能完成各项信息、指示的显示检查及
软件版本号核查。
3.2.3 能完成按钮、指示灯、速度表、蜂鸣
器、扬声器、模式开关、液晶显示屏工作状
态检查。
3.2.4 能正确使用仪器仪表、工器具完成相
关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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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能完成外部清扫及外观检查。
3.3.2 能完成天线高度测量、调整。
3.3.3 能完成正确拆装。
3.3 传感 器及天线 3.3.4 能完成判别线缆插头、插座的松动及
检查与测试
损坏。
3.3.5 能正确使用仪器仪表、工器具完成相
关测试。
表 2 轨道交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运营维护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信号机维修

1.2 道岔 转换与锁
闭装置维修
1.信号 基础设备
维修
1.3 相敏 轨道电路
维修

1.4 ZPW-2000 系列
继电编码轨道电路
维修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识读信号平面布置图、电缆配线图及
点灯电路图等，完成绘制调车信号机点灯单
元电路图。
1.1.2 能完成规定的维修作业项目。
1.1.3 能按图纸完成信号机配线与安装。
1.1.4 能进行线缆开路及器材更换等一般故
障处理。
1.2.1 能识读道岔控制电路图、道岔组合内部
配线图。
1.2.2 能完成规定维修作业项目。
1.2.3 能完成外锁闭装置正确拆装。
1.2.4 能区分室内外故障，完成控制、表示电
路开路故障等一般故障处理。
1.3.1 能识读轨道电路相关电路图。
1.3.2 能完成规定的维修作业项目。
1.3.3 能完成相敏轨道电路一般故障判断与
处理。
1.3.4 能完成单项器材、部件更换。
1.4.1 能识读轨道电路相关电路图。
1.4.2 能完成规定的维修作业项目。
1.4.3 能正确使用仪器仪表、工器具完成轨道
电路电气特性测试及分析。
1.4.4 能完成 ZPW-2000 系列电码化一般故障
判断与处理。
1.4.5 能完成单项器部件更换。
1.4.6 能完成轨道电路设备一般故障处理。
1.4.7 能完成继电电路一般故障分析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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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能识读轨道电路相关电路图。
1.5.2 能完成规定的维修作业项目。
1.5.3 能正确使用仪器仪表、工器具完成轨道
电路电气特性测试及分析。
1.5 ZPW-2000 系列
1.5.4 能完成相敏轨道电路叠加电码化一般
通信编码轨道电路
故障判断与处理。
维修
1.5.5 能完成单项器部件更换。
1.5.6 能完成轨道电路设备一般故障处理。
1.5.7 能完成通信接口板至轨道电路设备通
信一般故障分析和处理。
1.6 计轴设备维修

1.6.1 能识读计轴设备电路原理图。
1.6.2 能完成规定的维修作业项目。
1.6.3 能完成计轴设备拆装、更换。
1.6.4 能完成计轴设备一般故障判断与处理。

2.1.1 能按标准对设备进行检查与维护，完
成机柜端子、配线安装检查、紧固等。
2.1.2 能完成系统维护台的记录查询及下
载。
2.1 计算机联锁设 2.1.3 能完成调度集中控制系统对联锁设备
备检查与维护
操作。
2.1.4 能进行故障板卡更换、接口插接不良
等一般故障处理。
2.1.5 能完成单项设备联锁试验方案，并组
织联锁试验。
2.2.1 能按标准对设备进行检查与维护，完
2.地面 控制设备
成机柜端子、配线安装检查、紧固等。
运用与维护
2.2.2 能完成系统维护机记录查询及下载。
2.2 列控中心设备
2.2.3 能完成轨道电路通信接口设备检查与
检查与维护
维护。
2.2.4 能进行故障板卡更换、接口插接不良
等一般故障处理。
2.3.1 能按标准对设备进行检查与维护，完成
机柜端子、配线安装检查、紧固等。
2.3 信号集中监测 2.3.2 能完成监测站机正常操作。
设备操作
2.3.3 能完成设备数据导出、存储及状态回
放。
2.3.4 能对设备报警信息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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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车载设备运用
与维护

3.1.1 能完成连接线缆插头及继电器检查。
3.1.2 能完成动态模拟测试。
3.1 机柜及板卡、继
3.1.3 能完成根据故障记录判别故障点并处
电器维护
理。
3.1.4 能完成软件安装及核查。
3.2.1 能完成显示单元接口插座与插头接插
情况检查。
3.2.2 能完成液晶显示屏软件安装及核查。
3.2 司机 驾驶显示
3.2.3 能识别车站、区间信号设备的种类及
单元维护
特点。
3.2.4 能掌握显示单元技术指标、作业标准
及故障处理。
3.3.1 能完成测量天线功能检测。
3.3.2 能完成连接线缆一般故障判断、处理。
3.3 传感 器与天线
3.3.3 能通过测试设备完成传感器设备维护
维护
及简单故障处理。
3.3.4 能按照作业标准完成运行记录分析。

表 3 轨道交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运营维护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信号机故障判
断与处理

1.信号 基础设备
1.2 道岔转换与锁
应急处置
闭装置故障判断与
处理

1.3 相敏轨道电路
维修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完成进站、出站兼调车信号机点灯电
路图绘制。
1.1.2 能掌握色灯信号机标准作业程序。
1.1.3 能根据作业标准完成进站、出站兼调车
信号机检修。
1.1.4 能完成线缆短路、混线复杂故障判断、
处理。
1.2.1 能绘制道岔控制电路图。
1.2.2 能完成转辙机更换。
1.2.3 能完成道岔电路短路、混线及零部件复
杂故障判断与处理。
1.2.4 能完成转辙机及道岔与工务结合部复
杂故障的判断与处理。
1.3.1 能绘制相敏轨道电路相关电路图。
1.3.2 能完成相敏轨道电路调整。
1.3.3 能完成相敏轨道电路与其他信号设备
的复杂故障的判断与处理。
1.3.4 能完成相敏轨道电路与工务、供电等结
合部复杂故障的判断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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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能完成轨道电路外界干扰复杂故障判
断、处理。

1.4.1 能绘制轨道电路相关电路图。
1.4.2 能完成轨道电路调整。
1.4.3 能完成轨道电路与其他信号设备、车载
1.4 ZPW-2000 系列
设备接口复杂故障的判断与处理。
继电编码轨道电路
1.4.4 能完成轨道电路与工务、供电等结合部
维修
复杂故障的判断与处理。
1.4.5 能完成轨道电路外界干扰复杂故障判
断、处理。
1.5.1 能绘制轨道电路相关电路图。
1.5.2 能完成轨道电路调整。
1.5.3 能完成轨道电路与其他信号设备、车载
1.5 ZPW-2000 系列
设备接口复杂故障判断与处理。
通信编码轨道电路
1.5.4 能完成轨道电路与工务、供电等结合部
维修
复杂故障判断与处理。
1.5.5 能完成轨道电路外界干扰复杂故障判
断、处理。
2.1.1 能根据站场平面图编制联锁表。
2.1.2 能根据联锁表编制全站联锁试验方案
2.1 联锁设备试验 并进行联锁试验。
及故障处理
2.1.3 能对联锁系统与列控中心、无线闭塞中
心、调度集中控制系统间等接口故障进行处
理。
2.2.1 能根据站场平面图编制码序表。
2.2.2 能对列控中心设备进行功能试验。
2.地面 控制设备
维修与应急处置 2.2 列控中心设备 2.2.3 能对列控中心与轨旁电子单元、临时限
试验及故障处理
速服务器、无绝缘移频轨道电路之间等接口
故障进行处理。
2.3.4 能分析轨道电路区段状态。
2.3 安装试验

2.3.1 能按照地面控制设备设备施工工艺及
安装标准进行施工组织。
2.3.2 能按照地面控制设备设备施工验收标
准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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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能完成运行记录分析。
3.1 机柜及板卡、继 3.1.2 能完成机柜内部故障判断、处理。
电器维修
3.1.3 能完成车辆接口故障判断、处理。
3.1.4 能完成车载设备数据分析。

3.车载设备维修
与应急处置

3.2 司机驾驶显示
单元维修

3.3 传感器与天线
检维修与故障处理

3.2.1 能根据设备显示说明应用范围、控制模
式、监控功能。
3.2.2 能熟悉显示单元主要功能、关键器件、
工作原理。
3.2.3 熟练安装显示单元设备。
3.2.4 能完成故障模块判断、处理及分析。
3.3.1 能熟悉传感器主要功能、关键器件、工
作原理。
3.3.2 能完成运行数据记录分析。
3.3.3 能完成故障原因分析。
3.3.4 能根据分析数据处理车载设备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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