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编码：6-29-02-06

凿岩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凿岩工①

1.2 职业编码

6-29-02-06

1.3 职业定义

使用专用机具，进行岩体开挖、钻孔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非自行式凿岩机械操作设三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

；自行式凿岩机械操作设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

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外、常温，粉尘，噪声。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学习、计算能力，具有空间感、形体知觉和色觉，肢体灵活，动作协调。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8.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②工作1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①本职业包含非自行式凿岩机械操作和自行式凿岩机械操作两个方向。

②相关职业：井下采矿工、露天采矿工、筑路工、挖掘铲运和桩工机械司机、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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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
①
或相关专业②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

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培养为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

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

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

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

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

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

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3年（含）以

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

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1.8.2 评价和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

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方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

和相关知识要求；技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

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技师和高级技师，通常采取审阅申报材料、答

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①本专业：采矿工程、机械设计与制造、土木工程、工程机械等，下同。

②相关专业：工科、理科专业中开设工程机械、交通工程等专业，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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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考核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到60分（含）以上者为合格。

1.8.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2名监考人员；技

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为1:5，且考评人员为3人（含）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3人

（含）以上单数。

1.8.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90分钟；技能考核时间：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

工不少于45分钟，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60分钟；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20分钟。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计算机机房进行。技能考核在具有必备的设备、量具及设施

，通风条件良好、光线充足和安全措施完善的场所进行。

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遵纪守法，爱岗敬业。

（2）忠于职守，吃苦耐劳。

（3）谦虚谨慎，团结协作。

（4）规范操作，保证质量。

（5）钻研业务，提高技能。

（6）安全生产，文明施工。

2.2 基础知识

2.2.1 机械识图与机械基础知识

（1）基本几何体三视图识读方法。

（2）公差配合及标注方法。

（3）机械传动基本知识。

（4）力学的基础知识

2.2.2 常用材料及零部件知识

（1）常用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种类、性能及应用。

（2）燃料的标号、性能及应用。

（3）润滑油、润滑脂等常用工作液的规格、性能及应用。

（4）轴承的类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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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紧固件的种类与代号。

（6）螺纹的种类和代号

2.2.3 电工与电子基本知识

（1）电气原理的基础知识

（2）电子元件的名称、代号及工作原理。

（3）电路原理图的读图方法

2.2.4 液压、气压与液力传动基本知识

（1）液压基础知识。

（2）液力传动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3）液压与液力传动在机械上的应用。

（4）气压基础知识。

（5）气压原理图读图。

（6）常用气压元件构造与功能

2.2.5 机械基本构造和工作原理

（1）工作装置构造及工作原理。

（2）液压系统构造及工作原理。

（3）电气设备构造及工作原理。

（4）机身结构。

（5）电动机工作原理。

2.2.6 常用凿岩机械及钎具基础知识

（1）常用机械化凿岩机械设备的分类及性能。

（2）常用机械化凿岩机械设备的组成和结构形式。

（3）常用凿岩钎具的种类、规格、型号。

2.2.7 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

（1）消防安全知识。

（2）安全用电、急救知识。

（3）现场急救知识。

（4）危险因素评估。

（5）凿岩机械安全操作规程。

（6）节能、环保的基础知识。

2.2.8 工程地质基础知识 （自行式凿岩机械操作）

（1）岩石和岩体的基本概念，岩石的分类和物理、力学性质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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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岩石的可钻性、爆破性及坚固性，岩石的工程分级和围岩分类。

（3）地质构造基本知识。

2.2.9 水工建筑物基础开挖知识（自行式凿岩机械操作）

（1）开挖的含义、程序及开挖方式。

（2）边坡开挖与基础开挖知识。

（3）爆破基础知识。

2.2.10 地下工程开挖知识（自行式凿岩机械操作）

（1）平硐开挖知识。

（2）竖井、斜井及地下厂房开挖知识。

（3）地下开挖支护知识。

（4）硐室通风，防尘知识。

（5）土石方开挖知识。

2.2.11 质量、安全、环保与职业健康知识

（1）质量管理、检验基本知识以及质量保证措施。

（2）施工作业安全知识、现场急救及应急处置知识。

（3）维护保养作业安全知识。

（4）安全用电、安全防火知识。

（5）危险化学品知识。

（6）环境保护、排放基本知识。

（7）职业健康知识。

2.2.12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知识。

（6）《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相关知识

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的技能

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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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非自行式凿岩机械操作

3.1.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施工

作业

准备

1.1 设备

和钎具的选

择

1.1.1 能根据给定的孔径、位

置、岩层岩石的性质及施工作业

现场条件，选择用不同种类、型

号的手持式凿岩机械

1.1.2 能按要求选择浅孔凿岩

钎具

1.1.1 手持式（含气动、内燃、电

动、液压式）凿岩机的型号、组成、

基本构造、技术性能、适用范围及选

择方法

1.1.2 岩石抗压强度、围岩类别基

本知识

1.1.3 采石、劈裂、爆破、锚固等

石方工程工艺流程

1.1.4 设备使用维修手册的基本技

术参数

1.1.5 凿岩机用钻头的分类、选用

原则

1.2 安全

运行检查

1.2.1 能识读各种类动力供给

通用设备的仪表含意及各种信息

；能设定出与凿岩机相匹配的参

数

1.2.2 能进行机械安全试运转

1.2.1 仪表、指示灯的功能和识读

方法， 操纵杆（手柄）功能及各位置

的检查标准及方法

1.2.2 设备上操作和警示标识及粘

贴部位、含义

1.2.3 整机尺寸参数、工作性能参

数和运输尺寸参数

1.2.4 启动前后检查项目、检查方

法及正常标准；启动、预热、停机操

作注意事项

2.

施工

作业

2.1 钻孔作

业

2.1.1 能操作手持式凿岩机械在

岩石上进行水平孔、垂直孔的凿岩

作业

2.1.2 能操作手持式凿岩机械在

岩石上进行斜孔的凿岩作业

2.1.3 能按要求完成钻孔作业任

务

2.1.1 爆破孔、锚杆孔的相关概念

及施工方法

2.1.2 手持式凿岩机械的基本操作

方法及操作要点

2.1.3 钻孔作业的要求及注意事项

2.1.4 水平孔、斜孔、垂直孔打孔

的操作方法

3.

维护

保养

3.1 设备

保养

3.1.1 能对手持式凿岩机械进

行日常保养和定期保养

3.1.2 能更换易损件、失效零

件

3.1.1 通用工具、专用工具的使用

方法

3.1.2 润滑油的分类、凿岩机润滑

油的选择及加注润滑油的注意事项

3.1.3 燃油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3.1.4 凿岩机日常和定期保养的内

容和方法

3.1.5 易损零件的失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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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四级/中级工

3.2 故障

诊断和排除

3.2.1 能判断手持式凿岩机械

常见故障燃油供给系统故障

3.2.2 能判断钻具、连接件损

坏或链接处松动，并能更换钻

具、连接件，并完成紧固

3.2.3 能判断蓄电池电量不

足，并更换蓄电池

3.2.4 能判断断路、短路等常

见用电设备故障，并能更换保险

3.2.5 能认识液压系统故障部

位

3.2.6 能判断由液压油缺少引

起的液压系统故障

3.2.1 发动机油路常见故障诊断方

法

发动机冷却系统常见故障诊

3.2.2 钻具、联接、机械装配相关

知识

3.2.3 蓄电池检测方法及更换注意

事项

3.2.4 电气设备故障诊断常用方法

和安全注意事项

3.2.5 液压系统液压元件名称、功

用及安装部位

3.2.6 液压油油箱的深度指示观察

及加注液压油的方法

4.

安全

环保

4.1 安全

生产

4.1.1 能识别施工现场安全标

识，按安全操作规程操作机械

4.1.2 能使用安全防护用品

4.1.1 安全生产基本常识

4.1.2 安全防护用品的作用和使用

方法

4.1.3 有限空间手持气动、电动工

具的安全操作规程

4.2 环境

保护

4.2.1 能按环境保护的要求操

作机械

4.2.1 能进行个人职业防护

4.2.1 施工作业中的环境保护知识

4.2.2 职业健康防护基本知识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施工

作业

准备

1.1 确认

工作现场

1.1.1 能根据现场空间、凿岩工

作面、通风、动力源、水、有害气

体等状况，判断是否满足作业及安

全要求

1.1.2 能调整现场气压、气流量

、水压、水流量满足作业要求

1.1.3 能检查辅具齐全、完整可

靠

1.1.1 气腿式、向上式、柱架

式、圆盘式、导轨潜孔气动凿岩机

械的型号、组成、基本构造、技术

性能、适用范围及功能

1.1.2 导轨式凿岩机、潜孔冲击器

、干式凿岩、湿式凿岩等相关知识

1.1.3 设备使用说明书

1.2设备运

输安装

1.2.1 能依据设备说明书确认主

、辅部件是否齐全完整

1.2.2 能依条件及给定的要求将

设备安全运至现场

1.2.3 能按指导书将设备气、水

等管路安装到位

1.2.1 气、水等管路连接相关

技术规范

1.2.2 空气动力源的相关知识

1.2.3 气缸、气马达、气动元

件、减速器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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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施工

作业

准备

1.1 多台机

械同时作业方

案制定

1.1.1 能制定两台及以上机械设

备作业方案

1.1.1 圆盘式、导轨潜孔电、气、

液混合动力凿岩机械的型号、组成、

基本构造、技术性能、适用范围及功

能

1.2 辅具设

计及配套接口

1.2.1 能设计工装辅具及快速更

换配套接口元气件

1.2.1 土石方工程施工工装辅具结

构及使用方法

1.3 安全

运行检查

1.3.1 能识读机械上配置的仪表

、识别各种信号

1.3.2 能调节气压、水压与作业

设备匹配

1.3.3 能调节不同岩层条件下的

设备冲击、回转、推进等参数

1.3.4 能在试运转调试时判定作

业是否正常

1.3.1 仪表、指示灯的功能和识读方

法及功能

1.3.2 操纵杆（手柄）及各种开关的

检查标准及功能

1.3.3 设备上操作和警示标识粘贴部

位、含义；设备性能参数相关知识

1.3.4 启动前后检查项目、检查方法

及正常标准；启动、预热、停机操作注

意事项

2.

施工

作业

2.1 钻孔

作业

2.1.1 能操作气腿式、向上

式、柱架式、圆盘式、导轨潜

孔气动凿岩机械凿岩机械，进行

凿岩作业

2.1.1 钻爆法的概念

2.1.2 气腿式、向上式、柱架

式、圆盘式、导轨潜孔气动凿岩机

械的基本操作方法及操作要点

2.1.3 套钎、接杆、中深孔、水平探

测孔作业操作方法

2.2 调节

相关参数

2.2.1 能根据不同岩层条件对设备

各相关参数进行调节，提升设备的

效率、经济及稳定性

2.2.1 凿岩机械的相关参数调节方

法

2.2.2 岩层性质与凿岩机械冲击、

回转、推进参数的关系相关知识

3.

维护

保养

3.1 易损

件故障识别

和排除

3.1.1 能判断关键及各易损部件

（零件）状态，完成易损件更换、

维修、装配及紧固

3.1.1 设备的结构与系统功能原理

3.1.2 设备使用、维护说明书

3.2 气动

系统故障判

断

3.2.1 能判断气动系统故障，能

排除不冲击、不回转、不冲洗、不

推进等故障

3.2.1 气动设备故障诊断常用方法

和安全注意事项

4.

安 全

环保

4.1 安全

生产

4.1.1 能辨识施工中的潜在危险

源，并预防施工中安全事故的发生
4.1.1 潜在危险源辨识相关知识

4.2 环境

保护

4.2.1 能进行废弃物及废弃油液

的处置

4.2.1 安全防火、安全用电、窒息

中毒等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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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

作业

2.1 单台机

械凿岩作业

2.1.1 能操作圆盘式、导轨潜孔

电、气、液混合动力凿岩机械进行

凿岩作业

2.1.2 能操纵、调节圆盘式、导

轨潜孔电、气、液混合动力凿岩机

械相关单体设备

2.1.3 能提出电、气、液等动力

设施方案满足作业要求

2.1.1 圆盘式、导轨潜孔电、气、

液混合动力凿岩机械操作指南

2.1.2 石方工程工艺流程的凿岩孔

质量标准；质量缺陷及原因

2.1.3 发电机、空压机、液压泵站

等通用设备的使用基本知识

2.1.4 机械制图基础知识

2.2 多台机

械凿岩作业

2.2.1 能操作多台相似的非自行

式凿岩机械进行联合作业

2.2.1 非自行式凿岩机机械操作的

相关知识

2.2.2 液压泵站设备知识

2.2.3 石方工程相关工艺方法及流

程

3.

维护

保养

3.1 发动机

维护保养

3.1.1 能对发动机进行日常保养

3.1.2 能判断发动机油、电路故

障

3.1.1 发动机保养方法

3.1.2 发动机故障判断

3.2 工作装

置维护保养

3.2.1 能保养岩层切割工具、凿

岩机、动力头

3.2.1 各类岩层切割工具、凿岩机

、潜孔冲击器保养维修手册

3.3 电气系

统维护保养

3.3.1 能更换发电机及起动机

3.3.2 能检修照明线路及元件、

信号系统线路及元件，检修仪表线

路

3.3.1 发电机及起动机拆装步骤

3.3.2 施工现场使用的常见照明、

仪表等电气元件工作原理

3.4 液压系

统维护保养

3.4.1 能更换液压油、滤清器滤

芯

3.4.2 能判断液压油品质

3.4.3 能检查液压泵进油管路密

封状况

3.4.1 更换液压油、滤清器滤芯的

注意事项

3.4.2 液压油品质判断方法

3.4.3 液压泵的结构

3.5 电气系

统故障判断

3.5.1 能诊断充电系统故障

3.5.2 能诊断起动系统故障

3.5.3 能诊断照明系统电路

3.5.4 能诊断信号系统电路故障

3.5.5 能诊断仪表系统电路故障

3.5.1 充电系统故障诊断方法

3.5.2 起动系统故障诊断方法

3.5.3 照明系统故障诊断方法

3.5.4 信号系统故障诊断方法

3.5.5 仪表系统故障诊断方法

3.6 液压系

统故障判断

3.6.1 能判断液压马达内泄故障

3.6.2 能判断液压泵内泄故障

3.6.3 能判断液压凿岩机内泄故

障

3.6.1 液压马达内泄检测方法

3.6.2 液压泵内泄检测方法

3.6.3 液压凿岩机内泄检测方法

4.1 安全生

产

4.1.1 能实施应急预案和处置措

施

4.1.1 实施事故预防与风险控制措

施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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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

环保
4.2 环境保

护

4.2.1 能在施工中采取措施，

预防水、气、油、粉尘等环境污

染事故的发生

4.2.1 环境污染危害的处理方法

5.

培训

管理

5.1 技术培

训与指导

5.1.1 能编写培训计划

5.1.2 能编写技术总结

5.1.3 能对初级、中级工工作进

行现场指导

5.1.1 技术总结、培训计划的编写

方法

5.1.2 技术指导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5.1.3 培训方法和教案的编写

5.2 机务管

理

5.2.1 能检测凿岩机械技术状况

5.2.2 能制订凿岩机械使用与维

修计划

5.2.3 能填写凿岩机械设备的技

术档案

5.2.1 评定凿岩机械技术状况变化

基本方法

5.2.2 凿岩机械使用管理知识

5.2.3 固定资产管理知识

3.2 自行式凿岩机械操作

3.2.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

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施
工作
业准
备

1.1 设备和

钎具选择

1.1.1 能根据给定的孔径、钻孔

深度选择凿岩机械

1.1.2 能根据不同作业环境选择

凿岩机械

1.1.3 能根据凿岩机械的要求选

择浅孔、深孔凿岩钎具

1.1.1 凿岩机械的分类、主要技术

性能、结构特性、适用范围及选择方法

1.1.2 浅孔凿岩钎具的概念、组成

1.1.3 凿岩机用钻头的分类及选用

原则

1.2.4 凿岩机用钻杆规格及选用原

则

1.2.5 深孔凿岩钻具的概念、组成

1.2.6 冲击器用钻头的种类、规格

及选用原则

1.2.7 冲击器用钻杆的规格及选用

原则

1.2 安 全

运行检查

1.2.1 能检查液压油、发动机机

油、齿轮油、燃油、钎尾润滑油、

冷却液等液位

1.2.2 能检查仪表、指示灯的工

作状态

1.2.3 能检查各操纵杆（手柄）

和各种开关处于初始位置

1.2.4 能识别设备上操作和警示

标识

1.2.5 能评估所操作设备作业能

力

1.2.1 液位检查的位置和方法

1.2.2 仪表、指示灯的功能和识读

方法

1.2.3 操纵杆（手柄）及各种开关

的检查标准

1.2.4 设备上操作和警示标识的粘

贴部位、含义

1.2.5 整机尺寸参数、工作性能参

数和运输尺寸参数

1.2.7 产品使用维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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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
作业

2.1 行走操

作

1.2.6 能启动与停机

2.1.1 能进入、离开、登爬机器

2.1.2 能校验制动、转向、照明、

紧急停机开关

2.1.3 能短距离移机。

和平路驾驶设备。

2.1.4 能边行走边收、放电缆卷筒

2.1.5 能收、放水管卷筒

2.1.6 能操作设备支腿，并进行车

体水平调整

1.2.6 启动、预热、停机操作方法

2.1.1 进入、离开、登爬机器的安全

注意事项

2.1.2 制动、转向、照明、紧急停机

开关校验方法

2.1.3 设备转场安全注意事项

2.1.4 行走时收、放电缆注意事项和

卷盘操作方法。

2.1.5 收、放水管注意事项和卷筒操

作方法

2.1.6 支腿操作注意事项及操作方法

2.2 钻孔作

业

2.2.1 能操作凿岩机械运行，完成

钻孔作业

2.2.1 钻孔作业的要求及注意事项

2.2.2 水平孔、斜孔、垂直孔打孔的

操作方法

2.2.3 凿岩工岗位责任制及安全操作

规程

2.2.4 凿岩的概念及钻凿炮孔的方法

2.2.5 露天钻机的基本操作方法及关

键参数。

2.2.6 全液压凿岩台车的基本操作方

法及关键参数

3.
维护
保养

3.1 设备保

养

3.1.2 能对潜孔式露天钻机进行

日常保养

3.1.3 能对顶锤式露天钻机进行

日常保养

3.1.4 能对全液压凿岩台车进行

日常保养

3.1.1 常用工具、专用工具的使用方

法

3.1.2 润滑油的分类、凿岩机润滑油

的选择及加注润滑油的注意事项

3.1.3 燃油使用注意事项

3.1.4 常用潜孔式露天钻机日常保养

的内容和方法

3.1.5 常用顶锤式露天钻机日常保养

的内容和方法

3.1.6 常用全液压凿岩台车日常保养

的内容和方法

3.2 故障处

置

3.2.1 能对凿岩机械钻臂和推进

机构常见故障进行准确描述和定位

3.2.2 能处理漏油、紧固件松动

等故障

3.2.1 自行式凿岩机械钻臂和推进机

构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3.2.2 液压管路紧固、更换的方法和

注意事项

3.2.3 紧固件拧紧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4．
安全
环保

4.1 安 全

生产

4.1.1 能有针对性地选择和使用

安全防护用品

4.1.2 能按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操

作

4.1.3 能在发生事故后，按有关

规定进行报告

4.1.4 能按规定设置和撤除安全

警示信号（牌）

4.1.1 安全防护用品的作用、使用

方法

4.1.2 安全岗位职责的相关规定

4.1.3 安全操作规程

4.1.4 施工事故处理措施和汇报程

序

4.1.5 事故逃生和救援的基本方法

和要求

4.1.6 设置和撤除安全警示信号的

有关规定

4.2 环 境
保护

4.2.1 能评估噪声、固体废弃物

、废弃油液等的危害

4.2.1 施工污染的来源及危害

4.2.2 废油、废料收集方法，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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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能处理油、滤芯等废料及

油漆、硫酸等危险材料

、制冷剂、硫酸等材料处置不当的危

害及处置方法

3.2.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施工
作业
准备

1.1 设备和

钎具选择

1.1.1 能根据施工设计图选择凿

岩机械

1.1.2 能根据施工设计图要求选

择浅、深孔凿岩钎具

1.1.3 能选配常用类型冲击器，

钻头和钻杆。

1.1.1 土石方开挖图、爆破设计图

的识读

1.1.2 选择凿岩机械应考虑的因素

1.1.3 不同钻头的构造及适用范围

1.1.4 钎尾型号和规格

1.1.5 冲击器和钻杆，钻头的组装

步骤

1.1.6 不同结构形式的潜孔钻钻头

1.2 安全

运行检查

1.2.1 能检查工作装置间隙、

履带、皮带张紧度

1.2.2 能检查整机各液位异常

情况并处理

1.2.3 能检查钎尾、钻杆、钻

头的磨损程度，以及钻杆导向套、

滑块和耐磨块磨损并进行处理

1.2.4 能检查整机关键部位无

开裂，连接螺栓无松动

1.2.5 能按程序检查转向、制

动和工作装置，液压系统密封状况

1.2.1 工作装置间隙、履带、皮带

张紧度的正常范围及调整方法

1.2.2 各液位异常的处理方法

1.2.3 钎尾、钻杆、钻具的磨损，

以及钻杆导向套、滑块和耐磨块磨损

状态的判断和处置方法。

1.2.4 整机关键部位的识别方法

1.2.5 连接螺栓的拧紧力矩与拧紧

方法

1.2.6 转向、制动和工作装置液压

系统的构成及工作原理

2.
施工
作业

2.1 行走操

作

2.1.1 能驾驶具备原地转向功能

的设备进行原地转向

2.1.2 能驾驶设备在许可的坡道

上行驶

2.1.3 能驾驶设备进行极限转弯

2.1.4 能操作设备上、下运载车

辆

2.1.1 底盘进行原地转向运动及操

作方法

2.1.2 行驶时整机重心的位置

2.1.3 坡道行驶时注意事项

2.1.4 底盘极限转弯时的注意事项

2.1.5 设备上、下载运车辆的注意

事项

2.2 钻孔作

业

2.2.1 能根据施工图操作全液压

凿岩台车在不同作业面进行定位、

布孔、钻孔

2.2.2 能根据施工图操作露天钻

机进行深孔爆破的布孔与钻孔作业

2.2.3 能操作全液压凿岩台车有

效控制钻孔的角度偏差

2.2.4 能操作露天钻机有效控制

钻孔的角度偏差

2.2.1 用全液压凿岩台车在不同作

业面定位、布孔、钻孔的方法

2.2.2 深孔爆破布孔原则和方法

2.2.3 测量放样知识

2.2.4 硐室开挖炮孔的布置

2.2.5 常见掏槽孔的布置方式和适

用条件

2.2.6 崩落孔、周边孔的作用及布

置方法

2.2.7 全液压凿岩台车角度偏差控

制的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2.2.8 露天钻机角度偏差控制的操

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3.

维护

保养

3.1 设备保

养

3.1.1 能按保养手册对凿岩机械

进行定期保养

3.1.2 能填写机械原始记录和台

3.1.1 凿岩机械定期保养的内容和方

法

3.1.2 机械原始记录和台班运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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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运行记录 的填写内容

3.2 故障处

置

3.2.1 能对自行式凿岩机械液压系

统常见故障进行判断和排除

3.2.2 能对自行式凿岩机械气路，

水路系统的常见故障进行判断和排

除

3.2.3 能判断凿岩机械电气系统常

见故障，并进行排除。

3.2.1 凿岩机械的液压、气路、水路

，电气系统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4．
安全
环保

4.1 安 全

生产

4.1.1 能划分安全事故的类别

4.1.2 能实施触电、高空坠落、

火灾等事故的急救措施

4.1.3 能辨别凿岩台车作业过程

中的潜在危险源。并提出预防措

施。

4.1.4 能实施安全应急预案的处

置 。

4.1.1 安全生产事故类别基本知识

4.1.2 触电、高空坠落、机械伤害

、火灾等事故的急救措施

4.1.3 施工安全基本知识

4.1.4 施工潜在危险源辨识相关知

识和预防措施

4.1.5 施工事故预防与风险控制措

施相关知识

4.1.6 安全应急救援方案基本知识

4.2 环境保

护

4.2.1 能评估施工对环境的影响 4.2.1 施工对环境的影响基本知识

3.2.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施工
作业
准备

1.1 设备和

钎具选择

1.1.1 能根据现场岩石特性选择

凿岩机械

1.1.2 能根据不同作业面选择凿

岩机械

1.1.3 能根据岩石状况选择浅孔

、深孔凿岩钎具

1.1.1 按不同岩石特性选择凿岩机

械的方法

1.1.2 按不同作业面选择凿岩机械

的方法

1.3.3 不同岩石情况下凿岩钎具的

配置方法

1.3.4 各种凿岩机钎尾规格的合理

选择。

1.3.5 深孔凿岩从钎具选用上减小

钻孔偏斜率的方法

2.
施工
作业

2.1 行走操

作

2.1.1 能驾驶设备在规定坡度环

境、转弯半径要求下转场

2.1.2 能驾驶不同底盘型式的凿岩

机械

2.1.1 上下坡行驶和转弯的操作规范

及注意事项

2.1.2 不同底盘型式凿岩机械的行驶

操作方法

2.2 钻孔作

业

2.2.1 能按施工图纸要求用露天

钻机进行预裂爆破的布孔、钻孔作

业

2.2.2 能用露天钻机在不同岩层

进行深孔爆破的钻孔作业

2.2.3 能根据岩石状况调整凿岩

参数（冲击、推进、回转压力）

2.2.1 预裂爆破的施工工艺及钻孔控

制

2.2.2 预裂面与爆破开挖及主爆孔的

孔径，炮孔间距，预裂缝的超深、超长

的知识。

2.2.3 深孔爆破的炮孔布置及主要参

数知识

2.2.4 提高深孔爆破效率的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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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锚杆孔布置原则和要求

2.2.6 破岩原理，以及凿岩参数设置

和调整方法

3.

维护

保养

3.1 设备保

养

3.1.3 能对钻头进行修磨 3.1.3 钻头修磨的方法

3.2 故障处

置

3.2.1 能配合维修工对凿岩机械

的部件（动力、传动、钻臂、推进

机构、凿岩机）进行拆解和更换

3.2.1 凿岩机械部件结构和工作原理

4．
安全
环保

4.1 安 全

生产

4.1.1 能判断作业现场的安全隐

患

4.1.2 能用锚杆支撑加固危岩作

业(钻孔、安装锚杆)

4.1.3 能对不稳定边坡进行安全

处理和支护

4.1.1 地下工程开挖常用的开挖和

支护方法

4.1.2 锚杆支护的适用场所及锚杆

的类型

4.1.3 锚杆支护施工工艺

4.1.4 边坡的锚杆支护方法与施工

4.2 环境保

护

4.2.1 能在施工中采取预防措施

，避免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4.2.1 环境污染危害的处理方法

5.

培训

管理

5.1 培训指

导

5.1.1 能编写初级工、中级工培

训计划和培训教案

5.1.2 能讲授本专业初级工、中

级工理论知识

5.1.3 能操作设备进行初级工、

中级工技能培训

5.1.1 培训计划与教案的编写方法

5.1.2 培训教学设备的操作方法

5.2 生产

管理

5.2.1 能制定并组织实施施工作

业方案

5.2.2 能组织实施职业健康防护

方案

5.2.3 能对施工现场的道路及风

、水、电管路进行规划

5.2.4 能进行施工状况的监督与

管理

5.2.1 施工作业方案的制定方法

5.2.2 施工现场道路的布置方式

5.2.3 施工现场供风系统、供水系

统、供电系统的规划和计算

5.2.4 施工管理基础知识

5.2.5 现场基本条件及物资准备

5.2.6 职业健康防护方案的实施要

点

3.2.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施工
作业

1.1 行走操

作

1.1.1 能在低温环境下进行行走

操作

1.1.2 能在高海拔环境下进行行

走操作

1.1.1 低温环境下的底盘操作方法及

注意事项

1.1.2 高海拔极限环境下的底盘操作

方法及注意事项

1.2 钻孔作

业

1.2.1 能根据施工要求在不同地

貌如膨胀土围岩、黄土、溶洞、松

散地层、流沙、岩爆、高地温、瓦

斯地层下进行布孔和钻孔作业

1.2.2 能对断层破碎带地层进行

布孔和钻孔作业

1.2.3 能对软弱地层进行布孔和

钻孔作业

1.2.4 能根据爆破设计图操作全

1.2.1 膨胀土围岩的特性、施工要点

及注意事项

1.2.2 黄土的分类、施工方法及注意

事项

1.2.3 溶洞的类型、处理措施及施工

注意事项

1.2.4 松散地层超前支护施工方法及

注意事项

1.2.5 治理流沙的措施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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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凿岩台车在不同作业面进行自

动定位、定向布孔及凿岩作业.

1.2.5 能用凿岩台车在硐内进行

光面爆破的钻孔作业

1.2.6 隧道内岩爆的特点及产生岩爆

的主要条件，岩爆的治理措施及施工注

意事项

1.2.7 高地温地段隧道施工方法及注

意事项

1.2.8 瓦斯的性质、放出类型及防止

瓦斯事故的措施及注意事项

1.2.9 断层破碎带地层的处理及钻孔

方法

1.2.10 软弱地层的处理及钻孔方法

1.2.11 针对不同岩层的炮孔图设计

方法及注意事项

1.2.12 全电脑凿岩台车组成、结构

及工作原理

1.2.13 全电脑凿岩台车标定方法

2.

维护

保养

2.1 设备保

养

2.1.1 能对全电脑凿岩台车进行

日常保养和定期保养

2.1.2 能校准全电脑凿岩台车扫

描仪

2.1.3 能校准全电脑凿岩台车臂

架传感器

2.1.1 全电脑凿岩台车的保养方法

2.1.2 全电脑凿岩台车扫描仪校准方

法

2.1.3 全电脑凿岩台车臂架传感器校

准方法

2.2 故障处

置

2.2.1 能排查和处理凿岩机械液

压、电气、流体系统的常见故障

2.2.2 能检查底盘和动力系统运

行，以及排除常规故障

2.2.1 凿岩机械液压系统工作原理和

常规故障排除的方法

2.2.2 凿岩机械电气系统工作原理和

常规故障排除的方法

2.2.3 凿岩机械流体系统工作原理和

常规故障排除的方法

2.2.4 轮式底盘传动系统组成、工作

原理和常规故障排除方法

2.2.5 履带底盘组成、工作原理和常

规故障排除方法

2.2.6 动力系统组成、工作原理和常

规故障排除方法

3.
安全
环保

3.1 安 全

生产

3.1.1 能进行破碎区的硐挖、井

挖、槽挖的支护工作

3.1.2 能处理小塌方、出水情况

3.1.3 能进行极度破碎岩层的超

前灌浆作业

3.1.4 能对特殊地段岩体(如膨

胀性岩体、松散性岩体、湿陷性黄

土层、大面积淋水地段、破碎岩体

、冻胀岩体)进行支护作业

3.1.1 硐挖、井挖、槽挖的支护形

式、方法

3.1.2 涌水的产生及处理方法

3.1.3 超前排水法施工方法及适用

范围

3.1.4 超前锚固施工方法及适用范

围

3.1.5 特殊地段岩体支护作业的方

法

3.2 环境保

护

3.2.1 能统计分析前期出现的环

保问题并提出处理措施

3.2.2 能识别设备施工过程中环

境的影响因素

3.2.1 统计分析环保问题和处理方

法

3.2.2 当地环境保护的具体要求，

和设备施工过程会造成的环保问题

4. 培

训管

理

4.1 培训指

导

4.1.1 能结合生产实际制定培训

计划，并组织实施

4.1.2 能对初级工、中级工、高

4.1.1 培训计划与教案的编写方法

4.1.2 技术报告、实验报告及技术

总结的特点与写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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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工进行专业指导

4.1.3 能撰写技术总结

4.2 生产管

理

4.2.1 能进行施工作业的成本控

制

4.2.2 能进行施工质量管理

4.2.3 能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和制

定施工任务单

4.2.1 成本控制基础知识

4.2.2 质量管理基础知识

4.2.3 施工作业计划的编制原则和

编制步骤

4.2.4 施工组织

3.2.5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施工
作业

1.1 行走操

作

1.1.1 能在高海拔、低温、规定

坡度和弯道等复合环境下进行行走

操作

1.1.1 高海拔、低温、规定坡度和弯

道等复杂环境下的底盘操作方法及注意

事项

1.2 钻孔作

业

1.2.1 能根据隧道岩石状况，用

专业软件设计和修订爆破设计图，

将炮孔图导入凿岩台车电脑。

1.2.2 能进行隧道内的装药、排

险、管棚支护、锚杆支护和处理欠

挖等辅助作业。

1.2.1 针对不同岩层的炮孔图设计方

法及注意事项

1.2.2 炮孔图设计软件操作说明

1.2.3 隧道内的装药、排险、管棚支

护、锚杆支护和处理欠挖的方法和注意

事项

2.

维护

保养

2.1 设备保

养

2.2.1 能编制自行式凿岩设备的

保养计划

2.2.2 能编制自行式凿岩设备的保

养细则

2.2.1 自行式凿岩设备主要部件的保

养周期

2.2.2 自行式凿岩设备主要部件的保

养方法

2.2 故障处

置

2.2.1 能配合维修工对凿岩机械

整机进行分解、清洗、鉴定，更换

损坏零部件

2.2.2 能进行凿岩机械大修后的

验收工作

2.2.3 能配合维修工对凿岩机进

行分解、清洗、鉴定，更换损坏零

部件

2.2.4 能进行凿岩机大修后的验

收工作

2.2.1 凿岩机械大修内容及规范

2.2.2 凿岩机械大修的验收标准

2.2.3 凿岩机大修内容及规范

2.2.4 凿岩机大修的验收标准

3．安
全环
保

3.1 安 全

环保生产

3.1.1 能制定安全管理计划并

做好事故的统计与分析

3.1.2 能处理凿岩过程中的常

见安全事故，并提出防范措施

3.1.3 能进行设备运行中的安

全管理

3.1.1 制定安全环保技术措施的要

求

3.1.2 设备施工安全环保管理的总

要求

3.1.3 塌方，冒顶、滑坡、涌砂，

涌水、小块坠石、爆破安全、用电安

全、硐内交通安全、临时支护失效等

安全事故处理和预防措施

3.1.4 设备运行安全管理的内容及

管理制度

3.2 环境

保护

3.2.1 能制定施工过程中环境

保护计划和处理措施

2.2.2 能对安全环保生产的结果进

行评估和制定改进措施

3.2.1 制定环境保护计划和处理措

施的要求

3.2.2 设备安全环保管理的内容及

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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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训

管理

4.1 培训

指导

4.1.1 能对高级工和技师进行

理论培训

4.1.2 能对高级工和技师进行

技能指导

4.1.1 培训授课的方法及培训大纲

编制方法

4.1.2 凿岩机械操作与修理中新材

料、新技术、新工艺的有关知识

4.2 生产

管理

4.2.1 能编制凿岩工质量管理

办法

4.2.2 能进行工程预算，包括

人工，材料，施工用电、水、风

，施工机械台班费等

4.2.3 能针对设备功能、性能

、质量的不足等提出改进建议

4.2.1 质量管理办法的内容及要求

4.2.2 工程预算的组成和内容

4.2.3 工程预算的编制方法

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4.1.1 非自行式凿岩机械操作

项目 技能等级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基础知识 30 25 20

相关知识

要求

施工作业准备 10 10 10

施工作业 35 30 30

维护保养 10 10 15

安全环保 10 15 15

培训管理 - 5 5

合计 100 100 100

4.1.2 自行式凿岩机械操作

项目

技能等级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30 25 15 10 5

相关知

识要求

施工作业准备 10 10 10 - -

施工作业 35 30 25 25 25

维护保养 10 15 20 25 25

安全环保 10 15 20 25 25

培训管理 — — 5 10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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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4.2.1 非自行式凿岩机械操作

4.2.2 自行式凿岩机械操作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技师

（%）

技能

要求

施工作业准备 10 10 10 - -

施工作业 45 45 45 40 40

维护保养 20 20 20 25 25

安全环保 25 25 25 25 25

培训管理 — — — 10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四级/

中级工（%）

三级/

高级工（%）

技能要求

施工作业准备 10 10 5

施工作业 45 45 40

维护保养 20 20 20

安全环保 25 25 25

培训管理 - - 10

合计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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