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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西安

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山东职业学院、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北京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汪小亮、王东民、朱百通、李宝、吴华实、王珏晖、唐

相龙、樊辉、于迪、廖亮、陈海明、石立伟、秦志圣、周宁、徐刚、李俊娥、张

艳、莫振栋、黄斌、薄宜勇、莫建国、冯国良、王培林、鲜敏、董俊兰、费赞英、

朱青松、杨屏、汪赵强、郑乐藩、牟刚、付兵、于勇、陈明明、段树华、王建立、

孔莉。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未经北京和

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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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现场信号设备运用与维护职业技能等级对

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能力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现场信号设备运用与维护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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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的修改

单）适用于本标准。

《中国列车运行控制系统CTCS名词术语》（科技运〔2008〕127号）

《中国列车运行控制系统CTCS技术规范总则（暂行）》（科技运函〔2004〕

14号）

TB/T 3484-2017《列控系统应答器应用原则》

TB/T 3439-2016《列控中心技术条件》

TB/T 3027-2015《铁路车站计算机联锁技术条件》

TB/T 3206-2017《ZPW-2000轨道电路技术条件》

TB/T 3485-2017《应答器传输系统技术条件》

TB/T 2615-2018《铁路信号故障-安全原则》

Q/CR442-2017《铁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技术条件》

《铁路信号维护规则》（铁运〔2008〕142号）

《铁路技术管理规程》（普、高速铁路部分）（铁总科技〔2014〕172号）

《高速铁路信号维护规则》（铁总运〔2015〕3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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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轨道交通信号工》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的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Train Operation Control System

是指根据列车在铁路线路上运行的客观条件和实际情况，对列车运行速度及

制动方式等状态进行监督、控制和调整的技术装备。

3.2 现场信号设备 Site Signal Equipment

是指作为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的核心部分，安装于铁路沿线及车站的设备。

3.3 运用与维护 Application And Maintenance

是指利用专业知识、方法和工具，熟练操纵、调试、养护、维修相关设备并

使之功能保持良好的技能。

3.4 工作领域 Areas Of Work

是将职业岗位或岗位群所涉及的职业活动，按工作性质和要求分解成若干个

工作范畴或范围。

3.5 工作任务 Work Assignment

是职业和岗位的工作任务，是通过对从业者的实际工作提炼、概括而形成的

具有普遍性、稳定性的工作任务。

3.6 职业技能要求 Skill Requirements

是完成工作任务所需职业素养、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的综合体现。

3.7 计算机联锁 Computer Based Interlocking

计算机联锁是以计算机为主要技术手段，实现车站联锁的信号系统。

3.8 列控中心 Train Contro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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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控中心是一种实现站内和区间轨道编码、区间发码方向控制、区间信号机

控制、临时限速信号降级、应答器报文实时组帧和发送的重要信号设备，是列车

运行控制系统地面控制部分的核心设备。

3.9 集中监测 Centralized Signaling Monitoring

集中监测系统是保证行车安全、加强信号设备结合部管理、监测信号设备状

态、发现信号设备隐患、分析信号设备故障原因、辅助故障处理、指导现场维修、

反映设备运用质量、提高电务部门维护水平和维护效率的重要行车设备。

3.10 轨道电路 Track Circuit

轨道电路由钢轨线路和钢轨绝缘构成的电路，用于自动、连续检测这段线路

是否被机车车辆占用，也用于控制信号装置或转辙装置，以保证行车安全的设备。

3.11 LEU Line Side Electronic Unit

地面电子单元，是一种接收列控中心传送的数据报文处理后发送给有源应答

器的传输设备。

3.12 应答器 Balise

一种用于地面向列车传输信息的点式设备，分为固定（无源）应答器和可变

（有源）应答器。

3.13 信号机 Signal

信号机是指表达固定信号显示所用的机具。

3.14 道岔 Railroad Switch

道岔是一种使机车车辆从一股道转入另一股道的线路连接设备。

4 适用院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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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铁道信号、城市轨道交通信号、铁道车辆运用与检修、电气

运行与控制、电气技术应用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铁道信号自动控制、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铁道通信

信号设备制造与维护、高铁综合维修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智能控制技术等专

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面向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轨道交通装备运用等企业，面向普速铁路、高

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现场信号设备维修等岗位，从事现场信

号设备日常维护、设备操作、安装调试、故障处理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现场信号设备运用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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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现场信号设备运用与维护】（初级）：主要面向轨道交通

装备制造、轨道交通装备运用等企业，从事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现场信号设备基本

操作和简单安装与维护等工作。根据任务要求，能够熟练使用专用工具、仪表；

能够识别图纸、设备；能够按照标准规范对信号设备进行基本操作和简单安装与

维护。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现场信号设备运用与维护】（中级）：主要面向轨道交通

装备制造、轨道交通装备运用等企业，从事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现场信号设备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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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维护和设备一般故障处理等工作。根据任务要求，能够按照标准规范对现场信

号设备进行复杂操作、安装与维护并能够对现场信号设备一般故障进行处理。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现场信号设备运用与维护】（高级）：主要面向轨道交通

装备制造、轨道交通装备运用等企业，从事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现场信号设备测试

验收、故障处理等工作。根据任务要求，能够对现场信号设备进行测试验收，能

够按照标准规范进行难度较高的现场信号设备安装与维护，并能够对现场信号设

备复杂故障进行分析处理。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现场信号设备运用与维护职业技能标准（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专用工具、仪表

使用

1.1 专用仪表使用

1.1.1 能根据任务要求，正确选择使用电压

表、电流表、钳形电流表、万用表。

1.1.2 能根据任务要求，正确选择使用兆欧

表、移频表。

1.1.3 能根据任务要求，正确选择使用驻波

比测量仪、应答器报文读取仪。

1.2 专用工具使用

1.2.1 能够使用螺丝刀、钢丝钳、斜口钳、

压线钳、电工刀及剥线钳等工具，达到熟练

程度。

1.2.2能够使用活动扳手、扭力扳手等工具，

达到熟练程度。

1.2.3 能够使用力矩扳手、力矩螺丝刀等装

调专用工具，达到熟练会用的程度。

1.2.4 能够使用安全防护用品，准确实施安

全防护。

2.图纸、设备识别

2.1 图纸识读

2.1.1 能识读现场信号设备技术图纸。

2.1.2 能识读现场信号设备电路图和配线

图。

2.1.3 能识读信号设备机械安装图。

2.2 设备识别
2.2.1 能识别信号设备的型号、规格。

2.2.2 能识别常见信号器件和辅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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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2.3 能识别常见标识牌。

3.现场信号设备操

作

3.1 计算机联锁设

备操作

3.1.1能操作计算机联锁设备开关机及程序

启动方法。

3.2 列控地面设备

操作

3.2.1能操作办理列控地面设备开关机及程

序启动方法。

3.3 电源系统操作

3.3.1 能够查看并记录智能电源屏、UPS 监

测单元信息。

3.3.2能够完成电源系统开关机及程序启动

方法。

3.4 集中监测设备

操作

3.4.1能够完成集中监测设备开关机及程序

启动方法。

4.现场信号设备施

工与维护

4.1 道岔转辙设备

施工与维护

4.1.1 能完成道岔转辙设备转辙机、杆件、

安装装置的安装等日常巡视工作

4.1.2 道岔加锁、杆件防水罩等其他附属装

置安装等日常巡视工作

4.1.3道岔电缆盒及基础安装等日常巡视工

作。

4.2 轨道电路设备

施工与维护

4.2.1 能完成送（受）端箱盒、扼流变箱及

基础和外部设备破损、漏水，加锁、安装支

架、螺栓紧固等日常巡视工作。

4.2.2 能完成送（受）端轨道引接线、轨道

接续线、道岔跳线、轨道绝缘和补偿电容、

轨距杆等日常巡视工作。

4.3 信号机设备施

工与维护

4.3.1 能完成信号机构、箱盒内外部、紧固

螺栓等日常巡视工作。

4.3.2 能完成信号机柱、梯子、地线、紧固

螺栓、显示距离和外透镜检查和清洁等日常

巡视工作。

4.4 计算机联锁设

备施工与维护

4.4.1 能完成联锁设备、控制台，显示器，

鼠标等相关设备的日常养护巡检工作。

4.4.2能正确识读联锁设备机柜面板指示灯

含义及操作方法。

4.4.3 能更换熔断器、防雷器、继电器等故

障器材。

4.5 列控地面设备

施工与维护

4.5.1 能够完成列控地面设备机柜、板卡、

工控机等相关设备的日常养护巡检工作。

4.5.2 能更换熔断器、防雷器、继电器等故

障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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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6 电源系统施工

与维护

4.6.1 能够完成电源屏设备机柜、各电源模

块等相关设备的日常养护巡检工作。

4.6.2 能够完成 UPS、蓄电池等相关设备的

日常养护巡检工作。

4.6.3 能更换熔断器、防雷器等故障器材。

4.7 集中监测设备

施工与维护

4.7.1 能够完成集中监测设备机柜、板卡、

工控机等相关设备的日常养护巡检工作。

4.7.2 能更换熔断器、防雷器、继电器等故

障器材。

表 2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现场信号设备运用与维护职业技能标准（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现场信号设备操

作

1.1 计算机联锁设备

操作

1.1.1 能够办理区间正常改方、辅助改方

等信号操作业务。

1.1.2 能够办理轨道区段设置、取消分路

不良状态标记操作业务。

1.1.3 能通过显示界面正确识读区段、道

岔、信号机等站内设备的行车状况变化

信息。

1.1.4 能通过电务维修机正确调阅、查

询、回放信号设备变化的存储记录、数

据、显示等。

1.1.5 能通过电务维修机正确识读联锁

设备及与其它信号系统间运行状态图信

息。

1.1.6 能办理接发列车、调车进路建立、

取消等作业任务。

1.1.7 能办理道岔单操，单锁，单封及解

锁，解封等操作业务。

1.1.8 能办理信号按钮钮封，钮解等操作

业务。

1.1.9 能办理信号重开及其它联锁控制

台操作业务。

1.2 列控地面设备操

作

1.2.1 能操作应答器报文读写业务。

1.2.2 能通过列控维护终端正确调阅、查

询、回放信号设备变化的存储记录、数

据、显示等。

1.2.3 能通过列控维护终端识读列控地

面设备与其它信号系统间运行状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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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息。

1.2.4 能够正确识读列控机柜面板指示

灯含义及操作方法。

1.3 电源系统操作

1.3.1 能够完成电源屏两路电源手动转

换操作方法。

1.3.2 能够完成 UPS 开关机、旁路、放电

试验等操作方法。

1.4 信号集中监测操

作

1.4.1 能通过监测站机调阅、查询、回放、

存储信号设备运行数据。

1.4.2 能通过监测站机识读该车站各信

号系统运行状态。

1.4.3 能够正确识读监测机柜面板指示

灯含义及操作方法。

1.4.4 能通过监测站机进行电缆绝缘和

漏流测试。

1.4.5 能处理监测报警信息。

2.现场信号设备施

工与维护

2.1 道岔转辙设备施

工与维护

2.1.1 能完成道岔转辙机设备的安装、调

试工作。

2.1.2 能完成道岔转辙设备的电气（电缆

绝缘，动作电压、电流，表示电压）、

机械特性测试工作。

2.1.3 能整治道岔转辙设备。

2.2 轨道电路设备施

工与维护

2.2.1 能完成轨道电路设备的安装、调试

工作。

2.2.2 能整治轨道电路设备。

2.2.3 能完成轨道电路设备的送端电压、

接收电压，相位，电缆绝缘等电气特性

测试工作。

2.2.4 能完成分路残压等测量工作。

2.3 信号机设备施工

与维护

2.3.1 能完成信号机设备的安装、调试工

作。

2.3.2 能完成信号机设备的点灯电压，点

灯电流等电气特性测试工作。

2.3.3 能够完成主、付灯丝转换试验工作

2.3.4 能够完成信号机点灯试验工作。

2.4 计算机联锁设备

施工与维护

2.4.1 能正确进行联锁设备的模块及部

件安装、调整。

2.4.2 能够完成各类联锁报警试验并验

证报警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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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5 列控地面设备施

工与维护

2.5.1能够完成LEU及应答器等列控地面

设备安装。

2.5.2 能够进行主备机冗余切换或倒机

试验。

2.6 电源系统施工与

维护

2.6.1 能够进行电源屏、UPS、蓄电池设

备的模块及部件安装。

2.6.2 能够进行电源屏两路电源手动、自

动转换试验。

2.6.3 能够进行蓄电池组、单块电池性能

测试、试验。

2.7 集中监测设备施

工与维护

2.7.1 能够进行监测设备的模块及部件

安装。

3.现场信号设备故

障处理

3.1 道岔转辙设备故

障处理

3.1.1 能处理电气开路等常见故障。

3.1.2 能处理设备及附属连接线缆故障。

3.1.3 能完成道岔转辙设备表示电路故

障排查、分析及处理。

3.1.4 能完成转辙机、安装装置、电缆盒

更换后的试验。

3.2 轨道电路设备故

障处理

3.2.1 能处理电气开路等常见故障。

3.2.2 能处理设备及附属连接线缆故障。

3.2.3 能完成箱盒内变压器，电阻等更换

后的试验。

3.3 信号机设备故障

处理

3.3.1 能根据信号机异常显示判断设备

状态。

3.3.2 能处理电气开路等常见故障。

3.3.3 能处理设备及附属连接线缆故障。

3.3.4 能完成信号机灯泡、点灯单元等更

换后的试验。

3.4 计算机联锁设备

故障处理

3.4.1 能根据报警信息和指示灯状态判

断故障部件，并更换不良部件。

3.4.2 能处理设备及附属连接线缆故障。

3.4.3 能配合进行应急操作及恢复倒切。

3.4.4 能完成联锁设备模块更换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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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5 列控地面设备故

障处理

3.5.1 能根据报警信息和指示灯状态判

断故障部件，并更换不良部件。

3.5.2 能处理电气开路等常见故障。

3.5.3 能处理设备及附属连接线缆故障。

3.5.4 能配合进行应急操作及恢复倒切。

3.5.5 能完成列控中心、LEU 模块更换及

试验。

3.5.6 能完成 LEU、应答器整机设备更换

及试验。

3.6 电源系统故障处

理

3.6.1 能根据报警信息和指示灯状态判

断故障部件，并更换不良部件。

3.6.2 能完成电源屏模块更换及试验。

3.7 集中监测设备故

障处理

3.7.1 能根据报警信息和指示灯状态判

断故障部件，并更换不良部件。

3.7.2 能处理电气开路等常见故障。

3.7.3 能处理设备及附属连接线缆故障。

表 3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现场信号设备运用与维护职业技能标准（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现场信号设备系

统验收

1.1 计算机联锁设备

验收

1.1.1 能按照设计进路联锁表进行信号

联锁关系验证。

1.1.2 能根据施工图纸进行对点验证。

1.1.3 能完成联锁设备与其他设备接口

测试。

1.2 列控地面设备验

收

1.2.1 能根据施工图纸进行对点验证。

1.2.2 能完成列控中心与其他设备接口

测试。

1.2.3 能完成列控中心发码、区间点灯、

区间改方、区间占用逻辑检查、限速预

告、限速降级等功能验证。

1.3 信号集中监测验

收

1.3.1 能根据施工图纸进行对点验证。

1.3.2 能根据监测报警技术条件对点验

证一级、二级、三级信号设备报警功能。

2.现场信号设备施

工与维护

2.1 道岔转辙设备施

工与维护

2.1.1 能进行更换道岔转辙设备、转辙机

施工。

2.1.2 能更换道岔相关继电器组合。

2.1.3 能进行机械室配线施工。

2.1.4 能进行信号电缆接续及配线。

2.2 轨道电路设备施

工与维护

2.2.1 能更换轨道电路设备。

2.2.2 能更换轨道电路相关继电器组合。

2.2.3 能进行机械室配线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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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2.4 能进行信号电缆接续及配线。

2.2.5 能调整轨道电路极性交叉。

2.3 信号机设备施工

与维护

2.3.1 能更换信号机设备。

2.3.2 能跟换信号机相关继电器组合。

2.3.3 能进行机械室配线施工。

2.3.4 能进行信号电缆接续及配线。

3.现场信号设备故

障处理

3.1 道岔转辙设备故

障处理

3.1.1 能完成道岔转辙设备启动电路故

障排查、分析及处理。

3.1.2 能完成道岔转辙设备动作电路故

障排查、分析及处理。

3.1.3 能完成道岔转辙设备非正常情况

下应急处置。

3.2 轨道电路设备故

障处理

3.2.1 能完成轨道电路设备送端故障排

查、分析及处理。

3.2.2 能完成轨道电路设备受端故障排

查、分析及处理。

3.2.3 能完成轨道电路设备非正常情况

下应急处置。

3.3 信号机设备故障

处理

3.3.1 能够完成信号机室内设备故障排

查、分析及处理。

3.3.2 能够完成信号机室外设备故障排

查、分析及处理。

3.3.3 能完成信号机设备非正常情况下

应急处置。

3.4 计算机联锁设备

故障处理

3.4.1 能够根据电务维修机系统状态运

行图完成故障定位及处理。

3.4.2 能够根据机柜面板指示灯故障含

义完成故障定位、分析及处理。

3.4.3 能够完成联锁设备与其它信号系

统间通信故障的定位、分析及处理。

3.4.4 能够完成非正常情况下应急处置。

3.5 列控地面设备故

障处理

3.5.1 能够根据列控维护终端系统状态

运行图完成故障定位及处理。

3.5.2 能够根据机柜面板指示灯故障含

义完成故障定位、分析及处理。

3.5.3 能够完列控地面设备与其它信号

系统间通信故障的定位、分析及处理。

3.5.4 能够完成非正常情况下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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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6 集中监测设备故

障处理

3.6.1 能够根据监测站机信号设备运行

数据和报警进行故障的定位、分析及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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