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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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卓创至诚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

中汽数据有限公司、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北

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春明、吕义聪、孙立清、陈勇、陈黎明、吕江毅、

宋建桐、于星胜、张敏华、邸玉峰、孙全、王桂成、陈计划、程美、缑庆伟。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北京卓创至诚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北京卓

创至诚技术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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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新能源汽车装调与测试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

任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新能源汽车装调与测试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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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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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596-2017 电动汽车术语 

GB/T 18385-2005 电动汽车 动力性能 试验方法 

GB/T 19750-2005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定型试验规程 

GB/T 31486-2015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电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18488.2-2015 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 第2部分:试验方法 

GB/T 20234.1-2015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1部分 通用要求 

GB/T 38187-2019 汽车电气电子可靠性术语 

GB/T 38679-2020 车辆行驶跑偏试验方法 

GB/T 35360-2017 汽车转向系统术语和定义 

GB 21670-2008 乘用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28679-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装配 

GB/T 33905.3-2017 智能传感器 第3部分：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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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1466-2015 电动汽车高压系统电压等级 

GB 38900-2020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 

GB T18384.2-2015 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第2部分：操作安全和故障防护 

GB T18384.3-2015 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第3部分：人员触电防护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纯电动汽车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BEV 

驱动能量完全由电能提供的、由电机驱动的汽车。电机的驱动电能来源于

车载可充电储能系统或其他能量储存装置。 

[GB/T 19596-2017，定义 3.1.1.1] 

3.2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hybrid electric vehicle;HEV 

能够至少从下述两类车载储存的能量中获得动力的汽车： 

—可消耗的燃料； 

—可再充电能／能量储存装置。 

[GB/T 19596-2017，定义 3.1.1.2] 

3.3 高压系统 high voltage power system 

电动汽车内部B级电压以上与动力电池直流母线相连或由动力电池电源驱动

的高压驱动零部件系统，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动力电池系统和/或高压配电系统

（高压继电器、熔断器、电阻器、主开关等）、电机及其控制器系统、DC/DC变

换器和车载充电机等。 

[GB/T 19596-2017，定义 3.1.2.1.11] 

3.4 动力蓄电池系统 power batte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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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或一个以上蓄电池包及相应附件（蓄电池管理系统、高压电路、低压

电路、热管理设备以及机械总成）构成的为电动汽车整车的行驶提供电能的能

量存储装置。 

[GB/T 19596-2017，定义 3.1.2.1.9] 

3.5 驱动系统 propulsion system 

汽车启动后，能够依据驾驶员的操作指令，给汽车提供驱动力的系统。 

[GB/T 19596-2017，定义 3.1.2.1.3] 

3.6 车载充电机 on-board charger;OBC 

固定地安装在车上的充电机。 

[GB/T 19596-2017，定义 3.4.1.5.1] 

4  适用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新能源汽车装调与检修、新能源汽车维修、汽车制造与检

修、汽车电子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车身修复、汽车美容与装潢、

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机械加工技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内燃机车运用与检

修、机电技术应用、机电产品检测技术应用、电气技术应用、电子材料与元器

件制造、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维修、电力机车运用

与检修、机械制造技术、电机电器制造与维修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制造与装

配技术、汽车改装技术、汽车造型技术、汽车试验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汽车电子技术、汽车运用安全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智能终端技术与应

用、汽车车身维修技术、汽车营销与服务、电机与电器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

化、机电设备安装技术、自动化生产设备应用、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智能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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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智能交通技术运用、城市轨道交

通车辆技术、电子制造技术与设备、内燃机制造与维修、电子电路设计与工艺、

汽车智能技术、机械装备制造技术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新能源汽车工程、智能车辆工程、新能源工程、汽车维

修工程教育、机电技术教育、机械电子工程、机械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汽车服务工程、工业设计、能

源与动力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智能装备与系统交通运输、交

通工程、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机械工艺技术、车辆工程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新能源汽车装调与测试】（初级）：主要面向新能源汽车技术链和产业

链相关的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服务机构等单位，从事制造装配、调试和质

检等工作，根据工艺流程规定完成装配、调试，以及质量检验和处理等作业。 

【新能源汽车装调与测试】（中级）：主要面向新能源汽车技术链和产业

链相关的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研究机构、设计机构、服务机构等单位，从

事测试、检验、设计辅助、技术管理和质量管理等工作，根据工作任务要求完

成测试、检验、辅助设计、质量管控、实践指导及装配工艺文件的编制等作业。 

【新能源汽车装调与测试】（高级）：主要面向新能源汽车技术链和产业链相

关的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研究机构、设计机构、服务机构等单位，从事试验、评

价、设计辅助、技术管理和质量管理等工作，根据工作任务要求完成试验、评价，以

及制定培训方案并实施、编写技术文件、撰写技术论文等作业。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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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装调与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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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汽车装调与测试】（初级）：根据工艺流程规定，完成新能源汽

车高压系统、车身电气系统和底盘系统的装配与调试，以及质量检验和处理等

作业。 

【新能源汽车装调与测试】（中级）：根据工作任务要求，完成新能源汽

车高压系统、车身电气系统和底盘系统的检测与验证，实践指导及装配工艺文

件的编制。 

【新能源汽车装调与测试】（高级）：根据工作任务要求，完成新能源汽

车高压系统、车身电气系统和底盘系统的试验与评价，制定培训方案并实施，

编写技术文件、撰写技术论文等。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新能源汽车装调与测试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高压系统装

配与调试 

1.1 动力蓄电池

系统装配与调试 

1.1.1 能理解并执行安全规范，识别新能源

汽车动力蓄电池系统高压作业安全风险，并

采取个人安全防护及场地安全防范等措施。 

1.1.2 能识读电路图和装配图，能选择动力

蓄电池系统零部件并识别安装位置，能按照

动力蓄电池系统装配要求操作。 

1.1.3 能按照工艺文件选择并使用装配工具

设备和测量仪器。 

1.1.4 能按照工艺文件完成动力蓄电池系统

生产装配和品质检测，确认动力蓄电池系统

无装配缺陷。 

1.1.5 能识别动力蓄电池系统零部件型号及

接口，按照工艺文件完成动力蓄电池系统整

车装配调试，确认装配和连接正常，系统无

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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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能识别动力蓄电池系统装配和连接不

良状况，通过检查、测试和调整等方法排

除，确认动力蓄电池系统工作正常。 

1.2 驱动系统装

配与调试 

1.2.1 能理解并执行安全规范，识别新能源

汽车驱动系统高压作业安全风险，并采取个

人安全防护及场地安全防范等措施。 

1.2.2 能识读电路图和装配图，能选择驱动

系统零部件并识别安装位置，能按照驱动系

统装配要求操作。 

1.2.3 能按照工艺文件选择并使用装配工具

设备和测量仪器。 

1.2.4 能按照工艺文件完成驱动系统生产装

配和品质检测，确认驱动系统无装配缺陷。 

1.2.5 能识别驱动系统零部件型号及接口，

按照工艺文件完成驱动系统整车装配调试，

确认装配和连接正常，系统无故障。  

1.2.6 能识别驱动系统装配和连接不良状

况，通过检查、测试和调整等方法排除，确

认驱动系统工作正常。 

1.3 充电系统装

配与调试 

1.3.1 能理解并执行安全规范，识别新能源

汽车充电系统高压作业安全风险，并采取个

人安全防护及场地安全防范等措施。 

1.3.2 能识读电路图和装配图，能选择充电

系统零部件并识别安装位置，能按照充电系

统装配要求操作。 

1.3.3 能按照工艺文件选择并使用装配工具

设备和测量仪器。 

1.3.4 能按照工艺文件完成充电系统生产装

配和品质检测，确认充电系统无装配缺陷。 

1.3.5 能识别充电系统零部件型号及接口，

按照工艺文件完成充电系统整车装配调试，

确认装配和连接正常，系统无故障。  

1.3.6 能识别充电系统装配和连接不良状

况，通过检查、测试和调整等方法排除，确

认充电系统工作正常。 

1.4 辅助装置装

配与调试 

1.4.1 能理解并执行安全规范，识别新能源

汽车辅助装置高压作业安全风险，并采取个

人安全防护及场地安全防范等措施。 

1.4.2 能识读电路图和装配图，能选择辅助

装置零部件并识别安装位置，能按照辅助装

置装配要求操作。 

1.4.3 能按照工艺文件选择并使用装配工具

设备和测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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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能按照工艺文件完成辅助装置生产装

配和品质检测，确认辅助装置无装配缺陷。 

1.4.5 能识别辅助装置零部件型号及接口，

按照工艺文件完成辅助装置整车装配调试，

确认装配和连接正常，系统无故障。 

1.4.6 能识别辅助装置装配和连接不良状

况，通过检查、测试和调整等方法排除，确

认辅助装置工作正常。 

2.车身电气系

统装配与调试 

2.1 灯光系统装

配与调试 

2.1.1 能理解并执行安全规范，识别新能源

汽车高压作业安全风险，并采取个人安全防

护及场地安全防范等措施。 

2.1.2 能识读电路图和装配图，能选择灯光

系统零部件并识别安装位置，能按照灯光系

统装配要求操作。 

2.1.3 能按照工艺文件选择并使用装配工具

设备和测量仪器。 

2.1.4 能按照工艺文件完成灯光系统生产装

配和品质检测，确认灯光系统无装配缺陷。 

2.1.5 能识别灯光系统零部件型号及接口，

按照工艺文件完成灯光系统整车装配调试，

确认装配和连接正常，系统无故障。 

2.1.6 能识别灯光系统装配和连接不良状

况，通过检查、测试和调整等方法排除，确

认灯光系统工作正常。 

2.2 舒适系统装

配与调试 

2.2.1 能理解并执行安全规范，识别新能源

汽车高压作业安全风险，并采取个人安全防

护及场地安全防范等措施。 

2.2.2 能识读电路图和装配图，能选择舒适

系统零部件并识别安装位置，能按照舒适系

统装配要求操作。 

2.2.3 能按照工艺文件选择并使用装配工具

设备和测量仪器。 

2.2.4 能按照工艺文件完成舒适系统生产装

配和品质检测，确认舒适系统无装配缺陷。 

2.2.5 能识别舒适系统零部件型号及接口，

按照工艺文件完成舒适系统整车装配调试，

确认装配和连接正常，系统无故障。  

2.2.6 能识别舒适系统装配和连接不良状

况，通过检查、测试和调整等方法排除，确

认舒适系统工作正常。 

2.3 车载网络系

统装配与调试 

2.3.1 能理解并执行安全规范，识别新能源

汽车高压作业安全风险，并采取个人安全防

护及场地安全防范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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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能识读电路图和装配图，能选择车载

网络系统零部件并识别安装位置，能按照车

载网络系统装配要求操作。 

2.3.3 能按照工艺文件选择并使用装配工具

设备和测量仪器。 

2.3.4 能按照工艺文件完成车载网络系统生

产装配和品质检测，确认车载网络系统无装

配缺陷。 

2.3.5 能识别车载网络系统零部件型号及接

口，按照工艺文件完成车载网络系统整车装

配调试，确认装配和连接正常，系统无故

障。  

2.3.6 能识别车载网络系统装配和连接不良

状况，通过检查、测试和调整等方法排除，

确认车载网络系统工作正常。 

2.4 驾驶辅助系

统装配与调试 

2.4.1 能理解并执行安全规范，识别新能源

汽车高压作业安全风险，并采取个人安全防

护及场地安全防范等措施。 

2.4.2 能识读电路图和装配图，能选择驾驶

辅助系统零部件并识别安装位置，能按照驾

驶辅助系统装配要求操作。 

2.4.3 能按照工艺文件选择并使用装配工具

设备和测量仪器。 

2.4.4 能按照工艺文件完成驾驶辅助系统生

产装配和品质检测，确认驾驶辅助系统无装

配缺陷。 

2.4.5 能识别驾驶辅助系统零部件型号及接

口，按照工艺文件完成驾驶辅助系统整车装

配调试，确认装配和连接正常，系统无故

障。  

2.4.6 能识别驾驶辅助系统装配和连接不良

状况，通过检查、测试和调整等方法排除，

确认驾驶辅助系统工作正常。 

3.底盘系统装

配与调试 

3.1 传动系统装

配与调试 

3.1.1 能理解并执行安全规范，识别新能源

汽车高压作业安全风险，并采取个人安全防

护及场地安全防范等措施。 

3.1.2 能识读电路图和装配图，能选择传动

系统零部件并识别安装位置，能按照传动系

统装配要求操作。 

3.1.3 能按照工艺文件选择并使用装配工具

设备和测量仪器。 

3.1.4 能按照工艺文件完成传动系统生产装

配和品质检测，确认传动系统无装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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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能识别传动系统零部件型号及接口，

按照工艺文件完成传动系统整车装配调试，

确认装配和连接正常，系统无故障。  

3.1.6 能识别传动系统装配和连接不良状

况，通过检查、测试和调整等方法排除，确

认传动系统工作正常。 

3.2 行驶系统装

配与调试 

3.2.1 能理解并执行安全规范，识别新能源

汽车高压作业安全风险，并采取个人安全防

护及场地安全防范等措施。 

3.2.2 能识读电路图和装配图，能选择行驶

系统零部件并识别安装位置，能按照行驶系

统装配要求操作。 

3.2.3 能按照工艺文件选择并使用装配工具

设备和测量仪器。 

3.2.4 能按照工艺文件完成行驶系统生产装

配和品质检测，确认行驶系统无装配缺陷。 

3.2.5 能识别行驶系统零部件型号及接口，

按照工艺文件完成行驶系统整车装配调试，

确认装配和连接正常，系统无故障。 

3.2.6 能识别行驶系统装配和连接不良状

况，通过检查、测试和调整等方法排除，确

认行驶系统工作正常。 

3.3 转向系统装

配与调试 

3.3.1 能理解并执行安全规范，识别新能源

汽车高压作业安全风险，并采取个人安全防

护及场地安全防范等措施。 

3.3.2 能识读电路图和装配图，能选择转向

系统零部件并识别安装位置，能按照转向系

统装配要求操作。 

3.3.3 能按照工艺文件选择并使用装配工具

设备和测量仪器。 

3.3.4 能按照工艺文件完成转向系统生产装

配和品质检测，确认转向系统无装配缺陷。 

3.3.5 能识别转向系统零部件型号及接口，

按照工艺文件完成转向系统整车装配调试，

确认装配和连接正常，系统无故障。  

3.3.6 能识别转向系统装配和连接不良状

况，通过检查、测试和调整等方法排除，确

认转向系统工作正常。 

3.4 制动系统装

配与调试 

3.4.1 能理解并执行安全规范，识别新能源

汽车高压作业安全风险，并采取个人安全防

护及场地安全防范等措施。 

3.4.2 能识读电路图和装配图，能选择制动

系统零部件并识别安装位置，能按照制动系

统装配要求操作。 



11  

3.4.3 能按照工艺文件选择并使用装配工具

设备和测量仪器。 

3.4.4 能按照工艺文件完成制动系统生产装

配和品质检测，确认制动系统无装配缺陷。 

3.4.5 能识别制动系统零部件型号及接口，

按照工艺文件完成制动系统整车装配调试，

确认装配和连接正常，系统无故障。 

3.4.6 能识别制动系统装配和连接不良状

况，通过检查、测试和调整等方法排除，确

认制动系统工作正常。 

 

表 2 新能源汽车装调与测试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高压系统检

测与验证 

1.1 动力蓄电池系

统检测与验证 

1.1.1 能编制动力蓄电池系统生产装配和整

车装配匹配的工艺文件。 

1.1.2 能绘制动力蓄电池系统原理图，能选

择并使用工具设备和测量仪器。 

1.1.3 能完成动力蓄电池系统测试与验证，

确认动力蓄电池系统符合技术要求，能编写

测试报告。 

1.1.4 能按照诊断流程完成动力蓄电池系统

故障分析与处理，确认系统运行正常并编写

诊断报告。 

1.1.5 能独立完成动力蓄电池系统装调实践

指导。 

1.2 驱动系统检测

与验证 

1.2.1 能编制驱动系统生产装配和整车装配

匹配的工艺文件。 

1.2.2 能绘制驱动系统原理图，能选择并使

用工具设备和测量仪器。 

1.2.3 能完成驱动系统测试与验证，确认驱

动系统符合技术要求，能编写测试报告。 

1.2.4 能按照诊断流程完成驱动系统故障分

析与处理，确认系统运行正常并编写诊断报

告。 

1.2.5 能独立完成驱动系统装调实践指导。 

1.3 充电系统检测

与验证 

1.3.1 能编制充电系统生产装配和整车装配

匹配的工艺文件。 

1.3.2 能绘制充电系统原理图，能选择并使

用工具设备和测量仪器。 

1.3.3 能完成充电系统测试与验证，确认充

电系统符合技术要求，能编写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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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能按照诊断流程完成充电系统故障分

析与处理，确认系统运行正常并编写诊断报

告。 

1.3.5 能独立完成充电系统装调实践指导。 

1.4 辅助装置检测

与验证 

1.4.1 能编制辅助装置生产装配和整车装配

匹配的工艺文件。 

1.4.2 能绘制辅助装置原理图，能选择并使

用工具设备和测量仪器。 

1.4.3 能完成辅助装置测试与验证，确认辅

助装置符合技术要求，能编写测试报告。 

1.4.4 能按照诊断流程完成辅助装置故障分

析与处理，确认系统运行正常并编写诊断报

告。 

1.4.5 能独立完成辅助装置装调实践指导。 

2.车身电气系

统检测与验证 

2.1 灯光系统检测

与验证 

2.1.1 能编制灯光系统生产装配和整车装配

匹配的工艺文件。 

2.1.2 能绘制灯光系统原理图，能选择并使

用工具设备和测量仪器。 

2.1.3 能完成灯光系统测试与验证，确认灯

光系统符合技术要求，能编写测试报告。 

2.1.4 能按照诊断流程完成灯光系统故障分

析与处理，确认系统运行正常并编写诊断报

告。 

2.1.5 能独立完成灯光系统装调实践指导。 

2.2 舒适系统检测

与验证 

2.2.1 能编制舒适系统生产装配和整车装配

匹配的工艺文件。 

2.2.2 能绘制舒适系统原理图，能选择并使

用工具设备和测量仪器。 

2.2.3 能完成舒适系统测试与验证，确认舒

适系统符合技术要求，能编写测试报告。 

2.2.4 能按照诊断流程完成舒适系统故障分

析与处理，确认系统运行正常并编写诊断报

告。 

2.2.5 能独立完成舒适系统装调实践指导。 

2.3 车载网络系统

检测与验证 

2.3.1 能编制车载网络系统生产装配和整车

装配匹配的工艺文件。 

2.3.2 能绘制车载网络系统原理图，能选择

并使用工具设备和测量仪器。 

2.3.3 能完成车载网络系统测试与验证，确

认车载网络系统符合技术要求，能编写测试

报告。 

2.3.4 能按照诊断流程完成车载网络系统故

障分析与处理，确认系统运行正常并编写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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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报告。 

2.3.5 能独立完成车载网络系统装调实践指

导。 

2.4 驾驶辅助系统

检测与验证 

2.4.1 能编制驾驶辅助系统生产装配和整车

装配匹配的工艺文件。 

2.4.2 能绘制驾驶辅助系统原理图，能选择

并使用工具设备和测量仪器。 

2.4.3 能完成驾驶辅助系统测试与验证，确

认驾驶辅助系统符合技术要求，能编写测试

报告。 

2.4.4 能按照诊断流程完成驾驶辅助系统故

障分析与处理，确认系统运行正常并编写诊

断报告。 

2.4.5 能独立完成驾驶辅助系统装调实践指

导。 

3.底盘系统检

测与验证 

3.1 传动系统检测

与验证 

3.1.1 能编制传动系统生产装配和整车装配

匹配的工艺文件。 

3.1.2 能绘制传动系统原理图，能选择并使

用工具设备和测量仪器。 

3.1.3 能完成传动系统测试与验证，确认传

动系统符合技术要求，能编写测试报告。 

3.1.4 能按照诊断流程完成传动系统故障分

析与处理，确认系统运行正常并编写诊断报

告。 

3.1.5 能独立完成传动系统装调实践指导。 

3.2 行驶系统检测

与验证 

3.2.1 能编制行驶系统生产装配和整车装配

匹配的工艺文件。 

3.2.2 能绘制行驶系统原理图，能选择并使

用工具设备和测量仪器。 

3.2.3 能完成行驶系统测试与验证，确认行

驶系统符合技术要求，能编写测试报告。 

3.2.4 能按照诊断流程完成行驶系统故障分

析与处理，确认系统运行正常并编写诊断报

告。 

3.2.5 能独立完成行驶系统装调实践指导。 

3.3 转向系统检测

与验证 

3.3.1 能编制转向系统生产装配和整车装配

匹配的工艺文件。 

3.3.2 能绘制转向系统原理图，能选择并使

用工具设备和测量仪器。 

3.3.3 能完成转向系统测试与验证，确认转

向系统符合技术要求，能编写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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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能按照诊断流程完成转向系统故障分

析与处理，确认系统运行正常并编写诊断报

告。 

3.3.5 能独立完成转向系统装调实践指导。 

3.4 制动系统检测

与验证 

3.4.1 能编制制动系统生产装配和整车装配

匹配的工艺文件。 

3.4.2 能绘制制动系统原理图，能选择并使

用工具设备和测量仪器。 

3.4.3 能完成制动系统测试与验证，确认制

动系统符合技术要求，能编写测试报告。 

3.4.4 能按照诊断流程完成制动系统故障分

析与处理，确认系统运行正常并编写诊断报

告。 

3.4.5 能独立完成制动系统装调实践指导。 

 

表 3 新能源汽车装调与测试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高压系统试

验与评价 

1.1 动力蓄电池系

统试验与评价 

1.1.1 能完成动力蓄电池系统技术试验，对

结果进行分析与处理，并编写试验报告。 

1.1.2 能对动力蓄电池系统进行设计验证测

试，对结果进行分析和汇总，并提交验证报

告。 

1.1.3 能编制动力蓄电池系统质量控制计划

并指导实施。 

1.1.4 能制定动力蓄电池系统培训方案和编

制技术文件，实施专业培训与指导。 

1.1.5 能制定动力蓄电池系统检测设备的维

护计划和常见故障排除。 

1.2驱动系统试验

与评价 

1.2.1 能完成驱动系统技术试验，对结果进

行分析与处理，并编写试验报告。 

1.2.2 能对驱动系统进行设计验证测试，对

结果进行分析和汇总，并提交验证报告。 

1.2.3 能编制驱动系统质量控制计划并指导

实施。 

1.2.4 能制定驱动系统培训方案和编制技术

文件，实施专业培训与指导。 

1.2.5 能制定驱动系统检测设备的维护计划

和常见故障排除。 

1.3 充电系统试验

与评价 

1.3.1 能完成充电系统技术试验，对结果进

行分析与处理，并编写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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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能对充电系统进行设计验证测试，对

结果进行分析和汇总，并提交验证报告。 

1.3.3 能编制充电系统质量控制计划并指导

实施。 

1.3.4 能制定充电系统培训方案和编制技术

文件，实施专业培训与指导。 

1.3.5 能制定充电系统检测设备的维护计划

和常见故障排除。 

1.4 辅助装置试验

与评价 

1.4.1 能完成辅助装置技术试验，对结果进

行分析与处理，并编写试验报告。 

1.4.2 能对辅助装置进行设计验证测试，对

结果进行分析和汇总，并提交验证报告。 

1.4.3 能编制辅助装置质量控制计划并指导

实施。 

1.4.4 能制定辅助装置培训方案和编制技术

文件，实施专业培训与指导。 

1.4.5 能制定辅助装置检测设备的维护计划

和常见故障排除。 

2.车身电气系

统试验与评价 

2.1 灯光系统试验

与评价 

2.1.1 能完成灯光系统技术试验，对结果进

行分析与处理，并编写试验报告。 

2.1.2 能对灯光系统进行设计验证测试，对

结果进行分析和汇总，并提交验证报告。 

2.1.3 能编制灯光系统质量控制计划并指导

实施。 

2.1.4 能制定灯光系统培训方案和编制技术

文件，实施专业培训与指导。 

2.1.5 能制定灯光系统检测设备的维护计划

和常见故障排除。 

2.2 舒适系统试验

与评价 

2.2.1 能完成舒适系统技术试验，对结果进

行分析与处理，并编写试验报告。 

2.2.2 能对舒适系统进行设计验证测试，对

结果进行分析和汇总，并提交验证报告。 

2.2.3 能编制舒适系统质量控制计划并指导

实施。 

2.2.4 能制定舒适系统培训方案和编制技术

文件，实施专业培训与指导。 

2.2.5 能制定舒适系统检测设备的维护计划

和常见故障排除。 

2.3 车载网络系统

试验与评价 

2.3.1 能完成车载网络系统技术试验，对结

果进行分析与处理，并编写试验报告。 

2.3.2 能对车载网络系统进行设计验证测

试，对结果进行分析和汇总，并提交验证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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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能编制车载网络系统质量控制计划并

指导实施。 

2.3.4 能制定车载网络系统培训方案和编制

技术文件，实施专业培训与指导。 

2.3.5 能制定车载网络系统检测设备的维护

计划和常见故障排除。 

2.4 驾驶辅助系统

试验与评价 

2.4.1 能完成驾驶辅助系统技术试验，对结

果进行分析与处理，并编写试验报告。 

2.4.2 能对驾驶辅助系统进行设计验证测

试，对结果进行分析和汇总，并提交验证报

告。 

2.4.3 能编制驾驶辅助系统质量控制计划并

指导实施。 

2.4.4 能制定驾驶辅助系统培训方案和编制

技术文件，实施专业培训与指导。 

2.4.5 能制定驾驶辅助系统检测设备的维护

计划和常见故障排除。 

3.底盘系统试

验与评价 

3.1 传动系统试验

与评价 

3.1.1 能完成传动系统技术试验，对结果进

行分析与处理，并编写试验报告。 

3.1.2 能对传动系统进行设计验证测试，对

结果进行分析和汇总，并提交验证报告。 

3.1.3 能编制传动系统质量控制计划并指导

实施。 

3.1.4 能制定传动系统培训方案和编制技术

文件，实施专业培训与指导。 

3.1.5 能制定传动系统检测设备的维护计划

和常见故障排除。 

3.2 行驶系统试验

与评价 

3.2.1 能完成行驶系统技术试验，对结果进

行分析与处理，并编写试验报告。 

3.2.2 能对行驶系统进行设计验证测试，对

结果进行分析和汇总，并提交验证报告。 

3.2.3 能编制行驶系统质量控制计划并指导

实施。 

3.2.4 能制定行驶系统培训方案和编制技术

文件，实施专业培训与指导。 

3.2.5 能制定行驶系统检测设备的维护计划

和常见故障排除。 

3.3 转向系统试验

与评价 

3.3.1 能完成转向系统技术试验，对结果进

行分析与处理，并编写试验报告。 

3.3.2 能对转向系统进行设计验证测试，对

结果进行分析和汇总，并提交验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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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能编制转向系统质量控制计划并指导

实施。 

3.3.4 能制定转向系统培训方案和编制技术

文件，实施专业培训与指导。 

3.3.5 能制定转向系统检测设备的维护计划

和常见故障排除。 

3.4 制动系统试验

与评价 

3.4.1 能完成制动系统技术试验，对结果进

行分析与处理，并编写试验报告。 

3.4.2 能对制动系统进行设计验证测试，对

结果进行分析和汇总，并提交验证报告。 

3.4.3 能编制制动系统质量控制计划并指导

实施。 

3.4.4 能制定制动系统培训方案和编制技术

文件，实施专业培训与指导。 

3.4.5 能制定制动系统检测设备的维护计划

和常见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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