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缝制机械装配调试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21 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缝制机械装配调试工

1.2 职业编码

6-21-03-00

1.3 职业定义

使用设备和工具，装配、调试和校正、维护保养和修理缝纫机、刺绣机等缝

制机械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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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分析、判断和计算能力，手臂、手指灵活，具有对高速旋转物体

的空间观察能力。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培训参考学时

五级/初级工 240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 120 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 120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 120 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 120 标准学时。

1.9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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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工作 1年（含）以上。

①
相关职业：机械设计工程技术人员、机械制造工程技术人员、服装工程技术人员、钳工，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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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②
毕业证书（含

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应届毕业生）。

（4）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以及经评估认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

高职院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在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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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四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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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0 年（含）以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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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以及经评估认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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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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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服装工程专业、钳工专业，下同。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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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考核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以上者为合

格。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还需进行综合评审。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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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1:5，且考评人员为 3人

（含）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 5人（含）以上单数。

1.9.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 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90 min，综合评审

时间不少于 30 min。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具备专用设备、工具和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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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学习，勇于创新。

（3）遵守操作规程，爱护工具设备。

（4）团结诚信，质朴节俭。

2.2 基础知识

2.2.1 机械基础知识

（1）机械制图知识。

（2）机械常用材料知识。

（3）机械传动基本原理。

（4）机械类工艺技术知识。

（5）计量知识（常用仪表和专用仪器）。

（6）电子基础知识。

（7）钳工基础知识。

（8）电工常识。

2.2.2 缝制机械的基础知识

（1）缝制机械行业发展的基础知识。

（2）缝制机械的概念、产品种类、基本专业名词术语知识。

（3）缝制机械产品的结构、原理、用途。

（4）缝线、机针、缝料基础知识。

（5）缝制机械产品的技术标准。

（6）缝制机械产品的检测标准、方法。

2.2.3 安全生产知识

（1）缝制机械劳动安全技术规程。

（2）职业卫生防护知识。

2.2.4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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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

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缝

制 机

械 装

配

1.1装配

辅 助 工

作

1.1.1 能确定一种以上常见缝制

机械
③
的零部件名称、用途和规格

1.1.2 能识读缝制机械装配图样

和工艺流程卡等工艺文件

1.1.3 能够根据工艺文件要求准

备装配作业的零部件

1.1.4 能根据装配工艺要求准备

螺钉旋具、扳手、游标卡尺、百分

表等常用工具、量具、检具

1.1.1 常见缝制机械主要零部件名

称、用途、规格和功能

1.1.2 识读图样和工艺文件知识

1.1.3 通用工具、量具、检具的种

类和用途

1.2部装

及总装

1.2.1 能装配缝制机械的夹线器、

旋梭等零部件

1.2.2 能装配一种以上常见缝制

机械的勾线、剪线等机构

1.2.1 缝制机械夹线器旋梭、齿轮、

弯针等基础零部件的功用、结构和

特点

1.2.2 缝纫线的分类

1.2.3 缝纫底面线的选择原则

1.2.4 缝制机械勾线、剪线等机构

的结构和特点

2. 缝

制 机

械 调

试

2.1调试

2.1.1 能通过控制面板操控一种

以上常见缝制机械的电控系统

2.1.2 能调整缝制机械缝纫线的

线张力

2.1.3 能按照参数要求调试缝制

机械的勾线、挑线等机构

2.1.1 常见缝制机械控制面板的种

类、特点和操作方法

2.1.2 影响缝制机械缝纫线线张力

的原因

2.1.3 常见缝制机械勾线、挑线等

机构的设计参数

2.2在线 2.2.1 能使用游标卡尺、百分表等 2.2.1 通用量具、检具的使用方法

③
常见缝制机械：平缝机、包缝机、绷缝机、锁眼机、钉扣机、加固（套结）机、刺绣机等，下同。



检测 量具、检具测量缝制机械零部件的

外形尺寸

2.2.2 能使用万用表等测量缝制

机械控制系统的电子器件

和注意事项

2.2.2 万用表的使用和维护保养方

法

2.2.3 使用万用表等测量缝制机械

控制系统电子器件的方法及注意

事项

3. 缝

制 机

械 维

修

3.1故障

判断

3.1.1 能判断常见缝制机械零部

件的外观缺陷

3.1.2 能分析判断一种以上常见

缝制机械勾线、刺料、剪线等机构

产生故障的原因

3.1.3 能按照控制系统故障代码

确定缝制机械的故障部位

3.1.1 常见缝制机械零部件外观缺

陷的表现形式

3.1.2 常见缝制机械勾线、刺料、

剪线等机构故障的表现形式及产

生故障的原因

3.1.3 缝制机械控制系统故障代码

知识

3.2维修

3.2.1 能对缝制机械进行日常维

护保养

3.2.2 能更换机针、旋梭等易损件

3.2.3 能排除一种以上常见缝制

机械勾线、刺料、剪线等机构的故

障

3.2.1 缝制机械日常维护保养相关

知识

3.2.2 常见缝制机械易损件的种类

及需要更换的标准

3.2.3 缝制机械勾线、刺料、剪线

等机构故障的排除方法和更换的

注意事项



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

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缝

制 机

械 装

配

1.1装配

辅 助 工

作

1.1.1 能识别各类常见缝制机械

的机构组件

1.1.2 能根据工艺文件提出装配

备件要求

1.1.3 能根据工艺要求选配定位

块等工装卡具和专用量具、检具

1.1.1 各类常见缝制机械主要机构

组件的名称和用途

1.1.2 按照组装批量，制订装配备

件计划的相关知识

1.1.3 缝制机械常用工装卡具和专

用量具、检具知识

1.2部装

及总装

1.2.1 能装配一种以上常见缝制

机械的主传动机构

1.2.2 能装配一种以上常见缝制

机械的刺料、送料等机构

1.2.1 各类常见缝制机械主传动机

构传动原理

1.2.2 各类常见缝制机械主传动、

刺料、送料等机构的装配工艺

2. 缝

制 机

械 调

试

2.1调试

2.1.1 能根据运动时序关系,调试

一种以上常见缝制机械传动机构

及其配合间隙

2.1.2 能调试一种以上常见缝制

机械的刺料、送料等机构

2.1.3 能调试一种以上常见缝制机

械的电控部件

2.1.1 各类常见缝制机械运动时序

的关系

2.1.2 各类常见缝制机械传动机构

及其配合间隙的调试方法及工艺

要求

2.1.3 各类常见缝制机械刺料、送

料等机构的的调试方法及工艺要

求

2.1.4 缝制机械线迹标准与线迹形

成的原理

2.1.5 调试电磁铁、传感器、气动

元件等电控部件的工艺要求

2.2在线

检测

2.2.1 能使用专用量具、检具测量

缝制机械零部件的形位误差

2.2.2 能使用专用量具、检具检测

缝制机械传动机构的定位、间隙等

装配质量

2.2.1 机械零部件形位误差知识

2.2.2 缝制机械线张力的测试方法

2.2.3 缝制机械噪声试验方法



3. 缝

制 机

械 维

修

3.1故障

判断

3.1.1 能根据故障现象判断一种

以上常见缝制机械产生传动故障

的原因

3.1.2 能分析判断一种以上常见

缝制机械控制系统模块产生故障

的原因

3.1.3 能根据控制系统的故障代

码及设备现象判断控制及驱动部

件产生故障的原因

3.1.1 各类常见缝制机械传动系统

和送料等主要机构故障的表现形

式及产生故障的原因

3.1.2 各类常见缝制机械常见控制

系统故障的表现形式及产生故障

的原因

3.1.3 各类常见缝制机械常见控制

及驱动部件故障的表现形式及产

生故障的原因

3.1.4 电磁铁、传感器等常用电子

器件故障的表现形式及判断方法

3.2维修

3.2.1 能排除一种以上常见缝制

机械送料等主要机构的故障

3.2.2 能调整一种以上常见缝制

机械的电控系统参数

3.2.3 能更换一种以上常见缝制

机械电控系统的电路板

3.2.1 各类常见缝制机械送料等主

要机构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及更

换的注意事项

3.2.2 各类常见缝制机械电磁铁、

传感器、电路板等电子器件和电控

系统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

3.2.3 电控系统参数调整注意事项



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

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缝

制 机

械 装

配

1.1装配

辅 助 工

作

1.1.1 能调试日常专用装配设备

及装配生产线

1.1.2 能根据不同种类产品的装

配工艺要求选配各工序物料，编制

装配备件计划

1.1.3 能根据不同种类产品的装

配工艺，进行专用工具、卡具、量

具调整和改装

1.1.1 缝制机械类产品的行业专用

术语

1.1.2 缝制机械各品类装配物料知

识

1.1.3 装配专用工具、卡具、量具

及其调整和改装相关知识

1.2部装

及总装

1.2.1 能拆解和再装配缝制机械

的机架、刺料、勾线、送料、挑线

及传送等机构

1.2.2 能装配缝制机械的控制系

统

1.2.3 能根据作业现场情况，对装

配生产线各工序的同步性进行调

整

1.2.1 缝制机械机架、刺料、勾线、

送料、挑线、传送等机构拆解和再

装配工艺及注意事项

1.2.2 各类常见缝制机械动力传送

机构的基本工作原理

1.2.3 缝制机械装配生产线同步调

整知识

2. 缝

制 机

械 调

试

2.1调试

2.1.1 能调试一种以上常见缝制

机械的控制系统

2.1.2 能对一种以上常见缝制机

械的刺料、勾线、送料、挑线等机

构进行综合调试

2.1.1 计算机数控技术知识

2.1.2 各类常见缝制机械控制系统

的相关技术参数

2.1.3 各类常见缝制机械刺料、勾

线、送料、挑线等机构的相关技术

要求

2.2在线

检测

2.2.1 能检测缝制机械传动机构

的力矩和配合精度等

2.2.2 能综合检测缝制机械的倒

顺缝误差、线迹质量、缝厚能力等

缝纫性能

2.2.1 缝制机械传动机构力矩和配

合精度检测知识

2.2.2 缝制机械层缝、连续缝、缝

厚能力、线缝皱缩、缝料层潜移等

项目的测试方法



2.2.3 能检测一种以上常见缝制

机械的控制及驱动系统

2.2.3 紧固件锁紧力、启动转矩及

机构间隙等项目的试验方法

2.2.4 缝制机械控制及驱动系统的

检测手段及注意事项

3. 缝

制 机

械 维

修

3.1故障

判断

3.1.1 能通过手感、目测等感知机

械的力矩、噪声、局部温升等运行

状况，判断一种以上常见缝制机械

的机构及控制系统故障

3.1.2 能根据控制系统各模块工

作原理，运用控制器参数排查功能

故障

缝制机械控制系统各模块的基本

工作原理

3.2维修

3.2.1 能使用维修工具更换有故

障的电子元器件

3.2.2 能维修或排除一种以上常

见缝制机械控制及驱动系统故障

3.2.1 缝制机械常用维修工具的种

类和使用方法

3.2.2 排除各类常见缝制机械控制

及驱动系统故障的案例分析

4. 培

训 与

指导

4.1技能

指导

4.1.1 能对四级/中级工及以下级

别人员进行零部件装配的技术指

导与技能示范

4.1.2 能对四级/中级工及以下级

别人员进行调试和维修的技术指

导与技能示范

4.1.1 对四级/中级工及以下级别

人员进行零部件装配技术指导与

技能示范的主要内容

4.1.2 对四级/中级工及以下级别

人员进行调试和维修技术指导与

技能示范的主要内容

4.2技术

培训

4.2.1 能对四级/中级工及以下级

别人员进行装配现场的技术培训

4.2.2 能对四级/中级工及以下级

别人员进行调试和维修的技术培

训

4.2.1 对四级/中级工及以下级别

人员进行职业技能水平评价的要

求

4.2.2 对四级/中级工及以下级别

人员进行调试维修职业技能水平

评价的要求



3.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

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缝

制 机

械 装

配

1.1装配

辅 助 工

作

1.1.1 能根据不同种类产品的工

艺特点，设计、制作专用工装和检

具

1.1.2 能根据不同种类产品的工

艺要求，调配、测试专用装配设备

及装配生产线

1.1.1 设计、制作各类缝制机械常

见专用工具、卡具、装具、量具的

案例分析

1.1.2 不同种类产品缝制机械专用

装配设备及装配生产线的特点

1.2部装

及总装

1.2.1 能在无工艺文件条件下，对

一种以上常见缝制机械进行总装

1.2.2 能编制一种以上常见缝制

机械的装配工艺文件

1.2.1 各类常见缝制机械的基本结

构和工作原理

1.2.2 在无工艺文件条件下，装配

新产品的技术要求

1.2.3 编制装配工艺文件知识

2. 缝

制 机

械 调

试

2.1调试

2.1.1 能根据工艺文件调试各类

计算机控制的缝制机械

2.1.2 能在无工艺文件条件下对

一种以上常见缝制机械进行调试

维修

2.1.1 各类数控型缝制机械的技术

标准、质量要求及调试注意事项

2.1.2 无工艺文件条件下调试维修

新产品的技术要求

2.2在线

检测

2.2.1 能综合检测一种以上常见

缝制机械的装配质量

2.2.2 能分析判断一种以上常见

缝制机械的设计质量和加工质量

2.2.1 各类常见缝制机械装配质量

的技术要求 2.2.2质量管理和质量

分析的相关知识

2.2.3 各类常见缝制机械装配安全

性的要求

3. 缝

制 机

械 维

修

3.1故障

判断

3.1.1 能借助产品装配图、说明书

等资料分析判断缝制机械产生故

障的原因

3.1.2 能分析缝制机械的故障现

象，提出防范技术措施和改进建议

3.1.1 缝制机械故障的原因分析

3.1.2 缝制机械故障分析判断的基

本方法

3.2维修 3.2.1 能根据客户特殊需求，改装 3.2.1 根据客户特殊需求对各类缝



一种以上缝制机械的局部机构

3.2.2 能识读和调整一种以上缝

制机械的缝制加工程序

制机械进行改装的基本方法及案

例分析

3.2.2 常用缝制机械缝制加工程序

编制的基本方法

3.2.3 常用缝制机械数字控制系统

相关功能代码

4. 培

训 与

指导

4.1技能

指导

4.1.1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

别人员进行整机总装的技术指导

与技能示范

4.1.2 能对三级/高级工进行调试

和维修的技术指导与技能示范

4.1.1 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别

人员进行整机总装技术指导与技

能示范的主要内容

4.1.2 对三级/高级工进行调试和

维修技术指导与技能示范的主要

内容

4.2技术

培训

4.2.1 能对三级/高级工进行现场

技术培训

4.2.2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

别人员进行理论知识培训和操作

技能考核

4.2.3 能制定企业的培训计划和

实施方案

4.2.1 对三级/高级工进行职业技

能水平评价的要求

4.2.2 对三级/高级工进行调试维

修职业技能水平评价的要求

4.2.3 企业培训计划和实施方案知

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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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缝

制 机

械 装

配

1.1装配

辅 助 工

作

1.1.1 能根据不同种类缝制机械

的生产需求，编制装配作业计划

1.1.2 能根据生产条件，动态实时

调整装配工艺流程

1.1.1 编制各类缝制机械装配作业

计划的相关知识

1.1.2 企业装配工艺流程修改或调

整的相关知识

1.2部装

及总装

1.2.1 能对各类缝制机械的装配

工艺进行综合分析和改进

1.2.2 能根据生产条件，对各类缝

制机械装配生产线进行优化和改

进

1.2.3 能对缝制机械的电动机和

传感器、气动元件等控制器件的设

计提出改进建议

1.2.1 缝制机械装配工艺综合分析

和改进知识

1.2.2 根据生产条件，对各类缝制

机械装配生产线进行优化和改进

的案例

2. 缝

制 机

械 调

试

2.1调试

2.1.1 能在无工艺文件条件下，调

试各类缝制机械产品

2.1.2 能根据样机编制各类缝制

机械的调试工艺文件

2.1.1 在无工艺文件条件下，调试

各类缝制机械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2.1.2 编制各类缝制机械调试工艺

文件的相关知识

2.2在线

检测

2.2.1 能对缝制机械控制及驱动

系统进行电气性能检测

2.2.2 能对缝制机械进行全性能

检测

2.2.3 能编制缝制机械的产品测

试方案

2.2.1 对控制及驱动系统进行电气

性能检测的注意事项

2.2.2 各类缝制机械产品质量标准

2.2.3 编制缝制机械产品测试方案

知识

3. 缝

制 机

械 维

修

3.1故障

判断

3.1.1 能分析判断缝制机械的机

构及控制系统产生故障的原因

3.1.2 能综合分析缝制机械的故

障或缺陷形成机理，提出产品设

计、装配、保养、维护及零部件选

3.1.1 各类缝制机械数控及驱动系

统、控制及驱动部件故障的表现形

式

3.1.2 各类数控型缝制机械故障的

主要原因



配等改进方案 3.1.3 产品设计、装配、保养、维

护及零部件选配质量对缝制机械

故障的影响

3.2维修

3.2.1 能根据客户或市场的不同需

求，制定缝制机械的维修及改进方

案

3.2.2 能识读并合理调整一种以

上缝制机械数控程序

3.2.1 各类缝制机械维修及改进方

案知识及案例

3.2.2 数控编程维护知识

4. 培

训 与

指导

4.1技能

指导

4.1.1 能对二级/技师进行整机总

装、调试和维修的技术指导与技能

示范

4.1.2 能制定各类新产品和个性化

定制产品的装配工艺，并进行现场

指导

4.1.1 二级/技师进行整机总装、调

试和维修技术指导与技能示范的

主要内容

4.1.2 现场示范指导的基本方法

4.2技术

培训

4.2.1 能对二级/技师进行技术培

训和业务指导

4.2.2 能对二级/技师进行理论知

识培训和操作技能考核

4.2.3 能编写缝制机械的培训大

纲和企业培训教材

、

4.2.1 缝制机械装配、调试、维修

技能考核和技能竞赛的基本内容

4.2.2 培训大纲和企业培训教材编

写的相关知识



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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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技师

（%）

基本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10 10 10 5 5

相关知识

要求

缝制机械装配 50 45 40 30 25

缝制机械调试 20 20 20 25 30

缝制机械维修 15 20 20 25 25

培训与指导 — — 5 10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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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技师

（%）

技能要求

缝制机械装配 60 55 50 35 35

缝制机械调试 30 30 25 25 25

缝制机械维修 10 15 20 30 30

培训与指导 — — 5 10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