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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当前，全球制造业正在向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智能制造

已经成为中国制造向更高级阶段演进的重要方向。作为智能制造不可

或缺的要素，工业机器人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等方面具有根本性、

广泛性、关键性带动作用。发展机器人产业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美国再工业化和工业互联网战略、欧盟“火花”计划、德国“工业 4.0”

战略、新工业法国战略、日本《机器人新战略》等均将机器人作为重

要发展方向。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大国，中国拥有巨大的

市场空间。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2009 年至 2015 年间， 中国工

业机器人销量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43%，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

机器人市场。2015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 2025》，将工业机器

人列为实现智能制造、推进工业强国进程的核心关键领域。智能装备

业及工业机器人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因此，发展机器人

技术和产业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缺乏前瞻性、系统性和持续性，发展

路线仍然不够清晰。研究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国家机器人产业人才培

养计划。对促进我国机器人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实现我国在智能工

业领域跨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具有

一定借鉴意义。

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标准是实现中国机器人产业人才战略的重要

基础，制定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标准，总的指导思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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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标准需要紧跟机器人技术发展趋势，以机

器人产业岗位需求为导向，确保所培养人才与企业实际需求准确对接。

随着工信部《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发布，全

国各地陆续出台了机器人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地方政府到民间资本，

都掀起了一股机器人热潮。企业的研发、生产管理和竞争格局都发生

了巨大变化，对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对机器人产业相关人才的需求将

更加旺盛，而且要求人才具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能够始终紧跟技术

的发展，提高自身的知识与技能，适应企业的实际需要。因此，所制

定的人才培养标准要求既具有稳定性，又要根据机器人产业发展趋势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2. 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标准要充分体现人才的知识储备、职业技

能和创新能力的综合发展

企业中的机器人人才，不仅要熟悉机器人的工作原理、掌握机器

人相关的数学、物理、电气自动化、电子学、机械学等相关理论知识，

而且需要将上述知识转化为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能力，形成工业机器人安装、调试、维护、运行与管理的实践经验，

确保设备的工作效率与实施速度。

另外，随着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物联网技术、

智慧软件技术等先进技术也在飞速发展，传统的制造业逐渐从劳动密

集型进入“智慧制造”时代。对于研究型机器人产业人才，需要能够

根据我国工业实际，设计解决重大问题的智能机器人解决方案；对于

应用型机器人人才，特别是技术型应用人才，也需要具有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可以根据企业需求改造和升级自动化生产线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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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才培养标准兼顾专业技能培养与职业素养培育、人文社科素

质提高三个方面的和谐统一。

专业的职业技能需要以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诚实守信的美好品德、

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和积极的进取心、良好的身体素质和文化基础等构

成的符合职业规律的工作状态来支撑，在职业生涯中，这种状态往往

决定着职业者从业层次延伸的高度。专业人才培养需要深入了解相关

企业的文化理念，岗位专业素质要求，将这些理念与素质培养与技能

培养融合贯穿于人才培养全程。只有这样，才能让机器人产业人才建

立现代职业意识，具备从业基本技能，从心态和技能上做好从业双重

准备，顺利对接社会及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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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器人产业人才需求分析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实施“中国制造 2025”，加

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中国制造 2025”也被视为中国版的工

业 4.0 规划，其中工业机器人的技术研发及市场应用，是实现中国制

造业转型升级的强力技术手段。

工业机器人领域的发展需要强大的机器人产业人才队伍做支撑，

与机器人产业高速发展的人才需求来比，当前我国无论是在机器人研

发高端人才还是在机器人技术型应用人才储备，都远远不够。

目前，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人才需求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的创新发展迫切需要更多高端科技人才

机器人的技术研发与市场应用，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

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而科技创新无疑需要大量的高端科技

人才储备来实现。据有关机构统计，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高端科技人

才分布非常不均匀，超过 60%的优秀人才仅仅分布在北京、哈尔滨、上

海和沈阳四个城市，而且大多集中在大学和研究所中，企业中所占比

例较少。另外，近 70%的高端和优秀科技人才为 60后和 70 后，后备力

量略显不足。因此，我国在机器人产业高端科技研发人才培养方面也

需要进一步加强。

2. 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多学科融合属性，需要大量高技能专门人才

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具有典型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特性，因此，目前

当务之急，是大量培养掌握机器人系统知识，并能与各行业业务需求

和工艺要求相结合的高技能专门人才，帮助企业把标准机器人集成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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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为可以投入生产的专用自动化设备，解决机器人的使用实际问题，

取得实效。

3. 工业机器人的大范围应用需要大规模机器人应用型人才

而按照工信部的发展规划，到 2020 年,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将达到

100 万台,大概需要 20 万工业机器人应用相关从业人员。这就意味着,

从 2014年开始到 2020年,平均每年需要培养3万名以上的工业机器人

应用人才，从事工业机器人安装调试、现场编程、自动化线维护等岗

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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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涉及的专业领域

一般来说，机器人并不是一门新的学科，它是在对传统学科理论

进行综合后的发展与创新。一般涉及的专业领域有：

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涉及电力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电机电器

技术信息与网络控制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等诸多领域，是一门综合

性较强的学科，其主要特点是强弱电结合，机电结合，软硬件结合，

电工技术与电子技术相结合，元件与系统相结合，具有电工电子、系

统控制、电气控制、电力系统自动化、电气自动化装置及计算机应用

技术等领域的基本技能。该专业培养具有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和相应的

电气工程专业知识，具有解决电气工程技术分析与控制问题基本能力

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2.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培养具备化学工程、机械工程、控制工程和

管理工程等方面知识的高级专门人才，以适应现代化工业发展的需要。

本专业培养具备过程装备与过程控制基础知识与应用能力，能够在化

工、炼油、医药、轻工、环保、食品等领域从事过程装备与过程控制

设计、研究、制造、管理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本专业主要学习材料

科学及各类热加工工艺的基础理论与技术和有关设备的设计方法，受

到现代机械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具有从事各类热加工工艺及设备设计、

生产组织管理的基本能力。

3.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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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及自动化是以有关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理论基础，

结合生产实践中的技术经验，研究和解决在开发、设计、制造、安装、

运用和修理各种机械中的全部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应用学科。本专业培

养具备机械设计制造基础知识与应用能力，能在工业生产第一线从事

机械制造领域内的设计制造、科技开发、应用研究、运行管理和经营

销售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本专业主要学习机械设计与制

造的基础理论，学习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的基本

知识，经过现代机械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具有进行机械产品设计、制

造及设备控制、生产组织管理的基本能力。

4.嵌入式开发专业

嵌入式系统开发专业旨在培养具备嵌入式系统微处理器及外围设

备的硬件设计能力、以及嵌入式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的开发能力的专

业技术人才。嵌入式控制器越来越微型化、功能化使得微型机器人、

特种机器人等也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无论从控制系统的结构还是机

器人的智能程度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嵌入式机器人控制系统，

除了能够实现复杂的运动功能，它还具有图像识别、语音处理等高级

人机交互功能，它可以模仿动物的表情和运动行为。嵌入式开发既包

括嵌入式硬件开发，又包括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软件开发，可以

为后期从事嵌入式系统及机器人研究与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

5.机电一体化

本专业旨在培养从事机电设备的使用、维护、维修、设备的管理

与设计等工作的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高级职业技术人才。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主要从事数控设备的维护、调试、操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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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安装和营销等技术与管理工作。本专业培养具有机械、电子、液

（气）压一体化技术基本理论，掌握机电一体化设备的操作、维护、

调试和维修，掌握应用机电一体化设备加工的工艺设计和加工工艺的

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的工程技术人才。

6. 电子信息技术与传感器

机器人是由计算机控制的复杂机器，它具有类似人的肢体及感官

功能；动作程序灵活；有一定程度的智能；在工作时可以不依赖人的

操纵。机器人传感器在机器人的控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因为

有了传感器，机器人才具备了类似人类的知觉功能和反应能力。因此，

传感器作为机器人的关键部件，它直接影响机器人技术性能的发挥。

7.计算机视觉及人工智能

机器人视觉涉及多个交叉学科领域，侧重于机器人领域图像理解

和计算机视觉中的基本理论，侧重对图像处理、目标识别以及计算机

视觉方面的理论和应用进行系统学习。该领域人才具备解决智能化检

测与识别、控制等应用问题的初步能力，为以后从事机器人模式识别、

计算机视觉、图像通讯等领域的研究与开发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需要充分认识到机器人产业跨学科交叉融合

的特性，在人才培养标准制定中需要充分体现这一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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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器人产业人才职业岗位分布

目前机器人产业人才工作岗位除承担机器人技术研发任务的高等

学校、研究院所外，更多的集中在承担机器人生产制造、应用推广的

企业中，包括机器人制造厂商、机器人系统集成商和机器人应用企业。

这里重点关注机器人相关企业中的机器人人才培养标准。分析机器人

产业上下游企业对机器人人才需求情况，机器人产业职业岗位群包含

机器人研发人才、机器人系统集成开发人才、机器人应用人才和机器

人相关人才四个组成部分，如图 1 所示。机器人研发人才肩负着机器

人研发、设计、创新的使命，是企业未来核心竞争力的来源。机器人

系统集成开发人才需要深刻理解应用场景的生产流程及产品制造工艺，

可以完成机器人自动化线的设计和升级改造工作。机器人应用人才主

要集中在机器人应用企业，可以解决机器人应用过程中的安装、调试、

编程、维修、维护保养、运行管理等问题，确保机器人能够高效工作。

机器人相关人才主要负责机器人售前、售后技术支持，机器人销售、

机器人生产企业、集成企业相关机器人产品的市场营销工作，确保机

器人应用到更多企业中去，大大提高机器人产业下游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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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机器人产业人才职业岗位群

机器人产业人才职业岗位群与机器人产业上下游企业的匹配关系

如表 1 所示。

表 1 机器人产业人才岗位与企业匹配关系表

岗位族群 岗位类别 人才适用企业

机器人研发人才

研发项目经理，机械设计工程

师，电子设计工程师，电气设

计工程师，算法工程师

机器人生产企业

机器人系统集成开发人才

系统开发方案工程师，系统集

成应用工程师，系统集成开发

项目经理

机器人生产企业，机

器人集成企业

机器人应用人才

生产线管理人才，机器人操作

工程师，机器人维护工艺及现

场管理工程师，机器人维修工

程师，机器人装配调试工程师

等

机器人应用企业

机器人相关人才

机器人售前工程师，售后工程

师，机器人销售经理，销售代

表，营销专员

机器人生产企业，机

器人集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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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标准

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标准首先将机器人产业人才按照目前机器人

相关企业人才需求通道划分为技术管理职位族、技术研发职位族、系

统设计及应用职位族、调试安装职位族、维护操作职位族和销售服务

职位族六个职族，细化为研发项目管理、系统方案集成项目管理、生

产管理、机械设计工程师、电子设计（嵌入式）工程师、电气设计工

程师、机器人算法工程师、系统开发方案工程师、系统集成应用工程

师、工艺设计工程师、机器人装配调试工程师、机器人编程工程师、

机器人操控技师、机器人维护技师、机器人维修技师、机器人售前工

程师、机器人售后工程师、机器人销售及营销等 18个人才职类，在按

照每个职类不同人才层次分解为 30个人才岗位。具体人才岗位结构如

图 2所示。

图 2 机器人人才岗位角色结构

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标准包括职业能力标准和职业素质标准两个

层面。职业能力标准包括职业知识标准、职业技能标准以及职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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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职业素质标准包括人文、社会、道德等其它标准。

图 3 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标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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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器人技术研发型人才培养标准

（1）机械设计工程师

a. 基本知识标准

熟练掌握机械设计原理与方法、力学基础、机构运动与动力设计

原理、结构与强度设计原理与方法、机械制造工程原理（含材料学基

础、机械制造技术、现代制造技术）、机械系统中的传动与控制原理

（含机械电子学、控制理论、传动与控制技术）、机械加工及测量、

计算机应用技术（含计算机技术基础、计算机辅助技术）、热流体基

础理论（含热力学，流体力学、传热学）知识；现代制造技术发展领

域中的工艺方法、工艺装备、检测监控和数控工艺等知识、机械制图

知识；机器人系统机械装置设计、机器人结构与部件设计知识。要求

形成明确的设计思维、设计理念、高新产品设计概念，结构概念、尺

寸概念、机械原理概念、机械制造概念。

主任工程师还需要具有系统可行性分析和方案的制定、评价、改

进、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等方面知识；具有架构设计方面的知识；具

有系统需求分析和设计方法、测试评审方法、开发管理等方面知识。

b. 基本职业技能标准

具有机械工程学科的知识和应用能力；具有读图、拆图、绘制

机械图纸能力；具有结构设计能力；具有工艺设计能力（设计零件及

结构所用材料、加工方法及热处理方法）；具有制定实验方案，进行

实验、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具有设计机械系统、部件和工艺的能

力；具有对机械工程问题进行系统表达、建立模型、分析求解和论证

的能力；具有机械工程实践中的各种技术和技能，具有使用现代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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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工具的能力；具有测量和质量、安全管理的能力。

主任工程师还需要具有技术管理、审核以及组织管理能力、大

局观念，同时需要有一定时间的工作经历（一般 3 年以上）。需要能

够了解市场、用户的需求变化以及技术发展，能编制支持产品形成过

程的策划和改进方案。能参与工程解决方案的设计、开发，考虑成本、

质量、环保性、安全性、可靠性、外形、适应性以，找出、评估和选

择完成工程任务所需的技术、工艺和方法，确定解决方案。能参与制

定实施计划。能实施解决方案，完成工程任务，并参与相关评价。能

参与改进建议的提出，并主动从结果反馈中学习。具有较强的创新意

识和进行产品（工程项目）开发和设计、技术改造与创新的初步能力。

c. 资质、经验、成果标准

具有机械相关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资格认证可以参考初级国

际注册机械工程师、国际注册机械工程师、高级国际注册机械工程师。

d. 素质标准

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

的职业道德，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人际交流能力；具有较扎实

的数学和其他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具有强烈的责任感、高度的成本意

识、广阔的市场概念、明朗的商品概念、成熟的用户体验意识、尊敬

和服从领导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成就感，团队协作意识。

e. 行为标准

机械设计、工艺编制、图纸绘制、生产工艺指导、生产技术指导。

职业道德：具备良好的工程师职业道德和正确的科学伦理观，培养正

直、善良的良好品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与使命感。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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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敬业爱岗和乐于奉献的

职业精神；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各类行业标准；在团队分工协作中，

具有工作的责任心与主动性；终生学习的能力：具备对新知识的好奇

心、激发自身求知欲望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并具有运用新知识、新

方法、新手段解决实际机械设计问题的不懈动力。

（2）电子设计工程师

a. 基本知识标准

电子设计方向工程师，需要掌握各种电子电路与系统、电力电子、

电子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实验技术，掌握自动控制、传感技术的基本原

理和分析方法，掌握信号的获取、分析与处理的基本理论与应用方法；

对于嵌入式设计工程师，需要掌握嵌入式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嵌入式系统硬件的基本组成和运行模式，嵌入式微处理器的指令系统，

总线、存储器、指令系统、输入输出接口和设备的基本知识；嵌入式

软件系统的体系结构、分类和运行流程，嵌入式操作系统知识；嵌入

式实时内核的任务管理、中断管理、时间管理、共享资源的互斥管理、

同步和通信管理、内存管理、IO管理、错误管理、用户扩展管理及电

源管理知识；嵌入式系统中各种任务管理与调度算法知识；嵌入式系

统中的数据交换与通讯技术知识；具有确保系统安全性和可靠性方面

的知识和方法。

主任工程师还需要具有系统可行性分析，方案的制定、评价、改

进、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等方面知识。具有软硬件架构设计方面的知

识。具有系统开发：包括程序设计语言、软件开发方法、需求分析和

设计方法、测试评审方法、开发管理、应用系统构建、系统审计和基



18

于中间件的开发等方面知识。

b. 基本职业技能标准

对于硬件工程师岗位，要求具有如下技能：由需求分析至总体方

案、详细设计的规划创造能力；具有嵌入式系统实施的能力，熟练运

用设计工具，设计原理图、PCB 板的能力； 熟练运用单片机、DSP、

PLD、FPGA 等进行软硬件开发调试的能力；熟练运用仿真工具、示波

器、信号发生器、逻辑分析仪等调测硬件的能力；掌握常用的标准电

路的设计能力，如复位电路、常用滤波器电路、功放电路、高速信号

传输线的匹配电路等；熟练使用红外、光电、陀螺仪、温度等传感器

的能力；具有贴片元器件的焊接和电路板调试能力；具有故障定位、

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设计文档的组织编写技能。

对于软件工程师岗位，要求具有如下技能：精通汇编或 C程序开

发技巧；熟悉基本的编译原理以及 OS 原理，熟练使用多线程机制、

内存共享、函数库编译、网络编程等常用技术；熟练使用各开发工具

及开发环境，理解并遵循嵌入式软件开发流程、规范和任务安排，有

较强的需求分析和判断能力，具有独立解决复杂的开发难题的能力，

熟悉软件技术文档的编写；具备良好的文档编制习惯和代码书写规范。

主任工程师除上述技能外，还需要：

对相关的技术标准有深刻认识，对软件工程标准和规范有良好的

把握；对设计模式有深刻的理解，并能在此基础上设计出适合产品特

性和质量属性的框架；具有独立完成系统实际文档撰写的经验；熟悉

嵌入式系统应用软件、驱动、硬件的开发流程；对计算机系统、网络

和安全、应用系统架构等有全面的认识，具有一定的项目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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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沟通表达，注重分享，重视团队合作。

c. 资质、经验、成果标准

具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主任工程师需要有 3年以上电子设

计工程师工作经验。最好具有电子设计工程师初级、中级或者高级技

术资格证书。

d. 素质标准

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

的职业道德，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人际交流能力；具有较扎实

的数学和其他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强烈的责任感、高度的成本意识，

广阔的市场概念，明朗的商品概念、成熟的用户体验意识，尊敬和服

从领导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成就感，团队协作意识。

e. 行为标准

智能机器人电机驱动硬件设计、调试以及嵌入式软件开发；嵌入

式系统编程； 配合结构进行整机调试； 对生产、测试进行指导。职

业道德：具备良好的工程师职业道德和正确的科学伦理观，培养正直、

善良的良好品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与使命感。工作的主动

性和创造性：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敬业爱岗和乐于奉献的职业

境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各类行业标准；在团队分工协作中，具

有工作的责任心与主动性；具有终生学习的能力：具备对新知识的好

奇心、激发自身求知欲望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并具有运用新知识、

新方法、新手段解决实际电子技术问题的不懈动力。

（3）电气设计工程师

a. 基本知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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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电气工程技术工作所必备的数学基础知识；具有电学、磁学、

力学、热学等理论知识与相应的实践操作技能；具有传感器与检测技

术知识；具有自动控制原理、现代控制理论、运动控制系统、电气与

可编程序控制、计算机控制技术知识、过程控制技术知识、供配电技

术知识；掌握工程制图标准和一般机械工程图样表示方法；掌握电气

工程制图方法，熟悉电气工程制图标准；掌握电力变压器、直流电机、

感应电机、同步电机等基本原理、结构和分析方法以及基本电路；掌

握电机与电气控制、PLC 控制等专业理论知识；具有 PLC、变频器，

触摸屏、组态软件控制技术知识；具有计算机接口、工业控制网络和

自动化生产线系统的基础知识；具有工业机器人原理、操作、编程与

调试知识；熟悉电子产品相关标准知识；了解计算机系统、计算机控

制测试及数据采集系统；具有扎实的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基础知识；

熟悉系统测试整体流程，具有工业机器人研发相关知识。

主任工程师还需要具有系统可行性分析，方案的制定、评价、改

进、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等方面知识。具有软硬件架构设计方面的知

识。具有系统开发：包括程序设计语言、软件开发方法、需求分析和

设计方法、测试评审方法、开发管理、应用系统构建、系统审计和基

于中间件的开发等方面知识。

b. 基本职业技能标准

熟悉各种主要电气设备、电气装置和电气系统的技术标准，能够

熟练地运用电气 CAD 软件、电磁场分析软件以及其它工程设计软件进

行设计分析的能力；综合运用所掌握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手段，参

与机器人电气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供配电系统工程设计工作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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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能够准确理解电气工程项目的技术标书和设计图纸，准确把握工

程项目的技术目标、技术要求和具体技术指标，并具备对技术标书和

设计图纸的技术论证与评估能力；具有根据机器人电气工程项目的技

术目标、技术要求和设计图纸，确定实施方案和具体电气组件的能力；

具有应用数学知识和软件建立电路、简单的电磁系统、控制系统、电

气系统的模型并进行仿真分析的能力；具有综合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

识、方法、技术手段，对机器人电气传动系统、电子装置、传感与检

测系统、新型电机等新功能进行开发、设计的能力；具有对企业工艺

过程、生产设备进行节能技术改造，对企业产品进行技术升级的能力。

主任工程师除上述技能外，还需要：

具有良好的文献检索与阅读能力，了解本专业学科前沿的发展趋

势，具有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具备较强的科学研究、科技开

发和组织管理能力；对相关的技术标准有深刻认识，对软件工程标准

和规范有良好的把握；对设计模式有深刻的理解，并能在此基础上设

计出适合产品特性和质量属性的框架；具有独立完成系统实际文档撰

写的经验与能力；具有较强的交流沟通、环境适应和团队合作的能力；

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竞争与合作的能力。

c. 资质、经验、成果标准

具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主任工程师需要有 3年以上电子设

计工程师工作经验。最好具有电气设计工程师初级、中级或者高级技

术资格证书。

d. 素质标准

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素养，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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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际交流能力；具有较扎实的数学和其他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强烈

的责任感、高度的成本意识，广阔的市场概念，明朗的商品概念、成

熟的用户体验意识，尊敬和服从领导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成就

感，团队协作意识。

e. 行为标准

机器人自动控制设备、电气设备设计及新功能开发；企业工艺、

生产设备改造升级；配合结构进行整机调试；对生产、测试进行指导。

职业道德：具备良好的工程师职业道德和正确的科学伦理观，培养正

直、善良的良好品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与使命感。工作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敬业爱岗和乐于奉献的

职业境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各类行业标准；在团队分工协作中，

培养自身工作的责任心与主动性。终生学习的能力：具备对新知识的

好奇心、激发自身求知欲望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并具有运用新知识、

新方法、新手段解决实际电气技术问题的不懈动力。具有社会责任，

包括①质量、环保意识：具有强烈的电气产品质量意识；掌握国家和

行业的节能减排政策和标准，具有优先采用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安全

环保的电气材料的强烈意识。②电气安全意识和应对危机与突发事件

的初步能力：掌握电气安全知识，具有较强的电气安全技能；熟悉电

气设备、电气系统的安全运行规程、常见故障及应对措施。

（4）机器人算法工程师（以机器人视觉工程师为例）

a. 基本知识标准

机器人视觉及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的基本知识要求： 具有较扎

实的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几何计算、数理统计、张量代数等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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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需要的数学基础知识；具有模式识别、图像处理基础知识；具

有人类视觉系统基本知识及建模知识；具有图像预处理基本方法知识，

如图像的采样和量化、图像灰度直方图、图像像素领域、像素间连通

性及距离度量、图像的各种运算及变换方法知识、图像增强方法知识、

图像滤波方法；视觉认知模式、图像分割技术知识、图像纹理分析、

图像目标特征的提取与表达，图像目标特征的描述，图像目标的分类

和估计。边界特征及区域特征的表达、测量和描述方法，分类器等；

计算机视觉计算理论、计算机视觉的基本概念等。熟悉神经网络、机

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算法。

主任工程师还需要具有系统可行性分析，方案的制定、评价、改

进、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等方面知识。具有软硬件架构设计方面的知

识。具有系统开发：包括程序设计语言、软件开发方法、需求分析和

设计方法、测试评审方法、开发管理、应用系统构建、系统审计和基

于中间件的开发等方面知识。

b. 基本职业技能标准

熟练运用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几何计算、数理统计、张量代数

等数学方法解决机器视觉及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实际问题的能力；

精通图像处理算法的实现与改进能力；精通 C、C++、Matlab 等编程

语言，累计书写代码量超过 10 万行，精通机器视觉算法建模方法；

能够针对具体机器视觉需求搭建硬件架构、软件架构、选择视觉算法

的能力；具有很强的探索创新能力；掌握 OpenCV 等主流开源工具；

熟练应用数据结构、搜索分类优化动态编程算法的能力；能够熟练应

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原理构建机器学习算法的能力；利用现有机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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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算法和库快速部署机器学习架构的能力；应用软件工程和系统设计

的能力。

主任工程师除上述技能外，还需要：

对相关的技术标准有深刻认识，对软件工程标准和规范有良好的

把握；对设计模式有深刻的理解，并能在此基础上设计出适合产品特

性和质量属性的框架；具有独立完成系统实际文档撰写的经验；熟悉

嵌入式系统应用软件、驱动、硬件的开发流程；对计算机系统、网络

和安全、应用系统架构等有全面的认识，具有一定的项目管理能力；

善于沟通表达，注重分享，重视团队合作。

c. 资质、经验、成果标准

具有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具有 3 年以上 C、C++、Matlab

等编程语言实际编码经验。主任工程师需要有 5年以上算法工程师工

作经验和大型机器视觉或者机器学习项目经验。

d. 素质标准

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

的职业道德，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人际交流能力；具有较扎实

的数学和其他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强烈的责任感、高度的成本意识，

广阔的市场概念，明朗的商品概念、成熟的用户体验意识，尊敬和服

从领导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成就感，团队协作意识。

e. 行为标准

智能机器人新算法研究、仿真及代码实现；配合生产进行整机调

试； 对生产、测试进行指导。职业道德：具备良好的工程师职业道

德和正确的科学伦理观，培养正直、善良的良好品行；具有强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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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心、责任感与使命感。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良好的思想道

德品质、敬业爱岗和乐于奉献的职业境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各

类行业标准；在团队分工协作中，培养自身工作的责任心与主动性。

终生学习的能力：具备对新知识的好奇心、激发自身求知欲望和获取

新知识的能力，并具有运用新知识、新方法、新手段解决实际电气技

术问题的不懈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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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器人产业系统开发及应用类人才培养标准

（1）系统开发方案工程师

系统开发方案工程师主要完成某一具体机器人应用的高级编程、

仿真、方案设计、数据库系统开发，人机界面、上位机程序开发等。

a. 基本知识标准

机器人相关的自动控制知识、传感器知识、机械传动知识、电

子电路知识、电气知识、人工智能知识；熟悉工业机器人典型工作站

的构成、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参数以及工业机器人与外围设备的接口技

术。熟悉机器人各组成部分的仿真知识；数据库原理及应用知识；人

机交互基本方法以及编程方法。

工程师还需要具有系统可行性分析，方案的制定、评价、改进、

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等方面知识。具有软硬件架构设计方面的知识。

具有系统开发：包括程序设计语言、软件开发方法、需求分析和设计

方法、测试评审方法、开发管理、应用系统构建、系统审计和基于中

间件的开发等方面知识。

b. 基本职业技能标准

具有扎实的机器人应用高级编程能力；具有对机器人解决方案仿

真验证的能力，具有方案设计、数据库系统开发能力；具有人机交互

界面、上位机程序开发能力；

工程师除上述技能外，还需要：具有良好的文献检索与阅读能力，

了解本专业学科前沿的发展趋势，具有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

具备较强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组织管理能力；对相关的技术标准

有深刻认识，对软件工程标准和规范有良好的把握；对设计模式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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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理解，并能在此基础上设计出适合产品特性和质量属性的框架；

具有与客户交流沟通、定义客户的自动化需求能力，具有为客户选型，

引导客户使用机器人产品的能力；具有独立完成系统实际文档撰写的

经验与能力；具有较强的交流沟通、环境适应和团队合作的能力；具

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竞争与合作的能力。

c. 资质、经验、成果标准

具有相关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工程师需要有 3年以上系统开发

工程师工作经验。

d. 素质标准

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

的职业道德，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人际交流能力；具有较扎实

的数学和其他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强烈的责任感、高度的成本意识，

广阔的市场概念，明朗的商品概念、成熟的用户体验意识，尊敬和服

从领导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成就感，团队协作意识。

e. 行为标准

完成某一具体机器人应用的高级编程、仿真、方案设计、数据库

系统开发，人机界面、上位机程序开发等。职业道德：具备良好的工

程师职业道德和正确的科学伦理观，培养正直、善良的良好品行；具

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与使命感。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良

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敬业爱岗和乐于奉献的职业境界；熟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其各类行业标准；在团队分工协作中，培养自身工作的责任心

与主动性。终生学习的能力：具备对新知识的好奇心、激发自身求知

欲望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并具有运用新知识、新方法、新手段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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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电气技术问题的不懈动力。

（2）系统集成工程师

系统集成工程师主要完成将通用机器人向专用机器人转化与

配置，方案设计。

a. 基本知识标准

具有常用电子元器件、集成器件、单片机的应用知识；具有传感

器应用的基本知识；具有应用机械传动、液压与气动系统的基础知识；

具有 PLC、变频器、触摸屏、组态软件控制技术的应用知识；具有交

流调速技术的应用知识；具有机械系统绘图与设计的知识；具有计算

机接口、工业控制网络和自动化生产线系统的基础知识；具有工业机

器人原理、操作、编程与调试的知识；具有检修工业机器人系统、自

动化生产线系统故障的相关知识；熟知各品牌机器人，了解机器人基

本结构及硬件功能作用。

高级工程师还需要具有系统可行性分析，方案的制定、评价、改

进、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等方面知识。具有软硬件架构设计方面的知

识。具有系统开发、需求分析和设计方法、测试评审方法、开发管理

等方面知识。

b. 基本职业技能标准

具有完成工艺要求 制定及完善机器人相关标准、规范、流程，

和工具设备的技术支持，保障现场生产正常进行的能力；熟知各品牌

机器人，了解机器人基本结构及硬件功能作用；能够熟练操作不同品

牌机器人，完成示教编程；（如：安川、发那科、松下、OTC 等等。）；

能够集成机器人周边设备，实现机器人与设备 I0 通信；读懂机器人



29

应用系统的结构安装图和电气原理图的能力；能够测绘简单机械部件

生成零件图和装配图，跟进非标零件加工，完成装配工作的能力；根

据自动化生产线的工作要求，编制、调整工业机器人控制程序的能力。

工程师除上述技能外，还需要：具有良好的文献检索与阅读能力，

了解本专业学科前沿的发展趋势，具有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

具备较强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组织管理能力；对相关的技术标准

有深刻认识，对软件工程标准和规范有良好的把握；具有独立完成系

统实际文档撰写的经验与能力；具有较强的交流沟通、环境适应和团

队合作的能力；

c. 资质、经验、成果标准

具有相关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工程师需要有 3 年以上机器人系统

集成工作经验。

d. 素质标准

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

的职业道德，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人际交流能力；具有较扎实

的数学和其他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强烈的责任感、高度的成本意识，

广阔的市场概念，明朗的商品概念、成熟的用户体验意识，尊敬和服

从领导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成就感，团队协作意识。

e. 行为标准

将通用机器人向专用机器人转化与配置，方案设计； 配合结构

进行整机调试； 对生产、测试进行指导。职业道德：具备良好的工

程师职业道德和正确的科学伦理观，培养正直、善良的良好品行；具

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与使命感。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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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敬业爱岗和乐于奉献的职业境界；熟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其各类行业标准；在团队分工协作中，培养自身工作的责任心

与主动性。终生学习的能力：具备对新知识的好奇心、激发自身求知

欲望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并具有运用新知识、新方法、新手段解决

实际电气技术问题的不懈动力。质量、环保意识：具有强烈的电气产

品质量意识；具有优先采用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安全环保的电气材料

的强烈意识。电气安全意识和应对危机与突发事件的初步能力：掌握

电气安全知识，具有较强的电气安全技能；熟悉电气设备、电气系统

的安全运行规程、常见故障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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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器人产业调试安装型人才培养标准

（1）机器人装配调试工程师

a. 基本知识标准

具有常用电子元器件、集成器件、单片机的应用知识；具有传感

器应用的基本知识；具有应用机械传动、液压与气动系统的基础知识；

具有 PLC、变频器、触摸屏、组态软件控制技术的应用知识；具有交

流调速技术的应用知识；具有机械系统绘图与设计的知识；具有计算

机接口、工业控制网络和自动化生产线系统的基础知识；具有工业机

器人原理、操作、编程与调试的知识；具有检修工业机器人系统、自

动化生产线系统故障的相关知识；具有安全用电及救护常识。

b. 基本职业技能标准

能够进行可编程、传感器、变送器、驱动器的安装、接线以及与

组态联接；能够完成可编程控制器程序的输入、输出、修改及与 MCGS

组态联接测试；能够进行可编程控制器变量操作与组态数据库的建立

及导入导出；能够完成实现系统功能的运行脚本和控制策略的编辑；

能够完成上位监控主机与现场控制器的通信设置；能够进行系统集成

的综合调试；能识读低压电气产品控制原理图、接线端子图及元件布

置图；会选择熔断器、空气开关、接触器、继电器、电度表、电流表、

电压表、互感器等低压电气元件；会识别及选用导线的材质、规格、

绝缘等级，并会识别选用产品柜体规格及防护等级；能执行低压电气

产品的安装操作规程；会标识导线编号；会按接线端子图接线；会执

行安装工艺，以便在柜体中合理的布置导线及配套低压电气元件；会

控制功能测试；会正确判断电气控制设备元器件的好坏；会查找、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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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电气控制设备故障；会触电及电气火灾的应急处理；会按工程验收

标准对产品整机功能的性能与质量进行检验；会填写安装及试验记录；

会资料整理、归档、保存。

工程师除上述技能外，还需要：具有良好的文献检索与阅读能力，

了解本专业学科前沿的发展趋势，具有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

具备较强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组织管理能力；对相关的技术标准

有深刻认识，对软件工程标准和规范有良好的把握；具有独立完成系

统实际文档撰写的经验与能力；具有较强的交流沟通、环境适应和团

队合作的能力；

c. 资质、经验、成果标准

具有相关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工程师需要有 3 年以上机器人安装

调试工作经验。

d. 素质标准

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

的职业道德，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人际交流能力；具有较扎实

的数学和其他相关自然科学知识；高度的成本意识，广阔的市场概念，

明朗的商品概念、成熟的用户体验意识，尊敬和服从领导意识、团队

协作意识。

e. 行为标准

安装调试机器人，按工程验收标准对产品整机功能的性能与质量

进行检验，会填写安装及试验记录。职业道德：具备良好的工程师职

业道德和正确的科学伦理观，培养正直、善良的良好品行；具有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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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业心、责任感与使命感。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良好的思

想道德品质、敬业爱岗和乐于奉献的职业境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其各类行业标准；在团队分工协作中，培养自身工作的责任心与主动

性。终生学习的能力：具备对新知识的好奇心、激发自身求知欲望和

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并具有运用新知识、新方法、新手段解决实际电

气技术问题的不懈动力。质量、环保意识：具有强烈的电气产品质量

意识；具有优先采用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安全环保的电气材料的强烈

意识。电气安全意识和应对危机与突发事件的初步能力：掌握电气安

全知识，具有较强的电气安全技能；熟悉电气设备、电气系统的安全

运行规程、常见故障及应对措施。

（2）机器人现场编程工程师

a. 基本知识标准

具有常用电子元器件、集成器件、单片机的应用知识；具有传感

器应用的基本知识；具有应用机械传动、液压与气动系统的基础知识；

具有 PLC、变频器、触摸屏、组态软件控制技术的应用知识；具有交

流调速技术的应用知识；具有机械系统绘图与设计的知识；具有工业

机器人原理、操作、编程与调试的知识。

b. 基本职业技能标准

能够进行可编程、传感器、变送器、驱动器的安装、接线以及与

组态联接；能够完成可编程控制器程序的输入、输出、修改及与 MCGS

组态联接测试；能够进行可编程控制器变量操作与组态数据库的建立

及导入导出；能够完成实现系统功能的运行脚本和控制策略的编辑；

能够完成上位监控主机与现场控制器的通信设置；具有根据自动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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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线的工作要求，编制、调整工业机器人控制程序的能力；具有根据

工业机器人应用方案要求，安装、调试工业机器人及应用系统的能力；

具有应用操作机、控制器、伺服驱动系统和检测传感装置，绘制逻辑

运算程序的能力；具有与机器人使用客服的沟通能力；

工程师除上述技能外，还需要：具有良好的文献检索与阅读能力，

了解本专业学科前沿的发展趋势，具有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

具备较强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组织管理能力；对相关的技术标准

有深刻认识，对软件工程标准和规范有良好的把握；具有独立完成系

统实际文档撰写的经验与能力；具有较强的交流沟通、环境适应和团

队合作的能力；

c. 资质、经验、成果标准

具有相关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工程师需要有 3 年以上机器人现场

编程工作经验。

d. 素质标准

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

的职业道德，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人际交流能力；具有较扎实

的数学和其他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强烈的责任感、高度的成本意识，

广阔的市场概念，明朗的商品概念、成熟的用户体验意识，尊敬和服

从领导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成就感，团队协作意识。

e. 行为标准

在机器人应用现场，对机器人编程示教。职业道德：具备良好的

工程师职业道德和正确的科学伦理观，培养正直、善良的良好品行；

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与使命感。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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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敬业爱岗和乐于奉献的职业境界；熟悉相关法

律法规及其各类行业标准；在团队分工协作中，培养自身工作的责任

心与主动性。终生学习的能力：具备对新知识的好奇心、激发自身求

知欲望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并具有运用新知识、新方法、新手段解

决实际电气技术问题的不懈动力。质量、环保意识：具有强烈的电气

产品质量意识；具有优先采用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安全环保的电气材

料的强烈意识。电气安全意识和应对危机与突发事件的初步能力：掌

握电气安全知识，具有较强的电气安全技能；熟悉电气设备、电气系

统的安全运行规程、常见故障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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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器人产业维护操作类人才培养标准

（1）机器人操控技师

a. 基本知识标准

具有常用电子元器件、集成器件、单片机的应用知识；具有

传感器应用的基本知识；具有自动控制、应用机械传动、液压与气动

系统的基础知识；具有 PLC、变频器、触摸屏、组态软件控制技术的

应用知识；具有交流调速技术的应用知识；具有机械系统绘图与设计

的知识；具有计算机接口、工业控制网络和自动化生产线系统的基础

知识；具有工业机器人原理、操作、编程与调试的知识；具有检修工

业机器人系统、自动化生产线系统故障的相关知识；具有安全用电及

救护常识。

b. 基本职业技能标准

具有熟练操作设备的能力；具有国家标准的查阅、收集和使用技

术信息与资料的能力；能根据自动化生产线的工作要求，编制、调整

工业机器人的控制流程；能使用常用的电工工具；具备安全操作意识

严格按照行业操作规程进行操作，遵守各项工艺规程；能够进行机器

人的基本操作，切换坐标，调整机器人的运行速度；能够在工业机器

人完成控制要求过程中，进行运行轨迹的设置；操作过程中，使用工

具、设备等要符合劳动安全和环境保护规定，能够对已完成的工作任

务进行安全存档；具备本专业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的消化、吸收、

开发和应用能力；任意曲线运动程序编制及人机界面设计；任意轨迹

运动程序编制及人机界面设计；PLC 通信编程；双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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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资质、经验、成果标准

具有相关专业专科以上学历。

d. 素质标准

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

的职业道德，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人际交流能力；具有较扎实

的数学和其他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强烈的责任感、高度的成本意识，

广阔的市场概念，明朗的商品概念、成熟的用户体验意识，尊敬和服

从领导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成就感，团队协作意识。

e. 行为标准

工业机器人的操作与应用。职业道德：具备良好的工程师职业道

德和正确的科学伦理观，培养正直、善良的良好品行；具有强烈的事

业心、责任感与使命感。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良好的思想道

德品质、敬业爱岗和乐于奉献的职业境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各

类行业标准；在团队分工协作中，培养自身工作的责任心与主动性。

终生学习的能力：具备对新知识的好奇心、激发自身求知欲望和获取

新知识的能力，并具有运用新知识、新方法、新手段解决实际电气技

术问题的不懈动力。

（2）机器人运维技师

a. 基本知识标准

具有常用电子元器件、集成器件、单片机的应用知识；具有传感

器应用的基本知识；具有自动控制、应用机械传动、液压与气动系统

的基础知识；具有 PLC、变频器、触摸屏、组态软件控制技术的应用

知识；具有交流调速技术的应用知识；具有机械系统绘图知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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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接口、工业控制网络和自动化生产线系统的基础知识；具有工

业机器人原理、操作、编程与调试的知识；具有检修工业机器人系统、

自动化生产线系统故障的相关知识；具有安全用电及救护常识。

b. 基本职业技能标准

具有熟练操作设备的能力；具有国家标准的查阅、收集和使用技

术信息与资料的能力；能识读电路板电路原理图；会选用基本电气元

器件；会使用万用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晶体管毫伏表等测量仪

表；会测试电器元件的主要性能参数；能够应用 PLC、单片机、变频

器、触摸屏、交直流电机、变压器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电力拖动

系统的运行性能、参数设定；具有机器人仿真软件使用及离线仿真能

力；会万用表的部分性能测试；掌握电气线路检修的基本方法；能够

排除线路一般故障；能够填写测试报告与检修单;具有机器人及其自

动线安装调试规范;具有电子电气元件的选用和维护技能。

c. 资质、经验、成果标准

具有相关专业专科以上学历。

d. 素质标准

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

的职业道德，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人际交流能力；具有较扎实

的数学和其他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强烈的责任感、高度的成本意识，

广阔的市场概念，明朗的商品概念、成熟的用户体验意识，尊敬和服

从领导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成就感，团队协作意识。

e. 行为标准

运行操作机器人进行加工生产。职业道德：具备良好的工程师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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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道德和正确的科学伦理观，培养正直、善良的良好品行；具有强烈

的事业心、责任感与使命感。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良好的思

想道德品质、敬业爱岗和乐于奉献的职业境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其各类行业标准；在团队分工协作中，培养自身工作的责任心与主动

性。终生学习的能力：具备对新知识的好奇心、激发自身求知欲望和

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并具有运用新知识、新方法、新手段解决实际机

器人维修维护中问题的不懈动力。



40

5. 机器人产业技术管理人才培养标准

（1）项目经理

a. 基本知识标准

除具有机器人技术研发所涉及的机械设计、电子设计、电气

设计及机器人算法等领域工程师的知识标准外，还应该具有相应的财

务知识、法律知识；时间规划管理知识；范围管理知识，包括项目生

命周期、分工方法、管理流程知识等；成本管理知识，包括成本估计、

计划预算、成本控制、资本预算及基本财务结算知识；人力资源管理

知识，包括人员管理、积极性调动、组织结构规划、团队合作方法等；

风险管理知识；质量管理知识；采购管理知识；沟通技巧与方法等。

高级项目经理除具有上述知识外，还需要掌握集成管理知识、多

项目协调知识等，需要具有大型研发项目管理经验以及项目全阶段项

目管理经验。

b. 基本职业技能标准

负责制定工业机器人应用及自动化系统项目设计工作，并组织实

施。负责产品及工程项目的总体方案设计、产品结构设计，对产品的

设计质量、进度负责。负责产品设计图纸、技术文件等的输出、归档

管理；能够从客户角度出发，主动找出客户的潜在需求，并采取相应

的行动；能够运用策略使得团队成员或者客户支持己方观点，形成影

响；能组织活动营造合作氛围，让团队成员产生归属感，形成合作习

惯；能够与团队成员沟通，并激励团队成员；能够通过优化流程加强

项目推进秩序，且保证数据的准确，确保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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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资质、经验、成果标准

具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可以参考项目经理等级证书。

d. 素质标准

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

的职业道德，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人际交流能力；具有较扎实

的数学和其他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强烈的责任感、高度的成本意识，

广阔的市场概念，明朗的商品概念、成熟的用户体验意识，尊敬和服

从领导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成就感，团队协作意识。

e. 行为标准

负责带领团队完成机器人研发或者系统方案集成项目。职业道德：

具备良好的工程师职业道德和正确的科学伦理观，培养正直、善良的

良好品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与使命感。工作的主动性和创

造性：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敬业爱岗和乐于奉献的职业境界；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各类行业标准；在团队分工协作中，培养自身

工作的责任心与主动性。终生学习的能力：具备对新知识的好奇心、

激发自身求知欲望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并具有运用新知识、新方法、

新手段解决项目问题的不懈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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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机器人产业销售服务人才培养标准

（1）销售营销人才

a. 基本知识标准

具有常用电子元器件、集成器件、单片机的应用知识；具有

传感器应用的基本知识；具有自动控制、应用机械传动、液压与气动

系统的基础知识；具有 PLC、变频器、触摸屏、组态软件控制技术的

应用知识；具有交流调速技术的应用知识；具有机械系统绘图知识；

具有计算机接口、工业控制网络和自动化生产线系统的基础知识；具

有市场常见机器人的功能、性能等知识；具有市场营销基础知识；具

有商务谈判知识；具有销售技巧等基础知识。

销售经理除具有上述知识外，还需要掌握客户分析常见知识、销

售方案制定方法、基本金融学、会计知识；管理学知识，包括制度管

理、人事管理、营销管理、组织管理、统计管理等知识；销售团队建

设方法、销售团队激励方法等。

b. 基本职业技能标准

能够掌握市场上常见工业机器人（库卡、ABB等）的性能特点和技

术指标；能够较熟练地操作产品；能够对产品进行操作程序输入；能

够对产品进行安装调试；能够对产品的故障进行分析判断，并提出报

告；能够对同类产品进行性能、技术指标分析比较，并提出报告；能

够快速、准确地口头表达相关产品的性能、技术指标、 特点；能够操

作计算机并能上网查询市场动态和相关营销信息；能够操作计算机进

行营销购、销、存及相关文件的制作、整理、打印；能借助词典翻译

使用英文说明书中的短文；能够分析顾客价值；能够拟制产品营销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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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能够对产品市场进行调研并作出报告；能够分析谈判僵局的类别

和成因；能够控制和回避各种商务风险；掌握与媒体保持联系的基本

方法；能够灵活运用销售促进方式；能够协助测定并实施广告计划；

能够协助进行广告策划；熟悉营销法律法规；具有较强表达能力。

销售经理除上述技能外，还需要具有较强的营销策划能力，渠道

拓展能力；团队领导能力；公共关系处理能力。

c. 资质、经验、成果标准

具有相关专业专科以上学历。

d. 素质标准

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

的职业道德，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人际交流能力；具有较扎实

的数学和其他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强烈的责任感、高度的成本意识，

广阔的市场概念，明朗的商品概念、成熟的用户体验意识，尊敬和服

从领导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成就感，团队协作意识。

e. 行为标准

负责机器人相关营销服务工作。职业道德：具备良好的服务职业

道德和正确的科学伦理观，培养正直、善良的良好品行；具有强烈的

事业心、责任感与使命感。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良好的思想

道德品质、敬业爱岗和乐于奉献的职业境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

各类行业标准；在团队分工协作中，培养自身工作的责任心与主动性。

终生学习的能力：具备对新知识的好奇心、激发自身求知欲望和获取

新知识的能力，并具有运用新知识、新方法、新手段解决营销服务中

出现问题的不懈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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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课程教材资源库

项目管理

《技术研发部规范化管理工具箱》人民邮电出版社 辛雄飞 2010

《项目管理方法论》 人民出版社 汪小金 2011

《现代项目管理》 机械工业出版社（美）克罗彭伯格 2010

《从技术能手到管理高手》北京大学出版社 谢君 2006

《项目管理学》科学出版社 戚安邦 2010

《项目管理修炼之道》人民邮电出版社 （美）罗斯曼 2009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柳纯录 2008

生产线管理

《怎样做好车间管理》北京东方影音出版社 王家尧 2011

《数字化车间管理——刀具管理系统技术》袁美霞 2016

《怎样当好班组长》机械工业出版社 徐明达 2009

《怎样当好车间主任》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迟荣辉 1999

《现代企业车间管理》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陈旭东//孔庆玲 2011

机械设计工程师

《理论力学》中国电力出版社 刘起霞 徐志军 2016

《材料力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曹丽杰 2013

《机械设计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 杨可桢 2014

《机械原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 郑文纬 吴克坚 1997

《机械控制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 武友德 2009

《机械CAD技术基础》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隋天中等 2005

《机械工程材料》机械工业出版社 沈莲 2011

《机械制造工业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王先逵 2007

电子设计工程师

《嵌入式软件设计》机械工业出版社 康一梅 2007

《嵌入式硬件设计》中国电力出版社（美）卡特索利斯 2014

《嵌入式系统编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杨震伦，熊茂华 2009

《嵌入式系统设计》 机械工业出版社 程克非 2010

《c/c++嵌入式系统编程》中国电力出版社 Micbael Barr著 2001

《软件架构设计》电子工业出版社 温昱 2012

《C嵌入式编程设计模式》机械工业出版社 （美）道格拉斯著 2012

《基于底层硬件的软件设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怯肇乾 2008

电气设计工程师

《电气工程概论》 中国电力出版社 熊信银 :2008

《测控技术与仪器概论》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王先培 2010

《电气工程设计与绘图》 中国电力出版社 马志溪 2007

《电气工程CAD》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刘国亭 2009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党安明,张钦军 2011

《传感器及其应用》 高等教育出版社 谢文和 2009

《电力电子技术(第五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王兆安，刘进军 2009

《自动控制原理(第五版) 科学出版社 胡寿松 2007

《运动控制技术与应用》 机械工业出版社 （美）MengKing 2012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技术》 人民邮电出版社 范国伟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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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A原理及应用》 清华大学出版社 何宾 2009

《自动控制元件》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叶瑰昀 1999

《电气控制技术基础》浙江大学出版社 潘再平，徐裕项 004

《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中国计划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著 2009出版

《用电安全导则》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标准出版社（著）2008

机器人算法工程师

《机器人系统设计与算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张培仁 2008

《算法导论》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第二版） Thomas H.Cormen、Charles

E.Leiserson等 2006

《工业机器人程序控制技能实训》中国电力出版社 肖明耀、程莉 2010

《机器人机构学的数学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 于靖军 2008

《机器视觉算法与应用》 清华大学出版社（德）斯蒂格 2008

《计算机视觉与图像识别》科学出版社 张国云（著） 2012

《智能传感技术与系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周浩敏,钱政 2008

《机器人学：智能机器人传感技术》电子工业出版社 张福学 1995

《机器视觉》中国青年出版社[美] 伯特霍尔德•霍恩 著；王亮译 2014

系统开发方案工程师

《机器人制作入门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库克 2005

《机器人制作》 机械工业出版社 林以敏 2008

《嵌入式系统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张晨曦、韩超等 2013

《机器人编程设计与实现》科学出版社（美）John Blanke 2010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6

《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蒋晓宁 王粤 2014

《ROS机器人程序设计》机械工业出版社[西班牙] Aaron Martinez 2014

系统集成应用工程师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谭志彬 柳纯录 2016

调试及安装型人才

《电工技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许鸿量、孙文卿:1992

《电子技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贾学堂，汪琼，许鸿量 1998

《机械基础》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

2011

《机械制图基础》电子工业出版社 许云飞，杨巍巍 2014

《机械制造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 卢秉恒2013

《机器人工作站安装与调试》机械工业出版社 汪励 2014

《液气压传动技术》机械工业出版社 季明善 2012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 刘小波 2016

《工业机器人实操与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 叶晖、管小清2010

《传感器技术与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 金庆发2012

《焊接机器人编程与操作》机械工业出版社 李荣雪 2013

《工程机器人工作应用虚拟仿真》机械工业出版社 叶晖 等2014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人民邮电出版社 范国伟 2013

《数控编程技术》人民邮电出版社 王道宏 2005

维护和操作型人才

《电工技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许鸿量、孙文卿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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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贾学堂，汪琼，许鸿量 1998

《机械基础》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

2011

《机械制图基础》电子工业出版社许云飞，杨巍巍 2014

《机械制造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 卢秉恒2013

《机器人工作站安装与调试》机械工业出版社 汪励，陈小艳2014

《液气压传动技术》机械工业出版社 季明善 2012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 刘小波 2016

《工业机器人实操与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 叶晖、管小清2010

《传感器技术与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 金庆发2012

《焊接机器人编程与操作》机械工业出版社 李荣雪 2013

《工程机器人工作应用虚拟仿真》机械工业出版社 叶晖 等 2014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人民邮电出版社 范国伟 2013

《数控编程技术》人民邮电出版社王道宏2005

销售服务人才

《销售巨人》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美）尼尔•雷克汉姆 2010

《销售心理学》现代出版社 [美]乔治•R.伊士曼 2016

《工业品营销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丁兴良 2010

《从零开始学销售》中信出版社（美）汤姆•霍普金斯等著杨晓瑜等译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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