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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检员（邮件快件安检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安检员（邮件快件安检员）①

1.2 职业编码

4-07-05-02

1.3 职业定义

使用 X射线安检仪、邮件快件智能 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手持爆炸物/毒品

探测仪等设备，从事邮件快件安全检查等工作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安检员（邮件快件安检员）共设四个等级，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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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较强的分析、推理和判断能力；具有良好的空间感、形体知觉；具备良

好的表达能力；无色盲、色弱；手指、手臂灵活；动作协调。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1.8 培训参考学时

四级/中级工不低于 120 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不低于 140 标准学时，二级

/技师不低于 160 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不低于 160 标准学时。

1.9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9.1 申报条件

①
邮件快件安检员是安检员职业下增设的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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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相关职业②五级/初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

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见习）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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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

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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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含）

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②
相关职业：邮政快递服务人员，安全员等，下同。

③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快递安全管理、快递运营管理、邮政业务等。

④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邮政快递安全技术、邮政快递运营、邮政快递智能技术、邮政快递运

营管理、邮政通信服务、邮政通信管理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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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

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1.9.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及综合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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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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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

以上者为合格。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15，每个标准教室不少于 2名监考

人员；技能考核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30，每个标准教室不少于 2名监考人

员；综合评审委员不少于 3人（含）以上单数。

1.9.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60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60min；综合评审时

间不少于 15min。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配备考试系统的计算机房内进行；技能考核在模

拟现场、实际工作现场或标准教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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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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检查。

（2）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规范操作，确保安全。

（4）钻研业务，增强技能。

（5）团结协作，准确快速。

2.2 基础知识

2.2.1 邮政快递服务概述

（1）邮政快递服务定义与特点。

（2）邮政快递服务起源与发展。

（3）邮政快递服务流程与网络功能。

2.2.2 邮件快件安全检查概述

（1）寄递安全制度概述。

（2）安全检查机构概述。

（3）岗位职责概述。

（4）基本工作程序概述。

2.2.3 安全检查设施设备概述

（1）寄递物品安全检查设备相关知识。

（2）痕量爆炸物/毒品探测设备相关知识。

（3）防爆设备相关知识。

（4）安全防护装备相关知识。

2.2.4 劳动保护知识

（1）劳动保护相关法律知识。

（2）安全防护相关知识。

2.2.5 英语知识

安全检查常用工作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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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标准等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法》相关知识。

（5）《快递暂行条例》相关知识。

（6）《邮政业寄递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7）《邮件快件实名收寄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8）《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9）《快递安全生产操作规范》相关知识。

（10）《邮政业安全生产设备配置规范》相关知识。

（11）《邮政业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相关知识。

（12）《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相关知识。

（13）《邮政行业安全信息报告和处理规定》相关知识。

（14）《邮件快件微剂量 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配置管理办法(试行)》相关知

识。

（15）《邮件快件智能 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技术要求》相关知识。

（16）《邮政行业基于荧光聚合物传感技术的手持式痕量炸药探测仪技术要

求》相关知识。

（17）《国家邮政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相关知识。

（18）《邮政业人员密集场所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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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四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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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

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安检设

备使用

与维护

1.1

设备

使用

1.1.1 能按要求完成 X 射线安检仪、邮

件快件智能 X 射线安检设备、手持爆炸物

/毒品探测仪等设备开、关机程序

1.1.2 能判断 X射线安检仪、邮件快件

智能 X 射线安检设备、手持爆炸物/毒品

探测仪等设备工作状态

1.1.3 能发现 X射线安检仪、邮件快件

智能 X 射线安检设备、手持爆炸物/毒品

探测仪等设备开机及操作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

1.1.1 X 射线安检仪基本

知识，种类、工作原理及

组成

1.1.2 邮件快件智能X射

线安检设备基本知识，种

类、工作原理及组成

1.1.3 手持爆炸物/毒品

探测仪基本知识、工作原

理及组成

1.2

设备

维护

1.2.1 能规范进行安检设备日常维护保

养

1.2.2 能规范记录安检设备日常维护保

养情况

1.2.3 能规范记录安检设备不安全因

素，及时上报

1.2.1 安检设备日常维

护、保养事项

1.2.2 安检设备维护保

养制度

1.2.3 安检设备维护保

养信息记录填写规范

2.

邮件快

件安全

检查

2.1

安检

准备

2.1.1 能按要求完成安检设备工作环境

检查

2.1.2 能执行安检人员防护制度

2.1.1 安检设备启动前

检查程序

2.1.2 安检人员防护制

度相关要求

2.2

图像识

别及可疑

件查找

2.2.1 能结合X射线图像，判别被检物品

是单一物品或组合类物品

2.2.2 能运用颜色分析法、形状分析法、

功能键分析法、整体判读法、重点分析法

等五种（含）以上方法分析判别X射线图

像

2.2.3 能找出禁寄物品及其他可疑物品

2.2.4 能对邮件快件智能X射线安检设

备识别出的可疑件进行复检

2.2.1 安检设备操作规

程及操作规范相关知识

2.2.2 单一物品、组合类

物品、禁寄物品 X射线图

像特点及判别相关知识

2.2.3 安检设备功能键

作用

2.2.4 颜色分析法、形状

分析法、整体判读法、重

点分析法相关知识

2.2.5 邮件快件智能X射

线安检设备可疑件标识信

息相关知识

2.2.6 人工复检常用方

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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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禁止寄递物品指

导目录》相关知识

2.3

检后

处理

能规范加盖或粘贴安检标识
安检标识加盖或粘贴规

范

3.

可疑件

管理

3.1

禁寄物

品处理

3.1.1 能按规定上报安检过程中发现的

禁寄物品信息，并配合做好后续工作

3.1.2 能按规定暂存危险度较低的禁寄

物品

3.1.1 禁寄物品信息报

送程序和要求

3.1.2 禁寄物品保管要

求

3.2

其他可

疑件处理

能规范处理或上报除禁寄物品以外的其

他可疑件信息
其他可疑件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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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

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安检

设备

使用

与维

护

1.1

设备

使用

1.1.1 能读懂X射线安检仪、邮件快件智

能X射线安检设备、手持爆炸物/毒品探测

仪等设备参数、指标及提示等信息

1.1.2 能协助完成X射线安检仪、邮件快

件智能X射线安检设备、手持爆炸物/毒品

探测仪等设备安装、调试工作

1.1.3 能规范记录X射线安检仪、邮件快

件智能X射线安检设备、手持爆炸物/毒品

探测仪等设备使用情况，登记工作中出现

的问题

1.1.4 能对X射线安检仪、邮件快件智能X

射线安检设备、手持爆炸物/毒品探测仪等

设备常见异常情况作出判断，并采取相应

的处理方法或应急处理措施

1.1.1 X射线安检仪、邮件快

件智能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手持爆炸物/毒品探测仪等安

检设备基本参数、指标、提示

信息含义

1.1.2 X射线安检仪、邮件快

件智能X射线安检设备、手持

爆炸物/毒品探测仪等设备安

装调试方法及要求

1.1.3 X射线安检仪、邮件快

件智能X射线安检设备、手持

爆炸物/毒品探测仪等设备使

用日志填写规范

1.1.4 X射线安检仪、邮件快

件智能X射线安检设备、手持

爆炸物/毒品探测仪等设备常

见异常情况及处理方法

1.2

设备

维护

1.2.1 能按安检设备清理要求对安检设

备元件进行外部清理

1.2.2 能识别安检设备工作环境存在的

安全隐患，并及时消除

1.2.1 安检设备日常清理方

法及注意事项

1.2.2 安检设备运行环境条

件要求相关知识

2.

邮件

快件

安全

检查

2.1

安检

准备

2.1.1 能检查安全防护装备配置情况

2.1.2 能核验安检设备工作状态

2.1.1 常用的安全防护装备

及配置要求相关知识

2.1.2 安检设备工作状态核

验方法

2.2

图像

识别

及可

疑件

查找

2.2.1 能运用对称分析法、共性分析法、

特征分析法、联想分析法、角度分析法等

十种（含）以上方法分析、判读X射线图像

2.2.2 能综合运用图像判别方法、设备和

技术，对被检邮件快件内件属性及疑难图

像进行分析和判别

2.2.3 能识别不符合高铁、航空等寄递要

求的禁限寄物品

2.2.1 对称分析法、共性分

析法、特征分析法、联想分析

法、角度分析法等图像判别方

法相关知识

2.2.2 不同属性邮件快件X

射线图像特点

2.2.3 高铁、航空禁限寄相

关规定

2.3

检后

处理

2.3.1 能规范填写工作登记簿，记录安检

工作情况

2.3.2 能按要求执行过机安检信息登记

制度

2.3.1 《安检工作登记簿》

填写规范

2.3.2 过机安检信息登记制

度有关要求

3.

可疑

3.1

禁寄

物品

3.1.1 能对禁寄物品进行分类

3.1.2 能按照禁寄物品交接程序要求转

移、交接应当没收、销毁或者可能涉及违

3.1.1 《禁止寄递物品管理

规定》相关知识

3.1.2 禁寄物品转移、交接

https://wenku.so.com/d/4f7f2f0ed6fa67f9541edd63118a4dbf
https://wenku.so.com/d/4f7f2f0ed6fa67f9541edd63118a4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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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管

理

处理 法犯罪、危害到人身安全和设施设备安全

的禁寄物品

3.1.3 能对现场发现的有严重危害的禁

寄物品启动应急处置程序

3.1.4 能正确使用常用防爆设备

程序及相关要求和注意事项

等有关知识

3.1.3 应急处置程序相关知

识

3.1.4 常用防爆设备的类

型、原理及使用方法

3.2

其他

可疑

件处

理

3.2.1 能核验除禁寄物品外的其他可疑

件

3.2.2 能按规范交接不符合航空、高铁等

寄递要求的物品

3.2.3 能对非禁寄等其他可疑件进行分

类和交接

3.2.1 其他可疑件核验规范

及要求

3.2.2 航空、高铁禁限寄物

品处理程序相关知识

3.2.3 常见安检异常情况及

处理方法

4.

业务

培训

4.1

理论

培训

4.1.1 能讲授四级/中级工级别人员岗位

相关理论知识

4.1.2 能结合案例，讲授工作技巧

4.1.3 能讲授先进经验、先进工作方法

4.1.1 四级/中级工级别人

员专业技术理论知识

4.1.2 培训计划的编写方

法、培训讲义的编写方法

4.2

业务

指导

4.2.1 能指导四级/中级工级别人员进行

业务操作

4.2.2 能利用示范教学法，对四级/中级

工级别人员进行岗位教学

4.2.1 四级/中级工级别岗

位考核标准及技能要求相关

知识

4.2.2 业务知识指导的方法

和注意事项及专业技能指导

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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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

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安检

设备

管理

1.1

设备

检查

1.1.1 能制订安检设备定期检查、校验方

案，组织设备生产企业对设备进行全面检

查、校验，排查故障

1.1.2 能检查安检设备日常运行、维护保

养等情况，及时发现安全隐患

1.1.3 能规范填写安检设备检查、校验记

录

1.1.4 能按安全要求核查上报安检设备异

常情况

1.1.5 能运用安检设备使用日志、检查记

录、日常维护保养记录等识别设备隐患，并

及时排除隐患、纠正问题

1.1.1 安检设备定期检

查、校验制度及其信息登记

和填写规范

1.1.2 安检设备日常检查

事项相关知识

1.1.3 重大安全隐患类型

及判定要求

1.2

故障

分析

1.2.1 能根据设备定期检查情况，形成分

析报告，提出整改方案

1.2.2 能对安检设备事故、故障情况等进

行统计分析，总结常见故障类型、部位或元

件及原因

1.2.3 能根据常见故障原因提出针对性的

防范或改进建议

1.2.1 安检设备事故、故

障调查分析相关知识和能

力

1.2.2 统计分析法相关知

识

1.2.3 常用分析、归纳方

法及相关知识

1.3

设备

配置

1.3.1 能建立安检设备台账

1.3.2 能提出安检设备配置及布局建议

1.3.3 能督促落实安检设备安装、维护、

维修等事项

1.3.1 安检设备台账相关

知识

1.3.2 《邮政业安全生产

设备配置规范》有关规定

1.4

应急

管理

1.4.1 能在安检设备发生严重故障或其他

突发情况时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应急处置措

施

1.4.2 能参与制订安检设备故障应急管理

预案

安检设备不同等级事故、

故障应急管理预案相关知

识

2.

可疑

件管

理

2.1

禁寄物

品处理

2.1.1 能按规定流程接收安检过程中发现

的禁寄物品

2.1.2 能核实所接收的禁寄物品是否与上

报情况一致

2.1.3 能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有严重危害的

禁寄物品的交接、处置工作

2.1.1 禁寄物品处理程序

及规范相关知识

2.1.2 《禁止寄递物品管

理规定》相关知识

2.2

应急

管理

能掌握危险化学品以及生化制品、爆炸装

置等禁寄物品可能引发的突发情况类型，做

好应急管理

不同类型、不同危险等级

禁寄物品应急管理预案相

关知识

3.

安检

质量

管控

3.1

标准

制订

3.1.1 能参与制订岗位作业标准

3.1.2 能提出工作班次、人员配置建议

3.1.3 能参与建立安检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3.1.1 岗位职责及要求制

订相关知识

3.1.2 工作方案制定基本

方法

3.2 3.2.1 能运用安检设备计数、存储等功能， 3.2.1 安检设备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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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分析

统计、整理安检相关作业数据

3.2.2 能分析、评估各班次工作情况

3.2.3 能对比分析安检人员、邮件快件智

能X射线安检设备成本、效率、质量等相关

指标数据

使用相关知识

3.2.2 数据统计及分析相

关知识

3.2.3 成本、效率、质量

分析相关知识

3.2.4 比较分析法、因素

分析法等常用分析方法相

关知识

3.3

质量

控制

3.3.1 能监督安检人员是否按作业标准、

作业规范操作

3.3.2 能运用安检设备回放、数据上传等

功能，分析禁寄物品相关信息，提出管控建

议

3.3.3 能撰写安检质量分析报告，分析安

检工作薄弱环节，提出整改建议

3.3.4 能指导、督促揽收环节做好禁寄物

品核验

3.3.5 能利用安全管理相关知识对安检质

量进行系统分析

3.3.1 质量讲评方法

3.3.2 质量分析报告撰写

相关知识

3.3.3 安全管理相关知识

3.4

应急预

案制订

及演练

3.4.1 能参与制订禁寄物品突发事件专项

应急预案

3.4.2 能组织开展禁寄物品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专项演练

3.4.3 能对应急演练结果进行总结，发现

应急处置存在的薄弱环节

3.4.4 能对应急演练进行复盘，提出意见

建议

3.4.1 不同类型、不同危

险等级禁寄物品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

3.4.2 应急处置演练方案

4.

业务

培训

4.1

培训

管理

4.1.1 能编制培训计划和实施方案

4.1.2 能编写培训教案、培训材料

4.1.3 能编写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别人

员培训考核方案及培训考核试题

4.1.4 能建立培训档案，规范记录培训情

况

4.1.1 培训计划制定方法

及注意事项

4.1.2 培训大纲、培训教

案等培训材料编制相关知

识

4.1.3 培训管理制度相关

知识

4.2

组织

实施

4.2.1 能按培训计划组织开展设备操作、

图片识别、应急处理等专项技能培训及安全

教育培训

4.2.2 能讲授快递安检专业技术理论知识

和安全教育相关知识

4.2.3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别人员

进行实操培训和作业指导

4.2.4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别人员

安全教育和培训效果进行考核、评估

4.2.5 能撰写安全教育和培训报告

4.2.1 技能培训方法、要

点及注意事项

4.2.2 三级/高级工及以

下级别专业技术理论和实

操相关知识

4.2.3 行业及企业安全教

育相关知识

4.2.4 三级/高级工及以

下级别岗位考核标准及技

能要求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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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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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检

设备

管理

1.1

运营

分析

1.1.1 能分析安检设备台账相关数据，提

出相关建议

1.1.2 能分析不同类型安检设备的性能和

运营效率，并提出效率提升建议

1.1.3 能分析邮件快件智能X射线安检设

备效能、指标达成情况

1.1.1 数据库管理相关知

识

1.1.2 安检设备管理规定

1.1.3 数据统计分析相关

知识

1.1.4 方案分析与比较相

关知识

1.2

设备

配置

1.2.1 能对安检设备配置需求进行分析研

判，提出安检场地布局建议

1.2.2 能结合业务需求，提出设备优化建

议

1.2.1《邮政业安全生产设

备配置规范》相关规定

1.2.2 快递生产作业流程

优化相关知识

1.3

制度

制订

1.3.1 能制订安检设备定期检查、校验制

度

1.3.2 能组织制订安检设备使用、管理、

维护保养等规章制度

1.3.1 安检设备管理制度

相关知识

1.3.2 制度制定方法及注

意事项相关知识

1.4

应急

管理

能制订安检设备不同等级事故、故障应急

管理预案

设备事故、故障应急预案制

定相关知识

2.

安检

质量

管控

2.1

标准

制订

2.1.1 能组织制订岗位作业标准

2.1.2 能制订安检设备操作规程等

2.1.3 能建立安检人员防护制度

2.1.4 能制订安检工作登记簿填写规范

2.1.1 岗位作业标准制订

原则及注意事项等相关知

识

2.1.2《快递安全生产操作

规范》有关规定

2.1.3 安检设备使用说明

相关知识

2.1.4 安全防护需注意的

事项相关知识

2.1.5 安检工作登记簿基

本构成相关知识

2.2

质量

分析

2.2.1 能参与制订安检质量、质量管控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

2.2.2 能对安检质量进行监督、评估

2.2.1 评价指标选取及指

标体系建构相关知识

2.2.2 常用综合评价方法

2.3

质量

控制

2.3.1 能按要求规范报送安检相关数据

2.3.2 能结合安检工作报告，分析安检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方案

2.3.3 能溯源寄递安全事件、事故原因，

提出管控建议

2.3.1 安检数据报送相关

要求

2.3.2 质量控制相关知识

2.3.3 寄递安全事件事故

调查分析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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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应急预

案制订

及演练

2.4.1 能制订不同类型、不同危险等级禁

寄物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2.4.2 能根据不同类型应急预案，制订禁

寄物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方案

2.4.3 能指导、监督应急演练工作

2.4.4 能对应急演练进行分析，优化应急

预案

2.4.1《国家邮政业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相关规定

2.4.2《邮政业重大活动期

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相关

规定

2.4.3 应急预案制定原则、

注意事项等相关知识

3.

业务

培训

3.1

培训

管理

3.1.1 能建立安全检查人员培训体系和管

理制度

3.1.2 能审核培训计划、实施方案

3.1.3 能调研、分析培训需求，制订培训

规划

3.1.1 安全教育培训有关

规定、要求

3.1.2 培训体系建设相关

知识

3.1.3 培训计划、方案审核

要点

3.1.4 需求调研相关知识

3.2

组织

实施

3.2.1 能指导、督促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和

岗位技能培训工作

3.2.2 能对安全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工作

进行评估、分析，提供差异化指导方案

3.2.3 能对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人员进

行实操培训和作业指导

3.2.1 培训监督、评价方法

3.2.2 二级/技师及以下级

别岗位考核标准及技能要

求相关知识

3.3

技能

考核

3.3.1 能建立业务技能考核评价体系

3.3.2 能制订设备操作、图像识别、应急

处理等不同类型考核方案

3.3.3 能根据业务考核和技能演练结果，

制订针对性的技能提升培训方案

3.3.1 考核方案制定相关

知识

3.3.2 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有关规定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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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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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知识 15 10 10 10

相关知识

安检设备使用与维护 15 10 - -

邮件快件安全检查 40 40 - -

可疑件管理 25 30 30 -

安检设备管理 - - 20 30

安检质量管控 - - 25 45

业务培训 - 5 10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要求

安检设备使用与维护 30 25 - -

邮件快件安全检查 40 40 - -

可疑件管理 30 30 30 -

安检设备管理 - - 15 30

安检质量管控 - - 30 40

业务培训 - 5 25 3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安检员（邮件快件安检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1.2 职业编码
	1.3 职业定义
	1.4 职业技能等级
	1.5 职业环境条件
	1.6 职业能力特征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1.8 培训参考学时
	1.9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9.1 申报条件  
	1.9.2 鉴定方式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1.9.4 鉴定时间
	1.9.5 鉴定场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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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基础知识
	2.2.1 邮政快递服务概述
	2.2.2 邮件快件安全检查概述
	2.2.3 安全检查设施设备概述
	2.2.4 劳动保护知识
	2.2.5 英语知识
	2.2.6 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标准等知识


	3. 工作要求
	3.1 四级/中级工
	3.2 三级/高级工
	3.3二级/技师
	3.4 一级/高级技师

	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