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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贯彻落实《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推动实施人才强国

战略，促进专业技术人员提升职业素养、补充新知识新技能，实现人力资源深度

开发，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根据有关规定，中国电子学会联合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大型企业、教育咨询机构等单位，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数据中心运

维管理人员职业技术技能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标准）。

一、本《标准》按照《国家职业技术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有关要求，坚

持“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专业能力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在充分考虑科技进步、

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对数据中心运维管理人员专业要求的基础上，以客

观反映数据中心发展水平及其对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要求为目标，对数据中心运

维管理人员的专业活动内容进行规范细致描述，明确了各等级专业人员的工作领

域、工作内容以及知识、专业能力和实践要求。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包

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工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

三、本《标准》编制工作由中国电子学会具体组织实施。

四、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雄安云网科技有限公司、联通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中化金茂智慧能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北京太极华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金翰华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华章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中国计量科学研

究院先进测量工程中心、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中嘉和信通信技术有限

公司、合肥创科电子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太保科技有限公司、中金数据集团

有限公司。

五、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有：袁晓东、车凯、于浩、孙万锋、肖建一、杜

维华、卢泽模、李光耀、崔国强、洪思光、郭广健、季婧。

六、本《标准》主要审定人员有：陈梁、武彤、于庆友、杨晓平、梁军海、

田少岳、王娟、王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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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数据中心运维管理人员

1.2 职业定义

从事数据中心维护、管理及运营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

1.3 专业技术等级

本职业共设三个等级，分别为初级、中级和高级。

1.4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常温。

1.5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计算能力、表达能力和空间感。

1.6 普通受教育程度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1.7 职业培训要求

1.7.1 培训期限

数据中心运维管理人员需要按照本《标准》的职业要求参加相关课程培训，完成规定

学时，取得学时证明。初级 40 标准学时，中级 50 标准学时，高级 60 标准学时。

1.7.2 培训讲师

承担初级、中级理论知识或者专业能力培训任务的人员应具有数据中心运维管理中级及

以上专业技术等级或者相关中级以上职称。

承担高级理论或者专业能力培训任务的人员应具有数据中心运维管理高级及以上专业

技术等级或者相关高级以上职称。

1.7.3 培训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和专业能力培训所需要的场地为标准的教室或者线上平台，必备的教学仪器应

该包括计算机、网络、软件及相关硬件设备。

1.8 专业技术考核要求

1.8.1 申报条件

——取得初级培训学时证明，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初级专业技术等级：

（1）具备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历（含在读的应届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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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备大学专科级以上学历，在本职业技术岗位工作满 1 年；

（3）技工院校毕业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报。

——取得中级培训学时证明，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中级专业技术等级：

（1）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或者初级专业技术等级后，从事本职业技术工作满 1 年；

（2）具备相关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从事本职业技术工作满 3 年；

（3）技工院校毕业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报。

——取得高级培训学时证明，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高级专业技术等级：

（1）取得工程师职称或者中级专业技术等级后，从事本职技术工作满 3 年；

（2）具备相关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从事本职业技术工作满 5 年；

（3）技工院校毕业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报。

1.8.2 考核方式

从理论知识和专业能力两个维度对专业技术水平进行考核。各项考核均实行百分制，成

绩皆达 60 分（含）以上者为合格。考核合格者获得相应专业技术等级证书。

理论知识考试采用笔试、机考方式进行，主要考查数据中心运维管理人员从事本职业应

掌握的基本知识和专业知识。专业能力考核采用专业设计、模拟操作等实验考核方式进行，

主要考查数据中心运维管理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实际工作能力。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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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专业

能力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0，且考评人员为 3 人（含）以上单数。

1.8.4 考核实践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专业能力考核时间不少于 60min。

1.8.5 考核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和专业能力考核所需场地为标准教室或线上平台，必备的考核仪器设备包

括计算机、网络、软件及相关硬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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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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守法、爱岗敬业

（2）认真细致、科学严谨

（3）安全生产、信息保密

（4）诚信合作、顾全大局

2.2 基础知识

2.2.1 数据中心设备基础知识

（1）数据中心电气设备知识

（2）数据中心暖通设备知识

（3）数据中心智能化设备知识

2.2.2 数据中心系统基础知识

（1）数据中心电气系统知识

（2）数据中心暖通系统知识

（3）数据中心消防系统知识

（4）数据中心智能化系统知识

（5）信息系统安全知识

2.2.3 相关法律知识、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3）《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相关知识

（4）《中国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相关知识

（5）《中国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相关知识

2.2.4 相关规范、标准知识

（1）国际数据中心设计、建造、运维、认证相关规范和标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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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数据中心设计、建造、运维、认证相关规范和标准知识

（3）行业和团体数据中心设计、建造、运维、认证相关规范和标准知识

2.2.5 其他相关知识

（1）环境保护知识

（2）文明生产知识

（3）劳动保护知识

（4）资料保管保密知识

（5）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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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初级、中级、高级的专业能力要求及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

低级别的要求。

3.1 初级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电气系统

运维

1.1 检查系统

运行状态

1.1.1 能够使用仪器仪表对电气设

备进行检测和评估

1.1.2 能够定位常见故障类型并给

出解决方案

1.1.1 电气系统常用检修仪

表及安全用具的基本操作

和安全注意事项

1.1.2 配电柜、变压器、UPS、

柴发、蓄电池等电气设备常

见故障判断方法

1.2 处置常见

故障

1.2.1 能按照流程汇报和应对常见

故障

1.2.2 能够分析电气常见故障产生

的原因

1.2.3 能够按照维护保养计划，开

展电气系统预防性维护

1.2.1 电气系统常见故障处

理流程及相关知识

1.2.2 电气系统架构及运行

知识

1.2.3 数据中心电气系统运

行维护规程，安全生产相关

要求

2.暖通系统

运维

2.1 检查系统

运行状态

2.1.1 能够使用仪器仪表对暖通设

备进行检测和评估

2.1.2 能够定位暖通系统常见故障

类型并给出解决方案

2.1.1 暖通系统常用检修仪

表的基本操作和安全注意

事项

2.1.2 冷机、冷塔、水泵、

末端空调及板换等暖通设

备常见故障判断方法

2.2 处置常见

故障

2.2.1 能按照流程汇报和应对常见

故障

2.2.2 能够分析暖通系统常见故障

产生的原因

2.2.1 暖通系统常见故障处

理流程及相关知识

2.2.2 暖通系统架构及运行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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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能够按照维护保养计划，开

展暖通系统预防性维护

2.2.3 数据中心暖通系统运

行维护规程，安全生产相关

要求

3.智能化系

统运维

3.1 检查系统

运行状态

3.1.1 能够使用仪器仪表对智能化

设备进行检测和评估

3.1.2 能够定位常见智能化故障类

型并给出解决方案

3.1.1 智能化系统常用检修

仪表的基本操作和安全注

意事项

3.1.2 基础设施综合管理系

统、电力监控系统、空调群

控系统、动力和环境监控系

统、安全防范系统及综合布

线系统相关的应用知识

3.2 处置常见

故障

3.2.1 能够按照流程汇报和应对常

见故障

3.2.2 能够分析智能化系统常见故

障产生的原因

3.2.3 能够按照维护保养计划，开

展智能化系统预防性维护

3.2.1 智能化系统常见故障

处理流程及相关知识

3.2.2 智能化系统架构及运

行知识

3.2.3 数据中心智能化系统

运行维护规程，安全生产相

关要求

4. 运行管理

4.1 例行管理

4.1.1 能够组织开展常规值班工作

4.1.2 能够组织开展常规巡检工作

4.1.3 能够组织开展维护作业计划

4.1.1 数据中心值班规程

4.1.2 数据中心巡检规程

4.1.3 数据中心作业计划相

关规定

4.2 故障管理

4.2.1 能编写数据中心故障报告

4.2.2 能够定期对故障进行总结、

归类

4.2.1 故障报告编写方法

4.2.2 故障分析方法

4.3 安全管理
4.3.1 能按照计划和标准，定期开

展数据中心安全检查、隐患排查

4.3.1 系统风险点及重大危

险源的识别和安全检查方

法

4.4 能耗管理 4.4.1 能够定期对用电、用水、用 4.4.1 数据中心电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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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用水结构

3.2 中级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电气系统

运维

1.1 分析系统

1.1.1 能够对电气系统的故障进

行综合分析

1.1.2 能够评估电气系统运行状

态并提出优化方案

1.1.1 电气系统故障判断、分

析方法

1.1.2 电气系统运行状态评估

方法

1.2 优化系统

1.2.1 能够按照应急预案组织电

气系统应急演练

1.2.2 能够基于服务等级协议对

电气系统运行参数进行优化或调

整

1.2.3 能够独立进行电气负荷计

算、系统架构的选取和关键设备选

型

1.2.1 电气系统应急预案和应

急演练相关知识

1.2.2 电气系统运维服务相关

知识

1.2.3 电气系统架构相关知识

2.暖通系统

运维

2.1 分析系统

2.1.1 能够对暖通系统的故障进

行综合分析

2.1.2 能够评估暖通系统运行状

态并提出优化方案

2.1.1 暖通系统故障判断、分

析方法

2.1.2 暖通系统运行状态评估

方法

2.2 优化系统

2.2.1 能够按照应急预案组织暖

通系统应急演练

2.2.2 能够基于服务等级协议对

暖通系统运行参数进行优化或调

整

2.2.3 能够独立进行暖通负荷计

算、系统架构的选取和关键设备选

型

2.2.1 暖通系统应急预案和应

急演练相关知识

2.2.2 暖通系统运维服务相关

知识

2.2.3 暖通系统架构相关知识

3.智能化系 3.1 分析系统 3.1.1 能够对智能化系统的故障 3.1.1 智能化系统故障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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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运维 进行综合分析

3.1.2 能够评估智能化系统运行

状态并提出优化方案

分析方法

3.1.2 基础设施综合管理系

统、电力监控系统、空调群控

系统、动力和环境监控系统、

安全防范系统及综合布线系统

运行状态评估方法

3.2 优化系统
3.2.1 能够按照应急预案组织智

能化系统应急演练

3.2.1 智能化系统应急预案和

应急演练相关知识

4.运行管理

4.1 例行管理

4.1.1 能够审核割接、升级等变更

方案，并组织实施

4.1.2 能够组织开展技术改造

4.1.3 能够组织开展标准作业程

序、维护作业程序、应急操作流程

等文档编写

4.1.1 数据中心变更管理程序

4.1.2 数据中心项目管理知识

4.1.3 数据中心运维体系文件

编写方法

4.2 故障管理
4.2.1 能够组织相关方对各类故

障进行分析、总结制定整改方案
4.2.1 数据中心故障管理程序

4.3 安全管理

4.3.1 能够对系统风险和隐患进

行评估

4.3.2 能够制定系统风险应对措

施，并组织整改

4.3.1 安全、风险管理知识

4.3.2 数据中心整体架构及运

行知识

4.4 能耗管理
4.4.1 能够制定数据中心节能运

行方案、降低能耗

4.4.1 数据中心节能减排先进

技术应用知识

4.5 成本管理
4.5.1 能够对数据中心运行成本

进行有效控制

4.5.1 数据中心成本管理相关

知识

4.6 应急管理

4.6.1 能够根据计划组织开展应

急演练

4.6.2 能够对演练方案进行总结、

改进

4.6.3 能够编制应急预案

4.6.1 供电、供油、供水、消

防、环保等相关知识

4.6.2 应急管理相关知识

4.6.3 应急预案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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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标准管理

4.7.1 能够将数据中心设计、建造

和运维标准，落实到制度和流程中

4.7.2 能够对照标准在运维、改造

或扩容中开展工作

4.7.1 数据中心标准在制度及

流程中的使用方法

4.7.2 数据中心相关标准在改

造或者扩容过程中的使用方法

5. 培训与指

导

5.1 培训

5.1.1 能够编写初级培训讲义

5.1.2 能够对初级人员进行知识

和技术培训

5.1.3 能够对初级人员进行安全

教育

5.1.1 培训讲义编制方法

5.1.2 培训教学方法

5.1.3 数据中心人员安全及防

范知识

5.2 指导

5.2.1 能够指导初级人员解决技

术相关问题

5.2.2 能够指导初级人员解决运

行管理问题

5.2.1 技术指导方法

5.2.2 实践教学方法

3.3 高级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战略规划

1.1 制定目标

和体系

1.1.1 能够制定运维管理目标

1.1.2 能够根据目标制定运维管理

体系

1.1.3能够根据数据中心相关标准，

规范数据中心运维体系和流程建

设，满足合规性要求

1.1.1 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1.1.2 战略管理的主要活动、项

目管理基本知识、知识管理的

主要过程

1.1.3 数据中心运维体系、流程

合规性要求的相关知识

1.2 资产与成

本管理

1.2.1 能够制定年度运行费用和预

算，并实施成本的监督和年终成本

的考核

1.2.2 能够进行成本控制优化费用

支出

1.2.1 数据中心财务管理的基

本内容

1.2.2 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组成

1.2.3 预算跟踪策略及成本管

控方法

2.运行保障 2.1 例行管理

2.1.1 能够制定运维管理制度

2.1.2 能够识别保障要求，采取保

障措施

2.1.1GB/T51314 主要内容及数

据中心主要保障场景

2.1.2 数据中心运维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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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运维管理工作内容

2.1.3 数据中心应急操作流程

2.2 服务支持

管理

2.2.1 能够制定事件管理程序

2.2.2 能够建立问题管理程序

2.2.3 能够制定变更与发布管理程

序

2.2.4 能够建立服务请求管理程序

2.2.5 能够建立数据中心资产与配

置管理程序

2.2.1 事件基本知识、管理流程

及相关要素

2.2.2 问题基本知识、管理流程

及相关要素

2.2.3 变更与发布管理的主要

内容、变更管理流程及相关要

素

2.2.4 服务请求管理的主要内

容、管理流程及相关要素

2.2.5 资产与配置管理的主要

过程、管理流程及相关要素

2.3 服务交付

管理

2.3.1 能够明确运维团队可提供的

服务目录、审核服务级别协议，审

核服务报告

2.3.2 能够持续优化基础设施的可

用性

2.3.3 能够制定基础设施的容量管

理程序

2.3.4 能够制定基础设施的能效管

理程序

2.3.5 能够建立数据中心业务连续

性体系，指导完善应急预案

2.3.6 能够组织和指挥应急预案的

演练，并促进持续改进

2.3.7 能够指挥应急事件的处置、

恢复

2.3.8 能够建立供应商管理制度

2.3.1 数据中心可提供的服务

内容、标准及服务水平管理主

内容

2.3.2 关键设施设备工作特性、

可用性管理的主要内容及维保

要求

2.3.3 容量管理的主要内容、管

理流程及相关要素

2.3.4 能效管理基础知识、管理

流程及相关要素

2.3.5 业务连续性管理的主要

内容

2.3.6 数据中心应急预案演练

要点

2.3.7 数据中心应急事件处理、

恢复的流程及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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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供应商管理基础知识、管

理流程及相关要素要内容

2.4 安全管理

2.4.1 能够建立基础设施弱电环境

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2.4.2 能够建立物理安全、人员安

全相关制度

2.4.1 信息安全管理基本知识、

原则及要求

2.4.2 数据中心安全管理基本

知识、相关流程及管理要素

2.5 质量管理

2.5.1 能够建立文档管理制度

2.5.2 能够对重大事项建立评审机

制

2.5.3 能够建立持续改进机制

2.5.4 能够在保证稳定运行的条件

下，实施节能减排并保护环境

2.5.1 文档管理基本知识、文档

管理流程及相关要素

2.5.2 评审管理基本知识、管理

流程及相关要素

2.5.3 持续改进管理相关知识

2.5.4 节能和环境保护相关知

识

3.组织治理

3.1 治理架构

3.1.1能够按照数据中心运行要求，

建立合理的组织架构和岗位职责

3.1.2 明确团队间的工作界面，安

排团队和岗位的分工和工作任务

3.1.3 能够与数据中心客户、监管

部门或者上级机构、供应商建立良

好的沟通机制

3.1.1 数据中心岗位设定、职责

分工及职能管理的主要内容

3.1.2 数据中心各项工作界面

的划分方法及人力资源管理相

关内容

3.1.3 关系管理的主要内容、管

理流程及相关要素

3.2 治理风险

3.2.1 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对数据中

心进行合规管理

3.2.2能够根据内/外部不可控风险

对数据中心运行风险管理

3.2.3 能够开展风险管理评估和持

续改进

3.2.1 数据中心相关法律法规、

合规管理的主要内容

3.2.2 风险管理的主要内容、管

理流程及相关要素

3.2.3 风险管理评估方法及过

程管理的相关知识

3.3 驱动机制

3.3.1 能够根据数据中心战略目标

规划数据中心各级人员的绩效

3.3.2 能够对数据中心组织文化进

3.3.1 绩效管理的主要内容、管

流程及相关要素

3.3.2 组织文化管理的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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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梳理，并制定相应的措施和开展

活动

容

4.培训与指

导

4.1 培训

4.1.1 能够编写中级及以下培训讲

义

4.1.2 能对中级及以下级别人员进

行技术和管理知识培训

4.1.3 能够开展全体员工的安全和

保密教育

4.1.1 数据中心新知识、新理

论、新技术

4.1.2 数据中心安全意识教育

及保密相关知识

4.2 指导

4.2.1 能对中级及以下级别人员进

行技术和管理方法指导

4.2.2 能对中级及以下级别人员培

训学习效果进行评估

4.2.1 效果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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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专业技术等级

项目

初级

(%)

中级

(%)

高级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基础知识 20 10 5

相关

知识

要求

电气系统运维 20 10 0

暖通系统运维 20 10 0

智能化系统运维 20 10 0

运行管理 15 45 0

培训与指导 0 10 10

战略规划 0 0 5

运行保障 0 0 70

组织治理 0 0 5

合计 100 100 100

4.2 专业能力要求权重表

专业技术等级

项目
初级

(%)

中级

(%)

高级

(%)

专业技

术要求

电气系统运维 20 15 0

暖通系统运维 20 15 0

智能化系统运维 20 15 0

运行管理 40 45 0

培训与指导 0 10 10

战略规划 0 0 10

运行保障 0 0 70

组织治理 0 0 10

合计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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