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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名称与适用对象

1．适应专业

本标准适应于高职电气自动化专业（专业代码：560301）。

2．适应对象

高等职业院校三年一期全日制在籍学生。

二、专业技能考核目标

1.促进高职教育紧贴产业需求培养企业急需的高技能人才，促进校企合作的深入

开展，促进专业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促进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学生个性化发展。

2.促进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实习实

训条件、教学资源等基本教学条件建设。促进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课程建设，主

动适应高端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要求，满足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制造需要，

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3.考核学生电气设备线路安装调试与分析排除故障能力；考核学生 PLC、变频器

等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和监控技能；考核学生对供配电系统线路识图分析

以及典型操作应用的能力；考核学生分析绘制安装电气原理图、元件布置图的技能；

考核学生使用单片机设计简单系统的能力。在考核学生以上技能的同时对其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职业素养进行综合评价。检验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教学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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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技能考核内容

电气自动化专业技能考核内容

专业基本技能

模块

岗位核心技能

模块块

跨岗位综合技能

模块

项目一、

常用电气控

制线路装调

与检修

项目一、

可编程控制

系统设计与

调试

项目二、

变配电系统

分析与操作

项目一、

小型电子

产品设计

项目三、

变频器 PLC
综合控制系

统装调

（一）专业基本技能模块

项目一 常用电气控制线路装调与检修

常用电气工程控制线路装调主要用来检验学生是否掌握常用电气控制线路的装

调、检修等基本技能。该项目包括两个技能点，分别是三相异步电机电气控制线路安

装与接线、典型机床电气控制线路检测与排故，技能点编号：1-1。

三相异步电机电气控制线路安装与接线

（1）技能要求

根据系统提供的原理图能完成系统的元件布置图（手工绘制）的绘制，能完成接

触器、继电器等元器件的布置安装（提供 100%的元件） ，能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的

安装布线，要求完成主电路、控制电路的安装布线，按要求进行线槽布线，导线必须

沿线槽内走线，接线端加编码套管，线槽出线应整齐美观，线路连接应符合工艺要求，

不损坏电器元件，安装工艺符合行业相关标准，线路安装完成后进行器件的整定、线

路调试和通电试车。按要求编写安装调试过程工艺文件。

（2）素养要求

操作时必须穿戴劳动防护用品。工具仪表摆放规范整齐，仪表完好无损。符合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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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基本的 6S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 管理要求，及时清扫杂物、

保持工作台面清洁，能事前进行接地检查，遵守安全用电规范。符合企业维修电工的

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如：安装接线必须注意断电、试车必须注意电

源等级、注意用电安全等。

典型机床电气控制线路检测与排故

（1）技能要求

1）以相关标准为参考，能分析并掌握 Z3050 摇臂钻床、X62W 万能铣床、M7120

平面磨床、T68 镗床等常用屏柜机床的电气控制线路；

2）能根据机床电气原理图正确判断 Z3050 摇臂钻、 X62W 万能铣、M7120 平面

磨、T68 镗床的常见故障现象，分析故障产生原因；

3）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根据机床电气原理图分析故障现象及原因，找

出继电器线路控制问题。

4）根据故障现象写出并分析最小故障范围，找出 2 处控制线路故障，写出排除

故障的方法步骤。

5 ）本项目提供屏柜原理图；

（2）测试要求

技能要求：排查故障过程中，会正确使用常用电工仪器仪表和工具；会识读普通

机床的电气原理图、电气接线图；能按机床电气维修规范正确排查普通机床电气故障，

会填写故障检修报告。

（3）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操作应遵循机床电气维修操作规范，如检修前要切断

检修的线路和设备的电源，并用试电笔进行验电后才可进行检修。试车前应采取安全

措施，认真检查机械部分各限位器、零压、过压、过流继电器等是否安全可靠；试车

时，应注意观察电机转向、声音等是否正常等。

操作后按照企业基本的 6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修养、安全）管理要求，

进行仪器/工具的定置和归位、工作台面的清洁，并及时清扫废弃线头及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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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岗位核心技能模块

项目一 可编程控制系统设计与调试

电气工程设备可编程控制系统项目要求学生能按照现场提供的系统硬件图和控

制程序完成一个 PLC 的程序输入、下载，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根据相关标准完成

线路组装与系统调试，实现系统要求的功能、满足相应的技术指标。电气工程设备可

编程系统设计与调试项目包含两部分分别为：可编程系统改造和可编程控制系统设

计。技能点编号：2-1；

（1）技能要求

1）能根据任务要求，完成 PLC 控制系统电气原理图的设计。

2）能根据任务要求，写出 PLC 的输入输出地址分配表，画出 PLC 的 I/O 接线

图。

3）能根据控制要求，设计出 PLC 的程序。

4)能完成 PLC 程序的编译，修改，并将控制程序下载至 PLC 中。

5）能完成 PLC 的硬件接线并能在实训台上利用模拟对象进行系统的安装调试，

并完成技术文件的编写。

其中，要求 PLC 控制系统的 I/O 总点数在 12 个以内，以逻辑控制为主，控制

系统元器件包括：按钮、开关、发光二极管、接触器、继电器、各种 PLC 挂件、连

接导线等。

（2）素养要求

符合企业基本的 6S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 管理要求。操作

时必须穿戴劳动防护用品，能按要求进行工具的定置和归位、工作台面保持清洁，体

现良好的工作习惯（例如及时清扫废弃线头、杂物、及时整理工具等），严格执行电

气工艺文件，保证质量；能事前进行接地检查，注重用电安全、环保，坚持文明生产。

符合企业基本的质量常识和管理要求。 能进行安装工艺文件的准备和有效性确

认，产品搬运、摆放等符合产品防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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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企业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如：轻拿轻放、元件不堆

叠、正确使用电工工具、调试时先无电(万用表检测)再有电、电源检测无误并在断电

状态连接作品再上电、仪器的通/断电顺序等。

项目二 变配电

变配电项目包含三部分分别为：二次供电线路电度表和照明电路安装、变配电线

路识图和变电所维护操作。技能点编号：2-2

（1）技能要求

要求学生会选择和使用常用电工仪器仪表、电工工具，按照要求进行导线的连

接，完成照明基本线路的敷设及电器灯具的安装。掌握单相、三相电度表的安装方法

和注意事项；具有变电所一次系统接线图和供电系统二次回路接线图的识图和分析的

能力，会根据相关行业作业标准和规范，选择和使用常用安全工具；会进行变电所一

次回路的倒闸操作，能编写倒闸操作票，能配合完成倒闸操作后的安全措施，具备安

全用电相关知识。

（2）素养要求

1) 符合维修电工操作规范，操作中必须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严禁在未关闭电源

开关的情况下用手触摸电器线路或带电进行电路连接或改接，安装接线必须注意断

电、试车必须注意电源等级；线路布置应整齐、合理；不随意拔插通讯电缆。系统调

试前检查电源线、接地线、输入/输出线是否正确连接，是否有接触不良等情况。符

合企业维修电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能严格按照规范操作。

2)操作时必须穿戴劳动防护用品。工具仪表器件摆放规范整齐，符合企业基本的

6S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管理要求。符合企业基本的质量常识和

成本意识。具备严肃认真、规范高效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与职业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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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三 变频器 PLC 综合控制系统装调

（1）技能要求

电气工程设备可编程及变频器综合控制系统项目要求学生能按照现场提供的系

统硬件图和控制要求完成 PLC 的程序输入、下载，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根据控制

要求进行变频器参数设置；根据相关标准完成线路组装与系统调试，实现系统要求的

功能、满足相应的技术指标；能正确选择和使用仪器仪表对系统的技术参数进行测量

与调试。变频器 PLC 综合控制系统装调项目包含两部分分别为：变频器操作部分和变

频器 PLC 综合控制系统，技能点编号：2-3。

（2）素养要求

1) 符合维修电工操作规范，操作中必须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严禁在未关闭电源

开关的情况下用手触摸电器线路或带电进行电路连接或改接，安装接线必须注意断

电、试车必须注意电源等级；线路布置应整齐、合理；不随意拔插通讯电缆。系统调

试前检查电源线、接地线、输入/输出线是否正确连接，是否有接触不良等情况。符

合企业维修电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能严格按照规范操作。

2)操作时必须穿戴劳动防护用品。工具仪表器件摆放规范整齐，符合企业基本的

6S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管理要求。符合企业基本的质量常识和

成本意识。具备严肃认真、规范高效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与职业价值观。

（三）跨岗位综合技能模块

项目一 小型电子产品设计与开发

模块以电子企业产品开发项目为背景，将软硬件设计结合在一起，主要考核学生

电子产品设计方案制定、软件设计、元器件选型、软硬件系统仿真等小型电子产品开

发能力。本项目给定 MCS-51 系列兼容的单片机控制系统（含最小系统和部分外围设

备），要求按照单片机控制系统的开发流程，根据控制系统的工作要求，设计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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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硬件电路，利用考点给定的 PCB 板和电子元件制作相关硬件电路，采用杜邦

线连接给定的单片机技术平台，编写控制程序，完成整体系统的安装和调试，实现系

统功能。

本项目所用器件要求在给定元器件内进行选择，采用 PCB 板安装通孔元件，器

件控制在 15 个以内，且焊点在 80 个以内（含杜邦线插头），采用接插件连接给定

的单片机开发平台。技能点编号：3-1

基本要求

（1）按照国家、行业、企业标准，分析设计任务，选择合适器件，按照系统原

理图，制作外围接口硬件电路，绘制程序流程图，编写调试源程序（汇编或 C 语言），

安装调试整体控制系统，完善相关的技术文件。主要测试硬件单片机控制系统的电路

设计与制作、程序设计与调试能力。

（2）符合企业基本的 6S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修养、安全) 管理要求。

能按要求进行仪器/工具的定置和归位、工作台面保持清洁、及时清扫废弃管脚及杂

物等，（2）符合企业电子产品维修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能严格

遵循维修流程，故障分析、检测、修复能严格按照规范操作，修复效果符合产品可接

受要求。

四、评价标准

1. 评价方式：本专业技能考核采取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技能考核与职

业素养考核相结合。各抽测项目的评价包括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作品两个方面，总

分为 100 分。其中，操作规范与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20%，作品质量占该项目

总分的 80%。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作品两项均需合格,总成绩评定为合格。

2. 技能评价要点：每个考核项目都有相应的技能要求，这些要求不尽相同，但

每个模块各项目中的考试题目工作量和难易程度基本相同。各模块和项目的技能评价

要点内容如表 1-6 所示。

表 1电气控制线路安装与调试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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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规范

与职业素

养(20 分)

元件检测 10 清点仪表、工具，并摆放整齐。

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正确选择电气元件。

对电气元件质量进行检验。

“6S”规范 10 操作过程中及任务完成后，保持工具、仪表、

元器件、设备等摆放整齐。

操作过程中无不文明行为、具有良好的职业操

守，独立完成考核内容、合理解决突发事件。

具有安全意识、环保意识、成本意识，操作符

合规范要求。

任务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作品

（80分）

元件安装 20 按图纸的要求，正确利用工具，熟练地安装电

气元器件；

元件安装要准确、紧固；

按钮盒不固定在板上。

布线 20 连线紧固、无毛刺；

电源和电动机配线、按钮接线要接到端子

排上，导线要有端子标号，引出端要用别径压

端子。

外观 10 元件在配电板上布置要合理；

布线要进线槽，美观。

功能 30 能正常工作，且各项功能完好。

表 2电气回路故障诊断与维修项目评分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操作规范

与职业素

养(20 分)

工作前准备10 清点仪表、工具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动

防护用品。

“6S”规

范

10 操作过程中及任务完成后，保持工具、仪

表、设备等摆放整齐。

操作过程中无不文明行为、具有良好的职

业操守，独立完成考核内容、合理解决突发

事件。

具有安全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任务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调查研究 10 操作设备，对故障现象进行调查研究。

作品

（80分）

故障分析 15 分析产生故障可能的原因，划定最小故障

范围。

故障查找 15 正确使用工具和仪表,选择正确的故障检

修方法找到故障现象对应的故障点。

故障排除 40
在规定时间内找出故障点并排除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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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可编程控制系统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操作规范

与职业素

养(20

分)

工作前准备 10
清点仪表、电工工具，并摆放整齐。穿戴好

劳动防护用品。

操作过程中及任务完成后，保持工具、仪表、

元器件、设备等摆放整齐。

“6S”规范 10
操作过程中无不文明行为、具有良好的职业

操守，独立完成考核内容、合理解决突发事件。

具有安全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任务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作品

（80 分）

功能分析 10 能正确分析控制线路功能。

I/O 分配表 10 正确完成I/O 地址分配表。

控制系统电

气原理图
10 正确绘制技术改造后的控制系统电气原理

图。

系统安装

与接线
15

正确、规范的完成控制系统接线。

系统程

序设计
20 根据系统要求，正确、规范编写PLC 程序。

功能实现 15 根据控制要求，准确完成系统的调试及演示。

表 4变配电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 业

素 养

与 操

作 规

范 (20
分)

工作前

准备

10 ①未按要求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扣 3分。

②未清点工具、仪表等每项扣 1分。

③工具摆放不整齐，扣 3分。

6S 规范 10 ①操作过程中乱摆放工具、仪表，乱丢杂物

等，

扣 5分。

②完成任务后不清理工位，扣 5分。

作品

（80分）

系 统

设 计

（答题纸）

20 ①设计主电路，错误：每处扣 1分。

②列出 I/O元件分配表：画出系统接线图，

I/O分

配图错误：每处扣 1分。

③写出控制程序：错误：每处扣 2分。

④运行调试步骤：错误：每处扣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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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与接

线

10 ①安装时未关闭电源开关，用手触摸电器线

路或

带电进行电路连接或改接，本项记 0分。

②线路布置不整齐、不合理，每处扣 2分。

③损坏元件扣5分。

④接线不规范造成导线损坏，每根扣 5分。

系统调试 10 ①不会熟练操作软件输入程序，扣10分。

②不会进行程序删除、插入、修改等操作，

每项

扣 2分。

功能实现 40 ①不能按控制要求调试系统，扣 10分。

②不能达到控制要求，每处扣 5分。

③调试时造成元件损坏或者熔断器熔断

每次扣

10分。

表 5 PLC与变频器综合控制系统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工作前准

备

10 清点器件、仪表、工具，摆放整齐。穿戴劳动

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操作过程中及作业完成后，保持工具、仪表、

元器件、设备等摆放整齐。

操作过程中无不文明行为、具有良好的职业

操守，独立

完成考核内容、合理解决突发事件。

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作品

（ 80分）

系统设计

（答题

纸）

20 ①正确设计主电路。

②列出I/O元件分配表：画出系统接线图，

I/O分配图。

③正确设计控制程序。

④正确设置变频器参数

安装与接

线

10 ①安装时关闭电源开关。

②线路布置整齐、合理。

③不损坏元件。

④变频器接线正确。

⑤PLC与变频器正确接线。

系统调试 10 ①熟练操作软件输入程序。

②能正确的设置变频器参数。

功能实现 40 照被控设备的动作要求进行模拟调试，达到控

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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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小型电子产品的软件开发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

范 (20分)

工作前准

备

10
清点器件、仪表、工具，摆放整齐。

穿戴劳动防护用品。

6S 考核 10

工作与职业操守：安全、文档工作，具

有良好的职业操守，现场符合 6S要求。

作品（80

分）

功能分析 5 对产品功能分析正确，条理清楚

流程图 5 流程图绘制正确

程序清单 10 程序编写正确，编译通过

开发平台使用 10 运行开发平台，建立工程项目，编译源

程序

软件调试并排除

程序语法错误

5
软件调试并排除程序语法错误

下载程序，软硬件

联调

5
下载程序，软硬件联调

仪表选择、使用、

数据记录

10
选择和使用仪器仪表进行电路检测

测试报告 5 完成测试报告，提供文字说明

功能指标 25 功能达到要求

3. 注意事项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该项目考试记 0分：

(1) 出现明显失误造成安全事故；

(2) 舞弊或协助他人舞弊；

(3) 有意损坏考试工具、设备；

(4) 严重违反考场纪律，造成恶劣影响。

五、专业技能抽查方式

本专业技能考核为现场操作考核，成绩评定采用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具

体考核方式如下：

1. 学校参考模块选取：采用“1+2+1”的选考方式。专业基本技能部分的1个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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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为必考模块；岗位核心技能部分的 3个模块，参考学校根据专业特色自行选取 2个

模块作为测试模块；跨岗位综合技能部分的 1个模块。

2. 测试项目和试题确定：测试前一周，每个模块中的两个项目确定 1个项目作

为当年测试项目，并从该项目中抽取一半试题作为测试试题， 测试项目和测试试题

在组考方案中公布。

3. 学生参考模块确定：参考学生按规定比例随机抽取考试模块，其中，30% 考

生参考专业基本技能部分，60%的考生参考岗位核心技能部分，10%考生参考跨岗位综

合技能部分（如果不参加岗位核心技能部分测试，则这部分学生平均分布到专业基本

技能部分和岗位核心技能部分）。各部分考生人数按四舍五入计算， 剩余的尾数考生

随机在三类模块中抽取应试模块。

六、附录

1.相关法律法规(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章第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有依法获得安全生产伟保障的权利,并

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方面的义务。

第二章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

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

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三章第五十四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第生产

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第三章第五十五条： 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需

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机械制造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

第十一条：机械制造企业应当对实习人员进行公司（厂）、车间（职能部门）、班

组三级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第二十七条：机械制造企业应当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教

育、监督从业人员正确佩戴和使用。

2．相关规范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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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业机器人安全实施规范 GB/T 20867-2007；

(2) 工业机器人 性能规范及其试验方法 GB/T 12642-2013；

(3) IEC 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 IEC 60310 2004；

(4) 机械制图 图样画法 图线 GB/T 4457.4-2002；

(5) 电气控制设备 GB 3797－2016；

(6) 维修电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09 年修订）；

(7)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GB/T4728.1-2005；

(8) 标准功率与电子设计安全间距规则等 IPC221；

(9) 电气技术用文件的编制 GB/T6988,IEC 1082；

(10) 液压传动系统及其元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要求 GB/T 3766-2015；

(11) 气动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T 7932-2003；

(12) 印制板的设计和使用 GB/T 4588,IEC 60326；

(13) 印制板设计通用标准 IPC-2221A；

(14) 技术产品及技术产品文件结构原则 GBT 2093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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