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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名称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560102）

二、考核目标

根据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省机械行业发展的现状，考虑我院机械制

造与自动化专业特色，通过设置机械零件车削加工、机械零件铣削加工、液压控

制系统装调、电气控制系统装调和机械零件三维设计等五个技能考核项目，测试

学生的机械零件普通加工、机电设备装调以及机械零件设计等职业岗位能力以及

工作态度、安全意识、质量意识、现场 6S 管理等职业素养。以推进我校本专业

的内涵发展，促进教学软硬件条件建设，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内容，培

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进一步提升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培养适应中国制造 2025

发展要求的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三、考核内容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技能考核内容见图 1。

图 1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技能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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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专业基本技能

项目一 机械零件车削加工

本项目主要考核学生编制车削加工工艺和操作车床加工零件的能力。学生分

析所给定零件图，结合给定的设备和工具，确定加工工序及装夹方法，正确选用

刀具和辅具。学生须遵照普通车床操作规程，通过车削加工生产出相应零件，并

利用常用量具检测零件，保证其精度。

1.编制车削加工工艺

基本要求：

（1）能正确识读并分析零件图，确定零件加工要素；

（2）能根据零件图确定加工方案；

（3）能根据零件图确定装夹方法与装夹基准；

（4）能根据零件图要求拟定加工顺序及加工刀具；

（5）能确定工序内容和工艺参数；

（6）能根据现场实际加工条件编写工艺文件。

（7）能遵循 6S 管理要求，整理工作现场；

（8）有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2.操作车床并加工零件

基本要求：

（1）了解普通车床的基本结构、技术性能，掌握普通车床的操作要领；

（2）根据车床操作规程熟练操作普通车床，能刃磨车刀；

（3）熟练掌握各切削要素的调整方法，确保零件的尺寸精度与表面质量；

（4）能掌握找正工件的方法并正确装夹；

（5）能熟练进行钻孔、车削内孔、车削外圆柱面、车削圆锥面、车削螺纹

面以及切槽加工等；

（6）能选择恰当的切削用量确保零件质量；

（7）能熟练使用常规量具，正确检测工件的尺寸精度、形位公差和表面质

量；

（8）能遵循 6S 管理要求，整理工作现场；

（9）遵循车床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机床一级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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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有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项目二 机械零件铣削加工

本项目主要考核学生编制铣削加工工艺和操作铣床加工零件的能力。学生须

分析所给定零件图，结合给定的设备和工具，确定加工工序及装夹方法，正确选

用刀具和辅具。学生须遵照普通铣床操作规程，通过铣削加工生产出相应零件，

并利用常用量具检测零件，保证其精度。

1.编制铣削加工工艺

基本要求：

（1）能正确识读并分析零件图，确定主次加工表面；

（2）能根据零件图确定加工方案；

（3）能根据零件图确定装夹方法；

（4）能根据零件图要求拟定加工顺序；

（5）能确定工序内容和工艺参数；

（6）能根据现场实际加工条件编写工艺文件。

（7）能遵循 6S 管理要求，整理工作现场；

（8）有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2.操作铣床并加工零件

基本要求：

（1）了解普通铣床的基本结构、技术性能，掌握普通铣床的操作要领；

（2）根据铣床操作规程熟练操作普通铣床；

（3）熟练掌握各切削要素的调整方法，保证零件的尺寸精度与表面质量；

（4）能熟练使用百分表或划针找正工件并装夹工件；

（5）能正确安装铣刀；

（6）能熟练进行长方体、斜面、台阶和沟槽等特征的铣削；

（7）能熟练使用常规量具，正确检测工件的尺寸精度、形位公差和表面质

量；

（8）能遵循 6S 管理要求，整理工作现场；

（9）遵循铣床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机床一级保养；

（10）有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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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 岗位核心技能

项目一 液压控制系统装调

本项目主要考核学生对液压控制系统分析、安装与调试能力。学生根据所提

供的液压系统原理图，进行系统原理分析，正确选用液压元件并合理布置安装，

根据相关行业标准完成液压控制系统安装、运行调试和试运行。

基本要求：

（1）能分析液压系统原理图，能识读各种基本液压回路的原理简图；

（2）能根据液压回路原理图，分析出回路工作特点、运动循环及性能要求；

（3）能根据液压回路原理图正确选择液压元件；

（4）能装调方向控制、压力控制、速度控制等常见液压回路；

（5）能调试基本液压控制回路；

（6）能分析液压基本回路常见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找出解决措施；

（7）能根据液压系统的工作特点、动作循环和性能要求，进行故障排除；

（8）符合 GB/T3766-2001 规范要求；

（9）能严格遵守机电设备安装、调试工作，电气设备安全操作规范；

（10）有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

项目二 电气控制系统装调

本项目主要考核学生对电气控制系统的分析、安装和调试能力。学生根据电

气控制系统原理图正确选择使用常用电工仪器仪表、常用电工工具，正确选择电

器元件，合理布置并正确安装接线，根据相关行业标准完成电气控制系统安装、

运行调试和试运行。

基本要求：

（1）能识读各种中等复杂程度的电气控制系统的控制原理图；

（2）能根据原理图绘制出安装接线图及元件布置图；

（3）能认识并正确使用各种常用的电工电子仪器、工具及元件；

（4）能根据控制原理简图正确选择电工电子元件；

（5）能正确安装连接点动控制、长动控制、多点控制、顺序控制、行程控

制等常见基本控制环节；

（6）会分析电气控制设备常见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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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会分析控制系统的工作特点、动作循环和性能要求，并进行故障排除；

（8）符合 GB3797-2005 规范要求；

（9）能遵循 6S 管理要求，整理工作现场；

（10）有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模块三 跨岗位综合技能

项目一 机械零件三维设计

本项目主要考核学生应用三维设计软件进行零件建模的能力。学生根据给定

的零件图，利用三维设计软件，选择合适的特征建模方法完成零件的三维造型设

计。

1.零件图识读

基本要求：

（1）能分析出零件各组成部分的几何形状和结构特点；

（2）能分析出零件各部分的定形尺寸和各部分之间的定位尺寸；

（3）能理解零件的技术要求；

（4）遵守考场纪律，根据安全操作要求，正确使用计算机；

（5）能遵循 6S 管理要求，保持工作台面清洁；

（6）有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2.零件三维造型设计

基本要求：

（1）能熟练使用草图绘制工具和草图编辑工具绘制草图；

（2）能熟练使用参考基准面和基准轴；

（3）能正确使用尺寸约束及几何关系约束；

（4）能灵活运用各种特征建模方法建立零件三维模型；

（5）遵守考场纪律，根据安全操作要求，正确使用计算机；

（6）遵循 6S 管理要求，保持工作台面清洁；

（7）具备查阅机械制图有关国家标准的能力，在绘制图样时严格执行机械

制图国家标准 GB/T 4457.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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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标准

1．评价方式：本专业技能考核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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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各抽测项目的评价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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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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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示。

表 1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技能考核评价要点

序

号

模块

类型
项目 评价内容 评价要素

1

专业

基本

技能

机械零

件车削

加工

操作规范与

职业素养

刀、量、夹具使用得当，工艺完整，无错、漏工序，

无打刀现象，工件无锐边。操作过程中及任务完成

后，保持刀具、量具等摆放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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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意识、环保意识，操作符合规

范要求。

任务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作品

产品的外观形状、尺寸精度、公差、表面粗糙度、

倒角等符合要求，产品无碰伤，划伤。

工艺卡片内容完整，描述清楚、规范，符合标准。

机械零

件铣削

加工

操作规范与

职业素养

刀、量、夹具使用得当，工艺完整，无错、漏工序，

无打刀现象，工件无锐边。操作过程中及任务完成

后，保持刀具、量具等摆放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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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意识、环保意识，操作符合规

范要求。

任务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作品

产品的外观形状、尺寸精度、公差、表面粗糙度、

倒角等符合要求，产品无碰伤，划伤。

工艺卡片内容完整，描述清楚、规范，符合标准。

2

岗位

核心

技能

液压控

制系统

装调

操作规范与

职业素养

清点工具、仪表、元件并摆放整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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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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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模块

类型
项目 评价内容 评价要素

具有安全意识、成本意识、环保意识，操作符合规

范要求。

任务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作品

正确选择和安装元件；元件安装要紧固，位置合适，

元件连接规范、美观。

正确连接液压回路和电气线路。

检查油压输出并调整；检查电源输出并单独检查电

路；上述两个步骤完成后对系统进行电路油路联调。

系统功能完整。

电气控

制系统

装调

操作规范与

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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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电气元件质量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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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意识、环保意识，操作符合规

范要求。

任务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作品

按图示要求，正确地安装电气元件；元件安装要紧

固，位置合适、美观。

按图示要求，正确连接电气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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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线美观。

系统功能完整，正确。

3

跨岗

位综

合技

能

机械零

件三维

设计

操作规范与

职业素养

操作安全规范。

软件求规范操作，不做与考试无关的操作，文件命

名、存放位置正确。

着装规范、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6S 管理基本要求。

具有安全意识、成本意识、环保意识，操作符合规

范要求。

作品

文件存储位置错误，此项不得分。

草图平面选择正确。

草图和基准平面隐藏。

三维建模正确。

3．评价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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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评价标准分别见表 2至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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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机械零件车削加工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操作规

范与职

业素养

(20 分)

操作规范 10
刀、量、夹具使用得当，工艺完整，无错、

漏工序，无打刀现象，工件无锐边。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安全事故；

严重违反考场

纪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本次测

试记 0 分。

“6S”规范 10

操作过程中及任务完成后，保持刀具、量

具等摆放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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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 60

产品的外观形状、尺寸公差、形位公差、

表面粗糙度等符合要求，产品无碰伤，划

伤。

技术文件 20
工艺卡片内容完整，描述清楚、规范，符

合标准。

表 3 机械零件铣削加工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操作规

范与职

业素养

(20 分)

操作规范 10
刀、量、夹具使用得当，工艺完整，无错、

漏工序，无打刀现象，工件无锐边。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安全事故；

严重违反考场

纪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本次测

试记 0 分。

“6S”规范 10

操作过程中及任务完成后，保持刀具、量

具等摆放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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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 60

产品的外观形状、尺寸公差、形位公差、

表面粗糙度等符合要求，产品无碰伤，划

伤。

技术文件 20
工艺卡片内容完整，描述清楚、规范，符

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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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液压控制系统装调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操作规

范与职

业素养

(20 分)

操作规范 10
清点工具、仪表、元件并摆放整齐。穿戴

好劳动防护用品。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安全事故；

严重违反考场

纪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本次测

试记 0 分。

“6S”规范 10

操作过程中及任务完成后，保持工具、仪

表等摆放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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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件选择

与安装
10

按要求，正确选择和安装元件；元件安装

要紧固，位置合适，元件连接规范、美观。

系统连接 20 按要求，正确连接液压回路和电气线路。

调试 20

检查油压输出并调整；检查电源输出并单

独检查电路；上述两个步骤完成后对系统

进行电路油路联调。

功能 30 系统功能完整。

表 5 电气控制系统装调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操作规

范与职

业素养

(20 分)

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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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安全事故；

严重违反考场

纪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本次测

试记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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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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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机械零件三维设计项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操作规

范与职

业素养

(20 分)

操作规范 10

操作安全规范。

软件求规范操作，不做与考试无关的操

作，文件命名、存放位置正确。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安全事故；

严重违反考场

纪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本次测

试记 0 分。

“6S”规范
10

操作过程中及任务完成后，保持电脑、键

盘、鼠标等摆放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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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图绘制 15
草图平面选择正确。

草图和基准平面隐藏。

三维建模 65 三维建模正确。

五、考核方式

本专业技能考核为现场实操考核。考核成绩是由过程考核成绩与结果考核成

绩两部分组成。具体考核方式如下：

1.抽查考核包含基本技能、岗位核心技能和跨岗位综合技能三项内容，其中

专业基本技能有 2个项目、岗位核心技能有 2个项目，跨岗位综合技能有 1个项

目，共计五个项目。抽取比例按表 7所示。每位学生只须完成一个技能项目（1 道

试题）测试，在各项目规定时间内完成。

表 7 本专业各模块、各项目抽考比例

序号 模块类型 项目 抽考比例 备注

1
专业基本技能

机械零件车削加工 20%

2 机械零件铣削加工 20%

3
岗位核心技能

液压控制系统装调 20%

4 电气控制系统装调 20%

5 跨岗位综合技能 机械零件三维设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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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题抽取的方式由教育厅主管部门根据考核项目和参考学生的数量，在相

应项目考核题库中抽取试题作为本次技能考核的考题。

3.参与考核的学生抽选由教育厅组织实施，按一定的比例从本专业参考学生

中抽选学生参加测试。

六、附录

1．相关法律法规（摘录）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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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安全用电管理制度》第二条规定：电气工作人员必须具备必要的电气知识，

按其职务和工作性质，熟悉安全操作规程和运行维修操作规程，并经考试合格取

得操作证后方可参加电工工作。

《机械制造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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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人员经安全培训合格，并符合实习岗位有关要求后，方可上岗实习。实习人

员不得单独作业。

《机械制造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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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GB/T 4457.4-2002 机械制图 图样画法 图线；

（2）JB/T 9168.2-1998 切削加工通用工艺守则 车削；

（3）JB/T 9168.3-1998 切削加工通用工艺守则 铣削；

（4）GB/T 10610-2009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 表面结构 轮廓法评定表面结构

的规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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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B/T 9170-1998 工艺流程图表及图形符号；

（6）GB/T 15236-2008 职业安全卫生术语；

（7）GB/T 10840-2000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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