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专业技能考核标准

一、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农业装备应用技术（专业代码：560702）

二、考核目标

通过专业技能考核，使“农业装备应用技术”专业的学生熟练掌握农业装备

机电维修岗位基本技能，如农用发动机检修、轮式拖拉机调试、电气设备和作业

机具排故、机械零部件测量、农业装备维护保养等技能；全面掌握农业装备机电

维修岗位核心能力；逐步具备机电维修、维修顾问、检验员等跨岗位综合技能。

促进学生形成安全生产意识、加强环境卫生观念、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养成职业

操守习惯。引导专业教学内容对接职业岗位能力的教学改革，从而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

三、考核内容

（一）岗位基本技能

模块一 发动机机械部件拆装与检测

该模块以农业装备发动机售后技术服务中发动机机械部件“小修”或“大修”

中的局部作业为依据而设置的考核项目。重点考核学生对发动机部件或总成拆装

的工艺流程及熟练程度，适度考核发动机重要零部件的尺寸及形位公差的检测、

配合间隙的调整、维修手册的应用等基本技能。

各技能点要求如下：

1．气缸盖拆装与检测 编号：1-1

基本要求：能对柴油机气缸盖按技术要求进行拆装作业，熟悉气缸盖的检测

项目，通过技术资料的查阅获取相关技术数据信息，能通过目视检测、工量具检

测气缸盖明显损伤及平面变形，并判定其技术状态，提出解决方案或建议。

2．气缸磨损检测 编号：1-2

基本要求：能正确使用量缸表、外经千分尺等工量具对气缸的磨损程度进行

检测，计算其最大磨损量、圆度误及圆柱度误差，判断是否需要修复或者更换。

3．发动机配缸间隙检测 编号：1-3

基本要求：能正确测量发动机气缸对应位置直经和相配的活塞裙部直径，计

算出配缸间隙，根据检测结果提出维修方案。



4. 活塞环的检测 编号：1-4

基本要求：能使用厚薄规对活塞环的开口间隙、侧隙及背隙进行检测，结合

技术要求判定是否符合要求，针对提出进行修复的方法与措施。

5. 曲轴的拆装与检测 编号：1-5

基本要求：能对曲轴进行拆装，使用工量具对曲轴主轴颈与连杆轴颈的磨损

程度进行检测，测量曲轴径向和轴向间隙，提出维修方案。

6. 活塞连杆组的拆装 编号：1-6

基本要求：能正确使用工具对活塞连杆组进行拆装作业，操作符合规范，技

术符合要求，注意安全环保。

7. 连杆的变形的检测 编号：1-7

基本要求：能对连杆的扭曲、弯曲及双向弯曲变形进行检测，并确定其修复

方法。

8. 气门组拆装 编号：1-8

基本要求：能正确使用工具对气门组进行拆装操作，操作符合规范，技术符

合要求。

9. 配气相位的检测 编号：1-9

基本要求：能检测柴油机的实际配气相位，结合技术标准要求，提出切实可

行的调整方案。

10. 气缸压力的检测 编号：1-10

基本要求：能用气缸压力表按规范检测柴油机各缸压缩压力，判断是否符合

技术要求，能分析气缸密封不良原因，提出解决方案。

11. 机油泵拆装检测 编号：1-11

基本要求：能正确拆装机油泵总成，通过检视和检测，判断其组成零件的技

术状态，提出修理方案。

12. 柴油机燃油供给系排空气 编号：1-12

基本要求：能正确排除柴油机燃油供给系空气，保证燃油系供油畅通，起动、

运行正常。

13 喷油器拆装与调试 编号：1-13

基本要求：能正确拆缷喷油器，经清洗、检验测试，判断精密偶件技术状态，

提出维修方案；能在喷油器试验器上正确调整喷油压力，检查喷雾质量，判断喷

油器技术状态。



14. 单体泵拆装与检验 编号：1-14

基本要求：能正确拆装单体喷油泵总成，通过清洗、检视和检验，判断其组

成零件的技术状态，提出维修方案。

模块二 农业装备底盘拆装与检测

该模块是以农业装备售后技术服务中农业装备底盘各总成或部件小修作业

为依据而设置的考核项目。重点考核学生对农业装备底盘，按正确的工艺步骤进

行拆装的熟练程度及作业过程的规范性、安全与环保意识，适度考核学生对农业

装备底盘重要总成的配合间隙的检测与调整方法、轴承预紧度的检查与调整方法

等基本技能。

各技能点要求如下：

1. 离合器从动盘总成的检测 编号：1-15

基本要求：能对离合器从动盘总成进行直观检查和工量具检测，将检测结果

对照技术资料数据对比，得出检测结论，提出维修方案。

2. 离合器压盘总成的检测调整 编号：1-16

基本要求：能对轮式拖拉机离合器压盘总成进行直观检查、工量具检测和调

整，判断其技术状态，提出维修方案。

3. 变速器盖总成的拆装检测 编号：1-17

基本要求：能对轮式拖拉机变速器盖总成进行拆装检测，判断零部件的技术

状态，提出维修方案。

4. 变速器轴及齿轮的检测 编号：1-18

基本要求：能对轮式拖拉机变速器轴及齿轮进行检测，判断零部件的技术状

态，提出维修方案。

5. 转向控制阀的拆装检查 编号：1-19

基本要求：能对轮式拖拉机转向控制阀进行拆装和检查，判断其技术状态，

提出维修方案。

6. 动力转向油泵的拆装检测 编号：1-20

基本要求：能对轮式拖拉机动力转向油泵进行拆装和检测，判断其技术状态，

提出维修方案。

7. 轮胎及轮胎气压的检查 编号：1-21

基本要求：能对轮式拖拉机轮胎技术状态及轮胎气压进行检测，判断其技术

状态，提出维修方案。



8. 液压悬挂装置的检查 编号：1-22

基本要求：能对轮式拖拉机液压悬挂装置组成部件进行直观检查，检查操纵

机手柄控制液压悬挂装置工作是否正常。

9. 动力输出皮带轮的安装 编号：1-23

基本要求：能对轮式拖拉机动力输出皮带轮就车进行安装与调试。

模块三 农业装备电器与电路拆装与检测

该模块是以农业装备售后技术服务中农业装备常用电器、线路故障检修作业

为依据而设置的考核项目。重点考核学生对农业装备电路工作回路的理解程度，

对起动机及交流发电机的拆装与静态检测的熟练程度。该模块的考核主要在实训

台架上进行。

基本要求：

1. 蓄电池的检测 编号：1-24

基本要求：能对铅蓄电池进行外观、荷电情况和电解液液面进行检查，判断

其技术状态，提出维护方案。

2. 交流发电机的拆装与检测 编号：1-25

基本要求：能对拖拉机电气系统的交流发电机进行拆解、清浩、零部件检测

和装配，判断组成零部件技术状态，提出维护方案。

3. 起动机的拆装检测 编号：1-26

基本要求：能对拖拉机起动机进行拆解、清浩、零部件检测和装配，判断组

成零部件技术状态，提出维护方案。

4. 继电器的检测 编号：1-27

基本要求：能对拖拉机、自走式农机具电气系统的各种继电器进行检测，判

断其技术状态。

5. 起动预热开关的检测 编号：1-28

基本要求：能对拖拉机起动预热开关进行检测，判断其技术状态。

6. 起动系线路连接 编号：1-29

基本要求：能判断起动系统电器元件和总成各接线端子，根据拖拉机电路图，

在电器连接实验台上完成起动系统线路连接，验证其功能，绘制起动系电路图。

7. 充电系统线路连接 编号：1-30

基本要求：能判断拖拉机充电系统电器元件和总成各接线端子，根据拖拉机

电路图，在电器连接实验台上完成充电系统线路连接，验证其功能，绘制充电系



电路图。

8. 小光灯线路连接 编号：1-31

基本要求：能判断拖拉机小光灯系统电器元件和总成各接线端子，根据拖拉

机电路图，在电器连接实验台上完成小光灯线路连接，验证其功能，绘制小光灯

电路图。

9. 前照灯线路连接 编号：1-32

基本要求：能判断拖拉机前照灯系统电器元件和总成各接线端子，根据拖拉

机电路图，在电器连接实验台上完成前照灯线路连接，验证其功能，绘制前照灯

电路图。

10. 后照灯线路连接 编号：1-33

基本要求：能判断拖拉机后照灯系统电器元件和总成各接线端子，根据拖拉

机电路图，在电器连接实验台上完成后照灯线路连接，验证其功能，绘制后照灯

电路图。

11. 转向灯线路连接 编号：1-34

基本要求：能判断拖拉机转向灯系统电器元件和总成各接线端子，根据拖拉

机电路图，在电器连接实验台上完成转向灯线路连接，验证其功能，绘制转向灯

电路图。

12. 喇叭线路连接 编号：1-35

基本要求：能判断拖拉机电喇叭系统电器元件和总成各接线端子，根据拖拉

机电路图，在电器连接实验台上完成电喇叭线路连接，验证其功能，绘制电喇叭

电路图。

13. 危险报警灯线路连接 编号：1-36

基本要求：能判断拖拉机危险报警灯系统电器元件和总成各接线端子，根据

拖拉机电路图，在电器连接实验台上完成危险报警灯线路连接，验证其功能，绘

制危险报警灯电路图。

14. 倒车灯线路连接 编号：1-37

基本要求：能判断拖拉机倒车灯系统电器元件和总成各接线端子，根据拖拉

机电路图，在电器连接实验台上完成倒车灯线路连接，验证其功能，绘制倒车灯

电路图。

15. 制动灯线路连接 编号：1-38

基本要求：能判断拖拉机制动灯系统电器元件和总成各接线端子，根据拖拉



机电路图，在电器连接实验台上完成制动灯线路连接，验证其功能，绘制制动灯

电路图。

模块四、农业装备的调整与调试

该模块是以农业装备作业服务中农业装备常见的调试调整为依据而设置的

考核项目。重点考核学生对常见的农机具调整作业熟练程度及作业过程的规范

性、安全与环保意识等。该模块在真实的作业环境中进行。

基本要求：

1. 离心式水泵的拆装检测 编号：1-39

基本要求：能对排灌用离心式水泵进行拆卸与装配，检测离心水泵组成零件

技术状态，提出维修方案。

2. 机动插秧机取苗量均匀性的调整 编号：1-40

基本要求：能对机动插秧机分插机构进行调节，保证插秧机各行取秧量达到

一致。

3. 机动插秧机苗箱左右移动极限的调整 编号：1-41

基本要求：能合理调整插秧机苗箱两端左右极限位置，使苗箱处于极限位置

时，两端内口与取苗口的间隙两端一致，保证插秧作业质量。

4. 机动插秧机秧块纵移送量的调整 编号：1-42

基本要求：能合理调整插秧机秧苗的纵移送量，使取秧量手柄在标准位置时，

取秧量符合设计要求。

5. 机动插秧机感应手柄的调整 编号：1-43

基本要求：能合理调整插秧机油压感应手柄，使其对田块软硬的感应灵敏度

符合技术要求。

6. 机动插秧机插植离合器手柄的调整 编号：1-44

基本要求：能调整插秧机插植离合器手柄，使其在插秧、中立等位置时，划

线器、插植部运动等符合技术要求。

7. 全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凹板筛的拆装检查 编号：1-45

基本要求：能查阅维修资料，按规范拆卸和装配全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凹板

筛,检查凹板筛磨损情况，是否有变形、钢丝断裂等缺陷，提出维修方案。

8. 全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切割器、喂入搅龙、拔禾器驱动链条的检查调整

编号：1-46

基本要求：能查阅维修资料，按技术要求，检查调整割台搅龙、切割器、拔



禾轮驱动链条张紧度，将张紧弹簧长度调至规定值。

9. 全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喂入搅龙、搅龙拨杆轴的检查调整 编号：1-47

基本要求：能检查全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喂入搅龙、搅龙拨杆及导承的技术

状态，提出维修方案；测量喂入搅龙螺旋叶片及拨杆与割台底板之间的间隙，调

整至技术要求值。

10. 全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中间输送装置链条的检查调整 编号：1-48

基本要求：能正确检查全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中间输送装置传送链条上的传

送板与底板之间的间隙，并调整至技术要求值。

11. 水稻联合收割机脱粒及收割输入驱动皮带的检查调整 编号：1-49

基本要求：能检查判断水稻联合收割机脱粒及收割输入驱动皮带技术状况，

提出维修方案；能正确调整驱动皮带张紧度。

12. 水稻联合收割机脱粒滚筒的检修 编号：1-50

基本要求：能对水稻联合收割机脱粒滚筒的脱粒齿技术状况进行检查，对磨

损过度的脱粒齿杆进行对换组装、调整或更换。

13.联合收割机割刀总成的拆装、检查与调整 编号：1-51

基本要求：能对水稻联合收割机割刀总成进行拆装、检查、调整和更换作业。

14.半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茎杆切碎器的检查调整 编号：1-52

基本要求：能检查半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茎杆切碎器刀口的磨损情况，提出

维修方案，并检查调整切刀与输送刀的重迭量、轴向间隙，按技术要求与操作规

范进行正确调整。

15.半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扶禾爪收起位置高度的调节 编号：1-53

基本要求：能根据收割作物的状况，确定扶禾爪的收起位置高度。根据收割

作物的状况，将半喂入联合收割机四条扶禾链条的扶禾爪调整至在相同的位置收

起。

16.半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筛选板的调节 编号：1-54

基本要求：能根据收割作业的具体情况，确定筛选板位置的调节方向，并对

筛选板位置进行正确调节作业。

（二）岗位核心技能

模块一、农业装备发动机零部件检修

该模块是以农业装备售后技术服务中农业装备发动机部分零部件故障检修

作业为依据而设置的考核项目。重点考核学生对农业装备发动机常见故障检修的



专用工具的使用、传感器与执行器性能的检测能力及作业过程的规范性、安全与

环保意识要求等。该模块在真实的作业环境中进行。

基本要求：

1．柴油机机油与机油滤清器的更换 编号：2-1

基本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规范完成柴油机机油、机油滤清器的检查和

更换。

2．柴油机冷却液的更换 编号：2-2

基本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规范完成柴油机机油、机油滤清器的检查和

更换。

3．空气滤清器的维护 编号：2-3

基本要求：能对柴油机油浴式和干式空气滤清器进行拆装、清洗、清洁、检

查与更换等维护作业。

4．发电机传动皮带的检查调整 编号：2-4

基本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规范对发电机、风扇水泵总成皮带进行技术

状态及张紧度检查，并进行调整或更换。

5．气门间隙检查调整 编号：2-5

基本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规范对多缸柴油机气门间隙进行检查调整。

6．供油提前角的检查调整 编号：2-6

基本要求：能采取逐缸调整法和二次调整法对柴油机气门间隙进行检查调

整。

7.齿轮油的更换 编号：2-7

基本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规范完成齿轮油的更换。

模块二、农业装备底盘作业调整

该模块是以农业装备作业服务中农业装备底盘关键总成、农业装备底盘部分

零部件调整作业为依据而设置的考核项目。重点考核学生对农业装备底盘关键总

成如变速器总成、主减速器与差速器总成的检修与调整、农业装备底盘电控部分

传感器与执行器性能的检测能力及作业过程的规范性、安全与环保意识等。该模

块在真实的作业环境中进行。

基本要求：

1．前轮轴承预紧度的检查调整 编号：2-8

基本要求：能检查拖拉机前轮轴承的预紧度，查询维护手册技术标准，调整



至符合技术要求，检查调整过程操作规范，注重安全环保。

2．前轮前束的检测调整 编号：2-9

基本要求：能检查拖拉机前轮前束，调整至符合技术要求，作业过程操作规

范，注重安全环保。

3．离合器踏板的检查调整 编号：2-10

基本要求：能检查调整拖拉机离合器踏板高度、踏板的自由行程。作业过程

操作规范，注重安全环保。

4．制动踏板的检查调整 编号：2-11

基本要求：能检查调整拖拉机制动踏板高度、踏板自由行程、工作行程，作

业过程操作规范，注重安全环保。

5．制动器间隙的检查调整 编号：2-12

基本要求：能检查拖拉机制动器间隙，调整至符合技术要求，作业过程操作

规范，注重安全环保。

6．轮式拖拉机底盘定期润滑作业 编号：2-13

基本要求：能根据维修手册技术要求，对拖拉机底盘相关润滑部位，进行定

期润滑作业，作业过程操作规范，注重安全环保。

模块三、农业装备作业机具检修

该模块是以农业装备售后技术服务中农业装备常用作业机具故障检修作业

为依据而设置的考核项目。重点考核学生对农业装备所提供作业工艺手册识读能

力，对农业装备常见故障的现场解决能力。该模块考核在真实的作业环境中进行。

基本要求：

1．拖拉机电气设备工作的检查 编号：2-14

基本要求：能全面检查拖拉机电气设备各控制开关、电器功能是否正常，做

出检查结论，提出维修方案。作业过程操作规范，注重安全环保。

2．轮式拖拉机液压悬挂系统的检查调整 编号：2-15

基本要求：能对轮式拖拉机液压系统力、位调节机构进行检查调整维护作业。

作业过程操作规范，注重安全环保。

3．悬挂犁挂接与调节 编号：2-16

基本要求：将拖拉机跟悬挂犁实现挂结，合理选择挂接孔位，能根据机组技

术状态和作业情况进行耕深、耕宽、偏牵引和水平调节。

4．水稻联合收割机润滑作业 编号：2-17



基本要求：根据水稻联合收割机日常维护和定期维护规范，对传动链条、割

刀、搅龙、拨禾轮及各张力臂支点部加注润滑油。

5．水稻收割机润滑脂加注作业 编号：2-18

基本要求：根据水稻联合收割机定期维护规范，对收割部、脱粒部、履带行

走部等处进行定期加注润脂保养作业。

6．收割机行走履带张紧度的检查调整 编号：2-19

基本要求：对通过对联合收割机行走履带挠度的检测，判断其履带张紧度，

通过调整使履带张紧程度达到技术要求。

7．水稻联合收割机班前保养 编号：2-20

基本要求：按照维护手册日常维护要求，能对水稻联合收割机作业前对各部

分进行以清洁、添加、润滑、紧固和调整为基本内容的保养作业。

8．旋耕机组的挂结与调整 编号：2-21

基本要求：将拖拉机与旋耕机挂结，组成作业机组，进行合理调整，保证机

组正常作业并满足作业质量要求。

9．机动插秧机日常保养作业 编号：2-22

基本要求：按照日常保养工作内容规定，对机动水稻插秧机进行以清洁、添

加、润滑、检查、紧固和调整基本内容的保养作业。

10．插秧机插秧爪、推出杆的检查与更换 编号：2-23

基本要求：通过检查插秧机插秧爪、推出杆，判断其技术状况，确定维修方

案，经调整、校正或更换手段，恢复其技术状况。

（三）跨岗位综合技能

模块一、发动机系统故障诊断方案与实施

该模块是以农业装备售后技术服务中农业装备发动机常见故障诊断作业为

基础而设置的考核项目。重点考核学生面向服务顾问、机电维修工、质检员等岗

位，针对农业装备发动机常见故障诊断与修复所需的专业技能及维修服务接待、

维修方案制订、竣工验收、服务跟踪管理等跨岗位综合能力。

各技能点基本要求：

1．柴油机无法起动的油路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1

基本要求：能诊断排除柴油机起动机转而柴油机无法起动的油路故障。能正

确使用相关工量具与仪器设备，诊断思路清晰，操作规范，判断准确。

2．柴油起动困难、冒黑烟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2



基本要求：能诊断排除柴油机起动困难、排气管冒黑烟故障。能正确使用相

关工量具与仪器设备，诊断思路清晰，操作规范，判断准确。

3．柴油起动困难、冒白烟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3

基本要求：能诊断排除柴油机起动困难、排气管冒白烟故障。能正确使用相

关工量具与仪器设备，诊断思路清晰，操作规范，判断准确。

4．柴油起动困难、冒灰白烟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4

基本要求：能诊断排除柴油机起动困难、排气管冒灰白烟故障。能正确使用

相关工量具与仪器设备，诊断思路清晰，操作规范，判断准确。

5．柴油机怠速不稳的油路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5

基本要求：能诊断排除多缸柴油机怠速不稳、明显抖动的油路故障。能正确

使用相关工量具与仪器设备，诊断思路清晰，操作规范，判断准确。

6．柴油机加速不良的油路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6

基本要求：能诊断排除导致柴油机加速不良的油路故障。能正确使用相关工

量具与仪器设备，诊断思路清晰，操作规范，判断准确。

7．柴油机水温异常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7

基本要求：能诊断排除柴油机冷却水温过低、过高故障。能正确使用相关工

量具与仪器设备，诊断思路清晰，操作规范，判断准确。

8．柴油机机油压力异常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8

基本要求：能诊断排除柴油机机油压力异常故障。能正确使用相关工量具与

仪器设备，诊断思路清晰，操作规范，判断准确。

模块二、农业装备作业故障方案与实施

该模块是以农业装备售后技术服务中农业装备底盘常见故障诊断作业为基

础而设置的考核项目。重点考核学生面临服务顾问、机电维修工、质检员等岗位，

针对农业装备底盘常见故障诊断与修复所需的专业技能及维修服务接待、维修方

案制订、底盘各总成竣工验收、服务跟踪管理等跨岗位综合能力。

基本要求：

1．半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割台堵塞的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17

基本要求：能分析半喂入水稻联合机割台堵塞的常见原因，能对收割机进行

检查诊断，找出收割机本身原因导致割台堵塞的故障部位，并排除故障。

2．全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割台堵塞的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18

基本要求：能分析全喂入水稻联合机割台堵塞的常见原因，能对收割机进行



检查诊断，找出收割机本身原因导致割台堵塞的故障部位，并排除故障。

3．收割机切割作物及输送困难的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19

基本要求：能分析水稻联合收割机切割作物及输送困难的常见原因，通过检

查诊断，找出故障部位，排除故障。

4．水稻联合收割机脱粒不净的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20

基本要求：能分析水稻联合收割机脱粒装置脱粒不净的常见原因，通过检查

诊断，找出故障部位，排除故障。

5．水稻联合收割机抛出茎杆夹带籽粒过多的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21

基本要求：能分析水稻联合收割机抛出茎杆夹带籽粒过多故障原因，通过检

查诊断，找出故障部位，排除故障。

6．插秧机移箱器不移箱的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22

基本要求：能分析水稻插秧机移箱器不移箱故障原因，通过检查诊断，找出

故障部位，排除故障。

7．插秧机不送秧的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23

基本要求：能分析水稻插秧机送秧器不送秧故障原因，通过检查诊断，找出

故障部位，排除故障。

8．插秧机插植臂不工作的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24

基本要求：能分析水稻插秧机插植臂不工作的故障原因，通过检查诊断，找

出故障部位，排除故障。

模块三、农业装备电器与电路故障诊断方案与实施

该模块是以农业装备售后技术服务中农业装备电器设备常见故障诊断作业

为基础而设置的考核项目。重点考核学生面临服务顾问、机电维修工、质检员等

岗位，针对农业装备电器设备常见故障诊断与修复所需的专业技能、维修服务接

待、维修方案制订、电器总成修竣验收、服务跟踪管理等跨岗位综合能力。

基本要求：

1．电源系统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9

基本要求：能诊断排除拖拉机电源系统不充电、充电电流过小、或过大故障。

能正确使用相关工量具与仪器设备，诊断思路清晰，操作规范，判断准确。

2．起动系统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10

基本要求：能诊断排除拖拉机起动系统起动机不转故障。能正确使用相关工

量具与仪器设备，诊断思路清晰，操作规范，判断准确。



3．照明系统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11

基本要求：能诊断排除拖拉机灯光照明系统常见故障。能正确使用相关工量

具与仪器设备，诊断思路清晰，操作规范，判断准确。

4．转向信号灯系统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12

基本要求：能诊断排除拖拉机转向信号灯系统常见故障。能正确使用相关工

量具与仪器设备，诊断思路清晰，操作规范，判断准确。

5．危险报警灯系统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13

基本要求：能诊断排除拖拉机危险报警灯系统常见故障。能正确使用相关工

量具与仪器设备，诊断思路清晰，操作规范，判断准确。

6．电喇叭系统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14

基本要求：能诊断排除拖拉机电喇叭不响、声音沙哑等故障。能正确使用相

关工量具与仪器设备，诊断思路清晰，操作规范，判断准确。

7．倒车灯系统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15

基本要求：能诊断排除拖拉机倒车灯系统常见故障。能正确使用相关工量具

与仪器设备，诊断思路清晰，操作规范，判断准确。

8．制动灯系统故障诊断排除 编号：3-16

基本要求：能诊断排除拖拉机制动灯系统常见故障。能正确使用相关工量具

与仪器设备，诊断思路清晰，操作规范，判断准确。

四、评价标准

（一）评分原则

1.“农业装备应用技术”专业技能考核，分过程考核、结果考核、素质考核

三个部分，以 100 分制记分，分别占部分的 50%、30%、20%。其中素质考核中，

安全事故为否决项不配分，即一旦发生安全事故，该项技能考核成绩为零分。

2.为了减少主观因素扣分把握的误差，单次最大扣分不大于 5分。

3.分步骤或项目配分的，不出现负分，即单步或单项扣分扣完为止。

（二）评分细则

以《发动机气缸盖的拆装与检测》考核项目为例评分细则如下，其他评分细

则见试题库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

《发动机气缸盖的拆装与检测》评分细则

序号 考核项目 配分 扣分标准（每项累计扣分不超过配分）

1 安全文明否决
造成人身、设备重大事故，或恶意顶撞考官、严重扰乱考

场秩序，立即终止考试，此题计 0 分



序号 考核项目 配分 扣分标准（每项累计扣分不超过配分）

2 安全文明生产 20 分

(1)不穿工作服扣 1 分、不穿工作鞋扣 1 分、不戴工作帽

扣 1 分

(2)拆装前不检查发动机台架锁止情况（含被考官提醒），

每次扣 3 分

(3)工量具与零件混放、或摆放凌乱，每次每处扣 1 分

(4)工量具或零件随意摆放在地上，每次扣 1 分

(5)油、水洒落在地面或零部件表面或车漆表面未及时清

理，每次扣 1 分

(6)竣工后未清理工量具，每件扣 1 分

(7)竣工后未清理考核场地，扣 2 分

(8)不服从考官、出言不逊，每次扣 3 分

3 工量具准备 5分
(1)工量具每少准备 1 件扣 1 分

(2)工量具选择不当，每次扣 2 分

4 维修手册使用 10 分
每查错一个数据或漏查 1 个数据扣 3 分，根据工单填写情

况对照维修手册标准值评分

5 气缸盖的拆卸 15 分

(1)未使用扭力扳手旋松螺栓扣 3 分

(2)拆卸气缸盖螺栓顺序每错一处扣 1 分

(3)未分两次旋松气缸盖螺栓扣 2 分

(4)工具、零件落地每次扣 2 分

6
气缸盖变形的

检测
20 分

(1)未清洁检测部位扣 1 分

(2)检测点不正确每个位置扣 1 分

(3)量具未清洁扣 1 分

(4)厚薄规使用不规范扣 2 分

(5)测量数据不正确每个测点扣 1 分

(6)最终结果不正确扣 2 分

(7)不能判断检测结果扣 4 分

7 气缸盖的安装 25 分

(1)未检查气缸盖螺栓长度扣 3 分

(2)未在气缸盖螺栓的螺纹和螺栓头下部涂一薄层机油扣

2分

(3)拧紧气缸盖螺栓顺序每错一处扣 1 分

(4)未分次拧紧气缸盖螺栓扣 2 分

(5)气缸盖螺栓未拧到规定扭力扣 5 分

(6)工具、零件落地每次扣 2 分

8 维修记录 5分
(1)维修记录字迹潦草扣 2 分

(2)填写不完整，每项扣 1 分

9 合计 100 分

五、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1.现场实操考试。

2.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同时包含对职业素养的考核。

（二）考题的生成

1.一般情况下，每次考试由组委会从题库中抽取 3个项目组成当次技能考核



试题。

2.各模块抽题比例如下：

（1）岗位基本技能四个模块中各抽 1题。

（2）从岗位核心技能三个模块中各抽 1题，

（3）从跨岗位综合技能二个模块中任抽 1题。

（三）参加考试学生的确定

在本专业有效注册的对象中，随机抽选 10%的学生作为参考学生，参加当年

的技能抽查考试。其中，抽查对象不足 100 人的学校，参考学生不少于 10 人；

本专业学生数 10 人以下的（含 10 人），全部学生参加抽查考试；本专业学生数

超过 300 人的学校，参考学生不超过 30 人。

（四）考生与考题的匹配

1.每个考生只参与 1个项目（1道试题）的考试。

2.考生第一轮抽签，按参考人数 4∶4∶2的比例，分别对应岗位基本技能考

题、岗位核心技能考题、跨岗位综合技能考题。以 10 人例，即 4名同学考第基

本技能考题 ，4名学生考岗位核心技能考题，2人考跨技能综合考题。

3.考生进入对应模块考场后，进行第二轮抽签，抽出考试顺序号。

六、附录

1. 2003 年 2 月 8 日印发实施国家职业标准：农机修理工

2.农业装备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七、说明

此标准依据湖南省农业装备应用技术技能抽查标准制定


	一、专业名称
	二、考核目标
	三、考核内容
	四、评价标准
	五、考核方式
	六、附录
	七、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