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

题库适用于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士官与普通专业的技能考核题库，包含了简单电气线

路安装与调试(10道题)、电子线路安装与调试(5道题)、继电控制系统设计与安装调试(20

道题)、PLC控制系统设计与安装调试(20道题)与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25道题)

等五个模块共 80 道试题。

题库主要考核测试学生选择使用常用的电工仪器仪表和电工工具的能力；测试学生低

压电器的拆装和电动机变压器使用的技能；测试学生进行照明线路的安装布线的技能；测

试学生进行常用电子元器件及基本电工电子电路的测试和分析并进行电路焊接调试能力；

测试学生进行继电器控制系统、PLC 控制系统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技能；测试学生进行机床

常见电气故障分析与处理的技能；测试学生分析绘制安装电气图原理图、元件布置图的技能；

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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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简单电气线路安装与调试模块

1．试题编号：1-1：三相异步电动机极性判定

(1) 任务描述

按照国家相关标准，正确选用电工工具和仪表。

要求：

1、用导线正确连接电路利用直流法正确判定三相异步电动机三相定子绕组的极性。

2、现场演示测试。

3、画出直流法判定三相异步电动机三相定子绕组极性的接线图，用不同颜色的标签标

注电动机的极性。

(2) 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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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工实训室 1间，20 个电工工作台位。 必备

设备设施

(仪器仪表 )
万用表 1块 必备

电器、材料
三 相 异 步 电 动 机 1 台 ( 型 号：Y112M-4、4KW、380V、50HZ、8.8A、

1440r/min)，1.5V 干电池 2节，导线若干。
必备

工具 通用电工工具一套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10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员。考评员要求具备至少二年以上从事电类工

作经验或三年以上电工实训指导经验。 必备

(3) 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80 分钟。

(4)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

6S 基本要求 10

1. 工具、仪表、材料、作品摆放不整齐，着装

不整齐、规范，不穿戴相关防护用品等，每项

扣 2分。

2. 考试迟到、考核过程中做与考试无关的事、

不服从考场安排酌情扣 10 分以内；考核过程舞

弊取消考试资格，成绩计 0分。

3. 考核完成后未清理、清扫考核现场扣 5分。 1. 考 生 没

有操作的项

目，此小项

记 0分。

2. 出现明显

失误造成工

具、仪表或

设备损坏等

安全事故；

严重违反考

场纪律，造

成恶劣影响

的本大项记

0分。

安全操作 10

对耗材浪费，不爱惜工具，扣 3分；损坏工具、

仪表扣本大项的 20 分；考生发生严重违规操作

或作弊，取消考生成绩。

实作结果

及质量

(50 分 )

质量 30

1. 正确连接线路。每错一处扣 3分。

2.按照直流法判定三相异步电动机极性的步骤，

判定电动机极性，得出准确的测量结果。每错

一处扣 3分。

工艺 10
导线连接牢靠，正确放置仪表等。每错一处扣 3

分。

技术文件 10
按格式填写相关技术文件。填写内容错误每项

扣 2分。

操作过程与

结果检测

(30 分 )

操作过程及

规范
15

根据行业相关标准及规范操作。操作工序、操

作规范等每错一处扣 3分。

操作结果

检测
15

正确进行操作结果的检测。结果检测方法不当、

检测结果错误每项扣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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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题编号：1-2：单相变压器同名端判定

(1) 任务描述

按照国家相关标准，使用万用表，利用直流法正确判定单相变压器的同名端。

要求：

①要求考生能正确选用电工工具和仪表，用导线正确连接电路，按照正确的测量方法

判定单相变压器的同名端。

②完成单相变压器同名端的判定后，编写完成以下相关技术文件；

③画出直流法判定单相变压器同名端的接线图，用不同颜色的标签标注单相变压器的

同名端。

画出直流法判定单相变压器同名端的接线图：

(2) 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工实训室 1间，20 个电工工作台位。 必备

设备设施

(仪器仪表 )
万用表 1块 必备

电器、材料 100W 单相变压器 1台，1.5V 干电池 2节，导线若干。 必备

工具 通用电工工具一套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10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员。考评员要求具备至少二年以上从事电

类工作经验或三年以上电工实训指导经验。
必备

(3) 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80 分钟。

(4)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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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

6S 基本

要求
10

1. 工具、仪表、材料、作品摆放不整齐，着装不整齐、

规范，不穿戴相关防护用品等，每项扣 2分。

2. 考试迟到、考核过程中做与考试无关的事、不服从

考场安排酌情扣 10 分以内；考核过程舞弊取消考试资

格，成绩计 0分。

3. 考核完成后未清理、清扫考核现场扣 5分。 考生没有操

作的项目，

此 小 项 记 0

分。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工具、

仪表或设备

损坏等安全

事故；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本

大项记0分。

安全操作 10

对耗材浪费，不爱惜工具，扣 3 分；损坏工具、仪表

扣本大项的 20 分；考生发生严重违规操作或作弊，取

消考生成绩。

实作结果

及质量

(50 分 )

质量 30

1. 正确连接线路。每错一处扣 3分。

2. 按照直流法判定单相变压器同名端的步骤，判定变

压器同名端，得出准确的测量结果。每错一处扣3分。

工艺 10 导线连接牢靠，正确放置仪表等。每错一处扣 3分。

技术文件 10 按格式填写相关技术文件。填写内容错误每项扣2分。

操作过程与

结果检测

(30 分 )

操作过程

及规范
15

根据行业相关标准及规范操作。操作工序、操作规范

等每错一处扣 3分。

操作结果

检测
15

正确进行操作结果的检测。结果检测方法不当、检测

结果错误每项扣 3分。

3．试题编号：1-3：交流接触器的拆装

(1) 任务描述

按照国家相关标准，使用常用电工工具，正确进行 CJ10 交流接触器的拆装。

要求：

①要求考生能正确选用电工工具和仪表，按照正确拆装步骤和工艺进行 CJ10 交流接触

器的拆装，接触器需要拆下线圈、铁芯、触点、大弹簧等。

②完成 CJ10 交流接触器的拆装后，编写完成以下相关技术文件；

③写出 CJ10 交流接触器拆装的步骤，并写出装配之后的测试结果。

写出 CJ10 交流接触器拆装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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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 CJ10 交流接触器装配好之后的测试结果 ( 具体包括断电时线圈阻值、主触点及

辅助触点的通断状态，通电能否正常工作等 )

(2) 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工实训室 1间，20 个电工工作台位。 必备

设备设施 万用表 1块 必备

电器、材料 CJ10 交流接触器若干个 必备

工具 通用电工工具一套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10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员。考评员要求具备至少二年以上从事电

类工作经验或三年以上电工实训指导经验。 必备

(3) 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80 分钟。

(4)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

6S 基本

要求
10

1. 工具、仪表、材料、作品摆放不整齐，着装不

整齐、规范，不穿戴相关防护用品等，每项扣2分。

2. 考试迟到、考核过程中做与考试无关的事、不

服从考场安排酌情扣 10 分以内；考核过程舞弊

取消考试资格，成绩计 0分。

3. 考核完成后未清理、清扫考核现场扣 5分。

考生没有操作的

项目，此小项记

0 分。出现明显

失误造成工具、

仪表或设备损坏

等安全事故；严

重 违 反 考 场 纪

律，造成恶劣影

响的本大项记 0

分。

安全操作 10

对耗材浪费，不爱惜工具，扣 3 分；损坏工具、

仪表扣本大项的 20 分；考生发生严重违规操作

或作弊，取消考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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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实作结果

及质量

(50 分 )

质量 30

1. 按照 CJ10 交流接触器正确的拆卸方法和步骤

进行拆卸 ( 要求拆卸处均需拆卸 )，每错一处扣

3分。

2. 按照 CJ10 交流接触器正确的装配方法和步骤

进行装配及调试，直至交流接触器能正常使用，

每错一处扣 3分。

考生没有操作的

项目，此小项记

0 分。出现明显

失误造成工具、

仪表或设备损坏

等安全事故；严

重 违 反 考 场 纪

律，造成恶劣影

响的本大项记 0

分。

工艺 10
正确使用工具和仪器仪表，未损坏交流接触器的

零件和固件，每错一处扣 3分。

操作过程与

结果测试

(30 分 )

技术文件 10
按格式填写相关技术文件。填写内容错误每项扣

2分。

操作过程

及规范
15

根据行业相关标准及规范操作。操作工序、操作

规范等每错一处扣 3分。

操作结果

检测
15

正确进行操作结果的检测。结果检测方法不当、

检测结果错误每项扣 3分。

4．试题编号：1-4：电容法测量三相交流电的相序

(1) 任务描述

按照国家相关标准，使用电容法测量三相交流电的相序。

要求：

①要求考生能正确选用电工工具和仪表，使用电容法，正确测量三相交流电的相序。

②完成三相交流电的测量后，编写完成以下相关技术文件：

画出电容法测量三相交流电相序的接线图，写出相序测量结果。

画出电容法测量三相交流电相序的接线图：

写出相序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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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工实训室 1间，20 个电工工作台位。 必备

设备设施

(仪器仪表 )
万用表 1块 必备

电器、材料 8uF 交流电容 (耐压 500V)1 个、白炽灯 2个、三极刀开关 1个、导线若干 必备

工具 通用电工工具一套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10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员。考评员要求具备至少二年以上从事电类工

作经验或三年以上电工实训指导经验。
必备

(3) 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80 分钟。

(4)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

6S 基本要

求
10

1. 工具、仪表、材料、作品摆放不整齐，着装不

整齐、规范，不穿戴相关防护用品等，每项扣2分。

2. 考试迟到、考核过程中做与考试无关的事、不

服从考场安排酌情扣 10 分以内；考核过程舞弊

取消考试资格，成绩计 0分。

3. 考核完成后未清理、清扫考核现场扣 5分。

考生没有操作的

项目，此小项记

0 分。出现明显

失误造成工具、

仪表或设备损坏

等安全事故；严

重 违 反 考 场 纪

律，造成恶劣影

响的本大项记 0

分。

安全操作 10

对耗材浪费，不爱惜工具，扣 3 分；损坏工具、

仪表扣本大项的 20 分；考生发生严重违规操作

或作弊，取消考生成绩。

实作结

及质量

(50 分 )

质量 30

1. 正确进行电容法测量三相交流电相序的线路连

接。每错一处扣 3分。

2. 线路连接好后，通电观察白炽灯亮度，得出准

确的测量结果。每错一处扣 3分。

工艺 10
导线连接牢靠，正确放置仪器仪表等。每错一处

扣 3分。

操作过程与

结果检测

(30 分 )

技术文件 10
按格式填写相关技术文件。填写内容错误每项扣

2分。

操作过程

及规范
15

根据行业相关标准及规范操作。操作工序、操作

规范等每错一处扣 3分。

操作结果

检测
15

正确进行操作结果的检测。结果检测方法不当、

检测结果错误每项扣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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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试题编号：1-5：照明线路板的安装与调试

(1) 任务描述

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在线路板上进行照明基本线路、电器、灯具的安装与调试，实现

照明基本线路的控制功能。

要求：

①要求考生能正确选用电工工具和仪表，将单相电度表、单相断路器、单联单控开关、

单联双控开关、单相两孔插座、单相三孔插座、白炽灯、灯座等电器和灯具，按照室内照

明基本线路的控制要求和工艺标准，完成其安装与调试。

②完成照明线路板的安装与调试后，编写完成以下相关技术文件：

画出照明线路板的原理图。

照明线路板原理图：

(2) 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工实训室 1间，20 个电工工作台位。 必备

设备设施

(仪器仪表 )
万用表 1块 必备

电器、材料

塑料线槽板若干、单相电度表 ( 型号：DDS5777、220V、2.5(10)A、

50HZ、6400imp/KW·h)、断路器(DZ47-63C10)、熔断器、单联单控开关、

单联双控开关、单相两孔插座、单相三孔插座、灯座、白炽灯、塑料

线卡若干、护套线若干灯座、白炽灯、塑料线卡若干、护套线若干

根据需要选备

工具 通用电工工具一套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10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员。考评员要求具备至少二年以上从事电类

工作经验或三年以上电工实训指导经验。
必备

(3) 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80 分钟。

(4)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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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

6S 基本

要求
10

工具、仪表、材料、作品摆放不整齐，着装不整齐、

规范，不穿戴相关防护用品等，每项扣 2分。

考试迟到、考核过程中做与考试无关的事、不服从

考场安排酌情扣 10 分以内；考核过程舞弊取消考试

资格，成绩计 0分。

考核完成后未清理、清扫考核现场扣 5分。

考生没有操作

的项目，此小

项记 0 分。出

现明显失误造

成工具、仪表

或设备损坏等

安全事故；严

重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本大项

记 0分。

安全操作 10

对耗材浪费，不爱惜工具，扣 3 分；损坏工具、仪

表扣本大项的20分；考生发生严重违规操作或作弊，

取消考生成绩。

实作结果

及质量

(50 分 )

质量 30

单相电度表安装在线路板上，不能倾斜。每错一处

扣 2分。

能正确布线、工艺美观、符合安全要求，器件、导

线排列整齐，不松动，不压线。每错一处扣 3分。

灯具、开关、插座的安装符合安全用电规范。即相

线一点要进开关，零线不能进熔断器和开关；单相

插座接线时，应将相线接在右边插孔的接线柱，零

线接在左边，保护线接上边插孔。每错一处扣3分。

接上所有的用电器，断开所有的开关，接上电源，

逐步合上各路电源开关，各插座和灯具应按要求工

作。每错一处扣 3分。

实作结果

及质量

(50 分 )

工艺 10
护套线应敷设得横平竖直，不松弛、不扭曲、不可

损坏护套层，按工艺要求进行布线。每错一处扣2分。

技术文件 10
按格式填写相关技术文件。填写内容错误每项扣 2

分。

操作过程与

结果检测

(30 分 )

操作过程

及规范
15

根据行业相关标准及规范操作。操作工序、操作规

范等每错一处扣 3分。

操作结果

检测
15

正确进行操作结果的检测。结果检测方法不当、检

测结果错误每项扣 3分。

6．试题编号：1-6：等径导线的T形连接

(1) 任务描述

按照维修电工岗位标准和作业指导书的要求，完成单股等径导线 (2.5mm2) 的 T 形连接

和多股等径导线 (4mm2) 的 T 形连接。

要求：

①要求考生能正确选用电工工具和仪表，按照导线剥削、去除氧化层、导线连接、绝

缘处理、操作结果检测等步骤完成全部操作。完成后应满足连接牢固可靠、接触电阻小、

机械强度高、电气绝缘性能好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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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完成导线连接后，编写完成以下相关技术文件：

◆简述等径导线 T形连接的操作步骤。

单股等径导线 (2.5mm2) 的 T 形连接操作步骤：

单股等径导线（2.5mm2）的 T形连接操作步骤：

多股等径导线（4mm2）的 T形连接操作步骤：

◆简述等径导线 T 形连接的操作结果检测方法及操作结果 ( 接触电阻、电气绝缘性能

等 )。

单股等径导线 (2.5mm2) 的 T 形连接操作结果检测方法及操作结果：
1. 操作结果检测方法

2. 操作结果
多股等径导线 (4mm2) 的 T 形连接操作结果检测方法及操作结果：

1. 操作结果检测方法

2. 操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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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工操作工位 40 个，每个工位铺设防静电胶板，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设施

(仪器仪表 )

万用表 1 块、双臂电桥 1 块、单臂电桥 1 块、500V 兆欧表 1 块、

2500V 兆欧表 1块
根据需求选备

材料
单股导线 (2.5mm2) 若干、多股导线 (4mm2) 若干、砂纸 1 张、绝缘胶

带 1卷
必备

工具 通用电工工具一套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10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员。考评员要求具备至少二年以上从事电力

线路工作经验或三年以上电工实训指导经验。
必备

(3) 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80 分钟。

(4)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

6S 基本要求 10

工具、仪表、材料、作品摆放不整齐，着装不整齐、

规范，不穿戴相关防护用品等，每项扣 2分。

考试迟到、考核过程中做与考试无关的事、不

服从考场安排酌情扣 10 分以内；考核过程舞弊

取消考试资格，成绩计 0分。

3. 考核完成后未清理、清扫考核现场扣 5分。

考评采用分部份

记分。考生没有

操作的项目，此

小项记 0 分。出

现明显失误造成

工具、仪表或设

备损坏等安全事

故；严重违反考

场纪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本大项

记 0分。

安全操作 10

对耗材浪费，不爱惜工具，扣 3分；损坏工具、

仪表扣本大项的 20 分；考生发生严重违规操作

或作弊，取消考生成绩。

操作过程

与规范

(40 分 )

电工工具和仪

表的选用
6

正确选用电工工具和仪表。工具和仪表选择不

当、检测过程错误、使用方法不正确、使用过

程造成损伤每项扣 3分。

导线剥削 6
剥削导线的绝缘层。损伤导线线芯、伤及人身

每项扣 3分。

去除氧化层 6
正确去除导线氧化层。没有干净去除氧化层、

去除方法错误每项扣 3分。

导线连接 10
按照导线连接的标准程序进行连接。连接工序、

连接位置、缠绕方法不当每项扣 3分。

绝缘处理 6
导线连接完成后，对连接处进行绝缘包扎。绝

缘胶带缠绕位置或圈数不当每项扣 3分。

操作结果检测 6

对已完成的连接导线进行接触电阻和绝缘性能

的检测。检测方法不当、检测结果错误每项扣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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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实作结果

及质量

(40 分 )

质量 15

导线连接的质量达标。导线缠绕位置不准确、

导线缠绕圈数不当、绝缘胶带缠绕压接不准确、

接触电阻过大、电气绝缘性能不够每项扣5分。

考评采用分部份

记分。考生没有

操作的项目，此

小项记 0 分。出

现明显失误造成

工具、仪表或设

备损坏等安全事

故；严重违反考

场纪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本大项

记 0分。

工艺 15

导线连接的工艺符合要求。导线剥削不整齐、

有毛刺、导线缠绕不规则、绝缘胶带缠绕不整

齐等每项扣 3分。

技术文件 10
按格式填写相关技术文件。少写 1 个技术文件

扣 5分，填写内容错误每项扣 2分。

7．试题编号：1-7：单相电能计量线路 (不带互感器 )的安装与调试

(1) 任务描述

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进行单相电能计量线路 ( 不带互感器 ) 的安装与调试，实现单相

电能的计量功能。

要求：

①要求考生能正确选用电工工具和仪表，将单相电度表、单相断路器、熔断器、开关、

用电负载等电器和灯具，按照单相计量线路的控制要求和工艺标准，完成其安装与调试。

②完成单相电能计量线路(不带互感器)的安装与调试后，编写完成以下相关技术文件：

画出单相电能计量线路 (不带互感器 )的原理图。

单相电能计量线路 (带互感器 )的原理图：

(2) 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工实训室 1间，20 个电工工作台位。 必备

设备设施

(仪器仪表 )
万用表 1块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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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电器、材料

塑料线槽板若干、单相电度表 ( 型号：DDS5777、220V、2.5(10)A、

50HZ、6400imp/KW·h)、断路器 (DZ47-63C10)、熔断器、单相开关、

单相插座、灯座、白炽灯、塑料线卡若干、护套线若干

根据需要选备

工具 通用电工工具一套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10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员。考评员要求具备至少二年以上从事电类

工作经验或三年以上电工实训指导经验。
必备

(3) 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80 分钟。

(4)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

6S 基本

要求
10

1. 工具、仪表、材料、作品摆放不整齐，着装不整齐、

规范，不穿戴相关防护用品等，每项扣 2分。

2. 考试迟到、考核过程中做与考试无关的事、不服从

考场安排酌情扣 10 分以内；考核过程舞弊取消考试资

格，成绩计 0分。

3. 考核完成后未清理、清扫考核现场扣 5分。

考生没有操作

的项目，此小

项记 0 分。出

现明显失误造

成工具、仪表

或设备损坏等

安全事故；严

重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本大项

记 0分。

安全操作 10

对耗材浪费，不爱惜工具，扣 3 分；损坏工具、仪表

扣本大项的 20 分；考生发生严重违规操作或作弊，取

消考生成绩。

实作结果

及质量

(50 分 )

质量 30

1. 单相电度表安装在线路板上，不能倾斜。每错一处

扣 2分。

2. 能正确布线、工艺美观、符合安全要求，器件、导

线排列整齐，不松动，不压线。每错一处扣 3分。

3. 灯具、开关、插座的安装符合安全用电规范。即相

线一点要进开关，零线不能进熔断器和开关；单相插

座接线时，应将相线接在右边插孔的接线柱，零线接

在左边，保护线接上边插孔。每错一处扣 3分。

4. 接上所有的用电器，断开所有的开关，接上电源，

逐步合上各路电源开关，各插座和灯具应按要求工作。

每错一处扣 3分。

工艺 10
护套线应敷设得横平竖直，不松弛、不扭曲、不可损

坏护套层，按工艺要求进行布线。每错一处扣 2分。

技术文件 10 按格式填写相关技术文件。填写内容错误每项扣2分。

操作过程

与结果

检测

(30 分 )

操作过程

及规范
15

根据行业相关标准及规范操作。操作工序、操作规范

等每错一处扣 3分。

操作结果

检测
15

正确进行操作结果的检测。结果检测方法不当、检测

结果错误每项扣 3分。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13·  



8．试题编号：1-8：单相电能计量线路 (带互感器 )的安装与调试

(1) 任务描述

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进行单相电能计量线路 ( 带互感器 ) 的安装与调试，实现单相电

能的计量功能。

要求：

①要求考生能正确选用电工工具和仪表，将单相电度表、单相断路器、熔断器、电压

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开关、用电负载等电器和灯具，按照单相计量线路的控制要求和工

艺标准，完成其安装与调试。

②完成单相电能计量线路 (带互感器 )的安装与调试后，编写完成以下相关技术文件：

画出单相电能计量线路 (带互感器 )的原理图。

单相电能计量线路 (带互感器 )的原理图：

(2) 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工实训室 1间，20 个电工工作台位。 必备

设备设施

(仪器仪表 )
万用表 1块 必备

电器、材料

塑料线槽板若干、单相电度表 ( 型号：DDS5777、220V、2.5(10)A、

50HZ、6400imp/KW·h)、断路器 (DZ47-63C10)、熔断器、电压互感器、

电流互感器、单相开关、单相插座、灯座、白炽灯、塑料线卡若干、护

套线若干

根据需要选备

工具 通用电工工具一套 必备

(3) 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80 分钟。

(4)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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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

6S 基本

要求
10

1.工具、仪表、材料、作品摆放不整齐，着装不整齐、

规范，不穿戴相关防护用品等，每项扣 2分。

2. 考试迟到、考核过程中做与考试无关的事、不服从

考场安排酌情扣 10 分以内；考核过程舞弊取消考试资

格，成绩计 0分。

3. 考核完成后未清理、清扫考核现场扣 5分。

考 生 没 有

操 作 的 项

目，此小项

记 0 分。出

现明显失误

造成工具、

仪表或设备

损坏等安全

事故；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 影 响 的

本大项记 0

分。

安全操作 10

对耗材浪费，不爱惜工具，扣 3 分；损坏工具、仪表

扣本大项的 20 分；考生发生严重违规操作或作弊，取

消考生成绩。

实作结果

及质量

(50 分 )

质量 30

1. 单相电度表安装在线路板上，不能倾斜。每错一处

扣 2分。

2. 能正确布线、工艺美观、符合安全要求，器件、导

线排列整齐，不松动，不压线。每错一处扣 3分。

3. 互感器、灯具、开关、插座的安装和接线符合安全

用电规范。互感器的接线方法和缠绕圈数须符合要求。

相线一点要进开关，零线不能进熔断器和开关；单相

插座接线时，应将相线接在右边插孔的接线柱，零线

接在左边，保护线接上边插孔。每错一处扣 3分。

4. 接上所有的用电器，断开所有的开关，接上电源，

逐步合上各路电源开关，各插座和灯具应按要求工作。

每错一处扣 3分。

工艺 10
护套线应敷设得横平竖直，不松弛、不扭曲、不可损

坏护套层，按工艺要求进行布线。每错一处扣 2分。

技术文件 10 按格式填写相关技术文件。填写内容错误每项扣 2分。

操作过程与

结果检测

(30 分 )

操作过程

及规范
15

根据行业相关标准及规范操作。操作工序、操作规范

等每错一处扣 3分。

操作结果

检测
15

正确进行操作结果的检测。结果检测方法不当、检测

结果错误每项扣 3分。

9．试题编号：1-9：三相电能计量线路 (不带互感器 )的安装与调试

(1) 任务描述

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进行三相电能计量线路 ( 不带互感器 ) 的安装与调试，实现三相

电能的计量功能。

要求：

①要求考生能正确选用电工工具和仪表，将三相电度表、三相断路器、熔断器、三相插座、

用电负载等电器，按照三相计量线路的控制要求和工艺标准，完成其安装与调试。

②完成三相电能计量线路(不带互感器)的安装与调试后，编写完成以下相关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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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出三相电能计量线路 (不带互感器 )的原理图。

三相电能计量线路 (不带互感器 )的原理图：

(2) 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工实训室 1间，20 个电工工作台位。 必备

设备设施

(仪器仪表 )
万用表 1块 必备

电器、材料
塑料线槽板若干、三相电度表、三相断路器、熔断器、三相插座、三相

异步电动机、塑料线卡若干、护套线若干
根据需要选备

工具 通用电工工具一套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10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员。考评员要求具备至少二年以上从

事电类工作经验或三年以上电工实训指导经验。
必备

(3) 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80 分钟。

(4)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

6S 基本

要求
10

1.工具、仪表、材料、作品摆放不整齐，着装不整齐、

规范，不穿戴相关防护用品等，每项扣 2分。

2. 考试迟到、考核过程中做与考试无关的事、不服

从考场安排酌情扣 10 分以内；考核过程舞弊取消考

试资格，成绩计 0分。

3. 考核完成后未清理、清扫考核现场扣 5分。

考生没有操作

的项目，此小

项记 0 分。出

现明显失误造

成工具、仪表

或设备损坏等

安全事故；严

重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本大项

记 0分。

安全操作 10

对耗材浪费，不爱惜工具，扣 3 分；损坏工具、仪表

扣本大项的 20 分；考生发生严重违规操作或作弊，

取消考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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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实作结果

及质量

(50 分 )

质量 30

1. 三相电度表安装在线路板上，不能倾斜。每错一

处扣 2分。

2. 能正确布线、工艺美观、符合安全要求，器件、

导线排列整齐，不松动，不压线。每错一处扣 3分。

3.插座的安装符合安全用电规范。三相插座接线时，

应将地线接在上面插孔的接线柱。每错一处扣 3分。

4. 接上电动机，接上电源，合上电源开关，线路能

正常完成计量工作。每错一处扣 3分。

考生没有操作

的项目，此小

项记 0 分。出

现明显失误造

成工具、仪表

或设备损坏等

安全事故；严

重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本大项

记 0分。

工艺 10
护套线应敷设得横平竖直，不松弛、不扭曲、不可损

坏护套层，按工艺要求进行布线。每错一处扣 2分。

技术文件 10
按格式填写相关技术文件。填写内容错误每项扣 2

分。

操作过程与

结果检测

(30 分 )

操作过程

及规范
15

根据行业相关标准及规范操作。操作工序、操作规范

等每错一处扣 3分。

操作结果

检测
15

正确进行操作结果的检测。结果检测方法不当、检测

结果错误每项扣 3分。

10．试题编号：1-10：三相电能计量线路 (带互感器 )的安装与调试

(1) 任务描述

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进行三相电能计量线路 ( 带互感器 ) 的安装与调试，实现三相电

能的计量功能。

要求：

①要求考生能正确选用电工工具和仪表，将三相电度表、三相断路器、熔断器、电压

互感器、电流互感器、三相插座、用电负载等电器，按照三相计量线路的控制要求和工艺标准，

完成其安装与调试。

②完成三相电能计量线路 (带互感器 )的安装与调试后，编写完成以下相关技术文件：

画出三相电能计量线路 (带互感器 )的原理图。

三相电能计量线路 (带互感器 )的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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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电工实训室 1间，20 个电工工作台位。 必备

设备设施

(仪器仪表 )
万用表 1块 必备

电器材料
塑料线槽板若干、三相电度表、三相断路器、熔断器、电压互感器、电流

互感器、三相插座、三相异步电动机、塑料线卡若干、护套线若干
根据需要选备

工具 通用电工工具一套 必备

测评专家
每 10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员。考评员要求具备至少二年以上从事电类工

作经验或三年以上电工实训指导经验。
必备

(3) 考核时量：

考试时间：80 分钟。

(4)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

6S 基本

要求
10

1.工具、仪表、材料、作品摆放不整齐，着装不整齐、

规范，不穿戴相关防护用品等，每项扣 2分。

2. 考试迟到、考核过程中做与考试无关的事、不服

从考场安排酌情扣 10 分以内；考核过程舞弊取消考

 试资格，成绩计 0分。

3. 考核完成后未清理、清扫考核现场扣 5分。

考生没有操作

的项目，此小

项记 0 分。出

现明显失误造

成工具、仪表

或设备损坏等

安全事故；严

重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本大项

记 0分。

安全操作 10

对耗材浪费，不爱惜工具，扣 3 分；损坏工具、仪

表扣本大项的20分；考生发生严重违规操作或作弊，

取消考生成绩。

实作结果

及质量

(50 分 )

质量 30

1. 三相电度表安装在线路板上，不能倾斜。每错一

处扣 2分。

2. 能正确布线、工艺美观、符合安全要求，器件、

导线排列整齐，不松动，不压线。每错一处扣 3分。

3.插座的安装符合安全用电规范。三相插座接线时，

应将地线接在上面插孔的接线柱。每错一处扣3分。

4. 接上电动机，接上电源，合上电源开关，线路能

正常完成计量工作。每错一处扣 3分。

工艺 10
护套线应敷设得横平竖直，不松弛、不扭曲、不可

损坏护套层，按工艺要求进行布线。每错一处扣2分。

技术文件 10
按格式填写相关技术文件。填写内容错误每项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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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操作过程与

结果检测

(30 分 )

操作过程

及规范
15

根据行业相关标准及规范操作。操作工序、操作规

范等每错一处扣 3分。

操作结果

检测
15

正确进行操作结果的检测。结果检测方法不当、检

测结果错误每项扣 3分。

二、电工电子线路安装调试模块

1. 试题编号：2-1：单结晶体管触发的单相可控整流电路的安装与调试

(1) 任务描述

某企业承接了一批电子调光灯的组装与调试任务，请按照相

应的企业生产标准完成该产品的组装与调试，实现该产品的基本功能、满足相应的技

术指标，并正确填写相关技术文件或测试报告。原理图如图 2-1。

图 2-1

要求：

①装接前先要检查器件的好坏，核对元件数量和规格。

②根据提供的印制电路板安装电路，安装工艺符合相关行业标准。不损坏电器元件，

安装前应对元器件检查。

③装配完成后，通电测试，利用提供的仪表测试本电路；

任务内容：

①按照元器件清单清点元器件。

②选择装调工具、仪器设备并列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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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设备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规格 数量 备注

③电路装配。在提供的 PCB 板上装配电路，且装配工艺应符合 IPC-A-610D 标准的二级

产品等级要求。

④电路调试。装配完成后，通电调试。

◆电路板接入 36 伏交流电源和灯泡，请绘制电路测试连线示意图。

◆电路调试。电路板接入 36 伏交流电源，调节 RP 电位器，使灯泡出现亮暗变化；要

求灯泡能线性由暗变化到全亮；

◆利用示波器测出稳压管 VD5 两端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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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压管 VD5

波形图

◆调试结束后，请将标签写上自己的考试编号，贴在电路板正面空白处。

(2) 实施条件

元器件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稳压二极管 1N4742A/12V 个 1

2 桥堆 2W10 个 1

3 晶闸管 2P4M 个 1

4 白炽灯 36V/40W 只 4

5 变压器 220V/36V，100VA 台 1

6 单结晶体管 BT33F 个 1

7 电阻 2KΩ/1W 个 1

8 电阻 1KΩ 个 1

9 电阻 51Ω 个 1

10 电阻 10KΩ 个 1

11 电位器 WH06-2 20KΩ 个 1

12 电容 0.47μF 个 1

13 接线端子 301-2p 个 2

14 印制电路板 块 1

15 焊锡 Φ0.8 米 1.5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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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 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前

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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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③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作品

(80 分 )

工艺 25

①电路板作品要求符合 IPC-A-610 标准中

各项可接受条件的要求 (1 级 )。

②元器件的参数和极性插装正确。

③合理选择设备或工具对元器件进行成形和插装。

④元器件引脚和焊盘浸润良好，无虚焊、空洞或堆焊现象。

焊点圆润、大小均匀。

⑤插座插针垂直整齐，插孔式元器件引脚长度 2~3mm，且

剪切整齐。

调试 25

①合理选择仪器仪表，正确操作仪器设备对电路进行调试。

②电路调试接线图绘制正确。

③通电调试操作规范。

功能

指标
30

①电路通电工作正常，功能缺失按比例扣分。

②测试参数正确，即各项技术参数指标测量值的上下限不

超出要求的 10%。

③测试报告文件填写正确。

2. 试题编号：2-2：风扇无级调速电路的安装与调试

(1) 任务描述

某企业承接了一批风扇无级调速器的组装与调试任务，请按照相应的企业生产标准完

成该产品的组装与调试，实现该产品的基本功能、满足相应的技术指标，并正确填写相关

技术文件或测试报告。原理图如下图 2-2。

图 2-2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22·  



要求：

①装接前先要检查器件的好坏，核对元件数量和规格。

②根据提供的印制电路板安装电路，安装工艺符合相关行业标准。不损坏电器元件，

安装前应对元器件检查。

③装配完成后，通电测试，利用提供的仪表测试本电路；

任务内容：

①按照元器件清单清点元器件。

②选择装调工具、仪器设备并列写清单。

工具设备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规格 数量 备注

③电路装配。在提供的 PCB 板上装配电路，且装配工艺应符合 IPC-A-610D 标准的二级

产品等级要求。

④电路调试。装配完成后，通电调试。

◆电路板接入 220V 交流电源及家用风扇，请绘制电路测试连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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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调试。电路板接入 220V 交流电源，调节 RP 电位器，使灯风扇转速变化；要求风

扇能由停止到全速运转；

◆利用示波器测出风扇接线端 J2 两端的波形；

风扇接线端 J2

两端的波形图

◆调试结束后，请将标签写上自己的考试编号，贴在电路板正面空白处。

(2) 实施条件

元器件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双向二极管 DB3 个 1

2 双向晶闸管 BT136 － 600E 个 1

3 电阻 100Ω 个 1

4 电阻 30Ω/1W 个 1

5 电阻 10KΩ 个 1

6 电位器 WH06-2 100KΩ 个 1

7 电容 0.1uF/450V 个 1

8 电容 0.22μF/400V 个 1

9 接线端子 301-2p 个 2

10 印制电路板 块 1

11 焊锡 Φ0.8 米 1.5

12 隔离变压器 100W 个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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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 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前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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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③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作品

(80 分 )

工艺 25

①电路板作品要求符合 IPC-A-610 标准中各项可接受条

件的要求 (1 级 )。

②元器件的参数和极性插装正确。

③合理选择设备或工具对元器件进行成形和插装。

④元器件引脚和焊盘浸润良好，无虚焊、空洞或堆焊现

象。焊点圆润、大小均匀。

⑤插座插针垂直整齐，插孔式元器件引脚长度 2~3mm，

且剪切整齐。

调试 25

①合理选择仪器仪表，正确操作仪器设备对电路进行调

试。

②电路调试接线图绘制正确。

③通电调试操作规范。

功能指标
30

①电路通电工作正常，功能缺失按比例扣分。

②测试参数正确，即各项技术参数指标测量值的上下限

不超出要求的 10%。

③测试报告文件填写正确。

3. 试题编号：2-3：简易广告彩灯的安装与调试

(1) 任务描述

某企业承接了一批简易广告彩灯的组装与调试任务，请按照相应的企业生产标准完成

该产品的组装与调试，实现该产品的基本功能、满足相应的技术指标，并正确填写相关技

术文件或测试报告。原理图如下 2-3。

图 2-3 简易广告灯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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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①装接前先要检查器件的好坏，核对元件数量和规格。

②根据提供的印制电路板安装电路，安装工艺符合相关行业标准。不损坏电器元件，

安装前应对元器件检查。

③装配完成后，通电测试，利用提供的仪表测试本电路；

任务内容：

①按照元器件清单清点元器件。

②选择装调工具、仪器设备并列写清单。

工具设备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规格 数量 备注

③电路装配。在提供的 PCB 板上装配电路，且装配工艺应符合 IPC-A-610D 标准的二级

产品等级要求。装配图中 J1/J2 为排针，作为电路接线端子。

元器件 识别及检测内容

发光二极管

所用仪表 数字表 指针表

万用表读数(含单位)
正测

反测

三极管

右图为三极管 8050 的

外形图，请标出三极

管的引脚名称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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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电路调试。装配完成后，通电调试。

◆接入 5V 直流电源，请绘制电路测试连线示意图。

◆电路调试。调节 R1/R2 两个电位器，使左右两边的发光二极管以每秒钟 5 次左右的

速率交替闪烁；并且要求两边的发光二极管亮暗时间基本一致。

◆调试结束后，请将标签写上自己的考试编号，贴在电路板正面空白处。

(2) 实施条件

元器件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电阻 1k 个 2

2 电阻 100 个 2

3 蓝白电位器 10k 个 2

4 电解电容 220u/25v 个 2

5 发光二极管 Φ3红高亮 个 10

6 三极管 8050 个 2

7 排针 11mm 根 6

8 印制电路板 块 1

9 焊锡 Φ0.8 米 1.5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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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 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前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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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③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作品

(80 分 )

工艺 25

①电路板作品要求符合 IPC-A-610 标准中各项可接受条

件的要求 (1 级 )。

②元器件的参数和极性插装正确。

③合理选择设备或工具对元器件进行成形和插装。

④元器件引脚和焊盘浸润良好，无虚焊、空洞或堆焊现象。

焊点圆润、大小均匀。

⑤插座插针垂直整齐，插孔式元器件引脚长度 2~3mm，

且剪切整齐。

调试 25

①合理选择仪器仪表，正确操作仪器设备对电路进行调

试。

②电路调试接线图绘制正确。

③通电调试操作规范。

功能指标 30

①电路通电工作正常，功能缺失按比例扣分。

②测试参数正确，即各项技术参数指标测量值的上下限

不超出要求的 10%。

③测试报告文件填写正确。

4. 试题编号：2-4：数显逻辑笔的组装与调试

(1) 任务描述

某企业承接了一批数显逻辑笔电路的组装与调试任务，请按照相应的企业生产标准完

成该产品的组装与调试，实现该产品的基本功能、满足相应的技术指标，并正确填写相关

技术文件或测试报告。电路原理图如下 2-4a 和数码管引脚排列图 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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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a 数显逻辑笔原理图

图 2-4bCD4511 和数码管引脚排列图

要求：

①装接前先要检查器件的好坏，核对元件数量和规格。

②根据提供的印制电路板安装电路，安装工艺符合相关行业标准。不损坏电器元件，

安装前应对元器件检查。

③装配完成后，通电测试，利用提供的仪表测试本电路；

任务内容：

①按照元器件清单清点元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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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选择装调工具、仪器设备并列写清单。

工具设备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规格 数量 备注

③电路装配。在提供的 PCB 板上装配电路，且装配工艺应符合 IPC-A-610D 标准的二级

产品等级要求。装配图中 J1/J2/J3/J4 为排针，作为电路接线端子。

④电路调试。装配完成后，通电调试。

接入 5V 直流电源，请绘制电路输入端悬空状态下的测试连线示意图。

◆参数测试。

根据输入信号的不同状态，测量相应点的电压，完成下表。

INPUT
U1-7
(v)

U1-1
(v)

U1-2
(v)

U1-6
(v)

U1-4
(v)

输出状态

悬空

5V

0V

◆调试结束后，请将标签写上自己的考试编号，贴在电路板正面空白处。

(2) 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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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器件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数量 备注

1. 电阻 10k/0.25 1

2. 电阻 2k/0.25 1

3. 电阻 1M/0.25 2

4. 电阻 120K/0.25 1

5 电阻 1K/0.25 1

6 电阻 510/0.25 1

7 电容 瓷片 473 1

8 电容 10u 1

9 电容 200p 1

10. 二极管 1N4148 1

11. 发光二极管 红 3 1

12. 三极管 9014 1

13 集成电路 CD4511 1

14 数码管 0.5 英寸 1位共阴 1

15 排针 8

16 PCB 板 1

17 焊锡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 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前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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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③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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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 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作品

(80 分 )

工艺 25

①电路板作品要求符合 IPC-A-610 标准中各项可接

受条件的要求 (1 级 )。

②元器件的参数和极性插装正确。

③合理选择设备或工具对元器件进行成形和插装。

④元器件引脚和焊盘浸润良好，无虚焊、空洞或堆

焊现象。焊点圆润、大小均匀。

⑤插座插针垂直整齐，插孔式元器件引脚长度

2~3mm，且剪切整齐。

调试 25

①合理选择仪器仪表，正确操作仪器设备对电路进

行调试。

②电路调试接线图绘制正确。

③通电调试操作规范。

功能指标 30

①电路通电工作正常，功能缺失按比例扣分。

②测试参数正确，即各项技术参数指标测量值的上

下限不超出要求的 10%。

③测试报告文件填写正确。

5. 试题编号：2-5：串联型稳压电源电路的组装与调试

(1) 任务描述

某企业承接了一批串联型稳压电源电路的组装与调试任务，请按照相应的企业生产标

准完成该产品的组装与调试，实现该产品的基本功能、满足相应的技术指标，并正确填写

相关技术文件或测试报告。电路原理图如图 2-5。

图 2-5 串联稳压电源原理图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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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装接前先要检查器件的好坏，核对元件数量和规格。

②根据提供的印制电路板安装电路，安装工艺符合相关行业标准。不损坏电器元件，

安装前应对元器件检查。

③装配完成后，通电测试，利用提供的仪表测试本电路。

任务内容：

①按照元器件清单清点元器件；

②选择装调工具、仪器设备并列写清单。

工具设备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规格 数量 备注

③电路装配。在提供的 PCB 板上装配电路，且装配工艺应符合 IPC-A-610D 标准的二级

产品等级要求。

④电路调试。装配完成后，通电调试。

◆接入 220V/15V 的变压器，请绘制电路空载情况下，输出电压范围测试连线示意图。

◆参数测试。通过变压器，在输入端 (ACIN) 接入 15V 左右的交流电压，调节电位器，

利用提供的仪表测试本稳压电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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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断开开关 S1( 即取下短路帽 )，利用示波器测量 A点波形，并绘出波形填入下表；

整流波形图

2) 测量输出电压的范围 VMAX=　     　V,VMIN=　     　V；

3) 调试结束后，请将标签写上自己的考试编号，贴在电路板正面空白处。

(2) 实施条件

元件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数量 备注

1 电容器 50V/100μF 1

2 电容器 25V/100μF 2

3 电容器 104(0.1u) 1

4 电阻器 510Ω 1

5 电阻器 1KΩ 2

6 电阻器 5.1KΩ 2

7 电阻器 1欧 /2 瓦 1

8 电位器 兰白 1k 1

9 二极管 1N4007 4

10 二极管 1N4735 1

11 三极管 9014 3

12 三极管 2SD669 1

13 排针 10

14 短路帽 1

15 电路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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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 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前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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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③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作品

(80 分 )
工艺 25

①电路板作品要求符合 IPC-A-610 标准中各项可接受

条件的要求 (1 级 )。

②元器件的参数和极性插装正确。

③合理选择设备或工具对元器件进行成形和插装。

作品

(80 分 )

工艺 25

④元器件引脚和焊盘浸润良好，无虚焊、空洞或堆焊

现象。焊点圆润、大小均匀。

⑤插座插针垂直整齐，插孔式元器件引脚长度

2~3mm，且剪切整齐。

调试 25

①合理选择仪器仪表，正确操作仪器设备对电路进行

调试。

②电路调试接线图绘制正确。

③通电调试操作规范。

功能指标 30

①电路通电工作正常，功能缺失按比例扣分。

②测试参数正确，即各项技术参数指标测量值的上下

限不超出要求的 10%。

③测试报告文件填写正确。

三、电气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1. 试题编号：3-1：电机启保停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1) 任务描述

某车床设备用一台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拖动，通过操作按钮可以实现电动机启动及

停车控制。请按要求完成系统设计、系统安装、接线、调试与功能演示，( 现场提供的电

路原理图进行安装如下图 3-1)。

要求：

①设计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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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③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④系统的安装、接线根据考场提供的正确的原理图和器件、设备完成元件布置并安装、

接线。要求元器件布置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导线进线槽、美观；接线端接编码套管；

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⑤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

◆器件整定 (如有需要 )；

◆写出系统调试步骤并完成调试；

◆通电试车完成系统功能演示。

图 3-1 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参考图

(2) 实施条件

考点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三相异步电动机 Y-112M-4，4KW、380V、△接法 台 1

2 断路器 DZ47-63 D20 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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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3 组合三联按钮 LAY37 只 1

4 交流接触器 CJ20-10380V 只 1

5 热继电器 JRS2-63(0.4-63A) 只 1

6 熔断器 RT18-32(10A×3、6A×2) 套 5

7 接线端子排 TD-1520 条 2

8 网孔板 600*500 块 1

9 试车专用线 根 10

10 塑料铜芯线 BV1mm2 米 5

11 塑料铜芯线 BV0.75mm2 米 10

12 线槽板 米 若干

13 螺丝 只 若干

14 编码套管 米 5

15 万用表 块 1

16 电工工具 套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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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系统文件、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等。

②测试器件好坏。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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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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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④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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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80 分 )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①图绘制正确。

②元器件选择合理。

③电气接线图绘制正确、合理。

④调试步骤阐述正确。

元器件布

置安装
10

①元器件布置合理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

②导线进线槽、线槽进出线整齐美观，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③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套管、标号符合工

艺要求。

④盖好线槽盖板。

安装工艺、

操作规范
10

①导线必须沿线槽内走线，接触器外部不允许有直接连接的导线，线

槽出线应整齐美观。

②线路连接、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应符合工艺要求。

③安装完毕应盖好盖板。

功能 40
并按正确的流程完成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线路通电正常工作，各项功

能完好。

工时 180 分钟

2. 试题编号：3-2：二地控制电机启动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1) 任务描述

某台机床，因加工需要，加工人员应该在机床正面和侧面均能进行操作。电动机要求

单向控制，同时要求实现两地控制。请按要求完成系统设计、系统安装、接线、调试与功

能演示，(现场提供的电路原理图进行安装如下图 3-2)。

要求：

①设计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

②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③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④系统的安装、接线根据考场提供的正确的原理图和器件、设备完成元件布置并安装、

接线。要求元器件布置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导线进线槽、美观；接线端接编码套管；

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⑤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

◆器件整定 (如有需要 )；

◆写出系统调试步骤并完成调试；

◆通电试车完成系统功能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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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参考图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三相异步电动机 Y-112M-4，4KW、380V、△接法 台 1

2 断路器 DZ47-63D20 只 1

3 组合三联按钮 LAY37 只 2

4 交流接触器 CJ20-10380V 只 1

5 热继电器 JRS2-63(0.4-63A) 只 1

6 熔断器 RT18-32(10A×3、6A×2) 套 5

7 接线端子排 TD-1520 条 2

8 网孔板 600*500 块 1

9 试车专用线 根 10

10 塑料铜芯线 BV1mm2 米 5

11 塑料铜芯线 BV0.75mm2 米 10

12 线槽板 米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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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螺丝 只 若干

14 编码套管 米 5

15 万用表 块 1

16 电工工具 套 1

17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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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系统文件、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等。

②测试器件好坏。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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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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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④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作品

(80 分 )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①图绘制正确。

②元器件选择合理。

③电气接线图绘制正确、合理。

④调试步骤阐述正确。

元器件布

置安装
10

①元器件布置合理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

②导线进线槽、线槽进出线整齐美观，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③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套管、标号符合工艺

要求。

④盖好线槽盖板。

安装工艺、

操作规范
10

①导线必须沿线槽内走线，接触器外部不允许有直接连接的导线，线槽

出线应整齐美观。

②线路连接、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应符合工艺要求。

③安装完毕应盖好盖板。

功能 40
并按正确的流程完成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线路通电正常工作，各项功能

完好。

工时 1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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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题编号：3-3：电机点动与长动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1) 任务描述

某运动控制系统的电动机要求有单向连续和点动控制，电动机型号为 Y-112M-4，4KW、

380V、△接法、8.8A、1440r/min,请按要求完成系统设计、系统安装、接线、调试与功能演示，

(现场提供的电路原理图进行安装如下图 3-3)。

要求：

①设计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

②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③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④系统的安装、接线根据考场提供的正确的原理图和器件、设备完成元件布置并安装、

接线。要求元器件布置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导线进线槽、美观；接线端接编码套管；

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⑤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

◆器件整定 (如有需要 )；

◆写出系统调试步骤并完成调试；

◆通电试车完成系统功能演示。

图 3-3 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参考图

(2) 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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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三相异步电动机 Y-112M-4，4KW、380V、△接法 台 1

2 断路器 DZ47-63D20 只 1

3 组合三联按钮 LAY37 只 2

4 交流接触器 CJ20-10380V 只 1

5 热继电器 JRS2-63(0.4-63A) 只 1

6 熔断器 RT18-32(10A×3、6A×2) 套 5

7 接线端子排 TD-1520 条 2

8 网孔板 600*500 块 1

9 试车专用线 根 10

10 塑料铜芯线 BV1mm2 米 5

11 塑料铜芯线 BV0.75mm2 米 10

12 线槽板 米 若干

13 螺丝 只 若干

14 编码套管 米 5

15 万用表 块 1

16 电工工具 套 1

17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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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系统文件、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等。

②测试器件好坏。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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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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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④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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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作品

(80分)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①图绘制正确。

②元器件选择合理。

③电气接线图绘制正确、合理。

④调试步骤阐述正确。

元器件布

置安装
10

①元器件布置合理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

②导线进线槽、线槽进出线整齐美观，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③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套管、标号符合工

艺要求。

④盖好线槽盖板。

安装工艺、

操作规范
10

①导线必须沿线槽内走线，接触器外部不允许有直接连接的导线，线

槽出线应整齐美观。

②线路连接、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应符合工艺要求。

③安装完毕应盖好盖板。

功能 40
并按正确的流程完成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线路通电正常工作，各项功

能完好。

工时 180 分钟

4. 试题编号：3-4：电气互锁的电机正反转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1) 任务描述

某生产机械要求正反转，由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拖动，电动机型号为 Y-112M-4，4KW、

380V、△接法、8.8A、1440r/min, 由接触器实现互锁，请按要求完成系统设计、系统安装、

接线、调试与功能演示，(现场提供的电路原理图进行安装如下图 3-4)。

要求：

①设计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

②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③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④系统的安装、接线根据考场提供的正确的原理图和器件、设备完成元件布置并安装、

接线。要求元器件布置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导线进线槽、美观；接线端接编码套管；

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⑤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

◆器件整定 (如有需要 )；

◆写出系统调试步骤并完成调试；

◆通电试车完成系统功能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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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参考图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三相异步电动机 Y-112M-4，4KW、380V、△接法 台 1

2 断路器 DZ47-63D20 只 1

3 组合三联按钮 LAY37 只 1

4 交流接触器 CJ20-10380V 只 2

5 热继电器 JRS2-63(0.4-63A) 只 1

6 熔断器 RT18-32(10A×3、6A×2) 套 5

7 接线端子排 TD-1520 条 1

8 网孔板 600*500 块 1

9 试车专用线 根 9

10 塑料铜芯线 BV1mm2 米 5

11 塑料铜芯线 BV0.75mm2 米 10

12 线槽板 米 若干

13 螺丝 只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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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编码套管 米 5

15 万用表 块 1

16 电工工具 套 1

17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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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系统文件、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等。

②测试器件好坏。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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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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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④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20 分 )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①图绘制正确。

②元器件选择合理。

③电气接线图绘制正确、合理。

④调试步骤阐述正确。

作品

(80 分 )

元器件布置

安装
10

①元器件布置合理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

②导线进线槽、线槽进出线整齐美观，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③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套管、标号符

合工艺要求。

④盖好线槽盖板。

安装工艺、

操作规范
10

①导线必须沿线槽内走线，接触器外部不允许有直接连接的导线，

线槽出线应整齐美观。

②线路连接、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应符合工艺要求。

③安装完毕应盖好盖板。

功能 40
并按正确的流程完成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线路通电正常工作，各

项功能完好。

工时 1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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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题编号：3-5：机械互锁电机正反转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1) 任务描述

某生产机械要求正反转，由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拖动，电动机型号为 Y-112M-4，4KW、

380V、△接法、8.8A、1440r/min, 由接触器和按钮实现双重互锁，请按要求完成系统设计、

系统安装、接线、调试与功能演示，(现场提供的电路原理图进行安装如下图 3-5)。

要求：

①设计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

②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③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④系统的安装、接线根据考场提供的正确的原理图和器件、设备完成元件布置并安装、

接线。要求元器件布置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导线进线槽、美观；接线端接编码套管；

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⑤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

◆器件整定 (如有需要 )；

◆写出系统调试步骤并完成调试；

◆通电试车完成系统功能演示。

图 3-5 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参考图

(2) 实施条件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46·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三相异步电动机 Y-112M-4，4KW、380V、△接法 台 1

2 断路器 DZ47-63D20 只 1

3 组合三联按钮 LAY37 只 1

4 交流接触器 CJ20-10380V 只 2

5 热继电器 JRS2-63(0.4-63A) 只 1

6 熔断器 RT18-32(10A×3、6A×2) 套 5

7 接线端子排 TD-1520 条 1

8 网孔板 600*500 块 1

9 试车专用线 根 9

10 塑料铜芯线 BV1mm2 米 5

11 塑料铜芯线 BV0.75mm2 米 10

12 线槽板 米 若干

13 螺丝 只 若干

14 编码套管 米 5

15 万用表 块 1

16 电工工具 套 1

17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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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系统文件、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等。

②测试器件好坏。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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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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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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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④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①图绘制正确。

②元器件选择合理。

③电气接线图绘制正确、合理。

④调试步骤阐述正确。

作品

(80 分 )

元器件布

置安装
10

①元器件布置合理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

②导线进线槽、线槽进出线整齐美观，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③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套管、标号符合工艺

要求。

④盖好线槽盖板。

安装工艺、

操作规范
10

①导线必须沿线槽内走线，接触器外部不允许有直接连接的导线，线槽

出线应整齐美观。

②线路连接、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应符合工艺要求。

③安装完毕应盖好盖板。

功能 40
并按正确的流程完成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线路通电正常工作，各项功能

完好。

工时 180 分钟

6. 试题编号：3-6：电机正反转长动与点动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1) 任务描述

某一生产设备用一台三相异步鼠笼式电动机拖动，通过操作按钮可以实现电动机正反

转长车 - 点动启动及停车控制。现场提供的电路原理图如下图。请按要求完成系统设计、

系统安装、接线、调试与功能演示，(现场提供的电路原理图进行安装如下图 3-6)。

要求：

①设计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

②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③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④系统的安装、接线根据考场提供的正确的原理图和器件、设备完成元件布置并安装、

接线。要求元器件布置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导线进线槽、美观；接线端接编码套管；

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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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

◆器件整定 (如有需要 )；

◆写出系统调试步骤并完成调试；

◆通电试车完成系统功能演示。

图 3-6 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参考图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三相异步电动机 Y-112M-4，4KW、380V、△接法 台 1

2 断路器 DZ47-63D20 只 1

3 组合三联按钮 LAY37 只 2

4 交流接触器 CJ20-10380V 只 2

5 热继电器 JRS2-63(0.4-63A) 只 1

6 熔断器 RT18-32(10A×3、6A×2) 套 5

7 接线端子排 TD-1520 条 2

8 网孔板 600*500 块 1

9 试车专用线 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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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塑料铜芯线 BV1mm2 米 5

11 塑料铜芯线 BV0.75mm2 米 10

12 线槽板 米 若干

13 螺丝 只 若干

14 编码套管 米 5

15 万用表 块 1

16 电工工具 套 1

17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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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系统文件、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等。

②测试器件好坏。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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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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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④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①图绘制正确。

②元器件选择合理。

③电气接线图绘制正确、合理。

④调试步骤阐述正确。

作品

(80 分 )

元器件布置

安装
10

①元器件布置合理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

②导线进线槽、线槽进出线整齐美观，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③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套管、标号符合

工艺要求。

④盖好线槽盖板。

安装工艺、

操作规范
10

①导线必须沿线槽内走线，接触器外部不允许有直接连接的导线，

线槽出线应整齐美观。

②线路连接、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应符合工艺要求。

③安装完毕应盖好盖板。

功能 40
并按正确的流程完成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线路通电正常工作，各项

功能完好。

工时 1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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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试题编号：3-7：两地控制电机正反转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1) 任务描述

有一台机床设备的主轴电动机正反转启停采用控制柜和操作台两处控制，主轴电动机

型号为Y-112M-4，4KW、380V、△接法、8.8A、1440r/min,请按要求完成系统设计、系统安装、

接线、调试与功能演示，(现场提供的电路原理图进行安装如下图 3-7)。

要求：

①设计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

②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③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④系统的安装、接线根据考场提供的正确的原理图和器件、设备完成元件布置并安装、

接线。要求元器件布置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导线进线槽、美观；接线端接编码套管；

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⑤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

◆器件整定 (如有需要 )；

◆写出系统调试步骤并完成调试；

◆通电试车完成系统功能演示。

图 3-7 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参考图

(2) 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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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三相异步电动机 Y-112M-4，4KW、380V、△接法 台 1

2 断路器 DZ47-63D20 只 1

3 组合三联按钮 LAY37 只 2

4 交流接触器 CJ20-10380V 只 2

5 热继电器 JRS2-63(0.4-63A) 只 1

6 熔断器 RT18-32(10A×3、6A×2) 套 5

7 接线端子排 TD-1520 条 2

8 网孔板 600*500 块 1

9 试车专用线 根 10

10 塑料铜芯线 BV1mm2 米 5

11 塑料铜芯线 BV0.75mm2 米 10

12 线槽板 米 若干

13 螺丝 只 若干

14 编码套管 米 5

15 万用表 块 1

16 电工工具 套 1

17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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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系统文件、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等。

②测试器件好坏。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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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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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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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④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①图绘制正确。

②元器件选择合理。

③电气接线图绘制正确、合理。

④调试步骤阐述正确。

作品

(80 分 )

元器件布

置安装
10

①元器件布置合理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

②导线进线槽、线槽进出线整齐美观，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③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

④盖好线槽盖板。

安装工艺、

操作规范
10

①导线必须沿线槽内走线，接触器外部不允许有直接连接的导线，线槽

出线应整齐美观。

②线路连接、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应符合工艺要求。

③安装完毕应盖好盖板。

功能 40
并按正确的流程完成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线路通电正常工作，各项功能

完好。

工时 180 分钟

8. 试题编号：3-8：工作台往复运动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一 )

(1) 任务描述

某磨床工作台的运动有前进、后退，工作台运动时碰到两端的限位开关自动反转，行

程两端装有极限保护位置开关。即要求工作台在两端进行自动往返，由两端的限位开关实

现自动控制。工作台拖动电动机型号为 Y-112M-4，4KW、380V、△接法、8.8A、1440r/min,

请按要求完成工作台运动系统设计、系统安装、接线、调试与功能演示，( 现场提供的电

路原理图进行安装如图 3-8)。

要求：

①设计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

②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③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④系统的安装、接线根据考场提供的正确的原理图和器件、设备完成元件布置并安装、

接线。要求元器件布置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导线进线槽、美观；接线端接编码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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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⑤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

◆器件整定 (如有需要 )；

◆写出系统调试步骤并完成调试；

◆通电试车完成系统功能演示。

图 3-8 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参考图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三相异步电动机 Y-112M-4，4KW、380V、△接法 台 1

2 断路器 DZ47-63D20 只 1

3 组合三联按钮 LAY37 只 1

4 行程开关 LX19-222 只 4

5 交流接触器 CJ20-10380V 只 2

6 热继电器 JRS2-63(0.4-63A) 只 1

7 熔断器 RT18-32(10A×3、6A×2) 套 5

8 接线端子排 TD-1520 条 2

9 网孔板 600*500 块 1

10 试车专用线 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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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塑料铜芯线 BV1mm2 米 5

12 塑料铜芯线 BV0.75mm2 米 10

13 线槽板 米 若干

14 螺丝 只 若干

15 编码套管 米 5

16 万用表 块 1

17 电工工具 套 1

18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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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系统文件、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等。

②测试器件好坏。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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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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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④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①图绘制正确。

②元器件选择合理。

③电气接线图绘制正确、合理。

④调试步骤阐述正确。

作品

(80 分 )

元器件布

置安装
10

①元器件布置合理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

②导线进线槽、线槽进出线整齐美观，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③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套管、标号符合工艺

要求。

④盖好线槽盖板。

安装工

艺、操作

规范

10

①导线必须沿线槽内走线，接触器外部不允许有直接连接的导线，线槽

出线应整齐美观。

②线路连接、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应符合工艺要求。

③安装完毕应盖好盖板。

功能 40
并按正确的流程完成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线路通电正常工作，各项功能

完好。

工时 1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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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试题编号：3-9：工作台往复运动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二 )

(1) 任务描述

某一生产机械的工作台用一台三相异步鼠笼式电动机拖动，实现自动往返行程，但当

工作台到达两端终点时，都需要停留 5 秒钟再返回进行自动往返；通过操作按钮可以实现

电动机正转启动、反转启动、自动往返行程控制以及停车控制。如图 3-9a 所示。工作台拖

动电动机型号为 Y-112M-4，4KW、380V、△接法、8.8A、1440r/min, 请按要求完成工作台

运动系统设计、系统安装、接线、调试与功能演示，( 现场提供的电路原理图进行安装如

下图 3-9b)。

图 3-9a 工作台运动方向示意图

要求：

①设计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

②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③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④系统的安装、接线根据考场提供的正确的原理图和器件、设备完成元件布置并安装、

接线。要求元器件布置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导线进线槽、美观；接线端接编码套管；

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⑤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

◆器件整定 (如有需要 )；

◆写出系统调试步骤并完成调试；

◆通电试车完成系统功能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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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b 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参考图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三相异步电动机 Y-112M-4，4KW、380V、△接法 台 1

2 断路器 DZ47-63D20 只 1

3 组合三联按钮 LAY37 只 1

4 行程开关 LX19-222 只 2

5 交流接触器 CJ20-10380V 只 2

6 中间继电器 JZC1-62 只 2

7 通电延时头 F5-t2 只 2

8 热继电器 JRS2-63(0.4-63A) 只 1

9 熔断器 RT18-32(10A×3、6A×2) 套 5

10 接线端子排 TD-1520 条 2

11 网孔板 600*500 块 1

12 试车专用线 根 10

13 塑料铜芯线 BV1mm2 米 5

14 塑料铜芯线 BV0.75mm2 米 10

15 线槽板 米 若干

16 螺丝 只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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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7 编码套管 米 5

18 万用表 块 1

19 电工工具 套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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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系统文件、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等。

②测试器件好坏。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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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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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④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①图绘制正确。

②元器件选择合理。

③电气接线图绘制正确、合理。

④调试步骤阐述正确。

作品

(80 分 )

元器件

布置安装
10

①元器件布置合理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

②导线进线槽、线槽进出线整齐美观，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③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套管、标号符合

工艺要求。

④盖好线槽盖板。

安装工艺、

操作规范
10

①导线必须沿线槽内走线，接触器外部不允许有直接连接的导线，

线槽出线应整齐美观。

②线路连接、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应符合工艺要求。

③安装完毕应盖好盖板。

功能 40
并按正确的流程完成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线路通电正常工作，各项

功能完好。

工时 1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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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试题编号：3-10：工作台往复运动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三 )

(1) 任务描述

某一生产机械的工作台用一台三相异步鼠笼式电动机拖动，实现自动往返行程，但当

工作台到达两端终点时，立刻返回进行自动往返；通过操作按钮可以实现电动机正转启动、

反转启动、自动往返行程控制以及停车控制。如图 3-10a 所示。工作台拖动电动机型号为

Y-112M-4，4KW、380V、△接法、8.8A、1440r/min, 请按要求完成工作台运动系统设计、

系统安装、接线、调试与功能演示，(现场提供的电路原理图进行安装如下图 3-10b 所示 )。

图 3-10a 工作台运动方向示意图

要求：

①设计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

②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③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④系统的安装、接线根据考场提供的正确的原理图和器件、设备完成元件布置并安装、

接线。要求元器件布置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导线进线槽、美观；接线端接编码套管；

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⑤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

◆器件整定 (如有需要 )；

◆写出系统调试步骤并完成调试；

◆通电试车完成系统功能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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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b 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参考图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三相异步电动机 Y-112M-4，4KW、380V、△接法 台 1

2 断路器 DZ47-63D20 只 1

3 组合三联按钮 LAY37 只 1

4 行程开关 LX19-222 只 2

5 交流接触器 CJ20-10380V 只 2

6 热继电器 JRS2-63(0.4-63A) 只 1

7 熔断器 RT18-32(10A×3、6A×2) 套 5

8 接线端子排 TD-1520 条 2

9 网孔板 600*500 块 1

10 试车专用线 根 10

11 塑料铜芯线 BV1mm2 米 5

12 塑料铜芯线 BV0.75mm2 米 10

13 线槽板 米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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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4 螺丝 只 若干

15 编码套管 米 5

16 万用表 块 1

17 电工工具 套 1

18

19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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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系统文件、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等。

②测试器件好坏。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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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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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④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①图绘制正确。

②元器件选择合理。

③电气接线图绘制正确、合理。

④调试步骤阐述正确。

作品

(80 分 )

元器件布置

安装
10

①元器件布置合理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

②导线进线槽、线槽进出线整齐美观，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③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套管、标号符合工

艺要求。

④盖好线槽盖板。

安装工艺、

操作规范
10

①导线必须沿线槽内走线，接触器外部不允许有直接连接的导线，线

槽出线应整齐美观。

②线路连接、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应符合工艺要求。

③安装完毕应盖好盖板。

功能 40
并按正确的流程完成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线路通电正常工作，各项功

能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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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工时 180 分钟

11. 试题编号：3-11：工作台往复运动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四 )

(1) 任务描述

某一生产机械的工作台用一台三相异步鼠笼式电动机拖动，设计某一运煤场一台装料

小车的控制电路，对电路的要求：采用行程控制的原则，按下启动按钮小车向终点驶去，

到达终点，停留 5s 卸料，再往返始点结束如图 3-11a 所示。请按要求完成系统设计、系统

安装、接线、调试与功能演示，(现场提供的电路原理图进行安装如下图 3-11b 所示 )。

图 3-11a 工作台运动方向示意图

要求：

①设计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

②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③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④系统的安装、接线根据考场提供的正确的原理图和器件、设备完成元件布置并安装、

接线。要求元器件布置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导线进线槽、美观；接线端接编码套管；

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⑤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

◆器件整定 (如有需要 )；

◆写出系统调试步骤并完成调试；

◆通电试车完成系统功能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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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b 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参考图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三相异步电动机 Y-112M-4，4KW、380V、△接法 台 1

2 断路器 DZ47-63D20 只 1

3 组合三联按钮 LAY37 只 1

4 行程开关 LX19-222 只 4

5 交流接触器 CJ20-10380V 只 2

6 中间继电器 JZC1-62 只 1

7 通电延时头 F5-t2 只 1

8 热继电器 JRS2-63(0.4-63A) 只 1

9 熔断器 RT18-32(10A×3、6A×2) 套 5

10 接线端子排 TD-1520 条 2

11 网孔板 600*500 块 1

12 试车专用线 根 10

13 塑料铜芯线 BV1mm2 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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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4 塑料铜芯线 BV0.75mm2 米 10

15 线槽板 米 若干

16 螺丝 只 若干

17 编码套管 米 5

18 万用表 块 1

19 电工工具 套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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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系统文件、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等。

②测试器件好坏。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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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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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④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①图绘制正确。

②元器件选择合理。

③电气接线图绘制正确、合理。

④调试步骤阐述正确。

作品

(80 分 )

元器件

布置安装
10

①元器件布置合理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

②导线进线槽、线槽进出线整齐美观，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③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套管、标号符合工艺

要求。

④盖好线槽盖板。

作品

(80 分 )

安装工艺、

操作规范
10

①导线必须沿线槽内走线，接触器外部不允许有直接连接的导线，线槽

出线应整齐美观。

②线路连接、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应符合工艺要求。

③安装完毕应盖好盖板。

功能 40
并按正确的流程完成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线路通电正常工作，各项功能

完好。

工时 1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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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题编号：3-12：二电机顺序启动逆序停止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1) 任务描述

某机床，要求在加工前先给机床提供液压油，使机床床身导轨进行润滑，这就要求先

启动液压泵后才能启动机床的工作台拖动电动机；当机床停止时要求先停止工作台拖动电

动机，才能让液压泵电动机停止。液压泵为三相异步电动机，型号为 Y2-90L-4,1.5KW，

380V、50HZ，Y 接法、3.72A1400r/min; 工作台拖动电动机型号为 Y-112M-4，4KW、380V、

△接法、8.8A、1440r/min, 请按要求完成工作台运动系统设计、系统安装、接线、调试与

功能演示，(现场提供的电路原理图进行安装如下图所示 3-12)。

要求：

①设计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

②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③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④系统的安装、接线根据考场提供的正确的原理图和器件、设备完成元件布置并安装、

接线。要求元器件布置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导线进线槽、美观；接线端接编码套管；

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⑤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

◆器件整定 (如有需要 )；

◆写出系统调试步骤并完成调试；

◆通电试车完成系统功能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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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参考图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三相异步电动机 Y-112M-4，4KW、380V、△接法 台 1

2 三相异步电动机 Y2-90L-4,1.5KW，380V、Y 接法 台 1

3 断路器 DZ47-63D20 只 1

4 组合三联按钮 LAY37 只 2

5 交流接触器 CJ20-10380V 只 2

6 热继电器 JRS2-63(0.4-63A) 只 2

7 熔断器 RT18-32(10A×3、6A×2) 套 7

8 接线端子排 TD-1520 条 1

9 网孔板 600*500 块 1

10 试车专用线 根 10

11 塑料铜芯线 BV1mm2 米 5

12 塑料铜芯线 BV0.75mm2 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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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4 螺丝 只 若干

15 编码套管 米 5

16 万用表 块 1

17 电工工具 套 1

18

19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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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系统文件、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等。

②测试器件好坏。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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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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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④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①图绘制正确。

②元器件选择合理。

③电气接线图绘制正确、合理。

④调试步骤阐述正确。

作品

(80 分 )

元器件布

置安装
10

①元器件布置合理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

②导线进线槽、线槽进出线整齐美观，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③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

④盖好线槽盖板。

安装工艺、

操作规范
10

①导线必须沿线槽内走线，接触器外部不允许有直接连接的导线，线槽

出线应整齐美观。

②线路连接、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应符合工艺要求。

③安装完毕应盖好盖板。

功能 40
并按正确的流程完成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线路通电正常工作，各项功能

完好。

工时 1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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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题编号：3-13：二电机按要求启停控制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1) 任务描述

某系统由 2台电动机 M1和 M2拖动，拖动要求 (1)M1 先启动，经过 10s 后 M2 起动；(2)

M2 启动后，M1 立即停止。电动机型号为 Y-112M-4，4KW、380V、△接法、8.8A、1440r/

min, 请按要求完成该部分电气系统的设计、安装、接线、调试与功能演示，( 现场提供的

电路原理图进行安装如下图 3-13 所示 )。

要求：

①设计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

②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③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④系统的安装、接线根据考场提供的正确的原理图和器件、设备完成元件布置并安装、

接线。要求元器件布置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导线进线槽、美观；接线端接编码套管；

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⑤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

◆器件整定 (如有需要 )；

◆写出系统调试步骤并完成调试；

◆通电试车完成系统功能演示

图 3-13 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参考图

(2) 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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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三相异步电动机 Y-112M-4，4KW、380V、△接法 台 2

2 断路器 DZ47-63D20 只 1

3 组合三联按钮 LAY37 只 2

4 交流接触器 CJ20-10380V 只 2

5 时间继电器 ST3380V(0-60S) 只 1

6 热继电器 JRS2-63(0.4-63A) 只 1

7 熔断器 RT18-32(10A×3、6A×2) 套 5

8 接线端子排 TD-1520 条 2

9 网孔板 600*500 块 1

10 试车专用线 根 9

11 塑料铜芯线 BV1mm2 米 5

12 塑料铜芯线 BV2.5mm2 米 10

13 线槽板 米 若干

14 螺丝 只 若干

15 编码套管 米 5

16 万用表 块 1

17 电工工具 套 1

18

19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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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系统文件、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等。

②测试器件好坏。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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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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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④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69·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①图绘制正确。

②元器件选择合理。

③电气接线图绘制正确、合理。

④调试步骤阐述正确。

作品

(80 分 )

元器件布

置安装
10

①元器件布置合理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

②导线进线槽、线槽进出线整齐美观，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③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套管、标号符合工艺

要求。

④盖好线槽盖板。

安装工艺、

操作规范
10

①导线必须沿线槽内走线，接触器外部不允许有直接连接的导线，线槽

出线应整齐美观。

②线路连接、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应符合工艺要求。

③安装完毕应盖好盖板。

功能 40
并按正确的流程完成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线路通电正常工作，各项功能

完好。

工时 180 分钟

14. 试题编号：3-14：三电机按要求启停控制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1) 任务描述

某系统由 3 台电动机 M1、M2 和 M3 拖动，拖动要求 (1)M1 先启动，经过 10s 后 M2 起

动 ,M1 立即停止；(2)M2 启动 15s 后，M3 启动 ,M2 立即停止。电动机型号为 Y-112M-4，

4KW、380V、△接法、8.8A、1440r/min, 请按要求完成该部分电气系统的设计、安装、接线、

调试与功能演示，(现场提供的电路原理图进行安装如下图 3-14 所示 )。

要求：

①设计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

②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③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④系统的安装、接线根据考场提供的正确的原理图和器件、设备完成元件布置并安装、

接线。要求元器件布置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导线进线槽、美观；接线端接编码套管；

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⑤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

◆器件整定 (如有需要 )；

◆写出系统调试步骤并完成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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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电试车完成系统功能演示。

图 3-14 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参考图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三相异步电动机 Y-112M-4，4KW、380V、△接法 台 3

2 断路器 DZ47-63D20 只 1

3 组合三联按钮 LAY37 只 2

4 交流接触器 CJ20-10380V 只 3

5 时间继电器 ST3380V(0-60S) 只 2

6 热继电器 JRS2-63(0.4-63A) 只 1

7 熔断器 RT18-32(10A×3、6A×2) 套 5

8 接线端子排 TD-1520 条 2

9 网孔板 600*500 块 1

10 试车专用线 根 9

11 塑料铜芯线 BV1mm2 米 10

12 塑料铜芯线 BV2.5mm2 米 10

13 线槽板 米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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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4 螺丝 只 若干

15 编码套管 米 5

16 万用表 块 1

17 电工工具 套 1

18

19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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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系统文件、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等。

②测试器件好坏。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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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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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④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①图绘制正确。

②元器件选择合理。

③电气接线图绘制正确、合理。

④调试步骤阐述正确。

作品

(80 分 )

元器件布

置安装
10

①元器件布置合理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

②导线进线槽、线槽进出线整齐美观，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③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

④盖好线槽盖板。

安装工艺、

操作规范
10

①导线必须沿线槽内走线，接触器外部不允许有直接连接的导线，线槽

出线应整齐美观。

②线路连接、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应符合工艺要求。

③安装完毕应盖好盖板。

功能 40
并按正确的流程完成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线路通电正常工作，各项功能

完好。

工时 1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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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试题编号：3-15：双速电机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一 )

(1) 任务描述

某系统由3台电动机M1、M2和 M3拖动，拖动要求①M1先启动，经过10s后 M2起动,M1

立即停止；② M2 启动 15s 后，M3 启动 ,M2 立即停止。电动机型号为 Y-112M-4，4KW、

380V、△接法、8.8A、1440r/min, 请按要求完成该部分电气系统的设计、安装、接线、调

试与功能演示，(现场提供的电路原理图进行安装如下图 3-15 所示 )。

有一台机械设备需要采用△/YY接法的双速异步电动机拖动，需要采用分级启动控制，

①分别用两个按钮操作电动机的高速起动和低速起动，用一个总停按钮操作电动机的停止。

②起动高速时，应先接成低速然后经延时后再换接到高速。③应有短路保护与过载保护。

提供的电路原理图如下图。请按要求完成系统设计、系统安装、接线、调试与功能演示，(现

场提供的电路原理图进行安装如下图 3-15 所示 )。

要求：

①设计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

②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③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④系统的安装、接线根据考场提供的正确的原理图和器件、设备完成元件布置并安装、

接线。要求元器件布置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导线进线槽、美观；接线端接编码套管；

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⑤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

◆器件整定 (如有需要 )；

◆写出系统调试步骤并完成调试；

◆通电试车完成系统功能演示。

图 3-15 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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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三相异步电动机 Y-112M-4，4KW、380V、△接法 台 1

2 断路器 DZ47-63D20 只 1

3 组合三联按钮 LAY37 只 1

4 行程开关 LX19-222 只 2

5 时间继电器 ST3380V(0-60S) 只 2

6 交流接触器 CJ20-10380V 只 2

7 中间继电器 用 CJ20-10380V 代替 只 1

8 热继电器 JRS2-63(0.4-63A) 只 1

9 熔断器 RT18-32(10A×3、6A×2) 套 5

10 接线端子排 TD-1520 条 2

11 网孔板 600*500 块 1

12 试车专用线 根 10

13 塑料铜芯线 BV1mm2 米 5

14 塑料铜芯线 BV0.75mm2 米 10

15 线槽板 米 若干

16 螺丝 只 若干

17 编码套管 米 5

18 万用表 块 1

19 电工工具 套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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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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系统文件、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等。

②测试器件好坏。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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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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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④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作品

(80 分 )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①图绘制正确。

②元器件选择合理。

③电气接线图绘制正确、合理。

④调试步骤阐述正确。

元器件

布置安装
10

①元器件布置合理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

②导线进线槽、线槽进出线整齐美观，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③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套管、标号符合工

艺要求。

④盖好线槽盖板。

安装工艺、

操作规范
10

①导线必须沿线槽内走线，接触器外部不允许有直接连接的导线，线

槽出线应整齐美观。

②线路连接、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应符合工艺要求。

③安装完毕应盖好盖板。

功能 40
并按正确的流程完成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线路通电正常工作，各项功

能完好。

工时 180 分钟

16. 试题编号：3-16：两台电机按要求启停控制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1) 任务描述

某控制系统有 2 台电动机，两电动机均为直接启动，单向运转，由接触器控制运行，

要求满足如下要求：1. 能同时控制 2 台电动机同时起动和停止；2．能分别控制 2 台电动

机起动和停止。电动机型号为 Y-112M-4，4KW、380V、△接法、8.8A、1440r/min, 请按要

求完成该部分电气系统的设计、安装、接线、调试与功能演示，( 现场提供的电路原理图

进行安装如下图 3-16 所示 )。

要求：

①设计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

②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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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④系统的安装、接线根据考场提供的正确的原理图和器件、设备完成元件布置并安装、

接线。要求元器件布置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导线进线槽、美观；接线端接编码套管；

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⑤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

◆器件整定 (如有需要 )；

◆写出系统调试步骤并完成调试；

◆通电试车完成系统功能演示。

图 3-16 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参考图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三相异步电动机 Y-112M-4，4KW、380V、△接法 台 2

2 断路器 DZ47-63D20 只 1

3 组合三联按钮 LAY37 只 2

4 交流接触器 CJ20-10380V 只 2

5 中间继电器 用 CJ20-10380V 代替 只 1

6 热继电器 JRS2-63(0.4-63A) 只 2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76·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7 熔断器 RT18-32(10A×3、6A×2) 套 5

8 接线端子排 TD-1520 条 2

9 网孔板 600*500 块 1

0 试车专用线 根 9

1 塑料铜芯线 BV1mm2 米 5

12 塑料铜芯线 BV0.75mm2 米 10

13 线槽板 米 若干

14 螺丝 只 若干

15 编码套管 米 5

16 万用表 块 1

17 电工工具 套 1

18

19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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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系统文件、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等。

②测试器件好坏。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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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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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④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①图绘制正确。

②元器件选择合理。

③电气接线图绘制正确、合理。

④调试步骤阐述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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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作品

(80 分 )

元器件布置

安装
10

①元器件布置合理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

②导线进线槽、线槽进出线整齐美观，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③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套管、标号符合

工艺要求。

④盖好线槽盖板。

安装工艺、

操作规范
10

①导线必须沿线槽内走线，接触器外部不允许有直接连接的导线，

线槽出线应整齐美观。

②线路连接、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应符合工艺要求。

③安装完毕应盖好盖板。

功能 40
并按正确的流程完成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线路通电正常工作，各项

功能完好。

工时 180 分钟

17. 试题编号：3-17：传送带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1) 任务描述

某物料传输系统，要求传输带 1启动 3s后启动传输带 2。停止时 (只要求点动停止 )，

先停传输带 2，隔 3S 后自动停止传输带 1。传输带 1 由 M1 拖动，传输带 2 由 M2 拖动，如

图 3-17a 所示。请按要求完成该部分电气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接线、调试与功能演示，

(现场提供的电路原理图进行安装如下图 3-17b 所示 )。

图 3-17a 传输带运动方向示意图

要求：

①设计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

②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③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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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系统的安装、接线根据考场提供的正确的原理图和器件、设备完成元件布置并安装、

接线。要求元器件布置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导线进线槽、美观；接线端接编码套管；

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⑤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

◆器件整定 (如有需要 )；

◆写出系统调试步骤并完成调试；

◆通电试车完成系统功能演示。

图 3-17b 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参考图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三相异步电动机 Y-112M-4，4KW、380V、△接法 台 2

2 断路器 DZ47-63 D20 只 1

3 组合三联按钮 LAY37 只 1

4 交流接触器 CJ20-10 380V 只 2

5 时间继电器 ST3 380V(0-60S) 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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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6 热继电器 JRS2-63(0.4-63A) 只 2

7 熔断器 RT18-32(10A×3、6A×2) 套 5

8 接线端子排 TD-1520 条 2

9 网孔板 600*500 块 1

10 试车专用线 根 9

11 塑料铜芯线 BV 1mm2 米 5

12 塑料铜芯线 BV2.5mm2 米 10

13 线槽板 米 若干

14 螺丝 只 若干

15 编码套管 米 5

16 万用表 块 1

17 电工工具 套 1

18

19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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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系统文件、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等。

②测试器件好坏。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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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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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④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①图绘制正确。

②元器件选择合理。

③电气接线图绘制正确、合理。

④调试步骤阐述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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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作品

(80 分 )

元器件布

置安装
10

①元器件布置合理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

②导线进线槽、线槽进出线整齐美观，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③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套管、标号符合工艺

要求。

④盖好线槽盖板。

安装工艺、

操作规范
10

①导线必须沿线槽内走线，接触器外部不允许有直接连接的导线，线槽

出线应整齐美观。

②线路连接、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应符合工艺要求。

③安装完毕应盖好盖板。

功能 40
并按正确的流程完成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线路通电正常工作，各项功能

完好。

工时 180 分钟

18. 试题编号：3-18：电动机反接制动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题 18

(1) 任务描述

为提高制动速度与准确性，某拖动系统电动机启动为单向启动，停车时采用时间原则

控制的反接制动。电动机型号为 Y-112M-4，4KW、380V、△接法、8.8A、1440r/min, 请按

要求完成系统设计、系统安装、接线、调试与功能演示，( 现场提供的电路原理图进行安

装如下图 3-18 所示 )。

要求：

①设计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

②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③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④系统的安装、接线根据考场提供的正确的原理图和器件、设备完成元件布置并安装、

接线。要求元器件布置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导线进线槽、美观；接线端接编码套管；

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⑤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

◆器件整定 (如有需要 )；

◆写出系统调试步骤并完成调试；

◆通电试车完成系统功能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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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参考图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三相异步电动机 Y-112M-4，4KW、380V、△接法 台 1

2 断路器 DZ47-63 D20 只 1

3 组合三联按钮 LAY37 只 2

4 交流接触器 CJ20-10 380V 只 2

5 热继电器 JRS2-63(0.4-63A) 只 1

6 熔断器 RT18-32(10A×3、6A×2) 套 5

7 时间继电器 ST3 380V(0-60S) 只 1

8 变阻器 只 1

9 接线端子排 TD-1520 条 2

10 网孔板 600*500 块 1

11 试车专用线 根 9

12 塑料铜芯线 BV 1mm2 米 5

13 塑料铜芯线 BV0.75mm2 米 10

14 线槽板 米 若干

15 螺丝 只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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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6 编码套管 米 5

17 万用表 块 1

18 电工工具 套 1

19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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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系统文件、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等。

②测试器件好坏。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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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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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④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①图绘制正确。

②元器件选择合理。

③电气接线图绘制正确、合理。

④调试步骤阐述正确。

作品

(80 分 )

元器件布

置安装
10

①元器件布置合理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

②导线进线槽、线槽进出线整齐美观，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③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套管、标号符合

工艺要求。

④盖好线槽盖板。

安装工艺、

操作规范
10

①导线必须沿线槽内走线，接触器外部不允许有直接连接的导线，

线槽出线应整齐美观。

②线路连接、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应符合工艺要求。

③安装完毕应盖好盖板。

功能 40
并按正确的流程完成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线路通电正常工作，各项

功能完好。

工时 1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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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试题编号：3-19：Y- △降压启动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1) 任务描述

某传输带采用电动机拖动，电动机采用时间原则控制的 Y- △降压启动。电动机型号为

Y-112M-4，4KW、380V、△接法、8.8A、1440r/min,请按要求完成系统设计、系统安装、接线、

调试与功能演示，(现场提供的电路原理图进行安装如下图 3-19 所示 )。

要求：

①设计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

②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③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④系统的安装、接线根据考场提供的正确的原理图和器件、设备完成元件布置并安装、

接线。要求元器件布置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导线进线槽、美观；接线端接编码套管；

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⑤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

◆器件整定 (如有需要 )；

◆写出系统调试步骤并完成调试；

◆通电试车完成系统功能演示。

图 3-19 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参考图

(2) 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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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三相异步电动机 Y-112M-4，4KW、380V、△接法 台 1

2 断路器 DZ47-63 D20 只 1

3 组合三联按钮 LAY37 只 2

4 交流接触器 CJ20-10 380V 只 3

5 热继电器 JRS2-63(0.4-63A) 只 1

6 熔断器 RT18-32(10A×3、6A×2) 套 5

7 时间继电器 ST3 380V(0-60S) 只 1

8 接线端子排 TD-1520 条 2

9 网孔板 600*500 块 1

10 试车专用线 根 10

11 塑料铜芯线 BV 1mm2 米 5

12 塑料铜芯线 BV0.75mm2 米 10

13 线槽板 米 若干

14 螺丝 只 若干

15 编码套管 米 5

16 万用表 块 1

17 电工工具 套 1

18

19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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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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系统文件、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等。

②测试器件好坏。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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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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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④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①图绘制正确。

②元器件选择合理。

③电气接线图绘制正确、合理。

④调试步骤阐述正确。

作品

(80 分 )

元器件布

置安装
10

①元器件布置合理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

②导线进线槽、线槽进出线整齐美观，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③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套管、标号符合工艺

要求。

④盖好线槽盖板。

安装工艺、

操作规范
10

①导线必须沿线槽内走线，接触器外部不允许有直接连接的导线，线槽

出线应整齐美观。

②线路连接、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应符合工艺要求。

③安装完毕应盖好盖板。

功能 40
并按正确的流程完成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线路通电正常工作，各项功能

完好。

工时 180 分钟

20. 试题编号：3-20：双速电机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 (二 )

(1) 任务描述

某双速电动机能手动分别实现低速和高速的启动与运行，双速电动机型号为

YD802-4/2；极数：2/4 极；额定功率：0.55KW/0.75KW；额定电压：380V；额定转速：

1420/2860rpm。请按要求完成该部分电气系统的设计、安装、接线、调试与功能演示，(现

场提供的电路原理图进行安装如下图 3-20 所示 )。

要求：

①设计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

②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③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④系统的安装、接线根据考场提供的正确的原理图和器件、设备完成元件布置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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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要求元器件布置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导线进线槽、美观；接线端接编码套管；

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⑤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

◆器件整定 (如有需要 )；

◆写出系统调试步骤并完成调试；

◆通电试车完成系统功能演示。

图 3-20 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参考图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双速异步电动机
YD802-4/2；极数：2/4 极；额定功率：

0.55/0,75；额定电压：380(V)
台 1 1

2 断路器 DZ47-63 D20 只 1 2

3 组合三联按钮 LAY37 只 1 3

4 交流接触器 CJ20-10 380V 只 3 4

5 热继电器 JRS2-63(0.4-63A) 只 1 5

6 熔断器 RT18-32(10A×3、6A×2) 套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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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一组 380V 电源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7 接线端子排 TD-1520 条 2 7

8 网孔板 600*500 块 1 8

9 试车专用线 根 9 9

10 塑料铜芯线 BV 1mm2 米 5 10

11 塑料铜芯线 BV0.75mm2 米 10 11

12 线槽板 米 若干 12

13 螺丝 只 若干 13

14 编码套管 米 5

14 万用表 块 1

15 电工工具 套 1

16

17

18

19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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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系统文件、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等。

②测试器件好坏。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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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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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④作业完成后清理、清扫工作现场。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①图绘制正确。

②元器件选择合理。

③电气接线图绘制正确、合理。

④调试步骤阐述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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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作品

(80 分 )

元器件

布置安装
10

①元器件布置合理整齐、匀称、合理，安装牢固。

②导线进线槽、线槽进出线整齐美观，电动机和按钮接线进端子排。

③接点牢固、接点处裸露导线长度合适、无毛刺。套管、标号符合

工艺要求。

④盖好线槽盖板。

作品

(80 分 )

安装工艺、

操作规范
10

①导线必须沿线槽内走线，接触器外部不允许有直接连接的导线，

线槽出线应整齐美观。

②线路连接、套管、标号符合工艺要求应符合工艺要求。

③安装完毕应盖好盖板。

功能 40
并按正确的流程完成系统调试和功能演示线路通电正常工作，各项

功能完好。

工时 180 分钟

附 3-1：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试卷答题纸

场次：                工位号：                

一、画出系统电气原理图 (手工绘制，标出端子号 )：设计主电路和控制电路

二、手工绘制元件布置图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89·  



三、根据电机参数和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规格与主要参数 数量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四、简述统调试步骤

附 3-2：继电器控制线路设计与安装调试评分表

场次：                工位号：                

评价内容 配分 评分记录 得分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前准备 10

6S 规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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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评分记录 得分

作品

(80 分 )

技术文档

(答题纸 )
20

元器件布置

安装
15

安装工艺、

操作规范
15

功能 30

工时

合计

考评员：                      日期：                      

四、PLC 控制系统设计安装与调试模块

1. 试题编号：4-1：机床的主轴电动机 PLC控制

(1) 任务描述

某企业一台机床的主轴电动机需要采用 PLC 控制，该电动机要求能正反转点动—连续

运转。请设计其控制系统并调试。

任务内容：

①设计电气原理图 (包含主电路和 PLC 控制 I/O 接线图 )

②列 PLC 的 I/O 地址分配表

③编写 PLC 控制程序

④安装，并通电调试。

(2) 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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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可编程控制器 FX2N 1

2 电脑 1台

3 下载线 1根

4 PLC 挂件 若干 配 24V 电源

5 导线 若干

6 扭子开关 若干

7 专用连接线 若干

8 电工工具 1套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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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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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址分配 20 分析系统控制要求，正确完成 I/O 地址分配表。

安装与接线 20
正确绘制系统接线图。

按系统接线图在模拟配线板正确安装，操作规范。

控制程序设计 20
按控制要求完成控制程序设计，梯形图正确、规范。

熟练操作编程软件，将所编写的程序输入 PLC。

功能实现 20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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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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题编号：4-2：运料小车自动往返 PLC控制

(1) 任务描述

某企业一台运料小车需要采用 PLC控制，要求：小车处于任意位置时，按下启动按钮，

小车都能向相应方向移动 ( 按下前进启动按钮，则前进；否则，相反 )。在 A、B 两端碰到

行程开关时，小车立即反向。按下停止按钮，小车立即停止。小车自动往返示意图 4-1，

请设计其控制系统并调试。

图 4-1 小车自动往返示意图

任务内容：

①设计电气原理图 (包含主电路和 PLC 控制 I/O 接线图 )

②列 PLC 的 I/O 地址分配表

③编写 PLC 控制程序

④安装，并通电调试。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可编程控制器 FX2N 1

2 电脑 1台

3 下载线 1根

4 PLC 挂件 若干 配 24V 电源

5 导线 若干

6 扭子开关 若干

7 专用连接线 若干

8 电工工具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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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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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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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址分配 20 分析系统控制要求，正确完成 I/O 地址分配表。

安装与接

线
20

正确绘制系统接线图。

按系统接线图在模拟配线板正确安装，操作规范。

控制程序

设计
20

按控制要求完成控制程序设计，梯形图正确、规范。

熟练操作编程软件，将所编写的程序输入 PLC。

功能实现 20 按照被控设备的动作要求进行模拟调试，达到控制要求。

3. 试题编号：4-3：运料小车自动往返及定时停止 PLC控制

(1) 任务描述

某企业一台运料小车需要采用 PLC控制，要求：小车处于任意位置时，按下启动按钮，

小车都能向相应方向移动 ( 按下前进启动按钮，则前进；否则，相反 )。在 A、B 两端碰到

行程开关时，小车停止，10S 后，反向。按下停止按钮，小车立即停止。小车自动往返示

意图 4-2，请设计其控制系统并调试。

图 4-2 小车自动往返示意图

任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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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设计电气原理图 (包含主电路和 PLC 控制 I/O 接线图 )

②列 PLC 的 I/O 地址分配表

③编写 PLC 控制程序

④安装，并通电调试。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可编程控制器 FX2N 1

2 电脑 1台

3 下载线 1根

4 PLC 挂件 若干 配 24V 电源

5 导线 若干

6 扭子开关 若干

7 专用连接线 若干

8 电工工具 1套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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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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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址分配 20 分析系统控制要求，正确完成 I/O 地址分配表。

安装与

接线
20

正确绘制系统接线图。

按系统接线图在模拟配线板正确安装，操作规范。

控制程序

设计
20

按控制要求完成控制程序设计，梯形图正确、规范。

熟练操作编程软件，将所编写的程序输入 PLC。

功能实现 20 按照被控设备的动作要求进行模拟调试，达到控制要求。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95·  



4. 试题编号：4-4：鼓风机与引风机 PLC控制

(1) 任务描述

某锅炉房需要使用 PLC 对鼓风机与引风机控制进行控制。要求：①按启动按钮，引风

机先启动，同时，引风机指示灯亮；10s 后，鼓风机自动启动，同时，鼓风机指示灯亮。

②按停止按钮，鼓风机与引风机立即停止。请设计其控制系统并调试。

任务内容：

①设计电气原理图 (包含主电路和 PLC 控制 I/O 接线图 )

②列 PLC 的 I/O 地址分配表

③编写 PLC 控制程序

④安装，并通电调试。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可编程控制器 FX2N 1

2 电脑 1台

3 下载线 1根

4 PLC 挂件 若干 配 24V 电源

5 导线 若干

6 扭子开关 若干

7 专用连接线 若干

8 电工工具 1套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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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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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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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作品

(80 分 )

地址分配 20 分析系统控制要求，正确完成 I/O 地址分配表。

安装与接线 20
正确绘制系统接线图。

按系统接线图在模拟配线板正确安装，操作规范。

控制程序

设计
20

按控制要求完成控制程序设计，梯形图正确、规范。

熟练操作编程软件，将所编写的程序输入 PLC。

功能实现 20 按照被控设备的动作要求进行模拟调试，达到控制要求。

5. 试题编号：4-5：电动机正反转及Y-△降压启动 PLC控制

(1) 任务描述

某设备的电动机要求正反转，且正反向都要求采用 Y- △降压启动，Y 启动时间为 6S。

按下停止按钮，电动机立即失电，自由停车。请用可编程控制器设计其控制系统并调试。

任务内容：

①设计电气原理图 (包含主电路和 PLC 控制 I/O 接线图 )

②列 PLC 的 I/O 地址分配表

③编写 PLC 控制程序

④安装，并通电调试。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可编程控制器 FX2N 1

2 电脑 1台

3 下载线 1根

4 PLC 挂件 若干 配 24V 电源

5 导线 若干

6 扭子开关 若干

7 专用连接线 若干

8 电工工具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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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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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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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址分配 20 分析系统控制要求，正确完成 I/O 地址分配。

安装与

接线
20

正确绘制系统接线图。

按系统接线图在模拟配线板正确安装，操作规范。

控制程序

设计
20

按控制要求完成控制程序设计，梯形图正确、规范。

熟练操作编程软件，将所编写的程序输入 PLC。

功能实现 20 按照被控设备的动作要求进行模拟调试，达到控制要求。

6. 试题编号：4-6：机床电机顺序控制 PLC控制

(1) 任务描述

某机床因床身导轨需要润滑，开机时，要求先启动液压泵，然后才能启动机床的主轴

电动机。停机时，要求先停止主轴电动机，然后液压泵才能停止。即：要求 2台电动机 (液

压泵电动机 M1 和主轴电动机 M2) 顺序启动，逆序停止。请用可编程控制器设计其控制系统

并调试。

任务内容：

①设计电气原理图 (包含主电路和 PLC 控制 I/O 接线图 )

②列 PLC 的 I/O 地址分配表

③编写 PLC 控制程序

④安装，并通电调试。

(2) 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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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可编程控制器 FX2N 1

2 电脑 1台

3 下载线 1根

4 PLC 挂件 若干 配 24V 电源

5 导线 若干

6 扭子开关 若干

7 专用连接线 若干

8 电工工具 1套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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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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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址分配 20 分析系统控制要求，正确完成 I/O 地址分配表。

安装与

接线
20

正确绘制系统接线图。

按系统接线图在模拟配线板正确安装，操作规范。

控制程序

设计
20

按控制要求完成控制程序设计，梯形图正确、规范。

熟练操作编程软件，将所编写的程序输入 PLC。

功能实现 20 按照被控设备的动作要求进行模拟调试，达到控制要求。

7. 试题编号：4-7：广告字牌 PLC控制

(1) 任务描述

某店面名叫“彩云间”，这三个字的广告字牌要求实现闪烁，用HL1〜 HL3三个灯点亮“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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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间”三个字。其闪烁要求如下：合上开关，首先“彩”亮1s，接着“云”亮1s，然后“间”

亮 1s；2s后，接着又“彩”亮 1s…，如此循环。请用可编程控制器设计其控制系统并调试。

任务内容：

1、设计 PLC 控制 I/O 接线图

2、列 PLC 的 I/O 地址分配表

3、编写 PLC 控制程序

4、安装，并通电调试。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可编程控制器 FX2N 1

2 电脑 1台

3 下载线 1根

4 PLC 挂件 若干 配 24V 电源

5 导线 若干

6 扭子开关 若干

7 专用连接线 若干

8 电工工具 1套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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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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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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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作品

(80 分 )

地址分配 20 分析系统控制要求，正确完成 I/O 地址分配表。

安装与接线 20
正确绘制系统接线图。

按系统接线图在模拟配线板正确安装，操作规范。

控制程序设计 20
按控制要求完成控制程序设计，梯形图正确、规范。

熟练操作编程软件，将所编写的程序输入 PLC。

功能实现 20 按照被控设备的动作要求进行模拟调试，达到控制要求。

8. 试题编号：4-8：电动机Y—△降压启动 PLC控制

(1) 任务描述

某企业的一台主轴电动机需要进行Y—△降压启动，即：按启动按钮，电动机进行Y启动，

5S 后自动切换至△运行；按停止按钮，电动机自由停车，电动机单向运行。请用可编程控

制器设计其控制系统并调试。

任务内容：

①设计电气原理图 (包含主电路和 PLC 控制 I/O 接线图 )

②列 PLC 的 I/O 地址分配表

③编写 PLC 控制程序

④安装，并通电调试。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可编程控制器 FX2N 1

2 电脑 1台

3 下载线 1根

4 PLC 挂件 若干 配 24V 电源

5 导线 若干

6 扭子开关 若干

7 专用连接线 若干

8 电工工具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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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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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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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址分配 20 分析系统控制要求，正确完成 I/O 地址分配表。

安装与

接线
20

正确绘制系统接线图。

按系统接线图在模拟配线板正确安装，操作规范。

控制程序

设计
20

按控制要求完成控制程序设计，梯形图正确、规范。

熟练操作编程软件，将所编写的程序输入 PLC。

功能实现 20 按照被控设备的动作要求进行模拟调试，达到控制要求。

9. 试题编号：4-9：小车三点自动往返 PLC控制

(1) 任务描述

某小车要求在 A、B、C 三点之间来回移动 (A、B、C 三点在一条直线上 )，三点自动往

返示意图 4-3，一个周期的工作过程为：按下启动按钮 SB1，小车电动机 M正转，小车前进，

碰到限位开关 SQ1 后，小车电动机反转，小车后退。小车后退碰到限位开关 SQ2 后，小车

电动机 M 停转，停 5s。第 2 次前进，碰到限位开关 SQ3，再次后退。当小车后退再次碰到

限位开关 SQ2 时，小车停止。延时 5s 后重复上述动作。按下停止按钮 SB2，小车在完成上

述周期后停在 SQ2 处。

图 4-3 三点自动往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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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内容：

①设计电气原理图 (包含主电路和 PLC 控制 I/O 接线图 )

②列 PLC 的 I/O 地址分配表

③编写 PLC 控制程序

④安装，并通电调试。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可编程控制器 FX2N 1

2 电脑 1台

3 下载线 1根

4 PLC 挂件 若干 配 24V 电源

5 导线 若干

6 扭子开关 若干

7 专用连接线 若干

8 电工工具 1套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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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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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址分配 20 分析系统控制要求，正确完成 I/O 地址分配表。

安装与接线 20
正确绘制系统接线图。

按系统接线图在模拟配线板正确安装，操作规范。

控制程序

设计
20

按控制要求完成控制程序设计，梯形图正确、规范。

熟练操作编程软件，将所编写的程序输入 PLC。

功能实现 20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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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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试题编号：4-10：两地控制的电动机Y—△降压启动 PLC控制

(1) 任务描述

某企业电动机两地控制的继电接触控制系统电气原理图如图 4-4 所示，现要求采用

PLC 进行升级改造。请设计其控制系统并调试。

QS FU1 FU2
甲地
控制 SB0

乙地SB1 控制

FR SB2 SB3

KM1
KM1

FR
KM2 KM3

U1 V1 W1

M
3～

W2 U2 V2

KT KM2
KM2 KT

KM3 KM1 KT KM3 KM2

图 4-4 两地控制的电动机 Y—△降压启动电气原理图

任务内容：

①设计 PLC 控制 I/O 接线图

②列 PLC 的 I/O 地址分配表

③编写 PLC 控制程序

④安装，并通电调试。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可编程控制器 FX2N 1

2 电脑 1台

3 下载线 1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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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4 PLC 挂件 若干 配 24V 电源

5 导线 若干

6 扭子开关 若干

7 专用连接线 若干

8 电工工具 1套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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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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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址分配 20 分析系统控制要求，正确完成 I/O 地址分配表。

安装与

接线
20

正确绘制系统接线图。

按系统接线图在模拟配线板正确安装，操作规范。

控制程序

设计
20

按控制要求完成控制程序设计，梯形图正确、规范。

熟练操作编程软件，将所编写的程序输入 PLC。

功能实现 20 按照被控设备的动作要求进行模拟调试，达到控制要求。

11. 试题编号：4-11：2台电动机相互协调运转 PLC控制

(1) 任务描述

某设备需要 2 台电动机相互协调运转，其动作要求是：按下启动按钮 SB1，电动机 M1

运转 10s，停止 5s，电动机 M2 与 M1 相反，M1 运行，M2 停止；M2 运行，M1 停止，如此反

复动作 3次，M1、M2 均停止。2台电动机运转的时序图如图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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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2 台电动机相互协调运转时序图

任务内容：

①设计 PLC 控制 I/O 接线图

②列 PLC 的 I/O 地址分配表

③编写 PLC 控制程序

④安装，并通电调试。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可编程控制器 FX2N 1

2 电脑 1台

3 下载线 1根

4 PLC 挂件 若干 配 24V 电源

5 导线 若干

6 扭子开关 若干

7 专用连接线 若干

8 电工工具 1套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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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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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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址分配 20 分析系统控制要求，正确完成 I/O 地址分配表。

安装与接线 20
正确绘制系统接线图。

按系统接线图在模拟配线板正确安装，操作规范。

控制程序设计 20
按控制要求完成控制程序设计，梯形图正确、规范。

熟练操作编程软件，将所编写的程序输入 PLC。

功能实现 20 按照被控设备的动作要求进行模拟调试，达到控制要求。

12. 试题编号：4-12：3台电动机顺序 PLC控制

(1) 任务描述

某企业承担了一个三台电动机 M1、M2、M3 循环控制的程序设计任务如图 4-6。要求按

下启动按钮三台电动机相隔 5s 依次启动，各运行 10s 停止，并重复，按下停止按钮，三台

电动机 M1、M2、M3 都停止。请用可编程控制器设计其控制系统并调试。

图 4-6 三台电动机顺序控制示意图

任务内容：

①设计 PLC 控制 I/O 接线图

②列 PLC 的 I/O 地址分配表

③编写 PLC 控制程序

④安装，并通电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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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可编程控制器 FX2N 1

2 电脑 1台

3 下载线 1根

4 PLC 挂件 若干 配 24V 电源

5 导线 若干

6 扭子开关 若干

7 专用连接线 若干

8 电工工具 1套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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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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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址分配 20 分析系统控制要求，正确完成 I/O 地址分配表。

安装与接线 20
正确绘制系统接线图。

按系统接线图在模拟配线板正确安装，操作规范。

控制程序设计 20
按控制要求完成控制程序设计，梯形图正确、规范。

熟练操作编程软件，将所编写的程序输入 PLC。

功能实现 20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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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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题编号：4-13：小车三点自动往返 PLC控制

(1) 任务描述

某小车要求在 A、B、C 三点之间来回移动 (A、B、C 三点在一条直线上 )，一个周期的

工作过程为：原位在 A 点，按下启动按钮后，小车从 A 点前进至 B 点，碰到行程开关 SQ1

后返回至 A 点，碰到行程开关 SQ2 后又前进，经过 B 点运行到 C 点，碰到行程开关 SQ3 返

回至 A 点，完成一个周期后再次循环。按下停止按钮时，小车完成当前运行周期后，回到

A点停止，三点自动往返示意图 4-7。

图 4-7 小车三点自动往返示意图

任务内容：

①设计 PLC 控制 I/O 接线图

②列 PLC 的 I/O 地址分配表

③编写 PLC 控制程序

④安装，并通电调试。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可编程控制器 FX2N 1

2 电脑 1台

3 下载线 1根

4 PLC 挂件 若干 配 24V 电源

5 导线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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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6 扭子开关 若干

7 专用连接线 若干

8 电工工具 1套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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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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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址分配 20 分析系统控制要求，正确完成 I/O 地址分配表。

安装与接线 20
正确绘制系统接线图。

按系统接线图在模拟配线板正确安装，操作规范。

控制程序设计 20
按控制要求完成控制程序设计，梯形图正确、规范。

熟练操作编程软件，将所编写的程序输入 PLC。

功能实现 20 按照被控设备的动作要求进行模拟调试，达到控制要求。

14. 试题编号：4-14：三节传送带 PLC控制

(1) 任务描述

某企业承担了一个三节传送带装置的设计任务。如图 4-8 所示，系统由传动电机 M1、

M2、M3 完成物料的运送功能。

控制要求：

①按下启动按钮 SB1，首先启动最末一条传送带 ( 电机 M3)，每经过 2 秒延时，依次启

动一条传送带 (电机 M2、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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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按下停止按钮 SB2，先停止最前一条传送带 ( 电机 M1)，每经过 2 秒延时，依次停止

M2 及 M3 电机。

请根据控制要求用可编程控制器设计其控制系统并调试。

图 4-8 三节传送带装置模拟示意图

任务内容：

①设计 PLC 控制 I/O 接线图

②列 PLC 的 I/O 地址分配表

③编写 PLC 控制程序

④安装，并通电调试。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可编程控制器 FX2N 1

2 电脑 1台

3 下载线 1根

4 PLC 挂件 若干 配 24V 电源

5 导线 若干

6 扭子开关 若干

7 专用连接线 若干

8 电工工具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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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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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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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址分配 20 分析系统控制要求，正确完成 I/O 地址分配表。

安装与接线 20
正确绘制系统接线图。

按系统接线图在模拟配线板正确安装，操作规范。

控制程序

设计
20

按控制要求完成控制程序设计，梯形图正确、规范。

熟练操作编程软件，将所编写的程序输入 PLC。

功能实现 20 按照被控设备的动作要求进行模拟调试，达到控制要求。

15. 试题编号：4-15：十字路口交通灯 PLC控制

(1) 任务描述

某企业承担了一个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系统设计任务。其控制要求如图 4-9 所示 ( 启

停采用开关控制，当开关合上时，系统开始工作，开关断开时，系统完成当前周期停止 )；

请根据控制要求用可编程控制器设计其控制系统并调试。(绿灯闪烁 3s 的周期是 1s)。

图 4-9 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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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内容：

①设计 PLC 控制 I/O 接线图

②列 PLC 的 I/O 地址分配表

③编写 PLC 控制程序

④安装，并通电调试。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可编程控制器 FX2N 1

2 电脑 1台

3 下载线 1根

4 PLC 挂件 若干 配 24V 电源

5 导线 若干

6 扭子开关 若干

7 专用连接线 若干

8 电工工具 1套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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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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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址分配 20 分析系统控制要求，正确完成 I/O 地址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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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作品

(80 分 )

安装与接线 20
正确绘制系统接线图。

按系统接线图在模拟配线板正确安装，操作规范。

控制程序设计 20
按控制要求完成控制程序设计，梯形图正确、规范。

熟练操作编程软件，将所编写的程序输入 PLC。

功能实现 20 按照被控设备的动作要求进行模拟调试，达到控制要求。

16. 试题编号：4-16：四节传送带控制系统 PLC控制

(1) 任务描述

某企业一套四节传送带装置如图 4-10 所示，由电动机 M1、M2、M3、M4 分别传动四条

输送带，完成物料的运送。控制要求：按下启动按钮 SB1，首先启动最末一条传送带 ( 电

机 M4)，每经过 2 秒延时，依次启动一条传送带 ( 电机 M3、M2、M1)。按下停止按钮 SB2，

先停止最前一条传送带 ( 电机 M1)，每经过 2 秒延时，依次停止 M2、M3 及 M4 电机。请根

据控制要求用可编程控制器设计其控制系统并调试。

图 4-10 四节传送带装置模拟示意图

任务内容：

①设计 PLC 控制 I/O 接线图

②列 PLC 的 I/O 地址分配表

③编写 PLC 控制程序

④安装，并通电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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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可编程控制器 FX2N 1

2 电脑 1台

3 下载线 1根

4 PLC 挂件 若干 配 24V 电源

5 导线 若干

6 扭子开关 若干

7 专用连接线 若干

8 电工工具 1套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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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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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址分配 20 分析系统控制要求，正确完成 I/O 地址分配表。

安装与接线 20
正确绘制系统接线图。

按系统接线图在模拟配线板正确安装，操作规范。

控制程序设计 20
按控制要求完成控制程序设计，梯形图正确、规范。

熟练操作编程软件，将所编写的程序输入 PLC。

功能实现 20 按照被控设备的动作要求进行模拟调试，达到控制要求。

17. 试题编号：4-17：运料小车 PLC控制

(1) 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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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企业承担了一个运料小车控制系统设计任务。如图 4-11 所示。控制要求：原位为小

车处于最左端 (SQ3 接通 )，此时，按下启动按钮，装料电磁阀 YV1 得电打开；延时 20 秒，

装料结束，接触器 KM1、KM3 得电，小车向右快行；碰到限位开关 SQ2 后，KM3 失电，小车

慢行；碰到限位开关 SQ4 时，KM1 失电，小车停，电磁阀 YV2 得电打开，卸料开始；延时

15秒，卸料结束，KM2、KM3得电，小车向左快行；碰到限位开关SQ1，KM3失电，小车慢行；

碰到限位开关 SQ3，KM2 失电，小车停，又装料开始。如此周而复始。按下停止按钮，小车

完成当前周期后回到最左端，系统停止工作。请用可编程控制器设计其控制系统并调试。

图 4-11 小车送料示意图

任务内容：

①设计 PLC 控制 I/O 接线图

②列 PLC 的 I/O 地址分配表

③编写 PLC 控制程序

④安装，并通电调试。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可编程控制器 FX2N 1

2 电脑 1台

3 下载线 1根

4 PLC 挂件 若干 配 24V 电源

5 导线 若干

6 扭子开关 若干

7 专用连接线 若干

8 电工工具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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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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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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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址分配 20 分析系统控制要求，正确完成 I/O 地址分配表。

安装与接线 20
正确绘制系统接线图。

按系统接线图在模拟配线板正确安装，操作规范。

控制程序设计 20
按控制要求完成控制程序设计，梯形图正确、规范。

熟练操作编程软件，将所编写的程序输入 PLC。

功能实现 20 按照被控设备的动作要求进行模拟调试，达到控制要求。

18. 试题编号：4-18：通风机运转监视系统 PLC控制

(1) 任务描述

某煤矿通风机运转监视系统，有 3 台通风机和一个信号灯，当某台通风机工作时，其

相应开关为 ON 状态。如果 3 台通风机中有 2 台在工作，信号灯就持续发亮；如果只有 1 台

通风机工作，信号灯就以0.5Hz的频率闪亮；如果3台通风机都不工作，信号灯就以0.25Hz

频率闪亮；如果运转监视系统关断，信号灯就停止运行。请用可编程控制器设计其控制系

统并调试。

任务内容：

①设计 PLC 控制 I/O 接线图

②列 PLC 的 I/O 地址分配表

③编写 PLC 控制程序

④安装，并通电调试。

(2) 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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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可编程控制器 FX2N 1

2 电脑 1台

3 下载线 1根

4 PLC 挂件 若干 配 24V 电源

5 导线 若干

6 扭子开关 若干

7 专用连接线 若干

8 电工工具 1套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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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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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址分配 20 分析系统控制要求，正确完成 I/O 地址分配表。

安装与接线 20
正确绘制系统接线图。

按系统接线图在模拟配线板正确安装，操作规范。

控制程序设计 20
按控制要求完成控制程序设计，梯形图正确、规范。

熟练操作编程软件，将所编写的程序输入 PLC。

功能实现 20 按照被控设备的动作要求进行模拟调试，达到控制要求。

19. 试题编号：4-19：广告牌霓虹灯 PLC控制

(1) 任务描述

某企业承担了一项运用可编程控制器控制霓虹灯广告屏的任务，如图 4-12 所示，具体

要求如下：该霓虹灯广告牌共有 8 根灯管，如图 1 所示。其控制要求为：按下启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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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根亮→第 2 根亮→第 3 根亮……第 8 根亮，即每隔 1s 依次点亮，全亮后，全部灯管闪

烁 1 次 ( 灭 1s 亮 1s)，灯管再反过来按 8 → 7 → 6 → 5 → 4 → 3 → 2 → 1 反序熄灭，时间

间隔仍为 1s。灯管全灭后，停 1s，再从第 1 根灯管点亮，开始循环。用可编程控制器设计

其控制系统并调试。

图 4-12 某广告牌霓虹灯

任务内容：

①设计 PLC 控制 I/O 接线图

②列 PLC 的 I/O 地址分配表

③编写 PLC 控制程序

④安装，并通电调试。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可编程控制器 FX2N 1

2 电脑 1台

3 下载线 1根

4 PLC 挂件 若干 配 24V 电源

5 导线 若干

6 扭子开关 若干

7 专用连接线 若干

8 电工工具 1套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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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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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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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址分配 20 分析系统控制要求，正确完成 I/O 地址分配表。

安装与

接线
20

正确绘制系统接线图。

按系统接线图在模拟配线板正确安装，操作规范。

控制程序

设计
20

按控制要求完成控制程序设计，梯形图正确、规范。

熟练操作编程软件，将所编写的程序输入 PLC。

功能实现 20 按照被控设备的动作要求进行模拟调试，达到控制要求。

20. 试题编号：4-20：机床主轴电动机 PLC控制

(1) 任务描述

某企业承担了一台机床主轴电动机 PLC 控制的设计任务，该任务要求用 PLC 实现该电

动机正反转控。用可编程控制器设计其控制系统并调试。

任务内容：

①设计电气原理图 (包含主电路和 PLC 控制 I/O 接线图 )

②列 PLC 的 I/O 地址分配表

③编写 PLC 控制程序

④安装，并通电调试。

(2) 实施条件

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可编程控制器 FX2N 1

2 电脑 1台

3 下载线 1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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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考场提供 20 个工位，每个工位提供 380V 电源一组

考点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4 PLC 挂件 若干 配 24V 电源

5 导线 若干

6 扭子开关 若干

7 专用连接线 若干

8 电工工具 1套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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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具、仪表，并摆放整齐。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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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址分配 20 分析系统控制要求，正确完成 I/O 地址分配表。

安装与

接线
20

正确绘制系统接线图。

按系统接线图在模拟配线板正确安装，操作规范。

控制程序

设计
20

按控制要求完成控制程序设计，梯形图正确、规范。

熟练操作编程软件，将所编写的程序输入 PLC。

功能实现 20 按照被控设备的动作要求进行模拟调试，达到控制要求。

五、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模块

1. 试题编号：5-1：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1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Z3050 摇臂钻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Z305025 工作原理图 )，

故障现象如下：(1) 整机不工作；(2) 液压泵松开装置不动作 (一般要学生操作观查出来 )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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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钻床 Z3050 台 1

2 钻床 Z3050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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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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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控制

系统障分析

(80 分 )

操作机床

屏柜观察

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步骤及方

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

原因及排

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

故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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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题编号：5-2：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2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X62W 万能铣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X62W24 工作原理图 )，故

障现象如下：(1) 电磁铁不工作；(2) 主轴不能启动；(一般要学生操作观查出来 )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万能铣床 X62W 台 1

2 万能铣床 X62W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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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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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控制

系统障分析

(80 分 )

操作机床屏柜观

察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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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继电器控制

系统障分析

(80 分 )

故障处理步骤及

方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

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原因及

排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故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

题。

工时 80 分钟

3. 试题编号：5-3：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3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X62W 万能铣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X62W147 工作原理图 )，故

障现象如下：①进给电机反转不工作；②工作台进给不工作；(一般要学生操作观查出来 )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万能铣床 X62W 台 1

2 万能铣床 X62W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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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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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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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

控制系

统障分

析

(80 分 )

操作机床

屏柜观察

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步骤及方

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

原因及排

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

故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4. 试题编号：5-4：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4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X62W 万能铣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X62W48 工作原理图 )，故

障现象如下：(1) 主轴不能启动；(2) 进给变速冲动不工作；(一般要学生操作观查出来 )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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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万能铣床 X62W 台 1

2 万能铣床 X62W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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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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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

控制系

统障分

析

(80 分 )

操作机床

屏柜观察

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步骤及方

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

原因及排

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

故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5. 试题编号：5-5：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5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X62W 万能铣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X62W149 工作原理图 )，故

障现象如下：①进给电机反转不工作；②工作台进给控制不工作，快速移动接触器正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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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要学生操作观查出来 )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万能铣床 X62W 台 1

2 万能铣床 X62W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养

与操作

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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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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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控

制系统障

分析

(80 分 )

操作机床

屏柜观察

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步骤及方

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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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继电器控

制系统障

分析

(80 分 )

写出故障

原因及排

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

故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6. 试题编号：5-6：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6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X62W 万能铣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X62W715 工作原理图 )，故

障现象如下：(1) 工作台进给不工作；2) 有一只按钮不能控制快速移动；( 一般要学生操

作观查出来 )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万能铣床 X62W 台 1

2 万能铣床 X62W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128·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养

与操作

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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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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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控

制系统障

分析

(80 分 )

操作机床

屏柜观察

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步骤及方

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

原因及排

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

故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7. 试题编号：5-7：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7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X62W 万能铣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X62W810 工作原理图 )，故

障现象如下：①进给变速冲动不工作；②工作台进给控制向左不工作；( 一般要学生操作

观查出来 )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129·  



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万能铣床 X62W 台 1

2 万能铣床 X62W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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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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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控制

系统障分析

(80 分 )

操作机床屏

柜观察故障

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步

骤及方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原

因及排除方

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故

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8. 试题编号：5-8：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8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X62W 万能铣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X62W814 工作原理图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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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现象如下：(1) 进给变速冲动不工作；(2) 进给电机反转不工作；( 一般要学生操作观查

出来 )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万能铣床 X62W 台 1

2 万能铣床 X62W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20 分 )

工作

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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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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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控制

系统障分析

(80 分 )

操作机床屏柜

观察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步骤

及方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

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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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继电器控制

系统障分析

(80 分 )

写出故障原因

及排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故

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9. 试题编号：5-9：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9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T68 镗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T6823 镗床工作原理图 )，故障

现象如下：(1) 控制电路不工作；(2) 主轴正转无法启动；(一般要学生操作观查出来 )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镗床 T68 台 1

2 镗床 T68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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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养与

操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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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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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控制

系统障分析

(80 分 )

操作机床屏柜

观察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步骤

及方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

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原因

及排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故

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10. 试题编号：5-10：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10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T68 镗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T6848 镗床工作原理图 )，故障

现象如下：(1) 主轴反转无法启动；(2) 进给无法变速；(一般要学生操作观查出来 )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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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镗床 T68 台 1

2 镗床 T68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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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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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

控制系

统障分

析

(80 分 )

操作机床

屏柜观察

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步骤及方

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

原因及排

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

故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11. 试题编号：5-11：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11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T68 镗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T6836 镗床工作原理图 )，故障

现象如下：①主轴正转无法启动；②主轴不能高速运行；(一般要学生操作观查出来 )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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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镗床 T68 台 1

2 镗床 T68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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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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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

控制系

统障分

析 (80

分 )

操作机床

屏柜观察

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步骤及方

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

原因及排

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

故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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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题编号：5-12：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12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T68 镗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T68410 镗床工作原理图 )，故障

现象如下：①主轴反转无法启动；②主轴电机无法点动；(一般要学生操作观查出来 )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镗床 T68 台 1

2 镗床 T68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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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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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

控制系

统障分

析

(80 分 )

操作机床

屏柜观察

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步骤及方

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②掌握

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③控制系

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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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继电器

控制系

统障分

析

(80 分 )

写出故障

原因及排

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②分析故障原

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

故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13. 试题编号：5-13：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13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T68 镗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T68312 镗床工作原理图 )，故障

现象如下：①主轴正转无法启动；②不能快速正向移动；(一般要学生操作观查出来 )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镗床 T68 台 1

2 镗床 T68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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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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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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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

控制系

统障分

析 (80

分 )

操作机床

屏柜观察

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步骤及方

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

原因及排

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

故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14. 试题编号：5-14：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14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T68 镗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T68313 镗床工作原理图 )，故障

现象如下：①主轴正转无法启动；②快速移动无法反向；(一般要学生操作观查出来 )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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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镗床 T68 台 1

2 镗床 T68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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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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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

控制系

统障分

析

(80 分 )

操作机床

屏柜观察

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步骤及方

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

原因及排

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

故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15. 试题编号：5-15：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15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T68 镗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T68129 镗床工作原理图 )，故障

现象如下：①不能快速正向移动；②主轴不能低速运行；(一般要学生操作观查出来 )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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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镗床 T68 台 1

2 镗床 T68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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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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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

控制系

统障分

析 (80

分 )

操作机床

屏柜观察

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步骤及方

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

原因及排

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

故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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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试题编号：5-16：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16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T68 镗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T6868 镗床工作原理图 )，故障

现象如下：①主轴不能高速运行；②进给无法变速；(一般要学生操作观查出来 )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镗床 T68 台 1

2 镗床 T68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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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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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

控制系

统障分

析

(80 分 )

操作机床

屏柜观察

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步骤及方

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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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继电器

控制系

统障分

析

(80 分 )

写出故障

原因及排

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

故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17. 试题编号：5-17：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17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T68 镗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T68127 镗床工作原理图 )，故障

现象如下①快速移动无法正向②主轴无法制动；(一般要学生操作观查出来 )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镗床 T68 台 1

2 镗床 T68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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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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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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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控

制系统障

分析

(80 分 )

操作机床屏

柜观察故障

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步

骤及方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原

因及排除方

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故

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18. 试题编号：5-18：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18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M7120 平面麻磨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M712023 平面麻磨床工

作原理图)，故障现象如下：①整机不动作；②液压泵不动作；(一般要学生操作观查出来)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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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平面麻磨床 M7120 台 1

2 平面麻磨床 M7120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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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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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

控制系

统障分

析

(80 分 )

操作机床

屏柜观察

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步骤及方

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

原因及排

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

故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19. 试题编号：5-19：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19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M7120 平面麻磨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M712096 平面麻磨床工

作原理图 )，故障现象如下：(1) 电磁吸盘不能充磁；(2) 砂轮上升不动作；( 一般要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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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观查出来 )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平面麻磨床 M7120 台 1

2 平面麻磨床 M7120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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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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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

控制系

统障分

析

(80 分 )

操作机床

屏柜观察

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步骤及方

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

原因及排

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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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电器控

制系统

障分析

(80 分 )

排除故障

故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20. 试题编号：5-20：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20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M7120 平面麻磨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M7120103 平面麻磨床工

作原理图 )，故障现象如下：①电磁吸盘不能去磁；②液压电机不能工作；( 一般要学生操

作观查出来 )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平面麻磨床 M7120 台 1

2 平面麻磨床 M7120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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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养

与操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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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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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控

制系统障

分析

(80 分 )

操作机床屏

柜观察故障

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步

骤及方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原

因及排除方

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故

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21. 试题编号：5-21：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21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M7120 平面麻磨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M7120117 平面麻磨床工

作原理图 )，故障现象如下：①电磁吸盘不能充磁去磁；②砂轮下降不动作；( 一般要学生

操作观查出来 )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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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平面麻磨床 M7120 台 1

2 平面麻磨床 M7120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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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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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

控制系

统障分

析 (80

分 )

操作机床

屏柜观察

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步骤及方

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

原因及排

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

故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22. 试题编号：5-22：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22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M7120 平面麻磨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M7120104 平面麻磨床工

作原理图)，故障现象如下：①电磁吸盘不能去磁；②液压泵不动作，砂轮冷却不动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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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要学生操作观查出来 )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平面麻磨床 M7120 台 1

2 平面麻磨床 M7120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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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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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

控制系

统障分

析

(80 分 )

操作机床

屏柜观察

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步骤及方

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

原因及排

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149·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继电器

控制系

统障分

析

(80 分 )

排除故障

故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23. 试题编号：5-23：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23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M7120 平面麻磨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M7120113 平面麻磨床工

作原理图 )，故障现象如下：①电磁吸盘不能充磁去磁；②液压泵不动作；( 一般要学生操

作观查出来 )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平面麻磨床 M7120 台 1

2 平面麻磨床 M7120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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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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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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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

控制系

统障分

析

(80 分 )

操作机床

屏柜观察

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步骤及方

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

原因及排

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

故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24. 试题编号：5-24：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24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M7120 平面麻磨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M712073 平面麻磨床工

作原理图)，故障现象如下：①砂轮升降电机不能下降工作；②液压电机不能正常工作；(一

般要学生操作观查出来 )

要求：

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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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平面麻磨床 M7120 台 1

2 平面麻磨床 M7120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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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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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

控制系

统障分

析

(80 分 )

操作机床

屏柜观察

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步骤及方

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

原因及排

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

故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25. 试题编号：5-25：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 25

(1) 任务描述

现场处理 M7120 平面麻磨床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 ( 考场提供 M712094 平面麻磨床工

作原理图)，故障现象如下：①电磁吸盘不能充磁；②液压泵不动作，砂轮冷却不动作。(一

般要学生操作观查出来 )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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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故障现象，在继电器控制线路图上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

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排除故障写出故障点。

②考试过程中，考生必须完成继电器控制线路故障处理报告 (见下表 )。

③考核注意事项：严格遵守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带电检查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设

备仪表的安全。

(2) 实施条件

考点提供的设备图纸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屏柜平面麻磨床 M7120 台 1

2 平面麻磨床 M7120 图纸 张 1

(3) 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4) 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20 分 )

工作准备 10
①清点器件、仪表、电工工具、电动机，并摆放整齐。

②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6S 规范 10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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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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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安全用电意识，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继电器

控制系

统障分

析

(80 分 )

操作机床

屏柜观察

故障现象

10 操作机床屏柜观察故障现象并写出故障现象。

故障处理

步骤及方

法

10

①采用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步骤法进行故障处理。熟练操作机床

②掌握正确的工作原理。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仪表，进行继电器

③控制系统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操作规范，动作熟练。

写出故障

原因及排

除方法

20
①写出故障原因及正确排除方法。故障现象分析正确。

②分析故障原因正确及处理方法。

排除故障

故障点
40 故障点正确。采用正确方法排除故障，不超时 ,按定时处理问题。

工时 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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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1：X62W电气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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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2：T68电气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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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3：M7120 电气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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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4：Z3050 电气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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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5：机床控制线路分析与故障处理试题答题纸

场次：工位号：笔试总分：

机床名称

故障现象一

(2 分 )

分析故障现象及

处理方法 (6 分 )

故障点 (2 分 )

故障现象二

(2 分 )

分析故障现象及

处理方法 (6 分 )

故障点 (2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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