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业技能考核标准

一、专业名称及适用对象

1. 专业名称

导弹维修专业 (专业代码：560611)。

2. 适用对象

全日制在籍毕业年级学生 (空军、火箭军、海军 )。

二、考核目标

高等职业院校导弹维修专业主要为部队培养武器装备维护与保养人才。为考核与评价

高职院校导弹维修专业学生的课程体系、实训安排、综合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特制定本

抽查标准。

导弹维修专业根据部队要求，面向特种武器装备维修行业，培养具有高等职业技术教

育大专规格和中级士官基本素质，适应高科技武器机械、结构、电子和设备的生产、维护、

维修一线军工需要，为部队培养具有现代导弹维修专业理论知识及应用能力的特种技术专

门人才。

通过专业技能考核测试学生利用设备和工具按照行业通用的规范和要求装配、导弹调

试及排故等产品的技能；测试学生利用常用的工具按照规范的操作流程和方法进行机械维

修基本的技能；测试学生利用相应的电子电气知识完成电子、电气线路标准施工的技能；

测试学生按照正确的维修方法分析、排除常见导弹弹上故障的技能。在测试学生以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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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维修专业技能考

核内容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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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导弹维修专业技能考核内容

三、考核内容

通过分析导弹维修岗位群分布特点，与部队文件要求、校内外专家及企业一线技术人

员的共同座谈、探讨，明确导弹维修专业的技能包括专业基本技能和专业核心技能。将导

弹维修专业基本技能与核心技能分析结果进行归纳整合后组成专业技能抽查的两个主要模

块：专业基本技能模块和专业核心技能模块，专业基本技能模块分为机械维修、电气维修

及传感器应用技术基础模块 3 个子模块，专业核心技能分为导弹装配与调试、导弹维护 2

个子模块。

模块一：机械维修基本技能

机械维修基本技能模块包括工件基础测量、紧固件拆装与保险、密封与粘接 3 个抽查

项目。主要考核学生是否掌握了正确使用测量常用的设备、工具、量具以及维护和保养；

基本测量正确的姿势与方法，能用相应方法对简单零件进行参数测量；紧固件拆装与保险；

密封与粘接技术等基本技能。

1. 工件基础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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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工件基础测量是导弹维修过程中分解装配过程的机械操作基础，以手工操作为主的测

量的方法。服务于测量，测量后使加工灵活、可加工形状复杂和高精度的零件、投资小，

但是生产效率低和劳动强度大、加工质量不稳定。所以工件基础测量技能要求加强基本技

能练习，严格要求，规范操作，多练多思，勤劳创新。

测试要求：

(1) 技能要求：

能正确的识读导弹工件结构；要求学生能够正确的使用常用的测量工具、设备以及维

护和保养；掌握工件基础测量正确的的姿势与方法，能用相应方法对简单零件进行测量；

能够制定合理正确的加工工艺步骤，选择正确的基准位置，利于工件尺寸的测量，符合图

纸要求及技术规范要求；能够对导弹工件进行简单的附件测量。

(2) 素养要求：

具有节能意识，成本意识，安全意识；工作中能按规定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能做好

安全防护；采用合理的方法，正确选择并使用工具、设备，进行简单零件的加工制作；工

位上资料准备齐全、严格执行工具的“三清点”制度；工作中工位整洁，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工具及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并符合“6S”要求。

测试时间：90 分钟。

2. 紧固件拆装与保险

基本要求：

紧固件保险，是作紧固连接用且应用极为广泛的一类机械零件。导弹维修专业的专业

技能基础，导弹维修过程中的工具、仪器、化工、仪表和用品等上面，都可以看到各式各

样的紧固件、保险，是应用最广泛的机械基础件。操作中应注意每个具体紧固件、保险产

品的规格、尺寸、公差、重量、性能、表面情况、标记方法，以及验收检查、标志和包装

等项目的具体要求。

测试要求：

(1) 技能要求：

熟悉各种紧固件的类型，熟悉军用、民用领域各种紧固件的标准，掌握常见的紧固件

的拆装；熟悉各种常见紧固件保险的类型，使用的特点，掌握常见的紧固件的保险方法。

(2) 素养要求：

符合企业的6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管理要求。操作时必须注意安全，

严格按要求进行工具的定置和归位、工作台面保持清洁，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 例如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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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扫废弃铁丝、杂物、及时整理工具等)，严格执行紧固件拆装与保险工艺文件，保证质量；

能事前进行工具检查，注重操作安全、环保，坚持文明实践；符合企业基本的质量常识和

管理要求，符合企业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能进行安装工艺文件的

准备和有效性确认，工具摆放等符合实践要求。

测试时间：120 分钟。

3. 密封与粘接

基本要求：

密封与粘接是导弹电气、机械等设备常见的操作工艺流程，密封过程工艺简便，室温

固化，定位时间不长，很适用于机械的现场维护和应急修理；粘接的组件结构比机械紧固(铆

接、焊接、过盈连接和螺栓连接等方式 )强度高、成本低、质量轻。

密封可分为静密封和动密封两大类。密封是防止流体或固体微粒从相邻结合面间泄漏

以及防止外界杂质如灰尘与水分等侵入机器设备内部的零部件或措施。

粘接是借助胶粘剂在固体表面上所产生的粘合力，将同种或不同种材料牢固地连接在

一起的方法。粘接的主要形式有两种：非结构型和结构型。非结构粘接主要是指表面粘涂、

密封和功能性粘接，典型的非结构胶包括表面粘接用胶粘剂、密封和导电胶粘剂等；而结

构型粘接是将结构单元用胶粘剂牢固地固定在一起的粘接现象。其中所用的结构胶粘剂及

其粘接点必须能传递结构应力，在设计范围内不影响其结构的完整性及对环境的适用性。

测试要求：

(1) 技能要求：

掌握铝合金蒙皮凹坑腻子填补修理工艺和操作方法。熟悉导弹密封结构，掌握缝内密封、

缝外密封、紧固件密封等密封工艺和操作方法。掌握导弹弹体蒙皮表面凹坑腻子修复工艺

和操作方法。

(2) 素养要求：

符合航空企业的 6S(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 ) 管理要求。操作时必须

穿戴劳动防护用品，严格按要求进行工具的定置和归位、工作台面保持清洁，体现良好的

工作习惯，严格按工卡进行操作，保证质量；施工前进行检查，注重施工安全，坚持文明

施工。

符合企业基本的质量常识和管理要求。能进行施工工卡文件的准则和检验标准，工具

的摆放和操作符合使用规范，密封剂和粘接剂的使用符合使用和防护要求。符合企业员工

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测试时间：1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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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电气维修基本技能

电气维修基本技能模块包括电气线路标准施工和简单电子线路制作 2 个抽查项目。此

模块主要考核学生具有识读电路图；制作简单电子线路的技能；导弹电气线路标准施工技能。

1. 电气线路标准施工

基本要求：

电气工程定义为用于创造产生电气与电子系统的有关学科的总和。培养能够从事与电

气工程有关的系统运行、自动控制、电力电子技术、信息处理、试验分析、研制开发以及

电子与计算机技术应用等领域工作的宽口径“复合型”高级技术人才，为导弹专业电气相

关实训打基础。

测试要求：

(1) 技能要求：

能识读电路图，查询相关工艺，寻找并记录故障导线所在导线清单中的信息，并对导

线进行维修，最后按照常温区、高温区导线束捆扎的要求完成导线束的捆扎。能根据故障

现象，分析可能产生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故障，并写出故障处

理报告。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按照标准线路施工程序完成。

(2) 素养要求：

操作时必须穿戴劳动防护用品。工具仪表摆放规范整齐，仪表完好无损。符合企业基

本的 6S(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 ) 管理要求，工作台面保持清洁、及时清

扫废弃杂物等，能事前进行接地检查，具有安全用电意识。

具备企业基本的质量安全和现场管理能力。能进行工具器件的选择准备和有效性确认，

器件工具搬运、摆放等符合产品防护要求。

具备企业电气维修、标准线路施工的基本素养，体现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工作习惯。如：

检查故障用万用表电阻档时必须断电操作，检查电压须并联并注意电源等级等。

测试时间：120 分钟。

2. 简单电子线路制作

基本要求：

简单电子线路施工目的是为导弹维修过程中的电子设备线路方向打基础，通过实训，

了解实际操作施工流程，焊接方法及基本功能实现。

测试要求：

(1) 技能要求：

能按照电路图的要求和相应的企业生产标准完成产品的安装与调试，实现产品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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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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素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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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戴劳动防护用品，能按要求进行工具的定置和归位、工作台面保持清洁，体现良好的工

作习惯 ( 例如无多余或重复布线，擅于在编程工具中熟练使用热键，程序输入、修改中及

时注意保存等)，严格执行电气工艺文件，保证质量；能事前进行接地检查，注重用电安全、

环保，坚持文明生产。

符合企业基本的质量常识和管理要求。能进行安装工艺文件的准备和有效性确认，产

品搬运、摆放等符合产品防护要求。

符合企业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如：轻拿轻放、元件不堆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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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作品，再上电，仪器的通 /断电顺序等。

测试时间：120 分钟。

模块三：传感器应用技术基本技能

传感技术基本技能模块包含传感器组装与调试一个模块，主要考察学生对常见传感器

的实际应用。

基本要求：

传感器组装与调试模块通过生活中常见传感器的实际应用，考核学生能正确的组装与

调试传感器，具备常用传感器的组装与调试方法及工艺。

测试要求：

(1) 技能要求：

能够分析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与基本规律，掌握传感器的基本结构；能够熟练查询装配

工艺并运用各种主要装配方法与手段，合理选用装配设备及工具对传感器整体或部件按照

工艺要求进行装配，并通过相应的仪器设备或调整元件对不合格的参数进行调整和测试，

掌握传感器结构常见损伤和其零、部件修理及更换的方法。

(2) 素养要求：

工作中能按规定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能做好安全防护；采用合理的方法，正确选择

并使用工具、设备，进行操作；工位上资料准备齐全、严格执行工具的“三清点”制度；

工作中工位整洁，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工具、整理工作台面等并符合“6S”要求；具有

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吃苦耐劳的工作态度；具有较强的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职业道德

和团队合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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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时间：120 分钟。

模块四：导弹分解装配技能

导弹装配与调试技能模块包括导弹机械部件拆装与调试、导弹电气部件拆装与调试 2

个抽查项目。该模块主要考核学生能正确的识读导弹结构装配图，具备导弹弹体结构修理

与装调的常用方法及工艺；掌握导弹弹体结构的连接形式；掌握一般铆接和特种铆接的工艺，

能对铆接装配进行工艺性分析；了解胶接结构及胶接的原理、工艺及应用；掌握密封结构

的密封形式；熟悉导弹结构的损伤检测技术，掌握导弹弹体结构常见损伤和导弹零、部件

修理和更换的方法等主要专业核心能力。

1. 导弹机械部件拆装与调试技能

基本要求：

导弹机械部件拆装与调试技能主要考核学生能正确的识读导弹结构装配图，具备导弹

弹体结构修理与装调的常用方法及工艺。

测试要求：

(1) 技能要求：

能够分析金属塑性变形的原理与基本规律，掌握导弹弹体的基本结构；能够熟练查询

装配工艺并运用各种主要装配方法与手段，合理选用装配设备及工具对导弹整体或部件按

照工艺要求进行装配，并通过相应的仪器设备或调整元件对不合格的参数进行调整和测试，

掌握密封结构的密封形式；熟悉导弹弹体结构的损伤检测技术，掌握导弹弹体结构常见损

伤和导弹零、部件修理及更换的方法。

(2) 素养要求：

工作中能按规定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能做好安全防护；采用合理的方法，正确选择

并使用工具、设备，进行操作；工位上资料准备齐全、严格执行工具的“三清点”制度；

工作中工位整洁，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工具、整理工作台面等并符合“6S”要求；具有

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吃苦耐劳的工作态度；具有较强的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职业道德

和团队合作意识。

测试时间：120 分钟。

2. 导弹电气部件拆装与调试技能

基本要求：

导弹电气部件拆装与调试技能主要考核学生能正确的识读导弹电气部件结构图，具备

导弹弹上电气设备结构修理与装调的常用方法及工艺。

测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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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能要求：

能正确的识读导弹结构装配图，熟悉导弹各部分的功能联系及电气连接方式和工作原

理，能正确查询和运用工艺流程，合理选用装配设备及工具对导弹整体或部件按照工艺要

求进行装配，并通过专业的仪器设备或调整元件对不合格的电气参数进行调整和测试，熟

悉胶接结构及胶接的原理、工艺及应用；掌握密封结构的密封形式；掌握导弹电气结构常

见损伤和导弹零、部件修理和更换的方法。

(2) 素养要求：

操作时必须穿戴劳动防护用品，工具摆放规范整齐，符合企业基本的 6S(整理、整顿、

清扫、清洁、素养、安全)管理要求，及时清扫杂物、保持工作台面清洁，遵守安全生产规范；

符合企业基本的质量意识和管理要求。能进行工具器件的选择准备和有效性确认，工具耗

材搬运、摆放等符合产品防护要求；符合企业电气装配与调试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

的工作习惯，如：工作准备，质量检验，质量控制，安全文明生产等。

测试时间：120 分钟。

模块五：导弹维护基本技能

导弹维护基本技能考查学生能够应用各种维护方法，选取合适的维护设备、清洗剂等

对导弹弹上部件进行维护保养。导弹维护技能模块包括导弹机械故障维护和导弹电气故障

维护 2 个抽查项目。能够用各种方法，选用正确的测试设备与仪器对导弹机械、电气故障

进行分析与诊断，并按照工艺要求予以排除。能对典型导弹部附件进行分解、清洗、故障检查；

能够针对零部件的损伤对零部件进行相应的修理或进行修理施工；能够根据工卡进行典型

部附件的修理、装配、调试；能够正确使用和维护保养各种附件修理常用的工具和设备。

1. 导弹电气部件维护

基本要求：

导弹电气维护主要考核学生能正确的识读导弹弹上电气设备结构装配图，具备导弹弹

体结构电气设备维护的常用方法及工艺。

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识读导弹电气部件连接与装配图；具有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技能；能使用和维护导

弹电气附件修理常用工具与设备；熟悉导弹一般构造和系统工作原理；会分析一般导弹电

气附件修理故障；会进行导弹全弹和电气部附件分解、修理、装配、调试和维护的程序和

注意事项；能掌握简单系统零部件配套、填挂标签和填写交接单；会油封、洗涤零附件，

了解金属防腐方法；会填写修理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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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素养要求：

操作时能正确使用和穿戴劳动防护用品；工量具摆放规范整齐、完好无损，符合企业

基本的 6S (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 ) 管理要求；能及时清扫杂物、保持

工作台面清洁，遵守安全操作规范；符合企业基本的质量常识和管理要求，体现良好的工

作习惯；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职业道德、保守机密意识。

测试时间：120 分钟。 

2. 导弹机械部件维护

基本要求：

导弹机械维护主要考核学生能正确的识读导弹结构装配图，具备导弹弹体结构维护的

常用方法及工艺。

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看懂零件图，具有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技能，能正确选择和使用导弹专用工具及设

备对导弹部件进行检查与调整，及时分析与发现故障隐患，并采用正确的方法与手段按照

工艺的要求予以排除；能使用和维护导弹机械附件修理常用工具与设备；熟悉导弹一般构

造和系统工作原理；会分析一般导弹机械附件修理故障；会进行导弹全弹和部附件分解、

洗涤、修理、装配、调试和维护的程序和注意事项；能掌握简单系统零部件配套、填挂标

签和填写交接单；会油封、洗涤零附件，熟悉金属防腐方法；会填写修理卷宗。

（2）素养要求：

操作时必须穿戴劳动防护用品；工量具摆放规范整齐、完好无损，符合企业基本的 6S 

(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 ) 管理要求，及时清扫杂物、保持工作台面清洁，

遵守安全操作规范；符合企业基本的质量常识和管理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测试时间：120 分钟。

四、评价标准

各抽查项目的评价均包括操作规范、作品、职业素养三个方面。其中，操作规范占该

项目总分的 30%，作品占该项目总分的 50%，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20%。总分为 100 分。

操作规范、作品、职业素养均合格该项目总成绩为合格。各项目评价标准分别见表1至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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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机械维修基本技能 ( 工件基础测量 ) 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测量合

理性
10

制定合理的、正确的测量工艺步骤，选择正确的基准位

置，利于工件尺寸、形状的控制，便于提高工作效率，

保证操作安全性，符合要求及技术规范要求。 出现严重失

误造成元件

或仪表、设

备损坏等安

全事故，严

重违反考场

记录，造成

恶劣影响的

本次考核记

0分

6S 规范 10

工作前、工作中、工作完成后，及时清理、清点工具，

整齐摆放。工作结束清扫整理工作场地，具有良好的职

业操守，做到文明生产，具有安全用电意识。

操作规

范作品

80%

误差控制 40 技术要求：误差为±0.01mm；

技能操作

规范和熟

练程度

30

1. 技术要求：操作不规范扣 10 分；

2. 垂直度超差，扣 5分 /处；

3. 平面度超差，扣 5分 /处；

表面质

量控制
10

加工面有毛刺，扣 5分；

加工面表面粗糙度超差，扣 5分。

表 2 机械维修基本技能 ( 紧固件拆装与保险 ) 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工作前

准备
10 清点器件、仪表、工具，摆放整齐。穿戴劳动防护用品。

出现严重失

误造成元件

或仪表、设

备损坏等安

全事故，严

重违反考场

记录，造成

恶劣影响的

本次考核记

0分

职业行

为习惯
10

符合企业基本的 6S(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修养、

安全 ) 管理要求。能按要求进行工具的定置和归位、工

作台面保持清洁。具有安全用电意识。

操作规范

30%

操作过

程规范
30

正确规范的操作过程：

1. 操作过程中及作业完成后，工具、设备等摆放不整

齐扣分。

2. 考试迟到、考核过程中做与考试无关的事、不服从

考场安排酌情扣分以内；考核过程舞弊取消考试资格，

成绩计 0分。

3. 作过程出现违反操作规则的扣分。

4. 作业完成后未清理、清扫工作现场扣分。

作品 50%

测试文件 20

1. 不能按规程正确拆装，扣分。

2. 紧固件松动，扣分。

3. 工具选择错误，扣分

4. 工具乱丢、乱放，扣分

功能 20
紧固件及保险正常工作，且各项功能完好。功能缺失按

比例扣分。

指标 10
操作过程正确，即各项技术参数指标的上下限不超出要

求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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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机械维修基本技能 ( 密封与粘接 ) 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

素养

20%

工作前

准备
10 清点器件、仪表、工具，摆放整齐。穿戴劳动防护用品。

出现严重失

误造成元件

或仪表、设

备损坏等安

全事故，严

重违反考场

记录，造成

恶劣影响的

本次考核记

0分

职业行

为习惯
10

符合企业基本的 6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修养、安全 )

管理要求。能按要求进行工具的定置和归位、工作台面保持

清洁。具有安全用电意识。

操作

规范

30%

操作过程

规范
30

正确规范的操作过程：

1.操作过程中及作业完成后，工具、设备等摆放不整齐扣分。

2. 考试迟到、考核过程中做与考试无关的事、不服从考场安

排酌情扣分以内；考核过程舞弊取消考试资格，成绩计 0分。

3. 作过程出现违反操作规则的扣分。

4. 作业完成后未清理、清扫工作现场扣分。

作品

50%

测试文件 20 清理现场、归还相关设备、签署施工的文件和工卡

功能 20
在指定实习工位，用木质工具等清除原结构的密封剂 ( 如果

已经有密封 )，并按下述要求进行密封操作。

指标 10
操作过程正确规范，即各项技术参数指标的上下限不超出要

求的 10%。

表 4 电气维修基本技能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

素养

20%

工作前

准备
10 清点器件、仪表、工具，摆放整齐。穿戴劳动防护用品。

出现严重失

误造成元件

或仪表、设

备损坏等安

全事故，严

重违反考场

记录，造成

恶劣影响的

本次考核记

0分

职业行

为习惯
10

符合企业基本的6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修养、安全)

管理要求。能按要求进行工具的定置和归位、工作台面保持

清洁。具有安全用电意识。

操作

规范

30%

操作过

程规范
30

正确规范的操作过程：

1.操作过程中及作业完成后，工具、设备等摆放不整齐扣分。

2. 考试迟到、考核过程中做与考试无关的事、不服从考场

安排酌情扣分以内；考核过程舞弊取消考试资格，成绩计 0

分。

3. 作过程出现违反操作规则的扣分。

4. 作业完成后未清理、清扫工作现场扣分。

作品

50%

测试文件 20 清理现场、归还相关设备、签署施工的文件和工卡

功能 20
电子电气线路操作规范，电路正常工作，且各项功能完好。

功能缺失按比例扣分。

指标 10
操作过程正确规范，即各项技术参数指标的上下限不超出要

求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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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传感器应用技能基本技能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

素养

20%

工作前

准备
10 清点器件、仪表、工具，摆放整齐。穿戴劳动防护用品。

出现严重失

误造成元件

或仪表、设

备损坏等安

全事故，严

重违反考场

记录，造成

恶劣影响的

本次考核记

0分

职业行

为习惯
10

符合企业基本的 6S(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修养、安全 )

管理要求。能按要求进行工具的定置和归位、工作台面保持

清洁。具有安全用电意识。

操作

规范

30%

操作过

程规范
30

正确规范的操作过程：

1.操作过程中及作业完成后，工具、设备等摆放不整齐扣分。

2. 考试迟到、考核过程中做与考试无关的事、不服从考场安

排酌情扣分以内；考核过程舞弊取消考试资格，成绩计0分。

3. 作过程出现违反操作规则的扣分。

4. 作业完成后未清理、清扫工作现场扣分。

作品

50%

测试文件 20 清理现场、归还相关设备、签署施工的文件和工卡

功能 20
电子电气线路操作规范，电路正常工作，且各项功能完好。

功能缺失按比例扣分。

指标 10
操作过程正确规范，即各项技术参数指标的上下限不超出要

求的 10%。

表 6 导弹装配与调试技能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

素养

20%

工作前

准备
10 清点器件、仪表、工具，摆放整齐。穿戴劳动防护用品。

出现严重失

误造成元件

或仪表、设

备损坏等安

全事故，严

重违反考场

记录，造成

恶劣影响的

本次考核记

0分

职业行

为习惯
10

符合企业基本的 6S(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修养、安全 )

管理要求。能按要求进行工具的定置和归位、工作台面保持

清洁。具有安全用电意识。

操作

规范

30%

操作过

程规范
30

正确规范的操作过程：

1.操作过程中及作业完成后，工具、设备等摆放不整齐扣分。

2. 考试迟到、考核过程中做与考试无关的事、不服从考场安

排酌情扣分以内；考核过程舞弊取消考试资格，成绩计0分。

3. 作过程出现违反操作规则的扣分。

4. 作业完成后未清理、清扫工作现场扣分。

作品

50%

测试文件 20 清理现场、归还相关设备、签署施工的文件和工卡

功能 20
导弹机械电气设备分解装配无误，且各项功能完好。功能缺

失按比例扣分。

指标 10
操作过程正确规范，即各项技术参数指标的上下限不超出要

求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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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导弹维护技能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

素养

20%

工作前准

备
10 清点器件、仪表、工具，摆放整齐。穿戴劳动防护用品。

出现严重失

误造成元件

或仪表、设

备损坏等安

全事故，严

重违反考场

记录，造成

恶劣影响的

本次考核记

0分

职业行为

习惯
10

符合企业基本的 6S(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修养、安全 )

管理要求。能按要求进行工具的定置和归位、工作台面保持

清洁。具有安全用电意识。

操作

规范

30%

操作过程

规范
30

正确规范的操作过程：

1.操作过程中及作业完成后，工具、设备等摆放不整齐扣分。

2. 考试迟到、考核过程中做与考试无关的事、不服从考场安

排酌情扣分以内；考核过程舞弊取消考试资格，成绩计0分。

3. 作过程出现违反操作规则的扣分。

4. 作业完成后未清理、清扫工作现场扣分。

作品

50%

测试文件 20 清理现场、归还相关设备、签署施工的文件和工卡

功能 20
导弹机械电气设备故障分析排除过程无误，且各项功能完好。

功能缺失按比例扣分。

指标 10
操作过程正确规范，即各项技术参数指标的上下限不超出要

求的 10%。

五、抽考方式

根据专业技能基本要求，本专业技能抽查设计了专业基础技能和专业核心技能两个模

块，比例为5：3。抽查时，要求学生能按照理论考核和相关操作团队协作或独立完成给定任务，

并体现良好的职业精神与职业素养。

技能抽查由组考机构随机抽取题库下的某个测试项目一套试题进行测试，在测试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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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测学生在规定的时

间内独立完成测试任务。

六、附录

1. 相关法律法规

(1)GJB3677-1999 零部件检验程序

(2)GJB3677A-2006 装备检验验收程序

(3)GJB3850-1999 导弹起吊、转载、运输、装填要求

(4)GJB3872-1999 装备综合保障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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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JB3895-1999 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环境试验要求

(6)GJB4180.6-2001 海军导弹装备综合保障要求保障设备

(7)GJB3207-1998 军事装备和设施的人机工程要求

(8)GJB3219-1998 空空导弹系统总体性能试验方法

(9)GJB3243-1998 电子元器件表面安装要求

2. 相关规范与标准

(1)《空军装备工作条例》

(2)《空军航空修理系统从业人员任职资格标准》

(3)GJB3100-1997 空空导弹地面检测设备通用规范

(4)GJB3147-1998 红外跟踪测量系统通用规范

(5)GJB3183-1998 惯性 -GPS 组合导航系统通用规范

(6)GJB3198-1998 无线电引信抗干扰性能评定方法

(7)GJB3200-1998 药筒装药装配及全弹包装缺陷分类

(8)GJB3202-1998 贮能式陀螺仪通用规范

(9)GJB3375-1998 普通螺纹螺栓、螺钉通用规范

(10)GJB3400-1998 对空导弹武器系统制导精度评定方法

(11)GJB3404-1998 电子元器件选用管理要求

(12)GJB3573-1999 机载导弹发射装置检测设备通用规范

(13)GJB4181-2001 红外引信通用规范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业技能考核标准（导弹维修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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