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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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航通信技术 (专业代码：520509)

2. 适用对象

全日制在籍毕业年级学生。

二、考核目标

本专业技能考核通过民航电子产品安装与装调、民航电子基本电路的分析与设计、民

航通信电路的搭建与测试、民航通信导航产品(设备 )的维护与维修等4个技能考核模块，

测试学生利用设备和工具按照行业通用的规范和要求安装民航电子产品、利用常用的仪器

仪表按照规范的测试流程和方法测量和调整民航电子产品的技术参数、对民航电子电路基

本电路的进行分析，并进行软硬件设计、进行民航通信电路的搭建与测试、查找维护、维

修手册并对的维护与维修对象进行标准化施工的职业岗位能力安全意识、现场 6S 管理、环

境保护等职业素养。

通过专业技能考核测试，考核相应模块与项目对应的课程模块设置的合理性，检验课

程目标的达成度，促进相应课程的改进与教学质量的提高；通过专业技能考核测试，检测

人才培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科学性，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程度，促进专业建设与发展。

三、考核内容

技能考核内容包括专业基本技能、岗位核心技能等二部分。民航通信技术专业技能考

核内容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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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民航通信技术专业技能考核内容图

( 一 ) 专业基本技能

模块一：民航电子产品安装与装调

1．民航电子产品装调

基本要求：

(1) 技能要求

以 IPC-A-610 标准为参考组装调试典型通孔工艺的电子产品。组装时，能正确选择不

同类型的电子元器件，按成型、插装和电烙铁手工焊接的要求进行元器件的装配，装配后

不能出现开路、短路、不良焊点、元件或印制板损坏等现象，基本符合IPC-A-610规范要求。

调试中，能正确选择和使用仪器仪表对电子产品的技术参数进行测量与调试并使之达到要

求，并能完整详实的记录试验条件和结果。

(2) 素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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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仪器 / 工具的定置和归位、工作台面保持清洁、及时清扫废弃管脚及杂物等，能事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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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接地检查，具有安全用电意识。

符合企业基本的质量常识和管理要求。能进行通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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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企业电子产品生产线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如：避免裸手

接触可焊表面、不可堆叠电子组件、电烙铁温度设置和接地检查、先不通电检测 ( 电压表

/ 万用表 ) 再上电检测、电源或信号输出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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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实记录试验环境、条件和数据等。

( 二 ) 岗位核心技能

模块一：民航电子基本电路的分析与设计

1. 基本电路硬件设计

基本要求：

(1) 技能要求

以电子产品的软件设计开发通用流程设计该产品的某一功能硬件电路，并进行系统调

试，实现产品功能，并满足相应的技术指标。

设计时，进行硬件功能分析、选择器件、估算参数，满足给定的功能和技术指标，设

计方案等相关技术文件符合国家/行业/企业标准。系统联调时，用仪器仪表测试功能指标，

调整参数，使之实现给定的功能与技术指标，测试报告等相关技术文件符合国家 / 行业 /

企业标准。

(2) 素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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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工作台面的整洁，能按照规范要求使用电脑，具有较强的设备安全与人身安全意识。

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能遵循硬件开发的基本流程，需求分析、硬件设计、系统联调

等各个环节规范有序，仪器仪表使用符合规程要求，做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2. 控制电路软件设计

基本要求：

(1) 技能要求

按电子产品软件设计的通用流程，设计该电子产品的某一功能软件，并与硬件系统联调，

实现产品功能，满足相应的技术指标。流程图绘制符合技术文件规范、程序代码要符合编

程规范 ( 函数名称、功能、入口参数、出口参数、注释等 )，设计方案等相关技术文件要

符合国家 / 行业 / 企业标准。在 KeilC 等软件开发平台上进行程序的编译与调试，运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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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程序代码使之无语法错误。下载程序到MCU硬件中(或开发板中)，进行软硬系统联调，

运行程序，用仪器仪表测试功能指标，修改、优化程序代码，使之达到给定的性能与技术

指标要求，测试报告等相关技术文件要符合国家 /行业 /企业标准。

(2) 素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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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工作台面的整洁，能按照规范要求使用电脑，具有较强的设备安全与人身安全意识。

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能遵循软件开发的基本流程，需求分析、软件设计、编译与调试、

软硬系统联调等各个环节规范有序，软件代码的编写要体现良好的编程风格 ( 程序可读性

较好，注释简洁明了，全局 /局部变量设置合理，充分考虑了出现异常时的处理机制等 )，

编写相关技术文档要有良好的文档书写习惯，逻辑思路清晰，每一条语句都经过周密思考。

做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模块二：民航通信电路的搭建与测试

1. 民航通信电路的搭建与测试

基本要求：

(1) 技能要求

能够正确理解任务要求，选择合适的功能模块，完成电路的连接和功能测试。测试时

注意用电安全，能够检查电路搭建是否正确，调试中，能正确选择和使用仪器仪表对电子

产品的技术参数进行测量与调试并使之达到要求。

(2) 素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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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仪器 / 工具的定置和归位、工作台面保持清洁，能事前进行电源开关检查，具有安全用

电意识。

符合民航企业通信产品维修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能严格遵循民

航电路的搭建要求与测试流程，能严格按照规范进行功能测试与实践操作等。

模块三：民航通信产品 (设备 )的维护与维修

1. 民航通信导航产品的维护与维修

基本要求：

(1) 技能要求

以波音公司的飞机维修手册为参考进行民航通信产品的维护与维修。维护维修时，能

正确选择相应的航空手册进行查询，能正确判断产品的故障部件，能正确选择使用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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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仪表、工具根据手册的步骤要求进行故障、检测、维护、维修，维护维修完成后技

术参数达到要求。

(2) 素养要求

符合航空企业基本的 6S(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修养、安全 ) 管理要求。能按要

求进行仪器 / 工具的定置和归位、工作台面保持清洁、及时清扫废弃管脚及杂物等，能事

前进行接地检查，具有安全用电意识。

符合航空企业电子产品维修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能严格遵循维

修流程，故障分析、检测、修复能严格按照规范操作，修复效果尽量符合更好的标准要求，等。

四、评价标准

各考核项目的评价包括操作规范与职业素养、作品 2 个方面，总分为 100 分。其中，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约占该项目总分的 50%，作品约占该项目总分的 50%。职业素养与操作

规范、作品两项均需合格，总成绩评定为合格。各项目评价标准分别如表 1至表 5所示。

表 1 民航电子产品装调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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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采用正确的方法选择电子元器件；

2. 合理选择设备或工具对元件进行成型和插装；

3.正确选择装配工具和材料，装配过程符合手工装配和焊接操

作要求；

4. 合理选择仪器仪表，正确操作仪器设备对电路进行调试。

5. 按正确流程进行装调，并及时记录装调数据。

作品

50%

工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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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符合标准中的元件成型、插装、手工焊接等工艺要

求的可接受最低条件。

1. 元器件选择正确。

2. 成型和插装符合工艺要求。

3. 元件引脚和焊盘浸润良好，无虚焊、空洞或堆焊现象。

4. 无短路现象。

功能 20 电路通电正常工作，且各项功能完好。功能缺失按比例扣分。

指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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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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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本电路硬件设计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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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功能分析的基础上，完成电路设计；

2. 运用正确的方法选择所需要的电子元器件；

3. 合理选择设备或工具对元件进行安装和焊接；

4.正确选择安装工具和材料，安装过程符合手工安装操作要求；

5. 正确选择焊接工具和材料，焊接过程符合焊接操作要求；

6.合理选择仪器仪表，正确操作仪器设备对电路进行调试以实

现产品的功能。

作品

50%

设计

作品
20

1. 电路功能分析正确。

2. 图纸补充设计正确。

3. 虚线处所补充的元器件型号与参数选择正确。

4. 安装符合工艺要求。

设计

报告
20

1. 功能分析描述准确。

2设计依据分析正确。

3. 测试过程正确。

4. 结果分析正确。

功能 10 电路经检查能正常工作，且各项功能指标达到要求。

表 3 控制电路软件设计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操作规

范与职

业素养

50 分

工作前

准备
10 清点器件、仪表、工具，摆放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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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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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过

程规范
30

1. 根据功能要求，程序设计流程图符合规范；

2. 按照软件编写规范标准进行程序编写，程序代码具有良好

的可读性；

4. 系统测试时，合理选择仪器仪表，按规范操作仪器设备；

5. 编写技术文档格式规范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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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作品

50 分

程序流

程设计
10

1. 正确依据功能要求进行需求分析；

2. 绘制流程图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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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律，造成

恶劣影响的

本次考核记

0分

软件

编程
10

1. 利用 KeilC 编程环境，在指定的文件夹里建立工程和程序

文件、设置编程环境；

2. 编写软件程序 (主函数、子函数 )代码无语法错误。

软件程

序下载
10

1. 软件程序编译生成 HEX 或 BIN 目标文件。

2. 目标程序文件下载到硬件，可进行系统联调。

系统

调试
10

1. 接口电路与单片机系统连接无误。

2. 电源设备使用操作正确。

3. 电路无短路情况、仪器仪表使用正确。

功能

指标
10

按照项目给定要求达到相应功能，各项功能结果达到项目指

标要求。

表 4 民航通信电路的搭建与测试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

素养

20%

工作前

准备
10

1.按照要求选择与取用相应的通信电路模块，清点器件、仪表、

工具，摆放整齐。

出现严重失

误造成通信

电路模块烧

毁、实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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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符合企业基本的 6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修养、安全 )

管理要求。能按要求进行工具的定置和归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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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 通信电路模块插接符合操作要求。

10 2. 仪器使用符合操作规程。

5 3. 符合安全操作规程

5 4. 文档符合相应规范或格式要求。

作品

50%

通信电

路的搭

建

5 1. 模块选择正确；

5 2. 电路连接正确

10
3. 测试点与信号输入点选择正确、仪表选择正确，仪表测试方

法正确。

10 5. 测试结果正确符合功能要求。

报告

编写
20

1. 测试结果记录正确清晰；

2. 测试结果分析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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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民航通信导航产品的维护与维修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

养与操

作规范

50%

6s 1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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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具有安全用电意识。

对造成安全

事故或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者，取消

考试成绩。

操作

准备
10

1. 根据任务要求清点必备的及通用的器件、仪表、工具、

设备及耗材，摆放整齐。

2. 穿戴劳动防护用品。

操作

过程

规范

30

1. 分析任务要求，理解正确；

2. 查询相应手册，查找产品部件的相关信息，合理选择手

册要求的仪器仪表工具，确认施工方法步骤；

3. 按正确流程进行施工。

作品

50%

技术

文件
20

1. 手册查询信息记录完整准确；

2. 施工布置记录详实准确。

功能 30
1. 经检查测试提交的作品能正常工作；2. 作品各项功能完

好。

五、抽考方式

1．模块选择方式。专业基本技能部分的 1 个模块为必选模块，岗位核心技能部分的 3

个模块为选择模块，每次从岗位核心技能能力部分抽取 1个模块作为考试模块。

2．测试项目和试题确定：测试前一周，由组考专家组从专业基本技能部分的必选模块

和岗位核心技能部分的 1 个模块中选择确定 1 个项目作为当年测试项目 ( 假若抽到的模块

只有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为必选项目、假若抽取到的模块由2个项目，则选择其中一个项目)，

并从该项目中抽取一半试题作为测试试题，测试项目和测试试题在组考方案中公布。

3．学生参考模块确定：参考学生按规定比例随机抽取考试模块，其中，60% 考生参考

专业基本技能部分，40% 的考生参考岗位核心技能部分。各部分考生人数按四舍五入计算，

剩余的尾数考生随机在参考模块中抽取应试模块。

 六、附录

企业安全用电管理制度

第一条：为确保职工在生产工作中的安全与健康，根据国家和市政总公司的有关规定

并结合我公司的生产实际情况，制定本公司用电管理制度，望各单位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

用电工作必须贯彻“安全第一”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的方针，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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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一责任人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者，各级领导必须以身作则，各级安全管理部门及人

员要认真负责，严格按规程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条：电工作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１、电气工作人员必须具备必要的电气知识，按其职务和工作性质，熟悉安全操作规

程和运行维修操作规程，并经考试合格取得操作证后方可参加电工工作。

２、凡带电作业人员应经专门培训，并经考试合格，领导批准方可参加带电作业。

３、实习人员和临时参加电工工作的人员须经领导批准方可参加带电作业。

４、供电工作人员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自觉遵守供电，安全、维修规程，发现违反

安全用电并足以危及人身安全、设备安全及重大隐患时应立即制止。

2．相关规范与标准 (摘录 )

(1)J-STD-001E 电气与电子组件的焊接要求 

(2)IPC-A-610D( 中文版 )，IPC-A-610E 电子组件的可接受性要求

(3)IPC-7711/21 电子组件和电路板的返工 &返修

(4)IEC 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 IEC60310:2004

(5)《中国民航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修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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