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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类基本技能实际操作考试范围 

 

2018年交通运输类 C 类专业群无人报考，故只公布 A、B 两个专

业群基本技能实际操作考试范围。 

A 类专业群 

一、实际操作考试范围 

项目 1.

必考题

1-曲轴

的测量 

操作步骤要点 考核范围 备注 

（1）曲轴的拆卸 

正确掌握维修手册的阅读；曲轴的拆卸方法；选

择测定位置；正确掌握曲轴放置方法；正确掌握

百分表、千分尺等量具的使用；正确掌握曲轴弯

曲测量及曲轴扭转测量；能够进行误差计算。 

1.大众 AJR发动机。 

2.抽取其中若干技

能点考核。 

3.考试时间：30分钟

（含填写工单）。 

（2）曲轴放置方法 

（3）百分表组装 

（4）高度游标卡尺的使用 

（5）曲轴主轴颈的测量 

（6）曲轴圆跳动的测量 

（7）记录 

项目 2.

必考题

2-发电

机的拆

装和测

量 

操作步骤要点 考核范围 备注 

（1）工具选择 
能够准确选择发电机的拆装工具；正确掌握发电

机的拆装步骤；了解发电机各部件名称及功用；

能够对发电机进行机械部分的检修，包括轴、线

圈、碳刷、轴承等零件；能够正确掌握发电机的

测量，包括但不限于整流器二极管的测量；正确

使用万用表；能够正确组装发电机。 

1.AJR发动机配备的

发电机。 

2.抽取其中若干技

能点考核。 

3.考试时间：35分钟

（含填写工单）。 

（2）发电机拆卸 

（3）发电机各部件的测量 

（6）万用表的选用 

（7）发电机组装 

（8）记录 

项目 3.

抽考题

1-万用

表的使

用 

操作步骤要点 考核范围 备注 

（1）万用表的用途 

正确掌握万用表的用途、组成；正确理解万用表

的各个档位；正确选择万用表的档位；能够正确

测量蓄电池、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相关数值。  

1.普通万用表； 

2.抽取其中若干技

能点考核。 

3.考试时间：35分钟

（含填写工单）。 

（2）万用表的档位选择 

（3）万用表的组成 

（4）对电阻进行测量 

（5）对汽车蓄电池、电阻、

二极管、三极管进行测量 

（6）复原工作台 

（7）记录 

项目 4.

抽考题

2-轮胎

气压计

的使用 

操作步骤要点 考核范围 备注 

（1）轮胎气压计的用途  
能够掌握轮胎气压计的用途；能够正确认识轮胎

气压计的单位；能够在车辆上确定轮胎标准气

压；能够正确地对轮胎气压进行测量；能够用胎

压表对轮胎进行重启或者放气，使轮胎气压符合

车辆的标准气压。 

1.通用气压表； 

2.抽取其中若干技

能点考核。 

3.考试时间：35分钟

（含填写工单）。 

（2）轮胎气压计读数 

（3）轮胎气压计的单位选择 

（4）对车轮气压进行测量 

（5）复原工作台 

（6）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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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关注内容 

    （1）操作的熟练程度； 

    （2）维修手册的查询； 

    （3）操作全过程的 5S； 

    （4）工单填写的标准程度（如：单位、精确度等）。 

 

 

B 类专业群 

一、实际操作考试范围 

项目1：司机室照明灯电路设计接线（必考题） 

1.作业内容： 

按照电工手册技术要求，对日光灯照明电路进行安装。 

2.作业要求 

1）合理选择和规范使用工具、电器、仪表 

2）作业流程规范合理 

3）布线合理、美观；元件安装整齐、牢固 

4）能正确检测电器和电路并能排除故障 

5）安全与文明作业 

3.考试时间：30分钟 

4.主要电器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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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开关，灯开关，日光灯管（30瓦－40瓦），启辉器，启辉器

座，镇流器（30瓦－40瓦），日光灯灯座2个，灯架，钳子，改锥，

螺钉若干，导线若干，剥线钳，万用表。 

 

 

项目2：铁路主要技术设备的识别（必考题） 

1.作业内容： 

按照《铁道概论》大纲要求，利用软件识别铁路主要技术设备。 

2.作业要求 

1）安全与文明作业 

2）正确安全合理使用软件 

3）正确识别相关设备及部件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答案。 

3.考试时间：30分钟。 

4.主要设备：计算机、铁路主要技术设备识别软件。 

 

项目3：制动机五步闸试验（抽考题） 

1.作业内容： 



 4 

按照五步闸试验要求，对 DK-1型电空制动机进行性能检查。 

2.作业要求： 

1）正确操作制动机； 

2）作业流程合理； 

3）能根据试验数据分析制动机性能； 

4）安全与文明作业； 

3.考试时间：40分钟 

4.主要设备与工具：DK－1型电空制动机试验实训装置、扳手、

秒表等。 

 

项目4：接触网腕臂装配（抽考题） 

1.作业内容： 

直线区段正定位腕臂支柱装配及安装。 

2.作业要求： 

1）自提工具、材料无误； 

2）根据安装图进行地面组装腕臂； 

3）定位装置符合要求；  

4）各项参数符合要求； 

5）各部受力正确、螺栓紧固。 

6）作业过程符合安全有关规定； 

7）作业完毕，清理现场。 

3.考试时间：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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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从领取工具、材料开始，到作业完毕，清理现场后结束；规

定时间内完成不加分，也不扣分，每超1分钟，从总分中扣2分，超过

10分钟停止作业。 

4.主要设备与工具： 

正定位腕臂、钢卷尺、活扳手、钳子、工具袋、个人工作服、安

全帽、安全带等。 

 

项目5：地铁列车车门控制（抽考题） 

1.作业内容 

依据客室车门综合实训台设备，对电控电动内藏门车门组成识别

及车门功能演示进行考核。 

2. 作业要求： 

1）规范使用设备； 

2）作业项目齐全； 

3）作业流程合理； 

4）能正确检测并读取和记录数据或代码； 

5）安全与文明作业。 

3. 考试时间：40分钟。 

4. 主要仪器与工具：客室车门综合实训台。 

二、操作要点 

项目 1.司

机 室 照 明

灯 电 路 设

计接线 

操作步骤要点 考核范围 备注 

（1）操作前准备，领取接线板、工具、

仪表、工作单 

合理选择和规范使用工具、

电器、仪表；作业流程规范合理；

布线合理、美观；元件安装整齐、

必考题 

（2）设计照明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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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装元件、接线 牢固；能正确检测电器和电路并

能排除故障；安全与文明作业 （4）通电测试，排除故障 

项目 2.铁

路 主 要 技

术 设 备 的

识别 

操作步骤要点 考核范围 备注 

（1）检查设备，领取答题卡 安全与文明作业；安全合理

使用软件；正确识别相关设备及

部件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答案。 

必考题 （2）按软件要求识别铁路相关技术设

备，并填涂答题卡 

项目 3.制

动 机 五 步

闸试验 

操作步骤要点 考核范围 备注 

（1）检查设备，领取工作单、操作及

测量工具 

正确操作制动机；作业流程

合理；能根据试验数据分析制动

机性能；安全与文明作业； 

抽考题 

（2）识别 DK-1 制动机各部件，填写

工作单 

（3）进行制动机五步闸试验，并填写

工作单 

（4）分析制动机性能 

（5）试验完毕，清理现场 

项目 4. 接

触 网 腕 臂

装配 

操作步骤要点 考核范围 备注 

（1）检查清点各部件，领取装配工具

及工作单 
自提工具、材料无误；根据

安装图进行地面组装腕臂；定位

装置符合要求； 各项参数符合要

求；各部受力正确、螺栓紧固；

作业过程符合安全有关规定。 

抽考题 
（2）识别腕臂各组成部件，填写工作

单 

（3）根据安装图进行地面腕臂组装 

（4）作业完毕，清理现场 

项目 5. 地

铁 列 车 车

门控制 

操作步骤要点 考核范围 备注 

（1）领取工作单 
规范使用设备；作业项目齐

全；作业流程合理；能正确检测

并读取和记录数据或代码；安全

与文明作业。 

 

抽考题 

（2）识别电控电动内藏车门各组成部

件并填写工作单 

（3）电控电动内藏车门开关门操作 

（4）防夹功能测试操作 

（5）紧急解锁功能测试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