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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ccupational skills appraisal and the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have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student employm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based on the “double certificate”system makes far-reaching requirements on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In order to make more students to pass the CNC lathe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increasing the chance of obtaining
CNC lathe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s and improving the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numerical control and mechatronics, the com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ge point of CNC lathe theory test are analysised
in detail based on the FUNAC 0I CNC system in this paper. This paper put forward a few suggestions on how to enhance the
training pre the theory examination and how to increase theoretical test scores.

Keywords: CNC Lathe, Professional Skill Appraisa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Knowledge Points,
Double Certificate

基于FANUK
0i的
的数控车工职业技能鉴定理论试题分析与研究
基于
陈永久
应用技术学院，吉林大学，长春，中国

邮箱:
邮箱

摘要：
摘要：针对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资格证书在高职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职业资格证书对学生就业的深远影响，基于“双
证书”制度的高职培养方案中，对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取提出了严格要求。为了使更多的学生能够顺利通过数控车工职业
技能鉴定理论考核，增加获取数控车工职业资格证书的机会，提高数控专业及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基于FUNAC 0i数控系统，详细分析了的数控车工理论考核试题的组成、类型及知识点的分布规律，并针对如何加强理
论考核考前辅导，提高理论考核成绩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
关键词：数控车工，职业技能鉴定，职业资格证书，知识点，双证书

1.引言
1.引言
教育部等七部委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
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完善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

制度，积极推进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资格认证工作；在《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
提出要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
推进职业学校专业课程内容和职业标准相衔接。完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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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制度，执行“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的规
定，进一步明确了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
[1]；在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中再次重申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及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
制度。可见，“双证书”制度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为
了保证“双证书”制度的顺利实施，必须大力推进教育教学
改革，构建以能力为核心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科学设
计知识、能力、素质体系，对专业课程进行整合，既保证
专业课程的系统性、连续性，又涵盖职业技能鉴定大纲中
的内容，实现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鉴定的衔接[2]，为开展
职业技能鉴定，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开展职业技能鉴定的意义及法律依据
开展职业技能鉴定，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重要举措，
也是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一项战略措施。这对于提高劳动
者素质，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建设以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促进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2]。
为了保证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开展职业技能鉴
定，《劳动法》第八章第六十九条规定：“国家确定职业
分类，对规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技能标准，实行职业资格证
书制度，由经过政府批准的考核鉴定机构负责对劳动者实
施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职业教育法》第一章第八条明
确指出：“实施职业教育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同国家制定
的职业分类和职业等级标准相适应，实行学历文凭、培训
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这些法规确定了国家推行职
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开展职业技能鉴定的法律依据。

3.
.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职业资格证书 制度的内涵
制度 的内涵及对学生就业的影
的内涵 及对学生就业的影
响
3.1.
.职业资格证书的内涵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作为一项科学的评价人才、推动劳
动就业的制度，早在1994年就已经建立。作为国家劳动管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劳动就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本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考试制度。它反应了社会生
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
重要标志[3]。组织学生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获取职业资格
证书，是职业学校培养学生技能的重要途径[4]。
长期以来，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引导和规范着职业教育
的发展方向。职业证书制度所具有的社会分层、职业规划
和信息载体功能，对职业教育产生了外部支撑和内部指导
作用[5]。因此，职业院校在进行学历教育的同时，依然要
紧跟职业资格证书改革的步伐，加强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的衔接。
3.2.
.职业资格证书对学生就业的影响

研究显示，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一级指标共
有 11 个，其中，工作培训和职业资格证书构成的工作
因子排在第四位。这表明，职业资格证书是影响大学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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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就业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职业资格证书成为大学
生学识和技能的证明。如果职业资格证书比较缺乏，则
会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造成负面影响[6]。
随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在重视大学生
学历文凭的同时，更加重视职业资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
在就业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成为很多企业
招聘人才的必要条件技术。《中国制造2025》提出，制造
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
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
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尽管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
制造大国，在高铁、核电等一些高端装备制造行业居于领
先地位，但综合实力与制造强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要
想缩短这种差距，发展高档数控机床及机器人，被及时纳
入国家计划中。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持续推进，操作
高端数控机床及机器人的数控加工人才将会越来越短缺。
如果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考取数控车工（或铣工）的职业
资格证书，对学生就业并尽快适应这些岗位会有非常大的
帮助。

4.
.数控车工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大纲及鉴定
数控车工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大纲及鉴定形式
考核大纲及鉴定形式
数控车工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大纲是以国家职业标准
为依据，以行为领域、鉴定范围和鉴定点的形式加以组
织，列出本等级下应考核的内容。依据国家标准，职业
资格证书分为初级、中级、高级、技师及高级技师五个
等级。按照规定，高职学生可以直接报考中级工。中级
数控车工的考试分为理论知识考核和操作技能考核两部
分，只有两部分都及格，才视为通过，可以申请中级工
的职业资格证书。操作技能考核主要考查学生数控机床
操作、数控编程、机械制造技术等方面的技能，采取实
际操作数控机床加工指定零件的形式，对学生在加工过
程中编程与操作的正确性、规范性、安全性以及加工零
件的精度、表面粗糙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而理论知
识考试侧重于对数控原理及编程、机械制造技术及相关
方面的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7]。就考核范围及知
识点的分布而言，理论考试范围更广、基础性更强、难
度更大。理论考核的知识点是每门课程的精要所在，它
反映教学目标、体现学习规律、有操作要求、内容经过
筛选等所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完整性、独立性和变
化性等特点[8]。全面、完整的掌握每门课程的知识点，
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考核成绩。表1和图1列出了近几年
报名人数及通过人数的相关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
分析可知，理论考核比实操考核通过的难度更大。换句
话说，如果理论考核能够通过，基本上就可以获得数控
车工职业资格证书，可见理论考核成绩对获取职业资格
证书的影响非常大。因此，为了增加学生获取职业资格
证书的机会，我们对近年来吉林省数控车工职业技能鉴
定理论试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整理，努力寻找考核知
识点的分布规律，为考前辅导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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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数控车工职业资格鉴定报名人数与通过人数对比表。
时间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报名人数
38
42
49
17
35
47

通过人数
25
38
28
3
29
40

理论通过人数
25
38
28
3
29
40

实操通过人数
34
40
44
17
32
44

图1 数控车工职业资格鉴定报名人数与通过人数对比图。

5.
.理论试题组成及知识点分布规律
目前，数控车工中级理论考试采用标准化形式，总共
为100道试题，其中选择题80道，判断题20道。通过对近
年来的数控车工理论试题进行分析，按照数控车工中级考
核标准及要求，选择了符合标准化考试形式，难度适中，
覆盖面广的试卷。通过对这些试卷的内容进行整理，寻找
知识点的分布规律，为考前辅导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经
过整理及归类，试题内容涉及工程制图、计算机辅助设计、
工程材料及热处理、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电工技术、PLC、
单片机、液压及气压传动、金属切削机床、刀具、工艺、
机械零件、数控原理、数控编程及机床操作等。从考核的
知识点来看，内容分布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数控专业及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所有的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为了保
证技能考核顺利进行，操作者必须熟悉数控系统操作界面
组成、功能、操作过程及方式；在操作过程中，操作者必
须严格遵守操作规范，保证自身的安全。因此，理论考核
试题中也融入了国家法律法规、着装及安全生产等方面的
内容。按照数控专业及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培养方案的要
求，考核内容与相关课程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2 数控车工理论试题与专业课程间的关系。

从知识点的分布来看，尽管考核内容很多，知识点涉
及面很广，但有些知识点出现的频率很低。为了便于数据
分析，对出现频率较低或不符合数控车工考核大纲要求的
知识点做适当剔除。同时，将数控车工职业技能鉴定理论
试题中所涉及到的知识点进行分类，并综合考虑专业培养
方案、课程设置以及职业技能鉴定中关于理论考核的要求
等因素，可以归纳为法律法规及安全生产、工程材料、机
械基础（工程制图及计算机绘图、工程力学、机械设计、
液压与气压传动）、机械制造技术（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
刀具、工艺、金属切削机床）、电气控制（电工技术、单
片机应用、PLC）、数控原理及编程、数控车床结构及操
作等七大类。通过对近年来数控车工职业技能鉴定理论考
核试题进行整理和筛选，选择10套符合考核大纲要求的试

题作为样题。对样题中的知识点进行整理和分类，并对数
据进行分析，每套试题中各部分所占比重如表2所示。结
合表中所列数据，数控车职业技能鉴定理论考试试题，各
部分所占比重的平均值分别为6.8%、5.5%、5.9%、46.2%、
2%、24%及9.6%，取整数后并结合每年理论考试的内容，
各部分所占比例调整为7%、6%、6%、46%、2%、24%及
10%。但是，由于每年考核的试卷是从题库中随机抽取，
鉴于出题人从事的岗位及所学专业不同，试题中各部分所
占比重一定会略有不同。不过，考核的内容是依据国家职
业(技能)标准、职业技能鉴定规范(即考试大纲)和相应教
材来确定的，每套试卷各部分所占比重一般浮动范围在10%
左右属正常，这样的变动对考前辅导方案的制定及总体的
考核结果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

表2 数控车工职业技能鉴定理论试题知识点分布比。
序号
1
2
3
4
5

法律法规及安全生产
9
7
6
5
8

工程材料
4
6
7
2
4

机械基础
7
4
3
4
3

机械制造技术
机械制造技术
39
40
77
40
39

电气控制
2
2
2
0
2

数控原理及
数控原理及编程
原理及编程
25
26
2
26
31

数控机床结构及操作
14
15
3
23
13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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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6
7
8
9
10
平均值
基数

法律法规及安全生产
6
7
8
5
7
6.8
8

工程材料
8
5
10
3
6
5.2
5

机械基础
5
8
8
10
7
4.3
5

机械制造技术
机械制造技术
44
50
46
51
36
46.3
40

6.
.提高理论考核通过率的
提高理论考核通过率的几点建议
按照数控车工职业技能鉴定的考核要求，理论考核必
须达到60分以上才有资格申请职业资格证书。通过以上数
据分析可知，理论考核的知识点分布非常广泛，几乎涵盖
了数控专业及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所有的专业基础课及
专业课。按照高等职业教育“2+1”培养方案的要求，这些
课程在四个学期都有涉及，从第一个学期的工程制图到第
四个学期的数控原理及编程技术，涉及课程多，时间跨度
长。如果仅仅利用考前两周进行辅导，即便非常系统的讲
解和训练，也很难达到考核要求。因此，必须寻找合适的
辅导方案，提高理论考核成绩，才能使更多的学生有机会
申请职业资格证书。
6.1.
.做好考前复习，
做好考前复习，重点突破
理论知识考试涉及的科目相对较多，需要全面的理解
和掌握，才能取得较好的成绩。因此，复习时应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找出自己的弱项，有针对性的重点复习和突
破。对理论知识要做到深入了解，灵活运用，不能死记硬
背。适当选择一些复习资料提供的模拟练习题，并在规定
的时间完成。条件允许，最好在数控车床上进行实际操作
练习，可以进一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6.2.
.加快教学改革步伐，
加快教学改革步伐，将职业资格证书教育纳入高职教
育专业培养方案，
育专业培养方案，建立考核内容与相关课程之间的联
建立考核内容与相关课程之间的联
系

电气控制
3
2
0
5
2
1.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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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原理及
数控原理及编程
原理及编程
25
24
26
25
30
22.2
27

数控机床结构及操作
9
4
2
1
10
13.3
13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是十分方便。显然，这些备考方式都各有不足。找到理想
的备考方式，可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理论考核成绩，而利
用“互联网+教育”网络平台就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按
照数控车工理论考核要求及试卷标准格式，将经过整理和
分类的试题编成软件，建立数控车工理论考核网络试题库。
借鉴国家题库的命题思路、依据、范围、考试形式和要求、
试卷结构、题型题量等，分单元归纳理论知识考核要点，
同时参照国家题库试题类型和难度开发理论试题供学生
练习，并依据国家题库组卷模式分别组织数控车工职业技
能鉴定理论知识考核模拟试卷[9]。学生通过计算机或手机，
随时随地调阅材料，反复练习。这样，可以充分利用了学
生的零散时间以及手机等通讯工具，改变了原有的单一、
死板的备考形式。这种备考模式不受时间及地域的限制，
可以有效的提高学生对考核内容的熟悉程度。

7.
.结论
总之，以“既获取学历证书，又获取职业资格证书”为
特征的“双证书”制度，突出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实践特色和
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体现了以能力为本位，以就业为导向
的思想。职业资格证书是学生职业能力的具体体现，因其
由政府劳动部门颁发，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受到用人
单位的广泛认可，成为人才招聘的重要依据[10]。然而，
能否顺利申请，理论考核是关键之一。近年来的实践证明，
科学合理的知识点分析，全面的考前辅导是通过理论考核
的关键所在。通过试题分析，总结知识点的分布规律，寻
求合适的考前备考方式，并应用于实践，使理论考核通过
人数逐年提高，为数控车工职业资格证书的申请打下坚实
的基础。

依照国家职业分类标准及职业资格证书的要求，调整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把职业资格证书纳入学生培养方案，
使培养方案包涵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知识、素质、能力要
求[1]。将职业技能鉴定考试大纲与专业教学大纲无缝对接，
可有效解决理论考试知识面广、相关课程跨度长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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