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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单独招生考试对口高职类技能测试大纲

1.技能名称：水工测量

2.适用专业：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技术、水利水

电工程管理

3.技能要求

（1）能正确安置水准仪。

（2）熟悉水准仪操作规程。

（3）能正确观测和记录、计算。

（4）会对测量结果进行简单处理。

（5）测量度符合等外水准测量要求。

4.设备及工具

DS3 微倾式水准仪 1套，包括主机和三脚架；签字笔、铅笔、橡皮、小刀、

非编程计算器。2米水准标尺 2根，辅助立尺人员 2人，硬质室外场地，记录

板，记录和计算表格。

5.工艺、规程、步骤要求

（1）安置水准仪

（2）瞄准水准标尺并读数

（3）记录与计算

6.考核时间及考试组织

（1）考试时间：考试规定时间 10 分钟，操作完毕请举手示意，每超过规

定时间 1分钟将扣 5分，用时达到 15 分钟将强制终止考核。

（2）考试组织：采用现场实际操作形式，考生为一人一工位。

7.技能考核内容结构比例

（1）应知应会 （如测量数据基本判断） （130 分）

（2）环保、节能、安全意识和职业道德行为 （7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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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单独招生考试对口高职类技能测试大纲

1.技能名称：DS3 水准仪的操作

2.适用专业：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给排水技术工程、水文与工程地质、水

土保持技术

3.技能要求

（1）熟悉水准仪操作规程。

（2）能正确安置水准仪。

（3）能正确观测和记录。

（4）会对测量结果进行处理。

（5）测量精度符合等外水准测量要求。

4.设备及工具

DS3 水准仪 3套，包括主机和三脚架；签字笔、铅笔、非编程计算器。水

准尺 2根，辅助立尺人员 2人，硬质室外场地。

5.步骤要求

（1）安置水准仪

安放三脚架，调节三脚架腿至适当的高度，尽量保持三脚架顶面水平。如

果地面较松软，需将架腿踩入土中；双手取出水准仪，置于三脚架上，旋紧连

接螺旋，将水准仪和三脚架连接在一起；

（2）粗略整平

调节脚螺旋，使得圆水准气泡居中，使仪器竖轴大致铅垂；在整平的过程

中，气泡的移动方向与左手大拇指运动的方向—致。

（3）瞄准水准尺

首先进行目镜对光，转动目镜对光螺旋，使十字丝清晰。再松开制动螺旋，

转动望远镜，用望远镜筒上的照门和准星瞄准水准尺，拧紧制动螺旋。然后转

动物镜对光螺旋进行对光，使目标清晰。再转动微动螺旋，使竖丝对准水准尺。

若发现视差，重新仔细地进行物镜对光，直到眼睛上下移动，读数不变为止。

保证从目镜端见到十字丝与目标的像都十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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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平与读数

眼睛通过位于目镜左方的符合气泡观察窗看水准管气泡，右手转动微倾螺

旋，使气泡两端的像吻合，即表示水准仪的视准轴已精确水平。这时，读出十

字丝的中丝在尺上读数。

6.考核时间及考试组织

（1）考试时间：10 分钟。

（2）考试组织：采用现场实际操作形式，考生为一人一工位。

7.技能考核内容结构比例

（1）知识和操作能力要求：应知水准仪的安置、粗平、瞄准、精平、读数

五个步骤，以及各步骤的顺序和要求。应会熟练使用水准仪，消除误差，准确

测得读数。 （150 分）

（2）素质能力要求：文明礼貌、操作规范、爱惜仪器、安全意识、职业道

德行为和心理素质。 （50 分）

8.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事项

（1）考前检查考试仪器及备用仪器，确保能正常使用；

（2）考生成绩当场公布并签字确认；

（3）考生操作结束后，需将仪器整理归位，以便后续考生顺利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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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考试对口高职类技能测试大纲

1.技能名称：酸碱中和滴定实验操作

2.适用专业：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环境工程技术

3.技能要求

（1）熟悉中和滴定实验有关仪器（滴定管和锥形瓶等）的基本操作规范。

（2）理解中和滴定实验反应原理。

（3）能正确选择实验所需指示剂。

（4）能正确观测和记录实验数据并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

（5）实验操作流程熟练合规。

4.实验仪器与试剂

仪器：酸式滴定管、碱式滴定管各 1套，滴定管夹、铁架台 2套，锥形瓶

4支，烧杯 4个、胶头滴管、洗瓶；

试剂：标准液 0.1000mol/L 的盐酸溶液、待测液 0.1mol/L 左右的氢氧化钠

溶液、酚酞、蒸馏水等；

其他：签字笔、纸；标准化实验室场地。

5.步骤要求

（1）滴定前准备：查漏-洗涤-润洗-注液-调液-读数

①查漏：检查滴定管是否漏液

②洗涤：用水和蒸馏水分别洗涤滴定管、锥形瓶（2～3次）

③润洗：用盛装液分别润洗滴定管（2～3次）注：锥形瓶不能用盛装液润

洗

④注液：向滴定管中注入溶液，排出尖嘴部位的气泡

⑤调液：调节液面至零或零刻度以下

⑥在锥形瓶待测液中滴加 2-3 滴酚酞

（2）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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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手握滴定管活塞，右手拿锥形瓶并不断振荡

②眼睛注视锥形瓶内溶液颜色的变化

③终点判断：当滴入最后一滴，溶液颜色变化且在半分钟内不褪色

④读取滴定管刻度并记录 注：读数时视线与凹液面水平相切

（3）数据记录与处理

已知 c(HCl)= 0.1000mol/L,V(NaOH)=10.00mL

测定次数 ① ② ③

起始读数

终止读数

V(HCl)/mL

数据处理：V(HCl)平均=

C(NaOH)=

6.考核时间及考试组织

（1）考试时间：15 分钟。

（2）考试组织：采用现场实际操作形式，考生为一人一工位。

7.技能考核内容结构比例

（1）知识和操作能力要求：应知酸碱中和滴定实验中滴定管的查漏、洗涤

等五个步骤，以及后续完整的滴定操作和数据读取、记录。应会熟练使用滴定

管完成滴定，准确读数，处理实验数据。 150 分

（2）素质能力要求：文明礼貌、操作规范、爱惜仪器、安全意识、职业道

德行为和心理素质。 50 分

8.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事项

（1）考前检查考试仪器及备用仪器，确保能正常使用；

（2）考生成绩当场公布并签字确认；

（3）考生操作结束后，需将仪器整理归位，以便后续考生顺利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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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单独招生考试对口高职类技能测试大纲

1.技能名称：电路安装

2.适用专业：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水电站机电设备与自动化、供用电

技术、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3.技能要求

考虑到电路安装在电气类专业技能操作的基础性支撑作用，故选择电路安

装作为考试科目；考试时，要求考生抽取考试电路图，读懂电路图，根据电路

图上的元件符号找出对应的实际元器件，正确选择、使用电工工具，按电工工

艺要求完成电路安装操作。

4.工艺、规程、步骤要求

（1）具备正确读懂电路图的能力

（2）正确使用电工工具进行安装，元器件布置合理，安装牢固，线头连接

处接触良好，配线需横平竖直，上进下出，左进右出，整体电路美观整洁

（3）能正确使用万用表检查电路

5.设备及工具

电工技术实训台及配套元器件1套，电工工具1套，万用表一只。

6.考核时间及考试组织

（1）考试时间：50 分钟。

（2）考试组织：采用现场实际操作形式组织考试，考生为一人一工位。

7.技能考核内容结构比例

（1）分值比例：读图及正确使用电工工具占10％，元器件安装整齐、美观

占10％，元器件安装正确、配线合理、美观，符合工艺要求占50％，电路检查

及通电验收占20％，安全文明操作占10％。

（2）评分方法：根据考生现场操作情况由考评人员现场评分，考生确认。

8.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事项

（1）服从监考老师安排，遵守考场秩序。

（2）检查电路，需经监考老师确认无误后方能通电。

（3）考试完毕，将元器件、导线摆放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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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考试对口高职类技能测试大纲

1.技能名称：水准测量

2.适用专业：测绘类各专业

3.技能要求

（1）能正确安置水准仪。

（2）熟悉水准仪操作规程。

（3）能正确观测和记录、计算。

（4）会对测量结果进行简单处理。

（5）测量精度符合等外水准测量要求。

4.设备及工具

DS3 微倾式水准仪 1套，包括主机和三脚架；签字笔、铅笔、橡皮、小刀、

非编程计算器。2米水准标尺 2根，辅助立尺人员 2人，硬质室外场地，记录

板，记录和计算表格。

5.工艺、规程、步骤要求

（1）安置水准仪；

（2）瞄准前、后视水准标尺并读数；

（3）记录与计算。

6.考核时间及考试组织

（1）考试时间：考试规定时间 10 分钟，操作完毕请举手示意，每超过规

定时间 1分钟将扣 5分，用时达到 15 分钟将强制终止考核。

（2）考试组织：采用现场实际操作形式，考生为一人一工位。

7.技能考核内容结构比例

（1）知识和操作能力要求：应知 DS3 水准仪的安置、粗平、瞄准、精平、

读数五个步骤，以及各步骤的顺序和要求。应会熟练使用水准仪，消除误差，

准确测得读数，并能正确的记录数据，会进行高差计算。 （150 分）

（2）素质能力要求：文明礼貌、操作规范、爱惜仪器、安全意识、职业道

德行为和心理素质。 （50 分）

8.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事项

（1）考前检查考试仪器及备用仪器，确保能正常使用；

（2）考生成绩当场公布并签字确认；

（3）考生操作结束后，需将仪器整理归位，以便后续考生顺利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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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考试对口高职类技能测试大纲

1.技能名称：道路桥梁工程基本技能

2.适用专业：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3.技能要求

（1）掌握集料的技术性质及相关试验。

（2）掌握水泥的技术性质及相关试验。

（3）掌握沥青的技术性质及相关试验。

（4）掌握水泥混凝土技术性质及相关试验。

（5）能进行水泥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6）掌握沥青混合料技术性质及相关试验。

（7）能进行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

（8）掌握钢筋的物理力学性能的相关指标。

（9）测量的任务和测量工作的原则。

（10）水准测量的原理、所用仪器以及水准测量的方法和成果计算。

（11）角度测量的原理以及水平角观测方法。

（12）距离测量的方法。

（13）测量误差基本知识。

（14）导线测量外业方法及内业计算。

（15）具有一定的环保、节能、安全意识及职业道德观念。

4.设备及工具

绘图工具（考生自备）,签字笔、铅笔、橡皮、小刀、非编程计算器。

５.考核时间及考试组织

（1）考试时间：100 分钟。

（2）考试组织：采用卷面+现场答辩。

６.技能考核内容结构比例

（1）应知应会 150 分

（2）环保、节能、安全意识和职业道德行为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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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事项

考生一人一卷单独作答，卷面答题时间规定为 90 分钟，现场答辩时间为

10 分钟。所有考生在 100 分钟的答题结束后须等待评委评分，待主考官公布成

绩后方可退出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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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考试对口高职类技能测试大纲

1.技能名称：土建工程基本技能

2.适用专业：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

3.技能要求

（1）能正确描述工程制图、建筑材料、建筑构造、工程测量等相关课程的

专业名词。

（2）能正确绘制三视图。

（3）能正确绘制一般民用建筑建筑施工图。

（4）能正确识读一般民用建筑结构施工图。

（5）能进行混凝土配合比计算。

（6）能正确选择砖砌体的组砌方式，进行砌体的砌筑。

（7）能正确使用常用的现行规范、标准、图集等资料。

（8）具有一定的环保、节能、安全意识及职业道德观念。

（9）对专业有一定的认识，并对将来职业有一定的规划。

4.设备及工具

绘图工具（考生自备）,建筑工程施工图图纸，签字笔、铅笔、橡皮、小刀、

非编程计算器。

5.工艺、规程、步骤要求

（1）识读建筑工程施工图图纸；

（2）根据图纸，完成建筑制图、建筑工程施工图识读、建筑材料等题目；

（3）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和相关规范、图集等要求，指出相关构造中存在的

问题。

6.考核时间及考试组织

（1）考试时间：50 分钟。

（2）考试组织：采用卷面+现场答辩。

7.技能考核内容结构比例

（1）应知应会 1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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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保、节能、安全意识、职业道德行为和职业规划 50 分

８.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事项

考生一人一卷单独作答，卷面答题时间规定为 40 分钟，现场答辩时间为

10 分钟。所有考生在 50 分钟的答题结束后须等待评委评分，待主考官公布成

绩后方可退出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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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考试对口高职类技能测试大纲

1.技能名称：建筑室内设计基本技能

2.适用专业：建筑室内设计

3.技能要求

（1）建筑制图基础知识

①了解室内设计制图规范；

②掌握制图尺寸要求；

③熟悉室内设计图纸类型；

（2）透视转化三视图

①包含正面图、侧面图和俯视图；

②细节能反映被解析对象特点；

③比例适当；

④三视图格式正确、尺寸统一。

（３）室内装饰设计基础

①了解室内设计分类；

②熟悉室内设计与人体基本尺度；

③熟悉室内空间类型及具体空间类型；

④了解室内设计材料；

⑤掌握基本施工工艺。

4.设备及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小刀、黑色中性笔、绘图工具（尺规）。

5.考核时间及考试组织

（1）考试时间：100 分钟。

（2）考试组织：采用卷面+现场答辩。

６.技能考核内容结构比例

（1）应知应会 150 分

（2）沟通协作能力、安全意识和职业道德行为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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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事项

考生一人一卷单独作答，卷面答题时间规定为 90 分钟，现场答辩时间为

10 分钟。所有考生在 100 分钟的答题结束后须等待评委评分，待主考官公布成

绩后方可退出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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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考试对口高职类技能测试大纲

1.技能名称：酒店服务基本技能

2.适用专业：旅游管理大类、酒店管理

3.技能要求

（1）口头表达能力：测试学生对酒店的认识，对客服务礼仪，沟通交流能

力，普通话表达能力，遇到问题时的应变处理能力，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

（2）熟悉中餐宴会摆台操作规程。

（3）能正确辨识酒水类别，重点要求能根据提供的啤酒（也可介绍自己熟

悉的啤酒如青岛啤酒，燕京啤酒等）酒标内容用语言进行详细的介绍。

（4）能对自己的摆台（仅摆四人位，不单独考核托盘技能）进行自我评价。

(5)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谈谈你对今年的肺炎疫情有什么样的认识。

４.设备及工具

（1）设施设备

品名 型号 技术参数 备注

餐台 圆形 直径 180cm、高 75cm 学校提供

餐椅 软面无扶手椅

椅子总高度 95cm、

椅面 45cm×45cm、

椅背 47cm×39cm

学校提供

工作台 圆形 180cm×180cm 学校提供

（2）耗材

品名 型号 技术参数 备注

啤酒 听装、瓶装 750ml 学校提供

白酒 红星二锅头 酒精度 52 度 学校提供

消毒巾 棉质 30cm×30cm 学校提供

（3）用具

品名 型号 技术参数 备注

台布 210cm 与桌裙（装饰布）协调 学校提供

口布 正方形 绵质边长 45cm-60cm 学校提供

花、花器 装饰塑料花 突出设计主题，烘托台面 学校提供

餐酒具 瓷质、玻璃 摆台用具整体协调、美观 学校提供

牙签 小包装 学校提供

公用餐具 筷、勺 方便客人使用 学校提供

桌号牌 自定 注意位置摆放 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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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盘
圆形长方形防

滑托盘

圆形直径 40cm-50cm，

长方形 35cm×45cm
学校提供

备注： 本次考试只涉及餐具，台布，酒水，酒具及桌椅，不考插花艺术。

５.工艺、规程、步骤要求

（1） 工艺要求： （10 分钟内完成考试）

台布：可采用抖铺式、推拉式或撒网式铺设（选取其中一种方式）；

餐椅定位： 从主宾位开始拉椅定位，座位中心与餐碟中心对齐，餐椅之间

距离均等，餐椅座面边缘距台布下垂部分 1.5 厘米。

餐碟定位： 一次性定位、碟间距离均等，餐碟标志对正，相对餐碟与餐桌

中心点三点一线；距桌沿约 1.5 厘米；拿碟手法正确（手拿餐碟边缘部分）注

意操作过程的卫生。

味碟、汤碗、汤勺： 味碟位于餐碟正上方，相距 1厘米；汤碗摆放在味碟

左侧 1厘米处，与味碟在一条直线上，汤勺放置于汤碗中，勺把朝左，与餐碟

平行。

筷架、筷子、长柄勺、牙签： 筷架摆在餐碟右边，与味碟在一条直线上；

筷子、长柄勺搁摆在筷架上，长柄勺距餐碟 3厘米，筷尾距餐桌沿 1.5 厘米；

筷套正面朝上；牙签位于长柄勺和筷子之间，牙签套正面朝上，底部与长柄勺

齐平。

葡萄酒杯、白酒杯、水杯： 葡萄酒杯在味碟正上方 2厘米；白酒杯摆在葡

萄酒杯的右侧，水杯位于葡萄酒杯左侧，杯肚间隔 1厘米，三杯成斜直线，向

右与水平线呈 30 度角。如果折的是杯花，水杯待餐巾花折好后一起摆上桌；摆

杯手法正确（手拿杯柄或中下部）、卫生。

餐巾折花： 花型突出主位，符合主题、整体协调；折叠手法正确、卫生、

一次性成形、花型逼真、美观大方。

公用餐具： 公用餐具摆放在正主人的正上方；按先筷后勺顺序将筷、勺搁

在公用筷架上，公用筷架与正主人位水杯间距 1厘米，筷子末端及勺柄向右。

托 盘： 用左手胸前托法将托盘托起（轻托），托盘位置高于参考人员腰

部。

餐 具：颜色、规格协调统一，便于客人使用；整体美观、具有强烈艺术

美感，餐具花型及标志正对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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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程、步骤要求

A、操作过程按宴会摆台的的要求从主人位开始，沿顺时针操作，动作规范、

娴熟、敏捷、声轻，能体现岗位气质。

B、除了鲜花、台号，其它餐、酒具一律使用托盘托送，托盘时要求眼平、

肩平、手平，面部表情放松。

C、斟酒姿势正确，能正确示酒，做到不滴不洒，保持台面整洁。

D、主人位置确定准确。

E、能对自己的摆台进行自我评价。

６.考核时间及考试组织

（1）考试时间：12 分钟。

（2）考试组织：采用现场实际操作形式，考生为一人一工位。

７.技能考核内容结构比例

（1）礼仪、语言表达 70 分

（2）技能实操 130 分

８.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事项

对有创意的摆台可适当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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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考试对口高职类技能测试大纲

1.技能名称：物流服务基本技能

2.适用专业：物流管理、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

3.技能要求

专业技能测试，重点考核学生所学专业的基本核心技能，通过考核，检验

学生是否具备以下物流管理基本技能、物流管理职业素质及专业技能应用能力：

（1）货物组托和地牛入库操作方法。

（2）物流的相关专业知识。

（3）物流管理的基本职业素质，包括着装规范、思维应变能力、专业素养。

４.设备及工具

（1）纸箱

（2）托盘

（3）地牛

５.工艺、规程、步骤要求

本技能测试包括一个模块。模块 1：货物组托；模块 2：地牛入库。

主要考核考生对专业基础知识的运用以及操作技能的熟练度，测试以实践

操作为主。

（1）学生现场随机抽取一个技能测试题单，根据所提供的组托示意图完成

一个托盘货物的码放。

（2）正确使用地牛对所组托的货物按照入库顺序进行入库操作。

项目 测试模块 任务说明 评分标准 任务分值

一 货物组托

1．按照已绘制组托示意图要求对

托盘进行堆码，组托方式包括纵横

交错、旋转交错、正反交错中心留

孔等多种种方式组托

2.将已组托好的货垛移库至另一托

盘，且保持货物组托方式不变

（1）清点货物；

（2）重不压轻；奇偶互压；

（3）码放货物整齐；

（4）每层码放数量最大化；

（5）操作符合安全规范；

（6）货物组托正确合理

（7）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8）货物安全不掉落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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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牛入库

货物入库任务是将已经组托的货物

存入重型货架 2 个储位

存入顺序按照组托顺序进行

（1）作业前检查设备气门；

（2）作业前检查设备货叉落

位；

(3)直线行驶顺畅；

(4)转向能做到直角转弯；

(5)准确找取指定货物；

(6)货叉升、降平稳，使货物和

托盘均不碰撞货架；

(7)载货搬运中托盘离地面间隙

保持在 2-10 厘米；

(8)存入托盘必须在货位规定红

线内，不能超出货位红线

（9）确保运送过程中货物不掉

落

70

６.考核时间及考试组织

（1）考试时间：10 分钟。

（2）考试组织：采用现场操作模式，考生为一人一工位，现场打分公布成

绩。

７.技能考核内容结构比例

（1）货物组托：分值 130 分。

（2）地牛入库：分值 70 分。

８.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事项

对参加过各类教育主管部门举办的物流相关技能大赛的获奖同学适当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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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考试对口高职类技能测试大纲

1.技能名称：物业服务基本技能

2.适用专业：公共管理与服务类、物业管理

3.技能要求

（1）考察学生的综合技能，包括：语言表达能力、综合分析能力、临场应

变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仪容仪态和社交礼仪；

（2）考察学生对物业行业的认识，做人做事的态度和基本法律意识；

（3）考察学生的职业心理素质和职业倾向。

4.设备及工具

（1）自备能够展现特长的工具。

（2）测试所需的纸、笔、桌、椅等由学校提供。

5.工艺、规程、步骤要求

（1）考试内容为物业行业的政策环境、物业行业的时事热点、物业行业未

来趋势、物业行业与企业的基本认识等。

（2）考试顺序为：进场—审题—准备—作答—评议—离场。

（3）考试要求：在答题过程中，发挥自我想象力，充分展示语言表达、综

合分析能力、临场应变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仪容仪态和社交礼仪和对物业行

业与相关政策法规的认知。

6.考核时间及考试组织

（1）考试时间：8分钟。其中进场和准备 3分钟，正式考试 5分钟，超过

8分钟即终止考试。

（2）考试组织：采用情景模拟、案例分析、回答考官提问、展示特长等现

场实际操作的形式，考生独立完成所有考核内容。

7.技能考核内容结构比例

项目 内容 要求 标准 分值

表现能力
语言与表达 表达清楚准确，表现力强 40

礼仪仪态 着装得体、举止端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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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态度 踏实、进取、认真 10

分析能力
综合分析 观点正确、逻辑清晰 40

应变与创新 独特，表现力强 20

专业知识

行业认知 认知能力与水平 40

法律认识 法律知识与法律意识 20

职业倾向 服务理念、管理意识 10

总分：200

8.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事项

有专业类比赛获奖、德操类表彰的适当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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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考试对口高职类技能测试大纲

1.技能名称：财会基本技能

2.适用专业：财经商贸大类、财务管理

3.技能要求

财务管理专业技能测试，重点考核学生所学专业的基本核心技能，通过考

核，

检验学生是否具备以下会计基础知识和会计基本技能、会计职业素质、及

专业技能应用能力：

(1)、熟练掌握手持式单指单张、单指多张等点钞方法； 掌握点钞捆扎，

软、硬腰条的扎把处理。（不限指法，主要考察正确率及速度。）

(2)、掌握工业企业经济业务核算方法，包括筹资业务核算、采购业务核算、

生产业务核算、销售业务核算以及财务成果形成及利润分配业务核算。

4.设备及工具

自备测试所需工具：算盘或计算器；测试时所用 100 元面值点钞券、腰条

等由考点负责准备。

5.工艺、规程、步骤要求

项目一：手工点钞

(1)、点钞的基本程序：抓钞→点数→扎把。

(2)、点钞基本要求：在人民币的整点中，要把混乱不齐、折损不一的钞票

进行整理，使之整齐美观（可以提前整理）共抓 5把，每把清点 100 张。

(3)、熟练掌握实用型点钞手指捻钞的基本方法和技巧。

(4)、熟练掌握点钞券的捆扎及软、硬腰条的扎把处理。

项目二：账务处理

账务处理 ：掌握企业经济业务核算方法、进行会计业务处理。

6.考核时间及考试组织

（1）考试时间：65 分钟。每人点钞 5分钟（分批次考核）。笔试 60 分钟

统一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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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组织：采用现场实际操作形式，考生为一人一工位。

7.技能考核内容结构比例

（1）手工点钞 70 分

（2）账务处理 130 分

8、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事项

对参加各类会计相关技能大赛的获奖同学适当加分。（分数计入总成绩，

不超过满分 200）

国家级 1等奖加 70 分、国家级 2等奖加 60 分、国家级 3等奖加 50 分；省

级 1等奖加 40 分、省级 2等奖加 30 分、省级 3等奖加 20 分；校级各赛项获奖

统一加 10 分。

注：与会计专业知识无关的获奖赛事均不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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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考试对口高职类技能测试大纲

1.技能名称：计算机操作基本技能

2.适用专业：计算机类

3.技能要求

（1） 汉字录入

汉字录入是指在 10 分钟内，完成一定量汉字的录入。21 字/分为起分点，

21 字/分~25 字/分之间，每字 1分；26 字/分~40 字/分之间，每字 2分；41 字

/分~45 字/分之间，每字 3分。对错字、多字、缺字及多余的空格均按错字处

理，每错 1字扣 1分。（注：采用看屏打字方式）

（2） 图文编排（WORD 2010）

①了解 WORD 2010 的功能特点及运行环境：掌握启动和退 WORD2010 的方法；

熟悉 WORD 2010 的窗口内容；熟练掌握文档的新建、打开、保存和关闭的方法；

②掌握 WORD 2010 的基本操作：掌握文字的输入方法，掌握特殊符号、日

期和时间的插入方法；熟练进行文本的选择、删除、复制、移动；熟练掌握字

符串查找与替换的方法；

③掌握 WORD 2010 的基本排版功能：熟练掌握字符和段落的格式排版操作；

④掌握 WORD 2010 的页眉与页脚及页面设置的方法；

⑤掌握 WORD 2010 的图文排版功能：熟悉在文档中建立、编辑表格，文本

与表格互换的方法；掌握表格和页面的边框及底纹的设置方法；掌握在文档中

插入图片、图形及其它对象的方法，图片、图形与文档混排的处理方法；了解

文本框的链接功能。

（3）电子表格（Excel 2010）

①了解 Excel 2010 的功能特点及运行环境：掌握启动和退出 Excel 2010

的方法；熟悉 Excel 2010 的窗口内容；掌握对工作簿、工作表、区域、单元格、

活动单元、单元地址、相对地址、绝对地址等的基本操作；

②掌握建立工作表的方法：熟练掌握输入文本、数值、日期与时间、公式、

函数等的基本方法，能利用自动填充功能快速输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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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掌握工作表的编辑、修饰的操作方法：熟练掌握单元格内容的移动、复

制、删除的方法；熟练掌握单元格的删除、插入的方法；熟练掌握行、列的删

除、插入的方法；熟练掌握工作表的移动、复制、删除和插入的方法；熟练掌

握行高、列宽的调整；掌握数字、字体的格式化方法；掌握单元格的边框线及

底纹的设置方法；

④掌握公式的操作方法：掌握公式的输入、自动求和及快速计算的方法；

掌握公式的快速复制与计算结果的自动更新；

⑤了解数据管理的方法：掌握数据的排序、筛选和分类汇总的方法；了解

数据分析的一般过程；

⑥了解用图表表现数据的方法：熟练掌握建立独立图表、内嵌图表的方法；

了解图表数据和格式化图表的方法。

（4） 演示文稿（PowerPoint 2010）

①了解 PowerPoint 2010 的功能特点及运行环境；掌握启动和退出

PowerPoint 2010 的方法；熟悉 PowerPoint 2010 的窗口内容。

②了解演示文稿与幻灯片的基本操作、编辑美化文本和图片、编辑美化图

示和 SmartArt 图形、使用表格和图表、使用多媒体文件、幻灯片母版设计、添

加动画并放映、幻灯片版面设计、图表图形编辑技巧、制作立体风格的图示图

表和制作特效动画。

（5） 图像处理（Photoshop CS6 中文版）

①掌握启动和退出 Photoshop CS6 的方法，熟练操作 Photoshop CS6 窗口

界面；

②掌握 Photoshop CS6 图像处理中的色彩模型、分辨率的基本概念，掌握

Photoshop CS6 选区工具、移动工具、文字工具、填空工具、裁剪工具和套索

工具的使用，能根据要求选择相应颜色，能根据不同要求保存文件格式；

③掌握图层面板的使用，制作简单合成图像，了解图层的显示模式；

④掌握选区操作方法，实现选区填空和调整颜色、选区变形；

⑤掌握文字特效制作方法。

（6）网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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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了解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和因特网的基础知识,主要包括网络硬件和软

件,TCP/ IP 协议的工作原理,以及网络应用中常见的概念,如域名、IP 地址、

DNS 服务等。

②能够熟练掌握浏览器、电子邮件的使用和操作。

（7）Windows 7 操作系统

①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组成及主要技术指标，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功

能、组成及分类；操作系统的文件、文件夹、库等的概念；Windows 操作系统

的桌面外观的设置,基本的网络配置。

②熟练掌握资源管理器的操作与应用，掌握文件、磁盘、显示属性的查看、

设置等操作。

③掌握检索文件、查询程序的方法。

4.工艺、规程、步骤要求

（1） 考核时间 120 分钟；

（2） 系统平台与软件环境

①系统平台：Windows 7；

②软件环境：Office 2010、PhotoShop CS6 中文版；

③汉字输入法限定 Windows 自带输入法（微软拼音、智能 ABC、全拼）、

极品五笔输入法和王码五笔字型输入法 86 版。

5.技能考核内容结构比例

（1）考核内容分值如下（总分为 200 分）：

考核内容 考核配分 备注

汉字录入 20 考核时间 10 分钟

图文编排 40

考核时间 110 分钟

电子表格 40

演示文稿 20

图像处理 40

网络基础 20

操作系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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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考试对口高职类技能测试大纲

1.技能名称：动物基本手术器械操作

2.适用专业：畜牧兽医，动物防疫与检疫、饲料与动物营养

3.测试项目

（1）组织切片的显微镜观察

（2）手术器械的识别与与基本使用

（3）体温计的使用

4.技能要求

（1）要求考生能正确使用显微镜，

（2）能识别并正确使用常用的手术器械；

（3）能正确正确演示或者描述测定家畜体温的方法。

5.设备及工具

（1）显微镜，组织切片。

（2）畜牧兽医器械（注射器含针头、手术刀、手术剪、止血钳、镊子等）。

（3）体温计。

6.工艺、规程、步骤要求

（1）熟悉显微镜的各主要部位名称及功能，并能基本掌握显微镜的使用。

（2）指定一种兽用手术器械，考核考生是否能正确认识。

（3）能说出动物体温测量的方法。

7.考核时间及考试组织

（1）考试时间：5分钟。

（2）考试组织：采用现场实际操作形式，考生为 1人 1工位。

8.技能考核内容结构比例

（1）应知应会 130 分

（2）环保、节能、安全意识和职业道德行为 70 分

9.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事项

凡农林牧渔类中职毕业生均可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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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考试对口高职类技能测试大纲

1.技能名称：常见鱼类种类识别

2.适用专业：水产养殖技术

3.测试项目

（1）常见鱼类种类的识别

（2）组织切片的显微镜观察

4.技能要求

（1）能够肉眼辨识常见的鱼类种类；

（2）熟悉显微镜的各主要部位名称及功能，并能基本掌握显微镜的使用。

5.设备及工具

（1）准备几种常见的鱼类如草鱼、鲫、鲢、鳙、鲤等各 1条。

（2）显微镜，组织切片。

6.工艺、规程、步骤要求

（1）根据各种常见鱼类的外形特点分别对鱼类的种类进行辨识。

（2）显微镜的主要结构及作用

7.考核时间及考试组织

（1）考试时间：5分钟。

（2）考试组织：采用现场实际操作形式，考生为 1人 1工位。

8.技能考核内容结构比例

（1）应知应会 130 分

（2）环保、节能、安全意识和职业道德行为 70 分

9.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事项

凡农林牧渔类中职毕业生、普通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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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考试对口高职类技能测试大纲

1.技能名称：酒制作常用原材料的筛选与识别

2.适用专业：食品生物技术

3.测试项目

（1）组织切片的显微镜观察

（2）酒制作常用原材料的筛选与识别

4.技能要求

（1）要求考生能正确使用显微镜；

（2）酒制作常用原材料的筛选与识别。

5.设备及工具

（1）显微镜，组织切片。

（2）酒制作主要原料（如玉米、葡萄、草莓、高粱等）。

6.工艺、规程、步骤要求

（1）熟悉显微镜的各主要部位名称及功能，并能基本掌握显微镜的使用。

（2）让考生从给出的各种原料中选出能制作酒的所有原料，并说出其名称

和特点。

7.考核时间及考试组织

（1）考试时间：5分钟。

（2）考试组织：采用现场实际操作形式，考生为 1人 1工位。

8.技能考核内容结构比例

（1）应知应会 130 分

（2）操作、环保、节能、安全意识和职业道德行为 70 分

9.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事项

凡农林牧渔类中职毕业生均可报考

10.附件

显微镜结构组成。



29

主要结构 功能 使用注意事项
1 目镜 放大物像

2 镜筒 连接目镜与物镜

3 转换器物镜连接处，用来转换物镜

4 物镜 放大物像

5 载物台放置玻片标本 上面有压片夹

6 通光孔通过光线

7 遮光器调节光线强弱

8 压片夹固定玻片标本；

9 粗准焦螺旋 调焦距 用低倍镜观看时用，高倍镜不能使用；

10 反光镜使光线射入镜筒 现在一般都没有这个结构了，有电源；

11 细准焦螺旋 调焦距 高倍镜观察时使用；

12 镜臂 连接镜座与镜身，提握镜身 一般右手握镜臂

13 镜柱 支持镜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