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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适应性测试大纲

本大纲适用的考生范围：已参加安徽省 2021 年普通高校招
生考试报名，通过审核取得当年报名资格的应历届普通高中毕业
生（含退役士兵）。

（一）测试性质

职业适应性测试是我校根据《安徽省 2021 年高等职业院校
分类考试招生工作实施办法》设置的分类招生考试科目之一，是
由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
测试按安徽省教育厅批复的招生计划，德、智、体、美、劳全面
衡量，将考生的测试成绩与“文化素质”成绩相结合，择优录取。

（二）测试原则

职业适应性测试以普通高中学校的教科书为基础，结合高中
的学习要求及教育实际，考察学生的政治素质、科学素质、人文
素质、心理素质、创新素质等，其目的是测试考生未来从事生产、
建设、服务、管理等一线工作所必备的基本职业素质。

（三）测试方式与时间

职业适应性测试采取面试的方式，面试时间 5-8 分钟，满分
300 分。

（四）测试范围

职业适应性测试内容涉及以下综合素质：

1.政治素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纪意识。

2.科学素质：科学知识、判断能力、专业特长。

3.人文素质：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合作意识。

4.心理素质：身体素质、心理健康、安全意识。

5.创新素质：创新思维、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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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业技能测试大纲

（一）护理和助产专业

1.测试对象

参加 2021 年安徽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文化素质测试且
成绩合格，报考我校护理、助产专业的应历届中职（含技工学校、
职业高中）毕业生。

2.测试形式

现场操作。

3.测试时间及分值

测试时间 5-10 分钟，满分 300 分。

4.测试题型及内容

测试内容为穿脱隔离衣、戴脱无菌手套两项操作，考生可自
选一项，满分 300 分。

5.测试要求

考生能按照测试要求，独立完成测试项目的用物准备及操作
流程，并能在操作过程中表现出相应的职业态度和职业技能。

选项 1：穿脱隔离衣操作程序及考核标准

项目总分 项目内容 技 术 要 求
分

值

素质要求

(20 分)

报告内容
报告选手参赛号码及比赛项目

语言流畅，态度认真，表情严肃
6

仪表举止 仪表大方，举止端庄，轻盈矫健 6

服装服饰 服装鞋帽整洁，着装符合要求，发不过肩 8

操作前准

备

(20 分)

环境准备 隔离衣挂在半污染区，清洁面向外 20

操

作

穿

隔

离

衣

(160 分)

1．取下隔离衣：手持衣领取下隔离衣，清洁面对

自己（12 分）；露出袖子内口（8分）。
20

2.穿袖：用右手持衣领（7分），将左臂入袖，举

起手臂，使衣袖上抖（7分），露出手背（7分）；

用左手持衣领，同法穿右臂衣袖（9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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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骤

(240 分)

操

作

步

骤

(240 分)

3. 系领口：两手持领子中央（6 分），沿着领边

向后将领口系好（6分）；不污染（8分）.

20

4.扣袖口（20 分）； 20

5.系腰带：解开腰带（6分）；在腰部处捏住两侧

衣缝（6分），将隔离衣的一边渐向前拉，直至

触到边缘后用手捏住（6分），同法捏住另一侧

（6分），两手在背后将两侧边缘对齐（6分），

向一侧折叠（6分），以一手按住，另一手将腰

带拉至背后压住折叠处，将腰带在背后交叉（8

分），再回到前面，系好腰带（8分）。

50

6．示意：穿好隔离衣。 20

脱

隔

离

衣

(80 分)

1.解腰带：在前面打一活结。 10

2.解袖扣 解开两袖扣（8分），在肘部将部分袖

子塞入工作服衣袖下，两手臂露出（12 分）。

20

3．洗手：六部洗手法

第一步：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揉搓；

第二步：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揉搓，交换进行。

第三步：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指缝相互揉搓。

第四步：弯曲手指，使指关节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

搓，交换进行。

第五步：右手握住左手大拇指旋转揉搓，交换进行。

第六步：将手指尖并拢放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

交换进行。

30

4. 解领口 10

5.脱袖子 一手先拉另一袖内面（5分），脱袖后

包手再拉下另一袖（5分）。

10

6.挂隔离衣：隔离衣两边对齐，持衣领挂在衣架上

备用。

10

综合评价

（20 分）

熟练程度 程序正确、动作熟练 8

人文关怀 能严格执行隔离消毒原则 8

时间要求
时间 8分钟（取下隔离衣至挂好隔离衣结束）。

超时不计分
6

总 分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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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2：戴、脱无菌手套操作测试标准

项目总分 项目内容 测试标准 分值

评估及准

备（60 分）

仪表 衣帽整洁规范，仪表端庄大方 12

操作环境 评估操作环境，符合无菌操作要求 12

个人准备 取下手表（或手上及腕部装饰品） 12

用物准备 无菌手套包及手套一副、滑石粉、弯盘 12

操作台 清洁干燥、符合操作规范要求 12

操作过程

（190 分）

检查、打

开无菌手

套包

检查无菌手套包的名称、有效期、消毒指示胶带是

否变色，无菌手套包有无潮湿、松散、破损，打开

无菌包 （一处不符合要求扣 10 分）

30

开手套包 用滑石粉涂抹双手，滑石粉包装放于弯盘 20

戴手套

方法①分次取、戴无菌手套法：一手掀起手套袋开

口处，另一手捏住一只手套的反折部分（手套内

面），取出手套，戴上。再用戴好无菌手套的手插

入另一手套反折内面（手套外面），戴上手套。翻

手套边，扣套在衣袖外面。

或方法②一次性取、戴无菌手套法：两手同时掀开

手套袋开口处，分别捏住两只手套的反折部分，取

出手套。奖两手套五指对准，先戴一只手，再以戴

好手套的手指插入另一只手套的反折内面，同法戴

好。（一处不符合要求扣 20 分）

100

脱手套

一手捏住另一手套腕部外面，翻转脱下。再以

脱下手套的手指插入另一手套内，将其往下翻转脱

下。（一处不符合要求扣 10 分）

40

评价（50

分）

操作质量
操作有序，方法正确，符合无菌技术操作原则，

无污染。

12

熟练程度 动作规范，无多余动作。 12

操作效果
语言表述清楚、操作过程完整，安全防护意识

强，处理得当 。（一处不符合要求扣 10 分）

13

速度评价 操作时间在 4分钟之内。 13

总 分 300

6.其他说明

（1）考生自备：护士服、护士帽，口罩。考试用物准备由
招生院系提供，考生根据需要自行选择。

（2）参考书目：《基础护理学》张连辉、邓翠珍 人民卫生
出版社；《 中华医学会 50 项护理技术操作规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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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学美容技术和康复治疗技术专业

1.测试对象

参加 2021 年安徽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文化素质测试且
成绩合格，报考我校医学美容技术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应
历届中职（含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毕业生。

2.测试形式

现场操作。

3.测试时间及分值

测试时间 5-10 分钟，满分 300 分。

4.测试题型及内容

测试内容为标准站姿和七步洗手两项操作。考生任选一项进
行操作测试，满分 300 分。

5.测试要求

考生能按照测试要求，独立完成测试项目的用物准备及操作
流程，并能在操作过程中表现出相应的职业态度和职业技能。
序号 测试项目 测试要求

1 标准站姿

①能规范履行职业技能礼仪要求，符合职业标准；

②能正确摆出标准站姿的姿势；

③能明确标准站姿和坐姿的内涵及注意事项；

④动作规范、正确、熟练。

2
七步洗手

法

①能规范履行职业技能礼仪要求，符合职业标准；

②能正确操作七步洗手法；

③能明确七步洗手法的目的及注意事项；

④操作规范、正确、熟练。

（1）标准站姿、坐姿的操作测试标准
项目内涵 测试标准 分值

评估及准

备（30 分）

仪表 衣帽整洁规范，仪表端庄大方 10

个人

准备
面带微笑

10

用物

准备
一把椅子（具体说明见 6）

10

操作过程

（220 分）

标准

站姿

1．两脚跟靠拢并齐，两脚尖向外分开 30 度，两脚挺

直，小腹微收，提臀。

20

2．自然挺胸，上体正直，微向前倾，两肩要平，身体

重心放在两脚正中

15

3．两臂自然下垂微弯，处在身体两侧，
15

4．手部虎口向前，手指稍许弯曲，指尖朝下，右手手

心轻轻搭在左手手背之上，两手自然位于小腹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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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微收下颌，两眼平视前方 15

6．嘴微闭，表情自然，稍带微笑 15

标准

坐姿

1．入坐时要轻而稳，走到座位前,转身后,轻稳地坐下。

（女子入座时,若是裙装,应用手将裙摆稍稍拢一下，

不要坐下后再站起来整理衣服。）

20

2．面带笑容，双目平视，嘴唇微闭，微收下颌。 15

3．双肩平正放松，两臂自然弯曲放在膝上，也可放在

椅子或沙发扶手上。

15

4．立腰、挺胸、上体自然挺直。 15

5．双膝自然并拢，双腿正放或侧放。 15

6．至少坐满椅子的 2/3，脊背轻靠椅背。 15

7．起立时，右脚向后收半步而后起立。 15

8．男士坐姿：双腿并拢，上身挺直坐正，两脚略向前

伸，两手分别放在双膝上。

女士坐姿：坐正，上身挺直，两腿并拢，两脚同时向

左或向右放，两手叠放，置于左腿或右腿上。

15

评价（50

分）

操作

质量
符合标准站姿和坐姿的基本要求

20

操作

效果
动作规范，无多余动作

20

速度

评价
完成时间在 2-5 分钟之内。

10

（2）七步洗手法的操作测试标准
项目内涵 测试标准 分值

评估及

准备

（50

分）

仪表 衣帽整洁规范、举止端庄大方 10

评估环境 清洁、宽敞、明亮 10

个人准备 洗手前修剪指甲，锉平甲缘，清除指甲下的污垢。 20

用物准备 备好洗手液、一次性纸巾 10

操作过

程（230

分）

1 取下手上饰物，卷袖过肘。 10

2 打开水龙头，使双手充分淋湿。 5

3
取适量洗手液，均匀涂抹至整个手掌、手背、手指和

指缝。

15

4

第一步：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搓擦。 25

第二步：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搓擦，交换进行。 25

第三步：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沿指缝相互搓擦。 25

第四步：弯曲各手指使关节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搓擦，

交换进行。

25

第五步：一手握另一手大拇指旋转搓擦，交换进行。 25

第六步：将五个手指尖并拢放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搓

擦，交换进行。

25

第七步：螺旋式擦洗手腕，交换进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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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双手在流动水下彻底清洗。 10

6 关闭水龙头。 5

7 用一次性纸巾彻底擦干或烘干双手。 10

评价

（20

分）

操作质量 操作有序，方法正确，符合七步洗手法的操作要求 10

熟练程度 动作规范，无多余动作 5

速度评价 操作时间在 2—6分钟之内 5

6.其他说明

（1）用物准备由招生院系提供，考生根据需要自行选择。

（2）参考书目：《美容咨询与沟通》刘菡 尹卫民 科学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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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腔医学技术专业

1.测试对象

参加 2021 年安徽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文化素质测试且
成绩合格，报考我校口腔医学技术专业的应历届中职（含技工学
校、职业高中）毕业生。

2.测试形式

现场操作

3.测试时间及分值

测试时间 2-7 分钟，满分 300 分。

4.测试题型及内容

测试内容为口腔一般检查和七步洗手两项操作。考生任选一
项进行操作测试，满分 300 分。

5.测试要求

考生能按照测试要求，独立完成测试项目的用物准备及操作
流程，并能在操作过程中表现出相应的职业态度和职业技能。

序号 测试项目 测试要求

1 认识牙齿

①能规范履行职业技能礼仪要求，符合职业标准；

②能正确识别牙齿模型的类型；

③能正确说明牙齿的特点和功能；

④语言描述清楚、准确、自信。

2 七步洗手法

①能规范履行职业技能礼仪要求，符合职业标准；

②能正确操作七步洗手法；

③能明确七步洗手法的目的及注意事项；

④操作规范、正确、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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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牙齿识别的测试标准
项目内涵 测试标准 分值

评估及准

备（40 分）

仪表 衣帽整洁规范，仪表端庄大方 10

个人准备 面带微笑、自信
10

用物准备 牙齿模型（具体说明见 6） 20

操作过程

（220 分）

牙齿识别
正确识别四种牙齿模型（切牙/尖牙/前磨牙/磨

牙）

50

牙齿外形
观察牙齿外形，指出牙齿由牙冠、牙根和牙颈三

个部分组成

40

牙齿功能
说明牙齿的功能为：咀嚼、发音与言语、保持面

部协调美观

40

牙齿数目
正常儿童口腔内乳牙数目一般为 20 颗，正常成人

口腔内牙齿数目一般为 28-32 颗

40

牙齿萌出
第一颗乳牙萌出年龄为 6个月，第一颗恒牙萌出

年龄为六岁

50

评价（40

分）

操作质量 能正确认识牙齿，符合测试要求 20

操作效果 表达清楚，行为有礼 10

速度评价 完成时间在 2-7 分钟之内 10

（2）七步洗手法的操作测试标准
项目内涵 测试标准 分值

评估及

准备

（50

分）

仪表 衣帽整洁规范、举止端庄大方 10

评估环境 清洁、宽敞、明亮 10

个人准备 洗手前修剪指甲，锉平甲缘，清除指甲下的污垢。 20

用物准备 备好洗手液、一次性纸巾 10

操作过

程（230

分）

1 取下手上饰物，卷袖过肘。 10

2 打开水龙头，使双手充分淋湿。 5

3
取适量洗手液，均匀涂抹至整个手掌、手背、手指和

指缝。

15

4

第一步：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搓擦。 25

第二步：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搓擦，交换进行。 25

第三步：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沿指缝相互搓擦。 25

第四步：弯曲各手指使关节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搓擦，

交换进行。

25

第五步：一手握另一手大拇指旋转搓擦，交换进行。 25

第六步：将五个手指尖并拢放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搓

擦，交换进行。

25

第七步：螺旋式擦洗手腕，交换进行。 25

5 双手在流动水下彻底清洗。 10

6 关闭水龙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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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用一次性纸巾彻底擦干或烘干双手。 10

评价

（20

分）

操作质量 操作有序，方法正确，符合七步洗手法的操作要求 10

熟练程度 动作规范，无多余动作 5

速度评价 操作时间在 2—6分钟之内 5

6.其他说明

（1）参考教材：《口腔解剖生理学》，马莉、原双斌主编，
第 3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2）用物准备由招生院系提供，考生根据需要自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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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电一体化技术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1.测试对象

参加 2021 年安徽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文化素质测试且
成绩合格，报考我校机电一体化技术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的应
历届中职（含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毕业生。

2.测试形式

现场操作。

3.测试时间及分值

操作测试时间 3-7 分钟，满分 300 分。

4.测试题型及内容

测试内容为机电类专业基础知识中的色环电阻识别法测试、
导线通断的测试方法、基本电路元器件的识别、万用表量电流电
压值的测试、六角螺栓规格选择及其结构原理等方面知识。考生
任选 1-2 项进行现场考核。

5.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1) 能够识别常用低压电器元件；
2) 掌握简单电气电路的工作原理；
3) 掌握常用电工仪表的使用方法；
4) 掌握简单机械零件的规格型号选择及结构原理；
（2）职业素养
1) 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良好的道德修

养；
2) 热爱所学专业，具有敬业精神；
3) 熟悉安全文明生产要求，严格遵守工作程序、工作规范

和安全操作规程，爱护设备。

6.其他说明

测试时根据试题和所给器件实际动手操作，按照要求给出结
果或结论，注意安全，不得故意损坏测试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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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1.测试对象

参加 2021 年安徽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文化素质测试且
成绩合格，报考我校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的应历届中职（含技工
学校、职业高中）毕业生。

2.测试形式

现场笔试与操作。

3.测试时间及分值

笔试测试时间 15 分钟，操作测试时间 45 分钟，满分 300 分。

4.测试题型及内容
（1）问答题两题，笔试，题目内容为汽车方面的基本认知、

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现状。分值 80 分。
（2）操作题。分值 220 分。
1）分析基本电气控制电路原理图；
2）对各种低压电器进行合理布局；
3）根据给出的原理图进行实际接线；
4）根据故障现象进行分析、排查和维修；
5）使用常见电工工具、仪器仪表。
5.测试要求
（1）知识要求
5) 了解新能源汽车当前应用情况和发展趋势；
6) 能认知常见的新能源汽车品牌；
7) 具备基本电子电气知识；
8) 具备基本工具操作知识；
（2）技能要求
1）掌握常用低压电器的工作原理、符号、接线方法和作用；
2）掌握基本电气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和应用；
3）熟悉基本电气控制电路的布局技巧与规范；
4）掌握常用电工仪表的使用方法；
5）掌握各种故障的检测与排除方法。
（3）职业素养
4) 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良好的道德修

养；
5) 热爱所学专业，具有敬业精神；
6) 熟悉安全文明生产要求，严格遵守工作程序、工作规范

和安全操作规程，爱护设备。

6.其他说明

测试时根据试题和所给器件实际动手操作，按照要求提交操
作结果，注意安全，不得故意损坏测试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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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

1.测试对象
参加 2021 年安徽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文化素质测试且

成绩合格，报考我校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的应历届中职（含技工
学校、职业高中）毕业生。

2.测试形式
现场操作。
3.测试时间及分值
操作测试时间 30 分钟，满分 300 分。
4.测试题型及内容
（1）常用紧固工具的使用
（2）部件拆装
（3）零件测绘

5.测试要求
序
号

测试项目
分
值

测试要求

技能要求 考察点

2

部件拆装

150

1、了解机械拆装工具的使
用方法
2、了解机械拆装方法

1．拆装的准备工作
2．拆装零件的有序摆放
3．零件的清洗
4．装配顺序
5．漏装

常用工具量
具的使用

50 选择和使用工具量具能力 6．动作的规范性
7．量具的正确使用
8．图样表达3

零件测绘
50

考察读图识图、测绘和机
械零件图表达能力

4

职业素养

50

9．严格遵守工作程序、工作
规范和安全操作规程，爱护设
备；
10．文明操作。

6.其他说明
测试时根据测试项目，按照要求提交操作结果，注意安全，

不得故意损坏测试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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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专业

1.测试对象

参加 2021 年安徽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文化素质测试且
成绩合格，报考我校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专业的应历届中职
（含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毕业生。

2.测试形式

面试。

3.测试时间及分值

3-8 分钟，满分 300 分。

4.测试题型及内容

（1）现场回答问题

考生从题库中随机抽取两个开放性试题，现场回答；或现场
回答面试考官所提的问题。题型如：请问您为什么选择报考我校
酒店管理或旅游管理专业？您期待所报考的专业未来有怎样的
发展？如果未来实习工作，你期望在酒店哪个部门？等等。

（2）个人才艺展示

每位考生可选择一项才艺或者技能，5 分钟内完成展示。形
式包括唱歌、跳舞、朗诵主持、书法、绘画、乐器等才艺类别或
调酒、餐巾折花、铺床、茶艺、酒店英语口语等技能展示。

5.测试要求
测试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语言表达 40 语速适中，口齿清晰，思维灵活，条理清

晰,能积极回答问题，较准确地表达自己的
观点。

仪表仪态 20 五官端正，体型匀称，衣着整洁，举止大
方，姿态自然，表情亲切

心理素质 40 积极乐观，充满自信，能冷静和客观地分
析问题、处理问题，能有较好的情绪调节
和自控能力，具备一定抗压能力。

专业基础 200 对酒店管理专业有较浓厚的兴趣，对专业
有一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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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前教育专业

1.测试对象

参加 2021 年安徽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文化素质测试且
成绩合格，报考我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应历届中职（含技工学校、
职业高中）毕业生。

2.测试形式

面试。

3.测试时间及分值

面试 5-10 分钟，满分 300 分。

4.测试题型及内容

（1）现场回答问题（满分 100 分）

考生从题库中随机抽取两个开放性试题，现场回答；或现场
回答面试考官所提的问题。

题型如：请问您为什么选择报考我校学前教育专业？您对学
前教育专业有怎样的理解？您的兴趣与特长是什么？等等。

（2）才艺展示（满分 200 分）

才艺表演形式包括唱歌、跳舞、讲故事、朗诵、节目主持、
乐器等类别。

5.测试要求

测试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语言表达 40 普通话标准，语速适中，口齿清晰，语言

表达清楚，思维灵活，条理清晰。
仪表仪态 20 衣着整洁，举止大方，姿态自然，表情亲

切
心理素质 40 能沉着回答问题，积极乐观，充满自信。
专业基础 200 对学前教育专业有一定的认识，有 1-2 个

才艺技能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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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应用日语专业

1.测试对象

参加 2021 年安徽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文化素质测试且
成绩合格，报考我校应用日语专业的应历届中职（含技工学校、
职业高中）毕业生。

2.测试形式

面试。

3.测试时间及分值

3-8 分钟，满分 300 分。

4.测试题型及内容

（1）现场回答问题（满分 200 分）

考生从题库中随机抽取两个开放性试题，现场回答；或现场
回答面试考官所提的问题。

题型如：请问您为什么选择报考我校应用日语专业？您期待
所报考的专业未来有怎样的发展？您的兴趣与特长是什么？等
等。

（2）对日本文化了解的展示（满分 100 分）

每位考生可通过话题阐述等形式来展示对日本文化的了解，
5 分钟内完成。话题包括日本相关的旅游、购物、健康、教育、
饮食、文化习俗、社会礼仪、居住、气候、地理、交通和社会热
点等等。

5.测试要求

测试
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语言
表达

100 口齿清晰，无口吃，语言表达清楚，思维
灵活。

仪表
仪态

50 衣着整洁，得体大方，有礼貌，仪态自然。

心理
素质

50 能沉着回答问题，积极乐观，充满自信。

专业
基础

100 对日本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对日语专业感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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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应用英语专业

1.测试对象

参加 2021 年安徽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文化素质测试且
成绩合格，报考我校应用英语专业的应历届中职（含技工学校、
职业高中）毕业生。

2.测试形式

面试。

3.测试时间及分值

3-8 分钟，满分 300 分。

4.测试题型及内容

（1）现场回答问题（满分 200 分）

考生从题库中随机抽取两个开放性试题，现场回答；或者现
场回答面试考官所提的问题。

题型如：请问你为什么选择报考我校应用英语专业？你期待
所报考的专业未来有怎样的发展？你的兴趣与特长是什么？等
等。

（2）对英语语言文化了解的展示（满分 100 分）

每位考生可通过话题阐述等形式来展示对讲英语国家或者
英语语言文化的了解，5 分钟内完成。话题包括英语国家相关的
旅游、购物、健康、教育、饮食、文化习俗、社会礼仪、气候、
地理、交通和社会热点等。

5.测试要求

测试
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语言
表达

100 口齿清晰，无口吃，语言表达清楚，思维
灵活。

仪表
仪态

50 衣着整洁，得体大方，有礼貌，仪态自然。

心理
素质

50 能沉着回答问题，积极乐观，充满自信。

专业
基础

100 对英语语言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对应用英
语专业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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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计算机类及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1.测试对象

参加 2021 年安徽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文化素质测试且
成绩合格，报考我校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动漫制
作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的应历届中职（含技工学校、职业
高中）毕业生。

2.测试形式

操作、机试。

3.测试时间及分值

操作（或机试）测试时间为 60 分钟，满分 300 分。

4.测试题型

（1）计算机组装与平面操作：现场操作+上机操作；

（2）计算机系统安装维护与网络基本操作：上机操作；

（3）文字录入与 WORD 字处理操作：上机操作。

5.测试内容

技能操作测试内容包括：计算机组装与平面操作、计算机系
统安装维护与网络基本操作、文字录入与 WORD 字处理操作三个
知识技能模块（考生任选一组模块测试）。

6.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技能操作考试，选择中等职业学校的程序员技能、网络管理
员技能、信息处理员技能、平面设计师技能训练内容，参照初级
工技术等级标准，检测考生是否达到相应的技术标准要求：

序

号
测试模块 配分 测试要求

得

分

备

注

1
计算机组装与平

面操作部分
300

（1）计算机组装与系统维护（160 分）

请考生将提供的电脑部件组装成一台

整机，并设置好前置面板信号线。完

成后提示老师检查评分。

评分办法：

1 正确使用主板和板卡螺钉加 15

分，正确安装主板加 25 分，共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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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正确安装硬盘加 15 分，正确连

接硬盘电源数据线加 15 分，共 30 分；

③ 正确设置前置面板信号线每项

加 8分，完全正确共 40 分；

④ 正确连接显示器电源数据线加 10

分，正确连接键盘鼠标每项 5分共 10

分；

⑤ 正确安装主机电源加 15 分，正确

连接主板和 CPU 电源 15 分，共 30 分。

（2）计算机启动（20 分）

请考生将自己安装完成的计算机进行

检查并确认无误后经评委老师同意后

通电，并调试至开机自检状态。

评分办法：能够进行自检得 20 分。

（3）Photoshop 基本操作（120 分）

①了解图像处理的一般技巧（20 分）；

②理解图像处理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

识（20 分）；

③掌握 Photoshop 平台的基本操作和

使用方法（30 分）；

④掌握 Photoshop 文件的操作，及常

用快捷键（30 分）；

⑤掌握图像尺寸大小的修改（20 分）。

2

计算机系统安装

维护与网络基本

操作部分

300

（1）按提示正确进入 BIOS 系统并进

行启动项设置（40 分）

考生将能进入 BIOS 系统，并将其设置

为 USB 启动者，或能直选进入 USB 启

动均得 40 分

（2）安装操作系统成功（160 分）

能正常启动 WINPE 系统得 10 分，启动

并利用 GHOST 安装系统得 30 分，安装

系统成功得 20 分，完成设置并重启完

成得 50 分，启动 GHOST 备份系统 30

分，利用 GHOST 备份系统成功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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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络设置（100 分）

①考生正确进入网络设置（20 分）；

2 进入本地连接的 TCP/IP 设置（20

分）；

③根据试卷正确设置IP地址与DNS等

信息(30 分)；

④使用 IE 浏览器进入指定网站并搜

索指定信息(30 分)。

3
文字录入与 WORD

字处理操作部分
300

评分标准：

（1）按给定的文字内容输入、输入时

间 15 分钟。（90 分）

考生开机进入操作系统，启动 WORD 字

处理软件，按给定内容录入文字。（打

字内容附后）

（2）根据要求排版（180 分）

插入标题 18 分，字体设置 18 分，段

落设置 18 分，首字下沉 18 分，分栏

设置 18 分，加项目符号 18 分，页眉

页脚设置 18 分，插入艺术字 18 分，

表格操作 18，页面设置 18 等。

（3）文件保存并设置打开密码（30

分）

①考生将文件保存于桌面并以考生姓

名和准考证号为名保存（15 分）；

3 置文件打开密码为(15 分)。

（2）职业素养要求

要求考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创新意识、团队协作能力。
掌握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基本管理与维护、计算机信息管理与维
护、计算机网络应用、计算机平面基本操作等工作所必需的专业
知识，具有一定的数理与逻辑思维；具有一定的工程意识和效益
意识。

7.其他说明

技能操作测试所需条件（由我校提供）

（1）配备与考生数量一致的计算机，组装维护实验电脑若
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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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试配套软件：ghost、win10、office2010、PhotoShop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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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和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
业

1.测试对象

参加 2021 年安徽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文化素质测试且
成绩合格，报考我校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和道路与桥梁工程
技术专业的应历届中职（含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毕业生。

2.测试形式

面试。

3.测试时间及分值

面试一般为 3-5 分钟，满分 300 分。具体测试时间请根据实
际需求在范围内确定。

4.测试题型及内容

面试主要从个人基本素质、职业素养和专业知识三个方面进
行面试。

5.测试要求

（1）从容应对提问，语言表达清晰流畅，能迅速以较合理
的方式回答考官提问，并体现出一定的耐心和韧性，能够理智地
对待困难、挫折、失败。

（2）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能够结合自身
的学习与生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灵活地应用所学知识和经
验，进行独立的思考、探索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3）掌握一定的专业常识，具备基本的工程质量和安全生
产意识，对报考专业有较浓厚的兴趣和较好的认识，具有一定的
专业认知能力。

评分标准

序

号

测试

项目

分

值
评分标准

1
仪表

言谈
50

衣着整洁，仪表得体；行为举止稳重端庄大方，口齿清楚，
语速适宜，表达准确，简洁、流畅；善于倾听、交流，较准
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交流中尊重对方、态度和蔼，并能
做出恰当的回应。

2
心理

素质
60

活泼开朗，积极上进，有自信心；具有一定的情绪调节和自
控能力,不偏激，不固执；能够冷静地处理问题，具有较强的
现场应变能力。

3
思维

品质
60

思维较严谨，条理清晰，逻辑性强；能够正确理解和分析问
题，善于抓住要点，并及时做出适当的反应；看待问题全面，
思维灵活，有较好的应变能力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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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职业

素养
60

对本专业工作的基本内容和职责有一定了解，有正确的职业
认知和价值取向；对加入行业有较强的愿望；有较强的自主
学习意识和持续学习的能力。

5
专业

能力
70

能够按照要求完成相关专业基础能力考核，对问题理解正确，
能准确把握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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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建筑室内设计专业

1.测试对象
参加 2021 年安徽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文化素质测试且

成绩合格，报考我校建筑室内设计专业的应历届中职（含技工学
校、职业高中）毕业生。

2.测试形式
手绘+面试。

3.测试时间及分值
手绘测试时间 45 分钟，满分 150 分。
面试测试时间 3-5 分钟，满分 150 分。

4.测试题型及内容
（1）手绘为建筑室内外效果图作品临摹。
（2）面试主要从个人基本素质、职业素养和专业知识三个

方面进行。

5.测试要求
（1）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效果图临摹任务，画完即可交卷，

无需等到 45 分钟。手绘作品要求比例、透视、结构准确，线条
流畅自然，画面整洁干净，完成度高。

（2）从容应对提问，能迅速以较合理的方式回答考官提
出的问题，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
（3）具有较好的专业认知能力，掌握一定的室内设计专业

常识。
（4）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

6.其他说明

先测手绘，后测面试（按照提交手绘作品的先后顺序逐个面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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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评分标准

序
号

测试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1 完成度 120
与临摹作品原画对比，按照绘画完成的整体

效果给予评分。

2 整洁度 30
对手绘作品纸张的整洁度给予评分，卷面杂、

脏、乱，要给予一定的分数扣除。

面试评分标准

序
号

测试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1 仪表言谈 30
衣着整洁，仪表得体；端庄大方，口齿清楚；

善于倾听、交流，较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2 心理素质 30
活泼开朗，有自信心；具有一定的情绪调节

和自控能力；能够冷静地处理问题，具有较强的
现场应变能力

3 思维品质 30
思维灵活，条理清晰，逻辑性强；能够正确

理解和分析问题；看待问题全面，有较好的应变
能力和创新意识。

4 职业素养 30
对本专业工作内容和职责有一定了解，有正

确的职业认知和价值取向；有较强的自主学习意
识和持续学习的能力。

5 专业能力 30
能够按照要求完成相关专业基础能力考核，

对问题理解正确，能准确把握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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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财经商贸类及化妆品经营与管理专业

1.测试对象

参加 2021 年安徽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文化素质测试且
成绩合格，报考我校财经商贸类（含大数据与会计、电子商务、
现代物流管理和市场营销）及化妆品经营与管理专业的应历届中
职（含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毕业生。

2.测试形式

面试

3.测试时间及分值

面试时间 8-10 分钟,满分 300 分。具体测试时间根据实际需
求在范围内确定。

4.测试内容

（1）职业素养（200 分）

①仪表仪态，语言表达能力：如即兴演说、材料分析等（100
分）；

②职业认知：如对报名专业专业发展现状、专业未来趋势、
职业生涯规划等（100 分）。

（2）专业素养（100 分）

开放性试题：相关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与运用。

5.测试要求

（1）职业素养要求

①具备人际交往过程中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和交际能力；

②具备现代职场应具备的职业品德、职业纪律及职业责任
感；

③对相关专业的认同程度以及对未来就业的认同感知及正
确的职业观；

④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

（2）专业技能要求

①语言理解准确和表达清晰、具备综合分析能力。

②具备运用财经商贸类基础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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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药品经营与管理和药学专业

1.测试对象

参加 2021 年安徽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文化素质测试且
成绩合格，报考我校药物制剂技术、药品经营与管理和药学专业
的应历届中职（含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毕业生。

2.测试形式

面试+操作

3.测试时间及分值

面试一般为 10-20 分钟，操作测试时间一般为 10 分钟，各
150 分，合计用时 30 分钟，满分 300 分。

4.测试题型及内容

测试包括面试和操作两个部分，其中操作测试内容为实验准
备及实验结束注意事项、物料的称量和量取两个项目（考生任选
一项测试）。

5.测试要求

第一部分 面试（150 分）

考查学生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考查学生对所选
专业的了解，综合判断学生的创新思维和临场应变能力。时间
10 分钟准备，10 分钟陈述自己的内容。

题型如：1.陈述一下你对报考专业的了解；2.谈谈你毕业后
的职业规划；等等。

第二部分 操作测试（150 分）

操作测试抽取以下两项考核内容的其中一项完成。



28

项目一：实验准备及实验结束注意事项（150 分）。

（1）实验准备

①进入考场前准备（40 分）

在进入考场前所需要进行的准备工作，包括穿着、仪容等方
面。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着装（20
分）

穿着干净整洁的白大褂（5分）
着装规范，扣好扣子，整理好领口袖口（5分）
穿长度超过膝盖的裤子，不要穿裙子（5分）
所穿鞋子能覆盖整个脚面，不要穿拖鞋、凉鞋、高跟鞋（5分）

仪容（20
分）

仪容整洁，绑好头发，不要披头散发（5分）
不要化妆（包括涂口红、涂指甲油等）（5分）
不要留长指甲（5分）
不要佩戴饰品（包括戒指、耳环、手链、手镯、项链、脚部饰品等）
（5分）

②进入考场后准备（60 分）

在进入考场后，也需要进行清点和清洗仪器等准备工作，该
部分工作是计入考试时间的。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考试准备
（60 分）

清点托盘中的仪器，无需做数量和品种核对（10 分）
对需要用到的仪器进行清洗，顺序一般为自来水清洗，纯化水荡洗，
如有必要，进行注射用水荡洗（20 分）
仪器需要清洗干净，无明显可见污物（20 分）
因时间所限，仪器清洗后不要烘干，如有必要，使用考场提供的吸
水纸擦干（10 分）

（2）实验结束注意事项（50 分）

实验测试结束前，需要对台面、仪器、试剂等进行整理、清
洁和登记。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清 洁 整 理
（40 分）

实验结束后，将所用的仪器清洗干净（10 分）
对台面上的仪器设备、药品试剂进行整理，摆放整齐（10 分）
整理和清洁操作台面（10 分）
整个实验过程中始终保持台面的整洁干净（10 分）

设 备 登 记
（10 分）

填写设备使用登记（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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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物料的称量和量取（150 分）。

（1）物料称量（90 分）

考场提供托盘天平来称量所需要的固体物料。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天平使用
（90 分）

能正确进行天平的调平（20 分）

称量中使用称量纸，并进行必要折叠处理（20 分）

正确进行物料的称量，物料和砝码的位置，砝码和游码的使用（20
分）

所称量的物料准确无误（10 分）

对称量过程中多余的物料进行正确处理（10 分）

使用完后，对天平、砝码等进行整理（10 分）

（2）物料量取（60 分）

考场提供量筒或量杯来量取所需要的液体物料。对用量太
小、精确度要求不高的液体物料，可以使用滴管以计滴的形式加
入。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量 器 使 用
（60 分）

选择正确量器量取所需液体（15 分）

通过正确的方法量取液体（15 分）

对量器的读数要规范（15 分）

量取好的液体转移方法正确（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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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宝玉石鉴定与加工专业

1.测试对象

参加 2021 年安徽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文化素质测试且
成绩合格，报考我校宝玉石鉴定与加工类专业的应历届中职（含
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毕业生。

2.测试形式

面试+操作。

3.测试时间及分值

面试一般为 10 分钟，操作测试时间一般为 30 分钟，各 150
分，合计用时 40 分钟，满分 300 分。

4.测试题型及内容

测试包括面试和操作两个部分，其中面试为自述题和问答
题，操作测试为认识常见的宝玉石标本并正确填写试验单。

5.测试要求

第一部分 面试（150 分）

（1）陈述一下你对目前珠宝行业和宝玉石专业的了解；

（2）谈谈你对宝玉石鉴定与加工专业毕业后的职业规划等
等。

（3）能说出几种宝玉石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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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操作（150 分）

（1）实验前准备（40 分）

在进入考场前所需要进行的准备工作，包括穿着、仪容等方
面。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着装（20
分）

穿着干净整洁的（5 分）
着装规范，扣好扣子，整理好领口袖口（5 分）
穿长度超过膝盖的裤子，不要穿裙子（5 分）
所穿鞋子能覆盖整个脚面，不要穿拖鞋、凉鞋、高跟鞋（5
分）

仪容（20
分）

仪容整洁，绑好头发，不要披头散发（5 分）
不要化妆（包括涂口红、涂指甲油等）（5 分）
不要留长指甲（5分）
不要佩戴饰品（包括戒指、耳环、手链、手镯、项链、脚
部饰品等）（5 分）

（2）实验操作（60 分）

在进入考场后，也需要进行清点和清洗仪器等准备工作，该
部分工作是计入考试时间的。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考试准备
（60分）

清点宝玉石标本数量，无需做品种核对（10分）
对需要用到的标本进行观察（20分）
标本需要摆放整齐，不可丢失、损坏（20分）
因时间所限，所用的标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整归还（10
分）

（3）实验结束后整理（50 分）

考试结束前，需要对台面、仪器、试剂等进行整理、清洁和
登记。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清洁整理
（40分）

实验结束后，将所用的仪器标本清理干净（10分）
对台面上的仪器设备、标本进行整理，摆放整齐（10分）
整理和清洁操作台面（10分）
整个实验过程中始终保持台面的整洁干净（10分）

设备登记
（10分）

填写设备使用登记（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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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应用化工技术专业

1.测试对象

参加 2021 年安徽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文化素质测试且
成绩合格，报考我校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应历届中职（含技工学
校、职业高中）毕业生。

2.测试形式

面试+操作

3.测试时间及分值

面试一般为 10-20 分钟，操作测试时间一般为 10 分钟，其
中面试 200 分，操作 100 分，合计用时 30 分钟，满分 300 分。

4.测试题型及内容

测试包括面试和操作两个部分，其中操作测试内容为“定量
的固体氯化钠溶解实验”、“物料的称量和量取”两个项目（考
生任选一项测试）。

5.测试要求

第一部分 面试（200 分）

考查学生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考查学生对所选
专业的了解，综合判断学生的创新思维和临场应变能力。时间
10 分钟准备，10 分钟陈述自己的内容。

题型如：

1.陈述一下你对报考专业的了解；

2.谈谈你毕业后的职业规划；

3.谈谈你听说过的化工企业；等等。

第二部分 操作测试（100 分）

操作测试抽取以下两项考核内容的其中一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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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定量的固体氯化钠溶解实验（100 分）。

（1）实验准备

①进入考场前准备（30 分）

在进入考场前所需要进行的准备工作，包括穿着、仪容等方
面。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着装
（15分）

穿着干净整洁的白大褂（5 分）
着装规范，扣好扣子，整理好领口袖口（5 分）
穿长度超过膝盖的裤子，不要穿裙子（3 分）
所穿鞋子能覆盖整个脚面，不要穿拖鞋、凉鞋、高跟鞋（2
分）

仪容
（15分）

仪容整洁，绑好头发，不要披头散发（5 分）
不要化妆（包括涂口红、涂指甲油等）（5 分）
不要留长指甲（3分）
不要佩戴饰品（包括戒指、耳环、手链、手镯、项链、脚
部饰品等）（2 分）

（2）实验操作（40 分）

在进入考场后，也需要进行清点和清洗仪器等准备工作，该
部分工作是计入考试时间的。+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考试准备
（40分）

能够找准氯化钠固体颗粒样品，无需称重（10分）
能够在烧杯内加入适量水（10分）
正确将氯化钠固体颗粒样品加入烧杯中的水中（10分）
能够搅拌、溶解完全。正确贴上标签信息：姓名、样品名
称、日期（10分）

（3）实验结束注意事项（30 分）

实验测试结束前，需要对台面、仪器、试剂等进行整理、清
洁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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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清洁整理（20分）

实验结束后，将所用的玻璃容器清洗干净（5 分）
对台面上的仪器、试剂进行整理，摆放整齐（5 分）
整理和清洁操作台面（5 分）
整个实验过程中始终保持台面的整洁干净（5 分）

实验登记（10分） 填写实验室使用登记（10分）

项目二：物料的称量和量取（100 分）。

（1）物料称量（60 分）

考场提供托盘天平来称量所需要的固体物料。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天平使用
（60分）

能正确进行天平的调平（10分）
称量中使用称量纸，并进行必要折叠处理（10分）
正确进行物料的称量，物料和砝码的位置，砝码和游码
的使用（10分）
所称量的物料准确无误（10分）
对称量过程中多余的物料进行正确处理（10分）
使用完后，对天平、砝码等进行整理（10分）

（2）物料量取（40 分）

考场提供量筒或量杯来量取所需要的液体物料。对用量太
小、精确度要求不高的液体物料，可以使用滴管以计滴的形式加
入。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量器使用
（40分）

选择正确量器量取所需液体（15分）
通过正确的方法量取液体（15 分）
对量器的读数要规范（15分）
量取好的液体转移方法正确（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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