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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加工技术专业学生技能考核标准 

一、专业名称及适用对象 

1．专业名称 

矿物加工技术（专业代码：520602）。 

2．适用对象 

高职全日制在籍毕业年级学生。 

二、考核目标 

本专业全面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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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面向有色金属和非金属采选业的选矿与矿物加工 

工程技术人员职业群，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 

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 

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熟练掌握矿物加工技术专业知识和 

技术技能，能够从事矿石浮选、重力选矿、磁选、碎矿、磨矿等工作 

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的核心课程是浮游选矿技术、重力选矿技术、磁电选矿技 

术、碎矿与磨矿技术、化学选矿技术分别对应着浮选技术员、重选技 

术员、磁电选技术员、碎矿技术员、磨矿技术员等主要岗位。 

依据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企业需求及核心课程教学标准，结合 

学生情况、学校现有条件及企业实际工作情况，设置了九个模块作为 

本专业的技能考核内容，分别为专业基础技能考核和专业核心技能考 

核。其中，基础技能考核模块包括矿物的初步鉴定、选矿工程制图与 

AutoCAD、矿样的制备、矿样的磨矿、矿物筛分分级（湿筛）五个模 

块；核心技能考核包括矿物的浮选、矿物的重选、矿物的磁（电）选、 

矿物的浸出四个模块。以此来测试学生选矿工艺调控、选矿设备操作、 

选矿试验操作、识图绘图等职业能力，考察学生劳动意识、质量意识、 

环保意识、成本意识、细节意识、安全意识、规范意识、信息素养、 

团队协作、工匠精神、创新思维等职业素养。促进专业不断完善教学 

基本条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增强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提升专业建设水平，提升课程教学的 

有效性，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矿物加工行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三、考核内容 

根据矿物加工技术专业特点及专业技能基本要求，矿物加工技术 

专业技能抽查设计了矿物的初步鉴定、选矿工程制图与 AutoCAD、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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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制备、矿样的磨矿、矿物筛分分级（湿筛）、矿物的浮选、矿物 

的重选、矿物的磁（电）选、矿物的浸出九个技能模块。其中，矿物 

的初步鉴定、选矿工程制图与 AutoCAD、矿样的制备、矿样的磨矿、 

矿物筛分分级（湿筛）为专业基本技能模块，矿物的浮选、矿物的重 

选、矿物的磁（电）选、矿物的浸出为专业核心技能模块。九个模块 

共包含 26 个技能点，每个技能点配有若干操作试题，总计 50 道技能 

考核试题。 

模块一 矿物的初步鉴定 

矿石学基础是矿物加工技术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包括矿石 

的初步鉴定，矿石的物理鉴定方法，以及矿物形态和成因的关系，以 

及学生对鉴定矿物的操作过程、设备、仪器的使用方法，以及对鉴定 

结果的分析方法。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根据给定矿石，要求通过矿物的颜色、条痕色、晶面花纹、晶体 

形态、硬度、解理、磁性等方面初步鉴定矿物的种类。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进行矿石鉴定的时候要求切片符合规格，能够正确使用肉眼、触 

感、放大镜和显微镜进行观测。原始记录内容齐全，专业术语、描述 

规范，内容完整且内容无主要错误。 

矿物鉴定要求 

矿石学矿石鉴定所要求的技能，包括通过观察矿物的各种物理性 

质判断矿石种类等，是矿物加工技术专业学生的基本素养。通过技能 

抽查，测试学生对矿石鉴定的认知能力。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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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能要求 

根据给定矿物，进行肉眼观测、触摸感受、硬度对比、放大镜观 

测、显微镜观测等操作，判断矿石种类。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进行矿石鉴定的时候要求切片符合规格，能够正确使用肉眼、触 

感、放大镜和显微镜进行观测。原始记录内容齐全，专业术语、描述 

规范，内容完整且内容无主要错误。 

模块二 矿物加工的 AutoCAD 制图技能 

1、AutoCAD  制图技能 

工程制图模块所要求的技能，包括建筑物主要构件的识读及绘制、 

施工图纸 的识读与绘制，是矿物加工技术专业学生的必备能力。通过 

技能抽查，测试学生 对选矿生产工作中常见设备以及工艺流程的识读 

及将其绘制成图的能力，以及根据选厂现场工作的需要检查和调整选 

厂图纸的能力。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根据给定选矿流程和设备或者按照图纸要求，正确的绘制出工程 

建设项目所需要的工程图纸。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绘制图纸的操作符合有关规范及要求；制图严谨求实，图面美观 

大方，图幅 设计合理，比例尺正确，图纸内容完整且内容无主要错误。 

2、矿物加工技术制图技能 

矿物加工技术制图模块所要求的技能，包括选矿流程图、选矿设 

备配置以及厂房绘制等，是矿物加工技术专业学生的拓展能力。通过 

技能抽查，测试学生选矿流程图，设备联系图和厂房配置图的绘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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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根据图片要求，进行基本绘图、修改、文字标注等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基本绘图、修改、文字标注操作符合有关规范及要求；制图严谨 

求实，图面美 观大方，图纸内容完整且内容无主要错误。 

模块三 矿样的制备 

本模块是专业基本技能模块，为矿物加工工艺做好选别前的准备。 

本模块包含了矿样的破碎、混匀、缩分三个主要技能操作点。本模块 

专业技能的考核要求考生在三个子模块中各抽一道试题作为考核内 

容。 

1.矿样的破碎 

（1）技能要求 

能知道破碎的作用，能正确选用合适的破碎机进行破碎，能正确 

操作破碎设备，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选矿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检查破碎 

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检查矿样中是否有异物，破碎完后关闭电源，清 

理矿样，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2．矿样的混匀 

（1）技能要求 

能知道试样制备中混匀的作用，能选用混匀的方法进行试样混匀， 

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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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选矿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混匀后能 

清理矿样，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3．矿样的缩分 

（1）技能要求 

能知道试样制备中缩分的作用，能选用缩分的方法进行试样缩分， 

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选矿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缩分后能 

清理矿样，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模块四 矿样的磨矿 

本模块是专业基本技能模块，为矿物加工工艺选别前准备好粒度 

合格的矿样。本模块包含了磨矿设备的操作、磨矿浓度两个主要技能 

操作点。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称取矿量（保留小数点后  1 位），根据矿 

量和矿浆浓度计算所需的水量，并根据磨矿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 

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检查地脚螺丝有无松动情况，做好磨矿前的磨机清洗 

工作，正确的加矿和加水工作以及磨机的保养工作。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 

好的工作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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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五 矿物筛分分级（湿筛） 

本模块是专业基本技能模块，为测定产品中各粒级的含量、某粒级 

中目的矿物的含量。本模块包含了湿筛的操作、粒度曲线的绘制两个 

主要技能操作点。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筛子，根据湿筛操作步骤和要 

求进行正确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筛子，将样品导入筛子中，在水盆内进行 

筛分，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直到水盆内的水不再浑浊 

为止。将筛上物料干燥称重，根据原矿重量和该粒级的重量推算出洗 

出的细泥重量。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 

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六 矿物的浮选 

本模块是专业核心技能模块，用浮选的选矿方法分离矿石中的有 

用矿物与脉石矿物。本模块包含了浮选机的操作、浮选工艺条件的制 

定、药剂的配制、矿物的浮选、产品的脱水五个主要技能操作点。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浮选机，根据浮选操作步骤和 

要求进行正确的操作、能正确配制浮选药剂溶液。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浮选机，将矿样导入浮选槽中，配制合适 

的药剂，根据拟定的浮选工艺方案条件进行浮选试验操作，浮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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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脱水操作，最后得到精矿产品并计算产率。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 

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七 矿物的重选 

本模块是专业核心技能模块，用重选的选矿方法分离矿石中的有 

用矿物与脉石矿物。本模块包含了摇床的操作、重选工艺方案的制定、 

矿物的重选、产品的脱水四个主要技能操作点。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摇床，根据摇床操作步骤和要 

求进行正确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摇床，正确给矿，根据拟定的重选工艺方 

案条件进行摇床试验操作，重选完成后进行脱水操作，最后得到精矿 

产品并计算产率。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 

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八 矿物的磁选、电选 

1．磁选管分选磁性矿物 

基本要求： 

本模块是专业核心技能模块，用磁选管的选矿方法分离矿石中的 

有用矿物与脉石矿物。本模块包含了磁选管的操作、磁选管选矿工艺 

方案的制定、矿物的磁选管选矿、产品的脱水四个主要技能操作点。 

（1）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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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磁选管，根据磁选管的操作步 

骤和要求进行正确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磁选管，正确给矿，根据拟定的磁选管工 

艺方案条件进行磁选管试验操作，磁选管完成后进行脱水操作，最后 

得到精矿产品并计算产率。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 

好的工作习惯。 

2．磁性物料鼓形湿式磁选机分选回收 

基本要求： 

本模块是专业核心技能模块，用鼓形湿式磁选机的选矿方法分离 

矿石中的有用矿物与脉石矿物。本模块包含了鼓形湿式磁选机的操作、 

鼓形湿式磁选机选矿工艺方案的制定、矿物的鼓形湿式磁选机选矿、 

产品的脱水四个主要技能操作点。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鼓形湿式磁选机，根据鼓形湿 

式磁选机的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鼓形湿式磁选机，正确给矿，根据拟定的 

鼓形湿式磁选机工艺方案条件进行鼓形湿式磁选机试验操作，鼓形湿 

式磁选机完成后进行脱水操作，最后得到精矿产品并计算产率。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 

工作习惯。 

3．电选机分选 

基本要求：



12 

本模块是专业核心技能模块，用电选机的选矿方法分离矿石中的 

有用矿物与脉石矿物。本模块包含了电选机的操作、电选机选矿工艺 

方案的制定、矿物的电选机选矿、产品的脱水四个主要技能操作点。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电选机，根据电选机的操作步 

骤和要求进行正确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电选机，正确给矿，根据拟定的电选机工 

艺方案条件进行电选机试验操作，电选机完成后进行脱水操作，最后 

得到精矿产品并计算产率。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 

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九 矿物的浸出 

本模块是专业核心技能模块，用化学选矿的方法实现目的矿物与 

脉石矿物的分离。要求学生能正确掌握常见焙烧炉的操作方法，能正 

确掌握浸出仪的操作方法，能准确分选出所需的产品。本模块包含了 

反应瓷管和马弗炉的操作、化学选矿工艺方案的制定、矿物的浸出、 

产品的脱水四个主要技能操作点。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焙烧装置，根据焙烧装置操作步骤和 

要求进行正确的操作。准确 

能准确进行浸出操作，能独立设计不同矿物的浸出工艺方案。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焙烧装置，正确给矿，根据拟定的化学选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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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进行焙烧及浸出试验操作，化学选矿完成后进行脱水操作，最后 

得到精矿产品并计算产率。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 

好的工作习惯。 

四、评价标准 

模块一 矿物的初步鉴定 

表  1：矿物的初步鉴定技能评价标准 

序号 
检测 

项目 

标准分 

100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1 

技能 
与素养 

要求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资料、工具是否齐 

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资料、工具 
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 

每 漏 掉  1 
项（处） 扣  1 分； 

扰乱考场记 
录扣 15分；不尊 

重监考老师扣 15 
分。 

扣完为止。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将资料、工具书 

归位。 

2 
操作 

规范 

10  要求正确使用工具。 
工具使用欠 

规范扣  1 分/次、 

顺 序 混 乱 扣  3 
分、遗漏内容  1 
条扣  2 分/次。 10  按要求进行内容记录和归纳。 

3  职业 

能力 
60 

要求描述内容齐全（矿物的颜色、条痕、光 

泽、硬度、解理、密度、磁性等），方法正确， 
定名无误。 

错漏扣  2  分 
/处。 

总分 

表  2：矿石学显微镜矿石鉴定技能评价标准 

序号 
检测 

项目 

标准分 

100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14 

1 

技能 

与 素 

养

要求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工具、资料是否齐全， 

做好工作前准备。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资料、工具 
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 

每 漏 掉  1 
项（处） 扣  1 分； 

扰乱考场记 
录扣 15分；不尊 

重监考老师扣 15 
分。 

扣完为止。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将资料、工具书 

归位， 不损坏考试工具、 资料及设施， 有良好的 环 

境保护意识。 

2 
操作 

规范 

20  正确使用显微镜，能够进行显微镜调节与校 

正。 

显微镜使用 

欠规范扣  1  分 / 
次、 顺序混乱扣  3 
分、遗漏内容  1 
条扣  2 分/次。 20 

能够通过显微镜用不同的发放进行观察。按 

照国家标准要求，进行数据的记录和归纳。 

3  职 业 

素养 
40  能够把透明矿物和不透明矿物通过显微镜额 

观察，将各种光学性质进行描述。 

错漏扣  2  分 
/处。 

总分 

模块二 矿物加工的 Auto CAD 制图技能 

1、Auto CAD 制图技能 

表  3：Auto CAD 制图技能评价标准 

序号 
检测 

项目 

标准分 

100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1 

技能 

与素养 

要求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电脑、AutoCAD 软 

件、 资料、工具书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每 漏 掉  1 

项（处） 扣  1 分； 

扣完为止。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将资料、工具书 

归位，不损坏考试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 

环境保护意识。 

2 
操作 
规范 

10  电脑使用正确，思路清晰，操作规范。 
电脑使用欠 

规范扣  1 分/次、 

顺 序 混 乱 扣  3 
分、遗漏内容  1 
条扣  2 分/次。 10  按要求存储文件。 

3  制图  60  图形尺寸无误；布局合理、美观；文字、标 

注说明正确 。 

错漏扣  2  分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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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2、矿物加工技术制图技能 

表  4：选矿工艺流程制图技能评价标准 

序号 
检测 
项目 

标准分 
100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1 

技能 
与 素 

养

要求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电脑、AutoCAD  软 

件、 资料、工具书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每 漏 掉  1 

项（处） 扣  1 分； 

扣完为止。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将资料、工具书 

归位， 不损坏考试工具、 资料及设施， 有良好的 环 

境保护意识。 

2 
操作 
规范 

10  电脑使用正确，思路清晰，操作规范。 
电脑使用欠 

规范扣  1 分/次、 

顺 序 混 乱 扣  3 
分、遗漏内容  1 
条扣  2 分/次。 10  按要求存储文件。 

3  制图  60  能够画出一个完整的选矿工艺流程图 
错漏扣  2  分 

/处。 

总分 

表  5：选矿设备联系图制图技能评价标准 

序号 
检测 

项目 

标准分 

100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1 

技能 

与素 

养要 

求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电脑、AutoCAD  软 

件、 资料、工具书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每 漏 掉  1 

项（处） 扣  1 分； 
扣完为止。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将资料、工具书 

归位， 不损坏考试工具、 资料及设施， 有良好的 环 
境保护意识。 

2 
操作 

规范 

10  电脑使用正确，思路清晰，操作规范。 
电脑使用欠 

规范扣  1 分/次、 

顺 序 混 乱 扣  3 
分、遗漏内容  1 
条扣  2 分/次。 10  按要求存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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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图  60  能够画出一个完整的选矿设备联系图 
错漏扣  2  分 

/处。 

总分 

表  6：选矿厂房配置图制图技能评价标准 

序号 
检测 

项目 

标准分 

100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1 

技能 
与 素 

养

要求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电脑、AutoCAD  软 

件、 资料、工具书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每 漏 掉  1 

项（处） 扣  1 分； 
扣完为止。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将资料、工具书 

归位， 不损坏考试工具、 资料及设施， 有良好的 环 
境保护意识。 

2 
操作 

规范 

10  电脑使用正确，思路清晰，操作规范。 
电脑使用欠 

规范扣  1 分/次、 

顺 序 混 乱 扣  3 
分、遗漏内容  1 
条扣  2 分/次。 10  按要求存储文件。 

3  制图  60  能够画出选厂某一车间厂房配置图 
错漏扣  2  分 

/处。 

总分 

模块三 矿样的制备 

表  7：矿样制备技能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及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情 

况记录 
得分 

结果 

（ 10 
分） 

称量结果 

的准确度 

（5 分） 

与原矿重量 

相对误差 

粗

碎>2% 
中

碎>2% 
细碎>5% 

扣 分 标 准 
（分） 

1  1  1 

与入筛重量 

相对误差 
各粒级重量总和>10% 

扣 分 标 准 
（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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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 
的准确度 

（5 分） 

与原矿重量 

相对误差 
破碎前后>10% 

扣 分 标 准 
（分） 

2 

与入筛重量 

相对误差 
筛分前后>5% 

扣 分 标 准 

（分） 
3 

操作 

分数 

（ 60 
分） 

操作 

分扣 
完为 

止， 

不进 

行倒 
扣 

称量 

（3 分） 

电子秤未清零，扣 1分；电子秤不洁净，扣 1 分； 

读数及记录不正确，扣 1 分； 

粗碎 

（10 分） 

未检查鄂式破碎机矿样箱，扣  1 分；未检查鄂式破碎 
机运转情况，扣  2 分；给矿未从旁侧均匀缓慢，扣  2 
分；矿石挤满破碎腔，扣  2 分；给矿时有非破碎物进 

入破碎机，扣 1 分；破碎完，未关闭电源，扣 1 分； 

破碎完矿样倒入容器中时洒在地上，扣 1 分。 

中碎 
（10 分） 

未检查鄂式破碎机矿样箱，扣  1 分；未检查鄂式破碎 

机运转情况，扣  2 分；给矿未从旁侧均匀缓慢，扣  2 
分；矿石挤满破碎腔，扣  2 分；给矿时有非破碎物进 

入破碎机，扣 1 分；破碎完，未关闭电源，扣 1 分； 
破碎完矿样倒入容器中时洒在地上，扣 1 分。 

细碎 

（10 分） 

未检查对辊破碎机矿样箱，扣  1 分；未检查对辊破碎 

机机运转 

情况，扣 2 分；给矿未从旁侧均匀缓慢，扣 2 分；矿 

石挤满破碎腔，扣  2 分；给矿时有非破碎物进入破碎 
机，扣 1 分；破碎完，未关闭电源，扣 1 分；破碎完 

矿样倒入容器中时洒在地上，扣 1 分。 

第一次筛 

分

（6 分） 

未检查振筛机运转情况，扣  2 分；套筛叠放顺序不正 

确，扣 1 
分；设置时间小于 3 分钟，扣 1 分；筛分完未关闭电 

源，扣 1 分；未贴粒级标签，扣 1 分。 

第二次筛 
分

（6 分） 

套筛叠放顺序不正确，扣 1 分；设置时间小于 3 分钟， 

扣 1 分； 
筛分完未关闭电源，扣 1 分；未贴粒级标签，扣 1分； 

未合并 

两次筛分同一粒级，扣 2 分。 

制样 

（15 分） 

未进行三次混匀，扣  3 分；未从锥中心给试样，扣  1 
分；未沿 

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扣 1 分； 

未进行三次缩分，扣 3分；缩分时未将圆锥试样压平， 

扣 1 分； 
缩分时未取对角合并，扣 1 分； 

研磨后仍有粗粒，扣 3分；未对试样袋编号，扣 1分； 

装袋时洒出矿样，扣 1 分。 

职业 

素养 

（ 20 

原始记录 

（5 分） 

原始记录不及时记录扣  2 分；原始数据记在其它纸上 

扣 5 分；原始记录中空项扣 2分/处。 

安全与环 未穿戴实验服扣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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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保

（10 分） 

台面、卷面不整洁扣 3 分； 

损坏仪器，扣 2 分； 

矿样不按规定处置扣 2 分 
6S管理 （5 
分） 

1.考核结束，仪器清洗不洁者扣 5 分。 
2.考核结束，仪器堆放不整齐扣 1～5 分。 

否决项 
在考核时不准进行讨论等作弊行为发生，否则作  0 分 

处理。不得补考。 

考核时间 （10 分） 
超 30min停考 

超过时间≤  0：00  0:10  0:20  0:30 

扣分标准（分）  0  3  6  10 

模块四 矿样的磨矿 

表 8：矿样的磨矿技能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及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情 

况记录 
得分 

加水量的准确性 

（20 分） 

与 准 确 

值 的 相 
对偏差≤ 
（%） 

1  3  5  7  10  15  20 

扣 

分 标 准 

（分） 
0  5  8  11  14  17  20 

操作分数（50 分） 

1.称量矿石不准确，扣 2 分。 
2.磨矿前没有清洗磨机，扣 5分。 
3.清洗时没有边冲洗边摇动摇杆，扣 2分 
4.加料前没有先倒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拧 

紧，扣 4 分。 
5.倒入过程中矿粉撒出磨机外，扣 5 分。 
6.磨矿时间设置不准或到规定时间没有停磨 

机，扣 5 分。 
7.排矿时没有控制好冲水量， 冲洗水超过 10L， 

扣 3 分。 
8.排矿前或排矿后没有冲干净给矿口上面的矿 

浆，扣 3 分。 
9.磨矿完成后，筒体内没有加满水，扣 3 分。 

职业素养 

（20 分） 

1.未穿戴实验服，扣 5 分； 
2.操作结束，球磨机周边未清扫，不干净，扣 

5 分； 
3.操作结束，所用的仪器未归位，扣 5分； 

考核时间（10 分） 

超 30min停考 

超过时间≤  0:10  0:20  0:30  0:40 
扣分标准（分）  0  3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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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五 矿物筛分分级（湿筛） 

表 9： 矿物的筛分分级技能评价标准（湿筛） 

评价内容及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情 

况记录 
得分 

筛分后矿量的与原 
矿量的偏差 （20 分） 

相 
对偏差≤ 
（%） 

3  4  5  6  7  8  9 

扣 

分 标 准 
（分） 

0  3  5  10  15  18  20 

操作分数（50 分） 

1.准备工作不到位（该准备的实验仪器或设备 
没准备好，没清洗），扣 5 分。 

2.称矿不准确，扣 5分。 
3.筛分时，矿粉没有分散，全部堆在一起，扣 

2 分 
4.没有及时更换水盆中的水，视盆中水的浊度 

情况 15分钟更换一次，每次扣 3 分。 
5.筛下物料没有收集，干燥，扣 10 分。 
6.筛上物料撒出，扣 5 分。 
7.计算方法错误，扣 5 分。 

职业素养 

（20 分） 

1.未穿戴实验服，扣 5 分； 
2.操作结束，周边未清扫，不干净，扣 5 分； 
3.操作结束，所用的仪器未清洗、未归位，扣 

5 分； 

考核时间（10 分） 

超 30min停考 

超过时间≤  0:10  0:20  0:30  0:40 
扣分标准（分）  0  3  6  10 

模块六 矿物的浮选 

表 10：矿物的浮选考核标准 

评价内容及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情 

况记录 
得分 

作 

品 （10 
分） 

未 知 
样含量的 

准确度 （10 
分） 

与 准 确 

含 量 相 
对偏差≤ 
（%） 

精矿 
(2%) 

尾矿 
(3%) 

中矿 
(3%) 

扣 

分 标 准 
（分） 

4  3  3 

检查清洗 
工作 （3分） 

未检查浮选机及相应设施扣 1.0 分 

未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情况扣 1.0分 

未清洗浮选机及相关设施扣 1.0 分 

药剂配制 
（共 8 分） 

称重方法错误扣 1.0分 
称重前未检查、校正天平扣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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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分 数 

（  60 
分） 操 
作 分 

扣 完 

为止， 
不 进 

行 倒 

扣 

药剂配制过程错误扣 4.0 分 

记录不规范，扣 2.0分 

浮选调浆 

（共 6 分） 

调浆过程错误扣 2.0分 
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2.0 分 

浮选机液面过高和过低 2.0 分 

浮选过程 

（26 分） 

①药剂添加（6 分） 

未记录药剂添加量扣 2.0 分 

添加顺序错扣 2.0 分 
搅拌时间不够扣 1.0分 

起泡剂添加方法错误 1.0 分 

②搅拌（3 分） 
搅拌前不关闭进气阀扣 1.0 分 

搅拌过程矿浆溢出扣 2.0 分 

③充气（4 分） 

充气量必须控制在浮选设备参数范围内， 缓慢 
旋转充气开关，过大翻花或过小不起泡扣 2.0 分； 

矿浆溢出跑槽扣 2.0分 

④刮泡（4 分） 

接取泡沫外溢扣 2.0分 
关充气阀、刮板、停机，顺序不正确扣 2.0 分 

⑤补加水（6分） 

补加水不及时、补加清水过程中冲击泡沫、补 

加清水过程中没有冲洗粘附在搅拌轴、槽壁上的泡 
沫颗粒各扣 2 分 

⑥产品转移（3 分） 

浮选机溢流口及刮板上的颗粒冲入精矿， 否则 

扣 1.0 分 
浮选机槽中颗粒冲入尾矿，否则扣 1.0分 

转移过程产品外溢扣 1.0 分 

清扫工作 

（共 7 分） 

未清洗浮选机及设施扣 3.0 分 

未打扫地面扣 2.0 分 

未整理实训器材扣 2.0 分 

产品处理 

工作（共 
10 分）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 湿润滤纸， 否则扣 3 分。 

滤纸标明产品名称，否则扣 4分。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否 

则扣 3 分。 

职 业 

素养 

（  20 
分） 

原始记录 
（5 分） 

原始记录不及时记录扣 2 分； 

原始数据记在其它纸上扣 5 分； 
非正规改错扣 1 分/处； 

原始记录中空项扣 2分/处。 

安全与环 
保（10分） 

未穿戴实验服扣 3 分； 

台面、卷面不整洁扣 3 分； 
损坏设备及设施，每件扣 2 分； 

不具备安全、环保意识扣 2 分。 
6S 管理 

（5 分） 

设备设施清洗不干净扣 5 分； 

设备设施堆放不整齐扣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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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项 

天平读数，称量数据未经监考老师同意不可更 

改，在考核时不准进行讨论等作弊行为发生，否则 

作 0 分处理。不得补考。 

考核时间（10 分） 

超 30min停考 

超过时间≤  0：00  0:10  0:20  0:30 
扣分标准（分）  0  3  6  10 

模块七 矿物的重选 

表 11：矿物重选的技能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及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情 
况记录 

得分 

作 

品 （10 
分） 

未 知 

样含量的 
准确度 （10 
分） 

与 准 确 

含 量 相 

对偏差≤ 
（%） 

精矿 
(2%) 

尾矿 
(3%) 

中矿 
(3%) 

扣 

分 标 准 

（分） 
4  3  3 

操 作 

分 数 
（  60 
分） 操 

作 分 

扣 完 
为止， 

不 进 

行 倒 

扣 

检查清洗 

工作 （3分） 

1.未检查摇床及相应设施扣 1.0分 
2.未检查摇床床面、倾角、坡度等情况扣  1.0 

分 
3.未清洗摇床及相关设施扣 1.0分 

重选矿样 
调浆（11 
分） 

4.称取矿样误差大于 0.01g扣 2.0 分 
5.调浆过程错误扣 2.0分 
6.润湿不完全扣 2.0 分 
7.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2.0 分 
8.转移过程出现损失扣 3.0 分 

重选过程 

（29 分） 

9.调节流膜（共 3 分） 

床面未出现被水无死角覆盖状态扣 3.0分 
10.倒入矿浆（共 10分） 
倒入矿浆出现损失扣 3.0 分 

倒入矿浆不均匀扣 3.0 分 

倒入矿浆时间超过 5分钟扣 1.0 分 
给矿槽内有残留矿粒扣 3.0 分 
11.调节水流（共 4 分） 

水量流入床面出现过大或过小扣 2.0 分 

冲水槽阀未进行调动扣 2.0 分 
12.矿粒分带（共 4 分） 

床面未出现扇形分带或不明显扣 4.0 分 
13.接取产品（共 8 分） 

产品出现损失扣 3.0分 
接取产品位置出现错误或混淆扣 3.0 分 

产品未接取完全或出现混合扣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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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扫工作 
（共 7 分） 

14.未清洗摇床及设施扣 3.0 分 
15.未打扫地面扣 2.0分 
16.未整理实验器材扣 2.0 分 

产品处理 

工作（共 
10 分） 

17.滤纸未润湿扣 1.0分 
18.过滤未完全或出现损失扣 2.0 分 
19.所用滤纸未标明产品名称扣 3.0 分 
20.烘干时未穿戴手套扣 1.0 分 
21.计算产品产率误差大扣 2.0分 
22.称量产品出现损失扣 1.0 分 

职 业 

素养 

（  20 
分） 

原始记录 

（5 分） 

原始记录不及时记录扣 2 分；原始数据记在其 
它纸上扣  5 分；非正规改错扣  1 分/处；原始记录 

中空项扣 2分/处。 

安全与环 
保（10分） 

未穿戴实验服扣 3 分； 

台面、卷面不整洁扣 3 分； 
损坏设备及设施，每件扣 2 分； 

不具备安全、环保意识扣 2 分。 
6S 管理 

（5 分） 

设备设施清洗不干净扣 5 分； 

设备设施堆放不整齐扣 1～5 分。 

否决项 
天平读数，称量数据未经监考老师同意不可更 

改，在考核时不准进行讨论等作弊行为发生，否则 

作 0 分处理。不得补考。 

考核时间（10 分） 
超 30min停考 

超过时间≤  0：00  0:10  0:20  0:30 
扣分标准（分）  0  3  6  10 

模块八 矿物的磁选、电选 

表 11：矿物磁选的技能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及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情 

况记录 
得分 

作 

品 （10 
分） 

未 知 

样含量的 

准确度 （10 
分） 

与 

准 确 含 

量 相 对 

偏 差 ≤ 
（%） 

精矿 
(2%) 

尾矿 
(3%) 

中矿 
(3%) 

扣 

分 标 准 

（分） 
4  3  3 

检查清洗 
工作 （3分） 

1.检查清洗设备（3 分） 
未检查设备及相应设施工具完整扣 0.5分 

未检查设备空转、漏水、声音等情况扣 0.5 分 

未清洗设备及相关设施扣 1.0分 

往玻璃管中加水溢出来扣 1.0分 

矿样调浆 
（11 分） 

2.称样：称取磁铁矿粉（6 克）及石英矿粉（4 
克），混合为一份样。（6 分） 

称取矿样误差大于 0.01g扣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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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分 

数 （60 
分） 操 

作 分 

扣 完 

为止， 
不 进 

行 倒 

扣 

3.试样放入烧杯中，调浆。（5分） 

调浆过程错误扣 2.0分 

润湿不完全扣 2.0 分 
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2.0 分 

转移过程出现损失扣 3.0 分 

磁选过程 

（29 分） 

4.慢慢倒入与玻璃管相通的漏斗中（共 6 分） 

快慢不一扣 6.0 分 
5.要注意保持水位不变 （水位稍微高于磁极面） 

（共 5 分） 

水位变化不稳扣 3.0分 

水位过高扣 3.0 分 

水位过低扣 5.0 分 
6.磁选 5～15 分钟见到玻璃管中水清晰为止， 

即可停止（共 8 分） 

磁选少于 5分钟扣 3.0 分 
.磁选大于 15分钟扣 3.0 分 
水没清晰就停止扣 2.0 分 
7.将磁选管的下端封闭，切断直流电源，向管 

内冲水，然后排出磁性产品。（共 5 分） 

程序错误扣 5.0 分 
8.接取产品（共 5 分） 

产品出现损失扣 3.0分 

接取产品位置出现错误或混淆扣 3.0 分 
产品未接取完全或出现混合扣 2.0 分 

清扫工作 

（共 7 分） 

9.卫生（3 分） 

未清洗设备及设施扣 2.0 分 

未打扫地面扣 1.0 分 
10.整理（4分） 
未整理实验器材扣 2.0 分 

未整理器材到原位扣 2.0 分 

产品处理 

工作 

（ 共  10 
分） 

11.将所得的磁性和非磁性产品分别经过脱水、 

烘干、称重，取样化验（共 10分） 
滤纸未润湿扣 1.0 分 

过滤未完全或出现损失扣 2.0分 

所用滤纸未标明产品名称扣 3.0 分 

烘干时未穿戴手套扣 1.0 分 
计算产品产率误差大扣 2.0 分 

称量产品出现损失扣 1.0 分。 

职 

业 素 

养 

（ 
20
分） 

原始记录 

（5 分） 

原始记录不及时记录扣 2 分；原始数据记在其 

它纸上扣  5 分；非正规改错扣  1 分/处；原始记录 
中空项扣 2分/处。 

安全与环 
保

（10 分） 

未穿戴实验服扣 3 分； 

台面、卷面不整洁扣 3 分； 

损坏设备及设施，每件扣 2 分； 

不具备安全、环保意识扣 2 分。 
6S 管理 

（5 分） 

设备设施清洗不干净扣 5 分； 

设备设施堆放不整齐扣 1～5 分。



24 

否决项 

天平读数，称量数据未经监考老师同意不可更 

改，在考核时不准进行讨论等作弊行为发生，否则 

作 0 分处理。不得补考。 

考核时间（10 分） 

超 30min停考 

超过时间≤  0：00  0:10  0:20  0:30 
扣分标准（分）  0  3  6  10 

表 12：矿物磁选的技能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及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情 

况记录 
得分 

作 

品 （10 
分） 

未 知 
样含量的 

准确度 （10 
分） 

与 准 确 

含 量 相 

对 偏 差 
≤（%） 

精矿 
(2%) 

尾矿 
(3%) 

中矿 
(3%) 

扣 

分 标 准 

（分） 
4  3  3 

操 
作 分 

数 （60 
分） 操 

作 分 
扣 完 

为止， 

不 进 

行 倒 
扣 

检 查 

清扫工作 
（3 分） 

1.检查清扫设备（3 分） 
未检查设备及相应设施工具完整扣 0.5分 

未检查设备空转、密封、声音等情况扣 0.5 分 

未清扫设备及相关设施扣 1.0分 

准 备 

矿样、 调设 

备（11 分） 

2.称样： 称取磁铁矿粉 （50 克） 及石英矿粉 （50 
克），混合为一份样。（4 分） 

称取矿样误差大于 0.01g扣 2.0 分 
3.试样烘干。（4 分） 

试样润湿不完全扣 4.0 分 
4.调节电场电压和转鼓转数到给定值 15KV 和 

100 转／分后，准备给矿。（3分） 

程序错误扣 3.0 分 

磁选过程 

（29 分） 

5.电场电压和转鼓转数到给定值  15KV 和  100 
转／分后，开始适量给矿。（共 4 分） 

放矿快慢不一扣 2.0分 

放矿撒落扣 2.0 分 
6.接取产品（共 5 分） 

产品出现损失扣 2.0分 
接取产品位置出现错误或混淆扣 3.0 分 

产品未接取完全或出现混合扣 2.0 分 
7.清洗精矿槽、中矿槽和尾矿槽，并入各自产 

品槽中。（共 5 分） 
清扫不干净、错误扣 5.0 分 
8.重复在 20KV、 25KV和 30KV条件下做三次 

试验（共 15分） 

重复上面的扣分， 

清扫工作 
（共 7 分） 

9.卫生（3 分） 

未清洗设备及设施扣 2.0 分 

未打扫地面扣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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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整理（4分） 

未整理实验器材扣 2.0 分 

未整理器材到原位扣 2.0 分 

产品处理 

工作 
（ 共  10 
分） 

11.将所得的磁性和非磁性产品分别经过脱水、 

烘干、称重，取样（50 克）化验（共 10 分） 

滤纸未润湿扣 1.0 分 

过滤未完全或出现损失扣 2.0分 
所用滤纸未标明产品名称扣 3.0 分 

烘干时未穿戴手套扣 1.0 分 

计算产品产率误差大扣 2.0 分 

称量产品出现损失扣 1.0 分 

职 
业 素 

养 

（ 
20
分） 

原始记录 

（5 分） 

原始记录不及时记录扣 2 分；原始数据记在其 

它纸上扣  5 分；非正规改错扣  1 分/处；原始记录 

中空项扣 2分/处。 

安全与环 

保

（10 分） 

未穿戴实验服扣 3 分； 

台面、卷面不整洁扣 3 分； 
损坏设备及设施，每件扣 2 分； 

不具备安全、环保意识扣 2 分。 
6S 管理 

（5 分） 

设备设施清洗不干净扣 5 分； 

设备设施堆放不整齐扣 1～5 分。 

否决项 

天平读数，称量数据未经监考老师同意不可更 

改，在考核时不准进行讨论等作弊行为发生，否则 

作 0 分处理。不得补考。 

考核时间（10 分） 

超 30min停考 

超过时间≤  0：00  0:10  0:20  0:30 
扣分标准（分）  0  3  6  10 

模块九 矿物的浸出 

表 13： 赤铁矿还原焙烧的技能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及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情 

况记录 
得分 

操 

作 分 
数 （60 

检查工作 

（9 分） 

1.未检查是否有漏电、断电或烧断炉丝等情况 

扣 2.0 分 
2.未检查热电偶是否在规定位置扣 2.0 分 
3.未检查炉类是否有异物扣 2.0分 
4.未检查矿样含水量高低扣 3.0分 

矿样准备 

（7 分） 

5.称取矿样误差大于 0.01g扣 2.0 分 
6.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2.0 分 
7.转移过程出现损失扣 3.0 分 

8.高温实验过程中，燃烧皿、磁舟用手拿放扣 
3.0 分 

9.做挥发分实验室未戴手套扣扣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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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操 

作 分 

扣 完 
为止， 

不 进 

行 倒 

扣 

焙烧操作 
过程（ 37 
分） 

10. 温度控制不合理扣 4.0 分 
11.焙烧时间控制不合理扣 4.0 分 

床面未出现扇形分带或不明显扣 4.0 分 
12.接取产品（共 11 分） 

产品出现损失扣 4.0分 

接取产品位置出现错误或混淆扣 4.0 分 

产品未接取完全或出现混合扣 3.0 分 

清扫工作 
（共 7 分） 

13.未清扫焙烧设备扣 3.0 分 
14.未打扫地面扣 2.0分 
15.未整理实验器材扣 2.0 分 

职 

业 素 
养 

（ 
20
分） 

原始记录 

（5 分） 

原始记录不及时记录扣 2 分；原始数据记在其 
它纸上扣  5 分；非正规改错扣  1 分/处；原始记录 

中空项扣 2分/处。 

安全与环 

保

（10 分） 

未穿戴实验服扣 3 分； 

台面、卷面不整洁扣 3 分； 

损坏设备及设施，每件扣 2 分； 
不具备安全、环保意识扣 2 分。 

6S 管理 

（5 分） 

设备设施清洗不干净扣 5 分； 

设备设施堆放不整齐扣 1～5 分。 

否决项 
天平读数，称量数据未经监考老师同意不可更 

改，在考核时不准进行讨论等作弊行为发生，否则 

作 0 分处理。不得补考。 

考核时间（10 分） 
超 30min停考 

超过时间≤  0：00  0:10  0:20  0:30 
扣分标准（分）  0  3  6  10 

表 14： 铅锌矿的酸性浸出的技能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及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情 

况记录 
得分 

作 

品（8 
分） 

未 知 
样含量的 

准确度 （10 
分） 

与 准 确 
含量相对偏 

差≤（%） 

溶液 
(5%) 

矿渣 
(5%) 

扣 分 标 

准（分） 
4  4 

操 

作 分 
数 （62 
分） 操 

检查清洗 

工作 （7分） 

1.未检查浸出相应设施扣 2.0 分 
2.未考察搅拌器叶片材料是否适合试验等情况 

扣 3.0 分 
3.未检查矿样粒度扣 2.0 分 

矿样调浆 

（13 分） 

4.称取矿样误差大于 0.01g扣 2.0 分 
5.调浆液固比过程错误扣 3.0 分 
6.调浆 pH 值错误扣 3.0 分 
7.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2.0 分 
8.转移过程出现损失扣 3.0 分 

9.搅拌强度不合理扣 3.0 分 
10.倒入矿浆（共 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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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分 

扣 完 

为止， 
不 进 

行 倒 

扣 

浸出操作 

过程 
（25 分） 

倒入矿浆出现损失扣 3.0 分 

倒入矿浆不均匀扣 3.0 分 

给矿容器内有残留矿粒扣 3.0分 
11.搅拌叶片高度不合适扣 2.0 分 
12.搅拌器与被搅拌容器不匹配扣 3.0 分 
13.接取产品（共 8 分） 

产品出现损失扣 3.0分 
接取产品位置出现错误或混淆扣 3.0 分 

产品未接取完全或出现混合扣 2.0 分 

清扫工作 

（共 7 分） 
14.未清洗搅拌器及设施扣 3.0分 
15.未打扫地面扣 2.0分 
16.未整理实验器材扣 2.0 分 

产品处理 

工作 

（ 共  10 
分） 

17.滤纸未润湿扣 1.0分 
18.过滤未完全或出现损失扣 2.0 分 
19.所用滤纸未标明产品名称扣 3.0 分 
20.烘干时未穿戴手套扣 1.0 分 
21.计算产品产率误差大扣 2.0分 
22.称量产品出现损失扣 1.0 分 

职 

业 素 

养 

（ 
20
分） 

原始记录 
（5 分） 

原始记录不及时记录扣 2 分；原始数据记在其 

它纸上扣  5 分；非正规改错扣  1 分/处；原始记录 

中空项扣 2分/处。 

安全与环 

保

（10 分） 

未穿戴实验服扣 3 分； 
台面、卷面不整洁扣 3 分； 

损坏设备及设施，每件扣 2 分； 

不具备安全、环保意识扣 2 分。 
6S 管理 

（5 分） 

设备设施清洗不干净扣 5 分； 

设备设施堆放不整齐扣 1～5 分。 

否决项 

天平读数，称量数据未经监考老师同意不可更 

改，在考核时不准进行讨论等作弊行为发生，否则 

作 0 分处理。不得补考。 

考核时间（10 分） 

超 30min停考 

超过时间≤  0：00  0:10  0:20  0:30 
扣分标准（分）  0  3  6  10 

表 15： 含金银矿物的硫代硫酸盐浸出的技能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及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情 
况记录 

得分 

作 
品（8 
分） 

未 知 

样含量的 

准确度 （10 
分） 

与 准 确 

含量相对偏 

差≤（%） 

溶液 
(5%) 

矿渣 
(5%) 

扣 分 标 
准（分） 

4  4 

检 查 

清洗工作 

（7 分） 

1.未检查浸出相应设施扣 2.0 分 
2.未考察搅拌器叶片材料是否适合试验等情况 

扣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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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分 
数 （62 
分） 操 

作 分 

扣 完 
为止， 

不 进 

行 倒 

扣 

3.未检查矿样粒度扣 2.0 分 

矿 样 

调浆（ 13 
分） 

4.称取矿样误差大于 0.01g扣 2.0 分 
5.调浆液固比过程错误扣 3.0 分 
6.调浆 pH 值错误扣 3.0 分 
7.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2.0 分 
8.转移过程出现损失扣 3.0 分 

浸 出 

操作过程 

（25 分） 

9.搅拌强度不合理扣 3.0 分 
10.倒入矿浆（共 9 分） 

倒入矿浆出现损失扣 3.0 分 

倒入矿浆不均匀扣 3.0 分 
给矿容器内有残留矿粒扣 3.0分 
11.搅拌叶片高度不合适扣 2.0 分 
12.搅拌器与被搅拌容器不匹配扣 3.0 分 
13.接取产品（共 8 分） 
产品出现损失扣 3.0分 

接取产品位置出现错误或混淆扣 3.0 分 

产品未接取完全或出现混合扣 2.0 分 

清扫工作 

（共 7 分） 
14.未清洗搅拌器及设施扣 3.0分 
15.未打扫地面扣 2.0分 
16.未整理实验器材扣 2.0 分 

产品处理 

工作 

（ 共  10 
分） 

17.滤纸未润湿扣 1.0分 
18.过滤未完全或出现损失扣 2.0 分 
19.所用滤纸未标明产品名称扣 3.0 分 
20.烘干时未穿戴手套扣 1.0 分 
21.计算产品产率误差大扣 2.0分 
22.称量产品出现损失扣 1.0 分 

职 

业 素 

养 
（ 

20
分） 

原始记录 
（5 分） 

原始记录不及时记录扣 2 分；原始数据记在其 

它纸上扣  5 分；非正规改错扣  1 分/处；原始记录 

中空项扣 2分/处。 

安全与环 

保
（10 分） 

未穿戴实验服扣 3 分； 

台面、卷面不整洁扣 3 分； 

损坏设备及设施，每件扣 2 分； 

不具备安全、环保意识扣 2 分。 
6S 管理 
（5 分） 

设备设施清洗不干净扣 5 分； 
设备设施堆放不整齐扣 1～5 分。 

否决项 

天平读数，称量数据未经监考老师同意不可更 

改，在考核时不准进行讨论等作弊行为发生，否则 

作 0 分处理。不得补考。 

考核时间（10 分） 

超 30min停考 

超过时间≤  0：00  0:10  0:20  0:30 
扣分标准（分）  0  3  6  10 

五、考核方式 

（一）模块抽取



29 

采取 1 加 1 方式，由省教育厅在专业基本技能模块(矿样的制备、 

磨矿、矿物筛分分级)和专业核心技能模块(矿物的浮选、矿物的重选、) 

中，分别随机抽取一个模块，共计两个模块，每个考生只需从两类模 

块中各随机抽取一道试题进行考核。考核场次根据考生人数结合考场 

条件具体安排，考核场次和工位号由考生在考试前抽签确定,并各自按 

照考核试题的要求独立完成考核任务,并体现良好的职业精神与职业素 

养。 

（二）项目抽取 

每个考核模块均设若干考核项目。考生根据抽取的考核模块，随 

机从对应模块中随机抽取考核模块 

（三）试题抽取 

学生在相应项目题库中随机抽取 1 套试题进行测试。 

六、附录 

(1)《浮选工工国家职业标准》 

(2)《矿物加工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3)《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选矿赛项竞赛规程》 

(4)  其他各类化工、环保技术标准或规范 

GB/T7722—2005 

DZ/T 0166—1995 

DZ/T 0193—1997 

DZ/T 0118—1994 

DZ/T 0016—1991 

GB/T 26497—2011 

GB/T 3043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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