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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工业技术实训》教学大纲 

 

英文名称： Exercitation of Petroleum Industry 

课程编码： 200501                              学分： 2～4     



实践周数： 2～4周   

适用专业：石油工程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安全工程专业、

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油气储运工程专业、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石油

资源勘探专业、地质学专业、地球物理学专业及地质工程专业等。 

大纲执笔人： 陈 辉                   教研室主任：  李晓东 

 

《油气资源勘探工程实践》科目 

一、训练目标 

1、油气资源勘探工程训练是一门实践技术课程，是油气资源勘探、石油工程开发各专业学习课

程必不可少的先期课程，也是建立石油地质构造变化、油气成因、油气成藏、油气运移等概念，培养

综合油气资源勘探工程实践能力的奠基课程。通过实验课程中的观察、分析和总结，开发、培养学生

的空间想象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理解地质历史中油气地质过程的能力，为他们今后从事本专业的科

学研究和实际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基本要求 

1、修本课程前，学生最好应具备一定的地质构造学、沉积学、储层地质学等基本知识能力，以

便使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能根据地质构造图纸，独立完成分析地质构造任务。 

2、油气资源勘探工程训练与地质学、储层地质学、沉积学等课程有着深刻的联系，须统筹考虑

课程之间的衔接和配合。 

3、油气资源勘探工程训练以实践教学为主，学生应能进行独立的实践操作，在训练过程中要有

机结合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在保证贯彻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结合实验进

行，培养学生创造、创新能力。 

4、油气资源勘探工程训练教学基本要求如下： 

（1）要求学生掌握油气地质勘探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不同地质构造变化的形成过程，圈闭和

油气藏类型的识别，油源对比与油气运移方向的确定。 

（2）接受基本工程素质教育。在劳动观点、纪律、质量、经济观念、理论联系实际和科学作风等

工程技术人员应具有的基本素质方面受到培养和锻炼。 

（3）提高综合工程实践素质，培养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油气资源勘探工程训练作为一门实践课程，其教学内容是油气资源勘探的有关知识和训练，整个

课程主要分为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三部分内容。具体学时分配建议如下： 

教学 总 个                    论 综 



内容 论 地质构造物理模拟实验 油气成因模拟实验 油气运移模拟实验 论 

学时

安排 

2 4 4 4 2 

12学时 

 

（一）总论                                 4学时（0.5天） 

1、基本内容讲解 

    （1）课程性质、地位、特点、作用； 

    （2）油气资源勘探工程实践训练过程（讲解课程体系及实验内容安排等）； 

    （3）有关实验注意事项（安全、纪律、考核等）； 

2、参观工程训练展览室及训练车间，介绍训练基地情况 

    （二）个论                                12学时（1.5天） 

1 地质构造物理模拟实验                      4学时 （0.5天） 

1.1 基本内容讲解 

（1）石油地质基础知识；地层及地质构造历程介绍。 

（2）地质构造模拟实验装置的使用、实验项目的要求介绍。 

1.2 示范讲解内容 

地质构造模拟实验装置的工作过程，系统功能及典型地层构造的边界条件、材料性质、深度与压

力等各类参数之间的关系与变化，研究挤压、拉伸、剪切、挤压剪切及拉伸剪切等各种应力场条件下

的变形情况。 

1.3 独立实践操作 

地质构造实验装置的基本操作；不同地质构造的地层形成实验、各边界条件和材料要求分析。  

 

2油气成因模拟实验                        4学时 （0.5天） 

2.1 基本内容讲解 

（1）油气生成的基础知识；生成油气的物质基础、生成油气的条件和有机质演化模式等介绍。 

（2）油气成因模拟实验装置的使用、实验项目的要求介绍。 

2.2 示范讲解内容 

（1）油气成因模拟实验装置的工作过程，装置使用注意事项。 

（2）通过实验分析油气生成的物质基础、生成油气的条件和有机质演化模式。 

2.3 独立实践操作 

油气成因模拟实验装置的基本操作；生成油气的实验条件和材料要求分析。  

 

3 油气运移模拟实验                        4学时 （0.5天） 



3.1 基本内容讲解 

（1）油气田形成的基础知识；油气运移的条件、油气储集层的地质构造等介绍。 

（2）油气运移模拟实验装置的使用、实验项目的要求介绍。 

3.2 示范讲解内容 

（1）油气运移模拟实验装置的工作过程，装置使用注意事项。 

（2）通过实验分析油气生成的物质基础、生成油气的条件和有机质演化模式。 

3.3 独立实践操作 

油气运移模拟实验装置的基本操作，通过直接观察真实砂岩模型内，砂岩不同润湿性条件下，油

气的运移方式及规律。 



《油气井工程实践》科目 

 

一、训练目标 

1、油气井工程训练是一门实践技术课程，是钻井工程、测井、石油地质、采油工程、油藏工程

等各专业学习课程必不可少的先期课程。通过实验课程中的观察、分析和总结，开发、培养学生的综

合实验分析能力，为他们今后从事本专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奠定坚实的基本功底。  

二、基本要求 

1、修本课程前，学生应具备一定的钻井、固井、完井等基本知识能力，以便使学生在实习过程

中，能根据不同的实验要求，独立分析完成实验流程的操作任务。 

2、油气井工程训练与岩石地质、石油钻井机械及石油钻井工程等课程有着深刻的联系，须统筹

考虑课程之间的衔接和配合。 

3、油气井工程训练以实践教学为主，学生应能进行独立的实践操作，在训练过程中要有机结合

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在保证贯彻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结合实验进行，培

养学生创造、创新能力。 

4、油气井工程训练教学基本要求如下： 

（1）要求学生掌握钻井工程基本原理方法及岩石可钻性参数等基础实验技能的掌握。 

（2）接受基本工程素质教育。在劳动观点、纪律、质量、经济观念、理论联系实际和科学作风等

工程技术人员应具有的基本素质方面受到培养和锻炼。 

（3）提高综合工程实践素质，培养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油气井工程训练作为一门实践课程，其教学内容是钻井工程的有关知识和训练，整个课程主要分

为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三部分内容。具体学时分配建议如下： 

教学 

内容 

总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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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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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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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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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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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

训练 

学时

安排 

2  4 2 2 2 2 2 2 2 2 2 2 2  

28学时 

                

（一）总论                                        2学时（0.25天） 

1、基本内容讲解 

    （1）课程性质、地位、特点、作用； 



    （2）油气井工程训练过程（讲解课程体系及实验内容安排等）； 

    （3）有关实验注意事项（安全、纪律、考核等）； 

2、参观工程训练展览室及训练车间，介绍训练基地情况 

    （二）个论                                        24学时 （2天） 

1岩石参数测量实验                                 4学时（0.5天） 

1.1基本内容讲解 

（1）不同矿物质及结构类型的岩石工程力学参数基本概念介绍，岩石物理特性数据指标在钻井

工程中的应用。 

（2）岩石工程力学参数测定装置的使用、实验项目的要求介绍 

1.2 示范讲解内容 

岩石工程力学参数测定装置的工作原理讲解；岩石硬度试验讲解；岩石的单轴抗压强度试验讲

解；岩石抗拉强度试验讲解。 

1.3 独立实践操作 

岩石工程力学参数测定装置的操作实践；岩石硬度试验技能实践；岩石的单轴抗压强度试验技能

实践；岩石抗拉强度试验技能实践及数据在工程应用中的实践。 

 

2岩石可钻性实验                                   2学时（0.25天） 

2.1基本内容讲解 

（1）钻井过程中岩石抗破碎强度等概念介绍。 

（2）岩石可钻性测定装置的使用、实验项目的要求介绍 

2.2 示范讲解内容 

岩石可钻性实验装置的工作原理讲解；岩石可钻性试验讲解。 

2.3 独立实践操作 

岩石可钻性实验装置的操作实践；岩石钻性试验技能实践及数据在工程应用中的实践。  

 

3钻井设备安装模拟训练                             2学时 （0.25天） 

3.1基本内容讲解 

（1）钻井工程中不同钻井设备的功能、结构及原理及钻井平台等介绍。 

（2）钻井设备安装模拟训练装置的使用、实训项目的要求介绍 

3.2 示范讲解内容 

天车、游车、顶驱、绞车、水龙头拆装组合讲解。 

3.3 独立实践操作 

天车、游车、顶驱、绞车、转盘、水龙头拆装组合实践。 



 

4司钻工模拟操作训练                                2学时 （0.25天） 

4.1基本内容讲解 

（1）钻井工程中司钻控制台的功能、结构及原理及钻井平台等介绍。 

（2）司钻控制台装置的使用、实训项目的要求介绍 

4.2 示范讲解内容 

顶驱转速，绞车转速操作讲解；立管压力控制讲解；模拟起、下钻操作讲解。 

4.3 独立实践操作 

顶驱转速，绞车转速操作实践；立管压力控制实践；模拟起、下钻操作实践。 

 

5钻井溢流、井喷实验模拟训练                        2学时 （0.25天） 

5.1基本内容讲解 

（1）钻井工程中溢流、井喷等概念及产生原因及危害介绍。 

（2）钻井训练平台装置的使用、实训项目的要求介绍 

5.2 示范讲解内容 

溢流产生的四个原因讲解。模拟溢流预兆。模拟钻井液变化（气泡、流速、池增量），立管压力控制。 

5.3 独立实践操作 

通过训练平台模拟溢流产生的四个原因实践。模拟钻井液变化（气泡、流速、池增量）实验，立管

压力控制实践及解决溢流方案实践。 

 

6钻井过程中关井模拟训练                           1学时 （0.125天） 

6.1基本内容讲解 

（1）钻井过程中关井的原因及钻井平台等介绍。 

（2）钻井训练平台的使用、实训项目的要求介绍 

6.2 示范讲解内容 

关井过程操作讲解；放喷、节流管汇阀门操作内容讲解；环形、闸板放喷器操作内容讲解。 

6.3 独立实践操作 

关井过程操作实践；放喷、节流管汇阀门操作实践；环形、闸板放喷器操作实践。 

 

7单级固井模拟仿真训练                              2学时 （0.25天） 

7.1基本内容讲解 

（1）固井工程中涉及的装备、固井工具管柱及单级固井施工工艺等介绍。 

（2）固井仿真模拟训练平台的使用、实训项目的要求介绍 



7.2 示范讲解内容 

单级固井过程操作讲解；单级固井常用工具组合内容讲解；固井仿真操作台操作讲解。 

7.3 独立实践操作 

单级固井过程操作实践；单级固井工具组合实践；固井仿真操作台操作实践。 

 

8分级固井模拟仿真训练                               2学时 （0.25天） 

8.1基本内容讲解 

（1）固井工程中涉及的装备、固井工具管柱及分级固井施工工艺等介绍。 

（2）固井仿真模拟训练平台的使用、实训项目的要求介绍 

8.2 示范讲解内容 

分级固井过程操作讲解；分级固井常用工具组合内容讲解；固井仿真操作台操作讲解。 

8.3 独立实践操作 

分级固井过程操作实践；分级固井工具组合实践；固井仿真操作台操作实践。 

 

9固井作业工具选配组合模拟训练                       2学时 （0.25天） 

9.1基本内容讲解 

（1）固井常用工具工作原理介绍。 

（2）固井工具拆装模拟训练平台的使用、实训项目的要求介绍 

9.2 示范讲解内容 

固井常用工具讲解。 

9.3 独立实践操作 

固井常用工具的拆装组合训练实践。 



《油气田开发工程实践》科目 

 

一、训练目标 

1、油气田开发工程训练是一门实践技术课程，是油气资源勘探、采油工程、油藏工程开发各专

业学习课程必不可少的先期课程，也是建立石油开发工程实践能力的奠基课程。通过实验课程中的观

察、分析和总结，开发、培养学生的综合实验分析能力，为他们今后从事本专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

作奠定坚实的基本功底。  

二、基本要求 

1、修本课程前，学生应具备一定的流体力学、渗流理论、储层地质学等基本知识能力，以便使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能根据不同的实验要求，独立完成实验流程的搭建任务。 

2、油气田开发工程训练与地质学、储层地质学、流体力学、渗流理论，采油工程等课程有着深

刻的联系，须统筹考虑课程之间的衔接和配合。 

3、油气田开发工程训练以实践教学为主，学生应能进行独立的实践操作，在训练过程中要有机

结合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在保证贯彻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结合实验进行，

培养学生创造、创新能力。 

4、油气田开发工程训练教学基本要求如下： 

（1）要求学生掌握油气藏工程、采油工程基本原理方法及油田开发孔、渗、饱等油层物理基础实

验技能的掌握。 

（2）接受基本工程素质教育。在劳动观点、纪律、质量、经济观念、理论联系实际和科学作风等

工程技术人员应具有的基本素质方面受到培养和锻炼。 

（3）提高综合工程实践素质，培养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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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油气田开发工程训练作为一门实践课程，其教学内容是油气田开发工程的有关知识和训练，整个

课程主要分为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三部分内容。具体学时分配建议如上： 



（一）总论                                          2学时（0.25天） 

1、基本内容讲解 

    （1）课程性质、地位、特点、作用； 

    （2）油气田开发工程训练过程（讲解课程体系及实验内容安排等）； 

    （3）有关实验注意事项（安全、纪律、考核等）； 

2、参观工程训练展览室及训练车间，介绍训练基地情况。 

    （二）个论                                         35学时 （4.375天） 

1岩心孔隙度测量实验                                2学时 （0.25天） 

1.1基本内容讲解 

（1）不同类型的岩石孔隙结构及与岩石孔隙相关的基本概念介绍；岩石孔隙度数据指标在油气

开采工程中的应用。 

（2）孔隙度实验装置的使用、实验项目的要求介绍。 

1.2 示范讲解内容 

岩心孔隙度实验装置的工作原理，系统功能及实验注意事项等。 

1.3 独立实践操作 

岩心孔隙度实验装置的基本操作；不同孔隙度岩石的孔隙测量实验、数据分析及工程应用。  

 

2岩石气体测渗透率实验                             2学时 （0.25天） 

2.1基本内容讲解 

（1） 岩石渗透率相关基本概念知识介绍；渗透率数据指标在油气开采工程中的应用。 

（2）岩石气体测渗透率实验装置的使用、实验项目的要求介绍。 

2.2 示范讲解内容 

岩石气体测渗透率实验装置的工作原理，系统功能及实验注意事项等。 

2.1.3 独立实践操作 

掌握岩石气体测渗透率实验装置和流程的基本操作；不同渗透率岩石的渗透率测量实验、数据分

析及工程应用。  

3 岩心油水饱和度实验                             2学时 （0.25天） 

3.1 基本内容讲解 

（1）岩心油水饱和度相关的基本概念介绍；岩心油水饱和度数据指标在油气开采工程中的应用。 

（2）岩心油水饱和度实验装置的使用、实验项目的要求介绍。 

3. 2 示范讲解内容 

岩心油水饱和度实验装置的工作原理，装置使用注意事项。 

3. 3 独立实践操作 



岩心油水饱和度实验装置的基本操作，不同岩心的油水饱和度测量实验、数据分析及工程应用。 

 

4 岩心流动性实验                                2学时（0.25天） 

4.1 基本内容讲解 

（1）岩心流动性实验相关的基本概念介绍；岩心流动性数据指标在油气开采工程中的应用。 

（2）岩心流动性实验装置的使用、实验项目的要求介绍。 

4. 2 示范讲解内容  

岩心流动性实验装置的工作原理，装置使用注意事项。利用电子天平称量出渗出岩心的液体质

量，用压力传感器测量渗透压力，通过微机系统定时采样，实时计算岩心的渗透率。对岩心流动性试

验提供相关的参数以及技术支持。 

4.3 独立实践操作 

岩心流动性实验装置基本操作，不同岩心流动性测量实验、数据分析评价及工程应用。 

 

5岩心碳酸盐含量测量实验                            2学时 （0.25天） 

5.1 基本内容讲解 

（1）岩心碳酸盐含量测量实验相关的基本概念介绍；岩心碳酸盐含量测量数据指标在油气开采

工程中的应用。 

（2）岩心碳酸盐含量测量实验装置的使用、实验项目的要求介绍。 

5.2 示范讲解内容  

岩心碳酸盐含量测量实验装置的工作原理，装置使用注意事项。 

5.3 独立实践操作 

岩心碳酸盐含量测量实验装置的基本操作，不同岩心碳酸盐含量测量实验、数据分析及工程应用。 

 

6岩心覆压孔渗测量实验                           4学时 （0.5天） 

6.1 基本内容讲解 

（1）地层压力条件下岩石的孔隙度和渗透率相关的基本概念介绍；地层压力条件下岩石的孔隙

度和渗透率测量数据指标在油气开采工程中的应用。 

（2）岩心覆压孔渗测量实验装置的使用、实验项目的要求介绍。 

6.2 示范讲解内容  

岩心覆压孔渗测量实验装置的工作原理，装置使用注意事项。 

6.3 独立实践操作 

岩心覆压孔渗测量实验装置的基本操作，不同上覆压力条件下测量岩心孔隙度、渗透率实验，数

据分析及工程应用。 



 

7垂直管流实验                                2学时 （0.25天） 

7.1 基本内容讲解 

（1）多相流、流型、表观速度、滑脱、持液率、井底流压等相关的基本概念介绍； 

（2）垂直管流实验装置的使用、实验项目的要求介绍。 

7.2示范讲解内容  

垂直管流实验装置的工作原理，装置使用注意事项；不同流型的产生条件。 

7.3 独立实践操作 

垂直管流实验装置的基本操作，观察垂直井筒中出现的各种流型，掌握流型判别方法。 

 

8岩石润湿性实验                             2学时 （0.25天） 

8. 1 基本内容讲解 

（1）油藏岩石对油（水）的润湿性相关的基本概念介绍；油藏岩石对油（水）的润湿性数据指

标在油气开采工程中的应用。 

（2）岩石润湿性实验装置的使用、实验项目的要求介绍。 

8. 2示范讲解内容  

岩石润湿性实验装置的工作原理，装置使用注意事项。通过测量并比较油藏岩石在残余油状态

（或束缚水状态）下，毛细管自吸水（或自吸油）的数量和注水驱替排油量（或注油驱替排水量），

通过公式计算和对比可以定性判别油藏岩石对油（水）的润湿性。 

8. 3 独立实践操作 

岩石润湿性实验装置的基本操作流程搭建实践；通过公式计算和对比可以定性判别油藏岩石对油

（水）的润湿性及工程应用。 

 

9裂缝导流能力模拟实验                             2学时 （0.25天） 

9. 1 基本内容讲解 

（1）裂缝导流能力相关的基本概念介绍；裂缝导流能力模拟实验数据指标在油气开采工程中的

应用。 

（2）裂缝导流能力模拟实验装置的使用、实验项目的要求介绍。 

9. 2示范讲解内容  

裂缝导流能力模拟实验装置的工作原理，装置使用注意事项。对含裂缝(天然或人工缝)岩心作裂

缝渗透率，裂缝宽度变化规律研究，全模拟油气田在开发过程中裂缝弹性变形及闭合规律全仿真研究，

完成不同规格岩心的裂缝特征参数测试,为裂缝参数定量化表征提供依据。 

9. 3 独立实践操作 



裂缝导流能力模拟实验装置的基本操作流程搭建实践；完成不同规格岩心的裂缝特征参数测试实

践及裂缝参数工程应用分析实践。 

 

10驱替模拟实验                             2 学时 （0.25天） 

10.1 基本内容讲解 

（1）基础流动性实验（包括梯度实验）、油水相对渗透率试验、岩心敏感性评价试验等相关的基

本实验功能介绍；  

（2）驱替模拟实验装置的使用、实验项目的要求介绍。 

10.2示范讲解内容  

通过模拟油气藏的温度，上覆压力，地层压力，流动状况等地层参数，对驱替所产生的变化进行

记录和数据处理，进行多种驱替实验研究，为实际生产提供施工指导。 

10.3 独立实践操作 

驱替模拟实验装置的基本操作流程搭建实践；完成不同在温度、上覆压力、地层压力等参数测试

条件下的实践及数据在工程应用实践。 

 

11采油化学及评价实验                             2学时（0.25天） 

11.1 基本内容讲解  

（1）油田化学药剂基本功能介绍；  

（2）采油化学及评价实验装置的使用、实验项目的要求介绍。 

11.2示范讲解内容  

通过模拟地层油藏温度、压差、渗流速度等参数，并由微机进行数据采集管理的物理模拟试验装

置，用以对采油化学剂进行评价。 

11.3 独立实践操作 

采油化学及评价实验装置的基本操作流程搭建实践；完成不同地层油藏温度、压差、渗流速度等

参数测试条件下的实验及数据在工程应用分析实践。 

 

12抽油泵泵效模拟实验                             2学时 （0.25天） 

12.1 基本内容讲解  

（1）管式泵，杆式泵，凡尔，气锚，泵效，分气效果，泵抽汲参数基本相关概念介绍；  

（2）抽油泵泵效模拟实验装置的使用、实验项目的要求介绍。 

12.2示范讲解内容  

通过模拟抽油泵在不同冲程、地层气量、泵类型及在有无气锚等状态下，观察实验抽油泵的抽油

效率。 



12.3 独立实践操作 

抽油泵泵效模拟实验装置的基本操作实践；分析不同冲程、地层气量、泵类型对采油效率的实践。 

 

13分层压裂模拟仿真训练                             2学时 （0.25天） 

13.1 基本内容讲解  

（1）油田开发过程中水力压裂增产措施介绍；  

（2）压裂酸化模拟仿真装置的使用、实训项目的要求介绍。 

13.2示范讲解内容  

压裂仪表车仿真装置操作讲解；混砂车仿真装置操作讲解；不同压裂工艺操作讲解及压裂工具管

柱功能讲解。 

13.3 独立实践操作 

压裂仪表车仿真装置操作实践；混砂车仿真装置操作实践；不同压裂工艺操作实践；不同作业要

求下压裂工具管柱选配实践。 

14抽油机启/停模拟训练                             1学时 （0.125天） 

14.1 基本内容讲解  

（1）抽油机启/停方式介绍；  

（2）抽油机模拟训练装置的使用、实训项目的要求介绍。 

14.2示范讲解内容  

抽油机启动操作讲解；抽油机停止操作讲解。 

14.3 独立实践操作 

抽油机启动操作实践；抽油机停止操作实践。 

 

15游梁式抽油机机械维护技能模拟训练                 2学时 （0.25天） 

15.1 基本内容讲解  

（1）游梁式抽油机机械不同维护等级介绍；  

（2）抽油机模拟训练真装置的使用、实训项目的要求介绍。 

15.2示范讲解内容  

抽油机变速箱拆装操作讲解；抽油机四连杆机构拆装操作讲解；皮带更换操作讲解，电动机找头

接线操作讲解。 

15.3 独立实践操作 

抽油机变速箱拆装操作实践；抽油机四连杆机构拆装操作实践；皮带更换操作实践，电动机找头

接线操作实践。 

 



16 游梁式抽油机调参技能模拟训练                     2学时 （0.25天） 

16.1 基本内容讲解  

（1）游梁式抽油机调整冲程、冲次、防冲距、平衡等参数相关概念；  

（2）抽油机模拟训练装置的使用、实训项目的要求介绍。 

16.2示范讲解内容  

游梁式抽油机调整冲程操作讲解；抽油机调整冲次操作讲解；防冲距操作讲解，抽油机条平衡操

作讲解。 

16.3 独立实践操作 

游梁式抽油机调整冲程操作实践；抽油机调整冲次操作实践；防冲距操作实践，抽油机条平衡操

作实践。 



《油气储运工程实践》科目 

 

一、训练目标 

1、油气储运工程训练是一门实践技术课程，是采油、油气储运、防腐及石油化工等各专业学习

课程必不可少的先期课程。通过实验课程中的观察、分析和总结，开发、培养学生的综合实验分析能

力，为他们今后从事本专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奠定坚实的基本功底。  

二、基本要求 

1、修本课程前，学生应具备一定的采油、油气管道输送、工程热力学等基本知识能力，以便使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能根据不同的实验要求，独立分析完成工艺流程的操作任务。 

2、油气储运工程训练与工程热力学、传热学、输油（气）管道设计，热工检测、燃气输配等课

程有着深刻的联系，须统筹考虑课程之间的衔接和配合。 

3、油气储运工程训练以实践教学为主，学生应能进行独立的实践操作，在训练过程中要有机结

合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在保证贯彻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结合实验进行，

培养学生创造、创新能力。 

4、油气储运工程训练教学基本要求如下： 

（1）要求学生掌握油气储运工程基本原理方法及油气输配工艺参数等基础实验技能的掌握。 

（2）接受基本工程素质教育。在劳动观点、纪律、质量、经济观念、理论联系实际和科学作风等

工程技术人员应具有的基本素质方面受到培养和锻炼。 

（3）提高综合工程实践素质，培养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油气储运工程训练作为一门实践课程，其教学内容是油气站库、输送管道工艺工程的有关知识和

训练，整个课程主要分为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三部分内容。具体学时分配建议如下： 

教学 

内容 

总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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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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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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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论                                       2学时（0.5天） 

1、基本内容讲解 

    （1）课程性质、地位、特点、作用； 

    （2）油气储运工程过程（讲解课程体系及实验内容安排等）； 

    （3）有关实验注意事项（安全、纪律、考核等）； 



2、参观工程训练展览室及训练车间，介绍训练基地情况。 

    

（二）个论                                     8学时 （1天） 

1三相分离模拟实训                            2学时（0.25天） 

1.1 基本内容讲解  

（1）油气水三相分离器的结构工作原理；  

（2）油气水三相分离器模拟训练装置的使用、实训项目的要求介绍。 

1.2示范讲解内容  

油气水三相分离器操作讲解；油气水三相计量方法讲解。 

1.3 独立实践操作 

油气水三相分离器实际操作实践；油气水三相计量方法实践。 

 

2油气管道集输工艺模拟训练                     2学时 （0.25天） 

2.1 基本内容讲解  

（1）油气管道集输流程中首站、中间泵站、末站功能作用介绍；  

（2）油气管道集输工艺模拟训练装置的使用、实训项目的要求介绍。 

2.2示范讲解内容  

首站工艺操作内容讲解；中间站工艺操作内容讲解；末站工艺操作内容讲解。 

2.3 独立实践操作 

首站工艺操作内容实践；中间站工艺操作内容实践；末站工艺操作内容实践。 

 

3矿场油气集输工艺模拟训练                      2学时 （0.25天） 

3.1 基本内容讲解  

（1）矿场油气集输工艺流程中井口、计量间、中转站、集中处理站功能作用介绍；  

（2）矿场油气集输工艺模拟训练装置的使用、实训项目的要求介绍。 

3.2示范讲解内容  

矿场油气集输工艺流程中井口工艺操作内容讲解；计量间工艺操作内容讲解；中转站工艺操作

内容讲解；集中处理站工艺操作内容讲解。 

3.3 独立实践操作 

矿场油气集输工艺流程中井口工艺操作内容实践；计量间工艺操作内容实践；中转站工艺操作

内容实践；集中处理站工艺操作内容实践。 

 

3金属管道（罐）防腐模拟训练                      2学时 （0.25天） 



3.1 基本内容讲解  

（1）金属腐蚀原理，防腐蚀工程在油气集输工程中的功能作用介绍；  

（2）防腐蚀系统模拟训练装置的使用、实训项目的要求介绍。 

3.2示范讲解内容  

防腐仪的操作内容讲解；防腐材料的种类功能讲解；防腐工程的设计组成内容讲解。 

3.3 独立实践操作 

防腐仪的操作维护实践；根据不同防腐工程要求防腐材料的选型实践；防腐工程的总体设计实

践。 



《油气加工工程实践》科目 

 

一、训练目标 

1、油气加工工程训练是一门实践技术课程，是石油炼制、天然气净化、化工原理、化学反应工

程及精细化工等各专业学习课程必不可少的先期课程。通过实验课程中的观察、分析和总结，开发、

培养学生的综合实验分析能力，为他们今后从事本专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奠定坚实的基本功底。  

二、基本要求 

1、修本课程前，学生应具备一定的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化学反应工程及化工原理等基本知识

能力，以便使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能根据不同的实验要求，独立分析完成工艺流程的操作任务。 

2、油气加工工程训练与化工热力学、化学反应工程、化工原理、石油炼制等课程有着深刻的联

系，须统筹考虑课程之间的衔接和配合。 

3、油气加工工程训练以实践教学为主，学生应能进行独立的实践操作，在训练过程中要有机结

合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在保证贯彻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结合实验进行，

培养学生创造、创新能力。 

4、油气加工工程训练教学基本要求如下： 

（1）要求学生掌握油气加工工程中不同的工艺基本原理方法及油气加工工艺实验技能的掌握。 

（2）接受基本工程素质教育。在劳动观点、纪律、质量、经济观念、理论联系实际和科学作风等

工程技术人员应具有的基本素质方面受到培养和锻炼。 

（3）提高综合工程实践素质，培养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油气加工工程训练作为一门实践课程，其教学内容是石油炼制工艺、天然气净化工艺工程的有关

知识和训练，整个课程主要分为紧密联系三部分内容。具体学时分配建议如上： 

教学 

内容 

总 

 

论 

个                    论 
综 

 

论 

天然气净化脱

硫单元工艺训

练 

天然气净化脱

水单元工艺训

练 

天然气净化硫

回收单元工艺

训练 

炼油减压蒸馏

单元工艺模拟

训练 

炼油催化重整

单元工艺模拟

训练 

学时

安排 
2 

2 2 2 2 2 
2 

10 

（一）总论                                        2学时（0.25天） 

1、基本内容讲解 

    （1）课程性质、地位、特点、作用； 

    （2）油气加工工程过程（讲解课程体系及实验内容安排等）； 

    （3）有关实验注意事项（安全、纪律、考核等）； 



2、参观工程训练展览室及训练车间，介绍训练基地情况。 

     

（二）个论                                         10学时 （1.25天） 

1天然气净化脱硫单元工艺训练                       2学时（0.25天） 

1.1 基本内容讲解 

（1）脱硫设备在天然气净化工程中的功能作用及脱硫工艺介绍；  

（2）天然气净化脱硫工艺模拟训练装置的使用、实训项目的要求介绍。 

1.2示范讲解内容  

天然气净化脱硫单元工艺内容讲解；循环泵的操作讲解；紧急状态连锁装置内容讲解。 

1.3 独立实践操作 

不同状态下脱硫单元的工艺流程操作实践；紧急状态下连锁装置的操作实践。 

 

2天然气净化脱水单元工艺训练                       2学时（0.25天） 

2.1 基本内容讲解 

（1）脱水装备在天然气净化工程中的功能作用及脱水工艺介绍；  

（2）天然气净化脱水工艺模拟训练装置的使用、实训项目的要求介绍。 

2.2示范讲解内容  

天然气净化脱水单元工艺内容讲解；循环泵的操作讲解；紧急状态连锁装置内容讲解。 

2.3 独立实践操作 

不同状态下脱水单元的工艺流程操作实践；紧急状态下连锁装置的操作实践。 

 

3炼油---减压蒸馏单元工艺模拟训练                  2学时（0.25天） 

3.1 基本内容讲解 

（1）减压蒸馏塔在石油炼制工程中的功能作用及减压蒸馏工艺介绍；  

（2）减压蒸馏单元工艺模拟训练装置的使用、实训项目的要求介绍。 

3.2示范讲解内容  

减压蒸馏单元工艺内容讲解；燃料型减压蒸馏塔的工艺参数操作讲解；紧急状态连锁装置内容

讲解。 

3.3 独立实践操作 

燃料型减压蒸馏塔在不同工艺参数状态下操作实践；紧急状态连锁装置内容讲解。 

 

4炼油---催化重整单元工艺模拟训练                   2学时（0.25天） 

4.1 基本内容讲解 



（1）铂铼重整装置在石油炼制工程中的功能作用及工艺介绍；  

（2）催化重整单元工艺模拟训练装置的使用、实训项目的要求介绍。 

4.2示范讲解内容  

催化重整单元工艺内容讲解；催化重整单元工艺参数操作讲解；紧急状态连锁装置内容讲解。 

4.3 独立实践操作 

催化重整单元在不同工艺参数状态下操作实践；紧急状态连锁装置内容讲解。 



《石油机械工程技术实践》科目 

 

一、训练目标 

1、石油机械工程训练是一门实践技术课程，是钻井工程、采油工程、石油机械等各专业学习课

程必不可少的先期课程。通过实验课程中的观察、分析和总结，开发、培养学生的综合实验分析能力，

为他们今后从事本专业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奠定坚实的基本功底。  

二、基本要求 

1、修本课程前，学生应具备一定的读图、识图、制图能力。以便使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能根据

图纸，独立完成加工制作任务。 

2、机械制造工程训练与工程材料、机械制造基础、机械设计等课程有着深刻的联系，须统筹考

虑课程之间的衔接和配合。 

3、机械制造工程训练以实践教学为主，学生应能进行独立的实践操作，在训练过程中要有机结

合基本工艺理论知识和实践，在保证贯彻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结合生产进

行，培养学生创造、创新能力。 

4、机械制造工程训练教学基本要求如下： 

（1）了解机械制造工艺知识。了解机械制造的一般过程和基本的概念；学习机械制造工艺知识，

对简单零件具有选择加工方法和进行工艺分析的能力；了解所用主要设备的工作原理、典型结构及工

夹量具的使用；了解新工艺、新技术在机械制造中的应用；掌握机械制造有关安全操作技术。 

（2）接受基本工程素质教育。在劳动观点、纪律、质量、经济观念、理论联系实际和科学作风等

工程技术人员应具有的基本素质方面受到培养和锻炼。 

（3）提高综合工程实践素质，培养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在主要工种上应能够独立完成简单零件

的加工制造，培养实践操作能力，加强创造创新，提高综合素质。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石油机械工程训练作为一门实践课程，其教学内容是机械制造生产过程的有关知识和训练，整个

课程主要分为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三部分内容。具体学时分配建议如下： 

教学 

内容 

总 

论 

个                    论 
综 

论 
采油工具机械设计 

仿真集成训练 

钻井工具机械设计 

仿真集成训练 

井下作业工具设计 

仿真模拟训练 

学时

安排 
2 

4 2 2 
2 

8 

（一）总论                                     2学时（0.25天） 

1、基本内容讲解 

    （1）课程性质、地位、特点、作用； 



    （2）石油机械工程技术设计过程（讲解课程体系及实验内容安排等）； 

    （3）有关实验注意事项（安全、纪律、考核等）； 

2、参观工程训练展览室及训练车间，介绍训练基地情况 

     

（二）个论                                       8学时 （1天） 

1 采油机械设计仿真集成训练                       4学时（0.5天） 

1.1 基本内容讲解 

采油机械在石油开采工程中的功能作用及设计工艺要求介绍；  

1.2 示范讲解内容  

不同采油设备、工具的功能内容讲解；采油教学工具设计的要点讲解；不同采油条件下工具的组

合讲解。 

1.3 独立实践操作 

采油教学工具的设计、加工实践；不同采油管柱拆装组合实践。 

 

2钻井工具机械设计仿真集成训练                  2学时（0.25天） 

2.1 基本内容讲解 

钻井机械在石油开采工程中的功能作用及设计工艺要求介绍；  

2.2示范讲解内容  

不同钻井设备、工具的功能内容讲解；钻井教学工具设计的要点讲解；不同钻井条件下工具的

组合讲解。 

2.3 独立实践操作 

钻井教学工具的设计、加工实践；不同钻井工具拆装组合实践。 

 

3井下作业机械设计仿真集成训练                  2学时（0.25天） 

3.1 基本内容讲解 

井下作业工具在石油开采工程中的功能作用及设计工艺要求介绍；  

3.2示范讲解内容  

不同井下作业工具的功能内容讲解；井下作业教学工具设计的要点讲解；不同井下作业条件下

工具的组合讲解。 

3.3 独立实践操作 

井下作业教学工具的设计、加工实践；不同井下作业条件下工具的拆装组合实践。 



《油气田生产管理工程训练》科目 

 

一、训练目标 

1、油气田生产管理工程训练是一门实践技术课程，是钻井工程、采油工程、自动化、计算机应

用各专业学习课程必不可少的先期课程。通过实验课程中的观察、分析和总结，开发、培养学生的综

合实验分析能力，为他们今后从事本专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奠定坚实的基本功底。  

二、基本要求 

1、修本课程前，学生应具备一定的检测技术、传感器应用、计算机应用基本知识的能力。以便

使学生在训练过程中，能独立完成油田信息化设计方案。 

2、油气田生产管理工程训练与检测技术、过程控制、机械设计、计算机应用等课程有着深刻的

联系，须统筹考虑课程之间的衔接和配合。 

3、油气田生产管理工程训练以实践教学为主，学生应能进行独立的实践操作，在训练过程中要

有机结合基本工艺理论知识和实践，在保证贯彻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结合

生产进行，培养学生创造、创新能力。 

4、油气田生产管理工程训练教学基本要求如下： 

（1）了解油田生产信息知识。了解油田生产的一般过程和基本的信息；学习应用电子检测技术、

传感器、过程控制、计算机软件知识，对油田生产过程信息监测的方法和进行分析的能力；了解所用

常规电子检测设备的工作原理、及使用；了解新器件、新技术在油田信息监控中的应用；掌握信息监

控系统的设计技术和过程。 

（2）接受基本工程素质教育。在劳动观点、纪律、质量、经济观念、理论联系实际和科学作风等

工程技术人员应具有的基本素质方面受到培养和锻炼。 

（3）提高综合工程实践素质，培养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在主要工种上应能够独立完成设计方案

和制作，培养实践操作能力，加强创造创新，提高综合素质。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石油机械工程训练作为一门实践课程，其教学内容是机械制造生产过程的有关知识和训练，整个

课程主要分为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三部分内容。具体学时分配建议如下： 

 

 

 

教学 

内容 

总 

论 

个                    论 综 

论 油井生产信息化 采油厂生产信息化 

学时 2 2 2 2 



安排 4 

 

（一）总论                                      2学时（0.25天） 

1、基本内容讲解 

    （1）课程性质、地位、特点、作用； 

    （2）油田生产管理信息过程（讲解课程体系及实验内容安排等）； 

    （3）有关实验注意事项（安全、纪律、考核等）； 

2、参观工程训练展览室及训练车间，介绍训练基地情况 

     

（二）个论                            124～148 学时 （15.5～18.5天） 

1油井生产信息化训练                           2学时（0.25天） 

1.1 基本内容讲解 

油井生产信息化在石油开采工程中的功能作用及设计工艺要求介绍；  

1.2示范讲解内容  

不同油井采油参数的功能内容讲解；油井现场监控设备设计的要点讲解。 

1.3 独立实践操作 

不同油井采油参数的测量方案设计实践；油井现场监控设备设计制作实践。 

 

1采油厂生产信息化训练                          2学时（0.25天） 

1.1 基本内容讲解 

采油厂信息化在石油开采工程中的功能作用、数据传输方案、数据库设计要求介绍；  

1.2示范讲解内容  

采油厂信息化的功能内容讲解；采油厂信息数据库的构建内容讲解，网络铺设方案。 

1.3 独立实践操作 

采油厂信息数据库构建实践，并模拟操作。 



《机械制造工程训练》教学大纲 

（机械类、近机类） 

英文名称： Machine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Training 

课程编码： 200301                      学分： 3～4               

实践周数： 3～4周   

适用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材料科学与工

程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工业设计专业、

工程管理专业、应用物理学专业、材料物理学专业、工程力学专业等。 

大纲执笔人： 马建民                   教研室主任：  李晓东 

 

一、课程目标 

1、机械制造工程训练是一门实践技术课程，是机械类各专业学习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系列课程

必不可少的先期课程，也是建立机械工程概念、培养综合工程实践能力的奠基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学习工艺知识，增强工程实践能力，提高包括工程素质在内的综合素质，培养创造精神和

创新能力。 

二、基本要求 

1、修本课程前，学生应具备一定的读图、识图、制图能力。以便使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能根据

图纸，独立完成加工制作任务。 

2、机械制造工程训练与工程材料、机械制造基础、机械设计等课程有着深刻的联系，须统筹考

虑课程之间的衔接和配合。 

3、机械制造工程训练以实践教学为主，学生应能进行独立的实践操作，在训练过程中要有机结

合基本工艺理论知识和实践，在保证贯彻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结合生产进

行，培养学生创造、创新能力。 

4、机械制造工程训练教学基本要求如下： 

（1）了解机械制造工艺知识。了解机械制造的一般过程和基本的概念；学习机械制造工艺知识，

对简单零件具有选择加工方法和进行工艺分析的能力；了解所用主要设备的工作原理、典型结构及工

夹量具的使用；了解新工艺、新技术在机械制造中的应用；掌握机械制造有关安全操作技术。 

（2）接受基本工程素质教育。在劳动观点、纪律、质量、经济观念、理论联系实际和科学作风等

工程技术人员应具有的基本素质方面受到培养和锻炼。 

（3）提高综合工程实践素质，培养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在主要工种上应能够独立完成简单零件

的加工制造，培养实践操作能力，加强创造创新，提高综合素质。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机械制造工程训练作为一门实践课程，其教学内容是机械制造生产过程的有关知识和训练，整个

课程主要分为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三部分内容。具体学时分配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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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论                            4学时（0.5天） 

1、基本内容讲解 

    （1）课程性质、地位、特点、作用； 

    （2）机械制造生产过程（讲解课程体系及实习内容安排等）； 

    （3）有关实习注意事项（安全、纪律、考核等）； 

2、参观工程训练展览室及训练车间，介绍训练基地情况 

    （二）个论                            124～148 学时（15.5～18.5天） 

1、工程材料及热处理                   4学时（0.5天） 

1.1 基本内容讲解 

    常用钢铁材料的种类、牌号、性能的特点及选用；钢的热处理作用；钢的基本检验参数及测定；

常用热处理方法及设备。 

    1.2 示范讲解内容 

钢的硬度测定示范表演；钢的材料火花鉴别示范；工件热处理前后金相组织变化；热处理所用工

具、设备讲解；退火、正火、淬火操作示范。 

1.3 独立操作 

按实习现场情况及条件参加正火、淬火等热处理操作；观察工件热处理前后金相组织变化；热

处理工件的硬度测定。 

2、毛坯生产                          28～36学时（3.5～4.5天） 

    2.1 铸造                              12～16学时（1.5～2天） 



    2.1.1 基本内容讲解 

    铸造生产工艺过程、特点和应用；造型（芯）材料的主要性能及组成；砂型的结构；零件、模样

和铸件之间的关系；型芯的作用与制法；浇注系统的作用和组成；熔炼设备及浇注工艺介绍；常见铸

造缺陷、产生原因及防止措施；先进铸造生产方法及其特点介绍。 

    2.1.2 示范讲解内容 

    整模造型操作过程示范讲解（型砂的制备、造型工具及造型操作技术示范、整模造型方法及操作

基本技术示范）；分模造型操作过程示范讲解；型芯制造、固定技术示范讲解；挖砂造型操作过程示

范讲解；活块、刮板及假箱造型方法讲解及操作示范；铸件的熔炼及浇注操作技术示范；铸件的落砂、

清理及缺陷观察。 

    2.1.3 独立实践操作 

    整模、分模和挖砂造型操作实践；型芯制造；铸件浇注操作实践；铸件缺陷观察实践；造型工艺、

铸件结构工艺性和铸造缺陷典型实例的分析讨论。 

    2.2 锻压                              8学时（1天） 

    2.2.1 基本内容讲解 

金属压力加工及锻压生产概述；碳钢的加热与锻件的冷却；锻造设备；自由锻基本工序；胎模锻

特点和应用；冲压生产；锻压生产发展趋势介绍。 

2.2.2 示范讲解内容 

    碳钢的加热操作示范；手工自由锻操作示范；空气锤的操作示范讲解；自由锻基本工序操作示范；

铅块、榔头坯及螺母坯锻打操作示范；冲压操作演示。 

    2.2.3 独立操作实践 

    锻打铅块；锻制榔头坯；锻制螺母坯。 

    2.3 焊接                              8～12学时 (1～1.5天) 

    2.3.1 基本内容讲解 

    焊接生产方法概述（分类、特点、应用）；手工电弧焊；气焊；其它常用焊接方法（氩弧焊、CO2

气保焊等）；氧炔焰切割及其它切割方法。 

    2.3.2 示范讲解内容 

    手工电弧焊操作演示（平焊、立焊、仰焊、横焊）；气焊操作演示（平板堆焊，低碳钢、不锈钢、

铸铁）；气割操作演示（低碳钢、铝、铸铁）；等离子弧切割演示。 

    2.3.3 独立实践操作 

    手工电弧焊中的平板堆焊操作；气焊平板堆焊操作；焊接缺陷观察。 

3、表面切削加工                      84～100 学时 (10.5～12.5天) 

3.1 车削加工                          24～28学时 (3～3.5天) 

3.1.1 基本内容讲解 



切削加工基本知识；卧式车床的组成及典型传动机构；刀具材料及常用车刀的组成和结构，车刀

的主要角度和作用；车床附件；有关量具、夹具的使用；车削加工参数的选择；车削加工基本工艺；

典型零件的加工；车削新技术、新工艺的发展。 

3.1.2 示范讲解内容 

车削操作基本动作示范；车刀的安装及调整示范；工件装夹及车床通用附件使用示范；车床结构

及传动元件传动示范；外圆、断面、台阶车削示范；切槽、切断操作示范；锥体车削示范；螺纹车削

示范；内孔车削示范；成形面车削示范；车削加工测量工具及方法讲解示范。 

3.1.3 独立实践操作 

分步练习车外圆、端面、锥面、切槽、成形面、孔、螺纹的加工；制定简单零件的加工工艺路线；

独立完成圆柱销、圆锥销的车削加工；独立完成榔头的车削加工；独立进行钳工装配件的零件（小车

轮、车轴）加工；独立完成螺栓的车削加工。  

3.2铣削加工                          4学时（0.5 天） 

3.2.1 基本内容讲解（本部分主要为现场结合实物讲解） 

铣削加工基本知识；分度头的应用；万能卧式铣床的结构组成及功用；立式铣床的结构组成及功

用；常用铣刀的种类及应用；常用铣床附件及应用；齿形加工方法，铣削新技术、新工艺的发展。 

3.2.2 示范讲解内容 

铣床的基本操作及调整示范；常用铣刀的安装及调整示范；分度头的使用操作示范；平口钳上安

装工件铣六方体示范；铣齿轮示范。 

3.2.3 独立实践操作 

平口钳安装加工平面；卡盘安装铣六方体；铣沟槽操作练习（结合生产进行操作练习）。 

3.3刨削加工                          4学时（0.5 天） 

3.3.1 基本内容讲解（本部分主要现场结合实物讲解） 

刨削加工基本知识；牛头刨床的结构组成及功用；刨刀的种类及其构造特点；刨削类机床的特点

及适用范围，刨削新技术、新工艺的发展。 

3.3.2 示范讲解内容 

牛头刨床的操作及调整示范；刨刀及其安装；在平口钳上安装并校正工件；刨水平面、垂直面、

斜面的操作技术示范；刨沟槽的操作技术示范。 

3.3.3 独立操作实践 

平面、垂直面、斜面刨削练习（或结合生产进行操作练习）。 

3.4 磨削加工                          4学时（0.5天） 

3.4.1 基本内容讲解（本部分内容主要为现场结合实物讲解） 

磨削加工特点及发展概况；万能外圆磨床的主要结构组成及功用；砂轮的组成、种类规格及选用；

其它磨削类机床的结构特点及适用场合；磨削技术的发展及精密加工。 



3.4.2 示范讲解内容 

外圆磨削方法示范；平面磨削方法示范；内圆磨削方法示范； 

3.4.3 独立实践操作 

外圆磨床的操作与调整；外圆磨床磨外圆操作练习。 

3.5 钳工                               24～28 学时（3～3.5天） 

3.5.1 基本内容讲解 

钳工概述；钳工的基本操作（划线、锯切、锉切、钻孔、铰孔、錾切、刮削、研磨、攻螺纹、套

螺纹）；钻床类机床及其结构特点；各种量具的使用与调整；装配与拆卸的基本知识。 

3.5.2 示范讲解内容 

划线的操作方法；锯削所用工具、锯条的选择与安装、起锯和锯割方法；锉削应用范围、锉刀的

选用及锉削方法；攻螺纹与套螺纹的工艺特点、应用及操作要求；钻孔、扩孔、忽孔、铰孔的工艺特

点、应用及操作示范；刮削、研磨工艺特点、应用范围及工具；各种量具的正确使用和调整；典型零

件的拆装示范；看教学录像片《机械拆装》。 

3.5.3 独立实践操作 

简单零件的划线；钳工基本操作训练（划线、锯切、锉切、钻孔、铰孔、錾切、刮削、研磨、攻

螺纹、套螺纹）；机器部件的装配与拆卸；螺母的加工（按图纸加工）；螺栓的加工（套扣操作）；平

板的锉配；手锤的钳工加工（按图纸加工）；翻斗小车的加工和组装。 

3.6 数控车                            8～12学时（1～1.5天） 

3.6.1 基本内容讲解 

数控技术的定义和数控车床的加工特点；数控车床的工作与控制原理；数控车床的基本编程代码

格式、插补原理；简单零件的加工程序编制；数控技术的发展过程及先进制造系统介绍。 

3.6.2 示范讲解内容 

数控车床面板基本操作；对刀操作及刀具补偿的运算；工件的装夹、找正和精度控制；切削参数

的选择；典型零件的程序编制；典型零件的演示加工。 

    3.6.3 独立实践操作 

数控车床面板基本按钮功能和操作；工件装夹和找正；简单的对刀操作和计算及加工精度补偿操

作；数控车床的程序编辑操作及技巧；简单工件的完整加工。 

3.7 数控铣                             8学时 （1天） 

3.7.1 基本内容讲解 

数控铣床的加工特点；插补原理的功能和基本计算过程；数控铣床的工作与控制原理；数控铣床

的基本编程代码格式和程序规格；简单零件编程；数控技术的发展过程及先进制造系统介绍。 

3.7.2 示范讲解内容 

数控铣床面板基本操作；对刀操作及计算；工件的装夹与找正；切削参数的选择；典型零件的程



序编制；典型零件的演示加工。 

    3.7.3 独立实践操作 

数控铣床面板按钮的功能和操作；工件的装夹、找正、对刀操作；数控铣床的程序编辑、操作；

简单零件的完整加工。 

3.8 特种加工                          8～12学时 （1～1.5天） 

3.8.1 基本内容讲解 

特种加工基础知识；特种加工加工特点；电火花线切割机床与电火花穿孔成型机的结构及加工原

理；YH 控制系统的控制原理；手工编程中 3B代码与 ISO 代码的使用；自动编程软件 YH与 CAXA的使

用；特种加工发展介绍。 

3.8.2 示范讲解内容 

电火花线切割机床与电火花穿孔成型机的加工过程；自动编程软件 YH与 CAXA的基本使用方法；

典型零件的编程加工。 

3.8.3 独立实践操作 

    电火花线切割机床操作；电火花穿孔成型机操作；规定图形的编程；自行设计图形的编程；自行

设计图形的加工。 

（三）综论                           8～12学时 （1～1.5天） 

1、教学基本内容 

1）以机械制造生产过程主干线为纲复习总论、个论所学知识 

2）工艺设计基本内容讲解 

3）机械制造工程训练理论知识考核 

2、实践操作内容 

1）典型零件工艺路线的制定（1～2个） 

2）学生训练实习最终总结、讨论 

目的：巩固学生获得的机械制造及相关知识，进一步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增强创造、创新能力。 

四、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１、《金工实习“应知”纲要》，李崇杰  叶卫保  编著，石油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5年 7 月第一版； 

2、《金工实习教学指导》，孙以安  陈茂贞  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8年 8 月第一版； 

3、《机械制造工程训练》，刘峰  主编，石油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1年 12 月第一版； 

4、各类机械制造工程训练有关资料。 



 

 

 

 

 

 

 

 

 

 

 

 

《机械制造工程训练》教学大纲 

（非机械类） 

英文名称： Machine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Training 

课程编码： 200301                      学分： 1～2             

实践周数： 1～2周   

适用专业：石油工程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安全工程专业、

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油气储运工程专业、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自动化专业、电子信息工程专

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通信工程专业等。 

大纲执笔人： 马建民                   教研室主任：  李晓东 

一、课程目标 

1、机械制造工程训练是一门实践技术课程，是各专业学习工程材料系列课程必不可少的先期课

程，也是建立机械工程基本概念、培养综合工程实践能力的奠基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初

步掌握基本的机械制造工艺知识，增强工程实践能力，提高包括工程素质在内的综合素质，培养创造

精神和创新能力。 

二、基本要求 

1、修本课程前，学生应具备一定的读图、识图、制图能力。以便使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能根据

图纸，独立完成加工制做任务。 

2、机械制造工程训练与工程材料、机械制造基础、机械设计等课程有着深刻的联系，须统筹考



虑课程之间的衔接和配合。 

3、机械制造工程训练以实践教学为主，学生应能进行独立的基本实践操作，在训练过程中要有

机结合基本工艺理论知识和实践，在保证贯彻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结合生产进行，培养学

生创造、创新能力。 

4、机械制造工程训练教学基本要求如下： 

（1）了解机械制造工艺知识。了解机械制造的一般过程和基本的概念；学习机械制造基本工艺知

识，对简单零件初步具有选择加工方法和进行工艺分析的能力；了解所用主要设备的工作原理、典型

结构及主要工夹量具的使用；了解新工艺、新技术在机械制造中的应用；掌握机械制造有关安全操作

技术。 

（2）接受基本工程素质教育。在劳动观点、纪律、质量、经济观念、理论联系实际和科学作风等

工程技术人员应具有的基本素质方面受到培养和锻炼。 

（3）提高综合工程实践素质，培养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在主要工种上应能够独立完成简单零件

的加工制造，培养实践操作能力，加强创造创新，提高综合素质。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机械制造工程训练作为一门实践课程，其教学内容是机械制造生产过程的有关知识和训练，整个

课程主要分为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三部分内容。具体学时分配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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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论                            4学时（0.5天） 

1、基本内容讲解 

    （1）课程性质、地位、特点、作用 

    （2）机械制造生产过程（讲解课程体系及实习内容安排等） 



    （3）有关实习注意事项（安全、纪律、考核等） 

2、参观工程训练展览室及训练车间，介绍训练基地情况 

    （二）个论                            72学时 （8天） 

1、工程材料及热处理                   2学时（0.25天） 

1.1 基本内容讲解 

    常用钢铁材料的种类、牌号、性能的特点及选用；钢的热处理作用；常用热处理方法及设备。 

    1.2 示范讲解内容 

钢的硬度测定示范表演；钢的材料火花鉴别示范；热处理所用工具、设备讲解；退火、淬火操作

示范。 

1.3 独立操作 

按实习现场情况及条件参加退火、淬火等热处理操作；热处理工件的硬度测定。 

2、毛坯生产                          20学时（2.5天） 

    2.1 铸造                               8学时（1天） 

    2.1.1 基本内容讲解 

    铸造生产工艺过程、特点和应用；造型（芯）材料的主要性能及组成；砂型的结构；零件、模样

和铸件之间的关系；型芯的作用与制法；浇注系统的作用和组成；熔炼设备及浇注工艺介绍；常见铸

造缺陷、产生原因及防止措施；先进铸造生产方法及其特点介绍。 

    2.1.2 示范讲解内容 

    整模造型操作过程示范讲解（型砂的制备、造型工具及造型操作技术示范、整模造型方法及操作

基本技术示范）；分模造型操作过程示范讲解；型芯制造、固定技术示范讲解；挖砂造型操作过程示

范讲解；活块、刮板及假箱造型方法讲解及操作示范；铸件的熔炼及浇注操作技术示范；铸件的落砂、

清理及缺陷观察。 

    2.1.3 独立实践操作 

    整模、分模和挖砂造型操作实践；型芯制造；铸件浇注操作实践；造型工艺、铸件结构工艺性和

铸造缺陷典型实例的分析讨论。 

    2.2 锻造                              4学时（0.5天） 

    2.2.1 基本内容讲解 

金属压力加工及锻压生产概述；碳钢的加热与锻件的冷却；锻造设备；自由锻基本工序；胎模锻

特点和应用；锻压生产发展趋势介绍。 

2.2.2 示范讲解内容 

    碳钢的加热操作示范；手工自由锻操作示范；空气锤的操作示范讲解；自由锻基本工序操作示范；

铅块、榔头坯锻打操作示范；冲压操作演示。 

    2.2.3 独立操作实践 



    锻打铅块；锻制榔头坯。 

    2.3 焊接                              8学时 (1 天) 

    2.3.1 基本内容讲解 

    焊接生产方法概述（分类、特点、应用）；手工电弧焊；气焊；其它常用焊接方法（氩弧焊、CO2

气保焊等）；氧炔焰切割及其它切割方法。 

    2.3.2 示范讲解内容 

    手工电弧焊操作演示（平焊、立焊、仰焊、横焊）；气焊操作演示；气割操作演示；手工钨极氩

弧焊操作演示；等离子弧切割演示。 

    2.3.3 独立实践操作 

    手工电弧焊中的平板堆焊操作；焊接缺陷观察。 

3、表面切削加工                      42学时 (5.25天) 

3.1 车削加工                          12学时 (1.5天) 

3.1.1 基本内容讲解 

切削加工基本知识；卧式车床的组成及典型传动机构；刀具材料及常用车刀的组成和结构，车刀

的主要角度和作用；车床附件；有关量具、夹具的使用；车削加工主要参数的选择；车削加工基本工

艺；典型零件的加工；车削新技术、新工艺的发展。 

3.1.2 示范讲解内容 

车削操作基本动作示范；车刀的安装及调整示范；工件装夹及车床通用附件使用示范；车床结构

及传动元件传动示范；外圆、端面、台阶车削示范；切槽、切断操作示范；锥体车削示范；螺纹车削

示范；内孔车削示范；成形面车削示范；车削加工测量工具及方法讲解示范。 

3.1.3 独立实践操作 

分步练习车外圆、端面、锥面、切槽、成形面、孔的加工；制定简单零件的加工工艺路线；独立

完成圆柱销、圆锥销的车削加工；独立完成榔头的车削加工。  

3.2铣削加工                          2学时 （0.25天） 

3.2.1 基本内容讲解（本部分主要为现场结合实物讲解） 

铣削加工基本知识；分度头的应用；万能卧式铣床的结构组成及功用；立式铣床的结构组成及功

用；常用铣刀的种类及应用；常用铣床附件及应用；齿形加工方法，铣削新技术、新工艺的发展。 

3.2.2 示范讲解内容 

铣床的基本操作及调整示范；常用铣刀的安装及调整示范；分度头的使用操作示范；平口钳安装

工件铣六方体示范。 

3.2.3 独立实践操作 

平口钳安装加工平面；铣沟槽操作练习（或结合生产进行操作练习）。 

3.3刨削加工                          2学时 （0.25天） 



3.3.1 基本内容讲解（本部分主要现场结合实物讲解） 

刨削加工基本知识；牛头刨床的结构组成及功用；刨刀的种类及其构造特点；刨削类机床的特点

及适用范围，刨削新技术、新工艺的发展。 

3.3.2 示范讲解内容 

牛头刨床的操作及调整示范；刨刀及其安装；在平口钳上安装并校正工件；刨水平面、垂直面、

斜面的操作技术示范；刨沟槽的操作技术示范。 

3.3.3 独立操作实践 

平面、垂直面、斜面刨削练习（或结合生产进行操作练习）。 

3.4 磨削加工                          2学时 （0.25天） 

3.4.1 基本内容讲解（本部分内容主要为现场结合实物讲解） 

磨削加工特点及发展概况；万能外圆磨床的主要结构组成及功用；砂轮的组成、种类规格及选用；

其它磨削类机床的结构特点及适用场合；磨削技术的发展及精密加工。 

3.4.2 示范讲解内容 

外圆磨削方法示范；平面磨削方法示范；内圆磨削方法示范； 

3.4.3 独立实践操作 

外圆磨床的操作与调整。 

3.5 钳工                               12学时 （1.5天） 

3.5.1 基本内容讲解 

钳工概述；钳工的基本操作（划线、锯切、锉切、钻孔、铰孔、攻螺纹、套螺纹）；钻床类机床

及其结构特点；各种量具的使用与调整；装配与拆卸的基本知识。 

3.5.2 示范讲解内容 

划线的操作方法；锯削所用工具、锯条的选择与安装、起锯和锯割方法；锉削应用范围、锉刀的

选用及锉削方法；攻螺纹与套螺纹的工艺特点、应用及操作要求；钻孔、扩孔、铰孔的工艺特点、应

用及操作示范；各种量具的正确使用和调整；典型零件的拆装示范；看教学录像片《机械拆装》。 

3.5.3 独立实践操作 

简单零件的划线；钳工基本操作训练（划线、锯切、锉切、钻孔、铰孔、攻螺纹、套螺纹）；机

器部件的装配与拆卸；螺母的加工（按图纸加工）；螺栓的加工（套扣操作）；平板的锉配；手锤的钳

工加工（按图纸加工）。 

3.6 数控车                            4学时 （0.5天） 

3.6.1 基本内容讲解 

数控技术的定义和数控车床的加工特点；数控车床的工作与控制原理；数控车床的基本编程代码

格式、插补原理和基本计算过程；简单零件的加工程序编制；数控技术的发展过程及先进制造系统介

绍。 



3.6.2 示范讲解内容 

数控车床面板基本操作；对刀操作及刀具补偿的运算；工件的装夹、找正和精度控制；切削参数

的选择；典型零件的程序编制；典型零件的演示加工。 

    3.6.3 独立实践操作 

数控车床面板基本按钮功能和操作；工件装夹和找正；简单的对刀操作和计算及加工精度补偿操

作；数控车床的程序编辑操作及技巧。 

3.7 数控铣                             4学时 （0.5天） 

3.7.1 基本内容讲解 

数控铣床的加工特点；插补原理的功能和基本计算过程；数控铣床的工作与控制原理；数控铣床

的基本编程代码格式和程序规格；简单零件编程；数控技术的发展过程及先进制造系统介绍。 

3.7.2 示范讲解内容 

数控铣床面板基本操作；对刀操作及计算；工件的装夹与找正；切削参数的选择；典型零件的程

序编制；典型零件的演示加工。 

    3.7.3 独立实践操作 

数控铣床面板按钮的功能和操作；工件的装夹、找正、对刀操作；数控铣床的程序编辑、操作。 

3.8 特种加工                          4学时（0.5天） 

3.8.1 基本内容讲解 

特种加工基础知识；特种加工加工特点；电火花线切割机床与电火花穿孔成型机的结构及加工原

理；YH 控制系统的控制原理；手工编程中 3B代码与 ISO 代码的使用；自动编程软件 YH与 CAXA的使

用；特种加工发展介绍。 

3.8.2 示范讲解内容 

电火花线切割机床与电火花穿孔成型机的加工过程；自动编程软件 YH与 CAXA的基本使用方法；

典型零件的编程及加工。 

3.8.3 独立实践操作 

电火花线切割机床操作；电火花穿孔成型机操作；规定图形的编程；自行设计图形的编程。 

（三）综论                           4～8学时 （0.5～1天） 

1、教学基本内容 

1）以机械制造生产过程主干线为纲复习总论、个论所学知识 

2）工艺设计基本内容讲解 

3）机械制造工程训练理论知识考核 

2、实践操作内容 

1）学生训练实习的最终总结、讨论 

目的：巩固学生获得的机械制造及相关知识，进一步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增强创造、创新能力。 

四、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金工实习“应知”纲要》，李崇杰  叶卫保  编著，石油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5年 7月第一版； 

2、《金工实习教学指导》，孙以安  陈茂贞  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8年 8月第一版； 

3、《机械制造工程训练》，刘峰  主编，石油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 12月第一版； 

4、各类机械制造工程训练有关资料。 



《机械加工技术（证书制）》教学大纲 

英文名称：Machining  Techniques(Certified) 

课程编码：200305                       学分：4         

参考学时：400       

适用专业：参加过金工实习的各专业学生，以机械类各专业为主 

大纲执笔人： 马建民                  教研室主任：  李晓东 

 

    一、课程目标 

1、《机械加工技术（证书制）》为一门选修课，安排在机械制造工程训练必修课之后进行，是机

械制造工程训练的后续实践课程，其目标是培养学生机械制造操作技术和工程实践能力，提高包括工

程素质在内的综合素质，进一步培养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掌握机械制造基本职业技能，并达到技工

四级水平。 

    2、本课程目前只开设 6 个工种，车、钳、铣、刨、焊、数控车。选修学生选择其中一个工种，

在石油大学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完成整个培训学习过程。要求学生在指导师傅的指导下，完成基本的职

业技能训练，参加实际产品的生产，并适当安排自学教材、现场讲解、课后作业、表演参观等环节，

最终通过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的考核取证。 

    二、基本要求 

1、参加培训的学生需完成 400 学时的工作量，包括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训练，在获得基本职业

技能的同时，工程意识和素质进一步得到培养和锻练。 

2、要求学生掌握本工种中级工“应知”部分的各项要求，其中包括常用的金属材料、机床结构、

金属切削刀具、加工参数选择、工夹量具、公差配合、形位公差以及切削加工中数学计算等有关基本

知识。 

3、要求学生掌握本工种中级工“应会”部分的各项要求，熟练使用设备和工、夹、量具，掌握

加工工艺选择，注重能力培养，其中包括加工出一定数量并且有一定复杂程度的合格零件。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教学内容以工种进行分类，学时分配仅做原则限制。 

（一）车工 

1、应知 

（1）常用设备的性能、结构、传动系统和调整方法。 

（2）常用测量仪器的名称、用途、使用和维护保养方法。 

（3）常用工、夹具（包括组合夹具）的结构、使用、调整和维护保养方法。 

（4）金属切削原理和刀具基本知识。 



（5）工件定位、加紧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6）在花盘和角铁上装夹和加工工件的方法。 

（7）加工工件时防止工件变形的方法。 

（8）细长轴和深孔加工的基本方法。 

（9）偏心工件的加工和测量方法。 

（10）蜗杆和多线螺纹的加工和测量方法。 

（11）提高加工精度和减小表面粗糙度值的方法。 

（12）编制工艺规程的基本知识。 

（13）常用齿轮（包括蜗轮、蜗杆）的种类、用途和主要尺寸的计算知识。 

（14）凸轮机构的种类和用途。 

（15）数控车床的基础知识。 

（16）液压传动的基本知识。 

（17）钳工基本知识。 

（18）生产安全技术管理知识。 

2、应会 

（1）防止并能排除自用车床的一般故障。 

（2）根据工件的技术要求，刃磨较复杂的成形刀具。 

（3）合理使用工、夹具，正确选用测量仪器。 

（4）看懂较复杂的零件图和一般部件装配图，绘制一般零件图。 

（5）细长轴、长丝杠、偏心工件、两拐曲轴、深孔等工件的精车和测量。 

（6）在花盘和角铁上装夹和加工较复杂的工件。 

（7）内、外多线螺纹的精车和测量。 

（8）.蜗杆（多头蜗杆）的精车和测量。 

（9）精车多孔工件（2～3 孔）孔距误差不大于 0.03mm/100mm。 

（10）在立式车床上车制各种斜面、球面、曲线形工件。 

（11）独立调整自动车床，加工各种工件，公差等级为 IT8，表面粗糙度为 Ra3.2μm。 

（二）电焊工 

1、应知 

（1）常用焊接设备的种类、型号、性能、结构、使用规则和调整方法。 

（2）修理常用工具、夹具、胎具、保护用具的基本知识。 

（3）钢材焊接性的估算方法及不同自然条件下对焊接性能影响的一般知识。 

（4）焊条药皮、焊剂、焊丝、钨极、保护气体的主要化学成分、作用及选用焊条、焊丝和焊剂的

原则。 



（5）常用合金钢、不锈钢、铸铁、有色金属材料的焊接性能、焊接方法、焊接工艺参数和焊接材

料的选择知识。 

（6）常用焊接工艺参数，各参数间的关系及其对焊接质量的影响，编制工艺规程的基本知识。 

（7）焊前预热、层间保温、焊后缓冷、后热、焊后热处理的概念及目的。 

（8）焊接接头的组成、特点，热影响区的组织、力学性能的变化及影响因素。 

（9）坡口形式选择的原则、加工方法及质量要求。 

（10）焊接变形与应力基本概念，各种焊接变形与应力的产生原因、危害性及控制方法。 

（11）等离子弧焊接与切割基本原理、种类、用途、操作方法及工艺参数对质量的影响。 

（12）堆焊的用途及操作方法，焊接缺陷产生的原因及防止、修补的方法。 

（13）常用焊接检验的方法，焊接缺陷的识别及评定的一般知识。 

（14）焊接缺陷的防止和返修方法。 

（15）机械加工常识和焊工电工基础知识。 

（16）编制工艺规程的基本知识。 

（17）生产安全技术管理知识。 

2、应会 

（1）常用焊接设备、等离子弧切割设备的检查、调整及故障处理。 

（2）常用焊接设备、等离子弧切割设备及辅助设备的正确使用和维护保养。 

（3）维修、改进自用的工、夹具。 

（4）看懂焊接部件图，绘制一般零件草图。 

（5）焊条工艺性能试验。 

（6）圆筒件内、外环缝及纵缝的焊接。 

（7）高压容器和承受冲击力的产品部件平、立、横焊位置的焊接。 

（8）有色金属、合金钢的焊接。 

（9）不锈钢的等离子弧切割。 

（10）复杂零件和模具缺陷的焊补。 

（三）钳工 

1、应知 

（1）常用测量仪器的名称、用途、使用和维护保养方法。 

（2）常用工、夹具（包括组合夹具）的结构、使用、调整和维护保养方法。 

（3）金属切削原理和刀具基本知识。 

（4）液压传动的基本知识。 

（5）绘制复杂零件图和简单部件装配图的知识。 

（6）通用机械设备（泵、风机、冷冻机及典型机床等）的工作原理和构造。 



（7）内燃机的原理和构造。 

（8）编制机械设备装配工艺规程的基本知识。 

（9）复杂工件（包括大型、畸形工件）的划线方法。 

（10）凸轮的种类、用途、各部分尺寸的计算及划线方法；曲线的划线方法；锥体及多面体的展

开方法。 

（11）旋转零件和部件的平衡种类、基本原理和校正方法。 

（12）轴瓦浇注巴氏合金的知识。 

（13）装配精密滑动轴承和滚动轴承的方法。 

（14）齿轮箱装配的质量要求及检查方法。 

（15）影响通用机械精度的各种因素，精度的检查方法，影响测量精度的因素。 

（16）机床精度对工件精度的影响，提高工件加工精度和细化表面粗糙度的方法。 

（17）静压导轨、静压轴承的工作原理、结构和应用知识。 

（18）加工工件防止工件变形的方法。 

（19）数控机床的基本知识。 

（20）通用机床加工知识，一般工件的加工工艺过程。 

（21）生产技术管理知识。 

2、应会 

（1）看懂复杂的装配图，测绘复杂零件图。 

（2）根据工件的技术要求编制加工工艺。 

（3）设计并绘制较简单的工艺装配图。 

（4）钻削复杂工件上的小孔、斜孔、深孔、多孔、对接孔、相交孔，符合图样要求。 

（5）复杂形状工件的立体划线。 

（6）研磨带锥的检验心轴和高精度机床的主轴孔，接触质量、精度、表面粗糙度符合技术要求。 

（7）根据机械设备的技术要求，编制装配工艺顺序。 

（8）旋转零件和部件的动、静平衡。 

（四）铣工 

1、应知 

（1）常用设备的姓能、结构、传动系统和调整方法。 

（2）常用测量仪器的名称、用途、作用和维护保养方法。 

（3）常用工、夹具、（包括组合夹具）的构造、使用、调整和维护保养方法。 

（4）编制工艺规程的基本知识。 

（5）金属切削原理和刀具基本知识。 

（6）加工工件时防止工件变形的方法。 



（7）机床精度对工件精度的影响，提高工件加工精度的方法。 

（8）了解工件六点定位原理，合理确定工件在夹具中的定位方案。 

（9）齿式离合器的种类、用途及加工方法。 

（10）在铣床上钻孔、铰孔、和镗孔的知识。 

（11）直齿锥齿轮的各部位尺寸计算及加工方法。 

（12）链轮的种类、用途、各部位尺寸计算及加工方法。 

（13）凸轮机构的种类和用途、各部位尺寸计算及加工方法。 

（14）铣削一般刀具齿槽的计算及加工方法。 

（15）直线成形面的铣削方法。 

（16）球面的铣削原理和铣削方法。 

（17）液压传动的基本知识。 

（18）数控铣床基本知识。 

（19）生产安全技术管理知识。 

2、应会 

（1）防止并排除自用铣床的一般故障。 

（2）看懂较复杂的零件图和一般部件装配图，绘制一般零件图。 

（3）根据工件加工的需要，修磨非标准刀具。 

（4）根据工件的技术要求，确定简单的工艺路线。 

（5）畸形工件的正确装夹。 

（6）在铣床上镗削多孔工件。 

（7）铣削各种齿式离合器。 

（8）铣削直齿锥齿轮。 

（9）铣削直齿三面刃铣刀及拉刀齿槽。 

（10）铣削圆盘凸轮和圆柱凸轮。 

（11）铣削一般型面工件。 

（五）刨工 

1、应知 

（1）常用设备的性能、结构、传动系统和调整方法。 

（2）常用测量仪器的名称、用途、使用和维护保养方法。 

（3）常用工、夹具（包括组合夹具）的结构和适用、调整、维护保养方法。 

（4）金属切削原理和刀具基本知识。 

（5）直、斜齿条、直齿锥齿轮、蜗杆副的部分尺寸计算方法。 

（6）编制工艺规程的基本知识。 



（7）刨床的精度对工件质量的影响、提高工件加工精度的方法。 

（8）加工工件时防止工件变形的方法。 

（9）较复杂的工件的立体划线方法。 

（10）强力刨削与与特种材料的刨削知识，精刨代替刮研的方法。 

（11）凸轮机构的种类和应用。 

（12）机械传动知识、液压传动基本知识。 

（13）生产安全技术管理知识。 

2、应会 

（1）防止并能排除自用刨床的一般故障。 

（2）复杂曲线形和薄壁零件的定位、装夹、加工及测量方法。 

（3）复杂成形刨刀的修磨。 

（4）看懂复杂成形的零件图和一般部件装配图，绘制一般零件图。 

（5）根据工件的技术要求编制简单的工艺规程。 

（6）多件装夹和多刀加工。 

（7）刨直齿条、圆形和弧形工件，样板检查合格。 

（8）刨削深孔键槽（孔径与长度之比为 1：2.5），槽宽公差等级为 IT9，表面粗糙度为 Ra3.2μ

m. 

（9）刨削模数 6mm以下的直齿圆柱齿轮，样板检查合格。 

（10）精刨普通机床床身导轨、箱体的结合面。 

（11）根据加工精度及机床运转情况，判断机床的运行是否正常。                                                             

（六）数控车 

1、应知 

（1）数控车床的主要技术规格及技术参数。 

（2）数控车床的主要功能及加工特点。 

（3）数控车床的机床结构特点和床身的布局特点。 

（4）数控机床的一般加工规范和操作规范。 

（5）常用刀具的材料与性能和切削参数的选用。 

（6）刀具几何角度的判断与选用以及对切削状态的影响。 

（7）坐标系与程序组成，G功能代码及实例，辅助功能及机床加工参数计算与选用。 

（8）程序嵌套及子程序编制与应用和路径计算技巧。 

（9）操作面板组成及功能键操作使用。 

（10）各类代码的控制计算原理。 

（11）数控铣床的编程规格和计算方法。 



（12）多坐标的定义参数编程应用。 

（13）对刀与对刀误差的补偿计算。 

（14）各类典型轮廓零件的编程加工、图形分析计算及加工工艺知识（轴类、套类、盘类、螺纹

及特征轮廓等） 

（15）插补原理计算和插补控制过程 

（16）机床的控制组成与特点 

2、应会 

（1）切削基本概念知识与刀具基本知识。 

（2）典型刀具材料刃磨和选择使用。 

（3）刀具的磨削练习和几何参数的分析与选用。 

（4）数控机床的对刀、精度调整与工件装夹找正练习。 

（5）基本轮廓形面工艺加工分析和编制加工操作（轴套类、盘类、螺纹及特征轮廓等） 

（6）常用机床附件的使用和调整。 

（7）加工参数选择，工艺的分析处理和编程。 

（8）刀具参数的补偿计算和操作。 

（9）机床精度检验和机床的维护保养的一般知识。 

（10）机床参数调整的功用和报警的排除方法。 

（11）相关仿真系统的操作与应用。 

四、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钳工》，  职业技能编审委员会  主编，中国劳动出版社，1996年 11月第一版； 

2、《电焊工》，职业技能编审委员会  主编，中国劳动出版社，1996年 11月第一版； 

3、《车工》，  职业技能编审委员会  主编，中国劳动出版社，1996年 9 月第一版； 

4、《刨插工》，职业技能编审委员会  主编，中国劳动出版社，1996年 11月第一版； 

5、《铣工》，  职业技能编审委员会  主编，中国劳动出版社，1996年 11月第一版； 

6、《数控加工基础》，中国劳动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  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

年 4月第一版； 

7、各类机械制造工程职业技能鉴定有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