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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专业代码: 560702 

二、入学要求 

参加普通高招的高中毕业生及对口升学的中职毕业生 

三、修业年限 

三年 

四、职业面向 

主要面向汽车售后服务、汽车制造、汽车改装、汽车维修、汽车检测等企业，

从事各类 机动车的检测、试验、运行维护、故障诊断与维修、服务接待等工作。 

就业企业：汽车售后服务、汽车制造、汽车改装、汽车维修、汽车检测等企业。 

就业企业：汽车售后服务、汽车制造、汽车改装、汽车维修、汽车检测等企业。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

汽车及零部 件生产的基本工艺方法及工艺装备等基本知识，具备安全、规范操作

汽车及零部件生产工装 设备等能力，从事生产现场工艺实施、技术检测、质量控

制、生产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核心能力： 

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具备较强的安全意识、环保意识和质量意识； 

具备良好的人际交流、语言表达、团队合作、计划组织能力；  

具备识读图纸及工艺文件，安全规范地操作专业设备，从事汽车零部件制造

与装调的 能力； 

具备基本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和外语应用能力；  

具备对汽车零部件及整车生产现场实施质量监控与管理的能力； 

掌握整车及零部件生产、装配、检测及设备维修、技术管理等机电知识和专

业理论。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公共基础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理论类课程、语文、数学、外

语、健康教育、体育、军事课、心理健康教育、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信息技术、



职业素养、计算机基础。 

专业（技能）课程：汽车电工电子技术、电动汽车概论、汽车发动机构造与

维修、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汽车电器设备构造与维修、汽车电控发动机、汽车

车身电控、汽车空调构造与维修、汽车维修接待实务、汽车拆装与调整、汽车定

期维护实训（二）、汽车故障检测与诊断实训等。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全学程总计 2992 学时，学生毕业需修满 157 学分。 

表 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学时分配表 

项目 学分 学时数 
百分比 

（%） 

教学活动安排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19 周 19 周 19 周 19 周 19 周 19 周 

理论 

学时 

分配 

职业核心能力课程 33 580 19.39       

专业基本技能课程 20 316 10.56       

专业核心技能课程 50 822 27.47       

职业拓展课程 6 110 3.68       

人文素质选修课 4 64 2.14       

合计 113 1892 63.24       

实践 

学时 

分配 

课内实训  720 24.06       

实践教学周 41 41 周 34.26  2 2  19 18 

入学、毕业教育等 3 3 周 2.54 2     1 

合计 44 44 周 60.86 2 2 2  19 18 

考试周安排    1 1 1 1 1 1 

总   计 157 2992 100 18 20 20 20 20 20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比例 1:1.55 

实践学时 

（含课内实训学时比例） 
1820/2992=60.83% 

注：1.理论学时分配中的学时数纯理论学时，括号内为课内实训学时； 

2.课内实训学时包含职业拓展课程 54学时的课内实训学时； 

2.实践教学每周折合 25学时。 

表 2  课程结构比例表 

课程类别 
学时、学分比例 

学时 学时比例（%） 学分 学分比例（%） 

必修课 

职业核心能力课程   580 19.39 33 21.02 

专业基本技能课程 316 10.56 20 12.74 

专业核心技能课程  822 27.47 50 31.85 

选修课 
职业拓展课程 110 3.67 6 3.82 

人文素质选修课 64 2.14 4 2.55 

实践课（不含课内实训学时） 1100 36.76 44 28.03 

总    计 2992 100% 157 100% 



表 3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理论课（理实一体课）教学进程安排表 

课类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安排 理论教学活动周数及课内周学时 

总

计 

理

论 

课

内

实

训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15

周 
17 周 17 周 19 周 0 周 0 周 

职业

核心

能力

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4 64 64 0 2 2     

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概论 4 72 72 0   2 2   

体育与健康 5 98 32 66 2 2 2    

应用数学 7 128 128 0 4k 4k     

使用英语 7 128 128 0 4k 4k     

计算机应用基础 4 60 30 30 4      

 军事理论 2 30 30  2      

专业

基本

技能

课程 

汽车概论 2 30 26 4 2      

汽车电子电工基础 4 68 34 34 4K      

AUTO CAD 4 60 30 30 4      

汽车文化 2 30 30   2     

汽车电路识图 4 60 30 30  4     

汽车交通法规 4 68 34 34   4    

专业

核心

技能

课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4 68 34 34  4K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4 68 34 34  4K     

汽车电控发动机 4 68 34 34   4K    

电动汽车概论 2 34 34    2    

汽车电器设备与维修 4 68 38 30   4K    

汽车车身电控 5 76 40 36    4K   

汽车空调构造与维修 5  76 36 40    4   

汽车维修接待实务 2  34 22 12    2   

汽车拆装综合实训 6 102 36 66   6K    

汽车定期维护实训（二） 7 114 36 78    6K   

汽车故障检测与诊断实训 7 114 42 72    6K   

公共

选修

课程 

国学 2 30 30  2      

创新创业教育 2 34 34   2     

职业

拓展

课程  

汽车销售实务 2 34 22 12   2    

二手车评估与交易 2 38 26 12    2   

汽车装潢 2 38 8 30    2   

合计 113 1892 1172 720 28 28 28 30   

注：1.课内实训包括实验、随堂技能训练、随堂实习。 

2.公共选修课程、职业拓展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不低于 10

学分的公共选修课程、职业拓展课程。 

 



表 4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集中安排的实践教学环节进程表 

序

号 
实践教学内容 

学

分 
考核方式 

实践教学时间安排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1 2 3 4 5 6 

1 
军事训练与入学教

育 
2 实习成果、操作考核 2 周      

2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

维修综合实训 
1 实习成果、操作考核  1 周     

3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

修综合实训 
1 实习成果、操作考核  1 周     

4 
汽车电控发动机综

合实训 
1 实习成果、操作考核   1 周    

5 汽车电器综合实训 1 实习成果、操作考核   1 周    

6 汽车坼装综合实训 5      5 周  

7 汽车美容装潢实训 5      5 周  

8 
汽车检测与维修实

训 
5      5 周  

9 汽车网络实训 4      4 周  

10 
★综合实训及 

顶岗实习 
18 

实习及设计成果，校

企共同考核 
     18 周 

11 毕业教育 1       1 周 

合计 44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师资力量：现任专业专兼职教师 13 人，其中高级职称 5 人，占比 38%；研

究生学历 5人，占比 38%；双师型教师 11人，占比 85%。 

（二）教学设施 

1.实训室建设：规划建设了汽车电子电工技术实训室、汽车钳工实训室、汽车

构造实训室、汽车空调实训室、汽车电器检测与维修实训室、电控发动机检测实

训室、汽车发动机结构与坼装仿真机房、汽车故障诊断仿真机房。另外在学院内

建立了汽车美容装潢实训车间、汽车坼装与调整实训车间、汽车定期维护实训车

间、汽车故障检测与诊断实训车间。 

2.实验实训设备：电工技术考核装置 2 台、钳工实训台 5台、整车（旧车）4



辆、科鲁兹整车 1辆、科鲁兹全新发动机 1 台、旧发动机 2台、六缸发动机剖体

1 台、自动变速箱 1 个、发动机拆装检测工具 8 套、举升机 2 个、四轮定位仪 1

套、扒胎机 1 个、汽车动平衡 1 个、刹车油更换设备 1 个、发动机免拆清洗机 1

个、抽油机 2个、空气压缩机 3个、全新车轮及轮毂 2个、卧式液压千斤顶 2个、

工作台 4个、汽车空调实训台 1 个、充氟表 1 个、全车电器实训台 1 个、电控发

动机实训台 2个、启动充电机 1 个、蓄电池监测仪 1个、蓄电池 2个、数字示波

器 1个、解码器 2个、数字万用电表 8个、整车实训教学系统软件 1 套、科鲁兹

发动机拆装虚拟实训软件 1套、汽车故障诊断仿真机房 1个、钣金整形机 3台、

保险杠修复机 1台、手提砂轮机 4台、喷枪 8 把、全自动高压洗车机 2台、洗车

机 2台、智能液体自动分配机 1个、智能液体自动分配机 1个、节能花洒+纯铜快

接 12 个、4S 电专用气枪+不锈钢快接 6 个、YQ 蒸汽臭氧一体机 2 个、吸尘器 3

个、无固定甩干桶 2 个、吸尘器 3 台、洗车机 2 台、无固定甩干桶（2 相电）1

个、甩干桶 1个、雾化系统 1个、不锈钢工具车 3个、三层工具车(带桶）5个、

擦车梯大（防滑）2 个。 

3.学院建设有校企合作性质的、对外营业汽车实训工厂。 

（三）教学资源 

各门课程选用图文并茂、实例丰富、知识性强的教材，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教学

资源库，包括讲课用 PPT、实验实习案例、素材、习题及答案等。丰富专业参

考图书的数量。 

（四）教学方法 

    为了实现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方法应以岗位需要为目的，以理

论为基础，突出实践性，使学生能熟练地掌握所学知识，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

常用的教学方法有：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法、现场

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 

（五）学习评价 

学习评价应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可以采用绝对评价标准、相对评价标准

和个性化评价标准相结合的多元化结构。重视过程评价，重视实践能力的情境

化评价，评价要为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力服务。评价的依据是教学

目标，评价的方式可采用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 



（六）质量管理 

加强课堂和实训室的常规管理，优化教材知识点选择和教学方法调控，灵

活进行教学模式切换，从而提高课堂教学和实训室的效益。加强教学质量检查，

提高教学质量监控的能力。认真执行“教学督导”等制度，严格执行学校的考

试纪律和课程考试考核管理制度等措施，以保证教学计划顺利实施。加强学生

的学风培养、形成自主的学习氛围。在学风培养的过程中要侧重做好教学常规

管理工作，引导学生在预习、听课、实验、复习、作业、拓展课外知识等方面

养成科学的态度和良好的习惯。 

九、毕业要求 

毕业标准即合格毕业生应具备的条件，合格毕业生的标准应包括三个方面： 

1．思想品德要求 

热爱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具有“忠、毅”品

性，“严、细”作风，“精、优”质量观念。现实表现良好，无未解除违纪处

分。 

2．知识及能力要求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学生在校三年必须修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

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取得规定的 157 学分，达到毕业所具有的知识要求。

其中专业能力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

心课程和专业综合实践及专业拓展课程五个模块。 

3．技能要求 

中级职业资格证书（汽车维修工）；汽车驾驶员 C 证（利用假期取得）；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学生在全部满足思想品德要求、知识要求、素质要求、

技能要求后方能成为合格毕业生，获得毕业证书。 

 

十、附录  各专业主干课课程标准 

《汽车电工电子》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汽车电工电子课程是汽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具有技术性强、实

用性强的特点，对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起理论支撑的作用。在引导学生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职业素养的养成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课程培养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1. 掌握汽车电工电子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汽车电路的特点。 

2. 认识常用的汽车电器设备，熟悉其工作原理。 

3. 熟练使用万用表进行元器件的检测和电路检测。 

4.掌握安全用电常识，树立安全生产意识。 

（2）过程与方法目标 

本课程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方法。学生通过做中学、边学边做、学做结合掌

握相关知识与实践技能。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但能掌握汽车电工电子的基础知识以及专业技能，

还能够培养安全生产、团队协作、职业道德与规范等综合素质。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1.常用汽车电气元器件，认识并会使用万用表，掌握元件电气符号； 

2.直流电路基础，熟悉常用电气物理量； 

3.正弦交流电路，掌握安全用电常识、触电急救知识； 

4.磁路与电磁元件，会使用继电器和闪光器； 

5.电动机与发电机，了解基本结构； 

6.整流器与调节器，会检测二极管和三极管； 

7.数字电路基础。 

4、实践教学环节 

万用表的使用——检测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熔断器、二极管、三极管 

常用元器件的使用——继电器、闪光器、变压器 

拆装直流电动机，观察内部结构。 

拆装交流发电机，观察内部结构，认识整流器和电压调节器。 

5、教学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本课程实行理实一体化教学，边讲边实践；注重网络资源和多媒体影像的使



用，加强实践环节。 

（2）学时安排 

学时：60 学分：4 

（3）教师素质要求 

 教师要求双师型、教师具有较强的实践技能。 

（4）校内外实训条件 

有完善的电工电子实验室和齐全的低压电器元件，相关实训设备、检测仪器

和工量具按每组 3～4人配备。 

（5）考核与评价建议 

采用理论考核与实践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在实践考核中特别重视学生的安全

意识、规范操作的考核。 

6、相关参考规范 

贾清华，汽车电工电子，东北大学出版社  

 

《汽车交通法规》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汽车交通法规课程是汽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本课程是依据汽车检测与

维修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相关职业岗位的能力要求而设置的，对本专业所面向

的汽车检测与维修人员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素质目标的达成起支撑作用，旨在

引导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道德素质、树立依法办事、培养

遵纪守法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等方面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在课程设置上，前

导课程有《汽车概论》。 

2、课程培养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掌握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基本知识，识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重要条款的内容； 

掌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记分制度； 

掌握刑法和民法通则中关于道路交通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规定； 



了解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程序； 

掌握机动车驾驶证的申领、使用中的管理规定； 

掌握机动车登记、检验与保险方面的法律规定； 

掌握道路通行原则及具体规定，掌握道路交通信号的种类、含义及其作用； 

了解车辆结构与行驶原理、车辆性能、运行材料及日常维护知识，熟悉车

辆的主要安全装置和驾驶操纵机构； 

掌握安全文明驾驶知识和防御性驾驶方法，学会预测和分析交通中的险情； 

掌握恶劣气象和复杂道路等条件下的安全驾驶知识； 

○11    掌握紧急避险知识、交通事故现场处置及伤员急救知识； 

○12   运用所学知识，学会分析交通事故原因及责任认定。 

（2）过程与方法目标 

逐条逐款学习法律法规条文难免会让人觉得枯燥乏味，可将法律、法规、安

全驾驶知识、文明礼让精神融入到实际场景中，采用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

通过情境创设、典型案例的分析，使学生掌握法律法规的具体内容及其应用。通

过上机在线模拟驾驶证科目一、科目四理论考试，使学生巩固掌握交通法规的具

体内容，为将来考取驾驶证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不但要使学生掌握交通法规的相关知识，还能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安全守法意识、增强文明素养，树立以

人为本、安全第一的行为准则，培养依法办事、遵规守法的公民意识，养成正确

的安全行为习惯。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工

作作风，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序号 项目 目标 

1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知识 

1. 识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及其《实施条例》中重要条款内容； 
2. 能将有关法律法规条款应用于实际案
例分析中。 

2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记分制度 

1. 了解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记分
制度的有关规定； 
2. 熟记各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记分分
值。 



3 
道路交通安全法、刑法和民法通则中关
于道路交通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规定 

1. 了解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刑
法》和《民法通则》中关于各种道路交通
违法犯罪行为的具体处罚规定； 
2. 能交上述内容应用于具体案例分析中 

4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
理程序 

1. 了解主要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
表现； 
2. 掌握交通事故的处理程序。 

5 
机动车驾驶证的申领、使用中的管理规
定 

1. 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中关于机动车驾驶证申领、使用中的
有关管理规定； 
2. 能将上述内容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6 
机动车登记、检验与保险方面的法律规
定 

1. 掌握我国关于机动车登记、安全技术
检验与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有关规
定及其意义； 
2. 能将上述规定正确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7 道路通行原则及具体规定，道路 
1. 掌握道路通行原则及具体规定； 
2. 掌握交通信号的种类、含义及其作用 

8 
车辆结构与行驶原理、车辆性能、运行
材料及日常维护，车辆的主要安全装置
和驾驶操纵机构 

1．了解车辆结构与行驶原理、车辆性能、
运行材料及日常维护知识； 
2．熟悉车辆的主要安全装置和驾驶操纵
机构的应用。 

9 
安全文明驾驶知识和防御性驾驶方法，
交通中的险情预测和分析 

1. 掌握安全文明驾驶知识； 
2. 掌握防御性驾驶方法； 
3. 学会预测和分析道路交通中的险情。 

10 
恶劣气象和复杂道路等条件下的安全
驾驶 

1. 掌握恶劣气象条件下的安全驾驶知
识； 
2. 掌握复杂道路等条件下的安全驾驶知
识。 

11 
紧急避险知识、交通事故现场处置及伤
员急救知识 

1. 掌握紧急避险知识； 
2. 掌握交通事故现场处置及伤员急救知
识。 

12 交通事故原因分析及责任认定 
运用所学知识，学会分析交通事故原因及
责任认定。 

4、实践教学环节 

组建模拟法庭，审理交通事故，进行责任认定，运用所学法律法款条款

做出正确判决；模拟交通警察的各种指挥手势；现场认识各种交通标志、交

通标线；上机在线模拟驾驶证科目一和科目四的考试。 

5、教学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本课程采用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

法，其中有上机实践教学环节，学校机房应提供上机条件。 

（2）学时安排 

学时：60  学分：4 

（3）教师素质要求 



        要求任课教师要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有三年以上驾驶经验。 

（4）实训条件 

校内有机房支持在线仿真驾驶证科目一、科目四的考试及练习。 

（5）考核与评价建议 

本课程的考核与评价采用过程评价与期末上机考核相结合的模式，其中

过程评价含平时上机练习成绩、案例分析表现、出勤情况、课堂表现，期末

上机考核可采取上机仿真驾驶证科目一和科目四的理论考试。 

6、相关参考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安全驾驶——从这里开始》，人民交通

出版社 

 

《汽车电路识图》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汽车电路识图》课程是汽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具有技术性强、

实用性强的特点，该课程前述课程是《汽车电子电工》，后续课程为《汽车电器

设备构造与维修》，在引导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职业素养的养

成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课程培养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1. 了解汽车电路的组成、分类。 

2. 掌握汽车元器件的作用和符号。 

3. 掌握识读汽车电路图的基本方法、规律。 

4. 掌握汽车电气系统检测、维修的实践技能。 

（2）过程与方法目标 

边讲边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但能掌握汽车电路识读的基础知识以及专业技能，



迅速判断可能的电气故障点，还能够培养团队协作、沟通表达、职业道德与规范

等综合素质。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1.汽车电路识读基础，熟悉基础电工知识，掌握常用电气元件； 

2.汽车电路特点及识读方法，熟悉汽车电路图的类型； 

3.大众汽车电路图的识读，符号、特点及示例； 

4.通用汽车汽车电路图的识读，符号、特点及示例； 

5.北京现代汽车电路图的识读，符号、特点及示例； 

6.丰田汽车电路图的识读，符号、特点及示例； 

7.福特汽车电路图的识读，符号、特点及示例； 

8.中国汽车电路图的识读，符号、特点及示例； 

4、实践教学环节 

点火开关的使用与检测 

灯光组合开关的使用与检测 

雨刮开关的使用与检测 

雨刮电动机的使用 

继电器的使用 

5、教学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本课程实行理实一体化教学，在讲述相关电路图之前，让学生熟悉相关的设

备及检测要领。 

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营造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教师创建有启发

性的讨论课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分组讨论、自主讲解，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

和表达能力。 

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资源。 

（2）学时安排 

学时：60  学分：4 

（3）教师素质要求 

 教师要求双师性、教师具有较强的实践技能。 



（4）校内外实训条件 

校内有汽车电器实训台架、整车，校外有实训工厂。 

（5）考核与评价建议 

建立过程项目考评与期末考评相结合的考评方式。其中项目考评为本课程各

项目考评成绩的平均值。 

7、相关参考规范 

蔡永红.汽车电路图识读 化学工业出版社 

程美.汽车电路识图  人民邮电出版社 

 

《汽车维修接待实务》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进入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公路运输设施和城市基础

设计建设投资的迅速增加，以及政府鼓励汽车销售政策的逐步实施，使得我国汽

车保有量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因而汽车维修、售后服务及汽车销售人才存在的

缺口也越发明显。汽车维修业务接待人才作为汽车维修企业的“窗口”，代表着

企业的形象。业务接待员服务质量的高低、维修价格是否合理、收费结算过程是

否流畅等，是衡量企业形象的重要指标。因此，在汽车整个生命周期中，一定要

做好维修业务接待。《汽车维修接待实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希望大学

通过学习并应用于日常维修接待中。本课程是一门针对于“汽车维修业务接待”

岗位能力培养的一门核心课程。作为我校专业核心技能课，希望大家通过学习这

门课程，了解汽车维修服务接待实务，掌握汽车维修业务知识，初步学会汽车维

修管理，了解汽车维修财务知识。 

2、课程培养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了解汽车维修接待的作用、要求、以及维修接待员的职责、基本素质，了解

不同类型客户的心理；了解早会制度的优点和汽车维修企业“5S管理”的拓展，

了解签订维修合同的必要性，了解汽车保险的购买，了解客户对汽车维修费用的

各种结算方式；了解税务知识和汽车维修企业的财务报告。 



熟悉汽车维修接待的基本礼仪，熟悉汽车维修接待的基本礼仪；熟悉汽车维

修的指导思想，熟悉汽车维修制度和汽车维修的质量保证体系；熟悉常见汽车保

险产品，熟悉“5S管理”的作用，熟悉维修合同签订的原则及范围、在修车保管

注意事项、用户自带配合件的管理、替换车管理制度、修竣交车程序和车辆返修

的管理，熟悉减少客户抱怨的渠道和客户档案的形成，熟悉支票、银行汇票、信

用卡、银行本票等的基本使用方法。 

掌握汽车维修接待的各种技巧，掌握汽车维修接待的主要内容，掌握汽车维

修流程；掌握汽车修核价方法；掌握早会的流程和“5S管理”的实施纲要，掌握

维修合同的内容，掌握汽车保险的索赔，掌握客户档案的建立与使用，学会处理

客户的抱怨；掌握发票的开具要求与方式。 

（2）过程与方法目标 

借助理论讲授，案例教学法，任务驱动法，自主学习法，课堂提问法，情景

模拟法等使学生学习了本课程的四大项目：汽车维修服务接待实务，汽车维修业

务知识，汽车维修管理和汽车维修财务知识；同时在每章课后相关的自我检查项

目使学生通过实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使学生提高了随机应变处理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当然不仅仅锻炼了在这个岗位上的能力，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其

他能力，为成为一名合格的汽车维修接待人员打下良好的基础。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勇于创新、

爱岗敬业；培养学生良好的团结协作精神、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培养学生

自我表现、与人沟通的能力。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项目 章节 学习目标 

1 汽车维修服务接待实务 

1.1汽车维修接待；1.2汽车
维修接待员的职责与基本素
质；1.3客户心理分析 1.4汽
车维修接待礼仪；1.5 电话使
用技巧；1.6其他常用礼节；
1.7客户喜欢的维修接待员；
1.8汽车维修接待内容 

了解汽车维修接待的作用、要
求，以及维修接待员的职责、
基本素质；了解不同类型客户
的心理；熟悉汽车维修接待的
基本礼仪；掌握汽车维修接待
的各种技巧；掌握汽车维修接
待的主要内容。 



2 汽车维修业务知识 

2.1汽车的维护与修理概述；
2.2 汽车维修流程与作业要
求；2.3汽车维修质量及保证
体系；2.4汽车维修核价 

熟悉汽车维修的指导思想，掌
握汽车维修流程；熟悉汽车维
修制度和汽车维修的质量保
证体系，掌握汽车修核价方
法。 

3 汽车维修管理 

3.1早会管理；3.2汽车维修
接待的 5S管理 3.3汽车维修
合同管理；3.4汽车维修服务
基本管理制度；3.5汽车保险
的代办与服务；3.6客户抱怨
受理机制；3.7汽车维修客户
档案管理 

了解早会制度的优点和汽车
维修企业“5S管理”的拓展，
熟悉“5S 管理”的作用，掌
握早会的流程和“5S 管理”
的实施纲要；了解签订维修合
同的必要性，熟悉维修合同签
订的原则及范围、在修车保管
注意事项、用户自带配合件的
管理、替换车管理制度、修竣
交车程序和车辆返修的管理，
掌握维修合同的内容；了解汽
车保险的购买，熟悉常见汽车
保险产品，掌握汽车保险的索
赔；熟悉减少客户抱怨的渠道
和客户档案的形成，掌握客户
档案的建立与使用，学会处理
客户的抱怨。 

4 汽车维修财务知识 
4.1汽车维修收费结算方式；
4.2税务知识；4.3汽车维修
企业的财务报告 

了解客户对汽车维修费用的
各种结算方式，熟悉支票、银
行汇票、信用卡、银行本票等
的基本使用方法，掌握发票的
开具要求与方式；了解税务知
识和汽车维修企业的财务报
告。 

4、实践教学环节 

序号 名称 学时 

1 汽车维修接待实务（办公室内的自我检查） 2 

2 汽车维修接待实务（接待客人的自我检查） 2 

3 汽车故障诊断检查 2 

4 汽车维修管理工作（5S管理） 2 

5 汽车维修管理工作（处理抱怨） 2 

5、教学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本课程建议安排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汽车电器设

备与维修课程之后，同时和其他相关专业课程同时进行。 



（2）学时安排 

项目 理论 实践 

1 6 4 

2 4 2 

3 8 4 

4 4 0 

期末复习 2 

合计 34 

（3）教师素质要求 

要求教师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较广泛的专业知

识和相关学科的知识，以解决教学、科研、实践工作中不断涌现的问题；要求教

师具备较高的教学能力；擅长实践并指导学生的能力。 

（4）校内外实训条件 

校内有相关实训设备，校外有实训工厂（可作为实训模拟）。 

（5）考核与评价建议 

采取过程考核+期末考核的方式。学生成绩构成：学生考勤 20%+平时表现 20%+

作业 20%+每个项目对应的实践 20%+期末实践 20%。 

6、相关参考规范 

选用教材： 

《汽车维修业务接待》，主编：田井贵、张隽、彭菊生，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 

参考教材： 

《汽车维修业务接待》，主编：曾鑫，机械工业出版社。 

《汽车维修服务接待》，主编：王彦峰、杨柳青，人民交通出版社。 

 

《汽车概论》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汽车概论》是高等职业教育汽车类专业教学改革规划教材。本书以汽车认识为导向，

以培养汽车后市场服务人才为目标，以汽车相关知识为主线，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设备、



和新方法的应用，培养学生对汽车的兴趣和爱好，增加对汽车产业知识的了解。 

本课程系统地介绍了汽车的发展简史、汽车分类与编号、传统燃油汽车的认知、新能源

汽车认知、汽车新技术认知、汽车选购与保险、汽车驾驶与维护、汽车的报废与回收再利用、

外国主要汽车公司及车标文化、汽车竞赛与汽车展览。 

2、课程培养目标 

1．课程目标 

1.1 课程总体目标 

本课程以培养学生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知识为目的，培养学生对汽车的兴趣和爱好，增加

对汽车产业知识的了解，丰富汽车相关知识。 

1.2 课程职业能力目标 

1.3 课程基础能力目标 

序号 课  程  基  础  能  力   目   标 

1 掌握汽车分类与编号的方法 

2 了解传统燃油汽车 

3 了解新能源汽车、汽车新技术 

4 了解汽车选购与保险 

5 了解汽车驾驶与维护 

6 了解汽车的报废与回收再利用 

7 了解外国主要汽车公司及车标文化 

8 了解汽车竞赛与汽车展览 

1.4 课程社会能力目标 

序号 课  程  社  会  能  力   目   标 

1 提高学生在工作中的 5S规范意识 

2 增强学生在工作中的专业知识 

3 提高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态度 

序号 课  程  职  业  能  力   目   标 

1 合理阐述汽车相关知识 

2 掌握汽车分类与编号、选购与保险、驾驶与维护 

3 正确认识车标文化、汽车新技术 

4 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1. 汽车的发展简史 

2. 汽车分类与编号 

3. 传统燃油汽车的认知 

4. 新能源汽车认知 

5. 汽车新技术认知 

6. 汽车选购与保险 

7. 汽车驾驶与维护 

8. 汽车的报废与回收再利用 

9. 外国主要汽车公司及车标文化 

10. 汽车竞赛与汽车展览 

4、实践教学环节 

辨别汽车分类与编号、汽车选购与保险、汽车驾驶与维护的方法、认识车标 

5、教学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本课程实行理论+实训任务驱动教学。 

（2）学时安排 

学时：30    学分：2 

（3）教师素质要求 

     教师要求双师性、教师具有较强的实践技能。 

（4）校内外实训条件 

校内有汽车整车实训，校外有实训工厂。 

（5）考核与评价建议 

建立过程项目考评与期末考评相结合的考评方式。其中项目考评为本课程各项目考评成

绩的平均值。 

6、相关参考规范 

徐晓美/孙宁   汽车概论   机械工业出版社 



《新能源汽车》课程标准 

2、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主要知识点是全面系统

地介绍新能源汽车新技术。针对本专业的特点，系统阐述了新能源汽车的类型，

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必要性和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重点介绍额电动汽车用动力电

池、电动汽车用电动机、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

结构、原理及设计方法等。对天然气汽车、液化石油气汽车、甲醇燃料汽车、乙

醇燃料汽车、二甲醚燃料汽车、氢燃料汽车和太阳能汽车的特点、发展现状及趋

势也进行了介绍。本课程授予学生新能源汽车构造原理等规律性的知识，使学生

具有举一反三的分析能力，对结构原理不断更新的适应能力，为学习后续课程和

参加专业实践奠定基础，对于适应地方经济建设的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2、课程培养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新能源汽车的类型、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必要

性，以及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和趋势，掌握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燃

料电池电动汽车、气体燃料汽车、生物燃料汽车、氢燃料汽车和太阳能汽车的基

础知识，对电动汽车储能装置、电动汽车电机驱动系统、电动汽车能源管理和回

收系统、电动汽车充电技术，以及新材料和新技术在汽车上的应用有整体的了解。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第一章   新能源汽车概述  

（一）新能源定义与分类 

主要内容： 

1.新能源汽车的定义。 

2.新能源汽车的分类。           

重点：新能源汽车的定义和分类。 

难点：新能源汽车的分类方法。  

基本要求：   

1.掌握新能源汽车的定义。  



2.了解新能源汽车的分类方法。  

3.掌握新能源汽车的分类。  

（二）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必要性  

主要内容： 

1.全球背景下的能源危机。   

2.大气环流与环境污染。  

3.新能源汽车的优点。 

4.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必要性。 

重点：能源危机。环境污染。 

难点：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必要性。  

基本要求：   

1.了解全球背景下的能源危机。 

2.了解大气环流与环境污染。 

3.掌握新能源汽车的优点。 

4.掌握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必要性。 

第三章 电动汽车基础 

（一）电动汽车蓄电池 

主要内容： 

1.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分类。  

2.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的性能指标。 

3.电动汽车对动力电池的要求。 

4.铅酸蓄电池的分类、结构和特点、工作原理、充放电特性和充电方法。 

5.镍氢电池的分类、结构和特点，镍氢电池的工作原理、充放电特性和充电

方法。 

6.锂离子电池的分类、结构和特点，工作原理，充放电特性和充电方法。 

7.燃料电池的发展动态、分类、结构和特点。  

8.了解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碱性燃料电池、磷酸燃料电池、熔融碳酸盐燃

料电池、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直接甲醇燃料电池、微生物燃料电池和再生型燃

料电池的性能特点。 



9.了解太阳能电池的分类、特点、发电原理、伏安特性。       

重点：铅酸蓄电池的分类、结构和特点；镍氢电池的分类、结构和特点；锂

离子电池的分类、结构和特点。燃料电池的分类、结构和特点；燃料电池系统；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难点：铅酸蓄电池的充放电特性和充电方法。镍氢电池的充放电特性和充电

方法。锂离子电池的充放电特性和充电方法。  

基本要求：   

1.掌握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分类，要求，性能指标。 

2.掌握铅酸蓄电池的分类、结构和特点，工作原理、充放电特性和充电方法。 

3.掌握镍氢电池的分类、结构和特点，工作原理、充放电特性和充电方法。 

4.理解掌握镍氢电池的 SOC估计方法。 

5.掌握锂离子电池的分类、结构和特点、工作原理、充放电特性和充电方法。  

6.掌握燃料电池的发展动态、分类、结构和特点。  

12.了解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碱性燃料电池、磷酸燃料电池、熔融碳酸盐燃

料电池、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直接甲醇燃料电池、微生物燃料电池和再生型燃

料电池的性能特点。 

（二） 电动汽车用电动机 

主要内容： 

1.电动机的分类和额定指标，电动汽车对电动机的要求。 

2.直流电动机的分类、结构和特点、工作原理、基本方程和运行特性。 

3.无刷直流电动机的分类、结构和特点、工作原理、数学模型、控制。 

4.异步电动机的分类、结构和特点、工作原理、数学模型、控制。 

5.永磁同步电动机的分类、结构、特点、工作原理、数学模型、控制。 

6.开关磁阻电动机的分类、结构和特点、工作原理、数学模型、控制。 

重点：直流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基本方程和运行特性；无刷直流电动机的分

类、结构和特点；异步电动机的分类、结构和特点；永磁同步电动机的分类、结

构和特点。开关磁阻电动机的分类、结构和特点。 

难点：永磁同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数学模型；永磁同步电动机的控制；开

关磁阻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数学模型；开关磁阻电动机的控制。 



基本要求：   

1.了解电动机的分类和额定指标，电动汽车对电动机的要求。 

2.掌握直流电动机的分类、结构和特点、工作原理、基本方程和运行特性。 

3.掌握无刷直流电动机的分类、结构和特点、工作原理。 

4.了解异步电动机的分类、结构和特点。 

5.掌握永磁同步电动机的分类、结构、特点、工作原理、数学模型。 

6.了解开关磁阻电动机的分类、结构和特点、工作原理。 

第三章 纯电动汽车 

主要内容： 

1.纯电动汽车传动系统参数设计。 

2.纯电动汽车续驶里程。 

3.纯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 

4.纯电动汽车经济性评价指标及行驶能耗。 

5.纯电动汽车车载数据采集系统。  

重点：纯电动汽车的分类、组成和原理；电动机参数设计。传动系传动比设

计；纯电动汽车续驶里程模型；电池管理系统的功能；纯电动汽车能耗经济性评

价指标。 

难点：纯电动汽车驱动系统布置形式；纯电动汽车的特点和关键技术；电池

组容量设计；纯电动汽车续驶里程影响因素；电池管理系统的硬件实现和软件实

现；纯电动汽车的能量利用率。 

基本要求：   

1.了解纯电动汽车的分类、组成、原理、特点和关键技术。  

2.掌握纯电动汽车驱动系统布置形式。  

3.了解纯电动汽车传动系统设计实例和性能仿真。 

4.掌握纯电动汽车续驶里程影响因素。 

5.了解电池管理系统的功能。 

6.掌握对电池管理系统的硬件实现和软件实现。 

7.了解纯电动汽车能耗经济性评价指标、能量利用率和能耗。 

8.了解车载数据采集系统的功能和特点。 



第四章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主要内容： 

1.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动力系统设计。 

2.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制动能量回收系统。 

3.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能量管理。     

重点：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分类、组成与原理；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制动力分

配控制策略；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能量管理策略；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工作模式。 

难点：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特点和关键技术；动力分配装置；整车仿真模型；

控制策略；仿真实例；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制动力分配控制策略的实现；混合动力

电动汽车模糊逻辑能量管理策略。  

基本要求：   

1.了解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分类、组成与原理。  

2.掌握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特点和关键技术。 

3.了解发动机、电动机、储能装置、动力分配装置的功用、组成、种类、工

作原 

理和要求。 

4.了解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能量管理策略和工作模式。 

5.了解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制动力分配控制策略。 

6.掌握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模糊逻辑能量管理策略。 

第五章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主要内容： 

1.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类型和特点。 

2.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对燃料电池的基本要求和关键技术。 

3.燃料电池发动机、辅助动力源、DC/DC 变换器、驱动电动机、动力电控系

统的基本构造和原理。 

4.驱动电动机、传动系传动比 

5.燃料电池和辅助动力源的基本构造和原理。  

重点：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类型和特点；燃料电池发动机；辅助动力源；驱

动电动机；传动系传动比。  



难点：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对燃料电池的基本要求和关键技术；DC/DC 变换器；

驱动电动机；动力电控系统；燃料电池；辅助动力源。  

基本要求：   

1.了解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类型和特点。   

2.掌握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对燃料电池的基本要求和关键技术。 

3.了解燃料电池发动机、辅助动力源、DC/DC 变换器、驱动电动机、动力电

控系统的基本构造和原理。 

5.了解驱动电动机、传动系传动比 

6.燃料电池和辅助动力源的基本构造和原理。  

第六章 其他新能源汽车   

主要内容： 

1.天然气汽车的分类、特点、结构、原理、发展现状和趋势。 

2.液化石油气汽车的特点、结构、原理、发展现状与趋势。  

3.甲醇燃料汽车的定义、特点、发展现状与趋势。 

4.乙醇燃料汽车的特点、发展现状与趋势。 

5.二甲醚燃料汽车的特点、发展现状与趋势。 

6.氢燃料汽车的特点。 

重点：天然气汽车的分类和特点；液化石油气汽车的特点、结构和原理；甲

醇燃料汽车的定义与特点；乙醇燃料汽车的特点；二甲醚燃料汽车的特点；氢燃

料汽车的特点；太阳能汽车的基本结构和原理。 

难点：天然气汽车的结构、原理、现状、趋势；液化石油气汽车的发展现状

与趋势。甲醇燃料汽车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乙醇燃料汽车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二

甲醚燃料汽车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氢燃料汽车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太阳能汽车的、

现状、趋势。 

基本要求：   

1.掌握天然气汽车的分类、特点、结构、原理、发展现状和趋势。 

2.掌握液化石油气汽车的特点、结构、原理、发展现状与趋势。  

3.了解甲醇燃料汽车的定义、特点、发展现状与趋势。 

4.了解乙醇燃料汽车的特点、发展现状与趋势。 



5.了解二甲醚燃料汽车的特点、发展现状与趋势。 

6.了解氢燃料汽车的特点。 

6、实践教学环节 

（1）采用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的方法：对每个知识模块均以一个实际设备设

计任务贯穿始终，以设备功能的最终实现为目标带动教学，以设备功能的实现过

程为脉络分层次教学。在课程学习和项目训练过程中，产品开发的核心任务将逐

步得以解决，学生可将所学知识加以综合应用，设计、制作、调试出具有实际意

义的设备模型。 

（2）采用边学边做、层层递进的方法：讲解与演示相结合、“我教”与“你

做”相结合，在讲解了某一模块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方法后，让同学举一反三，自

己完成更进一步的过程，教师再予以总结提炼。如此不断反复循环、层层递进，

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3）教学中要注重创设教育情境，争取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要充分利

用挂图、投影、多媒体、防真、实物等教学手段。 

5、教学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1、采用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的方法：对每个知识模块均以一个实际设备设计

任务贯穿始终，以设备功能的最终实现为目标带动教学，以设备功能的实现过程

为脉络分层次教学。在课程学习和项目训练过程中，产品开发的核心任务将逐步

得以解决，学生可将所学知识加以综合应用，设计、制作、调试出具有实际意义

的设备模型。 

2、采用边学边做、层层递进的方法：讲解与演示相结合、“我教”与“你做”

相结合，在讲解了某一模块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方法后，让同学举一反三，自己完

成更进一步的过程，教师再予以总结提炼。如此不断反复循环、层层递进，充分

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3、教学中要注重创设教育情境，争取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要充分利用

挂图、投影、多媒体、防真、实物等教学手段。 

（2）学时安排 



章序 内容 课时 

一 绪论 2 

二 新能源汽车 12 

三 电动汽车储能装置 8 

四 电动汽车电机驱动系统 4 

五 电动汽车能量管理与回收
系统   2 

六 其他新能源汽车                2 

（3）教师素质要求 

要求教师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较广泛的专业知

识和相关学科的知识，以解决教学、科研、实践工作中不断涌现的问题；要求教

师具备较高的教学能力；擅长实践并指导学生的能力。 

（4）校内外实训条件 

校内有相关实训设备。 

（5）考核与评价建议 

1.平时成绩与期终成绩：平时成绩占 30%，包括出勤、课堂提问、讨论等；

期终成绩占 70%。 

2.综合考核成绩的计算：平时成绩×30%+期末考试成绩×70％=100%。 

6、相关参考规范 

教材： 

《新能源汽车概论》主编：崔胜民 韩家军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

间：2011 年。 

参考书： 

1. 《新能源汽车技术》主编：崔胜民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年。 

2. 《新能源汽车技术》主编：张金柱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2年。 

3. 《新能源汽车技术及其未来》主编：石川宪二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

版时间：2012年。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5%B4%94%E8%83%9C%E6%B0%91&search-alias=books
http://www.golden-book.com/booksinfo/17/1752822.html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B4%DE%CA%A4%C3%F1_1
http://www.golden-book.com/booksinfo/17/1752822.html
http://www.golden-book.com/search/?key1=%D5%C5%BD%F0%D6%F9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7%9F%B3%E5%B7%9D%E5%AE%AA%E4%BA%8C&search-alias=books


《AutoCAD》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Auto CAD》课程是机类及近机类专业的必修专业基础课程，是一门实践性

很强的课程。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Auto CAD》软件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熟练掌握机械零件图和装配图的绘制，掌握三维零件和机器的绘制。本课程是《机

械制图》的后续课程，在学习 AutoCAD 软件使用的同时，强化制图国家标准的理

解。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让学生掌握 AutoCAD 软件的使用，达到绘图员中、

高级水准，并获得《AutoCAD 绘图初级》证书，以适合于企业工厂绘图员岗位的

需要。 同时为进一步学习后续《机械零件设计》、《数控机床与编程》、《模具

CAD/CAM》等课程服务。 

2、课程培养目标 

本课程结合机械制图课程，主要介绍 AutoCAD 绘图软件常用命令及其使用，

以机械工程图的二维平面绘图为主，以三维实体设计为辅，整个课程教学穿插机

械制图方法和制图标准的内容。使学生熟练掌握用 AutoCAD绘制二维工程图，一

般三维立体图的方法，了解建立标准件和常用件图库的方法。具体要求如下： 

１、了解 AutoCAD 技术的特点和运行环境，掌握 AutoCAD 的安装，启动，用

户界面和文件操作。 

２、掌握二维绘图的常用命令和基本操作，了解图形空间和图纸空间的概念。 

３、掌握图形绘制与编辑操作，了解属性的概念，创建、编辑及信息的提取

与输出。 

４、了解尺寸的组成，掌握尺寸标注样式的设定，尺寸及公差标注的方法步

骤，会编辑尺寸标注。 

５、掌握文本的注释及编辑方法，图块的建立和插入。 

６、了解 AutoCAD 三维绘图功能，能绘制简单的三维图形。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第一章   AutoCAD2008 简介（2学时） 

1、教学要求： 

了解 AutoCAD 概述和发展趋势 ，AutoCAD 运行的硬件环境、安装、启动和



退出。掌握 AutoCAD 的操作界面及绘图环境设定。AutoCAD2008 的新增功能及工

作界面。 

2、教学内容： 

⑴、AutoCAD概述 

⑵、AutoCAD的安装、启动和退出 

⑶、AutoCAD的工作界面  

（4）、绘图环境的设定 

（5）、图形文件的打开、保存、复制等操作 

（6）、图形界限. 

（7）、图形显示 

第二章  AutoCAD2008 初步 （4学时） 

1、教学要求： 

掌握 AutoCAD2008 命令的基本操作方法，坐标系和辅助绘图功能的使用。命

令的输入方式，对象捕捉和选择，能绘制简单图形。 

2、教学内容： 

（1）、直线绘图命令 

（2）、图形对象的选择 

（3）、辅助功能（捕捉，栅格，正交，极轴，对象捕捉，对象追踪等） 

（4）简单命令图形绘制 

（5）、坐标系 

第三章    绘制平面图形（4学时） 

1、教学要求： 

基本图形元素（直线、圆、圆弧和矩形）的画法是绘图的基础。通过本章教

学，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绘图命令及其使用，基本图形的绘制、编辑方法和操作

步骤。掌握精确绘图工具的使用，熟悉对象捕捉和极轴的设置与运用。 

2、教学内容: 

⑴、二维绘图命令 

⑵、二维绘图的编辑命令 

⑶、精确绘图 



⑷、控制图形显示  

第四章  图层的创建与使用  2学时 （4学时） 

1、教学要求： 

理解图层的概念，熟悉图层的创建及运用，了解图形文件的操作方法和工程

图样板图创建。 

2、教学内容: 

⑴、图层的概念； 

⑵、设置图层的颜色、线型、线宽； 

⑶、图层的管理; 

第五章   绘制平面图形综合实例（6学时） 

1、教学要求： 

巩固加强常用绘图与修改命令的使用，熟练掌握绘制平面图形的一般步骤和

方法，并从中掌握一定的绘图操作技巧。 

2、教学内容: 

1.吊钩 

2.三视图 

3.三视图补充 

4.斜视图 

5.剖视图 

6.轴测图 

第六章  输入和编辑文字（4学时） 

1、教学要求： 

掌握文本样式设置，文本的注释及编辑。 

2、教学内容: 

（1）、文本格式设置； 

（2）、特殊符号输入； 

（3）、创建表格 

第七章   尺寸标注和编辑(4学时) 

1、教学要求： 



掌握尺寸样式的设置，尺寸、公差的标注和尺寸的编辑方法. 

2、教学内容: 

⑴、创建与设置标注样式； 

⑵、尺寸标注； 

⑶、公差标注。 

第八,九,十一章   块,样板图与设计中心,图形打印和输出(8学时) 

1、教学要求： 

掌握块的编辑,插入,分解.了解图形的打印和布局 

2、教学内容: 

⑴. 图块的定义、插入、分解、编辑 

⑵. 属性建立、编辑、附着到块上； 

⑶、图案充填; 

⑷. 设计中心的基本功能； 

⑸、插入图形资源； 

⑹、创建与管理图纸集。 

⑺、绘制样板图； 

⑼、 布局设置 

⑽、 打印输出。 

第十章 绘制机械图样应用实例(8学时) 

1、教学要求： 

熟练掌握利用 AutoCAD软件绘制机械零件图的方法、步骤。 

2、教学内容: 

⑴、轴的零件图绘制 

⑵、座体类零件图绘制 

⑶、千斤顶装配图绘制 

第十二章 创建三维实体(8学时) 

1、教学要求： 

了解 AutoCAD三维实体造型的功能和方法，了解三维实体造型的一般步骤。

通过教学和上机实训要求学生能完成简单三维实体的造型。 



2、教学内容: 

⑴、三维设计概述； 

⑵、 图形视图显示控制； 

⑶、坐标系转换； 

⑷、创建与编辑三维实体模型。 

4、实践教学环节 

教师应根据不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因材施教，发挥接受和学习效

果好的学生独特的带动作用，制定符合不同层次的学生可以接受的实践教学内容。

教学要采用积极引导的教学方法，结合 CAD 学习专业情况，上机实操，给予学生

适当的鼓励，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要充分利用图片、

视频播放、多媒体等教学手段。 

5、教学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1、教师应依据学习目标要求选择典型的工作任务来安排和组织教学活动。教

学过程中应以学生为主体设计教学结构，营造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激发学生

参与教学活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学习信心与成就感。教师在指导

学生完成工作任务或项目过程中，需要将机械设计 CAD 有关知识、技能与职业道

德和情感态度有机地融入其中，让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构建机械设计 CAD 的知

识和能力，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力。 

（2）学时安排 

第一章   AutoCAD2008 简介（2学时） 

第二章  AutoCAD2008 初步 （4学时） 

第三章    绘制平面图形（4学时） 

第四章  图层的创建与使用  2学时 （4学时） 

第五章   绘制平面图形综合实例（6学时） 

第七章   尺寸标注和编辑(4学时) 

第六章  输入和编辑文字（4学时） 

第十章 绘制机械图样应用实例(8学时) 



第八,九,十一章   块,样板图与设计中心,图形打印和输出(8学时) 

第十二章 创建三维实体(8学时) 

(3)教师素质要求 

要求教师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较广泛的专业知

识和相关学科的知识，以解决教学、科研、实践工作中不断涌现的问题；要求教

师具备较高的教学能力；擅长实践并指导学生的能力。 

（4）校内外实训条件 

校内有相关实训软件，与课程同步实训。 

（5）考核与评价建议 

本课程为考查课，不参加期末考试。成绩考核以出勤，平常考核和课后练习

作业结合进行。平常考核指课堂提问，平时上机练习等的评分。教师根据各个学

生绘图的熟练程度和准确度进行综合评分，作为最后成绩。  

成绩折算：成绩 =出勤（10%）+ 平常考核（60%）+ 课后练习（30%）。  

6、相关参考规范 

1、《中文版 AutoCAD2005 基础教程》，薛焱、盛和太主编，清华大学出版

社   

2、《中文版 AutoCAD2004 基础与实例》，陈进编，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3、《AutoCAD2005 通用机械设计》胡仁喜、赵永玲、齐月静编著，机械工业

出版社出版 

4、《中文版 AutoCAD2006 实例教程》，刘哲、刘宏丽编著，大连理工大学出

版社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汽车维修专业的核心课程，课程主要培养学生在“汽车发动机检修”

领域内的核心职业能力，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汽车发动机的组成、工作

原理和检修方法，同时会使用检测仪器对发动机进行故障检测、诊断和排除。 



本课程为学生学习后续课程和培养毕业后所从事岗位需要的职业能力，以及

提高适应汽车技术发展所必须具有的继续学习能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基本理念 

为适应汽车专业教学一体化改革的需要，加强专业教学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本课程以完成工作任务为目标，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分项目按工

作任务来实施，做到学中有做和做中有学，突出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突出学校

教学与企业生产过程相结合的教学理念。 

（三）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以企业工作中诊断和排除汽车发动机故障的职业能力为主线，将工作

过程、教学过程和学生自主学习和训练的过程进行有机结合。教学的组织按照理

实一体的方式，使学生获得汽车发动机的基本结构、原理、检修方面的系统知识，

具备对汽车发动机进行检修的基本技能，同时注重培养创新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工

作态度及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课程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体现了典型工作岗位所需要的职业能力要求，融操

作能力培养和理论知识传授于一体。 

2、课程培养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各项目教学的实施，使学生获得汽车发动机的基

本结构、原理、检修方面的系统知识，培养学生在“汽车发动机检修”领域内的

核心职业能力，使学生掌握汽车发动机的组成、工作原理和检修方法，同时会使

用检测仪器对发动机进行故障检测、诊断和排除，具备对汽车发动机进行检修的

基本技能，同时注重培养创新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及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一）知识目标 

1．熟悉汽车发动机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熟悉发动机的维护和修理基本理论； 

3．掌握发动机常用的维护、修理工具及设备的用途和使用方法。 

（二）能力目标 

1．具备安全生产的能力； 

2．能熟练使用发动机常用的维护、修理工具及设备； 



3．能对发动机主要零部件进行结构和原理分析； 

4．初步具备对发动机故障进行诊断和排除的能力； 

5．初步具备按维修工艺对发动机进行维修、装配、调整和性能试验的能力。 

（三）素质目标 

1．具有团结协作的态度； 

2．具有创新精神；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念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项目一 发动机总体构造 

【学习目的要求】 

1.熟悉发动机的总体结构以及各组成机构。 

2.懂得各零部件的名称。 

【教学重点】 

发动机总体构造及四冲程发动机工作原理。 

【教学难点】 

汽油发动机与柴油发动机的主要区别、结构与原理。 

【教学内容】 

1.汽车发动机的类型、总体构造和基本工作原理。 

2.发动机基本术语、主要技术参数和国产发动机的编号规则。 

3.发动机主要性能指标的定义和作用。 

任务一发动机的总体构造 

任务二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项目二 曲柄连杆机构 

【学习目的要求】 

1．了解曲柄连杆机构各组成主要零部件的材料。 

2．理解曲柄连杆机构的作用、组成、工作原理；各组成主要零部件的构造、

装配关系、工作环境、工作过程。 

【教学重点】 



曲柄连杆机构的结构、工作原理 

【教学难点】 

曲柄连杆机构的测量 

【教学内容】 

1.曲柄连杆机构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2.曲柄连杆机构的功用、组成、主要零部件的构造和装配连接关系。 

项目三 配气机构 

【学习目的要求】 

1．了解发动机的换气过程，配气机构主要零部件的制作材料。 

2．理解配气机构的作用、组成、工作原理；各主要零部件的构造、装配关系、

工作环境、工作过程；配气相位的定义及对发动机工作的影响。可变配气相位与

气门升程电子控制机构的结构、工作原理。 

【教学重点】 

配气相位的概念与调整；配气机构主要零件的构造；气门间隙的概念与调整；

液力挺杆结构和工作原理。 

【教学难点】 

液力挺杆结构和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1．配气机构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2．发动机的换气过程。 

3.配气机构的功用、组成、主要零部件的构造和装配连接关系。 

项目四 电控燃油喷射系统 

【学习目的要求】 

1.了解电控燃油系统的作用及种类。 

2.掌握电控燃油系统的基本组成。 

3.掌握电控燃油系统的传感器及执行器。 

【教学重点】 

电控燃油系统的组成 

【教学难点】 



传感器的原理 

【教学内容】 

1.电控燃油喷射系统的组成及种类。 

2.电控系统传感器的种类、原理及检测。 

任务一电控汽油喷射系统的认知 

项目五 柴油机燃油供给系 

【学习目的要求】 

1.掌握柴油机供给系功用、组成。 

2.掌握喷油器、喷油泵、调速器等机件的构造与工作原理。 

3.了解电控柴油喷射系统构造与原理。 

【教学重点】 

柴油机供给系功用、组成；喷油器、喷油泵、调速器等机件的构造与工作原

理；柴油机供给系的维护。 

【教学难点】 

柴油机供给系的故障诊断的方法；喷油器、喷油泵、调速器等机件的构造与

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1.柴油机燃油供给系统组成。 

2.柴油机燃油系统主要部件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3.柴油机进排气系统。 

4.柴油机燃油供给系的维护与调试。 

活动一柴油机燃料供给系概述 

活动二柴油机混合气的形成与燃烧室 

活动三柴油机燃料供给系主要部件构造与检修 

活动四柴油机燃油供给系统辅助装置 

活动五电控柴油机燃料供给系统简介 

任务五喷油器、喷油泵的拆装 

 

 



项目六 冷却系 

【学习目的要求】 

1.掌握冷却系的功用、组成、冷却液循环路线。 

2.掌握冷却系主要机件构造及工作原理。 

3.掌握冷却系主要部件的维护与检修知识。 

4.掌握冷却系常见故障的诊断方法。 

【教学重点】 

冷却系的功用、组成、冷却液循环路线；冷却系主要机件构造及工作原理。 

【教学难点】 

冷却系主要部件的维护与检修知识；冷却系常见故障的诊断方法。 

【教学内容】 

1.汽车冷却系组成。 

2.汽车冷却系主要部件的结构与原理。 

3.汽车冷却系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 

任务一发动机冷却系概述 

任务二冷却系主要部件的构造与维修 

 

项目七 润滑系 

【学习目的要求】 

1.掌握润滑系的功用、组成、机油压力润滑循环路线。 

2.掌握润滑系主要机件构造及工作原理。 

3.掌握润滑系主要部件的维护与检修知识。 

4.掌握润滑系常见故障的诊断方法。 

【教学重点】 

润滑系组成及主要部件构造与原理。 

【教学难点】 

润滑系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 

【教学内容】 

1.润滑系组成及主要部件构造与原理。 



2.润滑系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 

任务一润滑系的概述 

任务二润滑系主要部件的构造与维修 

 

项目八发动机装配与调试 

【学习目的要求】 

1.掌握发动机装配、调整的方法与原则。 

2.了解解发动机磨合的必要性及工艺规范要求。 

3.理解掌握发动机的特性。 

4.了解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的方法。 

【教学重点】 

发动机装配、调整的方法与原则。 

【教学难点】 

发动机的特性；发动机磨合的必要性及工艺规范要求。 

【教学内容】 

1.发动机的特性。 

2.发动机装配与调试。 

3.发动机试验。 

任务一发动机的装配与调试 

4.实践教学环节 

（1）教育部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 

（2）课程组共同开发特色学材、课程标准、学习情境设计、教案、多媒体课

件、教案、PPT课件、教学图片、教学案例、教学视频等课程资源； 

（3）同时 40 人单人单机进行模拟仿真学习，利用学院现有《科鲁兹发动机

拆装虚拟软件》，模拟拆装发动机外围部件，凸轮轴盖，油底壳，气缸体，气缸

盖，正时机构以及发动机总成的拆卸和安装，对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和故障维修仿

真学习。 

 



5、教学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1.情境设计及项目、任务选取建议 

情境设计要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体现教学改革的创新性和先进性。项目

任务的选取要体现职业岗位实际技能需求，大小和数量应适中，不宜过大、过多，

项目要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具有真实性（职业性）、典型性、完整

性。 

2.教学资源利用建议 

在教学任务的实施过程中，要有具备一定实践经验和丰富的理论知识的教师

组织进行。在教学设施上，要有理实一体教学、任务驱动教学的教学场所，教学

设备上，要有与教材相配套的实习训练设备，构建先进完整的信息平台，要有与

专业相适应的实习训练基地，使我们的培养对象能够满足和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2）学时安排 

主要学习任务 参考
学时 

项目一 
发动机总体构造 

1.汽车发动机的类型、总体构造和基本工作原理。 
2.发动机基本术语、主要技术参数和国产发动机的编
号规则。 
3.发动机主要性能指标的定义和作用。 

4 

项目二 
曲柄连杆机构 

1.曲柄连杆机构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2.曲柄连杆机构的功用、组成、主要零部件的构造和
装配连接关系。 

18 

项目三 
配气机构 

1．配气机构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2．发动机的换气过程。 
3.配气机构的功用、组成、主要零部件的构造和装配
连接关系。 

18 

项目四 
电控燃油喷射系
统 

1.电控燃油喷射系统的组成及种类。 
2.电控系统传感器的种类、原理及检测。 4 

项目五 
柴油机燃油供给
系 

1.柴油机燃油供给系统组成。 
2.柴油机燃油系统主要部件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3.柴油机进排气系统。 
4.柴油机燃油供给系的维护与调试。 
 

4 

项目六 
冷却系 

1.汽车冷却系组成。 
2.汽车冷却系主要部件的结构与原理。 
3.汽车冷却系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 

4 

项目七 
润滑系 

1.润滑系组成及主要部件构造与原理。 
2.润滑系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 4 



项目八 
发动机装配与调
试 

1.发动机的特性。 
2.发动机装配与调试。 
3.发动机试验。 

4 

总课时 60 

（3）教师素质要求 

在汽车机电维修岗位有多年工作经验，了解汽车机械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具有丰富的汽车发动机机械故障检修的实践经验，有一定的教学经验，能够协助

专业教师或独立承担理论实践一体化、工学结合的学习领域课程教学。 

（4）校内外实训条件 

校内有发动机实训拆装仿真软件实训等相关实训设备。 

（5）考核与评价建议 

1.平时成绩与期终成绩：平时成绩占 30%，包括出勤、课堂提问、讨论等；

期终成绩占 70%。 

2.综合考核成绩的计算：平时成绩×30%+期末考试成绩×70％=100%。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是高等职业教育汽车类专业教学改革规划教材。本书以就业为

导向，以培养汽车后市场服务人才为目标，以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

重实用，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方法的应用。 

本课程系统地介绍了现代汽车底盘的基本结构原理、检测方法、常见故障诊断及排除方法；

主要内容包括：离合器的检修、变速器的检修、万向传动装置的检修、驱动桥的检修、车架

与车桥的检修、悬架的检修、车轮与轮胎的检修、转向系统的检修、制动系统的检修。 

2、课程培养目标 

1．课程目标 

1.1 课程总体目标 

本课程以培养学生具有扎实专业知识和熟练操作技能为目的，理论方面着重基础知识、

基本原理的讲述；检修方面侧重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包括常用工具、专用工具、仪器、仪

表的使用，各零部件和总成的拆装、检测和维修。 



1.2 课程职业能力目标 

1.3 课程基础能力目标 

序号 课  程  基  础  能  力   目   标 

1 掌握离合器的工作原理与检修方法 

2 掌握变速器的工作原理及检修方法 

3 掌握悬挂系统的工作原理及检修 

4 掌握万向传动装置的工作原理及检修 

5 掌握驱动桥的工作原理及故障的检修 

6 掌握车架与车桥的工作原理及故障的检修 

7 掌握转向系统的原理及检修 

   8 掌握制动系统的原理及检修 

1.4 课程社会能力目标 

序号 课  程  社  会  能  力   目   标 

1 提高学生在工作中的 5S规范意识 

2 增强学生在工作中的专业知识 

3 提高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态度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1. 离合器的检修 

2. 变速器的检修 

3. 万向传动装置的检修 

4. 驱动桥的检修 

5. 悬架系统的检修 

6. 车架与车桥的检修 

7. 车轮与轮胎的检修 

8. 机械转向系统的检修 

序号 课  程  职  业  能  力   目   标 

1 合理阐述汽车底盘各部件的工作原理 

2 掌握述汽车底盘各部件的检修方法 

3 正确使用常用的检测仪器、工具、设备 

4 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9. 动力转向系统的检修 

10. 制动系统的检修 

4、实践教学环节 

离合器的拆装与测量、 变速器的拆装、 万向传动装置的拆装、 驱动桥的拆装、 悬架

系统的拆装、 车轮与轮胎的拆装与检修、 转向系统的拆装、制动系统的拆装与测量 

5、教学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本课程实行实训任务驱动教学。 

（2）学时安排 

学时：60    学分：4 

（3）教师素质要求 

     教师要求双师性、教师具有较强的实践技能。 

（4）校内外实训条件 

校内有汽车整车实训，校外有实训工厂。 

（5）考核与评价建议 

建立过程项目考评与期末考评相结合的考评方式。其中项目考评为本课程各项目考评

成绩的平均值。 

6、相关参考规范 

文定凤/杨长忠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机械工业出版社 

 

《汽车空调构造与维修》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汽车空调系统结构与检修》是高等职业教育汽车类专业教学改革规划教材。本书以就

业为导向，以培养汽车后市场服务人才为目标，以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注重实用，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方法的应用。 

本课程系统地介绍了现代汽车空调系统的基本结构原理、检测方法、常见故障诊断及排

除方法；主要内容包括：汽车空调的总体认识、汽车空调系统零部件的检修、汽车空调制冷



系统的维护与检修、汽车空调通风、取暖与配气系统的检修、汽车空调系统电路检修基础、

汽车自动空调电路检修、汽车自动空调控制系统检修。 

2、课程培养目标 

1．课程目标 

1.1 课程总体目标 

本课程以培养学生具有扎实专业知识和熟练操作技能为目的，理论方面着重基础知识、

基本原理的讲述；检修方面侧重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包括常用工具、专用工具、仪器、仪

表的使用，各零部件和总成的拆装、检测和维修。 

1.2 课程职业能力目标 

1.3 课程基础能力目标 

序号 课  程  基  础  能  力   目   标 

1 掌握空调制冷系统的工作原理与检修方法 

2 掌握空调取暖系统的工作原理及检修方法 

3 掌握汽车空调系统基础电路的检修方法 

4 掌握汽车自动空调系统的工作原理及故障的检修 

1.4 课程社会能力目标 

序号 课  程  社  会  能  力   目   标 

1 提高学生在工作中的 5S规范意识 

2 增强学生在工作中的专业知识 

3 提高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态度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1.汽车空调的总体认识； 

2.汽车空调系统零部件的检修； 

序号 课  程  职  业  能  力   目   标 

1 合理阐述空调系统各部件的工作原理 

2 掌握空调系统各部件的检修方法 

3 正确使用常用的检测仪器、工具、设备 

4 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3.汽车空调制冷系统的维护与检修； 

4.汽车空调通风、取暖与配气系统的检修； 

5.汽车空调系统电路检修基础； 

6.汽车自动空调电路检修； 

7. 汽车自动空调控制系统检修； 

4、实践教学环节 

压缩机的拆装、冷凝器的拆装、蒸发箱与鼓风机的拆装、空调系统检测

与故障诊断、制冷剂的加注与检测。 

5、教学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本课程实行实训任务驱动教学。 

（2）学时安排 

学时：60  学分：4 

（3）教师素质要求 

        教师要求双师性、教师具有较强的实践技能。 

（4）校内外实训条件 

校内有汽车空调实训台架、整车，校外有实训工厂。 

（5）考核与评价建议 

建立过程项目考评与期末考评相结合的考评方式。其中项目考评为本

课程各项目考评成绩的平均值。 

8、相关参考规范 

余烽  汽车空调检测与维修   重庆大学出版社  

 

 

 



《汽车电器设备构造与维修》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汽车电器课程是汽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该课程前述课程是

汽车电子电工、汽车电路识图，后续课程为电控发动机、车身电控。 

在引导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职业素养的养成等方面起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课程培养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1. 掌握常用汽车电器设备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2. 具有对汽车电气系统及零部件的检测、维修、试验和故障诊断能力。 

3. 培养学生读识汽车电器系统电路图的能力。 

4. 培养对汽车电气系统检测、维修的实践技能。 

（2）过程与方法目标 

本课程依据实训任务驱动进行，由行动导向组织实施。学生通过做中学、边

学边做、学做结合掌握汽车电器相关知识与实践技能。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但能掌握汽车电器的基础知识以及专业技能，还

能够培养团队协作、沟通表达、职业道德与规范等综合素质。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1.蓄电池结构、原理和检修方法； 

2.交流发电机及其电压调节器结构、原理和检修方法； 

3.起动机结构、原理和检修方法； 

4.点火系统结构、原理和检修方法； 

5.照明系统、信号系统、报警装置结构、原理和检修方法； 



6.汽车仪表结构、原理和检修方法； 

7.汽车辅助装置结构、原理和检修方法； 

8.汽车电器设备线路结构、原理和检修方法； 

4、实践教学环节 

蓄电池检测、发电机的坼装、起动机的坼装、点火系统检测与故障诊断、

汽车照明与信号系统、整车电路故障诊断。 

5、教学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本课程实行实训任务驱动教学。 

（2）学时安排 

学时：60  学分：4 

（6）教师素质要求 

        教师要求双师性、教师具有较强的实践技能。 

（7）校内外实训条件 

校内有汽车电器实训台架、整车，校外有实训工厂。 

（8）考核与评价建议 

建立过程项目考评与期末考评相结合的考评方式。其中项目考评为本

课程各项目考评成绩的平均值。 

6、相关参考规范 

梁家荣.汽车电汽设备构造与维修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汽车电控发动机》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汽车电控发动机课程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的核心课程，其

教学任务是通过理论讲授和实践教学相结合，使学生掌握电控发动机系统结构、



基本原理以及使用维护和检测方法。该课程前述课程是汽车电子电工、汽车电路

识图，后续课程为车身电控。 

在引导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职业素养的养成等方面起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 

2、课程培养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1.能够快速识别汽油发动机电控系统； 

2.能够遵循故障诊断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基本方法对汽油发动机电控系

统进行故障诊断； 

3.掌握电控燃油系统的结构及原理，能够对燃油供给系统进行故障诊断和检

修； 

4.掌握电控点火系统的结构及原理，能够对点火系统进行故障诊断和检修； 

5.掌握进气控制系统的结构及原理，能够对进气控制系统进行故障诊断和检

修； 

6.掌握电控排放控制系统的结构及原理，能够对排放控制系统进行故障诊断

和检修； 

7.能够对发动机进行测试，检查和评估汽油发动机管理系统修复质量。 

（2）过程与方法目标 

本课程依据实训任务驱动进行，由行动导向组织实施。学生通过做中学、边

学边做、学做结合掌握汽车电控发动机相关知识与实践技能。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但能掌握汽车电控发动机的基础知识以及专业技

能，还能够培养团队协作、沟通表达、职业道德与规范等综合素质。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1.发动机微机控制系统故障诊断策略； 

2.发动机微机控制燃油系统的检修； 

3.发动机微机控制点火系统的检修； 

4.发动机微机控制进气系统的检修； 



5.发动机微机控制排放系统的检修； 

6.发动机综合故障诊断。 

4、实践教学环节 

电控发动机空气共给系统检修；燃油系统的检修；点火系统的检修；排放系

统的检修；电控发动机综合故障检修。 

5、教学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本课程实行实训任务驱动教学。 

（2）学时安排 

学时：60  学分：4 

（9）教师素质要求 

        教师要求双师性、教师具有较强的实践技能。 

（10）校内外实训条件 

校内有汽车电控发动机实训台架、整车，校外有实训工厂。 

（11）考核与评价建议 

建立过程项目考评与期末考评相结合的考评方式。其中项目考评为本

课程各项目考评成绩的平均值。 

6、相关参考规范 

刘毅斌.汽车电控发动机构造与检修 东北大学出版社 

 

《汽车车身电控系统》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汽车车身电控系统结构与检修》是高等职业教育汽车类专业教学改革规划

教材。本书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汽车后市场服务人才为目标，以技术应用能力

为主线，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用，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方

法的应用。 



本课程系统地介绍了现代汽车车身电控系统的基本结构原理、检测方法、常

见故障诊断及排除方法；主要内容包括：安全气囊与安全带系统、汽车巡航控制

系统、汽车车载网络系统、汽车电动车窗与天窗系统、汽车电动座椅与电动后视

镜系统、汽车音响与车载免提系统。 

2、课程培养目标 

1．课程目标 

1.1 课程总体目标 

本课程以培养学生具有扎实专业知识和熟练操作技能为目的，理论方面着重

基础知识、基本原理的讲述；检修方面侧重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包括常用工具、

专用工具、仪器、仪表的使用，各零部件和总成的拆装、检测和维修。 

1.2 课程职业能力目标 

1.3 课程基础能力目标 

序号 课  程  基  础  能  力   目   标 

1 掌握安全气囊与安全带系统的工作原理与检修方法 

2 掌握巡航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及检修方法 

3 掌握汽车车载网络系统的工作原理及检修 

4 掌握汽车电动车窗与天窗系统的工作原理及故障的检修 

5 掌握汽车电动座椅与电动后视镜系统的原理及检修 

    6 掌握汽车音响与车载免提系统的原理及检修 

1.4 课程社会能力目标 

序号 课  程  社  会  能  力   目   标 

1 提高学生在工作中的 5S规范意识 

2 增强学生在工作中的专业知识 

3 提高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态度 

序号 课  程  职  业  能  力   目   标 

1 合理阐述车身电控系统各部件的工作原理 

2 掌握车声电控系统各部件的检修方法 

3 正确使用常用的检测仪器、工具、设备 

4 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1.认识安全气囊系统 

2.安全气囊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3.汽车座椅安全带系统 

4.安全气囊系统的检修 

5.认识汽车巡航控制系统 

6.汽车巡航控制系统控制部件结构 

7.认识车载网路系统 

8.CNA 总线传输系统 

9.其他类型总线传输系统 

10.车载网路系统故障检测 

11.认识汽车电动车窗 

12.汽车电动车窗的工作原理 

13.电动天窗的结构与原理 

14.电动天窗的检测 

15.认识汽车电动座椅 

16.电动座椅控制电路的检修 

17.带有加热系统的电动座椅 

18.汽车音响的操作与使用 

19.汽车音响系统的检修 

20.车载免提系统 

4、实践教学环节 

安全气囊系统的检测、巡航系统的设定、高速 CAN系统的检测、电动门窗故障

诊断、电动座椅故障诊断、汽车音响系统故障诊断、蓝牙系统连接。 

5、教学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本课程实行实训任务驱动教学。 

（2）学时安排 



学时：60    学分：4 

（3）教师素质要求 

     教师要求双师性、教师具有较强的实践技能。 

（4）校内外实训条件 

校内有汽车整车实训，校外有实训工厂。 

（5）考核与评价建议 

建立过程项目考评与期末考评相结合的考评方式。其中项目考评为本课程各

项目考评成绩的平均值。 

6、相关参考规范 

刘春晖.汽车车身电控系统结构与检修 机械工业出版社 

 

《汽车拆装综合实训》课程标准 

1、 课程概述 

本课程包含汽车发动机、底盘、电器等各个部分总成及零部件的拆装工艺方法和

注意事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进一步理解和掌握汽车的结构和工作过程，即

加强了前面课程的学习，又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必要的基础。 

2、 课程培养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1.掌握汽车发动机、底盘、电气设备的拆装方法、步骤和技术要求。 

2.熟悉汽车发动机、底盘、车身、电气设备之间的连接关系。 

3.提高和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加深学生对理论学习的兴趣和理

解。 

4.培养学生对汽车发动机、底盘、电气设备故障诊断及排除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目标 

本课程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在实训课上重视过程和强调方法的学习，关

注学生的个性差异、能力发展，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增强学习知识的趣味和自信心，体会与团队合作交流的



重要，养成乐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优良品质，树立良好的职业修养和职业道德。 

3、 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1）发动机总成的拆装方法、步骤和技术要求。 

（2）离合器总成的拆装方法、步骤和技术要求。 

（3）手动变速器总成的拆装方法、步骤和技术要求。 

（4）自动变速器总成的拆装方法、步骤和技术要求。 

（5）转向系统的拆装方法、步骤和技术要求。 

（6）制动系统的拆装方法、步骤和技术要求。 

（7）悬架系统的拆装方法、步骤和技术要求。 

（8）电源系统的拆装方法、步骤和技术要求。 

（9）起动系统的拆装方法、步骤和技术要求。 

（10）点火系统的拆装方法、步骤和技术要求。 

（11）照明、信号、仪表、警报系统的拆装方法、步骤和技术要求。 

（12）空调系统的拆装方法、步骤和技术要求。 

4、 实践教学环节 

发动机总成的拆装、离合器总成拆装、手动变速器总成拆装、自动变速器总

成拆装、转向器的拆装、制动器的拆装、减振器的拆装、发电机的拆装、蓄电池

的拆装、起动机的拆装、点火系统的拆装、前组合灯的拆装、仪表盘的拆装、空

调系统的拆装。 

5、 教学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本课程以实训为主，课堂为辅，采用驱动型教学，充分体现教师教学和学生

学习的驱动性。 

（2）学时安排 

学时：90  学分：4 

（3）教师素质要求 

1.要求双师型教师，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较强的实践技能。 

2.具有教学组织、管理及协调能力。 

（4）校内外实训条件 



校内有实训发动机台架、整车，校外有实训工厂。 

（5）考核与评价建议 

建立学习过程与总评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考核机制。实行

百分制考核，平时考核占 60%，期末考核占 40%。 

6、 相关参考规范 

程晟.汽车拆装技能训练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汽车定期维护实训（二）》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汽车定期维护实训（二）》是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核心课程，其主要功

能是使学生掌握汽车维护与保养的基本知识，具备独立完成汽车维护工作，保持

车辆正常行驶性能的能力，能胜任汽车维修企业的机修工、快速保养等一线工作

岗位。 

该课程在引导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职业素养的养成等方面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课程培养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1. 依据车辆技术状况，遵循车辆维护工作安全规范，制定维护工作计划，能

正确选择检测设备、查询车辆技术档案，能运用工具、设备对车辆进行维护； 

2. 能独立完成汽车发动机系统、汽车制动系统、汽车空调系统的维护作业内

容； 

3. 能掌握汽车维护相关设备、仪器使用知识， 能正确使用汽车维护所需的

常用设备、工具和检测仪器； 

4. 能根据环境保护要求，处理使用过的辅料、废气液体及损坏零部件。能遵

守相关法律、技术规定，按照正确规范进行操作，保证汽车维护质量。 

（2）过程与方法目标 

本课程依据实训任务驱动进行，由行动导向组织实施。学生通过做中学、边

学边做、学做结合掌握汽车整车维护与检修相关知识与实践技能。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但能掌握汽车整车维护与检修的基础知识以及专

业技能，还能够培养团队协作、沟通表达、职业道德与规范等综合素质。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序号 项目 目标 

1 了解汽车维护制度； 
3. 了解我国的汽车维护制度； 

4. 说出汽车维护的内容； 

2 新车首次保养； 
3. 熟悉并掌握新车首次保养的内容与方法； 

4. 掌握车辆进入 4S 店后的接待流程； 

3 轮胎的检查与换位； 

3. 掌握轮胎的检查方法； 

4. 掌握轮胎的换位方法； 

5. 掌握举升机的使用规范； 

4 盘式制动器的维护与更换； 

3. 掌握刹车片的检查方法； 

4. 掌握刹车片的更换工艺； 

5. 掌握制动器的更换工艺； 

5 节气门及喷油器的维护； 
3. 掌握清洗节气门体的工艺流程与方法； 

4. 掌握清洗喷油器的工艺流程与方法； 

6 发动机传动带的检查与更换； 

3. 掌握常见发动机传动带的检查方法和更换

周期； 

4. 正确使用工具和设备； 

5. 掌握发动机传动带的调整、更换工艺； 

7 发电机的检查与更换； 
3. 说出发电机的工作原理； 

4. 正确规范地对发电机进行维护与更换； 

8 火花塞的检查与更换； 
5. 说出火花塞的工作原理； 

6. 正确规范地对火花塞进行维护与更换； 

9 发动机机油、机油滤清器的更换； 

4. 掌握发动机机油的选择方法； 

5. 掌握机油液位的检查方法； 

6. 掌握机油滤清器的更换工艺； 

10 自动变速器油的更换； 
3. 说出自动变速器油的基本知识； 

4. 正确规范地对自动变速器油进行更换； 

11 动力转向油的更换； 
3. 掌握动力转向油的检查及更换方法； 

4. 正确使用工具与设备； 

12 汽车空调制冷剂的回收、加注； 

1. 掌握空调制冷剂回收、加注的工艺以及涉及

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 

2. 会对汽车空调的制冷性能进行检测； 

3. 能够对汽车空调进行制冷剂的回收、加注； 

13 发动机冷却液的更换； 
1. 说出冷却液的基本知识； 

2. 正确规范地对冷却液进行更换； 

14 制动液的更换； 
1. 说出制动液的基本知识； 

2. 正确规范地对制动液进行更换； 



4、实践教学环节 

轮胎的检查与换位、盘式制动器的维护与更换、节气门及喷油器的维护、发

动机传动带的检查与更换、发电机的检查与更换、火花塞的检查与更换、发动机

机油、机油滤清器的更换、自动变速器油的更换、动力转向油的更换、汽车空调

制冷剂的回收、加注、发动机冷却液的更换、制动液的更换。 

5、教学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本课程实行实训任务驱动教学。 

（2）学时安排 

学时：102  学分：5 

教师素质要求 

        教师要求双师性、教师具有较强的实践技能。 

校内外实训条件 

校内有实训工厂，配套有整车及车辆保养所需的各项设备、工具，校外有实

训基地。 

考核与评价建议 

建立过程项目考评与期末考评相结合的考评方式。其中项目考评为本课程各

项目考评成绩的平均值。 

6、相关参考规范 

陈浮.汽车整车维护与检修 东北大学出版社  

 

《汽车故障检测与诊断实训》课程标准 

1、 课程概述 

本课程结合现代汽车故障检测与诊断的发展趋势，将汽车故障诊断、汽车维

护和修理融为一体，以故障现象为出发点，综合运用仪器诊断和人工诊断方法，

重点阐述了故障检测诊断的思路，关键部件检测及维修等操作技能，为学生在今

后工作中诊断汽车各类故障打下扎实基础。 

2、 课程培养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1.掌握汽车各系统结构及原理。 

2.能够正确使用各种检测和诊断设备。 

3.能够根据汽车故障现象选择正确的检测和诊断设备。 

4.具有汽车故障分析和维修能力。 

（2）过程与方法目标 

本课程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在实训课上重视过程和强调方法的学习，关

注学生的个性差异、能力发展，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增强学生学习知识的趣味和自信心，体会与团队合作交

流的重要，养成乐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优良品质，树立良好的职业修养和职业道

德。 

3、 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1) 发动机气缸气密性的检测。 

(2) 汽油发动机燃油供给系统的检测。 

(3) 发动机润滑系统的压力检测。 

(4) 发动机冷却系统的压力检测。 

(5) 解码器的使用检测。 

(6) 示波器使用和波形检测分析。 

(7) 车轮平衡仪的使用与检测。 

(8) 四轮定位仪的使用与检测。 

(9) 汽油发动机尾气检测与分析。 

(10) 柴油发动机尾气检测与分析。 

(11) 汽车灯光的检测。 

4、 实践教学环节 

发动机气缸气密性的检测、燃油供给系统的检测、润滑系统的压力检测、冷

却系统的压力检测、解码器的使用检测、示波器使用和波形检测分析、车轮平衡

仪的使用与检测、四轮定位仪的使用与检测。 

5、 教学实施建议 



(1) 教学建议 

本课程采用驱动型教学，充分体现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驱动性。 

(2) 学时安排 

学时：102  学分：5 

(3) 教师素质要求 

1. 要求双师型教师，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较强的实践技能。 

2. 具有教学组织、管理及协调能力。 

(4) 校内外实训条件 

校内有实训用各种检测设备及整车，校外有实训工厂。 

(5) 考核与评价建议 

建立学习过程与总评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考核机制。实行

百分制考核，平时考核占 60%，期末考核占 40%。 

6、 相关参考规范 

郑拥军.汽车检测与故障分析 东北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