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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维修人才培养方案 

一、基本信息 

（一）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汽车维修 

（二）专业编码 

专业代码：0403 

（三）学制年限 

初中生源学制 3 年，获取中级职业资格。 

高中生源学制 2 年，获取中级职业资格。 

初中生源学制 5 年，获取高级职业资格。 

高中生源学制 3 年，获取高级职业资格。 

（四）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汽车维修的中级技能人才。能胜任汽车维护，汽车零件、总成更换

与维修，常见简单故障诊断与排除等工作任务，具备较强的责任心、质量意识和

安全意识。取得汽车维修工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具有职业生涯发展基础。 

培养从事汽车维修的高级技能人才。能胜任汽车总成大修、汽车综合故障诊

断与排除、汽车综合性能检测，过程检验与竣工验收等工作任务，具备较强的责

任心、质量意识和安全意识，具备一定的管理和协调能力。取得汽车维修工高级

职业资格证书，具有职业生涯发展能力。 

（五）职业资格 

中级工：汽车修理工中级（国家职业资格四级） 

高级工：汽车修理工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六）职业能力 

中级工：  

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健康的心理素质、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扎实的文化基

础知识；具有获取新知识、新技能的意识和能力，能适应不断变化的职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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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知汽车维修与检测的各项法规和条例，遵守汽车维修的作业规范和流程，具有

安全生产意识，重视环境保护，并能解决一般性专业问题。同时具有下列专业能

力： 

1．能开展汽车维修接待。 

2．能识别和选用常用汽车运行材料。 

3．能判断常见系统单项运行性故障。 

4．能执行汽车安全性能检测的程序、项目和技术要求。 

5．能进行单工位维修作业。 

6．能实施汽车发动机和底盘一、二级维护及汽车零件修理作业。 

高级工： 

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健康的心理素质、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扎实的文化基

础知识；具有获取新知识、新技能的意识和能力，能适应不断变化的职业社会；

熟知汽车维修与检测的各项法规和条例，遵守汽车维修的作业规范和流程，具有

安全生产意识，重视环境保护，并具有独立解决非常规问题的基本能力；能指导

他人进行工作或协助培训一般操作人员。同时具有下列专业能力： 

1．能诊断、排除汽车综合故障。 

2．能执行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的程序、项目和技术要求及调试方法。 

3．能进行多工位维修作业。 

4．能组织实施汽车一、二级维护作业。 

5．能进行过程检验与竣工验收。  

（七）就业方向 

在各类汽车维修与生产企业中从事汽车维修、装配、零配件管理与销售等工

作，取得汽车修理工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四级）。 

在汽车维修相关企业中，从事汽车一般维护与修理、汽车维修业务接待、

汽车配件管理、汽车保险理赔等相关工作。 

二、课程结构 

（一）课程设置 

（1）公共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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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教学目标、主要教学内容和参考学时 

1 德育 

依据德育等公共课程标准开设 

2 语文 

3 数学 

4 英语 

5 体育与健康 

6 计算机基础与应用 

7 就业创业指导 

 

（2）专业课 

 

序

号 
教学名称 教学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 参考课时 

1 汽车识图 

1、掌握机械制图的基本知

识、投影原理、图样表示法

和有关国家标准，能识读简

单的零件图和装配图。 

2、能识读中等复杂程度的

零件图和装配图，能读懂简

单的展开图和焊接图。 

1、制图基本规定、正投影作

图、机械图样的基本表示法、

常用零部件和结构要素的特

殊表示法、零件图、装配图等 

2、展开图、焊接图等 

60-120 

2 机械基础 

1、 掌握常用构件及轴系

零件、机械传动、液压

传动和气压传动的基

础知识、工作原理。 

2、 具备一定的机械维护

能力。 

3、 能进行机械传动的简

单计算。 

支承零部件、连接零部

件、机构、机械传动、液压传

动、气压传动等。 

80-140 

3 汽车材料 掌握汽车材料的种类、

牌号、规格、性能和应用。 

 

汽车材料基础知识，钢铁

材料、有色金属材料、非金属

材料、复合材料、汽车燃料、

汽车润滑材料、汽车工作液

等。 

 

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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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教学名称 教学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 参考课时 

4 电工与电子

技术基础 

1、 熟悉电工基础知识，了

解常用电子元件的功

用和性能。 

2、 掌握基本电路的工作

原理和应用技术。 

3、 掌握常用电路的分析

方法。 

4、 掌握数字电路的基础

知识。 

5、 能识读汽车电路图。 

1、 直流电路、磁场与电磁感

应、交流电、二极管与晶

闸管、三极管与集成运算

放大器等。 

2、 数字电路、汽车电路识图

基础等。 

70-150 

5 钳工实习 

1、 熟悉常用钳工工具和

安全操作规程。 

2、 掌握钳工基本技能。 

3、 能独立完成简单零件

的钳加工和汽车修理

中的钳工作业。 

1、 錾口锤体的加工、錾口锤

体柄的安装、连接件的拆

装、气门与气门座的研磨

等。 

2、 汽车修理中的典型钳工

作业 

60-120 

6 汽车文化 

了解汽车的发展史，各

国汽车工业概况，汽车品

牌、赛事和展会等汽车文化

知识，激发专业学习兴趣。 

汽车发展简史、世界汽

车工业概况、著名汽车品牌、

汽车运动与展览等。 

20-40 

7 汽车发动机

构造与维修 

1、 熟悉发动机的构造和

工作原理，能对各系统

总成进行拆装和检测，

能对发动机进行基本

维护。 

2、 能对零部件进行修复，

能诊断与排除汽车发

动机的常见故障。 

3、 能完成发动机总成大

修和竣工验收。 

1、 汽车发动机基本知识，曲

柄连杆机构、配气机构、

汽油机燃料供给系、柴油

机燃料供给系、润滑系和

冷却系的构造、工作原理

和维修，发动机总装及检

测等。 

2、 发动机总成大修的方法

和竣工验收等。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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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教学名称 教学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 参考课时 

8 汽车底盘构

造与维修 

1、 熟悉汽车底盘各系统

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2、 能对各系统总成进行

拆装和维护。 

3、 能对常见故障进行诊

断与排除，能完成各总

成主要零件的修复。 

4、 能完成汽车底盘总装

配和竣工验收。 

1、 汽车传动系、汽车行驶

系、汽车转向系、汽车制

动系等的构造、工作原理

和维修等。 

2、 汽车底盘的总装配与竣

工验收等。 

240-300 

9 汽车电气设

备 

1、 掌握汽车电气设备的

构造和工作原理，了解

汽车电气设备常见故

障的诊断方法，了解汽

车电气设备的新技术。 

2、 掌握汽车电气设备总

线路的线束和装置，能

识读汽车整车电路图。 

1、 蓄电池、交流发电机及调

节器、起动系统、点火系

统、照明与信号装置、电

气仪表、空调系统、辅助

电气设备等的结构和工

作原理等。 

2、 导线、插接器、电源总开

关与保险装置，汽车电路

线束，汽车电路识图等。 

120-200 

10 
汽车发动机

电控系统检

测与维修 

1、 熟悉发动机主要电控

系统的结构和工作原

理、主要元件的检测方

法和标准。 

2、 能对发动机电控系统

进行维护和基本检修。 

3、 熟悉进气控制系统的

作用、结构和工作原

理，能对电控发动机常

见故障进行诊断与排

除。 

1、 汽油发动机电控系统基

础知识，空气供给系统、

燃油喷射系统主要元件

的构造与维修，电控发

动机点火系统、怠速控

制系统、排放控制系统、

故障自诊断系统的检测

与维修等。 

2、 进气控制系统、发动机

电控系统综合故障诊断

等。 

150-240 

11 新车维护 

1、 熟悉新车交接检查的

项目和标准。 

2、 能对汽车进行常规维

护作业。 

3、 能够熟练和标准地进

行汽车常规维护作业。 

车辆维护基础、新车交

接检查、车辆首次维护、车

辆 40 000 km 维护等。 

12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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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教学名称 教学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 参考课时 

12 汽车故障诊

断与排除 

1、 掌握汽车故障诊断的

流程和常见故障的现

象、原因和排除方法。 

2、 熟练地运用检测设备

对汽车进行不解体的

故障诊断，能对典型汽

车故障进行综合诊断。 

汽车故障诊断基础知识、

发动机故障诊断方法、底盘故

障诊断方法、电气设备故障诊

断方法、汽车整车故障诊断与

排除等。 

90-240 

13 汽车维修企

业管理 

1、 掌握汽车维修企业管

理的知识和标准。 

2、 了解汽车维修企业的

岗位和工作流程，形成

基本的管理思想。 

汽车维修企业基本情况、

质量管理、生产管理、技术管

理、服务管理、物资设备管理、

财务和人力资源管理、汽车维

修行业现状与发展趋势等。 

60-100 

14 
汽车性能与

检测 

1、 掌握汽车主要使用性

能指标。 

2、 了解汽车性能检测设

备的工作原理。 

3、 熟悉其使用方法，能分

析检测结果。 

动力性、燃油经济性、制

动性、操纵稳定性、环保与检

测，照明、信号装置和其他电

气设备性能，整车装备性能等

指标与检测。 

60-120 

15 
汽车底盘电

控系统检测

与维修 

1、 掌握汽车底盘各电控

系统的构造和工作原

理。 

2、 具备底盘电控系统检

测与诊断的基本能力。 

制动防抱死系统、牵引力

控制系统、电子稳定控制系

统、车辆稳定控制系统、坡道

辅助起步控制系统、辅助制动

系统、电子驻车制动器系统、

电控空气悬架系统、电控动力

转向系统、电控四轮驱动系统

的结构、工作原理和检测等。 

90-120 



                 《汽车维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9 
 

（二）实训条件 

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及课程设置的需要，校内实训（实验）教学

功能室配置如下： 

（一）校内实训条件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简介 功能与应用 

1 
自动变速箱室训

台 

汽车自动变速箱实训

台采用电控自动变速箱总

成为基础，可调速三相异步

电动机做动力源，对自动变

速器进行挡位显示、空挡启

动、前进挡及倒挡运行等工

况实践操作。真实展示电控

自动变速器组成结构和工

作过程。 

 

通过实物认识各传感器及执

行器的位置及工作原理。可通过原

厂组合仪表、可以看到车速及其他

指示灯的工作情况可以通过故障

指示灯来显示故障采用电机提供

动力，实现变速器在不同输入转速

下进行升档和降档实验；通过档位

指示灯观察挡位分布情况；通过油

压表观察各档位换挡油压变化；实

训台面板上分布电脑控制电路；配

备电脑数据检测端口，可通过连接

专用或通用型解码器进行诊断，适

用于学校对自动变速器理论和维

修实训的教学需要。 

2 
安全气囊系统实

训台 

安全气囊系统是由充气机

构（气体发生器）组成整体

式安全气囊模块、感知碰撞

并向安全气囊模块发出展

开指令的碰撞传感器系统

以及传送由传感器发出的

信号的线束构成。 

1、安全气囊与车身碰撞缓解，安

全带及其他内饰件能量吸收性能

匹配，碰撞发生时，降低乘员伤害。 

2、适用于对汽车安全系统电控构

造与维修实训教学。 

3、能够满足对电控汽车 SRS 的结

构，工作原理，故障设置及诊断的

教学需要 

3 
发动机电控系统

示教板 

燃油喷射系统是指在一定

的压力下，利用喷油器将一

定数量的燃油直接喷入气

缸或进气道内的燃油供给

装置。 

1、燃油喷射系统的结构认识； 

2、进气系统的工作原理 

3、同时喷射的演示 

4、分组喷射的演示 

5、顺序喷射的演示 

6、三种喷射方式和进气系统配合

过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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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汽车专用示波器 

发动机二次点火分析，发动

机传感器信号测试，各类电

子信号测试。 

1、各类信号波形测试 

2、二次点过波形测试及分析 

3、数字电表功能 

4、整个系统运行状态的分析确定

整个系统的运行情况。 

5 
手动变速箱实训

台 

本实训台采用大众前驱原

厂手动变速器为基础，交流

电机为动力源，可对手动变

速器进行换挡演示等实际

操作。真实展示手动变速器

组成结构和工作原理及工

作过程。 

1、掌握变速器的结构，作用及其

装配关系 

2、了解变速器动力传递过程 

3、了解换挡及倒挡过程 

4、掌握变速器解体程序和拆装要

领。 

 

6 ESP装置实训台 

ESP 是一种刹车辅助系

统，既牵引力控制系统。他

通过对从各传感器传来的

车间行驶状态信息进行分

析，然后向 ABS,ESP 发出纠

偏指令，来帮助车辆维持动

态平衡。 

汽车在制动过程中，车轮转速

传感器不断把各车轮的转速信号

及时送给 ABS 电子控制单元(ECU)

电脑根据设定的控制逻辑对4个转

速传感器输入的信号进行处理，计

算汽车的参考车速，各车轮速度和

减速度，确定各车轮的滑移率。防

止 4 个车轮抱死。 

7 
发动机解剖演示

台 

汽油发动机解剖演示

台采用电控汽油发动机总

成进行剖面处理，各部件齐

全，剖面位置合理，能全面

展示汽油发动机内外部结

构和部件的运动情况，适用

于汽油发动机原理和机械

机构的教学。 

1、发动机曲柄连杆机构结构组成

认知实训 

2、发动机配气机构的组成个认知

实训 

3、四缸发动机活塞运行情况的原

理实训 

4、气门和凸轮轴运行情况的原理

实训 

 

（二）校外实训基地   

与本地区汽车电子生产制造企业建立广泛联系，结合专业内容在相关企业建

立汽车电子校外实训基地，作为校内实训基地在教师、设备和实习内容方面不足

的补充。第五、六学期的多数时间内，学生要在校外实训基地完成实习任务。校

外实训基地要能提供真实工作岗位，实现学生顶岗实习，并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学

生最终在实训基地所在企业就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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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资配备 

1．学历层次要求 

(1)公共基础课教师应有与授课课程对口专业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2)专业理论课教师应有汽车类专业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3)专业实习指导教师应有汽车类专业的大学专科毕业证书。 

2．资格证书要求 

(1)专任教师应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及以上教师资格证书。 

(2)专任专业教师还应具有本专业三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交通行业从业

资格证书。 

(3)兼职专业教师应具有 3 年以上汽车维修实践经验并具有二级及以上职业

资格证书。 

（四）指导性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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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维修 （高级）专业教学计划进度表 

类
别 

序
号 

学习内容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总学时 学
时
分

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理
论 

实
习 

理
论 

实
习 

理
论 

实
习 

理
论 

实
习 

实
习 

实
习 

理
论 

实
习  

20 20 20 18 20 20   

公
共
课 

1 语文 2          40   

2 数学 2          40   

3 英语 2          40   

4 德育 2  2  2      120  13% 

5 体育 2  2  2  2    156   

6 计算机应用基础 2  2  2      120   

7 就业创业指导       2    36   

技
术
课 

8 汽车材料 4          80   

9 汽车识图 4  2  2      160   

10 汽车文化 2          40   

11 汽车构造与拆装   2  2      80  17% 

12 机械基础     4      80   

13 
电工与电子技术基

础 
      4    72   

14 汽车电工识图       4    72   

一
体
化
课
程 

15 钳工技能训练 2         40  

16 汽车修理工艺 6         120  

17 新车维护 6         120  

18 汽车驾驶 4         80  

19 
汽车故障诊断与排

除 
  20       400 

70% 

20 汽车综合检测     20     400 

21 
汽车电控技术及应

用 
      20   400  

社会生产实践（顶岗实习）         
20

周 

14

周 
 1360  

综合能力训练          4 周  160  

技能鉴定          2 周  80  

周课时 40 32 32 32 40 40 1136 3160  

总计           4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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