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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版汽车车身维修技术专业 

“9+3”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汽车车身维修技术  专业代码：600210  

注：2019 级汽车车身维修技术专业代码来源于教育部所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高

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 年）》版本。 

在教育部所印发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中将汽车车身维修技术与汽

车运用与维修技术专业合并到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代码为 500211，将在 2021 级

学生培养中进行实施。 

二、入学要求 

藏区、彝区等省内民族地区“9+3”中等职业学校毕业。 

三、修业年限 

修业年限：基本修业年限 3 年，最大修业年限 5 年。 

学历层次：大专 

四、职业面向 

依据教育部所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

年）》，对应参照现行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并依据对

汽车维修行业企业调研明确职业面向，如表 1 所示。 

表 1 职业面向对应表 
 

所属专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 

（或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或技 

能等级证书举例 

交通运输大类 

（60） 

道路运输类

（6002） 

机动车和

日用产品

修理业 

（8011） 

汽车运用工程

技术人员 

（2020711） 

 

 

 

 

 

 

 

 

 

 

汽车车身整 

形修复工 

汽车车身涂 

装修复工 

汽车涂料调色工 

汽车美容装 

潢工 

汽车维修高级工； 

机动车车身维修士

证书； 

“1+X”汽车油漆

调色与喷涂职业技

能等级中级证书； 

知名汽车品牌中级

技术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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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思想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全国汽车车身维

修行业发展与人才职业能力结构调整需求，面向机动车和日用产品修理行业的汽车运用

工程技术人员的职业岗位群及车身整形、车身涂装、汽车美容、汽车装潢、二手车鉴定

与评估、汽车改装等相关汽车维修后市场服务领域，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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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汽车车身维修、汽车美容与装潢、车辆鉴定与评估以及车辆改装等基

本知识和操作技能，从事汽车车身钣金件制作与修复、汽车涂装、汽车美容装潢、二手

车鉴定与评估、车辆改装等技术工作，汽车车身维修工具设备与材料的销售和技术服务

工作，生产检验和组织管理等工作的创新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思政要求 

（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树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

民族自豪感；崇尚宪法、遵守法律、遵规守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遵守、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尊重

劳动、热爱劳动，吃苦耐劳、崇德向善、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知行合一；具有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创新意识和信息素养；

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能够理解企业战略和适应企业文化；具有职

业生涯规划意识。 

（3）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人文素养。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具有

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具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和自我管理能力；对工作、

学习、生活中出现的挫折和压力，能够进行心理调适和情绪管理；具有一定的审美

和人文素养。 

2．知识要求 

（1）能够描述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

识。 

（2）能够描述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文明生产、环境保护、安全消防等

知识； 

（3）能够描述汽车文化、汽车机械基础、汽车电工电子、汽车运行材料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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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基本知识； 

（4）能够描述汽车基本构造、汽车车身结构与附属设备的基本知识； 

（5）能够描述掌握汽车车身焊接技术、车身修复技术、车身测量与矫正的基本

知识和方法； 

（6）能够描述汽车改装、汽车美容、汽车装潢的基本知识和方法； 

（7）能够描述汽车涂装、汽车涂料调色、汽车彩绘的基本知识和方法； 

（8）能够描述二手车鉴定与评估、二手车金融、二手车收购与销售、二手车营

销与策划、二手车使用与维护的基本知识和方法； 

（9）能够描述汽车钣金、涂装生产检验和车间管理基本知识； 

（10）能够描述汽车车身维修工具、设备和材料的使用、车辆销售和技术服务基

本知识； 

（11）能够用汽车专业英语描述汽车相关专业术语、汽车各系统结与工作原理； 

（12）了解汽车车身维修相关行业企业技术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3．能力要求 

（1）能够独立自主进行探究学习和终身学习，与同事加强团队合作，进行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 

（2）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与同事、客户之间良好的语言沟通，并能够使用文字

将相关事宜描述清楚。 

（3）能够独立认知汽车结构各系统及相关零件名称； 

（4）能够运用所学知识，独立运用相关维修工具进行汽车钣金件维修； 

（5）能够运用所学知识，独立运用相关维修工具对维修车身进行涂装（含调色）

作业； 

（6）能够运用所学知识，独立运用相关工具对车身进行美容与装潢作业； 

（7）能够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对二手车进行鉴定与评估作业； 

（8）能够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完成二手车购置和营销作业； 

（9）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依据客户需求独立完成车辆改装作业； 

（10）能够运用所学知识，独立管理汽车车身维修车间进行生产与运营； 

（11）能够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对汽车车身维修车间相关设备、工具与材料进

行销售和管理； 

（12）能够运用所学知识，独立按照正规流程进行汽车维修业务的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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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能够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对各类相关资料（包括英文资料）进行查阅； 

（14）能够运用所学知识，独立进行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课程体系设计思路 

1.基于岗位职业能力需求构建课程体系 

以“岗位对接、能力递进”理念构建课程体系。依据企业调研提炼专业就业核心岗

位，从培养学生综合素养、专业通识能力、专业岗位能力、创新实践能力和岗位综合

能力等方面设置与编制课程，打破传统专业之间界线，主要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基

础课、专业核心课、创新创业教育实践课和定岗实习等课程，五个模块课程安排层层

递进，从素质培养到专业能力提升再到创新创业实践最终到综合职业能力提升。公共

基础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以通用基础知识和人文素养培养为主，兼顾职业

素养的培养，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专业课程设置分为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

课，专业基础课培养学生的跨岗位能力和通用职业能力，培养学生宽口径职业发展能

力；专业核心课程主要以面向就业岗位为切入点，按照岗位要求进行开发和设计，培

养学生的岗位核心职业能力；创新创业实践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拓展能力，

顶岗实习主要培养学生的岗位职业综合能力。 

2.基于学生特点和成长规律构建课程逻辑 

面对专业招生全面面向中等职业教育学生现状，学生个性化发展愈来愈明显，职

业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维修行业对创新型人才需求依然迫切，贴合学生特点与职业

成长规律和行业岗位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两方面要求进行梳理适合学生发展的课程逻辑。

在基于岗位职业能力构建课程体系基础上，深化课程逻辑内涵，打破专业传统壁垒，

扩大人才培养口径，拓展学生职业能力提升渠道，创新培养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课

程逻辑依托“1.5+1+0.5大平台、双定向”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构建，除公共基础课程外，

专业课程依据学生职业能力成长特点具体次第分为专业群岗位职业能力通用课程包、

专门化岗位课程包、定向班核心能力课程包三个方面课程，从岗位通用能力的培养，

到职业岗位的自由选择，经过定向班课程强化提升职业能力，实现择业就业与学生自

身特点最大的匹配。其中前1.5学年实施专业群岗位职业能力通用课程包（专业基础

课），中间1学年实施专门化岗位课程包，后0.5学年实施定向班核心能力课程。 

3.以职业能力提升为核心开发课程 

以世界技能大赛为引领，融入多元职业标准，构建具备国际水准的课程标准。以

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和车身修理项目为主要载体，对接全球行业标准，借鉴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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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运用与维修职业技能、汽车油漆调色与喷涂职业技能、车身智能焊接职业技能等

“1+X”等级证书认定标准和融入合作企业职业标准，编制具有国际元素的行业本土特色

人才培养标准。以校企合作项目为载体，对接企业生产任务，植入入世界技能大赛赛

项内容和“1+X”证书考核内容，依托校企混编师资团队开发基于岗位能力的专业核心课

程。以丰田、大众、本田、PPG、磨卡校企合作为教学课程开发载体，课程内容改革

紧跟行业前沿技术，从多元维度健全课程内容，植入世赛考核内容和企业典型工作岗

位任务作为专业核心课程主要内容，借鉴世赛和“1+X”证书考核要点和素养点，设置课

程内容要点和健全课程思政要点。实现“四个对接”即：实现教学内容与生产内容对接，

课堂实训与企业生产对接，考核方式与企业考核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对接。校

企合作双方主体共同进行课程开发、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实施系统的

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开发,对课程的结构、内容、比例和总体课时做系统的安排、调整、

更新和改造。 

（二）职业岗位核心能力分析 

本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从事汽车车身维修行业相关工作，就业岗位涵盖汽车车身整

形修复工、汽车车身涂装修复工、汽车涂料调色工、汽车美容装潢工、汽车美容装潢

工、汽车改装工和二手车评估师等，各岗位应具备的核心职业岗位能力和课程对应情

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职业岗位能力及课程对应表 
 

职业岗位 对应的典型工作任务 核心能力 课程名称 

汽车车身整

形修复工 

车身覆盖件拆装 

内饰拆装与更换 

车身覆盖件维修 

车身覆盖件更换 

车身结构件矫正 

车身结构件更换 

塑料件修复 

铝合金件维修 

铝合金件更换 

（1）认知车身各部分结构； 

（2）正确拆装车身各零部件； 

（3）运用手工修复、机械修；复对 

覆盖件（低碳钢、铝合金）进 

行维修； 

（4）运用划线、切割、装配、焊接 

对车身覆盖件和结构件进行更 

换； 

（5）运用车身测量与矫正平台对车 

身结构件进行测量与矫正； 

（6）运用塑料焊枪对前后保险杠进 

行修复。 

焊接技术 

钣金修复技术 

车身结构及附属设备 

车身测量与较正 

铝合金修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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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岗位 对应的典型工作任务 核心能力 课程名称 

汽车车身涂

装修复工 

汽车涂料调

色工 

底材处理 

施涂原子灰 

施涂中涂底漆 

施涂面漆 

抛光 

调色 

（1）运用打磨设备进行旧漆膜去 

除； 

（2）按照比例正确调配原子灰； 

（3）正确刮涂原子灰； 

（4）正确打磨原子灰； 

（5）对损伤喷涂周围区域进行遮蔽 

处理； 

（6）进行中涂底漆正确喷涂与打

磨； 

（7）根据车身颜色进行正确调配色

漆； 

（8）对喷涂质量进行正确评价； 

（9）有效分析喷涂质量结果； 

（10）对喷涂缺陷提出有效解决方

案； 

（11）对喷涂漆面进行抛光处理。 

汽车涂装技术 

汽车涂料调色技术 

涂装综合实训 

汽车美容装

潢工 

汽车清洗 

汽车内饰美容 

汽车外饰美容 

汽车漆面装饰美容 

汽车漆面修复美容 

汽车外部装饰 

汽车内部装饰 

汽车精品装饰 

（1）运用汽车清洗设备及相关工具 

按照规范流程和方法对车辆进 

行清洗； 

（2）按照正确的方法对车内进行有 

效清洁和净化处理； 

（3）按照正确的流程和方法对汽车 

玻璃、外饰件、不锈钢和电镀 

件、轮胎和车灯进行美容； 

（4）按照正确工艺流程对车辆漆面 

进行打蜡和封釉处理； 

（5）按照正规流程和方法对漆面划 

痕和常见斑点进行美容处理； 

（6）按照正规流程和方法对车身损 

伤区域进行喷涂修复； 

（7）按照正规流程进行粘贴太阳 

膜、加装车身大包围、导流 

板、车顶天窗、底盘装甲、装 

饰灯等外部装饰； 

（8）按照正规流程对汽车顶衬、侧 

围衬板、车门衬板、地板、座 

椅、仪表板进行装饰。 

汽车美容 

汽车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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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岗位 对应的典型工作任务 核心能力 课程名称 

汽车改装工 

汽车电器改装 

汽车发动机改装 

汽车底盘改装 

车身及大灯改色 

（1）遵守相关标准及安全操作要求 

对汽车灯光升级改装、汽车音 

响隔音改装、导航升级改装、 

防盗系统升级改装； 

（2）遵守相关标准及安全操作要求 

对汽车发动机更换大流量冬菇 

头空滤、进气管加装涡轮、换 

用大流量喷油嘴、高压点火线 

圈、火花塞、扩缸后更换高强 

度活塞连杆组、改装排气； 

（3）遵守相关标准及安全操作要求 

对汽车悬挂、避震、变速箱、 

刹车、轮胎、轮圈进行改装， 

放倾装置进行加装； 

（4）遵守相关标准及安全操作要求 

对车身及大灯进行改色。 

汽车材料 

汽车电器改装 

汽车发动机改装 

汽车底盘改装 

汽车电控技术 

汽车性能检测技术 

汽车涂装技术 

二手车鉴 

定评估师 

二手车评估准备 

二手车技术状况鉴定 

二手车价值评估 

二手车鉴定评估报告撰

写与分析 

事故车辆鉴定评估 

（1）有效收集二手车车主相关资料 

并进行查验； 

（2）按照正确方法对鉴定车辆进行 

静态检查和动态检查； 

（3）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对汽车技术 

状况进行鉴定； 

（4）依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选择 

适当的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对 

车辆进行有效估价处理； 

（5）按照标准规范格式进行撰写鉴 

定评估报告书。 

二手车贸易 

二手车奠定与评估 

二手车金融 

二手车拍卖 

二手车收购与销售 

二手车营销策划 

二手车使用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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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体系结构 

 课程体系结构以车身修理方向和汽车方向为例，如图 1、图 2 所示，专业核心课

程描述如表 3 所示，课程主要训练项目如表 4 所示。 

 

图 1 汽车车身维修技术专业车身修理方向课程体系 

 

图 2 汽车车身维修技术专业汽车涂装方向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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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专业核心课程描述 
 

课程 

名称 
汽车发动机构造 

开设 

学期 
第 2 学期 学时/学分 4 

教学目标 

本课程教学主要培养学生解决发动机机械简单故障的职业能力。通过课

程开展，学生能够掌握汽车发动机的基本构造，各系统与机构工作原理与功

用，发动机拆装与调试工艺相关知识，正确分析发动机故障成因，制定出正

确的检测与维修方案。结合理论学习，以实践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学生能

够独立地进行发动机的日常维护保养和定期维护保养，发动机总成的正确拆

装，准确判断发动机工作与使用状况，对曲柄连杆机构、配气机构、汽油机

燃油供给系统、柴油机燃油供给系统、冷却系统简单故障进行诊断与检修，

并完成发动机的组装与调试工作。 

教学内容 

汽车发动机的构造、工作原理、基本工作过程和性能参数；发动机曲柄

连杆机构的构造与维修、配气机构的构造与维修、发动机燃油供给系统的构

造与维修、发动机冷却系统的构造与维修、发动机润滑系统的构造与维修以

及汽车发动机的保养规范操作；发动机的装配调试规范；汽车发动机维 修中

常用的工具、设备仪器的使用方法；汽车发动机综合故障分析诊断。 

教学设计 

将思政教育融于课程教学，以发动机机械相关的典型工作任务为基础，

指导学生在完整的工作过程中进行理论实践一体化的学习。教学组织实施过

程注重建立与工作的直接联系，注重视学生的对发动机拆装调整等实践能

力。 

课程 

名称 

汽车发动机电控及性

能检测 

 

开设 

学期 
第 3 学期 学时/学分 4 

教学目标 

本课程教学主要培养学生解决发动机电控系统简单故障的职业能力。通

过课程开展，学生能够掌握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的基本构造，发动机电控各

系统的工作原理与功用，正确分析发动机电控系统故障成因，制定出正确的

发动机电控系统检测与维修方案。结合理论学习，以实践典型工作任务为载

体，学生能够独立地进行发动机电控系统的维护与保养，准确判断发动机电

控系统的工作状况，对发动机传感器、发动机电子节气门系统、发动机点火

系统、燃油系统、怠速控制系统、进气控制系统、废气涡轮增压系统和排放

控制系统进行诊断与检修。 

教学内容 

发动机传感器故障诊断与修复，发动机电子节气门系统故障诊断与修

复，发动机点火系统故障诊断与修复，发动机燃油系统故障诊断与修复，发

动机怠速控制系统故障诊断与修复，发动机进气控制系统故障诊断与修复，

发动机废气涡轮增压系统故障诊断与修复，发动机排放控制系统故障诊断与

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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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将课程思政融于课程，以发动机电控相关的典型工作任务为基础，指导

学生在完整的工作过程中进行理论实践一体化的学习。教学组织实施过程注

重建立与工作的直接联系，注重培养学生对汽车发动机常见故障的检测、诊

断、能排除发动机电控系统故障能力。 

课程 

名称 

汽车底盘构造
与维修 

开设 

学期 

第 2 学期 

第 3 学期 
学时/学分 4 

教学目标 

本课程教学主要培养学生解决汽车底盘简单故障的职业能力。通过课程

开展，学生能够掌握汽车底盘的基本构造，传动系统、行驶系统、转向系

统、制动系统的功用与主要零部件工作原理，各系统组成零部件之间的装配

关系，正确分析底盘各系统故障的成因，制定出正确的检测与维修方案。结

合理论学习，以实践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学生能够独立地对离合器、手动

变速器、自动变速器、主减速器进行拆装，对变速器和主减速器进行日常维

护与保养和定期维护保养，准确判断底盘各系统的工作与使用状况，对传动

系统、行驶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简单馆长进行诊断与检修，并完成汽

车底盘的调试工作。 

教学内容 

汽车行驶的基本原理；汽车传动系统、行驶系统、转向系统和制动系统

的作用、组成及各组成部件的结构原理；汽车底盘各个系统的检测、调整及

维修；汽车底盘维修中常用的工具、设备仪器的使用方法；汽车底盘系统的

故障分析诊断。 

教学设计 

将课程思政融于课程，以汽车底盘相关的典型工作任务为基础，指导学

生在完整的工作过程中进行理论实践一体化的学习。教学组织实施过程注重

建立与工作的直接联系，注重培养学生对传动系、转向系、和制动系等系统

检修和调整的能力。 

课程 

名称 
汽车电器构造与检修 

开设 

学期 

第2学期 

第3学期 学时/学分 4 

教学目标 

本课程教学主要培养学生解决汽车电气简单故障的职业能力。通过课程

开展，学生能够掌握电源系统、起动系统、点火系统、照明与信号系统、汽

车仪表系统、汽车辅助电气设备、汽车空调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汽车电

路图的基本识读方法，正确分析汽车电气各系统的故障的成因，能够制定出

正确的检测与维修方案。结合理论学习，以实践典型工作为载体，学生能够

独立地进行汽车电气设备进行拆装，对电气系统各系统及相应零件设备进行

不接替维护与保养，对电源系统、电动车窗系统、中央门锁系统、电动座椅

系统、电动后视镜、刮水器、清洗器、汽车照明系统、汽车信号系统、汽车

仪表及报警系统和安全气囊系统等系统故障进行诊断与排除，并完成汽车电

气的调试工作。 

教学内容 

汽车电源系统、起动系统、点火系统、照明与信号系统、汽车仪表系

统、汽车辅助电气设备、汽车空调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汽车电路图的基

本识读方法；汽车电气设备维修中常用的工具、设备仪器的使用方法；汽车

电气设备的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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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将课程思政融于课程，以汽车电器相关的典型工作任务为基础，指导学

生在完整的工作过程中进行理论实践一体化的学习。教学组织实施过程注重

建立与工作的直接联系，注重培养学生对车身电器灯光、车窗、空调、车载

网络、座椅等系统故障诊断和排除的能力。 

课程 

名称 
钣金修复技术 

开设 

学期 
第 4 学期 学时/学分 4 

教学目标 

本课程教学主要培养学生解决汽车车身覆盖件、结构件、塑料件和内饰

件损伤修复职业能力。通过课程开展，学生能够掌握汽车车身钣金修复常用

工具工作原理，车门构件、保险杠、发动机盖、行李箱盖、车身前部翼子

板、车身玻璃、车架更换、车外装饰件的调整、维修与更换，汽车钣金件的

切割与焊接、车身结构件变形的校正与修复、车身塑料件的修复与更换原理

和方法、并能够制定根据车辆损伤部位及情况制定正确的修复工艺流程。结

合理论学习，以实践典型工作为载体，能够使用相关设备与工具对车门构

件、保险杠、发动机盖、行李箱盖、车身前部翼子板、车身玻璃、车架更

换、车外装饰件的调整、维修与更换，完成对钣金件的切割与焊接、车身结

构件的矫正与修复以及塑料件的修复与更换，并对维修后的车辆进行正确检

验。 

 

教学内容 

车门构件更换与调整、保险杠的更换与调整、发动机盖相关部件的调节

与更换、车身前部翼子板更换、车身玻璃的更换、车架更换、车外装饰件更

换与调整、汽车钣金修复工艺与步骤、汽车钣金件的切割与焊接、车身结构

件变形的校正与修复、车身塑料件的修复与更换。 

教学设计 

将课程思政融于课程，以钣金修复相关的典型工作任务为基础，以工作

过程为导向进行理论实践一体化的学习。具体分为课前预习、课中认知强

化、课后拓展三个环节，结合案例教学、分组讨论、课堂翻转、教师演练、

分组训练、教师点评、小组自评、找差提升训练、拓展学习等开展教学活

动，着重培养学生对车身覆盖件、结构件、塑料件和装饰件的维修与更换能

力。 

课程 

名称 
汽车涂装技术 

开设 

学期 
第4学期 学时/学分 4 

教学目标 

本课程教学主要培养学生解决车身覆盖件维修过后或者更换过后钣金件

和塑料件的喷涂修复职业能力。通过课程开展，学生能够掌握安全防护、板

件前处理、中涂处理、面漆调色、面漆喷涂、面漆抛光的操作原理和相关技

能知识，并能够对喷涂质量进行正确评价，对喷涂作业过程缺陷和质量缺陷

进行判断。结合理论学习，以实践典型工作为载体，能够制定出合理的解决

方使用相关设备和工具按照正确的工艺流程进行前处理、中涂处理、面漆调

色、面漆喷涂、面漆抛光等工作任务的实施，并能够有效解决喷涂作业过程

缺陷和结果缺陷，对维修过后的车辆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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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车间安全与环保知识；个人安全防护；汽车涂装材料；汽车涂装工具与

设备的使用方法；汽车漆面损伤评估；汽车漆面底材处理；原子灰施涂及打

磨；中涂底漆施涂及打磨；色漆喷涂；清漆喷涂；漆面抛光；漆膜缺陷修

复。 

教学设计 

将课程思政融于课程，以汽车涂装相关的典型工作任务为基础，以工作

过程为导向进行理论实践一体化的学习。具体分为课前学习引导、课中认知

强化、课后拓展三个环节，结合案例教学、分组讨论、课堂翻转、教师演

练、分组训练、教师点评、小组自评、找差提升训练、拓展学习等开展教学

活动，着重培养学生车身修补喷涂职业能力。 

课程 

名称 

汽车涂料调色技

术 

开设 

学期 
第5学期 学时/学分 6 

教学目标 

依据汽车车身维修技术专业国家教学标准体系和汽车车身维修技术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明确课程素质目标、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等基本培养规格。参

考与工作岗位对接的 1+X职业资格中级认证评价标准和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

漆项目评价标准，详细制定《汽车涂料调色技术》各模块对接岗位工作内容

的核心职业能力目标。 

教学内容 

在国家教学标准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大框架的指导下，依据汽车油漆调

色与喷涂 1+X 中级认证考核内容和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考核内容，按

照岗位工作流程要点梳理形成《汽车涂料调色技术》课程知识逻辑体系和技

能逻辑体系，形成严格遵循汽车涂料调色技术工艺和学生职业能力提升规律

的课程内容，课程包含颜色理论、素色漆调色、银粉漆调色、珍珠漆调色、

水性漆调色等 10 个项目。 

教学设计 

体现先进职业教育观念的课程教学，基本原则是从知识系统导向变为职

业活动导向；从突出知识目标变为突出能力目标；从课堂活动、问答、习

题、巩固知识的传统讲授变为项目任务一体化教学；从用逻辑推导来训练思

维变为用任务训练职业岗位能力；从以教师为主体变为以学生为主体；从知

识理论实践分离的课程设计变为知识理论实践一体化的课程设计。为此，我

们课程组特别注意了“教”、“学”与“做”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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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要训练项目 
 

课程名称 汽车发动机机械 开设学期 第 2 学期 学时 4 

实训目标 

能进行汽车发动机各总成部件的结构、安装位置及功能的描述； 

能完成汽车发动机拆卸和装配； 

能使用发动机维修工具、量具和设备对发动机各总成、部件进行修复。 

实训内容 

发动机总体构造认识、气门传动组拆装、气门组拆装、配气机构的维修曲轴

飞轮组拆装认识、气缸的测量、活塞连杆组检测、曲轴的检测、润滑系统维修、

冷却系统的维修。 

实训条件 

实物解剖发动机、发动机各系统示教板、汽油发动机零部件、柴油发动机部

件、汽油发动机翻转架、柴油发动机翻转架、拆卸工具及专项测量工具、吊装工

具、发动机维修常用工具。 

课程名称 
汽车发动机电控及性能

检测 
开设学期 第三学期 学时 4 

实训目标 
能利用检测仪器、设备等完成汽车发动机常见故障的检测、诊断、能排除发

动机电控系统故障。 

实训内容 

发动机电控元件总体认识、传感器的构造与检测、点火系统认识与检修、喷

油器认识与清洗、直喷发动机认识、可变气门正时系统和涡轮增压的认识、排放

系统认识、解码器的使用。 

实训条件 

电控汽油发动机实训台、电控柴油发动机实训台、汽油机气缸压力表、柴油

发动机气缸压力表、真空表、燃油压力表、 气缸泄露测试仪、冷却系统测试

仪、汽车专用万用表、汽车专用示波器、汽车故障诊断仪。 

课程名称 汽车电气构造与维修 2 开设学期 第三学期 学时 4 

实训目标 

能描述汽车电气系统各总成、部件的结构、安装位置及功能; 

能进行汽车电器部件拆卸与装配;能使用汽车电气设备维修工具、量具和设

备对汽车电气系统各总成,部件进行修复； 

能完成汽车电气系统常见故障检测、诊断排除。 

实训内容 

前照灯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信号系统—雾灯、制动、倒车灯常见故障诊断

与排除、信号系统——转向灯、小灯、喇叭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仪表及报警指

示灯故障诊断、安全气囊构造及控制电路检修、汽车电子控制系统认识、汽车空

调系统各元件的构造认识、空调的控制系统及制冷剂的加注及回收、空调系统不

制冷故障的诊断与排除、车载网络系统认知、全车电路综合故障诊断。 

实训条件 

汽车蓄电油、密度计高率放电计、交流发电机及调节器、起动机 

车身电器系统总成、车身电器总成、安全气囊示架板、车载网络系统示架板、汽

车、汽车故障诊断仪。 

 

分电器式点火系统部件 

 

无分电器式点火系统部件拆装工具 

 

车身电器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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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1 开设学期 第三学期 学时 4 

实训目标 

能描述汽车底盘各总成,部件的结构、安装位置及功能； 

能进行汽车底盘各总成.部件的拆卸与装配； 

能使用汽车底盘维修工具、量具和设备对汽车底盘各总成.部件进行修复。 

实训内容 

汽车底盘总体结构认识、离合器结构认识、离合器操纵机构结构认识、（液

压操纵机构排空气；检查离合器踏板自由行程）、离合器主要零部件的检修（主

要是飞轮、压盘和从动盘）手动变速器的拆装、分动器的拆装自动变速器的拆

装。 

实训条件 

汽车实物解剖车、总成实物解倒教具、转向系及前桥总成、离合器总成 

手动变速器总成及翻转架、自动换挡类的变速器总成及翻转架、无级变速器总

成。 

课程名称 钣金修复技术 
开设 

学期 
第 4 学期 学时/学分 4 

实训目标 

能够对安全防护用品进行正确使用； 

能够对损伤覆盖件、结构件、塑料件以及装饰件进行正确判断，并确定损伤

区域； 

能够选用合适工具依据规范的操作工艺流程对车身覆盖件进行维修和更换； 

能够选用合适工具依据规范的操作工艺流程对车身结构件进行维修和更换； 

能够选用合适工具依据规范的操作工艺流程对车身塑料件进行维修和更换； 

能够选用合适工具依据规范操作工艺流程对内饰装饰件进行维修和更换； 

能够选用合适的工具依据规范的操作工艺流程对车窗玻璃进行维修和更换； 

能够正确使用大梁校正平台对车身结构件进行测量与矫正； 

能够对维修车辆质量进行检验和查找缺陷，完成车辆的交接。 

实训内容 

车门、发动机舱盖、行李箱舱盖覆盖件维修；车门、发动机舱盖、行李箱舱

盖覆盖件更换；纵梁维修与更换；保险杠维修；保险杠更换；车窗玻璃维修与更

换。 

实训条件 

车门板、发动机舱盖、后备箱舱盖、前后纵梁、前后保险杠、前后挡风玻

璃、钣金修复套装、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电阻点焊机、介子机、车身测量矫正

平台、气源装置、气动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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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汽车涂装技术 
开设 

学期 
第 4 学期 学时/学分 4 

实训目标 

能够按照要求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品； 

能够选择合适的方法对损伤板件进行损伤评估； 

能够对损伤区域有效地进行旧漆膜去除； 

能够正确调配原子灰对损伤区域进行刮涂原子灰； 

能够选择正确的砂纸型号按照流程对原子灰进行打磨处理； 

能够正确调配中涂底漆进行中涂喷涂作业； 

能够选择正确的砂纸型号按照流程对中涂底漆进行打磨处理； 

能够对损伤区域进行正确的喷涂面漆。 

实训内容 

板件损伤区域评估与确定；旧漆膜去除；原子灰调配；原子灰刮涂；原子灰

打磨；中涂底漆调配；板件遮蔽；中涂底漆喷涂；中涂底漆打磨；面漆调配；面

漆喷涂。  

实训条件 
安全防护工具；打磨机；干磨房；喷枪；遮蔽纸架；中涂底漆；原子灰；面

漆；烤灯；烤房；电子秤；气源装置；油水分离器等。 

课程名称 
汽车高难度喷

涂技术 

开设 

学期 
第 5 学期 学时/学分 4 

实训目标 

能够按照要求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品； 

能够选择合适的方法对损伤板件进行损伤评估； 

能够对损伤区域有效地进行旧漆膜去除； 

能够正确调配原子灰对损伤区域进行刮涂原子灰； 

能够选择正确的砂纸型号按照流程对原子灰进行打磨处理； 

能够正确调配中涂底漆进行中涂喷涂作业； 

能够选择正确的砂纸型号按照流程对中涂底漆进行打磨处理； 

能够调配与所维修车辆车漆颜色相一致的面漆； 

能够对损伤区域进行正确的喷涂面漆； 

能够对喷涂板件进行有效地检查缺陷； 

能够对喷涂缺陷进行有效地解决； 

能够对喷涂板件进行抛光处理； 

能够对维修车辆进行正确的检查交车。 

实训内容 

板件损伤区域评估与确定；旧漆膜去除；原子灰调配；原子灰刮涂；原子灰

打磨；中涂底漆调配；板件遮蔽；中涂底漆喷涂；中涂底漆打磨；面漆调配；面

漆喷涂；面漆缺陷检查；板件抛光处理。 

实训条件 
安全防护工具；打磨机；干磨房；喷枪；遮蔽纸架；中涂底漆；原子灰；面

漆；烤灯；烤房；电子秤；气源装置；油水分离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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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汽车涂料调色

技术 

开设 

学期 
第 5 学期 学时/学分 6 

实训目标 

能够按照标准工艺流程进行素色漆调色；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正确分析素色漆调色色差； 

能够按照标准工艺流程进行素色漆微调； 

能够按照标准工艺流程进行银粉漆调色；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正确分析银粉漆调色色差； 

能够按照标准工艺流程进行银粉漆微调； 

能够按照标准工艺流程进行珍珠漆调色；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正确分析珍珠漆调色色差； 

能够按照标准工艺流程进行珍珠漆微调； 

能够按照标准工艺流程进行水性漆调色；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正确分析水性漆调色色差； 

能够按照标准工艺流程进行水性漆微调； 

能够按照规范要求做好安全防护作业； 

能够按照规范要求对设备和工具进行 5S 作业。 

（18）能够按照环保要求对涂料调色废弃物进行分类清理 

实训内容 

认识调色所需设备；使用三原色调配次级色；添加色母调整颜色明度；调配

与某轿车前叶子板相同颜色的素色漆任务实施；轿车前车门银粉漆的调色；轿车

前车门珍珠漆的调色；轿车前车门水性漆漆调色。 

实训条件 
安全防护工具；打磨机；干磨房；喷枪；遮蔽纸架；中涂底漆；比色灯箱；

烤箱；面漆；烤房；电子秤；气源装置；油水分离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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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进程安排 

教学进程安排如表 5 所示。 
表 5 汽车车身维修技术专业“9+3”2019版课程实施计划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性质  课 程 名  称 

学期/ 阶段总学时安排 
学分 

理论- 实践学时分配 
课程说明 

1 2 3 4 5 6 理论 实践 理实一体 

1 030001001 必修 入学教育 16           1 10 6     

2 030001002 必修 军事技能（军训） 112           2   112     

3 030001003 必修 军事理论 32           2 32       

4 030001003 必修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6           1 16       

5 999992001 必修 创新创业（理论）   32         2 32       

6 030001005 必修 职业素养与职业生涯规划   16         1 16       

7 030001006 必修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16   1 16       

8 020003001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48           3 48       

9 020003002 必修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 会

主义理论”概论 

  64         4 64       

10 020000004 必修 形势与政策教育 1 8           0 8       

11 020000005 必修 形势与政策教育 2   8         0 8       

12 020000006 必修 形势与政策教育 3     8       0 8       

13 020001007 必修 形势与政策教育 4       8     0 8       

14 020001008 必修 形势与政策教育 5         8   0 8       

15 020001009 必修 形势与政策教育 6           8 0 8       

16 020000008 必修 形势与政策             1         

17 010002001 必修 体育 1 32           2 12 20     

18 010002002 必修 体育 2   32         2 12 20     

19 010002005 必修 体育 3     32 2 12 20     

20 10002033 必修 大学英语 1（C） 32           2 24 8     

21 10002043 必修 大学英语 2（C）   32         2 24 8     

22 10002009 必修 大学语文 32           2 32       

23 010002999 必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2         2 32       

24 10002020 必修 应用文写作   32         2 32       

25 130002999 必修 信息技术 32           2     32   

26   限选 艺术类选修课 32 2 32     
  

27   选修 全院任选课 160 10 160     

公共课程  360 248 72 72 56 8 48 590 194 32   

28 120001001 必修 行业及企业认知 16           1   16   1 周 

29 120004010 必修 汽车机械基础 64           4 48 16     

30 120002001 必修 汽车文化 32           2 24   8   

31 120002005 必修 职场礼仪 32           2 32       

32 120404006 必修 汽车法律法规 64           4 64       

33 120004013 必修 汽车发动机机械   64         4 32 32     

34 120004011 必修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1   64         4 32 32     

35 120004012 必修 汽车电气构造与维修 1   64         4 32 32     

36 120004030 必修 钣金基础实训专周     16       1   16   1 周 

37 120004014 必修 发动机电控及性能检测     64       4 32 32     

38 120004002 必修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2     64       4 32 32     

39 120004003 必修 汽车电气构造与维修 2     64       4 32 32     

40 150202020 必修 汽车专业英语     32       2 32       

41 150202022 必修 汽车车身维修基础       48     3 32 32     

42 150202025 限选 创业之路-车身维修艺术       48     3     48   

43 120001048 限选 岗位综合能力培训         16   1   16   1 周 

44 120402017 必修 教师职业道德概论       32     2 32     

车身维修

定向班培

养方向五

选一 

45 120402018 必修 汽车涂装技术       64     4 32 32   

46 120402019 必修 钣金修复技术       64     4 32 32   

47 120402020 必修 微课训练专周       32     2 32     

48 120405007 必修 车身测量与校正         96   6 32 64   

49 120405008 必修 汽车涂料调色技术         96   6 32 64   

50 120404013 必修 教育心理学         64   4 64     

51 120406019 必修 行政职业能力基础         64   4 64     

52 120404012 必修 综合基础知识         64   4 64     

专业课程  272 192 304 288 336 0 83 872 464 56   

53 20001010 必修 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   16         1   16     

54 999994002 限选 创新创业（实践）       64     4   64     

55 150306036 必修 毕业设计（论文）         96   6     96   

56 150308037 必修 顶岗实习           480 8     480   

实训课程  0 32 16 16 112 480 19 0 80 576   

      小计  632 472 392 376 504 488 150 1462 738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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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车身维修技术专业定向培养专门化五选一课程 

序

号  

专门

化方

向 

课程 

代码  

课程 

性质  
课 程 名 称 

学期/ 阶段总学时安排 学分 理论- 实践学时分配 
课程 

说明 

1 2 3 4 5 6  理论 实践 
理实

一体 
 

1 

钣 

金 

专 

门 

化 

120404005 必修 车身轻量化结构与轻质材料    32   2 32     

120404007 必修 钣金修复技术    64   4 32 32    

120406010 必修 车身结构及附属设备    96   6 32 64    

120406014 必修 汽车装潢技术     96  6 32 64    

120406011 必修 汽车车身焊接技术     96  6 32 64    

120406012 必修 车身测量与校正     96  6 32 64    

120406015 必修 汽车新材料修复技术     96  6 32 64    

2 

涂 

装 

专 

门 

化 

120404008 必修 车身小损伤涂装修复    32   2 16 16    

120404009 必修 汽车涂料基础知识    64   4 32 32    

120404013 必修 车身结构及附属设备    96   6 32 64    

120404001 必修 汽车美容技术     96  6 32 64    

120406016 必修 汽车涂装技术     96  6 32 64    

120406017 必修 汽车涂料调色技术     96  6 32 64    

120406018 必修 汽车彩绘技术     96  6 32 64    

3 

二 

手 

车 

方 

向 

120406019 必修 消费者心理学    48   3 48    

120406020 必修 二手车贸易    48   3 48     

120406021 必修 二手车鉴定与评估    96   6 32 64    

120402022 必修 二手车大数据挖掘与分析     32  2 32     

120402023 必修 二手车金融     32  2 32     

120402024 必修 二手车收购与销售     80  5 32 48    

120402025 必修 二手车整备     80  5 32 48    

120404016 必修 二手车营销策划     64  4 32 32    

120406022 必修 二手车使用与维护        96  6 32 64     

4 

改 

装 

方 

向 

120403001 必修 汽车 CAD 制图       48   3   48  

120403002 必修 汽车运行材料       48   3 48     

120403003 必修 汽车美容与装潢技术       96   6 32 64    

120403004 必修 汽车底盘改装        96  6 32 64    

120403005 必修 汽车发动机改装        96  6 32 64    

120403006 必修 汽车电器改装        96  6 32 64    

120403007 必修 汽车性能检测技术        96  6 32 64    

5 

车 

身 

专 

门 

化 

120404017 必修 教师职业道德概论       32   2 32     

120404018 必修 汽车涂装技术       64   4 32 32    

120404019 必修 钣金修复技术       64   4 32 32    

120404020 必修 微课训练专周       32   2 32     

120404021 必修 车身测量与校正        96  6 32 64    

120404022 必修 汽车涂料调色技术        96  6 32 64    

120404023 必修 教育心理学        64  4 64     

120404024 必修 行政职业能力基础        64  4 64     

120404025 必修 综合基础知识        64  4 64    

备注：原则上第一学期不安排专业专周实训；各专业校内专周实训实践时，公共基础 

课程按教学计划正常进行；课程性质填写必修、限选、任选三类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校内教师 

教学团队共有专任教师 14 名，其中教授 1 名，副教授 2 名，专业带头人 1 名，讲

师 9 名，2 名教师为全国交通运输职业教育创新创业骨干教师，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 5

人，高级技师 2 人，技师 3 人。5 名教师取得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钣喷培训师认证资

格，3 名教师取得教育部-PPG 联合喷涂院校教师水性漆喷涂技能认证，2 名教师取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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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本田钣金培训师认证资格。同时，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国家级裁判 2 名，世

界技能大赛车身修理项目国家级裁判 2 名，省级优秀指导老师 4 名，1 名教师为四川省

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专家组长，1 名教师为四川省工匠杯车身修理项目专家组长。

另外，5 名教师拥有美国、芬兰等国外培训经历，3 名教师拥有 5 年以上企业经历。 

2.兼职教师 

现有企业兼职教师 12 人，企业兼职教师均为本专业校企合作单位的技术经理和技

术一线的骨干，具有丰富的实践操作水平和理论知识。 

（二）教学设施 

1.专业教室基本条件 

专业教室主要有涂装学习训练区、钣金学习训练区、发动机学习训练区、底盘学

习训练区和电气学习训练区，配备有教学一体机以及无线网络全覆盖教学区域，形成

具备拥有信息化功能的 10 个理实一体化教室。 

2.实训条件 

拥有有校内实训基地 6 个、校外实训基地 9 个，如表 6 所示，校外实训基地及实

训项目如表 7 所示。 

表 6         校内实训室及开设实训项目一览表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开设实训项目 备注 

1 
汽车发动机 

学习训练区 

完成发动机总成的构造、拆装、检修和故障

诊断等项目的理实一体和技能训练。 
 

2 
汽车手动变速 

器学习训练区 

完成手动变速器及驱动桥总成的构造、拆

装、检修和故障诊断等项目的理实一体和技

能训练。 

 

3 
汽车电气设备 

学习训练区 

完成汽车电源系统、车身电气等总成的构

造、拆装、检修和故障诊断的理实一体化教

学和技能训练。 

 

4 
汽车车身行驶制 

动学习训练区 

完成转向、行驶和制动系总成的构造、拆

装、检修和故障诊断的理实一体化教学和技

能训练。 

 

5 钣金学习训练区 
完成车身结构认知、车身覆盖件和结构件的

维修与更换教学和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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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涂装学习训练区 

完成车辆维修前处理、中涂处理、面漆喷

涂、抛光、涂料调色等典型工作任务教学和

技能训练 

 

表 7           校外实训基地及开设的实训项目一览表 

序号 校外实习基地名称 实践教学形式 备注 

1 成都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实践专周、顶岗实习  

2 成都锦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实践专周、顶岗实习  

3 成都三和新元素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实践专周、顶岗实习  

4 成都安利捷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实践专周、顶岗实习  

5 成都精典汽车服务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专周、顶岗实习  

6 成都建业车业有限公司 实践专周、顶岗实习  

7 成都上汽大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实践专周、顶岗实习  

8 成都新元素兴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实践专周、顶岗实习  

9 成都中升汇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实践专周、顶岗实习  

（三）教学资源 

以职业教育国家教学资源库建设为契机，紧抓专业核心课程网络教学资源建设，

初步建设成“国家级-省级-院级”三级优质网络课程资源，利用智慧职教与超星平台和课

堂教学营造信息化教学环境，极大了优化教学组织与教学方法，课程教学质量得到了

明显提升。目前，汽车车身维修技术专业主要拥有的信息化课程教学资源如表 8 所示。 

表 8 专业精品课程资源表 

序号 精品课程资源名称 

1 汽车维护（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2 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维修（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3 汽车涂料调色技术（国家级教学资源库课程） 

4 发动机构造及检修（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5 汽车底盘构造及检修（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https://www.sogou.com/link?url=DOb0bgH2eKjRiy6S-EyBciCDFRTZxEJgggoWvWoFg3ZVy6JvJfJZBvCJC-1zdrX6cu-PVrPpscIWmh0OyE5nec3HipY6dB7e0WdVVHsNE1v45pcIuTbZKby7ehx_dA5JrNmy6R_HK0V-crmEiBnI0KyIn7y7souETvOfvwSNo6ZUF1tAaHQxU2Q84KC8XI41Naac52aXM-dqSOgwxlzoSaJAy7_TbPCTxs4jPr-t82gM934Vk5rtB0PewKRdR04Y
https://www.sogou.com/link?url=WaeIF24cBDtmcaEEz6EaIGCHCsH20vdzRxIxQefegCYetkGz1h-WfbbAp6VRqT6Q
https://www.sogou.com/link?url=hedJjaC291OyiGvgbfIkdydgVwY3tYyNTJrUVHH1pODzumYzG9MyK48ttER2VHjO4vsQKYeV23M.
https://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oQrX2KRvxDKwDydjxbYhws
https://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oM7qN6Mhw6MWy5jbVvpcJtB30X9Rx_BO4.
https://www.sogou.com/link?url=WaeIF24cBDtmcaEEz6EaIGCHCsH20vdzqDUmjGo4kmU.
http://map.sogou.com/#city=%u6210%u90fd&lq=%u6210%u90fd%u4e0a%u6c7d%u5927%u4f17%u6c7d%u8f66%u670d%u52a1%u6709%u9650%u516c%u53f8&originurltype=PC_VR_Point
https://www.sogou.com/link?url=hedJjaC291NcbygW_W8Ib2XH0kc1pIdi2gWsJ87J09rAHf_pTr9E3QeQjj14rhdxiQ8QBy6lD_0FOq089eQs9RPI45CcrL7reIVvF350-40igqDCvuJtACBUysQ49ExuJEWFV78R93hN5xIjEI5EY75nv64EDJglWyjM2IVQX_Dz-2-Rw99_Kx3iiYcHmxL2bD6XQ7Vh7yvqso728oZPSHIMdJ9AuPG153yIRvYFfobXGhP3mUuQUa3mlRzfPLR2
https://www.sogou.com/link?url=hedJjaC291O7iNnC0WyRLVGlmgrQN4aUWm4z0SgLquB30EeCzrAKayPp9-wK7_tstsCnpVGpP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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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汽车涂料调色技术（院级精品在线课程） 

7 创业之路-车身维修艺术（省级创新创业示范课） 

 

（四）教学组织与实施 

1.教学组织与实施 

（1）课堂教学组织与实施模式 

遵循高职 9+3 生源学生认知特点和专业知识特征，采用“课前-课中-课后”三环节，

开展“任务引导-理论学习-单项训练-模拟生产-真实生产-技能拓展”六步骤教学组织，符

合职业教育教学要求和学生职业能力成长规律。以典型工作任务为导向，解决汽车故

障问题为根本，优化教学内容，凸显专业知识的实用性；以案例导入，理论指导实践，

生产检验成果，结合信息化资源，凸显教学过程的合理性。教学方法的多样化与教学

诊断的实时跟踪，凸显教学组织的先进性。 

（2）教学方法 

针对高职 9+3 生源学生抽象思维不突出和动觉智力强等智力特点，利用知识树方

法厘清专业知识体系内在逻辑关系，采用碎片化、多维化、动态化、可视化和网络化

等方法实现教学内容简单化，工作原理具体化，工作过程真实化，学情设置多样化，

教学诊断信息化，提高学生对知识的认知能力。结合学生学习习惯和专业课特点，采

用课前案例引导，明确学习任务与目标；课中智慧教学辅助、理实一体学练交替、项

目驱动学习、模拟生产演练、真实生产检验；课后知识巩固与应用拓展。 

（3）实践项目教学 

以实现工学结合、落实企业工作任务为主线，建设“校内学习训练区+校内模拟生

产性实训基地+校外顶岗实习基地”三个学习训练环境模式并开发实训项目。以“资源高

效、理实一体”为原则，布局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实施单项任务模拟训练学习项目；

以校企合作品牌为主体，建设校内模拟生产性实训基地，实施生产任务模拟训练学习

项目；以校外顶岗实习基地为纽带，实现校内模拟生产与校外真实工作任务的有效衔

接。 

2.教学评价措施 

以信息化教学手段优化教学评价方法，借鉴世界技能大赛考核标准和企业评价方

式与标准，具体开展线上与线下评价相结合，理论考核与实践考核相结合，项目考核

与企业评价相结合，过程评价与结果考核相结合，全面评价学生职业能力培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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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毕业要求 

（一）基本要求  

1.在修业年限内，须按照人才培养方案要求修习完成所有必修课程和专业限选课程

并获得相应学分； 

2.在修业年限内，须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不少于 10 学分的任选课学分和不少于 2 学

分的美育限选课程； 

3.在修业年限内，须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不少于 6 学分的创新创业学分，其中理论课

学分不少于 2 学分，实践学分不少于 4 学分； 

4.在修业年限内，须通过第二课堂教学活动，获得不少于规定第二课堂学分。 

（二）知识要求 

1.深入理解思想政治、科学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加强自身理念提升，弘扬和

传播中华民族正能量； 

2.具备汽车车身维修技术所需的大学语文、专业英语、信息技术等基础学科知识； 

3.具备汽车车身维修技术所需的汽车材料、机械基础、电工电子等学科相关基础理

论知识； 

4.具备汽车车身维修技术岗位群相关工作任务所需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核心知识； 

5.能够依据所学课程与知识有效构建专业知识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 

6.能够为汽车各系统结构、工作原理、故障诊断与排除以及汽车维修接待提供有效

的理论支撑； 

7.能够对汽车维修行业企业有深入的认知，具备小型企业创业策划与运营知识； 

（三）能力要求 

1.取得汽车维修高级工职业资格证或者取得职业能力等同于汽车维修高级工职业资

格等级相关证书； 

2.能够运用相关基础学科知识和学科基础理论知识解决专业实践生产问题； 

3.能够运用相关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核心知识对典型工作任务进行问题分析； 

4.能够运用相关专业知识对生产实践问题进行系统设计和开发解决方案； 

5.依据所学专业知识和标准对汽车车身维修岗位群相关典型工作任务完成结果进行

有效评价； 

6.能够针对汽车维修车间运营与管理制定详细策略，保障维修车间有序运营； 

7.能够与客户进行深入沟通，具备终身学习和创新能力，对汽车行业发展动态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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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 

（四）思政要求 

1.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在校期间无对学校和专业不良影响事件发

生； 

2.具备工匠精神与创新思维，对专业所从事职业具备锲而不舍的质量意识，不断提

升自我职业技能； 

3.具备较强的“以人为本”安全意识，严格按照职业操作标准从事岗位作业，追求

“零失误、零事故”标准； 

4.具备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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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录 

（一）课程变更与置换说明 

对照 2016 版人才培养方案，对各专业产生变更的课程说明原因，并就学生重修

该门课程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见表 9，表 10。 

表 9  课程变更对照表 
 

 
序

 

号 

2016 版 2019 版 
 

调整情况 

（新增/更名/删除） 

 

 

变更原因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表 10  课程置换对照表 
 

 
序

 

号 

 
课程代码 

（2016 版） 

 
课程名称 

（2016 版） 

 

用于置换课程（2019 版）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  

     

  

……  

 

（二）其他说明 

1.本方案按照专业发展规划与行业技术发展规律，每年度对课程内容进行更新， 

每三年修订一次课程体系，修订依据为年度企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教学质量评估报 

告及专业建设委员会会议纪要。 

2.为保障方案的持续性与科学性，人才培养方案调整按照《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办理。 

3.其他未尽事宜可在此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