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专业介绍 

 

 智能 制造系 



I.关于我校汽车专业 

 

专业方向组成 

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新能源汽车技术 

 

汽车制造与试验 



  

  



 



实训实验 条件 

 

• 

• 

• 

本专业有优良的实训实验条件，有实习场 

地 400 余平方米，各种实验设备 100 余台（ 

套）。 

汽车发动机拆装实训室、汽车底盘实训室 

、汽车电控系统实训室、汽车检测与故障 

诊断实训室。 

有丰田、标志、荣威、福特等校外实训基 

地（各大汽车 4S 店）



汽车发动机拆装间 



汽车发动机电控车间 



汽车整车及底盘拆装、维修车间 



汽车整车实训室 



 

汽车模拟销售实训室 



机械制图与机械基础实验室 



汽车模拟销售实训室 



汽车模拟销售比赛 



1+X 项目考试 



校内实训 



校内实训 



外实训基地 

特汽 车 4S店 攀钢汽车修造厂 



校外实训基地 

 

• 重庆长安 一汽大众（龙泉） 



校外实训基地实 习 



校外实训基地实 习 



 

校外实训基地实习 



 

II.关于汽车 

 

汽车产销量及总量 

中汽协：2021 年中国汽车产销量继续蝉联全球第一。 

2021 年汽车产量  2652.8 万辆。销售 2627.5 万辆。 

据公安部统计，2021 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95 

亿辆，其中汽车 3.02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 4.81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4.44 亿人。2021 年全国新 

注册登记机动车 3674 万辆，新领证驾驶人 2750 

万人。 



 

II.关于汽车 

 

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3674 万辆增加 346 万辆 

 

汽车保有量突破 3 亿辆，摩托车大幅增 长 

 

全国 79 个城市汽车 保有量超过 100 万辆 

 

新能源汽车保有 量达 784 万辆 

 

汽车转移登记数 量持续增长 

 

机动车 驾驶人数量达 4.81 亿人 

 

网上办理车辆和 驾驶证业务 9150 万次 



• 

• 

新能源汽车产销符合预期 

中汽协：2021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 354.5 万辆和 

352.1 万辆 



 

2021 年各省汽车产量 



III.关于汽车行业 

汽车行业企业市场 

交通部公布的数据，截止 2020 年底，全国共有机动车维修业户 62 

万家，从业人员近 

1.2 万  亿元以 上。 

400 万人，完成年维修量 5.3 亿辆次，年产值达 

在汽车消费中，买车的钱约占汽车消费的 1/3，而汽车服务要占到汽 

车消费的 2/3，据专家估算，一辆价值 10 万左右的车辆要使用 10 年， 

按每年行驶 2~3 万公里计算，一车辆一年的养护费用在 4000 元左右， 

越高档的车辆，费用更高。如果你每年有 100 辆车的固定客户，你 

每年的毛收入将达 40 万元。如果你的净利润为 20%，那你每年的纯 

收入将达 8 万元。一般而言,汽车售后服务市场是汽车产业链中最稳 

定的利润来源,可占据总利润的 60%- 70%左右。目前,相对于整车销 

售的利润缩水,中国的汽车售后服务市场利润率高达 40%,而整个市 

场还处于初级阶段,发展潜 力惊人.。 



2022 年中国机动车维修行业市场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 



汽车市场紧缺 的人才 

1.汽车设计制造人才 

2.后市场营销人才 

3.汽车维修养护人才 

4.汽车金融、保险服务人才 

5.二手车评估人才 

6.二手车销售人才 

7.零部件供应人才 

8.汽车租赁人才 

9.汽车改装市场人才 

10.联网型人才 

11.人力资源管理人才 

12.交通驾驶教育人才 



汽车行业市场人才需求现状 

 

人才是汽车行业竞争的重点 

 

巨大的人才缺口。 

据调查显示，我国现阶段汽车行业中的相关在业人员 

于  2018 年  期间达到了  400 万人左右，  2021 年达到 

800 万人左右。现阶段  汽车行业人才缺口达到了  50 万 

人。 



 

汽车服务行业 人员现状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人员需求量将持续上升，人才 

需求将达到较大规模。同时但是目前的人员素质远 

远满足不了行业发展需要，由于经过系统学习的专 

业人员供不应求，导致大量未经任何培训的人员进 

入汽车服务行业。我国从事汽车服务行业人员中，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38.5%，高中文化程度的 

占 51.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则仅占 10%(其 

中专科层次的占了大多数，而本科层次的更少)， 

结构比例约为 4：5：1。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 

般为 2：4：4。从业人员中的技能等级状况同样令 

人担忧，技师和高级技师仅占技工总数的 8%。 



 

IV.关于学习 

对汽车制造技术人员 的要求 

（1）掌握必备专业知识 

其中主要包括：电工电子技术；机械基础及机械制图；汽 

车构造与维修；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维修；汽  车  零  部  件 

加  工  工  艺；汽车装配与调试；汽车装焊技术； 相关法律 

法规及职业道德规范等。 

（2）具有较强的专业基本技能和与生产 

过程相关的基本能力 

其中主要包括：汽车制造基本技术；车型检测维修技术； 

获取信息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继续学习的能力。 



（3）具有良好的职业态度 

其中主要包括：热爱专业，不断钻研提高；自觉遵 

守企业规章制度；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自觉遵 

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诚实、守信、热情等。 



 

学习方式 

.理论课 

理论专业课程全部采用多媒体教学，辅助以实物模 

型、实物拆装、维修视频录像等，确保同学们能听 

得懂、学得会；教学方法则多采用演示法、行动导 

向法等，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实训课 

多采用项目教学法、行动导向教学法等，案例教学 

与专项训练相结合，全力打造具有实际工作情景的 

实训场所，把实际工作融于教学环节中，形成做中 

学，学中做，全面提升同学们的关键能力与综合能 

力。 



主干课程 

 

第三学年 去 3D 特训营汽车设计训练 汽车企业跟岗、顶岗实习 

 

小学期 专业拓展课程 

 

年 

液压传动技术与实践 

电工电子应用技术 

机械产品数字化设计技术 

汽车发动机构造维修 

机械制造技术 

汽  车  零  部  件  加  工  工 

汽车装配与调试 

汽车装焊技术 

汽车电器系统构造与维修 

汽车底盘构造维修 

 

小学期 创新创业教育 社会实践 

 

年 

汽车构造实习 

工程图样识读与绘制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实习 

机械基础 

通识课程 

第 

二 

学 

艺 

第 

一 

学 



 

技能等级证书 

（1）中级汽车维修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必考） 

（2）中级电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选考） 

（3）汽车驾驶证（选考） 

（4）中级钳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选考） 

（5）CAD 证书（必考） 



升学深造 

 

专 升本 

专升本：三年学习期满，可以继续报 

考成都工业学院、攀枝花学院 汽 

车技术服务与营销、车辆工程专业， 

脱产学习两年，即可取得全国认可的 

全日制本科文凭。 

 

专套 本 

从入学开始，在校两年期间，通过与成 

都信息工程大学、西南科技大学联合办 

学，学习该校机电设备管理专业的课程 

，可获得西南科技大学校机电设备管理 

专业本科文凭。 



专套本 



升本 2019 年 



专升本 2020 年 



 

五、就业趋向 

毕业了能做什么？ 



汽车制造企业 



 

（车辆维修、保养）维修厂、汽车 4S 服务站等 





 

汽车整车销售、改装车销售、汽车配件销售 



 

太平洋、中国平安、中国人寿等保险公司 



汽车配件管理 

汽车配件公司、汽车售后服务站 



 

二手车评估 



客户服务 

客户服务应在处理投诉方面具备通过良好的沟通技巧和知识；应具备商业与业务 

系统以及汽车技术方面的基础知识；具有汽车行业的资格考试证书以及外语知识； 

提高有关产品和服务的知识水平，通过参加商业展览和教育活动、建立个人关系 

网、查看行业出版物井参加专业社团保持专业的沟通技巧和专业技能。 



 

服务经理 

服务经理具有管理技术业务的经验或具有汽车行业提供综合服务业务的经验，服 

务经理应了解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具备激励员工和分析思考的能力，高水平的 

驾驭能力，具有团队工作能力以及交流与协商技巧，或为汽车企业提供业务咨询 

的技术经验，为人诚实、正直，并以客户为中心。 

 

车间主管 

车间主管在遵循服务流程的前提下，负责对进厂维修的车辆按相关分工进行派工， 

维修过程监控和完工处理。具备整个汽车产品方而的非常丰富的知识和经验；除 

不断进行自我培训外，车间主管还应通过参加制造商服务部门提供的所有相关持 

续培训，完成全部高级培训课程。 

 

技术总监 

技术总监在遵循制造商指导准则的前提下，负责对客户车辆按相关要求进行快速 

保养和维修，必须具有汽车行业技术主管资格考试证书；并具备整个汽车产品方 

面的非常丰富的知识和经验；除不断进行自我培训外，还应通过参加制造商服务 

部门提供的所有相关持续培训，完成全部高级培训课程。 



自主创 业 

维修厂、汽车美容与装潢店、汽车配件代理销售等 。 



 

欢迎报考 

四川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祝学业有成，前途似锦！ 

 

2022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