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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ar service professionals are very scarce in the automotive market 

after, but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is generally poor. It is difficult to that will undoubtedly hinder our 

national auto service industry health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ining mode of the 

automobile service and finds that it can not meet and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ersonnel 

training in the automobile service industry. It shows th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automobile service put forward the car service professional training program to meet the social 

and business needs. It is suggesut that curriculum system the teaching staff and the ability to 

practice three aspects should be refom on the automotive service training model to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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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目前在汽车后市场所从事汽车服务专业人才十分紧缺，人员素质普遍偏低，难以

满足广大消费者对汽车服务领域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这无疑会阻碍我们国家汽车服务行业

的健康发展。本文通过分析汽车服务专业的培养模式，发现其不能满足并适应汽车服务行业

对人材培养的要求，表明其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适应社会和企业需求的汽车服务

专业培养方案，着重从课程体系改革、师资队伍建设、锻炼实践能力三个方面提出对汽车服

务专业培养模式进行改革。 

1．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汽车保有数量呈现逐年增加的良好发展趋势。因此对于汽车后市

场的服务业也蕴藏着非常巨大的商机及相关人才的需求。目前在汽车后市场所从事汽车服务

专业人才十分紧缺，人员素质普遍偏低，难以满足广大消费者对汽车服务领域日益提高的消

费需求，这无疑会阻碍我们国家汽车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应用技术型院校如何在此背景下

培养出复合型高素质汽车服务技术人才是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 

2．汽车服务行业人员现状 

我国汽车行业从业人员整体文化水平不高、缺少专业知识、没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在汽

车研发、服务以及文化等方面还无法满足当前汽车服务行业的需求，无法符合经济全球化发

展的要求。具体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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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销售人员对不同消费者的需求理解不够透彻，目标客户不明确，远远没有做到像丰

田公司那样从汽车驾驶学校到每个家庭的完整的市场覆盖，尚须向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整合

营销发展。汽车服务人员仍处于简单的产品维修阶段，等到车辆出现问题了，客户才到维修

站进行修理，远远没有达到主动为客户服务的维护保养阶段，而且服务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

升。汽车文化企业宣传人员没有抓住消费者需求，真正让消费者产生震撼性的影响。很多企

业没有深入分析消费者的感觉与心理需求，推出适当的产品品牌价值塑造体系，广告仍然停

留在统一营销形象的狂轰乱炸阶段。整个品牌塑造手段，仍然停留在单向介绍企业产品，而

不是针对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塑造品牌的价值形象。 

总之，我们国家目前非常缺少汽车服务行业的人才，特别是不但掌握汽车技术，而且掌

握管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3．汽车服务专业人材培养培养目标 

3.1 夯实基础 

应能技术型学校需要在培育汽车相关专业的人材的时候，必须要树立注重基础、结合实

践、就业口径宽的人才培养方向，做到在掌握汽车基本知识的前提下做好汽车服务，以工程

理论作为重要基础，把汽车服务作为学科前进方向，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培育出适应

我们国家汽车服务行业的技术应用型人才。 

3.2 一砖多能 

汽车服务业的市场需很多的既要掌握汽车基本技术又要掌握管理服务的交叉学科人才。

那么根据社会及市场需要，在人材培养时就要注重复合型高素质人材的培养。 

因此应用技术型院校培养的人材主要面向汽车维修和汽车销售等汽车服务类企业，掌握汽

车技术分析知识和能力，能胜任汽车维修服务顾问、汽车销售工作岗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

人才。汽车维修服务顾问具备汽车维修接待、维修技术解答、维修业务引导、客户关系维护

的专业技能；汽车销售岗位具备营销策划技能、汽车销售技能、汽车信贷和保险业务办理技

能、客户关系维护的专业技能；同时兼顾培养相近工作岗位（汽车配件管理岗位、汽车保险

与理赔岗位、二手车鉴定评估与交易等岗位）的工作技能。并且通过本专业的培养，使合格

毕业生在汽车服务行业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素质和能力。 

4．汽车服务专业培养模式的不足 

4.1  课程设置 

应用技术型院校的课程设置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使用的课程教材大部分是专业技术类的

课本，讲授的理论知识比较深奥，侧重汽车开发技术研究型人材的培养。因此容易导致讲授

的内容偏离汽车服务专业的培养目标，影响教学效果。而汽车服务技术人材在专业方向主要

偏向基础理论知识，讲授的知识要求理论知识表面化浅潜易懂。 

4.2  教师队伍 

由于高校教师一般属于具有深厚的理论知识，但缺乏充足的实践经验。教师在讲授知识

的时候，所讲的内容深奥枯燥，不能引起学生的求知欲望，而且所讲的内容比较陈旧，与社

会企业的发展脱节，影响教学效果，不利于学生快速成长。 

 

4.3  教学资源 

汽车服务专业人才主要是掌握理论与实践的复合人材，并且偏重于社会实践。但是因为

众多制约因素，高校很难为大学生提供充足的条件用于实习，导致培养出人材的社会适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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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实际动手能力都比较弱。如何科学合理地为汽车服务专业学生创造量身定制的用于实习

的实验资源、环境场地一直是高校实践教学环节中存在的困难。 

5．汽车服务专业培养模式的改革 

汽车服务专业培养模式的改革就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目标的

办学理念；坚持以培养具有一定交通汽车类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技能型专门

人才为目标。坚持走校企合作，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道路 

5.1  课程体系改革 

学校实践课程建设。合理制定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教学目标、选择相应

的教学科目，以达到相应的培养目标。汽车服务领域的课程主要不能按照传统的研究型大学

的课程建设的方式来安排学科理论。要求学生的理论知识深浅合适，涉及到多领域，比如车

辆工程、汽车电子、汽车服务与营销、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等交叉学

科。另外课程内容合理，把知识理论说的清楚、理解透彻就足够，将学生培养成理论知识扎

实又同时拥有较强的操作技能的人才。此外，尽可能地结合社会和企业对人材的需求，自编

或者合作编写应用型的精品教材。 

5.2  师资队伍建设 

专业教师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又要有丰富的企业实践经验。建设优质教师资

源，还要阶段性地注重教师在新技术、新知识方面的培训。校企合作可以增强教师实践经验，

同时还可以加强学生的实践教学。通过与汽车相关企业的接触合作，高校教师能够掌握汽车

生产服务行业的发展趋势，以及学习和掌握最新的设计理念、技巧。建设一支实践能力强、

符合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是培养汽车后市场人材的坚强后盾。 

5.3  锻炼实践能力 

校外生产实习是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在现场或生产实践中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的一种实践活动。其目的是弥补学生在校内实习内容不够全面、真实的问题，直接融入社会

企业，开阔学生视野，感受企业文化，使学生对我国汽车生产、销售及维修企业的现状和发

展情况有全面的了解。 

汽车服务专业，可以根据自身专业特点推行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运用“订单式”、

“顶岗实习”、“工学交替”、“教、学、做一体化”等多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全面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建立并实行应用技术型院校和用人单位的

订单式培养模式，维持长期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可以充分发挥校企双方各自优势，使实践

教学和企业生产融为一体，促进了学生专业理论学习与职业发展能力的对接，满足了社会和

行业的发展需求。学生通过课外实习，不仅可使自己更好地理解和巩固专业课的理论知识，

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了解本专业的具体工作内容，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的综合

素质 

6．结束语 

随着汽车服务行业的繁荣发展，对汽车服务专业的人材需求越来越多，人员素质的要求

不断提高。本文通过分析汽车服务专业的培养模式，发现其不能满足并适应汽车服务行业对

人材培养的要求，表明其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适应社会和企业需求的汽车服务专

业培养方案，着重从课程体系改革、师资队伍建设、锻炼实践能力三个方面提出对汽车服务

专业培养模式进行改革。新的培养模式既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也需要进行工程实践环节的

教学，使学生能够把理论知识和工程实际相结合，成为拥有多学科交叉专业的人才，熟练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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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汽车服务行业的相关技能，使学生拥有较强的竞争力，成为复合型高素质综合服务技能人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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