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智能新能源汽车（初、中、高）“1+X证

书”试点工作方案 

 

一、 申请试点项目 

根据汽车运用与维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的新能源汽车动力驱动电机电池

技术-模块、新能源汽车悬挂转向制动安全技术-

模块、新能源汽车电子电气空调舒适技术-

模块、新能源汽车网关控制娱乐系统技术、新能源汽车多种能源高新系统技术-

模块共五大模块。 

根据本校汽车智能技术领域的主要方向和核心岗位，特申请如下模块的试

点： 

序号 模块名称 级别 

1 新能源汽车动力驱动电机电池技术 初、中、高 

2 新能源汽车悬挂转向制动安全技术 初、中、高 

3 新能源汽车电子电气空调舒适技术 初、中、高 

4 新能源汽车网关控制娱乐系统技术 中、高 

5 新能源汽车多种能源高新系统技 中、高 

 

二、 项目实施的基础与条件 

1、专业教学建设基础 

汽车智能技术是在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基础上拟申报的新专业，汽车

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于2005年开始设立，通过近15年的持续建设，在2012年成

为广州市重点建设专业，2018年申报了广东省品牌专业；智能汽车技术业主要

面向汽车后市场服务领域开展人才培养，智能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类岗

位（智能共享汽车运维岗位、新能源技术维修岗位）为本专业核心培养岗位、

汽车电子产品设计辅助工程师、汽车电子产品制造辅助工程师、汽车保险销售



及查勘岗位为本专业培养的拓展岗位。 

具体业绩如下： 

（1） 竞赛获奖 

2009年-

2019年，学生累计获得广东省汽修技能竞赛一等奖3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11

项；2018年-

2019年获得广东省新能源汽车服务技术竞赛二等奖3项（2018年全省排名第四、

2019年全省排名第8）；教师获得全国教学大赛二等奖1项、单项汽修技术论文

一等奖1项、省级教学竞赛二等奖2次；专业团队获得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一次

、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次。 

（2） 发表论文 

本专业团队近几年以来累计发表科研、教改论文60余篇，其中EI收录6篇，

ISTP收录3篇，中文核心期刊20篇，行业核心期刊论文10篇，主编教材7部。其

中在《机械工程学报》、《振动与冲击》各刊发2篇、《汽车工程》权威期刊刊

发3篇，《现代制造工程》核心期刊刊发4篇，《汽车电器》刊发7篇，《教育探

索》中文核心期刊刊发1篇。 

（3） 课程建设 

专业团队累计出版了职业院校专业教材《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汽车底

盘构造与维修》、《汽车理赔与保险》、《汽车底盘机械系统检修》、《机械

制造工艺规程制订》、《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规程》等七部，省级资源共

享课程1门。 

（4） 教改及科研课题 

专业团队累计申请或核心参与国家级课题2项，省部级课题4项，市级课题1

0项目，校级课题20余项，行业协会课题2项，广东省千百十人才校级支助项目1

项。 

（5） 专利申报 

   

本专业团队累计成功申报国家适用新型专业10项，联合广东东莞高等基因材料

研究院申报国家发明专利1项。 



（6） 科技服务 

专任教师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借助合作单位完善的开发、测试平台近2年

来累计完成了：轻型柴油机SCR系统故障诊断仪、电控柴油发动机燃油系统控制

仪、发动机控制系统综合控制器 

、手持式汽车控制系统传输设备的研究开发工作；成功申报了适用新型专利2项

，2018年成功申报了面向中小学生“新能源汽车科普教育”等广州市科技局科

研课题3项目，成功申报了轻型柴油车SCR系统故障诊断仪的研制-

广州市创新专业重点课题1项。 

2、培训基础 

（1） 社会技术培训 

本专业团队教师借助合作单位的技术交流平台，2016-

2018期间本专业教师王飞、王文涛、温炜坚应邀完成了柴油机SCR后处理系统工

作原理培训，王飞、王文涛担任SCR系统检修培训的主任讲师；2016-

2017累计完成1000人次柴油机电子控制系统检修培训；2018年完成1000多人次

的SCR系统故障诊断仪的使用培训。其次，本专业汪俊、汤志华、张怡、陈秀妙

老师完成了本校职工车辆的日常维护60余次，车辆故障检修30余次，车辆日常

使用培训70余次。 

（2） 学生职业资格证培训 

2007级-

2019级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了毕业标准职业之一是至少获得汽车维修中级

证书，多数学生获得了汽车维修高级工证书，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业制定了

汽车维修中级工培训及选修汽车维修高级工培训。本专业老师累计对1200人次

学生进行了本专业的考证培训。 

3、师资团队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团队拥有专任教师12人的校企混编教学团队，企

业兼职教师3人。其中，博士2名，高级职业资质及高级职称10人（校内高级职

称4人，高级考评员1人，汽车维修高级技师6人），占比为83.3%，硕士以上学

位教师7人，占教师总数58.3%，具有企业生产一线工作经历的教师12人、占教

师总数100%，具有高水平的双专业负责人2人（校内及兼职各1人）。 



具体师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学历/职称 职业资格 备注 

1 王文涛 博士/副教授 汽车维修高级技师 专业负责人 

2 杨伟均 博士/副教授   

3 汪俊 硕士/高级实验师 汽车维修高级技师 高级考评员 

4 陈建环 本科/副教授   

5 温炜坚 硕士/讲师 汽车碰撞评估师  

6 王飞 本科/讲师 汽车维修高级技师  

7 张怡 硕士/讲师 汽车维修技师  

8 陈秀妙 本科/讲师 汽车维修技师  

9 汤志华 硕士/讲师 汽车维修高级技师  

10 江鸿权 硕士 汽车维修高级技师 企业兼职人员 

11 冯津 本科/高级工程师  企业专业负责人 

12 黄俊综 本科 汽车维修高级技师 企业兼职人员 

目前本专业教学团队已具备完成成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设计的：单项技

能（专业基础必修课）、综合技能模块Ⅰ（新能源汽车机械技术检测与维修能

力）（专业必修课）、综合技能模块Ⅱ（汽车电子技术检测与维修能力）（专

业必修课）、汽车网络控制系统维修专门化模块、新能源汽车维修专门化模块

、汽车服务专门化模块、汽车定损评估专门化模块，共七大模块的教学工作。 

4、场地及设备基础 

目前本专业拥有校内实训场地约2000余平方米，教学整车13辆、汽车底盘

控制系统实训设备6套、汽车车身电气实训设备7套、汽车空调实训设备3套、汽

车整车实训设备6台、汽车钣金实训设备2套、汽车涂装实训设备、汽车综合性

设备1套、汽车信息资料应用实训设备、汽车仿真模拟实训设备43台、汽车营销

实训设备2套、汽车美容、装饰实训设备5套、新能源汽车实训设备6套，总资产

约1800万元；专业教学资源库6套价值80余万元。 

能满足本项目申请的试点模块基本需求（见表一）。 

表一：实训设备满足1+X证书基本要求情况汇总表 

实训设备分类 新能源智能汽车技术（1+X）证书要求 



高职 

序 
号 

类别名称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 电工电子实验设备 校内满足 

2 液压（气动）实验设备 校内满足 

3 钳工实训设备 校外实训基地满足（华南理工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4 汽车发动机机械实训设备 校内满足 

5 汽车发动机控制系统实训设备 校内满足 

6 汽车底盘机械实训设备 校内满足 

7 汽车底盘控制系统实训设备 校内满足 

8 汽车车身电气实训设备 校内满足 

9 汽车空调实训设备 校内满足 

10 汽车整车实训设备 校内满足 

11 汽车信息资料应用实训仪器设备 校内满足 

12 汽车仿真模拟实训仪器设备 校内满足 

13 汽车营销实训仪器设备 校内满足 

14 新能源汽车实训设备 校内满足 

三、 项目实施方案 

职业院校开展高质量职业培训对于深化校企合作、反哺学历教育、促进人

才培养等方面均具有推动作用，职业教育和培训是一个体系，学历教育和职业

培训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因此，职业院校要主动承担起学历教育与培训并

举的法定职责，以现有的实验实训教学条件为基础，进一步加强职业培训的场

地、设备建设，培训师资建设，管理制度建设。 

1、场地、设备建设 

场地： 

目前本专业拥有南校8号楼101 

（两大间700约平方米）、南校8号楼102汽车综合实训室（3个区间，约1300平

方米），理实一体化教学区间4个约800平方米。根据《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

能等级标准》规定： 

1) 规划八个实训区（考核站十六个考核区），每个区不少于5O㎡。 

2) 整体理实一体化培训教学、考核区应有8OO㎡以上。 

因此，通过重新规划整理本专业的实训场地即总体能够满足汽车运用与维

修的“1+X”证书的试点要求。 

设备： 



本专业具有：教学整车13辆（含混合动力车辆和纯电动车辆）、汽车底盘

控制系统实训设备6套、汽车车身电气实训设备7套、汽车空调实训设备3套、汽

车整车实训设备6台汽车综合性设备1套、汽车信息资料应用实训设备、汽车仿

真模拟实训设备43台、汽车营销实训设备2套、汽车美容、装饰实训设备5套、

新能源汽车实训设备6套，总资产约1800万元；专业教学资源库6套价值80余万

元。 

汽车智能技术的“X”是指新能源汽车动力驱动电机电池技术-

模块、新能源汽车悬挂转向制动安全技术-

模块、新能源汽车电子电气空调舒适技术-

模块、新能源汽车网关控制娱乐系统技术、新能源汽车多种能源高新系统技术-

模块共五大模块。《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规定：每一个任务分

解要项单元的实训教具仪器设备不少于三套（一套作为实训用，一套作为备用

，一套作为测评用）。总体设备投入30套。 

对比现有基础与《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设备规定，本专业

实验实训设备基本种类及数量基本满足“1+X”证书制度试点的要求。其存在差

距可通过如下途径解决 

（1）重新分类规整 

目前的实验设备按照课程教学项目进行摆放何分类，这与1+X证书试点分类

要求有较大差异。本着高效科学盘活现有资产，对现有设备参照《智能新能源

汽车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的规定进行重新分类规整。分拣出《智能新能源汽车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中所规定的五大模块设备，制定添加的设备种类及数量计

划。 

（2）申报新的专项资金 

对于目前本专业实训设备无法满足的模块设备可通过申请学校、市、省级

专项基金予以补充。 

2、师资建设 

通常而言，师资队伍由专职培训师、兼职培训师、外部培训师组成。对于

高职院校而言专职培训师就多是从教学一线转岗的教师，一般在培训中主要解

说一些共性的课程或协助其他培训师进行培训课件的制作、提供培训服务等，



而兼职培训师通常指的是企业、行业专家，他们具备很强的专业实操能力；外

部培训师是从外部获取的培训师资源。而 

“1+X”证书中的X要求与企业工作岗位的能力要求无缝对接，这势必对培训师

资队伍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 

从目前我们所拥有的师资队伍 来看，本专业团队可作如下调整与建设： 

A. 加强本专业老师的技能培训 

目前本专业团队的12名专任教师均具有企业一线经验，通过相关的技能培

训，进一步挖掘这些群体的潜能能够较快的满足专职培训师人员需求。 

B. 切实拓宽兼职培训师队伍 

本专业教学团队是一支校企混编的专业教学队伍，3名企业教师均为企业一

线的行业专家。可通过他们培训、引导、推荐，进一步拓宽来自企业一线的师

资力量。 

C. 切实引入外部培训力量 

对于前沿的技术问题，或者内部不具有符合培训项目要求的培训师，可通

过在本专业行业协会、高职教学指导会中任职的团队成员引荐行业、企业专家

予以解决。 

3、证书体系与专业人才培养融合 

汽车智能技术职业标准体系与新能源及及智能汽车后市场工作领域的相对

应，能够实现与企业一线岗位的无缝对接。秉承我校“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

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办学理念，院校

作为1+X证书制度试点的实施主体院应该迅速思考职业资格证书如何有效融入人

才培养方案中。 

（1） 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和课程体系重构 

围绕职业目标，以就业岗位为核心，制定职业素质和能力要求，进而重新

构建课程体系和专业人才培养规格。汽车智能技术的“X”证是指新能源汽车动

力驱动电机电池技术-模块、新能源汽车悬挂转向制动安全技术-

模块、新能源汽车电子电气空调舒适技术-

模块、新能源汽车网关控制娱乐系统技术、新能源汽车多种能源高新系统技术-

模块共五大模块。因此，本专业首先根据证书培训的十大模块内容重新思考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核心岗位，将细化的技能模块有机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之中；其次，再次优化本专业的课程设置将是证书融于人才培养中的关键一环

。 

（2） 将职业能力培养融入课程教学 

本专业将根据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专业教学标准要求和教学内容，统筹教

学组织与实施，深化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提高人才培养的灵活性、适应性、针

对性；将企业一线的操作内容进行商榷提炼后融合各门课程的施教过程中。拟

首先将4-

5门专业核心课程分步推进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与考证十大模块中的内容对接，然

后将非核心课程与之对接。与此同时，将思考探索将相关专业课程考试与职业

技能等级考核统筹安排，同步考试（评价），课程学分和职业技能等级证有机

结合。 

（3） 探索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 

所谓“学分银行”（school credit 

bank）是一种模拟或是借鉴银行的功能特点，使学生能够自由选择学习内容、

学习时间、学习地点的一种管理模式。其主要内容为累积学分，它突破传统的

专业限制和学习时段限制，将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结合起来，将学生完成学业

的时间从固定学习制改变为弹性学习制。本专业将结合实施1+X证书制度试点工

作，探索初步建设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 

 A、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理论探讨。 

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的建设既是国民终身学习、劳动者终身职业技

能培训制度的重要支撑，也是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对接的有效工具，还是沟通

中高职院校与中高技院校之间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贯通互认的桥梁。

因此系统深入的理论梳理“学分银行”的理论体系将是本专业的重要研究课题

之一。 

B、开展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

和转换”的认识。 

从学分银行的角度看，学习成果的认定应建立在学分项目的安排和项目学

分的规定的基础上。但如何将技能等级证书客观有机的转换成学分是本项研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A6%E4%B9%A0/22272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B9%E6%80%A7%E5%AD%A6%E4%B9%A0/7269618


的重中之重。 

四、 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1、2020-2021年度 培训场地、设备建设 

（1） 2020.01-2020.03 

重新梳理《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进一步落实细化本专业

的职业资格考证要求、推敲5大考证模块的可行性。 

（2） 2020.02-2020.03 

根据《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的场地、设备要求，重新规整本

专业实验设备。 

（3） 2020.03-2020.05 

根据前期工作结果，申报添置考证培训设备，分类规整实验室。 

（4） 2020.05-2020.12 

师资培训、宣传阶段；考证培训实验室项目验收。 

2、2021-2022年度  职业资格证书融入专业人才培养 

（1） 2021.01-2020.05 

本专业与考证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编制。 

（2） 2021.05-2022.12 

核心专业课程与考证内容的融合。 

（3） 2021.05-2022.12 

核心专业课程与考证内容的融合考核评价方式。 

3、2022-2023年度 探索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 

（1） 2022.01-2022.05 

学分银行与考证制度融合的理论探究以及个人学分账号机制的研究。 

（2） 2022.01-2022.12 

初步探究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

转换”。 

（3） 2022.10-2022.12 

项目结题验收。 

五、 项目预期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