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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执笔人及编写日期： 审定负责人及审定日期：

一、课程定位

1、课程在专业培养中的定位及作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一门主干专业课程。其任务是使学生具有

汽车电气设备的基本知识和汽车电气设备维修的基本技能。通过理论教学和实践技能训练，

使学生系统掌握汽车电气设备的结构、基本工作原理、使用和维修、检测和调试、故障诊断

与排除等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今后从事汽车维修技术工作，以及为适应汽车后市场发展

提供所必须的继续学习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础。

2、本课程与其它课程的关系

表 1 前导、后续课程一览表

前导课程 本课程 后续课程

电工电子 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维修 汽车电控系统故障与维修

二、课程设计理念及思路

课程设计理念：该课程作为该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主要是让学生获得汽车

电气设备的基本结构、原理、维护、修理等方面的系统知识，使学生具备对汽车电气设备进

行结构分析、常规维护和修理的基本技能、使学生初步具有汽车电气设备各个用电器结构和

故障分析的能力；初步具有汽车电气设备的维护、修理能力和汽车电气设备故障诊断排除能

力。为今后从事汽车维修技术工作，以及为适应汽车后市场发展提供所必须的继续学习能力，

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掌握好基础知识能够让学生在日后的学习工作中，能够准确分析和判

断汽车故障部位以及故障类型。也符合相关发动机制造厂或者相关零配件制造厂等制造企业

的基础用人标准。总的来说可以夯实学生汽车基础知识，以应对多变的市场环境。

课程设计整体思路：该课程设计的理念，是以“万丈高楼平地起”的设计理

念，应为该专业为工科技术类，该专业毕业学生要想在售后市场能够拿到高收入，

首先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所以该专业设计的《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维修》



是让学生从理论基础上充实自己，将基础打好才能起万丈高楼。学生学习完该课

程后将初步够掌握汽车发动机构造、原理以及相关机械故障的判断；同时将能够

熟练的拆装相关汽车电气设备的动手能力和熟练使用拆装维修工具的能力。同时

在配合校企合作企业的实训，将学生的综合能力大幅提升，让学生在学校学习之

余能够尽可能的接近市场和熟悉市场，并从中掌握最新的技术和维修拆装技巧。

三、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

1 掌握常见汽车电气设备的结构和基本工作原理。

2 掌握汽车电气设备的使用、维护及故障分析的知识。

3 了解汽车电气设备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2、能力目标

1 能读懂汽车电路图，能用电路图分析汽车电路的基本工作情况。

2 掌握汽车常用电气设备的拆装和检修方法。

3 掌握常见汽车电路故障的诊断和排除方法。

4 能正确使用汽车电气设备维修中常用的工具、设备、仪器和仪表。

3、素质目标（态度）

培养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严格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环保意识、团队协作意

识。

四、教学内容安排及标准

理论部分

(一)绪论

1. 了解本课程的性质、任务、重要性；

2. 了解汽车电气设备的发展概况和发展趋势；方法。

3. 掌握汽车电气设备的组成、特点。

(二)电源系

1. 掌握各类常用蓄电池的基本结构和型号，蓄电池的正确使用方法，技术状

况的检查与维护蓄电池的常用充电方法，常见故障的诊断；

2. 理解蓄电池的基本工作原理、基本工作特性、容量及影响因素；

3. 了解蓄电池的其他充电种类和方法，国外常见车型蓄电池的型号；



4. 掌握常见硅整流发电机的基本结构、电压调节器的基本类型和电源系统的基

本电路，发电机和调节器的正确使用和维修，电源系统的连线、故障诊断与

排除；

5. 理解硅整流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及工作特性，电压调节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6. 了解硅整流发电机及调节器的检测、调试方法。

(三)起动系

1. 掌握起动机的组成，电磁操纵强制啮合式起动机的结构、工作原理，常见起

动电路和具有保护功能的起动电路、起动系统的维护及故障诊断与排除，

2. 理解直流串激式电动机的基本工作特性和减速起动机的基本工作情况；

3. 了解起动机的分类、型号和起动机性能测试的内容和方法。

(四)点火系

1. 掌握传统点火系的基本组成，传统点火系的电路和各组成元件的结构、基

本工作原理；

2. 掌握电感储能电子点火系的组成、电路，信号发生器的类型和结构，各组

成元件之间的线路连接；

3. 掌握计算机控制点火系的功能及组成，各种点火系的正确使用和维护，点

火系的故障诊断与排除；

4. 掌握示波器和正时灯的正确使用方法。

5. 理解传统点火系的工作原理和工作特性，传统点火系各组成元件的有关工

作特性，影响点火性能的因素；

6. 理解电感储能电子点火系的基本工作原理，信号发生器产生信号的基本原

理，点火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7. 理解计算机控制点火系的基本工作原理；

8. 了解点火系主要组成元件的型号和性能检测方法。

(五)照明、信号、仪表、警报系

1. 掌握照明、信号、仪表、警报装置的组成、基本电路、工作原理，正确使

用、维护和故障诊断新方法，

2. 掌握前照灯、电喇叭的结构、检测与调整； 3. 了解其他信号、仪表、警

报装置的结构和调整。



(六)辅助电气设备

1. 掌握风窗刮水器的结构、线路，暖风、除霜设备的结构、线路等；

2. 了解空调系统的组成、基本工作原理、基本控制电路及其检测方法。

(七)全车电路

掌握汽车电路图的符号、电线、插接器等的表示方法，国家标准规定的

汽车电路图的画法。

实践部分

(一)实验

1. 蓄电池技术状况的检查和维护

会使用密度计和高率放电计检查蓄电池的放电程度，会检查蓄电池电解

液的液面高度并进行补充作业，会检查免维护蓄电池的技术状况。

2. 蓄电池的补充充电及初次充电

会使用充电机，会根据蓄电池的型号对蓄电池进行补充充电和初次充电。

3. 发电机及调节器的拆装及维护

掌握常用工具的使用方法，掌握万用表的使用方法，会正确拆装发电机

和触点式电压调节器并对其进行常规的检查，会对发电机和触电式调节器进

行维护，会诊断集成电路电压调节器的好坏。

4. 电源系电路的连接

掌握典型的电源系电路，能按照电路图连接几种常见车型的电源系电路，

会检查电路连接的正确性。

5. 起动机的拆装及维护

会正确拆装和维护起动机，会正确使用工具。

6. 起动系的故障诊断与排除

掌握常见的典型起动电路，会根据起动电路诊断起动系的故障，会通过

更换故障部件的方法排除起动系的故障。

7. 点火系主要元件的拆装与维护

掌握分电器总成进行正确的拆装、调整、维护，会对点火系的其他元件

进行调整和维护。

8. 点火系电路的连接



掌握传统点火系和电子点火系的电路图，会连接传统点火系、电子点火

系电路。

9. 点火正时

能根据典型车型的要求完成点火正时的操作，会根据发动机的工作情况

诊断点火时间的早、晚，会使用正时灯检查发动机的点火正时情况并进行调

整。

10. 点火系的故障诊断与排除

掌握点火系电路，能用正确的方法诊断点火系电路的故障，会用更换零

件的方法排除点火系的故障，会使用示波器检查点火系的工作情况并诊断主

要故障。

11. 前照灯的检查与调整

掌握国家标准对前照灯的要求，会使用屏幕法或灯光检验仪对前照灯进

行检验和调整。

12. 照明、信号、仪表、报警电路的连接与故障诊断

掌握典型照明、信号、仪表、报警电路，会根据电路图连接上述各系统

的电路，能根据电路用正确的方法诊断上述电路的故障。

学时分配

序

号
模块内容

学时数

合计 讲授 实训 机动

1 电源系 18 9 9

2 起动系 18 9 9

3 点火系 18 9 9

4 照明、信号、仪表、警报系 18 9 9

5 辅助电气设备 18 9 9

6 全车线路 16 8 8

合计 106 53 53



五、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改革

（一）采用启发式、互动式教学方式，强调学生自主学习。同时采用课堂教

学和实践性教学相结合；课堂内容与企业需求相结合；毕业实习与就业岗位相结

合采用启发式、互动式教学方式，强调学生自主学习

（二）采用模块式教学，即“一模块理论配合一对应实训”；及理论教学与

案例实验教学相结合。

（三）每门实践课程之后都安排教师指导课程设计。

（四）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

（五）开发管理综合素质与能力实践教学体系，包括：实习、训练、设计、

实验、证书培训，强调过程管理与控制；

（六）加强校企合作

将深度与合作企业合作，将适时适当的与校内维修企业进行深度合作，提高

学生实训时间和机会，让学生学中做，做中学，能够不断提升个人综合能力。

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训学习的交叉，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已学习的理论

知识，同时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让学生提前积累行业相关经验，提高学生的市

场竞争力，同时通过该学习方式，将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也可以为后期

参加校外举行的技能比赛储备一定的人才。在合作的过程中，要求合作单位添加

部分设备完善汽车实训室的建设。

学生进入企业参加实训学习后，将按照企业的规章制度以及考核办进行管理

学生，将考核结果计入学生毕业的考核要求中。

六、课程实施条件

1.教师基本要求

1 具备高级汽车维修工及以上资格证书；

2 必须熟练掌握汽车构造知识；

3 具备汽车维修、制造方面的实践经验

4 具备汽车故障诊断维修的能力

5 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2.校内外实践教学条件要求

校内实训基地条件要求：为保证学生项目、任务的实施与完成，本课程必须

在实践理论一体化教室或专用实训室完成教学过程，具体要求如下：汽车汽车电

器拆装实训室、汽车整车实训室。

校外实训基地条件要求：课程涉及到汽车电器设备的故障诊断的项目的学习、

及任务的实施；具体如下：维修企业必须达到二类以上资质，有完善的企业文化、

管理制度、有健全的人才培养方案。

七、评价建议

在结束模块学习之后，开展模块测试，直接通过汽车故障实例对学生进行考

核，通过不同考点的设置让学生自觉掌握整个模块的知识与技能，整个考核过程

按照行业大赛进行考核，分个人考核以及团队考核，具体考核实施如下：

(1) 个人考核

1 针对模块设置若干个考点，进行随机抽题考核；

2 通过对考点的掌握情况、考核报告书、操作的规范以及现场“7S”管理

等进行考核；

3 通过考核评比出名次，同时计入期末考试中 40%的平时成绩；

4 通过与学校以及合作企业申请资金，将部分考核作为比赛的形式进行，

以提高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行动能力。

(2) 团队考核

1 针对大项目或者需要伙伴协助的项目，设置相对应的大考点；

2 针对团队协作、团队组成、考点的认知程度、操作熟练程度、报告等进

行考核；

3 同时将大项目考核加入比赛的形式进行考核，排出名次，计入个人平时

成绩进行期末考核；

4 综合以上方式进行考核方式的总结，表现形式如下：

平时总成绩=出勤率成绩×50%+课堂表现成绩（个人、团体参赛名次）×50%。

项目成绩=阶段测试成绩×50%+课堂任务书成绩×50%；

总成绩=平时总成绩×20%+项目成绩×50%+期末考试成绩×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