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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investigation on business needs and construction principle of practical 

applied talents, cultivation objectives of practical applied vehicle engineering talents are 

demonstrated. To explore cultivation mode of practical applied vehicle engineering talents, the 

training program is gradually improved, and curriculum is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xcellent connection of university cultivation and social de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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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通过对企业需求的深入调研，结

合应用型专业人才的建设原则，明确了应用

型车辆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逐步完善

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课程体系，探索应用型

车辆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为实现大学培

养与社会需求的良好对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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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车辆工程专业拥有广泛的知识体系网

络，不仅涵盖了机械设计、动力机械工程、

牵引动力传动、金属材料等传统的基础理

论，而且不断地扩展外延，与计算机技术、

电子技术、交通运输、控制技术等专业也有

密切的联系。目前，我国设有车辆工程专业

的高校数量已显著增加。各个高校的车辆工

程专业的发展途径和专长也各不相同，培养

方案也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汽车底盘，有

的侧重于汽车车身，有的侧重于汽车电子控

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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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机学院汽车学院于2009年设立

了车辆工程专业。近年来，学院积极探索车

辆工程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合理规划专业

发展定位，制定培养目标。目前已与上海同

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校企合作应用型

人才培养框架协议，力争建立科学的人才培

养模式，从而提高应用型车辆工程专业人才

的培养质量。 

2．应用型车辆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与

规格 

“技术立校，应用为本”是我校特色鲜

明的办学指导方针，这要求我们必须以学生

为根本，以知识为基础，以能力为核心，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且适

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

才。因此，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过

程中，应注重产学结合，充分发挥校企资源

优势，实现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教学与研究

相结合。一方面积极走访上海同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申龙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等汽

车企业，针对汽车企业对车辆工程专业人才

的需求展开调研与分析，深入学习汽车企业

的文化与理念，借用企业人才资源、先进技

术提升学生的培养质量与教师的实力；另一

方面为教师、学校与企业搭建深度融合与全

面了解的平台，实现产学研水平的促进与提

升。 

根据我校既有资源优势，结合同捷公司

等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和学生自身发展

的目标追求，我校应用型车辆工程专业人才

的培养目标是： 

（1） 具有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 

掌握汽车产品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

现代汽车制造技术、汽车电子技术、汽车检

测与维修等车辆工程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 

（2） 获得卓越工程师的基本训练 

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较强的自学能力

和创新意识，掌握车辆工程领域中设计、制

造、生产、试验等方面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

法和能力。 

（3） 具备车辆工程领域的技术应用能

力 

能够在汽车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及其

相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汽车零部件、汽车电器

与电子领域的设计、性能测试与技术服务等

方面的工作，培养成为车辆工程专业应用型

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3．应用型车辆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

建 

完善的培养体系决定了人才的培养质

量，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保证。在汽车企

业对车辆工程专业的需求调研与分析的基

础上，针对车辆工程专业的培养体系逐步进

行完善。重点针对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方

式和方法，合理而适度压缩理论教学课时比

例，适当增加实践环节课时比例，注重学生

潜力和特长的充分发挥，提高动手和实际应

用能力。建立的应用型车辆工程专业人才培

养体系如图1所示，主要分为理论教学模块、

实践技能培养模块和综合素质培养模块三

个部分。 

 

图1 应用型车辆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图 

3.1 理论教学模块 

3.1.1 公共基础课程平台建构 

搭建以数学和工程力学为主的公共基

础课平台，使学生建立牢固的工程科学基础

理论背景。学习课程主要包括高等数学、线

性代数、大学物理、大学计算机基础、高级

语言程序设计等。 

3.1.2 学科基础课程平台建构 

构建专业基础知识的理论学习平台，使

学生具备宽泛的汽车工程专业背景，课程主

要包括机械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汽

车构造、汽车理论、发动机原理、数模电子

技术等。 

3.1.3 专业课程平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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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以汽车设计、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

技术、汽车电控系统仿真与设计、汽车实验

技术等为主的专业课程平台。使学生在基本

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有针对性的、深

入的掌握汽车零部件设计与分析、汽车电器

与电子领域的设计、性能测试与技术服务等

方面的理论知识。 

3.2 实践技能培养模块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是表征应用

型人才能力高低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因此，

实践技能的培训必须贯穿于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整个教育过程。实践技能培养体系可分

为课程教学实践环节、独立实训实践环节和

实习基地建设三个部分。 

3.2.1 课程教学实践环节 

课程实践环节应与理论教学相结合，以

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验证，如力学实

验、物理课程实验、汽车油耗实验、汽车排

放测试实验等。 

3.2.2 独立实训实践环节 

独立实训实践环节以实训和模拟为主

要特征，通过解决类似于工程实际问题，培

养学生的动手技能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金工实习、驾驶实习

等基本技能层，进行工科基本技能训练。二

是机械制图测绘、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电工电子实习等专业技能训练层，进行理论

知识的综合运用和设计能力的训练。三是汽

车构造实习、发动机拆装实习、汽车故障检

测诊断实习等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层，训练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了进一步加强训练解决工程实践问

题的能力，在课程实践环节中增加了如汽车

CAD/CAE等课程的实践课时，并对CATIA

设计软件的基础应用进行培训。在独立实训

实践环节中增设车辆工程综合实验、汽车电

控系统仿真与设计课程设计等内容，以提高

学生今后的应用技能。 

毕业设计(论文)是独立实训实践环节

的一项重要内容，可提高学生对大学期间学

习成果的总结和运用能力。毕业设计可采用

“双导师制”，由同捷公司的工程师和学校

专任教师共同担当指导教师。设计(论文)题

目可参考企业的实际项目选取，如发动机舱

盖的逆向设计、汽车零部件的CAE仿真分析

等。 

 

3.2.3 产学研实习基地建设 

在车辆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的过程中，应逐步加强与汽车企业的合作交

流，建立产学研实习基地，充分发挥校企资

源优势，积极研究工学结合、校企优势互补、

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促进科研与教学紧密

结合。产学研实习基地的拓展与建设将为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提供有力的保障，能够锻

炼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培

养质量，推进应用型车辆工程专业人才培养

与企业接轨。 

近年来，汽车学院已与上海同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众力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等企业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毕业实习基地。通过在实

习基地的学习，学生增加了感性认识，毕业

后能够马上进入角色，充分提高了学生的创

新意识和实践应用能力。 

3.3 综合素质培养体系 

构建素质拓展教育平台，通过马克思主

义与爱国主义教育、外语、心里健康和人文

社会科学等育人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建立科

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

社会交际能力。 

为了进一步提高应用型人才的适应性

和知识面的宽广性，在车辆工程专业课程平

台中增设了丰富的选修课程，如汽车ECU

应用、汽车安全技术、电子线路CAD、汽

车营销学等课程。 

为提高应用技能，更好地对接企业，企

业可开设汽车设计规范、流程标准和企业文

化等课程，进一步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实

际运用与操作能力。 

4．结束语 

应用型车辆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是一个

系统工程，只有不断探索和完善车辆工程专

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才能培养出满足社会市

场需求且具有创新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加强与企

业的沟通和交流，掌握企业的新技术、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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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需求，从而对人才培养的方向和内容

不断加以充实和更新。 

本文在对上海同捷等汽车企业需求调

研的基础上，逐步完善人才培养方案，积极

探索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为车辆工程专

业人才的培养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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