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文件
中汽修协字〔2020〕15 号

关于组织开展全国职业院校汽车技术类专业
骨干教师培训的通知
各有关职业院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继续全面推进汽车维修职业
院校的教学改革，提升专业教师实践能力，促进课堂教学与行业生产
对接，实现产教深度融合，经与上海雷神咨询有限公司、西安汽车职
业大学、内蒙古环成职业技术学校协商，决定开展全国职业院校汽车
技术类专业骨干教师培训。具体通知如下：
一、 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上海雷神咨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内蒙古环成职业技术学校
二、 培训对象
培训面向全国应用型本科、高职、中职院校、技工类院校的汽车
运用与维修专业、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

等相关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
三、 培训时间、地点
培训时间：2020年8月17日至2020年8月23日，第一天为全天报到，
最后一天可返程。
培训地点：西安汽车职业大学，西安市临潼区渭北工业园秦王一
路1号。
报到及住宿地点：维也纳国际酒店（西安临潼兵马俑店），西安
市临潼区秦陵北路，酒店联系人：王燕 18149208586。
四、 培训内容
见附件1。
五、 培训费用
培训费为2980元/人(含培训费、教材费、耗材费、制证费等) ，
交通费自理，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上述培训由内蒙古环成职业技术学校收取并开具培训费发票，请
在报名的同时将培训费用转账至以下账户：
单 位 名 称： 内蒙古环成职业技术学校
纳税人识别号：52150000664065624C
地址、电话：呼市呼哈路路西0471-6490367
开 户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账

号：471900026110828

六、 报名方式
请将报名回执填好并加盖学校公章后，在报名期限内以电子邮件

形式发送至邮箱yuchen@rpschina.com.cn，并电话联系确认报名。请
提前进行报名，不接受现场报名。
联系人：俞晨 17701707741
为保证培训质量，本次培训组班人数最多为30人，额满即止（按
收到回执和培训费用先后顺序为准）。
七、 培训证书
培训结束后，由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与上海雷神咨询有限公司
联合盖章颁发证书，作为继续教育证明。
八、 附件
1. 培训课程内容；
2. 报名回执表；
3. 报到交通指引。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2020 年 7 月 3 日

附件 1：
培训课程内容
时间

课时

授课方式

第一天

1. 车载网络发展概述
2. CAN 网络
1) 网络结构及技术特点
2) 网络检测维修
3) VW、GM 车型 CAN 总线简介

8

理论+实操

第二天

3. LIN 网络
1) LIN 总线结构及技术特点
2) 网络检测维修
3) VW、GM 车型 LIN 总线简介
4. MOST 网络
1) MOST 网络技术特点
2) MOST 网络检测维修
3) VW、GM 车型 MOST 网络简介

8

理论+实操

第三天

5. 缸内直喷发动机燃油系统
1) 缸内直喷汽油发动机发展史简介
2) 直喷发动机类型
3) 缸内直喷发动机组成
4) 直喷发动机燃油系统控制原理
5) 直喷发动机燃油系统拆装工具及注意
事项

8

理论+实操

第四天

4. 缸内直喷发动机燃油系统
1) 直喷发动机燃油系统的维修

8

理论+实操

总结及答疑

4

考核（理论+实操）

4

第五天

第六天

培训内容

研讨交流
结业仪式
返程

理论+实操

附件 2

全国职业院校汽车技术类专业骨干教师培训报名回执表
院校名称
通讯地址
开票信息

姓名

单位名称：
开票税号：
性别

职务

手机号码

微信号

少数民族
饮食要求

住宿要求
单间
标间□
单间
标间□

备注：

学校（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年

月

日

注：
1. 请 将 报 名 回 执 填 好 后 ， 在 报 名 期 限 内 以 电 子 邮 件 形 式 发 送 至 邮 箱
yuchen@rpschina.com.cn，并电话联系确认报名。请提前进行报名，不接受
现场报名。联系人：俞晨 17701707741 。
2. 请在提交报名回执的同时将培训费用汇至内蒙古环成职业技术学校，将及时
开具培训费用发票；刷公务卡的请预先交付定金，未及时缴纳的不列本期培
训名单。

附件3
报到交通指引

1.西安高铁站→维也纳国际酒店(西安临潼兵马俑店)
公交： 距离 42 公里 步行至北客站（北广场）地铁口-B 西南口乘坐 4 号线
（往航天新城方向）12 站后在含元殿地铁站从 A-西北口出，步行 330 米至大明
宫国家遗址公园公交站乘坐 209 路公交车（往长乐公园方向）至长缨路华清路口
公交站，步行 457 米至三府湾客运站乘坐 915 路至东三岔公交站下车后步行 73
米到达维也纳国际酒店(西安临潼兵马俑店)
滴滴打车：距离（31.7 公里）

预估支付金额 15 元。

预估支付金额 85.87 元。

2.西安火车站→维也纳国际酒店(西安临潼兵马俑店)
公交：西安火车站东公交站乘坐 286 路（或 49 路，243 路，28 路，191 路，
176 路，176 路，912 路，719 路，717 路/K717 路）在长缨路华清路口公交站下
车，步行 470 米至三府湾客运站乘坐 915 路公交在东三岔公交站下车步行 73 米
到达达维也纳国际酒店(西安临潼兵马俑店)

预估支付金额 10 元。

滴滴打车：距离（29.6 公里）预估支付金额 77.23 元。

3.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维也纳国际酒店(西安临潼兵马俑店)
公交：步行至机场 3 号航站楼公交站，乘坐机场巴士临潼线在临潼汽车站
下车，步行 984 米到达维也纳国际酒店(西安临潼兵马俑店)

预估支付金额

31.5 元。
滴滴打车：距离（54.9 公里）预估支付金额 150.47 元（该区域无法长时
停车，请您提前叫车并主动联系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