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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园地

职业学校汽车教学设备的使用现状与管理措施
◆文/广东 童剑锋

汽车教学设备是职业学校进行汽车技术教学的重要物质基础，其正确的使用和良好的管理不仅可以延长设备的使
用寿命，而且还可提升汽车技术教学效果。但是在汽车技术教学过程中，不少职业学校对汽车设备的使用和管理不尽
如意，甚至存在一些问题。在此，本文对职业学校的汽车设备使用现状进行总结，并提出几点管理改进措施，以与同
行共同探讨。

一、使用现状

利用，特别是精密高端设备使用率低，闲置

敢轻易让学生操作实训；其三是一些大型设

1.设备齐全，使用率低

时期多。究其原因：其一是在设备建设过程

备从购进时没有考虑到实际安装的问题，由

近年来，为了改善因专业不断状大而

中，有些学校没有进行周到的论证和调研工

于教学场地有限，安置不当，以致教师和学

致汽车实训效果不佳情形，以及为紧跟汽车

作，为了追求品牌效应，片面贪求设备高、

生操作设备时非常不方便，只好将这些设备

维修技术发展新形势，许多职业学校都加大

精、尖、全，而忽视汽车常用实训设备的建

摆在场地供参观罢了。

了汽车专业的建设，不断完善汽车教学设

设，从而形成虚而不实的过度建设；其二是

2.设备滥用贬值，损坏严重

备，甚至不惜重金购进专业设备。设备虽

一些教学设备过于精密贵重或专业化，保管

时下，许多职业学校的汽车专业教学

然更齐全更先进了，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

维护要求高，使用时不是耗材昂贵就是发生

采用的是理实一体化或行动导向教学模式，

却事与愿违，一些汽车教学设备没有被充分

故障时难以维修、维修成本高，造成教师不

教学计划更多地倾向于技能实训教学。汽车
技能实训教学的增加，在学生数量多及有限
设备的情况下，势必造成了设备在短时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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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使用，而又得不到及时的维护保养，最

革新促进了教学水平的提高。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终造成永久损坏。特别是一些精密仪器(如

1.运用现代化汽车教具可以提高教学

3.运用现代化教具可以发挥学生主体

汽车故障诊断仪、发动机综合检测仪等)，

质量，优化教学效果

作用，培养综合素质

由于学生初始使用不得要领，爱护设备的责

汽车专业教学中有许多重要的原理和

传 统教学方法 一 般 教师讲的多，学生

任心不强，损坏更是严重。精密设备一旦损

工作过程 是比 较 抽象的，如果借助解剖模

练的少，许多知识都需要学生课后去背，
“填

坏很难再恢复到原来的性能，因此常被学校

型，结合投影仪，将汽车部件的运动情况和

鸭式教学”给学生造成很大的负担，效果不

闲置在一旁。另外，有些教师不懂新购进仪

工作过程进行讲解，化抽象为形象、化静为

好。现代化汽车教具可以要求标准化、操作

器设备的性能，缺乏应有的培训，经常是边

动，知识重难点会因势利导得以突破，获得

流程化，对照实物教具观看拆装或检 测视

学边用，操作不规范，不仅没有发挥设备应

较好的教学效果。

频，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有的功能，而且加速了设备的老化，甚至损

总 之，在专业教学中运 用各 类汽 车教

坏整个设备。还有些教师教学中贪图方便或

具，对优化课堂教学，提高教学效果是卓有

为一己之需而随意拆卸设备的零件，也致使

传 统教学中教师的教学 手段单调，学

成效的。但 这里 所说的并不是 指使用教具

一些设备功能缺失或损坏。

生很 容 易感 到 枯 燥，而通 过 实 物、挂图、

(含各类电教设备)简单地参与教学，而是辅

3.陈旧设备缺少维护保养，安全隐患多

台架等教 具的使 用，形成一种科 学的真实

助优化 教学，教师对各类教具 不能过多依

学校虽然定期都有更新设备，但是

的 教 学 环 境，使 学 生 的 注 意 力集中，大 大

赖，传统教学基本功仍需加强，恰当、巧妙、

更新毕竟有限，陈旧设备仍是学生实训

增 强了学习兴 趣。加 上 投 影片 的 放 映、旋

灵活、适度地运用各类教具从而提高课堂教

所用的主要“装备”。有些汽车设备过于

转、复 合，生 动 有 趣，使 枯 燥 的 知 识 趣 味

学的整体教学效果。

陈旧，其结构和功能与当前知识严重脱节

化，这 必 然 引起 学 生 的 学习兴 趣，激 发 学

(作者张启森单位：无锡汽车工程中等专业

以致影响到学生操作技能的提升，造成学

生 的 求 知 欲，诱发 学 生 的 学习动 机，调 动

学校)

生难以适应工作岗位。另外，在很多职

2.运用现代化汽车教具可以激发求知
欲，提高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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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校里陈旧设备都缺少维护。由于没有

其次，在选购设备时，我们要明确拟

查，必须严格按照设备的维修保养规范进

专业的固定维护人员，很多陈旧设备都是

购汽车教学设备的种类、规格、功能和效率

行。工艺化就是根据不同设备制订各项维护

老化磨损、残缺不全，极大地增加了实训

等各种技术指标，对所选仪器设备认真分

工艺规程，按规程进行维护。制度化就是根

安全隐患。例如经过反复多次拆装的汽车

析,掌握拟选仪器设备各种技术参数的稳定

据不同设备的工作条件，规定不同维护周期

总成(如发动机、底盘类总成)，貌似完好

性, 弄清仪器设备在规定的使用寿命周期和

和维护时间并严格执行。对于设备维护人员

地摆放在台架上，实际上却是内部零件散

运行间隔期限内, 在规定的工艺、能源等使

的不足，我们可以挑选素质高、技能好的学

乱缺失，外部连接松松散散。实训过程中

用条件下能够无故障地发挥预定功能的程

生组成设备维护队，通过加强其设备维护技

稍不注意，零件便有可能散落掉地而砸到

度, 从而保证所选购的教学设备能够在安全

能的培养，可将常用易损的设备由他们来

学生。还有那些经过无数次试验的电控发

操作的情况下完成符合质量要求的汽车专业

进行日常的维护，及时维修好损坏的汽车

动机试验台，其原本良好的连接线路被拆

技能培训任务。

总成。而对于大型或精密贵重设备(如举升

解的面目全非，线束被解开，导线零乱地

最后，在选购汽车设备时，我们还要

机、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线等)，我们可以定

裸露在机体上。试验时若是学生检查不全

考虑拟购仪器设备的销售价格、通用性、节

期联系厂家来校进行维护保养，及时排除故

面，电线便可能因短路而冒出火花引燃老

能性和维护费用等。

障隐患，以确保设备时刻处于良好状态，保

化燃油管漏出的燃油，从而引发火灾。因

2.提高使用和管理设备人员的素质

证汽车实训的顺利开展。

此，种种老化或零件缺失的设备，其潜存

首先，作为设备的管理人员，要树立

4.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和使用机制

的安全隐患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管好设备”的思想意识，发扬爱岗敬业的

在设备管理过程中，可以联合学校有

4.学校缺乏有效的设备监管机制

精神，熟悉实训室设备管理制度，掌握各类

关职能部门探讨建立有效可行的设备管理制

一些学校的设备监督管理体制、激励

设备的名称、型号规格、性能、作用，了解

度，扎实做好汽车设备的管理工作。从设备

制约机制不尽完善，大部分管理者容易忽视

仪器设备的使用和保养细则，并且认真实施

的购置源头起，包括设备的验收、安装、调

使用者的切身利益与仪器设备的质量状态，

各项规则，同时积极创新，不断探索设备管

试、使用、维护、修理、革新改造、保管、

对仪器设备缺乏应有的关心，最终造成仪器

理的新方法。

封存、报废和事故处理等一系列活动, 每个

设备损耗加剧，提前贬值。同时由于学校内

其次，教师要树立“用好设备”的思

过程都建立健全设备技术档案, 记载设备的

部设备管理职责不清，有些设备损坏了，没

想意识，应有很强的责任心，爱护好设备。

各种原始技术资料, 详实地记录设备使用过

有人维护，无法查到责任人，只好不了了

每一次使用设备时，要做到使用前认真检

程中的运行状况，对设备做到有章可循，有

之。另外，由于职业学校缺乏专门的设备管

查，使用中操作规范，使用后清洁保养，杜

人可问，有案可查。对于闲置汽车设备，也

理机构和通用型技术人员，致使大型设备的

绝设备带“病”作业或随意改变操作规程。

要加强监管，定期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护

维护工作存在盲区，相关设备的正常运行得

面对新设备时，要认真阅读有关使用说明，

和保养，保证设备的性能和精度完整可靠。

不到保障，时刻影响着汽车实训的进展。而

碰到问题，及时咨询厂家专业人员，熟练掌

另外，校园网的建成也为使用和管理汽车教

仅有的仪器设备保管人员，缺乏全面的专业

握其正确的操作规程。

学设备提供了新的途经，为实施设备网络化

知识，只是简单地看管着设备，根本无法进

最后，加强学生爱护公共财物的思想

管理提供了硬件条件。我们可以将设备管理

行仪器设备的维护和保养工作，形成仪器设

教育，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及时表扬操作

中的计划、采购、验收入库、调拨、报废、

备“小病无人修，大病修不了”的状态，严

规范、爱护设备的学生。而对那些不按规范

账目、报表、报盘等工作输入电脑，再将汽

重威胁着仪器设备的使用寿命。

操作或蓄意破坏设备的学生，要及时制止他

车设备的技术规格、闲置情况、使用状况等

们的行为并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甚至

输入网络，使相关部门通过网络了解设备的

二、管理措施

停止其实训学习。

详细信息，掌握各实训室的设备占用和使用

1.充分调研，合理配置汽车教学设备

3.重视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

效益等情况，及时调整设备的使用计划，从

首先，在设备配置计划方面，我们先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要彻底摸清学校现有汽车教学设备的状况，

只有把设备维护好，才能充分发挥设备的各

总之，汽车教学设备不仅是学校固定

再根据汽车专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中规定

项性能，提高教学效果，保证实训安全。因

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教师进行汽车

的实验、实习教学的课时以及汽车专业的学

此，我们必须坚持执行设备的维护规程，使

技术教学的必备“武器”。只要对汽车教

生人数合理配置教学设备，而新设备的配置

维护工作做到三化，即规范化、工艺化、制

学设备做到合理配置、正确使用、细致维

也应以当前常用的汽车教学设备为主, 不可

度化。规范化就是使维护内容统一，哪些部

护、精心管理，必将实现汽车教学设备的

盲目追求最新设备。

位该清洗、哪些零件该调整、哪些装置该检

效益最大化，提高汽车技术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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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现设备的全过程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