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编辑：文二霞

Professional Education Garden

wex@motorchina.com

职教园地

以市场为导向推进汽车维修培训
◆文/汪贵行 汪学慧
本文以多种案例阐述应坚持以现代汽车的应用需求为导向，紧密贴近汽车维修的实际，充分发挥社会培训机构具有灵活调节
课程设置的特点，有针对性地积极推进培训内容的更新，有预见性地主动开拓新的天然气及电动汽车的培训领域，对加强汽车维
修人员的技术培训、快速培养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复合性维修人才、促进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汪贵行
(本刊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资深

汽车维修的社会培训机构在政府劳动主管部门的

那样，没有专职教师，主要是请修理厂师傅进行教

指导下，按照汽车维修各个等级的培训大纲与规定的

学，而应让来培训的学员能够真正提高维修水平，学

内容进行教学服务，让已在汽车维修厂工作的维修技

习到实用的新技术，从而解决维修中遇到的问题。

工经过几个月短期的业余学习，通过政府主管部门组

1.市场需求是汽车维修培训的动力

织的技能鉴定，取得社会认可的技能等级证书。学员

市场的需求是汽车维修行业发展的目标，更是

在取得合格的技能等级证书后，也就取得了合法的从

汽车维修培训的动力。坚持在现代汽车维修实践中

业资格或执业资格。深圳市政府对已取得合格技能等

锻炼和提高，紧跟时代的进步，灵活地做好培训服

级证书的劳动者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扶助，如按不同等

务，是民办培训机构前进的动力，这点我们是有深

级发放定额的经济补助，正式调入深圳市户口并享受

切体会的。

社会福利房或租赁廉价房等。所以汽车维修培训机构
把学员的技能鉴定作为一项主要任务。

深圳市毗邻香港，每天均有数以万计的车辆在
深港两地流通，但是深圳的汽车维修企业却很少了

工程师、山东省 汽 车检

社会上有很多汽车维修培训机构，深圳市通达汽

解香港环保法规对车辆运行的要求。有一次一辆港

测工程师终审 委员、深

车维修培训学校就是其中一个，学校在激烈的社会竞

牌轿车因为启动困难在深圳修理，车辆难着车是常

圳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

争中与时俱进，在做好技能鉴定、提高鉴定及格率的

见故障，较易检查分析，维修人员判断启动机本身

授、深圳市通 达 汽 车培

同时，还特别注重对学员的技术素质培训，坚持以市

并没有故障，蓄电池性能也正常，而是启动控制线

训学 校 授 课 老师、中央

场为导向，针对性地积极推进技术培训，以适应日益

路出现了故障，但是按常规控制原理却无法排除故

人民广播电台“华 夏 之

进步的汽车维修要求。下面谈谈我们开展这方面培训

障，维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问题仍没有解决。由

声”和深 圳市广播电台

的体会。

于车主急于赶回香港，在修理时间紧迫情况下，维
修人员直接从点火开关出来的启动挡位置上拉了一

交通台汽车节目特约嘉
宾。熟 悉丰田基 础技术
及新技术，现重点学习和
研究电动汽车技术。

一、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推进培训内容的
更新

条线，经过空挡启动开关后顺利地解决了发动机的

社会培训机构应紧密贴近汽车维修市场的实际，

的交通环保部门罚了款。原因是在停车时发动机不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能灵活调节课程设置的

能自动熄火，没有了怠速启停控制功能，触犯了香

特点，弥补学历性教学大纲与教学内容一时难以变化

港的环保法规。

启动问题。可是当车辆开回香港后，车主却被香港

的不足，积极快速培养高技能的复合性维修人才。我

这件事情在维修单位不被理解，但却引起了我们

们招收的培训学员不是职业技工学校的学生，而是现

的重视，并由此增加了一项新的培训项目。启动系统

已在汽车维修厂工作的员工，他们有一定的家庭经济

的故障不算疑难问题，控制线路也不十分复杂，为什

负担，每天还承受繁重复杂的劳动，不可能有整天的

么会被罚款呢？原来维修人员没有掌握发动机怠速启

时间来学习，但他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维修经验，也

停系统的概念。怠速启停是一个适应环保的新装置，

具有一定的汽车应用与检测的理论基础。这些因素决

为保护香港特区的空气质量和环境，推进节能减排，

定了对维修技工的培训应适合他们的特点，不能照搬

强制推行的一项怠速启停的重要措施。按香港特区政

职业技工学校的那一套，而应建立专职教师队伍，认

府的《汽车引擎空转定额罚款草案》规定，除巴士和

真负责地进行专业化教学，不能像有些社会培训机构

混合动力车型外，普通汽车怠速3min后必须熄火，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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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每次将罚款320元港币。其实类似这种法

变速器的特点和不足，我们在培训教学中，

原因，而且从本质上掌握了排除此故障的

规在欧洲也是普遍实行的，甚至是载客的

及时增加了DSG双离合器变速器的工作原

维修方法，他们能主动向车主解释故障原

旅游巴士在市区停车时不准开空调，否则

理、优点及当前出现故障的分析，以及如何

因并做好维修，这既缓和了车主的不良情

也将被处罚。

应对的措施等内容。

绪，也帮助减轻了大众4S店的压力，一定

所谓怠速启停装置，其原理是汽车遇

DSG的机械结构和手动变速器一样，

到红灯或堵车时，挂空挡或踩驻车制动踏板

是由离合器、输入轴、输出轴、各挡齿轮、

销售和维修企业的好评。

超过一定时间，或车速低于某速度时，发动

同步器、换挡拨叉等部件组成的。但DSG

3.拓展性教学的探讨和尝试

机将自动熄火，而重新踩下离合器踏板、加

拥有2个离合器、2根输入轴、2根输出轴，

解决职业教育滞后问题的途径之一是

速踏板或松抬驻车制动踏板的瞬间，发动机

巧妙地把2个手动变速器集成组合在一起。

跟随汽车市场的变化，进行拓展性教学的探

将会自动快速启动。在怠速启停系统中就专

DSG在换挡时，只有双离合器间的快速切

讨和尝试。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教育

门设置有一个类似“门电路”的装置，用于

换，每次换挡耗时不到0.2s，换挡速度极

跟不上时代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一矛盾同

控制发动机的自动停止与快速启动。于是我

快，动力没有中断现象，甚至比技术最好的

样也反映在职业院校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

们在安排培训内容时，就专门讲解了这种控

专业车手的换挡还快，节约用油十分明显。

等方面。有些技术已经在市场上商业化运行

制方式和电路原理知识，让学员及早掌握怠

当前有少数DSG车型的车主投诉，如

了，但学校的教学内容还没有体现。如发动

速启停装置的原理，并具有处理和排除此类

大众旗下的帕萨特、迈腾、速腾等有时会

机的FSI缸内直喷技术、车辆的自动泊车系

故障的能力。这种培训活动受到维修厂家和

发生汽车无法行驶的故障，罪魁祸首是车辆

统、CAN-BUS总线技术、LED光源及在

学员的欢迎。

拥堵造成的，也与驾驶员的操作习惯有关。

汽车上的应用、VSC车身稳定技术、制动

2.充实培训内容，提高维修能力

DSG的动力是刚性连接的，堵车时如没有

优先系统等。上述技术是近几年才在汽车上

汽车维修培训机构应注意汽车市场的

及时挂空挡，外面又没有离合器踏板可踩，

应用的，并不是传统的汽车经典教学内容，

新动向，随时充实培训内容，及时解决汽车

此时发动机动力全部消耗在DSG内部离合

但汽车市场上却已使用，并已产生了商业价

运用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切实提高维修技

器上，是摩擦片打滑并消耗发动机的能量，

值，这些新技术和新装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工的修车能力。这表现在引导对DSG双离

导致内部迅速升温，使其温度传感器报警的

重视和喜爱，但在正规化的职业院校，这些

合器自动变速器(图1)的培训方面。上海大

一种保护性措施。如在堵车或等长红灯时，

新技术和新装置是不可能快速安排到教学内

众和一汽-大众近几年推出了DSG自动变速

千万不要挂着D挡进行驻车制动，挂空挡

容里去的，这就是传统职业教育的“滞后”

器，目前已逐步在市场上推广应用。但部分

是最好的方法，能够消除DSG温度过高现

现象。

车主反映这种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在使用中

象。当然这也与DSG控制系统器件质量不

有异响及抖动现象，少数DSG车辆甚至出

一有关。

程度上化解了社会矛盾，此举也受到汽车

正规教育内容滞后是正常的现象，社
会经济发展越快，教育内容的滞后会越明

现无法继续行驶的故障。这一现象引起社会

通过对DSG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的原

显。我们暂不研究其深层次的教育理论，就

的关注，也对汽车销售商和维修厂造成一定

理、结构与使用的生动讲解，学员不但明

以汽车维修工种的教育为例，汽车职业院校

的压力。为了让学员正确认识双离合器自动

白了造成DSG车辆异响抖动及无法行驶的

的应用与检测专业很少会讲到最新的技术，
因为正规职业学校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学大

DSG双离合变速器

纲、教学计划和教材选定都有严格的审定，

输入轴1
半轴

是不可随时改变的。即使职业学校教师有极

多片式
离合器A

高的理论与实际水平、或是学校的教学设备

输出轴1

过硬，也不能随便增添或改变教学内容。解
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在非学历性的职

倒挡齿

业培训教学中，及时增加最新技术的内容，
以满足汽车维修技工现实工作中的急需。

输出轴2

驱动桥

发动机曲轴

输入轴2

多片式
离合器B

现代汽车新技术、发动机的FSI缸内直
喷技术，帕萨特、高尔夫、宝来等大部分大
众车型已在应用，FSI燃油缸内直喷技术是
汽油机发展方向的一项重大进步，能提高发

图1 DSG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的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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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大幅降低了燃油消耗。FSI是将汽油直接
IGBT绝缘棚
功率管

喷入汽缸内而不是传统的喷到进气歧管中，
其中采取了两项特殊的燃烧技术，即分层燃
烧和均质燃烧，按照发动机负荷大小的不

HV高压电池

电抗器

储能器

S2

S1

S3

电机
负载

C
S1-S6六个IGBT功率管

S1

ZA
0

ZB

同，FSI可在这两种模式中自动选择，在中
小负荷时采用分层稀薄燃烧模式，而在大负

储能电容

S6

S4

S5

S6

ZC

荷时则为均质燃烧。FSI技术还涉及到晶体
图2 电动汽车的电源逆变与变压系统图

的压电效应，应用了新型压电式喷油器，喷
油控制更精确，可在很宽的转速范围内提

学中，结合LNG发动机的工作特点，在燃

交流逆变的变频技术、电动轮边驱动技术、

供精细控制的分层混合汽，突破了传统的

料供给与气化控制，以及点火方面的差异进

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等。电动汽车的电源逆

1:15理想的油气比率，使得稀燃模式可以一

行生动的教学。具体表现在点火电压与点火

变与变压系统如图2所示。我们曾连续在深

直保持到发动机较高的转速和负荷区，由于

正时、汽缸压缩比、空燃比、润滑系统、冷

圳市的高新科技训练基地，开展了电动汽车

混合汽中燃油的比率显著降低，能够节省约

却液等方面都有特殊的要求。从深圳市近

的大型技术讲座活动，在实际行驶中对这款

10%的燃油消耗。这样的好技术应迅速充

两年大量LNG公交客车使用及实际故障情

电动新车有了新体验和新认识，积累了最原

实到教学内容中，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况来看，尤其要警惕LNG发动机发生的爆

始的经验，获得了一些最前沿有价值的认

燃故障。我们的教学从实际出发，解决了

知，为开展电动汽车的培训做了大量前期准

二、结合新能源的应用，促进汽车
维修发展

LNG发动机应用过程中，出现的多种实际

备。如我校最早使用的一辆插电式混合电动

问题和特殊故障。这种与汽车运用和维修紧

汽车，已运行35个月，总里程55000km，

汽车维修培训机构的老师应敏锐察觉

密相连的教学，注意从过去的单纯培养实用

其中用油里程不足6000km，电里程接近

汽车市场的新动向和新变化，结合城市天

型技工，向理论提高的综合素养型转化，学

50000km，实际耗电费4400元，平均每

然气及电动汽车的应用，有预见性地主动

员能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受到公交公司技

公里仅用0.09元。这种既实现绿色环保出

开拓新的培训领域，促进新能源汽车维修

术部门的高度评价。

行，又大幅节油减少行车费用的真实事例，

的健康发展。

2.电动汽车为维修培训开拓出更广领域

编在培训教材内容中，引起了广大学员的兴

1.开展LNG发动机培训教学

展望汽车的发展，电动汽车已在现实

趣和重视，起到积极的反响。

深圳市通达汽车维修培训学校结合

生活中出现，给汽车运用与维修培训开拓出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LNG液化天然气在公交客车的应用，及时

一个更新更宽广的领域。深圳市是使用电动

(2012～2020年)》规划指出，到2015年纯

在公交公司广大职工中开展了LNG天然气

车最多的城市之一，其中有纯电动公交大

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累计产量将

的储存、运输、发动机改造、运用和检测等

客、纯电动出租车、混合电动大巴、多种品

达50万辆，到2020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

方面的培训，收到积极的教学效果。

牌的混合电动轿车等。我国对新能源汽车的

混合动力汽车生产能力达200万辆、累计产

近年来我国实施的“西气东输”工程

支持力度非常大，为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和提

销量超过500万辆，燃料电池汽车、车用氢

及海外天然气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

高环保水平，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能源产业与国际同步发展。

化，以及我国南海的油气储量的戡探，都在

电动汽车在我国的发展将会形成高潮。

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有政府对

说明天然气的来源极其丰富，且为天然气代

深圳市通达汽车维修培训学校意识到

电动汽车进入公共汽车领域的大力支持，只

替汽油在汽车上应用开辟了一条斩新之路。

电动汽车是汽车发展的方向，在巨大发展的

要坚持宣传和培训，电动汽车终究可发展起

LNG液化天然气在低温深冷预处理的液化

同时，必然在我国会造就一个更新更庞大的

来。现在电动汽车的培训在我校已是常态化

过程中，已进行了去除天然气中的绝大部分

电动汽车培训市场。为此我们在三年前就着

了，虽然目前电动汽车培训还处于初级基础

杂质，是一种最清洁的可燃气。与汽油或柴

手开展电动汽车培训的物质准备，也积极学

阶段，但已经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随着电

油的燃油车相比，LNG汽车的尾气排放十

习电动汽车的基本理论，积累了大量电动汽

动汽车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电动汽车市场

分清洁，几乎无黑烟也极少积碳和焦油的沉

车的资料，并在广大汽车维修员工中，尝试

的培育将会十分巨大，开拓电动汽车的培训

积，其HC排放比国Ⅲ排放标准还低45％，

开展电动汽车的宣传和培训。电动汽车在

领域，必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培训规模！

CO排放减少了97％，可不做任何排放净化

技术领域是最前沿的，其中涉及到如三相

处理即可达到国Ⅲ排放标准。

永磁同步交流电机驱动技术、磷酸亚铁锂

(作者汪贵行、汪学慧单位：深圳市通达汽车

电池和镍氢电池、直流电升压技术、直流变

维修培训学校)

我们在积极开展LNG发动机的培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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