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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Aircraft

Owners and Pilots Association of China，以下简称中国 AOPA）

提出、制定、发布、解释并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长沙航

空职业技术学院。

本标准起草人：丁邦昕、郝凤军、陈律、江游、王江。



引 言

近年来，航空职业教育蓬勃发展，为航空产业发展培养、输

送了大批人才，但是由于受到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影响，航空服

务、航空维修等人才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

出现了不相适应的现象。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高航

空职业教育的组织管理和保障水平，尤其是市场急需的新专业的

教育质量，规范其基本内容、程序和方法，依据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学习借鉴其他专业性职业教育成功经验，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是中国 AOPA 组织、实施和保障、促进航空职业教育

创新计划“牧鹰计划”的基本依据，是所有自愿加入“牧鹰计划”

的学校、企业和机构等共同遵守的行动指南。



—1—

航空职业教育创新计划(“牧鹰计划”)
第7部分 飞行器维修技术专业师资提高培训

1. 范围

本标准描述了飞行器维修技术相关专业的教师专业理论与操作技能

提高培训相关术语、定义，对培训组织管理、内容和考核、保障条件、认

证等进行了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国内高等职业院校从事飞行器维修技术专业师资提高培训。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 年)》；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 年)》；

《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合格审定规定》(CCAR-147) 。

3. 术语和定义

3.1 飞行器维修技术专业

本标准中所界定的飞行器维修技术专业是 2015 年教育部颁发的普通

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中所属 5606 航空装备类，专业

代码为 560602，主要对应职业类别为民用航空器装配、调试人员的飞行

器维修技术专业。

3.2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

本标准中所界定的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是 2015 年教育部颁发的普

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中所属 6004 航空运输类，专

业代码为 600409，主要对应职业类别为民用航空工程技术人员、民用航

空器维修人员的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

3.3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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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中所界定的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是 2015 年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

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中所属 6004 航空运输类，专业代

码为 600418，主要对应职业类别为民民用航空器飞机结构修理专业。

3.4 专业教师

本标准中所界定的专业教师是指在国内高等职业院校从事高等职业

教育的专任教育工作者。

3.5 专业理论

本标准中所界定的专业理论是指航空器结构与系统、空气动力学与飞

行原理、航空发动机原理、航空发动机结构与系统、航空维修技术、航空

维修管理以及有关民航规章等理论基础知识，与维修实践活动是相互依存

而又相互影响的，是对实践活动的总结和升华，它能指导实践活动的有序

进行。

3.6 操作技能

实操技能亦称“运动技能”、“动作技能”。是指通过学习而形成的

操作活动方式，是一种动作经验而非认知经验。可分为初级操作技能和高

级操作技能两类。初级操作技能指通过一定练习或模仿形成的仍带有明显

意识控制特点的技能，高级操作技能则指经过反复练习使其基本成分达到

自动化水平的技能。操作技能的掌握要通过对操作活动方式的认识与练

习。

3.7 培训师资

直接担任飞行器维修技术专业教师专业理论与操作技能提高培训教

学任务的人员。

3.8 培训机构

经营业务范围涵盖航空或教育相关专业，达到有关标准，具备开展飞

行器维修技术专业教师专业理论与操作技能提高培训能力的法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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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考试中心

由培训机构建立，配备与考试相配套的软硬件，具有完备的考试功能

的考试场所。

3.10 微格教学

微格教学是一种利用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来培训师范生和在职教师

教学技能的系统方法。微格教学的实施过程是以现代学习理论、教学理论、

现代教育技术理论以及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教学技能训练过程。

4. 培训目标

4.1 整体目标

本培训标准主要目标是规范飞行器维修技术相关专业高等职业院校

师资在职提高培训。通过对从事飞行器维修技术、飞机机电设备维修、飞

机结构修理 3 个专业教学师资的培训，提高他们所涉及的飞行器故障检验

与修理，飞机附件的故障检验与修理，飞机装配调试与试验，飞机机电设

备分解与装配，飞机外场维护，民航机务工程等理论与实践教学工作的能

力。

4.2 专业理论培训

（1）熟悉民用航空器的基本结构组成；

（2）熟悉民用航空器主要系统的组成以及典型部件的结构与工作原

理；

（3）熟悉航空发动机的基本结构组成；

（4）熟悉航空发动机主要系统的组成以及典型部件的结构与工作原

理；

（5）了解航空金属材料的种类、牌号以及性能特点；

（6）了解航空复合材料的的种类、性能特点以及使用情况；

（7）了解影响航空安全的各种人为因素，熟悉民航法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3%BB%E7%BB%9F%E6%96%B9%E6%B3%95/12091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B0%E4%BB%A3%E6%95%99%E8%82%B2%E6%8A%80%E6%9C%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3%BB%E7%BB%9F%E7%A7%91%E5%AD%A6%E7%90%86%E8%A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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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操作技能训练

（1）掌握基本钳工、常用工量具与设备使用维护技能；

（2）掌握识读电路图，制作简单电子线路的技能；

（3）掌握钣金零件下料、手工成型、普通铆接、特种铆接、金属结

构件修理和防腐技能；

（4）掌握飞行器标准线路施工技能；

（5）掌握飞行器维修手册和技术文件的使用；

（6）掌握职业安全防护技能；

（7）掌握飞机附件分解和装配的技能；

（8）掌握飞机零部件故障检验和修理技能；

（9）掌握飞机附件调试和故障分析的技能；

（10）能较熟练的使用分解、装配、调试、维护与检验等维护飞机常

用工具和设备；

（11）能按产品工艺规程或维修手册要求进行飞机及部附件的分解、

故检、修理、装配、调试、维护和检测。

4.4 教学技能培训

（1）了解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

（2）熟悉教学工作和教书育人的规律；

（3）掌握教学工作规范和教学环节的各项实践技巧；

（4）掌握维修专业课堂教学的方法与手段。

5. 培训内容

5.1 专业理论培训

（1）航空器结构与系统；

（2）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原理；

（3）飞机与发动机装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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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航空器发动机结构与系统；

（5）人为因素与民用航空法规；

（6）航空工程材料。

5.2 操作技能训练

（1）外场和车间的安全防护；

（2）维修手册及维修文件的使用；

（3）常用工具与量具的使用；

（4）常用电子电气测试设备的使用；

（5）静电敏感元器件/部件的防护；

（6）标准线路施工；

（7）简单电子线路制作；

（8）航空电瓶的使用与维护；

（9）紧固件拆装和保险；

（10）基本钳工；

（11）钣金与铆接；

（12）硬/软管路施工；

（13）传动部件的拆装与检查；

（14）轴承的维护；

（15）油脂、滑油和液压油；

（16）密封和防腐；

（17）焊接和粘接；

（18）航空器部件的拆装。

5.3 教学技能培训

（1）教学技能；

（2）学习指导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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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教学技能；

（4）教学组织技能；

（5）教学设计技能；

（6）教学观察和评价技能；

（7）教学技能培训方法—微格教学。

6. 师资要求

满足下列项中 1 项者，可以担任相应培训内容的师资。

6.1 专业理论培训教师（3 条同时具备）

（1）具有航空高等院校航空相关专业本科及其以上学历；

（2）具有相应等级的教师资格证书，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

（3）具有航空相关专业教育教学工作 10年以上工作经验。

6.2 操作技能训练教师（4 条同时具备）

（1）具有航空高等院校航空相关专业专科及其以上学历；

（2）具有相应等级的教师资格证书，具有讲师或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3）具有航空相关专业教育教学工作 5 年以上工作经验或航空维修

企业 10年以上工作经历；

（4）具有相关航空维修岗位职业资格证书或民航 CCAR-147 部维修基

本技能培训合格证书。

6.3 教学技能培训教师（3 条同时具备）

（1）师范类院校教育教学专业本科及其以上学历；

（2）具有相应等级的教师资格证书，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

（3）具有教育教学工作 10年以上工作经验。

7. 培训机构

经中国 AOPA 认证的培训机构组织师资培训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7.1 培训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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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现行有效的机构法人资格，经营业务范围涵盖航空维修类

专业教育；

（2）有合格的与培训量匹配的培训师资；

（3）具有健全的培训质量管理体系；

（4）具有健全的培训管理机构，包括：组织领导、教务、考勤、考

核等。

（5）具有与培训内容相匹配的教学资源以及操作技能训练场地；

（6）获得民航授权的 CCAR-147 部培训资质的申请机构优先考虑。

7.2 考试中心

（1）基本条件：

（a）有容纳 10 人（含）以上单独隔离座位的考试室；

（b）每个座位按要求配备 1 台计算机，并安装相应考试系统；

（c）允许与其他航空培训专业共建共用考试中心。

8.培训组织

中国 AOPA 与培训机构联合组织培训，中国 AOPA 负责培训相关标准与

认证，学校、培训机构负责培训教学的组织与实施。

8.1 开班准备

培训机构的开班准备工作，履行以下程序：

（1）培训机构制定培训年度计划，并报备中国 AOPA；

（2）中国 AOPA 与培训机构按照合作关系和分工，分别进行组织、技

术和教学准备；

（3）培训机构制定培训实施方案；

8.2 招生

提高培训班的招生工作由培训机构与中国 AOPA 联合组织实施。

（1）报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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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职业院校、培训机构相关专业的在职教师；

（b）报名学员需要具有工科或理科大专及以上学历；

（c）身心健康，热爱航空职业教育。

（2）提交材料：

（a）报名表；

（b）教师资格证书、学历证书复印件；

（c）身份证复印件。

8.3 实施培训

（1）对报名学员的材料进行审核，确认招生名单，组建培训班；

（2）组织实施培训，首先组织学员进行专业知识摸底考试；

（3）依据培训方案实施专业理论教学和操作技能训练。

9.考核与认证

9.1 考核

（1）培训考试在考试中心集中进行；

（2）培训机构建立理论考试题库，专业理论考试采用机上考试方式，

当场由系统自动评判并给出考试成绩；

（3）培训机构建立操作技能考试题库，操作技能考试采用现场操作

考试方式，当场由技能考官评判并给出考试成绩；

（4）考试成绩 70 分（含）以上为合格；

（5）考试不合格者，准许考试一次；补考仍不合格者，取消考试资

格。

9.2 认证

完成培训教学内容，经认证考核合格，由中国 AOPA 和培训院校（机

构）联合颁发培训合格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