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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 

建设项目总结报告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自 2017 年 9 月

份开始建设。在四年多的集中建设和应用期间，按照《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 20 条）的要求，校企共同

参与研制了《飞机结构修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按照广东

省教育厅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标准和要求，结合专家组建议，

完成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总体框架设计，优化

了飞机结构修理专业课程体系，持续推进该专业教学改革；

组建了由建设指导小组、工作组、技术组、审计组和实施组，

制订和修订了资源库建设相关制度，保障了资源库项目建设

规范和有序的实施。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基于中国民用航空 CCAR

维修行业标准和美国联邦航空 FAA 维修行业标准，以保障飞

行安全为核心，按照“能学、辅教”的功能定位，构建了 9

门标准化课程、3 门培训课程、7 个飞机维修基本技能训练

模块、8 个企业案例、建设虚拟仿真和移动微课件等特色资

源。 

截稿为止，资源库素材建设达到 5602 个，素材总量

186.93G。其中，视频总时长 10796 分钟，共建成动画 338

个，视频 1705 个，音频 695 个、微课类素材 148 个，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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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类素材 52 个，富媒体素材 39 个和移动端课件 20 个及

大量图片和文档等基础素材，其中非文本素材达到 3651个，

占素材总量 65.17%，原创资源占比 80.23%，，资源活跃率

达 99.79%。 

资源库注册用户结构资源库注册用户 7816 人，资源库

注册使用院校 478 所，以标准班成建制的用户近 30 所，应

用企业单位注册用户 85 家。项目主持单位飞机结构修理专

业学生使用资源库达到 100%，联合建设院校达到 100%。满

足教师、学生、企业员工、社会用户的学习需求，持续推进

了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和教学方法的创新，既满足行业人才

的培养要求，又促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和飞机结构修理专业产

教融合的团队建设，提升了职业教育社会服务能力，形成灵

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 

 2020 年突然到来的疫情，对教学造成较大的冲击。学

生下企业实践也大部分终止。飞机结构修理专业聘请四川迈

克航、航佳技术、深圳航空、广州飞机维修有限公司技术骨

干和专家担任兼职教师、开展校内实践课程替代，同时开展

企业实习典型工作任务讲座，录制了《飞机进出港管理》《飞

机清洁》《飞机勤务》等 8个企业案例以及《人为因素》专

家讲座视频。资源库连接民航总局-行业动态-法规制度等网

站，使师生及时了解行业企业动态和招聘信息，能够快速了

解民航行业法规制度。 

资源库建设整体提升了飞机结构修理专业的专业建设

和人才培养质量，带动了飞机电子设备维修和飞机部件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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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器维修等相关专业教师教学方法和教学能力、学生

学习能力的大幅度提升。 

（一）整体框架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基于中国民航 CCAR 飞机

维修行业标准，融入美国联邦航空 FAA、欧洲 EASA 维修行业

标准，按照“能学、辅教”的功能定位，强化应用功能和共

享机制，以保障飞行安全为核心，服务全国民航飞机维修领

域的教师、学生、企业员工和社会学习者为宗旨，提供代表

民航飞机维修领域全国最高水平的整套课程体系和教学范

例，开展课程教学、飞机维修人员基础执照培训和在线交流。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整体架构如图 1-1所示。 

 
图 1-1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整体框架 

（二）建设内容 

为了保证资源的完整性、实用性和广泛性，资源库基于

智慧职教平台完成，内容包含专业园地、课程中心、微课中

心、技能训练、素材中心、培训中心、行业企业等七个板块

的建设。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七大板块建设内容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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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示。 

表 1―1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内容 

序号 板块名称 建设内容 

1 专业园地 

行业需求分析和职业岗位能力分析，基于中国民用航空

器维修执照培训和考试大纲的内容，实现行业标准与专业教

学标准的对接。包含专业概况、人才培养方案、核心课程标

准、行业企业调研报告等。 

2 课程中心 

包含飞机结构修理专业 9 门结构标准化课程、虚拟仿真

中心、移动微课件、思政素材库等，覆盖了飞机结构修理专

业核心课程；颗粒化程度较高、表现形式适当。 

3 微课中心 
包含教学视频，同时还包含与该教学主题相关的教学设

计、素材课件。 

4 技能训练 

建设满足自主学习需求的飞机维修基本技能训练模块 7

个。各技能训练模块以典型工作任务、重点技能训练项目或

学习单元等为单位，包含多个知识点、技能点。 

5 素材中心 

依据课程标准列出覆盖主要就业岗位的知识点和技能

点，完成支撑每个知识/技能点教学所需基本资源，包括视

频、课件、微课、企业案例、动画、富媒体等。 

6 培训中心 

对接国家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及时调整陈旧的教

学资源，并依据 2020 年最新颁布的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基

础执照培训标准，按照 CCAR―66R3 大纲的知识点和技能

点，满足国内航空公司维修厂、飞机维修企业员工基础执照

培训、员工复训、在校生和社会人员考取职业技能证书的需

求，加大服务行业企业的力度。 

7 行业企业 

完成民航精神及维修安全专栏、民航法规专栏、企业案

例等数字资源的制作和开发工作。进一步弘扬和践行当代民

航精神，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情况，建设民航精神及维修

安全专栏，展示“当代民航精神进课程”“民航安全知识进

校园”“民航安全关口前移至学校”等系列成果；提供行业

政策、民航规章、标准规范等；与企业合作开发反应机务作

风、典型工作任务、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实际案例。 

（三）保障措施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运行，本项目进行了科学合理的组织

设计与分工协作，成立了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领导

小组和工作小组，聘请了建设指导专家，组建了飞机结构修

理专业教学资源库课程开发与建设团队，设立了项目管理办

公室，具体协调项目建设中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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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从职责分工、项目建设管理制度、项目建设进度

监控、项目绩效考核等方面建立了严格完善的机制体系。建

立了项目负责制度，明确权责，稳定运行。由项目负责人全

面负责；制定了资源库项目建设实施管理办法、资源库项目

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实现项目管理的规范化、

制度化；建立了建设项目进度监控制度，由教学资源库项目

负责人或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收集、反馈，定期检查各子项目

建设各项工作；对建设项目进行全程监控，制定了项目绩效

考核制度。由教学资源库项目建设指导小组组织制定考核指

标和奖惩办法，建立有效的奖惩机制，对开发团队建设项目

的执行情况分季度进行检查和中期推动，实行绩效考核，确

保资源库建设项目按期完成。 

二、项目建设目标 

（一）建设目标 

按照教育部的部署和要求，通过系统设计、先进技术支

撑、开放式管理、网络运行、持续更新的方式，建设代表国

家水平、具有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

源库，满足“能学、辅教”的功能；并将资源库在全国高职

院校同类专业中推广使用，实现共享，带动全国高职院校同

类专业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系统化改革，提升我国高职同

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为航空运输业领域在

岗人员航空操作技能的提高和飞机结构修理应用知识的更

新、为中职同类专业毕业生在岗接受继续教育等个性化学习

提供专业化的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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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思路 

1. 基于民航标准化的一体化顶层设计 

资源库定位为全国民航飞机维修领域的学生、教师、企

业员工和社会学习者的在线教学和交流平台。基于美国联邦

航空（FAA）和中国民航 CCAR 维修行业标准，以保障飞行安

全为核心，统筹资源建设、平台设计和共建共享机制的构建。 

资源布局全面覆盖中国民用航空器维修执照培训和考

试大纲的内容（CCAR147 部和 CCAR66 部），实现行业标准

与课程标准的对接与融合，构建支撑全部专业核心课程教学

的优质资源。 

运行平台功能设计强调“使用便捷、促进应用”；强化

针对不同使用者的资源检索、智能推送、在线学习、讨论互

动、跟踪评价、过程管理等功能。 

2. 融入最新教改成果的结构化课程构建 

将我校制定的本专业教学标准落实到资源库的课程开

发中。由全国范围的企业专家和学校骨干教师组成开发团队，

共同构建 7门代表民航维修领域全国最高水平的标准化课程，

覆盖所有专业核心课。在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设计中，

展现“当代民航精神进课程”“民航安全知识进校园”“民

航安全关口前移至学校”等系列民航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成果，

并融入创新创业教育。 

将代表全国最高水平的标准化课程作为典型示范，以此

为依托，由任课教师构建针对某个学校、某个班级的个性化

课程，满足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学需求，实现资源库服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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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课堂教学的核心功能。 

3. 以质量为根本的颗粒化资源开发 

高质量的资源是资源库应用效果的根本保障。制定资源

素材建设标准和评价办法，将质量管控落实到每一条资源素

材的开发上，严把质量关。 

通过建立数字化资源开发实验室、自助式微课拍摄工作

室、视频及图形工作站等，为推进教师自主开发资源提供支

撑，逐步降低外包开发资源的比例，从根本上提高教师信息

化技术水平，并保障资源的质量和专业水平均过关。 

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颗粒化制作资源，重点开发视

频类、动画类、虚拟仿真类资源。以用户为中心，评估各类

资源的应用效果和适用场景，协同运用多种资源，提高教学

效果，做到“为用而建，建有所用”。 

4. 加强全流程的制度建设 

完善边建边用、共建共享机制，促进参建院校在建设、

应用、学习等方面的成果认定。在教师职称评聘、考核评价

等方面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强化经费保障、质量保障、过程

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优化持续更新和长效推广应用的管

理办法。 

三、项目建设成效及推广应用 

（一）项目建设成效 

1. 项目建设任务和目标完成情况 

（1）项目建设任务 

项目自立项至今，经过近四年的建设，基于智慧职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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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整个项目建设团队遵循“一体化设计、结构化课程、颗

粒化资源”的建构逻辑，搭建完成了职业教育飞机结构修理

专业教学资源库，为全国飞机维修类专业的教学改革和教学

实施、X 证书（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基础执照）教学和培训

提供范例和优质资源，尤其推动民航行业外办学的飞机维修

类专业的教学改革，提高飞机维修人才的培养质量。 

资源库采用线上线下教学模式，灵活组织颗粒化教学资

源，巩固课堂所学知识，提升教学效果。搭建了既适应学历

教育，又适合中国民用航空 CAAC 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基础

执照培训和社会人员学习飞机维修知识的学习平台，满足在

校学生和维修企业员工、社会人员学习培训的需要，满足不

同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填补了飞机维修人员执照在线培训课

程的空白。 

资源库以应用为落脚点，创新共建共享机制，建立制度

保障，确保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开发、共享、优化和持续更新。

通过资源库建设，汇聚了一流的教学和培训资源，衍生了一

批优秀的教学成果，同时提升了社会培训和服务能力。 

（2）项目建设目标完成情况 

对照《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申报书》

绩效指标，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全面完成建设

任务。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见表 3—1所示。资源库完成

了建设任务书中的全部建设任务,完成任务要点 36 个，完成

率 100%；采取的建设方法和举措得当，建设成果显著完成国

家级成果 8 项，省部级成果 9 项，取得软件著作权 4 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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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材 7 本，远超成果设定目标。 

表 3―1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值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完成率 

(%) 

1. 

产出 

指标 

1.1 

数量 

指标 

*1.1.1 素材资源数量 5000 5602 112.4 

1.1.1.1 视频类素材资源(个) 1500 1705 113.67 

1.1.1.2 动画类素材资源(个) 200 338 169 

1.1.1.3 虚拟仿真类素材资源(个) 10 52 520 

1.1.1.4 微课类素材资源(个) 50 148 296 

1.1.1.5 非文本类素材资源(个) 3240 3651 112.69 

*1.1.2 系统化课程数量 7 12 171.4 

1.1.2.1 专业核心课程数量(门) 7 9 128.6 

1.1.2.2 社会培训课程数量(门) 2 3 150 

1.1.2.3 对接专业的创新创业课程数量

（门） 
1 1 100 

1.2 

质量 

指标 

1.2.1 素材资源质量 ——   

1.2.1.1 原创资源占比（%） 70 80.23 117.57 

1.2.1.2 视频类素材资源占比（%） 30 30.44 101.47 

1.2.1.3 动画类素材资源占比（%） 4 6.03 150.75 

1.2.1.4 虚拟仿真类素材资源占比（%） 0.2 0.93 465 

1.2.1.5 微课类素材资源占比（%） 1 2.64 264 

1.2.1.6 非文本类素材资源占比（%） 64.8 65.17 100.57 

1.2.1.7 活跃资源占比（%） 80 99.79 125 

1.2.2 课程质量 ——   

1.2.2.1 课程结构化 
98%课程

合格 
完成 100 

1.2.2.2 课程系统性 
98%课程

合格 
完成 100 

1.2.2.3 课程可学性 
98%课程

合格 
完成 100 

1.2.3 用户数量与活跃度 ——   

1.2.3.1 学生用户数量(个) 2500 6645 265.8 

1.2.3.1.1 建设单位在校学生用户数量

（个） 
2000 2937 146.9 

1.2.3.1.2 建设单位在校学生活跃用户数

量(个) 
1500 2715 181 

1.2.3.1.3 建设单位在校学生活跃用户占

比（%） 
75 92.4 123.2 

1.2.3.2 教师用户数量(个) 60 594 990 

1.2.3.2.1 建设单位教师用户数量（个） 50 66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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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值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完成率 

(%) 

1.2.3.2.2 建设单位教师活跃用户数量

(个) 
40 58 145 

1.2.3.2.3 建设单位教师活跃用户占比

（%） 
80 87.9 110 

1.2.4 特色与创新 ——   

1.2.4.1 资源更新方面 

提高资源

原创率和

质量，更

新率 10% 

完成 100 

1.2.4.1.1 资源更新比例 10% 12% 120 

1.2.4.2 推广应用方面 
60%学生

覆盖 
75% 125 

1.2.4.2.1 对全国相同专业在校生覆盖率 60% 68% 113 

1.2.4.3 管理与服务方面 
20%员工

覆盖 
32% 160 

 1.2.4.3.1 对全国维修执照培训员工覆盖

率 
20% 21.5% 108 

1.3 

时效 

指标 

1.3.1 建设情况 ——   

1.3.1.1 任务及时完成度（%） 98 100 102 

1.3.2 应用情况 ——   

1.3.2.1 建设单位在校学生用户占比（%） 80 81.2 102 

1.3.2.2 建设单位教师用户占比（%） 80 83.6 105 

1.3.3 预算执行 ——   

1.3.3.1 收入预算执行率（%） 100 101.65 101.65 

1.3.3.2 支出预算执行率（%） 100 100.79 100.79 

1.4 

成本 

指标 

1.4.1 项目建设总成本 490 493.85 100.8 

1.4.1.1 咨询及调研论证费用（万元） 25 23.5 94 

1.4.1.2 不能直接列入限定用途的其他费

用（万元） 
5 5 100 

1.4.2 单位成本 ——   

1.4.2.1 课程开发单位成本（万元） 91.67 54.44 168.38 

2. 

效益 

指标 

2.1 

社会 

效益 

指标 

2.1.1 资源库院校使用覆盖面（%） 70 100 142.8 

2.1.2.社会学习者用户数量(个) 100 175 175 

2.1.2.1.社会学习者活跃用户数量(个) 60 69 115 

2.1.2.2 使用资源库培训社会人员的单位

数量（个） 
3 86 2866.6 

2.3 

可持 

续影 

响 

2.3.1 资源库建设（更新）及应用激励与

约束机制  
——   

2.3.1.1 教师参与建设（更新）与应用机

制 
100% 100% 100 

2.3.1.2 学生自主学习机制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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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值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完成率 

(%) 

2.3.2带动校级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情况 ——   

2.3.2.1 第一主持单位校级资源库覆盖面

（%） 
80 92.3 115.4 

2.3.2.2.联合主持单位校级资源库覆盖面

（%） 
60 76.4 127.3 

3. 

满意

度指

标 

3.1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3.1.1 在校生使用满意度（%） 95 98 103.2 

3.1.2 教师使用满意度（%） 95 97 102.1 

3.1.3 社会学习者使用满意度（%） 95 95 100 

资源库素材建设达到 5602个，素材总量 186.93G。其中，

视频总时长 10796 分钟，共建成动画 338个，视频 1705 个，

音频 695 个、微课类素材 148 个，虚拟仿真类素材 52 个，

富媒体素材 39个和移动端课件 20个及大量图片和文档等基

础素材，其中非文本素材达到 3651个，占素材总量 65.17%，

原创资源占比 80.23%，资源活跃率达 99.79%。 

教学资源库原创资源数量占比见图 3－1所示。 

 

图 3―1 教学资源库原创资源数量占比 

截稿为止，资源库注册人数达到 7816人，教师用户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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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生用户 6645 人，活跃用户人 7315，占比 94%。资源

库用户总量统计见图 3-2 所示。 
 

 

图 3―2 教学资源库年用户总量统计 

1）加强顶层设计，规范逻辑架构 

项目建设团队在项目建设领导小组指导下，完成专业教

学资源库的顶层设计，由资源中心和应用管理平台组成。资

源中心包括专业资源、课程资源、素材中心、微课资源、执

照培训资源等内容。应用管理平台通过开放式专业资源库门

户网站，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教师、学生、企业员工、

社会用户提供自主、高效的学习空间。项目建设团队明确各

子项目负责人，确定子项目建设任务，建立项目负责人管理

制度。 

2）聚焦民航行业，建好专业园地 

引入中国民用航空局 CAAC、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和欧洲

EASA飞机维修标准，系统、规范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

程体系、岗位技能标准等，强调共性与个性需求相结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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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维修的新技术、新工艺融入模块化课程内容，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就业观，做好职业规划，提高综合素质。 

专业园地由专业概况、资源库概况、企业调研报告、人

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等 5个栏目组成。 

    专业园地建设目标及完成情况见表 3―2 所示。 

表 3―2 专业资源建设目标及完成情况 

序号 资源名称 目标值 完成值 完成度 

1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概况 1 份 1 份 100% 

2 专业资源库概况 1 套 1 套 100% 

3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1 份 1 份 100% 

4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 份 1 份 100% 

5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标准化课程课程标准 7 份 9 份 100% 

3）培养岗位核心能力，建好课程资源 

①建海量资源，丰富素材中心 

素材中心作为专业和课程资源的素材集散地与提供地，

主要由颗粒化的资源组成，内容包括文本、图片、PPT 课件、

教学音频、视频、动画（含虚拟仿真）、微课等数字化资源。

资源总数达 5602个，原创资源占比达 80.23%。 

素材中心实现素材分类检索功能，便于用户的直接使用、

集成创新， 方便个性化课程组课，满足不同用户的共性和

个性需求。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素材中心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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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素材中心 

②聚焦核心能力，建好课程中心 

课程中心作为资源库建设的核心，基于飞机结构修理专

业教学标准，以行业和岗位能力需求为导向，紧抓知识点（技

能点），高度结合飞机维修岗位工作内容，融入职业素养、

岗位精神，完成了 9 门标准化课程和 3 门培训课程的建设。

专业教学资源库课程中心见图 3-4 所示。 

项目团队按照课程分层建设理念完成标准化和拓展课

程建设，以颗粒化素材资源为基础，以满足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为出发点，课程结构清晰、逻辑紧密、体系完整，能够

代表国内飞机维修行业的先进水平，并突出职业教育特色，

体现出网络“教”与“学”特点。使学生获得的知识和技能

真正满足职业岗位的需求。飞机结构修理专业典型工作岗位

职业能力分析见表 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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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课程中心 

表 3―3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典型工作岗位职业能力分析 

岗位名称 岗位描述 素质与能力要求 

飞机航线维

修员 

根据飞机用

户要求完成

飞机航线维

修工作，保证

飞机状态符

合

CCAR121.379

“飞机放行

条件”等规

章要求 

1.掌握航线飞机结构损伤规律及处理要求； 

2.掌握航线飞机结构损伤快速修理施工技能； 

3.熟悉飞机系统与部附件工作原理及故障规律； 

4.熟悉飞机构造； 

5.熟悉飞机维修生产和质量管理流程和要求； 

6.具有较强的自学和继续获得新知识的能力，能够胜任生产单

位新机型的工作； 

7.掌握英语听、说、读、写等方面的知识，具有阅读飞机维护

手册、工卡、服务通告等英文资料的能力； 

8.具有良好安全意识，能严格遵守 CAAC适航规定、公司制度

和其他安全规范； 

9.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组织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 

 

飞机定检结

构维修员 

根据飞机用

户要求完成

飞机定检维

修工作，对影

响飞机安全

运行的结构

损伤和缺陷

进行处理并

达到批准的

标准，保证飞

机状态符合

1.掌握飞机金属结构修理要求和方法； 

2.掌握飞机复合材料结构修理要求和方法； 

3.掌握飞机客舱设施修理要求和方法； 

4.掌握飞机结构修理施工技能； 

5.熟悉飞机维修生产和质量管理流程和要求； 

6.具有较强的自学和继续获得新知识的能力，能够胜任生产单

位新机型的工作； 

7.掌握英语听、说、读、写等方面的知识，具有阅读飞机维护

手册、工卡、服务通告等英文资料的能力； 

8.具有良好安全意识，能严格遵守 CAAC适航规定、公司制度

和其他安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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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名称 岗位描述 素质与能力要求 

CCAR121.379

“飞机放行

条件”等规

章要求 

9.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组织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 

 

每门课程由多个学习单元组合形成，包含完整的教学内

容和教学活动，包括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过程记录、

教学评价等环节，支持线上教学和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③提升维修基本技能，建好技能训练板块 

技能训练板块依据中国民用航空局 CCAAR147 部基本技

能培训大纲的要求，按照标准和程序要求对飞机进行检查、

维护，发现并排除故障，消除隐患，完成部件安装及修复，

研究和探索实现“线上学习+线下实训”实训教学模式，建

设一个综合型的实训教学资源平台，从而提升学生的动手能

力，培养飞机维修人员必须具备的基础性维修技能。 

技能训练板块以建设满足自主学习需求的飞机维修基

本技能训练模块 7 个，以典型工作任务、重点技能训练项目

或学习单元等为单位，包含多个知识点、技能点。专业教学

资源库技能训练见图 3-5 所示。 

 

图 3―5 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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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对接职业资格证书，建好培训中心 

培训中心板块积极对接中国民航维修执照试点工作，及

时调整了培训中心陈旧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并依据 2020 年

最新颁布的民航飞机维修人员基础执照培训标准，按照 CCAR

—66R3 大纲的知识点和技能点，搭建培训课程 3门课程（模

块）：M1模块、M3 模块和 M5模块，包含视频、课件等资源。 

⑤建高质量特色资源 

特色资源板块反映民航行业发展的趋势特色、前沿技术、

最新成果，体现专业特点，建设移动端学习课件和虚拟仿真

资源。 

*虚拟仿真中心专栏 

借助于真三维渲染仿真技术模拟出真实的教学、实训、

实验环境，打造以“虚拟教室+现场授课+三维教学模型+三

维动画模板+交互式 VR 专业课件播放+AI 推送及语音语义控

制”为核心理念的教学模式，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

高理论和实训教学质量，形成教育教学、技能培训新形态。

同时帮助解决教学工作中，涉及高危险、高耗材、高污染、

高成本等诸多制约教学和实训的一系列问题。虚拟仿真中心

专栏建设目标为 10 个素材，实际完成 52个素材的建设，完

成度为 520%。专业教学资源库虚拟仿真中心见图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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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虚拟仿真中心专栏 

*移动端学习专栏 

资源库团队已将教学资源库所有数字化资源素材建设

成为移动课件，更能满足学习者“随时学，随处学”的需要，

且便于流传和推广。移动端学习专栏建设目标为 15 个素材

资源，实际转换和完成 20 个素材的建设，完成度 133%。移

动端学习专栏见图 3-7所示。 

 

图 3―7 移动端学习 

⑥密切行业企业，紧跟行业动态 

行业企业板块包含民航精神及维修安全专栏、民航法规

专栏、企业案例等数字资源的制作和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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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思政课程如盐入水，润物无声 

思政课程板块包含中国精神、大国工匠、劳模风采、民

航精神等 51 个视频资源。 

2. 项目建设成果完成情况 

（1）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提升育人时效 

资源库从学生专业能力培养的角度，构建出基于模块化

“标准化课程 +技能训练+执照培训”课程体系。 

该课程体系使学习者在掌握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

具备通识能力和职业基本技能的基础上，通过标准化课程学

习和技能训练，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民用航空器

维修行业，能够从事飞机航线维护（结构修理）和定检维修

（结构修理）等岗位工作；通过拓展课程的学习，能够具备

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具备工作所需专业知识深度学习能力

以及跨岗位发展能力；通过执照培训课程的学习，具备民用

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专业理论知识，及飞机维修基本技能的

训练，获得参加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试的资格。 

资源库的建设和应用，缩短了国内各同类院校因为办学

长短、专业设施的短缺、教师水平参差不齐造成的差异，为

各参建院校及应用资源库院校开展飞机结构修理专业人才

的培养提供一条便捷的途径。 

（2）建成多用户访问学习平台，服务功能丰富多样 

资源库为教师、学生、企业员工、社会用户定制了个性

化学习内容，完成个性化在线课程建设，实现了移动应用资

源全覆盖的模式， 满足不同用户随时随地利用资源开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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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化自主学习、便捷访问需求。资源库平台提供的个性化功

能支撑与整体优化设计，以学习者为中心，通过线上线下混

合、虚实融合的方式，将互联网+资源库融入职教日常教学

全过程；通过各类终端学习个性化课程，同时满足在各种教

学环境和内容中灵活组课，为学习者开发满足个性化需求的

学习方案。  

  

 

 

 

 

 

 

 

 

图 3―8 学生进行资源库内容学习 

（3）推进教学模式新尝试，应对“疫情”游刃有余 

2020年突然到来的疫情，对教学造成较大的冲击。学生

下企业实践也大部分终止。飞机结构修理专业聘请四川迈克

航、航佳技术、深圳航空、广州飞机维修有限公司技术骨干

和专家担任兼职教师、开展校内实践课程替代，同时开展企

业实习典型工作任务讲座，录制了《飞机进出港管理》、《飞

机清洁》、《飞机勤务》等 9 个企业案例以及《人为因素》

专家讲座视频。资源库连接民航总局-行业动态-法规制度等

网站，使师生及时了解行业企业动态和招聘信息，能够快速

了解民航行业法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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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教学能力节节高 

资源库项目建设过程中，通过视频、动画、微课、虚拟

仿真等非文本类素材资源的开发，培养出一批教学理念先进、

教学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明显提升的骨干教师和专业带头

人。依托校企合作开发课件、教案、文本、图形/图像、动

画、视频、虚拟仿真等共享优质资源，不断提升教师信息化

教学水平。参建院校教师共同完成了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

准的制订工作，共同确定标准化课程、拓展课程、技能培训、

执照培训的教学内容，制作教学资源。教师在教学中更多的

关注教学组织与设计、考核与评价、 激励与警示，教师信

息化教学能力和实践教学能力不断提升。 

资源库建设期间，刘超、刘传生获得全国教学能力一等

奖 1 项。刘超、邱晓慧等教师参加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并获奖 2 项.团队教师获得广东省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1 项，3 人次教师获得国家版权局软件著作权 4 项 ，

教师承担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科技厅项目课题各 1 项，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参与 1 项，出版校本教材、立体

教材 7本。  
 

 

 

 

 

 

 

 

 

图 3―9 资源库团队在信息化大赛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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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资源库团队所获的软件著作权 

（5）激发学习者的动力和活力，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 

学习者通过资源库的使用，养成了定期或不定期的浏览、

搜索、提问、探讨、制订学习计划、监督和提醒、评价和考

核等优良的学习习惯。通过多种类、互为补充的数字化教学

资源素材的应用和学习，全方位的了解每门课程对应的知识

点和技能点，具有学习的系统性。资源库的视频生动性、动

画资源的可观性、完成习题实时评价的挑战性、虚拟仿真实

训的逼真性都增加了学习者学习的趣味性。通过资源库学习，

使学生走出了单调、枯燥的课堂、走出校园的泛在学习方式，

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专业技能和动手能力获得

很大的提升。2019 年至今，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飞机结构

修理专业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组织能力管理比赛获得二等

奖 1 项，参加广东省“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并获奖 1 项。 

（6）衍生成果丰硕，带动专业高质量发展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自立项以来，联合 6 所国



23 
 

内同类知名院校、5 家国内航空公司、飞机维修企业和全国

民航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组建资源库建设团队，深入航

空公司和飞机维修企业一线，从分析职业岗位技术领域和典

型工作任务入手，制订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针对专业

岗位（群）对应的知识、技能和素养要求，设置标准化课程、

拓展课程、技能训练模块；根据知识点和技能点设计教学内

容，开发数字化的教学资源，同心协力完成了 5602 条优质

颗粒化教学资源。全面提升了联盟院校相关专业在标准建设、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教材开发、教师教学能力、信息化教

学管理等方面的水平，带动了飞机结构修理专业高质量发展。

项目建设期间，广州民航职业技术院校飞机结构修理专业获

得的成果如下表 3-4 所示。 
表 3-4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在资源库建设期间所获得的成果一览表 

目录 
序
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授予部门 
完成 
时间 

专业荣

誉 

1 飞机结构修理国家骨干专业 张建超 教育部 2019 

2 国家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薛建海 教育部 2019 

3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二类品牌专业 林列书 广东省教育厅 2020 

4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 田巨 广东省教育厅 2019 

企业调

研报告 
5 企业调研报告 龚友根 

广州民航职业技

术学院 
2020 

人才培

养方案 
6 

2021 级飞机结构修理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 
刘大勇等 

广州民航职业技

术学院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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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

准 
7 

飞机结构与修理、飞机结构修理专

业英语、飞机复合材料结构与修

理、飞机结构腐蚀与防护、民用飞

机客舱设施与维修、飞机维护技术

基础、工程制图、工程力学、液压

传动与气动技术等课程标准 

李慎兰、吴成

宝、刘大勇、任

艳萍、王晓宇、

吕晓静、肖龙、

李家宇、龚友根 

广州民航职业技

术学院 
2020 

制度文

件 
8 

飞机结构修理教学资源库建设制

度汇编 
田巨等 

广州民航职业技

术学院 
2021 

结构化

标准课

程 

9 

飞机结构与修理、飞机结构修理专

业英语、飞机复合材料结构与修

理、飞机结构腐蚀与防护、民用飞

机客舱设施与维修、飞机维护技术

基础、工程制图、工程力学、液压

传动与气动技术等课程 

李慎兰、吴成

宝、刘大勇、任

艳萍、王晓宇、

王兴晋（上海民

航）、吕晓静、

肖龙、李家宇、

龚友根 

广州民航职业技

术学院 

上海民航职业技

术学院 

2017-2022 

立体化

教材 

10 航空工程材料 程秀全等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0 

11 
民用航空器维修技能系列教材（基

本技能篇） 
陈裕芹、王超 校本教材 2021 

12 
民用航空器维修技能系列教材（实

训工卡集） 
陈裕芹、黄方遒 校本教材 2021 

13 
民用航空器维修技能系列教材（专

业技能篇） 

王海龙（深圳航

空）、孔磊 
校本教材 2021 

14 运输类飞机外场结构损伤抢修 黄昌龙 
西北工业大学出

版社 
2019 

15 航空机械基础（第 4 版） 李家宇、薛建海 中国民航出版社 2021 

16 
民用航空器维修技能系列教材（材

料加工篇） 
邢瑞山 校本教材 2021 

社会服

务 

17 
软件著作权：电极生产标准工艺框

架系统软件 V1.0 
程秀全 国家版权局 2021 

18 
软件著作权：基于飞机维修模拟机

操作的考核分析软件 V1.0 
刘超 国家版权局 2020 

19 
软件著作权：A320 飞机驾驶舱虚

拟部件识别软件 V1.0 
薛建海 国家版权局 2021 

20 
软件著作权：A320 飞机虚拟维修

操作软件 V1.0 
薛建海 国家版权局 2021 

21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飞机

受损件在线激光喷丸修复方法及

机理应用” 

程秀全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 
2020 

22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

“镁合金带内筋筒形件热强度旋

成形及性能调控基础研究”（在研） 

程秀全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 
2018 

教学能

力比赛 
23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教学

能力大赛中获一等奖 
刘传生、刘超 教育部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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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广东省第五届高校（高职）青年教

师教学大赛二等奖 
刘超 广东省教育厅 2020 

25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

力比赛三等奖 
邱晓慧 广东省教育厅 2021 

学生比

赛 

26 
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二

等奖 

彭格琛等（指导

教师邢瑞山） 
教育部 2021 

27 
2020 年全国大学生组织管理能力

大赛二等奖 

阿不都海百尔

艾尼完 

全国大学生组织

管理能力组委会 
2020 

28 
第十二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

业大赛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铜奖 
严锡沛 广东省教育厅 2019 

课题 

29 

“模具及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系

统集成技术研究与示范作用”课题

项目 1 项 

程秀全 
广东省科学技术

厅 
2019 

30 

“航空用 2099 铝锂合金的析出相

析出行为与腐蚀性能关系研究”课

题项目 1 项（在研） 

李慎兰 广东省教育厅 2018 

教学成

果奖 
31 

教学成果奖 1 项：“基于国际标准

的飞机维修类专业国际化人才培

养研究与实践” 

林列书 广东省教育厅 2019 

 

   （二）推广应用 

1.带动专业群和学校各专业资源库建设 

2019 年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

群入选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由飞机机电设备维修、飞机结

构修理、飞机部件修理、飞机电子设备维修、通用航空器器

维修五个专业。飞机结构修理教学资源库和飞机机电设备维

修资源库的建设为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群资源库奠定了

基础。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完成了专业群专业基础

课《航空工程制图》《工程力学》的建设、以及专业群核心

课《飞机结构修理》的建设，同时为专业群其他专业的资源

库在人员和技术上做好了准备。由田巨教授担任负责人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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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结构修理教学资源库和飞机机电设备维修资源库作为我

校最早建设的两个资源库，其建设经验和素材资源同样也带

动学校其他资源库和课程的建设。 

2.在省内和国内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 

结构资源库的建设在国内同类院校也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第一主持院校和第二主持院校的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师

使用资源库的教学学时占专业课总学时的比例分别达到

76.87%和 72.48%，参建院校该比例均高于 43%。主持院校教

师实名注册比例均为 100%。主持院校和参建院校学生实名注

册比例为 96.85%。资源库内课程使用率达 100%，题库题目

使用率高于 68%。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共有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 478 所所院校使用。田巨教授团队先后与番禺

职业技术学院、中山职业技术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以及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芜湖职业技术学院等国内 10 余所

院校进行了建设经验交流和和资源库建设指导。 

 

 

图 3―11 活跃度较高的国内同类院校应用资源库情况统计表 

 3.企业骨干广泛参资源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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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突然到来的疫情，对教学造成较大的冲击。学生

下企业实践也大部分终止。飞机结构修理专业聘请四川迈克

航、航佳技术、深圳航空、广州飞机维修有限公司技术骨干

和专家担任兼职教师、开展校内实践课程替代，同时开展企

业实习典型工作任务讲座，录制了《飞机进出港管理》《飞

机清洁》《飞机勤务》等 8个企业案例以及《人为因素》专

家讲座视频。资源库连接民航总局-行业动态-法规制度等网

站，使师生及时了解行业企业动态和招聘信息，能够快速了

解民航行业法规制度。 

    4.对接新兴技术建设培训课程 

2019 年国产飞机 ARJ-21 投入实际运营，国内培训企业

急需 ARJ-21 飞机培训资料。田巨教授带领团队与中国商飞

合作编写了国内第一本《ARJ-21飞机系统与附件》职业教材，

该教材在满足职业技术培训的同时，还融入了飞机研制过程

中的大国工匠典型人物和先进班组建设等素材；2019年 2月，

民航推行 CCAR-66R3 飞机维修执照改革，内容涵盖原

CCAR-147 部执照内容。资源库建设团队及时调整建设思路，

依据 CCAR-66R3 考试大纲建设培训课程 3 个，培训素材 230

余个；本着边建边用原则，本课件已累计使用超过 58 个执

照培训班，累计受益学员 1390余人；资源库在建设过程中，

充分利用地缘优势，不断更新优质专业教学和职业培训资源，

推广“学历证书+维修执照”教学改革试点工作，在提升在

校学生获证率和企业培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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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资源库负责人田巨教授主持国产 ARJ21 飞机教材发布仪式 

 

四、资金预算及执行情况 

（一）资金预算情况 

本项目预算资金为 490.00 万元，其中举办方投入资金

440.00 万元，建设院校自筹 50.00 万元。 

（二）资金到位情况 

资源库建设项目实际投入资金 498.10 万元，资金总到

位率 101.65%；举办方投入资金 440.00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00%；建设院校自筹 58.10 万元，资金到位率 116.20%；

有力地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资金使用情况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截至 2022 年 5 月？

日累计支出 493.85 万元，完成率为 100.79％，其中素材制

作 104.96 万元，预算执行率 99.96％；企业案例收集制作

23.94 万元，预算执行率 99.75％；课程开发 208.47 万元，

预算执行率 100.71％；特殊工具软件制作 34.77万元，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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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率 99.34％；应用推广 51.04万元，预算执行率 106.33％；

调研论证 10.78 万元，预算执行率 98.00％；其他 59.89 万

元，预算执行率 99.82％。项目总体收支情况和项目资金使

用明细分别见表 4－1和表 4－2所示。 

表 4―1 项目总体收支情况表 

资金来源 
预算 

（万元） 

资金到位 

（万元） 
到位率 

实际支出 

（万元） 
预算执行率 

举办方投入 440.00 440.00 100.00% 437.16 99.35% 

行业企业支持 0 0 0 0 0 

相关院校自筹 50.00 58.10 100.00% 56.69 113.38% 

总计 490.00 498.10 101.65% 493.85 100.79% 

表 4―2 项目资金使用明细表 

序号 资金用途 
预算收入 

（万元） 

实际支出（万元） 
合计 

（万元） 

预算执
行率 举办方

投入 

行业企
业支持 

相关院
校自筹 

 合  计 490 437.16 0 56.69 493.85 100.79% 

1 素材制作 105 99.28 0 5.68 104.96 99.96% 

2 企业案例收集制作 24 23.94 0 0 23.94 99.75% 

3 课程开发 207 178.54 0 29.93 208.47 100.71% 

4 特殊工具软件制作 35 34.77 0 0 34.77 99.34% 

5 应用推广 48 29.96 0 21.08 51.04 106.33% 

6 调研论证 11 10.78 0 0 10.78 98.00% 

7 其他 60 59.89 0 0 59.89 99.82% 

（四）资金管理情况 

1. 健全制度，严格管理 

按照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资金管理办

法》等文件精神和要求，对经费的支出进行严格把关，按照

规定用途，严格落实执行，合理、合法、有效使用资金。 

2. 转账管理，专款专用 

资源库项目经费的核算、来源和使用符合《职业教育专

业教学资源库建设资金管理办法》及学校有关专项经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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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及经批准的任务书的有关规定。项目资金内部管理制度

健全，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和财务制度对项目资金进行核算，

并将项目资金全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保证项目资金专

款专用。 

3. 内部控制和支出规范 

资源库项目经费均能按费用支出类别执行审核程序且

符合相关制度的开支范围和标准等规定，经审计未发现违规

支出事项。 

五、后续推进规划 

   （一）完善激励机制，持续推进资源库建设和推广应用 

建立相应资源库建设持续投入机制，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将在政策、资金、技术、职称晋升、绩效考核等方面给

予资源库建设团队更大的激励机制，并推广至联建院校。 

为了激励各子项目负责人能够持之以恒的加强资源更

新，学校将资源库的建设和推广应用纳入到教师年度绩效考

核指标中；并作为教师的主要业绩作为职称评聘方面的重要

内容。 

通过以上激励机制，旨在吸引更多、更优秀教学团队或

企业专家加入资源库建设与应用推广工作，及时更新资源，

拓展应用，保障新技术、新的维修工艺及时体现在资源库的

建设中。 

   （二）做好未来规划，打造飞机维修专业群教学资源库 

伴随我国民航业的飞速发展，飞机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

随之变化的是，中国民用航空局 CCAR—66R3 民用航空器维

修人员执照也发生了巨大的改革，飞机维修技术专业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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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度越来越小，为飞机维修专业群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创造了

有利的外部条件。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为各

联建院校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参考的宝贵经验，也为将来包

含飞机电子、飞机部件修理、通用航空器维修等飞机维修专

业群教学资源库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这些专业也是

目前各联建院校飞机维修类的主力专业，也为飞机维修专业

群教学资源库的规划和设计创造了有利的内部环境。融合飞

机维修行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飞机维修专业群教

学资源库将成为未来资源库建设项目的新高地。 

（三）拓展面向企业培训优质的数字化资源建设 

目前，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主要面向飞机结构

专业理论和实践教学、航空器维修人员基础执照培训和新员

工培训。 

通过进一步调研和论证，资源库建设团队将加紧制作和

开发飞机机型培训和飞机维修人员复训等培训的数字化资

源素材，拓展国产大飞机培训市场，解决航空公司的培训部

门培训教员人数远远不足的问题。以当前国内的主力机型

A320、B737NG 及新机型 A350、B787、A380 和国产商用客机

ARJ21等培训为主，在满足国内民航飞机维修企业的需要外，

逐步开拓海外市场，力争将飞机结构专业教学资源库以及未

来拟建的飞机维修专业群教学资源库用于国际培训，开拓更

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