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限 500 字以内）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是国家示范性重点建设专业，2019

入选国家骨干专业。2016年以来飞机结构修理专业历经省品牌专业建设、省一流

高水平专业建设。2019 年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所属的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群入选

国家高水平专业群。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以下简称“结构资源库”）作为高水平专业

等项目的重点建设任务之一，学校指定省特殊支持计划教学名师田巨担任项目负

责人，并足额下拨建设资金、制定奖励机制措施，在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有力保

障。本着“能学、辅教”等功能，资源真的四类学习者，完成了资源库顶层设计、

校企共同研制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制定了资源库建设和管理制度、

建设完成 9门结构化标准课程、培训课程 3 门、7个技能项目、8个企业案例和 1

个专家讲座以及思政素材一个，形成个性化课程 78门。 

截稿为止，结构资源库注册用户 7816 人，资源库注册使用院校 478 所，应

用企业单位注册用户 86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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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资源库建设的各项绩效指标均超过原设定指标。满足教师、学生、企业

员工、社会用户的学习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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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了飞机部件修理等同类专业的资源库建设。 



 

二、项目建设任务和目标完成情况2 

应完成要点数（个） 已完成要点数（个） 完成率（%） 

36 36 100 

申报书（建设任务书） 

列出的主要建设任务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完成任务 

（分条列举） 

尚未完成的建设

任务（分条列举） 

教学

文件 

专业概况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概况介绍，1份 无 

专业调研报告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调研报告，1份 无 

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修订），1份 
无 

课程标准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课程标准，1套 无 

资源

库建

设管

理制

度 

制定资源库建设

管理制度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

资金使用与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

资源库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

教师建设和应用资源库的奖励办

法（试行）》《飞机结构修理专

业资源库学生应用奖励办法（试

行）》等 7个文件 

无 

结构

化标

准课

程 

飞机客舱结构设

施与修理 

教学文件、教学课件、授课视频、

微课、动画、移动微课件、虚拟

仿真（实践）视频、图片、习题，

素材总量 540个。 

无 

飞机结构修理专

业英语 

教学文件、教学课件、授课视频、

微课、动画、移动微课件、虚拟

仿真（实践）视频、图片、习题，

素材总量 605个。 

无 

飞机复合材料结

构修理 

教学文件、教学课件、授课视频、

微课、动画、移动微课件、虚拟

仿真（实践）视频、图片、习题，

素材总量 486个。 

无 

液压与气动传动 

教学文件、教学课件、授课视频、

微课、动画、移动微课件、虚拟

仿真（实践）视频、图片、习题，

素材总量 546个。 

无 

飞机结构腐蚀与

防护 

教学文件、教学课件、授课视频、

微课、动画、移动微课件、虚拟
无 

                                                        
2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仿真（实践）视频、图片、习题, 

素材总量 471个。 

飞机结构与修理 

教学文件、教学课件、授课视频、

微课、动画、移动微课件、虚拟

仿真（实践）视频、图片、习题，

素材总量 504个。 

无 

飞机维护技术基

础 

教学文件、教学课件、授课视频、

微课、动画、图片、习题，素材

总量 376个。 

无 

航空工程制图 

教学文件、教学课件、授课视频、

微课、动画、图片、习题，素材

总量 471个。 

无 

工程力学 

教学文件、教学课件、授课视频、

微课、动画、图片、习题，素材

总量 442个。 

无 

实训

教学 

飞机复合材料结

构修理实训 

 

实训工卡、教学视频、操作视频

图片，素材总量 154个 
无 

工具量具管理与

使用 

 

实训工卡、教学视频、操作视频、

图片，素材总量 42个 
无 

紧固件的使用 

 

实训工卡、教学视频、操作视频、

图片素材总量 52 个 
无 

管路拆装与维护 

 

实训工卡、教学视频、操作视频、

图片，素材总量 59个 
无 

复合材料蜂窝芯

结构修理 

 

实训工卡、教学视频、操作视频、

图片，素材总量 80个 
无 

飞机结构修理技

能实训 

 

实训工卡、教学视频、操作视频、

图片，素材总量 108个 
无 

钣金成形件制作 
实训工卡、教学视频、操作视频、

图片素材总量 40 个 
无 

特色

教学

资源 

移动微课件 
手机扫码：课件预习、教学微课

等 20个 
无 

虚拟仿真教学资

源 

飞机结构、飞机系统、飞机附件

维护，素材总量 52个。 
无 

企业

维护

案例 

飞机进出港管理 专家讲座视频，素材总量 26个 无 

B737机型的识别 专家讲座视频，素材总量 24个 无 

飞机基本勤务 专家讲座视频，素材总量 34个 无 

飞机的牵引与顶 专家讲座视频，素材总量 24个 无 



 

升 

维修方案规范及

手册 
专家讲座视频，素材总量 29个 无 

飞机维护常见程

序 
专家讲座视频，素材总量 20个 无 

飞机维修作业安

全 
专家讲座视频，素材总量 40个 无 

飞机清洁 专家讲座视频，素材总量 11个 无 

职业

资格

培训 

维修执照 M1 模块 课件、视频素材总量 45个 无 

维修执照 M2 模块 课件、视频素材总量 80个 无 

维修执照 M3 模块 课件、视频素材总量 110个 无 

专家

讲座 
人为因素 专家讲座视频，素材总量 42个 无 

思政

素材 

中国精神、大国工

匠、民航精神等 
视频素材，51个 无 

申报材料中所列的 

建设举措和建设目标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经落实的建设举措和已

经实现的目标（分条列举） 

尚未实施的举措 

和未完成目标 

（分条列举） 

专业调研：通过调研获取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建设基

本要求。 

通过调研获取飞机结构修理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分布、

毕业生就业相关工种的专业技能

标准，修订飞机结构修理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 

无 

制度设计：制定各项促进

资源库应用的制度。制定

教师建设和应用资源库的

奖励办法；制定在线课程

教学质量认定标准；制订

在线课程的教学效果评价

办法；探索分层分类的个

性化教学模式实施办法。 

制定《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
源库资金使用与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飞机结构修理专业
教学资源库项目管理办法（试
行）》《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

资源库教师建设和应用资源库的

奖励办法（试行）》《飞机结构
修理专业资源库学生应用奖励办
法（试行）》等各种管理制度 7
项。 

无 

功能设计：集成各类教学

资源，资源库投入试运行，

完善优化各项功能，边用

边建，不断吸纳建议，随

时更改完善。 

建设完成教学文件、素材中心、

课程中心、虚拟仿真实训、技能

训练、行业企业等多个模块；本

着边建边用的原则，不断更新和

调整教学资源库各项功能，制作

“移动微课件” 满足学生“随时

学、随处学”等教学要求。建设

冗余的专业教学素材和思政素

无 



 

材，满足教师个性化课程建设。 

课程资源素材： 建设素材

5000 条，其中视频资源

1500，微课 50个，动画 200

个 ，虚拟仿真资源 10个。 

 

完成课程资源素材建设，建设资

源库素材 5602余条，素材建设完

成度达 112.04%。非文本占比达

58.38%，其中视频资源 1700余条，

微课 148 个，动画 338 个，虚拟

仿真素材 52 个，移动微课件 20

个，非文本素材各项指标均达到

或超过任务书中绩效指标。 

无 

课程建设：确定课程体系

和各课程标准；建设结构

化核心课程 7 门，技能技

能模块 7 个。建设整合开

发各课程教学资源（电子

教案、项目案例、教学录

像、微课、试题库等）。 

建设完成专业教学标准，确定课

程体系和各课程标准。整合开发

各课程教学资源完成 7 门专业核

心课程结构化标准课程建设和 2

门专业基础课程结构化标准课程

建设。建设专业技能训练模块 7

个，企业案例 8 个，专家关于飞

机维修过程的人为因素讲座 1个。

开发思政课程素材 52个。 

无 

培训课程：开发执照考试

培训课程模块。符合 147 

部要求的、能用于飞机维

修人员执照（职业资格证

书）考试培训的课程模块。 

2020 年民航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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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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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个企业案例

以专家讲座的形式，同样适用于

企业员工培训。 

无 

推广应用应用资源库院校

超过 2 所，企业超过 3 

家，学习者超过 1000 

人/年。 

以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

5 所院校和以迈克航空有限公司

为代表的 5 家企业参加了资源库

的建设。资源库注册使用院校 478

所，以标准班成建制的用户近 30

所，用户数量超过 5800余人。应

用企业单位注册用户 86家。 

无 

维护更新 

2019 年以来，对资源库进行持续

建设和更新。建设和更新教学资

源库年平均超过 25%。 

无 



 

三、项目预期成果达成情况3 

申报材料中所列预期成果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完成的建设成果 

（分条列举） 

尚未完成的预

期成果 

（分条列举） 

形成跨行业和区域，整合

优质资源，建设高等职业 

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的方法和管理机制，密切

了校企跨界合作关系和校

校合作关系，真正实现了

专业与产业的结合。 

与民航局直属院校上海民航职业技

术学院联合建设《飞机维护技术基

础》结构化标准课程。与航空工业中

国商飞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编写国产

飞机《ARJ21 飞机系统与附件》、与

四川迈克航空、深圳航空有限公司、

广州飞机维修有限公司合作开设企

业案例编制和专家讲座，实现了专业

与产业的结合。 

无 

锻炼高职教育飞机维修与

航空设备维修领域教师队 

伍，培养了一批高职教育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骨干教

师。 

打造了一直名师领先的高水平的师

资队伍。资源负责人田巨教授为广东

省特殊支持计划教学名师。专业现有

省级人才 4人，教授 5人，其中黄昌

龙教授为省级领军人才，程秀全教授

为南粤优秀教师、符双学教授省级优

秀青年教师以及航空工业教指委教

学名师。专业教师获得博士学位 4位，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占比 82.61%，高

级职称占比 60.87%，双师素质达

95.65% 

无 

开发并集成优质飞机结构

修理专业教学资源，为学 

习者搭建了自主学习平

台。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是我院国家高水

专业群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群的

五个专业之一。资源库建设团队开发

高质量的教学课件和虚拟仿真等教

学资源，完成了专业 7门核心课程的

建设。考虑到未来双高专业群的资源

库放入建设，专业团队率先将专业群

基础课《航空工程制图》、《工程力

学》纳入到建设范围，同时建立了课

程思政素材和企业培训课程。 

无 

提高高职院校飞机维修专

业的教育信息化水平，有 

效带动全国开设飞机结构

修理同类专业教学模式和

教学方法改革，提升飞机

结构修理专业高职人才培

养质量，使在校高职飞机

结构修理专业学生受益。 

目前开设国内飞机维修类专业处于

快速增长期。我院田巨教授担任负责

人的飞机机电专业教学资源库和飞

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是我院

最早的也是国内高职院校最早的 2个

关于飞机维修专业的教学资源库建

设。2 个资源库带动了学校的资源库

建设，同时带动了国内同类专业的信

无 

                                                        
3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息化教学，其中结构修理专业资源库

目前注册高校达 478所，以标准班成

建制的用户近 30 所，用户数量超过

7800余人。 

通过提供具有普适性的专

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理念、

模式与技术，最终带动其

它各专业教学资源开发，

推动专业教学改革，提高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高职教育专业的社会服务

能力。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建

设促进了专业信息化建设水平。专业

团队中刘传生、刘超、邱晓慧等教师

获得国家教学能力大赛一等项，广东

省级获奖二项飞机结构修理专业入

选广东省高水平建设项目；2019年入

选国家骨干专业；2020结构修理专业

通过广东省二类品牌专业的验收。飞

机结构修理专业团队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1项。 

无 

基于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

学资源库，建设团队出版

高职系列特色教材、培训

教材及电子出版物等，面

向社会开展职教师资教学

能力提升培训和有关技术

培训等。 

专业团队编辑《航空材料》等专业教

材 7本，完成活页式基本技能实训教

教程 1套。专业团队申报获得软件著

作权 4项；团队成员编制培训课件素

材达 230余个。2020 年以来培训学员

1390余人。 

无 

推动校企合作进一步深

化，促进学生和社会学习

者就业。资源库网络平台

上嵌入校企合作和就业服

务两个功能模块。旨在创

新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新 

模式，使平台更好地服务

于广大用人单位和毕业

生。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推动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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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项目主要成果目录，需提供实证或佐证材料，材料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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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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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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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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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项目建设水平 

（包括：项目建设质量、成果应用情况、在全省的示范点和推广情况等） 

    （一）项目建设质量 

    1.完成顶层设计和组织架构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自 2017年3月份起动项目建设至今，

在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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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了专业园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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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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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开发优质教学资源 

整合开发各课程教学资源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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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传动与气动技术》等 7 门专业核心课程结构化标准课程建设和

《航空工程制图》、《工程力学》2门专业基础课程结构化标准课程建设。建设《工

具量具管理与使用》《飞机复合材料结构修理实训》《紧固件的使用》《管路拆

装与维护》《复合材料蜂窝芯结构修理》《飞机结构修理技能实训》《钣金成形

件制作》专业技能训练模块 7个，企业案例 8个，飞机维修过程的人为因素专家

讲座 1个，开发职业培训课程 3门，开发思政课程素材 5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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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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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教材 7本，远超成果设定目标。 

    （二）成果应用情况 

1.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求 

资源库建设团队根据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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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 2020―2021 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资源库为国内同类院校师生的在线教学、自主学习和虚拟实训提供非

常丰富的教学资源和良好的教学与学习平台。 

    2.边建边用、资源应用推动混合式教学 

截稿为止，结构资源库注册用户 7816 人，资源库注册使用院校 478 所，应

用企业单位注册用户 86家。整班成建制注册资源库平台的院校达 30 所，包含了

国内所有开设飞机结构修理专业的院校，对全国同类院校专业布点总数的覆盖率

为 100%。第一主持单位项目建设工作组负责监控资源库运行数据，每学期发布

资源库建设与应用情况的通报，取得了良好的促进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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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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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器维修等相关专业教学资源库的

建设，推动了教师教学方法和教学能力、学生学习能力的大幅度提升。 

成果应用情况 

    （三）示范推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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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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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企业骨干广泛参资源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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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项目后续建设规划（限 500 字以内） 

（可以填写后续建设设想或应用推广计划等） 

    （一）完善激励机制，持续推进资源库的建设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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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做好未来规划，打造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群教学资源库 

飞机结构修理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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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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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