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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 2 年《飞机构造基础》课程机电班学生学习成果（证据）

（一）课程中虚拟仿真任务积分情况

授课教师所带 2020 级机电专业班级学生分组完成任务得分情况

授课教师所带 2021 级机电专业班级学生分组完成任务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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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中各类反思文本数据（以 21 级机电 12 班为例）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三）课堂学生状态



24

二、相关教学改革研究与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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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虚拟仿真技术在职业教育教学中的创新应用》专项课题

2022 年指向深度学习的虚拟仿真教学设计与效果评价研究课题在教育部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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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国家级教学资源库项目

2019 年飞机机电设备维修国家级教学资源库项目立项，2022 年验收通过

（三）教育部认定国家级飞机维修虚拟仿真中心

2019 年飞机维修仿真中心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级

三、《飞机构造基础》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已认定为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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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2期MOOC实现向同行院校和企业等社会面进行推广的目标。基于

网络平台的课程的生命力在于大范围的应用，因此再课程设计与应用的过程中

要以应用为目的。面向全校师生，相关企业和同行院校提供使用，并及时反馈

应用评价，形成“边建边用，以用促建”的良好循环。

目前本课程职教云平台平均每年度校内选课人数 1000余人，承担本课程

教学任务的教师应用在线开放课程的比例达 100%，学生使用本在线课程的比

例 100%，师生活跃度 100%。以提升教学效果为导向，利用调查问卷的方式，

获取学生对在线开放课程评价。结果表明，对于在线开放课程的使用，满意度

为 9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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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两期 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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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素材数量和比例

四、《飞机构造基础》课程组面向全院学生举办“我为祖国修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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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微课大赛

第一次比赛获院领导和学生一致好评，获准作为院级品牌活动每学年第一学

期举办，由《飞机构造基础》课程组联合社团及校学生会进行赛事宣传与评审。

参与评审的教师覆盖教授、副教授、讲师，学生作品的指导教师不仅有理论教师，

也有实训教师参与进来。两届作品总数超过 250件，大赛在飞机维修工程学院产

生了极大的影响力。《飞机构造基础》课程为打通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做出了

良好示范。

比赛宣传（赛事持续将近 2 个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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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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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我为祖国修飞机”学生微课大赛智慧职教学生优秀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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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我为祖国修飞机”学生微课大赛 B 站上学生优秀作品展示

五、校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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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构造基础》课程组 2022 年教师赴珠海摩天宇（MTU）公司就课程内容进行交流

《飞机构造基础》课程组教师赴珠海摩天宇（MTU）公司进行维修实践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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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构造基础》课程组教师 2022 年赴南航湖南维修基地企业实践 15 天

《飞机构造基础》课程组教师与飞机维修师傅探讨技术问题

六、教师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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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成果奖

2021 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证书暂未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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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民航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证书暂未发放）

2020 年航空行职委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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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二）教学优秀

2019/2020 学年教学质量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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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学年教学质量优秀

（三）教学能力大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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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带学生参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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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授课教师培训证书

（一）行业资格证书

B787 飞机机型熟悉课培训（7 天）

PW1100G 发动机培训（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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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 737NG 飞机机型培训（28 天理论+13 天模拟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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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 320 飞机机型培训（25 天理论+10 天飞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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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教学类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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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飞机构造基础》课程线上微课列表

表 1.64个微课列表

3.1-1 液压系统概述

3.1-2 液压传动的原理及功率公式

3.1-3 简单液压系统组成与分类

3.2-1 液压油的粘性

3.2-2 液压油的其他特性

3.2-3 液压油的种类

3.2-4 液压油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3.3-2 液压源——典型双泵系统

3.3-3 液压源——液压泵按不同动力源的分类

3.3-4 液压源——液压泵按不同工作方式的分类

4.1-1 起落架配置形式——后三点式起落架

4.1-2 起落架配置形式——前三点式及其他起落架配置形式

4.1-3 起落架的结构形式

4.2-1 起落架缓冲装置原理

4.2-2 起落架减震支柱工作过程

4.2-3 起落架减震支柱——预防载荷高峰与防反跳

4.3-1 起落架收放形式

4.3-2 前起落架与主起落架的外部结构

4.3-3 起落架位置锁原理

4.3-4 起落架控制手柄工作原理

4.3-5 应急放起落架控制原理

4.3-6 起落架地面防收的三道防线

4.3-7 起落架位置指示与警告系统

4.4-1 飞机转弯操纵机构

4.4-2 飞机转弯作动机构

4.4-3 机械液压式前轮转弯系统

4.4-4 前轮减摆与前轮定中

4.4-5 前轮转弯的拖行释压与超压释压

4.4-6 主起落架辅助转弯

5.1-1 飞行主操纵系统概述

5.1-2 控制姿态与保持平衡

5.1-3 辅助飞行操纵舵面

5.3-1 软式传动机构组成部件

5.3-2 硬式传动机构组成部件

5.3-3 软式硬式传动机构对比

5.3-4 如何消除两侧副翼阻力差？——差动副翼与 Frise 副翼

5.3-5 传动系数和传动比与非线性传动机构

5.5-1 副翼操纵系统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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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副翼操纵系统部件——液压助力器

5.5-3 副翼操纵系统部件——柔性互联机构

5.5-4 副翼操纵系统部件——副翼配平及感觉定中凸轮机构

5.6-1 增升装置——襟翼与缝翼概述

5.6-2 增升装置——后缘襟翼的四种形式

5.6-3 增升装置——前缘襟翼与前缘缝翼

5.6-4 增升装置——波音 737-300 襟翼操纵系统

5.6-5 增升装置——后缘襟翼放出角度

5.6-6 增升装置——襟翼缝翼的指示方式

5.6-7 增升装置——襟翼保护

5.6-8 增阻装置——扰流板概述

5.6-9 增阻装置——737NG 飞机飞行扰流板工作原理

8.1-1 飞机燃油系统组成与特点

8.1-2 航空燃油特点

8.2 燃油箱

8.3 燃油箱通气系统

8.4-1 飞机加油站

8.4-2 加油抽油系统

8.5 供油系统

8.6 应急放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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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飞机构造基础》课程线上动画列表

表 2.41个动画列表

机翼的组成结构

间接补偿开口

流量控制

气动力关闭预冷器

顺流式热交换器

涡轮风扇冷却系统

蒸发循环冷却系统工作原理

逆流式热交换器-无水印

气动力打开预冷器-无水印

涡轮压气机风扇式（三轮式）冷却系统-无水印

涡轮压气机式（或升压式）-无水印

引气的压力转换-无水印

PRSOV：高压调节和关断活门

叉流式热交换器

低压水分离器

高压水分离器

气源系统的控制

并列柔性互联操纵机构

差动副翼原理

齿轮泵的工作原理

定位编码系统

飞机起落架的配置形式--前三点式与后三点式(上）

飞机起落架的配置形式--前三点式与后三点式(下）

飞机是如何称重的

机械液压伺服助力器

机翼在升力下的变形

剪力、扭矩、弯矩的产生与承受

简单液压系统

空气动力由蒙皮传递到翼肋

手摇泵

双作用式作动筒类型原理

先导式溢流阀

斜盘式柱塞泵 3 月 11 日定稿

卸荷原理

蓄压器

叶片泵工作原理

液压传动基本原理--帕斯卡原理

液压延时器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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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壳式机身与半硬壳式机身

优先活门的工作原理

直动溢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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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使用《飞机构造基础》MOOC 资源的高校列表

表 3.使用《飞机构造基础》MOOC 资源的高校列表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首都师范大学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深圳技师学院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河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技师学院

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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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察布职业学院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彰武广播电视大学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北京市文化艺术职业学校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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