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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定位和课程设计

1.课程性质与作用

《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是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该课程基于民航行业标准

和机务维修工作过程，主要任务是向学生介绍航空发展史、飞机的分类、大气特性、空气动力学基础知

识、飞机的升阻特性、飞机的平衡、稳定性和操纵性、飞机的飞行理论、典型飞行阶段的性能分析和操

纵原理等内容。通过课堂理论教学、模拟机虚拟仿真教学、飞机现场教学等教学形式，使学生对飞机的

基本组成及功用有基本的了解，掌握空气动力学基础知识和飞机的飞行原理，为后续《飞机构造基础》

《飞机系统与附件》《航空器维修技能》等专业核心课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支撑。

2.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序号 前期课程名称 为本课程提供的主要支撑能力

1 高等数学 逻辑推理能力和数字计算能力

2 工程制图 识图、绘图及建模基本能力

3 航空机械基础 航空常用机构、机械传动和机械零部件分析能力

4 工程力学 静力学、材料力学和运动力学基本知识掌握能力

序号 后续课程名称 需要本课程支撑的主要能力

1 飞机构造基础
飞机的组成与功用分析能力，飞机飞行原理的理解能力，飞机构造

与系统的关联分析能力。

2 飞机机电专业英语
典型民航飞机的气动设计原理分析能力，飞机操纵面的空气动力分

析能力。

3 飞机系统与附件
波音 737 飞机/空客 320 飞机气动设计原理分析能力，飞机操纵面的

空气动力分析能力。

4
外场飞机结构检查及

腐蚀防护技术

飞机机翼、机身、尾翼等结构分布与承受气动载荷的分析能力，气

象条件和空气中污染物对飞机结构的腐蚀分析能力。

5 校内综合实训
飞机的组成与功用分析能力，飞机主要零部件的位置和受气动载荷

的影响分析能力。

3. 民航局《民航空器维修基础知识和实作培训规范》规定了民用航空器维修执照培训的内容和要

求，本课程与《民航空器维修基础知识和实作培训规范》的关联如表 2 所示。



表 2 本课程与《民航空器维修基础知识和实作培训规范》的关联

序号 模块 覆盖知识点

1 理论部分

M1.1 航空器的概念和分类

1.1.1 航空器器的定义和分类

1.1.2 民用飞机的分类和基本组成

M1.2 空气动力学基础

2.1.1 大气环境

2.1.2 大空气动力学基本原理

2.1.3 机翼的几何外形和参数

2.1.4 作用在飞机上的空气动力

M1.3 飞行原理

3.1.1 飞机运动基础

3.1.2 飞机的稳定性

3.1.3 飞机的操纵性

2 实作部分 无

二、课程目标

1.素质培养目标：培育“当代民航精神”、“机务作风”、“三个敬畏”等民航职业素养，培养科

学、诚信、敬业、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较强的安全、质量、效率及环保意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

工作认真负责，能吃苦耐劳，善于与人沟通协调，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2.专业能力培养目标：掌握航空发展史、飞机的组成与功用、空气动力学基础知识和飞机的飞行原

理；具备严谨的工作作风；具备一定的独立学习、理解与运用能力；掌握获得飞机气动设计原理、飞行

操纵方法等专业信息的方法。

3.课程思政目标：从我国航空发展史中，领悟我国近二十年以来在航空、航天、民航领域取得一系

列重大突破的深远意义，了解我们自主设计制造的一系列重要航空航天装备的技术水平，坚定对国家的

制度自信，坚定中国人在高科技领域敢于创新创造的自信。

三、教学单元与学时安排

《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课程教学单元与学时安排如表 3 所示。

表 3 《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课程教学单元与学时安排

序号 教学单元 建议学时 建议教学方式 教学场地设备

1 飞机和大气介绍 4 理论教学+现场教学 多媒体教室、机库

2 低速空气动力学 12
理论教学+虚拟仿真+

现场教学
多媒体教室、模拟机、机库

3 飞机的平衡、稳定和操纵 12
理论教学+虚拟仿真+

现场教学
多媒体教室、模拟机、机库

4 基本飞行 12
理论教学+虚拟仿真+

现场教学
多媒体教室、模拟机、机库



5 盘旋 4 理论教学+虚拟仿真 多媒体教室、模拟机、机库

6 复习 1 互动教学 多媒体教室

合计 45

四、课程教学设计

1.《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课程总学时为 45 学时，课程教学设计（不含复习）如表 4所示。

表 4 《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课程教学设计

教学单元 教学目标 教学情境与教学设计 知识点、教学重点 建议学时

飞机和大气

介绍

了解国内外航空发展的历

史、飞行器的分类、飞机

的主要组成和功用、大气

环境等概念。

1.飞机现场教学、课堂讲

授；

2.教材、教案、课件、飞

机模型、挂图等；

3.在线课程混合式教学。

1.航空发展史；

2.飞机器的分类和介绍；

★3.飞机的主要组成和功用；

4.大气环境介绍。

4

低速空气动

力

理解气流特性及气流流动

的基本规律，掌握飞机机

翼的升力、飞机的阻力、

全机的空气动力特性和飞

机增升装置的增升原理。

1.课堂讲授、飞机现场教

学、模拟机上机操纵；

2.教材、教案、课件、挂

图等；

3.在线课程混合式教学。

★1.气流特性及气流流动基本

规律。

★2.机翼形状及其参数、升力的

产生及影响因素、升力的计算及

Cy 曲线；

★3.飞机阻力的产生及影响因

素、减小阻力的措施、阻力的计

算及 Cx 曲线；

★4.升阻比、性质角和全机的空

气动力特性曲线；

5.前缘缝翼、后缘襟翼、前缘襟

翼的增升原理与结构形式。

12

飞机的平

衡、稳定和

操纵

掌握飞机的平衡、飞机的

稳定性、飞机的操纵性和

飞机操纵面上的附设装

置。

1.课堂讲授、飞机现场教

学、模拟机上机操纵；

2.教材、教案、课件、挂

图、飞机模型、飞机手册

等；

3.在线课程混合式教学。

1.飞机的重心、飞机的转动轴、

飞机的操纵面、飞机的焦点；

★2.飞机的俯仰平衡、方向平衡

和横向平衡；

★3.飞机的俯仰稳定性、方向稳

定性和横向稳定性；

★4.飞机的俯仰操纵性、方向操

纵性和横向操纵性；

5.飞机的重力平衡、气动补偿和

气动平衡。

12

基本飞行

掌握飞机的平飞、飞机的

爬升、飞机的下滑、飞机

的起飞、飞机的着陆、飞

机的续航、飞行包线、气

象条件对飞机飞行的影

响。

1.课堂讲授、飞机现场教

学、模拟机上机操纵；

2.教材、教案、课件、挂

图、飞机模型、飞机手册

等；

3.在线课程混合式教学。

★1.飞机平飞力的平衡、平飞所

需速度、平飞需用推力、发动机

可用推力、平飞推力曲线图及影

响平飞的因素、平飞航程与平飞

航时、飞机飞行包线；

2.飞机的起飞过程、滑跑距离、

离地速度及其影响因素；

3.飞机爬升力的平衡、爬升角、

爬升率、升限；

4.飞机下滑力的平衡、下滑角、

下滑率、下滑距离；

5.飞机的着陆过程、着陆滑跑距

离、接地速度及其影响因素。

12

盘旋
掌握飞机的过载、飞机的

盘旋。

1.课堂讲授、飞机现场教

学、模拟机上机操纵；

2.教材、教案、课件、挂

图、飞机模型、飞机手册

等；

3.在线课程混合式教学。

1.飞机过载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2.飞机正常盘旋的平衡条件；

★3.转弯的中盘舵协调；

4.侧滑对盘旋的影响。
4



2.教学条件

（1）《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课程软硬件条件要求如表 5 所示。

表 5 《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课程的教学软硬件条件

序号 课程内容
多媒体

教室

在线

课程

A320 模

拟机

B737

飞机

多媒体

课件

维修

手册
课时

1 飞机和大气介绍 √ √ √ √ 4

2 低速空气动力 √ √ √ √ √ 12

3 飞机的平衡、稳定和操纵 √ √ √ √ √ √ 12

4 基本飞行 √ √ √ √ √ √ 12

5 盘旋 √ √ √ √ √ √ 4

（2）师资条件

《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课程专任教师要求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毕业于国家重点院校飞行

器设计类、机械类、动力类或其他航空相关专业，具有较强的专业理论基础和一定的维修工作经验，掌

握一定的教学方法，具备传授本课程理论知识和指导技能训练的能力。

《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课程负责人需具备硕士以上学历，同时具备副高以上职称，具备“双

师”素质，持有 II 类以上机型执照。掌握国内外航空发展动态，熟悉高职教育规律，教学实践经验丰

富，教学效果好，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课程教学队伍中“双师”素质的教师比例达到或超过 70%，“双师”

结构合理，实践指导教师具有民航维修经历或拥有 CAAC（或 FAA）维修执照，定期安排中青年教师到民

航相关岗位学习锻炼，并考取相应机型执照。

五、教学评价、考核要求

教学评价：课程的总评成绩采用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评价。根据飞机机电设

备维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本课程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权重分别为 50%、50%。为了多元化评价学

生，实施过程考核，平时成绩由线上自动评价与线下课堂人工评价两部分综合而成。具体考核评价标准

如表 6 所示。课程在其他专业使用时，任课老师可以根据人才培养定位差异和教学改革需要，向教务处

申请调整平时成绩的占比。

表 6 《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课程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总评成绩 100 分

课程总评成绩构成

（百分比）
平时成绩（50%） 期末成绩（50%）

各单项分值（分）
线上 线下 线下期末考试

50 50 100

考核要求：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为合格（百分制）。

六、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教材：《简明飞机飞行原理》，丘宏俊主编，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飞机维修手册：B737 AMM，A320 AMM 等；



其他信息化教学资源：多媒体课件，《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在线开放课程，专业教学资源

库，相关专业网站等。

七、其他说明

1. 飞机维修工程学院机电系根据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定，制定本课程标准，

并按照行业企业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编写授课任务书并组织实施。

2. 在实施过程中，如本课程标准与民航企业行业标准有冲突或不符合民航企业实际的，必须对本

课程标准进行修订。

3. 本课程标准由飞机维修工程学院机电系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