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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分析

教学模块 飞机操纵原理 授课对象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二年级学生

课程名称 《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原理》 学时 4 学时

授课地点 多媒体教室、飞机虚拟仿真平台、

机库 B737 飞机
授课形式

理论讲解+虚拟仿真+现场教学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课程定位

《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是飞机维修类专业和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通用的专业基

础课。课程基于民航规章《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管理规则》进行建设，满足民用航空器

维修大纲的要求，主要任务是介绍大气特性、空气动力学基础知识、飞机的飞行理论、飞机

的平衡、稳定性和操纵性等内容，使学生了解和掌握飞机结构和系统的工作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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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课程培养学生的飞机检查、维修、故障排除等能力提供理论支撑。

本课程将我国航空发展史以及近二十年来新一代航天、航空、民航领域的重大装备成果

融入教学内容，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将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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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内容

本单元选自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空气动力学基础与飞行原理》课程第三章第四节“飞

机的操作”，主要围绕飞机操纵系统展开，介绍飞机俯仰、横滚、航向操纵系统的基本原理、

组件位置、飞行操纵机构控制和指示、操纵系统警告等内容。依托学习任务，要求学生理解

飞机操纵的基本原理，为后续课程培养飞机操纵系统维护维修技能打下理论基础。将安全意

识教育、爱国教育、严谨作风培育贯穿教学全过程。

参考教材

及资料

教材：《简明飞机飞行原理》，丘宏俊主编，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 版，航空类

专业职业教育系列“十三五”规划教材；

行业规章：《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管理规则》，交通运输部，2020 年 5 月颁布；

咨询通告：《民航空器维修基础知识和实作培训规范》，民航局，2020 年 6 月颁布。

学情分析
知识背景

学生前期通过经学习《高等数学》《工程力学》等专业课程，具有

一定的数学和力学基础。学生基础差别大，需要一定程度个性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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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结构

对飞机操纵系统的原理、控制、指示等充满好奇，渴望体验飞机操

纵的感觉，但关于飞行的安全意识薄弱，同时对机务人员需要掌握的飞

机操纵理论知识不够重视。

学习特点
自律、基础扎实和善于接受新事物；没有养成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习惯，因而系统原理分析能力比较弱。

教学目标

思政目标
打磨机务岗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建立飞行安全意识，领会

国家发展民用大飞机的决心和能力，培育爱党爱国情操。

知识目标 掌握飞机操纵系统的工作原理、飞行操纵机构控制和指示

能力目标
具有理解飞机飞机操纵系统工作原理的能力，能够与飞行员交流飞

机操纵品质、飞行性能、故障分析等能力。

教学重点

飞机操纵系统的工作原理

飞行操纵机构与舵面偏转的关系

飞行操纵机构的控制和指示

教学难点 飞行操纵机构、传动系统、舵面偏转、安全保护等概念及相互关系

二、教学策略

教学理念

以“学生为中心”为主线 ，以基于行业标准的人才培养模式为理念，围绕飞机维修专业机

务岗位的要求，采用航空维修企业的岗位检查工单内容为引领来组织教学。利用微课、职教云平

台、飞机维修仿真平台、真实飞机等教学手段和设备，构建了“虚实结合、理实结合”的多维学

习空间。整个教学过程有机融入机务文化、培养严谨的岗位规范操作意识，将精益求精的民航工

匠精神转化为扎实行动，培育具有勇于担当政治品格的民航后备人才。

教学设计

教法：任务驱动法、混合教学

学法：小组合作探究、自主式学习

采用理论教学（2 学时）+虚拟仿真（1学时）+现场教学（1 学时）结合的方式，以飞机操纵

系统教学内容为模块进行教学设计，将学生分成小组合作探究模式，以任务驱动教学，完成飞机

操纵系统工作原理、飞行操纵机构控制和指示等教学任务。整个教学流程设计如下：



与模拟排故

3

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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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手段

采用互联网+以及职教云 APP 等手段呈现教学内容，提供丰富信息化教学资源，学生可自主

加时“学”“练”，弥补了个体学习差异，有效地突破教学重难点；国家级虚拟仿真中心和 VR

技术让学生身临其境观察虚拟驾驶舱以及控制面板，解决传统教学中难以呈现飞行操纵的体验；

B737 飞机将学生带入真实的驾驶舱环境，按规范标准进行驾驶舱操纵控制和指示系统的航前、航

后维护演示，提升理论教学效果。将机务职业素养培养融入教学，践行“抓基层、打基础、苦练

基本功”的民航“三基”作风建设。

职教云平台 国家级在线开放课程

VR 虚拟技术-虚拟飞机 国家虚拟仿真中心-飞机模拟机 机库多型真实飞机

二、教学实施

教学环节 教学过程

课前预习

教师在课程平台将学生分组，个性化推送公告，发布课前要求、学习任务；学生在平台观看

微课视频，自主学习相关课程资料，完成课前测试。

教师课前分析学生的基本情况，调整教学策略；充分扩展了学习的时间及空间，实现个性化、

差异化的学习。



与模拟排故

5

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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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教学过程

课中

课程导入

环节一：案例分析（约 15 分钟）

观看视频，开展一起波音 B737Max 飞机水平安定面操纵系统故障引起空难的案例分析，组织案例

分析讨论，激发学习兴趣并培养安全风险意识。

环节二：情境创设（约 5分钟）

利用 VR 技术创建了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让学生身临其境观察飞机虚拟驾驶舱内的飞行操纵控

制机构和指示仪表，帮助学生建立飞机操纵系统的直观印象，提高学习积极性。

课程讲解

环节一：原理探究（约 60 分钟）

在多媒体教室讲解飞机升降舵、方向舵、副翼的操纵原理，要求学生对概念和原理有初步了解，

搭好知识框架。同时渗入国产 C919 飞机先进设计理念、超越现有同级别飞机性能、发展国产大飞

是党和国家意志等内容介绍。课堂上同步利用在线课程资源组织混合式教学。



与模拟排故

7

课中

环节二：随堂测验（约 10 分钟）

利用职教云教学平台，开展课堂抽查测验，检验理论环节教学效果，调整教学策略。

环节三：仿真操纵（约 45 分钟）

学生根据任务要求利用 3D 模拟机平台，开展飞机飞机操纵系统控制与指示的仿真。详细梳理飞行

操纵工作原理和典型操纵方式，深化知识点记忆，解决对教学重点知识点的理解，要求学生通过

反复模拟操作，能够学懂弄通飞行操纵的基本原理。

环节四：B737 飞机驾驶舱现场讲解（约 45 分钟）

由课堂转入 B737 飞机驾驶舱，教师详细示范和讲解飞机操纵结构的操纵方法、仪表指示、警告系

统等，并开展机务作风教育，学生进行体验式飞机操纵，要求学生通过观察和思考，能够建立起

飞行理论和操纵实践之间的逻辑链路。同时介绍 C919 飞机先进的驾驶舱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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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教学过程

课后

1. 巩固扩展

学生课后完成测验，测验根据设定难度进行组题，个性化推送，巩固本堂课的学习内容。

2. 微信群答疑

教师针对共性问题通过微信群进行答疑指导和互动交流，引导学生总结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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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考核

课程名称 考核单元 使用班级

空气动力学及飞行原理 飞机操纵原理 20 级飞机机电设备维修各班

考核方式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比重

结
果
性
考
核

知识点

（线上作业为主）
飞机操纵系统工作原理、操纵机构的控制和指示 30%

过
程
性
考
核

学习行为和素养 出勤率、调研报告、课前测验、职业素养、学习态度等

50%
任务一（课堂教学） 课堂参与度、讨论笔记、限时测验

任务二（虚拟仿真） 仿真训练平台操作流程评价

任务三（现场教学） 飞机操纵现场教学评分

线上学习 在线课程资源学习情况、互动等 20%

五、教学反思

教学特色

1. 资源虚实结合，任务难度递进，全面培养岗位能力

课程实施理论讲解+虚拟仿真+现场教学的多种教学手段融合，并利用在线课程实施混合式

教学，教学任务难度递进，全过程评价。VR 技术、飞机仿真实训平台、飞机维修模拟机、B737

飞机等教学资源和设备虚实结合，分层个性化教学，全面提升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2. 将职业素养培养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培育民航工匠精神，激发爱国情操

课堂始终以机务岗位职业素养培养贯穿融入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强化安全意识和按标准

操作，打磨机务岗位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融入国产大飞机案例，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和

对国家的制度自信。

教学效果

通过本次课的知识目标与技能目标的自测学习结果统计分析，大多数同学能够较好的掌飞

机操纵系统的工作原理，学习效果反馈良好。利用虚拟仿真设备、真实飞机作为教学设备，并

结合在线课程开展混合式教学，有效提升了各层次学生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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