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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高等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典型案例

推荐表

1 提供最近三个学年（2019-2020 学年、2020-2021 学年和 2021-2022 学年）授课情况。可自行增加行数。

案例名称
岗课融通、思政引领、资源共享、虚实结合——CFM56 航空发动机无法启动

典型故障诊断与排除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课程属性 课程类型 所属专业（代码） 学时

燃气涡轮发

动机系统
010111

□公共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纯理论课

理实一体化课

□纯实践课

飞机机电设备维

修专业（500409） 68

二、授课1情况

授课教师 授课时间 授课班级 所属专业（代码） 学生评教分数

刘超
2021-2022学年

第 2学期

20级飞机机电

设备维修 1班
飞机机电设备维

修专业（500409） 99.42（优秀）

刘超
2021-2022学年

第 2学期

20级飞机结构

修理 4班
飞机结构修理
(500413) 99.42（优秀）

刘超
2019-2020学年

第 2学期

18级飞机机电

设备维修 1、2、
16和 18班

飞机机电设备维

修专业（500409） 99.45（优秀）

刘超
2019-2020学年

第 2学期

18级飞机结构

修理 4班
飞机结构修理

(500413) 99.45（优秀）

三、案例内容

（一）摘要（500字以内）

本案例依托《燃气涡轮发动机系统》课程，该课程是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飞机机电

设备维修专业核心课，共计 3.5 学分。针对该课程在职业教育改革中遇到的“人才培养重

技能和强思政难于落实、教学内容滞后岗位需求、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等痛点，案例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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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开展了任务驱动混合式教学，构建了新型教学生态，提升了教学质量，

经过多年完善与实践，成效显著：

（1）创新性构建了“三真”教学改革下的“五步三入”课程思政育人路径，对接行业

标准、1+X 证书标准和职业技能竞赛，精选教学内容，实施岗课对接、课证融通与课赛融

合，学生实操技能与“一作风、两精神、四意识”的职业素养双提升。

（2）建设了“1 中心 8 大库 5服务”的立体化教学资源，校企、校内外课程团队以“十

三五国家规划教材”为中心，建设了 3大模块 18 个项目的“8大库”1500 余条“不同层级”

资源，个性化地服务 5类学习用户的教学及培训考证。

（3）设计了“三段四任务五步”的递进式教学形式，实施精讲理论、虚拟仿真、实操

提升的“理虚实一体化”教训模式，实施“过程性评价+结果性评价+增值性评价”的考核

模式，激活了课程学习热情，提升了课堂教学质量。

校内外课程团队依托该课程及教法改革特色，获国家级课程思政课程及在线精品课程

2 项，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门，校级 MOOC1 门，省级和市厅级教学改革项目各 2 项，获

省级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 2 次。近三年学生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执照考试通过率达 90%，

参加飞机维修职业技能竞赛获国家级一等奖 2项、二等奖 3项，毕业生受到企业好评。累

计 462 所院校和企业近 10000 名师生选修本课程，示范作用显著。

（二）解决的问题（500 字以内）

1. 课程内容与实际岗位内容脱节

通过“真实工作场景、真实岗位任务、真实项目实践”教学改革，解决培养的学生对

发动机维护技能不足的问题。

2. 课程思政在实际教学中难于融入

通过①明确思政元素：深挖“机务维修作风、劳动精神和当代民航精神、规章意识、

风险意识、举手意识和红线意识”的课程思政元素，②落实融入路径：内容切入、资源导

入和实施融入，开展针对内容的“梳理知识点/素养点、挖掘思政元素、开发思政资源、设

计思政融入载体、教学活动实施思政教育”的“五步三入”，解决培养的学生职业荣誉感不

足及维修作风不严谨的问题。

3. 学生学习动力不足

由于发动机系统结构复杂、原理抽象与学生学习能力不匹配，通过①开发“1 中心 8

大库 5服务”的立体化资源：以国规教材《波音 737NG 飞机动力装置（CFM56-7B & APU）》

为中心，“微课库、动画库、虚拟仿真库、文档库、图片库、习题库、思政库、企业维修案

例库”8大库，服务校本师生、兄弟院校、行企业员工、社会学员和“一带一路”学习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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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用户；②重构任务驱动的教学流程：课堂教学划分课前、课中和课后三阶段，设计了精

讲理论、虚拟仿真、实操提升递进式的四个任务，实践任务中依据“知任务、阅工卡、习

操作、熟技能、重评价”五步完成，③“过程性评价+结果性评价+增值性评价”教学考核：

构建“课前知识点测试、课中课堂参与度、课中任务完成度、准确性及协作性”的过程性

评价，学期末结课考试的结果性评价，以企业参与评价主导的增值性评价，有效激励与引

导教学过程，解决学生课堂参与度不高的问题。

（三）问题解决策略（思路、过程和做法等，2000 字以内）

1.思路

针对教学的现存问题，以飞机航线维护中的故障频发的“CFM56 发动机无法正常启动

的典型故障”为教学案例，依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构建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

手段等教育教学改革体系，形成教育教学改革合力，共同解决课程教学的问题。

图 1 案例改革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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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过程及做法

问题 1：课程内容与实际岗位内容脱节，解决培养的学生对发动机维护技能不足的问

题

解决方法与措施：校企行协同，教学条件软、硬件“两手抓”，精炼授课内容，实施

“三真”教学，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

学校与飞机维修企业建立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校企行联动，聘请行企业专家，依据

行业标准，对接实际工作岗位内容，共建人才培养方案；共建国家级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

业教学资源库、课程 MOOC；共建国家级飞机维修虚拟仿真中心；共建 CFM56 发动机 VR 虚

拟拆装平台；共建 CFM56 发动机实训室，飞机维修执照证书培训和考试基地和飞机维修职

业技能大赛平台，开发对接岗位内容、对接 1+X 证书的模块化、项目式课程内容。实施“真

实工作场景、真实岗位任务、真实项目实践”的教学改革，有效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

图 2.实施“三真”教学改革

问题 2：课程思政在实际教学中的难于融入，解决培养的学生职业荣誉感不足及维修

作风不严谨的问题；

解决方法与措施：深挖“一作风、两精神、四意识”课程思政元素，以“五步三入”

课程思政育人路径，健全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职业素养。

习近平强调，安全是民航业的生命线，任何时候任何环节都不能麻痹大意。飞机维修

工作的质量与效率直接影响着飞行安全和航班正点率。因此，对民航机务学子实施“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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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诚信”的机务作风；“任劳任怨、不怕吃苦不怕累”的正确劳动精神；“忠诚担当的

政治品格；严谨科学的专业精神；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敬业奉献的职业操守”的当代民

航精神；在工作中严格执行规章程序，提升“规章意识、风险意识、举手意识和红线意识”

的四个意识是思政教育的方向。

通过“五步三入”的策略有效落实课程思政：（1）内容切入：①专业老师梳理知识点、

专业素养点；②联合思政教师，双师共同挖掘思政元素、教学内容精准切入思政教育；（2）

资源导入：③依托名教师工作室和“南粤工匠”，邀请思政教师、行企业专家共同参与课程

思政建设、最大限度的发挥各自的优势，互通有无，将国家发展战略、民航维修发展史、

现实事件、优秀人物事迹、专业案例、中国航发技术发展与进步和职业人才成长空间等 7

个方面素材充分转化为育人资源，构建思政库；（3）实施融入：④设计思政素材融入的载

体和途径⑤开展分组协作学习、实践操作和提问讨论等教学活动将思政教育实施融入。

图 3.课程思政的“五步三入”路径

问题 3：发动机系统结构复杂、原理抽象与学生学习能力不匹配，解决学生课堂参与

度不高的问题

①解决方法与措施：建设了“1 中心 8 大库 5 服务”的立体化教学资源，个性化满足

学生能力需求，保证不同层级的学生均能学有所获。以“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波音 737NG

飞机动力装置（CFM56-7B & APU）》为中心，针对课程三大模块的 18 个项目，专业教师、

企业专家和优秀学生共同开发了“微课库、动画库、虚拟仿真库、文档库、图片库、习题

库、思政库、企业维修案例库”，在每一类库中均有“初级—中级—高级”不同层级的学习

资料，学困生可掌握从“初级—中级”的学习即可，学优生可完成到“高级”的学习，进

一步提升拓展能力，保证不同能力学生学得有信心，维持学习兴趣。学习资料上传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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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资源库平台、MOOC 平台和职教云平台，为校本师生、兄弟院校、行企业员工、社会学员

和“一带一路”学习者等 5类学习用户提供教学与考证服务。

图 4.“1 中心 8大库 5服务”的立体化教学资源

②解决方法与措施：设计了“三段四任务五步”的递进式教学过程，任务驱动教学，

通过任务完成，提升学习成就感与参与度。

本案例中，教学过程划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阶段”，依据完成实际岗位工作过程

设计了“启动原理分析——启动过程测试（虚）——起动系统“起动活门失效”排故（虚）

——起动活门的拆装（虚实）”的精讲理论、虚拟仿真、实操提升的“四任务”，在实践任

务中，采取角色扮演（工段长、组员、质量控制员）落实职业分工，以“知任务、阅工卡、

习操作、熟技能、重评价”构成五步学习过程，学生更具规范性地探索新知、训练维护和

故障排除。通过完成任务，增加学生的成就感，激发学习积极性，提升了职业素养。

图 5.“三四五”教学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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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解决方法与措施：实施“过程性评价+结果性评价+增值性评价”的考核模式，以分

数直观呈现学习考核与参与的薄弱环节，精准帮扶学困生，解决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

过程性评价（50%）：教师根据职教云平台采集的学生课前测验数据，掌握自学情况，

对出错率较高的知识点进行重点讲解，再由平台记录的课中测验数据反馈学生对理论学习

的成果。在教学任务二“发动机启动过程测试”的实施过程中，严格对标职业操作，要求

学生根据电子工单的内容看一项、做一项、记录一项。根据每一项内容的完成准确度与熟

练度，平台同步进行考核，强化按手册、工卡施工的标准操做。在教学任务三“发动机无

法启动故障排除”的实施过程中，学生依据故障隔离手册进行标准施工、测试部件、虚拟

换件，同步完成电子工作记录单，做一步、记一步。根据工作记录单的完成进度与准确度，

平台分步骤考核。在教学任务四“起动活门的拆装”的实施过程中，学生首先在虚拟拆装

平台依据系统提示拆装步骤，熟练拆装流程，并进行考核，然后进入发动机实训室进行真

机实操，依据拆装工作单逐一完成工作内容。过程化的考评数据直观呈现学生的学困点，

帮助学生精准找出学习薄弱之处、帮助教师精准实施教学诊改。

结果性评价（40%）：学期末的结课考试。

增值性评价（10%）：增值性评价主要由企业评价来主导，对学生的课后任务完成报告

评价。

图 6.“过程性评价+结果性评价+增值性评价”的考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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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效果（500 字以内）

经过教学实施，本案例改革效果显著，提高了学生学习积极性，课堂质量得到了提升，

学生实操技能和职业素养显著提高。

1. 学生的实操能力和职业素养双提升：在“三真”教学改革下，重构课程内容，紧贴

实际岗位工作任务，充分利用资源库平台，虚拟仿真平台和实体发动机平台实施了“理虚

实”一体化教训，并将“一作风、两精神、四意识”的思政元素润物细无声地融入教学过

程中。经过程考核数据统计，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的达成度均在 90%以上，职业素养目标

达成度为 88%。

效果检验：对学生学习课程的调查，反馈 98%学生认为课程资源对提升个人技能、思

想作风和职业素养有较大帮助。对学生在企业实践的师傅调查，反馈大部分学生对飞机维

修典型工作“做得准，做得快，做得标准”。与教学改革前相比，考核成绩、学生满意度和

企业师傅好评度均有大幅增加。

图 7.工作任务过程考核数据

同时，对 18 级和 20 级学生回访调查，他们认为：课程内容与执照考试紧密对接。经

统计，我班学生考取中国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基础执照（1+X 证书）（M5 模块）一次性的

通过率为 95%，高于平均值。学优者在全国飞机维修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奖。

课程学习满意度调查

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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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学生考取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和飞机维修技能大赛

2. 学生课堂参与度显著增加：采取任务驱动混合式教学，课前个性化学情分析与资源

推送，课中任务难度层层递进，理虚实一体化教学，抓住关键，解决重难点，使教学活动

更高效，学生参与度明显提升。职教云平台数据显示，近两学期学生课件访问次数由 292.34

次/人提升至 849.31 次/人，学习时长由 2177.36 分/人提升至 6450 分/人。课中的讨论、

问答和笔记次数明显增加。

2020年春季的学习数据 2022年春季的学习数据

通过线上资源的学习，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及创新意识提升，主持申报广东省大学生

攀登计划项目（科技发明制作类），申请软件著作权 1项，并在其他飞机设计类大赛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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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广东省大学生“攀登计划”立项和未来飞行器设计大赛获奖

（五）创新与示范（500 字以内）

1.育人模式创新：校企行协同，实施“三真”教学改革，培养高素质民航机务人才

学校与飞机维修龙头企业建立订单班，与飞机维修虚拟仿真企业联合，校企行三方联

动，依据行业标准，教学软、硬件环境“两手抓”，以“三真”教学理念驱动，以“一作风、

两精神、四意识”的思政引领，进行岗课对接、课证融通与课赛融合的教学改革。学生下

企业实践做得准、做得快、做得标准，学生毕业即可持证上岗，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

精准有效对接。毕业生工作表现深受民航维修企业认同，更有毕业生工作后获得全球民航

维修技能大赛一等奖的好成绩。

2.教学实践创新：师企生协作，共建立体化资源，实施“理、虚、实”教训模式，示范

作用显著

依托省级名教师工作室的 VR 资源开发室和飞机维修数字化资源研发中心，联合企业

“南粤工匠”工作室，充分发挥教师个人和团队的力量，开发了“海量”“层级分明”优质

线上教学资源，适应“理虚实”一体化教学，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要，提升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与创新意识。学生主动参与教师资源开发项目或积极参与各类飞行器创新大赛，成

果转化为学习资源和科普资源，师生间形成学习共同体，师生共成长，打造了一支国家级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和一批充满活力的多样化社团，共同为校本师生、兄弟院校、行企业员

工、社会学员和“一带一路”学习者的教学及考证服务，累计全国 462 所院校和企业近 10000

名学习用户，示范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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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反思与改进（500 字以内）

飞机维修属于高复杂技术，特别是飞机发动机，价格昂贵，资源稀缺。应用实体现役

飞机和发动机实操训练，几乎不可能大面积实现。目前国内飞机维修类专业普遍缺乏现役

飞机实训设备，虚拟仿真实训可缓解国内同类院校实训设备缺乏问题，同时降低实践教学

成本，提升教学效果。本课程团队在校企共建的基于 AR/VR 的发动机虚拟拆装平台上开发

了现役新型发动机 CFM-56-7B 虚拟检查与拆装项目 12 项，包括了工作单、操作视频等 70

个素材。将基于 CFM56-7 发动机的 AR 虚拟教学平台中的素材转化为教学动画 87 个，也在

业内领先的 A320 和 B737 双机型飞机维修模拟机上开发有关发动机的测试、排故等教学视

频 18 个。这些资源均上传至国家级资源库平台，基本满足了发动机专业技能实训训练的需

要。

图 10.国家级资源库平台上的部分发动机虚拟仿真实训项目

但目前资源库受到网络带宽、速度和运行环境的影响，开发的这些大型发动机仿真操

作很难实现在线操作，无法真实体验，因此，将依托本人主持的两项虚拟仿真类研究课题，

在后续的教研中，将进一步优化虚拟仿真项目，实现在资源库的线上操作。

另外，本案例中有采用教学任务的过程考核，并对数据分析，但如何在教学实施中利

用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学习数据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授课教师2021-2022学年学生评教情况2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评教分数: 99.42

五、授课教师承诺

本案例为原创案例,不存在思想性、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没

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同时,本表内容真实无误、准确,没有弄虚

作假或学术不端等行为。

全体授课教师(签名):护!远

'b>V!年!之月之/日

2本部分由学校负责学生评教的部门填写。

12

飞超人(刘超)
Square
12

飞超人(刘超)
Square



六、学校推荐意见

授课教师师德高尚,为人师表,切实履行教师岗位职责和义务,

高质量地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该案例符合申报条件和要求,我

校同意推荐该案例。

]02如/月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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