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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基本情况表

学校名称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地址 长治市潞州区保宁门东街130号

邮政编码 046000 学校网址 http://www.sxjdxy.org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公办 □民办

独立设置高职院校 □本科办高职 □成人高校

在校高职生总数 7394 学校现有高职专业总数 47

上年招生规模 3625 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 78

现有

专业类

名称

（如：5101

农业类）

5205 煤炭类；5303 新能源发电工程类；5304 黑色金属材料类；5306

非金属材料类；5404 建筑设备类；5601 机械设计制造类；5602 机电设

备类；5603 自动化类 5606 航空装备类；5607 汽车制造类；6001 铁道运

输类；6002 道路运输类；6006 城市轨道交通类；6101 电子信息类；6102

计算机类；6103 通信类；6208 健康管理与促进类；6306 工商管理类；

6307 市场营销类；6308 电子商务类。

专任教师

总数（人）
296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上

职称教师所占比例
27.7%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300 字以内）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 1958年，是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办、山

西省教育厅直属的全日制普通高职院校，是山西省首批示范性高职院校，

山西省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优秀单位，山西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山

西省文明单位，山西省唯一拥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学团队”的高职

院校，山西省唯一取得招收国际留学生资质的高职院校。学院是教育部

确定的全国现代学徒制试点高职院校，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

建设计划（双高计划）入选建设单位。

学院位于长治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主校区、东湖校区、易通

环能校区和长治高新区科技工业园实训中心组成，占地面积 37.33万平

方米。现有固定资产总值近 11亿元，校内建有 8大专业实训中心，教学

仪器设备值 10943万元，校外校企合作型“科研、实习、就业基地”300

余个，图书馆藏书 41万余册。学院现有教职工 386人，“双师型”教师

130余人。有山西省“双师型”教学名师、优秀教师 19人，“山西省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2人，山西省教育领域“三晋英才”9人，“三晋技

术能手”获得者 5人，省高校工委、省教育厅联系的高级专家 9人。学

院是全国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单位，有 11名专业带头人担

任 10个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或委员。

注：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学校年高职招生数÷学校现有高职专业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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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专业筹建情况，学校专业建设规划，行业、企业、

就业市场调研，人才需求分析和预测等方面的主要内容,可续页）

1.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

1.1 对接山西省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现实需求

山西省的通用航空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中国通用航空业的发源地,拥有一

定的产业基础和历史文化。全省有太原武宿干线机场及长治王村机场等 6个支线机

场,有3个航校基地通用机场和若干直升机起降点,7个运输机场都具备开展通用航空

业务的基础设施及业务能力。有 19 家省外通用航空公司在山西省开展包括飞行培训、

电力巡线、包机飞行、空中摄影、航空物探、空中广告等通用航空作业任务。省内现

有太原航空仪表有限公司等 8家航空制造企业,在研制航空仪表及相关传感器、野外

隐身防护装置、无人机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省内现有大同通用航空产业园和介休青云

通用航空产业基地两家产业园。

《山西省通用航空业发展规划（2018-2035 年）》清晰地勾勒出通航产业发展三

个阶段的宏伟蓝图：到 2025 年，通用航空业经济规模达百亿元以上，带动经济产值

实现翻番，通航业成为我省转型综改新的经济增长点；到 2030 年，通用航空业直接

产值达到 200 亿元，带动总产值达到 400 亿元，培育 2-3 家产值超 50 亿元的通用航

空企业，同时培养 2-3 家通航上市企业；到 2035 年，通用航空业直接产值达到 500

亿元，带动总产值达到 1200 亿元。

2020 年 5 月 13 日，山西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对全省兴起学习宣传热潮、抓好贯彻落实进行研究部署。省

委书记楼阳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我省要在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

备、新产品、新业态上不断取得突破，打造 14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心无旁骛坚

定走下去，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其中，通用航空领域提出要构建全省

航空材料、通航飞机制造、机场建设、通航大数据服务、无人机货运的产业链。

1.2 聚焦长治市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现实需求

长治享有“中国通用航空摇篮”美誉，是中国首家通航公司成长与发展之地，也

是中国民航通航飞行大队运营基地，还是中国航空运动的发祥地之一。作为山西省航

空人才的摇篮，坐落在屯留区的长治航空运动学校，为全省甚至全国培养了众多的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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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人才。

长治有着山西省第二大空港城市的美誉，王村机场、屯留沙家庄通用机场，以及

各县区正在建设的通用机场，为发展通用航空产业提供基础保障。全省第一个航空灭

火机队落户长治，成功通航、铱格斯曼、奥科航空、中航明德、中科飞创等航空领域

的企业，已经形成我市航空产业的矩阵；驻市解放军某厂是航空军械和地面装备技术

保障的专业化工厂，多项产品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海军航空大学飞机修理厂，具备

多种机型大修和年产 8万件航空零备件的能力。由于特殊的地理地貌，平面交通对于

长治的森林灭火、雾霾探测、支线货运、应急救援等方面限制较大，而通用航空产业

将大大弥补其中的短板。

2018 年以来，长治市委、市政府瞄准加快推动长治高质量发展目标，紧紧抓住

我省作为全国通用航空示范省的机遇，将发展通用航空产业作为全市转型发展的重要

抓手，加强顶层设计，加快规划编制，精准对接谈项目、积极主动谋合作，通用航空

产业渐成规模，通用航空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为全市转型升级发展快速聚势赋能。

2018 年以来，屯留机场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工程顺利实施，铱格斯曼飞机自动清

洗机、清洗剂、防腐剂项目成功落地，丰荣航空长治通航项目顺利进行，星箭长空项

目正式落地，雷森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山西金笠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成立，各

县区通用机场建设快马加鞭，全市推动落实通航产业项目 17 个，总投资达 81.62 亿

元，与此同时，还设立长治市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基金，首期发行 5000 万元。

目前，长治王村军民两用运输机场和屯留沙家庄通用机场成为长治市大力发展航

空产业的坚强基础保障，成功通航、中部通航、金笠通航、雷森通航、铱格斯曼航空、

奥科航空、中航明德航空和中科飞创等企业组成的产业矩阵领军全省；飞机以及车辆

等野外隐身防护装置研发、无人机零部件和模块生产、无人机组装和改装、航空产品

材料铝镁合金制造、航空训练器材生产修理、飞机修理和支援保障、飞机大修、部附

件校修、航空零备件制作等产业链条加速成型，航空体育、航空旅游、人工影响天气、

航拍航测、护林灭火、医疗救援等相关业务蓬勃开展。

随着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对于通用航空领域的人才需求逐渐增多，而山西省开

办航空运输类专业的高职院校还很少，本专业的建设面向山西聚焦长治市通用航空领

域，培养适应本区域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相关人才，服务区域通用航空领域的发展，

助力地方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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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筹建情况

目前专业筹建正处于初步阶段，计划每年招生 40 人。前期学院机械工程系对长

治市通用航空领域的发展进行了调研，对相关企业进行了走访，各方也表达了对学院

开设该专业的支持，愿意校企合作开展专业人才培养。学院目前正在谋划布局通用航

空领域，申请通用航空器维修专业是迈向通用航空领域的起步，学院将逐渐完善顶层

设计，逐步增加经费预算，规划好该专业的建设。

3.学院专业建设规划

专业建设初期，以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场所建设、课程教学资源开发为主，一是

全职引进本专业相关专职教师，聘用本专业兼职教师，以满足专业课程的正常开展。

二是建设本专业人才培养所需的实践场所，在校内建设基础的实践场所，校企共建专

业核心能力培养实践场所，满足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三是教学资源建设，引进部分

比较成熟的课程教学资源，同时结合地方特色，开发相关的专业课程教学资源。

4.市场调研和人才需求分析

本次调研的企业主要有山西成功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金笠通用航空有限

公司、雷森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山西铱格斯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奥科航空科技

有限公司、中航明德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山西中科飞创科技有限公司等坐落在长治的

航空公司和位于晋城市的中国航发山西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调研主要针对通用航空和航空运输岗位，航空器维修与管理岗位群，从事通

用航空器维护、通用航空器部件及其附件修理、维修方案的制定与管理等岗位。

针对通用航空器维修专业，企业需要的人才要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良好的心理素

质和职业道德，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要有良好的业务素质。

通过调研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等相关学校，发现通用航空维修专业招生情况良

好，多数院校每年能招收两个班，该专业的毕业生 80%以上都能对口就业，因就业前

景好、待遇相对较高较少学生选择升学继续学习。

https://www.11467.com/qiye/80668502.htm
https://www.so.com/link?m=bbXnnmk2WOJQ+oKTZCkEbFfgZLMGrlkUMdxkCzo/7bdoV+/bxMIobjXgesIZv0LHUVl4A+ul43+tYRwRvkLHMZwvz8Am6Ib7y7/FCl3qkQ90N5r3j7EwESdhJtkYfF+x0+xFsJBCmmCADI5jW4QRm8mZ0Vqn5s3eedMJ5KQDdiURhdz4fkX+wleq9zYZmLecXAgoID9BCDX5C1n1Tm5H+17p9vT74x33ocUzOv4L9B6+K8ruXj5kuQdQZcv257kS1jHGDDMnycESd6Wsz/r8hgKMhF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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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应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就业面向、主要职业能力、核心课程与

实习实训、教学计划等内容，可续页）

1.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

握通用航空器电子系统、通用航空器结构维修、飞行原理与性能等基本知识，具备

较强的通用航空器（飞机、直升机）维修能力，从事通用航空器维修及航材、工具、

设备等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基本要求

2.1 素质要求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

族自豪感。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

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3）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热爱民航

事业，弘扬和践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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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航精神；具有高度的民航安全意识，牢固树立

“安全第一”的思想；养成“实事求是，认真负责；严格要求，遵章守纪；迅速准

确，细致周到；团结协作，刻苦耐劳”的机务作风。

（4）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

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一两项运动

技能，养成良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良好的行为习惯。

（6）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一两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2.2 知识要求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2）熟悉与民航运输和飞行运行有关的国内外法律法规和标准以及环境保护、

安全消防、民航安全等知识。

（3）掌握机械制图、电工、电子技术等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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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航空机械、航空材料、腐蚀与防护等维护技术基本知识。

（5）掌握空气动力学及飞机飞行原理。

（6）掌握涡轮发动机飞机机体的结构、系统组成与工作原理。

（7）掌握燃气涡轮发动机的结构、系统组成与工作原理。

（8）掌握航空安全人为因素。

（9）熟悉民用航空器适航与维修管理的基本知识。

（10）了解国内外民航行业发展新动态、新技术和新趋势。

2.3 能力要求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具有较好的专业英语能力，能够进行口语和书面的表达与交流。

（4）具有良好的安全意识、规范意识和安全防护能力。

（5）具有一定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6）能够熟练使用飞机维护手册和工卡。

（7）能够识读飞机机械图纸、电路图和电子线路图。

（8）能够对飞机机体和动力装置结构进行一般目视检查和详细目视检查。

（9）能够熟练使用工具和设备对典型的航空器机械部件进行拆装。

（10）能够依据维护操作规范对飞机机电系统进行操作、检查、测试和故障分

析。

（11）能够依据维护操作规范对飞机动力装置进行操作、检查、测试和故障分

析。

3.修业年限

基本修业年限 3年，最长修业年限 6年。

4.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通用航空和航空运输业，在航空器维修与管理岗位群，从事通用航空

器维护、通用航空器部件及其附件修理、维修方案的制定与管理等工作。

5.主要职能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良好安全意识，能严格遵守适航规定、公司制度和其他安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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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备制定通用航空器维修及保障方案的能力。

（4）具备阅读通用航空器维护手册、工卡和相关的专业英文资料的能力。

（5）具备使用恰当的零件、工具航材和设施对通用航空器各系统进行维修及

排除故障的能力。

（6）熟悉通用航空器构造和各系统工作原理，具备基本工程计算能力。

6.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通用航空器维修专业核心课程描述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描述

1 直升机结构与系统

课程目标：主要任务是使学生初步了解直升机的结构及各系

统的基本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悉直升机的结

构组成，掌握直升机操作系统、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等基本

组成和工作原理。

课程内容：主要内容包括直升机飞行原理、直升机操纵系统、

直升机结构、直升机液压系统、直升机燃油系统、直升机电

源系统、直升机通信导航系统、直升机起落架系统等主要系

统，以及防冰排雨、救生设备等辅助系统的基本结构、基本

工作原理等。

2
直升机发动机结构与

维修

课程目标：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熟悉涡轴发动机的结构，

能够对涡轴发动机的机械部件进行检修。

课程内容：涡轴发动机的分类，涡轴发动机的结构，涡轴发

动机的工作原理，进气装置、压气机、燃烧室、涡轮、排气

装置的

构特点，涡轴发动机的检修流程，涡轴发动机的检修操作。

3
直升机电气系统与维

修

课程目标：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熟悉直升机电气系统的

基本组成，掌握直升机仪表电气系统的原理，掌握仪表电气

系统的常见故障的排除。

课程内容：直升机电气系统组成，飞行仪表、发动机仪表、

其他系统仪表，仪表数据采集和控制原理，常见仪表电气故

障分析与排除。

4 直升机目视检查

课程目标：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熟悉直升机目视检查的

流程，掌握目视检查的要点，能够根据作业指导书，协作完

成直升机的目视检查。

课程内容：航空器目视检查国家

业标准，直升

目视检查流程，目视检查作业指导书，目视检查的重点和难

点，典型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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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飞机结构与系统

课程目标：主要任务是使学生初步了解飞机的结构及飞机各

系统的基本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悉飞机组成、

结构形式及受力特点，飞机载重与平衡的基本知识，掌握飞

机飞行操纵系统、液压系统、起落架系统、座舱环境控制系

统、飞机燃油系统的基本组成及工作原理；了解防冰排雨系

统、飞机防火系统、飞机电子系统的基本知识。

课程内容：飞机结构、载重与平衡、飞机操纵系统、飞机液

压系统、飞机起落架系统、飞机座舱环境控制系统、飞机防

冰排雨系统、飞机燃油系统、飞机防火系统、飞机电子系统。

6
飞机发动机结构与维

修

课程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熟悉飞机发动机

工作原理、结构及系统组成、常用的监测技术，能进行发动

机故障分析与诊断，会进行发动机分解、检测、修理，会维

修发动机典型的机械故障。

课程内容：主要介绍航空发动机的基本类型、发展、基本原

理、结构以及主要系统。以航空公司发动机维修人员的工作

环节为主线，重点强调维修人员在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主要介绍航空发动机所涉及的主要监测技术，航空发动机的

性能控制和可靠性控制技术，

动机故障的处理及相关的适航分析，发动机剩余寿命与调度

技术，以及发动机的维修成本与送修管理。

7 飞机电气系统与维修

课程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飞机电气元件，

电机和电源的功能，结构及特性，了解典型飞机电气控制系

统的组成和原理，学会运用电气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飞机电

气设备维修问题的基本方法。

课程内容：飞机电气元件、直流电源系统、交流电源系统

、电动机、发动机起动与 点火系统、飞机操纵系统电气设

备、飞机防冰与防雾系统、飞机火警与烟雾探则及灭火系统、

警告信号和灯光照明系统、燃油油童和流里测量系统、

电源和辅助电力装置。

8 飞机目视检查

课程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飞机内部或外部

区域、安装或组件进行目视观察，寻找明显的损伤、故障或

不正常的迹象。

课程内容：目视检查项目、对象、目视检查对象的常见损伤

迹象和形式、辅助检查手段、目视检查发现的问题处理方法。

通用航空器维修专业主要实训环节描述

序号 实训环节 课程描述

1 通用航空器认知实训

实训目标：使学生了解航空航天技术基础知识，全面理解飞

机飞行原理，飞机构造组成和动力系统的组成，航空器活动

的环境及导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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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内容：航空航天发展概况、飞行环境及飞行原理、飞行

器动力系统的工作原理、飞行器的构造、飞行器的机载设备、

机场地面设施和保障系统。

2
航空液压元器件装调

实训

实训目标：具备液压传动基础知识，掌握液压元件的结构、

原理、功用、拆装、选用及控制维护能力，具有分析一般的

液压系统回路和气动控制回路的方法，培养设计简单的液压

系统的思路，具备熟练选用元件，按照回路图正确组装并调

试液压控制回路的技能。

实训内容：齿轮泵、叶片泵、三位四通换向阀、直动式溢流

阀、液压缸的拆装，方向控制回路、压力控制回路、流量控

制回路的设计与搭建，液压缸爬行，不动

的故障诊断与排除。

3
直升机发动机检修实

训

实训目标：会使用工具拆装直升机发动机，能制定拆装工艺

资料，会正确使用工量具检测零件和机构的精度。

实训内容：传动轴与附件传动箱、轴向压气机、气体发生器

高压部件、涡轴和变速箱的部件分解、修理、装配，发动机

总装调试。

4 直升机电气检修实训

课程目标：会正确使用工具仪表进行接线布线，能检查出常

见的直升机仪表故障。

课程内容：电表及接线工具的使用，飞行、发动机仪表的布

线接线，传感器的安装与接线，仪表无示数故障的排除。

5 直升机目视检查实训

课程目标：能按照直升机目视检查的流程，对直升机进行目

视检查，正确填写作业指导书。

课程内容：制定某型号直升机目视检查流程，明确目视检查

的要点，填写目视检查作业指导书。

6 飞机发动机检修实训

实训目标：会正确使用涡轮喷气发动机常用拆装工具，会进

行发动机的总体拆装、调整和各系统主要零部件的准确拆

装，学会发动机的主要零部件的检查测量。

实训内容：发动机减速器、尾喷段、涡轮、附件系统、压气

机拆装与精度检测。

7 飞机电气检修实训

课程目标：能正确选用电气元件和检测接线工具，掌握飞机

电源系统、防火系统、灯光与照明系统、防冰排雨系统、氧

气系统及飞机其他系统电气控制部分的组成与操作，能进行

主要电气部件和组件的分解、测试与维护。

课程内容：飞机电源系统、防火系统、灯光与照明系统、防

冰排雨系统、氧气系统及飞机其他系统电气控制部分电路的

识读与接线，电气系统检测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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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动机目视检查实训

课程目标：能说出飞机发动机正常工作时的各系统的正常表

现，明确目视的项目及标准，能找到不正常工作时的明显的

损伤、故障的迹象及原因。

课程内容：气道、压气机、燃烧室、涡轮和尾喷管目视检查。

9
通用航空器检修综合

实训

实训目标：通过本实训，使学生掌握飞机维护、定检所要求

的程序、方法、知识和操作技能。

实训内容：常用的修理工具和检测仪器的使用，飞机飞行前、

连续飞行、飞行后的机务维护，飞机常见的五种小部件和八

种大部件的拆装技术，航空发动机的日常维护技术。

7.教学计划

专业教学计划表

教

育

模

块

课程名称
总

学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分

学期学时

1 2 3 4 5 6

公

共

基

础

课

军事理论 36 36 0 2 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56 56 0 3 2 2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

体系概论

72 72 0 4 2 2

形势与政策 24 24 0 1.5 2/2 2/2 2/2 2/2 2/2 2/2

大学生安全教育 24 24 0 1.5 2/2 2/2 2/2 2/2 2/2 2/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4 24 0 1.5 2/2 2/2 2/2 2/2 2/2 2/2

职业指导与就业 18 10 8 1 2

体育与健康 112 56 56 6 2 2 2 2

高等数学 56 36 20 3 4

大学英语 56 28 28 3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8 20 8 1.5 2

信息技术 32 16 16 2 2

创新创业基础 18 10 8 1 2

机器人技术 32 16 16 2 4

人工智能基础 32 16 16 2 4

公选课 3门 54 54 0

专

业

基

础

民航概论 24 24 0 1.5 2

通用航空器仪表 48 32 16 3 4

航空专业英语 72 36 36 4.5 2 2 2

通用航空器维修基础 48 32 16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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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通用航空器材料 24 16 8 1.5 2

机械制图 48 24 24 3 4

AutoCAD 机械绘图 24 8 16 1.5 2

机械设计基础 48 32 16 3 4

液压与气压传动 48 32 16 3 4

电工电子技术 48 32 16 3 4

专

业

核

心

课

直升机结构与系统 48 32 16 3 4

直升机发动机结

与维修
72 42 30 4.5 6

直升机电气系统与维

修
72 42 30 4.5 6

直升机目视检查 48 32 16 3 4

飞机结构与系统 48 36 12 3 4

飞机发动机结构与维

修
72 42 30 4.5 6

飞机电气系统与维修 72 42 30 4.5 6

飞机目视检查 48 32 16 3 4

实

训

环

节

军事训练 40 0 40 2 2 周

钳工实训 20 4 16 1 1 周

常见电路搭接实训 20 4 16 1 1 周

通用航空器认知实训 40 8 32 2 2 周

航空液压元器件装调

实训
20 4 16 1 1 周

直升机发动机检修实

训
40 8 32 2 2 周

直升机电气检修实训 40 8 32 2 2 周

直升机目视检查实训 40 8 32 2 2 周

飞机发动机检修实训 40 8 32 2 2 周

飞机电气检修实训 40 8 32 2 2 周

飞机发动机目视检查

实训
40 8 32 2 2 周

通用航空器检修综合

实训
80 16 64 4 4 周

专

业

拓

展

课

飞机附件检修 48 36 12 3 4

机型理论 48 36 12 3 4

人为因素与航空法规 48 36 12 3 4

空气动力学及飞行原

理
48 36 12 3 4

自动控制原理 48 36 1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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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技术手册使

用
48 36 12 3 4

毕

业

环

节

毕业设计 40 20 20 2 2 周

顶岗与就业实习 400 20 380 20 20 周

本专业课时合计 2646 1318 1328 147 394 530 430 430 400 400

专业共计 2646 课时，理论 1318 课时，实践 1328 课时，147 学分。

专业公共课程共计 682 课时，占比 25.7%；专业基础课 432 课时，占比 16.3%；

专业核心课程 480 课时，占比 18.1%；专业拓展课程 192 课时，占比 7.2%；专业实

训 420 课时，占比 15.8%；毕业环节 440 课时，占比 16.6%。

选修课包括两部分，其中公共基础课中，《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基础》

任选 1门，公选课任选 3门，共计 86 课时。专业拓展课中，任选 4门，共计 192

课时。选修课合计 278 课时，占比 10.5%。

8.教学方法

公共基础类课程采用以讲授法、讨论法、直观演示法为主的教学方法，专业（技

能）课采用项目教学法、现场教学法为主的教学方法。项目教学法可以以学习小组

为单位进行，也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要求教师布置任务要具体，引导学生在完成

任务的过程中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的素质，锤炼学生的道德品质。学

生在完成具体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探索

及合作精神。

9.教学条件

（1）配备满足教学要求的教学场所，普通教室具有多媒体教学设备、黑板等

教学设备，实践教学场所布置理论教学区域，满足理实一体化教学开展。

（2）校企共建专业实践教学场所，满足人才培养需求。

（3）开发专业课程教学资源，开展分工协助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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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

名
闫波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学历 本科

出生年月
1973

-10
行政职务

系主

任
双师素质情况 高级

学历、学位获得时间、

毕业学校、专业
本科 1996 年 太原理工大学 精密仪器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机械 CAD/CAM、机械创新设计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工作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10 篇；出版专著（译著等）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项；其中：国家级 项，省部级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4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项，省部级项目 2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万元，年均 万元。

近三年授课（理论教学）共 364 学时；指导毕业设计共 15 人次。

最具代

表性的

教学科

研项目

和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智能立柱表面强化技术 横向课题（50 万元）2020 年 第 2

2
二维码激光打标自动生成

线研发
横向课题（18.2 万元）2020 年 第 3

3

最具代

表性的

社会服

务和技

术研发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国家级培训-专业带头人领

军能力研修（装备制造类）
省教育厅

2020.07-20

20.08
32万 培训策划与实施

2
国家级培训-高职教师企业

实践（装备制造类）
省教育厅

2020.07-20

20.08
32万 培训策划与实施

3

国家级培训-中职“双师型”

教师专业技能培训（加工制

造类）

省教育厅
2019.07-20

19.08
28万 培训策划与实施

目前承

担的主

要教学

工作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机械 CAD/CAM 高职 40 96 专业核心 2019-2020 年

2

3

4

教学管理部

门审核意见
签章：

注：需填写二至四人，每人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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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

名
王沁军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

授
学历 硕士

出生年月
1982-

09
行政职务

副主

任
双师素质情况 中级

学历、学位获得时间、

毕业学校、专业
硕士研究生 2009 年 07 月 南昌大学 材料加工工程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工作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4篇；出版专著（译著等）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项；其中：国家级 项，省部级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2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项，省部级项目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万元，年均 万元。

近三年授课（理论教学）共 498 学时；指导毕业设计共 37 人次。

最具代

表性的

教学科

研项目

和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荣

获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创

新发展行动计划骨干专业

教育部 2019 年 7 月
集体荣誉，主要申报

人

2
教学型桌面级 3D打印机的

设计与制造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 5 月 课题负责人

最具代

表性的

社会服

务和技

术研发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国家级培训-专业带头人领

军能力研修（装备制造类）
省教育厅

2020.07-20

20.08
32万 培训策划与实施

2
国家级培训-高职教师企业

实践（装备制造类）
省教育厅

2020.07-20

20.08
32万 培训策划与实施

3

国家级培训-中职“双师型”

教师专业技能培训（加工制

造类）

省教育厅
2019.07-20

19.08
28万 培训策划与实施

目前承

担的主

要教学

工作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高职 45 48 专业基础 2019 年

2 AutoCAD 机械绘图 高职 42 24 专业基础 2019-2020 年

3 产品制造工艺编制 高职 38 52 专业核心 2019 年

教学管理部

门审核意见
签章：

注：需填写二至四人，每人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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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师基本情况表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所学

专业

学历、学

位情况
职称

双师素质情

况（职业资格

证书及等级）

拟任课程

专职

/

兼职

现工作单

位（兼职教

师填写）

1 闫波 男 47 机械 本科 教授 高级双师 民航概论 专职

2 王沁军 男 38 机械 硕士
副教

授
中级双师

AutoCAD 机

械绘图
专职

3 张毅 女 48 机械 本科
副教

授
中级双师

机械设计基

础
专职

4 吉丽 女 46 机械 本科
副教

授
中级双师 机械制图 专职

5 邓祎 男 57 机械 本科
副教

授
中级双师

通用航空器

仪表
专职

6 程志铭 男 49 机械 本科
副教

授
中级双师 机械制图 专职

7 秦会峰 男 42 机械 硕士
副教

授
中级双师

通用航空器

材料
专职

8 韩兴言 男 43 机械 硕士
副教

授
中级双师

通用航空器

维修基础
专职

9 吴志光 男 39 机械 硕士 讲师 中级双师
通用航空器

维修基础
专职

10 赵小飞 男 35 机械 硕士 讲师 中级双师
通用航空器

仪表
专职

11 张方东 男 33 机械 硕士 讲师 中级双师
液压与气压

传动
专职

12 杨怀庆 男 63 机械 中专
机械

师

飞机发动机

结构与维修
兼职 91883 部队

13 李克俭 男 55 机械 大专
工程

师

飞机电气系

统与维修
兼职 91883 部队

14

15

注：可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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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要课程开设情况表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

总学时

课程

周学时
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1 民航概论 24 2 闫波 第 1 学期

2 通用航空器仪表 48 4 赵小飞 第 1 学期

3 航空专业英语 72 2 洪翱宙 第 3-5 学期

4 通用航空器维修基础 48 4 韩兴言 第 2 学期

5 通用航空器材料 24 2 秦会峰 第 1 学期

6 机械制图 48 4 吉丽 第 1 学期

7 AutoCAD 机械绘图 24 2 王沁军 第 2 学期

8 机械设计基础 48 4 张毅 第 1 学期

9 液压与气压传动 48 4 张方东 第 2 学期

10 电工电子技术 48 4 靳晓波 第 2 学期

11 直升机结构与系统 48 4 外聘 第 3 学期

12 直升机发动机结构与维修 72 6 外聘 第 3 学期

13 直升机电气系统与维修 72 6 外聘 第 3 学期

14 直升机目视检查 48 4 外聘 第 3 学期

15 飞机结构与系统 48 4 外聘 第 4 学期

16 飞机发动机结构与维修 72 6 外聘 第 4 学期

17 飞机电气系统与维修 72 6 外聘 第 4 学期

18 飞机目视检查 48 4 外聘 第 4 学期

19 通用航空器认知实训 40 2 周 外聘 第 2 学期

20 航空液压元器件装调实训 20 1 周 外聘 第 2 学期

21 直升机发动机检修实训 40 2 周 外聘 第 3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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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直升机电气检修实训 40 2 周 外聘 第 3 学期

23 直升机目视检查实训 40 2 周 外聘 第 3 学期

24 飞机发动机检修实训 40 2 周 外聘 第 4 学期

25 飞机电气检修实训 40 2 周 外聘 第 4 学期

26 飞机发动机目视检查实训 40 2 周 外聘 第 4 学期

27 通用航空器检修综合实训 80 4 周 外聘 第 5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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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办学条件情况表

专业开办经费金额（元） 500 万元 专业开办经费来源 学校自筹

本专业专任

教师人数
11

副高及以上职

称人数
8

校内

兼职教师

数

6

校外

兼职

教师

数

9

可用于新专业的

教学图书（万册）
0.1

可用于该专业的

仪器设备数

95
（台/件）

教学实验

设备总价

值

（万元）

460 万

其它教学资源

情况
（1）超星学习通线上学习平台

主要

专业

仪器

设备

装备

情况

序号 专业仪器设备名称
型 号

规 格
台(件) 购入

时间

1 机械装调技术综合实训装置 THMDZT-1 8 台 2012

2 机械装调技术综合实训装置 THMDTK-1 2 台 2014

3 液压技术综合教学训练系统 LS 双泵 3台 2018

4 气动技术综合教学训练系统 DS3 2 台 2018

5 数字示波器 UTD2025CL 10 台 2017

6 信号发生器 UTG9002C 9 台 2017

7 单相交流调压器 TDGCAP5 9 台 2017

8 数字电路实验箱 4台 2014

9 模拟电路实验箱 4台 2014

10 钳工实训台 1500*1200 10 台 2018

专业

实习

实训

基地

情况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合作单位 校内/外 实训项目

1 直升机发动机维修实训室

91883 部队

长治航空运

动学校

校外
直升机发动

机检修实训

2 直升机电气维修实训室

91883 部队

长治航空运

动学校

校外
直升机电气

检修实训

3 直升机目视检查实训室

91883 部队

长治航空运

动学校

校外
直升机目视

检查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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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飞机发动机维修实训室

91883 部队

长治航空运

动学校

校外
飞机发动机

检修实训

5 飞机电气维修实训室

91883 部队

长治航空运

动学校

校外
飞机电气检

修实训

6 飞机目视检查实训室

91883 部队

长治航空运

动学校

校外
飞机目视检

查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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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申请增设专业建设规划

1.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服务区域航空产业发展的课程体系

（1）进一步针对通用航空产业开展市场调研，确定人才需求规格，明确专

业培养的具体职业面向岗位和岗位工作内容。

（2）组织相关专家召开职业能力典型工作任务研讨会，归纳人才培养的典

型工作任务。

（3）依据典型工作任务构建专业课程学习领域，确定各课程的培养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手段、考核标准。

（4）召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编制研讨会，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完善。

2.引进行业专业人才，构建专兼职队伍合理的师资结构

（1）全职引进通用航空器维修专业或相近专业教师 3-5 名。

（2）柔性引进通用航空器维修专业兼职教师 5-8 名。

（3）对现有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等机械类 3-5 名专职教师进行通用航空器

维修专业方面的技能培训。

（4）聘用专业带头人，组建通用航空器维修专业教研室，创建专业教学创

新团队。

（5）对专、兼职教师进行相关培训，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

3.校企合作，开发专业课程信息化教学资源

（1）校内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组建专业课程教学团队，开发专业课程教学

资源，编写教案、教学 PPT、习题、考核标准等，制作课程教学微课等，利用超

星学习通网络教学平台建设信息化教学资源库。

（2）持续对课程教学资源进行更新，保证教学内容满足人才培养要求。

（3）编写活页式、工作手册式等形式课程教材。

4.寻求合作，依托社会资源构建专业完善的实践教学基地

（1）寻求 91883 部队、长治航空运动学校、中国航发山西航空发动机维修

有限责任公司等社会资源的合作，校企共建通用航空器维修专业所需的实践教学

基地。

（2）依托实践教学基地，构建理实一体化教学场所。

5.开拓市场，保证招生和就业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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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做好招生宣传工作，保证每年招生人数在 40 人。

（2）落实就业渠道，保证学生高质量就业，保证本地就业 60%以上。

6.完善制度，保证专业的可持续发展

（1）组建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定期开展专业诊断，及时对专业建设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改善。

（2）专业建设需要投入比较大的经费，学院统筹考虑专业建设经费，保证

专业建设经费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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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通用航空器维修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航空工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是国家技术、经济、国防实力和工业化水平的

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我省通用航空领域提出要构建全省航空

材料—通航飞机制造—机场建设—通航大数据服务—无人机货运的产业链。长治

是“中国通用航空摇篮”，是中国首家通航公司成长与发展之地，是中国民航通

航飞行大队运营基地，是中国航空运动的发祥地之一。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拟

依托此大好形势，设立通用航空器维修专业，此前进行了通用航空器维修专业人

才需求调研，形成如下调研报告：

一、行业背景

为了对接“中国制造 2025”战略中十大重点领域的航空航天装备技术高端

产业，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和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设置通用航空器维修专业。通用

航空是指使用民用航空器从事公共航空运输以外的民用航空活动，包括从事工

业、农业、林业、渔业和建筑业的作业飞行以及医疗卫生、抢险救灾、气象探测、

海洋监测、科学实验、教育训练、文化体育等方面的飞行活动。通用航空产业的

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通

用航空是 21 世纪发展最快的空域交通方式之一，未来有望取代运输航空业而成

为人们常见的交通方式。

通用航空在欧美国家已经发展很成熟，美国是目前通用航空市场最大的国

家，也是发展最成熟的国家。通用航空在欧美发达国家都是经历过政策扶持、技

术创新、人才培训、通航文化培养等阶段的发展。目前各国通用航空市场都已经

在国民经济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预估，到 2018 年，具有

证照的飞行员将达 755490 名，通航飞行器将达 246415 架：包括单活塞引擎飞机

148450架、双活塞引擎飞机16490架、涡轮螺旋桨飞机8120架、涡轮喷射机15510

架、活塞引擎直升机 2700 架、喷射引擎直升机 4510 架、实验飞机 23100 架、运

动飞行器 20915 架。在其他国家，通用航空的发展亦有很长足的进步，澳洲共有

通航飞机 10455 架；加拿大共有通航飞机 28737 架；巴西亦有通航飞机计 9908

架，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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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至 2018 年国外各主要国家的通航飞机数量

随着我国空域管制的放开，通用航空迎来快速发展时期，未来将会出现爆发

增长，并带动大量的投资需求。国内通用航空的应用十分广泛，在经济建设的各

个环节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家也多次出台相关政策以推动通用航空行业发展。

2016 年 5 月 4 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宣布中国最后一个万亿级空白市

场通用航空产业全面开放。随后，国务院办公厅 2016 年下发了关于发展通用航

空的 38 号文件《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国通用航空产业进入

快速规范发展的新阶段，各方资金热潮随之涌入中国通用航空产业。

数据显示，我国通用飞机的数量较以往有大幅度的增长。早在 2005 年年底，

通用航空全行业飞机数量达 46 种共 570 架，2014 年通用航空全行业飞机数量达

1798 架。2016 年民航全行业运输飞机期末在册架数 2950 架，比上年底增加 300

架；2017 年中国国内民航运输机队规模增长迅速，全年引进飞机 424 架，其中

货机 17 架。至 2017 年底，在运营机队总规模达到 3261 架，其中客机 3118 架、

货机 143 架。随着我国机场数量的增加及航空旅客运输量的增长，预计未来 5-10

年，通用航空飞机数量年均增长率将达 30%。如图 2 所示，到 2022 年，我国通

用航空飞机数量将达到 1.37 万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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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通用航空飞机数量预测图

中国民航局早在 2009 年、2015 年、2016 年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通用航空

发展的措施》、《关于促进通航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

的指导意见》用于指导通航发展；2017 年 2 月 17 日，中国民航局正式发布了《通

用航空“十三五”发展规划》，对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提出了规划和目标，这对

我国通用航空产业体量带来了极大的需求，也将对我国通用航空产业链条各个环

节的产生强劲推动。根据“十三五”规划，预计到 2020 年，我国通用航空产业

体量相比 2015 年增加超过一倍，其中飞行时间增加 156.7%，机队规模扩大

123.7%，通用机场数量扩增 66.7%，私人飞行驾照数量增加 105.8%。

二、区域发展现状

2018 年 10 月 10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印发山西省通用航空业发展

规划（2018-2035 年）的通知》[晋政发（2018）40 号]开启了山西大力发展通用

航空业的新篇章。通知明确了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集

研发、制造、销售和运营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产业定位。涉及庞大的周边和地面

产品集群,对一、二、三产业都有巨大的带动作用,是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

平提高的重要标志。为把山西建成我国“面向华北、服务全国、连接海外”的通

航产业先行先试平台,助推全省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38 号)和《国务院关于支

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国发〔2017〕42 号)

精神,具体规划山西省通用航空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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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西通用航空发展现状

山西省的通用航空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中国通用航空业的发源地,拥

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和历史文化。机场设施方面,省内有太原武宿干线机场及长治

王村机场、大同云冈机场、运城关公机场、临汾乔李机场、吕梁大武机场和忻州

五台山机场6个支线机场,有 3个航校基地通用机场和若干直升机起降点,7个运

输机场都具备开展通用航空业务的基础设施及业务能力。通用航空业务方面,省

内 3个航校是我省通用航空的核心力量,航空体育运动、飞行驾驶员培训、人工

影响天气、航空测绘等通航业务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省农业厅、省林业厅和省

卫生计生委等与通用航空公司合作开展了空中巡逻、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航空

护林、航空医疗救援等业务,有 19 家省外通用航空公司在我省开展包括飞行培

训、电力巡线、包机飞行、空中摄影、航空物探、空中广告等 10 余项通用航空

作业任务。通航企业方面,省内有山西通用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等 7家通用航空企

业。另外,有 3家北京公司注册地非我省,但基地机场设立在山西。航空原材料方

面,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具有国内领先的研发实力；太钢集团高性能 T800H 碳纤维

产业化项目已投产,成为国家航天航空碳纤维主力供应商；山西三元碳素有限公

司等企业正抓紧研发新一代沥青基碳纤维技术并实现产业化。航空制造方面,省

内现有太原航空仪表有限公司等 8 家航空制造企业,在研制航空仪表及相关传感

器、野外隐身防护装置、无人机方面具有一定优势。通航产业园方面,有大同通

用航空产业园和介休青云通用航空产业基地两家产业园。整体来看,山西通用航

空虽然起步较早,但受种种因素影响, 存在对通航产业发展认知度较低、整体规

划布局相对滞后、相关配套政策不够完善等问题。突出表现在基础设施薄弱,产

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产业链上、中、下游各环节发展不均衡,尤其在通用航空

研发制造、基础设施建设及扶持政策等方面落后于国内其他省(区、市)。

2、山西省通用航空发展机遇

（1）自然环境和区位优势。山西是典型的黄土广泛覆盖山地高原,境内大部

分地区海拔在 1500 米以上,拥有良好的自然环境,适宜全年飞行,时间充裕, 有

利于培育通用航空应用市场。山西地处我国中部,承东启西,贯通南北,毗邻京津

冀,有着独特的通用航空经济区位优势。省域通航运营网络方便与周边地区的通

航网络互联互通,形成区域通航网络,并进而辐射全国,有望成为全国通航网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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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节点和核心区。

（2）国家政策支持。国发〔2017〕42 号文件支持山西走出一条转型升级、

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国办发〔2016〕38 号文件中规划到 2020 年全国通用航空

业经济规模超过 1万亿元，并在通用航空市场培育、加快通用机场建设、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扩大低空空域开放等方面提出了系列政策支持。

（3）省内各级政府、各行业发展积极性高。《山西省“十三五”开放型经济

发展规划》《山西省“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山西省“十三五”服务业发展规

划》以及各市“十三五”发展规划中都提出要推动通用航空、高端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完善开放口岸平台。省内各市、县(市、区)和有关部门对发

展通航产业积极性很高,有超一半的县(市、区)拟建 A3 以上通用机场。民政、公

安、农业、林业、卫生计生、旅游发展、气象、测绘等部门都对通用航空需求旺

盛,并做了一定的基础工作。

（4）国内通用航空市场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国

家对低空空域管理的不断完善,以包机业务为主的短途航空运输、电商和物联网

发 展带来的快递运输、高效便捷的无人机货物运输等需求不断增加，航空应急

救援和医疗救护市场不断扩大，环境监察、吊装作业、空中巡查等新兴通航作业

日益增多,休闲娱乐飞行、航空运动消费、低空旅游等市场前景可观。同时,通航

应用市场需求的增加必将带来通用航空飞行器数量的急剧增加,碳纤维、铝合金、

镁合金等航空高端材料的市场需求和应用也会越来越大。

（5）区域内的企业主要有山西成功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金笠通用

航空有限公司、雷森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山西铱格斯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山西

奥科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中航明德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山西中科飞创科技有限公

司等坐落在长治的航空公司。

三、人才需求

“十二五”以来，我国通用航空快速发展，机队规模、企业数量等核心指标

年平均增速近 30%，整个行业已聚集了 1700 多亿元人民币规模的投资。历史上，

我国通用航空规模偏小，专业技术人员储备有限。目前，国内开设通用航空专业

的高校有限，年招生规模不足千人，远不能满足需要。在当前“三年翻一倍”的行

业高速增长下，专业技术人才已极度缺乏。如图 3所示，我国 2016 至 2020 年通

https://www.11467.com/qiye/80668502.htm
https://www.11467.com/qiye/806685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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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航空人才培养量和需求量的趋势图。

图 3 2016-2020 预计培养量与需求量趋势图（来源：今日通航）

人才培养是通用航空业发展的基础性前置条件。回顾美国、加拿大、巴西等

通用航空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在通用航空规模实现快速扩张前的共性特征，是

经历了大规模的机场建设、深层次的空域改革和大批量的通航专业人才培养。当

前，通用机场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和各省市“十三五”重点工作，各地规划在 2020

年前新建的通用机场已超过 1400 个；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始终是社会各界关注的

焦点，各类试点、方案正在稳步推进。然而，通用航空专业人才培养始终不温不

火，各界的关注点也仅限主要服务于 121 公司的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事实上，

通用航空专业技术人员，除飞行人员外，还包括航务、机务、机场运行等多类人

员。通用航空人才培养的市场需求大、经济效益好，是一项造福行业、服务地方、

功利院校的事业。

分析目前我国通用航空专业人才队伍现状，估算未来人才缺口。我国通用航

空专业人才缺口测算“十二五”以来，我国通用航空从业人员实现了快速增长，

截止 2015 年，我国共有 12970 名通用航空从业人员，相比较 2011 年增长了近 5

倍，但仍不能满足现阶段人才需要。通用航空从业人员按所从事工作可分为专业

技术人员、综合管理人员与局方监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又可细分为飞行人员、

机务人员、航务人员。目前局方通用航空监管人员约 60 人，飞行人员 3033 人，

维修人员 4144 人，航务人员 688 人，综合管理人员约 5000 人（其中高管约 1500

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民航局《通用

航空发展“十三五”规划》，到 2020 年我国通用航空器达到 5000 架以上、年飞行

量 200 万小时以上、建成 500 个以上通用机场。尽管通用航空没有“人机比”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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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要求，但企业实际运营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与机队、飞行量及机场数量之间

存在客观的比例关系，可用于计算未来人才需求。根据通用航空机队规模目标，

按照通用航空器与飞行人员 1:1.5、通用航空器与维修人员 1:3 的比例测算。根

据通用机场的目标，按照每个机场配备 3名管制人员、2名场务人员和 2名综合

管理人员的最低要求测算。按照 200 万飞行小时，预计将有超过 700 家通航企业，

可按 1:5 计算高管人员需求，按 1:3 计算航务签派人员需求。计算结果如表 4所

示，到 2020 年我国通用航空将需要新增约 2.2 万名专业从业人员。

表 4 到 2020 年通用航空专业人才需求测算（自中国通航网）

航务、机务维修、管制、机场运行等专业的人才供给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目前国内仅有 11 所高职院校开设通用航空相关专业，年招生规模不足千人，远

不能满足需要。2016 年底我国共有通航企业 320 家，其中有 3/4 因引进不到或

培养不出持有相关飞行员执照的专业人员而影响取证工作和外场作业。已运行的

200 多家通航企业中，机务维修人员只有 40%持有维修基础执照，而这 40%由于

待遇等各种原因，有超过 1/5 的人员已流向运输航空。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新进

通航企业为确保业务开展，或为满足局方审定的最低要求，主要通过三类渠道获

取：

一是高薪引进，这造成行业成熟的飞行、机务、航务等专业人才薪酬翻倍上

涨，“转会费”奇高不下，推高了企业运营成本，导致行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二是吸收军航转业及运输航空退休人才，这类人员年龄偏大，也缺少通用航

空经验。军航、运输航空和通用航空在技术上存在一定差别，专业人员需要在实

际操作中获取相关知识及经验，既影响运行效率，又加大了飞行中的安全隐患。

三是招收民航运输专业通用航空方向的大学毕业生，其培养课程大多参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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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航空设立，通用航空的指向性不强，培养水平有限，且大学生普遍存在理论水

平高、操作能力差的问题，要求的薪资待遇与通航企业的薪酬水平存在不小的差

距。对于通用航空业内的管理人员，一部分来自运输航空公司，一部分来自民航

其他非生产部门，还有一部分是社会资本进入后的非民航管理人员。

由于运输航空与通用航空的运行标准差别很大，用运输航空的知识和经验来

保障通用航空的运营，在一定程度存在差异。非航空管理者则普遍缺乏通用航空

的管理能力，由此影响了通用航空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通用航空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建议按照国办《指导意见》，第二十三条指出“强化人才培养。支持大专院

校和职业学校开设通用航空类专业，鼓励社会资本投资通用航空培训机构。”因

此，通用航空的专业人才培养将是未来的重点工作。通用航空专业技术人员，是

典型的实践技能高于理论能力要求的岗位，用人单位更多的看重工作（见习）经

验和相关执照，特别适合高职学院层次的培养。通用航空中的机务维修、制造等

专业，与高职/技师学院的机加工、汽车维修等专业可共用较多的课程和实训条

件。利用地方现有的工科类高职学院的基础，提前布局抢占通用航空专业人才市

场。通用航空专业人才的培养要紧扣行业的特点。由于目前许多通航企业、通用

机场都处于新设或新建，其对人才的需求往往是多专业、整建制的，也希望人才

培养单位能够成体系的输出专业人才，通过订单式培养实现院校与企业的双赢。

院校在选择开设通用航空专业时，也要充分考虑自身的基础和区域条件。根据目

前行业发展态势及国家相关规划文件，预计未来通用航空专业人才需求的高峰期

将出现在 2019-2021 年。

通过调研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等学校，高职院校的培

养定位，民用航空工程技术和民用航空器修理才是通用航空器维修高职教育毕业

生的主要职业定向。通过学校调研，发现通用航空维修专业招生情况良好，多数

院校每年能招收两个班，该专业的毕业生 80%以上都能对口就业，因就业前景好、

待遇相对较高较少学生选择升学继续学习。

四、产业调研

（一）国外市场

https://www.so.com/link?m=bbXnnmk2WOJQ+oKTZCkEbFfgZLMGrlkUMdxkCzo/7bdoV+/bxMIobjXgesIZv0LHUVl4A+ul43+tYRwRvkLHMZwvz8Am6Ib7y7/FCl3qkQ90N5r3j7EwESdhJtkYfF+x0+xFsJBCmmCADI5jW4QRm8mZ0Vqn5s3eedMJ5KQDdiURhdz4fkX+wleq9zYZmLecXAgoID9BCDX5C1n1Tm5H+17p9vT74x33ocUzOv4L9B6+K8ruXj5kuQdQZcv257kS1jHGDDMnycESd6Wsz/r8hgKMhFvc=
https://www.so.com/link?m=bT1OOr7yjfJHDC8+F6xkn9HEK3m/Yto/Xw6J5H7MLqjejKJE1DjepEWFeMdj/2ocwZG5q35mT3XdAexXVHngjYflgOBTH3j4aqH/TV61MiITRll3srHf3BEzk7uJexosw/R78V2uV1DZ+S2IElfe6XE/fRZU7wZbxMy2WSCaj/h7We6wnOADaFwxDTTVepdqSCvLx7ZwyqVJneTRLseNxfGH/7wFdcrASdMmgaylZSTS+4c7jkvfnOMO279XiSgLSwrXso3lSThhyR+ps7zgOjsoPvDg=
https://www.so.com/link?m=bT1OOr7yjfJHDC8+F6xkn9HEK3m/Yto/Xw6J5H7MLqjejKJE1DjepEWFeMdj/2ocwZG5q35mT3XdAexXVHngjYflgOBTH3j4aqH/TV61MiITRll3srHf3BEzk7uJexosw/R78V2uV1DZ+S2IElfe6XE/fRZU7wZbxMy2WSCaj/h7We6wnOADaFwxDTTVepdqSCvLx7ZwyqVJneTRLseNxfGH/7wFdcrASdMmgaylZSTS+4c7jkvfnOMO279XiSgLSwrXso3lSThhyR+ps7zgOjsoPvDg=
https://www.so.com/link?m=b7cfdyhiLjWWHkAKlXAs099SV7a4IhkNTk7KwVuUkKzco556OVKbGXVUFKAO4I+7VoFhmeuvopI/7jMu6J9ErqB6kiR6OBcVVTq1m7ekitAKK6vNfk56BaDroJG3NScLv33awUZOdGlumvKJQGzhNXJNdr4BGyQr/6cyTl2TyhvT/cfBiXqGQrmd/aT/1hTEuDA+Z58D4RMZBXXGa3wi5a+XyMWPF4LMxl5VH1xXl5trXhI9DOeBjyCv+rZZE0hU+72aYR/w/RuaUovjXTIuDwWpmkKk=
https://www.so.com/link?m=bgjEwPg3/MXS7cMRZyK5iH4O0u0BT9JMMAb4VX/MumwfHDB9ad7jDZN13D8woNXrvgK6NsTdj9zlISaHVdrGffOrzWIVWjG6DM9220/v8ll93aH6NPAr3UixQDynp94yKpmtZl5NVBKcAWUneeBZMBwHWHEhG9ehZ5rnsNBf6ua/OEnpNzq070MP6WiKMd7C0uUjCKbpAvABbwG8R6IjyRSJwmrbTgwPGXWLxMxx/+XK33zXkfs0yQ/pWfG4b8UK/+/ZO/EpVrDkI420PhataqAwzj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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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欧洲地区为通用航空飞行器的主要制造、销售地区。从出产地区（即

生产市场）来看，北美占据全球通航飞机交付量主导地位，2017 年北美地区通

航飞机交付量达到 1722 架,占全球 2324 架的 74%。从制造商所属国家来看，美

国制造商的交付量也占到全球的 6成以上。2017 年美国制造商通航飞机交付量

为 1596 架，占全球的 68.67%，其中，活塞飞机交付量为 786 架，占全球的 72.44%，

涡桨飞机交付量为 409 架，占全球的 72.65%，公务机交付量为 401 架，占全球

的 59.32%。从通航飞机制造商来看，德事隆飞机公司是交付量最多的公司，2017

年共交付 487 架，占全球比重达 21%，交付量排名第二的是西锐飞机公司，占比

达 16.2%，但交易额仅占 1.6%。

交易额排名前二的是湾流飞机公司、庞巴迪飞机公司，分别有 65.63 亿美元、

52.01 亿美元，合计占到 58.2%。

截至 2017 年，全球共有 41 万架通用飞行器，美国就有 21 万架，约占世界

总量的 52%，约占全美注册民用航空器的 96%。根据美国通用航空制造协会（GAMA）

2017 年年度报告，2016 年度通用航空产业支撑了美国 2190 亿美元的经济产出，

占当年美国 GDP 的 1.2%，直接和相关就业人口为 110 万。澳大利亚通用航空也

在二战之后得到了快速发展，飞行小时数在 90 年代末达到 169 万小时。澳大利

亚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也伴随着机场建设和监管体系的放松，同时通用航空的发

展为其自主通用航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市场基础。加拿大通用航空在二

战之后经历了快速增长，通用飞行器数量从 50 年代初的 2000 多架增长到 80 年

代的近 30000 架，年度增长率也超过 8％。加拿大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驱动要素

和美国相似，都伴随着政府支持、机场建设、飞行员培训和国内航空器建造能力

的提升。

（二）国内市场

1.国内市场

毫无疑问，与美国一样，中国的通用航空也将会成长为万亿级，甚至十万亿

级的大产业。目前而言，中国的通用航空还处于起步阶段，与美国、巴西、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先行国家相去甚远。国内的通航机场与临时起降点数量只有区区

400 多个，通用飞行器国内在册登记数量更是不足 2000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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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用航空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开发与开放程度远远不够。

从国外发展通用航空产业的经验来看，人均 GDP 跨过 4000 美元是通用航空快速

发展的市场条件。2010 年，我国人均 GDP 已是 4200 美元，到 2020 年，人均 GDP

达到 10000 美元以上，完全具备发展通航产业所需要的消费支撑条件。可以说，

通用航空在国内已经到了行业爆发的临界点。据专业人士测算，通用航空在国内

的蓬勃发展，其每一个相关链条都将是几百亿、上千亿，甚至数千亿元的市场。

私人飞机无疑是通用航空市场最具有前景的领域。从宏观数据来看，中国已经成

为全球最主要的飞机销售市场。庞巴迪公司此前预测，2011 年至 2020 年期间，

交付至中国的私人飞机数量将达 960 架。2021 年至 2030 年期间，该数量将达到

1400 架。

据美国通用航空制造商协会统计，仅 2013 年前 9个月，全球通用飞机交付

数量为 1516 架，其中有近 15%销售到中国市场。《通用航空“十三五”发展规划》

指出到 2020 年，建成 500 个以上通用机场，基本覆盖地级以上城市。民航局高

层透露，未来的机场建设肯定不仅于此，通用航空县县通也有望实现。全国 2800

多个县区，届时，以每个机场 1.5 亿元的投资规模计算，通用机场县县通建设将

带动投资不下于 4000 亿元。另外，到 2020 年，通用航空将覆盖 50%以上的 5A

级旅游景区。这表明，未来国内在低空旅游方面也会进一步放开。旅游交通、景

区空中观光、飞行体验及衍生消费，都是低空旅游的市场。预计到 2020 年，仅

低空旅游一项，将有望形成近 600 亿元的市场消费规模。

2.区域市场

山西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印发山西省通用航空业发展规划（2018-2035 年）

的通知》规划指出：到 2030 年,通用航空业直接产值达到 200 亿元人民币,带动

总产值达到 400 亿元人民币,培育 2-3 家产值超 50 亿元的通用航空企业,同时培

养 2-3 家通航上市企业。将我省打造成面向京津冀及周边省市规模最大的支线航

空、通勤客货运输和通航专业运营服务中心,华北地区最大的航空高端装备材料

制造基地。开辟 10 条以上空中旅游航线，完成覆盖全省域和向外延伸的低空旅

游航线网络,成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省。到 2035 年,通用航空业直接产值达到

500 亿元人民币,带动总产值达到 1200 亿元人民币。每个县(市)拥有通用机场或

直升机机场,野外起降点覆盖全省所有旅游景区,基本实现 20 分钟航程覆盖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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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空中旅游、私人飞行、应急救援、医疗救护、警务巡航等通航服务能力和运

营能力均达到全国先进水平。通用飞机数量达到 400 架以上,通用航空作业飞行

量达 10 万小时以上/年。培育出 3家以上产值超 100 亿元的通用航空企业，培养

多家通航上市企业。将山西打造成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支线航空、通勤客货运输

和通用航空运营服务基地，全国最大的通用航空工业制造基地和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通用航空产、学、研、用基地。山西区域经济发展和政策规划对通用航空市场

健康快速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35

附件 2：校企合作佐证资料

（1）学院与屯留区战略合作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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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院与长治经开区战略合作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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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企共建“中欧智能制造产教融合科技园”合作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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