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2017-2018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2017-2018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I

目 录

学院概况.........................................................................................................................................- 1 -
1 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 2 -

1.1 人才培养目标及服务面向............................................................................................. - 2 -
1.2 本科专业设置................................................................................................................. - 2 -
1.3 学生规模......................................................................................................................... - 3 -
1.4 本科生源质量................................................................................................................. - 3 -

2 师资与教学条件........................................................................................................................ - 4 -
2.1 教师队伍数量及结构..................................................................................................... - 4 -
2.2 教学经费投入................................................................................................................. - 5 -
2.3 教学用房......................................................................................................................... - 5 -
2.4 图书与信息资源............................................................................................................. - 5 -

3 教学建设与改革........................................................................................................................ - 6 -
3.1 专业建设......................................................................................................................... - 6 -

3.1.1概况....................................................................................................................... - 6 -
3.1.2专业综合改革....................................................................................................... - 6 -
3.1.3培养方案修订....................................................................................................... - 7 -
3.1.4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 - 8 -

3.2 课程建设......................................................................................................................... - 8 -
3.2.1构建学历+执照+英语的课程体系...................................................................... - 8 -
3.2.2打造特色专业课程体系....................................................................................... - 8 -
3.2.3重构通识课程体系............................................................................................... - 8 -
3.2.4创新飞行课程体系............................................................................................... - 9 -
3.2.5拓展优势课程资源............................................................................................... - 9 -
3.2.6全面修订课程大纲............................................................................................. - 10 -
3.2.7推进慕课使用及建设......................................................................................... - 10 -

3.3 教材建设....................................................................................................................... - 10 -
3.4 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 - 10 -
3.5 实践教学和创新创业情况........................................................................................... - 11 -

3.5.1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 11 -
3.5.2实验教学............................................................................................................. - 11 -
3.5.3毕业论文（设计）............................................................................................. - 11 -
3.5.4建立“校、省、国家”三级学科竞赛体系.....................................................- 12 -
3.5.5搭建创新创业教育平台，为学生创新创业奠定基础.....................................- 12 -

4 质量保障体系.......................................................................................................................... - 12 -
4.1 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保障机构................................................................................... - 13 -
4.2 人才培养标准和教学保障........................................................................................... - 13 -
4.3 学校内部监控和民航行业监控................................................................................... - 14 -
4.4 “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的民航人才创新培养模式.......................................- 15 -

5 学生学习效果.......................................................................................................................... - 15 -
5.1 学生体质测试达标率................................................................................................... - 15 -
5.2 2018届本科生毕业及就业情况................................................................................... - 16 -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2017-2018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II

6 特色发展.................................................................................................................................. - 16 -
6.1 特色的培养制度........................................................................................................... - 16 -
6.2 特色的师资队伍........................................................................................................... - 16 -
6.3 特色的学科和专业结构............................................................................................... - 16 -
6.4 特色的管理制度........................................................................................................... - 17 -
6.5 特色的教学资源........................................................................................................... - 17 -

7 存在问题.................................................................................................................................. - 17 -
7.1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教学模式创新有待加强.......................................................- 17 -
7.2 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仍需加强........................................................................... - 17 -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2017-2018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 1 -

学院概况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始建于 1956年，是中国民用航空局直属的全日制普

通高等学校，是中国唯一成体系、全过程、全方位培养民航飞行员的高等院校，

是培养民航各类高素质应用人才的主阵地、主力军、主渠道，被誉为民航飞行员

的“摇篮”，民航管理干部的“黄埔”。

学校总部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校区地跨川、豫两省五市，总占地面积 17,400

余亩，建筑面积 152余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超过 44亿元（不含土地价值），

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18.97亿元。学校在新津、广汉、洛阳、绵阳和遂宁建有 5个

飞行训练分院，管理运行 5 个通用及运输机场，现有 16种 279 架初、中、高级

教练机，53台各类型飞行模拟机和练习器，年飞行训练量达 35万飞行小时，是

全球民航飞行员培养规模最大、能力最强、水平最高的特色高校。

学校立足民航、坚持特色发展，形成了以工为主，理、工、文、管多学科协

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现有 11个二级学院（部）、21个本科专业、9个专科

专业、4个学术型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和 3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涉及 20多

个研究方向，基本覆盖了民航所有专业领域。飞行技术专业和交通运输专业为国

家级特色专业。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20,302人，其中本科生17,161人，研究生 402

人，专科生 2,709人，预科生 40人，全日制民航专业学生占学生总数的 90%以

上。专任教师 1,033 名，其中“双师”型教师 363 名，形成了一支在国内外享

有盛誉的飞行技术、空中交通管理、航空工程等民航特有专业高水平师资队伍。

学校依托于行业、支撑起民航，奉献于共和国的一片蓝天，历经 62年的建

设发展，为国家累计培养了近 16万名各类民航专业技术人才，以及全民航的 70%

运输飞行员、80%的机长、90%的功勋飞行员和特级飞行员，被《光明日报》誉

为“一所学校支撑起一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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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1.1 人才培养目标及服务面向

学校人才培养总目标：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国家和民航培养政治合格、

作风优良、理论扎实、技术精湛、身心健康，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富有社

会责任感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服务面向定位：立足民航、服务地方、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为推动区域社

会经济发展、支撑国家通航产业与航空制造产业发展和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

人才和智力支持。

1.2 本科专业设置

截止 2018年 7月，学校共设有 21个本科专业，专业设置涵盖工学、理学、

管理学、文学 4个学科门类和 14个专业类，见表 1。2017年，为顺应民航发展

需求，通过深入调研、筹备和申报，2018年 3月教育部批复我校新增航空航天

工程（直升机维修与工程）1个专业，并于 2018年 9月正式招生。

表 1 本科专业设置情况

序号
学科

门类

专业类 专业 首次招

生时间
备注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工学

0812 测绘类 081203T 导航工程 2016

2

0818 交通运输类

081805K 飞行技术 1988

3 081801 交通运输 1996

4 081802 交通工程 2004

5

0820 航空航天类

082004 飞行器动力工程 2011

6 082003 飞行器制造工程 2009

7 082007T 飞行器适航技术 2013

8 082001 航空航天工程 2018

9 0807 电子信息类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2003

10 0806 电气类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09

11 0829
安全科学与

工程类 082901 安全工程 2004

12 0809 计算机类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01

13

理学

0701 数学类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07

14 0706 大气科学类 070602 应用气象学 2016

15 0711 心理学类 071102 应用心理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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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科

门类

专业类 专业 首次招

生时间
备注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6 文学 0502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50201 英语 2001

17

管理学

1202 工商管理类
120201K 工商管理 2002

18 120202 市场营销 2004

19 1206
物流管理与

工程类 120602 物流工程 2013 授予工

学学位
20

1204 公共管理类
120407T 交通管理 2013

21 120410 公共事业管理 2017

1.3 学生规模

2017-2018学年，学校共有各类全日制在校学生 20,302人，其中，全日制在

校本科生 17,161人，全日制研究生 392人，普通专科 2,709人。本科生占全日制

在校学生的比例为 84.5%。

1.4 本科生源质量

2018年我校在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投放本科招生计划 4,500人，实

际录取 4,478人。

在有招生计划的省（市、自治区）中，有 9个省（市、自治区）的录取批次

为本科一批，四川省在本科一批、本科二批均有招生计划。从生源质量看，在全

国有招生计划的省（市、自治区）中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第一志愿率达

到了 100%，多个省（市、自治区）虽在本科二批次招生，但录取最低分均接近

或超过该省本科一批分数线，录取平均分均超过本科一批次分数线，在招生形势

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我校生源质量继续保持着较好的态势。近四年总体生源状况

见表 2。

表 2 近四年总体生源状况

年度 招生计划 实际录取 计划完成率% 实际报到 报到率%

2015 3550 3544 99.83 3510 99.04

2016 3750 3746 99.89 3700 98.77

2017 4000 3959 98.98 3956 99.92

2018 4500 4478 99.51 4413 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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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师资与教学条件

2.1 教师队伍数量及结构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1,033人，师资总量较去年有所增长，生师比 19.44:1。其

中，享有国家政府津贴 1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3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

头人 1人，省级教学名师 3人，全国优秀教师 1人，省级优秀教师 2人。近年来，

我校师资队伍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明显改善，教师的学术水平不断提高，人才

成长环境显著改善。已形成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较高、创新能力较强的教师队伍，

为学校实现办学目标提供了坚强的人才保证。

学校专任教师中，35岁以下的教师有 611人，占教师总人数的 59.15%，见

表 3。

表 3 专任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

年龄

数量
35岁及以下 36-45岁 46-55岁 56岁以上

总数 611 275 133 14

比例（%） 59.15% 26.62% 12.88% 1.36%

学历结构：学校近年来通过一系列举措，加大对高学历人才的引进力度，学

历结构明显改善。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 134人，具有硕士学位人员

413人，分别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12.97%和 39.98%，见表 4。

表 4 专任教师队伍的学历结构

学历

数量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本科 专科及以下

总数 134 413 474 12

比例（%） 13.22% 45.92% 38.37% 2.49%

职称结构：学校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 89人，副高级职称的教师 235人，

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31.37%，见表 5，职称结构不断改善。

表 5 专任教师队伍的职称结构

职称

数量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初级

总数 89 235 384 203

比例（%） 8.62% 22.75% 37.17% 19.65%

学校将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一项基本制度，2017年全校教授为本科生授

课比例达到 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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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学经费投入

学校重视对本科教学工作的投入，在年度经费预算安排中，学校优先保证本

科生培养经费、实验实习经费、教学改革与研究经费和教学实验室建设经费。2017

年，学校教育经费总额 187,135.81万元，教学经费总额 51,897.42万元，学校本

科专项教学经费 45,965.89万元。

2.3 教学用房

学校具有良好的办学基础条件，占地面积 979.84万平方米，教学及辅助用

房总面积 254,303.48平方米，行政办公用房总面积 119,908.25平方米，实验室、

实习场所 120,456.51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值 189,700.83万元，年新

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值 11,808.54万元，进一步改善了教学环境，完善了

教学设备。

2.4 图书与信息资源

学校图书馆总建筑面积 19,774.39平米，阅览座位 3,032个。馆藏纸质文献

总量 133.6万册，中外文现刊 1,642种，电子图书 440.7万册，电子期刊 70万册，

可提供读者使用数据库 53个，数字资源总容量 79TB。建立了图书馆集成管理系

统，公共区域实现了上网服务和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图书馆每周开馆达 94小时。

学校实现了信息高度融合。现有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中国联通和中国

电信三大网络出口，实现了教学、办公、学生楼宇的网络全覆盖，校园网总信息

点 17,379个；搭建起稳定的服务器集群平台系统，提供了可靠的学校门户、办

公自动化、电子邮件等网络信息基础服务，建成了支持多校区间远程视频会议系

统；设计开发了支撑教学、科研、管理、飞行训练的各类信息系统与网站 150

个，基本保证学校教学资源等数据库的稳定运行。加强大量分散教学资源的有效

管理和教学资源充分共享；建成了由文字教材、电子教材、网络课件、试题库、

辅助教材以及网络化考试等构架的立体化教学资源平台；利用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和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开展开放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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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建设与改革

3.1 专业建设

3.1.1概况

十三五至今，学校围绕民航和地方发展的新格局，坚持“以飞为主，高质量

发展”的专业建设思路，突出专业内涵建设，遵照《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

（2016-2020年）》中的专业规划方案，进一步优化专业结构，提高优势专业和

特色专业的集中度，做强优势民航特有专业；重点抓好飞行技术专业和交通运输

专业的改革及机务类、机场类专业的建设与提升；加快机场类、安全类、通航类

新专业布局，强化民航支撑专业结构与体系的调整优化；目前学校共有 21个本

科专业，涵盖了飞行技术、空中交通管理（含空中交通管制、飞行签派、航行情

报）、机务工程、机场运行及管理、安全工程等民航重要业务方向，根据专业规

划，近三年新设置了应用气象学、导航工程、应用心理学、公共事业管理、航空

航天工程 5个本科专业，2018年已向教育部提出新设置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

程、思想政治教育和消防工程本科专业的申请。公共事业管理和航空航天工程两

个新设专业分别于 2017年和 2018年开始招生。

学校积极开展特色专业建设，建成了 2个国家级特色专业，3个省部级特色

专业，见表 6。

表 6 特色专业建设情况一览表

序号 专业名称/代码 所属学院 专业负责人 批准年 建设等级

1 飞行技术/081805K 飞行技术学院 赵廷渝
2006 省级

2007 国家级

2 交通运输/081801 空中交通管理学院 潘卫军
2006 省级

2008 国家级

3 电子信息工程/080701 航空工程学院 胡焱 2010 省级

3.1.2专业综合改革

我校“十二五”期间积极实施“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有 3个专业为“四

川省综合改革试点专业”，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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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专业综合改革建设情况一览表

序号 专业名称/代码 所属学院 专业负责人 批准年 建设等级

1 飞行技术/081805K 飞行技术学院 赵廷渝 2011 省级

2 电子信息工程/080701 航空工程学院 胡焱 2011 省级

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0901 计算机学院 傅强 2012 省级

卓越工程师计划是专业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校自 2012年开展卓越

人才培养计划，5个专业为国家级或省级卓越工程师计划培养专业，见表 8。参

与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学生，就业率均高于其他专业学生。学校通过拓展实习

基地、加大“双师型”队伍建设、加大学生参与面等措施持续推进卓越计划的实

施。

表 8 卓越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情况一览表

序号 专业名称/代码 所属学院 专业负责人 批准年 建设等级

1 飞行技术/081805K 飞行技术学院 赵廷渝
2012 省级

2013 国家级

2 飞行器动力工程/082004 航空工程学院 付尧明
2012 省级

2013 国家级

3 电子信息工程/080701 航空工程学院 胡焱 2012 省级

4 交通运输/081801 空中交通管理学院 潘卫军 2012 省级

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0901 计算机学院 傅强 2012 省级

3.1.3培养方案修订

为了使毕业生能更好的适应社会用人单位的新需求，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也为了确保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

2017年学校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较大修订：将原有课程划分为通识教育、专

业教育、多元化教育三种类型，构建了通识课程、学科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实

践类课程和多元化课程 5个核心课程模块，搭建多元化人才培养平台，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

通过此次修订，进一步把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等方面的要求紧扣学校

人才培养总目标；深化和完善了“学历+执照+英语”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同时注重创新创业教育，与各项学科竞赛、课外科技活动有机结合，拓展学生科

技思维，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学校制定的《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专

业培养方案管理办法》，从制度上明确了培养方案的各项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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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

2018年 3月，学校“民航交通运输新工科多方协同培养育人模式改革与实

践”和“航空油料储运安全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入选教育部首批“新工科”项

目，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机制得以进一步深化推进。

3.2 课程建设

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我校以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强化办学特色、强化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为基本

原则，不断优化课程设置，突出民航特色，注重专业、技能与英语的融合教育，

为学生提供更高质量的专业教育和更多个性化发展空间，促进学生知识、能力、

个性和素质的全面发展。以 2017年培养方案修订为契机，重新构建了特色鲜明

的课程体系，对课程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完善。

3.2.1构建学历+执照+英语的课程体系

学校依据“学历+执照+英语”三位一体培养模式建立相应的课程体系，即：

在注重学历教育的基础上，飞行技术专业学生在校期间还需取得私用驾驶员执照、

商用驾驶员执照、仪表等级执照、航线运输驾驶员理论考试合格证、ICAO英语

和飞行员汉语等级证书；交通运输专业学生需取得 800小时管制员培训合格证或

800小时飞行签派员培训合格证；机务类专业学生可选修 CCAR-147技能合格证

课程并通过考核取证。根据民航国际化发展需要，学校开展本科英语教学工程，

在培养民航所需从业人员时注重学生基础英语与专业英语教学，开设各类基础和

专业英语课程 66门，双语课程 74门，并开设专门的 ICAO英语培训课程。

3.2.2打造特色专业课程体系

根据民航特有专业对人才的特殊要求，学校依托多年办学经验，建成了适应

民航特有专业岗位要求的飞行、空管、机务、机场等民航特有专业课程体系，占

到总课程的 70%，提升了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的契合度。

3.2.3重构通识课程体系

在 2017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构建了由基础通识（思政类、军体类、外语

类、计算机类）和学科通识两大类共 95门通识课程组成的通识课程体系，着重

培养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和科学人文精神；设置了《当代民航精神》、《航空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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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校特色通识课程，传承和弘扬了民航优秀精神。

3.2.4创新飞行课程体系

进一步优化飞行技术专业课程设置，形成标准课程并推广应用；积极开发航

线运输驾驶员整体训练课程、高性能多发飞机课程、多人制机组驾驶员执照（MPL）

培训课程、运输航空副驾驶预备课程（ACPC）等一流飞行训练教学课程体系，

实现与改装训练无缝衔接，不断提升飞行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的契合度。

3.2.5拓展优势课程资源

学校将精品课程建设作为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抓手，依托学校优势学科，

突出民航特色，目前已建成省级精品课程 16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7门，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4门，见表 9。

表 9 优势课程资源统计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精品

课程

精品资源

共享课程

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

1 航空体育 体育学类 √

2 航空气象 大科学类 √ √

3 航空电子设备 交通运输类 √

4 飞机系统 交通运输类 √ √

5
飞行中人的因素与驾驶舱资

源管理
心理学 √ √ √

6 飞行原理 交通运输类 √

7 大学物理 物理学类 √

8 空中交通管制系列课程 交通运输类 √ √ √

9
民航飞机电气仪表及通信

系统
交通运输类 √

10 发动机航线维护 交通运输类 √

11 空中领航 交通运输类 √ √

12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电气信息类 √

13 民航法学 法学类 √

14 杰普逊航图与导航数据库 交通运输类 √

15 飞行性能与计划 交通运输类 √

16 航空动力装置 航空航天类 √ √ √

17 无线电陆空通话 外国语言文学类 √ √

合计 16 7 4

http://218.6.160.250/eol/jpk/course/index.jsp?courseId=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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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全面修订课程大纲

根据培养方案对学生毕业要求的调整，学校在 2017-2018学年组织全校所有

教学单位根据培养方案新的要求，对全校课程的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总计完成

1,068门课程的教学大纲的修订（制定）。

3.2.7推进慕课使用及建设

学校于 2016年开展慕课试点教学，推进慕课使用。学校继续利用智慧树网

提供的由北京大学、国防大学和海军指挥学院三校联合制作的《军事理论》慕课，

完成了 2017级学生的《军事理论》课程教学；新增超星平台提供的多门公选课

程，甄选《中华诗词之美》、《国学智慧》、《音乐审美分析》、《中西文化比

较》等 9门内容生动、知识性强的优秀慕课课程作为公选课，推送给全校学生进

行自主选择，累计公选选课人次 3,120人次。除使用优秀慕课课程资源供在校学

生学习外，我校也积极推进教师自建和使用慕课课程。目前，《飞行原理》、《飞

行性能》以及《飞行中人的因素》等自建慕课课程已投入使用。

3.3 教材建设

学校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工作，根据修订出台的《民航飞行学院教材建设与管

理办法》（飞院发 2015（41）号文件），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2017年，新出

版教材 8部，修订出版教材 9本，编写新讲义 11本，修订讲义 6本，实习指导

书 1本。

3.4 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

学校高度重视教学改革和研究，不断加大教学改革和研究的投入，2017年

学校教学研究项目立项 59项，共计 36万元；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立

项 45项，共 710万元；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

项资金项目 10项，共计 400万元；民航局民航科技引导资金教学改革与教学研

究项目 32 项，共 1,537万元。在教学改革和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2018

年获得四川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项，三等奖 1项；获得民航局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 1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6项，见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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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2018年高等教育教学成果获奖情况一览表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认定单位 获奖等级

1 具有国际视野的卓越航空维修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四川省 一等奖

2
构建中国特色飞行教学体系，培养国际一流卓越飞行

人才
四川省 一等奖

3 民航“两型一化”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四川省 三等奖

4
构建基于国际标准的MPL课程体系，创新运输航空飞

行员培养模式
民航局 一等奖

5
以行业需求为导向构建复合型空乘人才培养模式的创

新与实践
民航局 二等奖

6
面向民航强国战略，提升国际运行能力，构建保障民

航安全的数字化英语教学体系
民航局 三等奖

7 产教融合的空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民航局 三等奖

8
开创民航飞行教学训练新格局，建设飞行训练质量管

理新体系
民航局 三等奖

9
创建宽基础、全素质、具备鲜明特色的飞行器动力工

程专业培养模式
民航局 三等奖

10 基于能力的飞行技术教学平台创新设计与实践 民航局 三等奖

11
面向运输航空飞行员培养需求的飞行性能教学体系改

革与创新
民航局 三等奖

3.5 实践教学和创新创业情况

3.5.1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进一步完善由教学实习、实验教学、专业技能训练、课程设计、科研训练、

专业实习实训等 6大模块组成的素质教育实践模式。建立了满足飞行技术专业、

机务维修类专业、交通运输专业等民航类专业实习的校内实训实习基地 9个，校

外实践教学基地 115个。

3.5.2实验教学

努力抓好实验教学，提升实验教学质量。进一步整合更新实验项目，将各种

研究成果转化成学生实验项目，丰富实验教学内容，加强对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能

力的培养，强化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实验教学效果。2017-2018学年，

学校共开设有实验的课程 138门，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 45门。

3.5.3毕业论文（设计）

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 34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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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我校毕业论文(设计)道德规范管理，端正学风。2018年，学校引进维普毕业

论文检测系统对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进行全面相似性检测，杜绝论文抄袭，

提高论文质量。

3.5.4建立“校、省、国家”三级学科竞赛体系

在“校、省、国家”三级学科竞赛管理体系中，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大学生英语比赛、航模大赛等学科竞赛。2017

年，共有 2,000多人次参加各类学科竞赛，50人次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在 2017

年首届全国高校模拟飞行锦标赛暨虚拟现实飞行挑战赛总决赛中，包揽两个项目

前五名。

3.5.5搭建创新创业教育平台，为学生创新创业奠定基础

从教育全过程出发，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整体规划设计，

把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针对学科专业实际，根据总体目标，

设置相关课程模块，扎实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确保学生创新创业的知识、能力

和素质达到预期要求。为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技创新、学科竞赛、创业等实践活

动，学校在人才培养方案中专门设置了 4个必修创新学分。

2017-2018学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 155项，组织在

校学生开展 SYB培训，参与培训并取得证书的学生总计 720人。

4 质量保障体系
学校把人才培养当作根本任务，将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学校发展的生命线，把

本科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体和基础，将本科教学质量当作衡量整个学校教育质

量的重要标志和学校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

为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管理的科学化和

规范化，学校发布了《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学工作提高教学

质量的实施意见》，出台了《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实施

意见》。搭建了以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保障机构为基础，以人才培养标准和教学

保障为引领，以学校内部监控和民航行业监控实现“两翼助飞”，以“远举高飞、

博学笃行”的校训和“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的民航人才创新培养模式为主

线，交互闭环的“飞”字形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模型，如图 1所示。为突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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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以飞为主、协调发展”的办学特色，学校建立了体系完备、引领行业的飞行

训练质量管理和保障体系。

图 1 “飞”字形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模型图

4.1 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保障机构

责任主体和保障机构分别包含以下四个层次：牵引主体指学校党委和学术委

员会；评估主体指学校各管理部门和学科建设与教学指导委员会；责任主体指各

二级学院（部）和学校教学督导组；工作主体指各基层教学单位和学校各级评教

评学系统。

学校拥有校级教学管理队伍 57人、院系教学管理队伍 134人、校级质量监

控人员队伍 21人。学校始终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

源”的理念，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围绕学校发展需要，

突出民航特色，强化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师资队伍业务水平和创新能力。学校拥

有专任教师 1033人（含飞行教师 396人），折合生师比为 19.44:1，基本满足了

本科教学需求。

4.2 人才培养标准和教学保障

按照人才培养路径标准与保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人才需求分析、教学质量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2017-2018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 14 -

国家标准、民航行业标准、学校专业培养方案、教学设施保障、专业和课程保障、

师资队伍保障等。

在教学运行质量环节，学校通过出台《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教学运行规范》，

如表 11所示，明确了学校各教学运行环节的质量标准。学校教学运行标准包括

课堂教学工作规范、课堂教学基本要求、实验教学管理办法等。

表 11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教学运行管理规范》所包含的文件

序号 文件名

1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规范

2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课堂教学基本要求

3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考务工作细则

4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关于课程考核及考核中平时成绩认定的相关规定

5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关于教师调课、学生停课的规定

6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听查课实施办法

7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课程考试学生违纪及作弊处理办法

8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课程负责人管理办法

9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青年教师导师制实施办法

10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助教承担主讲课程任务的相关规定

11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课程教学大纲规范

12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双语教学课程管理办法

13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选修课管理规定

14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课程设计管理办法

15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实验教学管理办法

16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实习工作管理条例

17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规范

18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工作细则

19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教材建设管理办法

20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教学差错和教学事故的认定与处理办法

4.3 学校内部监控和民航行业监控

学院内部质量监控包含以下环节：本科基本状态数据分析、教学单位考核评

估、校内专业评估、课程、实验、毕设评估、教师综合考核评估、学生学业考核

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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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行业质量监控包含以下环节：民航（管理）局审定、、民航单位产教融

合、行业（准）执照考核、国际民航组织专业英语测试、大学（公共）英语等级

考试、用人单位选拔评价等。

4.4 “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的民航人才创新培养模式

在“学历+执照+英语”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形成了应用型、复合型和国际化

的“两型一化”民航高素质人才创新培养模式，如图 2所示。专业水平、应用能

力、语言能力和政治素质构成培养模式的四根支柱；飞行技术专业、民航特有专

业群和民航支撑专业群构成培养模式三个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是培养

人才的三个素质特征；质量与安全是培养模式的两个目标，这个目标也正好切合

于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

图 2 “两型一化”人才培养模式

5 学生学习效果

5.1 学生体质测试达标率

学校组织 2018届本科毕业生体能测试，体质测试合格率达 92.2%。

质量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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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018届本科生毕业及就业情况

2018届全校本科毕业生共计 3,282人，毕业率 95.16%，学位授予率 99.57%，

就业率 95.4%。

6 特色发展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在学院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

主动适应民航和社会发展需求，坚持以学科建设为主线，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

师资队伍建设为重点，以科学研究为支撑，培养政治合格、作风优良、基础扎实、

技术过硬、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建设民航强国提

供有力的智力和人才支持。学校在飞行职业人才培养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成功探索出“飞得高、飞得远、飞得正”、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的飞行人才培养

之路。

6.1 特色的培养制度

学校建立起了学历、学位和职业资格衔接制度，这个制度被形象地表达为“学

历+执照+英语”、“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其中，学历反映了普通高等教

育学位条件要求的基本内容，相关专业的学生必须达到教育部规定的基本培养要

求；执照是民航教育的直接体现，英语则充分反映了民航运输高度国际化这一重

要特性。

6.2 特色的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建设是质量工程顺利实施的关键。为了满足现代民航教育需要，学

校大力推进“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打造了一支全国乃至全球领先的飞行教师

队伍，飞行教师队伍全部实现“双师”化。除此之外，机务、空管等重要支撑专

业也一直鼓励教师持照，民航特有专业理论教师大部分也掌握了各种从业执照，

“双师型”教师占专业教师人数一半以上。

6.3 特色的学科和专业结构

学校建设形成了以飞行技术为主干，机务、空管和机场类民航特有专业为主

体，其它相关专业为支撑的学科专业结构。用飞行技术专业铸就特色，用民航特

有专业群保障发展，用民航支撑专业筑牢基础。飞行技术、机务、空管等民航特

有专业和特色专业的在校生人数比例达到 90%以上，其中，飞行技术专业学生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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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学生总数的 50%以上。

6.4 特色的管理制度

学校师生践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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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代民航精神，始终坚持飞行学生的准军事化

管理。坚持准军事化管理首先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育人理念”，其原则

是整齐统一、严格规范、精细管理、全面养成，目标为培养优良的政治素质、高

尚的道德情操、严格的纪律作风、强健的身心素质。

6.5 特色的教学资源

学校总部坐落于四川省广汉市，并在四川、河南两省 6市建有新津、广汉、

洛阳、绵阳、遂宁 5个飞行分院、5 个机场、1个通用航空公司、1个飞机修理

厂和 1个飞行模拟中心，配有奖状、夏延、新舟 600、西门诺尔、C172等 15种

初、中、高级教练机和包括波音 737-300、800、空客 320、CJ-1等全飞行模拟机，

有国内高校中最先进的360度全视景塔台指挥系统；有各型航空发动机400余台；

学院还建有由中、美、法三国六方合作创办的航空发动机维修培训中心，用于教

育教学的实体发动机，占国内民航运输机队配型发动机的 80%左右。

7 存在问题

7.1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教学模式创新有待加强

教育信息化是当前教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与之相适应教育理念、教学内

容与模式、教学管理机制等也必须进行变革。目前我校也逐步开展了慕课和在线

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但教学模式和教学管理方面的创新还不够，急需加强。

针对此问题，学校将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与经费投入，支持慕课和在线开放

课程的建设与应用。利用广汉校区提档升级，天府校区建设的机遇，加强学校网

络环境、现代教育技术平台，教室、实验室等硬件设备设施的改造建设。大力推

动教师开展翻转课堂、混合教学等新的教学方法的研究、学习培训和课堂实践。

加强教学管理的软硬件建设，提高现代化教学管理手段和水平，为切实提高教学

质量奠定基础。

7.2 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仍需加强

我校民航专业学生规模达到 90%左右，主要为民航行业培养专门人才，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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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特点是要求培养按标准、按规章运行的工程技术、管理和服务人员，对学生

创新能力的培养，主要侧重于创新意识的培育和实践技能的提升，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该项工作的开展。

针对此问题，学校将继续完善与学校办学能力和水平相适应的创新创业教育

平台，成立双创中心，从资金、场地、设备、设施等方面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扶

持、优惠等；构建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有效整合资源，落实政策，为大学生创新

创业提供更好的服务；完善创新创业训练和竞赛体系，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奠定坚

实的基础；继续加强创新创业类课程开设，加大师生创新创业培训，并对大学生

创新项目给予持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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