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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aircraft maintenance personnel 

training in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mode in China. Method: Analysis of aircraft maintenance 

talents training in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including the preparation stage, the implementation 

stage inside school, the implementation stage outside school and the final examination stage.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Conclusion: Aircraft maintenance personnel 

trained in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mode are better at standardizing overall requirements, abiding 

by rules, standard maintenance, work efficiency and safe operation.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actical problems,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by enacting relevant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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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我国实施现代学徒制模式下机务人才培养的规范化。方法：通过实际运行，

对现代学徒制模式下机务人才培养模式分析，包括准备阶段、校内实施阶段、校外实施阶段、

终审阶段。通过走访调研、发放调研问卷等方式，对机务人才规范化要求的性能指标进行分

析。结论：现代学徒制模式下培养出的机务人才在机务岗位规范化总体要求、机务岗位的制

度、机务维修标准施工、工作效率、安全操作方面更加符合机务人才岗位需要，规范化更高。

但存在很多实际问题，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政策予以解决。 

1．引言 

“规范化”是指在经济、技术和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定、

发布和实施标准(规范、规程和制度等)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机务人才的培

养需要规范化，所谓机务人才的规范化就是通过制定、发布或实施符合机务岗位的培养计划

（规范、规程和制度等）使机务人才质量符合机务岗位要求，符合机务岗位要求的即为规范

化的。因为在机务维修实际工作中有很多安全问题的产生往往是由于机务人员的不规范造成

的，而飞机的飞行安全直接决定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每一家航空企业的生命线，

所以航空企业对于机务人员的规范化要求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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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很多院校虽然成立了飞机维修相关专业培养机务人才，但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仍延

续传统的教学模式，注重原理的学习，所授操作技能滞后，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差，达不到

航空企业对机务人才规范化的要求，培养出来的学生与航空企业机务岗位需求存在差距，一

旦被航空企业聘为机务，由于对实际工作缺乏认知和操作经验，无法满足维修的规范化要求，

容易出现人为差错和安全事故，增加航空企业的成本和不必要的麻烦。这就出现了一种“两难”

的局面，一方面学校培养的学生无法胜任航空企业机务岗位需求，就业难；另一方面航空企

业难以找到足够多满足航空企业岗位需求的机务人才，出现“用工荒”。需探索新的机务人才

培养模式使机务人才的培养更加规范化。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积极探索机务人才培养的规范化，采用了现代学徒制模式培养更

加符合机务岗位规范化要求的机务人才。所谓现代学徒制模式是传统学徒制模式的一种延伸，

是在传统学徒制的基础上把传统学徒制融入现代教育中而形成的现代教育培养模式。其主要

表现形式为学校与企业合作，校企双方根据企业岗位的实际需要共同制定计划，根据企业岗

位需求设立课程，校企双方共同制定管理规定来保障计划施行和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生具有

双重身份，既是学校学生也是企业学徒，既要遵守学校规定也要遵守企业制度。学校老师与

企业师傅资源互补，深度结合。学生学习的内容一定职业所需内容，学以致用[1]。 

目的：探讨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实施现代学徒制机务培养模式下机务人才培养的规范化。 

2．方法      

现代学徒制模式培养机务人才的关键在于学校和企业的合作，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机

电工程学院从2012年起与协议航空企业签订合同举办“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培训班” （简称“订

单班”），积累了校企合作经验。“订单班”的学生是协议企业根据岗位需求从机电工程学院学

生中选拔出来。一旦选拔合格，就成为“订单班”的一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学校的学生

也是企业的学徒。既要遵守学校的规定也要遵守企业的制度。校企双方根据机务岗位需求共

同制定了“订单班”的培养计划。根据培养计划，学生不仅要在学校进行理论和操作技能学习，

也要去企业跟机务“师父”担任学徒，参加企业相关培训。学徒工作就是实际维修工作，学徒

培训内容就是机务岗位所需内容。培养计划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2.1  准备阶段 

(a)成立了现代学徒制机务培养“订单班”专项工作组。为了保证现代学徒制机务培养“订单

班”的顺利实施，学校联合协议航空企业成立了现代学徒制机务培养专项工作小组，由学校领

导、企业人员、专业教师组成，保障“订单班”学生培养能够按计划实施。 

(b)校企双方签订协议。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与协议航空企业签订协议，合作创办“民用

航空器维修人员培训班”（简称“订单班”），合作项目书内容涵盖了合作目的、专业与数量、

培养目标、教学要求、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师资、教学课程、教材、考核、教学与管

理、毕业与证书、双方的责任、教学质量与反馈、通知与通讯、法律性条款、不可抗力及项

目终止等内容，以协议的形式明确了“学校、企业、学生(家长)”三方职责、权利和义务。 

(c) “订单班”的选拔。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了“订单班”选拔办法，办法规定了“订单班”的选

拔时间为第二学年上学期，选拔标准包括：1）成绩标准：要求所有科目成绩（至少在校前一

年的成绩）通过，无补考，专业/班级排名前50%，英语可暂时不通过国家A级。2）性格标准：

要求性格外向，沟通能力强，有团队合作意识。3）人数标准：计划选拔40-50人。 

2.2  校内实施阶段 

(a)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订单班”采用了根据企业的岗位需求与企业双方

共同制定的校企合作的现代学徒制机务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双方在此模式的基础上根

据岗位需求共同制定了“订单班”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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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了“订单班”管理条例。为了保证“订单班”学生的培养质量，校企

双方共同制定了“订单班”管理条例，对“订单班”学生的学习、日常生活、体能锻炼及“订单班”

班级的管理做了具体要求。 

(c)校企师资资源共享。“订单班”学生在校期间课程主要由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师完

成，学校也会聘任企业的“师父”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全程参与“订单班”的教学，老师即是“师

父”，“师父”即是老师，企业高素质的技能“师父”和学院高水平的专业教师的互补。 

 (d)建立了过程监督及反馈机制。为了保证“订单班”学生的人才培养质量，校企双方共同

制定了人才培养的过程监督及反馈的机制。 

2.3  校外实施阶段 

在校学习两年以后，协议航空企业会根据企业实际的岗位需求情况把“订单班”的学生分

配去航空企业一线顶岗实习，实习时间为一年。 

（a）“订单班”学生具有“双重”身份 ，不仅是学校的学生，又是航空企业机务学徒；不仅

要遵守学校的规定，也要遵守协议航空企业的规章制度。 

（b）建立了“师父”对学徒维修负责制度。企业会为每一位学生指派机务“师父”，徒弟在

“师父”的带领下进行维修工作，“师父”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在维修工作中教授学徒技能。学徒

培养质量的好坏纳入“师父”的考核，“师父”为学生实习期间工作出现的任何问题直接负责。 

（c）校企共同制定“订单班”学生培训计划，“订单班”学生按计划参加培训。“订单班”学

生在机务“师父”的带领下学习维修技能的同时也会参加协议航空企业的机务培训，培训计划

及内容是校企双方根据机务维修的实际需要共同制定。 

（d）培训考核及淘汰制度。“订单班”的学生要按照计划进行培训和考核，并明确了培训

考核要求，采取分段式考核方式。每个阶段考核通过才可进入下一阶段，三个阶段培训后对

学生进行综合评估，根据综合评估的结果决定实习是否通过。 

（e）带队教师跟进制度。为了保证“订单班”学生的培养质量，学校会指派带队教师去航

空企业全程跟进“订单班”学生的实习情况，实时掌握“订单班”学生实际工作情况，遇到实际

问题负责与航空企业沟通、负责学生的实习管理及监督反馈等工作。 

（f）带队教师培养。学校派去企业带队教师在管理“订单班”的同时自己也要在机务维修

的一线实习，积累经验、掌握一线维修最新动态，实时更新所授课程内容，保持知识的先进

性。同时带队教师也会根据学校和协议航空企业的实际情况参加协议航空企业的机务培训。    

 （g）责任的明确，过程跟踪及反馈制度。为了保证“订单班”实习生的实习质量，校企双方

明确了双方的责任。建立了过程跟踪及反馈制度。 

2.4  终审阶段 

在第三学年第六学期“订单班”学生实习结束后，学校及协议航空企业会对“订单班”学生

进行最终审核，审核是否通过主要是根据订单班学生的综合学习及实习情况，终审通过的学

生会与协议航空企业签订就业协议，毕业后进入协议航空企业就业。 

3．结果    

为了验证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采用现代学徒制模式培养的机务人才是否更加符合机务

岗位要求，更加规范化。针对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2013、2014、2015级机务维修专业毕业

生，通过走访及问卷调研方式对“订单班”与“普通班”机务人才规范化情况进行分析。 

3.1  现代学徒制模式培养出的机务人才更加符合机务岗位规范化总体要求 

2013 级机务维修相关专业总人数 250 人，其中普通班学生人数 212 人，订单班学生 38

人。普通班学生 212 人中，机务一线维修工作 45 人，机务行业就业率 22.6%；订单班学生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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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机务一线维修工作 38 人，机务行业就业率 100%。2014 级机务维修相关专业总人数 149

人，其中普通班学生人数 111 人，订单班学生 38 人。普通班学生 111 人中，机务一线维修工

作 23 人，机务行业就业率 20.7%；订单班学生 38 人中，机务一线维修工作 31 人，机务行业

就业率 81.6%。2015 级机务维修相关专业总人数 242 人，其中普通班学生人数 195 人，订单

班学生 47 人。普通班学生 195 人中，机务一线维修工作 54 人，机务行业就业率 27.7%；订

单班学生 47 人中，机务一线维修工作 47 人，机务行业就业率 100%。 

现代学徒制模式培养出的机务人才是按照学校和协议企业按照岗位需求订单式培养，人

才质量更加符合岗位规范化要求，学生毕业直接进入协议航空公司就业，更受企业欢迎。 

3.2 现代学徒制模式培养出的机务人才更符合机务岗位制度规范化要求。 

“订单班”学生具有“双重”身份 ，不仅是学校的学生，又是航空企业机务学徒；不仅要遵守

学校的规定，也要遵守协议航空企业的规章制度。校外实习期间已经参加过机务岗位制度的

培训，对机务岗位制度更加了解，遵守情况更好。 

3.3  现代学徒制模式培养出的机务人才更加符合机务维修标准施工的规范化要求 

“订单班”学生实习时在“师父”的带领下已经进行机务维修工作，“师父”以言传身教的方式

在维修工作中教授学徒维修技能，所授技能即是维修工作实际内容，很多维修问题实习期间

已经解决过，在正式工作后，很多实际维修工作不用学习就已经可以规范性的操作施工，而

普通班毕业生很多维修工作接触的晚，维修施工规范性差，还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培训。 

3.4  现代学徒制模式培养出的机务人才在保证工作质量情况下工作效率更高 

机务人才的规范化不仅需要机务人才维修工作操作规范也同时需要保证维修工作的效

率，因为高效率的工作可以有效降低航空企业的维修成本。“订单班”毕业生维修工作效率比 

“普通班”毕业生更高，维修熟练程度比“普通班”毕业生更好。“订单班”毕业生未毕业前的实习

期间实习工作就是时机务实际工作内容，参加工作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并不陌生，维修效

率及熟练程度都好于同等情况的“普通班”毕业生。 

3.5 现代学徒制模式培养出的机务人才安全操作规范性更强 

在机务维修工作中很过安全问题的产生源于机务人员对维修安全的不重视，安全意识淡

薄，对自己及其它机务人员的身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只有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顺利的

完成维修工作才是维修规范性的前提。“订单班”学生在学校及实习期间对维修安全规范的要

求都是按照协议航空企业提出的一线机务实际要求来培养的，学生对维修安全都已经有了一

定的认知，养成了良好的维修习惯，在维修安全及标准方面好于“普通班”毕业生。 

4．讨论 

4.1 机务人才培养计划需要规范化 

完善的法律系统是西方现代学徒制成功的主要原因，例如德国制定了《职业学院法》、联

邦《职业教育法》、《职业培训条例》等法律，从法律层次上规定了监查机构，明确了企业和

学校的责任和义务[4]。成为德国现代学徒制“双元制”的有利保障。澳大利亚也是现代学徒制

实行成功的国家。澳大利亚制定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质量框架（AQTF）》、《澳大利亚资格

框架》和其框架下的培训包（Training Package），这些律法从根本上保障了学徒的培养质量[2]。 

我国每个航空企业根据自身企业的特点对机务人员的规范化要求不一致，学校和企业合

作，根据企业要求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但计划只有协议企业认可。培养出来的机务人才

是否符合机务行业人才规范化要求无法评断。需要从机务行业角度法律层面出台统一的机务

人才规范化培养计划，按照规范化标准培养机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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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机务人才培养的规范化需要更多培训资金投入 

西方现代学徒制的成功是与教育法规相配套的资金保障政策分不开的，在政策的引导下，

企业和政府成了培训的主体，而院校培养只占了之中很小的一部分。以澳大利亚为例，据澳

大利亚法律规定，学徒培养资金主要由政府支付，只要机构、企业或个人满足国家培训总局

（Australian National Training Authority，ANTA）补助条件，就可以得到政府拨款[3]。 

我国现代学徒制模式培养出的机务人才虽然比普通模式下培养的机务人才规范化程度更

高，“订单班”学生可以按照校企共同制定的计划参加航空企业的机务培训，但培训费用只能

依靠学生高额学费来维持，作为与院校合作的企业，不愿意投入高额培训资金去对学徒进行

高成本培训，学生无法参加成本高的机务培训。 

4.3 给予校外实习学生适当工作报酬可以有效保障机务人才培养质量 

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学徒培养资金主要由政府支付，每个学徒4400元，尤其是稀缺行业

补助水平会更高。法律还规定了每个学徒的工资水平大概为在职工人的70%，由企业发放[3]。 

我国机务实习生实习期间作为学徒跟随“师父”在机务一线从事飞机维修工作，但却拿不

到与其工作量相应的报酬，成为了企业的廉价劳动力，影响了学徒学习的积极性，降低了培

训质量。给予实习生一定的工作报酬可以提高学生工作积极性，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4.4 为培训合格的机务人才颁发行业认同的合格证书 

西方现代学徒制实行成功的国家，对在企业培训达标的学徒，考核后颁发全国认可的具

有统一认证的职业资格证书。即使学徒毕业后没有在实习企业就业，同样会得到行业认可，

容易在相同行业其它企业就业，提高了学徒就业率。例如：芬兰学徒在培训考核合格后同样

会得到相应资格证书，培训证书种类也非常多，有大专资格证书、初级职业资格证书、高级

职业资格证书及专业职业资格证书等。在相关行业就业的人必须持有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2]。 

“订单班”学生实习期间跟随“师父”在机务一线从事维修工作，但不算一线岗位工作时间，

无法取得相应的全国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只是能够拿到企业开具的实习证明，而且证明存

在不被其它航空企业认可的问题。如果实习结束没有被实习企业录用，实习经历可能不被其

它航空企业承认，面临失业困境。建议为培训合格的机务人才颁发行业认同的合格证书。 

5．结束语 

与普通模式下培养的机务人才比较，现代学徒制模式下培养出来的机务人才在机务岗位

规范化总体要求、机务岗位制度、标准施工、机务维修工作效率、安全操作方面更符合机务

人才岗位需要，规范化更高。但缺乏全国统一机务人才培养计划、缺乏培训资金、实习生没

有工作报酬、缺少行业认同培训合格证书等实际问题，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政策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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