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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method to construct discipline of civil aviation college 
education by analysis CAAC's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 MO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documents. The author analysis the insufficiency of current student training, 
future professional needs and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e author suggest that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should base on employment and students should own variety skills. The education 
curriculum should emphasize humanistic quality and learning ability. Teaching evaluation should be 
submitted with third parties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should be employment-based. Finally,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building industry-university-academia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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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院校航空服务专业建设思路创新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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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民航局和教育部文件，创新提出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院校航空服务专业建设

思路。分别从强化人才培养工作的内涵建设为办学升级夯实基础、我国航空服务专业人才将

长期供不应求和航空服务专业建设存在的发展误区分析发展现状，开创性提出并分析了坚持

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发展思路、构建一专多能的专业课程教学体系、突出人文素质和再学习

能力的培养、基于第三方教学评价体系建设专业为目标的以就业为导向的航空服务专业发展

路径分析，最后提出我国航空服务专业产学研联盟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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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2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民航业是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重要的战略产业，又在第十七条中要求：强化科教和人才支撑。强化民航院校行业特色，

鼓励有条件的非民航直属院校和教育机构培养民航专业人才。2014年3月，教育部副部长鲁昕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为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提供人才支撑》的讲话，其中明确了“以就业为导向”是我国

高职教育服务国民经济发展、服务行业企业的目标。就业是结果，如何实现就业？我们认为

关键在于院校能培养出行业企业需要的人才，而院校培养人才的能力归根结蒂在专业建设质

量。专业建设需要切实做到与时俱进、达到行业企业的标准，那么以就业为导向的目标也就

能实现。我们在此提出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院校航空服务专业建设思路创新的命题，在此加

以研究并引发读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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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航空服务专业人才将长期供不应求 

随着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公众对高品质出行需求日渐渴望，加之各级政府对民航

业发展重视，我国民航持续安全、快速、健康发展。2017年，我国民航完成运输飞行1059.7

万小时，同比增长11.6%，通航飞行80.8万小时，同比增长6.2%；航空旅客运输量达5.52亿人

次，同比增长13%，货邮量为705.8万吨，同比增长5.7%，运输规模连续12年稳居世界第二。

相关机构预测2018年，民航行业发展主要预期指标是：运输总周转量1208亿吨公里、旅客运

输量6.12亿人次、货邮运输量75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1.6%、11.4%和6.2%；全年航班平均正

常率不低于75%。在民航资源供给方面，截至2017年底，我国运输航空公司运营运输飞机3296

架，通用航空器2292架。运输颁证机场数量增至229个，其中千万级机场达32个。北京首都国

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连续八年居全球第二；上海浦东机场货邮吞吐量连续十年保持世界前三。

各地发展民航业的热情高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共有65个城市，依托57个机场规划了64

个临空经济区。民航行业持续高速增长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量持续递增。 

民航归属于服务型行业。由于民航业务流程的特殊要求，使得航空服务是一项极具专业性的

业务领域。我国民航正处于在全面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提升民航旅客服务质量是其中重要内

容之一。以航司、机场为代表的民航企业正不断探索着提升民航旅客服务质量的路径。我们

认为：服务提升不只在于标准，更在于执行标准的人本身。我国民航在今后的五到十年间，

对以空乘、地勤、安检、票务等岗位为代表的具有高素质、高技能的航空服务专业岗位将有

大量的人员增量和在职培训需求。目前，我国民航直属院校只有五所，况且他们更多的关注

飞行、空管、机务等民航特有技术型人才培养，每年能向行业输出的以航空服务专业为代表

的服务型人才十分有限。预计今后非民航直属院校和教育机构将成为以航空服务专业为代表

的民航高技能服务型人才培养的中坚力量。 

3. 航空服务专业建设存在的发展误区 

随着民航行业被公众所了解和熟知，进入民航行业企业工作成为了许多学生和学生家长的理

想和愿望。以航空服务为代表的旨在提升毕业生在民航岗位就业能力的专业成为我国众多院

校特别是高职层次院校新增开设或重点发展的专业，非民航直属院校在航空服务专业招生占

比不断增加。但受制于内外部因素的局限，我国各高职院校航空服务专业建设水平参差不齐，

毕业生质量难以保证，甚至背离的为民航培养人才的初衷。具体发展误区主要体现在： 

3.1.航空服务专业就是培养空乘 

空乘可谓民航服务至高标准的形象代言人。和普通人提起民航，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飞行员和

空乘，而空乘是旅客乘机可以直接接触到的。空乘职业社会认知的“晕轮效应”给航空服务

专业做了最好的广告，但作为教育者，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航空服务和空中乘务的关系。什

么是航空服务专业？培养以为民航运输产品的终端消费者（旅客或货主）提供直接服务民航

专业人才的教育实施单元。以此定义为标准，参考民航特有工种国家职业标准的职业划分，

航空服务专业培养知识和技能的就业岗位指向于：民航乘务员、民航安检员、民航客运员、

民航售票员、民航货运员这五个工种。航空服务专业只是培养空乘显然是个伪命题。很多非

民航直属高职院校开设航空服务专业的初衷可能就是为了培养空乘，为院校赢得社会的美誉

度和关注度，但效果往往事与愿违。不尽人意的“升空率”成为时下众多院校的难题，航空

服务专业发展似乎成为“鸡肋”。 

3.2.重视硬件投入轻视软件建设 

纵观我国各高职院校现行建设航空服务专业的模式：领导开会定调—示范院校调研—照搬培

养方案—复制课程体系—采购模拟设备—建立实训基地。因此，众多航空服务专业往往都“师

出同门”，更有甚者某些机构以硬件设备投入为条件参与院校空乘专业学生就业环节，收取

高昂的“培训”费用。这种以培养空乘为目标的“单一化”的重“硬件”轻“软件”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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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模式已经严重制约了航空服务专业的良性发展。院校领导看到了大量的资源投入，但是

收效甚微。 

3.3.狠抓专业技能培养放手人文素质养成 

民航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人才培养路径的独特性。以航司空乘选拔为例，面试官看重的不

是应聘者具备多么专业的空乘岗位技能而是关注外形气质、个人素养、团队协作等人文素质。

究其原因，航司均需要按照民航局CCAR121部的标准要求对学员进行系统化民航乘务员安全及

服务的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培训，学员之前的相应专业能力只能助力其接收效果快慢而非不

可或缺。从航司的角度而言，专业技能是可以短时间培训出来的，而人文素质却是需要长期

积淀的。目前，航空服务专业建设中倡导大力强化专业技能忽视人文素质养成的现状显然与

行业需求是背道而驰的。 

3.4.以主观的教育标准评价专业建设质量 

关注什么就会做成什么，评价什么就会发展什么。现有的专业建设质量评价体系是基于教育

标准而非行业标准。最大的问题就是院校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无法达到行业企业的用人

标准。在航空服务专业升空的案例中，恰恰是在学校专注于学习，成绩优异的“好学生”无

法升空。我们需要打破现有主观的教育标准评价专业建设质量的“惯性思维”，在专业建设

中切实引入行业标准和采用第三方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力争提升学生的核心就业能力。 

4. 以就业为导向的航空服务专业发展路径分析 

我们正是清晰看到现阶段我国航空服务专业发展问题的真正原因，这为即将开始的坚持以问

题为导向创新高职院校航空服务专业建设提供了依据。我们综合航企需求和教学实践，提出

以就业为导向的航空服务专业发展路径，具体路径如下： 

4.1.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发展思路 

专业建设质量的最终衡量标准是专业培养出毕业生的就业数量和质量。高职院校航空服务专

业是为民航行业企业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专业人才，专业发展必须紧紧依托行业、立足行

业。诚然，现阶段我国非民航直属院校还缺乏直接了解我国民航发展动态的渠道，但是这个

发展思路不能动摇。特别是各院校航空服务专业带头人要多走出校园、走进民航。我们也建

议引入第三方平台资源，多组织民航直属和非直属院校的领导和老师交流，相互学习、取长

补短，共促航空服务专业发展的思路创新。 

4.2.构建一专多能的专业课程教学体系 

航空服务专业发展的“单一空乘化”是条死路。应该构建以针对民航乘务岗位要求为核心，

兼顾民航安检、民航客运、民航售票、民航货运等其它岗位要求为辅助的一专多能的专业课

程教学体系。认真做好人才培养的“二八”原则功课，专业发展方向应是在力争提升专业毕

业生升空率的同时做好其向非空乘航空服务岗位分流的准备。培养出合适的人，力争让适合

的人到合适的岗位上才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建设的真正内涵。 
4.3.突出人文素质和再学习能力的培养 

针对航司在以空乘为代表的航空服务岗位招聘要求和培训安排，航空服务专业建设应与时俱

进，果断调整现有人才培养方案。整合现有的民航专业课程设置，变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为

岗位认知和了解。我们提出基于民航行业标准针对航空服务具体工作岗位重新梳理航空服务

专业民航类课程的思路，清晰界定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的专业知识范围，减少民航类课程的

难度和学时。增加提升学生人文素质和再学习能力的教学环节和课程。军事化管理、穿制服

教学、专业化训练、形体化妆课、职业精神培养、餐饮茶艺技能等均是强化学生人文素质和

再学习能力的有效方法。 

4.4.基于第三方教学评价体系建设专业 

针对目前我国高职院校航空服务专业教学评价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专业教学质量

的评价不能仅由高职院校自身来担任评价主体，而应该委托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客观教学评

价，这也是国外教育界普遍使用的一种模式。建议由行业管理专家、行业技术专家、高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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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专家共同组成第三方评价主体，通过引入民航特有行业岗位资格证书的考取等手段，运用

发布我国高职院校航空服务专业建设质量蓝皮书的形式，更加公正、公平、公开地推动专业

建设，积极促进各高职院校航空服务专业建设工作的扎实推进，共同增强专业毕业生的核心

就业竞争力。 

5. 关于我国航空服务专业产学研联盟的规划 

通过以上专业建设思路创新设计，我们就以就业为导向的航空服务专业发展路径有了较清晰

的认知，但是如何将这些事项具体落地，特别是在非民航直属院校实施是相当有挑战的。我

们认为：应该秉承互联网思维，打破现有各院校闭门建专业，掖着藏着打造自己的比较性优

势的狭隘做法，共同构建行业协会、民航企业、高职院校、出版机构、行业媒体、培训机构

等多方参与的航空服务专业产学研联盟。以此为平台构建起资源、信息、知识、技能高度共

享的航空服务专业发展的系统、科学、务实、高效地打通校企合作共同培养人才的“最后一

公里”。 

航空服务专业产学研联盟下设秘书处、航空服务专业建设咨询委员会和航空服务专业教学质

量评价委员会。秘书处负责民航行业发展信息和专业建设政策文件的汇总和发布、联盟的日

常性事务和会议组织；咨询委员会负责制定、修订、研讨各联盟会员高职院校航空服务专业

全部资源供给；评价委员会负责对会员高职院校航空服务专业建设进行年度第三方评价并汇

编我国航空服务及相关专业建设质量蓝皮书。 
综上所述，我国高职院校航空服务专业发展的目标是“以就业为导向”，实现这一目标的唯

一路径是“打破陈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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