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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经贸高级职业学校

航空服务专业实施性性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与专门化方向

专业名称：航空服务（专业代码 700402）

专门化方向：空中乘务、空港地面服务、民航安全检查

二、入学要求与基本学制

入学要求：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基本学制：3年

三、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掌握航空服务专业对应职业岗位必备的知识与技

能，能从事民航空中乘务、民航售票、贵宾室服务、值机服务、行李查询、安全检

查等工作，具备职业生涯发展基础和终身学习能力，能胜任航空服务一线工作的高

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四、职业（岗位）面向、职业资格及继续学习专业

专门化方向 职业（岗位） 职业资格要求
继续学习对应

专业

空中乘务 空乘服务 （4-05-03-01）民航乘务员（初级）

高职：

空中

乘务

本科：

交通

运输

注：每个专门化方向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不同，任选一个工种，获取

职业资格证书。

五、综合素质及职业能力

（一）综合素质

1.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职业素养和创新精神。

2.具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

3.具有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与抗挫折能力。

4.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

5.具有良好的责任心、进取心和坚强的意志。

6.具有良好的书面表达和口头表达能力。



7.具有运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的能力。

8.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继续学习能力。

（二）职业能力（职业能力分析表见附录表 1）

1.行业通用能力：

（1）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了解旅客的心理需求，严格遵守业务操作流程。

（2）具有塑造良好职业形象的能力，掌握航空服务人员化妆与形象塑造的技法。

（3）具有良好的航空服务礼仪能力，掌握航空服务礼仪规范，具备民航服务礼仪

基本技能。

（4）具有服务、公关沟通的技巧，能熟练规范运用岗位服务用语。

（5）具有良好的英语交流能力，掌握民航常用英语，能熟练进行英语口语交流。

（6）具有查阅航空法律法规等资料的能力。

2.职业特定能力：

（1）空中乘务：能熟练地操作民航客舱的各种设施设备；精通空中乘务岗位的工

作流程；能规范地进行民航客舱服务；具有良好的分析、判断和应变能力；具有良好的

客舱安全及紧急救护技能。

（2）空港地面服务：能熟练掌握民航售票的程序和要求；熟悉值机服务的程序，

能为旅客办理乘机手续；能进行空港地面交通引导服务、问询服务、贵宾室服务、候机

楼广播服务、候机楼商业零售服务。

（3）民航安全检查：能正确使用安全检查的各种仪器设备；能熟练地进行证件检

查、人身检查、物品检查、x射线机检查、开箱检查；能规范地进行货物检查；能具有

灵活的现场应急处置技能。

3.跨行业职业能力：

（1）具有适应岗位变化的能力，该专业毕业生也能从事高铁服务、邮轮服务、酒

店服务等相关工作。

（2）具备民航市场营销及策划的能力，能从事航空服务与管理等工作。

（3）具有创新和创业的基础能力。



六、课程结构及教学时间分配
（一）课程结构

（二）教学时间分配

学期
学期

周数

教学周数
考试

周数

机动

周数周数
其中：综合的实践教学及教育活动

周数

一 20 18
1（专业认识与入学教育）

1 1
1（军训）

二 20 18 1（形体与礼仪实训） 1 1

三 20 18 1（民航客舱设备操作与管理） 1 1

四 20 18 1（民航客舱服务） 1 1

五 20 18
3（民航客舱安全与应急处理）

1 1
2（社会实践活动）

六 20 20
19（顶岗实习）

1（毕业教育）

总计 120 110 29 5 5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1.民航客舱服务

2.民航客舱安全与应急处理

3.民航客舱设备操作与管理

4.空中乘务综合实训

空中乘务

方
向
课
程

1.民航概论 2.形体训练

3.民航乘务基础 4.民航英语

5.航空运输地理 6.民航服务心理

7.空乘化妆与形象 8.民航服务礼仪

平
台
课
程

必
修
课
程

选
修
课
程

思想政治课程：1.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创业 2.职业道德与法律

3.经济政治与社会 4.哲学与人生

文化基础课程：1.语文 2.数学 3.英语

4.体育与健康 5.历史 6.计算机应用基础

限

选

任
选

1.心理健康 2.普通话

艺术（音乐、美术、书法）

必
修
课
程

插花、茶艺任

选

选
修
课
程

专
业
技
能
课
程



七、教学进程安排（见附录表 2）

课程类别 学科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公共

基础

课程

必修

课程

思想政治 2 2 2 2 2

实习

语文 3 3 3 3 4

数学 2 2 2 2 3

英语 2 2 2 2 3

体育 2 2 2 2 2

历史 2 2

计算机基础 4 4

选修

课程

普通话 1 1 1 1

艺术（音乐/美术、书法） 1 1 1 1

社团活动 1 1 1 1

小计 20 20 14 14 14

专业

基础

课程

民航概论 4 4 4

形体与礼仪训练 2 2 2 2

民航乘务基础 4

民航英语 4 4

航空运输地理 4

民航服务心理 2 2

空乘化妆与形象塑造 2

小计 10 10 10 8 4

专业

技能

课程

民航服务礼仪 2 2 4

民航客舱设备与操作 4 2

航空客舱服务 4 4

民航安全与应急处理 4

小计 6 8 12

合计 30 30 30 30 30 30



八、主要专业课程教学要求

1.公共基础课程教学要求

课程名称 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时

思想政治

执行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和省有关本课

程的教学要求，注重与行业发展、专业实际相结合。结合办学特色、

专业情况和学生发展需求，增加心理健康选修内容，相应教学内容依

据课程标准，在部颁教材中选择确定

164

语文

执行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和省有关本课程的

教学要求，注重与行业发展、专业实际相结合。其中限定选修（职业

模块）54学时的教学内容，依据课程标准，在部颁教材中选择确定

246

历史
执行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历史课程标准》和省有关本课程的

教学要求，注重与行业发展、专业实际相结合。
72

数学

执行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数学课程标准》和省有关本课程的

教学要求，注重与行业发展、专业实际相结合。其中限定选修（职业

模块）36学时的教学内容，依据课程标准选择确定

164

英语

执行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英语课程标准》和省有关本课程的

教学要求，注重与行业发展、专业实际相结合。其中限定选修（职业

模块）36学时的教学内容，依据课程标准选择确定

164

信息技术

执行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信息技术课程标准》和省有关本课

程的教学要求，注重与行业发展、专业实际相结合。具体教学内容结

合专业情况、学生发展需要，依据课程标准确定为全国计算机等级考

试一级B考试内容。

144

体育与健康

执行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和省有关本

课程的教学要求，注重与行业发展、专业实际相结合。其中限定选修

和任意选修教学内容，在课程标准的拓展模块中选择确定

164

艺术

执行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艺术课程标准》和省有关本课程的

教学要求，注重与行业发展、专业实际相结合。结合学校实际情况，

选择音乐和书法两名艺术课程，其教学内容依据课程标准选择确定。

36

劳动教育

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的意见》相关要求，劳动教育以实习实训课为主要载体开展，其中劳

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专题教育不少于16学时

18

2.主要专业（技能）课程教学要求

课程名称

（课时）
主要内容 能力要求

民航概论

（66）

（1）航空业发展概述；

（2）民用航空器；

（3）领航与气象；

（4）空中交通管理；

（5）空港

（1）理解航空业的分类和民用航空的定义，掌握

民用航空的分类，理解民航系统的组成，掌握

民航全球化、大众化时期的特点，了解波音

707、747、A-380 客机的特点；

（2）理解航空器和民用飞机的分类，掌握各种航

空器的特点，理解国际标准大气的意义及参数

确定原则，理解飞机升力产生的原理以及影响

因素，了解飞行中飞机的受力因素和飞机的构

造，掌握客舱设备和客机上的救生设施；

（3）知道空中领航的基本概念及现代飞机的导航

设备系统，了解风、云、降水、气温对飞行的

影响，了解飞机积冰的危害，了解颠簸的概念

及形成原因；

（4）能知晓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和空中交通服务的

目标及间隔标准，理解空中交通服务的组成；



（5）理解机场的分类，了解跑道的飞行区等级、

跑道方向、跑道号和附属区域，掌握候机楼区

的设施及作用，掌握各区域主要机场的三字代

码

民航服

务礼仪

（96）

（1）民航服务礼仪概况；

（2）乘务员形象塑造；

（3）客舱服务礼仪；

（4）地面服务礼仪；

（5）民航服务人员面试指导；

（6）民航服务人员礼仪修养

（1）了解民航服务礼仪的内涵、特点，掌握乘务

员礼仪的培养与形成；

（2）能独立完成乘务员的发型设计、妆容塑造、

服饰搭配等形象塑造工作；

（3）能熟练完成登机、客舱迎送、客舱巡视等礼

仪服务；

（4）能熟练完成值机、问询、引导等地面礼仪服

务；

（5）能制作自荐材料，进行自我面试形象设计，

能完成面试模拟；

（6）知道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礼仪要求，能够

把礼仪规范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

民航服务

心理

（52）

（1）民航服务心理概述；

（2）民航旅客的感知觉、需要、

个性、情绪、情感、态度与服

务；

（3）民航服务人员的人际关系处

理；

（4）民航服务中的沟通与各岗位

服务的心理策略；

（5）民航服务中旅客的冲突、投

诉心理与服务

（1）了解民航服务心理的研究历史；

（2）知道民航旅客的感知觉、需要、个性等基本

理论，熟悉民航旅客的服务需要、个性心理特

征，能做好民航服务人员的情绪调控和态度要

求；

（3）能运用客我交往的原则与技巧进行民航服务；

（4）能熟练运用电话订座、值机服务、候机楼服

务、空中服务、行李查询服务、民航宾馆服务、

民航商城服务等方面的心理与策略进行服务；

（5）能运用冲突、投诉的一般心理与服务妥善处

理民航服务中的冲突与投诉

民航英语

（105）

（1）在机场；

（2）航空工作人员；

（3）飞行前准备；

（4）飞行途中；

（5）乘客服务；

（6）着陆和抵达；

（7）各类机上问题

（1）知晓与登机程序及手续相关的英语词汇；

（2）能熟练运用英语与航空工作人员进行交流、

沟通；

（3）能用英语表达乘客登机前乘务员的准备工作

和要点；

（4）能用英语表达飞行途中飞机遇到气流等一些

特殊情况；

（5）能用英语表达完成飞行途中的餐饮服务；

（6）能用英语指导入境卡、检疫表、移民表等表

格的填写；

（7）能用英语表达各类机上的问题及其处理

民航乘务

基础

（68）

（1）民航乘务的历史发展与职业

要求；

（2）民航旅客运输基础知识；

（3）国际、国内主要航空运输企

业；

（4）民用机场；

（5）航空地理基本知识

（1）指导民航乘务的发展过程，掌握民航乘务的

工作特点和空中乘务的专业术语；

（2）能表述旅客运输的一般规定和行李运输的相

关规定，知晓民航旅客运输的重要术语和旅客

运输的承运限制；

（3）了解世界主要航空公司的发展概况，熟悉中

国各航空公司的基本情况，掌握航空运输企业

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

（4）能表述世界机场与中国机场的历史过程，民

用机场的构成与功能，能介绍机场候机楼的工

作流程；

（5）能列举国内城市及机场的三字代码、航空公

司代码，熟知中国的航空区域规划



航空运输

地理

（72）

（1）航空运输地理概论；

（2）航空运输经济分析；

（3）中国航空运输资源地理分布；

（4）中国航空旅游地理；

（5）国际航协世界航空区划和主

要航线；

（6）国际航空旅游地理

（1）知晓地理常识，能进行时差计算；

（2）了解航线经济分析，熟悉航空港和航空运输

企业，熟悉影响航空运输布局的重要因素；

（3）知道中国航空运输外部资源分布与航空区划，

熟悉中国航空运输内部资源分布；

（4）能介绍中国重要航空港城市和中国航空中枢

城市；

（5）知道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国际航协交通区域

划分，熟悉世界主要航线和特点；

（6）能简单介绍世界地理概况和 IATA 主要国家概

况

民航客舱

服务

(96)

（1）航前个人准备；

（2）起飞前项目检查；

（3）经济舱迎送客服务；

（4）客舱安全演示及安全检查；

（5）经济舱餐饮服务；

（6）机上娱乐服务；

（7）特殊乘客及不正常航班服务；

（8）头等舱服务

（1）能在航前做好个人物品准备和自身形象准备；

（2）能按标准进行机上卫生检查、客舱设备检查、

机供品检查

（3）能按照服务流程迎送客；

（4）能熟练完成各阶段安全演示和安全检查；

（5）能按照规范的流程提供机上饮料服务和餐食

服务；

（6）能按照规范的时间和要求提供电子娱乐服务

报刊杂志服务；

（7）能辨认出特殊旅客并为其提供良好的服务，

能完成不同类型的非正常航班的处理；

（8）能按照服务流程与内容提供头等舱服务

民航客舱

安全

（52）

(1)机组资源管理；

（2）应急设备；

（3）应急处置；

（4）旅客管理及安全规则；

（5）急救知识

（1）知晓机组团队交流的重要性；

（2）熟识应急设备的标识，能正确使用手提式氧

气瓶、手提式灭火器、防烟面罩等应急救生设

备；

（3）能组织应急撤离，能完成机舱火灾的处理，

指导旅客危险情况下的安全姿势，会发出应急

求救的信号；

（4）知道民航安全规则《中国民用航空法》中重

要的规定内容，熟悉特殊旅客的安全约定；

（5）会进行心肺复苏，能处置烧伤、烫伤，能完

成出血、外伤、骨折的处理

民航客舱

设备操作

与管理

（52）

（1）通用客舱设备简介；

（2）座椅；

（3）客舱装饰；

（4）厨房和盥洗室；

（5）客舱通讯系统；

（6）客舱舱门及使用；

（7）客舱应急设备设施的使用

（1）能表述客舱的全部设施及其作用；

（2）知道驾驶舱的座位排列及工作原理，知晓客

舱中不同等级舱位座椅的排列及主要功能；

（3）能表述客舱装饰的组成及其设计特点，会一

些特殊设施的操作；

（4）能指出厨房柜和盥洗室安装位置，知道两种

不同机型厨房柜设备的组成，会使用厨房柜的

主要设备；

（5）能熟练操作机上旅客广播系统、娱乐系统、

机上服务内话系统；

（6）熟识舱门的各种标识，能熟练操作舱门；

（7）熟知机上逃生出口及使用方法，会使用机上

应急设备

九、专业教师基本要求



1.专任专业教师与在籍学生之比为 1:18.3；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

1人，占比 16.7%，中、高级职称 4人，占比 66.7%；兼职教师 2人，占比 33.3%；

均具有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

2.专任专业教师均为本科以上学历；4 名专任专业教师取得导游员高级等

职业资格。

3.专业教师具有良好的师德修养、专业能力，能够开展理实一体化教学，

具有信息化教学能力。专任专业教师均参加信息化教研工作、教学改革课题研究、

教学竞赛、技能竞赛等活动。兼职教师每学期承担不少于 60 学时的教学任务。

十、实训（实验）基本条件

（一）校内实训（实验）

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及课程设置的需要，原则上按每班 40 名学

生为基准，实训（实验）教学功能室配置如下：

教学功能室 主要设备名称 数量（台/套） 规格和技术的特殊要求

形体训练

多媒体设备 1

能容纳 40 人的教学需要镜子 4

把杆 4

语言训练

实训

音响设备 1

能容纳 40 人的教学需要

计算机 40

话筒、耳麦 40

语音控制台 1

语言训练软件 1

化妆与形象

塑造实训

电动幕布 1

能容纳 40 人的教学需要多媒体 1

化妆台 40

航空静态

模拟舱

客舱 1

尺寸：长 14.5 米、舱体宽 3.8 米、

高 2.64 米；包括有头等舱座椅 8

个、经济舱座椅 36 个、乘务员座

椅 1-2 个、可打开的行李箱 4 个、

仿真卫生间 1 个、仿真厨房 1 个、

餐车 2个

广播与内话系统 1

共设三处内话手机，主要是乘务

员对旅客的广播、播放模拟提示

以及前乘务员对旅客的呼叫

闭路监控系统 1 能随时观察训练时的教学情况，



教学功能室 主要设备名称 数量（台/套） 规格和技术的特殊要求

摄、录图像和声音，并可以重新

回放到舱内，同时摄像头方

向可调整；配备隐蔽式半球摄像

机五套，并具有同步录音功能

数字音响系统 1

舱内配置有 CD ROM、混响器、功

率放大器、喇叭等音响设备，还

有数字语言系统，它包括计算机

等，可以模拟各种广播词、背景

声、滑梯充气声等，课程设计时

由教员控制。在计算机内已经预

存的数字背景声

故障模拟系统 1

配备火灾模拟七处、客舱失压模

拟、发动机故障模拟、正常照明

故障模拟、应急照明故障 模拟、

舱门故障模拟、环境模拟

A320 舱门

训练器

功能 L1 舱门 1

能反复地进行正常和紧急方式操

作，登机门内外各种标志和标牌

的设置模拟 A320 飞机

功能应急门 1

功能性Ⅲ型应急门，由结构、机

构、内装饰及电气控制系统组成，

能反复地进行开启操作

乘务员座椅 2

高仿真：1.5 厚钢板裁切折弯工

艺，布艺包海绵座垫及靠背，安

装乘务员专用安全带

经济舱旅客座椅及安全

带
3 真机拆机件：6座经济舱椅

训练舱控制系统 1
采用手触屏控制，可以对模拟训

练舱进行简单的功能操作

空港地面服

务实训

值机应用服务器 1

处理器 配置 2 颗处理器。要求：

Intel Xeon E5-2600 系列，支持

IntelVT， 处理器核数≥4 核，

主频≥2.0GHz

值机柜台 4
整个柜台防撞、防腐、耐磨、防

潮等

值机工作站（电脑） 3

处理器 (双核, 3.40GHz, 3MB)

内存 4GB DDR3L ，硬盘选项

500GB，20 寸显示器，预装 win7

或 XP 操作系统

登机牌打印机和行李牌

打印机
3

经过航信专业认证,完全符合中

航信最新 AEA 及 IATA 标准和指

令。打印速度快，支持 18030 中

文字库支持 27848 个汉字，解决

汉字生僻字问题。也可打印行李

牌



教学功能室 主要设备名称 数量（台/套） 规格和技术的特殊要求

模拟离港值机系统软件 3

软件须有国家认可的软件著作

权,每个旅客信息可以在数据库

中进行修改，增加，和删减，可

采用最常用的波音737和空客320

的座位图，

模拟机场登机口软件 1

软件须有国家认可的软件著作

权,能和离港值机系统联网,旅客

信息数据库共享,可以扫描旅客

登机牌,自动进行旅客信息验证,

并能显示验证结果

登机口柜台 1
整个柜台防撞、防腐、耐磨、防

潮等

售票工作站（电脑） 2

处理器 (双核, 3.40GHz, 3MB)

内存 4GB DDR3L ，硬盘选项

500GB，20 寸显示器，预装 win7

或 XP 操作系统

模拟机场订票系统软件 2

软件须有国家认可的软件著作

权，可以模拟“民航旅客订座模

拟系统”软件(ETERM)，软件系统

根据中国民航旅客计算机订座系

统（ETERM）的操作界面、操作方

式、操作指令及其功能等，适用

于民航专业学生及民航客运销售

人员的旅客订/定座操作技能培

训

电子客票行程单打印机 2

打印速度:特快打印速度，中文

120 字/秒

安检服务

实训

大型行李安检仪 1

基本参数指标：

通道尺寸：1000（宽）×800（高）

mm

传送带速度：0.22m/s

传送带额定负荷：200 kg

称重输送机 3

要求

①称重输送机上设有光电开关，

检测行李位置，控制输送机运行

②称重电子显示器

③设置有超重指示灯

④当行李完全载入称重输送机

后，电子秤称重结果与行李摆放

位置无关

模拟安检信息系统软件 1
软件须有国家认可的软件著作

权。

安检验证台电脑 1
处理器 (双核, 3.40GHz, 3MB)

内存 4GB DDR3L ，硬盘选项



教学功能室 主要设备名称 数量（台/套） 规格和技术的特殊要求

500GB，20 寸显示器，预装 win7

或 XP 操作系统

小件行李安检仪 1

基本参数指标：

通道尺寸：500（宽）×300（高）

mm

传送带速度：0.22m/s

传送带额定负荷：100kg

手持金属探测仪 2

灵敏度级别：有高、低二种灵敏

度选择

报警模式：单蜂鸣器、振动

安检门 1

外形尺寸：2240*860*670mm

通道尺寸：2020*700

技术标准：严格执行

《GB15210-2003.通过式金属探

测门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

（二）校外实训

校外实训基地主要承担学生认知实习、顶岗实习等岗位技能培养的教学任

务。根据按照航空服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校外实训基地的基本要求如下：

（1）承担航空服务专业学生专业认知实习和顶岗实习的功能。专业认知实

习紧扣职业岗位需求。顶岗实习在第六学期集中进行，目的在于帮助学生了解自

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强化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能力，提高岗位技能，进一步养

成良好的职业素养，为就业打下基础。

（2）校外实训基地以各类航空运输企业、航空公司和飞机场为主，不少于

5家，具备从事航空服务的场所和设施，能够满足学生专业学习的需要。设立校

企合作顶岗实习管理机构，双方设有专人负责管理。

十一、编制说明

1.本方案依据《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教学

质量的意见>的通知》（苏政办发[2012]194 号）和《省教育厅关于制定中等职

业教育和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苏教职[2012]36 号）

编制。

2.本方案充分体现构建以能力为本位、以职业实践为主线、以项目课程为主

体的模块化专业课程体系的课程改革理念，并突出以下几点：

（1）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

业创业能力。坚持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做中



学、学中教”，重视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强调实训和实习等教学环节，突出职

教特色。

（2）坚持专业设置与职业岗位、课程教材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

产过程的深度对接。以职业资格标准为制订专业教学标准的重要依据，围绕航空

服务专业对应职业岗位能力要求，确定专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推

进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

（3）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尊重学生特点，发展学生潜能，强化学生综合素

质和关键能力培养，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满足学生阶段发展需要，

奠定学生终身发展的良好基础。

（4）注重中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衔接。统筹安排公共基础、专业理论和专业

实践课程，科学编排课程顺序，精心选择课程内容，强化与后续高等职业教育课

程衔接。

3.落实“2.5+0.5”人才培养模式，学生校内学习 5个学期，校外顶岗实习 1

学期。每学年为 52 周，其中教学时间 40 周（含复习考试），假期 12 周。第 1

至第 5学期，每学期教学周 18 周，机动与考试周 2周，按 30 学时每周计算；第

6学期顶岗实习 18～19 周，按 30 学时/周计算。

4.本方案专业课程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第五学期安排 3周专业技能综合实

训，采用模块化、项目化训练。



附录 表 1 航空服务专业职业能力分析

职业

岗位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 知识领域 能力整合排序

空中

乘务

航前

准备

个人形象准备 能按照乘务员的要求做好自我形象塑造 民航服务礼仪、民

航乘务基础知识

1.行业通用能力：

（1）具有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了解客人

的心理需求，严格遵守业务操作流程；

（2）具有塑造良好职业形象的能力，掌握

航空服务工作人员化妆与形象塑造的技法；

（3）具有良好的航空服务礼仪能力，掌握

航空服务礼仪规范，具备民航服务礼仪基本

技能；

（4）具有服务、公关沟通的技巧，能熟练

规范运用岗位服务用语；

（5）具有良好的英语交流能力，掌握民航

常用英语，能熟练进行英语口语交流；

（6）了解航空服务各个岗位的工作流程与

航空服务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

2.职业特定能力：

能熟练地操作民航客舱的各种设施设备；精

通空中乘务岗位的工作流程；能规范地进行

民航客舱服务；具有良好的分析、判断和应

变能力；具有良好的客舱安全及紧急救护技

能

3.跨行业职业能力：

（1）具有适应岗位变化的能力，该专业毕

业生也能从事高铁服务、高级邮轮、高级宾

馆服务等相关工作；

（2）具备民航市场营销及策划的能力，能

从事航空服务与管理等工作；

（3）具有创新和创业的基础能力

客舱检查 能按照程序和标准检查客舱设备、机供品和机上卫生

客舱

服务

客舱迎送服务 能按照服务流程迎送旅客

民航服务礼仪、民

航英语、民航客舱

服务知识

客舱安全演示

与检查
能熟练完成各阶段安全演示和安全检查的内容

客舱餐饮服务 能按照饮料和餐食的服务要求及流程提供客舱餐饮服务

客舱电子娱乐与报

刊、杂志服务

能够按照电子娱乐服务的要求进行播放，按照规范的方法

和要求的时间提供报刊、杂志

特殊旅客服务
能熟知特殊旅客的构成及服务原则，能区别不同类旅客进

行服务

不正常航班服务 能进行航班延误等各种不同类型的不正常航班的处理

客舱

安全

应急

处置

客舱排烟 能进行客舱烟雾的空中排放

民航应急处置、民

航客舱安全知识

应急撤离
能用天然材料组成地对空求救信号，能用手电筒、反光镜

等工具发出求救信号

医疗处置
能处理痢疾、流行性感冒等常见传染病，能处理食物中毒、

气道堵塞等机上常见病

危险品处置
能运用《飞行中客舱内危险品事故征候检查单》对机上危

险物品进行处置




	（1）具有适应岗位变化的能力，该专业毕业生也能从事高铁服务、邮轮服务、酒店服务等相关工作。
	（1）具有适应岗位变化的能力，该专业毕业生也能从事高铁服务、高级邮轮、高级宾馆服务等相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