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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概况



航空报国、使命光荣；根植航空、特色鲜明；校厂一体、区位独特；军民融合、前景光明

尚德躬行   笃学擅用

因航空而生  伴航空而长  随航空而强

1958年

1985年

1994年

2001年

学院创建于1958年6月，原名阎良第一航空工业工人技术学校，隶
属于第三机械工业部

1985年10月学校改为全日制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校名为空军
工程部第三航空工程学校，隶属于空军航空工程部

1994年3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航空工程学
校”，隶属于空军装备部工厂管理部

2001年3月组建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2002年1月1日起空军装备部将学院移交陕西
省人民政府管理，现直属陕西省教育厅

学院概况



规       模：占地830亩，在校生10845人

学院概况

专业体系：

······

尚德躬行   笃学擅用

院系设置：九个二级学院    维修、制造、材料、自动化、电子、 

                  四个特色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创新创业学院、通识教育学院、士官学院

                  对接航空装备制造、设备维修、航空材料、电子信息、航空服务等航空产业链

2001

2016
2015

20102006

2017 2018

陕西省一流
高职院校建
设单位

国家产教融合发
展工程建设单位
陆军定向培养士
官院校
国家优质高职院
校立项建设单位

通过全国高
职高专人才
培养工作水
平评估

空军定向培
养士官院校

更名西安航
空职业技术
学院，  升格
大专

国家示范性
高等职业院
校

陕西省优质
院校立项建
设单位

计算机、管理、汽车、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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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扎根航空产业沃土，厚植工匠精神



国家航空产业基地

“中国航空城”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公司

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

制造

鉴定

教育
培训

零部件
加工

测试

• 249名兼职教师

• 百余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 百余项技术服务项目

• 千余人次/年培训服务

• 千余人次/年参与人才培养过程

• 百余个/年就业岗位

为学院提供

尚德躬行   笃学擅用

一、“工业之花”凝聚“匠人匠心”



尚德躬行   笃学擅用

一、“工业之花”凝聚“匠人匠心”

“飞豹之父”    陈一坚院士C919总设计师——吴光辉 运-20总设计师——唐长红



尚德躬行   笃学擅用

一、“工业之花”凝聚“匠人匠心”

试飞英雄—李中华

试飞英雄—黄炳新 技能专家—黄孟虎

技能专家—薛  莹



尚德躬行   笃学擅用

二、新时代工匠精神的新话语新境界

    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企业开
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
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
提品质、创品牌。”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五一”国际劳动节表
彰大会上指出：“一切
劳动者，只要肯学肯干
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
领，掌握一手好技术，
就能立足岗位成长成才，
就都能在劳动中发现广
阔的天地，在劳动中体
现价值、展现风采、感
受快乐。”党的十九大
报告指出，建设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
雄师，弘扬劳模精神和
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
荣的社会风气和精益求
精的敬业风尚。



尚德躬行   笃学擅用

二、新时代工匠精神的新话语新境界

      党的十九大报告郑重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基

于新时代的到来，进而提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

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尚德躬行   笃学擅用

二、新时代工匠精神的新话语新境界

     新时代主要矛盾揭示了随着社会进步，人民越来越追求有品质、

有文化、低调奢华的时尚生活，商品与服务不只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而且要在精致、品位和内涵等方面延伸，商品不只是商品，而且是品

牌、情怀、个性化等方面的集合体。



尚德躬行   笃学擅用

二、新时代工匠精神的新话语新境界

      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生产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

精，追求完美和极致的精神理念



尚德躬行   笃学擅用

二、新时代工匠精神的新话语新境界

    新时代工匠精神，体现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社会主

义职业道德的需要和要求，强

调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精神和

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

德。包含三个层面：



尚德躬行   笃学擅用

新时代工匠精神包含三个层面：

国家层面

反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国家信仰，体现着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组织层面

实现追求极致的品质、不断超

越的使命，创造更多会更好的

社会价值，使组织实现可持续

发展，屹立于时代的潮头

组
织 个人层面

一种实现人生价值的信仰，有道是

“追求极致的技术取向、寻物求美

的审美取向、勤学实干的实践取向

、体知生命的人文取向”，是一种

自我价值实现的信仰和需要

国家层面

反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

家信仰，体现着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组织层面

实现追求极致的品质、不断超

越的使命，创造更多更好的社

会价值，使组织实现可持续发

展，屹立于时代的潮头

组
织 个人层面

是追求极致的技术取向、寻物

求美的审美取向、勤学实干的

实践取向、体知生命的人文取

向，是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信

仰和需要

国家层面

反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

家信仰，体现着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组织层面

实现追求极致的品质、不断超

越的使命，创造更多更好的社

会价值，使组织实现可持续发

展，屹立于时代的潮头

组
织 个人层面

是追求极致的技术取向、寻物

求美的审美取向、勤学实干的

实践取向、体知生命的人文取

向，是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信

仰和需要

国家层面

反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

家信仰，体现着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组织层面

实现追求极致的品质、不断超

越的使命，创造更多更好的社

会价值，使组织实现可持续发

展，屹立于时代的潮头

组
织 个人层面

是追求极致的技术取向、寻物

求美的审美取向、勤学实干的

实践取向、体知生命的人文取

向，是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信

仰和需要

国家层面

反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国家信仰，体现着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组织层面

实现追求极致的品质、不断

超越的使命，创造更多更好

社会价值，使组织实现可持

续发展，屹立于时代的潮头

组
织 个人层面

是追求极致的技术取向、寻

物求美的审美取向、勤学实

干的实践取向、体知生命的

人文取向，是一种自我价值

实现的信仰和需要



尚德躬行   笃学擅用

三、航空工匠精神驱动“航空强国”

     航空工业在自身发展中孕育出了体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勇于创新、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航空精神，即航空人的凝聚力
、战斗力和生产力，其中内含着追求卓越的创造精神、精益求
精的品质精神、用户至上的服务精神，即航空工匠精神。



尚德躬行   笃学擅用

三、航空工匠精神驱动“航空强国”

国家层面，体现航空报国、无私奉献的使命与宗旨。

组织层面，体现强军富民、创新超越的价值追求。

个人层面，倡导精益求精、敬业诚信的职业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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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深化“工学四合”，探索“工匠精神”培育体系



学
校

学 生

企
业

社 会

教育与产业

学
校
与
企
业

教
学
与
生
产

学习与就业

工学
四合

培育职业精神、工匠精神为目标

尚德躬行   笃学擅用

航空产业文化
职业
素质

高职教育文化

n        将“工匠精神”培育融入到学院办学育人的各个环节，并将其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责任、贯彻落实《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的重要抓手、落实创新发展行动计划“优质校”“一流校”建设的重要内容

、深化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思想武器，系统改革，持续推动，努力构建与一流高职院校相适应的“工匠精神

”培育体系，促进了学校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提升。



技校 升格高职转制办厂 中专1962-1979 1979-1985 20011985-2001

尚德躬行   笃学擅用

毛泽东主席作出了“
要建设强大空军
”的战略决策。

新的历史时期

一、教育与产业相结合，厚植“工匠精神”培育沃土

空军部队领导亲临学
校指导工作，为校捐
赠退役飞机及发动机
等教学设施，保持校
企合作。

建校时期 移交地方后

依托区位优势，继续
不断的为航空产业培
养德技并修的航空工
匠人才7万余。

航空维修 通用航空民航运输航空制造



尚德躬行   笃学擅用

一、教育与产业相结合，厚植“工匠精神”培育沃土

核心

2017年12月，在学院第二次党代会上
，我们又提出产教融合、校地融合、军
民融合这一“三融战略”，作为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具体举措，提升学
院与国家航空产业基地、阎良航空城、
富阎板块经济的融合与合作水平，着力
打造“航空工匠精神”培育的蓄水池、
大染缸。

职业
素质校

地
融
合

军
民
融
合

产教融合



二、学校与企业相结合，筑牢“工匠精神”培育体制

n 开放校园，打通校地文化围墙，
促进航空文化资源有序流动。

n 创设平台，沟通产教、校企主体
，促进多元主体的文化认同。

n 建立机制，融通校企两种文化，
聚集航空特色文化资源。

阎良区幼儿园组织参观航空科技馆 陕西省职教与航空产业高峰论坛 西航职院与航空产业基地合作



二、学校与企业相结合，筑牢“工匠精神”培育体制

作为“工匠精神”培育的主要抓

手，近年来，学校相继建立了“

厦航班”“西控班”“联想班

”“中国人民解放军5702班”

等100余个特色鲜明的校企合作

班。



二、学校与企业相结合，筑牢“工匠精神”培育体制

       先后投资2700万元，与上海中

锐集团、陕西国一四维航测遥感有

限公司、北京德润航空公司、西安

远飞航空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建

立了多个校内合作基地，混编校企

双方的资本、管理、资源、人员等

人才培养要素，打造了“工匠精神

”培育的实践基地，实现企业化课

程、模块化教学、项目化驱动。 学院2014届毕业生担任某无人机公司技术负责人



二、学校与企业相结合，筑牢“工匠精神”培育体制

       我校与德润航空公司共建的

无人机工作室派出10余名学生参

与灭害虫行动，病虫害灾情得到

有效扼制，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

评价。我院与国一四维有限公司

订单培养的15名学生赴青藏高原

参与国家高速公路G6遥感测绘，

顺利完成任务。
学院无人机专业毕业学生在今年陕西省

数十万亩玉米虫灾的灭虫救灾工作中



三、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夯实“工匠精神”培育主阵地

不断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不断丰富课堂内容

不断优化教材内容

       学校紧紧把握培育“工匠精神”过程中

专业课程的主阵地作用，根据企业生产需求

，结合学院航空人才培养的特点，不断深化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革新人才培养方案，在

专业课程教学中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提

升受教育者的职业品格与职业综合素养。



四、学习与就业相结合，把握“工匠精神”培育航向
（一）导入企业职业素养



四、学习与就业相结合，把握“工匠精神”培育航向

飞机发动机实训基地 机器人实训基地

       通过校企合作、资源整合等方式，将原来单功能的实训室整合升级成为兼具育人、生

产等综合功能为一体的校企合作共建的生产性实训基地，打造出“工匠精神”培育平台。

（二）提升技术技能水平



四、学习与就业相结合，把握“工匠精神”培育航向

       学校积极鼓励和支持全院师生参加各级

各类技能竞赛，并将工匠精神、职业素养融

入技能培养，形成了所有专业全覆盖、“校

级—省级—国家级”逐级提高的技术技能竞

赛体系，搭建出了杰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平

台和成长通道。

（二）提升技术技能水平

学生积极备战互联网+大赛



四、学习与就业相结合，把握“工匠精神”培育航向

二、提升技术技能水平

序号 级别 类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1 国际级 美国数学建模竞赛 4项 1项 6项

2 国家级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3项 11项 14项

3 国家级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3项 3项

4 国家级 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 2项 3项

5 省级 陕西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30项 58项 52项

6 省级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陕西赛区 5项 13项

合计 42项 78项 88项

近三年技能大赛获奖情况



四、学习与就业相结合，把握“工匠精神”培育航向
（二）提升技术技能水平

美国数学建模大赛一等奖 嵌入式产品应用开发一等奖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三等奖 航空发动机拆装、调试与维修二等奖

技 

能 

大 

赛 

获 

奖 

情 

况



四、学习与就业相结合，把握“工匠精神”培育航向
（三）构建航空育人文化体系

    构建了“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方
案50个及教学标准百余个；
     建成了学生顶岗实习管理规定等
校企合作相关制度80余个。

     打造了航空科技馆、校史馆、航
空长廊等文化育人实践平台；
     建成了校名校徽校歌、标准色以
及办公事务系统、知识系统、旗帜系
统、建筑风格等元素在内的视觉识别
系统。

      确立了艰苦创业、团结奉献、育
才树人、航空报国、追求卓越的西航
精神；
      确立了校风、教风、学风等精神
文化理念。

MI 理念识别系统BI 行为识别系统VI 视觉识别系统

学校借鉴运用CIS战略，在立足60年跟进服务国家航空事业、厚积航空文化精神基础上，结合高职教

育特点，将立德树人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构建了航空文化育人的理念（MI）、行为（BI）、视

觉（VI）等系统，统筹并重塑了精神文化、行为（制度）文化、物态文化，推进文化育人链与专业培

养链的有机融合，创新了富有航空文化特色、传承航空工匠精神的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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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蓝翔航模社、国旗护卫队等62个学生社团
，100余项文化活动，实施扬长教育，使学生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力军。

社团平台

开设《航空航天概论》、“航空文化大讲
堂”等课程，推动航空精神进方案、进教
材、进课堂、进头脑。

课程教学

建立健全了300余项各类制度规范，促进文
化育人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
制。

制度体系

把“航空报国，追求卓越”的航空精神外显
于物态文化建设中，让师生可见可感。

文化设施

促进教育与产业、学校与企业理念
沟通、精神相通、文化认同。

文化活动

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台及微信、
微博等新媒体，提高文化传播力和
影响力。

媒体矩阵 六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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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航空文化育人体系实
以来，产生了大量成果。
获教育部全国航空工业职
业教育教学行指委教学成
果特等奖1项、陕西省教学
成果一等奖1项、教育部全
国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指
委精品文化成果奖1项，省
级校园文化育人成果奖10
项。
今年被陕西省政府推荐参
加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学成
果奖的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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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增强德育效果，大幅改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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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中航工业通飞公司铆接装配工

任永峰，吉林航修公司修理厂技术厂长周仁涛，大连某航修厂工会主席 吕尧坤，吉航公司军械修理厂厂长

张向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侯灵，中央企业技术能手

优秀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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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建设只能解决与产业链的对接问题，文化融合才能真正读懂中国航空的精神

所在。走在西航职院的校园，抬眼处航空符号无处不在，交谈中航空语境无时不有。

         学院坚持“文化育人”，坚守航空“生命之基、活力之源”，把航空产业文化与

高职教育文化融合、渗透于人才培养全过程， 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学生的精神气质和理

想追求，正引领着学校朝着特色领先、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现代高职院校奋进。

文化融合进校园扬航空精神 精练队伍铸师魂育匠人匠心

本刊记者   席东梅

融航空报国精神 绘一流高职图景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优质校建设访谈

（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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