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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名称
民航危险品运输

课程编码 4314121

学时

学

总计：32学时

 讲课：20 

实训：12 时

学 分 2

类别 必修课（ ） 选修课（ √ ） 理论课（ ） 实践课（ ）

任课

教师
陈君璐 职称 副教授

授课

对象
专业班级：20 空乘 1 共 1 个班

基本

教材

和主

要参

考资

料

（1）教材：《民航危险品运输》易宵，航空工业出版社。2020/1/1
（2）参考资料：

①《民航危险品运输 -十三五全国高等院校民航服务专业规划教材》，李芙蓉 主编，清

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教学

目的

要求

（二）具体目

（一）课程总体目标
《民航危险品运输》课程为空中乘务专业职业必修课，授课对象为2020级

空中乘务专业学生。本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总体思路是重点介绍民航

危险品的识别、法律制度和应急处置程序，并结合课程内容有机融入思想政治

教育，如“民航运输国际防疫物资为例，彰显大国担当”、“6·29新疆和田

劫机事件”等，创新采用定主题、定基调、定内容框架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学

习“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责任”的民航职业精神，牢固树立民航安全意

识，坚决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为新时代民航强国事

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标
1、价值塑造

（1）引导学生领略祖国物资丰饶，树立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

（2）引导学生学习民航艰苦发展史，传承爱国、爱党、爱民航的优秀品质；

（3）培养学生集体主义思想和乐意为人服务的高尚品质；

（4）培养学生热爱民航事业和尽职尽责的良好职业素养；

（5）培养学生高尚情操，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和民航业核心价值观教育。

2、知识传授

（1）了解民航货物运输行业的形势与政策；

（2）掌握民航危险品运输的基础理论知识；

（3）掌握民航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与修养；

（4）掌握民航危险品运输的服务程序；

（5）掌握民航服务沟通艺术，了解民航货物运输相关拓展知识。

（2）掌握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

3、能力培养

（1）掌握良好的民航服务能力；

；

（3）掌握良好的跨部门组织协调能力；

（4）掌握良好的危机应变能力技巧。

（5）掌握民航危险品运输的服务程序；

（6）掌握民航服务沟通艺术，了解民航货物运输相关拓展知识。

（2）掌握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

4、技能培养

（1）掌握良好的民航服务能力；

；

（3）掌握良好的跨部门组织协调能力；

（4）掌握良好的危机应变能力技巧。



教学

重点

难点

如何深入挖掘提炼与本课程知识契合度高的的思政要素，建立课堂思政案例

库和实践教学基地，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代民航精神、工匠精神、

民航强国精神等，实现了价值引领、知识传授、技能培养的多维育人目标的有机

统一。

第一章 危险品概述 教案（章节）

授课时间 第 周 星期 第 节 课次

授课方式

（请打√

1

）
理论课√ 讨论课□ 实践课□ 习题课□ 其他□

课时

安排

教学单元（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一章 危险品概

2

述

目的、要求（分了解、熟悉、掌握三个层次）：

本章节以航空运输中危险品的运输流程为主线，系统地介绍危险品的分类、识别、包

装、标记和标签、运输文件、存储及装载、事故处理等内容。同时还介绍了航空运输中的

法律法规等基础知识。

【内容要求】

（1）掌握民航危险品运输的法律依据；

（2）了解危险品运输的责任；

（3）了解危险品运输的培训。

【教学提示】

本主题的教学建议与实际案例相结合，案例的选取应贴近生活、贴近学习、 贴近工

作，在教学中注重使学生掌握操作过程和技巧，采用“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理论教学

内容与实践教学内容融为一体。

课堂建生：树立民航安全意识、责任意识、民航强国信念和爱国主义情怀；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知识要点：

（1）掌握民航危险品运输的法律依据；

（2）了解危险品运输的责任；

（3）了解危险品运输的培训。

技能要点：

（1）掌握民航危险品运输的法律依据；

教学步骤：

讲授

教学手段：（如：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模型讲解、实物讲解、挂图讲解、音像讲解等）

多媒体讲解

作业和思考题：

（1）掌握民航危险品运输的法律依据；

（2）了解危险品运输的责任；

（3）了解危险品运输的培训。

课后分析与小结：
树立民航安全意识、责任意识、民航强国信念和爱国主义情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第二章危险品航空运输的法律法规

教案（章节）

授课时间 第 周 星期 第 节 课次

授课方式

（请打√

1

）
理论课√ 讨论课□ 实践课□ 习题课□ 其他□

课时

安排
2



教学单元（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二章 危险品航空运输的法律法规

目的、要求（分了解、熟悉、掌握三个层次）：

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是为加强危险品航空运输管理,促进危险品航空运

输发展,保证航空运输安全而制定的。2012 年 12 月 24 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局务会议通

过,2013 年 9 月 22 日中国民用航空局令第 216 号公布,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最新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全文包括总则、危险品航空运输的限制和豁免、

危险品航空运输许可程序、危险品航空运输手册、危险品航空运输的准备等共十三章一百

四十五条。

【内容要求】

（1）熟悉禁运的危险品；

（2）了解旅客或机组人员携带的危险品；

（3）熟悉隐含的危险品；

（4）了解有限数量的危险品和例外数量的危险品。

【教学提示】

本主题的教学建议与实际案例相结合，案例的选取应贴近生活、贴近学习、 贴近工

作，在教学中注重使学生掌握操作过程和技巧，采用“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理论教学

内容与实践教学内容融为一体。

课堂讲述：以中国原子弹《横空出世》电影切入，培养学生勇于奉献、勇于探索的精

神。牢固树立民航安全意识，做到思想、业务、技能三过硬。

知识要点：

（1）熟悉禁运的危险品；

（2）了解旅客或机组人员携带的危险品；

（3）熟悉隐含的危险品；

（4）了解有限数量的危险品和例外数量的危险品。

技能要点：

（1）熟悉禁运的危险品；

（2）了解旅客或机组人员携带的危险品；



教学步骤：

讲授

教学手段：（如：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模型讲解、实物讲解、挂图讲解、音像讲解等）

多媒体讲解

作业和思考题：

（1）熟悉禁运的危险品；

（2）了解旅客或机组人员携带的危险品；

（3）熟悉隐含的危险品；

（4）了解有限数量的危险品和例外数量的危险品。

课后分析与小结：

以中国原子弹《横空出世》电影切入，培养学生勇于奉献、勇于探索的精神。牢固树

立民航安全意识，做到思想、业务、技能三过硬。

第三章 危险品的识别教案（章节）
授课时间 第 周 星期 第 节 课次

授课方式

（请打√

1

）
理论课√ 讨论课□ 实践课□ 习题课□ 其他□

课时

安排

教学单元（教学章、节或主题）

2

：

第三章 危险品的识别

目的、要求（分了解、熟悉、掌握三个层次）：

民航危险品的识别包含了 UN 编号和 ID 编号、运输专用名称- Proper Shipping

Name、确指名称（应优先使用）、泛指名称 N.O.S. - Not Otherwise Specified、危险

品的一般化学名称（应优先使用）、描述危险品的危险性名称。

【内容要求】

（1）掌握危险品品名表的介绍和使用。



（2）了解危险品运输专用名称；

（3）了解危险品运输专用名称的选择。

【教学提示】

本主题的教学建议与实际案例相结合，案例的选取应贴近生活、贴近学习、 贴近工

作，在教学中注重使学生掌握操作过程和技巧，采用“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理论教学

内容与实践教学内容融一体。

案例教学法：以民航运输国际防疫物资为例，彰显大国担当，培养民航人职业自豪感

和尽职敬业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培养良好的民航职业道德。

知识要点：

（1）掌握危险品品名表的介绍和使用。

（2）了解危险品运输专用名称；

（3）了解危险品运输专用名称的选择。

技能要点：

（1）掌握危险品品名表的介绍和使用。

（2）了解危险品运输专用名称；

（3）了解危险品运输专用名称的选择。

教学步骤：

讲授

教学手段：（如：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模型讲解、实物讲解、挂图讲解、音像讲解等）

多媒体讲解

作业和思考题：

（1）掌握危险品品名表的介绍和使用。

课后分析与小结：

以民航运输国际防疫物资为例，彰显大国担当，培养民航人职业自豪感和尽职敬业精

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培养良好的民航职业道德。



第四章 危险品的包装 教案（章节）

授课时间 第 周 星期 第节 课次

授课方式

（请打√

1

）
理论课√ 讨论课□ 实践课□ 习题课□ 其他□

课时

安排

教学单元（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四章危险品的包

2

装

目的、要求（分了解、熟悉、掌握三个层次）：

危险物品，即由于其化学、物理或者毒性特性使其在生产、储存、装卸、运输过程中，

容易导致火灾、爆炸或者中毒危险，可能引起人身伤亡、财产损害的物品。显然，这是从

物品的性质上所作的界定。通常讲，危险物品主要包括：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包装

分级 按包装结构强度和防护性能及内装物的危险程度，分为三个等级：Ⅰ级包装：适用

内装危险性极大的货物。Ⅱ级包装：适用内装危险性中等的货物。Ⅲ级包装：适用于内装

危险性较小的货物。

【内容要求】

（1）了解包装概述；

（2）了解危险品的包装种类；

（3）了解包装说明；

（4）了解危险品包装的检查。

【教学提示】

本主题的教学建议与实际案例相结合，案例的选取应贴近生活、贴近学习、 贴近工

作，在教学中注重使学生掌握操作过程和技巧，采用“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理论教学

内容与实践教学内容融一体。

案例教学法：以《巴基斯坦援助中国物资包装简陋、杂乱不堪，背后真相却令人动容》

为例，深化中国的大国情怀和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践行是非观、善恶观、荣辱

观；工匠精神。

知识要点：

（1）了解包装概述；

（2）了解危险品的包装种类；



（3）了解包装说明；

（4）了解危险品包装的检查。

技能要点：

（1）了解包装概述；

（2）了解危险品的包装种类；

（3）了解包装说明；

（4）了解危险品包装的检查。

教学步骤：

讲授

教学手段：（如：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模型讲解、实物讲解、挂图讲解、音像讲解等）

多媒体讲解

作业和思考题：

（1）了解包装概述；

（2）了解危险品的包装种类；

（3）了解包装说明；

（4）了解危险品包装的检查。

课后分析与小结：

以《巴基斯坦援助中国物资包装简陋、杂乱不堪，背后真相却令人动容》为例，深化中

国的大国情怀和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践行是非观、善恶观、荣辱观；工匠精神。

第五章危险品的标记和标签 教案（章节）
授课时间 第 周 星期 第节 课次

授课方式

（请打√

1

）
理论课√ 讨论课□ 实践课□ 习题课□ 其他□

课时

安排
2



教学单元（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五章危险品的标记和标签

目的、要求（分了解、熟悉、掌握三个层次）：

民航危险品的标记和标签包括基本标记：运输专用名称、UN/ID 编号、收发货人姓

名地址、每一包装中所装危险品的净数量、附加标记、爆炸物品 、诊断标本、深冷液化

气体、干冰、传染性物质、限量包装、UN 规格包装标记 4G /X45 / S / 97 / NL / VL823、

1A1 /Y1.4 / 150 / 97 / NL / VL824 等内容。

【内容要求】

（1）了解危险品标记；

（2）掌握危险品标签；

【教学提示】

本章节主题的教学建议与实际案例相结合，案例的选取应贴近生活、贴近学习、贴近

工作，在教学中注重使学生掌握操作过程和技巧，采用“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理论教

学内容与实践教学内容融一体。

情景教学法：耐心细致、文明礼貌的民航服务素养；认真负责、踏实敬业的工作态度。

知识要点：

（1）了解危险品标记；

（2）掌握危险品标签；

技能要点：

（1）了解危险品标记；

（2）掌握危险品标签；

教学步骤：

讲授



教学手段：（如：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模型讲解、实物讲解、挂图讲解、音像讲解等）

多媒体讲解

作业和思考题：

（1）了解危险品标记；

（2）掌握危险品标签；

课后分析与小结：

总结如何提高耐心细致、文明礼貌的民航服务素养；认真负责、踏实敬业的工作态度。

第六章放射性物质教案（章节）
授课时间 第 周 星期 第节 课次

授课方式

（请打√

1

）
理论课√ 讨论课□ 实践课□ 习题课□ 其他□

课时

安排

教学单元（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六章放射性物

2

质

目的、要求（分了解、熟悉、掌握三个层次）：

放射性物品是指含有放射性核素，并且其活度和比活度均高于国家规定的豁免值的物

品。放射性物品能不断地、自发地放出肉眼看不见的 x、α、β、γ射线和中子流等。

【内容要求】

（1）了解放射性物品的特性

（2）掌握放射性物品运输需求

（3）熟悉放射性物品的辐射防护

【教学提示】

本章节主题的教学建议与实际案例相结合，案例的选取应贴近生活、贴近学习、 贴

近工作，在教学中注重使学生掌握操作过程和技巧，采用“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理论

教学内容与实践教学内容融一体。

案例教学法：以《“两弹”元勋邓稼先：3 次凝望天安门流泪，核辐射患癌过早离世！》

为例，深化无私奉献、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知识要点：

（1）了解放射性物品的特性

（2）掌握放射性物品运输需求

（3）熟悉放射性物品的辐射防护

技能要点：

（1）了解放射性物品的特性

（2）掌握放射性物品运输需求

（3）熟悉放射性物品的辐射防护

教学步骤：

讲授

教学手段：（如：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模型讲解、实物讲解、挂图讲解、音像讲解等）

多媒体讲解

作业和思考题：

（1）了解放射性物品的特性

（2）掌握放射性物品运输需求

（3）熟悉放射性物品的辐射防护

课后分析与小结：

以《“两弹”元勋邓稼先：3 次凝望天安门流泪，核辐射患癌过早离世！》为例，深

化无私奉献、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第七章危险品操作教案（章节）
授课时间 第 周 星期 第节 课次

授课方式

（请打√

1

）
理论课√ 讨论课□ 实践课□ 习题课□ 其他□

课时

安排

教学单元（教学章、节或主题）

2

：

第七章危险品操作



目的、要求（分了解、熟悉、掌握三个层次）：

学习从危险品操作原则出发，了解危险品收运、存储、装载、信息提供、危险品事故

的处置方法和填写危险品事故报告单等内容。

（1）了解危险品收运

（2）了解危险品存储

（3）熟悉危险品装载

（4）掌握信息提供

（5）熟悉危险品事故应急处置

（6）掌握危险品事故报告单的填写

【教学提示】

本章节主题的教学建议与实际案例相结合，案例的选取应贴近生活、贴近学习、 贴

近工作，在教学中注重使学生掌握操作过程和技巧，采用“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理论

教学内容与实践教学内容融一体。

情景教学法：结合《勇者担当·大义非——救火英雄孙刚》为情景，询问学生在碰到

相同情况会怎么做？强调责任意识、安全意识、危机意识和维护公共安全的高尚品德。

知识要点：

（1）了解危险品收运

（2）了解危险品存储

（3）熟悉危险品装载

（4）掌握信息提供

（5）熟悉危险品事故应急处置

（6）掌握危险品事故报告单的填写



技能要点：

（1）了解危险品收运

（2）了解危险品存储

（3）熟悉危险品装载

（4）掌握信息提供

（5）熟悉危险品事故应急处置

（6）掌握危险品事故报告单的填写

教学步骤：

讲授

教学手段：（如：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模型讲解、实物讲解、挂图讲解、音像讲解等）

多媒体讲解

作业和思考题：

（1）了解危险品收运

（2）了解危险品存储

（3）熟悉危险品装载

（4）掌握信息提供

（5）熟悉危险品事故应急处置

（6）掌握危险品事故报告单的填写

课后分析与小结：

结合《勇者担当·大义非——救火英雄孙刚》为情景，询问学生在碰到相同情况会怎

么做？强调责任意识、安全意识、危机意识和维护公共安全的高尚品德。

第八章民航危险品的运输文件 教案（章节）
授课时间 第 周 星期 第节 课次

授课方式

（请打√

1

）
理论课√ 讨论课□ 实践课□ 习题课□ 其他□

课时

安排
2



教学单元（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八章民航危险品的运输文件

目的、要求（分了解、熟悉、掌握三个层次）：

航空货运单航空货运单是航空货物运输合同订立和运输条件以及承运人接受货物的

初步证据。托运人应当对航空货运单上所填关于货物的说明和声明的正确性负责。当危险

品进行航空运输时，货运单必须按照危险品规则的具体要求进行填写。货物的品名应如实

申报，禁止以非危险品品名托运危险品。

【内容要求】

（1）了解危险品申报单；

（2）熟悉航空货运单的填制；

（3）了解危险品收运检查单；

（4）了解特种货物机长通知单。

【教学提示】

本章节主题的教学建议与实际案例相结合，案例的选取应贴近生活、贴近学习、 贴

近工作，在教学中注重使学生掌握操作过程和技巧，采用“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理论

教学内容与实践教学内容融一体。

案例教学法：以《空中英豪、一辈子无事故的徐柏龄先生》为例，树立民航安全无小

事的高度责任意识，弘扬情操高尚、作风正派、细致周到的民航服务品质，以及求知热情、

精益求精、团队合作意识和助人为乐的精神。

知识要点：

（1）了解危险品申报单；

（2）熟悉航空货运单的填制；

（3）了解危险品收运检查单；

（4）了解特种货物机长通知单。



技能要点：

（1）了解危险品申报单；

（2）熟悉航空货运单的填制；

（3）了解危险品收运检查单；

（4）了解特种货物机长通知单。

教学步骤：

讲授

教学手段：（如：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模型讲解、实物讲解、挂图讲解、音像讲解等）

多媒体讲解

作业和思考题：

（1）了解危险品申报单；

（2）熟悉航空货运单的填制；

（3）了解危险品收运检查单；

（4）了解特种货物机长通知单。

课后分析与小结：

以《空中英豪、一辈子无事故的徐柏龄先生》为例，树立民航安全无小事的高度责任

意识，弘扬情操高尚、作风正派、细致周到的民航服务品质，以及求知热情、精益求精、

团队合作意识和助人为乐的精神。

第九章民航危险品的运输限制 教案（章节）
授课时间 第 周 星期 第节 课次

授课方式

（请打√

1

）
理论课√ 讨论课□ 实践课□ 习题课□ 其他□

课时

安排

教学单元（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九章民航危险品的运输限

2

制

目的、要求（分了解、熟悉、掌握三个层次）：

民航危险品的收运除技术细则另有要求外，附有完整的危险品航空运输文件；按照技

术细则的接收程序对包装件、合成包装件或盛装危险品的专用货箱进行过检查；确认危险

品航空运输文件由托运人签字，并且签字人已按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

CCAR-276 规定的要求训练合格。



【内容要求】

（1）了解危险品的收运规定、运输的限制；

（2）了解危险品的存储；

（3）了解危险品的装载。

【教学提示】

本章节主题的教学建议与实际案例相结合，案例的选取应贴近生活、贴近学习、 贴

近工作，在教学中注重使学生掌握操作过程和技巧，采用“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理论

教学内容与实践教学内容融一体。

知识要点

案例教学法：以《新疆和田劫机》事件为例，开展沉浸式体验教学模式，牢固树民

航安全意识，深化多民族融合内涵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信念，还要刻苦钻研业务，不

断进取，在民航工作中融入民族团结、红色文化、科技文化等精神熏陶。

：

（1）了解危险品的收运规定、运输的限制；

（2）了解危险品的存储；

（3）了解危险品的装载。

技能要点：

（1）了解危险品的收运规定、运输的限制；

（2）了解危险品的存储；

（3）了解危险品的装载。

教学步骤：

讲授

教学手段：（如：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模型讲解、实物讲解、挂图讲解、音像讲解等）

多媒体讲解

作业和思考题：

（1）了解危险品的收运规定、运输的限制；

（2）了解危险品的存储；

（3）了解危险品的装载。



课后分析与小结：

以《新疆和田劫机》事件为例，牢固树立民航安全意识，深化多民族融合内涵和维护

国家统一的坚定信念，还要刻苦钻研业务，不断进取，在民航工作中融入民族团结、红色

文化、科技文化等精神熏陶。

第十章锂电池的航空运输 教案（章节）
授课时间 第 周 星期 第节 课次

授课方式

（请打√

1

）
理论课√ 讨论课□ 实践课□ 习题课□ 其他□

课时

安排

教学单元（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十章锂电池的航空运

2

输

目的、要求（分了解、熟悉、掌握三个层次）：

学习锂电池运输的基础知识、锂电池航空运输限制要求、锂电池航空运输方式、锂电

池航空运输的标记和标签、锂电池航空运输事故应急处置和化学危险品介绍等内容。

（1）了解锂电池运输的基础知识和运输限制要求；

（2）掌握锂电池航空运输的标记和标签；

（3）熟悉锂电池航空运输事故应急处置。

【教学提示】

本章节主题的教学建议与实际案例相结合，案例的选取应贴近生活、贴近学习、 贴

近工作，在教学中注重使学生掌握操作过程和技巧，采用“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理论

教学内容与实践教学内容融一体。

情景教学法：以《宁德时代为什么这么强？》为情景展开课堂讨论，学习把握社会发

展方向的创新性和前瞻性，激发爱国情怀，强化民航人肩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必须吃苦

耐劳、认真学习相关业务知识。

知识要点：

（1）了解锂电池运输的基础知识和运输限制要求；

（2）掌握锂电池航空运输的标记和标签；

（3）熟悉锂电池航空运输事故应急处置。



技能要点：

（1）了解锂电池运输的基础知识和运输限制要求；

（2）掌握锂电池航空运输的标记和标签；

（3）熟悉锂电池航空运输事故应急处置。

教学步骤：

讲授

教学手段：（如：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模型讲解、实物讲解、挂图讲解、音像讲解等）

多媒体讲解

作业和思考题：

（1）了解锂电池运输的基础知识和运输限制要求；

（2）掌握锂电池航空运输的标记和标签；

（3）熟悉锂电池航空运输事故应急处置。

课后分析与小结：

以《宁德时代为什么这么强？》为情景展开课堂讨论，学习把握社会发展方向的创新

性和前瞻性，激发爱国情怀，强化民航人肩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必须吃苦耐劳、认真学

习相关业务知识。

（二）课程学时分配安排

序

（1）理论教学（20学时）

号

教学

内容

学

时
专业要点 思政融入点

教学

方法

1

危险

品概

述

第一节 危险品的概念

第二节 危险品航空运输
2

的

法律法规

第三节 危险品进入航空器

的途径

第四节 危险品航空运输流

程

第五节 责任

第六节 培训

树立民航安全意识、责

任意识、民航强国信念

和爱国主义情怀；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提高思想政治素

质。

课堂

讲述



2

危险

品航

空运

输的

法律

法规

第一节 危险品分类概述

第二

2

节 九大类危险品

第三节多重危险性的物质与物

品

以中国原子弹《横空出

世》电影切入，培养学

生勇于奉献、勇于探索

的精神。牢固树立民航

安全意识，做到思想、

业务、技能三过硬。

课堂

讲述

3

危险品

识别

第一节 危险品“品名表”

2

介

绍

第二节 危险品“品名表”的

使用

以民航运输国际防疫物

资为例，彰显大国担当，

培养民航人职业自豪感

和尽职敬业精神；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

性，培养良好的民航职

业道德。

案 例

教学法

4 危险品

包装

第一节 危险品包装概述

第二节 危险品包装的基本
2

要

求

第三节 国际规格包装标记

第四节 包装检查

以《巴基斯坦援助中国物

资包装简陋、杂乱不堪，

背后真相却令人动容》为

例，深化中国的大国情怀

和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巨

大贡献；践行是非观、善

恶观、荣辱观；工匠精神。

案 例

教学法

5

危 险 品

标 记 与

标签

第一

2

节 危险品包装的标记

第二节 航空危险货物标签

第三节 合成包装的标记与标

签

耐心细致、文明礼貌的

民航服务素养；认真负

责、踏实敬业的工作态

度。

情 景

教学法

6

放射性

物质

第一节 放射性物质的基本

2

概

念和分类

第二节 放射性物质的包装

第三节 放射性物质的标记和

标签

以《“两弹”元勋邓稼先：3
次凝望天安门流泪，核辐

射患癌过早离世！》为例，

深化无私奉献、爱国精神

和社会责任感。

案 例

教学法

7

危险品

操作

第一节 危险品操作原则

第二节 危险品收运

第三节 危险品存储

第四节 危险品装载

第五节 信息提供

第六节 危险品事故应急处置

第七

2

节 危险品事故报告单

结合《勇者担当·大义

非——救火英雄孙刚》

为情景，询问学生在碰

到 相 同 情 况 会 怎 么

做？强调责任意识、安

全意识、危机意识和维

护公共安全的高尚品

德。

情 景

教学法



8 危险品

运输文

件

第一节 托运人危险物品申

2

报

单

第二节 货物托运书

第三节 航空货运单

第四节 危险品收运检查单

第五节 特种货物机长通知单

以《空中英豪、一辈子无事

故的徐柏龄先生》为例，树

立民航安全无小事的高度

责任意识，弘扬情操高尚、

作风正派、细致周到的民航

服务品质，以及求知热情、

精益求精、团队合作意识

和助人为乐的精神。

案 例

教学法

9 危险品

运输限

制

第一节 禁止航空运输的危

2

险

品

第二节 隐含的危险品

第三节 旅客和机组人员携带

的危险品

第四节 其他形式的危险品

第五节 国家和运营人差异

1

以《新疆和田劫机》事件

为例，牢固树立民航安全 案 例

意识，深化多民族融合内 教学法

涵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坚

定信念，还要刻苦钻研业

务，不断进取，在民航工

作中融入民族团结、红色文

化、科技文化等精神熏陶。

0 锂电池

的航空

运输

第一节 锂电池运输的基础

2

知

识

第二节 锂电池航空运输限制

要求

第三节 锂电池航空运输方式

第四节 锂电池航空运输的标

记和标签

第四节 锂电池航空运输事故应

急处置

第五节 化学危险品介绍

以《宁德时代为什么这

么强？》为情景展开课

堂讨论，学习把握社会

发展方向的创新性和前

瞻性，激发爱国情怀，

强化民航人肩负的使命

感与责任感，必须吃苦

耐劳、认真学习相关业

务知识。

情景

教学

法

（2）实践实训教学（12 学时）

《民航危险品运输》课程组成员深入挖掘提炼与本课程知识契合度高的的思

政要素，建立课堂思政案例库和实践教学基地，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代民航精神、工匠精神、民航强国精神等，实现了价值引领、知识传授、技能

培养的多维育人目标的有机统一。

专题一 民航强国（4 学时）

依托实训基地：

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思政教育内容：

沉浸式

体验



通过参观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和党群活动中心，以《总理，今天的中

国民航如您所愿》为主题，融入民航强国思想。让学生牢记历史，要保持坚定正

确的政治方向、团结紧张的生活作风、精湛一流的专业技术、高尚优良的道德品

质、令行禁止的组织纪律、整齐划一的内务秩序，为民航强国贡献一份力量。

专题二 红色文化（4 学时）

依托实训基地：

厦门特区纪念馆

思政教育内容：

通过重温特区 40 年的凤凰蝶变，领略红色风采。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

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

圆梦，继续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人生理想，以

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个人成长积蓄能量，为祖国建设保驾护航，为民族复兴

插上翅膀！

专题三 科技强国（4 学时）

依托实训基地：

厦航培训中心

思政教育内容：

让学生近距离探秘厦航培训基地，目睹真实训练飞机的风采，由民航专家带

队参观，通过看展品、听讲解，感受民航科技的无穷魅力。牢记习近平主席在全

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讲话，“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让学生在有

趣的学习中，潜移默化学习到创新意识，学会砥砺奋进。

专题四 爱岗敬业（4 学时）

依托实训基地：

厦门航空货物运站

思政教育内容：

让学生深入工作一线，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也让学生明白，伴随国家综合国

力的上升，民航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社会对航空服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



素质与能力要求。着力培养学生“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爱岗敬业精

神和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进一步激发学生民航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

担当。

制订人：陈君璐

审核人：温艳

批准人：胡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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