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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问卷、访谈等方法对我国民航飞行体育课程的现状进行调查。从飞行体育部门

的管理者、教师以及飞行学员 3 个层面对飞行体育课程开设现状、目标、内容、场地器材以及师

资等方面进行探讨，提出构建我国民航飞行体育课程体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通过调查认为，我

国飞行体育课程理论体系尚不成熟，存在着课程目标重点不突出，教材短缺、内容少，师资队伍

数量不足，器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飞行体育课程应注重培养飞行专项体能素质，突出终

身性，与未来的职业相结合；加大对飞行体育课程内容资源开发的力度，重视飞行体育教学内容

与健康教育内容的融合，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完善对飞行体育教师的培训体系，消除场地器材

的安全隐患；加强飞行体育科学研究，构建我国民航飞行体育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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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the authors investigated the current state of civil avi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mainly, probed into the current state of opening, objectives, contents, playgrounds, fa-

cilities and teachers regarding the avi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such three aspects as administrators, 

teachers and aviation students at the avi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and put forward the necessity and ur-

gency for building a civil avi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Via their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s concluded 

that the avi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theory system in China is not mature yet, still having such problems as not high-

lighted key curriculum objectives, shortage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sufficient content volume, inadequate number of 

teacher teams, and hidden safety dangers in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Retrospec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in avia-

tion physical education, we should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aviation-specific physical stamina capacity, highlight 

its lifetime nature, and combine it with future career; we should strength the development of aviation physical edu-

cation content resources, pay attention to the fusion of avi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contents and health 

education contents, and emphasize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we should perfect the avi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training system, and clear hidden safety dangers in playgrounds and facilities; we should strength 

scientific researches on avi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build a civil avi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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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从民航大国向民航强国的快速发展，民 航飞行人才紧缺和民航业发展间的矛盾日益突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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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适龄青年渴望成为飞行员这个特殊职业群体中

的一员。为了适应我国民航业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

的需要，提高飞行安全纪录，选拔高质量的飞行人才

已刻不容缓。优秀飞行员不仅需要驾驶飞机的理论知

识和实际操作能力，而且还应具备适合飞行工作的身

体素质，强健的身体是飞行人才必备的基础和条件，

是培养飞行学生良好飞行技术、适应职业需要的重要

载体；更是民航飞行从业人员保证飞行安全、提高飞

行质量、延长飞行时限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航空

院校十分重视对飞行大学生的体育教育。有研究表明：

航空体能训练与飞行体育教育实践效果好的飞行学员

其飞行技能也十分优秀，两者呈正相关关系[1]；缺乏科

学、合理的飞行体育教育将给飞行学员带来运动性的

损伤与疾病。因此，飞行体育教育的成败直接影响我

国飞行人才培养的优劣。 

国内外有关研究多关注飞行学员体能训练、体能

状况调查、运动损伤及相互影响机制的探讨；仅有 

少量文献从理论上提出了应加大飞行体育教育与航空

体能训练的力度；而从课程层面上对飞行体育教育的

调查研究未见有相关文献。国内航空院校为飞行技术

专业的学生开设了飞行(航空)体育课程，但对课程科

学、合理性的探讨与研究几乎为空白。因此，本课题

从我国飞行体育教育的现状寻找根源，找出不足与差

距，提出构建我国飞行体育课程体系的初步框架。 

 

1  我国民航飞行体育课程开设现状 
目前，我国设置飞行技术本科专业的高校有中国

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中国民航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滨州飞行学院等 7 所院校，开设航空(飞行)

体育课程的学校共 4 所，分别为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

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中国民

航大学。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是国内最早开设航空

体育的学校，自 1956 年开设航空体育课程，其教材、

大纲、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等方面都是

围绕着培养空军飞行员而制定和实施，主要参照前苏

联军事训练的手段和方法进行，教学手段和方法均以

军事命令的形式进行。1980 年起实现由军航到民航的

转型，根据培养目标的变化对航空体育的教材、大纲

作了较大修改和调整，使航空体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1986 年至今，开设航空体育课程的学校由一所增加到

4 所，在原来的基础上各校对航空体育教材内容进行

理论提升和修改，加大了对飞行技能形成相关性较大

的教材内容比重，更新教学的方法、手段和评价，使

航空体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美国 Embry-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2]和加拿大 Senac College[3]是世

界上著名的航空大学，虽然他们都没有开设专门的飞

行体育课程，但学员必须通过健康维持课程(health 

maintenance program)，达到一定的体能和健康水平，

还要系统学习航空生理、心理、环境等方面的知识，

通过身体的医学检查和相关的测试，这对我国民航飞

行学员的选拔和培训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2  飞行体育课程的目标、内容 
在收集到 3 所院校的飞行体育课程大纲中，均没

有对飞行体育课程目标进行表述，基本上是针对教学

目标提出的。2002 年新《纲要》颁布实施后，明确规

定了 5 个基本目标和 5 个领域目标，这个目标体系当

然也适用于飞行技术专业的学生。由于未来职业的特

殊性，对飞行学员在普适的目标基础上，还应该有适

当调整以具有针对性。对 3 所院校的飞行体育教学大

纲进行分析，大体的目标除了大学体育通常提出的教

学目标表述外，突出的特点就是培养飞行学员所具备

的专门素质。作为一门课程，这样的目标是不全面的。

课程目标理论认为，“制定课程目标时，应该把学科体

系、社会需要和学生发展 3 者结合起来，根据未来社

会的需要，把发展学生的个性，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去考虑，还要遵循全面性、现实性、

针对性和平衡性的原则”[4]。因此，飞行体育课程目标

的制定应注意以下问题：1)鉴于飞行学员未来职业的

特殊性，应加强素质教育，发挥体育的育人功能；2)

培养飞行学员所必备的专项身体素质；3)达到维持身

体健康的体能水平和健康素质；4)提高学生对终身体

育的理解和认识，形成健康的体育生活方式。 

目标导向和教材内容的选择。从开设的内容上看，

排在前 5 位的项目是滚轮、旋梯、长跑、单双杠、篮

球。游泳、技巧和乒乓球也是开设比较多的项目。通

过访谈得知，足球、定向越野、拓展训练等新兴项目，

因可能导致运动损伤或场地器材的因素，成为学校想

开设却不敢或没有条件开设的项目。飞行体育理论课

时少且短，容量不足；除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编写了航

空体育教材外，其余各校尚无教材可用。各校教材内

容的设置具有以下共同点：重视对飞行学员前庭功能、

飞行耐力、灵敏等素质的训练，具有明显的行业特色；

田径、体操、球类等竞技体育内容比重较大；缺乏实

用的飞行体育教材。 

调查显示，97.2%的飞行学员对飞行体育课程的

总体评价还比较满意；现有飞行体育课程对未来健康

的生活方式会有积极影响。对现行课程内容不满意的

部分，主要集中在飞行体育教学的内容和形式较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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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枯燥。因此，在体育训练中，运用各种体操技巧、

球类、田径等多种能够训练反应能力的方法手段对提

高人的协调灵敏、快速反应能力效果较佳[5]，在体育教

材中应编制多种身体练习内容，采用多种多样的训练

方法与手段来培养学生灵敏、协调、反应速度能力、

注意力分配能力，使学生既快速、准确又可同时完成

几项不同的任务。 

 

3  飞行体育课程的资源 
1)飞行体育的场地、器材和设施。吴燕丹[6]2004

年对全国 50 所高校所做调查结果显示，对照新颁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器材配备目录》(以下

简称《目录》)，从场地和器材两项指标比较，器材的

紧缺程度相对较小，场(馆)问题仍是制约高校体育发

展的主要矛盾。没有一所高校场地器材配备能完全符

合《目录》要求，基本符合的也只有 16 所。近几年高

校的扩招使得教学场地更加捉襟见肘。在调查中发现，

除专门的练习器械外，飞行学员和普通大学生一样使

用非常有限教学资源，其主要原因是占学校教育经费

比例极少的体育经费不足。另外，部分的专业器械如

旋梯和滚轮使用年限较长，无法得到维修，维护费用

大，长期使用容易导致伤害事故。对于将来从事飞行

职业的大学生来说，任何身体上的损伤和事故都难以

恢复，因为即使他们身体恢复了，但在恢复的过程中

就有可能永远被排除在这个职业之外[7]。 

2)飞行体育教师的培养。目前，高校飞行体育课

一般由普通体育教师兼任，国内没有专门对这部分教

师进行系统培训的学校或机构。调查表明，我国飞行

体育教师在体育部教师中的比例不足 10%，学历以讲

师为主，高级职称的比例不足 15%。近 90%的飞行体

育教师都有到空军飞行学校短期进修或学习的经历。

国内至今还没有专门组织飞行体育教师进行专业学术

讨论和交流，各院校也不接受教师的互访和学习，这

对飞行体育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和飞行体育这门课程

来说都不利。究其原因，可能是生源竞争导致的。这

是提高飞行体育教育的质量，培养高素质飞行员的瓶

颈。飞行专业大学生是特殊群体，上好他们的体育课

须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指导能力，这就要求

教师具备很高的素质；另一方面，随着民用航空业的

发展，学习飞行的学生大量进入高校，对掌握飞行体

育教育知识的体育教师的需求大大增加。体育教师需

具备相应的条件才能胜任，这些条件包括具备良好的

运动能力及教师资格等硬件。在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相关的体育教师经过系统的培训，学习专业的

知识，经考核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取得教师资格；各

飞行学校还有飞行经历的教师讲授航空生理、航空心

理以及航空环境生物学等与飞行体育课程交叉的知

识，因为飞行过程中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8]。 

 

4  发展我国飞行体育课程的策略 

4.1  注重培养飞行专项体能素质，突出终身性，与未

来的职业相结合 

航空心理学认为，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的活动可

基本分为程序性的、需要下决心的，以及知觉运动性

的 3 种。需要飞行员有较好的认知反应、分析判断、

知觉、短时记忆、决策及正确操纵与控制航空器的能

力[9]。因而，对于飞行人员的身心素质的要求相应要高

很多。而且需要一些特殊的素质，如灵敏协调快速反

应的能力、较好的前庭耐力、长时间的飞行耐力、对

航空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当前我国民航在校飞行专

业大学生无论是锻炼身体的习惯，还是运动能力、操

纵与控制器械能力、身体耐力、身体平衡能力等素质

状况与 20 世纪 70、80 年代学生身体素质相比，有明

显下降且愈为严重的趋势。对出国进行飞行技术实践

学习的学员进行调查发现，他们在实际的飞行操作过

程中，左手力量不够，飞行耐力水平低，容易导致疲

劳。因此，提高飞行学员专项体能素质刻不容缓。此

外，在航空公司年轻飞行人员群体中，身体发胖、脂

肪肝、胆固醇偏高、平衡机能不良、飞行耐力减弱、

腰肌劳损、高血压等人群逐渐增多[10]。这表明飞行学

员从事飞行职业后缺乏运动，终身体育的意识和习惯

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在航空体育教学中，要向学

生讲清楚飞行体育对飞行技能的形成与飞行能力的巩

固、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学生变被动练

习为主动学习，激发学生逐步养成课余乃至飞行之余

进行体育锻炼的习惯。 

4.2  加大对飞行体育课程内容资源开发力度，重视飞

行体育教学与健康教育内容的融合 

调查表明，除旋梯、滚轮、旋转操等发展学生前

庭耐力、抗眩晕能力的专项内容外，其余内容基本沿

袭中小学的体育教学内容，限于学时的原因，真正实

施的内容较少，且教学训练的形式和方法比较单一，

不易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对全面发展学生的各项身

体素质和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都是不利的。因此，

各航空院校应加大对飞行体育课程内容资源开发的力

度。可以从竞技运动项目的改造、新兴运动项目的引

进、民族民间传统体育资源的开发 3 个方面来进行综

合的考虑，尤其要重视飞行学员未来职业面临的相关

内容：如游泳、定向越野、拓展训练等。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是人的生理、心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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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3 者达到完美的状态。飞行体育与健康教育相结合，

系统地从生理、心理、社会 3 个层面增进飞行大学生

的健康既是职业的需要，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

人的生理、心理、社会三维健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

一体，作为飞行员，生理状态、心理情绪、社会适应

能力等方面对飞行活动至关重要，任何一个方面出了

问题都将危及飞行安全，导致飞行事故的发生。社会

健康中的关心理解、宽宏大量、互助互利、团结协作

对飞行员也十分重要[11]。调查发现，各院校对飞行学

员的健康教育重视不够，健康教育理论内容所占比例

较小、课时少、授课形式单一，且缺少与体育实践的

结合。研究认为，应适当增加飞行体育理论课的比重，

飞行体育与健康理论应包含以下内容：科学的身体锻

炼、飞行体育医务监督(运动损伤的预防与处理)、健

康体能维持的营养与卫生、与飞行体育相关的航空生

理与心理知识。 

4.3  完善对飞行体育教师的培训体系、消除场地器材

的安全隐患 

通过访谈得知，我国飞行专业体育教师基本能够

胜任飞行体育的实践教学，但在飞行健康理论的教学

中显得力不从心。体育教师缺少学习和参加培训的机

会，主要原因是国内还没有专业的培训机构，高校也

没有设置相关的培训课程。因此，要加强飞行体育教

师职业能力专业化发展的专门知识教育和专业化发展

需要的专门的技能训练[12]。我国民航相关部门应组织

各院校互派教师进行交流与学习，定期开展学术讨论，

组织骨干教师到美国、加拿大等国民航飞行院校学习、

访问，邀请具有丰富飞行经历的资深飞行员进行相关

知识的讲座，加大对飞行体育教师的培训力度。 

各航空院校在体育场地建设上应考虑飞行学员的

需要，对飞行体育场地、器材、设施有基本要求和发

展性的配置要求，各高校可根据本校实际情况进行配

备。考虑到高校体育经费的普遍紧缺，各院校可采用 

“航空公司多支持一点、学校多拨一点、体育部门承

担一点”的形式筹集，用于对航空体育专用器械更新

和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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