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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
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
单位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国际民用航空词汇》（DOC 9713）
NFPA402-2019 航空救援与灭火操作指南
GB/T 23648-2009 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与救援工作指南
GB18040-2019 民用运输机场应急救护设施设备配备
3 术语和定义
《国际民用航空词汇》（DOC 971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
准。
3.1

机场 aerodrome

在陆地上或水面上一块划定的区域（包括各种建筑物、装置和设备），其
全部或部分供航空器进场、离场和地面活动之用。
[DOC 9713，定义 A18]
3.2

航空器 aircraft

能从空气的反作用而不是从空气对地面的反作用，在大气中获得支撑的任
何机器。
[DOC 9713，定义 A58]
NFPA402-201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3

航空器灭火救援

aircraft rescue and fire fighting

为防止、控制或扑灭航空器火灾或航空器临近区域的火灾所采取的灭火救
援行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保护乘员的逃生通道。
[NFPA402-2019，定义 3.10]
GB/T 23648-200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4

援救 rescue

找回遇险人员、为其提供初步的医疗或其他需要、并将其送往安全地点的
工作。
[GB/T 23648-2009，定义 2.7]
GB18040-201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5

机场应急救护 airport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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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护机构和应急救护人员在机场及其邻近区域对下列情况采取的应急
医疗救护措施，为机场应急救援的组成部分：
——航空器突发事件、非航空器突发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航空旅客和民航工作人员发生的紧急医疗事件等。
[GB18040-2019 ，定义 2.1]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航空服务、民航运输、民航安全技术管理、空中乘务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救援技术、民航安全技术管理、空中乘务、民航空中安全保
卫、机场运行、航空地面设备维修、飞机机电设备维修、飞机电子设备维修等专
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消防指挥、核生化消防、安全工程、
交通工程、交通运输、消防工程等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航空服务、民航运输服务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应急救援技术、民航安全技术管理、空中乘务、民航空中安
全保卫、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航空地面设备维修、飞机机电设备维修、飞机电
子设备维修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消防指挥、核生化消防、安全工程、
交通工程、交通运输、消防工程等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民航运输服务与管理、航空机电设备维修技术、智
慧机场运行与管理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 （初级）：主要面向乘务员、安全员、航油工
作人员、飞机监护员、机务、行李装卸员、廊桥操作员等岗位。
【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 （中级）：主要面向机场消防战斗员岗位。
【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 （高级）：主要面向实施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
护应急管理和指挥的机场应急救援各单位相关管理岗位的辅助人员。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
个级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初级）：主要职责是根据作业流程的规定，作
为突发事件的第一目击者，在航空器和非航空器突发事件初期，实施灭火救援和
救护作业。
【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中级）：主要职责是根据作业流程的规定，作
为消防战斗员，实施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工作。
【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高级）：主要职责是根据业务管理需求，作为
机场应急救援各单位相关管理岗位的辅助人员，实施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的应
急管理和指挥的管理辅助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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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火情判断

1.2 信息报送

职业技能要求
1.1.1能够判断航空器火情，确定合理灭火救
援处置思路。
1.1.2 能够判断非航空器火情，确定合理灭火
救援处置思路。
1.2.1能够准确描述航空器突发事件的具体位
置。
1.2.2能够准确描述非航空器突发事件的具体
位置。
1.2.3能够准确收集航空器灭火救援和救护信
息。
1.2.4能够准确收集非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
信息。
1.2.5能够按照信息报送流程报送航空器灭
火救援与救护信息。
1.2.6 能够按照信息报送流程报送非航空器灭
火救援与救护信息。
1.3.1能够正确选择并操作航空器灭火设备设
施。

1.灭火救援

1.3 初起火灾扑救

1.3.2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正确使用机场
常见灭火设备设施。
1.3.3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扑救航空器初起
火灾。
1.3.4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扑救机场初起火
灾。
1.3.5能够动态评估航空器初起火灾扑救中
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1.3.6 能够动态评估机场初起火灾扑救中的风
险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1.4.1能够正确选择并操作航空器避难逃生设
备设施。

1.4 疏散逃生引导

1.4.2能够按照技术操作流程组织机上人员
疏散、 逃生，并正确和地面人员完成工作
交接。
1.4.3能够正确选择并操作机场避难逃生设备
设施。
1.4.4能够正确组织机场人员疏散、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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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能够判断航空器突发事件情况，确定合
2.1 情况判断

2.2 信息报送

2.应急救护

2.3 救护物资获取

2.4 检伤分类

2.5 紧急救治

理救 护处置思路。
2.1.2 能够判断非航空器突发事件情况，确定
合理救护处置思路。
2.2.1能够准确描述航空器突发事件的具体位
置。
2.2.2能够准确描述非航空器突发事件的具体
位置。
2.2.3能够准确收集航空器灭火救援和救护信
息。
2.2.4能够准确收集非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
信息。
2.2.5能够按照信息报送流程报送航空器灭
火救援与救护信息。
2.2.6 能够按照信息报送流程报送非航空器灭
火救援与救护信息。
2.3.1能够准确分析航空器突发事件救护信
息。
2.3.2 能够准确分析非航空器突发事件救护信
息。
2.3.3 能够准确确认并获取需要的航空器救护
物资。
2.3.4 能够准确确认并获取需要的非航空器救
护物资。
2.4.1 能够确认是否需要启动检伤分类工作。
2.4.2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实施 START 检伤
分类操作。
2.4.3 能够根据信息报送要求报送检伤结果信
息。
2.4.4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处置黑伤人员，
并操作相关设备设施。
2.4.5 能够应用评估方法对现场情况进行动态
评估。
2.5.1 能够动态识别紧急救治中的风险并采取
相应的应对措施。
2.5.2 能够使用动态/二次评估方法评估伤员
救治的优先顺序。
2.5.3 能够正确并快速识别伤员整体情况和全
面伤情。
2.5.4 能够正确识别并检测伤员生命体征。
2.5.5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正确实施气道开
放操作，并操作相关设备设施。
2.5.6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正确实施止血操
5

作，并操作相关设备设施。
2.5.7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正确实施心肺复
苏术操作，并操作相关设备设施。
2.5.8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正确实施除颤操
作，并操作相关设备设施。
2.5.9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正确实施摆放。
2.5.10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正确实施异物
梗阻操作，并操作相关设备设施。
2.5.11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正确实施给氧
操作，并操作相关设备设施。
2.5.12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正确实施保暖
操作和防暑操作，并操作相关设备设施。
2.5.13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正确实施包扎
操作，并操作相关设备设施。
2.5.14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正确实施固定
操作和脊柱损伤制动操作，并操作相关设备
设施。
2.5.15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正确实施断肢
保存操作，并操作相关设备设施。
2.5.16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正确实施烧伤
操作，并操作相关设备设施。
2.5.17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正确实施搬运
操作，并操作相关设备设施。
2.5.18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正确实施其它
救护操作，并操作相关设备设施。
2.5.19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处置黑伤人员，
并操作相关设备设施。
2.6.1能够正确呼叫专业医疗资源支持。
2.6 专业医疗资源
协助

2.6.2能够使用标准话术准确与专业医疗人
员交接信息。
2.6.3能够根据实际需求和专业医疗人员的
要求协助专业医疗人员进行后续处置。

表 2 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能够正确点验机场消防车及车载设备设
施。

1.勤务准备

1.1 机 场 消 防 车 辆 1.1.2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维保机场消防
与车载消防设备设 车底盘系统。
施维保
1.1.3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维保消防水泵
及管路系统。
1.1.4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维保机场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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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系统。

1.2 勤务用品准备

1.2.1能够正确配备并点验灭火救援设备设
施。
1.2.2 能够正确配备并点验应急救护设备设
施。

2.1 勤务出动

2.1.1能够按照响应要求完成勤务出动。
2.1.2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穿戴防护装备。

2.2 抵达火场

2.2.1能够正确并快速选择抵达火场的路线。
2.2.2 能够正确并快速确定进攻位置。

2.火警信息响应

3.1.1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操作灭火救援设
备设施。

3.1 起落架火灾的
灭火救援与救护

3.1.2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开展起落架火
灾的扑灭和救援作业。
3.1.3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操作救护设备设
施。
3.1.4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实施舱内/外火
灾的检 伤分类、紧急救治和搬抬撤离等救
护工作。
3.1.5能够应用正确的战术原则实施起落架
火灾灭火救援和救护工作。
3.1.6 能够准确识别起落架火灾灭火救援与救
护过程中的风险并采取应对措施。
3.2.1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操作灭火救援设
备设施。

3.灭火救援与救
护

3.2 发动机或 APU
火灾的灭火救援与
救护

3.2.2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实施发动机或
APU火灾的扑灭和救援工作。
3.2.3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操作救护工作设
备设施。
3.2.4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实施舱内/外火
灾的检 伤分类、紧急救治和搬抬撤离等救
护工作。
3.2.5能够应用正确的战术原则实施发动机
或APU火灾灭火救援和救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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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能够准确识别发动机或 APU 火灾灭火救
援与救护过程中的风险并采取应对措施。

3.3.1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操作灭火救援设
备设施。
3.3.2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实施机身起火的
火灾的扑灭和救援工作。
3.3.3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操作救护工作设
3.3 机 身 起火 的 灭 备设施。
火救援与救护
3.3.4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实施舱内/外火
灾的检伤分类、紧急救治和搬抬撤离等救护
工作。
3.3.5能够应用正确机身起火的战术原则实施
灭火救援和救护工作。
3.3.6 能够准确识别机身起火灭火救援与救护
过程中的风险并采取应对措施。
3.4.1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操作灭火救援设
备设施。
3.4.2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实施舱内火灾的
扑灭和救援工作。
3.4.3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操作救护工作设
备设施。
3.4 舱内火灾的灭
3.4.4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实施舱内/外火
火救援与救护
灾的检伤分类、紧急救治和搬抬撤离等救护
工作。
3.4.5 能够应用正确的战术原则实施舱内火灾
灭火救援和救护工作。
3.4.6 能够准确识别舱内火灾灭火救援与救护
过程中的风险并采取应对措施。
3.5.1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操作灭火救援设
备设施。
3.5.2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实施燃油泄漏和
溢出的火灾扑灭和救援工作。
3.5.3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操作救护工作设
备设施。
3.5 燃油泄漏和溢
出的灭火救援与救 3.5.4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实施舱内/外火
护
灾的检伤分类、紧急救治和搬抬撤离等救护
工作。
3.5.5 能够应用正确的战术原则实施燃油泄漏
和溢出的灭火救援和救护工作。
3.5.6 能够准确识别燃油泄漏和溢出灭火救援
与救护过程中的风险并采取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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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与专业医疗救
护人员进行交接

4.1.1 能够准确汇总需要与专业医疗救护人员
进行交接的信息。
4.1.2能够按照工作流程与专业医疗救护人员
进行交接。
4.1.3 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配合专业医疗救护人
员实施救护工作。

4.2 灭火救援与救
护信息报告

4.2.1 能够汇总需要报告的灭火救援与救护信
息。
4.2.2 能够按照报告流程报告灭火救援与救护
信息。

4.工作交接与报
告

表 3 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应急预案管理

1. 航 空 器 灭 火 救
援与 救护应 急管
理
1.2 应急演练管理

1.3 应急培训管理

职业技能要求
1.1.1能够应用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相关技
术。
1.1.2 能够管理机场方面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
护相关预案。
1.1.3能够管理消防专业方面航空器灭火救援
与救护相关预案。
1.1.4能够管理救护专业方面航空器灭火救援
与救护相关预案。
1.1.5 能够推动机场方面、消防专业方面和救
护专业方面在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相关预
案管理工作中的协同。
1.2.1能够应用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相关技
术。
1.2.2能够管理机场方面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
护应急演练工作。
1.2.3能够管理消防专业方面航空器灭火救援
与救护应急演练工作。
1.2.4能够管理救护专业方面航空器灭火救援
与救护应急演练工作。
1.2.5 能够推动机场方面、消防专业方面和救
护专业方面在管理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应
急演练工作中的协同。
1.3.1 能够应用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相关技
术。
1.3.2能够管理机场方面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
护应急培训工作。
1.3.3能够管理消防专业方面航空器灭火救援
与救护应急培训工作。
1.3.4能够管理救护专业方面航空器灭火救援
与救护应急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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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能够推动机场方面、消防专业方面和救
护专业方面在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应急培
训管理工作中的协同。

1.4 应急资源管理

1.5 社会联动管理

2.1 信息研判与驱
动
2. 航 空 器 灭 火
救援与救护应
急指挥

2.2 应急预案部署
与动态调整

1.4.1 能够应用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相关技
术。
1.4.2能够管理机场方面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
护应急资源。
1.4.3能够管理消防专业方面航空器灭火救援
与救护应急资源。
1.4.4能够管理救护专业方面航空器灭火救援
与救护应急资源。
1.4.5 能够推动机场方面、消防专业方面和救
护专业方面在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应急资
源管理工作中的协同。
1.5.1 能够应用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相关技
术。
1.5.2 能够进行机场方面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
护的社会联动管理工作。
1.5.3 能够进行消防专业方面航空器灭火救援
与救护的社会联动管理工作。
1.5.4能够进行救护专业方面航空器灭火救援
与救护的社会联动管理工作。
1.5.5 能够实现机场方面、消防专业方面和救
护专业方面在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的社会
联动机制管理工作中的联动。
2.1.1 能够应用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相关技
术。
2.1.2 能够准确完成机场方面航空器灭火救援
与救护信息研判与驱动的传递工作。
2.1.3 能够准确完成消防专业方面航空器灭火
救援与救护信息研判与驱动的传递工作。
2.1.4 能够准确完成救护专业方面航空器灭火
救援与救护信息研判与驱动的传递工作。
2.1.5 能够实现机场方面、消防专业方面和救
护专业方面在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信息研
判与驱动工作中的联动。
2.2.1 能够应用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相关技
术。
2.2.2 能够部署并动态调整机场方面应急预
案。
2.2.3能够部署并动态调整消防专业方面应急
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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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复盘与报告

2.2.4能够部署并动态调整救护专业方面应急
预案。
2.2.5 能够实现机场方面、消防专业方面和救
护专业方面在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应急预
案部署和动态调整工作中的联动。
2.3.1 能够应用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相关技
术。
2.3.2 能够对机场方面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
应急准备和响应工作的实施情况进行复盘总
结和报告编写。
2.3.3能够对消防专业方面航空器灭火救援与
救护应急准备和响应工作的实施情况进行复
盘总结和报告编写。
2.3.4能够对救护专业方面航空器灭火救援与
救护应急准备和响应工作的实施情况进行复
盘总结和报告编写。
2.3.5 能够实现机场方面、消防专业方面和救
护专业方面在航空器灭火救援与救护应急准
备和响应工作复盘总结和报告编写工作中的
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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