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货物运输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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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民航货物运输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
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民航货物运输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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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8041-2000

《民用航空货物运输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国内航空货物运输
国内航空货物运输是指航空货物运输合同，运输的出发地点、约定的经停地
点和目的地点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货物运输。
3.2 国际航空货物运输
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是指根据航空货物运输合同，无论运输有无间断或者有无
转运，运输的出发地点、目的地点或者约定的经停地点之一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的货物运输。
3.3 特种货物
特种货物是指在收运、储存、保管、运输及交付过程中因货物本身的性质、
价值等条件需要特别照料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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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危险品
指在航空运输中，可能危害人身健康、安全或对财产、环境造成损害的物品
或物质称为危险物品。
3.5 活体动物
指活的家禽、家畜、鱼介、野生活体动物（包括鸟类）、试验用活体动物和
昆虫等。
3.6 鲜活易腐货物
指在一般运输条件下，因气候、温度、湿度、气压的变化或运输时间等原因，
原有品质容易失去的物品。
3.7 集装器
指飞机上用来装载货物、邮件和行李的专用设备，包括各种类型的集装箱、
集装板及其附属设施。
3.8 货物组装
指按照规定的程序和办法将货物装入集装箱或集装板并使之符合飞机货舱
轮廓尺寸。
3.9 职业技能
准确反映职业活动和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所需要的综合能力。包括职业素养、
知识和岗位工作操作等方面的能力。
3.10 职业标准
职业标准是指在职业分类基础上，根据职业的活动内容，对从业人员工作能
力水平的规范性要求。它是从业人员从事职业活动，接受职业教育培训和职业技
能鉴定的主要依据，也是衡量劳动者从业资格和能力的重要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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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应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民航运输、航空服务、物流服务与管理、冷链物流服务与管
理、国际商务、电子商务、商务英语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民航运输、航空物流、机场运行、民航安全技术管理、物流
管理、快递运营管理、报关与国际货运、物流工程技术、工程物流管理、冷链物
流技术与管理、采购与供应管理、电子商务、商务英语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交通运输、交通工程、物流管理、物流工程、采购管理、
国际商务、电子商务等专业。
5 面向工作岗位（群）
主要面向从事民航货物及邮件运输业务的企业及相关机构（如航空公司、机
场、货运销售代理、航空物流企业等）的货运销售、仓储管理、机坪操作等岗位
群，包括但不限于: 标准管理员、航站管理员、货物销售员、航班舱位管理员、
货物和邮件的收运员、进出港航班管理员、货运配载员，集装货物组装员，航班
监装监卸员，查询与赔偿管理员。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民航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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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航货物运输】
（初级）：主要面向从事国内货物收运管理、国内出港货物
管理、国内进港货物管理、国内特种货物运输、国内邮件运输等工作。
【民航货物运输】
（中级）：主要面向从事国际普通货物收运管理、国际出港
货物管理、国际进港货物管理、国际特种货物运输（不包括危险品和活体动物收
运岗位）、国际邮件运输、不正常货物处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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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货物运输】
（高级）：主要面向从事危险品货物收运管理、活体动物收
运管理、集装货物组装、航空货物装载、监装监卸、货机载重与平衡、国际货物
结算、货物赔偿等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民航货物运输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按照业务的层级划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
技能等级。
6.2.1 初级基本要求
1.职业道德及服务意识
（1）职业道德
（2）职业守则
（3）服务意识
2.国内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2）《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内运输规则》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
3.航空货物运输基础知识
（1）航空货物运输常识
（2）国内货物运输常用专业术语
（3）主要机场/城市/承运人代码
（4）常用航空货运缩写及代码
（5）航空货运地面设备、集装器与机型
（6）航空地理基本知识
（7）国内货物运输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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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中级基本要求
1.国际货物运输基础知识
（1）国际航空运输行业组织
（2）国际货物运输相关法律法规
（3）国际货物进出港海关要求
（4）国际货物运输流程
2.常用货运业务资料及应用
（1）《航空货物运输指南》
（2）《航空货物运价手册》
6.2.3 高级基本要求
1.危险品运输基础知识
2.活体动物运输基础知识
表 1 民航货物运输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检查托运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1.1.2 能检查托运书填制是否准确、完整
1.1.3 能检查国内货运单填制是否正确
1.1 国内货物 1.1.4 能检查普通货物的包装是否符合要求
收运检查
1.1.5 能检查货物包装上的标记标签是否符合要
1. 国 内 货 物
求
收运管理
1.1.6 能判断货物尺寸是否超过货舱舱门尺寸和
地板承受力
1.2.1 能计算和收取国内货物航空运费
1.2 国内货物
1.2.2 能计算和收取国内声明价值附加费
运价与运费
1.2.3 能计算和收取其他费用
2.1.1 能计算航班业务载量
2.1 舱位管理 2.1.2 能确定货物发运顺序
2.1.3 能正确配载货物
2. 国 内 货 物
2.2.1 能制作、分发货邮舱单
出港管理
2.2 出港文件 2.2.2 能制作出港货物交接单
处理
2.2.3 能填写国内货物代运单
2.2.4 能制作装机指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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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3.1 能根据飞机货舱数据配装货物
2.3 出港货物
2.3.2 能对货物进行正确存储
处理
2.3.3 能根据装机指令单进行货物出仓
3.1.1 能接取、核对并分拣进港文件
3.1 进港文件
3.1.2 能处理进港货邮舱单和货运单
处理
3.1.3 能对其他文件进行处理
3.2 进港货物 3.2.1 能进行进港货物分拣和核对
3. 国 内 货 物
处理
3.2.2 能对进港货物进行分拣与交接
进港管理
3.3.1 能发送到达货物通知
3.3 进港货物 3.3.2 能检查收货人的提货证明
交付
3.3.3 能计算货物保管费
3.3.4 能办理货物交付手续
4.1 国内航空 4.1.1 能区分国内航空禁止运输的物品
禁 止 和 限 制 4.1.2 能区分国内限制运输的物品
运输的物品
4.1.3 能根据限制条件进行收运检查
4.2.1 能正确描述危险品各类、项的中文名称及
代码
4.2 危险品运
4.2.2 能正确识别危险品的标记、标签
输
4.2.3 能根据货物品名识别隐含危险品
4.2.4.能列举机组和旅客携带的危险品
4.3.1 能根据货物名称判断是否为贵重物品
4.3.2 能根据声明价值判断货物是否为贵重物
品
4.3 贵重物品
4.3.3 能检查贵重物品包装、标记、标签是否符
运输
合航空运输
4.3.4 能正确对贵重物品进行计重并收运检查
4. 国 内 特 种
4.3.5 能正确对贵重物品进行存储和装载
货物运输
4.4.1 能正确接收外交信袋，检查包装、标记、
4.4 外交信袋
标签是否符合航空运输要求
运输
4.4.2 能正确对外交信袋进行存储和装载
4.5 紧急航材 4.5.1 能对紧急航材优先运输
运输
4.5.2 能对紧急航材进行装卸机操作
4.6.1 能根据货物名称判断是否为易丢失货物
4.6 易丢失货
4.6.2 能准确对易丢失货物进行收运、存储和装
物运输
载
4.7.1 能正确接收押运货物
4.7 押运货物
4.7.2 能描述押运员的职责
运输
4.7.3 能正确对押运货物进行装卸机操作
4.8.1 能正确收运水产品，对包装、文件和标签
4.8 国内水产
进行检查
品运输
4.8.2 能正确存储和装载水产品货物
5. 国 内 邮 件 5.1 一般规定 5.1.1 能描述国内邮件运输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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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运输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和工作程序
5.1.2 能描述国内邮件运输工作程序
5.2 航空邮运 5.2.1 能正确计算国内邮件运输费用
结算单
5.2.2 能正确填制航空邮运结算单
5.3.1 能描述国内邮件不正常情况
5.3 不正常情
5.3.2 能正确处理几种常见国内邮件不正常情
况处理
况。
表 2 民航货物运输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1.国际普通
货物收运管
理

2.国际货物
运价与运费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 托运人责 1.1.1 能明确托运人应遵守的法律法规
任
1.1.2 能描述托运人的连带责任
1.2.1 能正确填写国际货物托运书
1.2 托运文件 1.2.2 能正确填制国际货运单
1.2.3 能正确选择其他文件
1.3 货物包装 1.3.1 能正确选择货物包装，满足航空运输要求
1.4 货物标记 1.4.1 能在货物包装上进行正确标记
与标签
1.4.2 能正确选择标签并进行粘贴或栓挂
1.5.1 能正确检查并接收国际货物
1.5 国际货物
1.5.2 能正确检查并接收集运货物
收运检查
1.5.3 能正确检查并接收代理人提交的货物
2.1.1 能正确选择计费重量
2.1.2 能正确进行货币进位
2.1 运价与运
2.1.3 能正确选择货币付款方式
费基础知识
2.1.4 能正确区分运价种类
2.1.5 能确定最低运费
2.2.1 能正确选择适用的普通货物运价
2.2 普通货物
2.2.2 能正确计算普通货物运费
运价与运费
2.2.3 能正确填写货运单运价计算栏
2.3.1 能正确选择适用的活体动物、贵重物品、
灵柩与骨灰、报纸杂志、作为货物运输的行李的
2.3 等级货物
等级货物运价
运价与运费
2.3.2 能计算上述等级货物的航空运费，正确填
制货运单运价计算栏
2.4.1 能正确选择适用的指定商品运价
2.4 指定商品
2.4.2 能根据指定商品运价，正确计算航空运费
运价与运费
2.4.3 能正确填制货运单运价计算栏
2.5 国际公布 2.5.1 能根据普通货物运价、等级货物运价、指
直 达 运 价 使 定商品运价选择适用的公布直达运价，计算航空
用顺序
运费，并正确填写货运单运价计算栏
2.6 国际货物
2.6.1 能确定承运人责任限额
声明价值附
2.6.2 能正确计算货物声明价值附加费
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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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2.7 国际其他
费用

3.1 舱位管理
3.国际货物
出港管理

3.2 出港文件
处理

职业技能要求
2.7.1 能正确收取附加费、检查费、货运单费、
退运手续费、航空保险、地面运费等
2.7.2 能根据代垫款相关要求，收取代垫款手续
费
3.1.1 能拟发舱位预定申请电报
3.1.2 能拟发舱位预定回复电报
3.1.3 能计算客机航班货运业载
3.1.4 能进行航班舱位管理
3.2.1 能进行航班释放，拍发出港电报
3.2.2 能填制特种货物机长通知单
3.2.3 能填制货物中转舱单
3.2.1 能进行特种货物的出港操作
3.2.2 能接收中转货物
4.1.1 能对进港货物进行核对、分拣
4.1.2 能正确交付进港货物

3.2 出港货物
处理
4.1 进港货物
处理
4.国际货物
4.2 到付运费
进港管理
及 运 费 到 付 4.2.1 能正确计收到付运费及运费到付手续费
手续费
5.1.1 能正确提供鲜活易腐货物运输文件
5.1.2 能正确对鲜活易腐货物进行包装、标记、
标签
5.1 鲜活易腐 5.1.3 能正确对鲜活易腐货物进行操作
运输
5.1.4 能判断冷链货物运输包装是否符合规定
5.1.5 能检查冷链货物标记标签是否正确
5.1.6 能对冷链货物进行进出港操作冷链货物运
5.特种货物
输
运输
5.2.1 能区分在任何情况下禁止运输的危险品
5.2.2 能检查例外数量危险品是否符合规定
5.2 危 险 品 5.2.3 能检查航空邮件内的危险品是否符合规定
运输限制
5.2.4 能检查运营人资产中的危险品是否符合规
定
5.2.5 能列举国家及经营人差异
6.1.1 能确认托运人自愿变更的要求是否符合的
条件
6.1 自愿变更
6.1.2 能识别托运人自愿变更的权利范围
6.1.3 能正确对自愿变更进行处理
6. 货 物 运 输
变更
6.2 非自愿变 6.2.1 能区分非自愿变更情况
更
6.2.2 能正确对非自愿变更进行处理
6.3 货物运费 6.3.1 能识别填写货物运费更改通知单的条件
更改通知单
6.3.2 能正确填制、分发货物运费更改通知单
7.国际邮件
7.1 国际邮件 7.1.1 能正确接收国际邮件
运输
接 收 和 进 出 7.1.2 能对国际邮件进行出港操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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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港操作
7.2 邮件运输
不正常情况
处理
8.1 航空货运
查询电报
8.2 货物不正
常运输种类
及其处理
8.3 品名不符
货物的处理

8.不正常运
输处理

8.4 不正常航
班的货物处
理

8.5 进港不正
常特殊货物
处理

8.6 无法交付
货物

职业技能要求
7.1.3 能对国际邮件进行进港操作处理
7.2.1 能进行国际出港邮件不正常处理
7.2.2 能进行国际进港邮件不正常处理
8.1.1 能识别查询电报等级
8.1.2 能识别电报内容
8.2.1 能识别货物不正常运输种类及
8.2.2 能正确处理货物的不正常运输，并填写货
物不正常运输记录
8.3.1 能对托运人在货物中夹带禁止运输的货物
进行处理
8.3.2 能对托运人在货物中夹带限制运输的货物
进行处理
8.3.3 能对货物品名不符情况进行处理
8.4.1 能对航班延误后的货物进行处理
8.4.2 能对航班取消后的货物进行处理
8.4.3 能对航班备降后的货物进行处理
8.4.4 能对不正常航班到达目的站后进行货物处
理
8.5.1 能对航班无业务袋情况进行处理
8.5.2 能对丢失货运单货物进行处理
8.5.3 能对分批运输货物进行处理
8.5.4 能对活体动物、鲜活易腐货物出现死亡、
病害或腐烂变质进行处理
8.5.5 能对货物在目的站交付时出现异议进行处
理
8.5.6 能正确填制货物运输事故记录
8.6.1 能识别无法交付货物的条件
8.6.2 能正确对无法交付货物进行处理
8.6.3 能正确填制无法交付货物通知单

表 3 民航货物运输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1.运价与运
费计算

2.集装货物
装载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 比例运价
与运费
1.2 混运货物
运价与运费
2.1 集装货物
组装

1.1.1 能根据比例运价计算航空运费，并填写货
运单运价计算栏
1.2.1 能根据国际混运货物运价计算航空运费，
并填写货运单运价计算栏

2.2 货物垫板

2.1.1 能正确组装集装货物
2.2.1 能正确选择并使用货物垫板
2.2.2 能计算垫板面积并确定其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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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3.国际货物
出港

4.活体动物
运输

5.危险品运
输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3 货物在集
2.3.1 能正确识别系留设备
装器上系留
2.3.2 能正确计算系留带数量
限动
3.1.1 能进行货机航班货物装载
3.1 舱位管理
3.1.2 能进行部分特种货物配载
3.2 超大超重 3.2.1 能设计超大超重货物装载方案
货物装载
3.2.2 能正确选择机型，装载超大超重货物
4.1 舱位预订 4.1.1 能正确进行活体动物订舱和预先安排
4.2 活体动物 4.2.1 能识别活体动物运输托运文件
运输文件
4.2.2 能识别活体动物收运和运输文件
4.3.1 能根据 IATA LAR 活体动物名称表，正确
4.3 活体动物
选择包装容器编号。
包装容器及
4.3.2 根据包装容器编号所对应的指南进行活
指南
体动物的包装。
4.4 活体动物 4.4.1 能分别在活体动物和实验用动物包装上进
标记标签
行标记和标签。
4.5.1 能根据托运人提供的活体动物文件和包装
4.5 活体动物 进行收运检查
地面操作
4.5.2 能进行活体动物出港操作
4.5.3 能对活体动物进行存储、装载和交付
5.1.1 能根据危险品品名表对危险性物品或物质
进行正确识别
5.1 危险品识 5.1.2 能正确对未列入危险品品名表的物品或物
别
质进行识别
5.1.3 能正确对含有危险品的混合物或溶液进行
识别
5.2.1 能根据危险品品名表选择包装类型
5.2 危险品包
5.2.2 能根据包装说明号选择包装方式及内外包
装
装材料
5.3.1 能正确填制危险品申报单
5.3 危险品文
5.3.2 能正确填制航空货运单
件
5.3.3 能正确识别其他文件
5.4.1 能根据非放射性物品收运检查单进行收运
前检查
5.4.2 能正确进行危险品存储
5.4 危险品操 5.4.3 能正确对危险品货物进行装载，填写机长
作
通知单。
5.4.4 能正确交付危险品货物
5.4.5 能对非放射性物品事故和事故症候进行报
告
5.5 放射性物 5.5.1 能对放射性物品进行正确分类、识别、包
品运输
装、标记标签，并填制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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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6.货物赔偿
与诉讼

7.国际货运
结算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5.5.2 能对放射性物品进行正确操作
5.5.3 能对放射性物品事故和事故症候进行报告
5.6.1 能对锂电池货物进行正确分类、识别、包
5.6 锂电池运 装、标记标签和准备文件
输
5.6.2 能对锂电池货物进行收运检查、存储、装
载和应急处置
6.1 航空承运
6.1.1 能描述航空承运人的责任
人的责任及
6.1.2 能描述航空承运人免责
免责
6.2.1 能列举索赔人和索赔地点
6.2.3 能根据不同情况列举索赔期限
6.2 货物索赔
6.2.4 能列举书面索赔的形式
6.2.5 能列举索赔人应提供的索赔资料
6.3.1 能正确接受索赔，列举赔偿所需要的文件
6.3 货物赔偿
6.3.2 能根据货物损失情况确定赔偿限额
处理程序
6.3.3 能正确支付赔偿款项
6.4.1 能正确对破损货物进行赔偿
6.4.2 能正确对货物丢失或短少进行赔偿
6.4 几种类型 6.4.3 能正确对延误运输货物进行赔偿
货物的赔偿
6.4.4 能对整集装器托运货物发生损失进行赔偿
6.4.5 能对联程运输货物进行赔偿处理
6.4.6 能对赔偿资料进行正确存档
6.5 仲裁与诉 6.5.1 能描述仲裁和诉讼的条件
讼
6.5.2 能列举诉讼时限
7.1.1 能根据比例分摊规则计算分摊百分比
7.1 比例分摊
7.1.2 能进行分摊费用计算
7.2 联运收入 7.2.1 根据开账规则能进行运费开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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