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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首都机场航空安保有限公司、首都机场管

理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许振中、马静、沈兰春、唐颖、张健、张梦、

赵凯、王晓东、刘丽丽、王丽欣、侯建军（排名不分先后）。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北京首都机场航空安保有限公司，

未经北京首都机场航空安保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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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民航安全检查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

任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民航安全检查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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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22-2019 爆炸物安全检查与处置 通用术语 

GB/T 37524-2019 爆炸物现场处置规范 

GB 15208.2-2018 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第 2 部分：透射式

行包安全检查设备 

CCAR－276 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 

MH/T 7003—2017 民用运输机场安全保卫设施 

Doc 8973 航空安保手册  

GA/T594-20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保安服务操作

规程与质量控制 

3 术语与定义 

3.1爆炸物安全检查 security check of explosives 

以防爆为目的，对人事、物品、交通工具、场所和水域等是否藏

匿爆炸物进行的安全检查。 

3.2 爆炸物处置 explosives disposal 

使爆炸物降低或消除爆炸杀伤、破坏作用的专业性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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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人身安全检查  personal  search 

    是指在特定场所下，检查人体衣物下，体内是否携带违禁物品和

危险物品的安全检查措施。 

4 适用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民航运输、飞机维修、航空服务、铁道运输管理、

物流服务与管理。 

高等职业学校：民航安全技术管理、民航空中安全保卫、民航运

输、安全技术与管理、机场运行、飞行器维修技术、飞机机电设备维

修、飞机部件修理、飞机电子设备维修、航空地面设备维修、机场场

务技术与管理、航空物流、通用航空器维修、空中乘务、边防检查、

边境管理、通用航空航务技术、公共安全管理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国内安全保卫、警卫学、

警务指挥与战术、安全防范工程、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交通运输、

交通管理、交通工程、边防管理、安全工程、海关管理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民航安全检查】（初级）：面向交通运输行业、公共安全领域（航

站楼内及安检现场）的安全检查职业岗位，主要完成爆炸物探测检查、

证件检查、液体探测、车辆检查等工作。 

【民航安全检查】（中级）：主要面向交通运输行业、公共安全领

域（航站楼内及安检现场）的安全检查职业岗位，完成人身检查、物

品检查、航空器客舱（安保）检查等工作。 

【民航安全检查】（高级）：主要面向交通运输行业、公共安全领

域（航站楼内及安检现场）的航空安保指挥与管理辅助岗位(助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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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后备指挥人员），完成安全管理、质量控制管理、勤务管理等工

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民航安全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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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航安全检查】（初级）：根据业务要求，面向炸药探测员、验

证员、车辆检查员等岗位。具有基本的专业知识，掌握验证检查技能、

爆炸物探测设备、液体探测设备、车辆探测设备操作方法。 

【民航安全检查】（中级）：根据业务要求，面向手检员、开机员、

开包员等岗位。具有基本的专业知识，掌握人身检查和物品检查技能，

人身检查设备和 X 射线安检设备操作方法。 

【民航安全检查】（高级）：根据业务要求，面向航空安保指挥人

员、管理辅助人员 (助理支持和后备指挥人员）等岗位。具有基本的

专业知识，掌握安全管理、质量控制管理、勤务管理技能。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本标准所述工作要求是对从事民航安检工作的具体工作要求。 

【民航安全检查】（初级）：在民航行业范围内，实施爆炸物探测

检查、证件检查、液体探测、车辆检查等工作。 

【民航安全检查】（中级）：在民航行业范围内，实施人身检查、

物品检查、航空器客舱（安保）检查等工作。 

【民航安全检查】（高级）：在民航行业范围内，实施安全管理、

质量控制管理、勤务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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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民航安全检查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爆炸物

探测检查  

1.1 工作准备 

1.1.1 能够根据爆炸物探测设备进行设备自检操作； 

1.1.2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进行设备启动； 

1.1.3 能够判断爆炸物探测设备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1.1.4 能够对设备进行校准。 

1.2 实施检查 

1.2.1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对设备进行采样、检测； 

1.2.2 能够对设备使用过程中出现的突发情况进行处置； 

1.2.3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对常见随身物品进行检查。 

1.3 情况处置 

1.3.1 能够辨认爆炸物的国际通用标识； 

1.3.2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处理常见禁、限带物品； 

1.3.3 能够动态评估爆炸物探测检查中的风险并采取相应

的应对措施。 

1.4 信息报送 

1.4.1 能够准确收集爆炸物探测检查过程中特殊情况的信

息； 

1.4.2 能够按照信息报送流程报送爆炸物探测检查过程中

特殊情况的信息。 

2.证件查验 

2.1 证件核查 

2.1.1 能够核验旅客有效乘机身份证件的真伪及有效性； 

2.1.2 能够确认有效凭证和有效身份证件的一致性，核查人

证一致； 

2.1.3 能够采集旅客正面头像和旅客信息录入民航安检信

息系统。     

2.1.4 能够在航空器监护岗位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对旅客和

工作人员的有效证件进行查验。                                                                                                                                                           

2.2 情况处置 

2.2.1 能够按照特殊人员的处置程序进行情况处置； 

2.2.2 能够对人员持伪造、变造、冒名顶替证件的情况进行

处理； 

2.2.3 能够对人员因故不能出示有效身份证件的情况进行

处理； 

2.2.4 能够动态评估证件查验中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应对

措施； 

2.2.5 能够在监护岗位按照特殊情况进行处置。 

2.3 信息报送 

2.3.1 能够准确收集证件查验过程中特殊情况的信息； 

2.3.2 能够按照信息报送流程报送证件查验过程中特殊情

况的信息。 

3.液体探测 3.1 工作准备 

3.1.1 能够根据液体探测设备进行设备自检操作； 

3.1.2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进行设备启动； 

3.1.3 能够判断液体探测设备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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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能够对设备进行校准。 

3.2 实施检查 

3.2.1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对设备进行采样、检测； 

3.2.2 能够对设备使用过程中出现的突发情况进行处置； 

3.2.3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对常见随身物品进行检查。 

3.3 情况处置 

3.3.1 能够辨认爆炸物的国际通用标识； 

3.3.2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处理常见禁、限带物品； 

3.3.3 能够动态评估证件查验中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应对

措施。 

3.4 信息报送 

3.3.1 能够准确收集液体探测检查过程中特殊情况的信息； 

3.3.2 能够按照信息报送流程报送液体探测检查过程中特

殊情况的信息。 

4.车辆检查 

4.1 工作准备 

4.1.1 能够根据车辆探测设备进行设备自检操作； 

4.1.2 能够根据车辆探测设备自检情况判断其是否处于正

常工作状态。 

4.2 实施检查 

4.2.1 能够使用车辆探测设备对车辆外部及车底进行检查； 

4.2.2 能够使用车辆探测设备对车辆内部进行检查； 

4.2.3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对车辆重点部位进行检查，对

有疑点的部位做到排查； 

4.2.4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对车上所载物品进行检查； 

4.2.5 能够给出车辆检测信号。 

4.3 情况处置 

4.3.1 能够按照规定对可疑车辆及物品采取处置措施； 

4.3.2 能够动态评估证件查验中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应对

措施。 

4.4 信息报送 

4.4.1 能够准确收集车辆检查过程中特殊情况的信息； 

4.4.2 能够按照信息报送流程报送车辆检查过程中特殊情

况的信息。 

 

表 2 民航安全检查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人身检查 1.1 设备检查 
1.1.1 能够测试人身检查设备是否处于工作状态； 

1.1.2 能够对人身检查设备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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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实施检查 

1.2.1 能够协助待检人员做好待检准备； 

1.2.2 能够正确使用金属探测门和手持金属探测器等设备

实施人身检查； 

1.2.3 能够对人体成像设备主机屏幕或本地显示工作站上

的人偶图像自动探测结果进行正确认知，并根据报警情况实

施人身检查； 

1.2.4 能够按规定程序实施手工人身检查。 

1.3 情况处置 

1.3.1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处理常见禁、限带物品； 

1.3.2 能够对旅客未主动取出物品的情况进行处置； 

1.3.3 能够准确识别人身检查过程中的风险，对安检通道内

的突发事件进行处置。 

1.4 信息报送 

1.4.1 能够准确收集人身检查过程中特殊情况的信息； 

1.4.2 能够按照信息报送流程报送人身检查过程中特殊情

况的信息。 

2.物品检查 

2.1 工作准备 

2.1.1 能够按要求完成 X 射线安检设备开、关机程序； 

2.1.2.能够判断 X 射线安检设备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1.3 能够发现 X射线安检设备开机及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 

2.2 实施检查 

 

2.2.1 能够利用 X 射线安检设备进行图像判读； 

2.2.2 能够判读常见物品的 X 射线安检设备图像； 

2.2.3 能够判读各类禁、限带物品的 X 射线安检设备图像； 

2.2.4 能够正确识别禁、限带物品。 

2.3 情况处置 

2.3.1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处理常见禁、限带物品； 

2.3.2 能够对旅客未主动取出物品的情况进行处置； 

2.3.3 能够准确识别和采取物品检查过程中的风险和应对

措施。 

2.4 信息报送 

2.4.1 能够准确收集物品检查过程中特殊情况的信息； 

2.4.2 能够按照信息报送流程报送物品检查过程中特殊情

况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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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航空器客

舱（安保）

检查 

3.1 工作准备 
3.1.1 能够测试航空器客舱检查设备是否处于工作状态； 

3.1.2 能够对航空器客舱检查设备进行校准。 

3.2 实施检查 

3.2.2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操作航空器客舱检查设备设

施； 

3.2.3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实施对航空器客舱重点区域

的检查，对有疑点的区域的排查； 

3.2.4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对航空器客舱区域内重点物

品进行检查。 

3.3 情况处置 

3.3.1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处理常见危险物品； 

3.3.2 能够准确识别并采取航空器客舱检查过程中的风险

和应对措施。 

3.4 信息报送 

3.4.1 能够准确收集航空器客舱检查过程中特殊情况的信

息； 

3.4.2 能够按照信息报送流程报送航空器客舱检查过程中

特殊情况的信息。 

 

表 3 民航安全检查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安全管理 

1.1 航空安保 

管理 

 

1.1.1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进行文件控制； 

1.1.2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进行内部审核控制； 

1.1.3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纠正和预防控制措施控制； 

1.1.4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进行协商和沟通管理； 

1.1.5 能够编制安检风险控制方案； 

1.1.6 能够编写安检业务管理手册； 

1.1.7 能够编制安检应急预案。 

1.2 安全检查设

备管理 

1.2.1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实施安检设备使用前测试； 

1.2.2 能够制定安全检查设备定检制度； 

1.2.3 能够制定安全检查设备巡视制度； 

1.2.4 能够进行安全检查设备的布局规划。 

1.3 异常行为识

别 

1.3.1 能够识别旅客异常行为指征； 

1.3.2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对旅客实施异常行为识别方

法； 

1.3.3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进行异常行为识别应用与处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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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量控制

管理 

2.1 保安检查 

2.1.1 能够对航空安全保卫工作的部分领域实施客观检查； 

2.1.2 能够制定《质量监察记录单》； 

2.2.3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对不符合的问题进行收集、记

录。 

2.2 保安审计 

2.2.1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进行全面、客观的检查； 

2.2.2 能够识别航空安保管理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2.2.3 能够对审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督促、指导并进行整

改。 

2.3 保安测试 

2.3.1 能够模拟实施非法干扰行为，对各项安全检查措施进

行隐蔽或公开的试验； 

2.3.2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进行隐蔽测试和公开测试； 

2.3.3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规定保安测试的内容、频次和

要求。 

2.4 保安事件调

查 

2.4.1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对保安事件进行调查； 

2.4.2 能够编写保安事件调查调查报告。 

3.勤务管理 

3.1 勤务组织 

3.1.1 能够对勤务工作进行评估； 

3.1.2 能够分析、研究队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

建议。 

3.2 勤务实施 

3.2.1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编写值班制度； 

3.2.2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编写请示报告制度； 

3.2.3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编写讲评报告制度； 

3.2.4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编写勤务登记制度； 

3.2.5 能够按照技术操作要求编写交接班制度； 

3.2.6 能够分析、研究队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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