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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客运服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基本信息 

1.专业名称：铁路客服 

2. 专业编码：0430 

3. 学制年限：全日制 3 年 

4. 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高速铁路动车乘务生产及管理一线岗位需要，培养身心健康，

具有优良的职业道德、职业形象和服务意识，了解旅客心理，熟悉铁路乘务规

章制度和组织管理基本知识，熟练掌握高速铁路乘务基本理论和实际操作技

能、车站客运服务与管理能力，具有较强沟通协调与灵活应变能力，具备一定

的英语口语沟通能力。熟悉铁路运输基本情况，掌握铁路运输基本知识，培养

具有良好的专业化形象，有修养、综合服务意识强的高级人才。 

5.职业资格 

毕业证，高铁乘务资格证书 

6.职业能力 

毕业生应掌握良好的服务理念，拥有高度责任心，具备乘务员专业技能及

职业素养。应达到以下要求： 

1）基本素质  

⚫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

⚫ 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 

⚫ 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 具有良好的人际公共关系。 

2）知识要求  

⚫ 具备本专业必需的文化基础课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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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计算机、英语、乘务实务、礼仪、服务接待、运输法规等专业技能

的培养，使学生掌握现代乘务服务与乘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 

⚫ 具备计算机原理及应用的基础知识； 

⚫ 具备现代企业管理、运输市场营销、运输服务的基础知识。 

3）能力要求  

⚫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有

良好的道德情操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 熟练掌握计算机系统操作、文字录入、常用办公软件的应用和计算机硬

件的基本维护等技能。 

⚫ 能够运用高铁乘务知识开展行李服务引导服务等乘务旅客服务。 

⚫ 通过学习高铁旅客运输知识，掌握旅客的运输流程及相应注意事项。 ⑤

掌握高铁乘务的语言交际基本原则、技巧以及礼仪，普通话水平应达到较高水平，

另外还应能够运用英语进行简单的乘务对话。  

4）职业态度要求  

安全细致，热情服务，敬业爱岗。 

7. 就业方向 

1）铁路局（高铁、动车） 

2）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地铁、城市轻轨） 

3）普通铁路或者其他旅客运输企业 

4）航空公司、机场、高星级酒店 

二、课程结构 

1.课程设置 

 

类别 科目 

 

 

语文 

数学 

英语 

公共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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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干课程设置要求 

根据旅游管理专业高铁乘务方向目标岗位群的“典型工作任务+职业资格”

双重要求，归纳出九门对应的专业主干课程，其对应的教学内容及要求如下： 

1）高铁客运服务礼仪（公关礼仪） 

 

开设学期 1 参考学时 30 

学习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高铁客运服务礼仪规范，以提升企业

形象和个人形象。 

学习内容：绪论，妆容设计，服饰装扮设计，举止礼仪，沟通礼仪，车站服务礼

仪，列车服务礼仪 

序号 教学单元 学习内容 

1 绪论 

理论教学 

高铁乘务职业形象塑造与礼仪修养的

重要性、特点，了解铁路服务礼仪的重要

性、应遵循的原则，理解动车组服务礼仪 

实训项目 
案例分析、各种职业形象比较 

2 妆容设计 理论教学 面容保养、美容、化妆，目光、微笑 

德育 

体育 

计算机应用基础 

就业指导 

普通话训练 

专业课 

公关礼仪 

铁路客运组织 

铁路客运服务 

旅客心理学 

形体训练 

旅游心理学 

英语口语 

铁路客运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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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项目 形象设计实操 

3 服饰装扮礼仪 
理论教学 

着装的基本原理、佩饰搭配，职业装穿着规

范服饰规范，女士职业装穿着禁忌 

实训项目 情境模拟训练、案例分析 

4 举止礼仪 
理论教学 站姿、坐姿、行姿、手势、鞠躬 

实训项目 模拟训练 

5 沟通礼仪 
理论教学 

礼貌用语、道歉语、感谢语，礼貌忌语 

称呼礼、介绍礼、握手礼、脱帽礼、鞠躬礼、

交谈礼、迎送礼 

实训项目 情境模拟训练、案例分析 

6 车站服务礼仪 

理论教学 

车站服务礼仪内容、特点、基本要求 

候车大厅服务、安全检查、问询引导、验

票、贵宾室服务、售票处服务、站台服务、

出站口服务等礼仪 

实训项目 
情境模拟训练、案例分析 

7 列车服务礼仪 
理论教学 

仪容、行为举止、服务用语，车容整理标准 

迎候礼仪、餐车服务礼仪、动车组餐饮服务

礼仪、动车组客运乘务员礼仪 

实训项目 
案例分析、情境模拟 

 

2）铁路客运规章 

 

开设学期 1 参考学时 30 

学习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铁路客运需遵守的规章制度，以提高解

决实际工作问题的能力 

学习内容：客运价格，旅客运送条件，行李、包裹运输，特定运输，路内运输，铁

路旅客运输事故的处理 

序号 教学单元 学习内容 

1 客运价格 理论教学 客运价格里程、旅客票价、行李、包裹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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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杂费 

实训项目 案例分析 

2 
旅客运送条

件 

理论教学 

铁路旅客运输合同、车票、售票与购票、旅客

乘车条件、车票有效期、误售（误购）、误乘、

丢失车票的处理，车票的检验和违章乘车的处

理，退票和旅行变更，旅客携带品 

实训项目 案例分析 

3 
行李、包裹

运输 

理论教学 

行李、包裹运输合同，行李的范围，包裹的范

围，行李、包裹的托运和承运，保价运输，包

装和货签，包裹的押运和带运，运到期限，到

达保管、通知和查询，装卸和交付，变更运输，

品名重量不符及无票运输的处理，无法交付物

品的处理 

实训项目 案例分析 

4 特定运输 
理论教学 

包车运输，租车及租用、自备车辆的挂运和行

驶，过轨运输，旅游列车运输 

实训项目 案例分析 

5 路内运输 
理论教学 

铁路职工乘车证，路外人员使用乘车证及特种

乘车证，路用品的运送和携带 

实训项目 案例分析 

6 

铁路旅客运

输事故的处

理 

理论教学 

线路中断时的处理，旅客发生急病或死亡的处

理，旅客人身伤害事故的处理，行李、包裹运

输事故的处理 

实训项目 案例分析 

 

3）高速铁路客运组织与服务 

 

开设学期 3 参考学时 64 

学习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高速铁路营运基本理论与方法。 

学习内容：高速铁路旅客运输计划，高速铁路旅客列车营运工作组织，高速铁路客运

站工作组织，高速铁路旅客列车乘务组织，高速铁路客运服务，高速铁路旅客运输安

全 

序号 教学单元 学习内容 

1 
高速铁路旅客

运输计划 

理论教学 高速铁路客流调查、预测、计划编制 

实训项目 项目任务 

2 
 高速铁路旅

客列车营运工
理论教学 

高速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运行方案、客运调

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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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织 
实训项目 

案例分析，情景模拟 

3 
高速铁路客运

站工作组织 

理论教学 

高速铁路客运站的作业特点及主要设备、售票

工作组织、乘降工作组织、旅客服务系统运用与

管理 

实训项目 

案例分析，情景模拟 

4 
高速铁路旅客

列车乘务组织 

理论教学 
高速铁路旅客列车客运、餐饮人员作业标准，基

础管理 

实训项目 案例分析，情景模拟 

5 
高速铁路客运

服务 

理论教学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人员服务规范，服务内容和

质量控制 

实训项目 案例分析，情景模拟 

6 
高速铁路旅客

运输安全 

理论教学 
客运安全管理、消防安全、非正常情况的应急

处理、突发安全事故的紧急处理 

实训项目 案例分析，情景模拟 

 

三、教学实施条件 

1.师资要求 

依据《高级技工学校教师专业标准》，建立适应本专业教学改革发展要求，

符合本专业教学要求的“双师”结构专兼职师资队伍。教师的基本要求是： 

1.具备本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含本科）或具有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资格证书。 

2.在区域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带头人队伍，从事实践教学的主讲教师要有

印刷专业或图文处理专业相关实践经验与技能证书。 

3.专业教师与学生比例不低于 1:20；专业带头人 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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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的需要，聘请印刷和广

告设计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师。企业兼职教师应是企业的技术主管

或技术骨干，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两年以上，且具备实践教学能力。 

2.实训条件 

与太原铁路局等企业建立广泛联系，结合专业内容完成岗位培训和顶岗实习

任务。校外实训基地要能提供真实工作岗位，实现学生顶岗实习，并能最大限度

地满足学生最终在实训基地所在企业就业的目的。 

四、技能达标考核评价建议 

(一) 所有课程均需进行考核，毕业实习结束学生必须写出实习总结和实习

报告且附有实习单位的鉴定材料。 

(二) 毕业考核 

1.文化基础课、专业课补考：毕业前必须将过去考试不及格的科目进行补考。

补考及格者作为具备拿毕业证的资格之一。 

2.专业主要技能：按国家相关职业资格或技术等级标准要求，进行考核。 

(三)考核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评价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由重考试结果向

重学习过程转移，体现职业教育特色。 

2.评价的内容主要体现德、勤、能、绩四个方面，其中： 

“德”主要是指敬业精神、责任感和行为规范等。 

“勤”主要是指学习态度，是主动型还是被动型等等。 

“能”主要是指学习与工作能力，完成学习任务等任务的效率，完成任务的

质量等。 

“绩”主要是指学习成果，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习达到目标的情况，能否

体现创新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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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制与制度保障 

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机制保障体系，提高教学质量。 

1.做好校外实训基地建设与管理，确保校企联系渠道畅通，建立健全的管理

制度和提供实践氛围，加强校内外专业实习和顶岗实习管理，加强企业参与教学

及教学改革的力度，主动为企业开展职工培训和技术服务，密切校企合作关系，

通过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等方式，落实工学交替才培养模式，实现能

力培养与素质教育相结合、虚拟实训与生产性实训相结合、顶岗实习与就业岗位

相结合。 

2.健全由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双师型”教师、企业技术专家与能工巧

匠等组成的专业教学团队，健全各种管理制度，提高教师的专业教学能力和职业

教育教学能力。 

3.完善顶岗实习管理，加强顶岗实习的日常管理和考核。将顶岗实习实行课

程化管理，采用专业和企业老师指导,做到实习有计划、过程有指导、结果有考

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