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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人员执照颁发的标准和建议措施是理事会于 1948 年 4 月 14 日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1944 年于芝加哥）第

三十七条的规定首次通过的，并定为公约的附件 1，于 1948 年 9 月 15 日生效。 

表 A 列明了其后各次修订的根据、涉及的主要内容以及附件和各次修订经理事会通过的日期、生效日期和适用

日期。 

人员执照颁发标准的适用范围 

附件 1 包括了国际民航组织作为人员执照颁发的最低标准通过的标准和建议措施。 

本附件适用于本附件规定的所有执照与等级的申请人和执照与等级更新后的持有人。 

理事会决定，影响现行颁照规定的修订，原则上适用于所有执照申请人和持有人，但至于对现有执照持有人的

适用问题，必要时通过重新考核个别执照持有人的知识、经历和技术熟练程度对其进行评定事宜，由各缔约国酌情

处理。 

缔约国的行动 

通知差异  提请各缔约国注意公约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义务。此义务要求各缔约国将其本国规章和措施与本附

件及其修订中的国际标准之间的任何差异通知本组织。如果通知这种差异对航行安全至关重要，请各缔约国将通知

的内容扩大到与本附件及各次修订中建议措施之间的任何差异。此外，还请各缔约国将随后可能出现的任何差异或

撤销前已通知的任何差异随时通知本组织。在本附件的每一修订获得通过之后，一项有关通知差异的特别要求将立

即送达各缔约国。 

在本国规章中使用附件的条文  理事会于 1948 年 4 月 13 日通过了一项决议，提请各缔约国注意这样一种需要，

即在其本国规章中在可行范围内尽量使用具有规章性质的国际民航组织标准的确切语言，并注明与标准不同之处，

包括对航行安全或正常性具有重要意义的任何附加的本国规章。本附件的条文已尽可能写得便于将其编入国家法规

而无需作重大文字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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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明 

本附件中使用的“执照”一词与公约中使用的“胜任能力证书和执照”、“执照或证书”以及“执照”具有同样

含义。同样，“飞行机组成员”一词与公约中使用的“航空器运行机组成员”和“运行人员”具有同样含义，而“飞

行机组以外的人员”一词包括公约中使用的“机务人员”一词的含义。 

附件各组成部分的地位 

附件由下列各部分组成，但不一定每一附件都具有所有这些部分。各部分的地位如下： 

1. 组成附件正文的材料： 

a) 标准和建议措施  是根据公约的规定由理事会通过的。其定义如下： 

标准  凡有关物理特征、结构、材料、性能、人员或程序的规范，其统一应用被认为对国际航行的安

全与正常是必要的，各缔约国将按照公约予以遵守，如不可能遵照执行时，则根据公约第 38 条必须通

知理事会。 

建议措施  凡有关物理特征、结构、材料、性能、人员或程序的规范，其统一应用被认为对国际航行

的安全、正常或效率是有利的，各缔约国将力求按照公约予以遵守。 

b) 附录  为了方便而单独组成的材料，但仍构成理事会通过的标准和建议措施的一部分。 

c) 定义  对标准和建议措施中所用术语的界定，这些术语由于在字典中找不到可接受的词义，所以不能

自明其义。定义本身并无独立的地位，但它是使用此项术语的每一标准和建议措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因为术语含义的改变将会影响到规范的意义。 

d) 表和图  附加于一项标准或建议措施或者对标准或建议措施进行说明的表和图以及在本附件中提及的

表和图，是有关标准或建议措施的一部分，并与标准或建议措施具有同等地位。 

应予注意的是，本附件中有些标准以参照方式把具有建议措施地位的其他规范包括进来。在此种情况下，被参

照的建议措施的正文即成为该标准的一部分。 

2. 经理事会批准的，与标准和建议措施一起出版的材料：（SARPS） 

a) 前言  由根据理事会的行动编写的历史性和解释性材料组成，其中包括对公约和通过的决议所产生的

各国在应用标准和建议措施方面所承担义务的解释。 

b) 引言  由解释性材料组成，列在附件各部分、章或节的开头以帮助理解正文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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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注  在正文中适当地方所加的注释，用以说明有关标准和建议措施的事实资料或参考材料，但不构成

标准或建议措施的一部分。 

d) 附篇  由对标准和建议措施进行补充，或作为对应用标准和建议措施进行指导而列入的材料组成。 

语言文字的选择 

本附件以中文、阿拉伯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六种文字通过。要求每一缔约国从中选定一种文本直

接使用或译成本国文字，以便在本国实施或用于公约中规定的其他用途，并相应将此通知本组织。 

编辑上的安排 

为了一目了然地表示每条条文的地位，采用了下列做法：“标准”用细正体字（中文本用宋体字 — 译注）：“建

议措施”用细斜体字（中文本用楷体字 — 译注）并冠以“建议”（黑体）字样以表明其地位；“注”用细斜体字（中

文本用楷体字 — 译注）并冠以“注”字以表明其地位。 

应予以注意的是，在英文本中，在编写各项规范时，采用了以下办法：“标准”使用关键词“必须/须（shall）”，

“建议措施”则使用了关键词“应该/应（should）”。 

本文件中使用的计量单位与《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5 中规定的国际单位制一致。在附件 5 中允许使用的非

国际单位制的替用单位，置于基本单位之后的括号内。当引用两套单位制时，切不可设想相对应的一对单位的数值

是相等的和可以互换的，但可以推定，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套单位均可达到同等的安全水平。 

凡提及本文件中有编号的部分时，均包括该部分的所有各分款。 

为了保持一份本附件的综合版本，已将最新的各项修订合并纳入新版附件中。在此过程中，已视情对含有特定

适用日期的条款做了编辑调整。 

表 A  附件 1 的各次修订 

修  订 根  据 内  容 

通过日期 
生效日期 
适用日期 

    

第一版 人员执照颁发处第 2 次会议；

（1947.1）。 

飞行机组成员与负责航行服务主要负责人员的执照

颁发。 

1948.04.14 

1948.09.15 

1949.05.01 

1-123 

（第二版） 

人员执照颁发处第 3 次会议； 

（1948.3）。 

对现行标准的修改。 1950.03.22 

1950.09.01 

1951.10.01 

124-129 人员执照颁发处第 3 次会议； 

（1948.3）。 

对现行标准的修改。 1950.06.27 

1950.11.01 

195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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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根  据 内  容 

通过日期 
生效日期 
适用日期 

    

130-151 

（第三版） 

人员执照颁发处第 3、4 次会

议； 

（1948.3，1952.2）。 

对现行标准的修改。 1952.11.25 

1953.04.01 

1955.04.01 

152 人员执照颁发对听力及视力

要求的特别会议；1955。 

人员执照颁发对听力及视力的要求。 1956.02.22 

1956.07.01 

1956.12.01 

153 空中航行委员会。 心电图的新要求。 1957.04.16 

1957.09.01 

1957.12.01 

154 

（第四版） 

第 3 次空中航行会议；1956。 对标准和建议措施 (SARPs) 的修订。 1957.06.13 

1957.10.01 

1957.12.01 

155 

（第五版） 

人员发照及体检会议的建议；

1961.5。 

对标准和建议措施的修订。 1962.06.27 

1962.11.01 

1963.09.01 

156 

（第六版） 

人员执照颁发/训练/体检专

业会议的建议； 

1970.10-11。 

对标准和建议措施的修订。 1972.12.11 

1973.04.11 

1975.01.02 

1978.01.26 

157 理事会。 人员执照中俄文的使用问题。 1976.06.28 

1976.10.28 

1977.04.21 

158 

（第七版） 

信函往来和秘书处，第 21 届

大会和理事会。 

对体检医师的现行标准的修改；关于体检合格鉴定

的新标准和建议措施；更换体检合格证级别的身心

要求。 

1982.05.04 

1982.09.04 

1982.11.25 

159 

（第八版） 

人员执照颁发及训练专家小

组的第 2、3、4 次会议；

1983.11，1985.4，1986.5。 

空中航行委员会。 

关于飞行机组成员的颁照标准和建议措施的修订；

废除高级商用飞机驾驶员执照、管制目视飞行规则

等级、飞行报务员执照及滑翔机和自由气球飞行教

员等级。机型审定中确定的所需机组成员人数的分

界线取代了 5 700 千克最大起飞重量分界线。所有直

升机条文均有标准地位。加强了审定为两名驾驶员

操作飞机的型别等级的颁照要求。颁发执照及等级

的条文已更新。建立了私人、商用、滑翔机和自由

气球驾驶员执照及仪表和飞行教员等级的飞行训练

要求。 

1988.03.28 

1988.07.31 

1989.11.16 

160 空中航行委员会。 关于空中交通管制员、航空电台报务员及飞行运行

员的标准和建议措施的修订。 

1993.03.24 

1993.07.26 

1994.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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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根  据 内  容 

通过日期 
生效日期 
适用日期 

    

161 空中航行委员会。 关于航空器维修技术员/工程师/机械员的标准和建

议措施和人员执照的规格的修订。 

1997.03.10 

1997.07.21 

1998.11.05 

162 防止工作场所滥用作用于精

神的物品研究组（PSAWSG）

第 1、2、3 及 4 次会议； 

1993.12， 

1994.8， 

1995.1， 

1995.5。 

空中航行委员会。 

关于航空人员使用作用精神物品的标准和建议措施

的修订。 

1998.02.25 

1998.07.20 

1998.11.05 

163 

（第九版） 

飞行安全和人的因素研究小

组（FSHFSG）；1995 年 5 月。 

视力和色觉研究小组

(VCPSG)；1997年 6月至1998

年 5 月。 

航行委员会。 

人的因素知识要求；视力和色觉要求；语文在人员

执照中的使用；删除附篇。 

2001.02.19 

2001.07.16 

2001.11.01 

164 大会第 32 届会议，气象专业

会议（2002），空中航行委员

会。 

对定义的修订；对飞机和直升机驾驶员，使用无线

电话的飞行领航员，空中交通管制员和航空电台报

务员语言能力要求的新规定；纳入有关航空气象人

员的资格和培训要求的注解；修订对于航空器维修

工程师关于人的因素知识的要求。 

2003.03.05 

2003.07.14 

2003.11.27 

165 空中航行委员会。 签注对飞行巡航阶段型别等级的权利限制。 2004.02.25 

2004.07.12 

2004.11.25 

166 空中航行委员会；体检规定研

究组(MPSG)；飞行机组执照

颁发和培训专家组（FCLTP）。 

对体检规定的修订；批准的培训机构的新规定。 2005.02.21 

2005.07.11 

2005.11.24 

167 

（第十版） 

航行委员会的研究； 

飞行机组执照颁发和培训专

家组第 2 次会议。 

对飞行机组成员年龄上限经修改和新的体检规定；

对飞艇和动力升空器人员执照颁发的新要求；纳入

多驾驶员执照；对飞行机组执照颁发现行标准细节

的修订；为取得和保持执照和等级不同程度所需胜

任能力的要求，对飞行模拟训练装置作用规定的修

订。 

2006.03.10 

2006.07.17 

200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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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根  据 内  容 

通过日期 
生效日期 
适用日期 

    

168 空中航行委员会 修订涉及到： 

a) 用进近和区域管制监视等级代替进近和雷达管

制等级，以反映出监视系统不仅限于雷达这一

现实； 

b) 对空中交通管制员人的因素的知识要求与最近

通过的对附件 1 关于飞行机组的第 167 次修订

的有关部分相互统一； 

c) 把为飞行机组批准的现行培训标准（附件 1 第

1.2.8 段和附录 2）适用于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

颁发和等级所要求的经批准的培训；和 

d) 空中交通管制员学员在工作环境中接受训练的

新规定。 

2007.02.23 

2007.07.16 

2007.11.22 

169-A 秘书处在医疗规定研究小组

协助之下 

修订在航空医学领域引入一些新概念，以更好地应

对航空医学风险对飞行安全的影响。 

2009.03.02 

2009.07.20 

2009.11.19 

169-B 秘书处 修订涉及制定有关安全管理的统一规定，自 2010 年

11 月 18 日起推行实施和维持国家安全方案的框架。 

2009.03.02 

2009.07.20 

2010.11.18 

170 秘书处在下一代航空专业人

员（NGAP）工作队和国际航

空运输协会（IATA）培训和

资格能力举措（ITQI）协助之

下 

a) 使用以能力为基础的经批准的培训大纲时，能

够以此作为替代手段，来遵守航空器维修技师

执照经验要求； 

b) 对经批准的训练和经批准的培训机构定义进行

修订，以简化其措辞，并在新标准当中增加对

某些类别的人员须在经批准的培训机构进行培

训的要求； 

c) 统一某些持照人员和飞行机组人员执照关于威

胁与差错管理（TEM）的要求； 

d) 延长动力升空器颁照要求的过渡性措施；和 

e) 编辑方面的若干修订。 

2011.03.04 

2011.07.18 

2011.11.17 

171 

（第十一版） 

安全管理专家组（SMP）特别

会议（SMP/SM/1） 

将安全管理规定移植到附件 19。 2013.02.25 

2013.07.15 

2013.11.14 

172 秘书处 a) 从事国际商业航空运输驾驶员的年龄上限； 

b) 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训练（UPRT）的规定； 

c) 精简语言能力要求，内容无修改；和 

d) 延长动力升空器类别相关过渡性措施的有效期。 

2014.03.03 

2014.07.14 

201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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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根  据 内  容 

通过日期 
生效日期 
适用日期 

    

173 体检规定研究小组(MPSG) 修订有关健康宣传和对体检评估过程适用基本的安

全管理原则。 

2016.02.22 

2016.07.11 

2018.11.08 

174 秘书处 修订涉及秘书处拟订的将一些国家使用的做法认定

为合规做法的一项提案。根据该提案，一个国家颁

发的驾驶员执照，将由正式协定的其他当事国根据

通用执照颁发规章予以自动认可。 

2017.02.27 

2017.07.10 

2017.11.09 

175 

（第十二版） 

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专家组

第 五 次 和 第 六 次 会 议

（RPASP/5 和 6）、适航性专

家组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议

（AIRP/3 和 4）、以及空中航

行委员会对源于气象专家组

第二次会议（METP/2）提案

的审查结果 

a) 推出遥控驾驶员执照颁发的监管结构和就遥控

驾驶航空器系统（RPAS）执照颁发的监管提供

全球框架，支持国际飞行运行； 

b) 批准和全球认可批准的维修机构（AMOs）（第

一和二阶段）持续适航性规定；和 

c) 对提及世界气象组织（WMO）关于航空气象人

员资格、能力、教育和培训要求之处做了调整。 

2018.03.07 

2018.07.16 

2018.11.08 

 

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1 1-1 8/11/18 

国际标准和建议措施 

第 1 章  定义和关于执照的一般规则 

1.1  定义 

下列术语在《人员执照的颁发》标准和建议措施中使用时，具有如下含义： 

当局认可的体检结论  颁照当局认可的一位或几位体检专家按需要与飞行运行或其他专家商酌后，对有关病例

得出的结论。 

改编的能力模型  由国际民航组织能力框架改编而来，某组织用于开发基于能力的培训和评估某一特定角色的

一组能力及其相关描述和行为能力标准。 

飞机  由动力驱动的重于空气的航空器，其飞行中的升力主要由作用于翼面上的空气动力的反作用力获得，此

翼面在给定飞行条件下保持固定不变。 

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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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器的航空电子设备  表示供航空器使用的所有电子设备（包括电气部分在内），它包括无线电、自动飞行控

制和仪表系统。 

航空器分类  按照规定的基本特性对航空器分类，例如，飞机、直升机、滑翔机、自由气球。 

审定为唯一驾驶员操纵的航空器  一种在机型审定过程中由登记国确定为可由最少机组，即一名驾驶员安全操

纵的航空器型别。 

要求有一名副驾驶操作的航空器  按照飞行手册或航空经营人许可证的规定要求配备一名副驾驶员操作的航空

器机型。 

航空器型别  具有同一基本设计的所有航空器，包括对其进行的一切改装。但那些会改变操纵或飞行特性的改

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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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技术  始终运用良好的判断力和熟练的知识、技能和态度来实现飞行目标。 

飞艇  由动力驱动的轻于空气的航空器。 

相应适航要求  缔约国为审议中的航空器、发动机或螺旋桨的等级所确定、通过或接受的全面而详细的适航规

范。 

批准的维修机构†
  由一缔约国遵照附件 6 第 1 部分第 8 章“飞机维修”中的要求批准的一个机构，它进行航空

器或其部件的维修，并在该国批准的监督部门下运作。 

注：本定义并不排除该机构及其监督部门经一个以上国家批准。 

批准的维修机构††  由一缔约国遵照附件8第II部分第6章“维修机构的审批”中的要求批准的一个机构，它进行

航空器、发动机、螺旋桨或其部件的维修，并在该国批准的监督部门下运作。 

注：本定义并不排除该机构及其监督部门经一个以上国家批准。 

批准的训练  按照缔约国批准的特定课程并在缔约国的监督下进行的训练。 

批准的培训机构  经缔约国批准并在其监督下按照附件 1 的要求进行经批准的训练的机构。 

ATS 监视服务  用来表示使用 ATS 监视系统的方法直接提供服务的术语。 

ATS 监视系统  表示不同含义的通称，比如 ADS-B、PSR、SSR 或任何能够对航空器进行识别的相同地面系统。 

注：相同地面系统是一个通过对比性评估或其他方法经过演示，其安全和性能指标相当于或优于单脉冲 SSR 的

系统。 

气球  非动力驱动的轻于空气的航空器。 

注：对于本附件，该定义适用于自由气球。 

证明适航  证明航空器或其部件经维修后符合现行适航要求。 

指挥和控制（C2）链路  遥控驾驶航空器和遥控站之间用于飞行管理的数据链接。 

 

 

 

                                                        
† 适用至 2020 年 11 月 4 日。 
†† 自 2020 年 11 月 5 日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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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航空运输运行  航空器为取酬或收费而从事旅客、货物或邮件运输的运行。 

胜任能力  按照规定标准执行任务所必需的技能、知识和态度的组合。 

胜任能力要素  构成了既有引发事件也有终止事件任务的一项活动，明确界定了任务的界限和可以观察到的结

果。 

胜任能力单元  由一系列胜任能力要素组成的离散活动。 

副驾驶  除机长之外的所有担任驾驶任务的持有执照的驾驶员，但不包括在航空器上专门接受飞行训练的驾驶

员。 

计入  对替代方法或先前资格的承认。 

转场飞行  沿预定航路采用标准的导航程序，在一个始发点和一个到达点之间的飞行。 

探测和规避  看见、察觉或发现交通冲突或其他危险并采取适当行动的能力。 

带飞时间†††
  在航空器上接受经适当授权的驾驶员飞行教学的飞行时间。 

带飞时间††††  在航空器上接受经适当授权的驾驶员飞行教学的飞行时间，或在遥控驾驶航空器飞行中接受经适

当授权的遥控驾驶员使用遥控站飞行教学的飞行时间。 

差错  操作人员的一项行动或不行动，导致偏离组织或操作人员的意图或期待。 

注：操作人员的定义见附件 19 —《安全管理》第 1 章。 

差错管理  查出差错并且采取对策予以回应，从而减轻或消除差错的后果，降低再次出现差错的概率或非理想

状态的过程。 

注：关于非理想状态的描述请参见《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第 314 号通告《空中交通管制的威胁与差错管理（TEM）》。 

飞行机组成员  在飞行值勤期内对航空器运行负有必不可少的职责并持有执照的机组成员。 

飞行计划  向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提供的关于航空器一次预定飞行或部分飞行的规定资料。 

飞行程序训练器  见飞行模拟训练装置。 

 

 

                                                        
††† 适用至 2022 年 11 月 2 日。 
†††† 自 2022 年 11 月 3 日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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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飞行训练器（FSTD）†††
  在地面上模拟飞行条件的下列三种设备中任何一种： 

飞行模拟机  能精确复现某型航空器的驾驶舱，逼真地模拟出机械、电气、电子等航空器系统的操纵功能、

飞行组成员的正常环境及该型航空器的性能和飞行特性； 

飞行程序训练器  能提供逼真的驾驶舱环境，并模拟航空器各仪表的反应和机械、电气、电子等航空器系

统的简单操纵功能及特定级别的航空器性能与飞行特性。 

基本仪表飞行训练器  装有适当的仪表，并能模拟航空器在仪表飞行条件下飞行时的驾驶舱环境。 

模拟飞行训练器（FSTD）††††  在地面上模拟飞行条件的下列三种设备中任何一种： 

飞行模拟机  能精确复现某型航空器的驾驶舱或精确复现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RPAS），逼真地模拟出机械、

电气、电子等航空器系统的操纵功能、飞行组成员的正常环境及该型航空器的性能和飞行特性； 

飞行程序训练器  能提供逼真的驾驶舱环境或逼真的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环境，并模拟航空器各仪表的反

应和机械、电气、电子等航空器系统的简单操纵功能及特定级别的航空器性能与飞行特性。 

基本仪表飞行训练器  装有适当的仪表，并能模拟航空器在仪表飞行条件下飞行时的驾驶舱环境或遥控驾

驶航空器系统环境。 

飞行模拟机  见飞行模拟训练装置。 

飞行时间 — 飞机  从飞机为了起飞而开始移动时起到飞行结束停止移动时为止的总时间。 

注：此处定义的飞行时间与一般采用的“轮挡至轮挡”时间具有相同意义。其计算方法是自飞机为了起飞开始移动

起到飞行结束停止移动为止。 

飞行时间 — 直升机  从直升机的旋翼开始转动时起到直升机飞行结束停止移动及旋翼停止转动为止的总时间。 

飞行时间 — 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  从为起飞之目的在遥控站（RPS）和遥控驾驶航空器（RPA）之间建立指挥

和控制（C2）链路、或从遥控驾驶员在移交后取得控制时起，直到遥控驾驶员完成移交、或遥控站和遥控驾驶航空

器之间的 C2 链路终断为止的总时间。 

滑翔机  一种非动力驱动的重于空气的航空器，其飞行中的升力主要由作用于翼面上的空气动力反作用力获得，

此翼面在给定飞行条件下保持固定不变。 

 

 

 

                                                        
††† 适用至 2022 年 11 月 2 日。 
†††† 自 2022 年 11 月 3 日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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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翔机飞行时间  不论拖曳与否，从滑翔机为了起飞而开始移动时起到飞行结束停止移动时为止占用的飞行总

时间。 

移交  将驾驶控制由一个遥控站换为另一个的行为。 

直升机  一种重于空气的航空器，飞行时主要凭借一个或多个在基本垂直轴上由动力驱动的旋翼，依靠空气的

反作用力获得支撑。 

人的表现  影响航空运行安全和效率的人的能力与局限性。 

仪表飞行时间†††  驾驶员仅参照仪表而不借助外部参照点驾驶航空器的时间。 

仪表飞行时间††††  驾驶员或遥控驾驶员仅参照仪表而不借助外部参照点驾驶航空器或遥控驾驶航空器的

时间。 

仪表地面时间  驾驶员在颁照当局批准的模拟飞行教练器上，在地面训练模拟仪表飞行的时间。 

仪表时间  仪表飞行时间或者仪表地面时间。 

颁照当局  由缔约国指定负责人员执照颁发的机构。 

注：在本附件的各条款中，颁照当局被认为已由缔约国赋予了下列职责： 

a) 评定申请人是否有资格持有执照或等级； 

b) 颁发并批准执照和等级； 

c) 指定并授权批准的人员； 

d) 批准训练课程； 

e) 批准使用模拟飞行训练器并授权使用这些训练器来获得颁发执照或等级所需的经历或演示所需的技

能；和 

f) 认可其他缔约国颁发执照的有效性。 

可能  就第 6 章体检规定而言，可能表示体检评估人认为不可接受的发生概率。 

维修  为确保航空器持续适航所需要执行的任务，包括翻修、检查、更换、排故和具体的改装或修理或以上各

项的组合。 

体检合格证  缔约国颁发的关于执照持有人符合体检合格特定要求的证明。 

                                                        
††† 适用至 2022 年 11 月 2 日。 
†††† 自 2022 年 11 月 3 日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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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鉴定人  经颁照当局任命的在航空医学实践方面具备资格且富有经验，并能够对飞行安全重要性的健康状

况进行评估和鉴定的医师。 

注 1：体检鉴定人对体检医师递交给颁照当局的体检报告进行评估。 

注 2：希望体检鉴定人应使其专业知识保持常新。 

体检医师  受过航空医学培训、具有航空环境的实践知识和经验，由颁照当局指定为规定有体检要求的执照或

等级的申请人进行健康体检的医师。 

夜间  从黄昏民用暮光结束到黎明民用曙光开始之间的时间，或由有关当局规定的从日落到日出之间的其他时间。 

注：黄昏民用暮光在晚上当日轮中心位于地平线下6°时结束，黎明民用曙光在早上当日轮中心位于地平线下6°

时开始。 

效绩标准  对胜任能力要素所要求结果的一种简单的评估性说明，以及对用来判断是否达到了所要求效绩水平

的标准阐述。 

驾驶  飞行期间对航空器的飞行操纵控件进行操作。 

机长  由经营人（如系通用航空则由所有人）指定的指挥飞行并负责飞行安全操作的驾驶员。 

监督下的机长  副驾驶按照颁照当局接受的监督方法在机长的监督之下履行机长的职责和工作。 

动力升空器  一种重于空气的航空器，能够垂直起飞、垂直着陆和低速飞行，主要依靠以发动机为动力的升空

装置或发动机推力在这些飞行状态期间升空，并且依靠非旋转翼型在水平飞行时升空。 

药物的有问题使用  航空人员以下列方式使用一种或多种作用于精神的物品： 

a) 对使用者构成直接危害或危及其他人的生命、健康或安乐；和/或 

b) 导致或者加重职业、社会、精神或身体问题或紊乱。 

作用于精神的物品  酒精、鸦片、大麻、镇静剂和安眠药、可卡因、其他兴奋剂、幻觉剂及挥发性溶剂，但咖

啡与烟草除外。 

质量系统  文件记载的组织程序和政策；对这些政策和程序的内部审计；及对提高质量的管理审评和建议。 

持等级的空中交通管制员  持有与其行使的权力相适应的执照和有效等级的空中交通管制员。 

等级  填在执照上或与执照有关并成为执照一部分的授权，说明关于此种执照的特殊条件、权利或限制。 

遥控副驾驶员  行使作为遥控机长以外驾驶能力的持照遥控驾驶员，但不含在遥控站以接受飞行教学为唯一目

的的遥控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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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飞行机组成员  在飞行职责期间负责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必要职责的持照机组成员。 

遥控驾驶员  由运营人指派对遥控驾驶航空器的操作负有必要职责并在飞行期间适时操纵飞行控件的人。 

遥控机长  由运营人指派指挥和负责进行安全飞行的遥控驾驶员。 

遥控站（RPS）  装有用于操纵遥控驾驶航空器的设备的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的组成部分。 

遥控驾驶航空器（RPA）  从遥控站驾驶的无人航空器。 

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RPAS）  一架遥控驾驶航空器、相关的遥控站、所需的指挥和控制链路以及型号设计规

定的任何其他部件。 

执照认可批准  一个缔约国接受其他缔约国颁发的执照作为其自己的执照的等效证件，以此代替颁发其自己的

执照所采取的行动。 

旋翼飞行器  一种重于空气的动力驱动的航空器，飞行时凭借一个或多个旋翼依靠空气的反作用力获得支撑。 

签发维修放行单†
  签发附件 6 所述维修放行单，以证明已按适用适航标准令人满意地完成维修工作。 

签发维修放行单††  签发附件 6（若放行单不是由批准的维修机构签发）或附件 8（若放行单由批准的维修机构

签发）所述维修放行单，以证明已按相应适航要求令人满意地完成维修工作。 

严重  就第 6 章体检规定而言，严重表示可能会危及飞行安全的程度或性质。 

单飞时间  航空器上只有飞行学员一人时的飞行时间。 

单飞时间 — 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  遥控驾驶学员一人独自操纵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的飞行时间。 

国家安全方案（SSP）  旨在提高安全的一整套完整的规章和活动。 

威胁  超出操作人员影响能力之外发生的事件或差错，它增加了运行复杂性并且必须加以管理以保障安全余

度。 

注：操作人员的定义见附件 19 —《安全管理》第 1 章。 

威胁管理  查出威胁并且采取对策予以回应，从而减轻或消除威胁的后果，降低出现差错的概率或非理想状态

的过程。 

注：关于非理想状态的描述参见《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第 314 号通告《空中交通管制的威胁与差错管理（TEM）》。 

                                                        
† 适用至 2020 年 11 月 4 日。 
†† 自 2020 年 11 月 5 日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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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于执照的一般规则 

注1：虽然《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规定登记国有权利或根据情况有义务履行某些职能，但大会在A23-13号决议中

承认：如航空器被另一国的经营人所租赁、包租或互换（特别是不带飞行人员）时，登记国可能无法充分履行其职

责，而且在公约第八十三条分条生效前，公约可能未充分规定经营人所在国在这种情况下的权利和义务。因此，理

事会主张：在上述情况中，如登记国自认不能充分履行公约所赋予的职责，但经营人所在国能够更好地履行这些职

责，则登记国可以将这些职责委派给经营人所在国，但须为后者所接受。对于那些已批准相关议定书（Doc 9318号

文件）的缔约国，公约第八十三条分条已于1997年6月20日生效，而对那些未按第八十三条分条签订协议关系的缔约

国，前述措施仍与其密切相关。不言而喻，在公约第八十三条分条生效前，前述措施仅为实用的权宜之计，不会对

规定登记国职责的《芝加哥公约》条款或任何第三国产生影响。然而，由于公约第八十三条分条已于1997年6月20日

生效，这种职责转移协议将对已在符合第八十三条分条规定的条件时批准相关议定书（Doc 9318号文件）的缔约国

产生影响。 

注2：已对下列人员的颁照制定了国际标准和建议措施： 

a) 飞行机组 

— 私人（飞机、飞艇、直升机或动力升空器）驾驶员； 

— 商用（飞机、飞艇、直升机或动力升空器）驾驶员； 

— 多机组（飞机）驾驶员； 

— 航线运输（飞机、直升机或动力升空器）驾驶员； 

— 滑翔机驾驶员； 

— 自由气球驾驶员； 

— 飞行领航员； 

— 飞行机械员；和 

— 自2020年11月3日起，遥控（飞机、飞艇、滑翔机、旋翼飞行器、动力升空器或自由气球）驾驶员。 

b) 其他人员 

— 航空器维修（技术员/工程师/机械员）； 

— 空中交通管制员； 

— 飞行运行员/飞行签派员； 

— 航空电台报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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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担任飞行机组成员的授权
 

1.2.1.1  直至2022年11月2日，除非持有符合本附件规范并与其职务相适应的有效执照，否则任何人不得担任航

空器飞行机组成员。所持执照必须是由航空器登记国签发的执照，或由任何其他缔约国签发并由航空器登记国认可

有效的执照。 

1.2.1.1  自2022年11月3日起，除非持有符合本附件规范并与其职务相适应的有效执照，否则任何人不得担任航

空器飞行机组成员或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RPAS）的遥控飞行机组成员。 

1.2.1.2  自2022年11月3日起，飞行机组成员所持执照必须是由航空器登记国签发的执照，或由任何其他缔约国

签发并由航空器登记国认可有效的执照。 

1.2.1.3  自2022年11月3日起，所持遥控驾驶员执照必须是由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RPAS）运营人所在国颁照当

局签发的执照，或由任何其他缔约国签发并由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营人所在国颁照当局认可有效的执照。 

1.2.1.4  自2022年11月3日起，遥控驾驶员从事国际航空运行时应携带与其身份相符的执照。 

注：《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二十九条要求飞行机组成员每次在从事国际航行的航空器上执勤均须携带与其身份

相符的执照。 

1.2.2  认可执照有效的方法 

1.2.2.1  当一缔约国认可另一缔约国颁发的执照有效的代替自己颁发执照时，必须在原执照上加注相应的认可证

书建立其有效性，承认其等效于自己颁发的执照。当一国对认可证书限于某种特定权利时，认可证书必须明确说明

承认其作为等效执照的权利。认可证书的有效期不得超过原执照的有效期。如果颁发认可证书所依据的执照被取消

或吊销，则认可证书不再有效。 

注：本规定并不阻止颁照国家经过适当通知来延长执照的有效期，而不必要求执照持有人退回原执照或执照持

有人亲自到该国当局办理。 

1.2.2.2  根据1.2.2.1颁发的认可证书用于商业航空运输运行时，颁照当局必须在颁发认可证书之前确认另一缔约

国执照的有效性。 

1.2.2.3  在通用执照颁发规章之下的缔约国之间根据正式协定认可执照有效 

1.2.2.3.1  尽管有1.2.2.1和1.2.2.2之规定，缔约国可以自动相互认可执照，前提是各国已经： 

a) 通过了符合本附件的通用执照颁发规章； 

b) 签订承认自动认可过程的正式协定； 

                                                        
 自 2022 年 11 月 3 日起，1.2.1 节的标题将改为担任飞行机组成员或遥控飞行机组成员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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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制定了确保持续实施通用执照颁发规章的监测系统；和 

d) 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在国际民航组织登记了该协定。 

注1：协定登记册及其相关缔约国的名单可参见国际民航组织的航空协定和安排数据库。 

注2：通用执照颁发规章是指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直接适用于协定当事成员国、同时承认自动认可过程的通用执

照颁发监管框架。那些国家所使用的通用执照颁发规章包含有关执照颁发、保持胜任能力和近期经验的相同要求。

地区航空安全机构可以为其成员国制定和保持这些通用规章。 

1.2.2.3.2  在1.2.2.3.1之下认可为有效的执照上必须列有一则加注，表明该执照是按照1.2.2.3.1所述的协定自动认

可的，并提及该协定在国际民航组织的登记号码。该加注必须进一步包括该协定所有当事国的名单。1.2.2.3.2.1为符

合1.2.2.3.1所载要求、并在本标准适用之前即已颁发执照的国家提供了一个过渡期。 

1.2.2.3.2.1  直到2022年12月31日之前，符合1.2.2.3.1所载要求并在2017年11月9日之前即已颁发在航空器上携带

或可检索之执照的国家，可以使用其他有效方式，表明根据1.2.2.3.1所述协定，该国颁发的执照被认可为有效。 

注：加注格式的指导载于附篇C中。该指导还包括如何使用执照附篇作为加注的一部分，以便提供随时间改变的

信息，即：该协定在国际民航组织的登记号码，以及该协定所有当事国的名单。 

1.2.2.4  建议：一缔约国颁发的驾驶员执照，其他缔约国应该认可其有效用于私人飞行。 

注：一个缔约国如果不需要正规程序即认可另一缔约国签发的，在私人飞行中使用的执照，则应该在其《航行

资料汇编》中通报这一情况。 

1.2.3  执照持有人的权利 

一缔约国不得允许执照持有人行使其所持执照未赋予的权利。 

1.2.4  体检要求 

注1：指导材料刊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号文件）中。 

注2：为满足签发各类执照对于体检合格的颁照要求，申请人必须符合规定为三个等级体检鉴定的某些相关体检

要求。详细要求载于6.2、6.3、6.4和6.5中。为提供必要的证据以证明满足1.2.4.1的要求已得到满足，颁照当局将为执

照持有人颁发相应的一级、二级或三级体检合格证。这可采用几种方式进行，比如颁发有相应名称的单独证书、在

执照上加注，或者颁布一项国家规章，规定体检合格证是执照的必要组成部分。 

1.2.4.1  适用时，执照申请人必须持有按照第 6 章各项规定颁发的体检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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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  作为其国家安全方案的一部分，国家必须对执照持有人的体检程序适用基本的安全管理原则，作为

最低标准应该包括： 

a) 定期分析飞行中的失能情况和体检过程的体检结果，以查明体检风险增加的领域；和 

b) 不断对体检程序重新评估，重点集中在经查明的体检风险增加的领域。 

注：实施和维持国家安全方案的框架载于附件 19 附篇 A。有关国家安全方案和安全管理原则的指南载于《安全

管理手册（SMM）》（Doc 9859 号文件）和《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当中。 

1.2.4.3  颁照当局必须为须持有体检合格证的执照持有人实施适当的航空相关健康促进活动，以降低今后

医疗方面对飞行安全的风险。 

注 1：标准 1.2.4.2 表明可如何为健康促进活动确定适当题目。 

注 2：关于健康促进活动的指导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 

注 3：关于颁照当局与针对执照持有人实施体检之间关系的指南，载于《建立与管理国家人员执照颁发系

统的程序手册》（Doc 9379 号文件）。 

1.2.4.4  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期必须自进行体检之日开始生效。有效期限必须符合 1.2.5.2 的规定。 

1.2.4.4.1  颁照当局可以酌情决定延长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期，至多延长 45 天。 

注：建议以现有体检合格证的失效日作为新的有效期的开始日，以使体检合格证失效的日历日每年均保持为同

一个日期，但条件是在现有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期内、但距失效日期不超过 45 天内进行体检。 

1.2.4.5  直至2022年11月2日，除1.2.5.2.6规定之外，飞行机组成员或空中交通管制员除非持有与其执照相应的现

行有效的体检合格证，否则不得行使其执照的权利。 

1.2.4.5  自 2022 年 11 月 3 日起，除 1.2.5.2.6 规定之外，飞行机组成员、遥控飞行机组成员或空中交通管制员除

非持有与其执照相应的现行有效的体检合格证，否则不得行使其执照的权利。 

1.2.4.6  缔约国必须指定合格并持有行医执照的体检医师，对颁发或延长第 2 和第 3 章所规定的执照或等级以及

第 4 章所规定的有关执照的申请人进行体检。 

1.2.4.6.1  体检医师必须接受过航空医学训练，并且必须定期接受进修培训。在接受指定之前，体检医师必须表

现出良好的航空医学水平。 

1.2.4.6.2  体检医师必须对执照或等级持有人履行其职务的条件具有实践的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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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实践知识和经验的范例包括飞行经验、模拟机经验、实地观察或颁照当局认为符合这一要求的任何其他实

践经验。 

1.2.4.6.3  建议：体检鉴定人应定期对体检医师的能力进行评审。 

1.2.4.7  规定有体检要求的执照或等级的申请人，必须向体检医师提供一份由本人签名的申报单，声明其是否已

受过这种体检，如果是，声明上次体检的日期、地点和结果。申请人必须告诉体检医师其体检合格证以前是否曾被

拒绝、吊销或中止，如果是，说明被拒绝、吊销或中止的原因。 

1.2.4.7.1  执照或等级的申请人向体检医师所作任何虚假的申报，体检医师必须向颁照缔约国的颁照当局报告，

以便采取适当的措施。 

1.2.4.8  按照第 6 章规定完成申请人的体检之后，体检医师必须协调各项检查结果，并按照颁照当局的要求递交

一份签字报告或等效文件，详述体检结果并对体检合格情况进行评估。 

1.2.4.8.1  如果用电子形式向颁照当局递交体检报告，必须对医师身份建立恰当的识别。 

1.2.4.8.2  如果由两名或多名体检医师进行体检，缔约国必须任命其中之一负责协调检查结果、评估有关体检合

格情况并在报告上签字。 

1.2.4.9  缔约国必须使用体检评估人提供的服务评估体检医师呈送给颁照当局的报告。 

1.2.4.9.1  必须要求体检医师向颁照当局递交充分的资料，使颁照当局能够对体检合格证进行评审。 

注：此类评审的目的旨在确保体检医师符合适用的良好体检做法及航空医学风险评估的标准。关于航空医学风

险评估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 

1.2.4.10  如不符合第 6 章规定的对特定执照的体检标准，则不得颁发或换发相应的体检合格证，除非满足下述

条件： 

a) 局方认可的体检结论表明，在特定的情况下，尽管申请人未能满足某些指标或其他方面的要求，但

在行使所申请执照赋予的权利时不至影响飞行安全； 

b) 对申请人的相关能力、技能、经历以及运行条件已作适当考虑；和 

c) 执照上已签注特殊的限制，而执照持有人安全履行其职务必须遵守这些限制。 

1.2.4.11  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体检资料的保密性。 

1.2.4.11.1  全部体检报告和记录必须妥善保管，只限于被批准的人员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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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1.2  当出于合理的运行方面的考虑时，体检评估人必须确定将何种范围的体检资料递交给颁照当局的有

关官员。 

1.2.5  执照的有效性 

1.2.5.1  一缔约国颁发执照后，必须保证持照人只有保持胜任能力并符合该国规定的近期经历要求时，方能行使

该执照或相应等级所赋予的权利。 

1.2.5.1.1  建议：一缔约国应该基于预防事故的系统方法，并且包含风险评估过程和对当前运行的分析，其中包

括与该国相关的事故和事故征候数据，规定驾驶员执照和等级保持胜任能力和近期经历的要求。 

1.2.5.1.2  一缔约国颁发执照后，必须保证其他缔约国能够对执照的有效性感到满意。 

注1：直至2022年11月2日，从事商用航空运输飞行的飞行机组成员对胜任能力的保持，可按照附件6完成的熟练

飞行检查中的技能演示来确定。 

注1：自2022年11月3日起，从事商用航空运输飞行的飞行机组和遥控飞行机组成员对胜任能力的保持，可按照

附件6完成的熟练飞行检查中的技能演示来确定。 

注2：直至2022年11月2日，胜任能力的保持可恰当地记入经营人的记录本，或记入飞行机组成员的个人飞行记

录本或执照。 

注2：自2022年11月3日起，胜任能力的保持可恰当地记入经营人的记录本，或记入飞行机组或遥控飞行机组成

员的个人飞行记录本或执照。 

注3：直至2022年11月2日，如登记国认为可行，飞行机组成员可以在该国批准的飞行模拟训练装置内演示其持

续胜任能力。 

注 3：自 2022 年 11 月 3 日起，如登记国或运营人所在国的颁照当局分别认为可行，飞行机组或遥控飞行机组成

员可以在该国批准的飞行模拟训练设备内演示其持续胜任能力。 

注 4：参见《飞行训练器鉴定标准手册》（Doc 9625 号文件）。 

注 5：关于制定风险评估过程的指导材料，参见《国家人员执照颁发系统的建立和管理程序手册》（Doc 9379

号文件）。 

1.2.5.2  除 1.2.5.2.1、1.2.5.2.2、1.2.5.2.3、1.2.5.2.4、1.2.5.2.5 和 1.2.5.2.6 规定之外，按照 1.2.4.7 和 1.2.4.8 颁发

的体检合格证，自体检之日起开始生效，不得超过下述时间期限： 

— 私用（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 60 个月； 

— 商用（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 12 个月； 

— 多机组（飞机）驾驶员执照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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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线运输（飞机、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 12 个月； 

— 滑翔机驾驶员执照 60 个月； 

— 自由气球驾驶员执照 60 个月； 

— 飞行领航员执照 12 个月； 

— 飞行机械员执照 12 个月； 

— 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 48 个月。和 

— 自 2022 年 11 月 3 日起，遥控（飞机、飞艇、滑翔机、旋翼飞行器、动力升空器或自由气球）驾驶

员执照 48 个月； 

注 1：上述所列有效期限可以根据 1.2.4.4.1 延长至多 45 天。 

注 2：当按照 1.2.5.2 及其分段计算有效期时，计算的最后一个月包括与体检日期相同的日历数字日期，或如果

该月没有相同数字的日期，则包括该月的最后一天。 

1.2.5.2.1  如果具有临床证明，可以缩短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期。 

1.2.5.2.2  如果作为从事单机组商业航空旅客运输的航线运输（飞机、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和商业

（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已年满40周岁，1.2.5.2所规定的有效期限必须减为6个月。 

1.2.5.2.3  从事商业航空运输飞行的航线运输（飞机、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商业（飞机、飞艇、

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和多机组（飞机）驾驶员执照的持有人年满 60 周岁后，1.2.5.2 规定的有效期必须

减为 6 个月。 

1.2.5.2.4  直至2022年11月2日，如果私人（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自由气球驾驶员

执照、滑翔机驾驶员执照及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持有人已年满40周岁，1.2.5.2所规定的有效期限必须减为24个月。 

1.2.5.2.4  自2022年11月3日起，私人（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遥控（飞机、飞艇、

滑翔机、旋翼飞行器、动力升空器或自由气球）驾驶员执照、自由气球驾驶员执照、滑翔机驾驶员执照及空中交通

管制员执照持有人已年满40周岁，1.2.5.2所规定的有效期限必须减为24个月。 

1.2.5.2.5  建议：直至2022年11月2日，如果私人（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自由气球

驾驶员执照、滑翔机驾驶员执照及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持有人已年满50周岁，1.2.5.2所规定的有效期限应该进一步减

为12个月。 

1.2.5.2.5  建议：自2022年11月3日起，如果私人（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遥控（飞

机、飞艇、滑翔机、旋翼飞行器、动力升空器或自由气球）驾驶员执照、自由气球驾驶员执照、滑翔机驾驶员执照

及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持有人已年满50周岁，1.2.5.2所规定的有效期限应该进一步减为12个月。 

注：上面所列有效期限以申请人进行体检时的年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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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6  可以推迟体检的情况  如执照持有人在远离指定体检设施的地区工作，颁照当局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推

迟规定的体检复查，但此种推迟只能作为一种例外情况，并且推迟时间不得超过下述期限： 

a) 从事非商业性运行的航空器飞行机组成员，一次不得超过 6 个月； 

b) 从事商业运行的航空器飞行机组成员，连续两次每次不得超过 3 个月，并且每次推迟后，必须由

有关地区指定的体检医师进行检查后，或者如没有这种指定的医生，则经当地具有合法行医资格

的医生检查后，取得体检合格的报告。体检报告必须送交原颁照当局； 

c) 私人驾驶员，一次不得超过 24 个月，并且在此期间由申请人临时所在的缔约国按 1.2.4.6 指定的

体检医师进行体检。体检报告必须送交原颁照当局；和 

d) 自 2022 年 11 月 3 日起，遥控飞行机组成员，则连续两次每次不得超过 3 个月。 

1.2.6  身体状况的下降 

1.2.6.1  在任何时候，当本附件所规定的执照持有人意识到其身体状况有所下降并可能无法安全正确行使执照及

有关等级所赋予的权利时，不得行使执照和等级所赋予的权利。 

1.2.6.1.1  建议：各国应确保在可能与飞行安全相关的身体状况方面、以及在何时向体检医师或颁照当局寻求澄

清或指导方面，向执照持有人提供明确的指导原则。 

注：与飞行安全相关以及可能需要向颁照当局提交的身心状况及其治疗情况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

（Doc 8984 号文件）。 

1.2.6.1.2  建议：各缔约国应该尽量保证执照持有人由于任何原因导致其身体状况下降并且身体状况已达不到颁

发或换发其体检合格证的要求时，不得行使执照和有关等级所赋予的权利。 

1.2.7  作用于精神物品的使用 

1.2.7.1  本附件所涉及的执照持有人在受到任何作用于精神物品的影响，可能使其无法安全、正确地行使其执照

和相关等级授予的权利时，不得行使这些权利。 

1.2.7.2  本附件所涉及的执照持有人不得滥用作用于精神的物品。 

1.2.7.3  建议：缔约国应该在可行的范围内，尽量保证查明所有滥用作用于精神物品的执照持有人，并从涉及安

全的关键岗位上撤下这些人员。当这些人员圆满完成治疗，或者在无需治疗的情况下停止滥用作用于精神的物品并

被确认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危及安全后，则可考虑让其返回到涉及安全的关键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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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关适当验明方法（可包括在雇用前、产生合理怀疑时、发生事故/事件后以及不时地和随机地进行生化检

验）和其他预防措施的指导，载于《防止在航空工作场所滥用作用于精神的物品手册》（Doc 9654号文件）。 

1.2.8  批准的训练和批准的培训机构 

注：如果申请人在严格监督下完成了系统的和连续的训练课程，并且这些课程符合计划的训练大纲，则申请人

可以更容易和更快地获得颁发人员执照所规定的资格。因此，在这些标准和建议措施中所规定的，某种执照和等级

的经历要求，对已经圆满完成批准训练课程的申请人，降低了一些要求。 

1.2.8.1  批准的训练必须能够提供一种胜任能力水平，这种水平至少应等同于对未接受此种训练的人员所规定的

最低经历要求。 

1.2.8.2  国家对培训机构的批准，必须取决于申请人证明其符合本附件附录 2 的要求和附件 19 中所载的相关规

定。 

注 1：附件 19 中载有针对在提供服务期间暴露在与航空器运行相关的安全风险之下的批准培训机构的安全管理

规定。进一步指导材料载于安全管理手册（SMM）（Doc 9859 号文件）。 

注 2：批准培训机构的指南见《培训机构审批手册》（Doc 9841 号文件）。 

1.2.8.3  必须在经批准的培训机构对飞行机组和空中交通管制员进行经批准的培训。 

注：1.2.8.3 考虑的经批准的培训主要针对为颁发附件 1 执照或等级经批准的培训。其目的不包括首次颁发执照

或等级之后为保持能力或上岗资格经批准的培训，对空中交通管制员或者飞行机组人员可能有这样的要求，如根据

附件 6 —《航空器的运行》第 I 部分《国际商业航空运输 — 飞机》9.3 或第 III 部分 —《国际运行—直升机》第 II

篇 7.3 进行的经批准的培训。 

1.2.8.4  直至 2022 年 11 月 2 日，必须在批准的培训机构对航空器维修人员进行批准的以能力为基础的培训。 

注：航空器维修（技术员/工程师/机械员）执照的综合培训计划，包括各个级别的能力，见《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Doc 9868号文件，PANS-TRG）。 

1.2.8.4  自2022年11月3日起，必须在批准的培训机构对航空器和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维修人员进行批准的以能

力为基础的培训。 

注：航空器维修（技术员/工程师/机械员）执照的综合培训计划，包括各个级别的能力，见《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Doc 9868 号文件，PANS-TRG）。 

1.2.8.5  自 2022 年 11 月 3 日起，必须在批准的培训机构对遥控飞行机组成员进行批准的以能力为基础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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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语言能力 

1.2.9.1  直至2022年11月2日，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空中交通管制员和航空电台报务员必

须演示对无线电通话使用的语言会话和理解能力达到附录1对语言能力要求所规定的级别。 

1.2.9.1  自 2022 年 11 月 3 日起，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飞机、飞艇、滑翔机、旋翼飞行器、

动力升空器或自由气球遥控驾驶员；空中交通管制员和航空电台报务员必须演示对无线电通话使用的语言会话和理

解能力达到附录 1 对语言能力要求所规定的级别。 

1.2.9.2  建议：飞行工程师、滑翔机驾驶员及自由气球驾驶员应该对无线电话通信使用的语言具有会话和理解能

力。 

1.2.9.3  需要在航空器上使用无线电通信的领航员必须演示对无线电通话使用的语言具有会话和理解能力。 

1.2.9.4  建议：需要在航空器上使用无线电通信的领航员应该演示对无线电通话使用的语言会话和理解能力达到

了附录 1 中对语言能力要求所规定的级别。 

1.2.9.5  直至2022年11月2日，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空中交通管制员和航空电台报务员，

演示的水平低于熟练级（6级）的，必须根据个人演示的能力级别对其语言能力定期进行正式评估。 

1.2.9.5  自2022年11月3日起，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飞机、飞艇、滑翔机、旋翼飞行器、

动力升空器或自由气球遥控驾驶员；空中交通管制员和航空电台报务员，演示的水平低于熟练级（6级）的，必须根

据个人演示的能力级别对其语言能力定期进行正式评估。 

1.2.9.6  建议：直至 2022 年 11 月 2 日，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需要在航空器上使用无线电

通话的领航员、空中交通管制员和航空电台报务员，演示的能力低于熟练级（6 级）的，应该根据个人演示的能力级

别对其语言能力定期进行如下正式评估： 

a) 表现出其语言能力达到工作级（4 级）的，应该至少每三年评估一次；和 

b) 表现出其语言能力达到提高级（5 级）的，应该至少每六年评估一次。 

注 1：无须正式评估那些表现出熟练语言能力的申请人，比如所讲语言是其母语和不是其母语但非常熟练的讲话

者，只要其方言或口音在国际航空界能够听懂。 

注2：1.2.9的规定提及附件10第II卷第5章，即无线电话通信使用的语言可能是地面电台通常使用的语言或英语。

因此，实际上会有这种情况，飞行机组成员只需要讲地面电台通常使用的语言。 

1.2.9.6  建议：自2022年11月3日起，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飞机、飞艇、滑翔机、旋翼飞

行器、动力升空器或自由气球遥控驾驶员；需要在航空器上使用无线电通话的领航员；空中交通管制员和航空电台

报务员，演示的能力低于熟练级（6级）的，应该根据个人演示的能力级别对其语言能力定期进行如下正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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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表现出其语言能力达到工作级（4级）的，应该至少每三年评估一次；和 

b) 表现出其语言能力达到提高级（5级）的，应该至少每六年评估一次。 

注1：无须正式评估那些表现出熟练语言能力的申请人，比如所讲语言是其母语和不是其母语但非常熟练的讲话

者，只要其方言或口音在国际航空界能够听懂。 

注2：1.2.9的规定提及附件10第II卷第5章，即无线电话通信使用的语言可能是地面电台通常使用的语言或英语。

因此，实际上会有这种情况，飞行机组成员和遥控飞行机组成员只需要讲地面电台通常使用的语言。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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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驾驶员的执照和等级*
 

A.  驾驶员的执照和等级 

2.1  关于驾驶员执照和等级的一般规则 

2.1.1  一般颁照规范 

2.1.1.1  除持有按本章规定颁发驾驶员执照的人员之外，其他人员不得担任下列类别航空器的机长或副驾驶： 

— 飞机 

— 体积超过 4 600 立方米的飞艇 

— 自由气球 

— 滑翔机 

— 直升机 

— 动力升空器 

2.1.1.2  航空器的类别必须包括在执照的标题中或在执照上作为类别等级进行签注。 

2.1.1.2.1  如执照持有人申请具有其他航空器类别的执照时，颁照当局必须采取下列措施之一： 

a) 为执照持有人颁发该类别航空器的另外的驾驶员执照；或 

b) 在 2.1.2 规定的条件下，在原执照上签注新的类别等级。 

注：类别等级的要求是按照驾驶员的颁照规范以及授予执照持有人的相应权利水平制定的。 

2.1.1.3  申请人在获得任何驾驶员执照或等级之前，必须符合该执照或等级所规定的年龄、知识、经历、飞行训

练、技能及体检合格的要求。 

2.1.1.3.1  任何驾驶员执照或等级申请人必须以颁照当局确定的方式表现出符合该执照或等级对知识及技能的

要求。 

 

                                                        
*
 自 2022 年 11 月 3 日起，第 2 章的标题将为：驾驶员和遥控驾驶员的执照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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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  关于动力升空器类别的过渡性措施 

2022 年 3 月 5 日之前，颁照当局可以在航空器或直升机驾驶员执照上签注动力升空器类别的航空器型别等级。

在执照上签注的等级必须注明航空器属于动力升空器类别。动力升空器类别的型别等级训练必须是在批准的训练课

程期间完成，必须酌情考虑到申请人先前的航空器或直升机经历，包括操作动力升空器类别航空器的所有相关要素。 

2.1.2  类别等级 

2.1.2.1  对于 2.1.1.1 所列的航空器类别，必须建立类别等级。 

2.1.2.2  如果航空器类别本身已包括在该执照的标题中，则无须在执照上签注类别等级。 

2.1.2.3  在驾驶员执照上签注的任何其他类别等级，必须列明该类别等级所赋予的权利程度。 

2.1.2.4  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申请其他类别等级时，必须符合本附件中适合于所申请类别等级的权利要求。 

2.1.3  级别和型别等级 

2.1.3.1  对于审定为单个驾驶员操纵的飞机，必须建立级别等级。级别等级必须包括： 

a) 单发动机陆上； 

b) 单发动机水上； 

c) 多发动机陆上； 

d) 多发动机水上。 

注：本条款不排除在此基本结构内确立其他的级别等级。 

2.1.3.1.1  建议：各缔约国应该考虑对审定为单个驾驶员操纵的、并有类似操纵性、性能及其他特性的直升机和

动力升空器确立级别等级。 

2.1.3.2  必须对下列建立型别等级： 

a) 审定为最小机组至少为两名驾驶员操纵的航空器； 

b) 除按 2.1.3.1.1 已颁发型别等级外，审定为唯一驾驶员操纵的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和 

c) 颁照当局认为必要的任何航空器。 

注 1：如果建立了共同型别等级，则只会用于在操作程序、系统和操纵方式方面具有相似特征的航空器。 

注2：对滑翔机及自由气球的级别和型别等级的要求尚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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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  当申请人为首次颁发驾驶员执照而演示技能和知识时，在执照上必须注明演示中所使用的航空器类别以

及相应的型别或级别等级。 

2.1.4  需要级别和型别等级的情况 

2.1.4.1  颁发驾驶员执照的缔约国不得允许执照持有人担任飞机、飞艇、直升机或动力升空器的机长或副驾驶员，

除非该执照持有人已接受了以下授权： 

a) 2.1.3.1 规定的适当级别等级；或 

b) 如果需要，按 2.1.3.2 所要求的型别等级。 

2.1.4.1.1  如已颁发的型别等级限制持照人的权利只能担任副驾驶或限制其权利只能在飞行的巡航阶段担任机

长，则此项限制必须在等级上进行签注。 

2.1.4.2  对于训练、考试或具有特殊目的的非营利、非载客飞行，颁照当局可以书面向执照持有人提供特殊授权，

以代替按 2.1.4.1 颁发的级别或型别等级。此项授权必须限于在完成此特殊飞行所需时间内有效。 

2.1.5  颁发级别和型别等级的要求 

2.1.5.1  级别等级 

申请人必须表现出与所申请的航空器级别等级执照相适应的技能水平。 

2.1.5.2  2.1.3.2 a) 所要求的型别等级 

申请人必须： 

a) 在适当的监督下，已在适用的航空器型别和/或飞行模拟机上取得如下经历： 

— 所有飞行阶段的正常飞行程序及机动动作； 

— 在设备（如发动机、系统和机体等）失效及工作不正常时的不正常、应急程序和机动动作； 

— 若适用，在正常、不正常和包括模拟的发动机停车在内的紧急条件下的仪表程序，包括仪表进近、

中断进近与着陆仪表程序； 

— 对于颁发飞机类别的型别等级，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训练；和 

注 1：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训练的程序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

Doc 9868 号文件）。 

注 2：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训练的指导载于《飞机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训练手册》

（PANS-TRG，Doc 1001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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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飞行模拟训练设备合格标准手册》（Doc 9625 号文件）提供了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

出训练的飞行模拟训练器审批的指导。 

注 4：飞机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训练可以与型别等级结合或作为附加单元在其之后进行。 

— 机组失能以及包括驾驶员任务分配的机组协调程序；机组配合和检查单的使用； 

注：关于实施飞行教习的驾驶员所需资格的建议，参见2.1.8.1。 

b) 表现出与机长和副驾驶职责有关的、对所适用的航空器型别进行安全运行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和 

c) 对于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已演示由颁照当局根据 2.6.1.2 规定要求所确定的知识范围。 

注：关于交叉机组资格和交叉计时的一般性指导，参见《国家人员执照颁发系统的建立和管理程序手册》（Doc 

9379 号文件）。 

2.1.5.3  2.1.3.2 b)及 c) 所要求的型别等级 

申请人必须表现出与颁照要求和申请人驾驶职能有关的、在所适用航空器型别进行安全运行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2.1.6  使用飞行模拟训练装置获得经历并演示技能 

为颁发执照或等级使用飞行模拟训练装置，以便获得经历或在技能演示中完成所需的动作，必须经颁照当局批

准，颁照当局必须保证所使用的飞行模拟训练装置符合相应任务的要求。 

2.1.7  需要仪表等级的情况 

颁发驾驶员执照的缔约国不得允许执照持有人担任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机长或副驾驶员，除非该持

有人已获得该缔约国正式授权。正示授权必须包括与航空器类别相符的仪表等级。 

注：仪表等级包括在航线运输（飞机或动力升空器类别）驾驶员执照、多机组驾驶员执照和商用（飞艇类别）

驾驶员执照内。2.1.7的规定并不排除颁发将仪表等级作为必要组成部分的执照。 

2.1.8  需要授权实施教学的情况 

2.1.8.1  颁发驾驶员执照的缔约国不得允许执照持有人实施为颁发驾驶员执照或等级所需的飞行教学，除非该持

有人已获得缔约国的正式授权。正式授权必须包括： 

a) 持有人执照上的飞行教员等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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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担任颁照当局授权进行飞行教学经批准机构代理人的权利；或 

c) 颁照缔约国授予的特别权利。 

2.1.8.2  缔约国不得允许人员在飞行模拟训练装置上进行为颁发驾驶员执照或等级所需的教学，除非该人持有或

曾经持有适当执照，或具有适当的飞行训练和飞行经历，并已获得该缔约国的正式授权。 

2.1.9  飞行时间的计算 

2.1.9.1  飞行学员或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有权将其单飞、带飞教学和担任机长的飞行时间，全部记入为首次取得驾

驶员执照或更高级别驾驶员执照所需的总飞行时间。 

2.1.9.2  在审定为唯一驾驶员操纵、但经一缔约国要求有一名副驾驶员操作的航空器上，驾驶员执照持有人在驾

驶员座位上担任副驾驶时，有权将其不超过 50%的副驾驶飞行时间记入为取得更高级别驾驶员执照所需的总飞行时

间。如果航空器的配备要求有一名副驾驶员随同操作，并且航空器是按照多机组运行操作时，缔约国可以批准将其

飞行时间全部计入总飞行时间。 

2.1.9.3  在审定为要求有副驾驶员操作的航空器上，驾驶员执照持有人在驾驶员座位上担任副驾驶时，有权将其

飞行时间全部计入为取得更高级别驾驶员执照所需的总飞行时间。 

2.1.9.4  驾驶员执照持有人在监督之下担任机长时，有权将其飞行时间全部记入为取得更高级别驾驶员执照所需

的总飞行时间。 

2.1.10  年满 60 周岁驾驶员的权利限制和年满 65 周岁驾驶员的权利削减 

如执照持有人年满 60 周岁，或者在有一名以上驾驶员参加飞行的情况下执照持有人年满 65 周岁时，颁发驾驶

员执照的缔约国不得允许该执照持有人在从事国际商业航空运输的航空器上担任驾驶员。 

注：关于对年满 60 岁以上从事商业航空运输运行驾驶员体检合格证有效期的规定，参见 1.2.5.2.3。 

2.2  飞行学员 

2.2.1  飞行学员必须符合有关缔约国规定的要求。规定此类要求时，缔约国必须确保所赋予的权利不致使飞行

学员对空中航行安全构成危险。 

2.2.2  除非在授权的飞行教员的监视下或经其授权，否则飞行学员不得单飞。 

2.2.2.1  除非有关缔约国之间有特定的或一般的协议，否则飞行学员不得在飞国际航班的航空器上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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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体检要求 

除非飞行学员持有现行有效的二级体检合格证，否则缔约国不得允许该飞行学员单飞。 

2.3  私用驾驶员执照 

2.3.1  颁发与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类别相应执照的一般要求 

2.3.1.1  年龄 

申请人必须年满 17 周岁。 

2.3.1.2  知识 

申请人必须至少在下列科目中演示与授予私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并且与预期包括在执照内的航

空器类别相符的知识水平： 

航空法 

a) 与私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有关的规章条例；空中规则；高度表拨正程序；相应的空中交通服务措施和

程序； 

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类航空器的一般知识 

b) 发动机、系统和仪表的工作原理及其功能； 

c) 有关类别航空器和发动机的使用限制；飞行手册或其他相应文件中的有关操作资料； 

d) 对于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传动装置（传动齿轮系）（如适用）； 

e) 对于飞艇，气体的物理特性与实际应用； 

飞行性能、计划和装载 

f) 装载及重量分布对飞行特性的影响；重量和平衡计算； 

g) 起飞、着陆和其他性能数据的使用与实际运用； 

h) 适合于按照目视飞行规则私人运行的飞行前准备和航路飞行计划；空中交通服务飞行计划的准备和申

报；相应的空中交通服务程序；位置报告程序；高度表拨正程序；交通密集区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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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能力 

i) 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 

注：有关设计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的训练大纲的指导材料见《人的因素训练

手册》（Doc 9683 号文件）。 

气象学 

j) 初级航空气象学的应用；气象资料的使用和获得气象资料的程序；测高法；危险气象条件； 

领航 

k) 空中领航和推测领航技术的实践；航图的使用； 

操作程序 

l) 在运行效绩方面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 

注：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的有关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m) 高度表拨正程序； 

n) 航空文件，如《航行资料汇编》、《航行通告》、《航空代码及缩略语》的使用； 

o) 适当的预防程序和应急程序，包括为避让危险天气、尾流和其他运行危险所采取的行动； 

p) 对于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如适用），带油门的缓慢垂直下降；地面共振；后行桨叶失速；动力侧滚翻

转和其他操作危险；与目视气象条件飞行相关的安全程序； 

飞行原理 

q) 飞行原理； 

无线电通话 

r) 适用于目视飞行规则运行的通信程序和用语；如遇通信故障应采取的行动。 

2.3.1.3  技能 

申请人必须演示作为相应类别航空器的航空器机长完成 2.3.3.2 或 2.3.4.2.1 或 2.3.5.2 或 2.3.6.2 所规定的各项程序

和动作的能力，其胜任程度与授予私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并且能够： 

a) 识别并且管理威胁和差错； 

注：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的有关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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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航空器限制范围内驾驶航空器； 

c) 平稳而准确地完成所有动作； 

d) 运用良好的判断力和飞行技术； 

e) 运用航空知识；和 

f) 随时保持对航空器的操纵，以确保圆满地完成各项程序或动作。 

2.3.1.4  体检要求 

申请人必须持有现行有效的二级体检合格证。 

注：关于对申请仪表等级的私人驾驶员执照持有人体检合格的要求，参见2.7.1.3。 

2.3.2  执照持有人的权利与行使此种权利应遵守的条件 

2.3.2.1  在符合 1.2.5、1.2.6、1.2.7.1、1.2.9 和 2.1 所规定要求的条件下，私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必须是在

从事非营利飞行的航空器类别相应的航空器上不以取酬为目的担任机长或副驾驶。 

2.3.2.2  在夜间行使权利之前，执照持有人必须在与航空器类别相应的航空器上接受过夜航带飞训练，包括夜间

起飞、着陆和航行。 

2.3.3  颁发飞机类别等级的特殊要求 

2.3.3.1  经历 

2.3.3.1.1  申请人必须在与申请级别等级相应的飞机上完成至少 40 小时作为驾驶员的飞行时间，如果是在批准

的训练课程中完成，则不少于 35 小时。颁照当局必须决定申请人在飞行模拟训练装置内作为驾驶员接受训练的经历

是否可以接受作为 40 小时或（视情）35 小时总飞行时间的一部分。如将此项经历计入总飞行时间，必须限定最多为

5 小时。 

2.3.3.1.1.1  如果申请人具有作为其他类别航空器驾驶员的飞行时间，颁照当局必须决定此项经历是否可接受，

如可接受，2.3.3.1.1 对飞行时间的要求可相应减少的程度。 

2.3.3.1.2  申请人必须在授权飞行教员监督下在与申请级别等级相应的飞机上完成至少 10 小时单飞时间，包括 5

小时转场飞行时间，其中一次总距离至少为 270 公里（150 海里）的转场飞行，飞行过程中必须在两个不同机场作全

停着陆。 

 



第 2 章 附件 1 — 人员执照的颁发 

 2-9 8/11/18 

2.3.3.2  飞行训练 

申请人必须在与申请级别等级相应的飞机上接受授权飞行教员的带飞训练。教员必须保证申请人至少在下列科

目中具有私用驾驶员所需技能水平的操作经历： 

a) 识别并且管理威胁和差错； 

注：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的有关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b) 飞行前操作，包括重量和平衡的确定、飞机的检查和勤务工作； 

c) 机场和起落航线的运行、避免相撞的预防措施和程序； 

d) 参照外部目视参考操纵飞机； 

e) 用临界小速度飞行，识别并从临近失速和失速中改出； 

f) 用临界大速度飞行，识别并从急盘旋下降中改出； 

g) 正常及侧风起飞和着陆； 

h) 最大性能（短跑道和越障）起飞，短跑道着陆； 

i) 仅参照仪表的飞行，包括完成 180 度水平转弯； 

j) 使用目视参考、推测领航和有条件时使用无线电导航设备作转场飞行； 

k) 应急操作，包括模拟的飞机设备故障； 

l) 按照空中交通服务程序飞往、飞离和飞越管制机场；和 

m) 通信程序和用语。 

注：2.3.3.2 i) 规定的仪表经历和2.3.2.2规定的夜航带飞教学，并未授予私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按仪表飞行规则驾

驶飞机的权利。 

2.3.4  颁发直升机类别等级的特殊要求 

2.3.4.1  经历 

2.3.4.1.1  申请人必须完成至少 40 小时作为直升机驾驶员的飞行时间，如果是在批准的训练课程中完成，则不

少于 35 小时。颁照当局必须决定申请人在飞行模拟训练装置内作为驾驶员接受训练的经历，是否可以作为 40 小时

或（视情）35 小时总飞行时间的一部分。如将此项经历计入总飞行时间，必须限定最多为 5 小时。 

2.3.4.1.1.1  如果申请人具有其他类别航空器驾驶员的飞行时间，颁照当局必须决定此项经历是否可接受，如可

接受，2.3.4.1.1 对飞行时间的要求可相应减少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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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1.2  申请人必须在直升机上在授权飞行教员监督下完成至少 10 小时单飞时间，包括 5 小时转场单飞时间，

其中一次总距离至少为 180 公里（100 海里）的转场飞行，飞行过程中必须在两个不同的地点着陆。 

2.3.4.2  飞行训练 

2.3.4.2.1  申请人必须在直升机上接受授权飞行教员至少 20 小时的带飞训练。教员必须保证申请人至少在下列

科目中具有私用驾驶员所需技能水平的运行经历： 

a) 识别并且管理威胁和差错； 

注：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的有关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

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

分第 2 章。 

b) 飞行前操作，包括重量和平衡的确定、直升机的检查和勤务； 

c) 机场和起落航线的运行、避免相撞的预防措施和程序； 

d) 参照外部目视参考操纵直升机； 

e) 在涡环的初始阶段改出；在发动机转速正常范围内从低旋翼转速改出的技术； 

f) 地面机动和试车；悬停；正常、无风和倾斜地面的起飞和着陆； 

g) 以最小的必需动力起飞和着陆；最大性能起飞和着陆技术；限制区域内的运行；快停； 

h) 使用目视参考、推测领航和有条件时使用无线电导航设备作转场飞行，包括一次至少 1 小时的飞

行； 

i) 应急操作，包括模拟的直升机设备故障；自转下降； 

j) 按照空中交通服务程序飞往、飞越和飞离管制机场；和 

k) 通信程序和用语。 

2.3.4.2.1.1  建议：申请人应该接受授权飞行教员的仪表飞行带飞训练。教员应该保证申请人具有仅参照仪表飞

行的运行经历，包括在装有适当仪表设备的直升机上完成180度水平转弯。 

注：2.3.4.2.1.1 中规定的仪表经历和 2.3.2.2 规定的夜航带飞教学，并未授予私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按仪表飞行规

则驾驶直升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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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颁发动力升空器类别等级的特殊要求 

2.3.5.1  经历 

2.3.5.1.1  建议：申请人应该完成至少 40 小时作为动力升空器驾驶员的飞行时间。颁照当局应该决定申请人在

飞行模拟训练装置内作为驾驶员接受训练的经历是否可以作为 40 小时总飞行时间的一部分。 

2.3.5.1.2  建议：如果申请人具有作为其他类别航空器驾驶员的飞行时间，颁照当局应该决定此项经历是否可接

受，如可接受，2.3.5.1.1 对飞行时间的要求可相应减少的程度。 

2.3.5.1.3  建议：申请人应该在授权飞行教员监督下在动力升空器上完成至少 10 小时的单飞时间，包括 5 小时

转场单飞时间，其中一次总距离至少为 270 公里（150 海里）的转场飞行，飞行过程中必须在两个不同的地点全停着

陆。 

2.3.5.2  飞行训练 

建议：申请人应该在动力升空器上接受授权飞行教员至少 20 小时的带飞训练。教员应该保证申请人至少在下列

科目中具有私用驾驶员所需技能水平的操作经历： 

a) 识别并且管理威胁和差错； 

注：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的有关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b) 飞行前操作，包括重量和平衡的确定、动力升空器的检查和勤务； 

c) 机场和起落航线的运行、避免相撞的预防措施和程序； 

d) 参照外部目视参考操纵动力升空器； 

e) 地面机动和试车；悬停、滑跑与上升；正常、无风和倾斜地面的悬停和滑跑进近与着陆； 

f) 以最小的必需动力起飞和着陆；最大性能起飞和着陆技术；限制区域内的运行；快停； 

g) 仅参照仪表飞行，包括完成 180 度水平转弯； 

h) 在涡环的初始阶段改出；在发动机转速正常范围内从低旋翼转速改出的技术； 

i) 使用目视参考、推测领航和有条件时使用无线电导航设备作转场飞行，包括一次至少 1 小时的飞行； 

j) 应急操作，包括模拟的动力升空器设备故障；动力转换为自转和自转下降（如适用）；传动装置和互连

式传动轴故障（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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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按照空中交通服务程序飞往、飞离和飞越管制机场；和 

l) 通信程序和用语。 

注：2.3.5.2 g) 规定的仪表经历和2.3.2.2规定的夜航带飞训练，并未授予私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按仪表飞行规则

驾驶动力升空器的权利。 

2.3.6  颁发飞艇类别等级的特殊要求 

2.3.6.1  经历 

申请人必须完成至少 25 小时作为飞艇驾驶员的飞行时间，至少包括： 

a) 3 小时在飞艇上的转场飞行训练，其中一次转场飞行总距离至少为 45 公里（25 海里）； 

b) 在一个机场完成 5 次起飞和 5 次全停着陆，每次着陆必须包含一次机场起落航线飞行； 

c) 3 小时仪表时间；和 

d) 5 小时在机长监督下作为驾驶员履行机长职责。 

2.3.6.2  飞行训练 

申请人必须在飞艇上接受授权飞行教员的带飞训练。教员必须保证申请人至少在下列科目中接受了训练： 

a) 识别并且管理威胁和差错； 

注：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的有关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b) 飞行前操作，包括重量和平衡的确定、飞艇的检查和勤务； 

c) 参照地面的机动飞行； 

d) 机场和起落航线的运行、避免相撞的预防措施和程序； 

e) 起飞技术和程序，包括相应的限制、应急程序和使用的信号； 

f) 参照外部目视参考操纵飞艇； 

g) 起飞、降落和复飞； 

h) 最大性能（越障）起飞； 

i) 仅参照仪表的飞行，包括完成 180 度水平转弯； 

j) 使用目视参考、推测领航和无线电导航设备进行导航和转场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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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应急操作（识别漏气现象），包括模拟的飞艇设备故障；和 

l) 通信程序和用语。 

注：2.3.6.2 i) 规定的仪表经历和 2.3.2.2 规定的夜航带飞训练，并未授予私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按仪表飞行规则

驾驶飞艇的权利。 

2.4  商用驾驶员执照 

2.4.1  颁发与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类别相应执照的一般要求 

2.4.1.1  年龄 

申请人必须年满 18 周岁。 

2.4.1.2  知识 

申请人必须至少在下列科目中演示与授予商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并且与预期包括在执照内的航

空器类别相符的知识水平： 

航空法 

a) 与商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有关的规章条例；空中规则；相应的空中交通服务措施和程序； 

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类别航空器的一般知识 

b) 发动机、系统和仪表的工作原理及其功能； 

c) 有关类别航空器和发动机的使用限制；飞行手册或其他相应文件中的有关操作资料； 

d) 相应的航空器设备和系统的使用及可用性检查； 

e) 适合于航空器机体、系统和发动机的维修程序； 

f) 对于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传动装置（传动齿轮系）（如适用）； 

g) 对于飞艇，气体的物理特性与实际应用； 

飞行性能、计划和装载 

h) 装载和重量分布对航空器操纵、飞行特性和性能的影响；重量和平衡计算； 

i) 起飞、着陆和其他性能数据的使用与实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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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适合于按照目视飞行规则商用运行的飞行前准备和航路飞行计划；空中交通服务飞行计划的准备和申

报；相应的空中交通服务程序；高度表拨正程序； 

k) 对于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外挂载荷对操纵的影响； 

人的行为能力 

l) 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 

注：有关设计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训练计划的指导材料见《人的因素训练手册》

（Doc 9683 号文件）。 

气象学 

m) 航空气象报告、图表和预报的判读与使用；飞行前和飞行中气象资料的使用和获得气象资料的程序；

测高法； 

n) 航空气象学；有关地区影响航空的气象要素的气候学；气压系统的移动、锋面结构和影响起飞、航路

和着陆条件的重要天气现象的起源与特征； 

o) 积冰的原因、识别和影响；通过锋区的程序；绕过危险天气； 

领航 

p) 空中领航，包括航图、仪表和导航设备的使用；对相应导航系统的原理和特性的理解；机载设备的操作； 

q) 对于飞艇： 

i) 操纵和导航所必需的航空电子设备和仪表的使用、限制和可服务性； 

ii) 起飞、航路、进近和降落阶段的飞行所用导航系统的使用、精确度和可靠性，无线电导航设施的

识别； 

iii) 自主式和参照外部导航系统的原理和特性，机载设备的操作； 

操作程序 

r) 在运行效绩方面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 

注：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的有关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s) 航空文件，如《航行资料汇编》、《航行通告》、《航空代码及缩略语》的使用； 

t) 高度表拨正程序； 

u) 相关的预防和应急程序； 

v) 载运货物时的操作程序；与危险物品有关的潜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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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旅客安全简介的要求和做法，包括上、下航空器时应遵守的预防措施； 

x) 对于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如适用），带油门的缓慢垂直下降；地面共振；后行桨叶失速；动力侧滚翻

转和其他操作危险；与目视气象条件飞行相关的安全程序； 

飞行原理 

y) 飞行原理； 

无线电通话 

z) 适用于目视飞行规则运行的通信程序和用语；如遇通信故障应采取的行动。 

2.4.1.3  技能 

申请人必须演示作为相应类别的航空器机长完成 2.4.3.2 或 2.4.4.2 或 2.4.5.2 或 2.4.6.2 所规定的各项程序和动作

的能力，其胜任程度与授予商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并且能够： 

a) 识别并且管理威胁和差错； 

注：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的有关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b) 在航空器限制范围内驾驶航空器； 

c) 平稳而准确地完成所有动作； 

d) 运用良好的判断力和飞行技术； 

e) 运用航空知识；和 

f) 随时保持对航空器的操纵，以确保圆满地完成各项程序或动作。 

2.4.1.4  体检要求 

申请人必须持有现行有效的一级体检合格证。 

2.4.2  执照持有人的权利与行使此种权利应遵守的条件 

2.4.2.1  在符合 1.2.5、1.2.6、1.2.7.1、1.2.9 和 2.1 所规定要求的条件下，商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必须是： 

a) 在与航空器类别相应的航空器上行使私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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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从事非商业航空运输运行的航空器类别相应的航空器上担任机长； 

c) 在审定为唯一驾驶员操纵的与航空器类别相应的航空器上担任商业航空运输的机长； 

d) 在要求有副驾驶员操作的航空器类别的相应航空器上担任副驾驶；和 

e) 对于飞艇类别，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驾驶飞艇。 

2.4.2.2  在夜间行使执照权利之前，执照持有人必须在与航空器类别相应的航空器上接受过夜航带飞训练，包括

夜间起飞、着陆和航行。 

注：执照持有人年满 60 和 65 周岁时，按 2.1.10 规定对执照的某些权利予以取消。 

2.4.3  颁发飞机类别等级的特殊要求 

2.4.3.1  经历 

2.4.3.1.1  申请人必须完成至少 200 小时作为飞机驾驶员的飞行时间，如果是在经批准的训练课程中完成，则不

少于 150 小时。颁照当局必须决定申请人在飞行模拟训练装置内作为驾驶员接受训练的经历是否可以接受作为 200

小时或（视情）150 小时总飞行时间的一部分。如将此项经历计入总飞行时间，必须限定最多为 10 小时。 

2.4.3.1.1.1  申请人必须在飞机上完成至少： 

a) 100 小时作为机长的飞行时间，或在经批准的训练课程中，70 小时作为机长的飞行时间； 

b) 20 小时作为机长的转场飞行时间，其中一次总距离至少为 540 公里（300 海里）的转场飞行，

飞行过程中必须在两个不同的机场作全停着陆； 

c) 10 小时仪表教学时间，其中仪表地面时间不得超过 5 小时；和 

d) 在夜间行使执照权利时，5 小时作为机长的夜航时间，包括 5 次起飞和 5 次着陆。 

2.4.3.1.2  如果申请人具有作为其他类别航空器驾驶员的飞行时间，颁照当局必须决定此项经历是否可接受，如

可接受，2.4.3.1.1 对飞行时间的要求可相应减少的程度。 

2.4.3.2  飞行训练 

2.4.3.2.1  申请人必须在与申请级别和/或型别等级相应的飞机上接受授权飞行教员的带飞训练。教员必须保证申

请人至少在下列科目中具有商用驾驶员所需技能水平的操作经历： 

a) 识别并且管理威胁和差错； 

注：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的有关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

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

分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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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飞行前操作，包括重量和平衡的确定、飞机的检查和勤务工作； 

c) 机场和起落航线的运行、避免相撞的预防措施和程序； 

d) 参照外部目视参考操纵飞机； 

e) 用临界小速度飞行；避免螺旋；识别并从临近失速和失速中改出； 

f) 多发级别或型别等级的不对称动力飞行； 

g) 用临界大速度飞行，识别并从急盘旋下降中改出； 

h) 正常及侧风起飞和着陆； 

i) 最大性能（短跑道和越障）起飞；短跑道着陆； 

j) 基本飞行机动和仅参照基本飞行仪表从不正常姿态中改出； 

k) 使用目视参考、推测领航和无线电导航设备作转场飞行；改航程序； 

l) 不正常和应急程序以及动作，包括模拟的飞机设备故障； 

m) 按照空中交通服务程序飞往、飞离和飞越管制机场起飞；和 

n) 通信程序和用语。 

注： 2.4.3.1.1.1 c)和 2.4.3.2 j) 规定的仪表经历及 2.4.3.1.1.1 d)和 2.4.2.2 规定的夜航经历和带飞教学训练，并未

授予商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按仪表飞行规则驾驶飞机的权利。 

2.4.3.2.2 建议：申请人应已经在实际飞行中接受过经颁照当局批准的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训练。 

注 1：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训练的程序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 

注 2：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训练的指导载于《飞机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训练手册》（PANS-TRG，

Doc 10011 号文件）。 

2.4.4  颁发直升机类别等级的特殊要求 

2.4.4.1  经历 

2.4.4.1.1  申请人必须完成至少 150 小时作为直升机驾驶员的飞行时间，如果是在经批准的训练课程中完成，则

不少于 100 小时。颁照当局必须决定申请人在飞行模拟训练装置内作为驾驶员接受训练的经历，是否可以接受作为

150 小时或（视情）100 小时总飞行时间的一部分。如将此项经历计入总飞行时间，必须限定最多为 10 小时。 

2.4.4.1.1.1  申请人必须在直升机上完成至少： 

a) 35 小时作为机长的飞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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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0 小时作为机长的转场飞行时间，包括一次在两个不同地点着陆的转场飞行； 

c) 10 小时仪表教学时间，其中仪表地面时间不得超过 5 小时；和 

d) 在夜间行使执照权利时，5 小时作为机长的夜航时间，包括 5 次起飞和 5 次着陆的起落航线飞

行。 

2.4.4.1.2  如果申请人具有作为其他类别航空器驾驶员的飞行时间，颁照当局必须决定此项经历是否可接受，如

可接受，2.4.4.1.1 对飞行时间的要求可相应减少的程度。 

2.4.4.2  飞行训练 

申请人必须在直升机上接受授权飞行教员的带飞训练。教员必须保证申请人至少在下列科目具有商用驾驶员所

需技能水平的操作经历： 

a) 识别并且管理威胁和差错； 

注：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的有关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b) 飞行前操作，包括重量和平衡的确定、直升机的检查和勤务工作； 

c) 机场和起落航线的运行、避免相撞的预防措施和程序； 

d) 参照外部目视参考操纵直升机； 

e) 在涡环的初始阶段改出；在发动机转速正常范围内从低旋翼转速改出的技术； 

f) 地面机动和试车；悬停；正常、无风及倾斜地面的起飞和着陆；大下滑角进近； 

g) 以所需最小动力起飞和着陆；最大性能起飞和着陆技术；受限制区域内的运行；快停； 

h) 无地面效应的悬停；外挂载荷运行（如可行）；高空飞行； 

i) 基本飞行机动和仅参照基本飞行仪表从不正常姿态中改出； 

j) 使用目视参考、推测领航和无线电导航设备作转场飞行；改航程序； 

k) 不正常和应急程序，包括模拟的直升机设备故障、自转下降到着陆； 

l) 按照空中交通服务程序飞往、飞离和飞越管制机场；和 

m) 通信程序和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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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4.4.1.1.1 c)和 2.4.4.2 i)规定的仪表飞行经历及 2.4.4.1.1.1 d)和 2.4.2.2 规定的夜航经历和带飞训练，并未授

予商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按仪表飞行规则驾驶直升机的权利。 

2.4.5  颁发动力升空器类别等级的特定要求 

2.4.5.1  经历 

2.4.5.1.1  建议：申请人应该在动力升空器上完成至少 200 小时作为航空器驾驶员的飞行时间，如果在批准的训

练课程中完成，则不少于 150 小时。颁照当局应该决定申请人在飞行模拟训练装置内作为驾驶员接受训练的经历，

是否可以接受作为 200 小时或（视情）150 小时总飞行时间的一部分。 

2.4.5.1.2  建议：申请人应该在动力升空器上完成至少： 

a) 50 小时作为机长的飞行时间； 

b) 10 小时作为机长的转场飞行时间，其中一次总距离至少为 540 公里（300 海里）的转场飞行，飞

行过程中应该在两个不同机场作全停着陆； 

c) 10 小时仪表教学时间，其中仪表地面时间不得超过 5 小时；和 

d) 在夜间行使执照权利时，5 小时作为机长的夜航时间，包括 5 次起飞和 5 次着陆。 

2.4.5.1.3  建议：如果申请人具有作为其他类别航空器驾驶员的飞行时间，颁照当局应该决定此项经历是否可接

受，如可接受， 2.4.5.1.1 对飞行时间的要求可相应减少的程度。 

2.4.5.2  飞行训练 

建议：申请人应该在动力升空器上接受授权飞行教员的带飞训练。教员应该保证申请人至少在下列科目具有商

用驾驶员所需技能水平的操作经历： 

a) 识别并且管理威胁和差错； 

注：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的有关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b) 飞行前操作，包括重量和平衡的确定、动力升空器的检查和勤务工作； 

c) 机场和起落航线的运行、避免相撞的预防措施和程序； 

d) 参照外部目视参考操纵动力升空器； 

e) 在涡环的初始阶段改出；在发动机转速正常范围内从低旋翼转速改出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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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地面机动和试车；悬停、滑跑与上升；正常、无风及倾斜地面的悬停和滑跑进近到着陆；大下滑角进

近； 

g) 以所需最小动力起飞和着陆；最大性能起飞和着陆技术；受限制区域内的运行；快停 

h) 无地面效应的悬停；外挂载荷运行（如可行）；高空飞行； 

i) 基本飞行机动和仅参照基本飞行仪表从不正常姿态中改出； 

j) 使用目视参考、推测领航和有条件时使用无线电导航设备作转场飞行，包括一次至少 1 小时的飞行； 

k) 应急操作，包括模拟的动力升空器设备故障、动力转换为自转和自转下降（如适用）；传动装置和互连

式传动轴故障（如适用）； 

l) 按照空中交通服务程序、无线电话通信程序及用语飞往、飞越管制机场或从管制机场起飞；和 

m) 通信程序和用语。 

注：2.4.5.1.2 c)和 2.4.5.2 i)规定的仪表飞行经历及 2.4.5.1.2 d)和 2.4.2.2 规定的夜航经历和带飞训练，并未授予商

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按仪表飞行规则驾驶动力升空器的权利。 

2.4.6  颁发飞艇类别等级的特殊要求 

2.4.6.1  经历 

2.4.6.1.1  申请人必须完成至少 200 小时作为驾驶员的飞行时间。 

2.4.6.1.1.1  申请人必须完成至少： 

a) 50 小时在飞艇上作为驾驶员的飞行时间； 

b) 30 小时在飞艇上担任机长或监督下的机长，其中至少包括： 

— 10 小时转场飞行；和 

— 10 小时夜间飞行。 

c) 40 小时仪表时间，其中 20 小时必须是空中飞行时间，包括 10 小时在飞艇上的飞行时间；和 

d) 20 小时在飞艇上按 2.4.6.2 操作领域要求实施的飞行训练。 

2.4.6.2  飞行训练 

申请人必须在飞艇上接受授权飞行教员的带飞训练。教员必须保证申请人至少在下列科目具有商用驾驶员所需

技能水平的操作经历： 

a) 识别并且管理威胁和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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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的有关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b) 飞行前操作，包括重量和平衡的确定、飞艇的检查和勤务工作； 

c) 机场和起落航线的运行、避免相撞的预防措施和程序； 

d) 起飞技术和程序，包括相应限制、应急程序和使用的信号； 

e) 参照外部目视参考操纵飞艇； 

f) 识别漏气； 

g) 正常起飞和着陆； 

h) 最大性能（短跑道和越障）起飞；短跑道着陆； 

i) 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行； 

j) 使用目视参考、推测领航和有条件时使用无线电导航设备作转场飞行； 

k) 应急操作，包括模拟的飞艇设备故障； 

l) 按照空中交通服务程序飞往、飞越管制机场或从管制机场起飞；和 

m) 通信程序和用语。 

2.5  与飞机类别相应的多机组驾驶员执照 

2.5.1  颁发执照的一般要求 

2.5.1.1  年龄 

申请人必须年满 18 周岁。 

2.5.1.2  知识 

申请人必须在经过批准的培训课程中达到 2.6.1.2 段规定的与飞机类别相应的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的要求。 

2.5.1.3  技能 

2.5.1.3.1  申请人必须演示作为正在飞行的驾驶员和不在飞行的驾驶员，完成附录 3 规定的所有胜任能力单元所

要求技能的能力，在审定需要最小机组至少为两名驾驶员操纵的涡轮发动机飞机上，能够担任副驾驶按照目视飞行

规则和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程度，并且能够： 

a) 识别并且管理威胁和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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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的有关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

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

分第 2 章。 

b) 在各种情况下，在飞机限制范围内平稳而准确地手动操纵飞机，以确保圆满地完成各项程序或动作； 

c) 用与飞行阶段相适应的自动化模式操作飞机，并且保持对工作中的自动化模式的意识； 

d) 在飞行的各个阶段都能准确地完成正常、不正常和应急程序；和 

e) 与其他飞行机组成员进行有效的沟通，并且演示有能力切实履行机组失能和机组协调程序，包括

驾驶员任务的分配、机组配合、标准运行程序（SOPs）的执行及检查单的使用。 

2.5.1.3.2  必须持续不断地评估在掌握 2.5.1.3.1 规定的技能方面取得的进展。 

2.5.1.4  体检要求 

申请人必须持有现行有效的一级体检合格证。 

2.5.2  执照持有人的权利与行使此种权利应遵守的条件 

2.5.2.1  在符合 1.2.5、1.2.6、1.2.7.1、1.2.9 和 2.1 所规定要求的条件下，多机组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必须是： 

a) 在达到 2.3.3 段要求的条件下，在相应飞机类别上行使私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所有权利； 

b) 在多机组运行中行使仪表等级的权利；和 

c) 在要求有副驾驶员操作的飞机上担任副驾驶。 

2.5.2.2  在唯一驾驶员运行的飞机上行使仪表等级权利之前，执照持有人必须演示在仅参照仪表的唯一驾驶员运

行中担任机长的能力，并且满足 2.7.1.2 段规定的与飞机类别相应的技能要求。 

2.5.2.3  在唯一驾驶员运行的飞机上行使商用驾驶员执照权利之前，执照持有人必须： 

a) 完成 70 小时作为飞机机长的飞行时间，或至少 10 小时作为机长的飞行时间，其余必需的附加飞行

时间是在监督之下担任机长； 

b) 完成 20 小时作为机长的转场飞行时间，或至少 10 小时担任机长和 10 小时在监督之下担任机长，

包括一次总距离至少为 540 公里（300 海里）的转场飞行，飞行过程中必须在两个不同机场作全停

着陆；和 

c) 符合 2.4.1.2、2.4.1.3、2.4.3.1.1（2.4.3.1.1.1 a) 除外）和 2.4.3.2 规定的与飞机种类相应的商用驾驶员

执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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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当缔约国向多机组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授予唯一驾驶员运行权利时，可以通过在多机组驾驶员执照上签注，

或者通过颁发飞机类别的商用驾驶员执照，来记录这些权利。 

注 2：执照持有人年满 65 周岁后，按 2.1.10 规定对执照的某些权利予以削减。 

2.5.3  经历 

2.5.3.1  申请人必须在批准的训练课程中，作为进行和不进行实际与模拟飞行的驾驶员完成至少 240 小时的飞行

时间。 

2.5.3.2  实际飞行经历必须至少包括 2.3.3.1 的经历要求，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的训练、夜间飞行和仅参照

仪表的飞行。 

注 1：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训练的程序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

件）。 

注 2：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训练的指导载于《飞机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训练手册》（PANS-TRG，

Doc 10011 号文件）。 

2.5.3.3  申请人除了满足 2.5.3.2 的规定之外，还必须在经审定需要最小机组至少为两名驾驶员操纵的涡轮发动

机飞机上或者在颁照当局根据附录 3 第 4 段为此目的批准的飞行模拟训练装置内，获得附录 3 规定的高级合格能力

级别所要求的经历。 

2.5.4  飞行训练 

2.5.4.1  申请人必须完成 2.5.3 规定的包含经历要求在内的批准训练课程。 

2.5.4.2  申请人必须接受附录 3 所述的所有胜任能力单元的带飞训练，达到为颁发多机组驾驶员执照要求的水平，

包括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驾驶飞机所要求的胜任能力单元。 

2.6  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 

2.6.1  颁发与飞机、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类别相应执照的一般要求 

2.6.1.1  年龄 

申请人必须年满 21 周岁。 

2.6.1.2  知识 

2.6.1.2.1  申请人必须至少在下列科目中演示与授予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并且与预期包括

在执照内的航空器类别相符的知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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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法 

a) 与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有关的规章条例；空中规则；相应的空中交通服务措施和程序； 

飞机、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航空器的一般知识 

b) 电气、液压、增压和航空器其他系统的一般特性和限制，包括自动驾驶仪和增稳飞行操纵系统； 

c) 航空器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操作程序和使用限制；大气条件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飞行手册或其他相

应文件中的有关操作资料； 

d) 有关类别航空器的使用程序和限制；根据飞行手册中的有关操作资料，大气条件对航空器性能的影响； 

e) 相应的航空器设备和系统的使用及可用性检查； 

f) 飞行仪表；罗盘、转弯和增速误差；陀螺仪表，其使用限制和进动效应；各种飞行仪表和电子显示装

置发生故障时采取的措施和程序； 

g) 适合于航空器机体、系统和发动机的维修程序； 

h) 对于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传动装置（传动齿轮系）（如适用）； 

飞行性能、计划和装载 

i) 装载及质量分布对航空器操纵、飞行特性和性能的影响；重量和平衡计算； 

j) 起飞、着陆和其他性能数据，包括巡航控制程序的使用和实际运用； 

k) 飞行前准备和航路飞行计划；空中交通服务飞行计划的准备和申报；相应的空中交通服务程序；高度

表拨正程序； 

l) 对于直升机或动力升空器，外挂载荷对操纵的影响； 

人的行为能力 

m) 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 

注：有关设计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训练大纲的指导材料见《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 

气象学 

n) 航空气象报告、图表和预报的判读与使用；代码和简字；飞行前和飞行中气象资料的使用和获得气象

资料的程序；测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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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航空气象学；有关地区影响航空的气象要素的气候学；气压系统的移动；锋面结构和影响起飞、航路

和着陆条件的重要天气现象的起源及特征； 

p) 结冰的原因、识别和影响；通过锋区的程序；绕过危险天气； 

q) 对于飞机和动力升空器，高空气象学的实践，包括天气报告、图表和预报的判读与使用；急流； 

领航 

r) 空中领航，包括航图、无线电导航设备和区域导航系统的使用；远程飞行的特殊导航要求； 

s) 航空器操纵和导航所必需的航空电子设备和仪表的使用、限制和可用性； 

t) 离场、航路、进近和着陆各飞行阶段所用的导航系统的使用、精确度和可靠性；无线电导航设备的识别； 

u) 自主式和参照外部导航系统的原理和特性；操作机载设备； 

操作程序 

v) 在运行效绩方面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 

注：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的有关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w) 航空文件，如《航行资料汇编》、《航行通告》、《航空代码和缩略语》的理解与使用； 

x) 预防和应急程序；安全措施； 

y) 载运货物和危险品的操作程序； 

z) 旅客安全简介的要求和做法，包括在上、下航空器时应遵守的预防措施； 

aa) 对于直升机和（如适用）动力升空器，带油门的缓慢垂直下降；地面共振；后行桨叶失速；动力侧滚

翻转和其他操作危险；与目视气象条件飞行相关的安全程序； 

飞行原理 

bb) 飞行原理； 

无线电通话 

cc) 通信程序和用语；如遇通信故障应采取的行动。 

2.6.1.2.2  除了上述科目之外，申请飞机或动力升空器类别的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的申请人必须满足 2.7.1.1 的仪

表等级知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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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3  技能 

2.6.1.3.1  申请人必须演示在要求有一名副驾驶操作的相应类别的航空器上担任机长完成下列各项程序和动作

的能力： 

a) 飞行前程序，包括运行飞行计的准备和空中交通服务飞行计划的申报； 

b) 所有飞行阶段的正常飞行程序和动作； 

c) 与发动机、系统、机体等设备故障有关的不正常和应急程序与动作； 

d ) 机组失能和机组协调程序，包括驾驶员任务的分配、机组配合及检查单的使用；和 

e) 对于飞机和动力升空器，2.7.4.1 a)至 d) 规定的各项仪表飞行程序和动作，包括模拟发动机故障。 

2.6.1.3.1.1  对于飞机，申请人必须演示担任多发飞机机长完成 2.6.1.3.1 规定的各项程序和动作的能力。 

2.6.1.3.1.2  申请人必须演示完成 2.6.1.3 规定的各项程序和动作的能力，其胜任程度与授予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

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并且能够： 

a) 识别并且管理威胁和差错； 

注：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的有关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

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b) 在各种情况下，在航空器限制范围内平稳而准确地手动操纵航空器，以确保圆满地完成各项程

序或动作； 

c) 用与飞行阶段相适应的自动化模式来操作航空器，并且保持对工作中的自动化模式的意识； 

d) 在飞行的各个阶段能准确地完成正常、不正常和应急程序； 

e) 运用良好的判断力和飞行技术，包括有条理的决策和对事态保持警觉；和   

f) 与其他飞行机组成员进行有效沟通，并演示有能力切实完成机组失能和机组配合程序，包括驾

驶员任务的分配、机组配合、标准运行程序（SOPs）的执行及检查单的使用。 

2.6.1.4  体检要求 

申请人必须持有现行有效的一级体检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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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执照持有人的权利与行使此种权利应遵守的条件 

2.6.2.1  在符合 1.2.5、1.2.6、1.2.7.1、1.2.9 和 2.1 所规定要求的条件下，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必须是： 

a) 在与航空器类别相应的航空器上行使私用驾驶员执照和商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所有权利，对于飞

机和动力升空器类别的执照，行使仪表等级持有人的所有权利；和 

b) 在审定要求有一名以上驾驶员飞行的相应类别的航空器上，担任商业航空运输的机长。 

2.6.2.2  如果飞机类别的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持有人以前仅持有多机组驾驶员执照，除非执照持有人满足 2.5.2.1 

a)、2.5.2.2 和 2.5.2.3 规定的要求，否则其执照权利必须仅限于多机组运行。必须在执照上签注对权利的任何限制。 

注：执照持有人年满 60 和 65 周岁后，按 2.1.10 规定对执照的某些权利予以削减。 

2.6.3  颁发飞机类别等级的特殊要求 

2.6.3.1  经历 

2.6.3.1.1  申请人必须完成至少 1 500 小时作为飞机驾驶员的飞行时间。颁照当局必须决定申请人在飞行模拟训

练装置内作为驾驶员接受训练的经历是否可以接受作为 1 500 小时总飞行时间的一部分。如将此项经历计入总飞行时

间，必须限定最多为 100 小时，其中在飞行程序训练器或基本仪表飞行训练器内的时间不得超过 25 小时。 

2.6.3.1.1.1  申请人必须在飞机上完成至少： 

a) 500 小时在监督之下作为机长的飞行时间，或 250 小时作为机长的飞行时间，或 70 小时作为机

长的飞行时间，其余必需的附加飞行时间是在监督之下担任机长； 

b) 200 小时转场飞行时间，其中 100 小时是作为机长或在监督之下担任机长； 

c) 75 小时仪表时间，其中仪表地面时间不得超过 30 小时；和 

d) 100 小时作为机长或副驾驶的夜航时间。 

2.6.3.1.2  如果申请人具有作为其他类别航空器驾驶员的飞行时间，颁照当局必须决定此项经历是否可接受，如

可接受，2.6.3.1.1 对飞行时间的要求可相应减少的程度。 

2.6.3.2  飞行训练 

申请人必须接受 2.4.3.2 规定的颁发商用驾驶员执照和 2.7.4 段规定的颁发仪表等级，或 2.5.4 段规定的颁发多机

组驾驶员执照要求的带飞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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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颁发直升机类别等级的特殊要求 

2.6.4.1  经历 

2.6.4.1.1  申请人必须完成至少 1 000 小时作为直升机驾驶员的飞行时间。颁照当局必须决定申请人在飞行模拟

训练装置内作为驾驶员接受训练的经历，是否可以接受作为 1 000 小时总飞行时间的一部分。如将此项经历计入总飞

行时间，必须限定最多为 100 小时，其中在飞行程序训练器或在基本仪表飞行训练器内的时间不得超过 25 小时。 

2.6.4.1.1.1  申请人必须在直升机上完成至少： 

a) 250 小时作为机长的飞行时间，或 70 小时作为机长的飞行时间，其余必需的附加飞行时间是在

监督之下担任机长； 

b) 200 小时转场飞行时间，其中 100 小时是作为机长或在监督之下担任机长； 

c) 30 小时仪表时间，其中仪表地面时间不得超过 10 小时；和 

d) 50 小时作为机长或副驾驶的夜航时间。 

2.6.4.1.2  如果申请人具有其他类别航空器驾驶员的飞行时间，颁照当局必须决定此项经历是否可以接受，如可

以接受，2.6.4.1.1 对飞行时间的要求可相应减少的程度。 

2.6.4.2  飞行训练 

申请人必须接受为颁发商用驾驶员执照要求的飞行训练（2.4.4.2）。 

注： 2.6.4.1.1.1 c)规定的仪表时间和 2.6.4.1.1.1 d)规定的夜间飞行时间，并未授予航线运输（直升机）驾驶员执

照持有人按仪表飞行规则驾驶直升机的权利。 

2.6.5  颁发动力升空器类别等级的特殊要求 

2.6.5.1  经历 

2.6.5.1.1  建议：申请人应该完成至少 1 500 小时作为动力升空器驾驶员的飞行时间。颁照当局应该决定申请人

在飞行模拟训练装置内作为驾驶员接受训练的经历，是否可以接受作为 1 500 小时总飞行时间的一部分。 

2.6.5.1.2  建议：申请人应该在动力升空器上完成至少： 

a) 250 小时作为机长的飞行时间，或其中至少 70 小时担任机长，其余必需的附加飞行时间是在监督

之下担任机长； 

b) 100 小时转场飞行时间，其中至少 50 小时应该作为机长或者是在监督之下担任机长； 

c) 75 小时仪表时间，其中仪表地面时间不得超过 30 小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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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5 小时作为机长或副驾驶的夜航时间。 

2.6.5.1.3  建议：如果申请人具有其他类别航空器驾驶员的飞行时间，颁照当局应该决定此项经历是否可以接受，

如可以接受，2.6.5.1.1 对飞行时间的要求可相应减少的程度。 

2.6.5.2  飞行训练 

建议：申请人应该接受 2.4.5.2 规定的为颁发商用驾驶员执照和 2.7.4 段规定的为颁发仪表等级要求的带飞训练。 

2.7  仪表等级 

2.7.1  颁发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类别等级的要求 

2.7.1.1  知识 

申请人必须至少在下列科目中演示与授予仪表等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的知识水平： 

航空法 

a) 与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有关的规章条例；相应的空中交通服务措施和程序； 

对所申请航空器类别航空器的一般知识 

b) 按照仪表飞行规则和在仪表气象条件下，航空器操纵和导航所必需的航空电子设备、电子装置及仪表

的使用、限制和可用性；自动驾驶仪的使用和限制； 

c) 罗盘、转弯和增速误差；陀螺仪表，其使用限制和进动效应；各种飞行仪表发生故障时采取的措施和

程序； 

所申请航空器类别的飞行性能和计划 

d) 与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相应的飞行前准备和检查； 

e) 运行飞行计划；按照仪表飞行规则的空中交通服务飞行计划的准备和申报；高度表拨正程序； 

所申请航空器类别的人的行为能力 

f) 与航空器仪表飞行有关的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 

注：有关设计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训练计划的指导材料见《人的因素训练手

册》（Doc 9683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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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申请航空器类别的气象学 

g) 航空气象学的运用；报告、图表和预报的判读与使用；代码和简字；气象资料的使用和获得气象资料

的程序；测高法； 

h) 结冰的原因、识别和影响；通过锋区的程序；绕过危险天气； 

i) 对于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旋翼结冰的影响； 

所申请航空器类别的领航 

j) 使用无线电导航设备的实践； 

k) 离场、航路、进近和着陆各飞行阶段所用的导航系统的使用、精确度和可靠性；无线电导航设备的识别； 

所申请航空器类别的操作程序 

l) 在运行效绩方面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 

m) 航空文件，如《航行资料汇编》、《航行通告》、《航空代码与缩略语》，以及离场、航路、下降、进近仪

表程序图的判读与使用； 

n) 预防和应急程序；与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有关的安全措施；超障准则； 

注：为驾驶员和飞行运行人员提供的关于飞行程序参数和运行程序的资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PANS-OPS，

Doc 8168 号文件）第 I 卷 —《飞行程序》。某些国家采用的程序可能与 PANS-OPS 不同，出于安全原因了解这些差

异是很重要的。 

无线电通话 

o) 适用于航空器按照仪表飞行规则运行的通信程序和用语；如遇通信故障应采取的行动。 

2.7.1.2  技能 

2.7.1.2.1  申请人必须根据申请仪表的等级在相应类别航空器上演示完成 2.7.4.1 所述各项程序和动作的能力，其

胜任程度与授予仪表等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并且能够： 

a) 识别并且管理威胁和差错； 

注：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的有关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b) 在申请类别的航空器限制范围内驾驶航空器； 

c) 平稳而准确地完成所有动作； 

d) 运用良好的判断力和飞行技术； 

e) 运用航空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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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随时保持对航空器的操纵，以确保圆满地完成程序或动作。 

2.7.1.2.1.1  如果在多发航空器上行使仪表等级所授予的权利，申请人必须演示在单发失效或模拟失效时仅参照

仪表驾驶多发相应类别航空器的能力。 

注：有关用飞行模拟训练装置演示的技能，参见2.1.6。 

2.7.1.3  体检要求 

2.7.1.3.1  持有私用驾驶员执照的申请人必须在符合颁发一级体验合格证听力要求的基础上确定其听力灵敏度。 

2.7.1.3.2  建议：缔约国应该考虑要求私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符合颁发一级体检合格证的身体、心理及视力要求。 

2.7.2  等级持有人的权利与行使此种权利应遵守的条件 

2.7.2.1  在符合 1.2.5、1.2.6 和 2.1 所规定要求的条件下，特定航空器类别的仪表等级持有人的权利必须是按仪

表飞行规则驾驶该类航空器。 

2.7.2.2  在多发航空器上行使权利之前，等级持有人必须符合 2.7.1.2.1.1 的要求。 

注：驾驶员可以行使一类航空器以上的仪表等级的联合类别权利，如果驾驶员完成了其中每一类的要求。 

2.7.3  经历 

2.7.3.1  申请人必须持有所申请航空器类别的驾驶员执照。 

2.7.3.2  申请人必须完成至少： 

a) 在颁照当局认可的航空器类别上 50 小时作为机长的转场飞行时间，其中在所申请航空器类别上的

时间不得少于 10 小时；和 

b) 在航空器上 40 小时仪表时间，其中仪表地面时间不得超过 20 小时，如果使用飞行模拟机，则不得

超过 30 小时。地面时间必须在授权教员监督下完成。 

2.7.4  飞行训练 

2.7.4.1  申请人在申请的航空器类别上接受授权飞行教员仪表飞行带飞训练时，必须获得 2.7.3.2 b)要求的至少

10 小时仪表飞行时间。教员必须保证申请人至少在下列方面具有仪表等级持有人所需技能水平的操作经历： 

a) 飞行前程序，包括准备仪表飞行规则飞行计划时，对飞行手册或相关文件以及适当的空中交通服务

文件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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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飞行前检查、检查单的使用、滑行与起飞前检查； 

c) 在正常、不正常和紧急条件下按仪表飞行规则运行的程序及动作，至少包括下列各项： 

— 起飞时转入仪表飞行； 

— 标准的仪表离场和进场； 

— 航路仪表飞行规则程序； 

— 等待程序； 

— 仪表进近至规定的最低标准； 

— 中断进近程序； 

— 仪表进近着陆； 

d) 飞行中机动动作和特殊飞行特性。 

2.7.4.2  如果在多发航空器上行使仪表等级所赋予的权利，申请人必须在相应类别的多发航空器上受过经授权的

飞行教员的仪表飞行带飞训练。教员必须保证申请人具有在单发失效或模拟失效下仅参照仪表驾驶相应类别的航空

器的操作经历。 

2.8  与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相应的飞行教员等级 

2.8.1  颁发等级的要求 

2.8.1.1  知识 

申请人必须满足为颁发与执照带有的航空器类别相应的商用驾驶员执照的知识要求。此外，申请人必须至少在

下列方面演示与授予飞行教员等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的知识水平： 

a) 教学技巧； 

b) 对地面教练科目中学员表现的评定； 

c) 学习过程； 

d) 有效授课的要素； 

e) 学员评估和测验，训练宗旨； 

f) 训练大纲的编写； 

g) 课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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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课堂教学技术； 

i) 训练设备的使用，包括酌情使用飞行模拟训练装置； 

j) 分析、纠正学员错误； 

k) 与飞行教员有关的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和 

注：有关设计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训练计划的指导材料见《人的因素训练手

册》（Doc 9683 号文件）。 

l) 模拟航空器系统失效和故障所产生的危险。 

2.8.1.2  技能 

申请人必须在所申请行使飞行教员权利的航空器类别和级别上演示在飞行训练领域教学的能力，视情包括飞行

前、飞行后与地面教学。 

2.8.1.3  经历 

申请人必须满足 2.4.3.1、2.4.4.1、2.4.5.1 和 2.4.6.1 为每种类别航空器颁发商用驾驶员执照相应的经历要求。 

2.8.1.4  飞行训练 

申请人必须在颁照当局为此目的认可的飞行教员监督下： 

a) 接受飞行教学技巧的训练，包括演示、学员实习、识别与纠正学员的共同错误；和 

b) 对所要实施飞行教学的飞行动作和程序实践过教学技巧。 

2.8.2  等级持有人的权利与行使此种权利应遵守的条件 

2.8.2.1  在符合 1.2.5 和 2.1 所规定要求的条件下，飞行教员等级持有人的权利必须是： 

a) 监督飞行学员单飞；和 

b) 为颁发私用驾驶员执照、商用驾驶员执照、仪表等级和飞行教员等级实施飞行教学， 

但飞行教员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 至少持有与正在授教的航空器类别相应的执照和等级； 

2) 持有在授教航空器上担任机长所需要的执照和等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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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执照上签注有被授予飞行教员的权利。 

2.8.2.2  申请人如果要实施多机组驾驶员执照教学，必须满足教员资格的全部要求。 

注：关于飞行教员实施多机组执照训练的具体规定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 

2.9  滑翔机驾驶员执照 

2.9.1  颁发执照的要求 

2.9.1.1  年龄 

申请人必须年满 16 周岁。 

2.9.1.2  知识 

2.9.1.2.1  申请人必须至少在下列科目演示与授予滑翔机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的知识水平： 

航空法 

a) 与滑翔机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有关的规章条例；空中规则；相应的空中交通服务措施和程序； 

航空器一般知识 

b) 滑翔机系统和仪表的工作原理； 

c) 滑翔机的使用限制；飞行手册或其他相应文件中的有关操作资料； 

飞行性能、计划装载 

d) 装载和重量分布对飞行特性的影响；重量和平衡因素； 

e) 牵引起飞、着陆和其他性能数据的使用与实际运用； 

f) 与目视飞行规则运行相应的飞行前准备和航路飞行计划；相应的空中交通服务程序；高度表拨正程序；

交通密集区的运行； 

人的行为能力 

g) 与滑翔机驾驶员有关的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 

注：有关设计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训练计划的指导材料见《人的因素训练

手册》（Doc 9683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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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学 

h) 初级航空气象学的运用；气象资料的使用与获得气象资料的程序；测高法； 

导航 

i) 空中领航和推测领航技术的运用；航图的使用； 

操作程序 

j) 航空文件，如《航行资料汇编》、《航行通告》、《航空代码和缩略语》的使用； 

k) 不同的牵引起飞方法与相关程序； 

l) 相关的预防和应急程序，包括为绕开危险天气、尾流及其他运行危险所采取的行动； 

飞行原理 

m) 有关滑翔机的飞行原理。 

2.9.1.2.2  建议：在按照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通信程序和用语以及遇通信故障所采取的行动方面，申请人应该演

示与授予滑翔机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的知识水平。 

2.9.1.3  经历 

2.9.1.3.1  申请人必须完成至少 6 小时作为滑翔机驾驶员的飞行时间，包括 2 小时单飞时间，其中完成至少 20

次的牵引起飞和着陆。 

2.9.1.3.1.1  如果申请人具有作为飞机驾驶员的飞行时间，颁照当局必须决定此项经历是否可以接受，如可以接

受，2.9.1.3.1 对飞行时间的要求可相应减少的程度。 

2.9.1.3.2  申请人必须至少在下列方面在适当监督下取得滑翔机的操作经历： 

a) 飞行前操作，包括滑翔机组装和检查； 

b) 所用牵引起飞方法的技术和程序，包括适当的空速限制、应急程序和使用的信号； 

c) 起落航线运行、防撞预防措施和程序； 

d) 参照外部目视参考操纵滑翔机； 

e) 在整个飞行包线内飞行； 

f) 识别并从临近失速、失速和急盘旋下降中改出； 

g) 正常和侧风牵引起飞、进近和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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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使用目视参考和推测领航进行转场飞行； 

i) 应急程序。 

2.9.1.4  技能 

申请人必须演示作为滑翔机机长完成 2.9.1.3.2 所述各项程序和动作的能力，其胜任程度与授予滑翔机驾驶员执

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并且能够： 

a) 识别并且管理威胁和差错； 

注：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的有关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b) 在滑翔机限制范围内驾驶滑翔机； 

c) 平稳而准确地完成所有动作； 

d) 运用良好的判断力和飞行技术； 

e) 运用航空知识；和 

f) 随时保持对滑翔机的操纵，以确保圆满完成各项程序或动作。 

2.9.1.5  体检要求 

申请人必须持有现行有效的二级体检合格证。 

2.9.2  执照持有人的权利及行使此种权利应遵守的条件 

2.9.2.1  在符合 1.2.5、1.2.6、1.2.7.1 和 2.1 所规定要求的条件下，滑翔机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必须是担任任

何滑翔机的机长，但执照持有人必须对所用牵引起飞方法具有操作经历。 

2.9.2.2  建议：如果滑翔机载运乘客，执照持有人作为滑翔机驾驶员必须具有完成不少于 10 小时的飞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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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自由气球驾驶员执照 

注：有关自由气球驾驶员执照的规定，适用于使用热气或燃气的自由气球。 

2.10.1  颁发执照的要求 

2.10.1.1  年龄 

申请人必须年满 16 周岁。 

2.10.1.2  知识 

2.10.1.2.1  申请人必须至少在下列科目中演示与授予自由气球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的知识水平： 

航空法 

a) 与自由气球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有关的规章条例；空中规则；相应的空中交通服务措施和程序； 

航空器一般知识 

b) 自由气球系统和仪表的操作原理； 

c) 自由气球的使用限制；飞行手册或其他相应文件上有关的操作资料； 

d) 自由气球所用燃气的物理性质和实际应用； 

飞行性能、计划和装载 

e) 装载对飞行特性的影响；重量计算； 

f) 牵引起飞、着陆和其他性能数据（包括温度效应）的使用和实际运用； 

g) 与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相适应的飞行前和航路飞行计划；相应的空中交通服务程序；高度表拨正程序；

交通密集区的运行； 

人的行为 

h) 与自由气球驾驶员有关的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 

注：有关设计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训练计划的指导材料见《人的因素训练

手册》（Doc 9683 号文件）。 

气象学 

i) 初级航空气象学的应用；气象资料的使用和获得气象资料的程序；测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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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 

j) 空中导航和推测领航技术的实际运用；航图的使用； 

操作程序 

k) 航空文件，如《航行资料汇编》、《航行通告》、《航空代码和缩略语》的使用； 

l) 适当的预防和应急程序，包括避让恶劣天气、尾流和其他运行危险情况所采取的行动； 

飞行原理 

m) 有关自由气球的飞行原理。 

2.10.1.2.2  建议：在按照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通信程序和用语以及遇通信故障所采取的行动方面，申请人应该

演示与授予自由气球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的知识水平。 

2.10.1.3  经历 

2.10.1.3.1  申请人必须完成至少 16 小时作为自由气球驾驶员的飞行时间，至少包括 8 次气球放飞和上升，其中

一次必须为单飞。 

2.10.1.3.2  申请人必须至少在下列方面在适当监督下取得自由气球的操作经历： 

a) 飞行前操作，包括自由气球组装、索具调整、充气、系留和检查； 

b) 气球放飞和上升技术与程序，包括适当的限制、应急程序和所用信号； 

c) 防撞措施； 

d) 参照外部目视参考操纵自由气球； 

e) 快速下降的识别和改出； 

f) 使用目视参考和推测领航作转场飞行； 

g) 进近到着陆，包括地面操纵；和 

h) 应急程序。 

2.10.1.3.3  在夜间行使执照权利时，申请人必须在适当的监督下，获得自由气球的夜间操作经历。 

2.10.1.3.4  建议：如果为取酬或受雇之目的载运旅客，执照持有人应该完成至少 35 小时的飞行时间，包括 20

小时作为自由气球驾驶员的飞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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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4  技能 

申请人必须演示作为自由气球正驾驶完成 2.10.1.3.2 所述各项程序和动作的能力，其胜任程度与授予自由气球驾

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并且能够： 

a) 识别并且管理威胁和差错； 

注：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的有关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b) 在自由气球限制范围内驾驶自由气球； 

c) 平稳而准确地完成所有动作； 

d) 运用良好的判断力和飞行技术； 

e) 运用航空知识；和 

f) 随时保持对自由气球的操纵，以确保圆满完成各项程序或动作。 

2.10.1.5  体检要求 

申请人必须持有现行有效的二级体检合格证。 

2.10.2  执照持有人的权利与行使此种权利应遵守的条件 

2.10.2.1  在符合 1.2.5、1.2.6、1.2.7.1、2.1 和 2.10.1.3.4 所规定要求的条件下，自由气球执照持有人的权利必须

是担任任何自由气球的正驾驶，但执照持有人必须酌情具有热气或燃气气球的操作经历。 

2.10.2.2  在夜间行使执照权利之前，执照持有人必须符合 2.10.1.3.3 规定的要求。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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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遥控驾驶员的执照和等级 

自2022年11月3日起适用 

2.11  关于遥控驾驶员执照和等级的一般规则 

注：第2章B节之规定用于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RPAS）的国际仪表飞行规则（IFR）运行。 

2.11.1  一般颁照规范 

2.11.1.1  除持有按本章规定颁发的遥控驾驶员执照的人员之外，其他人员不得担任下列任何遥控驾驶航空器类

别中遥控驾驶航空器的遥控机长或遥控副驾驶员： 

— 飞机 

— 飞艇 

— 滑翔机 

— 旋翼飞行器 

— 动力升空器 

— 自由气球。 

2.11.1.2  遥控驾驶航空器（RPA）的类别必须在遥控驾驶员执照上作为一个类别等级进行签注。 

2.11.1.3  申请人在获得任何遥控驾驶员执照或等级之前，必须符合该遥控驾驶员执照或等级所规定的年龄、经

历、飞行训练、能力及体检合格的要求。 

2.11.1.4  任何遥控驾驶员执照或等级申请人必须以颁照当局确定的方式表现出符合该遥控驾驶员执照或等级对

知识及技能的要求。 

2.11.2  类别等级 

2.11.2.1  对于2.11.1.1所列的遥控驾驶航空器类别，必须建立类别等级。 

2.11.2.2  遥控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申请在现有执照中加入其它类别等级时，必须符合本附件中有关遥控驾驶航空

器系统适合于所申请类别等级的权利要求。 

2.11.3  级别和型别等级 

2.11.3.1  对于审定为单个遥控驾驶员操纵的，有类似操纵性、性能及特性的遥控驾驶航空器和相关遥控站，必

须建立级别等级，除非颁照当局认为有必要建立型别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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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2  对于审定为最小机组至少为两名遥控驾驶员操纵的遥控驾驶航空器和相关遥控站，或颁照当局认为有

必要时，必须建立型别等级。 

注：如果建立了共同型别等级，则只会用于在操作程序、系统和操纵方式方面具有相似特征的遥控驾驶航空器。 

2.11.3.3  当申请人为首次颁发遥控驾驶员执照而演示能力时，在遥控驾驶员执照上必须注明演示中所使用的遥

控驾驶航空器和相关遥控站类别以及相应的型别或级别等级。 

2.11.3.4  建议：应该公布为了运行某种级别和型别的遥控驾驶航空器颁发等级所要求具备的绩效水平。 

2.11.4  需要级别和型别等级的情况 

2.11.4.1  颁发遥控驾驶员执照的缔约国不得允许遥控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担任遥控驾驶航空器和相关遥控站的遥

控机长或遥控副驾驶员，除非该执照持有人已接受了以下授权： 

a) 2.11.3.1 规定的适当级别等级；或 

b) 如果需要，按2.11.3.2 所要求的型别等级。 

2.11.4.1.1  如已颁发的型别等级限制持照人的权利只能担任遥控副驾驶员或限制其权利只能在飞行的巡航阶段

担任遥控驾驶员，则此项限制必须在等级上进行签注。 

2.11.4.1.2  如已颁发的级别等级限制持照人的权利只能在飞行的巡航阶段担任遥控驾驶员，则此项限制必须在

等级上进行签注。 

2.11.4.2  对于训练、考试或具有特殊目的的非营利飞行，颁照当局可以书面向遥控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提供特殊

授权，以代替按2.11.4.1颁发的级别或型别等级。此项授权必须限于在完成此特殊飞行所需时间内有效。 

2.11.5  颁发级别和型别等级的要求 

2.11.5.1  级别等级 

申请人必须表现出对所申请的遥控驾驶航空器级别等级进行安全运行所需的能力。 

2.11.5.2  2.11.3.2所要求的型别等级 

申请人必须： 

a) 在适当的监督下，已在适用型别的遥控驾驶航空器和相关遥控站和/或飞行模拟训练设备（FSTD）上取

得如下经历： 

— 所有飞行阶段的正常飞行程序及机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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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设备（如发动机、C2链路、系统和机体等）失效及工作不正常时的不正常、应急程序和机动动

作； 

— 在正常、不正常和包括模拟的发动机停车在内的紧急条件下的仪表程序，包括仪表进近、中断进

近与着陆仪表程序；和 

— 对于颁发飞机类别的型别等级，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训练。 

注1：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训练的程序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

Doc 9868号文件）。 

注2：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训练的指导载于《飞机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训练手册》

（Doc 10011号文件）。 

注3：关于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训练的飞行模拟训练器的审批指导载于《飞行模拟训练

设备合格标准手册》（Doc 9625号文件）。 

注4：飞机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训练可以与型别等级方案结合或作为附加单元在其之后

立即进行。 

— 机组失能以及包括遥控驾驶员任务分配在内的机组协调程序；机组配合和检查单的使用； 

注：关于实施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培训的遥控驾驶员所需资格的建议，参见2.11.7.1。 

b) 表现出与遥控机长和遥控副驾驶员职责有关的、对所适用的遥控驾驶航空器和相关遥控站型别进行安

全运行所需的能力，并表现出C2链路的管理技能。 

注：关于交叉机组资格和交叉计时的一般性指导载于《国家人员执照颁发系统的建立和管理程序手册》（Doc 9379

号文件）。 

2.11.6  使用飞行模拟训练设备获得经历并演示能力 

为颁发遥控驾驶员执照或等级使用飞行模拟训练设备，以便获得经历或在能力演示中完成所需的动作，必须经

颁照当局批准，颁照当局必须保证所使用的飞行模拟训练设备符合相应任务的要求。 

2.11.7  需要授权进行遥控驾驶员执照培训的情况 

2.11.7.1  颁发遥控驾驶员执照的缔约国不得允许此种执照持有人实施为颁发遥控驾驶员执照或等级所需的遥控

驾驶员执照培训，除非该持有人已获得缔约国的正式授权。正式授权必须包括： 

a) 持有人遥控驾驶员执照上的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教员等级；或 

b) 担任颁照当局授权进行遥控驾驶员执照培训经批准培训机构代理人的权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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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颁发遥控驾驶员执照缔约国授予的特别权利。 

2.11.7.2  缔约国不得允许人员在飞行模拟训练设备上进行为颁发遥控驾驶员执照或等级所需的遥控驾驶员执照

培训，除非该人持有或曾经持有适当的遥控驾驶员执照，或具有适当的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训练和飞行经历，并已

获得该缔约国的正式授权。 

2.11.8  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时间的计算 

2.11.8.1  遥控驾驶学员有权将其单飞和带飞教学的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时间，全部记入为首次取得遥控驾

驶员执照所需的总飞行时间。 

2.11.8.2  遥控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有权将其带飞教学的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时间，全部记入遥控机长升级所

需的总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时间。 

2.11.8.3  遥控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有权将其在新类别的遥控驾驶航空器或以获得新等级为目的的单飞或带飞教学

的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时间，全部记入该等级所需的总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时间。 

2.11.8.4  在审定为唯一遥控驾驶员操纵、但经一缔约国要求有一名遥控副驾驶员操作的遥控驾驶航空器上，遥

控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担任遥控副驾驶员时，有权将其不超过50%的遥控副驾驶员的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时间记入

遥控机长升级所需的总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时间。如果遥控驾驶航空器的配备要求有一名遥控副驾驶员随同操

作，并且是按照多机组运行操作时，缔约国可以批准将其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时间全部记入所要求的总遥控驾

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时间。 

2.11.8.5  在审定为要求有遥控副驾驶员操作的遥控驾驶航空器上，遥控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担任遥控副驾驶员时，

有权将其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时间全部记入遥控机长升级所需的总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时间。 

2.11.8.6  遥控驾驶员执照持有人在监督之下担任遥控机长时，有权将其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时间全部记入

遥控机长升级所需的总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时间。 

2.11.8.7  建议：遥控驾驶员执照持有人在申请一个新的等级时，应当有权将其遥控驾驶航空器的经历记为遥控驾

驶航空器系统的飞行时间。颁证当局应决定是否接受这样的经历，如接受，可相应降低颁发该等级所需的经历要求。 

注：总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时间源自批准的基于能力的培训方案。 

2.11.9  年满60周岁遥控驾驶员的权利限制和 

年满65周岁遥控驾驶员的权利削减 

如执照持有人年满60周岁，或者在有一名以上驾驶员参加飞行的情况下执照持有人年满65周岁时，颁发遥控驾

驶员执照的缔约国不得允许该执照持有人在从事国际商业航空运输的遥控驾驶航空器上担任驾驶员。 

2.12  遥控驾驶学员 

2.12.1  遥控驾驶学员必须符合有关缔约国规定的要求。规定此类要求时，缔约国必须确保所赋予的权利不致使

遥控驾驶学员对空中航行安全构成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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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除非在授权的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教员的监视下或经其授权，否则遥控驾驶学员不得单独操纵遥控驾驶

航空器。 

2.12.2.1  除非有关缔约国之间有特定的或一般的协议，否则遥控驾驶学员不得在国际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

中单独操纵遥控驾驶航空器。 

2.12.3  体检要求 

除非遥控驾驶学员持有现行有效的三级或现行有效的一级体检合格证，否则缔约国不得允许该学员单独操纵遥

控驾驶航空器。 

注：根据具体申请的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工作环境和职责，特定个人或许必须持有一级体检合格证。 

2.13  遥控驾驶员执照 

注：第2章B节之规定用于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RPAS）的国际仪表飞行规则（IFR）运行。 

2.13.1  颁发遥控驾驶员执照的一般要求 

2.13.1.1  年龄 

申请人必须年满18周岁。 

2.13.1.2  知识 

申请人必须至少在下列科目中演示与授予遥控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并且与预期包括在遥控驾驶员

执照内的遥控驾驶航空器和相关遥控站类别相符的知识水平： 

航空法 

a) 与遥控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有关的规章条例；空中规则；相应的空中交通服务措施和程序； 

b) 与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有关的规章条例；相应的空中交通服务措施和程序； 

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的一般知识 

c) 发动机、系统和仪表的工作原理及其功能； 

d) 有关类别遥控驾驶航空器和发动机的使用限制；飞行手册或其他相应文件中的有关操作资料； 

e) 相应的遥控驾驶航空器设备和系统的使用及可用性检查； 

f) 适合于遥控驾驶航空器机体、系统和发动机的维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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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旋翼飞行器和动力升空器，传动装置（传动齿轮系）（如适用）； 

h) 按照仪表飞行规则和在仪表气象条件下，遥控驾驶航空器操纵和导航所必需的航空电子设备、电子装

置及仪表的使用、限制和可用性； 

i) 飞行仪表；陀螺仪表，其使用限制和进动效应；各种飞行仪表发生故障时采取的措施和程序； 

j) 飞艇，气体的物理特性与实际应用； 

k) 遥控站的一般知识： 

1) 系统和仪表的工作原理及其功能； 

2) 相应的遥控站设备和系统的使用及可用性检查； 

3) 发生故障时采取的程序；  

l) C2链路的一般知识： 

1) C2链路的不同型别及其运行特性和限制； 

2) C2链路的使用及可用性检查； 

3) C2链路发生故障时采取的程序； 

m) 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的探测和规避性能； 

飞行性能、计划和装载 

n) 装载及重量分布对遥控驾驶航空器操纵、飞行特性和性能的影响；重量和平衡计算； 

o) 起飞、着陆和其他性能数据的使用与实际运用； 

p) 适合于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的飞行前准备和航路飞行计划；按照仪表飞行规则

的空中交通服务飞行计划的准备和提交；相应的空中交通服务程序；高度表拨正程序； 

q) 对于飞艇、旋翼飞行器和动力升空器，外挂载荷对操纵的影响； 

人的行为能力 

r) 与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和仪表飞行有关的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 

注：有关设计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训练计划的指导材料见《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号文件）。 

气象学 

s) 航空气象报告、图表和预报的判读与使用；飞行前和飞行中气象资料的使用和获得气象资料的程序；

测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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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航空气象学；有关地区影响航空的气象要素的气候学；气压系统的移动、锋面结构和影响起飞、航路

和着陆条件的重要天气现象的起源与特征； 

u) 积冰的原因、识别和影响；通过锋区的程序；绕过危险天气； 

v) 对于旋翼飞行器和动力升空器，旋翼结冰的影响； 

w) 对于高空运行，高空气象学的实践，包括天气报告、图表和预报的判读与使用；急流； 

航行 

x) 空中航行，包括航图、仪表和导航设备的使用；对相应导航系统的原理和特性的理解；遥控驾驶航空

器系统设备的操作； 

y) 操纵和导航所必需的航空电子设备和仪表的使用、限制和可服务性； 

z) 起飞、航路、进近和降落阶段的飞行所用导航系统的使用、精确度和可靠性；无线电导航设施的识别； 

aa) 自主式和参照外部导航系统的原理和特性；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设备的操作； 

运行程序 

bb) 在运行效绩方面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 

注：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应用指导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号文件）。 

cc) 航空文件，如《航行资料汇编》、《航行通告》、《航空代码与缩略语》，以及离场、航路、下降、进近仪

表程序图的判读与使用。 

dd) 高度表拨正程序； 

ee) 相关的预防和应急程序；与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有关的安全措施；超障准则； 

ff) 载运货物时的操作程序；与危险物品及其管理有关的潜在危险； 

gg) 遥控飞行机组成员安全简介的要求和做法； 

hh) 对于旋翼飞行器和动力升空器（如适用），带油门的缓慢垂直下降；地面共振；后行桨叶失速；动力侧

滚翻转和其他操作危险；与目视气象条件（VMC）飞行相关的安全程序； 

ii) 移交和协调的运行程序； 

jj) C2链路正常和不正常运行的运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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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原理 

kk) 飞行原理；和 

无线电通话 

ll) 通信程序和用语；如遇通信故障应采取的行动。 

2.13.1.3  技能 

2.13.1.3.1  申请人必须演示颁照当局按照所要求水平批准的改编的能力模型的所有能力，以在遥控驾驶航空器

和相关遥控站的适当类别内担任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的遥控机长。 

注：国际民航组织能力框架和改编国际民航组织遥控驾驶员能力框架与制定相关基于能力培训方案的方法的指

导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号文件）。 

2.13.1.3.2  如果要在一个多发遥控驾驶航空器上行使遥控驾驶员的权利，则申请人必须演示过在推进能力减弱

时按照仪表飞行规则进行操作的能力。 

2.13.1.4  体检要求 

申请人必须持有现行有效的三级或现行有效的一级体检合格证。 

注：根据具体申请的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工作环境和职责，特定个人或许必须持有一级体检合格证。 

2.13.2  遥控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与 

行使此种权利应遵守的条件 

2.13.2.1  在符合1.2.5、1.2.6、1.2.7.1、1.2.9 和2.11所规定要求的条件下，遥控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必须是： 

a) 在审定为唯一驾驶员遥控操纵的遥控驾驶航空器和相关遥控站上担任遥控机长； 

b) 在要求有遥控副驾驶员操作的遥控驾驶航空器和相关遥控站上担任遥控副驾驶员； 

c) 在要求有遥控副驾驶员操作的遥控驾驶航空器和相关遥控站上担任遥控机长；和 

d) 按照仪表飞行规则担任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的遥控机长或遥控副驾驶员。 

2.13.2.2  在夜间行使执照权利之前，遥控驾驶员执照持有人必须在遥控驾驶航空器和相关遥控站上接受过夜航

带飞训练，包括夜间起飞、着陆和航行。 

注：遥控驾驶员执照持有人年满60和65周岁时，按2.11.9规定对遥控驾驶员执照的某些权利予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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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  颁发遥控驾驶员执照的具体要求 

2.13.3.1  经历 

申请人必须在操纵遥控驾驶航空器和相关遥控站的培训中获得经历，以成功演示2.13.1.3中所要求的能力。 

2.13.3.2  遥控驾驶员执照培训 

2.13.3.2.1  为了符合遥控驾驶员执照的要求，申请人必须完成一门批准的训练课程。训练必须以能力为基础，

并且（如适用）在多机组运行环境中进行。 

2.13.3.2.2  训练过程中，申请人必须掌握在经审定按照仪表飞行规则操纵的遥控驾驶航空器上担任遥控驾驶员

所需要的能力和基本技能。 

2.13.3.2.3  申请人必须在遥控驾驶航空器和相关遥控站上接受授权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教员带飞的遥控驾驶员

执照培训。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教员必须保证申请人在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的各个阶段和整个运行包线中具有

操作经历，包括不正常和紧急条件、对相关类别的预防非正常飞行姿态及改出训练和仪表飞行规则运行。 

2.13.3.2.4  如果遥控驾驶员的权利将在某一多发遥控驾驶航空器上行使，申请人必须在相应类别的多发遥控驾

驶航空器上接受授权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教员带飞的仪表飞行遥控驾驶员执照培训。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教员必须

确保申请人具有在单发失效或模拟失效时操纵相应类别遥控驾驶航空器的运行经历。 

2.14  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教员等级 

2.14.1  颁发等级的要求 

2.14.1.1  知识 

2.14.1.1.1  申请人必须演示根据已批准的培训方案中改编的能力模型，对学员进行有效评估的能力。 

2.14.1.1.2  申请人必须成功完成培训，并符合批准的培训机构适用于提供基于能力培训方案的资格。 

2.14.1.1.3  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教员的培训方案必须着重于培养以下方面的能力： 

a) 以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营人或批准的培训机构所用评分系统为根据，遥控驾驶员培训方案的

改编能力模型； 

b) 根据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营运人或批准的培训机构的评估和评分系统观察行为，做出评估；收

集有关所使用的改编的能力模型的可观察行为的客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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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识别和突出强调符合能力标准的行为能力； 

d) 确定低于预期绩效标准的偏差的根本原因；和 

e) 确定可造成安全裕度出现令人无法接受的下降的情况。 

2.14.1.1.4  申请人必须满足为颁发遥控驾驶航空器和相关遥控站类别相应的遥控驾驶员执照的能力要求。 

2.14.1.1.5  此外，申请人必须至少在下列方面演示与授予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教员等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的

能力水平： 

a) 教学技巧； 

b) 对地面教练科目中学员表现的评定； 

c) 学习过程； 

d) 有效授课的要素； 

e) 基于能力的培训原则，包括学员评估； 

f) 评价训练大纲的有效性； 

g) 课程计划； 

h) 课堂教学技术； 

i) 训练设备的使用，包括酌情使用飞行模拟训练设备； 

j) 分析、纠正学员错误； 

k) 与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仪表飞行和遥控驾驶员执照培训有关的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

错管理的原则；和 

注：有关设计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训练计划的指导材料见《人的因素

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 

l) 模拟航空器系统失效和故障所产生的危险。 

2.14.1.2  技能 

2.14.1.2.1  申请人在基于能力的培训方案内进行教学和评估之前，必须成功地完成一项正式的胜任能力评估。 

2.14.1.2.2  胜任能力评估必须在所申请行使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教员权利的遥控驾驶航空器和相关遥控站类别

和级别中的实际培训期间进行，视情包括飞行前、飞行后与地面教学。 

2.14.1.2.3  胜任能力评估必须由颁照当局授权的人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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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1.3  经历 

2.14.1.3.1  申请人必须满足为颁发遥控驾驶员执照的要求，必须保持胜任能力并满足执照的最近经历要求。 

2.14.1.3.2  申请人必须具有足够的培训和经历，以达到与2.13.3.2相关的所有要求的任务、动作、运行和原则以

及教学方法所需的熟练程度。 

2.14.1.4  遥控驾驶员执照培训 

申请人必须在颁照当局为此目的授权的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教员监督下： 

a) 接受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教学技巧的培训，包括演示、学员实习、识别与纠正学员的共同错误；和 

b) 对所要实施的遥控驾驶员执照培训的飞行动作和程序实践过教学技巧。 

2.14.2  等级持有人的权利与行使此种权利应遵守的条件 

2.14.2.1  在符合1.2.5和2.11所规定要求的条件下，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教员等级持有人的权利应是： 

a) 监督遥控驾驶学员单飞；和 

b) 为颁发遥控驾驶员执照和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教员等级实施遥控驾驶员执照培训，但飞行教员必

须满足下列条件： 

1) 至少持有与正在授教的遥控驾驶航空器类别和有关遥控站相应的遥控驾驶员执照和等级； 

2) 持有在授教的遥控驾驶航空器类别和有关遥控站上担任遥控机长所需要的遥控驾驶员执照和

等级；和 

3) 遥控驾驶员执照上签注有被授予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教员的权利。 

2.14.2.2  申请人如果要在多机组运行环境中实施遥控驾驶员执照培训，必须满足教员资格的全部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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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驾驶员执照以外的其他飞行机组成员的执照 

3.1  关于飞行领航员和飞行机械员执照的一般规则 

3.1.1  在颁发飞行领航员执照或飞行机械员执照之前，申请人必须满足为取得这些执照所规定的年龄、知识、

经历、技能及体检合格方面的要求。 

3.1.1.1  飞行领航员或飞行机械员执照申请人必须以颁照当局规定的方式表现出满足为取得这些执照而制定的

知识和技能要求。 

3.2  飞行领航员执照 

3.2.1  颁发执照的要求 

3.2.1.1  年龄 

申请人必须年满 18 周岁。 

3.2.1.2  知识 

申请人必须至少在下列科目中演示与授予飞行领航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的知识水平： 

航空法 

a) 与飞行领航员执照持有人有关的规章条例；相应的空中交通服务措施和程序； 

飞行性能、计划和装载 

b) 装载和重量分布对航空器性能的影响； 

c) 起飞、着陆和其他性能数据（包括巡航控制程序）的使用； 

d) 飞行前和航路运行飞行计划；空中交通服务飞行计划的申报；相应的空中交通服务程序；高度表拨正

程序； 

人的行为能力 

e) 与飞行领航员有关的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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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关设计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训练计划的指导材料见《人的因素训练

手册》（Doc 9683 号文件）。 

气象学 

f) 航空气象报告、图表和预报的判读与实际运用；代码和简字；飞行前和飞行中气象资料的使用以及获

得气象资料的程序；测高法； 

g) 航空气象学；有关地区对航空有影响的要素方面的气候学；气压系统的移动；锋面结构以及影响起飞、

航路和着陆条件的重要天气现象的起源与特征； 

领航 

h) 推测领航、气压图和天文领航程序；航图、无线电导航设备和区域导航系统的使用；远程飞行的特殊

导航要求； 

i) 航空器导航所必需的航空电子设备和仪表的使用、限制及可用性； 

j) 离场、航路和进近各飞行阶段所用导航系统的使用、精度及可靠性；无线电导航设备的识别； 

k) 自主式和参照外部基准的导航系统的原理、特性及使用，机载设备的操作； 

l) 天球包括天体运行以及为了观测和修订观测数据而选择和识别天体；六分仪的校准；导航文件的填写； 

m) 空中导航所用的定义、单位和公式； 

操作程序 

n) 航空文件，如《航行资料汇编》、《航行通告》、《航空代码和缩略语》以及离场、航路、下降和进近的

仪表程序图的判读与使用； 

飞行原理 

o) 飞行原理； 

无线电通话 

p) 通信程序和用语。 

3.2.1.3  经历 

3.2.1.3.1  申请人必须在转场飞行的航空器上完成至少 200 小时颁照当局认可的担任飞行领航员职责的飞行时

间，包括至少 30 小时的夜航时间。 

3.2.1.3.1.1  如果申请人具有作为驾驶员的飞行时间，颁照当局必须决定此项经历是否可以接受，如可以接受，

3.2.1.3.1 对飞行时间的要求可相应减少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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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2  申请人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在下述情况下圆满地确定出飞行中航空器的位置并用此信息为航空器

领航： 

a) 夜间 — 天文观测不少于 25 次；和 

b) 昼间 — 与自主式或参照外部基准的导航系统相结合的天文观测不少于 25 次。 

3.2.1.4  技能 

申请人必须演示担任航空器飞行领航员的能力，其胜任程度与授予飞行领航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并表

现出有以下能力： 

a) 识别并且管理威胁和差错； 

注：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的有关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b) 运用良好的判断力和飞行技术； 

c) 运用航空知识； 

d) 作为机组整体的一部分履行所有职责；和 

e) 与其他飞行机组成员进行有效的沟通。 

3.2.1.5  体检要求 

申请人必须持有现行有效的二级体检合格证。 

3.2.2  执照持有人的权利以及行使此种权利应遵守的条件 

在符合 1.2.5、1.2.6 和 1.2.7.1 规定要求的条件下，飞行领航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必须是担任任何航空器的飞行领

航员。如果这些权利包括无线电话通信，执照持有人必须符合 1.2.9.2 所规定的要求。 

3.3  飞行机械员执照 

3.3.1  颁发执照的要求 

3.3.1.1  年龄 

申请人必须年满 18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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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知识 

3.3.1.2.1  申请人必须至少在下列科目中演示与授予飞行机械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的知识水平： 

航空法 

a) 与飞行机械员执照持有人有关的规章条例；与飞行机械员职责有关的民用航空器运行规章条例； 

航空器一般知识 

b) 发动机、燃气涡轮和/或活塞式发动机的基本原理；燃油、燃油系统（包括燃油调节）的特性；润滑剂

和润滑系统；加力燃烧室和喷射系统；发动机点火起动系统的功能和工作； 

c) 航空器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操纵程序和使用限度；大气条件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 

d) 机体、飞机操纵系统、结构、机轮装置、刹车和防滑装置、腐蚀和疲劳寿命；结构损伤和缺陷的识别； 

e) 防冰和防雨系统； 

f) 增压和空调系统、氧气系统； 

g) 液压和气源系统； 

h) 基本电气理论、电气系统（交流和直流）、航空器布线系统、搭接和屏蔽； 

i) 仪表、罗盘、自动驾驶仪、无线电通信设备、无线电和雷达导航设备、飞行管理系统、显示器和航空

电子设备的工作原理； 

j) 相关航空器的限制； 

k) 防火、火警探测、火情控制和灭火系统； 

l) 有关航空器设备和系统的使用与可用性； 

飞行性能、计划和装载 

m) 装载和重量分布对航空器操纵、飞行特性及性能的影响；重量和平衡计算； 

n) 性能数据（包括巡航操纵程序）的使用与实际运用； 

人的行为能力 

o) 与飞行机械员有关的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 

注：有关设计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训练计划的指导材料见《人的因素训练

手册》（Doc 9683 号文件）。 



第 3 章 附件 1 — 人员执照的颁发 

 3-5 8/11/18 

操作程序 

p) 维修原理、适航性维修程序、故障报告、飞行前检查、加油和使用外接电源的预防程序；安装的设备

及客舱系统； 

q) 正常、不正常和应急程序； 

r) 载运货物和危险物品的操作程序； 

飞行原理 

s) 空气动力学的基本原理； 

无线电通话 

t) 通信程序和用语。 

3.3.1.2.2  建议：申请人应该至少在下列科目中演示与授予飞行机械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的知识水平： 

a) 导航基本原则；自主式导航系统的原理和操作；和 

b) 气象学的运行。 

3.3.1.3  经历 

3.3.1.3.1  申请人必须在颁照当局为此目的认可人员的监督下，完成至少 100 小时履行飞行机械员职责的飞行时

间。颁照当局必须决定在批准的飞行模拟机内担任飞行机械员的经历是否可以接受计为 100 小时总飞行时间的一部

分。如将此项经历计入总飞行时间，必须限定最多为 50 小时。 

3.3.1.3.1.1  如申请人具有驾驶员的飞行时间，颁照当局必须决定此项经历是否可以接受，如可以接受，3.3.1.3.1

对飞行时间的要求可相应减少的程度。 

3.3.1.3.2  申请人必须在颁照当局为此目的认可的飞行机械员的监督下，至少在下列方面具有履行飞行机械员职

责的操作经历： 

a) 正常程序 

— 飞行前检查 

— 加油程序、燃油管理 

— 维修文件的检查 

— 所有飞行阶段的正常驾驶舱程序 

— 机组失能时的机组协调及程序 

— 故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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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正常和备选（备用）程序 

— 航空器系统不正常工作的识别 

— 不正常和备选（备用）程序的使用 

c) 应急程序 

— 紧急情况的识别 

— 有关应急程序的使用 

3.3.1.4  技能 

3.3.1.4.1  申请人必须演示作为航空器飞行机械员完成 3.3.1.3.2 所述各项职责和程序的能力，其胜任程度与授予

飞行机械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并且能够： 

a) 识别并且管理威胁和差错； 

注：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的有关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b) 在航空器的性能和限制范围内使用航空器系统； 

c) 运用良好的判断力和技术； 

d) 运用航空知识； 

e) 作为机组整体的一部分履行所有职责，以确保圆满地完成任务；和 

f) 与其他飞行机组成员进行有效的沟通。 

3.3.1.4.2  使用飞行模拟训练装置在 3.3.1.4.1 规定的技能演示中完成任何程序，必须得到颁照当局批准，颁照当

局必须确保飞行模拟训练装置与此项任务相适应。 

3.3.1.5  体检要求 

申请人必须持有现行有效的二级体检合格证。 

3.3.2  执照持有人的权利以及行使此种权利应遵守的条件 

3.3.2.1  在符合 1.2.5、1.2.6 和 1.2.7.1 规定要求的条件下，飞行机械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必须是，在其已表现出

相应知识和技能水平的任何航空器型别上担任飞行机械员，这一知识和技能水平是颁照当局根据 3.3.1.2 与 3.3.1.4，

适用于该型别航空器安全运行的要求而制定的。 

3.3.2.2  飞行机械员执照持有人有权对其行使执照权利的航空器型别填入执照或按颁照当局认可的方式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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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飞行无线电报务员 

注 1：如果申请人的技能和知识已被确认符合《国际电信公约》附件中一般无线电规章规定的关于无线电话报务

员限制性执照的颁照要求，并且申请人也符合在航空器上操作无线电话的有关要求，缔约国可在申请人已持有的执

照上签注（见 5.1.1.2 XIII）或根据情况另外颁发执照。 

注 2：关于无线电通信程序和用语的技能和知识要求已作为所有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的

组成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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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飞行机组成员以外的其他人员的执照和等级 

4.1  飞行机组成员以外的其他人员执照和等级的一般规则 

4.1.1  在颁发飞行机组成员以外的其他人员执照或等级之前，申请人必须满足为取得这些执照或等级所规定的

年龄、知识、经历以及在有关情况下的体检合格和技能方面的要求。 

4.1.2  飞行机组成员以外的其他人员执照或等级的申请人必须以颁照当局规定的方式表现出满足为取得这些执

照所制定的知识和技能要求。 

4.2  航空器维修（技术员/工程师/机械员） 

注：括号内的称谓作为可以接受的执照名称的补充。各缔约国在其本国规章中可以任择其一。 

4.2.1  颁发执照的要求 

4.2.1.1  年龄 

申请人必须年满 18 周岁。 

4.2.1.2  知识 

申请人必须至少在下列科目中演示与授予航空器维修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关并与其责任相适应的知识水平： 

航空法与适航要求 

a) 与航空器维修执照持有人有关的规章条例，包括航空器的审定和持续适航的有关适航要求以及批准的

航空器维修机构及程序； 

自然科学与航空器一般知识 

b) 基础数学；计量单位；适用于航空器维修的物理与化学基本原理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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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工程 

c) 航空器制造材料的特性与应用，包括航空器结构的构造原理与功能，紧固技术；发动机及其相关系统；

机械、燃油、电气与电子电源；航空器仪表与显示系统；航空器操纵系统；机载导航与通信系统； 

航空器维修 

d) 为保证航空器持续适航所需完成的任务，包括按照相关维修手册及适用的适航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航

空器结构、组件与系统的翻修、修理、检查、更换、改装或排故的方法与程序；和 

人的行为能力 

e) 与航空器维修有关的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与差错管理的原则。 

注：有关设计人的行为能力培训计划，包括威胁与差错管理的指导材料见《人的因素培训手册》（Doc 

9683 号文件）。 

4.2.1.3  经历 

申请人必须对航空器或其组件的检查、养护与维修具有下列经历： 

a) 对于颁发具有航空器整体维修权利的执照，至少： 

1) 4 年；或 

2) 2 年，如申请人已圆满完成批准的训练课程；和 

b) 对于颁发具有 4.2.2.2 a) 2)或 3)规定的限制权利的执照，需具有能达到 a)款中要求的同等胜任能力水平

的一段时间，但此时间应不少于： 

1) 2 年；或 

2) 缔约国认为使已圆满完成批准的训练课程的申请人达到同等实践经验水平所必需的时间。 

4.2.1.4  训练 

建议：申请人应该完成与授予的权利相适应的训练课程。 

注：《训练手册》（Doc 7192号文件）D-1部分含有航空器维修执照申请人训练课程方面的指导材料。 

4.2.1.5  技能 

申请人必须表现出有能力履行与所授予的权利相适应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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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执照持有人的权利以及行使权利时应遵守的条件 

4.2.2.1  在符合 4.2.2.2 与 4.2.2.3 所规定要求的条件下，航空器维修执照持有人的权利必须是，在航空器或航空

器部件经过批准的修理、改装或安装发动机、附件、仪表和/或设备项目后，确定这些航空器或航空器部件是否适航，

并在检查、维修和/或例行养护后签发维修放行单。 

4.2.2.2  4.2.2.1 规定的航空器维修执照持有人的权利只限于在下列条件下行使： 

a) 对以下维修对象： 

1) 执照上专门列出或按一般分类列出的航空器整机；或 

2) 执照上专门列出或按一般分类列出的机体、发动机、航空器系统或组件；和/或 

3) 执照上专门列出或按一般分类列出的航空器电子系统或组件； 

b) 执照持有人必须熟悉所要签发维修放行单的特定航空器维修与适航方面的所有相关资料，或者所要

确定适航性的特定机体、发动机、航空器系统或组件及航空器电子系统或组件的维修和适航方面的

所有相关资料；和 

c) 在过去 24 个月之内，执照持有人具有至少 6 个月，按所持执照授予的权利对航空器或组件实施检

查、养护或维修的经历，或已达到具有相应权利的执照颁发要求，并得到颁照当局的认可。 

4.2.2.3  缔约国必须根据合格审定任务的复杂性来确定执照持有人的权利范围。 

4.2.2.3.1  建议：合格审定权利的详细内容应该在执照上进行签注或附于执照之后，其方式可以是直接的，也可

以引用缔约国颁发的另一文件。 

4.2.2.4  当缔约国授权一个批准的维修机构任命非执照持有人行使 4.2.2 的权利时，被任命的人员必须达到 4.2.1

规定的要求。 

4.2.3  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执照持有人的权利以及 

行使权利时应遵守的条件 

2022年11月3日起适用 

4.2.3.1  4.2.2.1 规定的航空器维修执照持有人的权利只限于在下列条件下行使： 

a) 执照上专门列出或按一般分类列出的遥控驾驶航空器或遥控站；或 

b) 执照上专门列出或按一般分类列出的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和相关C2链路，以及维修遥控驾驶航空

器系统和相关C2链路系统的实际培训。 

4.2.3.2  当缔约国授权批准的维修机构任命非执照持有人行使4.2.3的权利时，被任命的人员必须达到4.2.1规定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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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空中交通管制员学员 

4.3.1  缔约国必须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空中交通管制员学员不得对空中航行构成危害。 

4.3.2  体检要求 

缔约国不得允许空中交通管制员学员在工作环境中接受训练，除非该空中交通管制员学员持有现行有效的 3 级

体检合格证。 

4.4  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 

4.4.1  颁发执照的要求 

在颁发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之前，缔约国必须要求执照申请人满足 4.4.1的要求和 4.5所列至少一种等级的要求。

不持执照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满足同样要求情况下，也可以担任空中交通管制员。 

4.4.1.1  年龄 

申请人必须年满 21 周岁。 

4.4.1.2  知识 

申请人必须至少在下列科目中演示与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相适应的知识水平： 

航空法 

a) 与空中交通管制员有关的规章条例； 

空中交通管制设备 

b) 空中交通管制所用设备的原理、使用与限制； 

一般知识 

c) 直至 2022 年 11 月 2 日，飞行原理；航空器、发动机与系统的工作原理与功能；与空中交通管制运行

相关的航空器性能； 

c) 自 2022 年 11 月 3 日起，飞行原理；航空器和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发动机与系统的工作原理与功能；

与空中交通管制运行相关的航空器性能； 

人的行为能力 

d) 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 

注：有关设计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原则的培训计划的指导材料见《人的因素培训

手册》（Doc 9683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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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学 

e) 航空气象学；气象文件与资料的使用与判读；影响飞行运行及安全的天气现象的起源与特征；测高法； 

领航 

f) 空中航行的原理；导航系统与目视助航设备的原理、限制及精度；和 

操作程序 

g) 空中交通管制、通信、无线电通话以及（正常、不正常及应急）用语程序；相关航空文件的使用；与

飞行有关的安全措施。 

4.4.1.3  经历 

申请人必须完成批准的训练课程，并且在具有合适等级的空中交通管制员监视下圆满完成至少 3 个月的空中交

通实际管制服务。4.5 中规定的空中交通管制员等级的经历要求可作为本条规定经历要求的一部分。 

4.4.1.4  体检要求 

申请人必须持有现行有效的三级体检合格证。 

4.5  空中交通管制员等级 

4.5.1  空中交通管制员等级的类别 

空中交通管制员等级必须由下列类别组成： 

a) 机场管制等级； 

b) 进近管制程序等级； 

c) 进近管制监视等级； 

d) 进近精密雷达管制等级； 

e) 区域管制程序等级；和 

f) 区域管制监视等级。 

注：世界气象组织已对气象观测人员规定了具体的要求，该要求也适用于提供此项服务的空中交通管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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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空中交通管制员等级的要求 

4.5.2.1  知识 

申请人必须至少在其负责区域所涉及的下列科目中演示与所授予的权利相适应的知识水平： 

a) 机场管制等级： 

1) 机场平面图；物理特征及目视助航设备； 

2) 空域结构； 

3) 适用的规则、程序和资料来源； 

4) 空中导航设施； 

5) 空中交通管制设备及其使用； 

6) 地形和显著地标； 

7) 空中交通特征； 

8) 天气现象；和 

9) 应急、搜寻与援救计划； 

b) 进近管制程序与区域管制程序等级： 

1) 空域结构； 

2) 适用的规则、程序与资料来源； 

3) 空中导航设施； 

4) 空中交通管制设备及其使用； 

5) 地形和显著地标； 

6) 空中交通及交通流量的特征； 

7) 天气现象；和 

8) 应急、搜寻与援救计划；和 

c) 进近管制监视、精密进近雷达管制及区域管制监视等级：申请人必须满足其负责区域所涉及的上述 b)

款中规定的要求，并且至少在下列补充科目中演示与所授予的权利相适应的知识水平： 

1) 适用的 ATS 监视系统及相关设备的原理、使用与限制；和 

2) 视情提供 ATS 监视服务的程序，包括确保相关超障要求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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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2  经历 

4.5.2.2.1  申请人必须： 

a) 已圆满完成批准的训练课程； 

b) 已在具有合适等级的空中交通管制员监视下圆满完成： 

1) 机场管制等级  在申请等级所在单位至少 90 小时或 1 个月的机场管制服务（以时间较长者

为准）； 

2) 进近管制程序、进近管制监视、区域管制程序或区域管制监视等级  在申请等级所在单位至

少 180 小时或 3 个月的所申请等级的管制服务（以时间较长者为准）； 

3) 精密进近雷达管制等级  至少 200 次精密进近，其中在颁照当局为此目的批准的雷达模拟机

上完成的次数不得多于 100 次。这些精密进近中至少 50 次必须在申请等级所在单位和设备

上进行；和 

c) 如果进近管制监视等级的权利中包括监视雷达进近的职责，则申请人的经历中必须包括在具有适

当等级管制员监视下，在申请等级所在单位使用的监视设备型号上实施至少 25 次平面位置指示

器进近。 

4.5.2.2.2  4.5.2.2.1 b)规定的经历必须在申请前 6 个月内完成。 

4.5.2.2.3  如申请人已持有另一类别的空中交通管制员等级或另一单位的相同等级，颁照当局必须决定 4.5.2.2 对

经历的要求是否可以减少，若可以减少，减少到何种程度。 

4.5.2.3  技能 

申请人必须演示提供安全、有序与快速的管制服务所需的技能、判断力与表现，并达到与所授予权利相适应的

水平，包括认识和管理威胁与差错。 

注：应用威胁与差错管理的指导材料见《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Doc 9868 号文件，PANS-TRG）第 II 部

分第 1 章附篇 C、《人的因素培训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和 314 号通告《空中交通管制中的威胁

与差错管理》（TEM）。 

4.5.2.4  同时颁发两种空中交通管制员等级 

当同时申请两种空中交通管制员等级时，颁照当局必须根据各等级的要求确定适用的要求。这些要求不得低于

所申请的较高等级所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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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空中交通管制员等级持有人的权利以及行使此种权利应遵守的条件 

4.5.3.1  在满足 1.2.5、1.2.6、1.2.7.1 和 1.2.9 规定要求的条件下，签注有下列一种或多种等级的空中交通管制员

执照持有人的权利必须是： 

a) 机场管制等级  在执照持有人取得等级的机场提供或监视提供机场管制服务； 

b) 进近管制程序等级  在执照持有人取得等级的一个或多个机场，在提供进近管制服务单位的管辖空

域或部分空域内，提供或监视提供进近管制服务； 

c) 进近管制监视等级  在执照持有人取得等级的一个或多个机场，在提供进近管制服务单位的管辖空

域或部分空域内，使用适用的 ATS 监视系统提供和/或监视提供进近管制服务； 

1) 在满足 4.45.2.2.1 c) 规定的条件下，权利必须包括提供雷达监视进近； 

d) 精密进近雷达管制等级  在执照持有人取得等级的机场内，提供和/或监视提供精密进近雷达服务； 

e) 区域管制程序等级  在执照持有人取得等级的管制区域或部分管制区域内，提供和/或监视提供区

域管制服务；和 

f) 区域管制监视等级  在执照持有人取得等级的管制区域或部分管制区域内，使用 ATS 监视系统提

供和/或监视提供区域管制服务。 

4.5.3.2  在行使 4.5.3.1 中授予的权利前，执照持有人必须熟悉所有相关和现行有效的资料。 

4.5.3.3  颁发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的缔约国不得允许执照持有人在运行环境中执行训练，除非该持有人已获得该

缔约国的适当授权。 

4.5.3.4  等级的有效性 

如果空中交通管制员停止行使等级权利的时间超过颁照当局确定的期限，该等级即行失效。这一期限不得超过 6

个月。恢复失效等级的有效性前，必须重新确定管制员行使等级权利的能力。 

4.6  飞行运行员/飞行签派员执照 

4.6.1  颁发执照的要求 

4.6.1.1  年龄 

申请人必须年满 21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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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2  知识 

申请人必须至少在下列科目中演示与授予飞行运行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的知识水平： 

航空法 

a) 与飞行运行员执照持有人有关的规章条例；相应的空中交通服务措施和程序； 

航空器一般知识 

b) 飞机发动机、系统和仪表的工作原理； 

c) 飞机和发动机的使用限制； 

d) 最低设备清单； 

飞行性能计算、计划程序和装载 

e) 装载及重量分布对航空器性能和飞行特性的影响；重量和平衡计算； 

f) 运行飞行计划；燃油消耗与航程计算；备降机场的选择程序；航路巡航控制；延程运行； 

g) 空中交通服务飞行计划的准备与申报； 

h) 计算机辅助计划系统的基本原理； 

人的行为能力 

i) 与签派职责有关的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与差错管理的原则； 

注：有关设计人的行为能力培训计划，包括威胁与差错管理的指导材料见《人的因素培训手册》（Doc 

9683 号文件）。 

气象学 

j) 航空气象学；气压系统的移动；锋面结构和影响起飞、航路和着陆条件的重要天气现象的起源及特征； 

k) 航空气象报告、图表和预测的判读及应用；代码与简字；气象资料的使用以及获得气象资料的程序； 

领航 

l) 空中航行的原理，尤其是仪表飞行； 

操作程序 

m) 航空文件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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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载运货物和危险物品的操作程序； 

o) 与航空器事故和事件相关的程序；应急飞行程序； 

p) 与非法干扰及破坏航空器有关的程序； 

飞行原理 

q) 与适当航空器类别有关的飞行原理；和 

无线电通信 

r) 与航空器及相关地面电台通信的程序。 

4.6.1.3  经历 

4.6.1.3.1  申请人必须取得下述经历： 

a) 在 1)至 3)款规定的任一职位或任何综合职位上共服务 2 年，但就综合经历而言，在每一职位上服

务的时间至少必须为 1 年： 

1) 航空运输的飞行机组成员；或 

2) 航空运输的航空器签派部门的气象员；或 

3) 空中交通管制员；或飞行运行员或航空运输飞行运行系统的技术监督员； 

或 

b) 在航空运输的签派部门中担任助理员至少 1 年； 

或 

c) 已圆满完成批准的训练课程。 

4.6.1.3.2  申请人在申请前 6 个月内，必须在飞行运行员监视下至少服务 90 个工作日。 

4.6.1.4  技能 

申请人必须表现出下列能力： 

a) 根据一系列每日天气图和天气报告，作出准确和运行上可以使用的天气分析；对特定航路附近主要天

气条件提供运行有效的简介；预报与航空运输相关的天气趋势，特别是对于目的地和备降机场； 

b) 确定航段的最优飞行航迹，提出准确的人工和/或计算机制作的飞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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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实际或模拟恶劣天气条件下，为飞行提供与飞行运行员执照持有人职责相应的运行监督和所有其他

协助；和 

d) 认识和管理威胁与差错。 

注：应用威胁与差错管理的指导材料见《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Doc 9868号文件，PANS-TRG）

第 II 部分第 1 章附篇 C 和《人的因素培训手册》（Doc 9683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4.6.2  执照持有人的权利及行使此种权利应遵守的条件 

在符合 1.2.5 所规定要求的条件下，飞行运行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必须是，在申请人符合附件 6 所规定要求的任

一区域内担任飞行运行员。 

4.7  航空电台报务员执照 

注：这一执照并不是为提供机场飞行信息服务（AFIS）的人员颁发的，这些人员应达到的资格要求指南载于第

211 号通告《机场飞行信息服务》。 

4.7.1  颁发执照的要求 

4.7.1.1  在颁发航空电台报务员执照之前，缔约国必须要求申请人满足 4.6.1 的要求。如果电台所在国能够确保

不持执照的人员满足同样要求，则这些人员也可担任航空电台报务员。 

4.7.1.2  年龄 

申请人必须年满 18 周岁。 

4.7.1.3  知识 

申请人必须至少在下列科目中演示与航空电台报务员执照持有人相适应的知识水平： 

一般知识 

a) 国家内提供的空中交通服务； 

操作程序 

b) 无线电通信程序；用语；电信网络； 

规章条例 

c) 适用于航空电台报务员的规章条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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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设备 

d) 航空电台电信设备的原理、使用与限制。 

4.7.1.4  经历 

申请人必须： 

a) 在申请前 12 个月内圆满完成批准的训练课程，并已在合格的航空电台报务员领导下圆满服务至少 2 个

月；或 

b) 在申请前 12 个月内，在合格的航空电台报务员领导下圆满服务至少 6 个月。 

4.7.1.5  技能 

申请人必须在下列方面表现出或已表现出其胜任能力： 

a) 操作所用的电信设备；和 

b) 有效并准确地发射和接受无线电通信电报。 

4.7.2  航空电台报务员的权利及行使此种权利应遵守的条件 

在满足 1.2.5 和 1.2.9 所规定要求的条件下，航空电台报务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必须是在航空电台中担任报务员。

在行使执照的权利前，持有人必须熟悉该航空电台所用设备的类型以及与操作程序有关的最新信息。 

4.8  航空气象人员 

注：按照《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的工作安排》（Doc 7475 号文件），所有航空气象人员的资格、能

力、教育和培训等要求是世界气象组织（WMO）的职责。这些要求见技术规则（WMO-No.49）第 I 卷 — 通用气象

标准和建议规范，第 V 部分 — 从事提供气象（天气和气候）与水文服务人员的资格和能力、第 VI 部分：气象人员

的教育与培训以及附件 A — 基本专业课程。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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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人员执照的规格 

5.1  缔约国依照本附件有关规定颁发的人员执照，必须符合下列规格： 

5.1.1  详细内容 

5.1.1.1  颁发执照的缔约国必须确保其他缔约国能够易于确定执照的权利和等级的有效性。 

注：国际飞行通常不携带经营人记录或飞行机组成员的个人记录本，其上可能满意地记录有保持胜任能力和最

新经历。 

5.1.1.2  执照必须印有下列详细内容： 

I) 国名（黑体字）； 

II) 执照名称（用粗黑体字）； 

III) 颁照当局用阿拉伯数字编排的执照序号； 

IV) 持有人全名（如本国文字的书写体不是罗马字母，还应给出罗马字母书写形式）； 

IVa) 出生日期； 

V) 持有人住址（如果缔约国需要）； 

VI) 持有人国籍； 

VII) 持有人签字； 

VIII) 执照的授权以及（如果必要）颁照条件； 

IX) 关于有效期限和授权持有人行使与执照相适应权利的证明； 

X) 颁照人签字和颁照日期； 

XI) 颁照当局的印章； 

XII) 等级，例如：航空器机体、机场管制等的类别、级别和型别； 

XIII) 备注，即有关限制的特殊批注和权利的批注；包括语言能力的批注，以及按照芝加哥公约第三十

九条所要求的其他资料；和 

XIV) 颁照国需要的其他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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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材料 

必须用优质纸张或其他合适的材料，包括塑料卡片在内，清楚地印上 5.1.1.2 所列的各项内容。 

5.1.3  语言文字 

颁发执照使用的语文不是英文的，执照中必须至少包括 I)、II)、VI)、IX)、XII)、XIII)和 XIV)项的英译文。根据

1.2.2.1 所做授权不是使用英文的，必须附上授权国国名、授权有效期限和可能施加的约束或限制的英译文。 

5.1.4  内容安排 

执照上各项标题必须统一按 5.1.1 以罗马数字编号，无论如何排列，任何执照上同一数字编号均指同样的内容标

题。 

注：内容标题的顺序可以采用颁照缔约国最为方便的形式编排。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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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颁发执照的体检规定 

注 1：本章中的标准和建议措施本身不可能详尽地包括所有各种情况，必然有很多有关体检鉴定合格的决定需要

由体检医师作出判断。因此体检鉴定必须以按照最高标准的医学实践进行的彻底的医学检查为依据。 

注 2：易于引起疾病的因素，例如肥胖症和吸烟等，对于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个案评价或调查可能很重

要。 

注 3：如果申请人不完全符合体检要求并且情况复杂特殊，可能不得不推迟评价，应将该情况递交给颁照当局的

体检评估人进行最终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体检鉴定必须适当考虑申请人申请或持有的执照所授予的权利以及执照

持有人在执行指定任务时行使权利的条件。 

注 4：有关认可的体检结论的行政条款，参见 1.2.4.10。 

注 5：为颁照当局及体检医师提供的指导材料分别刊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的现行版本中。

该指导材料还载有第 6 章体检规定所使用的“可能”和“严重”两词的讨论内容。 

注 6：体检鉴定程序适用基本的安全管理原则有助于保证航空医学资源得以有效利用。 

6.1  体检合格证 — 总则 

6.1.1  体检合格证的级别 

必须建立如下三级体检合格证： 

a) 一级体检合格证； 

适用于下列执照申请人和持有人： 

— 商用（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 

— 多机组（飞机）驾驶员执照 

— 航线运输（飞机、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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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二级体检合格证； 

适用于下列执照申请人和持有人： 

— 飞行领航员执照 

— 飞行机械员执照 

— 私用（飞机、飞艇、直升机和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 

— 滑翔机驾驶员执照 

— 自由气球驾驶员执照 

c) 三级体检合格证； 

适用于下列执照申请人和持有人： 

— 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 

— 自 2022 年 11 月 3 日起，遥控驾驶员执照。 

6.1.2  体检鉴定申请人必须向体检医师提供一份由自己证明的有关本人、家庭和遗传病史的健康情况的申报。

申请人必须明确，申请人有必要尽其所知提供一份尽可能完整和准确的申报，任何虚假的申报必须按 1.2.4.7.1 的规

定处理。 

6.1.3  如果根据体检医师判断，申请人在某些指标上或其他方面不符合某项体检要求，但在行使所申请或所持

有的执照的权利时不至于危及飞行安全（1.2.4.10），体检医师则必须将任何此种个别情况报告颁照当局。 

6.1.4  除另有专门规定以外，换发体检合格证应符合的身体健康水平必须和首次颁发体检合格证的水平相同。 

注：换发体检合格证的例行体检时间间隔，参见 1.2.5.2 规定。 

6.2  体检合格证的要求 

6.2.1  总则 

申请按 1.2.4.1 颁发体检合格证的申请人必须接受按下列要求进行的体检： 

a) 身体和心理； 

b) 视力和色觉；和 

c) 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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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身体和心理要求 

要求申请任何级别体检合格证的申请人必须没有下列疾病： 

a) 任何先天或后天的畸形；或 

b) 任何活动性的、隐匿性的、急性的或慢性的失能；或 

c) 任何创伤、损伤或手术后遗症；或 

d) 使用任何处方或非处方治疗、诊断或预防性药物而造成的任何后果或副作用； 

因为它将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功能丧失，而这种失能又可能会影响到航空器的安全运行或职责的安全行使。 

注：使用草药和替代治疗方法时要求特别注意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6.2.3  视力检查要求 

6.2.3.1  目前所用的视力测量方法，有可能导致不同的鉴定结果。因此，为统一起见，缔约国必须保证各种测量

方法能够得到同等的鉴定结果。 

6.2.3.2  建议：视力检查应该采用如下方法： 

a) 视力检查应该在照明水平相当于一般办公场所照明标准（每平方米 30 — 60 烛光）的环境下进行。 

b) 测量视力应该使用一套兰道特氏（Landolt）圈标或类似的视标，应该根据所采用的方法将视标置

于距离申请人恰当的位置。 

6.2.4  色觉要求 

6.2.4.1  缔约国采用的检验色觉的方法必须能够保证获得可靠的检查结果。 

6.2.4.2  申请人必须表现出能够很快地辨别出那些安全履行职责所必需识别的颜色。 

6.2.4.3  申请人必须经过测验表明其有能力在白天或在与《国际照明委员会》CIE)规定的 CIE 标准光源 C 或 D65

所提供色温相同的人工光线下，正确地识别出一系列的假同色板。 

6.2.4.4  取得颁照当局规定的良好结果的申请人须评为辨色力合格。如果申请人在此测验中未能取得良好结果，

须评为辨色力不合格，除非其能够快速正确地识别出民用航空使用的各种颜色和航空用色光。对未能达到上述标准

的申请人须评为不合格，但附有“仅在日间有效”限制的二级体检合格除外。 

注：有关检验辨色力的恰当方法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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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4.1  建议：在执行执照授予或按所持等级行使有关特许权时佩带的太阳镜，应该是非偏光镜，镜色以中性

的灰色色调为宜。 

6.2.5  听力检查要求 

6.2.5.1  各缔约国必须使用能保证听力检查可靠的方法。 

6.2.5.2  申请人必须显示其听力足以安全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6.2.5.3  一类体检合格证申请人必须在首次颁发合格证时接受纯音听力检查，至少每五年一次直到 40 周岁，其

后至少每两年一次。 

6.2.5.3.1  或者也可以采取提供相同结果的其他方法。 

6.2.5.4  三类体检合格证申请人必须在首次颁发合格证时接受纯音听力检查，至少每四年一次直到 40 周岁，其

后至少每两年一次。 

6.2.5.4.1  或者也可以采取提供相同结果的其他方法。 

6.2.5.5  建议：二类体检合格证申请人应该在首次颁发合格证时接受纯音听力检查，50 周岁以后至少每两年一次。 

6.2.5.6  在 6.2.5.3、6.2.5.4 和 6.2.5.5 所述之外的其他体检中，如果没有进行听力检查，申请人必须在静室内接

受耳语和口语语音检查。 

注 1：纯音听力计的标准基准零位，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出版的《听力检查方法》现行版的相关标准中规

定的。 

注 2：按照要求检查听力时，静室房间的背景噪声强度要求应小于 35 分贝（A）。 

注 3：按照要求检查听力时，距离输出点（讲话人的下唇）1 米的平均谈话声音声级是 c.60 分贝（A），耳语声

音声级是 c.45 分贝（A）。距离讲话人 2 米之处，声音等级低 6 分贝（A）。 

注 4：关于使用助听装置的申请人合格证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注 5：关于对持有私人驾驶员执照的申请人签发仪表飞行等级的要求，参见 2.7.1.3.1。 

6.3  一级体检合格证 

6.3.1  颁发和换发体检合格证 

6.3.1.1  商用（飞机、飞艇、直升机或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多机组（飞机）驾驶员执照或航线运输（飞机、

直升机或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的申请人必须接受首次体格检查，以获得一级体检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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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2  除本节另有规定外，商用（飞机、飞艇、直升机或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多机组（飞机）驾驶员执

照或航线运输（飞机、直升机或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必须在不超过 1.2.5.2 所规定的时间间隔内更新其一

级体检合格证。 

6.3.1.3  当颁照当局确信申请人已符合本节的要求及 6.1 和 6.2 中的一般规定时，必须向申请人颁发一级体检合

格证。 

6.3.2  身体和心理要求 

6.3.2.1  申请人不得患有可能会使其突然不能安全操纵航空器或安全履行指定职责的任何疾病或失能。 

6.3.2.2  申请人必须没有可能使申请人不能安全行使其申请或持有的执照所授予权利的下列各症的明确病史或

临床诊断： 

a) 器官性精神障碍； 

b) 由于使用精神活性物质引起的精神或行为障碍，包括由酒精或其他精神活性物质引起的依赖症状； 

c) 精神分裂症或精神分裂症型或妄想型障碍； 

d) 情绪（情感）障碍； 

e) 神经性、与紧张相关的或躯体形式的障碍； 

f) 同心理失调或生理因素相关的行为综合症； 

g) 成人人格障碍或行为障碍，尤其是反复出现的明显行为显示出的人格障碍或行为障碍； 

h) 精神迟钝； 

i) 心理发育障碍； 

j) 儿童时代或青春期开始的行为或情绪障碍；或 

k) 没有另外说明的精神障碍； 

6.3.2.2.1  建议： 患有忧郁症并正在接受抗抑郁症药物治疗的申请人应评为不合格，除非经掌握有关病例细节

的体检鉴定人认为申请人的状况不大可能妨碍申请人安全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注 1：对接受抗抑郁症药物治疗申请人进行鉴定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 

注 2：精神和行为障碍的定义是根据 1992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出版的《疾病和有关保健问题国际统计分类

（第十版）— 精神和行为障碍分类》中所载的世界卫生组织临床说明和诊断指导原则确定的。这一文件中载有对诊

断要求的具体说明，将其适用于体检评估可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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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3  申请人必须没有下列各症的明确病史或临床诊断： 

a) 神经系统进行性或非进行性的疾病，其影响可能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的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b) 癫痫；或 

c) 对病因没有满意的医学解释的意识障碍。 

6.3.2.4  申请人不得受过任何，其影响可能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的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的头部损伤。 

6.3.2.5  申请人不得患有任何可能妨碍安全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权利的先天的或后天的心脏疾病。 

6.3.2.5.1   进行过冠状搭桥移植或血管成形术（有或无移植片固定物固定）或其他心脏手术、或有心肌梗塞史、

或有任何其它潜在心脏功能丧失情况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按照最好的体检方法对申请人的心脏情况做

了调查和评价，并且评估认为不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或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6.3.2.5.2  心率不正常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按照最好的体检方法对其心率不正常做了调查和评价，并

且评估认为不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或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注：关于心血管评价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3.2.6  为首次颁发体检合格证而进行的心脏检查中，必须做心电图。 

6.3.2.6.1  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申请人复查时必须做心电图，每年至少一次。 

6.3.2.6.2  建议：年龄在 30 岁至 50 岁之间的申请人复查时应该做心电图，每两年至少一次。 

注 1：例行心电图检查的目的是诊查病症。如未进一步对心血管进行全面检查，则不能仅依靠心电图判定申请人

体检不合格。 

注 2：关于平静和运动心电图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3.2.7  收缩血压与舒张血压必须在正常范围内。 

6.3.2.7.1  用药物控制高血压者必须评为不合格，但使用适合于使申请人安全行使执照和等级所授予权利的那些

药物除外。 

注：关于血压问题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3.2.8  循环系统不得有明显的功能性或结构性异常。 

6.3.2.9  申请人不得患有肺部急性失能，也没有肺结构、胸腔纵隔或胸膜的任何可能会在正常或紧急操作中引起

失能症状的活动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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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9.1 建议：胸部 X 光检查应该作为首次检查的一部分。 

注：通常不必做定期的胸部 X 光检查，但是如果预期会发生无症状肺部疾病，可能有必要这样做。 

6.3.2.10  有慢性肺部障碍性疾病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按照最好的体检方法对申请人的情况做了调

查和评价，并且评估认为不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或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6.3.2.11  患有哮喘引起明显症状或可能会在正常或紧急操作中引起失能症状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 

6.3.2.11.1  使用药物控制哮喘必须评为不合格，但使用适合于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权利的那些药

物除外。 

注：关于药物和药品危害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3.2.12  患有活动性肺结核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 

6.3.2.12.1  确诊为结核或病症可能来源于结核，但已治愈或结核已处于非活动状态的申请人，可评为合格。 

注 1：关于呼吸性疾病评估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注 2：关于药物和药品危害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3.2.13  胃肠道或其附属器官机能有严重损伤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 

6.3.2.13.1  申请人必须没有可能引起失能症状的疝。 

6.3.2.14  申请人在消化道的任一部分或其附属器官患有在飞行中可能会引起失能的疾病或外科手术后遗症，特

别是由于狭窄或压缩而引起的任何梗阻，必须评为不合格。 

6.3.2.14.1  建议：申请人在胆道、消化道或其附属器官做过大手术，且任一这类器官被全部或部分切除或转接，

应该评为不合格，直至体检评估人了解手术的详情后，认为手术影响不至于造成在飞行中失能时为止。 

6.3.2.15  患有代谢、营养或内分泌失调的申请人，如果可能妨碍安全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则必须

评为不合格。 

6.3.2.16  患有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 

注：根据 1.2.4.10 的规定对患有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申请人进行鉴定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 

6.3.2.16.1  患有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情况表明仅通过饮食或通过饮食结合口服

抗糖尿病药物即能满意控制，所用药物适合于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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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于糖尿病申请人评估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3.2.17  患有血液病和/或淋巴系统疾病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经过充分调查并且认为其情况不会妨碍

安全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注：具有镰形血细胞特性或其他血红蛋白特性通常可评为合格。 

6.3.2.18  患有肾脏或生殖尿道疾病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经过充分调查并且认为其状况不会妨碍安全

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6.3.2.18.1  尿样检查必须构成体检的一部分，并且必须对异常情况做充分调查。 

注：关于尿样检查及异常现象的评价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3.2.19  患有肾脏或生殖尿道疾病、或其外科手术的后遗症，尤其是由于狭窄或压缩引起的梗塞的申请人，必

须评为不合格。除非根据最好的体检方法对申请人的情况做了调查和评价，并且评估认为不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

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6.3.2.19.1  进行了肾切除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其情况得到很好的补偿。 

6.3.2.20  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毒）血清阳性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根据最佳医学做法对申请人

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和评估，并鉴定认为不大可能妨碍申请人安全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注 1：对艾滋病进行早期诊断并使用治疗逆转录酶病毒疗法进行积极管理，可降低发病率及改善预后，进而提高

鉴定合格的可能性。 

注 2：关于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毒）血清阳性申请人评估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

文件）中。 

6.3.2.21  妊娠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产科评价和持续的身体检查证明为低风险且无并发症的妊娠。 

6.3.2.21.1  建议：具有低风险、无并发症、并按照 6.3.2.21 进行评价和检查的妊娠申请人，自妊娠期第 12 周结

束至第 26 周结束可以评为合格。 

6.3.2.22  在分娩或妊娠期终止后，申请人不得被允许行使执照权利，直至她按照最好的体检方法进行了重新评

价，并确定她可以安全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6.3.2.23  申请人不得具有可能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权利的任何骨骼、关节、肌肉、腱或相

关构造的异常。 

注：任何影响骨骼、关节、肌肉或腱损伤的后遗症、以及某些解剖生理学上的缺陷，可能需要功能评估以确定

是否合格。 

6.3.2.24  申请人不得具有可能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权利的任何耳部或相关构造的异常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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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25  申请人必须： 

a) 无前庭机能失调； 

b) 无明显的耳咽管机能障碍；和 

c) 无未治愈的鼓膜穿孔。 

6.3.2.25.1  单一鼓膜干燥穿孔不必将申请人评为不合格。 

注：前庭功能测试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3.2.26  申请人必须： 

a) 无鼻孔阻塞；和 

b) 口腔或上呼吸道没有畸形或任何疾病 

上述情况可能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6.3.2.27  有口吃或其他发音缺陷，其严重程度足以损害语言交流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 

6.3.3  视力要求 

体检必须基于下列要求。 

6.3.3.1  两眼及其附属器官的机能必须正常。两眼及其附属器官必须没有可能会减损正常视觉功能以致干扰安全

行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权利的急性或慢性活动性疾病，或任何此种手术或创伤后遗症。 

6.3.3.2  每只眼睛的单眼远视力不论矫正与否必须达到 6/9 或以上，双眼视力必须达到 6/6 或以上。对未矫正视

力不设限制。如果必须佩戴矫正眼镜才能够达到此标准，则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对申请人可评为合格： 

a) 在行使所申请或持有的执照或等级授予的权利期间，必须佩戴此种矫正眼镜；和 

b) 此外，在申请人行使执照授予的权利期间，备有随时可以使用的、合适的备份矫正眼镜。 

注 1： 6.3.3.2 b) 是附件 6 第 I 部分中标准条款的内容。 

注 2：如果没有出现存在疑问的情况，符合上述规定的申请人即可认为一直符合上述规定。如果出现有疑问的情

况，颁照当局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求提供眼科检查报告。每次复查通常均须对经矫正的和未经矫正的视力进行测验

和记录。表明有必要提供眼科检查报告的情况包括：未经矫正的视力大为减退；经矫正最佳视力发生任何减退；患

有眼病、眼伤或做过眼科手术。 

6.3.3.2.1  为满足上述要求，申请人可以使用隐形眼镜，但条件是： 

a) 镜膜是单焦距、无色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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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镜膜佩带舒适；和 

c) 在行使执照特许权期间备有随时可供使用的合适的普通矫正眼镜。 

注：对使用隐形眼镜的申请人可以不必在每次复查时测验其未经矫正的视力，但须了解其隐形眼镜配方的历史。 

6.3.3.2.2  屈光差大的申请人必须使用隐形眼镜或高指标普通眼镜。 

注：如使用普通眼镜，必须使用高指标普通镜片，以便将外周视野扭曲减至最小。 

6.3.3.2.3  申请人任一只眼睛的未矫正远视力小于 6/60 的，必须要求其在进行初次体格检查前提交全面的眼科检

查报告，并于其后每五年提交一次报告。 

注 1：要求进行眼科检查的目的是（1）确定正常视力情况，和（2）查明任何重大的病理变化。 

注 2：关于对属于 1.2.4.10 款规定的单眼申请人进行合格检查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

文件）。 

6.3.3.3  申请人经过手术后眼睛屈光情况受到影响的，除非其没有产生可能妨碍安全行使其证书和等级特许权的

后遗症，否则必须评为不合格。 

6.3.3.4  申请人如属于 6.3.3.2 规定的情况在佩带眼镜时，必须有能力在其选定的 30-50 厘米的距离范围内，读出

N5 表或与其等效的表，并有能力在 100 厘米的距离上读出 N14 表或与其等效的表。如果仅在进行近视力矫正后才能

达到此项要求，申请人可被评为合格，但这种近视力矫正必须是在根据 6.3.3.2 的规定已经配制的矫正眼镜上增加的

矫正；如果没有配制此种矫正，则必须在行使执照特许权期间备有一副随时可供使用的近读用眼镜。如果要求进行

近视力矫正，申请人必须表明使用同一副眼镜就足以满足远视力和近视力的要求。 

注 1：N5 表和 N14 表系指所用字体的大小。进一步细节见《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 

注 2：需经近视力矫正以达到此要求的申请人，需要使用“镜底变焦”、双焦距或多焦距眼镜，以使其能看清仪表

或阅读手中的航图或手册，并且利用远视力通过风挡玻璃看到远处，而不需要取下眼镜。单焦距近读矫正眼镜（全

镜片只有一种适于阅读的焦强）会显著地降低远视能力，因此是不能接受的。 

注 3：当需要得到或重配矫正眼镜时，申请人要告诉配镜员，在他可能工作的航空器型别上为了完成驾驶舱内依

赖于视力的工作所需的判读距离。 

6.3.3.4.1  根据本段需要进行近视力矫正的，必须另备一副可供立即使用的近读矫正眼镜。 

6.3.3.5  必须要求申请人具有正常的视野。 

6.3.3.6  必须要求申请人具有正常的双眼机能。 

6.3.3.6.1  实体视觉衰退、非干扰近视力的会聚异常以及眼不对称但视像融合储备力足以防止发生眼疲劳和复视

等情况，不必构成淘汰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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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听力要求 

6.3.4.1  申请人在用纯音听力计进行测试时，每耳必须分别能听到 500、1 000 和 2 000 赫兹频率，其损失不大于

35 分贝，对于 3 000 赫兹，损失不大于 50 分贝。 

6.3.4.1.1  申请人的听力损失大于上述规定值也可评为合格，但条件是申请人在重现或模拟驾驶舱噪声的掩盖性

噪声中，能够听到谈话声和信标台信号声，具有正常的听力能力。 

注 1：背景噪声与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有效力的航空器类型的驾驶舱噪声相类似，这一点很重要。 

注 2：辨别测试的发音材料中，通常使用与航空相关的语句及语音平衡的词汇。 

6.3.4.1.2  或者可在飞行中，在与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效力相符的航空器类型的驾驶舱，进行实际听力测试。 

6.4  二级体检合格证 

6.4.1  颁发和换发体检合格证 

6.4.1.1  私人（飞机、飞艇、直升机或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滑翔机驾驶员执照、自由气球驾驶员执照、飞

行机械员执照或飞行领航员申请人必须接受首次体格检查，以获得二级体检合格证。 

6.4.1.2  除本节另有规定外，私人（飞机、飞艇、直升机或动力升空器）驾驶员执照、滑翔机驾驶员执照、自由

气球驾驶员执照、飞行机械员执照或飞行领航员执照持有人必须在不超过 1.2.5.2 规定的时间间隔内，更新其二级体

检合格证。 

6.4.1.3  当颁照当局确信申请人已符合本节的要求及 6.1 和 6.2 中的一般规定时，必须向申请人颁发二级体检合

格证。 

6.4.2  身体和心理要求 

体检必须基于下列要求。 

6.4.2.1  申请人不得患有可能会使其突然不能安全操纵航空器或安全履行指定职责的任何疾病或失能。 

6.4.2.2  申请人必须没有可能使申请人不能安全行使其申请或持有的执照所授予权利的下列各症的明确病史或

临床诊断： 

a) 器官性精神障碍； 

b) 由于使用精神活性物质引起的精神或行为障碍，包括由酒精或其他精神活性物质引起的依赖症状； 

c) 精神分裂症或精神分裂症型或妄想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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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情绪（情感）障碍； 

e) 神经性、与紧张相关的或躯体形式的障碍； 

f) 同心理失调或生理因素相关的行为综合症； 

g) 成人人格障碍或行为障碍，尤其是反复出现的明显行为显示出的人格障碍或行为障碍； 

h) 精神迟钝； 

i) 心理发育障碍； 

j) 儿童时代或青春期开始的行为或情绪障碍；或 

k) 没有另外说明的精神障碍； 

6.4.2.2.1  建议：患有忧郁症并正在接受抗抑郁症药物治疗的申请人应评为不合格，除非经掌握有关病例细节的

体检鉴定人认为申请人的状况不大可能妨碍申请人安全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注 1：对接受抗抑郁症药物治疗申请人进行鉴定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 

注 2：精神和行为障碍的定义是根据 1992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出版的《疾病和有关保健问题国际统计分类

（第十版）— 精神和行为障碍分类》中所载的世界卫生组织临床说明和诊断指导原则确定的。这一文件中载有对诊

断要求的具体说明，将其适用于体检评估可能是有益的。 

6.4.2.3  申请人必须没有下列各症的明确病史或临床诊断： 

a) 神经系统进行性或非进行性的疾病，其影响可能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的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b) 癫痫； 

c) 对病因没有满意医学解释的意识障碍。 

6.4.2.4  申请人不得受过任何其影响可能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的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的头部损伤。 

6.4.2.5  申请人不得患有任何可能妨碍安全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权利的先天的或后天的心脏疾病。 

6.4.2.5.1  进行过冠状搭桥移植或血管成形术（有或无移植片固定物固定）或其他心脏手术、或有心肌梗塞史、

或有任何其他潜在心脏功能丧失情况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按照最好的体检方法对申请人的心脏情况做

了调查和评价，并且评估认为不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或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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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5.2  心率不正常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按照最好的体检方法对其心率不正常做了调查和评价，并

且评估认为不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或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注：关于心血管评价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4.2.6  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申请人为首次颁发体检合格证进行心脏检查时，必须做心电图。 

6.4.2.6.1  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申请人复查时必须做心电图，每两年至少一次。 

6.4.2.6.2  建议：为首次颁发体检合格证而进行心脏检查时，应该做心电图。 

注 1：例行心电图检查的目的是诊查病症。如未进一步对心血管进行全面检查，则不能仅依靠心电图判定申请人

体检不合格。 

注 2：关于平静和运动心电图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4.2.7  收缩血压与舒张血压必须在正常范围内。 

6.4.2.7.1  用药物控制高血压者必须评为不合格，但使用适合于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权利的那些药

物除外。 

注：此问题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4.2.8  循环系统不得有明显的功能性或构造性异常。 

6.4.2.9  申请人不得患有肺部失能，也不得有肺结构、胸腔纵隔或胸膜的任何可能会在正常或紧急操作中引起失

能症状的活动性疾病。 

6.4.2.9.1  建议：如果预期可能出现无症状肺部疾病，胸部 X 光检查应该作为首次检查和定期检查的一部分。 

6.4.2.10  患有慢性肺部障碍性疾病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按照最好的体检方法对申请人的情况做了

调查和评价，并且评估认为不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的执照或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6.4.2.11  患有哮喘引起明显症状或可能会在正常或紧急操作中引起失能症状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 

6.4.2.11.1  使用药物控制哮喘必须评为不合格，但使用适合于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权利的那些药

物除外。 

注：关于药物和药品危害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4.2.12  患有活动性肺结核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 

6.4.2.12.1  确诊为结核或病症可能来源于结核，但已治愈或结核已处于非活动状态的申请人，可评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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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关于呼吸性疾病评估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注 2：关于药物和药品危害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4.2.13  申请人必须没有可能引起失能症状的疝。 

6.4.2.13.1  胃肠道或其附属器官机能有严重损伤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 

6.4.2.14  申请人在消化道的任一部分或其附属器官患有在飞行中可能会引起突然失能的疾病或外科手术后遗症，

特别是由于狭窄或压缩而引起的任何梗阻，必须评为不合格。 

6.4.2.14.1  建议：申请人在胆道、消化道或其附属器官做过大手术，且任一这类器官被全部或部分切除或转接，

应该评为不合格，直至体检评估人了解手术的详情后，认为手术影响不至于造成在飞行中失能时为止。 

6.4.2.15  患有代谢、营养或内分泌失调的申请人，如果可能妨碍安全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则必须

评为不合格。 

6.4.2.16  患有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 

注：根据 1.2.4.10 的规定对患有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申请人进行鉴定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 

6.4.2.16.1  患有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情况表明仅通过饮食或通过饮食结合口服

抗糖尿病药物即能满意控制病情，所用药物适合于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注：关于糖尿病申请人评估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4.2.17  患有血液病和/或淋巴系统疾病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经过充分调查并且认为其状况不会妨碍

安全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注：具有镰形血细胞特性和其他血红蛋白特性通常可评为合格。 

6.4.2.18  患有肾脏或生殖尿道疾病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经过充分调查并且认为其状况不会妨碍安全

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6.4.2.18.1  尿样检查必须构成体检的一部分，并且必须对所有异常情况做充分调查。 

注：关于尿样检查及所有异常评价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4.2.19  患有肾脏疾病、生殖尿道疾病或外科手术的后遗症，尤其是由于狭窄或压缩引起的梗阻的申请人，必

须评为不合格，除非按照最好的体检方法对申请人的情况做了调查和评价，并且评估认为不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

的执照或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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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19.1  进行了肾切除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其情况得到很好的补偿。 

6.4.2.20  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毒）血清阳性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根据最佳医学做法对申请人

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和评估，并鉴定认为不大可能妨碍申请人安全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注 1：对艾滋病进行早期诊断并使用治疗逆转录酶病毒疗法进行积极管理，可降低发病率及改善预后，进而提高

鉴定合格的可能性。 

注 2：关于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毒）血清阳性申请人评估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

文件）。 

6.4.2.21  妊娠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产科评价和持续的身体检查证明为低风险且无并发症的妊娠。 

6.4.2.21.1  建议：具有低风险、无并发症、并且按照 6.4.2.21 进行评价和检查的妊娠申请人，自妊娠期第 12 周

结束至第 26 周结束可以评为合格。 

6.4.2.22  在分娩或妊娠期终止后，申请人不得被允许行使执照权利，直至她按照最好的体检方法进行了重新评

价，并确定她可以安全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为止。 

6.4.2.23  申请人不得具有可能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权利的任何骨骼、关节、肌肉、腱或相

关构造的异常。 

注：任何影响骨骼、关节、肌肉或腱损伤的后遗症、以及某些解剖生理学上的缺陷，可能需要功能评估以确定

是否合格。 

6.4.2.24  申请人不得患有可能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权利的任何耳部或相关构造的异常或疾病。 

6.4.2.25  申请人必须： 

a) 无前庭机能失调； 

b) 无明显的耳咽管机能障碍；和 

c) 无未治愈的鼓膜穿孔。 

6.4.2.25.1  单一鼓膜干燥穿孔不必将申请人评为不合格。 

注：前庭功能测试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4.2.26  申请人必须： 

a) 无鼻孔阻塞；和 

b) 口腔或上呼吸道没有畸形或任何疾病 

上述情况可能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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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27  有口吃或其他发音缺陷，其严重程度足以损害语言交流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 

6.4.3  视力要求 

体检必须基于下列要求。 

6.4.3.1  两眼及其附属器官的机能必须正常。两眼及其附属器官必须没有可能减损正常视觉功能以致干扰安全行

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权利的急性或慢性活动性疾病，或任何此种手术或创伤后遗症。 

6.4.3.2  每只眼睛的单眼远视力不论矫正与否必须达到 6/12 或以上，双眼视力必须达到 6/9 或以上。对未矫正视

力不设限制。如果必须佩戴矫正眼镜才能够达到此标准，则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对申请人可评为合格： 

a) 在行使所申请或持有的执照或等级授予的权利期间，必须佩戴此种矫正眼镜；和 

b) 此外，在申请人行使执照授予的权利期间，备有随时可以使用的、合适的备份矫正眼镜。 

注：如果没有出现存在疑问的情况，符合规定的申请人经评定合格即可认为一直符合上述规定。如果出现有疑

问的情况，颁照当局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求提供眼科检查报告。每次复查通常均须对经矫正的和未经矫正的视力进

行测验和记录。表明有必要提供眼科检查报告的情况包括：未经矫正的视力大为减退；经矫正最佳视力发生任何减

退；患有眼疾、眼伤或做过眼科手术。 

6.4.3.2.1  为满足上述要求，申请人可以使用隐形眼镜，但条件是： 

a) 镜膜是单焦距、无色调的； 

b) 镜膜佩带舒适；和 

c) 在行使执照特许权期间备有随时可供使用的合适的普通矫正眼镜。 

注：对使用隐形眼镜的申请人可以不必在每次复查时测验其未经矫正的视力，但须了解其隐形眼镜配方的历史。 

6.4.3.2.2  屈光差大的申请人必须使用隐形眼镜或高指标普通眼镜。 

注：如使用普通眼镜，必须使用高指标普通镜片，以便将外周视野扭曲减至最小。 

6.4.3.2.3  建议：申请人任一只眼睛的未矫正远视力小于 6/60 的，应该要求其在进行初次体格检查前提交全面的

眼科检查报告，并于其后每五年提交一次报告。 

注 1：要求进行眼科检查的目的是（1）确定正常视力情况，和（2）查明任何重大的病理变化。 

注 2：关于对属于 1.2.4.10 款规定的单眼申请人进行合格检查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

文件）。 

6.4.3.3  申请人经过手术后眼睛屈光情况受到影响的， 除非其没有产生可能妨碍安全行使其证书和等级特许权

的后遗症，否则必须评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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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4  申请人如属于 6.4.3.2 规定的情况在佩带眼镜时，必须有能力在其选定的 30-50 厘米的距离范围内，读出

N5 表或与其等效的表。如果仅在进行近视力矫正后才能达到此项要求，申请人可被评为合格，但这种近视力矫正必

须是在根据 6.4.3.2 的规定已经配制的矫正眼镜上增加的矫正；如果没有配制此种矫正，则必须在行使执照特许权期

间备有一副随时可供使用的近读用眼镜。如果要求进行近视力矫正，申请人必须表明使用同一副眼镜就足以满足远

视力和近视力的要求。 

注 1： N5 表系指所用字体的大小。进一步细节见《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 

注 2：需经近视力矫正以达到此要求的申请人，需要使用“镜底变焦”、双焦距或多焦距眼镜，以使其能看清仪表

或阅读手中的航图或手册，并且利用远视力通过风挡玻璃看到远处，而不需要取下眼镜。单焦距近读矫正眼镜（全

镜片只有一种适于阅读的焦强）会显著地降低远视能力，因此是不能接受的。 

注 3：当需要得到或重配矫正眼镜时，申请人要告诉配镜员，在他可能工作的航空器型别上为了完成驾驶舱内依

赖于视力的工作所需的判读距离。 

6.4.3.4.1  根据本段需要进行近视力矫正的，必须另备一副可供立即使用的近读矫正眼镜。 

6.4.3.5  必须要求申请人具有正常的视野。 

6.4.3.6  必须要求申请人具有正常的双眼机能。 

6.4.3.6.1  实体视觉衰退、非干扰近视力的会聚异常以及眼不对称但视像融合储备力足以防止发生眼疲劳和复视

等情况，不必构成淘汰的理由。 

6.4.4  听力要求 

注：关于对持有私人驾驶员执照申请人签发仪表等级的要求，参见 2.7.1.3.1。 

6.4.4.1  申请人在静室中，背向体检医师，在距离体检医师 2 米的地方，不能用双耳听到通常强度的谈话声，必

须评为不合格。 

6.4.4.2  申请人在用纯音听力计进行测试时，如果在 500、1 000 或 2 000 等任一赫兹频率上，每耳的听力损失大

于 35 分贝，对于 3 000 赫兹，损失大于 50 分贝，必须评为不合格。 

6.4.4.3  建议：未达到 6.4.4.1 或 6.4.4.2 要求的申请人应该按照 6.3.4.1.1 进一步测试。 

6.5  三级体检合格证 

6.5.1  颁发和换发体检合格证 

6.5.1.1  直至2022年11月2日，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申请人必须接受首次体格检查，以获得三级体检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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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1  自2022年11月3日起，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或遥控驾驶员执照申请人必须接受首次体格检查，以获得三

级体检合格证。 

6.5.1.2  直至2022年11月2日，除本节另有规定外，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持有人必须在不超过1.2.5.2规定的时间

间隔内，更新其三级体检合格证。 

6.5.1.2  自2022年11月3日起，除本节另有规定外，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或遥控驾驶员执照持有人必须在不超过

1.2.5.2规定的时间间隔内，更新其三级体检合格证。 

6.5.1.3  当颁照当局确信申请人已符合本节的要求以及 6.1 和 6.2 中的一般规定时，必须向申请人颁发三级体检

合格证。 

6.5.2  身体和心理要求 

6.5.2.1  申请人不得患有可能会使其突然不能安全履行职责的任何疾病或失能。 

6.5.2.2  申请人必须没有可能使申请人不能安全行使其申请或持有的执照所授予权利的下列各症的明确病史或

临床诊断： 

a) 器官性精神障碍； 

b) 由于使用精神活性物质引起的精神或行为障碍，包括由酒精或其他精神活性物质引起的依赖症状； 

c) 精神分裂症或精神分裂症型或妄想型障碍； 

d) 情绪（情感）障碍； 

e) 神经性、与紧张相关的或躯体形式的障碍； 

f) 同心理失调或生理因素相关的行为综合症； 

g) 成人人格障碍或行为障碍，尤其是反复出现的明显行为显示出的人格障碍或行为障碍； 

h) 精神迟钝； 

i) 心理发育障碍； 

j) 儿童时代或青春期开始的行为或情绪障碍；或 

k) 没有另外说明的精神障碍； 

6.5.2.2.1  建议：患有忧郁症并正在接受抗抑郁症药物治疗的申请人应评为不合格，除非经掌握有关病例细节的

体检鉴定人认为申请人的状况不大可能妨碍申请人安全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注 1：对接受抗抑郁症药物治疗申请人进行鉴定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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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精神和行为障碍的定义是根据 1992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出版的《疾病和有关保健问题国际统计分类

（第十版）— 精神和行为障碍分类》中所载的世界卫生组织临床说明和诊断指导原则确定的。这一文件中载有对诊

断要求的具体说明，将其适用于体检评估可能是有益的。 

6.5.2.3  申请人必须没有下列各症的明确病史或临床诊断： 

a) 神经系统进行性或非进行性的疾病，其影响可能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的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b) 癫痫；或 

c) 对病因没有满意的医学解释的意识障碍。 

6.5.2.4  申请人不得受过任何其影响可能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的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的头部损伤。 

6.5.2.5  申请人不得患有任何可能妨碍安全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权利的先天的或后天的心脏疾病。 

6.5.2.5.1  进行过冠状搭桥移植或血管成形术（有或无移植片固定物固定）或其他心脏手术、或有心肌梗塞史、

或有任何其他潜在心脏功能丧失情况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按照最好的体检方法对申请人的心脏情况做

了调查和评价，并且评估认为不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6.5.2.5.2  心率不正常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按照最好的体检方法对其心率不正常做了调查和评价，并

且评估认为不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注：关于心血管评价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5.2.6  为首次颁发体检合格证进行心脏检查时，必须做心电图。 

6.5.2.6.1  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申请人复查时必须做心电图，每两年至少一次。 

注 1：例行心电图检查的目的是诊查病症。如未进一步对心血管进行全面检查，则不能仅依靠心电图判定申请人

体检不合格。 

注 2：关于平静和运动心电图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5.2.7  收缩血压与舒张血压必须在正常范围内。 

6.5.2.7.1  用药物控制高血压者必须评为不合格，但使用适合于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所授予权利的那些药物除外。 

注：此问题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5.2.8  循环系统不得有明显的功能性或结构性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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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9  申请人不得患有肺部失能，也不得有肺结构、胸腔纵隔或胸膜的任何可能引起失能症状的活动性疾病。 

注：通常不必做胸部 X 光检查，但是如果预期会发生无症状肺部疾病，可能有必要这样做。 

6.5.2.10  患有慢性肺部障碍性疾病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按照最好的体检方法对申请人的情况做了

调查和评价，并且评估认为不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或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6.5.2.11  患有哮喘引起明显症状或可能引起失能症状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 

6.5.2.11.1  使用药物控制哮喘必须评为不合格，但使用适合于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权利的那些药

物除外。 

注：关于药物危害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5.2.12  患有活动性肺结核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 

6.5.2.12.1  确诊为结核或病症可能来源于结核，但已治愈或结核已处于非活动状态的申请人，可评为合格。 

注 1：关于呼吸性疾病评估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注 2：关于药物和药品危害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5.2.13  胃肠道或其附属器官机能有严重损伤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 

6.5.2.14  申请人在消化道的任一部分或其附属器官患有可能引起失能的疾病或外科手术后遗症，特别是由于狭

窄或压缩而引起的任何梗阻，必须评为不合格。 

6.5.2.14.1  建议：申请人在胆道、消化道或其附属器官做过大手术，且任一这类器官被全部或部分切除或转接，

应该评为不合格，直至体检评估人了解手术的详情后，认为手术影响不至于造成失能时为止。 

6.5.2.15  患有代谢、营养或内分泌失调的申请人，如果可能妨碍安全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则必须

评为不合格。 

6.5.2.16  患有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 

注：根据 1.2.4.10 的规定对患有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申请人进行鉴定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 

6.5.2.16.1  患有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情况表明仅通过饮食或通过饮食结合口服

抗糖尿病药物即能满意控制，所用药物适合于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注：关于糖尿病申请人评估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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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17  患有血液病和/或淋巴系统疾病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经过充分调查并且认为其状况不会妨碍

安全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6.5.2.18  患有肾脏或生殖尿道疾病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经过充分调查并且认为其状况不会妨碍安全

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6.5.2.18.1  尿样检查必须构成体检的一部分，并且必须对所有异常情况做充分调查。 

注：关于尿样检查及异常现象的评价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中。 

6.5.2.19  患有肾脏疾病或生殖尿道疾病或其外科手术的后遗症，尤其是由于狭窄或压缩而引起梗阻的申请人，

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根据最好的体检方法对申请人的情况做了调查和评价，并且评估认为不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

人执照或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6.5.2.19.1  进行了肾切除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其情况得到很好的补偿。 

6.5.2.20  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毒）血清阳性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根据最佳医学做法对申请人

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和评估，并鉴定认为不大可能妨碍申请人安全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 

注 1：对艾滋病进行早期诊断并使用治疗逆转录酶病毒疗法进行积极管理，可降低发病率及改善预后，进而提高

鉴定合格的可能性。 

注 2：关于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毒）血清阳性申请人评估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

文件）。 

6.5.2.21  妊娠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除非产科评价和持续的身体检查证明为低风险且无并发症的妊娠。 

6.5.2.21.1  建议：在妊娠期间，应该采取预防措施，以便在空中交通管制员提前临产或出现其他并发症时能够

及时换人。 

6.5.2.21.2  建议：具有低风险、无并发症、并且按照 6.5.2.21 进行评价和检查的妊娠申请人，合格评估应该仅局

限于妊娠期第 34 周结束为止。 

6.5.2.22  在分娩或妊娠期终止后，申请人不得被允许行使执照权利，直至她按照最好的体检方法进行了重新评

价，并确定她可以安全行使其执照和等级所授予的权利为止。 

6.5.2.23  申请人不得具有可能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权利的任何骨骼、关节、肌肉或腿或相

关构造的任何异常。 

注：任何影响骨骼、关节、肌肉或腱损伤的后遗症、以及某些解剖生理学上的缺陷，可能需要功能评估以确定

是否合格。 

6.5.2.24  申请人不得患有可能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权利的任何耳部或相关构造的任何异常

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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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25  鼻孔、口腔或上呼吸道不得有可能会妨碍安全行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权利的畸形或任何疾病。 

6.5.2.26  有口吃或其他发音缺陷，其严重程度足以损害语言交流的申请人，必须评为不合格。 

6.5.3  视力要求 

体检必须基于下列要求。 

6.5.3.1  两眼及其附属器官的机能必须正常。两眼及其附属器官必须没有可能减损正常视觉功能以致干扰安全行

使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所授予权利的急性或慢性活动性疾病，或任何此种手术或创伤后遗症。 

6.5.3.2  每只眼睛的单眼远视力不论矫正与否必须达到 6/9 或以上，双眼视力必须达到 6/6 或以上。对未矫正视

力不设限制。如果必须佩戴矫正眼镜才能够达到此标准，则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对申请人可评为合格： 

a) 在行使所申请或持有的执照或等级授予的权利期间，必须佩戴此种矫正眼镜；和 

b) 此外，在申请人行使执照授予的权利期间，备有随时可以使用的、合适的备份矫正眼镜。 

注：如果没有出现存在疑问的情况，符合上述规定的申请人经评定合格即可认为一直符合上述规定。如果出现

有疑问的情况，颁照当局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求提供眼科检查报告。每次复查通常均须对经矫正的和未经矫正的视

力进行测验和记录。表明有必要提供眼科检查报告的情况包括：未经矫正的视力大为减退；经矫正最佳视力发生任

何减退；患有眼疾、眼伤或做过眼科手术。 

6.5.3.2.1  为满足上述要求，申请人可以使用隐形眼镜，但条件是： 

a) 镜膜是单焦距、无色调的； 

b) 镜膜佩带舒适；和 

c) 在行使执照特许权期间备有随时可供使用的合 适的普通矫正眼镜。 

注：对使用隐形眼镜的申请人可以不必在每次复查时测验其未经矫正的视力，但须了解其隐形眼镜配方的历史。 

6.5.3.2.2  屈光差大的申请人必须使用隐形眼镜或高指标普通眼镜。 

注：如使用普通眼镜，必须使用高指标普通镜片，以便将外周视野扭曲减至最小。 

6.5.3.2.3  申请人任一只眼睛的未矫正远视力小于 6/60 的，必须要求其在进行初次体格检查前提交全面的眼科检

查报告，并于其后每五年提交一次报告。 

注 1：要求进行眼科检查的目的是（1）确定正常视力情况，和（2）查明任何重大的病理变化。 

注 2：关于对属于 1.2.4.10 款规定的单眼申请人进行合格检查的指南，载于《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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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3  申请人经过手术后眼睛屈光情况受到影响的， 除非其没有产生可能妨碍安全行使其证书和等级特许权

的后遗症，否则必须评为不合格。 

6.5.3.4  申请人如属于 6.5.3.2 规定的情况在佩带眼镜时，必须有能力在其选定的 30-50 厘米的距离范围内，读出

N5 表或与其等效的表, 并有能力在 100 厘米的距上读出 N14 表或与其等效的表。如果仅在进行近视力矫正后才能达

到此项要求，申请人可被评为合格，但这种近视力矫正必须是在根据 6.5.3.2 的规定已经配制的矫正眼镜上增加的矫

正；如果没有配制此种矫正，则必须在行使执照特许权期间备有一副随时可供使用的近读用眼镜。如果要求进行近

视力矫正，申请人必须表明使用同一副眼镜就足以满足远视力和近视力的要求。 

注 1：N5 和 N14 表系指所用字体的大小。进一步细节见《民用航空医学手册》（Doc 8984 号文件）。 

注2：直至2022年11月2日，需经近视力矫正以达到此要求的申请人，需要使用“镜底变焦”、双焦距或多焦距眼镜，

以使其能看清雷达屏幕、目视显示以及手写或印刷的材料，并能利用远视力通过风挡玻璃看到远处，而不需要取下

眼镜。单焦距近读用矫正眼镜 (全镜片只有一种适于阅读的焦强)对某些空中交通管制的职责来说是可接受的，但必

须了解单焦距的近读用矫正眼镜会显著地降低远视能力。 

注2：自2022年11月3日起，需经近视力矫正以达到此要求的申请人，需要使用“镜底变焦”、双焦距或多焦距眼

镜，以使其能看清雷达屏幕、目视显示以及手写或印刷的材料，并能利用远视力通过风挡玻璃看到远处，而不需要

取下眼镜。单焦距近读用矫正眼镜（全镜片只有一种适于阅读的焦强）对某些空中交通管制或遥控驾驶员的职责来

说是可接受的，但必须了解单焦距的近读用矫正眼镜会显著地降低远视能力。 

注3：直至2022年11月2日，当需要得到或重配矫正眼镜时，申请人应该告诉配镜员其执行可能的空中交通管制

职责时所需要的判读距离。 

注3：自2022年11月3日起，当需要得到或重配矫正眼镜时，申请人应该告诉配镜员其执行可能的空中交通管制

或遥控驾驶员职责时所需要的判读距离。 

6.5.3.4.1  根据本段需要进行近视力矫正的，必须另备一副可供立即使用的近读矫正眼镜。 

6.5.3.5  必须要求申请人具有正常的视野。 

6.5.3.6  必须要求申请人具有正常的双眼机能。 

6.5.3.6.1  实体视觉衰退、非干扰近视力的会聚异常以及眼不对称但视像融合储备力足以防止发生眼疲劳和复视

等情况，不必构成淘汰的理由。 

6.5.4  听力要求 

6.5.4.1  申请人在用纯音听力计进行测试时每耳必须能听到 500、1 000 或 2 000 赫兹频率，其损失不大于 35 分

贝，对于 3 000 赫兹，损失不大于 50 分贝。 

6.5.4.1.1  直至2022年11月2日，申请人的听力损失大于上述规定值也可评为合格，但条件是申请人在重现或模

拟典型空中交通管制工作环境的背景噪声中，具有正常的听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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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背景噪声的频率构成仅限于适当相当于 600 至 4800 赫兹（讲话频率范围）的范围。 

注 2：辨别检测的发音材料中，通常使用与航空相关的语句及语音平衡的词汇。 

6.5.4.1.1  自2022年11月3日起，申请人的听力损失大于上述规定值也可评为合格，但条件是申请人在重现或模

拟典型空中交通管制或遥控驾驶员工作环境的背景噪声中，具有正常的听力能力。 

注 1：背景噪声的频率构成仅限于适当相当于 600 至 4800 赫兹（讲话频率范围）的范围。 

注 2：辨别检测的发音材料中，通常使用与航空相关的语句及语音平衡的词汇。 

6.5.4.1.2  或者可以在与申请人执照和等级效力相符的空中交通管制环境中进行实际听力测试。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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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无线电话通信使用语言能力的要求 

（第 1 章 1.2.9 节所指要求） 

1.  总则 

注：国际民航组织语言能力要求包括第 2 节中的整体指标和附篇 A 所载国际民航组织语言能力评级表中国际民

航组织工作级（4 级）的要求。语言能力要求对专门术语和明语均适用。 

为达到第 1 章第 1.2.9 节中所述的语言能力要求，执照申请人或持有人必须以发证当局能接受的方式表现出其符

合第 2 节中的整体指标和附篇 A 所载国际民航组织语言能力评级表中国际民航组织工作级（4 级）的要求。 

2.  整体指标： 

会话熟练者必须： 

a) 在仅用话音（电话/无线电话）和面对面的情况下进行有效交流； 

b) 准确和清楚地就共同、具体和与工作有关的题目进行交流； 

c) 使用适当的交流策略在一般或与工作有关的范畴内，交换信息并识别和解决误会（例如核对、确认或

澄清信息）； 

d) 成功和较为轻松地处理因日常工作范畴内的复杂或突发事件或因不熟悉的通信任务造成的语言挑战；

和 

e) 使用航空界能够听懂的方言或口音。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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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批准的培训机构 

（参阅第 1 章 1.2.8.2） 

注：附件 19 中载有针对在提供服务期间暴露在与航空器运行相关的安全风险之下的批准培训机构的安全管理规

定。进一步指导材料载于《安全管理手册（SMM）》（Doc 9859 号文件）。 

1.  颁发批准 

1.1  对一培训机构颁发的批准以及该批准的持续有效性，必须取决于该培训机构符合本附录的要求。 

1.2  批准文件必须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 机构的名称和地址； 

b) 颁发批准的日期和有效期（视情）； 

c) 批准的条件。 

2.  训练和程序手册 

2.1  培训机构必须提供训练和程序手册，供有关人员使用和进行指导。这份手册可以按单独的部分发行，并且

必须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 根据机构的批准条件授权提供训练范围的一般说明； 

b) 提供训练方案的内容，包括使用的教具和设备； 

c) 根据第 4 段，对机构的质量保证系统的说明； 

d) 对机构设施的说明； 

e) 根据第 6.1 段，负责遵守批准要求的指定人员的姓名、职责和资格； 

f) 根据第 6.2 段，对负责规划、执行和监督训练的指定人员的职责和资格的说明； 

g) 根据第 6.3 段的要求，对建立和保持教学人员能力所采用程序的说明； 

h) 根据第 7 段的要求，对完成和保存训练记录所使用方法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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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适用的情况下，对为符合经营人的程序和要求所需额外训练的说明； 

j) 根据第 9 段，当一个国家授权一批准的培训机构在进行为颁发执照或等级所要求的考试时，对授权人

员的挑选、任务和职责，以及颁发执照当局制定的适用要求的说明。 

2.2  培训机构必须确保对训练和程序手册进行必要的更新，以便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保持最新状态。 

2.3  训练和程序手册的所有修订文本，必须立即提供给手册发送对象的所有组织和人员。 

3.  训练大纲 

3.1  颁照当局可批准私用驾驶员执照、商用驾驶员执照、仪表等级或航空器维修（技术员/工程师/机械员）执

照的训练大纲，以此作为替代方法来满足附件 1 规定的经历要求，但是批准的训练机构必须以令颁照当局满意的方

式证明，该训练提供的胜任能力水平至少相当于没有接受此类批准训练人员对经历的最低要求。 

注：航空器维修（技术员/工程师/机械员）执照的综合培训计划，包括各个级别的能力，见《空中航行服务程

序 — 培训》（Doc 9868 号文件，PANS-TRG）。 

3.2  颁照当局批准多机组驾驶员执照的训练大纲时，批准的训练机构必须以令颁照当局满意的方式证明，该训

练提供的多机组运行合格能力水平至少相当于在经审定需要最小机组至少为两名驾驶员操纵的航空器上持有商用驾

驶员执照、仪表等级和型号等级的人员所达到的水平。 

注：批准训练大纲的指导载于《批准培训机构的手册》（Doc 9841 号文件）。 

4.  质量保证系统 

培训机构必须建立批准颁发执照的当局所满意的质量保证系统，确保训练和教学措施符合所有有关的要求。 

5.  设施 

5.1  设施和工作环境必须适合于要进行的各项任务，并且必须被颁发执照当局所接受。 

5.2  培训机构必须具备、或可以获得必要的资料、设备、训练装置和材料，以教授被批准的课程。 

5.3  模拟训练装置必须符合国家制定的要求，其使用必须得到颁发执照当局的批准，以确保适用于训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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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飞行模拟训练器鉴定标准手册》（Doc 9625 号文件）提供了批准飞行模拟训练器的指导。 

6.  人员 

6.1  培训机构必须指定一名人员负责确保其符合一批准机构的各项要求。 

6.2  机构必须配备必要的人员来规划、执行和监督要提供的训练。 

6.3  教学人员的资格能力必须符合程序，并能达到使颁发执照当局可接受的程度。 

6.4  培训机构必须确保所有教学人员得到与所委派的任务和责任相称的初始和持续训练。培训机构制定的训练

大纲必须包含有关人的行为能力的知识和技能的训练。 

注：为开发人的行为能力的知识和技能而设计训练大纲的指导材料，请参阅《人的因素训练手册》（Doc 9683 号

文件）。 

7.  记录 

7.1  培训机构必须保存学员的详细记录，以证明已满足了颁发执照当局同意的对训练课程的各项要求。 

7.2  在适当情况下，培训机构必须保持一个用于记录教学和考核人员资格能力和训练的系统。 

7.3  第 7.1 段所要求的记录必须在完成训练之后至少保留 2 年时间。第 7.2 段所要求的记录必须在教员或考核人

员停止履行培训机构的职能之后，至少保留 2 年时间。 

8.  监督 

各缔约国必须对批准的培训机构保持有效的监督计划，确保其持续符合批准要求。 

9.  评价和检查 

当一个国家授权一批准的培训机构在进行为颁发执照或等级所要求的考试时，必须由颁发执照当局批准的人员

或由培训机构按照颁发执照当局批准的标准所指定的人员进行考试。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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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颁发多机组（飞机）驾驶员执照的要求 

（参阅第 2 章第 2.5 节） 

1.  训练 

1.1  为了符合对飞机类别多机组驾驶员执照的要求，申请人必须完成一门批准的训练课程。训练必须以合格能

力为基础，并且是在多机组运行环境中进行。 

1.2  训练过程中，申请人必须掌握在经审定需要最小机组至少为两名驾驶员操纵的涡轮式航空运输飞机上担任

副驾驶的基础特性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态度。 

2.  评估级别 

飞机类别的多机组驾驶员执照申请人必须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证明其能够完成第 3 段规定的全部九个合格能力单

元，并且达到附篇 B 规定的高级合格能力水平。 

注：飞机类别的多机组驾驶员执照的训练计划，包括各种合格能力的级别，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

（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 

3.  合格能力单元 

申请人根据第 2 章 2.5.1.3 必须演示的九个合格能力单元如下： 

1) 运用威胁与差错管理（TEM）的原则； 

2) 完成飞机地面运行； 

3) 完成起飞； 

4) 完成爬升； 

5) 完成巡航； 

6) 完成下降； 

7) 完成进近； 

8) 完成着陆；和 

9) 完成着陆后和飞机飞行后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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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合格能力单元细分成各自的组成要素，为其规定了具体的实际表现标准。合格能力要素和实际表现标准载

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 

注 2：应用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是一个特殊的合格能力单元，为训练和测试目的，需要将这一合格能力单元与

其他每个合格能力单元结合使用。 

4.  模拟飞行 

注：《飞行模拟训练器鉴定标准手册》（Doc 9625 号文件）第 I 卷《定翼机》，对培训大纲使用的飞行模拟训练器

的资格提供了指导。根据实际进行的具体培训，该手册界定了飞行模拟训练器的七种范例，其中包括附件 1 附篇 B

规定的多机组驾驶员执照训练四个阶段的范例。Doc 9625 号文件所使用的编号系统与 4.2 的编号有所不同。 

4.1  为了获得第 2 章第 2.5.3.3 规定的经历而使用的飞行模拟训练装置，必须得到颁照当局的批准。 

4.2  飞行模拟训练装置必须按照下列方式分类： 

a) I 类  经颁照当局批准并且具备下列特征的电子训练和专项任务训练装置： 

— 涉及超出通常与台式电脑相关范围的附件，例如具备油门操纵器、座侧驾驶杆，或者 FMS 键板功

能的复制品；和 

— 涉及具有适当施力和反应时间的心理运动方面的活动。 

b) II 类  代表普通涡轮发动机飞机的飞行模拟训练装置。 

注：如果飞行模拟训练装置配备有昼间目视系统，并且以其他方式达到相当于 FAA FTD 五级或

JAA FNPT II，MCC 规范的最低要求，则可以满足这一要求。 

c) III 类  代表多发涡轮发动机飞机，经审定需要有两名驾驶员的机组操作，并且带有增强的昼间目视系

统和一台自动驾驶仪的飞行模拟训练装置。 

注：如果飞行模拟训练装置配备有昼间目视系统，并且以其他方式达到相当于 JAR STD 1A（经

修订）和 FAA AC120-40B（经修订）所规定的 B 级模拟机规范的最低要求（包括 AC 120-40B 所允许

的替代遵守方法（AMOC）），则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可以使用某些原来评为 A 级，经批准可进行培

训和检查要求动作的全飞行模拟机。） 

d) IV 类  完全等同于一个 D 级飞行模拟机或 C 级飞行模拟机，带有增强的昼间目视系统。 

注：如果飞行模拟训练装置达到相当于 JAR STD 1A（经修订）以及 FAA AC 120-40B（经修订）

规定的 C 级和 D 级模拟机规范的最低要求，包括 AC 120-40B 所允许的替代遵守方法（AMOC），则可

以满足这一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



 

 

附篇 A 

国际民航组织语言能力评级表 

1.1  熟练级、提高级和工作级 

级别 

语音 

所操方言和/或 

口音航空界 

能够听懂。 

结构 

相关的语法结构和

句型由与任务相宜

的语言功能决定。 词汇 流利程度 理解能力 应对能力 

熟练（级） 

6 

语音、重音、节奏

和语调虽然可能

受第一语言或地

区变音的影响，几

乎从不干扰轻松

理解。 

始终能够良好地驾

驭基本的和复杂的

语法结构和句型。 

词汇范围和准确性足

够就广泛的熟悉和不

熟悉的题目进行有效

交流。所用词汇符合

习惯，能体现细微差

异，在行。 

能以自然、轻松的语流

长时间会话。为风格效

果变换语流，如强调某

一点。能自然地使用恰

当的承转停顿和联接

词。 

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始终有

准确的理解能力并包括对

语言和文化微妙处的理解。 

能在几乎所有情

况下轻松应对。对

言语和非言语暗

示敏感并能作出

恰当的回应。 

提高（级） 

5 

语音、重音、节奏

和语调受第一语

言或地方变音的

影响但很少干扰

轻松理解。 

始终能够良好地驾

驭基本语法结构和

句型。尝试复杂结

构但有时出现干扰

意思的错误。 

词汇范围和准确性足

够就共同、具体和与

工作有关的题目进行

有效交流。始终能够

成功地释义。词汇有

时符合语言习惯。 

能较轻松地就熟悉的题

目长时间会话，但不能

将变换语流用作风格手

段。能使用恰当的承转

停顿或联接词。 

对共同、具体和与工作有关

的题目有准确的理解能力；

遇到语言或情景方面的复

杂情况或突发事件时有几

近准确的理解能力。能理解

各种变音（方言和/或口音）

或行话。 

回应迅速、恰当、

有内容。能够有效

地把握说话人/听

话人的关系。 

工作（级） 

4 

语音、重音、节奏

和语调受第一语

言或地区变音的

影响但仅会有时

干扰轻松理解。 

独创性地使用并通

常能良好地驾驭基

本语法结 构和句

型。可能出现错误，

尤其是在非常或意

想不到的情况下，

但很少干扰意思。 

词汇范围和准确性通

常足够就共同、具体

和与工作有关的题目

进行有效交流。在非

常或意想不到的情况

下缺少词汇时通常能

成功地释义。 

能以适当的速度说出几

段话。在从已有腹稿的

讲话或讲套话到即兴的

应对过渡时可能会偶尔

不太流利，但不影响有

效的交流。能使用有限

的承转停顿或联接词。

填充语不干扰表达。 

当所使用的口音或变音足

以为国际社会使用者理解

时对共同、具体和与工作有

关的题目有几近准确的理

解能力。遇到语言或情景方

面的复杂情况或突发事件

时，理解可能会放慢或要求

澄清。 

回应通常迅速、恰

当、有内容。即使

在处理突发事件

时也能发起和维

持交流。通过核

对、确认或澄清的

方法充分处理明

显的误会。 

第 1、2 和 3 级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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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次工作级、初级和次初级 

级别 

语音 

所操方言和/或 

口音航空界 

能够听懂。 

结构 

相关的语法结构和

句型由与任务相宜

的语言功能决定。 词汇 流利程度 理解能力 应对能力 

第 4、5、6 级见前页 

次工作

（级） 

3 

语音、重音、节奏

和语调受第一语

言或地方变音的

影响并经常干扰

轻松理解。 

不能始终良好地驾

驭与可预见的情形

相关的基本语法结

构和句型。错误经常

干扰意思。 

词汇范围和准确性通

常足够就共同、具体

和与工作有关的题目

进行交流但范围有限

且常常选词不当。在

缺少词汇时常不能成

功地释义。 

能说出几段话，但意群

和停顿常常不合适。在

语言表达过程中的犹豫

和迟缓可能阻碍有效的

交流。填充语有时干扰

表达。 

当所使用的口音或变音足

以为国际社会使用者理解

时对共同、具体和与工作有

关的题目通常有准确的理

解能力。对语言或情景方面

的复杂情况或突发事件可

能会听不明白。 

回应有时迅速、恰

当、有内容。能较

为轻松地就熟悉

的题目和在可预

见的情形下发起

和维持交流。一般

不能充分地处理

突发事件。 

初（级） 

2 

语音、重音、节奏

和语调受第一语

言或地方变音的

严重影响并一贯

干扰轻松理解。 

只表现出对一些已

记住的简单语法结

构和句型的有限的

驾驭能力。 

由单词和已记住的短

语组成的有限的词汇

范围。 

能说出很短、孤立和已

记住的只言片语，经常

停顿，寻找表达方法和

说出不太熟悉的词汇时

使用的填充语干扰表

达。 

理解能力仅限于仔细、缓慢

说出的孤立和已记住的只

言片语。 

回应迟缓而且通

常不恰当。应对仅

限于简单的日常

交流。 

次初（级） 

1 

程度低于初级。 程度低于初级。 程度低于初级。 程度低于初级。 程度低于初级。 程度低于初级。 

注：工作级（4 级）是无线电话通信的最低级别要求。第 1-3 级分别描述的是次初级、初级和次工作级语言能力级别，所有这些级别所描

述的水平均低于国际民航组织对语言能力的要求。第 5 级和第 6 级描述了提高级和熟练级，其级别高于所要求的最低标准。总的来说，评级将

作为培训和测试的基准，以协助应考人员达到国际民航组织的工作级（4 级）标准。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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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篇 B 

飞机的多机组合格能力级别驾驶员执照 

1.  核心飞行技能 

指这样的合格能力级别，即申请人必须符合第 2 章第 2.3 段规定的私人驾驶员执照的要求，包括夜间飞行要求，

此外还必须平稳而准确地完成与失去操纵性训练和仅参照仪表飞行有关的所有程序和动作。所有训练从一开始就在

多机组、基于合格能力，和威胁与差错管理（TEM）的总体环境中展开。初始训练和教学内容的程度很高，因为核

心技能纳入初级申请之中。评为这一级别证明申请人能够随时对飞机保持操纵，以确保圆满完成一项程序或动作。 

2.  1 级（初级） 

指这样的合格能力级别，评为这一级别证明申请人能够随时对飞机或事态保持控制，并且当对能否圆满完成一

项程序或动作产生疑问时，能够采取纠正行动。在普通驾驶舱环境中的表现尚不能以持续一贯的方式达到核心合格

能力对知识、操作技能和成就级别要求的标准。需要不间断地接受训练来达到可以接受的初级操作标准。须商定具

体的提高表现/个人发展计划，并将详细内容记录在案。不断会对申请人进行评估，以决定其是否适合转入下一阶段

接受进一步的训练和评估。 

3.  2 级（中级） 

指这样的合格能力级别，评为这一级别证明申请人能够随时对飞机或事态保持控制，并且确保圆满完成一项程

序或动作。在 2 级接受的训练必须按照仪表飞行规则进行，但不必局限于某一种飞机型号。申请人完成 2 级训练时，

必须表现出与环境相适应的知识和操作技能，并且达到核心合格能力的基本标准。可能需要训练支持，并制定出具

体的发展计划，以保持或提高对航空器的操纵、在领导能力或团队管理方面的行为表现。为达到标准作出改进和发

展是关键的效绩目标。如果对申请人的任何核心合格能力评为不够令人满意，则应该包括辅证证据和一项补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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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级（高级） 

指这样的合格能力级别，这一级别要求能够在目视和仪表条件下，在经审定需要最小机组至少为两名驾驶员操

纵的涡轮发动机飞机上作为副驾驶执行操作和与他人互动。评为这一级别证明申请人能够随时对飞机或事态保持控

制，以确保圆满完成一项程序或动作。申请人必须始终表现出按照实际表现标准的规定来安全操纵相应飞机型号所

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态度。 

注：制定实际表现标准的材料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培训》（PANS-TRG，Doc 9868 号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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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篇 C 

自动认可执照的加注 

本附篇载有那些按照 1.2.2.3 自动认可执照所要求的执照加注范例。它还提供了包括 1.2.2.3 所要求必要细节的执

照附篇 XXX 的范例，其中 XXX 可以是一个号码或者标记。 

1.  执照加注范例 

1.1  下列加注应该出现在依据各国间正式协定自动认可的那些执照上：“按照附篇 XXX 认可为有效”。 

1.2  当使用执照的特权和自动认可时，执照的附篇 XXX 必须可以获得（以任何格式，如电子格式或纸版格式）。 

1.3  附篇 XXX 由执照颁发国或代表正式协定当事国管理一套通用执照颁发规章的地区安全监督组织公布，并

可对所有颁发的执照相同。 

1.4  当地区安全监督组织公布附篇 XXX 时，它应当在附篇 XXX 当中列出该地区安全监督组织的成员国名单。 

1.5  在以英文之外的某种语文签发附篇 XXX 时，由于附篇 XXX 是执照加注的一部分，因此适用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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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篇 XXX 范例 

* 国家或地区安全监督组织 

自动认可执照的附篇 XXX 

* 

  

1. 本执照由 2 中所列的所有国家按照在国际民航组织登记的各国间协定进行了自动认可。国际民航组织登记号

码为：_ _ _ _。 

2. 自动认可这一执照的国际民航组织缔约国为：……………………………………………………………… 

…………………………………………………………………………………………………………………… 

…………………………………………………………………………………………………………………… 

（签名或签章）…………………………………………………… 

** 

* 供执照颁发国或地区安全监督组织使用。 

** 当地区安全监督组织签发附篇 XXX 时，此格应当包含以下内容：“地区安全监督组织的成员国是：[地区安全监督组织成员

国名单]。”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