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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1.1 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规范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的合格审定和监督管理工

作，根据《民用航空法》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

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412号），制定本规则。  

第 141.3 条 适用范围  

(a)本规则规定了颁发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以下简称驾驶

员学校）合格证、境外驾驶员学校认可证书和相关训练规范的条

件和程序，以及驾驶员学校合格证、境外驾驶员学校认可证书和

相关训练规范的持有人应当遵守的一般运行规则。  

(b)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驾驶员学校依据本规则

取得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的，以及境外合法设立的驾驶员学校依据

本规则取得境外驾驶员学校认可证书的，可以按照本规则进行民

用航空器驾驶员训练。  

第 141.5 条 合格审定和持续监督 

(a)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对驾驶员学校实施统

一监督管理，颁发境外驾驶员学校认可证书。  

(b)民航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依据本规则组织指导驾驶员学

校的合格审定和持续监督，制定必要的审定工作程序，规定驾驶

员学校合格证、境外驾驶员学校认可证书及其相关申请书的统一

格式。  

(c)民航地区管理局负责所辖地区内设立的驾驶员学校的合

格审定，颁发驾驶员学校合格证，及时向民航局飞行标准职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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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备案。  

(d)民航地区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负责对所辖地区内设立的

驾驶员学校的运行和其他驾驶员学校在其所辖地区内设辅助运行

基地的运行实施持续监督检查。  

(e)在本规则中，局方是指民航局、民航地区管理局及其派出

机构。  

第 141.7 条 颁发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的条件 

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民航地区管理局为其颁发驾驶员

学校合格证及与其相匹配的训练规范：  

(a)按照规定的格式和内容递交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申请书。  

(b)所申请的驾驶员学校符合本规则 A 章至 C章的要求。  

(c)符合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以下

简称 CCAR-91部）有关训练飞行运行种类的要求。 

第 141.11条 委托考试 

民航地区管理局可以委托符合本规则 D 章要求的驾驶员学校

合格证持有人进行相应的考试。  

第 141.13条 驾驶员学校训练规范和课程等级  

(a)与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相匹配的训练规范应满足下列要求：  

(1)训练规范仅在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有效期内有效。  

(2)训练规范应包括本规则第 141.18 条规定的相关内容。  

(3)训练规范应作为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按本规则实施

训练的主要依据。当训练规范的内容发生任何变化时，驾驶员学

校合格证持有人应根据本规则的相关要求，提前向所在地民航地

区管理局提出变更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按照新的训练规范实

施相应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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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训练规范变更的申请、受理和审查程序应当根据变更的内

容参照本规则第 141.15 条有关规定实施。  

(b)本条(c)款中所列的课程等级，可以列入训练规范。  

(c)民航地区管理局在初次颁发驾驶员学校合格证和后续监

管过程中，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在训练规范中批准申请人或者持

有人开设下列一种或者数种课程：  

(1)面向按照 CCAR-91部和《小型航空器商业运输运营人运行

合格审定规则》（以下简称 CCAR-135 部）运行的通用航空和小型

运输公司的执照和等级课程：  

(i)私用驾驶员执照课程（附件 A） 

(ii)仪表等级课程（附件 B）  

(iii)商用驾驶员执照课程（附件 C）  

(iv)基础飞行教员等级课程（附件 F）  

(v)仪表飞行教员等级课程（飞机或直升机仪表教员等级）（附

件 G）  

(vi)增加航空器类别或者级别等级课程（附件 H）  

(vii)驾驶员学校地面课程（附件 I）：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

理论课程  

(2)面向按照《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

则》（以下简称 CCAR-121部）运行的运输航空公司的课程：  

(i)航线运输驾驶员（飞机）整体课程（附件 D）  

(ii)高性能多发飞机训练课程（附件 E） 

第 141.15条 申请、受理、审查和决定  

(a)申请人初次申请驾驶员学校合格证和训练规范、申请在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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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规范中增加课程等级或者申请更新驾驶员学校合格证，应当按

照规定的格式向所在地的民航地区管理局提交申请书。  

(b)申请人应当提交至少包括下列内容的运行手册或者相应

的文件：  

(1)驾驶员学校合法设立的证明文件；  

(2)驾驶员学校的组织职能结构；  

(3)本规则 B 章第 141.43条规定的人员的资格和职责；  

(4)拟申请的训练课程一式二份，包括有关材料；  

(5)实施飞行训练的主要训练机场的说明；  

(6)主运行基地和辅助运行基地的说明；  

(7)训练课程使用航空器的说明；  

(8)飞行模拟机、飞行训练器和辅助训练装置的说明；  

(9)驾驶员讲评区域、地面训练设施的说明；  

(10)运行程序和管理政策，包括安全程序与措施、质量管理

系统；  

(11)训练记录。  

(c)申请的受理  

民航地区管理局在收到申请后检查申请材料，申请材料不齐

全或者不符合规定格式的，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人按照民航地区管理局的通知提交全

部补正材料的，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受理。民航地区管理局受理

或者不予受理申请，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对不予受理的，应当

说明理由。  

(d)成立审查组审核文件并实施现场验证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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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地区管理局受理申请后，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成立审查

组。审查组依据本规则 B章、C 章、E 章和 F章的要求以及 CCAR-91

部的适用要求审查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并实施现场验证和检查。

现场验证和检查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查发证期限内，审查组应当

将所需时间书面告知申请人。申请人应当及时回答审查组提出的

问题，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  

(e)发证  

(1)审查组完成合格审定工作后，应当向民航地区管理局提出

书面报告。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作出决定，向符合本规则第 141.7 条或第 141.31 条要求的申请

人发放或更新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批准其按照所规定的训练规范

实施训练活动。  

(2)根据审查组的报告，民航地区管理局认为申请人不符合本

规则第 141.7条或第 141.31 条要求的，不予为其发放或更新驾驶

员学校合格证。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权利。 

第 141.17条 合格证的内容 

驾驶员学校合格证应当列明下列内容：  

(1)驾驶员学校名称；  

(2)驾驶员学校主运行基地及地址；  

(3)合格证编号及更新序号；  

(4)合格证首次颁发日期；  

(5)合格证更新日期；  

(6)合格证期满日期；  

(7)颁发合格证的行政机关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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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1.18条 训练规范的内容 

(a)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的训练规范应当列明下列内容：  

(1)管理人员、飞行教员和其他指定人员；  

(2)航空器和训练设施；  

(3)运行基地、训练机场和机场设备；  

(4)课程等级、手册和训练记录；  

(5)教室和教学设备；  

(6)转场航线；  

(7)限制汇总、豁免和偏离。  

(b)通过首次更新的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的训练规范还

应当包括是否被局方委托进行考试以及被委托进行考试的课程等

级。  

第 141.19条 合格证和受委托进行考试的有效期 

(a)合格证在颁发月份之后第 24 个日历月的最后一天有效期

满。除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自愿放弃其合格证的情况外，驾

驶员学校合格证在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失效：  

(1)有效期满且未按照第 141.31条实施更新；  

(2)颁发合格证时作为合格审定内容的主运行基地发生变更

之日且未按照本规则第 141.29条(c)款实施更新；  

(3)自训练规范的内容发生变化之日起，未按照本规则第

141.13条(a)款向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提出变更申请超过 30天

时。  

(b)受委托进行考试在颁发月份之后第 24 个日历月的最后一

天有效期满。除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自愿放弃不再进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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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民航地区管理局终止委托其进行考试的情况外，被委托进行

考试的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不得继续进行考试：  

(1)有效期满且未再次获得委托资格；  

(2)驾驶员学校合格证失效之时。  

第 141.23条 合格证的展示  

(a)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将合格证展示在学校内便

于公众阅读的醒目位置。  

(b)在局方要求检查时，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将合格

证提供检查。  

第 141.25条 检查 

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接受局方为确定其是否持续符

合本规则要求而对其人员、设施、设备和记录进行的检查。  

第 141.27条 合理宣传  

(a)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明示按照本规则批准的训

练课程和非按照本规则批准的训练课程，不得对这些训练课程进

行有可能误导公众的合并宣传，不得对合格证或者批准的课程等

级作任何不真实的、易致误解的宣传。  

(b)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在校址搬迁后，应当立即撤除原

址上表明本校已经民航地区管理局审定合格的所有标志；在合格

证失效时，应当及时清除表明本校已经民航地区管理局审定合格

的所有标志。  

第 141.29条 主运行基地  

(a)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按照所颁发的驾驶员学校

合格证和训练规范的要求，建立并维持一个主运行基地，该主运

行基地的通信地址即为合格证上注明的学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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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主运行基地内应当配备充足的设施和设备，并保存开展业

务所必需的文件和记录。  

(c)如需更改主运行基地的地点， 应按照第 141.31条的规定

更新驾驶学校合格证。  

(d)如果符合下列要求，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可以在其合

格证上所列的运行基地之外的基地实施训练：  

(1)经驾驶员学校所在地的民航地区管理局检查，批准其使用

该基地；  

(2)在该基地使用的训练课程及其修订项目已经得到民航地

区管理局批准；  

(3)如果在该基地以外基地的训练连续超过 30 天，则应按照

辅助运行基地要求进行审定，并列入训练规范。 

第 141.31条合格证的更新  

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应在其所持有的合格证有效期内申

请合格证的更新，只有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通过局方对其全

面审查并颁发新的合格证和训练规范后，其方可继续行驶新合格

证和训练规范所赋予的权利。合格证更新的申请、受理和审查程

序除应当符合本规则第 141.15条的有关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

要求：  

(a)如果符合本条(b)项对更新合格证和训练规范的要求，至

少应在其合格证到期 30天前提交合格证和训练规范的更新申请。  

(b)如果民航地区管理局认定，该学校的人员、航空器、训练

设施、训练使用机场、经批准的训练课程、训练记录、当前的训

练能力和质量符合本规则的要求，且在合格证颁发之日起至提出

更新申请之日止，已经对下列人员完成训练并经其推荐参加执照

和等级实践考试的人员不少于 10人，且其中 80%以上人员首次考

试合格，则可以为其更新合格证和训练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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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驾驶员；  

(2)飞行教员。 

第 141.41条 适用范围  

(a)本章规定了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的申请人或持有人应当符

合的人员、航空器以及对设施和机场应当具有连续使用权的要求。  

(b)在本章中，如果驾驶员学校从初次申请合格证之日或者从

申请更新合格证之日起，对设施和机场具有至少 6 个日历月的所

有权或者按照书面协议的规定，对设施和机场具有至少 6 个日历

月的使用权，则认为该学校对设施和机场具有连续使用权。 

第 141.43条 人员配备要求 

(a)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的持有人应当为每个经批准的训练课

程指定一名主任教员，该主任教员应当符合本规则第 141.45 条的

要求，有能力完成所指派的职责。  

(b)必要时，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的持有人可以为每一门经批准

的训练课程指定一名助理主任教员，该助理主任教员应当符合本

规则第 141.47条的要求。  

(c)当学校有至少 50 名正在接受训练的学员时，驾驶员学校

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指定至少一名检查教员，负责实施学员的阶段

检查、课程结束考试和本规则要求的教员教学检查。该检查教员

应当符合本规则第 141.49条的要求。  

(d)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的申请人或持有人还应当按照下列要

求配备人员：  

(1)配备有充足的人员，包括持有执照和相应等级的飞行教员

以及相应的航空知识教学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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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驾驶员学校使用了签派员、航空器维修和勤务人员，

则应当对其进行工作程序和岗位职责训练。  

(e)本条所涉及的人员可以在一个学校中担任两个或者两个

以上的职位，但应当符合相应职位的资格要求。  

(f)如果指定的主任教员、助理主任教员或检查教员没有履行

本规章要求的相应职责，局方可以要求驾驶员学校立即终止其相

应资格，并更换符合资格的主任教员、助理主任教员或检查教员。  

第 141.45条 主任教员 

(a)主任教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持有现行有效的商用驾驶员执照或者航线运输驾驶员执

照。其执照中应当包括与课程中所用航空器的类别、级别和机型

相对应的类别、级别等级、适用的型别等级和现行有效的飞行教

员等级。如果实施训练课程需要仪表等级，则其执照中还应当带

有相应的仪表等级；  

(2)符合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和地面教员

合格审定规则》（以下简称 CCAR-61 部）第 61.61 条机长近期飞行

经历要求；  

(3)具有下列方面的理论知识：  

(i)教学法；  

(ii)导航设备、机场灯光和目视助航设备、空域、空中交通

管制及程序、应急程序、影响飞行安全的因素、人的因素、航空

图表等方面的适用部分；  

(iii)CCAR-61 部、CCAR-91 部和本规则中的适用条款；  

(iv)经批准的相应课程的目的和完成该训练课程的标准。  

(4)针对适用于相应课程的飞行程序和动作，通过了教学技能

和教学能力方面的教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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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当符合本条(b)、(c)、(d)、(e)和(f)款的适用要求。  

(b)担任私用驾驶员执照或等级训练课程的主任教员应当符

合下列要求：  

(1)具有至少 1,000 小时的机长飞行时间；  

(2)作为持有教员等级的飞行教员所获得的飞行教学经历应

当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i)从事飞行教学至少 2年，具有至少 500 小时的飞行教学时

间；  

(ii)具有至少 1,000 小时的飞行教学时间。  

(c)在仪表等级训练课程或者带有仪表等级权利的等级训练

课程中，担任仪表等级训练课程的主任教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具有至少 100 小时在实际或者模拟仪表条件下的飞行时

间；  

(2)具有至少 1,000 小时的机长飞行时间；  

(3)作为持有教员等级的飞行教员所获得的仪表飞行教学经

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i)从事仪表飞行教学至少 2年，具有至少 250小时的仪表飞

行教学时间；  

(ii)具有至少 400 小时的仪表飞行教学时间。  

(d)担任航线运输驾驶员（飞机）整体课程的主任教员应当符

合下列要求：  

(1)具有至少 3,000 小时的机长飞行时间；  

(2)作为持有教员等级的飞行教员所获得的飞行教学经历应

当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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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从事飞行教学至少 5年，具有至少 1,500小时的飞行教学

时间，其中仪表飞行教学时间至少 500小时；  

(ii)具有至少 2,500 小时的飞行教学时间，其中仪表飞行教

学时间至少 500小时。  

(e)担任高性能多发飞机训练课程的主任教员应当符合下列

要求：  

(1)具有至少 3,000 小时的机长飞行时间；  

(2)具有至少 500小时的多机组成员飞行经历；  

(3)作为持有教员等级的飞行教员，从事飞行教学至少 1年，

具有至少 500 小时的飞行教学时间，其中仪表飞行教学时间至少

250 小时。  

(f)在本条(b)、(c)、 (d)和(e)款规定的训练课程以外的训

练课程中，担任主任教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具有至少 2,000 小时的机长飞行时间；  

(2)作为持有教员等级的飞行教员所获得的飞行教学经历应

当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i)从事飞行教学至少 3年，具有至少 1,000小时的飞行教学

时间； 

(ii)具有至少 1,500 小时的飞行教学时间。  

(g)未按本规则实施的教学时间，最多可计为上述要求飞行教

学时间的 50%。  

第 141.47条 助理主任教员 

(a)助理主任教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持有现行有效的商用驾驶员执照或者航线运输驾驶员执

照。其执照中应当包括与课程中所用航空器的类别、级别和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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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应的类别、级别等级、适用的型别等级和现行有效的飞行教

员等级。如果实施训练课程需要仪表等级，则其执照中还应当带

有相应的仪表等级；  

(2)符合 CCAR-61部第 61.61条机长近期飞行经历要求；  

(3)具有下列方面的理论知识：  

(i)教学法；  

(ii)导航设备、机场灯光和目视助航设备、空域、空中交通

管制及程序、应急程序、影响飞行安全的因素、人的因素、航空

图表等方面的适用部分；  

(iii)CCAR-61 部、CCAR-91 部和本规则中的适用条款；  

(iv)经批准的相应训练课程的目的和完成该训练课程的标

准。  

(4)针对适用于相应训练课程的飞行程序和动作，通过了教学

技能和教学能力方面的教学检查；  

(5)符合本条(b)、(c)、(d)、(e)和(f)款的适用要求。  

(b)担任私用驾驶员执照或等级训练课程的助理主任教员应

当符合下列要求：  

(1)具有至少 500小时的机长飞行时间；  

(2)作为持有教员等级的飞行教员所获得的飞行教学经历应

当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i)从事飞行教学至少 1年，具有至少 250 小时的飞行教学时

间；  

(ii)具有至少 500 小时的飞行教学时间。  

(c)在仪表等级训练课程或者带有仪表等级权利的等级训练

课程中，担任仪表等级训练课程的助理主任教员应当符合下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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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1)具有至少 50 小时在实际或者模拟仪表条件下的飞行时

间；  

(2)具有至少 500小时的机长飞行时间；  

(3)作为持有教员等级的飞行教员所获得的仪表飞行教学经

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i)从事仪表飞行教学至少 1年，具有至少 125小时的仪表飞

行教学时间；  

(ii)具有至少 200 小时的仪表飞行教学时间。  

(d)担任航线运输驾驶员（飞机）整体课程的助理主任教员应

当符合下列要求：  

(1)具有至少 1,500 小时的机长飞行时间；  

(2)作为持有教员等级的飞行教员所获得的飞行教学经历应

当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i)从事飞行教学至少 2 年 6个月，具有至少 750小时的飞行

教学时间，其中仪表飞行教学时间至少 250小时。  

(ii)具有至少 1,250 小时的飞行教学时间，其中仪表飞行教

学时间至少 250小时。  

(e)担任高性能多发飞机训练课程的助理主任教员应当符合

下列要求：  

(1)具有至少 1,500 小时的机长飞行时间；  

(2)具有至少 250小时的多机组成员飞行经历；  

(3)作为持有教员等级的飞行教员，从事飞行教学至少 1年，

具有至少 500 小时的飞行教学时间，其中仪表飞行教学时间至少

25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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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在本条(b)、(c)、(d)和(e)款规定的训练课程以外的训练

课程中，担任助理主任教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具有至少 1,000 小时的机长飞行时间；  

(2)作为持有教员等级的飞行教员所获得的飞行教学经历应

当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i)从事飞行教学至少 1 年 6个月，具有至少 500小时的飞行

教学时间；  

(ii)具有至少 750 小时的飞行教学时间。  

(g)未按本规则实施的教学时间，最多可计为上述要求飞行教

学时间的 50%。 

第 141.49条 检查教员 

(a)检查教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在飞行训练或者地面训练课程中实施检查和考试的检查

教员应当通过主任教员对其进行的考试，考试内容包括：  

(i)教学法；  

(ii)导航设备、机场灯光和目视助航设备、空域、空中交通

管制及程序、应急程序、影响飞行安全的因素、人的因素、航空

图表等方面的适用部分；  

(iii)CCAR-61 部、CCAR-91 部和本规则中的适用条款；  

(iv)经批准的相应训练课程的目的和完成该训练课程的标

准。  

(2)在飞行训练课程中实施检查和考试的检查教员，应当符合

下列要求：  

(i)符合本条(a)(1)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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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持有现行有效的商用驾驶员执照或者航线运输驾驶员执

照。其执照中应当包括与课程中所用航空器的类别、级别和机型

相对应的类别、级别等级、适用的型别等级和现行有效的飞行教

员等级。如果实施训练课程需要仪表等级，则其执照中还应当带

有相应的仪表等级；  

(iii)符合 CCAR-61 部第 61.61 条机长近期飞行经历要求； 

(iv)针对适用于相应课程的飞行程序和动作，通过了由主任

教员或者助理主任教员实施的教学检查。  

(b)检查教员除符合本条(a)款要求外，还应当由主任教员以

书面形式指定其进行学员阶段检查、课程结束考试和教员教学检

查。  

(c)检查教员与学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对该学员实施阶

段检查和课程结束考试：  

(1)检查教员是该学员的主要教员；  

(2)该学员是检查教员推荐参加阶段检查或课程结束考试的。  

第 141.51条 机场 

(a)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申请人或持有人应当证明其对实施飞

行训练所使用的每个主要训练机场都具有连续使用权。  

(b)用于飞机训练的每一机场应当具有至少一条跑道或者起

飞地带，可以允许进行训练的航空器在下列条件下，以最大审定

起飞全重进行正常起飞和着陆：  

(1)风速不大于 2米/秒；  

(2)温度等于飞行地带年最热月份的平均最高气温；  

(3)如适用，按照制造厂家推荐的方法使用动力装置、起落架

和襟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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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起飞时无需特别的驾驶技术和方法，就能在起飞过程中从

离地平稳地过渡到最佳爬升率速度，并且在起飞飞行航迹中至少

有 15 米（50英尺）的超障裕度。  

(c)每个机场应当具有一个能从跑道两端地平面上看得见的

风向指示器。  

(d)在无塔台管制和无法提供航空咨询服务的机场上应当具

有起降方向指示器。  

(e)具备符合课程等级要求的设施；用于夜间飞行训练的每一

个机场应当具备永久性跑道灯光设备，但在用于水上飞机夜间飞

行训练的机场或者基地上，经局方批准，也可以使用非永久性灯

光设备或者海岸灯光设备。  

第 141.53条 航空器 

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申请人或持有人应当证明用于飞行教学和

单飞的每一架航空器符合下列条件：  

(a)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籍登记的民用航空器。  

(b)具有标准适航证。但是民航局根据其所批准的训练课程的

性质，可以允许申请人使用不具有标准适航证的航空器。  

(c)每架航空器应当按照 CCAR-91部 D章的规定进行维修和检

查。  

(d)用于飞行教学的航空器应当具有至少两个驾驶员座位，并

且具有发动机操纵装置和飞行操纵装置。这些操纵装置应当位于

从两个驾驶员座位处均能进行方便、正常操作的位置上。  

(e)用于按照仪表飞行规则进行航线飞行教学和仪表进近教

学的航空器，应当按照适用于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要求安装和维

修必要的设备。用于参考仪表进行操纵和作精确机动飞行教学的

航空器可以按照经批准的训练课程中的规定安装必要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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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1.55条 飞行模拟机、飞行训练器和辅助训练装置 

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申请人或持有人应当证明其拥有的飞行模

拟机、飞行训练器、辅助训练装置和设备符合下列要求：  

(a)飞行模拟机。用于经批准训练课程的飞行模拟机应当符合

下列要求：  

(1)其驾驶舱以相同尺寸模拟了特定型别航空器或特定厂家、

型号和系列航空器的驾驶舱；  

(2)具有再现特定航空器的地面和飞行操作所必需的硬件和

软件；  

(3)具有运动感应系统，且该系统所提供的动感效果至少应当

等同于一个三自由度运动系统所提供的动感效果；  

(4)具有视景系统，且该视景系统至少能同时为每名驾驶员提

供 45°的水平视场和 30°的垂直视场；  

(5)已由局方鉴定合格并且批准使用。  

(b)飞行训练器。用于经批准训练课程的飞行训练器应当符合

下列条件：  

(1)具有开放式或封闭式的驾驶舱，且驾驶舱中的主要仪表、

设备面板和控制装置与特定航空器驾驶舱中的尺寸和设置相同；  

(2)具有用于模拟航空器进行地面和飞行操作所必需的硬件

和软件；  

(3)可以没有运动感应系统和视景系统；  

(4)已由局方鉴定合格并且批准使用。  

(c)辅助训练装置和设备。经批准的训练课程中列出的每种辅

助训练装置和设备，包括视听设备、网络设备、投影设备、录音



 

19 

设备、模型、图表或者航空器部件，都应当适用于民航地区管理

局批准的训练课程。  

第 141.57条 驾驶员讲评区域 

(a)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申请人或持有人应当证明对位于每个

运行基地的讲评室具有连续使用权，该讲评区域应当符合下列要

求：  

(1)可以容纳所有正在等待参加飞行训练的学员；  

(2)其布置和设备配置适合于实施飞行讲评；  

(3)如果学校具有仪表等级课程或者商用驾驶员执照课程等

级，讲评区域内应当有适当的通信设备，可以允许驾驶员与相应

的气象服务部门和航行情报部门联系以获取相关信息。但是如果

与以上部门位于同一机场并且联络方便，则可以不配备通信设备。  

(b)一个讲评区域不得同一时间被两个以上驾驶员学校使用。 

第 141.59条 地面训练设施  

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申请人或持有人的地面训练设施应当符合

下列要求：  

(1)用于教学的每间教室、训练室和其他空间在取暖、照明和

通风等方面符合国家和当地政府关于建筑、卫生等方面的规定；  

(2)训练设施的位置应当可以保证受训人员不受其他房间实

施的训练和机场内飞行和维修活动的干扰。 

第 141.71条 适用范围  

本章规定了颁发驾驶员学校合格证与训练规范对训练课程和

课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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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1.73条 训练课程批准程序的一般要求  

(a)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申请人或持有人应当获得民航地区管

理局对其拟开设的每门训练课程的批准。民航地区管理局受理、

批准的程序应当符合本规则第 141.15条(c)、(e)款的规定。  

(b)申请修订或者新增训练课程的，申请人应当在计划实施该

课程之日前至少 20 个工作日向其所在地的民航地区管理局递交

申请材料。申请修订训练课程的，还应当附上两份该训练课程修

订页。  

(c)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申请人或持有人向民航地区管理局申

请批准的训练课程种类应当符合本规则第 141.13条的规定。  

第 141.75条 训练课程内容  

(a)申请批准的每个训练课程应当符合本规则相应附件中规

定的最低课目要求。  

(b)除本条(d)和(e)款规定外，申请批准的每一训练课程应当

符合本规则相应附件中规定的最低地面训练时间和飞行训练时间

要求。  

(c)申请批准的每个训练课程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1)对用于地面训练的每间教室的说明，包括教室大小和该教

室能够容纳的学员的最大数量；  

(2)对用于地面训练的视听设备、网络设备、投影设备、录音

设备、模型、航空器部件和其他特殊辅助训练装置的说明；  

(3)对训练中所用的飞行模拟机和飞行训练器的说明；  

(4)一份主要训练机场的清单，一份对所用设施的说明，包括

对每个机场上供学员和工作人员使用的飞行讲评区域情况的说

明；  

(5)对所用航空器型号的说明，包括对每一教学阶段所用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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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设备的说明；  

(6)从事地面训练和飞行训练的教员的最低资格和等级；  

(7)一份包括下列内容的训练提纲：  

(i)参加该门训练课程学习的学员的进入条件，包括驾驶员执

照和等级、训练、飞行经历和航空知识方面的要求；  

(ii)对每一课的详细说明，包括该课的目的、标准和完成该

课需要的时间；  

(iii)学员在本课程的学习中应当完成的教学内容；  

(iv)每个训练阶段预期的目标和标准；  

(v)用于衡量学员每一阶段训练成绩的考试和检查的说明。  

(d)如果符合下列条件，驾驶员学校可以申请并获得不超过

24 个日历月的任一训练课程的初始批准，而不需要满足训练课程

的最低地面训练时间和飞行训练时间要求：  

(1)该驾驶员学校持有按本规则颁发的驾驶员学校合格证，并

在提出申请的月份之前已通过驾驶员学校合格证首次更新至少连

续 24 个日历月；  

(2)除本条(c)款要求的信息外，训练课程明确了该课程计划

的地面训练和飞行训练时间要求；  

(3)驾驶员学校没有被委托进行该训练课程的考试；  

(4)实践考试和理论考试由非该驾驶员学校雇员的考试员实

施。  

(e)如果符合下列条件，持有合格证的驾驶员学校可以申请并

获得不超过 24个日历月的任一训练课程的最终批准，而不需要满

足训练课程的最低地面训练时间和飞行训练时间要求：  

(1)驾驶员学校获得该训练课程的初始批准已至少有 24 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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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月；  

(2)驾驶员学校应当：  

(i)在前 24个日历月内，已经使用该课程完成至少 10 名学员

的训练并推荐这些学员参加驾驶员执照或等级的实践考试；  

(ii)在实践考试中，上述学员中至少 80%以上应当首次考试

合格。并且考试是由非该驾驶员学校雇员的考试员实施的。  

(3)除本条(c)款要求的信息外，训练课程明确了该课程计划

的地面训练和飞行训练时间要求；  

(4)驾驶员学校没有被委托进行该训练课程的考试。  

第 141.77条 特殊课程 

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申请人或持有人可以申请实施本规则附件

中未规定的训练课程，但应当证明该训练课程能够使参加训练的

学员在能力上达到本规则附件中相应训练课程或者 CCAR-61 部要

求达到的标准。 

第 141.81条 适用范围 

本章规定了受委托进行相应考试的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

需要符合的条件，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利和限制。  

第 141.83条 受委托进行考试的资格要求 

民航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可以委托符合下列要求的驾驶员学

校合格证持有人进行相应考试：  

(a)持有按照本规则颁发的驾驶员学校合格证和课程等级，并

已通过驾驶员学校合格证首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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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获取受委托考试资格当月之前，作为驾驶员学校合格证

持有人已连续持有拟获取受委托考试资格的课程等级达 24 个日

历月以上；  

(c)拟受委托考试的训练课程不得是虽经批准但未符合本规

则最低地面和飞行训练时间要求的课程；  

(d)在受委托进行考试之日前的 24 个日历月内，该学校已经

符合了下列要求：  

(1)针对拟受委托考试的训练课程，训练了 50 名以上学员，

并已推荐这些学员参加驾驶员执照或者等级的考试；  

(2)在驾驶员执照或者等级的实践考试中，有 90%以上的学员

首次考试合格。这些考试应当由非该学校雇员的考试员实施。 

第 141.85条 权利  

驾驶员学校可以推荐完成该校受委托进行考试的训练课程的

学员向局方申请获取驾驶员执照和相应等级。上述学员无需参加

民航地区管理局为颁发执照和等级组织的理论考试和实践考试。  

第 141.87条 限制和报告 

驾驶员学校推荐完成该校受委托进行考试的训练课程的学

员，在不参加民航地区管理局组织的理论考试和实践考试的情况

下，申请颁发驾驶员执照和相应等级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a)所推荐的学员为该校受委托进行考试的训练课程的结业

学员；  

(b)所推荐的学员完成了该校经批准的训练课程中的所有课

目要求并通过驾驶员学校组织的考试；对于从按本规则批准的其

他学校转入该校的学员，如果符合下列要求，可以认为其完成了

该校经批准的训练课程中的所有课目：  

(1)在原学校所接受的训练时间可以记入接收学校课目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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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训练时间，但最多不能超过课程所要求总训练时间的一半；  

(2)完成了由接收学校实施的航空知识考试和教学检查，用以

确定可承认的该学员的驾驶员经历和航空知识水平；  

(3)接收学校根据本条(b)(2)款所要求的考试确定的驾驶员

经历和航空知识水平应当记录在该学员的训练记录中；  

(4)申请确定其驾驶员经历和航空知识水平的学员的驾驶员

经历和航空知识应当是从按本规则批准的驾驶员学校的按本规则

批准的训练课程中获得的；  

(5)接收的学校保存了一份学员在前一个受训学校所接受训

练的记录。  

(c)受委托进行考试的驾驶员学校所实施的考试应当得到局

方批准，并且在范围、深度和难度上至少应当与按照 CCAR-61 部

进行的相应理论考试和实践考试相当。  

(d)在下列情况下，受委托进行考试的驾驶员学校不得实施理

论考试和实践考试：  

(1)该学校发现考试内容已经泄露；  

(2)该学校得到了局方其考试存在泄密情况的通知。 

第 141.91条 适用范围 

本章规定了适用于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规则。 

第 141.95条 航空器要求  

在飞行训练和单飞中使用的每架航空器上应当携带下列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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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份起飞前和着陆前检查单；  

(b)制造厂家提供的操作手册，或者给每个使用该航空器的驾

驶员配备的操作手册。  

第 141.97条 限制 

(a)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的受训学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方可为其颁发结业证书或推荐其申请驾驶员执照或者等级：  

(1)完成了驾驶员学校训练课程中规定的所有训练；  

(2)通过了课程要求的所有考试。  

(b)除本条(c)款规定的情况外，从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

的训练课程中结业的学员应当完成该课程中所有课目的训练。  

(c)如果符合下列要求，受训学员先前获得的驾驶员经历和航

空知识可用于符合当前受训课程中的课目要求：  

(1)对于除航线运输驾驶员（飞机）整体课程和高性能多发飞

机训练课程以外的当前课程：  

(i)如果先前的经历和航空知识是在按照本规则批准的训练

课程中获得的，接收该学员的驾驶员学校可以根据对其进行教学

检查、理论考试的情况，承认其先前经历和知识的 50%，但不得

超过当前整个训练课程包含课时的 50％；  

(ii)如果先前的经历和航空知识是在非按照本规则批准的训

练课程中获得的，接收该学员的驾驶员学校可以根据对其进行教

学检查、理论考试的情况，承认其先前经历和知识的 25%，但不

得超过当前整个训练课程包含的课时的 25％。  

(2)对于当前课程为航线运输驾驶员（飞机）整体课程的：  

(i)对于未取得任何执照的学员，不承认其先前的经历和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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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对于已取得私用驾驶员执照（或以上）的学员，接收该

学员的驾驶员学校可以根据对其进行教学检查、理论考试的情况，

经局方批准后，承认其先前的部分飞行经历。  

(3)对于当前课程为高性能多发飞机训练整体课程的，不承认

其先前高性能多发飞机课程的经历和知识。  

(4)按照本条(c)(1)、(c)(2)款的规定进行认可时，先前提供

训练的机构应当以书面方式或民航局规定的其他方式提供证明材

料，对其所提供的训练种类、训练量、阶段检查和课程结束考试

的成绩作出证明。  

第 141.99条 飞行训练  

(a)按照经批准的训练课程提供飞行训练的人员，应当是持有

合适等级驾驶员执照的飞行教员，并且应当符合该训练课程中规

定的最低资格要求。  

(b)学生驾驶员首次单飞应当得到其飞行教员的批准，而且在

其实施首次单飞时，该飞行教员应在单飞的机场进行现场指导。  

(c)经指派负责某一训练课程的每个主任教员和助理主任教

员，在每 12 个日历月内应当完成至少 1次经批准的由地面训练内

容、飞行训练内容组成的训练提纲的训练或经批准的飞行教员更

新课程的训练。  

(d)在飞行训练课程中担任教员的飞行教员等级持有人，应当

根据学校的主任教员、助理主任教员或检查教员的安排，完成下

列项目并通过检查：  

(1)在得到实施飞行训练课程教学的批准之前，应当符合下列

要求：  

(i)完成了针对该训练课程的复习，并接受了关于该训练课程

的目的和标准的介绍；  

(ii)在该课程中，该教员提供教学的每一型号航空器上，完



 

27 

成了初始教学检查，其中，教学检查是指对运行环境、教学课程、

机型特点的熟悉程度和相应的教学能力的检查和评估。  

(2)在完成了本条(d)(1)(ii)款所要求的初始教学检查后，每

12个日历月还应当在训练学员所使用的一种航空器上完成一次教

学检查。  

第 141.101 条 地面训练 

(a)除本条(b)款规定外，在地面训练课程中担任教员的人员

应当持有带相应飞行教员等级的驾驶员执照。  

(b)不符合本条(a)款要求的人员若负责该地面训练课程的主

任教员认为其能够胜任该项教学，则可以在地面训练课程中履行

地面训练职责。 

(c)在接受主任教员、助理主任教员或检查教员对该课程的目

的和标准的介绍之前，任何教员均不得在地面训练课程中实施教

学。  

第 141.103 条 训练质量 

(a)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的持有人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按照经批准的训练课程进行训练；  

(2)对于通过驾驶员学校合格证首次更新的持有人，提供的训

练质量应当符合本规则第 141.31(b)(2)的要求；  

(3)建立适用于经批准课程的质量管理系统；  

(4)根据训练需求，建立适用于训练规模的安全管理系统。  

(b)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应当保持本条(a)款规定的训练

质量。  

(c)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的持有人应当在局方要求时，接受局方

对其学员实施理论考试、实践考试、阶段检查和课程结束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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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按照本条(c)款的要求由局方实施阶段检查或课程结束考

试时，如果学员尚未完成该训练课程的训练，则将根据该学校经

批准的训练课程中规定的标准进行检查或考试。  

(e)按照本条(c)款的要求由局方实施理论考试或实践考试

时，如果学员已经完成了该训练课程的训练，则将根据局方批准

的操作范围实施考试。  

(f)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不能保证训练质量，且不再具备

安全条件的，局方应立即撤销其合格证。 

第 141.105 条 主任教员的责任  

(a)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的主任教员应当履行下列责任：  

(1)审定学员的训练记录、结业证书、阶段检查与课程结束考

试的报告、课程结束后的推荐和申请，除非主任教员指派了助理

主任教员或其他推荐的教员来完成此项职责；  

(2)保证所有飞行教员等级持有人和航空知识教学人员，在学

校经批准的训练课程中担任教学任务之前通过了初始教学检查，

并且在通过该次检查的月份之后，每 12个日历月通过一次教学检

查；  

(3)对于参加经批准的训练课程的学员，保证其按该课程的要

求完成了阶段检查和课程结束考试；  

(4)保证学校的训练方法、程序和标准持续符合局方的要求。  

(b)在实施经批准的训练课程期间，主任教员或者助理主任教

员应当常驻在运行基地。如因特殊原因离开运行基地，应当能通

过电话、无线电或者其他通信手段与学校保持联系。如主任教员

离开运行基地连续超过 7 天，需告知局方；如果主任教员离开运

行基地连续超过 14 天以上，除经局方批准外，学校应暂停相应训

练课程，直至主任教员返回运行基地。  

(c)主任教员可以委派助理主任教员或者检查教员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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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课程结束考试和飞行教员教学检查。  

第 141.107 条 主任教员的更换 

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在更换主任教员时应当符合下列要

求：  

(a)指定一名助理主任教员行使主任教员职责。  

(b)及时以书面形式报告所在地的民航地区管理局，并在原主

任教员离开之日起 30 天内，向局方提出变更主任教员的申请。  

(c)允许该学校在等待任命和批准新的主任教员期间，在没有

主任教员的情况下继续实施该课程的训练，但最多不得超过 60

天。  

(d)在本条(b)款所述的不超过 60天的期限内，阶段检查和课

程结束考试应当由下列人员之一实施：  

(1)该训练课程的助理主任教员；  

(2)该训练课程的检查教员；  

(3)飞行考试员。  

(e)如果尚未任命新的主任教员的期限超过了本条(b)款所述

的 60 天，该驾驶员学校应当停止相应课程训练。  

(f)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按照本条(e)款停止相应课程训

练后，可以按照下列要求申请恢复训练：  

(1)任命和批准了新的主任教员；  

(2)符合本规则第 141.31(b)款的要求；  

(3)向局方递交恢复相应课程训练的申请。  

第 141.109 条 人员、设施和设备的保持 

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应当符合下列要求，方可为学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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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经批准训练课程的训练：  

(a)训练所必需的机场、航空器和设施应当符合合格证持有人

经批准训练课程中规定的标准，以及本规则中的相应要求；  

(b)除本规则第 141.107 条规定外，主任教员、助理主任教员、

检查教员和教员应当符合合格证持有人经批准训练课程中规定的

资格要求和本规则中的相应要求。 

第 141.111 条 辅助运行基地 

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在符合下列条件时，可以在主运行

基地以外的基地实施经批准训练课程的地面训练或者飞行训练：  

(a)在辅助运行基地指定一名助理主任教员，该助理主任教员

应当常驻在运行基地。如因特殊原因离开运行基地，应当能通过

电话、无线电或者其他通信手段与学校保持联系。如助理主任教

员离开辅助运行基地连续超过 7 天，需告知局方；如果助理主任

教员离开辅助运行基地连续超过 14 天以上，除主任教员亲自或指

派另一助理主任教员履行其职责外，辅助运行基地应暂停相应训

练课程，直至该助理主任教员返回运行基地。  

(b)辅助运行基地所使用的机场、设施和人员应当符合本规则

B 章的要求和经批准训练课程的要求。  

(c)教员应当在主任教员或者助理主任教员的直接管理下工

作，并根据本规则第 141.105(b)款规定可以得到主任教员或者助

理主任教员的帮助。  

(d)如需变更辅助运行基地，应当提前 30 天向管辖该合格证

持有人的民航地区管理局提交变更申请。  

第 141.113 条 学员注册 

(a)学员注册经批准的训练课程时，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

应当向学员提供下列文件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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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册证，内容包括学员所注册的训练课程名称和注册日

期；  

(2)学员训练提纲副本；  

(3)由学校编写的、包括设施的使用和航空器的操作在内的安

全程序与措施副本，主要内容应当包括：  

(i)学校要求的带飞和单飞最低天气标准；  

(ii)航空器在停机坪上的起动和滑行程序；  

(iii)防火措施和灭火程序；  

(iv)在机场内和机场外未按计划着陆后的再次放行程序；  

(v)航空器的故障填写和批准重新投入使用的确定方式；  

(vi)航空器未使用时的安全保护；  

(vii)本场飞行和转场飞行所需燃油量；  

(viii)空中和地面避免与其他航空器相撞的措施；  

(ix)最低高度限制和模拟应急着陆规定；  

(x)指定练习区域的规定与使用方法。  

(b)航线运输驾驶员（飞机）整体课程学员还需由所在驾驶员

学校在局方注册。  

(c)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按月份建立并保存该校提

供的每一训练课程中注册人员的清单。  

第 141.115 条 结业证书 

(a)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向完成该校经批准的训练

课程的每一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b)结业证书应当在学员完成其课程训练时颁发。结业证书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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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驾驶员学校名称和合格证编号；  

(2)接受结业证书的学员姓名和结业证书编号；  

(3)训练课程名称；  

(4)注册日期、结业日期；  

(5)声明该学员已完成经批准的训练课程的每一阶段训练，考

试成绩合格；  

(6)由负责该训练课程的主任教员对结业证书中所列内容的

签字证明；  

(7)声明该学员完成了该训练课程中要求的转场飞行训练；  

(8)如实施飞机类别商用驾驶员执照的训练，声明该学员完成

了该训练课程中要求的特殊机动飞行训练。 

第 141.121 条 训练记录  

(a)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对注册于本校经批准的训

练课程的学员建立并保持及时准确的记录。该记录应当包括下列

内容：  

(1)学员注册日期；  

(2)按时间顺序记录或按课程大纲顺序记录的该学员接受训

练的课目和飞行操作动作的记录，以及该学员所参加考试的名称

和成绩；  

(3)结业日期、中止训练的日期或者转校日期。  

(b)要求在学员飞行经历记录本中保持的记录，不能完全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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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a)款的记录要求。  

(c)当学员结业、中止训练或者转校时，该学员的记录应当由

负责该课程的主任教员签字证明。  

(d)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应当从下列日期开始，保存本条

要求的每个学员的记录至少 5年：  

(1)记录中所记录的该课程结业的日期；  

(2)记录中所记录的中止该课程的日期；  

(3)转校日期。  

(e)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在学员提出要求时向学员

提供其训练记录的复印件。  

(f)经局方批准的计算机记录系统可以用于符合本条(a)款的

要求。 

第 141.131 条 适用范围 

(a)本章适用于在中国境外设立的为中国航空运营人进行驾

驶员执照和等级训练的驾驶员学校（以下简称境外驾驶员学校）。  

(b)境外驾驶员学校应当按照本章规定，取得驾驶员学校认可

证书或等效证明。在取得驾驶员学校认可证书或等效证明的境外

驾驶员学校进行飞行训练的中国学员，在按经批准的训练大纲完

成训练并取得所在国颁发的执照和等级后，可以按照 CCAR-61 部

第 61.93 (d)款的规定申请换发相应的驾驶员执照和等级。  

第 141.133条 境外驾驶员学校应当符合的条件 

(a)所在国为《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缔约国，该校具有其所在

国民航当局颁发的航空运行合格证（AOC）或等效的批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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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符合本规则 A至 C 章的适用的要求。 

第 141.135 条 境外驾驶员学校的合格审定和持续监督 

境外驾驶员学校的合格审定和持续监督由民航局飞行标准职

能部门参照本规则实施。 

第 141.141 条 违章责任之一 

(a)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局方应责令

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处以警告；拒不整改的，处人民币一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人民币二万元以下罚款：  

(1)违反本规则者第 141.57条(b)款规定，两个以上驾驶员学

校同时使用一个讲评区域的；  

(2)违反本规则第 141.95 条规定，使用未携带规定文件的航

空器的；  

(3)违反本规则第 141.121条规定，未按照要求进行相关记录

的。  

(b)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有前款(2)至(3)中所列行为之

一的，所完成的训练经历和记录，局方不予承认。 

第 141.143 条 违章责任之二  

(a)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局方应责令

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处以警告；拒不整改的，处人民币二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人民币三万元以下罚款：  

(1)违反本规则第 141.13 条规定，超越合格证附带的训练规

范实施训练的；  

(2)违反本规则第 141.27 条规定，对训练课程进行有可能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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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公众的合并宣传；或者对合格证或者批准的课程等级作任何不

真实的、易致误解的宣传；或者未及时撤除原址上表明本校已经

民航地区管理局审定合格的所有标志；或者未及时清除表明本校

已经民航地区管理局审定合格的所有标志；  

(3)违反本规则第 141.43条至第 141.49条和第 141.109条(b)

款规定，人员配备不符合要求或者使用不合格人员担任主任教员、

助理主任教员或者检查教员的；  

(4)违反本规则第 141.51 条规定，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机场实

施训练的；  

(5)违反本规则第 141.53条至第 141.59条和第 141.109条(a)

款规定，使用不符合规定要求的航空器和设施实施训练的；  

(6)违反本规则第 141.55 条规定，使用未经鉴定合格的和未

经批准的飞行模拟机或者飞行训练器实施训练的；  

(7)违反本规则第 141.87 条(a)或者(b)款规定，推荐未完成

该校被委托进行考试的训练课程的学员申请有关执照和相应等级

的；  

(8)违反本规则第 141.87条(d)款规定，在不得实施考试的情

形下实施考试的；  

(9)违反本规则第 141.97 条规定，为不合格的学员颁发结业

证书的；  

(10)违反本规则第 141.103 条(a)款或者(b)款规定，不能保

证训练质量的；  

(11)违反本规则第 141.105 条(b)款和第 141.111 条(b)款规

定，主任教员或助理主任教员不常驻运行基地，继续实施相应课

程训练的。  

(b)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有前款(1)(4)(5)(6)(11)中所

列行为之一的，所完成的训练经历和记录，局方不予承认；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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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7)(8)所列行为之一的，所进行的推荐和考试，局方不予承认；

有前款(9)所列行为的，所发的结业证书，局方不予承认。  

(c)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有前款(2)所列行为之一，情节

严重的，局方及时向工商管理部门移交。 

第 141.144 条 违章责任之三  

(a)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申请人，在申请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

为的，局方应当终止其合格审定过程，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

罚款， 1年内不再受理其申请。  

(b)申请人以不正当方式取得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的，由局方调

查核实后撤销其相应的合格证或者证书，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罚款，3 年内不再受理其申请。  

第 141.145 条 未取得合格证或超越合格证权限的处罚 

（a）违反本规则 A 章规定，未取得驾驶员学习合格证，擅自

从事驾驶员训练活动或合格证失效后仍从事驾驶员训练活动的，

由民航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并处三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执行且规模较大，社会危害严重的，处十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执行且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威胁公

共安全，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b）违反本规则 C 章规定，驾驶员学校超出批准的训练课程

实施训练的，由民航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责令该许可证持有人停

止违法活动，并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执行且规模较大，社

会危害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执行且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威胁公共安全的，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第 141.146 条 人员责任 

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雇用的飞行教员和航空知识教学人

员，未按相关证件持有人的运行手册履行职责，或者违反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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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1.105 条或其他规定，局方可以对其处以警告或者人民币五

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 141.147 条 拒绝检查的处罚 

违反本规则第 141.23 条、141.25 条及其他条款规定，拒绝

局方的监督检查或者在监督检查过程中拒绝提供其合格证、手册

和其他相关文件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 141.151 条 施行日期 

本规则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在 2017 年 4 月 1 日前已

持有驾驶员学校临时合格证、驾驶员学校合格证、驾驶员学校认

可证书或等效证明的驾驶员学校，所持证书持续有效，直至其更

新驾驶员学校合格证、驾驶员学校认可证书或等效证明之日。  

原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于 2004年 12月 16日公布的《民用航空器驾

驶员学校合格审定规则》（民航总局令第 135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交通运输部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公布的《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

合格审定规则》（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86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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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附件针对下列等级，规定了本规则要求的私用驾驶员执照

课程的最低课目标准： 

(a)单发飞机。除航线运输驾驶员（飞机）整体课程的私用驾

驶员执照训练阶段外，使用 CCAR-61 部规定的初级飞机实施训练

等同于单发飞机。 

(b)多发飞机。 

(c)直升机。 

2.注册要求 

在注册进入私用驾驶员执照课程的飞行训练部分之前，应当

持有学生驾驶员执照。 

3.航空知识训练 

(a)每门经批准课程应当至少包括本条(b)款对下列航空器类

别和级别等级的航空知识方面规定的地面训练。这些训练的时间

至少要求 35 小时。 

(b)地面训练应当包括下列航空知识内容： 

(1)与私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有关的规章条例；飞行规则；高

度表拨正程序；相应的空中交通服务措施和程序； 

(2)飞机和直升机的一般知识，包括：动力装置、系统和仪表

的工作原理及其功能，有关类别航空器和动力装置的使用限制，

飞行手册或其他相应文件中的有关操作资料，对于直升机传动装

置（传动齿轮系）（如适用）； 

(3)飞行性能、计划和装载，包括：装载及重量分布对飞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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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影响；重量和平衡计算，起飞、着陆和其他性能数据的使用

与实际运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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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 

(5)气象学，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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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领航，包括：空中领航和推测领航技术的实践，航图的使

用； 

(7)操作程序，包括：在运行效绩方面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

高度表拨正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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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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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直升机

还应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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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飞行原理； 

(9)无线电通话，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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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飞行训练 

(a)每门经批准的课程应当至少包括本条和本附件第 5 条中

所规定的飞行训练。飞行训练应当包括本条(d)款中列出的、适用

相应航空器类别和级别等级的经批准操作内容。这些训练的时间

至少要求 35 小时。 

(b)每门经批准课程中至少应当包括下列飞行训练： 

(1)单发飞机课程。由持执照的飞行教员按本条(d)(1)款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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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操作内容进行 20 小时的飞行训练，该训练至少包括： 

(i)3小时单发飞机转场飞行训练； 

(ii)3小时单发飞机夜间飞行训练，包括： 

(A)一次总距离超过 180千米（100 海里）的转场飞行； 

(B)10次起飞和 10 次全停着陆，且每次着陆应包含一次起落

航线飞行。 

(iii)3 小时单发飞机仪表飞行训练； 

(iv)3 小时在单发飞机上为准备实践考试进行的飞行训练，

该训练应当在考试前 60天内完成。 

(2)多发飞机课程。由持执照的飞行教员按本条(d)(2)款中的

批准操作内容进行 20 小时的飞行训练，该训练至少包括： 

(i)3小时多发飞机转场训练； 

(ii)3小时多发飞机夜间飞行训练，包括： 

(A)一次总距离超过 180千米（100 海里）的转场飞行； 

(B)10次起飞和 10 次全停着陆，且每次着陆应包含一次起落

航线飞行。  

(iii)3 小时多发飞机仪表飞行训练； 

(iv)3 小时在多发飞机上为准备实践考试进行的飞行训练，

该训练应当在考试前 60天内完成。 

(3)直升机课程。由持执照的飞行教员按本条(d)(3)款中的批

准操作内容进行 20 小时的飞行训练，该训练至少包括： 

(i)3小时直升机转场飞行训练； 

(ii)3小时直升机夜间飞行训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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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次总距离超过 90 千米（50海里）的转场飞行； 

(B)10次起飞和 10 次全停着陆，且每次着陆应包含一次起落

航线飞行。 

(iii)3 小时在直升机上为准备实践考试进行的飞行训练，该

训练应当在考试前 60 天内完成。 

(c)飞行模拟机和飞行训练器的使用： 

(1)课程中可以包括在飞行模拟机或飞行训练器上进行的训

练，但所用设备应当可以充当课程中所使用的航空器的替代物，

符合本款要求，并且此类训练是由持执照的飞行教员实施的。 

(2)在符合本规则 141.55(a)要求的飞行模拟机上进行的训

练，其训练时间可以记入到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中，但

记入的时间数不得超过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或本条规

定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20%，取最低值。 

(3)在符合本规则 141.55(b)要求的飞行训练器上进行的训

练，其训练时间可以记入到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中，但

记入的时间数不得超过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15%或本

条规定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15%，取最低值。 

(4)在按本条(c)(2)和(c)(3)款使用了飞行模拟机和飞行训

练器两种设备进行飞行训练时，在两种设备上取得的训练时间可

以记入到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中，但记入的时间数不得

超过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20%或本条规定的总飞行训

练时间的 20%，取最低值。但在符合 141.55(b)要求的飞行训练器

上进行的训练折算的小时数不得超过本条(c)(3)款中规定的折算

限制。 

(d)每门批准课程应当包括本款中列出的适合相应航空器类

别和级别等级的操作内容的飞行训练： 

(1)单发飞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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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威胁和差错的识别和管理； 

(ii)飞行前操作，包括重量和平衡计算，起飞前检查和发动

机使用；  

(iii)机场和起落航线的运行，包括在管制机场操作、无线电

通信、防撞措施及避免尾流颠簸；  

(iv)参照外部目视参考的机动飞行； 

(v)临界小速度飞行，判断并改出从直线飞行和从转弯中进入

的临界失速及失速；  

(vi)临界大速度飞行，急盘旋下降的识别和改出； 

(vii)正常及侧风起飞、着陆和复飞；  

(viii)最大性能（短跑道和越障）起飞，短跑道着陆； 

(ix)仅参照仪表飞行，包括完成 180 度水平转弯；  

(x)使用地标领航、推测领航和无线电导航设备的转场飞行； 

(xi)夜间飞行，包括起飞、着陆和目视飞行规则（VFR）航行；  

(xii)水上飞机的操作（如适用）； 

(xiii)应急操作，包括模拟的航空器系统和设备故障； 

(xiv)按照空中交通管制程序、无线电通信程序和用语飞往管

制机场着陆、飞越管制机场和从管制机场起飞。  

(2)多发飞机课程： 

(i)威胁和差错的识别和管理； 

(ii)飞行前操作，包括重量和平衡计算，起飞前检查和发动

机使用；  

(iii)机场和起落航线的运行，包括在管制机场操作、无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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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防撞措施及避免尾流颠簸；  

(iv)参照外部目视参考的机动飞行； 

(v)临界小速度飞行，判断并改出从直线飞行和从转弯中进入

的临界失速及失速；  

(vi)临界大速度飞行，急盘旋下降的识别和改出； 

(vii)正常及侧风起飞、着陆和复飞；  

(viii)最大性能（短跑道和越障）起飞，短跑道着陆； 

(ix)仅参照仪表飞行，包括完成 180 度水平转弯；  

(x)使用地标领航、推测领航和无线电导航设备的转场飞行； 

(xi)夜间飞行，包括起飞、着陆和目视飞行规则（VFR）航行；  

(xii)多发飞机操作和水上飞机的操作（如适用）； 

(xiii)应急操作，包括模拟的航空器系统和设备故障； 

(xiv)按照空中交通管制程序、无线电通信程序和用语飞往管

制机场着陆、飞越管制机场和从管制机场起飞。  

(3)直升机课程： 

(i)威胁和差错的识别和管理； 

(ii)飞行前操作，包括重量和平衡的计算、起飞前检查和发

动机使用；  

(iii)悬停、空中飞移和参照外部目视参考的机动飞行； 

(iv)机场和起落航线的运行，包括无线电通信、防撞措施和

避免尾流颠簸； 

(v)从涡环的初始阶段中改出，在发动机转速正常范围内从低

旋翼转速改出的技术；  



 

44 

(vi)使用地标领航、推测领航和无线电导航设备的转场飞行；  

(vii)起飞、着陆和复飞，包括正常、有风和倾斜地面的起飞

和着陆； 

(viii)以所需最小动力起飞和着陆，最大性能起飞和着陆，

受限制区域内的运行，快速减速； 

(ix)夜间飞行，包括起飞、着陆和目视飞行规则（VFR）航行； 

(x)模拟的应急程序，包括航空器和设备故障，在多发直升机

上以一台发动机失去功率进近到悬停或着陆，或者在单发直升机

上自转进近并着陆；  

(xi)按照空中交通管制程序、无线电通信程序和用语飞往管

制机场着陆、飞越管制机场和从管制机场起飞。  

5.单飞训练 

每门批准课程应当至少包括下列单飞训练： 

(a)单发飞机课程。应当在单发飞机上按本附件第 4 条(d)(1)

款中规定的操作内容进行 10 小时单飞训练，该训练至少包括： 

(1)5小时转场单飞时间； 

(2)1 次总距离至少 180 千米（100 海里）的转场单飞，在至

少 3 个着陆点作全停着陆，其中一个航段的起飞和着陆点之间的

直线距离至少为 90 千米（50海里）；或者，一次总距离至少为 270

千米的转场单飞，在至少两个着陆点作全停着陆，其中一个航段

的起飞和着陆地点之间的直线距离至少为 90 千米（50海里）； 

(3)在具有飞行管制塔台的机场上进行 3次起飞和 3次全停着

陆，且每次着陆应包含 1 次起落航线飞行。 

(b)多发飞机课程。应当在多发飞机上按本附件第 4 条(d)(2)

款中规定的操作内容进行 10 小时单飞训练，该训练至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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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小时转场单飞时间； 

(2)1 次总距离至少 180 千米（100 海里）的转场飞行，在至

少 3 个着陆点作全停着陆，其中一个航段的起飞和着陆点之间的

直线距离至少为 90 千米（50海里）；或者，一次总距离至少为 270

千米的转场单飞，在至少两个着陆点作全停着陆，其中一个航段

的起飞和着陆地点之间的直线距离至少为 90 千米（50海里）； 

(3)在具有飞行管制塔台的机场上进行 3次起飞和 3次全停着

陆，且每次着陆应包含 1 次起落航线飞行。 

(c)直升机课程。应当在直升机上按本附件第 4条(d)(3)款中

规定的操作内容进行 10小时单飞训练，该训练至少包括： 

(1)5小时转场单飞时间； 

(2)一次总距离至少为 180 千米（100 海里）的转场单飞，在

至少 2 个着陆点作全停着陆，其中一个航段的起飞和着陆地点之

间的直线距离至少为 60千米（33 海里）； 

(3)在具有飞行管制塔台的机场上进行 3次起飞和 3次全停着

陆，且每次着陆应包含 1 次起落航线飞行。 

6.阶段检查和课程结束考试 

(a)注册于私用驾驶员课程的每位学员应当按照学校经批准

的训练课程的要求完成阶段检查和课程结束考试，考试和检查应

当包括本附件第 4 条(d)款中列出的符合该课程的航空器类别和

级别等级的操作内容。 

(b)在得到允许其操作航空器单飞的签字批准之前，每位学员

应当展示其单飞应具备的相应能力。 

1.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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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针对下列等级，规定了本规则要求的仪表等级课程和

在执照上增加仪表等级的课程的最低课目标准： 

(a)飞机仪表等级。 

(b)直升机仪表等级。 

2.注册条件 

在注册进入仪表等级课程的飞行训练部分之前，应当至少持

有附带与所申请的仪表等级相对应的航空器类别和级别等级的私

用驾驶员执照。 

3.航空知识训练 

(a)每门经批准课程应当至少包括本条(b)款对下列仪表等级

的航空知识方面规定的地面训练，这些训练的时间至少要求如下： 

(1)对于初始仪表等级课程，30 小时； 

(2)对于增加仪表等级课程，20 小时。 

(b)地面训练应当包括下列航空知识内容： 

(1)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中有关仪表飞行规则（IFR）运行的

规定、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与程序、有关的航行资料和通告； 

(2)适用于仪表飞行规则（IFR）运行的无线电领航，使用无

线电导航设备进行仪表飞行规则（IFR）航行和进近，仪表飞行规

则（IFR）航图和仪表进近图的使用； 

(3)航空气象报告和预报的获得与使用，以及根据这些信息和

对天气情况的观测，预测天气趋势的要点，危险天气的识别和风

切变的避让； 

(4)在仪表气象条件下，安全有效地操作航空器； 

(5)机组资源管理，包括机组通信、协调和判断与决断的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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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航空器仪表飞行有关的威胁与差错管理的知识。  

4.飞行训练 

(a)每门经批准的课程应当至少包括本条(d)款中列出的、适

用于相应的航空器类别等级和级别等级的仪表等级训练。这些训

练的时间至少要求如下： 

(1)对于初始仪表等级，35小时； 

(2)对于增加仪表等级，15小时。 

(b)飞行模拟机或飞行训练器的使用 

(1)课程中可以包括在飞行模拟机或飞行训练器上进行的训

练，但所用设备应当可以充当课程中所使用的航空器的替代物，

符合本款要求，并且此类训练是由持执照的飞行教员实施的。 

(2)在符合本规则 141.55(a)要求的飞行模拟机上进行的训

练，其训练时间可以记入到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中，但

记入的时间数不得超过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 50%或本条

规定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50%，取最低值。 

(3)在符合本规则 141.55(b)要求的飞行训练器上进行的训

练，其训练时间可以记入到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中，但

记入的时间数不得超过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40%或本

条规定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40%，取最低值。 

(4)在按本条(b)(2)和(b)(3)款使用了飞行模拟机和飞行训

练器两种设备进行飞行训练时，在两种设备上取得的训练时间可

以记入到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中，但记入的时间数不得

超过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 50%或本条规定的总飞行训练

时间的 50%，取最低值。但在符合 141.55(b)要求的飞行训练器上

进行的训练折算的小时数不得超过本条(b)(3)款中规定的折算限

制。 

(c)每门批准课程应当包括下列飞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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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飞机仪表等级课程。由仪表飞行教员等级的持有人按本条

(d)款中的批准操作内容进行的仪表飞行训练，其中包括一次符合

下列要求的转场飞行： 

(i)在批准课程所用的类别和级别的飞机上按仪表飞行规则

实施； 

(ii)沿航路或空中交通管制指引的航线飞行至少 470 千米

（250海里），其中的一个航段的起飞和着陆机场之间的直线距离

至少为 150千米（80海里）； 

(iii)在每个机场完成仪表进近； 

(iv)使用导航系统完成三种不同方式的进近，至少包括一种

精密进近。 

(2)直升机仪表等级课程。由仪表飞行教员等级的持有人按本

条(d)款中的批准操作内容进行的仪表飞行训练，其中包括一次符

合下列要求的转场飞行： 

(i)在直升机上按仪表飞行规则实施； 

(ii)沿航路或空中交通管制指引的航线飞行至少 180 千米

（100海里），其中的一个航段的起飞和着陆机场之间的直线距离

至少为 90千米（50 海里）； 

(iii)在每个机场完成仪表进近； 

(iv)使用导航系统完成三种不同方式的进近，至少包括一种

精密进近。 

(d)每门批准课程应当包括本款中列出的适用于相应仪表等

级课程中所用的航空器类别和级别等级的操作内容的飞行训练： 

(1)飞行前准备； 

(2)飞行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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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空中交通管制许可和程序； 

(4)参照仪表进行的飞行； 

(5)导航系统； 

(6)仪表进近程序； 

(7)应急操作； 

(8)飞行后程序。 

5.阶段检查和课程结束考试 

注册于仪表等级课程的每位学员应当按照学校经批准的训练

课程的要求完成阶段检查和课程结束考试，考试和检查应当包括

本附件第 4 条(d)款中列出的符合该课程的航空器类别和级别等

级的操作内容。 

1.适用范围 

本附件针对下列等级，规定了本规则要求的商用驾驶员执照

课程的最低课目标准： 

(a)单发飞机。 

(b)多发飞机。 

(c)直升机。 

2.注册条件 

在注册进入商用驾驶员执照课程的飞行训练部分之前，应当

至少持有所注册的商用驾驶员执照课程相应航空器类别等级的私

用驾驶员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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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航空知识训练 

(a)每门经批准课程应当至少包括本条(b)款对下列航空器类

别和级别等级的航空知识方面规定的地面训练。这些训练的时间

至少要求 35 小时。 

(b)地面训练应当包括下列航空知识内容： 

(1)航空法： 

与商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有关的规章条例；飞行规则；相应

的空中交通服务措施和程序。 

(2)飞机和直升机的一般知识： 

(i)动力装置、系统和仪表的工作原理及其功能； 

(ii)有关类别航空器和动力装置的使用限制；飞行手册或其

他相应文件中的有关操作资料； 

(iii)相应的航空器设备和系统的使用及可用性检查； 

(iv)适合于航空器机体、系统和动力装置的维修程序； 

(v)对于直升机和倾转旋翼机，传动装置(传动齿轮系)(如适

用)； 

(vi)对于飞艇，气体的物理特性与实际应用。 

(3)飞行性能、计划和装载： 

(i)装载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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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起飞、着陆和其他性能数据的使用与实际运用； 

(i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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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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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对于直升机和倾转旋翼机，外挂载荷对操纵的影响。 

(4)人的行为能力： 

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 

(5)气象学：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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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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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积冰的原因、识别和影响；通过锋区的程序；绕过危险

天气。 

(6)领航：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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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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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操作程序： 

(i)在运行效绩方面运用威胁和差错管理；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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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高度表拨正程序； 

(i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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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旅客安全简介的要求和做法，包括上、下航空器时应遵



 

52 

守的预防措施； 

(vii)对于直升机和倾转旋翼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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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飞行原理； 

(9)无线电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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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采取的措施。 

4.飞行训练 

(a)每门经批准的课程应当至少包括本条和本附件第 5 条中

所提供的飞行训练。飞行训练应当包括本条(d)款中列出的、适用

相应航空器类别和级别等级的经批准操作内容。这些训练的时间

至少要求如下： 

(1)对于飞机类别等级，120 小时； 

(2)对于直升机，75 小时。 

(b)每门经批准课程中至少应当包括下列飞行训练： 

(1)单发飞机课程。由授权飞行教员按本条(d)(1)款中的批准

操作内容进行 55小时的飞行训练，该训练至少包括： 

(i)5小时的单发飞机仪表训练； 

(ii)10 小时在具有可收放式起落架、襟翼和可操纵变距螺旋

桨（或涡轮动力）的单发飞机上的训练； 

(iii)一次在单发飞机上至少 2 小时的昼间目视飞行规则转

场飞行，距初始起飞点总直线距离至少 180千米（100海里）； 

(iv)一次在单发飞机上至少 2 小时的夜间转场飞行，距初始

起飞点总直线距离至少 180千米（100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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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小时在单发飞机上为准备实践考试进行的飞行训练，该

训练应当在考试前 60 天内完成； 

(vi)5 小时特殊机动飞行训练，至少包括左右各三次的螺旋

识别、进入和改出，大坡度盘旋、急盘旋下降、急上升转弯和懒

8 字。 

(2)多发飞机课程。由授权飞行教员按本条(d)(2)款中的批准

操作内容进行 55小时的飞行训练，该训练至少包括： 

(i)5小时的多发飞机仪表训练； 

(ii)10 小时在具有可收放式起落架、襟翼和可操纵变距螺旋

桨（或涡轮动力）的多发飞机上的训练； 

(iii)一次在多发飞机上至少 2 小时的昼间目视飞行规则转

场飞行，距初始起飞点总直线距离至少 180千米（100海里）； 

(iv)一次在多发飞机上至少 2 小时的夜间转场飞行，距初始

起飞点总直线距离至少 180千米（100海里）； 

(v)3小时在多发飞机上为准备实践考试进行的飞行训练，该

训练应当在考试前 60 天内完成； 

(vi)对于没有单发等级的学员，5 小时特殊机动飞行训练，

至少包括左右各三次的螺旋识别、进入和改出，大坡度盘旋、急

盘旋下降、急上升转弯和懒 8字。 

(3)直升机课程。由持有执照的飞行教员按本条(d)(3)款中的

批准操作内容进行 35 小时的飞行训练，该训练至少包括： 

(i)5小时的仪表训练； 

(ii)一次在直升机上至少 2 小时的昼间目视飞行规则转场飞

行，距初始起飞点总直线距离至少 90 千米（50海里）； 

(iii)一次在直升机上至少 2小时的夜间转场飞行，距初始起

飞点总直线距离至少 90千米（50 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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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3 小时在直升机上为准备实践考试进行的飞行训练，该

训练应当在考试前 60 天内完成。 

(c)飞行模拟机或飞行训练器的使用： 

(1)课程中可以包括在飞行模拟机或飞行训练器上进行的训

练，但所用设备应当可以充当课程中所使用的航空器的替代物，

符合本款要求，并且此类训练是由持执照的飞行教员实施的。 

(2)在符合本规则 141.55(a)要求的飞行模拟机上进行的训

练，其训练时间可以记入到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中，但

记入的时间数不得超过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30%或本

条规定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30%，取最低值。 

(3)在符合本规则 141.55(b)要求的飞行训练器上进行的训

练，其训练时间可以记入到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中，但

记入的时间数不得超过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20%或本

条规定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20%，取最低值。 

(4)在按本条(c)(2)和(c)(3)款使用了飞行模拟机和飞行训

练器两种设备进行飞行训练时，在两种设备上取得的训练时间可

以记入到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中，但记入的时间数不得

超过超过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30%或本条规定的总飞

行训练时间的 30%，取最低值。但在符合 141.55(b)要求的飞行训

练器上进行的训练折算的小时数不得超过本条(c)(3)款中规定的

折算限制。 

(d)每门经批准课程应当包括本款中列出的适合相应航空器

类别和级别等级的操作内容的飞行训练。 

(1)单发飞机课程： 

(i)飞行前准备； 

(ii)飞行前程序； 

(iii)机场和水上飞机基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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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起飞、着陆、复飞； 

(v)性能机动飞行（大坡度盘旋、急盘旋下降、急上升转弯、

懒 8 字）； 

(vi)领航； 

(vii)小速度飞行、失速和螺旋； 

(viii)应急操作； 

(ix)高空操作； 

(x)飞行后程序。 

(2)多发飞机课程： 

(i)飞行前准备； 

(ii)飞行前程序； 

(iii)机场和水上飞机基地运行； 

(iv)起飞、着陆、复飞； 

(v)性能机动飞行（大坡度盘旋、急盘旋下降、急上升转弯、

懒 8 字）； 

(vi)领航； 

(vii)小速度和失速； 

(viii)应急操作； 

(ix)多发操作； 

(x)高空操作； 

(xi)飞行后程序。 

(3)直升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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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飞行前准备； 

(ii)飞行前程序； 

(iii)飞机场和直升机场运行； 

(iv)悬停机动飞行； 

(v)起飞、着陆、复飞； 

(vi)性能机动飞行； 

(vii)领航； 

(vii)应急操作； 

(ix)特殊操作； 

(x)飞行后程序。 

5.单飞训练和机长训练 

每门批准课程应当至少包括下列单飞训练： 

(a)单发飞机课程。应当在单发飞机上按本附件第 4 条(d)(1)

款中规定的操作内容进行 60 小时单飞训练（其中可以包括不超过

50 小时担任机长的飞行训练），该训练至少包括： 

(1)1次有至少 3个着陆点的转场飞行，其中一个着陆点距初

始起飞点的直线距离至少为 450千米（250 海里）；或者，至少 20

小时转场飞行，包括 1 次总距离至少 540 千米（300 海里）有 2

个着陆点的转场飞行，其中一个着陆点距初始起飞点的直线距离

至少为 150千米； 

(2)5小时在有飞行管制塔台的机场实施的夜间目视飞行规则

飞行，包括 10 次起飞和 10 次着陆，且每次着陆应包含一次起落

航线飞行。 

(b)多发飞机等级。10小时在多发飞机上进行的单飞训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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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机长的飞行训练）和 50小时在飞机上进行的单飞训练（或担

任机长的飞行训练）。在多发飞机上进行的单飞训练（或担任机长

的飞行训练）应当包含本附件第 4 条(d)(2)款中规定的操作内容，

至少包括： 

(1)1次有至少 3个着陆点的转场飞行，其中一个着陆点距初

始起飞点的直线距离至少为 450千米（250 海里）；或者，至少 20

小时转场飞行（其中至少 10 小时在多发飞机上进行），包括 1 次

在多发飞机上总距离至少 540 千米（300 海里）有 2 个着陆点的

转场飞行，其中一个着陆点距初始起飞点的直线距离至少为 150

千米； 

(2)5小时在有飞行管制塔台的机场实施的夜间目视飞行规则

飞行，包括 10 次起飞和 10 次着陆，且每次着陆包含一次起落航

线飞行。 

(c)直升机课程 

30小时在直升机上按本附件第 4条(d)(3)款中规定的操作内

容进行的单飞训练（其中可以包括不超过 20 小时担任机长的飞行

训练）。该训练至少包括： 

(1)1次有至少 2个着陆点的转场单飞，其中一个着陆点距初

始起飞点的直线距离至少为 90千米（50 海里）； 

(2)5小时在有飞行管制塔台的机场实施的夜间目视飞行规则

飞行，包括 10 次起飞和 10 次着陆，且每次着陆包括一次起落航

线飞行。 

6.阶段检查和课程结束考试 

(a)注册于商用驾驶员课程的每位学员应当根据学校经批准

的训练课程，圆满完成阶段检查和课程结束考试，检查和考试由

本附件第 4 条(d)款中列出的适用于相应航空器类别和级别等级

的操作内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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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每名驾驶员在得到允许其单飞的签字批准之前，应当展

示出其单飞应具备的相应熟练水平。 

1.适用范围 

本附件规定了获取按照 CCAR-121 部运行的公共运输航空公

司副驾驶资格的最低课目标准。 

2.注册条件 

在注册进入航线运输驾驶员（飞机）整体课程的飞行训练部

分之前，应至少持有学生驾驶员执照。 

3.航空知识训练 

经批准的航线运输驾驶员（飞机）整体课程应当至少包括本

规则规定的私用驾驶员执照（飞机）、商用驾驶员执照（飞机）、

仪表等级（飞机）和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飞机）要求的所有航

空知识训练，对于不接受本规则批准的高性能多发飞机训练课程

训练的学员，还应包括多机组成员协作知识训练。这些训练的时

间至少要求如下：私用驾驶员执照（飞机）航空知识训练至少 35

小时、商用驾驶员执照（飞机）航空知识训练至少 35 小时、仪表

等级（飞机）航空知识训练至少 30小时、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飞

机）航空知识训练至少 40小时、多机组成员协作航空知识训练至

少 25 小时。 

4.飞行训练 

经批准的航线运输驾驶员（飞机）整体课程应当至少包括本

规则规定的私用驾驶员执照（飞机）、多发商用驾驶员执照（飞机）

和仪表等级（飞机）课程所要求的全部飞行训练内容。训练时间

至少 230小时，其中模拟机和飞行训练器时间最多不超过 35小时，

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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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规则附件 A第 4 条中单发飞机课程对训练时间的要求。 

(b)本规则附件 B第 4条中飞机仪表等级课程对训练时间的要

求。 

(c)本规则附件 C第 4 条中多发飞机课程对训练时间的要求。 

5.单飞训练 

经批准的航线运输驾驶员（飞机）整体课程应当至少包括： 

(a)本规则附件 A第 5 条中单发飞机课程对单飞训练的要求。 

(b)本规则附件 C第 5 条中多发飞机课程对单飞训练的要求。 

6.阶段检查和课程结束考试 

(a)注册于航线运输驾驶员（飞机）整体课程的每位学员应当

根据学校经批准的训练课程，圆满完成阶段检查和课程结束考试。 

(b)每名驾驶员在得到允许其单飞的签字批准之前，应当展示

出其单飞应具备的相应熟练水平。 

1.适用范围 

本附件规定了按照 CCAR-121 部运行的公共运输航空公司飞

机驾驶员进入涡轮喷气飞机初始训练前的过渡训练课程的最低课

目标准，该课程的飞行训练和模拟机训练不能代替型别等级训练。 

2.注册条件 

在注册进入高性能多发飞机训练课程的驾驶员，应至少持有

飞机类别多发等级的商用驾驶员执照并附加仪表等级。 

3.航空知识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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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经批准的高性能多发飞机训练课程应当至少包括 129 小

时本条（b）款中列出的航空知识方面的地面训练。 

(b)地面训练应当包括下列航空知识内容： 

(1)运输航空公司运行知识（至少 20 小时）； 

(2)高空飞行知识（至少 20小时）; 

(3)高性能多发飞机机型理论知识（至少 64小时）; 

(4)多机组成员协作理论知识（至少 25 小时）; 

4.飞行训练 

(a)高性能多发飞机训练课程应当至少包括本条中所提供的

飞行训练。飞行训练应当包括本条(d)款中所列出的经批准的操作

内容。训练时间至少要求如下： 

对于拟符合 CCAR-121部第 121.417条(c)(2)款副驾驶资格的

学员，20小时； 

对于拟符合 CCAR-121部第 121.417条(c)(3)款副驾驶资格的

学员，50小时； 

(b)经批准课程中至少应包括下列飞行训练： 

(1)20小时课程应包括： 

(i)至少 10 小时作为 PF 的训练。另外，还应包括至少 10 小

时作为 PNF，以完成多机组成员协作课程为目的的飞行训练。 

(ii)至少 10 小时在高性能多发飞机上完成，包括 5 小时转场

飞行训练，其中作为 PF至少 3次全停着陆。 

(iii)至少 10次作为 PF实施仪表进近直至着陆。 

(2)50小时课程应包括： 

(i)至少 25 小时作为 PF 的训练。另外，还应包括至少 25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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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作为 PNF，以完成多机组成员协作课程为目的的飞行训练。 

(ii)至少 25 小时在高性能多发飞机上完成，包括 15 小时转

场飞行训练，其中作为 PF至少 6次全停着陆。 

(iii)至少 20次作为 PF实施仪表进近直至着陆。 

(c)飞行模拟机的使用： 

(1)课程中可以包括在符合本规则 141.55(a)要求的飞行模拟

机上进行的训练，但所用的飞行模拟机应与使用的高性能多发飞

机同型号，且经局方审定为“C”级以上。 

(2)飞行模拟机训练时间可以记入到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

练时间中，但记入的时间数不得超过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

间的 50%。 

(d)经批准的课程应当包括下列操作内容的飞行训练： 

(1)飞行前准备，包括文件和起飞性能数据的计算； 

(2)飞行前检查，包括无线电和导航设备的检查与设置； 

(3)起飞前检查，包括动力装置检查和由 PF做的飞行简令； 

(4)正常起飞，包括不同襟翼设置、侧风起飞、最大起飞重量

下起飞、PF 和 PNF 的任务、标准喊话； 

(5)中断起飞； 

(6)航空器系统的正常和不正常操作，检查单的使用； 

(7)在不同的航空器构形下，对接近失速的早期识别和反应； 

(8)仪表飞行程序包括等待程序，包括使用原始导航数据的精

密进近、飞行指引仪和自动驾驶仪、模拟单发失效进近、非精密

进近、PF的进近简令、导航设备的设置、进近期间的标准喊话程

序、进近和着陆数据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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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复飞，包括正常和模拟单发失效、在到达决断高度或最低

下降高/高度时从仪表转换到目视飞行； 

(10)着陆，包括正常、侧风和模拟单发失效，在到达决断高

度或最低下降高/高度时从仪表飞行转换到目视飞行。 

5.课程结束考试 

(a)注册于高性能多发飞机训练课程的每位学员应当根据学

校经批准的训练课程，圆满完成课程结束考试，考试由本规则附

件 E 第 4 条(d)款中列出的操作内容组成。 

(b)此课程结束考试可由该课程的主任飞行教员或者受主任

教员委派的该课程助理主任教员或检查教员实施。 

1.适用范围 

本附件针对下列等级，规定了本规则要求的基础飞行教员等

级课程和增加基础飞行教员等级课程的最低课目标准： 

(a)单发飞机。 

(b)多发飞机。 

(c)直升机。 

2.注册条件 

在注册进入基础飞行教员等级课程和增加基础飞行教员等级

课程的飞行训练部分之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a)持有商用驾驶员执照或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且具有与该

课程所适用的飞行教员等级相适应的航空器类别等级和级别等

级。 



 

63 

(b)对于飞机等级的基础飞行教员等级课程，持有飞机仪表等

级或具有飞机仪表等级的权利。 

3.航空知识训练 

(a)每门经批准课程应当至少包括本条(b)款中列出的航空知

识方面的地面训练。这些训练的时间至少要求如下：  

(1)对于初始申请基础飞行教员等级的课程，40 小时； 

(2)对于增加飞行教员等级的课程，20小时。 

(b)地面训练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教学原理，包括： 

(i)教学技巧； 

(ii)学习过程； 

(iii)对地面教学科目中学员表现的评定； 

(iv)有效教学的基本要素； 

(v)对学员的评价、提问和考试； 

(vi)课程研制开发； 

(vii)制定授课计划； 

(viii)课堂教学技巧； 

(ix)训练设备的使用，包括酌情使用飞行模拟训练装置； 

(x)分析、纠正学员错误； 

(x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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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i)模拟航空器系统失效和故障所产生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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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行下列教学所需具备的航空知识： 

(i)与课程所适用的航空器类别和级别等级相对应的私用和

商用驾驶员执照的训练； 

(ii)对于飞机等级的课程，飞机仪表等级的训练。 

(c)对于在局方认可的高等院校担任教员的学员，本条(a)(1)

款中所要求的训练小时数可以减少，但减少的小时数不得超过 20

小时。 

4.飞行训练 

(a)每门经批准课程中应当至少包括符合下列时间要求的飞

行训练，飞行训练应当包括本条(c)款中规定的、适用于相应飞行

教员等级课程的操作内容。这些训练的时间至少 25 小时； 

(b)飞行模拟机或飞行训练器的使用： 

(1)课程中可以包括在飞行模拟机或飞行训练器上进行的训

练，但所用设备应当可以充当课程中所使用的航空器的替代物，

符合本款要求，并且此类训练是由持有相应等级的飞行教员实施

的。 

(2)在符合本规则 141.55(a)要求的飞行模拟机上进行的训

练，其训练时间可以记入到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中，但

记入的时间数不得超过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10%或本

条规定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10%，取最低值。 

(3)在符合本规则 141.55(b)要求的飞行训练器上进行的训

练，其训练时间可以记入到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中，但

记入的时间数不得超过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5%或本条

规定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5%，取最低值。 

(4)在按本条(b)(2)和(b)(3)款使用了飞行模拟机和飞行训

练器两种设备进行飞行训练时，在两种设备上取得的训练时间可

以记入到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中，但记入的时间数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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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10%或本条规定的总飞行训

练时间的 10%，取最低值。但在符合 141.55(b)要求的飞行训练器

上进行的训练折算的小时数不得超过本条(b)(3)款中规定的折算

限制。 

(c)每门经批准课程应当包括本款中列出的适合相应航空器

类别和级别等级的操作内容的飞行训练。 

(1)单发飞机课程； 

(i)教学原理； 

(ii)技术课目内容； 

(iii)飞行前准备； 

(iv)飞行前对飞行中将实施的机动动作的讲解； 

(v)飞行前程序； 

(vi)机场和水上飞机基地运行； 

(vii)起飞、着陆、复飞； 

(viii)飞行基础知识； 

(ix)性能机动飞行； 

(x)参照地标的机动飞行； 

(xi)小速度飞行、失速和螺旋； 

(xii)基本仪表飞行； 

(xiii)应急操作； 

(xiv)飞行后程序。 

(2)多发飞机课程 

(i)教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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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技术课目内容； 

(iii)飞行前准备； 

(iv)飞行前对飞行中将实施的机动动作的讲解； 

(v)飞行前程序； 

(vi)机场和水上飞机基地运行； 

(vii)起飞、着陆、复飞； 

(viii)飞行基础知识； 

(ix)性能机动飞行； 

(x)参照地标机动飞行； 

(xi)小速度飞行和失速； 

(xii)基本仪表飞行； 

(xiii)应急操作； 

(xiv)多发操作； 

(xv)飞行后程序。 

(3)直升机课程 

(i)教学原理； 

(ii)技术课目内容； 

(iii)飞行前准备； 

(iv)飞行前对飞行中将实施的机动动作的讲解； 

(v)飞行前程序； 

(vi)机场和直升机场运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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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悬停机动飞行； 

(vii)起飞、着陆、复飞； 

(ix)飞行基础知识； 

(x)性能机动飞行； 

(xi)应急操作； 

(xii)特殊操作； 

(xiii)飞行后程序。 

5.阶段检查和课程结束考试 

(a)注册于飞行教员课程的每位学员应当根据学校经批准的

训练课程，圆满完成阶段检查和课程结束考试，检查和考试由本

附件第 4 条(c)款中列出的适用于相应飞行教员等级的操作内容

组成。 

(b)对于注册于飞行教员飞机等级的学员，应当符合下列要

求： 

(1)在其飞行经历记录本上应当具有持执照的飞行教员的签

字，证明其在与其所申请的等级相适应的、经审定可用于螺旋机

动飞行的航空器上接受过失速意识、进入螺旋、螺旋、螺旋改出

的地面和飞行训练； 

(2)应当展示出在失速意识、进入螺旋、螺旋和螺旋改出方面

的教学能力。 

1.适用范围 

本附件针对下列等级，规定了本规则要求的仪表飞行教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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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课程的最低课目标准： 

(a)飞机仪表飞行教员等级 

(b)直升机仪表飞行教员等级 

2.注册条件 

在注册进入仪表飞行教员等级课程的飞行训练部分之前，应

当符合下列条件： 

(a)持有商用驾驶员执照或者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并且具有

与所申请的飞行教员等级中的类别和级别等级相适应的航空器类

别和级别等级； 

(b)在其驾驶员执照上，具有与所申请的仪表飞行教员等级相

适应的仪表等级（对于飞机，具有飞机仪表等级；对于直升机，

具有直升机仪表等级），或者具有与所申请的仪表飞行教员等级相

适应的仪表等级权利。 

3.航空知识训练 

(a)每门经批准课程应当至少包括本条(b)款中列出的与所申

请的仪表飞行教员等级相适应的航空知识方面的地面训练，训练

时间至少为 15小时。 

(b)地面训练应当包括下列航空知识内容 

(1)教学原理，包括： 

(i)教学技巧； 

(ii)学习过程； 

(iii)对地面教学科目中学员表现的评定； 

(iv)有效教学的基本要素； 

(v)对学员的评价、提问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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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课程研制开发； 

(vii)制定授课计划； 

(viii)课堂教学技巧； 

(ix)训练设备的使用，包括酌情使用飞行模拟训练装置； 

(x)分析、纠正学员错误； 

(x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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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i)模拟航空器系统失效和故障所产生的危险。 

(2)与课程所适用的航空器类别等级和级别等级相对应的仪

表等级训练所要求的航空知识内容。 

4.飞行训练 

(a)每门经批准课程中应当包括至少 15 小时的飞行训练，飞

行训练中应当包括本条(c)款中规定的、适用于相应飞行教员等级

课程的操作内容。 

(b)飞行模拟机或者飞行训练器的使用： 

(1)课程中可以包括在飞行模拟机或者飞行训练器上进行的

训练，但是所用设备应当可以充当课程中所使用的航空器的替代

物，符合本款要求，并且此类训练是由持执照的飞行教员实施的。 

(2)在符合本规则 141.55(a)要求的飞行模拟机上进行的训

练，其训练时间可以记入到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中，但

记入的时间数不得超过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10%或者

本条规定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10%，取最低值。 

(3)在符合本规则 141.55(b)要求的飞行训练器上进行的训

练，其训练时间可以记入到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中，但

记入的时间数不得超过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5%或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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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5%，取最低值。 

(4)在按本条(b)(2)和(b)(3)款使用了飞行模拟机和飞行训

练器两种设备进行飞行训练时，在两种设备上取得的训练时间可

以记入到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中，但记入的时间数不得

超过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10%或者本条规定的总飞行

训练时间的 10%，取最低值。但在符合 141.55(b)要求的飞行训练

器上进行的训练折算的小时数不得超过本条(b)(3)款中规定的折

算限制。 

(c)每门经批准的仪表飞行教员等级课程中，应当包括下列适

合相应航空器类别和级别等级的操作内容的飞行训练： 

(1)教学原理； 

(2)技术课目内容； 

(3)飞行前准备； 

(4)飞行前对飞行中将实施的机动动作的讲解； 

(5)空中交通管制许可和程序； 

(6)参照仪表的飞行； 

(7)导航系统； 

(8)仪表进近程序； 

(9)应急操作； 

(10)飞行后程序。 

5.阶段检查和课程结束考试 

注册于仪表飞行教员等级课程的每位学员应当根据学校经批

准的训练课程，圆满完成阶段检查和课程结束考试，检查和考试

由本附件第 4 条(c)款中列出的适用于相应仪表飞行教员等级的

操作内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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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附件针对下列等级规定了本规则要求的增加航空器类别等

级和增加航空器级别等级课程的最低课目标准。 

(a)单发飞机。 

(b)多发飞机。 

(c)直升机。 

2.注册条件 

在注册进入增加航空器类别等级或者增加航空器级别等级课

程的飞行训练部分之前，应当持有与增加航空器类别和级别等级

相对应的相应种类的驾驶员执照。 

3.航空知识训练 

每门经批准的增加航空器类别等级或者增加航空器级别等级

的课程，应当包括本规则附件 A、C 或者 D中针对航空器类别和级

别等级以及相应种类驾驶员执照规定的航空知识方面的地面训

练，并且符合其中的地面训练时间要求。 

4.飞行训练 

(a)每门经批准的增加航空器类别等级或者增加航空器级别

等级的课程，应当包括本规则附件 A、C或者 D中针对航空器类别

和级别等级以及相应种类驾驶员执照规定的操作方面的飞行训

练，并且符合其中的飞行训练时间要求。 

(b)飞行模拟机或者飞行训练器的使用： 

(1)课程中可以包括在飞行模拟机或者飞行训练器上进行的

训练，但所用设备应当可以充当课程中所使用的航空器的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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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款要求，并且此类训练是由持执照的飞行教员实施的。 

(2)在符合本规则 141.55(a)要求的飞行模拟机上进行的训

练，其训练时间可以记入到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中，但

记入的时间数不得超过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30%或者

本条规定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30%，取最小值。 

(3)在符合本规则 141.55(b)要求的飞行训练器上进行的训

练，其训练时间可以记入到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中，但

记入的时间数不得超过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20%或者

本条规定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20%，取最小值。 

(4)在按本条(b)(2)和(b)(3)款使用了飞行模拟机和飞行训

练器两种设备进行飞行训练时，在两种设备上取得的训练时间可

以记入到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中，但记入的时间数不得

超过经批准课程的总飞行训练时间的 30%或者本条规定的总飞行

训练时间的 30%，取最小值。但在符合 141.55(b)要求的飞行训练

器上进行的训练折算的小时数不得超过本条(b)(3)款中规定的折

算限制。 

5.阶段检查和课程结束考试 

(a)注册于增加航空器类别等级或者增加航空器级别等级课

程的每位学员应当根据学校经批准的训练课程，圆满完成阶段检

查和课程结束考试，检查和考试由本附件第 4 条中列出的适用于

相应航空器类别和级别等级课程以及相应种类驾驶员执照的操作

内容组成。 

(b)每名学员在得到允许其单飞的签字批准之前，应当展示出

其单飞应具备的相应熟练水平。 

1.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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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规定了驾驶员学校地面课程的最低课目标准。 

2.一般要求 

批准的驾驶员学校地面课程应当包括下列航空知识内容的训

练： 

(a)安全行使课程所适用的执照、等级和批准项的权利所需的

内容； 

(b)培养学员能力、熟练性、应变能力、自信心和独立操作能

力所需的内容。 

3.航空知识训练要求 

每门经批准的驾驶员学校地面课程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a)与课程中所用的航空器等级和驾驶员执照种类相适应的

航空知识训练； 

(b)足够的航空知识训练时数，该时数应与课程所对应的航空

器等级和驾驶员执照种类相适应。 

4.阶段检查和课程结束考试 

注册于驾驶员学校地面课程的每名学员应当根据学校的经批

准训练课程，圆满完成阶段检查和课程结束考试，检查和考试由

从该课程结业后可以得到的操作权利或者批准所对应的操作内容

组成。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合格审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是经过多年反复研究、论证和修改后制定的。《规则》共九章，五

十六条，分别对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合格证和临时合格证，人

员、航空器和设施，训练课程和课目，考试权，运行规则，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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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则等方面作出了规定，并对境外驾驶员学校认可作出了特殊规

定。现将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制定本《规则》的必要性 

随着中国民航的长足发展，从事驾驶员执照培训的航空器驾

驶员学校逐步增多，为了规范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的运行，建

立并保持安全、正常、有效的运行标准和程序，保障民用航空器

驾驶员学校训练活动安全和有秩序地进行，同时也为了符合航空

器驾驶员学校的要求，促进合格的驾驶员学校开发自己训练课程

的能力，使其训练课程更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适用性，因此需要

对驾驶员学校进行合格审定。同时，颁发驾驶员执照和等级是航

空安全管理所需的一项重要手段，只有在驾驶员学校完整训练环

境中有效地完成训练，得到有效监督和控制，才能保证驾驶员训

练质量。 

二、本《规则》的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从事驾驶员、飞行教员和地面教员执照和

等级训练的航空器驾驶员学校，包括在中国境外设立的为中国运

营人或者其他航空机构从事驾驶员执照和等级训练的驾驶员学

校。对于符合本规则相关要求的航空器驾驶员学校，局方可为其

颁发驾驶员学校合格证；对于除了不符合本规则中的新近训练经

验要求外，符合本规则其他所有要求的学校，局方可为其颁发驾

驶员学校临时合格证。取得驾驶员学校临时合格证和驾驶员学校

合格证的驾驶员学校可以按照本规则进行民用航空器驾驶员的训

练。本规则中各训练课程要求的训练时间少于 CCAR-61 部规章规

定的时间，本规则允许受训学员用较少的飞行时间来符合 CCAR-61

部规章中的飞行经历要求，但是，通过合格的驾驶员学校实施的

训练，受训人员应获得与 CCAR-61 部规章要求的相等水平的航空

经验。同时，学员应当符合 CCAR-61 部的其他所有要求，包括获

得教员的推荐并成功地完成理论考试和实践考试。未按本规则取

得驾驶员学校合格证和驾驶员学校临时合格证的驾驶员学校，其

训练课程要求的训练时间则应当符合 CCAR-61 部规章中的飞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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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要求。 

三、关于训练课程 

驾驶员学校临时合格证和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申请人应当获得

民航地区管理局对其拟开设的每门训练课程的批准。申请批准的

每一训练课程应当符合本规则相应附件中规定的最低课目要求、

最低地面训练时间和飞行训练时间要求。训练课程的实施应采用

循序渐进、连续而不间断的学习方式，该大纲应具有定期对受训

学员进行考查和对所规定的学习阶段定期评估的措施。训练课程

规定了训练单元和训练课目，具体地说明一名学员在训练单元内

所应完成的内容，指明了有组织的训练计划，并且规定了对单元

或者阶段学习的评估程序。 

四、关于考试权和训练标准的保持 

对于符合本规则 D 章要求的驾驶员学校，民航地区管理局可

以为其开设的每一训练课程申请考试权，包括理论考试权或者实

践考试权，或者两者同时具有的考试权。具有考试权的驾驶员学

校可以推荐该校具有考试权的训练课程的学员申请获得驾驶员执

照、飞行教员执照和地面教员执照以及学校和执照上的相应等级，

上述学员无需参加由局方组织的理论考试或者实践考试。没有获

得考试权的驾驶员学校，其学员为取得执照或者等级而进行的理

论考试和实践考试则应当由民用航空监察员或者民航局委任的驾

驶员考试员来实施。持有驾驶员学校临时合格证和驾驶员学校合

格证的驾驶员学校应当按照本规则的要求保持一定的训练质量和

标准。对于持有驾驶员学校临时合格证和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的驾

驶员学校，其新近完成经局方批准训练课程的学员（总人数不得

少于 10名），参加局方组织的执照或者等级的理论考试，80%以上

应当首次考试合格，否则，民航地区管理局在两年有效期满时，

将不予更新其合格证；对于具有考试权的驾驶员学校，其新近完

成经批准训练课程的学员（总人数不得少于 10 名），参加民航地

区管理局组织的执照或者等级的理论考试和实践考试，90%以上应

当首次考试合格，否则，民航地区管理局将不予更新其考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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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订的必要性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合格审定规则》（CCAR-141 部）自

2005 年 1 月 15 日起实施以来，对规范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的

运行，建立并保持安全、正常、有效的运行标准和程序，保障民

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训练活动安全和有秩序地进行，提高驾驶员

培训质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随着民用航空的快速发展，不

同执照和等级的驾驶员培训标准不断变化，适用于 141 部驾驶员

学校的训练课程也需要不断调整，例如：适用于运输航空公司副

驾驶培养的高性能训练课程已经成为大多数 141 部驾驶员学校的

常规课程，特别是《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和地面教员合格审定规则》

（CCAR-61R4）于 2014 年 9月 1 日开始实施，在新修订的 CCAR-61

部中增加了适用于运输航空公司副驾驶培养的多人制驾驶员执

照，并且私用驾驶员执照、商用驾驶员执照和仪表等级训练要求

均按照《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1 的要求进行了相应调整。为

了符合修订后的 CCAR-61 部规章相关要求，适应中国民航发展的

实际情况，更好的指导、规范和促进 141 部驾驶员学校的运行和

发展，有必要对《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合格审定规则》（CCAR-141

部）进行修订。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1、调整 CCAR-141 部驾驶员学校训练课程等级 

为了规范 CCAR-141 部驾驶员学校管理，突出此类训练学校培

训特点和局方监管重点，根据 CCAR-61 部 R4 执照分类方式和不同

课程培训对象的特点，此次修订 CCAR-141部中，增加了面向运输

航空公司副驾驶培训的航线运输驾驶员整体训练课程和高性能飞

机训练课程，取消了教员更新课程和地面教员执照课程，同时将

运动驾驶员执照的相关课程、型别等级课程和农林喷洒作业飞行

等运行规章要求的课程，不再作为 141部课程等级，仅作为 6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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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训练课程进行管理。 

为了符合 CCAR-61 部各类执照训练的相关要求，在新修订的

CCAR-141部中，将私用驾驶员执照课程、仪表等级课程和商用驾

驶员执照课程中的航空知识训练和飞行技能训练按照 CCAR-61 部

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同时，根据我国空域管理状况和转场训

练的实际情况，将私用驾驶员执照课程和商用驾驶员执照课程中

长距离单飞转场训练或长距离机长转场的要求，以及仪表等级训

练课程的长距离转场训练的要求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例如：对于

商用驾驶员执照单发飞机等级课程，增加了“至少 20 小时机长转

场，包括 1 次总距离至少 540 千米（300 海里）有 2 个着陆点的

转场飞行，其中一个着陆点距初始起飞点的直线距离至少为 150

千米”的要求，在不影响训练质量的前提下，使转场训练的有关规

定更加符合我国的运行实际情况。 

2、增加了新课程等级有关人员和运行管理的相关要求 

新修订的 CCAR-141 部增加了面向运输航空公司副驾驶培训

的航线运输驾驶员整体训练课程和高性能飞机训练课程，为了规

范这两类课程的管理，确保运输航空公司副驾驶的培训质量，修

订后的 CCAR-141部增加了相关课程主任教员、助理主任教员和检

查教员的要求，同时明确了航线运输驾驶员整体课程学员应由驾

驶员学校向局方注册的要求，以及增加了转入航线运输驾驶员整

体课程和高性能飞机课程先前飞行经历认可的相关要求，对于转

入非航线运输驾驶员整体课程和高性能飞机课程的其他课程的先

前飞行经历，根据其先前所学课程的不同，增加了只承认其先前

经历和知识的 50%或 25%的要求。 

3、取消了临时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的相关要求，明确了训练规

范作为局方对驾驶员学校合格审定和日常监管的必备文件 

新修订的 CCAR-141 部在驾驶员学校合格证内容中增加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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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证编号及更新序号，此更改可通过控制合格证编号，实现原规

章中临时合格证至正式合格证变更的管理，因此新版本中取消了

临时驾驶员合格证的相关要求。同时，根据 CCAR-14 部驾驶员学

校多年管理经验，训练规范的颁发和持续监管是局方对驾驶员学

校合格审定和日常监管的有效手段，因此此次修订取消合格证上

附带的课程等级，将颁发“训练规范”作为颁发驾驶员学校合格证

的附带条件，明确了训练规范有效期和训练规范发生变化时的管

理办法，并将课程等级的更新管理改为训练规范的更新管理。 

4、更改考试权的表述，细化法律责任的相关条款 

为了满足我国当前行政管理的相关规定，此次修订将驾驶员

学校的考试权表述为委托考试，并删减了部分内容，使其更加符

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同时，根据本部规章上位法律和法规的

要求，以及监督管理的实际需要，进一步调整和细化了法律责任

部分的相关条款，使其更加规范和便于实际操作。 

5、其他修订内容 

此次修订不仅将易引起歧义的词语进行了规范，而且根据科

技的发展，将网络设备作为辅助训练装置和设备之一。同时，为

了提高驾驶员学校训练质量和安全管理水平，增加了建立质量管

理体系和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并将“安全程序与措施”作为驾

驶员学校申请材料之一。除了以上修订内容外，为了进一步规范

驾驶员学校的管理，对辅助运行基地训练、申请正式合格证条件、

驾驶员学校运行限制等相关内容也进行了必要的修订。 

一、修订的必要性 

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要求，落实民航局“放管结合、以放为主”促进通航发展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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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合格审定规则》（CCAR-61 部）修订工作，

现对《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合格审定规则》（CCAR-141 部）进

行第二次修订。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1.附件 A 私用驾驶员执照课程单发飞机的适用范围 

此次修订仅将附件 A 私用驾驶员执照课程中“单发飞机”课

程，修改为“单发飞机（除航线运输驾驶员（飞机）整体课程的

私用驾驶员执照训练阶段外，使用 CCAR-61 规定的初级飞机实施

训练等同于单发飞机）”。配套 CCAR-61 部中允许使用初级飞机进

行私用驾驶员执照训练的相关修订。 

由于整体课程训练质量直接关系运输航空安全，故该课程的

私用驾驶员执照训练阶段仍需使用飞机进行训练，所以在此部分

明确排除初级飞机适用。 

2.将条文中所有“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统一改为“涉及民航

管理的规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