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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管理程序 

 
1总则  

1.1本程序的目的是确定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委任飞行

检查委任代表及对其进行管理的工作程序。  

1.2本程序依据《民用航空飞行标准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的管理规

定》(CCAR-183部)制定。  

1.3相关文件  

1.3.1《民用航空飞行标准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管理规定》

(CCAR-183部)  

1.3.2《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合格审定规则》(CCAR-61部)  

1.3.3《民用航空器领航员、飞行机械员、飞行通信员合格审定规则》

(CCAR-63部)  

1.4本程序适用于对民用航空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的委任和管理。  

1.5飞行检查委任代表可以担任下列专业的考试员：  

1.5.1驾驶考试员；  



 

  

a)运动驾驶员执照考试员（SPE） 

b)私用驾驶员执照考试员(PPE)；  

c)商用驾驶员执照考试员(CPE)；  

d)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考试员(ATPE)；  

1.5.2飞行机械考试员(FEE)。  

1.6驾驶考试员的专业项目和航空器等级经审核批准后在飞行检查委

任代表电子证书中载明。  

1.7其他种类考试员由飞行标准司根据需要确定并以文件形式指定。 

 

2.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的审查和批准部门  

2.1各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负责本地区飞行检查委任代表候

选人员的审查工作；体育总局航管中心负责运动类飞行检查委任代表

候选人员的审查工作。 

2.2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的委任由民航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负责。  

 

3.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的条件  

3.1飞行检查委任代表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3.1.1熟悉并能公正地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  

3.1.2具有正确的判断能力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3.1.3在所委任的专业上具有足够的工作经验和熟练的技术；  

3.1.4熟悉与所委任工作有关的最新技术和知识；  

3.1.5持有现行有效的适用航空器等级的飞行人员执照，并具备相应的

飞行教学资格；  



 

  

3.1.6持有履行考试权利所需的驾驶员执照所赋予权利对应的体检合格

证； 

3.1.7除在任期内申请增加航空器级别/型别等级或变更委任代表管理

归属地区管理局外，近12个日历月内应参加并通过民航局飞行标准部

门认可的飞行标准知识的培训； 

3.1.8近五年内具有飞行教学的经历；  

3.1.9近三年内没有因个人原因发生飞行事故征候或者飞行事故；  

3.1.10具有中国国籍。  

3.2驾驶考试员最低条件：   

3.2.1 运动类驾驶员执照考试员（SPE） 

3.2.1.1 执照考试员 

a) 持有运动类驾驶员执照，并具有相应的类别和级别等级（如适用）；  

b) 具有相应的飞行教员等级；  

c) 除经局方批准外，考试员的飞行及教学经历应满足下列要求： 

（1）初级飞机 

飞行经历：500 小时机长时间，其中至少250小时初级飞机机长时间；

上一年度在初级飞机上的飞行时间70小时以上。 

教学经历：150小时飞行教学时间，其中在初级飞机上至少80小时。  

（2）自转旋翼机 

飞行经历：500 小时机长时间，其中至少250小时自转旋翼机机长时间；

上一年度在自转旋翼机上的飞行时间70小时以上。 

教学经历：150小时飞行教学时间，其中在自转旋翼机上至少80小时。  

（3）滑翔机  



 

  

飞行经历：200小时机长时间，其中至少100小时滑翔机机长时间；上

一年度在滑翔机上的飞行次数不少于30次起落；  

教学经历：150小时飞行教学时间，其中在滑翔机上至少80小时。  

（4）小型飞艇  

飞行经历：500小时机长时间，其中至少250小时飞艇机长时间，包括

50小时夜航；上一年度在飞艇上的飞行时间70小时以上；  

教学经历：至少80小时在小型飞艇上的飞行教学时间。  

（5）自由气球  

飞行经历：250小时机长时间，其中至少150小时自由气球机长时间；

上一年度在自由气球上的飞行时间30小时以上并不少于15次，每次飞

行时间至少30分钟；  

教学经历：至少80小时在自由气球上的飞行教学时间。 

3.2.2私用驾驶员执照考试员(PPE)  

3.2.2.1 PPE – 飞机  

a) 持有商用驾驶员执照或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并具有相应的类别、

级别和仪表等级；  

b) 持有有效的飞行教员等级并具有相应的类别和级别等级；  

c) 2,000小时机长时间，其中至少1,000小时飞机机长时间，包括100小

时夜航；上一年度在飞机上的飞行时间300小时以上；   

d) 在担任考试员的级别等级上至少300小时机长时间；  

e) 500小时在批准的训练机构的飞行教学时间，其中在担任考试员的级

别等级上至少100小时。  

3.2.2.2 PPE – 直升机  



 

  

a) 持有商用驾驶员执照或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并具有相应的类别等

级；  

b) 持有有效的飞行教员等级并具有相应的类别等级；  

c) 1,000 小时机长时间，其中至少500小时直升机机长时间；上一年度

在直升机上的飞行时间100小时以上；  

d) 在直升机级别等级上至少250小时机长时间；  

e)  200小时在批准的训练机构直升机上的飞行教学时间。  

3.2.3商用驾驶员执照考试员(CPE)  

3.2.3.1 CPE – 飞机  

a) 持有商用驾驶员执照或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并具有飞机类别、级

别等级和仪表等级；  

b) 持有有效的飞行教员等级并具有飞机类别等级和相应的级别等级；  

c) 2,000 小时机长时间，其中至少1,000小时飞机机长时间，包括100

小时夜航；上一年度在飞机上的飞行时间300小时以上；  

d) 在担任考试员的级别等级上至少500小时机长时间；  

e) 500小时持有飞行教员等级的教学时间，其中在担任考试员的级别等

级上至少100小时；  

f) 100 小时仪表飞行时间，包括实际的或模拟仪表条件的；  

g) 250 小时仪表飞行教学时间，其中200小时在飞机上；  

h)对于申请仪表等级考试员的，还应持有飞机仪表教员等级，具备300

小时在飞机上的仪表等级教学时间；  

i) 在复杂飞机上担任机长200小时； 

j) 担任PPE超过一年； 



 

  

k) 上述教学时间必须在批准的具有商用驾驶员执照培训资格的训练

机构完成。  

3.2.3.2 CPE – 直升机  

a) 持有商用驾驶员执照或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并具有直升机类别等

级；  

b) 持有有效的飞行教员等级并具有相应的直升机类别等级；  

c) 2,000 小时机长时间，其中至少500小时直升机机长时间；上一年度

在直升机上的飞行时间100小时以上；  

d) 250小时直升机机长时间；  

e) 250小时持有飞行教员等级的教学时间，其中在直升机上至少150小

时的商用驾驶员执照教学时间；  

f) 100 小时仪表飞行时间，包括实际的或模拟仪表条件的；  

g)对于申请仪表等级考试员的，还应持有直升机仪表教员等级，具备

150小时在直升机上的仪表等级教学时间；  

h) 担任PPE超过一年； 

i) 上述教学时间必须在批准的具有商用驾驶员执照或仪表等级培训资

格的训练机构完成。  

3.2.4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考试员(ATPE)  

3.2.4.1 ATPE – 飞机  

a) 持有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并具有相应的类别、级别等级和型别等

级（如适用）；  

b) 持有有效的B类或C类飞行教员等级并具有相应的等级；  

c) 2,000 小时飞机机长时间，其中150小时仪表时间，包括50小时仪表



 

  

天气条件；上一年度在飞机上的飞行时间300小时以上；  

d) 在担任考试员的级别等级上至少500小时机长时间；在担任考试员

的型别等级上至少100小时机长时间；  

e) 250小时持有飞行教员等级进行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或型别等级教

学的时间（包括监视飞行时间）。  

3.2.4.2 ATPE – 直升机  

a) 持有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并具有相应的类别、级别等级和型别等

级；  

b) 持有有效的飞行教员等级并具有相应的等级；  

c) 2,000 小时机长时间，包括1500小时直升机机长时间；上一年度在

直升机上的飞行时间100小时以上；  

d)在担任考试员的型别等级上至少100小时机长时间；  

e) 250小时持有飞行教员等级进行仪表等级、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或型

别等级教学的时间（包括监视飞行时间）。  

3.3机械考试员的要求：  

3.3.1机械员考试员由局方根据需要批准，仅限机组必须成员范围。 

 

4.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的委任程序  

4.1推荐 

4.1.1航空公司、训练机构等单位可按本程序3.1飞行检查委任代表应当

具备的基本条件的要求进行推荐，并将推荐信提交给主管本单位的地

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或民航局授权单位； 

4.1.2申请人将申请信息提交给主管本单位的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



 

  

部门或民航局授权单位； 

4.1.3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或民航局授权单位应控制委任代表

人数在合适范围内，比例限制见附件一。 

4.2自荐 

4.2.1民航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按需组织自荐委任代表评估及选任工

作； 

4.2.2按照CCAR-121部运行的申请人不适用自荐程序； 

4.2.3申请人可按本程序3.1飞行检查委任代表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的

要求进行自荐，并将申请信息提交给主管本单位的地区管理局飞行标

准职能部门或民航局授权单位； 

4.2.4 自荐委任代表人数不受附件一比例限制。 

4.3推荐审查。 

4.3.1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或民航局授权单位负责审查辖区内

各单位推荐的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的资格； 

4.3.2 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或民航局授权单位应评审推荐单

位和申请人提交的资料是否齐全真实，提出是否批准的建议报民航局

飞行标准职能部门。 

4.4 自荐审查及评估 

4.4.1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或民航局授权单位负责审查辖区内

自荐的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的资格； 

4.4.2 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或民航局授权单位应评审自荐的

飞行检查委任代表提交的资料是否齐全真实，提出是否批准的建议报

民航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 



 

  

4.4.3 民航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或民航局授权单位组织对自荐的飞行

检查委任代表进行考核和评估。 

4.5批准与颁证  

4.5.1飞行标准职能部门根据审查部门的建议批准飞行检查委任代表；  

4.5.2由飞行标准职能部门签发电子飞行检查委任代表证件（仅限驾驶

员考试员）。 

 

5.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的权限和职责  

5.1飞行检查委任代表有权在飞行标准部门的监督下，根据所授权的专

业项目、等级在航空器、模拟机或练习器上，由飞行标准职能部门指

派对飞行人员进行实践考试和熟练性检查。熟练性检查包括定期检查、

熟练检查和教员更新检查。对于驾驶考试员，还有以下权限：  

5.1.1商用驾驶员考试员可行使私用驾驶考试员的权力；直升机航线运

输驾驶员考试员可行使商用驾驶考试员以及仪表等级考试的权力；  

5.1.2仪表等级的实践考试须由获得仪表等级考试资格的商用驾驶员考

试员或航线运输驾驶员考试员实施；  

5.1.3其他种类的考试员不可相互替代行使权力；  

5.1.4担任除运动类以外的驾驶考试员的委任代表在同级别等级的不同

机型上实施实践考试时，应在该机型上至少有50小时的机长经历时间； 

5.1.5担任运动类驾驶员考试员的委任代表在同类别等级的不同机型上

实施实践考试时，应在该机型上至少10小时的机长经历时间；  

5.1.6担任商用驾驶考试员的委任代表在其驾驶员执照上获得某个型别

等级（不带限制）并在该型别等级机型上担任机长50小时后，可申请



 

  

该型别等级考试员资格； 

5.1.7担任航线运输驾驶考试员的委任代表在同型别等级的不同机型上

考试时，应在该机型上至少有50小时的机长经历时间； 

5.1.8担任运动、商用、航线运输驾驶员委任代表3年以上的，可以行使

同类别、级别（飞机）教员等级考试和教员等级更新检查； 

5.1.9除监察员、委任代表外，对按照CCAR-135或CCAR-121运行的人

员实施熟练检查，也可由公司飞行检查员实施，对按照CCAR-91运行

的人员实施定期检查或熟练检查，也可由通用航空熟练检查员实施。 

5.2飞行检查委任代表对被检查人员的飞行技术状况作出书面鉴定结

论。  

5.3飞行检查委任代表在委任期间，应当每年（以任期为准）向地区管

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报告工作情况，对重要的或不能决断的问题应

当随时报告（格式见附件三）。  

5.4 飞行检查委任代表应服从飞行标准职能部门关于实施实践考试或

熟练性检查的指派，委任代表所在运营人应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委任

代表履行职责。 

 

6.培训与考核  

6.1民航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或民航局授权单位应在飞行检查委任代

表委任前12个日历月内对其进行委任代表培训课程的培训并考核，通

过后才能委任。 

6.2 在任期内申请增加航空器级别/型别等级或变更委任代表管理归属

地区管理局，无需参加6.1规定的培训及考核。 



 

  

6.3民航局授权单位或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应在飞行检查委

任代表的任期内对其进行持续培训，并每年进行至少一次考核和评估。

考核和评估的结果要记入个人资料档案，作为能否继续担任委任代表

和是否终止其任期的依据。 

6.4当有关的民用航空规章以及飞行标准管理程序、咨询通告有更改

时，民航局或民航局授权单位或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应及时

对飞行检查委任代表进行培训。  

 

7.对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的监督和管理  

7.1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负责对本地区飞行检查委任代表工

作实施管理和日常监督。 

7.2 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应建立运行监察员与飞行检查委任

代表工作绩效监管对口联系制度，确保对每一名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的

监管责任落实到运行监察员个人。与每名运行监察员对口联系的飞行

检查委任代表应不少于5名，不多于15名。 

7.3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应对飞行检查委任代表执行的考试

员工作进行完整记录，对按照本程序5.3提交的报告进行评审。 

7.4 按年度监察大纲或专项检查要求，依托飞行标准监督管理系统，

结合实践考试/熟练性检查通过率和次数、运营人机组月平均飞行小时

等因素，参考AC-61-11关于局方监管职责的规定，确定监管重点，对

飞行检查委任代表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 

7.5 民航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根据履职绩效评分标准，统计飞行检查

委任代表年度绩效分值，终止分值排名末位5%的飞行检查委任代表任



 

  

职资格。与运行监察员对口联系的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的年度绩效平均

分将发送至监察员管理系统，作为监察员绩效评估的参考。 

7.6 民航局按需组织监察员对飞行检查委任代表履职情况进行跨辖区

交叉抽查。  

7.7 CCAR-121运营人每年度由运行监察员会同飞行检查委任代表实施

的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实践考试应不少于该运营人当年实践考试总数

的5%。 

 

8.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的任期  

8.1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的任期为3年。  

8.2任期的终止：  

8.2.1当出现下列一种或多种情形，民航局飞行标准部门可以终止委任

代表的任期：  

a)推荐单位或委任代表本人书面要求终止；  

b)飞行中发生飞行事故或事故征候；  

c)技术检查时不能秉公办事，经调查情况属实；  

d)本人执照上相应的航空器等级失去近期经历或熟练检查过期等原因

导致失去运行资格的，失去运行资格，包括失去本人执照上相应的航

空器等级的近期经历、熟练检查过期、履行考试权利所需的驾驶员执

照所赋予权利对应的体检合格证过期超过90个日历日以及相应运行规

章所要求的检查过期等； 

e)委任代表考入或调入局方工作，获得飞行标准监察员资格；  

f)委任代表因调动等原因转入其它地区管理局;  



 

  

g)不满足以下每年实施的实践考试和熟练性检查数量要求： 

i.对于从事执照和等级训练的按照CCAR-91部或CCAR-141部批准的

飞行训练单位的飞行检查委任代表，在前12个连续日历月内至少完成5

次执照/等级的实践考试或教员更新检查； 

ii.对于按照CCAR-91部和CCAR-135部运行的运营人的飞行检查委任

代表，在前12个连续日历月内至少完成执照/等级的实践考试或熟练性

检查共计3次； 

iii.对于按照 CCAR-121部运行的航空公司的飞行检查委任代表，在前

12个连续日历月内至少完成执照/等级的实践考试或熟练性检查共计

10次，其中实践考试至少1次； 

h）委任代表在任期内没有参加民航授权单位或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

能部门组织的持续培训或者没有通过局方组织的履职能力检查或评

估； 

i)适用航空器等级的飞行教员等级失效；  

j)如果由飞行考试员实施实践考试并推荐颁发执照或等级的驾驶员在

考试后一年内因操作中违规接受行政处罚或因操作能力问题导致事故

或事故征候； 

k)不满足第3.2款关于上一年度最低飞行时间要求； 

l)依据上述7.5款终止任期； 

m)提供虚假申请材料或填报虚假申请信息； 

n)民航局飞行标准部门认为需要终止其任期。 

8.2.2 任期终止再次申请限制： 

a)因8.2.1中a)、g)、h)、j)、k)、n)导致委任代表任期终止的，一年内不



 

  

得申请飞行检查委任代表。 

b)因8.2.1中l)、m)导致委任代表任期终止的，三年内不得申请飞行检查

委任代表。 

c) 因8.2.1中b)、c)导致委任代表任期终止的，永久不得申请飞行检查

委任代表。 

8.2.2在发生8.2.1的任一情况时，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应立即

终止其考试权，提交一份终止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的报告并附上有关资

料报民航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  

8.2.3民航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根据审查部门的报告下发飞行标准管理

文件，通知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的任期终止，注销其证件，并在局方网

站上予以公布。  

 

9. 修订说明 

本次修订为该咨询通告第四次修订。为进一步加强委任代表管理，

增加委任代表任职基本条件并调整部分任职经历要求，增加任期终止

的条件和终止后再次申请委任代表的限制。为充分发挥数据化监管优

势，建立运行监察员与飞行检查委任代表工作绩效监管常态化对口联

系制度，明确对飞行检查委任代表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的量化标

准，建立委任代表年度履职绩效评分制度，规定运行监察员参与航线

运输驾驶员执照实践考试的最低比例，取消委任代表申请和评估纸质

材料存档及备案要求。为拓宽委任代表聘任途径和优化审批效率，增

加自荐委任程序，变更委任代表按批次审批为即时审批，取消通用熟

练检查考试员（PCE）种类，其职能由熟练检查员（参照公司检查员



 

  

管理）替代。 

 
10. 废止和生效 

本管理程序自下发之日起生效，2014 年 9 月 3 日发布的

AC-61-FS-2012-05R4 同时废止。 
 



 

  

附件一：委任代表分类简表 
委任代表分类 检查和考试种类 说明 比例限制 

运动驾驶员执

照考试员(SPE) 

运动执照实践考试 

定期检查 

熟练检查 

委任代表证将签注相应的类别

等级；同等级下使用不同机型

考试，考试员需要在该机型上

担任至少 10 小时机长时间。 

无 

私用驾驶员执

照考试员(PPE) 

私用执照实践考试 

定期检查 

熟练检查 

委任代表证将签注相应的类别

等级、级别等级；同等级下使

用不同机型考试，考试员需要

在该机型上担任至少 50 小时机

长时间。 

教员人数的

20% 

商用驾驶员执

照考试员(CPE) 

商用执照实践考试 

私用执照实践考试 

仪表等级实践考试 

型别等级实践考试 

熟练检查 

仪表熟练检查 

委任代表证将签注相应的类别

等级、级别等级、仪表等级（如

适用）、型别等级（如适用）；

同等级下使用不同机型考试，

考试员需要在该机型上担任至

少 50 小时机长时间。 

教员人数的

20% 

航线运输驾驶

员执照考试员

(ATPE) 

航线执照实践考试 

商用执照实践考试（直

升机） 

型别等级实践考试 

仪表等级实践考试 

熟练检查 

仪表熟练检查 

委任代表证将签注相应的类别

等级、级别等级、型别等级（如

适用）；同等级下使用不同机型

考试，考试员需要在该机型上

担任至少 50 小时机长时间。 

总人数的 5% 

机械考试员

(FEE) 

机械员实践考试/熟练

检查 
不颁发委任代表证件。 根据需要确定 

 
 
 
 



 

  

附件二：  
 

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检查委任代表推荐信 

 
民航        地区管理局/体育总局航管中心： 

 

我单位（全称）：                   ，根据《民用航空飞行标准委任代

表和委任代表管理规定》（CCAR-183FS）和《民用航空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管理程

序》（AP-183-01）相关规定，拟推荐________（执照号）担任飞行检查委任代

表。 

该申请人满足 AP-183-01关于所推荐的专业项目的任职条件，拟推荐委任：  

□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考试员 ATPE   □商用驾驶员执照考试员 CPE 

□私用驾驶员执照考试员 PPE        □运动类驾驶员考试员 SPE  

□飞行机械考试员 FEE 

我在此保证申请该专业项目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有关资料料是真实和正

确的。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审核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申请表附表 A 
工作简历 

姓名  执照号码  

起始日期 工作单位 职务 

   

   

   

   

   

   

   

   

   

   

飞行标准培训经历 

起止日期 学习地点 主要内容 考试成绩 

    

    

    

    

 

□ 附飞行标准培训合格证明复印件 

 



 

  

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申请表附表 B1 
私用驾驶考试员（PPE-飞机） 

姓名  执照号码  

申请等级 □单发  □多发 

所飞机型  

飞行经历 

项目 时间 备注 

总机长时间  至少 2,000 小时 

在飞机上担任机长时间  至少 1,000 小时 

在飞机上担任机长的夜航时间  至少 100小时 

上一年度在飞机上的飞行时间  至少 300小时 

在所申请级别等级上的机长时间  至少 300小时 

飞行教学时间  至少 500小时 

在所申请级别等级上的飞行教学时间  至少 100小时 

 

□ 附驾驶员执照复印件 

□ 附飞行教员等级复印件 

 



 

  

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申请表附表 B2 
私用驾驶考试员（PPE-直升机） 

姓名  执照号码  

申请等级 □直升机 

所飞机型  

飞行经历 

项目 时间 备注 

总机长时间  至少 1,000 小时 

在直升机上担任机长时间  至少 500小时 

上一年度在直升机上的飞行时间  至少 100小时 

直升机机长时间  直升机至少 250小时 

直升机上的飞行教学时间  至少 200小时 

 

□ 附驾驶员执照复印件 

□ 附飞行教员等级复印件 

 



 

  

 

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申请表附表 B3 
商用驾驶考试员（CPE-飞机） 

姓名  执照号码  

申请等级 □单发  □多发  □仪表等级  □型别等级_________ 

所飞机型  

飞行经历 

项目 时间 备注 

总机长时间  至少 2,000 小时 

在飞机上担任机长时间  至少 1,000 小时 

在复杂飞机上担任机长时间  至少 200小时 

在飞机上担任机长的夜航时间  至少 100小时 

上一年度在飞机上的飞行时间  至少 300小时 

在所申请级别等级上的机长时间  至少 500小时 

飞行教学时间  至少 500小时 

在所申请级别等级上的飞行教学时间  至少 100小时 

仪表飞行时间  至少 100小时 

仪表飞行教学时间  至少 250小时 

在飞机上的仪表飞行教学时间  至少 200小时 

在飞机上的仪表等级飞行教学时间 

 至少 300小时（仅适

用于仪表等级考试

员申请人） 

担任 PPE 时间  一年以上 

 

□ 附驾驶员执照复印件 

□ 附飞行教员等级复印件 

 



 

  

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申请表附表 B4 
商用驾驶考试员（CPE-直升机） 

姓名  执照号码  

申请等级 □直升机 □仪表等级 □型别等级_________ 

所飞机型  

飞行经历 

项目 时间 备注 

总机长时间  至少 2,000 小时 

在直升机上担任机长时间  至少 500小时 

上一年度在直升机上的飞行时间  至少 100小时 

直升机机长时间  直升机至少 250小时 

飞行教学总时间  直升机至少 250小时  

直升机上的商用执照飞行教学时间  直升机至少 150小时  

仪表飞行时间  至少 100小时 

在直升机上的仪表等级飞行教学时间 

 至少 150小时（仅适

用于仪表等级考试

员申请人） 

担任 PPE 时间  一年以上 

 

□ 附驾驶员执照复印件 

□ 附飞行教员等级复印件 

 



 

  

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申请表附表 B5 
航线运输驾驶考试员（ATPE-飞机） 

姓名  执照号码  

申请等级 □单发  □多发  □型别等级____________ 

所飞机型  

飞行经历 

项目 时间 备注 

在飞机上担任机长时间  至少 2,000 小时 

在申请的级别等级上机长时间  至少 500小时 

在申请的型别等级上机长时间  至少 100小时 

上一年度在飞机上的飞行时间  至少 300小时 

仪表飞行时间  至少 150小时 

进行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或型别等级

教学的时间（包括监视飞行时间） 

 至少 250小时 

 

□ 附驾驶员执照复印件 

□ 附飞行教员等级复印件 

 



 

  

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申请表附表 B6 
航线运输驾驶考试员（ATPE-直升机） 

姓名  执照号码  

申请等级 □型别等级____________ 

所飞机型  

飞行经历 

项目 时间 备注 

总机长时间  至少 2,000 小时 

在直升机上的机长时间  至少 1,500 小时 

在申请的型别等级上机长时间  至少 100小时 

上一年度在直升机上的飞行时间  至少 300小时 

进行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或型别等级

教学的时间（包括监视飞行时间） 

 至少 250小时 

 

□ 附驾驶员执照复印件 

□ 附飞行教员等级复印件 

 
 

 



 

  

运动类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申请表附表 C1 
运动类考试员（初级飞机） 

姓名  执照号码  

所飞机型  

飞行经历 

项目 时间 备注 

总机长时间  至少 500小时 

近 5 年来飞行教学时间 

在初级飞机上担任机长时间  至少 250小时 

上一年度在初级飞机上的飞行时间  至少 70 小时 

飞行教学总时间  至少 150小时 

初级飞机上的飞行教学时间  至少 80 小时 

   

 

□ 申请人近三年内没有因个人原因发生飞行事故征候或者飞行事故 

□ 附驾驶员执照复印件 

 

 

 

 
 
 
 
 
 



 

  

运动类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申请表附表 C2 
运动类考试员（自转旋翼机） 

姓名  执照号码  

所飞机型  

飞行经历 

项目 时间 备注 

总机长时间  至少 500小时 

近 5 年来飞行教学时间 

在自转旋翼机上担任机长时间  至少 250小时 

上一年度在自转旋翼机上的飞行时间  至少 70 小时 

飞行教学总时间  至少 150小时 

自转旋翼机上的飞行教学时间  至少 80 小时 

   

 

□ 申请人近三年内没有因个人原因发生飞行事故征候或者飞行事故 

□ 附驾驶员执照复印件 

 

 
 
 
 
 
 
 
 



 

  

运动类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申请表附表 C3 
运动类考试员（滑翔机） 

姓名  执照号码  

所飞机型  

飞行经历 

项目 时间 备注 

总机长时间  至少 200小时 

近 5 年来飞行教学时间 

在滑翔机上担任机长时间  至少 100小时 

上一年度在滑翔机上的飞行起落次数  至少 30 次 

飞行教学总时间  至少 150小时 

滑翔机上的飞行教学时间  至少 80 小时 

   

 

□ 申请人近三年内没有因个人原因发生飞行事故征候或者飞行事故 

□ 附驾驶员执照复印件 

 

 
 
 
 
 
 
 
 



 

  

运动类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申请表附表 C4 
运动类考试员（小型飞艇） 

姓名  执照号码  

所飞机型  

飞行经历 

项目 时间 备注 

总机长时间  至少 500小时 

近 5 年来飞行教学时间 

在小型飞艇上担任机长时间  至少 250小时 

在小型飞艇上的夜航时间  至少 50 小时 

上一年度在小型飞艇上的飞行时间  至少 70 小时 

小型飞艇上的飞行教学时间  至少 80 小时 

   

 

□ 申请人近三年内没有因个人原因发生飞行事故征候或者飞行事故 

□ 附驾驶员执照复印件 

 

 
 
 
 
 
 
 
 



 

  

运动类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申请表附表 C5 
运动类考试员（自由气球） 

姓名  执照号码  

所飞机型  

飞行经历 

项目 时间 备注 

总机长时间  至少 250小时 

近 5 年来飞行教学时间 

在自由气球上担任机长时间  至少 150小时 

上一年度在自由气球上的飞行时间/

起落次数 

 至少 30 小时/15 次

（每次飞行时间至

少 30分钟） 

自由气球上的飞行教学时间  至少 80 小时 

   

 

□ 申请人近三年内没有因个人原因发生飞行事故征候或者飞行事故 

□ 附驾驶员执照复印件 

 

 
 

  



 

  

附件三：委任代表工作报告表 
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检查委任代表工作报告表 

姓名  性别  

委任代表编号  专业项目  

起始任期  报告日期  

考试统计 

实践考试 熟练检查 

次数 通过率 次数 通过率 

    

工作

小结 

 

 

 

问题

报告 

 

 

 

委任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 

意见 

 

 

 

审核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地区管理局 

飞行标准部门 

审核意见 

 

 

 

监察员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FS-CH-183-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