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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程序设计人员培训管理规定

１．目的和依据

为规范飞行程序设计人员培训工作，强化飞行程序设计人员

资质管理，依据《民用机场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管理规定》制

定本规定。

２．适用范围

本规定为飞行程序设计人员培训、飞行程序设计单位或自行

完成飞行程序设计的机场管理机构的培训管理提出要求，并为飞

行程序设计培训单位开展培训提供指导。

本规定中的飞行程序设计培训单位是指开展飞行程序设计培

训的单位。 飞行程序设计人员、飞行程序设计单位的定义见咨询

通告《飞行程序设计人员和单位管理规定》。

３．培训分类

飞行程序设计培训包括基础培训、定期培训和专题培训。

３．１ 基础培训

基础培训为期 ３２０ 课时，包括 ４０ 课时的预训、１６０ 课时的传统

飞行程序设计培训、１２０ 课时的基于性能导航（ ＰＢＮ）飞行程序设

计培训三部分。

预训主要针对传统和 ＰＢＮ 飞行程序培训前需掌握的基本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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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知识，不包括任何程序设计技术或标准。 培训单位应该对受

训人员的技能和知识水平进行评估，对水平达标的人员，可免除预

训。

传统飞行程序设计培训主要包括基础知识、总则、传统飞行程

序设计和公布等。

ＰＢＮ 飞行程序设计培训主要包括基本原则、一般准则、ＰＢＮ

飞行程序设计和公布等。

３．２ 定期培训

定期培训为期 ２０ 学时，目的是保持或恢复飞行程序设计能

力，主要讲解最新的技术和标准。 飞行程序设计人员应至少每两

年参加一次定期培训。

３．３ 专题培训

专题培训用于培养飞行程序设计人员在新增设计领域的设计

能力，或提高在职的飞行程序设计人员处理更复杂程序设计问题

的知识和技能，如直升机、ＲＮＰ ＡＲ、平行跑道、ＧＬＳ 飞行程序设计

等。 培训单位每次可以就单个或多个专题组织实施培训。

４．培训课程要求

４．１ 符合性声明

培训课程编写应符合训练大纲的要求，包含培训单位主要负

责人的符合性声明、电子签名或手写签名、签发日期和单位名称

等。

４．２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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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程序培训课程通常应当使用中文课件授课。

４．３ 排版

培训课程材料应当包含目录、有效页清单、版本号和修订记

录，以便于查阅、控制和了解其修订历史。

５．培训管理要求

５．１ 管理要求

飞行程序设计基础培训和定期培训应当符合训练大纲要求，

培训单位可根据需要在训练大纲的基础上增加相应内容，培训结

束后应对飞行程序设计人员进行相应考核。

飞行程序设计人员应参加基础培训和定期培训。 飞行程序设

计人员开展有关专题的程序设计前应参加相应的专题培训。

５．２ 培训教员

（１）飞行程序设计培训单位应建立培训教员聘任制度，并写

入培训管理手册。

（２）培训教员应当熟悉飞行程序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技术标

准，熟练掌握各类培训的教学内容等。

（３）培训教员可以是院校教员、局方从事飞行程序管理工作

的监察员或飞行程序设计人员。 院校教员应从事飞行程序设计相

关教学工作至少 ３ 年，局方监察员应从事飞行程序管理至少 ３ 年，

飞行程序设计人员应从事飞行程序设计至少 ５ 年。

（４）每个教员每周授课最多不超过 ２０ 课时。

５．３ 培训设施 ／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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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培训教室

飞行程序设计培训单位应当有相对固定的教室。

（２）培训设备

飞行程序设计培训单位开展培训前，应当配备必要的培训设

施 ／ 设备，如黑板 ／ 白板、桌椅以及教学用投影、书写、练习等设备。

（３）地形图

对于采用手工教学的实际操作类课程应配备相应的地形图或

复印件供学员课堂使用。

（４）计算机设备

对于采用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实际操作类课程，培训单位应配

备计算机设备，也可要求培训人员自行携带计算机。

５．４ 培训方式

培训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理论教学、练习实践、案例

分析和研讨等。

５．５ 培训报告

（１）培训单位应当以年度为单位制定飞行程序设计培训计

划，每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向所属地区管理局报告。

（２）培训项目开始前，培训单位应将课程材料、课程安排和培

训教员等情况向所属地区管理局报告。

（３）培训项目完成后，培训单位应将培训项目名称、培训人员

名单、培训形式和考核成绩等向所属地区管理局报告。

５．６ 培训管理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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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程序设计培训单位应当设立专门的培训管理岗位，负责

培训组织、实施及管理，以及培训成绩、证书等记录管理。 从事培

训管理的人员应具备飞行程序设计能力。

５．７ 考勤管理

培训单位应当对课堂培训建立考勤记录，三分之一及以上时

间缺席视为培训失效，受训人员不能参加结业考核。

５．８ 记录保存

培训项目完成后，培训单位应当将考试成绩单和 ／ 或培训合格

证明发给参训人员，以存入其单位的人员技术档案。 培训记录、考

勤表和考卷应当由培训单位统一管理，并且至少保存 ３６ 个月。

６．监督检查

局方负责对飞行程序设计人员训练大纲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检查中发现训练大纲实际执行与计划不一致的情况，培训单位应

向局方提交情况说明并获得局方认可。 在此期间，培训单位不得

继续开展飞行程序设计人员培训。

局方对飞行程序设计培训单位的培训报告、培训实施、记录保

存等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记录主要包括培训计划、培训教员、受训

人员、培训内容和培训结果等。

地区管理局应在每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将本辖区飞行程序培训

单位的培训开展和监察情况向民航局报告。

７．实施期限

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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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飞行程序设计人员训练大纲

本附件规定了飞行程序设计基础培训和定期培训所需要的培

训内容，所列课程内容应当包含在一个完整的飞行程序设计培训

课程内。

一、基础培训

Ｉ．预训

Ａ．数学及计算器等计算工具使用

Ｂ．航空器系统和动力装置知识

Ｃ．导航原理基础知识

Ｄ．航空电子设备基础知识

Ｅ．空域管理与规划基础知识

Ｆ．空中交通管制基础知识

Ｇ．飞机性能基础知识

Ｈ．手工绘图工具的使用

Ｉ．计算机科学基础知识

Ｊ．测高学基础知识

Ｋ．绘图法、比例尺、世界大地测量系统 ８４ 坐标系、投影知识

ＩＩ．传统程序设计

Ａ．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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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ＣＣＡＲ 相关文件，如 ＣＣＡＲ－９７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等；

（ｂ） ＩＣＡＯ 相关文件简介

ＩＣＡＯ 相关附件，如附件 ４、６、１０、１４、１５ 等；

ＩＣＡＯ 相关文件，如 ＤＯＣ８１６８、９６１３、９９０５、９９０６ 等。

Ｂ．总则

ａ．基本原理

（１）总则

（２）终端区定位点

（３）转弯区设计

（４）质量保证

ｂ．离场程序

（１）离场程序概述

（２）离场程序的基本概念

（３）离场航线

（４）全向离场

（５）离场程序应公布的资料

（６）平行或近似平行跑道同时运行

ｃ．进场和进近程序

（１）进近 ／ 进场程序的基本准则

（２）进场航段

（３）起始进近航段

（４）中间进近航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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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最后进近航段

（６）复飞航段

（７）目视机动（盘旋）区

（８）最低扇区高度（ＭＳＡ）

（９）制图 ／ ＡＩＰ

Ｃ．传统程序

ａ．精密进近

（１）仪表着陆系统（ ＩＬＳ）

（２） ＩＬＳ 偏置

ｂ．非精密进近

（１）仅航向台

（２）无 ＦＡＦ 点的 ＶＯＲ 或 ＮＤＢ 台

（３）有 ＦＡＦ 点的 ＶＯＲ 或 ＮＤＢ 台

ｃ．航路准则

ｄ．等待准则

Ｄ．公布：公布与绘制航图

ＩＩＩ．ＰＢＮ 程序设计

Ａ．基本原则

（１）ＲＮＡＶ 概念

（２）ＧＮＳＳ ＲＮＡＶ 程序

（３）ＤＭＥ ／ ＤＭＥ ＲＮＡＶ 程序

Ｂ．一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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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两个航路点之间的航段最短距离

（２）转弯保护区和障碍物评估

（３）ＲＮＡＶ“Ｔ”或“Ｙ”型程序设计

（４）终端进场高度（ＴＡＡ）

（５）导航数据库编码

Ｃ．程序设计

（１）离场程序

（２）进场和进近程序

（３）非精密进近程序

（４）ＡＰＶ ／ 气压垂直导航（ＢＡＲＯ－ＶＮＡＶ）

（５）等待程序

（６）航路程序

Ｄ．公布

（１）公布与绘制航图—总则

（２）航空数据库的公布要求

二、定期培训

主要讲解最新的技术和标准及飞行程序设计基础知识，根据

局方要求和实际运行需求可增加相关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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