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空承运人飞行签派员资格检查指南

１．目的

资格检查是飞行签派员训练和管理的重要环节完善，组织实

施飞行签派员资格检查是航空承运人的主体责任。 本咨询通告为

规范航空承运人飞行签派员资格检查内容、流程和程序，同时为局

方监察员、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公司飞行签派检查员实施飞行

签派员资格检查及局方监督检查等工作提供指南。

２．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按照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实施运行的航空承运人。

航空承运人应按照本咨询通告要求并结合自身运行实际，建立并

完善飞行签派员资格检查政策、流程和程序。 ＣＣＡＲ１３５ 部和

ＣＣＡＲ９１ 部运营人可参照本通告开展运行控制人员的资质能力检

查工作。

３．依据与参考

（１）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ＣＣＡＲ－１２１－Ｒ４；

（２）《民用航空飞行签派员执照管理规则》 ＣＣＡＲ－６５ＦＳ－Ｒ２；

（３）《航空承运人飞行签派员资质管理标准》 ＡＣ－ １２１－ＦＳ－



２０１６－０４３－Ｒ１；

（４）《民用航空航务监察员手册》ＷＭ－ＦＳ－２０１５－００１；

（５）《训练手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Ｄｏｃ７１９２；

（６）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ＣＨＥＣＫ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ＥＲ ＭＡＮＵＡＬ》，加拿大民

航 ＴＰ １４１１４Ｅ。

４．背景

飞行签派员是航空公司运行控制的核心人员，其在飞行运行

中担当组织协调、指挥决策的重要职责，与机长共同对每次飞行的

签派放行、安全和效益负责。 根据航空规章要求，飞行签派员必须

具备履行职责相应的航空知识、技能、运行经历以及协调和决策能

力。 航班运行量快速增长、运行环境日趋复杂以及资源配置紧张

等因素，对飞行签派员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进一步加强飞行签派员训练，完善资格检查，切实提高其业务

技能、履职和风控能力，可有效降低飞行运行中发生不安全事件的

风险，是确保飞行运行安全、高效、有序的有效手段。 目前，局方对

飞行签派员训练资格检查提出了相关要求与建议，但是航空公司

在检查标准、内容以及检查员聘任、授权等具体工作开展中各有不

同。

５．定义

资格检查，是指完成飞行签派员训练后必须包含的检查，以证

明每个接受训练的飞行签派员的技术熟练程度和知识达到合格水



平，资格检查应至少包括训练检查和履职能力检查。

训练检查，是指飞行签派员在完成规章要求的训练后，对飞行

签派员训练内容掌握程度进行的综合评估，是该训练的组成部分。

该检查通过对申请人进行理论考试或实践考试的方式进行。

履职能力检查，是指对飞行签派员是否满足相应工作职责要

求，行使相应权力进行的综合评估，该检查通过申请人在生产席位

中演示操作并回答问题的方式进行。

飞行签派检查员，是指经航空承运人任命，报局方备案的飞行

签派员，其具有相应的训练、经历和能力，可承担航空承运人飞行

签派员训练及教学质量的监督、资格检查、资质评估以及对飞行签

派员日常运行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指导等工作。

训练 ／ 检查月：指飞行签派员需要接受必需的复训训练的基准

日历月。 “日历月”是指某特定月份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

合格期：指包括“训练 ／ 检查月”在内的之前和之后各一个月，

共三个日历月。 在合格期内完成的训练或检查被认为是在 “训

练 ／ 检查月”完成的。

６．一般规定

６．１ 资格检查对象

完成规章要求训练的所有飞行签派员。

６．２ 资格检查要求

所有完成规章要求训练的飞行签派员需满足以下（１）款资格



检查要求；承担航空承运人飞行运行控制和监督工作职责的飞行

签派员还需满足以下（２）款要求：

（１）新雇员训练、初始和转机型训练、差异训练、年度复训和

重获 资 格 训 练、 Ｄ 类 模 拟 机 训 练、 运 行 熟 悉、 签 派 资 源 管 理

（ＤＲＭ）、应急处置训练必须包含训练检查；

（２）年度复训、重获资格训练资格检查课程段必须包含履职

能力检查，履职能力检查应以在生产席位上对被检查人实际工作

演示操作及回答问题的形式开展。

６．３ 飞行签派检查员

正确地训练和任用飞行签派检查员有利于确保飞行签派员技

术标准化，同时为航空承运人提供有价值的管理资源。

６．３．１ 航空承运人义务

航空承运人应对授权的飞行签派检查员资格有效性负责。 飞

行签派检查员资格标准可参见《航空承运人飞行签派员资质管理

标准》咨询通告。

航空承运人指定的飞行签派检查员应向属地民航监管局备

案。

６．３．２ 授权的活动

飞行签派检查员经航空承运人授权进行下列活动：

（１）在完成飞行签派训练课程段或飞行签派训练单元后，作

出关于飞行签派员的熟练程度和知识水平是否令人满意的证明；



（２）在批准的航空承运人训练大纲资格审定课程段中进行飞

行签派员资格检查；

（３）开展航空承运人飞行签派员资质能力评估工作；

（４）在日常工作中对飞行签派员履职能力进行监督和指导。

６．４ 资格检查内容

资格检查由航空承运人自行命题，并满足以下要求：

（１）训练检查应当涵盖培训所有内容。 航空承运人必须保证

资格检查是综合性的，以保证被检查人员充分的展示完成训练所

获得的知识和技能；

（２）飞行签派员履职能力检查应围绕飞行签派员保持现有资

质有效的知识和技能开展；

（３）在履职能力检查中，飞行签派检查员应确定被检查人员

的熟练水平是否胜任运行控制工作。 履职能力检查可以在实际生

产席位中进行，也可以在航空承运人建立的模拟生产席位中进行；

（４） 航空承运人应制定公司飞行签派员资格检查标准、资格

检查理论考试题库、实践考试题库、履职能力检查单等，供公司飞

行签派检查员使用。

７．资格检查程序

７．１ 训练检查

７．１．１ 检查员指派

航空承运人指派飞行签派检查员开展训练检查。



７．１．２ 审核被检查人资格

飞行签派检查员应遵循下述身份确认程序，核实被检查人资

格：

（１）所有被检查人必须在被检查时出示其飞行签派员执照或

身份证明文件；

（２）所有被检查人必须具有相应培训记录。

７．１．３ 训练检查实施

训练检查由航空承运人指派的飞行签派检查员实施。

理论考试采取笔试方式，可使用纸质试卷或电子试卷；实践考

试由检查员对考生进行口试；具体内容应覆盖培训所有知识点。

百分制考卷达到八十分（含）以上为合格。

完成训练检查后，方可向参训飞行签派员颁发完成训练证明。

７．１．４ 检查不通过的情况

（１）如果被检查人检查失败以致不满足所要求的标准，检查

员可以随时终止考试。

（２）被检查人训练检查失败后，不能履行相应岗位职责。

７．２ 履职能力检查

７．２．１ 检查员指派

航空承运人指派飞行签派检查员开展履职能力检查。

７．２．２ 审核被检查人资格

飞行签派检查员应遵循下述身份确认程序，确认被检查人资



格：

（１）所有被检查人必须在被检查时出示其飞行签派员执照或

身份证明文件；

（２）所有被检查人必须具有相应培训记录。

７．２．３ 履职能力检查实施

（１）履职能力检查前准备

检查员每次实施履职能力检查时应该做好准备工作，做好被

检查人关于履职能力检查的计划，以确认检查涵盖被检查人员开

展运行控制和监督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检查员应该向被检查人详细介绍以下内容：

（ ａ）履职能力检查要求。 包括履职能力检查的具体要求，并

说明履职能力检查将以被检查人履行飞行签派员职责的能力作为

重要评估标准，检查员应该介绍随履职能力检查标准同时公布的

履职能力检查工作单。

（ｂ）履职能力检查实施顺序。 不必要求被检查人完全记住此

顺序，因为检查员会对演示提出具体的指令，同时应当鼓励被检查

人存在疑问时及时反馈。

（２）履职能力检查实施

（ ａ）检查员按照既定的检查计划实施履职能力检查。

（ｂ）履职能力检查由检查员按照检查单发出指令，观察被检

查人在实际席位中演示的表现来开展。



（ ｃ）如需检查的项目在实际席位中无法实施，检查员可以在

航空承运人建立的模拟生产席位开展履职能力检查。

（３）履职能力检查后讲评

（ ａ）履职能力检查后讲评必须注重实效性和全面性。

（ｂ）检查员应该对被检查人的签派技巧与能力状况当场作出

结论并告知被检查人。

（ ｃ）讲评应该根据履职能力检查工作单相关记录，先从被检

查人满意的方面开始，逐步深入到存在缺陷的能力部分。 应当鼓

励被检查人自我表述不满意的方面。

（ｄ）检查员必须使用履职能力检查工作单具体条款来讲评导

致考试失败结论的主要偏差和不可接受的表现。

（ ｅ）在讲评期间，检查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为被检查人提

供避免失误和改正缺陷的建议。

（ ｆ）检查员和被检查人都必须明确，并非检查员导致被检查人

履职能力检查失败，而是被检查人在履职能力检查当天的演示表

现并未达到合格标准。

（ ｇ）在履职能力检查通过或者失败情况下，检查员都必须对

被检查人履职能力检查各部分进行完整讲评。

（４）检查员在履职能力检查结束后应填写被检查人的训练经

历记录。

７．２．４ 检查不通过的情况



被检查人履职能力检查未通过，不能履行相应岗位职责。

７．３ 训练大纲批准

航空承运人应将飞行签派员资格检查总体政策和要求写入训

练大纲，描述中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１）飞行签派员训练检查相关政策；

（２）飞行签派员履职能力检查相关政策；

（３）飞行签派检查员授权政策。

７．４ 局方监察

（１）地区管理局对本地区航空承运人飞行签派员资格检查工

作实施统一管理，监管局对本辖区航空承运人飞行签派员资格检

查工作实施日常监管。

（２）局方可以根据下列情况增加对飞行签派检查员的检查和

评估：

（ ａ）飞行签派检查员资格检查年度通过率超过 ９０％；

（ｂ）收到对该飞行签派检查员的有效投诉；

（ ｃ）被检查人通过飞行签派检查员实施资格检查后，出现明

显的履职能力不足。

（３）局方可以对飞行签派检查员进行检查，也可以监督飞行

签派检查员对飞行签派员实施资格检查。 飞行签派检查员和局方

监察员在讨论实施考试的表现时，应该回避被检查人。

（４）局方有权对已被飞行检查员实施了资格检查的被检查人



进行复查。

８．记录保存

８．１ 航空承运人飞行签派员资格检查记录应作为飞行签派员

技术档案保存

８．２ 飞行签派员资格检查记录保存应满足《航空承运人飞行

签派员资质管理标准》咨询通告中关于飞行签派员技术档案保存

要求的规定。



附件 １

检查的基本原理和原则

本部分说明了适用于检查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为检查员实施

资格检查所适用的方法提供指引。 评估的基本原理是实施检查的

基础，资格检查的最终结论依据明确的标准来衡量。 为了做出最

终的评估决定，考试员必须充分了解这些评估原理以及评价申请

人演示结果所依据的标准。

１．目标

资格检查的目的是判断申请人是否满足所需的飞行签派知识

和操作能力要求。

２．检查过程

（１）资格检查是一个通过观察、评价和记录被检查人表现以

判定是否达到所适用标准的过程。

（２）对资格检查进行分析，从而提供信息用以识别被检查人

理论或操作技能的缺陷、操作能力的熟练程度、所接受培训的不足

以及培训大纲需要改进的部分。

（３）为了改进训练质量和持续提高航空安全水平，部分检查

结论中的信息将通过修改大纲、调整资格检查结构以及修订资格

检查标准的方式整合进入公司签派训练和考试体系。



３．五个步骤

检查过程是一个包含五个步骤的循环：

（１）目标。 第一步是确定资格检查目的。 未充分考虑工作目

标的检查毫无意义，因此检查过程应该首先从清晰界定目标开始。

（２）标准。 为了在资格检查中准确熟练地对申请人进行评

估，检查员必须非常熟悉所适用的每一个科目满意演示标准。

（３）演示。 在资格检查中，检查员可构建临时情景，观察申请

人应对情景及外界条件做出的演示表现。

（４）观察。 检查员观察申请人的演示表现，并针对每一个科

目与履职能力资格检查标准相比较。

（５）评价。 根据已有条件下对申请人的演示表现，检查员做

出满意或不满意演示的决定，任何不满意的结论均须有清晰和明

确的书面记录。

４．影响检查的因素

申请人之间的相互比较。 当对一组被检查人实施资格检查

时，检查员本能的倾向是互相对比被检查人。 检查员必须意识到

此倾向并确保只将资格检查标准与被检查人的演示表现进行对

比，而不是与一个操作能力更强或更弱的被检查人进行对比。

５．检查的特性

如果不遵守一些特定的原则，将会导致检查无效。 在资格检

查中充分考虑以下五个特性，以确保检查准确有效。



（１）可靠性

可靠性确保一致的评价结论。 对于资格检查，可靠性确保两

个同样的演示表现应当获得一致的评估结论。 人的因素对实践考

试可能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部分因素包括：疲劳—缺少睡眠；情

绪—工作或家庭个人问题；健康—感冒、头痛、食物和水分摄入不

足；干扰—噪音等；压力 ／ 紧张—实践考试极易导致压力和紧张的

反应。 检查员应当意识到这些因素并努力限制其影响，因为这些

因素可能会影响被检查人演示时的表现，并且检查员本人也可能

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２）有效性

有效的资格检查考试仅针对其所设计的应操作的科目进行评

估，不应该涉及其它无关的评价因素。 考试的范围必须符合以下

要求：当申请人被判定为符合标准时，即满足了所需的知识和能力

要求。

（３）全面性

检查员在资格检查中应该使用合适的材料对申请人应具有的

知识和技能作全面的考核。

（４）辨识度

检查员在资格检查中通过辨识度区分申请人不同层次和阶段

的演示表现，将符合标准的演示同标准水平之上和标准水平之下

区分开来。 因为能力评估并不完全对演示表现进行量化评分，因



此检查员可以考虑提供申请人整体标准符合性的强项和弱项的意

见，而不是简单判定是否通过。

（５）客观性

客观性确保检查员根据适用的资格检查标准作出评估结论，

避免个人观点影响考试的评估结果。 检查员应当掌握足够的关于

评估过程的背景知识，同时不带偏见、专业和准确地对申请人进行

评估，提高评估结果的有效性，减少主观性影响。

６．评估误差

为了有效地进行资格检查，检查员不仅需要有丰富的评估特

点背景知识，还需要充分理解检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差因素。

评估误差因素分为以下几类：

（１）个人偏向误差。 此类误差会导致检查员总是对某一类被

检查人作出同样的评估结论。

（２）趋中误差。 此类误差将导致所有或大部分被检查人被判

定为“平均水平”。 检查员认为大部分被检查人的演示表现均不

能达到应有的状态，因此会降低被检查人高于标准演示表现的评

价。

（３）慷慨误差。 此类误差导致所有的被检查人都被评判为符

合标准。 此类误差可能由于检查员希望被认可为具有平易近人形

象的人而产生。

（４）苛刻误差。 此类误差导致所有的被检查人都被评判为不



符合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检查员可能认为公布的标准太低，因此

根据自己的标准进行评估。

（５）光环效应。 当检查员对被检查人的印象会影响演示表现

的评估时，可能会发生光环效应。 光环效应的其中一种形式是宽

待误差。 宽待与检查员的喜好、厌恶、观点、偏见、心情和政治影响

等因素相关。 例如，当对朋友、熟人、自己的学生或知名人士实施

资格检查时，将会降低评估标准。

（６）逻辑误差。 当检查员假设被检查人某一方面能力超过标

准意味着另一方面也具备相似的能力时，就会发生逻辑误差。 部

分科目的满意演示并不意味着所有需要演示的科目均符合相应标

准，因此资格检查的所有科目均需按要求进行评估。

（７）狭隘标准误差。 当有一组被检查人进行资格检查时，此

类误差就会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检查员可能不是依据公布的标

准，而是通过互相对比被检查人的演示表现来进行评判。

（８）延迟评判误差。 通过延迟作出导致检查失败的不满意演

示的结论，检查员可以依据资格检查的整体印象作出考试通过的

结论，这将导致错误的检查和一份对训练系统毫无价值的检查报

告。

以上提及的误差在文字表述上非常容易理解和识别，但是在

真实的检查环境下并非如此，尤其是检查员的判断可能会被两个

或多个误差的组合所影响。 因此检查必须了解这些误差，并有意



识地防止误差影响资格检查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