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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

申请、审核和颁发程序

１ 总则

１．１ 目的和依据

为增强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以下简称体检合格证）的

申请、审核、颁发及监督检查的操作性和规范性，依据《民用航空

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ＣＣＡＲ－６７ＦＳ）、《民用航空行政许可工

作规则》（ＣＣＡＲ－１５）等相关的民用航空规章制定本程序。

１．２ 本程序使用的术语定义如下：

１．２．１ 颁证机关为民航地区管理局航空卫生职能部门。

１．２．２ 空勤人员包括驾驶员、飞行机械员、客舱乘务员、航空安

全员（含空中警察）。

１．２．３ 空中交通管制员包括机场管制员、进近管制员、区域管

制员、进近雷达管制员、精密进近雷达管制员、区域雷达管制员、飞

行服务管制员、运行监控管制员。

１．２．４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医师（以下简称体检医师）和民用航

空人员体检鉴定机构（以下简称体检机构）是指按照《民用航空飞

行标准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管理规定》 （ＣＣＡＲ－１８３ＦＳ）的规

定，由民航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委任的航空人员体检委任代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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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单位代表。

２ 管理机构职责分工

２．１ 民航局航空卫生主管部门，负责起草制定空勤人员和空

中交通管制员体检鉴定医学标准、体检鉴定程序要求和体检合格

证的管理规定；负责全国体检鉴定和体检合格证的管理工作。

２．２ 民航地区管理局航空卫生职能部门，负责受理本地区空

勤人员（含具有国家航空器驾驶员经历人员和外籍飞行人员）和

空中交通管制员体检合格证申请人的体检合格证申请、审查、颁发

和管理工作，对本地区体检鉴定工作实施监督检查。

２．３ 民航安全监督管理局，负责对所管辖地区空勤人员和空

中交通管制员履行职责时所持体检合格证的符合性进行监督检

查。

３ 体检合格证的申请与受理

３．１ 体检合格证申请人在申请体检合格证前，应当接受体检

机构按照 ＣＣＡＲ－ ６７ＦＳ、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体检鉴定程

序、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体检鉴定医学标准等实施的体检

鉴定，并取得体检鉴定合格结论。

３．２ 体检合格证申请人应当在获得本次体检鉴定合格结论后

１５ 日内， 通过“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系统” （含云执照、

“电子体检合格证”ＡＰＰ 客户端等，以下简称“合格证管理系统”）

向颁证机关提交颁发体检合格证的申请。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

格证申请审批表》（样式见附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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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申请人确有理由不能在 １５ 日内提交颁发体检合格证申请

的，颁证机关可以视情同意延长申请时间，最多延长 １５ 日。

３．４ 颁证机关在收到申请人的体检合格证申请后，应当进行

初步审查，在 ５ 个工作日内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是否受理申请

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

３．４．１ 下列情况应当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出具《民用航空人

员体检合格证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样式见附件 ２）：

ａ．不需要取得体检合格证的，如不满足相关规章中对所申请

执照的年龄要求的；

ｂ．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

关申请。

３．４．２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出具《民

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样式见附件 ３），在

受理期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３．４．３ 申请事项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且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应当受理，并

出具《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申请受理通知书》 （样式见附件

４）。

３．５ 受理申请人办证申请以颁证机关出具《民用航空人员体

检合格证申请受理通知书》时间为准。

３．６ 参加《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ＣＣＡＲ－１２１）规定运行的空勤人员参加跨地区运行期间，其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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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合格证有效期满，但因工作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限内返回属地

申请体检鉴定及更新体检合格证的，应当在体检合格证有效期满

前 ３０ 日，向飞行运行所在地颁证机关申请体检鉴定及更新体检合

格证，并提交其所属航空单位出具的异地体检鉴定及体检合格证

颁发申请，内容包括空勤人员姓名、飞行运行或作业种类、异地飞

行运行时间范围、所持体检合格证类别和有效期、所持执照种类

等；同时报属地颁证机关备案。

４ 体检合格证申请材料的审查

４．１ 颁证机关应当在受理体检合格证申请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

内，完成办证审查并作出处理决定。 ２０ 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

的，经颁证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１０ 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

理由告知申请人。

４．２ 审查的主要内容：

４．２．１ 申请人的基本信息，包括：

ａ．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人基本情况”是否完整、准确；

ｂ．申请人选择的“申请体检合格证类别”是否与其行使（含拟

行使）的执照类别或者职责相对应；

ｃ．申请人既往体检合格证办理信息，有无被颁证机关拒绝颁

发、吊销或者中止体检合格证等情况，申请人的情况声明是否在规

定时间内作出。

４．２．２ 体检文书和医学资料的完整性，包括：

ａ．体检文书中体检记录是否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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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申请人自上次体检以来的健康状况、患病治疗、疗养情况、

健康促进情况、外伤或意外伤害、生活中的重大变故等相关的医学

资料；

ｃ．参加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规定运行的申请人首次申请Ⅰ级体检合

格证的，其体检文书中还应包括其招收飞行学生体检鉴定的全部

信息。

４．２．３ 体检项目和辅助检查项目的符合性，包括：

ａ．体检医师进行的体格检查及辅助检查项目，是否符合申请

人所申请的体检合格证种类；是否按照 ＣＣＡＲ－６７ＦＳ 和空勤人员和

空中交通管制员体检鉴定医学标准等规定的相应医学标准、辅助

检查项目和频度进行体检鉴定；是否按照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

制员体检鉴定程序的要求进行体检鉴定；

ｂ．辅助检查内容填写是否符合体检鉴定要求、是否完整准确。

４．２．４ 体检鉴定结论的符合性，包括：

ａ．体检医师作出的症状、体征描述是否科学准确，有无遗漏；

ｂ．体检医师作出的疾病诊断是否准确，有无遗漏；

ｃ．单科体检医师和主检医师是否按照申请人所申请体检合格

证类别的医学标准，作出体检鉴定单科结论和总结论，如需作出相

关限制条件建议的是否恰当准确，体检医师和主检医师是否就上

述描述签名确认。

４．３ 颁证机关根据审查结果作出下列处理决定，并告知申请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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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 体检文书和医学资料齐全，体检项目和辅助检查项目、

鉴定结论符合 ＣＣＡＲ－６７ＦＳ、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体验鉴定

程序、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体检鉴定医学标准等要求的，应

当作出颁发体检合格证的许可决定。

４．３．２ 审查中发现申请人既往有被颁证机关拒绝颁发、撤销体

检合格证或者中止体检合格证有效期等情况时，应当在核查相关

信息后作出是否颁发体检合格证的许可决定。

４．３．３ 审查中发现体格检查或辅助检查项目不全，或者体检文

书、医学资料不完整的，将体检鉴定结论及提交的颁发体检合格证

申请退回体检机构，要求体检机构告知申请人补充有关资料。 补

充材料期间不计入审查期限。

４．３．４ 审查中发现申请人接受的体检鉴定所依据的医学标准

与申请人申请体检合格证类别相应的医学标准不相符，体检鉴定

中所做辅助检查的项目或频度不能满足申请人申请体检合格证类

别的要求的，应当作出不予许可决定，并通知体检机构重新给予其

体检鉴定。

４．３．５ 审查认为体检医师适用医学标准不当，做出错误结论

的，或适用医学标准正确但做出错误结论的，应当作出不予许可决

定，并通知体检机构纠正错误。

４．３．６ 审查认为需要对体检鉴定结论符合性进行进一步认定

的，作为特殊病例送请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专家委员会（以下

简称专家委员会）进行专家鉴定。 专家鉴定时间不计入审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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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４．４ 颁证机关在审查中发现体检鉴定记录需要退回补正、修

正的，应当在“合格证管理系统”中详细记录退回原因和补正、修

正的要求。

４．５ 颁证机关在审查中发现体检机构或者体检医师未按照规

定实施体检鉴定工作，颁证机关应当立即予以纠正，并纳入体检鉴

定工作重点监督检查内容。

５ 体检合格证的颁发

５．１ 颁证机关作出体检合格证颁发许可决定后，由颁证机关

在“合格证管理系统”中签署同意颁发“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

证”的审核意见，系统生成“电子体检合格证”，制作纸质“民用航

空人员体检合格证”，并告知申请人。

５．２ 颁证机关作出不予颁发体检合格证的行政许可决定后，

由颁证机关在“合格证管理系统”中签署不予颁发“民用航空人员

体检合格证”的审核意见，并填写《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不予

颁发通知书》（样式见附件 ５），通知申请人，并告知不予颁发的理

由和其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６ 体检合格证的送达

６．１ 颁证机关在作出颁发体检合格证许可决定之日“电子体

检合格证”即可在“云执照”或“电子体检合格证”ＡＰＰ 客户端显

示；纸质体检合格证在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送达申

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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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颁证机关作出不予颁发体检合格证许可决定的，通过“合

格证管理系统” 签发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不予颁发通知

书》，实时送达申请人。

６．３ 纸质体检合格证可以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或者由申

请人自行领取等方式送达。 体检合格证送达必须保留送达回执或

者邮寄凭证或者领取签收记录。

７ 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期

７．１ 体检合格证自发证之日起生效。

７．２ Ⅰ级体检合格证有效期为 １２ 个月，年龄满 ６０ 周岁以上者

为 ６ 个月。 其中参加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规定运行的驾驶员年龄满 ４０

周岁以上者为 ６ 个月。

７．２．１ 参加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规定运行的驾驶员，在所持“ Ｉ 级体检

合格证”的有效期内，如果年龄达到 ４０ 周岁，其“体检合格证”有

效期不变。 该证有效期届满后，持证人再次申请颁发“体检合格

证”时，按照 ＣＣＡＲ－６７ＦＳ 部第 ６７．３３ 条重新确定有效期。

７．２．２ 参加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规定运行的驾驶员，年龄满 ６３ 周岁

时所持“体检合格证”有效期终止。 如申请继续参加 ＣＣＡＲ－ １２１

部规定运行时，应当申请 ６３ 周岁以上驾驶员体检鉴定和相应的体

检合格证。

７．３ Ⅱ级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期为 ６０ 个月。 其中年龄满 ４０ 周

岁以上者为 ２４ 个月。

７．４ 根据体检合格证持有人所履行的职责，Ⅲ级体检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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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期为：

７．４．１ Ⅲａ 级体检合格证，有效期为 ２４ 个月，其中年龄满 ４０ 周

岁以上者为 １２ 个月。

７．４．２ Ⅲｂ 级体检合格证，有效期为 ２４ 个月。

７．５ Ⅳａ 级体检合格证和Ⅳｂ 级体检合格证，有效期为 １２ 个

月。

７．６ 申请人的年龄以进行体检鉴定时的实际年龄为准。 其实

际年龄依据有效身份证件载明的出生日期计算。 体检合格证的生

效日期按照以下规则实施：

７．６．１ 申请人在所持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到期前 ３０ 日之内完成

体检鉴定的，其间颁证机关完成审查并同意颁证的，新的体检合格

证生效日期为原体检合格证到期日期；颁证机关在申请人原体检

合格证到期日期之后完成审查并同意颁证的，新证生效日期为颁

证机关审查日期。

７．６．２ 申请人在所持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到期前 ３０ 日之前完成

体检鉴定的，颁证机关完成审查并同意颁证的，新证生效日期可顺

延至本次体检结论日期后 ３０ 日。

７．６．３ 申请人在所持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到期后完成体检鉴定

的，颁证机关完成审查并同意颁证的，新证生效日期为颁证机关审

查日期。

７．６．４ 因补充材料等原因，颁证机关完成审查并同意颁证的日

期超过原体检合格证到期日期的，新证生效日期为颁证机关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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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７．６．５ 首次申请体检合格证的，颁证机关完成审查并同意颁证

的，其生效日期为颁证机关审查日期。

７．６．６ 颁证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按照规定调整体检合格证

生效日期。

８ 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延长

体检合格证持有人有特殊原因且理由正当，不能在体检合格

证有效期期满前进行体检鉴定、更新体检合格证，又必须履行职责

时，应当在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届满前向原体检合格证颁证机关申

请延长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期。

８．１ 申请延长体检合格证有效期的办理程序：

８．１．１ 申请人在“合格证管理系统”中提交《民用航空人员体

检合格证有效期延长申请审批表》（样式见附件 ６）。

８．１．２ 申请人所在单位（如有）根据申请人履行职责和身体状

况，在《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延长申请审批表》相应栏

内签署意见后，报送原体检合格证颁证机关。

８．１．３ 颁证机关受理有效期延长申请后，审查申请人本次颁证

记录及其体检文书和医学资料，根据其健康状况确定是否有需要

检查的项目或者补正内容。 如有，则将指定检查项目和补正内容

在其申请表上注明并反馈至申请人。

颁证机关对于申请人基于健康原因的有效期延长申请不予受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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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４ 指定检查项目应当在申请人就近的体检机构进行检查，

确实无法到体检机构进行的，经颁证机关同意后可在当地三级以

上医疗机构完成；检查结果（如检查报告、疾病诊断书等）可传真

并邮寄颁证机关审定。

８．１．５ 颁证机关接到申请人报来的指定项目检查结果和补正

材料后，经过审查，对身体状况符合 ＣＣＡＲ－６７ＦＳ 部规章相关规定

和条件的，在《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延长申请审批表》

颁证机关审核意见栏内，签署同意延长体检合格证有效期意见，并

注明延长的期限。 对不符合条件的，在《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

证有效期延长申请审批表》颁证机关审核意见栏内，签署不同意

延长体检合格证有效期的意见及理由，并将审核意见回复申请人

及其所在单位（如有）。

８．１．６ 颁证机关对同意延长体检合格证有效期者，在“合格证

管理系统”中签署同意延期意见和延长期限，并更新体检合格证。

更新的体检合格证应当在限制栏内签注原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和本

次批准延长的期限等字样。 更新的“电子体检合格证”即时在“云

执照”或“电子体检合格证”ＡＰＰ 客户端显示；纸质体检合格证应

当在 １０ 日内送达申请人，同时收回原体检合格证。

８．２ 各类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延长的时限为：

８．２．１ Ｉ、Ⅲ、ＩＶ 级体检合格证最多可以延长 ４５ 日。

８．２．２ Ⅱ级体检合格证最多可以延长 ９０ 日。

８．２．３ 各类民用航空人员每张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延长申请不

—１１—



得超过 ２ 次。

８．３ 申请人在获得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延长后的健康管理

８．３．１ 当申请延长有效期的原因解除，在延长期限届满前能够

进行体检鉴定时，持证人应当及时重新申请体检鉴定，更新体检合

格证，并将延长有效期的纸质体检合格证交回颁证机关。

８．３．２ 体检合格证持有人及其所在单位（如有）应当做好持证

人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延长期间的健康管理工作。 发现持证人身体

状况发生变化，可能不符合 ＣＣＡＲ－６７ＦＳ 相应医学标准时，应当及

时停止其履行职责，并将延长有效期的体检合格证交回颁证机关。

颁证机关应在“合格证管理系统”暂停其体检合格证有效性。

９ 体检合格证的补发

９．１ 体检合格证持有人在纸质体检合格证遗失或损坏后，如

需要，可向原体检合格证颁证机关申请补发纸质体检合格证。

９．２ 申请人填写《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补发申请审批表》

（样式见附件 ７），经其所在单位（如有）签署意见后，提交原颁证

机关申请补证。

９．３ 颁证机关审核确认申请人原体检合格证在有效期内，且

其他信息属实，在其申请审批表相应栏签署同意意见，并为其补发

与原体检合格证所载内容相同的体检合格证。

１０ 体检合格证的信息变更

１０．１ 体检合格证持有人姓名、国籍、出生年月等个人信息发生

变更时，可以填写《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信息变更申请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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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样式见附件 ８），同时提交户籍机关证明或本人有效身份证

明，经所在单位（如有）人事管理部门签署意见后，向原颁证机关

提出体检合格证信息变更申请。

１０．２ 颁证机关审核确认信息变更申请人有关信息属实，同意

接受变更申请的，在其申请审批表相应栏内签署同意意见，收回原

体检合格证，并为其办理变更后的体检合格证。 变更后的体检合

格证有效期与限制要求等应当与原体检合格证相同。

１１ 体检合格证的特许颁发

１１．１ 再次申请 Ｉ、ＩＩ 和Ⅲａ 级体检合格证的申请人（学生驾驶

员执照持有者除外），在身体状况不符合相应类别体检合格证医

学标准时，如果有充分理由证明能够安全履行职责，并且不会因为

履行职责加重病情或者使健康状况恶化时，可以向专家委员会提

出特许颁证体检鉴定的申请。

１１．２ 特许颁证体检鉴定合格的申请人可以向颁证机关提出特

许颁发体检合格证申请，并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ａ．《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特许颁发申请表》 （样式见附件

９）；

ｂ．《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特许颁发申请人技术能力证明》

（样式见附件 １０）；

ｃ．《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特许颁发体检鉴定表》 （样式见

附件 １１）；

ｄ．申请人体检文书和医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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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需要提交的其他资料。

１１．３ 颁证机关按照本程序第 ３ 条和第 ４ 条的规定进行受理和

审查。 根据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履行职责时承担的安全责任、可接

受的保证安全履行职责采用的医疗措施以及实施的可能性等因

素，作出准予或者不予特许颁发体检合格证的许可决定。

１１．３．１ 对于申请人身体状况和机体各项功能，在特定限制条

件下，能够安全履行职责的，颁证机关作出准予特许颁证的决定，

颁发体检合格证，通知申请人及所在单位，同时告知体检机构并通

过“合格证管理系统”报民航局航空卫生主管部门备案。

１１．３．２ 特许颁发的体检合格证上应当载明下列一项或多项限

制条件：

ａ．职责或任务限制；

ｂ．履行职责的时间限制；

ｃ．安全履行职责必需的医疗保障要求；

ｄ．必要的其他限制。

１１．３．３ 对于申请人在特定限制条件下，其身体状况和机体各

项功能仍存在不能安全履行职责的情况的，颁证机关作出不予特

许颁证的决定，签署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不予颁发通知

书》，通知申请人及所在单位，同时告知体检机构并通过“合格证

管理系统”报民航局航空卫生主管部门备案。

１２ 外籍飞行人员体检合格证与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

１２．１ 外籍飞行人员体检合格证的申请与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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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１ 持有其他国际民航组织缔约国民航当局颁发的有效的

体检合格证的外籍民用航空器飞行人员，在申请参加中国民用航

空公共航空、通用航空、飞行院校等民用航空器运行单位或制造单

位飞行运行超过 １２０ 日（不含本数）的，应当申请办理颁证机关按

照 ＣＣＡＲ－６７ＦＳ 规定颁发的体检合格证。

１２．１．２ 持有非国际民航组织缔约国民航当局颁发的体检合格

证的外籍民用航空器飞行人员，在申请参加中国民用航空公共航

空、通用航空、飞行院校等民用航空器运行单位或制造单位飞行运

行的，应当申请办理颁证机关按照 ＣＣＡＲ－６７ＦＳ 规定颁发的体检合

格证。

１２．１．３ 外籍飞行人员按照 ＣＣＡＲ－６７ＦＳ、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

管制员体检鉴定程序、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体检鉴定医学

标准等规定申请体检机构的体检鉴定，取得体检鉴定合格结论后，

可以向颁证机关申请办理体检合格证。

１２．１．４ 申请颁发中国民用航空器驾驶员执照及其等级的外籍

飞行人员，应当首先申请取得颁证机关按照 ＣＣＡＲ－６７ＦＳ 规定颁发

的相应类别体检合格证。

１２．１．５ 首次申请体检合格证的外籍飞行人员应当按照本程序

第 ３ 条的规定申请办理体检合格证。 申请办理体检合格证时除提

交第 ３ 条规定的申请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ａ．有效的身份证明（护照等）原件及复印件，其载明的国籍、姓

名等信息应与外籍飞行人员执照、体检合格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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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现行有效的外籍飞行人员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ｃ．其他国家民航当局颁发的体检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根据

实际需要提供汉语或英语翻译件）。

上述材料原件扫描件应通过“合格证管理系统”上传保存。

民航局航空卫生主管部门或其指定体检合格证确认机构应定

期核实其原体检合格证有效性，如有不符的，应及时报告颁证机

关，中止其体检合格证申请或撤销其体检合格证。

１２．１．６ 颁证机关按照本程序第 ３ 条及第 ４ 条规定进行受理及

审查。 如申请资料不完整且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或拒绝提交真实

材料的，其申请不予受理。

经审查，对符合 ＣＣＡＲ－６７ＦＳ 相应级别医学标准者，颁发相应

的中国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认为不符合相应医学标准的，不

予颁发体检合格证。

１２．２ 外籍飞行人员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的申请与颁发

１２．２．１ 持有其他国际民航组织缔约国民航当局颁发的有效的

体检合格证的外籍民用航空器飞行人员，在申请参加中国民用航

空公共航空、通用航空、飞行院校等民用航空器运行单位或制造单

位飞行运行不足 １２０ 日（含本数）的，可以申请办理外籍飞行人员

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以下简称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

１２．２．２ 申请办理外籍飞行人员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的申请人

应当向民用航空器飞行运行单位或制造单位所在地颁证机关提交

《外籍飞行人员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申请审批表》 （样式见附件

—６１—



１２），同时提交下列材料：

ａ．有效的身份证明（护照等）原件及复印件，其载明的国籍、姓

名等信息应与外籍驾驶员执照、体检合格证一致；

ｂ．现行有效的外籍驾驶员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ｃ．现行有效的其他国家民航当局颁发的体检合格证原件及复

印件（根据实际需要提供汉语或英语翻译件）。

无法提交上述材料原件时，可按要求提交清晰、完整，加盖拟

聘用其运行的民用航空器运行单位或制造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并

由上述单位出具相应证明材料以证明其所聘用外籍飞行人员的相

关材料复印件与原件的一致性。 上述材料原件扫描件应通过体检

合格证系统上传保存。

１２．２．３ 颁证机关受理申请人的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申请，并

审核查实下列材料：

ａ．提交材料的完整性；

ｂ．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性；

ｃ．体检合格证载明内容与所申请认可的事项相符性。

１２．２．４ 颁证机关审查有关材料，认为其符合 ＣＣＡＲ－６７ＦＳ 规定

的，颁发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

１２．２．５ 外籍飞行人员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按照聘用期限和认

可的原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期计算，最长不超过 １２０ 天（含本数）。

１２．２．６ 外籍飞行人员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仅在持有人同时持

有原体检合格证时，方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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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外籍飞行人员持有颁证机关颁发的体检合格证或认可证

书在中国民用航空器运行单位或制造单位飞行运行时，应当遵守

体检合格证或认可证书载明的限制要求。

１３ 具有国家航空器驾驶员经历人员的体检合格证申请与颁

发

１３．１ 具有国家航空器驾驶员经历人员，包括我国空军、陆军、

海军、武警、警察、海关部队等的航空器驾驶员，其在退出现役后首

次申请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时，应当申请按照 ＣＣＡＲ－６７ＦＳ 的

相应类别体检合格证的医学标准颁发的体检合格证。

１３．２ 颁证机关按照《具有国家航空器驾驶员经历人员申请民

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的规定》（ＭＤ－ＦＳ－２０１５－０４）负责本地区航

空单位拟接收申请人的体检合格证申请、审查、颁发和管理工作。

１４ 体检合格证的限制条件

申请人需在满足一定医学限制条件下方可履行职责的，应在

体检合格证上载明限制条件。 颁证机关根据体检医师的医学建议

和申请人实际情况，在颁证审查时给予必要的限制条件。 限制条

件种类如下：

ａ．运行种类限制；

ｂ．职责或任务限制；

ｃ．履行职责的时间限制；

ｄ．安全履行职责必需的医疗保障要求；

ｅ．必要的其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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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行政许可的案卷归档

颁证机关应当做好 ＣＣＡＲ－６７ＦＳ 和本程序规定的、在申请办理

体检合格证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材料的案卷归档工作（包括纸质档

案和电子档案），其档案保管期限为长期。 案卷材料包括：

ａ．申请人提交的体检合格证申请材料及补正材料；

ｂ．颁证机关发布的相关事项通知书；

ｃ．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延长申请审批表；

ｄ．其他相关资料。

１６ 体检合格证专用印章管理

１６．１ 颁证机关在纸质“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和“外籍飞

行人员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上使用印章由民航局统一配发并编

号管理，编号如下：

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专用章－第 ２ 号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专用章－第 ３ 号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专用章－第 ４ 号

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专用章－第 ５ 号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专用章－第 ６ 号

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专用章－第 ７ 号

民航新疆管理局：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专用章－第 ８ 号

１６．２ 电子体检合格证印章编号另行规定。

１７ 附则

本管理程序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２０１２ 年 ７ 月颁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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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申请、审核和颁发程序 （ＡＰ － ６７ＦＳ－

００１）》同时废止。

附件１．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申请审批表

２．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

３．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４．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申请受理通知书

５．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不予颁发通知书

６．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延长申请审批表

７．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补发申请审批表

８．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信息变更申请审批表

９．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特许颁发申请表

１０．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特许颁发申请人技术能力

证明

１１．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特许颁发体检鉴定表

１２．外籍飞行人员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申请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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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申请审批表 

Medical Certificate Application for Aircrew and Air-Traffic Controller                                             

基本情况 Basic Information 

1 姓名 Name 2性别 Sex  男Male□  女Female□ 3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 Y  月 M  日 D 

4 身份证明编码 ID NO. □□□□□□□□□□□□□□□□□□ 5 工种 Occupation 6 国籍 Nationality 

7 工作单位 Employer 8 联系电话 Contact phone 

9 通信地址 Mail address 10 邮政编码 Zip code □□□□□□ 

11 总飞行时间 Total flight time   小时 hours                            12 近一年飞行时间 Flight time in recent 1 year    小时 hours 

13 前次体检鉴定日期 Last medical examination date:    年 Y    月 M    日 D 

体检机构 Medical administration：             

体检鉴定总结论 General medical conclusion： 

14 体检合格证申请情况 Status of medical certification： 

无 No（本次为首次申请）（first time application） □； 

有 Yes□：颁发日期 Issue date：  年 Y  月 M  日 D；类别 Category： 

拒绝颁发 Deny □；吊销或者中止 Withdraw or Discontinue□；原因 Reason： 

15 本次申请体检合格证类别 Type of medical certificates 

Ⅰ□（CCAR-121 □;CCAR-135 □;CCAR-91 □）Ⅱ□ Ⅲa□ Ⅲb□ Ⅳa□ Ⅳb□ 

16 声明 Declaration:  

本人获得本次体检鉴定合格结论，向颁证机关提交颁发体检合格证申请。 

I apply for medical certification after I met the medical standards of CCAR-67FS.                                     

申请人签名 Signature of applicant:              年 Y    月 M   日 D 

 

 

http://www.iciba.com/air-traffic_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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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诊断与鉴定结论（体检机构填写） 

17 内      科（含神经精神科）诊断:                                                     

                                 结论:                    体检医师(签名)： 

18 外      科 诊断:                                                      

                                 结论:                    体检医师(签名): 

19 眼      科 诊断:                                                      

                                 结论:                    体检医师(签名)： 

20 耳鼻咽喉科 诊断:                                                      

                                 结论:                    体检医师(签名)： 

21 妇    科   诊断:                                                     

                                 结论:                    体检医师(签名)： 

22 体检鉴定：          

 

类别：Ⅰ□ Ⅱ□ Ⅲa□ Ⅲb□ Ⅳa□  Ⅳb□ 

                     总结论：                          主检医师（签名）： 

23 限制建议  ① 戴矫正镜□           戴远视力矫正镜□   带近视力矫正镜□   

             ② 飞行小时限制： 

③ 职责限制： 

④ 其他：  

24 声明:根据 CCAR-67FS 的规定,对申请人作出的体检诊断和鉴定结论是客观真实的。 

 

体检机构名称：          主检医师(签名)：           年    月    日 

25 颁证机关颁证审核意见（颁证机关填写） 

同意签发体检合格证 □   

类别：Ⅰ□ Ⅱ□ Ⅲa□ Ⅲb□ Ⅳa□  Ⅳb□ 

履行职责时限制条件：□ 

①                 

②  

③  

审定人(签名)：     

    年    月    日 

             不同意签发体检合格证 □   

类别：Ⅰ□ Ⅱ□ Ⅲa□ Ⅲb□ Ⅳa□  Ⅳb□ 

不同意原因： 

①                                           

②  

③                                               

审定人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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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 

 

                                                     编号： 

 

                                  （申请人/申请单位名称）： 

       年      月      日我局收到你（单位）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的申

请。经初步审查，属于以下第        种情形： 

1.该事项依法不属于本局审批范围，请向           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2.该事项依法不需要行政许可； 

我单位决定不予受理，并将申报材料一并退回，特此告知。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民航 XX 地区管理局民用航空卫生处：                  服务电话： 

 

 

                  民航 XX 地区管理局 

                             年        月        日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出具部门留存一份，申请人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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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编号： 

 

                        （申请人/申请单位名称）： 

       年      月      日我局收到你（单位）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的申

请。经初步审查，以下材料： 

 

请收到此通知书后，将申请材料按补正内容要求进行补正，并尽快提交。 

特此告知。 

 

民航 XX 地区管理局民用航空卫生处：                    服务电话： 

 

 

                  民航 XX 地区管理局 

                             年        月        日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出具部门留存一份，申请人留存一份。 

序号 材料名称 
需补正内容 

（有误/缺少）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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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申请受理通知书 

 

                                                 编号： 

 

                                  （申请人/申请单位名称）： 

我局收到你（单位）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的申请。经初步审查，你（单位）

所送的申报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现予受理。 

 

承诺办结时限：依据 CCAR-67FS 规章要求，除另有规定外，为 20 工作日。     

 

批准文书发放方式：□网上批准 □自取 □邮寄  

 

民航 XX 地区管理局民用航空卫生处：                  服务电话： 

 

 

                  民航 XX 地区管理局 

                             年        月        日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出具部门留存一份，申请人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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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不予颁发通知书 

 

                                                    编号： 

 

                                  （申请人/申请单位名称）： 

您向我单位提出的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事项申请，（受理编号为：         

          ）经审查，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根据现行国家法律或民航规章规定   

                       ，决定申请事项不予行政许可。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 

特此告知。 

 

民航 XX 地区管理局民用航空卫生处：                    服务电话： 

 

 

                 民航 XX 地区管理局 

                             年        月        日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出具部门留存一份，申请人留存一份。 



 

 

 
— 27 — 

附件 6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有效期延长申请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证件号码 □□□□□□□□□□□□□□□□□□ 

合格证等级 Ⅰ□   Ⅱ□   Ⅲa□   Ⅲb□   Ⅳa□   Ⅳb□ 

医学限制  

颁发日期  

通信地址  

工作单位  

邮政编码 □□□□□□ 联系电话  

申请延长 

理  由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航卫部门 

意  见 

（如有，否则为

空）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审核意见 

（如有，否则为

空） 负责人（公章）                              年   月   日 

指定检查项目

和需补正内容 
审定人（签名）                年   月   日 

颁证机关 

审核意见 

 

□  同意延长  至       年    月    日                

 

□  不同意延长，意见                            

 

                                              。 

 

审定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1.颁证机关指定检查项目应当在当地民航体检机构或者三级以上医疗机构完成； 

2.检查结果（如检查报告、疾病诊断书等）可传真报颁证机关审定，原件同时邮寄颁证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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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补发申请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证件号码 □□□□□□□□□□□□□□□□□□ 

合格证等级 Ⅰ□  Ⅱ□   Ⅲa□  Ⅲb □  Ⅳa □  Ⅳb□ 

医学限制  

颁发日期  

通信地址  

工作单位  

邮政编码 □□□□□□ 联系电话  

申
请
补
发
理
由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意见 

（如有，否则

为空） 负责人（公章）                             年  月  日 

颁证机关 

审核意见 
 

 

 

审定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附：所在单位（如有）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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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信息变更申请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证件号码 □□□□□□□□□□□□□□□□□□ 

级  别 Ⅰ□  Ⅱ□   Ⅲa□   Ⅲb□   Ⅳa□   Ⅳb□ 

申 

请 

变 

更 

理 

由 

 

□姓名变更：                             

 

□出生年月变更：                         

 

□国籍变更：                             

 

□其他变更事项：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人事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如有，否则

为空） 

 

 

 

负责人（公章）                             年  月  日 

颁证机关 

审核意见 

 

 

 

审定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附：1.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2．原体检合格证原件； 

3．姓名、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变更者须提供户籍机关证明（仅身份证号单个号码变更者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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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特许颁发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证件号码 □□□□□□□□□□□□□□□□□□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工  种  体检合格证等级 I级□   II级□  IIIa级□ 

前次体检鉴定日期  体检鉴定机构  

体检结论不合格原因 

 

申请特许的理由： 

 

 

 

 

 

 

 

 

 

 

 

 

签名：                                                     年   月   日 

航医室主任（或部门负责人）意见： 

 

 

 

 

签名及所在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领导意见： 

 

 

 

 

签名及所在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 31 — 

附件 10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特许颁发申请人技术能力证明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证件号码 □□□□□□□□□□□□□□□□□□ 

工作单位  

执照类别等级  执照级别等级  
执照型别 

等级 
 

实测检查日期  检查地点  

实测检查项目  

颁证机关监察员或飞行检查委任代表姓名  

检查经过： 

 

 

实测检查结果（包括实测期间身体状况）： 

 

 

 

证明意见： 

 

 

 

 

颁证机关监察员或飞行检查委任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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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特许颁发体检鉴定表 

申请人姓名  体检不合格原因  

证件号码 □□□□□□□□□□□□□□□□□□ 

收到申请日期  

特许医学检查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特许鉴定结论时间  

病史及主诉： 

特许鉴定辅助检查结果： 

特许鉴定讨论时间及参加人员： 

专家会诊意见： 

特许鉴定结论： 

 

随访观察建议： 

安全运行及限制条件建议： 

 

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或其授权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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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外籍飞行人员体检合格证认可证书申请审批表 
Application for Verification of Foreign Medical Certificate 

(用墨水笔或打印填写所有项目 Type or Print All Entries in Ink) 

基本信息 Basic Information  

 

 

照 片 

Photo 

1姓名Name as it appears on your pilot 

License 

2 国籍 Nationality 3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 Y  月 M  日 D 

4 性别 Sex   

□男 Male      □女 Female 

5出生地     Place of Birth 6 在华联系电话   Contact phone 

number in China 

7 永久通信地址 Permanent Mailing Address 

8 身份证明名称 Type of Identification Document 

□护照 Passport  □其他 Others                  

9 身份证明编号 ID  No. 

 

10你是否能正确读、听、说和写汉语吗？Can you read, hear, speak and write the Chinese language?  

□是 Yes    □否 No 

11 你是否持有或曾经持有 CAAC 颁发的飞行人员的执照？ 

Are you holding , or have you ever held a CAAC  pilot  license?  

□是 Yes    □否 No 

12 执照编号 

License No. 

 

13 颁发日期 

Date of Issue 

年 Y  月 M  日 D 

14 你持有现行有效的体检合格证吗？ 

Do you hold a valid Medical Certificate?  

□是 Yes   □否 No  

15 合格证种类 

Class of Certificate                 

16 体检合格日期 

Date of Examination 

年 Y  月 M  日 D 

依据的执照和等级 License or Rating Applied for on Basis of 

持有外籍飞行人员的执
照 Holder of a valid 

Foreign   pilot    

License issued by 

17 国家 Country 18 执照种类 Grade of License  19 执照编号 License No. 

20 等级 Rating (Enter all ratings that appear on your license) 

申请体检合格证认可 Application for Verification of Medical Certificate 

21 体检合格证等级 Class of Medical Certificate      I □                 II □                  III □   

22 在持有有效体检合格证期间，你是否发生因疾病或健康问题导致不能参加飞行？ Did you ever not to fly as the 

flight-crew by suffering from any diseases and health problems during you hold the valid medical certificate? 

□是 Yes  □否 No, 如果是，请描述 if Yes, describe:                                                                                                                                    

声明：我保证填写的上述内容是真实和正确的，并在此授权我原执照颁发国向中国民用航空局提供所有相关信息。 

APPLICANT'S STATEMENT: I certify that all statements and answers provided by me on the application form are 

complete and tru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I hereby authorize the issuing CAA to provide all pertinent 

information to CAAC. 

23 申请人签字 Signature of Applicant 

 

24 申请日期 Date of Application 

年 Y   月 M   日 D 

25 提交材料 

Attachments 

□身份证明（护照等）及复印件 identity document (passport, etc.) 

□外籍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Foreign Pilot License and the Copy     

□体检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Medical Certificate and the Copy（ Provide Chinese or English 

translations if needed） 

服务单位 Service Organization 

26 单位全称 Name of Service Organization 27 计划聘用期限 Employment Period  

从 From    年 Y  月 M  日 D 

至 To      年 Y  月 M  日 D 

28 单位负责人审核意见（盖章）Result given by Responsible Manager（stamp） 29 电话 Telephone 

30 职务 Title 31 签字 Signature 32 日期 Date：  年 Y  月 M  日 D 

监察员报告 Inspector's Report 

33 地区管理局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of CAAC 

□华北 North □华东 East □中南 Central South □西南 Southeast □西北 Northwest □东北 Northeast □新疆 Xinjiang 

34a □经审查，认可原体检合格证，有效期至                。 Based on Medical Certificate certification, its validity is 

till         . 

    □经审查，不认可原体检合格证。 Based on Medical Certificate certification, it is void. 

34b 监察员签字 Signature of Inspector 

 

34c 日期 Date of Certification 

          年 Y   月 M   日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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