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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合格审定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147.1条 目的和依据 

为规范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培训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培养合格的

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制定本

规定。 

第147.2条 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为取得 CCAR-66 部的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和

部件修理人员执照的人员提供培训的机构（以下简称维修培训机构）

的合格审定及其监督检查。 

任何维修培训机构在获得有效的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前，不得颁

发本规定中的培训合格证书。 

第147.3条 管理机构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统一颁发维修培训机构

合格证。 

民航总局负责国外和地区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的签发与管理。 

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民航地区管理局）负责本地

区内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的签发与管理。 

第147.4条 定义 

培训大纲：由民航总局根据航空器维修和部件修理要求对申请

CCAR-66部的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和部件修理人员执照的人员规

定的最低培训要求和培训内容。 

责任经理：是指维修培训机构中能对本单位满足本规定的要求负

责，并有权为满足本规定的要求支配本单位的人员、财产和设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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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质量经理：是指维修培训机构中由责任经理授权对培训工作质量

进行管理和监督并直接向责任经理负责的人员。 

教员：经培训机构授权，按照培训机构管理程序聘任的从事该培

训机构教学工作的人员。 

国外维修培训机构：是指培训设施在国外的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

机构。 

地区维修培训机构：是指培训设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 

 

第二章  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的申请、颁发和管理 
第147.5条 申请范围 

按本规定申请的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包括如下类别： 

(a)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培训； 

(b) 民用航空器部件修理基础培训； 

(c)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本技能培训； 

(d) 民用航空器机型培训； 

(e) 民用航空器部件修理项目培训。 

各培训类别中具体项目的专业或等级限定应当按照 CCAR-66 部

的有关规定划分，机型培训还应具体限定到航空器及发动机型号。 

第147.6条 申请 

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申请人应当为法人单位或者其书面授权的

内部机构，熟悉本规定。 

申请人应当向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a) 本规定附件一《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申请书》； 

- 2 -                                                                   CCAR-147 



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合格审定规定                              （民航总局令第 154 号）  

(b) 本规定第 147.21 条规定的培训机构管理手册； 

(c) 申请培训类别和具体培训项目的教学大纲； 

(d) 国外或者地区申请人应当提交本国或本地区民航当局颁发

的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书； 

(e) 国外或者地区申请人应当提交国内维修人员培训意向书。 

国内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应当至少使用中文。国外或者地区申请人

的申请材料可以使用中文或英文。 

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申请人故意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申请材

料的,从发现之日起两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被吊销维修培训机构合格

证的培训机构在吊销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之日起的两年之内不得重

新提出申请。 

第147.7条 受理 

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接到申请人的完整的申请材料后，应

当在 5 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申请材料的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

申请人。 

第147.8条 审查和批准 

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在受理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以书面

或会面的形式与申请人协商确定进行现场审查的日期。除特殊情况并

经双方同意改变现场审查日期外，民航总局或者民航地区管理局按照

双方商定的日期进行现场审查并按规定收取审查费用。 

维修培训机构对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发现的问题应当采

取纠正措施，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将结果报告给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

管理局。逾期不予报告的，视为放弃申请。 

民航总局在自对申请人现场审查完成或收到申请人对发现问题

的书面改正措施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对符合本规定要求并交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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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审查费用的国外或地区培训机构颁发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民航

地区管理局在自对申请人现场审查完成或收到申请人对发现问题的

书面改正措施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对符合本规定的并交纳了规定

审查费用的国内维修培训机构颁发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 

第147.9条 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 

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载明单位名称、地址、培训类别及具体项目

限定。 

除非被放弃、暂停或者吊销，国内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一经颁发

长期有效。国外或者地区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的有效期为两年，应当

在有效期届满前至少 6 个月向民航总局提出延长维修培训机构合格

证有效期的书面申请。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被放弃、吊销后，维修培

训机构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将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交

还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 逾期不交还的，民航总局予以公告注

销。 

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不得转让或涂改。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应当

明显展示在培训机构的主办公地点。 

第147.10条 培训机构的变更 

维修培训机构在名称、地址、培训类别和具体培训项目发生变化

时，应当至少提前 60 天向民航总局或者民航地区管理局提出变更维

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的书面申请，并获得批准。申请上述变更时应当提

交如下申请材料： 

(a) 本规定附件一《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申请书》； 

(b) 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变更部分； 

(c) 计划变更的符合性说明。 

维修培训机构在培训设施、设备、教学大纲、人员、组织机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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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等发生较大变化时，应当至少提前 30 天通知

民航总局或者民航地区管理局。由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确定是

否变更其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的有效性，并对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

进行批准。 

第147.11条 管理和监督 

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对国内维修培训机构至少每年

度进行一次对本规定符合性的审查。 

    民航总局对申请延长维修培训合格证的国外或地区维修培训机

构在其维修培训合格证到期前进行对本规定符合性的复查。 

民航总局或者民航地区管理局还将对维修培训机构进行必要的

其他监督、检查和调查工作。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保证其与经批准的培训范围有关的设施、设

备、机构及人员（包括租用或借用设施、设备）便于民航总局或者民

航地区管理局审查、监督和调查，并应当随时纠正其不符合本规定的

缺陷和不足之处，保证本单位持续符合本规定的要求。 

第147.12条 培训机构的权利 

维修培训机构在获得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后，应当在批准的培训

地点从事批准范围内的培训，并向经考试合格的学员颁发本规定附件

三规定的培训合格证书。 

在经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批准的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

中包含异地培训管理程序时，可以在批准的地点以外进行批准范围内

的培训，并向经考试合格的学员颁发本规定附件三规定的培训合格证

书。 

 

第三章  维修培训机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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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7.13条 培训设施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具备与其培训能力相符的设施、设备，并符合

下列要求： 

(a) 维修培训机构的建筑物应当保证培训工作不受气候因素的

影响，并应当设置易于辨别的紧急通道，确保此信息传达至所有教员

和学员； 

(b) 维修培训机构教室的数量和容量应当满足招生人数的要求，

并且每个专业理论培训班不能超过 24 个学员；培训教室应当有适当

的照明、通风、噪音和温度控制，以保证教学活动正常进行；用于考

试的教室应当保证邻近相坐的学员看不到彼此的答卷内容； 

(c) 用于理论教学的教室应当配备教学所需的演示设备,使所有

学员都能清晰辨认所演示的内容，这些设备应当满足相应的培训要

求； 

(d)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为其教员和管理人员提供必要的办公室

和办公设备； 

(e)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为教员和学员提供一个与其申请能力相

适应的图书馆或资料室，提供申请范围内的足够的技术资料； 

(f)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具备状态良好可用的档案室，用于档案保

存。 

第147.14条 实习设施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具有与开设课程和学员人数相适应的实习场

地，实习场地应当配备足够的设备、工具、器材和维修资料并满足以

下要求： 

(a) 实习场地的设备、工具、器材和维修资料应当按照培训大纲

所需要进行的实习内容配备；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培训、机型或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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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项目培训的实习地点还应当提供相应的航空器、航空器部件或具

有同等功能的模拟设备用于实习； 

(b) 在同一组件上同时实习的学员人数不得超过 8 人，并且每位

实习教员同时指导的学员人数不得超过 8 人； 

(c) 实习所需的工具、器材和维修资料的存储设施应当与实习区

域隔离； 

(d) 不同目的的实习区域应当有明显间隔及标识，并应当配备适

当的劳动保护设施； 

(e) 如果实习过程中需要维修资料支持，学员应当能够方便接

近； 

(f) 实习应当使用与实际维修飞机同类的工具、量具、设备和器

材（如不同，应加以说明）。所有仅用于实习目的的工具、设备、器

材和维修资料应当标注清晰易认的“仅供培训使用”字样； 

(g) 进行航空器部件拆装实习时，应当按照相应的维修手册进行

并具有相应的工作单卡。 

维修培训机构租用或借用航空器、航空器部件或同等功能模拟设

备时，应当通过书面合同进行，并在本单位质量系统的控制下保证达

到培训大纲的要求。 

第147.15条 人员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具备足够的管理人员、教员和考官，并符合下

列要求： 

(a)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任命责任经理、质量经理各一名；  

(b)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有与所批准的培训类别相适应的足够的

教员，其中持有航空器维修/部件修理人员执照基础部分的人数不能

少于十分之一，每专业不得少于一人。所有理论课程教员应具有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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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大专（含）以上学历，或取得相当于中级（含）以上技术职称； 

(c) 实习指导教员应当具有至少 5 年的航空器或航空器部件维

修经验，并掌握最新的航空器或航空器部件维修技术和方法； 

(d) 执照基础部分的口试和基本技能考试的考官应当获得民航

总局的委任考官资格； 

(e) 维修培训机构应建立教员的资格标准，根据标准评估并书面

任命教员，其中教员的书面任命中应当包括具有授课资格每一课程名

称。维修培训机构应当为其教员提供与其教学内容相关的持续培训，

并且每两年的培训时间应当不少于 70 学时。 

第147.16条 培训教员的档案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建立其每名教员的档案，并且至少包括以下内

容： 

(a) 姓名和出生日期； 

(b) 学历、职称证书复印件； 

(c) 以往的工作经历； 

(d) 所有培训记录和证书复印件； 

(e) 维修培训机构书面任命其担任教员的复印件； 

(f) 执照基础部分的口试和基本技能考试考官还应当具有民航

总局颁发的考官委任书复印件。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妥善保管培训教员的档案，并保存至其离职后

至少两年。 

第147.17条 教学大纲和培训教材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对其所培训的每一专业/项目按照民航总局规

定的相应培训大纲的要求编写教学大纲，教学大纲应当体现具体细化

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包括教学时数分配和需完成的实习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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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大纲应当获得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的批准。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对其所培训类别中包含的每一独立专业或课

程提供培训教材，培训教材应当能覆盖其经批准的教学大纲的教学内

容。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确保所有学员具有相应的培训教材。 

第147.18条 培训记录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建立每期参加培训人员的清单和考勤记录，并

且为每名学员建立培训记录，学员培训记录中至少包含如下内容：  

(a) 培训起止日期； 

(b) 各培训课程名称、学时、教员； 

(c) 考勤记录； 

(d) 考卷及考试分数记录； 

(e) 合格证书复印件； 

(f) 违规处罚记录。 

上述培训记录应当保存至学员完成培训后至少五年。 

第147.19条 考试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建立规范的考试制度，对每一位完成培训的学

员进行考试，并符合本规定第四、五、六章的相应考试要求。 

考试内容应覆盖相应的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考试应当为闭卷考

试， 得分 70%为及格。 

缺勤课时数超过教学大纲中规定的课时数20%的学员不得参加考

试。 

培训机构发现学员在考试期间有任何作弊行为，应立即取消其考

试资格，并且对于参加作弊的学员自该次考试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

参加同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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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期间，如果教员、监考人员有任何作弊行为，终止该教员、

监考人员资格，培训机构应当在发现作弊 10 个工作日内上报民航总

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 

第147.20条 质量系统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对其所承担的培训建立培训管理程序，以规范

其所进行的培训工作，并保证符合本规定的各项要求。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建立一个独立的质量系统，来监督培训机构各

项目的培训符合民航总局规定的培训大纲的要求，保证考试公正，并

确保培训机构的各项管理工作持续符合培训管理程序。 

质量系统应当包括一个内部审核机构，并至少制定以年度为单位

的计划对培训机构的各项管理和培训工作进行审核。内部审核发现的

任何对本规定不符合的缺陷和问题应当书面通知责任部门或人员，并

限期改正，每次审核完成后都应当有审核过程记录、发现缺陷和问题

及其整改情况的审核报告，并报至维修培训机构的责任经理。 

内部审核的所有记录应当在每次审核报告完成后至少保存五年。 

第147.21条 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建立一个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以阐述本单

位如何符合本规定的各项要求及各项培训管理制度和培训管理程

序，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应当获得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

的批准并在实际培训中按照其进行培训和管理。 

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应当采用活页的形式，并应当有封面、目

录、修订记录和有效页清单；手册每页中应当至少含有培训机构名称、

手册名称、章节号、颁发或者修订日期、页码等； 

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a) 责任经理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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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符合性说明； 

(c) 手册的编写、修改、分发程序； 

(d) 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复印件（颁发后）； 

(e) 组织机构图说明； 

(f) 主要管理人员及其职责说明； 

(g) 培训和实习设施、设备和工具说明； 

(h) 各类教员清单和资格说明； 

(i) 学员招收计划和数量限制说明； 

(j) 教员的档案管理； 

(k) 教学大纲、培训教材的制定和管理； 

(l) 学员培训记录的管理； 

(m) 质量系统和培训管理程序； 

(n) 各种使用的表格和标牌样件。 

第147.22条 培训合格证书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对通过考试的学员颁发本规定附件三规定的

培训合格证书。培训合格证书应当由维修培训机构的责任经理签发，

并向培训学员提供培训合格证书的原件。 

 

第147.23条 报告 

国内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在每年2月1日前向民航地区管理局报告

本年度的培训计划和上一年度的培训情况，具体报告内容按照民航总

局规定格式填报。 

国外/地区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在每年 2 月 1 日前向民航总局报告

本年度的培训计划和上一年度的培训情况，具体报告内容按照民航总

局规定格式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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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维修基本技能培训要求 

第147.24条 基本技能培训内容 

基本技能培训包括航空机械专业和航空电子专业基本技能培训。 

航空机械专业基本技能培训应当包括常用工具设备和器材的使

用、机械和电气部件拆装和检查、基本机械和电气施工、维修文件的

使用等内容。 

航空电子专业基本技能培训应当包括常用工具设备和器材的使

用、电子和电气部件拆装和检查、基本电子和电气施工、维修文件的

使用等内容。 

具体的培训内容应当至少包括民航总局规定的基本技能培训大

纲的内容，并且培训学时不得少于基本技能培训大纲中规定的最低学

时。 

第147.25条 实习 

基本技能培训中学员动手实习的时间不得少于总培训课时的

70%。基本技能培训除对学员进行技能培训外，还要培训学员的安全

意识、团队精神、人为因素的影响和差错分析能力。 

第147.26条 基本技能考试 

基本技能培训的考试应当由民航总局委任的考官按照民航总局

规定的基本技能考试大纲进行，每次考试应当至少有两名考官同时进

行。 

考试不及格的学员，在经过补课后，允许补考一次，若补考不及

格，应当重新参加培训。 

 

第五章  维修基础培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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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7.27条 维修基础培训内容 

航空器维修基础培训包括自然科学基础知识、飞行原理、航空器

维修理论、有关航空法规知识、维修人为因素知识、航空器专业知识

和维修基本技能等内容。 

航空器部件基础培训包括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航空器部件工作原

理、有关航空法规知识、维修人为因素知识、航空器部件维修专业知

识和维修基本技能等内容。 

具体的培训内容应当至少包括民航总局规定的维修基础培训大

纲和维修基本技能培训大纲的内容，并且培训学时不得少于其中规定

的最低学时。 

第147.28条 免修 

对于已获得理工科大专院校毕业证书的学员，如其所毕业院校的

教学课程中包括了民航总局规定的维修基础培训大纲中相应的自然

科学基础知识，可以免修相应的内容。 

第147.29条 维修基础考试 

维修基础培训的考试按教学大纲进行，考题应覆盖培训内容。每

次考试只能有一次补考。补考不及格的可以参加下次培训。其中基本

技能考试必须由民航总局委任至少有两名考官进行，考试按照

CCAR-66 部规定的基本技能考试大纲进行。 

 

第六章  机型、部件修理项目培训要求 

第147.30条 机型、部件修理项目培训内容 

机型培训应包括航空器系统概况、工作原理、故障判断、排除和

隔离方法及主要附件的位置等内容。 

部件修理项目培训应包括所培训项目的原理、组成、分解、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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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和功能测试等内容。 

具体的培训内容应当至少包括民航总局规定的机型、部件修理项

目培训大纲的内容，并且培训学时不得少于规定的最低学时。 

第147.31条 机型、部件修理项目考试 

机型、部件修理项目考试包括笔试和实习评估。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建立每一机型/项目的笔试考试题库，每次考

试保证至少每学时 1 道题，题库中试题的数量应当至少是考试试题数

量的三倍，考试时由题库中随机出题并应当覆盖民航总局规定的培训

大纲的内容。 

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建立机型、部件修理项目的实习项目清单，实

习项目清单应当能够满足教学大纲的要求。 

机型、部件修理项目培训的每次笔试可以有一次补考，补考不及

格者应当重新参加培训。 

 

第七章  罚则 
第147.32条 警告 

维修培训机构违反本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航总局

或者民航地区管理局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可处以警告： 

(a) 违反本规定第 147.9 条，未在维修培训机构主办公地点明显

展示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的； 

(b) 违反本规定第 147.10 条，在培训设施、设备、教学大纲、

人员、组织机构和培训机构管理手册发生较大的变化时，未按规定通

知民航总局或者民航地区管理局的； 

(c) 违反本规定第 147.12 条，未向考试合格学员提供规定的培

训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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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未按本规定第 147.16 条的要求保存教员档案的； 

(e) 未按本规定第 147.17 条的要求提供培训教材的； 

(f) 未按本规定第 147.18 条的要求保存培训记录的；  

(g) 违反本规定第 147.19 条，未终止作弊教员或监考人员资格，

以及未在发现作弊 10 个工作日内上报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

的； 

(h) 违反本规定第 147.23 条，未按规定报告本年度培训计划和

上一年度培训情况的。 

第147.33条 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   

维修培训机构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航总局或者民

航地区管理局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整改，并处以 5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其违法所得： 

(a) 被民航总局或者民航地区管理局处以警告后未在规定期限

内完成整改的； 

(b) 维修培训业务及其广告宣传超出其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批

准范围的； 

(c) 向未经培训人员或培训不合格人员颁发本规定附件三规定

的培训合格证书的。 

第147.34条 暂停部分培训项目 

    维修培训机构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航总局或者民

航地区管理局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暂停其部分或全部培训项

目 3 个月以上、6 个月以下的处罚： 

(a) 被民航总局或者民航地区管理局处以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

的行政处罚后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 

(b) 维修培训机构的培训设施设备不能满足本规定第 1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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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 147.14 条要求的； 

(c) 维修培训机构的人员不能满足本规定第 147.15 条要求的； 

(d) 未按照批准的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的要求进行培训和管

理的。 

第147.35条 吊销培训机构合格证   

维修培训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民航总局或者民航地区管理局

可以根据国家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维修培训机构处以吊销培训机构

合格证的处罚： 

(a) 涂改、出售、出租、出借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或者以其他

形式非法转让合格证； 

(b) 超越许可范围颁发本规定附件三规定的培训合格证书; 

(c) 向局方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

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 

 

第八章  附则 

第147.36条 生效和废止 

本规定自 2005 年 12 月 31 日起施行。 

现已取得各类维修培训资格的机构，应当在本规定施行后的一年内按

本规定取得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对于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取得维修

培训机构合格证的机构不得颁发本规定附件三规定的培训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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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总 局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IVIL AVIATION OF CHINA 

维 修 培 训 机 构 合 格 证 申 请 书 
APPLICATION FOR ISSUE OF MAINTENANCE TRAINING ORGANIZATION CERTIFICATE 
 

1. 申请单位名称/Name of applicant                                                  

 

2. 单位通讯地址/Address                                                               

 

3. 申请理由/Reason for application 

□（1）初次申请/Original application for certificate 

□（2）改变培训项目或专业/Change in training rating or items 

□（3）改变地点或设施/Change in location or facilities 

□（4）改变机构或名称/Chang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r name 

□（5）其它/Others 

4. 申请的培训类别/Training Category applied for 

□基本技能培训/Basic Skill Training                   

□航空器维修基础培训/Aircraft Maintenance Basic Training  

□机型培训/Aircraft Type Training                

□航空器部件修理基础培训/Component Repair Basic Training 

□部件修理项目培训/Component Repair Items Training 

(具体项目见附件 1) 

5. 责任经理/Accountable Manager 

姓名/Name                           职务 Title                        

签名/Signature                        日期/Date                       

 F147-1（08/2004）                                                 1/2 

 



6. 具体申请培训专业及地点/Detailed training items applied for and facilities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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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总  局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IVIL AVIATION OF CHINA 

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 
MAINTENANCE TRAINING ORGANIZATION CERTIFICATE 

 
 

                                                   编号/No.       
单位名称 
Name of the organization                                                                
单位地址 
Location of business                                                                    

                                                            
经审查，该单位符合中国民用航空规章-147 部的要求，可以从事如下类别培训工作： 
Upon finding that the organization complies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a Civil Aviation Regulation - 
Part 147, the above organization is adequate to accomplish training of the following ratings: 

 

 

 
本许可证除被放弃，暂停或吊销，在下述期限内将一直有效。 
This certificate, unless cancelled, suspended, or revoked, shall continue in effect until: 

                                                             
 
局长授权 
For the Minister of CAAC 
 
签   字                                        颁发日期                          
Signature                                          Date issued                         
职   务  
Position                                           Date reiss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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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民  用  航  空  总  局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IVIL AVIATION OF CHINA 

培 训 项 目 
LIMITATION OF TRAINING ITEMS 

 
 
 
 

限     定: 
Limitation: 
对第                     号许可证所列培训类别或培训专业作如下限定： 
Training item(s) set forth on Training Organization Certificate  
No.                   is/are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局长授权 
For the Minister of CAAC 
 
签   字                                         颁发日期 
Signature                                           Date issued 
职   务  
Position                                            Date reiss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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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民  用  航  空  总  局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IVIL AVIATION OF CHINA 

培 训 项 目 
LIMITATION OF TRAINING ITEMS 

 
 
 
 

限     定: 
Limitation: 
对第                     号许可证所列培训类别或培训专业作如下限定： 
Training item(s) set forth on Training Organization Certificate  
No.                   is/are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局长授权 
For the Minister of CAAC 
 
签   字                                         颁发日期 
Signature                                           Date issued 
职   务  
Position                                            Date reiss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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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培 训 证 书 
TRANING CERTIFICATE 

 
证书号 Certificate No.：____________ 
 
兹证明： 
This certificate is issued to verify that: 
 
 
 
成功完成如下课程 
h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course 
 
 
（课程名称 Course Title）*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from            to   
培训地点 Training Location:__________ 
学时 Training hours： 
 
 

培训机构名称 

Name of Training Organization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批准证书号：           。 

Approved by CAAC under the approval No.          . 
 
 

 
 
 
 
 
 
 
责任经理                             日期 

Accountable manager                             Date 
 

F147-3（08/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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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CCAR-147部编制说明 
一、 编写背景 

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 147SE 部（以下简称 CCAR-147SE）于 1996

年 7 月 6 日发布施行。随着 2004 年 7 月 1 日我国行政许可法的实施，

CCAR-147SE 中关于申请、受理和批准的期限要求已不能满足行政许

可法；同时，这些年来我国机务维修系统的状况表明我国机务维修培

训尚是一个薄弱环节，缺乏规范管理；随着民航业的快速发展，机务

人员大量增加，培训工作跟不上，致使机务维修的技能水平不断下降；

另外国际上基本上都是采用对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进行合格审

定的形式对机务维修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进行规范，并且考虑到与美

国 FAA、欧洲 EASA 等其他民航当局有关法规的对应性，适应国际间

合作的需要。民航总局决定编写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 147 部（以下简

称 CCAR-147），同时撤销 CCAR-147SE。 

二、 编写思路 

编写的总体思路是： 

（一） 确定了 CCAR-147 部的适用范围； 

（二） 确定了培训机构的管理部门和管理形式 

（三） 明确了培训机构类别及专业划分； 

（四） 根据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要求，制定了对维修培训机构合格

审定申请人的申请受理、审查、批准的时限要求； 

（五） 编写制定了维修培训机构的合格审定要求 

三、 编写过程 

    此部规章的编写是按照《国家行政许可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用航空法》的相关要求，参考 FAR-147、JAR-147 的内容，结合

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的。CCAR-147 第一稿自 2004 年 4 月中旬开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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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向公众征求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或建议 40 条，其中采纳了 15 条，

并在民航总局的政府网站上与予了公布。CCAR-147 第二稿自 2004 年

5 月 14 日开始向公众征求意见，并于 2004 年 5 月 24 日至 27 日召开

了评审会。2004 年 6 月，在北京召开的规章修订研讨会上，通过了

此部规章的全部内容，最后形成报批稿。2005 年九月二十七日，民

航总局局长以局长令的形式批准了此次修订并予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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