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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依据和目的

本文件依据 ＣＣＡＲ－６６Ｒ３ 制定，目的是为申请航空器维修人

员执照的人员提供明确的指导和信息。

２．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初始申请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的人员，以

及获得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后申请增加航空器类别和机型签署的

人员。

３．撤销

自本咨询通告颁发之日起，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１ 日颁布的 ＡＣ－６６－

０１－ＦＳ－２０１７－００１－Ｒ３《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申请指南》撤销。

４．说明

对各类航空人员资质实施执照管理是民航局落实安全管理职

责最基本的管理。 维修人员作为关键的航空人员之一，是最早实

施执照管理，也是最早依据民航规章实施规范化管理的行业。 随

着航空器设计水平的不断进步，维修技术和维修管理理念的不断

发展，维修人员执照的管理也不断更新，并以修订民航规章的方式

公布实施。

ＣＣＡＲ－６６ 部第三次修订（ＣＣＡＲ－６６Ｒ３）是继 ＣＣＡＲ－ ６５ 部转

为 ＣＣＡＲ－６６ 部以来，对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体系的再次重大改

革，目的是为我国民航业实现运输和通用“两翼齐飞”、维修行业

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同时，基于实事求是和强化行业主体责任的

原则，适度简化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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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是配合 ＣＣＡＲ－６６Ｒ３ 实施的纲领性文件，在为行业提

供明确指导的同时，结合民航局航空器维修人员信息系统建设，体

现基于电子化执照管理实现全面提升政府服务水平。

特别说明的是：ＣＣＡＲ－６６Ｒ３ 实施后，民航局将全面取消纸质

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仅在航空器维修人员信息系统颁发电子执

照。 维修人员可自行下载电子执照的基本信息和二维码，通过扫

描二维码获取执照全部详细信息，也可打印包含详细信息的 ＰＤＦ

格式文件作为备份。

５．基本信息

５．１ 维修人员初始申请执照应当首先选择计划申请执照的航

空器类别，并参加按照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获得批准培训机构（以下简

称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组织的相应培训。 维修人员执照初始

申请分为以下途径：

（１）途径一：具备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批准的航空院校或

者其他具有航空专业院校的理工科专业在校大学生，在毕业前参

加完整的培训（包括实作培训），并计划在取得毕业证的同时申请

执照。

（２）途径二：理工科专业大学毕业生通过参加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

培训机构完整的培训（包括实作培训）后，申请执照。

（３）途径三：已经具备维修单位一年以上实际维修工作经验

的理工科专业大学毕业生，通过参加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完整

的理论培训，申请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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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途径三中“具备维修单位一年以上实际维修工作经

验”是指通过维修单位的入职培训和实习后获得正式上岗资格一

年以上，主要适用于维修单位有自己完整的上岗前培训体系的情

况。

５．２ 维修人员可以在初次获得执照后申请增加航空器类别。

５．３ 维修人员可以在其执照上申请机型签署并更新。

６．维修人员初始申请执照

６．１ 预先注册

申请人通过以下网址进入民航局航空器维修人员信息系统，

点击“注册账号”，并按照指引完成注册。

ｈｔｔｐ： ／ ／ ｍｐ．ｃａａｃ．ｇｏｖ．ｃｎ

注册完成后，可登录个人账号选择计划申请执照的航空器类

别，并选择参加的培训机构。

注：除上述途径一的情况外，申请人需上传理工科专业大学毕

业证书。

６．２ 理论考试

申请人按照所申请航空器类别完成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组

织的完整理论培训，并经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推荐后方能参加

其统一组织申请的理论考试。 考试费根据发改委、财政部有关标

准收取。

注：１． 申请人在参加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组织的理论培训

时，应当遵守相应的培训纪律要求，否则不能获得推荐，也将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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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资格。

２． 开展上述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统一组织申请的理论考试

时，还将统一开展初次维修技术英语等级测试。

理论考试由局方指定维修监察员通过民航局航空器维修人员

执照考试系统抽题并现场监考。 每个模块理论考试后，考试系统

将自动显示成绩，如显示未通过，可立即申请补考一次。 补考仍未

通过的，需重新参加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组织的理论培训后再

参加其统一组织申请的理论考试。

如理论考试各模块均通过考试，视为理论考试通过，可继续参

加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组织的实作培训或直接参加实作评估

（适用于途径三的情况）；

注：对于监考发现考试作弊的情况，局方维修监察员将录入系

统，成绩作废，并将列为民航局诚信记录。 首次列入民航局诚信记

录的人员将在记录有效期内不得申请执照；再次列入民航局诚信

记录的人员将终身不得申请执照。

对于未通过考试模块，重新参加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组织

的理论培训后，可再次按照上述流程参加考试，未通过的仍可再次

参加一次补考。

注：重新参加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组织的理论培训可能需

按照其培训计划参加下一期完整培训中的对应模块。

６．３ 实作评估

除可直接参加实作评估的情况外，其他申请人应当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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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的完整实作培训方可参加其统一组织的实

作评估。 实作评估的考试费根据发改委、财政部有关标准收取。

注：如申请直接参加实作评估，需在预先注册时即提交所在单

位颁发的上岗资格证明，否则可能不被允许参加实作评估。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统一组织的实作评估需要在局方指定

维修监察员的监督下进行。 评估完成后，在评估成绩得到执行监

督的维修监察员认可后，直接录入考试系统。 申请人可通过登录

个人账户查询，如显示通过实作评估，可继续提交执照申请；如显

示未通过考试，可立即申请补充评估一次。 补充评估仍未通过的，

需重新参加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组织的完整实作培训后再参加

其统一组织的实作评估。

重新参加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组织的实作培训后，可再次

按照上述流程参加实作评估，未通过的仍可再次参加一次补充评

估。 再次培训后补充评估仍未通过的，视为最终成绩，并不能继续

申请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

注：上述途径三情况的申请人首次参加实作评估及补充评估

未通过的，需参加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组织的完整实作培训，不

能再次直接参加实作评估。

６．４ 申请提交

对于理论考试和实作评估均通过的申请人，可登录个人账号

确认个人信息并提交申请。 补充信息可能包括：

（１）学历证书：适用于未毕业在校生参加执照培训，在获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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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证书后需补充的情况；

（２）体检报告：适用于所有申请人，并且需正规医院或其体检

机构出具的报告。

在确认全部个人信息后即可点击“提交申请”。 如通过，系统

将自动告知已受理；如未通过，系统将自动告知具体情况。

注：未通过的情况可能包括缺少材料，可纠正后再提交；也可

能包括考试未通过、因作弊成绩作废、列入民航局诚信记录等情

况，不可纠正。

６．５ 执照颁发

对于已受理提交申请的申请人，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将在 １０ 个

工作日内完成核准，并对核准通过的申请人直接通过民航局航空

器维修人员信息系统颁发电子执照。 民航局颁发电子执照不收取

费用。

注：如核准未通过，将返回申请提交环节并告知申请人。

７．维修人员执照持有人增加航空器类别

７．１ 预先注册

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持有人可通过登录个人账号选择计划申

请增加的航空器类别，并选择参加的培训机构。

７．２ 理论考试

申请人按照所申请增加航空器类别完成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

构组织的补充模块理论培训，并经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推荐后

方能参加其统一组织申请的理论考试。 考试费由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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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机构按照收费标准统一代民航局收取。

注：１．可参考 ＡＣ－６６－ＦＳ－００２Ｒ１ 确定理论培训需补充模块。

２． 进行上述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统一组织申请的理论考试

时，可同时申请参加维修技术英语等级测试。

理论考试的组织及未通过考试的处理原则与初始申请相同。

如理论考试各补充模块均通过考试，视为理论考试通过。

７．３ 申请提交

申请人登录个人账号，确认申请增加航空器类别信息后即可

点击“提交申请”。 如通过，系统将自动告知已受理；如未通过，系

统将自动告知具体情况。

注：未通过的情况可能包括考试未通过、因作弊成绩作废、列

入民航局诚信记录等情况。

７．４ 执照更新

对于已受理提交申请的申请人，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将在 １０ 个

工作日内完成核准，并对核准通过的申请人直接通过民航局航空

器维修人员信息系统更新电子执照，增加申请的航空器类别。 民

航局更新电子执照不收取费用。

注：如核准未通过，将返回申请提交环节并告知申请人。

８．维修人员执照的机型签署

８．１ 某类航空器初次机型签署的申请

首次申请机型签署前应当参加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实施的

机型培训，获得培训合格证，并通过机型维修实习获得实习教员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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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的推荐函后方可申请。

注：机型维修实习规范可参考 ＡＣ－６６－ＦＳ－００９。

申请人可通过登录个人账号，点击“机型签署”，选择申请签

署的机型，提交培训合格证和教员推荐函，并点击“提交申请”。

如提交资料齐全，系统将自动告知已受理。

注：如单独参加发动机培训，需分别提交航空器和发动机的维

修培训证书。

民航局飞行标准司或地区管理局将在 ２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信

息核准，并对核准通过的申请人直接通过民航局航空器维修人员

信息系统更新电子执照，列明签署的机型及有效期。 民航局在电

子执照上签署机型不收取费用。

注：对于机型签署，民航局飞行标准司或地区管理局将核对机

型培训和维修实习的真实性，如存在不规范情况，将不予机型签

署；如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在不予机型签署的同时还将依法依规

对申请人处以行政处罚，并列入维修人员信用记录。

机型签署可在有效期结束前申请更新。 如超过有效期未更

新，民航局航空器维修人员信息系统将自动显示机型签署失效。

８．２ 同类航空器增加机型签署的申请

申请增加机型签署前应当参加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实施的

机型培训，获得培训合格证。

增加机型签署申请程序与初次申请相同，仅无需提交教员推

荐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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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机型签署有效期的更新

申请人可通过登录个人账号，点击“更新机型签署”，选择申

请更新有效性的机型，提交维修经历证明，并点击“提交申请”。

如提交资料齐全，系统将自动告知已受理。

注：维修经历证明要求可参考 ＡＣ－６６－ＦＳ－００９。 如属分阶段

维修经历，需分开提供。

民航局飞行标准司或地区管理局将在 ２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信

息核准，并对核准通过的申请人直接通过民航局航空器维修人员

信息系统更新电子执照，更新机型签署的有效期。 民航局在电子

执照上更新机型签署不收取费用。

注：１．考虑民航局飞行标准司或地区管理局将核对维修经历，

建议机型签署至少在到期前 ３０ 天即申请更新，否则一旦失效后将

只能选择机型签署有效性恢复的方式。

２．如存在维修经历不规范的情况，将不能更新机型签署；如存

在弄虚作假的行为，在不能更新机型签署的同时还将依法依规对

申请人处以行政处罚，并列入维修人员信用记录。

８．４ 机型签署有效性的恢复

申请机型签署有效性恢复分为以下二种情况：

（１）维修经历符合机型签署有效性更新条件的，在申请前应

当参加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组织的机型维修培训的考试，通过

并获得考试合格证明。

申请人可通过登录个人账号，点击“恢复机型签署”，选择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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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机型签署的机型，提交维修经历证明和考试合格证明，并点击

“提交申请”。 如提交资料齐全，系统将自动告知已受理。

（２）维修经历不符合机型签署有效性更新条件的，在申请前

应当参加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培训机构组织的机型维修培训和考试，并

获得考试合格证。

申请程序与申请增加机型签署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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