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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篇 A  制定规定性疲劳管理规章的指导材料 

第 4 章 4.10.1 和 4.10.2 a) 的补充 

1.  目的与范围 

1.1  确定飞行时间、飞行值勤期和值勤期限制与休息要求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确保飞行机组和客舱机组为安全飞

行运行在执行任务时保持充分注意力。 

1.2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应该注意两种类型的疲劳，即短暂性疲劳和累积性疲劳。短暂性疲劳可以说是可在一

次充足的休息或睡眠后即可消除的疲劳。累积性疲劳则是由于未完全从长期的短暂性疲劳中恢复过来而产生的。 

1.3  根据本部分条款的限制可以防止这两种疲劳，因为这些条款认识到： 

a) 通过限制飞行值勤期以预防两种疲劳的必要性； 

b) 限制在飞行前或连续飞行过程中在经停站执行其他任务的值勤期，以此方式预防短暂性疲劳的必要性； 

c) 限制在一规定时间段整个飞行时间和值勤期的必要性，以预防累积性疲劳； 

d) 开始下次飞行值勤期之前，为机组成员提供充分休息机会以消除疲劳的必要性； 

e) 考虑机组成员可能被要求去执行其他有关任务以特别防止累积性疲劳的必要性。 

2.  运行概念 

2.1  飞行时间 

飞行时间的定义就飞行时间限制而言，适用于飞行和客舱机组成员。 

2.2  值勤期 

值勤所耗的全部时间均可引起飞行和客舱机组成员疲劳，应该在安排恢复休息期时对此予以考虑。待命如达到

可能导致疲劳的程度，也可将其计入值勤。 

2.3  飞行执勤期 

2.3.1  飞行值勤期的定义是指通常包括飞行或客舱机组成员一次飞行或连续飞行的连续工作时间段。它旨在包

括机组成员从报到值勤那一刻起，到完成一次飞行或连续飞行以及飞机完全停止移动和发动机停车为止，他/她需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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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所有任务。由于机组成员长时间的活动会渐渐导致疲劳，不论是短暂的或累积性的疲劳，对飞行安全可能会产

生不利影响，因而认为有必要对飞行值勤期加以限制。 

2.3.2  飞行值勤期不包含从住所到报到值勤地点的旅途时间。报到值勤时保持得到充沛休息的状态是飞行或客

舱机组成员的责任。 

2.3.3  按照运营人指派调派机组所耗时间是飞行值勤期的组成部分，即该时段之后（没有间隔休息时间），该

名人员立即作为飞行或客舱机组成员参加飞行值勤期。 

2.3.4  一项重要保护措施是各国和运营人承认机组成员在其疲劳性质达到足以对飞行安全产生不利影响时拒绝

再次飞行值勤的责任。 

2.4  休息期 

休息期的定义是要求解除飞行或客舱机组成员的所有任务以消除疲劳。而达到消除疲劳所采取的方式则是飞行

或客舱机组成员的责任。应该定期提供长时间的休息。如果待命的条件让飞行和客舱机组成员无法恢复疲劳，休息

期则不应该包括待命。在休息地点要求提供合适的地面住宿，以便得到有效恢复。 

3.  限制的类别 

3.1  限制大致根据时间来划分。例如，许多国际民航组织的缔约国规定每天、每月和每年的飞行时间限制，也

有相当多的国家规定有每个季度的飞行时间限制。此外，许多国家还对规定的时间，比如连续的天数或 7 天时间规

定了累积值勤限制。但是，必须认识到这些限制会随不同情况而有相当大的变化。 

3.2  为考虑已计划的飞行值勤期开始后在所允许限制内无法预见的延误，应该对尽量减少可能被允许超限的程

度做出规定。同样，在力争挽回延误时刻表的灵活性方面，应对控制将休息缩短低于正常要求的程度做出规定。在

规定限制内延长飞行值勤期或缩短休息期的权力属于机长。 

注：报到的要求见 4.9.2 段和 4.11.2.3 段。 

3.3  在制定有关飞行时间限制的规章或法规时，应该考虑到飞行或客舱机组成员定员和各项任务在机组成员中

的分工程度。如果机上有额外的飞行或客舱机组成员及飞机的设施能使飞行或客舱机组成员在与驾驶舱和旅客隔开

和屏蔽的舒适后仰座位或铺位上得当恢复休息，并合理地不受到干扰，则计划的飞行值勤期可以延长。 

3.4  各国应该对所有相关因素加以考虑，其中包括：飞越时区的数量与方向、飞行值勤期计划开始的时间、飞

行值勤期内计划和/或实际飞行的航段、与飞行或客舱机组昼夜生理节奏或 24 小时生物规律相对应的工作和睡眠方

式、休假计划、提前报道时间和错后解除任务的顺序、早/晚/夜间任务的搭配和飞行运行的特点。 

4.  制定疲劳管理规定性限制的指导 

4.1   目的与范围 

4.1.1  下述材料包含制定疲劳管理规定性限制时应考虑的一套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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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本范例中未列明数值，因为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对可以和不可以接受的数值产生不同理解。在下文中，

符号（*）用来表示各国可以插入它认为管理疲劳合适的数值，方括弧［］用来表示平均值。为进一步指导，鼓励各

国检查其他国家制度的数值。 

4.1.3  在决定插入何种数值时，各国应该考虑相关科学原理和知识的结果、管理这种规章先前的经验、文化事

宜和计划实施运行的性质。 

4.1.4  各国在批准运营人的飞行时间和值勤期限制和休息制度之前，应该对各运营人为适用于运行建议的各种

限制的幅度和范围是否充分进行评审。 

4.2  定义 

4.2.1  运营人和机组成员 

扩编飞行机组  包含超过为操纵飞机所需最少数量的飞行机组，机组当中的每名飞行机组成员均可为在飞行中

休息之目的由其他具备适当资格的飞行机组成员替换离开指定岗位。 

客舱机组成员  为了乘客的安全，受运营人或机长指派执行值勤任务，但不得担任飞行机组成员的机组成员。 

机组成员  由运营人指定在飞行值勤期内在航空器上担任勤务的人员。 

飞行机组成员  在飞行值勤期内对航空器运行负有必不可少的职责并持有执照的机组成员。 

运营人  从事或拟从事航空器运营的个人、组织或企业。 

4.2.2  飞行或轮挡时间 

飞行时间 — 飞机  从飞机为了起飞而开始移动时起到飞行结束停止移动时为止的总时间。 

注：此处定义的飞行时间与一般采用的“轮挡至轮挡”时间具有相同意义。其计算方法是自飞机为了起飞开始移动

起到飞行结束停止移动为止。 

4.2.3  值勤和飞行值勤 

值勤  运营人要求飞行或客舱机组成员执行的各项任务，包括可能引起疲劳的飞行值勤、行政工作、培训、调

派机组和待命。 

值勤期  指飞行或客舱机组成员按照运营人的要求从报到或开始值勤时刻开始，到该人员被解除所有任务为止

的时间段。 

飞行值勤期  指机组成员按照要求从报到值勤时刻开始（包括一次飞行或连续飞行），到飞机在最后一次飞行

结束完全停止移动时，他/她担任机组成员的时间段。 

4.2.4  休息期和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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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期  值勤之后和/或之前一个连续和规定的时间段，在该段时间内，飞行或客舱机组成员被解除全部任务。 

待命  在一规定时间段内，飞行或客舱机组成员按照运营人的要求等待接受被指派执行一没有间隔休息期的特

定任务。 

4.2.5  总则 

基地  运营人为机组成员指定的位置，机组成员通常在此开始和结束一个值勤期或一个连续值勤期。 

调派机组  不操作的机组成员按照运营人的指派作为旅客从一地点转移至另一地点。 

注：“调派机组”在此定义与“搭机飞行”同义。 

报道时间  飞行和客舱机组成员按照运营人的要求报到值勤的时间。 

值班表  运营人提供的机组成员需要执行任务时间的清单。  

注：“值班表”在此定义与“时间表”、“航线时间”、“排班”和“轮换”同义。 

合适的住宿  能提供充分休息机会带有家具的卧室。 

不可预见的运行情况  超出运营人控制的非计划事件，比如不可预见的天气、设备故障或空中交通延误。 

4.3  国家的责任 

4.3.1  疲劳管理规章的各项规定性限制的目的旨在确保飞行和客舱机组成员保持充分注意力，这样他们就能够

在各种情况下以满意的操作水准和安全操纵。根本原则是每名飞行和客舱机组成员在开始他/她的飞行值勤期时得到

充分休息，并在飞行的各种正常和不正常情况下保持充分注意力，以满意的操作水准和安全操纵。 

4.3.2  本范例的目的是阐述对可能影响飞行和客舱机组成员注意力变数的限制如何加以界定（比如可允许飞行

小时、值勤和飞行值勤期和最低休息期），以在编排飞行和客舱机组值班表时加以运用。可以规定某些限制可被超

过，但仅限于计划飞行时无法合理预见的情况。 

4.3.3  本范例仅是如何界定疲劳管理规定性限制的一个范例。 

4.4  运营人的责任 

4.4.1  运营人应该在其运行手册中反映出本范例中与其实施的运行相关的要素。如果计划的运行不能在本范例

公布的限制内加以管理，可要求偏离。在此情况下及偏离被批准之前，运营人应该向运营人所在国演示偏离能够保

证等效安全水准并考虑到基于安全的反对意见。 

4.4.2  应该尽量提前编排和公布值勤值班表，以保证飞行和客舱机组成员有机会计划充分的休息。应该考虑到

执行长时间值勤小时中间穿插最低休息的累积效应，并避免值班表会导致严重打乱固有的工作和睡眠方式。值班表

应该最少涵盖（*）天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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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考虑到飞行前值勤所需的时间、飞行和过站时间以及运行性质，应该按照能在允许飞行值勤期内结束飞

行来计划飞行。为保证充分休息所需要的最低休息期应该以实际运行为基础。 

4.4.4  为避免对飞行或客舱机组成员的操作产生任何有害，当飞行值勤期超过（*）小时后，必须安排机会就餐。 

4.4.5  运营人应该为每名飞行和客舱机组成员指定基地，飞行和客舱机组成员通常在此开始和结束一个值勤期

或一连续值勤期。指定基地应该具有长期性质。 

4.4.6  如果察觉或怀疑飞行机组成员的疲劳程度会对飞行安全产生不利影响时，运营人不应该要求飞行机组成

员操纵飞机。 

4.5  飞行机组成员的责任 

4.5.1  当飞行机组成员察觉自己疲劳或感觉不适的程度会对飞行安全产生不利影响时，机组成员不应该操纵飞

机。 

4.5.2  飞行机组成员应该很好地利用所提供的休息设施和就餐机会，应该计划和利用休息期以确保得到充沛的

休息。 

4.6  飞行和客舱机组成员 

下文详细说明了适用于飞行和客舱机组成员运行的各项限制。按飞行小时计的限制适用性仅适用于飞行机组。 

4.7  飞行时间和值勤期限制 

4.7.1  最多飞行时间 

4.7.1.1  最多飞行时间： 

a) 任何飞行值勤期不得超过（*）小时； 

b) 任何连续［7］天内不得超过（*）小时，或任何连续［28］天内不得超过（*）小时；和 

c) 任何连续［365］天内不得超过（*）小时。 

4.7.1.2  4.7.1.1 b) 和 c) 的限制亦可变通地计算为日历周、月或年。在此情况下，应对超过二或三个日历月的其

他限制作出规定。 

4.7.2  飞行和客舱机组的最多值勤小时 

4.7.2.1  值勤小时： 

a) 任何连续［7］天或一周内不得超过（*）小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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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任何连续［28］天或一个日历月内不得超过（*）小时。 

值勤包括按照运营人指派执行的各项任务。它们包括但不仅限于：飞行前准备、执行飞行（不论是否属商业航

空运输）、飞行后的行动、提供或接受的培训（课堂、飞行模拟机或飞机）、排班办公室/管理时间和调派机组。待

命如达到可能导致疲劳的程度，也可将其计入值勤小时。 

4.7.3  飞行机组和客舱机组的最多飞行值勤期 

4.7.3.1   最多飞行值勤期应该为（*）小时。 

4.7.3.1.1  本限制应该允许偏离以顾及到影响疲劳的已知事项，比如：计划的航段数量、开始值勤的当地时间、

与机组成员昼夜生理节奏相对应的休息与睡眠方式、工作时间搭配、扩编飞行机组等。 

4.7.3.2  机组的报道时刻应该现实地反映出为完成与安全和服务有关（如果适用）的飞行前任务所需要的时间，

和在飞行时间结束时为完成各项检查和记录增加（*）分钟标准的补贴时间。为记录之目的，飞行前报道时刻应该计

入值勤和飞行值勤时刻，飞行后的补贴时间可计入值勤。 

4.7.3.3  鉴于飞行机组和客舱机组报道时刻不同，客舱机组的飞行值勤期可能长于适用于飞行机组的飞行值勤

期。 

4.7.3.4  出现不可预见的运行情况时，按照机长的决定，飞行值勤期只能延长不超过（*）小时。在执行这一决

定之前，机长应该对所有被要求操纵飞机的机组成员认为自己适宜操纵表示满意。 

4.7.4  由扩编机组操纵的飞行和空中换班的规定 

4.7.4.1  机上为保证空中换班的飞行机组的组成与人数以及提供的休息设施的质量应该作为确定基本飞行值勤

期限制可被超过的数量。空中飞行值勤和休息划分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合理的平衡。客舱机组人数应该考虑到提供的

休息设施和其他与飞行运行相关的参数加以确定。 

4.7.4.2  运营人应该确保将飞行和客舱机组成员在飞行中开始休息之前他们所需执行的任务事先通知机组成员

（比如主要或换班机组），这样他们就会对飞行前的休息作出相应计划。 

4.8  最少休息期 

4.8.1  即刻开始飞行值勤期之前的最少休息期不得少于（*）小时。 

4.8.1.1  应该引入休息的规定，以考虑到飞越的时区和夜间飞行的影响。 

4.8.1.2  应该定期安排较长的休息期以消除累积疲劳。 

4.8.1.3  出现不可预见的运行情况时，按照机长的决定，最少休息时间只能缩短不超过（*）小时。 

4.8.1.4  飞行或客舱机组成员从休息地点到报到值勤地点途中消耗的旅行时间不计入值勤，虽然它是促成疲劳的

一个因素。立即开始飞行值勤期之前消耗过多的旅行时间可能减损飞行或客舱机组成员抵抗值勤期间产生疲劳的能

力，飞行前决定在何处休息时应该对此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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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机长可能执行的决定 

4.9.1  机长在对可能导致不可预见的疲劳程度的特殊情况作出考虑并与受影响的飞行或客舱机组成员讨论之

后，可以决定缩短实际飞行值勤期和/或增加最少休息期［见 4.8.1.3 段］，以便消除对飞行安全的任何不利影响。 

4.9.2  机长应该向运营人报告决定延长或缩短值勤或休息的使用情况。 

4.10  其他规定 

4.10.1  待命 

4.10.1.1  应该确定待命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并至少在（*）小时之前予以通知，任何待命的最长期限不得超

过（*）小时。 

4.10.1.2  机场待命后随即开始飞行值勤期时，应该确定错误！链接无效。和指定飞行任务之间的关系。在此情

况下，如果机场待命可能引起疲劳，则应该被视为值勤期的一部分，并在计算下次飞行值勤期之前的最少休息时纳

入考虑。 

4.10.1.3  要求飞行和客舱机组成员在运营人安排的住处待命时，应该提供合适的休息设施。 

4.10.2  等待 

要求飞行和客舱机组成员为联系做短时间等待以接收有关值班表可能变化的指示时，该要求不应该妨碍该机组

成员在报到值勤前有休息期。等待所耗时间不计入值勤。 

4.10.3  调派机组 

调派机组所耗全部时间均计入值勤，调派机组之后没有间隔休息期的飞行也计入飞行值勤。但是，在计划或计

算飞行值勤期时，调派机组不计为飞行航段。 

4.11  记录 

4.11.1  为使运营人能够确定疲劳管理制度正按预期和批准运作，应该为执行的任务和完成的休息期保存（*）
个月的记录，以便利运营人授权人员的检查和运营人所在国的审计。 

4.11.2  运营人应该确保这些记录至少包括每名飞行和客舱机组成员的： 

a) 每次飞行值勤期的开始、过程和结束； 

b) 每次值勤期的开始、过程和结束； 

c) 休息期；和 

d) 飞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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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  运营人还应该保存机长行使其决定（按照 4.9.1 的规定）理由的记录。如果在所飞特定航路或航路结构

百分之（*）情况下出于相同原因必须行使决定，则可能并未达到本指南的初衷和可能产生过度的疲劳。应该作出安

排修改时间表或机组安排，以减少这种事件发生的频次。国家可能要求另行提交某些记录的影印件。 

4.11.4  飞行机组成员应该保存其每天飞行时间的个人记录。 

 

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