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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梦想

助您一
飞冲天，
顺利踏上
航空之路！
国际学生指南



为何学生首选我校

技术类学科全球500强*

澳大利亚第一所被ASHOKA 
U授予CHANGEMAKER 
CAMPUS称号的大学

就业率、教学设施、 
国际化程度和教学质量
评级均获五星高分^

*2021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2021年QS世界大学星级排名。

www.cqu.edu.au/internationalreputation

中央昆士兰大学助您起航

顺利取得学位，掌握飞行技能
中央昆士兰大学的航空学士（商业飞行员）学位课程是一个
综合性课程，不仅讲授扎实的地面理论，更结合大量的实际
飞行训练，让您在掌握必不可少的知识和技能的同时，积累
丰富的实践经验，一举拿下商业飞行员执照（Commercial 
Pilot License）和多引擎飞机飞行仪表等级（Multi-Engine 
Command Instrument Rating）。

持照飞行员在全球供不应求。中央昆士兰大学携手一流的飞行
培训机构和经验丰富的专职教练，助您顺利完成飞行培训。本
校培训采用“多人制机组协作”（MCC）模式，在澳大利亚
民航安全局（CASA）认证的737NG模拟机中进行。

完成中央昆士兰大学的课程，晋升副驾驶职位指日可待。

 » 学术理论、航空知识和飞行训练有机结合。
 » 专门设计的课程内容，致力培养优秀的飞行员。
 » 完成课程即可达到相关执照和评级的资质要求。
 » 入读学士学位课程之前需要先修航空英语课程。



成为飞行员的步骤
入读中央昆士兰大学的航空学士 
（商业飞行员）学位课程 
掌握必备的航空知识和经验， 
成为出色的商业飞行员。

积累飞行经历

设施
亚太航空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本校在凯恩斯国际机场设有亚太航空教育、研究
与培训中心（APAERTH），具有世界一流水平。
这里配备最先进的双喷气发动机飞行模拟器给您
大胆操作，必将成为您梦想启航的地方。

飞行模拟器
学习在民航安全局（CASA）认证的 737NG 模拟机中进行，采用“
多人制机组协作”（MCC）模式，和现实机舱操作别无二致。 

模拟器培训有机结合航线运输飞行员执照（ATPL）考试理论课
程，指导您在多人制机组配置中真切感受飞行过程的各种人为
因素，学会团队合作。

飞行训练
初级飞行训练在因尼斯费尔机场（Innesfail Aerodrome）进
行，高级飞行训练则在凯恩斯国际机场。对此专门安排了因尼
斯费尔机场的往返通勤。

机队
对于因尼斯费尔机场的初级飞行训练，配四架 Cessna 172 飞
机；对于凯恩斯国际机场的高级巡航和仪表操控飞行训练，则
采用先进的单引擎 Cessna 172RG 型飞机或 Cessna 182 型飞
机，以及双引擎的 Beechcraft Baron、Piper Seminole 或类似的
双引擎机型。

执照类型 飞行经历

一年级 可在训练机场的跑道
区和训练区独自驾驶

二年级 
（上学期）

休闲飞行执照 可在机场40公里范围
内驾驶单引擎飞机

二年级 
（下学期）

私人飞机驾驶员执照 进入导航培训阶段，
在澳大利亚远郊和
内陆的多个机场实
操训练

三年级 达到商业飞行员执照和
多引擎飞机飞行仪表等
级的资质要求

积累100小时的机长
(PIC) 飞行经历

取得商业飞行员执照和多引擎飞机飞行仪 
表等级
飞行时间达到一定标准，方可申请商业飞行员执照和
多引擎飞机飞行仪表等级，本校训练直接算入飞行
小时数。

积累工作经验
航空公司通常要求应聘者的飞行经历达到2,000小
时左右，多数毕业生入职之初担任副驾驶员，或是
进入小型航空公司或地区航空公司。中央昆士兰大
学与本国的两大航空公司——内陆航空（Hinterland 
Aviation）和维珍澳大利亚航空（Virgin Australia 
Airlines）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首创独特的“学
校–企业”培养模式，为毕业生开辟独一无二的就业
途径，学生甚至在离校之前便有机会上岗实操。

加入职业协会
取得职业飞行员协会的会员资格，时刻把握行业最
新变化。



课程简介

航空学士（商业飞行员）学位课程
课程代码： CL29

学习时长： 三年（全日制）

入学时间： 第1学期（3月7日），第2学期（7月11日）

开课地点： 凯恩斯

估计每年费用： 39,120澳元

飞行培训估计 
总费用： 131,000澳元

估计总费用： 214,670澳元

CRICOS 代码： 097033M

课程结构
需完成以下19个必修课单元：

一年级
 » 航空基础知识
 » 基本航空实践
 » 航空物理学
 » 航空法
 » 飞行计划、性能和操作（私人飞行员执照）
 » 航空飞行实践1

 » 航空飞行实践2

二年级
 » 空气动力学（商业飞行员执照）
 » 通用航空知识（商业飞行员执照）
 » 气象学（商业飞行员执照）
 » 导航（商业飞行员执照）
 » 飞行计划、性能与载荷（商业飞行员执照）
 » 航空人为因素（商业飞行员执照）
 » 仪表飞行规则与程序
 » 航空飞行实践3

 » 航空飞行实践4

 » 高级航空飞行实践1

三年级
 » 高级航空飞行实践2

 » 高级航空飞行实践3

职业选择
取得航空学士（商业飞行员）学位，就表示您达到了航空运输
业对商业飞行员在职业航空知识和经验方面的要求。即是说，
此时的您具备了合法从事商飞工作的资格，可进入航空运输业
担任航空职务，达到了航空公司关于实习飞行员/培训资质的
标准。凭借扎实的训练功底，您完全可以胸有成竹地进入通用
航空领域，从事飞行指导、观光飞行、农业航空作业（如畜牧
管理和农药喷洒）等工作。

入学要求
学术要求 达到澳大利亚12年级或同等学业水平
英语语言要求 学术类雅思最低6.0，单项分数不低于5.5；且

达到澳大利亚民航安全局（CASA）认可的航
空英语语言能力测试4级水平

入学前还需取得航空参考号、澳大利亚1级航空医疗证明和航
空安全识别卡。

航空英语测试备考
课程代码： PDC53513

学习时长： 5周

入学时间： 第1学期（3月7日），第2学期（7月11日）

开课地点： 凯恩斯

学期费用： 每周435澳元

CRICOS 代码： 097843K

为期5周的英语课程结束后，学员需要参加民航安全局
（CASA）认可的航空英语语言能力（AELP）测试。AELP测
试由独立评估机构组织，按1到6级评分，达到4级或以上才能
升读航空学士（商业飞行员）学位课程。 

入学要求
英语语言要求 学术类雅思最低6.0，单项分数不低于5.5



常见问题解答
1. 可以申请奖学金吗？
本课程学生无资格申请国际学生奖学金或国际学生（地区）
奖学金。

2. 如何充分准备民航安全局（CASA）认可的航空英语语
言能力测试？
航空学士（商业飞行员）学位课程包含航空英语测试备考课
程。备考课程为期5周，在凯恩斯的CQUEnglish语言学习中心
授课。 

3. 以往飞行经历可否算入学分？
请提供航空日志，以便校方审核、评估学员能力。

4. 戴眼镜可以当飞行员吗？
标准视力并非必需。具体由航空体检指定机构（DAME）确
定。

5. 能否进入大型航空公司？
毕业即可从事商飞工作，进入航空运输业担任航空职务，达到
航空公司设定的实习飞行员/培训资质要求。

6. 澳大利亚飞行员执照在海外是否得到认可？如何换领
执照？
澳大利亚飞行员执照可以换领。请联系所在国的航空监管机
构，了解换证要求。

7. 凯恩斯校区有学生宿舍吗？
校园内没有学生宿舍，学校附近有住宿设施。中央昆士兰大学
的学生服务中心可以在您抵达澳大利亚之前帮助您找到合适
的住处。 

8. 申请入学有无额外费用？
能否入学取决于是否取得：

 » 澳大利亚民航安全局（CASA）的航空参考号（ARN）
 » 航空体检指定机构（DAME）签发的澳大利亚1级航空医疗
证明（Australian Class 1 Aviation Medical Certificate）。  
航空体检指定机构名单详见 www.casa.gov.au。

–  海外获准的航空体检指定机构
–  凯恩斯获准的航空体检指定机构

 » 澳大利亚航空安全识别卡（ASIC）
 » 澳大利亚航空英语语言评估达到4级或以上

上述项目的费用约为1,000澳元，不包含在课程学费内。此类
费用仅为估算，政府收费和行业费用可能随时变化。

9. 有额外的学习开支吗？
您需要购买以下物品。相关费用可能随时变化，请注意查看《
学生手册》 www.cqu.edu.au/handbook。

 » 导航设备和耳机700澳元
 » 课本1,000澳元
 » 制服400澳元
 » 航空资料刊物 (AIP) 1,000澳元

10. 如果需要额外飞行训练怎么办？
课程包含的飞行训练总时长为227.3小时（207.3小时实机飞行
和20小时模拟），带100小时的主操飞行员驾驶和46小时的仪
表操控——足以让您取得澳大利亚商业飞行员执照（CPL） 
和多引擎飞机飞行仪表等级（MECIR）。如果需要额外飞行
时数才能达到课程单元要求，将按以下价目收费：

 » 单引擎飞机每小时450澳元，
 » 双引擎飞机每小时750澳元。

11. 如何申请入学？
通过国际学生申请系统iStart在线申请。 

cqu.edu.au/international-apply 

https://www.cqu.edu.au/international-apply 


联系我们
www.cqu.edu.au/international-enquire
+61 3 9616 0606

本册子由澳大利亚中央昆士兰大学出版（2021年10月）， 
内容在付印时准确无误，但可能会随时更改。
欢迎访问 www.cqu.edu.au 了解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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