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英语培训和测试解决方案

我的工作就是

确保
乘客

安全

环球英语

将飞行安全放在首位
航空英语培训和测试解决方案
实现
对航空安全的基本目标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CA0) 认为，
使用英语进行清晰有效的沟通对
确保国际航空安全至关重要。
我们确保航空人员满足 ICAO
9835 号文档《执行 ICAO 语言熟
练度要求的手册》(The Manual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CAO
Language Proficiency

Requirements) 对语言熟练度的要
求，并确保他们能维持和掌控对语
言要求的符合度。

·

发音

·

语法结构

·

词汇

对于所有参与国际航空事务的飞行
员和空中交通指挥员，所有以下六
项核心技能必须达到 ICAO 英语
四级（操作性的）或以上水平：

·

流利度

·

理解力

·

互动性

– 航空和英语教学的全球领导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RMIT
University) 是澳大利亚的一流学
校，拥有超过 7.5 万名学生，为
以下领域提供专业课程：

借助



航空航天工程



飞行训练



英语语言培训

RMIT 的航空英语课程产品由 RMIT 大学
独立的语言中心 RMIT 环球英语(REW)
开发。开发过程中直接从澳大利亚航空
服务公司 (Air Services Australia)、
澳洲航空公司 (Qantas) 以及其它学科专家
处获得咨询服务。

提升英语语言能力

RMIT 在提供可靠和实践性的航
空英语课程以及可操作性的相关
测试方面，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的
声誉。由于我们在航空英语培训上
的全球领导地位，世界各地的飞行
员和空中交通指挥员都选择在
RMIT 学习和培训。

·
我们了解您的要求并为您提供：
·通过经全球民航管理局认可的一系列培训和
航空规定的测试，帮助您达到 ICAO 对语言熟
·
练度的要求。
·为确保飞行安全所需的高级英语技能
·
·适应学员工作计划的灵活交付选择

培训要求评估以及量身定做的一套交付
解决方案。

·

避免中断工作计划，支持轮值培训的连

我们的解决方案经济高效。我们通过以下方
式为您节约时间和金钱：
将测试频率降到最低

续性
·

保留执照的有效性。

的独特优势

RMIT 为贵公司提供：
与竞争对手相比，RMIT 在航空教学上
的差异化特性在于，我们强调保留和获取
·聚焦英语语言技能的维护、提升和获取
须亲自参与的实用航空英语技能。RMIT
·基于实际场景的测试
了解在培训中为航空人员提供工作相关内容和
·专为飞行员和空中交通指挥员设计的测试
实践场景的重要性。本培训计划由一支强大的
内部团队开发制作，其中包括航空专家以及专
业从事航空用语和英语教学的课程编写者。培
训计划确保学员能切实拥有英语的熟练度，并
积极维持该语言水平，运用到工作中保证飞行
安全。
·针对所有六项 ICAO 核心技能的评估
·可在测试间的空档期进行培养技能和维护语
言熟练度的训练计划。
·确保效果可靠有效的高品质产品。

中国代表处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REW，泰国曼谷

RMIT 大学墨尔本校区
RMIT环球英语墨尔本语言中心
墨尔本 RMIT Publishing 总部

RMIT 大学，越南
越南河内校区
胡志明校区

全球合作伙伴
的地理位置

培训
和测试
解决方案

全球超过
已通过

万的应试者
评估

经超过
个
成员国家认证

航空英语考试
完成我们培训的应试者中有 90%
在
测试中达到了四级或
更高水平
RMIT 航空英语测试试

RELTA 通过对飞行员和空中交通指挥员
的听说能力进行严格测试，评估他们的英
语熟练度。测试包括对陆空情景进行实际
的角色扮演，同时为飞行员和空中交通指
挥员营造真实的模拟环境。
RELTA 的测试设计和测试结构体现
ICAO 的整体要求，采用六段评分模式，
围绕 ICAO 六项语言熟练标准对结果打
分。

为确保测试交付的一致性，RMIT 环球英语监 ·
测、监督以及维护国际安全和质量标准。

为应试者评估安排至少两位经认可的
RELTA 评分者，确保评估公正一致

·
RELTA:
· 为飞行员和空中交通指挥员安排不同的语
言任务
·
· 以 ICAO 所有六项语言熟练度等级对应
试者打分，并为航空用语和简明英语语言
熟练度提供公正准确的评估

通过提供测试和结果的自动化管理，节省
您的宝贵时间
得到执行团队全力支持，确保高水准的客
户服务

准备课程

《RELTA 准备》(RELTA Preparation) 在线课 ·中型或重型飞机的飞行员
程用来帮助 RELTA 应试者在测试之前熟悉
RELTA 结构、测试要求以及任务类型。应试者
也可通过该课程评价应试策略，确保尽可能获
得最佳成绩。

·轻型飞行的飞行员
·空中交通指挥员

《RELTA 准备》(RELTA Preparation) 为以下
人员的各种 RELTA 形式提供“RELTA 口语”
公司可购买《RELTA 准备》(RELTA
(RELTA Speaking) 和“RELTA 听力”(RELTA
Preparation) 课程，个人也可通过以下
Listening) 实践测试：
网址在线购买：

›

www.relta.org

导师和考官培训

RMIT 环球英语
为培训和认证 RELTA 服务人员提供各类课
程。
REW 的三大 RELTA 培训课程包括：


者有资格根据行业标准管理测试、提交测试
和对应试者评级。
REW 的教师培训课程包括：

《RELTA 管理员培训》(RELTA
Administrator Training)，《考官培训》
(Examiner Training) 以及《评分者培训》
(Rater Training)，从而让受训

 《航空教师培训》(Aviation Teacher
Training)，用于教师学员认证，提供合格的
RMIT 航空英语培训计划。

“《RELTA 准备》(RELTA Preparation)
课程对我准备考试帮助极大。我有机
会提前了解测试结构和测试方式。
要不是我提前做过测试，我可能达
不到 ICAO 六级的水平。”
Jorge López Arce
西班牙空中交通指挥员和航空交通管理
(ATM) 事故调查员

针对飞行员和空中交通指挥员的
无线电话英语
RMIT 的《无线电话英语》(Radiotelephony
English) 系列课程由两门课程组成—一门为
飞行员课程，另一名为空中交通指挥员课程，
提升他们在无线电话沟通中的简明英语使用能
力，符合 ICAO 的语言熟练要求。
RMIT 的《无线电话英语》(Radiotelephony
English) 系列课程提供了教师主导的培训解决
方案，方案将根据贵公司的要求进行调整和实
施。

《无线电话英语》(Radiotelephony English) 系
列课程：
 特别强调对日常或非例行航空场景，培训听
说技能
 使用行业专用语言以及简明英语
 提供 125 小时的学习材料，材料涵盖两个
核心部分：

»

教学参考书（65 小时）

»

计算机辅助培训 (CBT) 包（60 小时）





飞行员的无线电话英语课程

空中交通指导员的无线电话英语课程

出发前

轻度交通：日常

出发

轻度交通：非例行

在航线上飞行

复杂交通：日常

降落和到达

复杂交通：非例行

采用引入入胜和颇具挑战的方法开
展航空英语教学，基于地面和飞行
各种真实场景提供可操作的相关学
习活动
为飞行员和空中交通指挥员提供不
同的学习材料

进场和着陆

通用航空英语
《通用航空英语》(General English for
Aviation) 是为航空人员定制的英语课程，
以提升他们的普通英语，帮助满足 ICAO
语言熟练度要求。该课程最适合中级水平
的人员，适合在教室中使用。

《通用航空英语》(General English for
Aviation)


包含覆盖两个模块的最多 250 小
时语言学习



提供互动性的课程材料和引入各
种基于安全场景的相关和实用任
务



聚焦在一般和航空语境下的语言技能提升



提供灵活的交付选择

“我们是 RELTA 测试和 RMIT 航空英语培训
产品的头号粉丝，这些培训材料品质好，测试结
构公平可靠，另外 RMIT 环球国际为我们提供
的服务支持也相当周到。”
Joao Durao
葡萄牙飞行协会会长 (2009-2011)

冲刺五级

超越四级
《超越四级》(Beyond Level 4，简称 BL4) 提
供了非常经济高效的语言培训解决方案，让学
员在测试之间的空档期练习和培养语言技能，
防止语言能力退化。





本课程提供：

针对飞行员和空中交通指挥员的专业
版本

对 ICAO 认可的六项核心技能逐一提
供定制化的语言支持和反馈

BL4 飞行员课程
降落事故
机上事故
跑道入侵
地形
天气
侥幸免撞脱险
引擎故障
紧急降落

80 小时涵盖 8 个单元的学习材料，以
及200 多个学习活动，每单元均围绕一
个安全相关话题开展
根据现实生活的航空安全场景提供内
容，充分利用飞行模拟、雷达仿真（ATC
版本）以及互动性角色扮演





通过自动化绩效报告和对录制语音样本
的个人回顾，帮助评审员和参与者自行
监督课程进度
提供专为飞行员和空中交通指挥员提供
的补充性语法材料

BL4 空中交通指挥员课程
疏散
协调
系统技术
态势感知
天气
飞机运转不安全
机上事故
人为因素

浏览引导视频来先睹为快吧!
http://youtu.be/hLvLwaQSsQQ

成为合作伙伴
RMIT 为贵公司提供最好的航空英语
培训和测试解决方案，确保你达到并
维持ICAO 英语熟练度的要求，努力
推动更安全的航空环境和空中旅行。

更多信息
www.relta.org
› aviation.english@rmit.edu.au
› +61 3 9925 8191
› https://www.facebook.com/reltatest
› http://au.linkedin.com/in/relta

我们与贵公司一道：

为您的人员确定最好的英语培训解决
方案

提供产品使用引导和教师培训，为英语
培训做好准备





与主管机关保持联络，确保 RELTA
获得本地认证
在贵公司内部建立 RELTA 测试中
心
为英语熟练度测试的落实提供
RELTA 培训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