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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航班备降工作，避免备降航班不

能及时降落的情况，保证飞行安全和航班正常，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台、港、澳地区），

民用航空运输飞行航班备降活动中所涉及的航空公司运行、空中

交通服务保障、机场地面保障等工作，应当遵循本规则。 

第三条  航班备降是指航班因故不能或不宜降落在目的地

机场而需在其他机场降落，。包括航班紧急备降和非紧急备降。 

紧急备降是指航班飞机发生空中遇险、非法干扰、危险品泄

漏、最低油量告警等紧急情况而需要尽快降落。 

非紧急备降（以下简称航班备降）是指航班的目的地机场因

天气等原因不能提供飞机降落起降时，需要在其他机场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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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航班备降工作应当遵循保证安全第一、积极主动、

综合协调、密切配合、保障有力的总体原则。 

第五条  航空公司对航班备降承担主体责任，空管部门、机

场管理机构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别对航班备降工作提供服务保障。 

第六条  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负责航班备降

工作的总体监督管理工作，民航地区管理局负责本地区辖区内航

班备降工作的监督管理检查及综合协调工作。 

第七条  当航班需要紧急备降时，相关空管部门和机场管

理机构应当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优先保障其降落。 

第八条  被确定为重点地区、重点机场和重要航路的备降

机场，应将航班备降需求、备降机位建设要求等纳入机场总体规

划，并完善设施设备配备，提升备降保障能力。 

 

第二章 具体工作规则 

 

第八九条  航空公司根据航班、航线、机型等情况自主选择

备降机场后，应当主动与目的地备降机场签订备降保障协议，或

者在机场使用协议（或地面服务保障协议）中明确备降保障条款，

并按照协议的条款，切实履行各自的职责。该协议或者条款至少

应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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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备降航班所使用的机型； 

（二）机场提供备降服务的时间（即是全天保障还是在某个

时间段保障备降）段；  

（三）航班备降后飞机地面勤务和地面保障服务保障方面各

自的职责； 

（四）备降航班旅客服务的内容、服务标准、职责和收费标

准、结算方式等。 

第九十条  航空公司运控部门在放行航班前，应当掌握目

的地机场、备降机场的天气和开放使用情况，尽量避免航班备降

情况的发生。航班起飞后，当遇到目的地机场和飞行计划中选择

的备降机场天气条件或其他条件发生变化而因故无法降落时，运

控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与飞行机组共同选择其他可用的备降机

场，必要时并主动与重新选择的备降机场协调，说明航班当前运

行状态，确保安全顺利、顺利安全备降。 

第十十一条  实施航班备降的飞行机组人员，应当熟知备

降机场的基本情况，当目的地机场因故不能降落时，应当首选飞

行计划中所确定的备降机场前往备降。当飞行计划确定的备降机

场也不能降落时，应当立即报告本公司运控部门，并在其协助下

选择新的备降机场。 

当本公司运控部门无法协调确定新的备降机场时，飞行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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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空管部门提出协助备降申请。飞行机组应根据空管部门提供

的周边各机场气象、情报等信息以及相关建议，选择确定具体的

备降机场，并对此决定负责。 

飞行机组选择确定备降机场后，应立即通知空中交通管制员，

并向正在联系的空管部门报告飞行状态、当前油量状况和飞行意

图。 

第十一十二条  空管部门在保证正常的空中交通服务保障

工作的同时，针对航班备降活动，应当做好以下工作： 

（一）密切关注辖区内天气情况，及时掌握辖区内机场因天

气原因而不能正常运行及其恢复正常运行的情况； 

（二）当辖区内国际或地区枢纽机场、省会机场、旅客年吞

吐量在 1000 万人次或者年起降架次在 10 万架次以上的大、中型

枢纽机场，因天气等原因不能正常运行时，应当及时掌握本辖区

内其他可用与上述机场有关的备降机场的情况，包括备降机场可

用的正常机位、临时机位及相应的可使用机型等情况； 

正常机位是指能够正常提供保证飞机航班地面勤务和地面

保障服务，、加油、服务保障、旅客上下客、休息服务并在航空

资料汇编中公布的机位； 

临时机位是指原则上仅供能保障备降航班临时停放的非正

常机位，如利用滑行道等作为临时停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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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航班目的地机场及航空公司选定的备降机场因故均

不能接受航班降落和备降时，应当根据所掌握的其他机场信息，

做好以下工作：对提出协助提出备降申请的飞行机组选择提供备

降机场建议，同时并按照机组请求提供相关机场的天气实况和可

能的变化趋势；， 

2、并将备降航班的航班号、计划航线、机型以及备降要求

等信息及时通报给相关机场现场运行指挥部门。 

第十二十三条  机场空管部门在获悉周边机场因天气等原

因不能正常运行、需要或者可能需要本机场提供备降保障时，应

当立即将情况通报本机场，同时，及时了解本机场运行保障情况

并向机场管理机构现场运行指挥部门了解机场保障情况，包括所

能提供的正常机位及临时机位数量、可使用机型、地面勤务保障

条件、旅客服务保障条件等信息，并迅速通报其他相关空管部门。

当上述信息发生变化时，及时通报变化情况。 

第十三十四条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与有备降要求需求并同

意作为其备降机场的航空公司签订备降保障协议，或者在与航空

公司签订的有关机场使用协议（或地面服务保障协议）中明确备

降保障内容。 

与航空公司签订了备降保障协议的机场（以下简称承担备降

保障任务的机场），在协议有效期内，应当信守承诺，做好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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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工作。 

当有未签订备降保障协议的航空公司航班在其备降机场因

故无法接受备降而需在其他机场备降时，相关机场应当积极创造

条件，提供备降保障，不得借故不予以保障。 

第十四十五条  承担备降保障任务的机场，应当完善备降

保障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包括足够数量的备降正常停机位及临时

停机位、飞机地面勤务及服务保障设施设备、旅客地面保障服务

保障设施设备等。 

足够的备降正常停机位是指： 

（一）具有正常停机位在 30 个（含）以下的备降机场， 提

供给备降航班使用的停机位应当不少于总停机位的 10%； 

（二）具有正常停机位在 30 个以上、50 个（含）以下的备

降机场，每增加 5 个正常停机位，其中应有 1 个提供给备降航

班使用； 

（三）具有正常停机位在 50 个以上、100 个（含）以下的

备降机场，每增加 10 个正常停机位，其中应有 1 个提供给备降

航班使用； 

（四）具有正常停机位在 100 个（不含）以上的备降机场，

每增加 15 个正常停机位，其中应有 1 个提供给备降航班使用； 

（一）具有正常机位数量在 100 个以下的备降机场，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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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降航班使用的正常机位应当不少于正常机位总数的 10%； 

（二）具有正常机位数量在 100 个（含）以上、400 个以下

的备降机场，提供给备降航班使用的正常机位计算公式为： 

  

其中：X 为正常机位总数量，Y 为备降正常机位数量； 

（三）具有正常机位数量在 400 个（含）以上的备降机场，

提供给备降航班使用的正常机位，应不少于 10 个。 

足够的备降正常机位应为 C 类（含）以上机位，不包括试车

坪机位、专用除冰防冰坪机位。为充分调配使用机位资源，备降

正常机位应动态预留。 

足够的临时停机位是指不低于足够的备降正常备降停机位

的 50%。 

当以上计算结果为非整数时，向上取整。 

第十六条  当以下情形时，备降正常机位可适当动态调减，

具体调减规则如下：  

（一）每日 0 时至 8 时，30 个以下正常机位的机场，备降

正常机位不应调减；30 个（含）以上正常机位的机场，备降正常

机位应至少预留 3 个；在以上预留基础上，具体预留机位数量，

机场管理机构应根据机场地域特点、运行实际、应急需求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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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估后确定。 

（二）每日 8 时至 24 时，因不停航施工、日常维护、廊桥

故障等特殊情形导致机位关闭的，造成备降正常机位预留不足的，

备降正常机位可调减，但调减值不超过备降正常机位的 50%。机

场管理机构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的减少备降正常机位

预留不足情形的发生。 

第十七条  因大面积航班延误、故障等原因造成航空器停场

必须占用备降正常机位，停场航空器等同备降航班进行管理。 

第十五十八条  承担备降保障任务的机场（含航路备降机场）

应当挖掘潜力，充分利用现有保障资源，当航班备降航班需求量

大时，应启动相应预案，在保证安全和机场正常运行前提下，为

正常航班预留的机位有 23 小时以上空余等待时间的，应当先给

予备降航班调剂使用。 

第十七十九条  年旅客吞吐量 1000 万（含）人次以上的机

场，应通过 A-CDM 等系统将备降机位信息与空管、航空公司等

生产保障单位实时共享。 

承担航班保障任务的机场年旅客吞吐量 1000 万人次以下的

机场，在需要或者可能需要本机场提供备降保障时，当获悉有因

周边年旅客吞吐量在 1000 万以上或者年起降架次在 10 万架次

以上的机场因故不能正常运行而产生的备降航班保障要求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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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按照本规则第十三条所述的内容，应向本机场空管部门及时、

准确的通报备降保障情况信息，并在这些信息发生变化时及时通

报变化信息。 

第十八二十条  承担备降航班保障任务的机场，当足够的备

降正常机位、临时机位以及为正常航班预留 3 小时以上空余等待

时间的机位均饱和时，方可发布不接收航班备降的航行通告。因

天气、机位饱和等原因确实无法提供备降航班保障时以及上述情

况发生变化、当能够提供备降保障时，均应及时通报空管部门并

按照规定程序发布航行通告。 

机场管理机构不得无故不接收航班备降。 

第十六二十一条  承担航班备降保障任务的口岸机场，应

当做好与边防、海关、移民检验检疫等联检单位的相互配合工作，

保证备降的国际及地区航班正常备降。 

 

第三章 奖惩 

 

第十九二十二条  民航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对于认真执行

本规则、积极主动做好航班备降工作的单位，予以相应的表扬。

同时，在航线申请、航班时刻、运量增加、建设投资、航班正常

性考核等方面予以政策上的支持和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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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十三条  航空公司未按照本规则的要求，有下列

行为的，由民航地区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未改正予以通

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据相关规章予以相应的行政处罚，同时，

在航线审批、航班时刻等方面予以限制： 

（一）未按照本规则第八九条的要求，与所选择的备降机场

管理机构签订备降保障协议，同时未在相关协议中明确备降保障

条款的； 

（二）未按照本规则第十九条的要求，当获悉本公司航班遇

到目的地机场和选择的备降机场均无法降落时，未在必要时主动

协助飞行机组选择新的备降机场并与新选择的备降机场联系协

调的。 

第二十一二十四条  飞行机组未按照本规则的要求，有下

列行为的，由民航地区管理局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据相

关规章予以行政处罚： 

（一）备降中当飞行计划所确定的备降机场无法降落，选择

新的备降机场后，未向空管部门报告飞行状况、当前油量状况和

飞行意图的； 

（二）备降中当飞行计划所确定的备降机场无法降落，难以

选择新的备降机场时，未及时向本公司运控部门报告的。 

第二十二二十五条  空管部门未按照本规则的要求，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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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行为的，由民航地区管理局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据相

关规章予以行政处罚： 

（一）未按照本规则第十二十一条的要求掌握本辖区内主要

机场和相关备降机场运行情况的； 

（二）未按照本规则第十二十一条的要求，在航班目的地机

场及飞行计划确定的备降机场均无法降落时，未对航班前往其他

机场备降提供协助的； 

（三）未按照本规则第十三十二条的要求，及时通报相关信

息的。 

第二十三二十六条  机场管理机构未按照本规则的要求，

有下列行为的，由民航地区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批评，

逾期仍未改正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据相关规章予以相应

的行政处罚，同时，在机场扩容、建设资金补贴建设投资等方面

予以限制： 

（一）未按照本规则第十四十三条的要求与航空公司签订的

航班备降保障协议，做好航班备降保障工作的； 

（二）未按照本规则第十五十四条的要求，航班备降航班保

障中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 

（三）未按照本规则第十六条的要求，积极协调海关、边检、

检验检疫等联检单位，严重影响航班备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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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未按照本规则第十九条十七条的要求，向机场空管

单位及时、准确地共享或通报航班备降相关信息的。； 

（四）未按照本规则第二十条的要求，发布航行通告的； 

（五）未按照本规则第二十一条的要求，积极协调海关、移

民等联检单位，严重影响航班备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