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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机场鸟击防范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基本要求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为进一步规范运输机场鸟击防范

管理工作，依据《运输机场使用许可规定》《运输机场运行

安全管理规定》《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等规章，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运输机场（包括军民

合用机场民用部分，以下简称机场）鸟击防范管理工作。 

第三条【总体要求】机场管理机构应当采取综合防范措

施，并根据本机场实际积极应用鸟击防范技术，防止鸟类和

其它动物对航空器造成损伤。 

第四条【部门和人员】机场管理机构应当设立或指定部

门负责鸟击防范工作，并根据机场运行量、保障模式和鸟情

生态环境等因素，配备足够的人员从事鸟击防范工作。 

旅客吞吐量超过 1000 万（含）人次的机场应当至少配

备 2 名专业背景人员（专业涉及生物学、生态学、农学、地

理学、环境科学等），旅客吞吐量在 200 万至 1000 万人次之

间的机场应当至少配备 1 名专业背景人员，鼓励旅客吞吐量

在 200 万（含）人次以下的机场配备专业背景人员。 

第五条【业务培训】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实际建立机

场鸟击防范人员业务培训和考核制度，并严格落实。业务培

训和考核内容应当至少包括：机场鸟击防范规章制度，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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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等相关基础知识，环境治理、鸟类驱除等理论方法

和实际操作技能等。 

第六条【机场鸟击防范方案】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制定机

场鸟击防范方案，并严格落实。防范方案应当至少包括： 

（一）机场鸟击防范目标、理念和原则； 

（二）机场运行和鸟击防范基本情况； 

（三）组织机构及职责； 

（四）人员培训和考核； 

（五）鸟情生态环境调研； 

（六）环境治理和机构间协调； 

（七）巡视和驱鸟； 

（八）信息管理； 

（九）鸟击信息收集和报告； 

（十）鸟击防范工作评估。 

第七条【机场鸟击防范工作评估】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每

年至少进行一次机场鸟击防范工作评估。评估内容应当至少

包括：机场鸟击防范机构设置及职责落实情况、机场鸟击防

范方案编制和实施情况、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措施等（见附件

1）。 

第八条【机场鸟击防范方案的持续改进】机场管理机构

应当每年根据鸟情生态环境调研、日常鸟击防范信息分析、

机场鸟击防范工作评估等，及时改进完善机场鸟击防范方

案，不断提升鸟击防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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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鸟情生态环境调研和治理 

第九条【调研总体要求】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按照相关规

范开展鸟情生态环境调研，及时、全面地掌握机场及周边区

域危害物种种类、数量、位置分布及其活动规律，分析鸟击

风险状况并提出防范措施。 

第十条【调研启动时间】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在新机场投

入运行前一年及投入运行后第一年完成一次调研周期至少

12 个月的鸟情生态环境调研，以后每五年至少开展一次调

研。 

发生鸟击风险急剧升高、机场改扩建或其他原因造成机

场及周边地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等情况时，也应当立即启动

局部或全面的鸟情生态环境调研。 

第十一条【调研成果】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根据调研情况

编制机场鸟情生态环境调研报告。报告应当至少包括： 

（一）调研区基本情况； 

（二）调查方法； 

（三）调查结果及统计分析； 

（四）现有鸟击防范措施有效性的评估及改进建议； 

（五）高危鸟类活动分布图。 

第十二条【飞行区内环境治理总体要求】机场管理机构

应当及时对飞行区内吸引高危鸟类及其它动物的水源、觅食

地、栖息地进行有效的整治。机场飞行区内各产权单位应当

及时配合机场管理机构对所属产权区域的环境进行治理。 

第十三条【飞行区内各类环境治理措施】机场飞行区内



 

4 

 

生态环境治理应当至少包括： 

（一）机场飞行区、围界、通道口和排水沟出口能防止

影响飞行安全的动物侵入机场飞行区； 

（二）及时对草地、树木进行灭虫处理； 

（三）及时驱赶、捕捉或清除老鼠、兔子等哺乳动物； 

（四）及时清除影响飞行安全的鸟巢； 

（五）尽可能减少地表水，及时排除水坑、洼地内的积

水，定期清理排水沟，避免昆虫和水生物滋生； 

（六）禁止种植农作物和吸引鸟类的其它植物、进行各

类养殖活动、设置露天垃圾场和垃圾分拣场。 

第十四条【飞行区外环境治理措施】机场管理机构应当

不定期向机场周边居民宣传放飞鸽子对飞行安全的危害，并

配合当地人民政府发布限制放飞鸽子的规定。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积极协调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科学规划、合理利用机场周边土地，减少吸引高危

鸟类的开发项目，控制和减少机场周边区域内湿地、森林公

园、高尔夫球场、露天垃圾场、养殖场、农作物（植物）晾

晒场、鱼塘、养鸽户、吸引鸟类的农作物和树木等。 

第三章  巡视和驱鸟 

第十五条【巡视驱鸟】在机场有飞行活动期间，机场管

理机构应当根据鸟情生态环境调研结果，合理配置鸟情巡视

人员及监测设备，实现对鸟情的有效掌握，及时驱赶高危鸟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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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巡视记录】鸟击防范巡视人员应当记录观察

到的鸟情及相关昆虫、植物、哺乳动物等情况。鸟情记录应

至少包括：鸟种、数量、飞行路线、飞行高度、活动目的及

原因分析、采取的措施及效果等。 

第十七条【鸟类驱除手段】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在环境治

理的基础上，根据鸟情特点，采取驱赶、拦阻、清除等综合

手段实施鸟击防范工作，并根据实施效果持续改进。 

所采取的驱除手段应当符合国家和民航关于野生动物

保护、环境保护、安保和危险品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要求，并确保人身安全，避免污染环境。 

第十八条【设备管理】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指定专人管理

鸟击防范设施设备，制定设施设备使用、维护、保管的制度

和程序，确保设施设备完好并得到安全、正确的使用和保管。

驱鸟枪支的使用和保管应当符合国家和民航有关枪支管理

规定。 

第十九条【鸟情通报】鸟击防范工作人员发现鸟情可能

危及飞行安全时，应当立即向空管运行单位通报，并视情发

布航行通告。 

第二十条【逃逸动物及侵入动物处置】货物运输部门所

载运的动物在机场内逃逸时，或控制区道口监护人员发现危

害动物通过道口进入飞行区，应当立即组织抓捕并及时通报

机场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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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鸟情信息分析和利用 

第二十一条【信息分析】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根据鸟击防

范巡视信息、鸟击信息、鸟情生态环境调研结果等基础资料

建立鸟击防范信息库，并定期对鸟击防范信息进行比较，分

析鸟击风险状况，编制鸟击防范信息分析报告。报告内容应

当至少包括： 

（一）高危鸟击物种以及出现的主要区域、时段、原因

及相应的有效防范手段； 

（二）已采取的防范措施及效果； 

（三）鸟击风险变化以及产生变化的原因； 

（四）生态环境的重大变化和可能带来的影响； 

（五）防治措施和相关工作建议。 

第二十二条【信息提供和公布】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定期

将鸟击防范信息分析报告和机场鸟击防范工作评估报告提

供给航空运输企业。 

对高危鸟击物种、迁徙路线等危害情况及机场鸟击防范

的主要措施应当在航行资料上公布。 

第五章  鸟击事件确认和报告 

第二十三条【信息通报的分工及内容】各事发单位应当

及时通报鸟击事件信息，并遵守以下要求： 

（一）飞行机组在飞行过程中发现或怀疑遭鸟击后，应

当及时报告空管运行单位（管制员），并于航空器着陆后立

即报告航空器维修单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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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塔台管制员接报发生于起飞、初始爬升阶段的鸟

击信息，应当及时通报起飞机场管理机构；接报发生于航路

飞行、进近、着陆阶段的鸟击信息，应当及时通报着陆机场

管理机构。 

（三）航空器维修部门人员检查发现航空器上存在鸟击

残留物后，应当立即报告机场管理机构，机场管理机构安排

人员到达现场确认。在未完成现场确认工作之前，航空器维

修部门人员应当做好现场保护工作。 

（四）实时通报的信息内容应尽可能详细，包括相关航

空器注册号、型号、航班号、时间、地点、飞行阶段、高度、

速度、撞击物种及数量、天气、航空器损伤情况、鸟击残留

物情况、对飞行的影响及应对操作等。 

第二十四条【三方协议】机场管理机构与有关航空运输

企业、航空器维修部门应当就鸟击信息的确认和报告工作达

成协议，并严格按照协议开展工作。协议中应当明确各单位

的现场确认部门及联系方式、人员职责及其到达现场的时

限、确认工作的内容及完成时限等。 

第二十五条【现场确认】在不影响航班正常运行的前提

下，现场确认人员在航空器停放现场按协议规定时间收集鸟

击信息和物证材料，任何人员不得拖延、影响现场确认工作。

现场确认人员应填写《鸟击航空器信息确认表》（见附件 2，

以下简称《确认表》），拍摄撞击部位的特写和全景照片，必

要时收集鸟击残留物并封存后，由机场管理机构保存。 

无法直接确定鸟击物种时，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开展鸟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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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留物鉴定，并规范进行鸟击残留物收集、保存和提交等工

作（见附件 3）。 

第二十六条【未按时到场的情况】机场管理机构安排的

人员未按协议规定时限到达现场或未到达现场的，由航空器

维修单位人员独立完成现场确认工作，并把有关信息通报机

场管理机构，该确认结果作为双方确认结果。 

第二十七条【信息报送】鸟击事件信息确认后，机场管

理机构、航空运输企业和航空器维修部门应当依据《事件样

例》中相关标准和要求，通过“中国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系统”

报送鸟击事件信息，主要包括现场照片、调查报告等资料，

并由机场管理机构上传签字的《确认表》。机场管理机构在

取得鸟击残留物鉴定结果后应当及时补充报送相关信息。 

起飞、初始爬升阶段发生的鸟击事件信息，空管运行单

位、机场管理机构应当作为事发相关单位分别报送。 

第二十八条【报告诚信】机场管理机构、有关航空运输

企业或航空器维修部门和人员应当如实报告事件信息，不得

瞒报、谎报、迟报。 

第二十九条【信息核实调查】管理局派出机构应当依据

相关规定严格审核鸟击事件信息，当各单位上报信息不一致

时，航安办、机场处应当共同做好鸟击事件信息的核实和调

查。 

第三十条【事件类型和责任单位确定】对于民航局或民

航地区管理局开展的事件调查，事件类型和责任单位以调查

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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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由民航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委托企事业单位开展

事件调查的，事件类型和责任单位以被委托调查单位的调查

结果为准。 

第三十一条【向 ICAO 报送信息】民航局委托民航科学

研究机构负责向国际民航组织报送中国民航野生动物撞击

航空器报告的相关信息。 

第三十二条【不上报/不确认的鸟击信息界定】以下情

形可作为鸟击事件参考信息，由事发相关单位自行记录并应

用： 

（一）不属于《事件样例》中需要报送的鸟击事件信息； 

（二）相关航空器上不存在鸟击残留物，但飞行机组或

其他人员目击到鸟类或蝙蝠与航空器相撞，或在飞行区内发

现鸟类或蝙蝠的残骸，或鸟类或蝙蝠的出现对航空器运行造

成负面影响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因观察到或接报鸟类危险

活动导致飞行机组调整飞行操作，或者因接报鸟击信息导致

管制员变更空管指令，如造成航班中止进近、空中盘旋等待、

复飞等。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三条【监管单位职责】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制定

鸟击及动物侵入防范管理年度检查计划，并严格落实，督促

机场管理机构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第三十四条【机场管理机构职责】机场管理机构及相关

驻场单位应当配合民航地区管理局对机场鸟击及动物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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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整改检查发现的问题。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办法解释】本办法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

司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施行日期及废止文件】本办法自 X 年 X

月 X 日起施行。原《航空器鸟击残留物收集、保存和提交办

法》（AP-140-CA-2011-01）《鸟击航空器事件的判定标准和

报告程序》（AP-140-CA-2015-1）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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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机场鸟击防范工作评估 

机场鸟击防范工作评估可分为评估前准备、现场评估、

后续整改和落实等三个阶段。 

一、评估前准备 

（一）组成评估组，并确定组长。 

（二）制定评估工作计划，内容应当包括：评估内容、

评估组成员及职责分工、评估日常安排、相关要求定。 

（三）机场相关部门提供如下资料： 

1.机场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调研报告； 

2.机场鸟击防范方案； 

3.机场及周边地区主要鸟类吸引物分布示意图，图中应

注明食物源、水源、掩蔽处、主要鸟击防范设备的所在位置； 

4.鸟击防范工作相关汇总表。 

（四）评估组召开机场鸟击防范工作评估准备会，布置

每个成员的任务，对相关资料的完整性进行预审查。 

二、现场评估 

评估组按照评估计划，分组进行现场检查。检查结束后，

完成书面评估报告，并反馈评估结果。 

三、后续整改和落实 

对于评估组提出的需整改的问题，机场应当制定详细的

整改方案（方案应当包括具体整改措施和计划完成时间），

并按照整改方案实施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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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工作完成后，机场应当将各项措施纳入日常运行工

作中，进一步完善机场鸟击防范工作体系，健全鸟击防范工

作的长效机制，最大限度地防范和减少鸟击航空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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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鸟击航空器信息确认表（第    号） 

航空运输企业：                         

航空器型式/型号：                      

航空器注册号：                         

发生日期：                             

航班号：                               

撞击时间：   时   分（24 小时制）□不详 

□黎明           □白天   

□黄昏           □夜间 

起飞机场：                             

着陆机场：                             

发生地：□起飞机场，跑道号：            

□着陆机场，跑道号：            

□航路，省区        地点        

□不详 

撞击残留物： □血迹（干） □血迹（湿） 

□羽毛       □皮肤 

□肌肉       □肢体或个体 

□无         □不详 

采集情况：□是  □否 

对飞行的影响：□无           □中断起飞 

□预防性着陆（返航、迫降等） 

□发动机停车    □航班延误 

□航班取消      □换机 

□其他                    

离地高度：                   □米/□英尺 

指示空速：                         节 

飞行阶段：□起飞             □初始爬升 

□航路飞行         □进近  

□着陆             □不详 

飞行机组及时报空管部门（管制员）： 

□是    □否 

被击或损伤的航空器部件： 

超标  未超标  无损伤 

雷达罩        □      □       □ 

风挡          □      □       □ 

机头          □      □       □ 

发动机 1*     □      □       □ 

发动机 2*     □      □       □ 

发动机 3*     □      □       □ 

发动机 4*     □      □       □ 

螺旋桨        □      □       □ 

机翼／旋翼    □      □       □ 

机身          □      □       □ 

起落架        □      □       □ 

机尾          □      □       □ 

灯            □      □       □ 

其他          □      □       □ 

天空情况：  □无云        □少云 

    □多云        □不详 

降水：    □雾  □雨  □雪  □无  □不详 

撞击物种：                           

体型：    □小  □中  □大  □不详 

数量：                 看到  击中 

1                □     □ 

2－10            □     □ 

11－100          □     □ 

100 以上         □     □ 

        不详             □     □ 

损失信息：航空器停场时间     小时，修

理或替换的估计损失     元人民币，

其他估计损失（如收益、燃油、旅馆费

用等损失）               元人民币 

确认结果： 鸟击航空器事件：       □是       □否 

航空器维修部门：                    

维修人员签字：                      

日  期：                            

机场部门：                         

接报时间：   时   分 到达时间：   时   分 

机场人员签字：                         

日  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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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鸟击残留物收集、保存和提交 

一、鸟击残留物的收集 

（一）工具和试剂 

采集工具可使用镊子、剪刀、消毒棉签、塑料自封袋、

冻存管、一次性无菌橡胶手套、一次性 PE 手套、标签纸、

记号笔等，化学试剂应使用 75%和 95%酒精溶液。 

（二）收集方法 

根据鸟击残留物类型，选择合适的收集方法。 

1.整体或部分鸟 

对于残留整体鸟尸或部分肢体的，应采集如下样品： 

（1）拔取同一个体上胸部、背部、翼及尾部的羽毛，

放在塑料自封袋内并标明采集部位。尽可能采集各种羽毛，

特别是带有特殊颜色或色斑的羽毛。 

（2）同一个体上足、喙等部位的肢体部分，放在塑料

自封袋内并标明采集的肢体部位。 

2.羽毛片段 

尽可能收集所有羽毛材料，放在信封或塑料自封袋内。

对特别小的绒羽，可夹于折纸中，然后放入塑料自封袋内。 

3.肌肉组织或血液 

尽可能在鸟击后的第一时间采集肌肉组织或血液。 

对新鲜肌肉组织，可以直接取部分组织置 95%酒精溶液

中存放。若已经干燥并紧贴飞机表面，宜先用消毒棉签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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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酒精溶液清洁表面污垢，然后刮取部分肌肉组织置 95%

酒精溶液中存放，或干燥后直接放在塑料自封袋内。肌肉量

多的情况下，采集半粒花生米大小的量即可。 

对新鲜血液，可以直接用消毒棉签擦取部分（2-3 滴血

液），直接置 95%酒精溶液中存放，或干燥后放在塑料自封

袋内。若血液已经干燥，宜先用消毒棉签蘸取 75％酒精溶液

清洁表面污垢，然后用消毒棉签擦取或刮取部分血液直接置

95%酒精溶液中存放，或干燥后放在塑料自封袋内。 

4.注意事项 

在残留物采集过程中必须佩戴一次性手套操作；如有身

体接触鸟击残留物的可能，应穿上一次性防护服。不要用手

套触摸自己的脸、眼睛、鼻等。采样完成后应仔细洗手。 

在不能分辨个体的情况下，不同撞击位置取得的鸟击残

留物不可混放；直接接触样品的采样工具（剪刀、镊子、棉

签等）只能用于采集一份样品。如果同时采集多份样品，应

更换，或将采集工具清洗并用酒精棉擦拭干净后才能再次使

用。 

在采集羽毛样品的过程中，应该是从鸟类身体上拔取羽

毛，而不能刀剪，因为需要根据羽毛基部的绒羽和组织特征

来进行鉴定；不要使用任何粘性材料，如胶带、胶水等。 

对于已经干燥的肌肉组织或血液，切勿使用水、去污剂

等非酒精溶液擦拭或清洁表面污垢。 

放在塑料自封袋内的鸟击残留物，在封口前需要保证材

料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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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号 

每份鸟击残留物应标注样品编号、采集日期、采集部位

等信息。鸟击残留物样品编号可为“机场四字地名代码+年份

+流水号”，如“ZUUU2011-01”；没有四字地名代码的机场，

应用“机场名称+年份+流水号”。 

二、鸟击残留物的保存 

鸟击残留物的保存最好是干燥的，或浸泡于 95%酒精溶

液中存放。处理好的鸟击残留物若短期保存可置于 4℃下，

长期保存应置于-20℃下。 

三、鸟击残留物的提交 

机场管理机构无法确认鸟击物种的，可提交至具有相应

鉴定能力的专业机构进行物种鉴定。送检的鸟击残留物应当

干燥封存或浸泡于 95%酒精溶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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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鸟击残留物图示 

          

附图 1  鸟击残留血迹              附图 2  荧光照射检查下的 

鸟击残留血迹 

          

附图 3  鸟击残留羽毛              附图 4  鸟击残留肢体 

 

附图 5  鸟击残留皮肤、肌肉和血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