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为进一步夯实飞行签派员队伍的业务理论基础、强化

“三基”建设，我司组织行业相关单位编纂形成了《飞行签

派员航空理论知识点汇编》，全面梳理了飞行签派员应当掌

握的航空理论知识，现以信息通告形式下发全行业，供广大

飞行签派员（学员）在参加培训、准备考试和履职尽责的过

程中学习参考，相关说明如下： 

（1）本通告发布形式为信息通告，为非强制性文件，

汇编成册的主要目的是供从业人员学习参考，各单位不得将

其用作执法或处罚依据。 

（2）本通告对知识点仅做了重点摘要，限于篇幅并未

进行全文摘抄，如读者想要全面掌握相关知识，应当进一步

查阅相应教材或法律/法规原文。 

（3）本通告以中国民航现有法律/法规和知识体系为基

础编纂，随着日积月累，难免出现内容时效性问题，后续我

司将定期组织对其进行更新和优化。 

（4）如您在阅读本通告过程中发现有任何编辑错误或

意见/建议，请发送电子邮件至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航

务管理处邮箱：fsd_hangwu@caa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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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用航空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文件 

1.1 中国民航法规体系 

三个层次划分及发布 备注： 

一、第一层次：民航法律 

由全国人大通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形式发布。 

现行有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 

二、第二层次：民航法规 

由国务院通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形式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令的形式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

保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条例》等。 

三、第三层次：民航规章 

（一）民航规章（CCAR）系列 

由交通运输部部务会议通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形式发布。 

内容最广、数量最多，涉及民航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是民航局进行行业

管理的重要手段。 

一般分为规定、规则、规程、办法和细则。对民航某一方面工作比较全面

系统规定的，称为“规定”、“规则”或“规程”；对某一方面工作作部分规定

的，称为“办法”；对某一项工作作比较具体规定的，称为“细则”。我国民航

规章共分为 15 编 1-400 部： 

第一编：行政程序规则（1-20 部）； 

第二编：航空器（21-59 部）； 

第三编：航空人员（60-70 部）； 

第四编：空域、导航设施、空中交通规则和一般运行规则（71-120 部）； 

第五编：民用航空企业合格审定及运行（121-139 部）； 

第六编：学校、非航空人员及其他单位的合格审定及运行（140-149 部）； 



 

2 

 

第七编：民用机场建设和管理（150-179 部）； 

第八编：委任代表规则（180-189 部）； 

第九编：航空保险（190-199 部）； 

第十编：综合调控规则（201-250 部）； 

第十一编：航空基金（251-270 部）； 

第十二编：航空运输规则（271-325 部）； 

第十三编：航空保安（326-355 部）； 

第十四编：科技和计量标准（356-390 部）； 

第十五编：航空器搜寻援救和事故调查（391-400 部）。 

（二）规范性文件 

本规定所称行政规范性文件，具体是指除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

以及部门规章外，由民航局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涉及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 

 

 

 

 

 

 

 

 

 

 

 

 

 

 

 

 

样题：简述航空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文件划分为几个层次？  



 

3 

 

1.2 法律 

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1.2.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总则 

备注：R5 

为了维护国家的领空主权和民用航空权利，保障民用航空活动安全和有秩

序地进行，保护民用航空活动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民用航空事业的发

展，制定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陆和领水之上的空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中华人

民共和国对领空享有完全的、排他的主权。 

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对全国民用航空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根据法

律和国务院的决定，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有关民用航空活动的规定、决定。

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设立的地区民用航空管理机构依照国务院民用航空

主管部门的授权，监督管理各该地区的民用航空活动。 

国家扶持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鼓励和支持发展民用航空的科学研究和教

育事业，提高民用航空科学技术水平。国家扶持民用航空器制造业的发展，为

民用航空活动提供安全、先进、经济、适用的民用航空器。 

 

 

 

 

 

 

 

 

 

 

 

 

 

 

样题：我国的领空是如何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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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1.2.1.2 民用航空器国籍 

备注： 

本法所称民用航空器，是指除用于执行军事、海关、警察飞行任务外的航

空器。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国籍登记的民用航

空器，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发给国籍登记证

书。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簿，统

一记载民用航空器的国籍登记事项。 

下列民用航空器应当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的民用航空器； 

（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的企业法人的民用航空器；企业法人

的注册资本中有外商出资的，其机构设置、人员组成和中方投资人的出资比例，

应当符合行政法规的规定； 

（三）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准予登记的其他民用航空器。 

自境外租赁的民用航空器，承租人符合前款规定，该民用航空器的机组人

员由承租人配备的，可以申请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但是必须先予注销该

民用航空器原国籍登记。 

依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民用航空器，应当标明规定的国籍标志和

登记标志。 

民用航空器不得具有双重国籍。未注销外国国籍的民用航空器不得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申请国籍登记。 

 

 

 

 

 

 

 

 

 

样题：哪些情况民用航空器应当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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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1.2.1.3 民用航空器权利 

1.2.1.3.1 一般规定  

备注： 

民用航空器的权利，包括对民用航空器构架、发动机、螺旋桨、无线电设

备和其他一切为了在民用航空器上使用的，无论安装于其上或者暂时拆离的物

品的权利。 

民用航空器权利人应当就下列权利分别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办理

权利登记： 

一、民用航空器所有权； 

二、通过购买行为取得并占有民用航空器的权利； 

三、根据租赁期限为六个月以上的租赁合同占有民用航空器的权利； 

四、民用航空器抵押权。 

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设立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簿。同一民用航空器的

权利登记事项应当记载于同一权利登记簿中。 

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事项，可以供公众查询、复制或者摘录。除民用航空

器经依法强制拍卖外，在已经登记的民用航空器权利得到补偿或者民用航空器

权利人同意之前，民用航空器的国籍登记或者权利登记不得转移至国外。 

 

 

 

 

 

 

 

 

 

 

 

 

 

样题：民用航空器权利人应当就哪些权利分别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办理

权利登记？ 



 

6 

 

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1.2.1.3 民用航空器权力 

1.2.1.3.2 民用航空器所有权和抵押权 

备注： 

民用航空器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

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民用航空器所有权的转让，应当签订书

面合同。 

国家所有的民用航空器，由国家授予法人经营管理或者使用的，本法有关

民用航空器所有人的规定适用于该法人。 

设定民用航空器抵押权，由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共同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

部门办理抵押权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民用航空器抵押权设定后，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不得将被抵押民用

航空器转让他人。 

 

 

 

 

 

 

 

 

 

 

 

 

 

 

 

 

 

 

 

样题：民用航空器权利人应当就那些权利分别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办理

权利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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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1.2.1.3 民用航空器权力 

1.2.1.3.3 民用航空器优先权 

备注： 

民用航空器优先权，是指债权人依照民航法第十九条规定，向民用航空器

所有人、承租人提出赔偿请求，对产生该赔偿请求的民用航空器具有优先受偿

的权利。 

下列各项债权具有民用航空器优先权： 

1、援救该民用航空器的报酬； 

2、保管维护该民用航空器的必需费用。 

前款规定的各项债权，后发生的先受偿。 

本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民用航空器优先权，其债权人应当自援救或者保管维

护工作终了之日起三个月内，就其债权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登记。 

为了债权人的共同利益，在执行人民法院判决以及拍卖过程中产生的费

用，应当从民用航空器拍卖所得价款中先行拨付。 

民用航空器优先权先于民用航空器抵押权受偿。 

规定债权转移的，其民用航空器优先权随之转移。 

民用航空器优先权应当通过人民法院扣押产生优先权的民用航空器行使。 

民用航空器优先权自援救或者保管维护工作终了之日起满三个月时终止；

但是，债权人就其债权已经依照本法第二十条规定登记，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除外： 

1、债权人、债务人已经就此项债权的金额达成协议； 

2、有关此项债权的诉讼已经开始。 

民用航空器优先权不因民用航空器所有权的转让而消灭；但是，民用航空

器经依法强制拍卖的除外。 

 

 

 

 

 

样题：哪项债权具有民用航空器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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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1.2.1.3 民用航空器权力 

1.2.1.3.4 民用航空器租赁 

备注： 

民用航空器租赁合同，包括融资租赁合同和其他租赁合同，应当以书面形

式订立。 

民用航空器的融资租赁，是指出租人按照承租人对供货方和民用航空器的

选择，购得民用航空器，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由承租人定期交纳租金。 

融资租赁期间，出租人依法享有民用航空器所有权，承租人依法享有民用

航空器的占有、使用、收益权。 

融资租赁期间，出租人不得干扰承租人依法占有、使用民用航空器；承租

人应当适当地保管民用航空器，使之处于原交付时的状态，但是合理损耗和经

出租人同意的对民用航空器的改变除外。 

融资租赁期满，承租人应当将符合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状态的民用航空器

退还出租人；但是，承租人依照合同行使购买民用航空器的权利或者为继续租

赁而占有民用航空器的除外。 

民用航空器融资租赁中的供货方，不就同一损害同时对出租人和承租人承

担责任。 

融资租赁期间，经出租人同意，在不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承租人可

以转让其对民用航空器的占有权或者租赁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民用航空器的融资租赁和租赁期限为六个月以上的其他租赁，承租人应当

就其对民用航空器的占有权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办理登记；未经登记

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样题：融资租赁期间，出租人依法享有民用航空器的哪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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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1.2.1.4 航空人员 

1.2.1.4.1 一般规定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所称航空人员，是指下列从事民用航空活动的

空勤人员和地面人员： 

1、空勤人员，包括驾驶员、飞行机械人员、乘务员； 

2、地面人员，包括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空中交通管制员、飞行签派员、

航空电台通信员。 

航空人员应当接受专门训练，经考核合格，取得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

颁发的执照，方可担任其执照载明的工作。 

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在取得执照前，还应当接受国务院民用航空主

管部门认可的体格检查单位的检查，并取得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颁发的体

格检查合格证书。 

空勤人员在执行飞行任务时，应当随身携带执照和体格检查合格证书，并

接受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查验。 

航空人员应当接受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检查和考

核；经检查、考核合格的，方可继续担任其执照载明的工作。 

空勤人员还应当参加定期的紧急程序训练。 

空勤人员间断飞行的时间超过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时限的，应当

经过检查和考核；乘务员以外的空勤人员还应当经过带飞。经检查、考核、带

飞合格的，方可继续担任其执照载明的工作。 

 

 

 

 

 

 

 

 

 

样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所称航空人员是指哪些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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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1.2.1.4 航空人员 

1.2.1.4.2 机组 

备注： 

民用航空器机组由机长和其他空勤人员组成。机长应当由具有独立驾驶该

型号民用航空器的技术和经验的驾驶员担任。 

机组的组成和人员数额，应当符合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规定。 

民用航空器的操作由机长负责，机长应当严格履行职责，保护民用航空器

及其所载人员和财产的安全。 

机长在其职权范围内发布的命令，民用航空器所载人员都应当执行。 

飞行前，机长应当对民用航空器实施必要的检查；未经检查，不得起飞。 

机长发现民用航空器、机场、气象条件等不符合规定，不能保证飞行安全

的，有权拒绝起飞。 

飞行中，对于任何破坏民用航空器、扰乱民用航空器内秩序、危害民用航

空器所载人员或者财产安全以及其他危及飞行安全的行为，在保证安全的前提

下，机长有权采取必要的适当措施。 

飞行中，遇到特殊情况时，为保证民用航空器及其所载人员的安全，机长

有权对民用航空器作出处置。 

机长发现机组人员不适宜执行飞行任务的，为保证飞行安全，有权提出调

整。 

民用航空器遇险时，机长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并指挥机组人员和航空

器上其他人员采取抢救措施。在必须撤离遇险民用航空器的紧急情况下，机长

必须采取措施，首先组织旅客安全离开民用航空器；未经机长允许，机组人员

不得擅自离开民用航空器；机长应当最后离开民用航空器。 

民用航空器发生事故，机长应当直接或者通过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如实将

事故情况及时报告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 

机长收到船舶或者其他航空器的遇险信号，或者发现遇险的船舶、航空器

及其人员，应当将遇险情况及时报告就近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并给予可能的合

理的援助。 

飞行中，机长因故不能履行职务的，由仅次于机长职务的驾驶员代理机长；

在下一个经停地起飞前，民用航空器所有人或者承租人应当指派新机长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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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名驾驶员，不需配备其他空勤人员的民用航空器，本节对机长的规

定，适用于该驾驶员。 

 

 

 

 

 

 

 

 

 

 

 

 

 

 

 

 

 

 

 

 

 

 

 

 

 

 

 

 

 

样题：飞行前，谁应当对民用航空器实施必要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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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1.2.1.5 民用机场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所称民用机场，是指专供民用航空器起飞、降

落、滑行、停放以及进行其他活动使用的划定区域，包括附属的建筑物、装置

和设施。本法所称民用机场不包括临时机场。 

军民合用机场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另行制定管理办法。民用机场的

建设和使用应当统筹安排、合理布局，提高机场的使用效率。全国民用机场的

布局和建设规划，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

并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经批准后组织实施。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

当根据全国民用机场的布局和建设规划，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民用机场建设规

划，并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报经批准后，将其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 

民用机场建设规划应当与城市建设规划相协调。第五十六条 新建、改建

和扩建民用机场，应当符合依法制定的民用机场布局和建设规划，符合民用机

场标准，并按照国家规定报经有关主管机关批准并实施。不符合依法制定的民

用机场布局和建设规划的民用机场建设项目，不得批准。 

新建、扩建民用机场，应当由民用机场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布

公告。前款规定的公告应当在当地主要报纸上刊登，并在拟新建、扩建机场周

围地区张贴。 

禁止在依法划定的民用机场范围内和按照国家规定划定的机场净空保护

区域内从事下列活动： 

（1）修建可能在空中排放大量烟雾、粉尘、火焰、废气而影响飞行安全

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2）修建靶场、强烈爆炸物仓库等影响飞行安全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3）修建不符合机场净空要求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4）设置影响机场目视助航设施使用的灯光、标志或者物体； 

（5）种植影响飞行安全或者影响机场助航设施使用的植物； 

（6）饲养、放飞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动物和其他物体； 

（7）修建影响机场电磁环境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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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依法划定的民用机场范围内放养牲畜。 

民用机场新建、扩建的公告发布前，在依法划定的民用机场范围内和按照

国家规定划定的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存在的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建筑物、构筑

物、树木、灯光和其他障碍物体，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清除；对由此造成的损

失，应当给予补偿或者依法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民用机场新建、扩建的公告发布后，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和有关行政

法规的规定，在依法划定的民用机场范围内和按照国家规定划定的机场净空保

护区域内修建、种植或者设置影响飞行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树木、灯光和

其他障碍物体的，由机场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清除；由此造成的

损失，由修建、种植或者设置该障碍物体的人承担。 

在民用机场及其按照国家规定划定的净空保护区域以外，对可能影响飞行

安全的高大建筑物或者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飞行障碍灯和标志，

并使其保持正常状态。 

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的对公众开放的民用机场应当取得机场使

用许可证，方可开放使用。其他民用机场应当按照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

规定进行备案。申请取得机场使用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按照国家规

定经验收合格： 

（1）具备与其运营业务相适应的飞行区、航站区、工作区以及服务设施

和人员； 

（2）具备能够保障飞行安全的空中交通管制、通信导航、气象等设施和

人员； 

（3）具备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保卫条件； 

（4）具备处理特殊情况的应急计划以及相应的设施和人员； 

（5）具备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国际机场还应当具备国际通航条件，设立海关和其他口岸检查机关。 

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证由机场管理机构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申请，经

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颁发。 

设立国际机场，由机场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审查批准。国际机

场的开放使用，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对外公告；国际机场资料由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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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统一对外提供。 

民用机场应当按照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规定，采取措施，保证机场

内人员和财产的安全。 

供运输旅客或者货物的民用航空器使用的民用机场，应当按照国务院民用

航空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设置必要设施，为旅客和货物托运人、收货人提供

良好服务。 

民用机场管理机构应当依照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做好机场环

境保护工作。 

民用航空器使用民用机场及其助航设施的，应当缴纳使用费、服务费；使

用费、服务费的收费标准，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制定。 

民用机场废弃或者改作他用，民用机场管理机构应当依照国家规定办理报

批手续。 

 

 

 

 

 

 

 

 

 

 

 

 

 

 

 

 

样题：禁止在依法划定的民用机场范围内和按照国家规定划定的机场净空保护

区域内从事哪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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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1.2.1.6 空中航行 

1.2.1.6.1 空域管理与飞行管理 

备注： 

国家对空域实行统一管理。划分空域，应当兼顾民用航空和国防安全的需

要以及公众的利益，使空域得到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用。空域管理的具体办

法，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 

在一个划定的管制空域内，由一个空中交通管制单位负责该空域内的航空

器的空中交通管制。 

民用航空器在管制空域内进行飞行活动，应当取得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的许

可。 

民用航空器应当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指定的航路和飞行高度飞行；因故

确需偏离指定的航路或者改变飞行高度飞行的，应当取得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的

许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飞行的航空器，必须遵守统一的飞行规则。进行目

视飞行的民用航空器，应当遵守目视飞行规则，并与其他航空器、地面障碍物

体保持安全距离。进行仪表飞行的民用航空器，应当遵守仪表飞行规则。飞行

规则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 

民用航空器机组人员的飞行时间、执勤时间不得超过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

部门规定的时限。民用航空器机组人员受到酒类饮料、麻醉剂或者其他药物的

影响，损及工作能力的，不得执行飞行任务。 

民用航空器除按照国家规定经特别批准外，不得飞入禁区；除遵守规定的

限制条件外，不得飞入限制区。前款规定的禁区和限制区，依照国家规定划定。 

民用航空器不得飞越城市上空；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1）起飞、降落或者指定的航路所必需的； 

（2）飞行高度足以使该航空器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离开城市上空，而不致

危及地面上的人员、财产安全的； 

（3）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获得批准的。 

飞行中，民用航空器不得投掷物品；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1）飞行安全所必需的； 

（2）执行救助任务或者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飞行任务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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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器未经批准不得飞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 

对未经批准正在飞离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的民用航空器，有关部门有权根

据具体情况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 

 

 

 

 

 

 

 

 

 

 

 

 

 

 

 

 

 

 

 

 

 

 

 

 

 

 

 

 

样题：哪些情况下民用航空器可以飞越城市上空？ 



 

17 

 

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1.2.1.6 空中航行 

1.2.1.6.2 飞行保障 

备注：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为飞行中的民用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服务，包括空

中交通管制服务、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旨在防

止民用航空器同航空器、民用航空器同障碍物体相撞，维持并加速空中交通的

有秩序的活动。提供飞行情报服务，旨在提供有助于安全和有效地实施飞行的

情报和建议。提供告警服务，旨在当民用航空器需要搜寻援救时，通知有关部

门，并根据要求协助该有关部门进行搜寻援救。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发现民用航空器偏离指定航路、迷失航向时，应当迅速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其回归航路。 

航路上应当设置必要的导航、通信、气象和地面监视设备。 

航路上影响飞行安全的自然障碍物体，应当在航图上标明；航路上影响飞

行安全的人工障碍物体，应当设置飞行障碍灯和标志，并使其保持正常状态。 

在距离航路边界三十公里以内的地带，禁止修建靶场和其他可能影响飞行

安全的设施；但是，平射轻武器靶场除外。在前款规定地带以外修建固定的或

者临时性对空发射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批准；对空发射场的发射方向，

不得与航路交叉。 

任何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活动，应当依法获得批准，并采取确保飞行安全

的必要措施，方可进行。 

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民用航空无线电台和分配给民用航

空系统使用的专用频率实施管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无线电台和其他仪

器、装置，不得妨碍民用航空无线电专用频率的正常使用。对民用航空无线电

专用频率造成有害干扰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迅速排除干扰；未排除干扰

前，应当停止使用该无线电台或者其他仪器、装置。 

邮电通信企业应当对民用航空电信传递优先提供服务。国家气象机构应当

对民用航空气象机构提供必要的气象资料。 

 

样题：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为飞行中的民用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服务包括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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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1.2.1.6 空中航行 

1.2.1.6.3 飞行必备文件 

备注： 

从事飞行的民用航空器，应当携带下列文件： 

（1）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书； 

（2）民用航空器适航证书； 

（3）机组人员相应的执照； 

（4）民用航空器航行记录簿； 

（5）装有无线电设备的民用航空器，其无线电台执照； 

（6）载有旅客的民用航空器，其所载旅客姓名及其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

的清单； 

（7）载有货物的民用航空器，其所载货物的舱单和明细的申报单； 

（8）根据飞行任务应当携带的其他文件。 

民用航空器未按规定携带前款所列文件的，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或者

其授权的地区民用航空管理机构可以禁止该民用航空器起飞。 

 

 

 

 

 

 

 

 

 

 

 

 

 

 

样题：从事飞行的民用航空器，应当携带哪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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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1.2.1.7 公共航空运输 

1.2.1.7.1 一般规定 

备注： 

公共航空运输适用于公共航空运输企业使用民用航空器经营的旅客、行李

或者货物的运输，包括公共航空运输企业使用民用航空器办理的免费运输。 

公共航空运输不适用于使用民用航空器办理的邮件运输。 

对多式联运方式的运输，本章规定适用于其中的航空运输部分。 

本法所称国内航空运输，是指根据当事人订立的航空运输合同，运输的出

发地点、约定的经停地点和目的地点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运输。 

本法所称国际航空运输，是指根据当事人订立的航空运输合同，无论运输

有无间断或者有无转运，运输的出发地点、目的地点或者约定的经停地点之一

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运输。 

航空运输合同各方认为几个连续的航空运输承运人办理的运输是一项单

一业务活动的，无论其形式是以一个合同订立或者数个合同订立，应当视为一

项不可分割的运输。 

 

 

 

 

 

 

 

 

 

 

 

 

 

 

 

样题：根据中国民用航空法，什么是国内航空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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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1.2.1.7 公共航空运输 

1.2.1.7.2 运输凭证 

备注： 

承运人运送旅客，应当出具客票。旅客乘坐民用航空器，应当交验有效客

票。客票应当包括的内容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至少应当包括以下

内容： 

（1）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 

（2）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而在境外有一个或

者数个约定的经停地点的，至少注明一个经停地点； 

（3）旅客航程的最终目的地点、出发地点或者约定的经停地点之一不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照所适用的国际航空运输公约的规定，应当在客票上

声明此项运输适用该公约的，客票上应当载有该项声明。 

承运人载运托运行李时，行李票可以包含在客票之内或者与客票相结合。 

除此之外，行李票还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托运行李的件数和重量； 

（2）需要声明托运行李在目的地点交付时的利益的，注明声明金额。 

行李票是行李托运和运输合同条件的初步证据。 

航空货运单应当包括的内容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至少应当包

括以下内容： 

（1）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 

（2）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而在境外有一个或

者数个约定的经停地点的，至少注明一个经停地点； 

（3）货物运输的最终目的地点、出发地点或者约定的经停地点之一不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照所适用的国际航空运输公约的规定，应当在货运单

上声明此项运输适用该公约的，货运单上应当载有该项声明。 

 

 

 

 

样题：客票应当包括的内容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至少应当包括哪

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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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1.2.1.7 公共航空运输 

1.2.1.7.3 承运人的责任 

备注： 

因发生在民用航空器上或者在旅客上、下民用航空器过程中的事件，造成

旅客人身伤亡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旅客的人身伤亡完全是由于旅

客本人的健康状况造成的，承运人不承担责任。 

因发生在民用航空器上或者在旅客上、下民用航空器过程中的事件，造成

旅客随身携带物品毁灭、遗失或者损坏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因发生在航

空运输期间的事件，造成旅客的托运行李毁灭、遗失或者损坏的，承运人应当

承担责任。 

旅客随身携带物品或者托运行李的毁灭、遗失或者损坏完全是由于行李本

身的自然属性、质量或者缺陷造成的，承运人不承担责任。 

这里所称行李，包括托运行李和旅客随身携带的物品。 

因发生在航空运输期间的事件，造成货物毁灭、遗失或者损坏的，承运人

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灭、遗失或者损坏完全是由于下列

原因之一造成的，不承担责任： 

（1）货物本身的自然属性、质量或者缺陷； 

（2）承运人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以外的人包装货物的，货物包装不良； 

（3）战争或者武装冲突； 

（4）政府有关部门实施的与货物入境、出境或者过境有关的行为。 

本条所称航空运输期间，是指在机场内、民用航空器上或者机场外降落的

任何地点，托运行李、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 

航空运输期间，不包括机场外的任何陆路运输、海上运输、内河运输过程；

但是，此种陆路运输、海上运输、内河运输是为了履行航空运输合同而装载、

交付或者转运，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所发生的损失视为在航空运输期间

发生的损失。 

旅客、行李或者货物在航空运输中因延误造成的损失，承运人应当承担责

任；但是，承运人证明本人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为了避免损失的发生，已经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或者不可能采取此种措施的，不承担责任。 

在旅客、行李运输中，经承运人证明，损失是由索赔人的过错造成或者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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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应当根据造成或者促成此种损失的过错的程度，相应免除或者减轻承运

人的责任。旅客以外的其他人就旅客死亡或者受伤提出赔偿请求时，经承运人

证明，死亡或者受伤是旅客本人的过错造成或者促成的，同样应当根据造成或

者促成此种损失的过错的程度，相应免除或者减轻承运人的责任。 

在货物运输中，经承运人证明，损失是由索赔人或者代行权利人的过错造

成或者促成的，应当根据造成或者促成此种损失的过错的程度，相应免除或者

减轻承运人的责任。 

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制定，报

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执行。旅客或者托运人在交运托运行李或者货物时，特别声

明在目的地点交付时的利益，并在必要时支付附加费的，除承运人证明旅客或

者托运人声明的金额高于托运行李或者货物在目的地点交付时的实际利益外，

承运人应当在声明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 

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1）对每名旅客的赔偿责任限额为 16600 计算单位；但是，旅客可以同

承运人书面约定高于本项规定的赔偿责任限额。 

（2）对托运行李或者货物的赔偿责任限额，每公斤为 17 计算单位。旅客

或者托运人在交运托运行李或者货物时，特别声明在目的地点交付时的利益，

并在必要时支付附加费的，除承运人证明旅客或者托运人声明的金额高于托运

行李或者货物在目的地点交付时的实际利益外，承运人应当在声明金额范围内

承担责任。 

托运行李或者货物的一部分或者托运行李、货物中的任何物件毁灭、遗失、

损坏或者延误的，用以确定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的重量，仅为该一包件或者数

包件的总重量；但是，因托运行李或者货物的一部分或者托运行李、货物中的

任何物件的毁灭、遗失、损坏或者延误，影响同一份行李票或者同一份航空货

运单所列其他包件的价值的，确定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时，此种包件的总重

量也应当考虑在内。 

（3）对每名旅客随身携带的物品的赔偿责任限额为 332 计算单位。 

任何旨在免除本条所在法规规定的承运人责任或者降低本法规定的赔偿

责任限额的条款，均属无效；但是，此种条款的无效，不影响整个航空运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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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效力。 

有关航空运输中发生的损失的诉讼，不论其根据如何，只能依照本法规定

的条件和赔偿责任限额提出，但是不妨碍谁有权提起诉讼以及他们各自的权

利。 

经证明，航空运输中的损失是由于承运人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的故意或

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承运人无权援用有关赔

偿责任限制的规定；证明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有此种作为或者不作为的，

还应当证明该受雇人、代理人是在受雇、代理范围内行事。 

就航空运输中的损失向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提起诉讼时，该受雇人、

代理人证明他是在受雇、代理范围内行事的，有权援用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 

在前款规定情形下，承运人及其受雇人、代理人的赔偿总额不得超过法定

的赔偿责任限额。 

经证明，航空运输中的损失是由于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故意或者明

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不适用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

的规定。 

旅客或者收货人收受托运行李或者货物而未提出异议，为托运行李或者货

物已经完好交付并与运输凭证相符的初步证据。 

托运行李或者货物发生损失的，旅客或者收货人应当在发现损失后向承运

人提出异议。托运行李发生损失的，至迟应当自收到托运行李之日起七日内提

出；货物发生损失的，至迟应当自收到货物之日起十四日内提出。托运行李或

者货物发生延误的，至迟应当自托运行李或者货物交付旅客或者收货人处置之

日起二十一日内提出。 

任何异议均应当在前款规定的期间内写在运输凭证上或者另以书面提出。

除承运人有欺诈行为外，旅客或者收货人未在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间内提出异

议的，不能向承运人提出索赔诉讼。 

航空运输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民用航空器到达目的地点、应当到达

目的地点或者运输终止之日起计算。 

由几个航空承运人办理的连续运输，接受旅客、行李或者货物的每一个承

运人应当受本法规定的约束，并就其根据合同办理的运输区段作为运输合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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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约一方。 

对前款规定的连续运输，除合同明文约定第一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

责任外，旅客或者其继承人只能对发生事故或者延误的运输区段的承运人提起

诉讼。 

托运行李或者货物的毁灭、遗失、损坏或者延误，旅客或者托运人有权对

第一承运人提起诉讼，旅客或者收货人有权对最后承运人提起诉讼，旅客、托

运人和收货人均可以对发生毁灭、遗失、损坏或者延误的运输区段的承运人提

起诉讼。上述承运人应当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承担连带责任。 

 

 

 

 

 

 

 

 

 

 

 

 

 

 

 

 

 

 

 

 

 

 

样题：托运行李或者货物的毁灭、遗失、损坏或者延误，旅客或者托运人有权

对谁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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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1.2.1.7 公共航空运输 

1.2.1.7.4 实际承运人履行航空运输的特别规定 

备注： 

本节所称缔约承运人，是指以本人名义与旅客或者托运人，或者与旅客或

者托运人的代理人，订立本章调整的航空运输合同的人。 

本节所称实际承运人，是指根据缔约承运人的授权，履行前款全部或者部

分运输的人，不是指本章规定的连续承运人；在没有相反证明时，此种授权被

认为是存在的。 

除本节另有规定外，缔约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都应当受本章规定的约束。

缔约承运人应当对合同约定的全部运输负责。实际承运人应当对其履行的运输

负责。 

实际承运人的作为和不作为，实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在受雇、代理

范围内的作为和不作为，关系到实际承运人履行的运输的，应当视为缔约承运

人的作为和不作为。 

缔约承运人的作为和不作为，缔约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在受雇、代理

范围内的作为和不作为，关系到实际承运人履行的运输的，应当视为实际承运

人的作为和不作为；但是，实际承运人承担的责任不因此种作为或者不作为而

超过法定的赔偿责任限额。 

任何有关缔约承运人承担本章未规定的义务或者放弃本章赋予的权利的

特别协议，或者任何有关依照本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所作

的在目的地点交付时利益的特别声明，除经实际承运人同意外，均不得影响实

际承运人。 

依照规定提出的索赔或者发出的指示，无论是向缔约承运人还是向实际承

运人提出或者发出的，具有同等效力；但是，本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指示，

只在向缔约承运人发出时，方有效。 

实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或者缔约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证明他

是在受雇、代理范围内行事的，就实际承运人履行的运输而言，有权援用有关

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但是依照本法规定不得援用赔偿责任限制规定的除外。 

对于实际承运人履行的运输，实际承运人、缔约承运人以及他们的在受雇、

代理范围内行事的受雇人、代理人的赔偿总额不得超过依照本法得以从缔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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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人或者实际承运人获得赔偿的最高数额；但是，其中任何人都不承担超过对

他适用的赔偿责任限额。 

对实际承运人履行的运输提起的诉讼，可以分别对实际承运人或者缔约承

运人提起，也可以同时对实际承运人和缔约承运人提起；被提起诉讼的承运人

有权要求另一承运人参加应诉。 

 

 

 

 

 

 

 

 

 

 

 

 

 

 

 

 

 

 

 

 

 

 

 

 

 

 

样题：哪些情况应视为应当视为实际承运人的作为和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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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1.2.2.1 总则 

备注：R3 

为了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

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

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

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以及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

全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

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

安全，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与政府监管责任，建立生产经营单位

负责、职工参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机制。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

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

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

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平台经济等新兴

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本行业、领域的特点，建立健全并落实全

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履行本法和其他法律、

法规规定的有关安全生产义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有依法获得安全生产保障的权利，并应当依法履

行安全生产方面的义务。 

工会依法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生产经营单位的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参

加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

法权益。生产经营单位制定或者修改有关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应当听取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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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制定安全生产规划，并组织实施。安全生产规划应当与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规

划相衔接。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建设，

所需经费列入本级预算。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建立完

善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按照安全风险管控要求，进行产业规划和空间布

局，并对位置相邻、行业相近、业态相似的生产经营单位实施重大安全风险联

防联控。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建

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支持、督促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及时协调、解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乡镇人民政

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按照职

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

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

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国务院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民航等有

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

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

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对新兴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不明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确定监督管理

部门。应急管理部门和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部门，

统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

当相互配合、齐抓共管、信息共享、资源共用，依法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

作。 

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保障安全生产的要求，依法及时制定有关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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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并根据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适时修订。生产经营单位必须

执行依法制定的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安全生产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项目提出、

组织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统筹提出安全生产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立项计划。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安全生产强制性国家

标准的立项、编号、对外通报和授权批准发布工作。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

门、有关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对安全生产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有关安全生产的法

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增强全社会的安全生产意识。 

有关协会组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章程，为生产经营单位提供安全生产

方面的信息、培训等服务，发挥自律作用，促进生产经营单位加强安全生产管

理。 

依法设立的为安全生产提供技术、管理服务的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和执业准则，接受生产经营单位的委托为其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技术、管理服务。

生产经营单位委托前款规定的机构提供安全生产技术、管理服务的，保证安全

生产的责任仍由本单位负责。 

国家实行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追究生产安全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

编制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单，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 

国家鼓励和支持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和安全生产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

提高安全生产水平。 

国家对在改善安全生产条件、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参加抢险救护等方面取

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样题：生产经营单位的那个部门（团体或组织）依法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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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1.2.2.2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 

备注：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

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

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生产经营单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

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由生产经营单

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予以保证，并对由于安全生

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规

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专门用于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安全生产费用在成

本中据实列支。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和监督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

部门会同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后制定。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

装卸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前款

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应当配备

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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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情况； 

（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

理措施； 

（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 

（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

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可以设置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协助本单位主要负责人

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恪尽职守，

依法履行职责。生产经营单位作出涉及安全生产的经营决策，应当听取安全生

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意见。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依法履行职责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任

免，应当告知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

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

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

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装卸单

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应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鼓

励其他生产经营单位聘用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注册安全工

程师按专业分类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国务院应

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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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

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

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生产

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

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生产经营

单位接收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学生实习的，应当对实习学生进行相应的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学校应当协助生产经营单位对

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

等情况。 

生产经营单位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必须了解、

掌握其安全技术特性，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

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由国务院应急管理

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 

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的安全设

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设施投

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价。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人、设计单位应当对安全设施设计负责。矿山、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

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审查部门及其负责审查的人员对

审查结果负责。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施工，并对安全设施的工程质量负责。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竣



 

33 

 

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应当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验收

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加强对

建设单位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

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

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录，并由有关

人员签字。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

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餐饮等行业

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的，应当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保障其正常使用。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的危险物品的容器、运输工具，以及涉及人身安全、危

险性较大的海洋石油开采特种设备和矿山井下特种设备，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由专业生产单位生产，并经具有专业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检测、检验合

格，取得安全使用证或者安全标志，方可投入使用。检测、检验机构对检测、

检验结果负责。 

国家对严重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实行淘汰制度，具体目录由国务院

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法律、行政法规对目录的制定

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

情况制定并公布具体目录，对前款规定以外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予以

淘汰。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 

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的，由有

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审批并实施监

督管理。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

危险物品，必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建立专门的安

全管理制度，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 

生产经营单位对重大危险源应当登记建档，进行定期检测、评估、监控，

并制定应急预案，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

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本单位重大危险源及有关安全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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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应急措施报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有关地方人

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通过相关信息系统实现信息共享。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

应的管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

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将重大事故隐患纳入相关信息系统，

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督办制度，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消除重大事故隐患。 

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不得与员工宿舍在

同一座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员工宿舍保持安全距离。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

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占

用、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口、疏散通道。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

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

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关注从业人员的身体、

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心理疏导、精神慰藉，严格落实岗位

安全生产责任，防范从业人员行为异常导致事故发生。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

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

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

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查及

处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在案。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检查中发现

重大事故隐患，依照前款规定向本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有关负责人不及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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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可以向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

告，接到报告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安排用于配备劳动防护用品、进行安全生产培训的经

费。 

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

方生产安全的，应当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

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

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

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

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

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

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

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应当加强对施工项目的安

全管理，不得倒卖、出租、出借、挂靠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施工资质，不

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支解

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不得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

的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立即组织抢

救，并不得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国家鼓励

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属于国家规定的高危行业、领域的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具体范围和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应急管

理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

定。 

 

 

 

样题：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的职责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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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1.2.2.3 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力义务 

备注： 

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的劳动合同，应当载明有关保障从业人员劳

动安全、防止职业危害的事项，以及依法为从业人员办理工伤保险的事项。生

产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

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有权了解其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

素、防范措施及事故应急措施，有权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建议。 

从业人员有权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检举、控告；

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

全生产工作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

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从业人员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停止作业或者在采取

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作业场所。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在前款紧急情

况下停止作业或者采取紧急撤离措施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

订立的劳动合同。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救治有关人员。因

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

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提出赔偿要求。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

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从业人员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向现场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报告；接到报告的人员应当及时予以处理。 

工会有权对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入生产和使用进行监督，提出意见。工会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侵犯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要求纠正；发现生产经营单位违章

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或者发现事故隐患时，有权提出解决的建议，生产经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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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应当及时研究答复；发现危及从业人员生命安全的情况时，有权向生产经营

单位建议组织从业人员撤离危险场所，生产经营单位必须立即作出处理。工会

有权依法参加事故调查，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并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

任。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被派遣劳动者享有本法规定的从业人

员的权利，并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从业人员的义务。 

 

 

 

 

 

 

 

 

 

 

 

 

 

 

 

 

 

 

 

 

 

 

 

 

 

样题：从业人员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是否有权停止作业或者

在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作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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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法规 

1.3.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1.3.1.1 空域管理 

备注：R2 

空域管理应当维护国家安全，兼顾民用、军用航空的需要和公众利益，统

一规划，合理、充分、有效地利用空域。 

空域的划设应当考虑国家安全、飞行需要、飞行管制能力和通信、导航、

雷达设施建设以及机场分布、环境保护等因素。 

空域通常划分为机场飞行空域、航路、航线、空中禁区、空中限制区和空

中危险区等。空域管理和飞行任务需要的，可以划设空中走廊、空中放油区和

临时飞行空域。 

机场飞行空域应当划设在航路和空中走廊以外。仪表（云中）飞行空域的

边界距离航路、空中走廊以及其他空域的边界，均不得小于 10 公里。 

机场飞行空域通常包括驾驶术（仪表）飞行空域、夜间飞行空域和等待空

域等。 

等待空域通常划设在导航台上空；飞行活动频繁的机场，可以在机场附近

上空划设。等待空域的最低高度层，距离地面最高障碍物的真实高度不得小于

600 米。8400 米以下，每隔 300 米为一个等待高度层；8400 米至 8900 米隔 500

米为一个等待高度层；8900 米至 12500 米，每隔 300 米为一个等待高度层；

12500 米以上，每隔 600 米为一个等待高度层。 

相邻机场之间飞行空域可以相互调整使用。 

航路分为国际航路和国内航路。 

航路的宽度为 20 公里，其中心线两侧各 10 公里；航路的某一段受到条件

限制的，可以减少宽度，但不得小于 8 公里。航路还应当确定上限和下限。 

航线分为固定航线和临时航线。临时航线通常不得与航路、固定航线交叉

或者通过飞行频繁的机场上空。 

国家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目标上空，可以划设空中禁区、临时空中禁

区。 

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特别批准，任何航空器不得飞入空中禁区和临时空

中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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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航路、航线附近的军事要地、兵器试验场上空和航空兵部队、飞行院

校等航空单位的机场飞行空域，可以划设空中限制区。根据需要还可以在其他

地区上空划设临时空中限制区。 

在规定时限内，未经飞行管制部门许可的航空器，不得飞入空中限制区或

者临时空中限制区。 

位于机场、航路、航线附近的对空射击场或者发射场等，根据其射向、射

高、范围，可以在上空划设空中危险区或者临时空中危险区。 

在规定时限内，禁止无关航空器飞入空中危险区或者临时空中危险区。 

空中禁区、空中限制区、空中危险区的划设、变更或者撤消，应当根据需

要公布。 

空中走廊通常划设在机场密集的大、中城市附近地区上空。 

空中走廊的宽度通常为 10 公里，其中心线两侧各 5 公里。受条件限制的，

其宽度不得小于 8 公里。 

空中放油区的划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国（边）境线至我方一侧 10 公里之间地带上空禁止划设临时飞行空域。 

在机场区域内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保护机场净空的规定，禁止在机场附

近修建影响飞行安全的射击靶场、建筑物、构筑物、架空线路等障碍物体。 

在机场及其按照国家规定划定的净空保护区域以外，对可能影响飞行安全

的高大建筑物或者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飞行障碍灯和标志，并使

其保持正常状态。 

在距离航路边界 30 公里以内的地带，禁止修建影响飞行安全的射击靶场

和其他设施。 

 

 

 

 

 

 

 

样题：空域和航线的划分、航路和空中走廊的宽度、飞行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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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1.3.1.2 飞行管制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飞行管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统一组织实施，

各有关飞行管制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航路、航线地带和民用机场区域设置高空管制区、中低空管制区、终端（进

近）管制区、机场塔台管制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及其毗连的公海的上空划分若

干飞行情报区。 

各类管制区的飞行管制，由有关飞行管制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实施。 

所有飞行必须预先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民用航空的班期飞行，按照规定的航路、航线和班期时刻表进行；民用航

空的不定期运输飞行，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批准，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

军备案；涉及其他航空管理部门的，还应当报其他航空管理部门备案。 

对未经批准而起飞或者升空的航空器，有关单位必须迅速查明情况，采取

必要措施，直至强迫其降落。 

航空器飞入相邻管制区前，飞行管制部门之间应当进行管制移交。管制移

交应当按照程序管制或者雷达管制的有关规定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飞行的航空器，必须标明明显的识别标志，禁止无识

别标志的航空器飞行。 

 

 

 

 

 

 

 

 

样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飞行管制，由谁统一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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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1.3.1.3 航路和航线飞行 

备注： 

航空器使用航路和航线，应当经负责该航路和航线的飞行管制部门同意。 

航路和固定航线地带应当设置必要的监视和导航设备。 

沿航路和固定航线应当有备降机场。备降机场应当有必备的设备和良好的

通信、导航、气象保障。 

飞行任务书是许可飞行人员进行民用航空飞行的基本文件，由航空公司的

负责人签发。 

在飞行任务书中，应当明确飞行任务、起飞时间、航线、高度、允许机长

飞行的最低气象条件以及其他有关事项。 

航路、航线飞行的航空器的起飞，应当根据飞行人员和航空器的准备情况，

起飞机场、降落机场和备降机场的准备情况以及天气情况等确定；有下列情况

之一的，不得起飞： 

（一）空勤组成员不齐，或者由于技术、健康等原因不适于飞行的； 

（二）飞行人员尚未完成飞行准备、飞行准备质量不符合要求、驻机场航

空单位或者航空公司的负责人未批准飞行的； 

（三）飞行人员未携带飞行任务书、飞行气象文件及其他必备飞行文件的； 

（四）飞行人员未校对本次飞行所需的航行、通信、导航资料和仪表进近

图的； 

（五）航空器或者航空器上的设备有故障可能影响飞行安全，或者民用航

空器设备低于最低设备清单规定，或者军用航空器经机长确认可能影响本次飞

行安全的； 

（六）航空器表面的冰、霜、雪未除净的； 

（七）航空器上的装载和乘载不符合规定的； 

（八）航空器未按规定携带备用燃料的； 

（九）天气情况低于机长飞行的最低气象条件，以及天气情况危及本次飞

行安全的。 

飞行人员在飞行中必须遵守有关的飞行规则和飞行任务书中的各项规定，

服从飞行指挥，准确实施领航，保持规定的航行诸元，注意观察空中情况，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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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规定及时报告航空器位置、飞行情况和天气情况，特别是危险天气现象及其

发展情况。 

飞行中，飞行人员与地面联络中断，可以停止执行飞行任务，返回原机场

或者飞往就近的备降机场降落。当保持原高度飞向备降机场符合飞行高度层配

备规定时，仍保持原高度飞行；当保持原高度飞向备降机场不符合飞行高度层

配备规定时，应当下降到下一层高度飞向备降机场；因飞行安全高度所限不能

下降到下一层高度的，应当上升至上一层高度飞向备降机场。 

 

 

 

 

 

 

 

 

 

 

 

 

 

 

 

 

 

 

 

 

 

 

 

 

 

 

 

 

 

 

样题：出现哪些情况飞机不得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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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1.3.1.4 飞行间隔 

备注： 

机长必须按照规定的飞行间隔飞行，需要改变时，应当经飞行管制部门许

可。 

航路、航线飞行的垂直间隔，按照飞行高度层配备。飞行高度层按照以下

标准划分： 

（一）真航线角在 0°-179°范围内，高度由 900 米-8100 米，每隔 600 米为

一个高度层；高度由 8900 米-12500 米，每隔 600 米为一个高度层；高度在 12500

米以上，每隔 1200 米为一个高度层。 

（二）真航线角在 180°-359°范围内，高度由 600 米-8400 米，每隔 600 米

为一个高度层；高度由 9200 米-12200 米，每隔 600 米为一个高度层；高度在

13100 米以上，每隔 1200 米为一个高度层。 

（三）飞行高度层应当根据标准大气压条件下假定海平面计算。真航线角

应当从航线起点和转弯点量取。 

飞行高度层的具体配备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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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路、航线飞行的水平间隔，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会同国务院民用航空

主管部门拟定，报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批准。 

飞行的安全高度是避免航空器与地面障碍物相撞的最低飞行高度。 

航路、航线飞行的安全高度，在高原和山区应当高出航路中心线、航线两

侧各 25 公里以内最高标高 600 米；在其他地区应当高出航路中心线、航线两

侧各 25 公里以内最高标高 400 米。 

受性能限制的航空器，其航路、航线飞行的安全高度，由有关航空管理部

门另行规定。 

航路、航线飞行的航空器起飞前，应当将场面气压的数值调整到航空器上

气压高度表的固定指标，使气压高度表的指针指到零的位置。 

航路、航线飞行的航空器起飞后，在未规定过渡高度或者过渡高的机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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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距该机场道面 600 米高度时，应当将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标准海平面气

压值调整到固定指标，然后再继续上升到规定的飞行高度层；规定有过渡高度

或者过渡高的机场，在上升至过渡高度或者过渡高时，应当将气压高度表调整

到标准海平面气压值。 

航路、航线飞行的航空器，进入降落机场区域并下降至该机场过渡高度层

时，或者根据空中交通管制员、飞行指挥员的指示，将机场场面气压的数值调

整到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固定指标。 

仅供民用航空器起降的机场，可以修正海平面气压值为航空器气压高度表

拨正值。 

军用、民用航空器在同一机场同时飞行的，必须统一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

拨正时机。 

在高原机场起飞前，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气压刻度不能调整到机场场面

气压数值的，应当将气压高度表的标准海平面气压值调整到固定指标（此时所

指示的高度为假定零点高度），然后起飞和上升到规定的飞行高度。 

在高原机场降落时，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气压刻度不能调整到机场场面

气压数值的，应当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员或者飞行指挥员通知的假定零点高度进

行着陆。航空器上有两个气压高度表的，应当将其中一个气压高度表的标准海

平面气压值调整到固定指标，而将另一个气压高度表以修正的海平面气压值调

整到固定指标。 

在高原、山区飞行，必须注意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与无线电高度表配合使

用。 

航路、航线飞行或者转场飞行时，因航空器故障、积冰、绕飞雷雨区等原

因需要改变飞行高度层的，机长应当向飞行管制部门报告原因和当时航空器的

准确位置，请求另行配备飞行高度层。飞行管制部门允许航空器改变飞行高度

层时，必须明确改变的高度层以及改变高度层的地段和时间。 

遇有紧急情况，飞行安全受到威胁时，机长可以决定改变原配备的飞行高

度层，但必须立即报告飞行管制部门，并对该决定负责。 

 

样题：航路、航线飞行的垂直间隔及飞行高度层配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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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1.3.1.5 飞行指挥 

备注： 

飞行指挥必须按照下列调配原则安排飞行次序： 

（一）一切飞行让战斗飞行； 

（二）其他飞行让专机飞行和重要任务飞行； 

（三）国内一般任务飞行让班期飞行； 

（四）训练飞行让任务飞行； 

（五）场内飞行让场外飞行； 

（六）场内、场外飞行让转场飞行。 

驻在同一机场的军用航空器和民用航空器同时飞行时，必须实施统一指

挥。军用航空单位派出飞行指挥员，民用航空单位派出飞行副指挥员。 

飞行副指挥员负责向飞行指挥员报告民用航空器的航行诸元和有关飞行

情况，并且按照飞行指挥员的指示，对民用航空器实施指挥。 

对执行紧急或者重要任务的航空器，班期飞行或者速度大的航空器，应当

允许优先起飞；对有故障的航空器，剩余油量少的航空器，执行紧急或者重要

任务的航空器，班期飞行和航路、航线飞行或者转场飞行的航空器，应当允许

优先降落。 

 

 

 

 

 

 

 

 

样题：飞行指挥必须按照什么调配原则安排飞行次序？驻在同一机场的军用航

空器和民用航空器同时飞行时，如何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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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1.3.1.6 飞行中特殊情况的处置 

备注： 

飞行中的特殊情况，是指突然发生的危及飞行安全的情况。 

对飞行中特殊情况的处置，应当根据情况的性质、飞行条件和可供进行处

置的时间来确定。飞行中各种特殊情况的处置办法，由各航空管理部门规定。 

飞行中发生特殊情况，机长必须在保证航空器上人员生命安全的前提下，

积极采取措施保全航空器。时间允许的，机长应当及时向空中交通管制员报告

所发生的情况和准备采取的措施，并且按照其指示行动。 

空中交通管制员应当根据空中具体情况，及时采取正确措施指挥航空器。 

民用航空器遇险时，搜寻援救活动的组织与实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航空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遇险时，应当使用国际通用的遇险信号和频

率。在海上飞行遇险时，设备允许的，还应当使用 500 千赫频率发出遇险信号。 

 

 

 

 

 

 

 

 

 

 

 

 

 

 

样题：飞行中的特殊情况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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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1.3.1.7 通信、导航、雷达、气象和航行情报保障 

备注： 

各种通信、导航设备必须经常处于良好状态，主要设备应当配有备份，保

证通信、导航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无线电台和其他仪器、装置，不得妨碍航空无线

电专用频率的正常使用。 

雷达保障部门应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飞行提供保障。 

雷达设备应当经常处于良好状态，保证雷达工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雷达保障工作，应当按照管制区域或者雷达责任区组织实施。 

飞行的气象保障工作由航空气象保障部门负责。 

航空气象保障部门必须严密组织气象保障，及时、准确地提供天气预报、

天气实况，及时发布重要气象情报、危险天气警报和通报。 

有关单位应当优先传递重要气象情报、危险天气警报和通报。 

国家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部门应当根据航空单位的申请，提供必

要的气象情报。 

航行情报部门，应当提供保证飞行安全、正常和效率所需要的各种航行情

报资料。 

 

 

 

 

 

 

 

 

 

 

样题：通信、导航、雷达、气象和航行情报保障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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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中华人民共和国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规定 

1.3.2.1 总则 

备注： 

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

的国际条约规定由中国承担搜寻援救工作的公海区域内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

的活动。 

海上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品，除适用本规定外，并应当遵守国务院有关海上

搜寻援救的规定。 

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按照下列规定分工负责： 

（一）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负责统一指导全国范围的搜寻

援救民用航空器的工作；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陆地搜寻援救民用

航空器的工作，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地区管理局）予以协助； 

（三）国家海上搜寻援救组织负责海上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工作，有关部

门予以配合。 

 

 

 

 

 

 

 

 

 

 

 

 

 

 

 

 

样题：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分工负责的规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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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中华人民共和国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规定 

1.3.2.2 搜寻援救的准备 

备注： 

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的通信联络，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和担任搜寻援救任务的航空器，应当配

备 121.5MHZ 航空紧急频率的通信设备，并逐步配备 243MHZ 航空紧急频率

的通信设备； 

（二）担任海上搜寻援救任务的航空器，应当配备 2182 千赫海上遇险频

率的通信设备； 

地区管理局搜寻援救协调中心应当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海上搜寻援

救组织建立直接的通信联络。 

 

 

 

 

 

 

 

 

 

 

 

 

 

 

 

 

 

 

 

 

样题：航空紧急频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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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中华人民共和国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规定 

1.3.2.3 搜寻援救的实施 

备注： 

本规定所指民用航空器的紧急情况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情况不明阶段 

是指民用航空器的安全出现下列令人疑虑的情况： 

1、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同民用航空器没有取得联络； 

2、民用航空器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降落，并且没有其他信息。 

（二）告警阶段 

是指民用航空器的安全出现下列令人担忧的情况： 

1、对情况不明阶段的民用航空器，仍然不能同其沟通联络； 

2、民用航空器的飞行能力受到损害，但是尚未达到迫降的程度； 

3、与已经允许降落的民用航空器失去通信联络，并且该民用航空器在预

计降落时间后五分钟内没有降落。 

（三）遇险阶段 

是指确信民用航空器遇到下列紧急和严重危险，需要立即进行援救的情

况： 

1、根据油量计算，告警阶段的民用航空器难以继续飞行； 

2、民用航空器的飞行能力受到严重损害，达到迫降程度； 

3、民用航空器已经迫降或者坠毁。 

对情况不明阶段的民用航空器，地区管理局搜寻援救协调中心应当： 

（一）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搜寻的区域； 

（二）通知开放有关的航空电台、导航台、定向台和雷达等设施，搜寻掌

握该民用航空器的空中位置； 

（三）尽速同该民用航空器沟通联络，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置。 

对告警阶段的民用航空器，地区管理局搜寻援救协调中心应当： 

（一）立即向有关单位发出告警通知； 

（二）要求担任搜寻援救任务的航空器、船舶立即进入待命执行任务状态； 

（三）督促检查各种电子设施，对情况不明的民用航空器继续进行联络和

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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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据该民用航空器飞行能力受损情况和机长的意见，组织引导其在

就近机场降落； 

（五）会同接受降落的机场，迅速查明预计降落时间后五分钟内还没有降

落的民用航空器的情况并进行处理。 

对遇险阶段的民用航空器，地区管理局搜寻援救协调中心应当： 

（一）立即向有关单位发出民用航空器遇险的通知； 

（二）对燃油已尽，位置仍然不明的民用航空器，分析其可能遇险的区域，

并通知搜寻援救单位派人或者派航空器、船舶，立即进行搜寻援救； 

（三）对飞行能力受到严重损害、达到迫降程度的民用航空器，通知搜寻

援救单位派航空器进行护航，或者根据预定迫降地点，派人或者派航空器、船

舶前往援救； 

（四）对已经迫降或者失事的民用航空器，其位置在陆地的，立即报告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其位置在海上的，立即通报沿海有关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海上搜寻援救组织。 

对处于紧急情况下的民用航空器，地区管理局搜寻援救协调中心应当设法

将已经采取的援救措施通报该民用航空器机组。 

 

 

 

 

 

 

 

 

 

 

 

 

 

 

样题：民用航空器的紧急情况分为哪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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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规章 

1.4.1 CCAR65 

1.4.1.1 总则 

备注：R2 

CCAR65  民用航空飞行签派员执照管理规则 

一、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民用航空飞行签派员执照和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资格证书

的申请、颁发和管理。 

本规则所称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是指对飞行签派员执照申请人实施执照

课程训练的机构。 

二、管理职责 

（一）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对考试合格的飞行签派员执照

申请人统一颁发飞行签派员执照。 

（二）民航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负责组织、指导飞行签派员执照和飞行签

派员训练机构资格的审定工作，制定飞行签派员执照考试标准，发放飞行签派

员执照。 

（三）民航地区管理局负责受理本地区飞行签派员执照和飞行签派员训练

机构资格的申请，审查申请材料，组织飞行签派员执照申请人考试，颁发飞行

签派员临时执照，负责本地区飞行签派员执照管理，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的合

格审定，颁发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资格证书，监督检查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的

训练课程和训练质量。 

 

 

 

 

 

样题：CCAR65 部的名称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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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CCAR65 

1.4.1.2 飞行签派员执照的申请、考试与颁发 

备注： 

一、取得执照的资格要求 

飞行签派员执照申请人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一）年满 21 周岁，身体健康； 

（二）具有大学专科（含）以上学历； 

（三）能够读、说、写并且理解汉语； 

（四）通过规定的理论考试； 

（五）满足规定的经历和训练要求； 

（六）通过规定的实践考试； 

（七）根据款规定颁发的书面毕业证明的颁发日期距申请之日不超过 24

个日历月。如若逾期，申请人需重新参加 200 学时的课程训练。 

二、理论考试要求 

（一）参加飞行签派员执照理论考试的申请人应当在获得规定的有效书面

毕业证明之后完成理论考试。理论考试成绩有效期为 24 个日历月。 

（二）理论考试应当包含以下航空知识内容： 

1、与航线运输驾驶员权力、限制和飞行运行相关的中国民用航空规章中

适用的规定； 

2、气象，包括锋的知识和影响、锋的特性、云的形成、结冰和高空资料； 

3、气象和航行通告资料的收集、分析、分发和使用； 

4、气象图表、地图、预报、顺序报告、缩写和符号的理解和使用； 

5、当其在相应的空域系统内运行时，有关的气象服务职能； 

6、风切变和下沉气流的认识、识别和避让； 

7、仪表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导航； 

8、与航路运行、终端区和雷达环境下有关的运行以及与仪表进离场和进

近程序相关的空中交通管制程序和驾驶员的职责； 

9、航空器的载重与平衡、航图、图表、表格、公式和计算的应用，以及

对航空器性能的影响； 

10、与正常和非正常飞行状态下的航空器飞行特性和性能有关的空气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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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11、人为因素； 

12、决策与判断； 

13、签派资源管理和机组资源管理，包括机组交流和协调等。 

三、经历和训练要求 

飞行签派员执照申请人必须在申请执照考试前 12 个月内，在合格的飞行

签派员监视下，在签派放行岗位上实习至少 90 天；同时还应当符合下列（一）

款或（二）款规定的要求： 

（一）申请人在申请理论考试前 3 年中至少有 2 年的如下任意经历或任意

组合，并圆满完成按照本规则附件 A《飞行签派员执照训练课程》要求设置的

至少 200 小时的课程训练。申请时应当提供了符合本规则第 65.49 条（b）款

规定的有效书面毕业证明： 

1、在国家航空器运行中担任驾驶员。 

2、在 CCAR121 部航空承运人的运行中，担任驾驶员、航空气象分析人

员、飞机性能工程师、航行情报人员。 

3、在航空器运行中担任空中交通管制员或民用航空情报员。 

4、在航空器运行中，履行局方认为能够提供同等经历的其他职责。 

（二）如果申请人不具备本条（a）款要求的经历，则应当按照本规则附

件 A 的要求完成至少 800 小时的课程训练，并提供符合本规则第 65.49 条（b）

款规定的有效书面毕业证明。 

四、实践考试要求 

（一）理论考试合格，并满足本规则第 65.15 条规定的经历和训练要求的，

执照申请人可以持理论考试合格成绩单参加实践考试。 

（二）飞行签派员执照申请人应当通过针对航空运输中使用的任何一种大

型飞机的实践考试。内容应当基于 CCAR65 附件 A 和《飞行签派员实践考试

标准》中的规定要求。 

五、理论和实践考试的程序 

（一）飞行签派员执照申请人申请参加理论或实践考试的，应当向民航地

区管理局提交以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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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填写 CCAR65 附件 B 中规定的《飞行签派员执照申请和审查表》； 

2、提供符合规定的证明材料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和两寸标准白底正面

免冠彩色照片两张及其电子版，并按照要求在飞行签派员执照管理系统上填写

相关资料； 

（二）执照考试申请人按照（一）款要求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本规

则要求的，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之内，安排考试的时间，指定

考试地点和考试员，并将前述决定通知申请人，向其发放准考证。 

1、执照考试申请人在接到考试通知后，应当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

考试。 

2、飞行签派员的执照理论和实践考试合格成绩均为百分制的 80 分。 

六、补考 

（一）未通过执照考试的申请人，可以在考试结束 30 天后向民航地区管

理局提交补考申请。 

（二）理论考试成绩合格，实践考试未通过的，在理论考试成绩有效期内

只需申请实践考试部分的补考，实践考试补考的重点内容为上次未通过的部

分。 

（三）理论考试补考连续２次未通过的，自最后一次考试之日起 12 个日

历月内不得再次申请理论考试。实践考试补考连续２次未通过的，理论考试成

绩失效。 

七、考试作弊行为 

在考试中有下列行为者视为作弊： 

（一）复制理论考试内容； 

（二）从他人处接受或者向他人传递考卷的副本或任何部分； 

（三）在考试过程中，抄袭他人答案或者同意、默许、帮助他人抄袭的； 

（四）顶替别人或由他人顶替参加考试； 

（五）在考试期间使用未经许可的任何资料或者辅助设备； 

（六）其他作弊行为。 

第 65.25 条执照申请、受理与颁发 

（一）符合规定资格要求的飞行签派员执照申请人可以向民航地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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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申请颁发飞行签派员执照。 

（二）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在自接到执照申请人的申请材料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是否受理其申请，申请人提供的资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本

规则要求的，应当一并告知申请人补正。 

（三）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在受理后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填写本

规则附件 B 表格中的考试成绩部分，报民航局审批。民航局应当在 20 个工作

日内做出决定，对符合资格要求的执照申请人，由民航局做出准予许可决定并

颁发执照。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八、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执照申请人按照本规则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真实有效，出现下列情况，其

申请行为无效。 

（一）在申请材料、记录、证明和履历中做虚假描述； 

（二）伪造、篡改证件或者证书。 

 

 

 

 

 

 

 

 

 

 

 

 

 

 

 

样题：飞行签派员执照考试，理论考试成绩有效期为多少个日历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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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CCAR65 

1.4.1.3 飞行签派员执照管理 

备注： 

一、执照要求 

飞行签派员执照持有人应当满足下列执照要求，否则不得履行运行控制职

责： 

（一）完成 CCAR121 部所规定的训练。 

（二）在前 36 个日历月内至少完成一次执照认证检查。 

（三）在连续 12 个日历月内，在签派放行岗位上至少工作 30 天。 

二、受到刑事处罚后的执照处理 

执照持有人受到刑事处罚期间不得行使执照赋予的权利。 

三、执照检查 

飞行签派员在履行运行控制职责时应当携带飞行签派员执照，在民用航空

飞行标准监察员或者授权的局方代表提出要求时，应当出示飞行签派员执照，

接受检查。 

航空承运人不得指定未取得飞行签派员执照的人员履行运行控制职责。 

四、执照的有效期 

（一）按照本规则颁发的执照长期有效，除非执照持有人自愿放弃，或者

依法被暂扣、吊销。 

（二）执照失效的，执照持有人应当将执照交回民航地区管理局。 

五、执照的换发、补办和迁转 

（一）执照持有人因更换姓名需要换发执照的，应当向民航地区管理局提

出书面申请，申请材料应当附有申请人当时持有的执照和能够证明其更改姓名

合法性的法律文件。民航地区管理局在审查后，应当将前述法律文件退还申请

人。 

（二）执照持有人因执照遗失或者损坏而重新申请补办执照的，应当向民

航地区管理局提交书面申请，并提供下列材料： 

1、姓名、性别、出生日期、通信地址、邮政编码、执照号码、颁发日期

等信息和材料； 

2、颁发其执照的民航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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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航地区管理局受理并审核通过申请的，应当报民航局审查办理执照。

申请人在换发、补办执照期间，可向民航地区管理局申请领取有效期不超过

120 天的临时执照，并持该执照履行运行控制职责。 

4、执照持有人跨民航地区管理局辖区调动工作的，应当按照《飞行签派

员执照管理程序》规定的程序填写《飞行签派员执照迁转表》办理执照迁转手

续。 

 

 

 

 

 

 

 

 

 

 

 

 

 

 

 

 

 

 

 

 

 

 

 

样题：飞行签派员执照持有人履行运行控制职责应当满足哪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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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CCAR73 

1.4.2.1 总则 

备注： 

CCAR73  民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管理办法 

1、适用范围 

航空营运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

国际条约规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公海上空实施下列

民用航空飞行活动，其预先飞行计划的管理适用本办法： 

（1）定期航班飞行； 

（2）加班飞行； 

（3）包机、调机、公务等不定期飞行。 

其他需要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履行预先飞行计划审

批手续的，亦适用本办法。 

2、航空营运人 

航空营运人进行民用航空飞行活动，其预先飞行计划应当获得批准；未获

得批准的，不得实施飞行。 

航空营运人应当按照批准的预先飞行计划实施飞行；取消获得批准的预先

飞行计划，应当及时向预先飞行计划的批准部门备案。 

航空营运人进行民用航空飞行活动前，还应按照民航总局的有关规定取得

相应的经营许可和运行合格审定证书。 

3、预先飞行计划 

（1）定义 

是指航空营运人为达到其飞行活动的目的，预先制定的包括运行安排和有

关航空器、航路、航线、空域、机场、时刻等内容的飞行活动方案。预先飞行

计划应当在领航计划报（FPL）发布之前获得批准。 

（2）管理 

民航局对民用航空飞行活动预先飞行计划实施统一管理。 

民航地区管理局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负责监督本辖区预先飞行计划的审批

工作。 

民航局空中交通管理局和民航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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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民用航空飞行活动预先飞行计划审批的具体工作。 

（3）提交 

航空营运人提交预先飞行计划申请，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①航空器的飞行性能和机载设备应当满足计划飞行的航线和机场有关空

中交通服务的要求； 

②中国境内机场起飞或者降落的预先飞行计划，应当按照航班时刻管理的

有关规定协调机场的起降时刻； 

③外国和中国港澳台地区航空营运人在尚未对外国开放的航路、航线、空

域或者机场实施飞行的，应当事先获得民航总局的特别批准； 

④中国航空营运人按下列情形之一实施飞行的，应当事先获得民航总局的

特别批准： 

a 用外国或者中国港澳台地区航空器； 

b 由外国人、无国籍人或者中国港澳台地区居民担任飞行机组成员的。 

 

 

 

 

 

 

 

 

 

 

 

 

 

 

 

 

 

 

 

 

 

 

 

 

样题：航空营运人提交预先飞行计划申请，应当具备什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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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CCAR73 

1.4.2.2 预先飞行计划申请 

备注： 

 

1、定期航班预先飞行计划申请 

在航班换季前，中国航空营运人新航季定期航班预先飞行计划申请应当与

航班时刻的申请一并提出，申请的方式和内容应当符合航班时刻申请的有关要

求。 

在航季运行期间，中国航空营运人提出的预先飞行计划申请，应当以传真、

SITA 电报、航空固定业务电报或者民航总局接受的其他方式提出。 

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航空器所有人、经营人及其联系方式； 

（2）航空器型号、型别； 

（3）起降地点、起降时刻（北京时间）、班期； 

（4）航班性质； 

（5）计划起止日期（北京时间）； 

（6）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在航班换季前和航季运行期间，中国航空营运人提出的预先飞行计划申

请，使用的航空器型号和型别、飞行高度以及航线走向超出现行规定范围的，

应当事先提出包括下列适用内容的申请： 

（1）新型号、型别航空器的飞行性能数据； 

（2）新的飞行高度； 

（3）新的航线走向。 

在前款申请获得批准后，中国航空营运人可以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方式和内

容提出预先飞行计划申请。 

定期航班预先飞行计划申请的时限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在航班换季前，航空营运人应当按照民航总局规定的时限提交新航

季定期航班预先飞行计划申请。 

（2）在航季运行期间，航空营运人提出预先飞行计划申请的，应当不迟

于航班执行前 5 个工作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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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班和不定期飞行预先飞行计划申请 

中国航空营运人进行加班和不定期飞行，使用的航空器型号和型别、飞行

高度以及航线走向不超出现行规定范围的，应当于飞行前至少 3 个工作日以传

真、SITA 电报、航空固定业务电报或者民航总局接受的其他方式提出预先飞

行计划申请。 

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航空器所有人、经营人及其联系方式； 

（2）航空器呼号、航空器型号和型别、起降机场、起降时刻（北京 

时间）和执行日期（北京时间）； 

（3）航线走向和飞行高度； 

（4）预计执行日期； 

（5）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中国航空营运人进行加班和不定期飞行，使用的航空器型型别、飞行高度

以及航线走向超出现行规定范围的，应当于飞行前至少 5 个工作日以传真、

SITA 电报、航空固定业务电报或者民航总局接受的其他方式提出预先飞行计

划申请。 

申请的内容应当符合本办法的规定。 

紧急情形下的加班和不定期飞行应当说明理由，预先飞行计划申请的时限

不受限制。 

 

 

 

 

 

 

 

 

 

 

样题：定期航班、加班和不定期飞行预先飞行计划如何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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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CCAR73 

1.4.2.3 预先飞行计划申请的受理 

备注： 

 

预先飞行计划的申请由民航局空中交通管理局受理。 

中国航空营运人加班和不定期飞行预先飞行计划的航线走向在同一飞行

管制区内的，预先飞行计划申请由该飞行管制区飞行管制部门所在地的民航地

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受理；飞行管制区飞行管制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中国航空营运人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提出的定期航班预先飞行计划

申请，航线走向在同一管理局辖区内的，由该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受理。 

预先飞行计划受理部门收到申请，需要申请人补齐申请材料的，应当立即

通知申请人；不予通知的，视为受理申请。 

 

 

 

 

 

 

 

 

 

 

 

 

 

 

 

 

 

 

 

 

 

样题：预先飞行计划的申请由谁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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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CCAR73 

1.4.2.4 预先飞行计划的批准 

备注： 

 

1、定期航班预先飞行计划的批准 

对于与经营许可一并提出的定期航班预先飞行计划申请，由受理部门批准

并抄送民航局空中交通管理局备案。民航局空中交通管理局提出调整意见的，

应当在航班开始执行之日前至少 5 个工作日通过 SITA 电报、航空固定业务电

报或者其他方式通知申请人。 

对于在航班换季前单独提出的定期航班预先飞行计划申请，受理部门在航

班开始执行之日前至少 5 个工作日做出决定并通过 SITA 电报、航空固定业务

电报或者其他方式通知申请人；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对于在航季运行期间单独提出的定期航班预先飞行计划申请，受理部门在

航班开始执行之日前至少 3 个工作日做出决定并通过 SITA 电报、航空固定业

务电报或者其他方式通知申请人；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对于在航班换季前定期航班预先飞行计划申请，受理部门在航班开始执行

之日前至少 5 个工作日做出决定并通过 SITA 电报、航空固定业务电报或者其

他方式通知申请人；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对于在航季运行期间定期航班预先飞行计划申请，受理部门在航班开始执

行之日前至少 3 个工作日做出决定并通过 SITA 电报、航空固定业务电报或者

其他方式通知申请人；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对于定期航班预先飞行计划申请，以民航总局定期航班计划文件的方式批

准；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在民航局定期航班计划文件下发之日至新航季开始期间以及航季运行期

间，中国航空营运人提出的定期航班预先飞行计划申请，受理部门在航班开始

执行之日前至少 3 个工作日做出决定并通过 SITA 电报、航空固定业务电报或

者其他方式通知申请人；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2、不定期飞行预先飞行计划的批准 

对于与经营许可申请一并提出的加班预先飞行计划申请，受理部门应当于

飞行前至少 2 个工作日做出决定并通过 SITA 电报、航空固定业务电报或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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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式通知申请人；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对于与经营许可申请一并提出的包机预先飞行计划申请，受理部门应当于

飞行前至少 3 个工作日做出决定并通过 SITA 电报、航空固定业务电报或者其

他方式通知申请人；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对于预先飞行计划的申请，预先飞行计划和经营许可的批准由受理部门一

并答复。 

对于预先飞行计划申请，受理部门应当于飞行前至少 3 个工作日做出决定

并通过 SITA 电报、航空固定业务电报或者其他方式通知申请人；不予批准的，

应当说明理由。 

对于预先飞行计划申请，受理部门于飞行前至少 1 个工作日做出决定并通

过 SITA 电报、航空固定业务电报或者其他方式通知申请人；不予批准的，应

当说明理由。 

对于预先飞行计划申请，受理部门应当立即与国家有关机关协调并在做出

决定后通过 SITA 电报、航空固定业务电报或者其他方式通知申请人；不予批

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样题：定期和不定期航班预先飞行计划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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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CCAR91 

1.4.3.1 总则 

备注：R3 

CCAR91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 

一、目的和依据 

为了规范民用航空器的运行，保证飞行的正常与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用航空法》，制定本规则。 

二、适用范围及术语解释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运行的所有民用航空器（不包括系留气

球、风筝、无人火箭、无人自由气球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当遵守本规则

中相应的飞行和运行规定。对于公共航空运输运行，除应当遵守本规则适用的

飞行和运行规定外，还应当遵守公共航空运输运行规章中的规定。 

（二）超轻型飞行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的飞行应当遵守本规则 I 

章的规定，无需遵守其他章的规定。 

（三）乘坐按本规则运行的民用航空器的人员，应当遵守本规则相应条款

的规定。 

（四）本规则中所用术语的含义在本规则附件《术语解释》中规定。 

三、民用航空器飞行手册、标记和标牌要求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籍登记的民用航空器应当满足《民用航空

器国籍登记规定》规定的国籍标志、登记标志和标识要求方可运行。 

（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籍登记的航空器应当具有按照《民用航空

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以下称为 CCAR-21 部）型号审定要求批准或者

认可的与其型号或者构型对应的飞行手册，或者《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

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以下称为 CCAR-121 部）相关条款中规定的手册。这

些手册应当使用机组能够正确理解的语言文字。 

（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籍登记的飞机或者直升机都应当按照本条

（二）款批准或者认可的飞行手册配备标记和标牌。 

（四）运行民用航空器的人员不得违反按照本条（二）款批准或者认可的

航空器飞行手册、标记和标牌中规定的使用限制，或者登记国审定当局规定的

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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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及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使用控制的责任 

（一）除本条（二）款中规定的情况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籍登记

的运输类和涡轮动力多发飞机或者直升机在租赁、融资租赁或者所有权保留买

卖时，当事双方必须以书面形式明确包括关于以下内容的交易真实性的承诺： 

1、合同签署生效前 12 个月内，对该航空器进行的维修、检查所依据的涉

及民航管理的规章，以及该航空器的现状符合本规则对此类航空器在维修和检

查方面要求的证明； 

2、对该航空器实施使用控制的人员的姓名、地址及其签名，以及该人员

的法律责任； 

3、符合本规则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章的有关使用控制的权利义务方面

的条款。 

（二）本条（一）款的要求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1、当事人之一是外国航空承运人或者是按照 CCAR-121 部和《小型商业

运输和空中游览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以下称为 CCAR-135 部）规章实

施运行的运营人； 

2、涉及的航空器在该合同签订前尚未进行国籍登记。 

（三）运行本条（一）款中规定情况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籍登记的

运输类和涡轮动力多发飞机或者直升机，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1、该航空器应当携带符合本条（一）款要求的租约或者合同的副本，以

便在局方要求审阅时提供； 

2、如果承租人或者所有权保留买卖的买受人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承租人或者所有权保留买卖的买受人应当通知该次飞行始发机场所在地民航

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除非民航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另有批

准，在该航空器依照租约或者合同作首次飞行时，至少应当该在起飞前 48 小

时通知飞行始发机场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并报告如下内

容： 

（1）起飞机场的位置； 

（2）起飞时间； 

（3）航空器国籍登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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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局方对按照本条（三）款提供给局方的租约或者合同副本负有保密

义务，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局方不予披露。 

（五）在本条中，租约指为取得报酬或者租金将航空器提供给他人占有、

使用的任何协议，无论是否附带飞行机组成员，而不是指航空器的销售协议和

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航空器的提供方称为出租人，航空器的接受方称为承租

人。 

 

 

 

 

 

 

 

 

 

 

 

 

 

 

 

 

 

 

 

 

 

 

 

样题：除非该局方机构另有批准，在该航空器依照租约或合同作首次飞行时，

至少应该在起飞前 48 小时作出通知，并向局方报告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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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CCAR91 

1.4.3.2 飞行机组 

备注： 

一、航空器的驾驶员 

（一）航空器的驾驶员应当根据其所驾驶的航空器等级、在航空器上担任

的职位以及运行的性质分类，符合《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合格审定规则》（以下

称为 CCAR-61 部）中规定的关于其执照和等级、训练、考试、检查、航空经

历等方面的相应要求，并符合本规则和相应运行规章的要求。 

（二）除 CCAR-61 部第 61.120 条规定的情形外，航空器的驾驶员应当满

足： 

1、在以取酬为目的的商业飞行中担任航空器驾驶员的人员，应当至少取

得商用驾驶员执照和相应的航空器等级和运行许可； 

2、为他人提供民用航空器驾驶服务，并以此种服务获取报酬的驾驶员，

应当至少取得商用驾驶员执照和相应的航空器等级和运行许可。 

二、民用航空器机长的职责和权限 

（一）民用航空器的机长对民用航空器的运行直接负责，并具有最终决定

权。 

1、飞机上的机长：机长在舱门关闭后必须对机上所有机组成员、旅客和

货物的安全负责。机长还必须在从飞机为起飞目的准备移动时起到飞行结束最

终停止移动和作为主要推进部件的发动机停车时止的时间内，对飞机的运行和

安全负责，并具有最终决定权。 

2、直升机上的机长：从发动机起动时起，直至直升机结束飞行最终停止

移动并且发动机关闭，旋翼叶片停止转动时为止，机长必须对直升机的运行和

安全及机上所有机组成员、乘客和货物的安全负责。 

（二）机长必须保证使乘客熟悉下列各项设备的位置及其使用方法： 

1、安全带； 

2、紧急出口； 

3、救生衣（如规定携带救生衣） 

4、供氧设备（如果预计使用氧气）； 

5、供个人使用的其他应急设备，包括乘客应急简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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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机上携带的供集体使用的主要应急设备的位置和一般使用方法。 

（三）机长必须保证在起飞、着陆以及由于颠簸或者飞行中发生任何紧急

情况而需要加以预防时，机上全体乘客都要在各自座位上系好安全带或者肩

带。 

（四）在飞行中遇有紧急情况时： 

1、机长必须保证在飞行中遇有紧急情况时，指示所有机上人员采取适合

当时情况的应急措施； 

2、在飞行中遇到需要立即处置的紧急情况时，机长可以在保证航空器和

人员安全所需要的范围内偏离本规则的任何规定。 

（五）依据本条（四）款做出偏离行为的机长，在局方要求时，应当向局

方递交书面报告。 

（六）如果在危及航空器或者人员安全的紧急情况下必须采取违反当地规

章或者程序的措施，机长必须立即通知有关地方当局。如果违章事件发生地所

在国提出要求，机长必须向该国有关当局提交关于违章情况的报告；同时，机

长也必须向航空器登记国提交这一报告的副本。此类报告必须尽早提交，通常

应当在 10 天以内。 

（七）机长必须负责以可用的最迅速的方法将导致人员严重受伤或者死

亡、航空器或者财产的重大损坏的任何航空器事故通知最近的有关当局。 

（八）本条（二）款和（三）款不适用于按 CCAR-121 部和 CCAR-135

部规章实施运行的运营人。 

三、飞行机组的一般规定 

（一）任何人不得运行未处于适航状态的民用航空器。 

（二）航空器的机长负责确认航空器是否处于可实施安全飞行的状态。当

航空器的机械、电子或者结构出现不适航状态时，机长应当中断该次飞行。 

（三）飞行机组的组成和人数不得少于航空器飞行手册或者其他与适航证

有关的文件所规定的标准。 

（四）机长必须保证每个飞行机组成员持有登记国颁发或者认可的、具有

适当等级并且现行有效的执照，并且机长必须对飞行机组成员保持其胜任能力

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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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长必须负责确保： 

1、如果飞行机组任何成员因受伤、患病、疲劳、酒精或者药物的影响而

无法履行其职责时，不得开始飞行； 

2、当飞行机组成员由于疲劳、患病、缺氧等原因造成的功能性损害导致

执行任务的能力显著降低时，不得越过最近的合适机场继续飞行。 

四、摄入酒精和药物的限制 

（一）处于下列身体状况的人员不得担任或者试图担任民用航空器的机组

成员： 

1、饮用含酒精饮料之后 8 小时以内； 

2、处于酒精作用之下； 

3、使用了影响人体官能的药物，可能对安全产生危害； 

4、其呼出气体或者血液中酒精含量等于或者大于 0.04。酒精含量是指每

210 升呼出气体中含有的酒精克数或者每 100 毫升血液中含有的酒精克数。 

（二）除紧急情况外，民用航空器的驾驶员不得允许在航空器上载运呈现

醉态或者由其举止或者身体状态可判明处于药物控制之下的人员（受到看护的

病人除外）。 

（三）机组人员应当在局方要求时，接受局方人员或者局方委托的人员检

查其血液中酒精含量百分比的测试。当局方认为某人有可能违反本条（一）款

1 项、（一）款 2 项或者（一）款 4 项的规定时，此人应当根据局方的要求，

将其担任或者试图担任机组成员之后 4 小时内所做的血液酒精含量百分比测

试结果提供给局方。 

（四）如果局方认为某人有可能违反本条（一）款 3 项的规定，此人应当

根据局方的要求，将其担任或者试图担任机组成员之后 4 小时内所做的每次体

内药物测试的结果提供给局方。 

（五）局方根据本条（三）款或者（四）款所取得的测试结果可以用来判

定该人员是否合格于持有飞行人员执照，或者是否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

航空法规的行为。 

 

样题：饮用含酒精饮料之后多少小时以内，不得担任或试图担任民用航空器的

机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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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CCAR91 

1.4.3.3 航空器及仪表和设备要求 
备注： 

一、航空器要求 

（一）任何航空器及所固定安装的仪表和设备都应当获得局方的适航审定

批准或者认可，并且应当在运行时携带如下现行有效的证件： 

1、国籍登记证； 

2、适航证件； 

3、无线电台执照（如装有无线电通信设备）。 

（二）如使用陆上航空器实施跨水运行，包括在起飞或者着陆过程中不可

避免飞越水面，应当符合如下性能要求： 

1、当发动机失效时，航空器能从运行的高度到达陆上； 

2、对于多发航空器，其运行重量允许该航空器在临界发动机不工作的情

况下，能在离地（水面）高度 300 米（1000 英尺）上以至少 0.25 米/秒（50 英

尺/分钟）的速率爬升； 

（三）如使用陆上飞机实施延伸跨水运行，应当通过适航审定表明水上迫

降的符合性，或者该水上迫降能够达到等效安全。 

（四）除下列情况外，任何航空器在运行时应当处于适航状态： 

1、符合航空器飞行手册中规定的《外形缺损清单》或者符合 

按照 CCAR-21 部运行符合性评审要求批准或者认可的《主最低设备清单》

及其限制； 

2、根据特许飞行证飞行并允许带有不工作仪表和设备运行； 

3、为获得型号合格证开展试验飞行的试飞航空器。 

（五）当对航空器及其部件实施设计更改时，应当按照 CCAR-21 部的规

定获得局方的批准或者认可。 

二、基本飞行仪表和设备 

（一）按照目视飞行规则运行的航空器应当获得适航审定批准为可按目视

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并符合航空器飞行手册对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最低设

备要求。 

（二）按照仪表飞行规则运行的航空器应当获得适航审定批准为可按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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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并符合航空器飞行手册对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最低设

备要求。 

（三）计划实施云上或者夜间飞行的航空器应当获得适航审定批准为允许

夜间飞行的航空器，并符合航空器飞行手册对夜间飞行的最低设备要求。 

（四）计划实施结冰条件下运行的航空器应当获得适航审定批准为允许结

冰条件下飞行的航空器，并符合航空器飞行手册对结冰条件下飞行的最低设备

要求。 

（五）除经局方批准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管制空域运行的所有航空

器应当装备有以米为单位显示的高度表或者采取等效措施确保飞行员的使用 

三、通信、导航和监视设备 

（一）任何涉及在管制空域飞行的航空器，应当至少安装两套独立的无线

电通信设备，能够在飞行中任何时间与地面双向通信，并且能在 121.5 兆赫应

急频率工作。 

（二）任何按照仪表飞行规则运行或者在非地标领航的航路上按照目视飞

行规则运行的航空器，应当至少安装两套独立的无线电导航系统，并能够引导

航空器按照飞行计划和空中交通管制的要求进行飞行。 

（三）任何涉及在管制空域飞行的航空器，应当至少安装一套能够对空中

交通管制的询问进行编码回答和自动发送气压高度信息的空中交通管制

（ATC）应答机，并且在涉及下列区域运行的航空器，还应当能够对其他航空

器进行对点编码回答和自动发送气压高度信息： 

1、在特殊繁忙运输机场空域运行； 

2、穿越或者占用局方公布的中、高空航路。 

（四）任何涡轮喷气动力飞机应当安装符合下列要求的高度保持和警告系

统： 

1、向飞行机组指示所飞的高度； 

2、自动保持所选择的高度； 

3、当接近预选高度时，能至少发出音频或者视频信号提示飞行机组； 

4、当飞机偏离预选高度时，能向飞行机组至少发出音频或者视频警告。 

（五）任何涉及在仪表气象条件下，预计在沿航路上存在可探测到的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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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其他潜在危险天气的区域运行的航空器，应当安装气象雷达或者其他雷暴

探测设备。 

（六）运输类或者最大审定旅客座位数 9 座以上的涡轮喷气动力飞机，

应当安装地形提示和警告系统（TWAS）。 

（七）运输类或者最大审定旅客座位数 19 座以上的涡轮喷气动力飞机，

应当安装机载防撞系统（ACAS II 或者 TCAS II 7.1 版本）。 

（八）任何涡轮喷气动力飞机应当装备有机载风切变警告与飞行指引系

统。 

四、记录设备 

（一）任何运输类飞机或者运输类直升机应当至少安装符合下列要求的记

录设备： 

1、一个符合局方规定的记录参数要求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并且对飞机飞

行的记录时间不少于 25 小时，对直升机飞行的记录时间不少于 10 小时； 

2、一个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并且除本条（一）款（3）项的情况外记录时

间不少于 2 小时。 

3、2022 年 1 月 1 日以后，对于首次颁发适航证且最大审定起飞重量超过 

27000 千克的飞机，驾驶舱话音记录器的记录时间应当不少于 25 小时。 

（二）在符合所有记录要求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安装两套组合式飞行记录

器（飞行数据记录器/驾驶舱话音记录器）的方式，来分别替代独立的飞行数

据记录器和独立的驾驶舱话音记录器。 

（三）对于任何使用数据链通信的航空器，其飞行记录器上应当记录与驾

驶舱话音记录持续时间相同的所有发送和接收的数据链通信信息，并且应当与

所记录的驾驶舱语音相互关联。 

 

 

 

 

 

 

样题：如使用陆上航空器实施跨水运行，包括在起飞或者着陆过程中不可避免

飞越水面，对于多发航空器，其运行重量允许该航空器在临界发动机不工作的

情况下，能在离地（水面）高度多少米上以至少 0.25 米/秒（50 英尺/分钟）的

速率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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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CCAR91 

1.4.3.4 飞行规则 

备注： 

一、适用范围 

本章规定的飞行规则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行的所有民用航空

器。 

二、运行中的性能使用限制 

飞机或者直升机在运行中的性能使用限制必须符合： 

（一）适航证或者经批准的等效文件中规定的条款； 

（二）在登记国民航当局批准或者认可的飞行手册规定的使用限制内； 

（三）在《航空器型号和适航合格审定噪声规定》（以下称为 CCAR-36

部）中相应的噪声审定标准所规定的重量限制内。 

三、飞行前准备 

在开始飞行之前，机长应当确认航空器的配载和乘载符合安全飞行要求，

熟悉本次飞行的所有有关资料。这些资料应当包括： 

（一）对于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或者机场区域以外的飞行，起飞机场和目的

地机场天气报告和预报，燃油要求，不能按预订计划完成飞行时的可用备降机

场，以及可用的航行通告资料和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的有关空中交通延误的通

知。 

（二）对于所有飞行，所用机场的跑道长度以及下列有关起飞与着陆距离

的资料： 

1、要求携带按照 CCAR-21 部批准或者认可的飞机或者直升机飞行手册的

航空器，飞行手册中包括的起飞和着陆距离资料； 

2、对于本条（二）款 1 项规定以外的民用航空器，其他适用于该航空器

的根据所用机场的标高、跑道坡度、航空器全重、风和温度条件可得出有关航

空器性能的可靠资料。 

四、滑行的一般规定 

航空器不得在机场的活动区滑行，除非操作人员： 

（一）已由航空器所有人，或者如果航空器是租用的则由承租人或者指定

机构正式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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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滑行航空器完全胜任； 

（三）如需要无线电通讯时，有资格使用无线电通话设备； 

（四）曾接受过合格人员关于机场布局以及根据适当情况，有关路线、符

号、标志、灯光、空中交通管制（ATC）信号与指令、术语及程序等情况的培

训，并能够遵守机场航空器安全活动所需的运行标准。 

五、在值勤岗位上的飞行机组成员 

（一）从起飞至着陆的整个飞行过程中，每个飞行机组成员应当遵守下列

要求： 

1、坚守各自飞行岗位，除非为了履行与该航空器运行有关的职责或者出

于生理需要必须离开岗位； 

2、在岗位上时应当系紧安全带。 

（二）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籍登记的民用航空器，在起飞至着陆

期间，每个飞行机组成员在其岗位上必须系紧肩带。本款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1、机组成员座位没有安装肩带； 

2、该机组成员在系紧肩带时无法完成其职责。 

六、安全带、肩带和儿童限制装置的使用 

（一）除经局方批准外，在飞行过程中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1、在机长确认航空器上的每位乘员得到如何系紧、松开其安全带和肩带

（如安装）的简介之前，任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籍登记的民用航空器（带

吊篮或者吊舱的自由气球除外）不得起飞。 

2、在机长确认航空器上的每位乘员已经得到系紧其安全带和肩带（如安

装）的通知之前，任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籍登记的民用航空器（带吊篮

或者吊舱的自由气球除外）不得在地面或者水面移动、起飞或者着陆。 

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籍登记的民用航空器（带吊篮或者吊舱的自

由气球除外）在滑行、起飞和着陆期间，航空器上的每位乘员必须占有一个经

批准的带有安全带和肩带（如安装）的座椅或者卧铺。水上飞机和有漂浮装置

的直升机在水面移动期间，推动其离开或者驶入停泊处系留的人可以不受以上

的座位和安全带要求的限制。但是，下列人员不受本条要求的限制： 

（1）由占有座椅或者卧铺的成年人怀抱的不满二周岁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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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航空器的地板作为座位的参加跳伞运动的人员； 

（3）使用符合局方规定的儿童限制装置的儿童，该儿童由父母、监护人

或者被指定的乘务员在整个飞行过程中照顾其安全。 

儿童限制装置应当带有适当的标志，表明可以在航空器上使用。 

儿童限制装置应当可靠地固定在面朝前的座椅或者卧铺上，使用该装置的

儿童应当安全地束缚在该装置中，其重量不得超过该装置的限制。 

本条不适用于按 CCAR-121 部和 CCAR-135 部规章实施运行的运营人。本

条（一）款（3）项不适用于在工作岗位上值勤的飞行机组成员。 

儿童限制装置应当可靠地固定在面朝前的座椅或者卧铺上，使用该装置的

儿童应当安全地束缚在该装置中，其重量不得超过该装置的限制。 

（二）本条不适用于按 CCAR-121 部和 CCAR-135 部规章实施运行的运营

人。本条（一）款（3）项不适用于在工作岗位上值勤的飞行机组成员。 

（三）在同一高度上对头相遇，应当各自向右避让，并保持 500 米以上的

间隔。 

（四）在同一高度上交叉相遇，驾驶员从座舱左侧看到另一架航空器时，

应当下降高度；从座舱右侧看到另一架航空器时，应当上升高度。但下列情况

除外： 

1、有动力装置重于空气的航空器必须给飞艇、滑翔机和气球让出航路； 

2、飞艇应当给滑翔机及气球让出航路； 

3、滑翔机应当给气球让出航路； 

4、有动力装置的航空器应当给拖曳其他航空器或者物件的航空器让出航

路。 

（五）从一架航空器的后方，在与该航空器对称面小于 70 度夹角的航线

上向其接近或者超越该航空器时，被超越的航空器具有航行优先权。而超越航

空器不论是在上升、下降或者平飞时，均应当向右改变航向给对方让出航路。

此后二者相对位置的改变并不解除超越航空器的责任，直至完全飞越对方并有

足够间隔时为止。 

（六）当两架或者两架以上航空器为着陆向同一机场进近，高度较高的航

空器应当为高度较低的航空器让路，但后者不能利用本规则切入另一正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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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陆最后阶段的航空器的前方或者超越该航空器。已经进入最后进近或者正在

着陆的航空器优先于飞行中或者在地面运行的航空器航行。但是，不得利用本

规定强制另一架已经着陆并将脱离跑道的航空器为其让路。 

（七）一架航空器得知另一架航空器紧急着陆时，应当为其让出航路。 

（八）在机场机动区滑行的航空器应当给正在起飞或者即将起飞的航空器

让路。 

七、水面航行优先权规则 

（一）驾驶水上航空器的驾驶员在水面上运行过程中应当遵守相关航行规

则，必须与水面上的所有航空器或者船舶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并为具有航行优

先权的任何船舶或者其他航空器让出航路。 

（二）当航空器与航空器或者船舶在交叉的航道上运行时，在对方右侧的

航空器或者船舶具有航行优先权。 

（三）当航空器与航空器或者船舶相对接近或者接近于相对运行时，必须

各自向右改变其航道以便保持足够的距离。 

（四）当超越前方航空器或者船舶时，被超越的航空器或者船舶具有航行

优先权，正在超越的一方在超越过程中必须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五）在特殊情况下，当航空器与航空器或者船舶接近将产生碰撞危险时，

双方必须仔细观察各自的位置，根据实际情况（包括航空器或者船舶自身的操

纵限制）进行避让。 

八、航空器速度 

（一）除经局方批准并得到空中交通管制的同意外，航空器驾驶员不得在

修正海平面气压高度 3000 米（10000 英尺）以下以大于 470 千米/小时（250

海里/小时）的指示空速运行航空器。 

（二）除经空中交通管制批准外，在距机场基准点 7500 米（4 海里）范

围内，离地高度 750 米（2500 英尺）以下不得以大于 370 千米/小时（200 海

里/小时）的指示空速运行航空器。 

（三）如果航空器的最小安全空速大于本条规定的最大速度，该航空器可

以按最小安全空速运行。 

九、最低安全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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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航空器起飞或者着陆需要外，任何人不得在低于以下高度上运行航空

器；但是农林喷洒作业按照《特殊商业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CCAR-136 

部）运行： 

（一）在任何地方应当保持一个合适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当航空器动

力装置失效应急着陆时，不会对地面人员或者财产造成危害。 

（二）在人口稠密区、集镇或者居住区的上空或者任何露天公众集会上空，

航空器的高度不得低于在其 600 米（2000 英尺）水平半径范围内的最高障碍

物以上 300 米（1000 英尺）。 

（三）在人口稠密区以外地区的上空，航空器不得低于离地高度 150 米

（500 英尺）。但是，在开阔水面或者人口稀少区的上空不受上述限制，在这

些情况下，航空器不得接近任何人员、船舶、车辆或者建筑物至 150 米（500

英尺）以内。 

（四）在对地面人员或者财产不造成危险的情况下，直升机可以在低于本

条（二）款或者（三）款规定的高度上运行。此外，直升机还应当遵守局方为

直升机专门规定的航线或者高度。 

十、高度表拨正程序 

（一）规定过渡高度和过渡高度层的机场。航空器起飞前，应当将机场修

正海平面气压（QNH）的数值对正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固定指标；航空器

起飞后，上升到过渡高度时，应当将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气压刻度 1013.2

百帕对正固定指标；航空器着陆前，下降到过渡高度层时，应当将机场修正海

平面气压（QNH）的数值对正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固定指标。 

（二）规定过渡高和过渡高度层的机场。航空器起飞前，应当将机场场面

气压的数值对正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固定指标；航空器起飞后，上升到过渡

高时，应当将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气压刻度 1013.2 百帕对正固定指标；航

空器降落前，下降到过渡高度层时，应当将机场场面气压的数值对正航空器上

气压高度表的固定指标。 

（三）没有规定过渡高度、过渡高和过渡高度层的机场。航空器起飞前，

应当将机场场面气压的数值对正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固定指标；航空器起飞

后，上升到 600 米高时，应当将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气压刻度 1013.2 百帕



 

81 

 

对正固定指标。航空器降落前，进入机场区域边界或者根据机场空中交通管制

员的指示，将机场场面气压的数值对正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固定指标。 

（四）高原机场。航空器起飞前，当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气压刻度不能

调整到机场场面气压的数值时，应当将气压高度表的气压刻度 1013.2 百帕对

正固定指标（此时高度表所指的高度为假定零点高度）。航空器降落前，如果

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气压刻度不能调整到机场场面气压的数值时，应当按照

着陆机场空中交通管制通知的假定零点高度（航空器接地时高度表所指示的高

度）进行着陆。 

十一、空中交通管制灯光信号 

机场管制塔台发给航空器的灯光或者信号弹信号如下表所示： 

 

十二、在一般国内运输机场空域内的运行 

（一）除经空中交通管制同意外，在一般国内运输机场空域内运行的航空

器驾驶员必须遵守本条及第 91.333 条的规定。 

（二）运行人可以根据空中交通管制批准，在一次或者一组飞行中偏离本

条规定。 

（三）航空器必须满足下列双向无线电通信的要求： 

1、航空器在进入该机场空域前，必须与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空中交通管

制建立双向无线电通信，并在该机场空域飞行过程中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2、航空器离场过程中，必须与管制塔台建立并保持双向无线电通信联系，

并按照空中交通管制的指令在该机场空域内运行。 

（四）在该空域内飞行，驾驶员必须与空中交通管制保持不间断的双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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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电通信联系： 

1、在仪表飞行规则下，航空器的无线电失效，驾驶员必须遵守第 91.377

条的规定。 

2、在目视飞行规则下，航空器的无线电失效，如符合下列条件，驾驶员

可以操纵航空器着陆： 

（1）天气条件符合或者高于目视飞行规则的最低天气标准； 

（2）能够保持目视塔台的标志指示； 

（3）得到塔台的着陆许可。 

（五）在一般国内运输机场空域内时： 

1、除离云距离限制并经塔台同意外，运输类或者涡轮发动机的飞机在进

入机场起落航线时，不得低于机场标高以上 450 米（1500 英尺），直至为安全

着陆需要下降到更低高度。 

2、使用仪表着陆系统进近着陆的运输类或者涡轮发动机飞机在外指点标

（或者飞行程序中规定的下滑道截获点）和中指点标之间，不得低于下滑道飞

行。 

3、使用目视进近坡度指示仪进近着陆的飞机，应当保持在下滑道或者以

上的高度，直至为安全着陆需要下降到更低高度。 

本条（五）款 2 项和（五）款 3 项不禁止为保持在下滑道上而进行的瞬时

低于或者高于下滑道的正常修正飞行。 

（六）离场航空器应当遵守局方批准的离场程序飞行。运输类或者涡轮发

动机的飞机起飞后应当尽快爬升到离地 450 米（1500 英尺）高度以上。 

（七）在一般国内运输机场空域中运行的航空器必须按 91.207 条规定，

安装并正确使用空中交通管制应答机和高度报告设备，且工作正常。 

（八）运输类或者涡轮发动机飞机驾驶员必须遵守局方批准的机场跑道噪

音限制程序，使用空中交通管制指定噪音限制跑道。但是，根据第 91.103 条

（a）款中机长在安全运行上具有最终决定权的规定，为保证飞机安全运行，

空中交通管制可以根据机长的申请同意其使用其他跑道。航空器驾驶员在开始

滑行、进入滑行道和跑道、穿越滑行道和跑道以及起飞和着陆都必须得到空中

交通管制相应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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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在一般国际运输机场空域内的运行 

（一）除经空中交通管制同意外，在一般国际运输机场空域内运行的航空

器，必须遵守本条和第 91.335 条的规定。 

（二）航空器在一般国际运输机场空域内起飞后爬升或者着陆前下降时，

必须按照空中交通管制的指令进行。航空器离场加入航路、航线和脱离航路、

航线飞向机场，应当按照该机场使用细则或者进离场飞行程序规定的航线和高

度上升或者下降。 

（三）相邻机场的穿云上升航线或者下降航线互有交叉，飞行发生冲突时，

航空器驾驶员应当按照空中交通管制指令飞行。 

（四）航空器在此类机场空域飞行时，应当按照规定的航线（航向）、高

度、次序进入或者脱离空域，并且保持在规定的空域和高度范围内飞行。 

十四、在特殊繁忙运输机场空域内的运行 

（一）除经空中交通管制同意外，在特殊繁忙运输机场空域内运行的航空

器，应当遵守第 91.335 条和本条规定。 

（二）在特殊繁忙运输机场空域进行训练飞行的航空器，必须遵守空中交

通管制规定的方法和程序。 

（三）在特殊繁忙运输机场起飞、着陆和飞越的航空器的机长必须至少持

有私用驾驶员执照。 

（四）在特殊繁忙运输机场空域运行的航空器必须满足第 91.207 条关于

应答机和自动高度报告设备的相关要求。 

十五、基本目视飞行规则的最低天气标准 

（一）除经空中交通管制按第 91.353 条特殊批准的目视飞行规则最低标

准外，只允许在中低空空域内实施。 

（二）除第 91.353 条规定外，只有气象条件不低于下列标准时，航空器

驾驶员方可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 

1、除本条（二）款 2 项、3 项规定外，在修正海平面气压高度 3000 米（含）

以上，能见度不小于 8000 米；修正海平面气压高度 3000 米以下，能见度不小

于 5000 米；离云的水平距离不小于 1500 米，垂直距离不小于 300 米。 

2、除运输机场空域外，在修正海平面气压高度 900 米（含）以下或者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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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高度 300 米（含）以下（以高者为准），如果在云体之外，能目视地面，允

许航空器驾驶员在飞行能见度不小于 1600 米的条件下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

但是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航空器速度较小，在该能见度条件下，有足够的时间观察和避开其

他航空器和障碍物，以避免相撞； 

（2）在空中活动稀少，发生相撞可能性很小的区域。 

3、在符合本条（二）款 2 项的条件下，允许直升机在飞行能见度小于 1600 

米的条件下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 

十六、特殊目视飞行规则的最低天气标准 

（一）在运输机场空域修正海平面气压高度 3000 米以下，允许按本条天

气最低标准和条件实施特殊目视飞行规则飞行，无须满足第 91.351 条的规定。 

（二）特殊目视飞行规则天气标准和条件如下： 

1、得到空中交通管制的许可； 

2、云下能见； 

3、能见度至少 1600 米（直升机可以用更低标准）； 

4、除直升机外，驾驶员满足 CCAR-61 部仪表飞行资格要求，航空器安装

了第 91.203 条（c）款要求的设备，否则只能昼间飞行。 

（三）除直升机外，只有地面能见度（如无地面能见度报告，可以使用飞

行能见度）至少为 1600 米，航空器方可按特殊目视飞行规则起飞或者着陆。 

十七、按仪表飞行规则的起飞和着陆 

（一）除经局方批准外，在需要仪表进近着陆时，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必须

使用为该机场制定的标准仪表离场和进近程序。 

（二）对于本条，在所用进近程序中规定了决断高度／高（DA/DH）或

者最低下降高度/高（MDA／MDH）时，经批准的决断高度／高（DA／DH）

或者最低下降高度/高（MDA／MDH）是指下列各项中的最高值： 

1、进近程序中规定的决断高度／高（DA/DH）或者最低下降高度／高

（MDA／MDH）； 

2、为机长规定的决断高度／高（DA/DH）或者最低下降高度／高（MDA

／MDH）； 



 

85 

 

3、根据该航空器的设备，为其规定的决断高度／高（DA/DH）或者最低

下降高度／高（MDA／MDH）。 

（三）除经局方批准外，只有符合下列条件，航空器驾驶员方可驾驶航空

器继续进近到低于决断高度／高（DA／DH）或者最低下降高度／高（MDA

／MDH）： 

1、该航空器持续处在正常位置，从该位置能使用正常机动动作以正常下

降率下降到计划着陆的跑道上着陆，并且，对于按照 CCAR-121 部或者

CCAR-135 部规章的运行，该下降率能够使航空器在预定着陆的跑道接地区接

地； 

2、飞行能见度不低于所使用的标准仪表进近程序规定的能见度； 

3、除 II 类和 III 类进近（在这些进近中必需的目视参考由局方另行规定）

外，航空器驾驶员至少能清楚地看到和辨认计划着陆的跑道的下列目视参考之

一： 

（1）进近灯光系统，但是如果驾驶员使用进近灯光作为参照，除非能同

时清楚地看到红色终端横排灯或者红色侧排灯，否则不得下降到接地区标高之

上 30 米（100 英尺）以下； 

（2）跑道入口； 

（3）跑道入口标志； 

（4）跑道入口灯； 

（5）跑道端识别灯； 

（6）目视进近下滑坡度指示器； 

（7）接地区或者接地区标志； 

（8）接地区灯； 

（9）跑道或者跑道标志； 

（10）跑道灯。 

（四）当飞行能见度低于标准仪表进近程序中的规定时，航空器驾驶员不

得驾驶航空器着陆。 

（五）下列任一情况存在时，航空器驾驶员必须马上执行复飞程序： 

1、在下列任一时刻，不能获得本条（三）款要求的目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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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航空器到达决断高（DH）、最低下降高度（MDA）或者复飞点； 

（2）在决断高（DH）或者最低下降高度（MDA）以下失去目视参考。 

2、航空器在最低下降高度（MDA）或者以上进行盘旋机动飞行时，不能

清晰辨认该机场特征部分的参照物。 

（六）航空器驾驶员在民用机场按仪表飞行规则起飞时，气象条件必须等

于或者高于公布的该机场仪表飞行规则起飞最低天气标准。在未公布起飞最低

天气标准的机场，应当使用下列最低天气标准： 

1、对于单台或者两台发动机的航空器（直升机除外），机场跑道能见度至

少 1600 米； 

2、对于两台以上发动机的航空器（直升机除外），机场跑道能见度至少

800 米； 

3、对于直升机，机场跑道能见度至少 800 米。 

（七）除经局方批准外，航空器驾驶员在按仪表飞行规则驾驶航空器进入

或者离开军用机场时，必须遵守该机场有管辖权的军事当局规定的仪表进行程

序和起飞、着陆最低天气标准。 

（八）跑道视程（RVR）和地面能见度的比较值： 

1、除 II 类或者 III 类运行外，如果在仪表起飞离场和进近程序中规定了

起飞或者着陆的最低跑道视程，但在该跑道运行时没有跑道视程的报告，则需

按本条（八）款 2 项将跑道视程转换成地面能见度，并使用最低能见度标准实

施起飞或者着陆。 

2、跑道视程（RVR）和地面能见度对照表 

 

（九）当航空器在未公布的航路上飞行或者正在被雷达引导，接到空中交

通管制进近许可的驾驶员除要遵守本规则第 91.367 条规定外，必须保持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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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制最后指定的高度，直至航空器到达公布的航路或者进入仪表进近程

序。此后，除非空中交通管制另有通知，航空器驾驶员应当按照航路内或者程

序中公布的高度下降。航空器一旦达到最后进近阶段或者定位点，驾驶员可以

根据局方对该设施批准的程序完成其仪表进近，或者继续接受监视或者在精密

进近雷达引导下进近直到着陆。 

（十）当航空器被雷达引导到最后进近航道或者最后进近定位点，或者从

等待点定时进近，或者程序规定“禁止程序转弯（NOPT）”时，驾驶员不得进

行程序转弯。如果在这些情况下需要进行程序转弯，必须得到空中交通管制许

可。 

（十一）仪表着陆系统的基本地面设施应当包括航向台、下滑台、外指点

标、中指点标，对于 II 类或者 III 类仪表进近程序还应当安装内指点标。无方

向性信标（NDB）或者精密进近雷达可以用来代替外指点标或者中指点标。标

准仪表进近程序中批准使用的测距仪（DME）、甚高频全向信标（VOR）、无

方向性信标（NDB）定位点或者监视雷达可以用来代替外指点标。对于 II 类

或者 III 类进近中内指点标的适用性和替代方法，由符合局方要求的进近程序、

相应运行的运行规范或者符合局方要求的文件确定。 

 

 

 

 

 

 

 

 

 

 

 

 

 

样题：绿色灯光对于地面上航空器的含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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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CCAR97 

1.4.4.1 总则 
备注：R3 

CCAR97  民用机场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管理规定 

1、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民用机场（含军民合用机场的民用部

分）飞行程序设计和运行最低标准拟定、批准、使用、维护，以及与飞行程序

和运行最低标准相关的航行服务研究活动。 

2、飞行程序 

本规定中的飞行程序，是指为航空器在机场区域运行所规定的、按顺序进

行的一系列机动飞行的要求，如飞行区域、航迹、高度、速度的规定和限制等，

一般包括起飞离场程序、进场程序、进近程序、复飞程序和等待程序等，分为

仪表飞行程序和目视飞行程序两类。仪表飞行程序包括传统导航飞行程序和基

于性能导航（PBN）飞行程序。  

3、机场运行最低标准 

机场运行最低标准，是指机场可用于起飞和进近着陆的运行限制，包括能

见度（VIS）、跑道视程（RVR）、最低下降高度/高（MDA/H）、决断高度/高

（DA/H）、云底高等。  

运输机场应当建立仪表飞行程序，根据需要建立目视飞行程序。通用机场

可以建立仪表或者目视飞行程序。 

中国民用航空局负责全国民用机场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的监督管理，

制定相关政策和技术标准，对飞行程序设计人员和单位实施管理。 

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负责本辖区内民用机场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

准的批准和管理，组织机场试飞，监督检查实施情况，具体负责飞行程序设计

人员和单位的日常监管。  

机场管理机构负责机场飞行程序设计和运行最低标准拟定、修改、优化、

维护及报批工作。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并持续完善有关飞行程序设计和运行

最低标准工作的制度和程序。 

 

样题：谁负责全国民用机场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的监督管理，制定相关政

策和技术标准，对飞行程序设计人员和单位实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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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CCAR97 

1.4.4.2 飞行程序设计和运行最低标准拟定 
备注： 

一、基本要求  

飞行程序设计和运行最低标准的拟定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保证航空器在拟定的飞行航线和高度上具有规定的超障余度，可以

安全飞越或避开障碍物； 

（二）满足航空器性能要求，便于飞行驾驶员操作，有利于提高航空器运

行的安全、正常和效率； 

（三）符合空域使用要求，便于提供空中交通服务，减少飞行冲突的可能

性，有利于提高机场容量和使用效率； 

（四）有利于环境保护，降低噪音影响，减少燃油消耗； 

（五）与城市建设规划相协调； 

（六）有助于航行新技术应用的推进。 

飞行程序设计和运行最低标准拟定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一）地形和障碍物特征及净空处理方案； 

（二）机场设施、设备保障条件； 

（三）航空器类别、性能和机载设备； 

（四）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的需要； 

（五）驾驶员的操作； 

（六）空域状况； 

（七）与相关航路、航线的衔接； 

（八）空中交通服务方式； 

（九）航空气象特点； 

（十）环境影响、机场发展和城市规划。 

飞行程序设计和运行最低标准拟定应当遵守国际民航组织（ICAO）《空中

航行服务程序－航空器运行》（Doc 8168）、其他相关技术标准以及民航局的有

关规定。因地形条件、空域使用等原因，确需偏离上述标准的，应当进行安全

评估并获得民航局的特别批准。 

飞行程序设计和运行最低标准拟定可由机场管理机构自行完成，也可委托



 

90 

 

飞行程序设计单位完成。  

飞行程序设计和运行最低标准拟定过程中，拟定单位应当征求航空器运营

人、空中交通管理部门等相关单位的意见，上述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机场管理机构负责与当地政府协调军民航有关单位，共同解决飞行程序设

计所需空域条件。 

二、新建、改建、扩建运输机场飞行程序设计和运行最低标准拟定 

新建、改建、扩建运输机场的飞行程序设计和运行最低标准的拟定应当与

机场选址、规划和建设同步进行，一般分为四个步骤：  

（一）飞行程序预先研究； 

（二）飞行程序方案研究； 

（三）飞行程序初步设计； 

（四）飞行程序正式设计。 

“飞行程序预先研究”是在运输机场选址或者项目建议书（预可行性研究）

阶段，根据飞行运行环境的基本要素，对备选场址或方案进行飞行程序方面的

综合分析和比选论证，推选对航空器运行和空中交通管理较为有利的场址或方

案。主要内容包括： 

（一）净空条件； 

（二）空域状况； 

（三）气象因素； 

（四）跑道基本构型和运行方式； 

（五）导航设施基本方案； 

（六）航线和进离场基本方案； 

（七）对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的影响； 

（八）对于地形和空域复杂的场址，还应当包括对起飞、最后进近的具体

计算和说明，以及其他论证所需材料； 

（九）军民航协调意见。 

“飞行程序方案研究”是在运输机场建设可行性研究阶段和机场总体规划

阶段，根据确定的场址和预可行性研究结论，或者根据机场的总体规划方案，

确定飞行程序基本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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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跑道构型和位置； 

（二）空域规划方案； 

（三）航线和进离场方案； 

（四）导航设施布局和目视助航设施； 

（五）起飞、最后进近程序及运行最低标准； 

（六）净空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净空处理方案； 

（七）军民航飞行程序协调情况和结论。 

“飞行程序初步设计”是在运输机场工程可行性研究获得批准后，根据批

准的建设规模和总体规划以及净空处理方案、空域协调方案和导航台址预选情

况，提出飞行程序的具体设计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一）导航设施的类型和位置的需求； 

（二）航线划设具体方案； 

（三）飞行程序详细设计及论证结论； 

（四）最低超障高度/高及运行最低标准； 

（五）高度表拨正程序； 

（六）机场净空处理和保护方案； 

（七）根据机场运行需求征求航空器运营人和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等单位意

见的情况。 

“飞行程序正式设计”是在运输机场建设竣工阶段，根据实际的跑道、导

航设施、目视助航设施、障碍物等以及空域限制，确定正式使用的飞行程序。

主要内容包括： 

（一）飞行程序设计详细过程和结论； 

（二）最低超障高度/高及运行最低标准； 

（三）高度表拨正程序； 

（四）标准仪表进场程序； 

（五）标准仪表离场程序； 

（六）仪表进近程序； 

（七）目视飞行程序（如需要）； 

（八）征求航空器运营人和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等单位意见的情况； 



 

92 

 

（九）其它有关航行资料。 

飞行程序设计报告应当按照民航局的有关规范进行编制。 

三、运输机场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的修改和优化 

出现下列情况时，运输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根据需要对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

标准进行评估，必要时进行修改和优化： 

（一）空域或者航路、航线调整以及管制、运行方法的改变； 

（二）导航设施和目视助航设施的改变以及航行新技术的使用； 

（三）运行的航空器类别发生变化； 

（四）障碍物情况改变； 

（五）跑道情况改变； 

（六）飞行程序设计规范和运行最低标准制定准则发生改变； 

（七）机场运行需求发生显著变化； 

（八）其他可能影响飞行程序执行和正常使用的情况。 

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的修改或者优化，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本规定

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要求进行。 

 

 

 

 

 

 

 

 

 

 

 

 

 

 

样题：新建、改建、扩建运输机场的飞行程序设计和运行最低标准的拟定应当

与机场选址、规划和建设同步进行，一般分为哪几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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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CCAR121 

1.4.5.1 总则 
备注： 

CCAR121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为了对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进行运行合格审定和持续监督检查，

保证其达到并保持规定的运行安全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制定本规则。 

一、本规则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航空运营人实施的下列公

共航空运输运行： 

（一）使用最大起飞全重超过 5700 千克的多发飞机实施的定期载客运输

飞行； 

（二）使用旅客座位数超过 30 座或者最大商载超过 3400 千克的多发飞机

实施的不定期载客运输飞行； 

（三）使用最大商载超过 3400 千克的多发飞机实施的全货物运输飞行。 

二、对于适用于本条一款规定的航空运营人，在本规则中称之为大型飞机公共

航空运输承运人。 

三、对于应按照本规则审定合格的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中国民用航

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及民航地区管理局按照审定情况在其运行合格证及其

运行规范中批准其实施下列一项或者多项运行种类的运行： 

（一）国内定期载客运行，是指符合本条（a）款第（1）项规定，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两点之间的运行，或者一个国内地点与另一个由局方专门指

定、视为国内地点的国外地点之间的运行； 

（二）国际定期载客运行，是指符合本条（a）款第（1）项规定，在一个

国内地点和一个国外地点之间，两个国外地点之间，或者一个国内地点与另一

个由局方专门指定、视为国外地点的国内地点之间的运行；（3）补充运行，是

指符合本条（a）款第（2）、（3）项规定的运行。 

四、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应当遵守其他有关的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

但在本规则对相应要求进行了增补或者提出了更高标准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本

规则的要求执行。 

五、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在运行中所使用的人员和大型飞机公共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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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承运人所载运的人员应当遵守本规则中的适用要求。 

六、在本规则中，对于载运邮件的飞行，视为载运货物飞行；对于同时载运旅

客和货物的飞行，视为载运旅客飞行，但应当同时满足本规则中有关货物运输

条款的要求。 

 

 

 

 

 

 

 

 

 

 

 

 

 

 

 

 

 

 

 

 

 

 

 

 

 

 

 

样题：什么是大型飞行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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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CCAR121 

1.4.5.2 所必需的管理人员和机构 

备注： 

一、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拥有能够有效控制和监督其整个运行的管理机构，并拥

有足够的合格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保证在其运行中保持最高的安全水平。 

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在下列职位或者同等职位上安排合格的人员： 

（一）安全总监，负责独立地对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安全管理过程进行监

督，并应该直接向总经理报告； 

（二）运行副总经理，负责合格证持有人飞行运行的管理，使之符合本规

则要求； 

（三）维修副总经理，负责合格证持有人的飞机维修管理，使之符合本规

则要求； 

（四）总飞行师，负责合格证持有人的飞行人员训练和技术管理，使之符

合本规则的要求； 

（五）总工程师，负责合格证持有人飞机的维修工程技术管理，使之符合

本规则的要求； 

（六）本款要求的包括总经理在内的上述所有管理和技术人员不得在同一

时间任职于多个按本规则运行的合格证持有人。 

二、对于某一项具体运行，如果合格证持有人能证明，由于所涉及的运行种类、

所使用的飞机数量与型号和运行的区域等因素，使用较少的管理人员能够完成

本条一款规定的除安全总监以外其他职位的全部职责并能以同等安全水平完

成运行，局方可以认可其管理人员的配备。除经局方批准外，安全总监不允许

由本条一款其余职务的人员兼任。 

三、本条一款要求的或者按照本条二款认可的职位名称和管理人员数量，应当

在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规范中明确载明。 

四、担任本条一款或者二款要求的或者认可的职位的人员，以及按照运行合格

证实施运行的各级负责人，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在训练、经验、专业知识上保持合格水平； 

（二）在其职责范围内，理解有关合格证持有人各种运行的下列资料： 

1、有关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 



 

96 

 

2、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规范； 

3、航空安全标准和安全运行常规； 

4、本规则及其他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中所有适用的维修和适航要求； 

5、第 121.131 条要求的手册。 

3、严格履行其职责，以符合适用的规章要求，并保证安全运行。 

五、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在本规则 G 章要求的手册内的一般政策规定中，写明

本条一款规定的人员的任务、职责和权力，并写明担任这些职务人员的姓名和

业务地址。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在上述所列职位上的人员变换或者空缺后 10 天

内通知局方。 

六、合格证持有人应当设立由飞行、维修、签派和客舱安全等专业人员组成的

运行管理机构，负责协调各业务部门有关运行的事项；办理运行合格审定的有

关事宜；负责手册的分发、更改和报批工作，保持其有效性。 

七、合格证持有人应当设立独立于运行的安全监督机构，在安全总监的直接领

导下，负责安全水平的持续监督和定期评估；调查安全相关事件；就安全有关

事务提出建议和组织员工安全教育等。 

 

 

 

 

 

 

 

 

 

 

 

 

 

 

 

样题：同一按照 CCAR121 部审定合格的运行合格证持有人，哪些管理人员不

可以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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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CCAR121 

1.4.5.3 管理人员的合格条件 

备注： 

一、担任第 121.43 条（a）款规定的安全总监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掌握运行安全管理知识、质量管理知识、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标

准及程序； 

（二）最近 6 年内在合格证持有人或局方的安全监督岗位工作 3 年以上，

或持有下列任一专业执照并在相应岗位上工作 3 年以上： 

1、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 

2、维修人员执照； 

3、飞行签派员执照。 

（三）理解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规范、运行手册及其他相关要求； 

（四）具有较强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和良好的沟通技能。 

二、担任第 121.43 条（a）款中规定的运行副总经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持有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 

（二）在最近 6 年内，在该合格证持有人使用相同级别飞机按照本规则所

实施的运行中具有运行控制权的职位上，至少有 3 年管理经历； 

（三）对于初次担任运行副总经理的人员，在最近的 6 年内，至少在该合

格证 

持有人按照本规则运行的相同级别的飞机上具有担任机长 3 年的经历；对

于具有负责运行副总经理经历的人员，至少在该合格证持有人按照本规则运行

的相同级别的飞机上具有担任机长 3 年的经历。 

三、担任第 121.43 条（a）款中规定的维修副总经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接受了局方认可的相关法规的培训并合格； 

（二）在前 6 年内具有至少 3 年从事合格证持有人运行的至少一种类别和

级别飞机的维修或者维修管理经历。 

四、担任第 121.43 条（a）款中总飞行师的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持有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至少具有该合格证持有人按照本规则运

行中所用的一种飞机的合适等级； 

（二）对于初次担任总飞行师的人员，在最近 6 年内，至少在该合格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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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按照本规则运行的相同级别的飞机上，具有担任机长 3 年的经历；对于具

有总飞行师经历的人员，至少在与该合格证持有人按照本规则运行的相同级别

的飞机上，具有担任机长 3 年的经历。 

五、担任第 121.43 条（a）款中总工程师的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备本条三款维修副总经理的条件； 

（二）具有维修本规则运行的飞机至少 5 年的经历，其中至少有 2 年作为

维修工程技术管理人员的经历。 

 

 

 

 

 

 

 

 

 

 

 

 

 

 

 

 

 

 

 

 

 

 

 

样题：在 121 部运行合格证持有人担任安全总监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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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CCAR121 

1.4.5.4 特殊适航要求 

备注： 

合格证持有人的飞机除满足相应型号合格审定要求外，还应符合本章的特

殊适航要求。 

一、旅客座椅间距 

（一）对于 2006 年 7 月 1 日后加入合格证持有人运行规范的任何载客运

行的飞机应当满足本条（b）款的要求。 

（二）合格证持有人运行的任何载客运行的飞机，其座椅间距应当满足如

下要求： 

1、任何座椅椅背与前面座椅椅背或者其他的固定结构之间的距离不得小

于 660 毫米（26 英寸）； 

2、任何座椅与前面的座椅或者其他的固定结构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 178

毫米（7 英寸）； 

3、前后排座椅之间或者座椅与前面的任何固定结构之间的垂直投影距离

不得小于 76 毫米（3 英寸）。 

（三）对于本条（二）款要求的距离的测量应满足如下要求： 

1、对于（二）款第 1 项要求的距离，以椅背腰垫（没有被压缩）76 毫米

（3 英寸）高处为原点，在距地板 635 毫米（25 英寸）以下的整个座椅宽度范

围内测量与前面座椅或者其他固定结构之间的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距离（如

下图所示）； 

 

图 1 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距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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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二）款第 2 项要求的距离，以椅垫和扶手最前端为原点测量水

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距离； 

3、对于（二）款第 3 项要求的距离，测量椅垫和扶手最前端的投影与前

面座椅或者固定结构的最后端的投影之间的距离。 

（四）对于有杂志袋和小桌板的座椅，在所有测量时杂志袋应当正常装载

有关的客舱安全说明、清洁袋和合格证持有人提供的机上读物，小桌板应当在

正常的收起位置（起飞和着陆位置）。 

（五）所有测量应当在座椅调直和扶手放下的状态（起飞和着陆状态）下

测量。 

二、在客舱内装货 

（一）除本条（二）款或者（三）款规定之外，按照本规则运行的合格证

持有人不得在飞机客舱内运载货物。 

（二）如果货物在经批准的货箱之内且货箱满足下列要求，货物可以装在

客舱内任一位置： 

1、货箱应当能承受适用于装有该货箱的飞机的旅客座椅载荷系数和应急

着陆条件 1.15 倍的过载，计算时要用货箱重量和货箱中可以装载货物的最大

重量的总重量； 

2、货箱上应当清晰地标出该货箱准许装载的货物的最大重量以及为保证

货箱内正确的重量分布而必需的任何说明； 

3、货箱施加的载荷不得超过地板或者飞机其它结构件的载荷限制； 

4、货箱应当固定在座椅滑轨或者飞机地板结构件上，其固定点应当能承

受适用于货箱安装于其上的飞机的旅客座椅的载荷系数和应急着陆情况一定

倍数的过载，该倍数为 1.15 或者为该飞机规定的座椅固定系数，二者中取较

大者，计算时要用货箱重量和在其中可能装载货物的最大重量的总重量； 

5、货箱不得装于妨碍通达或者使用任何需要的应急出口或者客舱通道之

处； 

6、货箱应当为全封闭式的，而且应当用至少为阻燃的材料制成； 

7、货箱内应当有适当的安全防护装置以防止货物在应急着陆情况下发生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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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货箱不得安装在会遮挡任一旅客观察“系好安全带”标牌、“请勿吸烟”

标牌或者任何所需要的出口标记的位置，除非备有辅助标记或者其他经批准的

可以给旅客适当通告的措施。 

（三）只要在《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CCAR25）第 25.561 条（b）款

第（3）项规定的载荷系数所对应的过载条件下能将货物束缚住，并且按照下

列要求装载，则货物可以装于任一客舱内的隔框或者隔板后面： 

1、货物用安全带或者其他具有足够强度的系留索适当紧固；使货物在所

有可以预计的正常飞行和地面情况下不可能移动； 

2、其包装或者覆盖方式能避免对旅客和客舱内人员可能的伤害； 

3、不会对座椅或者地板结构加上超过这些部件载荷限制的任何载荷； 

4、其位置不妨碍通达或者使用任何需要的应急出口、正常出口或者客舱

内的通道； 

5、其位置不遮拦任一旅客观察“系好安全带”标牌，“请勿吸烟”标牌或

者所需要的出口标记的视线，除非备有辅助标记或者其他经批准的可以给旅客

适当通告的措施。 

三、在货舱内装货 

当货物装在其设计要求机组从外部进入其中以扑灭飞行中可能发生的任

何火情的货舱内时，货物的装载应当使机组人员能携带手提灭火器有效地到达

舱内所有部位。 

 

 

 

 

 

 

 

 

 

 

样题：当货物装在其设计要求机组从外部进入其中以扑灭飞行中可能发生的任

何火情的货舱内时，货物的装载有什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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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CCAR139-II  

1.4.6.1 总则 

备注：R1 

CCAR139  民用运输机场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管理规则 

1、民用运输机场突发事件 

指在机场及其邻近区域内，航空器或者机场设施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严重

损坏以及其它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严重损失的情况。 

2、机场及其邻近区域 

指机场围界以内以及距机场每条跑道中心点 8 公里范围内的区域。 

3、职责 

（1）民航局 

负责机场应急救援管理工作的总体监督检查。 

（2）民航地区管理局 

负责本辖区内机场应急救援管理工作的日常监督检查。 

（3）机场管理机构 

应当按照国家、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和本规则的要求，制定机场突发

事件应急救援预案，并负责机场应急救援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管理。 

（4）使用该机场的航空器营运人和其他驻场单位 

应当根据在应急救援中承担的职责制定相应的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预案，并

与机场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预案相协调，送机场管理机构备案。 

（5）机场 

应当接受机场所在地人民政府的领导。本规则所称地方人民政府是指机场

所在地县级（含）以上人民政府。 

 

 

 

 

 

 

样题：民用运输机场突发事件的定义 



 

103 

 

1.4.6 CCAR139-II  

1.4.6.2 突发事件分类和应急响应等级 

备注： 

 

1、突发事件分类 

（1）航空器突发事件 

航空器失事； 

航空器空中遇险，包括故障、遭遇危险天气、危险品泄露等； 

航空器受到非法干扰，包括劫持、爆炸物威胁等； 

航空器与航空器地面相撞或与障碍物相撞，导致人员伤亡或燃油泄露等； 

航空器跑道事件，包括跑道外接地、冲出、偏出跑道； 

航空器火警； 

涉及航空器的其它突发事件。 

（2）非航空器突发事件 

对机场设施的爆炸物威胁； 

机场设施失火； 

机场危险化学品泄露； 

自然灾害； 

医学突发事件； 

不涉及航空器的其它突发事件。 

2、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响应等级 

（1）航空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响应等级 

①原地待命 

航空器空中发生故障等突发事件，但该故障仅对航空器安全着陆造成困

难，各救援单位应当做好紧急出动的准备。 

②集结待命 

航空器在空中出现故障等紧急情况，随时有可能发生航空器坠毁、爆炸、

起火、严重损坏，或者航空器受到非法干扰等紧急情况，各救援单位应当按照

指令在指定地点集结。 

③紧急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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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生航空器失事、爆炸、起火、严重损坏等情况，各救援单位应当按照

指令立即出动，以最快速度赶赴事故现场。 

（2）非航空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响应等级 

不分等级。发生非航空器突发事件时，按照相应预案实施救援。 

 

 

 

 

 

 

 

 

 

 

 

 

 

 

 

 

 

 

 

 

 

 

 

 

 

 

 

 

 

样题：简述航空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响应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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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CCAR139-II  

1.4.6.3 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备注： 

 

1、机场管理机构 

应当在地方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成立机场应急救援工作领导小组。 

机场应急救援总指挥由机场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人担任，全面

负责机场应急救援的指挥工作。 

2、机场空中交通管理部门 

将获知的突发事件类型、时间、地点等情况按照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预案规

定的程序通知有关部门；及时了 

解发生突发事件航空器机长意图和事件发展情况，并通报指挥中心； 

负责发布因发生突发事件影响机场正常运行的航行通告。 

负责向指挥中心及其他参与救援的单位提供所需的气象等信息。 

3、机场消防部门 

救助被困遇险人员，防止起火，组织实施灭火工作； 

根据救援需要实施航空器的破拆工作； 

协调地方消防部门的应急支援工作； 

4、机场医疗救护部门 

进行伤亡人员的检伤分类、现场应急医疗救治和伤员后送工作。记录伤亡

人员的伤情和后送信息； 

协调地方医疗救护部门的应急支援工作； 

进行现场医学处置及传染病防控； 

负责医学突发事件处置的组织实施。 

5、航空器营运人或其代理人 

提供有关资料。资料包括发生突发事件航空器的航班号、机型、国籍登记

号、机组人员情况、旅客人员名单及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机上座位号、国

籍、性别、行李数量、所载燃油量、所载货物及危险品等情况 

在航空器起飞机场、发生突发事件的机场和原计划降落的机场设立临时接

待机构和场所，并负责接待和查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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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开通应急电话服务中心并负责伤亡人员亲属的通知联络工作 

负责货物、邮件和行李的清点和处理工作 

航空器出入境过程中发生突发事件时，负责将事件的基本情况通报海关、

边防和检疫部门 

负责残损航空器搬移工作。 

 

 

 

 

 

 

 

 

 

 

 

 

 

 

 

 

 

 

 

 

 

 

 

 

 

 

 

 

样题：简述航空器营运人或其代理人在应急救援工作中的主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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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CCAR276 

1.4.7.1 总则 

备注：R1 

CCAR276  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 

1、适用范围 

适用于国内公共航空运输经营人（以下简称国内经营人）、在外国和中国

地点间进行定期航线经营或者不定期飞行的外国公共航空运输经营人（以下简

称外国经营人）以及与危险品航空运输活动有关的任何单位和个人。 

2、民航局职责 

依据职责对全国危险品航空运输活动实施监督管理，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

理局（以下简称民航地区管理局）依据职责对辖区内的危险品航空运输活动实

施监督管理。 

3、相关用语含义 

（1）危险品 

列在《技术细则》危险品清单中或者根据该细则归类的能对健康、安全、

财产或者环境构成危险的物品或者物质。 

（2）《技术细则》 

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制定的程序而定期批准和公布的《危险物品安全

航空运输技术细则》（Doc9284 号文件）。 

（3）危险品事故 

与危险品航空运输有关联，造成致命或者严重人身伤害或者重大财产损坏

或者破坏环境的事故。 

（4）危险品事故征候 

不同于危险品事故，但与危险品航空运输有关联，不一定发生在航空器上，

但造成人员受伤、财产损坏或者破坏环境、起火、破损、溢出、液体渗漏、放

射性渗漏或者包装物未能保持完整的其他情况。任何与危险品航空运输有关并

严重危及航空器或者机上人员的事件也被认为构成危险品事故征候。 

 

 

样题：《CCAR-276-R1 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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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CCAR276 

1.4.7.2 危险品航空运输的限制和豁免 

备注： 

 

1、禁止的危险品 

《技术细则》中规定禁止在正常情况下运输的危险品； 

受到感染的活动物。 

2、航空邮件 

禁止通过航空邮件邮寄危险品或者在航空邮件内夹带危险品，《技术细则》

中另有规定的除外。禁止将危险品匿报或者谎报为普通物品作为航空邮件邮

寄。 

3、豁免 

已分类为危险品的物品和物质，根据有关适航要求和运行规定，或者因《技

术细则》列明的其他特殊原因需要装上航空器时。 

旅客或者机组成员携带的在《技术细则》规定范围内的特定物品和物质。 

在极端紧急或者不适宜使用其他运输方式或者完全遵照规定的要求与公

共利益相违背的情况下，民航地区管理局对《技术细则》的规定可予以豁免，

但在此情况下应当尽全力使运输的总体安全水平达到与这些规定要求的同等

安全水平。 

 

 

 

 

 

 

 

 

 

 

 

 

样题：简述危险品航空运输的限制和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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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CCAR276 

1.4.7.3 危险品航空运输许可程序 

备注： 

 

1、一般规定 

应当取得危险品航空运输许可并根据许可内容实施； 

遇灾害运送救援人员或者物资等重大、紧急和特殊情况，民航地区管理局

应当按照民航局的相关要求办理危险品航空运输许可。 

国内经营人危险品航空运输的申请和许可 

经过审查，确认国内经营人符合本规定要求的，由民航地区管理局为其颁

发危险品航空运输许可。 

2、国内经营人危险品航空运输的申请和许可 

（1）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持有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 

危险品航空运输手册符合危险品运输的求；  

危险品培训大纲符合危险品运输的要求； 

按危险品航空运输手册建立了危险品航空运输管理和操作程序、应急方

案； 

配备了合适的和足够的人员并按危险品培训大纲完成培训并合格； 

有能力按本规定、《技术细则》和危险品航空运输手册实施危险品航空运

输。 

（2）应当向民航地区管理局提交规定的相关材料 

 

 

 

 

 

 

 

 

 

样题：危险品航空运输许可程序的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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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CCAR276 

1.4.7.4 危险品航空运输运输手册 

备注： 

 

内容可以按照专业类别及其承担的责任编入经营人运行、地面服务和客货

运输业务等其他手册中； 

应当采取措施保持危险品航空运输手册所有内容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样题：危险品航空运输运输手册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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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CCAR276 

1.4.7.5 经营人及其代理人的责任 

备注： 

 

1、经营人的责任 

应当在民航地区管理局颁发的危险品航空运输许可所载明的范围和有效

期内开展危险品航空运输活动。 

危险品不得装在航空器驾驶舱或者有旅客乘坐的航空器客舱内，《技术细

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航空器上发现由于危险品泄漏或者破损造成任何有害污染的，应当立即进

行清除。 

受到放射性物质污染的航空器应当立即停止使用。 

应当在载运危险品的飞行终止后，将危险品航空运输的相关文件至少保存 

24 个月。上述文件至少包括收运检查单、危险品运输文件、航空货运单和机

长通知单。 

委托地面服务代理人代表其从事与危险品航空运输地面服务的，应当同地

面服务代理人签订涉及危险品航空运输的地面服务代理协议。 

委托货运销售代理人代表其从事货物航空运输销售活动的，应当同货运销

售代理人签订包括危险品安全航空运输内容的航空货物运输销售代理协议，并

确保所委托的货运销售代理人满足本规则要求。 

2、经营人的代理人的责任 

应当同经营人签订包括危险品安全航空运输内容的航空货物运输销售代

理协议。 

货运销售代理人不得作为托运人或者代表托运人托运危险品。 

地面服务代理人无论是否从事危险品航空运输活动，均应当满足本规则要

求。 

 

 

 

 

样题：危险品运输经营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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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CCAR276 

1.4.7.6 危险品航空运输信息 

备注： 

 

应当在航空器起飞前向机长提供《技术细则》规定的书面信息。 

应当在运行手册中提供信息：机组职责和行动指南。 

应当确保在旅客购买机票时，向旅客提供关于禁止航空运输危险品的信息 

旅客办理乘机手续前向旅客提供《技术细则》关于旅客携带危险品的限制

要求：通过互联网办理乘机手续的和旅客自助办理乘机手续的，以其它方式提

供信息。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张贴布告。 

经营人、货运销售代理人和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在货物、邮件收运处的醒

目地点展示和提供数量充足、引人注目的关于危险品运输信息的布告。 

飞行时发生紧急情况，如情况许可，机长应当按照《技术细则》的规定立

即将机上载有危险品的信息通报有关 ATC，以便通知机场。 

航空器事故或者严重事故征候可能涉及作为货物运输的危险品时，经营人

应当立即将机上危险品的信息提供给处理事故或者严重事故征候的应急处置

机构、经营人所在国和事故或者严重事故征候发生所在国的有关当局。 

 

 

 

 

 

 

 

 

 

 

 

 

 

样题：危险品航空运输信息的相关规定 



 

113 

 

1.4.7 CCAR276 

1.4.7.7 培训 

备注： 

 

复训 

为了保证知识更新，应当在前一次培训后的 24 个月内进行复训。 

培训记录 

应当保存 3 年以上并随时接受民航局或者民航地区管理局的检查。 

 

 

 

 

 

 

 

 

 

 

 

 

 

 

 

 

 

 

 

 

 

 

 

 

 

 

样题：危险品复训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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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CCAR395 

1.4.8.1 总则 
备注：R2 

CCAR395  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规定 

为了规范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

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规定适用于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

局（以下简称地区管理局）负责组织的，包括委托事发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开展

的民用航空器事件技术调查及相关工作。 

本规定所称民用航空器事件（以下简称事件），包括民用航空器事故（以

下简称事故）、民用航空器征候（以下简称征候）以及民用航空器一般事件（以

下简称一般事件）。 

本规定所称事故，是指在民用航空器运行阶段或者在机场活动区内发生的

与航空器有关的下列事件： 

（一）人员死亡或者重伤； 

（二）航空器严重损坏； 

（三）航空器失踪或者处于无法接近的地方。 

本规定所称征候，是指在民用航空器运行阶段或者在机场活动区内发生的

与航空器有关的，未构成事故但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安全的事件。 

本规定所称一般事件，是指在民用航空器运行阶段或者在机场活动区内发

生的与航空器有关的航空器损伤、人员受伤或者其他影响安全的情况，但其严

重程度未构成征候的事件。 

事故等级分为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具体划分

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征候分类及等级的具体划分按照民航局有关规定执行。 

事件调查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一）独立原则。调查应当由组织事件调查的部门独立进行，不受任何其

他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二）客观原则。调查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科学严谨，不得带



 

115 

 

有主观倾向性。 

（三）深入原则。调查应当查明事件发生的各种原因，并深入分析产生这

些原因的因素，包括航空器设计、制造、运行、维修、保障、人员培训，以及

行业规章、企业管理制度和实施方面的缺陷等。 

（四）全面原则。调查不仅应当查明和研究与本次事件发生有关的各种原

因和产生因素，还应当查明和研究与本次事件发生无关，但在事件中暴露出来

的或者在调查中发现可能影响安全的问题。 

民航局和地区管理局应当做好调查经费的保障，按照有关装备标准配备专

用车辆、通信设备、摄影摄像设备、录音设备、勘查设备、绘图制图设备、危

险品探测设备、便携电脑、防护装备等必要的调查专用设备和装备，并保持设

备和装备的正常使用。 

接受委托开展事件调查工作的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事件调

查能力，明确调查部门和职责，编写调查程序，配备调查员以及现场勘查、调

查防护和摄影摄像等调查设备。 

事发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对事件调查给予协助配合，无正当理由，不得拒

绝。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提供或者指使他人提供虚假材料、虚假证言证词。 

民航局或者地区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或者指定的人员负责事件调查信息的

发布工作，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发布或者透露事件调查信息。 

 

 

 

 

 

 

 

 

 

 

样题：按照 CCAR395，事故是指在民用航空器运行阶段或者在机场活动区内

发生的与航空器有关的哪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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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CCAR395 

1.4.8.2 调查的组织 

备注： 

根据我国批准的国际公约有关规定，组织、参与事件调查时，按照下列规

定执行： 

（一）在我国境内发生的事件由我国负责组织调查。在我国境内发生事故、

严重征候时，组织事件调查的部门应当允许航空器登记国、运营人所在国、设

计国、制造国各派出一名授权代表和若干名顾问参加调查。事故中有外国公民

死亡或者重伤的，组织事件调查的部门应当允许死亡或者重伤公民所在国指派

一名专家参加调查。 

有关国家无意派遣授权代表的，组织事件调查的部门可以允许航空器运营

人、设计、制造单位的专家或者其推荐的专家参与调查。 

（二）我国为航空器登记国、运营人所在国或者由我国设计、制造的民用

航空器，在境外某一国家或者地区发生事故、严重征候时，民航局或者地区管

理局可以委派一名授权代表和若干名顾问参加由他国或者地区组织的调查工

作。 

（三）我国为航空器登记国的民用航空器，在境外发生事故、严重征候时，

但事发地点不在某一国家或者地区境内的，由我国负责组织调查。 

（四）我国为运营人所在国或者由我国设计、制造的民用航空器，在境外

发生事故、严重征候时，但事发地点不在某一国家或者地区境内，且航空器登

记国无意组织调查的，可以由我国负责组织调查。 

（五）由民航局或者地区管理局组织的事故、严重征候调查，可以部分或

者全部委托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进行调查。 

（六）根据我国要求，除航空器登记国、运营人所在国、设计国和制造国

外，为调查提供资料、设备或者专家的其他国家，有权任命一名授权代表和若

干名顾问参加调查。 

对于由民航局和地区管理局组织调查的事件，调查范围如下： 

（一）民航局组织的调查包括： 

1、国务院授权组织调查的特别重大事故； 

2、运输航空重大事故、较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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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国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的航空器在我国境内发生的事故； 

4、民航局认为有必要组织调查的其他事件。 

（二）地区管理局组织本辖区内发生的事件调查，包括： 

1、运输航空一般事故； 

2、通用航空事故； 

3、征候和一般事件； 

4、外国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的航空器在我国境内发生的严重征候； 

5、民航局授权地区管理局组织调查的事故； 

6、地区管理局认为有必要组织调查的其他事件。 

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一般事故、征候，地区管理局可以委托事发民航生产经

营单位组织调查。一般事件原则上地区管理局委托事发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自行

调查，地区管理局认为必要时，可以直接组织调查。 

由民航局组织的调查，事发地地区管理局和事发相关单位所属地地区管理

局应当参与。由事发地地区管理局组织的调查，事发相关单位所属地地区管理

局应当给予协助，民航局可以根据需要指派调查员或者技术专家给予协助。 

事发地地区管理局可以委托其他地区管理局组织调查，事发地地区管理局

和事发相关单位所属地地区管理局应当给予协助。 

调查组组成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组织事件调查的部门应当任命一名调查组组长，调查组组长负责管

理调查工作，并有权对调查组组成和调查工作作出决定。 

（二）调查组组长根据调查工作需要，可以成立若干专业小组，分别负责

飞行运行、航空器适航和维修、空中交通管理、航空气象、航空安保、机场保

障、飞行记录器分析、失效分析、航空器配载、航空医学、生存因素、人为因

素、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调查工作。调查组组长指定专业小组组长，负责管理本

小组的调查工作。 

（三）调查组由调查员和临时聘请的专家组成，参加调查的人员在调查工

作期间应当服从调查组组长的管理，其调查工作只对调查组组长负责。调查组

成员在调查期间，应当脱离其日常工作，将全部精力投入调查工作，并不得带

有本部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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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事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参加调查工作。 

调查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1、查明事实情况； 

2、分析事件原因； 

3、作出事件结论； 

4、提出安全建议； 

5、完成调查报告。 

调查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1、决定封存、启封和使用与发生事件的航空器运行和保障有关的文件、

资料、记录、物品、设备和设施； 

2、要求发生事件的航空器运行、保障、设计、制造、维修等单位提供情

况和资料； 

3、决定实施和解除事发现场的保护措施； 

4、决定移动、保存、检查、拆卸、组装、取样、验证发生事件的航空器

及其残骸； 

5、对事件有关单位和人员、目击者和其他知情者进行询问并录音或者录

像，要求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 

6、提出开展尸检、病理及毒理检验等工作要求； 

7、确定可公开的信息及资料； 

8、调查组认为有必要开展的其他行动。 

根据我国批准的国际公约有关规定，有关国家授权代表及其顾问、专家应

当在调查组组长的管理下进行调查工作，并有以下权利和义务： 

（一）航空器登记国、运营人所在国、设计国、制造国的授权代表及其顾

问有权参加所有的调查工作，包括： 

1、查看事发现场； 

2、检查残骸； 

3、获取目击信息和建议询问范围； 

4、尽快完全掌握全部有关证据； 

5、接收一切有关文件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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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加记录介质的判读； 

7、参加现场外调查活动以及专项实验验证； 

8、参加调查技术分析会，包括分析报告、调查结果、原因和安全建议的

审议； 

9、对调查的各方面内容提出意见。 

（二）除航空器登记国、运营人所在国、设计国、制造国以外国家的授权

代表及其顾问，有权参加与该国提供的资料、设备或者专家有关的调查工作。 

（三）授权代表及其顾问的义务： 

1、应当向调查组提供其掌握的所有相关资料； 

2、未经调查组同意，不得泄露有关调查进展和结果的信息。 

（四）蒙受公民死亡或者重伤的国家指派参加调查的专家有权： 

1、查看事发现场； 

2、掌握已对外公布的有关事实情况，以及关于调查工作进展情况的信息； 

3、协助辨认遇难者； 

4、协助与本国幸存旅客见面； 

5、接收最终调查报告的副本。 

 

 

 

 

 

 

 

 

 

 

 

 

 

样题：本辖区内发生的哪些事件由地区管理局组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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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CCAR395 

1.4.8.3 事件的报告 

备注： 

一、事件发生后，事发相关单位应当按照《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的要

求报告。事故、严重征候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事发时间、地点和民用航空器运营人； 

（二）民用航空器类别、型别、国籍和登记标志； 

（三）机长姓名，机组、旅客和机上其他人员人数及国籍； 

（四）任务性质，最后一个起飞点和预计着陆点； 

（五）简要经过； 

（六）机上和地面伤亡人数，航空器损伤情况； 

（七）事发时的地形、地貌、天气、环境等物理特征； 

（八）事发时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 

（九）危险品的载运情况及对危险品的说明； 

（十）报告单位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十一）与事故、严重征候有关的其他情况。 

前款规定的报告内容暂不齐全的，事发相关单位应当继续收集和补充，不

得因此延误初步报告时间。一旦获得新的信息，应当随时补充报告。 

当事发地所在国或者地区不了解航空器登记国或者运营人所在国为我国

的民用航空器在该国或者地区发生严重征候时，民航局应当将该情况通知有关

设计国、制造国和事发地所在国。 

由我国组织调查的事故或者严重征候，民航局应当将事故或者严重征候情

况通知航空器登记国、运营人所在国、设计国、制造国和国际民航组织，并负

责有关国家参加事故或者严重征候调查的具体联络工作。 

二、当民航局收到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事故或者严重征候信息后，应当向有

关国家或者地区提供如下信息： 

（一）尽快将所掌握的有关事故或者严重征候所涉及航空器和机组的资料

提供给出事所在国； 

（二）通知出事所在国我国是否将任命授权代表，如任命，提供该授权代

表的姓名和详细的联系方式；如授权代表前往出事所在国，提供其预计到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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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三）如运营人所在国为我国，应当尽快向出事所在国或者航空器登记国

提供航空器上危险品载运的详细情况。 

 

 

 

 

 

 

 

 

 

 

 

 

 

 

 

 

 

 

 

 

 

 

 

 

 

 

 

 

样题：事件发生后，事发相关单位应当按照《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的

要求报告。事故、严重征候报告应当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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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CCAR396 

1.4.9.1 总则 
备注：R3 

CCAR396  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 

为了规范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收集、分析和应用，实现安全信息共享，推进

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及时发现安全隐患，控制风险，预防民用航空事故，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等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本规定适用于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

理局（以下简称地区管理局）、中国民用航空安全监督管理局、中国民用航空

安全监督运行办公室（以下统称监管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民用

航空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企事业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的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

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运行的外国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以下简称外

国航空公司）和个人的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也应当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是指事件信息、安全监察信息和综合安全信

息。 

（一）事件信息，是指在民用航空器运行阶段或者机场活动区内发生航空

器损伤、人员伤亡或者其他影响飞行安全的情况。主要包括：民用航空器事故

（以下简称事故）、民用航空器事故征候（以下简称事故征候）以及民用航空

器一般事件（以下简称一般事件）信息； 

（二）安全监察信息，是指地区管理局和监管局各职能部门组织实施的监

督检查和其他行政执法工作信息； 

（三）综合安全信息，是指企事业单位安全管理和运行信息，包括企事业

单位安全管理机构及其人员信息、飞行品质监控信息、安全隐患信息和飞行记

录器信息等。 

民用航空安全信息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民航局民用航空安全信息主管部门负责统一监督管理全国民用航空安全

信息工作，负责组织建立用于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收集、分析和发布的中国民用

航空安全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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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管理局、监管局的民用航空安全信息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本辖区民

用航空安全信息工作。 

企事业单位负责管理本单位民用航空安全信息工作，制定包括自愿报告在

内的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程序，建立具备收集、分析和发布功能的民用航空

安全信息机制。企事业单位的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程序应当报所属地监管局

备案。 

民航局支持中国民用航空安全自愿报告系统建设，鼓励个人积极报告航空

系统的安全缺陷和隐患。 

民航局支持开展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收集、分析和应用的技术研究，对在民

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局方和企事业单位应当充分利用收集到的民用航空安全信息，评估安全状

况和趋势，实现信息驱动的安全管理。民用航空安全信息量不作为评判一个单

位安全状况的唯一标准。 

地区管理局应当依据本规定，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制定民用航空安全信息

的管理办法，并报民航局民用航空安全信息主管部门批准。 

事发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如实报告事件信息，不得隐瞒不报、谎

报或者迟报。 

 

 

 

 

 

 

 

 

 

 

 

样题：CCAR396 部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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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CCAR396 

1.4.9.2 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收集 

备注： 

事件信息收集分为紧急事件报告和非紧急事件报告，实行分类管理。紧急

事件报告样例和非紧急事件报告样例包含在事件样例中，事件样例由民航局另

行制定。 

一、在我国境内发生的事件按照以下规定报告： 

（一）紧急事件发生后，事发相关单位应当立即通过电话向事发地监管局

报告事件信息（空管单位向所属地监管局报告）；监管局在收到报告事件信息

后，应当立即报告所属地区管理局；地区管理局在收到事件信息后，应当立即

报告民航局民用航空安全信息主管部门； 

（二）紧急事件发生后，事发相关单位应当在事件发生后 12 小时内，按

规范如实填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报告表，主报事发地监管局，抄报事发地地区

管理局、所属地监管局及地区管理局； 

（三）非紧急事件发生后，事发相关单位（外国航空公司除外）应当参照

事件样例在事发后 48 小时内，按规范如实填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报告表，主

报事发地监管局，抄报事发地地区管理局、所属地监管局及地区管理局。 

二、在我国境外发生的事件按照以下规定报告： 

（一）紧急事件发生后，事发相关单位应当立即通过电话向所属地监管局

报告事件信息；监管局在收到报告事件信息后，应当立即报告给所属地区管理

局；地区管理局在收到事件信息后，应当立即报告民航局民用航空安全信息主

管部门； 

（二）紧急事件发生后，事发相关单位应当在事件发生后 24 小时内，按

规范如实填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报告表，主报所属地监管局，抄报所属地区管

理局； 

（三）非紧急事件发生后，事发相关单位应当在事发后 48 小时内，按规

范如实填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报告表，主报所属地监管局，抄报所属地区管理

局。 

本条规定不适用于外国航空公司。 

三、报告的事件信息按照以下程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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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已上报的事件，事发相关单位获得新的信息时，应当及时补充填

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报告表，并配合局方对事件信息的调查核实。如事实简单，

责任清楚，事发相关单位可直接申请结束此次事件报告； 

（二）负责组织调查的地区管理局和监管局应当及时对事件信息进行审

核，完成事件初步定性工作； 

（三）对初步定性为事故的事件，负责组织调查的单位应当提交阶段性调

查信息，说明事件调查进展情况，并应当在事件发生后 12 个月内上报事件的

最终调查信息，申请结束此次事件报告； 

（四）对初步定性为严重事故征候的事件，负责组织调查的地区管理局应

当在事件发生后 30 日内上报事件的最终调查信息，申请结束此次事件报告； 

（五）对初步定性为一般事故征候的事件，负责组织调查的地区管理局应

当在事件发生后 15 日内上报事件的最终调查信息，申请结束此次事件报告； 

（六）当事件初步定性为一般事件，事发相关单位应当在事件发生后 10

日内上报事件的最终调查信息，负责组织调查的地区管理局应当在事件发生后

15 日内完成最终调查信息的审核，并申请结束此次事件报告； 

（七）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初步定性或不能按规定时限提交最终调查信

息，负责调查的单位应当向民航局民用航空安全信息主管部门申请延期报告，

并按要求尽快上报事件的最终调查信息，申请结束此次事件报告。 

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报告表应当使用中国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系统上报。当该

系统不可用时，可以使用传真等方式上报；当系统恢复后 3 日内，应当使用该

系统补报。 

四、向国务院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报告事件信息，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向国际民航组织和境外相关机构通报事件信息，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当事件定性为事故或严重事故征候时，民航局民用航空安全信息主

管部门通知登记国、运营人所在国、设计国、制造国和国际民航组织，内容包

括事发时间和地点、运营人、航空器型别、国籍登记号、飞行过程、机组和旅

客信息、人员伤亡情况、航空器受损情况和危险品载运情况等； 

（二）事故调查结束后，民航局民用航空安全信息主管部门向国际民航组

织送交一份事故调查最终报告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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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发生后 30 日内，民航局民用航空安全信息主管部门向国际民

航组织提交初步报告。事故调查结束后，民航局民用航空安全信息主管部门尽

早将事故资料报告提交国际民航组织。 

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应当妥善保护与事故、事故征候、一般事件以及举报

事件有关的所有文本、影音、数据以及其他资料。 

组织事故、事故征候以及一般事件调查的单位负责对调查的文件、资料、

证据等进行审核、整理和保存。 

地区管理局和监管局各职能部门应当按照民航局的相关要求报告安全监

察信息。 

企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所属地区管理局的相关要求报告综合安全信息。 

 

 

 

 

 

 

 

 

 

 

 

 

 

 

 

 

 

 

 

 

样题：在我国境内发生的非紧急事件应如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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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CCAR397  

1.4.10.1 总则 

备注： 

CCAR397  中国民用航空器应急管理规定 

民航建立应对突发事件分级响应制度； 

民航应对突发事件分级响应等级划分标准由民航局制定。 

 

 

 

 

 

 

 

 

 

 

 

 

 

 

 

 

 

 

 

 

 

 

 

 

 

 

样题：民航应对突发事件分级响应等级划分标准由谁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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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CCAR397 

1.4.10.2 管理体制与组织机构 

备注： 

 

民航应急工作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 

企事业单位的民航应急工作应当接受民航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应当设立或者指定应急机构，报送突发事件信息。 

企事业单位及其分支机构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民航管理部门应急预

案的内容，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 

 

 

 

 

 

 

 

 

 

 

 

 

 

 

 

 

 

 

 

 

 

 

 

 

样题：企事业单位及其分支机构应当怎样制定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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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CCAR397 

1.4.10.3 应急处置 

备注： 

 

企事业单位应当依据民航管理部门的部署和本单位相关应急预案，迅速制

定方案并组织实施； 

企事业单位有义务协助和配合国家、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应急处置工

作； 

企事业单位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可以发布有关本单位遭受突发事件影响和

采取应对措施的信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或民航应急工作的虚假信

息。 

 

 

 

 

 

 

 

 

 

 

 

 

 

 

 

 

 

 

 

 

 

样题：企业单位应当怎么进行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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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CCAR397 

1.4.10.4 附则-用语定义 

备注： 

 

1、突发事件 

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

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2、应急预案 

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协助和配合国家、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急

处置工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预先制定的行动计划或方案。 

 

 

 

 

 

 

 

 

 

 

 

 

 

 

 

 

 

 

 

 

 

 

 

样题：简述突发事件和应急预案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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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CCAR398 

1.4.11.1 总则 
备注： 

CCAR398  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规定 

为了实施系统、有效的民用航空安全管理，保证民用航空安全、正常运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国家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民用航空生产经营活动的安全管理。 

民用航空安全管理应当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 

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对全国民用航空安全实施统一监督管

理。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民航地区管理局）对辖区内的民用航

空安全实施监督管理。 

民航局和民航地区管理局，以下统称民航行政机关。 

 

 

 

 

 

 

 

 

 

 

 

 

 

 

 

 

 

 

样题：谁对全国民用航空安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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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CCAR398 

1.4.11.2 安全管理体系组成部分 

备注：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并运行有效的安全管理体系。相关规定中

未明确要求建立安全管理体系的，应当建立等效的安全管理机制。 

安全管理体系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四个组成部分共计十二项要素： 

一、安全政策和目标，包括： 

（一）安全管理承诺与责任； 

（二）安全问责制； 

（三）任命关键的安全人员； 

（四）应急预案的协调； 

（五）安全管理体系文件。 

二、安全风险管理，包括： 

（一）危险源识别； 

（二）安全风险评估与缓解措施。 

三、安全保证，包括： 

（一）安全绩效监测与评估； 

（二）变更管理； 

（三）持续改进。 

四、安全促进，包括： 

（一）培训与教育； 

（二）安全交流。 

五、安全管理体系、等效的安全管理机制至少应当具备以下功能： 

（一）查明危险源及评估相关风险； 

（二）制定并实施必要的预防和纠正措施以保持可接受的安全绩效水平； 

（三）持续监测与定期评估安全管理活动的适宜性和有效性。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管理体系应当依法经民航行政机关审定。等效的

安全管理机制应当报民航地区管理局或者其授权的机构备案。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管理体系、等效的安全管理机制的持续完

善制度，以确保其持续满足相关要求，且工作绩效满足安全管理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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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体系或者等效的安全管理机制的运行应当接

受民航行政机关的持续监督，以确保其有效性。 

 

 

 

 

 

 

 

 

 

 

 

 

 

 

 

 

 

 

 

 

 

 

 

 

 

 

 

 

 

样题：安全管理体系的安全政策和目标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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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CCAR398 

1.4.11.3 中国民航航空安全方案组成部分 

备注： 

民航局编制和实施中国民航航空安全方案，以使民用航空安全绩效达到可

接受的水平。 

中国民航航空安全方案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共计十一项要素： 

一、安全政策与目标，包括： 

（一）安全立法框架； 

（二）安全责任和问责制； 

（三）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 

（四）执法政策。 

二、安全风险管理，包括： 

（一）对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 

（二）对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绩效的认可。 

三、安全保证，包括： 

（一）安全监督； 

（二）安全数据的收集、分析和交换； 

（三）基于安全数据确定重点监管领域。 

四、安全促进，包括： 

（一）内部培训、交流和发布信息； 

（二）外部培训、交流和发布信息。 

民航局制定行业可接受的安全绩效水平，包括安全绩效指标及其目标值、

预警值，用于衡量并监测行业安全水平。 

中国民航航空安全方案应当与民用航空活动规模和复杂性相一致。民航局

负责对其适用性、有效性进行定期评估。 

 

 

 

 

样题：中国民航航空安全方案的安全政策与目标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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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 CCAR399 

1.4.12.1 总则 

备注： 

CCAR399  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应急反应和家属援助规定 

1、适用范围 

适用于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和台湾地区）依照 CCAR-121 进行商业运行的航空器发生的、依法由国

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组织调查的重大事故、国务院授权组织调查的特别重大

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 

2、术语定义 

（1）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 

指在公共航空运输过程中，任何人自登上航空器准备飞行起，直至到达目

的地点离开航空器为止的期间内发生的与该航空器运行有关并导致人员受伤

或者死亡的事故。 

（2）事故处理协调小组 

指根据《国家处置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应急预案》，由国家处置飞行事故

指挥部指定的，负责在发生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和罹难

者、幸存者、失踪者及其家属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之间协调、联络，以便

向罹难者、幸存者、失踪者及其家属提供援助的组织机构。 

3、报告制度 

采取立即报告制度，公共航空运输企业为事故报告主体。事故报告应当及

时、准确，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 

4、应急反应原则 

应当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贯彻统一领导、统一协调、各负其

责、反应及时、加强合作的原则。 

5、家属援助工作基本原则 

应当遵循及时、便利、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为罹难者、幸存者、失踪者

及其家属提供物质的和精神的帮助。 

 

样题：简述家属援助工作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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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 CCAR399 

1.4.12.2 事故报告 

备注： 

 

发现事故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立即将事故信息报告民航局、当地民航地区

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当地人民政府。 

发生事故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有关部门填报民用

航空飞行不安全事件初始报告表，报告事故简要情况；伤亡人数发生变化或者

出现其他新情况的，应当及时续报。 

 

 

 

 

 

 

 

 

 

 

 

 

 

 

 

 

 

 

 

 

 

 

 

 

 

样题：发现、发生事故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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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 CCAR399 

1.4.12.3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的应急反应和家属援助 

备注： 

 

应当对涉及事故的罹难者、幸存者、失踪者及其家属提供物质的和精神的

援助。 

应制定应急预案，并应当每年组织一次应急演练，以便及时修正。 

应当向民航总局提交家属援助计划。 

得知发生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后，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在第一时间

报告民航局。 

应当立即公布供罹难者、幸存者、失踪者家属查询的电话号码。 

应当尽快向已经初步获知的罹难者、幸存者、失踪者家属发出通知，并应

当根据与登机资料核对后的机上人员信息加以修正。 

应当向事故协调小组提供经核正的机上人员信息复印件，并及时报告进一

步核实情况。 

应当及时公布家属联络等工作进展情况，以便与罹难者、幸存者、失踪者

家属的进一步联络。 

航空器上有外籍旅客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应当向事故协调小组及时报告

外籍旅客的必要信息，以便外交部门及时与有关的外国使馆取得联系。 

 

 

 

 

 

 

 

 

 

 

 

 

 

 

样题：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的应急反应和家属援助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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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规范性文件 

1.5.1 规范性文件列表 备注： 

[1] AC-91-08 RNAV5 运行批准指南 

[2] AC-91-FS-2008-09 在终端区实施 RNAV1 和 RNAV2 运行指南 

[3] AC-91-FS-2009-12 在海洋和偏远地区空域实施 RNP4 的运行指南 

[4] AC-91-FS-2010-01R1 在终端区和进近中实施 RNP 的运行批准指南 

[5] AC-91-FS-AA-2010-14 在无雷达区使用 1090 兆赫扩展电文广播式自动相

关监视的适航和运行批准指南 

[6] AC-91-FS-2013-18 航空器驾驶员低温冰雪运行指南 

[7] AC-91-FS-2014-20 航空器驾驶员指南-雷暴、晴空颠簸和低空风切变 

[8] AC-91-FS-2014-21 航空运营人导航数据库管理规范 

[9] AC-91-FS-2015-29 卫星着陆系统（GLS）运行批准指南 

[10] AC-91-FS-2017-03R2 使用平视显示器（HUD）运行的评估与批准程序 

[11] AC-91-FS-2018-05-R1 实施要求授权的所需导航性能（RNP AR）飞行程序

的适航和运行批准指南 

[12] AC-91-FS-2018-006R1 使用数据链通信系统的运行批准程序 

[13] AC-91-FS-2018-007R1 缩小垂直间隔（RVSM）空域的运行要求 

[14] AC-91-CA-2019-01 运输机场仪表着陆系统（ILS） 

[15] AC-91-FS-2020-016R1 航空运营人全天候运行规定 

[16] AP-93-TM-2012-01 民用航空飞行动态固定格式电报管理规定 

[17] AC-97-FS-2011-01 民用航空机场运行最低标准制定与实施准则 

[18] AC-97-FS-005 航空器运行目视和仪表飞行程序设计规范 

[19] AC-121-FS-006 飞机航线运营应进行的飞机性能分析 

[20] AC-121-FS-2009-30 飞行签派员执勤时间指南 

[21] AC-121-FS-2009-32 签派资源管理训练 

[22] AC-121-FS-2011-004R1 航空承运人运行中心（AOC）政策与标准 

[23] AC-121-FS-2013-46 连续下降最后进近（CDFA） 

[24] AC-121-50R1 地面结冰条件下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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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AC-121-FS-2014-123 飞机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 

[26] AC-121-FS-2015-21R1 高原机场运行 

[27] AC-FS-121-2015-125 航空承运人运行控制风险管控系统实施指南 

[28] AC-121-FS-2016-127 航空承运人航空器追踪监控实施指南 

[29] AC-121-FS-2016-043-R1 航空承运人飞行签派员资质管理标准 

[30] AC-121-FS-2017-134 航空承运人飞行签派员资格检查指南 

[31] AC-121FS-2018-008R1 飞行机组成员机上休息设施 

[32] AC-121-FS-2018-016R2 航空承运人地空数据通信系统的标准与指南 

[33] AC-121-FS-2018-031R1 电子飞行包（EFB）运行批准指南 

[34] AC-121-FS-2019-132 国际运行 

[35] AC-121-FS-2019-001R4 中国民航规章第 121 部运行规范内容 

[36] AC-121-FS-2019-009R2 延程运行和极地运行 

[37] AC-121-FS-2019-133 航空承运人运行监控实施指南 

[38] AC-121-FS-135 航空器重量与平衡控制规定 

[39] AC-121-FS-136 航空承运人不可预期燃油政策优化与实施指南 

[40] AC-121-FS-17R2 航空承运人特殊机场的分类标准及运行要求 

[41] AC-121-FS-137 RNP2 运行批准指南 

[42] AC-121-FS-33R1 航空承运人湿跑道和污染跑道运行管理规定 

[43] AC-175-TM-2021-01 雪情通告编发规范 

[44] AC-395-AS-01《民用航空器征候等级划分办法》 

[45] OSB 2020 01 客舱装载货物运输 

[46] 民航规〔2020〕7 号航班备降工作规则 

[47] 民航规〔2021〕32 号运输机场跑道表面状况评估和通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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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1.6.1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备注： 

附件 1 人员执照的颁发 

附件 2 空中规则 

附件 3 国际空中航行气象服务 

附件 4 航图 

附件 5 空中和地面运行中所使用的计量单位 

附件 6 航空器的运行 

附件 7 航空器国籍和登记标志 

附件 8 航空器适航性 

附件 9 简化手续 

附件 10 航空电信 

附件 11 空中交通服务 

附件 12 搜寻与援救 

附件 13 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 

附件 14 机场 

附件 15 航空情报服务 

附件 16 环境保护 

附件 17 安保：保护国际民用航空免遭非法干扰行为 

附件 18 危险物品的安全航空运输 

附件 19 安全管理 

 

 

 

 

 

 

 

样题：国际民用航空附件 19 的名称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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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1 备注： 

附件 1 人员执照的颁发 

只要航空旅行离不开飞行员和其他空勤及地面人员，他们的资格、技能和

培训仍然会是高效和安全运行的基本保证。进行适当的人员培训和执照颁发也

在各国之间注入了信心，使人员资历和执照得到国际承认和接受，并使旅客对

航空具有更大信任。 

向飞行机组成员（飞行员、飞行工程师和飞行领航员）、空中交通管制员、

航空站经营人、维修技术员和飞行签派员颁发执照的标准和建议措施在《国际

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1 中作了规定。有关的培训手册向各国提供了关于培训课

程的范围和深度的指南，以确保对安全的空中航行的信心得到维持，这正是《公

约》和附件 1 的意图。这些培训手册还为其他航空人员的培训提供了指南，如

机场应急人员、飞行运行官员、无线电话务员和其他有关领域的人员。 

当今的航空器运行是如此复杂多样，必须对由于人的失误或系统组件故障

导致的整个系统失效的可能性进行防范，而无论这种可能性是多么遥远。 

人是航空器运行环节中关键的一链，而同时由于其本性决定也是最灵活和

多变的。有必要进行适当培训，以把人的失误减至最少，并提供有能力、有技

能、熟练的和合格的人员。附件 1 和国际民航组织培训手册描述了在各工种中

精通业务所需的技能，从而有助于胜任工作。附件的体检标准，要求定期进行

健康检查，对可能的造成能力丧失的体格状况提供了早期警报，有助于飞行机

组和管制员的总体健康。 

人的因素计划处理了已知的人的能力和局限性，向各国提供了关于这一重

大课题的基本信息，以及设计适当培训方案所需的材料。国际民航组织的目标

是，通过提高各国对民航运行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的认识并做出回应，从而提

高航空安全。 

执照颁发是对特定活动予以授权的一种行为，由于不适当地从事此种活动

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则应禁止这种活动。执照申请者必

须达到所规定的与要从事的任务的复杂性相一致的一些要求。为颁发执照而进

行的检查是对身体健康和行为能力的定期测试，以确保独立监控。因此，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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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执照颁发共同成为实现总体合格的关键要素。 

国际民航组织在执照颁发方面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促进发照方面的差异的

解决，以确保国际执照颁发标准与现行做法和未来可能的发展一致。这日渐重

要，因为飞行机组将面对越来越大的交通密度和空域拥挤、高度复杂的终端区

格局和更精密的设备。为完成这一任务，对附件 1 做了定期修订，以反映迅速

变化的环境。 

具体内容详见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1 人员执照的颁发。 

 

 

 

 

 

 

 

 

 

 

 

 

 

 

 

 

 

 

 

 

样题：附件 1 对那些人员颁发执照的标准和建议措施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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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6 备注： 

附件 6 航空器的运行 

附件 6 的实质是从事国际航空运输航空器的运行必须尽可能地实现标准

化，以确保最高程度的安全和效率。 

理事会于 1948 年首次通过了关于从事国际商业航空运输航空器运行的标

准和建议措施，它们是基于参加 1946 年举行的第一次运行专业会议国家所提

出的建议，这些建议构成了附件 6 第 I 部分的基础。 

为了同新兴和充满活力的航空业同步发展，已经和正在不断地对最初的规

定进行审议。比如，完全针对国际通用航空的附件 6 第 II 部分已于 1969 年 9

月开始适用。同样，针对所有国际直升机运行的附件 6 第 III 部分于 1986 年

11 月开始适用。第 III 部分最初仅针对直升机的飞行记录仪，但是按照第 I 部

分和第 II 部分涵盖定翼飞机运行的相同完整方式对涵盖直升机运行的全面修

订于 1990 年 11 月被通过执行。 

对今天种类繁多的航空器仅制定一套国际化的运行规则和规章是不现实

的。航空器的范围包括商业运输机至单座的滑翔机，它们都会跨越国界飞入邻

近的国家。远程喷气飞机在一次飞行中就可能飞越许多国际边界。每种航空器

相对于其型号都有独特的操作特点，在变化的环境情况下可能会有特殊的运行

限制。商业航空特有的国际性质和通用航空程度较低的国际特性，都要求驾驶

员和经营人遵守范围广泛的国家规则和规章。 

附件 6 的目的是通过对安全运行做法制定标准为国际空中航行的安全做

出贡献，并通过鼓励 ICAO 缔约国为按照这些标准运行的属于其他国家的商业

航空器飞越其领土提供便利，为国际空中航行的效率和正常做出贡献。 

ICAO 的标准并不排除制定比附件当中所载的标准更为严格的国家标准。

在航空器运行的所有阶段，最低标准是最能够接受的妥协，因为它们在不影响

安全的情况下能够使商业和通用航空得以持续发展。被所有缔约国接受的标准

涵盖航空器的运行、性能、通讯和导航设备、维修、飞行文件、飞行人员的职

责和航空器保安等领域。 

涡轮发动机的出现和由此产生的高性能航空器设计有必要对民用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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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行采取新的做法。航空器的性能标准、飞行仪表、导航设备和许多其他运

行方面对新技术提出要求，它们反过来又需要制定国际规章以保障安全和效

率。 

举例来说，高速远程及短程航空器的投入使用产生了一些与在相对低高度

飞行续航性相关的问题，燃油消耗成为一个重要因素。许多国际民用航空承运

人的燃油政策需要考虑到在预期目的地出现恶劣气象情况时，可能改航飞至备

降机场的必要性。明确规定的国际标准和建议措施根据航空器和每个机场的环

境因素都制定有最低运行标准。根据运营人国家的批准，航空器经营人必须考

虑到固定翼飞机或直升机的机型、航空器安装设备的精密程度、进近特点和跑

道助航设备，以及机组在全天候条件下飞行时执行程序的操作技巧。另外一个

发展是为保证双发飞机延程飞行，通常是跨水飞行的安全所采纳的规定（通常

被称为 ETOPS）。这种运行类型的出现是由于现在制造的大型双发飞机极具吸

引力的经济性能。 

人的因素是航空器安全和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附件 6 明确规定

了各国对其经营人、特别是飞行机组监督的责任。主要的规定要求对监督飞行

运行制定一种方法，以便保证持续安全程度。它要求对每种型号的航空器提供

运行手册，并要求每个承运人承担责任确保对所有运行人员的职责和义务、以

及这种职责同航空公司整体运行的关系进行正确指导。机长对保证飞行准备是

全面的并符合所有要求承担最终的义务，如果他对航空器可以适航表示满意，

并认为航空器的仪表、维修、质量和载荷分布（以及载荷物的固定）以及运行

限制满足了其他的标准，还要求机长检查认可飞行准备表。 

附件 6 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求经营人制定限制飞行机组成员的飞行

时间和飞行值勤期的规则。同一条标准还要求经营人提供充沛的休息时间，以

便飞行中或连续飞行时间之后产生的疲劳不得危及飞行安全。保持警觉的飞行

机组不仅必须能够处理任何技术方面的紧急情况，同时也能处理其他机组成员

的紧急状况，并且在撤离航空器时必须反应正确和有效。运行手册当中必须包

括这些规则。 

航空器安全运行的关键是了解每种特定型号航空器的运行限制。附件对今

天使用的航空器规定了最低性能运行限制。这些标准考虑到了可能对各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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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航空器性能产生影响的绝大部分因素：航空器的质量、标高、温度、气象条

件和跑道条件，以及包括一台或多台动力装置失效条件下起飞和着陆的速度。 

经过计算并认为能够适用于各种类型飞机的特征和大气条件的性能水平

详细示例包含在附件 6 第 I 部分附篇 C 当中。ICAO 正积极致力于对未来的运

行要求进行预测，比如最近批准了一套新的程序，它对超障要求和所有类型的

国际民用商业航空的仪表进近程序做了修改。 

劫持民用航空器对机长带来了额外的负担。除了纯粹的技术性质的预防措

施之外，ICAO 已经对这种行为所需要的各种安全预防措施做了研究，尽可能

多地涵盖各种紧急情况。 

附件 6 第 II 部分是涉及国际通用航空的固定翼飞机。第 III 部分包括了直

升机的国际商业运输飞行和通用航空飞行。有些国际通用航空运行可以由经验

和技术水平低于商业民用航空人员的机组执行。某些通用航空航空器上安装的

设备可能不能达到商业运输航空器上安装设备的标准。通用航空的运行标准不

是十分严格，它的运行比商业航空运输享有更大的自由程度。 

有鉴于此，ICAO 承认国际通用航空驾驶员和其乘客不一定享有商业航空

运输付费旅客所享有的相同安全水平。但是，附件第 II 部分被特别设计用来

保证第三方（地面人员和在空中其他航空器内的人员）所能接受的安全水平。

因此，商业和通用航空航空器在相同环境中运行时需要遵守最低的安全标准。 

具体内容见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6 航空器的运行。 

 

 

 

 

 

 

 

 

样题：运营人对于计划在海洋区域进行飞行运行的部分，航空器最大审定起飞

质量超过 45500 千克，并且座位数在 19 个以上，必须至少每多少分钟通过自

动报告对航空器位置进行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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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18 备注： 

附件 18 危险物品的安全航空运输 

世界上各种运输形式所承运的货物，有一半以上是危险品 — 爆炸物、腐

蚀物质、易燃物质、毒性物质，甚至放射性物质。这些危险物品对全球多种工

业、商业、医疗以及研究的需要和过程至关重要。 

由于航空运输的优势，这些危险品的很大部分是由航空器承运的。国际民

航组织承认此类货物的重要性，并采取了各种步骤，以便确保能够安全承运此

类货物。做法是通过了附件 18，以及相关的文件《危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

指南》。对于管理危险品的航空承运存在其他规则，但没有在国际上适用，或

者很难在国际上实施，并且，他们与其他运输形式的相应规定也不一致。 

附件 18 规定了需要遵守的广泛标准和建议措施，以便安全承运危险品。

附件包含了相当稳定的材料，利用通常的附件修订过程只需要偶尔进行修订。

附件还使技术指南的各项规定对各缔约国具有约束力，其中包含了正确处理危

险品的非常具体和必要的大量指南。随着化学、生产以及包装工业的发展，它

们需要频繁更新，理事会制定了一项专门程序，以便定期修订并重新发布技术

指南，以便与新产品和技术进步同步。 

国际民航组织对危险品的要求，主要由 1976 年建立的一个专家组制定。

这一专家组不断召集会议，并对技术指南的必要修订提出建议。技术指南尽可

能符合联合国危险品运输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规章。各种运

输形式利用这些公共基础，使货物得以在航空、海运、铁路和道路形式之间安

全顺利地传输。 

国际民航组织在制定安全处理危险物品的要求时，首先确定了在任何情况

下承运都不安全的那些物质的一个有限清单，并随后表明了如何能够安全运输

其他可能的危险物品或物质。 

9 个危险品类别是由联合国专家委员会确定的，并且用于所有运输类型。

第 1 类包括所有类型的爆炸物，例如运动弹药、烟火和信号弹。第 2 类包括可

能同时有毒或易燃的压缩或液化气体；例如氧气瓶和冷冻液化氮。第 3 类物质

是易燃液体，包括汽油、漆类、油漆稀料、等等。第 4 类包括易燃固体，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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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的物质以及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如一些金属粉末、纤维类型薄膜和

碳）。第 5 类包含氧化材料，包括溴酸盐、氯酸盐或硝酸盐；这一类别还包含

有机过氧化物，他们即含氧又非常易燃。第 6 类包括有毒或毒性物质，如杀虫

剂、汞的化合物等等，以及为了诊断和预防目的有时必须交运的传染性物质。

放射性材料在第 7 类；这些主要是需要用于医疗或研究目的的放射性同位素，

但有时包含在已经生产的物品当中，如心脏起博器或烟感器。对人体组织可能

构成危胁或对航空器结构构成危害的腐蚀性物质在第 8 类（如苛性纳、电池液、

油漆消除剂）。最后，第 9 类是在航空运输中有潜在危害的其他材料的杂项类，

如可能影响航空器导航系统的磁化材料。 

具体内容见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18 危险物品的安全航空运输 

 

 

 

 

 

 

 

 

 

 

 

 

 

 

 

 

 

 

 

 

样题：危险品一共有几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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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行控制基础理论 

2.1 系统论 

2.1.1 基本概念 

2.1.1.1 系统、系统论 

备注： 

一、系统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二、系统论 

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结构、特点、行为、动态、原则、规律以及系统间的

联系，并对其功能进行数学描述的新兴学科。 

 

 

 

 

 

 

 

 

 

 

 

 

 

样题：什么是系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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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核心思想 

2.1.2.1 系统论核心思想 

备注： 

核心思想 

一、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 

二、一切系统都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一）系统是由两个以上的要素组成的整体。要素是构成系统的最基本的

部分，没有要素就无法构成系统，单个要素也无法构成系统。 

（二）系统的诸要素之间、要素与整体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有机联系。要素之间的联系是构成系统的基本条件。要素之间若没有任

何联系和作用，则也不能称其为系统。 

（三）系统要素之间的联系与作用必产生一定的功能。功能是系统所发挥

的作用或效能，且是各要素个体所不具备的功能，这种功能是由系统内部要素

的有机联系和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 

三、系统与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系统通过整体作用支配和控制要素； 

（二）要素通过相互作用决定系统的特性和功能； 

（三）系统与要素的概念是相对的。 

 

 

 

 

 

 

 

 

样题：民航系统可以由航空公司、空管、机场、空域这几个要素组成。航空公

司作为民航系统的一个要素，又可以作为一个系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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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基本方法 

2.1.3.1 系统论基本方法 

备注： 

基本方法 

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

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

并优化系统观点看问题，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是普遍

存在的。 

系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情况来划分系统的类型。按人

类干预的情况可划分自然系统、人工系统；按学科领域就可分成自然系统、社

会系统和思维系统；按范围划分则有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按与环境的关系划

分就有开放系统、封闭系统、孤立系统；按状态划分就有平衡系统、非平衡系

统、近平衡系统、远平衡系统等等。此外还有大系统、小系统的相对区别。 

 

 

 

 

 

 

 

 

 

 

 

 

 

 

 

样题：航空运输系统可以划分为什么样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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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控制论 

2.2.1 基本概念 

2.2.1.1 控制和控制论 

备注： 

一、控制 

为了改善某个或某些受控对象的功能或发展，需要获得并使用信息，以这

种信息为基础而进行通信并作用于对象，就叫作控制。 

二、控制论 

研究生命体、机器和组织的内部或彼此之间的控制和通信的科学。 

三、控制论的核心问题 

控制论的核心问题是从一般意义上研究信息提取、信息传播、信息处理、

信息存储和信息利用等问题。 

控制论的核心问题涉及 5 个基本方面：①通信与控制之间的关系。一切系

统为了达到预定的目的必须经过有效的控制。有效的控制一定要有信息反馈，

人控制机器或计算机控制机器都是一种双向信息流的过程，包括信息提取、信

息传输和信息处理。②适应性与信息和反馈的关系。适应性是系统得以在环境

变化下能保持原有性能或功能的一个特性，人的适应性就是通过获取信息和利

用信息并对外界环境中的偶然性进行调节而有效地生活的过程。③学习与信息

和反馈的关系。反馈具有用过去行为来调节未来行为的功能。反馈可以是简单

反馈或复杂反馈。④进化与信息和反馈的关系。生命体在进化过程中一方面表

现有多向发展的自发趋势，另一方面又有保持祖先模式的趋势。这两种效应基

于信息和反馈相结合，通过自然选择会淘汰掉那些不适应周围环境的有机体，

留下能适应周围环境的生命形式的剩余模式。⑤自组织与信息和反馈的关系。

人根据神经细胞的新陈代谢现象和神经细胞之间形成突触的随机性质来认识

信息与系统结构的关系。可以认为，记忆的生理条件以至于学习的生理条件就

是组织性的某种连续，即通过控制可把来自外界的信息变成结构或机能方面比

较经久的变化。 

 

样题：从控制论角度如何理解航空公司运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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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基本方法 

2.2.2.1 控制论的方法 

备注： 

控制论是从信息和控制两个方面研究系统。控制论的方法涉及 4 个方面： 

一、确定输入输出变量。 

控制系统为达到一定的目的，需要以某种方式从外界提取必要的信息（称

为输入），再按一定法则进行处理，产生新的信息（称为输出）反作用于外界。

输入输出变量不仅可以表示行为，也可以表示信息。 

二、黑箱方法。 

根据系统的输入输出变量找出它们之间存在的函数关系（即输入输出模

型）的方法。黑箱方法可用来研究复杂的大系统和巨系统。 

三、模型化方法。 

通过引入仅与系统有关的状态变量而用两组方程来描述系统即建立系统

模型。一组称为转移方程又称状态方程，用以描述系统的演变规律；一组称为

作用方程又称输出方程，用以描述系统与外界的作用。抽象后的系统模型可用

于一般性研究并确定系统的类别和特性。控制系统数学模型的形式不是唯一

的，自动机理论中还常采用状态转移表或状态转移图的方式。系统的特性是通

过系统的结构产生的，同类系统通常具有同类结构。控制论的模型化方法和推

理式属性，使控制论适用于一切领域的控制系统，有助于对控制系统一般特性

的研究。在研究大系统和巨系统时还需要使用同态和同构以及分解和协调等概

念。 

四、统计方法。 

控制论方法属于统计方法的范畴，需要引入无偏性、最小方差、输入输出

函数的自相关函数和相关分析等概念。采用广义调和分析和遍历定理，可从每

个个别样本函数来获取所需的信息。维纳采用这种方法建立了时间序列的预测

和滤波理论称为维纳滤波。非线性随机理论不但是控制论的数学基础，而且是

处理一切大规模复杂系统的重要工具。 

 

 

样题：航空公司运行控制中的信息和控制分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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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运筹学 

2.3.1 决策论 

2.3.1.1 期望值决策法 

备注： 

一、概述 

（一）基本概念 

决策是人们根据预定目标，在几种不同的行动方案中做出抉择的一种过

程，是人们生活和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活动。 

决策者的决策活动需要系统分析人员的决策支持。决策分析就是为帮助决

策者在多变的环境条件下进行正确决策而提供的一套推理方法、逻辑步骤和具

体技术，以及利用这些方法和技术规范选择满意的行动方案的过程。决策分析

的过程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四个活动阶段：①问题分析、诊断及信息活动；②

对目标、准则及方案的设计活动；③对非劣备选方案进行综合分析、比较、评

价的抉择或选择活动；④将决策结果付诸实施并进行有效评估、反馈、跟踪、

学习的执行或实施活动。 

按照 H．A．西蒙（H．A．Simon）的观点，“管理就是决策”。从本课程

已有内容来看，决策是系统工程工作的目的，系统分析实质上就是决策分析。

因此，决策分析的一般过程也即系统分析的过程。科学化是对管理决策的集中

要求，而规范化、民主化和系统化又是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是管理决策

及决策分析的基本原则。 

（二）决策问题的基本模式和常见类型 

决策问题的基本模式为 

),( jiij Afw =             i =1,2,…, m ; j =1,2,…, n  

式中 iA ，决策者的第 i 种策略或第 i 种方案，属于决策变量，是决策者的

可控因素； 

j ，决策者和决策对象（决策问题）所处的第 j 种环境条件或第 j 种自然

状态，属于状态变量，是决策者不可控制的因素； 

ijw ，决策者在第 j 种状态下选择第 i 种方案的结果，是决策问题的价值函



 

154 

 

数值，一般叫益损值、效用值。 

表 1 

自然状态 

益损值  

可选择的方案             

1  2  
 

n  

A1 w11 w21  w1n 

A2 w21 w22  w2n 

     

Am Wm1 Wm2  Wmn 

 

根据决策问题的基本模式，可划分决策问题类型，其结果如图 1 所示。其

中依照 θj的不同所得到的四种类型是最基本和最常见的。多目标决策及群体决

策在决策分析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经济、军事、能源、人口、教育等决策

决策问题的要素 决策问题的要素

•

完全把握 确定型决策

不完全把握 风险型决策

完全不把握

对自然不确定 不确定型决策

对人的不确定 对抗型决策（对策）

A•
战略、战术等决策

W•

隐式、显式等决策

定性、定量、模糊决策

单目标、多目标决策

决策者• 个人、群体决策

 

 

 

 

 

图 1  决策问题划分示意图 

（三）几类基本决策问题的分析 

1、确定型决策 

条件： 

（1）存在决策者希望达到的明确目标（收益大或损失小等）； 

（2）存在确定的自然状态； 

（3）存在可供选择的两个以上的行动方案； 

（4）不同行动方案在确定状态下的益损值可以计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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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在方案数量较大时，常用运筹学中的规划论等方法来分析解决，如

线性规划等。 

严格地来讲，确定型问题只是优化计算问题，而不属于真正的管理决策分

析问题。 

2、风险型决策 

条件： 

（1）存在决策者希望达到的明确目标（收益大或损失小）； 

（2）存在两个以上不以决策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状态，但决策者或

分析人员根据 

过去的经验和科学理论等可预先估算出自然状态的概率值 P(θj)； 

（3）存在两个以上可供决策者选择的行动方案； 

（4）不同行动方案在确定状态下的益损值可以计算出来。 

方法：损益期望值、决策树法。 

风险型决策问题是一般决策分析的主要内容。在基本方法的基础上，应注

意把握信息的价值及其分析和决策者的效用观等重要问题。 

3、不确定型决策 

条件： 

（1）存在决策者希望达到的明确目的（收益大或损失小）； 

（2）自然状态不确定，且其出现的概率不可知； 

（3）存在两个以上可供决策者选择的行动方案； 

（4）不同行动方案在确定状态下的益损值可以计算出来。 

方法：乐观法（最大最大原则）、悲观法（最小最大原则）、等概率法（Laplace

准则，也是一种特殊的风险型决策）、后悔值法（Savage 准则或后悔值最大最

小原则）。 

对于不确定型决策分析问题，若采用不同的求解方法，则所得的结果也会

有所不同，因为这些决策方法是各自从不同的决策准则出发来选择最优方案

的。而具体采用何种方法，又视决策者的态度或效用观而定，在理论上还不能

证明哪种方法是最为合适的。 

由于系统工程所研究的大规模复杂系统一般具有属性及目标多样化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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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管理决策时通常要考虑多个目标，且它们在很多情况下又是相互消长或

矛盾的，这就使得多目标决策分析在管理决策分析中具有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多目标决策的理论、方法与应用，在国际上是最近二三十年才得到蓬勃发展的。

目前分析该类决策问题的方法已有不少，常用方法有：化多目标为单目标的方

法（含系统评价中的加权和以及各种确定目标权重的方法）、重排次序法、目

标规划法及层次分析（AHP）方法等。 

二、风险型决策分析 

在实际系统管理中所遇到的决策分析问题、对各种自然状态可能出现的信

息一无所知的情况是极为少见的。通常根据过去的统计资料和积累的工作经

验，或通过一定的调查研究所获得的信息，总是可以对各种自然状况的概率作

出一定估算。这种在事前估算和确定的概率叫做“主观”概率。所以，在实际

工作中需要进行决策分析的问题大多数属于风险型决策分析问题。 

益损期望值法 

期望值是指概率论中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这里，把所采取的行动方案看

成是离散的随机变量，则 m 个方案就有 m 个离散随机变量，离散变量所取之

值就是行动方案相对应的益损值。离散随机变量 X 的数学期望为 


=

=

m

i

iixpXE

1

)(  

式中   ix ：随机离散变量 x 的第 i 个取值， i =1,2,…, m ； 

      ip ： ixx = 时的概率。 

期望值法就是利用上述公式算出每个行动方案的益损值并加以比较。若采

用决策目标（准则）是期望收益最大，则选择收益期望值最大的行动方案为最

优方案；反之，若决策目标是期望费用最小，则采用费用期望值最小的方案为

最优方案。 

例 1  某航空公司要决定执行新航线航班计划的机型，以便及早做好运行

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假设机型的配备主要根据该航线的运量需求大小而定。根

据以往的统计资料及市场预测的信息得知：未来运量需求出现上涨、不变和下

跌三种状态的概率分别为 0.3、0.6、0.1。若按大、中、小三种不同机型（即三

种不同方案）安排，则在不同运量需求状态下的益损值可以估算出来，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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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所示。现要求通过决策分析来确定新航线的机型，使该航线能获得的收益

期望为最大。 

表 2  例 1 的益损值                                         单位：百万元 

状    态 

      

损    益         概     

      值          

率 

方    案 

运量上涨
1  运量不变

2  运量下跌 3  

0.3 0.6 0.1 

1A ：大机型 40 32 -6 

2A ：中机型 36 34 24 

3A ：小机型 20 16 14 

这是一个面临三种自然状态和三种行动方案的风险型决策分析问题，可运

用期望值法求解如下： 

（1）根据表 2 所列各种自然状态的概率和不同行动方案的益损值，可用

公式 
=

=

m

i

iixpXE

1

)( 算出每种行动方案的益损值分别为 

方案 1A ：  )( 1AE =0.3×40＋0.6×32＋0.1×（-6）＝30.6（百万元） 

方案 2A ：  )( 2AE =0.3×36＋0.6×34＋0.1×24＝33.6（百万元） 

方案 3A ：  )( 3AE =0.3×20 万元＋0.6×16 万元＋0.1×14 万元＝17（百万元） 

（2）通过计算并比较后可知， 2A 的数学期望 )( 2AE ＝33.6 百万元  为最

大，所以选择行动方案 2A 为最优方案。也就是该航线按中机型执行航班计划

所获得的收益期望值为最大。 

 

 

 

 

 

样题：1、什么是期望值决策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哪类决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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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决策论 

2.3.1.2 效用函数法 

备注： 

效用函数及其应用 

效用及效用曲线 

效用这个概念首先是由贝努利（D.Berneulli）提出的。他认为人们对其钱

财的真实价值的考虑与他的钱财拥有量之间有对数关系。这就是贝努利的货币

效用函数。经济管理学家将效用作为指标，用它来衡量人们对某些事物的主观

价值、态度、偏爱、倾向等等。例如在风险情况下进行决策，决策者对风险的

态度是不同的。用效用这一指标来量化决策者对待风险的态度，可以给每个决

策者测定他的对待风险的态度的效用曲线（函数）。效用值是一个相对的指标

值，一般可规定：凡对决策者最爱好、最倾向、最愿意的事物（事件）的效用

值赋予 1，而最不爱好的赋予 0。也可以用其他的数值范围，如（100—0）。通

过效用这一指标可将某些难于量化有质的差别的事物（事件）给予量化。如某

人面临多种方案的选择工作时，要考虑地点、工作性质、单位福利等等。可将

要考虑的因素都折合为效用值。得到各方案的综合效用值，然后选择效用值最

大的方案，这就是最大效用值决策准则。 

（一）相同的期望益损值（以货币值为度量）的不同随机事件之间其风险

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即说明货币量的期望益损值不能完全反映随机事件的

风险程度。 

（二）同一随机事件对不同的决策者的吸引力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可采用

不同的决策。这与决策者个人的气质、冒险精神、经济状况、经验等等主观因

素有很大的关系。 

（三）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况下对同一随机事件也会采用不同的态度。 

当我们以期望益损值（以货币值为度量）作决策准则时，实际已经假定期

望益损值相等的各个随机事件是等价的，具有相同的风险程度，且对不同的人

具有相同的吸引力。 

但对有些问题这个假定是不合适的。因此不能采用货币度量的期望益损值

作决策准则，而用所谓“效用值”作决策准则。 

样题：什么是效用决策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哪类决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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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整数规划 

2.3.2.1 整数规划的分类 

备注： 

整数规划是要求部分或全部决策变量取整数值的线性或非线性规划问题，

适用于求解一大类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决策变量取整数值的实际问题，例如完成

某项任务需要的人员数、设备台（套）数，等等。 

一、整数规划数学模型的一般形式 

在一个规划问题中，如果要求一部分或全部决策变量必须取整数，则该规

划问题称为整数规划（Integer Programming）。整数规划分为整数线性规划和

整数非线性规划问题。为了讨论整数规划问题的性质和求解方法，一般把去掉

取整条件，由余下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构成的规划问题称为原来整数规划问

题的松弛问题（Slack problem）。 

整数线性规划问题的数学模型一般形式为： 

1

max( min)
n

j j

j

z c x
=

=或  

                      

1

( , )    ( 1, , )

0              ( 1, , ). .

( 1, , )

n

ij j i

j

j

j

a x b i m

x j ns t

x j n

=


 =  =




 =



=

 或

部分或全部取整

  

具体地，整数线性规划可以分为下列几种类型： 

（一）纯整数线性规划（Pure Integer Linear Programming）：整数规划问

题中，若要求全部变量都取整数时的线性规划问题，也称为全整数线性规划。 

（二）混合整数线性规划（Mixed Integer Linear Programming）：整数规

划问题中，若只要求一部分变量取整数时的规划问题。 

（三）0-1 型整数线性规划（Zero-One Integer Linear Programming）：整数

规划问题中，若要求全部和部分变量只取 0 或 1 值时的规划问题。 

二、0-1 型规划 

在实际的决策问题中，常常遇到“要么是，要么不是”这样具有两种可能

状态的决策变量，可用整数 0 和 1 对应两种状态，称为 0-1 型决策变量。对应

的整数规划，即 0-1 型整数规划是一类特殊的纯整数规划，其特殊性体现在决

策变量只能取 0 或 1，决策变量组合是由 0 或 1 组成的向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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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决策变量只有两种状态，就可用整数 0 或 1 来加以描述，变量值只能取

值 0 或 1，称其为 0-1 变量。0-1 变量作为逻辑变量，常被用来表示系统是否

处于某个特定状态，或者决策时是否取某个特定方案。例如 

1 MF8125

0 MF8125
x


= 


当放行航班

当不放行航班
 

当问题有多项决策要素，而每项要素皆有两种选择时，每个决策要素均可

分别用 0-1 变量加以描述，则问题的决策要素可用一组 0-1 变量来表示。例如

在航空公司的枢纽机场选择过程中，每个机场是否作为枢纽机场，可用如下

0-1 变量描述： 

j

j

1 A
( 1,2, , )

0 A
jx j n


= =


当机场 选为枢纽机场

当机场 不作为枢纽机场
 

那么对于该航空公司来说，n 个机场中是否选定枢纽机场就可用一个 0-1

型的变量组合向量 1 2( )T

nx x x x= 来加以描述，其中对应每个机场的决策

变量 xj都是 0-1 变量，向量中每个元素要么是 1，要么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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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题：1、整数规划和线性规划有什么区别和联系？2、整数规划和 0-1 规划有

什么区别和联系？ 

2.3.2 整数规划 

2.3.2.2 指派问题的数学模型 

备注： 

指派问题及其匈牙利解法 

实际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指派问题（Assignment Problem），如指派

某些人完成某些任务，指派某些班学生到某些教师上课，指派某些工程队承担

某些项目，指派某些航班停靠某些机门或机位，等等。对于这些不同的指派问

题，可提出广义的“人”和广义的“事”，分别代表不同含义。典型的指派问

题可以描述为：有 n 件不同的事，恰好有 n 个人可承担这些事；由于每个人的

专长不同，故各人完成不同的事所需的资源（如时间）也不一样，同时要求这

些人和事一一对应。问应指派哪个人去完成哪件事，可使完成 n 件事所需的总

资源最少。这样一类问题就称为标准的指派问题。 

标准的指派问题（以广义的人和事为例）可以表述为：有 n 个人和 n 件事，

已知第 i 个人做第 j 件事的费用（或时间）为 cij（i，j =1，2，…，n），要求

确定人和事之间的一一对应的指派方案，使完成这 n 件事的总费用最少。 

为了建立标准指派问题的数学模型，引入 n2 个 0-1 型变量： 

1 i j

( , 1, 2, , )

0 i j

ijx i j n




= =



当指派第 个人做第 件事

当不指派第 个人做第 件事

 

这样，考虑到人和事的一一对应关系，问题的数学模型可写成： 

( )

( )

1 1

1

1

in

1 1,2, ,

1 1,2, ,

0,1

n n

ij ij

i j

n

ij

i

n

ij

j

ij

M z c x

x j n

x i n

x

= =

=

=

=

= =

= =

=

 





， 

， 

 

在该数学规划模型中，第一类约束条件表示一件事（第 j 件事）只能由一

个人来做，第二类约束条件表示一个人（第 i 个人）只能承当一件事。问题包

含的费用系数和决策变量的个数均为 n2 个，可用矩阵表示如下： 



 

162 

 

11 12 1

21 22 2

1 2

n

n

n n nn

c c c

c c c
C

c c c

 
 
 =
 
 
 

        

11 12 1

21 22 2

1 2

n

n

n n nn

x x x

x x x
X

x x x

 
 
 =
 
 
 

 

矩阵 C 一般称为该指派问题的价值系数矩阵（Coefficient matrix）。矩阵

X 称为决策变量矩阵，根据问题的约束条件，该矩阵由 0 和 1 组成；每行只有

一个 1，其余都是 0，表示一人只能做一件事；每列只有一个 1，其余都是 0，

表示一件事只能由一个人来做；满足这些条件的 X 称为可行解矩阵，使目标

函数最小的可行解为问题的最优解，对应一个最优的指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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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题：1、指派问题的决策变量是如何定义的？2、指派问题的约束条件是如何

定义的？ 

2.4 运行组织与管理 

2.4.1 航空器 

2.4.1.1 航空器的分类 

备注： 

航空器：在大气层中进行飞行的飞行器称为航空器。任何可以从空气的反

作用力（不包括空气对地面的反作用力）取得支撑的力的机器。 

一、按照航空器的大小分类 

最大起飞重量 60000 千克（不含）以上的航空器是大型航空器； 

最大起飞重量为 20000~60000 千克的航空器是中型航空器； 

最大起飞重量 20000 千克（不含）以下的航空器为小型航空器。 

二、按照航空器的尾流强弱程度分类 

重型航空器：最大起飞重量大于或等于 136000 千克的航空器，用大写字

母 H 表示； 

中型航空器：最大起飞重量在 7000~136000 之间的航空器，用大写字母 M

表示； 

轻型航空器：最大起飞重量在小于或者等于或者 7000 千克的航空器，用

大写字母 L 表示。 

前机是波音 757 型时，按照前机为重型机的尾流间隔执行。 

A380 机型按照《空中客车 A380 机型尾流类型及尾流间隔标准的规定》

执行。 

三、按照航空器的仪表进近速度分类 

A 类：IAS 小于 169 千米/小时（91 海里/小时） 

B 类：IAS 为 169 千米/小时（91 海里/小时）或以上，但小于 224 千米/小

时（121 海里/小时） 

C 类： IAS 为 224 千米/小时（121 海里/小时）或以上，但小于 261 千米/

小时（141 海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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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类： IAS 为 261 千米/小时（141 海里/小时）或以 上，但小于 307 千米

/小时（161 海里/小时）； 

E 类： IAS 为 307 千米/小时（161 海里/小时），但小 于 391 千米/小时（211

海里/小时）； 

四、按照航空器翼展和主起落架外轮间距划分 

A 类：翼展在 15 米以下，主起落架外轮间距 4.5 米以下； 

B 类：翼展在 15 米-24 米（不含），主起落架外轮间距 4.5 米-6 米（不含）； 

C 类：翼展在 24 米-36 米（不含），主起落架外轮间距 6 米-9 米（不含）。 

D 类：翼展在 36 米-52 米（不含），主起落架外轮间距 9 米-14 米（不含）。 

E 类：翼展在 52 米-65 米（不含），主起落架外轮间距 9 米-14 米（不含）。 

F 类：翼展在 65 米-80 米（不含），主起落架外轮间距 14 米-16 米（不含）。 

五、按照获取升力的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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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题：按照航空器的尾流强弱程度分，A320 属于哪一类机型？ 

2.4.1 航空器 

2.4.1.2 航空器的标志 

备注： 

在我国境内飞行的民用航空器，必须涂绘明显的识别标志，否则器禁止飞

行。 

民用航空器的识别标志包括： 

航空器所属的航空公司名称、航空公司航徽、国籍标志和注册标志（机尾

号） 

国籍标志须从国际电联（ITU）分配给登记国的无线电呼叫信号中的国籍

代号系列中选择。须将国籍标志通知国际民航组织。 

我国民用航空器注册标志为阿拉伯数字、罗马体大写字母或者二者的组

合。注册标志置于国籍标志之之后，国籍标志和注册标志之间加一短横线。 

如 B-2454，B 代表该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登记的，2454 为注册编

号（机尾号）。 

此外： 

B 中国      C 加拿大       EC 西班牙     JA 日本  

N 美国      G 英国         I 意大利       F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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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题：B-2454 是在哪个国家登记注册的？ 

2.4.1 航空器 

2.4.1.3 航空器的文件 

备注： 

民用航空器在执行生产飞行任务前，必须取得和办理下述文件后方可飞

行： 

航空器注册登记证； 

航空器适航证； 

航空器无线电台使用许可证； 

航空器航行记录薄； 

航空器飞行必须的其他文件、资料，如航图、手册、执照、护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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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题：航空器三证是指哪三证？ 

2.4.1 航空器 

2.4.1.4 航空器的使用 

备注： 

一、使用总寿命 

大型航空器一般按机身飞行总时间和起落架次计算，中、小型航空器一般

按机身总飞行时间计算。 

二、使用基本依据 

航空器的使用手册是机组使用该航空器的基本依据，也是飞行签派员、空

中交通管制员签派和管制的航空器飞行的依据。除了局方和所属航空公司另有

规定，一般应按照使用手册规定执行。 

航空器的检查维护通常分为航行前检查、航行后维护、定期维护或分区维

护、进厂大修等。各型航空器的维护均有不同的规定和要求，应按各型航空器

维护手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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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题：大型航空器一般如何计算使用寿命？ 

2.4.1 航空器 

2.4.1.5 航空器的适航管理 

备注： 

设计民用航空器应取得民航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 

生产民用航空器应取得民航局颁发的生产许可证和适航证； 

进口民用航空器应取得民航局颁发的准予进口的型号认可证书； 

租用外国航空器应经民航局对其原登记国颁发的适航证审查认可或另行

颁发适航证； 

出口民用航空器由民航局签发出口适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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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题：设计民用航空器是否应取得型号合格证？ 

2.4.2 机场 

2.4.2.1 定义 

备注： 

机场：在地面或水面上划定的一块区域（包括相关的各种建筑物、设施和

装置），供飞机起飞、着陆、停放、加油、维修及组织飞行保障活动之用的场

所。 

机场基准点：用以标定机场地理位置的一个点，机场基准点可位于机场一

条现有跑道的几何中心，首次确定后宜保持不变，，用经纬度表示，准确到秒。 

机场标高：主跑道中线上最高点的到平均海平面的垂直距离，准确到米。 

机场基准温度：机场或接近机场的气象台、站所记录的平均年最热月的日

最高气温的月平均值，以摄氏度计（取 5 年平均值）。 

跑道：陆地机场上划定的长方形地区，供航空器着陆和起飞之用。 

滑行道：陆地机场上划设的通道，供航空器滑行之用。用于提供从跑道到

航站区和机库之间的链接通道，分为主用滑行道、出口滑行道（联络道）、快

速出口滑行道（30°）和辅助滑行道。 

净空道：自跑道端向外、向上延伸的部分，飞行区等级代码 1-2 的 75 米，

3-4 的宽度 150 米，除了必要的灯光设施外，不允许有任何其他障碍物保护飞

机起降安全。 

停止道：由跑道端向外延伸的部分，用于减少飞机中断起飞时冲出跑道的

危险，宽度不小于跑道，一般等宽，长度不小于 60 米，强度要足以支持飞机

中断起飞时的质量。 

跑道入口：跑道可用于着陆部分的始端。 

停机坪：陆地机场上供航空器上下旅客，装卸货物、邮件等而划定的区域。 

活动区：机场上供航空器起飞、着陆和滑行使用的部分，包括机动区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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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坪。 

机动区：机场上供航空器起飞着陆和滑行使用的部分，但不包括停机坪。 

 

 

 

样题：什么是机场基准温度？ 

2.4.2 机场 

2.4.2.2 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备注： 

为了使机场飞行区的各种设施的技术要求与在这个机场上运行的航空器

性能相适应，我国采用飞行区等级代码和飞行区等级代字来表征和描述民运航

空运输机场飞行区对航空器的接纳能力。 

（1）飞行区等级代码 

根据机场飞行区使用的最大航空器的基准飞行场地长度分为：1、2、3、4

四个等级 

（2）飞行区等级代字 

根据机场飞行区使用的最大航空器的翼展和主起落架外轮外侧的距离分

为：A、B、C、D、E、F 六个个等级。 

 

 

 

 

 

 

 

飞行区等级

代码 

飞行场地长

度（米） 

飞行区等级

代字 
翼展（米） 轮距（米） 

1 1<800 A <15 <4.5 

2 800～<1200 B 15～<24 4.5～<6 

3 1200～<1800 C 24～<36 6～<9 

4 ≥1800 D 36～<52 9～<14 

  E 52～<65 9～<14 

  F 65～<80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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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题：如要容纳 B737-800 飞机，机场的技术等级应为？ 

2.4.2 机场 

2.4.2.3 机场飞行区 

备注： 

一、跑道 

（一）跑道种类 

跑道根据航空器飞行的方式分为： 

1、非仪表跑道：供航空器用目视方式进近、起飞的跑道； 

2、仪表跑道：供航空器用仪表方式进近、起飞的跑道。其中又分为：非

精密进近跑道、一类精密进近跑道、二类精密进近跑道和三类精密进近跑道。 

（二）跑道长度 

基准飞行场地长度是在标准条件下（即海平面高度、气温 15℃、无风、

跑道无坡度），以航空器规定的最大起飞重量为准的最短平衡跑道长度。非标

准条件的机场，跑道的实际长度可参照基准飞行场地长度，按下列平均修正系

数加以修正后确定。跑道的公布距离如下图所示。 

 

图 1 跑道的公布距离 

1、海拔修正：按机场海拔每高出海平面 100 米，跑道长度增加 2.5%； 

2、气温修正：经过海拔修正后的跑道长度，按机场基准温度每超过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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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海拔的标准大气温度 1℃，跑道长度增加 1%。 

如海拔和气温两项修正的总和超过修正前长度 35%时，应作专门研究确

定。 

3、跑道坡度修正：经过海拔和气温修正后的跑道长度，再按跑道有效坡

度（跑道中线上最高点和最低点标高之差除以跑道长度）每 0.1%，跑道长度

增加 1%。 

（三）跑道的宽度 

跑道的宽度根据航空器的翼展和主起落架外轮外间距而定。飞行区等级代

码为 1 的跑道宽 18~23 米，飞行区等级代码为 2 的跑道宽 23~30 米，飞行区等

级代码为 3 的跑道宽 30~40 米，飞行区等级代码为 4 的跑道宽 45 米。 

二、跑道道肩 

跑道道肩是紧靠铺筑面侧边经过整备作为铺筑面与邻接面之间过渡用的

地区，供航空器偶然滑出跑道时，使航空器的结构不致损坏。飞机因测风偏离

跑道中心线时，不致引起损害。防止发动机的喷气吹起地面的泥土或砂石使发

动机受损。 

跑道道肩一般每侧宽度为 1.5 米，道肩的路面要有足够强度，以备在出现

事故的，使飞机不致遭受结构性损坏。 

三、升降带 

升降带是一块包括跑道和停止道的划定场地。用来减少航空器冲出跑道遭

受损失的危险；保证航空器在其起飞或着陆运行过程中在其上空飞过。升降带

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图 2 升降带示意图 

 



 

173 

 

 

 

 

 

 

 

样题：什么是基准飞行场地长度？ 

2.4.2 机场 

2.4.2.4 机场地面标志 

备注： 

地面标志要求颜色明显，易于识别，没有反光。跑道标志以白色为好，滑

行道和航空器停放位置标志用黄色。 

一、跑道号码标志 

在跑道入口处涂绘跑道号码标志。 

跑道号码由进近方向最接近跑道中心磁方位十分之一的两位整数组成。当

其为个位数时，其十位数位“0”。 

在有平行跑道的情况下，每个跑道号码宜顺序（从进近方向看去自左至右）

各增加一个字母： 

２条平行跑道：“Ｌ”、“Ｒ”； 

３条平行跑道：“Ｌ”、“Ｃ”、“Ｒ”； 

４条平行跑道：“Ｌ”、“Ｒ”、“Ｌ”、“Ｒ”； 

５条平行跑道：“Ｌ”、“Ｃ”、“Ｒ”、“Ｌ”、“Ｒ”或“Ｌ”、“Ｒ”、“Ｌ”、

“Ｃ”、“Ｒ”； 

６条平行跑道：“Ｌ”、“Ｃ”、“Ｒ”、“Ｌ”、“Ｃ”、“Ｒ”。 

二、跑道入口标志： 

在跑道入口处涂绘跑道入口标志。 

自离跑道入口 6 米处开始向内，由一组长度相同的线段组成，线段长 30

米，宽约 1.8 米，间距约 1.8 米，横向排列至跑道边 3 米以内。 

靠近跑道中线的两条线段用双倍的间距分开。 

三、跑道中线标志： 



 

174 

 

沿跑道中线，在跑道号码之间涂绘跑道中线标志。 

中线标志线段长 30 米，间距 20 米，形成虚线。线宽 0.45 米，二类和三

类精密进近跑道线条宽 0.9 米。 

四、定距标志 

飞行区等级代码为 4 的跑道两端都应设置定距标志。距跑道入口 300 米处

开始向内顺沿跑道方向涂绘。 

五、接地地带标志 

精密进近跑道的接地区应涂绘接地地带标志。 

该标志从跑道入口起，以 150 米的纵向间距对称设置。 

飞行区等级代码为 4 的跑道设 6 对，为 3 的跑道设 5 对 

六、跑道边线标志 

跑道道面与道肩不能明显辨别的应涂绘跑道边线标志。 

宽 0.9 米（跑道宽 30 米以上）或 0.45 米（跑道宽小于 30 米）的连续实线，

其外侧与跑道道面边缘大致相齐。 

七、滑行道中线标志 

为 15 厘米宽的连续实线，在直线段应沿中线设置，在弯道处应保持在与

道面两边缘等距处设置，在滑行道与跑道相交处，滑行道中线标志应以曲线形

式转向跑道中线标志，并与跑道中线平行（相距 0.9 米）延伸至超过切点至少

60 米处。 

八、滑行等待位置： 

距跑道中线的距离，飞行区等级代码为 3、4 的跑道为 75 米；精密进近跑

道为 9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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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题：关于跑道号码标志是如何规定的？ 

2.4.2 机场 

2.4.2.5 机场灯光 

备注： 

机场的地面标志和灯光设备都是目视助航设备作用是更好地引导航空器

安全进入着陆。 

一、机场灯标 

机场灯标设在机场内或机场的邻近地区，用于指示机场位置。 

二、进近灯光系统 

（一）进近中线灯 

跑道中心线延长线上一行固定的可变白光灯。 

精密进近跑道的进近中线延伸至少 900 米，如场地条件限制无法满足 900

米要求时，可以适当缩短，但总长度不得低于 720 米；简易进近灯光系统延伸

至少 420 米。 

（二）进近横排灯 

在距跑道入口 300 米处设置进近横排灯（Ⅱ、Ⅲ类精密进近跑道在距跑道

入口 150 米和 300 米处各设置一排）。进近横排灯被跑道中心线延长线垂直平

分，每边内侧灯距跑道中心线延长线 4.5 米，各向外再设七个灯，灯间距为 1.5

米，灯的颜色为可变白光。 

（三）进近旁线灯 

从跑道入口延伸至距跑道入口 270 米处的红光灯（Ⅱ、Ⅲ类精密进近跑道

安装此灯），灯距为 30 米。 

（四）进近灯光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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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近灯光系统根据跑道的运行类别，其结构组成并不相同，具体可分为简

易进近灯光系统、Ⅰ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及Ⅱ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简易进近

灯光系统由进近中线灯和进近横排灯组成，Ⅰ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由进近中线

灯和进近横排灯组成及Ⅱ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由进近中线灯、两进近横排灯和

进近旁线等组成。 

三、跑道灯光系统 

（一）跑道边线灯 

跑道边线灯沿跑道全长设在对称跑道中线距离跑道边线外不大于 3 米的

两行平行线上。跑道边线灯的间距不大于 60 米。位于跑道两端 600 米范围内

的跑道边线灯采用半白半黄发光的灯具，并使白光向外，黄光朝向跑道中部。

如果跑道入口内移，从跑道断至内移跑道入口之间的边灯向进近方向显示为红

色。跑道边线灯采用轻型易折的灯具。 

（二）跑道入口灯 

设在跑道到段跑道边线中间，均匀布置在垂直于跑道中线的直线上，从进

近方向看，灯光为绿色。设有跑道边灯的跑道必须设置跑道入口灯。如果仪表

跑道或非精密进近跑道，跑道入口至少装 6 个灯具。如为精密进近跑道，跑道

入口灯以不大于 3 米的间距在跑道灯间沿跑道入口等距设置。跑道入口灯采用

轻型易折式或平地式灯具。 

（三）跑道末端灯 

一般采用与跑道入口灯共用的半红半绿发光的灯具，以其向跑道中部发红

光部分作为跑道末端灯。跑道末端灯采用轻型易折或平地式灯具。 

（四）跑道中线灯 

沿跑道全长设在跑道中心线上，灯距为 30 米；从跑道入口到距跑道末端

930 米范围内全部为白光灯，从距跑道末端 900 米处起至距跑道末端 300 米处

范围内红光灯与白光灯相间设置；其余均为红光灯。II 类、III 类精密跑道必

须设置跑道中线灯。 

（五）接地地带灯 

接地地带灯从跑道入口开始至跑道入口后 900 米沿跑道纵向按间距 60 米

（在 RVR 大于或等于 300 米时使用的跑道）或 30 米（RVR 小于 300 米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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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跑道），对称地设在跑道中线的两侧。接地地带灯采用平地式单向发白光

的灯具，朝向该侧跑道入口发光。II 类或 III 类精密进近跑道须设接地地带灯。 

（六）停止道灯 

沿停止道的全长等距地设在跑道边线灯的延长线上，灯距为 40米至 60米，

灯光颜色为红色。此外，还应横贯停止道末端设置三个灯，与跑道中心线垂直、

距停止道端线不大于 3 米。 

（七）目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VASIS）及精密进近航道指示器（PAPI） 

该灯光系统由多组成对的灯组组成，其中目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灯光对称

地排列在跑道两侧，精密进近航道指示器排列在跑道左侧。二者都用于引导飞

机在进近过程中保持正常的下滑航迹。 

四、滑行道灯光 

（一）滑行道边线灯 

滑行道边线灯沿滑行道边缘外 3 米以内设置，直线段间距不大于 60 米；

在短的直线段和弯道上适当减小灯距。滑行道边线灯采用全方向发蓝光的轻型

易折式灯具。 

（二）滑行道中线灯 

II 类精密进近跑道必须设置滑行道中线灯。滑行道中线灯沿滑行道中线均

匀布置，其直线段间距为 30 米；在短的直线段和弯道上视情况减少灯具。滑

行道中线灯采用双向发绿光的平地式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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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题：机场灯标的作用是什么？ 

2.4.3 飞行分类 

2.4.3.1 根据任务性质分类 

备注： 

根据飞行的任务性质，民用航空可以分为航空运输飞行、通用航空飞行、

训（熟）练飞行、检查飞行和公务飞行。 

一、航空运输飞行 

航空运输飞行是指在国内和国际航线上使用航空器进行取酬的旅客、货

物、邮件运输，含定期和不定期航班飞行。又称为公共航空运输或商业航空运

输。对于载运邮件的飞行，视为载运货物飞行；对于同时载运旅客和货物的飞

行，视为载运旅客飞行，但应当同时满足有关货物运输条款的要求。 

定期航班是指航空企业根据公布的班期时刻在批准的航线上进行的运输

飞行。 

定期航班包括，正班（W/Z）、补班（Z/P）、加班（客加班 C/B，货加班

H/Y） 

非定期航班是指除了定期航班之外的商业航空运输飞行，包括包机（客包

L/W，货包 H/G）、专机 J/B，调机（N/M）。所有非定期航班，在执行航班任

务前，都要向空管局申请，经过批准之后才能执行。 

航班的性质为补班时，正班航班号最后一位数字用相应的字母表示： 

 

二、通用航空飞行 

0 1 2 3 4 5 6 7 8 9 

Z Y X W V U T S R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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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飞行是指利用民用航空器所从事的非公共航空运输的民用航空

活动。 

主要包括为工业、农业、林业、牧业、林业、渔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建设服

务的各类作业飞行，以及从事医疗卫生、抢险救灾、海洋及环境监测、科学试

验、教育训练、文化体育和旅游观览等飞行活动。 

三、训（熟）练飞行 

训练飞行是指培训和提高驾驶员技术的飞行。 

熟练飞行是指为保持和恢复驾驶员技术的飞行。 

训练飞行可以在机场内和航线上单独或结合生产进行 

四、检查试验飞行 

检查试验飞行是为检查航空器、发动机或其他设备在空中的工作情况而进

行的飞行。 

五、公务飞行 

公务飞行是指为企业的业务需要而派遣航空器进行的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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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题：根据飞行的任务性质，民用航空可以分为哪几种飞行？ 

2.4.3 飞行分类 

2.4.3.2 按照飞行区域划分 

备注： 

民用航空飞行空域可以分为机场区域、航线和作业区。在各个飞行空域进

行的飞行各有其特点，在飞行申请和飞行管制上有不同的要求。按照飞行区域

民用航空飞行可以分为机场区域内飞行、航线飞行和作业地区飞行。 

一、机场区域内的飞行 

机场区域内的飞行包括离场航空器起飞爬升、加入航线和进场航空器的下

降、进入着陆以及航空器的本场飞行活动。 

二、航线飞行 

航线飞行是指按飞行计划在航路和航线上进行的飞行。 

三、作业区飞行 

作业区飞行是指航空器根据业务的需要在指定的地区进行的作业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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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题：按照飞行区域民用航空飞行可以分为哪几类飞行？ 

2.4.3 飞行分类 

2.4.3.3 按昼夜时间划分 

备注： 

从任何意义上来讲，昼间飞行和夜间飞行都具有很大的不同。黑暗的夜间

使人的感觉发生改变，看到地形地物有时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在同样的大气条

件下，夜间的灯光标识物能见度要大于该物体昼间能见度。远离城市的机场在

夜间要比昼间容易辨识得多，但综合来看，昼间飞行比夜间飞行更容易。 

按昼夜时间民用航空器分为昼间飞行、夜间飞行和昼夜飞行。 

一、昼间飞行 

从日出到日落之间的飞行。特点是光线充足明亮，地标和天地线清楚，可

以根据外界景物来判断飞机状态、确定飞机位置。空管部门组织保障昼间飞行

时，水平能见度小于 2 千米的，在航空器起飞、降落前，应当打开机场全部障

碍标志灯；水平能见度小于 1 千米的，起飞时还应当打开跑道灯，着陆时还应

当打开航空器着陆方向（着陆的反方向）上保障飞行的全部灯光。 

二、夜间飞行 

夜间飞行是指从日落到日出之间的飞行。特点是根据仪表操纵飞机和保持

飞状态按灯光点和领航仪表判断飞机位置；夜间飞行消耗精力大，容易产生错

觉，设备使用不如昼间方便等。夜间飞行使用的航空器和机场应具有夜航设备。

昼间、夜间飞行之间，从日没到天黑之间的飞行称为黄昏飞行；从天亮到日出

之间的飞行称为拂晓飞行。组织实施黄昏、拂晓飞行，按照夜间飞行的有关规

定执行。黄昏、夜间和拂晓能见度低，起降地带的障碍物不易发现，气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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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性比昼间差，掌握天气的及时性不强，尤其是暗夜，对雨、低云、雾的

出现不易及时发现，容易造成事故隐患。在航空器起降过程中，管制员视觉判

断空中飞机的方位、距离、高度的准确性变差，主要通过雷达、通信导航设备

和灯光信号等掌握飞机的位置，对飞机实施指挥。 

三、昼夜飞行 

由昼间到夜间或者由夜间到昼间的连续飞行。跨昼夜飞行兼有昼间飞行、

夜间飞行、黄昏和拂晓飞行的特点。 

样题：什么是昼间飞行？ 

2.4.3 飞行分类 

2.4.3.4 按照气象条件划分 

备注： 

按照气象条件民用航空飞行分为简单气象飞行和复杂气象飞行。 

简单气象飞行：简单气象飞行是指航空器在云量少、云底高、能见度好的

气象条件下飞行。 

复杂气象飞行：复杂气象飞行是指航空器在云量等于或多于 4/8 的低云和

低能见度的气象条件下飞行。通常是指航空器在云中、云上和云下有雨、雪、

雾、等低能见度的情况下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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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题：什么是简单气象条件飞行？ 

2.4.3 飞行分类 

2.4.3.5 按驾驶和领航技术划分 

备注： 

飞机的驾驶和领航方式是根据外界所能提供的目视参考程度来决定的。如

果外界提供的目视参照物多，飞行员对飞机的位置和姿态的把握程度和确定程

度也就高，即对于“在哪里？”和“去哪里？”及“怎么去？”问题的答案是

明确的，这种航空器的驾驶和领航方式即为目视飞行。如果外界提供的目视参

照物少或没有任何外界目视参照物，飞行员对飞机的位置和姿态的把握程度和

确定程度低，飞行员对飞机的位置和姿态的把握和确定就需要特定的仪表和设

备来实现，这种飞机的驾驶和领航方式即为仪表飞行。因此，按驾驶和领航方

式民用航空飞行分为目视飞行和仪表飞行。 

一、目视飞行（VFR） 

主要依据目视天地线、地标或者云层等参照物，判断、保持或者改变飞行

状态与位置的飞行。 

在飞机发展初期，机载设备不完善般都是目视飞行。目视飞行由于天气好，

天地线和地标清楚，飞行员容易判断航空器状态和确定航空器位置，操纵航空

器比较容易。初学飞行时，一般采用目视飞行，如起落航线飞行。由于任务的

特定性和飞机设备及性能的限制，也主要采用目视飞行。 

目视飞行时观察外面为主，观察座舱仪表为辅。其特点是受天气等条件的

限制较大；飞行员精力消耗比仪表飞行小；运动参数的准确性不如仪表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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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不够精确时，通常与仪表飞行结合使用。 

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应当预先向有关空管部门申请，并经过批

准后方可飞行。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时，未经有关空管部门批准，不得在飞行

高度 6000 米以上飞行，也不得作跨音速或超音速飞行。日视飞行的飞行员应

当进行严密的空中观察，并对保持航空器之间的间隔和航空器距地面障碍物的

安全高度是否正确负责。 

二、仪表飞行（IFR） 

主要依据机上仪表和设备，判断、保持或者改变飞行状态与位置的飞行。

云中飞行、夜间飞行、海上飞行、高空飞行和荒漠飞行的基础。对提高飞行员

的全天候执行任务和机动作战能力，保证飞行安全有着重要作用。 

仪表飞行时，飞行员长时间观察仪表，容易疲劳，易产生错觉，要正确分

配注意力，及时、柔和、准确地操纵飞机；飞行员应熟记各种仪表位置和指示

特点，熟知仪表故障和产生错觉的原因及处置方法。随着航空仪表电子化、显

示综合化、智能化和数字化发展，半自动或者自动化飞行控制系统不断完善，

使飞行员对仪表的观察和使用日趋简便、精确。 

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时，飞行员应当在规定频率上持续守听，并向有关空

管部门报告飞越每一个指定报告点的时间和飞行高度，在遇到影响飞行安全的

气象条件及与飞行安全有关的任何其他信息时，也应当及时报告。按仪表飞行

规则飞行时，管制员对航空器之间的间隔和航空器距地面障碍物的安全高度是

否正确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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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题：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时，谁对航空器之间的间隔和航空器距地面障碍物

的安全高度是否正确负责？ 

2.4.3 飞行分类 

2.4.3.6 按飞行高度划分 

备注： 

飞行之所以称其为飞行，是由于航空器飞离了地面，具有飞行高度。各种

不同的航空器其飞行性能不同，其飞行的高度范围不一样。不同的空域，空域

管理的要求不同，允许的飞行高度也不同。各飞行高度的飞行有不同于其他高

度的条件和特点，因此有必要按照飞行高度划分飞行类别。 

按照飞行高度，民用航空器飞行分为超高空飞行、高空飞行、中空飞行、

低空飞行和超低空飞行。 

一、超高空飞行 

飞行高度在 15000 米以上的飞行。超高空飞行空气密度小、表速小、迎角

大、进气量小，如操纵动作粗猛易造成发动机喘振、停车和飞机抖动、失速。

高空风对飞机上升影响明显，在对流层以下逆风爬升快，进入平流层后则逆风

爬升慢。由于外界空气密度小，座舱内外压力差大，为防止座舱失密或者座舱

盖爆破危及飞行安全，应经常检查和调节座舱压力。执行作战任务的飞机超高

空飞行时，可减少敌歼击机和地面火力的威胁，但飞机机动性降低、不利于空

战和准确突击地面目标。 

二、高空飞行 

飞行高度在 7000-15000 米（含）的飞行。高空飞行特点是发动机耗油量

减小，空气密度减小、真速大，续航时间和航程都增长。高空飞行时机载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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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有效距离加大，机载雷达可克服地杂波的干扰，有利于增大发现目标的距

离。 

高空飞行流量大，飞行高度层密集。空管部门应合理安排飞行计划，加强

飞行态势监控，遇有飞行冲突，应采取指挥航空器等待或者调速的方法实施调

配。 

三、中空飞行 

飞行高度在 1000-7000 米（含）的飞行。中空空气密度还比较大，操纵飞

机获得大的载荷较容易，为防止超过飞机强度的限制，飞行员动作不宜粗猛，

应按规定使用抗荷设备，防止超载导致黑视。 

中空飞行，航空器大多处于上升、下降阶段，飞行高度在变化中，相互之

间的影响大，飞行易发生冲突，空管部门应重点掌握各航空器的位置，及时调

整飞行冲突，防止航空器空中相撞。 

四、低空飞行 

飞行高度在 100-1000 米（含）的飞行。低空飞行具有耗油量大，续航时

间相对较短，航程小，飞行员精力消耗大等特点。由于低空飞行高度低，航空

器机载电子设备有效距离臧小，雷达受地杂波的干扰，不利于发现目标，组织

实施时应当事先查明拟飞行区城内高大障碍物的标高和位置；按飞行轨迹的真

实高度，正确规定航线各段的最低飞行高度，航线两侧应留有适当的安全距离。

空管部门应提醒飞行员严格按批准的飞行计划飞行，并注意空中观察，防止航

空器空中相撞或与地面障碍物相撞。 

五、超低空飞行 

飞行高度在 100 米（含）以下的飞行。超低空飞行具有燃料消耗大，续航

能力降低；机载电子设备作用距离偏短；观察地面角速度大，发瑰和识别地标

难度加大；易受地面高大障碍物和飞鸟的威胁；飞行员精力高度集中易疲劳等

特点。 

超低空飞行时，飞行管制员应注意飞行区城与航线的选择，考虑通信、导

航、雷达等设备的性能、地面高大障碍物以及地区性气象的影响：飞行航线尽

量避开城市、军事基地、大型工厂等重要目标：对飞行区城的商大障碍物应标

出其准确高度和位置，必要时组织人员实地核查，防止航空器与地面障碍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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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 

 

 

 

 

 

 

 

 

样题：什么是超低空飞行？ 

2.5 飞行原理 

2.5.1 流体力学基础 

2.5.1.1 伯努利原理应用 

备注： 

（一）对于亚音速气流，若流管面积减小，则流速增加；而对于超音速则

刚好相反，若流管面积减小，则流速减小。流体的伯努利原理表明，不管是超

音速还是亚音速气流，只要流速增加，则压强就会减小。如图所示，由于飞机

的机翼向上弯曲的稍多一些，从整体上来说飞机下表面的流管面积要大于上表

面的，因此下表面的气流流动比上表面慢一些、则下表面的压强比上表面大，

从而产生向上的力即升力。 

 

 

 

图 1 跑道的公布距离 

图 1 示意图 

（二）对于等熵流沿流线，均熵流沿全场中 

（1）速度增大，ρ、T、P、a 减小，M 增大； 

（2）速度为 0 时，ρ、T、P、a 最大，M＝0，该点称为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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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速度增大时，流体微团在流动中内能减少，动能增加，内能转换为

动能。 

 

 

 

 

 

 

 

样题：对于亚音速气流，流管面积增加，流速如何变化？ 

2.5.1 流体力学基础 

2.5.1.2 音速和马赫数概念 

备注： 

1、音速是微弱扰动的传播速度，与气体的种类和温度有关，随温度升高

而增加。微弱扰动传播很快，气体微团之间来不及传热，这种无摩擦的不传热

过程是理想的绝热过程，即等熵过程。 

2、对于空气，在海平面标准大气情况下，音速为 340 米/秒。 

3、飞机的飞行马赫数是飞机真空速大小与飞行高度上音速之比。 

4、当机翼上翼面最低压力点的局部速度达到音速时的来流马赫数就是临

界马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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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题：对于空气，在海平面标准大气情况下，音速为多少？ 

2.5.1 流体力学基础 

2.5.1.3 马赫波 

备注： 

当流场中 1M  或来流马赫数 1M  时，在流场中会出现一些特殊现象：

膨胀波与激波，这些现象与弱扰动波的传播密切相关： 

1、超音速气流流过外折角，会在折点处形成膨胀波，使得气流经过膨胀

波后的速度增加，压强、密度、温度减小，马赫数增大。 

 

图 1 外折角示意图 

2、流过一个折角很小的二维内折翼面时，会在折点处形成斜激波，如果

折角比较大，则会形成曲面激波或者正激波。超音速气流经过激波后，速度减

小，压强、温度和密度增大，马赫数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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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折角示意图 

3、从飞机阻力增加的程度来讲，三种激波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正激波、

曲面激波和斜激波。 

 

样题：超音速气流经过激波后，速度、压强会怎么变化？ 

2.5.1 流体力学基础 

2.5.1.4 附面层 

备注： 

1、雷诺数是研究粘性流体时常用到的一个重要参数雷诺数，它代表了惯

性力和粘性力的比值，雷诺数越大表示粘性的影响越小。 

2、对于高雷诺数流动，粘性流体流过物体表面时，由于粘性作用，其速

度分布和理想流体时的速度分布在物体表面附近有很大差别。例如，理想流体

在物面上的速度不是零，且速度的最大值就在物面上，而粘性流体在物面上的

速度为零，沿物面的法向速度增大，在物面附近有较大的速度梯度。紧贴物面、

速度梯度很大以致粘性力影响显著的这一薄层就称之为附面层或边界层。 

 

图 1 附面层示意图 

3、沿物体表面法线方向，流动速度增大到理想流体速度（自由流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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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9%的地方定为附面层的边界。 

 

 

 

 

 

 

 

 

 

 

样题：沿物体表面法线方向，流动速度增大到理想流体速度的（）的地方定为

附面层的边界。 

2.5.2 飞机升力阻力特性 

2.5.2.1 升力曲线和升力特性 

备注： 

1、飞机的定常飞行中，升力等于重力、推力等于阻力。飞机的升力与速

度、大气密度、机翼面积、升力系数等有关。在中小迎角下，升力系数与迎角

近似成线性关系，随迎角进一步增大，升力系数曲线逐渐向下弯曲，在某个迎

角下达到最大值，然后减小。使升力系数为零的迎角即飞机的零升迎角，使升

力系数取最大值的迎角称失速迎角。在其他条件一定时，飞机的升力系数随粘

性增大而减小、随后掠角增大而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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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迎角与升力系数的关系曲线 

2、临界迎角对应着飞机的失速速度。飞机在转弯时，升力的竖直分量需

要平衡重力，为了保持飞机不掉高度，飞机的升力需随转弯坡度增加而增加。

因此大坡度转弯时飞机的升力系数（迎角）较大，可能会引起飞机的抖动。 

 

 

 

 

 

 

样题：在中小迎角下，升力系数与迎角近似成（）关系？ 

2.5.2 飞机升力阻力特性 

2.5.2.2 阻力种类及特性 

备注： 

1、飞机的气动阻力包括摩擦阻力、压差阻力、干扰阻力、激波阻力（出

现超音速区域后才会产生）和诱导阻力（与升力大小有关）。 

2、摩擦阻力直接与粘性有关，没有粘性则没有摩擦阻力；压差阻力是飞

机前后压力差的阻力，它也是由粘性造成的；诱导阻力是三维机翼产生升力时

伴随产生的一种阻力，与粘性无关；飞机由机翼、机身、尾翼、发动机等各部

件组合而成，一般组合起来之后的阻力比单独各部件阻力之和要大，这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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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之后气流相互干扰引起附加阻力的缘故，这种附加阻力就是干扰阻力；当

飞机飞行数大于临界马赫数时，流场中出现激波之后会产生激波阻力。 

3、飞机重心越靠前，平尾上需要的向下配平力就越大，使得机翼升力越

大、诱导阻力增加，因此在其他条件一定时，飞机的平飞阻力随重心前移而增

加。为减少激波阻力，超音速飞机通常采用菱形或楔形翼型；而为了减少诱导

阻力，低速飞机通常采用大展弦比的直机翼，同时加装翼尖小翼也可以减小诱

导阻力和尾流强度。 

4、飞机的升阻比最大时，对应的平飞阻力最小。此时对应着飞机的有利

迎角、有利速度（绿点速度）。有利速度随飞机重量增加而增加、随高度升高

而增加。 

5、尾流是飞机在飞行中由于机翼上下翼面压力差使得气流绕过翼尖而形

成的漩涡，对后机的飞行安全有着重要影响。对于航空器来说，重量越大、速

度越小，则尾流也越强。尾流的产生从飞机起飞抬前轮离地开始到飞机接地着

陆消失。 

 

 

 

 

 

样题：飞机的气动阻力包括哪几种？ 

2.5.2 飞机升力阻力特性 

2.5.2.3 极曲线 

备注： 

1、飞机的极曲线是表示阻力系数与升力系数的关系曲线。极曲线上每一

点对应一个迎角。极曲线和横轴的交点对应着零升迎角和零升阻力系数，极曲

线的最高点对应着最大升力系数和失速迎角，沿极曲线由下至上迎角逐渐增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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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飞机的极曲线 

2、在放出增升装置时，同一迎角下的升力系数和阻力系数都增大，极曲

线将向右上方移动。在放起落架、减速板等装置时只增加阻力，升力基本不变，

极曲线将向右移动。 

3、飞机的重心对飞机的阻力系数是有影响的，因而重心对极曲线也有影

响，在 M 数和 CL 一定时，重心越靠前，CD 越大。 

 

 

 

 

 

 

样题：飞机的极曲线是（）和（）的关系曲线？ 

2.5.3 增升原理 

2.5.3.1 增升原理 

备注： 

一、为了保证飞机在起飞和着陆时，减小滑跑距离而产生足够的升力，有必要

在机翼上装设增大升力系数的装置。这样可以减小跑道长度，降低机场建设费

用。 

二、增升装置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实现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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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变翼型弯度 

改变翼型弯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需要时将翼型后段下折，改变翼型中弧

线的弯度。如采用各种襟翼。 

放出襟翼时，可以增大飞机的最大升力系数和相同迎角下的升力系数，从

而减小飞机的失速速度。对于起飞来说，可以减小离地速度、缩短需用的跑道

长度；在其他参数一定时，起飞时飞机放出的襟翼偏度越大，则离地速度就越

小。在通常情况下，迎角一定时飞机的襟翼角度越大则升力系数越大、阻力系

数越大、升阻比越小，因此飞机在起飞时放出襟翼会使其气动阻力增加，影响

离地后的爬升性能，所以飞机在起飞达到一定高度后，需要尽快收上襟翼。 

对于着陆来说，放出的襟翼角度越大，则飞机的进场速度和接地速度就越

小、减速距离也就越短。但是，着陆前放出的襟翼会影响飞机的复飞性能，因

此根据需要，在复飞时飞机通常会收上襟翼和起落架。 

（二）增大附面层内的气流速度延缓上表面气流分离 

控制附面层是指采取措施增大附面层内气流速度尽量避免或推迟气流发

生分离。飞机的缝翼会随着飞机应角增大而自动打开。打开缝翼后，可以增大

机翼上表面附面层中的空气动能，从而起到吹除附面层、增大最大升力系数、

减小失速速度的作用。 

（三）增大机翼面积 

 

 

 

样题：起飞时飞机放出的襟翼偏度越大，则离地速度就越（）？ 

2.5.3 增升原理 

2.5.3.2 增升装置 

备注： 

飞机常用的增升装置包括襟翼、缝翼，比较常见的襟翼、缝翼有以下几种： 

一、简单襟翼 

只改变翼型弯度，可以提高飞机的最大升力系数，但失速迎角（临界迎角）

要减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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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裂式襟翼 

从机翼后段下表面分裂出一块可向下偏转的翼面，它会在襟翼和机翼下表

面后部之间形成的涡流区，使得压力降低，这对于流过机翼上表面的空气有吸

引作用，使气流分离点后移，可以增大升力系数和提高临界迎角。 

三、开缝式襟翼 

放下这种襟翼时，在襟翼与主翼之间留有一道狭缝，下翼面压力较高的气

体经狭缝加速流向上翼面，吹除襟翼上的附面层、避免或减小襟翼上的气流分

离。这种襟翼同时具有改变翼型弯度和吹除附面层的双重作用。 

四、后退式襟翼 

这种襟翼在下偏的同时还向后滑动。它不但增加了翼型的弯度，同时也增

加了机翼面积，所以增升效果比较好。 

五、前缘缝翼 

在机翼前缘按装一条弯度很大的翼片，使压力较高的机翼下表面气流从翼

片与机翼之间的窄缝加速流向机翼上表面，给那里的附面层增加动能，以推迟

气流分离。 

六、前缘襟翼 

飞机上常用的一种前缘襟翼叫做克鲁格襟翼。平时这种襟翼紧贴着机翼前

缘下表面，放出时使它绕前缘向前偏转，用来改善前缘绕流状况。 

 

 

 

样题：飞机的缝翼打开后，可以增大提高临界迎角，主要的原因是（）？ 

2.5.4 飞机操稳性 

2.5.4.1 飞机稳定性装置 

备注： 

1、当飞机处于平衡状态时，作用在飞机上的各力之和等于零，围绕重心

的力矩之和也等于零，所以此时飞机的加速度也等于零。 

2、飞机的静稳定性是指飞机受扰偏离平衡状态后，在不需干预的情况下

飞机自身具有向原平衡状态恢复的趋势。包括纵向静稳定性、方向静稳定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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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静稳定性。飞机的动稳定性是指飞机受扰偏离平衡状态后，在不需干预的

情况下飞机自身具有向原平衡状态恢复的能力（结果）。 

3、飞机的俯仰静稳定性主要由水平尾翼产生，当飞机受扰动使机翼迎角

增大时，水平尾翼迎角也增大，产生向上的附加升力，对飞机中心形成下俯的

稳定力矩，使飞机趋向与回复原来的迎角。飞机的焦点是迎角改变时飞机附加

升力的着力点，当重心在焦点之前时，飞机具有纵向静稳定性，因为若飞机受

扰抬头，则作用在焦点上的向上附加升力会使飞机具有低头趋势。飞机重心越

靠前，则俯仰稳定性越好，同时其俯仰操纵性越差。 

4、飞机方向静稳定性的主要贡献部件是垂直尾翼。如在平飞中，飞机受

微小扰动，出现左侧滑时，空气从左前方吹向飞机，作用在垂直尾翼上，产生

向右的空气动力，对重心形成左偏力矩，力图消除侧滑，使飞机自动趋向恢复

原来的方向平衡状态。 

5、飞机横向静稳定性的主要贡献部件是机翼和尾翼。如飞机向左滚转，

左翼下沉，使迎角增大，产生向上的附加升力；右翼上扬，迎角减小，产生负

的附加升力，左右机翼升力之差，形成向右的横侧力矩，阻止飞机向左滚转；

飞机在侧滑中，垂直尾翼上的附加侧力因其着力点在飞机重心位置之上，也会

对重心形成横侧稳定力矩。 

 

 

 

 

样题：当重心在焦点之（）时，飞机具有纵向静稳定性？ 

2.5.4 飞机操稳性 

2.5.4.2 飞机操纵性装置 

备注： 

1、飞机操纵性包括俯仰操纵、方向操纵和横向操纵。其中飞机的俯仰主

操纵部件是升降舵；方向主操纵部件是方向舵；横向的主操纵部件是副翼。 

2、为避免侧滑，飞机应进行协调转弯，为此需要配合使用方向舵、副翼

和升降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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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防止高速飞行时出现副翼反效的情况，现代民航机的副翼通常包括

内副翼和外副翼，在高速飞行时，则只能用内侧副翼（外侧的在高速时易反效）；

在低速飞行时，则可以既可以同时使用内侧副翼和外侧副翼。 

 

 

 

 

 

 

 

 

 

 

 

 

 

 

样题：飞机的俯仰操纵主要通过（）部件来实现？ 

2.6 系统分析与算法 

2.6.1 系统工程 

2.6.1.1 系统工程的概念及特点 

备注： 

一、系统工程 

系统方法应用于工程产生了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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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系统分析 

2.6.2.1 系统分析的概念及目的 

备注： 

一、系统分析的概念 

系统分析是指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对需要改进的现有系统或准备建立的新

系统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理论分析或实验研究，完成系统目的重审、系统结构分

系统工程就是从系统的观点出发，跨学科的考虑问题，运用工程的方法去

研究和解决各种系统问题，以实现系统目标的综合最优化。 

二、系统工程的特点 

根据总体协调的需要，综合应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有关的思想、理论

和方法，利用电子计算机作为工具，对系统的结构、要素、信息和反馈等进行

分析，以达到最优规划、最优设计、最优管理和最优控制的目的。 

运用系统论讨论问题往往是为最好的实现目标。方法是通过改变要素和结

构使系统功能最佳。 

 

 

 

 

 

 

 

 

 

 

 

样题：航空运输实施系统工程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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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系统性能估计、系统效益评价、系统环境影响分析、系统发展的预测，为

决策者进行系统综合、系统规划设计、系统协调、系统优化控制和系统管理提

供理论和实验依据。 

二、系统分析的目的 

通过对系统的分析，认识各种替代方案的目的，比较各种替代方案的费用、

效益、功能、可靠性以及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等，得出决策者进行决策所需要的

资料和信息，为最优决策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 

 

 

 

 

 

 

 

 

 

 

 

 

 

 

 

 

样题：航空运输系统分析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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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系统分析 

2.6.2.2 系统结构及与系统功能的关系 

备注： 

一、系统结构 

系统结构是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秩序，即各要素

之间的具体联系和作用的形式，是系统保持整体性以及具有一定功能的内在根

据。 

二、系统结构与系统功能的关系 

（一）结构是完成系统功能的基础。一定的结构总是表现出一定的功能，

一定的功能总是由一定的结构系统产生的。只有依靠结构才能把各个孤立的要

素组成一个系统，才能具备所需系统的功能。 

（二）不同的系统结构产生不同的系统功能和功能效率。系统的结构不仅

在量的方面决定着系统功能的有无，而且在质的方面也影响着系统功能的强弱

和系统效率的高低。最优的系统结构必然有利于产生最优的系统功能和最高的

功能效率。 

 

 

 

 

 

 

 

 

 

 

 

 

 

 

样题：航空运输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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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系统分析 

2.6.2.3 系统预测及方法 

备注： 

一、系统预测 

根据过去的历史资料和现在的实际情况，运用已知的客观规律和有关的科

学知识手段，对系统的变化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探索、估计和评价，从而尽

可能使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不仅符合当前的现实情况，而且也能最优地适应

未来的发展。 

二、系统预测方法 

（一）定性预测方法 

用建立在逻辑思维、逻辑分析、逻辑判断和逻辑推理、创造基础上的定性

方法所进行的预测叫做定性预测。 

常用的定性预测方法有： 

德尔菲法、专家会议法、情景分析法、历史类比法等。 

（二）定量预测方法 

用建立在数学、统计学、数理逻辑、控制论、运筹学等基础上，通过图表、

数学模型、计算机模拟仿真进行的预测叫做定量预测。 

常用的定量预测方法有： 

时间序列预测法、因果外推类方法、回归分析模型、马尔可夫预测模型、

投入产出模型等。 

 

 

 

 

 

 

样题：可用于民航运输预测分析的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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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系统分析 

2.6.2.4 系统评价及方法 

备注： 

一、系统评价 

是指根据系统确定的目的，在系统调查和系统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主要

从技术、经济、环境和社会等方面，就各种系统设计的方案能够满足需要的程

度与为之消耗和占用的各种资源进行评审，并选择出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

实施上可行的最优或最满意的方案。 

二、系统评价方法 

常见的系统评价方法有： 

评分比较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 

 

 

 

 

 

 

 

 

 

 

 

 

 

 

 

 

 

样题：可用于航空运行系统评价的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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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智能算法 

2.6.3.1 智能优化及算法 

备注： 

一、智能优化 

是通过模拟或揭示某些自然现象或过程而发展起来，其思想和内容涉及数

学、物理学、生物进化、人工智能、神经科学和统计力学等方面，为解决复杂

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手段。 

二、智能优化的算法 

受人类智能、生物群体社会性或自然现象规律的启发。 

主要包括： 

（一）遗传算法，模仿自然界生物进化机制 

（二）差分进化算法，通过群体个体间的合作与竞争来优化搜索 

（三）免疫算法，模拟生物免疫系统学习和认知功能 

（四）蚁群算法，模拟蚂蚁集体寻径行为 

（五）粒子群算法，模拟鸟群和鱼群群体行为 

（六）模拟退火算法，源于固体物质退火过程 

（七）禁忌搜索算法，模拟人类智力记忆过程 

（八）神经网络算法，模拟动物神经网络行为特征 

 

 

 

 

 

 

 

 

样题：列举智能优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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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安全管理与运行风险管控 

3.1 系统安全管理 

3.1.1 安全政策和目标  备注： 

一、可接受的安全水平 

可接受的安全水平这一理念是国家安全方案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要素。除

非理解并适当地确定和执行可接受的安全水平这一理念，否则将很难创造基于

绩效的管理环境，并对国家安全方案的实际绩效进行监控。 

人们无法管理其无法衡量的事物。在任何系统中，都需要规定一系列可以

测量的绩效结果，以确定系统是否在真正按照设计预期进行运行，而不是仅仅

在达到规章要求。规定一系列可衡量的绩效结果也有利于确定可能需要采取哪

些行动，以使该系统的运行效果达到设计预期的水平。因此，有了可衡量的绩

效结果，便可参照现行的组织控制措施，对安全攸关的各项活动的实际绩效进

行评估，以便将安全风险保持在合理可行的低（ALARP）的水平，并采取必

要的纠正行动。此理念对国家安全方案和安全管理体系这两者情况均可适用，

尽管要对每一情况的特殊性作出某些考虑。 

引入可接受的安全水平这一理念，也是出于以基于绩效的方法对以往的基

于遵守规章的安全管理方法进行补充的必要。基于绩效的方法将参照现行的组

织控制措施，对安全攸关的各项活动的实际绩效进行评估。只有通过确保有效

地实施国家安全方案，才能够实现构成安全管理基础的持续改进安全这一目

标。 

“可接受的安全水平”的确定和实施，建立于系统理论的某些基本概念之

上。系统理论基本概念有内在的层次分级，而这些概念是构成可接受的安全水

平以及在确定可接受的安全水平时必须对这些概念进行排序的基础。理解这些

概念及其内在的层级是确定关于国家安全方案的可接受的安全水平的一个根

本性基础。所涉及的概念及其层级如下： 

（一）安全； 

（二）安全水平是一系统的安全程度。它是一种新出现的系统属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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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在安全方面的质量。安全水平通过安全指标表示； 

（三）安全指标是描述和/或集中反映系统安全水平的参数； 

（四）安全目标是安全水平的具体目标； 

（五）可接受的安全水平是在实际工作中系统必须保证达到的最低安全程

度； 

（六）安全指标值是安全指标的量化； 

（七）安全目标值是安全目标的量化。 

二、安全指标与安全目标 

选择适当的安全指标是确定可接受的安全水平的关键。此类选择应视拟表

示的系统安全水平的详细程度而定。如果计划广义地、一般性地表现安全水平，

宜选择表示高层级/高严重后果的系统结果的安全指标（定量的）和/或表示高

层级系统功能的安全指标（定性的）。如果计划具体地、狭义地表现系统的安

全水平，则需要选择表示低层级/低严重后果的系统结果和表示较低层级的系

统功能的安全指标。在这两种情况下，有意义的安全指标必须表示可以反映系

统安全状况特性的结果、过程和功能。 

航空系统安全指标的典型示例，除其他外，包括： 

1、致命航空事故；2、严重事故征候；3、跑道偏离事件；4、地面相撞事

件；5、制定/缺少基本航空立法；6、制定/缺少运营规章；7、遵守规章的水平。 

航空系统安全目标的典型示例，除其他外，包括： 

1、减少致命航空事故；2、减少严重事故征候；3、减少跑道偏离事件；4、

减少地面相撞事件；5、每季度完成的调查数量。 

因此，在确定关于国家安全方案的可接受的安全水平时，第一步就是确定

打算多么详细地表示特定国家航空系统的安全水平，然后选择有意义的能够描

述和/或集中反映该国家航空系统安全水平的安全指标。在决定表述的详细程

度，以及是选择定量还是定性安全指标时，国家是否可以获取安全数据是一个

决定性因素。具备数据采集和分析能力的国家应当能够比那些尚不具备这种能

力的国家更为详尽地表示安全水平。前一组国家应能规定定量的安全指标，而

后一组国家可以选择在初始阶段采用定性的安全指标，同时提升自己的安全数

据采集和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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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安全指标值和安全目标值比例 

一旦安全指标确立，下一步就是确立相关的安全目标，该目标可以视作改

进的目标。 

一旦安全指标和安全目标选定，就可以确定特定的国家航空系统的安全水

平。此时，国家应当做好准备，进一步制定可接受的安全水平，即国家安全方

案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确保的最低民用航空安全水平。为确定可接受的安全水

平，安全指标必须附加上数值，安全目标必须附加上改进和（或）维持此数值

的目标。尽管普遍认为与国家安全方案有关的可接受的安全水平是通过安全指

标数值和安全目标数值表示的，但严格地讲，真实地表示可接受的安全水平的

是安全目标数值。建立可接受的安全水平时必须对下述内容做进一步的考虑： 

1、适用的安全风险水平；2、安全风险容限；3、改进航空系统的成本/效

益；4、公众对民用航空系统的预期。 

 

 

 

 

 

 

 

 

 

 

 

 

样题：1、安全指标与安全目标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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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系统安全管理的必要性 备注： 

系统安全管理的必要性 

空中交通系统安全数据收集方式 

由于有必要维持稳定的安全数据量，来自扩展收集系统的安全数据，对事

故和严重事故征候的安全数据加以补充。在这个扩展系统中，通过强制和自愿

报告方案，可获取严重性较低事件的相关安全数据。关于安全数据的获取，这

些较新的系统均是主动型的，因为与激活事故和严重事故征候安全数据捕获过

程的那些事件相比，启动安全数据收集程序所需的触发性事件所带来的后果要

轻得多。但是，事实仍然是，只有在安全缺陷触发后果较轻的事件之后才可能

从报告方案中获取安全数据。 

 

图 2 安全区间 

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显然，为了维持超安全体系的安全，为了支持构

成安全管理体系的系统化安全管理方法，需要在无需触发事件的条件下获取大

量的安全数据。这导致建立预测性安全数据收集系统，以补充现有的主动和被

动的安全数据收集系统。为此，引入了电子数据获取系统和无危险自报方案，

以收集正常运行的安全数据，而无需触发事件来启动安全数据收集程序。预测

性安全数据收集系统增加的最新内容是数据获取系统，该系统基于运行人员在

正常运行期间进行直接观察。 



 

209 

 

有充分理由从正常航空运行中收集安全数据。航空系统尽管有其安全方面

的卓越性，但它也正如任何其他人造系统一样，是远非完美无缺的。航空是一

个开放系统，它在一个非受控自然环境中运作，并且受到环境的干扰。如果只

是因为不可能预见人、技术和航空运行所处环境之间在运行方面的各种可能的

相互作用，那么，从零开始设计一个完美的开放系统简直是不可能的。对正常

运行进行实时监测以查明和修正系统设计期间并没有预计到的各种缺点和不

足之处。 

在系统设计的早期阶段，在牢记所公布的系统生产目标的情况下，系统设

计者的脑海中最关注两个问题： 

（一）达到此类生产目标需要何种资源？和 

（二）在达到生产目标所需的运行期间，如何才能保护系统免受危险？ 

系统设计者使用不同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尽可能多地）

规定各种合理场景，展现人、技术和运行环境之间在运行方面的相互作用，以

确定在这些运行方面的相互作用中可能出现的危险。 

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基于如下三个基本设想的初始系统设计：实现系

统生产目标所需的技术、人员正确运用该技术所需的培训以及决定系统和个人

行为的规章和程序。这些设想决定着系统的基线（或理想）性能。为了便于说

明，可以用一条直线形象地表示系统的理想或者基线性能（即系统应该如何运

行）。 

系统最终投入运行之前，要对假设进行测试，对基线性能进行验证。一旦

投入运行，系统在大部分时间里均遵照基线性能按设计的那样运行。但是，运

行性能往往不同于基线性能。换言之，一旦系统投入运行，根据系统的设计设

想，会发生逐渐偏离预期基线性能的现象，并且由于现实中的运行，系统的运

行性能会逐步但是不可阻挡地发展变化。由于偏离是日常运行所致，所以被称

为“实际偏离”。 

在任何系统中，从基线性能偏移至运行性能是不可避免的，不管系统的设

计规划有多细致，考虑多周全。发生这种实际偏离的原因是多重的：技术并不

总是按预期工作；在动态运行条件下，程序不能按照计划付诸执行；规章并没

有完全考虑到环境限制；在系统设计后，向系统引入细微变动，而没有相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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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评估这些变动对基本设计假设的影响；向系统增加新的要素，而没有对此类

要素可能带来的危险做适当的安全评估；与其他系统的相互作用等等。因此，

可以公平地说，在任何系统中，人们在处于偏离的状态下进行各种旨在提供服

务的活动。然而，尽管系统中所有这些缺点可导致偏离，处于实际偏离状态中

的工作人员仍使系统天天工作，这仍然是事实。人们进行局部调适和采取人为

战略（体现航空运行专业人员共同的专业知识），从而规避系统缺陷。这种调

适过程可用一句通俗化的表述来概括：即“超越书本说教，随机处事的方法”。 

通过正规方法掌握实际偏离中发生的情况（如正规地掌握集体专业知识）

有可能让人们学会成功地进行安全调适，从而学会控制安全风险。如果依照规

定运用这种学习潜力，则可以将正规地掌握共同的专业领域知识变成正规地干

预系统的再设计或者改进。从负面来讲，局部调适和个人战略无节制地扩大化，

可能会使此实际偏离超出预期的基线性能太远，使得有可能发生事故征候或事

故。 

 

 

 

 

 

 

 

 

 

 

 

 

 

 

 

 

样题：1、空中交通系统安全数据有哪 3 种收集方式？2、空中交通系统安全管

理战略有哪 3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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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系统安全管理方法 备注： 

空中交通系统安全管理战略 

 

图 1 实际偏离 

出现实际偏离是不可避免的。所有航空组织，即使是最为健全、最有活力

的组织，其日常运行均在实际偏离范围内进行。实际偏离就是动态且开放的社

会和技术生产体系的内在本质，而航空业就是这样一种体系的一个最好的例

子。在提供服务时，各组织每天均在操控着这种实际偏离，寻求将其自己定位

于尽可能离最大偏离点最远，并且尽可能离实际偏离的开始点最近。在这种日

常操控中，各组织必须克服潜在的逆“流”或者障碍：它们是由于不均衡分配

资源支持组织的需求，以及由于没有解决“生产和保护两难”所引发的危险。 

为了成功地操控这种实际偏离，各组织需要生成必要信息从而应对逆流和

障碍的操控手段。这些操控手段获取运行数据。一旦予以分析，这些数据就会

告知各组织通过逆流和障碍的最佳通道。有几种可供航空组织使用的操控手

段，可根据启动安全数据获取过程的触发事件后果的严重性，将其分为三种类

型：被动型、主动型和预测型。 

 

图 2 操纵实际偏离 

样题：为什么从基线性能偏移至运行性能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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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运行风险管控 

3.2.1 风险管控概述 备注： 

危险和危险引发的后果 

危险识别和安全风险管理是涉及安全管理的核心过程。这两方面既不是新

情况，也不是由于最近关注安全管理，尤其是关注安全管理体系（SMS）而才

出现的情况。危险识别和安全风险管理是构成系统安全至关重要概念的理论构

成部分。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有助于系统设计，并且是四十多年之前就已形

成的基于工程学的方法。传统系统安全和当今的安全管理之间的差别在于，由

于系统安全基于工程学，所以系统安全大多侧重于所考虑的系统，在技术方面

和技术构成要素方面对安全的影响，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人的要素。

而安全管理建立于系统安全的信念（危险识别和安全风险管理）之上，并且扩

展了视角，作为系统设计和运行期间的关键安全考虑事项纳入了人的因素和人

的行为能力。 

危险和安全风险之间的差别经常引发困扰和混淆。为了形成有意义且有效

的安全管理做法，清楚了解危险的概念和安全风险的概念很重要。在论述危险

时，为了有助于了解危险和安全风险之间的差别，本论述将危险的整体概念分

为两个构成部分：危险本身以及危险的后果。清楚了解这两个构成部分之间的

差别对实施安全管理同样至关重要。 

危险被界定为可能导致人员受伤、设备或者结构物被毁、材料损失，或者

使执行一项指定功能的能力降低的一种情况或者一物体。人们须积极地与技术

密切互动，通过提供服务来完成生产目标所处的系统，被称为社会和技术系统。

因此，所有航空组织均是社会和技术系统。危险是社会和技术系统的正常构成

部分或者要素。它们是社会和技术生产系统提供服务时所处环境的组成部分。

危险单独或本身并不是“坏事”。危险不一定是一个系统的破坏性或者负面的

构成要素。只有在危险与以提供服务为目的的系统运行相互作用时，其破坏潜

力才可能变成一个安全问题。 

例如，将风视为自然环境的一个正常构成要素。风是一种危险：它是一种

可能导致人员受伤、设备或者结构物被毁、材料损失，或者使执行一项指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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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能力降低的一种情况。十五节的风，其本身并不一定可能在航空运行期间

带来破坏。实际上，十五节的风如果直接沿着跑道刮，会有助于在离场期间提

升航空器的性能。但是，如果十五节风的风向与预计起降跑道呈九十度，则变

成了侧风。只有在危险与目的在于提供服务（需要按时运输乘客或者货物往返

特定机场）的系统运行（飞机起降）相互作用时，风的破坏潜力才成为一个安

全问题（横向跑道偏离，因为驾驶员可能由于侧风而不能控制飞机）。不应总

是将危险视为“坏事”或者具有负面含义的事情。危险是运行环境的一组成部

分，其后果可以通过控制危险破坏性潜力的各种缓解战略加以解决，本手册后

面将讨论这些缓解战略。 

后果被界定为某一次危险的潜在后果（一个或者多个）。危险的破坏性潜

力通过一种或者多重后果显现出来。在上述侧风例子中，“侧风”这种危险的

其中一种后果可能是“失去横向控制”。其他更为严重的后果可以为“横向跑

道偏离”。而更为严重的后果则可能是“损坏起落架”。因此，在危险分析中对

危险的各种可能后果而非仅仅对最为明显或者眼前的后果进行描述是重要的。 

论述危险后果时，要牢记两个关键点。首先，危险处于现在。大多数情况

下，危险是运行环境的一部分，因此，它们在运行人员“出面开展工作”之前

就已存在于工作场所中。作为运行环境或工作场所的有形构成部分，大多数危

险都可通过并且也应该可以通过审计发现。而后果则属于未来。在危险与旨在

提供服务的系统运行相互作用之前，危险并不会显现。正是由于这种相互作用，

危险才可能释放其破坏性潜力。这就形成了一条重要的安全管理原则：缓解战

略的目的应该在于积极主动地遏制危险的破坏性潜力，而非等到危险的后果发

生之后才被动地处理此类后果。 

其次，出于安全管理目的，危险的后果应该从运行角度加以描述。许多危

险有可能导致最终最为极端的后果：夺走人的生命。大多数危险有可能导致财

产损失、生态破坏和类似的重大后果。但是，从极端的角度描述危险的后果导

致难以设计缓解战略，除非取消运行。为了设计缓解战略以解决构成危险（如

侧风）不那么极端严重性稍低的运行后果的安全问题，必须从运行角度（横向

跑道偏离）而非从极端的角度（丧失生命）描述此类后果。 

将安全作为可控安全风险的一种状况来论述。描述可能影响到特定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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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后果，是对具有危险后果的安全风险进行评估的一个部分。对具有危险后

果的安全风险进行评估使组织可就其是否能够达到控制安全风险的条件并因

此继续运行作出明智的决定。如果从极端的角度（丧失生命）而非从运行角度

（横向跑道偏离）描述危险（侧风）的后果，则安全风险评估基本上是无用的，

因为除非投入巨额费用，否则不大可能达到控制安全风险的条件，而可能的缓

解办法就会是取消运行。 

 

 

 

 

 

 

 

 

 

 

 

 

 

 

 

 

 

 

 

 

 

 

 

 

 

 

 

 

 

 

 

 

样题：1、危险本身以及危险引发的后果，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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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与风险管控程序和过程相关的职责及权限 备注： 

如上所述，存在着一种将危险与其后果相混淆的倾向。出现这种情况时，

如果从运行角度描述危险，它所反映的就会是后果而非危险本身。换言之，将

危险描述为其后果并非鲜见。 

以危险的某一种后果来表述和命名危险，可能不仅会掩盖所涉及危险的真

实本质和破坏潜力，而且也会影响到识别该危险的其他重要后果。 

另一方面，适当地对危险进行表述和命名，使组织可以识别危险的本质和

破坏潜力，正确地推导出危险的源头或者作用原理，并且，更重要的是根据潜

在损失的规模，对后果（不包括极端后果）进行评估，这是安全风险管理的最

终目标之一。 

现进一步举例说明危险和后果之间的差别。一个运行机场的标识处于失修

状态。这使得由机场用户，无论是航空器还是地面车辆，在执行地面航行任务

时，情况更为复杂。在此情形下，可以将此危险正确地命名为“机场标识不清”

（即一种可能导致人员受伤、设备或者结构物破坏、材料损失，或者执行一项

指定功能的能力下降的状况）。由于这种危险，可能发生许多可能的后果。“机

场标识不清”这一危险的其中一个后果（即一种潜在的结果）可能会是“跑道

侵入”。但是可能还会有其他后果：地面车辆驶入限制区、航空器滑行进入错

误的滑行道、航空器相撞、地面车辆相撞、航空器和地面车辆相撞等等。因此，

将此危险命名为“跑道侵入”而非“机场标识不清”就掩盖了危险的本质，并

且影响到识别其他重要的后果。这就有可能导致缓解战略的片面性或者不完整

性。 

危险可以分为三类：自然危险、技术危险和经济危险。 

自然危险提供服务运行所处的场所或环境后果。举例来说，自然危险可包

括： 

（一）恶劣天气或气候事件（如飓风、冬季风雪、干旱、龙卷风、暴风雨、

雷暴雨、闪电和风切变）； 

（二）不利天气条件（如结冰、冻降雨、暴雨、雪、风和能见度限制）； 

（三）地球物理学事件（如地震、火山、海啸、水灾和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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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理条件（如不利地形或者大片水域）； 

（五）环境事件（如野火、野生动物活动，以及昆虫或者虫害）； 

（六）公共卫生事件（如流感流行病或者其他疾病）。 

技术危险产生于提供服务运行所需的能源（电、燃油、水压、风压等）或

所需的对安全极为重要的功能（可能发生硬件故障、软件故障、报警等）。举

例来说，技术危险可包括如下各方面的相关缺陷： 

（一）航空器及航空器构件、系统、子系统和相关设备； 

（二）组织的设施、工具和相关设备； 

（三）组织外部的设施、系统、子系统和相关设备。 

经济危险提供服务运行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后果。举例来说，经济危

险可包括： 

（一）增长； 

（二）衰退； 

（三）材料或者设备的成本。 

大多数情况下，但绝非仅在一种情况下，旨在控制安全风险的各种安全管

理活动会解决技术危险和自然危险。 

 

 

 

 

 

 

 

 

 

 

 

 

样题：危险分析由哪个三个步骤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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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风险管控程序和过程间的相互作用或接口 备注： 

一、危险识别 

已对危险是任何社会和技术生产体系的一个构成部分这一点进行了论述。

因此，航空业危险的范围很广。举例来说，在进行危险识别时应该仔细考虑的

各因素和过程范围包括： 

（一）设计因素，包括设备和任务设计； 

（二）程序和操作做法，包括其文档和检查单，以及根据实际运行条件对

其进行的验证； 

（三）通信，包括通信方式、术语和语言； 

（四）个人因素，如公司的招聘、培训、薪酬和资源分配政策； 

（五）组织因素，如产品和安全目标的兼容性、资源分配、运行压力和公

司的安全文化； 

（六）工作环境因素，如周围环境噪声和振动、温度、照明和防护设备和

衣物的可获取性； 

（七）管理监督因素，包括规章的可适用性和可实施性；设备、人员和程

序的认证；以及监督的力度； 

（八）防卫机制，包括的因素如提供适当的检测和报警系统、设备的容差

和设备对差错和故障的抵御能力； 

（九）人的行为能力，限于健康状况和身体限制。 

危险可以在实际安全事件（事故或者事故征候）发生之后查明，也可以通

过旨在查明危险的主动型和预测型过程，在其引发安全事件之前查明。有多种

危险识别源。一些是组织的内部源，而另外一些是组织的外部源。 

举例来说，组织可以获取的危险识别的内部源包括： 

1、飞行数据分析；2、公司自愿报告系统；3、安全调查；4、安全审计；

5、常规运行监测安排；6、趋势分析；7、来自培训的反馈；8、事故征候的调

查和后续行动。 

举例来说，组织可以获取的危险识别的外部源包括： 

1、事故报告；2、国家强制性突发事件报告系统；3、国家自愿报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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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监督审计；5、信息交换系统。 

本论述中的根本性要点就是没有哪一种危险识别源或者方案可完全取代

其他的危险识别源或方案，或使其他的危险识别源或方案变得多余或者无必

要。根据成熟的安全管理做法所进行的危险识别，都是合理综合利用内部和外

部源，被动型、主动型和预测型方法，及其基本方案。 

航空组织中的所有人员均应接受适当的与其责任相称的安全管理培训，以

使组织中的每个人均做好准备，并能够识别和报告危险。从此角度看，危险识

别和报告是每个人的责任。但是，各组织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危险识别和危险分

析。这个人通常会是指派到安全服务办公室的人员。因此，将之前的看法拓展

来看，在航空组织中，危险识别就是每个人的责任，但是对危险识别的责任义

务则在于专门安全人员。 

危险的识别方式要取决于每个特定组织的资源和限制。一些组织会采用综

合的、技术密集型的危险识别方案。其他组织则会采取适度的更加适合于其运

行规模和复杂程度的危险识别方案。但是，不管实施情况、复杂性和规模如何，

危险识别必须是一个在组织的安全文件中明确描述的正规过程。临时性的危险

识别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安全管理做法。 

根据成熟的安全管理做法，危险识别是一种连续的、经常性的日常活动。

危险识别永无止息，它是旨在作为组织的业务提供服务的组织过程的组成部

分。但是，在三种特定情况下，需要特别关注危险识别。下述这三种情况应该

触发更深层次和深远影响的危险识别活动： 

（一）任何在组织经历无法解释的与安全相关的事件或者违规现象增多的

时候； 

（二）任何预见到运行变动，包括关键人员或者其他主要设备或者系统变

动的时候； 

（三）在重大组织变动之前或者期间，包括快速发展或收缩、公司合并、

收购和缩编。 

二、危险分析 

除非安全信息是从所收集的数据中提取的，否则，危险识别便是徒劳的。

提供安全信息的第一步是危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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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分析实质上是由三个步骤组成的过程： 

（一）第一个步骤 识别一般危险（也称最高级别的危险，或者 TLH）。

本手册中，一般危险这个术语用来提供有关安全问题的侧重点和看法，同时也

有助于简化对来自一般危险的许多单个危险的跟踪和分类。 

（二）第二个步骤 将一般危险分成特定危险或者分成一般危险的构成要

素。每个特定危险都可能有一组不同或者独特的诱发性因素，从而使得每个特

定危险在本质上均各不相同，而且独特。 

（三）第三个步骤 将特定的危险与潜在的特定后果，即具体事件或者结

果联系起来。 

现举例说明一般危险、特定危险和后果的概念。一个年起降架次达 100000

次的国际机场启动一个建设项目，扩建并重新铺设两条交叉跑道中的一条。可

应用如下三个步骤的危险分析过程： 

1、步骤 A 说明一般危险（危险说明或者最高级别的危险） 

——机场建设 

2、步骤 B 识别特定危险或者一般危险的构成要素 

——施工设备 

——封闭的滑行道，等 

3、步骤 C 将特定危险与特定后果相联系 

——航空器与施工设备（施工设备）相撞 

——航空器起飞进入错误滑行道（封闭的滑行道），等 

跑道施工例子可以用于“生产和保护两难”相关的论述扩展至危险分析：

有效和安全地提供服务要求生产目标和安全目标之间保持恒定平衡。对于跑道

建设的例子，明显存在一个效率（生产）目标：即在一条跑道的施工项目开展

期间，维持机场的正常运行。同样明显存在一个安全（保护）目标：在该跑道

施工项目开展期间，维持机场的现有安全系数。在进行危险分析时，安全管理

的两个基本前提必须在分析中首先予以考虑： 

1、危险是社会和技术生产系统中固有的可能弱点。由于社会和技术生产

系统向系统提供或者可能提供的提供服务的能力，所以危险是提供服务的系统

的必然组成部分。因此，在航空工作场所包含一些在必须继续运行的情况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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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起来甚至并不划算的危险；和 

2、如果危险识别限于发生严重受伤或者极大损害的罕见事件所引发的后

果，危险识别便是一种徒劳的工作。 

三、危险的存档 

危险通常长期存在于一个系统中并释放其破坏潜力，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

进行危险识别或者识别不力。没有进行危险识别经常是因为： 

（一）没有考虑有可能释放危险破坏性潜力的运行条件； 

（二）不了解有可能释放危险破坏性潜力的运行条件； 

（三）不愿意考虑或者调查有可能释放危险破坏性潜力的运行条件；和 

（四）不愿意花钱调查有可能释放危险破坏性潜力的运行条件。 

 

图 1 危险识别的侧重点 

只有通过了解才能克服无意识或者不愿意。因此，对危险进行正式归档是

危险识别的一项基本要求，并且是成熟安全管理的一个特征。安全信息（即经

过分析的原始数据）和安全情报（即经过实证并结合环境进行过进一步分析的

安全信息）一同生成必须正式存于组织之中，而非存于组织单个成员的头脑之

中的安全知识。正式地存储安全知识可预防信息的缺失。另外，一个拥有历史

安全知识的组织会基于事实而非看法作出安全决策。 

作为将原始运行安全信息转换为与安全相关的知识的一种正规程序，对危

险识别进行适当的归档管理很重要。对这种与危险相关的知识作连续编辑和正

规管理就成为了组织的“安全信息库”。为了逐步形成与危险相关的知识，并



 

221 

 

从而建立起“安全信息库”，就必须记住，通过将如下各项标准化，有助于跟

踪和分析危险： 

 

图 2 危险的归档 

1、界定所使用的术语；2、理解所使用的术语；3、验证所收集的安全信

息；4、报告（即组织的预期）；5、衡量所收集的安全信息；6、管理所收集

的安全信息。 

上图说明了危险归档的过程。常常通过被动、主动与预测源和安全信息收

集的基本方法识别危险。在收集和识别之后，从后果、关于缓解对策和缓解战

略方面的轻重缓急和责任角度对危险信息进行评估。必须将所有这些信息，包

括危险、后果、优先次序、责任和战略，收集进组织的“安全信息库”中。“安

全信息库”的信息不仅保存公司的安全记录，而且安全信息库会成为用做组织

安全决策参考资料的安全知识源。纳入“安全信息库”的安全知识提供反馈和

控制参考信息，据此对危险分析和后果管理，以及对安全信息收集源或者收集

方法的效率进行衡量。安全知识还提供用于安全趋势分析，以及用于安全教育

目的（安全公报、报告、研讨会等等）的材料。 

 

 

 

样题：危险归档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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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全文化 

3.3.1 文化的三个层面 备注： 

文化影响着我们与其他各种社会团体成员共享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文

化将我们作为团体成员结合在一起，并为我们提示在正常和非正常情况下该如

何规范自己的行为。 

有人将文化视为“思想的集体编程”。文化是复杂的社会推动力，它确定

了游戏规则或所有我们人际间相互作用的框架。它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人们处

理事情的方式的综合体现。文化提供了事情发生的环境。 

对于安全管理而言，充分理解这一称为文化的环境是人的行为能力及其局

限性的重要决定因素。西方世界的管理方法通常建立在不带情感色彩的合理性

的基础之上，据认为，这种合理性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它假设工作场所中

的人文文化与在实际生活中通用的物理学和工程学规律类似。这种假设反映出

西方文化的倾向和偏见。 

航空安全必须是没有国界的，包括超越各国的所有文化形式。在全球范围

内，航空业在航空器类型、国家和人员方面已经实现了高水平的标准化。然而，

不难发现人们在相似情况下做出反应的差异。航空业的人们相互作用（L-L 界

面）时，其处理事务的方式受到其文化背景差异的影响。不同文化处理同样问

题的方式有所不同。 

组织对于文化影响并无免疫力。组织行为在每一层面上都会受这些影响的

左右。下列三个文化层面均与安全管理举措相关： 

1、国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承认和识别特定国家的国家特征和价值取

向。例如不同国籍的人在对于权力的反应、在如何处理不确定性和不明确性、

以及在如何表现其个性方面有所不同。他们并不都以相同的方式适合团体（团

队或组织）的集体需求。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接受不平等地位，服从于领

导者。这种因素可能会影响个人对决策或行动提出质疑的意愿——这在机组资

源管理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事项。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混在一起分

配工作，也可能由于出现误解而影响到团队工作状况。 

2、职业文化（Professional culture）承认和识别特定职业团体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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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征（如飞行员的典型行为与空中交通管制员或航空器维修工程师的典型行

为）。经过人事遴选、教育、培训和在职实践后，职业人员（如医生、律师、

飞行员、空中交通管制员）往往具有与其同业者一致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他们学着以类似的方式“走路和谈话”。他们一般都以其职业为荣，并且力求

做得最好。而另一方面，他们通常感到自己坚不可摧，例如他们认为自己的行

为能力不会受到个人问题的影响，认为自己在高压力情况下也不会出错。 

3、组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承认和识别特定组织的行为方式和

价值取向（如此公司成员与彼公司成员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或者国家部门

与私人部门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组织为国家文化和职业文化提供了外壳。

例如某个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可能具有不同的职业背景（如军航与民航，偏僻地

区或短途运行与大型承运人运行经历），由于公司合并或者裁员，他们也可能

具有不同的组织文化。 

通常情况下，航空业中的人员会有归属感，他们所在的组织的价值观会影

响其日常行为。组织是否赏罚分明？是否倡导个人创造性？是否鼓励冒险精

神？是否容忍违反标准操作程序？是否倡导公开的双向交流？因此，组织对员

工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营造和培养安全文化的最大领域是在组织层面上。这

通常被称为企业安全文化。 

 

 

 

 

 

 

 

 

 

 

 

 

 

 

 

 

样题：1、文化的三个层面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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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企业安全文化  备注： 

诸多因素形成工作场所中人的行为的环境。通过制定行为规范和限制，组

织或企业文化为工作场所中可接受的人的行为设定了界限。因此，组织或企业

文化为管理者和雇员决策提供了基础。安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种自然产物。

企业对于安全的态度影响着其员工对安全的共同做法。安全文化的基调靠高层

管理者的言行来确定和培养。所以说，企业安全文化是一种由管理者营造的，

并塑造其员工对安全的态度的一种气氛。 

企业安全文化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 

（一）管理者的行动和优先事项； 

（二）政策和程序； 

（三）监督措施； 

（四）安全计划和目标； 

（五）对不安全行为做出的反应； 

（六）对雇员的培训和激励； 

（七）雇员的参与或“买账”。 

最终的安全责任落在组织的管理者肩上——不论是航空公司、服务提供者

（如机场和空中交通服务部门），还是批准的维修组织。一个组织的安全特质

从一开始就由高层管理者接受安全运营和风险管理责任的程度而确定下来。 

一线管理者如何处理日常活动对营造一种良好的安全文化至关重要。他们

是否正在从实际业务经验中汲取正确的教训并在采取适当的行动？有关员工

是否建设性地参与这一过程？或者他们是否感到他们是管理者单边行动的牺

牲品？一线管理者与管理当局代表的关系也可表明是否具有良好的安全文化。

这种关系应以职业性的礼貌为特点，但要保持足够的距离，以免影响问责制的

实行。坦诚将导致就安全问题进行更好的交流，鼓励建设性对话；而不是严格

地强制执行规章，怂恿掩盖或忽视真正的安全问题。 

 

 

样题：企业安全文化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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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积极的安全文化 备注： 

积极的安全文化 

尽管遵守安全规章对于安全至关重要，但当代思想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

仅仅遵守安全规章规定的最低标准的组织，并不能很好地识别所出现的安全问

题。保证安全运营的有效方法是确保经营人具有积极的安全文化。简而言之，

就是所有员工必须对其所做的一切在安全方面产生的影响负责，并考虑这一影

响。这种思想方式必须根深蒂固，真正形成一种“文化”。所有的决策（例如

不论是由董事会做出的，还是由停机坪上的车辆驾驶员或由航空器维修工程师

做出的），都必须考虑其对安全的影响。 

积极的安全文化必须“自上而下”产生，并依赖于员工和管理者之间高度

的信任和尊重。员工必须相信他们所做出的每项有利于安全的决策都会得到支

持。他们也必须清楚，危及运营的故意破坏安全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 

安全文化与安全管理体系的其他方面之间也有很大程度的相互依存性。积

极的安全文化对于安全管理体系的有效运作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组织安全文

化的形成还依赖于正式安全管理体系的存在。因此，一个组织不应等到已经建

立起理想的安全文化后，才引入安全管理体系。安全文化将会随着安全管理的

开展和安全管理经验的增加而形成。 

积极的安全文化应体现下列特征： 

（一）知情文化（Informed cultures） 

管理者提倡一种员工了解其工作领域固有危险和风险的文化。向员工提供

安全地工作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工作经验，鼓励他们识别对其安全构成的威

胁并寻求消除这些威胁的必要变革。 

（二）学习文化（Learning cultures） 

学习被认为不仅限于要求进行初步的技能培训；而被视为是一辈子的事

情。鼓励员工发展和应用自己的技能和知识来加强组织的安全。管理者随时向

员工通报安全问题的最新情况，并将安全报告反馈给员工，使得每个员工都能

够吸取相关的安全教训。 

（三）报告文化（Reporting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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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与运行人员自由交流重要安全信息，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这即为

通常所说的营造一种企业报告文化。每当意识到危险或安全问题时，员工都能

够如实上报，而不必担心会受到制裁或遭遇麻烦。 

（四）正义文化（Just cultures） 

虽然无惩罚环境是良好的报告文化的基本条件，但是员工必须清楚哪种行

为是可以接受的、哪种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并达成共识。而对于疏忽或者故意

违规是管理者不能容忍的（即使在无惩罚的环境中）。正义文化承认，在某些

情况下，可能会需要采取惩罚措施，并努力划清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行为或活

动之间的界限。 

 

 

 

 

 

 

 

 

 

 

 

 

 

 

 

 

 

 

 

样题：积极的安全文化有哪些特征？ 



 

227 

 

4 航空器 

4.1 AFM 和 FCOM 手册 

4.1.1 AFM 手册介绍 

4.1.1.1 AFM 手册的批准和使用 

备注： 

AFM（Aircraft Flight Manual，AFM）是经过官方批准格式标准规范的指

导手册。该文件既可作为培训辅助，也可以作为处理正常和非正常情况的飞行

工具，但它不是供机组在空中直接使用的操作文件。AFM 中的任何飞行机组

操作手册（FCOM）参考信息都应被认为是咨询信息，FCOM 是未经批准的文

件。如果使用 FCOM 作为主要参考，那么相关段落就要声明已由局方批准，

可用作飞机飞行手册。 

飞机飞行手册是针对某一指定的经认证的飞机型号，该型号在手册首页批

准页和批准参考文件单元中有体现。美国注册的飞机是由美国的联邦航空局

（FAA）批准，欧盟注册的飞机由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批准，中国注册

的飞机是由中国民用航空局（CAAC）批准。 

客户化的航空公司 AFM 是摘自非客户化的机型包线 AFM，是与运营人/

用户机队相关的批准文件，考虑了相关机队每架飞机的具体配置。飞机制造商

在提供 AFM 时，反映飞机在交付时的形态，以及必须的修订以反映由于局方

认证改装之后的形态变化。 

 

 

 

 

 

 

 

 

 

样题：AFM 手册是由谁提供，谁批准的？AFM 手册由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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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AFM 手册的内容 

4.1.2.1 AFM 手册的结构与内容 

备注： 

AFM 文件主要是有关飞机的限制、操作程序和性能等，主要包括以下几

部分： 

（1）卷首页 

主要包括目录、有效章节/子章节清单、有效文档单元清单、有效临时修

订清单、改装清单等。 

（2）批准数据 

包括局方批准的飞行飞行手册的所有文档单元，包括批准参考和临时修

订。 

（3）概述 

包括手册的描述（AFM 格式、AFM 手册结构、文档单元、识别带、AFM

修订、临时修订等）、措辞的定义、缩略语、单位、视图等。 

（4）限制 

飞机必须遵守 AFM 手册给出的限制运行。AFM 手册提供了飞机的高度限

制、重量限制、性能构型、飞机操作类型、机动载荷限制、飞行机组、操作限

制、重心限制、发动机限制、燃油系统限制、防冰系统限制、最大使用限制速

度、最大空速、增压限制、APU 限制、近地警告系统、空中交通警戒与防撞

系统以及座舱高度警告、飞行操纵等限制，以及主要飞机系统的相关限制。 

（5）应急程序 

主要是当飞机系统失效时，由适航当局批准的可接受的程序，用于飞机操

作。此批准不妨碍营运人制定相当的程序。系统的失效有具体系统警告和/或

直接观察显示。 

（6）非正常程序 

AFM 手册提供了飞机系统出现故障或者异常情况下的处理程序。如座舱

失压、货舱火警、水上迫降、发动机失火、飞行操纵装置卡阻、低燃油量、单

发着陆、中断起飞、防冰失效、紧急撤离等。简化的非正常程序，是由厂家制

定和推荐，并经 FAA 认证批准，在系统故障或失效，且/或关系到特殊系统的

使用或常规系统的备用系统时，保护机组和旅客免受严重伤害并保持飞机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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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性。非正常程序也是 QAR 手册的基础。 

（7）正常程序 

AFM 手册提供的此部分正常程序一般为常规操作程序的补充程序。如座

舱增压、发动机点火、自动刹车、起飞、复飞、反推、结冰条件下的操作、风

挡加温、穿越颠簸气流、风挡加温、延程操作等。正常程序简化的形式仅用于

特定机型飞机的操作，并作为飞机的通用补充程序。AFM 正常程序时 FCOM

补充程序的基础。 

（8）性能（干跑道和湿跑道） 

AFM 手册提供的主要是性能相关定义、侧风要求、飞机性能条件和程序、

发动机推力设置程序、最大快速过站重量限制、环境包线、起飞安定面配平值、

噪音特性等，包括了起飞、空中、着陆、性能数据库、发动机管理等。性能部

分包含了飞机认证规章要求的所有信息，以及制造商认为可以增强飞行员安全

操作飞机能力的任何额外性能信息。包括性能图表、表格和曲线图等格式的信

息。 

（9）附录和补充资料 

本部分主要是作为附录或补充资料提供，主要包括起飞和着陆噪音、有不

工作项目的放行、延程运行、减推力起飞、起落架放下的飞行等。 

（10）主外形缺件清单（MCDL） 

主要包括了 MEL 和 CDL 的内容。 

（11）补充程序 

主要是污染跑道下的起飞限制、起飞和着陆性能。 

 

 

 

 

 

 

 

 

 

 

样题：AFM 手册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AFM 手册的正常程序和非正常程

序的作用是什么？ 



 

230 

 

4.1.3 FCOM 手册介绍 

4.1.3.1 FCOM 手册的结构与内容 

备注： 

飞行机组操作手册是对已认可的《飞行手册》的一个补充，是飞行机组操

作飞机的支持文件。手册所含数据与《飞行手册》里的数据力求保持一致，如

有不一致，应以《飞行手册》为准。飞行机组操作手册（FCOM）与快速检查

单（QRH）是专为飞行机组提供飞机的技术、程序和性能方面的信息，保证飞

机在地面或空中正常和/或非正常/紧急情况下安全有效的飞行。但是手册不提

供基础的飞机飞行技术，而是提供给已接受过此类机型训练，熟练飞机性能操

作的飞行成员。 

飞行操作手册可以作为飞行机组训练手册包括初始训练和复训。实用的与

训练相关的信息在 FCTM 里有详细说明。FCOM 手册直接作为运营者根据适

用的规章，开发客户化手册的基础。 

FCOM 手册主要有以下几部分内容： 

（1）前言 

介绍有关手册编写的目的、手册结构和内容的一般性常识、缩写词、更新

记录、使用手册通告记录和有效页面清单等。 

（2）使用限制 

飞机的使用限制包括飞机概况、重量限制、自动飞行、通信、发动机、飞

行操纵、飞行仪表和显示、燃油和警告系统（GPWS、TCAS）等方面的限制。 

（3）正常程序和补充程序 

正常程序中所有的使用程序都是在透彻分析飞行机组操纵飞机所需动作

的基础上制定的，反映了飞机公司最新可用的理论知识和使用经验。补充程序

主要是介绍每次飞行中按需完成而非例行完成的程序。 

（4）性能 

性能包括签派放行性能和飞行中的性能。签派放行性能是介绍飞行组自我

签派所需的性能资料；飞行中性能介绍飞行中所需的性能资料。 

（5）飞机系统说明 

主要介绍有关飞机系统的一般性内容。每一章还包括系统的控制指示和系

统说明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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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 FCOM 还涵盖了《快速检查单》（QRH），包括正常检查单、非正常

检查单、使用信息、便于飞行中使用需要的性能信息以及机动。 

 

图 1 B787 FCOM 手册的主要内容 

 

 

 

 

 

 

 

样题：FCOM 手册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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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飞机系统综述 

4.2.1 飞行操纵系统 

4.2.1.1 飞行操纵系统的分类 

备注： 

飞行操纵系统是指传递操纵指令，驱动舵面和其它有关装置的所有部件的

总称，其功能是用来实现对飞行姿态、速度、轨迹的控制。飞行操纵系统根据

操纵信号的来源可以分为两大类：人工飞行操纵系统和自动飞行控制系统。前

者操纵信号由驾驶员发出，后者操纵信号由系统自动产生。 

典型的人工操纵系统包括无助力机械操纵系统、液压助力操纵系统和电传

操纵系统。随着飞机尺寸、重量的增大，飞行速度的提高，驱动舵面偏转所需

力矩不断增大，仅靠人力操纵舵面已经难以胜任，因此，现代高速飞机和重型

飞机的操纵广泛采用助力操纵系统。 

电传操纵系统（FBWS-Fly by Wire System）又称电子飞行控制系统，是把

驾驶员发出的操纵指令经传感器转换为电信号，并与来自飞机运动参数传感器

测得的信号一起，传输给计算机处理，计算机按预定的控制规律生成舵面操纵

信号，控制操纵面作动器动作，舵面偏转，从而实现对飞机进行操纵的一种人

工飞行操纵系统。电传操纵系统的主要优点是重量轻、体积小，节省设计和安

装时间，生存力高，消除了机械操纵系统中的摩擦、间隙、非线性因素以及飞

机结构变形的影响，简化了主操纵系统与自动驾驶仪的组合等，但其主要缺点

是容易受电磁干扰和电磁脉冲（如雷电等）的影响。 

操纵系统包括主飞行操纵系统和辅助飞行操纵系统。主操纵系统用来操纵

升降舵、方向舵和副翼，分别实现飞机的俯仰、航向和滚转操纵。辅助飞行操

纵系统用来操纵增升装置（前缘襟翼、后缘襟翼和缝翼）、配平装置、扰流板

等，其主要目的是改善飞机的飞行性能、减轻驾驶员的操纵负荷。 

 

 

 

 

样题：电传操纵系统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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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飞行操纵系统 

4.2.1.2 主操纵系统 

备注： 

主操纵系统用来操纵升降舵、方向舵和副翼实现飞机的俯仰、航向和滚转

操纵。 

 

图 1 飞机的操纵舵面 

（1）飞机俯仰操纵原理：当驾驶员向后拉杆时，经传动机构的传动，升

降舵向上偏转相应的角度，在水平尾翼上产生一个向下的附加气动力，形成对

飞机重心的抬头力矩，使飞机抬头，迎角增大。如果飞机原来是平飞状态，则

开始进入爬升状态。同理，当驾驶员向前推杆，则飞机低头，迎角减小。 

（2）飞机滚转操纵原理：当驾驶员向右压杆时，经传动机构的传动，右

副翼向上偏转一个角度，于是在右机翼上产生了一个向下的附加气动力，使右

机翼升力减小；同时，左机翼向下偏转一个角度，在左机翼上产生向上的附加

气动力。左机翼产生的升力大于右机翼升力，对飞机重心形成一个向右的滚转

力矩，使飞机向右滚转。同理，当向左压杆，飞机左副翼上偏，右副翼下偏，

使飞机向左滚转。 

（3）飞机航向操纵原理：当驾驶员向前蹬右脚蹬时，方向舵向右偏转一

个角度，在垂直尾翼上产生一个向左的附加气动力，对飞机重心形成一个使机

头向右偏转的偏航力矩，飞机向右偏转航向。同理，当向前蹬左脚蹬时，则方

向舵向左偏转，飞机向左偏转航向。 

 

 

样题：电传操纵系统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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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飞行操纵系统 

4.2.1.3 辅助操纵系统 

备注： 

扰流板、前缘装置、后缘襟翼和水平安定面配平等操纵系统均称为辅助操

纵系统。飞机辅助操纵系统与主操纵系统不同，后者必须给驾驶员有操纵力和

位移的感觉，而前者则没有，但驾驶员必须知道辅助操纵面的位置，故需要位

置指示器或指示灯；辅助操纵系统在工作中，当操纵面被操纵到需要的位置后，

不会在空气动力作用下返回原来位置，而主操纵系统则可以。 

 

图 1 飞机的操纵舵面 

（1）襟翼 

为了解决在起飞、着陆和在强扰流中飞行时增大机翼的升力系数和最大升

力系数，采用各种类型的增升装置。民航飞机的增升装置包括襟翼和缝翼。它

是一种可动翼面，一般左右襟翼各有一块或两块，可向下偏转或（和）向后（前）

滑动。当襟翼下放时，升力明显增大，但阻力也会同时增大。一般用于起飞和

着陆阶段，以便获得较大的升力，减少起飞和着陆滑跑距离。常用的后缘襟翼

有：简单襟翼、分裂襟翼，开缝襟翼、后退襟翼、后退开缝襟翼等。有些飞机

也有襟翼位于机翼前缘。在大迎角飞行，机翼上表面前缘就开始产生气流分离，

最大升力系数大大降低。大迎角飞行时，放下前缘襟翼，一方面可减小前缘与

相对气流之间的角度，使气流能够平顺地沿上翼面流过。另一方面也增大了翼

型的弯度。这样，气流分离就能延缓，而且最大升力系数和临界迎角也都得到

提高。有一种前缘襟翼叫克鲁格襟翼，一般装在机翼根部的前缘，襟翼向前下

方翻转，既增大机翼面积，又增大了翼型的弯度，所以具有很好的增升效果，

构造也很简单。 



 

235 

 

 
图 2 后缘襟翼 

（2）缝翼 

前缘缝翼是安装在机翼前缘的一段或者几段狭长小翼，是靠增大翼型弯度

来获得升力增加的一种增升装置。在前缘缝翼闭合时，随着迎角的增大，机翼

上表面的分离区逐渐向前移，当迎角增大到临界迎角时，机翼的升力系数急剧

下降，机翼失速。当前缘缝翼打开时，它与机翼前缘表面形成一道缝隙，下翼

面压强较高的气流通过这道缝隙得到加速而流向上翼面，增大了上翼面附面层

中气流的速度，降低了压强，消除了这里的分离旋涡，从而延缓了气流分离，

提高了“临界迎角”，避免了大迎角下的失速，使得最大升力系数提高，增大

最大升力系数 50%左右。另外，前缘缝翼使气流分离延缓，可提高飞机侧向稳

定性和操纵性，以及改善大迎角时的副翼效率。 

 

图 3 缝翼 

（3）扰流板 

扰流板是铰接在机翼表面的板，它只可以上偏，可以使机翼的升力减小，

阻力增加。每个机翼上表面各有多片扰流板。液压系统分别向不同的扰流板组

供压，在液压系统失效时使之相互隔离并保持扰流板对称工作。按照功能扰流

板分为地面扰流板和飞行扰流板。地面扰流板只能在地面上起减速作用，其通

常只有两个位置：立起位和放下位。飞机在空中时，空地电门将地面扰流板内

部锁活门置于空中位，切断供向扰流板作动筒的油液压力，将扰流板锁定在放

下位；当飞机落地后，空地电门将扰流板内部锁活门切换到地面位，使地面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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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板可在地面完全放出，从而卸除机翼的升力，提高刹车效率，增大阻力，从

而缩短飞机的着陆滑跑距离。飞行扰流板既可在空中使用，也在地面使用，其

作用既可为飞机减速，也可以协助副翼完成滚转操纵。飞行扰流板可以在多个

位置工作，所以一般采用液压伺服系统。 

 

图 4 扰流板 

（4）水平安定面 

现代大中型民航飞机由于纵向尺寸大，飞行重心纵向位移大，如果重心偏

前或偏后量过大，单靠升降舵是不能完全实现纵向操纵的，因此大多数飞机的

水平安定面的安装角是可调节的。水平安定面配平操纵系统主要靠改变水平安

定面的迎角来提供飞机俯仰配平。水平安定面偏转 1 度相当于升降舵偏转

2.5-3.5 度。水平安定面配平后升降舵回中立位，以减小阻力，提高操纵性。配

平方向与主操纵同方向，转动手轮或搬动电门，可减小或消除主操纵力。 

 

图 5 水平安定面 

 

 

 

 

样题：飞机的增升装置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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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飞行操纵系统 

4.2.1.4 机械式操纵系统和电传操纵系统 

备注： 

（1）区别： 

机械操纵系统由中央操纵机构和传动机构组成。驾驶员的操纵动作作用到

中央操纵机构，经传动机构作用于舵面。由于舵面偏转时气动力较小，驾驶员

用体力足以克服舵面气动力，从而实现对飞行的操纵。 

电传操纵系统是把驾驶员发出的操纵指令，经传感器转换为电信号，并与

来自飞机运动参数传感器测得的信号一起，传输给计算机处理，计算机按预定

的控制规律生成舵面操纵信号，控制操纵面作动器动作，舵面偏转，从而实现

对飞机进行操纵的一种人工飞行操纵系统。 

（2）特点： 

机械操纵系统 

优点：受电磁干扰和磁脉冲的影响很小；不依赖于电子信号及液压等系统，

相对独立。 

缺点：体积大，生存力低，安装复杂。使用范围较小，仅适用于小型低速

飞机。对设计飞机的要求更高。 

电传操纵系统 

优点：重量轻，体积小，节省设计和安装时间，生存力高，消除了机械操

纵系统中的摩擦，简化了主操纵系统于自动驾驶仪的组合，飞机操纵性和稳定

性有了质的飞跃。在设计飞机时，对飞机稳定性的要求可以降低，即可使飞机

设计成静稳定度不足，中立稳定，甚至是不稳定的。 

缺点：受电磁干扰和电磁脉冲的影响很大。 

 

 

 

 

 

 

样题：电传操纵系统的优势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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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起落架系统 

4.2.2.1 起落架的配置和特点 

备注： 

起落架在飞机上的常用配置形式有两种。 

（1）后三点式（重心在主轮之后）：两个主轮对称安装在飞机重心之前，

尾轮位于飞机尾部。后三点式起落架在螺旋桨飞机上容易配置，但其地面运动

稳定性较差，操纵不当容易打地转，另外在较大速度着陆时，如两主轮接地，

地面反作用力对重心形成上仰力矩，出现跳跃现象，需要“轻三点”接地，抱

杆压尾轮，操纵起来较困难，同时在刹车过程中惯性力矩产生前翻力矩，容易

出现飞机向前倒立（拿大顶）的现象，刹车时机不太好控制，但这些缺点对低

速飞机影响并不十分严重。 

（2）前三点式（重心在主轮之前）：两个主轮对称安装在飞机重心之后，

前轮位于机身前部。前三点式起落架的飞机地面运动稳定性好，滑行中不易偏

转和倒立；机身与地面接近平行，飞行员坐姿舒适，视界较好，滑跑起飞阻力

小，也避免发动机喷出的高温废气烧坏跑道；在着陆时只需两个主轮接地，比

较容易控制；主要缺点是前起落架承受载荷较大，滑跑中容易产生摆振，前三

点式比较适于速度较大的飞机，也是目前飞机起落架的主要配置形式。 

          

（a）后三点式起落架                   （b）前三点式起落架 

图 1 起落架的配置类型 

起落架的结构型式取决于飞机类型、尺寸等因素，主要影响飞机结构受力

和起落架的收放。目前起落架的结构型式主要有构架式、支柱套筒式和摇臂式

三类。构架式起落架通过承力构架将机轮与机翼或机身相连，承力构架中的杆

件及减震支柱都是相互铰接的，如图 2 所示。支柱套筒式起落架的减震器与承

力支柱合而为一，机轮直接固定在减震器的活塞杆上，减震支柱上端与机翼连

接，连接形式取决于收放要求，如图 3 所示。摇臂式起落架是在支柱下端安装

有一个摇臂，摇臂的一端支柱和减震器相连，另一端与机轮相连，这种结构多



 

239 

 

用于前起落架，如图 4 所示。 

 
图 2 构架式起落架 

  

（a）张臂式起落架                           （b） 撑杆式起落架 

图 3 支柱套筒式起落架 

  
图 4 摇臂式起落架 

 

 

 

 

 

 

 

 

 

样题：起落架的配置有哪两种形式？ 

撑杆 

机轮 

减震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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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起落架系统 

4.2.2.2 减震装置和转弯装置 

备注： 

1、减震装置 

起落架减震装置的功能是减小飞机着陆接地和地面运动时所受的撞击力，

减弱因撞击引起的颠簸跳动。起落架减震装置由轮胎和减震器两部分组成。 

轮胎按构造可分为有内胎和无内胎两种，充气后可以压缩，具有减震作用。

有内胎的机轮轮毂和轮胎内侧面画红色标线，目的是为了便于检查轮毂与轮胎

是否有相对运动。轮胎按充气压力不同分为低压轮胎：压力（2-3）×105Pa，

中压轮胎：压力（3-5）×105Pa，高压轮胎：压力（6-10）×105Pa，超高压轮

胎：压力大于 1MPa。 

根据吸能缓冲原理和耗能原理的不同飞机所用减震器也大不一样。 

（1）橡皮减震器。利用橡皮绳的拉伸变形吸收撞击动能；利用橡皮伸缩

过程中的分子摩擦消耗能量。橡皮分子摩擦消耗能量的能力很差，减震器热耗

作用很小。 

（2）弹簧减震器。利用弹簧的弹性变形吸收能量，由于弹簧本身分子摩

擦的热耗作用很小，弹簧减震器内设有两个弹簧压紧的摩擦垫圈，以增大热耗

作用。小型飞机起落架采用弹簧减震器。 

（3）油液橡皮式减震器/油液弹簧式减震器。主要特点是：在压缩和伸张

过程中它们通过迫使油液高速流过小孔产生剧烈摩擦来增大热耗作用。钢质弹

簧抗油液浸蚀的能力比橡皮好，可与油液同装在一个壳体内使减震器的尺寸大

为减小。所以油液弹簧式减震器比油液橡皮式减震器应用广。 

（4）油气式减震器。利用气体的压缩变形来吸收能量。气体能被压缩在

一个较小的容积内而且重量很小，因而在吸收能量相等的情况下这类减震器的

体积和重量都比前两类减震器小。 

现代民用飞机多采用油气式减震器，主要依靠压缩空气受压时气体的变形

来吸收撞击动能，并利用油液高速流过小孔产生的摩擦发热来消耗动能，吸收

能量大且反跳小。 

2、转弯机构 

操纵飞机在地面转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主轮单刹车，或调整左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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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的推力（拉力）使飞机转弯；而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前轮转弯机构操纵前轮

偏转使飞机转弯。轻型飞机一般采用前一种方式；而中型及以上的飞机因转弯

困难，对于前三点式起落架大多装有前轮转弯机构。另外有些重型飞机，在转

弯操纵时主轮也会配合前轮偏转提高飞机的转弯性能。 

（1）前轮转弯机构 

对于前三点式起落架，为了使前轮能绕支柱轴线偏转，支柱套筒式前起落

架在前轮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下图 a 表示一种支柱套筒式前起落架，前轮固定

在减震支柱活塞杆下部的轮叉上，轮叉通过扭力臂与可绕支柱外筒转动的旋转

筒相连。这样前轮便可连同轮叉、活塞杆、扭力臂和旋转筒等一起绕支柱轴线

转动。支柱和旋转筒上分别有限动块，用来限制前轮的最大偏转角。图 b 表示

一种摇臂式前起落架，前轮可以连同轮叉、旋转臂一起绕支柱轴线转动。支柱

和旋转臂上也有限动块。对于装备转弯机构的重型飞机的前起落架，其最大旋

转角度由转弯机构的行程限制而不采用限动块。 

 

 图 1 前起落架转弯机构 

 

图 2 前轮稳定距 

 

（2）前轮稳定距 

在各种形式的前起落架上，前轮的接地点都在其偏转轴线与地面交点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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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轮接地点（即地面对前轮的反作用力着力点）至偏转轴线的垂直距离叫

做稳定距。有了稳定距，飞机滑行时前轮的运动就可以保持稳定。当前轮因某

种原因偏转了一个角度时，作用于前轮的侧向摩擦力对支柱轴线的力矩就能使

前轮转回到原来位置。 

（3）前轮定中机构 

定中机构的功用是在前轮离地后和接地前使前轮保持在中立位置，以便顺

利地收入轮舱和正常接地。现代飞机通常采用凸轮式自动定中机构，简称凸轮

机构，它安装在前起落架减震支柱的内部由上、下凸轮组成。下凸轮固定在减

震支柱外筒内部，它不能左右转动，也不能上下移动。上凸轮的上端与减震支

柱内筒底部贴合，下端用连杆与轮叉相连，它可以与减震支柱内筒一起上下运

动，前轮偏转时又可以与轮叉和前轮一起绕支柱轴线转动。 

 

图 3 凸轮式中立机构原理图 

（4）转弯控制 

前轮转弯系统用于前三点式起落架飞机在地面滑跑时的方向控制。飞机地

面主要转向控制是由前轮转向手轮完成，保证飞机地面运动的方向控制，也可

以通过方向舵脚蹬进行有限的转向控制。 

①转弯手轮控制 

顺时针转动手轮，飞机顺时针转弯；反之，亦然。操纵偏角大（左右 60-70

度），一般用于低速滑行转弯。前轮转向手轮组件上的指针表示相对于定中设

定值的前轮转向位置。 

          

图 4 转弯手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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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方向舵脚蹬控制 

蹬左舵，飞机向左偏转；反之，亦然。操纵偏角小（左右 7 度），用于高

速滑跑修正方向。前起落架减震支柱伸长时，方向舵脚蹬转向不起作用。可在

拖飞机手柄上安装锁销使前轮转向释压，这样无需给液压系统释压就能退出或

拖飞机。 

 
图 5 方向舵脚蹬 

 

 

 

 

 

 

 

 

 

 

 

 

 

 

 

 

 

 

 

 

 

 

 

 

 

 

样题：起落架减震的主要装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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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起落架系统 

4.2.2.3 刹车系统和收放系统 

备注： 

1、刹车系统 

飞行员操纵刹车时，高压油液（或气体）进入固定在轮轴上的刹车盘，推

动刹车盘上的刹车片，使它紧压在轮毂内的刹车套上。由于摩擦面之间的摩擦

作用，增大了阻止机轮滚动的力矩，所以机轮在滚动中受到的地面摩擦力显著

增大，飞机的滑跑速度随之减小。飞行员刹车越重，进入刹车盘的油液或高压

气体的压力就越大，刹车片与刹车套之间也就压得越紧，阻止机轮滚动的力矩

越大，因而作用在机轮上的地面摩擦力也越大。飞行员可以通过加大刹车压力

的办法增大机轮的地面摩擦力，从而有效地缩短飞机的着陆滑跑距离。 

  

图 1 刹车减速原理 

目前飞机上使用的刹车装置主要有弯块式、胶囊式和圆盘式三种形式。随

着飞机尺寸的增大，飞机着陆水平动能越来越大，对刹车装置性能的要求越来

越高，现代飞机多采用圆盘式刹车装置。圆盘式刹车装置可以在不增大结构尺

寸的情况下，提供更大的摩擦面积，以得到更高的刹车效率，满足现代大型飞

机着陆减速的需要。 

刹车系统用来控制机轮刹车装置的工作。由机轮刹车减速原理可知飞机着

陆滑跑过程中刹车压力必须根据外界条件的变化随时进行调节，刹车系统的中

心问题就是调节刹车压力，因此，刹车系统都装有刹车调压器等附件。现代飞

机的刹车系统一般包括正常刹车、备用刹车、防滞刹车、自动刹车、停留刹车、

收轮（空中）刹车。正常刹车是飞机刹车系统的主干部分，由驾驶员直接控制

刹车压力，其他刹车分系统都是为改善主刹车系统的性能而发展的。 

2、收放系统 

现代飞机起落架收放系统一般以液压为正常收放动力源，以液压、冷气或

电力作为备用动力源。飞机前起落架的收放比较简单，而且总是向前或向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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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机身的，以向前收入前机身居多，也有些重型运输机的前起落架是侧向收起

的。主要是为了便于在紧急情况下能将起落架放出，一般飞机的前起落架向前

收入前机身。 

对主起落架而言，收放形式大致可分为沿翼展方向收放和翼弦方向收放两

种。现代民航飞机起落架大多是沿翼展方向收放的。沿翼展方向有内收和外收

两种形式，现代民航飞机多为下单翼飞机，在机翼根部有机翼和机身的整流包

皮，为容纳起落架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因此其主起落架大多采用沿翼展方向内

收入机翼根部或机身。但有的飞机为了在翼根处安装油箱或其他原因，起落架

也有向外收入机翼的。有些飞机的起落架上装有转轮机构，在收起落架时，转

轮机构能使机轮平面相对于支柱旋转一个角度，以便把机轮收入机身两侧的轮

舱内。 

 

a）收入翼根     b）收入机翼     c）收入机身（平放）  d）收入机身（立方） 

图 2 沿翼展方向收放 

 

图 3 主起落架收放 

收放位置锁是用来把起落架锁定在收上和放下位置，以防止起落架在飞行

中自动放下和受到撞击时自动收起。收放位置锁通常有两种形式：挂钩式（收

上）和撑杆式（放下）。起落架收放手柄可控制飞机起落架收放的顺序。在起

落架收放时，需要作动的部件除了起落架本身外，还包括起落架舱门。起落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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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放时，舱门与起落架的运动顺序要协调。收起落架时一般动作顺序为：舱门

开锁舱门作动筒将舱门打开；起落架下位锁作动筒打开下位锁；起落架在收放

作动筒作用下收起并锁定在收上位；舱门作动筒将舱门关闭，并锁定。放起落

架时顺序相反：先开舱门，然后开上位锁、放起落架并锁定，最后关上舱门。

起落架收放顺序因机型差异而略有不同。 

如果采用可收放起落架，必须有起落架位置指示器或其它手段来通知驾驶

员起落架已锁定在放下（或收上）位置。位置指示主要用于显示起落架状态，

其中位置信号可分为灯光信号和机械信号。 

起落架的空/地传感器感受飞机的空地信号，一般以感觉起落架支柱的收

缩与伸张来判断飞机是在空中还是在地面。前起落架的空/地传感器装在扭力

臂上，直接由扭力臂的伸张与压缩来作动，靶标接近传感器获得空/地信号。

而主起落架通常在右主起落架上装有空/地传感器，由减震支柱的伸张与压缩

驱动一根推拉钢索作动空/地安全电门，获得空/地信号。 

 

 

 

 

 

 

 

 

 

 

 

 

 

 

 

样题：起落架减震的主要装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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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液压系统 

4.2.3.1 液压系统的作用、原理及特点 

备注： 

液压传动是一种以液体为工作介质，利用液体静压能来完成传动功能的一

种传动方式，是液压能与机械能之间的相互转换。液压系统就是利用了液压传

动的原理，给飞机飞行操纵系统、起落架收放、前轮转弯、刹车系统和发动机

反推装置等提供操纵动力。 

飞机上的液压系统利用了液压传动原理。在装满液体的密闭容器内，对液

体的任一部分施加压力时，液体能把这一压力大小不变地向四面八方传递。根

据帕斯卡定律，在系统中一个活塞上施加一定量的压强，必将在另一个活塞上

产生相同的压强。如图 1 所示，如果右边活塞面积 A 是左边活塞面积 a 的 2

倍，那么作用在右边活塞上的力将增大为左边活塞上的 2 倍，而两个活塞上的

压强仍然是相等的。 

  

图 1 液压传动原理 

液压传动是以有压力的液体作为传递能量的介质，而且必须在封闭的容器

内进行，液压传动中的工作介质（液压油）是在受控制、受调节的状态下进行

工作的，为克服负载必须给油液施加足够大的压力，负载愈大所需压力亦愈大。

另外，液压传动必须满足它所驱动的运动部件在速度方面提出的要求，因此，

要完成一定的传动动作，仅利用油液传力是不够的，还必须使油液不断地向执

行机构运动方向流动，流量愈大活塞执行机构运动速度愈大。 

液压传动的体积小、重量轻；能在给定范围内平稳的自动调节速度；换向

容易；磨损小，使用寿命长；系统结构紧凑、易于安装、可靠性高、便于远距

离传输；操纵控制简便，自动化程度高，容易实现过载保护。 

 

样题：液压系统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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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液压系统 

4.2.3.2 液压系统的组成 

备注： 

按液压元件的功能划分，液压系统一般包括四种元件：动力元件、执行元

件、控制调节元件和辅助元件。动力元件，即液压泵；执行元件，即液压动作

筒和液压马达，分别提供直线运动和旋转运动；控制调节元件，即各种阀，用

以调节各部分液体的压力、流量和方向，满足工作要求；辅助元件，包括油箱、

油滤、散热器、蓄压器等，其中蓄压器在系统对流量和压力需求量大时辅助泵

供压，当油泵处于卸荷时作为油泵的补充，延长卸荷周期，保持供压稳定。 

 

图 1 典型飞机的液压系统组成 

 

 

 

 

 

 

 

 

 

样题：液压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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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液压系统 

4.2.3.3 液压油的种类和特点 

备注： 

航空液压所采用的工作液通常分为植物基液压油、矿物油基液压油和磷酸

酯基液压油三种。 

（1）植物基液压油 

主要由蓖麻油和酒精组成，它有刺鼻的酒精味并通常染成蓝色。用于早期

的老式飞机上用的多，一般天然胶密封圈。植物油具有矿物油及大多数合成油

所无法比拟的特点，就是迅速的降低环境污染。植物油优点是无毒性，润滑性

能和极压性能比石油基润滑油好。但植物油因产量少而且比矿物油价格高，另

一个缺点是在低温下易结蜡，氧化安定性也不如矿物油好。 

（2）矿物基液压油 

矿物基液压油是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并加入抗氧化剂、耐高温添加剂，

它具有刺激性的气味，呈红色。它的润滑性好、腐蚀性小、化学稳定性性较好，

故被液压系统所采用，尤其是特制的航空液压油，能耐高温、抗低温和防火。

广泛用于轻型飞机刹车系统，液压动力系统和缓冲器中。适用密封圈：极性合

成橡胶。 

（3）磷酸酯基液压油 

磷酸酯基液压油是由多种磷酸酯和添加剂用化学方法合成，防火性能特别

好、耐低温、低腐蚀，呈紫色，广泛用于民航机上。磷酸酯基液压油非常易于

从大气中吸收水份而被污染，因此必须有很好的密封。成本较高，用于现代高

性能飞机。 

 

 

 

 

 

 

 

 

 

样题：飞机常用的液压油有哪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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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燃油系统 

4.2.4.1 燃油系统的作用 

备注： 

（1）存储燃油。飞机油箱中存储着飞机完成飞行任务所需的全部燃油，

包括紧急复飞和着陆后的备用燃油，保证发动机正常工作时的消耗。 

（2）可靠供油。飞机燃油系统可在各种规定的飞行状态和工作条件下保

证安全可靠地将燃油供向发动机和辅助动力装置。飞行状态主要包括平飞、爬

升、下降、转弯等；工作条件指飞机高、低速，加减速飞行时所对应的发动机

低转速和高转速，即慢车到最大推力状态。 

（3）调节重心。目前民航飞机的燃油占飞机起飞总重的 30～50%，而在

某些大型飞机上甚至达 60%。通过燃油系统，可调整飞机横向和纵向重心位置。

横向重心调整可保持飞机平衡，减小机翼机构受力；纵向重心调整可减小飞机

平尾配平角度，减小配平阻力，降低燃油消耗。  

（4）冷却介质。燃油可作为冷却介质，可以冷却滑油、液压油、空调气

源等其他附件。 

另外，燃油装载量大，加油时间长，尤其是要消除燃油中的杂质和水分，

保证系统密封性不要漏油。 

 

 

 

 

 

 

 

 

 

 

 

 

样题：飞机燃油系统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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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燃油系统 

4.2.4.2 燃油的种类和特性 

备注： 

航空燃油常用的有航空汽油与航空煤油两大类。 

（1）航空汽油 

航空汽油主要用在活塞式航空发动机的一些小型飞机或者直升机上作为

燃料。抗爆性是航空汽油最重要的使用性能，通常由辛烷值/品度值表征并以

其值命名它们的牌号。汽油的辛烷值/品度值越高，汽油的抗爆性能越好，而

品度值表示汽油在富油时的抗爆性。 

（2）航空煤油 

喷气发动机使用的基本都属于航空煤油。我国现用的有喷 A（Jet A）与喷

B（Jet B），国外有 JP-4、JP-5、JP-8 等，JP-4 与 Jet B 相当，JP-5 与 Jet A 相当。

Jet B 是一种宽馏分燃料，是汽油与煤油的混合物，汽油约占 50%至 60%，挥

发性较高。 

对燃油的要求有以下几个方面：良好的燃烧性，在雾化、蒸发、与空气混

合后点火燃烧的 0.01 秒瞬间完全燃烧，不积碳；良好的物理化学稳定性，含

杂质少，储存、运输过程中不变质；不腐蚀有关机件；高的热值、高挥发性、

高纯度；低的冰点和低的燃点。 

 

 

 

 

 

 

 

 

 

 

 

样题：飞机采用的航空燃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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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燃油系统 

4.2.4.3 油箱的种类和供油顺序 

备注： 

燃油箱按其在飞机上所处位置可分为机翼油箱和机身油箱（中央油箱），

按油箱结构特点油箱可分为固定油箱（包括硬壳式油箱和软油箱）、结构油箱

（即整体式油箱）等，现代大型机通常采用整体式油箱。传输系统负责向发动

机和 APU 提供燃油，通常双发飞机的两台发动机由中央油箱压力供油，直到

中央油箱油量接近零再由各自相应的主油箱向发动机压力供油，中央油箱单向

活门的打开压力比主油箱单向活门打开压力低，这样就保证了供油顺序。 

油箱通气系统的目的是防止加油时油箱内产生过大的正压，在飞行中给油

面提供冲压空气压力，防止因耗油产生负压，保证顺利加油和向发动机供油。

民航大型飞机主要采用压力加油系统，压力加油系统可提供快速加油，并且可

减小加油时的外来污染。按国际民航组织规定，最大起飞重量与最大着陆重量

的比值大于 105%的飞机必须设置空中放油系统，以保证着陆安全。 

 

图 1 飞机的油箱 

 

 

 

 

 

 

 

样题：飞机的油箱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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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燃油系统 

4.2.4.4 加油方式 

备注： 

现代民航飞机主要有重力加油和压力加油两种方法。重力加油也称为敞开

式加油，是在油箱上部加油口加油，利用燃油自身的重力流到各个油箱。在任

何一架飞机上都设置有重力加油装置，由于重力加油操作简单，一般被小型飞

机采用，如图 1 所示。飞机的重力加油口一般位于主油箱顶部。 

 

图 1 小型飞机重力加油  

压力加油系统也叫集中加油系统，利用地面动力源，从飞机专门加油口密

封而迅速将油压入到各个油箱中。地面加油装置一般是加油车或者地井加油

泵。压力加油主要用于使用航空煤油的大型飞机上，由一条高压喉管连接加油

口，通过人工或自动控制等方法，在油泵压力的驱动下通过预先铺设在飞机的

管道往各油箱加油。由于只有一个加油点，油箱之间的燃油分配都由加油点控

制面板或驾驶舱控制，如图 2 所示。 

 

图 2 压力加油系统组成 

 

样题：飞机的加油方式有哪些？ 

加油站 
中央油箱 

1 号油箱 
2 号油箱 

放油活门 

浮子电门 浮子电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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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燃油系统 

4.2.4.5 供油方式 

备注： 

供油系统是保证飞机在所有正常飞行状态下能够可靠地向发动机和辅助

动力装置供给所需燃油。民用飞机燃油系统的供油方式一般有重力供油和动力

供油两种方式。重力供油是利用油面的高度差（供油量与油面高度差成正比），

让燃油依靠自身重力自动向下流出。油箱顶部的加油通气口将大气引入油箱，

确保供油通畅，如图 1 所示。 

 

图 1 重力供油系统 

动力供油系统是采用电动离心泵作为供油动力，将燃油增压后供向发动机

和辅助动力装置。为了保证供油的可靠性，每个油箱中安装两台燃油增压泵。

如图 2 所示，发动机通常先由中央油箱动力供油 ，直到中央油箱油量接近零，

再由发动机各自相应的主油箱动力供油。整个燃油系统中有许多单向活门确保

燃油流向正确，防止油箱之间的燃油传输。油泵动力供油工作可靠，便于实施

自动控制，因此，现代民航飞机多采用动力供油。 

  

图 2 多发动力供油系统 

 

样题：飞机的供油方式有哪些？ 

油箱 

加 油 通

供油活门 

油滤 

   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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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燃油系统 

4.2.4.6 放油系统 

备注： 

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和最大着陆重量通常是不同的，最大起飞重量大于最

大着陆重量。根据适航规章要求，当运输机或通用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比其最

大着陆重量超出很多（一般为 105%）时，必须考虑为飞机装备空中应急放油

系统。设置应急放油系统的主要目的是使飞机在空中迅速减重，以满足紧急迫

降的条件。 

飞机在空中紧急放油的主要情况有： 

（1）当飞机重量大于最大允许着陆重量时。比如当飞机以较大的起飞重

量（超过最大着陆重量）起飞时，起飞不久即遇到需要紧急着陆的情况，飞行

员可通过应急放油系统将燃油迅速放出，从而将飞机自身重量降低到最大着陆

重量以内，避免在紧急着陆时对起落架和机身结构造成严重损坏。例如“9.11”

当天，全美大量航班被迫返航或迫降，造成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应急放油。 

（2）减少飞机着陆后起火爆炸危险时。比如在起落架、发动机或操纵系

统等带故障着陆时，为避免摩擦、碰撞，擦出的火星会引燃燃料和机油，发生

火灾甚至爆炸，需要放油。 

（3）飞机在飞行中由于飞行状态、发动机工作状态等原因，造成左右机

翼油箱不平衡，或是因燃油系统故障，打乱了飞机耗油顺序，致使飞机重心移

动超过限定值，出现不平衡过载等情况下，也会放油。 

飞机放油系统允许从所有油箱放油。应急放油时，要求紧急放油系统工作

时不能有起火的危险，排放出的燃油必须不能接触飞机，而且放油活门必须允

许飞行人员在放油操作过程中任何阶段都能使其关闭，同时必须有保持最少油

量的自动关断活门，保证飞机有足够的油液着陆。此外，放油系统必须有两个

分开的独立系统，以保持飞机在放油过程中的横向稳定。 

放油的地域应选在海洋、山区、荒原、沙漠处的上空，不能在城市、机场、

森林、近地低空等处的上空放油。一般机场附近都配有放油区以应对出现的紧

急情况。还有就是放油高度尽可能不低于 3000 米，在这样的高度上，燃油落

地前经过雾化、挥发，对环境的影响不会太大。此外，还要避开强静电区域，

放油时不得环形飞行或穿越放油油带。在放油实施前，必须向该空域的空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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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以便及时调度该空域内其他航空器避让开放油区域。 

紧急着陆时，为了降低飞机重量，只需放到低于最大着陆重量即可，没有

固定值；故障着陆时，需将燃油量放至低油量告警油量（最低油量），也就是

保证 45 分钟飞行的油量即可；迫降时，需放至紧急告警油量（紧急油量），也

就是保证 15 分钟飞行的油量即可。 

 

图 1 B777 放油系统 

 

 

 

 

 

 

 

 

 

样题：飞机放油有哪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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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电气系统 

4.2.5.1 飞机的可用电源 

备注： 

（1）发动机发电机：飞机的主电源是由发动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采用

单独供电方式。发电机直接与发动机耦合，只要发动机工作，发电机就工作。 

（2）APU 发电机：APU 发电机直接由 APU 驱动，并输出与两台发动机

驱动发电机相同的电流。在地面，APU 发电机可提供主要的电源。飞行中，

可作为任一发电机的备用电源。作为唯一的电源时，APU 发电机可满足各种

地面情况的电力要求和所有飞行所需的重要电源。 

（3）电瓶：电瓶是一种化学电源，是一个化学能和电能相互转化的装置。

放电时，它把化学能转化为电能，向用电设备供电；充电时，它把电能转化为

化学能储存起来。 

（4）冲压涡轮发电机：正常时，冲压空气涡轮发电机收在飞机机体内；

应急供电时，靠迎面气流驱动涡轮，带动发电机工作。由于电瓶和冲压涡轮发

电机的容量较小，因此只能为飞机上的重要用电设备供电，作为飞机上的应急

电源使用。 

（5）外部地面电源：机身前轮舱附近的外部交流电源接头，用以接通外

部电源车。地面人员可用外电源面板上的状态指示灯判断是否正在使用外部电

源。 

 

图 1 飞机的可用电源 

 

 

样题：飞机的可用电源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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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电气系统 

4.2.5.2 飞机电源的类型和特点 

备注： 

（1）主要电源类型 

飞机采用的主电源类型多种多样，主要有低压直流电源系统、变速变频交

流电源系统、恒速恒频交流电源系统及变速恒频交流电源系统等。目前大型喷

气式飞机最常采用的主电源方式是恒速恒频交流电源系统，如 B737、B747、

B757、A320 等。发动机通过恒速传动装置带动发电机，可发出 400Hz、115

／200V 的恒频交流电。辅助电源是辅助动力装置驱动的发电机。应急电源是

电瓶和冲压空气涡轮。 

（2）不同电源的供电顺序 

多电源直流供电系统一般采用并联供电方式，对于多电源的恒频交流电源

系统采用并联或单独供电。单独供电由各台发电机分别向各自的汇流条供电；

故障时断开故障一侧发电机，由正常发电机向汇流条供电，其特点是控制简单，

但当故障时，在供电转换瞬间存在供电瞬间中断问题。并联供电将多台同频率

的交流发电机并联起来，共同向负荷供电，优点是供电可靠性高，只有全部发

电机故障时才会出现停电问题，缺点是电源控制及保护设备复杂。 

 

 

图 1 A320 电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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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B737-800 电源系统 

 

 

 

 

 

 

 

 

 

 

 

 

 

 

 

 

 

 

 

 

 

 

样题：飞机主要采用的电源类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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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电气系统 

4.2.5.3 飞行管理系统 

备注： 

飞行管理系统（FMS-Flight Management System）是新一代数字化、智能

化、综合化的电子系统。典型的飞行管理系统一般由四个分系统组成，包括：

处理分系统，即飞行管理计算机系统（FMCS），是整个系统的核心；执行分

系统，自动飞行指引系统和自动油门，即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显示分系统，电

子飞行仪表系统（EFIS），即仪表系统；传感器分系统，惯性基准系统（IRS）、

数字大气数据计算机（DADC）和无线电导航设备。 

飞行员在驾驶舱主要操控的控制组件是自动飞行指引系统的方式控制面

板（AFDS MCP）、两部控制显示组件（CDU）、两部电子飞行仪表系统（EFIS）

控制面板。主要显示装置是 CDU、电子姿态指引仪（EADI）、电子水平状态

指示器（EHSI）和推力方式显示。各部分都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既可以单独

使用，又可以有多种组合形式。飞行管理系统将这些独立的部分组成一个综合

系统，提供连续的自动导航、指引和性能管理。 

FMCS 由飞行管理计算机（FMC）和两个控制显示组件（CDU）组成。

FMCS 有两个数据库，导航数据库和性能数据库。导航数据库用于：确定飞机

当时位置；进行导航计算；导航台自动调谐管理。性能数据库包含对飞机垂直

导航进行性能计算所需的有关数据。它们是与飞机和发动机型号有关的参数。  

性能数据库分为：飞机空气动力模型；发动机数据模型 

FMS 的主要功能包括导航/制导、自动飞行控制、性能管理和咨询/报警功

能。FMS 实现了全自动导航，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工作负担。另外，飞机可

以在 FMS 的控制下，以最佳的飞行路径、飞行剖面和最省油的飞行方式完成

从起飞直到进近着陆的整个飞行。 

 

 

 

 

 

 

 

样题：飞行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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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空调和增压系统 

4.2.6.1 飞机增压座舱的要求 

备注： 

（1）座舱温度要求 

根据人体生理卫生要求，最舒适的座舱温度为 20～22℃，正常保持在 15～

26℃的舒适区范围内。另外，座舱内温度场应均匀，无论是垂直方向还是水平

方向，与规定座舱温度值的偏差，一般不得超过±3℃。座舱壁、地板和顶部的

内壁温度，基本上应保持与舱内温度一致，否则由于热辐射和对流的影响会使

乘员感到不舒适。同时，各内壁的温度应高于露点，使其不致蒙上水汽。 

（2）座舱压力要求 

座舱高度：是指座舱内空气的绝对压力值所对应的标准气压高度，单位为

m。对应于座舱空气压力上限值 565mmHg，它大约相当于 2400m 高度上的大

气压力，即称此时的座舱高度为 2400m。 

座舱余压：座舱内部空气的绝对压力 pc 与外部大气压力 pH 之差就是座舱

空气的剩余压力，简称余压。亚音速喷气式客机的最大压差范围约在 400～

440mmHg（7.7～8.5psi）。 

座舱压力变化率：对于大约为 153m/min（近似 2.5m/s）的垂直上升速度

（相当于 0.22～0.23mmHg/s 的压力降低速度），以及 92m/min（近似 1.5m/s）

的垂直下降速度（相当于 0.13～0.14mmHg/s 的压力增长速度），它们对人体可

以长时间作用而不致产生航空中耳气压症。 

（3）供气量要求 

为了保证客舱内空气是新鲜的，座舱通风换气次数不能少于 25-30 次/小

时，大约每两到三分钟就更新一次，空气流速为 0.2 米/秒。在保证最少新鲜空

气的条件下，还可使一部分用过的座舱空气经过滤器净化后，重新供入座舱，

以减少从发动机的引气量，从而减少空调系统的代偿损失。 

 

 

 

 

样题：飞机座舱压力有哪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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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空调和增压系统 

4.2.6.2 引气的来源 

备注： 

现代喷气式客机的增压空气来源有三处：发动机压气机引气（主要来源），

从 APU 引气（在地面和空中的一定条件下可使用），地面气源（在地面可使用）。 

 

图 1 飞机的气源系统 

（1）发动机引气：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主要通过发动机进行引气。对于常

见的双发飞机，发动机引气有两套独立的子系统，中间由隔离活门（交输活门）

隔断。通常情况下左发对左侧空调组件进行供气，右发则对右侧空调组件进行

供气。 

（2）APU 的引气：通过 APU 引气活门引出，为避免发动机供气时增压

空气倒流到 APU 内，在 APU 供气管路上装有单向活门。 

（3）地面气源：飞机在地面时，利用地面气源车、空调车可为两组件工

作提供足够引气。 

增压气源主要用于座舱的空调与增压，此外，还可以为机翼前缘及发动机

进气道前缘的热空气防冰，发动机起动，饮用水、液压油箱等系统的增压，以

及飞机的气动液压泵（ADP）、前缘襟翼气动马达和大型飞机的货舱加热等提

供所需空气。 

 

 

样题：飞机的空调引气源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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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空调和增压系统 

4.2.6.3 空调系统的原理 

备注： 

空调系统保证舱内的温度在 17℃至 24℃范围内，保持一定的湿度和 CO2

的浓度，保障舒适安全的飞行环境。空调组件将发动机压气机的热空气引出与

外界的冲压空气通过热交换使引气冷却形成冷空气，再与发动机来的热引气相

连，通过控制阀调节引气的混入量来调节座舱温度。调节后的空气由不同的管

路通过座舱壁和顶部的通风孔送入座舱，座舱内有空气循环孔，通过循环风扇

把座舱空气抽回到空调总管，回收的空气在组件中和送入的新鲜的空气混合，

再送入座舱，这样可以减少从发动机的引气量。 

 

图 1 空调原理 

空调制冷系统是温度控制组件中最为关键的，现代飞机空调系统的制冷组

件按工作原理分为蒸发循环制冷组件和空气循环制冷组件两种。民航飞机主要

使用空气循环制冷系统。空气循环制冷系统主要是采用由发动机带动的座舱增

压器或者直接由发动机引出的高温高压空气，经过热交换器初步冷却后，再经

过涡轮进行膨胀对外做功，空气本身的温度和压力大大降低，由此获得具有要

求的温度和压力的冷空气，此外涡轮旋转带动同轴的压气机、风扇或其它装置，

这样，高压空气中的热能就转变为机械功，从而达到降温制冷的目的。 

 

 

 

样题：空调的温度调节原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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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空调和增压系统 

4.2.6.4 座舱增压控制的原理 

备注： 

座舱增压系统都由机舱压力控制系统控制。要保持座舱压力不变，必须保

持座舱供气量等于排气量与漏气量之和，要使客舱压力增大，就需使座舱供气

量大于排气量与漏气量之和，由于漏气量是无法控制的，所以控制座舱压力及

其变化速度应通过控制供气量和排气量来实现，除此之外可以通过两个释压活

门提供安全释压，限制座舱内外的最大压差。负压释放活门可防止外界大气压

力超过机舱内部压力。 

 

图 1 座舱增压原理 

根据适航法规的要求，飞机在最大设计巡航高度上，座舱高度不能大于

8000 英尺，而巡航时飞行高度一般在 30000 至 40000 英尺之间，飞机结构承

受较大的余压，排气活门同时承受较大的压差。因此，巡航过程中，排气活门

开度最小。飞机在地面时，座舱内外压差较小，排气活门开度较大。飞机在爬

升或下降过程中，由于其飞行高度的变化，可能导致座舱高度产生突变。在飞

机下降过程中，如果座舱高度下降过快，即座舱压力上升率过大，应加快排气

活门开启的速率，将座舱内压力降低，抑制压力上升的速率。 

座舱压力制度是指飞机座舱内压力（即座舱高度）随飞机飞行高度的变化

关系，又称为座舱调压规律。座舱压力制度是座舱压力控制系统处于平衡状态

时的静态调节特性。目前民航飞机常用的压力制度有两种：适用于低速飞机的

三段式压力制度和现代客机采用的直线式（或近似直线式）压力制度。三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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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控制制度是指飞行过程中，座舱压力（座舱高度）随飞行高度（或外界大

气压力）成三段变化，如图 2 所示。直线式压力制度是当飞机从地面爬升到巡

航高度时，座舱压力随飞机飞行高度的增加成直线关系均匀变化，如图 3 所示。

飞机在未达到巡航高度前，座舱余压缓慢增加，当飞机进入巡航高度时，座舱

余压达到座舱余压限制值。 

 

图 2 三段式压力制度 

 

图 3 直线式压力控制制度 

  

图 4 现代大型飞机的座舱压力控制 

 

 

样题：飞机座舱压力是如何控制的？ 

压力 

高

飞机座舱压力 

飞机飞行高度 

压力 

高

度 

自由通风段 等压控制段 
等余压控制段 

飞机座舱压力 

飞机飞行高度 

500m 3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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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防冰和排雨系统 

4.2.7.1 飞机的防冰部位和防冰方法 

备注： 

飞机结冰会使飞机的空气动力性能变坏、发动机性能变坏、有关仪表读数

不准，由此引起飞机的操纵性、稳定性和机动飞行能力下降，同时还可能使得

人工和自动驾驶误差变大，严重威胁飞行安全。 

飞机防冰主要指的是飞行中给飞机的机翼、尾翼、发动机进气道、螺旋桨、

风挡玻璃、大气数据传感器、排水口、天线等部件防冰。 

 

图 1 飞机的防冰部位 

飞机积冰部位中以机翼和尾翼前缘积冰最多。积冰会使翼型发生改变，使

升力明显地减少，失速速度增大，临界迎角减小，飞机爬升速度、升限和最大

飞行速度均降低，飞机的机动性能和着陆性能变差，严重危及飞行安全。如果

机翼上的操纵面的主要区域有冰、霜、雪，会导致操纵面冻结在原有位置或运

动受阻，影响飞行安全。发动机积冰常出现在进气道前缘、发动机压气机前的

整流罩、进气导流叶片等部位，结冰会使进入发动机的空气流场发生变化，混

乱的气流进入压气机，导致发动机工作不稳定，可能引起发动机出现喘振，推

力下降。飞机外部装有多种大气数据探头，包括皮托管探头、总温探头、静压

和迎角探头等。如果这些传感器结冰，会降低空速、气压高度、升降速度等参

数的测量精度，甚至失真和完全失效。飞机在结冰条件下飞行或当飞行高度突

然下降时，风挡玻璃可能结冰或出现雾气，风挡玻璃的透明度下降，驾驶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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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困难，特别是在起飞、着陆阶段，由于影响目视，会使起飞着陆发生困难，

导致判断着陆高度不准确，进而影响着陆安全，严重时会出现危险。飞机上有

很多种天线，这些天线积冰能扭曲天线的形状，引起颤动，使无线电通信失效

导致中断联络，强烈积冰能使天线同机体相接，发生短路，会造成无线电导航

设备失灵，导致飞机迷航等情况的发生。此外，积冰也会使飞机的重量增加，

阻力增加，耗油率增加。如果积冰层较厚，还会使飞机的重心位置改变，从而

影响飞机的稳定性，升力中心位移，操纵品质变差。 

当前飞机上使用最为广泛的是热防冰技术，该技术已成为现代飞机防冰的

主流。目前热防冰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气热防冰，一种是电热防冰。 

（1）气热防冰：是利用热空气加热飞机部件防冰表面的热力防冰技术。

由于热空气加热蒙皮时热源充足，能量大，热惯性大，但周期加热控制较难，

故很少采用周期加热的防护方式，常采用连续加热方式，多用于防冰表面较大

的部件，如机翼，尾翼，发动机进气道前缘等。常用的热气源有发动机压气机

引气。 

（2）电热防冰：是将电能转变为热能，加热部件防冰表面的热力防冰技

术。电热防冰技术有连续加热和间断加热两种形式。对防冰表面不允许结冰或

加热耗电功率较小的部件（如风挡，空速管等），常采用连续加热的防冰方式；

对防冰表面允许少量结冰或加热耗电功率较大的部件（如机翼，尾翼等），常

采用周期加热的除冰方式。 

 

 

 

 

 

 

 

 

 

 

 

 

 

样题：飞机上需要防冰的部位有哪些？ 



 

268 

 

4.2.7 防冰和排雨系统 

4.2.7.2 飞机排雨的方法 

备注： 

飞机在雨天飞行时，雨水落在风挡玻璃上会妨碍驾驶员的视线，风挡玻璃

内外表面上的冰、霜、雾、雨也会使它的清晰度或能见度降低。因此，需要对

风挡玻璃进行防冰除雾处理。小型飞机风挡一般采用打蜡方式，大型高速飞机

常用较复杂的排雨系统。飞机的风挡排雨系统通常有雨刷系统、排雨剂系统组

成。 

（1）雨刷系统：风挡雨刷系统是利用由动力操纵的雨刷在风挡外壁表面

往复运动刮去风挡上的雨水、薄冰、雪。风挡雨刷系统主要由马达、转换器、

雨刷、电阻箱及控制开关组成。马达提供驱动力，雨刷控制开关用于提供雨刷

操纵速度的选择和雨刷收放。 

  

图 1 飞机的雨刷系统      图 2 排雨剂 

（2）排雨剂系统：当飞机在空中遭遇中到大雨时，雨刷不足以排雨，在

许多民航客机上均安装有化学排雨剂系统。该系统能够向风挡喷洒一次或者几

次特殊的防雨剂，该防雨剂能够增加水的表面张力，表面张力的增加会消除风

挡上的水膜，使水保持在点滴的形态，易于清除。 

（3）防水涂层：目前，防水涂层几乎在所有的波音飞机上使用，在空客

飞机上也有使用。目前，对于小型飞机一般采用聚丙烯塑料做风挡玻璃，材料

软，采用给风挡打蜡的方法；对于大型高速飞机，普遍采用风挡刮水刷系统、

化学排雨剂系统、永久性防水涂层、气动排雨系统。 

 

样题：飞机常采用的排雨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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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航空仪表系统 

4.2.8.1 传统仪表的种类和原理 

备注： 

（1）气压高度表：根据标准大气压中气压（静压）与高度对应关系，测

量气压的大小，就可以表示出高度的高低。 

（2）垂直速度表：高度的变化率（或称垂直速度）就是单位时间内飞机

高度的变化量。升降速度可以通过测量静压变化率的方法得到，也可通过惯性

基准系统测得的垂直加速度通过积分得到。 

（3）空速表：根据空速与动压的关系，利用开口膜盒测量动压，从而得

到指示空速。马赫表的结构与测量原理与空速表基本相同。 

（4）地平仪：地平仪中有一个可移动的飞机标志和一条人工地平线，利

用飞机标志和人工地平线显示出飞机的飞行姿态。人工地平线指示的是惯性平

台的位置或计算出的地平基准，飞机标志与机身相连，飞机标志与人工地平线

的角度关系表示飞机本身相对于地平面的角度变化。 

（5）转弯侧滑仪：转弯仪是一种速度陀螺仪，它用来指示飞机转弯的方

向和转弯角速度的快慢程度。在协调转弯时，转弯仪的指示大小对应于该某飞

行速度条件下飞机无侧滑转弯时的倾斜角。 

（6）航向指示器：把三自由度陀螺的水平自转轴当作航向基准线来用，

就能将它制成一个测量航向变化的罗盘，则可以提供准确的航向信息，此罗盘

称为陀螺罗盘。 

  

图 1 传统的航空仪表 

 

样题：传统的分离式仪表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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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航空仪表系统 

4.2.8.2 电子综合仪表的种类和显示 

备注： 

电子飞行仪表系统（EFIS-Electronic Flight Instrument System）根据飞机各

系统提供的数据在导航显示器（ND）和主飞行显示器（PFD）上产生相应的

目视彩色显示。其中无线电导航系统、FMC 和惯性基准系统等提供主要与导

航有关的数据；飞行控制计算机、自动油门和 FMC 提供主要与自动飞行有关

的数据；大气数据计算机和惯性基准系统提供用于显示飞机当前状态信息的数

据。 

  

图 1 PFD 

 

图 2 ND 

 

 

 

样题：PFD 的指示信息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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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航空仪表系统 

4.2.8.3 大气数据系统和黑匣子 

备注： 

（1）大气数据计算机 

通过测量静压、全压、总温以及必要的修正（如迎角、侧滑角），经大气

数据计算机解算而求得大量大气数据的系统，称为大气数据系统。大气数据系

统包括大气数据传感器和大气数据计算机（ADC－Air Data Computer）。在有

的飞机上将大气数据系统和惯性基准系统综合在一起，形成大气数据惯性基准

系统（ADIRS），为电子飞行仪表系统（EFIS）、飞行管理系统、自动飞行系统

和其它系统提供大气数据和惯性信息。 

（2）黑匣子 

黑匣子也叫飞行记录器，包括飞行数据记录器和驾驶舱话音记录器。（称

为黑匣子）。飞行数据记录器将所选的操作信息和系统信息，如高度、航向、

加速度、空速、飞行实际姿态数据、飞机基本受力及其来源数据等。只要飞行

记录器有电，操作信息和系统信息会自动记录。磁带的长度足以记录飞行最后

25 小时的情况。驾驶舱语音记录器用来记录最后 2 小时内飞机驾驶舱内的声

音和驾驶员之间的通话。颜色为国际通用桔红色。飞行数据记录器和驾驶舱话

音记录器上都带有水下定位信标机。水下定位信标功能：坠入水中后，自动启

动，发出音频信号。接收装置收到信号后，进行分析处理，得到声源位置。可

以保持 30 天的发射，以便打捞。 

黑匣子对飞机发生事故后的评判与鉴定需要更多的数据，例如发动机参

数，襟翼位置、俯仰角、滚转角、舵面的位置等飞行控制参数和导航信息、自

动驾驶工作情况、电源系统的参数和驾驶舱警告等各系统的情况等。因此，现

代机载飞行数据记录器能记录几十类上万个参数。飞行记录器对于飞机失事调

查和飞行性能评估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样题：黑匣子的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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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通信系统 

4.2.9.1 VHF/HF 通信系统 

备注： 

（1）HF 通信 

高频通信系统的电波传播以天波传播方式为主，电离层对高频电波的吸收

比中频和低频电波弱，因此高频电波不需要中继站转发就可以实现远距离通

信，通信距离约为 1000 至 2000km，特别适合机载远距离通信，是一种飞机与

飞机、飞机与地面之间的远距离通信系统。高频通信系统包括地面高频电台和

机载高频设备。飞机上一般都装有两套高频通信系统。高频天线一般安装在飞

机尾部或垂直安定面的前缘。 

（2）VHF 通信 

甚高频（VHF）通信系统是一种近程通信系统，包括甚高频话音通信和数

据通信，甚高频频率范围为 118.00 至 135.975MHz，频道间隔 25KHz。其功能

是在管制单位与飞机，飞机与飞机之间进行双向话音通信。甚高频电波的频率

很高，很容易穿透电离层而不能返回地面。同时沿地面传播衰减很快，所以以

空间波传播方式为主。传播距离近，根据飞机飞行高度、发射功率和天线高度

而定，最远可以达到 400km。 

 

 

 

 

 

 

 

 

 

 

 

 

样题：VHF 通信有哪些特点？ 



 

273 

 

4.2.9 通信系统 

4.2.9.2 卫星通信系统 

备注： 

卫星通信是利用人造地球卫星作为中继站转发或发射无线电波，在两个或

多个地球站之间进行的通信，是宇宙通信形式之一。卫星通信系统按照卫星的

工作轨道分为低轨道卫星通信系统（LEO）、中轨道卫星通信系统（MEO）和

高（静止）轨道卫星通信系统（GEO）。 

与其他通信手段相比，卫星通信的主要有以下优点： 

（1）覆盖面积大。一颗地球同步卫星便可覆盖地球表面的 1/3，因此，利

用 3 颗适当分布的地球同步卫星即可实现除两极以外的全球通信； 

（2）通信距离远。在卫星波束覆盖区内通信距离最远为 18000 公里，卫

星通信是远距离越洋电话和电视广播的主要手段； 

（3）具有多址通信能力。卫星所覆盖区域内的所有地球站都能利用同一

卫星进行相互间的通信，即多址联接； 

（4）通信频带宽、传输容量大。卫星通信采用 1～10 千兆赫的微波频段，

有很宽的频率范围，每个卫星上可设置多个转发器，可在两点间提供几百、几

千甚至上万条话路，提供每秒几十兆比特甚至每秒一百多兆比特的中高速数据

通道； 

（5）通信稳定可靠、通信质量高。卫星链路大部分是在大气层以上的宇

宙空间，属恒参信道，传输损耗小，电波传播稳定，不受通信两点间的各种自

然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即便是在发生磁爆或核爆的情况下，也能维持正常

通信； 

（6）机动灵活。地球站的建立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可建在边远地区、

岛屿、汽车、飞机和舰艇上。 

 

 

 

 

 

样题：卫星通信有哪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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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通信系统 

4.2.9.3 数据链通信系统 

备注： 

飞机通信寻址报告系统 ACARS 系统是一个可寻址的空/地数字式数据链

通信网络，通过它可以进行空地之间的数据和信息的自动传输交换。ACARS

通信报告系统主要由 ACARS 机载设备、VHF 地面无线电网、ACARS 控制中

心和航空公司信息中心组成。 

 

图 1 ACARS 的通信原理 

地面台接收到 ACARS 发出的数据，并通过网络将数据传输到用户。这种

数据的传输方向被称为下行数据链。相反，数据从地面台传向飞机，则被称为

上行数据链。 

ACARS 通信系统的优点： 

（1）快速、实时的飞机的离场、起飞、落地、进入登机门时间（OOOI

时间），发动机参数，飞机故障等可立即自动向地面报告，无需飞行员参与报

告。这样可使地面随时了解飞机状态，便于进行生产调度和维修安排。 

（2）减轻机组负担 

（3）通信量大。由于 ACARS 快速、自动，所以它传输的信息量增加很

多倍，不仅包括飞机性能数据，而且包括商用数据，如食品、饮料供应、乘客

订票、订旅馆等。 

 

样题：ACARS 通信有哪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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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通信系统 

4.2.9.4 CPDLC 数据链通信系统 

备注： 

CPDLC 是一种数据链接程序，使得飞行员和管制员之间可以进行字符形

式的直接交流。CPDLC 带来的最大变化即飞行员和管制员之间通信的方式－

使用地空数据通信，而非传统的 VHF，HF，卫星话音方式。CPDLC 也是一种

有力地支持 ATC 通信的方式，特别是在洋区和地理环境恶劣的地方。不久的

将来，CPDLC 还将作为一种额外的工具用在一些繁忙的终端区以解决 VHF 拥

挤问题。 

 

图 1 CPDLC 的通信原理 

CPDLC 基本的服务包括与当今空中交通管制过程相对应得一系列的放

行、信息、请求报文元素。这些报文元素包括：高度分配、穿越限制、侧向偏

移、航路变更和放行、速度分配、无线频率分配以及各种信息的请求。飞行员

可以通过报文做出响应、申请放行信息、报告信息、宣布/放弃紧急状态等。

管制员可以通过报文来实现放行、请求报告、分配频率等几乎所有的管制操作。

CPDLC 还为管制员和飞行员还提供了自由格式报文的功能。 

 

 

 

样题：CPDLC 通信在 ATC 中有哪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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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导航系统 

4.2.10.1 惯性导航 

备注： 

惯性导航是用陀螺装置提供一个基准坐标系，利用惯性敏感元件测量飞机

相对于惯性空间的线运动和角运动参数，在给定运动初始条件下，由计算机计

算出飞机的姿态、方位、速度和位置等导航参数，引导飞机完成预定的航行任

务。 

 

图 1 惯导系统的工作原理 

由于惯导不依赖于任何外部信息，也不向外部辐射能量，完全依靠自主的

机载设备完成导航任务，故其隐蔽性好，且不受外界电磁干扰的影响，不受气

象条件的限制，是一种自主式导航方式。惯导可全球、全天侯、全时段地工作

于空中、地球表面、乃至水下，能提供位置、速度、航向和姿态角数据，所产

生的导航信息连续性好而且噪声低。另外，惯导的数据更新率高、短期精度和

稳定性好。但由于导航信息经过积分而产生，容易产生积累误差，定位误差随

时间而增大，长期精度差，在每次使用之前都需要较长的初始对准时间，设备

的价格较昂贵，而且不能给出时间信息。 

 

 

 

 

 

 

 

 

样题：惯性有哪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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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导航系统 

4.2.10.2 无线电导航 

备注： 

无线电导航系统是目前民航广泛使用的一种导航系统，它利用无线电技术

测量导航参数，包括多普勒效应测速、利用雷达原理测量距离和方位、用导航

台来定位等。无线电导航的特点是导航设备较简单，可靠度较高，不受时间的

限制，但它输出的信息主要是飞机的位置，而且工作范围受地面台信号覆盖区

域的限制，这种系统的工作与无线电波传播条件有关，在某种程度上受人为干

扰的影响。无线电导航的过程，就是通过无线电波的发射和接收，测量飞机相

对于导航台的方向、距离等导航参量的过程。 

主要包括： 

（1）常规无线电导航：包括 VOR、NDB、DME 导航 

（2）终端区导航：仪表着陆系统（ILS）：仪表着陆系统（Instrument Landing 

System，ILS）用于引导飞机沿正确的航向和下滑道着陆，是保证飞机安全着

陆的重要设备，尤其是在夜间和不良气象条件下，仪表着陆系统显得更为重要，

它可以在飞行员肉眼难以发现跑道或标志时，给飞机提供一个可靠的进近着陆

通道，以便让飞行员掌握位置、方位、下降高度，从而安全着陆。ILS 由甚高

频航向信标系统（LOC－Localizer）、特高频下滑信标系统（GS-Glide Slope）

和几个甚高频指点信标系统（MB－Marker Beacon）三部分组成。每个分系统

又由地面发射设备和机载设备组成。 

 

图 1 ILS 

 

 

 

样题：ILS 有哪几个组成部分，各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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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导航系统 

4.2.10.3 卫星导航 

备注： 

卫星导航系统是覆盖全球的自主地理空间定位的卫星系统，可以用来向相

关接收设备提供授时、定位、导航、测速等数据信息或服务。卫星导航定位系

统是以卫星为空间基准点，用户利用接收设备测定至卫星的距离或多普勒频移

等观测量来确定其位置和速度的系统。 

 

图 1 卫星导航 

卫星导航系统有以下特点： 

（1）全球全天候定位。导航卫星的数目较多，且分布均匀，保证了地球

上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至少可以同时观测到 4 颗卫星，可在一天 24 小时内的任

何时间进行，不受阴天、黑夜、起雾、风雨等天气的影响，确保实现全球全天

候连续的导航定位服务。 

（2）定位精度高。定位精度一般优于 10m，采用差分定位，精度可达厘

米级和毫米级。相对定位精度在 50km 以内可达 10-6m，100-500km 可达 10-7m，

1000km 可达 10-9m。在 300-1500m 工程精密定位中，1 小时以上观测时其平

面位置误差小于 1mm。 

（3）可提供全球统一的三维地心坐标。能为用户提供连续、实时的三维

位置，三维速度和精密时间。例如 GPS 水准可满足四等水准测量的精度，另

外，GPS 定位是在全球统一的 WGS-84 坐标系统中计算的，因此全球不同地点

的测量成果是相互关联的。 

（4）快速、省时、高效率。随着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设备操作简便。 

样题：卫星导航的特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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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导航系统 

4.2.10.4 ATC 应答机和气象雷达 

备注： 

一次雷达利用无线电波发现目标并确定目标的距离，只能发现目标的存

在，不能识别敌我；二次雷达能够发现目标并识别敌我，因此又称敌我识别器。

二次雷达由地面询问雷达发射一定模式的询问信号，装在飞机上的应答机收到

这个模式的询问信号后，经过信号处理、译码，然后由应答机发回回答信号，

地面雷达收到这个回答信号，也经过信号处理，然后将信号中包含的飞机识别

代码、高度、方位、距离和速度显示在终端显示器上。地面二次雷达发射的是

射频脉冲信号，这种信号由间隔不同的脉冲对信号组成，而脉冲信号的脉冲编

码方式称为询问模式。根据应答机发射的频率和代码的特点，其模式有 A 模

式、C 模式和 S 模式。 

  

图 1 二次雷达的工作原理 

气象雷达是为了防范气象风险，保证飞行安全，装载在飞机上的一种自主

式的机载电子设备，通过目标对雷达所辐射微波信号的反射来探测目标并确定

目标的位置及其它性质。在装备 EFIS 的飞机上，通常将气象雷达所提供的信

息显示在导航显示器或电子水平状态指示器（EHSI）上。气象雷达可探测雷

雨和湍流等危险气象区、探测飞机前下方的地形。 

 

 

 

样题：ATC 应答机有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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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导航系统 

4.2.10.5 GPWS 和 TCAS 警告系统 

备注： 

近地警告系统（GPWS）在起飞、复飞、进近着陆阶段且无线电高度低于

2450ft 时，近地警告系统 GPWS 根据飞机的形态和地形条件，如果接近地面时

出现不安全情况，在驾驶舱内以目视和音响形式向机组报警，提醒飞行员采取

有效措施。警告方式包括：1）过大的下降率。2）过大的接近地形率。3）起

飞或复飞后掉高度太多。4）非着陆构形下的不安全越障高度。5）进近着陆时

低于下滑道太多。6）无线电高度喊话。7）风切变警告。 

 

图 1 GPWS 警告-过大的下降率 

空中交通警戒与防撞系统（TCAS）就可能发生的飞行冲突向驾驶员发出

警告。TCAS 在二次雷达用应答机确定飞机的编号、航向和高度的原理上，把

询问装置装在飞机上，使飞机之间可以显示相互之间的距离间隔，从而使驾驶

员知道在一定范围内飞行的航空器之间的相互间隔及时采取措施，避免碰撞。

和二次雷达一样，TCAS 系统需要飞机上都装有应答机才有作用。TCAS 提供

的保护等级由对方飞机所带应答机的类型来确定：若对方飞机带 A 模式应答

机，TCAS 仅提供交通警戒信息 TA；若对方飞机带 C 模式或 S 模式应答机，

TCAS 既提供交通警戒信息 TA，还提供决策信息 RA；若两架飞机都带有

TCAS2 设备时，则通过 s 模式应答机交换数据对冲突进行协调解决；若对方

飞机没有装应答机或应答机不工作，TCAS 将无法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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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飞机上的通信和导航天线 

 

 

 

 

 

 

 

 

 

 

 

 

 

 

 

 

 

 

 

样题：GPWS 有哪几种警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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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动力装置 

4.2.11.1 发动机的种类 

备注： 

航空发动机为飞机提供飞行所需动力，民用主要有两种类型：活塞式发动

机和喷气式发动机。 

1、活塞发动机 

活塞发动机主要为吸入空气，与燃油混合后点燃膨胀，驱动活塞往复运动，

再转化为驱动轴的旋转输出。单单一个活塞发动机发出的功率非常有限，因此

人们将多个活塞发动机并联在一起，组成星型或 V 型活塞发动机。活塞航空

发动机用于带动螺旋桨或旋翼。大型活塞式航空发动机的功率可达 2500 千瓦，

后来为功率大、高速性能好的燃气涡轮发动机所取代，但小功率的活塞式航空

发动机仍广泛地用于轻型飞机、直升机及超轻型飞机。 

 

图 1 活塞式发动机 

（1）活塞发动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航空活塞式发动机的基本构件是汽缸和活塞曲轴和连杆。汽油在气缸中燃

烧，形成高温气体，气体膨胀作功，推动活塞在汽缸中向下运动，活塞带动连

杆，连杆连在曲轴上，使曲轴转动，曲轴继续转动，使活塞又向上移动，然后，

再开始点火，使活塞再向下运动，这样往复不断，就把汽油燃烧的热能转化为

曲轴转动的机械能，这就是活塞式发动机最基本的工作原理。为实现这一过程，

发动机的动作由四个过程构成一个循环，我们称这个过程为冲程（如图 1 所

示）。发动机每进行一次循环，活塞往复两次，经过四个冲程，因此这种发动

机被称做四冲程发动机，也被称做往复式发动机，在调控机构的调控下，一个

循环接着一个循环的工作下去，发动机就连续工作了。 

活塞式发动机用单个气缸功率是不够的，因为汽缸通常由于材料强度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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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能做的太大，一个气缸的工作也不均衡，因而震动很大，发动机都作成是

多气缸的，多汽缸的工作时间错开就使得振动变的均匀，功率越大，气缸就越

多，一般航空发动机都在 5 缸以上，最多 28 缸，功率达到 4000 马力。人们将

多个活塞发动机并联在一起，组成星型或 V 型活塞发动机。 

发动机要工作要有燃料系统，它由油箱、导管和进气系统组成，进气系统

有汽化器式和直接喷射式两种，汽化器使燃油雾化，在气缸外与空气混合再进

入气缸；直接喷射系统中燃油通过喷射装置直接进入气缸，在气缸内与空气混

合。混合气的点燃要有点火系统，点火系统由产生高压电的磁电机和点火分配

器和火花塞组成，磁电机产生的高压电通过分配器按顺序时刻分送到各个气缸

的火花塞，火花塞及时发出电火花点燃混合气体。为了减少机件之间的摩擦阻

力，发动机配有润滑系统，润滑系统由滑油箱、滑油泵和管道组成，滑油通过

滑油泵被强制送到各个摩擦面上去润滑这些接触面，减少摩擦阻力。然后流回

滑油箱。发动机由于在工作中积累的热量而不断升温，因而必须有冷却系统，

使工作温度保持正常，冷却系统有两类，一种是液冷式，它用气缸外流动的冷

却液（一般是水）来吸收热量，然后冷却液在散热器上由迎面来的气流带走热

量，这种冷却方式的优点是发动机截面可以做的比较小，阻力较小，但结构复

杂重量增加；另一种是气冷式，这种发动机的气缸外壁上有很多散热片，气缸

迎风成星形布置，迎面气流吹过散热片带走热量，这种发动机为了提高冷却效

率，迎风面积要较大，阻力增大，但结构较轻。现代的活塞发动机以气冷式较

多。此外活塞发动机从静止状态启动需要有外部的力量推动，最早期的航空发

动机也有像早期汽车一样人力启动，现代的航空发动机都装有启动系统，启动

系统也有两种，一种是气动的，用压缩气体充入气缸使发动机启动，另一种是

电动的，使用一个启动电动机带动启动机使曲轴旋转。有了以上各种系统的配

合，航空活塞发动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2）螺旋桨 

活塞式发动机单独不能驱动飞机，它必须驱动螺旋桨才能使飞机运动，因

而活塞发动机和螺旋桨在一起才构成了活塞式飞机的推进系统。飞机的螺旋桨

有 2-6 个叶片组成，每个单独的叶片从根部到顶部扭曲，它的每一个与叶片轴

线垂直的截面都相当机翼的一个翼型。当它相对于空气转动时，把空气向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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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空气的反作用力如同机翼的情况一样，在剖面突出的一边空气流动快，压

力小；在剖面呈直线的一边空气流动慢，压力大，这个压差形成了垂直于桨叶

叶面的力，但是桨叶的运动平面和飞机的纵轴垂直，因而在螺旋桨的一侧会产

生和飞机纵轴平行的拉力。和机翼一样桨叶的叶弦相对于迎面的气流的角度是

迎角，迎角的大小，影响着拉力的大小。随着飞行速度的提高，螺旋桨翼面的

合成速度向叶弦靠拢，使迎角变小，这样拉力就会减小，这时如果能使桨叶角

变大，则螺旋桨的迎角就会增大到原来的有利状态，因而就产生了变距螺旋桨。

当不需要螺旋桨产生拉力时（降落或发动机失效），为减少阻力可以使迎角调

为 0，桨叶将顺着气流旋转，也叫顺桨，这时的阻力最小。也可以使桨叶角变

为负值，使螺旋桨产生反方向的拉力，阻止飞机前进，这时称为反桨，以利于

飞机在着陆时缩短降落距离（如图 2 所示）。变矩螺旋桨能在飞行的各种状态

下，桨距按照具体的需要进行调节，这样发动机和螺旋桨充分发挥了效率，也

保证了发动机和螺旋桨能在转速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桨距来适应飞行速度改变

时对力矩的需要。 

 

图 2 螺旋桨受力 

（3）活塞发动机的性能特点 

航空活塞发动机的性能指标，除了功率、重量等直接指标外，评价它的性

能好坏的有两个重要指标。一个是燃油消耗率，即每马力一小时内消耗的燃油

重量，这个指标越低，说明这个发动机的经济性越好。另一个指标则是重量功

率比，重量用公斤表示，功率使用马力。这个比值越低说明发动机重量轻而马

力大。第一架飞机上的活塞发动机的重量马力比为 6.4 公斤/马力。而到 40 年

代末达到 0.5 公斤/马力，耗油率也从 1 公斤/马力小时降到 0.2~0.25 公斤/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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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这个指标比喷气发动机低，所以在低速飞行时，活塞发动机的经济性能

很好，活塞发动机在 50 年代初已经达到成熟期，工作可靠，大修期提高到

2000~3000 小时一次。因而它目前仍在小型、低速飞机和轻型直升机上广为应

用。 

2、喷气发动机 

喷气发动机通过吸入大量的空气，燃油在发动机内部的燃烧使燃料的化学

能转化为机械能，燃烧后的气流高速喷出，把气体排向后方，气流对发动机产

生反作用力，推动飞机向前飞行。喷气发动机既转换能量又产生推力，其本身

就是一个推进系统。喷气式发动机目前应用比较广泛，主要有涡轮喷气发动机、

涡轮风扇发动机、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和涡轮轴发动机。 

 

 

 

 

 

 

 

 

 

 

 

 

 

 

 

 

 

 

样题：喷气发动机的推力产生原理是什么？活塞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和特点式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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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动力装置 

4.2.11.2 发动机的结构与原理 

备注： 

（1）涡喷发动机 

单转子涡轮喷气发动机由进气道、压气机、燃烧室、涡轮、喷管组成，双

转子涡轮喷气发动机有低压和高压两个转子。低压压气机和低压涡轮构成低压

转子 N1；高压压气机和高压涡轮构成高压转子 N2。双转子涡轮喷气发动机由

进气道、低压压气机、高压压气机、燃烧室、低压涡轮、高压涡轮、喷管组成。

部分军用发动机的涡轮和尾喷管间还有加力燃烧室。进气道将所需的外界空气

以最小的流动损失送到压气机；压气机通过高速旋转的叶片对空气压缩作功，

提高空气的压力；空气在燃烧室内和燃油混合燃烧，将燃料化学能转变成热能，

生成高温高压的燃气；燃气在涡轮内膨胀，将燃气热能转变为机械能，驱动涡

轮旋转，带动压气机；燃气在喷管内继续膨胀，加速燃气，燃气以较高速度排

出，产生推力。 

  
图 1 涡轮喷气式发动机 

（2）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涡轮螺桨发动机由燃气涡轮发动机和螺旋桨组成。螺旋桨可由压气机轴直

接驱动或由自由涡轮轴驱动。涡轮螺桨发动机的涡轮既带动压气机也带动螺旋

桨，约 2/3 的涡轮功率用来转动压气机，其余的 1/3 用来转动螺旋桨和传动附

件。 

 

图 2 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3）涡轮风扇发动机 

涡桨和涡扇的一个主要工作差别是通过涡扇发动机风扇的气流由扩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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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道设计所控制，相对于风扇叶片的空气速度不被飞机的空速影响，这就消

除了高空速下工作效率的损失，而高空速能力正是涡桨发动机的使用限制。另

外，通过风扇的总空气流量比通过涡桨发动机的螺旋桨的要少，随着涡扇发动

机涵道比增加，差别将减少。在高亚音速范围内，涡扇发动机具有推力大、推

进效率高、噪音低、燃油消耗率低等优点。缺点是风扇直径大，迎风面积大，

因而阻力大，发动机结构复杂，其速度特性不如涡喷发动机。它广泛应用于民

航干线飞机。 

 

图 3 涡轮风扇发动机 

涡扇发动机的风扇吸入的气流一部分如普通喷气发动机一样，送进压气机

（称“内涵道”），另一部分则直接从涡喷发动机壳外围向外排出（称“外涵道”）。

因此，涡扇发动机的燃气能量被分派到了风扇和燃烧室分别产生的两种排气气

流上。这时，为提高热效率而提高涡轮前温度，可以通过适当的涡轮结构和增

大风扇直径，使更多的燃气能量经风扇传递到外涵道，从而避免大幅增加排气

速度。这样，热效率和推进效率取得了平衡，发动机的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发

动机的效率高就意味着油耗低，飞机航程变得更远。 

 

图 4 涡轮风扇发动机 

通过外涵的空气质量流量和通过内涵的空气质量流量之比称为涵道比。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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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比为 1 左右是低涵道比；涵道比为 2～3 左右是中涵道比；涵道比为 4 以上

是高涵道比，目前民航上使用的大多是 5 以上的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涡扇发

动机的推力由两部分组成，内涵产生的推力和外涵产生的推力。对于高涵道比

涡扇发动机，风扇产生主要推力，占到 78％以上。 

（4）涡轮轴发动机 

涡轮轴发动机作为直升机的动力，工作和构造上区别于涡喷和涡扇发动

机，与涡桨发动机很相近。涡轮轴发动机同减速器系统一起能够驱动直升机的

旋翼，以获得升力和气动控制力。当然涡轮轴发动机也有自己的特色——通常

带有自由涡轮，而其他形式的涡轮喷气发动机一般没有自由涡轮。 

 

图 5 涡轮轴发动机 

 

 

 

 

 

 

 

 

 

 

 

 

 

 

 

 

 

 

 

样题：涡轮风扇发动机的主要工作原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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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动力装置 

4.2.11.3 发动机的性能和适用范围 

备注： 

发动机的性能主要表现在推力特性、燃油消耗特性。 

（1）推力特性 

用来表征发动机推力的基本参数有：发动机转速 n 和发动机压力比 EPR。

发动机转速增加，推力增大，因此发动机转速大小可以反映发动机的推力大小。

高涵道涡轮风扇发动机，由于发动机推力主要由外涵风扇产生，所以常用发动

机低压转子速度 N1（即风扇速度）来表征发动机推力大小。发动机压力比用

EPR 表示，是指低压涡轮的出口总压与低压压气机进口总压之比，同气流通过

发动机的加速成比例。高涵道涡轮风扇发动机，由于发动机推力主要由外涵风

扇产生，所以发动机压力比常用外涵风扇出口气体总压与外涵风扇进口气体总

压之比。 

（2）燃油消耗特性 

涡轮喷气发动机作为热机和推进器的组合体，用总效率来衡量它的燃油经

济性。发动机的效率包括发动机热效率、推进效率和总效率。热效率指的是发

动机产生的机械功与发动机燃油完全燃烧放出热量之比，表示在热循环中加入

的热量有多少转变为机械功，也称内效率。推进效率指的是推进功与可用功之

比，也等于推力乘以飞行速度，用来表示发动机产生的可用功有多少变成推进

功，这个比值称为推进效率，也称外效率。总效率指的是推进功与燃料完全燃

烧放出热量之比，也等于热效率（内效率）与推进效率（外效率）的乘积，用

来表示燃油燃烧的热能有多少转化为飞机的动能。 

考虑发动机的推力特性和燃油经济性，发动机主要用于： 

① 涡轴发动机（主要用于直升机） 

② 涡桨发动机（主要用于支线飞机） 

③ 涡扇发动机（主要用于干线飞机和军机） 

④ 涡喷发动机（主要用于军机） 

 

样题：衡量发动机推力特性的主要参数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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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动力装置 

4.2.11.4 辅助动力装置（APU） 

备注： 

辅助动力装置（APU）用于各类运输机上，其目的是在地面提供电源和气

源，以使飞机减少对地面设备的依赖；在空中提供备用气源和电源。辅助动力

装置的工作是建立在一台小型涡轮发动机上的，装在飞机机身尾部。辅助动力

装置基于它的能力限制一般在地面工作时，可以提供电源和气源，用于起动主

发动机及飞机空调用气。在空中一定高度以后，可以提供电源或气源任何一项。

如果飞行高度继续增加，到一定高度后，它仅能提供电源。辅助动力装置是在

必要时短时间工作的，一旦主发动机正常工作后，发电机正常运转，则不需要

它供电供气。 

  

图 1 APU 的结构 

辅助动力装置通常是一台小型燃气涡轮发动机，有压气机、燃烧室和涡轮。

APU 压气机主要功用是提供空气用于燃烧，可以是单级或多级，压气机还提

供引气到飞机气源系统。在多数现代 APU 中引气部分压气机和功率部分压气

机是分开的，常采用离心式压气机。燃烧室通常是环形燃烧室。在小型 APU

上有向心式涡轮，在大的 APU 上有 2 级或多级轴流式涡轮。APU 和主发动机

一样它的工作必须要具备一些系统，例如燃油、滑油、空气、控制、指示、排

气系统。 

 

 

 

 

样题：APU 的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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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氧气系统 

4.2.12.1 机组氧气系统 

备注： 

民用飞机机组氧气系统为断续式供氧系统，机组人员根据需要随时可以使

用氧气。机组氧气系统一般由氧气瓶供氧，使用位于各机组工作位的快速配戴

的供氧面罩。机组氧气系统包括机组氧气瓶、压力调节器、压力指示器、供氧

调节器和氧气面罩等。 

氧气流量由氧气面罩上的供氧调节器控制，可提供混合氧气、纯氧和应急

情况下压力供氧。供氧调节器有四个位置。 

（1）正常位（NORMAL）：为稀释供氧，为延长氧气供给持续时间，使

用者在一定的座舱的高度以下利用自己的吸力呼吸座舱空气与氧气的混合气

体，混合比根据座舱高度而定，在高空提供一个高氧比例，而在低空提供高空

气比例。例如 A320 飞机当飞行高度大于 10600m 时，空气进口自动关闭开始

提供纯氧。 

（2）100%位：纯氧供氧，使用者利用自己的吸力在所有的客舱高度范围

内呼吸到纯氧。 

（3）应急超压电门（EMERGENCY）：紧急情况时，选择应急超压供氧

按钮，在任何座舱高度，这种情况下可以正压力提供纯氧。当驾驶舱有烟雾或

有害气体时采用，能让使用者呼吸到连续的具有一定压力的氧气。当座舱高度

大于 30000 英尺时自动产生持续较高压力的氧气。 

（4）测试位（TEST）：测试调节器的供给压力为正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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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机组氧气系统 

 

 

 

 

 

 

 

 

 

 

 

 

 

 

样题：机组氧气系统供氧方式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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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氧气系统 

4.2.12.2 客舱氧气系统 

备注： 

民用飞机旅客氧气系统为连续型供氧系统，由氧气瓶或化学式氧气发生器

供氧，可以向旅客和客舱乘务员提供应急氧气。化学式旅客氧气系统由位于旅

客服务组件（PSU）上独立的化学氧气发生器提供。氧气系统由若干个独立的

供氧组件构成，每个供氧组件主要由一个氧气发生器、管路和几个氧气面罩等

组成。氧气是由安装在特定容器内的专用化学氧气发生器提供，每个发生器可

供氧给 2～4 个面罩。氧气发生器位于乘客座椅上方、卫生间内、各个厨房（选

装）及每个客舱乘务员工作处的服务组件内。带两个面罩的发生器则位于每个

乘务员工作位上方和每个盥洗室内。 

  

图 1 客舱氧气系统 

旅客氧气面罩采用的是开放式供氧面罩，这类面罩与连续式供氧调节器配

套使用。杯子形的橡皮模压件，柔软，以便每个人都能适用，这类面罩与连续

式供氧调节器配套使用。氧气面罩是通过一根细长的橡胶供氧管和卡口接头连

到氧气发生器上。氧气连续流到面罩的储气袋里，储气袋先储气，然后涨大时，

可容纳一定量的氧气。氧气系统启动时，氧气面罩从存放箱中掉下，用力拉下

组件上任何一个面罩时，该组件所有面罩都掉下。同时面罩和氧气发生器之间

有一根系紧细绳，拉动氧气面罩时，此绳可触发氧气发生器，并向所有面罩输

入 100%的氧气，旅客将氧气面罩罩在口鼻处就可以进行正常呼吸。系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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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旅客氧气接通（PASS OXY ON）灯亮，主注意（MASTER CAUTION）

系统的顶板信号牌亮。当氧气发生器工作后，供氧量以预定的速度进行，供氧

时间为 12 分钟（或 22 分钟）。 

 

 

 

 

 

 

 

 

 

 

 

 

 

 

 

 

 

 

 

 

 

 

 

 

 

 

 

 

 

 

 

 

 

 

 

 

样题：客舱氧气系统供氧有哪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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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防火系统 

4.2.13.1 防火系统组成 

备注： 

飞机的防火系统由火警探测系统和灭火系统两大部分组成。防火系统平常

不工作，一旦发生火险必须迅速扑灭火源，因此，飞机的防火系统需要定期检

查、测试以保证系统的可靠性。火警探测系统用以探测火警并指示相应的位置，

并以灯光、音响等形式发出报警信号，同时可以接通灭火电路自动灭火。火警

探测系统必须在任何飞行和地面状态下能快速探测其所在区域的火警和过热

情况，而不发出错误的警告，并且能迅速并持续显示着火信号和准确的指示出

着火的位置以便采取正确的防范措施，也要准确指示火的熄灭和火的重燃。火

警探测系统主要由火警传感器、火警控制盒和火警信号装置组成。火警探测器

将表征火警条件的物理量转换为另一种物理量的装置。一般火警探测器主要通

过温度和烟雾来探测火警。温度探测器主要用于飞机的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

等，探测温度是否达到设定的阈值来提示火灾的出现。烟雾探测器主要用于飞

机的盥洗室、货舱、行李舱和电子设备舱等，探测是否有着火征兆的烟雾存在，

根据烟雾的浓度改变其输出的电信号。 

灭火系统主要用于飞机发动机、APU、客货舱、行李舱、燃油油箱、起落

架舱、机翼以及一些危险区域发生的火灾进行可靠的扑灭作用。飞机上的灭火

系统有两类，固定式的灭火系统和手提式的灭火设备。固定安装的专用灭火系

统包括灭火瓶、喷射导管和灭火控制组件。主要用于发动机和 APU 灭火，有

些飞机的货舱、卫生间也采用固定式灭火系统。飞机上装有若干个手提式灭火

瓶，如客舱或驾驶舱着火，由机组人员手提灭火瓶灭火。 

 

 

 

 

 

 

 

 

 

 

样题：飞机火警探测系统主要有哪些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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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防火系统 

4.2.13.2 飞机的防火部位 

备注： 

飞机上需防火的区域主要包括发动机、APU、货舱、起落架舱、电子设备

舱、驾驶舱、客舱及机翼和燃油箱等其它危险区域。飞机常见的防火系统如图

1 所示。 

   

图 1 飞机的防火系统布局 

发动机防火系统由发动机过热/火警探测系统和发动机灭火系统组成。发

动机过热/火警探测系统用来探测、指示发动机短舱中的失火。发动机灭火一

般采用固定式灭火系统，多数发动机采用自动报警人工灭火方式，也有的发动

机采用自动报警自动灭火和自动报警人工灭火方式两组装置。在飞行过程中发

动机起火时，报警和灭火系统工作，可以向任一发动机释放一个或两个灭火瓶，

如图 2 所示。APU 防火系统由 APU 火警探测器和 APU 灭火系统组成，与发

动机类似。 

 

图 2 发动机灭火位置 

货舱防火系统包括火警探测系统和灭火系统。根据民航相关规定，火警探

测系统必须在火情发生 60 秒内向机组成员发出火情告警。烟雾是火灾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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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兆，因此在飞机的前后货舱内，一般按飞机对称面布置若干个光散射型烟雾

探测器。如果发生火情，烟雾探测器测试到的烟雾浓度会超过设定值，系统会

向机组人员发出警告。 

 

图 3 货舱防火系统 

 

 

 

 

 

 

 

 

 

 

 

 

 

 

 

 

 

 

 

 

 

 

 

样题：飞机上需要防火的部位主要有哪些？ 



 

298 

 

4.2.14 紧急和非正常程序 

4.2.14.1 紧急程序 

备注： 

任何时候遇到直接或间接危及飞行安全，需要采用规定的非常规方法、程

序时，机长都应把它看作紧急情况。同时，影响飞机飞行安全的任何部件或系

统故障也应按紧急情况来处理，即需要使用机型的 AFM 或者 FCOM 中的任何

应急程序时，都应视为紧急情况。 

飞机制造商制定紧急程序，并建议在严重失效情况下执行。这些程序由适

航当局批准为可接受的程序，用于飞机操作。 

（1）火情与烟雾控制 

任何时候飞机上出现火情，建议在最近合适机场着陆。在执行任何抑制火

情/烟雾撤离程序，即使烟雾消散，如果未能目视证实或无法目视证实火已熄

灭，立即在最近合适机场着陆。 

任何时候在驾驶舱释放手提灭火瓶时或由于烟雾聚集需要氧气时，飞行机

组应总是使用 100%氧气。 

（2）座舱释压 

1）座舱压力-座舱高度过大 

如果座舱高度高于 FL100：使用机组氧气面罩，开始下降。最大飞行高度

层为以下较高者：FL100 或 MEA。 

①如果座舱高度高于 FL160：执行紧急下降程序。 

②如果座舱高度大于 14000ft：需要人工证实旅客氧气面罩接通。 

2）座舱压力-座舱余压过大 

关断两部组件，并提醒乘务组。 

（3）紧急下降 

机组使用机组氧气面罩，打开客舱信号牌，将所有推力手柄设置慢车（如

果自动推力未接通），伸出全减速板。以最大合适速度下降至以下两者中较高

者：FL100 或 MEA。注意如果怀疑有结构损伤，酌情减速，小心机动。 

将发动机方式选择器设至 IGN START，通知 ATC。 

最大飞行高度层为以下较高者：L100 或 MEA 

如果客舱高度大于 14000ft：人工证实旅客氧气面罩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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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上迫降 

通知 ATC 和客舱机组紧急情况的性质或需使用应机（如可用）驾驶舱和

客舱作好准备。 

开始放油（如安装），关断 TAWS-GPWS，打开客舱信号牌，打开应急出

口灯，关断商用设备，将着陆标高设置为海平面。 

进近：保持起落架收上，使用最大可用缝翼/襟翼。注：如果双发失效，

使用襟翼 1。停止放油（如安装） 

在 2000FT AGL：检查座舱压力方式选择在 AUTO 位置，关断所有引气（发

动机和 APU，通知客舱机组水上迫降，将水上迫降设至 ON。注意应以 11 俯

仰姿态，最小飞机垂直速度接水。 

在 500FT AGL：指令防冲接姿势 

接水时：将两台发动机主电门都设至 OFF，关停 APU。 

水上迫降后：用 VHF1 通知 ATC，按入所有 FRE 按钮（发动机与 APU），

释放所有灭火剂（发动机与 APU），开始撤离。关闭所有电瓶、检查应急定位

发射机发射（如安装）。 

（5）迫降 

通知 ATC 和客舱机组紧急情况的性质或按需使用应答机（如可用），驾驶

舱和客舱作好准备。开始放油（如安装），关断 TAWS-GPWS，打开客信号牌，

打开应急出口灯，关断商用设备，人工设置着陆标高。 

进近：接通冲压空气，放出起落架。注：如果所有发动机失效，将着陆恢

复设置 ON，使用最大可用缝/襟翼。注如果所有发动机失效，使用襟翼 1。 

预位地面扰流板，停止放油（如安装），使用最大刹车压力。 

在 2000FT AGL：通知客舱机组迫降 

在 500FT AGL：指令防冲姿势 

接地时：将两台发动机主电门都设至 OFF，关停 APU。 

着陆后：当飞机停住时，停留刹车设至 ON，用 VHF1 通知 ATC。按入所

有 FIRE 按钮（发动机与 APU），释放所有灭火剂（发动机与 APU）。如果需

要撤离，开始撤离。如果不需要撤离，通知客舱机组和旅客保持就座。检查应

急定位发射机发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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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紧急撤离 

当飞机停住时：停留刹车设至 ON，用 VHF1 通知 ATC，提醒乘务组。如

果已使用人工座舱增压，开舱门前检查座舱压差是否为 0。将两台发动机主电

门设至 OFF，按入所有 FIRE 按钮（发动机与 APU）。按需释放所有灭火剂（发

动机与 APU）。 

如果需要撤离：开始撤离，关断所有电瓶。 

如果不需要撤离：通知客舱机组和旅客保持就座。 

（7）失速改出 

进行机头下俯控制，使用水平控制使机翼水平。当改出失速时，按需柔和

增加推力，检查减速板收上，柔和恢复飞行航迹。如果在光洁形态下且低于

20000ft，选择襟翼 1. 

 

 

 

 

 

 

 

 

 

 

 

 

 

 

 

 

 

样题：紧急程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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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 紧急和非正常程序 

4.2.14.2 非正常程序 

备注： 

飞行机组操作程序用于在各个飞行阶段、在飞机正常和非正常情况下，飞

行机组安全操作飞机各个系统，是保证飞行安全最直接、最重要的要素之一。

针对不同的飞机状况和外部环境，飞行机组操作程序可分为正常程序、非正常

程序和补充程序等。其中非正常程序是飞机或系统功能非正常情况下需要飞行

机组采取的措施，是飞行机组安全操作飞机的重要依据。 

根据飞行员采取动作时间的紧急程度不同，可分为紧急程序和非正常程

序。紧急程序要求机组立即决策并采取措施保护乘员和飞机免遭严重伤害，并

维持飞行的巡航性。除紧急程序以外，处理飞机故障情况（非正常飞机系统响

应）所需机组动作等相关信息，即为非正常程序。 

非正常程序是由飞机制造商制定并推荐，一般在飞机的 AFM（飞机飞行

手册）、FCOM（飞行机组操作手册）或 QRH（快速查询手册）中，按照不同

目的以不同的形式展示。非正常程序中提供的飞行机组操作程序是航空承运人

编制标准操作程序（SOP）的基础参考资料。 

非正常程序包括： 

（1）防冰和除冰系统 

（2）自动驾驶系统 

（3）自动进近或者其他进近辅助系统 

（4）失速警告装置、失速防止装置和增稳装置 

（5）机载雷达设备 

（6）其他可用系统、设备、装置 

（7）液压和电气系统失效与故障 

（8）起落架和襟翼系统失效与故障 

（9）导航或者通信设备失效 

 

 

 

样题：非正常程序的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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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最低设备清单/构形偏离清单（MEL/CDL）及其应用 

4.3.1 最低设备清单（MEL） 

4.3.1.1 MEL 的意义和内容 

备注： 

1、MEL 的意义 

最低设备清单（Minimum Equipment List，MEL）也叫“最低设备放行清

单”，是一份由航空公司编写，并由民航当局批准使用的文件，它规定了在符

合经批准的型号合格设计，并由合格的维修人员实施了维修、预防性维修和检

查工作的基础上，可以允许飞机保留故障，按照一定限制和工作程序进行有限

的飞行。其中，“保留故障”是指航空器在飞行后/或维修检查中发现的故障、

缺陷，因工具设备、器材短缺或停场时间不足等原因，不能在飞机起飞前排除

的故障项目。“按一定的限制”是指当设备项目失效时，做出禁止使用或允许

使用有关设备或系统的限制，对继续飞行的附加条件和限制，以及挂说明牌以

提醒机组和维修人员注意仪表/设备所处的不合格技术情况。“按一定的工作程

序”是指当设备项目失效时，需要在飞行前必须完成的某些特定的维护程序（用

字母 M表示），或需要在机上必须完成的某些特定的操作程序（用字母 O 表示），

按要求执行这些程序是按照 MEL 放行的前提条件。“有限的飞行”是指考虑到

带有不工作的仪表或设备继续飞行是否会遇到其他的故障/失效情况，进而飞

机是否仍然能保持应有的安全水平，和/或增加机组不应有的工作负荷，因此

尽早或在飞到第一个有修理能力或换件能力的航站进行修理或换件。 

2、MEL 的内容 

最低设备清单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允许不工作设备项目的清单、程序文

件和批准文件。 

（1）允许不工作设备项目的清单。在特定条件下，系统运行过程中部分

设备可以不工作，最低设备清单明确了允许不工作的设备。最低设备清单未规

定的，并且与系统使用密切关联的设备，要求系统运行时必须能够正常工作。

对航空器来讲，就是最低设备放行清单未列入的、但涉及航空器适航性和飞行

操作规则的项目，在航空器营运时，都必须能够正常工作。 

（2）程序文件。程序文件主要包括维修程序、操作程序及其他必需的限

制条件等。维修程序和操作程序都是指使不工作设备项目在特定的工作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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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下完全放弃其功能的特定程序。维修程序是允许不工作设备项目不工作

时，系统运行前必须完成的维修程序，通常由合格的维修人员或其他经批准的

人员完成。维修程序通常由营运人参照现行职能机关批准的手册、规范中的有

关内容制定。操作程序是允许不工作设备项目不工作时，系统运行前或运行中

必须完成的特定工作程序，通常由系统使用人员或其他经批准的合格人员完

成。操作程序通常由营运人参照现行职能机关批准的手册、规范中的有关内容

制定。 

（3）批准文件。政府职能机关授权营运人按最低设备清单营运时，颁发

的批准文件。 

  

图 1 MEL 的结构和内容 

（1）条目项（Item） 

左侧为条目（Item），记载了各种子系统、分系统、组件、部件、功能等，

前面同样带有 ATA 的章节代码，一般情况下与飞机维护手册（AMM）等手册

的代码 Chapter-Section 部分相一致，这一部分是可以在目录（Table of Contents）

中查到的。 

（2）维修间隔（Repair Interval） 

按照要求需要维修的时间分为 A、B、C、D 四个类别。 

A 表示不确定，但将在 Remarks or Exceptions 部分中另行指出维修的最低

时限，标明的时限应开始于发现故障后一天的凌晨 00：01； 

B 表示要在故障发生后的 3 个日历日（72 小时）内进行修理，即从记录

故障的当天午夜 12 点算起的 3 天以内修复。 

C 表示要在 10 个日历日（240 小时）内进行修理，即从记录故障的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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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 12 点算起的 10 天以内修复。 

D 表示要在 120 个日历日（2880 小时）内进行修理，即从记录故障的当

天午夜 12 点算起的 120 天以内修复。 

（3）安装数量（Number Installed） 

飞机在正常情况下，已安装并正常工作的组件的数量。该数量反映了飞机

取证的构形要求，因此，除了执行栏目 4 和 5 中提供的要求以外，该数量是所

有飞行操作所要求数量。 

（4）放行时需要的最小数量（Number Required for Dispatch） 

放行时飞机所需设备项目必须工作正常的最低数量，即飞机上至少需要该

组件的数量。同时还需满足其它有关的限制条件。 

（5）注释及其他（Remarks or Exceptions） 

在特定数量的组件不工作条件下放行所需要的飞机状态和其他附带条件。 

（M）代表需要完成特定的维修程序才能在相应部件不工作情况下放行，

这些程序一般由维修人员完成，也可以由具备相关认证和授权的个人来完成，

需要特定知识或者技能，要求使用特殊工具或检测设备 

（O）代表需要完成特定的操作程序才能在相应部件不工作情况下放行，

这些程序一般由机组人员完成，也可以由具备相关认证和授权的个人来完成 

 

 

 

 

 

 

 

 

 

 

 

 

 

 

 

样题：MEL 的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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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构型偏差清单（CDL） 

4.3.2.1 CDL 的意义和内容 

备注： 

（1）CDL 的意义 

外形缺损清单，也叫构形偏差单（Configuration Deviation List，CDL），由

负责型号设计的机构制定的、经设计所在国批准的清单，它指明在飞行开始时

可缺损的某航空器型别的任何外部部件，并且包含与使用限制和性能纠正相关

的任何必要资料。航空公司依据飞机制造厂提供的 CDL 确定本公司飞机机体

或发动机某些次要零/部件在缺损的情况下飞机继续飞行的可能性。CDL 是

DDG 的一部分，一般出现在飞机飞行手册（AFM）的附录中，或者与 MEL

一起出现，但也可以单独发行。 

（2）CDL 的内容 

CDL 上有各种项目和图例，包括了允许缺损的次要部件及其对飞机性能

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有对起飞、着陆、航路的重量的限制，对飞行速度的限

制等等。外形缺损清单主要是说明飞机外部的各种舱门、盖板在放行时的安装

要求。它的格式与最低设备清单基本相同，但除了该清单的基本内容外，还有

在飞机上位置的图示。 

  

图 1 CDL 的结构和内容 

 

 

样题：CDL 的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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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MEL 与 CDL 的应用 

4.3.3.1 MEL 的应用 

备注： 

MEL 处置飞机以自身动力开始移动以前发生的故障或缺陷情况，即 MEL

仅用于决定是否可以放行。对于已经完成放行，但飞机以自身的动力开始移动

前发生的故障或者缺陷，机长应当按照 MEL 进行处理，并且重新获得新的或

者修正的签派放行和必要的适航放行，新的或者修正的放行应当遵循有关设备

项目不工作的限制（包括 M 项和 O 项等）规定。MEL 不适用于处置飞行过程

中发生或者发现的故障或者缺陷，一旦飞机以自身动力开始滑行后发生的新故

障或缺陷，就不再使用 MEL，飞行机组应当按照经批准的机型飞行手册

（FCOM、QRH）进行处置。 

飞机以自身的动力开始移动直至起飞前，出现以下情况应滑回停机位关车

处理，处理之后需进行新的签派放行和适航放行： 

①MEL 中明确规定该故障或缺陷不能放行； 

②MEL 中指出可以放行，但需地面维修工作人员进行某些测试或必要的

工作时（即有 M 项），这里所指的 M 项不包括为系统设置标牌等工作。 

 

 

 

 

 

 

 

 

 

 

 

 

 

 

 

 

 

 

样题：当一个座舱增压组件故障时，飞机能否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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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MEL 与 CDL 的应用 

4.3.3.2 CDL 的应用 

备注： 

未在 CDL 中列出的零部件均是机身必需的零部件。在按 CDL 处理飞机丢

失零部件时，必须注意到一个系统中只允许一个部件或一个系统中的一个部分

的一组部件的丢失，不同系统的部件可以同时丢失，除非此清单有特别的说明。

当丢失部分引发附加限制时，在构型缺损清单（CDL）的“备注和/或例外”

栏目中将会给予描述。某一项目旁边若注有字母“M”，它表示该项目的部件

在丢失时，为了不影响飞行应当对飞机加以维修，并采取相应措施。CDL 要

求用于描述有关限制的任何挂牌，必须贴在驾驶舱内机长和其他机组成员都能

清楚看到的地方。除了对某些零件组合丢失有特别的减载要求外，性能减载是

累加的，而且清单所述减载即针对起飞、航路和着陆相应的最大限制重量而言。 

 

 

 

 

 

 

 

 

 

 

 

 

 

 

 

 

 

 

 

 

 

 

 

 

 

样题：当一个冲压进气门丢失时，对飞机的性能有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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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性能 

4.4.1 飞机性能基础 

4.4.1.1 气动特性（升力、阻力特性、升阻比） 

备注： 

1、升力特性 

飞机的定常飞行中，升力等于重力、推力等于阻力。飞机的升力与速度、

大气密度、机翼面积、升力系数等有关；升力系数随着飞机迎角的增大，起初

会线性增加，达到抖振升力后，开始曲线增加，一直到最大升力系数（临界迎

角），然后开始减小。在其他条件一定时，飞机的升力系数随粘性增大而减小、

随后掠角增大而减小。 

2、阻力特性 

飞机的气动阻力包括摩擦阻力、压差阻力、干扰阻力、激波阻力（出现超

音速区域后才会产生）和诱导阻力（与升力大小有关）。诱导阻力是三维机翼

产生升力时伴随产生的一种阻力，飞机重心越靠前，则平尾上需要的向下的配

平力就越大，使得机翼升力越大、诱导阻力增加，因此在其他条件一定时，飞

机的平飞阻力随重心前移而增加。为减少激波阻力，超音速飞机通常采用菱形

或楔形翼型；而为了减少诱导阻力，低速飞机通常采用大展弦比的直机翼，同

时加装翼尖小翼也可以减小诱导阻力和尾流强度。 

3、升阻比 

飞机的升阻比最大时，对应的平飞阻力最小。此时对应着飞机的有利迎角、

有利速度（绿点速度）。有利速度虽飞机重量增加而增加、随高度升高而增加。 

尾流是飞机在飞行中由于机翼上下翼面压力差使得气流绕过翼尖而形成

的漩涡，对后机的飞行安全有着重要影响。对于航空器来说，重量越大、速度

越小，则尾流也越强。尾流的产生从飞机起飞抬前轮离地开始到飞机接地着陆

消失。 

 

 

 

 

样题：随着速度的增加，飞机的总阻力先减小后增大 



 

309 

 

4.4.1 飞机性能基础 

4.4.1.2 过载系数的概念及计算 

备注： 

1、过载系数 

法向过载（过载）是指飞机的升力与重量之比。 

2、法向过载系数的计算公式 

W

L
ny

=  

 

 

 

 

 

 

 

 

 

 

 

 

 

 

 

 

 

 

 

 

 

 

样题：法向过载系数与坡度角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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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飞机性能基础 

4.4.1.3 失速速度分类 

备注： 

失速速度 

当飞机的迎角较大时，机翼上表面的附面层会发生分离。当超过临界迎角

时，分离的附面层会严重破坏飞机的气动性，使飞机的升力减小掉高度，即失

速。飞机的失速速度用 VSR 来表示。 

飞机的失速速度取决于飞机重量、坡度角（或过载系数）、高度、构型，

因此若飞机转弯的坡度角越大，则对应的失速速度就越大；飞机的重量越大，

则对应的失速速度也越大。在其他条件一定时，飞机着陆构形时的失速速度要

小于进场构形时的失速速度；起飞构型时的失速速度要小于光洁状态下的失速

速度。 

 

 

 

 

 

 

 

 

 

 

 

 

 

样题：Vs FAR 比 Vs 1g 是大还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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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飞机性能基础 

4.4.1.4 关键发动机（临界发动机） 

备注： 

关键发动机 

关键发动机定义为其失效对飞机性能和操纵的负面影响最大的那台发动

机。 

四发飞机的外侧发动机为关键发动机。 

 

 

 

 

 

 

 

 

 

 

 

 

 

 

 

 

 

 

 

 

 

 

 

 

 

 

 

 

 

 

 

样题：四发飞机的关键发动机为内侧发动机还是外侧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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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飞机性能基础 

4.4.1.5 推力特性（状态、大小、影响因素） 

备注： 

1、发动机推力等级 

（1）起飞（复飞）状态（TO/GA）——最大推力状态，是工作条件最恶

劣的状态，涡轮入口的温度可达 1450℃左右，这种状态一般只允许使用 5 分

钟，有的允许到 10 分钟，为了延长发动机寿命、节省维修费用，用的时间越

短越好。如起飞重量小，也可以不用最大起飞推力，用减推力起飞。 

（2）灵活减推力/最大连续推力状态（FLEX/MCT）——比起飞状态推力

小。这是发动机可以连续工作的最大推力状态。正常情况下不用这个状态。在

一发故障后根据情况决定使用与否。例如，一发故障后继续起飞，工作发动机

使用起飞状态达到规定的时间限制后改用此状态，再如，航路中一发故障飞机

要下降高度，如前方有较高的障碍物，需要保持尽可能高的高度越障，可以采

用最大连续推力状态进行飘降。FLEX/MCT（灵活/最大连续推力），一个卡槽

具备两个功能：FLEX 用于在起飞时减推力，MCT 代表最大连续推力，在单

发飞行时使用。 

（3）最大爬升推力状态（MCL）——小于最大连续推力状态推力，起飞

完成后，航路爬升时，可以使用的最大推力（爬升到预定的巡航高度）。 

（4）最大巡航工作状态（MCR）——小于最大爬升推力状态推力，巡航

时可以使用的最大推力，使用时间不受限制，用于长时间和远距离飞行。 

（5）慢车工作状态（IDLE）——下降时或地面滑行时使用。是发动机能

够保持稳定连续工作的最小转速的工作状态，通常其推力是最大推力的 3％～

5％，转速为最大转速的 20％～35％。慢车工作状态又分为最小慢车（低慢车

或地面慢车）在地面滑行时用；进近慢车（高慢车或飞行慢车），飞行阶段使

用，在着陆接地后一般还维持一定时间，以应对可能的复飞。 

2、发动机推力影响因素 

影响发动机推力大小的主要因素有：（1）飞行马赫数；（2）飞行高度；（3）

外界温度；（4）引气状态 

 

样题：发动机推力随着高度升高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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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飞机性能基础 

4.4.1.6 燃油特性（WF、TSFC、SR） 

备注： 

1.发动机燃油特性 

表征发动机燃油特性的参数为 

（1）燃油流量（WF、FF）：单位时间耗油量；LB/HR；越小越好 

（2）燃油里程（SR）：消耗单位油量所飞过的距离；NM/LB； 

（3）燃油消耗率（SFC、TSFC）：单位时间产生单位推力所消耗的油量； 

三者之间的关系为： 

WF SR V = ， NWF TSFC F=   

 

 

 

 

 

 

 

 

 

 

 

 

 

 

样题：燃油流量增大，燃油里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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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飞机性能基础 

4.4.1.7 单发失效的附加阻力 

备注： 

一发停车附加阻力包含偏航阻力和风车阻力 

偏航阻力：由于一发停车的不对称力矩，使飞机偏航和滚转，为了阻止偏

航和滚转，偏转副翼和方向舵增加的阻力。 

 

 

 

 

 

 

 

 

 

 

 

 

 

 

 

 

 

 

 

 

 

 

 

 

 

 

 

 

 

 

 

 

 

样题：单发失效的附加阻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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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飞机性能基础 

4.4.1.8 各种重量的定义 

备注： 

各种结构限重 

（1）最大起飞重量：当飞机开始松开刹车起飞滑跑时的最大允许结构限

制重量。它是为了防止因超重而使飞机结构受损伤的结构限制重量。 

（2）最大滑行重量：最大滑行重量指飞机在滑行时全部重量的最大限额。

多加的这部分燃料要求在开始起飞滑跑前用完。 

（3）最大着陆重量：又称最大落地全重。它是飞机在着陆接地时允许的

最大结构限制重量，是根据飞机的起落架和机体结构所能承受的冲击载荷确定

的。大型飞机的最大着陆重量通常都小于它的最大起飞重量； 

（4）最大无油重量：指除燃油以外飞机允许的最大结构重量。由于喷气

运输机的燃油大部分装在机翼内，飞行时，燃油重量可以抵消一部分升力，使

机翼上产生的应力减小。如果没有燃油，机翼结构所承受的载荷增大，所以从

机翼结构强度考虑，某些飞机（一般是大中型飞机）规定了最大无燃油重量的

限制。 

（5）营运空机重量（营运空重）：又称使用空重。指除业务载重（客、货

重量）和燃油以外的重量。它包括完全做好执行任务准备的飞机重量，通常由

以下几项重量组成：空机重量（又称基本空重）、附加设备重量、空勤组及随

带物品和用具的重量；服务设备及供应品重量，如饮料、食品、书报、毛毯等。 

（6）基本空重：指制造厂家的空机重量，有时也称为制造商空重。主要

包括飞机结构重量、动力装置和固定设备重量、油箱内不能利用或无法放出的

燃油及滑油重量、散热降温系统中的液体重量等的总和。 

（7）干使用重量：是在基本空机重量的基础上，添加旅客服务设施、机

组人员及其行李、餐食饮用水、报纸等运行项的重量。 

 

 

 

 

 

样题：飞机的最大着陆重量是主要是考虑（起落架）和机体结构所能承受的冲

击载荷来确定的 



 

316 

 

4.4.1 飞机性能基础 

4.4.1.9 环境气象参数（非标准大气） 

备注： 

非标准大气 

实际大气中，任一高度上的大气参数值通常不等于标准大气的参数值，而

飞机的实际飞行性能取决于当地的实际大气参数，所以在性能计算中只要用非

标准大气的参数值，就要求知道非标准大气条件下，主要大气参数压强、温度

和密度间的关系，以便在已知其中任意两个参数时能求出第三个参数值。 

根据压强、温度和密度的定义可知和压强比、温度比和密度比的关系为 

 =  

例如，由飞行高度表上知气压高度为 4000 英尺，环境温度 OAT 为 400C，

求该高度上的大气密度。按气压高度 4000 英尺由标准大气表中查得 δ=0.8637，

按 θ 定义得 

0862.1
15.288

313

15.288

40273

0

==
+

==
T

T
  

由  =  得 

7952.0
0862.1

8627.0
===




  

则密度  =  =  =
0

1.225 0.7952 0.97412千克/米 3。 

 

 

 

 

 

 

 

 

 

 

 

 

 

 

样题：已知飞机所在飞行环境的大气压强为 301 百帕，温度为-30 度，则飞机

飞行环境的 ISA 偏差为多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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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飞机性能限制 

4.4.2.1 速度包线（理论、实用升限，Vmo/Mmo） 

备注： 

1、理论飞行包线和理论升限 

把 Vmin 边界图和 Vmax 边界图绘在一张图上，这个表示飞行高度、速度范

围的边界叫做理论的速度包线。如图所示。 

在飞行包线上，曲线最高点是飞机的理论升限，用 hmax 表示。在推力曲线

图上，当高度增加到可用推力降低至与所需推力相切时的飞行高度就是理论升

限。 

 
2、实用飞行包线和实用升限 

理论的速度包线是指飞机的性能能够达到的边界，但从安全出发并不允许

达到这个边界。在小速度，为使飞机不致失速，通常要有个速度余量；在大速

度又必须遵守强度和操纵性与稳定性的限制。 

比较实际的限制，是把最小允许速度定义在失速以前的抖动速度上。通常

在中、低空首先受到动压限制（VMO）；而到一定的高度上最大可操纵速度的

对应 M 数等于最大可操纵 M 数时，则以上高度要受最大可操纵 M 数（MMO）

的限制。最大允许速度低空考虑 Vmo，高空考虑 Mmo。 

 

 

 

样题：飞机的理论升限是指其最大爬升率为 0ft/min 时的速度。 

V 

Vmax 

h 

W=C 

图 2 使用速度包线 

Hmax 

Vmin 

1.07Vmin 

qmax=c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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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包线 

hmax 

Vmi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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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飞机性能限制 

4.4.2.2 机动飞行包线 

备注： 

1、结构限制载荷 

现代的民用客机，通常襟翼收上时按 ny= -1.0~2.5 设计，襟翼放下时按

ny=0~2.0 设计。 

2、机动飞行包线 

把气动极限载荷和结构限制载荷，表示在 ny-V 平面内，这个边界就是机

动包线。 

 

 

 

 

 

 

 

 

 

 

 

 

 

 

 

样题：光洁构型的过载系数范围为？ 

图 1 机动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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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飞机性能限制 

4.4.2.3 抖振包线 

备注： 

抖振飞行包线 

即平飞升力系数与飞机抖振升力系数会有两个交点。在小速度一侧达到抖

振升力系数叫小速度抖振；在大速度一侧达到抖振升力系数叫大速度抖振。 

 

 

 

 

 

 

在高度不变时，随重量的增加，无抖振的速度范围要减小；在重量不变时，

随高度增加，无抖振的速度范围也是缩小。 

 

 

 

 

 

 

 

 

 

 

样题：高度升高，不产生抖振的飞行速度范围怎么变化？ 

M

W 

图 1 平飞抖振边界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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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飞机性能限制 

4.4.2.4 各种限制速度（VLO，VLE，VFE） 

备注： 

限制速度（VLO，VLE，VFE） 

（1）VFE 为襟翼展开速度，襟翼展开速度随着襟翼展开偏度增大而减少 

（2）VLO 是起落架操作时的飞行速度限制 

（3）VLE 是起落架放下时的飞行速度限制 

 

 

 

 

 

 

 

 

 

 

 

 

 

 

 

 

样题：VLE 是带轮飞行的飞行速度限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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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飞机性能限制 

4.4.2.5 环境包线 

备注： 

环境包线 

环境包线限制主要给出了机场高度限制、飞行高度限制和温度限制。 

 

 

 

 

 

 

 

 

 

 

样题：该机型的最大起降机场气压高度为？ 

图 1 A320 环境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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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飞机性能限制 

4.4.2.6 重心限制和重量限制 

备注： 

1、重心限制 

飞机的重心不能超过规定的重心范围。在飞行过程中，飞机的重心位置是

在不断变化的。 

重心靠前，飞机阻力大，燃油经济性变差。 

2、重量限制 

实际起飞重量≤最大允许起飞重量 

实际着陆重量≤最大允许着陆重量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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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飞机性能限制 

4.4.2.7 跑道强度对飞机起降重量的限制 

备注： 

1、ACN 和 PCN 值 

机场跑道 PCN 值和对应的飞机 ACN 值 

ACN≤PCN 

2、跑道强度对飞机起降重量的限制 

飞机 ACN 值对应的起降重量插值计算 

飞机重量越大，ACN 值越大，最大的 ACN 值为使用跑道的 PCN 值，可

以确定由跑道强度限制的最大飞机重量。 

Wp＝W1＋（PCN－ACN1）×（W2－W1）／（ACN2－ACN1） 

3、超载起降问题 

为了能长期、反复在跑道上起降而不损坏该跑道，要求飞机对该跑道的

ACN≤PCN。 

在下述条件下允许有限制地超载运行： 

①道面没有呈现破坏迹象，土基强度未显著减弱期间； 

②飞机等级序号超出道面等级序号不大于 10%（柔性道面）或 5%（刚性

道面或以刚性道面为主的组合道面）； 

③年超载运行次数在年总运行次数的 5%以内。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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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起飞性能 

4.4.3.1 起飞定义 

备注： 

1、起飞过程 

（1）起飞航迹是从起飞静止点起延伸到下列两点中的较高者，起飞过程

中高于起飞表面 1500 英尺，或完成从起飞到航路爬升构形的转变并达到规定

的速度。起飞航迹包含起飞和起飞飞行航迹两个部分。 

（2）起飞是起飞航迹的第一部分，是指从跑道头松刹车开始，加速滑跑

到离地 35 英尺并达到起飞安全飞行速度的全过程。 

（3）起飞飞行航迹是起飞航迹的第二部分，起点是上述飞行航迹中，飞

机高于起飞表面 35 英尺的点，终点就是起飞航迹的终点。 

2、起飞速度 

（1）VEF 关键发动机失效速度，以校正空速表示，不得小于地面最小操

纵速度。 

（2）起飞决断速度（V1） 

飞机在该速度上被判定关键发动机停车等故障时，飞行员可以安全地继续

起飞或中断起飞，中断起飞的距离和继续起飞的距离都不会超过可用的起飞距

离。 

V1≥VMCG 

V1≤VR  

V1≤VMBE 

（3）VR抬前轮速度（抬头速度） 

（4）VMU 最小离地速度 （Minimum Unstick speed） 

Vmu 由飞机接近擦尾时的机身姿态确定，并通过试飞确定。 

（5）VLOF 离地速度 

（6）VMCG Minimum speed for Control on Ground 地面最小操纵速度  

在一台关键发动机突然失效时飞行员只用空气动力操纵面（驾驶盘和方向

舵）能够控制飞机继续起飞， 保证飞机在跑道上的航迹偏离跑道中心线的水

平距离不大于 30ft（9m）的最小速度。 

（7）VMCA（Minimum Control Speed Airborne）空中最小操纵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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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台关键发动机突然失效时能够控制飞机保持航向不变且坡度角不超

过 5º 的最小速度。 

（8）VMBE 刹车能量限制速度 Maximum Brake energy speed 

最大刹车能量速度是飞机开始减速且不超过刹车能量吸收的最大速度。 

（9）VTire 轮胎限制速度 Maximum Tire Speed 

（10）V2 起飞安全速度 

当一发失效时，飞机达到离地 35ft 时应达到的最小爬升速度，以提供所要

求的爬升梯度。  

3、可用起飞距离 

TODA=RWY+CWY-A 

ASDA=RWY+SWY-B 

4、所需起飞距离 

外界因素 
TODR 

所需继续起飞距离 

ASDR 

所需中断起飞距离 

V1↑ 减少↓ 增加↑ 

飞机重量 W ↑ 增加↑ 增加↑ 

外界温度 OAT ↑ 增加↑ 增加↑ 

机场标高 ELEV ↑ 增加↑ 增加↑ 

顺风 增加↑ 增加↑ 

下坡 减少↓ 增加↑ 

 

 

 

 

 

 

样题：V1 速度增大，TODR 和 ASDR 怎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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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起飞性能 

4.4.3.2 平衡场地长度和非平衡场地长度 

备注： 

1、平衡场地长度和平衡 V1 

当继续起飞和中断起飞所需跑道长度相同时对应的跑道长度为平衡场地

长度。此时的决断速度为平衡场地长度下的 V1。 

2、非平衡场地长度 

所需继续起飞距离和所需中断起飞距离不相同的跑道长度为非平衡场地

长度 

 

非平衡场地长度出现的原因有：机场跑道同时有 CWY 和 SWY 且 CWY

和 SWY 长度不等，或者机场跑道只有 CWY 或 SWY，结果为增大了安全余度

或起飞重量，对起飞有利。 

当最大起飞重量受一发停车中断起飞或继续起飞限制时，V1 大小是一个

固定值；最大起飞重量受 TODA 限制（TODA<ASDA），选大 V1，减少实际

TOD（TODR）；最大起飞重量受 ASDA 限制（TODA>ASDA），选小 V1，减

少实际 ASD（ASDR）；当最大起飞重量不受一发停车中断起飞或继续起飞限

制（不受场长限制）时，V1 大小是一个范围；V1 的最大值受中断起飞限制，

V1 最小值受继续起飞限制。此时应选择一个合适的 V1。 

 

样题：当起飞重量增大时，中断起飞最大速度和继续起飞最小速度的变化分别

是（ ）。 

一发停车 

继续起飞 TOD 

一发停车 

中断起飞 ASD 

所需场地长度 

V1 

所需跑道长度 

Balanced V1 

平衡场地长度 

最小场地长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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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起飞性能 

4.4.3.3 场长限重和影响因素 

备注： 

1、场地长度限重 

不平衡场地长度确定的跑道限重称为场地长度限重 

2、场地长度限重的影响因素有 

机场条件： 

（1）机场气压高度 

（2）可用跑道长度 

（3）跑道坡度 

气象条件： 

（1）机场外界温度 

（2）风向和风速 

飞机条件： 

（1）襟翼大小 

（2）空调引气和防冰引气 

（3）防滞系统是否工作 

 

 

 

 

 

 

 

 

 

样题：起飞重量越大，所需起飞距离怎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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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起飞性能 

4.4.3.4 爬升梯度限重和影响因素 

备注： 

1、爬升梯度限重 

起飞第二段爬升梯度限制的起飞重量称为爬升梯度限重。 

2、爬升梯度限重的影响因素有 

机场条件： 

（1）机场气压高度 

气象条件： 

（1）机场外界温度 

飞机条件： 

（1）襟翼大小 

（2）空调引气和防冰引气 

 

 

 

 

 

 

 

 

 

 

 

 

样题：双发飞机第二爬升段，飞机至少要具备 2.4%的爬升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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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起飞性能 

4.4.3.5 越障限重和影响因素 

备注： 

1、越障限重 

在起飞航径区是否高于障碍物 35ft 越过所有障碍物限制的起飞重量称为

越障限重。 

2、越障限重的影响因素有 

机场条件： 

（1）机场气压高度 

（2）障碍物的高度和水平距离 

气象条件： 

（1）机场外界温度 

（2）风向风速 

飞机条件： 

（1）襟翼大小 

（2）空调引气和防冰引气 

 

 

 

 

 

 

 

 

 

 

样题：起飞越障中，延伸第二段改平高度是最大改平高度吗？ 



 

330 

 

4.4.3 起飞性能 

4.4.3.6 轮胎速度限重和影响因素 

备注： 

1、轮胎速度限重 

配备的轮胎速度限制的起飞重量称为轮胎速度限重。 

2、轮胎速度限重的影响因素有 

机场条件： 

（1）机场气压高度 

气象条件： 

（1）机场外界温度 

（2）风向风速 

飞机条件： 

（1）襟翼大小 

（2）空调引气和防冰引气 

 

 

 

 

 

 

 

 

 

 

 

 

样题：机场气压高度增高，轮胎速度限重怎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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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起飞性能 

4.4.3.7 刹车能量限重和影响因素 

备注： 

1、刹车能量限重 

刹车盘最大能够吸收的刹车能量限制的起飞重量称为刹车能量限重。 

2、刹车能量限重的影响因素有 

机场条件： 

（1）机场气压高度 

（2）跑道坡度 

气象条件： 

（1）机场外界温度 

（2）风向风速 

飞机条件： 

（1）襟翼大小 

（2）空调引气和防冰引气 

 

 

 

 

 

 

 

 

 

 

 

样题：上坡，刹车能量限重怎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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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起飞性能 

4.4.3.8 起飞飞行航迹的 4 个阶段 

备注： 

1、起飞飞行航迹的 4 个阶段 

起飞飞行航迹：起飞终点到起飞航迹终点。 

起飞航道分四个阶段：是考虑一发失效的最低航迹。 

（1）第一爬升段 

从离地 35ft 到起落架收上。 

目的是收起落架，减小阻力。最大起飞推力，襟翼位置不变，起飞襟翼正

梯度，升降速度表为正的爬升率，等表速爬升（保持 V2）。 

（2）第二爬升段：等表速爬升段 

从收起落架点到总航迹高度不低于 400ft 处。（改平高度 400ft） 

第二爬升段的目的是爬高，以保证飞行安全。起飞推力，等表速爬升（V2） 

（3）第三段：平飞加速段 

收上襟翼，减小阻力，提高爬升能力。最小收襟翼高度 400ft；最大起飞

推力，完成收襟翼时平飞加速基本达到有利速度（陡升速度）。 

（4）第四段：最后爬升段 

到达入航的速度和高度要求；光洁构型，以有利速度 Ve 开始爬升；推力

为 MCT。 

 

 

 

 

 

 

 

样题：飞机起飞航道阶段结束时的高度是 1500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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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起飞性能 

4.4.3.9 总梯度和净梯度，总航迹和净航迹 

备注： 

1、总梯度和总航迹 

总航迹：由总爬升梯度得到的航迹（实际航迹）。 

2、净梯度和净航迹 

总爬升梯度减去安全余量得到的净航迹。 

总飞行航迹是指飞机发动机失效后实际飞行的航迹。 

净飞行航迹是指总飞行航迹减去一定的梯度损失量得到的飞行航迹，即考虑了

飞行员操纵误差和飞机性能变差后的飞行航迹。 
 

 

 

 

 

 

 

 

 

 

 

 

 

 

样题：在起飞航道中，双发飞机的总上升梯度与净上升梯度之间的梯度损失为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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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起飞性能 

4.4.3.10 越障的方法 

备注： 

1、越障的方式 

（1）爬升方法 A：（最后爬升段越障） 

在 400ft 改平，加速到有利速度 Ve，再进行爬升，在最后爬升段越障；远

距离障碍物越障。 

（2）爬升方法 B：（第二爬升段越障） 

越过障碍物后再改平，加速到有利速度，再进行爬升；近距离障碍物越障。 

（3）爬升方法 C： 

越过所有障碍物后再改平（延长第二爬升段），加速到绿点速度，再进行

爬升；中距离，近距离障碍物越障。 

2、延伸二段改平高度 

保持 V2 上升直到起飞最大油门 5 分钟限制，然后改平以最大连续推力

MCT 增速收襟翼。由此确定的高度叫延伸第二段改平高度。 

 

 

 

 

 

 

 

 

 

 

 

样题：延伸第二段爬升的改平高是指（第 2 段末达到 TOGA 时间限制）对应

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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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起飞性能 

4.4.3.11 改进爬升的条件和目的 

备注： 

1、改进爬升 

起飞受到第二爬升段爬升梯度限制或越障限制时，可以采用改进爬升法，

增大爬升梯度和增大最大起飞机重。 

2、改善越障能力的途径 

（1）减小襟翼； 

（2）减小重量：爬升梯度增大 

（3）转弯离场； 

（4）改进爬升。 

 

 

 

 

 

 

 

 

 

 

 

 

 

样题：当场长限重大于爬升梯度限重，可以使用改进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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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起飞性能 

4.4.3.12 减推力起飞条件、目的和方法 

备注： 

减推力起飞的目的为了保护发动机。 

实际起飞重量小于最大起飞重量时，可选择减推力起飞。 

减推力方法分为 2 种 

（1）灵活推力法（假想温度法）Flexible Takeoff——灵活温度法 

（2）降低额定功率法（降低额定值法）Derated Takeoff——降级模式 

 

 

 

 

 

 

 

 

 

 

 

 

 

 

 

 

样题：超过平台温度以后的部分，才可以使用灵活温度法减推力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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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起飞性能 

4.4.3.13 污染跑道上起飞运行限制 

备注： 

跑道状况报告（RCR）涉及四种跑道表面状况，分别为干跑道、湿跑道、

湿滑跑道、污染跑道（虽然湿滑跑道属于湿跑道范畴，但由于跑道表面摩阻特

性已经降级且影响较大，所以需要单列），将道面污染物分为八种类型（压实

的雪、干雪、霜、冰、雪浆、积水、湿冰、湿雪）（跑道表面状况描述词对应

十种要素，其中的润湿和潮湿不是污染物）。 

1、跑道表面状况（RSC）分类： 

（1）干跑道：跑道正在或计划使用的长度和宽度范围内的表面区域内，

其表面无可见湿气且未被压实的雪、干雪、湿雪、雪浆、霜、冰和积水等污染

物污染。 

（2）湿跑道：跑道正在或计划使用的长度和宽度范围内的表面区域内，

覆盖有任何明显的湿气或不超过３毫米深的水。 

（3）湿滑跑道：湿跑道，而且其相当一部分的跑道表面摩阻特性确定为

已经降级。 

（4）污染跑道：跑道正在或计划使用的长度和宽度范围内的表面区域，

有很大一部分（不管是否为孤立区域）都覆盖有压实的雪、干雪、湿雪、雪浆、

霜、冰和积水等一种或多种污染物。 

2、跑道表面状况描述词： 

（1）压实的雪（COMPACTED SNOW）：已被压成固态状的雪，使得航

空器轮胎碾压后不会进一步大幅压实表面或在表面形成凹痕。 

（2）干雪（DRY SNOW）：不容易形成雪球的雪。 

（3）霜（FROST）：霜由温度低于冰点的表面上的空中潮气所形成的冰晶

构成。霜与冰的不同点在于，霜晶单独增长，因此粒状构造特征更为明显。 

（4）冰（ICE）：已结成冰的水或在寒冷且干燥条件下已转变成冰的压实

的雪。 

（5）雪浆（SLUSH）：水分饱和度非常高，使得用手捧起时，水将从中

流出，或者用力踩踏时会溅开的雪。 

（6）积水（STANDING WATER）：从飞机性能角度考虑，位于使用之中



 

338 

 

的所需长度和宽度范围内的跑道表面区域（不管是否为孤立区域）的 25%以上

覆盖有超出 3 毫米深的水。 

（7）湿冰（WET ICE）：表面有水的冰或者正在融化的冰。 

（8）湿雪（WET SNOW）：所含水分足以能够滚出一个压得很实的实心

雪球但却挤不出水分的雪。 

（9）润湿（DAMP）：表面由于湿气而颜色有所改变。 

（10）潮湿（WET）：表面已湿透但并无积水。 

3、湿跑道或者污染跑道运行 

在湿跑道或污染跑道上起飞，航空公司应当使用修正的起飞重量或按相应

条件计算的起飞重量，减小起飞重量、减小起飞速度。而且不得大于相同条件

下干跑道的最大起飞重量。 

4、跑道状况评估矩阵（RCAM） 

跑道状况评估矩阵（RCAM）由跑道状况代码（RWYCC）、跑道表面状况

说明、对航空器减速或方向控制的观察和飞行机组报告的跑道刹车效应组成。 

 

图 1 跑道状况评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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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状况代码（RWYCC）分为 0-6 的 7 个整数，分别对应相应的跑道表

面状况说明和机组报告跑道刹车效应。 

飞行机组报告的跑道刹车效应分为“好”、“中好”、“中”、“中差”、“差”

和“极差”来描述飞机在着陆滑跑期间所感知的刹车效应和横向控制。 

 

 

 

 

 

 

 

 

 

 

 

 

 

 

 

 

 

 

 

 

 

 

 

样题：污染跑道上起飞注意事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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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起飞性能 

4.4.3.14 影响飞机起飞重量的主要限制因素 

备注： 

最大允许起飞重量的限制因素 

（1）场地长度限制 

（2）第二段爬升梯度限制 

（3）越障限制 

（4）轮胎速度限制 

（5）刹车能量限制 

（6）地面最小操纵速度限制 

（7）结构强度限制 

（8）应急放油系统限制 

 

 

 

 

 

 

 

 

 

 

 

 

 

样题：最大允许起飞重量限制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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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起飞性能 

4.4.3.15 一发失效应急程序 

备注： 

1、制作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的目的 

2、总起飞飞行轨迹和净起飞飞行轨迹 

3、障碍物保护区范围 

4、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垂直超障余度要求 

5、一发失效应急程序的制作要求 

6、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图（EOSID）的识读 

7、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图与起飞限重表的关系 

 

 

 

 

 

 

 

 

 

 

 

 

 

 

 

 

 

 

样题： 



 

342 

 

4.4.4 爬升性能 

4.4.4.1 爬升的定义、爬升力学方程 

备注： 

1、爬升的定义 

航路爬升：从起飞飞行航迹结束点（1500ft）爬升到规定的巡航高度和速

度； 

推力：最大爬升推力 MCL； 

2、爬升力学方程 

 
图 1 爬升受力分析 

 

 

 

 

 

 

 

 

样题：飞机变速爬升和等速爬升的区别是什么？ 






 



 





γ=θ+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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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爬升性能 

4.4.4.2 爬升特性参数（爬升梯度和爬升率） 

备注： 

1、爬升梯度 

爬升梯度：飞机爬升高度与前进的水平距离之比，等于爬升角的正切值。

爬升梯度（爬升角）大，说明通过同样的水平距离，飞机爬升的高度高，飞机

的越障能力强。 

2、爬升率 

飞机爬升中单位时间所爬升的高度。飞机的爬升率越大，说明飞机爬升到

同一高度的时间最短，飞机的爬升性能好。我们把能获得最大爬升率的速度称

为快升速度。 

3、影响爬升梯度和爬升率的主要因素 

注意等速爬升和变速爬升的爬升梯度和爬升率公式不同。 

（1）爬升高度 

（2）温度： 

（3）重量：爬升梯度与飞机重量成反比，重量越大，爬升梯度越小。 

（4）爬升速度： 

（5）爬升梯度与剩余推力成正比，与推力、阻力有关（温度、高度、flap、

速度）。 

（6）爬升梯度还与加速因子有关（加速度、动能）。 

 

 

 

 

 

 

 

样题：飞机作定常爬升时，剩余推力越大，爬升梯度越大，剩余功率越大，爬

升率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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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爬升性能 

4.4.4.3 不同爬升方式对比和其对应的速度 

备注： 

1、等表速爬升和等 M 爬升的区别 

爬升中除了满足不同要求外，为了便于飞行员操纵，采用等表速/等马赫

数爬升，在低空等表速爬升，在高空考虑压缩性的影响，按固定马赫数爬升。 

（1）低高度——hc：低空等表速爬升时，及 VI=常数，HP↑，VT↑是加速

爬升过程，部分剩余推力用来增加动能。 

（2）hc——高高度：高空等 M 数爬升时，HP↑，a↓，VT↓，是减速爬升。 

（3）36089ft 对流层顶以上同温层：达到对流层顶后，再向上等 M 爬升，

真空速不变（定常爬升）。 

2、陡升和快升的区别 

爬升距离最短（陡升爬升）：从起飞到爬升顶点的水平距离最短，爬升梯

度最大；以陡升速度爬升，对应于绿点速度。 

爬升时间最短（快升爬升）：从起飞到爬升顶点的时间最短，爬升率最大，

快升速度爬升。 

 

 

 

 

 

 

 

 

 

 

 

 

 

 

 

 

 

样题：等速爬升是加速爬升，等 M 爬升是减速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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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爬升性能 

4.4.4.4 最佳爬升速度的影响因素 

备注： 

最佳爬升速度的影响因素 

（1）重量：重量越大，最佳爬升速度越大； 

（2）风：不影响爬升的耗油量和爬升时间，只影响爬升距离。风对最佳

爬升速度略有影响； 

（3）爬升马赫数； 

（4）温度； 

（5）爬升顶点的高度； 

（6）公共点的位置（试飞测试相同高度的点）。 

 

 

 

 

 

 

 

 

 

 

 

 

 

 

 

样题：重量越大，最佳爬升速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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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爬升性能 

4.4.4.5 经济爬升 

备注： 

经济爬升 

经济爬升为最小成本爬升方式，爬升航段成本最少的爬升方式。 

CI 越大，时间成本重要性增加，从经济出发，增大爬升速度，缩短爬升

时间； 

CI 越小，燃油成本重要性增加，从经济出发，减少爬升速度，减少燃油

消耗； 

CI 成本指数与爬升速度成正比。   

 

 

 

 

 

 

 

 

 

 

 

 

 

 

样题：CI 越大：爬升速度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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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爬升性能 

4.4.4.6 转换高度的概念 

备注： 

1、转换高度 

转换高度：由等表速爬升转换为等马赫数爬升对应的高度 

2、转换高度的影响因素 

只与表速和马赫数有关，与温度无关，与机型无关。 

 

 

 

 

 

 

 

 

 

 

 

 

 

 

 

 

 

样题：转换高度与温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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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巡航性能 

4.4.5.1 巡航、巡航推力、巡航力学方程 

备注： 

1、巡航定义和巡航推力 

巡航：持续进行的，接近定常飞行的一种飞行状态； 

推力：可用最大巡航推力 MCR。 

2、巡航力学方程 

等速巡航 F-D=0 

变速巡航 F-D=ma 

 

 

 

 

 

 

 

 

 

 

 

 

 

 

 

 

 

 

 

样题：等速巡航和变速巡航的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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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巡航性能 

4.4.5.2 巡航特性参数 

备注： 

1、航程（2 个航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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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程是指飞机在平静大气中沿给定方向耗尽可用燃油所飞过的水平距离，

以海里或公里计。 

2、航时 

航时即续航时间，是指飞机耗尽可用燃油所能持续飞行的时间，以小时计。 

3、燃油里程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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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W

Cnam

lb TSFC C S W
 

4、影响航程的因素如下： 

（1）飞机重量，重量越大，燃油里程越小； 

（2）机翼空气动力； 

（3）发动机燃油特性，燃油消耗率越小，燃油里程越大，航程越长，燃

油里程与燃油消耗率成反比； 

（4）飞行高度，燃油里程与大气密度成反比，可见飞行高度越高，大气

密度越低，燃油里程越大。但是超过一定高度后高度的增加会使燃油消耗率增

大，所以最有利巡航高度是低于升限的较高高度，由具体发动机特性确定。 

 

 

 

 

 

样题：燃油流量最小所对应的速度，一定小于燃油里程最大所对应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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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巡航性能 

4.4.5.3 常用巡航方式及其对应的速度 

备注： 

常用巡航方式 

（1）高度不变的最大航程巡航方式 MRC 

用燃油里程最大所对应的速度 MRC 巡航，航程最远。 

（2）远程巡航方式 LRC 

使用中可以采取比 MRC 速度稍大一些的速度进行巡航。规定损失 1%最

大燃油里程（即（nam/lb）max×99%）对应的速度为远程巡航速度。 

（3）等马赫数巡航 

为便于飞行员人工操纵飞行，早期飞行时多采用固定高度、固定马赫数的

巡航方式。 

这种巡航方式虽然降低了燃油里程，但增大了巡航 M 数，使飞行时间缩

短。 

 

 

 

 

 

 

 

 

 

 

 

 

 

 

样题：LRC 是常用的一种巡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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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巡航性能 

4.4.5.4 巡航高度的选择 

备注： 

巡航高度层的选择 

巡航高度的限制因素有： 

（1）航路风限制 

（2）推力限制 

（3）过载限制 

（4）ATC 限制 

（5）航程限制  

 

 

 

 

 

 

 

 

 

 

 

 

 

 

 

样题：重量增大，推力限制的高度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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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巡航性能 

4.4.5.5 经济巡航 

备注： 

1、飞行成本指数 

成本指数（Cost Index）：小时成本与燃油成本的比值。 

2、经济巡航 

为最低成本巡航，对应成本最低的速度即为经济巡航 M 数，或成本最低

M 数。 

 

 

 

 

 

 

 

 

 

 

 

 

 

 

 

 

样题：CI 成本指数越大，飞行速度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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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巡航性能 

4.4.5.6 风速因子和保本风速 

备注： 

1、风速因子 

不同高度层上的航程相等对应的风速为不同高度层的风速因子。 

2、保本风速 

使飞机在非最佳高度上的航程与最佳高度上的航程相等的风速叫保本风

速。 

3、根据风速因子确定最佳巡航高度 

实际风-风速因子差值越大越好。 

 

 

 

 

 

 

 

 

 

 

 

 

 

样题：B737-500 飞机巡航平均重量为 58 吨，已知 FL310 上的风速因子为 4，

FL330 上的风速因子为 0。若 FL310 上顺风 30 节，FL330 上顺风 20 节，请问

飞机应该在哪个高度层上进行巡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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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巡航性能 

4.4.5.7 重量对最佳巡航高度影响 

备注： 

重量对最佳巡航高度影响 

（1）重量越大，最佳巡航高度越低，最佳高度随飞机重量增大而减小。 

（2）重量越大，推力限制高度越低； 

（3）重量越大，机动能力限制的高度越低。 

 

  

 

 

 

 

 

 

 

 

 

 

 

 

 

 

 

 

 

 

 

 

 

 

样题：飞行过程中，随着燃油的消耗，飞机的最佳巡航高度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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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巡航性能 

4.4.5.8 温度和风速对巡航性能的影响 

备注： 

1、温度影响 

环境温度升高，发动机燃油流量和飞机的真空速都会增大。 

2、风的影响 

顺风中获得最大航程要减小速度，顶风中要增加速度。 

最佳高度层的风速因子比较小。 

 

 

 

 

 

 

 

 

 

 

 

 

 

 

 

 

 

 

 

 

 

样题：顺风减小了巡航速度，顶风增大了巡航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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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巡航性能 

4.4.5.9 等待速度的选取原则 

备注： 

等待速度 

对于给定燃油的情况下，要想使飞机留空时间最长，即获得最长航时，则

需要保持燃油流量最小。等待飞行采取最大航时飞行（久航速度） 

在燃油消耗率 TSFC 和飞机重量一定的情况下，则当升阻比取得最大值时

可以使燃油流量最小，获得最大航时，也即要求飞机保持有利迎角飞行，换句

话说即最大续航时间总是出现在需用推力-速度曲线的最低点，也就是燃油流

量最小点，它对应的速度即为久航速度。 

所以以最小需用推力对应的速度作为久航速度，该速度也就是等待飞行的

速度。 

 

 

 

 

 

 

 

 

 

 

 

 

 

 

 

 

样题：等待飞行速度为有利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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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巡航性能 

4.4.5.10 飘降的定义和运行要求 

备注： 

1、飘降定义 

巡航中一发停车后，需要下降到一个较低的飞行高度和以较小的速度巡

航，这个过程叫作飞机的飘降。 

飞机在巡航高度飞行时，若出现一台或两台（四发飞机）发动机停车后，

由于推力减小，停车引起的附加阻力，造成阻力增大，使飞机的升阻比减小，

航程将会缩短。 

2、飘降过程 

最大连续推力 MCT； 

减速到有利飘降速度； 

并开始下降到开始改平的点； 

3、有利飘降速度 

有利飘降速度：最小下滑角（下降梯度）与重量无关，基本恒定，是最大

升阻比时的下滑角。 

 

 

 

 

 

 

 

 

 

 

 

 

样题：双发飞机飘降净轨迹与总轨迹的梯度差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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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下降性能 

4.4.6.1 下降、下降推力、下降力学方程 

备注： 

1、下降定义和下降推力 

从巡航终点到进近开始点（1500ft）下降过程的飞机特性问题。 

推力：空中慢车推力 IDLE（几乎为零）。 

2、下降力学方程 

 

 

 

 

 

 

 

 

图 2 下降受力分析 

 

 

 

 

 

 

 

 

 

 

 

 

样题：下降推力为慢车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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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下降性能 

4.4.6.2 下降特性参数 

备注： 

1、下降梯度和下降率 

下降角是指飞机的下滑轨迹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 

下降距离是指飞机下滑一定高度所前进的水平距离。 

下降梯度是指飞机在单位距离内下降的高度。 

下降率是指飞机在单位时间内下滑的高度。 

2、下降梯度和下降率的影响因素 

（1）下降开始高度； 

（2）温度； 

（3）下降重量：下降梯度与飞机重量成反比，重量越大，下降梯度越小； 

（4）下降速度； 

（5）下降梯度与阻力成正比，与阻力有关（温度、高度、flap、速度）； 

（6）下降梯度还与加速因子有关（加速度、动能）； 

（7）水平风向只影响下降梯度，不影响下降率。 

 

 

 

 

 

 

 

 

 

 

 

 

样题：随着真空速增大，飞机的下降梯度和下降率先减少后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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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下降性能 

4.4.6.3 不同下降方式对比和其对应的速度 

备注： 

1、等 M 下降和等表速下降的区别 

先保持等 M 数然后保持等表速下降。 

（1）在高于 11000 米时：等速下降过程，加速因子等于零； 

（2）在高于转换高度，低于 11000 米（对流层顶高）时：加速下降过程，

加速因子大于零；（等马赫数下降）； 

（3）在低于转换高度（从 1500ft 到转换高度）时：减速下降过程，加速

因子小于零；（等表速下降）。 

2、最小下滑角下降和最小下降梯度下降 

最小下滑角下降：下降角最小，有利于越障； 

最小下降梯度下降：下降角最小，有利于越障。 

 

 

 

 

 

 

 

 

 

 

 

 

 

 

样题：升阻比最大时，飞机的下降梯度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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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下降性能 

4.4.6.4 低速下降和高速下降 

备注： 

1、低速下降 

低速下降：（光洁机身）下降率小，水平距离长，省油、时间比较长，用

在正常下降时。 

2、高速下降 

高速下降：（打开减速板）下降率大，水平距离短，时间比较短，用在紧

急下降时（客舱增压出故障、危重病人、客舱失火），对应速度为 MMO/VMO。

打开减速板，阻力增大 

。 

 

 

 

 

 

 

 

 

 

 

 

 

 

 

 

 

 

 

 

 

 

 

 

 

 

 

样题：以绿点速度（即最佳升阻比的速度）下降的下降梯度最小，从而可以保

证在很远的距离上保持尽可能最高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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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下降性能 

4.4.6.5 经济下降 

备注： 

1、飞行成本指数 

飞行成本指数=小时成本/燃油成本。 

2、经济下降 

经济下降为最小成本下降方式，下降航段成本最少的下降方式。 

CI 越大，时间成本重要性增加，从经济出发，增大下降速度，缩短下降

时间； 

CI 越小，燃油成本重要性增加，从经济出发，减少下降速度，减少燃油

消耗； 

CI 成本指数与下降速度成正比。 

 

 

 

 

 

 

 

 

 

 

 

 

 

 

 

 

 

样题：下降速度与成本指数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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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着陆性能 

4.4.7.1 进近复飞和着陆复飞 

备注： 

1、进近定义 

进近：飞机由下降状态转为着陆状态的过程，期间要经历飞机的构型、高

度、航迹、姿态以及速度等的改变。 

2、着陆定义 

着陆：从机场入口处离地面 50ft 高度开始，经过直线下滑、接地、减速滑

跑到完全停下的过程。 

复飞：正在进场着陆的飞机终止着陆并转入爬升过程。 

3、进近复飞（进近爬升） 

单发失效、双发飞机梯度要求：2.1%、进近襟翼位置、起落架未放出。 

4、着陆复飞（着陆爬升） 

全发工作、3.2%、着陆襟翼位置、起落架放下 

通常双发飞机的最大着陆重量主要受进近爬升梯度限制，主要面临一发失

效； 

四发飞机的最大着陆重量主要受着陆爬升梯度限制，主要受着陆构型限

制。 

 

 

 

 

 

 

 

 

 

 

样题：着陆复飞爬升不考虑一发失效 



 

364 

 

4.4.7 着陆性能 

4.4.7.2 影响着陆性能的主要因素 

备注： 

影响着陆性能的因素 

（1）机场气压高度 

（2）机场温度 

（3）跑道坡度 

（4）道面状况 

（5）飞机状况（发动机引气、襟翼偏度、防滞系统） 

（6）风向和风速 

（7）跑道入口速度大小 

（8）跑道入口高度 

（9）减速措施（制动系统使用情况） 

自动刹车与人工刹车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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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着陆性能 

4.4.7.3 着陆距离的计算 

备注： 

1、审定着陆距离（CLD） 

审定着陆距离：根据 CCAR-25 部第 125 条规定，按人工驾驶着陆、人工

最大刹车，以入口速度（VREF）、50 英尺（15 米）高进跑道、水平干跑道、标

准大气温度计算的从跑道入口到全停时所用的距离。审定着陆距离也称演示着

陆距离（Demonstrated Landing Distance），它未包含任何安全余量，也不使用

自动刹车、自动着陆系统、平视引导（HUD）系统或反推，审定着陆距离通

常不等于运行着陆距离。 

计算条件：无反推、人工刹车、ISA 大气、无坡度的影响 

正常 50ft 进场高度、3 度进场下滑角、以 1.3VS下滑进场 

2、运行着陆距离（OLD） 

运行着陆距离（OLD）：根据报告的气象和道面条件、标高、跑道坡度、

飞机重量、飞机构型、进场速度、自动着陆系统或 HUD 系统的使用，以及预

计着陆时将要使用的减速设备等条件所对应的着陆距离。该距离中不包括任何

的安全余量，代表了飞机在此条件下的最佳性能。 

3、所需着陆距离（RLD） 

所需着陆距离（RLD）：在 CCAR-25 部中第 125 条所要求的审定着陆距离

基础上，再加上适用的运行规章所定义的飞行前的计划安全余量所得到的着陆

距离（例如，干跑道条件下，CCAR-121 部第 195 条中关于涡轮发动机驱动的

飞机放行所要求的所需着陆距离为审定着陆距离除以 0.6）。 

RLD 干=1.67×CLD 干     RLD 湿=1.15×RLD 干    

RLD 污染=MAX（RLD 湿，OLD 污染×1.15） 

4、可用着陆距离（LDA） 

可用着陆距离（LDA）：公布的跑道可用着陆距离。该距离可能会比 

跑道的总长度更短，例如跑道入口内移这种情况。 

 

 

样题：在湿跑道上着陆使着陆距离增长，通常在湿跑道上着陆的距离按干跑道

着陆距离的 1.15 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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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着陆性能 

4.4.7.4 最大允许着陆重量的主要限制因素 

备注： 

最大允许着陆重量的限制因素 

（1）结构强度限制 

（2）场地长度限制 

（3）进近爬升梯度限制 

（4）着陆爬升梯度限制 

 

 

 

 

 

 

 

 

 

 

 

 

 

 

 

 

 

 

 

 

 

样题：襟翼偏度越小，着陆场地长度限重越小，着陆复飞爬升梯度限重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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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着陆性能 

4.4.7.5 快速过站的最大着陆重量与刹车冷却 

备注： 

1、快速过站 

快速过站飞行：相邻两次航班飞行之间有短时间过站停留的连续短程飞

行。 

特点：刹车使用频繁，且冷却不足，易导致过热。 

2、快速过站限重 

（1）如果实际飞机重量＜过站重量：对地面停留冷却时间没有要求。 

（2）如果实际飞机重量＞过站重量：需查冷却时间，再检查保险塞情况。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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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着陆性能 

4.4.7.6 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 

备注： 

1、制作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的目的 

2、总复飞飞行轨迹和净复飞飞行轨迹定义 

3、复飞障碍物分析应考虑的水平范围（保护区大小） 

4、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垂直超障余度要求 

5、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的制作要求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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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机动飞行性能 

4.4.8.1 机动性的定义 

备注： 

机动性 

飞机的机动性：飞机改变飞行速度、高度及飞行方向的特性和能力。 

飞行状态（速度、高度和飞行方向）随时间变化的飞行动作，又称机动。 

单位时间内改变飞行状态的能力称机动性。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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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机动飞行性能 

4.4.8.2 速度机动性和水平加速度 

备注： 

速度机动性 

通常用从一个平飞速度加速（或减速）到另一个平飞速度所需的时间来衡

量飞机平飞加减速性能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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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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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机动飞行性能 

4.4.8.3 高度机动性 

备注： 

高度机动性 

高度机动性涉及爬升梯度，爬升梯度公式分为等速爬升和加速爬升。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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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机动飞行性能 

4.4.8.4 方向机动性与水平转弯 

备注： 

1、方向机动性 

方向机动性涉及水平转弯（协调转弯） 

2、法向过载与倾斜角的关系如下： 

1

cos cosy

L L
n

W L
= = =

  
 

3、转弯坡度越大，过载越大；向心力也越大；转弯半径越小；转弯时间

越短。 

4、转弯速度越大，转弯半径越大，转弯时间越长。 

 

 

 

 

 

 

 

 

 

 

 

 

 

 

 

 

 

样题：坡度为 30 度时对应的法向过载系数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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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性能综合题 

4.5.1 起飞性能图表的使用 

4.5.1.1 起飞限重表样例 1 

备注： 

      ELEVATION  7149 FT                                   RUNWAY 11      ZLXN 

      *** FLAPS 05 ***   AIR COND OFF    ANTI-ICE OFF        曹家堡             

                                                             西宁               

      737-800      CFM56-7B26         B26                    DATED 24-JUN-2020 

      *A* INDICATES OAT OUTSIDE ENVIRONMENTAL ENVELOPE 

      OAT  CLIMB         WIND COMPONENT IN KNOTS （MINUS DENOTES TAILWIND） 

       C   100KG       -10               0              10              20 

       42A   582   587F/31-34-37   623F/32-34-37   635F/32-34-37   647F/33-34-37 

                   585**32-35-39   601**41-43-47   606**43-46-50   610**46-49-53 

       38    602   602F/33-36-40   638F/34-36-40   651F/34-36-40   664F/35-36-40 

                                   619**41-44-48   624**44-47-51   629**47-50-54 

       34    622   617F/35-37-42   654F/36-38-42   667F/36-38-42   681F/37-38-42 

                                   638**42-45-49   643**45-48-52   648**48-51-55 

       32    632   625F/35-38-42   662F/37-39-43   676F/37-39-43   689F/38-39-43 

                                   647**43-46-50   652**46-49-53   658**49-52-55 

       30    641   631F/36-39-43   670F/38-40-44   683F/38-40-44   697F/38-40-44 

                                   655**43-46-50   661**46-49-53   666**49-52-56 

       28    649   638F/36-39-44   676F/39-41-45   690F/39-41-45   704F/39-41-45 

                                   663**44-47-51   669**47-50-54   674**49-53-56 

       26    657   643F/37-40-45   683F/39-41-46   697F/40-41-46   711F/40-41-46 

                                   670**44-47-51   676**47-50-54   682**50-53-57 

       24    661   648F/37-40-45   687F/40-42-46   701F/40-42-46   716F/40-42-46 

                                   674**45-47-52   681**47-50-54   686**50-54-57 

       22    665   652F/38-41-46   692F/40-42-47   706F/40-42-47   720F/41-42-47 

                                   679**45-48-52   685**48-51-55   691**51-54-58 

       20    669   656F/38-41-46   696F/41-43-47   710F/41-43-47   725F/41-43-47 

                                   683**45-48-53   689**48-51-56   695**51-55-59 

       18    673   660F/38-42-46   701F/41-43-48   715F/41-43-48   730F/41-43-48 

                                   687**46-49-53   694**49-52-56   699**52-55-59 

       16    678   664F/39-42-47   705F/41-43-48   720F/42-43-48   735F/42-43-48 

                                   692**46-49-54   698**49-52-57   704**52-56-60 

       14    678   667F/39-42-47   708F/41-44-48   722F/42-44-48   737F/42-44-48 

                                   693**47-50-54   700**50-53-57   705**53-56-60 

       12    678   669F/39-42-47   710F/41-44-48   725F/42-44-48   740F/42-44-48 

                                   694**47-50-55   701**50-53-57   707**53-57-61 

       10    679   671F/40-43-48   712F/41-44-48   727F/42-44-48   742F/42-44-48 

                                   696**48-51-55   702**50-54-58   708**54-57-61 

        8    679   673F/40-43-48   715F/42-44-48   730F/42-44-48   744F/42-44-48 

                                   697**48-51-55   703**51-54-58   709**54-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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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79   675F/40-43-48   717F/42-44-48   732F/42-44-48   747F/42-44-48 

                                   698**48-52-56   704**51-55-59   710**54-58-62 

      MAX BRAKE RELEASE WT MUST NOT EXCEED MAX CERT TAKEOFF WT OF      78245 KG 

      MINIMUM FLAP RETRACTION HEIGHT IS   400 FT 

      LIMIT CODE IS F=FIELD， T=TIRE SPEED， B=BRAKE ENERGY， V=VMCG， 

                    *=OBSTACLE/LEVEL-OFF， **=IMPROVED CLIMB 

      RUNWAY IS  9842 FT LONG WITH    0 FT OF CLEARWAY AND  196 FT OF STOPWAY 

      RUNWAY SLOPES ARE -0.60 PERCENT FOR TODA  AND  -0.60 PERCENT FOR ASDA 

      LINE-UP DISTANCES：    35 FT FOR TODA，   87 FT FOR ASDA   OBS FROM LO-FT/FT 

      RUNWAY       HT   DIST  OFFSET     HT   DIST  OFFSET     HT   DIST  OFFSET 

      11         NONE 

 

1、机场信息（机场标高、机场坡度，跑道长度）； 

2、飞机信息（机型、发动机类型、襟翼、引气状态）； 

3、障碍物信息（障碍物个数，障碍物距离和高度）； 

4、不同温度和不同风的起飞限重大小确定； 

5、起飞速度确定； 

6、灵活温度确定。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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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起飞性能图表的使用 

4.5.1.2 起飞限重表样例 2 

备注： 

 

图 1 空客起飞限重表 

1、机场信息（机场标高、机场坡度，跑道长度）； 

2、飞机信息（机型、发动机类型、襟翼、引气状态）； 

3、障碍物信息（障碍物个数）； 

4、不同温度和不同风的起飞限重大小确定； 

5、起飞速度确定； 

6、灵活温度确定。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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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典型爬升性能图表的使用及计算 

4.5.2.1 爬升时间、爬升油量、爬升距离查询 

备注： 

 图 1 爬升数值表 

1、不同高度和不同重量下，爬升性能参数查询； 

2、已知起飞重量、机场标高、巡航高度层、航路风和航路温度，求爬升

到巡航高度所用的时间，油量和飞过的地面距离。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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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巡航性能图表使用和性能计算 

4.5.3.1 巡航燃油流量、巡航速度查询 

备注： 

 

 

 

 

 

 

 

 

 

 

 

 
图 1 巡航数值表 

1、不同高度和不同重量下，巡航性能参数查询； 

2、已知巡航方式，巡航高度层、航路风和航路温度，巡航距离，开始巡

航重量或者结束巡航重量，求巡航时间和油量。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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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巡航性能图表使用和性能计算 

4.5.3.2 巡航时间和巡航油量计算 

备注： 

1、以开始巡航重量或者结束巡航重量查巡航性能表插值计算得到指定巡

航重量下的燃油流量、巡航 M 数、巡航速度； 

2、按照总温变化对巡航燃油流量和巡航速度进行修正； 

3、计算巡航时间 T=NGM/（TAS±WS）； 

4、计算巡航油量=修正巡航燃油流量×2 发×巡航时间； 

5、计算平均巡航重量，平均巡航重量=W1-F1/2 或者=W2+F2/2； 

6、以平均巡航重量查巡航性能表插值计算； 

7、按照总温变化对巡航燃油流量和巡航速度进行修正； 

8、计算巡航时间 T=NGM/（TAS±WS）； 

9、计算巡航油量=修正巡航燃油流量×2 发×巡航时间。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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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等待性能计算 

4.5.4.1 等待燃油流量查询 

备注： 

 

 
图 1 等待数值表 

1、不同高度和不同重量下，等待性能参数查询； 

2、已知等待高度、等待时间 45 分钟，假设标准大气，等待开始重量或者

等待结束重量，求等待油量。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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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等待性能计算 

4.5.4.2 等待油量计算 

备注： 

1、以等待开始重量或者等待结束重量查等待性能表插值计算得到指定等

待重量下的等待燃油流量； 

2、计算等待油量=等待燃油流量×2 发×等待时间； 

3、计算平均等待重量，等待平均重量=W1-F1/2 或者=W2+F2/2； 

4、以等待平均重量查等待性能表插值计算； 

5、计算等待油量=等待燃油流量×2 发×等待时间。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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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典型下降性能图表的使用及计算 

4.5.5.1 下降时间、下降油量、下降距离查询 

备注： 

 
图 1 下降数值表 

1、不同高度和不同重量下，下降性能参数查询； 

2、已知着陆重量、机场标高、巡航高度层、航路风和航路温度，求巡航

高度下降到着陆机场所用的时间，油量和飞过的地面距离。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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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典型下降性能图表的使用及计算 

4.5.5.2 下降时间、下降距离、下降油量计算 

备注： 

 

 

 

 

 

 

下降时间 T=T1-T2+T3； 

下降油量 FC=F1-F2+F3； 

下降空中距离 D=D1-D2+D3（NAM=NAM1-NAM2+NAM3）； 

下降地面距离 NGM=NAM±2/3*Vw*T/60。 

 

 

 

 

 

 

 

 

 

 

 

 

 

 Wx WLND Wy 

1：0→FL 
下降数值表 

已知条件 

T1/F1 

D1 

下降数值表 

已知条件 

2：0→ELEV+1500 
下降数值表 

已知条件 

T2/F2 

D2 

下降数值表 

已知条件 

3：0→1500 
下降数值表 

已知条件 

T3/F3 

D3 

下降数值表 

已知条件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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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着陆性能图表的使用及机场分析 

4.5.6.1 各种着陆限重大小 

备注： 

 
图 1 着陆限重表 

1、机场信息（机场标高、可用着陆距离）； 

2、飞机信息（机型、发动机类型、进近襟翼和着陆襟翼、引气状态）； 

3、不同温度和不同风的着陆限重大小确定。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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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航空气象 

5.1 基本天气知识 

5.1.1 地球的运动及其对天气的影响 备注： 

一、地球的运动 

地球有两种运动方式，分别为自转与公转。地球自转：地球绕自转轴自西

向东的转动，从北极点上空看呈逆时针旋转，从南极点上空看呈顺时针旋转。

地球自转轴与黄道面成 66.34 度夹角，与赤道面垂直。地球公转，是指地球按

一定轨道围绕太阳转动，地球在公转过程中，所经过的路线上的每一点，都在

同一个平面上，而且构成一个封闭曲线。这种地球在公转过程中所走的封闭曲

线，叫做地球轨道。 

二、地球运动对天气的影响 

（一）昼夜变化 

地球的自转，会导致昼夜交替。而昼夜交替，会导致地表周期性的获取和

散失热量，从而导致昼夜温度的周期性变化。而这种气温的周期性变化，会导

致白天地表温度升高，地面与高空温差增大，从而导致近地面不稳定能量的增

加，成云降水的可能性增加；而到了夜间，地面释放长波辐射降温，上下层空

气温差减小，大气稳定度增加，产生降水等天气现象的可能性降低。 

（二）四季变化 

地球的公转，造成了地球上四季的更替。而其中的关键是地球倾斜着围绕

太阳公转。地球倾斜着公转，致使太阳直射点在地球表面周期性的变化，即在

南北回归线之间运动。每年的 3 月 20~21 日，太阳直射点从南往北移至赤道，

全球昼夜平分，即春分日，到了 6 月 21~22 日，太阳直射点北移至北回归线，

成为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也就是夏至，其后太阳直射点转向南移，9 月

22~24 日直射赤道，为秋分，12 月 21~23 日移至南回归线，就到了冬至。 

四季更替其实是地球的自转倾角和绕太阳公转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

了其中的一个条件，四季更替就不会产生，地球上的天气乃至气候也将随之而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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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气系统 

如前所述，地球的自转与公转共同造成了昼夜交替与四季更迭。而对地球

上的天气系统来说，自转与公转则会直接影响到天气系统的产生、发展与消亡。

以台风天气系统为例，地球的自转产生地转偏向力，在地转偏向力、摩擦力、

惯性离心力以及气压梯度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水平范围覆盖达上千公里的大

型天气系统。同样是地球自转，致使赤道上空吹向极地的空气在中纬度地区转

为西风，在高空形成对航空飞行有较大影响的西风急流，而在中纬度地面区域，

则形成了延绵数千公里的副热带高压带。 

 

 

 

 

 

 

 

 

 

 

 

 

 

 

 

 

 

 

 

 

 

样题：地球的运动形式有哪两种？其对天气有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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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典型区域的气候类型及特征 

5.1.2.1 海洋 

备注： 

一、定义 

海洋，是地球上最广阔的水体的总称。地球上海洋总面积约为 3.6 亿平方

公里，约占地球表面积的 71%。地球四个主要的大洋为太平洋、大西洋、印度

洋、北冰洋。 

二、气候特征 

地球上的水呈固态、液态、气态，分布于海洋、陆地以及大气之中，形成

各种水体，共同组成水圈。由于海洋占到地表面积的 2/3 以上，因此气候系统

五大圈层中的水圈主要指的是海洋。海洋作为地球水圈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同

气候系统各圈层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是控制地球表面的环

境和生命特征的一个基本环节。海洋对于气候的形成及其变化影响非常大。到

达地球的大部分太阳辐射被海洋吸收。由于海洋的质量和比热很大，它构成了

一个巨大的能量存贮器。海洋巨大的热惯性使得海面温度的变化比陆面温度的

变化小得多，它对大气温度的变化起着缓冲器和调节器的作用。在热带地区，

由于存在着更强的直接太阳辐射，在海洋中形成了能量的盈余，赤道附近的水

温显著地高于高纬度海区，所以在海洋中导致暖流从赤道流向高纬度、冷流从

高纬度流向赤道的大尺度循环，从而引起能量的重新分布，使得赤道地区和两

极的气候不至于过分悬殊。除了海流把贮存的一部分能量从热带输送到较冷的

中高纬度外，也以感热和潜热的形式向大气释放能量，并向大气提供大量的水

汽。当海面的水汽凝结成雨雪降落到所有大陆表面成为地球表面淡水源泉的时

候，海洋就已经参与到地球表面的水循环当中。由此可见，海洋是大气中水汽

和热量的重要来源，它参与了整个地表物质和能量平衡过程，成为整个气候系

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样题：海洋相对于陆地，其更大的比热容对天气气候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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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典型区域的气候类型及特征 

5.1.2.2 陆地 

备注： 

一、定义 

陆地通常意义上指的是地球表面未被水淹没的部分，包括大陆和岛屿。总

面积约 1.49 亿平方公里，占地球表面积的 29%。陆地表面起伏不平，地貌地

表覆盖多样，造成了种类众多的天气气候类型。 

二、气候类型及特征 

陆地的气候类型，所受影响因素众多，例如所处纬度、太阳辐射、大气环

流、海陆位置、地形地貌、地表覆盖、洋流等。在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

球共分 6 大类共 13 种气候类型。下面简要概述 6 类气候类型。 

（一）热带气候 

热带沙漠气候：全年高温，炎热干燥，极少下雨。 

热带草原气候：全年高温，一年分干、湿两季。 

热带季风气候：全年高温，一年分旱、雨两季。 

热带雨林气候：全年高温多雨。 

（二）亚热带气候 

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 

亚热带季风和亚热带湿润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和少雨。 

（三）温带气候 

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暖潮湿且降水分配均匀。 

温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 

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寒夏热，年温差较大，干旱少雨，降水稀少且集中在

夏季。 

（四）亚寒带气候 

亚寒带针叶林气候：冬季长而严寒，夏季短而凉爽，降水稀少且集中在夏

季。 

（五）寒带气候 

极地苔原气候：冬长而严寒，夏短而低温，降水稀少且集中在最热的月份。 

极地冰原气候：全年酷寒，降水极少，大部分不足 10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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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原山地气候 

气候垂直变化明显，气温随海拔加而减，随海拔减而加。全年低温，气温

年较差小，日较差大。 

 

 

 

 

 

 

 

 

 

 

 

 

 

 

 

 

 

 

 

 

 

 

 

 

样题：我国主要有哪几种气候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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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典型区域的气候类型及特征 

5.1.2.3 极地 

备注： 

一、定义 

极地地区是指地球的两极，即南极和北极。北极地区：以北冰洋为中心，

周围濒临亚洲、欧洲、北美洲三大洲。南极地区：以南极洲为中心，周围濒临

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三大洋。 

二、气候特征 

（一）极地冰原 

分布在极地及其附近地区，包括格陵兰、北冰洋的若干岛屿和南极大陆的

冰原高原。这里是冰洋气团和南极气团的发源地，整个冬季处于永夜状态，夏

半年虽是永昼，但阳光斜射，所得热量微弱，因而气候全年严寒，各月温度都

在 0℃以下；南极大陆的年平均气温为-25℃，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大陆，1967

年挪威人曾测得-94.5℃的绝对最低气温，可堪称为世界“寒极”。地面多被巨

厚冰雪覆盖，又多凛冽风暴，植物难以生长。 

分布：极地及其附近地区。 

成因：全年所得热量微弱。 

（二）极地苔原 

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和北美大陆北冰洋沿岸，与冰原气候同为极地气候。

因常受冰洋气团和极地大陆气团影响，终年严寒。最热月平均气温 1～5°C，

降水少，蒸发弱，云量较高．自然植被主要是苔原（苔藓、地衣类）。 

分布：亚欧大陆和北美大陆北冰洋沿岸。 

成因：常受冰洋气团和极地大陆气团影响。 

 

 

 

 

 

样题：极地地区有哪两种气候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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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典型区域的气候类型及特征 

5.1.2.4 热带 

备注： 

一、定义 

赤道两侧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之间的地带称“热带”。 

二、气候特征 

（一）热带雨林气候 

热带雨林气候带位于赤道低压带，气流以上升运动为主，水汽凝结致雨的

机会多，全年多雨，无干季，年降水量在 2000 毫米以上，最少雨月降水量也

超过 60 毫米，且多雷阵雨；各月平均气温为 25℃-28℃，全年长夏，无季节变

化。 

分布：赤道附近（南、北纬 10°之间）。 

成因：全年受赤道低压控制，盛行上升气流。 

（二）热带草原气候 

主要分布在赤道多雨气候区的两侧，即南、北纬 10°-15°左右（有的伸展

达 25°）的中美、南美和非洲。由于赤道低压带和信风带的南北移动、交替影

响，一年之中干、湿季分明。年降水量一般在 700-1000 毫米。当受赤道低压

带控制时，盛行赤道海洋气团，且有辐合上升气流，形成湿季，潮湿多雨，遍

地生长着稠密的高草和灌木，并杂有稀疏的乔木，即稀树草原景观。当受信风

影响时，盛行热带大陆气团，干燥少雨，形成干季，土壤干裂，草丛枯黄，树

木落叶。与赤道多雨气候相比，一年至少有 1-2 个月的干季。其次是全年气温

都较高，具有低纬度高温的特色，最冷月平均温度在 16℃-18℃以上。最热月

出现在干季之后、雨季之前，因此，本区气候一般年分干、热、雨三个季节。

气温年较差稍大于赤道多雨气候区。 

分布：非洲、南美洲附近热带雨林两侧（南、北纬 10°-15°）。 

成因：低压（湿季）与信风带（干季）交替控制。 

（三）热带沙漠气候 

分布于热带干湿季气候区以外，大致在南、北纬 15°-30°之间，以非洲北

部、西南亚和澳大利亚中西部分布最广。热带沙漠气候区常年处在副热带高压

和信风的控制下，盛行热带大陆气团，气流下沉，所以炎热、干燥成了这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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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的主要特征；气温高，有世界“热极”之称。降水极少，年降雨量不足 200

毫米，且变率很大，甚至多年无雨，加以日照强烈，蒸发旺盛，更加剧了气候

的干燥性。 

分布：回归线附近，大陆西岸沿岸（南、北纬 15°-30°）。 

成因：副热带高压与信风带控制。 

（四）热带季风气候 

热带季风气候分布于北纬 10°至 25°之间的大陆东岸。主要分布在中南半

岛、印度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菲律宾群岛；此外，在澳大利亚大陆北部沿海地

带也有分布。这里全年气温皆高，年平均气温在 20℃以上，最冷月一般在 18℃

以上。年降水量大，集中在夏季，这是由于夏季在赤道海洋气团控制下，多对

流降水，加之热带气旋过境带来大量降水；在一些迎风海岸，因地形作用，夏

季降水甚至超过赤道多雨气候区。年降水量一般在 1500-2000 毫米以上。本气

候区热带季风发达，有明显的干湿季，即在北半球冬季吹东北风，形成干季；

夏季吹来自印度洋的西南风，富含水汽，降水集中，形成湿季。 

分布：印度半岛，中南半岛（北纬 10°至 25°大陆东岸）。 

成因：海陆热力差异和气压带风带的季节性移动。 

 

 

 

 

 

 

 

 

 

 

 

 

 

 

 

 

样题：热带地区有哪几种气候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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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典型局部地域的天气类型及特征 

5.1.3.1 沿海 

备注： 

由于海洋的调节作用，沿海地区一般是冬暖夏凉，且气温年变化比同纬度

内陆城市要小得多。一天之内，沿海地区的气温日较差也显著小于内陆地区。

造成沿海与内陆天气气候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海陆热力差异。在海陆交界区域，

海陆风是一种典型的局地天气类型。 

由于海水和陆地温度的差异，风向以一天为周期，随昼夜交换而有向岸风

和离岸风的转换。白昼，近地面的风从海上吹向陆地，称为海风。夜间，近地

面的风从陆地吹向海洋，称为陆风。海陆风也是一种热力环流，是由海陆之间

热力差异而产生的。白昼，陆地上增热比海上剧烈，产生从海上指向陆地的水

平气压梯度，因此，近地面的风从海上吹向陆地，形成海风。上层风从陆地吹

向海洋；夜间，陆地降温比海洋强烈，形成了从陆地指向海洋的水平气压梯度，

近地面的风从陆地吹向海洋，形成陆风，上层则从海洋吹向陆地。海风和陆风

转换时间，随地区和天气条件而异。一般陆风在上午转换成海风，13-15 时海

风最强；日落后逐渐减弱，并转换成陆风。在一般情况下，海风强度大于陆风，

夜间可出现静风现象。 

 

 

 

 

 

 

 

样题：海陆风是如何定义的，近地面白天刮什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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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典型局部地域的天气类型及特征 

5.1.3.2 山地 

备注： 

山地由于其地形和海拔的共同影响，通常会形成地方性的小气候。海拔高

度、山脉走势、坡向和地形是影响山地天气气候的主要因素。一般在地面起伏

很大、山峰与谷底相间的山地形成的局地气候。山地气候气温随海拔高度的升

高而降低，如热带高山，由山麓到山顶，可出现由热带、温带到寒带的气候和

植被变化。在河谷、盆地，冬季冷空气下沉，出现逆温现象；山地气候地区的

气流遇山抬升，易成云致雨，故降水随高度上升而增多；但达到一定高度后又

减少，该高度称降水最大高度。如天山北侧，山麓为荒漠，降水最大高度处生

长森林；山脉对气流有明显阻挡作用，使山脉两侧的气候出现较大差异。大的

山脉往往成为气候的分界线，如秦岭为中国北方和南方、暖温带和北亚热带的

分界点。 

山地气候在中纬度地区的高山高原地区，如青藏高原、安第斯山脉等地区，

由于海拔较高，终年低温，形成了高原山地气候。高原山地气候的特点最重要

的有两个：“地势高”和“气温低”。我国青藏高原，海拔高，气温低，但辐射

强，日照丰富，降水少，冬半年风力强劲。气温的年较差小，日差较大。 

 

 

 

 

 

 

 

 

 

 

 

样题：山区飞行相比平原地区，有哪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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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典型局部地域的天气类型及特征 

5.1.3.3 岛屿 

备注： 

一般而言，由于陆地相对岛屿来说面积更大，通常其气候在大陆的不同区

域也各不相同。而岛屿一般面积较小，因而岛屿不同区域天气气候类似，差异

不是很大。对于岛屿本身而言，其所处位置的天气气候特征直接决定了岛屿的

天气和气候。例如格陵兰岛，位于高纬度地区，属于冰原、苔原气候。而夏威

夷群岛位于中低纬太平洋之中，远离大陆，受海洋影响巨大，属于热带海洋气

候。我国海南岛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由于背靠大陆，受大陆和海洋的共同影响，

属热带季风气候。热带大陆气团控制时，降水稀少。而当赤道海洋气团控制时，

降水丰沛，又有大量热带气旋降水，年降水量多，一般在 1500-2000 毫米，集

中在 6-10 月（北半球）。全年高温，年平均气温在 20℃以上。 

 

 

 

 

 

 

 

 

 

 

 

 

 

 

 

 

样题：我国海南岛属何种气候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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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典型局部地域的天气类型及特征 

5.1.3.4 平原 

备注： 

平原是地面平坦或起伏较小的一个范围较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大河两岸

和濒临海洋的地区。全世界来看，平原面积共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 1/4 左右。

世界范围内，平原分布较广，位于不同位置的平原，由于其所处的经度、纬度、

周边地形地貌、以及所处气候带等等不同，其天气气候特征也有相应的特点。

但总体上，相较于高原及山地，平原天气气候有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平原地区范围广大，下垫面属性较为均一，因此往往可以作为气团

的形成源地，孕育出大范围的气团和天气系统。例如东欧平原和西西伯利亚平

原，在冬季往往成为冷气团源地。 

第二、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开阔，有利于大范围不稳定能量的积聚与发展，

从而形成破坏力较强的天气系统。例如美国的大平原，十分有利于对流天气的

发生发展，据统计全世界约 3/4 的龙卷风发生在美国。 

 

 

 

 

 

 

 

 

 

 

 

 

 

 

样题：冬季影响我国的冷气团的主要源地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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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大气特性 

5.1.4.1 大气的组成 

备注： 

大气由三部分组成：干洁空气、水汽和气溶胶粒子。 

一、干洁空气 

不含水汽和悬浮颗粒物的大气。重要气体成分有氧气、氮气、二氧化碳和

臭氧。 

（一）二氧化碳是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不可缺少的原料，也是重要的温

室气体，它强烈吸收地面长波辐射，同时又向地面放射长波辐射，使地面气温

升高。 

（二）臭氧的作用：臭氧层通过吸收太阳紫外线辐射而增温，改变了大气

温度的垂直分布。臭氧具有强烈的氧化性，在平流层中飞行时，如果没有保护

措施，机组和乘客会受到臭氧的危害，引起生理上的不良反应，长时间接触臭

氧对身体有严重影响，破坏人体呼吸系统，危及人的生命。 

二、水汽对天气的影响： 

（一）成云致雨。 

（二）相变过程中放出或吸收热量，影响地面和空气的温度。 

（三）选择性吸收和放射长波辐射，很少吸收太阳辐射中的可见光部分，

使近地层大气增温。水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温室气体。 

三、气溶胶粒子：悬浮在大气中的固体和液体粒子。 

气溶胶粒子的影响和作用： 

（一）形成霾、风沙和浮尘等视程障碍现象，影响能见度和空气质量。 

（二）作为水滴和冰晶的凝结核，在云、雾、降水等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 

（三）太阳辐射的吸收体和散射体，影响大气温度。 

（四）参与各种化学循环等。 

 

 

样题：大气成分分成哪三种？分别有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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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大气特性 

5.1.4.2 大气的结构 

备注： 

一、大气常用的垂直分层依据是气温垂直递减率。 

根据气温垂直递减率把大气分为对流层、平流层、中间层、热层和外逸层。 

二、对流层三个主要特点 

（一）气温随着高度的增高而降低。 

（二）具有强烈的垂直混合。 

（三）各气象要素水平分布不均匀。 

三、平流层的重要特征 

（一）大气很稳定，空气的垂直运动很微弱，多为平流运动。 

（二）水汽和杂质含量很少，几乎没有对流层中所出现的各种天气现象。 

（三）大气透明度高，天气晴朗，飞行气象条件好。 

（四）大气密度小，阻力小，颠簸极少。 

四、在高空飞行要警惕火山灰云的影响 

在火山灰云中飞行可造成由静压系统工作的各种仪表失真，发动机受火山

灰杂质腐蚀和堵塞而易受损伤，严重时可使发动机熄火，危及飞行安全。 

 

 

 

 

 

 

 

 

 

 

 

样题：地球大气垂直方向上可以分为哪几层？分层的依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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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大气特性 

5.1.4.3 气体状态方程与标准大气 

备注： 

一、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p=ρRT，其中 P 是压强，ρ是密度，T 是温度，R

是比气体常数。 

（一）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可以看出：当气压一定时，温度升高，空

气的密度减小；温度降低，空气的密度增加。 

（二）因此当气压一定时，干冷空气的密度要大于暖湿空气的密度，这对

于飞机飞行时，气压式高度表判断高度非常重要。 

二、标准大气 

（一）定义：标准大气是铅直方向上，温度、气压和密度按假定规律分布

的模式大气。 

（二）制作目的：比较飞机性能和设计大气数据仪表。 

（三）重要参数： 

1、干洁大气，垂直方向上成分（各种气体比例）不变； 

2、具有理想气体的性质； 

3、标准海平面的重力加速度为 g0=9.80665m/s2； 

4、标准海平面 

气温 T0=15ºC（288.15K）； 

气压 P0=1013.25hPa 或 760mmHg （即 1 个大气压）； 

密度 ρ0=1.225kg/m3； 

5、空气处于流体静力平衡状态； 

6、气温直减率 

γ=0.65℃/100m 或 1.98℃/1000ft（海拔 11km 以下） 

γ=0（11~20km，气温保持-56.5℃) 

γ= -0.1℃/100m（20~30km）。 

 

 

 

样题：什么是标准大气？为什么要制定标准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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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气压 

5.1.5.1 度量单位 

备注： 

一、气压单位 

（一）气压的定义 

气象学中，大气压强简称气压，通常用观测高度到大气上界单位截面上的

垂直空气柱的重量表示。 

（二）航空中常用气压单位 

1、百帕：hPa 

2、毫米汞柱：mmHg 

3、英寸汞柱：inHg 

1 个标准大气压=1013.25hPa=760mmHg=29.92inHg 

 

 

 

 

 

 

 

 

 

 

 

 

 

 

 

 

样题：常用的气压度量单位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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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气压 

5.1.5.2 气压梯度力 

备注： 

一、水平气压梯度力 

水平气压梯度作用在单位质量空气上的压力差就是水平气压梯度力。水平

气压梯度力是形成风的原动力。 

方向：垂直等压线，由高压指向低压。 

大小：与水平气压梯度成正比，与密度成反比。 

二、垂直气压梯度力 

造成空气垂直运动的力有两个，分别是向下的重力和向上的垂直气压梯度

力。重力是由地球对空气的吸引而产生的，垂直气压梯度力是由作用在空气块

上的垂直方向的气压差而产生的，也即是空气块受到的浮力。对于原来静止的

空气块，当作用在其上的垂直方向的力不平衡时，就会产生垂直运动。垂直气

压梯度力大于重力时，空气块向上运动，重力大于垂直气压梯度力时，空气块

向下运动。 

 

单位体积空气块所受的重力和垂直气压梯度力 

 

 

 

 

 

 

样题：造成空气垂直运动的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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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气压 

5.1.5.3 气压分布 

备注： 

一、气压随高度的变化规律 

气压随高度指数递减。随着高度增加，其上部大气柱越来越短，且气柱中

空气密度越来越小，气柱重量也就越来越小，因此气压是随高度升高而降低的。

静力学方程dp - gdz= 中可知，在 ΔZ 不变的情况下，随高度增加，空气密度

ρ 要减小，ΔP 也随之减小，即高度越高，气压随高度降低得越慢。在同一高

度上，气温高的地区气压降低得比气温低的地区慢。 

 

气压随高度的变化 

二、水平气压场 

（一）水平气压场定义 

水平气压场指某一水平面上的气压分布，这一水平面通常取为海平面。 

（二）水平气压场常见的基本形式 

1、低压 

由闭合等压线构成的中心气压比四周气压低的区域叫低气压，简称低压。 

2、低压槽 

由低压延伸出来的狭长区域叫低压槽，低压槽中各条等压线弯曲最大处的

连线叫槽线。 

3、高压 

由闭合等压线构成的中心气压比四周高的区域叫高压区，简称高压。 

4、高压脊 

由高压伸展出来的狭长区域叫高压脊，高压脊中各条等压线弯曲最大处的

连线叫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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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鞍形气压区 

两高压和两低压相对组成的中间区域叫鞍型气压区，简称鞍。 

 

鞍形场示意图 

 

 

 

 

 

 

 

 

 

 

 

 

 

 

 

 

 

样题：水平气压场有哪几种常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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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气压 

5.1.5.4 温度对气压的影响 

备注： 

当实际大气的温度与标准大气温度不同时，高度表示数也会出现偏差。由

于在较暖的空气中气压随高度降低的较慢，而在较冷的空气中气压随高度降低

得较快，因而在比标准大气暖的空气中飞行时，高度表将低于实际飞行高度，

在比标准大气冷的空气中飞行时，高度表将高于实际飞行高度，如下图所示。 

 

温度对飞行高度的影响 

据资料统计，仪表示数因温度原因而产生的误差，随高度、纬度和季节而

不同。冬季在我国北方地区飞行时，仪表示数值偏高约 10%左右；夏季在南方

地区中高空飞行时，仪表示数偏低通常不到 10%。 

 

 

 

 

 

 

 

 

 

样题：飞机在较暖空气中飞行时，表高和真高有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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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气压 

5.1.5.5 气压高度表 

备注： 

气压式高度表的工作原理是大气压随着高度升高而降低，测出这一高度的

气压就可换算出高度值。气压式高度表的关键部分是表内的真空膜盒，膜盒的

内腔被抽成真空密封，膜盒表面有一定弹性，表内的压力大时膜盒就被压紧，

压力小时就膨胀，把压缩和膨胀位移经机械装置传送、放大到指示器上，就表

示了外界的大气压力。如果表盘上刻的是相应的高度，压力表就变成了高度表。 

 

气压高度表 

  

 

 

 

 

 

 

 

 

 

 

 

 

 

 

 

 

 

样题：气压高度表的原理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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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空气的水平运动-风 

5.1.6.1 全球风模式 

备注： 

一、气压带和风带 

（一）赤道低压带和热带辐合带 

在赤道地区，空气受热上升，到了高空向高纬度流去，近地面气压下降，

在赤道地区形成一个低压带，这就是赤道低压带，或称为赤道槽。 

在赤道低压带，从南北两半球流回的空气在赤道地区汇合，形成热带辐合

带（ITCZ），也称赤道辐合带。热带辐合带标志了两个半球的信风之间的交界，

这里的气候一直都很炎热。 

（二）副热带高压带和信风带 

在赤道地区上升的空气，到了高空向北流去，受地转偏向力影响，向北流

动的空气向右偏转，在 30°N 附近转变为偏西风，阻挡了低纬高层大气继续北

流，空气堆积下沉，近地面气压升高，形成副热带高压带。在近地面层，副热

带高压带中的下沉气流在地面附近分开，一部分向北，一部分向南，向南的气

流在地转偏向力的作用下在北半球向右偏转，形成东北风，这就是北半球地面

上从副热带高压吹向赤道的东北信风。在赤道两侧的中低纬度地区被信风占

据，形成信风带。沿着赤道槽的两侧都有信风，在南半球是东南信风，在北半

球是东北信风。 

（三）副极地低压带和盛行西风带 

在副热带高压带的下沉气流中，向北的气流在地转偏向力的作用下在北半

球向右偏转，形成中高纬度地区的大范围的西风，称为盛行西风。在纬度 60°

附近的副极地处空气上升，地面形成低压带，这就是副极地低压带。 

在纬度 30°~65°之间是盛行西风占主要地位的地带，这就是盛行西风带。

这里的气候特征是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在夏季，它有阶段性的气压变化，并

伴随着阵雨和雷暴天气，但在冬季，副极地的空气可能被输送到此地，带来低

温。 

在南半球，盛行西风很容易识别。这种区别在于南半球的海陆分布存在明

显的差异，这里只有 5%的陆地，而海洋却有 95%。在北半球，陆地面积超过

44%，正因为这种不均匀的分布，北半球温带的气候大受干扰，天气变得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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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 

（四）极地高压和极地东风带 

极地是空气下沉的地区，地面天气图上经常是一个高压，称为极地高压。

在极地，空气被冷却，并流向温暖的较低纬度地区，从北极向低纬度流出的气

流会向右偏转，形成东风，这就是高纬度地区的极地东风带。 

在世界上受极地东风影响的那些地区，季节变化被“极夜”和“极昼”划

分得十分准确。在极夜中，冷性反气旋出现，空气密度很大。地面温度极低，

对流层顶的高度在极地上空达到其最低值。 

在此气压带中大气具有稳定的特征：有范围广阔的层云或雾及微风，在雾

层上面飞行十分平稳。偶尔从温带地区移来的低压会带来锋面天气，形成云和

降雪，当它们移至 70~75°N 时，这些低压会消失。 

二、三圈环流模式 

从上面的叙述可知，空气在向南向北的运动中还有东西方向的运动，为了

更好地了解大气的环流形势，我们分别沿经向和纬向来看一下空气的运动情

况。 

（一）平均经圈环流 

从经度的方向看，在北半球，赤道上升气流、高空向北气流、副热带下沉

气流和流回赤道的东北信风，在低纬度地区构成了一个环流圈。在这个环流圈

中南边空气上升，北边空气下沉，地面上是由副热带高压吹向赤道的东北信风，

高空是由赤道吹向副热带高压的西南反信风，这是一个典型的热力环流圈，叫

做信风环流圈。在中纬度地区，副热带高压带中空气下沉，一部分气流向北流

动，在副极地低压带空气上升，在高空形成东北风流回副热带高压，构成一个

环流圈，这就是中纬度环流圈。中纬度环流圈实际上是一个过渡环流圈，由于

是暖处下沉，冷处上升，因此被叫做逆环流，要记住的是中纬度环流圈中的地

面风是吹向东北方的盛行西风。在副极地低压带中上升的空气向北以西南风的

方式吹向极地，在极地下降然后流回副极地低压带，形成一个环流，这就是极

地环流圈。极地环流圈中的地面风是极地东风。 

因此，在经度方向，北半球形成了三个环流圈。在三个环流圈中，以信风

环流圈最强、范围也最大，中纬度环流圈由于是逆环流所以最弱。三个环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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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也有季节变化，夏季靠近赤道，冬季靠近极地。 

（二）平均纬向环流 

从上面讨论可知，在三圈环流形成过程中，地面层气流分布特点是：低纬

和高纬分别为两个东风带，气流方向偏东北，中纬度为一西风带，气流方向偏

西南。高层气流分布特点是：低纬和高纬分别为两个西风带，二者之间是一个

偏东风气流区，由于中纬度环流圈较弱，所以这个偏东风气流也很弱，甚至没

有表现。所以低纬度和高纬度的两个高空西风带表现更加突出，这种情况可以

说成是：高空西风带分布不均匀而分成两支，每一支最强中心轴线即“西风急

流”。南支急流高度较高，位于副热带辐散带上空。北支急流高度较低，位于

极锋辐合带上空。无论地面或高空，气流均呈带状，同时也有风速、风向的切

变。在自转的地球上这种带状气流是不稳定的，常常产生扰动，因此使带状气

流不呈平直状，而呈波浪式。 

由上述讨论可知，在地转偏向力的参与下，南北半球近地面层中各出现了

四个气压带，即赤道低压带、副热带高压带、副极地低压带和极地高压，同时

相应地形成三个风带，即信风带、盛行西风带、和极地东风带。这些风带与上

空气流结合起来，便构成了三圈环流圈，即信风环流圈、中纬度环流圈和极地

环流圈。这样，就把复杂的大气环流归纳成一个简单的模式，即通常所谓的大

气环流三圈模式，如下图所示。 

 

三圈环流是在太阳辐射随纬度分布不均以及地转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形成

和维持的，是保持大气内部的各种平衡关系所必需的。上述特征只是平均情况，

实际上大气运动时刻都有变化，尤其是在西风带区域变化最为显著，在航空活

动中应加以注意。 

 

样题：东北信风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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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空气的水平运动-风 

5.1.6.2 科里奥利（Coriolis）力 

备注： 

一、定义 

科里奥利力，简称科氏力，也称水平地转偏向力，由地球自转引起的一种

虚力，作用在运动的物体上，使物体偏离原来的运动方向。 

地转偏向力只在气块相对于地面有运动时才产生，不改变气块运动速度，

只改变运动的方向。北半球指向运动方向的右侧，南半球指向运动方向的左侧。

地转偏向力的大小与气块运动速度和所在地区纬度的正弦成正比。在赤道上，

地转偏向力为零，越往两极，地转偏向力越大。 

二、形成风的其他力 

（一）形成风的 4 个力 

1、水平气压梯度力 

水平气压梯度作用在单位质量空气上的压力差就是水平气压梯度力。水平

气压梯度力是形成风的原动力。 

方向：垂直等压线，由高压指向低压 

大小：与水平气压梯度成正比，与密度成反比 

2、水平地转偏向力（上文已介绍） 

3、摩擦力 

空气在近地面运动时，地表对空气运动的阻碍作用即摩擦力。随高度增加，

摩擦系数迅速减小。在离地 1000~1500m 以上的自由大气中，摩擦作用常可忽

略。 

4、惯性离心力 

空气在水平方向上相对于地球表面作曲线运动时，要受到惯性离心力的作

用。 

 

 

 

 

样题：科里奥利力在南半球指向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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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空气的水平运动-风 

5.1.6.3 急流及其特性 

备注： 

一、定义 

世界气象组织高空气象委员会对急流的定义是：出现在对流层上部或平流

层下部、对流层顶附近的，轴线基本水平的高速狭窄气流带。 

 

 

急流通常宽约 300～400km，厚约 2000～4000m，长 1000～12000km，中

心最大风速≥30m/s，其水平方向的风速切变为每百千米 5m/s，垂直方向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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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变为每千米 5～10m/s。沿急流带的轴线可出现一个或多个风速极大值中心，

大多数轴线呈东西向。当急流伴随强烈发展的大型扰动时，急流轴局部可转为

南北向，有时可出现分支，也会发生两支急流汇合，还可在某些地区出现中断

的现象（中心风速≤30m/s）。 

二、形成原因 

到目前为止，对急流的形成还没有圆满的理论解释，在实际工作中，我们

可以看到，高空急流的形成经常是和大气中有大的水平气温梯度相关的。根据

下层风加热成风等于上层风的原理，如果在大气中有一个水平气温梯度大的区

域，热成风量便大，那么，在它的上面，必有一个强风带存在，当风速达到或

超过 30m/s 时，即出现了急流。在对流层中，中纬度地区上空就经常出现水平

气温梯度大的狭长区域，气温由南向北递减，故西风风速随高度迅速增加，因

而在中纬度地区上空就经常出现西风急流。 

三、分类及特性 

急流可分为锋面急流和无锋面急流两类。锋面急流包括极锋急流；无锋面

急流包括极夜急流、副热带西风急流和热带东风急流。 

 

极夜急流又称为极地平流层急流。位于纬度 50°~70°上空，其风向有明显

的年变化：从隆冬时的强大的西风，在夏季变为很强的东风。且冬季的西风远

远强于夏季的东风，其平均最大风速可超过 100m/s。冬季最大西风风速出现

在 50~60km 高度处，而在 20~30km 高度上有一个次大风速中心。极地平流层

急流的形成与冬季极地长期黑夜有关，大气在这期间因向外辐射持续冷却，而

其南部的平流层中的臭氧层又直接吸热增温，因而造成了强大的指向极地的温

40° 赤道 30°

下沉 

FL300 

FL400 

FL500 

北极 

subtr
极锋急流 

副热带急流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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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梯度，形成了西风急流。本节主要介绍对我国影响较大的三种急流。 

（一）极锋急流 

其成因考虑与热成风的原理密切相关，因为其急流方向符合热成风的形成

原理，即在极圈附近上空，北半球以高温在右手边，南半球以高温在左手的西

风急流为主要走向。 

（二）副热带西风急流 

在对流层中高层很强的一类急流，除少数地方中断外，几乎完整地环绕着

整个地球。位于我国东部和日本西南部上空的副热带急流是世界上最强的急

流，最大风速平均为 60~80m/s，冬季可达 l00~150m/s，最大可达 200 m/s。 

（三）热带东风急流 

又叫赤道急流。它出现在热带对流层顶附近或平流层中，一般位于副热带

高压南缘，在北纬 15°~20°之间，平均高度为 14-16km，平均风速为 30-40 m/s，

夏季比冬季强得多。热带东风急流对我国影响较小，只在夏季出现在华南和南

海上空。 

 

 

 

 

 

 

 

 

 

 

 

 

样题：影响我国的急流主要有哪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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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空气的水平运动-风 

5.1.6.4 地方性风和相关术语 

备注： 

一、海陆风 

天气晴朗时白天海岸附近低层风总是由海洋吹向陆地，而晚上风向相反的

现象就是海陆风。白天，由于陆地增温比水面快，陆地气温高于海面，陆地上

空气产生上升运动，海面上空气产生下沉运动。由于空气运动的连续性，低层

空气将从海上吹向陆地，形成海风。晚上的情形与此相反，形成陆风。一般海

风比陆风强度大。 

 

二、山谷风 

山谷风是由山区特殊的地理条件造成的，形成原因与海陆风相似。白天在

太阳辐射的作用下，山顶和向阳坡的气温显著上升，比山谷上空同高度自由大

气的温度高，于是山谷上空的冷空气下沉，谷底的空气沿山坡上滑，补充山谷

上空下沉的空气，形成谷风。夜间，由于山顶和山坡辐射降温，山谷同高度的

空气离谷地远而降温慢，空气沿山坡下沉，形成与白天相反的环流，称为山风。 

 

三、峡谷风 

在山口、河谷地区常产生风速较大的风，称峡谷风。由于空气的连续性，

当其进入狭窄地带时，流速会加大。在山区和丘陵地区常出现这种风，使风速

变化增大，给飞行带来影响。 

四、焚风 

气流过山后沿着背风坡向下吹的干而热的风，叫做焚风。焚风吹来时，气

温迅速升高，湿度急剧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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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关术语（一）低空风切变 

高度 500 米以下，风向风速在空间一定距离上的变化称为低空风切变。 

根据飞机的运动相对于风矢量之间的各种不同情况，把低空风切变分为四

类，分别为： 

1、顺风切变 

水平风的变量对飞机来说是顺风。顺风切变使飞机空速减小，升力下降，

飞机下沉，危害较大。 

2、逆风切变 

指的是水平风的变量对飞机来说是逆风。逆风切变使飞机空速增加，升力

也增大，飞机抬升，如果是下降过程中，则飞机会高于下滑道。 

3、侧风切变 

指的是飞机从一种侧风或无侧风状态进入另一种明显不同的侧风状态。侧

风有左侧风和右侧风之分，它使飞机发生侧滑、滚转或偏转。 

4、垂直气流的切变 

指的是飞机从无明显的升降气流区进入强烈的升降气流区域的情形。特别

是强烈的下降气流，往往有很强的猝发性，强度很大，使飞机突然下沉，危害

很大。 

 

 

 

 

 

 

样题：海陆风的形成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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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大气状态 

5.1.7.1 三种相态及转变原因 

备注： 

一、水的三种相态 

水与地球上的很多物质一样，都有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物质存在形式。

但与其它物质不同，水是自然界中唯一一种三态同时并存的物质。自然界中，

高山顶部的积雪和极地的冰层都是固体状态的水，海洋、河湖以及沼泽等都由

液体状态的水组成，而水分蒸发进入大气则通过气态水的形式进行。正因为如

此，地球上不同状态的水才可能互相转换，形成循环。同时，这一转换过程也

造就了地球表面各种纷繁复杂的天气和气候现象。 

水由液态到气态叫汽化是一个吸热过程，到固态叫凝固是一个放热过程。 

水由固态到液态叫熔化是一个吸热过程，到气态叫升华是一个吸热过程。 

水由气态到液态叫液化是一个放热过程，到固态叫凝华是一个放热过程。 

 

二、相态转变原因 

促使水的三态变化的原因是温度的变化，当环境温度低于 0℃液态水要放

出热量，由液态凝固变成固态，环境温度高于 0℃，固态的冰吸收热量，融化

成水。水在自然界同时以液态、固态和气态存在。当液态物体分子间的范德华

力被打破时，物体由液态变为气态。当液态物体分子间热运动减小，小到分子

间化学键可以形成，从而化学键在分子间占主导地位时，液体变为固体。 

 

 

样题：什么是水的升华过程？该过程是吸收还是释放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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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云 

5.1.8.1 云的分类和外貌特征 

备注： 

一、云的分类 

在航空气象学上，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的规定，将云分为 3 族 14 类。 

（一）低云族 

云底高度在 2500m 以下，包括：淡积云（Cu）、浓积云（TCu）、积雨云

（Cb）、碎积云（Fc）、碎层云（Fs）、碎雨云（Fn）、层云（St）、层积云（Sc）、

雨层云（Ns）； 

（二）中云族 

云底高度在 2500～6000m 之间，包括：高层云（As）、高积云（Ac）； 

（三）高云族 

云底高度在 6000m 以上。包括：卷云（Ci）、卷层云（Cs）、卷积云（Cc）。 

二、云的外貌特征 

淡积云（Cu）：淡积云呈孤立分散的小云块，底部较平坦。顶部呈圆弧形

凸起，像小土包，云体的垂直厚度小于水平宽度。 

浓积云（TCu）：云底平坦而阴暗，顶部呈重叠的圆弧形凸起，像花菜。

云体高耸，像大山或高塔。厚度通常在 1000~2000m 之间，厚的可达 6000m。



 

416 

 

禁止在浓积云中飞行。 

积雨云（Cb）：积雨云的云体十分高大，云顶有白色的纤维结构，有时扩

展成马鬃状或铁砧状，云体通常高于 6000m，最高可达 20km，云底阴暗混乱，

有时呈悬球状、滚轴状或弧状，偶尔还会出现伸向地面的漏斗状的云柱。常伴

有雷电、狂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发展强烈的积雨云有时还会下冰雹。禁止在

积雨云中或积雨云区飞行。 

碎积云（Fc）：云块破碎，中部稍厚，边缘较薄，随风漂移，形状多变。 

层积云（Sc）：层积云是由大而松散的云块、云片或云条等组成的云层。

通常呈灰色或灰白色，厚时呈暗灰色。层积云可降间歇性雨雪。云中飞行一般

平稳，有时有轻颠，可产生轻度到中度积冰。 

层云（St）：云底呈均匀幕状，像雾一样模糊不清，但云底不接地；云底

高度很低，通常仅 50～500m，常笼罩山顶或高大建筑。 

碎层云（Fs）：通常由层云分裂而成，云体呈很薄的破碎片状；形状极不

规则，变化明显；云高通常为 50～500m。 

雨层云（Ns）：雨层云是幕状降水云层，云底因降水而模糊不清；云层很

厚，云底灰暗，完全遮蔽日月；出现时常布满全天，能降连续性雨雪。 

碎雨云（Fn）：碎雨云是在降水云层之下产生的破碎云块或云片，随风漂

移形状极不规则，云量极不稳定；云高很低，通常几十米到 300m。 

高层云（As）：高层云是浅灰色的云幕，水平范围很广，常布满全天。 

高积云（Ac）：高积云是由白色或灰白色的薄云片或扁平的云块组成的。 

卷云（Ci）：卷云具有纤维状结构，常呈丝状或片状，分散地漂浮在空中。

卷云通常为白色并带有丝一般的光泽；日出之前或日落之后，常带有黄色或红

色。在卷云的云中或云上飞行时，冰晶耀眼，有时可产生轻度到中度颠簸。 

卷层云（Cs）：卷层云是乳白色的云幕，常布满全天。卷层云有一个显著

的特征：透过它能很清楚地看出日月的轮廓，而且在日月的外围，经常出现一

个内红外紫的彩色晕圈。在卷层云的云中或云上飞行时，冰晶耀眼，有时可产

生轻度颠簸。 

卷积云（Cc）：卷积云是由白色鳞片状的小云块组成的，这些云块常成群

地出现在天空，看起来很像微风拂过水面的小波纹。在卷积云的云中或云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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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时，冰晶耀眼，有时可产生轻度颠簸。 

三、云的观测 

云的观测包括：云状、云量、云高。 

云状：云的外部形状。 

云量：指云遮蔽天空视野的份数，民航上采用八分量制。 

云高：指云底距机场标高的垂直距离。 

四、云对飞行的影响 

低云妨碍飞机起飞着陆； 

云中飞行可能发生飞机颠簸； 

云中飞行可能产生飞机积冰； 

云中飞行可能产生错觉； 

云中能见度差，影响目视飞行； 

云中飞行可能遭闪电击。 

 

 

 

 

 

 

 

 

 

 

 

 

 

 

样题：1、低云、中云和高云都包括哪几种云？2、积雨云的外貌特征？3、云

对飞行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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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云 

5.1.8.2 云的形成与天气 

备注： 

一、云的形成条件 

云的三个形成条件：充足的水汽、充分的冷却过程和足够的凝结核。 

二、按形成条件分类 

根据云形成条件的差别和云的外形，将云分为积状云、层状云和波状云三

大类。 

（一）积状云 

又称对流云，是由空气对流形成的。包括：淡积云、浓积云、积雨云和碎

积云。 

 

①对流运动的初期形成淡积云，云中的上升气流速度一般不超过 5m/s，

有弱湍流；②随着对流运动加强逐渐发展为浓积云，云块高大臃肿，相互重叠，

云中上升气流可达 10m/s，有强湍流。云顶温度可达 0℃以下，出现过冷水；

③当对流发展得非常旺盛时，气流猛烈上升，使云顶发展到很高的高度，温度

也降低到-15℃以下，云滴完全成为冰晶，出现丝缕状结构，云顶的圆弧形轮

廓开始模糊发毛，浓积云也就形成了积雨云。云中上升气流速度可达 20m/s，

下降气流也可有 10m/s 左右，湍流十分强烈。 

积状云大多具有孤立分散、底部平坦和顶部凸起的外貌特征以及明显的日

变化。一日之中，通常是上午为淡积云，中午发展为浓积云，下午则发展成为

积雨云，到傍晚逐渐消散，或演变成其他云。 

（二）层状云 

层状云包括：卷云、卷层云、高层云和雨层云。 

由大范围的空气作缓慢上升运动形成：低压（或槽）中的水平气流辐合区；

大范围冷暖空气的交锋区；大型山脉的迎风坡。 

层状云的共同特征是：均匀幕状，布满全天，维持时间较长。层状云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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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几百千米，形成大面积的降水。对一个地区来说，如果出现的层状云由高向

低转变，即由卷云（多为钩卷云）转变为卷层云，再转变为高层云，则以后就

很有可能转变成雨层云而产生降水。如果层状云是由低向高转变，则天气将会

转好。 

 

（三）波状云 

波状云是表面呈波浪起伏的云层，由大气的波动或乱流形成。 

由大气波动形成的波状云有层积云、高积云和卷积云。 

波动出现在高空：卷积云（Cc） 

波动出现在中空：高积云（Ac） 

波动出现在低空：层积云（Sc） 

由空气乱流形成的波状云有层云、碎层云和碎雨云。 

层云（St）：逆温层下乱流发展 

碎层云（Fs）：空中风大层云分裂 

碎雨云（Fn）：降水云下乱流发展 

大多数波状云出现时，气层比较稳定，天气少变。如果波状云不断加厚，

高度降低，向蔽光层积云演变，表示阴雨天气将要来临。如果出现卷积云时，

天气将转坏，因为它往往是系统性层状云系的先导。 

三、特殊的云状 

堡状云：形状像远方的城堡，一般归为波状云。是在大气波动和对流、乱

流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它的出现说明当时空中有逆温层，但不能完全阻止对

流的发展，如对流进一步加强，就有可能形成强烈对流而产生恶劣天气。 

絮状云：常表现为絮状高积云，也属于波状云。当中空有强烈乱流，会使

高积云个体变得破碎，状如棉絮团，形成絮状云。在絮状云区飞行，飞机颠簸

较强烈。 

荚状云：中间较厚，边缘较薄，形似豆荚。通常是晴天的预兆，但如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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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出现高层云，也可向阴雨天气转变。 

 

 

 

 

 

 

 

 

 

 

 

 

 

 

 

 

 

 

 

 

 

 

 

 

 

 

样题：1、云的形成条件？2、根据形成条件将云分为哪几类？3、堡状云的出

现预示什么样的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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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云 

5.1.8.3 降水 

备注： 

一、水汽凝结物从云中降落到地面的现象称为降水。 

二、水汽凝结物从云中降落，但没有降落到地面，而是在空中就蒸发掉了，这

种现象称为雨幡。 

三、降水从形态上可分为固态降水（例如雪、冰雹）和液态降水（例如雨、毛

毛雨）。 

四、降水从性质上可分为连续性降水、间歇性降水和阵性降水。 

连续性降水一般持续时间长，强度变化小，常由层状云产生，高层云和雨

层云可产生连续性降水； 

间歇性降水时降时止，时大时小，多由波状云产生，其中层云可降毛毛雨

或米雪，层积云和高积云可降不大的雨或雪； 

阵性降水持续时间较短，强度变化很大，多由积状云产生，常降自积雨云

和浓积云中。 

五、降水对飞行的影响 

降水使能见度减小；含有过冷水滴的降水会造成飞机积冰；在积雨云区及

其附近飞行的飞机可能遭雹击；大雨下方容易出现较强的下降气流；降水产生

的碎雨云影响飞机起降；大雨和暴雨能使发动机熄火；大雨恶化飞机气动性能；

降水引起跑道积雪、结冰或积水，影响跑道使用。 

 

 

 

 

 

 

 

 

样题：降水对飞行的影响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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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云 

5.1.8.4 云的预测方法 

备注： 

通过观测云，可以了解大气中的水汽含量、大气的层结状态、气流变化等。

云还可以反映出天气系统，不同的云可能代表不同的天气，例如积雨云，云浓

而厚，一般会形成降水。云体结构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强对流、风暴等天气系统

的发展方向和强度。此外，云或云系的分布、形态、数量及其变化还体现了大

气运动的变化趋势和状况，是未来天气特别是短时临近天气变化的重要征兆。

因此云在天气预报的制作中具有先导性价值。 

一、云底高的预报 

（一）经验公式 

气象工作者根据云的生成原理和长期的观测，得出了如下计算云高的经验

公式。 

低空对流云云高：𝐻1 = 124(𝑡 − 𝑡𝑑)(𝑚)  

低空层状云云高：𝐻2 = 208(𝑡 − 𝑡𝑑)(𝑚) 

式中 t－t d 为气温露点差。从以上公式可知，如果想知道未来某一时刻云

底高的预报值，可以根据预报给出的气温及露点数值，带入经验公式计算即可

得出。 

（二）综合预报 

主要利用气象卫星、天气雷达、探空及地面观测等多源观测手段，采用数

值融合和数据同化等方法，获取天空中的云量、云状、底高和顶高等重要信息

的预报值。 

 

 

 

 

 

 

样题：云底高预报对航空运行的意义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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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雾 

5.1.9.1 定义和分类  

备注： 

一、定义 

雾是指悬浮在空气中的大量水滴或冰晶，使水平能见度降至 1 千米以下的

现象，主导能见度在 1 千米至 10 千米之间时称为轻雾。 

二、分类 

根据形成过程不同，雾可分为辐射雾、平流雾、锋面雾、上坡雾、蒸发雾

等，其中辐射雾和平流雾对航空运行影响较大。 

（一）辐射雾 

由于地表辐射冷却作用而形成的雾。形成条件包括：晴朗少云的夜间或清

晨（冷季）、微风（1~3 米/秒）、近地面层水汽充沛、近地面气层比较稳定或有

逆温存在。特点是①有明显的日变化和季节变化，一般在夜间到清晨形成，日

出前后最浓，白天辐射升温逐渐消散，多出现在秋冬季。②水平范围小，厚度

小，分布不均。③地方性特点显著，潮湿的山谷、洼地、盆地更容易出现。 

（二）平流雾 

暖湿空气流经冷的下垫面逐渐冷却形成的雾。形成条件包括：暖空气与冷

下垫面温差较大，暖空气湿度较大，适宜的风向风速（2~7 米/秒）。特点是①

有明显的季节变化，春夏多、秋冬少。②日变化不明显，来去突然，受风向影

响大。③范围广，厚度大。 

 

 

 

 

 

 

 

 

样题：平流雾的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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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雾 

5.1.9.2 形成与消散 

备注： 

形成雾的机制是近地面空气由于降温或水汽含量增加而达到饱和，水汽凝

结或凝华而形成雾。我们可根据近地面气温露点差来判断是否能形成雾，当 t

－t d ≤20℃时，就可能形成雾。 

雾消散原因： 

①由于下垫面的增温，雾滴蒸发；这种情况一般对应日出之后，地面温度

上升，从而导致雾的消散； 

②风速增大，将雾吹散或抬升成云；这种情况一般对应天气系统过境，例

如冷锋前的回暖区有大雾，冷锋过境，带来大风将雾吹散； 

③湍流混合，水汽上传，热量下逆，近地层雾滴蒸发。 

 

 

 

 

 

 

 

 

 

 

 

 

 

 

样题：雾的消散一般有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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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飞机积冰 

5.1.10.1 积冰的形成与分类 

备注： 

一、积冰的形成 

飞机积冰是指飞机机体表面某些部位聚积冰层的现象。飞机在低于 0℃的

云雨中飞行时均可产生飞机积冰。 

当飞机在云中飞行，机体碰到过冷水滴时，如果机体表面的温度低于 0℃

时，过冷水滴就会在机体表面的某些部分冻结而聚集起来形成结冰。过冷水滴

通常存在于温度 0℃~-20℃的云中，如下图所示。 

此外，飞机由寒冷的高层进入暖湿的低层，也会出现积冰现象，它是由于

暖湿气层中的水汽在较冷的机体上发生凝华而形成的，过冷水滴是非常不稳定

的，当它受到冲击时，即会变成固体的冰。 

 

云中的过冷水滴                    过冷水滴碰撞机翼形成积冰 

二、积冰的类型 

（一）明冰 

 

明冰的外貌及形成条件 

明冰通常是在冻雨中或在由大水滴组成的温度为 0～-10℃的云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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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云雨中，由于水滴较大，温度相对较高，过冷水滴碰上机体后并不全

在相碰处冻结，而是部分在此冻结，部分顺着气流在往后流动过程中逐渐冻结。

由于冻结时夹杂进来的空气很少，于是形成牢固的透明光滑的冰层。 

在有降水的过冷云中飞行时，明冰的聚积速度很快，冰层很厚，又很牢固，

虽然有除冰设备也不易使其脱落。 

（二）毛冰 

毛冰表面粗糙不平，冻结的比较牢固，色泽像白瓷，所以又叫瓷冰。 

 

毛冰的外貌及形成条件 

毛冰多形成在温度-5～-20℃的过冷云或混合云中，如层积云和积雨云。在

这种云中，大小过冷水滴同时存在，有时还夹杂着冰晶，在飞机表面一起冻结，

所以它比较牢固，内部结构不均匀。 

（三）雾凇 

与地面上所见到的雾凇一样，是由粒状冰晶组成的表面粗糙不透明的积

冰。 

 

雾凇的外貌及形成条件 

雾凇是飞机在温度为-20℃左右的混合云中飞行时形成的。在这样的低温

条件下，过冷水滴很小，碰到机体表面冻结很快，几乎保持原来的颗粒状，所

以如同砂纸一样粗糙。由于各冰粒之间还存留着空隙，或夹杂着冰晶一起冻结，

所以冰层是不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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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霜 

霜是在晴空中飞行时出现的一种积冰。它是由水汽遇到低于结冰温度时形

成的，非常薄，呈颗粒状。 

 

霜的外貌 

霜有时可能在飞机下降过程中形成，当飞机从低于结冰温度的区域下降到

温度较高的高度时，如遇到潮湿空气就可能形成霜，霜会随机体增暖后消失。 

 

 

 

 

 

 

 

 

 

 

 

 

 

 

样题：有利于明冰形成的条件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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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飞机积冰 

5.1.10.2 积冰强度的影响因子与气象条件 

备注： 

一、积冰强度及其影响因子 

表 1 飞机积冰强度 

 

飞机积冰强度与气象条件和飞机气动特性有关，主要与云中过冷水含量、

过冷水滴的大小、飞行速度及飞机积冰部位的曲率半径等因素有关。 

（一）云中过冷水含量和水滴的大小 

云中过冷水含量越大，积冰强度也越大。过冷水含量超过 1g/m3 时，积冰

最为严重。云中过冷水含量主要是由气温决定的，温度越低，过冷水含量越少。

所以强积冰发生在温度 0～-10℃范围内。此外，云中过冷水含量还与云状、云

中上升气流的大小有关。 

大的过冷水滴由于有较大的惯性，容易和飞机相碰，所以单位时间内形成

的冰层厚，积冰强度大。所以，在其它条件相同时，水滴越大，积冰强度越强。 

（二）飞行速度 

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飞行速度（空速）越大，单位时间内碰到机体

上的水滴越多，积冰强度就越大。但是，当飞机高速飞行时，尽管碰到机体上

的过冷水滴更多了，但却可能根本冻结不了，甚至是已有的积冰融化。这是因

为高速飞行时，贴近飞机正面的空气压缩增热，以及机体表面和空气之间的摩

擦增热，使机体表面温度高于环境空气温度，甚至升高到 0℃以上的缘故，这

就是所谓动力增温或气动增热。动力增温是空气在稳定的绝热运动中动能转化

为热能的结果，以机翼前缘驻点处增温最多。 

如果动力增温不能使机体表面温度升高到 0℃以上，飞机将继续积冰，而

且积冰强度随飞行速度的增大而增强；如果动力增温机体表面温度升高到 0℃

以上，飞机不仅不会积冰，而且会融化掉飞机上已积的冰层。 

（三）机体积冰部位的曲率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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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冰强度除了主要取决于云中过冷水含量、水滴大小和飞行速度外，还与

机体积冰部位的曲率半径有关。以机翼积冰为例，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若机翼前缘曲率半径大，在机翼前缘较远的地方，气流就开始分离了，这样，

水滴就容易随气流一起绕过机翼，碰上机翼的较少（如图 1a 所示）；机翼前缘

曲率半径小时，在离机翼前缘较近的地方，气流才开始分离，这样，虽有一些

水滴随气流一起绕过机翼，但碰上机翼的较多（如图 1b 所示）。所以，曲率半

径小的机翼积冰强度比曲率半径大的机翼大一些。由此可以说明空速管、天线

等部位出现积冰最快，翼尖积冰较快，翼根部积冰较慢等现象。 

 

图 1 不同机翼附近水滴的运动路径 

此外，积冰强度还与飞机表面情况有关。粗糙的表面比光滑的表面积冰快；

飞机上铆钉、接合处最容易先积冰；在进入积冰区前飞机上已有少量积冰时，

会较快积冰。 

二、产生飞机积冰的气象条件 

（一）积冰与云种的关系 

1、积云和积雨云 

积云是由从近地面层向上抬升的垂直气流形成的，上行的气温湿度比较

高，由于垂直运动的绝热变化，使未达到饱和的空气达到饱和形成云。云中水

汽含量和水滴个体均比较大，易发生强烈积冰，同时，由于云中各部位的含水

量和水滴大小的分布不同，中、上部是最强的积冰区域。在夏季，由于 0℃等

温线较高，在积云中飞行时，一般不会发生积冰，只有在积雨云和浓积云的中、

上部才有积冰，在纬度比较低的地区，0℃等温线的高度更高，在厚度较小的

浓积云中也不会积冰。在春秋季节，北方的积状云中，通常在云的下部也可能

积冰，而在南方，开始积冰的高度通常在云的中部。冬季，由于积云和积雨云

出现的机会较少，所以由它们引起的积冰机会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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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层云和层积云 

层状云的水汽含量一般都较少，有时在较厚云层云顶附近多一些。因此，

积冰强度为轻度或中度，层云和层积云是我国冬半年常见的降雨云系，飞行中

遇到的机会较多，积冰的机会也随之增多，如果整个云层有过冷却的降水，则

云中都可能有中度以上的积冰。 

3、高积云 

由于云底高度较高、云内和环境温度低、云体厚度薄、含水量少，因而积

冰往往是轻度积冰。 

4、雨层云和高层云 

这两种云只会形成轻度的积冰，但雨层云和高层云多在锋线上形成，范围

广、厚度大，沿锋面伸展可达 1000km 以上，垂直锋面伸展也可达 200～400km，

其厚度可达 1.5km 以上，因此飞机穿过此类云系所需时间较长，有积厚冰层的

危险。由于这两种云的含水量和水滴的分布是随高度的增加而减少的，因而积

冰强度也随高度增高而逐渐减弱，在夏、秋季节云中的积冰均在上部，而冬、

春季云的各个部位都可能有积冰出现。 

（二）积冰与云中温度、湿度的关系 

1、积冰与云中温度的关系 

通常飞机积冰形成于温度低于 0℃的云中。但是，云中温度越低，过冷水

滴越少，所以在温度低于-20℃的云中，发生飞机积冰的次数很少。 

另外，在云中温度略高于 0℃时产生积冰的原因是：在云中相对湿度小于

100%，飞行速度又不大的情况下，水滴碰到机体之后，强大的气流使水滴强

烈蒸发而降温，若降温作用超过了动力增温作用，则机体表面温度降至 0℃以

下，于是形成积冰；或者是原来在温度低于 0℃的区域飞行的飞机，突然进入

暖湿区域中（例如降低飞行高度），由于机体表面温度仍在 0℃以下，于是水

汽在机体表面凝华形成一层薄薄的霜。 

飞机积冰与云中温度的关系，还与飞行速度有关。有利于积冰的云中温度，

低速飞机相对要高一些，高速飞机相对要低一些，这是因为动力增温值不同的

缘故。 

2、积冰与云中湿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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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和露点的差值，可以反映云中相对湿度的大小。显然，云中温度露点

差值越小，相对湿度就越大，越有利于积冰的形成。据统计，飞机积冰一般发

生在云中温度露点差＜7℃范围内，以 0～5℃发生积冰最多；强积冰发生在温

度露点差 0～4℃范围内。 

积冰与云中温度露点差的关系，还与温度高低有关。据前苏联统计，当温

度为 0～-7℃，温度露点差＞2℃；或温度为-8～-15℃，温度露点差＞3℃，无

积冰的概率都为 80%。温度为-16～-22℃，温度露点差＞4℃；或温度＜-23℃，

温度露点差为任意值，无积冰的概率都为 90%。 

（三）积冰与锋面的关系 

暖锋和锢囚锋在其最下部 1～1.5km 高度积冰的危险性最大，因为在那里

云高显著降低，而且降水通常转为毛毛雨。暖锋云系的特征是在垂直方向和水

平方向都具有较大的扩展范围，锋前积冰区的宽度为 100～200km，锋面云中

的积冰区能伸展到相当大的高度，至少达到-20℃等温线高度。所以飞机在穿

越暖锋云系飞行经常遇到强烈积冰，而且积冰时间较长。 

冷锋云系中积冰区可伸展到很高的高度。同时积冰强度也随高度增大，但

总体而言其水平延展尺度逊于暖锋，故飞机穿越冷锋时发生积冰的时间较短。

在锋面云中，如飞行高度上温度适宜，积冰率较快。而锋区中积冰率比均匀气

团中高一倍，而强烈积冰出现的概率则高出八倍。 

（四）积冰与降水的关系 

在云中或云下飞行时，如遇含有过冷水滴的降水，因为雨滴一般比云滴大

得多，即使飞行时间很短，也能产生较厚的积冰。含有过冷水滴的降水主要有

冻雨、冻毛毛雨和雨夹雪，在这些降水区飞行，飞机会迅速积冰，危及飞行安

全。 

 

 

 

 

 

 

样题：影响积冰强度的因子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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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飞机积冰 

5.1.10.3 积冰强度和除防冰 

备注： 

一、积冰强度 

对于现代大型民用航空器而言，积冰对飞行活动的危害已经趋于减少，但

对于通用航空而言，飞机积冰对于飞行活动的危害不可忽视。 

积冰强度通常是指单位时间内机体表面所形成冰层的厚度，单位是

mm/min，分为弱、中、强、极强四个等级。这种划分积冰强度的方法只有用

专门探测装置才能准确测定。实际飞行中常以整个飞行过程所积冰层的厚度来

衡量，以厘米为单位。这两种方法的强度划分情况见下表，预报工作中一般只

分三个等级。 

 

然而对这些分类必须说明的是：在某些情况下，一位飞行员觉得是“轻度

积冰”的，对另一个飞行员来说却可能认为是“中度积冰”。在相同的积冰条

件下，不同飞机的反应也不一样。 

飞机积冰常发生与机身曲率半径较小的位置，如空速管、发动机进气口、

机翼前缘等机身部位，从而导致该部位对应飞机部件功能失效，进而影响飞行

安全。 

二、除防冰 

对于飞机积冰的应对措施主要包括： 

飞机在地面停靠时，对飞机进行防除冰作业，使用除冰车对飞机喷洒防冰

液（以 II 型除冰液为主），喷洒防冰液时要关闭飞机座舱空调系统，以避免污

染座舱空气。 

空中飞行时，可以通过改变飞行高度和改变飞机航向来脱离积冰区域。也

可同时打开机载防冰装置。现代飞机具有完善的防冰装置，在防止积冰方面有

很好效果。目前，防冰装置可分为加热防冰、化学防冰和机械防冰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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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热防冰装置 

这种装置主要是使机体、积冰部位表面温度升高到 0℃以上，达到防止积

冰的目的，有气热和电热两种。 

气热防冰装置常用来防止机翼、尾翼、垂直安定面上的积冰。它是利用发

动机的余热或汽油加热器，将加热的空气（或液体）通过管道注入到机翼、尾

翼前缘的内侧等部位，使温度升高以防止积冰。电热防冰装置常用来防止风挡、

空速管等处的积冰。将导电层夹在两个绝缘层中间，安放在易积冰的部位，接

通电流后使该处温度升高，以防止积冰。 

（二）化学防冰装置 

这种装置多用于防止螺旋桨和风挡上的积冰，也可用于防止机翼和尾翼上

的积冰。它是将能使水的冻结温度降低的防冻液，喷射到桨叶或风挡等部位；

使过冷水滴不能冻结，以防止积冰的产生。但这种装置的缺点是结构复杂，防

冻液消耗量大，机上要储备很多的防冻液。 

（三）机械防冰装置 

这种装置常用来清除低速飞机机翼和尾翼前缘的积冰。一般在机翼前缘安

装若干个有空囊的橡皮防冰带，间歇地用压缩空气使其时胀时缩除冰。 

 

 

 

 

 

 

 

 

 

 

 

 

样题：飞机上的防冰系统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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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大气的稳定性与不稳定性 

5.1.11.1 温度垂直递减率、对流 

备注： 

一、气温的定义 

表示空气冷热程度的物理量，实质是空气分子平均动能大小的宏观表现，

单位有摄氏温标（ºC）、华氏温标（ºF）、开氏温标（K）。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

为： 

 
( )T K 273.15 t= + (℃)

 

 

5
C (F-32)

9
=  

9
F C 32

5
= +  

二、温度垂直递减率 

温度垂直递减率亦称“温度直减率”。是气温在垂直方向上，每增加单位

高度时温度降低的数值。工作中使用 γ 来表示： 

T

Z



= −


 

式中 ΔZ 为高度变化量，ΔT 为相应的温度变化量，因此 γ 表示的是气温随

高度变化的快慢。从上式中可看出，气温随高度上升而降低时 γ 值为正，气温

随高度上升而增高时 γ 值为负。实际运用中，通常将 γ 的单位取为（℃/100m）。

在对流层中，通常情况下气温随高度的增加而降低，平均每升高 100 米气温降

低 0.65℃，此时 γ=0.65℃/100m。 

知道某高度 Z1 的气温为 T1，气层的气温垂直递减率为 γ，则另一高度 Z2

的气温可用下式计算： 2 1 2 1T T (Z Z )= − − 。 

在实际工作中，真实大气环境下，由于受太阳辐射、地表长波辐射、天空

状况、天气系统等因素影响，γ 的实际值是随时间、地点、高度而变化的，按

上述方法计算有时会出现误差。 

在对流层中虽然气温的普遍分布是随高度升高而降低，但有时也会出现

γ=0 或 γ<0 的气层：在 γ=0 时，气层气温随高度没有变化，我们称之为等温层

或同温层（见下图）；在 γ<0 时，气层气温随高度增加而升高，我们称之为逆

温层，等温层和逆温层对大气运动或某些天气现象的形成具有特殊的作用。例

如逆温层存在时，气层稳定度高，垂直向上的运动受到抑制。冬季如果出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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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逆温层，则污染物不易扩散，导致污染和低能见度天气发生。而对流层顶

及平流层低层，气温随高度基本不变，是典型的等温层结构。 

 

等温层和逆温层：γ=0 时称为等温层，γ＜0 时称为逆温层。 

三、对流 

对流是指由于空气块与周围大气有温度差异而产生的、强烈而比较有规则

的升降运动。对流的垂直运动速度是各种垂直运动中最大的，一般为 1～10m/s，

有时可达几十米每秒；对流的水平范围通常不大，一般是几千米到几十千米；

对流的持续时间较短，一般只有几十分钟到几小时。 

对流产生的原因是气块温度与周围大气温度有差异，当空气块温度高于周

围大气温度时，它将获得向上的加速度，反之则获得向下的加速度。 

 

 

 

 

 

 

 

 

 

 

样题：什么是逆温？它是如何影响大气稳定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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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大气的稳定性与不稳定性 

5.1.11.2 绝热过程与非绝热过程 

备注： 

实际大气中，气温变化的基本方式有非绝热和绝热两种。 

一、气温的非绝热变化 

非绝热变化是指空气块通过与外界的热量交换而产生的温度变化。气块与

外界交换热量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辐射、传导、湍流、对流。 

二、气温的绝热变化 

绝热变化：空气块与外界没有热量交换，仅由于外界压强变化，使气块膨

胀或压缩而引起气块温度变化。 

干绝热过程：绝热过程中，没有水相的变化过程，常取干绝热递减率𝜸d=1℃

/100m。 

湿绝热过程：绝热过程中，存在水相的变化过程，涉及潜热能的释放和吸

收，湿绝热递减率𝜸m<𝜸d 。 

 

 

 

 

 

 

 

 

 

 

 

 

 

 

样题：对流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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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大气的稳定性与不稳定性 

5.1.11.3 垂直运动和稳定度 

备注： 

一、空气垂直运动的种类和特点 

（一）对流 

对流是指由于空气块与周围大气有温度差异而产生的、强烈而比较有规则

的升降运动。 

对流的垂直运动速度是各种垂直运动中最大的，一般为 1～10m/s，有时

可达几十 m/s；对流的水平范围通常不大，一般是几千米到几十千米；对流的

持续时间较短，一般只有几十分钟到几小时。 

对流产生的原因是气块温度与周围大气温度有差异，当空气块温度高于周

围大气温度时，它将获得向上的加速度，反之则获得向下的加速度。 

（二）系统性垂直运动 

大范围空气有规则的升降运动称为系统性垂直运动。系统性垂直运动范围

广阔（一般为几百千米到几千千米），升降速度小（一般只有 1～10cm/s），但

持续时间长（可达几天）。 

系统性垂直运动一般产生于大范围空气的水平气流辐合、辐散区，以及冷、

暖空气交锋区。 

（三）大气波动 

大气在重力作用下产生的波动，叫重力波。 

重力波的形成有两种原因：一是两层密度不同的空气发生相对运动时，在

其交界面上会出现波动；另一种情况是在有较强的风吹过山脉时，由于山脉对

气流的扰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在山的背风面形成重力波，我们称这种波

为山地背风波。 

（四）大气湍流 

湍流是空气不规则的涡旋运动，又称乱流或扰动气流，其范围一般在几百

米以内。 

二、大气稳定度 

（一）大气稳定度的定义 

大气稳定度是指大气对垂直运动的阻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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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气稳定度的判断 

 

γ<γm<γd   绝对稳定 

γ>γd>γm  绝对不稳定 

γm<γ<γd   条件性不稳定 

（三）大气稳定度的变化 

大气稳定度具有明显的日变化和年变化规律。一日之中，白天太阳辐射使

近地层空气增温，γ 值增大，到了午后，γ 值达到最大，大气变得不稳定。夜

晚，地面辐射使近地层空气降温，γ 值减小，到后半夜和清晨，γ 值达到最小，

大气变得很稳定，甚至可在近地面附近形成等温层或逆温层。天气越晴朗，大

气稳定度的这种日变化越明显。同理，一年之中夏季大气最不稳定，冬季大气

最稳定。因此，一些与对流相关的天气如雷暴，往往出现在夏季午后，而与稳

定层有关的天气，如某些云、雾等，常常出现在冬季的早晨。 

 

 

 

 

 

 

 

 

 

 

 

 

 

样题：1、空气垂直运动的形式有哪些？2、如何判断大气稳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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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大气的稳定性与不稳定性 

5.1.11.4 辐散与辐合 

备注： 

辐合指水平气流向某一区域的汇聚，辐散指水平气流背离某一区域散开。

在辐合区，空气质量增加，垂直气压梯度力增大，其上空气产生上升运动；辐

散区相反，空气产生下沉运动。如下图所示，地面气旋系统中心气流辐合上升，

成云致雨；地面反气旋系统中心气流下沉辐散，一般为晴好天气。 

低 高地面

气旋 反气旋

坏天气 好天气

 

 

 

  

 

 

 

 

 

 

 

 

 

 

 

样题：北半球近地面气旋中心气流辐合还是辐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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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颠簸 

5.1.12.1 急流 

备注： 

一、急流的定义 

世界气象组织高空气象委员会对急流的定义是：出现在对流层上部或平流

层下部、对流层顶附近的，轴线基本水平的高速狭窄气流带。 

二、急流与颠簸 

横穿急流飞行，会产生很大的偏流，对领航计算和保持航向都有影响。在

横穿急流时，当刚进入时，风由小突然变大，刚穿出急流时，风由大变小；同

时气温变化亦相当大。这时风切变和温度切变都是巨大的，所以在穿越高空急

流时最易产生飞机颠簸。 

飞行员如果选择在急流区中飞行，首先要警惕的是颠簸，如果在急流中飞

行发现周围云的外形不断迅速变化，或者云带非常的散乱，就说明云内的乱流

强，往往会引起强烈的颠簸。 

 

 

 

 

 

 

 

 

 

 

 

 

 

 

样题：热带东风急流的季节变化特征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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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颠簸 

5.1.12.2 天气系统 

备注： 

产生颠簸的天气系统包括：锋面、空中槽线和切变线、高空低涡、高空急

流区、对流层顶。 

一、锋面 

较强的颠簸多出现在锋面附近。冷气团一侧出现的频率比暖气团一侧大。

锋面愈强，锋面坡度愈陡，锋面移动速度越快，两侧气团越不稳定，产生的乱

流颠簸就越强。在各种锋面中，冷锋的颠簸最强。冷锋锋面附近冷气团的冲击，

锋后大风与地形共同作用，空中强锋区，水平、垂直风切变以及冷锋附近常有

不稳定云系产生，对湍流形成发展特别有利。暖锋云系中飞行比较平稳，湍流

颠簸不强，发生的概率也比冷锋小。但当暖锋云系中隐藏着积雨云时，也会产

生很强的颠簸。 

二、空中槽线和切变线 

如下图，高空槽是大型的天气不稳定区，槽前后，风切变大，风速辐合强，

且有冷暖平流配置，整层都有反映。由于在槽前后有明显的风切变和温度切变，

所以有较强的颠簸。在切变线附近虽然风速小，但风向多变，在此情况下很容

易产生颠簸。 

 

 

三、高空低涡 

如右图，飞机穿过高空低涡时，碰到的高空风

很小，但风向打转，并且由于高空低涡大多是冷性

的，气层变得不稳定，乱流发展，飞机会遇到中度

以上的颠簸。 

四、高空急流区 

槽线和切变线附近颠簸区 

 

低涡附近的颠簸区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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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急流区多出现在 200hPa 槽前晴空区中，如左

图。当高空南北两支急流相距较近时，在汇合区产生湍

流的频率很大。另外，急流中的紊流分布受地形影响很

大。一些研究表明，最多颠簸的急流部分常出现在山地

上空。 

五、对流层顶附近 

如下左图，对流层顶附近，尤其在对流层顶有断裂现象和对流层顶坡度较

陡时，往往有较强的湍流出现。 

六、在积状云区附近颠簸区 

如下右图，积雨云区内部和周围一定范围内都有明显的颠簸，尤其在云中

和云体前进方向一侧，强度更大。 

 

 

 

 

 

 

 

 

 

样题：能够产生颠簸的天气系统有哪些？ 

 
高空槽前颠簸区 

 
对流层顶附近急流区 

 

积雨云附近颠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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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颠簸 

5.1.12.3 风切变 

备注： 

能够引起颠簸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大气中的湍流。而其中动力

湍流就可由风切变产生。当风切变数值超过某一临界值时，空气就会自发地产

生小尺度的波状起伏，这类湍流也被称为切变湍流。风切变越大，切变湍流越

强。 

常见的晴空湍流就是切变湍流的一种。当存在风速的垂直切变时，在风的

作用下变产生重力波，当风速足够大且垂直切变大于某一能产生切变不稳定的

临界值时，重力波出现切变不稳定，完整的波形就会被破环，滚轴内的气流就

分解成小尺度的湍流运动。 

 

 

 

 

 

 

 

 

 

 

 

 

 

 

 

 

 

样题：风切变造成的湍流属于何种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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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颠簸 

5.1.12.4 山岳波 

备注： 

山岳波也称山地波，是指强风通过山脉时，在下风方向形成的一系列的背

风波或涡旋。山岳波的影响范围，在水平方向上可伸展几十千米至几百千米，

向上可伸展到整个对流层，甚至影响到平流层，如下图所示。 

 

山地波湍流 

山地波的发展，受地形条件、风向风速和气层稳定度的影响。当风向与山

脊走向成正交（至少大于 30°），风速大于 8-10 米/秒且向上递增，山地上气层

稳定时，山地波发展强盛，范围也大，发生中度的颠簸；当风速>10m/s 时，

且开始随高度增加后又随高度减小，这时会出现强烈的滚转气流，并出现强烈

的颠簸。 

山地波中，背风坡的下降气流比迎风坡上升气流对飞行危害更大，这是因

为背风坡下沉气流不但能使飞机被迫降低高度，还容易卷入背风坡涡旋中，在

山地飞行，飞机都要保持在安全高度以上。 

当飞机由风速较小的高山背风坡或迎风坡下部穿越风速较大的山侧面或

山顶时，会遇到较强的风速切变，造成飞机颠簸。 

在许多高山山口地区，风速常常大于六级，并伴有飞砂走石现象，中低空

亦有强的颠簸，是飞行的危险区。例如：我国西藏高原上的唐古拉山口等，这

些地区都是飞行危险区。 

 

 

 

样题：山岳波的颠簸范围在迎风坡还是背风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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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颠簸 

5.1.12.5 雷暴 

备注： 

颠簸是由强烈的湍流所引起。在所有的雷暴中都可能隐藏有危害性的湍

流，较严重的湍流可能会对飞机造成损害。雷暴云体不同部位，湍流强度有所

不同。通常，湍流自云底向上增强，到云的中部和中上部达到最强，到云顶才

迅速减弱。在雷暴周围的一段距离内，也会有较强的湍流。飞机几乎无法在雷

暴中保持稳定的高度，如果试图维持高度，机身的负荷会大大增加。 

 

 

 

 

 

 

 

 

 

 

 

 

 

 

 

 

 

 

 

 

 

 

 

样题：在雷暴区周围飞行，会不会存在遭遇颠簸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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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颠簸 

5.1.12.6 晴空颠簸 

备注： 

晴空颠簸（CAT：Clear Air Turbulence）是指出现在 6000 米以上高空，与

对流云无关的湍流、不伴有可见的天气现象。由于晴空湍流无法准确预测，发

生频率较高，且难以通过目视判断，因此对高空飞行构成威胁。 

晴空湍流以 10 千米高度附近出现最多，出现时湍流区与无湍流区往往有

明显边界，其间没有过渡带。飞机一旦进入湍流区，往往突然产生颠簸。湍流

区的水平宽度约为 100 千米，顺着风向的长度约 200 千米，厚度多在 200-1500 

米之间。 

通常，在垂直风切变每 100 米达到 1~2 米/秒，水平切变每 100 千米达到

5~6 米/秒的区域，常有晴空湍流发生。 

深的高空槽是引发晴空颠簸的主要区域。晴空颠簸最常出现于高空槽底的

上风面，尤其是在较强的温度平流区（冷暖空气的水平运动称为温度平流）的

下风面处。另外，槽线处也有可能出现晴空颠簸，下图所示，此处南、北向气

流之间存在强烈的水平风切变（北半球高空槽前一般为西南风，高空槽后一般

为西北风）。当高空槽后的强风区经过时，通常也会产生晴空颠簸。 

两股高空急流汇聚亦会引发晴空颠簸。极锋急流有时会向南倾斜并穿过副

热带急流，汇合区域及其临近下游由于风切变的作用往往产生较强烈的颠簸，

下右图所示。 

  

高空槽与晴空颠簸                  两条急流带汇集 

如果急流轴的风速超过 110 海里/小时，在以下三个区域可能会出现强烈

颠簸：急流轴上方倾斜的对流层顶附近、急流轴下方的急流锋内部以及急流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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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靠极地）一侧。 

 

高空急流与晴空颠簸（垂直剖面图） 

 

急流轴低压侧的晴空颠簸区 

 

 

 

 

 

 

 

 

 

 

 

 

样题：什么是晴空湍流，有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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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气团 

5.1.13.1 分类和特征 

备注： 

一、地理分类法 

根据气团源地的地理位置和下垫面性质进行分类，如下表所示。 

气团的地理分类 

二、热力分类法 

根据气团的热力性质可以把气团分为冷气团和暖气团两类。当两个气团相

遇时，温度较高的气团称为暖气团，温度较低的气团称为冷气团。 

在北半球自北向南移动的气团一般多为冷气团，而自南向北移动的气团多

为暖气团。 

在中高纬地区，冬季从海洋移到大陆的气团多为暖气团，从大陆移到海洋

的气团多为冷气团，夏季则相反。 

由此可知，冷暖气团是相比较而存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它们会依一

定的条件，各自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 

例如，冷气团南下时通过一些物理过程会把下垫面的热量和水汽传到上

层，使上层逐渐变暖；而暖气团北上时也会通过一些物理过程逐渐变冷。 

 

 

 

 

种类 主要分布地区 主要特征 

冰洋

气团 

冰洋大陆气团 南极大陆，北极冰雪覆盖区 气温低，水汽少，气层稳定 

冰洋海洋气团 北极洋面，南极周围洋面 
与上相近，但暖季可从洋面获

得水汽和热量 

中纬

度气

团 

中纬度大陆气团 西伯利亚，北美洲北部 
低温、干燥，低层稳定，天气

晴朗 

中纬度海洋气团 南北半球中纬度海洋 
暖季与中纬度大陆气团相近，

冷季气温、湿度都要高一些 

热带

气团 

热带大陆气团 
西南亚、北非、北美西南、

澳洲 

高温、干燥，少云，但底层不

稳定 

热带海洋气团 副热带洋面上 
低层暖湿而不稳定，中层常有

逆温层 

赤道

气团 
 赤道附近洋面 湿热不稳定，多雷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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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特征 冷  气  团 暖  气  团 

温度 使所经下垫面温度降低，自身温度

升高 

使所经下垫面温度升高，自身温度

降低 

湿度 干燥 潮湿 

稳定度 不稳定，变性快易对流 稳定，变性慢不易对流 

云系 多积状云 多层状云 

降水 阵性 连续性降水 

能见度 低层好，高层差 低层差 

风 阵性大风，有明显有日变化（上午

弱，下午强） 

常定风，日变化不明显 

 

 

 

 

 

 

 

  

 

 

 

 

 

 

 

 

 

 

 

样题：按热力分，气团有哪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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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气团  

5.1.13.2 源地 

备注： 

对流层中大气的物理属性主要决定于下垫面。大范围物理性质比较均匀的

地球表面，是使空气获得均匀物理属性的重要条件。如海洋、大沙漠、冰雪覆

盖的地区等，它们都有利于气团的形成，这些区域称为气团的源地。 

 

 

 

 

 

 

 

 

 

 

 

 

 

 

 

 

 

 

 

样题：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源地主要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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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气团 

5.1.13.3 气团天气的判断 

备注： 

一、移经暖地表的冷气团的天气 

当冷气团移到较暖的地表后，使所经地区变冷，而本身则逐渐增热，由于

低层增温，气温直减率增大，气层趋于不稳定，有利于对流的发展。所以冷气

团通常具有不稳定的天气特征。夏季，冷气团移到高温的地面上会形成强烈的

对流，如果冷气团中水汽含量较多时，常形成积状云，甚至出现阵性降水或雷

暴，对飞行产生较大影响。冬季，冷气团也会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有对流运动

出现，但由于冷气团中水汽含量通常很少，多为少云或碧空天气。冷气团内的

天气日变化明显，中午及午后地面增温，对流和乱流容易发展，风速也较大；

夜间和清晨地面降温，气层趋于稳定，风速减小。冬季近地面层辐射冷却，还

可能形成烟幕或辐射雾。冷气团中对流活跃，能见度一般较好，但有雾或沙尘

时，能见度则较坏。 

二、移经冷地表的暖气团的天气 

暖气团移经较冷地面后，使所经地区变暖，而本身则逐渐冷却。由于冷却

从低层开始，气温直减率变小，气层趋于稳定，有时会形成逆温或等温层，具

有稳定性天气特点。如果暖气团中水汽含量较多，能形成很低的层云、层积云，

有时有毛毛雨或小雨雪，但云层较薄，一般只有几百米。如果低层空气迅速冷

却，会形成平流雾。冬季从海洋移入我国大陆的暖气团常有这种天气。若暖气

团比较干燥，则多为少云天气。夏季暖气团中产生的低云和雾，有较强的日变

化：白天气温升高，云、雾减弱或消失；夜间和早晨气温降低又会加强。 

 

 

 

 

 

 

样题：夏季，冷气团移经很暖的地表，会产生何种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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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锋 

5.1.14.1 锋面空间分布特点 

备注： 

一、定义 

通过天气分析的实践，人们发现在两种不同属性的气团控制下的天气表现

不同，而气团内部的天气却大体相同，气象要素的水平变化也很缓慢。而在两

种不同属性大块空气之间的过渡地区，气象要素和天气现象变化剧烈，有广阔

的云区和降水区，当这个过渡区移往某地时，常发生明显的天气变化，甚至产

生灾害性天气，两个冷、暖气团之间狭窄的过渡区域，称为锋。 

二、空间结构 

锋的空间形态如下图所示，冷暖气团相遇后，冷气团在下方，暖气团在

上，其交界面即锋面向冷气团一侧倾斜。两气团之间的过渡区即锋区，锋区的

宽度一般在近地层为几十千米，高空为几百千米，因锋的水平范围比它的厚度

要大得多，可以将锋近似看作一个面，即为锋面。锋面与地面的交线称为锋线。

锋线的长度从几百到几千千米。 

锋面向冷气团一侧倾斜，其倾斜程

度称为锋面坡度。锋面坡度一般只有

1/300～1/50，个别仅 1/500。锋面坡度

越小，锋面覆盖的地区就越大，受锋面

天气影响的地区面积也越大。以坡度为

1/100，长度为 1000 km，垂直高度为

10km 的锋为例，其覆盖面积就达 100

万 km2。 

 

 

 

 

 

样题：给出锋的定义，并说明锋面向冷空气还是暖空气一侧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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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锋 

5.1.14.2 锋的分类 

备注： 

一、冷锋 

锋面在移动过程中，冷气团起主导作用，推动锋面向暖气团一侧运动。 

 

 

二、暖锋 

锋面在移动过程中，暖气团起主导作用，推动锋面向冷气团一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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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准静止锋 

冷暖气团势力相当，锋面很少移动，呈准静止状态。 

四、锢囚锋 

 

冷锋追上暖锋或由两条冷锋迎面相遇而构成的复合锋。 

 

 

 

 

 

 

 

 

 

 

 

 

 

样题：请列举四种锋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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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锋 

5.1.14.3 锋面天气与飞行 

备注： 

一、暖锋天气 

暖锋移动速度较慢，锋面坡度小，形成的云和降水区比较宽广。如果暖气

团是稳定的，水汽又较充沛，在暖锋移来时会依次出现 Ci→Cs→As→Ns。暖

锋产生的连续性降水常出现在地面锋线前的雨层云中，有时在锋前后 150～200 

km 范围内形成锋面雾。 

 

稳定的暖锋云系和天气 

若暖空气层结不稳定，层状云中会有积状云突起，地面锋线附近可能有积

雨云和雷阵雨天气。 

 

不稳定的暖锋云系和天气 

在暖锋中飞行可能遇到的危险：暖锋锋线附近和降水区内能见度往往很

坏，云系范围大，穿越锋面或沿锋面飞行，主要靠仪表。长时间飞行易产生严

重积冰。 

湍流弱，最大湍流区紧贴锋面之上。暖锋中如果暖空气潮湿不稳定，形成

的积雨云常隐藏在其他云层中，要注意判断。 

二、冷锋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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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锋产生的天气，通常取决于它的移动速度。冷锋的移动速度一般要比暖

锋快，锋面坡度也比暖锋大一些，云和降水的范围比暖锋要窄一些。 

冷锋中，移动速度较慢的叫第一型冷锋或缓行冷锋。缓行冷锋坡度比较平

缓，云和降水主要出现在地面锋线后。当缓行冷锋中暖气团较稳定时，通常在

锋后沿锋面形成层状云系，出现的次序是 Ns→As→Cs→Ci。不稳定时，出现

积雨云，形成阵性降水。 

冷锋中移动速度较快的叫第二型冷锋或急行冷锋。急行冷锋产生的天气特

别强烈，其云系和降水主要分布在地面锋线前和锋线附近十分狭窄的区域。锋

面两侧的温、湿差异很大。由于云区较窄，锋线一过便云消雨散，但风速迅速

增加，常出现大风。 

在具有稳定性天气的冷锋区域飞行，在靠近锋面附近可能有轻到中度的颠

簸，云中飞行可能有积冰。降水区中能见度较差，道面积水，对降落有影响。

在具有不稳定天气的冷锋区域，因有强烈颠簸和严重积冰、雷电甚至冰雹等现

象，因此不宜飞行。 

三、准静止锋天气 

准静止锋天气与暖锋类似，由于准静止锋的锋面坡度最小，因此，云层和

降水区比暖锋更为宽广。降水强度虽小，持续时间却很长。在准静止锋区域飞

行有同暖锋区域飞行相近的特点，只是穿越静止锋云系所需的时间更长一些。 

四、锢囚锋天气 

锢囚锋是由两条锋面相遇而成，故其云系和降水与原来两条锋面的云系有

联系，除原来两条锋面云系外，在形成初期锢囚点处上升气流加强，天气变得

更坏，云层增厚，降水增强，范围扩大并分布在锋的两侧。随着锢囚锋的发展，

暖气团被抬升得愈来愈高，气团中的水汽因降水消耗而减少，使锢囚点以上云

层逐渐变薄趋于消散，天气逐渐转好。 

在锢囚锋区域飞行，锢囚锋形成初期在锢囚点以上，将会遇到较宽广的云

层和降水，还可能有雷暴、积冰和颠簸。锢囚点以下在低压中心附近广大范围

内存在相当恶劣的能见度和低的云幕。在锢囚锋后期，气象条件逐渐好转。 

 

样题：一型冷锋和二型冷锋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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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 风暴系统 

5.1.15.1 雷暴 

备注： 

一、雷暴的形成条件 

雷暴是由强烈发展的积雨云产生的，形成强烈的积雨云需要三个条件： 

（一）深厚而明显的不稳定气层； 

（二）充沛的水汽； 

（三）足够的冲击力。 

二、单体雷暴的生命史和对应的天气 

（一）单体雷暴的生命史 

雷暴通常是由一个或几个单体雷暴所组成。单体雷暴是一个对流单元，其

生命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发展阶段（a）、成熟阶段（b）和消散阶段（c）。 

 

发展阶段：从淡积云发展成浓积云，云内都是上升气流；云滴大多由水滴

构成，一般没有降水和闪电。 

成熟阶段：云中除上升气流外，局部出现系统的下降气流，上升气流区温

度高，下降气流区温度低，降水产生并发展；有强烈的湍流、积冰、闪电、阵

雨和大风等危险天气。 

消散阶段：下降气流遍布云中，云体向水平方向扩展，云体趋于瓦解和消

散。 

（二）单体雷暴过境时的地面天气 

温度：雷暴来临前，地面温度高，湿度大，闷热；雷暴来临，气温骤降。 

气压：雷暴来临前，气压下降；雷暴来临，气压开始升高。 

风：雷暴来临前，一般风速较小，风吹向雷暴区；雷暴来临，风向突变，

风速增加；雷暴过境后，风向相反，风力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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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雷暴中心区域降水强度最大，阵雨持续时间和单体成熟阶段持续时

间大致相同。 

三、强雷暴的种类及天气 

通常，在天气预报和对外服务工作中，习惯把只伴有雷声、闪电或（和）

阵雨的雷暴称为“普通雷暴”或“弱雷暴”，而把伴有暴雨、大风、冰雹、龙

卷风等严重的自然灾害性天气现象的雷暴叫“强雷暴”。 

（一）种类 

多单体雷暴：由多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雷暴单体组成，有组织地排成一

列。虽然每个个体生命期不长，但通过若干单体连续更替过程，可以形成生命

期达数小时的强雷暴。 

超级单体雷暴：由一个巨大单体发展成单一的强大环流系统，多数情况下

它也是沿对流层中部风向右侧移动。与多单体雷暴不同，超级单体雷暴是以连

续的方式移动的。 

飑线风暴：飑线风暴简称飑线。它是排列成带状的多个雷暴或积雨云群组

成的狭窄的强对流天气带，是一种线状的中尺度对流天气系统。 

（二）天气特征 

强雷暴过境时，各种气象要素的变化比单体雷暴大得多，并可能出现飑、

冰雹、龙卷、暴雨等灾害性天气中的一种或几种。其中气象上所谓飑，是指突

然发生的风向突变，风力突增的强风现象。在强雷暴云下，速度极大的下降气

流到达地面后向四周猛烈扩散，与前方上升的暖湿空气之间形成一个陡然的分

界面，有点类似冷锋，称飑锋。 

1、多单体雷暴 

多单体雷暴是一种大而强的风暴群体，由多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雷暴

单体组成，这些单体不像普通雷暴那样随机发生、互相干扰，而是有组织的排

成一列，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新的单体不断地在风暴的右前侧产生，老的单

体不断地在左后侧消亡。虽然每个个体的生命期不长，但通过若干单体的连续

性更替过程，可以形成生命期达数小时的强雷暴。 

2、超级单体雷暴 

如图所示，超级单体雷暴云中有倾斜的上升气流和下降气流。上升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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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下降气流并存，相互作用，形成强烈的空气对流，对流使得云体中的能量通

过各种气象特征不断进行转化，使风暴能够在垂直气流切变环境中长时间生

存。超级单体雷暴云的这种气流结构，使上升气流和下降气流能同时并存且维

持相当长时间，避免了一般雷暴云中，下沉气流抑制并取代上升气流的趋势，

因而强烈雷暴能维持稳定强大达几小时之久。 

 

3、飑线风暴 

飑线风暴简称飑线，是指风向和风力发生剧烈变动的天气变化带，沿着

飑线可出现暴雨、大风、冰雹和龙卷等剧烈的天气现象，它是一条雷暴或积雨

云带。飑线范围较小、生命史较短、是气压和风的不连续线。其宽度从不及一

千米至几千米，至最宽几十千米，长度一般由几十千米至几百千米，维持时间

由几小时至十几小时。飑线多发生在傍晚至夜间。 

四、雷暴与飞行 

（一）颠簸 

颠簸是由强烈的湍流所引起。在所有的雷暴中都可能隐藏有危害性的湍

流，较严重的湍流可能会对飞机造成损害。雷暴云体不同部位，湍流强度有所

不同。通常，湍流自云底向上增强，到云的中部和中上部达到最强，到云顶才

迅速减弱。在雷暴周围的一段距离内，也会有较强的湍流。飞机几乎无法在雷

暴中保持稳定的高度，如果试图维持高度，机身的负荷会大大增加。 

（二）积冰 

雷暴云体中含有大量的过冷水滴，含水量和水滴直径都较大，所以在其上

部飞行常常发生较强的积冰。 

（三）暴雨 

雷暴产生的强降水影响跑道使用，破坏飞机的气动性能，有可能造成发动

机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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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雹击 

冰雹对飞行安全也会造成极大的危害。过冷水滴在冻结层之上开始冻结，

一旦有过冷水滴开始冻结，其他水滴就会附着之上，有时可以形成巨大的冰球。

随着强烈的上升气流，在强雷暴内较高的高度会形成大块雹。冰雹可能会在距

离雷暴中心下风向较远的地方坠落，因此可能会在距离雷暴数公里以外的晴空

遭遇。 

（五）雷电击 

闪电可能会击穿飞机蒙皮并对通信和电子导航设备造成损伤，甚至会点燃

燃油引发爆炸。 

（六）下击暴流 

能引起地面或近地面产生＞18 米/秒雷暴大风的突发性强烈下降气流，称

为下击暴流。下击暴流在地面的风是直线风，即从雷暴云下基本呈直线状向外

流动，水平尺度为 4~40 千米。 

 

微下击暴流出现在下击暴流之中，水平尺度为 400~4000 米，地面风在 22

米/秒以上，离地 100 米高度上的下降气流速度可达几十米/秒。 

生命周期：下击暴流一般持续 10~15 分钟；微下击暴流只有几分钟。 

当下冲气流到达地面时会沿各方向散开，垂直运动的风速会出现突然的加

剧。飞机着陆时，如果下滑轨迹通过下击暴流，刚进入时（位置 1~2）飞机会

遭遇大逆风导致空速增加，高度上升；进入中心区域（位置 3）会遭遇强烈的

下冲气流，导致高度过低；当飞机飞过下击暴流中心后（位置 4~5），又进入

顺风气流，使飞机空速突然降低，可能导致失速。 

 

 

样题：雷暴对飞行的影响主要有哪些？下击暴流对飞行影响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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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 风暴系统 

5.1.15.2 龙卷风 

备注： 

龙卷是一种强烈的、小范围的空气涡旋。龙卷风是雷雨云底部的高速旋

转的空气涡旋：空气绕龙卷的轴快速旋转，受龙卷中心气压极度减小的吸引，

近地面几十米厚的薄层空气内，气流被从四面八方吸入涡旋的底部，并随即变

为绕轴心向上的涡流。龙卷中的风总是气旋性的，其中心的气压可以比周围气

压低百分之十。龙卷通常伴随着巨大的超级单体积雨云，它通常有数十米至数

百米的直径，地面风有猛烈的抬升现象，地面风速常达到 100~200m/s，一般

伴有雷雨，有时也伴有冰雹。它是大气中最强烈的涡旋现象，影响范围虽小，

但破坏力极大。龙卷风分为陆龙卷和海龙卷。龙卷风发生在海上，犹如“龙吸

水”的现象，称为“水龙卷”；出现在陆上，卷扬尘土，卷走房屋、树木等的

龙卷，称为“陆龙卷”。海龙卷的直径一般比陆龙卷略小，其强度较大，维持

时间较长，在海上往往是集群出现。 

龙卷风其形成和发展同飑线系统等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只是龙卷风持续时

间更短，一般仅几分钟，最长不过几十分钟，但造成的灾害很严重。常出现在

强雷雨期间。通常龙卷风的预兆是先见旋风从地上卷起，泥沙向上升，同时云

层下面降下的漏斗状的云。这漏斗状云越旋越快，越旋越大，并向下接触到地

面，卷起大量的灰尘、泥沙、瓦砾碎石等。具体的说，龙卷风就是雷暴巨大能

量中的一小部分在很小的区域内集中释放的一种形式。 

龙卷的上端与雷雨云相接，下端有的悬在半空中，有的直接延伸到地面

或水面，一边旋转，一边向前移动。在雷雨云里，空气扰动十分厉害，上下温

差悬殊。在地面，气温是摄氏二十几度，越往高空，温度越低。在积雨云顶部

8000m 的高空，温度低到摄氏零下三十几度。大气的不稳定性产生强烈的上升

气流，这样，上面冷的气流急速下降，下面热的空气猛烈上升。上升气流到达

高空时，如果遇到很大的水平方向的风，就会迫使上升气流“倒挂”（向下旋

转运动）。由于上层空气交替扰动，产生旋转作用，形成许多小涡旋。这些小

涡旋逐渐扩大，当发展的涡旋到达地面高度时，地面气压急剧下降，地面风速

急剧上升，形成龙卷。 

龙卷风的形成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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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大气的不稳定性产生强烈的上升气流，由于急流中的最大过

境气流的影响，它被进一步加强。 

 

龙卷形成第一阶段示意图 

第二阶段：由于与在垂直方向上速度和方向均有切变的风相互作用，上

升气流在对流层的中部开始旋转，形成中尺度气旋。 

 

龙卷形成第二阶段示意图 

第三阶段：随着中尺度气旋向地面发展和向上伸展，它本身变细并增强。

同时，一个小面积的增强辐合，即初生的龙卷在气旋内部形成，产生气旋的同

样过程，形成龙卷核心。 

 

龙卷形成第三阶段示意图 

第四阶段：龙卷核心中的旋转与气旋中的不同，它的强度足以使龙卷一

直伸展到地面。当发展的涡旋到达地面高度时，地面气压急剧下降，地面风速

急剧上升，形成龙卷。 

龙卷作为强对流天气的产物，常发生在中高纬度低层大气层结不稳定的

地区，往往与锋面、气旋或非热带性质的雷暴相伴。其破坏力强，是因为它能

将不稳定大气中潜在的巨大能量集中在一个细小的涡管里释放。龙卷一般尺度

较小，中心气压很低，据估计，其中心气压可能比周围环境气压低 100hPa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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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此，龙卷风内水平气压梯度很大，从而造成很强的风速，一般为 50~150 

m/s，最大风速可达 200m/s。 

根据风力及破坏程度，美国芝加哥大学龙卷风专家藤田博士（Dr. T. 

Theodore Fujita）将龙卷风分为六个等级，英文字母“F”取自藤田（Fujita）

的首字母。下表列出龙卷风强度等级及其典型的破坏程度描述。 

龙卷风强度等级及其典型的破坏程度表 

等级 估计风速（m/s） 典型的龙卷风破坏程度 

F0 <33 轻度破坏：损坏烟囱，刮断树枝，拔起浅根树木，毁坏商店招牌。 

F1 33-50 

中度破坏：掀起屋顶砖瓦；刮跑或掀翻移动住房，行驶的汽车被刮离

路面。 

F2 51-70 

较严重的破坏：刮走屋顶；摧毁活动住房，掀翻火车车厢，连根拔起

大树，空中轻物狂飞，汽车被卷离地。 

F3 71-92 

严重破坏：坚固房屋的屋顶和墙壁被刮走，掀翻火车，森林中大多数

树木被连根拔起，重型汽车被卷离地并被抛起。 

F4 93-116 

毁灭性破坏：坚固房屋被夷为平地，基础不牢的建筑物被刮走，汽车

被抛向空中，空中大的物件横飞。 

F5 117-142 

极度破坏：坚固房屋框架被刮走，汽车大小的物件在空中横飞超过

100m，飘飞碎片挂树梢，出现难以置信的现象。 

F0 和 F1 属于相对较弱的龙卷风，F2 至 F3 则属于强龙卷，F4 和 F5 属于

猛烈龙卷，F5 的风力甚至能达到 150m/s。据统计，弱龙卷中致命的只占 5%，

强龙卷则为 30%，而猛烈龙卷则有 70%会造成人员死亡。1950~2000 年美国一

共出现了 51 个 F5 龙卷风，平均每年一个。不过，1974 年 4 月 3 日却出现了 7

个 F5 龙卷，造成巨大损失。 

 

 

 

样题：龙卷风的破坏力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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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 风暴系统 

5.1.15.3 强热带风暴 

备注： 

强热带风暴（英语：Severe tropical storm，缩写 S.T.S.）是热带气旋的一

种，其中心附近持续风力为每小时 88-117 公里。热带风暴生成于热带或亚热

带地区海面上。热带风暴是由水汽冷却凝结释放出潜热，从而发展出具有暖心

的结构。所以当热带风暴登陆后，或者当热带风暴移到温度较低的洋面上，便

会因为失去温暖、潮湿的空气供应能量，而减弱消散，或失去热带风暴的特性，

转化为温带气旋。 

强热带风暴不仅使飞机产生严重的颠簸，而且伴随的大雨和恶劣的能见度

以及猛烈的风暴和近地面的阵风等危险天气对飞机的起飞、着陆和飞行都是非

常危险的。 

 

 

 

 

 

 

 

 

 

 

 

 

 

 

 

 

样题：热带气旋按中心最大风力分为哪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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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 风暴系统 

5.1.15.4 微下击暴流 

备注： 

在雷暴云中存在着强烈的下降气流，当其冲泻到低空时，在近地面会形成

强劲的外流——雷暴大风。能引起地面出现大于 18m/s 雷暴大风的那股突发性

强烈下降气流，称为下击暴流。而在下击暴流的整个直线气流中，还嵌有一些

小尺度辐散性气流，这些小尺度外流系统称为微下击暴流（microburst）。其水

平尺度为 400~4000m，地面风速在 22m/s 以上，离地 100m 高度上的下降气流

速度甚至可达 30m/s。 

下击暴流生命期一般在 10-15 分钟，微下击暴流则只有几分钟。但是它们

对飞行都有极大的危害，特别是对飞机起飞和着陆。它能在几秒钟时间内，大

幅度改变飞机空速而引起飞机失速。1975 年 6 月 24 日，在美国肯尼迪国际机

场，美国东方航空公司 66 号班机在着陆过程中，在 100m 高度遭遇微下击暴

流引起的风切变，发生坠地。 

下击暴流和微下击暴流中强烈的雷暴大风和极强的垂直气流切变和水平

风切变，对于飞机的起降有极大的危害。 

 

 

 

 

 

 

 

 

 

 

 

 

 

 

样题：什么是微下击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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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6 天气系统 

5.1.16.1 温带气旋和反气旋 
备注： 

1、气旋是指占有三度空间的，在同一高度上中心气压低于四周的大尺度

涡旋。在北半球呈逆时针旋转；在南半球则呈顺时针旋转。中心气压愈低，表

示气旋愈强。气旋一般对应辐合上升运动，通常带来阴雨天气。 

2、影响我国的气旋有蒙古气旋、东北低压、黄河气旋、东北冷涡、江淮

气旋、西南涡、东海气旋。以下简单介绍西南涡和东北冷涡。 

（1）西南涡 

西南涡是我国青藏高原及西南地区特殊地形影响下，在 700hPa 或 850hPa

低空气层中所形成的具有气旋性环流的小低压，其直径一般在 300～500 公里

左右。下图为已形成西南涡的 700hPa 图。西南低涡在地面图上有时表现为一

个闭合低压，有时表现为一个向西或西南开口的倒槽。这种涡形成后，有的在

源地消失，只引起源地附近地区的天气变化；有的东移发展，常引起地面气旋

的发生发展，造成长江中下游、江淮流域，甚至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大雨与强

风暴雨天气；有时它也能影响华南地区。 

 

（2）东北冷涡 

东北冷涡是指活动在东北附近地区，具有一定强度的高空冷性涡旋（图

4.29）。它是一个至少高于 400-300hPa 高度的深厚的冷性系统。东北冷涡一年

四季均可出现，但在不同时期形成冷涡的主要形式却大不相同。夏半年多半是

由于西风槽充分加深后而形成；而冬半年常常由于锋区南移，极地低压南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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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大陆，因而在东亚上空出现冷涡或冷涡带。每年 5、6 月份为冷涡活动最

多的时期，而 8 月和 3、4 月份冷涡活动较少。这是因为春季 3、4 月西风带槽

脊活动频繁，移动特别迅速，不利于东北冷涡的形成。而 8 月份又是副热带高

压北上最盛时期，这时西风带位置偏北而且强度大为减弱，因此在东北地区也

很难出现冷涡。东北冷涡出现后，一般可维持 3-4 天，长者可维持 6-7 天。在

5、6 月份冷涡后常有雷阵雨发生，出现在每天的下午到傍晚，有时可连续出

现数日，南面可影响到华北北部。 

 

3、反气旋是指占有三度空间的，在同一高度上中心气压高于四周的大尺

度涡旋。在北半球呈顺时针旋转；在南半球则呈逆时针旋转。中心气压愈高，

表示反气旋愈强。反气旋一般对应辐散下沉运动，带来晴朗天气。 

4、影响我国的反气旋 

（1）西伯利亚和蒙古冷高压 

一年四季均可出现，以冬半年最为频繁，带来大股冷空气，使所经之地气

温骤降，常形成寒潮天气。在冷高压东部前缘，一般就是相应的冷锋天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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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中心区，早上常出现辐射雾或烟幕等现象，使能见度极为恶劣。冷高压的

后部吹偏南微风，气温回升、湿度增大，类似于暖锋天气，入海后变性，后部

常出现平流雾，毛毛雨或层云。 

（2）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一般冬季脊线在 15ºN 左右，从春到夏逐渐北移，7、8 月移到 25º～30°N，

9 月以后则南退。在副高脊附近，下沉气流强，风力微弱，天气炎热。 

脊的西北侧与西风带相邻，常有气旋、锋面、低槽等天气系统活动，多阴

雨天气。随着副高位置和强度的变化，阴雨天气的分布也随之发生变化。当脊

线位于 20°N 以南时，雨带在华南，此时为华南前汛期；6 月份位于 20～25°N

时，雨带在江淮流域，即“梅雨”季节。7 月份脊线越过 25°N 后，雨带移到

黄淮流域。7 月底 8 月初脊线越过 30°N 时，则华北、东北进入雨季。之后副

高南退，雨带也随之南退。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华南地区在结束了前汛期之后，

间隔一段时间，会进入另一个多雨期，称为华南后汛期。华南后汛期主要是有

东风波等热带天气系统造成的，尤其是台风带来的降雨，直接影响了华南后汛

期降雨量的多少和地区的分布。华南后汛期的降水强度强，造成的局地灾害比

较大，但总体上降雨量要小于华南前汛期。 

副高脊南侧为东风气流，当其中无气旋性环流时，一般天气晴好，但当东

风气流发生波动，或有热带气旋形成时，则会出现云雨、雷暴等恶劣天气。 

 

 

 

 

 

 

 

 

 

 

样题：在北半球，气旋是顺时针旋转还是逆时针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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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6 天气系统 

5.1.16.2 热带天气系统 
备注： 

1、热带气旋按强度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

风和超强台风。 

2、热带气旋的形成条件包括低空原先要有一个热带扰动，广阔高温的洋

面（高于 27℃），一定的地转偏向力，风的垂直变化（切变）小，对流层相对

湿度大。 

3、北太平洋西部台风在源地生成后，其移动路径大致可分为四类：西移

路径、西北路径、转向路径和异常路径。 

4、台风内低空风场的水平结构可以分为台风大风区、涡旋区和眼区。涡

旋区与环绕台风眼的云墙重合。台风中最强烈的对流、降水都出现在这个区域

里，是台风破坏力最猛烈、最集中的区域。在垂直方向上可分为低空流入层（高

度约在 1000m 以下）、高空流出层（高度约在 10 km 以上）和上升气流层（高

度约在 1～10 km)三个层次。 

5、热带辐合带也称为赤道辐合带，是南北半球两个副热带高压之间气压

最低、信风气流汇合的地带。在卫星云图上常可看到赤道辐合带是一条狭长的

近于连续的对流云带。对流云带根据气流特征分为两种：一种由赤道偏东信风

辐合形成，称为信风辐合带，另一种由赤道偏东信风与赤道另一边的越赤道偏

西南气流辐合形成，称为季风辐合带。 

 

 

 

 

 

 

 

 

 

样题：根据台风内低空风场的水平结构可以分为哪三个不同的部分？台风破坏

力最猛烈、最集中的区域是哪个区域？ 



 

470 

 

5.1.16 天气系统 

5.1.16.3 西风带空中槽脊 
备注： 

1、在对流层中纬度地区，随着高度的增加，大气运动越来越趋近于西风，

并常以波状流型出现。在北半球，表现为向北的波峰（高压脊）和向南的波谷

（低压槽）。在低压槽中，等高线弯曲最大点的连线就是槽线。 

2、按照波长的不同，西风槽可以分为长波和短波槽。波长约在 50～120

个经距的槽被称为长波槽。东亚大槽是典型的长波槽，是冬季影响亚洲地区的

主要天气系统。波长小于 50 个经距的槽被称为短波槽，影响我国天气的短波

槽主要有从西北越青藏高原影响北方地区的西北槽、青藏槽和从印度、缅甸东

移影响南方地区的南支槽（印缅槽）。 

3、在北半球中纬度地区，高空低压槽位于地面低压之后，高压之前，槽

线前有辐合上升运动，盛行偏南暖湿气流，多阴雨天气；而槽线后盛行干冷西

北气流，有辐散下沉运动，多晴好天气。 

 

4、切变线是具有气旋式切变的风场不连续线。它的两侧风向、风速有明

显差别，但温度没有多大差异。根据流场型式，切变线大致可分三种类型，第

一种由偏北风与西南风构成；第二种由东南风与西南风构成；第三种由偏东风

与偏西风构成。切变线带来的云雨和不稳定天气，对飞行有很大影响。横穿切

变线飞行遇到的天气与槽线相似，除阴雨天气外，也会遇到风向风速的变化和

飞机颠簸。 

 

 

样题：什么是槽线？什么是切变线？飞行时应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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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天气、分析和预报 

5.2.1 观测 

5.2.1.1 地面观测 

备注： 

一、地面观测资料 

航空气象地面观测资料包含机场气象台（站）在整点或者半点采集数据后

立即发布的机场例行天气报告，以及当天气条件达到机场特殊天气报告标准

时，机场气象台（站）的特殊天气报告。机场天气报告的格式有图表、电码

（METAR/SPECI）和缩写明语（MET REPORT）形式，飞行气象情报中的机

场天气报告为电码格式。 

二、电码格式报告分类 

电码格式的机场天气报告分为两种：机场例行天气报告（METAR）和特

殊天气报告（SPECI）。SPECI 报除使用 SPECI 作为特殊报告的识别码起头，

其余格式与 METAR 一致。 

三、电码格式机场天气报告简介 

电码格式的机场天气报告分为两种：日常航空天气报告（METAR）和特

殊天气报告（SPECI）。日常航空天气报告是 24 小时连续的正点或半点观测并

对外发布的报告，特殊天气报告是不定时观测，是指在两次正点或半点观测之

间，当某一对飞行有较大影响的天气现象出现（终止或消失）时而进行的报告。

SPECI 报表示一种或几种天气因子有重大变化，电码格式与 METAR 相同，只

是 SPECI 作为特殊报告的指示码起头，由于其只针对恶劣天气编报，故而电

报内容相应简单。 

一份 METAR 或 SPECI 报依次包括以下要素：识别码、ICAO 的地址代码、

观测时间组、地面风向风速组、能见度组、跑道视程组、天气现象组、云组、

好天气组、温度/露点组、修正海平面气压组、补充报告组、风切变组、天气

变化趋势组、变化时间组、变化的气象要素组。下面是电码格式航空天气报告

举例： 

METAR ZSSS 130600Z 18003G09MPS 3000 -SHRA SCT050 BKN060 

OVC090 21/20 QNH0996 RESHRA= 

译文：日常航空天气报告，上海，观测时间 13 日 06 时 00 分（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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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风 180°，风速 3 m/s，阵风 9m/s；能见度 3km，现在有小阵雨；1500m 高

度疏云，1800m 高度多云，2700 m 高度阴天；温度 21℃，露点 20℃；修正海

平面气压 996 hPa，最近天气有中等强度的阵雨。 

SPECI ZSQD 060035Z 26001MPS 1300 R35/0700 BR SKC M01/M01 

Q1026= 

译文：特殊天气报告，青岛，观测时间 06 日 00 时 35 分（UTC）：地面风

向 260°，风速 1m/s；能见度 1300m；35 号跑道接地地带的跑道视程 700m；轻

雾；碧空；气温-1ºC，露点温度-1ºC；修正海平面气压 1026hPa。 

 

 

 

 

 

 

 

 

 

 

 

 

 

 

 

 

 

 

 

样题：翻译下列报文，并说明影响飞行的天气。 

METAR ZBTJ 210950Z 30003G10MPS 3000 R18/0750D BR FEW020 

SCT033CB BKN066 27/21 Q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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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观测 

5.2.1.2 航站预报 

备注： 

一、航站预报由相应的机场气象台制作，是对预计时段内机场的地面风、主导

能见度、天气现象、云和气温进行的分析和说明。它是机组和航务人员用于了

解某一特定机场未来天气情况的最常用资料之一。 

机场气象台按规定时间发布有效时段为 9 小时的航站预报，每 3 小时发布

一次；为国际和地区飞行提供服务的机场气象台按规定时间发布有效时段为

24 小时或 30 小时（大陆地区暂不发布）的机场预报，每 6 小时发布一次。航

站预报有明语、缩写明语和电码（TAF）形式，最常用的为电码形式。编制和

发布 24 小时或 30 小时航站预报（FT）的机场气象台不再编制和发布 9 小时

航站预报（FC）。 

我国航空气象部门发布与交换的飞行气象情报中，机场预报为电码形式，

包括有效时间为 9 小时的机场预报和有效时间为 24 小时的机场预报。9 小时

预报的有效时段为 2106、0009、0312、0615、0918、1221、1524 和 1803；24

小时预报的有效时段为 0024、0606、1212 和 1818。 

二、TAF 预报 

航站预报电报用 TAF 起头，意为航站航空天气预报（Terminal Aviation 

Forecast）。航站预报的修订报和取消报用报头 TAF AMD 代替 TAF；航站预报

的更正报用报头 TAF COR 代替 TAF。下面是电码格式航站预报举例： 

TAF ZBAA 180140Z 1803/1812 06002MPS 6000 SCT012 BKN040 TEMPO 

1803/1806 33006MPS 2000 –RA BR FEW003 SCT012 OVC040= 

译文：机场天气预报，北京首都机场，18 日 01：40UTC 发布，有效时间

从 18 日 03 时到 18 日 12 时，地面风向 60°，风速 2m/s，能见度 6000m，疏云，

云底高 360m，多云，云底高 1200m；从 18 日 03 世界时至 18 日 06 世界时短

时出现：地面风向 330°，风速 6m/s，能见度 2000m，小雨，轻雾，少云，云

底高 90m，疏云，云底高 360m，多云，云底高 1200m。 

 

样题：翻译下列报文 

TAF ZBAA 152120Z 1600/1624 14004MPS 3500 -SN BR NSC TX03/1607Z 

TNM06/1621Z BECMG 1610/1611 33008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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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观测 

5.2.1.3 重要的航路报告和预报 

备注： 

一、重要气象情报 

重要气象情报是对有关航路上发生或预期发生可能影响航空器飞行安全

的天气现象，以及这些天气现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做出的简要说明。气象

监视台按照气象情报制作的规定以缩写明语形式制作、发布重要气象情报。重

要气象情报以“SIGMET”作为关键字标明。重要气象情报在有效时段开始前

的 4 小时内发布。有关火山灰云和热带气旋的重要气象情报，会在有效时段开

始前的 12 小时内尽早发布。火山灰云和热带气旋的重要气象情报至少每 6 小

时更新一次。重要气象情报的有效时段一般不超过 4 小时，在出现火山灰云和

热带气旋的情况下，重要气象情报的有效时段有时会延长到 6 小时。当有关的

天气现象在该地区不再出现或预期不再出现，气象监视台会发布一份重要气象

情报以取消相应的重要气象情报。以下为重要气象情报举例： 

ZBPE SIGMET 2 VALID 101200/101600 ZBAA- 

BEIJING FIR OBSC TS FCST S 0F N54 TOP FL390 MOV E WKN 

译文：北京气象监视台在10日1110UTC为北京飞行情报区发布的第二号重

要气象情报，报文有效时间自10日1200UTC到1600UTC。在北京飞行情报区，

预报有模糊不清的雷暴，位于54ºN以南，顶高在39000ft，向东移动，强度减弱。 

二、低空气象情报 

低空气象情报是对未包括在已发布的低空飞行区域预报中有关航路上可

能影响低空飞行安全的天气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做出的

简要说明。气象监视台按照气象情报制作的规定以缩写明语形式制作、发布低

空气象情报。低空气象情报以“AIRMET”标明。低空气象情报的有效时段不

超过4小时。当有关的天气现象在该地区不再出现或预期不再出现时，气象监

视台发布一份低空气象情报以取消相应的低空气象情报。以下为低空气象情报

举例： 

ZUUU AIRMET 1 VALID 280450/281050 ZUUU- 

CHENGDU UIR ISOL CB OBS AND FCST TOPS FL330 N OF N30 MOV S 

35KMH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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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成都气象监视台为成都高空飞行情报区发布的第一份低空重要气象

情报，报文的有效时间 28 日 0450UTC 到 1050UTC。在成都高空飞行情报区，

观测到和预报在 30ºN 以北，有孤立的积雨云，云顶高度为 FL330，以 35km/h

的速度向南移动，强度无变化。 

三、高空风、温度预告图 

高空风、高空温度预告图指明某一高度层上高空风、高空温度的分布状况。

高度层为固定的标准等压面高度，一般包括：FL390（200hPa）、FL340（250hPa）、

FL300（300hPa）、FL240（400hPa）、FL180（500hPa）、FL140（600hPa）、FL100

（700hPa）、FL050（850hPa）。高空风、高空温度预告图上的风使用带风羽的

风向杆来标明，风向杆的方向表示风向，风速标注的方法见下表；当温度小于

零度时，数字前的负号被省略，当温度大于零度时，数字前加“＋”或“PS”。 

高空风和高空温度预告图上风速的标注方法 

风速 标注 

5kt（2.5m/s） 
 

10kt（5m/s）  

50kt（25m/s） 
 

高空风、高空温度预告图示例见下图： 

 

四、重要天气预告图 

重要天气预告图分为：高层重要天气预告图（SWH）：供飞行高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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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250（7500m）小于 FL630（18900m）的高空飞行使用。中层重要天气预告

图（SWM）：供飞行高度小于等于 FL250（7500m）大于 FL100（3000m）（在

高原或山区可以达到 FL150（4500 米），必要时可以更高）的中空飞行使用；

低层重要天气预告图（SWL）：供飞行高度小于等于 FL100（3000m）的低空

飞行使用。在高原或山区可达 FL150（4500m），必要时可更高。重要天气预

告图例图如下： 

 

 

 

 

 

 

 

 

 

 

 

样题：1.高空风温图中，温度数值若为 56，表示的气温是多少度？ 

2.重要天气预告图中，风速需达到多少，才可称之为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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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观测 

5.2.1.4 天气图 

备注： 

一、地图投影 

在天气分析中主要考虑正向和正形，保证图上风向准确以及气压系统的形

状和移动方向与实际相同。常用的天气图底图有极射赤面投影、兰勃特正形圆

锥投影和墨卡托投影三种，如下图所示。 

 

二、地面天气图识读 

识别地面天气图气象站某时刻的地面天气观测资料，如下图所示，表示总

云量是 9～10 份，高云为密卷云，中云为透光高积云，低云量为 5 份，低云为

鬃积雨云，低云高为 1000 米，风向西北，风速 20 米/秒，能见度为 1500 米，

现在天气现象是雷雨，温度是 25.2℃，露点温度是 23.7℃，海平面气压是 1005.3

百帕，最近 3 小时气压变量是上升 2.5 百帕。 

 

三、高空等压面图识读 

高空等压面图简称高空图（Isobaric Chart），从图上可以了解各高度天气

系统及其变化情况，是天气预报的基本工具之一。 

（一）、等压面图的概念 

空间气压相等的点所组成的面，它在空间好像地形一样，是起伏不平的，

气压高的地方等压面向上凸起，气压低的地方等压面向下凹陷。在等压面图上，

闭合等高线围成的高值区是高压区，高度值由中心向外减小。闭合等高线围成

的低值区是低压区，高度值由中心向外增大。等压面气压越低，其海拔高度越

高。通常气象台站绘制 850hPa、700hPa、500hPa 等压面图。 



 

478 

 

等压面图的气压与平均海拔高度 

等压面图的气压（hPa） 平均海拔高度（m） 

850 1500 

700 3000 

500 5500 

400 7000 

300 9000 

200 12000 

100 16000 

50 20000 

（二）、高空图的填图格式 

填图格式如下图所示 

气温 等压面高度 

温度露点差 风向， 

 风速 

 

高空图填图格式 

1、等压面高度：在 850hPa、700hPa 及 500hPa 等压面图上，高度值以十

位势米为单位。 

2、气温、风向和风速：与地面图表示方法相同。 

3、温度露点差：目前业务中精确到个位。 

181 152 -135 579 

3  9  

850hPa 500hPa 

高空图填图实例 

由上图可以看出等压面高度为 1520 位势米和 5790 位势米；气温为 18.1℃

和-13.5℃；温度露点差为 3℃和 9℃；风向、风速为东南风 8m/s 和西风 20m/s。 

四、地面图分析项目 

包括：海平面气压场、3 小时变压场、天气区和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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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空图分析项目 

包括：等高线、等温线、槽线、切变线。 

 

 

 

 

 

 

 

样题：通常地面天气图的分析项目有哪些？高空天气图的分析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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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观测 

5.2.1.5 气象信息数据收集系统 

备注： 

机场气象资料收集处理系统：气象资料接收处理系统，静止卫星云图接收

处理系统。 

民用航空气象信息系统：具备飞行气象情报的收集、处理、交换、存储等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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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数据收集、分析和预报机构 备注： 

一、世界 

国际民航组织与世界气象组织合作建立了两个世界区域预报中心

（WAFC），分别位于伦敦和华盛顿；并在全球设有 9 个火山灰咨询中心、7 个

热带气旋咨询中心，在亚洲设有 5 个国际情报交换中心。国际民航组织各缔约

国在每个飞行情报区设立国际航空气象监视台。 

二、中国 

中国民航局设立民航气象中心和民航地区气象中心，各民用运输机场设置

机场气象台，通用机场设置机场气象台或气象站。民航局在每个飞行情报区内

指定一个民航地区气象中心或者机场气象台，承担气象监视台的职责。从而形

成由民航气象中心、民航地区气象中心、机场气象台（站）和气象监视台组成

的我国航空气象服务业务体系。 

三、气象报文交换机制 

机场气象台（站）按照相关规定，发布符合民用航空行业标准的机场天气

报告和预报之后，机场气象台（站）应当通过 AFTN（航空固定电信网）或者

其他有效手段将本机场天气报告和预报发往本地区气象中心和民航气象中心。 

民航地区气象中心应当收集本地区民用机场的机场天气报告（METAR 和

SPECI），并将收到的有关机场天气报告、预报立即通过民航气象数据库广域

网向本地区配备民航气象数据库系统的机场气象台广播。如机场未配备民航气

象数据库系统和民航气象传真广播接收系统，民航地区气象中心则通过 AFTN

或者其他有效方式向其转发有关机场的机场天气报告、预报或者由机场气象台

（站）自行索取。 

民航气象中心应当将收到的境内机场和境外有关机场天气报告和预报，立

即通过民航气象数据库广域网向民航地区气象中心广播，通过民航气象传真广

播系统向配备民航气象传真广播接收系统的机场气象台广播。 

 

样题：两个世界区域预报中心分别位于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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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提供航空气象产品的服务机构 备注： 

一、民航气象中心 

民航气象中心主要负责收集、处理、分发和交换国内气象情报和与国际飞

行有关的气象情报，并保存相关气象资料；根据国内民用航空气象用户实际运

行需要，索取与国际飞行有关的气象情报；负责制作和发布全国的中、高层区

域预报，并向各地区气象中心和全国机场气象台发布业务指导产品；维护全国

的民用航空气象信息系统，指导有关气象设备的维护维修；开展民用航空气象

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以及向民航地区气象中心和民用航空气象用户提供

业务运行、人员培训以及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技术支持等。 

二、民航地区气象中心 

各地区气象中心负责收集、处理、分发和交换本地区及与之相关的气象情

报并保存相关气象资料；制作和发布本地区低层区域预报，并向本地区机场气

象台、机场气象站发布业务指导产品；向本地区机场气象台（站）和民用航空

气象用户提供业务运行、人员培训和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技术支持等。 

三、机场气象台（站） 

各机场气象台（站）主要负责本机场的天气观测与探测，制作和发布本机

场的天气报告、机场预报、起飞预报、着陆预报、机场警报和风切变警报等；

向民用航空气象用户提供讲解、咨询、展示和飞行气象文件等气象服务；维护

本机场气象业务系统和气象设施设备等。 

四、航空气象监视台 

我国在每个飞行情报区设立了国际航空气象监视台。航空气象监视台主要

负责监视本飞行情报区内影响飞行的天气情况；编制与本飞行情报区有关的重

要气象情报、低空气象情报和其他有关情报；向有关空中交通服务部门提供重

要气象情报、低空气象情报和其他有关气象情报；以及向有关民用航空气象服

务机构发布重要气象情报、低空气象情报和其他有关情报等。 

 

样题：机场气象台的工作职责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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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危害航空器的天气 

5.3.1 侧风和阵风 备注： 

一、侧风 

在有侧风尤其是侧风分量（指风沿垂直于跑道方向的分量）较大时，飞机

起飞和着陆的操纵会变得比较复杂。在侧风中滑跑时，飞机的两翼所受的风的

动力作用不同，如下图所示，右翼产生升力的有效速度 V2 大于左翼有效速度

V1，两侧机翼升力不同，于是产生一倾斜力矩；同时由于侧风分量的压力中心

与飞机重心不重合，还产生一个使飞机向逆风方向旋转的转弯力矩 Z。当侧风

分量偏大，跑道道面对机轮的反作用力不足以克服转弯力矩的作用使飞机保持

平衡，机头便向侧风方向偏转。所以飞机在侧风中滑跑时，都应向侧风方向压

杆，以消除倾斜力矩，向侧风的反方向蹬舵以消除转弯力矩。 

飞机在侧风中着陆，比起飞困难更

大。此时必须恰当地修正偏流，否则易造

成飞机场外接地。在强侧风下接地，甚至

可能发生轮胎破裂、起落架折断等事故。 

影响飞机起飞着陆安全的侧风分量

最大值，称为最大侧风分量。其值决定于

飞机构造特征和机翼载荷。机翼载荷越

大，允许的最大侧风分量越大。三角形机

翼的超音速机型翼载荷很大，能在强侧风

中起降。对于波音 737、空客 320 这类飞

机，在干跑道上起降，正侧风最大容许风速为 17m/s，而轻型运输机的正侧风

最大容许风速一般不超过 8～10m/s。在大侧风下，飞行数据应留出一定的安

全余量。下滑线宁高勿低，接地姿态宁小勿大。 

二、阵风 

（一）定义 

阵风是指大气层中空气短时间强烈对流产生的扰动。近地面风具有阵性，

风速越大，阵性越强。阵风会随时改变飞机相对气流的速度和迎角，对飞机的

侧风分量对飞机滑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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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具有无规律性，使飞机操纵困难甚至无法操纵。 

（二）分类 

水平阵风：只改变相对气流的速度，对飞行影响较小； 

垂直阵风：既改变相对气流的速度又改变飞机的迎角； 

侧向阵风：引起飞机摇晃、摆头等，但对飞行影响不大。 

 

 

 

 

 

 

 

 

 

 

 

 

 

 

 

 

 

 

 

 

 

 

 

样题：阵风的分类有哪几种？ 



 

485 

 

5.3.2 受污染的跑道 备注： 

污染跑道：跑道正在或计划使用的长度和宽度范围内的表面区域，有很大

一部分（不管是否为孤立区域）都覆盖有压实的雪、干雪、湿雪、雪浆、霜、

冰和积水等一种或多种污染物。 

 

 

 

 

 

 

 

 

 

 

 

 

 

 

 

 

 

 

 

 

 

 

 

样题：什么是污染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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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视程障碍 备注： 

视程障碍天气现象是指固态或液态微粒或其可见聚集体漂浮于大气中，使

能见度降低、危及飞行安全的天气现象，包括雾、霾、烟幕、扬沙、浮尘、沙

尘暴、吹雪等。 

一、雾 

（一）定义 

雾是指悬浮在空气中的大量水滴或冰晶，使水平能见度度降至 1 千米以下

的现象，主导能见度在 1 千米至 10 千米之间时称为轻雾。 

（二）分类 

根据形成过程不同，雾可分为辐射雾、平流雾、锋面雾、上坡雾、蒸发雾

等，其中辐射雾和平流雾对航空运行影响比较大。 

辐射雾由于地表辐射冷却作用而形成的雾。形成条件包括：晴朗少云的夜

间或清晨（冷季）、微风（1~3 米/秒）、近地面层水汽充沛、近地面气层比较稳

定或有逆温存在。特点是①有明显的日变化和季节变化，一般在夜间到清晨形

成，日出前后最浓，白天辐射升温逐渐消散，多出现在秋冬季。②水平范围小，

厚度小，分布不均。③地方性特点显著，潮湿的山谷、洼地、盆地更容易出现。 

平流雾是暖湿空气流经冷的下垫面逐渐冷却形成的雾。形成条件包括：暖

空气与冷下垫面温差较大，暖空气湿度较大，适宜的风向风速（2~7 米／秒）。

特点是①有明显的季节变化，春夏多、秋冬少。②日变化不明显，来去突然，

受风向影响大。③范围广，厚度大。 

二、霾 

大量的极细小的盐末、烟末均匀浮游于空中，使空气混浊，主导能见度小

于 10km 的现象。远山、森林等深色物体呈浅蓝色。太阳、雪山等光亮物体呈

黄色或桔黄色。霾形成后会随风漂移，既可出现在近地层，也可出现在对流层

中、高空，一般是出现在逆温层之下，但如果同时在几个高度上存在逆温层，

霾也可以有好几层，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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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度

温气  

霾层与空中逆温层 

有霾时，地面能见度往往不一定很差（单独的霾一般很难使地面能见度

小于 1000m），但空中能见度却很差，这是因为霾粒对蓝光的散射能力强（高

度越高，太阳辐射的蓝光成分越多）。因此，在霾层中飞行时，四周常常朦胧

一片，远处目标好像蒙上了一层淡蓝色的纱幕，难以识别地标。在霾层之上飞

行，气流平稳，水平能见度好，但应注意不要把远处的霾层顶误认为天地线；

同时，由于霾层对阳光的强烈反射和散射，从飞机上向下看往往看不清地面，

而从地面却可以看见霾层上面的飞机。 

三、烟 

大量细小的烟粒浮游于近地面空气层中，使主导能见度小于 10km 的现

象。出现时天空呈黑色、灰色或褐色，太阳呈红色或淡红色，浓时可闻到烟味。

一年中以冬季出现最多，夏季最少，一日之中，早晨出现最多，中午最少。 

要形成烟，需要有大的烟源、适宜的风向、风速和逆温层。烟粒主要来源

于工业区和城市居民区。在适宜的风速和有逆温层的情况下，烟粒常常在逆温

层聚集下而形成烟，如果风速过大，或逆温层被破坏，烟就会向空中扩散而消

失，如下图： 

 

烟在一日中以早晨为多，常和辐射雾混合而成为烟雾，一年中则以冬季最

高

度

度温

逆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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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许多靠近城市的机场都有这样的情况，早晨在气层稳定的情况下，如果

风由城市吹来，则会很快形成烟，能见度迅速转坏，给飞行带来影响。因此，

了解风向的变化，是判断烟能否影响机场的关键。 

四、风沙 

大量的沙土被风吹起飘浮空中，使能见度变坏的现象。 

（一）扬沙（SA）：由于较大的风或较强的扰动气流将大量的沙粒、尘土

从地面吹起，使微小颗粒悬浮于空气中，使空气相当浑浊，阳光减弱，天空颜

色发黄，主导能见度下降到 1000 米至小于 10000 米的现象。 

（二）高吹沙（BLSA）：观测时测站或其附近细小沙粒被风吹起，吹沙高

度≥２米，使主导能见度下降到 1000 米至小于 10000 米的现象。 

（三）低吹沙（DRSA）：观测时测站或其附近细小沙粒被风吹起，吹沙

高度＜２米。 

（四）沙暴（SS）：强风或强烈的扰动气流将地面大量沙粒猛烈地卷入空

中，使空气非常混浊的现象。出现时黄沙滚滚，遮天蔽日，阳光昏暗。天空呈

土黄色，垂直能见度恶劣，主导能见度＜1000 米。沙暴行进前沿形成一堵宽

广而高耸的沙墙，沙粒被卷起的高度随风和不稳定度的增加而升高。 

（五）高吹尘（BLDU）：观测时测站或其附近尘土被风吹起，吹尘高度≥

２米，使主导能见度下降到 1000 米至小于 10000 米的现象。 

（六）低吹尘（DRDU）：观测时测站或其附近尘土被风吹起，吹尘高度

＜２米的现象。 

（七）尘暴（DS）：灰尘微粒被混乱狂风猛烈地卷起的现象。常在高温、

干燥和多风的天气条件下产生，尤其是在无云的冷锋前沿出现。典型微粒的直

径不到 0.08 毫米且被卷起的程度远比沙粒高。出现时，主导能见度＜1000 米。 

DRDU、DRSA 现象不影响主导能见度的观测，出现时，主导能见度可在

10 千米或以上。 

五、浮尘 

大量的尘土末均匀地浮游于空中，使主导能见度小于 10km 的现象。多为

扬沙、沙/尘暴天气过后或远处尘末随上层气流传播而来。前种情况的浮尘，

一般风力较弱，后者往往伴随较大的风。有浮尘时，远处景物呈土黄色或褐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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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太阳呈苍白色或淡黄色。 

六、吹雪 

吹雪现象是指地面的雪被风吹起，大量的雪片飞扬在空中的现象。雪片被

风吹起，高度＜2m 的现象称为低吹雪，低吹雪不影响主导能见度的观测，出

现时主导能见度可在 10km 以上；雪片被风吹起，高度≥2m，主导能见度小于

10km 的现象称为高吹雪。 

形成吹雪的条件，除地面有大风外，地面积雪必须是干松的。所以吹雪现

象多在北方冬季出现。吹雪所及高度较低，对空中飞行影响不大，但强吹雪使

近地面能见度变得十分恶劣，有时仅几十米，对飞机起飞着陆的影响较大。 

七、各种视程障碍天气现象的符号 

 

 

 

 

 

 

 

 

 

 

 

 

 

 

 

样题：辐射雾和平流雾的形成条件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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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火山灰 备注： 

一、火山灰对高空飞行的影响 

火山灰是火山爆发时所有抛向空中的固体颗粒，这些颗粒有大有小。而其

中较轻的颗粒漂浮在空中，并积聚成堆所形成的类似云层，称为火山灰云

（Volcanic Ash Cloud）。 

现代运输机在高空作长途飞行，有时会遇到火山灰云。在火山灰云中飞行

可造成依靠静压系统工作的各种仪表失真，发动机受火山灰尘杂质腐蚀和堵塞

而受损伤，严重时可使发动机熄火，危及飞行安全。 

大的火山爆发，向大气喷射的物质中，硫的氧化物、氯化物和水汽组成的

火山蒸汽可进入平流层，二氧化硫通过气粒转化，匀质核化，形成长生命期的

硫酸气溶胶，其他痕量气体会促使平流层臭氧分布发生变化。火山喷发是变化

最大的气溶胶源，具有明显的局地性和短时性。在平流层下部和对流层上部，

其大气加热率远大于背景气溶胶时的大气加热率。火山灰气溶胶浓度越大，相

应的加热率越高。 

火山灰随风飘移扩散，其中颗粒大的沉降快，颗粒小的沉降慢，在空中停

留时间长，可影响到 104km 远的地区，更小的粒子可绕地球飘流数圈，在空中

停留两周以上。因此，在国际航班飞行中，遭遇火山灰云的机率还比较高。据

统计，1973~1982 年间，飞机因进入火山灰云而受损害的报告有 17 次，其中，

1982 年就有两次运输机进入火山灰云中，使发动机熄火，飞机迅速下沉，险

些造成重大事故。飞机误入火山灰云中，严重时火山灰像喷沙那样打在机舱玻

璃风挡上。吸进的火山灰融化成玻璃胶合状物质，造成发动机阻塞停车。只有

飞行高度降至气温较低、空气密度较大的高度层后，才能把这些胶状物喷排出

发动机，飞行员才能重新启动发动机，并恢复正常飞行。 

二、应采取的措施 

飞行人员对火山灰云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起飞前应向航行部门了解航线

附近有无火山喷发和火山灰云的报告。如有，要向气象台了解火山灰云的重要

天气报告，仔细研究卫星云图，尤其是红外云图，分析火山灰云的高度和范围，

再根据预报的高空风计算出飞行期间火山灰云的移动，做好绕飞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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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山多发地区上空飞行时，要保持警惕，在白天目视观测可以判明火山

灰云，有时它的云顶也成砧状。飞机如发生高频通讯中断、静电干扰，舱内有

烟尘、机身放电发光、发动机喘振以及排气温度升高等现象，说明飞机可能已

经进入火山灰云。 

误入火山灰云后，为防止发动机损坏，应采取以下措施： 

①松开自动油门； 

②如果高度允许，减少推力到慢车状态，以降低排气温度，防止火山灰的

融解和堆积； 

③加强放气以增加喘振边界，如开启防冰系统等； 

④如果因为排气温度过高而需要关闭发动机，那么只有当飞机完全脱离火

山灰云后才可重启发动机； 

⑤尽快脱离火山灰云。 

三、火山灰咨询中心及咨询报 

（一）火山灰咨询中心 

 

火山灰咨询中心（VAAC）由地区空中航行协议指定的气象中心，负责向

气象监视台、区域管制中心、飞行情报中心、世界区域预报中心和国际飞行气

象情报数据库提供有关火山喷发后大气中火山灰在横向和纵向上的分布及预

报移动方面的信息。国际民航组织在全球设有 9 个火山灰咨询中心，分别是安

克雷奇，布宜诺斯艾利斯，伦敦，蒙特利尔，达尔文，东京，图卢兹，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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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惠灵顿。其中东亚和西北太平洋地区由东京火山灰咨询中心负责。 

（二）火山灰咨询报 

报文示例： 

FVFE01 RJTD 230130  

VA ADVISORY  

DTG：20080923/0130Z  

VAAC：TOKYO  

VOLCANO：KARYMSKY 1000-13  

PSN：N5403 E15927  

AREA： RUSSIA  

SUMMIT ELEV：1536M  

ADVISORY：2008/4  

INFO SOURCE：MTSAT-1R KVERT KEMSD  

AVIATION COLOUR CODE：RED  

ERUPTION DETAILS：ERUPTION AT 20080923/0000Z FL300  

REPORTED  

OBS VA DTG：23/0100Z  

OBS VA CLD：FL250/300 N5400 E15930–N5400 E16100– 

N5300 E15945 MOV SE 20KT SFC/FL200 N5130 E16130 – N5130 E16230  

–N5230 E16230 – N5230 E16130 MOV SE 15KT  

FCST VA CLD +6 HR：23/0700Z FL250/350 N5130 E16030–N5130  

E16230 – N5330 E16230 – N5330 E16030  

SFC/FL180 N4830 E16330 – N4830 E16630 – N5130 E16630 –  

N5130 E16330  

FCST VA CLD +12 HR：23/1300Z SFC/FL270 N4830 E16130 – N4830  

E16600 – N5300 E16600 – N5300 E16130  

FCST VA CLD +18 HR：23/1900Z NO VA EXP  

RMK：LATEST REP FM KVERT (0120Z) INDICATES ERUPTION HAS  

CEASED. TWO DISPERSING VA CLD ARE EVIDENT ON SATEL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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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RY  

NXT ADVISORY：20080923/0730Z  

译文： 

火山灰咨询报 

火山灰咨询日时间组：2008 年 9 月 23 日 01:30（UTC） 

火山灰咨询中心：TOKYO 

火山名称和编号：KARYMSKY 1000-13 

位置：北纬 54 度 03 分，东经 159 度 27 分 

地区：RUSSIA 

火山顶海拔高度：1536 米 

咨询编号：2008/4 

情报来源：MTSAT-1R KVERT KEMSD 

航空颜色代码：红色 

喷发详细情况：2008 年 9 月 23 日 0000（UTC）喷发至飞行高度层 

FL300 

火山灰观测日时：23 日 0100（UTC） 

观测到的火山灰云：在飞行高度层 FL250 至 FL300，北纬 54 度， 

东经 159 度 30 分–北纬 54 度，东经 161 度–北纬 53 度，东经 159 

度 45 分的范围上，以 20 海里/小时向东南方向移动，从地面到飞行高 

度层 FL200，北纬 51 度 30 分，东经 161 度 30 分–北纬 51 度 30 分， 

东经 162 度 30 分–北纬 5 度 30 分，东经 162 度 30 分–北纬 52 度 

30 分，东经 161 度 30 分的范围上，以 15 海里/小时的速度向东南方 

向移动 

火山灰云 6 小时预报：23 日 0700（UTC），从飞行高度层 FL250 至 

FL350，北纬 51 度 30 分，东经 160 度 30 分–北纬 51 度 30 分，东经 

162 度 30 分–北纬 53 度 30 分，东经 162 度 30 分–北纬 53 度 30 分， 

东经 160 度 30 分 

从地面至飞行高度层 FL180，北纬 48 度 30 分，东经 163 度 30 分 

–北纬 48 度 30 分，东经 166 度 30 分–北纬 51 度 30 分，东经 166 



 

494 

 

度 30 分–北纬 51 度 30 分，东经 163 度 30 分 

火山灰云 12 小时预报：23 日 1300（UTC），从地面至飞行高度层 

FL270，北纬 48 度 30 分，东经 161 度 30 分–北纬 48 度 30 分，东经 

166 度–北纬 53 度，东经 166 度–北纬 53 度，东经 161 度 30 分 

火山灰云 18 小时预报：23 日 1900（UTC）无火山灰喷发 

备注：KVERT 于 0120（UTC）最新报告显示喷发终止。在卫星图像 

上明显可见两片分散的火山灰云。 

下一次咨询：2008 年 9 月 23 日/0730（UTC）。 

 

 

 

 

 

 

 

 

 

 

 

 

 

 

 

 

 

 

 

样题：误入火山灰云中，应采取哪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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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航行情报 

6.1 航行通告 

6.1.1 航行通告 

6.1.1.1 NOTAM 解读 

备注： 

一、NOTAM 的基本概念 

航行通告（NOTAM）作为一体化航空情报系列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飞行人员和与飞行业务有关的人员必须及时了解的，以电信方式发布的，关于

航行设施、服务、程序等的设立、状况、变化，以及涉及航行安全的危险情况

及其变化的通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资料汇编》（AIP）和《中国民航国

内航空资料汇编》（NAIP）等具有持久特性的航空情报资料相比，航行通告是

航空情报服务机构所提供的一种动态信息服务，具有发布内容涵盖广、变化周

期短的主要特点，一般通过航空固定电信网（AFTN）进行发布。 

二、NOTAM 系列 

我国航行通告分为国际、国内和地区系列的航行通告，S 系列的雪情通告，

以及 V 系列的火山通告。 

⚫ 地区系列航行通告，用于本地区内分发，由各机场民用航空情报单位

发布至所在地的地区民用航空情报中心，采用 D 系列； 

⚫ 国内系列航行通告，用于国内分发，由全国民用航空情报中心、地区

民用航空情报中心发布，采用 C 系列， 

⚫ 国际系列航行通告，用于国际分发，由全国民用航空情报中心国际航

行通告室发布。国际航行通告的系列包括 A、E、F、G、L、U、W、Y 共八个

系列。其中： 

A 系列—发布内容包括法规、标准、服务和程序；航路/航线；仅与航路

飞行有关的空域、导航设施和航空警告；以及 E、F、G、L、U、W 系列及 Y

系列航行通告未包含的其他航空情报。 

E 系列—北京情报区（ZBPE）内各国际或对外开放机场的相关航空情报。 

F 系列—上海情报区（ZSHA）内各国际或对外开放机场的相关航空情报。 

G 系列—武汉情报区（ZHWH）、广州情报区（ZGZU）、三亚情报区（ZJ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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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各国际或对外开放机场的相关航空情报。 

L 系列—兰州情报区（ZLHW）内各国际或对外开放机场的相关航空情报。 

U 系列—昆明情报区（ZPKM）内各国际或对外开放机场的相关航空情报。 

W 系列—乌鲁木齐情报区（ZWUQ）内各国际或对外开放机场的相关航

空情报。 

Y 系列—沈阳情报区（ZYSH）内各国际或对外开放机场的相关航空情报。 

三、航行通告的分类 

航行通告分为航行通告新报（NOTAMN）、航行通告代替报（NOTAMR）、

航行通告取消报（NOTAMC），发报示例如下： 

航行通告新报发布示例 

2019 年 1 月 14 号 19:00，大连空管站情报员收到航空情报原始资料通知

单，内容为：28 号跑道进近灯光系统因施工停止工作，不工作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5 号 08:00 预计至 2019 年 1 月 17 号 17:00，大连空管站航空情报室发布

第 80 号航行通告（航空情报原始资料通知单中的时间为北京时间）。航行通告

的编写如下： 

GG ZYTXOFXX 

141905 ZYTLOIXX 

(D0080/19 NOTAMN 

Q)ZYSH/QLAAS/IV/NBO/A/000/999/3858N12131E005 

A)ZYTL  B)1901150800  C)1901171700EST 

E)RWY28 PALS CAT I 不可用，因施工.) 

东北空管局航行通告室收到该航行通告，将会以 C 系列航行通告进行转

发，转发报文如下： 

GG ZBBBYNYX 

141910 ZYTXOFXX 

(C0146/19 NOTAMN 

Q)ZYSH/QLAAS/IV/NBO/A/000/999/3858N12131E005 

A)ZYTL  B)1901150800  C)1901171700EST   

E)RWY28 PALS CAT I 不可用，因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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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航空情报中心国际航行通告室收到该航行通告，将会以 Y 系列航

行通告进行转发，转发报文如下： 

GG ZYTLOIXX 

141910 ZBBBYNYX 

(Y0182/19 NOTAMN 

Q)ZYSH/QLAAS/IV/NBO/A/000/999/3858N12131E005 

A)ZYTL  B)1901150000  C)1901170900EST   

E)RWY28 PALS CATI U/S DUE TO WIP.) 

航行通告代替报发布示例： 

2019 年 1 月 17 号 09:00，大连空管站情报员收到航空情报原始资料通知

单，内容为：28 号跑道进近灯光系统因维护继续停止工作，不工作时间预计

至 2019 年 1 月 20 号 07:00，大连空管站航空情报室发布第 86 号航行通告（航

空情报原始资料通知单中的时间为北京时间）。航行通告的编写如下： 

GG ZYTXOFXX 

170910 ZYTLOIXX 

(D0086/19 NOTAMR D0080/19 

Q)ZYSH/QLAAS/IV/NBO/A/000/999/3858N12131E005 

A)ZYTL  B)1901170910  C)1901200700EST   

E)RWY28 PALS CAT I 不可用，因施工.) 

航行通告取消报发布示例： 

2019 年 1 月 19 号 10:00，大连空管站情报员收到航空情报原始资料通知

单，内容为：28 号跑道进近灯光系统维护结束，可以正常工作。大连空管站

航空情报室发布第 90 号航行通告（航空情报原始资料通知单中的时间为北京

时间）。航行通告的编写如下： 

GG ZYTXOFXX 

191000 ZYTLOIXX 

(D0090/19 NOTAMC D0086/19 

Q)ZYSH/QLAAK//M//000/999/ 

A)ZYTL  B)19011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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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ALS CAT I FOR RWY28 恢复运行.) 

四、NOTAM 解读 

GG ZYTLOIXX 

141910 ZBBBYNYX 

(Y0182/19 NOTAMN 

Q)ZYSH/QLAAS/IV/NBO/A/000/999/3858N12131E005 

A)ZYTL  B)1901150000  C)1901170900EST   

E)RWY28 PALS CAT I U/S DUE TO WIP.) 

这是一份由民航局航行情报服务中心转发的 Y 系列航行通告新报，报文

的内容为：UTC 时间 2019 年 1 月 15 日 0:00 预计至 2019 年 1 月 17 日 9:00，

大连周水子机场 28 号跑道跑道的 I 类进近灯光系统因施工停止工作。 

 

 

 

 

 

 

 

 

 

 

 

 

 

 

 

 

 

 

 

 

 

 

 

样题：请解释 NOTAM 报文 Y0182 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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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航行通告 

6.1.1.2 NOTAM 应用分析 

备注： 

航行通告对航空运行具有重要影响，需要航空公司情报人员、签派人员、

机组人员等相关人员及时了解，并提前分析对运行产生的影响。航行通告发布

内容涵盖范围非常广，会涉及到民航运行的各个方面，包括空域、航路、机场

等航空器运行环境的设立和变化，通信、导航、监视等设施设备的设立和变化，

飞行规则、服务程序、运行标准的设立和变化，以及对飞行安全构成威胁的危

险性活动的设立和变化等相关情况。 

（C1605/08 NOTAMN 

Q)ZGZU/QLEXX/IV/BO/A/000/999/2200N11338E005 

A)ZGSD B) 0808202000 C)0808211300EST  

E)RWY05/23 跑道边线灯的灯间距由 60 米变为 120 米，由于供电线路故障。）  

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14《机场》的规定，仪表跑道的跑道边

灯的间距应不大于 60m。因此应认为该跑道边线灯不工作，根据民航局咨询通

告 AC-97-FS-2011-01《民用航空机场运行最低标准制定与实施准则》的规定，

当跑道边灯不工作时，仅允许昼间运行，不允许夜间运行。值班签派员收到该

航行通告时，会对公司飞往珠海机场且预计在夜间运行的航班进行评估，如果

该通告生效时，航空器已经在飞行阶段，并且预计到达珠海机场时属于夜间运

行阶段，则应根据航空器所在的位置，确定航班进行返航或者备降。如果该航

空器尚未放行，则会取消该航班。 

 

 

 

 

 

 

 

 

 

 

 

样题：请分析报文 C1605/08 对运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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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雪情通告 

6.1.2.1 SNOWTAM 的解读 

备注： 

一、SNOWTAM 基本概念 

当机场活动区内出现雪、冰、雪浆及相关积水时，飞机轮胎与道面间的摩

擦力会减小，降落或起飞的飞机在跑道上会产生不规则滑动，不易保持方向，

极易冲出跑道发生危险，如果跑道上有积雪或者局部结冰使得摩擦系数下降较

多时，甚至会造成跑道关闭。因此机场活动区内出现雪、冰、雪浆及相关积水

时，会对航空器的安全运行造成较大的影响，及时、准确地向机组通报跑道道

面情况和刹车效应，让飞行员充分掌握跑道环境信息，是保障安全的一个关键

环节。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15 的规定，当机场活动区内出现影响

航空运行的雪、冰、雪浆及相关积水时，应及时发布雪情通告（SNOWTAM）。 

雪情通告是一种专门系列的航行通告，用标准的格式提供跑道表面状况报

告，通知由于活动区内有雪、冰、雪浆、霜、积水或与雪、雪浆、冰或霜有关

的水而存在的危险情况，或者这种险情的停止。 

二、SNOWTAM 解读 

GG ZSSSOIXX  

170239 ZBTJOIXX 

SWZB0151 ZBTJ 02170230 

(SNOWTAM 0151 

ZBTJ  

02170155 16L 2/5/3 100/50/75 04/03/04 SLUSH/DRY SONW/WET SNOW 

02170230 16R 2/5/5 75/100/100 04/03/NR SLUSH/SLUSH/SLUSH 50 

RWY 16L REDUCED TO 3000.DRIFTING SNOW.RWY 16L 

CHEMICALLY TREATED.RWY 16R CHEMICALLY TREATED.RWY 16L 

SNOWBANK R20 FM CL.TWY A W SNOWBANK.RWY 16R ADJ 

SNOWBANKS.ALL TWY POOR.SOUTH DEICING APRON POOR. 

RWY 16R WIDTH 50M AVBL,20M FM RCL LEFT,30M FM RCL RIGHT.) 

雪情通告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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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报头：国内分发的第 151 号雪情通告，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观

测时间为 2 月 17 日 2 时 30 分（北京时）。 

雪情通告标志和序号：SNOWTAM 0151 

性能计算部分 

A) 发生地：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B) 观测时间： 2 月 17 日 1 时 55 分 2 月 17 日 2 时 30 分 

C) 跑道代号： 16L 16R 

D）跑道状况代码： 2/5/3 2/5/5 

E) 跑道污染物覆盖范围： 100/50/75 75/100/100 

F) 跑道污染物深度： 04/03/04 04/03/无 

G) 跑道状况说明： 雪浆/干雪/湿雪 雪浆/雪浆/雪浆 

H) 跑道状况代码对应的跑道

宽度： 
无 50 

情景意识部分 

I) 跑道长度变短： 16L 跑道长度变短至 3000 米 无 

J) 跑道上有吹积的雪堆： 跑道上有吹积的雪堆 跑道上有吹积的雪堆 

K) 跑道上有散沙： 无 无 

L) 跑道上的化学处理： 16L 跑道有化学处理 16R 跑道有化学处理 

M) 跑道上有雪堤： 16L 跑道中线右侧 20 米有雪堤 无 

N) 滑行道上有雪堤： 滑行道 A 和 W 有雪堤  

O) 跑道附近有雪堤： 无 16R 跑道附近有雪堤 

P) 滑行道状况： 所有滑行道状况差 所有滑行道状况差 

R) 停机坪状况： 除冰机坪状况差  

S) 测定的摩阻系数： 无需填写  

T) 明语说明： 
RWY16R 可用宽度 50 米，跑道中线左侧 20 米，跑道中线右侧

30 米。 

样题：请解读雪情通告 SNOWTAM 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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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雪情通告 

6.1.2.2 SNOWTAM 的应用分析 

备注： 

雪情通告如下： 

DD ZUUUOIXX ZUUUYNKG 

280103 ZBAAOIXX 

SWZB0009 ZBAA 02280850 

(SNOWTAM 0009 

02280830 01 3/3/3 75/75/100 04/04/04 WET SNOW/ WET SNOW/ WET 

SNOW 35 

02280840 18L 3/3/3 75/75/75 04/04/04 WET SNOW/ WET SNOW/ WET 

SNOW 35 

02280850 18R 5/5/5 100/100/100 NR/NR/NR FROST/ FROST/ FROST 

RWY 01/19 REDUCED TO 2500.) 

放行分析： 

目前前序航班无延误，DR6501 航班正在有序保障，预计起飞时间前一小

时收到北京机场雪情通告，目前三条跑道均报雪情信息。 

01/19 号跑道，跑道状况代码为 3/3/3，跑道堆积物厚度 4mm，跑道堆积物

为湿雪，目前清扫出的长度为 2500m，清扫出的宽度为 35m，经查飞机起飞性

能表所需跑道起飞跑道长度超过 2500m，故不可使用 01/19 起飞。 

18L/36R 号跑道，跑道状况代码为 3/3/3，跑道堆积物厚度 4mm，跑道堆

积物为湿雪，清扫出跑道全长宽度 35m，一般的准则是，跑道的清除宽度为

40 米。然而，如果在适当的时间内不能清除 40 米（45 米）宽的跑道，则必须

符合下列要求：B737/A320：至少 30 米。条件是将相应的侧风限制减少 10 节。

当时北京机场侧风 1m/s，目前符合起飞要求。 

18R/36L 号跑道目前跑道全部清扫，跑道堆积物为霜，跑道状况代码为

5/5/5，目前符合起飞要求。 

目前天气稳定，无重要变化，与塔台确认 18L/36R 和 18R/36L 两条跑道可

用，可正常放行。 

 

 

样题：目前前序航班无延误，DR6501 航班正在有序保障，预计起飞时间前一

小时收到北京机场雪情通告，分析雪情通告 SNOWTAM 0009 对运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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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火山通告 

6.1.3.1 ASHTAM 的解读 

备注： 

一、ASHTAM 基本概念 

国际民航组织在《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15 中规定了火山通告

（ASHTAM）的格式和发布原则。 

火山通告（ASHTAM）是针对可能影响航空器运行的火山活动变化、火

山爆发和火山灰烟云，以特定格式拍发的一个专门系列航行通告。 

二、ASHTAM 解读 

VAWR0319 WAAF 11201133 

(ASHTAM 0319 

A)UJUNG PANDANG FIR 

B)10261307 

C)MERAPI  0603-25 

D)S073200E1102600 

E)RED 

F)SFC/FL150S0710E11035-S0755E11035-S0815E10935-S0735E10900 

-S0655E10925-S0710E11035 

G)MOV W 15KT 

H)W17,W17S 

I)NIL 

J)INFO SOURCE: MTSAT-2, CVGHM. 

K)ERUPTION DETAILS: VA PLUME TO FL150 LAST OBS 30 NM 

  TO W AT 20/0230Z. 

FCST VA CLD +6HR: 20/1700Z 

SFC/FL150 

S0710E11035-S0755E11035-S0815E10935-S0735E10900-S0655E10925- 

S0710E11035 

RMK:  VA NOT IDENTIFIABLE ON LATEST SATELLITE IMAGERY 

DUE TOMETEOROLOGICAL CLOUD, HOWEVER VA STILL EXPEC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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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NEXT ADVISORY: NO LATER THAN 20101120/1700Z.) 

火山通告译文： 

简化报头：印度尼西亚第 319 号火山通告，乌戎潘当飞行情报区，报告时

间：11 月 20 日 11 时 33 分。 

火山通告标志和序号：ASHTAM 0319 

A) 受影响的飞行情报区：乌戎潘当飞行情报区； 

B) 火山第一次爆发时间：10 月 26 日 13 时 7 分； 

C) 火山名称：默拉皮火山，火山编号：0603-25； 

D) 火山位置：坐标 S073200E1102600； 

E) 告警色码等级：红色； 

F) 火山灰云状况：影响水平范围在 S0710E11035-S0755E11035 

-S0815E10935-S0735E10900-S0655E10925-S0710E11035五点连线范围内，

垂直范围从地面至 FL150； 

G) 火山灰云移动趋势：预计向西移动，速度 15 kn； 

H) 受影响的航路：W17 和 W17S； 

I) 关闭的航路：无； 

J) 信息来源：2 号多功能运载卫星（MTSAT-2），由印尼火山及地质减

灾中心（CVGHM）提供； 

K) 火山爆发详细情况：在 20 日 2 时 30 分观测到的火山灰云位于火山以

西 30n mile 处，高度达到 FL150；预测火山灰云在未来 6h 内，即 20 日 17 时

整，影响水平范围将在 S0710E11035-S0755E11035-S0815E10935-S0735E10900 

-S0655E10925-S0710E11035 五点连线范围内，垂直范围：地面至 FL150。 

备注：由于有气象云团遮挡，最新的卫星观测图像未能显示火山灰云，但预计

该区域仍存在火山灰云。 

下次报告时间：不迟于 11 月 20 日 17 时。 

 

 

 

样题：请解读火山通告 ASHTAM 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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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火山通告 

6.1.3.2 ASHTAM 的应用分析 

备注： 

VARJ0366 RJJJ 08270903 

(ASHTAM 0366/09 

A) RJJJ 

B) 1411260600 

C) ASOSAN 

D) N3253 E13106 

E) ORANGE 

G) MOV SE) 

应用分析： 

当收到火山通告时，航空公司运行控制中心需要根据 D 项位置、E 项火山

灰等级和 G 项移动趋势评估对公司航班运行产生的影响，汇集各保障单位意

见，选择以下预案之一做出决策：1、航班执行改航绕飞；2、航班延误；3、

航班取消。每个航空公司对于不同的预案，都会有自己相应的保障流程规章及

措施。火山的位置如下图 1 所示。 

 

图 1 火山爆发的位置 

例如国航飞往日本的航班基本涵盖全境，有飞往东京、大阪、名古屋、福

冈等地的航班。福冈机场距离该地大概 60NM。其他通航机场均距离该火山较

远，火山灰高度在巡航高度之下，因此重点需要关注福冈机场影响。福冈机场

在火山的西北方，与火山灰漂移方向相反，且根据与该机场代理联系，火山灰

没有影响福冈机场的进离场航线。遂作出判断该通告目前没有影响，后续需要

持续监控。 

样题：1、请叙述分析火山灰通告应考虑哪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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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飞行前资料公告 

6.1.4.1 PIB 的提取规则 

备注： 

一、PIB 基本概念 

PIB 是为满足飞行需要，将所有与本次飞行相关的航行通告（NOTAM）、

雪情通告（SNOWTAM）、火山通告（ASHTAM）等情报信息按照固定格式

汇总起来，供机组进行飞行前准备和飞行过程中参考的各种重要的临时性情报

信息的汇集。例如机场关闭和开放、导航设施的工作状况、机场的雪情等。 

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15 的规定，基于不同的用户需求，PIB

可以分为五种提取方式，包括： 

（1）按机场提取 PIB； 

（2）按飞行情报区提取 PIB； 

（3）按窄航路提取 PIB； 

（4）按情报区航路提取 PIB； 

（5）按特殊区域提取 PIB； 

目前我国 PIB 的提取方式只包括前四种。 

按机场提取 PIB 包括下列两类航行通告： 

I：包括 A）项地名代码与指定机场四字地名代码一致的航行通告； 

II：A）项地名代码与指定机场四字地名代码不一致，但 A）项的范围包

括指定机场的范围 。 

按情报区提取 PIB 包括下列两类航行通告： 

I：Q）行第一项地名代码与指定飞行情报区四字地名代码一致的航行通告； 

II：Q）行第一项地名代码与指定飞行情报区四字地名代码不一致，但Q）

行第一项的范围包括指定飞行情报区的范围。 

按情报区航路提取 PIB 包括下列三类航行通告： 

I：Q）行第一项地名代码与航路经过的飞行情报区四字地名代码一致且

‘scope’项为‘E’的航行通告； 

II：Q）行第一项地名代码与航路经过的飞行情报区四字地名代码不一致，

但 Q）行第一项的范围包括航路经过飞行情报区的航行通告； 

III：A）项是相关机场，包括（该航路涉及的起飞机场、着陆机场和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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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备降机场），且‘scope’项为‘A’的航行通告。 

按窄航路提取 PIB 包括下列两类航行通告： 

I：覆盖指定航路且‘scope’项为‘E’的航行通告； 

II：A）项是相关机场，包括（该航路涉及的起飞机场、着陆机场和选定

的备降机场），且‘scope’项为‘A’的航行通告。 

 

 

 

 

 

 

 

 

 

 

 

 

 

 

 

 

 

 

 

 

 

 

 

 

 

 

 

 

 

 

 

 

 

样题：请叙述按情报区航路提取 PIB 和按窄航路提取 PIB 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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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国内、国际航行资料汇编 

6.2.1 航空资料汇编（NAIP 和 AIP） 

6.2.1.1 格式 

备注： 

一、AIP 基本概念和格式 

航空资料汇编（AIP，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Publication）是由国家或国

家授权发行、载有航行所必需的持久性航空资料的出版物，如图 4-1 所示。航

空资料汇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在国际间交换航行所必需的持久性航空资

料的要求。它是永久性资料和供长期使用的临时性变更的基本情报来源。 

航空资料汇编由三部分组成，即总则（GEN）、航路（ENR）和机场（AD），

如下图 1 所示。每一部分分成若干章节，分别包含各种不同的航空情报资料。 

第一部分 总则 第二部分 航路 第三部分 机场

GEN 0

GEN 1 国家
法规和要求

GEN 2 表格
和代码

GEN 3 服务

GEN 4 机场/
直升机场和
航行服务收

费

ENR 0

ENR 1 总则
和程序

ENR 2 空中
交通服务空

域

ENR 3 空中
交通服务航

路

ENR 4 无线
电导航设施/

系统

ENR 5 航行
警告

ENR 6 航路
图

AD 0

AD 1 机场/
直升机场简

介

AD 2 机场

AD 3 直升机
场

航空资料汇编

 

图 1 航空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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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总则由 5 章组成，包括行政性或解释性的信息。 

（1）GEN0 包括前言；航行资料汇编修订记录；航行资料汇编补充资料

及航行资料通报记录；航行资料汇编页码校核单；航行资料汇编手改记录；第

一部分目录。 

（2）GEN1 为国家法规和要求，包括指定当局；航空器的入境、过境和

出境；旅客和机组人员的入境、过境和出境；货物的入境、过境和出境；航空

器仪表、设备和飞行文件；国家法规和国际协议/公约的摘要，与国际民用航

空组织标准、建议措施和程序的差异。 

（3）GEN2 为表格和代码，包括计量系统、航空器标志和公共节假日；

航行情报服务出版物中所使用的简缩字；航图符号；地名代码；无线电导航设

施表；换算表；日出/日落表。 

（4）GEN3 为服务，包括航行情报服务；航图；空中交通服务；通信服

务；气象服务；搜寻和援救。 

（5）GEN4 为机场和航行服务收费，包括机场收费、航行服务收费。 

为了保障国际范围内资料的使用，各国的航空资料汇编在总则中都会包括

下列内容：负责航行资料汇编涉及的导航设施、服务或程序的主管当局；有关

服务或设施提供国际使用的一般条件；本国规章和措施与国际民航组织的有关

标准、建议措施和程序的重要差异，其格式必须能使用户对国家的要求与国际

民航组织有关规定之间的差异一目了然；国际民航组织的标准、建议措施和程

序中有两种做法可供选择的，则需说明本国在每一个重要问题上所做的选择。 

第二部分航路由 7 章组成，包括涉及空域以及空域使用的信息。 

（1）ENR0 包括前言；航行资料汇编修订记录；航行资料汇编补充资料

记录；航行资料汇编页码校核单；航行资料汇编手改记录；第二部分目录。 

（2）ENR1 为总则和程序，包括总则；目视飞行规则；仪表飞行规则；

空中交通服务空域分类；等待、进近和离场程序；雷达服务和程序；高度表拨

正程序；地区补充程序；空中交通流量管理；飞行计划；飞行计划报收电地址；

民用航空器的拦截；非法干扰；空中交通事件。 

（3）ENR2 为空中交通服务空域，包括飞行情报区和管制区；终端管制

区和进近管制区以及其他规定空域的详细描述。 



 

510 

 

（4）ENR3 为空中交通服务航路，包括总则；国际航路；区域导航航路；

直升机航路；其它航路以及航路等待的详细描述，其中机场进、离场航路在第

三部分机场有关章节中详细描述。 

（5）ENR4 为无线电导航设施/系统，包括航路无线电导航设施；特殊导

航系统；重要点的名称代码和航路航行地面灯光。 

（6）ENR5 为航行警告，包括禁区、危险区和限制区；军事演习和训练

区；其它危险性活动；航路上的航行障碍物；航空运动和航空俱乐部活动；鸟

类的迁栖和敏感动物区。 

（7）ENR6 为航路图。 

第三部分机场由 4 章组成，包括涉及机场、直升机场及其使用的信息。 

（1）AD0 包括前言；航行资料汇编修订记录；航行资料汇编补充资料记

录；航行资料汇编页码校核单；航行资料汇编手改记录；第三部分目录。 

（2）AD1 为机场简介包括机场可用性；援救、消防服务和扫雪计划；机

场索引。 

（3）AD2 为机场，包括有关机场的详细资料，每个机场有 24 项内容。 

（4）AD3 为直升机场，包括有关直升机场的详细资料，每个机场有 23

项内容。这部分内容我国 AIP 暂不提供。 

航空资料汇编机场部分包括了国际机场的航图，其中包括： 

（1）机场图－ICAO； 

（2）停机位置图－ICAO； 

（3）标准仪表进场图－ICAO； 

（4）仪表进近图－ICAO； 

（5）标准仪表离场图－ICAO； 

（6）机场障碍物 A 型图－ICAO（运行限制）； 

（7）精密进近地形图－ICAO； 

（8）航路图－ICAO； 

（9）区域图－ICAO； 

（10）最低监视引导高度图—I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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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IP 的更新维护 

航空资料汇编中主要载有持久性航空资料，但这些资料有时也面临着更

新。AIP 的更新方式主要有航空资料汇编修订和航空资料汇编补充资料两种。

航空资料汇编修订（AIP Amendment）是对航空资料汇编中的资料所做的永久

性变更。以活页形式发行的航空资料汇编，在发生永久性变更时，以航空资料

汇编修订换页的形式进行更新。按照 AIRAC 制度修订的航空资料汇编需要在

AIRAC 生效日期对航空资料汇编进行换页。如果规定的间隔或公布日期没有

航空资料汇编修订发布，则在按月印发的明语摘要中，发布无资料的通告。按

AIRAC 程序公布的航空资料汇编修订的每一页上，包括封面，还必须标明生

效的日期。使用的生效时间如不是 0000 世界协调时，则封面须标明生效时间。

航空资料汇编补充资料（AIP Supplement）是用专页公布的、对载于航空资料

汇编中的资料所做的临时性变更。有效期长（3 个月或以上）的临时变更和有

效期短但大量文字叙述或者图表多的资料，须作为航空资料汇编补充资料进行

公布。航空资料汇编补充资料页应作为首项内容放在航空资料汇编活页夹内。

为醒目起见，航空资料汇编补充资料使用彩色纸张印刷，一般用黄色。 

三、NAIP 基本概念和格式 

为了满足国内航行对持久性航空资料的使用需求，中国民用航空局出版发

行了《中国民航国内航空资料汇编》（NAIP，National 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Publication），如下图所示。该资料包括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省以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航空资料，该资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航行

资料汇编》相比，增加了非对外航和外籍机组开放的国内航线、国内机场等资

料，其数据精度更高。NAIP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和《民用航空航行情报工作规则》出版，是中国民用

航空器在国内飞行时必备的综合性技术资料。 

《中国民航国内航空资料汇编》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总则（GEN）、航路

（ENR）和机场（AD）。每一部分根据需要分成若干章节，分别包括不同的

航空情报资料，见图 2。 

NAIP 以活页形式分十三册用中文印发，其中总则（GEN）和航路（ENR）

合订为一册，机场（AD）0、1、2 部分分六册装订，纸页张为 A4 尺寸；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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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3（航图手册）以 A5 纸印刷，以方便携带，分六册装订。机场部分的 

中国民航国内资料汇编

第一部分 总则 第二部分 航路 第三部分 机场

总则 0

总则 1 国家法规和要求

总则 2 表格和代码

总则 3  服务

航路 0

航路 2 空中交通服务区域

航路 1 通则和程序

航路 3 空中交通服务航路、航线

航路 4 无线电导航设施

航路 5 报告点

航路 6 特殊区域

航路 7 航路图

机场 0 

机场 1 机场简介

机场 2 机场使用细则 

机场 3 航图手册

图 2 中国民航国内航空资料汇编的组成 

分册原则上按照管理局划分，其中华北、东北、华东、西南、中南地区每地区

分册，西北和新疆两个地区分册在一起，机场使用细则和航图手册分别各六册，

共 12 册。 

可以看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航行资料汇编》比较，第一部分总则不设“机

场和航行服务收费”章节；第二部分增加了“报告点”章节；第三部分将 AIP

中的“机场”章节分为了“机场使用细则”与“航图手册”两章。 

总则部分的章节： 

第一部分 总则 

总则 0 

 

总则 1  

国家法规和要求 

总则 2  

表格和代码 

总则 3  

服务 

前言 负责当局 计量系统 航空情报服务  

国内航空资料汇编修订记录 国家法规摘要 简缩字 航图  

国内航空资料汇编补充资料

记录 

 

 
航图符号 空中交通服务  

国内航空资料汇编页码校核

单 

 地名代码 通信导航监视服务  

总则部分目录  数据换算表 气象服务  

  气象符号 搜寻和援救服务 

  日出/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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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路部分的章节： 

第二部分 航路 

航路 0 航路 1   

通则和程

序 

航路 2   

空中交通服

务区域 

航路 3   

空中交通服

务航路、航

线 

航路 4  

无线电导

航设施 

航路 5  

报告点 

航路 6  

特殊区

域 

航路 7  

航路图 

航路部

分目录 

 

通则 飞行情报区

和区域管制

区 

空中交通服

务航路、航

线—非区域

导航 

无线电导

航设施表 

航路报

告点名

称、坐标

及所属

航路 

禁区、危

险区和

限制区 

 

 目视飞行

规则 

终端管制区

和进近管制

区 

空中交通服

务航路—区

域导航航路 

特殊导航

系统 

 空中禁

区表 

 

 仪表飞行

规则 

区域管制

区、终端管

制区和进近

管制区飞行

规定 

航路等待   危险区

表 

 

 空中交通

服务空域

分类 

    限制区

表 

 

 等待、进近

和离场程

序 

    其它危

险性活

动 

 

 雷达服务

和程序 

      

 高度表拨

正程序 

      

 空中交通

流量管理 

      

 飞行高度

层 

      

 位置报告       

 航空器驾

驶员应当

进行的请

示和报告 

      

 管制移交       

 飞行计划       

 飞行动态

电报 

      

 空中交通

通信、通话 

      

 民用航空

器的拦截 

      

 非法干扰       

 民用航空

不安全信

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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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部分的章节： 

第三部分 机场 

机场 0 

 

机场 1  

机场-简介 

机场 2  

机场使用细则 

机场 3  

航图手册  

机场部分目录 机场可用性 机场资料及各种数据

表，共26项  

补充资料  

 援救、消防服务和除雪计划  修订单/校核单 

 飞行程序  介绍  

 机场运行最低标准  机场航图资料   

 机场索引   

航图手册中各机场的航图按四字地名代码顺序排列，以机场的 ICAO 四字

地名代码加数字表示某机场的某种图，需要进一步区分时再在后面增加一位字

母。各机场包含以下航图种类（ZXXX 代表该机场的 ICAO 四字地名代码）： 

ZXXX-1 区域图、空中走廊图、放油区图等 

ZXXX-2 机场图、停机位置图 

ZXXX-3 标准仪表离场图 

ZXXX-4 标准仪表进场图 

ZXXX-5 仪表进近图（ILS） 

ZXXX-6 仪表进近图（VOR） 

ZXXX-7 仪表进近图（NDB） 

ZXXX-8 目视进近图 

ZXXX-9 进近图（RADAR、RNAV、RNP、GPS、GNSS） 

需要注意的是，在 NAIP 中区域图、走廊图均放在机场 3 航图手册中机场

部分内，而不是放在航路部分。 

四、中国民航国内航空资料汇编的维护和应用 

《中国民航国内航空资料汇编》同 AIP 一样，也面临着临时性或永久性的

更新，以 NAIP 修订或 NAIP 补充完成，其相应规定与国际民航组织标准一致。 

中国民用航空局出版 NAIP 修订对 NAIP 进行更新。印发 NAIP 修订的间

隔一般为 28 天一期，生效日期为 AIRAC 航空资料世界共同生效日。由于我国

NAIP 分册有 A4、A5 两种尺寸，NAIP 修订分为“总则、航路、机场 1、2”

和“航图手册”两种，分别放在 NAIP 总则和航图手册华北分册的相应隔页中。 

样题：在 AIP 的哪个部分可以查找到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标准、建议措施和程

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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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航空资料汇编（NAIP 和 AIP） 

6.2.1.2 机场使用细则的解读 

备注： 

中国国内航空资料汇编（NAIP）的机场使用细则部分主要介绍了机场的

23 项内容，如下： 

1.机场地名代码和名称 

2.机场地理位置和管理资料 

3.地勤服务和设施 

4.救援与消防服务 

5.可用季节－扫雪 

6.停机坪、滑行道及校正位置数据 

7.地面活动引导和管制系统与标识 

8.地形特征和障碍物 

9.气候特征和气候资料 

10.机场天气观测和报告 

11.提供的气象情报 

12.跑道物理特征 

13.公布距离 

14.进近和跑道灯光 

15.其他灯光，备份电源 

16.直升机着陆区域 

17.空中交通服务空域 

18.空中交通服务通信设施 

19.无线电导航和着陆设施 

20.本场飞行规定 

21.噪音限制规定及减噪程序 

22.飞行程序 

23.其他资料 

 

样题：在机场使用细则的哪部分可以查到机场鸟群活动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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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航空资料汇编（NAIP 和 AIP） 

6.2.1.3 航图手册中航图的解读 

备注： 

中国国内航空资料汇编（NAIP）的航图手册中的航图主要包括：机场图、

停机位置图、离场图、航路图、进场图、进近图、机场障碍物图、精密进近地

形图以及 ATC 监视最低高度图。 

一、进近图解读 

仪表进近图是仪表进近程序和复飞程序的直观描述，仪表进近程序是根据

机载飞行仪表及地面导航设备的引导而对障碍物保持规定的超障余度所进行

的一系列预定的机动飞行。《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4 中要求凡建立了仪表

进近程序的机场都必须为每一条着陆跑道单独设计仪表进近程序和单独绘制

仪表进近图，并且此程序经试飞成功、证实设备良好、数据准确方可正式出版。

在实施仪表进近之前，飞行员必须完整地预览仪表进近程序，世界各国的民用

航空主管部门都将进近图预览推荐作为驾驶舱标准操作程序之一，通过进近图

预览明确进近程序和复飞程序的执行方法。同时进近图也是进近管制、塔台管

制指挥中心及航空公司签派放行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航行资料。 

图 1 是上海虹桥机场 18L 跑道的 ILS/DME 进近程序，进近图分成标题栏、

平面图、剖图、着陆最低标准和附加资料四个部分。进近图中重点描述了采用

ILS/DME 进近的进近程序和复飞程序以及各机型的着陆最低标准。简要介绍

从重固 VOR/DME 台‘CGT’开始进近的程序。 

航空器从重固 VOR/DME 台‘CGT’开始进近程序，此时航空器的高度为

1500m，沿‘CGT’台的 3°径向线飞行，并且在起始进近航段的指示空速不得

超过 380km/h；当 DME 的示数显示 8.0 时，右转航迹 87 飞行，该航段为推测

航段，无航迹引导，在该航段飞行过程中预调 VOR/DME 台‘SHA’的频率

117.2MHz，并预选航道 354；当 VOR 导航指示器指示航空器截获预选航道 354

时，右转航迹，同时在 VOR 导航控制盒上调谐 LOC 频率 111.3 MHz，设定最

后进近航道 183，当航空器切入航向道，且 DME 示数显示距‘IPK’台的 DME

距离为 8.7NM 时，航空器到达中间进近定位点，在起始进近阶段航空器要下

降消失高度，到达中间进近定位点时高度 550m；保持平飞，并进一步调整航

空器速度至机型最后进近速度，修正航迹偏差使航空器对正最后进近航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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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器显示航空器切入 ILS 下滑道时，表示到达最后进近定位点；此时操纵航

空器由平飞改下滑，完成着陆前项目并检查，结合航空器地速，参考地速下降

率换算表，修正航空器姿态，调整油门获得合适的下降率，主要依据下滑道指

引，保持稳定的 3°下滑角下滑。 

 

图 1 上海虹桥机场 18L 跑道的 ILS/DME 进近程序 

进近过程中，飞行员设定决断高度。当航空器下降至决断高度之前 3s 时，

操纵航空器的飞行员根据不操纵航空器飞行员的跑道位置喊话，若能够建立目

视参考，并确定跑道准确位置则转为目视飞行，操纵航空器着陆，着陆后根据

指令脱离跑道。若航空器下降至 DA 仍不能建立目视参考，应立即复飞，复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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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首先保持 183 航迹爬升至 300m，右转飞向‘CGT’台，高度 900m 过台，

再次进近或加入等待程序（按 ATC 指令）。 

该图的着陆最低标准包括了 ILS/DME 进近（复飞梯度≥4%）的着陆最低

标准、ILS/DME 进近（复飞梯度≥2.5%）的着陆最低标准、下滑台不工作时的

着陆最低标准以及盘旋进近的着陆最低标准。 

ILS/DME 进近，当复飞梯度≥4%时，A、B、C、D 类航空器的 DA 均为

62 米，RVR 为 550 米，VIS 为 800 米。 

当复飞梯度≥2.5%时，A、B、C 类航空器的 DA 均为 67 米，RVR 为 600

米，VIS 为 800 米。D 类航空器的 DA 为 72 米，RVR 为 600 米，VIS 为 800

米。 

在着陆最低标准中出现复飞梯度不同运行标准不同的原因是复飞阶段的

越障要求，复飞阶段的越障方案有两个：一个是提高最后进近阶段的 OCA，

一个是提高复飞梯度，所以不同的复飞梯度对应了最后进近阶段不同的 OCA，

而最后进近阶段的 OCA 决定了着陆最低标准中的 MDA（非精密进近或者类

精密进近）或者 DA（精密进近），DA 和 MDA 又进一步影响了 RVR/VIS 的

值。 

二、进场图（传统程序）解读 

飞行员在做进场准备时，首先掌握进场图中的关键信息，确定自己的航空

器能够遵照标准仪表进场图（Standard Instrument Arrival，STAR）所公布的要

求和限制进行飞行。如图 2 所示，宁波/栎社机场 13 号跑道的传统进场程序图，

如果选择使用 HSN-3A 程序进场，该进场图中用数字标注的内容为该进场图的

关键信息。 

标注 1  进场过程中会使用到的通信频率。其中，机场通播的频率为

126.45MHz；塔台的主用频率为 118.35MHz，备用频率 118.7MHz 和 130.0MHz；

进近的主用频率为 125.45MHz，备用频率为 119.55MHz。 

标注 2  过渡高度和过渡高度层。其中，当 QNH≤1031hPa，过渡高度为

2700m；当 QNH≥1031hPa，过渡高度为 3300m；当 979hPa<QNH<1031hPa，

过渡高度为 3000m。过渡高度层为 3600m。 

标注 3  使用该进场图的注意事项。起始进近的最大指示空速为 38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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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程序的最大指示空速为 400km/h。 

标注 4  最低扇区高度。扇区划分以栎社 NDB 台/BK/227kHz 为中心，以

90 方位线和 320 方位线分成两个扇区，其中一个扇区的最低安全高度为

1400m，另一个扇区的最低安全高度为 1650m。 

 

图 2 进场图（传统程序） 

标注 5  程序名称。程序名为 HSN-3A，其中 by ATC 是指该程序的使用

必须获得 ATC 的许可。 

标注 6  进场程序的起始点。进场程序 HSN-3A 的起始点为舟山

VOR/DME 台/HSN/112.3MHz/70X。 

标注 7  高度限制。过定位点高度要求 2700 m/8 900 ft 或由 ATC 指定。 

标注 8  定位信息。该定位点由舟山 VOR /DME 双台定位，该定位点在舟

山‘HSN’台的 273 径向线，距‘HSN’DME 台的 DME 距离为 19.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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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 9  进场航线信息。由定位点‘R077D16.0NGB’至宁波 VOR/DME

台的航线角为 257，航段里程为 30km。 

标注 10  起始进近定位点（IAF）。名称为宁波 VOR/DME 台，识别标志

NGB，频率 116.3MHz，波道 CH110X，航空器在该点的高度为 1200m/3900ft。 

假设航空器沿进场程序 HSN-3A 进场，该进场程序的实施方法为：在 VOR

导航控制盒上调谐舟山 VOR 台/HSN 的频率 112.3MHz，沿着 HSN 的 273 径

向线，飞至距 HSN 的 DME 距离 19.0NM 的定位点，航空器在该点的程序高度

应为 2700m/8900ft（或由 ATC 指定），在 VOR 导航控制盒上调谐宁波 VOR

台/NGB 的频率 116.3MHz，继续沿 273 径向线飞行至一定位点，该定位点在

NGB 台的 77 径向线上，距 NGB 台的 DME 距离 16.0 NM，航空器在该点的程

序高度应为 2700m/8900ft（或由 ATC 指定），在该点左转沿 NGB 的 77 径向

线进行向台飞行，直至 NGB 台的上空，在 NGB 台上的程序高度为

1200m/3900ft。 

在从定位点‘R273D19.0HSN’至 VOR 台 NGB 的过程中，根据航空器在

这两个点上的高度限制、航段里程及 ATC 指令（如果高度限制由管制员给出），

飞行员应预先做出下降计划。下降计划可以按两种方式执行，第一种方式是根

据航段两端的高度差及航段里程，由 FMC 计算下降率，确定下降顶点并保持

该下降率下降高度；第二种方式是采用飞行员指定下降率和下降顶点的方式下

降。采用第二种方式时应选择合适的下降率，如果指定的下降率过大，会超出

航空器下降性能极限，而下降率过小则会导致到达前方航路点时的高度过高。 

三、进场图（PBN 程序）解读 

PBN 进场程序一般采用的导航规范有两种：RNAV1 和基本 RNP1。如图

3 所示，宁波/栎社机场 13 号跑道的 PBN 进场程序图采用的导航规范为基本

RNP1，假设采用 HSN-53F 进场程序进场，则图中的标注为进场图的关键信息。 

标注 1  进场程序类型。表明该进场程序为 RNAV 进场。 

标注 2  进场程序导航规范和导航源。进场程序的导航规范为基本 RNP1，

导航源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GNSS。 

标注 3  进场过程中会使用到的通信频率。其中，机场通播的频率为

126.45MHz；塔台的主用频率为 118.35MHz，备用频率为 118.7MHz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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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MHz；进近的主用频率为 125.45MHz，备用频率为 119.55MHz。 

标注 4  过渡高度和过渡高度层。其中，当 QNH≤979hPa，过渡高度为

2700m；当 QNH≥1031hPa，过渡高度为 3300m；当 979hPa<QNH<1031hPa，

过渡高度为 3000m。过渡高度层为 3600m。 

 

图 3 宁波/栎社机场 13 号跑道的 PBN 进场程序 

标注 5  最低扇区高度。扇区划分以栎社 NDB 台/BK/227kHz 为中心，以

90 方位线和 320 方位线分成两个扇区，其中一个扇区的最低安全高度为

1400m，另一个扇区的最低安全高度为 1650m。 

标注 6  使用该进场图的注意事项。起始进近的最大指示空速为 380km/h，

等待程序的最大指示空速为 400km/h。在各点的实际飞行高度听从 ATC 指挥，

NB108 在等待程序中为飞越航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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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 7  程序名称。程序名为 HSN-53F，其中 by ATC 是指该程序的使用

必须获得 ATC 的许可。 

标注 8  航路点。包括航路点符号、名称及过定位点高度要求，航路点的

符号表示该航路点为旁切航路点，名称 NB302，过定位点高度为 2700m/8900ft。 

标注 9  进场航线信息，由航路点 NB209 至宁波 VOR 台的航线角为 254，

航段里程为 25km。 

标注 10  高度限制。要求航空器在航路点 NB109 的最低高度为

1800m/5900ft。 

假设航空器沿进场程序 HSN-53F 进场，该进场程序的实施方法为：航空

器从舟山 VOR/DME 台‘HSN’沿 273 航线角飞行 35km 飞向点 NB302，并要

求航空器在该点的程序高度为 2700m/8900ft，然后继续沿 273航线角飞行 28km

至航路点 NB209，航空器在该点的程序高度为 2700m/8900ft，左转沿航线角

254 飞行 25km 至宁波 VOR/DME 台‘NGB’，继续左转沿 218 航线角飞行 10km

至 NB303，右转沿 308 航线角至航路点 NB109。NB109 为起始进近定位点，

从该点开始航空器将开始进入进近飞行阶段，航空器在该点的最低高度要求为

1800m/5900ft。在从航路点 NB209 至 NB109 的过程中，根据航空器在这两个

点上的高度限制、航段里程及 ATC 指令（如果高度限制由管制员给出），飞

行员应预先做出下降计划，下降计划可以根据航段两端的高度差及航段里程，

由 FMC 计算下降率，确定下降顶点并保持该下降率下降高度。各航段的航径

终止码参见表 1。 

 

 

 

 

 

 

 

 

 



 

523 

 

 

表 1 宁波/栎社进场程序航径终止码 

 

四、离场图（传统程序）解读 

飞行员在离场准备时，首先掌握离场图中的关键信息。如下图所示的宁波

/栎社机场 13 号跑道的传统离场程序图，假设选择使用 AND-13D 离场，图 4

中的标注为执行该离场程序的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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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宁波/栎社机场 13 号跑道的传统离场程序图 

标注 1：离场过程中会使用到的通信频率。机场通播的频率为 126.45MHz，

塔台的主用频率为 118.35MHz，备用频率 118.7MHz 和 130.0MHz，进近的主

用频率为 125.45MHz，备用频率 119.55MHz。 

标注 2：过渡高度和过渡高度层。当 QNH≤1031hPa，过渡高度为 2700m；

当 QNH≥1031hPa，过渡高度为 3300m；当 979hPa<QNH<1031hPa，过渡高度

为 3000m，过渡高度层为 3600m。 

标注 3：使用该离场图的注意事项。离场转弯的最大指示空速为 350km/h。 

标注 4：最低扇区高度。扇区划分以栎社 NDB 台/BK/227kHz 为中心，以

90 方位线和 320 方位线分成两个扇区，其中一个扇区的最低安全高度为

1400m，另一个扇区的最低安全高度为 16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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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 5：程序名称，程序名为 AND-13D。by ATC 指该程序的使用必须获

得 ATC 的许可。 

标注 6：离场程序的终止点。离场程序 AND-13D 的终止点为庵东

VOR/DME 台，识别标志为 AND，频率为 114.8MHz，DME 波道为 95X。 

标注 7：转弯点。由距 NGB 台的 DME 距离 3.2NM 的 DME 弧确定。 

标注 8：高度限制。过点高度要求 1000m（含）以上或 ATC 指定的高度。 

标注 9：定位信息。该定位点由双 NDB 台定位。与中指点标合装在一起

的 NDB 台“L”/262kHz 的 55 方位线和栎社 NDB 台‘BK’/227 kHz 的 325

方位线相交确定。 

标注 10：离场航线信息。由栎社 NDB 台至庵东 VOR 台的航线角为 350，

航段里程为 41km。 

假设航空器沿离场程序 AND-13D 离场，该离场程序的实施方法为：在

VOR 导航控制盒上调谐宁波 VOR 台‘NGB’的频率 116.3MHz，把 ADF 接收

机调到栎社 NDB 台‘BK’的频率 227kHz，另一个 ADF 接收机调到 NDB 台

‘L’的频率 262kHz；航空器从 13 号跑道起飞后保持跑道磁向 128 飞行，当

DME 的示数显示 3.2 时，右转使 NDB 台‘BK’的 ADF 接收机的指针指向 325

向 NDB 台‘BK’飞行，且当 NDB 台‘L’的 ADF 接收机的指针指向 55 时，

航空器此时的最低高度为 1000m/3300ft 或 ATC 指定的高度；航空器过 NDB

台‘BK’后，NDB 台‘BK’的 ADF 接收机的指针指向 170，航空器背台飞

行，在 VOR 导航控制盒上调谐庵东 VOR 台‘AND’的频率为 114.8MHz，在

NDB 台‘BK’和庵东 VOR 台‘AND’的中间位置，改为由庵东 VOR 台‘AND’

提供航迹引导，航空器沿着庵东 VOR 台‘AND’的 170°径向线飞至庵东 VOR

台 。 在 离 场 过 程 中 ， 如 果 航 空 器 的 高 度 达 到 3000m （ 假 设

979hPa<QNH<1031hPa），飞行员将其中一块高度表气压值拨正为标准大气压

1013.25hPa，另一块保持 QNH 值，当航空器的高度到达 3600m 时，两块高度

表气压值均拨正为标准大气压 1013.25hPa。 

六、离场图（PBN 程序）解读 

图 5 为宁波/栎社机场 13 号跑道的 PBN 离场程序，标注为该离场图的关

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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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标准仪表离场图（PBN 程序） 

注 1：离场程序类型。表明该离场程序为 RNAV 离场。 

标注 2：离场程序导航规范和导航源。离场程序的导航规范为基本 RNP1，

导航源为 GNSS。 

标注 3：离场过程中会使用到的通信频率。其中机场通播的频率为

126.45MHz，塔台的主用频率为 118.35MHz，备用频率 118.7MHz 和 130.0MHz，

进近的主用频率为 125.45MHz，备用频率 119.55MHz。 

标注 4：过渡高度和过渡高度层。其中当 QNH≤1031hPa，过渡高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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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m；当 QNH≥1031hPa，过渡高度为 3300m；当 979hPa<QNH<1031hPa，

过渡高度为 3000m，过渡高度层为 3600m。 

标注 5：最低扇区高度。扇区划分以栎社 NDB 台‘BK’/227 kHz 为中心，

以 90 方位线和 320 方位线分成两个扇区，其中一个扇区的最低安全高度为

1400m，另一个扇区的最低安全高度为 1650m。 

标注 6：使用该离场图的注意事项。离场转弯的最大指示空速为 350km/h，

在各点的飞行高度听从 ATC 指挥。 

标注 7：程序名称，程序名为 AND-63X。其中 by ATC 是指该程序的使用

必须获得 ATC 的许可。 

标注 8：爬升梯度。离场起始爬升梯度大于等于 3.3%。 

标注 9：航路点，包括航路点符号、名称及过点高度要求。航路点的符号

表示该航路点为旁切航路点，名称 NB306，过点高度为 1500m/4900ft，该高度

为建议高度。在 PBN 程序中过点高度的要求会使用下划线或上划线，如果在

NB306 的过点高度 1500 处加下划线，表示航空器在该点的最低高度为 1500m；

如果在 NB306 的过点高度 1500 处加上划线，表示航空器在该点的最高高度为

1500m；如果在 NB306 的过点高度 1500m 处既加上划线又加下划线，表示过

该点的强制高度为 1500m。 

标注 10：离场航线信息。由航路点 NB307 至庵东 VOR 台的航线角为 350，

航段里程为 41km。 

假设航空器沿离场程序 AND-63D 离场。该离场程序的实施方法为：航空

器从 13 号跑道起飞后保持跑道磁向 128 飞行，以大于等于 3.3%的爬升梯度爬

升，当高度表的示数显示 200m 时右转飞行至航路点 NB306，并要求航空器此

时的高度为 1500m，然后沿 308 航线角飞行 7km 至航路点 NB109，此时要求

航空器的高度为 1800m，右转沿 38 航线角飞行 10km 至航路点 NB307，左转

沿 350 航线角飞行 41km 至庵东 VOR 台，各航路点的坐标如下图所示，各航

段的航径终止码如下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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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宁波/栎社各航路点坐标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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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宁波/栎社各航径终止码 

 

 

 

 

样题：请简述 B737-300 机型的着陆最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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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JEPPESEN 手册 

6.2.2.1 JEPPESEN 手册的格式 

备注： 

JEPPESEN 标准本手册包括 13 部分，如下： 

1.简要公告 

2.使用简介 

3.航图变更通知 

4.航路 

5.无线电设备 

6.气象 

7.数据表格和代码 

8.空中交通管制 

9.入境规定 

10.紧急情况 

11.机场指南 

12.终端区图 

13.航路手册的修订单和修订记录 

 

 

 

 

 

 

 

 

 

 

 

样题：在 JEPPESEN 手册的哪部分可以查到洛杉矶的离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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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JEPPESEN 手册 

6.2.2.2 各种 JEPPESEN 航图的解读 
备注： 

JEPPESEN 手册中的航图包括航路图、区域图、机场图、离场图、进场图

和进近图，以 JEPPESEN 手册中的航路图为例，解释航路图中的各航图要素。 

 

（1） CANARIES 终端管制区为 A 类空域，其上限为飞行高度层 30000ft 

（2） 机场所在地名称 TENERIFE NORTH  机场名称 los Rodeos 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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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地名代码 GCXO   机场标高 2073ft    机场最长跑道长度  11300ft 

（3） 经纬度 

（4） TENERIFE NORTH 台的识别信息  TFN 为该台的识别标志  频

率为 112.5MHZ  D 表示该台合装有 DME 台 L 表示该台为低空级 VOR 台 

（5） 该机场有 ILS 系统，能够提供仪表进近 

（6） 等磁差线 

（7） 该处有区域图，区域图中主要机场的四字地名代码 GCLP 

（8） 构成航路的 VOR 台 TFN 的 164°径向线 

（9） 由于 LOMAS 为离开 TFN 的第一点，因此省略了 D 后的数字 22，

表示改点距 TFN 的 DME 距离为 22NM 

（10） 带有方向性的最低航路高度度 MEA，西北方向为 FL50，东南方向

FL60 

（11） LOMAS 利用了 NDB 台 RO 进行定位，该台的频率 357khz 

（12） 非强制性位置报告点 

（13） 网格最低偏航高度为 7700ft 

（14） 非强制性位置报告点的名称为 LOMAS 

（15） 因为该网格最低偏航高度超过 14000ft 时，所以 145 的颜色为红色 

（16） 飞往东南方向时的最低穿越高度为 FL60 

（17） MEA 转换点 

（18） LOMAS 至 CABOJ 的分段里程 25NM 

（19） 导航频率转换点 

（20） 专用空域，摩洛哥空域内第 24 号危险区，下限地面，上限 FL250 

（21） CABOJ 距 TFN 的 DME 距离为 47NM 

（22） ROYAL 由 TFN 提供定位信息 

（23） 偏离航路的 VOR 台 

（24） 强制性位置报告点 

（25） 等待航线（右等待） 

（26） TFN 至 AR 的航段总里程 89NM 

（27） CABOJ 可由不在图上的 VOR 台 CWT 的 82°径向线定位，C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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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率为 115.1MHZ 

（28） 非管制空域 

（29） 航路代号（G 表示东西向主航路） 

（30） 可提供不具备 B-RNAV 设备的航空器使用的航路（仅限欧洲） 

（31） 航路代号（U 表示高空航路） 

（32） 该航段的最高批准高度 FL390 

（33） 最低超障高度 MOCA 4500ft 

（34） R 作为后缀，表示 RNAV 航路， 

（35） 单向航路 

（36） 2 表示条件航路的类别 

（37） 航路中心线 

（38） 与该图衔接的为非洲高低空航路图的第二幅 

（39） 飞行情报区边界 

（40） 转弯点 

（41） Tidjikja 机场范围内的自动终端情报服务，*表示分时段工作 

（42） D 表示直飞航路 

（43） 机场符号，边上的信息为该机场的相关信息 

（44） 航路最低偏航高度 2600ft 

（45） 该转弯定的导航数据库中的导航定位点，不能用于陆空通话，也

不能申报飞行计划 

（46） 在 G851 或 UG851 航路飞行当飞跃 NDB 台 AR 时飞行员要报气象 

（47） 偏离航路的 NDB 台 

 

 

 

 

 

 

 

 

样题：1、沿图中 G851 航路飞行时用到的航迹引导台有哪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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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导航数据库与编码 

6.3.1 导航数据库的制作 

6.3.1.1 导航数据库的数据构成 

备注： 

一、导航数据库基本概念 

导航数据库（Navigation Database），是指任何以电子形式存储在系统中、

用于支持导航应用的导航数据集合、打包及格式化文件的总称。它是现代大中

型运输机飞行管理系统（FMS）及自动飞行控制系统（AFCS）飞行操控的主

要信息源和重要依据，是保障飞行及运行安全的重要环节之一。 

二、导航数据库构成 

导航数据库包括导航设备、航路点、航路数据、机场及跑道数据、进离场

程序、等待程序、公司航线、特殊用途空域、公司特别程序等内容，主要的数

据构成如图 1 所示。 

 

 

 

 

 

 

 

 

 

 

 

 

图 1 导航数据库结构 

机载导航数据库的数据格式采用 ARINC424 导航数据库标准，该标准是美

国航空无线电公司（ARINC）在 1975 年制订，并被航空电子工程委员会采纳。

ARINC424 导航数据分为若干章，每一章用不同字母代替，比如导航台（D）、

航路（E）、机场（P）、公司航路（R）、特殊用途空域（U）、巡航高度表

飞行计划航线（公司航线） 

航路 离场程序 进场程序 进近程序 

导航台 航路点 机场 

停机位 跑道 终端区航路点 

终端区导航台 

\ 
ILS 

航向台 下滑台 指点信标 测距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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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最低航路偏航高度（A），各章再细化为具体的节，同样以不同的字

母或空格代替，比如导航台章（D）又分为 NDB（B）和 VHF（空格）。 

三、导航数据库分类 

从数据来源角度分类可以分为标准数据（Standard Data）和客户化数据

（Tailored Data），如下图 2 所示。  

 

 

 

 

 

 

 

 

图 2 导航数据分类-标准数据和客户化数据 

（1）标准数据 

标准数据是指根据各国/地区公布的航空资料汇编（AIP）、修订/补充资

料、航行通告（NOTAM）及其他相关文件制作的航空数据。 

（2）客户化数据  

客户化数据是指根据航空运营人向数据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原始数据及信

息，由数据服务提供商根据航空运营人客户化要求定制的航空数据。主要包括

公司航路、航空公司制定的 RNP AR 程序以及单发失效程序。 

 

 

 

 

 

 

 

 

 

样题：请说明导航数据库中客户化数据包括哪些？ 

全球数据 

标准数据 客户化数据 

区域代码 航空公司代码 

USA CAN EUR … UAL DAL TW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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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导航数据库的制作 

6.3.1.2 导航数据库的数据处理流程 

备注： 

一、导航数据库的数据处理流程 

导航数据数据处理流程分为六个阶段，即数据接收、数据汇总、数据转换、

数据选择、数据格式化和数据分发等阶段，如图 1 所示。 

 

图 1 数据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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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接收阶段 

数据接收阶段，涉及数据接收、检查、验证等工作，检查数据确保收到的

数据在传送过程中是完好的，验证数据以便核实数据的一致性和可用性。 

如果发现错误、遗漏或不一致，须向数据供应商（或数据提供方）报告，

通过数据跟踪来修改数据。 

（2）汇总阶段 

数据汇总阶段，收集和校对来自不同数据供应商的数据。通过数据汇总，

可以得到满足航空数据链中下一环节要求的数据集。 

对已汇总数据进行检查，可以保证数据满足质量要求。如果发现错误、遗

漏或不一致，须告知责任数据供应商并提请分析和修改，并由数据汇总方跟踪

数据源以确保正确修改数据，记录相关问题并提醒下一环节参与方。 

如果收到的源数据精度、分辨率和完好性等有任何变更，需要记录变更详

情并归档备查。 

（3）转换阶段 

数据转换阶段，涉及数据信息表达形式的转变。如果仪表飞行程序用文本

形式描述，则需要按照 ARINC 424 编码规则转变为 ARINC 424 格式航段类型

（或航径终结码）。 

数据转换后须进行检查，确保转换过程没有改变原始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

性。 

（4）选择阶段 

数据选择阶段，主要从经汇总处理后收集的航空数据中选择需要的数据元

素。选择工作阶段之后，将生成一个原始收集数据子集，该子集符合下一环节

对数据质量的要求。 

在选择阶段，须检查数据子集以确保与原始收集数据一致，确保需要的数

据没有遗漏或更改。 

（5）格式化阶段 

格式化阶段，将选择的数据子集转换为下一环节可接受的格式数据。导航

数据可以参照 ARINC 424 标准进行格式化，以便生成用于飞机导航、飞行计

划、飞机模拟机使用的导航数据库，或者按照专利格式转换为目标系统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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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式，或者按照其他可以接受的格式转换。 

在格式化过程中，须检查格式化数据是否与选定数据格式一致，力求发现

每一项误差引起的原因以便修改。 

为了预防虽然数据存在错误但却通过了用户的检查和验证的情况发生，在

数据格式化过程中可以采取满足数据最低要求的完好性保护措施（如 CRC 校

验）来检查数据。 

（6）分发阶段 

数据分发是航空数据处理的最后一个环节，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格式化

数据子集打包成数据库并分发给用户。可以用磁盘或光盘来分发数据，也可以

通过互联网或其他可接受的方式分发数据。 

在分发过程中，须进行检查数据并确保分发数据满足用户要求并且无物理

介质错误。如果航空运营人发现数据错误或信息遗漏，须通报数据供应商并按

流程修改数据，数据供应商应记录相关问题并通告终端用户。 

二、机载导航数据库保障时间轴 

为了保证航空公司收到的机载导航数据库能够在 AIRAC 规定的共同生效

日生效，需遵循下面的时间要求，如图 2 所示。 

 

 

 

 

 

 

图 2 机载导航数据库保障时间轴 

（1）在生效日前 7 天，航空公司收到导航数据库文件，根据一体化航空

资料变化情况以及提交的客户化需求，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对导航数据库数据的

准确性进行检查。如果存在公司认为不可接受的异常或错误时，需要要求数据

供应商提供二版或三版数据库。没有数据异常或者公司认为可接受时，则安排

装载至航空器的飞行管理系统（FMS）、飞行计划系统和性能系统。 

（2）在生效日前 15 天，数据服务提供商完成导航数据库文件的制作，向

EFF -7 -15 -20 -28 -42 

导航数据库共

同生效日 

数据服务提供商

生成导航数据库

文件 

数据服务提供商

开始收集数据 

-56 

数据服务提供商开始收

集数据（含重大变化） 

缔约国航行情报服务部门发

布航空情报（含重大变化） 

航空运营人开始装

载导航数据库文件 

数据服务提供商开始导

航数据库文件的制作 

缔约国航行情报服务

部门发布航空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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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提供导航数据库。  

（3）在生效日前 20 天，数据服务提供商开始对导航数据进行电子化处理

和数据质量管控。 

（4）在生效日前 28 天，数据服务提供商收集新一期生效的标准数据和航

空公司提供的客户化数据。 

（5）在生效日前 42 天，缔约国航行情报服务部门发布新一期生效的航空

情报。 

（6）对于包含重大变化的航空情报，国际民航组织建议航空情报发布时

间应在生效日前 56 天。 

 

 

 

 

 

 

 

 

 

 

 

 

 

 

 

 

 

 

 

样题：为什么航空情报发布部门需要保证在生效日之前 28 天将航空情报资料

送达用户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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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导航数据库编码 

6.3.2.1 ARINC424 编码基本规范 

备注： 

ARINC424 导航规范格式统一采用 132 位纯文本记录，对各种导航数据库

元素进行编码，从 1 到 132 位，使用每若干位定义某航空要素的某一特定属性。

对不同的航空要素有不同的定义格式，具体可分为下列几种常见格式： 机场、

跑道、终端区程序（进场、离场、进近）、导航台、航路点、航路、航路等待、

停机位、公司航线等。 

导航台的编码包含了导航台的频率、导航台等级、导航台经纬度坐标等信

息。VOR 导航台主记录数据编码的信息参见表 1。 

表 1 VOR 导航台主记录数据编码信息 

位 含义（长度） 

1 记录类型（1） 

2-4 客户/区域代码（3） 

5 章代码（1） 

6 节代码（1） 

7-10 机场 ICAO 四字地名代码（4） 

11-12 ICAO 代码（2） 

13 空格（1） 

14-17 VOR 识别标志（4） 

18-19 空格（2） 

20-21 ICAO 代码（2） 

22 连续记录号（1） 

23-27 VOR 频率（5） 

28-32 导航台的等级（5） 

33-41 VOR 台的纬度（9） 

42-51 VOR 台的经度（10） 

52-55 DME 台的识别标志（4） 

56-64 DME 台的纬度（9） 

65-74 DME 台的经度（10） 

75-79 DME 台的台偏差（5） 

80-84 DME 台的天线标高（5） 

85 VOR 信号状态指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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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7 ILS/DME 偏置（2） 

88-90 频率保护距离（3） 

91-93 水平参考系统 （3） 

94-118 VOR 导航台的全称（25） 

119-121 空格（3） 

122 不适用于 RNAV 航路的 DME 说明（1） 

123 DME 运行信号覆盖范围（1） 

124-128 文件记录号（5） 

129-132 周期日期（4） 

 

例：VOR/DME 台的 ARINC424 编码 

XINGLIN VOR/DME 导航台如图 1 所示。 

 

 

 

 

 

 

图 1 VOR/DME 台的信息 

“XINGLIN”VOR/DME 台的 ARINC424 编码如下： 

SEEUD ZSAMZS XLN ZS 11470VDHWN24335400E118005400 

XLNN24335400E118005400 

W00201442 XINGLIN，根据表 12-2 对 ARINC424 编码进行分解，分解后

如表 2 所示。 

表 2 XINGLIN VOR/DME 台 ARINC424 编码分解 

1 2-4 5 6 7-10 11-12 13 14-17 18-19 20-2

1 

2

2 

23-27 28-32 

S EEU D  ZSA

M 

ZS  XLN  ZS  11470 VDHW 

 

33-41 42-51 52-55 56-64 

N24335400 E118005400 XLN N2433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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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4 75-79 80-84 8

5 

86-8

7 

88-90 91-93 94-100 

E118005400 W0020 1442     XINGLIN 

 

101-118 119-121 122 123 119-12

1 

12

2 

12

3 

124-128 129-132 

         

第 1 位“S”是 standard 缩写，表示该记录为标准格式。第 2～4 位“EEU”

表示该程序所处的地理分区（East Europe）的代码，“EEU”区为中国所属区。

第 5 位“D”表示主章节号。第 6 位是空白间隔符。第 7～10 位“ZSAM”表

示厦门高崎机场 4 字码。第 11、12 位“ZS”表示机场所在情报区。第 14 至

17 位为导航台识别编码；第 20 至 21 位为该导航台所属情报区；第 23 至 27

位为该 VOR 台的频率；第 28 至 32 为该导航台的等级（V-VOR，D-DME，

H-High Altitude，W-No Voice on Frequency）；第 33 至 51 位为 VOR 台的纬度

和经度；第 52 至 55 位为 DME 台的识别码；第 56 至 74 位为 DME 台的纬度

和经度；第 75 至 79 位为磁差值；第 80 至 84 位为 DME 台天线的标高；第 94

至 123 位为该导航台的全名。 

 

 

 

 

 

 

 

 

 

 

 

 

 

 

 

 

样题：ARINC424 导航规范格式统一采用多少位纯文本记录，对各种导航数据

库元素进行编码？ 



 

543 

 

6.3.2 导航数据库编码 

6.3.2.2 航径终止码的含义 

备注： 

一、航径终止码基本概念 

为了使航空器能够解读终端区程序中每个航段的飞行方式，航空界为终端

区程序开发的“航径与终止条件”的概念，规定了飞行程序依据标准的航径终

止码进行存储，描述航段的导航方式和终止条件，即精确描述了航空器在某一

航段的飞行方式。 

ARINC424 规范中确定了不同航段的“航径终止码”。“航径终止码”由

两个字母组成，在描述航空器的机动飞行时，每个字母都有各自的含义。其中

第一个字母代表航段导航方式，第二个字母表示航段终止方式，如表 1 所示，

每个航段的终止条件同时作为下一航段的起始条件，从而连续而完整地完成对

飞行程序的编码描述。 

表 1 航径终止码字母含义 

含  义 
第一个字母（导

航方式） 
含  义 

第二个字母 

（终止方式） 

沿 DME 弧至 A 规定高度 A 

沿航线至 C 规定的沿航迹距离 C 

直飞至 D 指定 DME 距离 D 

自定位点开始沿规定航向飞

行至 
F 定位点 F 

实施等待程序 H 截获 I 

起始位置 I 人为终止 M 

程序转弯 P 规定径向线 R 

保持固定转弯半径至 R   

沿预定航迹至 T   

保持航向至 V   

可以看出，航迹共有四种几何构型：直线（C、D、F、T、V）、圆弧（A、

R）、等待程序（H）和程序转弯（P）。航迹的终止时机可以分为固定的点（F）、

无线电限制信号（I、D、R）、距离限制（C）、高度限制（A）和人工接管（M）。 

目前，ARINC 424 中确定的有 23 种不同的航径终止码，航经终止码的矩

阵如下表所示。23 种航径终止码的具体含义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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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航径终止码的具体含义 

 

 

 

 

 

 

 

 

 

 

 

 

 

 

 

 

 

 

 

 

 

 

 

 

 

 

 

 

航 

径 

终止 

 定位点 高度 手工终止 距离 DME 距离 截获下一航段 径向线 

定位点 IF       

从定位点沿

航迹至 
TF FA FM FC FD   

沿航线角至 CF CA   CD CI CR 

飞航向至  VA VM  VD VI VR 

直飞 DF       

等待 HF HA HM     

沿 DME 弧至 AF       

沿固定半径

至 
RF       

程序转弯      PI  

样题：航经终止码 CA 和 VA 的区别是什么？2.航经终止码 FC 和 FD 的区别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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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导航数据库的数据比对和验证 

6.3.3.1 数据比对和验证流程 

备注： 

航空运营人是导航数据库的终端用户，也是航空数据链中的最后一个环

节，负责导航数据库最后比对和验证，确保数据准确无误。比对和验证工作可

以由航空运营人完成，也可以委托第三方完成。 

与传统运行相比，PBN 运行对导航数据的完好性要求更高，因此航空运

营人必须对涉及 PBN 运行的终端区导航数据进行严格比对和验证。比对和验

证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比对新周期导航数据并作记录； 

或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比对新周期导航数据，并向受委托运营人提供比对

报告； 

对于新增加的 PBN 飞行程序、或有修改的 PBN 飞行程序，必须使用其他

适合的工具软件或/和模拟机对导航数据库进行检查确认；必要时应进行模拟

机验证和实地飞机试飞验证； 

如果验证结果表明导航数据存在飞行安全潜在风险，航空运营人须与航空

数据链相关方进行充分沟通并提请修改导航数据，生成适用于飞行运行的导航

数据。如有必要，还需再次进行模拟机验证和/或实地飞行验证。 

 

 

 

 

 

 

 

 

 

 

 

 

 

 

 

样题：数据比对和验证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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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导航数据库的数据比对和验证 

6.3.3.2 导航数据库比对和验证中的常见错误 

备注： 

导航数据库比对和验证中的常见错误包括：部分飞行程序缺失、失效飞行

程序未删除、航路点名称或信息错误、公司航路错误等多种情况。针对导航数

据库比对和验证时发现的错误，航空公司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处理。案例如

下： 

某航空公司对 2019年第 11期一版导航数据库（NAV DATE:XXX1191101）

进行校验，发现问题如下： 

数据库中太原/武宿和呼和浩特/白塔机场 RNP APCH 进近程序缺失，导致

不能执行上述机场 RNP APCH 进近程序。 

应对方案如下：1911 期二版数据库中的数据已更新，但部分飞机未装载

二版数据库，因此发布公司航行通告如下： 

(X0070/19 NOTAMN 

Q)ZBPE/QNPLT/IV/NBO/A/000/999/ 

A)ZBHH B)1910100000 C)PERM 

E) 因厂商原因，1911 期一版导航数据库（NAV DATE:XXX1191101）中

误删除进近程序 RNP RWY08 和 RNP RWY26，该进近程序无法执行； 

1911 期二版数据库（NAV DATE:XXX1191102）数据正确，可正常执行。 

两个数据库版本有效期相同，均为 OCT10-NOV06/19。目前部分飞机已装

载二版，请飞行机组注意核实数据库版本，确定程序可用性。 

 

 

 

 

 

 

 

 

 

 

样题：导航数据库比对和验证中的常见错误包括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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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电子飞行包 

6.4.1 EFB 审定依据及批准程序 

6.4.1.1 EFB 审定依据 

备注： 

EFB（电子飞行包）作为航空公司运行信息使用和管理的重大革新之一，

近年来已在世界各国航空公司得到了广泛应用。为适应 EFB 技术的快速发展，

推动 EFB 的规范应用，特别是便携式 EFB 的使用，国际民航组织（ICAO）采

纳了关于 EFB 的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并发布了相应的指导手册《电子

飞行包（EFB）手册》（ICAO Doc10020），美国联邦航空局（FAA）、欧洲

航空安全局（EASA）等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民航当局也相应地对其 EFB 运行规

章进行了修订，包括 FAA 发布的《电子飞行包的认证、适航和运行使用指南》 

（FAA AC120-76C）、《电子飞行包的使用批准》（FAA AC120-76D）、《电

子飞行包组件的安装》（FAA AC20-173），EASA 发布的《电子飞行包（EFBs） 

的适航和运行考虑》（EASA AMC 20-25）。 

我国在 2018 年 8 月发布了咨询通告《电子飞行包（EFB）运行批准指南》

（AC-121-FS-2018-031R1）。 

 

 

 

 

 

 

 

 

 

 

 

 

 

 

 

 

 

样题：我国 EFB 的审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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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EFB 审定依据及批准程序 

6.4.1.2 EFB 的批准程序 

备注： 

对 CCAR121 和 135 部运营人，在驾驶舱和客舱中引入和使用 EFB 需要得

到局方的批准。需局方评估的内容包括：所有操作程序、相关的训练模块、检

查单、运行手册、训练手册、维修方案、MEL 以及其他相关文件和报告程序。 

局方批准 EFB 包括下列五个阶段： 

阶段一：预先申请 

运营人向局方申请运行批准，局方和运营人应就运营人做的工作、局方的

作用和工作、运营人必须准备好的报告和文件等方面达成共识。 

阶段二：正式申请 

运营人向局方提交正式审定申请。局方必须确保在进行彻底的审查和分析

以前，运营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完整的并且符合格式要求。局方指定监察员

开展审定工作；若需要，应协调 AEG 和航空器审定部门。 

运营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一般应包括： 

（1）EFB 构型文件； 

（2）公司 EFB 使用政策和管理制度； 

（3）适航审定文件（如适用） ； 

（4）AEG 评估报告（如适用） ； 

（5）AFM（如适用）/公司相关运行手册； 

a.系统限制 

b.非正常程序 

c.正常程序，包括飞行前和飞行后检查单 

d.硬件和软件系统描述 

（6）训练大纲； 

（7）MEL（如适用）； 

（8）工程管理手册（如适用）； 

（9）维修方案及维修手册文件（如适用）； 

（10）信息安全管理文件； 

（11）风险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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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FB 应用软件开发报告。 

阶段三：文件审查和临时批准 

局方对运营人所提交申请材料就以下几个方面做深度审查和分析，包含对

规章符合性、安全运行程序、工作计划合理性及相关人员训练等。 

在文件审查期间，运营人应组织开展桌面推演，并在停放的飞机或经过认

证的模拟机上进行演示，以评估 EFB 的实际运行情况。局方完成 EFB 评审后，

向运营人授予临时批准，进入一般不少于 6 个月的验证测试阶段。 

阶段四：验证测试 

本阶段是运行批准程序的主要阶段并涉及到有效性测试。在该阶段，运营

人将执行特定的运行，以便采集数据或监察员观察。运营人收集数据并达到计

划目标后，可以申请减少运行测试时间。但测试期少于 6 个月的，需要由局方

决定。在验证测试结束前，局方应开展飞行评估。在运行测试结束后，运营人

应出具运行评估报告。如果运营人提供了达到所有计划目标的充分证据，或者

运营人不能令人满意地完成计划，第四阶段就宣告结束。 

阶段五：最终批准 

验证测试成功完成（或终结）之后，局方正式批准计划中成功完成的项目，

或对未完成（或终结）的项目不予批准并书面告知运营人。对于 CCAR121 和

135 部运营人，局方通过颁布运行规范 A0046 对 EFB 授予批准。 

 

 

 

 

 

 

 

 

 

 

 

 

 

 

样题：对于 CCAR121 和 135 部运营人，局方通过颁布什么对 EFB 授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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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EFB 软硬件等级分类 

6.4.2.1 EFB 软件等级分类 

备注： 

EFB 应用软件分为 A 类和 B 类，可以加载在便携式或安装式 EFB 上。只

要保证未经适航批准的应用软件不会对经批准的应用软件产生不利影响，就可

以安装在安装式 EFB 上。EFB 应用软件开发应遵循《电子飞行包（EFB）运

行批准指南》（AC-121-FS-2018-031R1）的附件 D“EFB 应用软件开发规范（示

例）”或等效的软件质量保证要求。 

1、A 类应用软件 

（1）失效状况类别为无安全影响，《电子飞行包（EFB）运行批准指南》

（AC-121-FS-2018-031R1）的附件 A 提供了可接受的 A 类应用软件列表； 

（2）不能替代或取代任何适航或运行规章要求的纸质材料、系统或设备； 

（3）不要求特别的使用批准，A 类具体应用软件不需要在运行规范中列

出和管控。 

2、B 类应用软件 

（1）失效状况类别为轻微危害，《电子飞行包（EFB）运行批准指南》

（AC-121-FS-2018-031R1）的附件 B 提供了可接受的 B 类应用软件列表； 

（2）可以替代或取代要求的用于签派放行或飞机上应携带的纸质信息产

品；不能替代或取代任何适航或运行规章要求的安装设备； 

（3）要求特定的运行使用批准，每个 B 类 EFB 应用软件由局方在运行规

范中单独批准。 

3、其他应用软件 

与飞行运行无直接关系的其他应用软件，不能对 EFB 的运行产生不利影

响。EFB 管理员应对其他应用软件进行管控。 

 

 

 

 

 

样题：EFB 软件分成哪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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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EFB 软硬件等级分类 

6.4.2.2 EFB 硬件等级分类 

备注： 

电子飞行包从硬件角度分为便携式 EFB 和安装式 EFB。 

一、便携式 EFB 

能够显示 EFB 应用软件的 PED。对于便携式 EFB： 

（1）飞行机组必须可控并无需工具和维护活动，就能方便地从固定装置

上移除或联结到固定装置上； 

（2）能够临时连接到现有的飞机电源插座为电池充电； 

（3）可以连接到安装式飞机电源、数据接口（有线或无线）或天线。 

便携式 EFB 功能完善，可覆盖飞行员全周期使用；其软件为自主开发软

件，可实现各种要求，拓展性高。目前我国安装便携式 EFB 的机型较多，运

行经验丰富。 

二、安装式 EFB 

按照相应适航规章安装的 EFB，被视为航空器的一部分。安装式 EFB 采

用原厂设备材质，质量高，但同时增加了运行成本，只能供机上适用，不能覆

盖飞行员全周期适用，并且因无法自行开发软件，客户化程度较低。我国目前

运行的机型中 A380、A350、B777-300ER、B777 货机、B787 均为标配安装式

电子飞行包。 

 

 

 

 

 

 

 

 

 

 

 

 

 

样题：EFB 硬件分成哪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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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信、导航与监视 

7.1 通信 

7.1.1 无线电基础知识 

7.1.1.1 无线电的传播 

备注： 

在空间传播的交变电磁场，称为电磁波。通常将频率在 300GHz 以下的电

磁波称为无线电波，简称无线电或电波（radio waves）。电磁场由电场和磁场

组成，二者始终相互垂直，并且都与传播方向相垂直。 

电波的传播速度取决于传播介质，在真空中电波的传播速度等于光速 

（ 83 10 m/sc =  ），电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略小于光速，但通常可认为是等

于光速的。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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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无线电基础知识 

7.1.1.2 无线电的频率与波长 

备注： 

电波的频率等于发射信号的频率。在信号一个周期内电波前进的距离称为

波长。波长 等于传播速度 与周期 的乘积，即 

 

其中 表示发射信号的频率。 

例如，对于频率为 100MHz 的甚高频频率而言，波长等于 3m；对于

1000MHz 的信号，波长则为 0.3m。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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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无线电基础知识 

7.1.1.3 无线电波的极化 

备注： 

电波在空间传播时，其电场向量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的，这就是电波的

极化。电波的电场方向称为它的极化方向。 

（1）线性极化与圆极化波 

如果空间某点电波电场向量终端随时间变化的轨迹为一条直线，则这种电

波称为线极化波；如果电场向量终端的轨迹为一个圆，则称为圆极化波。此外，

电场终端向量的轨迹还可能为椭圆，这样的电波称为椭圆极化波。 

（2）水平极化与垂直极化 

如果线极化波的电场是与地面垂直的，就称为垂直极化波；如果与地面平

行，就称为水平极化波。显然，与地面垂直的天线所产生的是垂直极化波；要

有效地接收垂直极化波，接收天线也应当是垂直安置的。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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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无线电基础知识 

7.1.1.4 无线电频段的划分 

备注： 

无线电频率的范围为 3kHz 至 300GHz。通常将整个无线电频率范围划分

为若干频段。表 1 列出了各频段的名称和对应频率范围，同时还列出了相应的

波长和波段名称。表中短波以下的波段也有超短波和微波的叫法。 

表 1 无线电频段划分 

频段名称 符号 频率范围 波长 波段名称 

甚低频 VLF 3－30 kHz 100－10 km 超长波 

低  频 LF 30－300 kHz 10－1 km 长波 

中  频 MF 300－3000 kHz 1000－100 m 中波 

高  频 HF 3－30 MHz 100－10 m 短波 

甚高频 VHF 30－300 MHz 10－1 m 米波 

特高频 UHF 300 －3000 MHz 100－10 cm 分米波 

超高频 SHF 3－30 GHz 10－1 cm 厘米波 

极高频 EHF 30－300 GHz 10－1 mm 毫米波 

各频段的频率具有各自的特点，适用于不同用途的无线电系统。 

1、超长波和长波（LF band） 

超长波和长波的绕射能力很强，地面的吸收很小，所以地波传播距离远；

同时长波和超长波可以有效地被电离层反射，电离层的吸收也很小。利用电离

层和地面对电波的多次反射，可使电波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因此超长波和长波

的传播方式以地波和天波为主。 

超长波和长波的传播特点是传播稳定，传播距离远。在航空无线电系统中，

NDB 导航台工作于长波波段。 

2、中波（MF band） 

地面对中波的吸收比长波大，所以中波的地波比长波的传播距离近。 

白天，中波被电离层吸收较大，因此白天中波不能用来有效地传播信号。

夜间电离层对天波的吸收大为减小，因此夜间中波的天波可以比地波传播得更

远。 

中波的传播方式，以地波为主。中波的地波，与超长波一样，也具有稳定

可靠的特点。无线电罗盘工作于中波波段。 

3、短波（HF band） 

短波传播以天波为主。电离层对短波的吸收比对中波、长波的吸收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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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短波可利用天波传播很远的距离；而地面对短波的吸收比对中、长波大，

故地波传播距离近。 

短波利用电离层的反射来传播，受电离层变化的影响特别明显，因而导致

传播的不稳定，产生衰落现象。所谓衰落现象，是指所接收的信号强度时起时

落的不规则现象。 

天波虽然具有不够稳定的特点，但使用中小功率的电台便可利用天波传播

较远的距离。例如：BBC 广播电台、CRI（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电台等。 

4、超短波（VHF band） 

超短波的频率很高，因而其地波衰减很快，它的天波又一般会穿过电离层

而不能被折射回地面，所以超短波的天波与地波都不能有效地传播，只能以空

间波方式传播，其有效传播距离一般限于视线范围。 

超短波受天电干扰较小；直线传播方式的保密性也好。甚高频通讯与甚高

频导航系统（VOR、ILS 的航向台、指点标）的信号就是以直达波的方式在地

面设备与机载设备之间传播的。 

5、微波（UHF band 以上） 

微波是指频率为 300MHz~300GHz 的电磁波，是无线电波中一个有限频带

的简称，即波长在 1 毫米~1 米之间的电磁波，是分米波、厘米波、毫米波的

统称。在航空电子设备中，使用微波波段的设备有：ILS 的下滑道、测距仪

DME、全球定位系统 GPS、一次和二次雷达等。 

航空无线电设备的工作频段如表 2 所示。 

表 2 航空无线电设备的工作频段 

用途 设备 频段 

导航 NDB/ADF 190 kHz – 1750 kHz 

通信 高频通信 2 MHz – 25 MHz 

导航 指点标 75 MHz 

导航 航向信标台 108 MHz – 112 MHz 

导航 VOR 108 MHz – 118 MHz 

通信 甚高频通信 118 MHz – 137 MHz 

导航 下滑道信标台 320 MHz – 340 MHz 

导航 DME 962 MHz – 1213 MHz 

雷达 SSR 1030 MHz － 1090 MHz 

导航 GPS L1=1227 MHz， L2=1576 MHz， L5=1176 MHz 

通信 卫星通信 1525 MHz – 166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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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 一次雷达 1.2 GHz – 3.0 GHz 

导航 无线电测高仪 4.2 GHz – 4.4 GHz 

雷达 气象雷达 5.5 GHz – 10 GHz 

通信 无线电链路（Radio Link） 5.0 GHz – 30 GHz 

雷达 场面活动雷达 9.0 GHz – 30 GHz 

注：ADF：Automatic Direction Finding 自动定向仪 

航空 VHF 通信部分频段如表 3 所示。 

表 3 航空 VHF 通信部分频段 

频段 频率范围 用途 

VHF 121.500 MHz 民用应急无线电频率，应急定位发射机（模拟信号） 

VHF 123.450 MHz 飞行员之间空对空联络 

VHF 131.45 MHz ACARS（中国） 

VHF 136.000 - 136.975MHz 空管/航空公司共享；数据链（VDL Mode 2） 

UHF 243.000 MHz 军用应急无线电频率 

UHF 406.000 MHz 应急定位发射机（数字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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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无线电发射和接收原理 

7.1.2.1 无线电收发系统的基本框图 

备注： 

无线电收发系统一般包括信源、信号的处理（编码、调制、频移）、发射、

传输、接收、接收信号的处理（频移、解调、解码）等几个过程，最后得到所

要传递的信息。无线电收发系统的组成如图 1 所示。 

信源

编码

调制

频率
变换

射频
发射器

发射天线 传输介质 接收天线
射频

接收器
频率
变换

解调

解码

信息

噪声 干扰 噪声

障碍物干扰（多径传播）
对流层、电离层……

 

图 1 无线电信号收发系统框图 

其中信源是产生各类信息的实体。在空管系统中，航空器、导航台等都可

以看作是信源。 

编码是信息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在空管的话音通信系统

中，可以对话音信号经过离散化处理后进行编码，其目的是在保证通信质量的

情况下压缩语音，减少带宽占用。常用的编码技术是 G711，采用 PCM（Pulse 

Code Modulation，脉冲编码调制）。编码的逆过程就是解码。 

调制的作用是将信源产生的信号转换为适宜无线传输的形式。例如调幅技

术就是将低频信号加载到高频载波上去，从频域上看就是将信号从低频搬移到

了适合无线传输的高频，即产生了频移。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电磁波频

率低于 100kHz 时，电磁波会被地表吸收，不能形成有效的传输，一旦电磁波

频率高于 100kHz 时，电磁波就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并经大气层外缘的电离层

反射，形成远距离传输能力。这种具有远距离传输能力的高频电磁波称为射频

（RF，Radio Frequency）。 

射频信号经过射频发射器和天线辐射到空间中去进行传播，在接收端通过

射频接收器和天线来捕获空间中的电磁信号，并转换成电信号，其处理过程与

发射端的信号处理过程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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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器（transmitter）的主要性能指标之一是功率，用瓦特表示；接收器

（receiver）的主要性能指标之一是灵敏度，用微伏表示。无线电从发射器到

接收器的传播距离，取决于链路功率平衡，而链路功率平衡本身又取决于发射

器的功率和接收器的灵敏度。为实现最佳的链路功率平衡，发射端和接收端天

线的方向性必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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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无线电发射和接收原理 

7.1.2.2 信号的调制 

备注： 

包含各种信息的无线电信号，其频率往往较低，通常属于音频和低频的范

围。低频信号是很难有效地通过天线辐射到空中去的。为了达到利用无线电波

来传送信息的目的，必须将这类低频信号寄载在高频振荡上，以便通过天线有

效地转化为空间的无线电波。为此，需使高频振荡的某一个参数按照低频信号

的规律变化，这一过程称为调制。 

通过调制，可使音频信号的频率搬移到更加适合发射的频率上，同时可实

现信道的多路复用，而且还可以改善系统的抗噪性能。空管设备与系统中常用

的调制方式为调幅与调频。 

一、调幅信号 

调幅（AM，Amplitude Modulation）是应用最为广泛的调制方式。不仅语

音通讯应用调幅信号，而且在诸如仪表着陆等导航系统中也应用调幅信号。雷

达脉冲调制信号也可以看成是调幅信号。以低频信号调制载波的振幅，使载波

振幅随低频信号的瞬时值变化，这种调制方式称为调幅。所得到的已调高频信

号，称为调幅信号。 

为了清楚地表示调幅信号的特征，可将这些分量的幅值按频率排列，所形

成的图形即为频谱，如图 1 所示。经过调幅产生了新的频率成分，分别位于载

波频率的上边带和下边带，因此调幅又称为双边带调幅（DSB-AM，Double Side 

Band Amplitude Modulation）。可以看出调幅是一个非线性过程，而不是两个

频率信号的简单相加过程。 

cmU

2
cm

m
U

2
cm

m
U

cf F− cf F+cf

 

图 1 调幅信号的波形（左）和频谱（右） 

信号所占据的频带宽度称为带宽。从调幅信号的频谱可以看出，调幅信号

的带宽为： 



 

561 

 

 

其中 B 表示调幅信号的带宽，F 表示低频信号的频率。 

经过以上分析可得，调幅后的信号具有以下特点： 

1. 载波的频率不变。 

2. 调制的深度反映音频信号的振幅。 

3. 载波的包络线反映音频信号的频率。 

二、调频信号 

以低频信号调制载波的频率，使载波频率随低频信号的瞬时值变化，这种

调制叫做调频（FM，Frequency Modulation）。图 2 所画的是单一正弦波调频

时的调频信号波形及频谱。由此可见，和调幅信号频谱一样，调频信号的频谱

也是以载波 fc为中心的对称频谱。 

 

（a）调频信号的波形 

0f

第一对

第二对

第三对
 

（b）调频信号的频谱 

图 2 调频信号的波形和频谱 

调频信号的带宽为： 

 

其中 B 表示信号带宽， 为最大频偏，F 为低频信号的频率。 

与调幅相比，调频后的信号具有以下特点： 

（1）载波振幅不变 

（2）载波的频偏反映低频信号的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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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载波频偏的变化率反映低频信号的频率 

综上分析，调频信号具有以下特点： 

（1）音频信息包含在载波的频率变化中 

（2）音频信号的振幅可由载波的频偏来反映 

（3）音频信号的频率可由载波频偏的变化率来反映 

（4）载波振幅不变 

（5）载波频率必须远大于音频信号的频率 

（6）所发射的音频信号的带宽取决于所采用的频偏 

（7）易于接收 

（8）调频信号抗干扰性强，传输质量比调幅信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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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无线电发射和接收原理 

7.1.2.3 天线的特性 

备注： 

一、天线的方向性 

天线辐射所产生的电磁场，有的方向强，有的方向弱，这就是天线的方向

性特性。方向性是天线最基本的特性。天线的结构不同，其方向性不同，为形

象地表示天线的方向性特性，往往采用方向图的形式。各无线电系统对天线方

向性的要求是不同的。例如通讯系统要求天线在水平面内具有基本均匀的覆

盖，而雷达、信标机等要求天线具有很强的方向性。 

二、天线的增益 

增益是指：在输入功率相等的条件下，实际天线与理想的辐射单元在空间

同一点处所产生的信号的功率密度之比。它定量地描述一个天线把输入功率集

中辐射的程度。增益显然与天线方向图有密切的关系，方向图主瓣越窄，副瓣

越小，增益越高。 

关于天线增益的几个要点： 

（1）天线是无源器件，不能产生能量。天线增益只是将能量有效集中向

某特定方向辐射或接受电磁波的能力。 

（2）天线的增益由振子叠加而产生。增益越高，天线长度越长。 

（3）天线增益越高，方向性越好，能量越集中，波瓣越窄。 

三、天线的长度 

为了使天线能够有效地辐射电磁波，应使天线的长度增大到能与波长相比

拟。这是因为，传输线上的电流是成驻波分布的，当线长 远小于波长 时，线

上所分布的电流很小，辐射是很微弱的；而当线长 接近 1/4 波长或 1/2 波长时，

线上所分布的驻波电流大大增加，因而就形成了较强的辐射。 

四、天线的互易性 

理论和实践证明，同一天线既可用于辐射电磁波，又可用于接收电磁波，

并且接收和辐射时，天线的方向性、输入阻抗等特性均保持不变，天线的这种

特性，叫做天线的互易性。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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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无线电发射和接收原理 

7.1.2.4 无线电传播的规律 

备注： 

一、在均匀介质中的传播  

无线电波在均匀介质中是以恒定的速度沿直线传播的。甚高频通讯信号、

甚高频导航信号、测距信号、空中交通管制应答信号等，都可以认为是沿直线

在收发天线之间传播的。 

二、在不均匀介质中的传播 

当无线电波通过不均匀的介质时，不仅电波的传播速度会发生变化，而且

电波的传播方向也会发生变化，产生反射、折射、绕射及散射现象。 

三、无线电的传播方式 

不同频率的无线电波在大气中传播时，由于本身的传播规律及地面和大气

层的不同影响，形成了不同的传播方式。对于频率在 30MHz 以下的电波而言，

主要的传播方式有天波、地波、空间波。 

（1）天波：电波由发射天线向空中辐射，遇到电离层后反射到接收点，

这种传播方式称为天波传播。短波主要利用天波传播。 

（2）地波：电波沿地球表面传播到接收点，称为地波，或称为表面波。

中波主要利用地波传播。 

（3）空间波：空间波包括直达波和地面反射波。电波沿视线直接传播到

接收点，称为直达波；经地面反射后到达接收点的电波，叫地面反射波。超短

波是利用空间波来传播的。利用空间波的传播称为视距传播。 

对于频率在 30MHz 以上的超短波（VHF、UHF），由于频率很高，因而

其地波衰减很快，它的天波又一般都会穿过电离层而不能被折射回地面，所以

超短波的天波与地波都不能有效地传播，只能以空间波方式传播。 

四、超短波的有效传播距离 

超短波的有效传播距离一般限于视线范围。但由于大气层对超短波的折射

作用，使得实际的传播距离略大于视线距离，如图 7-4 所示，因此，在计算超

短波的有效传播距离时，通常对地球半径的数值（ ）进行修

正，即 。 



 

565 

 

 

图 1 折射作用对雷达电磁波传播距离的影响 

民航无线电通讯采用 VHF 频段，因此超短波的有效传播距离即为民航无

线电通讯的理论极限传输距离，其计算方法如下： 

h1

h2

r
r

r

d1

d2

8500r km

 

图 2 超短波的有效传播距离示意图 

已知发射天线高 ，接收天线高 ，则无线电通讯的理论极限传输距离

。 

如果传播距离的单位为海里（Nm），天线高度单位为英尺（feet），则

VHF 通讯的理论极限传输距离为： 

  

如果传播距离的单位为海里（Nm），天线高度单位为米（m），则 VHF

通讯的理论极限传输距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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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话音通信 

7.1.3.1 VHF 话音通信系统 

备注： 

当前的甚高频通信系统采用双边带调幅（DSB-AM）工作方式，其工作频

率范围为 118-137MHz，信道间隔为 25kHz，共有 760 个通信信道。工作模式

为半双工通信，所采用的天线为垂直极化天线，通常是刀型天线。 

随着空中交通管制业务量的迅速增加，对甚高频话音通信系统的容量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为解决这个矛盾，欧洲在 1996 年提出将 25KHz 信道带宽进一

步降低至 8.33KHz，如图 1 所示。这样在原有的 118-137MHz 的航空频段内理

论上可获得高达 2280 个通信信道，使甚高频通信系统容量提升了近 3 倍，这

将有助于改善目前甚高频通信资源紧张的矛盾。 

 

图 1 欧洲提出的 8.33kHz 信道间隔示意图 

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国家没有采信将信道间隔调整为 8.33KHz 的频率调

整方案，他们建议使用更先进的甚高频数据链系统 VDL-3（VHF data link-3）

来提高通信容量，总之，通过缩小信道间隔的方法来提高信道容量是最后一次

使用了，这标志着 DSB-AM 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尽头。但是推广 VDL-3 系统同

样意味着全球范围内航空通信系统升级改造，需要巨大的成本支持。遗憾的是，

国际航空界对甚高频通信系统的未来演变存在两种不同意见，欧洲支持

8.33KHz 的频率配置方案，北美则建议使用 VDL-3 系统。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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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导航 

7.2.1 地理时空 备注： 

一、地球 

地球的形状和大小，地理坐标，磁差及其查法，航空地图及其投影，基本

导航计算：单位换算，速度、时间、距离计算。地球是一个是东西稍膨大南北

稍扁平的椭球体，东西半径（长半轴 a）为 6378.140km，南北半径（短半轴 b）

为 6356.755km，领航学中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通常把地球看做正球体，通

过计算地球的平均半径 R=6371.004km。 

地球表面上任意一点均有且仅有一条经线和一条纬线通过，因此通过经纬

度可以唯一确定地球表面上点的位置。地球表面上任意一点与地心的连线同赤

道面的夹角称为该点的纬度。1884 年国际子午线会议决定以通过英国格林威

治天文台原址中心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作为全球经度的起算经线，本初子午

线以东为东经，以西为西经，全球各点经线的经度为该点经度平面与本初子午

线所在的经线平面的夹角确定。 

二、地球磁场 

地球周围存在一个天然磁场－地磁场，磁力线方向垂直于地面的点，叫做

地磁磁极，靠近地理北极的是磁北极，靠近地理南极的是磁南极。连接磁北极

和磁南极的直线称为地磁磁轴，它与地轴约相交成 11.5°。因为地磁南北极与

地理南北极不重合，所以各地点的磁经线（磁子午线，又叫磁北方向线）常常

偏离真经线（真子午线），也就是磁北线（磁子午线）与真北线（真子午线）

不重合。磁经线北端偏离真经线北端的角度（真子午线与磁子午线之间的夹

角），或者说磁北（磁子午线）偏离真北（真子午线）的角度叫做磁差或磁偏

角，用 MV 或 Var 标识。磁北偏在真北的东面，称磁差偏东，用 E 或+表示；

磁北偏在真北西面，称为磁差偏西，用 W 或-表示。磁差范围为 0°~±180°。把

地球表面上磁差相等的各点连接成线，称为等磁差线。某一点的磁差可以通过

航空地图或专业的磁差图查用。 

三、导航单位换算 

1kt=1nm/hr=1.15SM/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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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m=1.852km，1m=3.281feet 

1kg＝2.205lb 

1013.25mb(hpa)=760mmHg=29.92inHg 

四、坐标系 

高程基准是推算国家统一高程控制网中所有水准高程的起算依据，国家高

程基准是根据验潮资料确定的水准原点高程及其起算面。我国于 1956 年规定

以黄海（青岛）的多年平均海平面作为统一基面，叫“1956 年黄海高程”系

统，为中国第一个国家高程系统。由于“1956 年黄海高程”计算基面所依据

的青岛验潮站的资料系列（1950 年～1956 年）较短等原因，中国测绘主管部

门决定重新计算黄海平均海面，以青岛验潮站 1952 年～1979 年的潮汐观测资

料为计算依据，叫“1985 国家高程基准”，并用精密水准测量位于青岛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准原点 

为了定量描述地球的形状而不受地表起伏的影响，把与大地水准面拟合最

理想的旋转椭球体叫做地球椭球体。大地坐标系是大地测量中以参考椭球面为

基准面建立起来的坐标系。地面点的位置用大地经度、大地纬度和大地高度表

示。大地坐标系的确立包括选择一个椭球、对椭球进行定位和确定大地起算数

据。大地坐标系根据其原点的位置不同，分为参心坐标系和地心坐标系。参心

坐标系是以参考椭球的几何中心为基准的大地坐标系。我国目前使用的参心大

地坐标系主要是北京-54 坐标系。地心坐标系是指以一个中心与地球质心重合、

参考椭球体面与全球大地水准面最佳密切的地球椭球所建立的大地坐标系，或

以地球质心为原点建立的空间直角坐标系。自 2008 年 7 月 1 日起，中国将全

面启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国家测绘局授权组织实施。2000 国家大地坐标

系采用的的长半轴 a=6378.137km，短半轴 6356.752km，扁率 f=1/298.257。GPS

是采用WGS-84（World Geodesic System-1984）坐标系，GLONASS是采用PZ-90

坐标，都是属于地心坐标系。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了中国民航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使用 WGS-84 坐标系统。国家 2000 坐标系和 WGS-84 坐标系在我国民航

系统使用时忽略其差异。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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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航空地图 备注： 

图比例尺，地物、地形在地图上的表示，地图投影和失真，航图分幅、编

号。 

一、地图比例尺 

地图比例尺常用数字比例尺、文字比例尺和图解比例尺三种形式。 

数字比例尺：如 1：1,000,000 或 1/1,000,000，说明地图上（沿特定线）长

度 1 毫米、1 厘米或 1 英寸（分子），代表地球表面上的 1,000,000 毫米、厘

米或英寸（分母）。 

文字比例尺：图上距离与实地距离之间关系的语言描述，如 1：1,000,000

这一数字比例尺可描述为“图 1 毫米等于实地 1 公里”。 

图解比例尺：地图上绘出的直线段，常常绘于图例方框中或图廓下方，表

示图上长度相当于实地距离的单位。 

二、地形地物 

各种地物根据其可依比例尺描述的精细度分为全依比例尺、半依比例尺和

不依比例尺描述三种形式。全依比例尺地物其长度、宽度和弯曲程度能够按照

比例尺准确描绘在地图上，如城市、湖泊、沼泽、沙漠等。半依比例尺地物其

长度和弯曲程度能够按照比例尺精确描绘在地图上，其宽度不能依比例尺精确

绘制，如河流、公路、铁路等。不依比例尺地物其长、宽和弯曲程度均不能依

照比例尺精确绘制，如塔台、导航台、山峰等，只能用一定的抽象符号表述。 

地球表面高低起伏的形态称为地形。描述各点的地形通常有三种方法：标

高点、等高线和分层着色法。 

三、地图投影 

墨卡托投影：又称等角正圆柱投影。地图等角，地图上任意两点的连线均

为等角航线。赤道附近飞行时常常选用该投影。 

高斯－克吕格投影：又称等角横切圆柱投影，一般用于 50 万以下的大比

例尺航图。地图等角，大圆航线凹向中央经线，等角航线为螺旋曲线，在切经

线附近左右 3°范围内，大圆航线和等角航线可以近似看作直线。高斯－克吕格

投影是 1:50 万及更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数学基础，大比例尺航图多为此种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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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通用航空领域应用广泛，同时也用作绘制机场专用航图和设计仪表飞行程

序的基础用图。 

兰伯特投影：又称等角正割圆锥投影，是世界百万普通地图和百万航图的

主要投影方法。等角航线是凸向赤道的曲线，大圆航线则是凸向比例尺大的一

方的曲线。在一幅地图上，大圆航线极近似于直线。地图等角，标准纬线上无

变形。 

极地方位投影：是一种正切球心方位投影。大圆航线为直线，等角航线为

凹向极点的螺旋曲线。一般用于极地飞行或规划较长距离的大圆航线时的辅助

用图。 

三、地图分幅与编号 

为了便于对各种比例尺的航图进行统一的管理和查用，需要按照一定幅面

大小将某种比例尺航图所包含范围内的图幅划分为许多幅航图，并编注其序

号，称为分幅和编号。目前，我国采用的航图分幅方案，是以 1：100 万地形

图为基准，按照相同的经差和纬差定义更大比例尺航图的分幅。 

百万分之一地图在纬度 0°—60°之间的图幅，图幅大小按经差 6°，纬差 4°

分幅。每幅百万分之一内各级较大比例尺航图的划分，按规定的相应经纬差进

行，1：50 万，以百万分之一地图为基础直接划分。一幅百万分之一航图对应

的地面范围包含四幅 1：50 万地形图，每幅为经差 3°，纬差 2°。 

100 万航图编号：列号-行号，列号由纬度计算，从赤道开始编起；行号由

经度计算，从 180°由西向东开始编号。 

列号＝ 1
4

+







                   

行号（西经）＝ 1
6

180
+







 −


 
     行号（东经）＝ 31

6
+











    

50 万航图编号：首先计算出该点在百万航图上的编号，然后按照经纬差

将该幅百万航图分成四幅，由左向右、由上向下为该点所处的 50 万航图在百

万航图上的位置进行编码，分别为 ABCD。 

编号计算举例：北京的地理坐标为（39°57 Ń，116°19 É），则北京的所

在的 1：100 万航图分幅上的编号为：10－50，我国地图编号体系的行号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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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字母表示，所以也可以表示为 J－50。北京在 1:50 万航图分幅上的编号 J

－50－D 

 

 

 

 

 

 

 

 

 

 

 

 

 

 

 

 

 

 

 

 

 

 

 

 

 

 

 

样题： 

A B 

C D 

36°N 

114°E 

36°N 

120°E 

40°N 

120°E 

40°N 

11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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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航线 备注： 

一、航线 

航线和航线角，大圆航线和等角航线的特点及在飞行中的应用、飞机实际

活动半径、等时点。 

飞机从地球表面一点（起点）到另一点（终点）的预定飞行路线叫航线。

飞机实际在空中飞过的轨迹在地球表面的投影叫航迹。 

航线由起点、转弯点、终点和检查点航路点构成。目视航线有一些明显易

辨的地标组成，通常以起飞机场作为航线起点，以着陆机场作为航线终点，转

弯点和检查点则是一些明显易辨的地标。仪表航线由一系列的导航台的无线电

信道依次连接而构成的空间通道组成，通常以起飞机场和着陆机场的主降方向

远距台或附近的归航台为航线起点和终点，而转弯点和检查点则是一些无线电

导航点或定位点。 

航线（航段）的方向，用航线角（Course）表示，即从航线起点的经线北

端顺时针量到航线（航段）去向的角度，航线角范围 0°~360°。根据基准线的

不同，航线角用真航线角（TC）和磁航线角（MC）两种来表示，换算关系式：

MVTCMC −= 。 

以通过两航路点间的大圆圈线作为航线的叫大圆航线（Great Circle Line），

大圆航线上各点的真航线角不相等，但航线距离最短，如极地航线，一般可认

为是大圆航线。 

以通过两航路点间的等角线作为航线，就叫等角航线。等角航线是一条盘

向两极的螺旋形曲线，等角航线上各点的航线角相等，但它的距离一般都比大

圆航线长。 

飞机实际活动半径：根据实际携带油量、飞机中途不着陆仍能返回起飞机

场安全着陆的最远距离。 

TAS

GSHGSOT
Ra




=

2
，T 续航时间，GSO出航时间，GSH 返航时间 

飞行等时点：飞机飞向所在航段前后两个可选择备降机场时间相等的点。 

TAS

GSHD
dETP




=

2
 

上升时间 TC（Time of climb）可根据飞机所保持的平均上升率（RC-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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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limb）和飞机从入航高度上升到指定高度层的上升高度差进行计算， 

即 TC=( 指H - 入H )/ RC 。 

 

 

 

. 

 

 

图 1 爬升图 

起始爬升航段，顺风不改变爬升率，但会损失爬升梯度。为保持正常的爬

升坡度，需要增大爬升率： gradktWSftRC  )(100min)/(  

地速的变化： WSGS =  

爬升到改平高度时少飞的时间：
RCRC

H

RC

H
t

+


−


=  

下降时间 TD（Time of Descent）是根据航线飞行高度下降到通过降落机

场上空规定高度的高度差和下降率（RD-Rate of Descent）计算出来的，即

TD=( 指H - 进场H )/ RD。       

二、航线代号 

A、B、G、R：表示组成空中交通服务航路地区航路网的非区域导航航路

——国际（地区）航线（航段）。 

H（国内干线）、J（地方航线段）、V（尚未向 ICAO 申请的航线段）、

W：表示不属于空中交通服务航路地区航路网的非区域导航航路。——国内航

线（航段）。 

L、M、N、P：表示组成空中交通服务航路地区航路网的区域导航航路。 

Q、T、Y、Z：表示不属于空中交通服务航路地区航路网的区域导航航路。 

 

 

样题： 

RC 

WS 

TAS 

grad 

ΔRC 

ΔGS 
GS 

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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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时间系统 备注： 

时间、时刻、时间系统及其换算、日出日落天亮天黑、晨昏线概念、时间

测量 

1 平太阳日等分为 24 平太阳时，1 小时等分为 60 分钟，1 分钟等分为 60

秒钟，这样就得到了地球自转与时间的换算关系，作为推算世界各地地方时和

区时的数学基础。 

表 1 地球自转与时间的换算关系 

24h 1h 4min 1min 4sec 1sec 

360° 15° 1° 15´ 1´ 15´´ 

地方时（LT—Local Time）：当地经线正对太阳的时刻为正午 12 时，当

地经线正背太阳的时刻为 0 时，太阳连续两次上中天的时间间隔为 24 小时，

这样确定的时间称为地方时 

区时（ZT－Zone Time）：世界时区的划分，是以本初子午线为标准的。

从西经 7.5 到东经 7.5（经度间隔为 15°）为零时区；从零时区的边界分别向东

和向西，每隔经度 15°划一个时区，东、西各划出 12 个时区；东十二时区与西

十二时区相重合，全球共划分成 24 个时区。各时区都以中央经线的地方平时

为本区的区时。相邻两时区的区时相差 1 小时，东边时区的区时总比西边时区

的区时早。 

180°经线为东西十二时区共同的中央经线，由西向东穿越 180°经线，区时

减少 24 小时，反之，由东向西穿越 180°经线，区时增加 24 小时，因此 180°

经线被称为国际日期变更线。 

世界时（UT）：国际上规定采用零时区的区时作为全世界共同使用的时

间系统，称为世界时. 

协调世界时（UTC）：由于地球自转速度存在着周期性、不规则的变化和

长期变慢的区时，每年大约要比原子时慢 1 秒钟，国际天文学会和国际无线电

咨询委员会于 1971 年开始决定采用“协调世界时”，协调世界时采用原子秒

长，各国授时机构根据国际标准时间局的通知于每年岁中或岁末调慢 1 秒，以

适应世界平时长期变慢的趋势。航空应用中，协调世界时与世界时的差别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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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 

各种时刻的换算：首先查出两种时刻的基准线，并求出经度差，然后将经

度差换算为时刻差，根据东加西减原则求算即可。 

日出：早晨，当太阳上边缘升到地平线时叫日出。 

日落：傍晚，太阳上边缘沉没于地平线时叫日落。 

天亮：太阳中心升到地平线下 6°时叫做天亮。 

天黑：太阳中心沉没于地平线下 6°时叫天黑。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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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航向及其测量 备注： 

航向及其测量：真航向、磁航向和罗航向 

真航向 TH（True Heading）：飞机所在位置的真经线北端顺时针测量至航

向线的夹角。 

磁航向 MH（Magnetic Heading）：飞机所在位置的磁经线北端顺时针测

量至航向线的夹角。 

罗航向 CH（Compass Heading）：飞机所在位置的罗经线北端顺时针测量

至航向线的夹角。 

由于飞机本身是一个大的电磁部件，飞机本身磁场会导致飞机磁罗盘的指

针偏离地磁方向，因此磁罗盘测量的航向与磁航向之间存在着偏差，称为罗差

（DEV：Deviation）。罗经线偏离磁经线，北偏东为正，北偏西为负。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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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高度 备注： 

航向及其测量：真航向、磁航向和罗航向 

真航向 TH（True Heading）：飞机所在位置的真经线北端顺时针测量至航

向线的夹角。 

磁航向 MH（Magnetic Heading）：飞机所在位置的磁经线北端顺时针测

量至航向线的夹角。 

罗航向 CH（Compass Heading）：飞机所在位置的罗经线北端顺时针测量

至航向线的夹角。 

由于飞机本身是一个大的电磁部件，飞机本身磁场会导致飞机磁罗盘的指

针偏离地磁方向，因此磁罗盘测量的航向与磁航向之间存在着偏差，称为罗差

（DEV：Deviation）。罗经线偏离磁经线，北偏东为正，北偏西为负。 

包括飞行高度及其测量、高度表拨正，飞行高度层、最低飞行高度层的确

定，RVSM 基本概念及运行要求。 

一、高度定义 

飞机到某一基准面的垂直距离叫飞行高度，常用米或英尺为单位。 

绝对高度（HA）：飞机距离海平面的垂直距离。 

相对高（HR）：飞机距离机场平面的垂直距离。 

真高（HT）：飞机距离正下方地面的垂直距离。 

地点标高（Hg）：地点距离平均海平面的垂直距离。 

机场标高（Ha）：机场平面距离平均海平面的垂直距离。 

上述高度满足下述关系： 

绝对高度（HA）＝相对高（HR）＋机场标高（Ha） 

绝对高度（HA）＝真高（HT）＋地点标高（Hg） 

二、气压高度及气压基准 

场面气压（QFE）：机场着陆区域内最高点的气压值。 

修正海平面气压（QNH）：由场面气压按照标准大气状况推算到平均海平

面的气压值。 

场面气压和修正海平面气压用于为起降阶段的飞机提供气压高度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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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8 月开始我国逐步推广使用修正海平面气压，而在军用机场和部分军

民合用机场仍然使用场面气压。 

标准大气压（QNE）：标准大气状况下海平面的气压值，为 1013.25 百帕、

760 毫米汞柱或 29.92 英寸汞柱。 

标准气压用于为航路飞行阶段的航空器提供气压高度基准 

飞行高度层（FL：Flight Level）：以 1013.25 百帕气压面为基准，各等压

面之间保持规定气压差的一系列等压面。航空器在航路飞行阶段必须保持规定

的飞行高度层飞行，目的是为了建立各航空器之间的垂直安全间隔 

过渡高度（Transition Altitude）：是机场区域内一个特定的修正海平面气

压高度，在此高度或以下，航空器的垂直位置按照修正海平面气压高度表示。 

过渡高度层（Transition Level）：是指在过度高度之上的最低可用飞行高

度层，两者之间满足给定的垂直间隔。 

过渡夹层（Transition Layer）：是指位于过渡高度和过渡高度层之间的空

间。该空间仅用于航空器变换气压高度基准，不得平飞。 

最低安全高度（MSA：Minimum Safe Altitude）：是保证飞机不至于与地

面高大障碍物相撞的最低飞行高度。实施仪表飞行的航空器，最低安全高度采

用航线（航段）左右两侧 25km 范围的最高障碍物的标高加上超障余度确定，

山区 600m（如果存在强烈气流则为 1000m），平原地区 400m；机场区域内的

最低安全高度用该区域内的最高障碍物的标高加上超障余度确定，山区 600m，

平原地区 300m。 

由于飞机保持等压面飞行，因此当飞机有高压区飞往低压区时，其真高会

逐渐降低，因此计算超障余度时必须相应增加超障余度
PH 。 

mmmHgQNHQNE 11)(Hp −= 或 mhpaQNHHp 9)1013( −=  

三、高度修正 

气温误差：非标准大气状况下，大气密度发生变化，气温递减率不再是

0.0065°C/1000m，进而导致气压递减率发生改变，换句话说，等压面之间的真

实间隔发生变化，从而产生气压高度表的测高误差，称之为气温误差。 

如果当前温度是 ISA+Δt，气温误差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式近似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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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t tHH = 表高  

气压误差：气压误差是由于飞行员调定的气压基准值同实际测高基准面的

气压值不一致导致的。 

气压基准的拨正程序： 

 

图 1 气压基准拨正程序 

常用的无线电高度表测量范围为 0－2500ft，用在飞机精密进近时配合仪

表着陆系统向飞行员警示决断高或非精密进近过程中向飞行员警示最低下降

高。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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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风 备注： 

包括航行风、气象风的定义与换算、航行速度三角形分析与计算 

航行风：其方向是指风吹去的磁方向，即从磁经线北端顺时针量到风的去

向的角度，用 WDn 表示。 

气象风：其方向是指风吹来的真方向，即从真经线北端顺时针量到风的来

向的角度，用 WDm 表示。 

6.3)/)/(

)(180

=

−=

smWShkmWS

MVWDWD

mn

mn

（



 

航空器相对于空气的运动速度称为空速。空速通过空速表测量飞行中的全

压、静压得到。全压通过皮托管测量，静压通过静压空测量，两者做差后得到

动压。传统气动空速表测量的空速存在仪表误差、空气压缩性误差和温度误差，

仪表上直接读出的空速称为指示空速。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真空速与指示空

速的差别越来越大。现代航空器使用空速系统测量航空器空速，可以为飞行员

提供指示空速和真空速。空速系统包括全静压系统、大气数据计算机、全温传

感器、航空器迎角感应元件、指示仪表和控制面板组成。全静压系统主要由分

布在机头左右的两对全压探头和静压孔组成，用于向正副驾驶提供主全、静压

和备份全、静压。大气数据计算机根据全压、静压、总温、航空器迎角等信息

计算航空器真空速，并提供给指示仪表显示。 

 

图 1 空速表 

航行速度三角形的构成要素包括三线五角，即三个速度矢量——空速

TAS、风速 WS、地速 GS 和五个角度——磁航向 MH、风向 WD、磁航迹 MTK、

偏流 DA、风角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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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航行速度三角形 

航行速度三角形计算是航行速度三角计算中的核心知识点，可以用来计算

跑道侧风、应飞航向、预计到达时刻、油量、等时点等。 

地标领航就是在飞行中，用航图同地面对照，辨认地标，用地标（目视参

考点）判定航空器位置、确定飞行方向和预计到达目的地时间的领航方法。地

标领航是飞行中最原始的方法，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地标领航简单、可靠，只

要在目视范围内有可供识别的地标，就可采用，但这种方法受天气、昼夜和地

标条件的限制。推测领航是指根据当前航行诸元（实测位置、平均航迹、平均

地速、平均偏流等），推测未来航迹的领航方法。推测领航和地标领航结合的

领航方法就是地标推测领航。地标推测领航是目视飞行的基础技能，也是仪表

飞行的重要辅助领航方法。 

 

 

 

 

 

 

 

 

 

 

 

样题： 

TAS 
WS 

GS 

MN 

MH 

MN 

MTK 
WD 

DA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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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无线电方位 备注： 

无线电方位：相对方位角、电台方位角、飞机方位角、无线电仪表指示 

（1）相对方位角 RB（Relative Bearing）：从航向线顺时针方向量到无线

电方位线的角度，叫相对方位角，它表示电台相对于飞机纵轴的位置，即电台

在飞机纵轴的哪一个方向上。 

（2）电台方位角：从飞机所在位置的经线北端顺时针方向量到无线电方

位线的角度，叫电台方位角。以真经线北端为基准的电台方位角叫电台真方位

QUJ（True Bearing to Facility）。以磁经线北端为基准的电台方位角叫电台磁

方位角 QDM（Magnetic Bearing to Facility）。 

（3）飞机方位角：从电台所在位置的经线北端顺时针方向量到无线电方

位线的角度，叫飞机方位角。以真经线北端为基准的飞机方位角叫飞机真方位

QTE（True Radial of the Station）；以磁经线北端为基准的飞机方位角叫飞机

磁方位角 QDR（Magnetic Bearing from Facility），也是飞机背离电台飞行的磁

方位。其中，QDM=MH+RB，QDR=QDM±180°。 

 

ADF                   RMI                  EHSI 

图 1 无线电指示 

电台在右，飞机保持航向飞行，RB、QDM、QDR 增大。电台在左，飞机

保持航向飞行，RB、QDM、QDR 减小。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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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无线电导航设施 备注： 

包括 NDB、VOR、DME、ILS 导航设施及其工作原理 

（1）NDB 

工作频段：190-1750KHz。 

天线： 

①环形天线的方向性 

②垂直天线的单值定向。 

垂直天线是无方向性天线，电波作用在垂直天线上产生的感应电势，同电

波的强弱成正比，与电波的来向无关，垂直天线的方向性图为一个圆。为了消

除环形天线定向的双值性，采取环形天线与垂直天线相结合的复合天线，以取

得单值定向。 

NDB 台具备导航引导、莫尔斯代码识别和对空广播功能。识别代码为 2

个字母的莫尔斯代码，近台识别代码为远台识别代码的第一个字母。 

（2）VOR 

工作频率：108-112MHz，频率间隔为 500KHz。其中 108-112MHz 之间十

分位为偶数位的为航站 VOR 台。 

甚高频全向信标 VOR 系统测方位时通过机载设备接受地面 VOR 台发射

的两种信号，并测量出这两种信号的相位差，就可以得到飞机磁方位，称为

VOR 方位或径向方位。然后再将这一方位反向 180 度，就可以得到电台磁方

位。在指示器上指示出电台磁方位，同时也指示出了飞机磁方位。 

VOR 台具备导航引导、莫尔斯代码识别和对空广播功能。 

（3）DME 

DME 系统是询问—回答式脉冲测距系统。DME 测量飞机距离地面电台之

间的斜距，还具备测速功能。DME 系统的地面台能同时为大约 100 架飞机服

务；如果询问的飞机超过 100 架，地面 DME 台通过降低灵敏度来限制回答。

DME 的工作模式：DME 工作频率 962--1213MHz，频率间隔 1MHz，一般与

VOR 配对调谐。共 252 和波道，分为 X 波道/Y 波道。询问频率和应答频率相

差 63MHZ。其中 X 模式和 Y 模式的空地波道配置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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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DME 空地波道配置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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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0 惯性导航系统构成及工作原理 备注： 

惯性导航系统构成及其工作原理：构成、功能、误差、校准 

惯性导航系统是利用惯性元件（陀螺和加速度计）测量飞机相对与惯性空

间的线运动和角运动参数，在给定的初始条件下，通过导航计算机的积分运算，

确定飞机的姿态、方位、速度、位置，引导飞机沿区域导航航路飞行的领航系

统。 

自动测量飞机各种导航参数及飞行控制参数，供飞行人员使用。导航参数：

位置，航向，高度，地速，航迹。控制参数：俯仰、倾斜、航向。此外与飞机

其他控制系统配合，完成对飞机的人工或自动驾驶。 

惯性导航系统的感测原件包括平台和加速度计。以三自由度陀螺为平台的

惯导为平台式惯导，以姿态矩阵确定的姿态转换矩阵为平台的惯导为捷联式惯

导。现代飞机采用激光陀螺作为感测元件，称为惯性基准系统 IRS。 

INS 系统主要由惯性导航组件（INU）、控制显示组件（CDU）、方式选

择组件（MSU）和备用电池组件（BU）组成。 

惯性导航系统是根据惯性原理，通过测量飞机对地面运动的水平加速度，

以求出飞机的地速向量和位置导航设备。它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精确和自动

化程度高的特点，可以全天候使用，使用时只需确定好飞机即时位置及各航路

点的经纬度坐标，系统就能自动的引导飞机沿预定航线飞到目的地。 

惯导系统要工作必须进行初始校准，主要是：给定初始条件、惯导平台的

初始对准、陀螺仪的测漂和定标。给定初始条件主要是通过输入初始位置经纬

度坐标给定惯导积分运算的初始值。平台式惯导初始对准是将平台调整到预定

的导航坐标系内，捷联式惯导对准是要建立姿态矩阵。随着飞行时间的增长，

惯性导航将产生积累误差，通常每隔 2～3 小时需要进行一次位置更新，可以

通过 VOR/DME 或 NSS 位置消除积累误差。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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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1 卫星导航系统 备注： 

一、卫星导航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 

GNSS 包括 GPS、GLONASS、GALILEO、BD 和增强系统组成。 

GPS 包括空间 GPS 卫星，地面控制站组，用户 GPS 接收机。GPS 空间段

由分布在轨道倾角 55 度的 6 个轨道上 24 颗卫星组成。GPS 采用码分多址技术。

确定飞机的三维位置至少需要 4 颗可见卫星。这需要建立飞机对 4 颗卫星的伪

距方程。解算的卫星定位参数为基于 WGS84 坐标系的三维坐标：（X，Y，Z）

下图是确定卫星星历数据（Xs，Ys，Zs，t）需要的基本轨道参数。 

 

图 1 卫星定位参数 

卫星的瞬时位置
角速率。星在轨道上运行的平均：平近点角，取决于卫

：真近地点角。

和形状。卫星轨道的取向、大小

：卫星轨道扁心率

：卫星轨道长半轴

：近地点角。

的夹角。与：升交点赤经

置卫星轨道平面的空间位
：轨道平面倾角

赤道面的交点。卫星自南向北运动时和：升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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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NASS 采用频分多址技术编码。 

差分增强技术：FAA 的 WAAS、LAAS。此外广域增强系统还包括欧洲的

EGNOS，日本的 MASAS，印度的 GAGAN。目前，通过 WAAS 可以满足非

精密进近的精度要求，通过 LAAS 可以满足一类精密进近需求。广域增强系统

是一种 SBAS，LAAS 为 GBAS，此外还包括 A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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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RNAV 与 RNP 

1、基本概念 

区域导航是一种导航方法，允许飞机在台基导航设备的基准台覆盖范围内

或在自主导航设备能力限度内或两者配合下按任何希望的飞行路径运行。其中

台基导航设备，包括传统的以地面为基础的陆基导航设备和以卫星导航系统为

基础的星基导航设备；区域导航不仅是一种导航方法，同时也涉及航路结构和

空域环境。 

RNP（Required Navigation Performance）：对于在规定的空域内运行所需

要的导航性能的描述。RNP 类型根据航空器至少由 95％的时间内预计能达到

的导航性能精度的数值来确定。 

2、区域导航的应用效益 

（1）建立直飞航线，优化空域，降低运行成本； 

（2）可以采用非公布的随机航路（绕飞繁忙空域、恶劣天气、军航活动

区），增大选择航路的灵活性； 

（3）建立平行航路，提高空域容量； 

（4）采用 GNSS，可以在海洋、极地、沙漠及边远地区实施区域导航飞

行，实现全球覆盖； 

（5）RNAV 进近，优化繁忙终端进离场程序； 

（6）RNP/RNAV 进近，满足地形复杂机场进近需求。 

3、区域导航的特点 

（1）绝对定位（经纬度）：可以由用户定义航路点 

 

图 2 区域导航 

（2）球面上的导航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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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大圆航线计算 

NM：D

终点的地理坐标

为起点的地理坐标

)cos(coscossinsincos

)cot(sin)csc(tancoscot

22

11

12212160

1211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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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任意两点的航线角变化为： 

TCB-TCA=ΔLONG×sin(LATmean) 

4、实现区域导航计算设备设施需求 

飞行管理计算机、导航信号覆盖。 

FMS 是一个由计算机、传感器、无线电导航系统、控制板、电子显示仪

表、电子警告组件以及执行机构联系起来的大设备系统。其中飞行管理计算机

系统是 FMS 的中枢。主要由 FMCS、AFCS、自动油门系统 A/T、传感器系统

构成。 

可以用于区域导航的导航系统有：VOR/DME、DME/DME、惯性导航系

统 INS/IRS、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GNSS。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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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2 无线电导航计算 备注： 

无线电导航计算：偏航判断、复航计算 

向台切入航线的计算步骤： 

（1）判断飞机偏航情况 

QDM>MC  飞机偏左 

QDM=MC  飞机不偏 

QDM<MC  飞机偏右 

（2）确定切入航向 

MH 切=MC±α  右切“+” 左切“-” 

（3）判断切回预定航线瞬间 

QDM 切=MC  

背台切入航线的计算步骤： 

（4）判断飞机偏航情况 

QDR>MC  飞机偏左 

QDR=MC  飞机不偏 

QDR<MC  飞机偏右 

（5）确定切入航向 

MH 切=MC±α  右切“+” 左切“-” 

（6）判断切回预定航线瞬间 

QDR 切=MC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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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3 仪表飞行程序设计 备注： 

1、仪表进近程序 

定义、分类、组成和飞行实施方法 

2、仪表进近程序定义 

是航空器根据飞行仪表和对障碍物保持规定的超障余度所进行的一系列

规定的机动飞行，实际上就是利用地面导航设施和机载无线电领航设备所提供

的导航数据，飞行员按照仪表指示进行一系列规定的机动飞行。 

机动飞行中必须保证对障碍物保持规定的超障余度。由进场阶段，起始进

近航段，中间进近航段，最后进近航段，复飞航段构成。 

3、仪表进近程序的分类 

精密进近程序、类精密进近程序、非精密进近程序。 

①精密进近：使用仪表着陆系统（ILS）、微波着陆系统（MLS）或精密

进近雷达（PAR）同时提供方位和下滑引导的仪表进近。 

②类精密进近：具有水平和垂直引导但不符合国际民航组织精密进近运行

标准的进近类型。 

③非精密进近：使用全向信标台（VOR）、导航台（NDB）或航向台（LLZ

或 ILS 下滑台不工作）等地面导航设施，只提供方位引导，不具备下滑引导的

仪表进近。 

4、仪表进近程序的基本形式 

直线航线程序、反向航向程序、直角航向程序。 

5、直线航线程序公布的无缝数据 

一个时间：t 出，根据所飞机型决定； 

两个航迹：MC 入和 MC 出； 

三个高度：起始进近高度、入航转弯高度、第二次过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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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直角航线程序的加入： 

 

图 1 直角航线程序 

加入方法：第一扇区平行加入；第二扇区偏置加入；第三扇区直接加入。 

 

 

 

 

 

 

 

 

 

 

 

 

 

 

 

 

 

 

 

样题： 

Ⅰ扇区 

110° 

MC入 

MC出 

Ⅱ扇区 

Ⅲ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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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3 仪表飞行程序设计 

7.2.13.1 飞行程序基本概念及航段组成 

备注： 

1、飞行程序设计的概念 

飞行程序设计是在分析终端区净空条件和空域布局的基础上，根据航空器

的飞行性能，确定航空器的飞行路径以及有关限制的一门科学。 

2、飞行程序的范围 

从航空器的飞行阶段来讲，除了巡航阶段外都属于飞行程序设计范畴； 

3、飞行程序的航段组成 

（1）离场程序：提供从终端区至航路结构的过渡航线。从起飞末端 DER

（跑道或净空道末端）至下一飞行阶段允许的最低安全高度/高（进近、等待、

加入航路）；一个机场为所有起飞离场的航空器规定了仪表飞行条件下的离场

航线时，我们将这些航线统称为标准仪表离场程序（SID）。 

（2）进场程序：提供从航路结构到终端区内的一点的过渡。起始于航空

器离开航路的那一点，至等待点或起始进近定位点。进场程序实际上是进近程

序中的进场航段；我国许多机场的进场程序以走廊口作为进场程序的开始点；

在为一个机场设计进场程序时，应为每一条可用于着陆的跑道设计所使用的进

场程序；一个机场为所有进场的航空器规定了仪表飞行条件下的进场航线时，

这些航线统称为标准仪表进场程序。 

（3）仪表进近程序：为使得航空器着陆，参照飞行仪表，对障碍物保持

一定的超障余度所进行的一系列预定的机动飞行。始于起始进近定位点（IAF）

或规定的进场航路开始，至能完成着陆的一点为止，或如果不能完成着陆，至

航空器复飞至等待或具有航路超障高度为止；按每一条可用跑道最后进近方式

不同设计不同的进近程序；以仪表进近图的形式公布。 

 

 

 

 

 

 

 

样题：请分析报文 C1605/08 对运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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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3 仪表飞行程序设计 

7.2.13.2 飞行程序分类 

备注： 

飞行程序的分类 

（1）根据所执行的飞行规则划分：按目视飞行规则设计的程序称为目视

飞行程序；按仪表飞行规则设计的程序称为仪表飞行程序。 

（2）根据航空器定位方式划分：使用传统导航定位方式的飞行程序称为

传统飞行程序，使用 PBN 进行导航定位的飞行程序称为 PBN 飞行程序。 

（3）根据发动机工作模式划分：一般飞行程序设计部门只考虑发动机全

部正常工作情况设计并发布全发飞行程序；对于部分发动机失效的情况，则由

营运人根据航空器性能和具体的飞行环境设计应急飞行程序。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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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3 仪表飞行程序设计 

7.2.13.3 保护区与障碍物评估基本概念 

备注： 

一、保护区基本概念 

由于气流运动、驾驶技术、导航系统误差等因素的影响，航空器飞行时不

能严格保持预定航迹，总会或多或少产生偏移。在一定安全系数的前提下，飞

机在某航段飞行可能产生的最大位置偏移的区域，称为保护区。保护区是一个

空间概念，一般用水平范围和超障安全高度进行描述。 

保护区对航空器飞行安全的保障不是绝对的，根据 ICAO 规定的 1×10-7

碰撞风险目标水平，通常用概率可容度来确定保护区的范围。概率可容度是指

提供的保护空域可以容纳沿航路飞行的飞行时间与总飞行时间（即累积所有航

空器）的百分比。 

95%概率可容度：95%的概率在此区域内飞行，使碰撞风险小于 exp（-7），

这个区域称为主区；99.7%概率可容度：区域比 95%的要大，主区之外的称为

副区。 

二、保护区计算 

每个航段都有相应的保护区。通常保护区对称于预定航迹两侧。原则上，

该保护区分为主区和副区。然而，有时会只有主区。当允许有副区时，每一边

外侧一半宽度的保护区为副区（通常为总宽度的 25%），见图 1。 

 

图 1 直线航段保护区主区和副区的剖面 

给定点的副区宽度计算。在两个定位点之间，任意一点（P）的副区宽度

可以根据这两个定位点处的保护区宽度，使用式（I-2-1-1），进行线性插值得

到（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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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副区宽度 

三、障碍物评估 

最小超障余度（MOC：minimum obstacle clearance）是指飞机在保护区内

飞越障碍物上空时，保证飞机不至于与障碍物相撞的最小垂直间隔，是受天气，

设备，飞机性能以及飞行员能力的影响而制定的保证飞机安全越障的最低要

求。 

如果没有规定副区，整个保护区都应该提供全超障余度。如果有副区，则

在主区内提供全超障余度，副区的超障余度是从副区内侧边界的全超障余度线

性减小至副区外侧边界为零， 

副区的 MOC 可以在主区外侧边界的全超障到零之间使用线性插值法得

到，依据式（I-2-1-2）（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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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副区超障余度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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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3 仪表飞行程序设计 

7.2.13.4 离场程序设计与起飞标准制定 

备注： 

一、离场程序概述 

为保证航空器在目视与仪表离场阶段有足够的超障余度飞越障碍物，或避

开障碍物而设计的一种飞离机场的程序。通常仪表离场程序的设计决定于机场

区域的地形和 ATC（空中交通管制）的需要。仪表离场程序假定所有发动机

工作。离场可以设计成直线或转弯离场。如果允许航空器在达到一个指定的高

度/高之后向任意方向转弯，则可以设计成全向离场程序。 

二、离场程序设计的基本原则 

直线离场允许有不大于 15°的转弯。航空器在转弯前应该保持跑道方向直

至达到跑道/FATO 之上至少 120m（394ft）［H 类航空器，90m（295ft）］。

转弯离场可以指定在一个转弯点或一个高度/高。标准的程序设计梯度（PDG）

为 3.3%（H 类，5.0%）。PDG 起始于跑道起飞末端（DER）之上 5m（16ft）

的一点。PDG 在障碍物鉴别面（OIS）之上按至 DER 距离的 0.8%提供附加的

余度。OIS 的梯度为 2.5%（H 类，4.2%）当有障碍物穿透 OIS 时，应该公布

一个更陡的 PDG 以保证能按至 DER 距离的 0.8%提供超障余度。在可以实施

大于 15°的转弯之前，必须达到最小 75m（246ft）的超障余度［H 类，65m

（213ft）］。如果至 DER 距离 0.8%的值更大，则应使用该值。该最小超障余

度在随后的飞行中必须保持。 

三、离场程序的最小超障余度（MOC） 

主区的最小超障余度（MOC）为至 DER 飞行距离的 0.8%。MOC 在 DER

为零。在障碍物鉴别面之上提供 MOC，或者如果有障碍物穿透 OIS 时，在障

碍物标高之上提供 MOC。在开始一个大于 15°的转弯之前，除上述要求外，

还要求 75m（246ft）［H 类，65m（213ft）］的 MOC。当山区地形是个因素

时，必须考虑增加最小超障余度 

四、离场程序的障碍物鉴别面（OIS） 

障碍物鉴别面是在离场保护区内用于鉴别障碍物的一个斜面。对于直线离

场，OIS 面的起点为 DER 之上 5m（16ft）。对于全向离场则要考虑多个 OIS

面，如第 4 章，“全向离场”所述。OIS 面的梯度为 2.5%（H 类为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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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定期检查 OIS 以验证障碍物的信息，从而保证最小超障余度并保护离场程

序的完整性。每当有建立的物体穿透 OIS 面时，应当通知主管当局。至障碍物

的距离应该以 DER 为基准点。 

五、离场程序的程序设计梯度（PDG） 

程序设计梯度（PDG）是从 OIS 面起点［DER 之上 5m（16ft）］开始量

取的公布的爬升梯度。如果没有障碍物穿透 OIS 面，程序设计梯度（PDG）为

OIS 面的梯度加上 0.8%。（3.3%，H 类为 4.2%）。当有障碍物穿透 2.5%OIS

面时，应该调整离场航线以避免 OIS 面被穿透。如果这不可行，则可以增大

PDG 以在穿透障碍物之上提供最小超障余度（从 DER 至障碍物距离的 0.8%）

（见图 1）。 

 

图 1 程序设计梯度 

超过 3.3%的 PDG 以及该增加的梯度所延伸到的高度应该公布。为避开穿

透障碍物而增加 PDG 时，PDG 应该在飞越关键障碍物的位置点之后减小至

3.3%。在障碍物上空应该按从 DER 至障碍物距离的 0.8%提供超障余度（见图

1）。 

若障碍物要求增加梯度以爬升至 60m（200ft）高或以下，（通常是由于近

距离的低高度障碍物）该梯度不需要公布（见图 2）。但应该公布穿透 OIS 面

的近距离障碍物的位置和标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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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近距离障碍物 

六、直线离场 

起始离场航迹与跑道中线方向相差在 15°以内的为直线离场。只要实际可

行，离场航迹应该是跑道中线延长线（见图 3）。 

 

图 3 无航迹引导的直线离场保护区 

对于直升机，离场航迹与跑道中心线的交点必须在距 DER1.7km（0.9NM）

以内，或者离场航迹在 DER 处与跑道中心线的侧向距离在 90m 以内。 

直线离场的类型：根据起始航迹得到引导的可能性，直线离场分为两种主

要类型： 

1、无航迹引导的直线离场： 

（1）无航迹调整的离场； 

（2）有航迹调整的离场（无指定的航迹调整点）； 



 

600 

 

（3）有航迹调整的离场（有指定的航迹调整点）； 

2、有航迹引导的直线离场： 

（1）导航台在前方或后方； 

（2）偏置（航迹平行/航迹偏置/航迹交叉）。 

航迹调整：在保护区设计时，假定航迹调整应该在 PDG 达到 DER 标高之

上 120m（394ft）［H 类，90m（295ft）］的位置之前，或在一个指定的航迹

调整点进行。 

无航迹引导的直线离场 

无航迹调整的离场：保护区起始于 DER，起始宽度为 300m（H 类，90m）。

保护区以跑道中线为中心，在跑道中线延长线两侧分别按 15°向外扩张（见图 

3）。 

有航迹调整的离场：起始离场航迹调整不超过 15°。当有调整时，从 DER

开始，在航迹调整一侧的保护区边界扩张是增加一个航迹调整的角度。 

在航迹调整的另一侧，从 PDG 达到 120m（394ft）［H 类，90m（295ft）］

的点开始，保护区边界调整一个相同的角度。当 PDG 为 3.3%（H 类，5.0%）

时，这个距离通常距 DER3.5km/1.9 NM（H 类，1.7km/0.9NM）（见图 4）。 

 

图 4 有航迹调整的直线离场保护区 

指定航迹调整点。如果航迹调整点是一个指定点（见图 5）： 

（1）从航迹调整点的定位容差最早点开始，在航迹调整一侧的保护区边

界扩张是增加一个航迹调整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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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航迹调整点的定位容差最晚点开始，在航迹调整另一侧的保护区

边界扩张是减小一个航迹调整角度。 

 

图 5 有规定的航迹调整点的直线离场保护区 

有航迹引导的直线离场：保护区设计按“无航迹引导的直线离场”中描述

的准则，并延伸至与提供航迹引导的导航台所确定的保护区相交（图 6-图 10）。 

 

图 6 直线离场（向台） 

 

 

图 7 直线离场（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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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离场航迹偏置的直线离场（航迹平行于跑道方向） 

 

图 9 离场航迹偏置的直线离场（航迹偏离跑道方向） 

 

图 10 离场航迹偏置的直线离场（航迹与跑道方向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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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转弯离场 

转弯离场是指包含有一个大于 15°转弯的离场为转弯离场。转弯可以由一

个高度/高，或一个定位点或一个电台上空确定。 

到达 DER 标高以上至少 120m（394ft）［H 类，9m（295ft）］之前应该

为直线飞行。对于需要在 DER 标高以上低于 120m（394ft）［H 类，90m（295ft）］

转弯的转弯离场，未予规定。如障碍物的位置和/或高使转弯离场不能满足最

低转弯高度的准则，则离场程序应该根据当地情况与有关运营人进行协商来设

计。 

在转弯离场设计中，保护区分为：转弯起始区和转弯区。 

1、转弯起始区 

（1）转弯起始区是让航空器直线爬升以达到转弯开始前所需 MOC［75m

（246ft）］［H 类，65m（213ft）］的区域。转弯区是考虑航空器正在其中进

行转弯的区域。 

（2）转弯起始区：对于固定翼飞机，转弯起始区从跑道起始端 600m 处

开始。对于直升机，转弯起始区从可以作为跑道的区域或跑道的起始端开始。

从转弯起始区开始点至 DER 的保护区宽度为 300m（H 类，90m）。 

当离场图上有禁止在 DER 之前转弯时，转弯起始区从 DER 开始。对于直

升机，转弯离场的最早限制可以是沿跑道/FATO 的一个适当的位置。 

转弯起始区在 TP 结束。转弯点可以是： 

（a）转弯点定位容差的最早点（在指定点转弯）；或 

（b）PDG 达到规定的转弯高度/高的位置。 

TP 至 DER 的距离不得小于按 PDG 达到 120m（394ft）［H 类，90m（295ft）］

或指定转弯高度/高中的较高值所需要的距离。转弯起始区与“无航迹引导的

直线离场”中所述无航迹引导直线离场的保护区相同（见图 11 和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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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转弯离场——在一个高度转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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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转弯离场——在一个高度转弯（2） 

2、转弯区 

转弯区依据的参数为： 

a）高度： 

（1）在指定高度/高转弯：转弯高度/高； 

（2）在指定转弯点转弯：机场标高加上从 DER 至 TP 以 10%爬升梯度得

到的高（即允许用 10%梯度爬升）； 

b）温度：上述 a）高度上的 ISA+15℃； 

c）指示空速：离场程序设计使用 8168 文件中各类航空器的“最后复飞”

速度［H 类为 165km/h（90kt）］增加 10%，因为离场时飞机增大了重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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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运行上要求避开障碍物，则可以使用降低的速度，提供的程序应该注

明“离场转弯最大指示空速限制为＿＿km/h（kt）”。 

d）真空速：c）项的指示空速（IAS）修正 a）项高度和 b）项温度； 

e）风：如有统计风的资料，可以使用最大 95%概率的全向风。如没有风

的资料，则应该使用 56km/h（30kt）的全向风； 

f）坡度：平均转弯坡度 15°； 

g）定位容差：与定位点类型相对应； 

h）飞行技术误差：按指定速度［见上述 c）项］飞行 6s（飞行员反应时

间 3s 和建立坡度时间 3s）的距离。该数值在本章用 c 表示；和 

i）副区：在有航迹引导的飞行阶段使用副区。 

在指定高度/高转弯 

可以规定到达一个特定的高度/高转弯以适应以下情况： 

（1）在直线离场方向有障碍物必须避开；和/或 

（2）有障碍物位于直线离场航迹的正切方向并在转弯后必须飞越。 

3、转弯高度或高的计算 

选择的转弯高度或高必须使转弯点能保证航空器避开正前方的障碍物，或

以适当的超障余度飞越正切的障碍物。转弯高（TNH）计算； 

TNH = dr PDG + 5 m（16 ft） 

式中：dr 为 DER 至 TP 的水平距离（m 或 ft）；PDG 为程序设计梯度。 

4、超障余度的计算 

a）转弯区起始区 

转弯起始区内的最小超障余度是按设计的PDG从DER沿标称航迹量取水

平距离进行计算。注意，转弯可能在指定的高度开始。按正常的航空器性能通

常能够在转弯起始区的终点（TP）之前到达该高度。因此在转弯起始区内的

所有障碍物之上也必须提供转弯最小超障余度。转弯起始区内最高障碍物的标

高应该满足下列准则： 

（1）最高障碍物标高/高=TNA-75m（246ft）固定翼飞机； 

（2）最高障碍物标高/高=TNA-65m（213ft）直升机。 

b）转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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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弯区内最小超障余度按下列方法计算： 

（1）TP（K 线）之前的障碍物。MOC 是最小转弯 MOC75m（246ft）［H

类，65m（213ft）］和 0.008（dr* + do）的较大值，其中：dr*为量取 do 时，

在转弯起始区边界上的位置点所对应的沿离场航迹距离，do 为从转弯起始区

边界至障碍物的最短距离。 

（2）TP（K 线）之后的障碍物。MOC 是最小转弯 MOC75m（246ft）［H

类，65m（213ft）］和 0.008（dr + do）的较大值，其中：dr 为从 DER 至 K-

线的水平距离，do 为从转弯起始区边界至障碍物的最短距离。 

转弯区内允许的障碍物最大标高/高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最大障碍物标高/高=TNA/H+do PDG-MOC 

在指定 TP 转弯：为了避开前方障碍物而选择一个指定的 TP。直线离场准

则应该应用至最早 TP。 

5、转弯点容差区 

TP 容差的纵向限制： 

a）最早限制为转弯起始区的终点（K-线）；和 

b）最晚限制取决于： 

（1）K-线加上； 

（2）TP 定位容差加上； 

（3）飞行技术容差 c。 

当以飞越导航台来定义 TP 时，定位容差用 DER 的标高加上从 DER 至 TP

距离的 10%来进行计算（即允许以 10%的爬升梯度）。当以一个 DME 距离来

定义 TP 时，TP 和 DME 台的连线与标称离场航迹的最大交角必须不大于 23°。 

6、保护区绘制 

a）内侧边界。转弯保护区内侧边界的设计。 

b）外侧边界。转弯外侧边界： 

（1）从最晚 TP 容差开始［见图 13、图 14、图 15］； 

（2）沿“转弯保护区设计”中的风螺旋或边界圆，一直连接到点（P）处，

在该处的正切方向变成与转弯后的标称航迹平行。转弯后有向台或背台航迹引

导的转弯示例，分别见图 15 和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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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转弯大于 90°时，转弯后的保护区设计见图 17。 

 

图 13 转弯离场，TP 不是电台——转弯点容差区由交叉径向线确定 

 

 

 

 

图 14 转弯离场，TP 不是电台（或 RNAV 定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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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转弯离场——在一个定位点转弯 

 

 

 

 

图 16 转弯离场——在电台上空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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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转弯离场——转弯大于 90° 

转弯区超障余度：为了保证在转弯保护区内提供了最小超障余度，用如下

公式来检查转弯保护区内高于 DER 标高的障碍物最大高： 

障碍物最大高=PDG（dr + do）+ H－MOC       

式中：do，障碍物至 K-K 线的最小距离（见图 15）； 

Dr，从 DER 至 K-K 线的水平距离（最早 TP）； 

PDG，公布的程序设计梯度； 

H，OIS 面在 DER 的高（5m 或 16ft）； 

MOC，0.008（dr + do）和 75m（246ft）［H 类，65m（213ft）］的较高

值。 

八、全向离场 

在许多机场，由于空管目的或为避开特定障碍物而不需要离场航路。然而，

在机场附近有可能会影响离场的障碍物时，全向离场程序是一种保证超障的方

便和灵活的方法。全向离场程序的设计是基于航空器在开始转弯前保持在跑道

方向上爬升至 DER 标高之上 120m（394ft）［H 类，90m（295ft）］。 

当要求超障余度达到一个额外的高度时，应该保持直线离场直至达到要求

的转弯高度/高。在直线离场的延长部分允许有小于 15°的转弯。达到指定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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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高度/高时可以向任意方向转弯以加入航路航段。全向离场可以划分为由高

度或 PDG 限制的不同扇区，或可以规定为应该避开的扇区。 

全向离场保护区：全向转弯中，转弯起始区分为两部分：第 1 区和第 2 区。 

第 1 区：转弯起始区按前面所述，直至按 PDG 达到最低转弯高

（120m/394ft，H 类，90m/295ft）的点。这就是第 1 区，见图 18。 

第 2 区：过该点后，转弯起始区按与离场航迹成 30°向外扩张，直至达到

规定的转弯高度/高。这就是第 2 区（见图 18）。此区内可以有不大于 15°的

航迹调整。 

 

图 18 全向离场的第 1 区、第 2 区和转弯起始区 

转弯区（第 3 区）：为覆盖转弯大于 15°的离场而设计转弯区（第 3 区）

（见图 19）。第 3 区包括在跑道中线上以距跑道起始端 600 m 为圆心（H 类，

为跑道起始端或 FATO）的圆内其余部分。 

该圆的半径取决于按 PDG 爬升至下一个巡航航段高度层或 MSA 的所需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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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全向离场的第 3 区 

九、起飞标准制定 

起飞最低标准通常只用 RVR/VIS 表示。基本起飞最低标准： 

（1）一、二发飞机，RVR/VIS 为 1600 米（其中一发飞机的云底高不低

于 100 米） 

（2）三、四发飞机，RVR/VIS 为 800 米。 

如果在仪表离场程序中规定一个安全飞越障碍物所要求的最小爬升梯度

（或使用缺省值 3.3%），并且飞机能满足规定的上升梯度时，起飞最低标准

才可以使用 RVR/VIS 表示。如果要求目视避开障碍物（包括不公布程序设计

梯度 PDG 的近距障碍物）时，起飞最低标准应当包括 RVR/VIS 和云底高，并

公布的离场程序图中标出该障碍物的确切位置。要求看清和避开障碍物所需的

能见度，按起飞跑道的离地端（DER）至障碍物的最短距离加 500 米，或 5000

米（对于机场标高超过 3000 米的机场，为 8000 米），两者取较小数值。但 A、

B 类飞机最小 RVR/VIS 不得小于 1600 米，C、D 类飞机不得小于 2000 米。起

飞最低标准中的云底高至少应当高出控制障碍物 60 米。云底高数值按 10 米向

上取整。 

机场用于起飞的最低标准不得低于该机场可用着陆方向的着陆最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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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选择了适用的起飞备降机场。 

确定起飞标准时，应能够确保在不利的情况下中断起飞或者关键发动机失

效而继续起飞时，具有足够的目视参考以控制飞机。 

对于两发（含）以上飞机，如果飞机在起飞中任何一点关键发动机失效后

能够停住，或者能够以要求的越障余度继续起飞至高于机场 450 米（1500 英

尺），则起飞最低标准可以使用的最低值见下表 1，如无 RVR 测报，对于下

表，可使用的 VIS 最低值为 800 米。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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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3 仪表飞行程序设计 

7.2.13.5 非精密进近程序与着陆标准制定 

备注： 

一、仪表进近程序概述 

1、通常仪表进近程序由五部分组成： 

进场航段：航空器从航线飞行的结束点开始，至起始进近定位点（IAF）

结束。作用：理顺航路与进近之间的关系，实现从航路到进近的过渡，以维护

机场终端区的空中交通秩序，保证空中交通流畅，以提高运行效率。 

（1）起始进近航段：始于起始进近定位点（IAF），至中间进近定位点（IF）

或最后进近点/最后进近定位点（FAP/FAF）结束。作用：消失高度，并通过

一定的机动飞行，使航空器对正中间或最后进近航迹。 

（2）中间进近航段：从中间进近定位点（IF）开始，至最后进近点/最后

进近定位点（FAP/FAF）。作用：调整航空器的外形，减小飞行速度，少量减

少高度，调整航空器位置，为最后进近作准备。 

（3）最后进近航段：从最后进近定位点至建立目视飞行或复飞点（MAPt：

Missed Approach Point）结束。作用：完成对准着陆航迹、下降着陆。 

复飞航段：从复飞点（MAPt）开始到航空器回到起始进近定位点开始另

一次进近，或飞至指定的等待点等待，或爬升至航线最低安全高度，开始备降

飞行。在进近过程中，当判明不能确保航空器安全着陆时，复飞是保证安全的

唯一手段，每一个仪表进近程都必须设计一个复飞程序。 

2、进近程序的几种航迹对正方式： 

（1）直线进近：飞行较为便利，实施空中交通管制时有一定的机动能力，

有利于分离进近和离场的航空器。沿 DME 弧进近能较好地将进近和离场的航

空器分离开，使机场的交通更为有序。但由于沿 DME 弧飞行的过程中航空器

必须不断地改变航向，对于没有自动驾驶仪的航空器（绝大多数都具备），飞

行员保持规定航迹有一定的困难。 

（2）反向程序：分三种类型：基线转弯、45°/180°程序转弯、80°/260°程

序转弯；当航空器进入机场时的方向与进近方向相反时需要使用反向程序。需

要的导航设备较少，而且这些导航设备可以安装在机场附近，这样可以节省投

资，便于管理和维护。但该程序需要占用跑道延长线方向一个较大的空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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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飞行时间较长。 

（3）直角航线程序：当航空器进入机场的方向既无法设计直线进近，又

不能使用反向程序，而且无 DME 设备；或由于机场周围地形较高，造成航空

器进入机场时高度较高，需要在机场下降高度时，可以使用直角航线程序。需

要的导航设备较少，而且这些导航设备可以安装在机场附近，所需的空域大于

反向程序，且飞行时间更长。 

（4）推测航迹程序：因其程序的起始进近航段中有一段无导航台提供航

迹引导，故取名为推测航迹程序。它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进近模式，可以替代反

向程序，以节省时间和空域，飞行时较为便利，还可以为空中交通管制提供机

动能力。但要求有较多的导航台，且要求其布局合理。 

二、航迹设置 

标准仪表进场航线应连接 ATS 航路上的重要点至仪表进近程序起始点，

使航空器能从航路阶段过渡到进近阶段。一条 STAR 航线可用于终端区内一个

或多个机场。长度应小于航迹引导导航设施的有效距离。STAR 应简单易懂，

在程序中应只包括 ATS 需要和确定航空器飞行航径必不可少的导航设施、定

位点或航路点。STAR 应适用于尽可能多的航空器类型。STAR 应从一个定位

点开始，如导航设施、交叉定位点、DME 定位或航路点。设计的 STAR 航线

应使航空器能沿航线飞行，减少雷达引导的需要。 

如果在进场航段中或在进场航段末端（IAF）要求航空器转弯，并且转弯

角度大于或等于 70°时，应给出至少 4km（2NM）的转弯提前量。转弯提前量

采用确定一条径向线或一条方位线或一个 DME 距离的方法给出 d=r×tg(α/2)。

STAR 应包括空速和高度／高的限制。这些限制要考虑有关航空器的运行能

力，并与运行单位协商后确定。采用 DME 弧作为进场航段的航迹引导时， 

DME 弧与前一航段以及其切入航段的夹角均不得大于 120°，DME 弧的半径最

小为 18.5km（10NM）。DME 数值在 10NM 外尽量 1NM 取整，10NM 内可取

值到 0.1NM。有多条跑道的机场，应制定不同着陆跑道进场程序之间的 STAR

／STAR 的过渡。 

（1）起始进近航段。从 IAF 至 IF 结束，可以没有起始进近航段。如果 IF

为航路结构的一部分就不必再规定起始进近航段。在这种情况下仪表进近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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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中间定位点开始，并使用中间航段的准则。起始进近航段通常要求航迹引

导（VOR/NDB/DME），可采用推测航迹，但距离不得超过 19km（10NM），

如果在进入起始进近航段之前要求等待，则等待定位点与起始进近定位点应一

致，如果不可能，则起始进近定位点必须位于等待航线内向台等待航迹上。切

入角：起始进近航迹的延长线与中间进近航迹的夹角（≤120°）。当夹角大于

或等于 70°时，应给出至少 4km（2NM）的转弯提前量。使用 DME 等距离弧

作为起始进近航迹时，圆弧的半径不得小于 13km（7NM）。符合梯度要求（一

般≤8%，最优 4%），航段在导航台的作用范围之内。 

（2）中间进近航段。起点有两种形式：从指定的中间进近定位点（IF）

开始或以完成 DR 航迹、反向或直角航线程序为开始点。必须有航迹引导。尽

可能与最后进近航迹在一条直线上，当 FAF 有导航台时，夹角 30°；当 FAF

无导航台时，夹角 10°；不得小于 9.3km（5.0NM），也不应大于 28km（15NM），

最佳长度为 19km（10.0NM）。 

（3）最后进近航段。有两种形式：向跑道作直线着陆或向机场作盘旋进

近。盘旋进近是在完成仪表进近运行方面的原因，无法将该位置定位于直接进

近着陆的航迹上，或者当最后进近航迹对正，或下降梯度不符合直线进近着陆

的准则时，只允许盘旋进近。 

最后进近航段分为仪表飞行和目视飞行两部分：直线进近之仪表飞行部分

从最后进近定位点（FAF）开始最迟至复飞点（MAPt）为止。目视飞行部分

从飞行员建立目视飞行开始至在跑道道面上着陆结束。必须有航迹引导，飞行

航迹应尽可能与跑道中线延长线相一致，如果无法满足，可偏置 5°角度，且不

影响 OCA/H。最后进近定位点（FAF）至跑道入口的距离最佳为 9.3km（5NM），

最大为 19km（10NM）。最小长度由航空器下降高度需要的距离，以及要求在

FAF 上空转弯时，航空器对正航迹需要的距离来确定。最后进近航段与航迹引

导导航台的距离也有限制。如果航迹引导导航台是 NDB，则最后进近航段到

导航台的距离不得大于 28km（15NM）；如果航迹引导导航台是 VOR，则最

后进近航段到导航台的距离不得大于 37km（20NM）。 

三、保护区 

以进场之前航路保护区宽度和起始进近航段在 IAF 处的保护区宽度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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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定的。具体准则如下： 

（1）如果进场航线长度等于或大于 46km（25NM），航路准则使用至 IAF

之前 46km（25NM），保护区宽度从 46km（25NM）处减少，收敛角为轴线

两侧各 30°，直至到达起始进近准则规定的宽度。 

（2）如果进场航线长度小于 46km（25NM）。保护区的宽度从进场航线

开始收敛，收敛角沿轴线两侧各 30°，直至到达起始进近准则规定的宽度。 

（3）当采用沿 DME 弧进场时，进场航线沿 DME 弧距 IAF 超过 46km

（25NM）的部分，按照航路划设保护区，保护区宽度从 IAF 之前 46km（25NM）

处减少，在沿 DME 弧 9.6km（5.2NM）距离范围内逐渐减小，应直至到达起

始进近航段保护区宽度。 

（4）当进场航线沿 DME 弧长度小于 46km（25NM），保护区的宽度从

进场航线开始在沿 DME 弧 9.6km（5.2NM）距离范围内从轴线两侧均匀收敛

直至到达起始进近航段规定的宽度。 

起始进近航段：使用直线进近或沿 DME 弧进近的起始进近保护区分为主

区和副区。主区宽度为航迹两侧各 4.65km（2.5NM），副区位于主区的外侧各

4.65km（2.5NM）。 

中间进近航段：连接起始进近航段保护区在中间进近定位点的宽度与最后

进近航段保护区在最后进近定位点的宽度即为中间进近航段保护区。 

最后进近航段：以 VOR 为引导台时，正切导航台处保护区的宽度为±1.9km

（1NM），向航段所在方向，按 7.8°的角度扩大，取最后进近航段所在部分即

为最后进近航段保护区。以 NDB 为引导台时，正切导航台处保护区的宽度为

±2.3km（1.25NM），向航段所在方向，按 10.3°的角度扩大，取最后进近航段

所在部分即为最后进近航段保护区。 

四、超障高及着陆标准制定 

超障高度/高（OCA/OCH- Obstacle Clearance Altitude/Height）：防止航空

器在仪表进近过程中与障碍物相撞的最低安全高度；OCA/OCH=障碍物的高度

/高+MOC。超障高度是以平均海平面为基准，而超障高是以入口标高为基准（非

精密进近是以机场标高为基准，如果跑道入口低于机场标高大于 2m（7ft）则

以入口标高为基准，盘旋进近的超障高是以机场标高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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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梯度：下降梯度受到航空器速度、外型、飞行动力特性和旅客舒适度

的限制。不同的航段对下降梯度的限制也不同。下降梯度是根据程序设计中规

定的飞越航段开始点的高度（通常为上一航段的超障高度）、本航段的超障高

度以及本航段标称航迹的长度，通过计算而得。 

在飞行程序中，最低超障高度（MOCA）与某一航段相关联，程序高度与

某一航路点相关联。航空器以程序高度切入最后航段后，沿规定的下降梯度/

角度可以到达跑道入口上方 15m（50ft）。任何情况下，程序高度/高不得低于

OCA/H。 

最低下降高度（MDA/H）：最低下降高度（MDA）或最低下降高（MDH）

是指在非精密进近或盘旋进近程序中一个规定的高度或高。如果没有取得所需

目视参考，航空器不得下降至这个高度以下。 

所需目视参考是指驾驶员应看到目视助航设施部分或进近区部分，并有充

分时间判定相对于预定飞行航径的航空器位置和位置变化率。在盘旋进近要求

的目视参考为跑道周围的物体。 

最低下降高度（MDA）以平均海平面为准，最低下降高以机场标高为基

准，如果入口标高在机场标高之下大于 2m，则以入口标高为基准。盘旋进近

的最低下降高以机场标高为基准。 

进场航段OCA/OCH的计算：主区：MOC＝300m（984ft），副区：MOCi=[（Li- 

li）/ Li]×MOC；OCA/H 进场 = MAX{hi + MOCi}↑50m；进场航段无下降梯度

的规定。但是，在程序设计时，为了适应各种机型的需要，以不超过 8%为好。 

起始进近航段 OCA/OCH 的计算：主区：MOC=300m（984ft），副区：

MOCi=[（Li- li）/ Li]×MOC，OCA/H 起始 = MAX{hi + MOCi}↑50m；下降梯

度：最佳下降梯度 4.0％，最大下降梯度 8.0％。 

中间进近航段 OCA/OCH 的计算：主区：MOC=150m（492ft），副区：

MOCi=[（Li- li）/ Li]×MOC，OCA/H 中间 = MAX{hi + MOCi}↑50m；下降梯

度，最好是平飞或者至少有一段平飞段（最后进近之前应对 C、D 类航空器提

供至少 2.8km（1.5NM）的平飞段，A、B 类航空器专用的程序，这个最小距

离可减小至 1.9km（1.0NM）），最大下降梯度为 5.2％。 

最后进近航段 OCA/H 的计算：主区：MOC＝75m（246ft），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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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Ci=[（Li- li）/ Li]×MOC，OCA/H 最后 = MAX{hi + MOCi}↑5m，主区内

的超障余度需要增加的情况：无最后进近定位点时，当最后进近航段从 FAP

开始，没有 FAF 时，主区的超障余度应增加为 90m（295ft）；山区机场，MOC

应增大，最大增加 100%。非精密进近程序中，OCA/H 最后为仪表进近过程中

规定的最低高度或最低高，下降到这个高度或高以下，将违反超障准则。如果

飞行员在此高度已经建立目视参考，则可以继续下降、着陆或进行目视盘旋进

近；如果没有建立目视参考，则必须保持高度 OCH 平飞，直至建立目视飞行；

如果到复飞点仍没有建立目视飞行，则必须复飞。最后进近航段以及复飞航段

的超障高度还是制定机场最低运行天气标准的依据。最佳下降梯度为 5.2%，

最小下降梯度为 5.2%；最大下降梯度：A、B 类为 6.5%（3.7°），C、D 类为

6.1%（3.5°）。最后进近使用的下降梯度应在仪表进近图中予以公布，飞行员

必须控制航空器按照公布的下降梯度下降。如果有适当的 DME 台提供距离信

息，还应公布一组最后进近航段的高度与 DME 距离的对应数据，以便飞行员

在最后进近过程中检查航空器是否在规定的下降航迹上。 

五、复飞程序设计 

复飞有直线复飞（包括不超过 15 的转弯）和转弯复飞两种类型。转弯复

飞有三种形式：a）指定高度转弯复飞，即规定转弯起始于一个高度/高；b）

指定点转弯复飞，即规定转弯起始于一个定位点或电台；c）立即转弯复飞，

即规定转弯起始于 MAPt。 

每个仪表进近必须设计一个复飞程序。复飞程序必须规定一个点为复飞程

序的开始和一个点为复飞程序的终点。非精密进近的复飞程序是在不低于

OCA／OCH 的一个定位点（即复飞点（MAPt））开始，复飞程序终止的高度

／高必须足以允许：开始另一次进近；或回到指定的等待航线；或重新开始航

线飞行。 

原则上，复飞航段（即复飞程序）包括起始、中间和最后三个阶段。复飞

起始阶段：从复飞点（MAPt）开始，至建立爬升的一点（开始爬升点（SOC：

start of climb））终止，在这个阶段，要完成从进近下降状态到复飞爬升状态

的过渡，航空器的速度小、高度低，需要驾驶员集中注意力操作航空器，特别

在建立爬升和改变外形，并且假定在这些操作过程中不能完全使用引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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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不允许改变飞行方向。 

复飞中间阶段：从开始爬升点（SOC）开始，直至取得 50m（164ft）超障

余度并能保持的第一个点为止。在这个阶段航空器继续以稳定速度上升，其复

飞航迹可以改变航向，但最大不得超过 15°。有航迹引导对飞行较为有利。复

飞的标称爬升梯度为 2.5％，在航空器的爬升性能允许并由此而取得运行上的

利益时也可使用 3％、4％或 5％的梯度。当设计复飞程序所用的梯度不是标称

的梯度时，必须在仪表进近图中说明。另外在标明用具体梯度的 OCA／OCH

以外还应标明用标称梯度的 OCA／OCH。 

复飞最后阶段：在第一次取得 50m（164ft）超障余度并能保持的一点开始，

延伸至可开始一次新的进近、等待或回至航路飞行的一点在这个阶段可进行转

弯。 

复飞点的位置：MAPt 的最佳位置为跑道入口。当复飞要求 MAPt 在入口

之前时，MAPt 的位置可以向 FAF 靠近，但通常不要超过 5.2%的标称下降梯

度与 OCH 的交点。非精密进近复飞点有以下两种定位方法：在 MAPt 设置导

航台或定位点，或从 FAF 通过飞行计时确定 MAPt。 

起始爬升点（SOC）的位置：起始爬升点（SOC）的位置取决于 MAPt 的

定位方式。当用一个电台或定位点确定 MAPt 时，SOC 至 MAPt 最早点的距离

为复飞点容差和过渡容差（X）之和。MAPt 的容差为电台/定位点的全部容差

加上相应于飞行员反应时间的一个距离（d）。距离（d）等于所给定航空器类

型最后进近最大速度加上 19km/h（10kt）顺风飞行 3 秒钟的距离。如果用飞越

一个电台（VOR、NDB 或 75MHz 指点标）为 MAPt 定位，则定位容差为 0km

（NM）。过渡距离（X）为航空器以 TAS 顺风飞行 15 秒的距离确定。其中，

TAS 根据各类航空器最后进近最大速度，在机场标高，温度为 ISA+15 情况

下换算得到，风速为 19km/h（10kt）。 

 

 

 

 

 

样题：1、仪表进近程序分为几个航段？每个航段的作用是什么？2、仪表进近

程序的五种进近模式是什么，各有什么特点？3、复飞航段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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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3 仪表飞行程序设计 

7.2.13.6 精密进近程序与着陆标准制定 

备注： 

一、精密进近概述 

精密进近程序是指利用那些导航精度高，而且既能提供方位信号，又能提

供下滑道信号的导航设备设计的仪表进近程序。目前，能够作为精密进近程序

的导航设备有仪表着陆系统（ILS）、微波着陆系统（MLS）、精密进近雷达

（PAR）以及由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提供垂直引导的进近（GBAS Landing 

System）。目前我国主用的精密进近导航设备是仪表着陆系统（ILS）。 

仪表着陆系统的地面系统由航向台（Localizer）、下滑台（Glide Slope）、

指点信标（Marker）和灯光系统四个部分组成。仪表着陆系统的机载系统是由

无线电接收机和仪表组成，它的任务是给驾驶员指示出跑道中心线并给出按照

规定的坡度降落到跑道上的路径。 

仪表着陆系统按着陆的最小能见度分为 3 类。现在大多使用的标准仪表着

陆系统为 I 类，它最低可以在跑道视程为 550ｍ以上，决断高 60ｍ以上时使用。

Ⅱ类仪表着陆系统最低可在跑道视程为 300ｍ、决断高为 30ｍ以上的情况使

用。Ⅲ类仪表着陆系统没有决断高度限制，但是根据跑道视程不同又分为三个

类别。 

二、ILS 精密航段结构 

ILS 进近程序由进场航线、起始进近航段、中间进近航段、精密航段和精

密航段后的复飞航段组成。其中的进场航段、起始进近航段和中间进近航段的

起止点与非精密进近相同。精密航段从最后进近点（FAP）开始，至复飞最后

阶段的开始点或复飞爬升面到达 300m 高的一点终止（以其中距入口较近者为

准）。它包括最后进近下降过程和复飞的起始阶段，以及复飞中间阶段（复飞

中间阶段的一部分）。精密航段的航迹必须与航向台的航道一致。 

FAP 是在前一航段规定的最低高度上切入下滑道的一点，一般位于距入口

不超过 19km（10NM）的地方。在 FAP 最好设置一个外指点标（OM）、或用

DME 定位（也可设置导航台）。这样，最后进近点（FAP）就成了最后进近

定位点（FAF）。使前一航段的 MOC 与精密航段平滑的连接在一起，又便于

飞行员在切入下滑道时，比较高度表与下滑道的指示，以检查下滑道信号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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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可靠。精密进近不设复飞定位点，复飞点在决断高度或高（DA/DH）与下

滑道的交点处。 

三、精密航段 

评价精密进近段的障碍物，有以下三种方法，即：使用障碍物限制面——

基本 ILS 面评价障碍物；使用障碍物评价面——OAS 面评价障碍物；使用碰

撞风险模型（CRM，Collision Risk Model）评价障碍物。 

基本 ILS 面是在附件 14 面的基础上，为基本代码 3 或 4 的精密进近跑道

规定的一组障碍物限制面。 

起降带：自跑道入口前 60m 起至入口后 900m 止，宽 300m（跑道中线两

侧各 150m），是一个与跑道入口平面相重合的水平面。 

进近面：从入口前 60m 开始（与起降带端相接），起始宽度 300m。然后，

沿跑道中线延长线按 15％扩张率向两侧扩大。它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以

2％的梯度向上延伸至高 60m 处；第二部分接着以 2.5％的梯度继续延伸至跑

道入口 12660m。 

复飞面：从入口之后 900m 处开始，起始宽度 300m（跑道中线两侧各

150m），以 2.5％的梯度仅沿两侧的过渡面延伸到内水平面的高度 45m，其扩

张率为 17.48％，然后改用 25％的扩张率向两侧扩张至距复飞起始端 12000m

（上升梯度仍为 2.5％）。 

过渡面：沿起降带、进近面和复飞面的侧边，以 14.3％的梯度向上延伸到

高 300m 处。注：ILS 二类精密进近除上述各面外，还增加了一个内进近面、

内过度面和着陆未成面，详见附件 14。 

OAS 面是在基本 ILS 面上的一组障碍物评价面，它的大小取决于 ILS 进

近的类型、设备安装的几何数据，以及航空器的大小等因素。它比使用基本 ILS

面评估障碍物要精确。对于穿透 ILS 面的障碍物，还必须使用 OAS 面做进一

步评价。但必须注意，基本 ILS 面是作为限制障碍物增长、确保机场净空的规

划面，在跑道附近的某些位置，它要比 OAS 面更靠近跑道，因而 OAS 面并不

能代替基本 ILS 面或附件 14 面。 

精密航段的最低超障高（OCHps），是制定精密进近最低着陆标准的最主

要依据。这高度必须能够确保航空器在精密航段及其后的复飞中的飞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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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在评估障碍物的基础上，计算出 ILS 精密航段的最低超障高（OCHps）。  

（1）进近障碍物/复飞障碍物鉴别方法 

由于精密航段包括了进近下降和复飞爬升两种飞行状态，在这两种状态

下，障碍物对飞行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在计算精密航段最低超障高（OCHps）

之前，应将那些既穿透基本 ILS 面，又穿透 OAS 面的所有障碍物，区分为进

近障碍物和复飞障碍物。然后将每一个复飞障碍物的高换算成当量进近障碍物

的高（即复飞障碍物当量高），最后根据规定的高度表余度或高度损失，计算

出精密航段的 OCH。区分进近障碍物和复飞障碍物的方法是：以通过入口之

后 900m 且平行于标称下滑道 GP 面的斜面 GP’为分界面，凡高于 GP’面的障

碍物，都属于复飞障碍物；低于 GP’面的障碍物则属于进近障碍物。 

GP’面的高度方程式为：Z GP’ =（X+900）·tanθ 

障碍物的 X 坐标代入上面的方程式，计算出该处的 GP’面高（Z GP’），

与障碍物高（ho）比较即可鉴别该障碍物属于哪一类障碍物。 

若 ho ≤ Z GP’，属于进近障碍物； 

若 ho ＞ Z GP’，则属于复飞障碍物。 

（2）复飞障碍物当量高的转化 

区分出进近障碍物和复飞障碍物之后，应当按下式将复飞障碍物高（hma）

换算为当量进近障碍物高（ha）。 

 

其中：X = 障碍物至入口的距离（入口以后为负）；θ= ILS 下滑线的下滑

角（标准 3°）；Z = OAS 面 Z 面（ILS 面复飞面）的倾斜角[标准复飞梯度为

2.5%]。 

（3）控制障碍物高 

在穿透基本 ILS 面和 OAS 面的进近障碍物高和复飞障碍物当量高中，其

数值最大者，就是计算精密航段 OCH 的控制障碍物高。 

（4）精密航段最低超障高度计算方法 

为了保证安全飞越 ILS 面和 OAS 面的障碍物，OCHps 应在控制障碍物高

的基础上加上一个高度损失/高度表余度（HL），即 OCHps=ho+HL。遇下列

ctgctgZ

XctgZh
h ma

a
+

++
=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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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时，表列的数值应予以修正：a）机场标高大于 900 米（2953 英尺）时，

每 300 米应增加无线电高度表余度的 2%；b）下滑角大于 3.2°时，每大出 0.1°

应增加无线电高度表余度的 5%。 

四、起始进近/中间进近航段 

ILS 进近程序的起始进近航段从 IAF 开始，到 IF 止，IF 必须位于 ILS 的

航向信标的有效范围内。为便于切入 ILS 航道，起始进近航迹与中间航迹的交

通不应超过 90°，最好不要超过 30°，以便使用自动驾驶（自动耦合）进近时，

使自动驾驶与航向台信号耦合。当交角大于 70°时，必须提供至少 4km（2NM）

前置量的一条 VOR 径向线、NDB 方位线、雷达向量或 DME 测距信息，以便

驾驶员操纵飞机提前转弯正确地切入中间航迹。如果交角大于 90°，则应考虑

使用反向程序、推测航迹程序或直角航线程序。使用直线、反向和直角航线程

序的精密进近程序，其起始进近航段除上述规定外，其余均使用非精密进近的

有关准则。 

ILS 进近程序的中间航段从切入 ILS 航向道的一点（中间进近点 IP）开始，

至切入下滑道的一点（最后进近点 FAP）终止。其航迹必须与 ILS 航道一致。

中间进近航段的长度等于航空器切入航向道至切入下滑道之间的距离。它应能

使飞机切入下滑道之前稳定在航道上，最佳长度为 9km（5NM），最小长度决

定于从起始进近航迹切入中间航迹的角度，但这些最小值只在可用空域受限制

时才使用。中间航段的最大长度决定于这个航段必须完全处于航向台有效范围

之内，一般 IF 至航向台天线的距离不超过 46km（25NM）。 

五、精密航段后的复飞 

为了保证飞机在精密航段之后的复飞中，能够安全的飞越复飞区里的所有

障碍物，在计算出精密航段的最低超障高（OCHPS）之后，应检查精密航段

后的复飞（即复飞最后阶段）的超障余度。ILS 进近最后复飞的准则是在一般

准则（非精密进近程序）的基础上，考虑到 ILS 精密进近的特点而进行了某些

修正。如起始爬升点（SOC）的位置、复飞区的大小、直线复飞的超障余度以

及对 OCH 和复飞转弯高度的调整方法等，都与非精密进近有所不同。 

ILS 进近的复飞是在标称下滑道（GP）到达决断高的一点开始，考虑到下

降转入上升的过渡，ILS 进近复飞的起始爬升点（SOC）是在 GP’斜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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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H-HL”高度相交的一点。 

SOC 点的纵坐标（Xsoc）根据 GP’面的高度方程式求出： 

ZGP’=（XSOC+900）·tanθ 

六、GS OUT 或只有航向台 

只有航向台或 ILS 下滑台不工作的程序是一种非精密进近程序，除下列准

则外，其它采用非精密进近程序设计规定的准则。当 ILS 下滑道不工作时，其

各个航段均应与下滑道工作时的航迹一致。但如果没有 FAF 和 MAPt 则必须

增加。最后进近/起始复飞保护区由 ILS I 类程序 OAS 的 X 面外边界确定，从

FAF 开始，直至到达入口以上 300m（984ft）高的距离，在这个距离之后，保

护区的宽度应等于 Y 面 300m 等高线的宽度。 

最后进近/起始复飞区的终点为根据一般准则（用指点标作为复飞点）确

定的过渡容差区的末端。在转弯复飞时，从过渡容差区的末端起使用转弯复飞

的一般准则。直线复飞区由 Y 面的 300m（984ft）等高线的宽度确定直至 E″

点，此后向外的扩张角增至 15°。上述 X、Y 面可用基本 ILS 面的进近面和延

伸的过渡面代替。在最后进近和复飞区，由直线连接 D、D″和 E、E″作为副区。

在没有下滑道时，必须假定一个 3°下滑角以求得 300m（984ft）OAS 等高线。 

七、航向台偏置 

有些情况下，由于台址问题，航向道实际上不可能对正跑道中线，或因机

场施工要求临时将航向台偏离跑道中线。（不能用偏置航向台作为降低噪音的

措施）。航向道的航向必须与跑道中线延长线相交，并满足：交角不大于 5

且标称下滑道在交点处的高（切入跑道中线的高）至少为入口以上 55m（180ft）。

这种程序应注明：“航向道偏置⋯⋯度”（1/10 度）。 

所有超障面和计算是基于与航向台对正的假想跑道，其长度、入口标高和

入口至切入点的距离与真跑道相同，而航向道的宽度和 ILS 基准高则为假想跑

道入口的数据；这种程序的 OCA/H 不得小于：切入高度/高+20m（66ft）。 

 

 

 

样题：1、仪表着陆系统的组成？2、精密进近程序的结构？3、精密进近的复

飞位置是如何规定的？4、精密航段障碍物评价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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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4 PBN 基本概念与程序设计  

7.2.14.1 PBN 相关概念 

备注： 

一、导航系统与性能要求 

PBN 利用可用的导航设施提供的定位信息，通过飞行管理计算机（FMC）

或飞行管理系统（FMS）计算位置偏差及应飞航迹，控制航空器沿任意期

望的航迹飞行。目前可以使用的导航设施有星基 GNSS 系统，陆基 VOR、

DME，以及机载的 INS/IRS，如图 1 所示。 

基于性能导航避免了传统导航方式要求的沿陆基导航设施无线电信号飞

行的限制，在星基或陆基设施覆盖范围内实现灵活飞行。 

1、定位方式 

定位是 PBN 的一个关键环节，采用何种方式定位，直接影响到 PBN 的定

位精度和应用范围。目前，PBN 可采用的定位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VOR/DME 定位方式 

由于 VOR/DME 定位精度的原因，VOR/DME 台在 PBN 中只作为 RNAV

类规范航路至终端区阶段的导航源，支持航路和进场阶段的定位。 

（2）DME/DME 定位方式 

DME/DME 定位方式可以达到较高的定位精度，支持 RNAV 类导航规范

的航路、终端区内除最后进近阶段的定位。 

（3）惯性导航系统定位方式 

短程航行的飞行惯性导航系统精度较高，尤其在地面导航设施充足的区

域，但在洋区及偏远大陆区域随着飞行时间的推移，误差较大，因此 PBN 导

航时主要作为备用设备。 

（4）GNSS 定位方式 

GNSS 包含一个或多个星座，能够提供定位、测速和授时的卫星导航系

统，截至目前能够提供长期稳定运行支持的星座是 GPS 星座。GNSS 可以支

持 RNAV 和 RNP 两类导航规范，且目前是 RNP 这类导航规范的唯一定位方

式。 

2、机载设备 

PBN 系统旨在通过可重复和可预测的航迹定义，达到适合于应用要求的

特定精度水平。PBN 系统通常将来自传感器的信息，如大气数据、惯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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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导航和卫星导航，以及内部数据库的输入数据和机组人员键入的数据进行

综合处理，以进行导航、飞行计划管理、引导与控制、显示和系统控制，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本 PBN 系统功能 

（1）导航 

导航功能包括导航信号的接收，以及航空器位置、速度、航迹角、垂直航

迹角、偏航角、磁差、气压修正高度及风向和风级等数据的计算。导航信号的

接收不仅可以进行无线电自动调谐，还可以进行人工辅助调谐。 

（2）飞行计划管理 

PBN 系统的飞行计划功能利用导航数据库和导航信号生成引导功能所用

的侧向和垂直预定飞行航迹。飞行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不参照任何地面导

航设备的情况下，使用纬度和经度详细描述飞行计划航迹的航路点及高度。 

（3）引导与控制 

PBN 系统计算连接飞行计划相邻航路点的最短或大圆航迹（通常称之为

“航段”）和这些航段之间的转弯过渡，通过将航空器当前位置和方向与标称

航迹相对比，计算出飞行航迹误差。水平引导功能依据航迹误差，生成用来控

制航空器沿标称航迹飞行的引导指令。 

（4）显示和系统控制 

显示和系统控制为系统初始化、飞行计划、航迹偏离、过程监视、主动引

导控制和导航数据显示提供各种手段，以使飞行机组人员掌握飞行情况。 

除上述功能外，PBN 系统中的 RNP 子系统还须具备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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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平曲线航迹的飞行能力（固定半径转弯航段控制）； 

（2）最后进近航段垂直引导； 

（3）性能监视与告警功能。 

3、导航性能 

PBN 结合了之前的 RNP 和 RNAV 运行概念，将在特定的空域概念下导航

系统（包括机载导航系统和陆基/星基导航设施）所需的性能明确为精度、完

好性、连续性和可用性要求，不再指定具体的导航设施类型。 

精度是指飞机在 95%的飞行时间内，系统总误差（纵向和侧向）不超过要

求的精度。例如 RNAV1，要求飞机在 95%飞行时间内，纵向和侧向误差不超

过 1NM。 

完好性是当系统发生故障，系统信号不能用于导航定位时，系统向用户提

供及时报警的能力。 

连续性是指在运行期间（航空器一个飞行过程），导航系统连续服务（不

出现非正常中断）的能力。  

可用性是指在导航过程中，导航系统为机组或自动驾驶仪，或其他飞行管

理系统，提供可靠导航信号的能力。 

连续性和可用性是所有导航系统的必要条件，对于 GNSS 的完好性增强措

施包括机载完好性增强系统（ABAS）、星基增强系统（SBAS）和地基增强

系统（GBAS），ABAS 包括接收机自主完好性监测（RAIM）和飞机自主完

好性监测（AAIM）。 

二、PBN 可用的导航规范 

导航规范的要求是进行合格审定和运行审批的基础。导航规范详尽地说明

了沿特定航路、程序或在规定空域内航空器的区域导航系统及保障设施的各项

要求，这些飞行需要根据导航规范获得审批。要求包括： 

（1）区域导航系统在精度、完好性、连续性和可用性方面所需具备的性能； 

（2）为达到所需性能，飞行管理系统需要具备的功能； 

（3）整合到飞行管理系统中的可用于达到所需性能的导航传感器； 

（4）为达到区域导航系统上述性能应具备的飞行机组人员操作程序和其他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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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可用的导航规范如图 2 所示。 

 

图 2 PBN 体系下的导航规范 

PBN 的导航规范用 RNAV×或 RNP×表示，其中“×”为一数字时表示在

指定航迹上运行的所有航空器至少在 95%的飞行时间里，可以达到×海里的侧

向导航精度要求。 

RNP 规范和 RNAV 规范的区别为，RNP 规范要求航空器具备机载性能监

视与告警能力，而 RNAV 类规范不需要此方面的要求，但某些 RNAV 规范要

求使用地面监视设备提供监视告警服务。 

每类导航规范对机载设备和星基/陆基导航设施、空域运行环境的具体要求

如表 1 所示。 

表 1  PBN 各类导航规范实施基本要求 

导航规范 导航设备 航段类型 

旁切

转弯

需求 

RNP 值/ 

NM 

总系统容差
/ 

NM 

通信要求 监视要求 间隔要求 

RNAV 

10 
洋区航路 

GNSS  

INS 
— — — ≤10 语音 — 

最小间隔
50 NM 

RNP 4 洋区航路 GNSS CF DF TF 旁切 4 ≤4 
语音/CPDLC +  

ADSC 
— 

50 NM 或
30 NM 

RNAV 5 陆地航路 

VOR/DM

E 

DME/DM

E 

GNSS 

— — — ≤5 

语音 程序管制 30 NM 

语音 
空中交通 

服务 
18 NM 

RNAV 1 

航路/进

离场/起

始/中间

进近 

DME/DM

E 

GNSS 

IF CF TF DF 

VA VM VI 

CA 

FA FM 

旁切 1 ≤1 语音 

雷达覆盖

（或 FOSA

飞行运行安

全评价） 

雷达间隔 

RNAV 2 
航路/ 

进离场 

DME/DM

E 

GNSS 

旁切 1 ≤2 语音 雷达覆盖 
雷达间隔

最小 8 NM 

RNP 1  

进离场/ 

起始/中

间进近 

GNSS 旁切 1 ≤1 — — 
遵循

Doc.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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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PBN 各类导航规范实施基本要求（续） 

导航规范 
导航

设备 
航段类型 

旁切

转弯

需求 

RNP 值/ 

NM 

总系统容差
/ 

NM 

通信要求 监视要求 间隔要求 

RNP 

APCH 

起始/ 

中间/ 

最后进近/ 

复飞 

GNSS IF TF DF 旁切 

1&0.3（最后

进近和 

复飞） 

≤1 

— — 
遵循

Doc.4444 
≤0.3（最后

进近和复

飞） 

RNP AR 

起始/中间/

最后进近/

复飞 

GNSS 

IF CF TF DF 

VA VM VI 

CA FA FM 

RF 

旁切 0.1～0.3 
≤（0.1～0.3）

中的指定值 
— — 

遵循
Doc.4444 

RNP 2 航路 GNSS 

IF CF TF DF 

VA VM VI 

CA FA FM 

RF 

旁切 2 ≤2 
与运行因素 

相关 
— 

遵循
Doc.4444 

A RNP 
所有飞行

阶段 
GNSS 

IF CF TF DF 

VA VM VI 

CA 

FA HM FM 

RF 

旁切 0.1～2 
≤（0.1～2）

中的指定值 

语音/ 

CPDLC 
— 

遵循
Doc.4444 

RNP 0.3 

（直升机） 

所有飞行

阶段 
GNSS 

IF CF 

CA DF TF 

VA VM FM 

VI 

旁切 0.3 ≤0.3 — — 
遵循

Doc.4444 

各类导航规范分别适用于不同的飞行阶段，要求如表 2 所示。 

表 2  导航规范应用范围 

导航规范 

飞行阶段 

航路（洋区/

偏远陆地） 

航路 

（陆地） 
进场 

进近 
离场 

起始 中间 最后 复飞
①

 

RNAV 10 10 0 0 0 0 0 0 0 

RNAV 5
②

 0 5 5 0 0 0 0 0 

RNAV 2 0 2 2 0 0 0 0 2 

RNAV 1 0 1 1 1 1 0 1 1 

RNP 4 4 0 0 0 0 0 0 0 

RNP 2 2 2 0 0 0 0 0 0 

RNP 1
③

 0 0 1 1 1 0 1 1 

Advanced RNP（A RNP）
④

 
（2）

⑤
 2 or 1 1 1 1 0.3 1 1 

RNP APCH
⑥

 0 0 0 1 1 0.3
⑦

 1 0 

RNP AR APCH 0 0 0 1～0.1 1～0.1 0.3～0.1 1～0.1 0 

RNP 0.3
⑧

 0 0.3 0.3 0.3 0.3 0 0.3 0.3 

①表中的复飞阶段是指 SOC 后能够取得 50m MOC（40m CATH）之后的复飞部分； 

②RNAV5 是一个航路导航规范，可以用于 30NM 以外进场起始的阶段，并且高度在

MSA 以上； 

③RNP1 规范限于在 30NM 以内的进场、离场、起始进近、中间进近、复飞（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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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航段，距机场基准点（ARP）30NM 以外，系统告警精度值切换至 2NM； 

④ARNP 不仅支持表中所列精度标准，还允许可变 RNP 侧向导航精度； 

⑤可选的——要求更高的连续性； 

⑥RNP APCH 规范有两类，A 类通过 GNSS 和气压垂直导航实现，B 类通过星基增

强系统实现（例如 SBAS）； 

⑦RNP 0.3 适用于 RNP APCH A 类； 

⑧RNP 0.3 主要用于直升机程序设计。 

 

 

 

 

 

 

 

 

 

 

 

 

 

 

 

 

 

 

 

 

 

样题：基于性能导航可用的导航方式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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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4 PBN 基本概念与程序设计 

7.2.14.2 PBN 航路点与容差 

备注： 

一、航路点（waypoint） 

一个规定的地理位置，用以定义一条区域导航航路，或使用区域导航航空

器的飞行航迹。 

航路点的标识分为： 

旁切航路点（fly-by waypoint）：一个要求提前转弯的航路点，允许以切

线的形式切入航路或程序的下一航段。 

飞越航路点（flyover waypoint）：转弯开始于该点的航路点，以加入航路

或程序的下一航段。 

        

图 1 旁切航路点                         图 2 飞越航路点 

二、PBN 航路点的定位误差 

PBN 航路点的定位误差用系统总误差（TSE）表示，TSE 主要由三部分构

成：导航系统误差（NSE）、飞行技术误差（FTE）和航迹定义误差（PDE）。  

通常使用平方和根的方法计算 TSE： 

   

 

图 3 PBN 水平导航误差的构成 

2 2 2TSE = NSE FTE P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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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E 包括地面或星基和机载接收系统的总系统误差，使用不同的导航源，

NSE 确定方法不同，对 DME/DME 导航系统使用精度（DTT）表示 NSE。 

FTE 是对驾驶员（或自动驾驶仪）保持航迹时产生误差的预计，基于 PBN

的区域导航极大地利用了机载导航设备的能力，使得 FTE 保持在一个比较小

的范围内，而且 PBN 是基于性能导航而非基于设备的导航方式，所以 FTE 与

导航源无关。在飞行程序设计中，所使用的各个飞行阶段的不同规范需要考虑

的 FTE 的规定如下： 

（1）对 RNAV 来说，FTE 为所需导航精度的一半； 

（2）对 RNP 来说，RNP≥0.5，FTE 为 RNP 值的一半，当 RNP≤0.5，FTE

为 463m（0.25NM）。 

PDE 是导航数据库的定义的预期航迹与导航系统确定的航迹之间的误差，

通常可以忽略不计。 

为了方便计算和使用，航路点的误差被分解为侧向误差（XTT）和沿航迹

误差（ATT），沿航迹误差不包括 FTE。 

 

 

表 1 飞行技术误差（FTE） 

 

 

飞行阶段 FTE（95%）导航规范具体要求 

航路（距离目的地或离场机场 ARP≥30NM） 

RNAV 5：4630m（2.5NM） 

RNP 4：3704m（2NM） 

RNAV 2：1852m（1NM） 

RNAV 1：926m（0.5NM） 

RNP 1：926m（0.5NM） 

终端区（距离目的地或离场机场 ARP＜

30NM） 

RNAV 2：1852m（1NM） 

RNAV 1：926m（0.5NM） 

RNP 1：926m（0.5NM） 

RNP 2：1852m（1NM） 

RNP APCH：926m（0.5NM） 

最后进近点 RNP APCH：463m（0.25NM） 

复飞点 RNP APCH：926m（0.5NM） 

样题：PBN 航路点的定位误差用系统总误差 TSE 主要由哪三部分构成？ 

2 2 2XTT TSE NSE +FTE +PDE= =

2 2ATT NSE P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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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4 PBN 基本概念与程序设计  

7.2.14.3 导航数据编码 

备注： 

一、概述 

被批准用于终端区运行的 RNAV 系统所使用的所有导航数据都装载在导

航数据库中。这些数据库是从按照航空产业标准进行编码的数据中得到：

ARINC 424“导航系统数据库规范”，或同等的行业标准。 

为实现将文本描述的程序和描绘在航图上的航路翻译成适合导航数据库

的代码，航空业已经为终端区程序发展出了“航径终止码”的概念。 

航径终止码定义在 PANS-OPS 中，用来定义特定的地面航迹，这是假设

批准执行 RNAV 程序的航空器有能力通过使用适当的 ARINC 424 航径终止码

（或其他同等品）来保持在连续的航迹上。 

从起飞至加入航路航段和从航空器脱离航路航段的点至 RNAV 程序的终

点，航径终止码用来定义 RNAV 航路的每个航段。航径终止码不用于编制航

路航段或终端区空域以外的其他航路。 

许多航空器装备的 RNAV 系统仅能使用 ARINC424 航径终止码中的子模

块。程序设计师在设计中对运行批准和认证的基础予以考虑和兼顾是很重要

的。应该明确 RNAV 系统的最低功能要求，包括哪些航迹终止码是能够支持

设计的。本章的资料和附录已经包含大多数预计会被批准执行 RNAV 进场、

离场和进近程序的航空器。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替代的代码（如航迹终止

码、速度和高度的限制）以使特定的 RNAV 系统能更好地跟踪预定航迹。这

种行为应该得到相关国家法规部门的批准，并应该限定在航空电子设备商和数

据编码商的范围内。另外，固定半径转弯仅适用于有 RNP 能力的系统，在本

章中也进行了描述。 

1、航径终止码种类 

航径和终止码的定义（“航径终止码”），见第 I 部分，第 1 篇，第 1 章。

目前有 23 种不同的航径终止码定义在 ARINC424 中。但是，RNAV 程序设计

的使用只接受这些航迹终止码中的十一种，另外还有一种航径终止码，IF，是

在将程序编码进导航数据库时使用。一个包含四种航径终止码的更小的子集应

当用于 RNP 的应用：IF、TF、RF 和 HM。RNAV 程序设计的所有编码描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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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起始定位点（IF） 

RNAV 程序的编码从一个 IF 开始。IF 并不定义一个期望的航迹，它自身

也不是一个期望的航迹，但它与另外一个航段类型（如 TF）结合使用，以确

定所期望的航径。在设计的流程中不使用，并且不需要与程序描述一起公布。 

（2）沿航迹至定位点（TF） 

RNAV 主要的直线航路航段是 TF 航路。TF 航路由两个航路点之间的大

圆航径确定。这两个航路点的第一个航路点可以是前一航段的终止航路点，或

者是一个起始定位点（IF）。中间和最后进近航段应该始终是 TF 航路。当 FMS

要求在最后进近航段有一个 CF 时，数据库编码可以用 CF 代替 TF。 

 

图 1 沿航迹至定位点（TF） 

（3）直飞至定位点（DF） 

DF 用于定义一个航段，它从航空器当前航迹上的一个不固定位置至一个

特定的定位点/航路点。DF 航径终止码提供不可预测的、不可重复的飞行航径，

而且在其使用中变化很大。如果用在 FA、VA 或 CA 之后时，DF 可以有效地

将航迹分散在最宽区域，而 CA/DF 组合可以用于将环境影响分散到起始离场。

DF 还确保从转弯点（飞越航路点）或者从一个转弯高度至下一个航路点的航

迹距离最短。DF 的使用还受到一些特定规则的进一步限制。 

 

图 2 直飞至定位点（DF） 

（3）沿航径至某高度（CA） 

CA 用于定义一个出航航路航段的航径，它终止于一个位置不固定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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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SID 的起始航径终止码，使用 CA 比 FA 更适合，以防止 IRS 漂移的影响。 

 

图 3 沿航径至某高度（CA） 

（4）沿航径至定位点（CF） 

CF用于定义一个航径，它终止于一个特定航路航段之后的定位点/航路点。

CF 最初是最后进近航段唯一允许使用的航径终止码，当前被很多的 RNAV 系

统用做该目的。CF 通常用在离场或复飞程序中的 CA 或 FA 之后，它可以有效

地限制航迹发散。CA/CF 组合可以有效地减少起始离场对环境的影响。CF 的

使用还受到一些特定规则的进一步限制。 

 

图 4 沿航径至定位点（CF） 

（5）沿航径从定位点至某高度（FA） 

FA 用于确定一个航路航段，它开始于一个定位点/航路点，终止于航空器

高度达到或高于一个特定高度的点。高度点的位置不固定。由于终点不可知，

FA 航迹提供不可预测的，不可重复的飞行航径，但在复飞程序中是一个很有

用的航径终止码。 

 

图 5 沿航径从定位点至某高度（FA） 

（6）沿航径从定位点至人工终止（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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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 用于一个由于雷达引导而终止的航路航段。它提供与 VM 相似的功能。

航空器保持规定的航向飞行，直至飞行员介入。 

 

图 6 沿航径从定位点至人工终止（FM） 

（7）从等待/直角航线至手动终止（HM） 

HM 用于定义一个由飞行机组人工终止的等待航线。 

 

图 7 从等待/直角航线至手动终止（HM） 

（8）沿固定半径至定位点（RF） 

RF 航段是一个围绕确定圆心的圆弧形航径，它终止于一个航路点。该弧

线航段的起始点由前一航段的终止航路点确定。弧线航段末端的航路点、该航

段的转弯方向，以及转弯中心点，由导航数据库提供。半径也就是从转弯中心

点至航路终止点的距离是由 RNAV 系统来计算。任何一个转弯在 2°和 300°之

间的弧线都可以确定。RF 功能一般仅在满足 RNP-RNAV 特定要求的系统中才

可以使用，如 EUROCAE ED76（）/RTCA DO 236（）中的要求。 

 

图 8 沿固定半径至定位点（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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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沿航向至某高度（VA） 

VA 常用于在离场中沿指定的航向而不是航迹进行爬升。该航段终止于一

个没有终止位置的特定高度。它仅用于有初始航向航段要求的 RNAV 平行离

场设计中。 

 

图 9 沿航向至某高度（VA） 

（10）沿航向至某切入点（VI） 

给航空器指定一个航向直至其切入下一航段的，都应该编码为 VI 航段。

航空器保持给定的航向直至切入下一个航段。 

 

图 10 沿航向至某切入点（VI） 

（11）沿航向至手动终止点（VM） 

在程序末段提供雷达引导的航段可以编码为 VM 航段。它提供的功能与

FM 相似。航空器保持规定的航向飞行，直至飞行员介入。 

 

图 11 沿航向至手动终止点（VM） 

2、程序设计应用 

航径终止码。航径终止码概念的使用应该受一整套规则的限制，这就是发

展自 1980 年代并不断更新和公布的 ARINC 规范（ARINC424，导航系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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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由于程序设计师关心航径终止码的一些子模块，与这些航径终止码相关

的主要规则提供在本章的附录中。为将程序准确无误地编码进机载导航数据库

中，程序设计师必须严格地遵守这些规定。 

其他设计问题。为了确保将设计清晰无误地编码进导航数据库中，程序设

计师应该考虑如下因素。 

（1）不得使用双重过渡条件，诸如“在航路点 NNNNN 爬升至 XXXX 英

尺”，或者“在航路点 YYZZZ，但是不低于 XXXX 英尺，向右转弯至（航路

点）”； 

（2）高度和速度的限制只能在航路点上应用； 

（3）任何应用到程序的特定限制的详细资料都应该予以公布。 

二、航径终止码编码规定 

（1）各项规定和标准都是依据 ARINC424-15。某些功能不包括在内，或

是由于大多数航空器系统都已经不再使用，或是由于该功能是为传统程序开发

的，而且不适用于区域导航程序。 

（2）表 1 定义了那些支持区域导航程序（SID、STAR、进近和复飞）起

始和结束段的航径终止码。 

表1 起始和结束航径终止码 

RNAV 程序 起始段 结束段 

SID CA，CF，VA，VI CF，DF，FM，RF，TF，VM 

STAR IF CF，DF，FM，HM，RF，TF，VM 

进近 IF CF，TF，RF 

复飞 
CA，CF，DF，FA，HM，RF， 

VI，VM 
CF，DF，FM，HM，RF，TF，VM 

（3）如果沿航道至定位点（CF）用于一个序列的第一个航段，该设计应

该验证飞机在低高度中无意识坡度。 

注 1：进近的“结束段”就是最后进近航段。 

注 2：从程序设计的角度，SID 唯一有效的起始航径终止码是 CA 或 CF。

虽然根据 ARINC424，FA 允许用于一个起始 SID 航段，其生成的地面航迹与

CA相同，但并不适合于在起始离场阶段只依赖 IRU输入的航空器的某些运行。

这种情况下，一个降级的 IRU 位置的会导致航空器在升空不久就做出意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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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转弯。在这种情况下，CA 生成的地面航迹与 FA 相同。进一步讲，由于

起飞前的惯导漂移，FA 在平行离场中会引起明显的航迹偏移，当航空器要求

起飞后跟踪航向而不是沿航迹时，VA 可以用于平行离场。当为相邻平行跑道

使用相同的 SID 编码时，为了尽量减少重码，数据库供应商也可以使用 VA 替

代 FA（很多较老 RNAV 系统中的数据库的存储量都不足 200 千字节）。 

注 3：作为一种减少低高度无意识坡度的方法，可以考虑在沿航道至定位

点（CF）航段类型之前使用沿航道至高度（CA）的航段以到达 DER 之上至少

122m（400ft）。 

注 4：如果为最后进近提供雷达引导，FM 或 VM 可以用于结束‘开放

STARs’。选择航迹（FM）或航向（VM）取决于 ATC 的要求。 

注 5：RF 仅被允许用于装备有与 ARINC424-17 或较新版相兼容系统的飞

机以执行 RNP 程序。 

表 2  航径终止码顺序 

    下 一 航

段 

当前航段 

IF CA CF DF FA FM HM RF TF VA VI VM 

CA             

CF    1         

DF    1         

FA             

FM             

HM             

IF     2 2 2 3     

RF             

TF             

VA             

VI             

VM             

（4）表 2“航径终止码排列顺序”确定了允许的航段排列顺序。阴影部分

表示“当前航段/下一航段”的排列顺序是不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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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只有当第一个航段的终止点计划为飞越点时，才可以使用 CF/DF，

或 DF/DF 的顺序，否则需要采用另外的编码。 

注 2：只有当 FA 或 HM 航段各末端的高度限制不相同时才进行 IF 航段编

码。 

注 3：只有最后进近的开始才允许 IF/RF 组合。 

（5）适用下列各项基本规则： 

• FA、CA 和 VA 应该后跟 DF 或 CF（建议 DF）； 

• 至飞越点的 TF 应该后跟 TF 或 CF； 

• 如果程序要求飞越点之后有一个 DF，那么前一个航段应该编码为 CF

或 DF； 

• 旁切航路点之后不能跟随一个 DF； 

• RF 航段起点和末端的航路点不能编码为飞越点。 

注 1：由于大多数直线离场的起始直线航段都应该以一个 CA/DF 排列顺

序开始，如果第一个旁切航路点距 DER 小于 3NM，经验表明，最好以一个

CF 开始。 

注 2：如果离场起始转弯用至 DER 的距离和最低高度来进行限制，使用

一个在转弯航路点的高度限制并不能保证两个限制都满足。一个更好的方法是

将第一个航段编码为 CA，第二个航段编码为 CF，该航径安排可以确保最早的

转弯发生在要求的转弯点或之后。 

（6）表 3 用以定义支持每一航径终止码所需的数据。 

表3 航径终止码（要求的数据） 

 

航径 

终止 

码 

 

航 

路 

点 

名 

称 

 

飞 

越 

 

转 

弯 

方 

向 

推 

荐 

的 

导 

航 

台 

距 

导 

航 

台 

距 

离 

距 

导 

航 

台 

方 

位 

 

磁 

航 

迹 

角 

 

航 

段 

长 

度 

 

高 

度 

限 

制 

1 

 

高 

度 

限 

制 

2 

 

速 

度 

限 

制 

 

垂 

直 

航 

径 

角 

 

圆 

弧 

中 

心 

CA   O    √  6  O   

CF √ 1 O √ √ √ √  O O O O  

DF √ 1 O O O O   O O O   

FA √  O √ √ √ √  6  O   

FM √  O √ √ √ √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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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 √  O O O O √ √ O  O   

IF √   O O O  O O O   

RF √ O √ O  2 3 5 O O O O √ 

TF √ O O O O O O O O O O O  

VA   O   4  6  O   

VI  O O O  4  O O O   

VM O  O   4  O  O   

√—必需的 

O—选择性的 

1—仅对 CF/DF 和 DF/DF 组合是必需的 

2—正切入航航迹 

3—正切出航航迹 

4—是航向，不是航迹 

5—沿航迹距离 

6—高度为“在…或以上” 

阴影部分表示不适用该航径终止码的数据。 

 

 

 

 

 

 

 

 

 

 

 

 

 

 

 

 

 

 

 

 

 

 

 

 

样题：离场可用的航迹终结编码有哪些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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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4 PBN 基本概念与程序设计  

7.2.14.4 Baro-VNAV 程序设计 

备注： 

一、Baro-VNAV 特点 

Baro-VNAV 进近程序分类属于支持 A 类 3D 进近运行的 APV 程序。它使

用 DA/H 而不是 MDA/H，并且既没有 FAF 识别，也没有复飞点（MAPt）识

别。它们使用与 ILS 相似的障碍物评价面，但是基于特定的水平引导。 

Baro-VNAV 程序与只有 LNAV 的程序一起使用。在只有 LNAV 的程序中，

应该使用 FAF 和 MAPt 来确定水平保护区，以支持水平引导，但它们不用于

垂直导航功能。 

Baro-VNAV 程序不得使用远程高度表拨正值。 

二、垂直航径角度（VPA） 

实效 VPA 与温度和机场标高相关，它与公布的 VPA 会有所不同。最佳的

VPA 是 3°。公布的 VPA 应该在给定机场标高和盛行温度情况下，整个一年中

的实效 VPA 能尽可能地接近 3°。 

VPA 低于 2.5°的程序不应该公布。公布 VPA 高于 3.5°的程序是非标准程

序。它应该受限于航行研究并需得到主管当局的特殊批准。 

三、公布 

仪表进近图标题为“RNAV（GNSS）或 RNP RWY XX”。航图的最低标

准框中应该包括 NPA（LNAV）和 APV/Baro-VNAV（LNAV/VNAV）运行的

OCA/H 值。另外，如下内容应该予以公布： 

（1）RDH； 

（2）VPA（度及百分之一度用于数据库/度及十分之一度用于航图）； 

（3）批准的APV/Baro-VNAV运行的最低温度； 

（4）实效VPA将超过3.5°的温度； 

（5）只用于数据库编码目的的LNAV，FAF和MAPt。 

 

 

 

样题：VPA 低于 2.5°的程序是否可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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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监视 

7.3.1 雷达监视系统 

7.3.1.1 一次雷达 

备注： 

一、一次雷达的基本工作原理 

一次雷达通过被动接收回波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如图 1 所示，雷达天线向

目标发射信号，目标反射信号，雷达接收装置收到反射回来的回波信号，进而

确定目标的方位和距离。 

 

图 1 一次雷达的基本工作原理 

二、信号时序和距离测定 

一次雷达发射一个脉冲信号后会等接收到回波后，再发射下一个脉冲信

号，如图 2 所示。 

 

图 2 一次雷达时序 

目标的斜距 R 可以通过单个脉冲往返雷达和目标物所需时间算出，公式如

下： 

2

c t
R


=

 

其中， 是脉冲信号往返雷达和目标物所需时间， 是光速（雷达脉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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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在大气中传播的速度近似等于真空中传播的光速 c=3×108 m/s） 

三、一次雷达方程 

一次雷达方程表示传输功率的物理依赖性，也能用来评估一次雷达的性

能。一次雷达接收目标反射回来的能量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 )

2 2

3 44

t
r

s

PG
P

R L

 


=

 

其中，Pr是目标反射信号的能量，是未知值，为了探测目标，该值必须大

于接收器最小可探测信号的值。Pt是雷达发射信号的峰值功率，是已知值。G

是雷达天线的增益，是已知值，用于衡量天线将发射能量集中于定向波束的能

力。 是波长。Ls 是损耗因子（线路损耗，大气损耗等），是雷达所有损耗因

素的总和。R 是目标与雷达的距离。σ 是目标物的雷达截面积（RCS）。 

目标的雷达截面积越大，就更容易被雷达探测到，因为它可以向雷达接收

器反向散射更多的能量。注意，雷达截面积的单位是平方米（m²）。在实际中，

一些能量被吸收了而且反射能量在各个方向上并不是均等的，因此雷达截面积

很难估计，通常由测量得到。 

目标物的雷达截面积取决于： 

（1）目标物的几何特征（大小，形状，方向，有无钝角等）； 

（2）目标物的材料（木质，金属等）； 

（3）脉冲发射频率。 

四、运动目标的处理 

当接收到一次雷达发射的脉冲后，几乎所有物体包括飞机的表面都能产生

雷达回波。人们不想要的信号源被称作杂波，包括地面回波，海面回波，天气

回波，建筑回波，鸟类回波，船体回波，森林回波等。运动目标探测雷达可以

根据多普勒效应剔除杂波，只在雷达显示屏上显示人们想要的回波，其基本工

作原理是：当电磁波从雷达传播到移动目标再返回时会产生频移，被称为多普

勒频移。运动目标探测雷达根据多普勒频移判断当前回波信号是否为杂波。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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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雷达监视系统 

7.3.1.2 传统二次雷达 

备注： 

一、基本工作原理 

二次雷达是根据二战时期军用的敌我识别系统（IFF）发展而来，后来成

为了国际民航组织（ICAO）的标准系统。根据国际民航组织（ICAO）的标准，

二次雷达询问器定期通过 1030MHz 的频率向飞机发出询问，机载应答机以

1090MHz 的频率应答。通过询问和应答，二次雷达不仅能探测飞机的方位和

距离，而且能够获取飞机的高度和身份。 

传统的二次雷达向目标询问两个问题： 

（1）你的身份识别代码是多少？本地的飞行计划处理系统（FPPS）会给

每一架飞机分配一个代码，并由飞行员输入。这个代码叫做“模式 A 代码”

或应答机编码。当机载应答机在收到身份询问时，就将应答机编码发送到地面。 

（2）你的飞行高度层是多少？机载气压高度计根据标准气压 1013.25hpa

测定当前气压高度，并由高度编码器进行编码。由于机载应答机与高度编码器

相连，因此当机载应答机在收到高度询问时，就将高度信息发送到地面。 

二、机载设备 

机载应答机通常有 4 种工作模式：关机（Off），待机（Standby），开启

（A 模式）和高度状态（A/C 模式），开启模式和高度状态模式的区别仅在于

不能在开启（On）模式下发送任何高度的信息。在待机（Standby）模式下，

应答机仍处于开机预热状态，但不能对询问信号进行回复。 

三、二次雷达模式 

现在通用的二次雷达模式有 5 种： 

（1）模式 1：军用；可以显示飞行的作用/任务/类型，支持 32 位识别码。 

（2）模式 2：军用；可以识别单架飞机。 

（3）模式 3/A：军民合用；提供 4096 个呼号。 

（4）模式 4：军用；保密。 

（5）模式 C：军民合用；用于询问飞机气压高度（以 1013.25hPa 为基准）。 

民用的传统二次雷达只使用模式 A 和模式 C 的信息，因此被称为 A/C 模

式雷达。飞机通过模式 A 向地面站发送 4 位的代码进行身份识别。编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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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八进制的，也就是说，组成代码的数字来自 0~7，因此共有 4096 个四位代

码。这些模式 A 的二次代码分为两种：固定的和非固定的。负责代码分组的

是地面数据处理系统，而非二次雷达系统。 

固定的代码是指以“00”（如：7000）结尾的代码。这些代码可能会被不

止一架飞机同时使用，其中一些代码可能会作为特定操作的通用代码。有些二

次代码也会被分配为在紧急情况下使用，例如，“紧急情况”是 7700，“无

线电失效”是 7600，“劫机”是 7500。 

与之相对的是非固定的代码，它是只分配给一架飞机使用的代码（当原始

用户不再使用某代码时，该代码即可被重新使用）。任何不以“00”结尾的代

码都是非固定的。 

四、二次雷达信号时序 

二次雷达的询问信号包括两个脉冲，分别是 P1 和 P3，如图 1 所示。P1

和 P3 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决定了雷达的工作模式（或询问的问题）。当 P1

和 P3 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8μs 时，雷达工作在模式 A，当当 P1 和 P3 脉冲

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21μs 时，雷达工作在模式 C。 

 

图 1 二次雷达的询问信号 

二次雷达的应答信号包含 16 个脉冲，如图 2 所示，分别是： 

（1）用于雷达接收器同步的 3 个脉冲，标记为 F1、X 和 F2； 

（2）二进制编码的脉冲共 12 个，标记为 C1、A1、C2、A2、C4、A4、

B1、D1、B2、D2、B4 和 D4； 

（3）特殊位置识别脉冲 SPI，当管制员发送请求时被激活。 

 

图 2 二次雷达的应答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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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于模式 A 的应答 

当应答机响应模式 A 询问时，应答机发送飞机的识别码。飞机的识别码

由四位八进制数字构成，每个八进制数字又可以转换为 3 个二进制数字，共

12 个信息码，即 C1、A1、C2、A2、C4、A4、B1、D1、B2、D2、B4 和 D4。

将 12 个信息码从高位到低位重新排序： 

A4 A2 A1      B4 B2 B1      C4 C2 C1      D4 D2 D1 

为表示八进制数码，将这 12 个信息码分成 A B C D 四组，每组码有三个

脉冲信息位。分别将三个二进制信息位转换为八进制数字，即为飞机的识别码。 

例：飞机代码为 3572： 

A 组码等于 3，所以 A1=1，A2=1，A4=0（1×1+1×2+0×4=3） 

B 组码等于 5，所以 B1=1，B2=0，B4=1（1×1+0×2+1×4=5） 

C 组码等于 7，所以 C1=1，C2=1，C4=1（1×1+1×2+1×4=7） 

D 组码等于 2，所以 D1=0，D2=1，D4=0（0×1+1×2+0×4=2） 

因此，3572 的 12 位信息码应为： 

C1 A1 C2 A2 C4 A4 B1 D1 B2 D2 B4 D4 

1 1 1 1 1 0 1 0 0 1 1 0 

相反，如果有一串识别码为： 

C1 A1 C2 A2 C4 A4 B1 D1 B2 D2 B4 D4 

1 1 0 1 0 1 0 0 1 0 1 1 

则 

A=A1+A2+A4 =1×1+1×2+1×4=7 

B=B1+B2+B4 =0×1+1×2+1×4=6 

C=C1+C2+C4 =1×1+0×2+0×4=1 

D=D1+D2+D4 =0×1+0×2+1×4=4 

因此，这组码的识别代号是 7614。 

六、对模式 C 的应答 

当应答机响应 C 模式询问时，应答机发送高度码。高度码的组成方式与

识别码完全不同。它的组成顺序是： 

D1D2D4      A1A2A4      B1B2B4      C1C2C4 

其中：D1 到 B4 按“标准循环码”（也叫做格雷码）编码，它的最小递增

单位是 500ft（英尺），C 组码是“五周期循环码”，其最小递增单位是 100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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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当 C 组码连续递增五次（累计增量 500ft），标准码循环码增一次。 

高度码和海拔高度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从航空电信手册中（国际民航公约附

件十）查到。但是通过查表的方式获取飞行高度很不方便。实际解码时都是按

循环码的规律进行计算，如图 3 所示。 

 

图 3 飞行高度解码 

第一步将高位（即 ）提取出来，记为 ，然后将格

雷码（又叫标准循环码） 转换成二进制编码 ，并进一步将二进制编码

转换成十进制数 。其中，标准循环码 转换成二进制编码 的方法如图

4 所示，图中符号⊕表示模二加运算，即不进位的二进制加法运算。 

 

图 4 标准循环码转换成二进制编码的方法示意图 

第二步将低位（即 ）提取出来，记为 ，通过查询五周期循环码

的数值转换表（表 1）得到 所对应的十进制数 。 

表 1 五周期循环码的数值转换表 

标准循环码对应的数值 五周期循环码 五周期循环码对应的数值 

偶数 

0 0 1 0 

0 1 1 1 

0 1 0 2 

1 1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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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4 

奇数 

1 0 0 0 

1 1 0 1 

0 1 0 2 

0 1 1 3 

0 0 1 4 

第三步，根据公式 计算海拔高度（单位：英尺）。 

同理，已知飞行高度，进行高度编码的算法如图 5 所示。 

 

图 5 高度编码算法示意图 

图 5 中， 表示 除以 5 之后取整数部分， 表示 除以 5 之后取

余数部分。 表示将十进制的编码转换成二进制， 表示将二进

制的编码转换成格雷码（标准循环码）。 

七、二次雷达测距 

当一架飞机接收到二次雷达的询问信号时，机载应答机须按照国际民航组

织推荐标准，在延迟 3.0μs 后进行回答。因此，目标距雷达站的斜距 R 可以通

过以下公式计算： 

  

需要注意的是，有了模式 C 的回复信息，就可以计算出投影距离（水平

距离），并显示在管制员的雷达屏幕上。 

八、二次雷达方程 

与一次雷达相比，二次雷达有了机载应答机的配合工作，因此覆盖同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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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所需的发射功率大大减小。这是由于一次雷达系统的发射功率在信号往

返的过程中发生衰减，而二次雷达系统只需要传播单程的距离。 

询问方程：从雷达到应答机 

机载应答机的接收功率可用下式表示： 

 

其中， 表示雷达的峰值发射功率， 表示雷达天线增益， 表示机载

应答机天线增益（最大为 3 分贝）， 表示信号频率为 1030MHz 的波长，

表示雷达所有的损耗因子（线路损耗，大气损耗等），R 表示目标斜距。 

应答方程：从应答机到雷达 

二次雷达的接收功率可用下式表示： 

 

其中， 表示应答机的峰值发射功率， 表示雷达天线增益， 表示机

载应答机天线增益（最大为 3 分贝）， 表示信号频率为 1090MHz 的波长，

表示雷达所有的损耗因子（线路损耗，大气损耗等），R 表示目标斜距。 

应当注意，对于接受功率来说，一次雷达随着距离的四次方衰减，而二次

雷达随距离的平方衰减。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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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雷达监视系统 

7.3.1.3 S 模式二次雷达 

备注： 

二次雷达的 S 模式是在二次雷达的传统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常规二次

雷达发射询问脉冲信号时，凡处在雷达询问波束范围内的飞机都会对询问做出

应答，若有两架以上飞机相距很近，由于它们的应答脉冲会重叠对询问机形成

严重的窜扰现象，增加了二次雷达对应答脉冲的处理难度，甚至无法辨别临近

的飞机。为了克服这一弊端，在二次雷达中引进了地址选择的询问/应答概念，

即规定在全世界范围内任何一架飞机的编码地址是独一无二的，在雷达询问信

号中加入了飞机的编码地址，那么处在询问波束范围内的飞机，当它收到询问

脉冲中的编码地址与飞机自身的地址相同时才做相应的应答，这就从根本上克

服了窜扰现象，使雷达可以对被监视的飞机进行有选择的询问。采用该技术的

雷达就是所谓的 S 模式二次雷达。从 1990 年起，现存的二次雷达系统将逐步

被 S 模式的二次雷达系统所代替，目前欧洲许多国家的二次雷达已使用了 S

模式。 

S 模式的二次雷达允许通过使用一个 24 位的飞机地址对飞机进行选择性

寻址，该地址独特的识别每架飞机，并在飞机和地面之间建立双向数据链路以

交换信息。它不仅具有更好的监视能力，还提供空中和地面的数据连接功能。 

一、地面雷达站 

和传统二次雷达系统一样，S 模式雷达也是在同样的无线电频率

（1030MHz 和 1090MHz）下进行操作，且完全向下兼容模式 3/A 和模式 C 的

所有功能。因此，只需更换雷达站的发射器和接收器系统，无需更换天线。 

S 模式的地面站发射信号，并且接收从 S 模式和 A/C 模式应答机发射的信

号。鉴于 S 模式和 A/C 模式的兼容性，可以用一种逐步发展的方式建设 S 模

式的地面站，使得 A/C 模式逐步向 S 模式转换。在这个改进的过程之中，监

视系统会继续以两种模式共同工作。S 模式地面站比 A/C 模式地面站有着更严

格的误差要求和更强大的处理能力。以信号传输频率为例，A/C 模式发射器的

频率误差是 0.2MHz，这个误差能满足对调幅后脉冲进行解码的需求，然而 S

模式要求传输频率的误差是 0.01MHz。 

S 模式雷达使用的是单脉冲技术，这种技术只需在每次扫描时击中目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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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就可以准确判断其位置。 

二、工作原理 

S 模式下的信息交流根据点对点协议完成。每架装配了 S 模式应答机的飞

机都有唯一的一个 ICAO 分配的 24 位地址码。每个国家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都有对应的唯一的一套地址码，比如中国的前六位是 011110……。

这样 S 模式系统能够提供 224 个地址码，即有 1600 多万个飞机地址识别码，这

足以给世界上的每架飞机分配一个专用的地址识别码。 

S 模式的二次雷达传感器可以先获得信息（全呼询问），然后通过特定飞

机的 S 模式地址码，对其有选择性的询问（轮呼询问），即使空域内飞机较多

时仍然适用。由于可以进行选择性询问，那么空域中具有 S 模式机载设备并处

于 S 模式雷达严密监控下的飞机就有可能不再需要 A 模式代码，进而减少因

为缺乏可用的 A 模式代码而产生的问题。 

三、询问模式 

为了监视覆盖范围内的所有飞机，S 模式雷达站将询问分为全呼（对装有

S 模式和 A/C 模式应答机的飞机进行监视）和轮呼（只监视有 S 模式应答机的

飞机）。 

1、全呼 

当一架飞机进入了 S 模式雷达的监视范围，雷达感应器就会对这个飞机进

行识别。询问的问题会是：你是谁？之后 S 模式雷达站会定位飞机（方位角和

距离），并且： 

（1）对于装配有 S 模式应答机的飞机，雷达会获取其 24 位地址码， 

（2）对于装配有 A/C 模式应答机的飞机，雷达会获取其传统模式 A 和模

式 C（高度层）代码。 

2、轮呼 

对于在全呼过程中已经识别出来具有 S 模式的飞机，S 模式雷达站会使用

它们的 24 位地址码选择性呼叫。此外，S 模式雷达站会锁定识别过的飞机，

因此在以后的全呼过程中，这些飞机将不作回答。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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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雷达监视系统 

7.3.1.4 雷达数据处理系统 

备注： 

一、雷达数据处理的基本概念 

1、点迹。雷达测量到的离散的目标位置数据，如距离、角度等，称为点

迹（plot）。点迹代表航空器在某一个时刻的位置。 

一次雷达和二次雷达点迹信息包含的内容不同。一次雷达点迹信息包括：

位置信息（即距离和方位角），质量信息（即点迹长度）和时间信息。二次雷

达点迹信息除了包括位置信息（即距离和方位角），质量信息（即点迹长度），

时间信息外，还包括 Mode A& C 模式应答代码，SPI 脉冲信息及同步窜扰信

息。 

2、航迹。航迹处理器（tracker）进行航迹处理（tracking），并将处理的

信息保存在内存中，这些经过处理后的点迹信息称为航迹（track）。航迹处理

主要包括航迹建立、航迹相关、航迹的平滑（最小化测量误差）、航迹计算（计

算速度、航迹角和垂直速率）和航迹预测。 

二、雷达数据的传输 

雷达数据处理完成的航迹或点迹信息以指定的传输标准在雷达数据网上

传输。欧洲使用的监视数据标准为 Asterix（All Purpose Structured Eurocontrol 

Surveillance Information Exchange）。主干雷达数据传输网络为双通道网络，

提供高的可靠性。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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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自动相关监视 

7.3.2.1 ADS-B 技术原理 

备注： 

ADS-B 是未来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中的一种飞机运行监视技术。在未来的

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中，ADS-B 监视技术将取代雷达监视技术以用来确保飞机

在空中飞行时和地面跑道滑行时的安全。与雷达监视技术相比，ADS-B 监视

技术能提供更高精度的数据，且数据更新率更快。它将冲突探测、冲突避免、

冲突解决、空中交通管制监视以及 CDTI 显示有机的融合起来，为新一代空管

监视系统增强和扩展了非常丰富和人性化的功能，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ADS-B 原理的核心在于“自动”和“广播”。“自动”代表了 ADS-B 的

获取和发送信息可以不需人工的操作干预，大大降低机组的操作负担；“广播”

代表了 ADS-B设备发送信息的全向广播方式。 

以飞机为参考，ADS-B 的下行信息也称为 ADS-B OUT，这里的“OUT”

表示了 ADS-B 信息传递的方向是由机内向机外，也就是“发射”，它是 ADS-B

的基本功能。 

以飞机为参考，ADS-B 的上行信息也称为 ADS-B IN，这里的“IN”表示

了 ADS-B 信息传递的方向是由机外向机内，也就是“接收”。即指机载 ADS-B

接收设备接收的两类信息：临近的其他飞机发射的“ADS-B OUT”信息、地

面管制单位发送的监控信息。 

国际上，应用 ADS-B 技术主要采用 1090ES、UAT 和 VDL4 三种数据链。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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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自动相关监视 

7.3.2.2 ADS-C 技术原理 

备注： 

ADS-C 通过使用航空器上的各种系统来自动提供航空器的当前位置，高

度，速度，意图和气象数据，同时可以在报告中发送给 ATS 单位或 AOC 地面

系统设施进行监视和航路一致性的监测。 

根据地面系统的要求，ADS 合同会生成一个或多个报告。每个 ADS 合同

确定了信息的类型以及航空器发送报告的条件。某些类型的信息包含在每个报

告中，而其他类型的信息仅在 ADS 合同请求中指定的情况下才会提供。同时

航空器还能向与之建立连接的 ATS 单位主动发送 ADS-C 紧急报告。 

一个 ATS 单位可以向单一航空器申请多个同时进行的 ADS 合同，包括一

个定期和一个事件合同，而且可以由任意数量的需求合同进行相关补充。单个

航空器可最多与五个独立的地面系统建立 ADS 合同。 

在收到登录请求后，ATS 单位将需要在航空器上建立 ADS 合同，然后才

能收到 ADS 合同报告。ADS 合同的三种类型： 

1、定期合同 

2、请求合同 

3、事件合同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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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多点定位 

7.3.3.1 多点定位系统的工作原理 

备注： 

多点定位（MLAT，Multilateration）系统是使用多个接收机接收飞机的机

载 A/C，S，ADS-B 模式的应答，利用应答信号到达接收机的时间差（即 TDOA

定位技术）来实现精准定位，并且根据应答码中的地址码对目标进行识别。 

多点定位系统由多个安装于机场场区的地面站组成，在同一时刻内，至少

3个地面站对接收到同一目标的应答信号进行解码，并将数据送达目标处理器，

目标处理器根据各个接收机的数据计算出目标位置，并且通过高刷新率来确定

其运行轨迹，根据各目标的位置和运行轨迹，进行冲突预警及告警。 

一般来说，民用多点定位系统可以按设备配置及作用范围进行分类。民用

多点定位系统按设备配置分类：主动式和被动式。 

（1）主动式多点定位系统是指在系统中配置发射机，由发射机进行询问，

增加询问数量，系统得到航班应答机编码（Mode A），高度等信息。 

（2）被动式多点定位系统是指在系统中不配备发射机，得到航班应答机

编码（Mode A），高度等信息。多点定位系统按作用范围分类包括机场场面

多点定位系统、广域多点定位系统两种。 

基于到达时间差 TDOA 来进行定位系统，就是利用三个或三个以上已知

位置的接收机接收来自某一个未知位置的信号源的信号，进而来确定该辐射源

的位置。根据定位需求的不同，时差 TDOA 定位可以分为二维空间双曲线定

位和三维空间双曲面定位，二者的基本思想都是由两个接收机采集到的信号到

达时间差确定了一对双曲线或双曲面，多个双曲线或双曲面相交就可以得到目

标的位置，因此 TDOA 定位方法又被称为双曲定位法。 

 

图 1 多点定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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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TDOA 方法进行二维空间定位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根据信号传播时间及两点间直线公式，可以得到以下方程组。 

 

由于 时刻未知，因此上式两两相减可消去 ，得到： 

 

上式即为利用 TDOA 方法进行二维空间定位的方法。可以看出，在进行

二维空间定位时至少需要三个地面站。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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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多点定位 

7.3.3.2 多点定位系统的组成 

备注： 

多点定位系统由远端站、校标机、中心处理站、发射机、显示终端组成。

远端站主要用于接受信号、解码信号、到达时间标定、选择接收信号传输；发

射机主要用于发射询问信号；校标机提供可靠的系统同步和系统内部测试；中

心处理站用于综合远端站信息、进行多径处理、计算目标位置、进行目标跟踪；

显示终端用于软件显示、系统状态监控、系统启动、系统控制等。 

多点定位系统需要记录不同位置的远端站接收到的相同信号的到达时间，

以用于形成若干对到达时间差（TDOA）测量值。对信号达到时间差的准确测

量，需要各个远端站的时间实现同步方可实现，目前主要有中央授时 CT（同

步系统）和分布式授时 DT（异步系统）两种方法实现时间同步。在分布式授

时系统中，目前主要有三种时钟同步方式：基于参考应答机、基于 GNSS 和基

于原子时钟。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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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空中交通管理 

8.1 组织架构与职责 

8.1.1 空管架构 

8.1.1.1 管制单位类型 

备注： 

1、为了对管制区、管制地带和机场范围内的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

务、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应当设立管制单位。飞行情报区内的飞行情报

服务和告警服务由指定的管制单位或者单独设立的提供空中交通飞行情报服

务的单位提供。 

2、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工作分别由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机场塔台管

制单位，以下简称塔台管制单位、进近管制单位、区域管制单位、地区空中交

通运行管理单位、全国空中交通运行管理单位。 

3、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负责受理和审核飞行计划的申请，向有关管制单

位和飞行保障单位通报飞行计划和动态； 

塔台管制单位负责对本塔台管辖范围内航空器的推出、开车、滑行、起飞、

着陆和与其有关的机动飞行的空中交通服务； 

进近管制单位负责一个或者数个机场的航空器进、离场及其空域范围内其

他飞行的空中交通服务； 

区域管制单位负责向本管制区内受管制的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服务，负责

管制并向有关单位通报飞行申请和动态； 

地区空中交通运行管理单位负责统一协调所辖区域内民航空中交通管制

工作，监控所辖区域内民航空中交通管理系统的日常运行情况，协调处理所辖

区域内特殊情况下的飞行，承担本地区搜寻援救协调中心职责； 

全国空中交通运行管理单位负责统一协调全国民航空中交通管制工作，监

控全国民航空中交通管理系统的日常运行情况，协调处理特殊情况下的飞行，

承担民航局搜寻援救协调中心职责。 

 

 

样题：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工作包括哪些单位，各自职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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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空管职责 

8.1.2.1 管制服务范围 

备注： 

1、空中交通服务由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简称管制单位）提供管制单位应

当为下列航空器活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①高空管制区、中低空管制区、进近管制区、机场管制地带内的所有仪表

飞行规则的飞行； 

②中低空管制区、进近管制区、机场管制地带内的所有目视飞行规则的飞

行； 

③特殊目视飞行规则的飞行； 

④机场交通。 

2、为了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管制单位应当： 

①获取航空器飞行计划和有关变化的情况，以及航空器飞行动态； 

②根据掌握的信息，确定航空器位置及其相对关系； 

③发布空中交通管制许可与指令，提供飞行情报，防止受管制的航空器相

撞，维持空中交通秩序，加速空中交通流量； 

④当航空器可能与其他管制单位管制下的航空器发生冲突时，或者在将航

空器移交给其他管制单位之前，应当向该管制单位进行必要的通报协调。 

 

 

 

 

 

 

 

 

 

 

样题：管制单位需要为哪些空域类型的目视飞行规则的飞行提供管制服务？ 



 

662 

 

8.1.2 空管职责 

8.1.2.2 管制单位工作席位 

备注： 

1、为了适应交通量的增长和提高空中交通服务效率，管制单位可以根据

本节规定，将空中交通服务工作责任分配到若干工作席位。直接对本管制区航

空器实施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工作席位统称为管制席。 

2、管制单位应当根据飞行量的增长，制定管制席位设置计划，保证满足

本章席位设置的要求。因特殊情况不能满足本章席位设置要求的，管制单位应

当制定席位调整的详细计划和保障安全的具体措施后，席位调整可延长一年。 

 

 

 

 

 

 

 

 

 

 

 

 

 

 

 

 

 

 

 

 

 

 

 

 

 

 

 

 

 

样题：管制单位内管制席位设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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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签派员与空管的协作程序 

8.2.1 协调机制 

8.2.1.1 一般原则 

备注： 

1、管制单位与涉及空中交通服务的机场管理机构、航空器运营人及其所

属单位之间应当加强协调配合，建立相关制度或者签订相关协议。 

2、当发生遇险情况时，管制单位应当立即按规定通知有关援救协调单位，

同时应尽快通知航空器的运营人。航空器处于不明或告警阶段后，应当尽可能

先通知运营人，然后通知有关援救协调单位。 

3、航空器运营人或者机场管理机构与管制单位订有协议的，管制单位应

当根据协议的约定，向该运营人、机场管理机构或其指定代表提供有关情报。

提供飞行签派服务的运营人与管制单位订有协议的，管制单位应当根据协议的

约定，将所收到的有关运行的情报转给该运营人或者其指定代表。 

 

 

 

 

 

 

 

 

 

 

 

 

 

 

 

样题：管制单位与航空器运营人协调机制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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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协调机制   

8.2.1.2 协同决策机制 

备注： 

1、为了防止交通流量超过负荷，管制单位可以采取增开扇区或者限制起

飞、着陆时刻和空中等待等措施。 

区域管制单位可以限制本管制区内机场的起飞时刻或者进入本管制区移

交点的时刻，可以向相邻管制单位提出航空器飞入本管制区的限制条件。 

进近管制单位可以向相邻管制单位提出对飞入本管制区航空器的限制条

件。 

塔台管制单位可以向相邻管制单位提出对飞入本管制区航空器着陆时刻

的限制；限制航空器的开车和起飞时间。 

上述管制单位提出限制要求时，应当将限制的原因、要求及预计的时间长

度通知其他有关管制单位，由该管制单位向航空器发出限制指令。 

2、实施流量管理的空管单位应当与航空器运营人、机场共同建立基于信

息共享和交换的协调流量管理和协同决策机制。 

 

 

  

 

 

 

 

 

 

 

 

 

 

 

 

 

 

 

样题：管制单位流控信息传递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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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空域划分、航路结构 

8.3.1 空域分类 

8.3.1.1 高空和中低空管制空域 

备注： 

1、在我国境内标准大气压高度 6000 米（不含）以上的空间，可以划设高

空管制空域。 

在此空域内飞行的航空器必须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行，并接受空中交通管

制服务。 

2、在我国境内标准大气压高度 6000 米（含）至其下某指定高度的空间，

可以划设中低空管制空域。 

在此类空域内飞行的航空器，可以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行，并接受空中交

通管制服务；对符合目视气象条件的，经航空器驾驶员申请，并经过相应的管

制单位批准，也可以按照目视飞行规则飞行，并接受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样题：我国高空管制空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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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空域分类 

8.3.1.2 进近管制空域和机场管制地带 

备注： 

1、进近管制空域通常是指在一个或者几个机场附近的航路、航线汇合处

划设的、便于进场和离场航空器飞行的管制空域。 

它是高空管制空域或者中低空管制空域与机场管制地带之间的连接部分，

其垂直范围通常在 6000 米（含）以下最低高度层以上；水平范围通常为半径

50 公里或者走廊进出口以内的除机场塔台管制区以外的空间。 

在此空域内飞行的航空器，可以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行，并接受空中交通

管制服务；如果符合目视飞行规则的条件，经航空器驾驶员申请，并经相应的

管制单位批准，也可以按照目视飞行规则飞行，并接受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2、机场管制地带通常包括起落航线和最后进近定位点之后的航段以及第

一个等待高度层（含）以下至地球表面的空间和机场机动区。 

在此类空域内飞行的航空器，可以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行，并接受空中交

通管制服务；对符合目视气象条件的，经航空器驾驶员申请，并经塔台管制室

批准，也可以按照目视飞行规则飞行，并接受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样题：我国进近管制空域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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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空域分类 

8.3.1.3 飞行情报区、禁区、限制区、危险区 

备注： 

1、飞行情报区是指为提供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而划定范围的空域。 

飞行情报区包括我国领空，以及根据我国缔约或者参加的国际公约确立由

我国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空域。划设飞行情报区应当便于提供飞行情报服务和

告警服务，并按规定公布。 

2、空中禁区、空中限制区、空中危险区是根据需要，经批准划设的空域。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未经特别批准，任何航空器不得飞入空中禁区和临时空

中禁区。在规定时限内，未经飞行管制部门许可的航空器，不得飞入空中限制

区或者临时空中限制区。在规定时限内，禁止无关航空器飞入空中危险区或者

临时空中危险区。 

 

 

 

 

 

 

 

 

 

 

 

 

 

 

 

 

 

样题：空中禁区和空中危险区有哪些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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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航路航线 

8.3.2.1 航路航线参数 

备注： 

1、空中交通管制航路，根据在该航路执行飞行任务的性质和条件，划分

为国内航路和国际航路。 

空中交通管制航路的宽度为 20 公里，其中心线两侧各 10 公里；航路的某

一段受到条件限制的，可以减少宽度，但不得小于８公里；在航路方向改变时，

航路宽度则包括航路段边界线延长至相交点所包围的空域。 

2、空中交通管制航路和航线的下限应当不低于最低飞行高度层，其上限

与飞行高度层的上限一致。 

为了帮助航路和航线上的航空器保持在规定的范围之内运行，空中交通管

制航路和航线应当根据要求设置导航系统。导航设施的类型和布局应当符合有

关技术规范。 

3、空中交通管制航路和航线，包括进离场航线，应当按有关规定用代号

予以识别。 

空中交通管制航路和航线应当根据导航设施的布局设置转换点，以帮助沿

航路或者航线飞行的航空器准确飞行。为便于掌握航空器在航路和航线上的飞

行进程，空中交通管制航路和航线上应当设置重要点，并使用代号予以识别。

空中交通管制航线，划分为固定航线和临时航线。 

 

 

 

 

 

 

 

 

 

 

样题：在我国，空中交通管制航路的宽度一般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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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航路航线 

8.3.2.2 高度层配备与依据 

备注： 

1、航路、航线飞行或者转场飞行的垂直间隔，按照飞行高度层配备。 

飞行高度层按照以下标准划分： 

①真航线角在 0 度至 179 度范围内，高度由 900 米至 8100 米，每隔 600

米为一个高度层；高度由 8900 米至 12500 米，每隔 600 米为一个高度层；高

度在 12500 米以上，每隔 1200 米为一个高度层。 

②真航线角在 180 度至 359 度范围内，高度由 600 米至 8400 米，每隔 600

米为一个高度层；高度由 9200 米至 12200 米，每隔 600 米为一个高度层；高

度在 13100 米以上，每隔 1200 米为一个高度层。 

③飞行高度层应当根据标准大气条件下假定海平面计算。真航线角应当从

航线起点和转弯点量取。 

2、选择飞行高度层，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①航路、航线飞行或者转场飞行的航空器，在航路中心线、航线两侧各

25 公里以内的最高标高不超过 100 米，大气压力不低于 1000 百帕（750 毫米

汞柱）的，允许在 600 米的高度层飞行；当最高标高超过 100 米，大气压力低

于 1000 百帕（750 毫米汞柱）的，飞行最低的高度层必须相应提高，保证飞

行的真实高度不低于安全高度； 

②航空器的最佳飞行高度层； 

③天气状况； 

④航路、航线最低飞行高度； 

⑤飞行高度层使用情况； 

⑥飞行任务性质。 

 

 

 

 

 

样题：我国，真航线角在 0 度至 179 度范围内，高度由 900 米至 8100 米，每

隔多少米为一个高度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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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管制扇区  

8.3.3.1 扇区设置目的 

备注： 

1、为了充分合理地利用空域资源，有效地减轻管制人员的工作负荷，降

低无线电陆空通话频次，提高空中交通服务能力，管制单位可以根据有关规定，

将其管制责任范围分为若干空中交通管制扇区（以下简称管制扇区)。 

2、管制单位可以将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责任区域分为若干管制扇区，并

为管制扇区设置相应管制席。 

管制单位应当根据规定和需要开放、合并工作席位和扇区。 

管制单位应当明确管制席及扇区的工作时间，并按规定对外公布。 

 

 

 

 

 

 

 

 

 

 

 

 

 

 

 

 

 

 

 

样题：在我国，管制扇区划设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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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管制扇区  

8.3.3.2 扇区设置影响因素 

备注： 

设置管制扇区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1、本地区空域结构、机场布局； 

2、空中交通管制航路网，包括航路和航线数量、交叉点数量及位置，航

空器飞行状态的飞行情况如：平飞、上升、下降的比例； 

3、空中交通流量； 

4、航空器活动的地理分布； 

5、管制员能力； 

6、通信、导航、监视设备能力； 

7、机场及跑道情况； 

8、飞行剖面； 

9、空域需求； 

10、空中交通服务方式； 

11、与其他单位的协调； 

12、航空器转换扇区飞行的航路及高度； 

13、扇区之间的移交条件。 

 

 

 

 

 

 

 

 

 

 

 

样题：设置管制扇区应当考虑哪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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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设施、设备 

8.4.1 设施设备一般需求  

8.4.1.1 设施设备概述 

备注： 

1、提供管制服务所使用的设施、设备应当符合相关规章要求。 

在配备设备的同时管制单位应当制定相应的管制工作程序。管制工作场所

的位置、面积和布局应当适应空中交通管制工作开展、管制席位设置、设施设

备安装等的需要。 

2、管制工作场所的温度、湿度、通风、采光等工作环境条件应当适合空

中交通管制工作。 

机场塔台的位置和高度应当能够使管制员有效地观察到由其提供管制服

务的机场及周边范围。 

 

 

 

 

 

 

 

 

 

 

 

 

 

 

 

 

 

样题：管制工作场所的工作环境条件涉及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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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设施设备一般需求  

8.4.1.2 机场设施 

备注： 

1、应当根据航空器运行和空中交通管制的需要，在机场活动区规划和划

设滑行道、滑行路线，设置助航灯光、标记牌和标志物，涂绘地面标志。 

关于机场活动区内的跑道、滑行道、停止道、停机坪、升降带及目视标志

和灯光的可用状态的情报和信息，有关单位应当及时通知塔台管制单位。 

2、机场活动区内的跑道、滑行道、停止道、停机坪、升降带及目视标志

和灯光等资料如有变化，有关单位应当立即通知塔台管制单位。 

机场活动区内有影响航空器安全和正常运行的危险情况时，如跑道、滑行

道上及其附近有临时障碍物或者正在施工等，有关单位应当立即通知塔台管制

单位。 

 

 

 

 

 

 

 

 

 

 

 

 

 

 

 

 

样题：机场设施哪些变化需要通知塔台管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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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CNS 设施   

8.4.2.1 地空通信设施需求 

备注： 

1、空中交通管制使用的地空通信设施，应当是独立的无线电台并配备自

动记录设施。 

管制单位使用的地空通信设施，应当能与在该管制区内飞行的航空器进行

直接、迅速、不间断和清晰的双向通信。 

2、为了防止车辆与航空器相撞，需要对机场机动区内车辆实施管制，应

当根据需要设置单独的地面无线通信频道和通信设施，建立塔台管制单位与车

辆之间的双向通信。 

3、空中交通管制地空通信记录应当至少保存 30 天。如该记录与飞行事故

或者飞行事故征候有关，应当按照要求长期保存，直至不再需要为止。 

 

 

 

 

 

 

 

 

 

 

 

 

 

 

 

 

样题：空中交通管制地空通信记录应当至少保存多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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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CNS 设施 

8.4.2.2 航空固定通信设施 

备注： 

1、管制单位应当配备航空固定通信设施，包括报文通信和直通电话，用

以交换和传递飞行计划和飞行动态，进行空中交通管制移交和协调。 

管制单位使用的报文通信设施应当满足交换与传递飞行计划和飞行动态

的需要。 

2、全国空中交通运行管理单位与地区空中交通运行管理单位之间应当配

备直通电话等通信设施进行通信联络。 

管制单位使用的直通电话等通信设施，应当有自动记录功能，自动记录应

当至少保存 30 天。 

如果该记录与飞行事故和飞行事故征候有关，应当按照要求长期保存，直

至明确已不再需要保留时为止。 

对于直通电话通信应当制定通信程序，并按照通信内容的轻重缓急程度建

立通信秩序。必要时可以中断一些其他通话，以保证航空器遇到紧急情况时，

管制单位能够立即与有关单位建立联系。 

 

 

 

 

 

 

 

 

 

 

 

 

 

 

 

样题：管制单位使用的直通电话等通信设施，自动记录应当至少保存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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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CNS 设施   

8.4.2.3 监视与导航设施 

备注： 

1、管制单位通常应当配备相应的空管监视和导航设备，以便监视和引导

航空器在其管制区内安全、正常、有序飞行。 

2、空管监视设施数据记录应当至少保存 30 天。 

如该记录与飞行事故或飞行事故征候有关，应当按照要求长期保存，直至

不再需要时为止。 

3、机场和航路上的目视和非目视导航设施和监视设施，应当按照需要按

照规定开放，平时不开放的按照管制单位的通知准时开放。 

如果设施中断运行，有关单位应当立即报告管制单位。 

 

 

 

 

 

 

 

 

 

 

 

 

 

 

 

 

 

 

样题：空管监视设施数据记录应当至少保存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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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飞行间隔 

8.5.1 垂直间隔 

8.5.1.1 垂直间隔 

备注： 

1、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最低安全高度 

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行航空器，其最低垂直间隔标准应当符合如下规定：  

（1）航空器与地面障碍物之间的最低垂直间隔：航路、航线飞行或者转

场飞行的安全高度，在高原和山区应当高出航路中心线、航线两侧各 25 公里

以内最高标高 600 米；在其他地区应当高出航路中心线、航线两侧各 25 公里

以内最高标高 400 米。在机场区域，不得低于仪表进近图中规定的最低扇区高

度，在按照进离场程序飞行时，不得低于仪表进离场程序中规定的高度；在没

有公布仪表进离场程序或最低扇区高度的机场，在机场区域范围内，航空器距

离障碍物的最高点的高度，平原地区不得小于 300 米，高原、山区不得小于

600 米。 

（2）航空器与航空器之间的最低垂直间隔按航路和航线飞行高度层的配

备的规定进行配备。 

（3）在被指定在某高度飞行的航空器报告脱离该高度后，可以将该高度

指定给其他航空器，但航空器之间的垂直间隔不得少于规定的最低标准。 

在下列情况下，在接到脱离指定高度的航空器已到达本条第（二）款规定

的最低标准以上间隔的高度的报告前，不得将所脱离的高度指定给其他航空

器： 

①报告有强烈颠簸时； 

②较高的航空器正在进行巡航上升；  

③由于航空器性能差异导致间隔小于适用的最低标准。 

2、目视的垂直间隔 

管制单位为目视飞行规则飞行航空器提供管制服务时，航空器与地面障碍

物的垂直间隔： 

（1）机场区域内目视飞行规则飞行最低安全高度： 

巡航表速 250 公里／小时（不含）以上的航空器，按照机场区域内仪表飞

行规则飞行最低安全高度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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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航表速 250 公里／小时（含）以下的航空器，距离最高障碍物的真实高

度不得小于 100 米。 

（2）航线目视飞行规则飞行最低安全高度： 

巡航表速 250 公里／小时（不含）以上的航空器，按照航线仪表飞行规则

飞行最低安全高度的规定执行。 

巡航表速 250 公里／小时（含）以下的航空器，通常按照航线仪表飞行规

则飞行最低安全高度的规定执行；如果低于最低高度层飞行时，距航线两侧各

5 公里地带内最高点的真实高度，平原和丘陵地区不得低于 100 米，山区不得

低于 300 米。 

 

 

 

 

 

 

 

 

 

 

 

 

 

 

 

 

 

 

 

样题：航路、航线飞行或者转场飞行的安全高度，在高原和山区应当高出航路

中心线、航线两侧各 25 公里以内最高标高多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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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 垂直间隔   

8.5.1.2 高度表拨正值 

备注： 

航空器在不同飞行阶段飞行时，需要采用不同的高度测量基准面。在地图

和航图上，地形和障碍物的最高点用标高表示。标高是指地形点或障碍物至平

均海平面的垂直距离。 

为了便于管制员和飞行员掌握航空器的超障余度，避免航空器在机场附近

起飞、爬升、下降和着陆过程中与障碍物相撞，航空器和障碍物在垂直方向上

应使用同一测量基准，即平均海平面。因此，在机场地区应使用修正海平面气

压（QNH）作为航空器的高度表拨正值。 

在航路飞行阶段，由于不同区域的 QNH 值不同，如果仍然使用 QNH 作

为高度表拨正值，航空器在经过不同区域时需要频繁调整 QNH，并且难以确

定航空器之间的垂直间隔。若统一使用 QNE 作为高度表修正值，则可以简化

飞行程序，易于保证航空器之间的安全间隔。 

在未建立过渡高度和过渡高度层的区域和航路航线飞行阶段，航空器应当

按照规定的飞行高度层飞行。各航空器均采用标准大气压，即 1013.2 百帕作

为气压高度表修正值，高度表指示的是飞行高度层。 

 

 

 

 

 

 

 

 

 

 

 

 

样题：在机场地区应使用什么气压作为航空器的高度表拨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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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水平间隔   

8.5.2.1 放行间隔 

备注： 

1、同速航空器的放行间隔 

同一机场连续放行数架同速度的航空器，间隔标准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前、后航空器同航迹同高度飞行时，为 10 分钟；（参照下图） 

（2）前、后航空器同航迹不同高度飞行时，为 5 分钟；（参照下图） 

 

（3）前、后航空器在不同航迹上飞行，航迹差大于 45 度，起飞后立即实

行横向间隔，为 2 分钟。（参照下图） 

 

2、同航迹、不同速航空器的放行间隔 

同一机场连续放行数架同航迹不同速度的航空器，间隔标准应当符合下列

规定： 

（1）前面起飞的航空器比后面起飞的航空器速度大 80 公里/小时（含）

以上时，为 2 分钟；（参照下图）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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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速度小的航空器在前，速度大的航空器在后，速度大的航空器穿越

前方速度小的航空器的高度层并到达速度小的航空器的上一个高度层时，应当

有 5 分钟的纵向间隔（参照下图）； 

 

（3）速度小的航空器在前，速度大的航空器在后，如果同高度飞行，应

当保证在到达着陆机场上空或者转入另一航线或者改变高度层以前，后航空器

与前航空器之间应当有 10 分钟的纵向间隔。（参照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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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航迹、不同速航空器的放行间隔 

同一机场连续放行数架不同航迹、不同速度的航空器，间隔标准应当符合

下列规定： 

（1）速度大的航空器在前，速度小的航空器在后，航迹差大于 45 度，并

在起飞后立即实行横向间隔，为 1 分钟；（参照下图） 

 

（2）速度小的航空器在前，速度大的航空器在后，航迹差大于 45 度，并

在起飞后立即实行横向间隔，为 2 分钟。（参照下图） 

 

 

 

 

 

 

 

样题：同一机场连续放行数架同航迹不同速度的航空器，前面起飞的航空器比

后面起飞的航空器速度大 80 公里/小时（含）以上时，为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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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水平间隔   

8.5.2.2 目视飞行间隔 

备注： 

1、配备间隔的要求 

航空器进行目视飞行时，管制员应当根据目视飞行规则的条件，配备符合

规定的安全间隔。 

2、目视飞行条件 

航空器按照目视飞行规则飞行应当符合以下气象条件：航空器与云的水平

距离不得小于 1500 米，垂直距离不得小于 300 米；高度 3000 米（含）以上，

能见度不得小于 8 千米，高度 3000 米以下，能见度不得小于 5 千米。 

3、同航迹纵向间隔 

同航迹、同高度目视飞行的航空器之间纵向间隔为：指示空速 250 公里/

小时（含）以上的航空器之间，5 公里；指示空速 250 公里/小时以下的航空器

之间，2 公里。 

4、目视飞行规则飞行使用同跑道时的最低间隔 

目视飞行规则飞行航空器使用同一跑道起飞、着陆时，其最低间隔标准应

当符合如下规定： 

（1）在前面航空器已飞越跑道末端或在跑道上空改变航向已无相撞危险

前，或者根据目视或前面航空器报告确认该航空器已脱离跑道前，后面航空器

不得开始起飞滑跑； 

（2）在前面航空器已飞越跑道末端或者在跑道上空改变航向已无相撞危

险前，或者根据目视或前面航空器报告确认该航空器已脱离跑道前，后面航空

器不得飞越使用跑道的起始端。 

5、直升机间隔 

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直升机使用同一起飞着陆区起飞、着陆时，最低间隔标

准应当符合如下规定： 

（1）先起飞、着陆的直升机离开起飞、着陆区之前，后起飞的直升机不

得开始起飞； 

（2）先起飞、着陆的直升机离开起飞、着陆区之前，着陆的直升机不得

进入起飞、着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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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起飞点与着陆点的间隔在 60 米以上，起飞、着陆航线又不交叉时，

可以准许同时起飞、着陆。 

6、目视避让规定 

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相遇时，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避让并调整间隔： 

（1）两架航空器在几乎同一高度上对头相遇时，应当各自向右避让，相

互间保持 500 米以上间隔； 

（2）两架航空器在几乎同一高度上交叉相遇时，航空器驾驶员从座舱左

侧看到另一架航空器时，应当下降高度；从座舱右侧看到另一架航空器时，应

当上升高度； 

（3）航空器在几乎同一高度上超越前面航空器，后方航空器航迹与前方

航空器对称面夹角小于 70 度时，应当从前面航空器右侧保持 500 米以上的间

隔进行，避免小于规定间隔从对方上下穿越或从其前方切过，后方超越的航空

器对保持两架航空器之间的间隔负责； 

（4）单机飞行的航空器，应当避让编队飞行的航空器； 

（5）有动力装置重于空气的航空器应当避让飞艇、滑翔机或气球； 

（6）飞艇应当避让滑翔机及气球； 

（7）滑翔机应当避让气球； 

（8）有动力装置的航空器，应当避让拖曳物体的航空器； 

（9）飞行中的或在地面上、水面上运行的航空器，应当避让正在着陆或

正在进近着陆的航空器； 

（10）正常飞行的航空器，应当避让已知需被迫着陆的航空器； 

（11）重于空气的航空器为了着陆而在同一机场同时进近时，高度较高的

航空器，应当避让高度较低的航空器；但是，后者不得利用此规定切入另一架

正在进入着陆最后阶段的航空器前方或超越该航空器； 

（12）滑行的航空器，应当避让正在起飞或即将起飞的航空器。 

7、塔台管制空域内目视飞行规则飞行最低纵向间隔 

在机场塔台管制地带内，目视飞行规则飞行航空器的最低纵向和横向间隔

标准应当符合如下规定： 

（1）在起落航线上飞行时，昼间航空器之间的纵向间隔：A 类航空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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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小于 1.5 千米，B 类航空器不得小于 3 千米，C、D 类航空器不得小于４千

米，并应当注意航空器尾流的影响。同型航空器之间不得超越。只有经过允许，

在三转弯以前，快速航空器方可以从外侧超越慢速航空器。昼间各航空器之间

的横向间隔：A 类航空器不得小于 200 米，B、C、D 类航空器不得小于 500

米，除需被迫着陆的航空器外，不得从内侧超越前面航空器。航空器分类根据

民航局规定按照飞机审定的最大着陆重量在着陆形态下失速速度的 1.3 倍确

定。 

（2）夜间飞行时，航空器在起落航线或者加入、脱离起落航线时，航空

器驾驶员能够目视机场和地面灯光，管制员可允许其做夜间起落航线飞行。在

夜间起落航线飞行中，不得超越前面航空器，各航空器之间的纵向间隔不得小

于 4 千米，并由管制员负责其纵向间隔配备，航空器与地面障碍物之间的垂直

间隔则由航空器驾驶员负责。 

（3）管制员在必要时应当向有关目视飞行规则飞行航空器提供交通情报，

通知其应当使用目视间隔。 

 

 

 

 

 

 

 

 

 

 

 

 

 

 

 

 

 

 

 

样题：航空器按照目视飞行规则飞行时，航空器与云的水平距离不得小于多少

米，垂直距离不得小于多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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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尾流间隔 

8.5.3.1 非雷达尾流间隔 

备注： 

1、不需配备尾流间隔的情况 

为避免尾流影响，管制员应当为航空器之间配备尾流间隔。但是在下列情

况时，管制员则不需要为航空器之间配备尾流间隔： 

（1）按照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两架航空器在同一跑道先后着陆，前行着

陆的航空器为重型或者中型时； 

（2）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行做目视进近，当后随航空器已报告看到前方

航空器，被指示跟随并自行保持与前方航空器的间隔时。 

管制员应当为上述航空器以及其它认为必要的航空器发布可能的尾流警

告。航空器驾驶员应当负责保证与前方较重尾流种类航空器的间隔。如果航空

器驾驶员认为需要额外的间隔时，应当及时向管制员报告。 

2、航空器按尾流间隔分类 

尾流间隔最低标准根据机型种类而定，本规则中航空器机型种类按航空器

最大允许起飞全重分为下列三类： 

（1）重型机：最大允许起飞全重等于或大于 136000 千克的航空器； 

（2）中型机：最大允许起飞全重大于 7000 千克，小于 136000 千克的航

空器； 

（3）轻型机：最大允许起飞全重等于或小于 7000 千克的航空器。 

前机是波音 757 型时，按照前机为重型机的尾流间隔执行。 

3、起飞离场的非雷达尾流间隔 

当使用下述跑道时，前后起飞离场的航空器为重型机和中型机、重型机和

轻型机、中型机和轻型机，其非雷达间隔的尾流间隔不得少于 2 分钟；前后起

飞离场的航空器为 A380-800 型机和中型机、A380-800 型机和轻型机，其非雷

达间隔的尾流间隔不得少于 3 分钟；前后起飞离场的航空器为 A380-800 型机

和其他重型机时，其非雷达间隔的尾流间隔不得少于 2 分钟： 

（1）同一跑道； 

（2）平行跑道，且跑道中心线之间距离小于 760 米； 

（3）交叉跑道，且后方航空器将在前方航空器的同一高度上，或者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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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航空器且高度差小于 300 米的高度上穿越前方航空器的航迹； 

（4）平行跑道，跑道中心线之间距离大于 760 米，但是，后方航空器将

在前方航空器的同一高度上，或者低于前方航空器且高度差小于 300 米的高度

上穿越前方航空器的航迹。 

本条第（1）款所述航空器在进行训（熟）练飞行连续起落时，除后方航

空器驾驶员能保证在高于前方航空器航径的高度以上飞行外，其尾流间隔时间

应当在现行标准基础上增加１分钟。 

4、跑道中部起飞尾流间隔规定 

当使用下述跑道起飞时，前后起飞离场的航空器为重型机和中型机、重型

机和轻型机、中型机和轻型机，其非雷达间隔的尾流间隔不得小于 3 分钟；前

后起飞离场的航空器为 A380-800 型机和中型机、A380-800 型机和轻型机，其

非雷达间隔的尾流间隔不得少于 4 分钟： 

（1）同一跑道的中间部分； 

（2）跑道中心线之间距离小于 760 米的平行跑道的跑道中间部分。 

5、进近着陆的非雷达尾流间隔 

当前后进近着陆的航空器为重型机和中型机时，其非雷达间隔的尾流间隔

不得少于 2 分钟。 

当前后进近着陆的航空器分别为重型机和轻型机时，其非雷达间隔的尾流

间隔不得少于 3 分钟。 

当前后进近着陆的航空器分别为中型机和轻型机时，其非雷达间隔的尾流

间隔不得少于 3 分钟。 

当前后进近着陆的航空器分别为 A380-800 型机和其它重型机时，其非雷

达间隔的尾流间隔不得少于 2 分钟。 

当前后进近着陆的航空器分别为 A380-800 型机和中型机时，其非雷达间

隔的尾流间隔不得少于 3 分钟。 

当前后进近着陆的航空器分别为 A380-800 型机和轻型机时，其非雷达间

隔的尾流间隔不得少于 4 分钟。 

当前后进近着陆的航空器在起落航线上且处于同一高度或者后随航空器

低于前行航空器时，若进行高度差小于 300 米的尾随飞行或者航迹交叉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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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前后航空器的尾流间隔时间应当按照本条上述有关规定执行。 

6、使用入口内移跑道起落间非雷达尾流间隔规定 

当使用入口内移跑道时，在下列情况下，轻型或者中型航空器和重型航空

器之间，以及轻型航空器和中型航空器之间的非雷达间隔的尾流间隔不得小于

2 分钟： 

（1）当轻型或者中型航空器在重型航空器着陆后起飞，或者轻型航空器

在中型航空器着陆后起飞； 

（2）当飞行航迹预计有交叉时，轻型或者中型航空器在重型航空器起飞

之后着陆，以及轻型航空器在中型航空器起飞之后着陆。 

当使用入口内移跑道时，在下列情况下，轻型航空器和 A380-800 型航空

器之间，以及中型航空器和 A380-800 型航空器之间的非雷达间隔的尾流间隔

不得小于 3 分钟： 

（1）当轻型或中型航空器在 A380-800 型航空器着陆后起飞； 

（2）当飞行航迹交预计有交叉时，轻型或者中型航空器在 A380-800 型航

空器起飞之后着陆。 

7、反向运行的非雷达尾流间隔 

在下述情况中，当较重尾流种类的航空器正在低空通场或者复飞时，轻型

或者中型航空器与重型航空器之间、轻型航空器与中型航空器之间的非雷达间

隔的尾流间隔时间不得小于 2 分钟；在轻型航空器或者中型航空器与 A380-800

型航空器之间的非雷达间隔的尾流间隔时间不得小于 3 分钟： 

（1）较轻尾流种类的航空器使用反向跑道起飞； 

（2）较轻尾流种类的航空器同一跑道做反向着陆； 

（3）较轻尾流种类的航空器在间隔小于 760 米的平行反向跑道着陆。 

 

 

 

 

 

样题：同一跑道前后起飞离场的航空器为重型机和中型机、重型机和轻型机、

中型机和轻型机，其非雷达间隔的尾流间隔不得少于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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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尾流间隔 

8.5.3.2 雷达尾流间隔 

备注： 

1、前后起飞离场或者前后进近的航空器，其雷达间隔的尾流间隔最低标

准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参照下图）： 

 

（1）前机 A380-800 型航空器，后机为非 A380-800 型的重型航空器，不

少于 11.1 公里； 

（2）前机 A380-800 型航空器，后机为中型航空器时，不少于 13.0 公里； 

（3）前机为 A380-800 型航空器，后机为轻型航空器时，不少于 14.8 公

里； 

（4）前、后航空器均为重型航空器时，不小于 7.4 公里； 

（5）重型航空器在前，中型航空器在后时，不小于 9.3 公里； 

（6）重型航空器在前，轻型航空器在后时，不小于 11.1 公里； 

（7）中型航空器在前，轻型航空器在后时，不小于 9.3 公里。 

2、前款规定的尾流间隔距离适用于使用下述跑道： 

（1）同一跑道，一架航空器在另一架航空器以后同高度或者在其下 300

米内飞行； 

（2）两架航空器使用同一跑道或者中心线间隔小于 760 米的平行跑道； 

（3）交叉跑道，一架航空器在另一架航空器后以同高度或者在其下 300

米内穿越。 

样题：前机 A380-800 型航空器，后机为非 A380-800 型的重型航空器，雷达尾

流间隔不少于多少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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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 跑道间隔 

8.5.4.1 跑道运行一般间隔 

备注： 

1、航空器占用跑道时间 

管制单位应根据管制运行的要求，综合评估机场跑道和滑行道布局、航空

器性能、飞行员能力等因素，提出本机场航空器起飞、着陆过程中占用跑道时

间的具体要求。 

管制单位有关航空器占用跑道时间的具体要求，应当通过航空情报资料汇

编或者航行通告的方式予以公布。运行中航空器驾驶员不能满足跑道占用时间

要求的，应当及时通知管制单位。 

通常情况下，起飞航空器从等待位置到对正跑道时间应控制在 60 秒以内。 

2、发布起飞许可的规定 

塔台管制员应当根据跑道使用情况、进离场及起落航线航空器活动情况和

进近或者区域管制单位的要求，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允许航空器进入跑道并发

出起飞许可。 

起飞许可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一）航空器呼号； 

（二）使用跑道号； 

（三）地面风向、风速； 

（四）必要时包括： 

（1）起飞后的转弯方向、离港程序、飞行高度； 

（2）能见度或者跑道视程、云高、高度表拨正值； 

（五）其他事项。 

在符合航空器之间尾流间隔标准的条件下，当前行的离场航空器已经飞越

使用跑道末端或者已开始转弯之后，或者前行着陆的航空器已经脱离使用跑道

之后，航空器方可开始起飞滑跑。遇有下列情况，禁止发出起飞许可： 

（一）跑道上有其他航空器或者障碍物； 

（二）先起飞的航空器高度在 100 米（夜间为 150 米）以下且没有开始第

一转弯； 

（三）复飞航空器高度在 100 米（夜间为 150 米）以下且没有开始第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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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 

航空器驾驶员得到起飞许可后，应当立即起飞；在 1 分钟内不能起飞的，

航空器驾驶员应当再次请求起飞许可。 

由于空中交通管制情况或者其他原因，不能保证航空器安全起飞的，塔台

管制员应当立即取消原已发出的起飞许可，并通知该航空器取消起飞许可的理

由。 

3、连续起飞许可的发布规定 

在确知航空器驾驶员已做好起飞准备后，可以在航空器进入跑道之前发给

其立即起飞的许可。航空器应立即进跑道，并起飞。 

4、起飞时刻的通报 

航空器起飞后，管制员通常将起飞时刻通知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及有关管

制单位和其他部门。航空器起飞时刻是指航空器开始起飞滑跑时机轮移动的瞬

间。 

5、低空进近或连续起飞的航空器的处置 

做低空通场的航空器在飞越跑道入口以前，落地连续起飞的航空器在接地

之前，应当视为着陆航空器；在此之后，应当视为起飞航空器。 

6、着陆与复飞许可 

当塔台管制员确信进近着陆的航空器飞越跑道入口时符合下列条件，可向

该航空器发布着陆许可，但该着陆许可不得在前方着陆航空器飞越跑道入口之

前发出。 

（一）符合航空器之间尾流间隔标准； 

（二）着陆航空器飞越跑道入口前，前行离场航空器已经飞越使用跑道末

端或者已开始转弯； 

（三）着陆航空器飞越跑道入口前，前行着陆航空器已经脱离使用跑道。 

发出着陆许可后，上述条件有变化的，塔台管制员应当立即通知航空器复

飞，同时简要说明复飞原因；复飞航空器高度在昼间 100 米，夜间 150 米以下，

或者未开始第一转弯，跑道上的其他航空器不得起飞；复飞和重新进入着陆的

程序，按照公布的程序执行。着陆或者复飞由航空器驾驶员最后决定，并且对

其决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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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着陆后的管制规定 

航空器着陆后，塔台管制员应当通知航空器驾驶员： 

（一）脱离跑道的方法； 

（二）滑行指示； 

（三）有地面管制席的，转换到地面管制频率，并由地面管制席提供地面

滑行服务。 

8、塔台管制员应当向进近管制单位或区域管制单位报告的规定 

航空器被移交给塔台管制单位后，未向塔台报告，或者报告一次后即失去

无线电联络，或者任何情况下，在预计着陆时间之后５分钟尚未着陆的，塔台

管制员应当向进近管制单位或者区域管制单位报告。 

 

 

 

 

 

 

 

 

 

 

 

 

 

 

 

 

 

 

 

 

 

 

 

样题：任何情况下，在预计着陆时间之后几分钟尚未着陆的，塔台管制员应当

向进近管制单位或者区域管制单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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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 跑道间隔 

8.5.4.2 缩小跑道运行间隔 

备注： 

一、跑道间隔的缩小 

缩小航空器起飞着陆间隔是指缩小起飞与起飞、着陆与着陆、着陆与起飞

航空器之间的间隔。缩小航空器起飞着陆间隔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1）跑道长度； 

（2）机场布局； 

（3）运行航空器的机型种类； 

（4）机场标高。 

实施缩小航空器起飞着陆间隔的管制单位应当制定相应的工作程序，完成

管制员培训，并将相关信息在航空情报资料上公布。 

二、缩小跑道间隔的时间条件 

缩小的航空器起飞着陆间隔仅适用于非高原机场（机场海拔高度 1500 米

以下）日出后 30 分钟至日落前 30 分钟。 

三、缩小跑道间隔的航空器种类 

使用缩小航空器起飞着陆间隔时，将航空器分为以下三类： 

（1）1 类航空器：单发螺旋桨航空器，且最大允许起飞重量小于或者等

于 2000 公斤； 

（2）2 类航空器：单发螺旋桨航空器，且最大允许起飞重量大于 2000 公

斤，但小于 7000 公斤；或者双发螺旋桨航空器，且最大允许起飞重量小于 7000

公斤； 

（3）3 类航空器：以上 1 类、2 类以外的其它航空器。 

四、缩小跑道间隔对进离场航空器间的限制 

缩小航空器起飞着陆间隔不能用于着陆航空器和随后起飞航空器之间。 

五、缩小跑道间隔的条件 

使用缩小航空器起飞着陆间隔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符合航空器之间尾流间隔标准； 

（2）能见度大于 5 公里，云底高大于 300 米； 

（3）使用跑道顺风分量小于 2.5 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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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制员能够通过地标或者其它方式判断航空器间的距离。当使用场

面监视设备为管制员提供航空器位置信息时，场面监视设备应当满足运行和性

能要求，并经过安全评估和批准； 

（5）后随航空器起飞后，能够持续保持与前行离场航空器间的间隔； 

（6）向后随航空器驾驶员提供空中交通信息； 

（7）航空器刹车效应不会受到冰、雪、雪水、水等跑道污染物的影响。 

六、缩减的最低标准 

应当根据使用跑道的具体情况，分别确定每条跑道缩减航空器起飞着陆的

间隔，且不得低于以下标准： 

（一）后随为着陆航空器时： 

1、当后随着陆航空器为 1 类、前行航空器为 1 类或者 2 类，且满足以下

条件之一时，后随着陆航空器可以飞越该使用跑道入口： 

（1）前行着陆航空器落地后通过距该使用跑道入口 600 米以上且继续滑

行，即将脱离跑道，而不需在跑道上调头； 

（2）前行起飞航空器已经离地，并且通过距该使用跑道入口 600 米以上。 

2、当后随着陆航空器为 2 类、前行航空器为 1 类或者 2 类，且满足以下

条件之一时，后随着陆航空器可以飞越该使用跑道入口： 

（1）前行着陆航空器落地后通过距该使用跑道入口 1500 米以上且继续滑

行，即将脱离跑道，而不需在跑道上调头； 

（2）前行起飞航空器已经离地，并且通过距该使用跑道入口 1500 米以上。 

3、当后随着陆航空器为 3 类，前行航空器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时，后随着

陆航空器可以飞越该使用跑道入口： 

（1）前行着陆航空器落地后通过距该使用跑道入口 2400 米以上且继续滑

行，即将脱离跑道，而不需在跑道上调头； 

（2）前行起飞航空器已经离地，并且通过距该使用跑道入口 2400 米以上。 

4、当塔台管制员确信后随着陆航空器与同跑道前行起飞或着陆航空器存

在上述间隔时，可向着陆航空器发布着陆许可，但该许可不得在前方着陆航空

器飞越跑道入口之前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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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随为起飞航空器时 

1、当前行起飞航空器为 1 类或者 2 类，离地并距后随起飞航空器通过距

使用跑道入口 600 米以上时，可以许可后随起飞的 1 类航空器起飞； 

2、当前行起飞航空器为 1 类或者 2 类，离地并距后随起飞航空器通过距

使用跑道入口 1500 米以上时，可以许可后随起飞的 2 类航空器起飞； 

3、当前行起飞航空器为 3 类，离地并距后随起飞航空器通过距使用跑道

入口 2400 米以上时，可以许可后随起飞航空器起飞。 

（三）对于性能不熟悉或较为特殊的航空器（如高性能单发航空器），应

在其与前方的 1 类或 2 类航空器之间增加间隔，防止两机追赶。 

 

 

 

 

 

 

 

 

 

 

 

 

 

 

 

 

 

 

 

 

 

样题：使用缩小航空器起飞着陆间隔时使用跑道顺风分量的要求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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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飞行计划 

8.6.1 电报基础知识 

8.6.1.1 一般规定 

备注： 

一、总则 

1、飞行计划的提交和审查，电报的编辑、拍发、接收和传递等应当符合

飞行动态固定格式电报管理规定的要求。 

2、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统一管理全国电报工作，民航地

区管理局负责监督管理本地区电报工作。 

3、民航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以下简称民航局空管局）具体负责全国电报

工作的业务管理，民航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以下简称地区空管局）具体负责

本地区电报工作的业务管理。 

4、电报应当采用统一的飞行动态固定电报格式，并按照飞行动态固定格

式电报管理规定的程序使用。 

5、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以下简称管制单位）是电报的使用单位，包括：

民航局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各地区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区域管制单位、进

近（终端）管制单位、机场塔台管制单位、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以下简称报

告室）等。其他单位引接电报信息应当经过民航局空管局和所在地区空管局同

意，签订使用协议，并明确提供信息的种类和使用范围。 

6、涉及保密限制的应当符合有关规定。 

7、管制单位电报工作的主要任务： 

（1）负责接收、审核航空器营运人及其代理人提交的飞行计划； 

（2）按照规定拍发电报； 

（3）接收并准确处理电报。 

8、管制单位应当具备开展电报工作的条件，包括： 

（1）航空固定电信网（以下简称 AFTN）和支持电报收发和处理的终端

或系统； 

（2）持照管制员并经过电报工作培训； 

（3）本单位电报工作的制度； 

（4）必要的场所和其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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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各管制单位应当制定电报工作的应急预案，并且每年组织不少于一次

应急演练。 

10、电报的种类包括： 

（1）紧急电报：告警报（ALR）、无线电通信失效报（RCF）； 

（2）动态电报：领航计划报（FPL）、修改领航计划报（CHG）、取消领

航计划报（CNL）、延误报（DLA）、起飞报（DEP）、落地报（ARR）； 

（3）协调电报：现行飞行变更报（CPL）、预计飞越报（EST）、管制协调

报（CDN）、管制协调接受报（ACP）、逻辑确认报（LAM）； 

（4）补充电报：请求飞行计划报（RQP）、请求领航计划补充信息报（ROS）、

领航计划补充信息报（SPL）。 

11、电报优先等级依次如下： 

（1）第一等级：遇险报（SS）； 

（2）第二等级：特级报（DD）； 

（3）第三等级：加急报（FF）； 

（4）第四等级：急报（GG）。 

 

 

 

 

 

 

 

 

 

 

 

 

 

 

 

 

样题：电报优先等级共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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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飞行计划 

8.6.2.1 飞行计划的提交 

备注： 

航空器营运人及其代理人获得相关预先飞行计划批复后方可提交飞行计

划。提交飞行计划的内容应当与预先飞行计划批复一致。 

航空器营运人及其代理人可以采用国际航空电信公司（以下简称 SITA）

电报、传真或者当面提交等方式提交飞行计划，不得使用 AFTN 提交飞行计划。

使用 SITA 电报、传真方式提交时，航空器营运人及其代理人应当与报告室约

定工作程序。 

航空器起飞机场报告室应当为航空器营运人及其代理人提供我国境内收

报单位地址。境外收报单位地址由航空器营运人提供。国内航空器营运人执行

从境外起飞至我国境内的国际航班，需要向当地管制单位提交飞行计划及我国

境内收报单位地址。 

航空器营运人及其代理人应当于航空器预计撤轮挡时间 2 小时 30 分钟前

提交飞行计划。遇有特殊情况，经与计划受理单位协商，最迟不晚于航空器预

计撤轮挡时间前 75 分钟提交飞行计划。国内航空器营运人执行国内飞行任务

不得早于预计撤轮挡时间前 24 小时提交飞行计划；航空器营运人执行其他任

务不得早于预计撤轮挡时间前 120 小时提交飞行计划。 

航空器营运人及其代理人不得为同一飞行活动重复提交飞行计划。 

当已拍发 FPL 的飞行计划需要取消或者预计需要取消时，航空器营运人

及其代理人应当及时提交取消申请。需要时，可重新提交新的飞行计划。由管

制单位再次拍发 FPL。CNI 的拍发不影响已批准的预先飞行计划。 

当航空器飞行计划变化时，航空器营运人及其代理人应当于航空器预计撤

轮挡时间前 45 分钟提交飞行计划修改，并应在最后通知的预计撤轮挡时间后

3 小时 30 分钟以内提交飞行计划修改。对于已经拍发 CHG 的飞行计划，不再

重新提交新的飞行计划，管制单位不再拍发新的 FPL。 

当航空器飞行计划预计或者已经推迟 30 分钟以上时，航空器营运人及其

代理人应当立即提交飞行计划延误情况。 

当管制单位拍发电报时需要补充信息时，航空器营运人及其代理人应当及

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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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再执行的预先飞行计划，国内航空器营运人应当于预计撤轮挡时间

前将情况报民航局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起飞机场所属地区空管局运行管理中

心和起飞机场报告室。 

 

 

 

 

 

 

 

 

 

 

 

 

 

 

 

 

 

 

 

 

 

 

 

 

 

 

 

 

样题：正常情况下，航空器营运人及其代理人应当于航空器预计撤轮挡时间前

多长时间提交飞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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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飞行计划 

8.6.2.2 领航计划报的拍发 

备注： 

电报由管制单位拍发，并应当符合规定的电报等级、发报单位、收报单位、

拍发时间、有效时限等要求。未经授权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拍发电报。 

FPL 拍发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电报等级：加急报（FF）。 

2、发报单位：受理飞行计划的管制单位或者被指定的单位。 

3、收报单位： 

（1）沿航路、航线负责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管制单位； 

（2）目的地机场的报告室； 

（3）飞行计划涉及的备降机场的管制单位； 

（4）上述单位所从属的地区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 

（5）民航局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 

（6）涉及航空器空中二次放行时，负责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相关管制单

位； 

（7）其他被指定的管制单位。 

4、拍发时间： 

在航空器预计撤轮挡时间 2 小时前拍发。国内航空器执行国内飞行任务

时，不得早于预计撤轮挡时间前 24 小时拍发；航空器执行其他任务时，不得

早于预计撤轮挡时间前 120 小时拍发。对于因特殊原因不能在预计撤轮挡时间

2 小时前收到飞行计划并拍发 FPL 电报的，管制单位应当及时受理和拍发，同

时记录情况，并向所在地区空管局汇总报备。 

5、有效时限： 

在最新预计撤轮挡时间之后 4 小时内未拍发 CHG 或者 DLA 报，则该 FPL

报失效。 

 

 

 

 

样题：领航计划报应在航空器预计撤轮挡时间前多长时间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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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紧急和非正常情况处置 

9.1 地面安全措施 

9.1.1 实施应急运行偏离的批准 备注： 

1、在紧急情况下满足下列条件时，局方可以批准合格证持有人偏离本规

则的使用规定： 

（1）在该紧急情况下为保护人员生命和财产应当采取运送人员或者财产

的行动； 

（2）局方认为，为了立即实施这些运行，应当偏离有关规定。 

2、在紧急情况下，局方可以使用下列方法之一批准偏离： 

（1）局方对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规范办法相应的修改项； 

（2）如果情况紧急不允许及时修改运行规范，则局方可以用口头或者其

他方式批准该偏离，但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在开始这种运行后 24 小时之内，向

局方提交说明这总紧急情况性质的报告。 

 

 

 

 

 

 

 

 

 

 

 

 

 

 

 

样题：如果情况紧急不允许及时修改运行规范，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在开始应急

偏离运行后多长时间之内，向局方提交说明这总紧急情况性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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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应急撤离程序的演示 备注： 

1、合格证持有人应当依照 121 规则附件 C 规定进行应急撤离程序的实际

演示，证明在载客飞行中所用的旅客座位数大于 44 座的每个型号的飞机，能

够使包括机组成员在内的满载成员在 90 秒（含）以内撤离飞机。但是，如果

该型号飞机已被证明符合 121 规定附件 C 规定或者适用的型号合格审定标准，

可以不实施实际的演示。 

2、使用旅客座位数大于 44 座的飞机实施载客运行的合格证持有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要求进行应急撤离程序的部分演示： 

（1）该合格证持有人新引进的某型号飞机投入载客飞行并且该合格证持

有人没有按照 1 条实施演示； 

（2）121.391 条所要求的客舱乘务员人数、位置或者其应急撤离职责、程

序发生改变； 

（3）应急出口的数量、位置、型号或者供撤离用的应急出口开启机构型

号发生改变。 

3、在实施 2 条所要求的部分演示时，合格证持有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实施不要求旅客参加但要在局方观察下进行的演示，以验证其机组

成员应急生存训练和应急撤离程序的有效性，在这种演示中，该型号飞机的客

舱乘务员，应当使用该合格证持有人的航线操作程序，按照应急撤离职责，打

开 50%所要求的应急出口滑梯。这些应急出口和滑梯由局方规定，并且应当在

15 秒钟内准备就绪以供使用； 

（2）在实施这种演示之前，向负责监督其运行的民航地区管理局提出申

请； 

（3）在这种演示中使用的客舱乘务员，由局方从已经完成合格证持有人

经局方批准的该型号飞机训练大纲的训练并已通过应急设备和应急程序考试

的客舱乘务员中随机挑选； 

（4）在开始实施该型号飞机的运行之前，向负责监督其运行的民航地区

管理局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 

4、每个使用或者计划使用一架或者多架陆上飞机作延伸跨水运行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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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要求配备相应应急设备的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按照附件 C 要求进行模拟水

上迫降，证明其能有效地完成水上迫降程序。 

5、对于已经由其他合格证持有人进行过规定的模拟水上迫降的那种型号

飞机，如果每个救生筏都从其存放下取下，其中一个救生筏被投放并充气或者

一个滑梯救生筏被充气，并且指定负责该充气救生筏或者滑梯救生筏的机组成

员表演并说明了每项必需应急设备的使用，则认为已经符合相关要求，前述待

充气的救生筏或者滑梯救生筏由局方选定。 

 

 

 

 

 

 

 

 

 

 

 

 

 

 

 

 

 

 

 

 

 

 

 

 

 

 

 

 

样题：大型航空器公共航空运输按照 121 部要求，需要进行应急撤离程序的实

际演示，证明在载客飞行中所用的旅客座位数大于 44 座的每个型号的飞机，

能够使包括机组成员在内的满载成员在多长时间以内撤离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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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起飞前对旅客的简介 备注： 

1、运行载客飞机的合格证持有人，应当保证由适当的机组成员按照下列

要求向所有旅客提供口头简介。 

（1）每次起飞前，简介下列内容： 

a.告知每个旅客飞机机舱内禁止吸烟。申明局方要求旅客遵守客舱信息灯

的信号、标志牌的指示，说明现行法规禁止摆弄、损伤或者毁坏飞机厕所内烟

雾探测器； 

b.应急出口位置及其引导标志和灯光； 

c.安全带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何系好和松开安全带。告知每个旅客，什么

时候、什么地方、在什么情况下应当系好安全带。说明局方要求旅客遵守客舱

信息灯给出的信号和安全带的使用说明； 

d.需要的任何应急漂浮设备的位置及其使用方法； 

e.对于飞行高度7600米（25000英尺）以上的飞行，告知每个旅客一旦座

舱释压时使用氧气的重要性，向他们指出氧气分配设备的所在位置并演示其使

用方法； 

f.关于禁止或者限制旅客在机上使用便携式电子设备的规定。 

（2）在每次起飞之后，在要求系好安全带的信号灯即将关断之前或者刚

刚关断之后，广播通知旅客，即使在要求系好安全带的信号灯熄灭时，在座位

上仍应当继续系好安全带。 

（3）除本款第（4）项规定外，在每次起飞之前，被指定担负该次飞行任

务的客舱乘务员，应当对在紧急情况下需由他人协助方能迅速移动到出口的旅

客进行个别简介。简介时客舱乘务员应当完成下列工作： 

a.告诉该旅客及其随行人员（如有的话），在应急情况下，通往每一适当

出口的通道以及开始撤往出口的最佳时间； 

b.征询该旅客及其随行人员（如有的话）关于帮助此人的最适宜方式，以

免使其痛苦和进一步受伤。 

（4）本款第（3）项所述旅客如已在同一飞机上于前面的航段中接受过简

介并且值勤客舱乘务员已得知关于防止该员痛苦和进一步受伤的最适宜方式，



 

705 

 

则该项要求不适用。 

2、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在载客飞机的每一旅客方便使用的位置上，备有至

少用中文印制的卡片以补充口头简介。每张卡片包含的信息只能是该次飞行所

用的该型别飞机的信息。卡片上不得印有任何广告。卡片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应急出口的示意图和使用方法； 

（2）使用应急设备的其他必要说明； 

（3）合格证持有人应当遵循的程序在其手册中作出规定。 

 

 

 

 

 

 

 

 

 

 

 

 

 

 

 

 

 

 

 

 

 

 

 

 

 

 

 

 

 

 

样题：运行载客飞机的合格证持有人，每次飞机起飞前，应当保证由适当的机

组成员按照要求向所有旅客提供口头简介的内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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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延伸跨水运行中对旅客的简介 备注： 

1、除121部所要求的语言简介外，使用飞机作延伸跨水运行的合格证持有

人，应当保证由适当的机组成员向所有旅客提供补充口头简介，讲解救生衣、

救生筏和其他漂浮装置的位置和使用方法，包括演示救生衣穿戴和充气的方

法。 

2、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将按照要求进行简介时应当遵循的程序规定在其手

册中。 

3、如果飞机起飞后直接进入跨水飞行，所要求的简介应当于起飞前进行。 

4、如果飞机起飞后不直接进入跨水飞行，所要求的简介不必在起飞前进

行，但在跨水飞行前，应当完成全部简介。 

 

 

 

 

 

 

 

 

 

 

 

 

 

 

 

 

 

 

 

 

 

 

 

 

样题：除 121 部所要求的语言简介外，使用飞机作延伸跨水运行的合格证持有

人，应当保证由适当的机组成员向所有旅客提供补充口头简介内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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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视频、饮料和旅客服务设施的固定 备注： 

1、当处于下列情形之一时，合格证持有人不得使飞机在地面移动、起飞

或者着陆： 

（1）当旅客座位上放有由合格证持有人提供的食品、饮料或者餐具时； 

（2）在每个旅客的食品和饮料盘及每个椅背餐桌均被固定在其收藏位置

之前； 

（3）在每个旅客服务车被固定在其收藏位置之前； 

（4）在每个可以伸展至过道的电影屏幕被收上之前。 

2、每位旅客均应当遵守机组成员按照本条规定提出的要求。 

 

 

 

 

 

 

 

 

 

 

 

 

 

 

 

 

 

 

 

 

 

 

 

 

 

 

样题：什么情况下，合格证持有人不得使飞机在地面移动、起飞或者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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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空中安全措施 

9.2.1 应急设备（包含附加应急设备） 备注： 

1、只有装备 121 所要求的应急设备的飞机，方可以按照 121 规定实施运

行。 

2、121 部所要求的每项应急设备和漂浮设备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依照运行规范中规定的检验周期予以定期检验，以确保其处于持续

可用和立即工作的状态，执行其预定的应急用途； 

（2）易于机组成员取用，位于客舱的设备应当易于旅客取用； 

（3）具有清楚的标识和标记，指明其使用方法，文字说明应当至少有中

文； 

（4）当装在某一舱室或者某一容器中时，在该舱室或者容器上易于观察

的地方至少用中文标明其所装物品以及上次检验的日期。 

3、在驾驶舱、客舱、货舱、厨房内，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装备经批准型

号的手提灭火器： 

（1）灭火剂的型号和装量应当适用于该舱室可能发生的失火类型，并且

对于客舱，应当设计成使有毒气体聚积的危险性减到最小； 

（2）货舱。对于飞行中机组成员能够进入的 E 类货舱，应当配备至少一

个手提灭火器，并放置于方便取用的地方； 

（3）厨房隔舱。对于位于客舱、货舱或者驾驶舱之外隔舱内的厨房，应

当在每个厨房内至少装备一个便于取用的手提灭火器； 

（4）驾驶舱。驾驶舱内应当至少装备一个便于飞行机组使用的手提灭火

器； 

（5）客舱。在客舱使用的手提灭火器应当放置于方便的位置上。在要求

配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手提灭火器时，这些设备应当均匀地分布于每个客舱

内。应当按照下列要求配备手提灭火器： 

a.对于旅客座位数 7 至 30 的飞机，至少配备一个； 

b.对于旅客座位数 31 至 60 的飞机，至少配备两个； 

c.对于旅客座位数 60 以上的飞机，应当至少配备下列数量的手提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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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座位数   手提灭火器的最小数量  

61 至 200 座         3 个  

201 至 300 座         4 个  

301 至 400 座         5 个  

401 至 500 座         6 个  

501 至 600 座         7 个  

601 座或以上         8 个  

（6）尽管要求手提灭火器均匀分布，如果在客舱中有厨房，应当至少有

一个手提灭火器位于方便之处并易于在厨房中取用； 

（7）载运旅客飞机所要求配备的手提灭火器中至少 2 个应当装 Halon1211

（溴氯二氟甲烷）或者等效的灭火剂。客舱中应当至少有一个这样的灭火器。 

4、载运旅客的飞机上应当配备 121 部所要求的应急医疗设备。 

5、应急斧。每架飞机应当配备至少一把应急斧。 

6、扩音器。每架载运旅客飞机应当配有电池供电的便携式扩音器，放在

负责指挥应急撤离的机组成员方便取用的地方，其配备数量和位置按照以下规

定： 

（1）在旅客座位数 61 至 99（含）的飞机上配备一个，安放在客舱后部

从客舱乘务员座位易于取用处。但是，如果局方认为安放在其他位置可能对应

急情况下人员的撤离更为适合，可以批准偏离本款的要求； 

（2）在旅客座位数大于 99 的飞机客舱内配备两个扩音器，一个安放在前

部，另一个安放在后部，并且易于从客舱乘务员座位处取用。 

7、应急出口的通道。每架载客飞机应当按照下述要求设置至应急出口的

通道： 

（1）如果从客舱中任一座位到达任何要求的应急出口需要经过客舱间的

通道，则该通道应当无障碍，但是可以使用不影响自由通行的布帘； 

（2）不得在客舱间的任何分隔板上设置门； 

（3）如果从任一旅客座位到达要求的应急出口需要经过把客舱和其他区

域隔开的门，则此门应当有装置将其闩在开启位置，并且在每次起飞和着陆期

间，这个门应当闩在开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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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跨水运行的飞机的应急设备 

（1）作下列情况运行时，所有飞机应当携带供机上每位乘员使用的配备

有经批准幸存者定位灯的救生衣或者经批准的等效漂浮装置，存放在每个座位

或者铺位上的乘员易于取用的地方： 

a.距最近海岸线的水平距离超过该飞机滑翔距离的跨水运行； 

b.自特定机场起飞或者着陆时，飞机的起飞或者进近航迹处于水面上空，

局方认为飞机发生不正常情况时有可能迫降水上的情况； 

c.考虑特定水域的深度和范围，局方要求携带上述设备的在该水域上空实

施的运行。 

（2）按照本规则实施包括（1）款所列情况在内的跨水运行的所有飞机必

须配备至少一个自动式应急定位发射机。 

（3）除经局方批准外，对距最近海岸线的水平距离超过93公里（50海里）

的延伸跨水运行，除需携带本条（1）款中要求的救生衣外，还需携带以下设

备： 

a.额定容量和浮力足以容纳机上乘员的救生筏，每只筏应当配备有经批准

的幸存者定位灯。除非提供了容量足够的多余救生筏，否则这些救生筏的浮力

和座位量应当在损失了一条额定容量最大的救生筏后，还能容纳飞机上的全体

乘员； 

b.每个救生筏至少一个烟火信号器； 

c.经批准的救生型应急定位发射器。当这种发射器累计使用时间超过1小

时时，或者按照发射器制造厂在该设备批准时制定的标准，其电池已到使用寿

命的一半，或者对于可充电的电池已到充电使用寿命的一半，这种发射机内的

电池应当予以更换或者重新充电。更换电池或者重新充电的新到期日期应当清

晰地标在发射器的外部。本款中关于电池的使用寿命或者充电使用寿命的要求

不适用于那些在可能的存放期间基本不受影响的电池，如水激活电池。 

（4）所要求的救生筏、救生衣和救生型应急定位发射器应当在无充裕时

间作准备程序而进行水上迫降的情况下易于取用。这些设备应当安装在有明显

标记的经批准的位置。 

（5）应当在所要求的每个救生筏上配备适于所飞航路的救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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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结冰条件下运行的设备 

（1）在结冰条件下运行的飞机，应当在风挡、机翼、尾翼、螺旋桨以及

在其上结冰将会对飞机的安全有不利影响的其它部位上，安装防冰或者除冰的

装置。 

（2）在夜间结冰条件下运行的飞机，应当有照明或者其他方式，能从积

冰角度确定机翼上关键部位的结冰情况。所采用的照明类型，不得产生可能影

响机组人员执行其任务的眩光或者反光。 

 

 

 

 

 

 

 

 

 

 

 

 

 

 

 

 

 

 

 

 

 

 

 

 

 

 

 

 

 

 

样题：如果从任一旅客座位到达要求的应急出口需要经过把客舱和其他区域隔

开的门，则此门应当闩在什么位置？并且在每次起飞和着陆期间，这个门应当

闩在什么位置？ 



 

712 

 

9.2.2 在不安全状况中继续飞行 备注： 

1、当机长或者飞行签派员（仅国际和国内定期载客运行时）认为该次飞

行不能安全完成时，除非该机长认为已经没有更安全的程序可以执行，机长不

得允许该次飞行继续飞往所签派或者放行的机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飞往该

机场就处于紧急状态。 

2、如果用于该种运行的任何仪表或者某一设备在航路上失效，机长应当

遵循在合格证持有人手册中规定的适用于该情况的经批准程序。 

 

 

 

 

 

 

 

 

 

 

 

 

 

 

 

 

 

 

 

 

 

 

 

 

 

 

 

 

样题：当机长或者飞行签派员（仅国际和国内定期载客运行时）认为该次飞行

不能安全完成时，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飞往该机场就处于什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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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结冰条件下的运行 备注： 

1、地面结冰条件 

一般情况下地面结冰是指外界大气温度在 5℃以下，存在可见的潮气（如

雨、雪、雨夹雪、冰晶、有雾且能见度低于 1.5 公里等）或者在跑道上出现积

水、雪水、冰或雪的气象条件，或者外界大气温度在 10℃以下，外界温度达

到或者低于露点的气象条件。 

在地面结冰条件下，飞行机组必须在起飞前通过航空器外部检查确认机

翼、螺旋桨、舵面、发动机进气道及飞机制造厂家手册中规定的其他关键表面

是否附着冰冻污染物，以确定航空器的状态是否适合安全飞行或者需要执行除

冰/防冰程序。 

确定飞机是否存在冰冻污染物的最终责任人是机长。当起飞前航空器外部

检查是由经过培训并具有检查资格的地面人员完成时，在起飞前机长应当确认

其完成了检查，并确定航空器的状态是否适合安全飞行或者需要执行除冰/防

冰程序，必要时还应当进行补充检查确认（如检查者怀疑但不能确认是否为冰

冻污 染物、反映飞机表面潮湿等情况）。 

飞行前实施航线维修任务时，维修人员应当检查机翼、螺旋桨、舵面、发

动机进气道及飞机制造厂家手册中规定的其他关键表面是否附着冰冻污染物，

发现或者怀疑有冰冻污染物的情况时，应当及时通报机长。对于没有机翼前缘

装置（一般称为硬式机翼）的飞机，起飞前航空器外部检查中还应当用手触摸

检查确认机翼前缘的冰冻污染物。 

2、当机长或者飞行签派员（仅在国内定期和国际定期运行时）认为，在

航路或者机场上，预料到的或者已遇到的结冰状况会严重影响飞行安全时，任

何人不得签派或者放行飞机继续在这些航路上飞行或者在这些机场着陆。 

3、当有霜、雪或者冰附着在飞机机翼、操纵面、螺旋桨、发动机进气口

或者其他重要表面上，或者不能符合本条（C）款时，任何人不得使飞机起飞。 

4、在某种条件之下，当有理由认为，霜、冰、雪会附着在飞机上时，任

何人不得签派或者放行飞机或者使其起飞，但该合格证持有人在其运行规范中

具有经批准的地面除冰防冰大纲并且其签派或者放行、起飞都符合该大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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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外。经批准的地面除冰防冰大纲应当至少包括下列项目： 

（1）详细规定如下内容： 

a.合格证持有人确定结冰条件的方法，在这种条件下，有理由认为霜、冰、

雪会附着在飞机上，并且应当使用地面除冰防冰操作规程； 

b.决定实施地面除冰防冰操作规程的负责人； 

c.实施地面除冰防冰操作规程的程序； 

d.在地面除冰防冰操作规程实施时，负责使飞机安全离地的每一运行职位

或者小组的具体工作和职责。 

（2）飞行机组必需成员的初始、年度定期地面训练和检查，飞行签派员、

地勤组、代理单位人员等其他有关人员的资格审定。训练和检查的内容为包括

下列方面的经批准大纲中的具体要求和人员职责： 

a.保持时间表的使用； 

b.飞机除冰防冰程序，包括检验、检查程序和职责； 

c.通信程序； 

d.飞机表面附着的霜、冰或者雪等污染物和关键区的识别，以及污染物严

重影响飞机性能和飞行特性的说明； 

e.除冰防冰液的型号与特性； 

f.寒冷天气飞行前的飞机检查程序； 

g.在飞机上识别污染物的技术。 

（3）合格证持有人的保持时间表和合格证持有人工作人员使用这些时间

表的程序。 

保持时间是指除冰防冰液防止在飞机受保护表面结冰或者结霜和积雪的

预计时间。保持时间开始于最后一次应用除冰防冰液的开始时刻，结束于应用

在飞机上的除冰防冰液失效的时刻。保持时间应当由局方认可的数据所证明。

合格证持有人的大纲应当包括，在条件改变时飞行机组成员增加或者减少所定

保持时间的程序。大纲中应当规定在超过合格证持有人保持时间表上最大保持

时间后，只有在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才能允许起飞： 

a.进行起飞前污染物检查，查明机翼、操纵面和合格证持有人大纲中定义

的其他关键表面没有霜、冰或者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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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根据合格证持有人经批准的大纲，使用经局方认可的备用程序，以与上

述不同的方法查明，机翼、操纵面和合格证持有人大纲中定义的其他关键表面

没有霜、冰或者雪； 

c.机翼、操纵面和其他关键表面已重新除冰并确定了新的保持时间。 

（4）飞机除冰防冰程序和职责、起飞前检查程序和职责以及起飞前污染

物检查程序和职责。 

起飞前检查是指在保持时间之内，检查飞机的机翼或者有代表性的表面有

无霜、冰或者雪的情况。起飞前污染物检查是通过检查，确认机翼、操纵面和

合格证持有人大纲中定义的其他关键表面没有霜、冰或者雪。这种检查应当在

开始起飞之前5分钟之内进行。该检查应当在飞机外部完成，但大纲中另有规

定的除外。 

5、合格证持有人如果没有所要求的大纲，也可以按照下面要求继续运行，

但是，在其运行规范中应当规定任何时候只要有理由认为霜、冰和雪可能会附

着在飞机上，飞机就不得起飞。但经过检查确认没有霜、冰和雪附着在机翼、

操纵面和其他关键表面上时除外。该检查应当在开始起飞之前 5 分钟之内进

行，并且应当在飞机外部完成。 

 

 

 

 

 

 

 

 

 

 

 

 

 

 

 

 

 

样题：确认没有霜、冰和雪附着在机翼、操纵面和其他关键表面上的检查应当

在开始起飞之前多长时间之内进行，并且应当在飞机外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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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最低油量与紧急燃油状况的管理 备注： 

1、最低油量：是指飞行过程中应当报告空中交通管制员采取应急措施的

一个特定燃油油量最低值，该油量是在考虑到规定的燃油油量指示系统误差

后，最多可以供飞机在飞抵着陆机场后，能以等待空速在高于机场标高450米

（1500英尺）的高度上飞行30分钟的燃油量。 

2、当决定在某一特定机场着陆时，如经计算表明对飞往该机场现行许可

的任何改变会导致着陆时的机载剩余可用燃油量低于计划最后储备燃油量时，

机长必须通过宣布“最低油量”或“MINIMUM FUEL”向空中交通管制部门

通知最低油量状态，并通知飞行签派员。  

3、宣布“最低油量”是通知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对现行许可的任何改变会

导致使用低于签派的最后储备燃油着陆。这并非指紧急状况，仅表示如果再出

现不适当耽搁很可能发生紧急状况。  

4、当预计在距离最近的能安全着陆的合适机场着陆时的机载剩余可用燃

油量低于计划最后储备燃油量时，机长必须通过广播“MAYDAY MAYDAY 

MAYDAY FUEL”宣布燃油紧急状况。 

 

 

 

 

 

 

 

 

 

 

 

 

 

 

 

 

 

样题： 经计算表明对飞往特定机场现行许可的任何改变会导致着陆时的机载

剩余可用燃油量低于计划最后储备燃油量时，机长必须通过宣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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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飞行中紧急医学事件报告 备注： 

1、合格证持有人应当记录飞行中发生的紧急医学事件，并应当在事发后5

天内向局方报告。紧急医学事件记录信息应当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航班航

段、事件具体情况、涉及人员和处置过程等。记录应当保存24个月。 

2、飞行中发生的紧急医学事件包括：造成飞机改航备降等不正常运行的

人员伤病或死亡，飞机不正常运行导致人员伤病或死亡，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 

 

 

 

 

 

 

 

 

 

 

 

 

 

 

 

 

 

 

 

 

 

 

 

 

 

 

 

 

 

样题：紧急医学事件需要记录哪些信息？紧急医学事件记录应当保存多长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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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便携式电子设备的禁用和限制 备注： 

1、任何人不可以使用，合格证持有人或机长也不得允许在按照121部运行

的飞机上使用任何便携式电子设备。不包括： 

（1）便携式录音机； 

（2）助听器； 

（3）心脏起搏器； 

（4）电动剃须刀； 

（5）合格证持有人认为使用时不会影响飞机导航和通讯系统的便携式电

子设备。 

2、第（5）项由合格证持有人对特定便携式电子设备使用情况验证后决定。 

3、在飞行期间，当机长发现存在电子干扰并怀疑该干扰来自机上乘员使

用的便携式电子设备时，机长和机长授权人员应当要求其关闭这些便携式电子

设备；情节严重的应当在飞机降落后移交地面公安机关依法处置，并在事后向

局方报告。 

 

 

 

 

 

 

 

 

 

 

 

 

 

 

 

 

 

 

样题：便携式录音机能否在大型航空器载客运行的飞机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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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飞机供氧的要求 备注： 

一、涡轮发动机飞机用于生命保障的补充供氧要求 

1、在运行涡轮发动机驱动的飞机时，每个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根据本条的

规定，在飞机上配备生命保障氧气和分配设备以供使用： 

（1）所提供的氧气量应当至少是为遵守本条2和3款所必需的量； 

（2）某一特定运行符合本规则所需要的生命保障和急救用氧气量，应根

据座舱气压高度和飞行持续时间，按照为每次飞行和每一航路所制定的运行程

序确定； 

（3）对具有增压座舱的飞机，氧气量应根据座舱气压高度和下列假设来

确定：座舱增压故障发生在供氧需求临界的飞行高度或者飞行中某点，飞机按

照飞机飞行手册中规定的应急程序，在不超过其使用限制的情况下，下降到不

再需要补充氧气的飞行高度； 

（4）发生了这种故障之后，座舱气压高度被认为与飞行高度相同，除非

能证明，座舱增压设备任何可能的故障均不会导致座舱气压高度等于飞行高

度。在这种情况下，应将达到的最大座舱气压高度作为审定或者确定供氧量的

依据，或者它们二者的共同依据。 

2、机组成员。每个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按照下列要求为机组成员提供氧气

源： 

（1）在座舱气压高度3000米（10000英尺）以上至3600米（12000英尺）

（含），应当对在驾驶舱内值勤的每一飞行机组成员提供氧气，他们也应当用

氧，并且如果在这些高度上超过30分钟，则对于30分钟后的那段飞行应当对其

他机组成员提供氧气； 

（2）在座舱气压高度3600米（12000英尺）以上，应当对在驾驶舱内值勤

的每一飞行机组成员提供氧气，他们也应当用氧，并且在此高度上整个飞行时

间内，应当对其他机组成员提供氧气； 

（3）当要求某一飞行机组成员用氧时，他应当连续用氧，除非为执行其

正常任务需要除去氧气面罩或者其他氧气分配器。对那些处于待命状态的或者

在完成此次飞行前肯定要在驾驶舱内值勤的后备飞行机组成员，视为本款第



 

720 

 

（1）、（2）项所述的其他机组成员。如果某一后备飞行机组成员不在待命状

态，并且在剩下的一段飞行中将不在驾驶舱内值勤，则就补充氧气要求而言，

可以将其视为一名旅客。 

3、旅客。每个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按照下列要求为旅客提供氧气： 

（1）对于座舱气压高度3000米（10000英尺）以上至4300米（14000英尺）

（含）的飞行，如果在这些高度上超过30分钟，则对于30分钟后的那段飞行应

当为10％的旅客提供足够的氧气； 

（2）对于座舱气压高度4300米（14000英尺）以上至4600米（15000英尺）

（含）的飞行，足以为30％的旅客在这些高度的飞行中提供氧气； 

（3）对于座舱气压高度4600米（15000英尺）以上的飞行，在此高度上整

个飞行时间内为机上每一旅客提供足够的氧气。 

二、具有增压座舱的涡轮发动机飞机应急下降和急救用的补充氧气要求 

1、当运行具有增压座舱的涡轮发动机飞机时，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提供氧

气和分配设备，以在座舱增压失效时符合本条2款至5款的要求。 

2、机组成员。当在飞行高度3000米（10000英尺）以上运行时，合格证持

有人应当向在驾驶舱内值勤的每一飞行机组成员提供足以符合本规则第

121.329条要求的但供氧时间不少于2小时的氧气。所要求的2小时供氧量，是

飞机从其最大审定运行高度以恒定下降率用10分钟下降至3000米（10000英

尺），并随后在3000米（10000英尺）高度上保持110分钟所必需的供氧量。在

确定驾驶舱内值勤的飞行机组成员所需要的供氧量时，可以包括座舱增压失效

时本规则第121.337条所要求的供氧量。 

3、飞行机组人员对氧气面罩的使用。 

（1）当在飞行高度7600米（25000英尺）以上运行时，在驾驶舱内值勤的

每一飞行机组成员均应当配备有一个氧气面罩，其设计应保证能将其迅速取下

戴在脸上，适当固定并密封，在需要时能立即供氧，并且不妨碍该飞行机组成

员与其他机组成员之间用飞机内话系统立即通话。当在飞行高度7600米（25000

英尺）以上未使用氧气面罩时，它应当保持在备用状态，且位于飞行机组人员

在其值勤位置上可以立即取用的范围内； 

（2）当在飞行高度7600米（25000英尺）以上运行时，操纵飞机的一名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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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员应当按照下述规定，始终使用一个固定在脸上、密封并供氧的氧气面罩： 

a.如果在驾驶舱值勤的每一个飞行机组成员均有一个速戴型氧气面罩，合

格证持有人已经证明用一只手在5秒钟内即可以戴到脸上，适当固定、密封并

在需要时能立即供氧，则在低于下述飞行高度（含）时，驾驶员不需要戴上和

使用氧气面罩： 

①客座数在30以上（不包括任何必需的机组成员座位），或者商载大于3400

千克（7500磅）的飞机，低于飞行高度层12500米（41000英尺）（含）； 

②客座数在31以下（不包括任何必需的机组成员座位），或者商载不大于

3400千克（7500磅）的飞机，低于飞行高度层10500米（35000英尺）（含）。 

b.合格证持有人还应当证明，佩戴面罩不妨碍戴眼镜，也不会延误飞行机

组成员执行其指定的紧急任务。氧气面罩在戴上后，不得妨碍该飞行机组成员

与其他机组成员之间用飞机内话系统立即通话。 

（3）尽管有本条3款第（2）项的规定，当在飞行高度7600米（25000英尺）

以上运行时，如果由于任何一种原因，在任一时刻，操纵飞机的一名驾驶员需

要离开其工作位置时，则操纵飞机的另一名驾驶员应当戴上并使用氧气面罩，

直至那名驾驶员回到其工作位置； 

（4）在每次飞行的起飞之前，每个飞行机组成员应当对其所使用的氧气

设备进行飞行前检查，以确保氧气面罩功能正常、固定合适并连接到适当的供

氧接头上，且供氧源及其压力适于使用。 

4、客舱乘务员对便携式氧气设备的使用。在飞行高度7600米（25000英尺）

以上飞行期间，每一客舱乘务员应当携带至少可以供氧15分钟的便携式氧气设

备，除非经证明，在整个客舱内分布有足够的带有面罩或者备用接口的便携式

氧气装置，或者在整个客舱内分布有足够的备用接口和面罩，可以确保在座舱

释压时，无论客舱乘务员在何处，每一客舱乘务员均可以立即使用氧气。 

5、旅客。当飞机在飞行高度3000米（10000英尺）以上运行时，应当对旅

客提供满足下列要求的氧气源： 

（1）经合格审定在飞行高度7600米（25000英尺）以下（含）运行的飞机

能在所飞航路的任一点上4分钟之内安全下降到飞行高度4300米（14000英尺）

（含）以下时，应当按照本规则规定的供氧率为至少10％的旅客提供30分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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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 

（2）当飞机运行在飞行高度7600米（25000英尺）（含）以下且不能在4

分钟之内安全下降到飞行高度4300米（14000英尺）时，或者当飞机运行在飞

行高度7600米（25000英尺）以上时，在座舱释压后座舱气压高度3000米（10000

英尺）以上至4300米（14000英尺）（含）的整个飞行期间应当能以本规则规

定的供氧率为至少10％的旅客供氧，并且按照适用情况，能够符合本规则第

121.329条（C）款第（2）和（3）项的要求，但对旅客的供氧时间应当不少于

10分钟； 

（3）为了对那些由于生理上的原因，在从飞行高度7600米（25000英尺）

以上的座舱气压高度下降后可能需要纯氧的机上乘员进行急救护理，在座舱失

密后座舱气压高度2400米（8000英尺）以上的整个飞行时间内，应当为2％的

乘员（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少于1人）提供符合《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

（CCAR25）第25.1443条的氧气源。应当有适当数量（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少

于2个）的经认可的氧气分配装置，并带有一种装置供客舱乘务员使用这一供

氧源。 

6、旅客简介。在飞行高度7600米（25000英尺）以上的飞行实施之前，机

组成员应当将一旦座舱释压时使用氧气的重要性向旅客说明，并向他们指出氧

气分配设备的所在位置和向他们演示其使用方法。 

 

 

 

 

 

 

 

 

 

 

 

 

 

 

样题：在飞行高度多少英尺以上的飞行实施之前，机组成员应当将一旦座舱释

压时使用氧气的重要性向旅客说明，并向他们指出氧气分配设备的所在位置和

向他们演示其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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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 驾驶舱门的关闭与锁定 备注： 

1、载运旅客飞机的机长应当保证，如果驾驶舱和客舱有门分隔的话，在

飞行期间关闭并锁定该门。但下列情况除外： 

（1）起飞和着陆期间，如果驾驶舱门是通往必需的旅客应急出口或者地

板高度出口的通道。（2）在执行任务的机组成员需要进入客舱或者驾驶舱时，

或者按照121部规定准许进入驾驶舱的人有必要进入驾驶舱时。 

2、下列人员可以进入飞机驾驶舱，但并不限制机长为了安全而要求其离

开驾驶舱的应急决定权： 

（1）机组成员；（2）正在执行任务的局方监察员或者局方委任代表； 

（3）得到机长允许并且其进入驾驶舱对于安全运行是必需或者有益的人

员；（4）经机长同意，并经合格证持有人特别批准的其他人员。 

3、被准许进入驾驶舱的非机组人员，应当在客舱内有供该人员使用的座

位，但下列人员在驾驶舱有供其使用的座位时除外： 

（1）正在对飞行操作进行检查或者观察的局方监察员或者经授权的局方

委任代表； 

（2）局方批准进行空中交通管制程序观察的空中交通管制员； 

（3）合格证持有人雇用的持有执照的航空人员； 

（4）其他合格证持有人雇用的持有执照的航空人员，该员得到运行该飞

机的合格证持有人的批准； 

（5）运行该飞机的合格证持有人的雇员，其职责与飞行运作的实施或者

计划、或者空中监视飞机设备或者操作程序直接有关，此人进入驾驶舱对于完

成其任务是必需的，并且已得到在运行手册中列出的有批准权的主管人员的书

面批准； 

（6）该飞机或者其部件的制造厂家技术代表，其职责与空中监视飞机设

备或者操作程序直接有关，进入驾驶舱对于完成其职责是必需的，并已得到该

合格证持有人在运行手册中列出的有批准权的运行部门负责人的书面批准。 

 

样题：起飞和着陆期间，如果驾驶舱门是通往必需的旅客应急出口或者地板高

度出口的通道，则在飞行期间是否必须关闭并锁定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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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相关部门职责和服务 

9.3.1 飞行中燃油管理相关部门及服务 备注： 

1、合格证持有人必须在运行手册中制定飞行中燃油检查和管理的政策和

程序，并经局方批准。 

2、机长必须随时确保机上剩余可用燃油量，不低于飞往可以安全着陆的

机场的所需油量与计划最后储备油量之和。 

3、如果飞行中燃油检查的结果表明，在目的地机场着陆时的机载剩余可

用燃油量可能低于备降油量与计划最后储备燃油量之和时，机长必须评估目的

地机场、备降机场与航路的空中交通情况和天气趋势、导航设备开放状况等运

行条件，以确保安全着陆时的机载剩余可用燃油量不低于最后储备燃油量。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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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经停站旅客不下机时对机组要求 备注： 

在中途过站停留时，如果乘坐该机的旅客仍停留在飞机上，合格证持有人

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如果保留在飞机上的客舱乘务员数量少于客舱乘务员最低配备要求的

数量，则合格证持有人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1）保证飞机发动机关车并且至少保持打开一个地板高度出口，供旅客

下飞机； 

（2）保留在飞机上的客舱乘务员数量应当至少是客舱乘务员最低配备要

求数量的一半，有小数时，舍去小数，但至少为1人； 

（3）可以用其他人员代替要求的客舱乘务员，代替客舱乘务员的人员应

当是符合应急撤离训练要求的合格人员且应当能够为旅客所识别。 

2、如果在过站时该飞机上只保留1名客舱乘务员或者其他合格人员，则该

客舱乘务员或者其他合格人员所在的位置应当符合经局方批准的该合格证持

有人运行程序的规定。如果在飞机上保留1名以上客舱乘务员或者其他合格人

员，这些客舱乘务员或者其他合格人员应当均匀分布在飞机客舱内，以便在紧

急情况下最有效地帮助旅客撤离。 

 

 

 

 

 

 

 

 

 

 

 

 

 

 

样题：在中途过站停留时，如果乘坐该机的旅客仍停留在飞机上，如果保留在

飞机上的客舱乘务员数量少于客舱乘务员最低配备要求的数量，可以用其他人

员代替要求的客舱乘务员，代替客舱乘务员的人员应当是符合应急撤离训练要

求的合格人员且应当能够为旅客所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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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紧急情况和应急撤离职责 备注： 

1、对于每一型号及其改型飞机，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对要求的每类机组人

员，分别指派其在紧急情况时或者应急撤离时应当完成的任务。合格证持有人

应当证明，完成这些任务是现实可行的，并且考虑到了任何有理由预见到的紧

急情况的处置，包括个别机组成员可能丧失工作能力或者在客货混装的飞机

上，由于货物的移动，机组成员不能到达客舱这样的紧急情况。 

2、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所要求的每类机组必需成员的任务规定在其手册中。 

 

 

 

 

 

 

 

 

 

 

 

 

 

 

 

 

 

 

 

 

 

 

 

 

 

 

 

 

样题：对于每一型号及其改型飞机，谁应当对要求的每类机组人员，分别指派

其在紧急情况时或者应急撤离时应当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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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对延迟和失踪航空器信息的收集与发布 

9.4.1 飞机飞行记录本 备注： 

1、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对于每一架飞机建立飞机飞行记录本，记录运行中

发现的缺陷和工作不正常情况及所进行的维修工作；另外，它还用于记录与飞

行安全有关的运行信息、飞行机组和维修人员需要了解的有关数据。 

2、飞机飞行记录本中应当包括飞机运行信息、影响飞机适航性和安全运

行的任何缺陷及保留状况、要求的维修项目、维修工作记录、飞机放行等内容。 

3、飞机飞行记录本的格式应当固定，各项内容应当使用墨水或者不可以

更改的书写工具及时填写，并且有足够的复页以保证满足使用和保存要求。 

4、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在飞机上飞行机组成员易于取用的地方放置一份飞

机飞行记录本原件，其中至少记录包括每次飞行前三次飞行期间填写内容的连

续记录，并且每次起飞前在地面保存一份记录上一次飞行和本次飞行前填写内

容的飞机飞行记录本的复页。  

5、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在维修工程管理手册中规定飞机飞行记录本的格式

及填写、使用和保存要求。 

6、通信记录。合格证持有人应当记录与其飞行机组成员之间每次航路上

的无线电联系，并将该记录至少保存30天。 

 

 

 

 

 

 

 

 

 

 

 

 

 

 

样题：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对于每一架飞机建立什么记录，记录运行中发现的缺

陷和工作不正常情况及所进行的维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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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信息的收集与发布 备注： 

1、事件（包含航空器事故、事故征候和一般事件）发生后，事发相关单

位应当按照《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的要求报告。事故、严重征候报告

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事发时间、地点和民用航空器运营人； 

（2）民用航空器类别、型别、国籍和登记标志； 

（3）机长姓名，机组、旅客和机上其他人员人数及国籍； 

（4）任务性质，最后一个起飞点和预计着陆点； 

（5）简要经过； 

（6）机上和地面伤亡人数，航空器损伤情况； 

（7）事发时的地形、地貌、天气、环境等物理特征； 

（8）事发时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 

（9）危险品的载运情况及对危险品的说明； 

（10）报告单位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1）与事故、严重征候有关的其他情况。 

若报告内容暂不齐全的，事发相关单位应当继续收集和补充，不得因此延

误初步报告时间。一旦获得新的信息，应当随时补充报告。 

当事发地所在国或者地区不了解航空器登记国或者运营人所在国为我国

的民用航空器在该国或者地区发生严重征候时，民航局应当将该情况通知有关

设计国、制造国和事发地所在国。 

2、事发相关单位应当根据调查工作需要，立即封存并妥善保管与此次事

件相关的下列资料。 

（1）飞行日志、飞行计划、通信、导航、监视、气象、空中交通服务、

雷达等有关资料； 

（2）飞行人员的技术、训练、检查记录，飞行经历时间； 

（3）航空卫生工作记录，飞行人员体检记录和登记表、门诊记录、飞行

前体检记录和出勤健康证明书； 

（4）航空器国籍登记证书、适航证书、无线电台执照、履历、有关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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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维护记录； 

（5）为航空器加注各种油料、气体等的车辆、设备以及有关化验记录和

样品； 

（6）航空器使用的地面电源和气源设备； 

（7）为航空器除、防冰的设备以及除冰液化验的记录和样品； 

（8）旅客货物舱单、载重平衡表、货物监装记录、货物收运存放记录、

危险品运输相关文件、旅客名单和舱位图； 

（9）旅客、行李安全检查记录，货物邮件安全检查记录，监控记录，航

空器监护和交接记录； 

（10）有关影像资料； 

（11）其他需要封存的文件、工具和设备。 

应当封存但不能停用的工具和设备，应当通过拍照、记录等方法详细记录

其工作状态。 

封存资料的单位应当指定封存负责人，封存负责人应当记录封存时间并签

名。 

所有封存的文件、样品、工具、设备、影像和技术资料等未经调查组批准，

不得启封。 

3、当飞机追踪无法确定其位置且尝试建立联系未获成功时，通知相关空

中交通服务单位。 

4、事件（包含航空器事故、事故征候和一般事件）的定义。 

（1）（以下简称事件），包括民用航空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民用航空

器征候（以下简称征候）以及民用航空器一般事件（以下简称一般事件）。 

民用航空器事件，是指在民用航空器运行阶段或者在机场活动区内发生的

与航空器有关的下列事件： 

a.人员死亡或者重伤； 

b.航空器严重损坏； 

c.航空器失踪或者处于无法接近的地方。 

（2）民用航空器征候，是指在民用航空器运行阶段或者在机场活动区内

发生的与航空器有关的，未构成事故但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安全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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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用航空器一般事件，是指在民用航空器运行阶段或者在机场活动

区内发生的与航空器有关的航空器损伤、人员受伤或者其他影响安全的情况，

但其严重程度未构成征候的事件。 

（4）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是指因事件导致在下列情形中发生的人员死亡

或者重伤，但是由于自然原因、自身或者他人原因造成的人员伤害，以及藏匿

于供旅客和机组使用区域外的偷乘航空器者所受的人员伤害等情况除外： 

a.在航空器内； 

b.与航空器的任何部分包括已脱离航空器的部分直接接触； 

c.直接暴露于发动机喷流。 

在事故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为事故导致的人员死亡。 

（5）航空器严重损坏，是指对航空器的结构强度、性能或者飞行特性有

不利影响，并通常需要修理或者更换有关部件。 

 

 

 

 

 

 

 

 

 

 

 

 

 

 

 

 

 

 

 

 

 

 

 

样题：对失踪航空器，相关单位应当收集哪些信息，并按照《民用航空安全信

息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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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宣布紧急状态的方法 

9.5.1 定期载客运行紧急情况的宣布 备注： 

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的紧急情况 

1、在需要立即决断和处置的紧急情况下，机长可以采取他认为在此种情

况下为保证飞行安全应当采取的任何行动。在此种情况下，机长可以在保证安

全所需要的范围内偏离规定的运行程序与方法、天气最低标准和其他规定。 

2、飞行签派员在飞行期间发现需要其立即决断和处置的紧急情况时，应

当将紧急情况通知机长，确实弄清机长的决断，并且应当将该决断作出记录。

如果在上述情况下，该飞行签派员不能与飞行人员取得联系，则应当宣布进入

应急状态，并采取他认为在此种情况下为保证飞行安全应当采取的任何行动。  

 

 

 

 

 

 

 

 

 

 

 

 

 

 

 

 

 

 

 

 

 

 

 

 

样题：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飞行期间，谁发现需要其立即决断和处置的紧

急情况时，应当将紧急情况通知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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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补充运行紧急情况的宣布 备注： 

补充运行的紧急情况  

1、在需要立即决断和处置的紧急情况下，机长可以采取他认为在此种情

况下为保证飞行安全应当采取的任何行动。在此种情况下，机长可以在保证安

全所需要的范围内偏离规定的运行程序与方法、天气最低标准和其他规定。 

2、在使用飞行跟踪系统实施运行控制的飞行期间，合格证持有人的相关

管理人员发现需要其立即决断和处置的紧急情况时，应当将紧急情况通知机

长，确实弄清机长的决断，并且应当将该决断作出记录。如果在上述情况下，

该管理人员不能与飞行人员取得联系，则应当宣布进入应急状态，并采取他认

为在此种情况下为保证飞行安全应当采取的任何行动。 

 

 

 

 

 

 

 

 

 

 

 

 

 

 

 

 

 

 

 

 

 

 

 

 

样题：在使用飞行跟踪系统实施运行控制的补充运行飞行期间，谁发现需要立

即决断和处置的紧急情况时，应当将紧急情况通知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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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宣布紧急状态的责任 

9.6.1 定期载客运行紧急情况的责任 备注： 

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的紧急情况 

1、在需要立即决断和处置的紧急情况下，机长可以采取他认为在此种情

况下为保证飞行安全应当采取的任何行动。在此种情况下，机长可以在保证安

全所需要的范围内偏离规定的运行程序与方法、天气最低标准和其他规定。 

2、飞行签派员在飞行期间发现需要其立即决断和处置的紧急情况时，应

当将紧急情况通知机长，确实弄清机长的决断，并且应当将该决断作出记录。

如果在上述情况下，该飞行签派员不能与飞行人员取得联系，则应当宣布进入

应急状态，并采取他认为在此种情况下为保证飞行安全应当采取的任何行动。 

 

 

 

 

 

 

 

 

 

 

 

 

 

 

 

 

 

 

 

 

 

 

 

 

样题：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时，当出现需要立即决断和处置的紧急情况时，

谁可以采取他认为在此种情况下为保证飞行安全应当采取的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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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 补充运行的紧急情况的责任 备注： 

补充运行的紧急情况  

1、在需要立即决断和处置的紧急情况下，机长可以采取他认为在此种情

况下为保证飞行安全应当采取的任何行动。在此种情况下，机长可以在保证安

全所需要的范围内偏离规定的运行程序与方法、天气最低标准和其他规定。 

2、在使用飞行跟踪系统实施运行控制的飞行期间，合格证持有人的相关

管理人员发现需要其立即决断和处置的紧急情况时，应当将紧急情况通知机

长，确实弄清机长的决断，并且应当将该决断作出记录。如果在上述情况下，

该管理人员不能与飞行人员取得联系，则应当宣布进入应急状态，并采取他认

为在此种情况下为保证飞行安全应当采取的任何行动。 

 

 

 

 

 

 

 

 

 

 

 

 

 

 

 

 

 

 

 

 

 

 

 

 

样题：在使用飞行跟踪系统实施运行控制的补充运行飞行期间，谁发现需要立

即决断和处置的紧急情况时，应当将紧急情况通知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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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要求的紧急情况报告 

9.7.1 定期载客运行紧急情况报告 备注： 

1、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的紧急情况 

当机长或者飞行签派员行使应急权力时，应当将飞行的进展情况及时准确

地报告给相应的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和签派中心。宣布应急状态的人员应当通过

该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副总经理，向局方书面报告任何偏离。飞行签派员应当

在应急状态发生后 10 天内提交书面报告，机长应当在返回驻地后 10 天内提交

书面报告。 

2、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中飞行签派员向机长的通告 

（1）在开始飞行之前，飞行签派员应当向机长提供可能影响该次飞行安

全的机场条件和导航设施不正常等方面的所有现行可得的报告或者信息，并且

应当向机长提供可能影响该次飞行安全的每一所飞航路和机场的所有可得的

天气实况报告和天气预报，包括晴空颠簸、雷暴、低空风切变等危险天气现象。 

（2）在飞行期间，飞行签派员应当及时向机长提供可能影响该次飞行安

全的天气条件，包括晴空颠簸、雷暴、低空风切变等危险天气现象和有关设施、

服务不正常的任何可以获得的补充信息。 

 

 

 

 

 

 

 

 

 

 

 

 

 

 

 

样题：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谁应当在应急状态发生后 10 天内提交书面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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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 补充运行的紧急情况报告 备注： 

1、补充运行的紧急情况 

当机长或者相关管理人员行使应急权力时，应当将飞行的进展情况及时准

确地报告给相应的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宣布应急状态的人员应当通过该合格证

持有人的运行副总经理，向局方书面报告任何偏离。宣布应急状态的人员应当

在飞行结束或者返回驻地后 10 天内提交书面报告。 

2、补充运行的设施和服务 

（1）开始飞行前，每个机长应当获得所有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有关机场

条件和导航设施不正常情况的最新报告或者信息。 

（2）在飞行期间，机长应当获得所有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气象条件、设

施和服务不正常情况的附加信息。 

 

 

 

 

 

 

 

 

 

 

 

 

 

 

 

 

 

 

 

 

 

 

样题：补充运行中，谁应当在飞行结束或者返回驻地后 10 天内提交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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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 危险天气和地面设施与设施不正常的报告 备注： 

危险天气和地面设施与导航设施不正常的报告 

1、在飞行中遇到气象条件、地面设施或者导航设施不正常时，如果机长

认为这些情况对其他飞行的安全十分重要，应当尽快通知有关的地面站或者空

中交通管制员、飞行签派员。 

2、按照上述要求接到通知的人员，应当把情况报告给直接负责运行该设

施的机构。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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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4 机械故障及发动机不工作时的着陆和报告 备注： 

1、机械故障的报告 

机长应当确保在飞行期间发生的所有机械不正常情况，都能在该飞行时间

结束时如实填入飞机飞行记录本。每次飞行前，机长应当清楚地了解上次飞行

结束时在记录本上所填的所有故障的处置情况。 

2、发动机不工作时的着陆和报告 

（1）对于所有飞机，在飞机发动机失效，或者为防止可能的损坏而停止

发动机运转时，机长均应当按照飞行时间在距离最近的能安全着陆的合适机场

着陆。 

（2）如果装有三台或者三台以上发动机的飞机只有一台发动机失效或者

停止运转，机长在考虑到下列因素后，认为飞往另一机场与在最近的合适机场

着陆同样安全时，则可以飞往所选定的另一机场： 

a.故障的性质和继续飞行可能出现的机械上的困难； 

b.发动机停止运转时的高度、重量和可用的燃油量； 

c.航路上和可以着陆机场的气象条件； 

d.空中交通的拥挤情况； 

e.地形种类； 

f.机长对所使用的机场的熟悉程度。 

（3）机长应当把飞行中发动机停车的情况尽快报告给有关的空中交通管

制员和飞行签派员，并随时报告飞行进展的全部情况。 

（4）如果机长未在按照飞行时间距离最近的合适机场着陆，而选定另一

机场着陆，那么在完成该次飞行后，机长应当向运行经理呈交书面报告一式两

份，陈述其具有同等安全程度的理由。运行经理应当于驾驶员返回基地后10

天内把签有其意见的报告副本提交给局方。 

 

 

样题：如果机长未在按照飞行时间距离最近的合适机场着陆，而选定另一机场

着陆，那么在完成该次飞行后，谁应当于驾驶员返回基地后 10 天内把签有其

意见的报告副本提交给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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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签派实践应用 

10.1 人的因素 

10.1.1 人因的概念  备注： 

1、人的因素定义 

从狭义上讲：人为因素指有关人的能力、限制、和其它与设计有关的人的

特征方面的知识。 

从广义上讲：人为因素就是寻求在不损害人的健康（生理上和心理上）的

前提下，追求人的效能最大化，从而达到系统效能最大化的学科。 

航空中人的因素：研究范围涉及航空系统中人的一切表现，利用系统工程

的方法和有关人的科学知识，寻求人的最佳表现以达到预期的安全和效率。 

空管中的人为因素是航空人为因素的重要分支，它通过了解人的能力和局

限，使人与系统的设计及要求相匹配，指导人与系统在要求相互矛盾时正确处

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改善系统的安全性，防范可能出现的事故。 

2、研究目标 

是将与设计有关的人的能力、限制和特征应用到系统或产品的设计、使用

和维护方面，使系统或产品更安全、有效、适用。 

3、特点 

（1）多学科性：除了与航空运行紧密相关外，还与心理学、生理学、人

体测量学、生物力学、生物学、统计学、医学等。 

（2）实践性：主要解决航空运行中的实际问题，在实践中探索发展。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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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事故分析模型 

10.1.2.1 SHEL 模型 

备注： 

1、SHEL 概念模型 

1972 年 Edwards 教授首先提出，1975 年经 Hawkins 修改而成，模型由生

命件、硬件、软件、环境以积木形式组成，积木（界面）间的匹配或不匹配与

积木本身的特征同样重要。不匹配可能成为人为差错的根源。SHEL 并不是一

个单词，而是由 Software（软件）、Hardware（硬件）、Environment（环境）、

Liveware（生命件）的首写字母所组成。 

 

2、组成 

SHEL 模型主要有生命件、生命件-生命件界面（L-L）、生命件-硬件界面

（L-H）、生命件-环境界面（L-E）、生命件-软件界面组成（L-S）。具体描述如

下： 

（1）生命件---指人机系统中最复杂，有时也是最有能力的部分，即管制

员。 

（2）生命件---生命件界面（L-L）（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指在运行状态时

管制员之间或与飞行员之间的关系，是最关键的界面，会影响信息交流与团结

协作的质量，并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主要涉及通信和团队协作等问题。 

（3）生命件---硬件界面（L-H）（管制员与设备的关系）主要指人机界面，

是否符合人的需要，是否适于使用操作。如：显示器的飞行进程图象、标牌信

息、颜色及荧屏大小是否符合用户的感知与信息处理的要求；工作台设计如席

位布局、键盘摆设、进程单板的位置是否便于使用；座椅是否可调节，耳机话

筒的质量等。  

（4）生命件---环境界面（L-E）（组织环境）这是最早被认识的界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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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涉及工作场所的环境，如温度、气压、湿度、光线及噪音等，从开始的让人

适应环境到现在的使环境适应人，还包括人的睡眠、疲劳特性和应付压力的能

力和规律。另一方面是指组织环境，涉及系统的安全观点，组织结构的安全性，

企业的安全文化等。 

（5）生命件---软件界面（L-S）（管制员与软件的关系）包括飞行手册、

检查单、飞行程序、计算机程序、信息程序等。 

3、关系 

（1）模型中心（人）与其它四个组成部分相互作用； 

（2）这种相互作用有时并不明显； 

（3）实际上，常成为潜在的差错源。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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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事故分析模型 

10.1.2.2 REASON 模型 

备注： 

1、Reason 模型描述 

1991 年，英国 Manchester 大学 James Reason 博士通过对世界上发生的重

大事故调查分析后，提出了航空事故理论模型，即 Reason 模型。航空生产是

有组织的系统活动，这些组织可以分成不同的层面，决策层、管理层、先决条

件、生产活动和防线。 

 

2、Reason 模型结论 

（1）不同层面的活动在时间、空间或逻辑上与事故的间隔有近、有远，

对事故发生的影响是直接的、显性的，这些层面上的缺陷和漏洞称为显性失效。 

（2）事故的发生不仅与事故直接相关的层面有关，还与离事故较远的其

他层面的活动和人员有关，这些其他层面的缺陷和漏洞称为隐性失效。 

（3）系统中各个层面上存在缺陷和漏洞越多，不安全因素光线穿透整个

系统各个层面而发生事故的概率就越高。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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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人的限制 

10.1.3.1 视觉限制 

备注： 

1、视觉系统的组成与功能 

视觉系统的构造组成：视觉折光系统；感光系统；传导系统（视神经）；

视觉中枢（大脑-枕叶）。两种感光细胞的区别：视锥细胞：主要分布在中央凹

上，感受强光，可以区分颜色和细节，用于白天。视杆细胞：主要分布在视网

膜边缘，不能感知颜色和细节，不能感受强光，而可感受弱光，用于夜间。 

 

2、视觉特性 

（1）视角：定物体尺寸与视距比值的反正切； 

（2）视敏度：辨别事物形态细节的能力； 

（3）视野：视野是指人的头部和眼球固定不动的情况下，眼睛观看正前

方物体时所能看得见的空间范围； 

（4）光线的影响：明适应和暗适应； 

（5）红绿色盲：红绿色盲即不能区分红、绿颜色——无法分辨飞机航向、

跑道与滑行道的灯光； 

（6）航空活动中的盲点分 3 种：生理盲点、夜间盲点和飞机盲点； 

（7）年龄对视力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视力逐渐降低； 

（8）视听结合效果与信噪比的影响：在有噪音的情况下，视听结合的效

果比单独听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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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性视性错觉 

几何图形错觉、视性立体错觉和似动错觉（β 运动、诱导运动、自主运动） 

4、飞行中常见的视觉问题 

（1）视觉的适应：暗适应和明适应； 

（2）眩光：根据人眼所受强光刺激的强度不同，可将眩光分为心理眩光、

生理眩光和强光盲； 

（3）空虚视野； 

（4）盲点：盲点可分为生理盲点、夜间盲点和飞机盲点。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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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人的限制 

10.1.3.2 听觉限制 

备注： 

1、声音的物理特性 

听觉指的是声源振动引起空气产生疏密波（声波），通过外耳和中耳组成

的传音系统传递到内耳，经内耳的环能作用将声波的机械能转变为听觉神经上

的神经冲动，后者传送到大脑皮层听觉中枢而产生的主观感觉。 

2、主要参数 

使空气压力交替变化的最简单的声音是单音/纯音，或正弦波音调。正弦

波的主要属性是它的频率和振幅。 

3、声音的物理特性与听觉的关系 

人耳能听到的声音的频率范围大约是 20hz-20kHz，但只对 500hz-5kHz 频

率范围内的声音最为敏感，这也是人的语音频率范围。 

响度（loudness）：声音的强弱，是对声音强度的主观感受，取决于振幅和

频率（用分贝来表示）。 

音高（pitch）：声音的高低，对声音频率的主观感受。频率高则音高，频

率低则音低。 

4、影响听力的因素 

（1）年龄影响：主要使高频音损失； 

（2）噪声影响：噪音的强度和持续时间； 

（3）适应与习惯； 

（4）遮蔽。 

5、航空噪声的来源和影响 

（1）航空噪声的来源：在航空活动中，噪声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1）

动力源、传动系统、螺旋桨和喷气飞机喷出的气流；2）飞机和空气的相互作

用（空气流经飞机的表面）；3）座舱空气调节和加压系统、液压系统和通讯设

备产生的次要噪声；4）超音速爆音。 

（2）航空噪声的影响：1）对听觉器官；2）对工效和语言通讯。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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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人的限制 

10.1.3.3 沟通限制 

备注： 

1、通讯的定义 

通讯指以令人愉快和易于理解的方式相互交换信息、思维以及情感的过

程。信息传递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符号系统作为信息的载体才能实现，符号系统

是实现交流的工具。用于交流的符号系统可分为两类，即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语

言符号系统。运用语言符号系统进行的交流称为言语交流，而利用非语言符号

系统进行的交流则称之为非言语交流。 

2、语音通讯过程 

语音通讯是一个交流的过程，一个相互交换信息、思维以及情感的过程。 

 

3、语音通讯中常见的错误及改善 

（1）通讯中常见的错误：期望、发音混淆、普通话不标准、通话不标准、

不规范、概念不清、用语不全、滥用术语、杜撰概念、不同国籍的口音。 

（2）语音通讯的可理解性改善：清晰度高的设备、标准措辞和说话技巧

和完整的陆空通话过程。 

4、良好的语音通讯的特征 

（1）飞行通话用语必须规范化；（2）飞行通话用语必须明确；（3）飞行

通话用语必须简洁；（4）加强语言的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5）清楚、深思熟

虑的讲话可以改善语音的可理解性。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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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人的限制 

10.1.3.4 注意力限制 

备注： 

1、注意力在信息处理中的作用、类型和特点 

（1）作用：获取必需的信息； 

（2）类型：单通道、多通道模式； 

（3）特点：有限的资源，实践越多对注意力要求越少。 

2、注意力的使用 

（1）选择：要在适当时间把注意力放在最有关的信息资源上； 

（2）集中：指心理活动停留在被选择的对象上的强度或紧张度； 

（3）分配和转移：需要同时注意不止一种信息时，要有效分配和转移注

意力。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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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人的限制 

10.1.3.5 记忆力限制 

备注： 

1、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 

（1）短时记忆：短期记忆暂时的、需要注意参与的存储行动；经复述可

转为长期记忆。特点： 

①信息保持时间大约 15-30 秒，一般认为是 1-2 分钟之内。 

②有大脑意识的参与。 

③迅速记住，迅速提取，不能反复感知。 

④容量有限，7±2 个组块。影响记忆的因素：经验、数据重组、时间压力、

对信息的介入程度等。 

（2）长时记忆：长期记忆是知识的储存库，容量无限。长期记忆可分为

程序式、陈述式、语义式、情节式四种。长期记忆有的与时间、顺序无关如飞

机在何高度进入扇区；有些与时间、顺序有关，如对发生过麻烦的飞行事件，

其各阶段的情况，采取的行动措施等。 

2、记忆和遗忘的机理 

（1）遗忘好的一面是为新信息提供了存储空间； 

（2）信息处理的深度越深，越不易忘； 

（3）受干扰后易遗忘，或混淆。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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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人的限制 

10.1.3.6 疲劳 

备注： 

1、疲劳的定义 

疲劳是在工作条件下，由应激的发生和发展所造成的心理、生理上的不平

衡状态。 

2、疲劳的成因 

疲劳与休息睡眠状态存在密切的关系。睡眠损失和人体节律混乱以及工作

负荷大，是造成疲劳的重要原因。疲劳按发生部位分为生理疲劳和心理疲劳。

按持续时间分为急性疲劳和慢性疲劳。 

3、疲劳的某些规律 

（1）年龄因素。年轻人产生的疲劳较老年人少得多。 

（2）可恢复性。年轻人比老年人恢复得快。体力上的疲劳比精神上的疲

劳恢复得快。 

（3）积累效应。未完全恢复的疲劳可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到次日。 

（4）可适应性。人对疲劳也有一定的适应能力。 

（5）周期性。在生物节律低潮期发生疲劳的自我感受较重。 

（6）环境影响。例如，噪声可加重甚至引起疲劳。 

（7）疲劳与人们的生活规律，工作性质，睡眠状态，单调感有密切关系。 

4、疲劳的应对措施 

（1）工作-休息交替； 

（2）保证足够的睡眠和适当的休息，选择适度的工作速度和作业负荷； 

（3）合理科学的轮班工作制度； 

（4）坚持标准化作业规程，实践证明，标准操作程序是最省时、最省力

和最安全的方法，也有助于减少疲劳； 

（5）良好的生活习惯，对身体状况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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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人的限制 

10.1.3.7 应激 

备注： 

1、应激的定义 

人受到压力后，人体对施加于其上的各种要求，产生的情绪和身体上的异

常反应称为应激。应激是任何环境的相互作用，是机体的一种内部状态，是焦

虑、强烈的情绪和生理上的唤醒以及挫折等各种情感和反应。 

影响应激的因素：感知、经验、工作效能、人与人的关系和个体差异等。 

2、应激源 

应激源是引起应激的原因的统称，它往往可划分为环境因素、职业因素和

社会因素。 

3、应激的症状 

（1）情绪低落； 

（2）身体问题； 

（3）消化系统； 

（4）其它身体症状。 

4、应激管理 

（1）控制应激源； 

（2）改善认知水平； 

（3）改善应对水平，提高自我控制能力； 

（4）寻求支持； 

（5）应激释放； 

（6）药物控制； 

（7）心理治疗。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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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人的限制 

10.1.3.8 飞行空间定向 

备注： 

1、前庭器官的生理学基础 

（1）三个半规管感知角加速度的机理 

三个半规管位于三个相互垂直的平面内，类似于一架飞机的俯仰、滚转和

偏转平面，因而它能够觉察这三个平面内的角加速运动。在角加速运动时，有

关的半规管亦随之作同向的加速运动，但位于半规管内的内淋巴液却因惯性作

用而向反方向冲击，致使毛细胞纤毛弯曲、产生角加速运动的感觉。当角加速

运动停止而改为匀速运动时，内淋巴液的运动速度逐渐赶上半规管的运动速

度，此时内淋巴液与半规管之间便不再存在速度上的差异，从而使毛细胞纤毛

不再弯曲，回复到正常的位置上，角加速运动的感觉便随之消失。 

（2）耳石器感觉重力和线加速度的机理 

在半规管的下方有两个充满内淋巴液的囊，即椭圆囊和球状囊。囊内有许

多感觉细胞的盘状体，称为囊斑。这些感觉细胞与半规管壶腹内的感觉细胞相

似，有许多纤毛样的突起。当头部处于正常位置时，耳石膜与毛细胞的相对位

置没有发生改变，因而大脑将此信息解释为“纤毛”直立。此时的耳石膜受到

1g 的垂直作用力。当头部倾斜或向前向后运动时，耳石膜在重力的作用下便

产生运动，使其与毛细胞的相对位置发生改变，纤毛弯曲，牵拉刺激毛细胞兴

奋，并传导到大脑，产生头部倾斜或前后加速运动的感觉 

2、飞行空间定向的特点 

与地面定向相比，飞行空间定向主要有以下特点： 

（1）参照物系统不同； 

（2）作用力环境不同； 

（3）定向方式不同； 

（4）以知觉恒常性为线索的定向方式不同。 

3、飞行空间定向的感觉器官 

飞行员的空间定向能力主要取决于他对视觉信号（座舱内、外）、前庭信

号以及本体感受器信号的正确解释。因此，飞行空间定向的感觉器官主要由眼、

内耳前庭器官以及本体感受器所组成。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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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飞行空间定向障碍 

飞行空间定向障碍是飞行员在飞行中对所处位置、姿态或运动状态的不正

确的心理表象，是对飞机真实状态的歪曲，术语表述为飞行错觉。飞行错觉的

特点包括： 

（1）错觉的普遍性； 

（2）错觉的特发性； 

（3）错觉的危害性高； 

（4）错觉的危害性高。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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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威胁与差错管理 备注： 

1、威胁与差错管理（TEM）模型 

TEM 模型由三个部分组成：威胁、差错和非期望状态。 

威胁的分类： 

（1）内部威胁：设备、工作间因素等； 

（2）外部威胁：机场设计、导航辅助设施、空域结构/设计、管制单位； 

（3）空中威胁：飞行员、飞机性能、无线电通讯、交通流量等； 

（4）环节威胁：天气、地理环境、其它因素。 

 

2、威胁与差错及非期望状态的管理 

（1）基于系统的措施：签派员使用的避免威胁、差错和非期望状态的对

策是利用航空系统提供的硬件资源建立的。这些资源是签派员履行职责之前已

经在系统中存在的，因此他们被视为基于系统的对策。 

（2）个人与团队措施：个人和团队对策较为典型的是从个人和团队或班

组资源管理训练中学习到的检查技能、知识和态度。 

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团队措施、计划应对措施和执行性应对措施。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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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决策 备注： 

1、决策模型 

（1）理性决策模型 

理性决策模型通常也被称之为科学决策模型。这种理论认为人类行为决策

有一个绝对标准，即人们在决策时所遵循的是最大化原则，这就是谋求最大利

益，在经济领域则是求得最大利润；在抉择方案时进行最优选择，即从全部备

选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理性决策过程包括：提出目标、确定目标、搜集情报、

拟定方案、评估方案、优选方案、实施方案等七个步骤。 

 

（2）自然直观决策 

自然直观决策模式是一种在知识、经验、性格和认知倾向性等因素的基础

上，在短时间内直接导向问题解决的一种决策模式。在问题解决中，这种决策

方式并未像理性决策那样详细地去对问题进行分析、对方案进行比较和优选最

终方案的决策模式，而是一种快速获得问题解决方案的决策模式。 

 

2、决策要素 

影响决策的因素包括个人、班组和决策陷阱三个方面。个人方面的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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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包括工作负荷、经验和疲劳等。班组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决策过程中的群体

思维、群体极化、从众与众从和社会懈怠等。决策陷阱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沉

锚”陷阱、“有利证据”陷阱、“过度自信”陷阱和“投入”陷阱等。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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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群体 备注： 

1、群体的概念及特征 

群体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个

体的组合。要构成一个群体，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征：（1）群体由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个体构成。（2）群体成员在行为上相互作用、相互影响。（3）群体

成员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 

2、群体属性 

（1）角色 

角色是指人在某个社会性单位中占有一个职位的人所应当具有的行为模

式。角色内涵：①角色同一性，指对一种角色的态度与实际角色行为的一致性。

②角色感知，个人对于自己在某种环境中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行为的认识。③角

色期望，指别人认为你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行为方式。④角

色冲突：是当一个人扮演一个角色或同时扮演几个不同的角色时，由于不能胜

任，造成不合适宜而发生的矛盾和冲突。 

（2）规范与压力 

群体规范是指为了保证群体活动的正常进行，由群体确定的，每个成员必

须遵守的行为标准。群体规范可分为：①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②社会认可

的规范和反社会的规范；③参照群体规范。 

群体压力是指已经形成的群体规范对其成员的影响力。群体压力的特点

为：①群体压力来自并存于群体内部，它是群体所特有的，不同的群体会形成

不同性质和强度的群体压力；②群体压力与群体规范有关；③在群体压力作用

下，群体成员会产生从众心理。 

（3）地位 

地位指的是他人对于群体或群体成员的位置或层次进行的一种社会界定。

影响地位的因素包括：①个体驾驭他人的权利；②个体对群体目标做贡献的能

力；③个体的个人特征。 

 

样题： 



 

757 

 

10.2 签派实施 

10.2.1 飞行前飞行签派员向机长的通告 备注： 

1、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的签派权 

除下述两种情况外，每次飞行应当在起飞前得到飞行签派员的明确批准方

可以实施： 

（1）对于国内定期载客运行的飞机，在原签派放行单列出的中途机场地

面停留不超过 1 小时。 

（2）对于国际定期载客运行的飞机，在原签派放行单列出的中途机场地

面停留不超过 6 小时。 

2、补充运行的飞行放行权 

（1）实施补充运行应当使用飞行跟踪系统，每次飞行应当得到合格证持

有人授权实施运行控制人员的批准，方可实施。 

（2）在开始飞行前，机长或者由合格证持有人授权实施运行控制的人员

应当按照该次飞行所遵守的条件制定一个满足飞行的放行单。只有当由机长和

授权实施运行控制人员均认为可以安全飞行时，机长方可签署飞行放行单。 

（3）当实施补充运行的飞机在地面停留超过 6 小时时，应当重新签署新

的飞行放行单，否则不得继续飞行。 

3、气象条件的熟悉 

（1）对于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飞行签派员在签派飞机前，应当完

全熟悉所飞航路、机场的气象实况报告和预报，否则不得签派或者放行该次飞

行。 

（2）对于补充运行，机长应当完全熟悉所飞航路、机场的气象实况报告

和预报，否则不得开始该次飞行。 

4、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中飞行签派员向机长的通告 

（1）在开始飞行之前，飞行签派员应当向机长提供可能影响该次飞行安

全的机场条件和导航设施不正常等方面的所有现行可得的报告或者信息，并且

应当向机长提供可能影响该次飞行安全的每一所飞航路和机场的所有可得的

天气实况报告和天气预报，包括晴空颠簸、雷暴、低空风切变等危险天气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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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飞行期间，飞行签派员应当及时向机长提供可能影响该次飞行安

全的天气条件，包括晴空颠簸、雷暴、低空风切变等危险天气现象和有关设施、

服务不正常的任何可以获得的补充信息。 

5、补充运行的设施和服务 

（1）开始飞行前，每个机长应当获得所有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有关机场

条件和导航设施不正常情况的最新报告或者信息。 

（2）在飞行期间，机长应当获得所有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气象条件、设

施和服务不正常情况的附加信息。 

 

 

 

 

 

 

 

 

 

 

 

 

 

 

 

 

 

 

 

 

样题： 



 

759 

 

10.2.2 签派放行前对飞行条件的评估 

10.2.2.1 安全 

备注： 

1、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的运行控制责任 

（1）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对运行控制负责。 

（2）机长和飞行签派员应当对飞行的计划、延迟和签派或者放行是否遵

守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和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规范共同负责。 

（3）飞行签派员应当对下列工作负责： 

①监控每次飞行的进展情况； 

②分析与发布该次飞行安全所必需的信息； 

③如果根据其本人或者机长的判断，认为该次飞行不能按照计划或者放行

的情况安全地运行或者继续运行时，取消或者重新签派该次飞行； 

④当飞机追踪无法确定其位置且尝试建立联系未获成功时，通知相关的空

中交通服务单位。 

（4）在飞行期间，机长负责控制飞机和指挥机组，并负责旅客、机组成

员、货物和飞机的安全。 

（5）在飞行期间，机长对于飞机的运行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管理权。这

种权力没有限制，可以超越机组其他成员及他们的职责，无论机长是否持有执

行其他机组成员职责所需的有效证件。 

（6）任何驾驶员在驾驶飞机时不得粗心大意和盲目蛮干，以免危及生命

或者财产的安全。 

2、补充运行的运行控制责任 

（1）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对运行控制负责，并在手册中列出授权实施运行

控制的人员。 

（2）机长和运行副总经理应当对飞行的放行、延续、改航和终止是否遵

守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和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规范共同负责。运行副总经理可

以委托他人行使飞行放行、延续、改航和终止的职能，但不能委托运行控制的

责任。 

（3）当运行副总经理或者机长认为该次飞行不能按照计划安全地运行时，

运行副总经理对取消、改航或者延迟飞行负责。运行副总经理应当负责至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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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方面对飞行运行进行监控： 

①始发地机场的离开和目的地机场的到达，包括中途停留机场及备降机

场； 

②发生在起始、目的地和中途停留机场的维修及机械延误； 

③已知的严重影响飞行安全的情况； 

④当飞机追踪无法确定其位置且尝试建立联系未获成功时，通知相关的空

中交通服务单位。 

（4）在飞行期间，机长负责控制飞机和指挥机组，并负责旅客、机组成

员、货物和飞机的安全。在飞行期间，对于飞机的运行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管

理权。这种权力没有限制，可以超越机组其他成员及他们的职责，无论机长是

否持有执行其他机组成员职责的有效证件。 

（5）机长对飞行前的计划和飞行中的运行是否遵守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

和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规范负责。 

（6）任何驾驶员在驾驶飞机时不得粗心大意和盲目蛮干，以免危及生命

或者财产的安全。 

3、客舱乘务员机型数量的限制 

客舱乘务员所服务的机型数量应当不超过三种，如果合格证持有人所运行

的机型中有两种机型在安全设备和操作程序上相类似，经局方批准可增加至四

种。如果一个机型的改型或衍生型的应急出口操作、应急设备安放位置、应急

设备型号以及应急操作程序方面差异较大，局方也可将其视为客舱乘务员所服

务的另一种机型。 

4、在操作位置上的飞行机组成员 

（1）除本条（2）款规定外，在驾驶舱值勤的每个飞行机组必需成员，在

飞行过程中应当坐在指定的值勤位置并系好安全带；在起飞和着陆过程中应当

坐在指定的值勤位置并系好安全带和肩带，但对于驾驶员之外的飞行机组成

员，在履行其正常职责需要时可以松开肩带。 

（2）在下列情形下，飞行机组必需成员可以离开指定的值勤位置： 

①为了完成与飞机运行有关的任务需要该机组成员离开时； 

②机组成员的离开与生理需要有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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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机组成员到了轮换休息时间，并按照下述规定有人接替工作时： 

a.对于指定的机长，在航路巡航飞行期间，可以由符合规定条件的巡航机

长接替； 

b.对于指定的副驾驶，可以由有资格在航路飞行期间担任副驾驶的驾驶员

接替。但是，接替的驾驶员不必满足关于近期经历的要求。 

5、飞行签派员的合格要求 

（1）在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中担任飞行签派员的人员，应当持有飞

行签派员执照，并且按照批准的训练大纲，圆满完成相应飞机组类中的一个型

别飞机的下列训练： 

①飞行签派员初始训练，但是如果该飞行签派员已对同一组类的另一型别

飞机接受了初始训练，则只需完成相应的转机型训练； 

②运行熟悉，在驾驶舱观察按照本规则实施的运行至少 5 小时（含一次起

飞和着陆）。对于驾驶舱没有观察员座位的飞机，可以在配备耳机或者喇叭的

前排旅客座位上观察。本款要求可以用额外增加一次起飞和着陆代替一个飞行

小时的方法，将运行熟悉小时数减少至不低于 2.5 小时； 

③对于新引进组类的飞机，在开始投入本规则运行后 90 天之内，不满足

本款第②项中运行熟悉要求的人仍可以担任飞行签派员。 

（2）飞行签派员所签派的飞机与原签派的同型别飞机存在差异时，应当

接受该飞机的差异训练。 

（3）飞行签派员应当在前 12 个日历月内完成定期复训地面训练和资格检

查。 

（4）飞行签派员应当在前 12 个日历月内在其签派的每一组类飞机的一个

型别飞机上，满足本条（1）款第②项中的运行熟悉要求。对每一组类飞机，

可以使用批准的该组类一个型别的飞行模拟机，完成训练观察 5 小时的方法来

满足。但是，如果使用飞行模拟机来满足本款要求，不得减少小时数。 

（5）合格证持有人在批准飞行签派员执行飞机签派任务前，应当确认该

飞行签派员熟悉其行使签派管辖权的运行区间的所有运行程序。但是，经审定

合格可以签派飞机通过其他某个运行区间的飞行签派员，在与经审定合格的对

该运行区间行使签派管辖权的飞行签派员协调后，可以签派飞机通过其他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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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区间。 

6、飞行签派员的值勤时间限制 

（1）合格证持有人应当规定飞行签派员日常的值勤时间。值勤时间应当

从飞行签派员为签派飞机而了解气象情况和飞机运行情况时刻开始，至所签派

的每架飞机已完成飞行，或者已超出其管辖范围，或者由另一位经审定合格的

飞行签派员接替其工作时止。 

（2）除出现了超出合格证持有人控制能力的情形或者紧急情况之外，签

派员的值勤时间限制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①任何合格证持有人不得安排飞行签派员连续值勤超过 10 小时； 

②如果飞行签派员在连续 24 小时内被安排值勤时间超过 10 小时，该合格

证持有人应当在该飞行签派员值勤时间达到或者累计达到 10 小时之前为他提

供至少连续 8 小时的休息时间； 

③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在任意连续 7 个日历日内为飞行签派员安排一个至

少连续 24 小时的休息期，或者在任一日历月中被安排相当时间的休息期。 

（3）合格证持有人在经局方批准后，可以安排在境外工作的飞行签派员，

在 24 小时内连续工作超过 10 小时，但在每个 24 小时期间内，应当安排该飞

行签派员至少连续休息 8 小时。 

7、飞行签派员的初始和转机型地面训练 

（1）飞行签派员的初始和转机型地面训练应当至少讲授下列内容： 

①一般科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a.通信系统的使用，包括这些系统的特性和相应的正常、应急程序； 

b.气象学，包括各种类型的气象信息和预报，气象资料的分析（包括航路

与终端区的气温和其他天气条件的预报），锋面系统，风的条件，以及各种高

度的气象实况图和预报图的使用； 

c.航行通告系统； 

d.导航设备及其公布资料； 

e.飞行签派员与驾驶员的共同责任； 

f.有关机场的特征； 

g.盛行的天气现象和可以供使用的气象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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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空中交通管制和仪表进近程序； 

i.签派员资源管理训练。 

②对于每一架飞机，讲授的内容应当包括下列项目： 

a.飞机的一般介绍，着重于运行特性与性能特性、导航设备、仪表进近与

通信设备、应急设备与使用程序、最低设备清单以及其他与飞行签派员任务和

职责有关的课题； 

b.飞行操作程序，包括规定的程序； 

c.重量与平衡的计算； 

d.飞机性能签派的基本要求和程序； 

e.飞行的计划，包括航路选择、飞行时间分析及燃油要求； 

f.应急程序。 

③在训练过程中应当强调应急程序，包括在飞机遇危险时，向有关政府部

门和单位发出紧急通报，以给予该飞机最大限度的帮助。 

（2）飞行签派员的初始和转机型地面训练，应当包括由有关主管人员或

者地面教员对其进行的资格检查，以验证其在本条（1）款规定科目方面的知

识和能力。 

（3）飞行签派员的初始地面训练，除经批准按照规定予以减少外，其计

划小时数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①对于组类Ⅰ飞机，至少具有下列计划小时数： 

a.以活塞式发动机为动力的，30 小时； 

b.以涡轮螺旋桨发动机为动力的，40 小时。 

②对于组类Ⅱ飞机，至少具有 40 小时。 

8、操纵装置的控制 

机长不得允许不符合下列规定之一的人员在飞行期间控制操纵装置，任何

不符合下列规定之一的人员也不得在飞行期间控制操纵装置： 

（1）运行该飞机的合格证持有人的合格驾驶员； 

（2）得到机长允许、有资格在该飞机上飞行的正在执行飞行运行检查任

务的局方监察员或者局方委任代表； 

（3）得到机长允许、有资格在该飞机上飞行并且获得了局方和运行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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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合格证持有人批准的另一合格证持有人的驾驶员。 

9、进入驾驶舱的人员的限制 

（1）下列人员可以进入飞机驾驶舱，但并不限制机长为了安全而要求其

离开驾驶舱的应急决定权： 

①机组成员； 

②正在执行任务的局方监察员或者局方委任代表； 

③得到机长允许并且其进入驾驶舱对于安全运行是必需或者有益的人员； 

④经机长同意，并经合格证持有人特别批准的其他人员。 

（2）被准许进入驾驶舱的非机组人员，应当在客舱内有供该人员使用的

座位，但下列人员在驾驶舱有供其使用的座位时除外： 

①正在对飞行操作进行检查或者观察的局方监察员或者经授权的局方委

任代表； 

②局方批准进行空中交通管制程序观察的空中交通管制员； 

③合格证持有人雇用的持有执照的航空人员； 

④其他合格证持有人雇用的持有执照的航空人员，该员得到运行该飞机的

合格证持有人的批准； 

⑤运行该飞机的合格证持有人的雇员，其职责与飞行运作的实施或者计

划、或者空中监视飞机设备或者操作程序直接有关，此人进入驾驶舱对于完成

其任务是必需的，并且已得到在运行手册中列出的有批准权的主管人员的书面

批准； 

⑥该飞机或者其部件的制造厂家技术代表，其职责与空中监视飞机设备或

者操作程序直接有关，进入驾驶舱对于完成其职责是必需的，并已得到该合格

证持有人在运行手册中列出的有批准权的运行部门负责人的书面批准。 

10、局方监察员进入驾驶舱的权力 

局方指定的监察员执行监察任务时，向机长出示局方监察员证件后，机长

应当允许该监察员不受阻碍地进入该飞机的驾驶舱。 

11、禁止使用和携带毒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担任安全敏感工作的人员，包括机组成员、飞行签派员等，不得使用或者

携带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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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合格证持有人不得安排

明知其使用或者携带了上述禁用毒品和药品的人员担任安全敏感工作，该人员

也不得为合格证持有人担负此种工作。 

12、饮用含酒精饮料后的值勤限制 

（1）本条适用于机组成员、飞行签派员等担任安全敏感工作的人员。 

（2）前款所述有关人员如果其呼出气体中所含酒精浓度达到或者超过

0.04 克/210 升以上，或者在酒精作用状态下，不得上岗或者继续留在岗位上担

任安全敏感工作。任何合格证持有人，在明知该员呼出气体中所含酒精浓度达

到或者超过 0.04 克/210 升，或者在酒精作用状态下，不得允许其担任或者继

续担任安全敏感工作。 

（3）有关人员在担任安全敏感工作过程中，不得饮用含酒精饮料。任何

合格证持有人，在明知有关人员在担任安全敏感工作过程中饮用含酒精饮料

时，不得允许该人员担任或者继续担任安全敏感工作。 

（4）有关人员在饮用含酒精饮料后 8 小时之内，不得上岗值勤。任何合

格证持有人在明知该人员在 8 小时之内饮用过含酒精饮料时，不得允许该人员

担任或者继续担任上述工作。 

13、禁止吸烟的规定 

任何人不得在按照本规则运行的飞机上吸烟。 

14、驾驶舱门的关闭与锁定 

载运旅客飞机的机长应当保证，如果驾驶舱和客舱有门分隔的话，在飞行

期间关闭并锁定该门。但下列情况除外： 

（1）起飞和着陆期间，如果驾驶舱门是通往必需的旅客应急出口或者地

板高度出口的通道。 

（2）在执行任务的机组成员需要进入客舱或者驾驶舱时，或者按照规定

准许进入驾驶舱的人有必要进入驾驶舱时。 

15、手提行李 

（1）合格证持有人允许旅客携带手提行李登机时，应当按照其运行规范

内规定的手提行李程序，对每个旅客的手提行李进行检查，以控制其尺寸、重

量和数量。如果旅客的手提行李超过合格证持有人运行规范内手提行李程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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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允许量，则该旅客不得登机。 

（2）合格证持有人在关闭全部旅客登机门，准备滑行或者推飞机前，应

当至少有一名机组必需成员，核实了每件行李都已按照本条规定存放好。 

（3）合格证持有人在允许飞机起飞或者着陆前，每件行李应当按照下列

要求之一存放： 

①存放在合适的隔间、行李舱、货舱，这些舱室标有最大重量标牌并提供

了固定所有行李或者货物的装置，该装置不影响任何应急设备的使用； 

②按照在客舱内载运货物的相应规定存放； 

③放在旅客座椅下面； 

④盲人携带的手杖可以平放在成排座椅下的地板上（不得伸到通道上）、

非应急出口窗旁座椅下的地板上或者局方批准的任何其他地方。 

（4）除散放的衣服类物品之外，其他行李应当放在经批准的装有限动装

置或者门的行李架上。 

（5）每位旅客应当遵守机组成员为符合本条（1）、（2）、（3）、（4）款的

规定而给予的指示。 

（6）允许在下方放置行李的每个旅客座椅，应当装有防止置于其下的行

李物品向前滑动的装置。此外，每个靠过道的座椅应当装有防侧滑装置，防止

置于其下的行李物品在该飞机型号合格审定的应急着陆条件规定的极限惯性

力撞击下滑到过道上。 

16、在不安全状况中继续飞行 

（1）当机长或者飞行签派员（仅国际和国内定期载客运行时）认为该次

飞行不能安全完成时，除非该机长认为已经没有更安全的程序可以执行，机长

不得允许该次飞行继续飞往所签派或者放行的机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飞往

该机场就处于条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补充运行规定的紧急情况。 

（2）如果用于该种运行的任何仪表或者某一设备在航路上失效，机长应

当遵循在合格证持有人手册中规定的适用于该情况的经批准程序。 

17、初始签派或者放行、重新或者更改签派或者放行 

（1）合格证持有人可以指定任一经批准用于该型飞机的正常使用机场、

临时使用机场或者加油机场，作为初始签派或者放行的目的地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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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签派或者放行单中指定的备降机场的天气预报，应当表明在飞机

预计到达该备降机场时，备降机场的天气条件将等于或者高于运行规范中对该

机场规定的备降最低天气标准，否则，飞行签派员和机长不得允许该次飞行继

续向所签派或者放行的机场飞行。但是，签派或者放行单可以在航路上予以更

改，增加任何处在燃油量要求和飞机燃油范围内的备降机场。 

（3）飞机在航路上飞行时，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初始签派或者放行单上

指定的初始目的地机场或者备降机场。如果确有必要改变为另外的机场时，则

该机场应当是经批准用于该型飞机的，并且在重新签派或者更改签派或者放行

单时，应当符合相应要求。 

（4）在航路上更改签派或者放行单时，通常需由飞行签派员和机长共同

决定，并且应当记录更改的内容。当涉及更改空中交通服务飞行计划时，应当

预先和有关的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取得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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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签派放行前对飞行条件的评估 

10.2.2.2 天气分析 

备注： 

1、目视飞行规则的签派或者放行 

按照目视飞行规则签派或者放行飞机前，应当确认可获得的天气实况报

告、预报或者两者的组合，表明从签派或者放行飞机飞行时刻起至飞机抵达签

派单中所列各机场的时间内，整个航路的云底高度和能见度处于或者高于适用

的目视飞行规则最低标准，否则，不得签派或者放行飞机按照目视飞行规则飞

行。 

2、仪表飞行规则的签派或者放行 

除跨水运行的签派或者放行的规定外，按照仪表飞行规则签派或者放行飞

机飞行前，应当确认相应的天气实况报告、预报或者两者的组合，表明在签派

或者放行单中所列的每个机场的天气条件，在飞机预计到达时处于或者高于经

批准的最低标准，否则，不得签派或者放行飞机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行。 

3、跨水运行的签派或者放行 

（1）签派或者放行飞机进行含有延伸跨水运行的飞行前，应当确认相应

的天气实况报告、预报或者两者的组合，表明飞机预计到达所签派或者放行的

目的地机场和必需的备降机场时，这些机场的天气条件等于或者高于经批准的

最低标准，否则，不得签派或者放行飞机进行含有延伸跨水运行的飞行。 

（2）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按照仪表飞行规则实施含有延伸跨水运行，但该

合格证持有人证明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行对于安全是不必要时除外。 

（3）对于其他跨水运行，如果局方认为按照仪表飞行规则运行对安全是

必要的，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按照仪表飞行规则实施这些跨水运行。 

（4）每个按照目视飞行规则实施延伸跨水运行的批准和每个按照仪表飞

行规则实施其他跨水运行的要求，均应当在该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规范中明确

规定。 

4、报告的最低天气条件的适用性 

在按照目视飞行规则、仪表飞行规则的国内运行的起飞和着陆最低天气标

准、新机长的仪表飞行规则着陆最低天气标准实施运行时，最新天气报告正文

中的云高和能见度值用于控制机场所有跑道上的目视飞行规则和仪表飞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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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起飞、着陆和仪表进近程序。然而，如果最新天气报告，包括从管制塔台发

出的口头报告，含有针对机场某一特定跑道的跑道能见度或者跑道视程等数

值，这些特定值用于控制该跑道的目视飞行规则和仪表飞行规则着陆、起飞和

仪表直接进近。 

5、目视飞行规则国内运行的起飞和着陆最低天气标准 

对于目视飞行规则国内运行，合格证持有人应当遵守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

中有关起飞和着陆最低天气标准的规定。 

6、仪表飞行规则的起飞和着陆最低标准 

（1）不论空中交通管制是否许可，当由局方批准的气象系统报告的天气

条件低于合格证持有人运行规范的规定时，飞机不得按照仪表飞行规则起飞。

如果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规范没有规定该机场的起飞最低标准，则使用的起飞

最低标准不得低于民航局为该机场制定的起飞最低标准。对于没有制定起飞最

低标准的机场，可以使用下列基本起飞最低标准： 

①对于双发飞机，能见度 1600 米； 

②对于三发或者三发以上飞机，能见度 800 米。 

（2）除本条（4）款规定外，飞机不得飞越最后进近定位点继续进近，或

者在不使用最后进近定位点的机场，进入仪表进近程序的最后进近航段，除非

由局方批准的系统为该机场发布了最新的天气报告，报告该机场的能见度等于

或者高于仪表进近程序规定的能见度最低标准。 

（3）如果驾驶员根据本条（2）款已经开始实施仪表进近程序的最后进近，

并在此后收到了较新的天气报告，报告的天气条件低于最低天气标准，该驾驶

员仍可以继续进近至决断高或者最低下降高。当到达决断高或者最低下降高，

在进近复飞点之前的任何时间内，除非符合下列条件或满足增强飞行视景系统

（EFVS）的相关运行要求，不得继续进近到低于决断高或者最低下降高并着

陆： 

①该飞机持续处在正常位置，从该位置能使用正常机动动作以正常下降率

下降到计划着陆的跑道上着陆，并且以此下降率可以使飞机在计划着陆的跑道

的接地区内接地； 

②飞行能见度不低于所用的标准仪表进近程序规定的能见度； 



 

770 

 

③除Ⅱ类和Ⅲ类进近（在这些进近中，必需的目视参考由局方在批准时具

体规定）外，驾驶员至少能清楚地看到和辨认计划着陆跑道的下列目视参考之

一： 

a.进近灯光系统，如果驾驶员仅使用进近灯光作为参考，应当能同时清楚

地看到和辨认红色终端横排灯或者红色侧排灯，否则不得下降到接地区标高之

上 30 米（100 英尺）以下； 

b.跑道入口； 

c.跑道入口标志； 

d.跑道入口灯； 

e.跑道端识别灯； 

f.目视进近下滑道指示灯； 

g.接地区或者接地区标志； 

h.接地区灯； 

i.跑道或者跑道标志； 

j.跑道灯。 

④当使用具有目视下降点的非精密直接进近程序时，飞机已到达该目视下

降点，且在该点使用正常程序或者下降率能降落到跑道上。 

（4）当能见度低于所用仪表进近程序规定的最低能见度时，如果该机场

同时开放了仪表着陆系统和精密进近雷达，且驾驶员同时使用了这两套设备，

则可以在该机场开始实施该仪表进近程序（Ⅱ类和Ⅲ类程序除外）的最后进近。

除非符合下列条件或满足增强飞行视景系统（EFVS）的相关运行要求，不得

操作飞机进近到低于经批准的最低下降高，或者继续进近到低于决断高： 

①该飞机持续处在正常位置，从该位置能使用正常机动动作以正常下降率

下降到计划着陆跑道上着陆，并且以此下降率可以使飞机在计划着陆跑道的接

地区内接地； 

②飞行能见度不低于所用的标准仪表进近程序规定的能见度； 

③除Ⅱ类和Ⅲ类进近（在这些进近中，必需的目视参考由局方在批准时具

体规定）外，驾驶员至少能清楚地看到和辨认计划着陆跑道的下列目视参考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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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进近灯光系统，但是如果驾驶员仅使用进近灯光作为参考，除非能同时

看到和辨认红色跑道端横排灯或者红色侧排灯，否则不得下降到接地区标高之

上 30 米（100 英尺）以下； 

b.跑道入口； 

c.跑道入口标志； 

d.跑道入口灯； 

e.跑道端识别灯； 

f.目视进近下滑道指示器； 

g.接地区或者接地区标志； 

h.接地区灯； 

i.跑道或者跑道标志； 

j.跑道灯。 

（5）就本条而言，最后进近航段从仪表进近程序规定的最后进近定位点

或者设施处开始。当一个包含程序转弯的程序没有规定最后进近定位点时，最

后进近航段在完成程序转弯的那一点开始，并且在该点上，飞机在该程序规定

距离之内在最后进近航迹上向机场飞行。 

（6）除了在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规范中另有批准外，在国外机场按照仪

表飞行规则起飞、进近或者着陆的驾驶员，应当遵守管辖该机场的当局所规定

的仪表进近程序和最低天气标准。 

7、新机长的仪表飞行规则着陆最低天气标准 

（1）如果机长在其驾驶的某型别飞机上作为机长按照本规则运行未满 100

小时，则合格证持有人运行规范中对于正常使用机场、临时使用机场或者加油

机场规定的最低下降高（MDH）或者决断高（DH）和着陆能见度最低标准，

分别增加 30 米（100 英尺）和 800 米（1/2 英里）或者等效的跑道视程（RVR）。

对于用作备降机场的机场，最低下降高（MDH）或者决断高（DH）和能见度

最低标准无须在适用于这些机场的数值上增加，但是任何时候，着陆最低天气

标准不得小于 90 米（300 英尺）和 1600 米（1 英里）。 

（2）如果该驾驶员在另一型别飞机上作为机长在按照本规则实施的运行

中至少已飞行 100 小时，该机长可以用在本型飞机上按照本规则实施运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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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着陆，去取代必需的机长经历 1 小时，减少本条（1）款所要求的 100 小

时的机长经历，但取代的部分不得超过 50 小时。 

8、备降机场最低天气标准 

（1）对于签派或者飞行放行单上所列的备降机场，应当有相应的天气实

况报告、预报或者两者的组合表明，当飞机到达该机场时，该机场的天气条件

等于或者高于合格证持有人运行规范规定的备降机场最低天气标准。 

（2）在确定备降机场天气标准时，合格证持有人不得使用标注有“未批

准备降机场天气标准”的仪表进近程序。 

（3）在确定备降机场天气标准时，应当考虑风、条件性预报、最低设备

清单条款限制等影响因素。 

（4）在合格证持有人运行规范中，签派或者放行的标准应当在经批准的

该机场的最低运行标准上至少增加下列数值，作为该机场用作备降机场时的最

低天气标准： 

①对于至少有一套可用进近设施的机场，其进近设施能提供直线非精密进

近程序、直线类精密进近程序或直线 I 类精密进近程序，或在适用时可以从仪

表进近程序改为盘旋机动，最低下降高（MDH）或者决断高（DH）增加 120

米（400 英尺），能见度增加 1600 米（1 英里）； 

②对于至少有两套能够提供不同跑道直线进近的可用进近设施的机场，其

进近设施能提供直线非精密进近程序、直线类精密进近程序或直线 I 类精密进

近程序，应选择两个服务于不同适用跑道的进近设施，在相应直线进近程序的

决断高（DH）或最低下降高（MDH）较高值上增加 60 米（200 英尺），在能

见度较高值上增加 800 米（1/2 英里）。 

（5）如选择具备 II 类或 III 类精密进近的机场作为备降机场计算备降机场

天气标准，合格证持有人必须确保机组和飞机具备执行相应进近程序的资格，

且飞机还应具备 III 类一发失效进近能力。此时，签派或者放行标准应按以下

数值确定： 

①对于至少一套 II 类精密进近程序的机场，云高不得低于 90 米，能见度

或跑道视程不得低于 1200 米； 

②对于至少一套 III 类精密进近程序的机场，云高不得低于 60 米，能见度



 

773 

 

不得低于 800 米，或云高不得低于 60 米，跑道视程不得低于 550 米。 

（6）如选择具备基于 GNSS 导航源的类精密进近程序的机场作为备降机

场计算备降机场天气标准时，合格证持有人应当经过局方批准并确保： 

①机组和飞机具备执行相应进近程序的资格； 

②在签派或放行时，不得在目的地机场和备降机场同时计划使用类精密进

近程序； 

③对使用基于 GNSS 导航源的类精密进近的机场，应当检查航行资料或航

行通告并进行飞行前接收机自主完好性（RAIM）预测； 

④对于使用 RNP AR 程序的备降机场，计算备降机场天气标准所基于的

RNP 值不得低于 RNP0.3； 

⑤在目的地机场有传统进近程序可用； 

⑥在确定本条（4）款中的进近导航设施构型时，应当将基于同一 GNSS

星座的仪表进近程序当作一套进近导航设施。 

9、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从备降机场和未列入运行规范的机场起飞 

（1）从备降机场起飞时，该机场的天气条件应当至少等于合格证持有人

运行规范中对于备降机场规定的最低天气标准。 

（2）在未列入运行规范的机场起飞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①该机场和有关设施适合于该飞机运行； 

②驾驶员能遵守飞机运行适用的限制； 

③飞机已根据适用于从经批准的机场实施运行的签派规则予以签派； 

④该机场的天气条件等于或者高于该机场所在国政府批准的或者规定的

起飞最低天气标准，或者如该机场没有批准的或者规定的标准时，云高/能见

度等于或者高于 240 米/3200 米（800 英尺/2 英里），或者 270 米/2400 米（900

英尺/1.5 英里），或者 300 米/1600 米（1000 英尺/1 英里）。 

10、在结冰条件下运行 

（1）当机长或者飞行签派员（仅在国内定期和国际定期运行时）认为，

在航路或者机场上，预料到的或者已遇到的结冰状况会严重影响飞行安全时，

任何人不得签派或者放行飞机继续在这些航路上飞行或者在这些机场着陆。 

（2）当有霜、雪或者冰附着在飞机机翼、操纵面、螺旋桨、发动机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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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或者其他重要表面上，或者不能符合本条（3）款时，任何人不得使飞机起

飞。 

（3）除了本条（4）款规定外，在某种条件之下，当有理由认为，霜、冰、

雪会附着在飞机上时，任何人不得签派或者放行飞机或者使其起飞，但该合格

证持有人在其运行规范中具有经批准的地面除冰防冰大纲并且其签派或者放

行、起飞都符合该大纲要求的除外。 

经批准的地面除冰防冰大纲应当至少包括下列项目： 

①详细规定如下内容： 

a.合格证持有人确定结冰条件的方法，在这种条件下，有理由认为霜、冰、

雪会附着在飞机上，并且应当使用地面除冰防冰操作规程； 

b.决定实施地面除冰防冰操作规程的负责人； 

c.实施地面除冰防冰操作规程的程序； 

d.在地面除冰防冰操作规程实施时，负责使飞机安全离地的每一运行职位

或者小组的具体工作和职责。 

②飞行机组必需成员的初始、年度定期地面训练和检查，飞行签派员、地

勤组、代理单位人员等其他有关人员的资格审定。训练和检查的内容为包括下

列方面的经批准大纲中的具体要求和人员职责： 

a.保持时间表的使用； 

b.飞机除冰防冰程序，包括检验、检查程序和职责； 

c.通信程序； 

d.飞机表面附着的霜、冰或者雪等污染物和关键区的识别，以及污染物严

重影响飞机性能和飞行特性的说明； 

e.除冰防冰液的型号与特性； 

f.寒冷天气飞行前的飞机检查程序； 

g.在飞机上识别污染物的技术。 

③合格证持有人的保持时间表和合格证持有人工作人员使用这些时间表

的程序。保持时间是指除冰防冰液防止在飞机受保护表面结冰或者结霜和积雪

的预计时间。保持时间开始于最后一次应用除冰防冰液的开始时刻，结束于应

用在飞机上的除冰防冰液失效的时刻。保持时间应当由局方认可的数据所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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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合格证持有人的大纲应当包括，在条件改变时飞行机组成员增加或者减少

所定保持时间的程序。大纲中应当规定在超过合格证持有人保持时间表上最大

保持时间后，只有在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才能允许起飞： 

a.进行本条（3）款第④项定义的起飞前污染物检查，查明机翼、操纵面

和合格证持有人大纲中定义的其他关键表面没有霜、冰或者雪； 

b.根据合格证持有人经批准的大纲，使用经局方认可的备用程序，以与上

述不同的方法查明，机翼、操纵面和合格证持有人大纲中定义的其他关键表面

没有霜、冰或者雪； 

c.机翼、操纵面和其他关键表面已重新除冰并确定了新的保持时间。 

④飞机除冰防冰程序和职责、起飞前检查程序和职责以及起飞前污染物检

查程序和职责。起飞前检查是指在保持时间之内，检查飞机的机翼或者有代表

性的表面有无霜、冰或者雪的情况。起飞前污染物检查是通过检查，确认机翼、

操纵面和合格证持有人大纲中定义的其他关键表面没有霜、冰或者雪。这种检

查应当在开始起飞之前 5 分钟之内进行。该检查应当在飞机外部完成，但大纲

中另有规定的除外。 

（4）合格证持有人如果没有本条（3）款要求的大纲，也可以按照本条继

续运行，但是，在其运行规范中应当规定任何时候只要有理由认为霜、冰和雪

可能会附着在飞机上，飞机就不得起飞。但经过检查确认没有霜、冰和雪附着

在机翼、操纵面和其他关键表面上时除外。该检查应当在开始起飞之前 5 分钟

之内进行，并且应当在飞机外部完成。 

11、低能见度运行 

（1）LVTO（Low Visibility Take-Off）低能见度起飞：跑道视程小于 400

米的起飞运行。 

（2）LVP（Low Visibility Procedures）低能见度程序：机场为确保在Ⅱ类

和Ⅲ类进近运行和/或低能见度起飞期间的安全运行而采用的特定程序。 

（3）LVO（Low Visibility Operation）低能见度运行：跑道视程小于 550

米和/或决断高低于 60 米（200 英尺）的进近运行或跑道视程小于 400 米的起

飞运行。 

（4）ILS（Instrument Landing System）仪表着陆系统：决断高低于 7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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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英尺）的仪表进近运行分类：根据决断高（DH）和跑道视程（RVR）（或

能见度（VIS））分为以下类别：①Ⅰ类（CAT Ⅰ）运行：DH 不低于 60 米（200

英尺），VIS 不小于 800 米或 RVR 不小于 550 米（1800 英尺）的精密进近着陆； 

②Ⅱ类（CAT Ⅱ）运行：DH 低于 60 米（200 英尺）但不低于 30 米（100 英

尺），RVR 不小于 300 米（1000 英尺）的精密进近着陆；③Ⅲ（A）类（CAT Ⅲ

（A））运行：DH 低于 30 米（100 英尺）或无决断高，RVR 不小于 175 米（600

英尺）的精密进近着陆；④Ⅲ（B）类（CAT Ⅲ（B））运行：DH 低于 15 米

（50 英尺）或无决断高，RVR 小于 175 米（600 英尺）但不小于 50 米（150

英尺）的精密进近着陆；⑤Ⅲ（C）类（CAT Ⅲ（C））运行：无决断高和无

跑道视程限制的精密进近着陆。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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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签派放行前对飞行条件的评估 

10.2.2.3 航行通告和机场情况 

备注： 

1、运行通告 

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将设备和运行程序方面的任何变动通知其相关的人员，

包括已知的正在使用的任何导航设施、机场、空中交通管制程序与规则、机场

交通管制规则等方面的变化，以及已知的威胁飞行安全的信息，包括结冰和其

他危险气象条件、地面和导航设施不正常的情况等。 

2、审定合格的陆上机场的使用 

除另经局方批准外，合格证持有人及其驾驶员在实施本规则规定的运行

中，不得操作飞机进入未被批准用于公共航空运输运行的陆地机场。但是，合

格证持有人可以指定或者使用未被批准用于公共航空运输运行的机场，作为起

飞或者着陆用的备降机场，这些机场应当在该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规范中注

明。 

3、通信和导航设施 

（1）对于定期载客运行，除本条（2）款规定外，在每次飞行前，只有确

认在航路批准时要求的通信和导航设施处于良好工作状态，方可签派飞机在该

航路或者航段上飞行。 

（2）对于定期载客运行，如果由于超出合格证持有人控制能力的技术原

因或者其他原因，在航路上没有通信设施和航路导航设施不可用，只要机长和

飞行签派员认为现有的设施与航路所要求的通信和导航设施等同并处于良好

的工作状态，即可签派飞机在相应航路或者航段上飞行。 

（3）对于补充运行，只有当通信和导航设施满足航路导航设施规定时，

方可以放行飞机。 

4、起飞备降机场 

（1）如果起飞机场的气象条件低于合格证持有人运行规范中为该机场规

定的着陆最低标准，在签派或者放行飞机前应当按照下述规定选择起飞备降机

场： 

①对于双发动机飞机，备降机场与起飞机场的距离不大于飞机使用一发失

效的巡航速度在静风条件下飞行 1 小时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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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对于装有三台或者三台以上发动机的飞机，备降机场与起飞机场的距离

不大于飞机使用一发失效时的巡航速度在静风条件下飞行 2 小时的距离。 

（2）对于本条（1）款，备降机场的天气条件应当满足备降机场最低天气

标准的要求。 

（3）在签派或者放行飞机前，签派或者飞行放行单中应当列出每个必需

的起飞备降机场。 

5、仪表飞行规则国内定期载客运行的目的地备降机场 

（1）按照仪表飞行规则签派飞机飞行前，应当在签派单上至少为每个目

的地机场列出一个备降机场。当目的地机场和第一备降机场的天气条件预报都

处于边缘状态时，应当再指定至少一个备降机场。但是，如果天气实况报告、

预报或者两者的组合表明，在飞机预计到达目的地机场时刻前后至少 1 小时的

时间段内，该机场云底高度和能见度符合下列规定并且在每架飞机与签派室之

间建立了独立可靠的通信系统进行全程监控，则可以不选择目的地备降机场： 

①机场云底高度至少在公布的最低的仪表进近最低标准中的最低下降高

（或者决断高）之上 450 米（1500 英尺），或者在机场标高之上 600 米（2000

英尺），取其中较高值； 

②机场能见度至少为 4800 米（3 英里），或者高于目的地机场所用仪表进

近程序最低的适用能见度最低标准 3200 米（2 英里）以上，取其中较大者。 

（2）按照本条规定选择的目的地备降机场的天气条件应当满足备降机场

最低天气标准的要求。 

6、仪表飞行规则补充运行的目的地备降机场 

（1）除本条（2）款规定外，当放行飞机按照仪表飞行规则进行补充运行

时，应当在飞行放行单中至少为每个目的地机场列出一个备降机场。 

（2）对于在国外飞行的航路上，当特定目的地机场无可用备降机场时，

如果飞机装载特定情况燃油要求规定的燃油，在仪表飞行规则下可以不指定备

降机场。 

（3）根据本条（1）款规定，备降机场天气条件应当符合备降机场最低天

气标准。 

（4）除非放行单上列出了每个必需的备降机场，否则不得放行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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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际定期载客运行的目的地备降机场 

（1）按照仪表飞行规则签派飞机飞行前，应当在签派单上为每个目的地

机场至少列出一个备降机场。但在下列情形下，如果在每架飞机与签派室之间

建立了独立可靠的通信系统进行全程监控，则可以不选择目的地备降机场： 

①当预定的飞行不超过 6 小时，且相应的天气实况报告、预报或者两者的

组合表明，在预计到达目的地机场时刻前后至少 1 小时的时间内，目的地机场

的天气条件符合下列规定： 

a.机场云底高度符合下列两者之一： 

（i）如果该机场需要并准许盘旋进近，至少在最低的盘旋进近最低下降

高度（MDA）之上 450 米（1500 英尺）； 

（ii）至少在公布的最低的仪表进近最低标准中的最低下降高度（MDA）

或者决断高度（DA）之上 450 米（1500 英尺），或者机场标高之上 600 米（2000

英尺），取其中较高者。 

b.机场能见度至少为 4800 米（3 英里），或者高于目的地机场所用仪表进

近程序最低的适用能见度最低标准 3200 米（2 英里）以上，取其中较大者。 

②该次飞行是在前往无可用备降机场的特定目的地机场的航路上进行的，

而且飞机有足够的燃油来满足特定情况燃油要求。 

（2）按照本条规定选择的目的地备降机场的天气条件应当满足备降机场

最低天气标准的要求。 

8、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的运行限制或者暂停运行 

当合格证持有人了解到某些情况，包括机场或者跑道情况等，对安全运行

构成威胁时，该合格证持有人应当限制或者暂停运行，直到这些情况消除为止。 

9、补充运行的运行限制或者暂停运行 

当实施补充运行的合格证持有人或者机长了解到某些情况，包括机场和跑

道情况等，对安全运行构成威胁时，该合格证持有人或者机长应当根据当时的

情况限制或者暂停运行，直到这些情况消除为止。 

10、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对批准航路和限制的遵守 

驾驶员在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中操作飞机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不得在其运行规范规定以外的航路或者航段上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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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当遵守其运行规范规定的限制。 

11、机场运行最低标准 

（1）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对每一运行的机场制定自己的机场运行最低标准。

除非机场所在国民航当局特殊批准，合格证持有人制定的机场运行最低标准不

得低于该民航当局为该机场确定的最低标准。 

（2）合格证持有人制定机场运行最低标准的方法应当得到局方批准。 

12、航路批准的基本要求 

（1）申请航路批准的合格证持有人应当证明符合下列条件： 

①能在该航路上每一正常使用机场、临时使用机场或者加油机场之间令人

满意地实施运行； 

②对于计划的运行，具有满足要求的设施与服务。 

（2）在证明符合本条（1）款要求时，如果合格证持有人在考虑了机场、

灯光、维修、通信、导航、加油、地面、机载无线电等各种设施的可用性和充

分性，以及参与运行的全体人员的能力之后，证明能保证飞行安全，局方可以

不要求在该航路上作航路试飞。 

13、必需的机场资料 

（1）合格证持有人应当证明，所申请批准的航路上具有足够的机场，并

且这些机场装备了适合于所申请运行的设施。其中所考虑的因素应当包括机场

的等级、道面、障碍物、设施、公众保护、灯光、导航、通信、气象设施以及

空中交通管制等。 

（2）合格证持有人应当证明，对于所使用的每个机场，都能够获得、保

存现行有效的航行资料，并且具有将其分发给每个有关人员的经批准的资料管

理系统，以确保飞机在该机场运行的安全。这种航行资料应当包括下列方面的

内容： 

①机场 

a.基本设施； 

b.公众保护设施； 

c.导航、通信、气象设施； 

d.影响起飞、着陆或者地面运行的建筑物； 

e.空中交通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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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跑道、停止道和净空道 

a.尺寸； 

b.道面性质、PCN 值； 

c.标志和灯光系统； 

d.标高和坡度。 

③内移的跑道入口 

a.位置； 

b.尺寸； 

c.用于起飞、用于着陆或者二者兼用。 

④障碍物 

a.影响起飞和着陆性能计算的障碍物； 

b.起控制作用的障碍物。 

⑤仪表飞行程序 

a.离场程序； 

b.进场程序； 

c.进近程序； 

d.复飞程序。 

⑥特殊资料 

a.跑道视程测量设备； 

b.低能见度条件下的盛行风。 

（3）如果负责管理该合格证持有人的民航地区管理局发现该合格证持有

人经批准的关于收集、分发和使用航行资料的系统应当予以改进才能恰当地继

续工作，则合格证持有人在接到该部门的通知后，应当立即对其系统进行改进。

在合格证持有人接到这样的通知之后 30 天内，可以向民航局飞行标准部门提

出重新考虑的请求。重新考虑的请求使该通知处于暂缓执行状态，直至民航局

飞行标准部门作出决定时止。但是，如果民航地区管理局认为存在关系到航空

运输安全、需要立即采取措施的紧急情况，则民航局飞行标准部门可以根据所

陈述的理由，使要求改进的通知立即生效。 

14、通信设施 

合格证持有人应当证明，在正常运行条件下，在整个航路上，所有各点都

具有陆空双向无线电通信系统，能保证每一架飞机与相应的签派室之间，每一

架飞机与相应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之间，以直接的或者通过经批准的点到点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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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路进行迅速可靠的通信联系。除经局方根据所用机型和运行情况作出特殊

批准外，对于合格证持有人的所有运行，每架飞机与签派室之间的通信系统应

当是空中交通管制通信系统之外的独立系统，能够满足在正常运行条件下，在

4 分钟内建立迅速可靠语音通信联系。 

15、气象服务 

（1）合格证持有人应当证明，每一条航路沿线，均有足够的气象报告服

务站可以供使用，以保证提供运行所必需的气象实况报告和气象预报。 

（2）合格证持有人只能使用经局方认可的气象服务系统提供的气象资料。 

（3）使用气象预报控制飞行活动的合格证持有人，应当使用依据本条（2）

款规定的气象资料而编制的气象预报，以及按照本条（4）款规定采用的系统

所批准的任何来源而编制的气象预报。 

（4）合格证持有人应当使用经局方批准的危险天气实况报告与预报系统，

以便获得可能影响所飞航路和所用机场飞行安全的危险天气现象，如晴空颠

簸、雷暴和低空风切变等情况的实况报告和预报。 

16、航路导航设施 

（1）除本条（2）款规定外，合格证持有人应当证明，对于每一条计划中

的航路，非目视地面导航设施符合下列要求： 

①具有足够的非目视地面导航设施，能在空中交通管制要求的精度之内，

在整个航路上为飞机导航； 

②非目视地面导航设施的位置，能保证在该运行所必需的精度范围之内，

引导飞机至任一正常使用机场、临时使用机场、加油机场或者备降机场。 

（2）下列运行不需要非目视地面导航设施： 

①昼间目视飞行规则运行，但合格证持有人应当证明，能够根据地形的特

征，使用地标领航而安全运行；②在经局方批准使用特殊导航方法导航的航段

上实施的运行。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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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签派放行前对飞行条件的评估 

10.2.2.4 机组 

备注： 

1、航空人员的条件及限制 

（1）合格证持有人不得使用，任何人员也不得作为按照本规则运行的航

空人员被使用，除非该人员符合下列条件： 

①持有局方颁发的相应的现行有效航空人员执照或证件； 

②在按照本规则运行时，按照要求携带现行有效的航空人员执照、体检合

格证和其他必需的证件； 

③合格于所从事的工作。 

（2）按照要求携带证件的每个航空人员，应当在局方检查时出示证件。 

（3）合格证持有人不得使用已满 63 周岁的人员在实施本规则运行的飞机

上担任飞行机组必需成员。任何已满 63 周岁的人员，也不得在按照本规则运

行的飞机上担任飞行机组必需成员。 

2、飞行机组的组成 

（1）合格证持有人在运行飞机时，其飞行机组成员不得少于所批准的该

型飞机飞行手册中规定的数量，也不得少于本规则对所从事的该种运行所要求

的最少飞行机组成员数量。 

（2）对于本规则要求应当具有飞行人员执照才能完成的两种或者两种以

上职能，不得由一名飞行人员同时完成。 

（3）合格证持有人在按照本规则运行时，飞行机组至少配备两名驾驶员，

并且应当指定一名驾驶员为机长。 

（4）在飞行机组必需成员中要求有飞行机械员的每次飞行中，应当有飞

行机组成员在飞行机械员生病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丧失工作能力时能代替其

工作，合格于应急完成相应的职能，以保证安全完成飞行。在这种情况下，飞

行人员完成所代替的职能时，无需持有相应的执照。 

3、在经停站旅客不下飞机时对机组成员的要求 

在中途过站停留时，如果乘坐该机的旅客仍停留在飞机上，合格证持有人

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如果保留在飞机上的客舱乘务员数量少于要求的数量，则合格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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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①保证飞机发动机关车并且至少保持打开一个地板高度出口，供旅客下飞

机； 

②保留在飞机上的客舱乘务员数量应当至少是要求客舱乘务员要求数量

的一半，有小数时，舍去小数，但至少为 1 人； 

③可以用其他人员代替要求的客舱乘务员，代替客舱乘务员的人员应当是

符合应急撤离训练要求的合格人员且应当能够为旅客所识别。 

（2）如果在过站时该飞机上只保留 1 名客舱乘务员或者其他合格人员，

则该客舱乘务员或者其他合格人员所在的位置应当符合经局方批准的该合格

证持有人运行程序的规定。如果在飞机上保留 1 名以上客舱乘务员或者其他合

格人员，这些客舱乘务员或者其他合格人员应当均匀分布在飞机客舱内，以便

在紧急情况下最有效地帮助旅客撤离。 

4、机组成员和飞行签派员的训练要求 

（1）合格证持有人的每一训练大纲应当根据机组成员或者飞行签派员的

具体任务，提供下列地面训练： 

①对于新招聘的机组成员或者飞行签派员，提供至少 40 个计划小时数的

基础教育地面训练，除非按照规定予以减少的规定。该训练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a.机组成员或者飞行签派员的相应职责； 

b.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的相应条款； 

c.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合格证及其运行规范的内容； 

d.合格证持有人运行手册的相应部分。 

②按照适用情况，规定的初始和转机型地面训练； 

③规定的应急生存训练，飞行签派员除外。 

（2）每一训练大纲应当按照适用情况，提供本驾驶员的初始、转机型和

升级飞行训练和飞行机械员的初始和转机型飞行训练。 

（3）每一训练大纲应当提供规定的定期复训地面和飞行训练。 

（4）合格证持有人使用的同一型别飞机之间具有差别时，为确保每一机

组成员和飞行签派员获得完成其指定任务所需的充分训练，训练大纲中应当设

置差异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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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每一训练大纲中应当按照适用情况，包括升级训练内容，用于副驾

驶转升同一型别飞机机长的训练。 

（6）对于转机型或者升级训练，某些具体科目、动作、程序或者其一部

分，可以根据适用情况予以省略，或者按照规定减少其地面教学或者飞机飞行

训练的计划小时数。 

（7）除本条以上规定的训练内容外，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根据本单位具体

情况，在训练大纲中增加必要的地面和飞行训练内容，以确保每一机组成员和

飞行签派员达到下列要求： 

①对于所服务的每架飞机、每一机组成员工作位置、每种运行，持续保持

充分的训练和近期熟练水平； 

②对新的设备、设施、程序和技术，包括对飞机的改装，具有合格的知识

和技术水平。 

5、驾驶员初始、转机型和升级训练的进入条件 

（1）进入机长训练的驾驶员，应当满足《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合格审定规

则》（CCAR61）中对申请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所规定的资格要求和经历要求。

此外，在组类 II 飞机担任机长之前，需满足下列附加条件： 

①对于最大起飞全重 136000 千克（含）以下的飞机，应当担任机长飞行

一年以上，相应机长飞行经历时间不少于 300 小时，且总驾驶员飞行经历时间

不少于 2200 小时；如不具有上述机长经历，则其总驾驶员飞行经历时间不得

少于 2700 小时，其中在组类 II 飞机上不少于 1000 小时，且作为操作驾驶员不

少于 400 个包括起飞和着陆的航段，其中在本机型上作为操作驾驶员不少于

200 个包括起飞着陆的航段； 

②对于最大起飞全重 136000 千克（不含）以上的飞机，应当担任组类 II

飞机机长飞行一年以上，相应机长飞行经历时间不少于 500 小时，且总驾驶员

飞行经历时间不少于 4000 小时；如不具有上述组类 II 飞机机长经历，则其总

驾驶员飞行经历时间不得少于 5500 小时，其中在组类 II 飞机上不少于 2500

小时，且作为操作驾驶员不少于 450 个包括起飞和着陆的航段，其中在本机型

上作为操作驾驶员不少于 250 个包括起飞着陆的航段。 

（2）本条（1）款所述机长飞行经历时间是指在商业运输中担任机长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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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历时间。 

（3）进入副驾驶训练的驾驶员应当至少持有商用驾驶员执照的驾驶员，

还应通过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地面理论考试，并符合下列要求： 

①拟在组类 I 飞机上担任副驾驶的驾驶员，总驾驶员飞行经历时间不得少

于 500 小时，或者毕业于按照《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合格审定规则》

（CCAR141）批准的课程，该课程至少有 230 小时飞行训练时间。 

②拟在最大起飞全重 136000 千克（含）以下的组类 II 飞机上担任副驾驶

的驾驶员： 

a.总驾驶员飞行经历时间不得少于 800 小时，或者毕业于按照《民用航空

器驾驶员学校合格审定规则》（CCAR141）批准的课程，该课程至少有 250 小

时飞行训练时间； 

b.按局方批准的高性能训练课程进行训练，该课程应当包括理论训练、飞

行训练器训练和至少 20 小时在局方认可的高性能多发飞机上的飞行训练（其

中可以包括不超过 10 小时的飞行模拟机飞行训练时间）或者等效训练； 

c.在涡轮驱动、具备增压舱的多发飞机上担任机长飞行经历时间 70 小时

或担任副驾驶飞行经历时间 300 小时的驾驶员在进入本款规定的副驾驶训练

前可以不进行高性能多发飞机训练。 

③拟在最大起飞全重 136000 千克（不含）以上的组类 II 飞机上担任副驾

驶的驾驶员： 

a.总驾驶员飞行经历时间不得少于 800 小时，或者毕业于按照《民用航空

器驾驶员学校合格审定规则》（CCAR141）批准的课程，该课程至少有 280 小

时飞行训练时间； 

b.按局方批准的高性能训练课程进行训练，该课程应当包括理论训练、飞

行训练器训练和至少 50 小时在局方认可的高性能多发飞机上的飞行训练（其

中可以包括不超过 25 小时的飞行模拟机飞行训练时间）或者等效训练； 

c.在涡轮驱动、具备增压舱的多发飞机上担任机长飞行经历时间 100 小时

或担任副驾驶飞行经历时间 500 小时的驾驶员，在进入本款规定的副驾驶训练

前可以不进行高性能多发飞机训练。 

d.对于已在按本规则运行的最大起飞全重 136000 千克（含）以下的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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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飞机上担任副驾驶的驾驶员，在按本规则的运行中担任副驾驶飞行经历时间

250 小时后，可直接进入最大起飞全重 136000 千克（不含）以上组类 II 飞机

的副驾驶训练，无需满足本款的上述要求。 

6、机组成员和飞行签派员的差异训练 

（1）机组成员和飞行签派员的差异训练，至少应当包括适用于其所担负

的任务与职责的下列内容和时间： 

①讲授该飞机初始地面训练所要求的每一相应科目或者其一部分的差异； 

②进行该飞机初始飞行训练所要求的每一相应动作或者程序的差异飞行

训练； 

③局方认为对于该飞机、该运行、该机组成员或者飞行签派员所必需的地

面和飞行训练计划小时数。 

（2）某一具体型别飞机的所有改型的差异训练，可以包括在该飞机的新

雇员训练、初始训练、转机型训练、升级训练和定期复训中。 

7、定期复训 

（1）定期复训应当以每 12 个日历月为一周期安排，保证每一机组成员或

者飞行签派员，获得关于该型别飞机和所涉及的机组成员工作位置的充分训练

并保持近期熟练水平。 

（2）机组成员和飞行签派员的定期复训地面训练应当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①机组成员或者飞行签派员在所涉及的飞机和工作位置方面知识状况的

问答或者考查； 

②根据需要讲授初始地面训练的适当科目，包括应急生存训练（对飞行签

派员不作要求）； 

③对于客舱乘务员和飞行签派员，分别按照条客舱乘务员的初始和转机型

地面训练和飞行签派员的初始和转机型地面训练的要求进行资格检查； 

④机组资源管理定期复训，对飞行机组成员，可以在航线模拟训练中完成

这一训练或者训练的某些部分。 

（3）机组成员和飞行签派员的定期复训地面训练，除按照规定予以减少

外，其计划小时数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①对于飞行机组成员，至少具有下列计划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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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组类Ⅰ，以活塞式发动机为动力的飞机，16 小时； 

b.组类Ⅰ，以涡轮螺旋桨发动机为动力的飞机，20 小时； 

c.组类Ⅱ飞机，25 小时。 

②对于客舱乘务员，至少具有下列计划小时数： 

a.组类Ⅰ，10 小时； 

b.组类Ⅱ飞机，16 小时。 

③对于飞行签派员，至少具有下列计划小时数： 

a.组类Ⅰ，以活塞式发动机为动力的飞机，8 小时； 

b.组类Ⅰ，以涡轮螺旋桨发动机为动力的飞机，10 小时； 

c.组类Ⅱ飞机，20 小时。 

（4）飞行机组成员的定期复训飞行训练应当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①对于驾驶员，至少完成规定的动作与程序和低空风切变训练。复训的飞

行训练应该在经局方鉴定合格，至少 B 级以上的高级飞行模拟机上进行，飞行

训练的计划小时数为每 12 个日历月不少于 8 小时。除局方批准外，对于没有

飞行模拟机的机型，复训应当在地面利用该型别飞机或者训练设备训练应急操

作动作与程序，并且每 12 个日历月内至少应当有 4 小时使用飞机进行飞行训

练； 

②对于飞行机械员，完成规定的飞行训练。 

8、驾驶员的执照要求 

（1）只有持有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和该飞机相应型别等级的驾驶员，方

可以在按照本规则运行的飞机上担任机长，或者在需要三名（含）以上驾驶员

的运行中由规定条件的驾驶员作为巡航机长。 

（2）只有至少持有商用驾驶员执照和飞机类别、多发等级、仪表等级或

者持有多人制机组成员执照的驾驶员，方可以在按照本规则运行的飞机上担任

副驾驶。 

9、必需的训练 

（1）只有按照经批准的训练大纲，圆满完成了相应型别飞机和相应机组

成员位置的下列训练，方可以担任该型别飞机的机组必需成员： 

①新雇员训练。对于新雇员，应当圆满完成新雇员训练提纲中的地面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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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内容，并根据不同新雇员的原有经历和拟担任的职位，完成本款第②到⑦

项中相应的训练内容。 

②初始训练。对于未在相同组类其他飞机的相同职位上经审定合格并服务

过的机组成员，应当圆满完成初始训练。 

③转机型训练。对于已在相同组类其他型别飞机的相同职务上经审定合格

并服务过的机组成员，在转入该机型的同一职位之前，应当圆满完成转机型训

练。 

④升级训练。对于在某一型别飞机上合格并担任副驾驶的机组成员，应当

圆满完成升级训练，方可以担任该机型飞机的机长。 

⑤差异训练。对于已在某一特定型别的飞机上经审定合格并服务过的机组

成员，当使用的同型别飞机与原飞机存在差异时，应当圆满完成差异训练。 

⑥定期复训。符合下列要求： 

a.对于每个飞行机组成员，在前 12 个日历月之内，应当圆满完成本规则

规定的服务于每一机型的复训的地面和飞行训练； 

b.对于客舱乘务员，应当在前 12 个日历月内完成复训地面训练和资格检

查。 

⑦重新获得资格训练。对于因为不符合近期经历要求、未按照规定期限完

成定期复训、未按照规定期限完成飞行检查或者飞行检查不合格等原因而失去

资格的机组成员，应当进行相应的重新获得资格训练。 

（2）对于履行危险物品处理或者载运职责的人员（含地面人员）应当按

照《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CCAR276）规定进行训练并保持训练记

录。 

10、新机型和新职位上的运行经历要求 

（1）在飞机上担任机组必需成员的人员，应当在该型别飞机和在该机组

成员位置上，圆满完成本条要求的巩固知识与技术所需的飞行经验、飞行次数

和航线飞行经历时间，取得规定的运行经历。但下列情况除外： 

①除机长之外的机组成员，可以按照本条规定，在担任本职工作中，获得

符合本条要求的运行经历； 

②符合机长要求的驾驶员可以担任规定条件的巡航机长或者副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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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对于同一型别中的各个改型，不要求在该改型上建立新的运行经历。 

（2）在获得运行经历时，机组成员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①持有适合于该飞行机组成员职位和该飞机的执照与等级； 

②已经圆满完成有关该型别飞机和该飞行机组成员职位的相应地面与飞

行训练； 

③客舱乘务员已经圆满完成有关该机型和客舱乘务员职位的相应地面训

练； 

④这些经历应当在按照本规则实施的运行中获得。但是，当某一飞机先前

未曾由合格证持有人在按照本规则实施的运行中使用过时，在该飞机验证飞行

或者调机飞行中所获得的经历可以用于满足本条的运行经历要求。 

（3）驾驶员应当按照下述要求获得运行经历： 

①待取得机长运行经历的驾驶员，应当在飞行检查员或者飞行教员的监视

下履行机长职责。对于完成初始或者升级训练、待取得机长运行经历的驾驶员，

应当在局方监察员或者局方委任代表的监视下完成规定的职责至少一个航段

飞行（包括起飞和着陆）。在按照本条规定取得运行经历的过程中，飞行检查

员或者飞行教员应当担任机长并坐在驾驶员座位上； 

②副驾驶应当在飞行检查员或者飞行教员监督下完成其职责； 

③运行经历所要求的飞行经历时间和飞行次数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a.组类Ⅰ，活塞式发动机为动力的飞机，飞行经历时间至少 15 小时； 

b.组类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为动力的飞机，飞行经历时间至少 20 小时； 

c.组类Ⅱ飞机，飞行经历时间至少 25 小时； 

d.本项要求的运行经历中，应当包括至少 4 次飞行，其中包括至少 3 次作

为该飞机的操作驾驶员的飞行。其中的 1 次操作应当在高度 3000 米（10000

英尺）以下用人工飞行的方式操作飞机。 

（4）飞行机械员应当在飞行机械检查员或者教员的监督下履行飞行机械

员职责至少达到下列小时数： 

①组类Ⅰ，活塞式发动机为动力的飞机，8 小时； 

②组类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为动力的飞机，10 小时； 

③组类Ⅱ飞机，12 小时。 



 

791 

 

（5）客舱乘务员应当在航线飞行中按照下述要求获得运行经历： 

①在客舱乘务教员指导下履行规定的职责； 

②在客舱乘务检查员的监督下履行规定的职责至少达到 5 小时； 

③正在获得运行经历的客舱乘务员不得担任机组必需成员。 

（6）对于新机型、新职位的驾驶员，为巩固其知识与技术，合格证持有

人应当采取下列措施，保证其飞行连续性： 

①在完成新机型或者新职位上的训练之后的 120 天之内，应当安排航线飞

行至少 100 小时； 

②如果驾驶员在完成必需的 100 小时航线飞行经历时间前，到该合格证持

有人运行的另一型别飞机上担任驾驶员，则该驾驶员在重新回到新机型上担任

驾驶员时，应当首先在飞行模拟机或者飞机上完成经批准的复习训练； 

③对于在 120 天之内没有完成必需的 100 小时航线飞行经历时间的驾驶

员，应当在飞行模拟机或者飞机上完成熟练检查并重新建立 120 天之内 100 小

时的航线飞行经历。 

11、驾驶员的使用限制和搭配要求 

（1）如果副驾驶在所飞机型上的飞行经历时间少于 100 小时，并且机长

不具备飞行检查员或者飞行教员资格，则在下列情况下，应当由机长完成所有

起飞和着陆： 

①在局方规定或者合格证持有人规定的特殊机场； 

②机场的最新气象报告中有效能见度值等于或者小于 1200 米（3/4 英里），

或者跑道视程（RVR）等于或者小于 1200 米（4000 英尺）； 

③所用跑道有水、雪、雪浆或者严重影响飞机性能的情况； 

④所用跑道的刹车效应据报告低于“好”的水平； 

⑤所用跑道的侧风分量超过 7 米/秒（15 海里/小时）； 

⑥在机场附近据报告有风切变； 

⑦机长认为需谨慎行使机长权力的任何其他情况。 

（2）在安排飞行机组搭配时，应当至少有一名驾驶员在该型别飞机上具

有 100 小时的航线飞行经历时间。但在下列情况下，局方可以根据合格证持有

人的申请，使用对其运行规范作适当增补的方法，批准偏离本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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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审定合格的合格证持有人没有雇佣任何符合本款最低要求的驾驶员； 

②现有合格证持有人在其机群中增加了以前未在其运行中使用过的某型

飞机； 

③现有合格证持有人建立了新的基地，指派到该基地的驾驶员需要在该基

地运行的飞机上取得资格。 

（3）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建立一套飞行机组排班系统，保证科学合理地搭

配飞行机组成员，安全地完成所分派的任务。搭配飞行机组成员时应当考虑以

下因素： 

①飞行机组成员的经历、资格满足所飞区域、航路、机场和特殊运行的要

求； 

②飞行机组成员对所飞机型得到充分训练，使用设备、操纵飞机的整体能

力满足运行要求； 

③飞行机组成员的年龄和性格特征； 

④所执行的飞行任务的其他特点。 

12、驾驶员的近期经历要求 

（1）合格证持有人不得使用任何驾驶员，任何驾驶员也不应在按照本规

则运行中担任飞行机组必需成员，除非该驾驶员于前 90 个日历日之内，在所

服务的该型别飞机上，至少已做过三次起飞和着陆。本款要求的起飞和着陆可

以在经批准的飞行模拟机上完成，在任一连续的 90 个日历日内未能完成要求

的三次起飞和着陆的人员，应当按照本条（2）款的规定重新建立近期经历。 

（2）除了满足本规则所有适用的训练和检查要求之外，未满足本条（1）

款要求的驾驶员应当按照下列要求重新建立近期经历： 

①在飞行检查员监视下，在所飞的该型别飞机上，或者在经批准的飞行模

拟机上，至少完成三次起飞和着陆； 

②前述三次起飞和着陆应当包括至少一次模拟最临界发动机失效时的起

飞、至少一次使用仪表着陆系统进近到该合格证持有人经批准的仪表着陆系统

最低天气标准的着陆以及至少一次全停着陆。 

（3）当使用飞行模拟机完成本条（1）款或者（2）款的任何要求时，飞

行机组必需成员的位置应当由具有恰当资格的人员占据，并且飞行模拟机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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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模拟正常飞行环境，不得使用飞行模拟机重新设定位置的特性。 

（4）飞行检查员应当对被监视的人员作出鉴定，判断其是否熟练和是否

合格于在本规则规定的运行中执行飞行任务，并且可以决定增加他认为作出这

种鉴定所需要增加的动作。 

13、航线检查 

（1）机长应当在前 12 个日历月内，在其所飞的一个型别飞机上通过航线

检查，在检查中圆满完成机长职责。 

（2）航线检查应当由在该航路和该型别飞机两方面都合格的飞行检查员

实施，并且至少有一次检查飞行是在合格证持有人的典型航路上进行的。 

14、熟练检查 

（1）担任飞行机组必需成员的驾驶员应当在前 6 个日历月之内在所服务

的机型（别）上完成熟练检查，否则不得担任飞行机组必需成员。 

（2）熟练检查可以在定期复训中进行。熟练检查每隔一次可以用本规定

的飞行模拟机训练课程代替。按照《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合格审定规则》

（CCAR61）完成的型别等级飞行考试可以代替熟练检查。 

（3）熟练检查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①至少包括规定的程序和动作，除非该附件中另有特殊规定； 

②由局方监察员、局方委任代表或者合格证持有人的飞行检查员进行。 

（4）对于规定可以放弃的动作与程序，实施熟练检查的人员可以根据自

己的判断放弃检查，但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①局方没有发布应当完成该动作或者程序的特别指令； 

①被检查的驾驶员，在合格证持有人的该型别飞机和飞行机组成员职位

上，具有一年以上的安全运行经历。 

（5）如果被检查的驾驶员在任一要求的动作上失败，实施熟练检查的人

员可以在熟练检查过程中，给该驾驶员增加训练。除了重复完成曾失败的动作

之外，可以要求被检查的驾驶员，重复他认为对判断驾驶员熟练程度所必需的

任何其他动作。如果被检查的驾驶员未通过熟练检查，合格证持有人不得在本

规则运行中使用该人员，该人员也不得在本规则运行中任职，直至其令人满意

地完成熟练检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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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机长的区域、航路和机场合格要求 

（1）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向机长提供所飞区域和所飞各机场与终端区的下

述各方面的最新信息，保证这些信息的完整和正确，并且确保该机长对这些信

息有足够的了解和有能力使用： 

①该季节相应的气象特征； 

②导航设施，包括机场目视助航设备； 

③通信程序； 

④地形和障碍物类型； 

⑤最低安全飞行高度； 

⑥航路和终端区进场与离场程序、等待程序和有关机场经批准的仪表进近

程序； 

⑦驾驶员将要使用的终端区的每个机场的活动拥挤区和自然布局； 

⑧航行通告。 

（2）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提供一个能被局方接受的系统，以便将本条（1）

款所要求的信息传递给机长和相应的飞行运作人员。该系统还应当保证合格证

持有人满足规定的要求。 

16、机长的特殊区域、航路和机场合格要求 

（1）局方可以根据周围地形、障碍物、复杂的进近程序或者离场程序等

因素，将某些机场确定为特殊机场，要求机长具有特殊的机场资格，并可以对

某些区域或者航路提出特殊类型的导航资格要求。 

（2）合格证持有人应当保证，在飞往或者飞离特殊机场的运行中担任机

长的驾驶员，应当在前 12 个日历月之内曾作为飞行机组成员飞过该机场（包

括起飞和着陆），或者曾使用经局方认可的该机场图形演示设备或者飞行模拟

机进行训练并获得资格。但是，如果机场的云底高度，至少高于最低航路高度

（MEA）、最低超障高度（MOCA）或者该机场仪表进近程序规定的起始进近

高度最低者之上 300 米（1000 英尺），而且该机场的能见度至少为 4800 米（3

英里），则进入该机场（包括起飞或者着陆）时，可以不对机长作特殊机场资

格要求。 

（3）在需要特殊类型导航资格的航路或者区域上两个航站之间担任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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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驾驶员，应当在前 12 个日历月之内，以局方认可的方式，用下列方法之一

证明其合格于使用该导航系统： 

①使用该特殊类型导航系统，担任机长在某一航路或者区域上飞行； 

②使用该特殊类型导航系统，在航空检查人员的监视下，担任机长在某一

航路或者区域上飞行； 

③完成《多普勒雷达和惯性导航系统》规定的训练。 

17、客舱乘务员的搭配要求 

（1）合格证持有人在按照本规则运行时，应当指定 1 名客舱乘务员为乘

务长，作为客舱机组的负责人，履行客舱管理的职责并向机长报告。乘务长的

资格应符合局方相关要求 

（2）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建立一套客舱乘务员排班程序，保证科学合理地

搭配客舱机组成员，安全地完成所分派的任务。搭配客舱机组成员时当考虑以

下因素： 

①客舱乘务员的年龄和飞行时间经历； 

②客舱乘务员的训练、资格满足所飞机型、区域和特殊运行的要求。 

18、客舱乘务员的合格要求 

（1）在飞机上担任客舱乘务员的人员，应当通过局方按照本规则批准的

训练大纲训练并经合格证持有人检查合格。在按照本规则运行时，应当持有现

行有效的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和合格证持有人颁发的客舱乘务员训练合格证。 

（2）客舱乘务员应于前 12 个日历月之内，在所批准的可服务的一种机型

上，至少已飞行 2 个航段，方可在此机型上担任客舱乘务员。 

19、飞行机组成员的英语要求 

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对飞行机组成员进行专业英语训练，使其能够在飞行中

使用英语进行陆空通话，阅读各种英文飞行手册、资料，使用英文填写各种飞

行文件和使用英语进行交流。 

（1）自 2008 年 3 月 5 日起，除经局方批准外，未通过局方组织或认可的

英语语言能力 4 级或 4 级以上等级评定而其执照上低于英语语言能力 4 级等级

签注的，不得在使用英语通话的航线上担任驾驶员。 

（2）1960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的驾驶员，未获得英语语言能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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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或以上等级签注的，不得参加组类 II 飞机的初始或升级训练。 

20、飞行机组的飞行时间限制 

（1）在一个值勤期内，合格证持有人不得为飞行机组成员安排、飞行机

组成员也不得接受超出以下规定限制的飞行时间： 

①非扩编飞行机组执行任务时，表 A 规定的飞行时间限制； 

②配备 3 名驾驶员的扩编飞行机组执行任务时，总飞行时间 13 小时； 

③配备 4 名驾驶员的扩编飞行机组执行任务时，总飞行时间 17 小时。 

（2）如果在飞机起飞后发生超出合格证持有人控制的意外情况，为将飞

机安全降落在下一个目的地机场或备降机场，飞行机组成员的飞行时间可以超

出本条（1）款所规定的最大飞行时间限制以及规定的累积飞行时间限制。 

（3）合格证持有人必须在 10 天内将任何超过本条所允许的最大飞行时间

限制的情况报告局方，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①对于延长飞行时间限制及本次延长情况必要的说明； 

②合格证持有人为将此类延长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而采取的修正措施，如适

用。 

（4）合格证持有人应在延长飞行时间限制事发当天起 30 天内实施本条第

（3）②所规定的修正措施。 

21、飞行机组的飞行值勤期限制 

（1）对于非扩编机组的运行，合格证持有人不得为飞行机组成员安排、

飞行机组成员也不得接受超出下表 B 规定限制的飞行值勤期；航段限制数不包

括因备降所产生的航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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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扩编飞行机组的运行 

①对于扩编机组的运行，合格证持有人不得为飞行机组成员安排、飞行机

组成员也不得接受超出下表 C 规定限制的飞行值勤期； 

②在所有飞行时间内，至少有一名机长或巡航机长在驾驶舱内操纵飞机； 

③在着陆阶段执行操纵飞机任务的飞行机组成员，应在飞行值勤期的后半

段获得至少连续 2 小时的休息时间。对于航段时间不足 2 小时的应保证执行操

纵飞机任务的飞行机组成员在着陆前得到足够的休息。 

（3）起飞前发生意外运行情况下飞行值勤期的延长： 

①机长和合格证持有人可以将表B或表C中允许的最大飞行值勤期延长 2

小时； 

②本条第（3）①款规定的将飞行值勤期延长 30 分钟以上的情况只可在获

得规定的休息期之前发生一次； 

③如果本条第（3）①规定的飞行值勤期的延长导致飞行机组成员超出规

定的累积值勤期限制，那么该飞行值勤期不得延长； 

④合格证持有人必须在 10 日内将任何超过表 B 或表 C 所允许的最大飞行

值勤期限制 30 分钟以上的情况报告局方，报告应包括以下信息： 

a.对于延长飞行值勤期限制及本次延长必要情况的说明； 

b.合格证持有人为将此类延长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而采取的修正措施，如适

用。 

⑤合格证持有人必须在延长飞行值勤期限制事发当天起 30 天内实施本条

第（3）④所规定的修正措施。 

（4）起飞后发生意外运行情况下飞行值勤期的延长： 

①机长和合格证持有人可以将表 B 或表 C 中允许的最大飞行值勤期延长

至可以将飞机安全地降落在下一个目的地机场或备降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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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本条第（4）①款规定的将飞行值勤期延长 30 分钟以上的情况只可在获

得规定的休息期之前发生一次； 

③本条（4）①规定的值勤期的延长可以超出规定的累积飞行值勤期限制； 

④合格证持有人必须在 10 日内将超过表 B 或表 C 飞行值勤期限制的情况

报告局方，报告应包括对于延长飞行值勤期限制及本次延长必要情况的说明。 

22、飞行机组的累积飞行时间、值勤时间限制 

（1）本条所规定的限制包括飞行机组成员在一段时期内代表合格证持有

人所执行的所有飞行时间，含按照本规则实施的运行和本规则之外的运行，如

训练、调机和作业飞行等。 

（2）合格证持有人不得为飞行机组成员安排、飞行机组成员也不得接受

超出以下规定限制的飞行时间： 

①任一日历月，100 小时的飞行时间； 

②任一日历年，900 小时的飞行时间。 

（3）合格证持有人不得为飞行机组成员安排、飞行机组成员也不得接受

超出以下规定限制的飞行值勤期： 

①任何连续 7 个日历日，60 小时的飞行值勤期； 

②任一日历月，210 小时的飞行值勤期。 

23、客舱乘务员的飞行值勤期限制 

（1）当按照规定的最低数量配备客舱乘务员时，客舱乘务员的飞行值勤

期不得超过 14 小时。 

（2）在按照规定的最低数量配备上增加客舱乘务员人数时，客舱乘务员

的飞行值勤期限制和休息要求应当符合如下规定，增加 1 名客舱乘务员，飞行

值勤期不得超过 16 小时；增加 2 名客舱乘务员，飞行值勤期不得超过 18 小时；

增加 3 名或者 3 名以上客舱乘务员，飞行值勤期不得超过 20 小时； 

（3）发生意外运行情况下飞行值勤期的延长 

①合格证持有人可以将本条（1）或（2）款规定的值勤期限制延长 2 小时

或延长至可以将飞机安全地降落在下一个目的地机场或备降机场； 

②将本条（1）或（2）款规定值勤期限延长 30 分钟以上的情况只可在获

得规定的休息期之前发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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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客舱乘务员的累积飞行时间、值勤时间限制 

（1）本条所规定的限制包括客舱乘务员在适当时期内代表合格证持有人

所执行的所有飞行。 

（2）合格证持有人不得为客舱乘务员安排，客舱乘务员也不得接受超出

以下规定限制的累积飞行时间： 

①任一日历月，100 小时的飞行时间； 

②任一日历年，1100 小时的飞行时间。 

（3）合格证持有人不得为客舱乘务员安排，客舱乘务员也不得接受超出

以下规定的累积飞行值勤时间限制： 

①任何连续 7 个日历日，70 小时的飞行值勤期； 

②任一日历月，230 小时的飞行值勤期。 

（4）客舱乘务员在飞机上履行安全保卫职责的时间应当计入客舱乘务员

的飞行和值勤时间。 

25、机组成员休息时间的附加要求 

（1）合格证持有人不得在机组成员规定的休息期内为其安排任何工作，

该机组成员也不得接受合格证持有人的任何工作。 

（2）任一机组成员在实施按本规则运行的飞行任务或者主备份前的 144

小时内，合格证持有人应当为其安排一个至少连续 48 小时的休息期。对于飞

行值勤期的终止地点所在时区与机组成员的基地所在时区之间时差少于 6 个

小时的，除仅实施全货物运输飞行的合格证持有人外，如机组成员飞行值勤期

和主备份已达到 4 个连续日历日，不得安排机组成员在第 5 个日历日执行任何

飞行任务，但是前续航班导致的备降情况除外。本条款所述基地是指合格证持

有人确定的机组成员驻地并接受排班的地方。 

（3）如果飞行值勤期的终止地点所在时区与机组成员的基地所在时区之

间有 6 个或者 6 个小时以上的时差，则当机组成员回到基地以后，合格证持有

人必须为其安排一个至少连续 48 个小时的休息期。这一休息期应当在机组成

员进入下一值勤期之前安排。 

（4）除非机组成员在前一个飞行值勤期结束后至下一个飞行值勤期开始

前，获得了至少连续 10 个小时的休息期，任何合格证持有人不得安排，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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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机组成员也不得接受任何飞行值勤任务。 

（5）当合格证持有人为机组成员安排了其他值勤任务时，该任务时间可

以计入飞行值勤期。当不计入飞行值勤期时，在飞行值勤期开始前应当为其安

排至少 10 个小时的休息期。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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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签派放行前对飞行条件的评估 

10.2.2.5 航空器 

备注： 

1、飞机组类 

为方便机组成员和飞行签派员的训练管理，根据飞机动力装置的区别对飞

机划分的种类。在本规则中，将飞机分为两个组类： 

（1）组类 I，以螺旋桨驱动的飞机，包括以活塞式发动机为动力的飞机和

以涡轮螺旋桨发动机为动力的飞机； 

（2）组类 II，以涡轮喷气发动机为动力的飞机。为飞行机组成员训练需

要，根据飞机最大起飞全重，再将组类 II 飞机分为 5700 千克（含）至 136000

千克（含）和 136000 千克（不含）以上两个种类。 

2、飞机的基本要求 

（1）除本条（3）款规定外，合格证持有人运行的飞机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①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的民用飞机，并携带现行有效的适航证、国籍

登记证和无线电电台执照； 

②处于适航状态并符合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适用的适航要求，包括与标识

和设备有关的要求。 

（2）合格证持有人可以使用经批准的重量与平衡控制系统来符合适用的

适航要求和运行限制，该重量与平衡控制系统可以以平均的、假定的或者估算

的重量为基础。 

（3）合格证持有人可以租用不含机组人员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缔约国所

属的某一国家登记的民用飞机实施本规则运行，但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①该飞机带有经民航局审查认可的原国籍登记国颁发的适航证和由民航

局颁发的适航认可证书，以及无线电电台执照； 

②合格证持有人已将该飞机的租赁合同副本报局方。 

3、飞机设备 

除非飞机是处于适航状态，并且装备了规定的设备，否则任何人不得签派

或者放行飞机。 

4、仪表或者设备失效 

（1）在飞机所装的仪表或者设备失效时，只有符合下列条件，方可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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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飞机具有经批准的最低设备清单； 

②局方颁发给该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规范批准其按照最低设备清单运行，

飞行机组应当能在飞行之前直接查阅经批准的最低设备清单上的所有信息。查

阅方法可以是阅读印刷资料或者其他方式，但这些方式应当经局方批准并规定

在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规范中。经批准的最低设备清单，在运行规范中得到局

方授权的，构成经批准的对型号设计的修改，而不需要重新进行型号合格审定； 

③经批准的最低设备清单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a.根据本条（2）款规定的限制编写； 

b.对某些仪表和设备处于不工作状态时该飞机的运行作出规定。 

④应当向驾驶员提供注明不工作仪表与设备的记录和本款第③项第 b 目

要求的信息； 

⑤该飞机按照最低设备清单和运行规范中规定的所有适用条件与限制实

施运行。 

（2）下列仪表和设备不得包含在最低设备清单中： 

①该飞机型号合格审定所依据的适航规章中明确规定或者所要求的，并且

在所有运行条件下对安全运行都是必需的仪表和设备； 

②适航指令要求应当处于工作状态的那些仪表和设备，但适航指令提供了

其他方法的除外； 

③本规则要求该种运行应当具有的仪表和设备。 

（3）尽管有本条（2）款第①、③项的规定，飞机上某些仪表或者设备不

工作时，仍可以依据局方颁发的特殊飞行许可运行。 

4、飞机的审定和设备要求 

合格证持有人按照本规则运行的飞机应当是型号合格审定为运输类或者

通勤类的飞机，并符合飞机性能使用限制的要求，否则不得实施本规则运行。 

5、禁止使用单台发动机飞机 

合格证持有人不得使用单台发动机的飞机实施本规则运行。 

6、飞机的航路类型限制 

（1）除经依据规定得到局方批准且满足合格证持有人运行规范许可的条

件下，合格证持有人不得使用以涡轮发动机为动力的飞机实施以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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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延程运行； 

②在北极区域内的运行； 

③在南极区域内的运行。 

（2）合格证持有人用于延伸跨水运行的陆上飞机，应当是按照《运输类

飞机适航标准》（CCAR25）中的水上迫降规定审定合格或者被批准为适合于

水上迫降的飞机。 

7、飞机的运行验证试飞 

（1）合格证持有人使用以前未在公共航空运输运行中使用过的飞机，应

当完成局方认可的至少 100 小时的运行验证试飞，包括相当数量的进入航路机

场的飞行。在运行验证试飞过程中，如果局方认为试飞已达到令人满意的熟练

水平，则局方可以减少验证试飞时间。上述运行验证试飞至少应当有 10 小时

在夜间完成。 

（2）除经局方特殊批准外，合格证持有人首次使用曾在公共航空运输运

行中使用过的某一型号飞机，或者使用在设计上作了实质性更改的某一型号飞

机，则在拟使用该飞机实施运行之前，应当完成经局方认可的至少 25 小时的

运行验证试飞，包括相当数量的进入航路机场的飞行。 

（3）本条（2）款所述飞机在设计上进行了实质性更改是指下述情形之一： 

①整套动力装置的型号与飞机合格审定时所装动力装置的型号不相类似； 

②对飞机或者其部件进行了实质上影响其飞行特性的更改。 

（4）除了实施试飞所需的人员和局方指定的人员之外，合格证持有人不

得在运行验证试飞的飞机上携带旅客。经局方批准，运行验证试飞的飞机可以

携带邮件、快递或者其他货物。 

8、结冰条件下运行的设备 

（1）在结冰条件下运行的飞机，应当在风挡、机翼、尾翼、螺旋桨以及

在其上结冰将会对飞机的安全有不利影响的其它部位上，安装防冰或者除冰的

装置。 

（2）在夜间结冰条件下运行的飞机，应当有照明或者其他方式，能从积

冰角度确定机翼上关键部位的结冰情况。所采用的照明类型，不得产生可能影

响机组人员执行其任务的眩光或者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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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空地双向数据通信系统 

（1）除本条（2）款的情况外，合格证持有人按照本规则实施运行的旅客

座位数大于 99 座的飞机应当安装满足要求的空地双向数据通信系统。 

（2）除局方特别批准外，2004 年 4 月 20 日以前投入运行的旅客座位数

大于 99 座的飞机应当在 2005 年 12 月 31 日前安装满足要求的空地双向数据通

信系统。 

10、机载气象雷达设备要求 

（1）按照本规则实施运行的飞机应当装备有经批准的机载气象雷达设备。 

（2）合格证持有人在按照本规则运行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①根据当时的气象报告，如果所飞航路上可能有可用机载气象雷达探测到

的雷暴或者其他潜在的危险气象条件时，机载气象雷达设备应当处于令人满意

的工作状态，否则，任何人不得按照仪表飞行规则条件签派飞机； 

②如果机载气象雷达在航路上失效，则应当按照运行手册中对这种情况所

规定的经批准的指南和程序运行飞机。 

（3）本条不适用于在进行训练、试验或者调机飞行的飞机。 

（4）对于机载气象雷达设备，不要求有备用的供电电源。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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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签派放行前对飞行条件的评估 

10.2.2.6 运行飞行计划 

备注： 

一、燃油量要求 

（1）飞机必须携带足够的可用燃油以安全地完成计划的飞行并从计划的

飞行中备降。 

（2）飞行前对所需可用燃油的计算必须包括： 

①滑行燃油：起飞前预计消耗的燃油量； 

②航程燃油：考虑到计算所需燃油应当考虑的因素，允许飞机从起飞机场

或从重新签派或放行点飞到目的地机场着陆所需的燃油量； 

③不可预期燃油：为补偿不可预见因素所需的燃油量。根据航程燃油方案

使用的燃油消耗率计算，它占计划航程燃油 10％的所需燃油，但在任何情况

下不得低于以等待速度在目的地机场上空 450 米（1500 英尺）高度上在标准

条件下飞行 15 分钟所需的燃油量； 

④备降燃油：飞机有所需的燃油以便能够： 

a.在目的地机场复飞； 

b.爬升到预定的巡航高度； 

c.沿预定航路飞行。 

二、特定情况燃油要求 

（1）特定情况下目的地备降机场燃油的计算： 

①当不需要有目的地备降机场时，所需油量能够使飞机在目的地机场上空

450 米（1500 英尺）高度上在标准条件下飞行 15 分钟； 

②预定着陆机场是一个孤立机场（无可用备降机场的特定目的地机场）： 

a.能够以正常燃油消耗率在目的地机场上空飞行 2 小时的所需油量，包括

最后储备燃油。 

b.当按照国际定期载客运行的目的地备降机场和放行飞机前往孤立机场

（无可用备降机场的特定目的地机场）时，需满足以下条件： 

（i）在飞机与签派室之间建立了独立可靠的语音通信系统进行全程监控； 

（ii）必须为每次飞行至少确定一个航路备降机场和与之对应的航线临界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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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除非气象条件、交通和其他运行条件表明在预计使用时间内可以安

全着陆，否则飞往无可用备降机场的特定目的地机场的飞行不得继续飞过航线

临界点。 

（2）活塞式发动机飞机最后储备燃油的计算：对于活塞式发动机飞机，

按照合格证持有人按照局方规定的速度和高度条件飞行 45 分钟所需的油量。 

（3）对于活塞发动机飞机和涡轮螺旋桨发动机飞机的国际定期载客运行

或者包括有至少一个国外机场的补充运行，不可预期燃油不得低于以正常巡航

消耗率飞往规定的机场所需总时间的 15％所需的油量，或者以正常巡航消耗

率飞行 60 分钟油量，两者当中取其中较短的飞行时间。 

（4）如果根据燃油量要求计算的最低燃油不足以完成下列飞行，则应要

求额外燃油： 

①假定在航路最困难临界点发动机发生失效或丧失增压需要更多燃油的

情况下，允许飞机在必要时下降并飞行到某一备降机场； 

a.以等待速度在该机场上空 450 米（1500 英尺）高度上在标准条件下飞行

15 分钟； 

b.在该机场进近并着陆。 

②延程运行的飞机应当遵守经批准的延程运行临界燃油方案； 

③满足上述未包含的其他规定。 

三、计算所需燃油应当考虑的因素 

（1）携带的可用燃油量必须至少基于下列数据： 

①如果有的话，从燃油消耗监测系统获得的特定飞机的目前数据； 

②如果没有特定飞机的目前数据，则采用飞机制造商提供的数据。 

（2）计算燃油量须考虑计划飞行的运行条件，包括： 

①风和其他天气条件预报； 

②飞机的预计重量； 

③航行通告； 

④气象实况报告或气象实况报告、预报两者的组合； 

⑤空中交通服务程序、限制及预期的延误； 

⑥延迟维修项目和/或构型偏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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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空中释压和航路上一台发动机失效的情况； 

⑧可能延误飞机着陆的任何其他条件。 

（3）尽管有燃油量要求的规定，若安全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合格证持有人

能够保持同等的安全水平，局方仍可以颁发运行规范批准合格证持有人使用不

同的燃油政策。 

（4）本条中的所需燃油是指不可用燃油之外的燃油。 

四、延程运行（ETOPS） 

1、定义 

（1）经批准的一台发动机不工作的巡航速度 

合格证持有人选定且经局方批准的在飞机使用限制范围内的一个速度，用

于： 

①计算一台发动机不工作时所需燃油； 

②确定在延程运行中飞机能否在批准的最大改航时间内飞抵延程运行指

定备降机场。 

（2）门限时间（Threshold time） 

在标准条件下静止大气中以经批准的一台发动机不工作时的巡航速度飞

行 60 分钟对应的飞行航程（以时间表示）（以两台涡轮发动机为动力的飞机）

或 180 分钟对应的飞行航程（以时间表示）（以多于两台涡轮发动机为动力的

载客飞机）。 

（3）延程运行 

在飞机计划运行的航路上至少存在一点到任一延程运行可选备降机场的

距离超过飞机在标准条件下静止大气中以经批准的一台发动机不工作时的巡

航速度飞行 60 分钟对应的飞行距离（以两台涡轮发动机为动力的飞机）或超

过 180 分钟对应的飞行距离（以多于两台涡轮发动机为动力的载客飞机）的运

行。 

（4）延程运行可选备降机场（Suitable ETOPS Alternate） 

对于特定延程运行航线，不考虑当时的临时状况，列入合格证持有人运行

规范的可选的航路备降机场。这些机场必须满足 CCAR-121.197 条规定的着陆

限制要它可能是下列两种机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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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经审定适合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所用飞机运行的，或等效于其

运行所需安全要求的机场，但不包括只能为飞机提供救援和消防服务的机场； 

②对民用开放的可用的军用机场。如果某军用机场满足合格证持有人安全

运行的基本要求，其军方主管部门以某种形式宣布向民用航空提供紧急情况下

备降的服务支持，合格证持有人已经获得该机场运行的必要资料并且向局方证

明可以在延程运行期间随时与该机场运营人之间建立可靠的通信联系，则可以

将该军用机场列为延程运行可选备降机场。 

（5）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Designated ETOPS Alternate） 

列入了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规范，并且考虑到当时的状况，在签派或飞行

放行时预计可以供延程运行改航备降使用的，在签派或飞行放行中指定的航路

备降机场。此定义适用于飞行计划，并不限制机长在最终改航备降决策时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其它的备降机场。 

（6）延程运行区域（ETOPS Area） 

对于以两台或两台以上涡轮发动机为动力的飞机，延程运行区域是超过其

门限时间才能抵达一个延程运行可选备降机场的区域。 

（7）延程运行航线（ETOPS Route） 

计划航路上，包括灵活航路，至少有一点处在延程运行区域中的航线。在

这样的航线上实施延程运行需要获得局方的批准，并在运行规范中列明。  

（8）延程运行航段（ETOPS Segment） 

计划航路上处在延程运行区域中的部分。一条延程运行航线上可能存在多

段延程运行航段。每一段延程运行航段都是由前后两个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

来确定的。 

（9）延程运行进入点（ETOPS Entry Point）（EEP） 

延程运行航路上进入延程运行航段的进入点。 

（10）延程运行等时点（ETOPS Equal-time Point）（ETP） 

延程运行航路中的一点，考虑到预计飞行高度和预报风的影响，自该点以

经批准的一台发动机不工作的巡航速度飞向相邻两个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

的计划飞行时间是相等的。 

（11）延程运行退出点（ETOPS Exit Point）（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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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程运行航路上退出延程运行航段的退出点。 

（12）批准的最大改航时间（Maximum Authorized Diversion Time） 

为了延程运行航路计划之用，经局方批准在合格证持有人运行规范中列明

的延程运行可使用的最大改航时间。 

（13）最早预计到达时刻（Earliest ETA） 

对于每一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假设飞机飞抵前一个相关等时点然后以

经批准的一台发动机不工作的巡航速度直线飞抵该机场的时刻。 

（14）最晚预计到达时刻（Latest ETA） 

对于每一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假设飞机飞抵下一个相关等时点然后以

经批准的一台发动机不工作的巡航速度直线飞抵该机场的时刻。 

（15）指定备降机场的改航备降关注时间段 

从最早预计到达时刻开始，至最晚预计到达时刻之间的时间范围。 

（16）燃油关键点（Fuel Critical Point） 

延程运行航线各等时点中，所需临界燃油量大于根据正常备份油量计算出

的飞行计划中在该点的预计剩余燃油量且差值最大，或者，所需临界燃油量等

于或小于根据正常备份油量计算出的飞行计划中在该点的预计剩余燃油量且

差值最小，该点被称为燃油关键点。 

（17）临界燃油量（Critical Fuel） 

假设飞机在燃油关键点一台发动机失效，按照合格证持有人延程运行临界

燃油量的相关要求，飞抵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所需的最少燃油量。  

（18）旅客航程恢复计划（Passenger Recovery Plan） 

在航班改航备降之后，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恰当的安置旅客和机组，保障旅

客和机组的基本生存条件，满足旅客和机组的基本需要，并尽快安排旅客恢复

其前往原定目的地的旅程。针对上述整个过程，合格证持有人所制定的方案就

是旅客航程恢复计划。 

（19）延程运行关键系统（ETOPS Significant System） 

包括发动机在内的飞机系统，其失效或发生故障时会危及延程运行安全，

或危及飞机在延程运行改航备降时飞行和着陆的安全。延程运行关键系统被分

为一类和二类延程运行关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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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延程运行的规定和运行要求 

（1）延程运行的各项相关规定的主要目的 

①减少改航备降的发生； 

②如果确实发生了改航备降，保障改航备降运行的安全。无论改航备降的

原因是技术原因（飞机系统或发动机相关的问题），还是非技术原因，合格证

持有人都必须建立一套飞行运行方案来保障改航备降运行的安全。 

（2）延程运行区域 

局方可根据 CCAR-121 部 W 章中规定的要求和限制批准不同的延程运行

区域。延程运行必须在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规范中进行批准，并且按照

CCAR-121 部的延程运行适用条款实施。 

（3）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的要求 

延程运行的基本理念就是在飞机系统部分或全部失效的时候，始终有合适

的航路备降机场供选择。 

签派或飞行放行时，在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的关注时间段内，延程运行

指定备降机场预报的天气条件不得低于延程运行备降机场最低标准，具体的内

容在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规范中予以列明。 

飞机起飞后，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的天气预报必须满足运行最低标准。

其它航路备降机场的可用性取决于该机场的实际天气和场面条件。 

飞机经过延程运行进入点之后，如果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的天气条件恶

化至低于运行最低标准，不要求修改飞行计划。机组和签派员应当实时监视其

它延程运行可选备降机场的可用性，并做出恰当的决策。 

对于对运行有特殊限制的机场，如果合格证持有人无法满足其要求，则不

应将其作为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 

3、延程运行的飞行运行要求 

（1）飞机性能数据 

一台发动机失效性能数据； 

全发运行性能数据。 

（2）航路运行中的机场信息 

①航路运行中的备降和改航机场必须符合 CCAR-121.713 条（即备降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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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机场的附加要求）要求，合格证持有人的旅客航程恢复计划依据本咨询通告

的要求。 

②合格证持有人的工作程序应当确保，在延程运行航段中，飞行机组可以

获得在飞机计划航路上的最大改航能力范围之内的一系列可供使用的备降或

改航机场的当前天气和运行信息，以便适当处置特殊情况。当计划改航时，所

有适当的设施信息和其它与这些机场有关的数据都应当及时以清楚、简明易用

的方式向飞行机组提供。 

③所有从事载客运行的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手册或者等效文件中必须符

合 CCAR-121.716 条（即手册内容）要求。 

（3）签派或飞行放行 

①延程运行备降机场 

合格证持有人不得签派或飞行放行延程运行飞机，除非所需的起飞机场、

目的地机场和备降机场，包括延程运行备降场，都在驾驶舱所能获得的签派或

飞行放行资料中列明。 

②飞行计划限制 

i 对于双发或多于两台发动机的飞机超过 180 分钟的延程运行，在正常的

全发巡航高度，修正了风和温度的影响，以全发运行的巡航速度备降至计划的

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所需的时间，不能超过该飞机抑火系统的最大合格审定

时限减去 15 分钟。 

ii 对于双发飞机超过 180 分钟的延程运行，在正常的一台发动机失效巡航

高度上，修正了风和温度的影响，以经批准的一台发动机失效巡航速度备降至

计划的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所需的时间，不能超过该飞机延程运行关键系统

（不包括货舱抑火系统）最大时限减去 15 分钟。 

③着陆距离 

对于计划使用的跑道，其公布的可用着陆距离，在飞机飞行手册着陆性能

数据的基础上必须满足 CCAR-121.197 条（即涡轮发动机驱动的飞机的着陆限

制—备降机场）中规定的着陆距离限制。机场标高、风、气温、道面状况以及

飞机操纵特性都应当予以考虑。 

④机场救援和消防服务（R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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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在签派或飞行放行资料中列出的每一个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的国际民

航组织（ICAO）机场救援和消防服务（RFFS）等级必须符合： 

不超过 180 分钟的延程运行，ICAO RFFS 4 级或以上； 

超过 180 分钟的延程运行，ICAO RFFS 4 级或以上。此外，飞机在运行期

间必须始终保持在 ICAO RFFS 7 级或等效级别的延程运行可选备降机场的延

程运行最大改航时间范围圈之内。必须在计划航路的整个延程运行航段上考虑

合适的 RFFS 7 级机场的可用性。 

ii.如果机场不能立即提供满足要求的消防救援设备和人员，必须有能力从

邻近的市镇或者其它地方获得额外的消防支援。 

合格证持有人必须确保邻近设备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内对协助救火的请求

做出回应。 

在实际运行中，30 分钟响应时间是指这些设备必须在改航备降飞机抵达

时到位。 

⑤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最低天气标准 

i.规章要求 

关注时间段内，可用的最新的天气预报表明该机场的气象条件不低于延程

运行指定备降机场天气最低标准； 

运行规范中应当列明这些机场的最低天气标准。 

ii.具体标准（对应的进近设施配置） 

对于至少有一套可用进近设施的机场，其进近设施能提供直线 NPA 程序、

直线 APV 程序或直线 I 类 PA 程序，或在适用时可从仪表进近程序改为盘旋机

动：MDH/DH+120 米（400ft）；着陆最低 VIS+1600 米（1 英里）； 

对于至少有两套能够提供不同跑道直线进近的可用进近设施的机场，其进

近设施能提供直线 NPA 程序、直线 APV 进近程序或直线 I 类 PA 程序（应选

择两个服务于不同适用跑道的进近设施）：相应直线进近程序的决断高

DH/MDH 较高值上+60 米（200ft）；着陆最低 VIS+800 米（1/2 英里）； 

对于至少一套 II 类 PA 程序的机场：云高≥90 米（300ft）；着陆最低 VIS

或跑道着陆最低 VIS≥1200 米（3/4 英里），或 RVR≥1200 米（4000ft）； 

对于至少一套 III类PA程序的机场：云高≥60米（200ft）；着陆最低VIS≥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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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1/2 英里），或 RVR≥550 米（1800ft）。 

iii.注意点 

在确定所使用的仪表进近程序时，应当考虑到其它的相关因素。预报的风

或阵风值不得超过运行限制值。 

一般不需要考虑条件性天气预报的内容，例如，INTER，TEMPO，PROB 

XX 等后面的内容，但是如果 PROB 40 或者 TEMPO 的内容低于适用的运行最

低标准，则必须加以考虑。 

当按照 MEL 的条款实施签派或飞行放行，在确定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

天气最低标准的时候，必须考虑 MEL 项目限制对仪表进近最低标准的影响。 

APV 按照 NPA 标准执行。 

⑥燃油供应 

任何人都不得签派或飞行放行涡轮发动机飞机实施延程运行，除非，考虑

预报的风和其它天气情况，飞机载有其运行所必需的燃油，并且满足本咨询通

告的相关要求。 

⑦通信 

清晰、及时、准确的通信方式是语音通信。在实施延程运行中使用卫星语

音通信有益于保障安全，尤其是对于较长、较偏远的延程运行航路。 

除纬度高于 82 度的地区外，卫星语音通信都能够提供较好的通信效果，

不受距离的限制。当卫星语音通信在极地区域受到限制时，需要使用其它的通

信系统，例如 HF 或卫星通信。通常相对于整个航路，飞机在纬度高于 82 度

地区内的飞行时间仅占总时间的一小部分，在其它时间里使用卫星语音通信，

对飞行安全是非常有利的。当飞机在纬度高于 82 度飞行的时候，考虑到太阳

耀斑活动对通信的可能影响，合格证持有人应保证具有可用的通信方式。 

实施延程运行的合格证持有人，无论是实施国内、国际定期运行还是补充

运行，必须在所有语音通信设施可用的航路上提供语音通信。在确定语音通信

设施是否可用时，合格证持有人应当考虑延程运行改航备降时所需的其他航路

和高度。当通信设施不可用时，或者因其质量低劣而无法进行语音通信时，则

应当以另一种通信系统取代（例如 CPDLC）。 

合格证持有人必须同时考虑延程运行改航备降航路和飞行高度的通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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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⑧签派或飞行放行 

i.计算机飞行计划必须包括下列项目： 

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 

该次签派或飞行放行所依据的延程运行的最大改航时间； 

延程运行的进入点、等时点、退出点、燃油关键点信息。 

ii.在签派或飞行放行时，机长应当能够获得天气、服务和设施设备等相关

信息。 

iii.如果签派或飞行放行中所选择的是超过 180 分钟的延程运行航路，合格

证持有人应当通知机长，并告知选择该航路的理由。 

⑨延程运行的例外签派或飞行放行 

特殊情况可能包括军事或政治因素、火山爆发、航路备降机场的极端寒冷

天气或其它短时间低于签派或飞行放行要求的条件。合格证持有人必须建立用

来确定在什么样的极端天气条件下机场不能被指定为备降机场的标准。 

合格证持有人应当保持一份“例外”签派或飞行放行的使用记录，便于日

后跟踪查阅。 

⑩氧气要求 

如果延程运行航路还涉及高原复杂地形改航备降航路的氧气要求，必须考

虑备降机场选择决断点对改航备降计划的影响。如果备降机场的选择因此受到

限制，所需备降机场的条件必须符合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的要求。 

（4）航路运行 

①机长的权限 

②起飞后可能使用的备降机场 

i.飞机起飞后 

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除了天气条件应当保持等于或高于运行最低标准，

其它运行条件还必须持续地满足初始签派或飞行放行中的其它各项要求。飞行

机组和签派员应当监控用于延程运行的备降机场是否出现了天气条件恶化、设

施设备的可用性受限等有可能导致机场不再可用的情况。在飞行过程中，如果

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的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应当及时通知飞行机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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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那些会导致飞机无法降落的信息。 

ii.飞机到达延程运行进入点之前 

合格证持有人必须评估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在其关注时间段内的可用

性。如果出现任何不能确保安全进近和着陆的情况，例如：天气条件低于着陆

运行最低标准，应当通知机长，并且重新指定其它能够保证安全进近和着陆的

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根据新的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可能需要修改计划

航路。 

iii.飞机飞越延程运行进入点之后 

如果延程运行指定备降机场的天气条件恶化低于着陆运行最低标准（或者

任何造成机场跑道不再可用的其它情况），合格证持有人不需要因此修改航路

或改航备降。机长应当与签派员沟通对当时的安全运行状况做出合理的评估和

判断，确定最安全的运行方案。此时机长有权决定修改航路，备降到延程运行

指定备降机场，或者使用计划航路继续飞行。 

③发动机失效 

i.为确保飞行安全，机长应当综合相关因素，选择在最近的延程运行可选

备降机场着陆。判断备降机场是否可用时应考虑的相关因素： 

飞机构型、重量、系统和剩余燃油； 

备降航路上的风和天气的状况； 

备降航路上的最低飞行高度； 

备降航路上的燃油消耗； 

备降机场附近的地形、天气和风； 

跑道的可用性以及道面情况； 

可用的进近导航设施和灯光； 

备降机场救援与消防服务（RFFS）等级； 

旅客服务设施以及机场人员的出入境服务和住宿情况； 

机长对机场的熟悉程度； 

合格证持有人向机长提供的机场信息。 

ii.不能作为选择在最近的延程运行可选备降机场以远的机场备降的理由： 

燃油量足够飞抵更远的延程运行可选备降机场； 



 

816 

 

旅客的住宿问题，而不是旅客的安全问题； 

维修资源的可用性。 

iii.机长可以改航备降到非最近的延程运行可选备降机场，但前提是此时机

长认为这样做与在最近延程运行可选备降机场着陆是同样安全的。 

④系统全部或部分失效 

应当仔细评估所带来的影响，包括对剩余系统和总体运行性能的评估： 

如果评估结论是改航备降，那么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向机长提供修改后的飞

行计划并更新各种相关信息，包括预计飞往的备降机场天气状况。签派员还应

当向飞行机组提供计划航路上其它可用的改航备降机场的信息。但是无论如

何，这些备降机场的距离不能超出批准的延程运行最大改航时间限制。 

⑤其它改航备降情况  

例如紧急医疗救护、火警或者释压等。应当根据紧急情况的性质特点以及

对飞机、旅客和机组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采取适当的措施。该次飞行的延程运

行指定备降机场并不是机长改航备降的唯一选择，机长仍然具有最终决策权。 

（5）申请 

①延程运行批准的申请要求  

实施延程运行的机身发动机组合必须满足相关的适航标准，并且已经获得

相应的延程运行型号设计批准。 

合格证持有人必须向局方证明其发动机可靠性水平能够达到并保持延程

运行的要求。 

②延程运行的申请等级 

最大改航时间 75 分钟的延程运行； 

最大改航时间 90 分钟的延程运行； 

最大改航时间 120 分钟的延程运行； 

最大改航时间 180 分钟的延程运行； 

最大改航时间 240 分钟的延程运行； 

最大改航时间超过 240 分钟的延程运行。 

③延程运行需要的材料  

i.延程运行区域与飞机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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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天气信息系统 

iii.MEL 

iv.公众保护 

v.旅客航程恢复计划 

超过 180 分钟的延程运行，合格证持有人对于每一延程运行可选备降机场

都应当制定相应的旅客航程恢复计划。 

能够在 48 小时之内使旅客完全恢复航程的计划通常是可以接受的，这样

的计划应当能够满足所有关于为旅客和机组提供照顾和保证安全的要求。 

vi.导航 

满足在计划航路和可用飞行高度上及改航备降航路和可用飞行高度上所

需的导航精度。 

vii.通信 

可用且可靠。一般来说，一套 HF VOICE 或一套 SATCOM VOICE 设备可

以满足上述要求。如果实施超过 180 分钟的延程运行，合格证持有人还应当具

有第二套，即备用的，语音通信系统。该系统应当能提供直接基于卫星的语音

通信，通话质量与固定电话相当。 

（6）验证 

合格证持有人必须在该延程运行区域内其申请的航线上，在局方监督下实

施真实的验证飞行： 

对于首次申请延程运行批准的合格证持有人，局方应当要求不少于 4 个航

段的验证飞行，其中至少前 2 个航段应当是非商业载客运行。 

对于已经获得延程运行批准的合格证持有人，申请增加新的机身发动机组

合、延长批准的最大改航时间、或在新的地理区域内实施延程运行，局方应当

要求不少于 2 个航段的验证飞行（允许商业取酬）。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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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签派放行前对飞行条件的评估 

10.2.2.7 重量和平衡 

备注： 

1、重心及其表示方式 

重心（CG）是一个特殊的点，可以认为是一个物体或一组物体质量集中

的点，并且在改点能够保持平衡。 

平均气动弦（MAC）是过半个机翼的面积中心的弦长，是—个假想矩形

机翼的弦长，这一假想机翼的面积、空气动力和俯仰力矩特性机翼相同。在载

重平衡工作中，MAC 被用来表示飞机重心的位置。 

飞机的重心（CG）位置以平均气动弦的百分比表示。它必须在由飞机重

量确定的前、后重心极限之间。 

平衡力臂（BA）是沿飞机纵轴的坐标，从部件位置测量到零站位的实际

距离，在装载配平计算中应该使用平衡力臂来计算力矩。 

平衡力臂与%MAC 的关系：根据飞机的几何尺寸，可以确定平衡力臂

与%MAC 之间的换算关系。 

 

MAC 是平均空气动力弦，bA 指平均空气动力弦长度，x 是重心投影点与

平均空气动力弦前缘之间的距离。 

2、合力矩定理 

合力矩定理：一个力系的合力对任一点之矩等于各分力对同一点的力矩之

和。 

重心位置的测算，通常采用代数计算法测算： 

重心位置=总力矩/总重量 

飞机人员或者货物增减或移动造成的重心变化计算公式为： 

M M
CG

W W
 = −新 旧

旧新

 

式中，M 是力矩，W 是重量。 

3、起飞配平 

配平调定值增大，水平安定面前缘向下偏转，平尾产生附加的向下的力，

使机头上仰；配平值减小，水平安定面前缘向上偏转，平尾产生附加的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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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机头向下。 

配平调定值与飞机重量、重心、襟翼位置和推力大小有关。重量增大，配

平值增大；重心向后，配平值减小；推力增大，配平值减小。 

配平值偏大时，飞机杆力轻，可能造成机尾擦地；配平值偏小时，飞机杆

力重，起飞距离增加，起飞初始爬升速度增大。 

4、重心对飞机操稳性影响 

飞机焦点位于飞机重心之后，飞机具有俯仰稳定性。 

重心靠前，稳定性好，操纵性差； 

重心靠后，操纵性好，稳定性差。 

5、舱单 

按基本配备（标准机组、乘务组人数和标准配餐等）时的使用空机重称为

基本使用重量（常用 BOW 表示）。 

如机组、乘务组人数和配餐和基本配备中的标准不同，则要对基本使用重

量做修正，修正机组、乘务组人数和配餐等重量后的使用空机重称为干使用重

量（常用 DOW 表示）。 

Dry Operating Weight = Basic weight + Crew + Pantry 

飞机的实际业载要小于许可业载，许可业载受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最大

着陆重量和最大无燃油重量限制。 

Operating weight = Dry operating weight + Takeoff fuel 

Allowed weight for takeoff 

= Lowest of (MZFW+Takeoff Fuel), MTOW, (MLW+Trip Fuel) 

Allowed traffic load = Allowed weight for takeoff - Operating weight 

 

飞机实际重量的计算： 

Total Traffic Load = Total outgoing deadload + Total cabin baggage weight  

       + Total outgoing passenger number x passenger weight 

ZFW = Total traffic Load + Dry operating weight 

TOW = ZFW + Takeoff fuel  

LW= TOW (E3) - Trip fuel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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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load before LMC = Allowed traffic load －Total traffic load 

 

指数（Index）是按比例缩小了一定倍数的力矩 

 

常用的指数有：干使用指数或基本使用指数，燃油指数，乘客指数，货物

指数。 

 

 

 

 

 

 

 

 

 

 

 

 

 

 

 

 

 

 

 

 

 

 

 

 

 

 

 

样题：飞机重心后移，稳定性变差，操纵性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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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签派放行前对飞行条件的评估 

10.2.2.8 实施飞行的决策 
备注：  

1、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的签派单  

（1）签派单应当至少包括每次飞行的下列信息： 

①飞机的国籍标志、登记标志、制造厂家和型号； 

②承运人名称、航班号和计划起飞时间； 

③起飞机场、中途停留机场、目的地机场和备降机场；  

④运行类型说明，例如仪表飞行规则、目视飞行规则； 

⑤最低燃油量。 

（2）签派单应当至少包括或者附有下列文件： 

①在机长与飞行签派员签署放行单时可以获得的关于目的地机场、中途停

留机场和备降机场的最新天气实况报告和预报。签派单还可以包括机长或者飞

行签派员认为必需的或者希望具有的其他天气实况报告和预报； 

②运行飞行计划； 

③航行通告。 

2、补充运行的飞行放行单 

（1）飞行放行单应当至少包括每次飞行的下列信息： 

①公司或者机构的名称； 

②飞机的国籍标志、登记标志、制造厂家和型号； 

③航班或者航次和飞行日期； 

④每一飞行机组成员、客舱乘务员和机长姓名； 

⑤起飞机场、目的地机场、备降机场和航路； 

⑥运行类型说明，例如仪表飞行规则、目视飞行规则； 

⑦起飞最低燃油量。 

（2）飞机飞行放行单应当含有或者附带目的地机场和备降机场的最新天

气实况报告、预报或者两者的组合。放行单还可以包括机长认为必需的或者希

望具有的其他天气实况报告和预报。 

3、飞行高度规则 

（1）除了起飞、着陆需要或者在考虑到地形特征、气象服务设施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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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量、可用的导航设施和其他飞行条件后，局方认为为安全实施飞行需要其

他高度而对任一航路或者航路的一部分规定了其他最低标准的情况以外，任何

人不得在本条（2）和（3）款规定的最低高度以下运行飞机。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之外飞行时，本条规定的最低高度标准应当起控制作用，除非在合格证持有

人运行规范中或者由飞机飞越的国家规定了较高的最低标准。 

（2）按照本规则实施运行的任何飞机在昼间按照目视飞行规则运行时不

得在距地表、山峰、丘陵或者其他障碍物 300 米（1000 英尺）的高度以下飞

行。 

（3）按照本规则实施运行的任何飞机按照仪表飞行规则运行时，在距预

定航道中心线两侧各 25 公里（13.5 海里）水平距离范围内，在平原地区不得

在距最高障碍物 400 米（1300 英尺）的高度以下，在丘陵和山区不得在距最

高障碍物 600 米（2000 英尺）的高度以下飞行。 

4、起始进近高度 

当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往无线电导航设施作起始进近时，任何人不得将飞

机下降到按照该设施制定的仪表进近程序中规定的起始进近最低高度之下，直

至到达该设施的上空。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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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签派放行前对飞行条件的评估 

10.2.2.9 空管飞行计划的填报 

备注：  

1、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以下简称管制单位）是电报的使用单位，包括：

民航局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各地区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区域管制单位、进

近（终端）管制单位、机场塔台管制单位、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等。 

2、电报优先等级依次如下： 

第一等级：遇险报（SS）； 

第二等级：特级报（DD）； 

第三等级：加急报（FF）； 

第四等级：急报（GG）。 

3、航空器营运人及其代理人可以采用国际航空电信公司（以下简称 SITA）

电报、传真或者当面提交等方式提交飞行计划，不得使用 AFTN 提交飞行计划。

使用 SITA 电报、传真方式提交时，航空器营运人及其代理人应当与报告室约

定工作程序。 

4、航空器营运人及其代理人应当于航空器预计撤轮挡时间 2 小时 30 分钟

前提交飞行计划。遇有特殊情况，经与计划受理单位协商，最迟不晚于航空器

预计撤轮挡时间前 75 分钟提交飞行计划。国内航空器营运人执行国内飞行任

务不得早于预计撤轮挡时间前 24 小时提交飞行计划；航空器营运人执行其他

任务不得早于预计撤轮挡时间前 120 小时提交飞行计划。 

5、当航空器飞行计划变化时，航空器营运人及其代理人应当于航空器预

计撤轮挡时间前 45 分钟提交飞行计划修改，并应在最后通知的预计撤轮挡时

间后 3 小时 30 分钟以内提交飞行计划修改。对于已经拍发 CHG 的飞行计划，

不再重新提交新的飞行计划，管制单位不再拍发新的 FPL。 

6、编组号及其所对应的数据类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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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固定格式的空中交通服务电报的报文内容应由若干个规定的数据编组

（以下简称编组）按固定顺序排列构成；不应随意缺省，每个编组由按顺序排

列的几个不同内容的数据项目或一个单项数据构成，之间应以空格或“/”隔

开。 

8、AFTN 报文中各类报文编写的方法和各编组格式详见民用航空飞行动

态固定格式电报管理规定。 

FPL 报文举例： 

(FPL-CCA1532-IS 

-A332/H-SDE3FGH 工 J4J5M1RWY/LB1D1 

-ZSSS2035 

-K0859S1040 P 工 KAS 6330 PIMOL A593 BTO W82 DOGAR 

-ZBAA0153 ZBYN 

-STS/HEAD PBN/A1B2B3B4B5D1L1 NAV/ABAS REG/ B6513 

EET/ZBPE0112 SEL/KMAL PER/C RIF/FRT N640 ZBYN RMK/ACASII)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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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签派放行前对飞行条件的评估 

10.2.2.10 飞行文件 

备注：  

1、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装载舱单、签派单和运行飞行计划的处置 

（1）机长应当将下列文件的副本随机携带到目的地：①填写好的装载舱

单；②签派或者放行单；③运行飞行计划。 

（2）合格证持有人应当保存前款规定的文件的副本至少３个月。 

2、补充运行的装载舱单、飞行放行单和运行飞行计划的处置  

（1）实施补充运行的飞机机长应当携带下列文件的原件或者经签署的文

件副本飞行到目的地机场：①装载舱单；②飞行放行单；③适航放行单；④驾

驶员航线合格证明；⑤运行飞行计划。 

（2）如果飞行在合格证持有人主运行基地始发时，应当在其主运行基地

保存本条（1）款规定的文件的原件或者副本。 

（3）除本条（4）款规定外，如果飞行在合格证持有人主运行基地以外的

机场始发时，机长（或者合格证持有人授权的其他运行控制人员）应当在起飞

前或者起飞后立即将本条（1）款列出的文件副本发送或者带回到主运行基地

保存。 

（4）如果飞行始发在合格证持有人的主运行基地以外机场时，合格证持

有人在那个机场委托他人负责管理飞行运行，按照本条（1）款规定签署过的

文件副本在送回合格证持有人的主运行基地前在该机场的保存不得超过 30

天。如果这些文件的原件或者副本已经送回合格证持有人的主运行基地，则这

些文件不需要继续保存在该机场。 

（5）实施补充运行的合格证持有人应当： 

①根据本条（4）款规定，在其运行手册中制定专门人员负责这些文件副

本； 

②按照本条规定原始文件和副本应当在主运行基地保存 3 个月。 

 

 

 

样题：  



 

826 

 

10.2.3 与机长共同作出放行决定 

10.2.3.1 签派放行决策的认定 
备注：  

1、合格证持有人可以指定任一经批准用于该型飞机的正常使用机场、临

时使用机场或者加油机场，作为初始签派或者放行的目的地机场。 

2、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根据授权的飞行签派员所提供的信息，为两个规定

地点之间的每次飞行编制签派单。机长和授权的飞行签派员应当在签派单上签

字。 

3、实施补充运行应当使用飞行跟踪系统，每次飞行应当得到合格证持有

人授权实施运行控制人员的批准，方可实施。在开始飞行前，机长或者由合格

证持有人授权实施运行控制的人员应当按照该次飞行所遵守的条件制定一个

满足飞行的放行单。 

4、对于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除下述两种情况外，每次飞行应当在

起飞前得到飞行签派员的明确批准方可以实施： 

（1）对于国内定期载客运行的飞机，在原签派放行单列出的中途机场地

面停留不超过１小时。 

（2）对于国际定期载客运行的飞机，在原签派放行单列出的中途机场地

面停留不超过６小时。 

当实施补充运行的飞机在地面停留超过６小时时，应当重新签署新的飞行

放行单，否则不得继续飞行。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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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与机长共同作出放行决定 

10.2.3.2 签派放行意见的协商 

备注： 

（1）对于国内、国际定期载客运行，飞行签派员在签派飞机前，应当完

全熟悉所飞航路、机场的气象实况报告和预报，否则不得签派或者放行该次飞

行。 

（2）对于补充运行，机长应当完全熟悉所飞航路、机场的气象实况报告

和预报，否则不得开始该次飞行。 

（3）国内国际载客运行机长和授权的飞行签派员均认为该次飞行能安全

进行时，他们才能签字。对于某一次飞行，飞行签派员可以委托他人签署放行

单，但是不得委托他人行使其签派权。 

（4）补充运行时只有当由机长和授权实施运行控制人员均认为可以安全

飞行时，机长方可签署飞行放行单。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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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飞行中的运行控制 

10.2.4.1 运行监控 
备注： 

1、除经局方根据所用机型和运行情况作出特殊批准外，对于合格证持有

人的所有运行，每架飞机与签派室之间的通信系统应当是空中交通管制通信系

统之外的独立系统。 

2、飞行签派员必须充分利用各种通讯手段或其他适用方法对每架运行中

的飞机实施监控，了解飞机的运行动态等。 

3、飞行签派员在飞机运行过程中必须为机长提供保障飞行安全的更多信

息或资料，在飞行监控过程中必须负责飞行监控的飞行签派员应与机长保持通

信联络。 

①及时准确向机长报告任何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补充信息； 

②在非正常情况下，当机长不能执行原定飞行方案时，提供必要协助； 

③掌握起飞机场、航路、目的地机场和备降机场的天气变化情况、航行通

告以及相关机场的设施和各导航设备的状况，并及时将最新的信息通报给机

长； 

④监控飞机燃油方案执行情况及剩余油量； 

⑤紧急情况、机械或其他操作故障时，帮助机长取得最低延误，并通知相

关部门； 

⑥签派员及时记录与飞行机组的通信内容； 

⑦保证航班安全、合法和高效率的完成。 

4、位置报告内容： 

（1）飞机飞越提前设定的位置报告点时，机长应向飞行签派员报告以下

内容： 

①飞机/航空器呼号； 

②位置报告点的名称及通过该点的时间； 

③飞行高度； 

④预计到达下个报告点的时间或预达时刻； 

⑤剩余燃油等其他重要信息。 

（2）不能截获位置报告点时应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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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果在预计收到位置报告那一时刻后的 30 分钟内没有获得位置报告，

负有飞行监控职责的飞行签派员首先应与预计飞机所在管制区域的空中交通

管制部门联络求证飞机位置； 

②根据求证的结果，如飞行签派员判断飞机可能发生不安全状况，那么应

及时向公司有关领导报告并采取相应应急措施。 

（3）燃油监控 

飞行签派人员应根据公司燃油政策的油量规定以及性能部门提供的起飞

油量、航段油量和飞行时间对燃油进行监控。并在条件、设备可能到达的情况

下对下述燃油进行监控。 

剩余燃油： 

①到达剩余燃油要求飞行机组和飞行签派员对到达着陆机场后的机上剩

余燃油保持监控； 

②当实际情况偏离预先飞行方案时，飞行机组和飞行签派员应重新计算到

达剩余燃油，并证实到达方案着陆机场时，机上备份燃油和至最远备降机场用

油未被使用。 

备份油量： 

①飞机在着陆时应当保存备份油量未被使用。机长应斟酌使用备份油量并

保证航班飞行能安全完成任务； 

②只有当采取所有的其他行动措施后，方可使用备份油量； 

③备份油量的目的是如果遭遇意外的延误或其他情况时，可利用这些油量

继续飞行。 

（4）最低油量： 

最低油量是指在飞行过程中应当报告空中交通管制员采取应急措施的一

个特定燃油油量最低值。该油量是在考虑到规定的燃油油量指示系统误差后，

最多可以供飞机在飞抵着陆机场后，能以等待空速在高于机场标高 450 米

（1500 英尺）的高度上飞行 30 分钟。 

（5）气象监控 

签派员应对所负责的飞行区域内以下气象变化进行监控，并及时将重要变

化通报给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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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航路的风向和风速（机组报告）及修正； 

②目的地机场、备降机场和航路的天气变化情况及开展趋势； 

③危险天气警告，包括航路上、机场区域颠簸、风切变、雷暴、结冰和雪

情通告等。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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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飞行中的运行控制 

10.2.4.2 信息获取与传递 

备注：  

1、在开始飞行之前，飞行签派员应当向机长提供可能影响该次飞行安全

的机场条件和导航设施不正常等方面的所有现行可得的报告或者信息，并且应

当向机长提供可能影响该次飞行安全的每一所飞航路和机场的所有可得的天

气实况报告和天气预报，包括晴空颠簸、雷暴、低空风切变等危险天气现象。 

2、在飞行期间，飞行签派员应当及时向机长提供可能影响该次飞行安全

的天气条件，包括晴空颠簸、雷暴、低空风切变等危险天气现象和有关设施、

服务不正常的任何可以获得的补充信息。 

3、开始飞行前，每个机长应当获得所有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有关机场条

件和导航设施不正常情况的最新报告或者信息。 

4、在飞行期间，机长应当获得所有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气象条件、设施

和服务不正常情况的附加信息。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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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飞行中的运行控制 

10.2.4.3 必要时，更改初始签派放行 

备注： 

1、签派或者放行单可以在航路上予以更改，增加任何处在 121 部燃油量

要求、特定情况燃油要求、计算所需燃油应当考虑的因素规定的飞机燃油范围

内的备降机场。 

2、飞机在航路上飞行时，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初始签派或者放行单上指

定的初始目的地机场或者备降机场。如果确有必要改变为另外的机场时，则该

机场应当是经批准用于该型飞机的，并且在重新签派或者更改签派或者放行单

时，应当符合 121 部的飞机性能使用限制概则和所有飞行运行的相应要求。 

3、在航路上更改签派或者放行单时，通常需由飞行签派员和机长共同决

定，并且应当记录更改的内容。当涉及更改空中交通服务飞行计划时，应当预

先和有关的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取得协调。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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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飞行中的运行控制 

10.2.4.4 航空器追踪（121.533） 

备注： 

1、合格证持有人必须建立飞机追踪能力，确保在飞机的整个运行区域对

其进行追踪。 

2、除经局方批准外，对于最大起飞重量超过 27000kg 飞机计划在中国情

报区以外进行飞行运行的部分，合格证持有人必须至少每 15 分钟通过自动报

告对飞机位置进行追踪。 

3、合格证持有人应当保留飞机追踪数据，用于协助搜寻和救援确定飞机

最后已知位置。 

4、4D 位置即航空器的位置信息（经度、纬度、高度、时刻）。 

5、航空承运人在实施航空器 4D/15 追踪监控时，应在地面持续记录航空

器的 4D/15 位置信息（包含起飞和着陆信息），确保及时获取航空器的 4D/15

位置并判断位置记录的数据完好性，监控 4D/15 位置记录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

况。 

6、飞行实施后，若发生 4D/15 追踪能力缺失，航空器可继续运行。例如，

飞行中航空器偏离原计划航路导致不能满足 4D/15 追踪要求时，不要求航空承

运人承担 4D/15 追踪职责。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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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飞行后 

10.2.5.1 到达确认 

备注： 

1、航空器降落后，签派员应当予以确认，按规定格式拍发降落电报。 

2、对运行中发生的严重差错、事故、事故征候和不正常的情况，签派人

员应当将了解的情况报告航空公司值班领导和有关部门。对发生飞行事故、事

故征候，应当写出书面报告交送航空公司安全监察部门，应将讲评结果和处理

意见报告中国民航局和民航地区管理局。 

3、飞行中由于机载设备异常，人为原因等引起的返航、备降的不正常情

况，书面报告有关部门。 

4、签派人员应当进行航班正常性统计，分析不正常原因，向航空公司经

理提出提高航班正常性的建议。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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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飞行后 

10.2.5.2 听取天气汇报 

备注： 

签派员应当听取和收集机长关于飞行经过和影响飞行不正常情况的气象

汇报。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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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飞行后 

10.2.5.3 报告飞行不正常情况。 

备注： 

1、机械原因中断使用汇总报告  

（1）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在每月 10 日之前向局方报告前一个月出现的因机

械原因的下述情况的汇总报告： 

①中断飞行； 

②非计划更换飞机； 

③延误、备降或者改航； 

④因已知或者怀疑的机械原因引起的非计划换发。 

（2）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按照局方规定的格式和方式提交本条所要求的报

告。 

2、运行中人为差错报告 

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在 72 小时内向局方报告运行中出现的飞行机组成员、

维修及其他运行控制人员发生的人为差错。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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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航行新技术 

10.3.1 平视显示器 备注： 

1、HUD 是一种机载光学显示系统，可以把飞机飞行信息投射到飞行员视

野正前方的透视镜上，使飞行员保持平视状态时，在同一视野中兼顾仪表参数

和外界目视参照物。HUD 能增强飞行员的情景意识，提高飞行品质和低能见

度条件下的运行能力。 

2、其基本原理是，通过飞行员头顶的一部投影仪，将经过筛选处理的一

些重要飞行数据投影在风挡前的一块特殊光学透明玻璃上，飞行员不需低头就

可以从这块玻璃上获取重要的飞行数据，又可以透过这块玻璃看驾驶舱外，获

取必要的目视参考。 

3、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计算机、投影装置、合成仪、控制面板和

告示面板。 

4、标准 I 类：航空公司经过审定可以获得 HUD 标准 I 类资格； 

特殊 I 类：标准 I 类使用 100 次或者 6 个月，方可申请； 

标准 II 类：标准 I 类使用 100 次或者 6 个月，方可申请（可与特殊 I 类同

步申请或者单独申请）； 

特殊 II 类：需首先获得特殊 I 类和标准 II 类资格，再运行 100 次和 6 个月

的标准 I 类、特殊 I 类或标准 II 类（6+6=12 个月），方可申请； 

RVR200/150*/75*起飞：需首先获得特殊 I 类或标准 II 类批准，再运行 100

次和 6 个月的标准 I 类、特殊 I 类或标准 II 类（6+6=12 个月），方可申请。 

5、标准 I 类适用于能见度（VIS）不低于 800 米（2400 英尺）或跑视程

（RVR）不低于 550 米（1800 英尺），DH 不低于 60 米（200 英尺）条件下，

在降低灯光要求的 I 类精密进近的跑道上，按照现行运行最低标准，使用平视

显示器（HUD）至决断高度（DA）或决断高（DH）的运行。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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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增强视景系统 备注： 

1、为提高飞行员的态势感知，增强视景系统（EVS）及合成视景系统（SVS）

将会广泛用于客机驾驶舱。增强型视景系统（EVS），就是把由机载红外传感

器和毫米波雷达给出的图像重叠在平显（HUD）上，在为机组呈现肉眼看不到

真实的跑道画面的同时，显示一些下显给出的重要数据指示。 

红外传感器通常安装在飞机整流罩的下方，用于探测飞机前方地形的微小

热物性梯度变化。 

借助于视景增强系统，飞行员能够看到真实的机场状况，很容易将机场跑

道和周围背景分辨开来。飞机着陆后，飞行员可以清晰地看到跑道，而且，还

能够看见正常视野范围内看不到的机场上的其他飞机和交通情况。特别是在夜

晚机场的运行方面，这一点能够给拥挤的机场带来很多有价值的益处。在增强

视景系统的帮助下，飞行员甚至可以看见跑道上的动物（曾经发生在起飞或着

陆阶段，飞机因为撞到跑道上的动物而严重受损的事故）。 

2、合成视景系统（SVS），是以计算机生成的 3 维地形和障碍物数据库

为基础形成的虚拟视景，它多数呈现在下显上，并与 GPS 精密导航系统相连，

为飞行员提供了飞机外环境的描述，并以“空中高速路”的管道方式引导飞行

的航路。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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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卫星着陆系统 备注： 

1、卫星着陆系统（GLS）是民航局航行新技术应用与发展工作委员会决

定推广的四大航行新技术（HUD、PBN、ADS-B）之一。 

2、准确性（Accuracy）指 GNSS 系统计算位置与实际位置之间的差异性

描述。 

完好性（Integrity）指 GNSS 系统所提供信息准确性可信程度的度量，包

括当系统不能用于预定运行（或飞行阶段）时及时、有效向用户提供告警的能

力。 

连续性（Continuity）指 GNSS 系统在预期运行期间，不出现非计划功能

中断的能力。 

可用性（Availability）指 GNSS 系统在计划提供导航服务期间，可向飞行

机组、自动驾驶仪或其他管理航空器飞行的系统提供可靠的导航信息的时间比

例。 

3、卫星着陆系统（GLS）（GBAS landing system）包含机载 GBAS 设备、

陆基 GBAS 系统，以及基于 GBAS 增强功能的星基导航定位、精密进近引导

和着陆等相关数据及功能。 

4、GLS 是一种基于陆基增强的精密进近着陆系统，其使用成本低廉，一

套 GLS 地面基站可支持方圆 6 公里所有跑道及相应进近程序的使用，特别是

对多跑道体系、山区和地形复杂机场更具实用价值。 

5、地基增强系统（GBAS）（Ground-based augmentation system）是一种用

户接收机导航增强信息来自于地面发射机的卫星导航增强系统，包括空间导航

卫星星座系统、地面增强系统和机载接收机系统三部分。 

6、GLS 进近中，机载系统通过接收地面甚高频数据广播（VDB）传送的

最后进近航段（FAS）数据块，来定义一个虚拟的航向道/下滑道，结合 GBAS

接收机/多模接收机（MMR）的高精度三维定位输出，计算航空器偏离定义航

迹的情况，形成水平和垂直偏差，以及到跑道入口的距离，并在相关仪表（PFD、

ND）上显示。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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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 北斗导航系统 备注： 

1、卫星导航系统就是以卫星为导航台的星基无线电导航系统，为全球的

陆地、海洋、空中、空间等各类用户提供全天候、高精度的位置服务和授时服

务，根据功能定位也被称为基于卫星的定位、导航与授时系统。 

2、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BDS、GPS、GLONASS、GALILEO 等。 

3、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 

空间段由若干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中圆地球轨道

卫星三种轨道卫星组成混合导航星座； 

地面段包括主控站、时间同步/注入站和监测站等若干地面站； 

用户段包括北斗兼容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的芯片、模块、天线等基础产品，

以及终端产品、应用系统与应用服务等。 

4、北斗技术在民用航空导航、民用航空监视、机场场面运行等都得到了

很好的应用。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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