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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公　 　 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９ 号

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发布

«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的公告

现发布 «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２—２０２０)ꎬ 自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本规范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负责管理和解释ꎬ 由中国

民航出版社出版发行ꎮ

中国民用航空局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前　 言

«民用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ＭＨ ５００２—１９９９) 自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１ 日施行以来ꎬ 满

足了二十年间我国民用机场发展的需要ꎬ 对指导机场总体规划和工程项目规划设计

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民航运输业的持续快速发展ꎬ 民用机场数量和规模不断增

大ꎬ 城市与机场的关系更加紧密ꎬ 在机场发展、 建设、 运营中积累了很多新的经验ꎬ

与国际民航业交流合作日益深入ꎬ 国家、 行业相关规章和标准也不断完善ꎮ 为满足

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运输机场总体规划工作的需要ꎬ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 «民航专业

项目任务合同书: 民用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修编) » 的要求对本规范进行修订ꎮ

本规范是以机场发展的功能需求和技术要求为基础的行业推荐性标准ꎬ 条款以

机场总体规划的编制、 评审、 实施和管理为主线ꎬ 统筹考虑了内外协同、 资源节约、

环境保护、 安全可靠和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等方面的要求ꎮ 本规范综合性较强ꎬ 共分

２３ 章ꎬ 包括总则、 术语、 基本要求、 机场类别、 预测、 总平面、 各功能区及设施系

统、 空域及飞行程序、 管线综合、 竖向、 环境、 技术指标等内容ꎮ 本次修订调整了

规范名称和章节结构ꎬ 对所有条款进行了全面修改ꎬ 概述如下:

———规范名称修改为 «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ꎬ 相应调整规范适用范围ꎻ

———术语中增加 １５ 个、 删除 １４ 个、 修改名称 ２ 个ꎻ

———增加总体规划文本、 图件、 专题报告的相关条文ꎻ

———按航线性质、 规划年旅客吞吐量 ２ 种方法划分运输机场类别ꎻ

———调整航站区指标分级ꎬ 增加机场用地分类和代码ꎻ

———提出近期、 远期规划目标年的确定方法ꎬ 明确了终端、 远景的适用条件ꎻ

———细化对预测内容、 方法的要求ꎻ

———增加 “总平面规划”ꎬ 取消 “机场场址选择” 章节ꎻ

———修改飞行区容量、 跑道构型、 滑行道等内容ꎬ 明确各类机位分类方法ꎻ

———增加机坪规划、 飞行区交通设施等条文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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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标志和标记牌” 替换为 “机坪助航设施规划”ꎬ 增加飞机地面电源装

置等条文ꎻ

———提出机场空域规划、 飞行程序规划的本阶段重点内容和要求ꎻ

———明确总体规划阶段空管设施规划的重点内容ꎬ 提出对塔台位置、 高度规划

要求ꎻ

———增加对航站区布局、 航站楼平面构型、 旅客捷运系统、 近机位等要求ꎻ

———增加航站区指标为 １ 的机场航站楼面积和总机位数要求ꎬ 取消航站楼面积

估算表ꎻ

———划分一级、 二级货运设施ꎬ 增加货运站规模指标、 危险品库安全距离等

内容ꎻ

———提出机场机务维修规划等级的划分方法及相应要求ꎻ

———增加加油量预测、 油库位置、 油库安全距离、 第二航空加油站等内容和

要求ꎻ

———明确应急救援设施组成和机场消防等级ꎬ 完善消防、 应急救护、 残损航空

器搬移等条文ꎻ

———增加安全保卫设施分类、 规划要求、 安全保卫等级等内容ꎻ

———梳理生产保障设施规划内容ꎬ 提出集约用地、 合建、 地块规划等要求ꎻ

———在综合交通系统规划中从预测、 外部交通、 道路、 轨道、 停车等方面充实

和细化要求ꎻ

———修改细化场内供电、 供水、 供热、 供冷、 供气设施规划及外部供应要求ꎻ

———更新防洪、 防涝、 雨水排水系统的规划标准ꎬ 明确再生水不进入航站楼ꎻ

———用 “垃圾处理设施” 取代 “机场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ꎬ 取消焚烧站的

条文ꎻ

———增加综合管廊、 管线矛盾处理原则、 地下管线间距等要求ꎻ

———明确管线敷设方式要求ꎬ 取消高压输电线与跑道的距离要求ꎻ

———机场排水系统规划并入第 １９ 章ꎬ 在机场竖向规划中增加陆侧阶梯式布置的

条文ꎻ

———将 “机场绿化、 美化布局规划” 与 “机场环境保护和周围土地使用规划”

并入机场环境规划章节ꎬ 系统梳理规划内容ꎬ 修改和增加相关条文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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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机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和要求ꎻ

———调整主要技术指标ꎬ 增加指标汇总表ꎻ

———附录中增加总体规划文本目录、 规划图件图纸的要求ꎮ

本规范由洪上元、 牧彤、 吴浩宁、 刘海迅、 赵悦琼统稿ꎬ 各章节分工如下ꎮ

第 １、 ３ 章由洪上元编写ꎬ 第 ２ 章由牧彤、 殷祥瑞、 许凯涛、 赵悦琼编写ꎬ 第 ４

章由李峰、 殷祥瑞编写ꎬ 第 ５ 章由臧志恒编写ꎬ 第 ６ 章由李峰编写ꎬ 第 ７ 章由宿百

岩、 许凯涛、 吴进朴、 李雄编写ꎬ 第 ８ 章由庞雪峰编写ꎬ 第 ９ 章由臧志恒、 李雄编

写ꎬ 第 １０ 章由赵爱卿、 蔡振合编写ꎬ 第 １１ 章由田菁、 牧彤、 李峰、 张昆编写ꎬ 第

１２ 章由刘新力、 何彬、 单轶编写ꎬ 第 １３ 章由冀晓宏编写ꎬ 第 １４ 章由杨思坤、 沈

青、 殷祥瑞编写ꎬ 第 １５ 章由路海锋、 葛惟江编写ꎬ 第 １６ 章由温世强、 汪思民编写ꎬ

第 １７ 章由杨丰、 陈健、 姚忠举编写ꎬ 第 １８ 章由牧彤、 张昆、 滕启杰、 张晓光、 李

振楠编写ꎬ 第 １９ 章由曹小丹、 王赞辉、 范莉莉、 刘圆圆、 赵爱卿、 宋正玲编写ꎬ 第

２０ 章由李峰、 沈青、 殷祥瑞、 贾丽黎编写ꎬ 第 ２１ 章由李旭、 张合青、 陈望春编写ꎬ

第 ２２ 章由牧彤、 王颖编写ꎬ 第 ２３ 章由宿百岩、 惠山林编写ꎬ 附录由殷祥瑞、 赵悦

琼编写ꎮ

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为本规范管理部门ꎮ 民航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

司为本规范日常管理机构ꎮ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ꎬ 请函告民航机场规划设计

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科技质量部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１１１ 号ꎻ 邮编:

１００１０１ꎻ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９７９４３０ꎻ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９２２２５３ꎻ Ｅｍａｉｌ: ｚｙｋｊｚｌｂ＠ ｃａｃｃ ｃｏｍ ｃｎ)ꎬ

以便修订时参考ꎮ

主编单位: 民航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北京中航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主　 　 编: 洪上元　 牧　 彤

参编人员: 吴浩宁　 刘海迅　 李　 峰　 宿百岩　 田　 菁　 臧志恒　 赵爱卿

刘新力　 冀晓宏　 杨思坤　 张　 昆　 温世强　 庞雪峰　 路海锋

殷祥瑞　 赵悦琼　 李　 旭　 王赞辉　 沈　 青　 曹小丹　 杨　 丰

滕启杰　 陈　 健　 何　 彬　 吴进朴　 王　 颖　 张晓光　 李振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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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振合　 许凯涛　 范莉莉　 贾丽黎　 宋正玲　 姚忠举　 李　 雄

汪思民　 刘圆圆　 惠山林　 葛惟江　 张合青　 陈望春　 单　 轶

主　 　 审: 刘春晨　 张光辉

参审人员: 蒋作舟　 朱静远　 李　 强　 孙志强　 任利民　 刘武君　 章亚军

潘　 建　 黄品立　 钟　 斌　 张云青　 米爱群　 何运成　 王　 槐

朱亚杰　 罗　 焕　 霍丽芙　 苏茂根　 梁　 斌　 王春玲　 潘昭宇

鞠鹏艳　 贾全星　 龙湘敏　 李　 江　 刘家伟　 韩景峰　 彭爱兰

马志刚　 胡天木　 郑　 斐　 吕　 青　 李　 童　 周　 鑫　 姚春玲

屠潇宇　 赵家麟　 张　 俊　 覃　 岭　 刘　 翀　 李金明　 邱团结

赵玉波　 杨浩广　 林　 涛　 吴　 敏

本规范于 ２０００ 年发布施行ꎬ ２０１５ 年增补条文ꎬ 本次为第一次全面修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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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科学合理制定运输机场总体规划ꎬ 有效指导机场建设和可持续发展ꎬ 促进机场和区域

统筹协调发展ꎬ 制定本规范ꎮ

１ ０ ２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 改建和扩建的运输机场 (含军民合用机场中的民用部分)ꎮ

１ ０ ３　 运输机场总体规划应贯彻 “统一规划、 分期建设、 适度超前、 滚动发展” 的原则ꎮ

１ ０ ４　 运输机场 (以下简称机场) 总体规划除应符合本规范外ꎬ 尚应符合现行国家、 行业有关

标准的规定ꎮ

—１—

１　 总　 则



２　 术语、 缩略语

２ １　 术语

２ １ １　 典型高峰小时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ｅａｋ ｈｏｕｒ

一年中旅客吞吐量最繁忙小时排序第 ３０ 位的小时时段ꎮ

２ １ ２　 高峰月 ｐｅａｋ ｍｏｎｔｈ

一年内业务量 (旅客吞吐量、 货运吞吐量、 起降架次) 最多的自然月ꎮ

２ １ ３　 高峰日 ｐｅａｋ ｄａｙ

高峰月中日业务量最接近高峰月日平均值的自然日ꎮ

【条文说明】 规划设计采用的高峰日、 典型高峰小时不是全年最繁忙日、 最繁忙小时ꎮ 参照国际

上通行做法ꎬ 按最繁忙月平均日、 全年第 ３０ 位繁忙小时的需求来规划机场主要生产设施ꎮ

２ １ ４　 飞机活动区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

机场内供飞机起飞、 着陆、 滑行和停放使用的部分ꎮ

２ １ ５　 空侧 ａｉｒｓｉｄｅ

机场内的飞机活动区、 与其连通的场地和建筑物ꎬ 为航空安全保卫需实施通行管制和检查

的隔离区域ꎮ

【条文说明】 运输机场的空侧和安保隔离区在范围上是一致的ꎬ 包括航站楼、 货运站、 机库等建

筑物内的隔离区域ꎬ 以及这些建筑物外进入受限制的场地ꎮ

２ １ ６　 陆侧 ｌａｎｄｓｉｄｅ

机场内空侧以外的区域ꎮ

２ １ ７　 飞行区 ａｉｒｆｉｅｌｄ ａｒｅａ

机场内由建筑物和室外隔离设施所围合的区域ꎬ 包含跑道、 滑行道、 机坪等设施和场地ꎮ

【条文说明】 飞行区是民航业内约定俗成的概念ꎬ 本条从规划角度定义飞行区的范围和内容ꎮ 飞

行区的范围由位于空侧、 陆侧交界处建筑物 (例如航站楼、 货运站、 机库) 的外立面ꎬ 以及建

筑物外的隔离设施共同界定ꎬ 其界线完整闭合ꎮ 飞行区的内容一般包括各种铺筑面、 场地ꎬ 以

及配套的设备、 建筑物和构筑物 (例如消防站、 灯光站、 通导台站、 排水沟、 高杆灯)ꎬ 但不包

括界定飞行区范围的建筑物ꎮ

—２—

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２—２０２０)



２ １ ８　 航站区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ａｒｅａ

机场内航站楼及其配套的站坪、 交通、 服务等设施所在的区域ꎮ

２ １ ９　 货运区 ｃａｒｇｏ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ａｒｅａ

机场内货机坪、 货运站 (库) 及其配套设施所在的区域ꎮ

２ １ １０　 机务维修区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ｒｅａ

机场内维修机坪、 机库及其配套设施所在的区域ꎮ

２ １ １１　 工作区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机场内飞行区、 航站区、 货运区、 机务维修区以外的区域ꎬ 包含机场管理机构、 驻场单位

的生产保障等设施和场地ꎮ

２ １ １２　 飞行区容量 ａｉｒｆｉｅｌ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在特定时间段内ꎬ 对应一定服务水平可保障的飞机运行架次ꎮ

【条文说明】 特定时间段通常采用自然年或小时时段ꎬ 一定服务水平通常以平均延误时间评价ꎮ

２ １ １３　 机坪 ａｐｒｏｎ

机场内供飞机上下旅客、 装卸货物、 加油、 停放或维修等使用的场地ꎮ

２ １ １４　 非仪表跑道 ｎ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ｒｕｎｗａｙ

供飞机使用目视或仪表进近程序飞至某一点后ꎬ 在目视气象条件下继续进近的跑道ꎮ

２ １ １５　 仪表跑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ｒｕｎｗａｙ

供飞机使用仪表进近程序飞行的跑道ꎬ 包括非精密进近跑道和精密进近跑道ꎮ

２ １ １６　 精密进近跑道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ｒｕｎｗａｙ

配备有目视和非目视助航设施ꎬ 能够为飞机进近提供三维航迹引导的仪表跑道ꎮ 按运行条

件分为:

１　 Ⅰ类————决断高不低于 ６０ ｍꎬ 能见度不小于 ８００ ｍ 或跑道视程不小于 ５５０ ｍꎻ

２　 Ⅱ类————决断高低于 ６０ ｍ 但不低于 ３０ ｍꎬ 跑道视程不小于 ３００ ｍ ꎻ

３　 Ⅲ类————决断高低于 ３０ ｍ 或无决断高ꎬ 跑道视程小于 ３００ ｍ 或无跑道视程限制ꎮ

２ １ １７　 机场净空 ａｅｒｏｄｒｏｍｅ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ｆｒｅｅ ｓｐａｃｅ

机场及周边一定范围内ꎬ 为保障飞机飞行安全而划设的特定空间ꎮ

２ １ １８　 障碍物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飞机活动范围地面以上ꎬ 或穿透机场净空限制面ꎬ 或其他对飞行构成危险的固定或活动

物体ꎮ

２ １ １９　 航站楼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机场内供公共运输航班旅客办理进出港手续并提供行李、 安检、 候机等相应服务的建筑物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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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２０　 近机位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ｔａｎｄ

紧邻航站楼ꎬ 通过登机桥直接连接飞机客舱门的机位ꎮ

２ １ ２１　 远机位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ｔａｎｄ

旅客通过摆渡巴士转运、 室外步行方式衔接航站楼的机位ꎮ

２ １ ２２　 站坪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ａｐｒｏｎ

航站楼附近供客运航班上下旅客、 装卸货物、 加油、 停放的机坪ꎮ

２ １ ２３　 站坪岸线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ａｐｒｏｎ ｆｒｏｎｔａｇｅ

站坪上按预测机型组合连续布置近机位的飞机翼尖连线长度ꎮ

２ １ ２４　 车道边 ｃｕｒｂｓｉｄｅ

航站楼前用于陆侧乘客上下车辆的车道沿线及人行平台ꎮ

２ １ ２５　 旅客捷运系统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按机场运行需求在机场陆侧、 航站楼提供旅客运输服务ꎬ 具有独立路权的自动化交通系统ꎮ

【条文说明】 本条从需求、 服务的角度定义旅客捷运系统ꎬ 不限定其交通系统选型ꎮ 国内外机场

的实例包括 ＡＰＭ、 地铁、 缆车、 现代有轨电车、 ＰＲＴ 等ꎮ 按功能和管理要求分为航站楼旅客捷

运系统、 场区旅客捷运系统ꎮ

２ １ ２６　 区域管制 ａｒｅ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在所在地区或更大范围的高空管制空域、 中低空管制空域内对飞机飞行提供的管制服务ꎮ

２ １ ２７　 进近管制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在一个或几个机场的进近管制空域内对飞机进场、 离场飞行提供的管制服务ꎮ

２ １ ２８　 塔台管制 ｔｏｗ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在机场管制地带内对飞机的起飞、 着陆及地面活动提供的管制服务ꎮ

２ １ ２９　 应答时间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ｉｍｅ

从消防服务机构接到首次呼救ꎬ 至应答救援的第一辆 (批) 车到位并施放灭火泡沫混合液

达到 ５０％规定喷射率的时间ꎮ

２ １ ３０　 高原机场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ｉｒｐｏｒｔ

机场标高不低于海拔高度 １ ５００ ｍ 的机场ꎮ

２ １ ３１　 高高原机场 ｈｉｇｈ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ｉｒｐｏｒｔ

机场标高不低于海拔高度 ２ ４３８ ｍ 的机场ꎮ

２ ２　 缩略语

ＡＤＳ￣Ｂ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系统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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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Ｕ 机载辅助动力装置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Ｕｎｉｔ)

ＧＢＡＳ 卫星导航地基增强系统 (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 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ＧＰＵ 飞机地面电源装置 (Ｇｒｏｕ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Ｕｎｉｔ)

ＧＳＥ 地面保障设备 (Ｇｒｏｕ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ＦＲ 仪表飞行规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Ｆｌｉｇｈｔ Ｒｕｌｅｓ)

ＩＬＳ 仪表着陆系统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ＬＡＴ 多点定位系统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ＣＡ 飞机地面空调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 Ａｉｒ)

ＰＳＲ 一次监视雷达站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Ｒａｄａｒ)

ＲＶＲ 跑道视程 (Ｒｕｎｗａｙ Ｖｉｓｕａｌ Ｒａｎｇｅ)

ＳＭＲ 场面监视雷达站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Ｒａｄａｒ)

ＳＳＲ 二次监视雷达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Ｒａｄａｒ)

ＷＥＣＰＮＬ 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Ｎｏｉｓｅ Ｌｅｖｅ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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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要求

３ ０ １　 机场总体规划应满足经济及社会发展需求ꎬ 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民航行业发

展规划ꎬ 合理确定机场性质和规模ꎬ 明确机场发展空间及规划分区ꎮ

３ ０ ２　 机场总体规划应与所在地区的国土空间规划、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等相协调ꎮ

３ ０ ３　 军民合用机场中的民用部分应按军民融合要求制定机场总体规划ꎬ 做到统筹兼顾、 资源

共享ꎬ 满足军民航发展需求ꎮ

３ ０ ４　 机场总体规划应根据运输需求按近期 １５ 年、 远期 ３０ 年的原则制定ꎮ

【条文说明】 为做到超前谋划、 有序建设、 持续发展ꎬ 将近期由 １０ 年修改为 １５ 年ꎮ

３ ０ ５　 机场总体规划应对机场与周边地区在净空、 噪声、 电磁环境等方面的相互影响提出控制

要求ꎮ

３ ０ ６　 机场总体规划应依据机场近期、 远期发展目标ꎬ 提出场外综合交通和公用设施的配套

需求ꎮ

３ ０ ７　 机场总体规划应依据航空业务量预测ꎬ 结合空域环境、 跑道构型、 空中交通流量等提出

空域需求和规划方案ꎮ

３ ０ ８　 机场总体规划应遵循全局性、 整体性和系统性原则ꎬ 统筹规划机场、 航空公司、 空管、

航油及其他驻场单位的设施ꎮ

３ ０ ９　 机场总体规划应包括近期、 远期规划ꎬ 保障机场近期、 远期的持续稳定发展ꎮ 近期规划

侧重于指导近期有序发展及项目建设ꎬ 远期规划侧重于整体布局和发展空间的控制ꎮ

３ ０ １０　 制定和实施机场总体规划时ꎬ 应符合 “安全第一、 以人为本、 资源节约、 效率优先、

绿色环保、 经济适用” 的总体要求ꎮ

３ ０ １１　 机场总体规划宜统筹考虑相容的通用航空功能ꎮ

３ ０ １２　 机场总体规划报告应包括规划文本和规划图件ꎮ 规划文本应采用 Ａ３ 开本ꎬ 目录参见本

规范附录 Ａꎮ 规划图件应采用 Ａ１ 或 Ａ２ 开本ꎬ 并包括附录 Ｂ 所列的图纸ꎮ

３ ０ １３　 编制机场总体规划所涉及的专题报告时ꎬ 应按国家、 行业有关规定执行ꎮ 机场总体规

划报告应统筹协调各专题报告的主要内容和结论ꎬ 并纳入批准的机场总体规划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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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机场类别与指标

４ １　 机场类别

４ １ １　 机场总体规划应明确机场类别与功能定位ꎮ

４ １ ２　 机场按航线性质分为国际机场和国内机场ꎮ

【条文说明】 国际机场指经批准设立口岸ꎬ 拟开通国际航线和 / 或港澳台地区航线的机场ꎮ

４ １ ３　 机场按规划年旅客吞吐量规模分为超大型机场、 大型机场、 中型机场、 小型机场ꎬ 见

表 ４ １ ３ꎮ

表 ４ １ ３　 机场按年旅客吞吐量规模分类

规划规模类别 年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超大型机场 ≥８０００

大型机场 ２０００~ <８０００

中型机场 ２００~ <２０００

小型机场 <２００

【条文说明】 本条按机场近期、 远期规划的年旅客吞吐量规模对机场进行分类ꎬ 用于在规划中分

类指导各功能区、 设施、 系统的配置ꎮ

４ １ ４　 机场功能定位应符合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ꎬ 并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国

土空间规划、 综合交通体系、 区域多机场系统等分析确定ꎮ

４ ２　 飞行区及航站区指标

４ ２ １　 飞行区指标应根据拟使用该飞行区的飞机的特性分级ꎬ 包括指标Ⅰ和指标Ⅱꎮ 指标Ⅰ根

据拟使用该飞行区的飞机的最大基准飞行场地长度ꎬ 采用 “１、 ２、 ３、 ４” 表示ꎬ 见表 ４ ２ １－１ꎻ

指标Ⅱ根据拟使用该飞行区的飞机的最大翼展ꎬ 采用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表示ꎬ 见表 ４ ２

１－２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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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 １－１　 飞行区指标Ⅰ

飞行区指标Ⅰ 飞机基准飞行场地长度 (ｍ)

１ <８００

２ ８００~ <１２００

３ １２００~ <１８００

４ ≥１８００

表 ４ ２ １－２　 飞行区指标Ⅱ

飞行区指标Ⅱ 翼展 (ｍ)

Ａ <１５

Ｂ １５~ <２４

Ｃ ２４~ <３６

Ｄ ３６~ <５２

Ｅ ５２~ <６５

Ｆ ６５~ <８０

４ ２ ２　 航站区指标应按规划目标年的旅客吞吐量规模分级ꎬ 见表 ４ ２ ２ꎮ

表 ４ ２ ２　 航站区指标

指标 年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１ <５０

２ ５０~ <２００

３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４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５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６ ４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７ ≥８０００

４ ３　 机场设施及用地代码

４ ３ １　 机场主要设施包括跑道、 滑行道、 航站楼、 机坪、 货运设施、 机务维修设施、 空管设

施、 目视助航设施、 供油设施、 应急救援设施、 安全保卫设施、 生产保障设施、 综合交通设施

和公用设施等ꎮ

—８—

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２—２０２０)



４ ３ ２　 应根据机场的性质、 功能、 规模对各区域及设施进行规划ꎮ

４ ３ ３　 近期规划为中型及以上机场时ꎬ 应按表 ４ ３ ４ 对机场用地进行分类、 统计和规划ꎮ

４ ３ ４　 机场用地分为 ８ 大类、 ３０ 小类ꎬ 用地分类和代码见表 ４ ３ ４ꎮ

表 ４ ３ ４　 机场用地分类和代码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内容
颜色

(真彩色)

Ａ 飞行区用地

分为跑滑系统用地 (Ａ１)、 飞行区空管用地 (Ａ２)、 飞
行区助航灯光用地 (Ａ３)、 飞行区围界及交通用地
(Ａ４)、 飞行区附属用地 (Ａ５)ꎬ 不包括站坪、 货机坪、
维修机坪、 公务机坪等用地

２５５ꎬ ２５５ꎬ １５０

Ａ１ 跑滑系统用地
跑道端安全区、 升降带、 滑行带、 专用隔离机位、 专
用除冰机位ꎬ 以及上述设施之间的空余场地ꎬ 不包括
机位滑行通道用地

２４７ꎬ ２２２ꎬ ８６

Ａ２ 飞行区空管用地
飞行区内航向台、 下滑台、 指点标台、 全向信标台、
气象观测场等设施和场地保护范围ꎬ 以及独立地段的
塔台、 机坪管制设施等ꎬ 位于 Ａ１ 以内的用地不计入

２５５ꎬ １９１ꎬ ０

Ａ３ 飞行区助航灯光用地
飞行区内助航灯光设施 (含灯光站) 和进近灯光场地
保护范围ꎬ 位于 Ａ１、 Ａ２ 以内的用地不计入

２５５ꎬ ２５５ꎬ ０

Ａ４ 飞行区围界及交通用地
飞行区围界、 通道口、 围场路、 空侧服务道路ꎬ 以及
车辆停放、 加油、 充电设施ꎬ 位于 Ａ１、 Ａ２、 Ａ３、 Ｐ、
Ｃ、 Ｍ 以内的用地不计入

１２７ꎬ １２７ꎬ ０

Ａ５ 飞行区附属用地
飞行区内航空加油站、 消防设施、 排水设施、 场务用
房、 特种车库、 边角地等ꎬ 位于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以
内的用地不计入

７６ꎬ ７６ꎬ ０

Ｐ 航站区用地
分为航站楼用地 (Ｐ１)、 站坪用地 (Ｐ２)、 航站区交通
用地 ( Ｐ３)、 航站区附属用地 ( Ｐ４)、 公务机用地
(Ｐ５)

２５５ꎬ ６３ꎬ ０

Ｐ１ 航站楼用地 航站楼及合建、 贴建用房的用地
２５５ꎬ ８０ꎬ ８０

Ｐ２ 站坪用地
站坪机位、 机位滑行通道、 飞机推出等待位、 空侧服
务道路、 地面保障设备 (ＧＳＥ) 停放区等空侧场地

１６５ꎬ ８２ꎬ ８２

Ｐ３ 航站区交通用地 航站区道路系统、 轨道系统、 停车设施等用地
１２７ꎬ ３１ꎬ ０

Ｐ４ 航站区附属用地
航站区内塔台、 机坪管制设施、 旅客过夜用房、 综合
服务设施、 公用设施等用地ꎬ 以及航站区公共绿地ꎬ
位于 Ｐ１、 Ｐ２、 Ｐ３、 Ｐ５ 以内的用地不计入

１６５ꎬ ０ꎬ ４１

Ｐ５ 公务机用地
公务机楼、 公务机坪、 ＦＢＯ 基地、 专机保障设施等
用地

２５５ꎬ ０ꎬ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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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内容
颜色

(真彩色)

Ｃ 货运用地
分为一级货运设施用地 ( Ｃ１)、 二级货运设施用地
(Ｃ２)、 货机坪用地 (Ｃ３)

２０９ꎬ １０５ꎬ ０

Ｃ１ 一级货运设施用地
一级货运站 (库) 及配套的作业场坪、 装卸车位、 停
车场、 小区道路、 海关围网及卡口等用地

１５３ꎬ ７６ꎬ ０

Ｃ２ 二级货运设施用地
二级货运站 (库)、 装卸车位、 停车场、 小区道路、 海
关围网及卡口等用地ꎬ 位于 Ｃ１ 以内的用地不计入

１５７ꎬ ９７ꎬ ４４

Ｃ３ 货机坪用地
货运区内的货机位、 机位滑行通道、 空侧服务道路、
ＧＳＥ 停放区、 飞行区围界及通道口等用地

７７ꎬ ５１ꎬ ０

Ｍ 机务维修用地
分为维修机库及陆侧用地 ( Ｍ１)、 维修机坪用地
(Ｍ２)ꎮ

０ꎬ １５３ꎬ １５３

Ｍ１ 维修机库及陆侧用地
维修机库及其陆侧的维修车间、 库房、 公用设施、 停
车场、 小区道路等用地

０ꎬ １５６ꎬ ２０１

Ｍ２ 维修机坪用地
机务维修区内的维修机位、 机位滑行通道、 试车坪、
清洗坪、 空侧服务道路、 ＧＳＥ 停放区、 飞行区围界及
通道口等用地

６８ꎬ １２０ꎬ １５６

Ｂ 生产保障用地
分为行政办公用地 (Ｂ１)、 综合业务用地 (Ｂ２)、 综合
服务用地 (Ｂ３)、 运行保障用地 (Ｂ４)、 生活服务用地
(Ｂ５)

２５５ꎬ ０ꎬ ２５５

Ｂ１ 行政办公用地
民航行业监管、 公安、 海关、 口岸办、 武警、 民航空
管等政府部门、 军事单位、 事业单位的用地

１９４ꎬ ３３ꎬ １２１

Ｂ２ 综合业务用地
机场管理机构、 航空公司、 油料公司等企业的行政办
公用房、 技术业务用房及配套设施用地ꎬ 位于 Ｂ１ 以内
的用地不计入

１４４ꎬ ５９ꎬ １７９

Ｂ３ 综合服务用地
旅客过夜用房、 商业、 商务等用地ꎬ 位于 Ｂ２、 Ｂ５ 以内
的用地不计入

１９０ꎬ ９６ꎬ １９５

Ｂ４ 运行保障用地
信息及运行指挥中心、 航空食品、 地面服务、 场务等
运行保障单位的用房及配套设施用地

１６０ꎬ ２３ꎬ １４７

Ｂ５ 生活服务用地
值 (倒) 班宿舍、 备勤用房、 职工食堂及配套的餐饮、
便利店等用地

２５５ꎬ １５９ꎬ １２７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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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内容
颜色

(真彩色)

Ｕ 公用设施用地
分为供应设施用地 (Ｕ１)、 环保设施用地 (Ｕ２)、 其他
公用设施用地 (Ｕ３)ꎬ 位于 Ａ、 Ｐ、 Ｃ、 Ｍ 内的用地不
计入

１２７ꎬ ０ꎬ ２５５

Ｕ１ 供应设施用地
机场陆侧供水、 供电、 燃气、 供热、 制冷、 供油和通
信等设施用地

７３ꎬ ０ꎬ １９８

Ｕ２ 环保设施用地 机场陆侧污水、 再生水、 垃圾处理设施等用地
８２ꎬ ０ꎬ １６５

Ｕ３ 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机场陆侧应急救援、 防洪防涝等设施ꎬ 以及公用设施
施工、 养护、 维修用地ꎬ 位于 Ｕ１、 Ｕ２ 内的用地不计入

１０３ꎬ ８２ꎬ １６５

Ｓ 综合交通用地
分为公共道路用地 (Ｓ１)、 轨道用地 (Ｓ２)、 其他交通
用地 (Ｓ３)ꎬ 位于 Ａ、 Ｐ 内的用地不计入

２１４ꎬ ２１４ꎬ ２１４

Ｓ１ 公共道路用地 包括进场路、 场区道路系统用地
１２８ꎬ １２８ꎬ １２８

Ｓ２ 轨道用地
陆侧单独布置的机场对外轨道系统、 场区旅客捷运系
统用地

１２４ꎬ １３９ꎬ １５４

Ｓ３ 其他交通用地
飞行区、 航站区、 货运区以外集中设置的停车设施等
用地

６８ꎬ ７２ꎬ ７４

Ｇ 环境及其他用地
分为公共绿地 ( Ｇ１)、 防护绿地 ( Ｇ２)、 水体用地
(Ｇ３)、 其他用地 (Ｇ４)ꎬ 位于 Ａ、 Ｐ 内的用地不计入

１２６ꎬ ２４７ꎬ ３４

Ｇ１ 公共绿地 向公众开放的集中绿地及广场
５８ꎬ １４８ꎬ ５

Ｇ２ 防护绿地 卫生隔离、 安全防护绿地、 苗圃等
１５３ꎬ ２０４ꎬ ０

Ｇ３ 水体用地
机场陆侧的自然水系、 排水沟渠、 调蓄水池、 雨水泵
站、 大面积景观水体等用地

１２７ꎬ ２２３ꎬ ２５５

Ｇ４ 其他用地
未明确功能用地、 场外通导台站用地、 高大边坡用地、
其他通用航空用地、 民航教育培训机构用地等

１７２ꎬ ２０４ꎬ １０２

　 　 注: １　 在同一张图纸中ꎬ 应按大类或小类一种分类方法进行绘制ꎮ

２　 地块类别应按土地使用的主导功能确定ꎬ 地块范围应按用地红线计算ꎮ

３　 机场用地规划图的图形填充颜色采用真彩色ꎬ ＲＧＢ 色号见表 ４ ３ ４ꎮ

【条文说明】 为保证用地分类的系统性、 完整性和可操作性ꎬ 采用两级分类方法ꎬ 根据实际需要

选用ꎮ 本条结合机场内规划分区的习惯做法ꎬ 对飞行区、 航站区以及其他规划用地按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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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细分并用于规划和管理ꎮ

本规范第 ２ 章中飞行区的定义包含全部机坪ꎬ 但依据规划功能ꎬ 不同功能的机坪也分别属

于航站区、 货运区、 机务维修区ꎬ 在规划范围上是重叠的ꎬ 但在用地统计上有必要加以切分ꎮ

本条明确了站坪、 货机坪、 维修机坪、 公务机坪用地不计入飞行区用地ꎮ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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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航空业务量预测

５ １　 一般要求

５ １ １　 机场总体规划应以航空业务量预测为基础ꎮ

５ １ ２　 航空业务量预测应对机场及所在地区进行调查研究ꎬ 分析该机场在区域和全国机场体系

中的作用ꎬ 综合考虑经济、 人口、 旅游、 交通等影响因素ꎬ 结合机场定位和特点进行预测ꎮ

５ １ ３　 航空业务量预测应与民航发展规划、 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 机场战略规划等确定

的发展目标相匹配ꎬ 并使总体规划具有前瞻性和包容性ꎮ

５ １ ４　 拥有多个机场的城市应对整个城市的航空市场规模、 各机场的分工定位及航空业务量规

模进行综合分析ꎮ

【条文说明】 本规范中 “多个” 指两个及以上ꎮ

５ ２　 规划目标年

５ ２ １　 机场规划目标年应包括近期和远期ꎬ 自总体规划批准年份起ꎬ 按近期 １５ 年、 远期 ３０ 年

的原则确定ꎬ 可对接国家上位规划、 国土空间规划的目标年ꎮ

５ ２ ２　 当机场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满足规划目标年的运输需求时ꎬ 方可制定终端规划ꎬ 并提出

规划适宜的最大容量ꎮ 当预计机场在远期目标年之后仍有更多运输需求和发展空间时ꎬ 可制定

远景规划ꎮ

【条文说明】 规划适宜的最大容量是指综合考虑资源瓶颈、 服务水平、 运行效率、 功能优化等因

素预期可保障的容量ꎬ 而不是实际运行所能承受的极限容量ꎮ

５ ２ ３　 航空业务量预测应涵盖机场规划目标年ꎬ 并提出每 ５ 年的预测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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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预测方法

５ ３ １　 近期航空业务量预测宜采用至少 ３ 种方法ꎬ 远期预测宜进行综合分析判断ꎮ

５ ３ ２　 航空业务量预测可采用趋势外推法、 计量经济模型法、 人均航空出行分析法、 类比法、

市场分析法、 专家调查法及综合分析判断法等预测方法ꎮ

５ ３ ３　 应根据规划目标年、 航空市场条件选用预测方法ꎬ 并对比分析不同方法的预测结果ꎮ

５ ３ ４　 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时ꎬ 应采用定量的预测方法:

１　 有不少于 ５ 年的社会经济、 交通、 航空业务量的统计资料ꎻ

２　 历史资料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或发展趋势ꎻ

３　 所选用的影响因素可量化ꎮ

５ ３ ５　 无机场城市新建机场时ꎬ 宜采用类比法、 市场分析法、 专家调查法及综合分析判断法等

预测方法ꎮ

５ ４　 基本参数预测

５ ４ １　 基本参数预测应包括高峰期的旅客吞吐量、 货运吞吐量及飞机起降架次ꎬ 并按国内航

线、 国际及港澳台地区航线进行划分ꎮ

【条文说明】 高峰期指高峰月、 高峰日及典型高峰小时ꎮ

５ ４ ２　 基本参数预测宜调研机场最近 ３~５ 年的客、 货运输状况及运行特征ꎬ 以此为基础分析确

定机场主要设施规划的基本参数ꎻ 新建小型机场宜通过类比分析估算ꎮ

【条文说明】 基本参数调研通常包括国内 / 国际及港澳台地区业务量比例、 机型组合、 客座率、

航空公司市场份额、 淡旺季运输量、 旅客流量流向、 高峰期运量、 过夜飞机数量、 客运航班靠

桥率等ꎮ

５ ４ ３　 超大型、 大型机场的参数预测应提出中转旅客的比例及构成ꎮ

５ ４ ４　 航站区指标为 １ 的机场可按同时服务的航班数量预测设施规模ꎮ

５ ４ ５　 基本参数预测宜符合下列要求:

１　 根据全年或典型高峰小时旅客吞吐量ꎬ 结合航站区指标等因素预测航站楼规模ꎻ

２　 根据机型分类、 各种机型数量及比例、 飞机平均客座率等ꎬ 预测客运航班平均载客数ꎻ

３　 根据典型高峰小时起降架次、 周转时间等ꎬ 预测客机位数量及机型组合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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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航站区指标为 ５ 及以上的既有机场预测近机位数量及机型组合时ꎬ 对日航班量、 客运航

班靠桥率、 旅客使用登机桥比例、 近机位周转次数 (分国内、 国际及港澳台地区) 进行调研分

析ꎬ 并综合考虑服务品质、 运行效率等要求ꎻ

５　 根据高峰日货机起降架次、 周转时间等ꎬ 预测货机位数量及机型组合ꎻ

６　 综合分析机场规模、 区位特点、 航线结构、 基地航空公司机队规划等因素ꎬ 预测过夜机

位数ꎻ

７　 综合考虑航班日常周转、 飞机过夜停放、 航班备降等需求ꎬ 预测机场总机位数ꎻ

８　 根据旅客吞吐量、 机场各交通方式分担比例、 车位周转效率等ꎬ 预测机场停车设施

规模ꎻ

９　 根据货运吞吐量、 货物性质ꎬ 预测货运站规模ꎮ

—５１—

５　 航空业务量预测



６　 总平面规划

６ １　 一般要求

６ １ １　 总平面规划应对跑道、 滑行道、 机坪、 航站楼、 货运设施、 机务维修设施、 空管设施、

目视助航设施、 供油设施、 应急救援设施、 安全保卫设施、 生产保障设施、 综合交通设施、 公

用设施等进行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ꎮ

６ １ ２　 机场主要设施的布局宜遵循 “功能分区为主、 行政区划为辅” 的原则ꎮ 中型及以上机场

宜按飞行区、 航站区、 货运区、 机务维修区、 工作区统筹布局ꎮ 小型机场宜对飞行区、 航站楼

以外的陆侧设施整合功能、 合并建设、 统筹布置ꎮ

【条文说明】 按功能进行分区是重要的规划方法ꎬ 在满足安全高效、 集约用地、 统筹发展的前提

下ꎬ 也可将不同功能的设施混合布置ꎮ 本规范中ꎬ “合建” 指将不同功能的设施统一设置在一座

建筑单体中ꎻ “合并建设” 指将不同建筑单体统一布置在一个地块内ꎮ

６ １ ３　 总平面规划应符合航空业务量预测、 满足运行使用需求ꎬ 并进行多方案比选ꎮ

６ １ ４　 制定机场近期、 远期总平面规划方案时ꎬ 应做到统筹布局、 合理衔接、 有序发展ꎮ 近期

规划方案应安全高效、 适度超前ꎬ 注重方案的可实施性ꎻ 远期规划方案应综合利用各种资源、

预留发展空间ꎬ 注重规划的可操作性和包容性ꎮ

６ １ ５　 总平面规划应综合考虑周边自然环境、 城镇、 交通线网、 市政设施等条件ꎬ 做好机场

内、 外的协调和衔接工作ꎬ 确定机场与外部的各种接口ꎮ

６ ２　 规划方案要求

６ ２ １　 总平面规划应结合周边地形地貌、 地质条件等布置机场各规划分区ꎬ 做到因地制宜、 高

效合理、 均衡协调ꎮ

６ ２ ２　 总平面规划应合理确定规划范围ꎬ 满足发展需求并节约、 集约用地ꎮ 规划方案应优先保

障飞行区、 航站区用地ꎬ 并提高陆侧各类设施的土地利用效率ꎮ

６ ２ ３　 新建机场的总平面规划应根据机场发展战略、 规划目标、 设施需求、 区位和周边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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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选机场构型ꎬ 机场构型应确定跑道构型、 航站区布局、 进场交通格局和规划分区ꎮ

６ ２ ４　 既有机场的总平面规划应综合考虑规划目标、 机场现状和周边限制条件、 经济及社会效

益等因素进行方案比选ꎬ 提出合理可行的总平面规划方案ꎮ

６ ２ ５　 总平面规划要求如下:

１　 飞行区规划应统筹考虑机场空域、 气象、 净空、 外围城镇规划、 地形地质等条件ꎬ 满足

容量需求ꎬ 确保飞机运行安全顺畅ꎻ

２　 航站区规划应满足机场发展要求和用户使用需求ꎬ 以人为本、 方便旅客ꎬ 布局合理、 发

展灵活ꎬ 统筹考虑与飞行区、 综合交通系统的关系ꎬ 提高空侧、 陆侧运行效率ꎻ

３　 货运区规划应满足客机腹舱载货、 全货机的运行和装卸要求ꎬ 使空侧货运拖车转运便

捷、 陆侧交通高效顺畅ꎬ 保证货物处理能力和效率ꎬ 服务区域经济和相关产业发展ꎻ

４　 机务维修区规划应统筹考虑基地航空公司等维修主体的需求ꎬ 方便飞机维修及保障ꎬ 并

与机场发展目标相适应ꎻ

５　 工作区规划应统筹布局飞行区、 航站区、 货运区、 机务维修区以外的生产保障、 公用、

综合交通、 供油等设施ꎬ 使路网布局与用地规划相协调ꎬ 做到功能合理、 布局紧凑、 集约发展ꎻ

６　 各功能区规划应相互协调ꎬ 有利于提高机场运行效率ꎬ 使整体功能最优ꎻ

７　 综合交通系统规划应统筹考虑机场内部、 外部交通系统ꎬ 使各种交通方式内外联通、 进

出顺畅、 紧密衔接航站楼ꎬ 做到旅客使用方便、 货物转运高效、 各功能区联系便捷ꎬ 构建安全

可靠、 高效快捷、 绿色低碳的机场集疏运体系ꎮ

６ ２ ６　 总平面规划方案应结合各功能区平面布局ꎬ 按各种设施的配置需求ꎬ 统筹规划空管塔

台、 机坪管制设施、 消防站、 灯光站、 应急救护中心 (或急救站)、 机场油库、 航空加油站、 航

空食品及机上供应品设施、 中心变电站、 供水站、 雨水泵站 (含调蓄水池)、 污水处理厂、 锅炉

房、 供冷站的位置ꎬ 并标示在机场总平面规划图中ꎮ

６ ２ ７　 超大型、 大型机场宜集中布局和建设工作人员密集的建筑ꎬ 提供综合服务和商业配套ꎬ

配置公共交通设施ꎬ 提高人性化服务品质ꎮ

６ ２ ８　 在合理确定通用航空运行种类和使用机型ꎬ 分析其业务需求和运行条件的基础上ꎬ 宜在

中型、 小型机场规划与运输航空相容的通用航空设施ꎮ 超大型、 大型机场不宜规划飞行培训、

飞机制造及试飞等设施ꎬ 根据市场实际需求可规划公务机运营及保障设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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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飞行区规划

７ １　 一般要求

７ １ １　 飞行区规划包括跑道构型规划、 滑行道规划、 机坪规划、 飞行区交通设施规划等ꎮ

７ １ ２　 飞行区规划应结合地形地貌、 周围环境、 用地条件ꎬ 依据航空业务量预测等要求进行

规划ꎮ

７ １ ３　 飞行区规划应满足拟运行各机型的几何尺寸、 参数、 业载ꎬ 以及飞行区指标、 机场利用

率、 机型组合、 运行架次、 服务保障的要求ꎮ

７ １ ４　 飞行区规划应与机场空域、 空中交通管制设施及目视助航设施的规划协调一致ꎮ

７ １ ５　 飞行区规划应统筹考虑其与航站区、 货运区、 机务维修区的功能联系和位置关系ꎮ

７ １ ６　 机场净空障碍物限制面、 飞机活动区各部分的平面尺寸及间距应符合 «民用机场飞行区

技术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０１) 的要求ꎮ

７ ２　 飞行区容量

７ ２ １　 仪表飞行条件下的跑道理论容量应作为分析飞行区容量、 制定飞行区规划的基础ꎮ

【条文说明】 飞行区容量是飞行区设施保障飞机运行的能力ꎬ 主要包括跑道容量、 滑行道容量、

机位容量等ꎮ 影响飞行区容量的因素包括飞行区几何构型、 空域条件、 空中交通管制程序、 机

型组合以及天气条件等ꎮ 其中ꎬ 跑道通常是决定飞行区容量的关键ꎮ

７ ２ ２　 飞行区规划应依据航空业务量预测合理确定跑道构型、 滑行道布局、 机位数量ꎬ 满足飞

行区容量要求ꎬ 提高运行效率ꎮ

７ ２ ３　 既有机场修编总体规划且规划为超大型、 大型机场时ꎬ 应对飞行区实际运行容量进行调

研ꎬ 分析运行状况ꎬ 识别瓶颈ꎮ 容量不足或存在瓶颈的机场应提出提升飞行区容量的规划措施ꎮ

７ ２ ４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ꎬ 宜通过计算机模拟仿真对飞行区容量及运行效率进行评估:

１　 比选多跑道机场的飞行区方案时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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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飞行区构型复杂且运行存在瓶颈ꎬ 拟对跑道、 滑行道系统进行改造时ꎻ

３　 航站区指标为 ５ 及以上且航站楼构型复杂的机场需对站坪运行效率进行评估时ꎮ

７ ２ ５　 计算机模拟仿真应充分调研机场、 空管运行指挥的实际情况ꎬ 规划航班时刻表及运行规

则ꎬ 提出可接受的延误水平ꎬ 结合调研情况和发展需求合理设置模型参数ꎮ

【条文说明】 本规范使用的 “延误”ꎬ 采用交通工程学中与 “容量” 相联系的 “延误” 概念ꎬ 并

非航班正常性统计中使用的 “航班延误” 概念ꎮ

７ ２ ６　 计算机模拟仿真的评估指标包括进港 /离港航班延误时间、 航班地面滑行时间、 跑道起

降架次、 滑行道及机位使用频次等ꎮ 仿真应对评估指标进行分析ꎬ 识别飞机运行瓶颈ꎬ 评估运

行效率ꎮ

【条文说明】 仿真延误是仿真模型中规划航班量运行与一个航班运行的时间差值ꎮ 计算机模拟仿

真通常用于模拟正常运行条件下ꎬ 由于航班之间相互影响、 滑行拥堵、 跑道排队等原因而导致

的延误时间ꎻ 仿真延误不包括由恶劣天气、 流量控制、 航空公司调配、 军航活动等不确定因素

引发的延误ꎮ

７ ３　 跑道构型规划

７ ３ １　 跑道方位和数量应根据机场净空条件、 风力负荷、 飞机运行类别和架次、 与城市和相邻

机场关系、 地形地貌、 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 噪声影响、 空域条件、 管制运行方式等因素综合

分析确定ꎮ

７ ３ ２　 跑道构型应满足预测飞机年起降架次、 高峰日起降架次、 典型高峰小时起降架次对跑道

实际容量的要求ꎮ

７ ３ ３　 超大型、 大型机场的跑道构型应按仪表飞行规则 (ＩＦＲ)、 理想的空域条件进行规划ꎮ

７ ３ ４　 多跑道机场宜采用平行跑道布局ꎻ 可综合考虑风力负荷、 空域条件、 航班流分布、 运行

效率等因素规划侧向跑道ꎮ 规划方案应结合机场容量需求对近期、 远期跑道运行模式提出建议ꎮ

７ ３ ５　 预计远期之后仍有更多运输需求和发展空间时ꎬ 可提出跑道构型远景规划方案ꎮ

７ ３ ６　 新建机场规划跑道长度时ꎬ 宜结合机场定位合理确定最大使用机型和最远航程ꎬ 并使跑

道长度留有适度的余地ꎻ 既有机场规划跑道长度时ꎬ 宜依据实际使用需求ꎬ 结合机场周边条件

和实施代价确定ꎮ

７ ３ ７　 主要用于着陆的跑道可按使用机型着陆运行要求规划跑道长度ꎮ

７ ３ ８　 平行跑道间距应综合考虑跑道类型 (仪表或非仪表跑道)、 运行模式及效率、 地形地物、

机场用地需求、 航站区构型等因素确定ꎮ

—９１—

７　 飞行区规划



７ ３ ９　 仪表跑道类型应结合机场定位、 运输飞行架次、 天气条件、 运行需求合理规划ꎮ 超大

型、 大型机场出现云高低于 ６０ ｍ 或跑道视程 (ＲＶＲ) 小于 ５５０ ｍ 的气象条件时ꎬ 应相应规划Ⅱ

类 / Ⅲ类精密进近跑道ꎮ

７ ４　 滑行道规划

７ ４ １　 滑行道包括进口滑行道、 出口滑行道 (含快速出口滑行道)、 穿越滑行道、 绕行滑行道、

平行滑行道、 垂直联络滑行道、 机坪滑行道以及机位滑行通道等ꎮ

【条文说明】 进口滑行道是供飞机进入跑道并起飞的短支滑行道ꎮ 出口滑行道是供飞机降落后脱

离跑道ꎬ 并滑行至主干滑行道或机坪的短支滑行道ꎮ 穿越滑行道是供飞机滑行穿越跑道的短支

滑行道ꎮ 绕行滑行道是为了避免或减少飞机穿越跑道ꎬ 在跑道端以外设置的供飞机绕行的主干

滑行道ꎮ 平行滑行道是紧邻跑道、 平行布置的主干滑行道ꎬ 主要供起飞、 降落飞机在跑道进口、

出口滑行道与航站区之间的滑行使用ꎮ 垂直联络滑行道是连接远距平行跑道的平行滑行道的主

干滑行道ꎬ 通常垂直于跑道方向ꎬ 主要供飞机在中央航站区和两侧跑道之间的调度使用ꎮ 机坪

滑行道是机坪上供飞机穿越机坪的滑行道ꎮ 机位滑行通道是机坪上仅供飞机进出机位使用的滑

行道ꎮ 进口滑行道成对布置时ꎬ 可满足飞机旁通的需要ꎮ 飞机在跑道起飞端放弃起飞时ꎬ 进口、

出口、 穿越等短支滑行道可兼顾飞机回转并尽快脱离跑道的需要ꎮ

７ ４ ２　 滑行道规划应满足跑道、 站坪、 货机坪等之间的飞机滑行需求ꎬ 流线短捷顺畅且容量

充裕ꎮ

７ ４ ３　 单跑道机场的滑行道规划要求如下:

１　 年起降架次小于 ２ 万的机场应规划进口 /出口滑行道、 跑道端掉头坪ꎻ 可结合机坪布局、

进口 /出口滑行道位置规划局部的平行滑行道ꎻ

２　 年起降架次大于 ２ 万 (含)、 小于 １０ 万或典型高峰小时起降架次大于 １０ (含)、 小于 ３０

的机场ꎬ 应规划与跑道等长的平行滑行道、 ２~４ 条出口滑行道和跑道端进口滑行道ꎻ

３　 年起降架次大于 １０ 万 (含) 或典型高峰小时起降架次大于 ３０ (含) 的机场ꎬ 应规划

４~６条快速出口滑行道ꎬ 并结合机坪布局设置相对独立的第二条平行滑行道ꎮ

７ ４ ４　 飞行区指标为 ４Ｅ、 ４Ｆ 的跑道宜在适当位置增设进口滑行道ꎮ

【条文说明】 增设的进口滑行道可用于非全跑道起飞ꎬ 缩短部分起飞飞机的滑行距离ꎬ 也可用于

调整起飞次序、 增加跑道等待位置ꎬ 以提高运行效率ꎮ

７ ４ ５　 规划远距平行跑道的机场应结合跑道构型、 航站区布局、 飞机滑行流线等因素ꎬ 合理规

划垂直联络滑行道的数量、 位置、 功能ꎬ 使滑行顺畅、 线路短捷ꎮ 垂直联络滑行道宜成对设置、

单向运行ꎬ 不宜兼作机坪滑行道使用ꎮ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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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对于航站区位于两条平行跑道之间的机场ꎬ 垂直联络滑行道的数量和位置与航站区

规划密切相关ꎬ 是影响飞机滑行距离的重要因素ꎮ 垂直联络滑行道一般位于航站区中部、 两端ꎻ

当航站区的长度大于 ３ ｋｍ 时ꎬ 可能需要 ３ 对或更多的垂直联络滑行道ꎮ

７ ４ ６　 起飞、 降落飞机需穿越跑道的机场宜综合考虑跑道运行模式、 航站区布局、 穿越数量、

起降架次、 滑行效率、 跑道侵入风险等因素ꎬ 统筹规划穿越滑行道、 绕行滑行道ꎮ

７ ４ ７　 机位滑行通道应结合所服务机位的功能、 进出方式、 周转频次等合理规划ꎮ 港湾式站坪

应统筹规划近机位和机位滑行通道的数量ꎬ 优化平面布局ꎬ 使两者相互匹配、 运行顺畅ꎮ

７ ５　 机坪规划

７ ５ １　 机坪包括机位、 机位滑行通道、 机坪附属设施等ꎮ

【条文说明】 机坪附属设施包括保障飞机的高杆灯、 机位标记牌、 目视停靠引导系统、 机务配电

箱 (亭)、 飞机地面电源装置 (ＧＰＵ)、 飞机地面空调 (ＰＣＡ)、 管线地井等ꎬ 以及在机位附近划

设的停车位、 ＧＳＥ 停放区ꎮ

７ ５ ２　 机位按使用功能分为日常周转机位、 功能性机位、 缓压机位ꎮ 日常周转机位包括客机

位、 货机位ꎻ 功能性机位包括维修机位、 试车机位、 清洗机位、 隔离机位、 除冰机位等ꎻ 缓压

机位包括过夜机位、 航班延误保障机位、 备降机位、 公务机机位、 专机保障机位ꎮ

【条文说明】 机位可承担多种使用功能ꎬ 以主导功能进行划分ꎮ 日常周转机位指客运、 货运航班

(定期与包机) 在机场正常运行状况下停靠占用的机位ꎬ 但不包含只用于飞机过夜停靠的机位ꎮ

过夜机位指一天中只服务于过夜飞机停放及其早出晚归航班上下客的机位ꎮ

７ ５ ３　 机坪规划要求如下:

１　 客机位应邻近航站楼ꎬ 满足客运航班日常周转的需要ꎬ 并结合航站区规模、 服务品质要

求、 运行效率等合理规划近机位ꎻ

２　 货机位应邻近货运站ꎬ 其周边宜划设货物待装堆放位置ꎻ

３　 过夜机位应对早出晚归的航班提供基本的保障功能ꎻ

４　 维修机位应邻近飞机维修设施ꎬ 试车机位宜统筹规划在机务维修区附近ꎻ

５　 除冰机位应根据当地冰雪天气特征、 除冰保障方式规划ꎬ 宜设置在站坪与跑道起飞端之

间ꎻ 航站区指标为 ４ 及以上且冰雪天气较多的机场应规划集中除冰机坪和保障设施ꎬ 合理配置

除冰能力ꎬ 具备同时作业的场地条件ꎻ

６　 清洗机位宜规划在机务维修区或站坪远机位ꎻ

７　 隔离机位设置应符合安全保卫的有关要求ꎻ

８　 宜按实际需求ꎬ 在机坪及附近规划停车位、 地面保障设备 (ＧＳＥ) 停放区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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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本规范中的 “近机位” 和 “远机位” 按旅客登机方式划分ꎬ 和 ７ ５ ２ 中按使用功

能划分是不同的分类方法ꎮ “远机位” 既包括过夜机位、 除近机位外的客机位ꎬ 也可指兼顾客运

航班的货机位、 维修机位等ꎮ 集中除冰机坪和保障设施通常包括除冰机位、 机坪照明、 除冰车

作业场地、 除冰液补给设施、 相关用房等ꎮ

７ ５ ４　 机坪规划应根据航空业务量预测ꎬ 考虑现状使用机型及变化趋势ꎬ 合理确定机位数量、

组合及布局ꎬ 提升机坪使用效率和灵活性ꎮ

７ ５ ５　 机坪布局应使机坪作业不干扰机坪滑行道、 机位滑行通道以外的滑行道ꎮ

７ ６　 飞行区交通设施规划

７ ６ １　 飞行区交通设施包括围场路、 空侧服务道路、 车辆停放区、 加油及充电设施等ꎮ

７ ６ ２　 围场路应满足安保巡逻、 场务维护、 灯光及通导设施保障等通行要求ꎮ

７ ６ ３　 空侧服务道路应满足航班运行保障车辆在航站楼、 站坪、 货运站、 飞行区通道口等区域

及其之间通行的需要ꎬ 并考虑不同种类车辆的使用需求ꎮ

７ ６ ４　 空侧服务道路不应与跑道平面交叉ꎮ 航站区指标为 ５ 及以上的机场内ꎬ 车流量较大且与

主干滑行道交叉的空侧服务道路宜规划为下穿通道ꎬ 并合理组织行车路径ꎮ

７ ６ ５　 飞行区内宜结合使用需求统筹规划各种车辆停放区、 车辆充电设施等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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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目视助航设施规划

８ １　 一般要求

８ １ １　 目视助航设施规划包括助航灯光设施规划、 机坪助航设施规划ꎮ

８ １ ２　 目视助航设施规划应综合考虑机场气象条件、 飞行区规划、 飞行程序等ꎬ 并与机场周围

的地形地貌和环境相适应ꎮ

８ １ ３　 目视助航设施规划应做到保障运行、 方便管理、 节约用地ꎮ

８ ２　 助航灯光设施规划

８ ２ １　 助航灯光设施包括进近灯光、 跑道和滑行道灯光、 灯光站、 灯光监控系统ꎮ

８ ２ ２　 进近灯光规划应根据跑道进近类别、 气象条件、 进近灯光带场地条件、 跑道入口位置、

绕行滑行道规划等因素综合确定ꎮ

８ ２ ３　 进近灯光带宜规划检修通道ꎮ 进近灯光在飞行区以外的部分宜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ꎮ

８ ２ ４　 灯光站的数量和位置应根据供电距离、 灯光负荷、 系统复杂程度等因素确定ꎮ 单跑道机

场应规划 １~２ 座灯光站ꎻ 多跑道机场的灯光站应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ꎮ

【条文说明】 减少灯光站数量有利于节约土地、 方便管理ꎮ

８ ２ ５　 灯光站的电源宜采用中心变电站专线供电ꎮ 小型机场灯光站宜与中心变电站合建ꎮ

８ ２ ６　 助航灯光设施近期规划宜结合远期发展需求ꎬ 适当预留灯光站用地、 土建空间、 管线路

由、 供电系统容量ꎮ

８ ３　 机坪助航设施规划

８ ３ １　 机坪助航设施包括机坪泛光照明设施、 机务配电箱 (亭)、 飞机地面电源装置 (ＧＰＵ)、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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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视停靠引导系统等ꎮ

【条文说明】 机坪泛光照明设施包括固定式照明设施 (如高杆灯)、 移动式照明车ꎮ

８ ３ ２　 机坪助航设施的电源宜由邻近建筑物的变电站就近供电ꎮ

８ ３ ３　 机坪应规划泛光照明设施ꎮ 近机位应采用固定式照明设施ꎬ 远机位宜采用固定式照明

设施ꎮ

８ ３ ４　 航站区指标为 ４ 及以上机场中ꎬ 客机位应规划 ＧＰＵꎮ 近期规划年旅客吞吐量不小于 ５００

万人次的机场中ꎬ 近机位应规划 ＧＰＵꎮ

【条文说明】 机载辅助动力装置 (ＡＰＵ) 替代设施包括 ＰＣＡ、 ＧＰＵ 等ꎬ 中型及以上机场使用上

述设施有利于减少飞机燃油消耗、 大气污染物、 温室气体排放ꎮ

８ ３ ５　 航站区指标为 ５ 及以上的机场中ꎬ 近机位宜规划目视停靠引导系统ꎮ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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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机场空域及飞行程序规划

９ ０ １　 机场空域及飞行程序规划应提出机场进离场飞行所涉及范围的空域规划方案ꎬ 以及本场

飞行程序初步方案等ꎮ

【条文说明】 机场空域及飞行程序规划专题报告的内容和格式详见 «民用机场飞行程序方案研究

报告 (模板) » (ＭＤ－９７－ＦＳ－２０１８－０２)ꎮ

９ ０ ２　 机场空域及飞行程序规划应确保飞行安全、 经济、 顺畅ꎬ 提高空域使用效率和空中交通

流量ꎮ

９ ０ ３　 在分析现状空域环境、 与邻近机场关系的基础上ꎬ 机场空域规划应依据预测飞行量ꎬ 综

合考虑空中交通流量分布、 气象特征、 净空条件、 环境保护要求、 跑道构型及运行模式、 空域

划设、 空中交通管制服务方式等因素ꎬ 提出近期、 远期空域需求及航线规划方案ꎮ

【条文说明】 总体规划阶段的机场空域规划重点研究在理想空域环境下ꎬ 保障规划目标年预测飞

行量高效运转时对空域的使用需求ꎬ 提出初步的航线规划方案ꎮ 该方案通常作为下阶段开展军

民航协调工作的基础ꎬ 而不是协调工作的成果ꎮ

９ ０ ４　 飞行程序规划应依据跑道构型规划方案ꎬ 综合考虑周边城镇、 地形、 障碍物、 导航台等

提出飞行程序初步方案ꎮ

９ ０ ５　 分析相邻机场的空域关系时ꎬ 机场本场空域的范围应依据跑道构型、 预测飞行量ꎬ 结合

跑道运行模式、 障碍物分布确定ꎮ

【条文说明】 机场本场空域通常是一个矩形ꎬ 包括机场双向运行的三边、 四边及外侧间隔ꎮ

９ ０ ６　 相邻机场的飞行需求存在相互影响时ꎬ 跑道方位规划应统筹考虑两者的空域使用需求ꎬ

宜采用平行或近似平行的方位ꎮ

【条文说明】 相邻机场的位置关系和跑道方位ꎬ 对两者的空中运行影响较大ꎮ 在一定条件下ꎬ 不

同机场之间的仪表跑道保持平行或近似平行ꎬ 有利于机场本场空域之间保持合理的间隔ꎮ

９ ０ ７　 相邻机场的本场空域、 等待空域、 进离场航线宜分开设置ꎮ

９ ０ ８　 相邻机场存在航线交叉、 空域重叠并影响飞行时ꎬ 宜规划终端管制区ꎬ 统一负责所辖多

个机场的进近管制ꎮ

【条文说明】 终端管制区是经国家、 民航批准划设ꎬ 包含多个机场进近管制空域的特定管制区ꎮ

９ ０ ９　 多跑道机场进离场飞行流量在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时ꎬ 宜采用进离场分离、 增加进出港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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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设置备份进场航线、 增加等待点等方法使各跑道起降架次相对均衡ꎮ

９ ０ １０　 高原机场、 净空复杂机场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ꎬ 要求如下:

１　 拟使用的主力机型按标准仪表离场程序飞行时ꎬ 若受障碍物限制其起飞重量无法为规划

航程提供可接受的商业载重ꎬ 应提出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ꎻ

２　 拟使用的主力机型在一发失效情况下按复飞程序飞行时ꎬ 若无法满足超障要求且跑道同

方向无适用此情况的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ꎬ 应提出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ꎮ

９ ０ １１　 机场近期规划应评估周边既有障碍物对飞行程序和飞机性能的影响ꎬ 必要时提出合理

可行的初步处理方案ꎬ 并尽量减少处理量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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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空中交通管制设施规划

１０ １　 一般要求

１０ １ １　 空中交通管制设施包括机场航管、 空管监视、 航空通信、 航空无线电导航、 航空气象、

航行情报服务设施等ꎮ

１０ １ ２　 空中交通管制设施规划应综合考虑机场定位、 管制空域范围、 管制功能定位、 气象服

务范围、 场址条件、 预测飞行量、 飞行程序等因素ꎬ 明确各类设施的规划内容ꎬ 并提出近期主

要设施的用房规模及用地需求ꎮ

【条文说明】 总体规划阶段的空管设施规划主要用于确定塔台、 航管小区等有独立用地需求的设

施位置和规模ꎬ 以及各种台站的初步选址ꎬ 重点是对机场总平面布局产生影响或对周围环境产

生限制的设施ꎮ 空管设施的建设内容、 系统配置、 台址审批通常在立项阶段确定ꎮ 管制功能定

位指设置在本场的管制单位所承担的管制职责ꎬ 例如区域管制、 进近管制、 塔台管制ꎮ

１０ １ ３　 空中交通管制设施规划应充分考虑与其他设施的相互影响和协调性ꎮ

１０ １ ４　 机场航管、 航空通信、 航空气象等设施应统筹布局ꎮ 塔台以外的业务用房宜集中布置

或合建ꎬ 其地块规划应符合 １７ １ ３ 的要求ꎮ

１０ １ ５　 空管台站规划应符合国家、 行业有关标准对信号覆盖、 电磁环境、 场地条件、 机场净

空等的规定ꎬ 并考虑与其他设施的相互影响ꎮ

１０ ２　 机场航管设施规划

１０ ２ １　 机场航管设施规划包括塔台、 航管楼、 机坪管制设施等的规划ꎮ

【条文说明】 航管设施指管制运行的工作场所以及航管自动化、 内话、 记录仪等系统ꎮ

１０ ２ ２　 机场航管设施的管制功能定位应符合民航空管发展规划ꎮ

１０ ２ ３　 塔台的数量、 位置及功能应结合机场近期、 远期总平面布局合理规划ꎮ 塔台位置宜靠

近机场跑道构型的几何中心ꎬ 满足通视跑道、 平行滑行道的要求ꎬ 并能观察飞机起降空域ꎮ 塔

台高度穿透机场障碍物限制面时ꎬ 应评估其对飞机飞行和机场运行标准的影响ꎮ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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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２ ４　 塔台和机坪管制设施宜共建共用ꎮ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ꎬ 可规划塔台以外的机坪管制

设施:

１　 航站区指标为 ４ 及以上的机场中ꎬ 空侧构型复杂且塔台视线存在较大范围遮挡时ꎻ

２　 根据机场和空管的地面管制分工需增加机坪管制设施时ꎮ

１０ ２ ５　 年起降架次大于 ３ ６ 万的机场应单独设置进近管制席位ꎮ

１０ ２ ６　 设置在机场内的进近管制室、 区域管制室应规划在航管楼内ꎮ

１０ ２ ７　 根据民航发展规划在机场内建设的终端管制中心宜结合机场航管设施统筹规划ꎮ

【条文说明】 终端管制中心指负责终端管制区内多个机场进近管制的单位ꎮ

１０ ２ ８　 航行情报服务用房宜设置在航管楼内ꎮ

１０ ３　 空管监视设施规划

１０ ３ １　 空管监视设施包括空管一次监视雷达 (ＰＳＲ)、 空管二次监视雷达 (ＳＳＲ)、 场面监视雷

达 (ＳＭＲ)、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系统 (ＡＤＳ￣Ｂ)、 多点定位系统 (ＭＬＡＴ) 等ꎮ

１０ ３ ２　 雷达站位置应根据周围地形、 障碍物、 建 (构) 筑物情况合理规划ꎬ 实现对所管制空

域、 空中定位点、 地面的有效探测ꎮ 用于远程监视的一次雷达站宜设置在航路探测最佳位置ꎬ

场地平坦开阔、 地势较高ꎮ

１０ ３ ３　 规划Ⅱ/Ⅲ类精密进近跑道或航站区指标为 ５ 及以上的机场应规划场面监视雷达站ꎮ

ＳＭＲ 探测范围应覆盖跑道、 滑行道等重点区域ꎬ 宜兼顾飞机活动区的其他部分ꎮ

１０ ３ ４　 ＭＬＡＴ 宜与 ＳＭＲ 配合使用ꎮ

１０ ３ ５　 ＡＤＳ￣Ｂ 地面站、 ＭＬＡＴ 宜与其他建 (构) 筑物合建ꎮ

１０ ４　 航空通信设施规划

１０ ４ １　 航空通信设施包括地空通信、 地地通信、 卫星通信设施ꎮ 地空通信设施包括甚高频、

高频地空通信等设施ꎬ 地地通信设施包括航空电报、 数据通信等设施ꎮ

１０ ４ ２　 地空通信设施规划要求如下:

１　 发射功率不小于 ２００ Ｗ 的高频发射台不应规划在机场内ꎻ 设置在机场内的高频通信台宜

规划在航管楼ꎻ

２　 中型及以上机场应依据管制扇区数量和对空通信覆盖要求ꎬ 合理规划甚高频对空台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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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位置ꎻ

３　 小型机场的甚高频对空台宜设置在塔台或航管楼ꎮ

１０ ４ ３　 空管有线通信网络应与机场有线通信网络统一规划、 统筹建设ꎮ 通信管线宜采用同路

由敷设或合建的形式ꎮ

１０ ５　 航空无线电导航设施规划

１０ ５ １　 航空无线电导航设施包括仪表着陆系统 (ＩＬＳ)、 无方向信标台 (ＮＤＢ)、 多普勒全向信

标台 (ＤＶＯＲ)、 测距仪台 (ＤＭＥ)、 卫星导航地面设施等ꎮ 仪表着陆系统包括航向台 (ＬＯＣ)、

下滑台 (ＧＰ)、 指点标台 (ＭＢ) 等ꎮ

１０ ５ ２　 航空无线电导航台站应依据飞行程序合理规划ꎮ

１０ ５ ３　 卫星导航地基增强系统 (ＧＢＡＳ) 地面站宜设置在空旷地带ꎬ 其所服务的空域不应被遮

挡ꎮ ＧＢＡＳ 地面站宜与导航台站等建 (构) 筑物合建ꎮ

１０ ６　 航空气象设施规划

１０ ６ １　 航空气象设施包括气象探测设施、 气象业务用房等ꎮ 气象探测设施包括自动气象观测

设备、 气象观测场、 气象观测平台、 天气雷达、 风廓线雷达等ꎮ

１０ ６ ２　 精密进近跑道应规划自动气象观测设备ꎮ

１０ ６ ３　 气象观测场的场地应平坦开阔ꎬ 位置应避开飞机发动机尾流的影响ꎬ 尺寸应为 ２５ ｍ×

２５ ｍ或 １６ ｍ×１６ ｍꎮ

１０ ６ ４　 超大型、 大型机场及气象环境复杂机场应规划天气雷达、 风廓线雷达ꎮ

１０ ６ ５　 气象业务用房宜与航管楼合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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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航站区规划

１１ １　 一般要求

１１ １ １　 航站区包括航站楼、 站坪、 交通设施、 附属服务设施等ꎮ

１１ １ ２　 航站区规划应结合地形地貌ꎬ 统筹考虑与飞行区、 货运区等其他功能区和综合交通系

统的关系ꎬ 因地制宜、 紧凑布局、 集约用地ꎮ

１１ １ ３　 航站区规划应结合机场近期、 远期发展需求ꎬ 统一规划ꎬ 分期建设ꎬ 适度超前ꎬ 发展

灵活ꎮ

１１ １ ４　 航站楼规划应贯彻 “以人为本、 功能优先” 的理念ꎬ 做到流程顺畅、 经济合理、 美观

大方ꎮ

１１ ２　 航站区布局

１１ ２ １　 航站区应综合考虑机场区位、 市场定位、 预测需求、 运行效率、 交通条件、 分期发展

等因素ꎬ 结合跑道构型、 跑道运行模式、 滑行道布局等进行规划ꎮ

１１ ２ ２　 单跑道机场的航站区宜居中布置ꎻ 规划远距跑道的机场ꎬ 航站区应布置在远距跑道

之间ꎮ

１１ ２ ３　 新建机场规划为大型、 中型、 小型机场时ꎬ 应规划为一个航站区ꎻ 规划为超大型机场

时ꎬ 应结合跑道构型、 发展时序、 运行效率、 市场特征、 综合交通等因素研究确定航站区数量

和布局ꎮ

【条文说明】 所有航站楼集中位于一条跑道一侧或两条跑道之间的通常称为一个航站区ꎮ 相比多

个航站区ꎬ 一个航站区有利于减少飞机穿越跑道和地面服务车辆跨区运行ꎬ 有利于集中运作、

共享资源和高效管理ꎮ 一个航站区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被空侧分隔开的陆侧区域ꎮ

１１ ２ ４　 规划多个航站区的机场应明确不同航站区的功能定位ꎬ 并按交通需求规划航站区之间

的空侧、 陆侧交通联系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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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２ ５　 超大型、 大型机场应综合考虑机场定位、 旅客吞吐量预测、 国际及港澳台地区旅客比

例、 航空公司市场份额等因素ꎬ 统筹规划航站楼的数量、 位置、 规模、 分工、 建设时序ꎬ 以及

楼前交通系统布局和航站楼之间交通联系方案ꎮ

【条文说明】 根据航站楼与其楼前交通的关系ꎬ 楼前交通止于航站楼前不继续延伸的通常称为尽

端式ꎬ 楼前交通到航站楼后继续延伸穿过航站区的通常称为贯通式ꎮ 根据各航站楼之间的位置

关系ꎬ 拥有独立的多个航站楼且分散布置的通常称为单元式ꎬ 航站楼主楼集中布置的通常称为

集中式ꎮ 不属于上述类型或兼具上述特点的称为混合式ꎮ

１１ ２ ６　 航站区规划宜结合机场定位和当地市场特征ꎬ 在航站楼规划中统筹考虑低成本航空的

运营需求ꎮ

【条文说明】 低成本航空在客源定位、 商业模式等方面有别于全服务航空ꎮ 低成本航空可与全服

务航空共用航站楼ꎬ 也可根据特定航空公司的需求单独设置ꎮ

１１ ２ ７　 位于航站区的塔台、 机坪管制设施、 公用设施、 综合服务设施、 公务机设施等ꎬ 应在

节约、 集约用地的前提下ꎬ 纳入航站区规划统筹布局ꎮ

１１ ３　 航站楼规划

１１ ３ １　 超大型、 大型机场的航站楼构型应依据各航站楼建设时序和功能定位ꎬ 统筹考虑旅客

步行距离、 飞机运行、 站坪布局、 综合交通衔接、 建设规模等因素合理规划ꎮ

１１ ３ ２　 航站楼按使用性质可分为国内专用航站楼、 国际及港澳台地区专用航站楼、 国内 /国际

及港澳台地区共用航站楼ꎮ 航站楼国内部分应规划旅客值机、 行李托运及提取、 安检、 候机、

到达区域ꎬ 国际及港澳台地区部分应规划旅客值机、 行李托运及提取、 安检、 边检、 海关检查、

候机、 到达区域ꎮ

１１ ３ ３　 航站楼近机位候机区的平面构型应结合近机位数量、 机型组合、 国内 /国际及港澳台地

区功能分区、 站坪运行效率等因素合理规划ꎮ

【条文说明】 规划近机位的航站楼按不同空间的使用功能可分为主楼和候机区ꎮ 主楼通常包括值

机大厅、 行李提取厅、 接机厅、 行李处理区等ꎬ 候机区包括旅客候机厅、 登机桥、 到达走廊等ꎮ

候机区的平面构型一般分为前列式、 指廊式、 卫星式ꎬ 构型的选择和组合需要在旅客步行距离、

近机位布置、 站坪运行效率之间达到合理的平衡ꎮ

前列式: 候机区位于主楼空侧、 平行向两端延展ꎬ 飞机机头朝向航站楼线性停靠ꎮ 见图

１１ ３ ３－１ꎮ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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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３ ３－１　 前列式候机区

指廊式: 候机区一端与主楼连接ꎬ 飞机停靠在候机区两侧ꎮ 候机区形状狭长ꎬ 如同从主楼

伸出的手指ꎮ 见图 １１ ３ ３－２ꎮ

图 １１ ３ ３－２　 指廊式候机区

卫星式: 候机区远离主楼ꎬ 通过旅客捷运系统、 地下通道、 高架走廊等方式与主楼相连ꎬ

飞机围绕候机区停靠ꎮ 候机区可选择多种形状ꎮ 见图 １１ ３ ３－３ꎮ

图 １１ ３ ３－３　 卫星式候机区

１１ ３ ４　 依据航站楼旅客流程使用的建筑楼层ꎬ 航站楼分为一层式、 一层半式、 两层式、 多

层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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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在航站楼建筑剖面中ꎬ 按旅客流程所使用的楼层数量来划分ꎮ 通常ꎬ 一层式为单层

建筑和车道边ꎬ 出港、 进港分两侧布局ꎬ 在站坪上步行登机ꎻ 一层半式的陆侧与一层式相同ꎬ

空侧为局部两层ꎬ 可使用登机桥ꎻ 两层式为双层车道边ꎬ 主楼的出港、 进港分两层布局ꎻ 多层

式为多层车道边ꎬ 主楼的进出港流程分多层布局ꎮ

１１ ３ ５　 航站楼规划规模宜依据预测的年旅客吞吐量、 典型高峰小时旅客吞吐量或同时服务航

班数量ꎬ 结合使用功能、 平面构型、 场地条件等进行匡算ꎮ 航站区指标为 １ 的机场ꎬ 规划的航

站楼建筑面积不应小于 ５０００ ｍ２ꎻ 航站区指标为 ２ 及以上的机场ꎬ 规划的航站楼规模指标可参照

国家有关民用运输机场的建设标准ꎮ

【条文说明】 总体规划阶段的航站楼方案可能是规划条件、 概念规划方案、 建筑初步方案ꎬ 规划

的航站楼规模指标主要用于规划控制及设施配套ꎮ

１１ ３ ６　 新建、 扩建航站楼的构型应结合航站楼规划容量控制旅客步行距离ꎻ 航站楼内旅客最

远步行距离不应大于表 １１ ３ ６ 的要求ꎮ 高原机场航站楼应考虑机场标高对旅客行走的不利影响ꎮ

表 １１ ３ ６　 航站楼内旅客最远步行距离

年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航站楼内旅客最远步行距离 (ｍ)

>２０００ ９５０

５００<~２０００ ７５０

≤５００ ４００

　 　 注: 航站楼内旅客最远步行距离是由航站楼正立面中心点沿进出港流程至最远登机口ꎬ 包含旅客行走和使用自动步道的平

面距离ꎬ 不包含乘坐旅客捷运系统和楼层转换的距离ꎮ

【条文说明】 航站楼内旅客最远步行距离是用于控制航站楼规划设计方案中旅客步行尺度的指

标ꎮ 减少平面距离和向上换层 (爬楼梯) 可提高旅客步行的舒适度ꎻ 旅客在高原机场行走时ꎬ

对距离、 高差更为敏感ꎮ

１１ ３ ７　 航站楼建筑高度不应超出内水平面等机场净空障碍物限制面ꎮ

１１ ３ ８　 航站楼旅客流程包括出发、 到达、 中转、 经停等流程ꎬ 要求如下:

１　 旅客流程应流线短捷ꎬ 楼层转换少ꎻ

２　 出发旅客流程中安检 (或边检) 通道出口至登机口、 到达旅客流程中登机口至行李提取

厅 (或边检通道) 入口的旅客流程距离大于 ３００ ｍ 时ꎬ 应提供自动步道等服务设施ꎻ

３　 航站楼功能节点之间旅客流程距离大于 ７５０ ｍ 且典型高峰小时双向流量大于 ３０００ 人 / ｈ

时ꎬ 应规划航站楼旅客捷运系统ꎻ

４　 旅客中转流程应根据航站楼功能定位、 中转旅客数量、 联程服务需求合理规划ꎮ

【条文说明】 中转流程通常包括国内中转、 国内转国际及港澳台地区、 国际及港澳台地区转国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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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国际及港澳台地区中转 ４ 种流程ꎻ 经停流程通常包括国内经停、 国际及港澳台地区经停、

国际航班国内段经停 ３ 种流程ꎮ

航站楼功能节点指陆侧交通换乘点、 值机厅、 出发检查区、 登机口、 入境检查区、 行李提

取厅、 接机厅等ꎮ 航站楼旅客捷运系统在航站楼内设站ꎬ 其车站位置及管理要求与旅客流程密

切相关ꎬ 功能主要有两种: 一是在主楼、 候机区之间运输旅客及工作人员ꎬ 二是服务航站楼之

间或内部的旅客中转ꎮ 航站楼旅客捷运系统的性质和自动步道类似ꎬ 属于航站楼服务设施的一

部分ꎬ 不属于本规范第 １８ 章综合交通系统中 “轨道” 的范畴ꎮ

１１ ３ ９　 航站楼旅客捷运系统规划应依据机场定位、 航站楼功能、 旅客流程等ꎬ 提出适宜的服

务品质和保障要求ꎬ 综合考虑高峰运量、 运输距离、 运行密度、 可靠性、 灵活性等因素ꎬ 合理

确定系统选型和规划布局ꎬ 并考虑系统停运或故障时的保障方式ꎮ

１１ ３ １０　 航站楼旅客捷运系统主要服务于始发终到 (ＯＤ) 旅客时ꎬ 规划要求如下:

１　 应综合考虑运输量和服务品质要求ꎬ 合理确定系统选型和最大编组数量ꎻ

２　 运输量应包含所服务区域的旅客、 机组及工作人员ꎬ 并统筹考虑近期、 远期需求ꎻ

３　 车厢定员应按不大于 ４ 人 / ｍ２ 规划ꎻ 除夜间航班极少时ꎬ 发车间隔应不大于 ５ 分钟ꎻ

４　 系统载运量应按最大编组及车厢定员计算ꎬ 并在高峰密集时段 (１５ 分钟) 满足 ５０％的

单向高峰小时运输量ꎬ 不应参照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日运量或小时运量确定ꎻ 同时服务国内、

国际及港澳台地区旅客时ꎬ 载运量应按不同旅客流程的隔离要求分别计算ꎻ

５　 所服务国内近机位不小于 ４０ 个时ꎬ 单车次国内旅客载运量宜不小于 ３６０ 人ꎻ 所服务国际

及港澳台地区 Ｅ、 Ｆ 类近机位不小于 ２０ 个时ꎬ 单车次国际及港澳台地区旅客载运量宜不小于

５００ 人ꎮ

【条文说明】 航站楼旅客捷运系统的服务品质和保障要求不能简单类比城市轨道交通ꎮ 如果主要

服务于 ＯＤ 旅客ꎬ 就会承受高峰时段航班集中到达所带来的单向运输压力ꎬ 同时满足各种旅客流

程要求ꎬ 并有一定的冗余ꎬ 这是系统选型和确定规模的关键因素ꎮ 旅客单向高峰小时运输量通

常为典型高峰小时旅客吞吐量的 ６０％~８０％ꎬ 需结合机场运行的实际情况确定ꎮ

１１ ３ １１　 行李处理设施包括值机、 行李安检、 分拣、 提取等ꎬ 应根据航站楼方案和功能要求规

划ꎮ 规划卫星式候机区的机场应统筹考虑枢纽运作、 旅客服务品质、 运行可靠性等要求ꎬ 合理

规划行李运输方式及通道ꎻ 卫星近机位数不小于 ４０ 个时ꎬ 宜规划主楼与卫星厅之间的自动化行

李传输系统ꎮ

１１ ４　 站坪规划

１１ ４ １　 站坪规划应依据航站区布局ꎬ 与航站楼构型统筹规划ꎬ 提出客机位、 站坪上的过夜机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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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以及相关服务设施的布置方案ꎬ 并确保飞机及车辆安全、 高效运行ꎮ

１１ ４ ２　 客机位数应按典型高峰小时飞机起降架次、 机型组合、 飞机占用机位时间、 机位利用

系数等进行测算ꎮ 航站区指标为 １ 的机场ꎬ 总机位数宜不小于 ６ 个ꎮ

１１ ４ ３　 航站区指标为 １、 ２ 的高高原机场、 严寒地区机场宜规划近机位ꎻ 航站区指标为 ３ 的机

场应规划近机位ꎮ 航站区指标为 ４ 及以上的机场ꎬ 规划近机位比例应不小于 ７０％ꎮ 超大型、 大

型机场宜结合航班时刻、 航班正常性、 机位周转效率、 运行保障能力等因素ꎬ 按实际运行满足

旅客使用登机桥比例不小于 ９０％的要求ꎬ 规划近机位数量ꎮ

【条文说明】 近机位比例为近机位数除以参数预测的客机位数ꎮ 计算基数不是机场总机位数ꎬ 也

不是机场可用于客运航班的机位数ꎬ 而是预测的用于日常周转的客机位数ꎮ 严寒地区采用中国

建筑气候区划图中的划分方法ꎮ

１１ ４ ４　 规划的站坪岸线长度应根据近机位数量、 机型组合、 典型飞机尺寸等测算ꎬ 航站楼候

机区构型应满足规划站坪岸线长度的布置要求ꎮ

１１ ４ ５　 站坪机位、 机位滑行通道、 空侧服务道路应结合航站楼、 滑行道方案合理规划ꎬ 确保

飞机进出机位顺畅、 滑行短捷高效ꎬ 并使车辆通行和机位保障安全有序ꎮ

１１ ４ ６　 站坪机位的机型组合应满足机场近期的使用需求ꎬ 并考虑机场定位、 航站楼分工、 机

型演变等因素ꎬ 为远期发展保留灵活性ꎮ

１１ ４ ７　 航站区指标为 ５ 及以上的机场宜规划飞机补水净化加注点ꎮ

１１ ４ ８　 航站区指标为 ４ 及以上的机场中ꎬ 客机位应规划飞机地面空调 (ＰＣＡ)ꎮ 近期规划年旅

客吞吐量不小于 ５００ 万人次的机场中ꎬ 近机位应规划 ＰＣＡꎮ

１１ ５　 航站区陆侧交通设施规划

１１ ５ １　 航站区陆侧交通设施包括航站区道路系统 (含车道边)、 轨道交通设施、 停车设施等ꎮ

各种交通设施应容量充裕、 使用方便ꎬ 与航站楼之间衔接顺畅、 换乘方便ꎮ

１１ ５ ２　 应根据各交通方式在机场综合交通系统中的功能定位和服务标准ꎬ 合理布置各种交通

设施与航站楼的衔接通道ꎬ 减少旅客换层和步行距离ꎬ 提高可识别性、 舒适度和安全性ꎮ

１１ ５ ３　 航站区指标为 ６ 及以上的机场宜在航站区陆侧人流汇集的位置ꎬ 结合旅客服务流程、 行

李系统规划旅客值机及行李托运设施ꎻ 上述设施可规划在轨道车站站厅、 停车楼人员出入口ꎮ

【条文说明】 智慧化是旅客值机及行李托运设施的发展趋势ꎮ 为方便旅客ꎬ 航站楼外 (甚至机场

外) 也存在配置值机及托运设施的需求ꎬ 这种便捷服务可以减轻航站楼值机柜台的压力ꎬ 但不

能完全取代ꎮ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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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５ ４　 航站区陆侧各功能节点之间的步行距离大于 １００ ｍ 时ꎬ 宜配备自动步道ꎻ 大于 ７５０ ｍ 且

典型高峰小时双向流量大于 ３０００ 人 / ｈ 时ꎬ 宜规划场区旅客捷运系统ꎮ

【条文说明】 陆侧各功能节点通常指各航站楼、 轨道车站、 铁路车站、 大巴车站、 停车设施的出

入口ꎮ 场区旅客捷运系统通常在航站楼外设站ꎬ 是机场主导的服务于陆侧各功能节点之间旅客

集散和转运的交通方式之一ꎬ 属于综合交通系统小区域公共交通的范畴ꎮ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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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货运区规划

１２ １　 一般要求

１２ １ １　 货运区包括货机坪、 一级货运设施、 二级货运设施、 交通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ꎮ

【条文说明】 “一级” 和 “二级” 用于从规划属性上区分以货运站 (库) 为核心的货运设施ꎮ 一

级货运设施指其核心货运站 (库) 的全部或部分位于空侧ꎬ 二级货运设施全部位于陆侧ꎮ

１２ １ ２　 货运区规划应根据机场定位、 货运吞吐量预测ꎬ 结合货运发展战略、 航空物流运营需

求、 监管要求、 用地条件、 周边产业布局等因素ꎬ 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 分工协作、 有序拓展ꎮ

以货运业务为主的机场应按运营需求专题研究ꎮ

１２ １ ３　 近期规划货运吞吐量大于 ２０ 万吨的既有机场应调研下列内容:

１　 航空货运运营商的构成、 运量、 业务范围、 设施情况、 发展规划等ꎻ

２　 现状货运站 (库) 的设施规模、 处理能力ꎻ

３　 全货机运量、 全货机机型及起降架次、 中转货占比、 国际及港澳台地区货运吞吐量比

例、 货物类型等运行特征ꎮ

１２ １ ４　 货运区规划宜依据机场发展战略ꎬ 综合考虑航空货运业务运营和管理的需求规划各类

设施ꎬ 其地块规划应符合 １７ １ ３ 的要求ꎮ 具备条件的机场ꎬ 场外的物流园区、 保税区、 综合保

税区、 自由贸易区等宜与机场货运区协同规划ꎮ

１２ ２　 货运区布局

１２ ２ １　 货运区规划应依据货运吞吐量预测、 货物类型、 载运方式等综合考虑交通集疏运条件、

空侧运输效率、 分期发展等因素ꎬ 统筹布局ꎬ 合理规划ꎬ 并与机场各功能区的布局相协调ꎮ

【条文说明】 航空货物按航线分为国际及港澳台地区货物、 国内货物ꎻ 按流向分为出港货物、 进

港货物、 中转货物ꎻ 按货物性质分为普通货物、 快件、 邮件、 特殊货物ꎬ 特殊货物包括民航允

许承运的危险品货物、 对温度有特殊要求的冷链物流货物、 贵重物品、 动植物ꎻ 按运输方式分

为客机载货、 全货机载货ꎮ 设施规划需考虑各类货物的处理要求ꎮ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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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２ ２　 规划年货运吞吐量小于 １０ 万吨的机场应规划为一个货运区ꎮ 以客机腹舱载运为主的货

运区应设在便于连接站坪的位置ꎮ

１２ ２ ３　 规划年国际及港澳台地区货运吞吐量不小于 １０ 万吨的机场ꎬ 国际及港澳台地区货运设

施宜集中布局ꎬ 可结合监管要求规划海关监管货运区ꎮ

【条文说明】 海关监管货运区指设置海关围界并进行封闭管理的货运运作区域ꎮ

１２ ３　 货运设施及货机坪规划

１２ ３ １　 一级货运设施包括一级货运站 (库) 及配套的作业场坪、 装卸车位、 停车场、 小区道路

等设施ꎮ 一级货运设施应规划在机场内ꎮ

【条文说明】 货运站指作业型物流建筑或综合型物流建筑ꎬ 货运库指存储型物流建筑ꎮ

１２ ３ ２　 一级货运站 (库) 包括货运站房、 营业厅、 业务保障、 联检现场用房、 装卸车位及站

台等ꎮ 货运站房面积应依据货运吞吐量预测、 业务性质等按表 １２ ３ ２ 确定ꎬ 货运站 (库) 规模

宜按货运站房面积的 １２０％~１２５％规划ꎮ

表 １２ ３ ２　 货运站房面积指标

序号 名称 性质 单位处理能力 (ｔ)

１ 通用型
国内 ６~１０

国际及港澳台地区 ５~７

２ 快件型 ４~６

３ 邮件专用型 ６~８

　 　 注: １　 单位处理能力指每年每平方米处理的货物量ꎮ

２　 采用自动化立体作业模式时ꎬ 单位处理能力可提高ꎮ

【条文说明】 货运站根据货物类型通常分为通用型、 快件型、 邮件专用型ꎮ 通用型货运站通常为

综合性货站ꎬ 主要用于航空普货的地面处理ꎬ 也可兼顾处理特殊物品、 快件、 邮件等ꎮ 快件型

货运站主要用于航空快件的地面处理ꎮ 邮件专用型货运站由邮政机构运营ꎬ 主要用于航空邮件

的地面处理ꎮ 由于普货、 快件、 邮件地面处理的管理要求、 时效、 流程、 设备、 单件重量不同ꎬ

单位面积处理能力也不同ꎮ

１２ ３ ３　 一级货运站 (库) 地块的规划建筑密度宜采用 ０ ３~０ ４ꎮ

【条文说明】 建筑密度 (建筑覆盖率) 指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各类建筑基底面积之和占规划建设

用地面积的百分比ꎮ

—８３—

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２—２０２０)



１２ ３ ４　 一级货运站 (库) 宜邻近货机坪ꎮ

１２ ３ ５　 货运站 (库) 按业务性质分为国内货运站 (库)、 国际及港澳台地区货运站 (库)ꎮ

１２ ３ ６　 国际及港澳台地区货运站 (库) 或海关监管货运区应按海关监管要求设置报关、 查验、

围网、 卡口等设施ꎬ 查验设施宜集中布置ꎮ

１２ ３ ７　 一级货运站 (库) 应配置处理进港、 出港货物所需的各类设施ꎬ 包括散装货物和集装

货物的存储、 分拣、 安检、 计量、 发送等ꎬ 可根据实际需要配置处理特种货物的设施ꎮ 国际及

港澳台地区货物与国内货物的流程应分开ꎮ

１２ ３ ８　 单独布置的危险品库与周边设施的安全距离不应小于表 １２ ３ ８ 的要求ꎮ 符合相关条件

的危险品库可与货运站 (库) 合建ꎮ

表 １２ ３ ８　 危险品库和周边设施的最小安全距离

设施 最小安全距离 (ｍ) 举例

高层民用建筑、 重要公共建筑 ５０ 航站楼、 塔台等

裙房、 其他民用建筑、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 ３０ 中心变电站、 灯光站、 消防站等

防火等级一、 二级的厂房、 仓库 １５ 货运站、 货运仓库等

其他储存危险品的甲类仓库 ２０

滑行或停放的飞机 ２０

空侧服务道路、 围场路的路边 １０

【条文说明】 本条参照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制定ꎮ

１２ ３ ９　 货机坪应结合货运站的分布、 业务类型、 载运方式、 使用机型统筹规划ꎬ 货机坪与跑

道之间的滑行线路宜短而直接ꎮ

１２ ３ １０　 规划年货运吞吐量不小于 ２０ 万吨的机场可结合航空物流产业需求规划二级货运设施ꎮ

１２ ４　 货运区交通规划

１２ ４ １　 货运区陆侧交通包括货运区道路、 货车等待、 装卸、 停车场地等设施ꎬ 其规模应根据

典型高峰小时车流量、 车型等因素确定ꎮ

１２ ４ ２　 年货运吞吐量不小于 ３０ 万吨的货运区应对区域内道路、 公共停车场、 货运交通出入口

等设施统筹规划ꎬ 合理组织货车行驶路线ꎮ

１２ ４ ３　 规划海关监管货运区时ꎬ 宜在海关卡口外设置货运车辆公共停车场ꎮ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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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４ ４　 空侧服务道路应考虑货运站 (库) 与站坪之间的交通需求和车辆运行要求ꎬ 线路宜短

捷ꎮ 货运拖车行驶路线与滑行道交叉时ꎬ 应结合滑行道性质、 使用频次、 车辆交通量合理规划

交叉形式ꎮ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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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机务维修区及其他机务设施规划

１３ １　 一般要求

１３ １ １　 机务维修区及其他机务维修设施应依据行业发展规划ꎬ 结合航空公司机队规划、 维修

网络整体布局、 维修等级、 机场分期发展等因素统筹规划ꎮ

１３ １ ２　 机场机务维修规划等级划分为:

１　 航线维护级: 只承担日检、 周检并在机坪进行维护的业务内容ꎻ

２　 定检维修级: 可承担飞机一般定检维修并需要入库检修的业务内容ꎻ

３　 基地维修级: 可承担飞机定检高级别维修、 重大改装、 特种维修的业务内容ꎮ

【条文说明】 机场通常有一个或多个维修主体ꎬ 机务维修设施的需求与航空业务量并不直接关

联ꎬ 以上方法按机场内开展的最高级别的维修业务类型ꎬ 划分了机场机务维修的规划等级ꎮ 航

线维护级承担运输机场最基础的维修业务ꎬ 包括飞机航前和航后检查、 每日或过夜检查等ꎻ 基

地维修级可承担结构检修、 附件翻修、 车间级维修等最高级别的飞机维修业务ꎮ

１３ １ ３　 规划等级为定检维修级、 基地维修级的机场应统筹规划机务维修区ꎬ 宜集中布置ꎮ 规

划等级为航线维护级的机场不宜单独规划机务维修区ꎬ 机务用房可与其他设施合建ꎮ

１３ １ ４　 机务维修区规划应统筹考虑各维修主体和机场的发展要求ꎬ 结合飞机维修业务实际需

求进行规划ꎬ 合理利用空侧岸线ꎬ 集约发展、 分步实施、 留有余地ꎮ

１３ １ ５　 机务维修区规划要求如下:

１　 机务维修区应位于空、 陆侧交界处或有飞机拖行通道与空侧连接的区域ꎻ

２　 机坪至机务维修区的滑行道应满足所维修飞机滑行或拖行的需求ꎻ

３　 设立独立维修设施的航空公司应根据其机队规划、 维修网络布局规划等ꎬ 提出在本场的

维修设施规划ꎻ 航空公司维修设施规划应包括维修等级、 维修业务量、 维修机型、 维修内容、

飞机停场周期、 占用机库时间等ꎬ 并提出近期规划规模和布局ꎻ

４　 维修机坪宜布置在机库前ꎻ

５　 试车坪不宜远离机务维修区ꎬ 试车坪布置及设施配置应考虑发动机吹袭、 噪声影响和

风向ꎻ

６　 飞机维修和清洗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污水、 废水、 废液、 污油、 污物应按环保要求收集ꎬ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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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设施宜统筹考虑ꎻ

７　 化工品库、 报废化工品库、 危险品耗材库宜设置在陆侧ꎻ

８　 具备条件时ꎬ 不同维修主体及其他单位宜合用供配电站、 消防水泵房、 锅炉房等配套

设施ꎮ

１３ １ ６　 机务维修区以外的其他机务维修设施ꎬ 宜靠近机坪布置ꎮ

１３ ２　 航线维护级

１３ ２ １　 航线维护设施应依据机场预测飞行量、 维护机型、 工作内容等统筹规划航线维护机务

用房、 机务特种车辆及设备停放区域ꎮ

【条文说明】 机务用房包括现场工作房、 工具间、 航材间及配套设施等ꎮ

１３ ２ ２　 航线维护设施宜靠近机坪ꎬ 且不影响客运服务ꎮ

１３ ３　 定检维修级

１３ ３ １　 规划等级为定检维修级的机场应规划航线维护设施、 定检维修设施ꎮ

１３ ３ ２　 定检维修设施包括机库、 配套用房、 维修机坪、 试车坪、 清洗坪等ꎬ 应集中布置在机

务维修区ꎮ

１３ ３ ３　 定检维修设施要求如下:

１　 应综合考虑各维修主体的发展需求ꎬ 合理确定规划规模ꎻ

２　 维修主体的数量尚不明确时ꎬ 宜按 ２~３ 家规划ꎻ

３　 机库规模宜结合维修业务量、 维修机型、 维修内容、 飞机停场周期、 占用机库时间等

规划ꎻ

４　 各类修理车间、 工具间、 航材库、 耗材库、 业务用房等宜统筹考虑并与机库合建ꎻ

５　 机库外单独规划的用房不宜设置在空侧ꎮ

【条文说明】 机库规模指机库内直接用于飞机维修的空间ꎬ 业务用房指技术、 质检、 培训、 管理

用房等ꎮ

１３ ４　 基地维修级

１３ ４ １　 规划等级为基地维修级的机场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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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运输飞机机队现状规模不小于 １００ 架、 自身维修能力强的基地航空公司依据其全国维修

基地布局规划ꎬ 在本场设立最高等级维修基地时ꎻ

２　 市场规模大、 维修能力强的第三方维修主体在本场已经设立最高等级维修基地时ꎮ

１３ ４ ２　 规划等级为基地维修级的机场应规划航线维护设施、 定检维修设施、 基地维修设施ꎮ

１３ ４ ３　 基地维修设施包括机库、 配套用房、 维修机坪、 试车坪、 清洗坪、 发动机试车台等ꎬ

基地维修设施、 定检维修设施应集中布置在机务维修区ꎮ

１３ ４ ４　 基地维修设施规划要求如下:

１　 维修主体应提出维修需求及工艺方案ꎬ 作为其维修基地专项规划的基础ꎻ

２　 基地维修设施规划应依据维修主体的维修基地专项规划统筹确定规模和布局ꎻ

３　 机库规模宜结合维修业务量、 维修机型、 维修内容、 飞机停场周期、 占用机库时间等

规划ꎻ

４　 各类修理车间、 工具间、 航材库、 耗材库、 业务用房等宜统筹考虑并与机库合建ꎻ

５　 发动机维修车间、 试车台、 试车坪应考虑隔音降噪设施ꎻ

６　 机库外单独规划的用房不宜设置在空侧ꎮ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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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供油设施规划

１４ １　 一般要求

１４ １ １　 供油设施包括卸油站、 中转油库、 输油管道、 机场油库、 机坪加油管道、 航空加油站、

汽车加油站等ꎮ

【条文说明】 机场使用的油料包括航空油料 (简称航油) 和地面油料ꎬ 本条中的汽车加油站为地

面油料设施ꎮ

１４ １ ２　 供油设施规划应统筹考虑场外、 场内供油设施ꎬ 满足机场近期、 远期发展需求ꎬ 以及

消防、 节能、 环境保护、 安全和职业卫生等方面的要求ꎮ

１４ １ ３　 供油设施规划应依据机场近期、 远期航空业务量预测ꎬ 对航油加油量进行预测ꎮ 小型

机场加油量预测方法不应少于 ２ 种ꎬ 中型及以上机场不应少于 ３ 种ꎮ

１４ １ ４　 供油设施规划应符合机场总平面规划方案ꎬ 并为远期发展留有余地ꎬ 其场外设施应与

外围规划协调一致ꎮ

１４ ２　 航油设施规模

１４ ２ １　 航油设施规模应按航油加油量、 加油架次、 油源、 运输条件等综合确定ꎮ

１４ ２ ２　 航油设施规模要求如下:

１　 采用铁路运输航油时ꎬ 应综合考虑航油加油量、 机车牵引能力等确定铁路专用线股道、

卸油车位数量ꎻ

２　 采用水路运输航油时ꎬ 应综合考虑航油加油量、 水域条件、 泊位性质、 船型等确定卸油

码头的泊位通过能力、 泊位数量ꎻ

３　 采用公路运输航油时ꎬ 应综合考虑航油加油量、 公路运输距离、 运输条件、 季节不均衡

性、 运输车型等确定卸油车位数量ꎻ

４　 中转油库库容不应小于铁路专用线卸油车位总载油量、 最大油轮载油量、 管道输送单批

次最大输油量ꎻ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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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机场油库近期、 远期库容应满足 “保障供给、 储存经济、 安全可靠” 的要求ꎮ

１４ ３　 卸油站与中转油库规划

１４ ３ １　 铁路卸油站应具备铁路专用线接轨条件ꎬ 码头卸油站应具备与运输船型相适应航道

条件ꎮ

１４ ３ ２　 铁路卸油站、 码头卸油站宜靠近机场ꎮ

１４ ３ ３　 中型及以上机场的卸油站至机场油库之间宜规划输油管道ꎬ 并采用直卸直输的方式ꎻ

不具备直卸直输条件时ꎬ 应规划中转油库ꎮ 中转油库宜与卸油站合建ꎮ

１４ ３ ４　 输油管道上游为多种油品顺序输送时ꎬ 宜规划输油管道中转油库ꎮ

１４ ４　 机场油库规划

１４ ４ １　 机场油库的位置应结合机场规模、 用地条件合理确定ꎬ 宜减少油库与站坪之间的距离ꎮ

１４ ４ ２　 超大型机场可综合考虑机位布局、 加油量、 管线长度等规划第二座机场油库ꎮ

１４ ４ ３　 机场油库中油罐的规划位置应满足图 １４ ４ ３ 的要求ꎮ

图 １４ ４ ３　 机场油库中油罐区域位置要求

【条文说明】 图中不应布置油罐的区域包括升降带、 端安全区ꎬ 以及进近面和起飞爬升面靠近跑

道端的一部分ꎮ 图中标示的 ３６５ ｍ、 １３１０ ｍ 是按地面基本为水平面并根据油罐的通常高度和障碍

物限制面计算得出的ꎬ 可结合实际地形进行调整ꎮ 油罐分为地上油罐和埋地油罐ꎮ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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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４ ４　 机场油库的油罐区与库外设施的安全距离不应小于表 １４ ４ ４ 的要求ꎮ

表 １４ ４ ４　 机场油库的油罐区与库外设施的安全距离 (ｍ)

库外建 (构) 筑物
和设施名称

石油库储罐计算总容量 (ＴＶ)
(ｍ３)

１００ ０００≤
ＴＶ<

１ ２００ ０００

３０ ０００≤
ＴＶ<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ＴＶ<

３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ＴＶ<

１０ ０００

ＴＶ<
１ ０００

举例

民用建筑
１００
(７５)

９０
(４５)

８０
(４０)

７０
(３５)

５０
(３５)

航站楼、 停车楼、 塔台、 旅
客过夜用房、 办公楼、 居民
楼、 中心变电站 (３５ ｋＶ 及以
上) 等

工业建筑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５ ３０

货运站 (库)、 航空食品厂
房、 机库、 维修车间、 特种
车库、 能 源 中 心、 消 防 站、
锅炉房等

国家铁路
城市轨道地上段

６０ ５５ ５０ ５０ ５０

城市轨道地下段、
旅客捷运系统

３５ ３０ ２５ ２５ ２５

陆侧公共道路 ２５ ２０ １５ １５ １５ 进场路、 楼前高架桥、 场区
道路

　 　 注: １　 民用建筑指供人们居住和进行公共活动的建筑ꎬ 工业建筑指主要功能为生产、 储存的建筑ꎮ

２　 计算安全距离时ꎬ 有防火堤的油罐区以防火堤中心线起算ꎬ 无防火堤的埋地油罐以罐外壁起算ꎮ

３　 油罐区与民用建筑的安全距离可按括号内的数值折减ꎬ 折减条件见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ꎮ

【条文说明】 本条参考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并结合机场特点制定ꎮ

１４ ５　 航空加油站规划

１４ ５ １　 航空加油站宜布置在飞行区内靠近站坪的位置ꎮ

１４ ５ ２　 小型机场的机场油库邻近站坪时ꎬ 航空加油站宜与其合并建设ꎮ

１４ ５ ３　 超大型、 大型机场由航空加油站至站坪的单程行车路线长度大于 ４ ｋｍ 时ꎬ 宜规划第二

航空加油站ꎮ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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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６　 输油管道规划

１４ ６ １　 场外输油管道应与场内供油设施统一规划、 内外协调、 同步实施ꎮ

１４ ６ ２　 供油设施规划应对油库、 卸油站、 航空加油站之间输油管道的路由统筹布置ꎮ

１４ ６ ３　 输油管道输送量应依据航油加油量预测ꎬ 结合油源、 运输方式规划ꎮ

１４ ７　 机坪加油管道规划

１４ ７ １　 航站区指标为 ４ 及以上的机场应规划机坪加油管道ꎮ

１４ ７ ２　 机坪加油管道包括供油主管、 加油次环管、 加油支管等ꎮ 机坪加油管道应结合站坪、

货机坪布局及加油量规划ꎬ 供油主管宜规划为环状ꎮ

１４ ８　 汽车加油站规划

１４ ８ １　 机场应规划汽车加油站ꎮ 航站区指标为 １、 ２、 ３ 的机场的加油站宜兼顾旅客、 工作人

员、 特种车辆等的加油需求ꎻ 航站区指标为 ４ 及以上的机场宜在车流密集、 使用方便的位置规

划公共加油站ꎮ

１４ ８ ２　 航站区指标为 ４ 及以上的机场应规划空侧汽车加油站ꎮ

１４ ８ ３　 空侧汽车加油站宜靠近特种车辆集中运行的区域ꎬ 宜邻近飞行区围界ꎬ 可与航空加油

站合并建设ꎮ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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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应急救援设施规划

１５ １　 一般要求

１５ １ １　 应急救援设施包括消防设施、 应急救护设施、 残损航空器搬移设施和应急指挥中心ꎮ

１５ １ ２　 残损航空器搬移设施包括搬移设备、 搬移车辆、 库房ꎮ 搬移设备及车辆应根据机场年

起降架次、 最大机型、 外部资源情况配置ꎮ

１５ １ ３　 机场应规划应急指挥中心ꎮ 应急指挥中心宜与机场运行管理设施合建ꎮ

【条文说明】 应急指挥中心的职责通常包括机场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预案的制定、 修订、 管理ꎮ 发

生突发事件时ꎬ 应急指挥中心负责发布应急救援指令并组织实施ꎬ 组织或参与残损航空器的搬

移工作等ꎮ

１５ ２　 消防设施规划

１５ ２ １　 消防设施包括消防站 (或消防车库及消防员值勤室)、 消防供水设施等ꎮ

１５ ２ ２　 消防设施规划应依据机场消防等级ꎬ 满足空侧、 陆侧各种设施的消防需求ꎬ 方案合理

可靠ꎮ 机场消防等级应依据拟使用该机场的最大机型的机身尺寸、 最繁忙连续 ３ 个月内的起降

架次ꎬ 按表 １５ ２ ２ 确定ꎮ

表 １５ ２ ２　 机场消防等级

机场消防等级 飞机机身全长 (ｍ) 飞机机身最大宽度 (ｍ)

１ ０~ <９ ２

２ ９~ <１２ ２

３ １２~ <１８ ３

４ １８~ <２４ ４

５ ２４~ <２８ ４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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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场消防等级 飞机机身全长 (ｍ) 飞机机身最大宽度 (ｍ)

６ ２８~ <３９ ５

７ ３９~ <４９ ５

８ ４９~ <６１ ７

９ ６１~ <７６ ７

１０ ７６~ <９０ ８

　 　 注: １　 飞机的机身全长和最大宽度不在同一等级时ꎬ 应采用较高的等级ꎮ

２　 最大机型在最繁忙连续 ３ 个月内的起降架次不小于 ７００ 时ꎬ 应采用表中对应的等级ꎻ 起降架次小于 ７００ 时ꎬ 等级可

降低 １ 级ꎮ

１５ ２ ３　 机场消防等级为 １、 ２ 级的机场应规划消防车库及消防员值勤室ꎬ ３ 级及以上的机场应

规划消防站ꎮ

１５ ２ ４　 消防站布局应满足飞机事故救援消防的需求ꎬ 并兼顾机场内其他消防需求ꎮ

【条文说明】 陆侧消防需求通常由机场消防设施满足ꎬ 具备条件的城市机场也可利用附近的城镇

消防设施服务陆侧区域ꎮ

１５ ２ ５　 消防站的位置和数量应满足消防车辆在应答时间内服务机场全部飞机活动区的要求ꎮ

消防车辆由消防站驶入跑道区域应路径短且转弯少ꎮ

１５ ２ ６　 消防供水设施包括消防水源、 消防管网ꎮ 消防管网规划应统筹考虑近期、 远期需求ꎮ

１５ ３　 应急救护设施规划

１５ ３ １　 应急救护设施包括应急救护中心、 急救站、 急救室等ꎮ

１５ ３ ２　 应急救护设施的位置应满足应急救护需求ꎬ 要求如下:

１　 单独设置的应急救护中心宜靠近飞行区、 航站区ꎬ 可兼作机场医疗服务设施ꎻ

２　 单独设置的急救站应位于飞行区内ꎻ

３　 航站楼内急救站 (室) 的服务范围应覆盖旅客集中区域ꎻ

４　 应急救护物资库应结合应急救护中心、 急救站、 急救室设置ꎻ

５　 规划应急救护车库时ꎬ 宜与应急救护中心、 急救站或消防站合建ꎮ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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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安全保卫设施规划

１６ １　 一般要求

１６ １ １　 机场安全保卫设施包括位于空侧、 陆侧的安全保卫设施ꎮ 按规划性质分为飞行区安保

设施、 航站楼安保设施、 安全保卫控制中心、 安保综合业务用房等ꎬ 以及为机场要害部位、 货

运、 机务维修、 航空食品等配套的安全保卫设施ꎮ

【条文说明】 机场安全保卫设施 (简称安保设施) 指用于预防、 阻止或延缓针对机场、 飞机及导

航设施等的非法干扰行为而设置的安全防范设施及相关设备ꎮ 机场要害部位指除飞行区、 航站

楼外ꎬ 如果遭到损坏或破坏将导致机场功能受到严重损害的设施和部位ꎬ 包括塔台、 区域管制

室、 进近管制室、 空管监视设施、 航空通信设施、 航空无线电导航设施、 中心变电站、 油库、

供水站和信息及运行指挥中心ꎮ

１６ １ ２　 机场安全保卫等级应按表 １６ １ ２ 确定ꎮ

表 １６ １ ２　 机场安全保卫等级

类别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年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１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 <２００ <５０

１６ １ ３　 为航站楼、 机场要害部位、 货运、 机务维修、 航空食品等配套的安全保卫设施应与主

体工程统一规划、 同步建设ꎮ

１６ １ ４　 机场应规划安全保卫控制中心ꎮ 安全保卫控制中心宜与信息及运行指挥中心或航站楼

运行控制中心合建ꎮ

１６ １ ５　 中型及以上机场宜单独规划安保综合业务用房ꎬ 超大型、 大型机场宜规划安保生活基

地ꎬ 其地块规划应符合 １７ １ ３ 的要求ꎮ

【条文说明】 机场安保部门一般负责安检和监护ꎮ 安保综合业务用房在航站楼外单独设置ꎬ 一般

包括非现场业务用房、 宿舍等ꎮ 超大型、 大型机场有大量安检员在附近备勤或生活居住ꎬ 保障

其生活服务需求是人性化管理的要求ꎮ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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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 ６　 可结合安全及日常管理的需要规划机场陆侧围界ꎮ

１６ ２　 飞行区安保设施规划

１６ ２ １　 飞行区安保设施包括围界、 通道口、 周界报警监控系统、 巡逻道路等ꎮ

【条文说明】 周界报警监控系统包括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监控中心等ꎮ

１６ ２ ２　 飞行区周边必须规划用于隔离、 防护的围界及配套设施ꎮ 飞行区围界包括围栏 (围

墙)、 应急出口等ꎬ 应符合机场净空、 导航台站电磁环境保护等要求ꎮ

１６ ２ ３　 飞行区通道口的数量、 功能及位置应结合各功能区规划、 航站楼布局、 进出飞行区交

通需求合理规划ꎮ 通道口包括大门、 阻车装置、 安检设施及用房等ꎮ

１６ ２ ４　 应沿飞行区围界内侧规划巡逻道路ꎮ

１６ ２ ５　 飞行区指标为 ４Ｅ 及以上的机场应规划隔离机位ꎬ 飞行区指标为 ４Ｄ 及以下的机场宜规

划隔离机位ꎮ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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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生产保障设施规划

１７ １　 一般要求

１７ １ １　 生产保障设施包括运行保障设施、 航空食品及机上供应品设施、 综合业务用房、 生活

服务设施、 信息及运行指挥中心、 旅客过夜用房等ꎮ

【条文说明】 生产保障设施的建设主体通常为机场管理机构以及基地航空公司、 政府机构等驻场

单位ꎮ

１７ １ ２　 生产保障设施规划要求如下:

１　 各种设施的位置应有利于运行保障ꎻ

２　 应节约用地、 集约布置ꎬ 宜依据近期规模集中建设ꎻ

３　 功能相近或有关联的用房宜合建ꎻ

４　 机场要害部位、 有特殊安保或管理要求的单位可单独布置ꎻ

５　 项目用地规模应按近期需求确定ꎬ 各种设施的远期发展需求宜统筹考虑ꎮ

１７ １ ３　 近期规划航站区指标为 ４ 及以上的机场内ꎬ 综合业务用房、 信息及运行指挥中心、 旅客

过夜用房、 值 (倒) 班宿舍、 备勤用房等建筑物的地块规划要求如下:

１　 地块容积率应不小于 １ ５ꎻ

２　 除机场要害部位、 有特殊安保或管理要求的单位外ꎬ 不应设置围界ꎻ

３　 地块内应配建机动车停车位ꎻ 综合业务用房每 １００ ｍ２ 建筑面积可配建 ０ ６５~ ０ ８ 个标准

停车位ꎻ

４　 配建标准停车位大于 ５０ 个时ꎬ 应规划建设地下车库 (或停车楼)ꎬ 其停车位数量不宜小

于配建停车位总数的 ７０％ꎮ

【条文说明】 标准停车位按停放外廓尺寸长 ５ ０ ｍ、 宽 ２ ０ ｍ、 高 ２ ２ ｍ 的小型客车考虑ꎬ 其他车

型可换算为标准车ꎮ

１７ ２　 运行保障设施规划

１７ ２ １　 运行保障设施包括地面服务、 场务等运行保障单位的设备、 车辆、 用房、 停车场等ꎮ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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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包括业务用房、 车库及维修用房、 综合仓库等ꎮ

１７ ２ ２　 运行保障设施规模应考虑机场规模、 航班保障要求、 实际运行情况等合理规划ꎮ

１７ ２ ３　 与航班保障、 飞行区管理密切相关的运行保障设施应位于飞行区内ꎬ 在超大型、 大型

机场中宜分散布局、 就近服务ꎮ

１７ ２ ４　 特种车库宜在飞行区内集中布置ꎬ 可设置必要的车辆检修功能ꎮ 特种车辆入库率宜结

合当地气候特征、 车辆种类、 车辆价值、 使用频次等合理规划ꎮ

【条文说明】 特种车库是特种车辆集中入库停放的场所ꎬ 通常用于停放高价值、 使用频次低的特

种车辆ꎬ 或者恶劣天气多发导致车辆损耗大、 运行保障不利等情况ꎮ

１７ ３　 航空食品及机上供应品设施规划

１７ ３ １　 航站区指标为 ３ 的机场宜规划航空食品及机上供应品设施ꎬ 航站区指标为 ４ 及以上的机

场应规划航空食品及机上供应品设施ꎮ

【条文说明】 机上供应品是航空公司在航班生产过程中向旅客提供服务所消耗的物资ꎬ 包括旅客

供应品、 旅客服务用品、 机上清洁用品ꎮ 机上供应品通常和航空食品一并配送至航班ꎮ

１７ ３ ２　 航空食品及机上供应品设施的位置应有利于航班保障ꎮ 超大型、 大型机场宜合理规划

航空食品车辆的行驶路线ꎬ 减少单程行驶时间ꎮ

１７ ３ ３　 航空食品设施规模宜按高峰日每份标准餐对应 ０ ８ ｍ２ ~１ ２ ｍ２ 建筑面积规划ꎮ

【条文说明】 航空食品设施包括生产车间、 库房、 业务用房、 配套设施等ꎮ

１７ ３ ４　 机上供应品库宜与航空食品生产车间合建ꎬ 其建筑规模宜按航空食品生产车间的 １０％ ~

２０％规划ꎮ

１７ ４　 综合业务用房、 生活服务设施规划

１７ ４ １　 综合业务用房包括机场管理机构、 基地航空公司、 油料、 公安、 海关、 口岸办、 民航

行业监管、 民航空管等企业、 政府部门、 事业单位的行政办公用房、 管理用房、 技术业务用房

及配建地下车库等ꎮ

１７ ４ ２　 政府部门及其派出机构、 事业单位的综合业务用房应依据其人员编制、 职责、 立项批

复文件等ꎬ 按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 (建标 １６９) 等国家有关标准合理规划、 集约

建设ꎮ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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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４ ３　 生活服务设施包括值 (倒) 班宿舍、 备勤用房、 职工食堂及配套的餐饮、 便利店等ꎮ

生活服务设施宜相对集中布置ꎬ 并靠近综合业务用房集中的区域ꎮ

１７ ５　 信息及运行指挥中心规划

１７ ５ １　 超大型、 大型机场宜规划独立的信息及运行指挥中心ꎮ

【条文说明】 中小机场的信息弱电主机房一般设置在航站楼内ꎮ

１７ ５ ２　 信息及运行指挥中心的规模应依据业务范围和功能确定ꎮ

【条文说明】 信息及运行指挥中心通常设置有航班信息集成、 离港、 航班信息显示、 机场协同决

策、 控制区管理、 旅客服务等系统的主机房ꎬ 作为多个航站楼共享的信息支持设施ꎮ 超大型、

大型机场运行指挥模式有的采用 “统一协调、 分层决策、 分区管理” 模式ꎬ 有的采用机场运行

协调管理委员会统一指挥的模式ꎬ 运行指挥中心的功能及规模与运行指挥模式有关ꎮ

１７ ６　 旅客过夜用房规划

１７ ６ １　 机场应依据航空业务量预测ꎬ 结合机场与城市距离、 旅客过夜需求、 延误及备降保障

等因素ꎬ 统筹规划旅客过夜用房等综合服务设施ꎮ

１７ ６ ２　 旅客过夜用房的规模宜按年旅客吞吐量每万人次规划 １~１ ５ 间客房ꎮ

１７ ６ ３　 旅客过夜用房宜结合机场、 周边城镇条件统筹布局ꎬ 并合理确定场内部分的规模ꎮ

１７ ６ ４　 超大型、 大型机场宜在航站楼附近规划商务酒店ꎮ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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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综合交通系统规划

１８ １　 一般要求

１８ １ １　 综合交通系统规划应包括机场内部交通系统规划、 机场与外部交通系统规划ꎬ 涵盖道

路、 停车、 轨道、 水运等方式ꎬ 并对机场外部的综合交通系统提出规划需求和建议ꎬ 保障综合

交通系统的完整性、 有效性ꎮ 制定机场内、 外交通规划时ꎬ 应统筹考虑、 协调一致ꎮ

【条文说明】 建设内外部联通的综合交通体系ꎬ 是提高机场运行效率的关键ꎮ 本章中的 “轨道”

包括联通机场内外的多层次轨道交通系统ꎬ 以及机场内的场区旅客捷运系统ꎬ 不包括航站楼旅

客捷运系统ꎮ 联通机场的多层次轨道交通一般包括国家干线铁路、 城际铁路、 市域 (郊) 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ꎮ

１８ １ ２　 综合交通系统规划应遵循 “方便快捷、 公交优先、 适度超前、 绿色环保、 客货分离”

的原则ꎮ

１８ １ ３　 综合交通系统规划应结合机场发展战略、 区域交通规划、 机场所服务范围ꎬ 综合考虑

各种交通使用者的特点和需求ꎬ 提出机场交通发展战略、 交通预测ꎬ 合理规划各种交通设施ꎬ

分阶段有序实施ꎮ

【条文说明】 机场交通发展战略包括交通发展目标、 交通方式及结构等内容ꎬ 制定一个有前瞻

性、 合理可行的战略对于超大型、 大型机场尤为重要ꎮ

１８ １ ４　 综合交通系统的容量应与机场主要设施的容量相匹配ꎬ 并具备较高的服务水平ꎮ

【条文说明】 综合交通系统是实现机场预期容量的保障ꎬ 其服务水平一般高于城市通勤交通ꎮ

１８ １ ５　 超大型、 大型机场宜依据机场交通发展战略及交通预测ꎬ 结合航站区方案规划以机场

为中心的综合交通枢纽ꎮ 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包括航站楼公共区、 进出港车道边、 轨道车站、 出

租车上客区、 机场巴士上客区、 旅客停车设施、 步行连接系统、 综合服务设施等ꎮ 综合交通枢

纽规划应强化机场地面集疏运能力ꎬ 提高旅客换乘效率和服务品质ꎮ

【条文说明】 机场综合交通枢纽作为机场综合交通系统的关键节点ꎬ 是航站楼及周边一系列交通

设施的总和ꎬ 而不是一栋建筑物ꎮ 针对旅客及工作人员的需求对各种交通设施统筹规划、 一体

化建设ꎬ 逐步实现功能、 服务、 管理的融合ꎬ 是落实 “人性化服务” “零换乘” 理念的最优路

径ꎮ 机场巴士指以机场航站区为起讫点ꎬ 衔接本市或其他城市ꎬ 服务于机场旅客的客运班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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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２　 交通预测

１８ ２ １　 既有机场修编总体规划时ꎬ 现状年旅客吞吐量不小于 ２０００ 万人次的机场应调研交通特

征、 交通分布、 出行方式、 交通设施负荷度等ꎬ 现状年旅客吞吐量不小于 ４０００ 万人次的机场宜

开展专项交通调查ꎮ

１８ ２ ２　 交通调研 (或专项交通调查) 宜包括:

１　 交通起讫点的空间分布ꎻ

２　 交通结构比例 (轨道、 巴士、 出租车、 私人小汽车等)ꎻ

３　 机场巴士的线路、 车次、 车型及乘客数ꎻ

４　 车道边资源分配和车辆停留时间ꎻ

５　 机场进场路高峰日通行车辆数、 车型及时间分布ꎻ

６　 轨道运营时间、 车次、 机场站高峰日进出站人数及时间分布ꎻ

７　 运营车辆 (巴士、 出租车) 在机场内的行驶路线ꎻ

８　 停车位数量、 停放时间及收费ꎻ

９　 货运设施周边道路的车流量及车型ꎻ

１０　 航站楼工作人员总数、 排班及交通方式ꎻ

１１　 高峰时段机场道路交通运行情况ꎻ

１２　 相关的城市交通设施的负荷度及运营特征ꎮ

１８ ２ ３　 交通调查的对象包括旅客、 迎送人员、 工作人员、 客货车流量等ꎬ 数据采集宜选在高

峰日ꎮ

１８ ２ ４　 交通预测应对机场交通发展战略、 交通分布、 旅客出行习惯、 外部交通系统等进行综

合分析ꎬ 结合城市轨道交通和市域 (郊) 铁路的线网规划或建设规划、 铁路枢纽总图规划等ꎬ

合理预测各种交通方式的分担比例ꎬ 并具有一定的包容性ꎮ

【条文说明】 航空旅客通常对时间效率、 方便程度更为敏感ꎬ 偏向于选择小汽车交通ꎬ 轨道和机

场大巴的服务对象有一定的重合ꎮ

１８ ２ ５　 交通预测应对规划目标年的高峰日交通量、 典型高峰小时交通量进行预测ꎬ 综合考虑

日航班时刻表、 区域交通特征、 非机场交通等因素ꎬ 合理选择规划参数和模型ꎬ 按照适度超前

原则确定各种交通设施的规模ꎮ

【条文说明】 交通预测受航班量、 旅客出行习惯、 规划建设方案、 区域交通网络结构、 运营管理

模式、 费用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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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３　 机场与外部交通系统规划

１８ ３ １　 机场与城市或区域道路网规划要求如下:

１　 道路网应满足机场远期需求ꎬ 容纳预测交通流量ꎻ

２　 进出场道路等级应依据机场交通需求、 服务标准、 与城区距离等合理规划ꎻ 航站区指标

为 ４ 及以上的机场应规划机场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衔接城市中心区ꎬ 该道路宜规划为机场专

用ꎬ 并减少过境和借道的车流ꎻ

３　 应合理组织机场与城市之间的客运、 货运交通ꎻ 对于航站区指标为 ４ 及以上的机场ꎬ 进

出场道路场外段宜避免客、 货交通混行ꎻ

４　 应统筹规划机场与周边地区道路网的衔接关系ꎬ 使两者容量匹配、 衔接顺畅ꎮ

１８ ３ ２　 机场与城市或区域轨道网规划要求如下:

１　 应按机场定位、 市场服务范围分析旅客集疏运需求ꎬ 并结合相关规划建设情况ꎬ 统筹考

虑联通机场的轨道交通的类型、 功能、 线路走向、 建设时序及规模ꎻ

２　 航站区指标为 ５ 及以上的机场应规划建设轨道交通服务主要客源地ꎬ 航站区指标为 ４ 的

机场宜规划轨道交通ꎬ 航站区指标为 ３ 的机场宜将周边建设的轨道交通就近接入ꎻ

３　 航站区指标为 ６、 ７ 的机场应规划建设市域 (郊) 铁路和 /或城市轨道交通ꎬ 宜将其规划

为机场专线ꎻ

４　 国际枢纽机场应联通国家干线铁路和 /或城际铁路ꎬ 区域枢纽机场宜联通国家干线铁路

和 /或城际铁路ꎻ

５　 轨道交通系统应综合考虑客流量、 客源构成、 覆盖范围、 线路距离、 时间目标、 服务品

质等因素合理规划ꎬ 做到方便快捷、 乘用舒适ꎻ

６　 航站区指标为 ６、 ７ 的机场应优化轨道交通供给条件ꎬ 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ꎬ 并使旅

客选择轨道交通的比例不小于 ３５％ꎻ

７　 拥有多个大型机场的城市应结合各机场分工定位、 交通衔接要求等ꎬ 提出各机场之间的

轨道交通联通规划ꎻ

８　 高速铁路 (设计速度不小于 ２５０ ｋｍ / ｈ) 接入机场时ꎬ 应对方案进行必要的论证ꎮ

【条文说明】 加强枢纽机场与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是扩大机场辐射范围ꎬ 提升航空服务水平和枢

纽运营效率ꎬ 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ꎬ 推动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ꎮ 研究

机场引入轨道的整体方案需要做好机场内外规划、 政府有关部门、 投资建设主体的统筹协调工

作ꎮ 轨道交通实际承担的旅客运输份额不取决于其运输能力ꎬ 而取决于轨道线网的可达性和服

务品质ꎬ 例如准时、 快速、 覆盖广、 换乘少、 班次多、 乘坐舒适、 流程简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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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３ ３　 沿海、 沿江等具有水运条件的机场可规划机场客运码头ꎬ 并同步规划码头与航站楼的

衔接方式ꎮ

１８ ３ ４　 依据机场发展战略及交通线网条件可规划场外旅客服务设施ꎮ 规划具有行李托运功能

的场外旅客服务设施时ꎬ 应结合行李运输方式合理规划航站楼的场外行李接收设施ꎮ

【条文说明】 机场管理机构可以综合考虑机场定位、 市场覆盖、 服务品质等要求ꎬ 统筹规划本

市、 异地的场外旅客服务设施 (习惯上称为城市航站楼)ꎮ 通过分析联通机场的轨道、 公路运输

条件ꎬ 选择机场巴士始发站、 轨道站、 邻近机场航站楼等适当的设施ꎬ 结合市场需求和客观条

件提供票务、 旅客值机、 联合运输、 行李托运等服务ꎮ

１８ ３ ５　 航站区指标为 ５ 及以上的机场可结合市场需求和客观条件ꎬ 规划航空运输与其他交通方

式的联合运输模式ꎬ 提升机场集疏运能力和旅客服务体验ꎮ

【条文说明】 枢纽机场可能成为多种交通方式的交汇点ꎬ 包括公路、 轨道、 水运ꎮ 通过开展多种

交通方式的联程联运服务ꎬ 有利于机场扩大市场范围ꎬ 提升运输效率和服务体验ꎮ 良好的连通

性是联运的必要条件ꎬ 需要基础设施、 服务流程、 信息系统、 运营管理等多方面的支撑ꎮ

１８ ３ ６　 货运枢纽机场具有货运多式联运需求及设施条件时ꎬ 可结合物流综合效率、 投资管理

模式等因素规划相应的转运方式及设施ꎮ

１８ ４　 道路系统规划

１８ ４ １　 道路系统规划要求如下:

１　 道路系统应保障车流、 人流的安全畅通ꎬ 其平面布置应为布设工程管线和其他公用设施

提供空间ꎬ 并符合机场救灾和避难的要求ꎻ

２　 道路系统规划应与用地布局规划相协调ꎬ 综合考虑交通需求、 线网组成及布局形式ꎬ 合

理确定道路功能、 等级、 红线宽度、 断面形式、 主要交叉点类型ꎻ

３　 航站区指标为 ４ 及以上的机场内ꎬ 道路系统宜避免客运、 货运交通相互干扰ꎻ

４　 道路系统容量应满足规划目标年道路典型高峰小时交通量需求ꎬ 宜预留远期容量或扩容

空间ꎮ

１８ ４ ２　 机场道路系统包括进场路、 航站区道路系统、 场区道路系统ꎮ

【条文说明】 进场路是旅客进出机场的主通道ꎬ 将航站区道路系统衔接至机场规划红线或外围主

干路网ꎮ 航站区道路系统位于航站楼前ꎬ 主要服务于旅客车辆ꎬ 将进出场车流引导至航站楼各

乘降点、 停车设施等区域ꎬ 通常采用定向循环、 无冲突点的交通组织模式ꎮ 场区道路系统覆盖

机场的其他区域ꎬ 主要服务于货运车辆、 生产保障车辆、 员工通勤等ꎬ 一般采用棋盘状路网

布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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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４ ３　 进场路要求如下:

１　 进场、 出场方向的容量应满足预测的单向高峰小时车流量ꎬ 并达到较高的道路服务

水平ꎻ

２　 结合航站楼布局和外部道路条件ꎬ 合理规划进场路的数量和位置ꎬ 使交通顺畅有序、 容

易辨识ꎻ

３　 进场路不应规划城市或区域交通的过境功能ꎻ

４　 超大型、 大型机场应采用进场路与场区道路立体交叉的形式ꎻ

５　 进场路宜在航站区以外设置出入口ꎬ 分离非旅客车流ꎻ

６　 超大型、 大型机场内ꎬ 大型、 中型载客汽车占进场路车流量比例不小于 ８％时ꎬ 宜规划

巴士专用车道ꎮ

１８ ４ ４　 航站区道路系统包括车道边、 循环道路、 辅助道路ꎬ 要求如下:

１　 规划多个航站楼的机场应按航站楼容量、 分工、 建设时序统筹规划航站区道路系统ꎬ 高

效衔接各航站楼ꎬ 合理设置机场巴士、 出租车、 私人小汽车的交通流线ꎬ 宜避免各航站楼进出

车流相互干扰ꎻ

２　 车道边应结合航站楼方案规划其长度、 分层、 车道数、 分组ꎬ 按大容量交通方式优先原

则合理分配车道边资源ꎬ 方便旅客使用ꎬ 提高车道边周转效率ꎻ 出发、 到达车道边宜规划为供

大巴、 出租车、 私人小汽车使用ꎻ

３　 循环道路应结合进场路衔接口、 车道边、 停车设施合理组织各种行车流线ꎬ 做到安全畅

通、 主次分明、 辨识清晰、 分合有序ꎬ 并提供车辆容错流线ꎻ

４　 航站区陆侧被滑行道系统围合时ꎬ 宜规划进场路的应急备用通道ꎻ

５　 超大型、 大型机场航站区道路系统不应规划为兼顾货运交通ꎻ

６　 应满足航站楼后勤保障和航站区其他设施的交通需求ꎮ

１８ ４ ５　 场区道路系统要求如下:

１　 超大型、 大型机场的场区道路系统分为主干道、 次干道、 支路ꎻ

２　 路网格局应结合用地布局合理规划ꎬ 并提出道路红线宽度、 车道数ꎻ

３　 年货运吞吐量大于 １０ 万吨的机场宜规划单独的货运车辆通道ꎬ 并衔接场外道路网ꎻ

４　 应按场区交通需求规划与外部道路网的衔接口ꎬ 并避免大量过境交通穿行机场ꎻ

５　 地势平坦、 人员密集的场区道路宜规划非机动车道ꎮ

１８ ４ ６　 超大型、 大型机场应依据交通需求、 外部交通条件统筹规划出租车、 机场巴士、 城市

常规公交等公共客运服务设施ꎮ 出租车、 机场巴士落客区应位于航站楼出发车道边ꎬ 出租车、

机场巴士上客区宜位于航站楼到达车道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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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５　 轨道系统规划

１８ ５ １　 轨道系统规划分为对外轨道系统、 场区旅客捷运系统ꎮ

１８ ５ ２　 对外轨道系统规划要求如下:

１　 总体规划应提出对各种轨道接入机场的需求和建议ꎬ 并考虑轨道系统的分工、 服务范围

及对应的时间目标ꎻ

２　 总体规划应统筹考虑各种轨道在机场内的线路及设站方案ꎻ 轨道规划建设方案中的路

由、 敷设方式、 站点位置、 车站布局应满足机场建设、 运营的要求ꎬ 并与总体规划协调一致ꎻ

３　 总体规划应统筹考虑各种轨道的用地需求ꎬ 并由机场管理机构统一征用和管理ꎻ

４　 位于航站区的轨道车站应减少不同轨道之间的非航空换乘客流ꎻ

５　 铁路、 城市轨道车辆段等设施不应设在机场内ꎮ

１８ ５ ３　 对外轨道系统的通道和线路要求如下:

１　 轨道通道下穿飞行区、 航站楼时ꎬ 应统筹协调其与机场近期建设项目的实施时序ꎬ 并考

虑其与既有设施的关系ꎻ

２　 通道选择应综合考虑机场布局和用地条件ꎬ 减少对机场用地空间完整性的不利影响ꎬ 不

宜拆迁场内既有设施ꎻ

３　 各种轨道线共通道规划时ꎬ 宜集约布置、 统筹建设ꎬ 并做好地下空间综合利用、 工程衔

接及预留ꎻ

４　 轨道线在机场内设置多个车站时ꎬ 其线路方案应使坐过站的旅客乘原线路就近折返ꎮ

１８ ５ ４　 对外轨道系统的车站要求如下:

１　 车站的数量应根据轨道类别与作用、 航站区数量、 航站楼布局合理规划ꎻ

２　 国家干线铁路、 城际铁路、 市域 (郊) 铁路接入机场时ꎬ 车站应位于航站区内ꎻ

３　 规划多个容量不小于 １０００ 万人次的航站楼时ꎬ 接入机场的城市轨道线宜就近服务各航站

楼并分别设站ꎬ 车站间距宜不小于 ５００ ｍꎻ

４　 车站位置应缩短与航站楼的换乘距离ꎬ 实现无缝衔接ꎻ 新建车站的站厅距主要航站楼的

出入口宜不大于 １００ ｍꎻ

５　 车站站厅出入口应位于陆侧ꎻ

６　 应统筹考虑车站与既有航站楼、 规划设施的衔接ꎬ 不应制约航站区扩建ꎻ

７　 轨道与航站楼项目建设时机相近时ꎬ 应做到规划协调、 流程便捷、 工程衔接ꎬ 车站宜与

新建的航站楼、 停车楼、 综合服务设施合建ꎻ

８　 城市轨道线宜在机场工作区设站ꎬ 满足员工通勤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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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轨道车站与航站楼的换乘便捷程度是 “以人为本” 的具体落实ꎬ 鼓励将建设时机相

近的航站楼、 轨道车站按 “零换乘、 一体化、 功能融合” 的理念统筹规划建设ꎮ 车站间距指站

台中心点之间或衔接航站楼的站厅出入口之间的直线距离ꎮ

１８ ５ ５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ꎬ 宜规划场区旅客捷运系统:

１　 陆侧各功能节点之间距离大于 ７５０ ｍ 且典型高峰小时双向流量大于 ３０００ 人 / ｈꎻ

２　 明显改善航站楼之间的旅客转运效率或解决陆侧交通拥堵问题ꎮ

１８ ６　 停车设施规划

１８ ６ １　 停车设施包括航站楼前停车场 (楼)、 远距停车场 (楼)、 出租车蓄车场、 巴士停车场、

内部停车场、 非机动车停车场等ꎮ

【条文说明】 本节停车设施指集中设置的服务于旅客、 迎送人员、 执勤机组、 航站楼工作人员、

飞行区工作人员等的停车设施ꎬ 不包括货运交通、 工作区日常交通所需要的停车设施ꎮ 远距停

车场指远离航站楼ꎬ 通常使用循环服务车辆、 旅客捷运系统等转运设施衔接的公共停车场ꎮ 出

租车蓄车场是在出租车上客区以外ꎬ 单独设置的用于出租车排队、 等候、 调蓄的专用停车场ꎮ

巴士停车场是在巴士上客区以外ꎬ 单独设置的用于机场巴士、 旅游巴士等候、 调度的专用停车

场ꎬ 不包括城市常规公交场站ꎮ 内部停车场包括贵宾厅停车场、 航站楼后勤停车场、 员工停车

场等专用停车设施ꎮ 非机动车停车场通常服务于航站楼及周边设施中各单位员工ꎬ 用于停放个

人通勤的自行车等ꎮ

１８ ６ ２　 停车设施规划要求如下:

１　 停车设施应依据航站楼规划方案ꎬ 与车道边、 出租车上客区、 巴士上客区等统筹布局ꎻ

２　 停车设施应综合考虑服务对象、 停车需求、 车辆种类、 布置形式ꎬ 结合停车政策、 运营

管理需求、 道路网布局等因素合理规划ꎻ

３　 停车设施应注重行人安全性ꎬ 行车流线容易辨识ꎻ 付费区出入口应设置足够的通道ꎬ 提

供车辆排队空间ꎬ 避免干扰停车场内、 外交通ꎻ

４　 航站区指标为 １、 ２ 的机场应在航站楼前集中布置各种停车设施ꎻ 航站区指标为 ６、 ７ 的

机场应将各种停车设施分开布置ꎬ 提高航站楼前停车场 (楼) 的车位利用率和周转效率ꎻ

５　 旅客停车设施宜靠近航站楼并方便使用ꎻ 规划远距停车场时ꎬ 应同步规划转运设施ꎻ

６　 各种停车设施应结合当地政策、 使用需求统筹考虑车辆充电设施ꎮ

【条文说明】 车道边、 出租车上客区、 巴士上客区、 停车设施都服务于旅客的道路交通需求ꎬ 要

统筹考虑其功能组织、 平面布局、 立体分层ꎮ 停车设施的布置形式通常分为地面停车场、 立体

停车楼ꎬ 两者的造价、 占地差异较大ꎮ 航站楼前停车场的规划要在方便停车、 投资效益、 土地

利用之间取得平衡ꎬ 航站楼规模小、 用地宽裕时ꎬ 以方便停车为主ꎻ 航站楼规模大、 人流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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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紧张时ꎬ 通常将楼前停车立体布置ꎬ 可采用需求管理的方法ꎬ 主要服务于旅客车辆短历时、

高周转停车ꎮ

１８ ６ ３　 航站楼前停车场 (楼) 应优先保障旅客及迎送人员的使用需求ꎻ 其布局和层数应综合

考虑场地条件、 车位需求、 使用功能、 与航站楼衔接方式、 服务品质等因素合理规划ꎬ 最远停

车位至航站楼出入口的步行距离不宜大于 ３００ ｍꎮ 机场人防工程可与航站楼前停车楼统筹规划并

合建ꎮ

１８ ６ ４　 到达车道边不允许私人小汽车使用时ꎬ 应在停车场 (楼) 靠近航站楼的位置设置一定

数量的临时停靠车位ꎬ 并具备遮阳挡雨条件ꎬ 方便旅客就近上车ꎮ

【条文说明】 超大型、 大型机场航站楼的道路交通管理复杂ꎬ 部分机场安排到达车道边专门服务

于机场巴士、 巡游出租车ꎬ 而将私人小汽车、 网络预约出租车的乘车调整至航站楼前停车设施ꎮ

为了保障这部分旅客的服务品质ꎬ 制订本条ꎬ 相当于在停车场内增设 “车道边” 功能ꎮ

１８ ６ ５　 出租车上客区车辆排队空间不足时ꎬ 应规划出租车蓄车场ꎬ 并使两者容量相匹配ꎮ 巡

游出租车、 网络预约出租车设施宜统筹考虑、 分开设置ꎮ

１８ ６ ６　 巴士上客区车辆排队空间不足时ꎬ 应规划巴士停车场ꎬ 可合并设置机场巴士保障用房ꎮ

１８ ６ ７　 航站区指标为 ６、 ７ 的机场宜在供工作人员通勤使用的飞行区通道口外规划员工停车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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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公用设施规划

１９ １　 一般要求

１９ １ １　 公用设施包括供电、 供水、 防洪、 防涝、 雨水排水、 污水、 再生水、 垃圾处理、 供热、

供冷、 燃气、 通信及车辆能源供应设施等ꎮ

１９ １ ２　 公用设施规划应依据近期、 远期业务量预测ꎬ 按 “安全可靠、 保障冗余、 集约高效、

内外衔接、 统筹布局、 有序拓展” 的原则合理规划ꎬ 并与场外公用设施相协调ꎮ

【条文说明】 机场内外的供电、 供水、 防洪、 雨水排水、 污水、 垃圾处理、 燃气、 通信等设施是

紧密衔接的整体ꎬ 本章中上述各个系统的 “场内” “场外” 划分界面结合自身技术特点、 工程范

围、 管理职责确定ꎮ

１９ ２　 供电设施规划

１９ ２ １　 供电设施规划包括场外供电规划和场内供电系统规划ꎬ 机场供电等级应按一级负荷

规划ꎮ

１９ ２ ２　 根据机场近期、 远期业务量预测ꎬ 综合考虑各种设施规模、 功能区、 用地规划等因素

估算用电负荷量ꎮ

１９ ２ ３　 场外供电规划要求如下:

１　 应满足机场近期规划的需求ꎬ 兼顾远期规划ꎻ

２　 场外电源的电压等级应根据当地电网规划、 用电负荷量、 供电距离等确定ꎻ

３　 航站区指标为 １ 的机场由两路外电源供电有困难时ꎬ 可由一路专用线路供电并设置自备

电源ꎮ

１９ ２ ４　 场内供电系统规划包括中心变电站、 开关站、 变电站、 电力系统监控等设施ꎬ 以及供

电网络的路由和敷设方式ꎬ 要求如下:

１　 根据用电负荷量及分布情况ꎬ 合理规划中心变电站、 开关站的容量和数量ꎬ 位置宜靠近

负荷中心ꎬ 进出线方便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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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心变电站、 开关站宜为户内站ꎬ 并避免内涝威胁ꎻ

３　 变电站数量应依据用电设施分布情况规划ꎬ 宜与其他建筑物合建ꎻ

４　 供电网络应根据变电站布局、 负荷性质合理规划路由ꎻ

５　 在建筑密集地段或穿越机坪时ꎬ 敷设供电线路宜采用电缆排管、 电缆沟、 综合管廊的形

式ꎬ 并预留增加线缆的空间ꎻ

６　 航站区指标为 ４ 及以上的机场应规划场内电力系统集中监控设施ꎮ

１９ ３　 供水设施规划

１９ ３ １　 供水设施规划包括场外供水规划和场内供水系统规划ꎮ

１９ ３ ２　 根据机场近期、 远期业务量预测ꎬ 综合考虑各种设施规模、 功能区、 用地规划等因素

估算用水量ꎮ

１９ ３ ３　 机场供水水源应安全可靠ꎬ 宜采用市政供水ꎬ 可选用江、 河、 湖、 水库等地表水和地

下水作为水源ꎮ

１９ ３ ４　 航站区指标为 ５ 及以上的机场中ꎬ 场外供水规划应采用至少两路供水水源ꎮ

１９ ３ ５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ꎬ 应规划机场供水站:

１　 采用江、 河、 湖、 水库等地表水和地下水作为水源ꎻ

２　 采用市政供水作为水源ꎬ 但供水压力、 供水量、 可靠性不能满足使用要求ꎮ

１９ ３ ６　 供水站的数量和位置应根据机场功能布局及用水量合理规划ꎬ 宜靠近负荷中心ꎮ

１９ ４　 防洪、 防涝、 雨水排水系统规划

１９ ４ １　 防洪、 防涝、 雨水排水系统规划应保障近期规划安全合理、 远期规划可行ꎮ

１９ ４ ２　 机场防护等级和防洪标准应按表 １９ ４ ２ 确定ꎬ 且不应低于所在城市的防洪标准ꎮ

表 １９ ４ ２　 机场防护等级和防洪标准

防护等级
防洪标准

设计重现期 (年) 校核重现期 (年)

Ⅰ 飞行区指标 ４Ｃ 及以上 ≥１００
航站区指标 ４ 及以上 ３００

航站区指标 １、 ２、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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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防护等级
防洪标准

设计重现期 (年) 校核重现期 (年)

Ⅱ 飞行区指标 ３Ｃ 及以下 ≥５０
航站区指标 ３ 及以上 １００

航站区指标 １、 ２ —

１９ ４ ３　 机场内涝防治标准应按表 １９ ４ ３ 确定ꎮ

表 １９ ４ ３　 机场内涝防治标准

飞行区指标 重现期 (年) 地面积水设计标准

４Ｃ 及以上 ５０

３Ｃ 及以下 ２０

建筑物的底层不进水ꎻ
重要道路中一条车道的积水深度不大于 １５０ ｍｍꎻ
飞行区道面、 道肩不积水ꎻ
通信导航设备不被淹

１９ ４ ４　 雨水排水系统规划应与机场周围自然水系、 城镇排水设施、 农田水利设施统筹协调ꎮ

１９ ４ ５　 航站区指标为 ５ 及以上的机场中ꎬ 雨水排水系统应结合受纳水体设置至少两个出水口ꎮ

１９ ４ ６　 雨水排水系统规划采用的设计暴雨重现期不应低于表 １９ ４ ６ 的要求ꎮ

表 １９ ４ ６　 机场各功能区的设计暴雨重现期

航站区指标
设计暴雨重现期 (年)

飞行区 航站区 货运区、 机务维修区及其他区域

１、 ２、 ３

４ 及以上
５

５

１０
５

１９ ４ ７　 雨水排水系统规划宜采用自然积存、 自然渗透、 自然净化等方式ꎬ 有效控制雨水径流ꎬ

消减面源污染ꎬ 防治内涝ꎬ 提高雨水利用程度ꎮ 宜结合机场地势和景观ꎬ 规划具有雨水调蓄功

能的沟渠、 水池或雨洪绿地ꎮ

１９ ４ ８　 飞行区雨水排水系统宜采用自流排水方式ꎮ 受条件限制难以采用自流排水方式时ꎬ 可

采用强制排水ꎬ 或强制与自流排水相结合的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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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５　 污水、 再生水系统规划

１９ ５ １　 污水系统包括污水管网、 污水处理设施等ꎬ 应规划为雨水、 污水分流ꎮ

１９ ５ ２　 污水排放应符合国家、 地方有关排放要求ꎮ 具备条件时ꎬ 污水宜直接排入市政管网ꎮ

１９ ５ ３　 污水管网应按远期需求统筹规划ꎬ 分阶段实施ꎮ

１９ ５ ４　 机场油库、 航空加油站、 机务维修等设施产生的污水需排入污水管网时ꎬ 必须按污水

管网受纳要求进行预处理后排入ꎮ

１９ ５ ５　 航站区指标为 ６ 及以上的机场宜在飞行区内规划机上污水收集点ꎬ 收集的污水应按要求

处理后就近排入污水管网ꎮ

１９ ５ ６　 机场宜规划再生水系统ꎬ 再生水系统不应接入航站楼ꎮ

１９ ６　 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１９ ６ １　 机场应规划垃圾转运站ꎬ 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并转运至当地垃圾处理设施进行无害化

处理ꎮ

１９ ６ ２　 航站区指标为 ５ 及以上的机场宜在空侧、 陆侧交界处规划飞行区垃圾转运站ꎮ

１９ ７　 供热、 供冷设施规划

１９ ７ １　 供热、 供冷设施规划包括供热热源、 供冷冷源规划ꎬ 以及锅炉房、 供冷站、 换热站、

管网等设施规划ꎮ

【条文说明】 本节的供热、 供冷设施指集中供热和集中供冷设施ꎮ 上述设施涉及的站点选址、 管

网布局需总体规划统筹考虑ꎬ 分散的供热、 供冷设施纳入各地块、 建筑考虑ꎮ

１９ ７ ２　 机场应结合当地气候条件、 旅客服务品质确定航站楼的供热、 供冷需求ꎮ 为航站楼供

热、 供冷时应规划集中供热、 供冷设施ꎮ 在经济合理、 统筹建设、 管理可行的前提下ꎬ 集中供

热、 供冷设施的服务范围宜结合其他建筑的需求、 规模、 布局等合理规划ꎮ

１９ ７ ３　 供热热源、 供冷冷源规划应遵循 “经济适用、 运行可靠、 节约能源、 绿色环保” 的原

则ꎬ 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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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在城市集中供热范围内的机场宜采用城市供热热源ꎻ

２　 供热热源的燃料应根据当地环保要求、 供应条件、 经济性综合确定ꎻ

３　 供冷冷源宜采用电动压缩式机组ꎻ 峰谷电价差适宜的地区可采用水 (冰) 蓄冷系统

供冷ꎻ

４　 中型、 小型机场具备条件且经济可行时ꎬ 可采用空气源热泵、 水 (地) 源热泵系统供

热、 供冷ꎻ

５　 中型、 小型机场不应采用燃气冷热电三联供系统ꎻ 超大型、 大型机场拟采用燃气冷热电

三联供系统时ꎬ 应专题论证其接入当地电网的可行性ꎬ 以及余热利用的经济性ꎮ

１９ ７ ４　 锅炉房应靠近热负荷中心ꎮ 全年运行的锅炉房宜设置在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ꎬ

季节性运行的锅炉房宜设置在该季节最大频率风向的下风侧ꎮ

１９ ７ ５　 供冷站应靠近冷负荷中心ꎬ 具备条件时可与航站楼或停车楼合建ꎮ

１９ ７ ６　 供热、 供冷管网规划要求如下:

１　 供热、 供冷管应采用地下敷设方式ꎻ

２　 管网布局应根据用户的用房规模、 建设时序、 可靠性要求合理规划ꎻ

３　 介质温度较高、 供热距离较远时ꎬ 可规划换热站、 中继泵站ꎮ

１９ ８　 燃气设施规划

１９ ８ １　 燃气设施规划包括气源规划和场内燃气系统规划ꎮ

【条文说明】 机场燃气供应通常采用市政燃气系统或灌装液化气罐ꎬ 本节仅涉及管网供气所需的

设施ꎮ

１９ ８ ２　 机场宜采用市政燃气 (天然气、 人工煤气或液化石油气) 作为气源ꎮ

１９ ８ ３　 场内燃气系统要求如下:

１　 应结合供气压力、 用户分布情况规划燃气调压装置ꎬ 其位置宜靠近负荷中心ꎻ

２　 场内燃气管网布局应根据近期、 远期需求规划ꎮ

１９ ９　 通信设施规划

１９ ９ １　 通信设施包括有线通信、 无线移动通信设施ꎮ 有线通信设施分为场外部分 (中继线

路)、 场内部分ꎬ 场内部分包括电信局 (站)、 管网等ꎮ

１９ ９ ２　 有线通信设施场外部分应依据机场需求结合城市有线通信网络规划ꎮ 城市有线通信网

—７６—

１９　 公用设施规划



络宜统筹考虑机场需求ꎬ 应将机场电信局 (站) 纳入当地市话环网节点或设置双路由中继线路ꎮ

１９ ９ ３　 电信局 (站) 宜靠近用户集中区域或场内线网中心ꎬ 宜与生产保障设施合建ꎮ

１９ ９ ４　 结合机场、 空管、 运营商等需求统筹规划场内各种有线通信网络的干线ꎬ 在线缆密集

地段宜共管沟敷设ꎮ

１９ ９ ５　 无线移动通信设施应根据旅客需求和生产保障要求统筹规划ꎮ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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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管线综合规划

２０ １　 一般要求

２０ １ １　 管线综合规划应结合机场功能布局和竖向布置ꎬ 统筹规划场内各种管线系统的平面布

局ꎬ 以及管线与建筑物、 构筑物、 道路、 轨道交通等设施之间的位置关系ꎬ 使其布局合理、 相

互协调、 整洁有序ꎮ

２０ １ ２　 场内各种管线系统的建设和发展应做到近期合理、 远期可行ꎬ 并与外围城市管网相

衔接ꎮ

２０ １ ３　 管线综合规划应根据各种管线的特性和设置要求集约布置ꎬ 并满足机场运行、 生产检

修的要求ꎮ 超大型、 大型机场可结合实际需要规划综合管廊ꎮ

２０ １ ４　 管线宜采用地下敷设的方式ꎬ 飞行区不应规划架空、 地上管线ꎮ

２０ ２　 地下管线规划

２０ ２ １　 地下管线规划应结合场内地下空间综合利用ꎬ 与地下的建筑物、 道路、 轨道、 综合管

廊以及建 (构) 筑物基础等隐蔽工程统筹规划、 协调布置ꎮ

２０ ２ ２　 地下管线宜沿跑道、 滑行道、 航站楼、 道路、 排水沟等外缘集中平行布置ꎬ 使线路短

捷顺直ꎮ 不同类型的地下管线不应上下重叠敷设ꎮ

２０ ２ ３　 地下管线沿机场道路系统布置时ꎬ 应位于道路红线范围内ꎬ 宜敷设在道路横断面中人

行道、 非机动车道下方ꎻ 条件受限制时ꎬ 可敷设在机动车道、 绿化带下方ꎮ

２０ ２ ４　 地下管线的干管应布置在用户较多或支管较多的一侧ꎬ 并减少与其他管线、 跑道、 滑

行道、 轨道交通、 排水沟、 道路等的交叉ꎮ

２０ ２ ５　 地下管线与跑道、 滑行道、 轨道交通、 道路交叉时ꎬ 宜采用垂直交叉方式布置ꎻ 受条

件限制时ꎬ 其交叉角宜不小于 ４５°ꎮ

２０ ２ ６　 地下管线的覆土深度应根据管线特性、 布置要求、 土壤性质、 地面荷载、 冻土深度合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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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确定ꎮ

２０ ２ ７　 管线竖向布置发生矛盾时ꎬ 宜符合下列要求:

１　 压力管线避让重力流管线ꎻ

２　 管径小的避让管径大的ꎻ

３　 易弯曲管线避让不易弯曲管线ꎻ

４　 分支管线避让主干管线ꎻ

５　 新建的避让现有的ꎻ

６　 工程量小的避让工程量大的ꎻ

７　 临时管线避让永久管线ꎻ

８　 施工、 检修方便或次数少的避让施工、 检修不方便或次数多的ꎮ

２０ ２ ８　 地下管线之间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表 ２０ ２ ８－１ 的要求ꎬ 地下管线与其他物体之间的水

平间距不应小于表 ２０ ２ ８－２ 的要求ꎬ 地下管线之间或与其他地下构筑物之间的垂直净距不应小

于表 ２０ ２ ８－３ 的要求ꎮ 当受道路断面、 现状管线等限制无法满足上述要求且采取适当的安全措

施后ꎬ 方可减少ꎮ 本条不适用于建 (构) 筑物、 管沟 (含综合管廊) 内部ꎮ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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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０ ２ ８－２　 地下管线与其他物体之间的最小水平间距 (ｍ)

管线名称
建 (构)
筑物

道路 铁路
照明、

通信杆柱
围墙
基础

排水沟 管沟 乔木 灌木

给水管
ｄ ≤２００ ｍｍ １ ０

ｄ >２００ ｍｍ ３ ０
１ ０ ５ ０ ０ ５ １ ０

０ ８

１ ０
１ ５ １ ５ １ ０

污水、 雨水管 ２ ５ １ ０ ５ ０ ０ ５ １ ０ １ ０ １ ５ １ ５ １ ０

再生水管 １ ０ １ ０ ５ ０ ０ ５ １ ０ ０ ８ １ ５ １ ０

燃气管

低压 ( Ｐ <０ ０１ ＭＰａ) ０ ７

中
压

Ｂ (０ ０１ ＭＰａ≤ Ｐ
≤０ ２ ＭＰａ) １ ０

Ａ (０ ２ ＭＰａ< Ｐ
≤０ ４ ＭＰａ) １ ５

次
高
压

Ｂ (０ ４ ＭＰａ< Ｐ
≤０ ８ ＭＰａ)

５ ０
(３ ０)

Ａ (０ ８ ＭＰａ< Ｐ
≤１ ６ ＭＰａ)

１３ ５
(３ ０)

０ ６

１ ０

５ ０ １ ０

０ ６ ０ ６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５

２ ０

４ ０

０ ７５

１ ２

直埋热力管 ３ ０ ０ ８ ５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８ １ ５ １ ５

电力管线
直埋

保护管
０ ６ ０ ８ １０ ０ １ ０ ０ ５ １ ０ １ ０ ０ ７

通信管线
直埋 １ ０

保护管 １ ５
０ ８ ２ ０ ０ ５ ０ ５ ０ ８ １ ０ １ ５ １ ０

航油管 ５ ０ ３ ０
(５ ０) １０ ０ａ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５ ２ ０ １ ５

　 　 注: １　 表列间距除标明者外ꎬ 管线均自管壁、 沟壁或防护设施的外缘或最外一根电缆起算ꎻ 除与次高压燃气管间距外ꎬ

建 (构) 筑物自基础起算ꎻ 道路自侧石边缘、 铁路自钢轨或坡脚起算ꎻ 照明、 通信杆柱、 乔木与灌木自中心起算ꎮ

２　 建 (构) 筑物距次高压燃气管自外墙面起算ꎬ 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措施或增加管壁厚度后ꎬ 其间距应不小于 ３ ０ ｍꎮ

３　 航油管距道路的间距中ꎬ 场内道路采用 ３ ０ ｍꎬ 场外道路采用 ５ ０ ｍꎮ

４　 管沟包括专业管沟和综合管廊ꎻ 管沟外壁距建 (构) 筑物的间距应满足施工要求ꎬ 并避免树木根系损坏沟壁ꎮ

ａ　 航油管距铁路的间距以航油管中心线至铁路最近股道中心线计算ꎮ

—２７—

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２—２０２０)



表 ２０ ２ ８－３　 地下管线之间或与其他构筑物之间的最小垂直净距 (ｍ)

管线名称 给水管
污水、
雨水管

热力管 燃气管
通信管线 电力管线

直埋 保护管 直埋 保护管

再生
水管

航油管

给水管 ０ １５ — — — — — — — — —

污水、
雨水管

０ ４０ ０ １５ — — — — — — — —

热力管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１５ — — — — — — —

燃气管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１５ — — — — — —

通
信
管
线

直埋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２５ — — — —

保护管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２５ ０ １５ ０ ２５ ０ ２５ — — — —

电
力
管
线

直埋
０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２５ — —

保护管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１５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２５ — —

再生水管 ０ ５０ ０ ４０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１５ —

航油管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５０ ０ ５０

管沟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１５ ０ ５０

涵洞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１５ ０ ５０

地上轨道 １ ００ １ ２０ １ ２０ １ ２０ １ ５０ １ ５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７０

地下轨道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５０

　 　 注: １　 表列净距中ꎬ 管线均自管壁、 沟壁或防护设施的外缘或最外一根电缆起算ꎻ 管沟、 涵洞、 地下轨道自结构 (含基

础) 外缘起算ꎻ 地上轨道与航油管的净距自道肩顶面起算ꎬ 与其他管线净距自轨底起算ꎮ

２　 将直埋电力、 通信管线与其他物体采用隔板分隔时ꎬ 最小净距采用括号内数值ꎮ

３　 燃气管按钢制管材考虑ꎮ

４　 地上轨道设计时速不小于 ２００ ｋｍ / ｈ 时ꎬ 轨底与除航油管外的其他管线最小净距为 １ ５０ ｍꎮ

２０ ２ ９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地段宜规划综合管廊ꎬ 将各种管线统一布置在管廊内:

１　 交通流量大或地下管线密集的道路ꎬ 以及配合轨道、 地下通道、 地下综合体等工程建设

的地段ꎻ

２　 多条干管穿越飞行区、 航站区ꎬ 且维护检修、 管线施工作业会干扰运行的地段ꎻ

３　 通道宽度难以满足直埋敷设多种管线的地段ꎻ

４　 道路与轨道或河流的交叉处ꎬ 以及管线复杂的道路交叉口ꎻ

５　 不宜开挖路面的地段ꎬ 以及重要的公共空间ꎮ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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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竖向规划

２１ ０ １　 竖向规划包括飞行区、 航站区、 货运区、 机务维修区、 工作区等的竖向规划方案ꎮ 方

案应结合地形地貌、 工程地质、 水文地质条件ꎬ 综合考虑空侧、 陆侧各种设施的场地规划要求

和适应性ꎮ 地形复杂、 土石方工程量大的机场宜对机场整体竖向规划方案进行比选ꎮ

２１ ０ ２　 竖向规划应统筹规划近期、 远期的场地高程、 坡度和排水系统等ꎬ 使近期合理、 远期

可行ꎮ

２１ ０ ３　 既有机场修编总体规划时ꎬ 新增规划区域、 改扩建设施的竖向布置应与现有设施相

协调ꎮ

２１ ０ ４　 竖向规划应满足机场防洪、 排涝、 场地排水的要求ꎬ 并符合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

准» (ＭＨ / Ｔ ５００１) 的要求ꎮ

２１ ０ ５　 机场陆侧区域自然地形高差较大时ꎬ 可因地制宜采用阶梯式布置ꎮ

２１ ０ ６　 竖向规划宜使全场土石方工程量较少、 填挖量平衡ꎮ

２１ ０ ７　 机场内部、 用地边缘设置高大边坡时ꎬ 应合理规划边坡形式和用地ꎬ 并减少对环境的

不利影响ꎮ

２１ ０ ８　 存在软弱土、 湿陷性黄土、 膨胀土、 盐渍土、 冻土、 填土等ꎬ 以及岩溶、 滑坡、 泥石

流、 液化、 采空区沉陷等地质风险时ꎬ 竖向规划应合理设置场地标高ꎬ 减少地基处理工程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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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机场环境规划

２２ １　 一般要求

２２ １ １　 机场环境规划包括内部环境规划、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外部环境要求ꎮ

【条文说明】 机场环境规划篇章是机场指导建设运营、 评价环境影响、 管控内外环境的依据ꎬ 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 (简称规划环评) 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ꎮ 编制有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专题

报告的ꎬ 在整合概括、 优化方案后纳入批准的总体规划ꎮ

２２ １ ２　 内部环境规划包括场内环境设施、 管理措施及规划要求ꎮ

２２ １ ３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应结合现状调查分析ꎬ 预测总体规划方案实施对区域生态系统和环

境质量的影响ꎬ 论证规划方案的环境可行性ꎬ 提出环境保护目标、 不良环境影响的减缓措施、

环境管控要求ꎮ

【条文说明】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是总体规划阶段判断方案环境可行性、 做出决策的重要支撑ꎬ 也

是开展下阶段工程建设项目环评的基础ꎮ

２２ １ ４　 外部环境要求应对机场周边地区从净空、 噪声、 电磁环境、 鸟类活动、 光污染、 烟尘

等方面提出规划控制要求ꎮ

２２ １ ５　 机场环境规划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编制ꎬ 应符合国家有关法规、 标准的规定ꎬ 并与自然资源、 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相协调ꎮ

２２ ２　 内部环境规划

２２ ２ １　 内部环境规划包括绿地规划、 鸟类活动防治、 噪声控制、 污水、 废水、 垃圾、 大气污

染防治要求等ꎮ

２２ ２ ２　 绿地包括公共绿地、 防护绿地ꎬ 以及飞行区用地、 航站区用地、 其他各类用地内的附

属绿地ꎮ 规划要求如下:

１　 不应影响飞行安全或吸引鸟类活动ꎻ

２　 应结合机场设施布局、 地形、 水系、 人员活动等因素ꎬ 统筹规划公共绿地、 防护绿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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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规模、 位置、 功能ꎬ 并对货运、 机务维修、 生产保障用地等提出地块绿地率控制指标ꎻ

３　 应结合自然条件、 人文特征、 植物生态习性因地制宜规划ꎮ

【条文说明】 按本规范 ４ ３ ４ꎬ 公共绿地、 防护绿地对应于机场用地分类中的 Ｇ１、 Ｇ２ꎬ 飞行区用

地、 航站区用地、 其他各类用地内的附属绿地在用地分类和统计中不单独计列ꎮ

２２ ２ ３　 公共绿地应结合周边用地类别、 建筑密度、 人员活动特征等规划ꎬ 宜满足安全避险、

机场观景、 休闲游憩等需求ꎮ

２２ ２ ４　 防护绿地规划要求如下:

１　 超大型、 大型机场进场路为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且用地条件允许时ꎬ 宜规划绿化隔

离带ꎻ

２　 机场内存在风沙侵袭的地段或需要卫生隔离、 安全防护的设施周围宜规划防护绿地ꎻ

３　 根据绿化生产需要及用地条件ꎬ 可规划绿化苗圃或育苗基地ꎮ

２２ ２ ５　 飞行区绿地应满足机场净空障碍物限制、 导航台站场地保护的要求ꎬ 不应妨碍飞行员、

塔台管制员的视线ꎮ

２２ ２ ６　 航站区陆侧公共绿地的景观要求如下:

１　 宜结合航站区建筑整体风格ꎬ 展示机场特征与当地人文风貌相融合的景观特点ꎻ

２　 应以人为本ꎬ 着重考虑人视点的景观效果ꎻ

３　 宜结合开敞空间营造简洁大气、 层次丰富、 重点突出的绿化效果ꎮ

２２ ２ ７　 地块绿地率要求如下:

１　 年货运吞吐量不小于 １０ 万吨的机场中ꎬ 货运用地的地块绿地率宜不大于 １０％ꎻ

２　 生产保障用地的地块绿地率宜为 ２０％ ~４０％ꎬ 邻近公共绿地或防护绿地时ꎬ 可核减至不

小于 １０％ꎮ

２２ ２ ８　 应使机场内环境条件不利于鸟类生存ꎬ 避免吸引鸟类活动ꎮ

２２ ２ ９　 机场内噪声控制要求如下:

１　 机场内不宜规划居民区、 中小学等噪声敏感设施ꎻ

２　 试车坪应规划隔声降噪设施ꎬ 宜集中布置ꎬ 合理设置发动机朝向ꎻ

３　 多跑道机场可结合飞行区容量优化跑道运行模式ꎬ 减少飞机噪声的不利影响ꎮ

２２ ２ １０　 机场内大气污染防治宜采取下列措施:

１　 提升航班运行效率ꎬ 合理规划 ＧＰＵ、 ＰＣＡꎬ 减少飞机发动机、 机载辅助动力装置

(ＡＰＵ) 运转时间ꎻ

２　 规划建设多种方式、 有吸引力的大容量公共交通系统ꎬ 提高清洁能源车辆使用比例ꎻ

３　 增加清洁能源的利用ꎬ 锅炉房采用消烟除尘等环保措施ꎮ

２２ ２ １１　 生产过程中的废水应进行专门收集和处理ꎬ 具备条件时宜回收利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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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 １２　 以土地合理规划利用为基础ꎬ 规划方案及机场内各项工程宜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改变ꎬ

有效控制水土流失ꎮ

２２ ３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２２ ３ １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包括环境现状调查分析、 环境影响预测、 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

减缓措施等ꎬ 应符合国家、 行业的有关规定ꎮ

【条文说明】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涉及多学科知识的应用ꎬ 依据的基础资料和数据需完整、 真实、

时效性强ꎬ 有针对性地选择评价因子和指标ꎬ 评价方法可靠、 结论明确、 建议可行ꎮ

２２ ３ ２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应与总体规划期限一致ꎬ 并以近期规划为重点ꎮ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的范围应包括机场规划范围以及可能受到规划实施影响的周边区域ꎮ

【条文说明】 周边区域的选取通常考虑各环境要素评价范围、 生态系统完整性、 行政边界等ꎮ

２２ ３ ３　 环境现状调查分析应包括机场及周边区域的自然环境特征、 环境质量、 生态状况、 生

态功能等内容ꎬ 并提出规划实施的资源、 生态、 环境制约因素ꎮ

２２ ３ ４　 既有机场应分析机场建设运营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关系ꎬ 结合既有设施布局、 资源和能

源利用等ꎬ 提出应重点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ꎬ 识别环境敏感目标及其分布ꎮ

２２ ３ ５　 资源短缺或环境特别脆弱的地区应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分析ꎮ

【条文说明】 环境承载力分析涉及资源供给指标、 环境容纳指标ꎮ 资源供给指标包括水、 土地、

能源供给量等ꎻ 环境容纳指标包括机场所在区域对环境污染物总量、 强度的容纳限度等ꎮ

２２ ３ ６　 环境影响预测应包括飞机噪声影响预测、 大气污染物排放等ꎮ

２２ ３ ７　 飞机噪声影响预测应依据航空业务量预测ꎬ 结合空中流量分布、 跑道运行模式、 飞机

起降航迹、 分时段飞行量等因素ꎬ 预测飞机噪声影响的分布范围ꎬ 绘制机场飞机噪声影响等值

线图ꎮ 按国家或地方有关标准、 噪声敏感设施空间分布ꎬ 分析规划目标年噪声超标用地及设施

增加的预期情况ꎮ

【条文说明】 飞机噪声影响预测的成果是机场飞机噪声影响等值线图ꎬ 以及特定规划目标年噪声

超标的地域范围和既有设施ꎮ 预测基于假设条件使用计算机软件来推算ꎬ 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ꎮ

预测成果主要用于判断规划方案的噪声影响是否可接受ꎬ 不是环保拆迁的依据ꎮ

２２ ３ ８　 机场飞机噪声影响等值线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底图采用卫星影像图和城市用地规划图ꎻ

２　 包括跑道位置和名称、 飞行航迹和对应飞行量ꎬ 以及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

(ＷＥＣＰＮＬ) ７０、 ７５、 ８０、 ８５、 ９０ ｄＢ 噪声影响等值线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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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标明机场周边受飞机噪声影响的重要敏感建筑物 (居民点、 学校、 医院等) 情况ꎮ

２２ ３ ９　 大气污染物排放预测应依据航空业务量预测ꎬ 估计规划目标年飞机、 地面车辆、 重点

排放设备等的活动水平ꎬ 估算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因子排放量清单ꎬ 并结合当地气象条件ꎬ 预

测大气污染物对本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ꎮ

２２ ３ １０　 根据现状调查分析、 环境影响预测ꎬ 结合总体规划方案提出的污水、 废水、 垃圾的处

理需求和设施配置ꎬ 应对评价范围内的声、 大气、 水、 生态系统等的环境影响及风险进行全面

评价ꎬ 并判断规划方案的环境可行性ꎮ

２２ ３ １１　 环境影响评价不可行时应对总体规划方案进行修改ꎬ 环境影响评价可行但存在一定问

题时应提出总体规划阶段的环境影响减缓措施ꎮ

２２ ３ １２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包括规划管控体系、 工程建设要求、 运营管理措施等内容ꎬ 应统筹

考虑、 分阶段落实ꎬ 并与相关章节的规划内容相协调ꎮ

【条文说明】 通过规划管控体系来减缓环境影响是规划阶段内外协同的最佳手段ꎬ 有关内容要纳

入机场总体规划中实施ꎬ 也要在周边城镇和乡村的详细规划中予以严格执行ꎬ 尤其是机场周边

土地使用相容性规划ꎮ 在运营管理中采取措施可以控制不良环境影响的范围和程度ꎮ

２２ ４　 外部环境要求

２２ ４ １　 机场总体规划应对当地政府提出外部环境要求ꎬ 包括机场净空障碍物限制、 土地使用

相容性、 电磁环境保护、 鸟类活动控制、 光污染控制、 烟尘控制等要求ꎮ

【条文说明】 在机场分期发展过程中ꎬ 周边地区对净空障碍物和噪声敏感设施的规划控制是至关

重要的ꎬ 总体规划文本中按最长远的规划目标年提出控制要求ꎮ

２２ ４ ２　 在周边地区的规划管理中ꎬ 应依据机场总体规划的土地使用相容性要求、 飞机噪声影

响预测 (等值线图)ꎬ 结合自然地形、 道路、 河流、 居民点等划分不同等级的控制区ꎬ 明确各级

控制区内限制的土地使用功能ꎬ 并对规划噪声超标的敏感设施严格管控、 适时解决ꎮ

【条文说明】 土地使用相容性要求一般由机场规划部门提出ꎬ 通过当地政府规划部门予以落实ꎮ

该要求通过内外规划的协同配合ꎬ 在满足机场发展的同时减少飞机噪声的不利影响ꎬ 促进机场

与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ꎮ

２２ ４ ３　 当地政府应对机场总体规划范围内未征用土地严格管控、 维持原状ꎮ 周边地区发展不

应占用机场规划用地或新建固定设施ꎮ 临空经济区规划应与机场总体规划协调一致ꎮ

２２ ４ ４　 对机场周边地区的鸟类活动应按不干扰飞机运行的原则控制ꎮ

２２ ４ ５　 机场及周边地区应严格控制光污染ꎮ 建 (构) 筑物表面、 场地上的灯光照明、 广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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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发射装置等应避免对航班飞行、 管制指挥产生视觉干扰ꎮ

２２ ４ ６　 当地政府应对机场附近干扰飞机运行的无人机、 气球等活动制定管控措施ꎮ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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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主要技术指标

２３ ０ １　 机场总体规划主要技术指标包括:

１　 规划目标年的预测旅客吞吐量、 货运吞吐量、 飞机起降架次ꎻ

２　 机场类别、 飞行区指标、 航站区指标ꎻ

３　 跑道的数量、 号码、 长度ꎻ

４　 精密进近跑道类别ꎻ

５　 航站楼的数量、 名称、 功能、 设计容量、 规模、 近机位数ꎻ

６　 机位数ꎻ

７　 规划用地面积ꎻ

８　 主要交通设施种类、 规模ꎮ

【条文说明】 机位数按客机位、 货机位、 缓压机位、 功能性机位计列ꎻ 规划用地面积包括机场规

划红线范围内的总用地数ꎬ 以及按表 ４ ３ ４ 计算的分项用地数ꎮ

２３ ０ ２　 主要技术指标应按机场总体规划推荐方案汇总列表ꎬ 格式见表 ２３ ０ ２ꎮ

表 ２３ ０ ２　 主要技术指标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规划目标年

近期 远期
备注

一 航空业务量

１

年旅客吞吐量

其中: 国内
　 国际及港澳台地区

万人次

万人次

万人次

２ 年货运吞吐量 万吨

３ 年飞机起降架次 万架次

二 高峰特征

１ 典型高峰小时旅客吞吐量 人次

２ 典型高峰小时飞机起降架次 架次

３ 高峰日飞机起降架次 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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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规划目标年

近期 远期
备注

三 机场等级

１ 机场类别

２ 飞行区指标

３ 航站区指标

四 跑道

１ 跑道数量 条

２ 跑道号码

３ 跑道长度 ｍ

五 精密进近跑道类别

六 航站楼

１ 航站楼数量、 名称

２ 航站楼功能、 设计容量

３ 航站楼规模 万 ｍ２

４ 近机位数 个

七 机位

１ 总机位数 个

２ 客机位 个

３ 货机位 个

４ 缓压机位 个

５ 功能性机位 个

八 规划用地

１ 总用地面积 ｈａ

２ 其中: 飞行区用地
　  (共 ８ 类)

ｈａ

ｈａ

九 主要交通设施

１ 进场路数量、 车道数 条

２ 轨道交通种类、 数量 条

３ 场区道路网总长度 ｋｍ

４ 航站楼前停车场 (楼) 面积 万 ｍ２

２３ ０ ３　 既有机场修编总体规划时ꎬ 宜结合机场类别和特点对反映发展质量的指标进行统计分

析ꎬ 并提出规划目标年的预期性目标值ꎮ

—１８—

２３　 主要技术指标



【条文说明】 根据不同机场的规模和特点ꎬ 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会有所区别ꎬ 指标选取也会不

同ꎮ 例如对超大型、 大型机场ꎬ 指标选取可包括反映效率的飞行区容量与延误、 航班滑行距离、

航班周转时间ꎬ 反映服务品质的航班正常率、 客运航班靠桥率、 旅客使用登机桥比例、 旅客步

行距离等ꎮ 指标依托运行统计数据ꎬ 可获得并可验证ꎮ

—２８—

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２—２０２０)



附录 Ａ　 规划文本目录

第 １ 章　 总则

１ １　 场址基本条件 (或机场概况)

１ ２　 规划背景 (或修编必要性)

１ ３　 编制依据及标准

１ ４　 机场定位

１ ５　 规划目标及范围

第 ２ 章　 机场场址 (或机场现状及运行情况)

第 ３ 章　 航空业务量预测

３ １　 ××地区航空市场环境分析 (或机场历史统计数据及分析)

３ ２　 航空业务量预测

３ ３　 基本参数预测

３ ４　 预测汇总

第 ４ 章　 机场总平面规划

４ １　 总平面规划方案

４ ２　 全场竖向规划方案

第 ５ 章　 飞行区规划

５ １　 飞行区指标及规划参数

５ ２　 跑道构型规划

５ ３　 滑行道规划

５ ４　 机坪规划

５ ５　 目视助航设施规划

５ ６　 飞行区其他设施规划

５ ７　 净空障碍物限制要求

第 ６ 章　 航站区规划

６ １　 航站区布局

６ ２　 航站楼及站坪规划

６ ３　 航站区陆侧交通设施规划

—３８—

附录 Ａ　 规划文本目录



第 ７ 章　 货运区规划

７ １　 货运市场分析及发展战略

７ ２　 货运区布局

７ ３　 货运设施及货机坪规划

７ ４　 货运区交通规划

第 ８ 章　 机务维修区规划 (或机务维修设施规划)

第 ９ 章　 工作区规划

９ １　 生产保障设施规划

９ ２　 工作区规划方案

９ ３　 近期主要设施规模及布局

第 １０ 章　 综合交通系统规划

１０ １　 交通量预测及交通发展战略

１０ ２　 机场与外部交通系统规划

１０ ３　 道路系统规划

１０ ４　 停车设施规划

１０ ５　 轨道系统规划

１０ ６　 机场综合交通枢纽规划

第 １１ 章　 机场空域及飞行程序规划

１１ １　 机场空域条件及需求

１１ ２　 飞行程序方案

第 １２ 章　 空中交通管制设施规划

１２ １　 规划需求

１２ ２　 塔台、 机坪管制设施规划

１２ ３　 近期主要设施规模及布局

第 １３ 章　 应急救援设施规划

１３ １　 消防设施规划

１３ ２　 应急救护设施规划

第 １４ 章　 供油设施规划

１４ １　 航油加油量预测

１４ ２　 机场供油方案

１４ ３　 供油设施规模及布局

—４８—

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２—２０２０)



第 １５ 章　 公用设施规划

１５ １　 供电设施规划

１５ ２　 供水设施规划

１５ ３　 防洪、 防涝、 雨水排水系统规划

１５ ４　 污水、 再生水系统规划

１５ ５　 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１５ ６　 供热、 供冷设施规划

１５ ７　 燃气设施规划

１５ ８　 通信设施规划

１５ ９　 主干管网布局

第 １６ 章　 安全保卫规划

第 １７ 章　 土地使用规划

１７ １　 机场用地范围及功能分区

１７ ２　 场内用地分类统计

１７ ３　 陆侧用地规划指标要求

第 １８ 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 １９ 章　 机场环境规划

１９ １　 内部环境规划

１９ ２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１９ ３　 外部环境要求

第 ２０ 章　 主要技术指标

第 ２１ 章　 结论和建议

文本附图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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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　 规划图件图纸

表 Ｂ ０ １　 规划图件图纸

图号 图名

图 １ 机场与周围城市及邻近机场关系图

图 ２ 机场现状总平面图

图 ３ 机场近期总平面规划图

图 ４ 机场远期 (或终端) 总平面规划图

图 ５ 机场土地使用规划图

图 ６ 机场外部交通及公用配套设施总体布置图

图 ７ 机场净空障碍物限制图　

图 ８ 机场周边地区土地使用相容性规划控制图

　 　 注: １　 图 ２ 仅适用于既有机场修编 (或调整) 总体规划时ꎮ

２　 图 ５、 图 ６ 按远期 (或终端) 规划目标年绘制ꎮ

３　 图 ７、 图 ８ 按总体规划确定的最长远规划期限绘制ꎮ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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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ꎬ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ꎬ 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ꎬ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ꎬ 反面词采用 “严禁”ꎮ

２) 表示严格ꎬ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ꎬ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ꎮ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ꎬ 反面词采用 “不宜”ꎮ

４) 表示有选择ꎬ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ꎬ 采用 “可”ꎮ

２　 本规范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应符合的要

求” 或 “应按的规定执行”ꎮ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 规范和其他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可

参照”ꎮ

—７８—

标准用词说明



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标准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凡是注日期的标准ꎬ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标准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ꎮ

[１] «航空无线电导航台 (站) 电磁环境要求» (ＧＢ ６３６４)

[２] «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 (ＧＢ ９６６０)

[３]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４]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５]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８７)

[６]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８９)

[７] «物流建筑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１１５７)

[８] «民用机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建标 １０５)

[９]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 (建标 １６９)

[１０]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 Ｔ ５００１)

[１１] «民用机场排水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６)

[１２] «民用运输机场安全保卫设施» (ＭＨ / Ｔ ７００３)

[１３]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１４—机场»

[１４]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１６—环境保护»

[１５]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１７—安全保卫»

—８８—

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２—２０２０)



民用机场建设工程行业标准出版一览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１ ＭＨ / Ｔ ５００２—２０２０ 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０８０４) ６０ ００

２ ＭＨ / Ｔ ５００３—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离港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９) ２０ ００

３ ＭＨ ５００６—２０１５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０２６５) ４５ ００

４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０４７４) ５５ ００

５ ＭＨ ５００８—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２４) ６０ ００

６ ＭＨ / Ｔ ５００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楼宇自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６) ２０ ００

７ ＭＨ / Ｔ ５０１０—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设计规范 (０５００) ５５ ００

８ ＭＨ / Ｔ ５０１１—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０７０３) ５５ ００

９ ＭＨ ５０１３—２０１４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 (０１８９) ３８ ００

１０ ＭＨ / Ｔ ５０１５—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５) ２０ ００

１１ ＭＨ / Ｔ ５０１７—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５１０) ３０ ００

１２ ＭＨ / Ｔ ５０１８—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７) ２０ ００

１３ ＭＨ / Ｔ ５０１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时钟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８) １０ ００

１４ ＭＨ / Ｔ ５０２０—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公共广播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１) ２０ ００

１５ ＭＨ / Ｔ ５０２１—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０) ２０ ００

１６ ＭＨ / Ｔ ５０２４—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道面评价管理技术规范 (０６６２) ５９ ００

１７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２０１３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１４５) ６８ ００

１８ ＭＨ ５０２８—２０１４ 民航专业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０２１８) ９８ ００

１９ ＭＨ ５０２９—２０１４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２３３) ２５ ００

２０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２０１４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０２０４) ２０ ００

２１ ＭＨ ５０３１—２０１５ 民航专业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０２４２) ４８ ００

２２ ＭＨ / Ｔ ５０３２—２０１５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检测规范 ( ０２６６ ) ２０ ００

２３ ＭＨ / Ｔ ５０３３—２０１７ 绿色航站楼标准 (０４３０) ３０ ００



续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２４ ＭＨ ５０３４—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０４３５) ７０ ００

２５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０４２９) ５０ ００

２６ ＭＨ / Ｔ ５０３６—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排水设计规范 (０４８６) ４０ ００

２７ ＭＨ / Ｔ ５０３７—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选址规范 (０６４３) ３５ ００

２８ ＭＨ / Ｔ ５０３８—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公共广播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６９) ３５ ００

２９ ＭＨ / Ｔ ５０３９—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７１) ３５ ００

３０ ＭＨ / Ｔ ５０４０—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时钟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７０) ２２ ００

３１ ＭＨ / Ｔ ５０４１—２０１９ 机场环氧沥青道面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０７２７) ２８ ００

３２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０７５５) ３５ ００

３３ ＭＨ / Ｔ ５０４３—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建设指南 (０７７９) ５６ ００

３４ ＭＨ / Ｔ ５０４４—２０２０ 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体系 (０７８４) ２０ ００

３５ ＭＨ / Ｔ ５０４５—２０２０ 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编写规范 (１５８０１１０３９８) ２０ ００

３６ ＭＨ / Ｔ ５０４６—２０２０ 民用机场工程建设与运营筹备总进度综合管控指南 (０８６７) ５０ ００

３７ ＭＨ / Ｔ ５１１１—２０１５ 特性材料拦阻系统 (１５８０１１０３５４) ５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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