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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运输机场专业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与管理ꎬ 提高行业施工管理水平ꎬ

推进施工管理标准化ꎬ 创建平安工地ꎬ 打造品质工程ꎬ 特制定本规范ꎮ

编制过程中ꎬ 编写组总结近年来我国运输机场专业工程建设实践经验ꎬ 充分考虑

各地区、 各专业的不同状况ꎬ 深入调研行业主管部门、 机场管理机构以及建设、 设

计、 监理、 施工等参建单位ꎬ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ꎬ 经多次专家论证审查定稿ꎮ

本规范共 ８ 章ꎮ 主要内容包括: 总则ꎻ 术语ꎻ 基本规定ꎻ 施工组织总体设计ꎻ 施

工方案ꎻ 主要施工管理计划ꎻ 不停航施工安全方案ꎻ 施工安全应急预案ꎮ

本规范第 １~２ 章由刘继昆、 王卓、 林建、 徐晓东编写ꎬ 第 ３~ ４ 章由刘继昆、 王

卓、 徐晓东、 陈峙昂、 王曰承、 顾兆军、 江慧娟、 韦中利、 马鹏编写ꎬ 第 ５~６ 章由王

卓、 陈峙昂、 迟欣宇、 都京、 杨印旺、 刘松、 马力编写ꎬ 第 ７~ ８ 章由王卓、 徐晓东、

陈峙昂、 王纪岚、 王曰承、 顾兆军、 江慧娟、 韦中利、 马鹏编写ꎮ

本规范的日常管理工作由主编单位负责ꎬ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ꎬ 请函告中

国民用航空东北地区管理局 (联系人: 陈峙昂ꎻ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路

３ 号ꎻ 电话: ０２４－８８２９３９２７ 或 １８２４０１２８２８８ꎬ 邮箱: ｃｚａ１９９２０６０２＠ ｓｉｎａ ｃｏｍ)ꎬ 以及民

航工程建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２ 号住总地产

大厦ꎻ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９２２３４２ꎻ 电子邮箱: ｍｈｇｃｊｓｂｗｈ＠ １６３ ｃｏｍ)ꎬ 以便修订时参考ꎮ

主编单位: 中国民用航空东北地区管理局

参编单位: 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监督总站

大连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航建研航空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机械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华东民航机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民航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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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 刘继昆　 王　 卓　 徐晓东

参编人员: 林　 建　 陈峙昂　 王纪岚　 迟欣宇　 都　 京　 王曰承　 顾兆军

江慧娟　 韦中利　 马　 鹏　 杨印旺　 刘　 松　 马　 力

主　 　 审: 马志刚　 蒋海里　 刘　 成

参审人员: 郑　 斐　 任守贵　 郭竟成　 刘晓青　 段学科　 保卫国　 宋　 力

侯建杰　 沈嘉琳　 袁　 建　 朱　 宏　 陈　 良　 邵道杰　 张清春

王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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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规范运输机场专业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与管理ꎬ 提高行业施工管理水平ꎬ 推进施工

管理标准化ꎬ 制定本规范ꎮ

１ ０ ２　 本规范适用于运输机场专业工程 (以下简称专业工程) 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与管理ꎮ

１ ０ ３　 专业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应结合地区条件和工程特点进行编制ꎮ

【条文说明】 因各地区施工条件存在差异ꎬ 施工组织设计通常要根据地区环境的特点ꎬ 解决施工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ꎮ 此外ꎬ 不同类型专业工程施工的重点和难点不同ꎬ 施工组织设计通常重

点阐述这些重难点ꎬ 简明扼要阐述常规的施工方法ꎮ

１ ０ ４　 专业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和管理ꎬ 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ꎬ 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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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 ０ １　 施工组织设计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以施工项目为对象编制的ꎬ 用以指导施工的技术、 经济和管理的综合性文件ꎮ

２ ０ ２　 施工组织总体设计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以专业工程中 “机场场道工程” “机场目视助航工程” “航空供油工程” “民航空管工程” “航

站楼、 货运站的工艺流程及民航专业弱电系统工程” 的一类或数类单项工程的组合或其一项或数项

单位工程的组合为主要对象ꎬ 对整个项目的施工过程起统筹规划、 重点控制作用的施工组织设计ꎮ

２ ０ ３　 施工方案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以分部 (分项) 工程或专项工程为主要对象ꎬ 用以具体指导其施工过程的施工技术与组织

方案ꎮ

２ ０ ４　 危险性较大的工程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ｐｒｏｊｅｃｔ

在施工过程中可能导致作业人员群死群伤ꎬ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专业

工程ꎮ

２ ０ ５　 施工组织设计的动态管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ꎬ 对施工组织设计的执行、 检查和修改等的适时管理活动ꎮ

２ ０ ６　 施工部署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对项目实施过程做出的统筹规划和全面安排ꎬ 包括明确项目施工主要目标、 施工顺序及空间组

织、 施工组织安排等ꎮ

２ ０ ７　 项目管理组织机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为完成施工项目建立的项目施工管理组织ꎮ

２ ０ ８　 施工进度计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为实现项目设定的工期目标ꎬ 对各项施工过程的施工顺序、 起止时间和相互衔接关系所作的统

筹策划和安排ꎮ

２ ０ ９　 施工资源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完成施工项目所需要的人员、 材料和机械等生产要素ꎮ

２ ０ １０　 施工现场平面布置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 ｌａｙｏｕｔ

在施工用地范围内ꎬ 对各项生产、 生活设施及其他辅助设施等进行的规划和布置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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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１１　 进度管理计划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保证实现项目施工进度目标的管理计划ꎬ 包括对进度及其偏差进行测量、 分析、 采取的必要措

施和计划变更等ꎮ

２ ０ １２　 质量管理计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保证实现项目施工质量目标的管理计划ꎬ 包括制定、 实施所需的组织机构、 职责、 程序以及采

取的措施和资源配置等ꎮ

２ ０ １３　 安全管理计划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保证实现项目施工职业健康安全目标的管理计划ꎬ 包括制定、 实施所需的组织机构、 职责、 程

序以及采取的措施和资源配置等ꎮ

２ ０ １４　 环境管理计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保证实现项目施工环境目标的管理计划ꎬ 包括制定、 实施所需的组织机构、 职责、 程序以及采

取的措施和资源配置等ꎮ

２ ０ １５　 文明施工管理计划 ｅｃｏ￣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ｍａｎａｇ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保证实现项目文明施工目标的管理计划ꎬ 包括制定、 实施所需的管理机构、 管理目标、 管理措

施、 检查制度等ꎮ

２ ０ １６　 临时设施管理计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保证项目临时设施建设和使用的管理计划ꎬ 包括制定、 实施所需的建设方案、 资源配置以及采

取的管理措施、 验收及拆除方案等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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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 ０ １　 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施工组织总体设计、 施工方案、 主要施工管理计划、 不停航施工安全

方案 (如涉及)、 施工安全应急预案等内容ꎮ

【条文说明】 当前的工程实践中ꎬ 专业工程建设项目各标段施工单位通常独立编制施工组织总体设

计和施工方案ꎮ 施工组织总体设计面向承包合同内的一类或数类单项工程层级ꎬ 施工方案面向承包

合同内的分部 (分项) 工程或专项工程层级ꎬ 二者均属于施工组织设计范畴下两个层级的技术

文件ꎮ

３ ０ ２　 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必须遵循工程建设程序ꎬ 并应符合下列原则:

１　 符合施工承包合同、 招标文件中有关工程进度、 质量、 安全、 环境保护、 造价等方面的

要求ꎻ

２　 结合工程特点推广应用新技术、 新工艺、 新材料和新设备ꎻ

３　 坚持科学的施工程序和合理的施工顺序ꎬ 采用流水施工和网络计划等方法ꎬ 科学配置资源ꎬ

合理布置现场ꎬ 采取季节性施工措施ꎬ 实现均衡施工ꎬ 达到合理的经济技术指标ꎻ

４　 采取技术与管理措施ꎬ 推广绿色施工ꎬ 实现节能、 节地、 节水、 节材和环境保护ꎻ

５　 与质量、 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有效结合ꎻ

６　 当项目采用非工程总承包方式时ꎬ 建设单位宜明确一个施工单位牵头负责施工组织设计的

总协调及汇总、 整合工作ꎬ 根据项目情况和各标段施工组织设计ꎬ 编制统筹平衡协调各施工参与单

位的超越标段边界的项目施工组织设计ꎮ

【条文说明】 非工程总承包方式的专业工程施工中ꎬ 会存在多个不同资质类别或不同标段施工单位

进行施工的情况ꎮ 目视助航工程和部分空管工程施工常依托于场道工程ꎬ 航站楼专业弱电工程施工

常依托于航站楼建筑ꎬ 即设备安装类和系统调试类的施工组织设计受场道工程或房建工程约束ꎬ 此

时建设单位可明确由土建类施工单位进行总体协调和统筹整合施工组织设计编制相关工作ꎮ

３ ０ ３　 施工组织设计应由项目负责人 (项目经理) 主持编制ꎬ 可根据需要分阶段编制和审批ꎮ 施

工组织设计的审批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项目采用非工程总承包方式时ꎬ 施工组织总体设计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ꎻ 施工方

案由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审核ꎬ 并由施工单位指定的审批人进行审批ꎻ

２　 当项目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时ꎬ 施工组织总体设计由工程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ꎻ 由

专业分包单位施工的分部 (分项) 工程或专项工程的施工方案ꎬ 由专业分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ꎬ

并由总承包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核准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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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危险性较大的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ꎻ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

的工程专项施工方案ꎬ 在施工单位审查、 总监理工程师审核后ꎬ 施工单位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ꎮ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和审批要求ꎮ 当质量监督机构、 建设单位对施工单位

指定的审批人有要求时ꎬ 按其要求执行ꎮ 分期分批建设的项目ꎬ 在征得质量监督机构、 建设单位同

意的情况下ꎬ 施工单位可以分阶段编制施工组织设计ꎮ

３ ０ ４　 施工组织设计应实行动态管理ꎬ 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项目施工过程中ꎬ 发生以下情况时ꎬ 施工组织设计应及时进行修改或补充:

ｌ) 工程设计有重大修改ꎻ

２) 有关法律、 法规、 标准及规范实施、 修订和废止ꎻ

３) 主要施工方法有重大调整ꎻ

４) 主要施工资源配置有重大调整ꎻ

５) 施工环境有重大改变ꎻ

６) 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对项目施工提出相关要求ꎻ

７) 建设单位依规提出相关要求ꎻ

２　 经修改或补充的施工组织设计应重新论证 (如涉及)ꎬ 并按原审批要求重新审批ꎻ

３　 项目施工前应进行施工组织设计逐级交底ꎻ 项目施工过程中ꎬ 应对施工组织设计的执行情

况进行检查、 分析并适时调整ꎮ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施工组织设计动态管理的内容ꎮ

１) 当工程设计图纸发生重大修改时ꎬ 如地基基础或主体结构的形式发生变化、 施工材料发生

重大变化、 设备系统发生大的调整等ꎬ 需要对施工组织设计进行修改ꎻ 对工程设计图纸的一般性修

改ꎬ 视变化情况对施工组织设计进行补充ꎻ

２) 当有关法律、 法规、 规章、 规范性文件、 标准开始实施或发生变更ꎬ 并涉及工程的实施、

检查或验收时ꎬ 施工组织设计需要进行修改或补充ꎻ

３)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ꎬ 施工方法有重大变更ꎬ 原来的施工组织设计已不能正确地指导施

工ꎬ 需要对施工组织设计进行修改或补充ꎻ

４) 当施工资源的配置有重大变更ꎬ 并且影响到施工方法的变化或对施工进度、 质量、 安全、

环境、 造价等造成潜在的重大影响ꎬ 需要对施工组织设计进行修改或补充ꎻ

５) 当施工环境发生重大改变ꎬ 如施工延期造成季节性施工方法变化ꎬ 施工场地变化造成现场

布置和施工方式改变等ꎬ 致使原来的施工组织设计已不能正确地指导施工ꎬ 需要对施工组织设计进

行修改或补充ꎻ

６) 当行业主管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对项目的质量、 安全等方面提出要求时ꎬ 需要对施工组织设

计进行修改或补充ꎻ

７) 当项目施工与机场安全运行存在矛盾时ꎬ 建设单位在协调解决问题时提出诸如修改施工

时间等要求ꎬ 致使原来的施工组织设计已不能正确地指导施工ꎬ 或者当项目施工组织设计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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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施工组织设计有影响时ꎬ 均需要对施工组织设计进行修改或补充ꎮ

３ ０ ５　 当项目分为多个标段时ꎬ 建设及监理单位宜在各标段施工单位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进行

统筹管理ꎬ 确保各施工组织设计的协调性和可行性ꎮ

【条文说明】 当出现特殊情况ꎬ 如工程涉及交叉施工、 项目涉及多个建设单位等ꎬ 建设单位和监

理单位参照本条款进行统筹管理ꎮ

３ ０ ６　 施工组织设计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后按国家和行业有关要求归档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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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施工组织总体设计

４ １　 一般规定

４ １ １　 施工组织总体设计分为项目和标段两类ꎬ 其中ꎬ 项目施工组织总体设计由牵头单位根据

项目施工总体目标ꎬ 统筹各标段施工组织总体设计等情况进行编制ꎻ 各标段施工组织总体设计

要根据项目施工组织总体设计进行调整ꎬ 保持一致ꎮ

４ １ ２　 施工组织总体设计应包括工程概况、 总体施工部署、 施工总进度计划、 总体施工准备与

主要资源配置计划、 施工总平面布置等基本内容ꎮ

４ １ ３　 施工组织总体设计的编制依据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法律、 法规和文件ꎻ

２　 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和技术经济指标ꎻ

３　 行业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及管理文件ꎻ

４　 涉及军民合用机场的军方要求ꎻ

５　 机场运行相关规定ꎻ

６　 工程设计文件ꎻ

７　 工程招标文件、 施工承包合同ꎻ

８　 工程施工范围内的现场条件ꎬ 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 气象等自然条件ꎻ

９　 施工单位的生产能力、 施工设备机具状况、 技术水平等ꎮ

４ １ ４　 施工组织总体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对项目涉及的各专业工程和主要分部 (分项) 工程所采用的施工方法进行说明ꎻ

２　 对深基坑工程、 高填方工程、 模板工程、 起重吊装工程、 脚手架工程、 不停航施工工程

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 (分项) 工程所采用的施工方法进行说明ꎻ

３　 对临时用水用电工程、 季节性施工等专项工程所采用的施工方法进行说明ꎻ

４　 对采用的新技术、 新工艺、 新材料、 新设备情况进行说明ꎻ

５　 宜对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在施工管理中的应用及数字化施工方案 (如涉及) 进行说明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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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工程概况

４ ２ １　 工程概况应包括项目主要情况和项目主要施工条件等ꎮ

４ ２ ２　 项目主要情况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项目名称、 地理位置和建设规模ꎻ

２　 项目的建设、 勘察、 设计和监理等相关单位的情况ꎻ

３　 项目设计概况ꎻ

４　 项目涉及的危险性较大的工程概况和性质ꎻ

５　 项目承包范围及主要分包工程范围ꎻ

６　 工程招标文件、 施工承包合同对项目施工的重点要求ꎻ

７　 其他应说明的情况ꎮ

【条文说明】 本条内容规定了项目主要情况包括的内容ꎮ

１) 建设规模ꎬ 包括项目的占地总面积ꎬ 投资规模 (产量)、 分期分批建设范围等ꎻ

２) 简要介绍项目的结构形式、 施工材料、 安装工程和设备的配置等情况ꎮ

４ ２ ３　 项目主要施工条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项目建设地点气象条件ꎻ

２　 项目施工区域地形和工程地质、 水文地质条件ꎻ

３　 项目施工区域地上、 地下管线及相邻的地上、 地下建 (构) 筑物情况ꎻ

４　 与项目施工有关的道路、 水系等状况ꎻ

５　 当地建筑材料、 设备供应和交通运输等服务能力状况ꎻ

６　 当地供电、 供水、 供热和通信能力状况ꎻ

７　 不停航施工的条件 (如涉及)ꎻ

８　 其他与施工有关的主要因素ꎮ

４ ３　 总体施工部署

４ ３ １　 施工组织总体设计应对项目总体施工做出下列部署:

１　 确定项目施工总目标ꎬ 包括进度、 质量、 安全、 环境等目标ꎻ

２　 根据项目施工总目标的要求ꎬ 确定项目分阶段 (期) 测试、 验收的计划ꎻ

３　 确定项目分阶段 (期) 施工的合理顺序及空间组织ꎬ 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明确说明工程主要施工内容及其进度安排ꎬ 施工顺序应符合工序逻辑关系ꎻ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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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应对与其他专业工程工作界面或交叉作业的界面划分做出明确说明或图示ꎬ 并对交叉作

业的施工顺序做出明确安排ꎻ

３) 施工流水段应结合工程具体情况分阶段进行划分ꎮ

４ ３ ２　 应对项目施工的重点和难点进行分析ꎬ 并制定组织管理和施工技术两个方面的措施ꎮ

４ ３ ３　 施工单位应明确项目管理组织机构形式ꎬ 宜采用框图的形式表示ꎬ 并确定项目部的工作

岗位设置及其职责内容ꎮ

【条文说明】 项目管理组织机构形式通常根据施工项目的规模、 复杂程度、 专业特点、 人员素质

和地域范围确定ꎮ 一般来说ꎬ 大中型项目设置矩阵式项目管理组织ꎬ 远离企业管理层的大中型

项目设置事业部式项目管理组织ꎬ 小型项目设置直线职能式项目管理组织ꎮ

４ ３ ４　 不同专业工程进行交叉作业ꎬ 应明确施工顺序、 时间、 范围ꎮ

４ ４　 施工总进度计划

４ ４ １　 施工总进度计划应按照总体施工部署的安排进行编制ꎮ

【条文说明】 依据施工承包合同、 施工进度目标、 有关技术经济资料ꎬ 并按照总体施工部署确定

的施工顺序和空间组织等ꎬ 编制施工总进度计划ꎮ

４ ４ ２　 工程总承包施工总进度计划应考虑工程各阶段进度情况ꎬ 统筹编制ꎮ

４ ４ ３　 施工总进度计划可采用网络图或横道图表示ꎬ 并附必要说明ꎮ

【条文说明】 施工总进度计划的内容包括: 编制说明、 施工总进度计划表 (图)、 分期 (分批)

实施工程的开工 / 竣工日期、 工期一览表ꎮ 要考虑分部工程的具体实施情况ꎬ 如场道工程实施

时ꎬ 配套的助航灯光工程施工进度计划需充分考虑与场道工程的进度计划相衔接ꎮ

一般来说ꎬ 施工总进度计划优先采用网络计划ꎬ 网络计划可以按国家标准 «网络计划技术»

(ＧＢ / Ｔ １３４００ １~３) 及行业标准 «工程网络计划技术规程» (ＪＧＪ / Ｔ １２１) 的要求编制ꎮ

４ ５　 总体施工准备与主要资源配置计划

４ ５ １　 总体施工准备应包括技术准备、 现场准备等ꎮ

４ ５ ２　 技术准备、 现场准备应满足项目分阶段 (期) 施工的需要ꎬ 并包括下列内容:

１　 技术准备应包括施工所需技术资料的准备ꎬ 施工方案编制计划ꎬ 试验检验、 测量及监测

计划ꎬ 设备调试工作计划等ꎻ

１) 主要分部 (分项) 工程和专项工程在施工前应单独编制施工方案ꎬ 施工方案可根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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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情况分阶段编制完成ꎻ

２) 试验检验、 测量、 监测及设备调试工作计划应根据现行规范、 标准中的有关要求及工程

规模、 进度等实际情况制定ꎮ

２　 现场准备应根据实际条件和需要ꎬ 准备现场生产、 生活等临时设施ꎮ

【条文说明】 现场准备包括现场生产生活临时设施ꎬ 如临时用房ꎬ 临时道路ꎬ 材料堆放场ꎬ 临时

用水、 用电和供热、 供气等计划ꎮ

４ ５ ３　 主要资源配置计划应包括劳动力、 物资配置计划及其保证措施等ꎮ

４ ５ ４　 劳动力配置计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根据施工总进度计划ꎬ 确定各施工阶段 (期) 的劳动力配置计划ꎬ 含节假日期间的劳动

用工方案ꎻ

２　 在考虑不停航施工 (如涉及) 前提下确定各施工阶段 (期) 的总用工量ꎮ

４ ５ ５　 物资配置计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根据总体施工部署和施工总进度计划ꎬ 确定主要工程材料和设备的配置计划ꎬ 包括各施

工阶段所需主要工程材料、 设备的种类和数量ꎬ 及其分批进场时间、 数量及存放地点等ꎻ

２　 根据总体施工部署和施工总进度计划ꎬ 确定工程施工主要周转材料和施工设备机具的配

置计划ꎬ 包括各施工阶段所需主要周转材料、 施工设备机具的种类和数量ꎻ

３　 根据安全管理计划ꎬ 确定应急物资、 劳动防护用品的配置计划ꎬ 包括各施工阶段所需应

急物资、 劳动防护用品的种类和数量ꎻ

４　 考虑不停航施工及紧急撤离等情况ꎬ 确定所需要的物资和设备配置计划ꎮ

４ ６　 施工总平面布置

４ ６ １　 施工总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平面布置科学合理ꎬ 施工场地占用面积少ꎬ 根据施工进展动态调整总平面布置ꎻ

２　 施工区域的划分和场地的临时占用应符合总体施工部署和施工流程的要求ꎬ 减少相互

干扰ꎻ

３　 可充分利用既有建 (构) 筑物和既有设施ꎻ

４　 临时设施应便于生产和生活ꎬ 办公区、 生活区和生产区宜分离设置ꎻ

５　 符合节能、 环保、 安全、 消防和文明施工等要求ꎻ

６　 根据项目总体施工部署ꎬ 绘制现场不同施工阶段 (期) 的总平面布置图ꎮ

【条文说明】 施工总平面布置按照项目分期 (分批) 施工计划进行布置ꎬ 并绘制总平面布置图ꎮ

当总平面布置图不能清晰表达诸如现场临时用电、 临时用水布置、 围界管理等内容时ꎬ 也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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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绘制专项内容平面布置图ꎮ 临时道路等设施的设置ꎬ 考虑组织运输的合理性ꎬ 减少二次搬运ꎮ

４ ６ ２　 施工总平面布置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项目施工用地范围内的地形条件ꎻ

２　 全部拟建的建 (构) 筑物和其他基础设施的位置ꎻ

３　 项目施工用地范围内的加工设施、 运输设施、 存贮设施、 拌和站 (如涉及) 等设施和办

公、 生活用房等ꎻ

４　 临时施工道路、 临时供水、 临时排水、 临时用电等临时设施ꎻ

５　 施工现场必备的安全、 消防和环境保护等设施ꎻ

６　 围界、 道口、 安检等相关设施 (如涉及)ꎻ

７　 既有重要管道和线缆等相关设施 (如涉及)ꎻ

８　 相邻的地上、 地下既有建 (构) 筑物及相关环境ꎮ

【条文说明】 现场所有设施、 用房通常采用总平面布置图结合文字表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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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施工方案

５ １　 一般规定

５ １ １　 施工方案应包括编制依据、 工程概况、 施工安排、 施工进度计划、 施工准备、 资源配置

计划、 施工方法及工艺要求、 施工现场平面布置等基本内容ꎮ

５ １ ２　 编制依据应符合本规范第 ４ １ ３ 条的规定ꎮ

５ １ ３　 工程概况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４ ２ 节的规定ꎬ 还应包括分部 (分项) 工程或专项工程的设

计要求ꎮ

５ １ ４　 施工安排应包含下列内容:

１　 工程施工目标包括进度、 质量、 安全和环境等目标ꎬ 各项目标应满足施工承包合同、 招

标文件或总承包单位对工程施工管理的要求ꎬ 同时应满足施工组织总体设计中确定的总体目标ꎻ

２　 工程施工顺序及施工流水段ꎬ 明确交叉作业时的施工顺序及工作界面ꎻ

３　 工程重点和难点的施工技术、 管理措施ꎻ

４　 工程管理的组织机构及岗位职责ꎮ

５ １ ５　 施工进度计划应符合本规范第 ４ ４ 节的规定ꎬ 并结合施工总进度计划进行编制ꎮ

【条文说明】 一般来说ꎬ 对工程规模较大、 工序比较复杂的工程采用网络图表示ꎬ 通过对各类参

数的计算ꎬ 找出关键线路ꎬ 选择最优方案ꎮ

５ １ ６　 施工准备应符合本规范第 ４ ５ １、 ４ ５ ２ 条的规定ꎬ 还应包括图纸深化 (如涉及)、 图纸

会审和技术交底的要求、 与相关单位的技术和现场交接计划等ꎮ

５ １ ７　 资源配置计划应符合本规范第 ４ ５ ３、 ４ ５ ４、 ４ ５ ５ 条的规定ꎬ 并进行深化ꎮ

５ １ ８　 施工方法及工艺要求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结合工程特点、 现行标准、 工程图纸和其他资源ꎬ 明确施工起点、 流向和顺序ꎬ 确定各

分部 (分项) 工程施工工艺流程ꎬ 宜采用流程图表示ꎻ

２　 明确分部 (分项) 工程或专项工程施工方法并进行必要的技术核算ꎬ 对主要分项工程

(工序) 明确施工工艺要求ꎻ

３　 对易发生质量通病、 易出现安全问题、 施工难度大、 技术含量高的分项工程 (工序) 等

—２１—

运输机场专业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６１—２０２２)



做出重点说明ꎻ

４　 对拟采用的新技术、 新工艺、 新材料、 新设备进行必要的论证并制定计划ꎻ

５　 对季节性施工提出具体要求ꎮ

【条文说明】 新技术、 新工艺、 新材料和新设备的论证方式主要包括: 理论分析、 试验验证、 专

家论证、 技术鉴定等ꎮ

５ １ ９　 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应符合本规范第 ４ ６ 节的规定ꎬ 按不同施工阶段分别进行深化绘制ꎮ

５ １ １０　 涉及净空控制的施工项目ꎬ 应说明净空控制的施工管理措施ꎮ

５ １ １１　 应在满足一般规定要求的基础上ꎬ 编写各类单项工程差异化施工方案ꎮ

５ ２　 机场场道工程施工方案

５ ２ １　 机场场道工程的施工方案可包括土石方与地基处理工程ꎬ 防护及支挡工程ꎬ 跑道、 滑行

道、 机坪道面工程以及服务车道、 巡场路路面工程ꎬ 排水工程ꎬ 桥梁工程ꎬ 涵隧工程ꎬ 消防管

网工程ꎬ 围界及监控系统工程等施工方案ꎮ

【条文说明】 根据工程特点及实际情况ꎬ 可以将上述分部 (分项) 施工方案进行合并编写ꎮ

５ ２ ２　 土石方与地基处理工程施工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地基处理工程施工ꎻ

２　 土石方工程施工ꎮ

５ ２ ３　 防护及支挡工程施工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防护工程施工ꎻ

２　 支挡工程施工ꎮ

５ ２ ４　 跑道、 滑行道、 机坪道面工程以及服务车道、 巡场路路面工程施工方案宜包括下列

内容:

１　 底基层施工ꎻ

２　 基层施工ꎻ

３　 面层施工ꎮ

５ ２ ５　 排水工程施工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沟涵工程施工ꎻ

２　 管道及其他附属工程施工ꎮ

５ ２ ６　 桥梁工程施工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基础施工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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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桥梁下部结构施工ꎻ

３　 桥梁上部结构施工ꎻ

４　 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ꎮ

５ ２ ７　 涵隧工程施工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地基及基础施工ꎻ

２　 主体结构施工ꎻ

３　 附属工程施工ꎻ

４　 装修工程施工ꎻ

５　 安装工程施工ꎮ

５ ２ ８　 消防管网工程施工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管道施工ꎻ

２　 消防井、 水池施工ꎮ

５ ２ ９　 围界及监控系统工程施工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围界工程施工ꎻ

２　 监控系统施工ꎮ

５ ３　 机场目视助航工程施工方案

５ ３ １　 机场目视助航工程的施工方案可包括目视助航灯光系统工程、 目视助航标志工程、 灯光

变电站工程、 机坪照明工程等施工方案ꎮ 其中ꎬ 目视助航灯光系统工程包括助航灯光线路敷设、

助航灯光设备安装、 助航灯光工艺设备安装、 助航灯光系统调试等ꎮ

【条文说明】 根据工程特点及实际情况ꎬ 可以将分部 (分项) 施工方案进行合并编写ꎮ 目视助航

标志工程、 灯光变电站工程、 机坪照明工程等施工方案可参照本节内容执行ꎮ

５ ３ ２　 助航灯光线路敷设施工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电缆保护管安装ꎻ

２　 电缆井制作ꎻ

３　 隔离变压器箱安装ꎻ

４　 接地装置安装ꎻ

５　 电缆线路敷设ꎮ

５ ３ ３　 助航灯光设备安装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隔离变压器安装ꎻ

２　 单灯监控装置安装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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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立式灯具、 设备安装ꎻ

４　 嵌入式浅筒灯具安装ꎻ

５　 嵌入式深筒灯具安装ꎻ

６　 标记牌安装ꎻ

７　 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安装ꎻ

８　 风向标安装ꎮ

５ ３ ４　 助航灯光工艺设备安装方案应包括灯光控制柜安装ꎮ

５ ３ ５　 助航灯光系统调试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并联灯光回路调试ꎻ

２　 串联灯光回路调试ꎻ

３　 单灯监控回路调试ꎻ

４　 电源系统调试ꎻ

５　 监控系统调试ꎮ

５ ４　 航空供油工程施工方案

５ ４ １　 航空供油工程的施工方案可包括储罐工程、 油泵站工程、 管道工程等施工方案ꎮ

【条文说明】 根据工程特点及实际情况ꎬ 可以将分部 (分项) 施工方案进行合并编写ꎮ 场外输油

管线工程以及库站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可参照本节及 «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２８)、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ＭＨ ５０３４) 和 «油气输送管道工程施

工组织设计编制规范» (ＳＹ / Ｔ ４１１５) 的相关规定进行编制ꎮ

５ ４ ２　 储罐工程施工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地基与基础施工ꎻ

２　 储罐制作安装ꎻ

３　 储罐防腐施工ꎻ

４　 储罐电气施工ꎮ

５ ４ ３　 油泵站工程施工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建筑工程施工ꎻ

２　 设备安装施工ꎻ

３　 管道安装施工ꎻ

４　 电气安装施工ꎮ

５ ４ ４　 管道工程施工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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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管道安装工程施工ꎻ

２　 设备安装工程施工ꎻ

３　 阴极保护工程施工ꎻ

４　 附属工程施工ꎮ

５ ５　 民航空管工程及民航专业弱电系统工程施工方案

５ ５ １　 民航空管工程及民航专业弱电系统工程的施工方案可包括下列内容:

１　 与其他专业的工作界面ꎻ

２　 配套基础条件ꎻ

３　 深化设计相关要求ꎻ

４　 基础、 桥架及管线施工ꎻ

５　 设备安装施工ꎻ

６　 硬件调试方案ꎻ

７　 软件调试方案ꎮ

【条文说明】 民航空管工程与民航专业弱电系统工程施工方案类似ꎬ 均主要为设备安装及软硬件

系统调试等内容ꎬ 因此本节合并列出ꎮ 在工程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ꎬ 如由不同建设单位组织实

施ꎬ 或者不同施工单位具体实施ꎬ 民航空管工程和民航专业弱电系统工程的施工组织方案仍需

分别编制ꎮ

与其他专业的工作界面需要明确本工程与其他工程的界面划分、 本工程内部各系统之间的

工作界面划分ꎻ 配套基础条件明确本工程设备安装调试所需的施工条件ꎬ 制定避免与其他专业

工程施工冲突的措施ꎻ 深化设计相关要求制定需求调研计划、 需求分析说明ꎬ 明确深化设计计

划、 深化设计技术相关要求等ꎻ 基础、 桥架及管线施工明确管道敷设及桥架安装、 线缆敷设等ꎻ

设备安装方案明确隐蔽工程施工、 设备安装 (含施工工艺) 等ꎻ 调试方案ꎬ 从确保数据安全、

信息安全、 网络安全、 接口安全等方面制定安装调试、 测试、 联调联试、 试运行等方案ꎬ 明确

保障新老系统可靠对接的技术措施 (适用于改扩建项目)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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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主要施工管理计划

６ １　 一般规定

６ １ １　 施工管理计划应包括进度管理计划、 质量管理计划、 安全管理计划、 环境管理计划、 文

明施工管理计划、 临时设施管理计划以及其他管理计划等内容ꎮ

【条文说明】 施工管理计划多作为管理和技术措施编制在施工组织设计中ꎬ 这是施工组织设计必

不可少的内容ꎮ 施工管理计划涵盖很多方面的内容ꎬ 可以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加以取舍ꎮ 在编

制施工组织设计时ꎬ 各项管理计划可以单独成章ꎬ 也可以穿插在施工组织设计的相应章节中ꎮ

６ １ ２　 应根据项目特点制定各项管理计划ꎮ

６ ２　 进度管理计划

６ ２ １　 应制定施工顺序有效衔接的项目施工进度管理计划ꎮ

【条文说明】 不同的工程项目其施工技术规律和施工顺序不同ꎮ 需根据工程特点ꎬ 按照施工的技

术规律和合理的组织关系ꎬ 解决各工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先后顺序和衔接问题ꎬ 以达到保证质

量、 安全施工、 实现经济合理安排进度的目的ꎮ

６ ２ ２　 进度管理计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对项目施工进度计划进行逐级分解ꎬ 通过设置阶段性目标保证最终工期目标的完成ꎻ

２　 建立施工进度管理的组织机构并明确职责ꎬ 制定相应管理制度ꎻ

３　 针对不同施工阶段的特点ꎬ 制定进度管理的相应措施ꎬ 包括施工组织措施、 技术措施、

合同管理措施和资源保障措施等ꎻ

４　 建立施工进度动态管理机制ꎬ 及时采取措施纠正施工过程中的进度偏差ꎬ 并制定工期调

整措施ꎬ 必要时对调整工期进行论证ꎻ

５　 根据项目周边环境特点ꎬ 制定相应的协调措施ꎮ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进度管理计划的一般内容ꎮ

１) 在施工活动中ꎬ 通过对最基础的分部 (分项) 工程的施工进度控制来保证各个单项 (单

位) 工程或阶段工程进度控制目标的完成ꎬ 进而实现项目施工进度控制总体目标ꎻ 因而需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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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进度计划进行一系列从总体到细部、 从高层次到基础层次的层层分解ꎬ 一直分解到在施工

现场可以直接调度控制的分部 (分项) 工程或施工作业工序为止ꎻ

２) 施工进度管理的组织机构是实现进度计划的组织保证ꎻ 它既是施工进度计划的实施组

织ꎻ 又是施工进度计划的控制组织ꎻ 既要承担进度计划实施赋予的生产管理和施工任务ꎬ 又要

承担进度控制目标ꎬ 对进度控制负责ꎬ 因此需要严格落实有关管理制度和职责ꎻ

３) 不断变化的客观条件将导致施工进度产生偏差ꎻ 当发生实际进度比计划进度超前或落后

时ꎬ 控制系统就要做出应有的反应: 分析偏差产生的原因ꎬ 采取相应的措施ꎬ 调整原来的计划ꎬ

使施工活动在新的起点上按调整后的计划继续运行ꎬ 如此循环往复ꎬ 直至预期计划目标的实现ꎻ

４) 项目周边环境是影响施工进度的重要因素之一ꎬ 诸如交通组织和偶发意外等因素ꎬ 需要

采取相应的协调措施ꎬ 减少外部因素对施工进度的影响ꎮ

６ ３　 质量管理计划

６ ３ １　 应针对项目的实施编制质量管理计划ꎮ

６ ３ ２　 质量管理计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按照项目具体要求确定质量目标并进行目标分解ꎻ

２　 建立项目质量管理的组织机构并明确职责ꎻ

３　 制定技术保障和资源保障措施ꎻ

４　 建立质量过程检查制度、 质量通病防治措施等ꎻ

５　 制定成品保护的相关计划和措施ꎮ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质量管理计划的一般内容ꎮ

１) 制定具体的项目质量目标ꎬ 质量目标不应低于施工承包合同明示的要求ꎻ 质量目标尽可

能地量化和层层分解到基层ꎬ 建立阶段性目标ꎻ

２) 明确质量管理组织机构中各重要岗位的职责ꎬ 与质量有关的各岗位人员ꎬ 具备与职责要

求匹配的相应知识、 能力和经验ꎻ

３) 为确保项目质量目标的实现ꎬ 采取质量控制的预防措施ꎬ 包括但不限于: 原材料、 构配

件、 施工设备机具的要求和检验ꎬ 主要的施工工艺、 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ꎬ 季节性施工和特殊

天气施工的技术措施ꎬ 关键工序、 特殊工序、 重点工序的质量保证措施ꎬ 成品、 半成品的保护

措施ꎬ 劳动力保障措施等ꎻ

４) 按质量管理原则中的过程方法要求ꎬ 将各项活动和相关资源作为过程进行管理ꎬ 建立质

量过程检查、 验收以及质量责任制等相关制度ꎬ 对质量检查和验收标准做出规定ꎬ 采取有效的

纠正和预防措施ꎬ 保障各工序的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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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４　 安全管理计划

６ ４ １　 应针对项目的实施编制安全管理计划ꎮ

６ ４ ２　 安全管理计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制定项目安全管理目标、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目标ꎬ 并进行相关资源配置ꎻ

２　 建立项目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并明确安全职责ꎻ

３　 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隐患排查治理、 安全教育培训、 现场安全检查等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ꎻ

４　 辨识项目危险源ꎬ 制定安全技术措施和施工安全应急预案ꎻ

５　 涉及不停航施工项目ꎬ 编制不停航施工安全方案ꎻ

６　 针对改建和扩建项目ꎬ 制定保障机场运行安全的净空管理、 外来物 (ＦＯＤ) 防治、 电磁

环境管理、 施工围界管理、 扬尘防治、 噪声防治等措施ꎻ

７　 制定拌和站、 料场、 施工道路、 用电、 用水、 排水、 办公及生活用房等临时设施的安全

管理措施ꎻ

８　 根据季节、 气候的变化制定季节性安全施工措施ꎮ

６ ５　 环境管理计划

６ ５ １　 应针对项目的实施编制环境管理计划ꎮ

６ ５ ２　 环境管理计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确定项目重要环境因素ꎬ 制定项目环境管理目标ꎻ

２　 建立项目环境管理的组织机构并明确职责ꎻ

３　 环境保护方面的资源配置ꎻ

４　 制定现场环境保护的控制措施ꎻ

５　 建立现场环境检查制度ꎮ

６ ６　 文明施工管理计划

６ ６ １　 文明施工管理计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制定项目文明施工管理目标ꎻ

—９１—

６　 主要施工管理计划



２　 建立项目文明施工管理的组织机构并明确职责ꎻ

３　 文明施工方面的资源配置ꎻ

４　 制定现场文明施工的管理措施ꎬ 包括但不限于: 施工现场封闭管理措施、 施工设备机具

管理措施、 施工材料和构配件管理措施、 卫生管理措施和便民措施等ꎻ

５　 建立文明施工管理检查制度ꎮ

６ ７　 临时设施管理计划

６ ７ １　 临时设施管理计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确定项目临时设施建设、 验收、 拆除及场地复原等要求ꎻ

２　 临时设施建设方面的资源配置ꎻ

３　 制定现场临时设施的管理措施ꎮ

６ ８　 其他管理计划

６ ８ １　 其他管理计划宜包括绿色施工管理计划、 消防管理计划、 合同管理计划、 信息管理计

划、 卫生防疫计划以及对施工现场人力资源、 材料、 施工设备机具等生产要素的管理计划等ꎮ

６ ８ ２　 各项管理计划的内容宜包括目标、 组织机构、 资源配置、 管理制度、 措施等ꎮ

—０２—

运输机场专业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６１—２０２２)



７　 不停航施工安全方案

７ ０ １　 当涉及不停航施工时ꎬ 施工单位应编制不停航施工安全方案ꎮ

【条文说明】 本条所指的不停航施工安全方案ꎬ 是机场管理机构编制的不停航施工组织管理方案

的重要参考内容ꎮ 编制不停航施工安全方案时ꎬ 需要与机场运行单位充分沟通协调ꎮ

７ ０ ２　 不停航施工安全方案应满足不停航施工组织管理方案的要求ꎮ

【条文说明】 不停航施工组织管理方案审批通过时ꎬ 如其有内容变动ꎬ 不停航施工安全方案需要

根据其变动对应调整ꎬ 保持内容一致ꎮ

７ ０ ３　 不停航施工安全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工程内容、 分阶段分区域实施方案、 建设工期ꎻ

２　 施工平面图和分区详图ꎬ 包括施工区域、 施工区与航空器活动区的分隔位置、 围栏设

置、 临时目视助航设施设置、 堆料场位置、 设备停放位置、 施工车辆和人员通行路线和进出道

口、 人员和机械设备集结和等待区等ꎻ

３　 影响航空器起降、 滑行和停放的情况及采取的措施ꎻ

４　 影响跑道和滑行道标志和灯光的情况及采取的措施ꎻ

５　 如涉及跑道入口内移或跑道部分关闭的ꎬ 对道面标志、 助航灯光的调整说明和调整图ꎻ

６　 对跑道端安全区、 无障碍物区和其他净空限制面的保护措施ꎬ 对施工设备高度的限制

要求ꎻ

７　 影响导航、 通信、 气象等保障航空器运行的设施设备正常工作的情况及采取的措施ꎻ

８　 对施工人员、 车辆、 工具进出的管理措施ꎬ 对车辆灯光和标识的设置要求ꎻ

９　 防止无关人员和动物进入的措施ꎻ

１０　 防止污染道面的措施ꎻ

１１　 对沟渠和坑洞的覆盖措施ꎻ

１２　 对施工中的漂浮物、 灰尘、 施工噪声和其他污染的控制措施ꎻ

１３　 防止对无线电通信干扰的措施ꎻ

１４　 停用供水管线或消防栓ꎬ 消防救援通道发生改变或被堵塞时的处置程序和补救措施ꎻ

１５　 开挖施工时对电缆、 光缆、 供油设施、 给排水管线和其他地下设施位置的确定、 保护

和应急处理措施ꎬ 并与设施所属单位确认ꎻ

１６　 施工安全协调会议制度ꎬ 所有施工安全相关方的现场人员有效联系方式ꎻ

１７　 施工人员和车辆驾驶员的培训及考核措施ꎻ

—１２—

７　 不停航施工安全方案



１８　 对危险品进出的管理措施ꎻ

１９　 影响排水系统的情况及采取的措施ꎻ

２０　 影响巡场路、 服务车道的情况及采取的措施ꎻ

２１　 影响弱电系统的情况及采取的措施ꎮ

—２２—

运输机场专业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６１—２０２２)



８　 施工安全应急预案

８ ０ １　 应根据专业工程的类别和施工所在区域的特点编制施工安全应急预案ꎮ

８ ０ ２　 施工安全应急预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应急组织机构和人员职责ꎻ

２　 应急处置程序ꎻ

３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ꎻ

４　 应急资源的配备ꎻ

５　 应急培训与演练计划ꎮ

【条文说明】 应急处置程序、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ꎬ 需要考虑与机场消防、 医疗、 保卫等部门的配

合ꎻ 应急救援资源的配备需要明确项目就近医疗机构、 主要出入口至就近医疗机构的距离和路

线图ꎻ 应急培训与演练计划需要明确应急培训的内容和应急演练的形式及频次等ꎮ

８ ０ ３　 改建和扩建的专业工程施工安全应急预案ꎬ 应与机场管理机构的应急处置程序、 措施、

资源等相配合ꎮ

—３２—

８　 施工安全应急预案



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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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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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ꎮ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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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范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ꎬ 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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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

运输机场专业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６１—２０２２)



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ꎮ

[１] «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２８)

[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７)

[３] «民用机场目视助航设施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２)

[４]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ＭＨ ５０３４)

[５] «油气输送管道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规范» (ＳＹ / Ｔ ４１１５)

—５２—

引用标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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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１) ９８ ００

２ ＭＨ / Ｔ ５００２—２０２０ 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０８０４) ６０ ０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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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ＭＨ / Ｔ ５００５—２０２１ 民用机场飞行区排水工程施工技术规范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０５) ５５ ００

５ ＭＨ ５００６—２０１５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０２６５) ４５ ０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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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ＭＨ ５００８—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２４) ６０ ０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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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ＭＨ / Ｔ ５０１０—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设计规范 (０５００) ５５ ００

１０ ＭＨ / Ｔ ５０１１—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０７０３) ５５ ００

１１ ＭＨ ５０１３—２０１４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 (０１８９) ３８ ０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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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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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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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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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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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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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ＭＨ / Ｔ ５０２４—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道面评价管理技术规范 (０６６２) ５９ ００

１９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２０１３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１４５) ６８ ００

２０ ＭＨ ５０２８—２０１４ 民航专业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０２１８) ９８ ００

２１ ＭＨ ５０２９—２０１４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２３３) ２５ ００

２２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２０１４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０２０４) ２０ ００

２３ ＭＨ ５０３１—２０１５ 民航专业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０２４２) ４８ ００



续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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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 ＭＨ / Ｔ ５０３３—２０１７ 绿色航站楼标准 (０４３０) ３０ ００

２６ ＭＨ ５０３４—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０４３５) ７０ ００

２７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０４２９) ５０ ００

２８ ＭＨ / Ｔ ５０３６—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排水设计规范 (０４８６) ４０ ００

２９ ＭＨ / Ｔ ５０３７—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选址规范 (０６４３) ３５ ００

３０ ＭＨ / Ｔ ５０３８—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公共广播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６９) ３５ ００

３１ ＭＨ / Ｔ ５０３９—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７１) ３５ ００

３２ ＭＨ / Ｔ ５０４０—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时钟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７０) ２２ ００

３３ ＭＨ / Ｔ ５０４１—２０１９ 机场环氧沥青道面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０７２７) ２８ ００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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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 ＭＨ / Ｔ ５０４３—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建设指南 (０７７９) ５６ ００

３６ ＭＨ / Ｔ ５０４４—２０２０ 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体系 (０７８４) ２０ ００

３７ ＭＨ / Ｔ ５０４５—２０２０ 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编写规范 (１５８０１１０３９８) ２０ ００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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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 ＭＨ / Ｔ ５０４７—２０２０ 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技术标准 (０８８３) ２０ ００

４０ ＭＨ / Ｔ ５０４９—２０２０ 四型机场建设导则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０７) ２０ ００

４１ ＭＨ / Ｔ ５０５０—２０２１
民用运输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沥青隔离层技术指南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０２)
２０ ００

４２ ＭＨ / Ｔ ５０５２—２０２１ 机场数据规范与交互技术指南 (０９８５) ５８ ００

４３ ＭＨ / Ｔ ５０５３—２０２１ 机场数据基础设施技术指南 (１０００) ２０ ００

４４ ＭＨ / Ｔ ５０５４—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框架与管理机制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７) １９ ００

４５ ＭＨ / Ｔ ５０５５—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架构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９) １９ ００



续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４６ ＭＨ / Ｔ ５０５６—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质量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５) １９ ００

４７ ＭＨ / Ｔ ５０５７—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安全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８) １９ ００

４８ ＭＨ / Ｔ ５０５８—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服务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６) １９ ００

４９ ＭＨ / Ｔ ５０６１—２０２２ 运输机场专业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１１００) ３０ ００

５０ ＭＨ / Ｔ ５１１１—２０１５ 特性材料拦阻系统 (１５８０１１０３５４) ５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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