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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MH/T 4055《低空飞行服务系统技术规范》的第2部分。MH/T 4055《低空飞行服务系统技

术规范》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架构与配置； 

——第2部分：技术要求； 

——第3部分：测试方法。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民用航空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室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民用航空局第二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中仅、崔闽、李沅锴、成洪波、范丹、何路飞、杨春嵘、金沙舟、王义建。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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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我国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处在起步阶段，各地区通用航空运行现状各不相同，全国范围内多

家企业和单位参与了低空飞行服务系统的研发与建设，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尚未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我

国已在组织低空飞行服务法规标准体系相关编制工作，完善通航低空飞行服务保障相关行业标准。MH/T 

4055旨在明确低空飞行服务系统技术要求和配置要求，建立测试方法，确立普遍适用于低空飞行服务系

统规划、设计、研发、建设、检验和验收的准则，促进全国形成统一的低空飞行服务网络，推动低空飞

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保障通用航空飞行安全，拟由三部分组成。 

——第1部分：架构与配置。目的在于规定低空飞行服务系统的三级架构和通用配置要求。 

——第2部分：技术要求。目的在于规定低空飞行服务系统的通用技术要求。 

——第3部分：测试方法。目的在于规定低空飞行服务系统的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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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飞行服务系统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低空飞行服务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低空飞行服务系统的规划、设计、研发、建设、检验和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MH/T 4018.2—2004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管理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MH/T 0073  民用航空跨网数据交换安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DS-B：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Automatic Dependent Surveillance-Broadcast) 

WGS84：WGS-84坐标系（World Geodetic System 1984 Coordinate System） 

UTC：协调世界时（Universal Time Coordinated） 

5 技术要求 

5.1 总则 

5.1.1 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应具备飞行任务管理、飞行计划处理、监视数据处理、航空气象处理、航空

情报处理、空域信息处理、政务信息管理、告警和协助救援、统计分析、记录回放等业务功能。表 1

中“●”表示应具备的功能，空格表示可不具备此功能。 

表1 系统业务功能 

系统名称 

功能 

飞行任务

管理 

飞行计划

处理 

监视数据

处理 

航空气象

处理 

航空情报

处理 

空域信息

处理 

政务信息

管理 

告警和协

助救援 
统计分析 记录回放 

国家信息

管理系统 
● ● ● ● ● ● ● ● ● ● 

区域信息

处理系统 
● ● ● ● ● ● ● ● ● ● 

A类飞行服

务站系统 
● ● ● ● ●   ● ● ● 

B类飞行服

务站系统 
● ●  ● ●   ● ●  

 

5.1.2 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应具备软件配置和数据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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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应具备日志管理功能。 

5.1.4 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应具备自检和监控功能。 

5.1.5 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应采用模块化设计，具有稳定、冗余、开放的体系结构。 

5.1.6 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应支持跨平台应用。 

5.1.7 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应能接收外部时钟信号用于系统同步。系统应采用北京时间（UTC+8）。 

5.1.8 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应采用 WGS84坐标系。 

5.1.9 国家信息管理系统和区域信息处理系统应具备故障隔离能力，任何单台服务器故障不应影响系

统的正常运行。 

5.2 国家信息管理系统 

5.2.1 飞行任务管理 

5.2.1.1 系统应具备接收飞行任务的功能，并自动保存。 

5.2.1.2 系统应具备人工建立飞行任务的功能。 

5.2.1.3 系统应具备根据设置条件查询飞行任务的功能，查询条件至少应包括任务性质、执行单位和

机组人员国籍、航空器型号、数量和注册地、使用机场（临时起降场）、作业时间和作业范围等。 

5.2.1.4 系统应具备飞行任务存储和删除功能。 

5.2.2 飞行计划处理 

5.2.2.1 系统应能接收区域信息处理系统上报的飞行计划，并自动保存。 

5.2.2.2 系统应能接收通用航空用户提交的飞行计划，并自动保存。 

5.2.2.3 系统应具备人工建立飞行计划的功能。 

5.2.2.4 系统应具备飞行计划审批和审批结果反馈的功能。 

5.2.2.5 系统应具备飞行计划修改、撤销和取消功能。 

5.2.2.6 在建立和修改飞行计划时，系统应对飞行计划填写内容的格式进行检查，若格式错误应给出

提示。 

5.2.2.7 系统应具备飞行前资料提取功能，根据飞行计划自动关联提取相应的气象和情报资料。 

5.2.2.8 系统中飞行计划生命周期应包含以下状态或等同状态： 

a) 未提交状态（Not submitted）：用户建立飞行计划尚未提交至审批单位； 

b) 待审批状态（Pending approval）：飞行计划提交至审批单位尚未开始审批； 

c) 审批中状态（Under approval）：飞行计划通过部分所涉及审批单位审批； 

d) 审批通过状态（Approved）：飞行计划通过所涉及审批单位审批； 

e) 审批未通过状态（Approval Failed）：飞行计划未通过所涉及审批单位审批； 

f) 执行状态（Implemented）：系统接收到用户起飞信息； 

g) 完成状态（Finished）：系统接收到用户降落信息； 

h) 撤销状态（Withdraw）：用户撤销飞行计划； 

i) 取消状态（Cancelled）：审批单位取消已审批通过的飞行计划。 

5.2.2.9 系统应具备根据设置条件查询飞行计划的功能，查询条件至少应包括任务性质、飞行空域、

日期、起降机场（临时起降场）、机尾号、飞行计划状态等。 

5.2.2.10 系统应具备接收区域信息处理系统上报的通用航空飞行计划实施情况的功能。 

5.2.2.11 系统应具备飞行计划存储和删除功能。 

5.2.3 监视数据处理 

5.2.3.1 系统应能接收并处理 ADS-B 数据，并对 ADS-B 数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检验，能够过滤有

误数据。 

5.2.3.2 系统应具备处理单路和多路 ADS-B 数据，并形成 ADS-B合成航迹的功能，单路 ADS-B 数据异

常应不影响多路 ADS-B合成航迹的功能。 

5.2.3.3 系统应能引接北斗监视数据和无人机飞行动态数据。 

5.2.3.4 当 ADS-B 航迹、北斗短报文航迹和其他监视数据航迹都有效时，系统可通过人工选择显示航

迹的种类，且各类航迹的显示应使用不同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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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5 当目标航迹数超过系统上限时，系统不再处理新目标监视数据，并给出提示。 

5.2.3.6 系统应具备飞行计划与系统航迹人工相关功能。 

5.2.3.7 系统应具备飞行计划与系统航迹自动相关功能，系统在实现飞行计划和系统航迹相关时，应

考虑航空器信息、航空器呼号、位置等因素，实现正确的自动相关。 

5.2.3.8 系统应具备飞行计划与系统航迹自动相关保持功能，当不再符合相关保持规则时，应自动解

除相关。 

5.2.3.9 系统应具备人工去相关功能，已进行去相关的飞行计划不应再与原航迹自动相关。 

5.2.4 航空气象处理 

5.2.4.1 系统应具备气象产品（包含运输航空气象产品和通用航空气象产品）和气象信息接收及发布

功能。 

5.2.4.2 系统应具备向区域信息处理系统发送气象产品和气象信息的功能。 

5.2.4.3 系统应具备接收、汇总低空气象情报的功能。 

5.2.4.4 系统应具备以图形、表格、文字等多种方式显示气象产品和气象信息的功能。 

5.2.4.5 系统应具备气象产品和气象信息查询功能，查询条件至少应包括日期、地点等。 

5.2.4.6 系统应具备气象产品和气象信息存储及删除功能。 

5.2.5 航空情报处理 

5.2.5.1 系统应具备民航情报产品（包含运输航空情报产品和通用航空情报产品）和情报信息接收及

发布功能。 

5.2.5.2 系统应具备向区域信息处理系统发送民航情报产品和情报信息的功能。 

5.2.5.3 系统应具备接收、汇总通用航空情报原始资料的功能。 

5.2.5.4 系统应具备以图形、表格、文字等多种方式显示情报产品和情报信息的功能。 

5.2.5.5 系统应具备情报产品和情报信息查询功能，查询条件至少应包括日期、地点等。 

5.2.5.6 系统应具备情报产品和情报信息存储及删除功能。 

5.2.6 空域信息处理 

5.2.6.1 系统应具备接收、汇总低空空域状态信息的功能。 

5.2.6.2 系统应具备空域申请接收、协助审批及审批结果反馈功能。 

5.2.6.3 系统应具备以图形、表格、文字等多种方式显示全国低空空域状态信息的功能。 

5.2.6.4 系统应具备查询空域申请和低空空域状态信息的功能。 

5.2.6.5 系统应具备存储、删除空域申请和低空空域状态信息的功能。 

5.2.7 政务信息管理 

5.2.7.1 系统应具备接收政务信息的功能，并自动保存。 

5.2.7.2 系统应具备人工录入政务信息的功能。 

5.2.7.3 系统应具备政务信息修改功能。 

5.2.7.4 系统应具备政务信息查询功能。 

5.2.7.5 系统应具备政务信息存储和删除功能。 

5.2.8 告警和协助救援 

5.2.8.1 系统应具备飞行范围超出告警功能： 

a) 系统应监视目标的实际位置，当目标实际位置超出飞行计划中飞行空域范围时，在飞行动态

监控席上产生告警； 

b) 具备设置告警方式、打开和关闭告警的功能。 

5.2.8.2 系统应具备禁区、危险区和限制区侵入告警功能： 

a) 系统应监视目标的实际位置，当目标实际位置接近和进入禁区、危险区和限制区时，在飞行

动态监控席上产生告警； 

b) 系统应按照水平和垂直方向接近禁区、危险区和限制区设置距离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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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系统可人工设立禁区、危险区和限制区，也可根据空域状态信息自动划分禁区、危险区和限

制区； 

d) 具备设置告警方式、打开和关闭告警的功能。 

5.2.8.3 系统应具备目标丢失告警功能： 

a) 系统应按照目标监视数据丢失时间或周期设置告警参数，当目标消失且飞行活动尚未结束时

在飞行动态监控席上产生告警； 

b) 具备设置告警方式、打开和关闭告警的功能。 

5.2.8.4 系统应具备根据救援范围提取并发送所需的飞行计划和情报、气象等信息至救援单位的功能。 

5.2.9 统计分析 

5.2.9.1 系统应具备实时统计飞行时长、执行架次、不正常事件、重要飞行事件等运行数据的功能，

并具备根据选定时段统计历史数据的功能。 

5.2.9.2 系统应具备运行数据报告生成功能，报告种类至少应包括日报、周报、月报和专题通报。 

5.2.10 记录回放 

5.2.10.1 系统应具备数据的记录功能，具备 7×24小时不间断记录能力，数据存储时间不低于 6个月。 

5.2.10.2 记录的数据应包括监视数据、告警信息等。 

5.2.10.3 保存在服务器的记录数据应能通过人工方式无损转存到其他存储介质。 

5.2.10.4 当系统出现无法记录或记录出现异常情况时应自动告警。 

5.2.10.5 系统应具备监视数据回放功能，在进行回放时，不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5.2.10.6 系统应支持交互式回放方式，具备回放速度调节、开始、暂停、继续、停止、快进、快退等

回放控制功能。回放时，显示的日期和时间应与记录的日期和时间一致。 

5.2.11 系统监控 

5.2.11.1 系统应具备以下监控功能： 

a) 服务器和工作站的工作状态（如中央处理器和内存资源占用信息等）； 

b) 网络接口的工作状态； 

c) 应用程序的运行状态； 

d) 发生故障时发出各类监控告警（如声音、颜色等）。 

5.2.11.2 系统应能统计、显示系统内发生的主要事件，包括重要的席位操作、设备异常、设备重启、

系统监控告警、功能模块的运行状态等信息，并能生成和存储日志文件，可按时间查询、打印和导出日

志文件。 

5.2.11.3 系统控制的内容至少应包括： 

a) 启动和关闭整个系统； 

b) 软件配置和管理； 

c) 系统用户管理。 

5.3 区域信息处理系统 

5.3.1 飞行任务管理 

5.3.1.1 系统应具备接收飞行任务的功能，并自动保存。 

5.3.1.2 系统应具备人工建立飞行任务的功能。 

5.3.1.3 系统应具备上报飞行任务的功能。 

5.3.1.4 系统应具备根据设置条件查询飞行任务的功能，查询条件至少应包括任务性质、执行单位和

机组人员国籍、航空器型号、数量和注册地、使用机场（临时起降场）、作业时间、作业范围等。 

5.3.1.5 系统应具备飞行任务存储和删除功能。 

5.3.2 飞行计划处理 

5.3.2.1 系统应能接收飞行服务站系统上报的飞行计划，并自动保存。 

5.3.2.2 系统应能接收通用航空用户提交的飞行计划，并自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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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3 系统应具备人工建立飞行计划的功能。 

5.3.2.4 系统应具备飞行计划审批和审批结果反馈的功能。 

5.3.2.5 系统应具备飞行计划修改、撤销和取消功能。 

5.3.2.6 在建立和修改飞行计划时，系统应对飞行计划填写内容的格式进行检查，若格式错误应给出

提示。 

5.3.2.7 系统应具备飞行前资料提取功能，根据飞行计划自动关联提取相应的气象和情报资料。 

5.3.2.8 系统中飞行计划生命周期应符合 5.2.2.8的要求。 

5.3.2.9 系统应具备根据设置条件查询飞行计划的功能，查询条件至少应包括任务性质、飞行空域、

日期、起降机场（临时起降场）、机尾号、飞行计划状态等。 

5.3.2.10 系统应具备接收和上报区域内通用航空飞行计划及实施情况的功能。 

5.3.2.11 系统应具备飞行计划存储和删除功能。 

5.3.3 监视数据处理 

应符合5.2.3的要求。 

5.3.4 航空气象处理 

5.3.4.1 系统应具备气象产品（包含运输航空气象产品和通用航空气象产品）和气象信息接收及发布

功能。 

5.3.4.2 系统应具备向区域内飞行服务站系统发送气象产品和气象信息的功能。 

5.3.4.3 系统应具备接收和上报区域内低空气象情报的功能。 

5.3.4.4 系统应具备以图形、表格、文字等多种方式显示气象产品和气象信息的功能。 

5.3.4.5 系统应具备气象产品和气象信息查询功能，查询条件至少应包括日期、地点等。 

5.3.4.6 系统应具备气象产品和气象信息存储及删除功能。 

5.3.5 航空情报处理 

5.3.5.1 系统应具备民航情报产品（包含运输航空情报产品和通用航空情报产品）和情报信息接收及

发布功能。 

5.3.5.2 系统应具备向区域内飞行服务站系统发送民航情报产品和情报信息的功能。 

5.3.5.3 系统应具备接收和上报区域内通用航空情报原始资料的功能。 

5.3.5.4 系统应具备以图形、表格、文字等多种方式显示情报产品和情报信息的功能。 

5.3.5.5 系统应具备情报产品和情报信息查询功能，查询条件至少应包括日期、地点等。 

5.3.5.6 系统应具备情报产品和情报信息存储及删除功能。 

5.3.6 空域信息处理 

5.3.6.1 系统应具备接收、汇总及上报本区域低空空域状态信息的功能。 

5.3.6.2 系统应具备空域申请接收、协助审批及审批结果反馈功能。 

5.3.6.3 系统应具备以图形、表格、文字等多种方式显示本区域低空空域状态信息的功能。 

5.3.6.4 系统应具备查询空域申请和低空空域状态信息的功能。 

5.3.6.5 系统应具备存储、删除的空域申请和低空空域状态信息功能。 

5.3.7 政务信息管理 

应符合5.2.7的要求。 

5.3.8 告警和协助救援 

应符合5.2.8的要求。 

5.3.9 统计分析 

应符合5.2.9的要求。 

5.3.10 记录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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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5.2.10的要求。 

5.3.11 系统监控 

应符合5.2.11的要求。 

5.4 飞行服务站系统 

5.4.1 飞行任务管理 

应符合5.3.1的要求。 

5.4.2 飞行计划处理 

5.4.2.1 系统应能接收通用航空用户提交的飞行计划，并自动保存。 

5.4.2.2 系统应具备人工建立飞行计划的功能。 

5.4.2.3 系统应具备接收和反馈飞行计划审批结果的功能。 

5.4.2.4 系统应具备飞行计划修改和撤销功能。 

5.4.2.5 在建立和修改飞行计划时，系统应对飞行计划填写内容的格式进行检查，若格式错误应给出

提示。 

5.4.2.6 系统应具备飞行前资料提取功能，根据飞行计划自动关联提取相应的气象和情报资料。 

5.4.2.7 系统中飞行计划生命周期应符合 5.2.2.8的要求。 

5.4.2.8 系统应具备根据设置条件查询飞行计划的功能，查询条件至少应包括任务性质、飞行空域、

日期、起降机场（临时起降场）、机尾号、飞行计划状态等。 

5.4.2.9 系统应具备上报飞行服务站服务范围内通用航空飞行计划及实施情况的功能。 

5.4.2.10 系统应具备飞行计划存储和删除功能。 

5.4.3 监视数据处理 

A类飞行服务站系统应符合5.2.3的要求。 

5.4.4 航空气象处理 

5.4.4.1 系统应具备气象产品（包含运输航空气象产品和通用航空气象产品）和气象信息接收和提供

功能。 

5.4.4.2 系统应具备接收、发布和上报飞行服务站服务范围内通用机场气象观测信息的功能，并标注

信息来源。 

5.4.4.3 系统应具备建立、接收、发布和上报飞行员气象报告的功能，并标注信息来源。 

5.4.4.4 系统应具备以图形、表格、文字等多种方式显示气象产品和气象信息的功能。 

5.4.4.5 系统应具备气象产品和气象信息查询功能，查询条件至少应包括日期、地点等。 

5.4.4.6 系统应具备气象产品和气象信息存储及删除功能。 

5.4.5 航空情报处理 

5.4.5.1 系统应具备民航情报产品（包含运输航空情报产品和通用航空情报产品）和情报信息接收及

提供功能。 

5.4.5.2 系统应具备上报飞行服务站服务范围内通用航空情报原始资料的功能。 

5.4.5.3 系统应具备以图形、表格、文字等多种方式显示情报产品和情报信息的功能。 

5.4.5.4 系统应具备情报产品和情报信息查询功能，查询条件至少应包括日期、地点等。 

5.4.5.5 系统应具备情报产品和情报信息存储及删除功能。 

5.4.6 告警和协助救援 

5.4.6.1 A类飞行服务站系统应具备飞行范围超出告警功能： 

a) 系统应监视目标航迹的实际位置，当目标实际位置超出飞行计划中飞行空域范围时，在飞行

动态监控席上产生告警； 

b) 具备设置告警方式、打开和关闭告警的功能。 

5.4.6.2 A类飞行服务站系统应具备禁区、危险区和限制区侵入告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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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系统应监视目标的实际位置，当目标实际位置接近和进入禁区、危险区和限制区时，在飞行

动态监控席上产生告警； 

b) 系统应按照水平和垂直方向接近禁区、危险区和限制区设置距离参数； 

c) 系统可人工设立禁区、危险区和限制区； 

d) 具备设置告警方式、打开和关闭告警的功能。 

5.4.6.3 A类飞行服务站系统应具备目标丢失告警功能： 

a) 系统应按照目标监视数据丢失时间或周期设置告警参数，当目标消失且飞行活动尚未结束时

在飞行动态监控席上产生告警； 

b) 具备设置告警方式、打开和关闭告警的功能。 

5.4.6.4 A 类和 B 类飞行服务站系统应具备根据救援范围提取并发送所需的飞行计划和情报、气象等

信息至救援单位的功能。 

5.4.7 统计分析 

系统应具备实时统计飞行时长、执行架次、不正常事件等运行数据的功能，并具备根据选定时段统

计历史数据的功能。 

5.4.8 记录回放 

应符合5.2.10的要求。 

5.4.9 系统监控 

应符合5.2.11的要求。 

6 技术指标 

6.1 飞行任务管理 

飞行任务管理性能应不低于表2所列性能指标。 

表2 飞行任务管理性能指标 

参数名称 国家信息管理系统 区域信息处理系统 飞行服务站系统 

同时处理飞行任务 10 000条 3 000条 1 000条 

存储时间 1年 1年 1年 

6.2 飞行计划处理 

飞行计划处理性能应不低于表3所列性能指标。 

表3 飞行计划处理性能指标 

参数名称 国家信息管理系统 区域信息处理系统 飞行服务站系统 

同时处理飞行计划 10 000条 3 000条 1 000条 

存储时间 1年 1年 1年 

6.3 航空气象处理 

航空气象处理性能应不低于表4所列性能指标。 

表4 航空气象处理性能指标 

参数名称 国家信息管理系统 区域信息处理系统 飞行服务站系统 

同时处理气象数据 5 000条 1 000条 300条 

存储时间 1个月 1个月 1个月 

6.4 航空情报处理 

航空情报处理性能应不低于表5所列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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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航空情报处理性能指标 

参数名称 国家信息管理系统 区域信息处理系统 飞行服务站系统 

同时处理情报数据 10 000条 2 000条 500条 

存储时间 3个月 3个月 3个月 

6.5 监视数据处理 

监视数据处理性能应不低于表6所列性能指标。 

表6 监视数据处理性能指标 

参数名称 国家信息管理系统 区域信息处理系统 飞行服务站系统 

同时存在的最大系统航迹数 10 240个 2 048个 1 024个 

最大可接入ADS-B数 48路 32路 16路 

航迹显示刷新周期 ≤4 s ≤4 s  ≤4 s 

存储时间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6 系统时间性能 

系统时间性能应不低于表7所列性能指标。 

表7 系统时间性能指标 

参数名称 国家信息管理系统 区域信息处理系统 飞行服务站系统 

整个系统冷启动时间 15 min 15 min 15 min 

单台服务器冷启动时间 10 min 10 min 10 min 

单台工作站冷启动时间 3 min 3 min 3 min 

6.7 系统可靠性 

系统可靠性应不低于表8所列性能指标。 

表8 系统可靠性指标 

参数名称 国家信息管理系统 区域信息处理系统 飞行服务站系统 

单台服务器的MTBF 10000 h 10000 h 10000 h 

监视数据处理的MTBF 30000 h 30000 h 10000 h 

系统时钟同步误差 ≤100 ms ≤100 ms ≤100 ms 

7 系统安全性 

7.1 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应使用成熟的操作系统，及时下载并更新操作系统供应商发布的安全补丁，操

作系统安全性应符合 MH/T 4018.2—2004中第 6章的要求。 

7.2 低空飞行服务系统数据库应具备保密性、完整性、一致性和可用性等特性，应符合 MH/T 4018.2

—2004中 7.1的要求。 

7.3 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应能设置用户权限。 

7.4 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应配有安全措施确保数据的存储安全，数据交互安全应符合 MH/T 0073 中的要

求。 

7.5 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应具备计算机病毒的防护能力。 

7.6 低空飞行服务系统中的重要数据，应采用加密等方法进行保护。 

7.7 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对灾难性事件应有应急措施。 

7.8 国家信息管理系统和区域信息处理系统应配置相应的设施设备，具备异地灾备的能力。 

7.9 国家信息管理系统至少应符合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第三级的规定，满足 GB/T 22239—2019中第

8章的要求；区域信息处理系统至少应符合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第二级的规定，满足GB/T 22239—2019

中第 7 章的要求；飞行服务站系统至少应符合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第一级的规定，满足 GB/T 22239

—2019中第 6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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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统备份及还原 

8.1 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应具备数据库定期备份功能。 

8.2 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应具备数据还原（恢复）功能。 

9 工作环境 

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应能在以下条件正常工作： 

a) 环境温度：5 ℃～40 ℃； 

b) 相对湿度：40％～70％； 

c) 供电电源：220 V±22 V，50 Hz±5 Hz； 

d) 避雷接地：不大于 4 Ω。 

10 人机界面 

10.1 低空飞行服务系统的人机界面应支持以下席位的显示： 

a) 飞行计划席； 

b) 航空情报席； 

c) 航空气象席； 

d) 运行协调席； 

e) 协助救援席； 

f) 飞行动态监控席。 

10.2 飞行计划席人机界面至少应具备以下功能显示： 

a) 飞行任务列表、飞行任务新建按钮、飞行任务查询条件输入框、飞行任务查询按钮、飞行任

务删除按钮、飞行任务详情显示框、批件下载按钮； 

b) 飞行计划列表、飞行计划新建按钮、飞行计划修改按钮、飞行计划删除按钮、飞行计划查询

条件输入框、飞行计划查询按钮、飞行计划审批按钮、飞行计划详情显示框、飞行计划取消

按钮、飞行计划撤销按钮； 

c) 统计分析界面、运行报告（日报、周报、月报等）列表、报告编辑按钮、报告生成按钮； 

d) 重要飞行事件列表； 

e) 政务信息列表、政务信息查询条件输入框、政务信息编辑按钮、政务信息删除按钮、政务信

息详情显示框。 

10.3 航空情报席人机界面至少应具备以下功能显示： 

a) 情报信息列表、情报信息新增按钮及编辑界面、情报信息修改按钮及修改界面、情报信息查

询条件输入框、情报信息查询按钮、情报信息删除按钮、情报信息详情显示框； 

b) 情报产品列表、情报产品查询条件输入框、情报产品查询按钮、情报产品删除按钮、情报产

品发布按钮、情报产品详情显示框； 

c) 通用航空情报原始资料列表、通用航空情报原始资料删除按钮、通用航空情报原始资料详情

显示框。 

10.4 航空气象席人机界面至少应具备以下功能显示： 

a) 气象信息列表、气象信息详情显示框、气象信息新增按钮及编辑界面、气象信息修改按钮及

修改界面、气象信息查询条件输入框、气象信息查询按钮、气象信息删除按钮； 

b) 气象产品列表、气象产品查询条件输入框、气象产品查询按钮、气象产品删除按钮、气象产

品发布按钮、气象产品详情显示框。 

10.5 运行协调席人机界面至少应具备以下功能显示： 

a) 飞行计划发送和接收列表、飞行计划查询条件输入框、飞行计划查询按钮； 

b) 空域申请发送和接收列表、空域申请查询条件输入框、空域申请查询按钮。 

10.6 协助救援席人机界面至少应具备以下功能显示： 

a) 协助救援信息列表、协助救援信息填报按钮； 

b) 协助救援报告生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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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飞行动态监控席人机界面至少应具备以下功能显示： 

a) 行政图显示图层、卫星图显示图层； 

b) 低空空域状态图层、低空空域状态信息列表、低空空域状态信息查询按钮； 

c) 航迹显示图层、标牌显示窗体、飞行计划相关与去相关按钮； 

d) 地图放大与缩小操作按钮、测距按钮； 

e) 告警列表； 

f) 飞行目标统计列表、飞行目标过滤输入框及过滤按钮、飞行目标搜索条件输入框及搜索按钮； 

g) 记录回放按钮及回放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