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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雷达引导高度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最低雷达引导高度的划设及使用，根据《民用航空使用空域办

法》（CCAR-71TM）附件四第二节，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在由我国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雷达引导区域内，最低雷达

引导高度的划设和使用活动。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以及制作、审核和使用最低雷达引导高度的民用航空

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规程的相关规定。 

第三条 本规程所述的最低雷达引导高度，是指空中交通管制员实施雷达引导航

空器运行的最低高度，但是不包括精密进近雷达进近程序所规定的最低高度。 

第四条 确定雷达引导区域和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应当考虑下列基本因素： 

（一）雷达和通信覆盖； 

（二）空域使用限制； 

（三）地形和空域环境。 

第二章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的确定 

第五条 雷达引导区域应当在实施雷达管制的空域范围内划设，以便规定空中交

通管制员实施雷达引导的范围。 

第六条 雷达引导区域内的某些障碍物使得最低雷达引导高度过高，难以实施雷

达引导的，应当确定为隔离障碍物。隔离障碍物可以按照下列要求排除到雷达引导

区域之外： 

（一） 在进近管制空域内，隔离障碍物距离雷达天线小于 50 千米时，以该障碍

物为圆心，以 6 千米为半径的缓冲区将障碍物分离，隔离障碍物距离雷达天线大于

或者等于 50 千米时，以该障碍物为圆心，以 10 千米为半径的缓冲区将障碍物分离；

采用多部雷达融合数据的，隔离障碍物距离任意一部雷达天线小于 50 千米时，以

该障碍物为圆心，以 6 千米为半径的缓冲区将障碍物分离，隔离障碍物距离所有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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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天线大于或者等于 50 千米时，以该障碍物为圆心，以 10 千米为半径的缓冲区将

障碍物分离。 

（二） 在区域管制空域内，以隔离障碍物为圆心，10 千米为半径的缓冲区将障

碍物分离。 

对于等高线障碍物（地形障碍物），应当按照上述规定确定等高线上每点缓冲圆

的半径，并用这些缓冲圆的包络线所围成的缓冲区将等高线障碍物分离。 

第七条 根据雷达引导区域内障碍物的分布和标高，雷达引导区域可以划分为若

干个雷达引导扇区。确定雷达引导扇区的大小、形状和位置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一） 航空器机动飞行对区域范围的需要； 

（二） 障碍物对飞行的影响； 

（三） 空中交通的分布； 

（四） 简单和安全地实施雷达引导的需要； 

（五） 方便地在管制扇区之间移交航空器的需要。 

第八条 雷达引导扇区的范围可以根据引导航空器飞行的需要，将相邻的若干个

小扇区合并扩大，并且使用其中最高的最低雷达引导高度作为该扇区的最低雷达引

导高度。 

第九条 为了使得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与雷达显示相关联，雷达引导扇区边界应

当与雷达覆盖图、雷达视频图的数据兼容。 

第十条 雷达引导扇区的超障区应当为该区域及其边界以外的缓冲区。雷达引导

扇区的缓冲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 在进近管制空域内，雷达引导扇区边界上的某点距离雷达天线小于 50

千米时，其缓冲区为雷达引导扇区边界向外延伸 6 千米，雷达引导扇区边界上的某

点距离雷达天线大于或者等于 50 千米时，其缓冲区为雷达引导扇区边界向外延伸

10 千米；采用多部雷达融合数据的，雷达引导扇区边界上的某点距离任意一部雷

达天线小于 50 千米时，其缓冲区为雷达引导扇区边界向外延伸 6 千米，雷达引导

扇区边界上的某点距离所有雷达天线大于或者等于 50 千米时，其缓冲区为雷达引

导扇区边界向外延伸 10 千米。 

（二） 在区域管制空域内，其缓冲区为雷达引导扇区边界向外延伸 10 千米。 

第十一条 为了在对航空器实施雷达引导时，空中交通管制员方便地掌握障碍物

情况，每个雷达引导扇区超障区内的最高障碍物应当确定为控制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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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雷达引导扇区的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应当为该雷达引导扇区超障区范

围内的控制障碍物的标高，加上相应的超障余度，然后向上以 50 米取整。 

第十三条 雷达引导扇区超障区范围内的超障余度，应当根据地形特征确定，至

少提供 300 米的超障余度，在高原和山区提供多至 600 米的超障余度。 

第十四条 使用监视雷达引导航空器进行仪表进近的，应当符合以下超障规定： 

（一）在起始进近阶段，使用雷达战术引导的，其超障规定按照本规程第十条

至第十三条的规定执行；使用预定航迹引导的，在预定航迹两侧各 9.3 千米的超障

区内提供至少 300 米的超障余度。 

（二）在中间进近阶段，其超障区宽度从起始进近航段在中间进近定位点的宽

度逐步缩减至最后进近航段在最后进近定位点的宽度，并且在超障区内提供至少

150 米的超障余度。 

（三）在最后进近阶段，其中心线两侧超障区的宽度各为 1.9 千米加上雷达天

线至航迹点距离的十分之一，并且在超障区内提供至少 75 米的超障余度。 

第十五条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应当允许空中交通管制员将航空器引导至建立仪

表进近程序的航段上，避免航空器下降梯度过大。 

第三章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的制作 

第十六条 由于地形特征或者人工障碍物的影响，使得雷达引导区域内必须划设

多个最低雷达引导高度的，应当提供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 

第十七条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的图幅范围，应当与雷达引导区域的范围一致。

如果可能，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应当以雷达天线为中心。 

制作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时，应当选择符合数据精度要求的地形图，以便确定障

碍物的位置和标高。在进近管制空域内通常使用 1:100,000 或者更大比例尺的地形图；

在区域管制空域内通常使用 1:500,000 或者更大比例尺的地形图。 

第十八条 描述雷达引导扇区应当使用其相对图幅中心的真方位、雷达或者测距

仪的距离环等方法。 

雷达引导扇区应当根据其控制障碍物相对图幅中心的真方位，按照顺时针的顺序

进行编号。如果两个或以上的雷达引导扇区内控制障碍物相对图幅中心的真方位相

同，则按照由内到外的顺序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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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按照本规程第六条的规定将隔离障碍物排除到雷达引导区域之外的，

隔离障碍物的缓冲区应当在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中使用红色的阴影进行标识和编

号。 

隔离障碍物及其缓冲区的编号应当以字母“G”开头，后面随以三位数字 000-999。

隔离障碍物编号的顺序按照本规程第十八条雷达引导扇区编号顺序的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按照本规程第十一条的规定确定的控制障碍物，应当在最低雷达引

导高度图中标识并编号。 

控制障碍物的编号应当以字母“K”开头，后面随以三位数字 000-999。控制障

碍物编号的顺序按照本规程第十八条雷达引导扇区编号顺序的办法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应当标注以下内容： 

（一）雷达引导区域的范围； 

（二）雷达引导扇区的范围、编号及最低雷达引导高度； 

（三）隔离障碍物及其缓冲区和编号； 

（四）控制障碍物编号； 

（五）符合本规程第十四条使用预定航迹引导规定的，应当标注相应的雷达引导

进近程序。 

第二十二条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中应当注明雷达设备的名称、制作版本和日

期。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绘制流程见本规程附件一《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绘制流程》。 

第四章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的批准 

第二十三条  计划提供雷达管制服务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在雷达引导区

域启用 6 个月前，将制作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的需求上报民航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

其内容包括雷达引导区域的范围及空域结构，雷达设备的名称、类型和地理位置。 

第二十四条  民航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应当根据雷达管制实施计划，制作最低

雷达引导高度图和最低雷达引导高度障碍物资料表，及时提供相应的空中交通管制

单位使用，并于雷达引导区域启用 3 个月前，上报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备案。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障碍物资料表的样本及填写要求见本规程附件二《最低雷达引

导高度障碍物资料表及其填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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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使用最低雷达引导图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对该图每年至少

校对一次，以保证其准确和适用。在校对和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现影响最低雷达引

导高度的情况，应当及时提出修订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的意见，并上报民航地区空

中交通管理局。 

民航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审核同意后，应当及时修改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和最低

雷达引导高度障碍物资料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使用，并上报民航总局空中交通

管理局备案。 

第五章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的使用 

第二十六条  提供给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使用的雷达视频图应当包括：雷达引导

区域的边界、雷达引导扇区的边界和最低雷达引导高度、隔离障碍物及其缓冲区。 

第二十七条  空中交通管制员应当根据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按照《中国民用

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中的有关规定实施雷达引导。 

使用雷达引导航空器飞行至公布的标准仪表进近程序上的某个定位点，以便航空

器驾驶员可以继续进行仪表进近的，可以不受最低雷达引导高度的限制，但是应当符

合标准仪表进近程序的超障要求。 

第二十八条  如果必要，提供雷达管制服务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对最低雷

达引导高度进行低温效应校正，并向空中交通管制员提供经过低温效应校正的最低雷

达引导高度。 

第二十九条 实施雷达引导应当使用民用航空行业标准《空中交通无线电通话

用语》规定的专用术语及规范，保证地空通话简短、明确。 

第六章 管制员培训 

第三十条 提供雷达管制服务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根据本规程编制相应的培

训课程，并组织培训空中交通管制员。 

第三十一条  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培训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能够掌握最低雷达引导高度、超障余度等本规程所涉及概念的含义； 

（二）能够掌握雷达引导区域的划设方法； 

（三）能够掌握雷达引导扇区、超障区、超障余度和最低雷达引导高度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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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四）能够了解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的制作过程； 

（五）能够熟练利用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实施雷达引导。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规程所用术语的含义按照下列规定： 

隔离障碍物：预计会严重影响航空器在雷达引导空域内的运行，需要被控制在雷

达引导区域之外的障碍物。 

雷达引导扇区：为了方便实施雷达引导，在雷达引导区域内划设的子区域。 

超障区：为了实施雷达引导而计算超障高度或者超障高时，确定哪些障碍物必须

考虑在内所规定的区域。 

控制障碍物：雷达引导扇区及其缓冲区内用来确定最低雷达引导高度的障碍物。 

山区：在 18.5 公里的距离内地形标高变化超过 900 米的区域。 

第三十三条 本规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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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绘制流程 

绘制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应当按照下列步骤执行： 

1 2 选择地形图 标注有关范围 

 

3 标注障碍物 4 标注障碍物缓冲区 

5 6 计算和标注超障高 合并缓冲区 

7 划分雷达引导扇区 8 确定控制障碍物 

9 评估最低雷
达引导高度 

10 清理过程性数据 

不满足航空

器飞行要求 

满足航空器

飞行要求 

11 编号 

12 绘制成图 13 标注版本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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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说明： 

1、根据需要选定适当比例尺的地形图，并确定图幅范围和图幅中心。 

2、标出雷达引导区域的范围、用于提供引导的雷达的位置和覆盖区域。 

3、标出雷达引导区域以及向外 6 千米或者 10 千米范围内所有估计将会影响最低

雷达引导高度的自然及人工障碍物。 

4、以所标出的障碍物为中心做该障碍物的缓冲区。 

5、计算障碍物的超障高度并标注。 

6、障碍物缓冲区重叠的，删除较小的超障高度，并将缓冲区扩大至多个缓冲区

的并集，并进行必要的平滑处理。 

7、在雷达引导区域内划分雷达引导扇区并确定雷达引导扇区的缓冲区，注意应

当使得雷达引导扇区内障碍物的缓冲区位于该雷达引导扇区中。 

8、选择雷达引导扇区及其缓冲区内最高的障碍物确定为控制障碍物，由其确定

的超障高度作为该区域的最低雷达引导高度。 

9、评估最低雷达引导高度是否满足航空器的飞行要求，并确定哪些控制障碍物

应当改为隔离障碍物；对于需要将控制障碍物修改为隔离障碍物的雷达引导扇区，按

照第 7 步的要求重新确定控制障碍物并计算最低雷达引导高度。 

10、保留隔离障碍物及其缓冲区边界和控制障碍物，删除其它障碍物缓冲区边界

和超障高度数据。 

11、对各个雷达引导扇区、隔离障碍物及其缓冲区、控制障碍物进行编号。 

12、将第 10 步保留的和第 11 步确定的要素绘制成图，必要时加上相关航线、机

场和主要导航台。 

13、在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上注明雷达设备的名称、制图版本及制作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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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障碍物资料表及填写要求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名称  版    本  制作日期  

图幅中心地理坐标  地图比例尺  制 作 人  

隔离障碍物

编号 
隔离障碍物

名称 
地理坐标

相对图幅中心

的真方位（度）

海拔高度

（米） 
所处位置超

障余度（米） 
所属雷达引

导扇区编号

所属雷达引导扇区的最

低雷达引导高度（米） 
备注 

 
 

        

 
 

        

 
 

        

控制障碍物

编号 
控制障碍物 

名称 
地理坐标

相对图幅中心

的真方位（度）

海拔高度

（米） 
所处位置超

障余度（米） 
所属雷达引

导扇区编号

所属雷达引导扇区的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米）

备注 

 

 
        

 

 
        

 

 
        

使用单位 审核单位 审核人 日  期 审核意见 

 
 
 

  

 

 



 

填表要求。填写最低雷达引导高度障碍物资料表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隔离障碍物编号以字母“G”开头后跟三位数字 000-999 按顺序排列。控制

障碍物编号以字母“K”开头后跟三位数字 000-999 按顺序排列。 

二、版本以“V.”开头后随四位数字表示年份，之后短横线加两位数字表示编号，

如：V. 2005-01。 

三、地理坐标用经纬度表示，精确到秒。其中，北纬用“N”表示，度、分、秒

各用两位数字表示；东经用“E”表示，度用三位数字表示，分、秒各用两位数字表

示。真方位用三位数字 000-359 表示。日期以“xxxx 年-xx 月-xx 日”的形式表示。 

四、制作人、审核人应当在相应空格处签字。 

五、隔离障碍物和控制障碍物栏不够用时，可以将本表格复印后附在后面且只填

写隔离障碍物和控制障碍物资料，但是必须在首页的备注栏中注明所附页数、所附页

中隔离障碍物或者控制障碍物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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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最低雷达引导高度规程》的说明 

为了规范最低雷达引导高度的划设和使用，民航总局空管局制定了《最低雷达引

导高度规程》（以下简称本规程）。现对本规程中的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制定依据和原则 

本规程根据《民用航空使用空域办法》（CCAR-71TM）附件四第二节制定。

在制定过程中吸收了国际民航组织空中航行服务程序《航空器运行》（Doc8168）、

美国联邦航空局命令《飞行程序和空域》（FAA Order 8260.19）和《机构运行和管理》

(FAA Order 7210.3)中的部分内容。 

二、几个具体问题的说明 

（一）关于雷达引导区域。本规程中的雷达引导区域通常指提供雷达管制服务的

区域。实际工作中，有的地区商当地军航同意后，在提供雷达管制服务的区域内还划

设了雷达引导机动区，属于雷达引导区域的组成部分。 

（二）障碍物和雷达天线之间的距离与间隔标准的关系。美国联邦航空局规定，

障碍物与雷达天线距离 40 海里以内时，应当在航空器和障碍物之间配备 3 海里的水

平间隔；距离 40 海里以上时提供 5 海里的水平间隔。该距离在国际民航组织空中航

行服务程序《航空器运行》（Doc8168）中规定为 20 海里（参阅 24.2.2.3 (b)款）；在

《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第二百三十三条中规定为 50 千米。考虑到与国

内现行规章的一致性，本规程按照《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执行，即：障

碍物距离雷达天线大于或者等于 50 千米时采用半径 10 千米的缓冲区；小于 50 千米

时采用半径 6 千米的缓冲区。 

（三）关于多雷达数据处理问题。多雷达处理数据的方式有两种：马赛克

（MOSIAC）方式和融合（FUSION）方式。美国联邦航空局规定，使用多雷达处理

信号时，无论障碍物距离雷达天线多远，其间隔标准均为 5 海里。考虑到多雷达处理

的数据精度在理论上比单雷达数据精度高，且国内采用的雷达间隔标准与雷达数据的

处理方式无关，所以本规程规定在采用多部雷达处理数据时，障碍物距离任意一部雷

达天线小于 50 千米时，采用 6 千米为半径的缓冲区；距离所有雷达天线大于或者等

于 50 千米时，采用 10 千米为半径的缓冲区。 

（四）关于最低雷达引导高度的超障余度。美国联邦航空局规定，最低雷达引导

高度的超障余度在平原地区为 1000 英尺，在山区为 2000 英尺。国际民航组织空中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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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服务程序《航空器运行》文件中规定，基于战术和预定航迹的雷达引导，在起始进

近航段内的超障余度最小为 300 米，另外规定如果程序用于山区应当增加超障余度多

至 100%。为了使得最低雷达引导高度能够确保安全和简便可行，本规程采纳了国际

民航组织确定超障余度的方法。此外考虑到与民航现有规章的一致性，将高原地区的

超障余度确定方法与山区超障余度确定方法一致起来。 

（五）关于预定航迹引导时最低雷达引导高度的确定。国际民航组织空中航行服

务程序《航空器运行》文件中对使用监视雷达在预定航迹条件下，引导航空器进行仪

表进近的最低雷达引导高度的超障余度进行了明确，本规程采纳了其中的部分条款。 

（六）关于山区概念的引入。民航现有法规没有对山区做出明确定义，为了便于

操作，本规程引用了国际民航组织空中航行服务程序《航空器运行》文件中关于山区

的概念。 

（七）关于低温校正的问题。国际民航组织空中航行服务程序《航空器运行》文

件规定，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应当进行低温校正，校正时使用的低温值应当采用季节或

者年度的最低温度记录。低温校正的具体要求载于国际民航组织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航空器运行》第一卷，第六部，第三章中。 

 
 


	目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的确定
	第三章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的制作
	第四章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的批准
	第五章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的使用
	第六章 管制员培训
	第七章 附  则
	附件一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图绘制流程
	附件二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障碍物资料表及填写要求
	关于《最低雷达引导高度规程》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