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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祥例



事件祥例

本吝掏ミ告列挙了《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規定》(CCAR―

396-R3)中 定叉的事件主要洋例。

一、適用苑目

本吝詢通告適用子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

局、中国民用航空安全上督管理局/安全近行上督亦/Ak室 、在中学

人民共わ国境内注般的民用航空企事立単位及其八立人員的事件

信息根告,也適用子在中準人民共わ国境内実施近行的外国/Ak共

航空近輸承近人及其八立人員的事件信息報告。根告事件信息

Ht,泣 逹照本吝洵通告中的事件祥例,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

規定》要求的叶限わ程序上根。

二、目的

事件祥例使用子明碗事件報告粽准,tll分事件美型,分析掌握

不同美型事件特点,及 叶友現安全聰恙,控制八隆,預 防民用航空

事故.

三、縮写依据

本吝詢通告依据《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規定),井 参考国嬌

民航塩欽適用分美法小鍾的《航空事件美型一定叉わ使用悦明》端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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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木悟和定文

1.事件

事件足指在航空器近行隣段或机場活動区内友生航空器板

夕、人員夕七或其他影哺ス行安全的情況。接照事件等坂kll分 ,包

括民用航空器事故、民用航空器事故征候以及民用航空器一般事

件 ;接 熙事件根告kll分 ,包 括緊急事件わヨト景急事件。

2.れ場活功区

机場活動区是指机坊内用子航空器たヽ、着陪以及与此有美

的地面活勁区域 ,包括覧道、滑行道、机坪等。

3.航空器板務

航空器韻衡足指航空器 (包 括其部件わ子系坑)由 千人力操

鉄或外部因未所早致的系坑安全性或物理完整性快陥。例力梨

攻、断梨、交形、凹坑、刊痕、快口、脱肢、分晨、洗独等形式。

4.航空器受板

航空器受板是指航空器板省程度低子航空器放行林准。培〕|

机詢用子教学■行二最大常えたヽ重量低子 57CXlkg的 航空器受

韻修愛費用超辻同美或同美可比新航空器介値 10%(合 )的 情況。

5。 ■行れ盤咸兵

ヽ行机鍾咸員是指式行期同在航空器督襲船内執行任券的督

襲員わヽ行机械員。

6。人員生務

人員受夕的判定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栓察院、/Ak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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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頒友的《人体板省程度基定林准》力准。

五、使用原nll

l.事件祥例由緊急事件祥例わヨト緊急事件祥例須成。事件友

生后 ,泣 先速照緊急事件祥例判断,再判断足否属子♯緊急事件。

2.対子緊急事件 ,事友相夫単位均泣当填根“民用航空安全信

息根告表";対子キ緊急事件,事友相美単位庄当参照キ無急事件

祥例中的分美(航 空器近行、航空器業修、地面保障、机坊モ行わ

空管保障),碗 定本単位足否需要填根“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根告

表"。

3.対子事件祥例中渉及的警告美事件,事友相美単位均泣当

根告 ,如果事后刹定力仮警告,在 象根叶悦明核情況。

4.式ヽ、表演、)1珠わ枝摯ヽ行中,属 子科日要求的情況 ,不 通

用子事件祥例。た出科日要求的泣接事件祥例上根。

5。対子事件祥例未包合的事件 ,力 果渉及航空安全 ,参 照ヨト景

急事件恨告。

6.本吝掏通告自2018年 1月 1日 た生数,節16年 4月 6日 友

布的《事件祥例》(AC-396-AS-2016-08)同 時友上。

大、緊急事件祥例

1.航 空器空中相撞、墜段或迫降。

2.ヽ 行中,航空器失控、失速或出現失速警告 3s(合 )以 上。

3.■ 行中,社社障碍物(合升空物体)或え落架机織(滑穐、尾

不、浮筒)え外的任何都位触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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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低子安全高度或触友地形警告(ミ大的下降率拉た警告、地

形掟示拉起警告)。

5。沖/偏 出比道、滑行道或地道外接地。

6.在航空器たヽ除段或邊近着時介段机場林高 60m(合 )以 下

友生的地道侵入。

7.在 美閥、未指定、占用的覧道 (不 合地道侵入)或 在滑行道

上,たヽ、中断たヽ、着時或供表辻近叶よ机場林高 300m以 下彙

ス或曰祝辻近時よ机坊林高 150m以 下夏ス。

8.低 子モ行林准えヽ、升始景后辻近或着階。

9.尋 致航空器ヽ行中操鉄困准的系坑故障、都件脱落、天気現

象、■行起出批准的ス行包銭或其他情況。

10.友 勁机火を、キ包容性漏織友勁机失及 ,■ 行中友勁机停

率或需要美停的情況。

11.未取下操鉄面夫板、起落架安全備、桂鉤、空速管套、静圧

孔塞或尾樺粁たス。

12.ヽ行中,ヽ 行机鉦咸員因受省、患病、疲芳、酒精或菊物的

影噛而元法履行其取責。

13.■行机塩咸員需要漿急使用氣気的情亮 ,例 力 :

a.出 現座船高度送Fll客船氣気面軍自勁脱落的情滉 ;

b。 出現接ヽ行机鉦操作手般要求 ,需 要ヽ行机俎咸員使用氣

気井緊急下降的情況 ;

c.■ 行中,出 現畑昇或毒気等需要■行机姐成長使用氣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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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情況。

14.需 要机姐咸員宣布通隆状恣 (Mりday)、 緊急状恣 (Pan

Pan)或 緊急徹高的情況。

15.航空器 (内 )え火或冒畑 (因 刹キマ1起 的粘穀冒畑わ渚箱

内合物冒畑除外)。

16.■ 行中,航空器有航空器え同小子規定回隔或平行覧道同

HI供表逃近近行時航空器辻入ヨト侵入区(MZ)。

17.ス借航路(銭 )或備高指定的航路(銭 )、 高度井早攻其化

航空器邊■(例 力 :調 速度、調高度、瀾航向、渭航路)。

18.迷航、浜入禁区、危隆区、限制区、地射区或浜入/候 出国

境。

19.ス 行中,区 域疱国内,時 空通信及向瑛系中断 15min(合 )以

上 ,或在辻近或塔合落曰肉,陪 空ミ信双向瑛系中断 3min(合 )以

上(逍航使用机裁浚各以外的方式建立可隼透普通信瑛系的情光

除外)。

20。航空器有航空器磁撞3或 航空器与牟輛、人員、浚各、浚施

或其他物体社撞 ,早簑航空器受韻。

21.培〕1机粕教学■行中,航空器友屯机全部失及。

22.菫 升机友生地面共振 ,造咸航空器受板或者人員受夕。

23.因 航空器原因需机坊膚勁景急出勁鉄Fll的 泣急噛泣。

Z.航空器近行、象修或保障EIt程 中,迪咸人員死亡、重衛或禁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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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ヨト緊急事件祥例

航空器こ行

1.低子安全高度或触友地形警告(地形提示警告、ミ早下降警

告、障碍物警告)。

2.未得到寺可椎出、え勁、滑行、えス或着時。

3.航空器不符合放行条件放行。

4.航 空器未接規定辻行除/防沐。

5。航空器中断起ス。

6.行李、郎件、貨物、圧船物等的重量、装載位二々船単或平衡

困不符(起辻景后一分仲修正限値),航空器起ス。

7.ヽ 錯航路(銭 );備 高指定航路(銭 )起辻 15km或備高指定

高度 60m以 上。

8。ACAS(TAS)RA告を。

9.出 現失速警告或自功保や。

10.航空器俯仲角起辻+25°或-10°、坂皮起辻 45°。

11.区裁落国内,睛 空通信及向琺系中断 5min(合 )以 上 ,或 在

辻近或塔台疱国内,陪 空通信及向琺系中断 lmin(合 )以 上。

12.■行中,未完成預定的航空器粕形。

13.需 要宣布最低燃油量状恣 ,或 起出燃油不平衡限制。

14.曰 祝ヽ行規則下失去目祝参考或逃入供表気象条件。

15。 同坊〕1珠 ヽ行叶,后 机超赳前机。

16.机埋成長因受夕、息病、疲芳、酒精或方物的影噛面元法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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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駅責或食物中毒.

17.起辻式机ス行手般(AFM)/ヽ 行机俎操作手冊(FCOM)/■

机集デ手冊(AMM)限制数据(以 上述手冊中最高数値力准),如 :

ミ載(G値 )、 重量、友勁机劇卜気温度、振動値、速度、客船圧差或蛯

速牛。

18.航 空器系坑失及或故障,需 茨交高度、速度、迪成中止辻

近、愛■、近航、各降、占用地道、需机場虐裁庄急哺泣程序或需在

最近合近机場着隣。

19.■ 行中通敷簸早致航空器板佑或人員受佑。

20。航空器道IIE八切交。

21.航空器道雷書、屯書、沐書、雹苦、其化外来物撞書,早 致航

空器韻省。

22.■行中,氣気面早脱落或航空器増圧昇常需茨交高度。

23.近航、各降或机坊林高 300m以 下的中止邊近、変■(低 能

几皮、大八、乱流、雷雨等天気原因,机場宵禁和旅客 自身原因除

外)。

24.航空器滑備滑行道対其他航空器通行造咸影噛或需要使

用推キ重新口到正碗滑行路銭,或 菫升机在指定的起降坪(平 台)

外接地。

25。航空器上友現島書(合端蝠)留 下的血述、羽毛、皮よ、肌肉

或肢体等残留物ユ迪咸航空器韻夕 ,或 者机坊曰界内航空器たヽ

初始爬升除段高度 1∞m以 内以及辻近着隣除段高度 ωm以 内友

-7-



生島書。

26。航空器爆胎、脱晨或乳破炎遺留外来物。

27.航空器部件脱落或姜失。

28.航空器携帯外来物■行。

29.由 子沐、雪、霜、雨、沙全或火山友等在航空器表面或勁カ

装二釈累,給航空器操鉄わ性能迪成不利影噛。

30。航空器、キ柄、人員借候地出現或存在子机坊内たヽ或着

陪保P区域的情光。

31.外裁(合 吊装浚各)々 障碍物、航空器社撞或早致人員受

佑。

32.航空器々浚施悛各、キ柄、人員、勁物或其他物体相社横 ;

航空器々航空器、浚施浚各、キ柄、人員、勁物或其化物体存在獲撞

可能,需釆取緊急措施。

33.航空器勁力装二所声生気流造咸航空器板省、地面浚施波

各板夕或人員受夕。

34.客船内浚各、行を、業化物品滑出或其化原因(旅客自身原

因除外)造咸人員受衡。

35。在滑行或■行中,燃 油、滑油或液圧油滲漏(接手冊未起林

的情況除外)。

36.裁モ的物品因泄漏等情況早攻航空器板夕或人員受佑。

37.滑梯包拝落、滑梯放出或泣急出ロキ正常打升。

38。道通元人机、八年等升空物体早致航空器邊iL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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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元 銭屯千枕 ,影 噛航空器正常近行。

40。友生航空器韻傷或人員受夕的其他情況。

航空番筆修

1.未取下操鉄面夫板、え落架安全硝(合前蛯紫弯硝 )、 壮鉤、

空速管套、静圧孔塞或尾樺粁滑行。

2.航 空器不符合放行条件放行。

3.航空器道雷書、屯書、沐書、雹書或外未物せ書 ,早 致航空器

板省。

4.航 空器携帯外来物ヽ行。

5。航空器部件脱落或姜失;航 空器外載(合 吊装浚各)脱落或

姜失。

6.航 空器上友現島書(合端蝙)留 下的血述、羽毛、皮よ、肌肉

或肢体等残留物二造咸航空器韻省。

7.航空器爆胎、脱晨或札破炎遺留外来物。

8.航 空器々浚施浚各、キ柄、人員、勁物或其化物体相社撞,造

咸航空器韻省。

9.航 空器勁力装二所声生気流造咸航空器根夕、地面浚施波

各板省或人員受夕。

10.か借燃油、滑油、波圧油。

11.航空器ヨト正常位移。

12.滑梯包絆落、滑梯キ正常澤放。

13.友 生航空器板省或人員受衡的其他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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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保辞

1.未取下裸鉄面夫板、た落架安全硝 (合前熱紫弯硝 )、 桂鞠、

空速管套、静圧孔蒸式尾樺粁滑行。

2.航 空器々没施浚各、キ柄、人員、裁物或其化物体相社撞。

3.航空器勁力装二所声生気流造咸航空器板夕、地面浚施波

各板衛或人員受夕。

4.載 モ的活体裁物逃4,影喘航空器或机場安全モ行。

5.行李、郎件、貨物、圧船物等的重量、装載位二有船単或平衡

困不符(起辻景后一分俳修正限値),航空器たヽ。

6.載近的物品因泄漏等情光早攻航空器板省或人員受衛 ,或

在机船外え火或冒畑。

7.か注被汚染或借浜型号的燃油 ,或 加注燃油量借浜対航空

器安全邁行造咸影噛。

8.航空器在か注燃油辻程中泄漏汚染机坪面釈起辻 5m2。

9.因 航空器原因需机場席勁集錯待命象男1的 泣急噛泣。

10。 人生航空器韻衡或人員受佑的其化情滉。

れ場近行

1.比道、滑行道或机坪道面破板 ,影 噛航空器安全モ行。

2.航 空器、キ柄或人員借現地出現或存在子机場内たヽ或着

時保夕区域情滉。

3.机坊活勁区内友現航空器祥落的基部件 ,或 在滑行道/地道

友現影哺航空器安全近行的外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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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航 空器滑借滑行道需要使用推率重新口到正碗滑行路銭 ,

或宣升机在指定的起降坪(平 台)外接地。

5.机場供屯、日祝助航没施(助 航灯光、林泥牌、八斗、障碍灯

等)全部/部分失及或近行不正常,影 詢航空器安全近行。

6.在 浄空保学区内出現影噛航空器安全モ行的升空物体。

7.机場通信、早航、気象或監視浚施/浚各不能提供晟券 ,影 噛

航空器正常近行。

8。 人員借候出現在机坊活裁区,影 噛航空器安全通行。

9.裁 物在机場活勁区内出現 ,影 噛机場安全モ行。

10.航空器上友机島士(合端蝠)留下的血述、羽毛、皮朕、肌肉

或肢体等残留物二造咸航空器板夕 ,或 者机場曰界内航空器たヽ

初始爬升隣段高度 100m以 内以及逃近着時除段高度 ωm以 内友

生島士。

11.航空器爆胎、脱晨或札破炎遺留外来物。

12.航空器道外来物槙書,早 致航空器板省。

13.裁近的物品在机船外起文或冒畑,或 机場浚施浚各起文/

冒畑 ,影 噛航空器安全近行。

14.航空器々浚施浚各、キ柄、人員或其他物体相社撞。

15。 航空器勁力装二所声生気流造咸航空器板夕、地面浚施浚

各板省或人員受省。

16.机坊活勁区保障浚施/浚各故障或操作不当,影 噛航空器

安全近行或早致人員受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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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因 航空器原因需机坊席功集身待命象力1的 泣急噛泣。

18.友 生航空器板省或人員受夕的其化情況。

空伊保畔

1.航 空器中断た■。

2.未得到寺可椎出、た勁、滑行、えヽ或着時。

3.■ 備航路(銭 );備 高指定航路 (銭 )起 Eit 15km或備高指定

高度 60m以 上。

4.接 到机俎被告的 ACAS(■■S)RA告警。

5。 区域疱国内,防 空壇信及向瑛系中断 5min(合 )以 上,或 在

逃近或塔台落国内,時 空通信及向駄系中断 lmin(合 )以 上。

6.航路、航銭或邊近区域内低千安全高度。

7.道通元人机、八争等升空物体早致航空器邊性的情亮。

8。 近航、各降或机場粽高 3∞m以下的中止辻近、隻ス(低能几

皮、大八、乱流、雷雨等夭気原因,机 坊宵奈わ族客 自身原因除

外)。

9.航空器滑錯滑行道対其化航空器近行造咸影噛或需要使用

推率重新口Fll正 碗滑行路銭,或 宣升机在指定的え降坪(平 合)外

接地。

10.航空器、キ柄或人員借浜地出現或存在子机場内え式或着

時保夕区域情況。

11.航空器々浚施没各、牟柄、人員、裁物或其化物体相磁撞 ;

航空器寺航空器、浚施没各、キ柄、人員、勁物或其化物体存在磁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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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需釆取緊急措施。

12.通信、早航、気象或上祝浚施/浚各不能提供服券 ,影 噛航

空器正常近行。

13.航空気象或航行情根不能提供服券,影 噛航空器正常近

行。

14.元 銭屯千枕 ,影 喘航空器正常モ行。

15.宣布最低燃油量状恣的情況。

16.友 生航空器板夕或人員受省的共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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