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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 5G 机场场面宽带移动通信系统建设应用 

实施方案（2022—2025） 

 

航空5G机场场面宽带移动通信系统（以下简称5G AeroMACS）

是将具有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特性的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

应用于 AeroMACS 民航专用网络，在民用机场范围内，使用

5091-5150MHz航空专用频率，符合国际民航组织航空安全通信等级要

求的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技术。 

民航局在《中国民航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技术路线图》中明确提

出，要大力推进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的应用，建设公用、专用相结合

的民航5G网络，积极构建国际一流的现代化民航通信基础设施体系，

助力智慧民航运输系统的建设与运行。到2025年底，完成基于5G 

AeroMACS技术“机-车-场道-设施”协同运行应用示范并在行业推广，

深化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在民航各领域典型应用示范。 

为进一步统筹明确民航领域5G AeroMACS发展路径和重点工作，

推动以5G为核心的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系统协同发展和全面应用，促

进民航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国民航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技术路线图》，

制定本方案。 



 
 
— 2 — 

一、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把握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依据《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

行动纲要》《智慧民航建设路线图》《中国民航新一代航空宽带通信

技术路线图》，落实“十四五”时期“一二三三四”民航总体工作思

路，推动民航 5G 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和国产化。以服务民航安全运行

为核心，以支撑智慧民航建设为主线，以促进民航激发潜能、发挥效

能、增强动能为导向，全面构建民航 5G 应用生态系统，推动民航数

字化转型，为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筑牢发展基石。 

（二）基本原则 

服务国家战略，坚持自主可控。充分发挥民航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的重要作用，紧抓5G发展机遇，深化我国优势5G通信技术在中国民航

的全面应用，发挥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在民航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引

领作用。 

坚持以人为本，严守安全底线。以安全出行、便捷出行为导向，

规划建设与运营服务并重，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逐步迭代、稳步推

进，不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体验，不断增强人民对民航发展的安全

感、幸福感、获得感。 

聚力重点突破，推进示范引领。明确阶段性工作的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强化总体统筹，确定任务目标，明确责任要求，集中力量落

实，发挥重点项目在示范验证、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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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开放融合，增强协同创新。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和市场主

导作用，打破行业边界，强化资源共享，推进跨界融合，激发市场活

力，不断增强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能力，加快实现新技术与行业运行、

服务、管理的深度融合。 

（三）主要目标 

研究制定 5G AeroMACS 航空宽带通信相关法规标准，初步形成

5G AeroMACS 地面设备标准体系及机载航电设备适航标准；开展 5G 

AeroMACS 系统设备的研发、制造、试验、验证工作，建立产业生态

体系；初步建成国内联网的 5G AeroMACS 系统，满足机场范围内安

全通信要求，实现场面航空器、有人/无人驾驶车辆、场道、廊桥/停机

位、工具柜等即“机-车-场道-设施”协同运行；面向 5G AeroMACS

机场、空管、航空器运营人典型应用场景选取试点单位，开展有关航

空应用示范并在行业推广。 

二、重点任务 

（一）法规标准体系建设 

1.1 建立航空 5G 应用标准创新工作机制 

预期目标： 

依托民航标准创新基地，成立航空 5G 应用标准创新工作组，推

进航空 5G 技术创新、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等工作。 

时间节点及阶段性任务： 

2022 年：成立航空 5G 应用标准创新工作组，明确工作组组成、

主要任务及工作机制；研究制定 5G AeroMACS 标准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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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5 年：按计划推进 5G AeroMACS 技术创新、标准制定、

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等各项具体工作。 

1.2 5G AeroMACS 地面设备标准规范编制 

预期目标： 

结合 ICAO 发布的 AeroMACS 技术标准，研究编制 5G AeroMACS

地面基站设备标准，为规范设备研发及设备许可准入建立依据。 

时间节点及阶段性任务： 

2022 年：完成 5G AeroMACS 地面设备相关技术要求和测试要求

的编写。 

2023-2025 年：在国际上推广 5G AeroMACS 地面设备标准，逐步

纳入 ICAO 标准体系。 

1.3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标准规范编制 

预期目标： 

开展5G AeroMACS机载航电设备的适航审定技术标准研究工作，

以支持民用航空器加改装工作。 

时间节点及阶段性任务： 

2022 年：根据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研制进展，开展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适航审定技术标准的编写。 

2023-2025 年：完成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适航审定技术标

准的编写。 

1.4 5G AeroMACS 终端设备标准规范编制 

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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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5G AeroMACS 地面设备标准，研究和编写车载、便携式机

载和适配场道设施上使用的终端设备技术要求和标准，为规范终端设

备的研发及应用建立依据。 

时间节点及阶段性任务： 

2022 年：配合 5G AeroMACS 地面设备标准，启动 5G AeroMACS

终端设备技术要求和标准的编写。 

2023-2025 年：完成 5G AeroMACS 终端设备技术要求和标准的编

写，并根据需要在国际上推动 5G AeroMACS 终端设备标准。 

1.5 基于 5G AeroMACS 的场面滑行引导技术标准与运行规范编

制 

预期目标： 

结合 5G AeroMACS 通信技术与在驾驶舱实施滑行引导的业务要

求，研究编制基于 5G AeroMACS 的场面滑行引导技术标准、运行规

范和运行程序，为基于 5G AeroMACS 的场面滑行引导提供技术和标

准依据。 

时间节点及阶段性任务： 

2022 年：依托智慧民航场面协同运行管理空管专家组，推进基于

5G AeroMACS 的场面滑行引导技术标准、运行规范和运行程序的编制

工作。 

2023-2025 年：完成基于 5G AeroMACS 的场面滑行引导技术标准

与运行规范的编制工作；在国际上推广基于 5G AeroMACS 的场面滑

行引导技术标准与运行规范，逐步纳入 ICAO 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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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设备研发制造 

2.1 5G AeroMACS 地面设备研制 

预期目标： 

参 考 ICAO 发 布 的 AeroMACS 相 关 技 术 标 准 和 频 谱

（5091-5150MHz）规划，结合 5G AeroMACS 地面基站设备标准，自

主研制 5G AeroMACS 基站、5G AeroMACS 核心网等地面网络设备。 

时间节点及阶段性任务： 

2022 年：（1）结合业务类型、频谱、芯片等，开展基站需求分

析，建立多元合作生态，确定国产 5G AeroMACS 基站方案，确保技

术装备自主可控；（2）完成 5G AeroMACS 基站产品定型和样机生产。 

2023-2025 年：具备 5G AeroMACS 基站、5G AeroMACS 核心网

等地面网络设备的批量生产能力。 

2.2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研制 

预期目标： 

参考 RTCA 发布的机载航电设备标准，以及 5G AeroMACS 机载

航电设备标准，研制自主可控的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 

时间节点及阶段性任务： 

2022 年：（1）确定国产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方案，确保

技术装备自主可控；（2）开展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产品实验

室测试。 

2023-2025 年：完成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产品定型、样机

生产和上机测试，具备批量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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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5G AeroMACS 终端设备研制 

预期目标： 

结合 5G AeroMACS 相关技术要求和机场、空管、航空器运营人

的业务运行需求，研制自主可控的 5G AeroMACS 终端设备。 

时间节点及阶段性任务： 

2022 年：（1）确定国产 5G AeroMACS 终端设备方案，确保技术

装备自主可控；（2）完成 5G AeroMACS 终端设备在车载、便携式机

载和适配场道设施等不同使用场景下产品的定型、样机生产和运行测

试。 

2023-2025 年：具备 5G AeroMACS 终端设备的批量生产能力。 

2.4 5G AeroMACS 民航行业应用试验验证能力建设 

预期目标： 

开展 5G AeroMACS 民航行业应用试验基地建设，搭建 5G 

AeroMACS 网络运行管理与服务系统，进行 5G AeroMACS 地面基站

网络、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和 5G AeroMACS 终端设备的应用

集成，具备提供 5G AeroMACS 业务服务的能力。 

时间节点及阶段性任务： 

2022 年：完成 5G AeroMACS 应用试验基地网络部署和系统集成，

具备民航行业应用试验能力。 

2023-2025 年：开展 5G AeroMACS 民航应用验证评估。 

（三）网络建设和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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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5G AeroMACS 基础网络建设 

预期目标： 

结合试点示范批复情况在试点机场开展5G AeroMACS网络建设。 

时间节点及阶段性任务： 

2022 年：根据试点批复情况，启动第一批试点机场网络建设。 

2023-2025 年：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开展

试点机场网络建设。 

3.2 频率使用许可 

预期目标： 

开展 5G AeroMACS 频率使用需求分析，按程序完成频率使用许

可。 

时间节点及阶段性任务： 

2022 年：根据 5G AeroMACS 网络规划情况，完成相应频率使用

申请及许可。 

2023-2025 年：根据 5G AeroMACS 网络试点情况，调整频率需求

并完成相应频率使用申请及许可。 

3.3 5G AeroMACS 地面基站设备使用许可 

预期目标： 

将AeroMACS地面基站设备纳入民航通信导航监视设备使用许可

管理，完成 5G AeroMACS 基站设备许可取证。 

时间节点及阶段性任务： 

2022 年：将 AeroMACS 地面基站设备纳入许可管理目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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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AeroMACS 基站设备使用许可审定测试工作。 

2023 年：完成 5G AeroMACS 地面基站设备许可取证。 

3.4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适航取证 

预期目标： 

开展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在国产民机、波音和空客飞机

上的适航审定工作。 

时间节点及阶段性任务： 

2022 年：根据厂家申请，启动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在国

产民机上的适航审定工作。 

2023 年：根据厂家申请，开展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在国

产民机、波音和空客飞机上的适航审定工作。 

（四）“机-车-场道-设施”应用示范 

4.1 试点示范单位申请和批准 

预期目标： 

面向“机-车-场道-设施”协同运行，确定典型应用场景和应用模

式，明确试点申请条件，根据申报情况择优遴选示范应用机场。 

时间节点及阶段性任务： 

2022 年：下发通知，征集试点示范机场，启动第一批试点工作。

试点的主要方向为以提高空管、机场、航空器运营人等安全水平和运

行效率为核心的应用场景，包括场面安全运行、航空器高效引导、远

程运行协同管理、机场站坪资源管理和机场运行网络智慧互联等。 

2023-2025 年：根据第一批试点情况，适时研究扩大试点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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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场面安全运行场景示范 

预期目标： 

面向场面安全运行场景，开展防车辆侵入跑道、站坪车辆运行管

理等典型应用，通过部署 5G AeroMACS 网络、融合 5G AeroMACS 和

北斗高精度定位的车载终端等，实现车辆的秒级位置报告，提升机场

场面运行安全水平。 

时间节点及阶段性任务： 

2022 年：根据试点要求，遴选 1 个试点机场，开展场面安全运行

场景示范。 

2023-2025 年：完成场面安全运行场景示范，根据试点情况研究扩

大试点范围。 

4.3 航空器高效引导场景示范 

预期目标： 

面向航空器高效引导场景，开展驾驶舱可视化滑行引导等典型应

用，通过部署 5G AeroMACS 网络，结合机场高精度地图、高精度飞

机定位等技术，与塔台管制系统实现安全无线数据通信，提高航空器

场面滑行引导的安全性和效率。 

时间节点及阶段性任务： 

2022 年：（1）研究塔台管制系统与驾驶舱可视化滑行引导系统的

数据交互内容和方式；（2）根据试点要求，遴选 1 个试点机场，开展

航空器高效引导场景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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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5 年：完成航空器高效引导场景示范，根据试点情况研究

扩大试点范围。 

4.4 远程运行协同管理场景示范 

预期目标： 

基于机场 5G AeroMACS 无线通信网络，融合其他安全通信手段，

建立远程协同运行平台，构建场面运行现场人员与运行指挥中心、业

务专家等支持部门间的安全通信支撑，为运行单位提供安全高效的远

程运行协同管理手段。 

时间节点及阶段性任务： 

2022 年：（1）研究空管、机场、航空器运营人机场远程运行协同

场景的业务需求；（2）搭建基于 5G AeroMACS 通信网络、融合其他

安全通信网络的远程协同运行平台；（3）根据试点要求，遴选 1-2 个

试点机场，开展远程运行协同管理场景示范。 

2023-2025 年：完成远程运行协同管理场景示范，根据试点情况研

究扩大试点范围。 

4.5 机场站坪资源管理场景示范 

预期目标： 

面向机场勤务设施、车辆数字化管控场景，结合相关标准制定情

况，开展机场站坪勤务设施、车辆、人员与飞机进离港协同运作，绕

机资源管理等典型应用，将 5G AeroMACS 终端设备与机场勤务设施、

车辆、人员相结合，建立飞机地面勤务工作信息的数字化采集与传输

能力，为飞机地面勤务智能管理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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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节点及阶段性任务： 

2022 年：（1）研究机场、航空器运营人飞机维修、绕机资源管理

等场景的业务需求和运行程序；（2）根据试点要求，遴选 1 个试点机

场，开展机场站坪资源管理场景示范。 

2023-2025 年：打造机场站坪资源管理场景示范案例，根据试点情

况研究扩大试点范围。 

4.6 机场运行网络智慧互联场景示范 

预期目标： 

融合 5G AeroMACS 及空管、机场、航空器运营人等在机场范围

内使用的无线数据通信网络，实现多网融合运行，推动机场内多运行

主体间的信息共享，以及多业务系统间的互联、互通、互操作。 

时间节点及阶段性任务： 

2022 年：（1）研究多通信网络融合的技术需求；（2）研究多业务

系统间实现多网融合运行的业务需求和运行程序；（3）根据试点要求，

遴选 1-2 个试点机场，开展机场运行网络智慧互联场景示范。 

2023-2025 年：完成机场运行网络智慧互联场景示范，根据试点情

况研究扩大试点范围。 

三、相关要求 

（一）统筹协同推进 

民航局统筹推进 5G AeroMACS 建设应用工作，建立跨部门、跨

领域的应用实施工作协调机制，定期组织召开工作推进会，推动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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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间信息互通，了解工作进展情况，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工作任务分

解表见附件。 

（二）加强资源投入 

充分利用民航基础设施建设、新技术推广、科技研发等方面支持

政策，统筹现有资金渠道积极支持 5G AeroMACS 重大工程研究和应

用，广泛吸引市场主体参与、共享。 

（三）促进交流合作 

加强行业内各主体、民航与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合作，推进跨界

融合，加强对外合作和交流，促进国际推广，构建国内外兼顾、政产

研用一体化的合作机制。 

（四）强化推广培训 

5G AeroMACS 建设应用实施进程中，加强局方、机场、空管、航

空器运营人、工业界及科研院校等各相关参与单位交流与培训，通过

研究总结，不断统一认识、明确目标，确保示范应用推广工作平稳开

展，取得成效。 

 

附件：推进 5G AeroMACS 建设应用工作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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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推进 5G AeroMACS 建设应用工作任务分解表 

阶段性目标、任务 
序号 

工作任

务 
重点项目 预期目标 

时间节点 目标、任务 

督办司局 落实单位 

2022 
成立航空 5G 应用标准创新工作组，明

确工作组组成、主要任务及工作机制；

研究制定 5G AeroMACS标准体系框架。

1.1 建立航空

5G 应用标准

创新工作机

制 

依托民航标准创新基地，成立

航空 5G 应用标准创新工作

组，推进航空 5G 技术创新、

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和人才培

养等工作。 2023-2025 
按计划推进 5G AeroMACS 技术创新、

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等各项

具体工作。 

空管办、

适航司 
航科院 

2022 完成 5G AeroMACS 地面设备相关技术

要求和测试要求的编写。 
1.2 5G 
AeroMACS
地面设备标

准规范编制 

结合 ICAO发布的AeroMACS
技术标准，研究编制 5G 
AeroMACS 地面基站设备标

准，为规范设备研发及设备许

可准入建立依据。 
2023-2025 在国际上推广 5G AeroMACS 地面设备

标准，逐步纳入 ICAO 标准体系。 

空管办、

空管局 

北航、数

据公司 

2022 
根据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研制

进展，开展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

适航审定技术标准的编写。 

1 
法规标

准体系

建设 

1.3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

备标准规范

编制 

开展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

设备的适航审定技术标准研

究工作，以支持民用航空器加

改装工作。 
2023-2025 完成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适航

审定技术标准的编写。 

适航司 

北航、航

科院、数

据公司、

华为等工

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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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目标、任务 
序号 

工作任

务 
重点项目 预期目标 

时间节点 目标、任务 

督办司局 落实单位 

2022 
配合 5G AeroMACS 地面设备标准，启

动 5G AeroMACS 终端设备技术要求和

标准的编写。 1.4 5G 
AeroMACS
终端设备标

准规范编制 

结合 5G AeroMACS 地面设备

标准，研究和编写车载、便携

式机载和适配场道设施上使

用的终端设备技术要求和标

准，为规范终端设备的研发及

应用建立依据。 
2023-2025 

完成 5G AeroMACS 终端设备技术要求

和标准的编写，并根据需要在国际上推

动 5G AeroMACS 终端设备标准。 

空管办、

机场司 

北航、数

据公司、

华为等工

业界 

2022 

依托智慧民航场面协同运行管理空管专

家组，推进基于 5G AeroMACS 的场面

滑行引导技术标准、运行规范和运行程

序的编制工作。 

  

1.5 基于 5G 
AeroMACS
的场面滑行

引导技术标

准与运行规

范编制 

结合 5G AeroMACS 通信技术

与在驾驶舱实施滑行引导的

业务要求，研究编制基于 5G 
AeroMACS 的场面滑行引导

技术标准、运行规范和运行程

序，为基于 5G AeroMACS 的

场面滑行引导提供技术和标

准依据。 

2023-2025 

完成基于 5G AeroMACS 的场面滑行引

导技术标准与运行规范的编制工作；在

国际上推广基于 5G AeroMACS 的场面

滑行引导技术标准与运行规范，逐步纳

入 ICAO 标准体系。 

空管办、

空管局 

数据公

司、民航

二所、中

国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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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目标、任务 
序号 

工作任

务 
重点项目 预期目标 

时间节点 目标、任务 

督办司局 落实单位 

2022 

（1）结合业务类型、频谱、芯片等，开
展基站需求分析，建立多元合作生态，
确定国产 5G AeroMACS 基站方案，确
保技术装备自主可控； 
（2）完成 5G AeroMACS 基站产品定型
和样机生产。 

2.1 5G 
AeroMACS
地面设备研
制 

参考 ICAO发布的AeroMACS
相 关 技 术 标 准 和 频 谱
（5091-5150MHz）规划，结
合 5G AeroMACS 地面基站
设备标准，自主研制 5G 
AeroMACS 基 站 、 5G 
AeroMACS 核心网等地面网
络设备。 2023-2025 具备 5G AeroMACS 基站、5G AeroMACS

核心网等地面网络设备的批量生产能力。

空管办 

北航等科
研单位、
华为等工
业界 

2022 
（1）确定国产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
设备方案，确保技术装备自主可控； 
（2）开展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
产品实验室测试。 

2.2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
备研制 

参考 RTCA 发布的机载航电
设 备 标 准 ， 以 及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标
准，研制自主可控的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 2023-2025 

完成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产品
定型、样机生产和上机测试，具备批量
生产能力。 

飞标司、
适航司 

北航等科
研单位、
华为、中
国电科等
工业界 

2022 

（1）确定国产 5G AeroMACS 终端设备
方案，确保技术装备自主可控； 
（2）完成 5G AeroMACS 终端设备在车
载、便携式机载和适配场道设施等不同
使用场景下产品的定型、样机生产和运
行测试。 

2 
 

系统设

备研发

制造 

2.3 5G 
AeroMACS
终端设备研
制 

结合 5G AeroMACS 相关技术
要求和机场、空管、航空器运
营人的业务运行需求，研制自
主可控的 5G AeroMACS 终端
设备。 

2023-2025 具备 5G AeroMACS 终端设备的批量生

产能力。 

空管办、
飞标司、
适航司、
机场司、
空管局 

北航等科
研单位、
华为等工
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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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目标、任务 
序号 

工作任

务 
重点项目 预期目标 

时间节点 目标、任务 

督办司局 落实单位 

2022 
完成 5G AeroMACS 应用试验基地网络
部署和系统集成，具备民航行业应用试
验能力。 

  

2.4 5G 
AeroMACS
民航行业应
用试验验证
能力建设 

开展 5G AeroMACS 民航行业
应用试验基地建设，搭建 5G 
AeroMACS 网络运行管理与
服 务 系 统 ， 进 行 5G 
AeroMACS 地面基站网络、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备和
5G AeroMACS 终端设备的应
用 集 成 ， 具 备 提 供 5G 
AeroMACS 业务服务的能力。

2023-2025 开展 5G AeroMACS民航应用验证评估。

空管办、
机场司、
空管局 

北航等科
研单位 

2022 根据试点批复情况，启动第一批试点机
场网络建设。 

3.1 5G 
AeroMACS
基础网络建
设 

结合试点示范批复情况在试
点机场开展 5G AeroMACS 网
络建设。 2023-2025 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进一步扩大试点

范围，开展试点机场网络建设。 

空管办、
机场司 

相关建设
单位 

2022 根据 5G AeroMACS 网络规划情况，完
成相应频率使用申请及许可。 3.2 频率使用

许可 
开展 5G AeroMACS 频率使用需
求分析，按程序完成频率使用
许可。 2023-2025 

根据 5G AeroMACS 网络试点情况，调
整频率需求并完成相应频率使用申请及
许可。 

空管办 空管局 

2022 
将AeroMACS地面基站设备纳入许可管
理目录，开展 5G AeroMACS 基站设备
使用许可审定测试工作。 

3 
网络建

设和核

准 

3.3 5G 
AeroMACS
地面基站设
备使用许可 

将AeroMACS地面基站设备纳
入民航通信导航监视设备使用
许可管理，完成 5G AeroMACS
基站设备许可取证。 

2023 完成 5G AeroMACS 地面基站设备许可

取证。 

空管办 设备厂商 



 
 
— 18 —

阶段性目标、任务 
序号 

工作任

务 
重点项目 预期目标 

时间节点 目标、任务 

督办司局 落实单位 

2022 根据厂家申请，启动 5G AeroMACS 机载

航电设备在国产民机上的适航审定工作 

  

3.4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

备适航取证 

开展 5G AeroMACS 机载航电设

备在国产民机、波音和空客飞

机上的适航审定工作。 2023 
根据厂家申请，开展 5G AeroMACS 机

载航电设备在国产民机、波音和空客飞

机上的适航审定工作。 

适航司 设备厂商 

2022 

下发通知，征集试点示范机场，启动第

一批试点工作。试点的主要方向为以提

高空管、机场、航空器运营人等安全水

平和运行效率为核心的应用场景，包括

场面安全运行、航空器高效引导、远程

运行协同管理、机场站坪资源管理和机

场运行网络智慧互联等。 

4.1 试点示范

单位申请和

批准 

面向“机-车-场道-设施”协同

运行，确定典型应用场景和应

用模式，明确试点申请条件，

根据申报情况择优遴选示范

应用机场。 

2023-2025 根据第一批试点情况，适时研究扩大试

点范围。 

空管办  

2022 根据试点要求，遴选 1 个试点机场，开

展场面安全运行场景示范。 

4 

“机-车
-场道-
设施”

应用示

范 

4.2 场面安全

运行场景示

范 

面向场面安全运行场景，开展

防车辆侵入跑道、站坪车辆运

行管理等典型应用，通过部署

5G AeroMACS 网络、融合 5G 
AeroMACS 和北斗高精度定

位的车载终端等，实现车辆的

秒级位置报告，提升机场场面

运行安全水平。 

2023-2025 完成场面安全运行场景示范，根据试点

情况研究扩大试点范围。 

空管办、

机场司、

空管局 

试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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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目标、任务 
序号 

工作任

务 
重点项目 预期目标 

时间节点 目标、任务 

督办司局 落实单位 

2022 

（1）研究塔台管制系统与驾驶舱可视化

滑行引导系统的数据交互内容和方式；

（2）根据试点要求，遴选 1个试点机场，

开展航空器高效引导场景示范。 
4.3 航空器高

效引导场景

示范 

面向航空器高效引导场景，开

展驾驶舱可视化滑行引导等

典型应用，通过部署 5G 
AeroMACS 网络，结合机场高

精度地图、高精度飞机定位等

技术，与塔台管制系统实现安

全无线数据通信，提高航空器

场面滑行引导的安全性和效

率。 
2023-2025 完成航空器高效引导场景示范，根据试

点情况研究扩大试点范围。 

空管办、

飞标司、

空管局 

试点单位 

2022 

（1）研究空管、机场、航空器运营人机

场远程运行协同场景的业务需求； 

（2）搭建基于 5G AeroMACS通信网络、

融合其他安全通信网络的远程协同运行

平台； 

（3）根据试点要求，遴选 1-2 个试点机

场，开展远程运行协同管理场景示范。

  

4.4 远程运行

协同管理场

景示范 

基于机场 5G AeroMACS 无线

通信网络，融合其他安全通信

手段，建立远程协同运行平

台，构建场面运行现场人员与

运行指挥中心、业务专家等支

持部门间的安全通信支撑，为

运行单位提供安全高效的远

程运行协同管理手段。 

2023-2025 完成远程运行协同管理场景示范，根据

试点情况研究扩大试点范围。 

空管办、

飞标司、

机场司、

空管局 

试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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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目标、任务 
序号 

工作任

务 
重点项目 预期目标 

时间节点 目标、任务 

督办司局 落实单位 

2022 

（1）研究机场、航空器运营人飞机维修、

绕机资源管理等场景的业务需求和运行

程序； 

（2）根据试点要求，遴选 1个试点机场，

开展机场站坪资源管理场景示范。 

4.5 机场站坪

资源管理场

景示范 

面向机场勤务设施、车辆数字

化管控场景，结合相关标准制

定情况，开展机场站坪勤务设

施、车辆、人员与飞机进离港

协同运作，绕机资源管理等典

型应用，将 5G AeroMACS 终端

设备与机场勤务设施、车辆、

人员相结合，建立飞机地面勤

务工作信息的数字化采集与

传输能力，为飞机地面勤务智

能管理提供服务。 

2023-2025 打造机场站坪资源管理场景示范案例，

根据试点情况研究扩大试点范围。 

空管办、

飞标司、

机场司 

试点单位 

2022 

（1）研究多通信网络融合的技术需求；

（2）研究多业务系统间实现多网融合运

行的业务需求和运行程序； 

（3）根据试点要求，遴选 1-2 个试点机

场，开展机场运行网络智慧互联场景示

范。 

  

4.6 机场运行

网络智慧互

联场景示范 

融合 5G AeroMACS 及空管、

机场、航空器运营人等在机场

范围内使用的无线数据通信

网络，实现多网融合运行，推

动机场内多运行主体间的信

息共享，以及多业务系统间的

互联、互通、互操作。 

2023-2025 完成机场运行网络智慧互联场景示范，

根据试点情况研究扩大试点范围。 

空管办、

飞标司、

机场司、

空管局 

试点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