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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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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用机场服务领域广泛，分类复杂，且选址缺少相应规范标准。目前，通用

机场选址普遍参照运输机场的标准执行，导致了通用机场选址程序复杂，要求偏

高，制约了通用机场的发展。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改委、民航局发布的关于通用机场建设的

相关文件精神，加强对通用机场选址工作的指导，中国民用航空局委托中国民用

航空江苏安全监督管理局编制《通用机场选址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在编制过程中，编写组深入研究了国内外相关技术文件，实地调研了民航管

理部门、战区空军、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民航设计院、通航公司和通用机

场等单位。在分析通用机场选址问题和总结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编制完成本《规

范》，指导通用机场选址。 

通用机场所使用的航空器和场地不同，对选址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本《规范》

分为三个分册：《跑道型机场选址规范》、《直升机场选址规范》和《水上机场选

址规范》。 

《直升机场选址规范》主要包括：总则、直升机场分类、永久型表面直升机

场选址、简易型表面直升机场选址、高架直升机场及附录。 

本规范由主编单位负责日常管理工作。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函告

中国民用航空江苏安全监督管理局（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金兰路 1号城

际空间 A-1座 15-16 楼；邮编：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以

便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  

主    编： 

参编人员： 

主    审： 

参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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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直升机场选址工作，促进通用机场建设，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直升机场的选址，现有直升机场实施飞行场地改扩建的论证可参考本规范。 

1.0.3  直升机场选址应当遵循“安全、适用、绿色、经济”的原则。 

1.0.4  直升机场选址除应符合本规范外，还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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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升机场分类 

2.0.1  直升机场按飞行场地建设位置分为表面直升机场、高架直升机场、直升机水上平台和船

上直升机平台。 

【条文说明】分类引自《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MH 5013）。其中：表面直升机

场需选址或场址论证，高架直升机场仅需场址论证，直升机水上平台和船上直升机场建设可参

考《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MH 5013）。 

2.0.2  表面直升机场按是否建设永久固定设施分为永久型表面直升机场和简易型表面直升机

场。 

1  永久型表面直升机场是指建设永久固定设施（包括飞行场地和房屋设施等）、常年提

供航空器起降、申请固定使用空域的直升机场。 

永久型直升机场分跑道型和非跑道型。其中：跑道型直升机场是指进近起飞区（FATO）

长度大于或等于100m的机场。 

【条文说明】永久型表面直升机场通常已列入所在省通用机场布局规划，建设时会严格履行土

地征用、规划报建、项目审批手续，建成后办理房地产权证。永久型表面直升机场通常申请本

场固定使用空域，作为航空运营人基地或航空器制造试飞基地长期使用，按《民用航空法》实

施保护，投入使用后不会轻易废弃。 

2  简易型表面直升机场是指仅建设简易飞行场地和临时性房屋设施、申请临时使用空域

的直升机场。 

【条文说明】简易型表面直升机场通常不需征地和办理产权手续，建设规模小，停机坪机位数

量一般不超过3个，多数只建一个起降坪，FATO（最终进近和起飞区）、TLOF（接地和离地区）、

停机坪三者重合，如医院、景区和高速公路服务区内建设的表面直升机场，部分机场会建设临

时简易机库和用房。 

2.0.3  直升机场按照其社会属性分为A、B两类： 

A类通用机场是指对公众开放的通用机场，即可以为通用航空载客、空中游览活动提

供服务的通用机场； 

B类通用机场是指不对公众开放的通用机场，即除A类通用机场以外的通用机场。 

A类通用机场按照服务保障等级划分为以下两级： 

A1级通用机场是指可以为乘客座位数10座及以上航空器的载客飞行活动提供服务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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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场。 

A2级通用机场是指除A1级外的其他A类通用机场。 

【条文说明】引自《通用机场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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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永久型表面直升机场选址 

3.1 选址基本要求 

3.1.1  场址宜靠近主要服务对象，或与城镇距离适中。 

3.1.2  场地条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满足拟使用直升机安全起降、滑行、停放需求； 

2  满足直升机场飞行场地和其他保障设施的需求； 

3  如有远期发展规划，应满足远期建设需求。 

【条文说明】场地条件主要指场地空间尺寸和地形地貌等。 

3.1.3  场址起降方向宜与主导风向一致。 

3.1.4  场址起降方向尽量避开居民区、学校、医院等噪声敏感区。 

3.1.5  场址净空条件良好，满足直升机安全起降要求。应至少保证直升机场两个起降方向和一

侧净空良好，尽可能减少净空处理量。 

3.1.6  场址应避开各类空中禁区，宜避开各类空中限制区。场址使用空域与周边机场和其他空

域的矛盾可协调解决。 

3.1.7  场址应避开阵地、靶场、雷达站等军事设施，以及核电厂、油库等重要设施；与易燃易

爆、产生大量烟雾以及电磁干扰等设施设备保持安全距离。 

3.1.8  场址地形、地貌简单，土石方工程量较少。 

3.1.9  场址应满足生态、环境及文物保护要求，宜避开鸟类生态保护区，不宜压覆具有开采价

值的矿藏区。 

3.1.10  场址具备引接道路和供水、排水排污、供电、通信等公用设施的条件。 

3.1.11  跑道型直升机场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符合所在地通用航空相关规划。 

2  与所在地国土空间规划及其他规划相协调。。 

【条文说明】通用航空相关规划通常是指经地方政府批准的省级或市级通用机场布局规划或

通用航空发展规划。 

国土空间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通常是指经地方政府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城乡建设发展

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及场址涉及的其他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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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选址程序 

3.2.1  选址程序包括：确定机场功能定位与建设规模、场址初选、航行服务研究、场址论证、

编制场址报告。 

3.2.2  场址论证时，场地条件研究和航行服务研究两者应统筹兼顾。 

3.3 机场性质与建设规模 

3.3.1  分析机场性质、主要服务对象、拟开展业务、拟使用机型等。 

1  按照第 2.0.3 条确定机场性质。 

2  按照主要服务对象和拟开展业务，确定机场功能定位。 

【条文说明】通用机场开展业务种类主要包括五类：交通运输、社会公共服务、通用航空消费、

航空飞行培训、工农林生产作业。机场拟开展业务至少包括其中一类或多类。 

3.3.2  预测拟使用直升机机型，确定设计机型。 

【条文说明】设计机型一般选择全尺寸（D）最大的直升机和起飞全重最大的直升机。 

3.3.3  航空业务量预测包括下列内容： 

1  预测年限 

近期预测年限宜不小于 5 年且不大于 10 年。如有远期规划，应按远期预测规模选址，远

期预测年限宜不小于 10 年且不大于 30 年。起算年为机场预计建成投用的年份。 

【条文说明】《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MH/T 5002-2020）5.2.1：机场规划目标年应包括近期

和远期，自总体规划批准年份起，按近期 15 年、远期 30 年的原则确定，可对接国家上位规

划、国土空间规划的目标年。ICAO 建议预测机场选址或者扩建阶段的土地需求，预测年限至

少为 20 年（DOC 9184 Airport Planning Manual. Part 1）。FAA 建议短期预测年限为 5 年，中期

预测年限为 6-10 年，长期预测年限大于 10 年（AC 150/5070-6，Airport Master Plans）。综合考

虑对通用机场航空业务发展状况，确定预测年限不少于 5 年。 

2  预测指标和预测方法 

1）  通常可采用综合分析法预测年/月/日起降架次、典型高峰小时起降架次、最大停场飞

机数量等指标。 

2）  用于短途运输的 A 类跑道型直升机场，可采用定量分析法预测年/月/日高峰小时旅

客吞吐量。旅客吞吐量指标可用于确定候机设施规模。 

3）  用于航空飞行培训的机场，可根据培训类别和学员数量，定量分析预测航空飞行培



通用机场选址规范 

—6— 

 

训类业务的飞行时间和起降架次。 

4）  用于通用航空消费、工农林生产作业、社会公共服务的机场，可参照类似通用机场，

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采用综合分析法预测起降架次和停场航空器数量等指标。 

3.3.4  根据设计机型和预测的航空业务量，确定 FATO、TLOF、安全区、机坪、地面滑行道、

空中滑行道等设施建设规模。 

3.3.5  功能定位为航空飞行培训的直升机场一般需建设为跑道型。跑道型 FATO 长度应根据拟

使用机型飞机性能确定，10t 以下建议取 200-300m，10t 及以上建议取 400-500m。 

3.3.6  分析停场飞机类型、数量及停放方式，确定停机坪和机库建设规模。机库面积应兼顾飞

机维修和停放需求。 

【条文说明】机位安全间距根据直升机停放方式确定，直升机机坪停放方式包括飞进飞出、自

滑进出、滑进推出、推进推出等。 

3.3.7  预测夜航需求。存在夜航需求的机场（如开展航空飞行培训、应急救援等全天候运行业

务的机场）宜建设助航灯光系统。 

3.3.8  需要提供管制服务的机场应建设塔台。 

3.3.9  分析确定直升机场运行方式。直升机场通常为目视运行方式；有航空飞行培训、应急救

援业务等仪表运行需求的直升机场或净空复杂且有夜航需求的直升机场，宜采用非精密仪表

运行方式。 

【条文说明】直升机场非精密仪表运行方式建议采用基于性能导航（PBN）程序，利于提高机

场的利用率，减少导航台建设和运行费用。 

3.3.10  根据直升机场功能定位和建设规模、拟使用机型和运行方式，初步确定本场使用空域

需求。使用空域宜申请本场固定使用空域。采用仪表运行方式的直升机场，应设计仪表飞行程

序。 

【条文说明】本场固定使用空域范围至少为半径 5km，真高 200m。 

3.3.11 分析并确定保障设施建设需求。宜通过合建用房节约用地。 

【条文说明】保障设施包括生产保障设施和办公生活保障设施，根据实际需求建设。生产保障

设施包括机库、航空加油设施（油库、加油车、加油装置等）、候机设施、飞行准备室、场务

用房、车库等；办公生活保障设施包括办公、食堂、值班用房/宿舍、培训教室、驻场单位用

房、仓库等。 

3.3.12  根据直升机场需求分析确定的建设规模，绘制直升机场平面布置初步方案图，确定机

场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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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初选 

3.4.1  初选的主要任务包括收集资料、图上作业、现场踏勘和确定推荐场址。 

3.4.2  初选应收集以下资料： 

1  选址区域地形图（1:5 万）； 

2  跑道型直升机场应收集本省/市通用航空相关规划； 

3  跑道型直升机场应收集区域国土空间规划； 

4  周边机场资料； 

【条文说明】周边机场资料包括已投用或建设中的军用和民用机场情况。 

5  需要避开的军事设施和其他重要设施分布情况； 

【条文说明】军事设施分布情况可通过调研当地军事设施保护部门了解；其他重要设施（核电

站、大型油库、高速公路、高铁等）规划建设情况可通过调研当地规划或交通等部门获取。 

6  需要避开的人工障碍物资料。 

【条文说明】人工障碍物主要包括 110kV 及以上输电线路、烟囱、桥梁、风电、电视塔等。输

电线路资料可通过选址区域电网地理连接线图获取。 

3.4.3  收集分析资料，通过图上作业确定初选场址： 

1  以主要服务对象为中心，确定机场服务范围。 

2  根据当地国土空间规划、军事设施和其他重要设施资料，避让城市规划发展方向和选

址禁区。 

【条文说明】选址禁区为军事设施、核电站、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等不宜建设通用机场区

域。当机场主要服务对象为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时，该区域可不作为选址禁区。 

3  确定需要避开的人工障碍物。 

4  根据周边机场资料，确定周边机场位置和空域范围。 

5  确定可能选址区域，初步分析地面和空中条件，确定初选场址。初选场址数量宜不少

于 3 个。 

3.4.4  对初选场址现场踏勘，评估确定初选场址建设可行性，优化初选场址位置和起降方向。

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内容： 

1  调查场址地形地貌和设施现状，评估场地空间条件、土石方量和拆迁量，优化初选场

址位置。 

2  调查场址净空现状，应包括自然山体和人工障碍物，评估净空影响程度和处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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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场址位置和起降方向。 

3  调查场址主导风向，优化起降方向。 

【条文说明】应搜集场址附近气象台站的气象数据。若场址附近无气象台或因场址地形复杂，

气象台站观测数据无代表性，可调研主导风向。 

4  调查场址周边学校、医院、居民区等噪声敏感区域，评估飞机噪声影响程度，优化场

址位置和起降方向。 

5  调查场址周边易燃易爆和产生烟雾等设施的分布情况，并保持安全距离。 

6  调查场址周围鸟类保护区分布情况，评估相互影响程度，优化场址位置和起降方位。 

7  调查场址范围内的地下矿产资源、地表和地下文物古迹遗址分布情况。 

3.4.5  结合现场踏勘，分析比较初选场址，确定推荐场址，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1  咨询军民航管制部门，了解初选场址申请使用空域的可行性。 

2  综合分析场地、空域、净空、气象、土地规划、环境、投资等因素，评估初选场址可

行性。 

3  初选场址均不可行，应重新初选。可行初选场址超过 2 个，应综合比较各场址优劣势，

结合地方政府部门和业主意见，择优确定推荐场址。 

3.5 航行服务研究 

3.5.1  航行服务研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结合地面选址工作同步进行。选址阶段航行服务研究应包括场址净空环境和空域使用

需求分析，根据需要开展飞行程序研究和飞行性能分析。 

2  分析机场净空限制，提出基于运行实际的净空需求，提出合理明确的障碍物处理意见。 

3  对地面选址工作提出的起降方向进行复核，应提出起降空域需求、划设进离场航线，

分析与邻近机场/航线的运行影响。空域环境复杂的，需提出空域使用协调和解决措施。 

3.5.2  空域条件分析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根据机场功能定位、运行方式、拟使用机型，视需要设计目视或仪表飞行程序。 

2  调查场址周围半径 150km 范围内的机场和空域情况，绘制场址空域环境图（军民用机

场位置关系图、雷达空域、航路使用空域、航线等），分析本场使用空域需求与周边机场邻接

空域是否重叠。 

【条文说明】选址论证阶段首先分析邻接空域是否重叠，其次分析与周边仪表航线及飞行空域

的距离是否满足规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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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本场空域与周边军用机场直角大航线和直线穿云航线、飞行空域、民用机场飞行

程序的距离是否满足间隔要求。 

4  空域环境复杂的，需提出空域使用协调和解决措施。如采用限制性运行，评估是否可

接受。 

5  征询军民航管制部门对空域的意见，评估场址的可行性。 

3.5.3  飞行程序研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通用机场可以根据实际运行需要设计仪表飞行程序。需要设计仪表飞行程序的，宜设

计基于卫星导航飞行程序。拟建设 NDB 或 VOR 无线电导航台站时，应设计相应传统仪表飞

行程序。 

【条文说明】参考《小型航空器实施非传统仪表飞行的运行指南（征求意见稿）》（AC-91-FS-

2017-36），通用航空有大量小型航空器，并且多为目视飞行，存在少量仪表飞行活动，随着飞

行活动的大幅增加和气象变化因素，仪表飞行比例将逐步增加。而传统的仪表飞行，是依靠

NDB、VOR 或 ILS 等传感器和指针实现导航，对地面设备要求较高，无法实现全空域仪表运

行。随着新的航行技术发展，基于卫星等导航源的导航方式，正在快速普及，它可提供直观精

确的“地图导航”方式，有效增强驾驶员的航空器位置情景意识，减轻驾驶员负担，实现全空域

仪表导航，有效提升通航安全水平。 

2  以下情况宜设计仪表飞行程序： 

1）  净空复杂且有全天候运行需要的； 

2）  邻近禁区、限制区或危险区，空域环境复杂的。 

3  有仪表飞行程序设计需求的场址，应参考《民用机场飞行程序预先研究报告》（MD-97-

FS-2018-01），论证评估离场程序、VSS 面和等待程序等，提出在标准条件下净空处理总体情

况。 

3.5.4  飞行性能分析应符合以下规定： 

1  以下条件宜开展飞行性能分析： 

1）  跑道型直升机场； 

2）  净空复杂，有无法拆除或搬迁的超高障碍物； 

3）  高原及高高原机场。 

2  飞行性能分析内容应包括机型使用速度、最大起飞重量、上升/下降率、起飞/着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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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场址论证 

3.6.1  场址论证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收集和调查推荐场址资料，论证说明推荐场址技术和经济

可行性。 

【条文说明】场址论证指对单一场址进行分析论证。 

3.6.2  场址论证进一步收集以下资料： 

1  跑道型直升机场应按《民用机场勘测规范》（MH/T 5025）规定收集工程地质勘察资料。 

2  收集附近道路路面结构组合及地基处理方案。 

3.6.3  根据收集资料，按以下要求对推荐场址进行技术分析： 

1  地理位置 

1）  确定机场基准点坐标、标高和跑道方位。 

2）  场址与主要服务对象、城镇的位置关系，分析其直线距离和地面交通里程。 

3）  分析与主要服务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的符合度。 

2  场地条件 

1）  分析场址地形地貌、场地空间范围，确定场地是否满足机场近或远期（如有）建设用

地需求。 

2）  说明场址范围内地下矿产资源、地表和地下文物古迹遗址分布情况。 

3）  分析地表状况，确定机场标高，估算土石方工程量。  

4）  分析场址工程地质情况，提出初步地基处理方案。 

5）  调查确定场地抗震设防烈度。 

3  空域条件 

调查场址周围半径 150km 范围内的机场和空域情况，绘制邻近机场关系图，分析本场使

用空域需求与周边机场邻接空域是否重叠。 

4  净空条件 

依据《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MH 5013），绘制场址障碍物限制面图，实测并

标明机场净空障碍物限制面内障碍物位置及高度，结合航行服务研究提出障碍物处理意见，并

估算净空处理工程量。 

5  气象条件 

1）  根据气象台至场址的距离和海拔高差，分析气象资料相关性。 

2）  统计与飞行相关的气象要素（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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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跑道型直升机场根据气象资料，绘制场址风力负荷图，验证起降方向的合理性。 

场址附近无气象台或者因场址地形复杂，气象资料无代表性，应分析现场调研主导风向，

评估起降方向和主导风向的关系。 

6  环境条件 

1）  分析进离场航线对医院、学校、居民区等噪声敏感区域的影响。 

2）  分析场址对周边生态、水土、大气环境的影响。  

3）  分析鸟类聚集地与飞行安全的相互影响。 

4）  说明场址周边易燃易爆和产生烟雾等设施的分布情况，分析其对飞行安全的影响。 

5）  分析说明电磁环境状况。 

7  供油条件 

初步确定航油供应方案。 

8  交通和公用设施条件 

说明场址周边道路、供水、供电、供气、通讯等公用设施状况，初步确定引接方案，并匡

算工程量和投资。 

9  占用土地情况 

分析土地性质和所有权情况，说明与土地利用相关政策的符合性。 

【条文说明】机场建设不得侵占生态红线和基本农田。 

10  征迁或改建情况 

统计场址范围拆迁和改建情况，估算补偿费用。 

3.7 编制场址报告 

3.7.1  场址报告应包括下内容： 

1  选址工作概述 

2  机场建设的目的及必要性 

3  机场功能定位和建设规模 

3.1  机场功能定位 

3.2  拟使用机型和飞行场地指标 

3.3  机场运行方式 

3.4  空域需求 

3.5  航空业务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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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本期建设规模 

3.7  远期建设规模（如涉及） 

4 初选 

4.1  初选工作概况 

4.2  初选场址范围 

4.3  初选场址分析 

4.3.1  场址 1 

4.3.2  场址 2 

----- 

4.4  确定推荐场址 

5  场址论证 

5.1 场址基本情况 

5.1.1  地理位置 

5.1.2  飞行场地基本参数 

5.1.3  与相关规划的符合性  

5.2  技术分析 

5.2.1  场地条件 

5.2.2  空域条件 

5.2.3  净空条件 

5.2.4  气象条件 

5.2.5  环境条件 

5.2.6  交通条件 

5.2.7  公用设施条件 

5.2.8  供油条件 

5.2.9  占用土地情况 

5.2.10  拆迁或改建情况 

6  规划建设内容 

6.1  工程设计方案 

6.2  设施设备配置 

7  工程投资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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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和建议 

【条文说明】结论列出影响机场运行的因素，主要包括：场地、空域、净空、气象和环境等。 

9  附件 

1）  地方政府对场址的意见 

2）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对场址的意见 

3）  环保部门对场址的意见 

4）  气象、地震、文物、水利、林业、交通、供电、通信、供水、供热、供气等部门座

谈会议记录 

5）  通用机场信息统计表（参见附录 C） 

10  附图 

1）  推荐场址位置图（在国土空间规划图中标出） 

2）  邻近机场关系图 

3）  推荐场址净空障碍物限制图（1:5万，障碍物一览表） 

4）  机场总平面图（1:1000或者1:2000，标注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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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简易型表面直升机场选址 

4.1 选址基本要求 

4.1.1  场地条件满足拟使用直升机安全起降和停放需求。 

4.1.2  净空条件良好，至少能满足两个起降方向安全运行。 

4.1.3  主进近/起飞方向宜与常年主导风向一致。 

4.1.4  进近/起飞方向应尽量避开居民区、学校、医院等噪声敏感区。 

4.1.5  与周边机场空域矛盾可协调。 

4.1.6  本规范第4.1.4、4.1.5条不适用仅提供公共应急服务的直升机场。 

4.2 选址程序 

4.2.1  选址程序一般包括：确定机场功能定位和建设规模、现场踏勘、空域分析、方案设计、

编制场址报告。 

4.3 机场性质和建设规模 

4.3.1  分析机场性质、主要服务对象、拟开展业务、拟使用机型等。 

1  按照第 2.0.3 条确定机场性质。 

2  按照主要服务对象和拟开展业务，确定机场功能定位。 

【条文说明】通用机场开展业务种类主要包括五类：交通运输、社会公共服务、通用航空消费、

航空飞行培训、工农林生产作业。机场拟开展业务至少包括其中一类或多类。 

4.3.2  预测拟使用直升机机型，确定设计机型。 

【条文说明】设计机型一般选择全尺寸（D）最大的直升机和起飞全重最大的直升机。 

4.3.3  宜申请本场临时使用空域。 

4.3.4  根据设计机型和预测的航空业务量，确定 FATO、TLOF、安全区、机坪、地面滑行道、

空中滑行道等设施建设规模。 

4.3.5  根据用户需求，确定简易机库和其他保障用房的面积。 

4.3.6  根据直升机场需求分析确定的建设规模，绘制直升机场平面布置初步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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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现场踏勘 

4.4.1  调研场址地形地貌和设施现状，依据机场平面示意草图，评估场地条件可行性。 

4.4.2  按照《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MH 5013）中的净空障碍物限制要求，现场

调查自然山体和人工障碍物，以不处理自然山体和已有人工障碍物为原则，评估净空条件的可

行性，初步确定场址基准点位置和起降方向。 

4.4.3  调查场址的主导风向，优化起降方向，确定 FATO 主起降方向。 

4.4.4  调查场址周边学校、医院、居民区等噪声敏感区域，评估飞机噪声影响程度，优化场址

位置和起降方向。 

4.4.5  调查场址周边易燃易爆和产生烟雾等设施的分布情况，并保持安全距离。 

4.4.6  调查场址空域与邻近机场/航线的运行影响，咨询军民航管制部门，提出空域使用协调

和解决措施。 

4.4.7  根据调查情况，确定机场基准点坐标、标高和起降方向。 

4.6 方案设计 

4.6.1  绘制机场总平面图。 

4.7 编制场址报告 

4.7.1  场址报告应包括下内容： 

1  机场功能定位和建设规模 

1.1  机场功能定位 

1.2  拟使用机型和飞行场地指标 

1.3  机场运行方式 

1.4  本期建设规模 

2  场址基本情况 

2.1  地理位置 

2.2  飞行场地基本参数 

2.3  技术分析 

2.3.1  场地条件 

2.3.2  空域条件 



通用机场选址规范 

—16— 

 

2.3.3  净空条件 

3  规划建设内容 

3.1  工程设计方案 

3.2  设施设备配置 

4  工程投资匡算 

5  结论和建议 

【条文说明】结论列出影响机场运行的因素，主要包括场地、空域和净空等。 

附件： 

通用机场信息统计表（参见附录C） 

附图： 

1）  场址位置图（在国土空间规划图中标出） 

2）  邻近机场关系图 

3）  机场净空障碍物限制图（1:5万，障碍物一览表） 

4）  机场总平面图（1:1000或者1:2000，标注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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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架直升机场 

5.1 场址基本要求 

5.1.1  高架直升机场应满足拟使用直升机安全起降所需场地尺寸要求。 

5.1.2  高架直升机场及邻近区域净空良好，宜满足两个起降方向安全运行。 

5.1.3  建/构筑物结构强度应满足拟使用起飞全重最大的直升机和承台的荷载要求。 

5.2 选址程序 

5.2.1  高架直升机选址程序一般包括：明确设计机型、现场踏勘、方案设计、编制场址报告。 

5.3 设计机型 

5.3.1  明确可用直升机机型，选择全尺寸最大的直升机和起飞全重最大的直升机作为设计机

型。 

5.4 现场踏勘 

5.4.1  调查楼顶或构筑物平台尺寸，评估场地条件可行性。 

5.4.2  按照《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MH 5013）中的净空障碍物限制要求，调查

平台及周边邻近的障碍物，评估净空条件。 

5.4.3  确定机场基准点坐标、标高和起降方向。 

5.5 方案设计 

5.5.1  绘制直升机场总平面图、目视助航设施图。 

5.6 编制场址报告 

5.6.1  场址报告应包括下内容： 

1  机场用途 

2  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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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使用机型 

4  净空条件 

5  飞行场地设施 

附件： 

通用机场信息统计表（参见附录C） 

附图： 

1）  机场总平面图（1:1000或者1:2000，标注尺寸） 

2）  机场净空障碍物限制图（1:5万，障碍物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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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气象资料统计用表 

（资料性附录） 

A.1 地方气候统计总表 

表 A.1 地方气候统计总表 

要素名称 
累年要素值 累年 

年平均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平均风速（m/s）              

气温 

（℃） 

平均气温              

日最高平均              

日最低平均              

极端最高              

极端最低              

能见度≤5000m（天）              

雷暴、沙尘暴、雾霾、

冰雹大风等恶劣天气

（天） 

             

资料年限         年～        年（共   年） 

填表时间         年   月 

观测位置 经纬度：        海拔高度： 

观测方式 人工            自动 

A.2 平均风向风速统计表 

表 A.2 平均风向风速统计表 

平均风速 

V(m/s) 
北 

北
东
北 

东
北 

东
东
北 

东 

东
东
南 

东
南 

南
东
南 

南 

南
西
南 

西
南 

西
西
南 

西 

西
西
北 

西
北 

北
西
北 

小
计 

静风                  

0.5≤V≤3                  

3＜V≤5                  

5＜V≤7                  

7＜V≤10                  

10＜V≤13                  

13＜V≤17                  

V＞17                  

合计                  

观测站名称  资料年限 年～        年（共   年） 

观测站位置 

东经： 

填表时间 年   月 北纬： 

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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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选址报告附件格式及要求 

 

B.1  当地政府对场址的意见 

 

 

 

××人民政府 

关于××机场场址的意见 
 

 

 

一、同意××场址。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人民政府（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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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对场址的意见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关于××机场场址的意见 
 

 

 

一、××场址 

1．该场址位于××市（或县）城区××方位，距城市中心直线距离××km，场址与《×

×市（或县）城市总体规划》无矛盾（或有矛盾，但可协调解决）。 

2．该场址符合××市（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所占区域土地性质为国有（或集体所有），

包括农用地××亩（其中，耕地××亩、草地××亩……）、建设用地××亩、未利用地××

亩。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可调整为建设用地，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土地政策。 

3．现场址范围内需拆迁住户××户，拆迁建筑物面积××平方米，拆迁其他……。 

4．征地拆迁所涉及相关费用等。 

5．说明场址范围内是否压覆重要矿藏。如有，应出具未来不开采的书面承诺。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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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当地环保部门对场址的意见 

 

 

 

××环保部门 

关于××机场场址的意见 
 

 

 

一、××场址 

1．说明场址范围及周围是否有自然保护区及生态保护目标，以及机场建设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 

2．说明对场址区域大气、噪声、污水等环境指标的控制要求； 

3．说明机场污水、污物的处理方式及引流方式要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环保部门（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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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通用机场信息统计表（直升机场） 

机场基本数据 

机场性质 □A1             □A2               □B 

基准点坐标 经度： 纬度： （以 WGS-84 数据标定） 基准温度  

机场类型 □表面直升机场 □高架直升机场  

飞行规则 □VFR □IFR  

TLOF 信息 

机场标高  坡 度  

尺 寸 长度： 宽度： 承载强度 （吨） 

表面类型 □水泥 □沥青 □非铺筑面： 

FATO 信息 

FATO 类型 □跑道型 □非跑道型 跑道长宽 长度： 宽度： （米） 

识别号码 □无 □有： 坡 度  

FATO 方向  

表面类型 □水泥 □沥青 □非铺筑面： 

安全区 

安全区尺寸 长度： 宽度： 

表面类型 □水泥 □沥青 □非铺筑面： 

停机坪 

停放数量  

表面类型 □水泥 □沥青 □非铺筑面： 

地面滑行道 

滑行道编号 □无 □有 编号： 滑行道宽度  

表面类型 □水泥 □沥青 □非铺筑面： 

空中滑行道 滑行道编号 □无 □有 编号： 滑行道宽度  

助航灯光 □无 □有：  

标志物 □无 □有：  

管制频率 □无 □有：  

航油服务 □无 □有：  

最大适用机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