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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信息填报和处理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事件信息填报和处理，确保事件信息

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据《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

（ＣＣＡＲ－３９６）和《事件样例》 （ＡＣ－３９６－０８Ｒ２），并参考国际民航组

织事故 ／ 征候资料报告（ＡＤＲＥＰ）系统分类法，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民用航空地区

管理局、中国民用航空安全监督管理局 ／ 安全运行监督办公室、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民用航空企事业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的

事件信息填报和处理，也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运行

的外国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及其从业人员的事件信息填报和处

理。

第三条　 本规范提供中国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系统（以下简称

安全信息系统）中事件信息的填报和处理规范。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四条　 本规范仅列出事件信息中主要要素的填报规范。 事

件信息填报按照附件一事件类型释义和使用说明执行；事件简要

经过可参考附件二事件填报要点执行；事件类型的选择按照附件

三事件样例与事件类型的对应关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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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各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限内按照本规范的要求填报事

件信息，不能因信息不全而推迟上报。 获得新的事件信息时，应当

及时补报，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事件信息的核实。 原则上，仅在事

件信息完整时，申请结束事件报告。 不能在规定时限内提交最终

调查信息时，应当在系统内使用“申请延期”功能提交延期申请。

第六条　 局方对不同来源的同一事件信息进行合并时，应当

综合各方提供的信息，避免信息缺失。 在“退回”事件信息时，应

当选择“退回原因” （无需报送、补充核实相关信息、填报不规范、

主送单位错误），注明“退回详情”，并在“发出的退回事件”模块跟

踪“退回”事件的闭环。

事发相关单位收到“退回”事件信息时，应当在“未处理”模块

进行修改后报送，不可直接新建事件或从发件箱续报。

第七条　 运输航空公司分子公司事件信息的管理原则：

（一）对于国航、南航、东航的子公司和具有相对独立运行管

理职责的分公司，其事件信息管理工作，分别由所在地管理局负

责；不具有相对独立运行管理职责的分公司，其事件信息管理工

作，统一由合格证管理局负责。

（二）对于国航、南航、东航统一运行模式下，其不同分子公司

机组和飞机“混搭”运行发生的事件，总部或任何分子公司的首次

上报可视为初报。

（三）对于国航、南航、东航之外的运输航空公司，其分公司的

事件信息管理工作，统一由合格证管理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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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填报和处理规范

第八条　 标题 Ｔｉｔｌｅ

（一）涉及航空器的事件

标题内容为：日期＋航空器使用单位＋机型＋机号＋航班号＋起

飞点＋计划落地点＋事件类型＋后果。

１．标题中的日期以航班计划日期为准，可与事件发生时间不

一致。

２．不同分子公司机组和飞机“混搭”运行发生的事件，涉及机

组问题的，需在标题中体现机组所属分子公司。

３．航班号使用二字码，不得使用三字码。

（二）不涉及航空器的事件

标题内容为：日期＋发生地＋事件类型＋后果

（三）示例

１．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 日 ＸＸ 航 Ａ３２０ ／ Ｂ－ＸＸＸＸ 号机执行 ＸＸＸＸ 成

都至昆明航班雷达罩遭鸟击损伤超标。

２．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 日 ＸＸ 航 Ｂ７３７ ／ Ｂ－ＸＸＸＸ 号机执行 ＸＸＸＸ 长

沙至北京航班左发进气道遭外来物击伤超标。

第九条　 是否统计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一）国家抢险、救灾飞行以及非法飞行，不计入事件信息统

计范围。

（二）外航相关的一般事件计入事件信息统计范围。 外航相

关的征候（含）以上事件，只统计我方责任原因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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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件样例》中无对应样例的事件原则上不计入统计范

围。

注：按照“小于间隔”上报后，经调查核实未达到小于规定间

隔的“临近管制间隔”事件，计入统计范围。

第十条　 发生时间 Ｄａｔｅ ＆ Ｔｉｍｅ

（一）发生时间使用北京时间。

（二）发生时间为事件实际发生时间。 如果涉及事件链，以最

先发生的为准。

（三）如果无法确定事件实际发生时间，则发生时间为事件的

发现时间。

（四）示例

１．某航班 ７ 月 １ 日起飞，７ 月 ２ 日凌晨落地。 ０２：００ 航后检查

发现遭鸟击（有鸟击残留物），机组反应全程未感觉到鸟击，鸟击

阶段不明。 发生时间栏填写“发现时间”，即 ７ 月 ２ 日 ０２：００。

２．某航班 ７ 月 １ 日 ２３：００ 起飞，７ 月 ２ 日 ０２：００ 落地。 在 ７ 月 １

日 ２３：１０ 至 ２３：２０ 在某区域发生通信中断，发生时间栏填写“实际

时间”，即 ７ 月 １ 日 ２３：１０。

第十一条　 发生地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一）发生地为事件实际发生时的地点。

（二）如果事件发生在空中，则发生地为所在空域的空中交通

管制单位，如北京区域管制中心。 如所在空域的空中交通管制单

位为塔台，则发生地为该塔台相应的机场。 例如 “成都双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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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则发生地为“成都双流机场”。

（三）对于涉及多个事件类型的事件，以主要事件类型的发生

地为准（主要事件类型判定参见第十九条）。

（四）如果无法确定发生地点，则发生地为不详。

注：本规范中的“空中”是指飞行中所有机轮离地至接地的阶段。

（五）示例

１．某航空公司执飞 Ａ－Ｂ 的航班，在 Ｂ 机场遭遇风切变备降到

Ｃ 机场，应当选择 Ｂ 机场为发生地。

２．某航空公司执飞 Ａ－Ｂ 的航班，在 Ｂ 机场落地后发现航空器

舱单数据与实际不符，应当选择 Ａ 机场为发生地。

３．某航空公司执飞 Ａ－Ｂ 的航班，在巡航阶段发生颠簸伤人事

件，应当选择颠簸发生时所在空域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为发生地。

第十二条　 事发地监管局和管理局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一）事发地监管局和管理局按照以下原则确定：

１．事件发生在地面，发生地所在地监管局和管理局。

２．事件发生在空中：

（１）航空器主残骸所在地监管局和管理局。

（２）航空器碰撞地面障碍物所在地监管局和管理局。

（３）发生以下情形之一，事发时对航空器实施空中交通管制

服务的单位所在地监管局和管理局。 若事发时涉及多家空中交通

管制服务单位，最早涉及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务单位所在地监管局

和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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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航空器间隔小于规章规定的标准间隔，或者航空器与地

面障碍物的间隔小于规定的标准间隔，或者航空器出现 ＡＣＡＳ

（ＴＣＡＳ）ＲＡ 告警；

（ｂ）偏离进、离场程序，偏离指定的航路（线）或指定航迹或高

度，未正确执行复飞程序；

（ ｃ）陆空通信双向联系中断；

（ｄ）存在较高可控飞行撞地风险；

（ ｅ）误入禁区、危险区、限制区、炮射区或误出国境；

（ ｆ）无线电干扰，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

（ ｇ）遭遇无人机、风筝等升空物体导致航空器避让。

（ｈ）遭遇风切变。

（４）起飞和初始爬升阶段发生鸟击，起飞机场所在地监管局

和管理局。

（５）其他情况下，航空器降落点所在地监管局和管理局。

３．事件发生地不详，事件发现地所在地监管局和管理局。

（二）按照本条（一）款中的原则确定的“所在地”在境外时，

事发地监管局和管理局为事发相关单位所属地监管局和管理局。

（三）空管单位所在地监管局应当将事件信息转发事发地监

管局。

注：安全信息系统默认“发生地”所属的“监管局”为“事发地

监管局”，需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正确的“事发地监管局”，特别是

本条（一）２（５）项中所列的情况。 例如，某航班在北京区域管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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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发生机械故障，备降到济南。 发生地为“北京区管”，默认的“事

发地监管局”为“北京监管局”，需重新选择“山东监管局”。

（四）示例

１．某航空公司执飞 Ａ－Ｂ 的航班，在 Ｂ 机场遭遇风切变备降到

Ｃ 机场，应当选择 Ｂ 机场所在地的监管局为事发地监管局。

２．某航空公司执飞 Ａ－Ｂ 的航班，在 Ｂ 机场落地后发现航空器

舱单数据与实际不符，应当选择 Ａ 机场所在地的监管局为事发地

监管局。

３．某航空公司执飞 Ａ－Ｂ 的航班，在巡航阶段发生机械故障备

降到 Ｃ 机场，应当选择 Ｃ 机场所在地的监管局为事发地监管局。

４．某航空公司执飞 Ａ－Ｂ 的航班，在某区域发生通信中断，以

事发时对航空器实施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单位所在地监管局为事

发地监管局。

第十三条　 航空器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一）航空器通过机号进行选择，当在系统内无法搜索到相应

机号时，企业用户可自行“新建”航空器信息。 外航的航空器，选

择“其他”。

（二）对于企业用户创建的航空器信息，局方用户在审核信息

时，需重新选择该航空器。

第十四条　 事发阶段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ｈａｓｅ

（一）事发阶段应当与事件发生地相对应，并按照《运行阶段

和地面阶段》（ＡＣ－３９６－ＡＳ－２０１４－０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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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不能确定具体事发阶段的，事发阶段为“未知”。

（三）当涉及多个事件类型时，以主要事件类型的发生阶段为

准。

（四）示例

１．某航空公司执行 Ａ－Ｂ 航班，起飞后爬升至 ４２００ 米遭遇晴空

乱流，导致高度偏离 ２７２ 英尺。 事发阶段为“爬升至巡航阶段”，

而非“初始爬升”。

２．某航空公司执行 Ａ－Ｂ 航班，在最后进近阶段触发反应式风

切变警告，机组执行复飞，后续重新进近，正常落地。 事发阶段为

“最后进近阶段”，而非“中止进近 ／ 复飞”。

３．某航空公司执行 Ａ－Ｂ 航班，在起飞滑跑时出现刹车故障，

机组决定中断起飞，后由拖车拖回机位。 事发阶段为 “起飞阶

段”，而非“中断起飞”。

第十五条　 飞行性质 Ｔｙｐｅ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一）运输航空指的是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执行公

共航空运输任务或境外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在我国境内执行公共

航空运输任务。

（二）运输航空以外的飞行为通用航空。

示例：

１．某运输航空公司执飞 Ａ－Ｂ 的调机任务，飞行性质为 “通

用”。

２．某运输航空公司在 Ａ 机场执行飞行训练任务，飞行性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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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

第十六条　 航空器损伤 Ｄａｍ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一）航空器损伤程度包括未受损、受损、严重损坏、报废和未

知。

（二）受损参照《民用航空器征候等级划分办法》（ＡＣ－３９５－ＡＳ

－０１）中的定义执行。

（三）严重损坏（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是指航空器损伤程度介于受损与

报废之间的损伤。 报废（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是指航空器损毁无法修复。

（四）对于航空器货舱地板、壁板的损伤，仅报告低于放行标

准的事件。

第十七条　 人员伤亡 Ｉｎｊｕｒｙ Ｌｅｖｅｌ

（一）人员受伤程度的标准参见《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包

括死亡、重伤、轻伤和轻微伤。

第十八条　 事件等级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Ｃｌａｓｓ

（一）事件等级以《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民用

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民用航空器征候等级划分办法》为准。

（二）各监管局在收到事件初报信息后，应当在 ２４ 小时内在

安全信息系统上初步选定事件等级，对于无法在 ２４ 小时确定等级

的事件，将事件等级暂选为“未定”，并根据获取的信息尽快在系

统内更新事件等级。

第十九条　 事件类型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一）事件类型应当基于事件链确定，根据事件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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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多项事件类型。 事件主要类型的确定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１．按照事件链中事件的等级（事故、征候、一般事件）确定。

２．事件等级相同时，按照紧急事件确定。

３．其他情况下，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确定。

（二）假警告事件的事件类型选择其对应的事件类型，例如：

失速假警告事件选择“失控 ／ 失速”，烟雾假警告事件选择“航空器

（内）起火 ／ 冒烟 ／ 火警”。

（三）根据事件主要类型在系统内选择《事件样例》中的对应

条款。

（四）示例

１．某航空公司执行 Ａ－Ｂ 航班，在最后进近阶段遭遇风切变复

飞，复飞过程中触发 ＰＵＬＬ－ＵＰ 告警，事件类型应当包含“可控飞

行撞地、风切变、中止进近 ／ 复飞”三个事件类型，主要事件类型为

“可控飞行撞地”。

２．某航空公司执行 Ａ－Ｂ 航班，在巡航阶段遭遇颠簸导致偏离

指定高度超过 ６０ 米，未造成航空器损伤和人员伤亡，主要事件类

型应当选择偏离高度，同时选择空中颠簸；如果在巡航阶段遭遇颠

簸导致偏离指定高度超过 ６０ 米，造成航空器损伤或人员伤亡，主

要事件类型应当选择空中颠簸，同时选择偏离高度。

３．某航空公司执行 Ａ－Ｂ 航班，落地发现后货舱地板有穿刺

伤，低于放行标准，具体损伤阶段不祥。 主要事件类型应当选择配

载 ／ 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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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事件原因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一）根据事件的实际情况，确定与事件类型相对应的多个事

件原因。 事件主要原因与事件主要类型对应。

（二）常见事件类型的事件原因

１．飞行机组或客舱机组失能事件，事件原因分别选飞行机组

或客舱机组。

２．轮胎扎伤事件，扎破处有外来物的，事件原因选地面保障。

３．外来物击伤事件，事件原因选地面保障。

４．其他物体击伤事件，事件原因选天气意外。

５．机场责任区鸟击事件，事件原因选地面保障，其他鸟击事

件，事件原因选天气意外。

６．机场道面破损事件，除有明确证据表明机场责任外，事件原

因选天气意外。

７．因前机脱离跑道慢，空管指挥后机中止进近、复飞事件，事

件原因选其他。

８．系统 ／ 部件失效或故障事件，若不涉及机务维修方面责任，

事件原因选机械。

９．旅客吸烟（打火机、火柴）引起的烟雾告警事件，事件原因选

地面保障；旅客吸烟（电子）引起的烟雾告警事件，事件原因选其

他。

第二十一条　 责任单位 Ｅｎｔｉｔｙ

（一）事件第一责任单位是指事件主要原因所对应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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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见事件原因的责任单位

１．事件原因为飞行机组或客舱机组，责任单位选择对应的航

空公司。

２．事件原因为机务，责任单位选择对应的航空公司、维修单位

或机场。

３．事件原因为机械，责任单位选择其他。

４．事件原因为军方，责任单位选择其他。

５．事件原因为空管，责任单位选择对应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单位或机场。

６．事件原因为航务，责任单位选择对应的航空公司。

７．事件原因为地面保障，若有明确证据表明机场或服务保障

单位存在相应责任，则责任单位选择该机场或地面服务保障单位；

其他情况或涉及境外机场和地面服务保障单位时，责任单位选择

其他。

第二十二条　 简要经过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一）在简要经过中，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如实、完整分析事件

发生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内容真实确切。 如涉及航空器损伤，应

当具体描述航空器损伤情况、放行情况及放行依据；如涉及人员受

伤，应当描述人员受伤情况。

（二）在填写简要经过时，应当去除相关识别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单位名称、航班号、机号、人员姓名、证件号码等。

（三）涉及假警告的事件，应当在简要经过中的警告描述后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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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假警告）”，如触发 ＰＵＬＬＵＰ 警告（假警告）。

（四）申请结束事件报告时，要确保简要经过的完整性，不得

出现“详情待报”“待评估”等用语。

第二十三条　 附件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一）由事发相关单位完成调查报告的，在上传完整的调查报

告的同时，应当上传一份删除识别信息的调查报告。 对于一般事

件，需删除的识别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单位名称、航班号、机号、人员

姓名、证件号码等。 对于征候及以上事件，需删除的识别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人员姓名、证件号码等。

（二）由管理局或监管局完成调查报告的，应当将完整的调查

报告和删除识别信息的调查报告分别附在“附件－局方”和“附件－

企业”中。

（三）调查报告应当以可编辑的文档格式上传，文中不得标识

“保密”等字样。

（四）完整的调查报告文件名为“日期＋航空器使用单位＋机型

＋发生地＋事件类型＋后果事件的调查报告”。

第二十四条　 问责情况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一）填写对人员或单位的具体问责或处罚等。

第二十五条　 原因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一）涉及责任原因的事件，应当填写深入详细的原因分析。

（二）如有调查报告，应当保持与调查报告中的原因分析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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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因分析中应当去除识别信息。

第二十六条　 采取措施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一）涉及责任原因的事件，应当填写针对事件中暴露出的风

险或问题所采取的具体安全措施。

（二）如有调查报告，应当保持与调查报告中的安全建议和改

进措施一致。

第二十七条　 申请结束 Ｃｌｏｓｅ

（一）负责调查的局方和企事业单位填报事件最终调查信息

后，可申请结束事件报告。

第四章　 向国际民航组织提交事故 ／征候报告

第二十八条　 初步报告

（一）对于最大重量在 ２２５０ 公斤以上的航空器事故或者最大

重量在 ２２５０ 公斤以下但涉及适航性或其他国家所关心问题的航

空器事故，负责调查的管理局应当在事发后 ２５ 日内在安全信息系

统中填报 ＡＤＲＥＰ 报告，并提交民航局航安办。 负责调查的管理局

应当在事发后 ３０ 日内，按照规定的格式，向下列机构发送ＡＤＲＥＰ

初报报告：登记国或出事所在国（视情）、经营人所在国、设计国、

制造国以及提供有关资料、重要设备或专家的任何国家。

（二）民航局航安办对 ＡＤＲＥＰ 初步报告审核后，在事发后 ３０

日内，将事故初步报告送交国际民航组织。 对于最大重量在 ２２５０

公斤以上的航空器，利用 ＩＣＡＯ 安全门户网站提交事故初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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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将初步报告发送至 ａｄｒｅｐ＠ ｉｃａｏ．ｉｎｔ。

第二十九条　 资料报告

（一）对于最大重量在 ２２５０ 公斤以上的航空器事故或最大重

量在 ５７００ 公斤以上的航空器严重征候，在完成调查并在公布最后

报告之后，负责调查的管理局应当对事故 ／ 严重征候数据进行整

理，在安全信息系统中尽快填报 ＡＤＲＥＰ 资料报告，并提交民航局

航安办。

（二）民航局航安办对 ＡＤＲＥＰ 资料报告审核后，尽快利用

ＩＣＡＯ 安全门户网站提交资料报告或将 ＡＤＲＥＰ 资料报告发送至

ａｄｒｅｐ＠ ｉｃａｏ．ｉｎｔ。

（三）如果事故 ／ 征候在 ３０ 天内完成调查和资料报告整理，民

航局航安办直接向国际民航组织提交 ＡＤＲＥＰ 资料报告。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规范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安全办公室负责解

释。

第三十一条 　 本规范自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起生效，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发布的《事件信息填报和处理规范》同时废止。

附件：１．事件类型释义和使用说明

２．事件填报要点

３．事件样例与事件类型的对应关系

—５１—



 
 

附件 1 

事件类型释义和使用说明 

事件类型 释义和使用说明 

空中运行 

ACAS
（TCAS）告

警/小于间隔

/空中相撞 

ACAS（TCAS）
告警 

美国航空体系称为空中交通预警和防撞系统（TCAS：Traffic Alert and Collision Avoidance System），

欧洲航空体系称为机载防撞系统（ACAS：Airborne Collision Avoidance System），两者实际上的

含义和功能是一致的，即可显示飞机周围的情况，并在需要时提供语音告警，帮助飞行员以适当

机动方式躲避危险，避免飞机在空中互相冲撞。出现 ACAS（TCAS）RA 告警时需要在系统中报

告。 
 

临近管制间隔 

“临近管制间隔”是指空中航空器之间的纵向间隔、侧向间隔、垂直间隔接近但不小于规定间隔的

情况。 
此类事件是按照小于间隔的事件上报后，经调查核实未达到小于规定间隔的事件。 
 

小于间隔 

“小于间隔”是指空中航空器之间的纵向间隔、侧向间隔、垂直间隔同时小于规定的间隔。仪表飞

行、目视飞行、尾流的间隔标准按照《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CCAR-93-R5）第六章执行。 
雷达管制/ADS-B 最低间隔是指两机水平间隔在进近管制范围内，不得小于 6 千米；在区域管制范

围内，不得小于 10 千米。两机垂直间隔在进近和区域范围内，不得小于 300 米。 
ADS-B 管制间隔标准按照《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ADS-B）管制运行规程》（AC-93-TM-2011-01）
执行。 

空中相撞 
“空中相撞”是指空中航空器与航空器相撞。空中航空器与地面航空器相撞，归类为航空器地面碰

撞。 

可控飞行撞

地/障碍物 
 

“可控飞行撞地”（CFIT）是指航空器可由飞行员正常控制，但因为一些失误而撞上地面、障碍物

（树、电线、电线杆、电缆、天线杆等）或水面坠毁，包含触发地形警告的情况。 
航空器在飞行中失控而撞地的情况应当归类为“失控”。 



 
 

事件类型 释义和使用说明 

低于最低油

量 
 

“低于最低油量”包含需要宣布“最低油量”和“燃油紧急状况”的情况。 
根据《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CCAR-121），最低油量是指飞行过程

中应当报告空中交通管制员采取应急措施的一个特定燃油油量最低值，该油量是在考虑到规定的

燃油油量指示系统误差后，最多可以供飞机在飞抵着陆机场后，能以等待空速在高于机场标高 450
米( 1500 英尺)的高度上飞行 30 分钟的燃油量。各公司运行手册根据不同机型有给出落地最低油量

参考值。 
当预计在距离最近的能安全着陆的合适机场着陆时的机载剩余可用燃油量低于计划最后储备燃油

量时，机长必须通过广播“MAYDAY MAYDAY MAYDAY FUEL”宣布燃油紧急状况。 

燃油不平衡  
飞行中，两侧机翼油箱实际燃油差值大于该机型手册中对应阶段允许的燃油不平衡限制值，或需

要机组使用非正常程序处理燃油的情况。因燃油系统故障造成的显示错误情况除外。 

失控/失速/
操纵困难/偏
航 

失控/失速 
飞行中，航空器失去控制；进入紧急盘旋、飘摆、失速状态（特定训练科目除外）；出现失速警

告、抖杆或自动保护。 

操纵困难 
“操纵困难”是指导致航空器操纵困难的系统故障、部件脱落或卡阻、天气现象、飞行超出批准的

飞行包线等。 

超速 超过本机型的速度限制值，如超过襟/缝翼限制速度、起落架收放超过限制速度、超轮速等。  

迷航/偏航 
包含偏离指定航线（迹）或航路中心线超过规定值的情况。 
以发现偏离后管制与机组之间建立联系时的最大偏离距离为准。 

低于/未保持安全

高度 
包含航空器低于安全高度和因天气或系统故障等原因不能保持安全高度的情况。 
低于安全高度中触发地形警告的事件，归类为“地形警告”。 

偏离姿态/高度 
偏离姿态是指航空器俯仰角超过+25°或-10°、坡度超过 45°或触发大坡度语音警告；偏离高度是指

航空器偏离指定的高度 60 米以上的情况。 

鸟击  在航空器上发现鸟击（含蝙蝠）留下的血迹、羽毛、皮肤、肌肉或肢体等残留物。 



 

事件类型 释义和使用说明 

驾驶舱/客舱

事件 

机组失能/发病 
飞行机组成员或客舱乘务员因受伤、患病、疲劳、酒精、食物中毒或药物的影响而无法履行其职

责。 

失压/紧急下降 
出现座舱高度警告、座舱高度达到该运行阶段应当触发座舱高度警告的条件、座舱高度达到客舱

氧气面罩自动脱落的情况。航空器增压异常导致氧气面罩脱落或需改变高度。 

其他驾驶舱/客舱

事件 

客舱内设备、行李、其他物品滑出或其他原因（旅客自身原因除外）造成人员受伤；误操作导致

氧气面罩脱落。旅客生病导致宣布紧急状态。 
驾驶舱、客舱中有异味、粉尘等，若是起火冒烟引起，归为“航空器（内）起火/冒烟/火警”。 

非计划仪表

天气条件飞

行 
 

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进入仪表气象条件；目视天气条件规则飞行中失去目视参考；飞行

员不具有仪表天气条件飞行资格和/或航空器未装有仪表天气条件飞行设备。 

外来物击伤  
航空器遭外来物撞击，导致航空器损伤。 
外来物是指机场活动区内无运行或航空功能并可能构成航空器运行危险的无生命的物体，具体认

定方法参照《运输机场外来物损伤航空器事件确认和报告规则》（民航规〔2020〕25 号）。 

其他物体相

关事件 

携带其他物体飞

行 

需要报告的情况为：其他物体遗留在电子舱、起落架舱、盖板、发动机、操纵面、货舱（货舱内

只报送含有锂电池的其他物体和未按规定申报而运输的危险品），可能影响飞行安全。例如起落

架上挂工具包飞行。 
未取下起落架安全销、操纵面夹板、挂钩、空速管套、静压孔塞或尾撑杆、驾驶杆固定销等而起

飞也纳入此类。 

其他物体击伤 航空器遭其他物体撞击，导致航空器损伤。其他物体是指不符合外来物定义的物体。 

通信中断  
陆空通信双向联系中断是指空管单位和飞行机组之间无法通过经局方批准使用的 VHF、HF 语音

通信或 CPDLC 提供和接收有效的空中交通服务，包含但不限于因通信设备失效、使用错误的通

信频率或人为原因（如语音通信音量调小、睡岗等）导致发送和接收通信中断。 
外载荷相关

事件 
 

外载荷或使用的载荷吊装设备与地形、水面或物体相撞；载荷或无载荷时载荷吊装设备撞击或卷

入主旋翼、尾部旋翼或直升机机身的事件；带外载荷飞行操纵不当，导致航空器受损或人员伤亡。 



 
 

事件类型 释义和使用说明 

起飞/着陆 

中断起飞  由于机械故障或其他原因造成航空器中断起飞的事件。 

非正常接地 

重着陆 
航空器在着陆时垂直过载超过下列标准或该机型其他过载限制： 
窄体机 2.2（含）；宽体机 2.0（含）。 

超重着陆 航空器实际着陆重量超过最大允许着陆重量。 

擦尾/擦发动机/
擦翼尖/擦机腹 

起落架机轮（滑撬、尾环、浮筒）之外的任何部位触地。 

未放/部分起落架

着陆 
任一起落架收回着陆。 

冲/偏出跑道   
发生航空器冲/偏出跑道；发现有航空器冲出、偏出跑道的痕迹。 
落地后掉头或者起飞前掉头时撞到跑道边灯也属于该类事件。 

跑道侵入/ 
占用 

  

跑道侵入是指在机场发生的任何航空器、车辆或人员错误的出现在指定用于航空器着陆和起飞的

地面保护区的情况。 
跑道占用是指管制员发布起飞着陆许可时，航空器、车辆、人员、物体等存在于跑道上的情况。 
由于前机超出空中交通管制（ATC）正常预期占用跑道（例如：突发机械故障、脱离动作慢、起

飞离地晚）导致后机中断着陆或进近的情形不归为“跑道占用”。 

跑道外接地   
跑道区域附近，在跑道外接地的任何事件；发现有航空器跑道外接地的痕迹；不包括机场外紧急

着陆事件。 

跑道混淆   
航空器在滑行道、关闭或未指定的跑道上起飞、中断起飞、着陆或尝试着陆，或认错跑道（跑道

方向）导致中止进近/复飞。认错、落错机场的情况也归于此类。 

中止进近/ 
复飞 

  
接地后复飞或复飞中接地；除低能见度、大风、乱流、雷雨等天气原因，机场关闭、宵禁和旅客

自身原因外，机场标高 300m 以下的中止进近、复飞。 



 
 

事件类型 释义和使用说明 

返航/备降/
迫降 

返航/备降 除低能见度、大风、乱流、雷雨等天气原因，机场关闭、宵禁和旅客自身原因外，返航、备降。 

迫降/紧急着陆 

航空器因故不能以符合运行标准（含常规或授权偏离）的方式实施降落。 
《民用航空器征候等级划分标准》中的迫降是指通用航空飞行中，航空器因无法继续进一步飞行

而必须立即在机场或机场以外的陆地或水面上降落。迫降的典型事例有航空器动力装置失效、起

落架无法正常使用。该定义参照美国联邦航空局《航空器飞行手册》（FAA-H-8083-3A）中迫降

的定义。 
未经许可/低
于标准起飞/
着陆 

  
未得到许可起飞或着陆；低于运行标准起飞、开始最后进近或着陆；航空器不符合放行条件放行

或未执行放行工作起飞。 

飞偏/飞错进

离场程序 
  

飞偏或飞错进离场航线，并导致其他航空器避让；偏离指定进离场航线 5km 或 2 倍 RNP 值以上；

未正确执行复飞程序。 
以发现偏离后管制与机组之间建立联系时的最大偏离距离为准。 

未完成构型/
未达性能 

未完成预定构型 
航空器安定面配平超出起飞允许的范围、航空器未按性能计算结果而设定的起飞构型继续起飞；

飞行中未完成预定的航空器构型（如起落架或起落架舱门、襟翼、缝翼等不能正常收放）；航空

器进近期间起落架未放到位，高度下降到机场标高 100 米以下。 

未达到预定性能 在起飞、初始爬升或复飞过程中明显未达到预定性能。 

航空器 
相关 

系统/部件失

效或故障 

爆胎/轮胎脱层/
扎破 

航空器轮胎爆破、脱层或扎破处遗留外来物。 

系统失效/故障/
卡阻 

航空器系统或组件失效或发生故障，需改变高度、速度、造成中止进近、复飞、返航、备降、占

用跑道、需机场启动应急救援响应程序或需在最近合适机场着陆。 
需机场启动应急救援响应程序是指按照《民用运输机场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管理规则》需启动应急

救援响应的情况。 



 
 

事件类型 释义和使用说明 

零部件缺失/损坏

/磨损 
航空器零部件脱落、未安装、损坏、磨损，包括飞行中航空器操纵面、发动机整流罩、舱门或风

挡玻璃脱落，蒙皮揭起或张线断裂等。 

发动机相关 

发动机停车 发动机停车或需要关停的情况；非包容性涡轮发动机失效。 

其他发动机相关

事件 

发动机起火或出现火警；下列任一部件的失效或故障：螺旋桨、旋翼、螺旋桨/主旋翼传动系统（齿

轮箱、传动装置）、反推装置和动力装置控制系统；飞行中反推打开（正常使用除外）；发动机

排气温度、振动值等超限。  

航空器（内）

起火/冒烟/
火警 

  航空器（内）起火、冒烟或出现火警、烟雾警告（因刹车引起的轮毂冒烟和烤箱内食物冒烟除外）。 

地面运行 

撤离   陆地撤离及水上迫降后实施的撤离。 

地面碰撞 

航空器地面碰撞 航空器在地面与航空器、设施设备、车辆、人员、动物或其他物体碰撞。 

车辆与车辆/人员

/设备设施碰撞 
车辆与车辆/人员碰撞，造成人员伤亡；航空器损伤事件中涉及车辆与车辆/设施设备碰撞的情况。 

地面急剧机动 
航空器与航空器、设施设备、车辆、人员、动物或其他物体存在碰撞可能，需采取紧急措施，包

含为避免碰撞而实施的刹车、迅速改变方向等。 
仅报告航空器采取紧急制动的情况。 

地面保障 

物品运输 
载运的物品因泄漏等情况导致航空器损伤或人员受伤。 
机位安全线或等效安全区内机舱外起火或冒烟。 

配载/装载 
由于乘员、行李、邮件、货物、压舱物等的重量、装载位置与固定等原因，导致超过最后一分钟

修正限值或超出重心限制，航空器起飞。 
航空器内货物、邮件、行李、集装器等与航空器碰撞也归为此类。 



 
 

事件类型 释义和使用说明 

非正常位移 静止状态的航空器发生非正常位移。 

发动机气流 航空器动力装置所产生气流造成其他航空器或地面设施、设备损坏或人员伤亡。 

加错油 加注不合格或错误型号的燃油/滑油/液压油，或加注燃油量错误对航空器安全运行造成影响。 

油泄漏/溢出 
燃油泄漏，污染机坪面积超过 5 ㎡；在滑行或飞行中，燃油、滑油或液压油渗漏。 
以航空器燃油停止泄漏时的过油面积为准。 

其他地面保障事

件 
与地面保障有关的事件，如人员从摆渡车上跌落等。 

机务维护、

维修 
  航空器维修中造成航空器损坏或人员伤亡。 

航空器地面

失控 
  

因污染跑道或滑行道、系统失效、跑道侵入、避让动物等而导致的航空器地面失控情况；直升机

发生地面共振，造成直升机受损或者人员轻伤。 

滑行安全 
偏出/滑错滑行道 

航空器滑行时偏出滑行道，以及滑错滑行道需要使用牵引设备重新回到正确滑行路线。 
滑行道包括航空器机位滑行通道、机坪滑行道、快速出口滑行道。 
不包含航空器越过机位停止线使用牵引设备的情况。 

未经许可推出/滑
行 

未得到管制许可推出、起动或滑行。 

滑梯放出/滑
梯包脱落/应
急出口 

  因机组、机务、旅客、机械等原因，导致滑梯放出/滑梯包脱落或应急出口非正常打开。 



 
 

事件类型 释义和使用说明 

ELT 触发  机载应急定位发射机（ELT）非正常触发。 

机场/空管/
安保 

机场 

道面/围界破损 
跑道、滑行道或机坪道面破损、断裂、错台，导致道面临时关闭抢修的。 
仅将因积雪或者结冰而不开放使用跑道的事件归为跑道关闭。 

动物撞击 与鸟击事件区分开，指在机场跑道或机场活动区发生的动物撞击。 

超高障碍物/升空

物体 

遭遇无人机、风筝等升空物体导致航空器避让。 
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出现超出机场障碍物限制面或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的建（构）筑物，或

者出现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的升空物体。 

发现外来物 机场活动区内发现航空器掉落的零部件，或在滑行道/跑道发现外来物。 

未按规定进入/动
物出现在机场活

动区 

车辆、设施设备或人员错误出现在机场活动区（不含跑道侵入），动物在机场活动区内出现，影

响航空器安全运行。 

设备设施故障 

机场供电、目视助航设施（助航灯光、标记牌、风斗、障碍灯等）全部或部分失效或运行不正常，

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机场通信、导航、雷达、气象等设备发生故障、工作不正常、备份电源失

效和其他变动情况，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机场活动区保障设施故障、设备故障或操作不当，影

响航空器安全运行或人员伤亡。 

设备设施失火 地面设施、设备等失火/冒烟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 

跑道关闭 因积雪或者结冰而不开放使用跑道。 

航站楼弱电故障 航站楼弱电系统运行出现故障或不正常，造成航班大面积延误。 



 
 

事件类型 释义和使用说明 

空中交通管

理和通信/导
航/监视服务 

无线电干扰 无线电干扰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 

空管设备故障 通信、导航、气象或监视设施/设备故障不能提供正常服务，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 

航行情报 航行情报服务原因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 

航空气象 航空气象服务原因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 

安保  安保原因造成的事件，如安保原因造成有人进跑道而构成跑道侵入事件。 

天气 

航空器结冰   由于冰、冻雨、雪或霜在航空器表面积累，给航空器操纵和性能造成不利影响的事件。 

空中颠簸   
飞行中遭遇颠簸导致航空器损伤或人员受伤，或者造成航空器偏离高度 60 米以上。 
颠簸造成高度偏离也归在“偏离姿态/高度”类。 

风切变、雷

击、电击或

冰击 

风切变 飞行中，航空器遭遇风切变或触发风切变警告警戒，需机组采取措施。 

雷击/电击 航空器遭雷击、电击，导致航空器损伤。 

冰击 航空器遭遇冰击/雹击，有对应的天气现象或残留冰渣等，导致航空器损伤。 

沙尘/火山灰  由于沙尘或火山灰等在航空器表面或动力装置积累，给航空器操纵和性能造成不利影响。 

其他 

未知或不确

定 
  航空器失踪的情况；目前信息不充分，无法确定其类型的事件。  

其他   以上类别没有包含的事件类型。 
 



 
 

附件 2 

事件填报要点 

事件类型 填报要点 

空中运行 

ACAS
（TCAS）告

警/小于间隔

/空中相撞 

ACAS（TCAS）
告警 

1.各自的飞行阶段 
2.告警触发前/期间/之后飞机的飞行动态（高

度、升降率等） 
3.告警类型和持续时间 
4.两机间隔情况 
5.飞行最高/最低高度 
6.告警前空管指令 
7.天气情况 
8.机组处置情况 
9.空管处置情况 
10.危险指数 

临近管制间隔 

1.两机飞行任务及动态 
2.冲突发生背景及解脱过程 
3.临近管制间隔情况 
4.各自的飞行阶段 
5.天气条件 
6.机载相关设备的工作情况 
7.空管工作情况 
8.事件发生的影响因素 
9.危险指数 
10.测算危险接近间隔数据的依据 
11.机组处置情况 
12.空管处置情况 

小于间隔 

1.两机飞行任务及动态 
2.冲突发生背景及解脱过程 
3.最小间隔情况 
4.各自的飞行阶段 
5.天气条件 
6.机载相关设备的工作情况 
7.空管工作情况 
8.事件发生的影响因素 
9.危险指数 
10.测算危险接近间隔数据的依据 
11.机组处置情况 
12.空管处置情况 

空中相撞 
1.现场搜救情况 
2.两机飞行任务及动态 
3.天气条件 



 
 

事件类型 填报要点 

4.机组工作情况 
5.空管工作情况 
6.事件发生的影响因素 

可控飞行撞

地/障碍物 
 

1.搜救情况 
2.机组工作情况 
3.告警情况 
4.周围环境 
5.空管工作情况 
6.天气情况 
7.自动驾驶仪和自动油门工作情况 
8.机组处置情况 
9.空管处置情况 

低于最低油

量 
 

1.是否申请优先处置 
2.宣布最低油量/燃油紧急状况的原因 
3.宣布最低油量/燃油紧急状况时的油量 
4.落地剩余油量 
5.实际着陆机场 
6.燃油计划与加油情况 
7.天气情况 
8.可选备降场情况 
9.机组处置情况 
10.空管处置情况 

燃油不平衡  

1.不平衡警告发生时高度 
2.警告持续时间 
3.左右油箱油量差值 
4.左右油箱油量 
5.故障情况 
6.机组处置情况 

失控/失速/
操纵困难/偏
航 

失控/失速 

1.触发失速警告时航空器状态 
2.警告持续时间 
3.最大迎角 
4.机组处置情况 

操纵困难 

1.操作过程 
2.操纵困难的表现 
3.机组处置情况 
4.后续机务检修情况 
5.放行情况和放行依据 
6.故障保留情况 

超速 

1.超速类型 
2.速度限制 
3.实际速度 
4.后续影响 
5.风向风速 



 
 

事件类型 填报要点 

6.超速持续时间 
7.机组处置情况 

迷航/偏航 

1.偏离时刻 
2.飞行高度 
3.计划/指令航线 
4.迷失/偏离的路线 
5.偏离的最大距离 
6.是否与其他航空器发生冲突 
7.迷航/偏航原因 
8.管制指挥情况 
9.机组处置情况 
10.空管处置情况 
11.天气状况 

低于/未保持安

全高度 

1.实际高度 
2.扇区安全高度 
3.近地警告类型 
4.近地警告原因 
5.对其他航空器的影响 
6.机组处置情况 
7.空管处置情况 
8.天气情况 
9.下降率 

偏离姿态/高度 

1.事件发生高度 
2.异常姿态/高度数据 
3.偏离持续时间 
4.偏离的原因 
5.对其他航空器的影响 
6.机组处置情况 
7.空管处置情况 
8.偏离发现人 

鸟击  

1.鸟击高度 
2.鸟的数量 
3.鸟击地点 
4.使用的跑道 
5.残留物情况 
6.损伤情况 
7.起降阶段鸟击是否通报管制 
8.鸟击是否通报机务 
9.鸟击部位 
10.鸟击时间（清晨、黄昏、夜间等） 
11.鸟的种类 
12.鸟群相对运动方向 



 

事件类型 填报要点 

13.后续维修处理情况 
14.后续跑道检查情况 

驾驶舱/客舱

安全事件 

机组失能/发病 

1.失能或者发病的具体人员信息 
2.失能或者发病的原因 
3.机组的体检情况 
4.机组病例 
5.机组病史 
6.机组处置情况 
7.对后续航班的影响 

失压/紧急下降 

1.飞行高度 
2.座舱高度 
3.座舱高度告警情况 
4.旅客氧气面罩释放情况 
5.航空器当时的电气情况 
6.是否宣布紧急情况 
7.机组和旅客是否使用氧气 
8.机组处置情况 
9.空管处置情况 
10.紧急下降后的改平高度 
11.后续的维修处理情况 
12.后续处置程序 
13.机械故障及保留情况 

其他驾驶舱/客
舱安全事件 

1.事件的起因 
2.对航班后续运行产生的影响 
3.机组处置情况 
4.客舱乘务组处置情况 
5.后续检查情况 

非计划仪表

天气条件飞

行 
 

1.违规飞行的情况 
2.机组处置情况 
3.事件发生的影响因素 

外来物击伤  

1.跑道或滑行道的检查情况 
2.航空器损伤情况，如位置、尺寸等 
3.机组是否有感知 
4.QAR 数据是否有异常 
5.击伤的发现过程 
6.外来物名称 
7.外来物材质 
8.放行情况及放行依据 
9.故障保留情况 

其他物体相

关事件 
携带其他物体

飞行 

1.外来物发现过程 
2.外来物在航空器上的具体位置 
3.外来物是否损伤航空器 



 
 

事件类型 填报要点 

4.外来物名称 
5.外来物材质 

其他物体击伤 

1.航空器损伤情况，如位置、尺寸等 
2.机组是否有感知 
3.QAR 数据是否有异常 
4.击伤的发现过程 
5.放行情况及放行依据 
6.故障保留情况 

通信中断  

1.发生管制区域 
2.通信中断起、止时间及中断时长 
3.有无造成其他航班避让 
4.机组处置情况 
5.空管处置情况 
6.飞行阶段 
7.通信中断的原因 

外载荷相关

事件 
 

1.外载荷事件发生的具体设备 
2.发生的情况 
3.机组处置情况 

起飞/着陆 

中断起飞  

1.中断起飞操纵时的实际速度 
2.V1 
3.中断起飞的原因 
4.最大速度 
5.滑跑距离 

非正常接地 

重着陆 

1.垂直载荷限制值大小 
2.最大垂直载荷（G 值，是否超限） 
3.检查情况 
4.接地前的下降率 
5.使用跑道 
6.航空器着陆姿态 
7.天气情况 
8.着陆重量 
9.使用的进近程序 

超重着陆 

1.实际着陆重量 
2.最大允许着陆重量 
3.跑道受损情况 
4.航空器检查情况 
5.垂直载荷 
6.天气情况 
7.超重着陆的原因 

擦尾/擦发动机/
擦翼尖/擦机腹 

1.航空器擦地部位 
2.航空器擦地前后姿态 
3.天气条件 
4.事件发生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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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无告警 
6.机组是否感知 
7.损伤情况 
8.放行情况及依据 
9.故障保留情况 
10.后续维修处理情况 
11.使用跑道 
12.使用的进近程序 

未放/部分起落

架着陆 

1.接地速度、角度、位置等情况 
2.接地前的应急措施 
3.未放起落架或部分起落架着陆的原因 
4.机组处置情况 
5.后续维修处理情况 
6.放行情况及依据 
7.故障保留情况 

冲/偏出跑道  

1.天气状况 
2.道面状况 
3.损伤情况（部位、程度、是否超标） 
4.机场设备设施损坏情况 
5.冲出/偏出轨迹 
6.事件的影响因素 
7.航空器接地姿态 
8.航空器接地位置 
9.航空器冲偏出距离 
10.偏出跑道的位置 
11.使用跑道 
12.使用的进近程序 

跑道侵入/占
用 

 

1.涉及的航空器、车辆、人员信息 
2.航空器和/或车辆的避让动作 
3.计划、实际跑道/滑行道/线路 
4.最小接近距离 
5.能见度和跑道视程 
6.跑道占用和/或侵入情况 
7.事件发生的影响因素 
8.使用跑道 
9.机组处置情况 
10.空管处置情况 

跑道外接地  

1.接地位置 
2.航空器姿态 
3.接地后运动轨迹 
4.接地速度 
5.使用跑道 
6.使用的进近程序 



 
 

事件类型 填报要点 

7.使用拖车还是自主滑回 
8.放行情况及依据 
9.故障保留情况 

跑道混淆  

1.指令跑道编号 
2.机组的工作情况 
3.跑道混淆的影响因素 
4.机组处置情况 
5.空管处置情况 
6.天气情况 
7.通信导航设备工作情况 

中止进近/复
飞 

 

1.中止进近和复飞时的高度（无线电高度） 
2.中止进近/复飞原因 
3.造成的影响 
4.机组处置情况 
5.空管处置情况 

返航/备降/
迫降 

返航/备降 
1.返航/备降的原因 
2.实际落地地点 

迫降/紧急着陆 

1.迫降起因 
2.实际落地地点 
3.机组处置情况 
4.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5.后续机务检修情况 
6.放行情况及放行依据 
7.故障保留情况 

未经许可/低
于标准起飞/
着陆 

 

1.违规情况 
2.事件的影响因素 
3.机组处置情况 
4.空管处置情况 

飞偏/飞错进

离场程序 
 

1.指令的进离场程序 
2.实际的进离场程序 
3.飞错的情况（包括管制指令、机组复诵以及管

制回复情况） 
4.飞错的原因 
5.机组处置情况 
6.空管处置情况 
7.对其他航空器安全运行的影响 
8.是否平行跑道运行 

未完成构型/
未达性能 

未完成预定构

型 

1.预定的构型 
2.实际的构型（和预定构型的偏差） 
3.机组处置情况 



 
 

事件类型 填报要点 

未达到预定性

能 

1.预定的性能 
2.实际的性能（和预定构型的偏差） 
3.机组处置情况 

航空器相

关 

系统/部件失

效或故障 

爆胎/轮胎脱层/
扎破 

1.发现阶段 
2.损伤情况 
3.轮胎扎伤事件中残留物名称、材质、尺寸 
4.跑道/滑行道检查情况 
5.爆胎后机组处置情况 
6.使用跑道 
7.滑行线路 
8.后续检修情况 
9.放行情况及放行依据 

系统失效/故障/
卡阻 

1.系统类型 
2.失效部件及程度 
3.机组处置情况 
4.放行情况及放行依据 
5.对飞行的影响 
6.后续检修情况及影响 
7.故障保留情况 

零部件缺失/损
坏/磨损 

1.部件名称 
2.部件受损情况 
3.机组应急处置情况 
4.放行情况及放行依据 
5.后续检修情况 
6.部件的维修史 
7.故障保留情况 

发动机相关 

发动机停车 

1.发动机型号 
2.飞行高度 
3.飞行速度 
4.发动机参数 
5.告警信息 
6.自动停车还是人工停车 
7.（需要）停车的发动机台数 
8.机组处置情况 
9.发动机运行时间 
10.发动机的监控情况（维修方面） 
11.是否涉及鸟击、尾流、雷击、火山灰 
12.放行情况及依据 
13.故障保留情况 

其他发动机相

关事件 

1.失效或者故障的发动机部件 
2.对航空器运行造成的影响 
3.机组处置情况 
4.灭火瓶使用/释放情况 



 
 

事件类型 填报要点 

5.部件的历史维修情况 
6.放行情况及依据 
7.故障保留情况 

航空器（内）

起火/冒烟/
火警 

 

1.起火/冒烟位置 
2.起火/冒烟原因 
3.火警持续时间 
4.机组处置情况 
5.是否有明火 
6.灭火瓶使用/释放情况 
7.客舱乘务组处置情况 
8.放行情况及依据 
9.故障保留情况 

地面运行 

撤离  

1.撤离原因 
2.撤离启动过程 
3.撤离过程使用的舱门 
4.对其他航班运行影响 
5.未正常工作的应急设备 
6.机组工作情况 
7.客舱机组工作情况 

地面碰撞 

航空器地面碰

撞 

1.航空器撞击部位 
2.天气和能见度 
3.障碍物情况 
4.事件发生的影响因素 
5.放行情况及依据 
6.涉事人员、车辆、设备、设施具体信息 
7.涉事人员岗位资质信息 
8.滑行线路 
9.刹车工作情况 
10.机场相关标志、标识 
11.后续检修情况及影响 

车辆与车辆/人
员/设备设施碰

撞 

1.事发地点具体位置 
2.具体涉事对象 
3.车辆/设备受损情况 
4.对航空器安全运行的影响 
5.后续处理情况 

地面急剧机动 

1.航空器避让对象 
2.事件发生具体位置 
3.航空器与避让对象最小间隔距离 
4.对安全运行的影响 
5.航空器避让对象具体信息 
6.航空器刹车持续时间 



 
 

事件类型 填报要点 

地面保障 

物品运输 

1.物品类型 
2.所运输物品存在的问题 
3.对安全运行的影响 
4.应急处置情况 
5.灭火瓶使用/释放情况 

配载/装载 

1.计划配载情况 
2.实际装载情况 
3.是否超过航空器包线范围 
4.装载错误的货物、行李的具体数量、重量和位

置 
5.对安全运行的影响 
6.机组处置情况 
7.其他人员处置情况 

非正常位移 
1.航空器位移量（距离、角度等） 
2.航空器停放固定情况（刹车、轮档） 
3.相关天气情况 

发动机气流 
1.事件发生具体位置 
2.气流防护设施情况 

加错油 
1.加错的型号或油量 
2.后续处理情况 

油泄漏/溢出 

1.油液泄漏情况 
2.泄漏面积 
3.处置情况 
4.机械故障及维修情况 
5.放行情况及依据 
6.故障保留情况 

其他地面保障

事件 

1.事件过程 
2.事件发生产生的影响 
3.事件的应急处理 
4.涉及的人员和设备等 

机务维护、

维修 
 

1.维护维修差错情况 
2.对航空器运行造成的（可能）影响 
3.应急处置措施 
4.维修管理程序 

航空器地面

失控 
 

1.失控的过程 
2.失控的原因 
3.应急处置措施 
4.失控过程中涉及的人员 

滑行安全 
偏出/滑错滑行

道 

1.计划的滑行路线 
2.实际滑行路线 
3.机组处置情况 
4.空管处置情况 



 
 

事件类型 填报要点 

5.对其他航空器造成的影响 
6.是否使用推车 

未经许可推出/
滑行 

1.违规情况 
2.事件发生的影响因素 
3.对安全运行的影响 
4.机组和/或管制的应急处置 

滑梯放出/滑
梯包脱落/应
急出口 

 

1.放出滑梯的人员 
2.放出过程 
3.对安全运行的影响 
4.应急处置措施 

ELT 触发  

1.触发 ELT 的人员 
2.触发过程 
3.对安全运行的影响 
4.应急处置措施 

机场/空管/
安保 

机场 

道面/围界破损 

1.破损位置 
2.破损尺寸（是否超标） 
3.检修记录 
4.对安全运行的影响 

动物撞击 

1.撞击动物种类 
2.机场道面、围界检查情况 
3.航空器损伤情况 
4.能证明是动物撞击的证据 
5.放行情况和放行依据 
6.故障保留情况 

超高障碍物/升
空物体 

1.障碍物、升空物体情况 
2.应急处置情况 
3.对安全运行的影响 
4.相关天气情况 

发现外来物 
1.外来物具体信息 
2.跑道、滑行道检查情况 

未按规定进入/
动物出现在机

场活动区 

1.车辆/人员/动物进入情况 
2.应急处置情况 

设备设施故障 

1.故障设备设施名称 
2.故障类型 
3.对航空器安全运行的影响 
4.应急处置情况 
5.备份设备设施工作情况 

设备设施失火 

1.失火位置 
2.失火的设备设施 
3.火情 
4.对运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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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急处理情况 
6.后续影响 

跑道关闭 

1.关闭的情况 
2.关闭的原因 
3.对运行的影响 
4.关闭后的处置 

航站楼弱电故

障 

1.故障的情况 
2.故障的原因 
3.造成的影响 
4.故障后的措施 

空中交通管

理和通信/导
航/监视服务 

无线电干扰 

1.干扰情况 
2.干扰持续的时间 
3.对航班造成的影响 
4.受影响的跑道 
5.处置措施 

空管设备故障 

1.故障设备 
2.故障情况 
3.故障的可能原因 
4.受影响的跑道 
5.对安全运行的影响 
6.应急措施 
7.设备的功能 
8.设备的备份情况 
9.设备的检修情况 

航行情报 
1.航行情报的内容 
2.对安全运行的影响 
3.机组和/或空管的应急处置 

航空气象 
1.航空气象的内容 
2.对安全运行的影响 
3.机组和/或空管的应急处置 

安保   

天气 

航空器结冰   

1.积冰程度 
2.双发振动指数 
3.飞行高度 
4.对航空器结构、性能、机组操纵等的影响 
5.气象预报信息 

空中颠簸   

1.飞行高度 
2.颠簸严重程度 
3.飞行高度偏离情况 
4.垂直载荷值或变化范围 
5.人员受伤情况 
6.航空器检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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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机组绕飞雷雨情况 
8.飞行速度（马赫数） 
9.航空器姿态变化 
10.系紧安全带灯状态 
11.客舱服务状态 
12.气象雷达工作情况 
13.机组提醒情况 

风切变、雷

击、电击或

冰击 

风切变 

1.飞行高度 
2.警告类型 
3.警告持续时间 
4.风向风速变化情况 
5.天气情况 
6.机组处置情况 

雷击/电击 

1.雷击/电击部位 
2.航空器各项参数变化情况 
3.航空器损伤情况 
4.天气情况 
5.天气预报情况 
6.机组绕飞雷雨情况 
7.机组处置情况 
8.放行情况及依据 
9.故障保留情况 
10.空管气象数据和机载气象雷达数据 

冰击 

1.天气情况 
2.航空器损伤情况 
3.放行情况及依据 
4.机组绕飞雷雨情况 
5.故障保留情况 

沙尘/火山灰  
1.沙尘/火山灰情况 
2.造成的运行影响 
3.航空器损伤情况 

其他 

未知或不确

定 
   

其他    

 
 



附件 ３

事件样例与事件类型的对应关系

以下为每一事件及其对应的主要事件类型，可能需根据事件

的具体情况，选择或补充不同的事件类型。

一、运输航空事件样例

（一）运输航空紧急事件样例

１．航空器空中相撞、坠毁或迫降。

事件类型：空中相撞、可控飞行撞地、失控（根据坠毁原因选

择）、迫降

２．飞行中，航空器失控、失速，出现失速警告、抖杆累计 ３ｓ

（含）以上。

事件类型：失控 ／ 失速

３．飞行中，挂碰障碍物（含升空物体）或起落架机轮（滑橇、尾

环、浮筒）之外的任何部位触地 ／ 水。

事件类型：可控飞行撞地 ／ 障碍物、擦尾 ／ 擦发动机 ／ 擦翼尖 ／ 擦

机腹

４．低于安全高度需立即采取措施或触发拉起（Ｐｕｌｌ－Ｕｐ）地形

警告。

事件类型：可控飞行撞地

５．冲 ／ 偏出跑道、滑行道或跑道外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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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类型：冲 ／ 偏出跑道、偏出滑行道、跑道外接地

６．在航空器起飞阶段或进近着陆阶段机场标高 ６０ｍ 以下发生

的跑道侵入。

事件类型：跑道侵入

７．在滑行道、或未指定、关闭、占用的跑道（不含跑道侵入）上，

起飞、中断起飞、着陆或从机场标高 ３００ｍ 以下复飞。

事件类型：跑道混淆、跑道占用

８．飞行中，飞行机组成员因受伤、患病、疲劳、酒精或药物的影

响而无法履行其职责。

事件类型：机组失能 ／ 发病

９．飞行中，出现座舱高度警告、座舱高度达到该运行阶段应当

触发座舱高度警告的条件、座舱高度达到客舱氧气面罩自动脱落

的情况、出现烟雾或毒气等需要飞行机组成员使用氧气的紧急情

况。

事件类型：失压 ／ 紧急下降、系统失效 ／ 故障 ／ 卡阻

１０．航空器（内）起火、冒烟，或出现火警、烟雾警告；发动机起

火，或出现火警。 因刹车引起的轮毂冒烟和烤箱内食物冒烟除外。

事件类型：航空器（内）起火 ／ 冒烟 ／ 火警、其他发动机相关事件

１１．非包容性涡轮发动机失效；飞行时间内，出现任意一台发

动机停车或需要关停的情况。

事件类型：发动机停车

１２．飞行时间内，导致航空器操纵困难的系统故障、部件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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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现象、飞行超出批准的飞行包线或其他情况。

事件类型：操纵困难

根据导致航空器操纵困难的原因，相应选择系统失效 ／ 故障 ／

卡阻、零部件缺失、风切变、超速等

１３．低于运行标准起飞、开始最后进近或着陆。

事件类型：低于标准起飞 ／ 着陆

１４．未取下操纵面夹板、起落架安全销、挂钩、空速管套、静压

孔塞或尾撑杆起飞。

事件类型：携带其他物体飞行

１５．需要机组成员宣布遇险状态（Ｍａｙｄａｙ）、宣布紧急状态（Ｐａｎ

Ｐａｎ）、设置应答机编码 ７７００ 或需要紧急撤离的情况。

事件类型：撤离、根据遇险和紧急状态原因选择相应事件类型

根据导致宣布遇险状态、宣布紧急状态的原因，选择相应事件

类型

１６．飞行中，航空器与航空器之间小于规定间隔（不考虑容差）

或平行跑道同时仪表进近运行时航空器进入非侵入区（ＮＴＺ）。

事件类型：小于间隔、临近管制间隔

１７．偏离指定航线（迹）或航路中心线超过 ２５ 公里；飞偏或飞

错进离场航线或未正确执行复飞程序并造成其他航空器避让（例

如：调整速度、调整高度、调整航向、调整航路）。

事件类型：迷航 ／ 偏航、飞偏 ／ 飞错进离场程序

１８．迷航，误入禁区、危险区、限制区、炮射区，误入或误出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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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类型：迷航 ／ 偏航

１９．飞行中，区域范围内，陆空通信双向联系中断 １５ｍｉｎ（含）以

上；进近或塔台范围内，陆空通信双向联系中断 ３ｍｉｎ（含）以上，或

造成调整其他航空器避让等后果（通航使用机载设备以外的方式

建立可靠通信联系的情况除外）。

事件类型：通信中断

２０．航空器与航空器碰撞；或航空器与设施设备、车辆、人员、

或其他物体碰撞，造成航空器受损。

事件类型：航空器地面碰撞、航空器地面失控

航空器内货物、邮件、行李、集装器等与航空器碰撞，导致航空

器受损的，选择配载 ／ 装载。

２１．因航空器原因需机场启动紧急出动等级的应急救援响应。

事件类型：根据需机场启动应急救援响应的原因，选择相应事

件类型，如系统失效 ／ 故障 ／ 卡阻等。

２２．人员死亡、重伤，或航空器运行、维修或保障过程中，造成

人员轻伤。

事件类型：根据人员伤亡的原因，选择相应事件类型，如航空

器地面碰撞、其他地面保障事件、机务维护、维修等。

（二）运输航空非紧急事件样例

航空器运行

１．飞行机组成员和客舱乘务员因受伤、患病、疲劳、酒精、食物

中毒或药物的影响而无法履行其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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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类型：机组失能 ／ 发病

２．航空器未按规定进行除 ／ 防冰。

事件类型：低于标准起飞 ／ 着陆

３．航空器不符合放行条件放行或未执行放行工作起飞。

事件类型：低于标准起飞。 若机务原因引起的，同时选择机务

维护、维修

４．未得到许可推出、起动、滑行、起飞或着陆。

事件类型：未经许可推出 ／ 滑行、未经许可起飞 ／ 着陆。

５．航空器、车辆、人员错误地出现或存在于机场内起飞或着陆

保护区域的情况。

事件类型：跑道侵入

６．航空器滑错滑行道需要使用飞机牵引设备重新回到正确滑

行路线，或直升机在指定的起降坪（平台）外接地。

事件类型：滑错滑行道、跑道外接地

７．航空器在移动过程中与设施设备、车辆、人员、动物或其他

物体相碰撞；航空器与航空器、设施设备、车辆、人员、动物或其他

物体存在碰撞可能，需采取紧急措施。

事件类型：航空器地面碰撞、地面急剧机动、航空器地面失控

８．在滑行或飞行中，燃油、滑油或液压油渗漏（按手册未超标

的情况除外）。

事件类型：油泄漏 ／ 溢出

９．航空器动力装置所产生气流造成航空器损伤、地面设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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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损伤或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发动机气流

１０．航空器遭外来物撞击，导致航空器损伤。

事件类型：外来物击伤

１１．航空器轮胎爆破、脱层或扎破处遗留外来物。

事件类型：爆胎 ／ 轮胎脱层 ／ 扎破

１２．航空器携带其他物体飞行。

事件类型：携带其他物体飞行

１３．由于乘员、行李、邮件、货物、压舱物等的重量、装载位置与

固定等原因，导致超过最后一分钟修正限值或超出重心限制，航空

器起飞。

事件类型：配载 ／ 装载

１４．载运的物品因泄漏等情况导致航空器损伤或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物品运输

１５．滑梯包掉落、滑梯放出或应急出口非正常打开。

事件类型：滑梯放出 ／ 滑梯包脱落 ／ 应急出口

１６．机载应急定位发射机（ＥＬＴ）非正常触发。

事件类型：ＥＬＴ 触发

１７．航空器中断起飞。

事件类型：中断起飞

１８．飞行中，未完成预定的航空器构型。

事件类型：未完成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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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飞行中，出现失速警告、抖杆或自动保护（如 Ａｌｐｈａ Ｆｌｏｏｒ）。

事件类型：失速

２０．航空器俯仰角超过＋２５°或－１０°、坡度超过 ４５°或触发大坡

度语音警告。

事件类型：偏离姿态

２１．超过飞机飞行手册（ＡＦＭ） ／ 飞行机组操作手册（ＦＣＯＭ） ／ 飞

机维护手册（ＡＭＭ）限制数据（上述手册中最严标准），如：过载（Ｇ

值）、重量、发动机排气温度、振动值、速度、客舱压差或轮速等。

事件类型：重着陆、超重着陆、其他发动机相关事件、超速、系

统失效 ／ 故障

２２．航空器系统失效 ／ 故障或零部件缺失，需改变高度、速度、

造成中止进近、复飞、返航、备降、占用跑道、需机场启动应急救援

响应程序或需在最近合适机场着陆。

事件类型：系统失效 ／ 故障 ／ 卡阻、零部件缺失 ／ 损坏 ／ 磨损

２３．飞行中，航空器增压异常导致氧气面罩脱落或需改变高

度；误操作导致氧气面罩脱落。

事件类型：失压 ／ 紧急下降、系统失效 ／ 故障 ／ 卡阻、其他驾驶

舱 ／ 客舱安全事件

２４．飞行中遇有颠簸或其他原因导致航空器损伤或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空中颠簸

２５．飞行中，航空器遭遇风切变或触发风切变警告警戒，需机

组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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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类型：风切变

２６．接地后复飞或复飞中接地；除低能见度、大风、乱流、雷雨

等天气原因，机场关闭、宵禁和旅客自身原因外，返航、备降或机场

标高 ３００ｍ 以下的中止进近、复飞。

事件类型：中止进近 ／ 复飞

２７．航空器遭雷击、电击、冰击、雹击、其他物体（不含外来物）

撞击，导致航空器损伤。

事件类型：雷击 ／ 电击、冰击、其他物体击伤

２８．由于冰、雪、霜、雨、沙尘或火山灰等在航空器表面或动力

装置积累，给航空器操纵和性能造成不利影响。

事件类型：航空器结冰、沙尘 ／ 火山灰

２９．航空器遭鸟击（含蝙蝠），留下血迹、羽毛、皮肤、肌肉或肢

体等残留物，且具有下列情况之一：

ａ． 在机场围界内航空器起飞初始爬升阶段高度 １００ｍ 以内以

及进近着陆阶段高度 ６０ｍ 以内发生；

ｂ． 造成航空器损伤。

事件类型：鸟击

３０．客舱内设备、行李、其他物品滑出或其他原因（旅客自身原

因除外）造成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其他客舱安全事件

３１．低于安全高度或触发地形警告（地形提示警告、过早下降

警告、障碍物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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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类型：低于安全高度、可控飞行撞地

３２．需要宣布“最低油量”，或超出燃油不平衡限制。

事件类型：低于最低油量、燃油不平衡

３３．ＡＣＡＳ（ＴＣＡＳ）ＲＡ 告警。

事件类型：ＡＣＡＳ（ＴＣＡＳ）告警

３４．遭遇无人机、风筝等升空物体导致航空器避让。

事件类型：升空物体

３５．偏离指定航线（迹）或航路中心线超过 １５ｋｍ 或偏离指定高

度 ６０ｍ 以上；偏离指定进离场航线 ５ｋｍ 或 ２ 倍 ＲＮＰ 值以上、飞错

进离场航线或未正确执行复飞程序。

事件类型：迷航 ／ 偏航、飞偏 ／ 飞错进离场程序、偏离高度

３６．区域范围内，陆空通信双向联系中断 ５ｍｉｎ（含）以上；进近

或塔台范围内，陆空通信双向联系中断 １ｍｉｎ（含）以上。

事件类型：通信中断

３７．无线电干扰，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

事件类型：无线电干扰

３８．发生航空器损伤或人员受伤的其他情况。

航空器维修

１．未取下操纵面夹板、起落架安全销（含前轮转弯销）、挂钩、

空速管套、静压孔塞或尾撑杆滑行。

事件类型：携带其他物体飞行

２．加错滑油、液压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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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类型：加错油

３．航空器燃油泄漏污染机坪面积超过 ５ｍ２。

事件类型：油泄漏 ／ 溢出

４．航空器不符合放行条件放行或未执行放行工作起飞。

事件类型：低于标准起飞。 若机务原因引起的，同时选择机务

维护、维修

５．航空器与设施设备、车辆、人员、动物或其他物体相碰撞，造

成航空器损伤或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航空器地面碰撞、航空器地面失控

６．航空器动力装置所产生气流造成航空器损伤、地面设施设

备损伤或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发动机气流

７．航空器非正常位移。

事件类型：非正常位移

８．航空器遭外来物撞击，导致航空器损伤。

事件类型：外来物击伤

９．航空器轮胎爆破、脱层或扎破处遗留外来物。

事件类型：爆胎 ／ 轮胎脱层 ／ 扎破

１０．航空器携带其他物体飞行。

事件类型：携带其他物体飞行

１１．滑梯包掉落、滑梯非正常释放。

事件类型：滑梯放出 ／ 滑梯包脱落

—７４—



１２．机载应急定位发射机（ＥＬＴ）非正常触发。

事件类型：ＥＬＴ 触发

１３．航空器零部件缺失，造成航空器损伤程度低于放行标准。

事件类型：零部件缺失

１４．航空器遭雷击、电击、冰击、雹击或其他物体（不含外来物）

撞击，导致航空器损伤。

事件类型：雷击 ／ 电击、冰击、其他物体击伤

１５．航空器遭鸟击（含蝙蝠），留下血迹、羽毛、皮肤、肌肉或肢

体等残留物，且具有下列情况之一：

ａ． 在机场围界内航空器起飞初始爬升阶段高度 １００ｍ 以内以

及进近着陆阶段高度 ６０ｍ 以内发生；

ｂ． 造成航空器损伤。

事件类型：鸟击

１６．发生航空器损伤或人员受伤的其他情况。

地面保障

１．未取下操纵面夹板、起落架安全销（含前轮转弯销）、挂钩、

空速管套、静压孔塞或尾撑杆滑行。

事件类型：携带其他物体飞行

２．加注不合格或错误型号的燃油，或加注燃油量错误影响航

空器安全运行。

事件类型：加错油

３．航空器燃油泄漏污染机坪面积超过 ５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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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类型：油泄漏 ／ 溢出

４．航空器与设施设备、车辆、人员、动物或其他物体相碰撞，造

成航空器损伤或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航空器地面碰撞、航空器地面失控

航空器内货物、邮件、行李、集装器等与航空器碰撞，导致航空

器受损的，选择配载 ／ 装载。

５．航空器动力装置所产生气流造成航空器损伤、地面设施设

备损伤或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发动机气流

６．由于乘员、行李、邮件、货物、压舱物等的重量、装载位置与

固定等原因，导致超过最后一分钟修正限值或超出重心限制，航空

器起飞。

事件类型：配载 ／ 装载

７．载运的物品因泄漏等情况导致航空器损伤或人员受伤，或

在机舱外起火或冒烟。

事件类型：物品运输

８．载运的活体动物逃逸，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或造成航空器

损伤。

事件类型：动物出现在机场活动区

９．因航空器原因需机场启动集结待命级别的应急救援响应。

事件类型：根据需机场启动应急救援响应的原因，选择相应事

件类型，如系统失效 ／ 故障 ／ 卡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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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发生航空器损伤或人员受伤的其他情况。

机场运行

１．航空器、车辆或人员错误地出现或存在于机场内起飞或着

陆保护区域的情况。

事件类型：跑道侵入

２．车辆、设施设备或人员错误出现在机场活动区，影响航空器

安全运行（不含跑道侵入）。

事件类型：未按规定进入机场活动区

３．动物在机场活动区内出现，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

事件类型：动物出现在机场活动区

４．航空器滑错滑行道需要使用飞机牵引设备重新回到正确滑

行路线，或直升机在指定的起降坪（平台）外接地。

事件类型：滑错滑行道、跑道外接地

５．航空器与设施设备、车辆、人员或其他物体相碰撞，造成航

空器损伤或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航空器地面碰撞、航空器地面失控

６．航空器动力装置所产生气流造成航空器损伤、地面设施设

备损伤或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发动机气流

７．机场活动区保障设施 ／ 设备故障或操作不当，导致航空器损

伤或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设备设施故障、航空器地面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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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机场活动区内发现航空器掉落的零部件，或在滑行道 ／ 跑道

发现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的外来物。

事件类型：发现外来物

９．航空器遭外来物撞击，导致航空器损伤。

事件类型：外来物击伤

１０．航空器轮胎爆破、脱层或扎破处遗留外来物。

事件类型：爆胎 ／ 轮胎脱层 ／ 扎破

１１．载运的物品在机舱外起火或冒烟，或机场设施设备起火 ／

冒烟，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

事件类型：物品运输、设备设施失火

１２．航空器遭鸟击（含蝙蝠），留下血迹、羽毛、皮肤、肌肉或肢

体等残留物，且具有下列情况之一：

ａ． 在机场围界内航空器起飞初始爬升阶段高度 １００ｍ 以内以

及进近着陆阶段高度 ６０ｍ 以内发生；

ｂ． 造成航空器损伤。

事件类型：鸟击

１３．跑道、滑行道或机坪道面破损、断裂、错台，导致道面临时

关闭抢修的。

事件类型：道面 ／ 围界破损

１４．机场供电、目视助航设施（助航灯光、标记牌、风斗、障碍灯

等）全部 ／ 部分失效或运行不正常，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

事件类型：设备设施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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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机场通信、导航、气象或监视设施 ／ 设备不能提供服务，影

响航空器安全运行。

事件类型：设备设施故障

１６．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出现超出机场障碍物限制面或影

响航空器安全运行的建（构）筑物，或者出现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

的升空物体。

事件类型：超高障碍物 ／ 升空物体

１７．因航空器原因需机场启动集结待命级别的应急救援响应。

事件类型：根据需机场启动应急救援响应的原因，选择相应事

件类型，如系统失效 ／ 故障 ／ 卡阻等。

１８．航站楼弱电系统运行出现故障或不正常，造成航班大面积

延误。

事件类型：航站楼弱电故障

１９．因积雪或者结冰而不开放使用跑道。

事件类型：跑道关闭

２０．发生航空器损伤或人员受伤的其他情况。

空管保障

１．未得到许可推出、起动、滑行、起飞或着陆。

事件类型：未经许可推出 ／ 滑行、未经许可起飞 ／ 着陆

２．航空器、车辆或人员错误地出现或存在于机场内起飞或着

陆保护区域的情况。

事件类型：跑道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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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航空器滑错滑行道需要使用飞机牵引设备重新回到正确滑

行路线，或直升机在指定的起降坪（平台）外接地。

事件类型：滑错滑行道、跑道外接地

４．航空器在移动过程中与设施设备、车辆、人员、动物或其他

物体相碰撞；航空器与航空器、设施设备、车辆、人员、动物或其他

物体存在碰撞可能，需采取紧急措施。

事件类型：航空器地面碰撞、地面急剧机动、航空器地面失控

５．航空器中断起飞。

事件类型：中断起飞

６．除低能见度、大风、乱流、雷雨等天气原因，机场关闭、宵禁

和旅客自身原因外，返航、备降或机场标高 ３００ｍ 以下的中止进

近、复飞。

事件类型：中止进近 ／ 复飞

７．航路、航线或进近区域内低于安全高度，如低于最低扇区高

度（ＭＳＡ）、最低引导高度（ＭＶＡ）或最低航路高度（ＭＥＡ）等。

事件类型：低于安全高度

８．宣布“最低油量”的情况。

事件类型：低于最低油量

９．接到机组报告的 ＡＣＡＳ（ＴＣＡＳ）ＲＡ 告警。

事件类型：ＡＣＡＳ（ＴＣＡＳ）告警

１０．遭遇无人机、风筝等升空物体导致航空器避让。

事件类型：升空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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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偏离指定航线（迹）或航路中心线超过 １５ｋｍ 或偏离指定高

度 ６０ｍ 以上；偏离指定进离场航线 ５ｋｍ 或 ２ 倍 ＲＮＰ 值以上、飞错

进离场航线或未正确执行复飞程序。

事件类型：迷航 ／ 偏航、飞偏 ／ 飞错进离场程序、偏离高度

１２．区域范围内，陆空通信双向联系中断 ５ｍｉｎ（含）以上，或在

进近或塔台范围内，陆空通信双向联系中断 １ｍｉｎ（含）以上。

事件类型：通信中断

１３．无线电干扰，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

事件类型：无线电干扰

１４．机载应急定位发射机（ＥＬＴ）非正常触发。

事件类型：ＥＬＴ 触发

１５．通信、导航、气象或监视设施 ／ 设备不能提供服务，影响航

空器安全运行。

事件类型：空管设备故障

１６．不能提供航空气象或航行情报服务，影响航空器安全运

行。

事件类型：航空气象、航行情报

１７．发生航空器损伤或人员受伤的其他情况。

二、通用航空事件样例

（一）通用航空紧急事件样例

１．航空器空中相撞、坠毁或迫降。

事件类型：空中相撞、可控飞行撞地、失控（根据坠毁原因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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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迫降

２．飞行中，挂碰障碍物（含升空物体）或起落架机轮（滑橇、尾

环、浮筒、防擦装置）之外的任何部位触地 ／ 水，导致航空器受损。

事件类型：可控飞行撞地 ／ 障碍物、擦尾 ／ 擦发动机 ／ 擦翼尖 ／ 擦

机腹

３．冲 ／ 偏出跑道、滑行道或跑道外接地，导致航空器受损或人

员轻伤。

事件类型：冲 ／ 偏出跑道、偏出滑行道、跑道外接地

４．需要机组成员宣布遇险状态（Ｍａｙｄａｙ）或紧急撤离的情况。

事件类型：撤离、根据遇险原因选择相应事件类型

５．飞行时间内，航空器（内）或发动机起火。

事件类型：航空器（内）起火 ／ 冒烟 ／ 火警、其他发动机相关事

件

６．飞行中失去全部电源。

事件类型：系统失效 ／ 故障

７．飞行中航空器任一主操纵系统完全失效。

事件类型：系统失效 ／ 故障 ／ 卡阻、操纵困难

８．直升机发生地面共振，造成直升机受损或者人员轻伤。

事件类型：航空器地面失控、系统失效 ／ 故障 ／ 卡阻

９．直升机动态翻滚或者旋翼击打机体，造成直升机受损或者

人员轻伤。

事件类型：航空器地面失控、可控飞行撞地 ／ 障碍物、操纵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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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飞行中全部发动机停车。

事件类型：发动机停车

１１．起落架未放到位着陆，造成航空器损伤或人员轻伤。

事件类型：未放 ／ 部分起落架着陆、擦尾 ／ 擦发动机 ／ 擦翼尖 ／ 擦

机腹

１２．迷航，误入禁区、危险区、限制区、炮射区，误入或误出国

境。

事件类型：迷航 ／ 偏航

１３．因航空器原因需机场启动紧急出动等级的应急救援响应。

事件类型：根据需机场启动应急救援响应的原因，选择相应事

件类型，如系统失效 ／ 故障 ／ 卡阻等。

１４．航空器运行、维修或保障过程中，造成人员死亡、重伤或轻

伤。

事件类型：根据人员伤亡的原因，选择相应事件类型，如航空

器地面碰撞、其他地面保障事件等。

（二）通用航空非紧急事件样例

航空器运行

１．未得到许可推出、起动、滑行、起飞或着陆。

事件类型：未经许可推出 ／ 滑行、未经许可起飞 ／ 着陆

２．航空器、车辆、人员错误地出现或存在于机场内起飞或着陆

保护区域的情况。

事件类型：跑道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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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运行阶段，航空器与航空器、设施设备、车辆、人员、动物或

其他物体相碰撞，并导致航空器损伤或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航空器地面碰撞、航空器地面失控

４．航空器动力装置所产生气流造成航空器损伤、地面设施设

备损伤或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发动机气流

５．冲 ／ 偏出跑道、滑行道或跑道外接地。

事件类型：冲 ／ 偏出跑道、偏出滑行道、跑道外接地

６．在滑行道，或未指定、关闭、占用的跑道上起飞或着陆（经批

准的直升机运行除外）。

事件类型：跑道混淆、跑道占用

７．落错机场或跑道（临时起降点、海上平台起降点除外）。

事件类型：跑道混淆

８．低于运行标准起飞、开始最后进近或着陆。

事件类型：低于标准起飞 ／ 着陆

９．航空器未按规定进行除 ／ 防冰起飞。

事件类型：低于标准起飞 ／ 着陆

１０．未取下航空器操纵面夹板、起落架安全销 （含前轮转弯

销）、挂钩、空速管套、静压孔塞或尾撑杆等起飞。

事件类型：携带其他物体飞行

１１．在起飞或爬升过程中明显未达到预定性能。

事件类型：根据未达预定性能的原因，选择相应事件类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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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失效 ／ 故障、操纵困难

１２．飞行中，飞行机组成员因受伤、患病、疲劳、酒精或药物的

影响而无法履行其职责。

事件类型：机组失能 ／ 发病

１３．飞行中，飞行机组成员需要紧急使用氧气的情况。

事件类型：失压 ／ 紧急下降

１４．飞行中，航空器进入急盘旋下降、飘摆、失速状态。

事件类型：失速、偏离姿态

１５．直升机飞行中发生旋翼颤振，造成操纵困难。

事件类型：系统失效 ／ 故障、操纵困难

１６．直升机在高度 ３００ 米以下进入涡环状态。

事件类型：操纵困难

１７．飞行中，挂碰障碍物（含升空物体）或起落架机轮（滑橇、

尾环、浮筒、防擦装置）之外的任何部位触地 ／ 水。

事件类型：可控飞行撞地 ／ 障碍物、擦尾 ／ 擦发动机 ／ 擦翼尖 ／ 擦

机腹

１８．航路、航线或进近区域内低于安全高度，需立即采取措施。

事件类型：低于安全高度、可控飞行撞地

１９．因天气现象或系统故障等原因不能保持安全高度。

事件类型：未保持安全高度

２０．飞行中，发动机停车或需要关停的情况。

事件类型：发动机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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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飞行中，航空器发电机全部失效。

事件类型：系统失效 ／ 故障

２２．飞行中，导致航空器飞行中操纵困难的系统故障、部件脱

落、天气现象、飞行超出批准的飞行包线或其他情况。

事件类型：操纵困难

根据导致航空器操纵困难的原因，相应选择系统失效 ／ 故障 ／

卡阻、零部件缺失、风切变、超速等

２３．飞行中，燃油、滑油或液压油渗漏（按手册未超标的情况除

外）。

事件类型：油泄漏 ／ 溢出

２４．飞行中，超过飞机飞行手册 （ ＡＦＭ） ／ 飞行机组操作手册

（ＦＣＯＭ） ／ 飞机维护手册 （ ＡＭＭ） 限制数据 （上述手册中最严标

准），如：过载（Ｇ 值）、重量、发动机排气温度、转速、振动值、速度、

客舱压差或轮速等，造成航空器损伤。

事件类型：重着陆、超重着陆、其他发动机相关事件、超速、系

统失效 ／ 故障

２５．飞行中遇颠簸、风切变导致航空器受损或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空中颠簸、风切变

２６．运行阶段，航空器遭鸟击（含蝙蝠，留下血迹、羽毛、皮肤、

肌肉或肢体等残留物）、雷击、电击、冰击、雹击、外来物、其他物体

撞击，导致航空器受损。

事件类型：鸟击、雷击 ／ 电击、冰击、外来物击伤、其他物体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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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航空器携带其他物体飞行。

事件类型：携带其他物体飞行

２８．无意或者作为应急措施有意释放吊挂负载或航空器外部

搭载的任何其他负载。

事件类型：外载荷相关

２９．带外载荷飞行，由于操纵不当等原因导致航空器受损或人

员受伤。

事件类型：外载荷相关

３０．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长时间进入仪表气象条件。

事件类型：非计划仪表天气条件飞行

３１．同场训练飞行时，后机超越前机。 （符合安全规则情况下

指挥超越除外）

事件类型：根据后机超越前机导致的后果选择事件类型，如空

中相撞、小于间隔、偏离空管指令、其他。

３２．需要宣布“最低油量”。

事件类型：低于最低油量

３３．遭遇无人机、风筝等升空物体导致航空器避让。

事件类型：升空物体

３４．飞行中，航空器与航空器之间小于规定间隔，需要采取紧

急措施。

事件类型：小于间隔

３５．偏离指定航线（迹）或航路中心线超过 ２５ｋｍ；飞偏或飞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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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离场航线并导致其他航空器避让。

事件类型：迷航 ／ 偏航、飞偏 ／ 飞错进离场程序

３６．陆空通信双向联系中断大于 １５ｍｉｎ（含），并造成调整其他

航空器避让等后果。 （使用机载设备以外的方式建立可靠通信联

系的情况除外）。

事件类型：通信中断

３７．无线电干扰，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

事件类型：无线电干扰

３８．发生航空器受损或人员受伤的其他情况。

航空器维修

１．运行阶段，航空器与航空器、设施设备、车辆、人员、动物或

其他物体相碰撞，并导致航空器损伤或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航空器地面碰撞、航空器地面失控

２．航空器动力装置所产生气流造成航空器损伤、地面设施设

备损伤或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发动机气流

３．运行阶段，航空器遭鸟击、雷击、电击、冰击、雹击、外来物、

其他物体撞击，导致航空器受损。

事件类型：鸟击、雷击 ／ 电击、冰击、外来物击伤、其他物体击伤

４．未取下航空器操纵面夹板、起落架安全销（含前轮转弯销）、

挂钩、空速管套、静压孔塞或尾撑杆等起飞。

事件类型：携带其他物体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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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航空器携带其他物体飞行。

事件类型：携带其他物体飞行

６．飞行中，挂碰障碍物（含升空物体）或起落架机轮（滑橇、 尾

环、浮筒、防擦装置）之外的任何部位触地 ／ 水。

事件类型：可控飞行撞地 ／ 障碍物、擦尾 ／ 擦发动机 ／ 擦翼尖 ／ 擦

机腹

７．发生航空器受损或人员受伤的其他情况。

地面保障

１．加注不合格或错误型号的燃油、滑油、液压油，或加注的燃

油量错误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

事件类型：加错油

２．运行阶段，航空器与航空器、设施设备、车辆、人员、动物或

其他物体相碰撞，并导致航空器损伤或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航空器地面碰撞、航空器地面失控

航空器内货物、邮件、行李、集装器等与航空器碰撞，导致航空

器受损的，选择配载 ／ 装载。

３．航空器动力装置所产生气流造成航空器损伤、地面设施设

备损伤或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发动机气流

４．未取下航空器操纵面夹板、起落架安全销（含前轮转弯销）、

挂钩、空速管套、静压孔塞或尾撑杆等起飞。

事件类型：携带其他物体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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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因航空器原因需机场启动集结待命级别的应急救援响应。

事件类型：根据需机场启动应急救援响应的原因，选择相应事

件类型，如系统失效 ／ 故障 ／ 卡阻等。

６．发生航空器受损或人员受伤的其他情况。

机场运行

１．航空器、车辆、人员错误地出现或存在于机场内起飞或着陆

保护区域的情况。

事件类型：跑道侵入

２．运行阶段，航空器与航空器、设施设备、车辆、人员、动物或

其他物体相碰撞，并导致航空器损伤或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航空器地面碰撞、航空器地面失控

３．航空器动力装置所产生气流造成航空器损伤、地面设施设

备损伤或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发动机气流

４．运行阶段，航空器遭鸟击、雷击、电击、冰击、雹击、外来物、

其他物体撞击，导致航空器受损。

事件类型：鸟击、雷击 ／ 电击、冰击、外来物击伤、其他物体击伤

５．冲 ／ 偏出跑道、滑行道或跑道外接地。

事件类型：冲 ／ 偏出跑道、偏出滑行道、跑道外接地

６．在滑行道，或未指定、关闭、占用的跑道上起飞或着陆（经批

准的直升机运行除外）。

事件类型：跑道混淆、跑道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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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落错机场或跑道（临时起降点、海上平台起降点除外）。

事件类型：跑道混淆

８．飞行中，挂碰障碍物（含升空物体）或起落架机轮（滑橇、 尾

环、浮筒、防擦装置）之外的任何部位触地 ／ 水。

事件类型：可控飞行撞地 ／ 障碍物、擦尾 ／ 擦发动机 ／ 擦翼尖 ／ 擦

机腹

９．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出现超出机场障碍物限制面或影

响航空器安全运行的建（构）筑物，或者出现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

的升空物体。

事件类型：超高障碍物 ／ 升空物体

１０．因航空器原因需机场启动集结待命级别的应急救援响应。

事件类型：根据需机场启动应急救援响应的原因，选择相应事

件类型，如系统失效 ／ 故障 ／ 卡阻等。

１１．航站楼弱电系统运行出现故障或不正常，造成航班大面积

延误。

事件类型：航站楼弱电故障

１２．因积雪或者结冰而不开放使用跑道。

事件类型：跑道关闭

１３．发生航空器受损或人员受伤的其他情况。

空管保障

１．未得到许可推出、起动、滑行、起飞或着陆。

事件类型：未经许可推出 ／ 滑行、未经许可起飞 ／ 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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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航空器、车辆、人员错误地出现或存在于机场内起飞或着陆

保护区域的情况。

事件类型：跑道侵入

３．运行阶段，航空器与航空器、设施设备、车辆、人员、动物或

其他物体相碰撞，并导致航空器损伤或人员受伤。

事件类型：航空器地面碰撞、航空器地面失控

４．冲 ／ 偏出跑道、滑行道或跑道外接地。

事件类型：冲 ／ 偏出跑道、偏出滑行道、跑道外接地

５．在滑行道，或未指定、关闭、占用的跑道上起飞或着陆（经批

准的直升机运行除外）。

事件类型：跑道混淆、跑道占用

６．落错机场或跑道（临时起降点、海上平台起降点除外）。

事件类型：跑道混淆

７．飞行中，挂碰障碍物（含升空物体）或起落架机轮（滑橇、 尾

环、浮筒、防擦装置）之外的任何部位触地 ／ 水。

事件类型：可控飞行撞地 ／ 障碍物、擦尾 ／ 擦发动机 ／ 擦翼尖 ／ 擦

机腹

８．航路、航线或进近区域内低于安全高度，如低于最低扇区高

度（ＭＳＡ）、最低引导高度（ＭＶＡ）或最低航路高度（ＭＥＡ）等。

事件类型：低于安全高度

９．因天气现象或系统故障等原因不能保持安全高度。

事件类型：未保持安全高度

—５６—



１０．宣布“最低油量”的情况。

事件类型：低于最低油量

１１．遭遇无人机、风筝等升空物体导致航空器避让。

事件类型：升空物体

１２．飞行中，航空器与航空器之间小于规定间隔，需要采取紧

急措施。

事件类型：小于间隔、临近管制间隔

１３．偏离指定航线（迹） ／ 航路中心线超过 ２５ 公里；飞偏或飞错

进离场航线并导致其他航空器避让。

事件类型：迷航 ／ 偏航、飞偏 ／ 飞错进离场程序

１４．陆空通信双向联系中断大于 １５ｍｉｎ（含），且造成调整其他

航空器避让等后果。 （使用机载设备以外的方式建立可靠通信联

系的情况除外）。

事件类型：通信中断

１５．无线电干扰，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

事件类型：无线电干扰

１６．发生航空器受损或人员受伤的其他情况。

—６６—



　 抄送：西藏区局、各监管局，各地区空管局及空管分局（站）。

　 民航局综合司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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