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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水上机场建设与运营（一） 

1  前    言 

水上飞机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水上机场

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应用普遍。水上飞机提供了一种

独特的出行和娱乐方式，受到大众喜爱。随着我国通用航空的发展，

水上飞机作为通用航空的组成部分也呈现出了方兴未艾的态势，不

少运营商对水上飞机运营和水上机场建设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为

学习借鉴国外水上机场建设和运行管理经验，在民航华东地区管理

局的组织下，民航局机场司和民航工程咨询公司有关工作人员于

2016年6月对加拿大部分水上机场进行了调研。调研组着重考察了加

拿大水上机场的建设与运行标准，并与当地相关行业管理部门进行

了座谈，在形成调研报告的基础上，编制完成本部分内容。 

 
图1-1  加拿大温哥华附近水域水上机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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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拿大港湾航空水上飞机公司 

本次调研的 4座水上机场均由加拿大港湾航空水上飞机公司（以

下简称“港湾航空公司”）运营管理，机场建设考虑了该航空公司运

营模式、所用机型等因素。港湾航空公司成立于 1982 年，迄今已有

33 年水上飞机运营经验，是全世界最大的运营水上飞机的航空公司

之一。该公司拥有 43 架水上飞机，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运

营有 7个长期租约水上飞机码头以及 14 条固定航线（图 2-1）。其主

营业务包括：定期航班、包机、飞机维修、货运以及咨询服务等，

2015 年每架飞机平均飞行量达到 680 飞行小时。 

 
图2-1  港湾航空公司固定航线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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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湾航空公司所拥有的水上飞机型号有：DHC-2 海狸 6 座（图

2-2）、DHC-3T 单水獭 14 座（图 2-3）、DHC-6 双水獭 18 座（图 2-4）。 

 

图 2-2  DHC-2 海狸 

  
     图 2-3  DHC-3T 单水獭        图 2-4  DHC-6 双水獭 

该公司对这些飞机都进行过改装，通过改装有效提升了飞机的性

能，表 2-1 为改装后飞机的主要性能参数。据介绍，他们在规划水

上飞机起降场地时，会根据当地的天气、风向风速、海拔等因素考

虑一定的安全余度。例如，温哥华港湾水上机场海拔高度为 0m，夏

天最高气温约 30℃，冬天最低气温约 1～2℃，规划的可用起飞距离

在飞行手册中所列起飞距离的基础上预留约 10%的安全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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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水上飞机机型数据 

型号 
翼展 

（m） 

全长 

（m） 

机身宽

（m） 

最小 

转弯半径

（m） 

最大 

起飞全重

（kg） 

30℃起

飞距离

（ft）

30℃着陆

距离 

（ft） 

最大 

侧风限制

（kt） 

最小 

水深限制

（m） 

最大 

流速限制

（m/s）

最大 

浪高限制 

（m） 

座位数 

DHC-2 with STCs 14.63 9.22 1.34 <25 2313 

1200ft 

越障 

50ft 

1200 NA 0.5m NA 1.5m 7+1 

DHC-3T with Vazar 

conversion kit 
18 12.7 1.6 <25 4300 

900ft 

越障 

50ft 

1200 NA 1m NA 1.5m 15+1 

DHC-6 200 with 

STCs 
19.8 15.77 1.75 <12 5670 

1500ft 

越障

50ft 

1940 27 1m NA 1.8m 17+2 

 (注：该表机型均经港湾航空公司性能改装，部分数据与原厂商飞行手册数据不一致) 



 
 

5

3  温哥华国际机场水上基地 

3.1  概况 

温哥华是加拿大第三大城市，大温哥华地区人口约 230 万，温

哥华市人口约 60 万（2011 年人口普查数据）。该水上基地位于温哥

华国际机场内，位于陆地南跑道以南 762m 处的弗雷泽河道内（图

3-1），该水上飞机起降区与南跑道可以平行独立运行。 

 
图 3-1  温哥华国际机场水上基地卫星图 

温哥华国际机场通用航空飞行量很大，2015 年直升机和水上飞

机等通用航空起降架次达 37554 架次，2008 年曾达到 60266 架次（图

3-2，非跑道起降架次）。为更好地保障通用航空飞行安全，温哥华

国际机场空管塔台设有专门的目视飞行管制指挥席位，统一管制在

国际机场区域范围内陆地跑道、直升机场、水上基地的目视飞行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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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温哥华国际机场 1992-2015 年飞机年起降架次 

3.2  水上飞机运行区 

水上飞机运行区域如图 3-3 所示，水面西侧控制点为 Swishwash

岛，东侧为 2 号公路桥，水面有少量船只运行，无助航标识。机场

净空环境相对较好，但东侧进近区域内飞行员需注意避让桥梁。 

 

 

图 3-3  温哥华国际机场水上基地水上飞机运行区卫星图和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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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目视飞行参考程序和减噪措施 

由于该水上机场南侧为噪音敏感区，为降低水上飞机噪音影响，

机场公布了目视飞行参考程序图和噪音敏感区（图 3-4），并在机场

AIP 资料中制定了以下减噪措施： 

（1）当风向风速和水面状况允许时，推荐西向起飞和东向着陆； 

（2）尽可能使用低转速降噪起飞； 

（3）避免起飞时飞到 Richmond 城市上空； 

（4）着陆后避免使用发动机反转； 

（5）在噪音敏感区上空保持 150m 飞行高度。 

 
图 3-4  机场公布的目视飞行参考程序和噪音敏感区图 

3.4  岸线设施 

该水上基地设有东、西两个码头，两个码头之间设有表面为木

质结构的斜坡道，连接水面和岸上水上飞机维修基地（图 3-5），供

水上飞机入水或上岸。水上飞机通过牵引平台车架起后，经斜坡道

上岸，穿越市政道路进入维修基地，穿越道路时靠红绿灯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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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温哥华水上飞机的维修保养均在此维修基地内进行，港湾航

空公司飞上飞机的维修厂房也在此基地内。 

 
图 3-5  机场内部区域划分卫星图 

 
图 3-6  木质斜坡道和水上飞机穿越公路红绿灯实景图 

西码头产权为温哥华国际机场所有，供 SEAIR 水上飞机公司和

私人飞机使用，设施简易，候机楼为亭式建筑，亭顶设有风向标 1

个（图 3-7）。东侧码头供港湾航空公司使用，候机楼为两层建筑（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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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西码头实景图 

 

图 3-8  东码头实景图 

3.5  东码头候机楼 

东码头候机楼面积约 200 m
2
。一楼设有办票大厅和餐厅（咖啡

厅），办票大厅有航班显示、行李称重、办票柜台、休息座椅、救生

衣使用说明展示柜等设施（图 3-9）。餐厅占据了一层大部分面积。

二楼是航务部门的办公地点，有航务与安全副总裁办公室和签派室。

签派室的主要任务是航班计划编排，有两台计算机，一台供航班计

划编排，一台供航班运行监控（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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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候机楼内部设施图 

  

图 3-10  签派室内部设备图 

3.6  浮码头 

浮码头呈“一”字型布置，可停泊 4～5 架飞机，夜间飞机停放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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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最小 3m。当一架飞机停放、另一架飞机运行时，前后停放间距约

一个机身长度。飞机停泊侧设置了约 30cm 高的木护栏和系留栓，供

飞机停泊系留使用，浮码头采用现浇水泥混凝土面层（图 3-11）。 

  
图 3-11  浮码头及飞机系留设施图 

码头北侧设有一个直升机起降点，供港湾航空老板私人直升机

使用（图 3-12）。 

 
图 3-12  浮码头北侧私人直升机起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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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供油设施 

机场油库设在市政道路北侧的水上飞机维修基地内，航煤为卧

罐，容量不大，设施简陋，航汽为埋地式罐（图 3-13）。通过管线将

油输送到码头，码头甲板上设有加油枪。油源来自温哥华国际机场，

由运油车运送。 

  

  
图 3-13  温哥华国际机场水上基地供油设施 

3.8  水上机场 AIP 资料和航图 

加拿大空管局在出版的《CANADA Water Aerodrome Supplement》

中公布了加拿大在用水上机场的信息资料和机场图，并每年进行修

订。温哥华国际机场水上基地的信息资料和机场图见图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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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温哥华国际机场水上基地信息资料和机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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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温哥华港湾水上机场 

4.1  概况 

该水上机场位于温哥华市中心附近港湾，是港湾航空公司所使

用水上机场中最大、最繁忙的机场，水面区域开阔。水上飞机运行

区内运行船只复杂，大型货船、大型邮轮、小型船只等均在水上机

场西侧码头停泊（图 4-1）。 

 
图 4-1  温哥华港湾水上机场卫星图 

4.2  水上飞机运行区划设、目视助航设施及运行规则 

 
图 4-2  温哥华港湾船用航图（含水上飞机运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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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飞机运行区包括水上飞机起降区和水上飞机滑行道。水上

飞机起降区“A区”为矩形（图 4-2 的“AREA ALFA”），长 926m、宽

463m，经主管部门加拿大港务局许可后划设。水上飞机起降区有 3

个目视参考点，西南角为橙色水上浮标，西北角为船用航行灯塔（设

在暗礁上，图 4-3 红圈所示处），东南角为邮轮码头。一般要求水上

飞机仅在该区域内进行起飞和着陆，但起降区同时也允许船只运行，

且运行的船只较复杂。起降区靠近码头侧设置了两条水上飞机滑行

道（D 滑和 E 滑），宽度没有明确规定，图上仅为示意。机场和港务

局没有制定详细的水上交通运行规则，水上飞机与水上运行船只不

建立通信联系，也不与水上交通指挥中心或港务局联系，仅和空管

塔台保持通信联系。水上飞机起降时主要靠飞行员观察，主动避让

船只来避免相撞。水上飞机在水面滑行时作为船只来考虑，需遵循

水上通用交通规则。船用航图（图 4-2）中标明了水上飞机起降区和

滑行道的区域位置，提醒所有船只注意避让。 

 

图 4-3  温哥华港湾水上机场水上飞机运行区实景图 

港湾航空公司表示飞行员不希望把水上飞机起降区划定为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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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跑道起降，希望划设成 700m 直径的圆(该尺寸根据使用机型和

环境的变化可能不同，具体应参照飞机飞行手册)，便于飞行员自行

选择合适的方向起降。水上飞机起降区 A 区靠内港一侧划设了一片

限制水上飞机使用的区域（缩略图中的“Restricted Area”），不允

许水上飞机在该区域运行。原因是内港侧船只停泊和活动量较大，

且飞机不容易看见小型游船，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4.3  停泊区/浮码头 

该机场有3个指廊式浮码头，最多可停放30架飞机，一般情况驻场

飞机为13～14架。每块停泊区设两条甲板，中间设联系桥（图4-4）。 

   

 
图 4-4  温哥华港湾水上机场停泊区 

西侧浮码头由港湾航空公司建设，中间及东侧浮码头由国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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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中心业主（Ledcor 建筑公司）建设，港湾航空公司租用。从卫星

图及现场来看，航空公司基本不使用东侧码头，一是因为受海水、

风、船只等影响风浪较大，二是 Ledcor 建筑公司设计的码头甲板至

水面的高度偏大，浪大时飞机横摆易擦伤机尾（图 4-5），现仅作为

防浪堤使用。港湾航空公司自行设计的码头舷高约 70cm，有效降低

了浪大时擦伤机尾的风险。 

 
图 4-5  机尾与浮码头相对位置示意图 

码头布局与一般游艇码头类似，单条甲板宽度约 3.5m。同一码

头两个甲板的间距约 14m，尺寸设置原则为保证两侧同时停放的两架

飞机翼尖不刮碰。为节约成本并增加浮力，每条码头由多条联系桥

组成框架式结构，中部水面部分宽 7m，两侧 3.5m 宽甲板用于人员行

走及设备摆放（图 4-6）。两个甲板间的联系桥数量和宽度没有规定，

主要根据地面勤务、摆放设施和上下客需要设置，但需确保码头结

构稳定。两个码头停泊区的甲板净距约 54m。码头伸入水面的长度需

得到当地港务局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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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码头布局设计示意图 

港湾航空公司西侧自建码头面层采用了预制混凝土块铺装（图

4-7）。相比采用水泥混凝土现浇和铺设木板等方式，更加方便快捷、

保护环境、减少裂缝。码头甲板上设有红/黄色警示标志线（图 4-7），

提醒工作人员避开单发或双发飞机螺旋桨附近的危险区域，没有木

护栏的码头甲板侧边线涂刷有红色警示线。 

  

图 4-7  码头面层预制混凝土块及甲板上黄色警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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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系留设施 

系留设施有木护栏和系留点两种方式，木护栏高度约 30cm，沿

边布置；钢制系留点高约 15cm，约隔 1m 设置一个（图 4-8）。 

  

图 4-8  木护栏和系留点两种系留方式 

4.5  夜间照明 

机场仅在一处停泊区设置了 2 个泛光照明灯杆，灯杆约 2～3m

高，设置在甲板联系桥中间（图 4-9），其他两处停泊区没有设置。

码头上每隔约 3m 设置了约 50cm 高的白色灯柱，集照明、电源插座

和飞机冲洗供水功能于一体（图 4-10），是海上通用设备。 

 
图 4-9  泛光照明灯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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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多功能白色灯柱 

4.6  气象设施 

3 块停泊区共设置了 2个风向标（图 4-11），在每个停泊区甲板

正中央，供飞行员使用，浮码头上建有两个风向风速仪杆（图 4-11），

由会议中心业主建设，用于提供该区域大风预警服务，不是专为飞

行员使用而设。 

  

图 4-11  风向标和风向风速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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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供油、管线及消防设施 

该机场供油设施由收油区、储罐及消防配电设施、机坪加油设

施三部分组成。其中收油区、储罐及消防配电设施设置在温哥华会

议中心内，收油区在会议中心停车场内，储罐接出管线沿楼内顶部

的管架敷设至机坪内。机坪上所有机位均靠加油管线敷设到每个机

位附近，利用加油软管进行加油。甲板上设有加油机/枪、油枪放置

箱、紧急停泵按钮、消防灭火器、废油回收筒、吸油纸箱、消防栓

等设施。 

  
图 4-12  加油设施 

 

图 4-13  废油回收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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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消防救援设施 

据机场运行人员介绍，该消防栓主要为岸上建筑消防使用，不

是给水上飞机用，同时认为加油设施没必要设置静电接地装置。飞

机加油一般由机场地勤人员负责，也可由飞行员自行加油，但需要

经过港湾航空公司加油技能培训。 

电缆、水管、航油管线等沿甲板有两种铺设方式，一种为埋地

盖板沟式，一种沿甲板侧边铺设（图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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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管线采用埋地盖板沟和沿甲板侧边两种敷设方式 

4.8  候机楼 

港湾航空公司租用国际会议中心综合体内一层的局部作为候机

楼，面积约 700 m
2
（图 4-16）。其总部办公区也在此楼内，面积很小。 

  

图 4-16  候机楼 

4.9  空管与航行服务 

加拿大规定年起降架次 6 万及以上时需要设置管制塔台。温哥

华港湾区域内通用航空的年起降架次超过 6 万，塔台位于岸上一栋

高楼楼顶，由加拿大空管局指挥，塔台位置在 162m 高处，于 1977

年建设。该塔台配备有甚高频通信设备，引接了温哥华国际机场雷

达及周边另一个雷达的终端数据用于指挥。该机场的天气标准为能

见度 3km、云高 150m；塔台管制范围为 600m 以下。在此区域运行的

飞机要求安装 C模式二次雷达应答机、采用卫星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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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水上机场资料及航图 

 

 
图 4-17  温哥华港湾水上机场资料及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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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维多利亚港湾水上机场 

5.1  概况 

维多利亚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省会城市，大都会区人

口 34.5 万，市区人口仅有 8 万（2011 年人口普查数据），水上机场

位于维多利亚港湾内（图 5-1）。该机场运行量大，一般一年内有 20

天左右受大雾或大风影响，机场才会暂时关闭几个小时。 

 
图 5-1  维多利亚港湾水上机场卫星图 

5.2  水上飞机运行区 

维多利亚港内水域狭窄，交通高度繁忙，水上飞机、大型远洋

轮船、中小型船只和人力浆船等同时运行。为保障水上飞机运行安

全，加拿大交通运输部特别对维多利亚港湾水上机场进行了审批认

证，并制定了《维多利亚港交通方案》（详见附录）。 

该方案明确在水面划设 A、B两个水上飞机起降区，供飞行员根

据风向和水面情况选择。起降区 A 长 982m、宽 60m。起降区 B 长 975m、

宽 60m。水上飞机起降区仅允许水上飞机和船身长 20m 以上的大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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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运行。在起降区 A北侧设置了一条水上飞机滑行道，与起降区 A、

B近似平行的区域设置了一条中小型船只（船身长 20m 以下）可双向

通行的通道，水上飞机也可在该通道内滑行或等待。 

由于起降区 B更靠近海域，一般情况下水流流速和浪高较起降区

A更大。因此在起降区 B水面状况不适航的情况下，水上飞机通常会

使用起降区 A 进行起飞和着陆。极端天气导致起降区 A 和 B 均不适

用时，水上飞机可以使用港湾西北角处特别划设的一块水上飞机备

用运行区起降。整片港湾与外海交界处有一条防浪堤。 

 

图 5-2  黑色监管船只 

港务局专门安排两艘黑色小船负责维多利亚港湾内运行秩序的

监管（图 5-2），主要在水上飞机起降航道侧面巡逻，提醒船只不要

进入水上飞机运行区域。对于初次进入维多利亚港湾的船只，港务

局会发放港湾运行规则，并予以必要的培训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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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空管及飞行服务 

该港湾内通用飞机起降频繁，除水上机场外，附近还有两个直

升机起降点（其中一个属于海岸警卫队），2007 年起降架次已达 4.37

万架次。因此狭窄的港湾内常有多架水上飞机同时运行（图 5-3）。 

 

图 5-3  维多利亚港湾水上飞机运行实景 

  

图 5-4  维多利亚港湾水上机场飞行服务站 FSS 

加拿大空管局在维多利亚港设置了飞行服务站（FSS）。该服务

站位于港湾南侧转角处，与海岸警卫队直升机起降点在一个院内，

视野能够覆盖整个水上飞机运行区域，是加拿大目前唯一一个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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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飞机设置的飞行服务站（图 5-4）。该服务站向维多利亚港 9km 范

围内 E类空域中 760m 及以下的飞机提供机场咨询服务。该服务站提

供的服务包括机场咨询、气象观测、空管支持、应急通信和其他飞

行安全有关的信息（飞行员的报告、重要天气、海面状况、水上漂

浮物等）。机场咨询服务向进离场的航空器提供包括风向、风速、高

度表拔正值、空中和水面交通情况。FSS 主要设施有飞行情报终端（直

连维多利亚国际机场空管塔台和 NAV CANADA 全国指挥中心）、HF/VHF

无线电设备（通报水面交通情报）、天气情报终端、水面交通警示灯

控制系统。在港湾水面中央小岛上设有风向风速仪等气象自观系统，

并引接至 FSS。飞行员进入目视航图上划定的维多利亚港空域内，必

须在规定的频率上与 FSS 建立联系。目视航图上标注有强制报告点，

进入半径 9km 的空域后，飞行员需调到 FSS 频率。 

 
图 5-5  航图上公布的 FSS 资料 

5.4  运行规则 

维多利亚港各种船只和水上飞机活动非常频繁和复杂，为确保

运行安全，交通运输部下辖的维多利亚港务局（同时具备水上和民

航交通管理职能）联合多个单位共同研究制定了《维多利亚港交通

方案》，明确船只和水上飞机的运行限制及使用规则，并设置了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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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目视助航设施。为确保该区域内的运行安全，每月召开一次协

调会或例会，该会议由维多利亚港务局牵头组织，参加单位有维多

利亚港务局、空管局、港湾航空公司或肯摩尔航空公司以及维多利

亚港务管理人（非盈利组织，相当于维多利亚水上交通行业联合会）,

有时邀请海岸警卫队参加。 

任何水上飞机在第一次使用维多利亚港起降前必须得到该港机

场管理办公室的许可，未经许可不得在该港水面上起降。据称，因

为有运行规则且管理较好，维多利亚港水上机场比温哥华港湾总部

水上机场飞行难度小，与船的运行冲突较小，安全性有明显提升。 

5.5  目视助航设施 

该机场目视助航设施较多，包括白色浮标、黄色浮标、起降区

起点标记牌、白色闪光灯、红色航标灯、绿色航标灯、潮汐水位标

记等,大多为海事设施，设施的位置详见附图。 

 
图 5-6  白色浮标 

白色浮标（图 5-6）标记出了水上飞机滑行通道和人力游船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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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边界。黄色浮标（图 5-7）标出了中小型船只进出港交通航道的

中心线。起降区起点标记牌（红白相间，图 5-8）设在岸上，主要为

船员和飞行员提供目视参考。 

 
图 5-7  黄色浮标 

 
图 5-8  起降区起点标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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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白色闪光灯、红/绿色航标灯和潮汐水位标记 

白色闪光灯由 FSS 控制，水上飞机起降前 30～60 秒开启，闪光

灯一般与航标灯装在一个位置上，便于使用太阳能电源，闪光灯选

址原则是尽可能让更多的船和水上飞机看到。红色航标灯代表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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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进港时应位于红色航标灯左侧，因为航标灯右侧水域较浅

或有暗礁。绿色航标灯代表船只（飞机）进港时应位于绿色航标灯

右侧；出港时则相反。潮汐水位标记为航标灯底部的白色横线，如

果水位低于该白色横线，则表示水位较浅，航标灯靠岸侧附近暗礁

区域不允许运行。这些标志标识由港务局负责安装和维护。 

5.6  候机楼及浮码头 

新候机楼于 2016 年 5 月份建成并投入使用（建筑面积 668m
2
），

老候机楼改造为餐厅。新候机楼建在浮动的甲板上，建好后拖至现

在位置（图 5-10）。候机室有国际候机功能，国际航线只飞美国，联

检单位现场用房很小，不在候机楼内。 

  
图 5-10  新候机楼实景 

维多利亚港湾水上机场现仅有 1 个浮码头（原 Hyack Air 码头

已不再使用），该码头由港湾航空公司与美国最大水上飞机航空公司

Kenmore Air 共用，设有 2 个指廊式浮码头供飞机停泊，可同时停放

13 架水上飞机，码头内侧有船只停泊。甲板上设置了水上飞机系留

栓、加油枪、消防救援等设施（类似温哥华港湾水上机场）（图 5-11）。

小型油库位于岸上停车场边上，外观像长方体的集装箱（图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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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浮码头卫星图，系留、加油、消防设施 

 

图 5-12  机场油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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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机场资料和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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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维多利亚港湾水上机场资料及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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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惠斯勒绿湖水上机场 

6.1  概况 

惠斯勒是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小镇，在温哥华正北 125km

处，人口仅 9824 人（2011 年人口普查数据）。该水上机场位于小镇

的绿湖之上（图 6-1），被群山环抱。因冬季有冰冻期，该机场只在

4～11 月开放。机场工作人员一人多岗，最多时有 5名。 

 
图 6-1  惠斯勒水上机场卫星图 

 

图 6-2  惠斯勒水上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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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水上飞机运行区 

水上飞机起降区长 1085m、宽 323m。在起降区西北侧划设了一块

备用起降区域，长约 600m、宽 323m（图 6-3）。起降区水面上无任何

目视助航标识，也未设置风向标，仅在候机楼顶部挂旗供飞行员作

风向参考（图 6-2）。绿湖水面除水上飞机使用外，有较多游客自用

的皮伐艇，主要靠飞行员自行判断避让。 

 

图 6-3  惠斯勒机场水上飞机运行区 

6.3  管制服务、目视飞行参考航线及降噪措施 

该机场起降量不大，未设置塔台和 FSS。机场附近有一个直升机

场，有 3 个直升机停机位，未划设最终进近和起飞区（FATO）。直升

机场设有 VHF 电台，水上飞机飞行员到达或起飞前会与该直升机场

联系，相互避让。为降低水上飞机对周边的噪音影响，要求水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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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起降时尽可能沿着水上飞机起降区中心线，当东风盛行时启用备

用起降区。该要求在航空情报资料中公布。应当地居民要求，码头

上设置一块目视飞行参考航线及降噪措施的公示牌，用以说明如何

避让居民区等噪音敏感区（图 6-4）。 

 

图 6-4  惠斯勒水上机场降噪措施公示牌 

该机场净空条件较差，进近起飞区附近小山上有一个很高的通

信铁塔，装有高光强航空障碍灯，并涂刷了障碍物标志，此障碍物

为起降过程中须注意避让的重要障碍物。但该障碍物资料并没有向

飞行员公布。据介绍，机场未提供本场主要障碍物图，飞行员使用

的数据主要来自《加拿大水上机场资料汇编》和《目视航图》。《加

拿大水上机场资料汇编》中只标示了距离机场东南侧约 8km 处有一

条 3km 长的缆车索道，高约 1889.76m。 

6.4  停泊区和候机楼 

机场设有一个简易的木质浮码头，大约可同时停放 3架飞机（前

后停放），浮码头上有一个小型候机室（约 10～15 m
2
），一个地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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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间（约 5 m
2
），以及加油、系留、消防救援等设施（图 6-5）。 

 

 
图 6-5  惠斯勒水上机场浮码头、候机楼和地勤工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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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机室主要用于办理值机。旅客候机使用室外放置的 14把椅子。

值机柜台后面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候机室办票柜台上的主要设施

有电子秤 2 个、甚高频地空通信接收器 1 台、分别显示航班计划和

航班飞行动态图的电脑两台、电话机 1部，无安检设施(图 6-6)。 

  

   

图 6-6  候机楼内办票柜台、电子秤、航班计划表、航班飞行动态图、

VHF 地空通信接收器和电话机 

候机室内、外各配备了一个灭火器（工具间储存若干），配备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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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用摩托快艇 1艘，艇上有救援包一个，包内有救援绳、牵引挂勾、

毛毯等（图 6-7）。有 5名工作人员持有船员证（省政府部门颁发），

都持有在当地医院接受医疗救护培训后取得的救援合格证。 

 
图 6-7  消防救援设施 

 
图 6-8  码头附近锚泊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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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离码头较远处水面上停着一架私人水上飞机，采用锚泊方

式，飞机旁有红色和白色浮球（图 6-8）。机场未设围界，甲板上下

机区域与旅客候机区域用绳带简单隔离（图 6-9）。设有禁烟标志。 

 

图 6-9  甲板隔离绳带 

6.5  供油设施 

岸上有埋地式航汽、航煤罐各一个，每个 16500L，直接采用覆

土绿化干砌块石围挡，距离旁边度假酒店仅约 30m，无隔离栏，仅配

备可以上锁的罩子（图 6-10）。运油车从温哥华每月运油一次。 

  
图 6-10  油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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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油通过管线接至码头（沿旅客坡道和甲板边铺设），码头上设

有加油枪、紧急停泵按钮、飞机清水冲洗枪（图 6-11）。通常由地勤

人员给飞机加油，地勤人员都参加过加油培训，港湾航空公司《码

头运行程序和培训手册》中有加油培训大纲。 

  
图 6-11  管线和加油设施 

6.6  机场资料和航图 

 

图 6-12  惠斯勒绿湖水上机场资料及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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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总结与建议 

7.1  水上飞机利用水面起降、滑行和停泊，具有建设投资少、

见效快的特点。对于沿海、高山湖泊以及水网发达地区，建设水上

机场能够有效解决陆路交通难以通达、建设陆地机场成本高昂等问

题，也能有效促进机场周边旅游、商业等产业的发展，从而拉动地

方经济和社会发展。 

7.2  加拿大政府对水上机场的管理总体较为宽松。水上机场基

本都不发许可证，也未出台有关水上机场的技术标准或咨询通告。

政府的管理更加侧重于提供服务，如出台目视航图和水上机场资料

汇编、划定低空空域、设置管制塔台和 FSS 等。宽松的管理和空域

环境使水上飞机已成为人们常用的出行方式。但是涉及飞机噪音影

响和公共安全，加拿大政府还是给予了适当的管理，如在机场图上

标注了噪音敏感区位置，要求起降航线避开噪声敏感区，并对飞行

高度、动力等作了详细规定；维多利亚港湾因为水上交通状况复杂

且繁忙，为确保安全，政府专门研究出台了《维多利亚港交通方案》。 

7.3  加拿大多数水上机场未标记起降区，航图上也没有划设水

上起降区范围，飞行员喜欢在无运行限制的无标记起降区根据风向

选择起降方向；仅少数机场在航图上划设了起降区（水上跑道），一

般都会设置 2 个起降区。说明水上飞机抗侧风性能较差，需要尽可

能多设几个起降区，以提高机场的利用率，也有利于飞行安全。水

上飞机起降、滑行、停泊均对水域状况要求较高，应尽可能选择较

为平静的水面作为水上机场使用，一般会在港湾内选址，或根据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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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置防浪堤。 

7.4  水上飞机在水面上运行如同船只，其滑行、停泊方式与船

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水上机场码头建设可借鉴游艇码头的建设标

准，但需重点把握好飞机的各种安全间距。从维多利亚港湾水上机

场可以看出，水上飞机与船所用的目视助航设施基本相同。《维多利

亚港交通方案》可以作为水上交通规则制定和目视助航设施设计的

典范，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7.5  水上飞机的运行安全由飞行员负责，这在加拿大已形成共

识。飞行员需要自行观察或获取水面状况、天气、航线等情况，因

此对飞行员的飞行经验和飞行技术要求很高。加拿大港湾航空公司

要求水上飞机飞行经验至少 1000 个小时以上才能担任机长。 

7.6  水上飞机虽然快捷高效，但噪音大，舒适性不如其他飞机，

在国外属于普通百姓的出行选择，不属于高端旅客的出行方式，因

此国内水上机场的定位和建设标准不宜过高，应遵循简单实用的原

则，宜定位为普通百姓服务。设计单位在设计时应当充分听取运营

单位意见，以便于后续的运营和管理。 

7.7  需要注意的是，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水上飞机的运行量

和生产量呈逐年萎缩状态；水上飞机只能白天目视运行，抗侧风能

力差，受天气影响较大，正常性较差。我们在关注水上机场优点优

势的同时，也要多研究其缺点和劣势，以及发达国家水上飞机发展

历程中的经验教训，避免盲目一哄而上造成项目决策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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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维多利亚港交通方案 

维多利亚港交通繁忙、业务繁杂，包括国际轮渡服务、商用拖

船和驳船、渔船、港口摆渡和快艇、观鲸活动、水上飞机以及许多

动力船和无动力船的活动，如皮艇和双桨比赛。此外，还有很多影

响港口交通和运行的“特殊活动”。 

过去几年，维多利亚港的航空和海上活动显著增加，为了维护

维多利亚港的安全有序，制定本交通方案。以下的规则、特殊流程

以及限制是由港口的使用者和监管单位共同讨论制定的，并且适用

于维多利亚港的所有水上飞机和船舶。 

1.维多利亚港概况 

为了实施港口交通方案，维多利亚港被划分为四个部分： 

（1）外港的范围是从防波堤延伸到浅滩 

（2）中港的范围是从浅滩到月桂角 

（3）内港的范围是从月桂角到约翰逊街大桥 

（4）上港的范围是从约翰逊街大桥以北到塞尔扣克栈桥 

两个未被标记的水上飞机起飞着陆区位于中港的中部并且延伸

到外港。还有一个未被标记的水上飞机滑行区域在佩利岛的北边。 

两个进出港交通线位于中港的南部并延伸到外港。在这个区域

进出港分界的东部，中间标记了五个黄色灯光警戒浮标，这些浮标

的闪烁间隔为 4秒。 

中港的北岸有四个白色和橘黄色相间的信息浮标。这些浮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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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了水上飞机起飞着陆区的东部边界范围，并且区隔了无动力船和

水上飞机的活动范围。 

约翰逊街大桥在最高水位时的垂直间隙为 5.9m，且两侧防护桩

的间距为 37m。 

位于浅滩点、月桂角、贝伦斯岛和贝利岛的白色频闪灯是用来

警告海上即将有水上飞机起飞或者着陆。这些灯由飞行服务站控制。

当其闪烁时，来往船只务必小心。 

2.交通线路规则—“避免碰撞” 

水上飞机在水上时通常应该保证不与船舶及其航线发生冲突。

然而，在特殊情况下，冲突不可避免时，船舶以及水上飞机必须遵

守《防止碰撞条例》。 

水上人员需要牢记并遵守 B 部分——《船舶驾驶与航行碰撞规

则》，规则描述了在所有能见度情况下的水上航行安全责任。 

3.船舶运行程序 

小于 20m 长的动力船，包括帆船，应该沿着图中的进出港交通

线在外港和中港中航行。 

大于或等于 20m 长的动力船应该沿着中港水上飞机起飞和着陆

区域或者进港交通线行驶。当使用进港交通线行驶时，船只不允许

停留或者减速滞留。 

无动力船，包括划船、赛艇、皮划艇和独木舟，可以以娱乐为

目的使用外港、中港、内港和上港。当无动力船在中港活动或者正

在驶向外港时，必须使用出港交通线或者在北岸（白色信息浮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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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至科尔维尔岛以西部分）活动。当无动力船从外港行驶向上港时，

必须使用入港交通线，或者保持在北岸以及白色信息浮标以北的区

域行驶。无动力船在使用大船停泊区域，如渔人码头和水上飞机停

靠区域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所有船舶驶入或驶出进出港交通线时必须逐渐合并到正确的行

驶道上，并避免穿越其他行驶道。然而，如果必须要穿越其他行驶

道时，必须使用正确的角度。所有位于颂西斯角和月桂角之间且在

进出港交通线附近的船只必须高度警惕，因为这是一个拥挤的区域，

且无动力船往返南岸和北岸时通常经过这个区域。并且应注意，贝

伦斯道和浅滩点之间由于汇集了来自西海湾、中港以及外港的交通

流量，且在南北向的水上飞机起飞着陆区域附近，位于此处的船舶

也要非常小心。 

所有水上船舶需要注意污水的排放会对维多利亚港的水质产生

影响。为方便船主，污水泵送地点在图中已经标示出来。 

海港渡轮和水上的士：鉴于这些船舶所提供服务的特点，它们

必须在内港不同码头之间按着十字交叉的航线运行。海港渡轮尽可

能地使用进出港交通线。然而当需要穿过水上飞机起飞和着陆区域 B

时，需要服从水上飞机优先进入该区域，且等待水上飞机进入、使

用直至离开为止。此外，在穿越水上飞机起飞和着陆区域之前，水

上的士必须要监听 122.2 甚高频来保证他已经了解了该区域的航空

器的情况。当通过水上飞机起飞和着陆区域时，水上的士必须开启

醒目的黄色闪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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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海港轮渡只能沿着北岸岸线行驶，且只能沿着向西的方

向。在前往西湾的途中必须保证在四个白色信息浮标的北侧行驶。 

水上飞机应按照《加拿大飞行补充手册》和《水上机场补充手

册》运行。 

大船发出三声短促的鸣笛时，意味着它正在倒车。不要从大的

船前方穿越或者紧随其后。驳船和拖船的操作具有局限性。请与其

保持距离。 

4.水上飞机驾驶员需注意的事项 

飞行程序要求飞行员在使用南北向起飞和着陆区域时必须朝南

起飞。而降落会在东西向的起飞和着陆区（朝东和朝西都有可能）

或者南北向起飞和着陆区域（通常朝北）进行。然而，由于风、水

及飞机负载的变化，飞机可能在任意一个起飞和着陆区域的任意方

向起飞和着陆。 

“水上飞机灾害天气运行区”位于西湾。这个区域可能在大风天气

被用作水上飞机的起飞区。由于天气情况的不同，船舶驾驶员需要

注意水上飞机不可能完全在指定划设的区域中运行。因此，船舶驾

驶员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为了帮助船舶驾驶员，四个位于浅滩点、

月桂角、贝伦斯岛和贝利岛的白色频闪灯会在水上飞机起飞和着陆

前 60 秒被飞行服务站开启。此外，水上飞机上装备了频闪灯，通常

会在起飞前开启。 

水上飞机有时必须离开水上飞机起飞和着陆区域为其他水上飞

机让路，这种情况下它们可以使用进出港交通线，直到情况允许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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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再次回到水上飞机起飞和着陆区域。此外，在贝利岛北部有一条

水上飞机滑行区域，用来在特定的潮汐情况下供水上飞机滑行。 

水上飞机等待区位于月桂角的东南方向。这块区域是为了帮助

水上飞机临时停留并等待码头空出一个机位，或保证在码头机位中

的飞机可以有足够的空间滑出。 

维多利亚港水上飞机的运行时间为当地时间上午 7点至太阳下

山后 30 分钟。 

5.规则和限制 

速度限制：在奥格敦角防波堤西侧和麦考莱角连线至浅滩点和

贝伦斯角连线之间行驶的船舶速度必须控制在 7节以下。维多利亚

港浅滩角和贝伦斯岛连线东北以及塞尔扣克栈桥南侧这段的船舶行

驶速度不能超过 5 节。 

最小化航迹：所有的船舶必须最小化航迹以保护岸边的设施以

及其他船舶。 

不允许使用帆：在中港、内港和上港区域不允许使用帆。即使

在功率不足时，也要求放低帆。 

专业或业余培训：由于活动容量的限制，赛艇运动员，独木舟

运动员，桨手和皮艇手在上午 7点以后不允许在内港和中港进行任

何专业或业余培训。 

锚定：除非港口官方批准，任何船舶（包括飞机）不允许在港

口定锚。 

废水、污水排放禁令在全维多利亚港有效，从奥格敦角至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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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克栈桥。 

6.水上飞机的要求 

（1）在维多利亚港开展水上飞机飞行活动前必须获得维多利亚

港水上机场管理部门的预先许可。 

（2）不允许间断滑行。位于浅滩点和贝伦斯岛连线以北区域的

滑行速度不能大于 5节。 

（3）水上飞机在起飞或者降落时，必须与周围的船舶保持 50m

的安全距离。 

（4）除非机场管理部门允许，任何起飞和降落时间都不允许早

于 7点。 

（5）当白色水平潮汐标志可见时，位于贝利岛北侧的水上飞机

滑行区域不可使用（位于贝利岛混凝土基石及土祖石海事灯）。 

（6）如图所示，水上飞机仅能在南北标志点连线以西区域启动

向西面的起飞和着陆。 

（7）在越过南北向标记连线的东侧区域之前，东向的着陆操作

应完成，且水上飞机应减速到 9.2km 或以下。 

（8）飞行员必须在使用水上飞机灾害天气运行区之前确认水深

大于 1.8m。 

（9）禁止任何飞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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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水上机场建设与运营（二） 
 

 

Harbour Air集团（以下简称“港湾航空”）是加拿大主要的水

上飞机运行商。该公司成立于1981年，已有三十多年历史，为温哥

华到温哥华岛以及周边海滨社区提供往来交通服务。该公司因提供

安全、可靠、及时的服务而享有良好的声誉，被视为值得信赖的运

营商。2016年7月，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组织对该公司管理的三

个水上机场（运营基地）进行了调研，在调研报告的基础上编制完

成本部分内容。 

1  三个典型的水上机场 

1.1  列治文水上基地——复杂空中交通代表 

列治文水上基地距温哥华机场边界 200m，处于空中交通流错综

复杂的环境，并处于温哥华交叉跑道下方 200m 附近，即为维修基地

和公务机、直升机等通航机坪。水上飞机起降与温哥华机场的飞机

在同一空域，管制由温哥华机场塔台统一指挥。 

 

图 1  列治文水上基地码头及起降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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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列治文水上基地码头及候机楼 

1.2  惠斯勒水上机场——典型的净空复杂机场 

惠斯勒水上机场位于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惠斯勒小镇，是一个

典型的湖泊起降点。机场周围高山林立，净空环境复杂。由于冬季

湖面结冰，每年只能飞 5个月。没有管制指挥。机场南侧净空略好，

但是为高档别墅区，起降必须避开此敏感区。飞行员使用目视飞行，

多数在北侧起降，而北侧净空条件十分差，在进近时，根据地标，

避开北侧的高压线塔，进行大坡度转弯着陆。起飞时，也根据爬升

率，大坡度转弯沿山谷飞行，并做必要的机动盘旋以上升高度安全

越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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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惠斯勒水上机场候机楼 

 

图 4  惠斯勒水上机场起降水域 

1.3  港湾水上机场——城市繁华中心的水上机场代表 

位于温哥华城区海滨区，其水上机场与其他游艇码头以及游轮

码头位于同一区域，是一个典型的城市繁华区域海上起降点。水上

飞机起降与游艇在同一水域，海面显得特别繁忙。离它 200～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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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国际邮轮码头和直升机起降点，周边遍布游艇码头，水上交通

一片繁忙而和谐有序。空中交通直升机、起飞水飞和进近水飞，交

互交错，目视飞行并保持安全间隔。由于水上飞机和直升机在此起

降架次多，并且位于大都市附近，这块空域属于管制空域。 

 

图 5  港湾水上机场码头 

 

图 6  港湾水上机场候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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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港湾水上机场起降水域与水面交通 

1.4  水上飞机的运营 

港湾航空的水上飞机运营较为简单，往往只有一个飞行员，右

边的座位可以坐乘客，整个飞机的配载是由飞行员按胖瘦来安排座

位，没有乘务员，飞行前乘客须知也是由飞行员手里拿一个 IPAD 播

放录像。乘客上下飞机也是由飞行员进行搀扶。水上机场也只有一

个人负责解系缆绳，同时这个人也负责为飞机加油等工作，运营费

用极低。 

2  水上机场特点 

2.1  投资少,建设周期短 

通用机场至少建设一条 800m 长的跑道、停机坪和围界，需要占

用大量土地及拆迁。投资多，建设周期长，后期运营成本高。水上

机场只需建设一个用于飞机停靠并且上下客的浮码头以及供旅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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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大厅即可。其投资成本少，建设周期短。一个水上机场建设只

需要花费 300 万左右人民币。 

2.2  对环境破坏少 

水上机场只需要在水上建浮码头，没有什么水下建筑，对环境

破坏少。水上飞机在水上起降和滑行也只有其浮筒与水面接触，其

螺旋桨位于水面之上。类似一条无动力船，其对水面的污染程度要

远远低于任何有动力船只，因为船的螺旋桨位于水里。 

2.3  噪音影响小 

水上飞机低空飞行路径是在湖泊和河道上空飞行，与在通用机

场起降的飞机相比，噪音影响要小很多。 

2.4  资源共享 

水上飞机在水上起降和滑行遵循海洋法，所以水上飞机和其它

船只可以在同一水域共同运行，实现了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理念。 

2.5  属于通用航空管理范畴 

水上飞机运行按照 CCAR91 部进行管理，属于通用航空管理范畴，

按目视运行规则运行。水上机场不建灯光和导航设施，只能在白天

飞行，禁止在天黑后起降。 

3  水上机场选址要求 

水上机场选址不仅要考虑气象条件，还要考虑水下情况。水上

机场选址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3.1  起降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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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陆上飞机，水上飞机必须克服在水上运行时和空中不同

的性能因素。水上起降区域推荐最低尺寸为长 750m、宽 60m。这个

尺寸可以容纳一个最小宽度 30m 的限制航道及匹配一个直径 60m 掉

头区。水深推荐至少 1.8m 以上，但 1m 的最小深度对单发飞机操作

来说也是可行的。 

3.2  气象条件 

建议水上起降区域的方向能够满足最大的风覆盖范围。与陆上跑

道一样,盛行风的风向和风速是水上跑道方向的决定因素。风速小于

等于每小时 5km 时，不会影响飞行。水上气流和水面风的特性、海

岸线和河岸引起的沟道效应及水面上升热气流，将共同影响着风速

风向数据。此外，因为水上飞机几乎不会在夜间运行，所以使用的

风数据只需要昼间的数据。 

3.3  水流及水位要求 

建议起飞和着陆区域的水速小于 5.5km/h，在水流速度超过

11km/h 进行起降作时需要引导指挥。水速超过 5.5km/h 时，在滑行

接近码头、浮动码头、或在滩头系留操作时，通常会有一些困难。

水上机场选址应避免以下情况: 

（1）水流速度超过 13km/h； 

（2）在河流中的急转弯，两流交汇的地方，通常会存在不固定

的水流变化的区域。 

水位变化越大，对设施要求就越高。如果水位的变化超过了

0.5m，应修建浮式结构或者坡度较缓的滩头系留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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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水面条件 

水面条件包括水面的波高和波动情况。应选择存在一定水面波

动的环境。最理想的条件是表层水域有波纹或波高约 8～15cm。静止

的水面条件将增加水上飞机的起飞难度，而水面波动太剧烈的环境

同样不适于飞机运行。 

3.5  净空条件 

用于水上飞机进近/离场航线尽可能选择在水上，避免飞越人口

密集地区、海岸沙滩和海岸开发区。当周边环境禁止直线进近和直

线离场时，需要设计转弯爬升程序和下降程序。如果存在对飞行产

生危害的障碍物且不能被移走，则应该对水上飞机运行增加限制。 

3.6  鸟类危害 

确定水上机场的场址时，还要考虑到是否有吸引成群鸟类栖息

的因素。要避免使用曾经鸟群长期栖息过的水上区域和航道。 

3.7  环境因素 

修建水上机场时，应考虑是否会给水质、野生动物、现有用地

和拟用地、噪音等方面的影响。加油设施等区域的设计，需要满足

污染防治的要求。 

4  水上机场的建设项目 

水上机场的建设项目非常简单，只需要建设一个供乘客上下机

用的浮码头和旅客候机厅。 

4.1  浮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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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油管、水管（用于冲洗飞机）和消防三条管线。建有充电

桩为部分双发飞机充电，设有一个自动气象站和风斗，为起降飞机

通报天气。在水面上设有红色浮球，标志水上飞机可以起降的区域。 

4.2  乘客候机厅 

乘客候机厅更是简单，只有供乘客休息的沙发和办票的柜台，乘

客提前 5 分钟到达办票柜台即可，真正实现了随到随走的便捷。 

4.3  净空及飞行程序设计 

用于水上飞机进近/离场的航线应尽可能选择在水上，从而避免

飞越密集地区、海岸沙滩和类似的海岸开发区域。当岸边及周边的

发展使得直线进近和直线离场受到禁止时，需要设计在水上爬升转

弯和减速下降的程序。如果存在影响航行的障碍物，而且该障碍物

不能改变或者移走,应对水上飞机的运行操作进行限制。 

水上飞机的飞行程序应按照规定航迹目视飞行设计。但大多数

供飞机起降的水域周围往往高山林立，净空较差。而水上飞机又是

在通航飞机起落架加装浮筒，所以水上飞机的爬升性能要差很多。

在设计水上飞机的飞行程序时必须考虑飞机的性能和越障能力。 

5  水上飞机的种类及性能参数 

水上飞机通常是传统陆地飞行的飞机配备了独立的漂浮装置

(浮筒)来代替它们的机轮，其机身高于水面。一些水上飞机配备了

可伸缩的轮子可供在陆地上起落使用，这些飞机被称为两栖飞机。

在水上运行时，两栖飞机的机轮向上收回到自己漂浮装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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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上商用主流水上飞机有塞斯纳 208、单水獭、双水獭等

机型。我国目前运行较多的机型为塞斯纳 208 大篷车。考虑国内目

前运行的水上飞机机型，这里重点介绍塞斯纳 208B 飞机的性能参数。 

 

图 8  塞斯纳 208B 单发涡桨多用途飞机 

表 1  塞斯纳 208B 单发涡桨多用途飞机性能数据 

中文名称 塞斯纳大篷车 

飞机型号(Model) CE-208-675 

内部尺寸数据 

舱长(驾驶舱除外) （ft/m） 12.7/3.8 

舱高（ft/m） 4.3/1.3 

舱宽（ft/m） 5.2/1.6 

舱容积 CU FT/CU M 254/7.2 

最多座位数 FAR23(其它国) 10 

外部尺寸数据 

总长度（ft/m） 38.9/11.9 

翼展（ft/m） 52.1/15.9 

总高度（ft/m） 16.3/5.0 

外挂吊舱 N/A 

载重限制(lbs/kg) N/A 

容积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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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塞斯纳 208B 单发涡桨多用途飞机性能数据（续） 

 

动力装置 

发动机型号 PT6A-114A 

发动机功率(马力) 675 

噪音数据（Dba） 79 

螺旋桨 
McCauley 公司 3GFR34C703 型 全

金属，三桨页，全顺桨，可反桨 

性能数据 

最大巡航时速（Kts/ km/h） 162/300 

最大航程(nm/km) 790/1463 

海平爬升率(fpm/mpm) 1110/338 

满载服务升限（ft/m） 20,000/6096 

海平起飞滑跑距离（ft/m） 1920/585 

越过 15m 障碍距离（ft/m） 3015/919 

失速速度 KTS/KM/Hr 59/109 

海平着陆滑跑距离（ft/m） 1045/319 

15m 高着陆距离（ft/m） 1936/590 

重量数据 

最大滑跑重量(lbs/kg) 8035/3645 

最大起飞重量(lbs/kg) 8000/3629 

最大着陆重量(lbs/kg) 7800/3538 

标准空机重量(lbs/kg) 4980/2259 

最大可用载重(lbs/kg) 3055/1386 

燃油容量(gal/lbs) 335.6/2249 

机翼载荷(lbs/平方英尺) 28.6 

功率载荷(lbs/平方英尺) 11.9 

不同航程下 耗时/载重 

200 海里(时:分/lbs) 1:19/2179 

400 海里(时:分/lbs) 2:36/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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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与思考 

通用机场由于占用大量土地和征地拆迁等问题，大量建设会带

来资金和环保压力。而没有分布众多的通用机场，又不能形成低空

航空网络，无法培育航空市场，发展我国的通用航空业。笔者认为

建设水上机场是我国当前发展通用航空的捷径，水上机场和水上飞

机都是属于通用航空领域的范畴，但其投资要比通用机场低很多，

并且不占用土地，没有征地拆迁问题，不对周围环境造成破坏，环

评易于通过。可以与水面船只在同一水域共同运行，不占用公共资

源。后期运营成本极低，易于在短期内形成区域通用航空网络，从

而实现区域内的低空开放。我国有大量的湖泊，海洋，河流、水库

和海岛，大部分水域可以直接用于水上飞机起降，对于不适合水上

飞机起降的，只需建造防浪堤就可以满足水上飞机起降标准。而我

国绝大多数城市和旅游景点都能选到适合水上飞机起降的水域，地

理位置优于通用机场，可以快速形成航空市场，发展我国通用航空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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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本信息通告为 2016 年度民航安全能力建设资金项目“编写《水

上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的成果之一。本通告由民航局机场司马

志刚和郑斐依据有关的调研报告编制完成。“加拿大水上机场建设与

运营（一）”依据的调研报告由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章亚军、江幸洧，

民航局机场司郑斐，民航工程咨询公司任利民、葛春景、张进英、

裴照起草；“加拿大水上机场建设与运营（二）”依据的调研报告由

民航科学研究院何运成、钟育鸣起草。 

本通告涵盖了河流、海洋、湖泊等多种类型的运行成熟的水上

机场建设项目，引用了加拿大空管局出版的水上机场情报资料，翻

译了温哥华港湾水上机场的平面布局设计图和维多利亚港务局联合

多个单位共同研究制定的《维多利亚港交通方案》及运行图。 

本通告可供国内相关部门、单位和企业在水上机场规划、建设、

运营等阶段参考。 

本通告编制过程中，加拿大港湾航空水上飞机公司给予了大力

协助，在此表示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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