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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历史背景 

1.1  《航行服务程序 —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是对北大西洋航路服务国际会议空中交通管制委

员会编写的《航行服务程序 — 空中交通管制》（PANS-ATC）（都柏林，1946 年 3 月）不断改进的结果。 

1.2  在欧洲—地中海航路服务组织国际会议（巴黎，1946 年 4-5 月）对原程序进行了复审以后，《航行服

务程序 — 空中交通管制》的第二版于同年发行。 

1.3  《航行服务程序 — 空中交通管制》的第三版本于 1947 年第二次飞行与空中交通管制规则（RAC）
专业会议（蒙特利尔，1946 年 12 月 — 1947 年 1 月）上编写。 

1.4  原来仅限于有关地区使用的《航行服务程序 — 空中交通管制》自 1950 年 2 月 1 日起，开始在世界

各地使用。 

1.5  第四版（1951）根据第四次空中规则与空中交通管制专业会议（蒙特利尔，1950 年 11-12 月）的建议，

确定了其使用的名称《航行服务程序 — 空中规则与空中交通服务》（PANS-RAC）。新名称除了反映出空中

交通管制服务的运作以外，还包括适用于飞行员的一些程序及有关提供飞行情报和告警服务的一些程序。 

1.6  第十四版（2001 年）改名为《航行服务程序 —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对有关程序进行

了全面的更新，并对内容做了重要的重新编排。新的名称反映出它将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安全管理和空中交通流

量管理的规定和程序包括在内。 

1.7  新版本定期发行。自 1946 年以来出版的历次原文本及随后的修订版，连同有关的主要内容列表、理

事会对修订版的批准日期及开始实施日期，均列于表 A 中。 

2.  范围和目的 

2.1  《航行服务程序 —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是对附件 2 —《空中规则》及附件 11 —《空中

交通服务》中的标准和建议措施的补充。必要时，《地区补充程序》（Doc 7030 号文件）中的地区程序对其进

行补充。 

注 1：虽然本程序主要为空中交通服务人员编写，但飞行机组应熟悉下列文件各章所包含的程序： 

第 3 章至第 9 章，第 12 至第 15 章，第 16 章第 16.3、16.5 和 16.6 节，附录 1、2、4 和 5。 

注 2：附件 11 中所规定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目的，不包括防止撞地。本文件所规定的程序并不解除驾驶

员要确保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在此方面发出的任何放行许可是安全的这一责任。当仪表飞行规则（IFR）的飞行

接受引导，或者获得了直飞航路而使航空器脱离 ATS 航路时，第 8 章 8.6.5.2 的程序则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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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航行服务程序 —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较标准和建议措施中所述程序更为详尽地阐明空中

交通服务部门在向空中交通提供各种空中交通服务时应采用的实际程序。 

3.  地位 

3.1  航行服务程序（PANS）与标准和建议措施地位不同。后者由理事会完全按照《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第九十条的程序，根据第三十七条讨论通过，而《航行服务程序》则由理事会主席批准并推荐给各缔约国在世

界范围内使用。 

3.2  航行服务程序中包含的材料在达到成熟和稳定要求时最终可被批准作为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

而且还包括作为相应标准和建议措施基本原则的扩充资料而编写，以及专门为方便用户使用标准和建议措施而

设计的材料。 

4.  实施 

实施该程序是各缔约国的责任；只有当各缔约国实施了该程序以后，并且也只能在这个时候，程序才在实

际营运中应用。然而，为了方便各国实施，该程序用便于空中交通服务人员及其他为国际航行提供空中交通服

务的有关人员直接使用的语言编写而成。 

5.  公布差异 

5.1  《航行服务程序》不具有理事会赋予作为公约附件而讨论通过的标准所具有的地位，因此当不予实施

时，无须遵守公约第 38 条所规定的通知差异的义务。 

5.2  尽管如此，各国应注意附件 15 中有关在其《航行资料汇编》中公布其程序与国际民航组织程序间重

大差异一览表的规定。 

6.  公布情报 

根据本文件所规定的程序，对提供的有关影响航空器运行的设施、服务和程序的建立、取消及改变的情报

应予公布，并根据附件 15 生效。 

7.  本文件的内容 

第 1 章包括定义。 

第 2 章包括空中交通服务安全管理的规定和程序。 

第 3 章包括空中交通流量管理所适用的规定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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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包括空中交通服务所适用的一般规定和程序。 

第 5 章包括航空器间隔所适用的规定和程序。 

第 6 章包括离场和进场航空器的规定和程序。 

第 7 章包括提供机场管制服务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所适用的规定和程序。 

注：由于使用航空地面灯的程序主要与机场有关，故列在第 7 章（第 7.15 节）。但应指出不论在机场或在

其附近的所有航空地面灯均被包括在内，因此第 7.15 节各条适用于不论是否提供机场管制服务的所有机场。 

第 8 章包括使用雷达履行其职能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所适用的程序。 

第 9 章包括提供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所适用的程序。 

第 10 章包括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之间、这些单位内的管制岗位之间，和这些单位同有关航空电信台站之

间进行协调的程序。 

第 11 章涉及进行有效的空中交通服务所需要的空中交通服务电报。 

第 12 章包括提供空中交通服务中所使用的典型通话用语，并以空中交通服务各个特定阶段的通常用语形式

分组开列。 

第 13 章关于自动相关监视服务（ADS-C），仍在讨论中。 

第 14 章包括有关管制员—飞行员数据链通信（CPDLC）的程序。相关的管制员—飞行员数据链通信（CPDLC）
电文集载于附录 5 中。 

第 15 章包括有关紧急情况、通信失效和意外事件的程序。 

第 16 章包括特殊空中飞行、事故征候报告和重复性飞行计划所适用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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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对 PANS-ATM 的修订 

修订 根据 内容 

批准日期 

适用日期 
    

第 1 版

（1946） 
北大西洋航路会议（1946） 《航行服务程序 — 空中交通管制》

（PANS-ATC）。 
各地区于不

同时间起实

施，自 1950
年 2 月 1 日

起在世界范

围适用。 

第 2 版

（1946） 
欧洲 — 地中海航路服务组织会议

（1946） 
对原始程序的修订。 

第 3 版

（1947） 
空中规则及空中交通管制（RAC）

专业会议，第二次会议（1946/1947） 
对第二版的修订。 

第 4 版 空中规则及空中交通管制（RAC）

专业会议，第四次会议（1950） 
《航行服务程序 — 空中规则与空中交通

服务》（PANS-RAC）。包括适用于驾驶员

的程序和关于提供飞行情报及告警服务的

程序；修改名称以反映这些内容。 

1951.11.28 
1952.09.01 

第 5 版 第一次航行会议（1953）；机场

（AGA）专业会议，第五次会议

（1952） 

位置报告程序；等待程序术语；雷达进近管

制程序及术语；航空地面灯的运作；空地通

信失效；空中报告；飞行计划（AIREP）和

位置、飞行、气象、高度的位置报告

（POMAR）格式。 

1953.12.08 
1954.09.01 

第 6 版 第二次航行会议（1955） 最低间隔标准；云上目视飞行规则；相邻区

域管制中心间的协调；空中交通咨询服务的

目的与职能；告警服务与搜寻援救服务；位

置、飞行、气象、高度的位置报告格式。 

1956.05.11 
1956.12.01 

第 7 版 飞行、空中交通服务及搜寻援救

（RAC/SAR）规则专业会议（1958） 
使用新的飞行计划格式；对有关飞行计划及

发布放行许可规定的主要修订；对飞行计划

电报的修订；有关紧急阶段电报的标准化内

容；最低间隔标准要求的变更；位置报告内

容；保持目视气象条件下飞行发布放行许可

的限制；空中交通管制部门之间管制责任的

移交；进近管制服务程序；空中交通咨询服

务的目的与作用；空中交通服务用语；关于

飞行计划、飞行计划表格及填写说明的所有

规定的合并。 

1960.02.18 
1960.08.01 

第 7 版的 
第1次修订 

关于向航空器提供情报的协调程序

专家组会议，第一次会议（1959）；

气象专业会议，第五次会议（1959） 

为飞行中的航空器发送气象情报；空中报告

及空中报告格式的修改。 
1960.12.02 
1961.07.01 

第 7 版的 
第2次修订 

航行委员会 高度表设定程序。 1961.06.26 
1961.10.01 

第 7 版的 
第3次修订 

航行委员会 为设经停站的航班更改飞行计划表格。 1961.12.15 
1962.07.01 



前言 (xiii) 

10/11/16 

修订 根据 内容 

批准日期 

适用日期 
    

第 7 版的 
第4次修订 

航行委员会 告警服务的附加规定。 1962.04.13 
1962.11.01 

第 7 版的 
第5次修订 

航行委员会 航空地面灯运行规定的更改与增加。 1962.12.12 
1963.03.01 

第 7 版的 
第6次修订 

航行委员会 “D 值”定义。 1963.04.08 
1963.11.01 

第 7 版的 
第7次修订 

气象与运行（MET/OPS）专业会议

（1964） 
航空器的气象观察及报告。 1965.05.31 

1966.03.10 

第 8 版 飞 行 与 空 中 交 通 服 务 / 运 行

（RAC/OPS）专业会议（1963）；

空 中 交 通 管 制 自 动 化 专 家 组

（ATCAP）会议，第四次会议（1964） 

新间隔准则及最低标准；目视飞行规则飞行

的管制；重要交通情报；空中交通服务协调；

包括雷达用语的标准用语。 

1965.11.29 
1966.08.25 

第 8 版的 
第1次修订 

航行委员会 增加空中交通服务中使用雷达的新内容及

对其他部分随后的改变；垂直位置的表示方

法。 

1967.02.20 
1967.08.24 

第 9 版 空 中 交 通 管 制 自 动 化 专 家 组

（ATCAP）会议，第五次会议（1966） 
修改空中交通服务数据的规定以促进空中

交通管制自动化的应用；关于空中交通管制

自动化与流量控制的指导材料。 

1967.06.07 
1968.02.08 

第 9 版的 
第1次修订 

第五次航行会议（1967） 为提高国际航行进近、着陆、起飞阶段的安

全及效率对所有部分进行的更改。 
1969.01.23 
1969.09.18 

第 10 版 第六次航行会议（1969） 位置报告及运行与气象信息报告；提供间隔

的飞行类别；目视气象条件的放行许可；马

赫数技术；空中交通服务中二次监视雷达的

使用；最低间隔标准的应用；放行许可；空

中交通服务电报的处理；飞行情报服务与告

警服务；空中交通服务中使用二次监视雷达

时马赫数技术的应用与空中交通事故报告

程序的标准形式与护理程序的指导材料。 

1970.06.01 
1971.02.04 

第 10 版的 
第1次修订 

第六次航行会议（1969）；LIM EUM
（RAC/COM）RAN 会议（1969） 

空中报告电报的格式及数据规定的改变。空

中交通服务电报中的预计离场/进场时间。 
1972.03.24 
1972.12.07 

第 10 版的 
第2次修订 

航行委员会 公海上空航空器运行的管理权。 1972.11.15 
1973.08.16 

第 10 版的 
第3次修订 

航行委员会 重复性飞行计划的指导材料。 1972.12.13 
1973.08.16 

第 10 版的 
第4次修订 

第七次航行会议（1972） 区域导航的实施；位置报告；二次监视雷达

（SSR）无线电通话用语；使用二次监视雷达

的指导材料。 

1973.03.23 
1974.05.23 



(xiv)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修订 根据 内容 

批准日期 

适用日期 
    

第 10 版的 
第5次修订 

根据大会 A17-10 及 A18-10 决议的

理事会行动 
航空器遭到非法干扰时，空中交通服务应采

取的措施。 
1973.12.07 
1974.05.23 

第 10 版的 
第6次修订 

包括第六次欧洲地中海地区/区域空

中导航会议，英国的一项提议，理

事会与航行委员会的各种行动在内

的各种内容资料 

高度表设定；雷达识别及传递；自动航站情

报服务（ATIS）；通信失效程序。 
1974.04.08 
1975.02.27 

第 10 版的 
第7次修订 

关于超音速运输机运行的技术专家

组会议；航行委员会；理事会 
超音速航空器的飞行；航空器的拦截；“紧

急阶段”定义。 
1975.02.04 
1975.10.09 

第 10 版的 
第8次修订 

航行委员会；附件 3 和附件 10 的修

订 
二次监视雷达编码 7500；航空器情报与航空

器的空中报告；无线电援救设备的频率。 
1975.12.12 
1976.12.30 

第 10 版的 
第9次修订 

关于超音速运输机运行的技术专家

组会议；航行委员会；附件 14 的修

订 

超音速航空器的飞行；非法干扰。 1976.04.07 
1976.12.30 

第 11 版 第九次航行会议（1976）；航行委

员会；附件 3 及附件 14 的修订 
定义；空中交通服务飞行计划及电报；重复

性飞行计划的指导材料；航空器之间的间

隔；有关尾流与相应间隔最低标准的指导材

料；使用二次监视雷达获取的情报；根据计

算机处理的雷达数据确定雷达间隔的指导

材料；航空地面灯的使用。 

1977.12.09 
1978.08.10 

第 11 版的 
第1次修订 

航行委员会 标准离场及进场航路的代号。 1979.12.03 
1980.11.27 

第 11 版的 
第2次修订 

航行委员会 定义；对民用航空器飞行构成潜在危险活动

的协调；无人驾驶自由气球。 
1981.03.04 
1981.11.26 

第 11 版的 
第3次修订 

航行委员会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得知航空器偏航或迷航

时，应采取的行动。 
1981.04.01 
1981.11.26 

第 11 版的 
第4次修订 

附件 11 的第 29 次修订 自动航站情报服务（ATIS）；转至附件 11。 1982.04.02 
1982.11.25 

第 11 版的 
第5次修订 

机场、航路和地面助航设备（AGA）

专业会议（1981）；空中交通服务数

据采集、处理及传输专家组第三次会

议（1981）；航行委员会 

定义；风切变；地面活动引导与管制；电报

优先权；无线电通话用语；通信要求；计量

单位。 

1983.05.13 
1984.06.07 

第 12 版 空中交通服务数据采集、处理及传

输专家组第三次会议 (1981)；航行

委员会 

定义；飞行计划内容；重复性飞行计划；空

中交通服务数据交换；协调世界时（UTC）。 
1984.06.26 
1985.11.21 

第 12 版的 
第1次修订 

理事会；航行委员会 偏迷或不明航空器；民用航空器的拦截；飞

行计划与飞行进程信息的规定；雷达的使

用。 

1986.03.14 
1986.11.20 



前言 (xv) 

10/11/16 

修订 根据 内容 

批准日期 

适用日期 
    

第 12 版的 
第2次修订 

航行委员会 定义；位置与空中报告；飞行中航空器呼号

的改变；机载二次监视雷达的 S 模式性能；

火山活动报告；三字代码的引入；无线电话

通信中数字的拍发；法语、俄语、西班牙语

版中纳入英语用语；删除所有附篇。 

1987.03.27 
1987.10.22 

第 12 版的 
第3次修订 

秘书处；目视飞行规则飞行专家组

（VFOP）第三次会议（1986）；航

行委员会；采纳附件 6 修订后所作

的修订 

航空器在目视飞行规则 /仪表飞行规则

（VFR/IFR）混合环境下的飞行；地面活动

的引导和管制；在平行或近似平行仪表跑道

上的同时飞行；非法干扰行为；尾流种类和

最低间隔标准。 

1990.03.19 
1991.11.14 

第 12 版的 
第4次修订 

二次监视雷达的改进和避撞系统专

家组第四次会议（SICASP/4）（1989） 
定义；在不考虑机载避撞系统（ACAS）操

作下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规定。 
1993.02.26 
1993.11.11 

第 12 版的 
第5次修订 

间 隔 的 一 般 概 念 审 议 专 家 组

（RGCSP）第七次会议（1990），

第八次会议（1993）；自动相关监

测专家组（ADSP ）第二次会议

（ 1992 ）；全天候运行专家组

（AWOP），第十二次会议（1987）；
改进二次监测雷达及防撞系统专家

组（SICASP）第四次会议（1989）；

超障专家组（OCP）第九次会议

（ 1990 ） ； 北 大 西 洋

（COM/MET/RAC）地区航行会议

（1992）；COM/MET/OPS 专业会

议（1990）；航行委员会 

定义；高度层（FL）290 以上垂直间隔最低

值减至 300 米（1 000 英尺）；区域导航

（RNAV）准则；所需导航性能；自动相关

监视；医务航空器识别标志；直升机活动与

普通飞机活动的结合；飞行计划中增加航路

备降场的内容；地面移动雷达；空中交通事

故报告；空中报告程序；在空中交通服务电

报中，向放射性物质与有毒性化学“云”上

空航空器发送气象情报；跑道视程（RVR）
报告位置识别；微波着陆系统运行的空中交

通服务方面；仅用于间隔目的的二次监视雷

达；近地报警系统（GPWS）。 

1994.03.18 
1994.11.10 

第 12 版的 
第6次修订 

航行委员会 平行或近似平行仪表跑道的同时运行。 1995.03.13 
1995.11.09 

第 13 版 秘书处；改进二次监测雷达与防撞

系统专家组（SICASP）第五次会议

（1993）；全天候运行专家组 

空中交通服务中雷达的使用；机载避撞系统

（ACAS）；微波着陆系统（MLS）/区域导

航（RNAV）程序的进近指令。 

1996.03.21 
1996.11.07 

第 13 版的 
第1次修订 

航行委员会 定义；空中报告格式与自动空中报告；气象

情报的传送；航空器间的间隔；遇难与紧急

通信程序的适宜性；通信失效程序。 

1997.03.05 
1997.11.06 

第 13 版的 
第2次修订 

自动相关监视专家组第四次会议

（1996）；审议一般间隔概念专家

组第九次会议（1996） 

自动相关监视；自动 ATS 系统之间的数据

交换；适用于空 — 地数据链的 ATS；航空

器之间的间隔；要求的导航性能；和要求的

航路飞行的导航性能及区域导航。 

1998.03.19 
1998.11.05 

第 13 版的 
第3次修订 

航行委员会；目视助航专家组第十

三次会议（1997） 
ATS 空域类别；目视气象条件放行；和跑道

等待位置 
 

    



(xvi)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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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根据 内容 

批准日期 

适用日期 
    

第 14 版 航行委员会、秘书处、自动相关监

视专家组第五次会议（ADSP/5）、

多机构的空中交通服务程序协调组

（MAPCOG）、欧洲航行规化组第

三十九次会议（EANPG/39）、超障

专 家 组 第 十 一 和 十 二 次 会 议

（OCP11 和 OCP12）；附件 3 的第

72 次修订 — 国际航空气象服务、

附件 6 — 航空器的运行第 I、II 和
III 部分的第 25、20 和 7 次修订、

附件 6 第 I、II 和 III 部分的第 26、
21 和 8 次修订 

航行服务程序文件的重新命名 — 空中交

通管理（PANS-ATM）。第 1 章 — 定义：

新的和修改的定义。新的第 2 章 — ATS 的

安全管理：加入有关 ATS 安全管理的新规

定。新的第 3 章 — ATS 系统容量和空中交

通流量管理：加入有关 ATFM 程序和容量

管理的新规定。第 4 章 — 空中交通服务的

一般规定；材料的重新编排、对复述要求的

改动、扩展速度控制的规定。第 5 章 一 间
隔方法和最低标准：重新编排和文字改动以

便更清楚。第 6 章 — 机场附近的间隔：重

新编排、加入有关进场和离场航空器的标准

放行许可的规定。第 7 章 — 机场管制服务

程序：重新编排、加入了有关在低能见度下

飞行的新规定。第 8 章 — 雷达服务：重新

编排和文字改动。第 9 章 — 飞行情报服务

和告警服务：仅对段落重新编号。第10章 — 
协调：加入有关 ATS 协调的新的一般规定、

对现有段落重新编号和文字改动。第 11
章 — 空中交通服务电报。仅对段落重新编

号和文字修改。第 12 章 — 用语：修改了

程序以便使无线电用语相一致并促进使用

标准的用语。第 14 章 — 管制员/飞行员数

据链通信（CPDLC）：修改以及新的程序以

便于实施与 CPDLC 和数据链—飞行情报服

务（D-FIS）有关的现有技术。新的第15章 — 
关于紧急情况、通信失效和意外事件的程

序：包括处理紧急状况重排位置的规定和新

的规定。第 16 章 — 其他事项的程序：对

处理军用交通、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空中交

通事故征侯报告和重复性使用飞行计划的

段落重新编排，以及众多的文字修改。 

2001.06.29 
2001.11.01 

第 14 版的 
第1次修订 

自动相关监视专家组第五次会议

（ADSP/5）；审议间隔一般概念专

家组第十次会议（RGCSP/10） 

自动相关监视；规定有 RNP 的 RNAV 运行

的交叉航迹的横向间隔；55.5 公里（30 海里）

纵向间隔和为实施这一最低间隔对 ADS 的

要求。 

2002.05.28 
2002.11.28 

2 间隔和空域安全专家组；秘书处和

统一英语能力要求研究小组 
管制员用来验证 C 模式报告的高度层情报

精确度的容差值；语言能力的要求；和对附

录 1 的文字修订。 

2003.03.26 
2003.11.27 

3 秘书处/空中航行委员会；气象专业会

议（2002）；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专家

组第 4次会议（GNSSP/4）建议 3/3 

侵入跑道；8.33 kHz 信道间隔、RVSM 和

GNSS 的用语；特殊空中报告和其他气象资

料，以及对定义的修订。 

2004.06.29 
2004.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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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秘书处 定义、气象情报、大洋空域内飞行中应急特

别程序、缩小的跑道最低间隔标准、空地通

信失效程序、在机场和机场附近使用的用

语。 

2005.03.31 
2005.11.24 

第 15 版 秘书处/空中航行委员会；间隔和空

域安全专家组（SASP）；运行数据

链专家组（OPLINKP）；监视和冲

突提示系统专家组（SCRSP）；运

行专家组（OPSP）；国际航路火山

监测运行小组（IAVWOPSG） 

定义；ADS-B、ADS-C、AIDC、CPDLC 和

RCP 的程序；驾驶员遇到非法干扰时的程

序；ATC 和其他单位之间的协调程序；名称

代码代号；选择优选跑道的标准；与 ACAS
有关的用语和程序；与火山灰有关的程序。 

2007.06.01 
2007.11.22 

1 飞行计划研究小组（FPLSG） 更新国际民航组织飞行计划的标准格式。 2008.05.27 
2012.11.15 

2 秘书处；仪表飞行程序专家组全体会

议第一工作组（IFPP/WG/WHL/1） 
前言；水平速度控制说明；进港航空器的程

序；跑道侵入和报告；机场使用的用语；洋

区空域飞行中紧急情况的特殊程序；短期冲

突告警程序（STCA）；策略横向偏移程序

（SLOP）；对航空器上疑似传染病病情的

通知。 

2009.06.26 
2009.11.19 

3 秘书处；间隔和空域安全专家组

（SASP）； 
气象情报数据链研究组

（METLINKSG）；国际航路火山灰

观测运行小组（IAVWOPSG） 

对定义、航空器最低间隔、终端区航空器的

横向间隔和空中报告的修订。 
2010.10.12 
2010.11.18 

4 秘书处；间隔和空域安全专家组

（SASP）；运行专家组全体工作组第

十二次会议（WG/WHL 12）；空中航

行委员会 

对前言、定义、使用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

（ADS-B）和、或多点监视定位实施最低间

隔、用语以及与燃料相关的空中交通管制

（ATC）程序的有关规定，以便与附件 6 的

要求保持一致。 

2012.03.16 
2012.11.15 

5 秘书处在进近分类工作队（ACTF）
的支持下，并经过与机场专家组

（AP ）、仪表飞行程序专家组

（IFPP）、导航系统专家组（NSP）
和运行专家组（OPSP）协调 

由于新的进近分类而对仪表进近运行及程

序有关定义的修订。 
2013.03.20 
2014.11.13 

6 秘书处；间隔和空域安全专家组

（ SASP ）；国际火山灰工作队

（ IVATF）；运行数据链专家组

（OPLINKP）；以及机场专家组

（AP）。 

修订涉及定义；管制员 — 驾驶员数据链通

信（CPDLC）程序；高度层更换程序（ITP）；
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ADS-C）程序；火山

灰云、策略横向偏移程序（SLOP）；基于所

需导航性能、基于性能导航横向间隔和甚高

频全向无线电信标/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横向

间隔 9.3 公里（5 海里）终端间隔，以及相应

的空中交通管制用语。 

2014.06.20 
201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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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根据 内容 

批准日期 

适用日期 
    

7-A 间隔和空域安全专家组（SASP）；

运行数据链专家组第二次会议

（OPLINKP/2）；机场专家组第三

次会议（AP/3）和秘书处；飞行运

行 专 家 组 第 一 次 会 议

（FLTOPSP/1）；运行专家组全体

工 作 组 第 十 六 次 会 议

（OPSP/WG/WHL/16）；机场专家

组第三次会议（AP/3）和气象（MET）
专业会议（2014 年）。 

基于性能的纵向和横向间隔最低标准及契

约式自动相关监视爬升和下降程序（ADS-C 
CDP）；进场和离场运行之间的间隔；数据

链启用功能（DLIC）、管制员 — 驾驶员

数据链通信（CPDLC）、契约式自动相关监

视（ADS-C）、基于性能的通信和监视

（PBCS）和卫星话音通信（SATVOICE）；

最终进近使用的引导程序，告知可用起飞滑

跑距离（TORA）及标准仪表离场/标准仪表

进场（SID/STAR）；地勤人员/飞行机组除

冰/防冰作业标准用语；紧急下降程序；跑

道侵入自主告警系统（ARIWS）；以及特别

报告的传送和 SIGMET 情报的定义。 

2016.06.06 
2016.11.10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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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定义 

注 1：“服务”一词在本文全部条文中作为抽象名词使用，指职能或提供的服务,“单位”一词指从事某项

服务的集体。 

注 2：所有提到的“无线电规章”是指国际电联（ITU）公布的无线电规章。每隔二至三年举行的世界无线

电大会最后条款包含的决定通常会对无线电规章随时加以修订。有关 ITU 对航空无线电系统频率使用程序的进

一步资料载于《民用航空对无线电频率频谱要求的手册，包括 ICAO 批准的政策声明》（Doc 9718 号文件）。 

下列名词在本文中的含义如下： 

接受单位/管制员  接受航空器并继续对其实施管制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空中交通管制员。 

注：见“移交单位/管制员”的定义。 

ADS-C 协议  一种规定 ADS-C 数据报告条件的报告计划（即在提供空中交通服务之前必须对空中交通服

务单位需要的数据和 ADS-C 报告的频率达成协议）。 

注：协议条款将通过一项或一系列契约式方法在地面系统与航空器之间进行交换。 

咨询空域  在其内可以得到空中交通咨询服务的一划定范围的空域或指定航路。 

咨询航路  沿途可以得到空中交通咨询服务的指定航路。 

注：空中交通管制服务提供较空中交通咨询服务更为完善的服务；因此，在管制空域内不划设咨询区或咨

询航路，但在管制区之下或之上可以提供空中交通咨询服务。 

机场  在陆地上或水面上一块划定的区域（包括各种建筑物、装置和设备），其全部或部分供航空器进场、

离场和场面活动之用。 

注：在用于与飞行计划和空中交通服务电报有关的规定中，“机场”一词也包括机场以外的、可供某种类型

航空器，如直升机或气球使用的场地。 

机场管制服务  为机场交通提供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塔台管制室  为机场交通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而设置的单位。 

机场标高  着陆区内最高点的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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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交通  在机场机动区内的一切交通以及在机场附近所有航空器的飞行。 

注：在机场附近的航空器是指已加入、正在进入或脱离机场起落航线的航空器。 

机场起落航线  在机场附近运行的航空器应飞行的航径。 

航空固定（通信）服务（AFS） 在规定的固定点之间，主要为空中航行安全和航班正常、有效和经济地运

行所提供的电信服务。 

航空固定电台  用于航空固定（通信〕服务的电台。 

航空地面灯  除了在航空器上显示的灯以外的所有专门为帮助空中航行而设置的灯。 

航行资料汇编（AIP）  由国家发行或由国家授权发行的载有空中航行所必需的持久性航行资料出版物。 

航空移动服务（RR S1.32）  航空电台和航空器电台之间或各航空器电台之间，包括救生船舶电台也可以

参加的移动服务；紧急无线电示位信标台也可以在指定的遇险和紧急频率上参加此种服务。 

航空电台（RR S1.81）  航空移动服务中的陆地电台。在某些情况下，航空电台可以设在船舶或海上平台。 

航空电信台  用于航空电信服务的电台。 

机载避撞系统（ACAS）  以二次监视雷达（SSR）应答机信号为基础的航空器系统，它独立于地基设备

工作，向可能发生冲撞的装有二次监视雷达应答机的航空器驾驶员提供咨询建议。 

航空器  能从空气的反作用而不是从空气对地面的反作用，在大气中获得支撑的任何机器。 

航空器地址编码  用于空地通信、导航和监视目的，对每架航空器指定的一个 24 位二进制编码。 

航空器识别标志  相当或类似于空地通信中用作航空器呼号编码的一组字母、数字或两者的组合，并在陆

地空中交通服务通信中被用来识别航空器。 

航空器观测  飞行中的航空器对一个或多个气象要素的评估。 

航空器接近   根据驾驶员或空中交通服务人员所知情况，不仅航空器间相对位置和速度，而且其间的距离

均可能处于危及相关航空器安全的态势。航空器接近分类如下： 

有碰撞危险  航空器存在严重碰撞危险接近的等级。 

安全无保证  航空器接近可能已危及航空器安全的危险等级。 

无碰撞危险  航空器接近不存在碰撞危险的等级。 

未定危险  尚无足够情报确定有关危险性，或排除含有此类危险性的，或与排除此类危险性自相矛盾

证据的航空器接近的危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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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 地通信  航空器与地面或地面上某些点之间的电台双向通信。 

航空气象情报  气象观测室发布的关于在特定航路上出现或估计会出现的天气现象的情报，这一天气现象

可能影响低空航空器运行的安全，而且尚未包括在为有关飞行情报区或其附属区内的低空飞行发布的预报中。 

AIRPROX.  空中交通事故征候报告中用以表示航空器接近的代码字。 

空中报告  飞行中的航空器遵照位置、航务和/或气象报告的要求而作的报告。 

空中滑行  垂直起降直升机在机场场面上通常在有地效和通常以每小时不超过 37 千米（20 海里）的地面

速度的活动。 

注：实际高有所不同，有些直升机可能需要在高于地面 8 米（25 英尺）以上滑行以减少地效扰流或提供足

够空间吊运装货。 

空对地通信  航空器与地面或地面上某些点之间的电台单向通信。 

空中交通  一切航空器在飞行中或在机场机动区内的运行。 

空中交通咨询服务  对在咨询空域内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行计划飞行的航空器，为尽可能保证其间隔而提

供的服务。 

空中交通管制放行许可  批准航空器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单位规定的条件进行活动的许可。 

注 1：为简便起见，“空中交通管制放行许可”一词在适当的上下文中常简化为“放行许可”。 

注 2：简化词“放行许可”可冠以“滑行”、“起飞”、“离场”、“航路”、“进近”或“着陆”等词，

以表示与空中交通管制放行许可有关的某一特定飞行阶段。 

空中交通管制指令  空中交通管制为要求驾驶员执行某一特定行动所发布的指令。 

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为下列目的提供的服务： 

a) 防止： 

1) 航空器之间相撞，以及 

2) 在机动区内的航空器与障碍物相撞；和 

b) 加速和维护空中交通有秩序地流动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区域管制中心、进近管制单位或机场管制塔台等不同含义的通称。 

空中交通流量管理（ATFM）  为空中交通安全、有序和迅速流通的目的而设置的服务，以确保最大限度

地利用 ATC 的容量和确保交通量与有关 ATS 当局宣布的容量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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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交通管理（ATM）  通过所有方面协同提供设施和无间隙的服务以及使用机载和地面功能，以安全、经

济和高效的方式对空中交通和空域（包括空中交通服务、空域管理和空中交通流量管理）进行动态和一体化管理。 

空中交通管理系统  通过人力、信息、技术和服务协同一体化提供 ATM 的系统，并得当空中和地面和/或
基于空间通信、导航和监视的支持。 

空中交通服务（ATS）  飞行情报服务、告警服务、空中交通咨询服务、空中交通管制服务（区域管制服

务、进近管制服务或机场管制服务）等不同含义的通称。 

空中交通服务空域  以字母为代号的划定范围的空域，在此空域内可以进行指定类型的飞行，并且有规定

的空中交通服务与运行规则。 

注：空中交通服务空域分类为 A 类至 G 类，如附件 11 附录 4 中所示。 

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  为受理有关空中交通服务的报告和离场前提交的飞行计划而设置的单位。 

注：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可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设立，也可和现有单位，如另一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或航行

情报服务单位合并在一起。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飞行情报中心或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等不同含义的通称。 

航路  以走廊形式建立的管制区域或管制区的一部分。 

ALERFA  表示告警阶段的代码字。 

告警服务  向有关组织发出需要搜寻和援救航空器的通知，并根据需要协助该组织提供的服务。 

告警阶段  指航空器及其机上人员的安全出现令人担忧的情况。 

分配  向某缔约国、单位或服务单位分配无线电频率，二次监测雷达应答机编码。向某缔约国或一个共同

标志登记注册的当局分配 24 位航空器编码地址。 

字符（alphanumerics）  字母和数字（数位）的集合名词。 

备降机场  当航空器不能或不宜飞往预定着陆机场或在该机场着陆时可以飞往的另一具备必要的服务与设

施、可满足航空器性能要求以及在预期使用时间可以使用的机场。备降机场包括以下几种： 

起飞备降机场  当航空器在起飞后较短时间内需要着陆而又不能使用原起飞机场时，能够进行着陆的

备降机场。 

航路备降机场  当航空器在航路上需要改航的情况下，能够进行着陆的备降机场。 

目的地备降机场  当航空器不能或不宜在预定着陆机场着陆时能够着陆的备降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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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次飞行的起飞机场，也可作为该次飞行的航路或目的地备降机场。 

高度  从平均海平面（MSL）测量至一个平面、一个点或作为一个点的物体的垂直距离。 

进近管制服务  对进场或离场受管制的飞行提供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进近管制单位  为对一个或几个机场的进场或离场的管制飞行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而设立的单位。 

进近顺序  两架或多架航空器被批准在机场上进近着陆的顺序。 

有关 ATS 当局  由国家指定的负责在有关空域内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有关当局。 

有关当局 

a) 对于在公海上的飞行：指登记国的有关当局， 

b) 对于不在公海上的飞行：指对所飞越的领土拥有主权的国家的有关当局。 

停机坪  在陆地机场上划定的一块供航空器上下旅客、装卸邮件或货物、加油、停放或维修之用的场地。 

区域管制中心（ACC）  在所辖管制区内，为受管制的飞行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而设置的单位。 

区域管制服务  对管制区内受管制的飞行提供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区域导航（RNAV）  在以地面或空间导航设施的作用范围内，或者在航空器自备导航设备的覆盖范围内，

或者在两者相结合的条件下，航空器在任何欲飞航径上飞行的一种导航方法。 

区域导航航路  为能够采用区域导航的航空器建立的空中交通服务航路。 

指配  对航空电台指配频率。对航空器的二次监视雷达应答机编码或 24 位比特的航空器编码地址的指配。 

ATIS.  表示航站自动情报服务的符号。 

ATS 航路  由于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需要，为引导交通分流而划设的指定航路。 

注 1：ATS 航路一词具有不同含义，可用以表示航路、咨询航线、管制或非管制航路、进场或离场航线等。 

注 2：ATS 航路由各项指标划定，包括 ATS 航路编号、往来重要点（航路点）的航迹、重要点之间的距离、

报告要求以及有关 ATS 当局确定的最低安全高度。 

ATS 监视服务  用来表示使用 ATS 监视系统的方法直接提供服务的术语。 

ATS 监视系统  表示不同含义的通称，比如 ADS-B、PSR、SSR 或任何能够对航空器进行识别的相同地面

系统。 



1-6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注：相同地面系统是一个通过对比性评估或其他方法经过演示，其安全和性能指标相当或优于单脉冲 SSR
的系统。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ADS-B）  航空器、机场车辆和其他物体通过数据链以广播模式根据情况自动发出

和/或接收诸如识别、位置和其他数据的一种方法。 

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ADS-C）   通过数据链在地面系统和航空器之间交换 ADS-C 协议条款的一种方法，

规定在何种条件下开始 ADS-C 报告及报告中包括何种数据。 

注：“ADS 契约”的缩语通常用来指 ADS 事件契约、ADS 申请契约、ADS 周期契约，或者一种紧急模式。 

航站自动情报服务（ATIS）  全天 24 小时或在特定时段内，向进港和离港航空器自动提供现时和常规的

情报服务。 

数据链航站自动情报服务（D-ATIS）  通过数据链提供航站自动情报服务。 

话音式航站自动情报服务（Voice-ATIS）  用连续和重复的话音广播提供航站自动情报服务。 

基线转弯  航空器在起始进近中，在背台航迹末端和中间或最后进近航迹开始之间所作的转弯。这两条航

迹不是反向航迹。 

注：根据每个程序的具体情况，基线转弯可以在平飞或在下降时进行。 

盲发  在不能建立双向通信联络时，但相信被呼叫电台能够收到拍发的情报，一电台向另一电台拍发的情

报。 

广播  非向一具体或若干电台播放航行情报的方式。 

云幕高  6 000 米（20 000 英尺）以下，遮盖天空一半以上的最低云层的云底离地面或水面的高度。 

放行界限   空中交通管制许可准许航空器达到的点。 

编码（SSR）  指定给由 A 或 C 模式应答器发出的多脉冲答复信号的数字。 

共同点  两架航空器航迹共用的地球表面的一点，用作实施间隔的依据（例如重要点、航路点、助航设备、

定位点）。 

计算机  无须人为干预，根据数据完成算术和逻辑步骤程序的设备。 

注：本文所使用的“计算机”一词，可以指一计算机组，包括一部或多部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 

管制区  地球表面上空从某一规定界限向上延伸的管制空域。 

管制机场  对机场交通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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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管制机场”一词只表示对机场交通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但不一定包含划有管制地带的意思。 

管制空域  一个划定范围的空域，在此空域内可按照空域类型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注：管制空域是一个通称，包括如附件 11 中 2.6 所述的 A、B、C、D 和 E 类的 ATS 空域。 

管制飞行  受空中交通管制许可制约的任何飞行。 

管制员 — 飞行员数据链通信（CPDLC）  管制员和驾驶员之间使用数据链进行空中交通管制通信的一种

通信方法。 

管制地带  从地球表面向上延伸至规定上限的管制空域。 

管制员 — 驾驶员数据链通信电文  机载系统与其对应地面系统之间交换的信息。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

通信电文包括启用人一次传送所发的单一电文内容或一组电文内容。 

管制员 — 驾驶员数据链通信电文集  一列标准电文内容及自由格式电文内容。 

巡航爬升  由于飞机质量减轻导致高度净增的一种飞机巡航技术。 

巡航高度层  飞行的大部分时间所保持的高度层。 

现行数据权限  一规定的地面系统，允许驾驶员和对飞行负责的管制员通过它进行 CPDLC 对话。 

现行飞行计划（CPL）  由于随后的放行许可而形成的飞行计划，包括即便产生的任何更改在内。 

注：当此词之后缀有“电文”两字时，它表示由一单位发至另一单位的该现行飞行计划数据的内容和格式。 

数据规约  一组约定的可将一组数据组合管理成有意义通信的方式或顺序的规则。 

数据链启用功能（DLIC）  数据链一种用途，为开始启用数据链提供必要的交换编码地址、名称和版本

号码的能力。 

数据处理  根据数据进行的系统顺序的操作。 

注：操作示例为合并、分类、计算或其他任何为了析取或修正资料，或为了改变资料表示符号的变更或重

新排列。 

决断高度（DA）或决断高（DH）  3D 仪表进近运行规定的高度或高。在这个高度或高上，如果不能建立

继续进近所需的目视参考，必须开始复飞。 

注 1：决断高度（DA）以平均海平面为基准，决断高（DH）以跑道入口标高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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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所需的目视参考指根据应飞航迹，驾驶员能有足够的时间看见目视助航设备或进近场地的剖面，以

便对航空器的位置和位置变化率做出判断。对于 III 类飞行，决断高所需的目视参考指为特定程序和飞行规定的

目视参考。 

注 3：为方便起见，同时使用这两种表达形式时，可以用“决断高度/决断高”和缩略的“DA/H”形式表示。 

相关平行进近  在平行或近似平行仪表跑道上，两条相邻跑道中心线延长线上航空器之间配备有最小雷达

间隔的同时进近。 

DETRESFA  表示遇险阶段的代码字符。 

专用编码  四位数的 SSR 编码，其最后两位数不是“00”。 

遇险阶段  有理由相信航空器及其机上人员遇到严重和紧急危险的威胁，需要立即援救的情况。 

标高  自平均海平面测量至地球表面或依附于地球表面的一个点或一个面的垂直距离。 

紧急阶段  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是情况不明阶段、告警阶段或遇险阶段的通称。 

预计实耗时间  从一个重要点飞至另一个重要点预计所需的时间。 

预计撤轮挡时间  航空器开始进行离港活动的预计时间。 

预计到达时间  对于 IFR 飞行，指航空器到达基于导航设施确定的指定点上空的预计时刻，并预定从该点

开始仪表进近程序；或者如果机场没有相应的导航设施，则为航空器将要到达机场上空的时刻。对于 VFR 飞行，

为航空器将要到达机场上空的预计时刻。 

预期进近时刻  进场航空器在延迟之后，空中交通管制单位预计其飞离等待点完成进近着陆的时刻。 

注：飞离等待点的实际时间取决于进近许可。 

申报的飞行计划（FPL）  由驾驶员或指定的代表向某一 ATS 单位申报的无任何随后更改的飞行计划。 

注：当该名词之后缀以“电文”两字时，它表示发出的申报的飞行计划数据的内容和格式。 

最后进近  仪表进近程序的一部分，开始于规定的最后进近定位点或进近点，如未规定定位点或进近点时，

则开始于： 

a) 最后一个程序转弯、基线转弯或直角航线程序进场转弯的终点（如有规定时）；或 

b) 进近程序中规定的最后一个航迹的切入点；和 

终止于机场附近的一个进近点，并从该点： 

1) 可以进行着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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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始复飞程序。 

飞行机组成员  在飞行值勤期内对航空器运行负有必不可少的职责并持有执照的机组成员。 

飞行情报中心  为提供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而设置的单位。 

飞行情报区（FIR）  为提供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而划定的空域。 

飞行情报服务  为有益于安全和有效地实施飞行提供建议和情报的一种服务。 

飞行高度层  相对于一个特定的气压基准 1013.2hpa（百帕斯卡）的等压面，这些等压面之间用一定的气压

间隔隔开。 

注 1：按照标准大气校准的气压高度表： 

a) 当调正至 QNH 高度表拨正值时，指示高度； 

b) 当调正至 QFE 高度表拨正值时，指示高出 QFE 基准面的高； 

c) 当调正至 1 013.2 hPa 气压时，可用以指示飞行高度层。 

注 2：上述注 1 中所用术语“高”和“高度”是高度表指示的，而不是指几何的高和高度。 

飞行航迹监控  为向航空器提供严重偏离正常飞行航径，包括偏离空中交通管制放行许可条件的信息与建

议而使用 ATS 监视系统。 

注：某些应用可能需要特殊技术，比如雷达，以支持飞行航迹监控的功能。 

飞行计划  向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提供的关于航空器一次预定飞行或部分飞行的规定资料。 

注：飞行计划的规范载于附件 2。飞行计划的标准格式载于本文附录 2。 

飞行能见度  飞行中航空器驾驶舱前方的能见度。 

流量控制  用来调节进入一指定空域、沿一指定航路飞行或飞往一指定机场的交通流量，从而确保最有效

地利用空域的措施。 

预报  对某一特定区域或部分空域，在某一特定时刻或时段的预期气象情况的说明。 

自由格式电文内容  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空中交通管理》（Doc 4444 号文件）中的任何标准电文内

容信息不相符的电文组成部分。 

下滑道  最后进近时用于垂直引导而规定的下降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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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效应  直升机或其他垂直起降航空器贴近地面飞行时，地面受旋翼系统空气流谱的干扰而使性能（升

力）提高的状态。 

注：对于多数直升机，地面效应使旋翼效率增加大约一个旋翼直径的高度。 

地面能见度  由授权观测员或自动系统报告的机场能见度。 

航向  航空器纵轴所指的方向，通常以北（真北、磁北、罗盘北和网格北）为基准，以“度”表示。 

高  自某一特定基准面测量至一个平面、一个点或视作一个点的物体的垂直距离。 

等待定位点  用作等待程序基准点的一个地理位置。 

等待程序  使等待飞行许可的航空器，保持在一个特定空域内的一种预定的机动飞行程序。 

热点  机场活动区上曾经或可能发生碰撞或侵入跑道风险的位置，驾驶员和司机须对此提高警觉。 

人的因素原理  适用于航空设计、合格审定、培训、运行和维修的原理，这些原理通过适当地考虑人的行

为能力来寻求人与其他系统组件之间的安全界面。 

人的表现  影响航空运行的安全和效率的人的能力和局限性。 

识别  在状态显示器上可以看到并且明确识别的特定航空器雷达位置符号存在的状况。 

IFR  按照仪表气象条件飞行的规则。 

IFR 飞行  按照仪表飞行规则进行的飞行。 

IMC  用以表示仪表气象条件的符号。 

INCERFA  表示不明阶段的代码字。 

事故征候  未构成事故但与航空器运行有关，影响或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事件。 

注：国际民航组织的《事故/事故征候报告手册》（Doc 9156 号文件）列出了国际民航组织为研究预防事

故所主要关心的事故征候类别。 

独立平行进近  平行或接近平行的仪表跑道在相邻的跑道中线延长线上不规定航空器之间最小雷达间距的

同时进近。 

独立平行起飞  从平行或近似平行的仪表跑道上同时起飞。 

起始进近航段   在仪表进近程序中，起始进近定位点至中间进近定位点之间，或者适用时至最后进近定位

点（或最后进近点）之间的航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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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进近运行   使用仪表引导按照仪表进近程序实施的进近和着陆。实施仪表进近运行有两种方法： 

a) 二维（2D）仪表进近运行，只使用方位引导；和 

b) 三维（3D）仪表进近运行，使用方位引导和垂直引导。 

注：方位和垂直引导指由以下方式提供的引导： 

a) 地基无线电助航设备；或 

b) 通过地基、空中、自主导航设备或这些设备组合由计算机生成的导航数据。 

仪表进近程序（IAP）  参照飞行仪表并对障碍物保持规定的超障余度所进行的一系列预定的机动飞行，

以便从起始进近定位点或适用时从规定的进近航路开始，飞至能够完成着陆的一点。此后，如果不能完成着陆，

则飞至适用等待或航路超障准则的位置。仪表进近程序分类如下： 

非精密进近（NPA）程序  设计用于 2D A 类仪表进近运行的仪表进近程序。 

注：可使用连续下降最后进近（CDFA）技术实施非精密进近程序飞行。由机载设备计算的咨询

性 VNAV 引导的连续下降最后进近 [参见 PANS-OPS（Doc 8168 号文件）第 I 卷第 I 部分第 4 节第 1
章第 1.8.1 段]被视为 3D 仪表进近运行。由人工计算所需下降率的连续下降最后进近被视为 2D 仪表进

近运行。有关连续下降最后进近的更多信息见 PANS-OPS（Doc 8168 号文件）第 I 卷第 I 部分第 4 节

第 1 章第 1.7 段和 1.8 段。 

垂直引导的进近程序（APV）  设计用于 3D A 类仪表进近运行的基于性能导航（PBN）的仪表进近

程序。 

精密进近（PA）程序  设计用于 3D A 类或 B 类仪表进近运行的基于导航系统（ILS、MLS、GLS 和

SBAS Cat I）的仪表进近程序。 

注：仪表进近运行分类见附件 6。 

仪表气象条件（IMC）  用能见度、离云距离和云幕高所表示的，低于规定的目视气象条件最低标准的气

象条件。 

注 1：规定的最低目视气象条件载于附件 2 第 4 章。 

注 2：在管制地带内，只有经空中交通管制许可，方可在仪表气象条件下进行目视飞行规则飞行。 

ITP航空器  运营人所在国批准实施高度层更换程序（ITP）的航空器。 

ITP距离  高度层更换航空器与一架参照航空器之间的距离，按照以下确定： 

a) 相同航迹上的航空器，航空器沿各自规划航迹计算的距共同点的距离差； 

b) 平行航迹上的航空器，沿一架航空器的航迹并使用其计算位置与另一架航空器的计算位置的正切

点测量得出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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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照航空器是指符合5.4.2.7段所述高度层更换程序标准，并且作为高度层更换程序放行请求的一部分，

由高度层更换程序的航空器向空中交通管制指明具有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数据的一架或两架航空器。 

起飞着陆区  供航空器着陆或起飞的那部分活动地区。 

高度层  航空器在飞行中垂直位置的通称，包括高、高度或飞行高度层各种不同含义。 

地名代码  按照国际民航组织规定的规则编排并指配给航空固定电台的四字母代码编组。 

登录地址  数据链登录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时使用的规定代码。 

机动区  机场上供航空器起飞、着陆和滑行使用的部分，但不包括停机坪。 

气象情报  有关现在的或预期的气象条件的气象报告、分析、预报和任何其他说明。 

气象室  指定为国际航行提供气象服务的办公室。 

气象报告  某一时间和某一地点所观测到的气象情况的报告。 

最低油量  表示航空器燃油油量已达到飞行不得不在特定机场着陆和不能再耽搁状态的用语。 

复飞程序  不能继续进近时必须遵守的程序。 

模式（SSR）  与 SSR 询问器发出的询问信号的特定功能有关的通用识别符号。附件 10 规定了 4 种模式：

A、C、S 和交互模式。 

活动区  机场上供航空器起飞、着陆和滑行的部分，包括机动区和停机坪。 

多点监视定位（MLAT）系统  一组经过配置的设备，提供主要使用到达时间差（TDAO）技术由二次监

视雷达（SSR）应答机信号（答复或超长电文）导出的位置。可以从接收到的信号中提取包括识别在内的补充

信息。 

近似平行跑道  跑道中线延长线的汇聚/发散角为 15 度或以下的非交叉跑道。 

下一个数据权限  由现行数据权限指定的地面系统， 通过它可以转发通信和管制。 

正常飞行地带（NOZ）  延伸至仪表着陆系统（ILS）航向道和/或微波着陆系统（MLS）最后进近航道两

侧划设范围的空域。进行独立平行进近时，仅使用正常运行区的内半侧。 

航行通告（NOTAM）  用电信方式发布的关于航行设施、服务、程序的建立、情况或者变化的资料以及

对危险情况的通知，与飞行运行有关的人员必须对此及时了解。 

非侵入区（NTZ）  独立平行进近时，位于两条跑道中心线延长线之间的划定范围内的空域走廊，航空器

在此穿越需通过管制员的干预，以调度相邻进近中受到威胁的其他航空器。 



第 1 章  定义 1-13 

10/11/16 

超障高度（OCA）或超障高（OCH）  为遵循适当的超障准则所确定的相关跑道入口标高或适用时机场

标高之上的最低高度和最低高。 

注 1：超障高度以平均海平面为基准。超障高以跑道入口标高为基准，在非精密进近程序中一般以机场标

高为基准，但当跑道入口标高低于机场标高 2 米（7 英尺）以上时，则以跑道入口标高为基准。盘旋进近程序

的超障高以机场标高为基准。 

注 2：为方便起见，当同时使用上述两个术语时，可以用“超障高度/超障高”表示，缩写为“OCA/H”。 

运行控制  为了航空器的安全和飞行的正常与有效，对某次飞行的起始、持续、改航或终止行使权力。 

运营人  从事或拟从事航空器运营的个人、组织或企业。 

基于性能的通信（PBC）  应用于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基于性能规范的通信。 

注：RCP 规范包括分配给系统组件的通信性能要求，以在特定空域概念情境下提供的通信和拟实施的运行

所需的相关业务处理时间、连续性、可用性、完好性、安全性和功能来表述。 

基于性能导航（PBN）  对沿 ATS 航路，在仪表进近程序或在指定空域运行的航空器基于性能要求的导航。 

注：性能要求以在特定空域概念中预期运行所需的精度、完整性、持续性、可用性和功能的导航规范（RNAV
规范、RNP 规范）来表述。 

基于性能的监视（PBS）  应用于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基于性能规范的监视。 

注：RSP 规范包括分配给系统组件的监视性能要求，以在特定空域概念情境下提供的监视和拟实施的运行

所需的相关数据传递时间、连续性、可用性、完好性、监视数据的准确性、安全性和功能来表述。 

机长   由运营人（如系通用航空则由所有人）指定的指挥飞行并负责飞行安全操作的驾驶员。 

位置指示  以非符号和∕或符号形式，在状态显示器上显示航空器、机场车辆和其他物体位置的目视指示。 

位置符号  经过对各种来源获取的位置数据自动处理之后，以符号形式在状态显示器上显示航空器、机场

车辆和其他物体位置的目视指示。 

精密进近雷达（PAR）  一次雷达设备，用来确定航空器最后进近位置相对正常进近航径的横向与垂直偏

差和相对于着落接地点的范围。 

注：精密进近雷达用于使航空器驾驶员能够在进近着陆的最后阶段通过无线电得到引导。 

压力高度  以高度形式表示的、对应标准大气压力的大气压力*。 

                                                        
* 如附件 8 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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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雷达  利用无线电反射信号的雷达系统。 

一次监视雷达（PSR）  利用无线电反射信号的监视雷达系统。 

程序管制  用来表示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时不要求使用从 ATS 监视系统获取信息的术语。 

程序间隔  提供程序管制使用的间隔。 

程序转弯  先转弯脱离指定航迹后再作反向转弯，使航空器能够切入并沿指定航迹作反向飞行的机动飞行。 

注 1：程序转弯按照起始的转弯方向，规定为“左”或“右”程序转弯。 

注 2：按照每个进近程序的具体情况，程序转弯可规定为平飞转弯或下降转弯。 

剖面图  包含标称航迹垂直面上的飞行航径或其一部分的正面投影图。 

PSR 回波  一次监视雷达获取的以非符号形式在状态显示器上显示出的航空器位置的目视指示。 

雷达  一种提供目标物的距离、方位和高度等信息的无线电探测装置。 

雷达进近  在管制员使用雷达的引导下所作的最后进近阶段的进近。 

雷达杂乱回波  状态显示器上出现的非需要的目视指示信号。 

雷达看到  在状态显示器上可以看到和识别的特定航空器的雷达位置存在的状况。 

雷达间隔  当航空器的位置信息来源于雷达时所采用的间隔。 

接收单位/管制员  向其拍发电文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空中交通管制员。 

注：见“发送单位/管制员”定义。 

重复性飞行计划（RPL）  由运营人提供、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保存并重复使用的基本特征相同的一系列重

复的每个飞行定期运行的飞行计划。 

报告点  航空器作位置报告所依据的规定地理位置。 

所需通信性能（RCP）规范  对支持基于性能的通信所需的提供空中交通服务和相关地面设备、航空器性

能和运行的一套要求。 

所需监视性能（RSP）规范  对支持基于性能的监视所需的提供空中交通服务和相关地面设备、航空器性

能和运行的一套要求。 

所需导航性能（RNP）  在一划定空域内实施运行所必需的导航性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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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于某一特定所需导航性能类型和/或其应用，规定了导航性能和要求。 

援救协调中心  负责有效地组织搜寻与援救服务并协调搜寻与援救区内的搜寻与援救工作的单位。 

援救单位  由受过训练的人员所组成的，并配备有适合迅速地从事搜寻与援救工作设备的单位。 

RNP 类别  以海里表示的离预定位置距离的包容值，至少 95%的总飞行时间是在此包容值内飞行。 

例：RNP 4 表示在 95％的包容基础上，导航精度为正或负 7.4 千米（4 海里）。 

跑道  陆地机场上经整备供航空器着陆和起飞而划定的一块长方形场地。 

跑道等待位置  用于保护跑道、障碍物限制面、或关键/敏感的 ILS/MLS 地区的一指定位置，除非机场管

制塔台另行批准，所有滑行的航空器和车辆都必须在此停止和等待。 

注：在无线电话用语中，“等待点”一词用于指跑道等待位置。 

侵入跑道  在机场发生的任何涉及到航空器、车辆或人员不正确地出现在指定用于航空器着陆和起飞的表

面受保护区域的情况。 

跑道视程（RVR）  航空器驾驶员在跑道中线上，能看到跑道道面标志、跑道灯光轮廓或辨认跑道中线的

距离。 

安全管理系统（SMS）   管理安全的系统作法，包括必要的组织结构、问责制、责任、政策和程序。 

二次雷达  一个雷达站发射的信号触发另一雷达站发射信号的雷达系统。 

二次监视雷达（SSR）  利用发射机/接收机（询问器）和应答机的监视雷达系统。 

隔离平行运行  在平行或近似平行仪表跑道上的同时运行，其中一条跑道专门用于进近，而另一条跑道专

门用于起飞。 

发送方单位/管制员  发送电文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空中交通管制员。 

注：见“接收单位/管制员”的定义。 

海岸线  沿一般海岸边缘的线，但在宽度窄于 30 海里的入海口或海湾，此线须直接穿越入海口或海湾，与

相对的一般海岸线衔接。 

重要气象情报  气象观测台发布的关于发生或预计发生可能影响航空器运行安全的航路上天气和其他大气

现象的情报。 

重要点  用以标定 ATS 航路或航空器飞行航径以及为其他航行和 ATS 目的而规定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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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要点分为三种类型：地面导航设施、交点和航路点。就本定义而言，交点是用径向方位、方向和/

或距地面导航设施的距离表示的一个重要点。 

状态显示器  描绘航空器的位置和动态以及其他所需信息的电子显示器。 

雪浆  水分饱和、用脚跟和脚尖踏击地面时会溅开的雪，比重 0.5 至 0.8。 

注：冰、雪和/或积水的混合物，特别是在降雨、雨加雪，或下雪时，可能产生比重大于 0.8 的物质。这种

物质由于其水/冰含量高，具有透明而非浑浊的外表，比重较高时，易于与雪浆区分。 

雪（地面上的） 

a) 干雪  松散时可被风吹走，或用手压实再松开时会散落的雪；比重 0.35 以下，但不含 0.35。 

b) 湿雪  用手压实会粘在一起并容易形成或会形成一个雪球的雪；比重 0.35 至 0.5，但不含 0.5。 

c) 压实的雪  已被压成固体的雪，它能抗拒更大挤压，拾取时粘在一起或裂成雪块，比重 0.5 及以

上。 

特殊 VFR 飞行  经空中交通管制许可，在管制地带内低于目视气象条件下所进行的 VFR 飞行。 

SSR 应答  以非符号形式在状态显示器上显示的二次监视雷达（SSR）回复询问的目视指示。 

标准仪表进场（STAR）  按照仪表飞行规则（IFR）划设的进场航线，通常由 ATS 航路上一重要点过渡

至实施公布的仪表起始进近程序的一点。 

标准仪表离场（SID）  按照仪表飞行规则（IFR）划设的离场航线，通常由机场或机场一规定跑道过渡至

指定的 ATS 航路上一规定的重要点，飞行航路阶段从该点开始。 

标准电文内容  《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空中交通管理》（Doc 4444 号文件）中就显示格式、预定用途和

特性规定的电文组成部分。 

停止道  在可用起飞滑跑距离末端以外地面上一块划定的经过整备的长方形场地，适于航空器在中断起飞

时能够在其上面停住。 

监视雷达  用来确定航空器距离和方位位置的雷达设备。 

滑行  航空器凭借自身动力在机场场面上的活动，不包括起飞和着陆。 

滑行道  陆地机场上划设的通道，供航空器滑行并规划供机场的某一区域与其他区域之间联接之用。包括： 

a) 航空器机位滑行道  停机坪的一部分，指定作为滑行道并仅供航空器进出停机位使用。 

b) 停机坪滑行道  停机坪滑行道系统的一部分，作为穿越停机坪的滑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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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快速出口滑行道  一条与跑道连接成锐角的滑行道，并设计成允许着陆飞机用比在其他出口滑行

道上更高的速度转弯脱离跑道，从而最低限度减少占用跑道的时间。 

终端管制区（TMA）  通常设在一个或几个主要机场附近的空中交通服务航路汇合处的管制区。 

跑道入口  着陆跑道可用部分的起端。 

到达时间差（TDOA）  不同接收器收到的同一架航空器（或地面车辆）应答机信号的相对时间差。 

预计总实耗时间  对 IFR 飞行而言，指从起飞至到达根据导航设备确定的一指定点、并拟自该点开始进行

仪表进近程序预计所需的时间；或者，如目的地机场无导航设备，则指从起飞至到达目的地机场上空预计所需

的时间。对 VFR 飞行而言，指从起飞至到达目的地机场上空预计所需的时间。 

接地点  标称下滑道与跑道相交的一点。 

注：上述“接地点”的定义仅是一个基准，并非航空器实际接触跑道的一点。 

航迹  航空器的航径在地面上的投影，其在任何一点的方向通常由北（真北、磁北或网格北）量起，以度

数表示。 

交通避让通告  由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提供的指定机动飞行，以协助驾驶员避免相撞的通告。 

交通情报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发出的情报，提醒驾驶员注意在其飞行位置或预定飞行航线附近可能存在其

他已知的或观察到的空中交通，以协助驾驶员避免相撞。 

管制移交点  沿航空器飞行航径上规定的一个点，在该点对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责任由一个管

制单位或席位，移交给下一个管制单位或席位。 

移交单位/管制员  向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责任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空中交通管制员，按进程将

管制责任移交给沿飞行航路的下一个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空中交通管制员。 

注：见“接受单位/管制员”的定义。 

过渡高度  规定的高度，在该高度或以下，航空器的垂直位置是参照高度来控制。 

过渡夹层  过渡高度与过渡高度层之间的空间。 

过渡高度层  过渡高度之上的最低可用飞行高度层。 

情况不明阶段  航空器及其机上人员的安全不能确定的一种状况。 

无人驾驶自由气球  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自由飞行的航空器。 

注：按照附件 2 附录 5 所载的规范，无人驾驶自由气球分为重型、中型和轻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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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  使用 ATS 监视系统以指定航向的方式向航空器提供航行引导。 

VFR.  用以表示目视飞行规则的符号。 

VFR 飞行  按照目视飞行规则进行的飞行。 

能见度  航空能见度指下面的较大者： 

a) 当在明亮的背景下观测时，能够看到和辨认出位于近地面的一定范围内的黑色目标物的最大距离； 

b) 在无光的背景下，使用 1000 堪德拉左右的灯光能够看到和辨认出的最大距离。 

注 1：这两个距离在一定消光系数的大气下具有不同的值。后者 b)因背景照明的变化而变化；前者 a)则以

气象光幅（MOR）表示。 

注 2：定义适用于当地定期和特别报告中对能见度的观察、航空定期天气报告（METAR）和航空特选天气

报告（SPECI）中所报告的对主导和最低能见度的观察以及对地面能见度的观察。 

目视进近  当部分或全部仪表进近程序尚未结束时，通过目视参照地标实施仪表飞行规则（IFR）的进近。 

目视气象条件  用能见度、离云距离和云高表示，等于或高于规定的最低标准的气象条件。 

注：规定的最低标准载于附件 2 第 4 章。 

VMC.  用以表示目视气象条件的符号。 

航路点  用于确定区域导航航线或使用区域导航的航空器的飞行航径而规定的地理位置。航路点有两种： 

旁切航路点  要求在航路点之前预先转弯切入航线下一航段或程序的航路点，或 

飞越航路点  在航路点开始转弯以便加入航线的下一航段和程序的航路点。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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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ATS 的安全管理 

2.1  总则 

2.1.1  各国应保证空中交通服务（ATS）、通信、导航和监视以及有关空域和机场所适用的 ATS 程序的水

平是适当的并足以在提供 ATS 时能保持可以接受的安全水平。 

2.1.2  应根据地区航行协议制定对空域和机场所适用的服务、系统和程序的要求，以便和邻近空域 ATS 相

互一致。 

2.1.3  为保证在提供 ATS 时能保持安全，有关 ATS 当局应对其管豁之下的空中交通服务实施安全管理系

统（SMS）。适当时，应在地区航行协议的基础上建立 ATS 安全管理系统。 

2.2  目标 

ATS 安全管理的目标是： 

a) 确保在一个空域内或一个机场提供 ATS 时能够达到规定的适用安全水平；和 

b) 在必要时实施加强安全的措施 

2.3  ATS 安全管理活动 

2.3.1  ATS 的 SMS 应包括与提供空中交通服务有关的以下内容： 

a) 监督整体的安全水平和查明任何有害的迹象； 

b) 对 ATS 单位进行安全审查； 

c) 对计划实施的空域重新调整以及对新的或经过改动的 ATS 程序进行安全评估； 

d) 加强安全措施必要性的确定机制； 

2.3.2  根据 ATS 的 SMS 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应完整地记录存档。应按照有关当局规定的期限保存全部的记

录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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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安全水平的监控 

2.4.1  收集和评估与安全有关的数据 

2.4.1.1  用于安全监测系统的数据应尽量从广泛的来源进行收集，因为在事故征侯发生前，不可能发现某

一程序或系统与安全有关的后果。 

2.4.1.2  有关当局应对 ATS 人员制定正式的事故征候报告制度，以便于收集与提供 ATS 有关的实际或潜

在的安全隐患和缺陷的情报，包括航路结构、程序、通信、导航和监视系统和其他重要安全系统和设备以及管

制员的工作量。 

注：有关强制性和自愿性的国家事故征候报告制度的指导载于国际民航组织的《安全管理手册（SMM）》

（Doc 9859 号文件）。 

2.4.2  对事故征候和其他与安全有关报告的审查 

2.4.2.1  有关 ATS 当局应对涉及空中交通服务运行安全有关的报告，包括空中交通事故征候报告进行系统

的审议，以便于找出所发生的事故征候数量和类型方面任何不利的迹象。 

2.4.2.2  有关 ATS 当局应对有关 ATS 设施和系统，如通信、监视和其他有重要安全作用的系统和设备的

失效和降低的可服务性报告进行定期的审议，以便查明这些系统运行当中可能对安全产生不利影响的任何迹象。 

2.5  安全审查 

2.5.1  一般要求 

应由受过训练、富有经验和专业知识、以及对相关的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航行服务程序（PANS）、

安全操作作法和人的因素原则全面了解的合格人员对 ATS 单位进行定期和系统的安全审查。 

2.5.2  范围 

ATS 单位安全审查的范围应至少包括下列事项： 

规章事项以保证： 

a) ATS 运行手册、ATS 单位的指令和空中交通管制（ATC）协调程序是完整的、简明扼要和经过更新； 

b) 如适用，ATS 航路结构应规定： 

1) 足够的航路间隔；和 

2) 注明 ATS 航路交叉点的位置，以减少管制员干预及管制单位内部、外部协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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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考虑到其所使用的通信、导航和监视系统和空域或机场的复杂性及交通量，有关空域和机场所适

用的最低间隔，即要规定足够的安全余度又能提供航空器的运行效益； 

d) 如适用，应规定对机动区进行充分的观测，同时具备将闯入跑道的潜在威胁降至最低限度的程序

和措施。可按照目视或使用 ATS 监视系统的方式执行这种观测； 

e) 具备有机场低能见度运营的适当程序； 

f) 交通量和有关的管制员工作量不得超过规定的安全水平，应具备在必要时调节交通量的程序； 

g) 当重要的安全系统，包括导航和监视系统失效或降低时所采用的程序是切实可行的，能提供可以

接受的安全水平；和 

h) 对事故征候和其他与安全有关事件采取报告程序，进而鼓励报告事故征候并对事故征候报告进行

审查，以确定改正行动的需要。 

运行和技术事项以保证： 

a) 工作条件环境符合对温度、湿度、通风、噪音和周围照明规定的要求，不得对管制员的操作产生

不利的影响； 

b) 自动化系统以及时、精确和易于识别的方式生成和显示飞行计划、管制和协调数据并符合人类因

素原则； 

c) 包括自动化系统输入/输出装置的设备应根据人类工程学的原则设计和摆放在工作岗位； 

d) 通信、监视和其他重要的安全系统和设备： 

1) 为正常运行进行定期检测； 

2) 满足有关当局规定的对可靠性和适用性要求的程度； 

3) 系统失效和降低时，能及时和适当地查明及告警； 

4) 对系统、分系统和设备失效、降低的后果记录在案； 

5) 控制失效和降低概率的措施；和 

6) 系统失效或降低时有足够的备份设施和/或程序；和 

e) 保存和定期审查系统和设备可服务性的详细记录。 

注：上文中，可靠性和可使用性术语分别意指为： 

1) 可靠性  装置和系统在规定的时间或使用次数内无故障运行的概率；和 

2) 使用性  在一期间整个时间内系统正确运行时间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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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执照和培训事项以保证： 

a) 管制员经过充分的培训并发给有效等级执照； 

b) 通过充分和适当的复习进修培训，包括在设施和系统失效和降低的情况下处理航空器紧急事件和

运行的培训，保持管制员的业务熟练程度； 

c) 如 ATC 单位/管制扇区按小组配备人员，应向管制员提供相应和适当的培训以保证高效的相互配合； 

d) 实施新的或经过修改的程序，以及新的或更新的通信、监视和其他重要安全系统和设备之前，需

进行适当的培训和授课； 

e) 管制员的英语能力应足以胜任向国际空中交通提供 ATS；和 

f) 使用标准的术语。 

2.6  安全评估 

2.6.1  安全评估的必要性 

2.6.1.1  在对一机场或空域提供 ATS 程序的建议方面的对空域的重要的重新调整和更改必须进行安全评估，如： 

a) 在一空域内或机场准备采用降低的最低间隔； 

b) 在一空域内或机场准备采用新的运行程序，包括离场和进场程序； 

c) ATS 航路结构的重新调整； 

d) 空域扇区的重新调整； 

e) 机场跑道和/或滑行道布局形状的变动； 

f) 实施新的通信、监视或其他重要安全系统和设备，包括那些提供新功能和/或能力的系统和设备。 

注 1：降低的最低间隔可以指降低最低水平间隔，包括基于所需导航性能（RNP）的最低标准，290 至 410
高度层之间垂直间隔降低至 300 米（1 000 英尺）（RVSM），使用 ATS 监视系统降低最小间隔或尾流紊流最

低间隔或降低着陆和/或离场航空器之间的最低间隔。 

注 2：如果由于变动的性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无法量化表示，可以根据业务判断做出安全评估。 

2.6.1.2  当评估显示出能够达到可以接受的安全水平后方能实施建议的变动。 

 



第 2 章  ATS 的安全管理 2-5 

10/11/16 

2.6.2  重要的安全因素 

安全评估应对所有被视为重要安全意义的因素加以考虑，包括下列各项： 

a) 航空器的机型和它们的性能特点，包括航空器的导航能力和导航性能； 

b) 交通的密度和分布； 

c) 空域的复杂性，ATS 航路结构和空域的类型； 

d) 机场布局，包括跑道的结构、跑道长度和滑行道的结构； 

e) 空 — 地通信的类型和通信对话的时间参数，包括管制员干预的能力； 

f) 监视系统的类型，向管制员提供支持和告警功能系统的可用性。实施 ADS-B 预计须依赖共用源进

行监视和∕导航时，安全评估必须考虑到充分的应急措施，以降低共用源衰减或丧失的危险（如共

用模失效）；和 

g) 所有重要的本地和地区的天气现象。 

注 1：亦可见第五章，5.11 节，有关最低间隔的降低。 

注 2：表示和评估安全高度层和安全监控项目方法的指导性材料载于附件 11，附篇 B，《空中交通服务规

化手册》（Doc 9426 号文件），《关于在飞行高度层 FL 290 至 FL 410 实施 300 米（1 000 英尺）垂直间隔最低

标准的手册》（Doc 9574 号文件），《基于性能导航（PBN）手册》（Doc 9613 号文件），和《确定空域最低

间隔的空域规化方法手册》（Doc 9689 号文件）。 

2.7  加强安全的措施 

2.7.1  如通过 ATS 安全管理活动或由任何其他方式发现在一空域和机场在提供 ATS 时存在实际或潜在的

危险时，有关 ATS 当局应对风险容限进行评估和分类。 

2.7.2  除非风险被划定为可接受的程度，否则有关 ATS 当局应作为优先事项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采取适

当的措施消除风险或将风险降低至可被接受的容许程度。 

2.7.3  如适用于空域或机场的安全水平明显会受到或将受到影响，有关当局应作为优先事项在尽可能的情

况下采取适当的改正措施。 

2.7.4  任何改正措施实施之后，应对消除或降低风险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估。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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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ATS 系统容量和空中交通流量管理 

3.1  容量管理 

3.1.1  总则 

3.1.1.1  ATS 容量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 ATS 的航路结构、占用空域的航空器航行的精确度、与天气有关

的诸种因素以及空管人员的工作量。应该尽一切努力提供充分的容量以满足正常和高峰时段的交通需要；但是，

在实施增加容量的任何措施时，ATS 主管当局均须根据第二章规定的程序保证安全水平不致受到危害。 

3.1.1.2  接受 ATS 服务的航空器架次不得超过有关 ATC 单位在正常情况下能安全处理的架次。为确定能

够安全处理的最大限度的飞行架次，有关 ATS 当局应评估和宣布其管制区、管制区内各管制扇区和机场的 ATC
容量。 

3.1.1.3  ATC 的容量应以有关空域和机场在一特定时间内能够接收的最多数量的航空器架次表示。 

注：每小时持续的交通流量是对容量最恰当的衡量。比如，每小时的容量可被转换成每天、每月或每年的

数值。 

3.1.2  容量评估 

在评估容量值时，应对包括下列在内的因素加以考虑： 

a) 所提供的 ATS 程度和种类； 

b) 管制区、管制扇区或有关机场结构的复杂性； 

c) 管制员工作量，包括应履行的管制和协调任务； 

d) 正在使用的通信、导航和监视系统的种类及其技术可靠性和可用性的程度以及备用系统和/或程序

的可用性； 

e) 向管制人员提供支持和告警功能的 ATC 系统的可用性；和 

f) 其他任何被视为与管制员工作量相关的因素和要素。 

注：用于估测管制扇区/岗位容量的方法结论载于《空中交通服务规化手册》（Doc 9426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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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对 ATC 容量和交通量的调节 

3.1.3.1  当每日或每周期的交通密度有明显变化时，应补充设施及程序为满足当时及预期交通的要求，以

改变可工作的雷达岗位和/或扇区的数量。当地指令中应包含适用的程序。 

3.1.3.2  如发生特殊事件对一空域或机场所宣布的容量产生负面的影响，在所要求的期间有关空域和机场

的容量须相应的降低。在可能时，应事先确定在发生此类事件时相关的容量。 

3.1.3.3  如空域或机场的交通需求预计会超过可以提供的 ATC 容量时，为保证不影响安全，应采取措施相

应地调节交通流量。 

3.1.4  ATC 容量的增强 

3.1.4.1  有关 ATS 当局应该： 

a) 定期复查 ATS 容量与交通需要的关系；和 

b) 安排灵活使用空域以提高运行效率和增加容量。 

3.1.4.2  如交通需求经常超出 ATC 的容量，造成持续和频繁的交通延误，或明显地预测交通需求会超出容

量值时，有关 ATS 当局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应： 

a) 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利用现有系统的容量；和 

b) 制定增加容量的计划以满足实际或预测的需求。 

3.1.5  灵活使用空域 

3.1.5.1  有关当局应通过制定协议和程序允许灵活使用整个空域，以便增加空域容量和提高航空器运行的

效率和灵活性。如适用，应根据地区航行协议制定此种协议和程序。 

3.1.5.2  规定灵活使用空域的协议和程序应详细列明： 

a) 有关空域的水平和垂直的限度； 

b) 可供民用空中交通使用的空域的类型； 

c) 负责空域移交的单位和当局； 

d) 将空域移交给有关 ATC 单位的条件； 

e) 有关 ATC 单位将空域移交过来的条件； 

f) 空域可供使用的时间期限； 

g) 使用有关空域的限制； 

h) 任何其他相关的程序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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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空中交通流量管理 

3.2.1  总则 

3.2.1.1  交通需求量不时超过既定 ATC 容量的空域应当实行空中交通流量管理（ATFM）服务。 

3.2.1.2  应该在地区航行协议的基础上，或适当时，作为多边协议实施 ATFM。 

3.2.1.3  一个地区内或其他限定区域的 ATFM 服务应按照一个中央化的 ATFM 机构加以制定和实施，并得

到所适用地区和区域内每一区域管制中心（ACC）设立的流量管理岗位的支持。 

3.2.1.4  某些飞行可以免于 ATFM 措施或比其他飞行享有优先权。 

3.2.1.5  在一个地区或区域内指导提供 ATFM措施和服务的详细程序应在地区 ATFM手册或守则中予以详

细说明。 

3.2.2  流量管理程序 

ATFM 应分三阶段执行： 

a) 战略规化，在行动生效之日一天以前执行的行动。战略规化一般会提前执行，通常在二至六个月

之前； 

b) 前期策略规化，在行动生效之日前一天采取的行动； 

c) 策略运行，在行动生效之日采取的行动。 

3.2.3  战略规化 

3.2.3.1  应同 ATC 和航空器运营人共同执行战略规化。它应包括对下一季节的需求进行审议，评估何处或

何时需求可能会超出 ATC 可提供的容量，并采取如下措施解决不平衡： 

a) 与 ATC 当局达成安排，在要求的地点和时间提供足够的容量； 

b) 改变某些交通流量的航向（交通流向）； 

c) 适当时安排或重新安排航班时刻，和 

d) 确定策略 ATFM 措施的必要性。 

3.2.3.2  提出交通流向方案（TOS）时，航路安排应该尽可能减少对所涉飞行的时间和距离惩罚，并应允

许一定程度的航路选择灵活性，尤其对于远程飞行。 

3.2.3.3  一旦对交通流向方案达成协议，各有关缔约国应该按商定的通用格式公布其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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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前期策略规化 

前期策略规划须根据更新的需求数据对战略规化进行细致的调整。在此阶段； 

a) 可以改变某些交通流向； 

b) 对低负荷航路协调； 

c) 商定策略措施；和 

d) 向各有关方面公布和提供次日的 ATFM 计划的细节。 

3.2.5  策略运行 

3.2.5.1  ATFM 策略运行应包括： 

a) 执行协商一致的策略措施，特别是航空器地面延误所适用的时段分配程序，以便能降低交通

和使其均衡流动，若非如此需求将会超出容量； 

b) 监视空中交通情况的变化以确保采用的 ATFM 措施收到预期的效果。当报告有长时间延误时，

采取或开始实施改正行动，包括改变交通的航向和飞行高度层的分配，以便最大程度地使用

现有的 ATC 容量。 

3.2.5.2  当交通需求量超过或预计超过某一扇区或机场的容量时，主管的 ATC 单位应当通知主管的 ATFM
单位（如经设立），以及其他有关的 ATC 单位。还应尽快将预期的延误或将要施行的限制通知计划在受影响区

域飞行的飞行机组和运营人。 

注：已知或被认为有关的运营人通常会得到地区空中交通流量管理服务部门（如设立的话）的通知。 

3.2.6  联络 

负责单位应在 ATFM 的所有阶段与 ATC 和航空器运营人密切联络，以保证有效和公平合理的服务。 

注：请注意载于空中交通服务规化手册（Doc 9426 号文件）关于流量控制的指导材料和载于地区补充程序

（Doc 7030 号文件）和地区 ATFM 手则中的程序。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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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空中交通服务的一般规定 

4.1  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职责 

4.1.1  区域管制服务 

区域管制服务必须： 

a) 由区域管制中心（ACC）提供；或 

b) 在未设有区域管制中心（ACC）的地方，由在管制地带内，或在指定主要用于提供进近管制服务

的范围有限的管制区内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提供。 

4.1.2  进近管制服务 

进近管制服务必须： 

a) 当有必要或应将进近管制服务职能部门同机场管制服务或区域管制服务职能部门合并由一个单位

负责时，由机场管制塔台或 ACC 提供；或 

b) 当有必要另设一独立单位时，由进近管制单位提供。 

注：进近管制服务可由与 ACC 同设一处的单位，或一 ACC 内的管制扇区提供。 

4.1.3  机场管制服务 

机场管制服务必须由机场管制塔台提供。 

4.2  提供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的职责 

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必须按下述程序提供： 

a) 在飞行情报区内（FIR）：除非把提供此项服务的职责指定给某一具有足够设施履行此项职责的

单位，否则均由飞行情报中心提供； 

b) 在管制空域内和在管制机场：由有关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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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之间管制职责的划分 

4.3.1  总则 

有关 ATS 当局须对每一空中交通管制(ATC)单位，适用时，ATC 单位内的每个单独的管制扇区指定其职责

范围。当一个单位或一个扇区内有不只一个 ATC 工作岗位时，每个独立的工作岗位的责任和职责均须予以明确

规定。 

4.3.2  提供机场管制服务单位与提供进近管制服务单位之间 

4.3.2.1  除对于仅提供机场管制服务的飞行以外，对于进场和离场管制飞行的管制，在提供机场管制服务

的单位和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之间必须做下述分割： 

4.3.2.1.1  进场航空器。对进场航空器的管制应当根据协议书或 ATS 单位指示的规定由提供进近管制服务

的单位移交给提供机场管制服务的单位，当该航空器： 

a) 位于机场附近，和 

1) 认为进近着陆将按目视地面条件完成，或 

2) 已达到不间断目视气象条件，或 

b) 处于一指定的点或高度，或 

c) 已经着陆。 

4.3.2.1.2  向机场管制员移交通信联络应在恰当的点、高度层或时间进行，以便及时发布着陆许可或其他备

用指令以及本地交通的重要情报。 

注：虽然设有进近管制单位，但是，按适用情况，在与 ACC 或机场管制塔台提供的进近管制服务有关部

分相关的单位之间的事先安排下，某些飞行的管制可以直接由 ACC 移交给机场管制塔台，反之亦然。 

4.3.2.1.3  离场航空器。离场航空器的管制必须由提供机场管制服务的单位移交给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 

a) 当机场附近以目视气象条件为主时，根据协议书或 ATS 单位指示的规定： 

1) 航空器离开机场附近之前， 

2) 航空器进入仪表气象条件之前，或 

3) 处于一指定的点或高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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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当机场上以仪表气象条件为主时，根据协议书或 ATS 单位指示的规定： 

1) 航空器立即升空之后，或 

2) 处于一指定的点或高度时。 

注：见 4.3.2.1.2 后的注。 

4.3.3  提供进近管制服务单位与提供区域管制服务单位之间 

4.3.3.1  当区域管制服务和进近管制服务不是由同一个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提供时，提供区域管制服务的单

位必须对管制飞行承担责任，除非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有责任管制： 

a) ACC 移交给它的进场航空器； 

b) 离场航空器转交给 ACC 之前。 

4.3.3.2  如果进场航空器已转交由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管制，当航空器到达商定的管制移交点、高度

层或时间，必须承担对其进行管制，并在向机场进近过程中保持此种管制。 

4.3.4  两个提供区域管制服务单位之间 

对一架航空器的管制职责将由在一管制区域提供区域管制服务的单位按照管制航空器的区域管制中心对航

空器飞越共同管制区域边界的预测，或根据两个单位之间协议的其他点、高度层和时间，移交给在相邻管制区

域提供区域管制服务的单位。 

4.3.5  同一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内各管制扇区/席位之间 

一管制扇区/席位须按照 ATS 单位指示所规定的点、高度层或时间，将航空器的管制职责移交给同一 ATC
单位内的另一管制扇区/席位。 

4.4  飞行计划 

4.4.1  飞行计划表格 

注：重复性飞行计划的使用程序载于第 16 章 16.4 节。 

4.4.1.1  应根据附录 2 的样本提供飞行计划表格，供运营人和空中交通管制服务单位用以填写飞行计划。 

注：填写重复性飞行计划时，可以使用不同的表格。 

4.4.1.2  印制的飞行计划表格，除有有关国家的文字外，还应包括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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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附录 2 中的飞行计划表格样本用英文及本组织所用的另一种文字之一印制，以供说明。 

4.4.1.3  经营人和空中交通管制服务单位应遵照： 

a) 附录 2 中的说明填写飞行计划表格和重复性飞行计划表格；和 

b) 相关的航行情报汇编（AIPs）中列明的任何限制。 

注 1：未能遵守附录 2 的规定或相关的 AIPs 列明的任何限制可能导致数据被拒绝、处理错误或丢失。 

注 2：附录 2 中所述的填写飞行计划表格的说明，可以印在飞行计划表格本的封面内侧以方便使用，或贴

在飞行准备室内。 

4.4.1.4  运营人应于起飞前： 

a) 确保欲在规定有导航规范的航路或区域进行的飞行具有 RNP 核准资格，而且必须满足有关核

准的全部条件； 

b) 确保计划在缩小的垂直间隔最低标准（RVSM）空域进行的飞行具有所需的 RVSM 资格； 

c) 确保欲在规定有所需通信性能（RCP）规范的地区进行的飞行具有适当的 RVP 批准，而且必

须满足有关核准的全部条件，和 

d) 确保欲在规定有所需监视性能（RSP）规范的地区进行的飞行具有适当的 RSP 批准，而且必

须满足有关核准的全部条件。 

4.4.2  飞行计划的提交 

4.4.2.1  离场前 

4.4.2.1.1  不得早于飞行预计撤轮挡时间 120 小时之前提交飞行计划。 

4.4.2.1.2  除已另外做出提交重复性飞行计划的安排外，在离场前提交的飞行计划应该向起飞机场的空中交

通服务报告室提交。如果起飞机场未设立这种单位，飞行计划应该向为起飞机场服务或者被指定为其服务的单

位提交。 

4.4.2.1.3  在管制飞行预计撤轮挡时间延误超过 30 分钟，或已提交飞行计划的非管制飞行延误超过一小时

的情况下，应根据适用情况，修订该飞行计划，或提交新的飞行计划和取消旧的飞行计划。 

4.4.2.2  飞行中 

4.4.2.2.1  拟在飞行中提交的飞行计划，通常应发送给负责该航空器所飞入或飞越，或希望飞入或飞越的飞

行情报区、管制区、咨询区或咨询航路的 ATS 单位或为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提供服务的航空通信台站。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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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按此执行时，飞行计划应按要求提交给另一 ATS 单位或按要求提交给航空通信台站转发至有关空中交通服务

单位。 

4.4.2.2.2  有关 ATS 当局应对在飞行中向高、中密度空域提供服务的 ATC 单位提交飞行计划的条件和/或
限制作出规定。 

注：如提交飞行计划是为了取得空中交通管制服务，在继续向前飞行之前，航空器则需在要求符合空中交

通管制程序期间，等待获得一份空中交通管制放行许可。如提交飞行计划是为了取得空中交通咨询服务，航空

器则须等待取得提供此种服务单位的认收。 

4.4.3  飞行计划的接收 

最先收到飞行计划，或随后对其变更的 ATC 单位必须： 

a) 检查其是否符合格式和数据的常规； 

b) 检查其是否填写完整，是否尽可能准确； 

c) 如有必要采取措施，使空中交通服务予以接受；和 

d) 通知申报者接收其飞行计划或随后的更改。 

4.5  空中交通管制放行许可 

4.5.1  范围和目的 

4.5.1.1  放行许可的发布仅用于加速和隔离空中交通，根据影响航空器飞行安全的已知交通情况而发布。

这种交通情况不仅包括在空中和正实施管制的机动区上空的航空器，而且还包括机动区内使用的任何交通车辆

或其他非永久性设立的障碍物。 

4.5.1.2  如果航空器的机长认为空中交通放行许可不适宜，在可行时，飞行机组可以要求取得修订的放行

许可。 

4.5.1.3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发布的空中交通管制放行许可，仅为某架航空器在所知的有关空中交通的范围

内继续向前飞行的合法依据。ATC 的放行许可不构成任何违反所用的以加强飞行安全或其他目的的规定的合法

依据，放行许可亦非减轻机长对可能违反适用规章所必须承担的任何责任。 

4.5.1.4  ATC 单位必须发布为防止碰撞和加速及保持有序空中交通流动所需的 ATC 放行许可。 

4.5.1.5  ATC 放行许可必须及早发出，以保证将其发到航空器后有充分时间使其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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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飞行的一部分受 ATC 管制的航空器 

4.5.2.1  当一飞行计划表明飞行的初始部分不受管制，而随后飞行部分受 ATC 管制时，应通知航空器从在

其地区开始管制飞行的 ATC 单位取得放行许可。 

4.5.2.2  当一飞行计划表明飞行的最初部分受 ATC 管制，而随后的飞行部分不受管制时，航空器通常必须

放行至受管制飞行的终止点。 

4.5.3  通过中间经停站的飞行 

4.5.3.1  当航空器在离场机场为经过若干经停站的各个飞行航段申报飞行计划时，最初的放行许可的界限

应为第一目的地机场，并须为随后的每一飞行部分发布新的放行许可。 

4.5.3.2  除 4.5.3.3 中所述情况外，只有当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收到航空器已经从有关离场机场起飞的通

知后，经若干经停站飞行的第二航段和每一随后航段的飞行计划方可用于 ATS 和搜寻援救（SAR）的目的。 

4.5.3.3  如果预定的飞行航路经过一个以上的管制区，按确定时刻表飞行的航空器按照 ATC 单位与运营人

之间的事先安排，并只有和有关的 ACCs 协调之后才能被放行通过其他管制区内的经停站。 

4.5.4  放行许可的内容 

4.5.4.1  放行许可必须具有明确、简洁的数据，并须尽可能以标准方式表达。 

4.5.4.2  除第 6 章 6.3.2 节规定的有关标准的离场放行许可之外，放行许可必须包括第 11 章 11.4.2.6.2.1 所

规定的项目。 

4.5.5  离场航空器 

除已经实施标准的离场放行许可程序之外，ACC 在收到进近管制单位或机场管制塔台的放行许可要求后，

或如有可能，在接到这类要求之前将放行许可尽快发给这些单位。 

4.5.6  航路上的航空器 

4.5.6.1  总则 

4.5.6.1.1  ATC 单位可以要求相邻的 ATC 单位在某一指定的时段内把航空器放行至指定的一点。 

4.5.6.1.2  在离场点发给航空器最初的放行许可后，有关 ATC 单位有责任在必要时随时发布修正的放行许

可，并应根据要求发布交通情报。 

4.5.6.1.3  凡在交通状况及协调程序允许的情况下，当飞行机组有此请示时，必须准许航空器巡航爬升。这

种为巡航爬升而发布的放行许可既可在指定的高度层以上，也可在指定的高度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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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2  有关超音速飞行的放行许可 

4.5.6.2.1  对于要以超音速飞行的航空器，在可行时，必须在起飞前给以跨音速加速阶段的放行许可。 

4.5.6.2.2  在飞行的跨音速和超音速阶段，对放行许可的修正应尽可能控制在最低限度，并且必须适当地考

虑该航空器在这些阶段中的运行限制。 

4.5.7  空中交通管制放行许可的说明 

4.5.7.1  放行许可的界限 

4.5.7.1.1  放行界限必须以指定的有关重要点或机场或管制空域的边界名称来说明。 

4.5.7.1.2  当与航空器行将受其管制的单位已进行了事先协调，或有充分的理由保证在其承担管制之前尚有

充裕时间进行协调时，放行许可的界限必须为目的地机场；如不可行，则为某一适当的中途点，同时须加速协

调，以便尽快签发至目的地机场的放行许可。 

4.5.7.1.3  如果航空器已放行至相邻管制空域内的一个中途点，有关 ATC 单位将负责尽快发布经修订的至

目的地机场的放行许可。 

4.5.7.1.4  如果目的地机场在管制空域外，负责航空器最后飞经管制空域的 ATC 单位必须负责发布可飞至

该管制空域界限的放行许可。 

4.5.7.2  飞行航路 

4.5.7.2.1  当认为需要时，在每次放行许可中均须详细说明飞行航路。只有当航路或其中航段与飞行计划中

所填报的相一致，并且有充分的航路说明可以完全确定沿该航路飞行的航空器时，方可使用“许可飞行计划的

航路”的用语来说明任一航路或其中的航段。在有关 ATS 当局已确定了标准的离场或进场航路，并已在《航行

资料汇编》（AIPs）中予以公布时，可以使用“许可（代号）离场”或“许可（代号）进场”用语。 

注：参见有关离场航空器标准放行许可的 6.3.2.3，以及有关进场航空器标准放行许可的 6.5.2.3。 

4.5.7.2.2  重新发布放行许可时，不得使用“许可飞行计划的航路”用语。 

4.5.7.2.3  根据空域的限制、ATC 工作量和交通密度，以及如果能以及时的方式进行协调时，应尽可能向

航空器提供最直接的航路。 

4.5.7.3  高度层 

除第 6 章 6.3.2 和 6.5.1.5 规定的使用标准离场和进场放行许可外，有关高度层的放行许可中的说明，必须

包括第 11 章 11.4.2.6.2.2 中所列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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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4  要求改变飞行计划的放行许可 

4.5.7.4.1  当签发要求改变航路或高度层的放行许可时，在放行许可中须包括改变的确切性质。 

4.5.7.4.2  当交通情况不允许向某一要求改变的飞行计划签发放行许可时，必须使用“无法放行”词句。当

情况允许时，应提出替换的航路或高度层。 

4.5.7.4.3  根据 4.5.7.4.2 的规定提出替代航路并经飞行机组接受后，发出的修订放行许可必须说明通往先前

许可航路连接点的航路；或者，如果该航空器不连接先前航路飞行，则须说明通往目的地的航路。 

4.5.7.5  复述放行许可 

4.5.7.5.1  飞行机组必须向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复述通过话音传输的 ATC 放行许可和指示中涉及安全的部分。

必须无例外地复述下述内容： 

a) ATC 航路放行许可； 

b) 在任何跑道上进入、着陆、起飞、跑道前等待、穿过、滑行和滑回的放行许可和指令；和 

c) 正在使用的跑道、高度表设定值、二次监视雷达（SSR）编码、高度层指令、航向与速度指

令和管制员发布的或 ATIS 广播包含的过渡高度层。 

注：如果根据标准气压 1 013.2 百帕报告航空器高度，在高度数值前须有“飞行高度”。如果根据 QNH/QFE
报告航空器高度，应在数字后视情况加上“米”或“英尺”。 

4.5.7.5.1.1  须以清楚表明已理解并将遵照执行的方式复述或认收包括附条件放行许可在内的其他放行许

可或指令。 

4.5.7.5.2  空中交通管制员必须聆听复述以确定放行许可或指令已经飞行机组正确认收，并须立即采取行动

以纠正复述表明的任何差异。 

4.5.7.5.2.1  除非有关 ATS 当局另有规定，否则不要求用话音复述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通信（CPDLC）
电文。 

注：有关收发和确认 CPDLC 电文的程序和规定，见附件 10 第 II 卷和 PANS-ATM 第 14 章。 

4.6  水平速度控制说明 

4.6.1  总则 

4.6.1.1  为便于协助交通安全和有序的流通，可要求航空器根据有关当局规定的条件，以规定的方式调整

其速度。应适时通知飞行机组计划的速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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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长时间的适用速度控制会影响航空器的燃油储备。 

注 2：使用马赫数技术进行纵向间隔的有关规定载于第 5 章，间隔方式和最低标准。 

4.6.1.2  除非管制员明确取消或做出修改，否则速度控制说明必须保持有效。 

注：取消任何速度控制说明，并不解除飞行机组对与附件 11 —《空中交通服务》附录 4 所规定空域分类

有关的速度限制的遵守要求。 

4.6.1.3  速度控制不适用于正在进入或已建立等待起落航线的航空器。 

4.6.1.4  速度调整应被限制到能按需要建立和/或保持理想的最低间隔或间距。应避免频繁改变速度的指令，

包括交替加速和减速。 

4.6.1.5  如果飞行机组在任何一时间无法遵守速度指令，应通知有关的 ATC 单位。在此情况下，管制员须

采用其他的方法在有关的航空器之间建立理想的间距。 

4.6.1.6  在 7600 米（FL250）或以上的高度层，速度调整应以 0.01 马赫倍数表示。7600 米（FL250）以下

的高度层，速度调整应根据指示空速（IAS）以 20 公里/小时（10 海里）倍数表示。 

注 1：在较高的飞行高度层，0.01 马赫约相等于 11 公里/小时（6 海里）IAS。 

注 2：处于高高度层的重型航空器，在某些情况下其改变速度的能力非常有限。 

4.6.1.7  当不再要求速度控制限制时，应通知航空器。 

4.6.2  适用方法 

4.6.2.1  为了在两架或更多相继飞行的航空器之间建立理想的间距，管制员既可以先降低后一架航空器的

速度，亦可以先增加前行航空器的速度，然后再调整其他航空器的速度。 

4.6.2.2  为了使用速度控制技术保持理想的间隔，需要向所有有关的航空器指配具体的速度。 

注 1：航空器下降期间保持恒定的 IAS 时，其真空速（TAS）就会降低。如两架下降的航空器保持相同的

IAS，当前方航空器处于低高度层时，其 TAS 就会低于跟随的航空器。如不采用足够的速度差分，两架航空器

之间的距离就会降低。为便于计算两架前后飞行的航空器之间理想的速度差分，每 300 米（1 000 英尺）高度

11 公里/小时（6 海里）IAS 差分可被用为一般规则。低于 2 450 米（FL80）以下的高度层，IAS 和 TAS 之间的

差分对速度控制目的影响很小。 

注 2：当航空器位于较高的高度层、速度较快和净身时，会增加实现理想间隔的所需要时间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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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下降和进场的航空器 

4.6.3.1  在可行的范围内，应准许一架航空器在后一段的飞行中，以减速巡航的方式，消磨被告知在进港

时将延误的时段。 

4.6.3.2  可要求进场航空器保持其“最大速度”、“最低净身速度”、“最小速度”，或规定的速度。 

注：“最低净身速度”表示航空器净身所能飞行的最低速度，比如不打开增强上升力的装置、减速板和起

落架。 

4.6.3.3  涡轮喷气式航空器从巡航高度层开始下降期间，在低于 460 公里/小时（250 海里）IAS 内降低速

度只有在得到飞行机组同意时才能实施。 

4.6.3.4  应避免指示航空器同时保持大下降率和降低速度，因为这种机动动作通常是不共存的。下降当中

任何重大的减速会要求航空器暂时平飞，在继续下降前降低速度。 

4.6.3.5  应允许进场航空器尽可能以净身方式长时间飞行。在 4550 米（FL150）以下，可将涡轮喷气式航空

器的速度降低到不低于 410 公里/小时（220 海里）IAS，这通常非常接近涡轮喷气式航空器净身时的最小速度。 

4.6.3.6  对于做中间和最后进近的航空器，只能使用正/负不超过 40 公里/小时(20 海里)IAS 的小幅度速度

调整。 

4.6.3.7  航空器在最后进近中飞越距跑道入口 7 公里（4 海里）这一点时，不应再使用速度控制。 

注：通常在距跑道入口 5 公里（3 海里）处时，飞行机组需要进行稳定进近飞行（空速和构型）（参见 Doc 8168
号文件、PANS-OPS 第 I 卷第 III 部分第 4 节第 3 章 3.3）。 

4.6.4  标准仪表离场和标准仪表进场 

除非管制员明确取消或做出修改，否则飞行机组必须遵守公布的标准仪表离场和标准仪表进场的限制。 

注 1：标准仪表离场和标准仪表进场的某些速度限制，确保在区域导航离场或进场程序中保持包容值（如：

与至定位点恒定半径弧（RF）距离相关的最大速度）。 

注 2：参见有关标准仪表离场放行许可的 6.3.2.3，以及有关标准仪表进场放行许可的 6.5.2.3。 

4.7  垂直速度控制说明 

4.7.1  总则 

4.7.1.1  为便于交通安全和有序地流通，可要求航空器调整其爬升和下降率。垂直速度控制可适用于两架

正在爬升的航空器或者两架正在下降的航空器之间，以便建立或保持一个特定的最低垂直间隔。 



第 4 章  空中交通服务的一般规定 4-11 

10/11/16 

4.7.1.2  垂直速度调整应被限制在能按需要建立和/或保持理想的最低间隔。应避免频繁改变爬升/下降率的

指令。 

4.7.1.3  如果飞行机组在任何一时间无法遵守规定的爬升或下降指令，应通知有关的 ATC 单位。在此情况

下，管制员应毫不耽搁地采用其他方法在有关航空器之间建立理想的间隔。 

4.7.1.4  当不需要对爬升/下降率进行限制时，应通知航空器。 

4.7.2  适用方法 

4.7.2.1  适当时，可以要求一架航空器加快其爬升和下降率飞至或穿越一规定的高度层，或要求它降低其

爬升和下降率。 

4.7.2.2  可以要求正在爬升的航空器保持规定的爬升率、相等于或大于规定值的爬升率、或相等于或小于

规定值的爬升率。 

4.7.2.3  可以要求正在下降的航空器保持规定的下降率、相等于或大于规定值的下降率、或相等于或小于

规定值的下降率。 

4.7.2.4  实施垂直速度控制时，管制员应确定爬升航空器在飞至哪一高度层能够保持其规定的爬升率。如

属下降的航空器，则它能够保持的规定的下降率。并保证在需要时能以及时的方式采用其他方法保持间隔。 

注：同时实施水平和垂直速度限制时，管制员需要了解航空器的性能特点和限制。 

4.8  由 IFR 飞行改为 VFR 飞行 

4.8.1  只有当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收到机长就其现行飞行计划发出的特定用语“CANCELLING MY IFR 
FLIGHT（取消我的仪表飞行规则飞行）”，及飞行计划可能有变更时，方可接受由仪表飞行规则（IFR）飞行

改变为目视飞行规则（VFR）飞行。不得直接或推测性地要求由 IFR 飞行改为 VFR 飞行。 

4.8.2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通常除回答“IFR FLIGHT CANCELLED AT…… （time）（仪表飞行规则飞行

在……（时间）取消）”外，不作任何其他答复。 

4.8.3  当 ATS 单位掌握沿飞行航路很可能会遇到仪表气象条件的情报时，如果可行，应该把此情况告知正

将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改为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驾驶员。 

注：见第 11 章 11.4.3.2.1。 

4.8.4  ATC 单位在收到航空器欲将仪表飞行规则改变为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通知后，除飞行已穿过其空域

或地区的那些单位外，必须尽速通知所有其他已发给此仪表飞行规则飞行计划的 ATS 单位。 

 



4-12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4.9  尾流紊流的类型 

注：本文所用术语“尾流紊流度”是指大型喷气式航空器翼尖后面所产生的旋转气团的作用，而不使用意指气

团本质的术语“尾流涡”。关于尾流涡的详细特征及其对航空器的影响载于《空中交通服务规划手册》（Doc 9426
号文件），第二部分第 5 节。 

4.9.1  航空器尾流紊流的类型 

4.9.1.1  尾流紊流的最低间隔标准须按照最大允许起飞重量将航空器机型分为如下三类： 

a) 重型（H）— 所有 136 000 公斤或以上的机型； 

b) 中型（M）— 重于 7 000 公斤但轻于 136 000 公斤的机型；及 

c) 轻型（L）— 7 000 公斤或以下的机型。 

4.9.1.2  直升机在悬停或空中滑行时应完全避开轻型航空器。 

注 1：直升机在飞行中产生涡流并有证据表明，它们的涡流每千克总重要比固定翼航空器的涡流更强烈。 

注 2：针对尾流紊流的最低间隔标准的规定载于第 5 章，第 5.8 节和第 8 章，第 8.7.3 节。 

4.9.2  重型尾流紊流类型的表示 

重型尾流类的航空器，在此类航空器和 ATS 单位的第一次无线电通话联系中，航空器呼叫的呼号后必须紧

接“重型”二字。 

注：尾流种类在附录 2 中的填写飞行计划第 9 项的说明中做了规定。 

4.10  高度表设定程序 

4.10.1  航空器垂直位置的表达 

4.10.1.1  除 4.10.1.2 中所做规定外，在机场附近或终端管制区内飞行的航空器，其垂直位置必须以过渡高

度（以下）的高度，和过渡高度层（以上）的飞行高度层来表达。当穿越过渡层时，爬升时的垂直位置必须用

飞行高度层，下降时的垂直位置必须用高度来表达。 

4.10.1.2  已经接到着陆放行许可而正在使用 QFE 完成进近的航空器，在可以使用场压高度（QFE）的飞行

阶段其垂直位置必须以高于机场标高的高度表示，但属于下列情况的则必须用高于跑道入口标高的高度来表示： 

a) 仪表跑道，如入口处低于机场标高 2 米（7 英尺）或 2 米以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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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精密进近跑道。 

4.10.1.3  除根据地区航行协议，在某特定区域已确定了过渡高度而必须按 4.10.1.1 的规定执行外，航空器

在航路飞行时，其垂直位置必须如下表示： 

a) 在最低可用飞行高度层（以上）的飞行高度层；和 

b) 在最低可用飞行高度层以下的高度。 

4.10.2  过渡高度层的确定 

4.10.2.1  有关的 ATS 单位必须根据 QNH（高度表副刻度拨正以获取地面的标高）的报告与如需要的预测

平均海平面气压，在适当时段，确定用于有关机场附近，相关时，有关终端管制区（TMA）的过渡高度层。 

4.10.2.2  过渡高度层必须是为有关机场划定的过渡高度之上可用的最低飞行高度层。在为两个或多个相距

很近而需相互协调程序的机场确定一共同过渡高度的地方，有关 ATS 单位必须在相关机场附近，适当时，在

TMA 确定一个在任何特定时间均可使用的共同过渡高度层。 

注：见下面 4.10.3.2 有关在管制区内确定最低可用飞行高度层的规定。 

4.10.3  IFR 飞行的最低巡航高度层 

4.10.3.1  除经有关当局特殊批准外，不得指配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飞行高度的巡航高度层。 

4.10.3.2  当环境有保证时，ATC 单位必须为其所辖的全部或部分管制区确定最低可用飞行高度层，并将其

用于飞行高度层的指配和根据驾驶员的要求将其转告给驾驶员。 

注 1：除有关国家另有规定，否则最低可用飞行高度层则为相当于确定的最低飞行高度，或紧于其上的飞

行高度层。 

注 2：使用某一最低可用飞行高度层的管制区部分根据空中交通服务要求确定。 

注 3：附件 11 中所规定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目的，不包括防止撞地。本文件所规定的程序并不解除驾驶

员要确保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在此方面发出的任何放行许可是安全的这一责任。当仪表飞行规则（IFR）的飞行

接受引导，或者获得了直飞航路而使航空器脱离 ATS 航路时，第 8 章 8.6.5.2 的程序则适用。 

4.10.4  提供高度表设定的情报 

4.10.4.1  有关 ATS 单位必须随时按要求向飞行中的航空器发送用来确定最低飞行高度层的情报，以此确

保在航路或航路段飞行时所需的适当超越地形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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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根据地区航行协议有此规定时，这项情报可包括气候数据。 

4.10.4.2  飞行情报中心和 ACCs 必须备有适当数量的所辖 FIRs 和管制区及毗邻区的 QNH 报告或预测大气

压数据，以便按需要向航空器发送。 

4.10.4.3  必须在下降时达到过渡高度层之前适时将过渡高度层提供给飞行机组，方法可以采用话音通信、

ATIS 播报或数据链。 

4.10.4.4  如有关当局有规定或经驾驶员要求，进近许可中必须包括过渡高度层。 

4.10.4.5  除知道航空器已经收到这项情报外，否则在已先行取得低于过渡高度层的高度许可后的下降许可、

进近许可或进入起落航线许可和离场航空器的滑行许可中必须包括按场压设定的高出海平面的高度（QNH）的

高度表设定值。 

4.10.4.6  必须向提出要求的航空器，或根据当地定期的安排向航空器提供高于机场标高的相对高度（QFE）
的高度表设定值；除为： 

a) 非精密进近跑道，如入口低于机场标高 2 米（7 英尺）或 2 米以上；和 

b) 精密进近跑道； 

而必须提供有关高于跑道入口标高的相对高度外，它必须为高于机场标高的相对高度（QFE）。 

4.10.4.7  向航空器提供的高度表设定值必须化为最为接近的较小整数百帕。 

注 1：除有关国家另有规定，否则最低可用飞行高度层则为相当于确定的最低飞行高度，或紧于其上的飞

行高度层。 

注 2：使用某一最低可用飞行高度层的管制区部分根据空中交通服务要求确定。 

注 3：见前言第 2.1 段的注 2。 

4.11  位置报告 

4.11.1  位置报告的拍发 

4.11.1.1  在指定重要报告点限定的航路上，除 4.11.1.3 和 4.11.3 中的规定外，当航空器飞越或刚一飞过各

个指定的强制报告点之后，必须做出位置报告。有关的 ATS 单位，可要求提供飞越其他位置点的附加报告。 

4.11.1.2  在非指定重要报告点限定的航路上，除 4.11.1.3 条中所做规定外，航空器在飞行开始半小时后，

以及此后每隔一小时，必须尽快做出位置报告。有关 ATS 单位，可以要求在更短的间隔时间内提供附加的位置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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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3  在有关的 ATS 当局规定的条件下，可以免除要求某些飞行在每一个强制报告点，或时间间隔内

做出位置报告的要求。实施时，应考虑到做出和报告例行航空器观测的有关气象方面的要求。 

注：本条文适用于下列情况：当从其他来源，如雷达或 ADS-B（见第 8 章 8.6.4.4），或 ADS-C（见第 13
章），可以获得足够的飞行进程数据；及认为从所选飞行中省略例行报告是可行的。 

4.11.1.4  4.11.1.1 和 4.11.1.2 所要求的位置报告必须发给为该航空器所飞行空域提供服务的 ATS 单位。此

外，当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在航行资料汇编内有此规定或经有关 ATS 单位要求时，由某个 FIR 或管制区飞入

相邻 FIR 或管制区之前的最后的位置报告，必须发给为行将进入的空域提供服务的 ATS 单位。 

4.11.1.5  如在预期时间内没有收到位置报告，不能根据预计时间是准确的这一假设而实施以后的管制。如

果这可能影响对其他航空器的管制，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以获取位置报告。 

4.11.2  话音位置报告的内容 

4.11.2.1  除地区航行协议规定无线电通话发送的位置报告中可省略 d)、e) 和 f) 外，4.11.1.1 和 4.11.1.2 所

要求的位置报告必须包括下述各项： 

a) 航空器识别标志； 

b) 位置； 

c) 时间； 

d) 飞行高度层或高度，包括穿越高度层和许可的高度层，如未能保持许可的高度层； 

e) 下一位置和飞越时间；和 

f) 下一个重要点。 

4.11.2.1.1  但在空地话音通信频道改变后，第 d) 项内容，飞行高度层或高度，要包括在首次呼叫当中。 

4.11.2.2  当要保持一个指配速度时，飞行机组须将这个速度包括在其位置报告中。空地话音通信频道改变

之后的初叫中必须包括这一指配的速度，而不论是否要求提供全面的位置报告。 

注：当管制员可以连续地以附带有显示航空器位置标记的从气压高度情报中读取飞行高度层或高度，并且

在已有适当的程序保证气压高度情报的安全和有效使用时，上述第 d) 项可以省略。 

4.11.3  空地话音通信频道转换的无线电通话程序 

有关 ATS 当局如有规定，空地话音通信频道转换后对 ATS 单位的初叫必须包含以下内容： 

a) 被呼叫电台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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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呼号，对于重型紊流类别的航空器加“重”一词； 

c) 高度层，如未能保持放行的高度层还须包括穿越和放行的高度层； 

d) ATC 指配的速度；和 

e) 有关 ATS 当局要求的额外内容。 

4.11.4  ADS-C 报告的拍发 

位置报告必须自动发送至为航空器所飞空域提供服务的 ATS 单位。发送要求和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

（ADS-C）报告的内容必须由提供管制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在现行运行条件的基础上做出规定，并转达给航空

器和经 ADS-C 同意认可。 

4.11.5  ADS-C 报告的内容 

4.11.5.1  ADS-C 报告必须由从下述内容中所选的数据块构成： 

a) 航空器识别 

b) ADS-C 基本数据 

纬度 
经度 
高度 
时间 
性能参数 

注：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的基本组块是强制性的，已被纳入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的所有报告。 

c) 地速矢量 
航迹 
地速 
爬升或下降率 

d) 空速矢量 

航向 
马赫或 IAS  
爬升或下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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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投影剖面 

下一个航路点 

下一个航路点的预计高度 
下一个航路点的预计时间 
(下一个＋1) 航路点 
(下一个＋1) 航路点的预计高度 
(下一个＋1) 航路点的预计时间 

f) 气象情报 

风速 
风向 
风质量旗（如有） 
温度 
湍流（如有） 
湿度（如有） 

注：有关气象情报数据块内容的规定，包括其范围和清晰度，见附件 3 附录 3。 

g) 短期趋向 

设定趋向点的纬度 
设定趋向点的经度 
设定趋向点的高度 
设定时间 

如预计航空器现处位置与设定趋向点间可能出现高度、航迹或速度变化，应在一中间趋向块

内提供如下附加信息： 

现处点与改变点间的距离 
现处点至改变点的航迹 
改变点的高度 
预计至改变点的时间 

4.11.5.2  所有装备 ADS-C 的航空器必须要求基本的 ADS-C 数据块。必要时也须包括其余的 ADS-C 数据

块。除对任何有关用于空中交通服务目的的发送要求外，数据块 f)（气象情报）必须按附件 3 的 5.3.1 规定发送。

ADS-C 紧急和/或加急报告除有关的 ADS-C 报告情报之外还必须包括紧急和/或加急的状况。 

4.11.6  ADS-B 电报的数据格式 

注：有关 ADS-B 电报的数据格式载于附件 10 —《航空电信》第 III 卷 —《通信系统》第 I 部分《数字数

据通信系统》和第 IV 卷《监视和防撞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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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航行和气象情报的报告 

4.12.1  总则 

4.12.1.1  当在航路飞行的航空器，按 4.11.1.1 和 4.11.1.2 规定，处于需做位置报告的时间，被要求使用数

据链报告航行或例行气象情报时，位置报告必须根据 4.11.5.2（装备 ADS-C 的航空器发送气象情报的要求）或

以常规空中报告格式发出。航空器特别观测必须作为特殊空中报告做出。所有空中报告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尽快

做出。 

4.12.2  例行空中报告的内容 

4.12.2.1  未使用 ADS-C 时，通过数据链传送的常规空中报告，必须提供有关遵守 4.12.2.2 规定所必不可少

的下列基本情报内容： 

第 1 节 — 位置情报： 

1) 航空器识别标志 
2) 位置 

3) 时间 
4) 飞行高度层或高度 
5) 下一个位置及飞越时间 
6) 下一个重要点 

第 2 节 — 飞行情报： 

7) 预计到达时间 

8) 续航力 

第 3 节 — 气象情报： 

9) 风向 
10) 风速 
11) 风质量标志 
12) 气温 

13) 湍流（如使用） 
14) 湿度（如使用）。 

4.12.2.2  除地区航行协议规定第 5) 和 6) 项可以省略外，空中报告第 1 节中的其他内容必须报告。只有当

运营人或指定代表要求或在驾驶员认为有必要时方须发送空中报告的第 2 节或其中的一部分。空中报告的第 3
节必须按附件 3 第 5 章的规定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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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虽然按照 4.11.2.1 规定，地区航行协议规定可从无线电话传送的位置报告内容中省略第 4) 项 — 飞行

高度层或高度，但在空中报告第 1 节中不可将其省略。 

4.12.3  特别空中报告的内容 

4.12.3.1  一旦遇到或观察到下列情况，所有航空器必须做出特别空中报告： 

a) 中度或强湍流；或 

b) 中度或重结冰；或 

c) 强地形波；或 

d) 雷暴雨，无昏暗、嵌入、大面积或飑线性的冰雹；或 

e) 雷暴雨，有昏暗、嵌入、大面积或飑线性的冰雹；或 

f) 强尘暴或强沙暴；或 

g) 火山灰云；或 

h) 火山喷发前活动或火山喷发。 

注：火山喷发前活动指非寻常的和/或逐渐增强的可预测火山喷发的火山活动。 

此外，当为跨音速和超音速飞行时： 

i) 中度湍流；或 

j) 冰雹；或 

k) 积雨云。 

4.12.3.2  当使用空地数据链时，特殊空中报告必须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电报类别代码 
航空器识别标志 

数据块 1： 

纬度 
经度 
气压高度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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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块 2： 

风向 
风速 
风质量标志 
气温 
湍流（如使用） 
湍流（如使用） 

数据块 3： 

引发特别报告的条件；根据上述 4.12.3.1 所示，从表项 a) 至 k) 中选择。 

4.12.3.3  当使用语音通信时，特别空中报告必须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电报类别代码 

第 1 节－位置情报 

1) 航空器识别标志 
2) 位置 
3) 时间 
4) 飞行高度层或高度 

第 3 节－气象情报 

5) 引发特别报告的条件；根据上述 4.12.3.1 所示，从表项 a) 至 k) 中选择。 

4.12.4  语音通信空中报告的编写与拍发 

4.12.4.1  根据附录 1 中空中报告（AIREP）/ 特殊空中报告（AIREP SPECIAL）样表制作的表格必须提供

给飞行机组以编制报告。必须遵照附录 1 中所示报告的详细说明填写。 

4.12.4.2  当飞行机组发送空中报告和空中交通服务单位转发这些报告时，都必须使用包括附录 1 中所示的

电报格式与用语在内的详细说明。 

注：越来越多的使用自动航空报告系统，使必须按规定的顺序和形式发送这类报告的基本内容变得更加必要。 

4.12.5  火山活动特别空中报告的记录 

包含对火山活动观察的特别空中报告必须记录在关于火山活动特别空中报告的表格上。根据附录 1 中关于

火山活动的特别空中报告的样表制作的表格必须提供给在可能受到火山灰云影响航路上飞行的飞行机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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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便于使用，作记录和报告的说明可以印在空中报告表格的背面。 

4.12.6   气象情报的传送 

4.12.6.1  当收到包含一气象情报块的自动相关监视系统报告时，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必须即刻向世界区域气

象预报中心 (WAFCs) 传送主要的自动相关监视系统报告、气象情报块和航空器注册号码。 

注：关于向世界区域气象预报中心传送气象情报所用格式的规范载于航空气象做法手册（Doc 8896 号文件）

中。 

4.12.6.2  通过数据链收到特别空中报告时，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必须即刻将其传送至与其相关的气象监测室、

WAFCs 和地区空中航行协议指定的航空固定服务卫星分发系统和互联网网上服务运行中心。 

4.12.6.3  通过语音通信收到特殊空中报告时，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必须即刻将其传送至与其相关的气象监测

室。 

4.13  飞行计划和管制数据的提交和更新 

4.13.1  总则 

有关当局须制定向提供飞行服务的 ATS 单位的管制员提交和随时更新全部飞行计划和管制数据所适用的

规定和程序。还须制定为提供 ATS 所需要和期望提交的任何其他情报的规定。 

4.13.2  需提交的情报和数据 

4.13.2.1  应以使管制员能够全面掌握其职责范围内目前空中交通状况，相关时，机场机动区活动的方式提

交足够的情报和数据。提交的情报应根据航空器的进程加以刷新，以便及时协助发现和解决冲突，和协助及记

录与相邻 ATS 单位和管制扇区的协调。 

4.13.2.2  须提供空域布局，包括重要点和与这些点有关资料适当的说明。提交的数据须包括飞行计划和位

置报告以及放行许可和协调数据当中相关的情报和数据。情报显示可以自动生成和更新，数据则可以由授权人

员输入和更新。 

4.13.2.3  有关当局须对需要显示，或准备显示的其他情报规定具体的要求。 

4.13.3  提交情报和数据 

4.13.3.1  可以通过使用纸的飞行进程单或电子飞行进程单提交所需的飞行计划和管制数据，利用其他的电

子提交方式或组合的方法提交。 



4-22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4.13.3.2  提交情报和数据的方法须符合人类因素的原则。所有数据，包括与单独航空器有关的数据，须以

最大限度减少可能造成错误理解和误解的方式提交。 

4.13.3.3  在 ATC 自动化系统进行人工输入数据的方式和方法须符合人类因素的原则。 

4.13.3.4  当使用飞行进程单（FPS）时，每一航班至少应有一单独的 FPS。单独的飞行应有足够数量的 FPS
以满足有关 ATS 单位的要求。有关 ATS 当局须为数据加以注释的程序和输入到 FPS 数据类型的规定，包括符

号的使用作出详细规定。 

注：使用纸的 FPS 的指导材料载于《空中交通服务规划手册》（Doc 9426 号文件）。 

4.13.3.5  应及时的将自动生成的数据提交给管制员。对单独飞行提交的情报和数据应延续到为提供管制目

的，包括查明冲突和飞行的协调不再需要这些数据，或由管制员终止时为止。 

4.13.4  为调查目的记录和保留数据 

纸的 FPS 须至少保留 30 天。电子的飞行进程和协调数据应予以记录并至少保留相同的期限。 

4.14  系统和设备的失效或不正常 

ATC 单位须根据 ATS 单位指示立即报告任何有关通信、导航和监视系统或任何其他有重大安全意义的系

统和设备的失效和不正常，它可能会对飞行运行的安全和有效及/或空中交通服务的提供产生不利的影响。 

4.15  数据链通信的启用程序 

4.15.1  总则 

注 1：关于数据链启用功能（DLIC）的规定载于附件 10 第 II 卷第 8 章。 

注 2：关于实施数据链启用功能的指导材料，可参见《全球运行数据链（GOLD）手册》（Doc 10037 号文

件）。 

4.15.1.1  在进入 ATS 单位使用数据链应用的空域之前，须在航空器和 ATS 单位之间开始启用数据链通信

联络，以登记航空器和在必要时开始使用数据链。这应该由航空器自动或由驾驶员，或由 ATS 单位发送编码地

址开始实施。 

4.15.1.2  按照附件 15 的要求，与 ATS 单位有关的登录地址应在航行资料汇编中予以公布。 

注：一特定的 FIR 可能有多个登录地址；而一个以上的 FIR 可能共用一个相同的登录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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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2  由航空器启用 

当从某架进近航空器或在某个数据链服务区内收到有效的数据链启用请求时，空中交通服务单位须接受该

请求。如果能够将其与飞行计划相对应，空中交通服务单位须与该航空器建立联络。 

4.15.3  ATS 单位发送 

与航空器首先进行联系的地面系统如能够将必要的航空器编码地址情报传递给其他的 ATS 单位时，它须提

前传递对预先协调过的航空器数据链应用更新过的地面询址情报以便建立数据链通信联络。 

4.15.4  未能建立联络 

4.15.4.1  在数据链启用失败的情况下，数据链系统必须向相关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和表明失败。在数据链

启用失败是由飞行机组登录导致的情况下，数据链系统还应向飞行机组提供失败显示。 

注：在航空器的登录请求来自上游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时，两个空中交通服务单位都将收到显示。 

4.15.4.2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必须建立尽快解决数据链启用失败的程序。程序应当至少包括核实航空器是否

正在与相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启用数据链请求（即：航空器正在进近或者在空中交通服务单位管制区内），如

果是这种情况： 

a) 当有飞行计划时，核实数据链启用要求中所包含的航空器识别标志、航空器登记标志、或航

空器地址和其他细节与飞行计划中的细节一致，如果发现差异，则核对正确的信息并作出必

要修改；或 

b) 当没有飞行计划时，则利用飞行数据处理系统中充足的资料来建立一个飞行计划，以实现数

据链的成功启用；然后 

c) 为数据链的重新启用作出安排。 

4.15.4.3  航空器运营人必须建立尽快解决启用失败的程序。程序应当至少包括驾驶员： 

a) 核实飞行管理系统或启用数据链的设备中所含飞行计划信息的正确性和一致性，如果发现差

异，则作出必要修改； 

b) 核实空中交通服务单位的正确地址；而后 

c) 重新启用数据链。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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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间隔方法和最低标准 

5.1  引言 

注 1：除下列所述之外，第 5 章包含用于对航路阶段航空器以及航空器在进场和离场飞行阶段进行间隔的

程序和程序间隔最低标准。 

注 2：平行跑道进近所适用的程序和最低间隔载于第 6 章。提供机场管制服务适用的程序和最低间隔载于

第 7 章，使用 ATS 监视系统所适用的程序和最低间隔载于第 8 章。 

注 3：注意第 16 章 16.5 所述的策略横向偏移程序（SLOP）的使用。 

注 4：适用于数据链启用功能（DLIC）的程序载于第 4 章。适用于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ADS-C）的程序

载于第 13 章。适用于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通信（CPDLC）的程序载于第 14 章。 

5.2  受管制交通间隔的规定 

5.2.1  总则 

5.2.1.1  须提供下列垂直或水平间隔： 

a) A 和 B 类空域的所有飞行之间； 

b) C、D 和 E 类空域的所有仪表飞行规则（IFR）飞行之间； 

c) C 类空域中的仪表飞行规则飞行与目视飞行规则（VFR）飞行之间； 

d) 仪表飞行规则飞行和特殊目视飞行规则飞行之间；和 

e) 当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有此规定时，在特殊目视飞行规则飞行之间； 

上述 b) 项在 D 和 E 类空域，当飞行在昼间为保持自身间隔与继续保持目视气象条件而被准许爬高或下降

时例外。使用此程序所适用的条件载于第 5.9 节。 

5.2.1.2  不得发布实施任何会导致两架航空器之间的间隔减少至低于适于该条件下最小间隔标准的机动飞

行的放行许可。 

5.2.1.3  凡在发生诸如非法干扰和航行困难等特殊情况下需要特别防范措施时，应采用大于规定的最低间

隔标准的间隔。采取这种措施时，应适当考虑所有有关因素，以免因采用过大的间隔而阻碍空中交通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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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航空器受到非法干扰构成一种特殊情况，这就可能需要在受非法干扰的航空器和其他航空器之间采用

大于最低间隔标准的间隔。 

5.2.1.4  当不能保持用以隔离两架航空器的间隔形式或最低标准时，必须保证在违反现用间隔最低标准之

前建立另一种间隔形式或另一最低间隔标准。 

5.2.2  航空器性能下降 

当航空器的导航、通信、测高、飞行操纵或其他系统发生故障或性能下降，航空器的性能降至所飞空域要

求的水平之下时，飞行机组应毫不耽搁地通知 ATC 单位。故障或性能下降影响现用间隔最低标准的，管制员须

采取行动建立其他适当类型的间隔或最低间隔标准。 

5.3  垂直间隔 

5.3.1  垂直间隔的应用 

要求航空器采用规定的高度表设定程序，按照第 4 章 4.10 的规定，在以飞行高度层或高度表示的不同高度

的飞行，取得垂直间隔。 

5.3.2  垂直间隔的最低标准 

垂直间隔的最低标准（VSM）须为： 

a) 在飞行高度 290 以下的 300 米（1 000 英尺）标称高度，及在此高度或其之上的 600 米（2 000 英

尺）标称高度，但以下 b) 款规定的情形除外；和 

b) 在指定的空域内并按地区航行协议规定：在飞行高度层 410 或按具体情况规定的某一更高的高度

以下的 300 米（1 000 英尺）标称高度，及在此高度或其之上的 600 米（2 000 英尺）标称高度。 

注：有关垂直间隔的指导材料载于《关于在飞行高度层 FL 290 至 FL 410 实施 300 米（1 000 英尺）垂直间

隔最低标准的手册》（Doc 9574 号文件）中。 

5.3.3  受管制飞行巡航高度层的指配 

5.3.3.1  除交通状况和协调程序允许巡航爬升外，一个 ATC 单位通常在其管制区外只能为一架航空器批准

一个高度层，即航空器将进入是否与之相毗邻的下一个管制区的高度层。发布适当的下一步爬升放行许可是接

收 ATC 单位的职责。在相关时，可以建议航空器在航路上请求它所希望改变的任一巡航高度层。 

5.3.3.2  必须允许获准使用巡航爬升技术的航空器在两个高度层之间，或者在一个高度层之上飞行。 

5.3.3.3  当航空器在一条划设的空中交通服务航路上飞行，该航路一部分在管制空域内，一部分在管制空域

外，而两者的巡航高度层又不一致，需要改变巡航高度层时，在可能的情况下，这种改变必须在管制空域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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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4  当某架航空器已被允许在随后的航路部分，在低于确定的最低巡航高度层的巡航高度层进入一管

制区时，尽管驾驶员并未要求飞行高度层做必要的改变，但负责该区域的 ATC 单位应向该架航空器发放修正的

放行许可。 

5.3.3.5  可以准许航空器在指定的时间、地点或速度改变巡航高度层。 

注：见第 5 章 5.3.4.1.1 关于垂直速度控制的程序。 

5.3.3.6  飞往同一目的地的航空器的巡航高度层必须尽可能按目的地进近正确的顺序指配。 

5.3.3.7  在某一巡航高度层的航空器通常必须比要求进入该巡航高度层的其他航空器更具优先权。当两架

或多架航空器在同一巡航高度层时，排列在前的航空器通常具有优先权。 

5.3.3.8  指配给管制飞行的巡航高度层，或巡航爬升、高度层范围必须选自下述那些分配给仪表飞行规则

飞行的巡航高度层： 

a) 附件 2 中的附录 3 里所列的巡航高度层表；或 

b) 当按照附件 2 中的附录 3，对在 410 飞行高度层以上的飞行有所规定时的修订了的巡航高度

层表； 

除非在空中交通管制许可中另有说明或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在 AIPs 中另有规定外，否则必须采用上述表

中所规定航迹的对应高度层。 

5.3.4  爬升或下降时的垂直间隔 

5.3.4.1  可以许可一架航空器进入另一架航空器报告已经离开的高度层，但在下列情况下除外： 

a) 已知存在强紊流； 

b) 位置较高的航空器正在进行巡航爬升；或 

c) 由于航空器性能差异导致间隔小于适用的最低标准； 

遇此等情况不得做出放行许可，直到离开该高度层的航空器报告已经处于或者穿越过符合最低间隔标准规

定的另一个高度层为止。 

5.3.4.1.1  当有关航空器正在进入或已经建立在同样的等待航线时，必须考虑下降率显著不同的航空器，如

有必要还应该采取其他措施，如为位置较高的航空器规定最大下降率，为位置较低的航空器规定最小下降率等，

以便保持要求的间隔距离。 

5.3.4.2  相互间直接进行通信联络的驾驶员，经他们一致同意后，可以许可在上升、下降时保持他们航空

器之间规定的垂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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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水平间隔 

注 1：只有当下述第 5.4.1 和 5.4.2 节中详细规定的安全高度层始终得到保证时，这两节中详细规定的任何

内容不妨碍一个国家制定： 

a) 在未作规定的情况下使用的其他最低标准；或 

b) 对使用某一既定最低标准的那些规定之外的附加条件。 

注 2：关于平行航路航迹之间间隔的详细论述，载于附件 11 的附录 A 和附录 B 中。 

注 3：请注意下列指导材料： 

a) 《空中交通服务规划手册》（Doc 9426 号文件）； 

b) 《确定间隔最低标准的空域规划方法手册》（Doc 9689 号文件）；和 

c) 《基于性能导航（PBN）手册》（Doc 9613 号文件）。 

注 4：降低最低间隔的有关规定载于第 5.11 节和第 2 章，ATS 安全管理。 

5.4.1  横向间隔 

5.4.1.1  横向间隔的适用 

5.4.1.1.1  必须采用横向间隔，以保证计划航路的那些航空器将被横向隔开的部分之间的距离决不少于包括

导航误差加给定缓冲在内的规定距离。这类缓冲必须由有关当局确定，并作为其整体的一个部分被包括在横向

间隔最低标准之中。 

注：在 5.4.1.2 所规定的最低标准中已包括了适当的缓冲。 

5.4.1.1.2  根据不同航路或通过目视观察、使用导航设备或使用区域导航（RNAV）设备确定的不同地理位

置上所要求的飞行，获取航空器的横向间隔。 

5.4.1.1.3  当得到的信息表明导航设施故障或者老化导致低于导航性能要求时，则空中交通管制必须根据需

要采用备用间隔方法或最低标准。 

5.4.1.1.4  如果一架航空器通过一个飞越航路点向ATS航路转弯，则对于执行转弯的飞越航路点与下一个航

路点之间的该部分飞行，必须适用不同于通常规定横向间隔的一种间隔（见图5-1和5-2）。 

注1：对于飞越航路点而言，要求航空器首先飞越航路点，然后才能执行转弯。在转弯之后，航空器可以前

行接入转弯之后紧随的航路，或者在重新接入航路之前行至下一个规定的航路点。这就要求为转弯的飞越一侧

提供额外的横向间隔。 

注2：这不适用于使用飞经航路点转弯的ATS航路。 

注3：基于特定的导航性能的横向间隔最低规定标准的示例载于5.4.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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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在飞越航路点之上的转弯（见 5.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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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在飞经航路点的转弯（见 5.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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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2  横向间隔标准和最低标准 

5.4.1.2.1  适用横向间隔的方法如下： 

5.4.1.2.1.1  根据参考相同的或不同的地理位置。依据可确切表明某航空器正飞越通过目视或参照导航设备

而确定的不同地理位置的位置报告（见图 5-3）。 

5.4.1.2.1.2  在交叉航迹或 ATS 航路上使用无方向性信标（NDB）、全向信标（VOR）或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GNSS）。要求航空器根据下述适用于导航设备的最小值隔开的指定航迹飞行。两架航空器之间的横向间

隔凡符合下述者即为成立： 

a) 全向信标（VOR）：两架航空器确定的航迹间夹角至少为 15 度，其中至少一架航空器距

离设备 28 公里（15 海里）或以上（见图 5-4）； 

b) 无方向性信标（NDB）：两架航空器连通无方向性信标的确定航迹夹角至少 30 度，其中

至少有一架航空器距离设备 28 公里（15 海里）或以上（见图 5-5）； 

c) GNSS/GNSS：每架航空器都确立在两个航路点之间具有零偏移的航迹上，其中至少有一

架航空器距离表 5-1 规定的共同点为最低距离；或 

d) 全向信标/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使用全向信标的航空器确立在全向信标径向线上，使用全

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另一架航空器确认确立在两个航路点之间具有零偏移的航迹上，其中至

少有一架航空器距离表 5-1 规定的共同点为最低距离。 

表 5-1.  使用 VOR 和 GNSS 进行飞行的航空器的横向间隔 

 航空器1：VOR或GNSS 
航空器2：GNSS 

在共同点测量的航迹之间

的角度差（度） 
飞行高度层010—飞行高度层190 

距离一个共同点的距离 
飞行高度层200—飞行高度层600 

距离一个共同点的距离 

15-135 27.8公里（15海里） 43公里（23海里） 

表中的距离为地面距离。各国必须虑及在使用测距仪提供范围信息时从测距仪信号源至接收天线之

间的距离（斜距） 

注1：表5-1所列数值源于碰撞风险分析生成的一个大型数值表格。使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和全向信标航行

的航空器间隔的源表格载于第322号通告《基于全向信标最低间隔标准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最低横向间隔标准的

实施指导》。各国可以参照第322号通告，了解进一步的详细内容以及其他角度差和间隔距离。 

注2：表5-1所列数值计入了距飞经转弯的理论转弯区域所涵盖的共同点的距离，如《航空系统最低性能标

准：空中航行所需导航性能》（ED-75B/DO-236B）第3.2.5.4节所规定的，以及《基于性能导航（PBN）手册》

（Doc 9613号文件）所规定的固定半径过渡转弯。 

注3：关于实施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横向间隔的指导材料载于第322号通告《基于全向信标最低间隔标准的全

球导航卫星系统最低横向间隔标准的实施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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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使用相同或不同的地理位置（见5.4.1.2.1.1） 

 

图 5-4.  使用同一 VOR 的间隔（见 5.4.1.2.1.2 a)） 

 

图 5-5.  使用同一 NDB 的间隔（见 5.4.1.2.1.2 b)） 

5.4.1.2.1.2.1  当航空器沿显著大于 5.4.1.2.1.2 a)和 b)最低标准隔开的航迹飞行时，各缔约国可以减少取得

横向间隔的距离。 

5.4.1.2.1.2.2  在适用基于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航迹间隔之前，管制员必须确认以下内容： 

a) 确保航空器是使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航行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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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航空器是在允许从事策略横向偏移的空域内，并且没有采用横向偏移。 

5.4.1.2.1.2.3  为了尽量降低运行错误的可能性，在适用基于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航迹间隔时，应该使用导

航数据库所含或上链至航空器飞行管理系统的航路点，而非手动输入的航路点。如果从运行角度而言，使用导

航数据库所含的航路点具有限制性，则在使用需要驾驶员手动输入的航路点时，应当局限于横向和纵向半度或

一度。 

5.4.1.2.1.2.4  基于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航迹间隔不得适用于驾驶员报告接收器自主完好性监测（RAIM）

出现故障的情况。 

注：为了采用基于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横向间隔最低标准之目的，由包含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输入值的综合导

航系统所生成的距离和航迹信息被视为等同于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距离和航迹。 

5.4.1.2.1.2.5  用于实施间隔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接收器必须符合附件 10 第 I 卷的要求，并在飞行计划中予

以注明。 

5.4.1.2.1.3  使用不同导航设备或不同的领航方法。使用不同导航设备或者有一架航空器使用区域导航设备

时的航空器之间的横向间隔，必须以确保为导航设备或所需导航性能推导出的保护空域不致相互重迭的方式来

确立。 

5.4.1.2.1.4  航空器在起飞和/或着陆公布的仪表飞行程序的横向间隔。 

5.4.1.2.1.4.1  使用仪表飞行程序的起飞和/或着陆航空器之间存在横向间隔： 

a) 当 RNAV 1 和 RNAV 1 或 RNP 1、RNP APCH 或 RNP AR APCH 航迹任一组合之间的距

离不小于 13 公里（7 海里）；或 

b) 当 RNP 1、RNP APCH 或 RNP AR APCH 航迹任一组合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9.3 公里（5
海里）；或 

c) 使用超障准则设计的航迹保护区不会相互重迭并考虑到操作差错。 

注 1：上述 a)和 b)所载的距离数值是使用若干导航规范进行的碰撞风险分析得出。有关这一分析的资料载

于 324 号通告《对起飞和/或着陆航空器在公布的抵近仪表飞行程序横向间隔的指导》。 

注 2：324 号通告还包含按照《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航空器运行》第 II 卷《制订目视和仪表飞行程序》

（PANS-OPS，Doc 8168 号文件）的规定，根据超障准则使用非重迭保护区间隔起飞和/或着陆航迹的资料。 

注 3：有关缩小最低间隔的规定载于第 2 章《ATS 安全管理》和第 5 章《间隔方法和最低间隔》第 5.11 节。 

注 4：导航规范的指导材料载于《基于性能导航（PBN）手册》（Doc 9613 号文件。） 

5.4.1.2.1.5  在平行航迹或 ATS 航路上的 RNAV 飞行。在指定空域内或指定航路上，当规定有所需导航性

能时，装备区域导航设备的航空器之间的横向间隔，可以通过要求航空器被确定在有一定间隔距离的平行航迹

或空中交通服务航路中心线上来取得，该间隔距离应保证航迹或航路的保护空域不会相互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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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平行航迹之间的间距，或要求某一所需导航性能类别的空中交通服务航路中心线之间的间距，将取决

于所规定的有关所需导航性能类别。有关航迹之间的间距或以所需导航性能类别为基础的空中交通服务航路之

间的间距的指导材料载于附件 11 附录 B 中。 

5.4.1.2.1.6  航空器在平行航迹或非交叉航迹或 ATS 航路上的横向间隔。在指定空域内或指定航路上，航

空器在平行航迹或非交叉航迹或 ATS 航路上运行时的间隔必须按照下述标准建立： 

a) 93 公里（50 海里）航迹之间的最小间距，必须规定有 RNAV 10（RNP 10）、RNP 4 或

RNP 2 的导航性能； 

b) 55.542.6 公里（3023 海里）航迹之间的最小间距，必须规定有 RNP 4 或 RNP 2 的导航性

能。通信系统必须满足所需通信性能 240（RCP 240），并且监视系统必须满足所需监视

性能 180（RSP 180）。必须通过制定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的事件合同，说明最大 5 海里门

限值的横向偏离改变事件及航路点改变事件，来确保对遵守情况的监测； 

c) 27.8 公里（15 海里）航迹之间的最小间距，则必须规定有 RNP 2 或 GNSS 装备的导航性

能。在实施此种间隔时，必须保持管制员与驾驶员之间直接的甚高频（VHF）话音通信； 

d) 13 公里（7 海里）航迹之间的最小间距，如果是在一架航空器爬升/下降进入另一架航空器

的高度层时予以适用，则必须规定有RNP 2或GNSS装备的导航性能。在实施此种间隔时，

必须保持管制员与驾驶员之间直接的甚高频（VHF）话音通信；和 

e) 37 公里（20 海里）航迹之间的最小间距，如果是在一架航空器爬升/下降进入另一架航空

器的高度层时予以适用，且使用的是上述 d）规定以外的其他通信类型，则必须规定有 RNP 
2 或 GNSS 装备的导航性能。 

注 1：实施支持 93 公里（50 海里）、42.6 公里（23 海里）、37 公里（20 海里）、27.8 公里（15 海里）和

13 公里（7 海里）横向间隔最低标准导航能力的指导材料载于《基于性能导航（PBN）手册》（Doc 9613 号文

件）。实施 93 公里（50 海里）、42.6 公里（23 海里）、37 公里（20 海里）、27.8 公里（15 海里）和 13 公里

（7 海里）横向间隔最低标准的指导材料载于第 341 号通告《横向间隔最低标准的实施指导》。 

注 2：实施支持 93 公里（50 海里）和 42.6 公里（23 海里）横向间隔最低标准通信和监视能力的指导材料

载于《基于性能的通信和监视（PBCS）手册》（Doc 9869 号文件）和《全球运行数据链（GOLD）手册》（Doc 
10037 号文件）。 

注 3：关于上面 c)、d)和 e)规定的 GNS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见附录 2 第 10 项：设备与能力。 

5.4.1.2.1.7  在交叉航迹或 ATS 航路上的航空器的横向间隔。在交叉航迹或 ATS 航路上运行的航空器之间

的横向间隔必须按照以下要求予以确定： 

a) 与另一架航空器的航迹汇聚的航空器实施横向间隔，直至其到达一个横向间隔点，该横向

间隔点位于从另一架航空器的航迹垂直测量得出的规定距离（见图 5-6）；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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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与另一架航空器的航迹分开的航空器在经过一个横向间隔点之后，实施横向间隔，该横向

间隔点位于从另一架航空器的航迹垂直测量得出的规定距离（见图 5-6）。 

可以使用下表规定的横向间隔点数值，将此类间隔用于在任何角度交叉的航迹： 

导航 间隔 

RNAV 10（RNP 10） 93公里（50海里） 

RNP 4 42.6公里（23海里） 

RNP 2 27.8公里（15海里） 

5.4.1.2.1.8  在实施上表规定的27.8公里（15海里）的最低间隔标准时，飞行计划中由字母G表示的GNSS符
合规定的导航性能。 

注：实施支持93公里（50海里）、42.6公里（23海里）和27.8公里（15海里）横向间隔最低标准导航能力的

指导材料载于《基于性能导航（PBN）手册》（Doc 9613号文件）。实施93公里（50海里）、42.6公里（23海
里）和27.8公里（15海里）横向间隔最低标准的辅助信息载于第341号通告《横向间隔最低标准的实施指导》。 

5.4.1.2.1.9  过渡到采用更大横向间隔最低标准的空域。当航空器确立在按下述规定的航迹上横向间隔即为

存在： 

a) 以一个适当的最低标准分隔；和 

b) 在确定适用的横向最低间隔之前，夹角不得小于 15 度； 

但条件是通过经有关 ATS 当局批准的方式，有可能保证航空器具有确保准确航迹引导所必需的导航能力。 

5.4.2  纵向间隔 

5.4.2.1  纵向间隔的应用 

5.4.2.1.1  须采用纵向间隔以使被隔开的航空器的预计位置之间的距离决不小于规定的最低标准。可以采用

速度控制，包括马赫数技术保持沿同向或夹角航迹飞行的航空器之间的纵向间隔。适用时，须根据地区空中导

航协议规定马赫数技术的使用。 

注 1：请注意《空中交通服务规划手册》（Doc 9426 号文件）中有关采用马赫数技术间隔亚音速航空器的

指导材料。 

注 2：在采用马赫数技术时，使用真马赫数。 

5.4.2.1.2  当在同向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采用以时间或距离为基准的纵向最低间隔时，须十分谨慎以保证跟

随航空器比前行航空器保持大的空速时不得违反所适用的最低间隔。当预计航空器接近最低间隔时，须采用速

度控制以保证保持所要求的最低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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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横向间隔点（见 5.4.1.2.1.7） 

5.4.2.1.3  纵向间隔可以要求航空器在规定时间起飞，在一规定时间到达某一地点上空，或在指定的时间之

前在某一地点上空等待的方法建立。 

5.4.2.1.4  飞行中，在跨音速加速阶段与超音速飞行阶段期间，超音速航空器之间的纵向间隔通常必须通过

开始跨音速时的调速，而非通过在超音速飞行中实行的限速的方法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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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1.5  为实施纵向间隔，所用术语“同向航迹”、“反向航迹”和“交错航迹”具有下述含义： 

a) 同向航迹（见图 5-7）： 

同一方向航迹与交错航迹，或其中一部分，其航迹差小于 45 度或大于 315 度，并且其保护

空域相互重迭。 

b) 反向航迹（见图 5-8）： 

相反方向航迹与交错航迹，或其中一部分，其航迹差大于 135 度，但小于 225 度，并且其

保护空域相互重迭。 

c) 交错航迹（见图 5-9）： 

交叉航迹或其中部分，而非指上述 a) 与 b) 中说明的航迹。 

5.4.2.1.6  根据 5.4.2.2 和 5.4.2.4 段采用以时间为基础的间隔可基于话音报告、CPDLC 或 ADS-C 获得的位

置情报和预测。 

5.4.2.2  以时间为基准的纵向间隔最低标准 

5.4.2.2.1  保持同一高度层的航空器 

5.4.2.2.1.1  飞行在同向航迹上的航空器： 

a) 15 分钟（见图 5-10）；或 

b) 10 分钟，如可用导航设备经常测定位置和速度（见图 5-11）；或 

c) 5 分钟，在下列每一情况时，前行航空器保持或以高于后随航空器 37 公里/小时（20 海里）

的真空速飞行时（见图 5-12）： 

1) 飞离同一机场的航空器之间； 

2) 在航路中完全向同一重要点进行报告的航空器之间； 

3) 在离场航空器和航路飞行航空器之间－当航路上的航空器在与离场点相关的定位点

上已做出报告，以保证能够确定离场航空器将于该点加入航路时有 5 分钟的间隔；或 

d) 3 分钟，只有在上述 c) 项所列的每一情况下，前行航空器保持或以高于后随航空器 74 公

里/小时（40 海里）的真空速飞行时（见图 5-13）。 

5.4.2.2.1.2  在交错航迹上飞行的航空器： 

a) 在航迹交错点 15 分钟（见图 5-14）；或 

b) 10 分钟，如可用导航设备经常测定位置和速度（见图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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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同一航迹上的航空器（见 5.4.2.1.5 a)） 

 

 

 

图 5-8.  反向航迹上的航空器（见 5.4.2.1.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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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交错航迹上的航空器（见 5.4.2.1.5 c)） 

 

图 5-10.  在同一高度层同向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 
15 分钟间隔（见 5.4.2.2.1.1 a)） 

 

图 5-11.  在同一高度层同向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 
10 分钟间隔（见 5.4.2.2.1.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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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在同一高度层同向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 
5 分钟间隔（见 5.4.2.2.1.1 c)） 

 

图 5-14.  在同一高度层交错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 
15 分钟间隔（见 5.4.2.2.1.2 a)） 

 

图5-13.  在同一高度层同向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 
3 分钟间隔（见 5.4.2.2.1.1 d)） 

 

图 5-15.  在同一高度层交错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 
10 分钟间隔（见 5.4.2.2.1.2 b)） 

5.4.2.2.2  爬升或下降中的航空器 

5.4.2.2.2.1  同向航迹上的航空器：当一航空器要在同向航迹上通过另一航空器的高度，必须配备下列最低

纵向间隔： 

a) 15 分钟，当不存在垂直间隔时（见图 5-16A 和图 5-16B）；或 

b) 10 分钟，当不存在垂直间隔时，条件是只有在地基导航设备或 GNSS 可经常测定位置和速

度的地方才能批准这样的间隔（见图 5-17A 和图 5-17B）；或 

c) 5 分钟，当不存在垂直间隔时，条件是： 

1) 第二架航空器在共同点上空做出报告的 10 分钟内开始改变高度，共同点必须获自地

基导航设备或 GNSS；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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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第三方的通信或 CPDLC 发出许可时，许可必须加一条限制，保证须满足 10 分钟

的条件（见图 5-18A 和图 5-18B）。 

注：为便于在高度层显著变化的地方应用此程序，可以允许下降航空器飞至在较低高度层飞行的航空器之

上的某一适当高度层，或允许爬升航空器飞至在较高高度层飞行的航空器之下的某一适当高度层，以便在不存

在垂直间隔时对所要取得的间隔做进一步检查。 

5.4.2.2.2.2  交错航迹上的航空器： 

a) 15 分钟，当不存在垂直间隔时（见图 5-19A 和图 5-19B）；或 

b) 10分钟，不存在垂直间隔，但可用导航设备经常确定位置和速度（见图 5-20A和图5-20B）。 

5.4.2.2.3  逆向航迹上的航空器。当未配备横向间隔时，必须配备预计航空器通过、或已通过之前或之后至

少 10 分钟的垂直间隔（见图 5-21）。如已证实航空器已彼此飞越后，无需采用此最低间隔标准。 

 

图 5-16A.  爬升的航空器与同一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 15 分钟间隔（见 5.4.2.2.2.1 a)） 

 

图 5-16B.  下降的航空器与同一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 15 分钟间隔（见 5.4.2.2.2.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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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7A.  爬升的航空器与同一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10分钟间隔（见5.4.2.2.2.1 b)） 

 

 

 

图5-17B.  下降的航空器与同一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10分钟间隔（见5.4.2.2.2.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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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8A.  爬升的航空器与同一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5分钟间隔（见5.4.2.2.2.1 c) 2)） 

 

 

 

图5-18B.  下降的航空器与同一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5分钟间隔（见5.4.2.2.2.1 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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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A.  爬升的航空器与交错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15分钟间隔（见5.4.2.2.2.2 a)） 

 

 

 

图5-19B.  下降的航空器与交错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15分钟间隔（见5.4.2.2.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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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A.  爬升的航空器与交错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10分钟间隔（见5.4.2.2.2.2 b)） 

 

 

 

图5-20B.  下降的航空器与交错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10分钟间隔（见5.4.2.2.2.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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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1.  反向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10分钟间隔（见5.4.2.2.3） 

5.4.2.3  根据测距仪（DME）和/或 GNSS 得到的距离 
采用的纵向间隔最低标准 

注：在有关使用测距仪和/或 GNSS 实施纵向间隔最低标准的规定中使用“在航迹上”一语，是指航空器正在

直接飞向或者直接飞离测距台/航路点。 

5.4.2.3.1  必须通过维持不低于参照 DME 和与其他适当导航设备一同报告和/或参照 GNSS 报告的航空器

位置间所规定距离的方法来确定间隔。必须在两架航使用 DME 的空器之间、两架使用 GNSS 的航空器之间或

一架使用 DME 的航空器和另一架使用 GNSS 的航空器之间实施这种间隔。采用这种间隔时，管制员与驾驶员

必须保持直接的通信联络。 

注：为了实施以 GNSS 为基础的间隔最低标准，由包含了 GNSS 元素的一体化导航系统生成的距离视为等

同于 GNSS 距离。 

5.4.2.3.2  在具备区域导航能力的航空器之间实施这些间隔最低标准时，管制员必须明确要求 GNSS 生成

的距离。 

注：导致驾驶员不能提供 GNSS 距离情报的理由可包括机载设备不充分、一体化导航系统中没有 GNSS 要

素或 GNSS 的完好性受损。 

5.4.2.3.3  同向巡航高度层的航空器 

5.4.2.3.3.1  同向航迹上的航空器： 

a) 37 公里（20 海里），条件是： 

1) 各航空器： 

i) 当两架航空器均使用 DME 时，均使用同一个“在航迹上”的 DME 站；或 

ii) （当一架航空器使用 DME 而另一架使用 GNSS 时），均使用一个“在航迹上”

的 DME 站和一个同设一处的航路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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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当两架航空器均使用 GNSS 时，）均使用同一航路点和/或共设一处的航路点；和 

2) 为保证不违反此最低间隔标准，频繁从航空器上获取同一时间测距仪和/或 GNSS 读

数的方法检查间隔（见图 5-22）； 

 

图5-22.  在同一高度层同向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 
基于DME和/或GNSS的37公里（20海里）间隔（见5.4.2.3.3.1 a)） 

b) 19 公里（10 海里），条件是： 

1) 前方航空器保持或以高于后方航空器 37 公里/小时（20 节）的真空速飞行； 

2) 各航空器： 

i) 当两架航空器均使用 DME 时,均使用同一个“在航迹上”的 DME 站；或 

ii) （当一架航空器使用 DME 而另一架使用 GNSS 时），均使用一个“在航迹上”

的 DME 站和一个同设一处的航路点；或 

iii) （当两架航空器均使用 GNSS 时，）均使用同一航路点和/或共设一处的航路点；和 

3) 按照必要的频率从航空器上获取同一时间的 DME 和/或 GNSS 读数检查间隔，以确保

已建立了最低间隔和不违反这一最低间隔见（图 5-22）。 

5.4.2.3.3.2  交错航迹上的航空器  如每架航空器从位于航迹交错点的 DME 台站和/或共设一处航路点/同
一航路点报告距离，并且航迹间的相对角小于 90 度时，须采用 5.4.2.3.2.1 中规定的纵向间隔（见图 5-24A 和图

5-24B）。 

5.4.2.3.4  航空器爬升和下降 

5.4.2.3.4.1  同向航迹上的航空器：19 公里（10 海里）不存在垂直间隔，条件是： 

a) 各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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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3.  在同一高度层同向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 
基于DME和/或GNSS的19公里（10海里）间隔（见5.4.2.3.3.1 b）） 

i) 当两架航空器均使用 DME 时,均使用同一个“在航迹上”的 DME 站； 

ii) （当一架航空器使用 DME 而另一架使用 GNSS 时），均使用一个“在航迹上”的

DME 站和一个同设一处的航路点；或 

iii) （当两架航空器均使用 GNSS 时，）均使用同一航路点和/或共设一处的航路点；和 

b) 当一架航空器在不存在垂直间隔时保持一高度层；和 

c) 通过从航空器上获取同一时间测距设备和/或 GNSS 读数的方法建立间隔（见图 5-25A 和

图 5-25B）。 

注：为便于在高度层显著变化的地方应用此程序，可以允许下降的航空器飞至在较低高度层飞行的航空器

之上的某一适当高度层，或允许爬升航空器飞至在较高高度层飞行的航空器之下的某一适当高度层，以便在不

存在垂直间隔时对所要取得的间隔做进一步检查。 

5.4.2.3.4.2  逆向航迹上的航空器  只有当完全确定航空器已交错飞过并且至少相距 10 海里，或有关 ATS
当局规定的类似数值时，方可允许在航迹上使用测距仪和/或共设一处的航路点或同一航路点的航空器爬升或下

降穿过另一在航迹上使用测距仪和/或共设一处的航路点或同一航路点的航空器所占用的高度层。 

5.4.2.4  根据时间使用马赫数技术的纵向间隔最低标准 

5.4.2.4.1  涡轮喷气式航空器必须遵守 ATC 批准的真马赫数，对其所做的任何改变均须得到 ATC 的批准。

如需立即对马赫数做暂时改变（如由于颠簸），则必须将所做改变尽快通知 ATC。 

5.4.2.4.2  如果由于航空器的性能，在航路爬升或下降中不能保持最后指配的马赫数，有关航空器的驾驶员

必须在做出爬升或下降要求时通知 A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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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4A.  在同一高度层交错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 
基于 DME 和/或 GNSS 的 37 公里（20 海里）间隔（见 5.4.2.3.3.2） 

 

 

图 5-24B.  在同一高度层交错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 
基于 DME 和/或 GNSS 的 19 公里（10 海里）间隔（见 5.4.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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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5A.  爬升航空器与同向航迹航空器之间 
基于DME和/或GNSS的19公里（10海里）间隔（见5.4.2.3.4.1 c） 

 

 

 

图5-25B.  下降航空器与同向航迹航空器之间 
基于DME和/或GNSS的19公里（10海里）间隔（见5.4.2.3.4.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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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4.3  当采用马赫数技术和只有当： 

a) 有关航空器已在同一共同点上空做出报告，并沿同向航迹或继续沿偏离航迹飞行，直到配

备另一种间隔形式时为止时；或 

b) 如果航空器未在同一报告点上空做出报告，并且可以通过雷达、ADS-B 或其他方式，确保

在其沿同向航迹或继续沿偏离航迹的共同点飞行时，继续保持适当的时间间隔时； 

沿同向航迹上平飞、爬升或下降飞行的涡轮喷气式航空器间的最低纵向间隔必须为： 

1) 10 分钟；或 

2) 含 9 分钟和 5 分钟在内的所有时间，其条件为：根据下表，前方航空器较后方航空器保持

一更大的真马赫数： 

— 9 分钟，如果前方航空器较后方航空器快 0.02 个马赫； 

— 8 分钟，如果前方航空器较后方航空器快 0.03 个马赫； 

— 7 分钟，如果前方航空器较后方航空器快 0.04 个马赫； 

— 6 分钟，如果前方航空器较后方航空器快 0.05 个马赫； 

— 5 分钟，如果前方航空器较后方航空器快 0.06 个马赫。 

5.4.2.4.4  当采用马赫数技术的 10 分钟最低纵向间隔标准时，前方航空器必须保持相当于或大于后方航空

器所保持的真马赫数。 

5.4.2.5  根据 RNAV 采用以距离为基准的马赫数技术的 
纵向间隔最低标准 

注：有关区域导航运行的指导材料载于《基于性能导航（PBN）手册》（Doc 9613 号文件）中。 

5.4.2.5.1  涡轮式航空器必须遵照 ATC 批准的真马赫数，对其所做的任何改变均须得到 ATC 的批准。如需

立即对马赫数做临时改变（如由于颠簸），则须将所做改变尽快通知 ATC。 

5.4.2.5.1.1  如果由于航空器的性能，在航路爬升或下降中不能保持最后指配的马赫数，有关航空器的驾驶

员必须在做出爬升或下降要求时通知 ATC。 

5.4.2.5.2  在 ATC 收到驾驶员说明导航设备性能衰减或失效的报告后，必须停止使用根据 RNAV 距离为基

准的最低间隔标准。 

5.4.2.5.3  必须通过在航空器之间保持不小于规定的距离的方法来建立间隔，航空器的位置参照 RNAV 设

备的报告获取。当使用此种间隔时，应保持管制员与驾驶员之间的直接通信联络。在区域管制服务中使用高频

或通用展宽甚高频空地通信频道，并且由空地通信装置来操作的地方，必须做出适当安排，以允许管制员与驾

驶员之间直接通信，或者由管制员监听全部空地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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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5.3.1  为协助驾驶员随时提供 RNAV 距离信息，应尽可能参照两架航空器前方的共同航路点做出这

样的位置报告。 

5.4.2.5.4  当航空器在指定的 RNAV 航路或由 VOR 标定的 ATS 航路飞行时，在装备 RNAV 设备的航空器

之间可以使用根据 RNAV 距离而定的间隔。 

5.4.2.5.5  在同向航迹上可使用采用马赫数技术根据 150 公里（80 海里）RNAV 距离而定的最低间隔标准

取代采用马赫数技术 10 分钟纵向间隔最低标准，条件是： 

a) 每架航空器均报告其至或自同一个“在航迹上”的共同点的距离时； 

b) 为保证不违反此最低间隔标准，通过频繁地从航空器上获取同一时间 RNAV 距离读数的方

法检查同一高度层航空器之间的间隔（见图 5-26）； 

c) 通过从航空器上获取同一时间 RNAV 距离读数的方法建立爬升和下降航空器之间的间隔

（见图 5-27A 和图 5-27B）；和 

d) 如系爬升或下降的航空器，如无垂直间隔时，其中一架航空器保持其高度层。 

5.4.2.5.6  当采用使用马赫数技术的 150 公里（80 海里）纵向最低间隔时，前方航空器必须保持相当于或

大于后方航空器所保持的真马赫数。 

注：为便于在高度层显著变化的地方应用此程序，可以允许下降的航空器飞至在较低高度层飞行的航空器

之上的某一适当高度层，或允许爬升的航空器飞至在较高高度层飞行的航空器之下的某一适当高度层，以便在

不存在垂直间隔时对所要取得的间隔做进一步检查。 

5.4.2.5.7  逆向航迹上的航空器  只有当至或自同一“在航迹上”的共同点获取的同一时间的 RNAV 距离

读数完全证实航空器已彼此交错飞过，并且至少相互间隔 150 公里（80 海里）时，方可允许使用 RNAV 的航

空器爬升或下降至，或穿过另一使用 RNAV 的航空器所占用的高度层（见图 5-28）。 

 

图5-26.  同一高度层上的航空器之间 
基于RNAV的150公里（80海里）间隔（见5.4.2.5.5 b)） 



第 5 章  间隔方法和最低标准 5-29 

10/11/16 

 

图5-27A.  爬升航空器与同向航迹航空器之间 
基于RNAV的150公里（80海里）间隔（见5.4.2.5.5 c）） 

 

 

 

图5-27B.  下降航空器与同向航迹航空器之间 
基于RNAV的150公里（80海里）间隔（见5.4.2.5.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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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8.  反向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 
基于RNAV的150公里（80海里）间隔（见5.4.2.5.7） 

5.4.2.6  在规定所需导航性能的情况下，使用以距离为基准 
的 RNAV 纵向间隔最低标准 

注：指导材料载于附件 11 的附录 B、《基于性能导航（PBN）手册》（Doc 9613 号文件）、《空中交通

服务规划手册》（Doc 9426 号文件）和《确定最低间隔标准的空域计划方法手册》（Doc 9689 号文件）。 

5.4.2.6.1  在指定空域内或指定航路上，可以根据本节 （5.4.2.6）中的规定使用最低间隔，但须服从地区

航行协定。 

5.4.2.6.2  必须通过在航空器之间保持不小于规定距离的方法来建立间隔，航空器的位置以通过参照在一切

可能的情况下两架航空器前方共同的“航迹上”共同点或者使用自动位置报告系统获取的报告为准。 

注：“航迹上”一词是指航空器正在直接飞向或者直接飞离台站或航路点。 

5.4.2.6.2.1  当收到的情报表明导航设备故障或老化导致低于导航性能标准时，则 ATC 必须按照需要采用

备用最低间隔标准。 

5.4.2.6.2.2  采用以距离为基础的最低间隔标准时，必须保持管制员与飞行员之间的直接通信。直接通信必

须采用话音通信，或采用 CPDLC。必须通过有关安全评估制定 CPDLC 必要的通信标准，以满足管制员和飞行

员之间直接通信的要求。 

注：在本章中用作制定最低间隔标准基础的通信标准，载于《确定最低间隔标准的空域规划方法手册》（Doc 9689
号文件）的附录 5 中。CPDLC 指导材料载于《空中交通服务数据链使用手册》（Doc 9694 号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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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6.2.2.1  在采用距离最低间隔标准前和整个过程中，管制员应该在考虑收到两架或两架以上航空器回

答的所需时间及与采用此标准相关的全部工作量和交通量的基础上，确定可用通信链的适宜性。 

5.4.2.6.2.3  当航空器处于或可能降至可用最低间隔时，必须采用包括指配马赫数在内的速度控制技术，以

保证在使用最低标准的全过程中始终保持最低距离。 

5.4.2.6.3  在不使用 ADS-C 的 RNP RNAV 环境中，以距离为基础的纵向最低间隔标准 

5.4.2.6.3.1  在同一航迹上巡航、爬升或下降的航空器，可以使用以下最低间隔标准： 

最低间隔 RNP 类别 通信要求 监视要求 距离核实要求 

93 公里（50 海里） 10 管制员 — 驾驶员 
直接通信 

程序位置 
报告 

至少每 24 分钟 

 

注 1：由于使用以距离为基础的间隔而导致高度层有很大变化时，下降航空器可以获准下降至较低航空器

上方方便的高度层，或爬升航空器爬升至较高航空器下方方便的高度层（例如 1200 公尺（4000 英尺）或以下），

以便允许进一步检查在没有垂直间隔时将保持的间隔。 

注 2：应该注意，上表所示最低间隔标准以专门为特定航迹或航路网进行的安全评估为根据。就此而言，

这种评估所评价的交通特性可能是被评估网络所独有的。 

注 3：上述最低间隔标准根据碰撞危险分析制定。这种分析强制规定了可以采用这个间隔的条件。 

注 4：有关用于确定最低间隔的分析和进行安全评估的详细材料，载于《确定最低间隔标准的空域规划方

法手册》（Doc 9689 号文件）。 

5.4.2.6.3.2  在采用 93 公里（50 海里）间隔的过程中，当航空器未报告其位置时，管制员必须在 3 分钟之

内采取措施建立通信。如果在应当收到报告的 8 分钟时间内仍未建立通信，管制员必须采取措施使用一种备用

形式的间隔。 

5.4.2.6.3.3  在使用自动位置报告时，必须使用相同的时间基准。 

5.4.2.6.3.4  逆向航迹上的航空器  如果经明确证实航空器已经彼此通过，其之间的距离至少相当于适用的

最低间隔，则可以允许航空器爬升或下降至其他航空器占用的高度，或者穿越这些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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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7  使用ADS-B高度层更换程序（ITP）的最小纵向间隔距离 

注1：请注意325号通告《使用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ADS-B）的高度层更换程序（ITP）》。 

注2：高度层更换程序设备的指导材料，见RTCA DO-312/EUROCAE ED-159海洋空域高度层更换程序

（ATSA-ITP）应用的安全性能和可互操作性要求文件及补篇，以及RTCA DO-317A/EUROCAE ED-194 —《航

空器监视应用（ASA）系统运行效绩最低标准（MOPS）》。 

5.4.2.7.1  在批准使用高度层更换程序的航线或空域，航行资料汇编（AIPs）必须公布驾驶员按照本节

（5.4.2.7）规定应遵守的程序。 

5.4.2.7.2  高度层更换程序的请求和许可必须只能通过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通信电文交换并按照附录5的相

关电文内容进行通知。 

5.4.2.7.3  高度层更换程序上升或下降的航空器与参照航空器之间的纵向间隔必须按照 5.4.2.7.3.1、
5.4.2.7.3.2 和 5.4.2.7.3.3 予以适用。高度层更换程序航空器不得同时与两架以上使用高度层更换程序最低间隔的

参照航空器建立间隔（见图 5-29）。 

 

图 5-29.  高度层更换程序飞行高度变化情景（见 5.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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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7.3.1  如果满足下列高度层更换程序标准，驾驶员可请求实施高度层更换程序爬升或下降： 

a) 高度层更换程序航空器与参照航空器之间的高度层更换程序距离必须为： 

1) 不小于28公里（15海里），最高接近地速37公里/小时（20节）；或 

2) 不小于37公里（20海里），最高接近地速56公里/小时（30节）； 

b) 高度层更换程序的机载设备必须显示高度层更换程序航空器与参照航空器目前航迹之间

的夹角小于45度； 

c) 高度层更换程序航空器与任何参照航空器之间的高度差必须为600米（2 000英尺）或以下； 

d) 爬升或下降率不得低于1.5米/秒（300英尺/分钟），或管制员规定的任何更高速率；和 

e) 必须按照指定的马赫数爬升或下降。如果空中交通管制没有分配马赫数，高度层更换程序

航空器必须在高度层更换程序整个机动飞行期间维持目前的巡航马赫数。 

注：这些标准旨在确保高度层更换程序航空器与参照航空器在爬升或下降期间保持19公里（10海里）最小间隔。 

5.4.2.7.3.2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管制员可以批准航空器实施高度层更换程序的爬升或下降： 

a) 驾驶员已经要求实施高度层更换程序的爬升或下降； 

b) 高度层更换程序请求当中的每架参照航空器的航空器识别完全匹配第7项—相应航空器在

飞行计划中填报的航空器识别； 

c) 高度层更换程序航空器与任何参照航空器之间报告的高度层更换程序距离为28公里（15
海里）或以上； 

d) 高度层更换程序航空器与参照航空器位于： 

1) 同向相同航迹并且某一航路点的所有转弯必须限于小于45度；或 

2) 平行航迹或同向航迹，机动期间不允许转弯。 

注：同向相同航迹是5.4.2.1.5 a）规定的相同航迹的一个特例，比如角度差为零度。 

e) 高度层更换程序爬升或下降结束之前，不得向高度层更换程序航空器发出速度或航路变化

许可； 

f) 高度层更换程序航空器与任何参照航空器之间的高度差必须为600米（2 000英尺）或更小； 

g) 高度层更换程序爬升或下降结束之前，不得向任何参照航空器发出修改速度、高度或航路

的指令； 

h) 高度层更换程序航空器与每架参照航空器之间的最大接近速度必须为0.06马赫；和 

i) 高度层更换程序航空器不得是另一个高度层更换程序许可中的参照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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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7.3.3  收到高度层更换程序爬升或下降许可之后和启动程序之前，高度层更换程序航空器的驾驶员必

须确定5.4.2.7.3.1）和b）提到的高度层更换程序许可中确定的参照航空器的标准仍得到满足，并且： 

a) 如果高度层更换程序标准得到满足，驾驶员必须接受许可，并立即开始爬升或下降；或 

b) 如果高度层更换程序标准不再得到满足，驾驶员必须通知管制员并保持以前批准的高度层。 

5.4.2.8  使用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爬升和下降程序（CDP）的 
基于距离的最小纵向间隔 

5.4.2.8.1  当同向航迹的航空器获准穿越另外一架航空器的高度层进行爬升或下降时，签发许可应满足下列

要求： 

a) 通过包含0.25海里或更高位置精确度（性能指数为6或更高）的近似同步需求契约式自动相

关监视报告，由地面自动化系统确定航空器之间的纵向距离： 

注：参照 5.4.2.9.5 进行距离计算。 

b) 根据上述a)确定的航空器之间的纵向距离： 

1) 当前行的航空器与跟随的航空器同速或更快时，不小于 27.8 公里（15 海里）；或 

2) 当跟随的航空器更快但不超过前行的航空器 18.5 公里/小时（10 节）或 0.02 马赫时，

不小于 46.3 公里（25 海里）； 

c) 航空器之间的高度差不大于600米（2 000英尺）； 

d) 所签发的许可具有一项限制，要求确保自第一份需求报告申请之后15分钟内重新建立垂直

间隔；和 

e) 保持管制员—驾驶员的直接话音通信或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通信。 

5.4.2.8.2  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爬升和下降程序（CDP）的适用应由持续监测进程予以辅助。 

注：关于持续监测的辅助信息载于第 342号通告：《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ADS-C）爬升和下降程序（CDP）》。 

5.4.2.9  基于性能的纵向间隔最低标准 

注：关于本节当中实施和适用间隔最低标准的指导材料载于《基于性能的通信和监视（PBCS）手册》

（Doc 9869 号文件）、《全球运行数据链（GOLD）手册》（Doc 10037 号文件）、《卫星话音运行手册（SVOM）》

（Doc 10038 号文件）和《基于性能的纵向间隔最低标准的实施指导》（第 343 号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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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9.1  在指定空域内或指定航路上，可以根据本节的规定使用间隔最低标准。 

5.4.2.9.2  以下情况下的巡航、爬升或下降的航空器可以使用以下间隔最低标准： 

a) 在同向航迹上；或 

b) 交错航迹，前提是航迹间的相对角小于 90 度。 

间隔最低标准 所需导航性能 所需通信性能 所需监视性能 
ADS-C 定期报告

最大时间间隔 

93公里（50海里） 10 240 180 27分钟 

 4 240 180 32分钟 

55.5公里（30海里） 2或4 240 180 12分钟 

5分钟 2或4或10 240 180 14分钟 

 

注：用于确定这些间隔最低标准和监测程序的详细分析资料，载于《基于性能的纵向间隔最低标准的实施

指导》（第 343 号通告）。 

5.4.2.9.3  在反向航迹上逆向飞行的航空器可获准爬升、下降至或穿越另一航空器所占用的高度层，前提是

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报告显示航空器已经按照 5.4.2.9.2 中的适用间隔最低标准彼此通过。 

5.4.2.9.4  必须将五分钟的间隔计算到一秒的精度，不凑整数。 

5.4.2.9.5  必须适用间隔，这样航空器位置之间经计算的距离或时间就绝不会小于规定的最低标准。须根据

下列方法之一获得这种距离或时间： 

a) 航空器在同向相同航迹上，可根据计算的航空器位置测出航空器之间的距离或时间，或者

根据测量距航迹上共同点的距离或时间计算得出（见图5-30和5-31）。 

注：同向相同航迹是 5.4.2.1.5 a）对同向航迹的特殊情况作的定义，其角差为零度，或 5.4.2.1.5 b）对反向

航迹作的定义，其角差为 180 度。 

b) 航空器在不同于上述a)的同向或反向非平行航迹上，或在交错航迹上，应根据测量距航迹交

叉共同点或预计的航迹距离或时间计算得出距离或时间（见图5-32至5-34）；和 

c) 航空器在平行航迹上其保护空域相互重迭，须使用上述a)计算得出的一架航空器在其航迹上

的位置与另一架航空器计算得出的位置成直角的点测量得出距离或时间（见图5-35）。 

注：在图 5-30 至图 5-35 列举的所有情况下，“d”和“t”是根据距一共同点稍远的航空器的距离或时间减

去距一共同点稍近的航空器的距离或时间计算得出，但图 5-34 例外，即两个距离或时间相加而航空器的顺序在

计算中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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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9.6  为能采用 5.4.2.9.2 的最低间隔标准而提供的通信联络系统，必须使管制员能与使用正常通信手段

的航空器进行联络，以便在 4 分钟以内干预和解决可能的冲突。必须有备用手段，以使管制员在正常通信手段

失效时，在总共 10.5 分钟内干预和解决冲突。 

5.4.2.9.7  如果一份 ADS-C 定期或航路点变动情况报告在其应发出之时以后 3 分钟内未被收悉，该报告被

视为过期，管制员必须采取行动尽快获得报告，一般是通过 ADS-C 或 CPDLC。如果一份报告在首次报告应该

发出之时的 6 分钟内仍未收悉，并有可能丧失与其他航空器的间隔时，管制员必须采取行动尽快解决任何潜在

的冲突。所提供的通信手段必须能在另外 7.5 分钟内解决冲突。 

5.4.2.9.8  当收到的情报表明地面或航空器设备故障或老化导致低于通信、导航和监视性能要求时，则空中

交通管制必须按照需要采用备用间隔最低标准。 

 

 

图 5-30.  计算在同向相同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的 
纵向距离、时间（见 5.4.2.9.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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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1.  计算在反向相同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的 
纵向距离、时间（见 5.4.2.9.5 a)） 

 

 

 

图 5-32.  计算在同向但不相同航迹及交错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的 
纵向距离、时间（见 5.4.2.9.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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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3.  计算在同向但不相同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的 
纵向距离、时间（见 5.4.2.9.5 b)） 

 

 

 

图 5-34.  沿距共同点反向计算航空器之间的 
纵向距离、时间（见 5.4.2.9.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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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5.  计算平行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的 
纵向距离、时间（见 5.4.2.9.5 c)） 

5.5  飞行中等待航空器的间隔 

5.5.1  除非有关 ATS 当局规定在等待区域之间存在横向间隔，否则在相邻等待航线等待的航空器须由所适

用的最低垂直间隔进行间隔。 

5.5.2  如不存在横向间隔，当有关的航空器距等待区的飞行时间在 5 分钟之内或在有关当局规定的距离之

内时，必须为飞行中等待的航空器与进场、离场或航路上的航空器之间配备垂直间隔（见图 5-36）。 

5.6  离场航空器之间的最低间隔 

注：下列规定是对上述 5.4.2 所规定的最低纵向间隔标准的补充。 

5.6.1  航空器刚一起飞后即沿大于 45 度航迹差的航迹飞行要求配备一分钟的横向间隔 （见图 5-37）。如

果当包含程序的指令已经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批准，并且刚一起飞即采用横向间隔时，航空器在使用平行跑

道或采用第六章 6.3.3.1 的程序已被通过用于分叉但不交叉的跑道的运行，上述最低间隔标准可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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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6.  等待航空器和在航路上航空器的间隔（见 5.5.2） 

注 1：航空器的尾流类型载于第 4 章 4.9.1 节，纵向间隔最低标准载于 5.8 节和第 8 章第 8.7 节。 

注 2：涡流的具体特征及其对航空器的影响载于《空中交通服务规划手册》（Doc 9426 号文件））第二部

分第 5 节。 

5.6.2  当两架航空器均将按相同航迹飞行，前方航空器较后方航空器快 74 公里/小时（40 海里）或更多时，

要求在起飞之间配备两分钟间隔（见图 5-38）。 

注：关于速度控制说明，见第 4 章第 4.6 节。根据 TAS 计算爬升过程中的航空器速度差，在确定任何能够

应用 5.6.2 中的程序的情况时，都可能不够准确。此时更适于用 IAS 计算。 

5.6.3  当两架航空器预定均将按相同航迹飞行，离场航空器将穿越前方离场航空器所飞高度层而不存在垂

直间隔时要求配备五分钟的间隔 （见图 5-39）。必须采取措施保证在没有垂直间隔的情况下，保持 5 分钟或

更大的间隔。 

5.7  离场航空器距进场航空器的间隔 

5.7.1  除非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另有规定外，当根据某一进场航空器位置而发放起飞放行许可时，必须

采用下述间隔： 

5.7.1.1  当一进场航空器正在做一个完整的仪表进近时，一离场航空器： 

a) 在进场航空器已开始其程序转弯或基线转弯转入最后进近之前，可以向任何方向起飞； 

b) 预计在进场航空器飞越仪表跑道首端之前至少 3 分钟内进行起飞时，可在进场航空器已开始

程序转弯或基线转弯转入最后进近后，以其进近相反方向成 45 度角的不同方向起飞（见图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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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7.  以不低于 45 度夹角的航迹离场的 
航空器之间 1 分钟间隔（见 5.6.1） 

 

 

图5-38.  沿同向航迹飞行的航空器之间 
2分钟间隔（见5.6.2） 

 

 

图5-39.  沿同向航迹离场的航空器之间5分钟间隔（见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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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0.  离场航空器距进场航空器的间隔（见 5.7.1.1 b）和 5.7.1.2 b）） 

5.7.1.2  如一进场航空器正在做直线进近，一离场航空器： 

a) 在进场航空器预计飞越仪表跑道 5 分钟之前，可以向任何方向起飞； 

b) 在下述情况时，从以与进近航空器相反方向至少成 45 度角的不同方向起飞： 

1) 进场航空器预计飞越仪表跑道首端前的 3 分钟内（见图 5-40），或 

2) 在进场航空器飞越进近航迹上的指定定位点之前；该定位点的位置由有关 ATS 当局经与

运营人协商后确定。 

5.7.1.3  如果一架进场航空器正在执行 RNAV 或 RNP 仪表飞行程序，则离场航空器可以在进场航空器进

场保护区之外的离场航迹上起飞（参见图 5-41），条件是： 

a) 进场航空器报告飞越了仪表飞行程序上某一强制报告航路点之前适用垂直间隔，此一航路点

的位置需由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予以确定； 

b) 起飞是在进场航空器飞越仪表飞行程序的一个指定航路点之前，此一航路点的位置需由有关

空中交通服务当局予以确定；和 

c) 离场航空器始终在进场保护区之外，直至建立另一种形式的间隔。 



第 5 章  间隔方法和最低标准 5-43 

10/11/16 

注：进场保护区的定义为自跑道延长中心线 45 度角线至既定强制报告航路点 45 度角线之间的阴影区域（见

图 5-41）。 

 

图 5-41  进场保护区示例 

5.8  以时间为基准的尾流紊流最低纵向间隔 

注：以距离为基准的尾流紊流最低间隔载于第 8 章 8.7.3.4。 

5.8.1  适用性 

5.8.1.1  有关的 ATC 单位将不需要为： 

a) 在同一跑道做 VFR 进场着陆的重型或中型的前方着陆航空器；和 

b) 正在做目视进近的 IFR 进场飞行，当航空器已报告看到前方航空器并被要求遵守和保持与该

架航空器的自我间隔。 

采用尾流紊流间隔。 

5.8.1.2  ATC 单位将为 5.8.1.1 a)和 b)列明的飞行以及其他认为必要时发布可能的尾流紊流警告。有关航空

器的飞行机组须负责保证与前方重型尾流紊流类型航空器的间距是可以接受的。如果飞行机组认为需要额外的

间距，须通知 ATC 单位，表明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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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进场航空器 

5.8.2.1  除上述 5.8.1.1 a) 和 b) 的规定之外，须适用下列最低间隔： 

5.8.2.1.1  下列最低标准须适用于在一重型或中型航空器之后着陆的航空器： 

a) 中型航空器于重型航空器之后—2 分钟； 

b) 轻型航空器于重型或中型航空器之后－3 分钟。 

5.8.3  离场航空器 

5.8.3.1  在重型航空器之后起飞的轻型或中型航空器之间，或在中型航空器之后起飞的轻型航空器之间适

用于 2 分钟最低间隔，当这些航空器均在使用： 

a) 同一跑道； 

b) 间隔小于 760 米（2500 英尺）的平行跑道； 

c) 交叉跑道，当第二架航空器的预计飞行航迹与第一架航空器的预计飞行航迹在相同高度或在

其下 300 米（1 000 英尺）穿越； 

d) 间隔大于 760 米的平行跑道，当第二架航空器的预计飞行航径将与第一架航空器的预计飞行

航径在相同高度或在其下 300 米（1 000 英尺）穿越。 

注：见图 5-42 和图 5-43。 

 

图 5-42.  跟随航空器 2 分钟的间隔（见 5.8.3.1 a）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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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3.  交叉航空器 2 分钟的尾流紊流间隔（见 5.8.3.1 c）和 d)） 

5.8.3.2  在重型航空器之后起飞的轻型或中型航空器之间，或在中型航空器之后起飞的轻型航空器之间适

用于 3 分钟最低间隔标准，且起飞于： 

a) 同一跑道的中部；或 

b) 间隔小于 760 米（2500 英尺）的平行跑道的中部。 

注：见 5-44。 

5.8.4  移位的着陆入口 

使用移位的着陆入口跑道时，轻型或中型航空器和重型航空器之间以及轻型航空器和中型航空器之间适用

2 分钟最低间隔标准，当： 

a) 一轻型或中型航空器在一重型航空器到达之后离场，以及一轻型航空器在一中型航空器到达之后

离场；或 

b) 在飞行航迹预计交叉，一轻型或中型航空器在一重型航空器起飞之后进场，以及一轻型航空器在

一中型航空器起飞之后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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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  逆向 

在轻型或中型航空器与重型航空器之间以及一轻型航空器与一中型航空器之间适用 2 分钟最低间隔标准，

当较重的航空器正在做低空飞行或进行复飞，且较轻的航空器： 

a) 使用逆向跑道起飞；或 

注：见图 5-45。 

b) 同一跑道做逆向着陆或在间隔小于 760 米（2500 英尺）的平行逆向跑道着陆。 

注：见图 5-46。 

 

图 5-44.  跟随航空器 3 分钟尾流紊流间隔（见 5.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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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5.  相反方向起飞 2 分钟尾流紊流间隔（见 5.8.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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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6.  相反方向着陆 2 分钟尾流紊流间隔（见 5.8.5 b)） 

5.9  在目视气象条件下，自行保持间隔飞行的放行许可 

注 1：如本节所指出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所提供的垂直或水平间隔，不适用于允许自行保持间隔飞行及

保持目视气象条件下飞行的任何指定航段。按此许可放行的飞行是为了在放行许可期间保证该飞行不致太接近

其他飞行，以致发生碰撞危险。 

注 2：目视飞行规则飞行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目视气象条件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给目视飞行规则飞

行发放按自行保持间隔飞行及在目视气象条件下飞行的许可，除表明在许可期间无需由空中交通管制提供与其

他航空器的间隔外再无其他目的。 

注 3：附件 11 中所规定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目的，不包括防止撞地。本文件所规定的程序并不解除驾驶员

要确保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在此方面发出的任何放行许可是安全的这一责任。当仪表飞行规则（IFR）的飞行接

受引导，或者获得了直飞航路而使航空器脱离 ATS 航路时，第 8 章 8.6.5.2 的程序则适用。 

当航空器有此要求，并且只有当得到其他航空器驾驶员的同意及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当局认可时，ATC 单位

方可允许在 D 和 E 类空域管制飞行，包括离场和进场飞行，在昼间目视气象条件下按自行保持与另一架航空器

的间隔并保持在目视气象条件下进行。管制飞行放行时，必须按下述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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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放行许可必须针对某一指定的处于或低于 3050 米（10000 英尺）爬升或下降的航段而言，并根据

地区航行协议做出的规定受到进一步的限制； 

b) 如果存在不能在目视气象条件下飞行的可能性，在放行许可期间不能维持目视气象条件（VMC）
下的飞行，需向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提供另一需遵照执行的替代指令； 

c) 当观察到气象条件开始变坏，并认为将不能在目视气象条件下飞行时，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驾

驶员，必须在进入仪表气象条件（IMC）飞行前报告空中交通管制，并按照所给的另一替代指令

继续飞行。 

注：见 5.10.1.2。 

5.10  必要的交通情报 

5.10.1  总则 

5.10.1.1  必要的交通指适用于由 ATC 提供间隔的管制飞行，但就一具体的管制飞行而言，未将其或准备

将其用适当的最低间隔与其他受管制的飞行间隔开。 

注：除第 5.2 节所述及某些例外情况外，要求 ATC 对 A 至 E 类空域中仪表飞行规则飞行和 B 与 C 类空域

中 IFR 飞行与 VFR 飞行的飞行配备间隔。除 B 类空域外，ATC 不必为 VFR 飞行配备间隔。因此，IFR 和 VFR
飞行可以构成 IFR 交通中重要的交通，IFR 飞行可以构成 VFR 交通中重要的交通。然而，除 B 类空域外，VFR
飞行不会构成其他 VFR 飞行中必不可少的交通。 

5.10.1.2  当管制飞行相互间构成必要交通时，必须向其提供必要的交通情报。 

注：此情报必然与在目视气象条件下按自行保持间隔飞行的已放行的管制飞行以及无论在何时违反了计划

实施的最低间隔相关。 

5.10.2  需提供的情报 

必要的交通情报必须包括： 

a) 航空器的飞行方向； 

b) 航空器的类型和尾流紊流类别（如适用）； 

c) 有关航空器的巡航高度层和； 

1) 到达被穿越高度层最近的报告点上空的预计时间；或 

2) 以 12 小时时钟方式表示有关航空器的相对方位以及距冲突交通的距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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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航空器实际或预计的位置。 

注 1：根据附件 11 第 2 章中规定的空中交通服务宗旨，第 5.10 节中的任何规定都不用于阻止 ATC，为增

进空中交通安全，在其管制范围内向航空器提供由其支配使用的其他情报。 

注 2：只有当有关航空器的尾流紊流强度超过作为交通情报接收对象的航空器时尾流紊流类别始得成为必

需的交通情报。 

5.11  最低间隔标准的降低 

注：见第 2 章，ATS 的安全管理 

5.11.1  如果适当的安全评估表明能保持一个可以接受的安全水平并与用户进行了事先磋商之后，第 5.4.1
和 5.4.2 两节中详述的最低间隔标准可以在下列情况下降低。 

5.11.1.1  在以下适当条件下，经有关 ATS 当局决定： 

a) 当特殊的电子或其他助航设备可使航空器机长准确确定航空器的位置，并且有可靠的通信设

备，能将位置无延误地发送给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时；或 

b) 当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可结合迅速可靠的通信设备，被提供有从 ATS 监视系统获取的航

空器位置情报时；或 

c) 当特殊的电子或其他导航设备可使空中交通管制员迅速、准确地预估航空器的飞行航迹，并

且有可靠的设施能经常把航空器的实际位置同预估位置加以核实时；或 

d) 当装备有 RNAV 设备的航空器在可以提供必要的最新情报，以保证其导航精度的电子导航

设备的覆盖范围内飞行时。 

5.11.1.2  按照地区航行协议，当： 

a) 特殊的电子、区域导航或其他导航设备使航空器能够严格地遵守其现行飞行计划；和 

b) 空中交通情况处于有关驾驶员和有关 ATC 单位之间的通信不必达到 5.11.1.1 a) 中所规定的

状况。 

注：请注意载于《空中交通服务规划手册》（Doc 9426 号文件）中有关降低最低间隔标准的条件的指导材

料和《确定最低间隔的空域规划方法手册》（Doc 9689 号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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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机场附近的间隔 

6.1  机场附近最低间隔标准的降低 

除了第 5 章 5.11.1 所述的情况之外，当： 

a) 每架航空器始终保持在机场管制员视野之内，该管制员可以配备适当的间隔时；或 

b) 每架航空器始终保持在其他有关航空器飞行机组的视野之内，并且其驾驶员报告能够自行保持间

隔时，或 

c) 一航空器跟随另一航空器飞行，后方航空器的飞行机组报告可以看见前方航空器，并且能够保持

间隔时， 

在机场附近可以降低第 5 章 5.4.1 和 5.4.2 所述的最低间隔标准。 

6.2  重要的本地交通 

6.2.1  管制员必须立即将所知的必要的当地交通情报毫不耽搁地发给离场和进场航空器。 

注 1：本文所述的必要的当地交通包括：在将使用的跑道上或其附近的所有航空器、运载车辆或人员，或

在起飞及起始爬升区或最后进近区的交通，它们可能对离场或进场航空器构成碰撞危险。 

注 2：亦见第 5 章 5.10 节，第 7 章 7.4.1.3 和第 8 章 8.8.2。 

6.2.1.1  应对必要的当地交通加以说明以易于识别。 

6.3  离场航空器的程序 

6.3.1  总则 

6.3.1.1  对离场航空器的放行许可必须在需要对航空器实行间隔时规定航空器的起飞方向和起飞后的转弯；

进入放行进场航迹前的应飞航向或航迹；继续爬升至指定高度前应保持的高度；必须改变高度的时间、点和/
或爬升率；以及符合航空器安全运行的其他任何必要的机动飞行。 

6.3.1.2  在制定了标准的仪表离场（SIDs）的机场，离场航空器通常应被放行沿合适的 SID 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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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离场航空器的标准放行许可 

6.3.2.1  总则 

有关 ATS 当局应尽可能制定有关的 ATC 单位之间管制移交的标准程序和离场航空器标准的放行许可。 

注：有关适用于管制协调和移交标准程序的规定，见第 10 章 10.1.1 节。 

6.3.2.2  协调 

6.3.2.2.1  当有关的单位对航空器的标准离场放行许可达成协议，机场管制塔台通常将发布适当的标准离场

放行许可，事先无须与进近管制单位或 ACC 协调或经其批准。 

6.3.2.2.2  只有当标准放行许可或标准的管制移交程序因运营原因或为了理想的运营原因需要发生变动时，

才应该对放行许可进行事先协调。 

6.3.2.2.3  制定规定，保证进近管制单位随时了解航空器的离场顺序以及使用的跑道。 

6.3.2.2.4  应制定向机场管制塔台，适用时，进近管制单位和/或 ACC 显示指配的 SIDs 代号的规定。 

6.3.2.3  内容 

标准的离场放行许可须包括以下事项： 

a) 航空器识别标志； 

b) 放行许可界限，通常为目的地机场； 

c) 如适用，指配的 SID 代号； 

d) 许可高度层； 

e) 分配的 SSR 编码； 

f) SID 说明当中未包含的任何其他的指令和情报，如有关改变频率的指令。 

注 1：参见关于标准仪表离场航空器放行许可的 6.3.2.4.1。 

注 2：使用不具备许可高度层的标准仪表离场代号，并不授权航空器在标准仪表离场的垂直剖面进行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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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  对 SID 的放行许可 

6.3.2.4.1  对按照公布的和剩余高度层和、或速度限制的标准仪表离场航空器的放行许可，必须标明是否将

遵守或取消此类限制。必须用下列用语说明以下含义： 

a) 经标准仪表离场爬升至（高度层）： 

i) 爬升至许可的高度层并遵守公布的高度层限制； 
ii) 按照标准仪表离场的横向剖面飞行；和 
iii) 根据适用情况，遵守公布的速度限制或空中交通管制发布的速度控制说明。 

b) 经标准仪表离场爬升至（高度层），取消高度层限制： 

i) 爬升至许可的高度层，公布的高度层限制被取消； 
ii) 按照标准仪表离场的横向剖面飞行；和 
iii) 根据适用情况，遵守公布的速度限制或空中交通管制发布的速度控制说明。 

c) 经标准仪表离场爬升至（高度层），取消（点）的高度层限制： 

i) 爬升至许可的高度层，规定点的公布高度层限制被取消； 
ii) 按照标准仪表离场的横向剖面飞行；和 
iii) 根据适用情况，遵守公布的速度限制或空中交通管制发布的速度控制说明。 

d) 经标准仪表离场爬升至（高度层），取消速度限制： 

i) 爬升至许可的高度层并遵守公布的高度层限制；   
ii) 按照标准仪表离场的横向剖面飞行；和 
iii) 公布的速度限制及空中交通管制发布的速度控制说明被取消。 

e) 经标准仪表离场爬升至（高度层），取消（点）的速度限制： 

i) 爬升至许可的高度层并遵守公布的高度层限制； 
ii) 按照标准仪表离场的横向剖面飞行；和 
iii) 规定(点)的公布速度限制被取消。 

f) 不受限制地爬升至（高度层）或爬升至（高度层），取消高度层和速度限制： 

i) 爬升至许可的高度层，公布的高度层限制被取消； 
ii) 按照标准仪表离场的横向剖面飞行；和 
iii) 公布的速度限制及空中交通管制发布的速度控制说明被取消。 

6.3.2.4.2  如果没有关于标准仪表离场的公布或剩余高度层或速度限制，应当使用爬升至（高度层）这一短语。 

6.3.2.4.3  在发布随后的高度层或速度限制说明时，如果航空器没有被放行至更高的高度层，应当省略经标

准仪表离场爬升至（高度层）这一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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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4  离场航空器被许可直飞标准仪表离场的公布航路点时，与被绕行航路点相关的速度及高度层限制

便被取消。所有其余的公布速度和高度层限制必须保持适用。 

6.3.2.4.5  当离场航空器被引导或被放行飞往不在标准仪表离场上的某一点时，将取消标准仪表离场的所有

公布速度及高度层限制，并且管制员应当： 

a) 复述许可的高度层； 

b) 根据必要情况提供速度及高度层限制；和 

c) 通知驾驶员是否预计将指示航空器随后重新加入标准仪表离场。 

注：另见关于规定超障的 8.6.5.2。 

6.3.2.4.6  空中交通管制对航空器重新加入标准仪表离场的说明必须包括： 

a) 拟重新加入的标准仪表离场代号，除非根据 6.3.2.4.5 提供了重新加入的预先通知； 

b) 根据 6.3.2.4.1 提供的许可高度层；和 

c) 预计重新加入标准仪表离场的位置。 

注：参见关于重新加入指令用语的 12.3.3.1。 

6.3.2.5  通信联络失效 

6.3.2.5.1  离场航空器放行许可可以规定一个不同于申报的飞行计划中飞行航路阶段所列的许可高度，对许

可高度不设时间或地理界限。这个放行许可通常通过使用 ATS 监视系统被用来协助 ATC 实施策略管制方法。 

6.3.2.5.2  对于不包含许可高度时间或地理界限的离场航空器放行许可，正处于空地通信联络失效的航空器

在航空器由雷达引导离开现行飞行计划规定的航路须采取的行动，应按照地区航行协议加以规定并纳入 SID 的

说明当中或在 AIPs 中公布。 

6.3.3  离场顺序 

6.3.3.1  可以建议航空器不向逆风方向起飞来加快航空器的离场速度。决定采用不逆风起飞或等待向有利

方向起飞是航空器机长的责任。 

6.3.3.2  假如离场延误，被延误的航空器通常必须按照它们的预计起飞时间的次序放行，除非对预计离场

时间顺序予以改变以： 

a) 有利于以最少的延误时间让尽可能多的航空器离场； 

b) 尽可能地满足运营人对其航班的有关请求。 

6.3.3.3  当延误预计超过 30 分钟时，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尽可能通知航空器运营人或其指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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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提供给离场航空器的情报 

注：见第 11 章 11.4.3，关于飞行情报电报。 

6.4.1  气象条件 

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与离场航空器建立通信联络后，必须将其所得到的关于起飞或起始爬升区内气象

条件的重要变化的情报立即发给该航空器，除非已知航空器已收到此情报。 

注：文中所述的重要变化包括：地面风向或风速，能见度，跑道视程，或气温 (对于涡轮发动机航空器) ，
以及出现的雷暴或积雨云，中度或强度湍流，风切变，冰雹，中度或严重结冰，严重飑线，冻雨，严重地形波，

沙暴、尘暴、吹雪、陆龙卷或水龙卷。 

6.4.2  目视或非目视助航设备的运行状况 

除已知该航空器已收到此情报，有关起飞与爬升所必需的目视或非目视助航设备的使用情况的变化情报，

必须立即发给离场航空器。 

6.5  进场航空器的程序 

6.5.1  总则 

6.5.1.1  当进场航空器明显会遇到延误时，应当尽可能地通知运营人或指定的代表，并且随时通报他们有

关预期延误的任何变化。 

6.5.1.2  当进场航空器离开或经过重要点或者助航设备，或开始做程序转弯或基线转弯时，可要求其做出

报告，或向管制员提供为加速航空器离场和进场而要求的其他情报。 

6.5.1.3  不得给予 IFR 飞行按低于有关国家规定的适用最低高度初次进近的放行许可，亦不得准许其下降

到该高度以下，除非： 

a) 驾驶员已报告飞越了导航设备或作为一航路点标定的一有关地点；或 

b) 驾驶员报告他已看到并能保持看到机场；或 

c) 航空器正在实施目视进近；或 

d) 管制员已利用 ATS 监视系统确定了航空器的位置，和在提供 ATS 监视服务时已规定了可供

使用的较低的最低高度。 

6.5.1.4  在制定有标准仪表进场（STARs）的机场，进场航空器通常会被放行沿一个适当的 STAR 航路飞

行。须尽早地通知航空器预计的进近类型和拟使用的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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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见 6.5.2 节，标准进场放行许可 

6.5.1.5  经与进近管制单位协调后，ACC 可准许第一架到达航空器进近而不是让其飞至等待定位点。 

6.5.2  进场航空器的标准放行许可 

6.5.2.1  总则 

ATS 主管当局应尽可能制定有关 ATC 单位之间管制移交的标准程序和进场航空器的标准放行许可。 

注：有关适用于管制协调和移交标准程序的规定，见第 10 章 10.1.1 节。 

6.5.2.2  协调 

6.5.2.2.1  如使用了标准的进场航空器放行许可和预计终点站不会发生延误的情况下，ACC 通常会发布按

照适当的 STAR 飞行的放行许可，事先无须与进近管制单位或机场塔台协调或经其批准。 

6.5.2.2.2  只有在标准进场放行许可或标准的管制移交程序因运营目的或为了理想的运营原因有此需要时，

才应该对放行许可进行事先的协调。 

6.5.2.2.3  应制定规定，保证进近管制单位随时了解按相同的 STAR 飞行的航空器的顺序。 

6.5.2.2.4  应制定向机场管制塔台，适用时，进近管制单位和/或 ACC 显示指配的 STARs 代号的规定。 

6.5.2.3  内容 

标准的进场航空器放行许可须包括以下内容： 

a) 航空器识别标志； 

b) 指配的 STAR 代号（如适用）； 

c) 正在使用的跑道，除非 STAR 其他部分另有规定； 

d) 许可高度层；和 

e) STAR 说明当中未包含的任何其他的指令和情报，如有关改变频率的指令。 

注 1：参见关于标准仪表进场放行许可的 6.5.2.4.1。 

注 2：使用不具备许可高度层的标准仪表进场代号，并不授权航空器在标准仪表进场垂直剖面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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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4  对标准仪表进场的放行许可 

6.5.2.4.1  对按照公布的和剩余高度层和、或速度限制的标准仪表进场航空器的放行许可，必须标明是否将

遵守或取消此类限制。必须用下列用语说明以下含义： 

a) 经标准仪表进场下降至（高度层）： 

i) 下降至许可的高度层并遵守公布的高度层限制； 
ii) 按照标准仪表进场的横向剖面飞行；和 
iii) 根据适用情况，遵守公布的速度限制或空中交通管制发布的速度控制说明。 

b) 经标准仪表进场下降至（高度层），取消高度层限制： 

i) 下降至许可的高度层，公布的高度层限制被取消； 
ii) 按照标准仪表进场的横向剖面飞行；和 
iii) 根据适用情况，遵守公布的速度限制或空中交通管制发布的速度控制说明。 

c) 经标准仪表进场下降至（高度层），取消（点）的高度层限制： 

i) 下降至许可的高度层，规定点的公布高度层限制被取消； 
ii) 按照标准仪表进场的横向剖面飞行；和 
iii) 根据适用情况，遵守公布的速度限制或空中交通管制发布的速度控制说明。 

d) 经标准仪表进场下降至（高度层），取消速度限制：  

i) 下降至许可的高度层并遵守公布的高度层限制；  
ii) 按照标准仪表进场的横向剖面飞行；和 
iii) 公布的速度限制及空中交通管制发布的速度控制说明被取消。  

e) 经标准仪表进场下降至（高度层），取消（点）的速度限制：  

i) 下降至许可的高度层并遵守公布的高度层限制；  
ii) 按照标准仪表进场的横向剖面飞行；和 
iii) 规定（点）的公布速度限制被取消。  

f) 不受限制地下降至（高度层）或下降至（高度层），取消高度层和速度限制： 

i) 下降至许可的高度层，公布的高度层限制被取消；  
ii) 按照标准仪表进场的横向剖面飞行；和 
iii) 公布的速度限制及空中交通管制发布的速度控制说明被取消。 

6.5.2.4.2  如果没有关于标准仪表进场的公布或剩余高度层限制或速度限制，应当使用下降至（高度层)这

一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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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4.3  在发布随后的高度层或速度限制说明时，如果航空器没有被放行至更低的高度层，应当省略经标

准仪表进场下降至（高度层）这一短语。 

6.5.2.4.4  进场航空器被许可直飞标准仪表进场的公布航路点时，与被绕行航路点相关的速度及高度层限制

便被取消。所有其余的公布速度和高度层限制必须保持适用。 

6.5.2.4.5  当进场航空器被引导或被放行飞往不在标准仪表进场上的某一点时，将取消标准仪表进场的所有

公布速度及高度层限制，并且管制员应当： 

a) 复述许可的高度层； 

b) 根据必要情况提供速度及高度层限制；和 

c) 通知驾驶员是否预计将指示航空器随后重新加入标准仪表进场。 

注：参见关于规定超障的 8.6.5.2。 

6.5.2.4.6  空中交通管制对航空器重新加入标准仪表进场的说明必须包括： 

a) 拟重新加入的标准仪表进场代号，除非根据 6.5.2.4.5 提供了重新加入的预先通知； 

b) 根据 6.5.2.4.1 重新加入标准仪表进场的许可高度层；和 

c) 预计重新加入标准仪表进场的位置。 

注：参见关于重新加入指令用语的 12.3.3.2。 

6.5.3  目视进近 

6.5.3.1  如符合下述 6.5.3.3 的条件，飞行机组可以请求或管制员可以行使 IFR 飞行做目视进近的放行许可。

在后一种情况下，须得到机组的同意。 

6.5.3.2  当有理由相信有关的机组不熟悉机场和其周围的地形时，管制员开始实施目视进近时须十分审慎。

管制员在开始实施目视进近时还应该考虑到现时的交通和气象条件。 

6.5.3.3  如果驾驶员能够保持目视参照地形并符合下列条件时，可以批准仪表飞行规则飞行做目视进近： 

a) 报告的云底高处于或高于所放行航空器的起始进近航段开始的高度；或 

b) 驾驶员在起始进近航段开始的高度或在仪表进近程序过程中的任何时间报告说气象条件能够

合理保证完成目视进近和着陆。 

6.5.3.4  必须在批准进行目视进近的航空器同其他进场和离场的航空器之间配备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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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5  对于连续进行的目视进近，管制员必须保持间隔，直至后方航空器的驾驶员报告已看到前方航空

器时为止。此时须指令后方航空器跟随并自行保持与前方航空器的间隔。如果两架航空器都属于重型尾流紊流

类型，或者前方航空器与后方航空器相比属于重型尾流紊流类型，且航空器之间的距离低于适当的最低尾流紊

流标准，管制员须发布可能出现尾流紊流的警告。后方航空器的机长须负责保证与前方航空器有足够的间距。

如果认为需要额外的间距，飞行机组须通知管制员，表明其要求。 

6.5.3.6  通信移交给机场管制员应在能够向该航空器及时发布，适用时，必要的本地交通情报和着陆放行

许可或其他指令的点或时间进行。 

6.5.4  仪表进近 

6.5.4.1  进近管制单位须对仪表进近程序做出规定以供进场航空器使用。飞行机组可以要求一个备用的程

序，如情况许可，可以按此放行。 

6.5.4.2  如某一驾驶员报告或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明显看出驾驶员不熟悉仪表进近程序时，必须指明起始进

近高度、开始做基准转弯或程序转弯的点 (从有关报告点起以分钟计) 、必须做程序转弯和说明最后进近航迹

的高度。如允许航空器做直线进近，仅指明上述最后一项要求。当认为必要时，还须指明所使用的导航设备的

频率以及复飞程序。 

6.5.4.3  如在完成整个进近程序以前已确定地形的目视基准，除航空器提出申请并被批准做目视进近外，

必须执行全部的进近程序。 

6.5.5  等待 

6.5.5.1  在延误延长时，应尽早地通知航空器预期的延误并在可行时，指示或给予航空器在航路上降低速

度以消耗延误的其他办法。 

6.5.5.2  如预计出现延误，ACC 通常必须负责将航空器放行至等待定位点，并且对放行许可中包括的等待

指令和预计的进近时间，适用时，前行放行许可时间负责。（见第 6.5.8 节。） 

6.5.5.3  经与进近管制单位协调后，ACC 在接到进近管制单位的进一步通知之前，可以将一进场航空器放

行至一目视等待地点等待。 

6.5.5.4  经与机场管制塔台协调后，进近管制单位在接到机场管制塔台的进一步通知之前，可将一进场航

空器放行至一目视等待地点等待。 

6.5.5.5  等待和进场等待航线必须按照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确定的并在《航行资料汇编》中公布的程序

完成。如果进场和等待程序尚未公布或飞行机组不知道该程序，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必须说明位置的代号或

使用的助航设备、进场航迹、径向或方位角、进场等待航线转弯的方向以及离场航段的时间或等待之间的距离。 

6.5.5.6  航空器通常应在指定的等待定位点等待。必须配备与其他航空器之间所需的最低垂直、横向和纵

向间隔。须在 ATS 单位指示中对同时使用相邻的进场等待航线的标准和程序做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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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见第 5 章第 5.5 节，关于飞行中等待航空器的间隔。 

6.5.5.7  必须以有利于准许各航空器按其适当的优先次序做进近的方式尽可能地指配一等待定位点或目视

等待地点的高度层。通常，到达等待定位点或目视等待地点上空的第一架航空器应在最低等待高度层，随后的

航空器则依次在较高的高度层。 

6.5.5.8  如预计等待时间会延长，在可行时应允许涡轮喷气式航空器在较高的高度等待以便节省燃油，同

时保留它们在进近顺序中的位置。 

6.5.5.9  如果一架航空器不能遵守公布的或放行的等待程序，须发布其他的指令。 

6.5.5.10  为了保持交通安全和有序地流动，在保证超障余度要求的前提下，可以要求一架航空器在其目前

的起落航线上或任何其他位置盘旋飞行。 

6.5.6  进近顺序 

6.5.6.1  总则 

在进近中，必须使用下列程序。 

6.5.6.1.1  必须确定有利于最大数量的航空器到达而平均延误时间最短的进近次序。下列情况须给予优先权： 

a) 由于影响航空器安全飞行的因素（如发动机失效、缺乏燃油等），预计将要迫降的航空器； 

b) 救护航空器或载有急待医治的病人或重伤员的航空器。 

c) 正在执行搜寻与援救任务的航空器；和 

d) 主管当局可能确定的其他航空器。 

注：已处于紧急状态的航空器按照第 15 章第 15.1 节的规定处理。 

6.5.6.1.2  对属于下述情况的后方航空器，应当给予进近放行许可： 

a) 当前方航空器已报告它可以在不遇到仪表气象条件下完成其进近时；或 

b) 当前方航空器已与机场塔台建立通信联络，且塔台已看到它并有合理的保证可以完成正常

着陆时，或 

c) 在使用定时进近时，前方航空器已飞越过规定的进境点，并有合理的保证可以完成正常着陆。 

注：见 6.5.6.2.1，定时进近程序。 

d) 使用 ATS 监视系统确认相继飞行的航空器之间已建立了所要求的纵向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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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1.3  在建立进近顺序时，由于尾流紊流须需要考虑增加进场航空器之间的纵向间距。 

6.5.6.1.4  如在进近顺序中，航空器驾驶员表示要等待天气好转或因其他原因要在空中等待时，必须予以准

许。然而，当其他正在等待的航空器表示要继续进近着陆，应将希望等待的驾驶员放行至邻近定位点等待天气

变化或改航。另一办法是，可将其放行至进近次序中的最上层，以便让其他等待的航空器着陆。如有必要，必

须与其他相邻的 ATC 单位或管制扇区取得协调，以避免和该单位或扇区管辖的其他飞行发生冲突。 

6.5.6.1.5  在确定进近顺序时，被准许在航路上通过巡航减速的方法来消磨所通知的指定进港延误时间的航

空器应尽可能地补偿在航路上消磨的时间。 

6.5.6.2  仪表进近的顺序和间距 

6.5.6.2.1  定时进近程序 

6.5.6.2.1.1  如经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批准，必要时，应采用下列程序加速进场航空器的进近数量： 

a) 必须指定进近航径上的适当点，该点的位置必须能由驾驶员准确确定以作为定时连续进近

的一个检查点； 

b) 必须给予航空器通过进场指定点的时间。确定此时间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时刻遵守适用的

最低间隔标准，包括占用跑道时间的情况下，达到连续进近之间满意的间隔。 

6.5.6.2.1.2  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须确定航空器应通过指定点的时间，并须留有足够时间提前通知航空

器以便驾驶员相应地安排其飞行航径。 

6.5.6.2.1.3  在前行航空器已报告通过指定进场点之后，每一按进近次序进场航空器必须在事先通知的时间，

或任何对此时间进行修正了的时间，通过该指定点。 

6.5.6.2.2  连续进近之间的间隔 

在确定连续进近航空器之间所适用的时间间隔或纵向距离时，须考虑到相继飞行航空器之间相关的速度、

规定的点至跑道的距离、适用尾流紊流间隔的需要、跑道占用时间、当前的气象条件以及任何影响跑道占用时

间的条件。当使用 ATS 监视系统建立进近顺序时，须在 ATS 单位指示中详细说明相继飞行的航空器之间所须

建立的最低距离。除此之外，ATS 单位指示还须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增加进近之间的纵向距离以及在此

情况下使用的最低标准。 

6.5.6.2.3  进近顺序的情报 

须制定规定，保证机场管制塔台随时了解航空器在最后进近着陆时建立的顺序。 

注 1：关于确定定时进近间隔需考虑的因素的指导材料载于《空中交通服务规划手册》（Doc 9426 号文件）。 

注 2：尾流类型和尾流紊流最低间隔标准载于第 4 章第 4.9 节、第 5 章第 5.8 节和第 8 章 8.7 节。 



6-12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注 3：涡流的具体特征及其对航空器的影响载于《空中交通服务规划手册》（Doc 9426 号文件）第二部分

第 5 节。 

6.5.7  预期进近时间 

6.5.7.1  必须为将遭遇延误10分钟或以上或有关当局确定的其他期间的进场航空器确定一个预期进近的时

间。预期进近的时间须尽快，最好在其自巡航高度层开始下降之前发给该航空器。当修订的预期进近时间同先

已发给的预期进近时间相差 5 分钟或 5 分钟以上，或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规定有或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间

协议有较 5 分钟更短的时间时，必须将修订的预期进近时间及时发给航空器。 

6.5.7.2  每当预计某一航空器将需等待 30 分钟或以上时，必须将预期的进近时间以最快的方式发给该航空器。 

6.5.7.3  每当遇到用除此之外的其他方法仍无法使驾驶员明白预期进近时间的情况时，必须对与预期进近

时间相关的等待定位点连同预期进近时间一起加以确认。 

6.5.8  前行放行许可时间 

如航空器在航路上或在起始进近定位点以外地点或助航设备等待，应尽可能早地给予有关航空器在等待定

位点的前行放行许可时间。还必须通知该航空器是否预期在其后的一等待定位点进一步等待。 

注：“行放行许可时间”指航空器预期可以离开等待定位点的时间。 

6.6  提供给进场航空器的情报 

注：见第 11 章 11.4.3，有关飞行情报电报。 

6.6.1  除已知该航空器已收到下述各项情报外，当航空器与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建立通信联络后，该

单位必须将其按表序尽快发给该航空器： 

a) 进近的类型和使用的跑道； 

b) 下述气象情报： 

1) 地面风向与风速，包括重大变化； 

2) 能见度与适用时的跑道视程（RVR）； 

3) 目前天气情况； 

4) 1 500 米（5 000 英尺）以下，或最高空最低扇区高度以下的云况，哪一云量更大；积雨云；

天空昏暗时可提供的垂直能见度； 

5) 空气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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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据地区航行协议确定的露点温度； 

7) 高度表设定； 

8) 可提供的任何有关进近区的重要气象情报；和 

9) 可提供的着陆趋势预报。 

注：以上所列气象情报与附件 11 的 4.3.7 l) 至 t) 中规定的在航站自动情报服务广播中要求为进场航空器提

供的气象情报相同，并根据第 11 章 11.4.3.2.2 至 11.4.3.2.3，摘选自当地常规和特别气象报告。 

c) 现行跑道道面有降水或其他暂时危险情况； 

d) 对进近与着陆有重要关系的目视和非目视助航设备使用情况的改变； 

6.6.2  在实施 6.7.3.1.1 中的规定时，应意识到航空器在离场前或在航路飞行中可能并未收到以航行通告

（NOTAM）公布的或以其他方式发布的情报。 

6.6.3  如果有必要或运营上的需要，进场航空器的仪表进近程序或使用的跑道与事先声明的不同，应毫不

耽搁地通知飞行机组。 

6.6.4  在最后进近开始时，必须发给航空器下列情报： 

a) 地面平均风向与风速的重要变化； 

注：附件 3 第 4 章中有关于重要变化的说明 。但是如果管制员具有关于以分力的形式表示

的风的情报，其重要变化则为： 

— 平均逆风分力： 19 公里/小时（10 海里） 

— 平均顺风分力： 4 公里/小时（2 海里） 

— 平均侧风分力： 9 公里/小时（5 海里） 

b) 最后进近区域内风切变和/或的湍流的最新情报； 

c) 进近与着陆方向的现行能见度，或者如果提供的话，现行的跑道视程值及其趋势。 

6.6.5  在最后进近中，必须及时发给下列情报： 

a) 突然出现的危险（如，跑道上出现未经许可的交通）； 

b) 以最大值和最小值表示的现行地面风的重要变化； 

c) 跑道道面情况的重要变化； 

d) 所需用的目视或非目视助航设备使用情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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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按照所采用的报告的尺度范围观测到的跑道视程值的变化，或与进近与着陆方向有关的能见度

的变化。 

6.7  平行或近似平行跑道上的运行 

6.7.1  总则 

当平行或近似平行跑道用于同时运行时，须适用下列要求和程序。 

注：指导材料参见有关《在平行或近似平行仪表跑道上同时运行的手册（SOIR）》（Doc 9643 号文件）。 

6.7.2  离场航空器 

6.7.2.1  运行的类型 

平行跑道可用于独立仪表离场，方式如下： 

a) 两条跑道同时只用于离场（独立离场）； 

b) 一条跑道只用于离场，而另一条跑道离场进场混用（半混合运行）；和 

c) 两条跑道均作为离场进场混用（混合运行）。 

6.7.2.2  独立平行离场的要求和程序 

只有当： 

a) 两条跑道中心线之间的间隔符合附件 14 卷 I 中规定的距离时； 

b) 刚一起飞，离场航迹即以不低于 15 度岔开时； 

c) 配备有能够识别自跑道末端起两公里（1.0 海里）内的航空器的监视雷达时；和 

d) 空中交通服务运行程序可确保能够达到所需航迹开度时。 

才可以在平行跑道上进行独立的 IFR 离场。 

6.7.3  进场航空器 

6.7.3.1  运行的类型 

6.7.3.1.1  平行跑道可以用于以下的同时仪表运行： 

a) 独立平行进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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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关平行进近；或 

c) 隔离平行运行。 

6.7.3.1.2  在实施平行进近时，应由一独立的管制员负责每一跑道进场航空器的顺序和间隔。 

6.7.3.2  独立平行进近的要求和程序 

6.7.3.2.1  只有当符合下述要求时，方可在平行跑道上进行独立平行进近： 

a) 两条跑道中心线之间配备有附件 14 卷 I 中规定的间隔： 

1) 跑道中心线间距离间隔小于 1 310 米但不小于 1 035 米的地方，并配备有最小方位角精

度为 0.06 度（一西格马单位），2.5 秒或更短的可修正周期并提供位置预估及偏航警告

的高清晰度显示器的合适的二次监视雷达（SSR）设备；或 

2) 跑道中心线之间距离间隔小于 1 525 米但不小于 1 310 米的地方，可在确定了航空器运

行安全不会受到有害影响时采用除上述性能规格以外的 SSR 设备，前提是其相等于或

优于下述 3〕所列明的设备；或 

3) 跑道中心线之间距离间隔等于或大于 1 525 米的地方，可使用最小方位角精度为 0.3 度

（一西格马单位），和 5 秒或更短的可修正周期的合适的监视雷达； 

对于上述情况，可使用其他相同的 ATS 监视系统（例如 ADS-B 或 MLAT）提供以上述详

的各项服务，只要其性能能力证明等于或超过对于上述提出的要求。 

注：有关 ADS-B 和多点监视定位（MLAT）系统的使用和系统性能的指导材料载于《对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ADS-B）和多点监视评估以支持空中交通服务及实施指南》（Cir 326
号通告）。 

b) 两条跑道上均使用仪表着陆系统（ILS）和/或微波着陆系统（MLS）； 

c) 一条进近的复飞航迹与相邻进近的复飞航迹相差角度不小于 30 度； 

d) 已适当完成与最后进近航段相邻的区域内的障碍物测绘及评估； 

e) 航空器被尽早告知跑道识别标志和仪表着陆系统航向台或微波着陆系统频率时； 

f) 使用引导切入仪表着陆系统航向信标航道或微波着陆系统最后进近航迹时； 

g) 在两条跑道中心延长线等距离间设立了至少 610 米（2000 英尺）宽的不准逾越地带（NTZ），
并且将其绘制在状态显示器上时； 

h) 不同的管制员监视每条跑道的进近，以保证当 300 米（1 000 英尺）的垂直间隔减小时； 

1) 航空器未穿越划定的不准逾越地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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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同向仪表着陆系统航向信标台航道或微波着陆系统最后进近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保

持可用的最小纵向间隔；和 

i) 如果直到航空器着陆前，雷达管制员无专用的无线电频段进行管制： 

1) 在相邻最后进近航迹上的两架航空器中的较高者切入仪表着陆系统下滑道或规定的微

波着陆系统标高角以前，将航空器通信移交给相关机场管制员的频道；和 

2) 监视各跑道进近的管制员配备有能对机场管制在相关无线电波道为每次进场航空器进

行信息传送的超控能力。 

6.7.3.2.2  航空器与进近管制建立通信后，必须尽早告知航空器在实施独立平行进近。此项情报可通过 ATIS
广播提供。 

6.7.3.2.3  引导切入仪表着陆系统航向信标台航道或微波着陆系统最后进近航迹时，最后的引导须能使航空

器以不大于 30 度的角度切入仪表着陆系统航向信标台航道或微波着陆系统最后进近航迹，并且在切入仪表着陆

系统航向信标台航道或微波着陆系统最后进近航迹前，使航空器至少保持 2 公里（1.0 海里）的直线平飞。引导

还必须能够使航空器在切入仪表着陆系统下滑道或规定的微波着陆系统标高角以前，被确定在航向信标台航道

或微波着陆系统最后进近航迹至少平飞 3.7 公里（2.0 海里）。 

6.7.3.2.4  根据雷达系统和状态显示器的能力，必须提供 300 米（1 000 英尺）的最小垂直间隔或，5.6 公里

（3.0 海里）的最小雷达间隔，直至已确定航空器： 

a) 在仪表着陆系统航向信标台航道和/或微波着陆系统最后进近航迹向台飞行；和 

b) 在普通运行地带（NOZ）范围内。 

6.7.3.2.5  根据雷达系统和状态显示器的能力，除非由于尾流的影响需要增加纵向间隔外，否则在同向仪表

着陆系统航向信标台航道或微波着陆系统最后进近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必须配备 5.6 公里（3.0 海里）的最低雷

达间隔。 

注 1：见第 8 章 8.7. 3.4。 

注 2：如果确定在仪表着陆系统航向信标台航道或微波着陆系统最后进近航迹的航空器与另一架确定在相

邻平行的仪表着陆系统航向信标台航道或微波着陆系统最后进近航迹的航空器都未穿越状态显示器划定的不准

逾越地带（NTZ），则将其分隔开。 

6.7.3.2.6  当指配最后航向切入仪表着陆系统航向信标台航道或微波着陆系统最后进近航迹时，必须确认跑

道，并将下述内容通知该航空器： 

a) 其相对于仪表着陆系统航向信标台航道或微波着陆系统最后进近航迹上某定位点的位置； 

b) 确定仪表着陆系统下滑道或指定微波着陆系统标高角切入点的仪表着陆系统航向信标台航

道或微波着陆系统最后进近航迹之前应保持的高度；和 

c) 需要时，为有关仪表着陆系统或微波着陆系统进近发布的放行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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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2.7  不论气象条件如何，必须使用雷达对一切进近进行飞行航迹监控。必须发布保证航空器之间的间

隔及保证航空器不进入不准逾越地带（NTZ）所必需的管制指令与情报。 

注 1：仪表着陆系统航向信标台航道和/或微波着陆系统最后进近航迹上的主要导航责任在于驾驶员。因此

发布的管制指令与情报仅仅是为保证航空器之间的间隔和保证航空器不穿越不准逾越地带。 

注 2：为保证航空器不穿越不准逾越地带，可以把航空器视为位置标识符中心。但是代表正在做平行进近

的航空器的位置符号的边缘不得重迭，（见第 8 章 8.7.2）。 

6.7.3.2.8  当发现航空器越过起始进近点，或沿着将穿越不准逾越地带的航迹飞行时，必须指令航空器立即

回到正确航迹上。 

6.7.3.2.9  当发现航空器正在穿越不准逾越地带时，必须指令相邻仪表着陆系统航向信标台航道或微波着陆

系统最后进近航迹上的航空器立即爬升并转弯至指配的高度/相对高度和航向，以避开偏航的航空器。如果运用

平行进近障碍物评估地面（PAOAS）标准进行障碍物评估，空中交通管制员不得向跑道入口标高上方低于 120
公尺（400 英尺）的航空器发布航向指令，对 ILS 航向信标台航道或 MLS 最后进近航迹的航向指令不得超过

45 度的航迹差。 

6.7.3.2.10  直到下列情况出现时，方可终止使用雷达监控飞行航迹： 

a) 已采用目视间隔，如果程序保证在采用目视间隔时能通知到两个管制员； 

b) 航空器已经着陆，或如果复飞，航空器至少已飞离跑道的起飞末端 2 公里（1.0 海里），

并且与其他飞行之间已确定了适当的间隔。 

注：无须通知航空器已终止使用雷达监控飞行航迹。 

6.7.3.3  窄间距平行跑道上的独立平行进近的中止 

根据有关 ATS 当局的规定，在一定的气象条件下，包括风切变，湍流、下降气流，侧风与诸如雷暴的重要

气象条件，必须中止跑道中心线间距小于 1 525 米的平行跑道上的独立平行进近。在上述气象条件下运行，可

能会加大航空器偏离 ILS 航向信标台航道和/或 MLS 最后进近航迹进而影响到安全的程度。 

注 1：最后进近航迹偏差的加大会另行导致偏离告警达到不能接受的程度。 

注 2：有关气象条件的指导材料载于《在平行或近似平行仪表跑道上同时运行的手册（SOIR）》（Doc 9643
号文件）。 

6.7.3.4  相关平行进近的要求和程序 

6.7.3.4.1  符合下述情况时，方可在平行跑道上实施相关平行进近： 

a) 两条跑道中心线之间的间隔符合附件 14 卷 I 中规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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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航空器被引导切入最后进近航迹； 

c) 配备有最小方位角精度为 0.3 度（一西格马单位）和具有 5 秒或更短可修正周期的适当监视雷达； 

d) 两条跑道正同时进行 ILS 和/或 MLS 进近； 

e) 已通知航空器两条跑道都可进行进近（此项情报可由航站自动情报服务提供）； 

f) 一条进近的复飞进近航迹与相邻进近的复飞进近航迹相关差角度不小于 30 度；和 

g) 进近管制对机场管制具有频率超控能力。 

6.7.3.4.2  在起始进近至平行 ILS 航向信标台航道和/或 MLS 最后进近航迹过程中，航空器之间必须配备

300 米（1 000 英尺）最小垂直间隔或 5.6 公里（3.0 海里）最小雷达间隔。 

6.7.3.4.3  确定在 ILS 航向信标台航道和/或 MLS 最后进近航迹的航空器之间须配备的最小雷达间隔： 

a) 在同向 ILS 航向信标台航道或 MLS 最后进近航迹上的航空器之间必须为 5.6 公里（3.0 海

里）；和 

b) 在相邻 ILS 航向信标台航道或 MLS 最后进近航迹上连续进近的航空器之间必须为 3.7 公里

（2.0 海里）。 

6.7.3.5  隔离平行运行的要求和程序 

6.7.3.5.1  符合下述情况时，方可在平行跑道上进行隔离平行运行： 

a) 跑道中心线之间的间距符合附件 14 卷 I 中规定的距离；和 

b) 标称的离场航迹在起飞后即与相邻进近的复飞进近航迹相差角度不小于 30 度（见图 6-1）。 

6.7.3.5.2  隔离平行运行的平行跑道中心线间的最小距离可在进场跑道朝向进场航空器方向时每 150 米减

少 30 米，直至 300 米的最小间隔标准（见图 6-2），可在进场跑道背向进场航空器方向时每 150 米增加 30 米

（见图 6-3）。 

 

图 6-1，隔离平行运行（见 6.7.3.5.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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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交错跑道上的隔离平行运行（见 6.7.3.5.2） 

 

 

 

图 6-3，交错跑道上的隔离平行运行（见 6.7.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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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5.3  当适当的监视雷达与有关的地面设施符合规定进近类型的必要标准时，方可在隔离平行运行中进

行下述类型进近： 

a) ILS 和/或 MLS 精密进近； 

b) 监视雷达进近（SRA）或精密进近雷达（PAR）进近；和 

c) 目视进近。 

注：指导材料载于《在平行或近似平行仪表跑道上同时运行的手册（SOIR）》（Doc 9643 号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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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机场管制服务程序 

注：本章亦包括地面航行灯的使用程序，见第 7.15 节。 

7.1  机场管制塔台的职能 

7.1.1  总则 

7.1.1.1  机场管制塔台为使机场上和机场附近的空中交通达到安全、有序和迅速的流通，必须向其管制下

的航空器发布情报和放行许可，以防止在下述情况间的碰撞： 

a) 在机场塔台指定的职责范围内，包括机场起落航线上飞行的航空器之间； 

b) 机动区内运行的航空器之间； 

c) 着陆航空器和起飞航空器之间； 

d) 航空器和在机动区内运行的车辆之间； 

e) 机动区内的航空器和该区内的障碍物之间。 

7.1.1.2  机场管制员必须对机场上和机场附近所有的飞行活动，包括机动区内的车辆及人员保持不间断的

观察。应保持目视观测，在低能见度的条件下由可供使用的 ATS 监视系统加强。须按照本节规定的程序和所有

有关 ATS 当局规定的适用的交通规则管制交通。如果一管制区域内有其他机场，则必须协调该区域内所有机场

的交通，以使起落航线不致发生冲突。 

注：机场管制服务使用 ATS 监视系统的规定载于第 8 章第 8.10 节。 

7.1.1.3  机场管制塔台的职能可由不同的管制或工作岗位履行，如： 

a) 机场管制员，通常负责跑道的运行和在机场塔台职责范围内飞行的航空器； 

b) 地面管制员，通常负责跑道以外的机动区的交通； 

c) 放行许可发布岗位，通常负责发放启动时间和离场的 IFR 飞行的 ATC 放行许可。 

7.1.1.4  当平行或近似平行跑道同时运行时，每一跑道的运行应由单独的机场管制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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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机场管制塔台提供的告警服务 

7.1.2.1  机场管制塔台负责向救援和消防服务部门告警，当； 

a) 在机场或附近发生了航空器事故；或 

b) 收到了机场管制塔台管辖之下或即将受其管辖的航空器的安全可能或已经受到危害的情报；

或 

c) 飞行机组的要求；或 

d) 认为有需要或必要时。 

7.1.2.2  ATS 单位指示须包含向救援和消防服务部门告警的程序。该指令须明确规定向救援和消防服务部

门提供的情报的种类，包括航空器的机型和紧急情况的类型，如能提供时，机上人员的数目和航空器所载的任

何危险物品。 

7.1.2.3  对移交给机场管制塔台之后未能报告，或报告一次后便失去无线电联络，并且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在预期着陆时间过后 5 分钟尚未能着陆的航空器，均须报告给进近管制单位、ACC 或飞行情报中心，或按照

ATS 单位指示报告给救援协调中心或救援分中心。 

7.1.3  助航设施和设备的失效或不正常 

机场管制塔台须根据 ATS 单位指示立即报告为引导机场交通和飞行机组或被用于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而设置在机场上的任何设备、灯具或其他装置操作失灵或非正常的情况。 

7.2  使用跑道的选择 

7.2.1  “使用跑道”一词必须用来指机场管制塔台认为在某一特定时间最适合于预期在该机场起落的各机型

航空器使用的一条或几条跑道。 

注：单独或多条跑道也可被指定作为进场和离场航空器的使用跑道。 

7.2.2  除非安全原因、跑道布局、气象条件和现有的仪表进近程序或空中交通情况决定其他方向更为适宜，

航空器通常逆风起降。然而，在选择使用跑道时，提供机场管制服务的单位除地面风速和风向外，还须考虑其

他有关因素，例如机场起落航线、跑道长度以及可利用的进近及着陆设备。 

7.2.3  为减噪之目的可指定与运行相适应的起飞或着陆跑道，目标旨在尽可能地利用这些跑道以使飞机在

飞行起始离场和最后进近阶段避开噪声敏感地区。 

7.2.4  除非跑道为目视气象条件运行配备有合适的下滑指导，比如 ILS 或目视进近坡度指示器，否则不得

为减噪之目的为着陆运行选择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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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机长出于安全考虑可拒绝为照顾噪声原因而提供的跑道。 

7.2.6  下列情况下，减噪不得作为跑道指定的决定性因素： 

a) 跑道道面条件受到有害影响（比如有雪、雪浆、结冰、积水、泥浆、橡胶、油污滑油或其他物

质）； 

b) 下列条件下的着陆： 

1) 机场标高上方的云底高低于 150 米（500 英尺），或能见度小于 1 900 米； 

2) 进近要求机场标高上方使用最低垂直大于 100 米（300 英尺）和： 

i) 机场标高上方的云底高低于 240 米（800 英尺）：或 

ii) 能见度小于 3 000 米； 

c) 起飞能见度小于 1 900 米； 

d) 报告或预报有风切变，或暴风雨预期会影响进近或着陆；和 

e) 如果侧风分量（包括阵风）超过 28 千米/小时（15 海里），或顺风分量（包括阵风）超过 9 千

米/小时（5 海里）。 

7.3  对机场塔台管制室的初叫 

对于提供有机场管制服务的航空器，初叫必须包括： 

a) 被呼叫电台的名称； 

b) 呼号，对于重型紊流类别的航空器加“重”一词； 

c) 位置；和 

d) 有关 ATS 当局要求的额外内容。 

注：关于在空中的航空器首次呼叫机场塔台亦见第 4 章 4.11.3.1。 

7.4  机场管制塔台提供给航空器的情报 

7.4.1  有关航空器运行的情报 

注：关于飞行情报电报，见第 11 章中的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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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1  启动时间程序 

7.4.1.1.1  除非使用发动机启动时间程序，否则在发动机启动之前，当驾驶员有此要求时，须给予预计起飞

时间。 

7.4.1.1.2  在必要时或经 ATFM 规章授权批准，应实施启动时间程序以避免机动区的拥挤和更多的延误。

启动时间程序应包含在 ATS 单位指示中，并应明确规定确定何时和如何计算启动时间和将其发给离场航空器的

标准和条件。 

7.4.1.1.3  如一架航空器须遵守 ATFM 规章，应根据其被分配的时间段通知其启动时间。 

7.4.1.1.4  如一架离场航空器的延误预计少于有关 ATS 当局规定的时间期限，应允许航空器自行决定启动。 

7.4.1.1.5  如一架离场航空器的延误预计超过有关 ATS 当局规定的时间期限，机场管制塔台应向要求启动

的航空器发布预计的启动时间。 

7.4.1.1.6  只有根据有关当 ATS 局规定的情况和条件才能不予发放启动许可。 

7.4.1.1.7  如不予发放启动许可，应将原因通知飞行机组。 

7.4.1.2  机场和气象情报 

7.4.1.2.1  在航空器起飞滑行前，必须按下列次序，通知以下各项情报元素，但不包括知道该航空器已经收

到的元素： 

a) 拟使用跑道； 

b) 地面风向、风速，包括由此产生的重要变化； 

c) 场压海平面高度（QNH）高度表设定值，以及或按照地区协议正常提供或当航空器有此要

求时，场压高度（QFE）高度表设定值； 

d) 如航空器为涡轮发动机航空器时拟使用跑道的空气温度； 

e) 代表起飞和起始爬升方向的能见度，如低于 10 公里或适用时，拟用跑道的 RVR 值； 

f) 准确时间。 

注：上述气象情报须根据第 11 章第 11.4.3.2.2 至 11.4.3.2.3 段的规定，按当地气象常规报告和特别报告使用

的标准提供。 

7.4.1.2.2  起飞前，必须通知航空器： 

a) 按 7.4.1.2.1 所提供的地面风向、风速、空气温度和能见度或 RVR 值的任何重要变化； 

b) 在起飞和爬升地区的重要气象条件，除知道航空器已收到此项情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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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中所指的重要气象条件包括：在起飞和爬升地区出现或预期出现的积雨云或雷暴、中度或强度湍

流、风切变、冰雹、中度或严重结冰、严重飑线、冻雨、严重地形波、沙暴、尘暴、吹雪、陆龙卷或水龙卷。 

7.4.1.2.3  在航空器进入起落航线或开始进近着陆之前，必须按下列次序通知以下各项情报元素，但不包括

航空器已收到的元素： 

a) 拟使用跑道； 

b) 地面风向、风速，包括由此而发生的重要变化； 

c) 场压海平面高度（QNH）高度表设定值，以及或按照地区协议正常提供或当航空器有此要

求时，场压高度（QFE）高度表设定值。 

注：上述气象情报须根据第 11 章第 11.4.3.2.2 至 11.4.3.2.3 段的规定，按当地气象常规报告和特别报告使用

的标准提供。 

7.4.1.3  必要的本地交通情报 

7.4.1.3.1  当根据机场管制员的判断，为了飞行安全，或当航空器请求时，直接或通过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

单位以及时的方式发布有关本场必要的交通情报。 

7.4.1.3.2  必须考虑包括机动区内或其附近的任何航空器、车辆或人员或在机场邻近运行可能对有关航空器

造成危险的本场必要交通。 

7.4.1.3.3  本场必要交通须阐述得体，容易辨别。 

7.4.1.4  侵入跑道或跑道有障碍 

7.4.1.4.1  一旦机场管制员在发布起飞许可或降落许可后，得知出现侵入跑道或即将发生侵入跑道，或跑道

上或跑道附近存在有可能会危害起飞或降落航空器安全的障碍时，须采取下列适当的行动： 

a) 取消离港航空器的起飞放行许可； 

b) 指挥降落的航空器复飞或中断进场着陆； 

c) 随时向航空器通知出现侵入跑道或有障碍以及障碍在跑道上的位置。 

注：动物和鸟群可能会对跑道运行构成障碍。此外，中断起飞或着陆后进行复飞可能会产生飞机冲出跑道

的危险。而且，低高度中断进场着陆可能会产生飞机尾部擦地的危险。驾驶员因此应根据附件 2，2.4 关于对航

空器机长的授权行使其判断。 

7.4.1.4.2  驾驶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必须对任何涉及跑道上有障碍或侵入跑道的情况做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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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有关跑道侵入的资料和报告表格及填写表格的说明载于《防止跑道侵入手册》（Doc 9870 号文件）。

请注意对跑道侵入事件的分析、数据收集和分享数据的指导（参见 Doc 9870 号文件第 5 章）。 

注 2：7.4.1.4.2 规定的目标旨在支持国家安全方案和安全管理系统（SMS）。 

7.4.1.5  不能确定机动区中的位置 

7.4.1.5.1  除下述 7.4.1.5.2 段中的规定外，如果驾驶员对航空器在机动区中的位置存有疑虑，则须立即： 

a) 停止航空器；和 

b) 同时将这一情况通知有关 ATS 单位（包括最后已知位置）。 

7.4.1.5.2  如果驾驶员对航空器在机动区中的位置存有疑虑，但认识到航空器处于跑道上，则须立即： 

a) 将这一情况通知有关 ATS 单位（包括最后已知位置）； 

b) 如能找到最近的合适滑行道，则尽快撤离跑道，除非 ATS 单位另有指令；随后 

c) 停止航空器。 

7.4.1.5.3  如果车辆驾驶员对车辆在机动区中的位置存有疑虑，则须立即： 

a) 将这一情况通知有关 ATS 单位（包括最后已知位置）； 

b) 除非 ATS 单位另有指令，尽快从着陆区、滑行道或机动区的其他部分撤离至安全距离；随后 

c) 停止车辆。 

7.4.1.5.4  如果机场管制员意识到航空器或车辆迷失了方向或不能确定其在机动区中的位置，则须立即采取

适当行动以维护运行安全并协助有关航空器或车辆确定其位置。 

7.4.1.6  尾流紊流和喷流的危险 

7.4.1.6.1  机场管制人员须在适用时采用第五章第 5.8 节规定的尾流紊流最低间隔。如机长承担避开尾流紊

流的责任，如切实可行，机场管制人员必须通告航空器因紊流尾流而预期会发生的危险。 

注：紊流尾流危险的发生无法准确预测，因此机场管制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承担通告此类危险的责任，也

不对其准确性负责。关于因尾流涡系引起危险的情报载于《空中交通服务规划手册》（Doc 9426 号文件）第二

部分第 5 节。航空器尾流紊流的类型在第 4 章，4.9.1 做了明确规定。 

7.4.1.6.2  在发布放行许可或指令时，空中交通管制员应考虑到，由喷流及螺旋桨滑流对滑行航空器，特别

是在使用交叉跑道时，对起飞或着陆航空器造成的危险，和对机场上工作的车辆及人员造成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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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喷流及螺旋桨滑流可产生足够强大的局部风速，因而会对受影响区域内运作的其他航空器、车辆及人

员造成损害。 

7.4.1.7  航空器的不正常形态和状况 

7.4.1.7.1  一旦机场管制人员观察到或向其报告航空器出现不正常的形状和状态，包括诸如起落架没有放下

或部分放下，或航空器的任何部位不寻常的烟雾排放，须毫不耽搁地通知有关的航空器。 

7.4.1.7.2  如离场航空器的飞行机组怀疑航空器有损坏并有要求时，须毫不耽搁地对使用的离场跑道进行检

查，并以最快捷的方式通知飞行机组是否发现有任何航空器的碎片和鸟或动物的尸体。 

7.5  机场状况的关键情报 

注：关于含有机场状况情报的电报，见第 11 章中的 11.4.3.4。 

7.5.1  关于机场状况的重要情报是航空器安全运行所必需的情报，与活动区或任何通常相关的设施有关。

例如：未与使用跑道相连的滑行带上的修建工程，除对可能在修建工程附近滑行的航空器外，对任何航空器都

不会是重要情报。再如，如果一切交通都必须限制在跑道上，则应认为此项事实对任何不熟悉该机场的航空器

是重要的机场情报。 

7.5.2  关于机场状况的重要情报必须包括与下列有关情况相关的情报： 

a) 在活动区内或其紧邻的建筑或维修工程； 

b) 跑道、滑行道或停机坪上坑洼或破裂的道面，不论有无标志物； 

c) 跑道、滑行道或停机坪表面的雪，雪水或冰； 

d) 跑道、滑行道或停机坪表面的积水； 

e) 跑道、滑行道或停机坪附近的雪坎或雪堆； 

f) 其他暂时的危险，包括停放的航空器及地面或空中的鸟群； 

g) 机场灯光系统全部或部分失效或工作不正常； 

h) 任何其他有关情报。 

注：机场管制塔台可能无法随时掌握有关停机坪状况的最新情报。机场管制塔台有关停机坪的职责，就 7.5.1
和 7.5.2 段的规定而言，仅以向航空器传送停机坪负责当局向塔台提供的情报为限。 

7.5.3  关于机场状况的重要情报须发布给每一航空器，但知道该航空器已从其他来源得到该情报的全部或

部分者除外。该情报必须及时发给航空器以便其有足够时间正确地加以使用。各种危险必须尽可能清楚地表明。 

注：“其他来源”包括 NOTAM、ATIS 广播和适当信号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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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当向管制员报告或其观察到在航空器安全使用的机动区出现有事先未通报的情况时，须通知有关机

场当局，终止机动区该部分的运行直到有关机场当局另有通知时为止。 

7.6  机场交通的管制 

7.6.1  总则 

由于航空器驾驶舱的视野通常受到限制，管制员须保证要求飞行机组目视探明、识别和观测的指令和情报

应以清楚、简明扼要和完整的方式表述。 

7.6.2  航空器在机场起落航线与滑行路线上的指定位置 

航空器在机场起落航线和滑行路线上的下列位置接收机场管制塔台的放行许可。航空器接近这些位置时应

受到密切注意，以便不延误地发出适当的放行许可。如实际可行，应不必等待航空器呼叫即发出一切放行许可。 

位置 1：航空器发出呼叫，请求起飞前滑行。发出使用跑道情况和滑行许可。 

位置 2：如交通有冲突，离场航空器在此位置等待。当有要求时，发动机通常在此位置进行试车。 

位置 3：如不宜在位置 2 发出起飞许可，在此处发出。 

位置 4：可行时在此处发出着陆许可。 

位置 5：在此处发出滑行至停机坪的许可。 

位置 6：如必要，在此发出停机情报。 

注 1：除非要求其作目视机动飞行至降落跑道，实施仪表着陆程序的进场航空器将作直线着陆。 

注 2：见图 7-1。 

7.6.3  机动区的交通 

7.6.3.1  对正在滑行的航空器的管制 

7.6.3.1.1  滑行许可 

7.6.3.1.1.1  发布滑行许可之前管制员须确定有关航空器的停放位置。滑行许可须包含对给飞行机组的简明

指令和足够的情报以帮助其沿正确的滑行路线滑行并避免与其他航空器或物体相撞，并将航空器闯入活动跑道

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 

7.6.3.1.1.2  滑行许可含有跨越一条跑道的滑行限度的，必须包含明确的跨越许可或在跨越该条跑道之前等

待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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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从机场管制塔台看航空器的各指定位置（见 7.5.2） 

7.6.3.1.1.3  有关 ATS 当局应尽可能在本国 AIP 里公布机场所使用的标准的滑行路线。标准的滑行路线应

用适当的代号识别并在滑行许可中使用。 

7.6.3.1.1.4   如未公布标准的滑行路线，在可能时，可使用滑行道和跑道的代号表达滑行路线。须向正在

滑行的航空器提供其他关于需跟随的航空器或让路的相关资料。 

7.6.3.1.2  在使用跑道上的滑行 

7.6.3.1.2.1  为加速空中交通，可以允许航空器在使用跑道上滑行，但不得造成延误或对其他航空器造成危

险。如滑行航空器是由地面管制员管制，而机场管制员管制跑道的运行，滑行航空器使用跑道须与机场管制员

协调并获得其批准。航空器进入跑道之前，与有关航空器的通信联系应由地面管制员移交给机场管制员。 

7.6.3.1.2.2  如果管制塔台无法通过目视或 ATS 监视系统确定脱离或穿越的航空器是否已经离开跑道，必

须要求该航空器在已经离开跑道后进行报告。整个航空器必须在有关跑道的等待位置之外做出该项报告。 

7.6.3.1.3  跑道等待位置的使用 

7.6.3.1.3.1  除 7.6.3.1.3.2 中的规定或有关 ATS 当局所做规定外，航空器不得在比跑道等待位置更接近于

使用跑道的位置上等待。 

注：与跑道有关的跑道等待位置定点在附件 14 第 I 卷第 5 章中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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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1.3.2  当一航空器进行着陆时，在着陆航空器经过预定等待点之前，不得准许航空器在使用跑道的进

近端排队和等待。 

注：见图 7-2。 

7.6.3.1.4  直升机滑行运行 

7.6.3.1.4.1  下列规定适用于需在道面上滑行的轮式直升机或垂直起降（VTOL）航空器。 

注：地面滑行消耗的油料较空中滑行少并且可将空气湍流度减至最小。然而，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在一定

条件下，例如坑洼，松软或不平整的地形，则需要空中滑行。具有铰接桨叶式旋翼（通常设计为三个或多个主

旋翼桨叶）的直升机易受到“地面共振”的影响，故在少数情况下，可突然离地以避免严重的损坏或毁坏。 

7.6.3.1.4.2  当得到请求或直升机需要以低速在道面上前进时，通常速度低于 37 公里/小时（20 海里/小时）

并处于地面效应之中，可以准许其作空中滑行。 

注：空中滑行耗油率高，并且直升机的下洗湍流（产生于地面效应）因直升机体积和重量较大而显着增加。 

7.6.3.1.4.3  应避免发出要求小型航空器或直升机在接近正在滑行的直升机附近滑行的指令，并且应考虑到

正在滑行的直升机产生的湍流对进场和离场轻型航空器的影响。 

 

图 7-2 等待航空器的方法（见 7.5.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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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1.4.4  在悬停或空中侧滑时，不应向单人驾驶的直升机发出改变频率的情报。一旦可能，下一个空中

交通服务单位应视需要转达管制指令，直至驾驶员能够改变频率。 

注：大多数轻型直升机由一位驾驶员驾驶。在低高度/低高度层飞行时，驾驶员需要同时使用双手双脚保持

对直升机的控制。虽然飞行控制磨擦装置能够帮助驾驶员，但接近地面时改变频率可能导致直升机不经意地触

地继而失去控制。 

7.6.3.2  对非航空器交通的管制 

7.6.3.2.1  进入机动区 

在机动区内人员或车辆的移动须经机场管制塔台的批准。人员，包括所有车辆的驾驶员，在进入机动区以

前须得到机场管制塔台的批准。即使得到此项批准，如果进入跑道或跑道地带或改变获准的运行，还须得到机

场管制塔台另外的专项批准。 

7.6.3.2.2  机动区内的优先顺序 

7.6.3.2.2.1  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须让路于正在降落、滑行和起飞的航空器，但应急车辆前往援助遇险航空器

必须给予高于其他地面活动交通的优先权。在后一种情况下，在可行时应停止所有地面交通的活动，直到能够

确定应急车辆的行动没有受到影响时为止。 

7.6.3.2.2.2  当一航空器正在着陆或起飞时，允许车辆距离使用跑道等待的位置不得近于： 

a) 滑行道/跑道交叉点 — 跑道等待位置；和 

b) 滑行道/跑道交叉点以外的地点 — 与跑道等待位置的间隔距离相等的距离。 

7.6.3.2.3  通信联络的要求和目视信号 

7.6.3.2.3.1  除非车辆在机动区内仅被偶尔使用，并且： 

a) 由具备必备通信能力的车辆伴随；或 

b) 按照机场管制塔台制定的预先计划使用。 

否则，所有在管制机场机动区内使用的车辆须能够与机场管制塔台之间保持双向无线电通信。 

7.6.3.2.3.2  当认为完全可以使用目视信号系统进行联络时，或者在无线电通信失效的情况下，下列给出的

信号必须具有以下指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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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管制的灯光信号 意义 

绿色闪光 准许通过着陆区或移动至滑行道 

稳定红色灯光 停止 

红色闪光 离开着陆区或滑行道并且注意航空器 

白色闪光 按照本场指令离开机动区 

7.6.3.2.3.3  在紧急情况下或如果未观察到 7.6.3.2.3.2 中所述的信号，下列给出的信号必须用于装备有灯光

系统的跑道或滑行道且须具有以下指明的意义。 

灯光信号 意义 

闪现跑道灯或滑行道灯 离开跑道并且观察塔台发出的灯光信号 

7.6.3.2.3.4  当按照机场管制塔台预定的计划使用施工或维修人员时，通常不需要其与机场管制塔台保持无

线电双向联络。 

7.7  对起落航线上的航空器的管制 

7.7.1  总则 

7.7.1.1  对机场起落航线上的航空器须加以管制，以配备第 7.9.2, 7.10.1 和 7.11 和第 5 章第 5.8 节中所概述

的最低间隔标准，但： 

a) 编队飞行的航空器与同一编队内其他航空器的间隔可不受最低间隔标准的约束； 

b) 在适合同时起落的机场上的不同区域或不同跑道上运行的航空器，可不受最低间隔标准的约束； 

c) 最低间隔标准不适用按照第 16 章第 16.1 节为军事需要运行的航空器。 

7.7.1.2  起落航线上飞行的航空器之间须保持足够的间隔，以使进场和离场航空器之间符合 7.9.2, 7.10.1 和

7.11 和第 5 章第 5.8 节所概述的间隔。 

7.7.2  进入起落航线 

7.7.2.1  每当希望航空器在交通状况不允许批准实际的着陆许可下，按照现行起落航线进近着陆区时，应

该发给航空器进入起落航线的许可。根据情况和交通条件,可以放行航空器加入起落航线的任何位置。 

7.7.2.2  除非要求其目视机动飞行至着陆跑道，进行仪表进近的航空器通常应放行做直线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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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着陆优先顺序 

7.7.3.1  当航空器未经适当批准进入起落航线时，如果其行动表示出有此要求，须准许其着陆。如情况许

可，管制员可指挥与其联络的航空器避让，以便尽快消除由此未经批准的飞行所引发的危险。任何情况下，都

不得无限期扣发着陆许可。 

7.7.3.2  在紧急情况下，航空器为了安全可能需要不经适当批准而进入起落航线并进行着陆。管制员应能

对可能的紧急行动做出识别，并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 

7.7.3.3  优先顺序须给予： 

a) 由于某种影响飞行安全的因素 (发动机失效、缺少燃油等) 行将迫降的航空器； 

b) 医救航空器或载有需要紧急救治的病人或重伤人员的航空器； 

c) 正在执行搜寻和援救任务的航空器；和 

d) 主管当局可能确定的其他航空器。 

注：关于遭遇紧急情况的航空器的处理见第 14 章第 15.1 节。 

7.8  进场/离场航空器的优先顺序 

正在着陆或在进近着陆最后阶段的航空器通常比从同一或交叉跑道离场的航空器具有优先权。 

7.9  对离场航空器的管制 

7.9.1  离场顺序 

通常按照航空器作好起飞准备的次序放行离场，但为了有助于最多的离场次数和最少的平均延误，此优先

次序可有所改变。须考虑与离场顺序有关的因素包括： 

a) 航空器的机型和其相关的性能； 

b) 起飞后飞行的航路； 

c) 规定的起飞之间最低离场间隔； 

d) 需要采用尾流紊流最低间隔； 

e) 应给予优先权的航空器； 

f) 受 ATFM 要求规范的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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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亦可见第 6 章，6.3.3。 

注 2：对受 ATFM 要求规范的航空器，驾驶员和运营人有责任确保航空器及时作好滑行准备，以满足任何

离场时间要求，并须牢记滑行道系统的离场顺序一经确定，就很难有时甚至无法加以改变。 

7.9.2  离场航空器的间隔 

除 7.11 和第 5 章第 5.8 节中规定以外，通常在前方的离场航空器已飞越使用跑道终端或已开始转弯之后，

或所有在前方的着陆航空器均已离开使用跑道之后，方准许离场航空器开始起飞。 

注 1：见图 7-3。 

注 2：尾流紊流类型及以时间为基准的尾流紊流最低纵向间隔标准分别载于第四章第 4.9 节和第 5 章第 5.8
节。以距离为基准的尾流紊流最低间隔载于第 8 章第 8.7 节。 

注 3：见 7.6.3.1.2.2。 

 

图 7-3 进场与离场航空器之间的间隔（见 7.8.2 和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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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3  起飞放行许可 

7.9.3.1 当有理由确信航空器开始起飞时建立了 7.9.2 中规定的或按照 7.11 所规定的间隔，便可向航空器发

放起飞许可。 

7.9.3.2  航空器在起飞前要求发放空中交通管制放行许可时，空中交通管制放行许可拍发给有关的航空器

并由其确认之前，不得发给起飞许可。空中交通管制放行许可须在收到机场管制塔台的申请之后，或如切实可

行在该申请之前，在尽可能不延误的情况下转发给塔台。 

7.9.3.3  当一架航空器得到起飞许可时或者在取消起飞许可时，“起飞”的表述必须只用于无线电话。 

注：TORA（发音为：TOR-AH）的表述可用来表示可用起飞滑跑距离。 

7.9.3.4  根据 7.9.3.2，当航空器已做好起飞准备并位于或接近离场跑道，且交通情况许可时，须发给起飞

许可。为减少可能出现的误解，起飞许可须包括离场跑道的代号。 

7.9.3.5  为了加速交通，可以在航空器进入跑道之前发给其立即起飞的许可。航空器一接到此许可，须以

连续移动滑上跑道，并起飞。 

7.10  对进场航空器的管制 

7.10.1  使用同一跑道的着陆航空器与前方 
着陆和离场航空器的间隔 

除 7.11 和第 5 章第 5.8 节规定外，通常在前方的离场航空器已飞越使用跑道的终端或已开始转弯或所有在

前方的着陆航空器均已离开使用跑道之后，方可准许一架正在着陆的航空器飞越其最后进近阶段跑道入口。 

注 1：见图 7-3。 

注 2：航空器的尾流紊流类型及纵向最低间隔标准分别载于第 4 章第 4.9 节和第 5 章第 5.8 节。 

注 3：见 7.6.3.1.2.2。 

7.10.2  着陆许可 

当有理由确信一架航空器飞越跑道入口时建立了 7.10.1 中规定的或按照 7.11 规定的间隔，便可向该航空器

发放着陆许可，但此项着陆许可不得在前方一架着陆航空器飞越跑道入口之前发出。为减少可能出现的误解，

着陆许可须包括着陆跑道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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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3  着陆和滑跑机动 

7.10.3.1  当必须或必要加速交通时，可以要求着陆的航空器： 

a) 着陆后在交叉跑道稍候； 

b) 越过跑道接地区着陆； 

c) 在指定的滑行道出口脱离跑道； 

d) 加速脱离跑道。 

7.10.3.2  当要求一架着陆航空器执行一特定的着陆和/或滑跑机动时，须考虑到航空器的机型、跑道长度、

滑行道出口的位置、报告的跑道和滑行道的刹车效应以及当时的气象条件。不得要求重型航空器在跑道着陆区

之外着陆。 

7.10.3.3  机长如认为不能执行被要求的操作，应尽快通知管制人员。 

7.10.3.4  当必须或必要时，如低能见度条件，可要求着陆或滑行的航空器在脱离跑道后进行报告。整个航

空器必须在有关跑道的等待位置之外做出该项报告。 

7.11  使用同一跑道的航空器之间缩小的跑道最低间隔标准 

7.11.1  如果适当的记录在案的安全评估表明能够达到可以接受的安全水平，经与运营人事先协商，有关空

中交通服务当局可以制定低于 7.9.2 和 7.10.1 中所规定的最低标准。对于每条要施用缩小的最低标准的跑道都必

须进行安全评估，并考虑到下列因素： 

a) 跑道长度； 

b) 机场布局；和 

c) 所涉及航空器的机型/类别。 

7.11.2  所有有关施用缩小的跑道最低间隔标准的适用程序，都必须在航行资料汇编以及当地的空中交通管

制指令中予以公布。必须向管制员提供关于使用该程序的适当及充分的训练。 

7.11.3  缩小的跑道最低间隔标准只能在昼间，从当地日出后 30 分钟至当地日落前 30 分钟的期间适用。 

7.11.4  为了缩小的跑道间隔之目的，必须按照下列方式对航空器进行分类： 

a) 1 类航空器：最大审定起飞质量为 2 000 千克或以下的单发螺旋桨航空器； 

b) 2 类航空器：最大审定起飞质量超过 2 000 千克，但低于 7 000 千克的单发螺旋桨航空器；和

最大审定起飞质量低于 7 000 千克的双发螺旋桨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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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 类航空器：所有其他航空器。 

7.11.5  缩小的跑道最低间隔标准不适用于离场航空器和前方着陆航空器之间。 

7.11.6  缩小的跑道最低间隔标准必须受下列条件限制： 

a) 必须适用尾流紊流最低间隔标准； 

b) 能见度必须至少为 5 千米，云高不得低于 300 米（1 000 英尺）； 

c) 顺风不得超过 5 海里（kt）； 

d) 必须有可用的方法，例如合适的地标，以协助管制员判断航空器之间的距离。可以使用场面

监视系统，为空中交通管制员提供航空器的位置情报，但条件是，对批准此类设备的运行使

用要包括一项安全评估，以确保其符合所有必需的运行和性能要求； 

e) 在两架离场航空器之间，在第二架航空器起飞之后，必须立即继续保持最低间隔； 

f) 必须向有关的后方航空器的飞行机组提供交通情报；和 

g) 刹车作用不得受到包括积冰、雪水、雪、水等跑道污染物的不利影响。 

7.11.7  在机场必须为每条单独跑道确定可以适用的缩小的跑道最低间隔标准。所适用的间隔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得小于下列最低标准： 

a) 着陆航空器： 

1) 当前方航空器是一架 1 类或 2 类航空器，该航空器： 

i) 已经着陆，越过了距离跑道入口至少 600 米的一点，并且正在移动之中，无需反向

滑行将会脱离跑道时；或 

ii) 在空中，已越过了距离跑道入口至少 600 米的一点时； 

一架后方着陆的 1 类航空器可以飞越跑道入口。 

2) 当前方航空器是一架 1 类或 2 类航空器，该航空器： 

i) 已经着陆，越过了距离跑道入口至少 1 500 米的一点，并且正在移动之中，无需反向

滑行将会脱离跑道时；或 

ii) 在空中，已越过了距离跑道入口至少 1 500 米的一点时； 

一架后方着陆的 2 类航空器可以飞越跑道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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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前方一架 3 类航空器： 

i) 已经着陆，越过了距离跑道入口至少 2 400 米的一点，并且正在移动之中，无需反向

滑行将会脱离跑道时；或 

ii) 在空中，并已越过了距离跑道入口至少 2 400 米的一点时； 

一架后方着陆的航空器可以飞越跑道入口。 

b) 离场航空器： 

1) 当前方离场航空器是一架 1 类或 2 类航空器，已在空中，并且越过了距离后方航空器所

在位置至少 600 米的一点时，可以放行一架 1 类航空器起飞； 

2) 当前方离场航空器是一架 1 类或 2 类航空器，已在空中，并且越过了距离后方航空器所

在位置至少 1 500 米的一点时，可以放行一架 2 类航空器起飞；和 

3) 当一架前方离场的 3 类航空器已在空中，并且越过了距离后方航空器所在位置至少 2 400
米的一点时，可以放行一架航空器起飞。 

7.11.7.1  应该考虑在高性能单发航空器和前方的 1 类或 2 类航空器之间增加间隔。 

7.12  低能见度飞行的程序 

7.12.1  低能见度条件下机场地面交通的管制 

注：凡属从管制塔台无法目视监视整个或部分机动区的情况此种程序即得适用。有关进行 II/III 类进近时须

适用的额外要求见第 7.12.2 节。 

7.12.1.1  当交通在机场管制塔台无法用目视间隔航空器和航空器与车辆的能见度条件下必须在机动区运

行时，必须执行下列规定： 

7.12.1.1.1  在滑行道的交叉点，允许滑行道上的航空器或车辆相对另一滑行道的等待位置不得近于等待位

置界限。等待位置界限由符合附件 14 第 I 卷第 5 章的技术要求的放行许可灯、停止排灯或滑行道交叉标志界规

定。 

7.12.1.1.2  滑行道上的纵向间隔必须由有关的 ATS 当局为每一特定机场制定。此间隔须考虑可用于地面交

通的监测与管制的辅助设备的特点、机场布局的复杂性以及使用该机场的航空器的特点。 

注：《地面活动指导与管制系统手册》（SMGCS）（Doc 9476 号文件）提供有关低能见度运行的地面活

动指导和管制成分及程序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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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  使用 II/III 类进近时机场交通的管制程序 

7.12.2.1  有关 ATS 当局须制定开始和继续 II/III 类精密进近以及 RVR 低于 550 米数值离场飞行所适用的

规定。 

7.12.3  低能见度飞行由机场管制塔台或通过机场管制塔台开始实施。 

7.12.4  机场管制塔台应通知有关的进近管制单位何时将适用 II/III 类精密进近和低能见度运行以及何时此

类程序不再生效。 

7.12.5  关于低能见度飞行的规定须明确说明: 

a) 须实施低能见度飞行程序的 RVR 数值； 

b) II/III 类飞行的最低 ILS/MLS 设备要求； 

c) II/III 类飞行所需要的其他设施和助航设备，包括航行地面灯光，应予以监控以便正常运行； 

d) 须制定在何种情况下降低 ILS/MLS 设备 II/III 类运行能力的标准； 

e) 要求毫不耽搁地将任何相关设备的失效和降低报告给有关的飞行机组、进近管制单位以及其

他有关当局。 

f) 对机动区交通管制的特殊程序，包括： 

1) 所使用的跑道等待位置； 

2) 进场和离场航空器之间的最小距离以保证保护敏感和重要区域； 

3) 证实航空器和车辆已脱离跑道的程序； 

4) 航空器和车辆间隔所适用的程序。 

g) 连续进近航空器之间所适用的间距； 

h) 比如由于设备失效时需要停止低能见度飞行应采取的行动；和 

i) 任何其他相关的程序和要求。 

注：有关低能见度运行的要求详见《空中交通服务计划手册》（Doc 9426 号文件）和《全天气运行手册》

（Doc 9365 号文件）。 

7.12.6  在使用一段时期低能见度程序以前，机场管制塔台须将当前在机动区内的车辆和人员予以记录，并

在应用此程序期间保存该记录，以助于保证此区域内的运行安全。 

注：亦见 7.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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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中止 

7.13.1  凡因安全而需采取行动时，任何下列单位、人员或当局均可中止机场上和机场附近区域内的任何或

所有目视飞行规则（VFR）飞行： 

a) 机场所在管制区的进近管制单位或有管的 ACC； 

b) 机场管制塔台； 

c) 有关 ATS 当局。 

7.13.2  所有对 VFR 飞行的中止必须通过机场管制塔台实施或者通知给机场管制塔台。 

7.13.3  凡中止 VFR 飞行时，机场管制塔台必须遵守下列程序： 

a) 停止一切 VFR 离场； 

b) 撤消所有按 VFR 的本场飞行或取得按特殊 VFR 飞行的许可； 

c) 将已采取的行动通知进近管制单位或有关的 ACC； 

d) 如需要或经请求，将采取此项措施的理由通知所有的运营人或其指定代表。 

7.14  特殊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批准 

7.14.1  如交通状况允许，可根据提供进近管制服务部门的认可和此后第 7.14.1.3 条的规定，批准特殊目视

飞行规则飞行。 

7.14.1.1  对此类申请的批准须逐个办理。 

7.14.1.2  须按照第 5、6 章的最低间隔标准，对所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和特殊目视飞行规则飞行之间配备

间隔。当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有此规定时，按照该当局所规定的最低间隔标准，对所有特殊目视飞行规则飞

行之间配备间隔。 

7.14.1.3  当地面能见度不低于 1 500 米时，可以批准特殊目视飞行规则飞行进入管制区域进行着陆、起飞

和离开管制区、穿越管制区或在管制区域内做本场飞行。 

注：管制飞行和有关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双向通信的要求载于附件 2 中的 3.6.5。 

7.15  地面航行灯 

7.15.1  使用 

注：不论其是否提供有机场管制服务，本节的程序适用于所有机场。此外，不论其是安装在机场上还是安

装在机场附近，7.15.2.1 中规定的各程序适用于所有地面航行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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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2  总则 

7.15.2.1  除 7.15.2.2 和 7.15.3 中的规定外，地面航行灯必须： 

a) 在天黑或太阳球面中心降至地平线以下 6 度时，持续打开，并以上述两种情况中需要灯光时

间长者为准，除非此后另有规定或对空中交通的管制另有要求； 

b) 由于气象条件而认为使用这些灯有利于空中交通安全的任何其他时间使用。 

7.15.2.2  除此后另有规定，机场上和机场附近非用于航路导航的灯，只有在不存在正常的或者紧急的飞行

情况或在航空器预计到达一小时前能重新启用时方可关闭。 

7.15.2.3  装有强度可变灯光的机场，应备有一份根据能见度和外界光亮情况而制定的光强配置表，用以指导

空中交通管制人员有效调整这些灯光以适应当时的各种条件。航空器有此要求时，应当尽可能进一步调整光强。 

7.15.3  进近照明设备 

注：进近照明设备包括如下各种灯：简单进近灯光系统，精密进近灯光系统，目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盘

旋引导灯，进近灯光信标和对准跑道指示灯。 

7.15.3.1  除 7.15.2.1 中的规定外，进近照明设备亦须： 

a) 在昼间当进近的航空器有此要求时打开； 

b) 当相关跑道照明设备打开时打开。 

7.15.3.2  目视进近坡度指示灯不仅在黑夜而且在白昼，并且不论相关跑道在使用时的能见度条件如何均须

打开。 

7.15.4  跑道灯光设备 

注：跑道灯光设备包括如下各种灯：边线灯、跑道入口灯、中线灯、跑道末端灯、接地区灯以及翼排灯。 

7.15.4.1  跑道不做起、降或滑行之用时，不得打开跑道灯光设备，但必须对跑道进行检查和维修时除外。 

7.15.4.2  如跑道灯光设备不是持续使用，起飞后的灯光须按下列规定提供： 

a) 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且集中控制灯光的机场，一条跑道的灯在航空器起飞后由于起飞过

程中或起飞后立即发生紧急情况而需要返航时，必须打开并持续必要的时间。 

b) 在未有空中交通管制服务或非集中控制灯光的机场，一条跑道的灯在航空器起飞后须保持打

开，并持续离场航空器可能因紧急降落而返航时重新开启灯光通常所需的时间，且在任何情

况下，不得少于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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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障碍物灯与跑道灯按 7.15.8.1 中的规定同时使用时，应特别注意在航空器不再需用之前不得将其关闭。 

7.15.5  停止道灯光设备 

每当使用相关跑道灯时，必须打开停止道灯光设备。 

7.15.6  滑行道灯光设备 

注：滑行道灯光设备包括如下各种灯：边缘灯，中线灯，停止线排灯和放行许可排灯。 

当需要提供滑行指引时，滑行道灯的打开次序须将滑行路线不间断地指示给滑行航空器。当不再需用时，

滑行道照明或其任何部分均可关闭。 

7.15.7  停止线排灯 

必须打开停止线排灯以表示所有交通均须停止；将其关闭以表示交通可以进行。 

注：停止线排灯在交通应该停止的地点横贯滑行道设置，由显示红色，有间距的横贯滑行道的灯组成。 

7.15.8  障碍物灯 

注：障碍物灯包括如下各种灯：障碍物灯、“不能使用”灯以及危险灯标。 

7.15.8.1  如障碍物不像附件 14 卷 I 第 6 章中所描述的突出于内水平表面，与通向一跑道或信道的进近或

离场相关的障碍物灯则可与该条跑道灯或信道灯同时开启和关闭。 

7.15.8.2  机场开放时，“不能使用”灯不可按 7.15.2.2 的规定关闭。 

7.15.9  目视助航设备的监控 

7.15.9.1  如具备自动监控设施，机场管制员须利用其查明灯光是否按所选择的顺序和功能正常工作。 

7.15.9.2  如无自动监控系统或无替换设备，机场管制员必须目视观察可从机场管制塔台观察到的灯光设备，

并且利用其他来源的情报，例如航空器机长的观察或报告以保持对目视助航设备运行状态的注意。 

7.15.9.3  一旦收到表明灯光失效的情报，机场管制员必须采取行动以保证受其影响的航空器或车辆的安全，

并积极采取措施排除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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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热点的标识 

机场运营人在有必要时必须将机场活动区的一个或多个位置标识为热点。必须根据附件 4 第 13.6、14.6、
15.6 章和附录 2 绘制热点图。 

注：关于热点的指导材料载于跑道侵入手册（Doc 9870 号文件）中。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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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ATS 监视服务 

注：目前使用完全为提供程序间隔的契约式 ADS（ADS-C）载于第 13 章。 

8.1  ATS 监视系统的能力 

8.1.1  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 ATS 监视系统须具有高水平的可靠性、有效性和完整性。发生可导致全部或部

分服务中断的系统失效现象或系统严重退化现象的可能性必须十分微小。须配备备用设备。 

注 1：一个 ATS 监视系统一般由若干综合元件组成，包括传感器、数据传输链、数据处理系统和状态显示

器。 

注 2：有关雷达的使用和系统性能的指导材料，载于《无线电导航设施测试手册》（Doc 8071 号文件）、

《二次监视雷达（SSR）系统手册》（Doc 8684 号文件）和《空中交通服务规划手册》（Doc 9426 号文件）。 

注 3：有关 ADS-B 和多点监视定位（MLAT）系统的使用和系统性能的指导材料载于 Cir 326 号通告。 

注 4：对于 ATS 监视系统功能和性能的要求载于附件 10 —《航空电信》第 IV 卷 —《监视和防撞系统》。 

8.1.2  ATS 监视系统应具有统一接收、处理和显示来自相联来源数据的能力。 

8.1.3  ATS 监视系统在提供空中交通服务时应能与其他自动系统联机，并且应达到适当的自动化水平，以

达到改善显示给管制员的数据的精确性及时效性的目的，并能减轻管制员的工作负担，同时可减少相邻管制岗

位之间及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之间口头协调的需要。 

8.1.4  ATS 监视系统应提供与安全有关的告警与警告显示，包括冲突告警，最低安全高度警告，冲突预示，

非有意重复的 SSR 编码以及航空器识别。 

8.1.5  各缔约国应尽可能地为共享从 ATS 监视系统获取的情报提供方便，以便在相邻管制区内扩展并改善

监视覆盖范围。 

8.1.6  各缔约国应根据地区航行协议，实现与已接受 ATS 监视服务的航空器相关的协调数据之间的自动交

换，并制定自动协调程序。 

8.1.7  只有当： 

a) 在区域内存在可靠的覆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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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TS 监视系统的探测概率、精确性及完整性令人满意；和 

c) 对于 ADS-B，参与航空器提供了充分的数据。 

方可在提供空中交通服务，包括提供航空器之间的间隔时，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联合使用 ATS 监视系

统，比如一次监视雷达（PSR），二次监视雷达（SSR）、ADS-B 和 MLAT 系统。 

8.1.8  PSR 系统应在其他 ATS 监视系统不能满足空中交通服务要求的情况下使用。 

8.1.9  只有当： 

a) 在区域内强制要求装备 SSR 应答机；和 

b) 已建立并保持识别， 

方可在包括提供航空器之间的间隔时，单独使用 SSR 系统，尤其是使用单脉冲技术或具有 S 模式能力或

MLAT 的系统。 

8.1.10  ADS-B 电报中所载情报的质量只有超过有关 ATS 当局规定的数值时，ADS-B 方可被用来提供空中

交通管制服务。 

8.1.11  ADS-B 可独立使用，包括在航空器之间提供间隔，但条件是： 

a) 建立并保持对装备有 ADS-B 航空器的识别； 

b) ADS-B 电报数据完好性测量足以支持最低间隔； 

c) 不要求对未发射 ADS-B 的航空器加以查明；和 

d) 对于不依靠航空器导航系统确定位置要素的航空器，不要求确定航空器的位置。 

8.1.12  提供 ATS 监视服务须限定在指定的覆盖区，并且须遵守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规定的其他各种限

制规定。在航行资料汇编中必须公布采用的操作方法的足够资料，以及对空中交通服务工作有直接影响的工作

实施标准和/或设备限制。 

注：各缔约国根据附件 15，4.1.1 和附录 1 的规定，将提供各地区使用 PSR、SSR、ADS-B 和 MLAT 系统

以及 ATS 监视服务和程序的信息。 

8.1.12.1  当位置数据质量下降低于有关 ATS 当局规定的标准时，必须对提供 ATS 监视服务进行限制。 

8.1.13  在要求联合使用 PSR 与 SSR 的场合，如果 SSR 位置显示的精确性已经通过监控设备或其他方式得

到证实，当 PSR 失效时，可以单独使用 SSR 对已经过识别并装备应答机的航空器提供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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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状态显示器 

8.2.1  向管制员提供监视信息的状态显示器必须至少包括为提供 ATS 监视服务所需要的位置指示、航图资

料，以及适用时，航空器的身份和航空器高度资料。 

8.2.2  ATS 监视系统必须提供经过不断修正的监视情报显示，包括位置指示。 

8.2.3  位置指示可显示如下： 

a) 单独的位置符号即 PSR、SSR、ADS-S 或 MLAT 符号，或组合的符号； 

b) PSR 回波； 

c) SSR 应答信号。 

8.2.4  在适用时，应使用不同的符号显示以下内容： 

a) 非有意重复的 SSR 编码和/或非有意重复的航空器识别标志； 

b) 未经更新轨迹的预计位置；和 

c) 标图和航迹数据。 

8.2.5  当监视数据质量降低以致需要对服务加以限制时，必须使用字符或其他方法向管制员提供状态指示。 

8.2.6  专用 SSR 编码，包括 7500，7600 和 7700，识别标志（IDENT）操作，ADS-B 应急和∕或紧急模式，

与安全有关的告警和警告及与自动协调有关的情报必须以明确和不同的方式显示，以便于识别。 

8.2.7  必须使用附带有显示目标的标牌，以字母数字形式提供从监视方法和必要时从飞行数据处理系统中

获取的相关情报。 

8.2.8  标牌必须至少包括与航空器身份有关的情报，即 SSR 编码或航空器的识别标志，以及适用时，从气

压高度获取的高度层情报。这些情报可以从 SSR A 模式，SSR C 模式，SSR S 模式和∕或 ADS-B 中获得。 

8.2.9  标牌须附带有位置指示，以防止出现管制员方弄错识别标志或造成的混淆。所有的标牌情报必须以

清晰和简明的方式显示。 

8.3  通信 

8.3.1  通信系统的可靠性和可用性须达到出现极小的系统失效或系统性能明显衰减的可能性。须配备足够

的备用设施。 

注：与系统的可靠性及可用性有关的指导材料及情报载于附件 10卷 I和《空中交通服务规划手册》（Doc 9426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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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除紧急情况的特殊场合另有要求外，在提供 ATS 监视服务前，驾驶员与管制员之间须建立直接的通

信联系。 

8.4  提供 ATS 监视服务 

8.4.1  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中应尽可能地使用从 ATS 监视系统获取的情报，包括与安全有关的告警和

警告，例如冲突告警及最低安全高度警告，以改善空间的利用率、效率和提高安全性。 

8.4.2  同时接受 ATS 监视服务的航空器的数目不得超过在繁忙情况下能安全处理的数目，并应考虑： 

a) 有关管制区或扇区的结构复杂性； 

b) 在有关管制区或扇区内所执行的职能； 

c) 考虑到航空器能力的差异，对管制员的工作量及扇区能力的评估；和 

d) 航空器和地面的主用和备用的通信、导航和监视系统的技术可靠性和可用性的程度。 

8.5  SSR 应答机和 ADS-B 发射机的使用 

8.5.1  总则 

为确保安全有效地使用 ATS 监视服务，驾驶员与管制员须严格遵守所公布的工作程序和必须使用标准的无

线电通话用语，任何时候都应保证应答机编码和∕或航空器识别标志设置正确。 

8.5.2  SSR 编码管理 

8.5.2.1  编码 7700，7600 和 7500 应保留给国际飞行，供驾驶员分别在遭遇紧急情况、无线电通信失效或

非法干扰时使用。 

8.5.2.2  SSR 编码按下述原则分配和指定。 

8.5.2.2.1  考虑到邻近空域雷达覆盖重叠，编码应根据地区航行协议，分配到各缔约国或地区。 

8.5.2.2.2  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须制定向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分配编码的计划和程序。 

8.5.2.2.3  计划和程序应与相邻缔约国所实施的相协调。 

8.5.2.2.4  某一编码的分配应防止其在 SSR 覆盖区内的规定时限内转为他用。 

8.5.2.2.5  为了减少驾驶员和管制员的工作负担和满足管制员/驾驶员通信的需求，驾驶员改变编码的次数

应保持在最低限度。 



第 8 章  ATS 监视服务 8-5 

10/11/16 

8.5.2.2.6  根据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制定的计划和程序将编码指配给航空器。 

8.5.2.2.7  如果需要对个别航空器进行识别，每架航空器必须指配一个专用编码，并且只要有可能，应保留

至整个飞行过程。 

8.5.2.2.8   除非航空器处于紧急状态，或通信失效，或遭受非法干扰，并除非经由地区空中航行协议或移

交和接收 ATC 单位之间另行商定，否则移交单位必须在移交通信联络之前向管制飞行分配 A 2000 编码。 

8.5.2.3  在国际武装冲突地区，必要时须预留 SSR 编码以专门供医救航空器飞行使用。SSR 编码由国际民

用航空组织通过其地区办事处与有关国家协调后进行分配，并在冲突区域内指配给航空器使用。 

注：“医救飞机”是指根据 1949 年《日内瓦公约》和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公约的附加议定书》规定

应受保护的、涉及保护国际武装冲突难民的航空器。 

8.5.3  SSR 应答机的运行 

注：SSR 应答机运行程序载于《航行服务程序 — 航空器运行》（PANS-OPS，Doc 8168 号文件）第 I 卷
第 III 部分第 3 节中。 

8.5.3.1  观察到状态显示器显示的 A 模式编码与指配给航空器的编码不同，必须要求驾驶员确认所选择的

编码，如果事态属必要（非法干扰情况除外），须重新选择正确的编码。 

8.5.3.2  如果指配和显示的 A 模式编码不一致的问题仍旧存在，可以要求驾驶员停止使用航空器应答机。

须相应通知下一个管制岗位以及其他任何在提供空中交通服务时使用二次监视雷达和、或 MLAT 的有关单位。 

8.5.3.3  具有航空器识别功能并配备 S 模式的航空器须按照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飞行计划第 7 项规定发送航

空器识别标志，或当没有已申报的飞行计划时，则传送航空器注册号码。 

注：所有装备 S模式并从事国际民用航空的航空器应具备航空器识别功能（附件 10卷 IV第 2章的 2.1.5.2）。 

8.5.3.4  无论何时，只要从状态显示器上观察到装备 S 模式的航空器发射的航空器识别标志与原计划的航

空器识别标志不同，必须要求驾驶员确认，必要时重新输入正确的航空器识别标志。 

8.5.3.5  如果经驾驶员证实，正确的航空器识别标志已被调到 S 模式识别功能，但识别标志仍然不一致时，

管制员须采取下列行动： 

a) 通知驾驶员识别标志仍然不一致； 

b) 如有可能，改正状态显示器上显示有航空器识别标志的标牌；和 

c) 将由航空器发送的错误航空器识别标志通知下一个管制岗位和其他任何使用 S 模式识别的有

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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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  ADS-B 发射机的工作 

注 1：为表示处于紧急状态或发送其他紧急情报，装备有 ADS-B 的航空器可按以下方式操作应急和∕或紧急

模式： 

a) 应急； 

b) 通信失效； 

c) 非法干扰； 

d) 最低油量；和/或 

e) 医疗情况。 

注 2：无论驾驶员选择何种编码，某些装备第一代 ADS-B 航空电子设备的航空器缺乏上文注 1 所述的能力，

只有能力发出普通紧急告警。 

8.5.4.1  装备具有航空器识别标志特征 ADS-B 的航空器必须按照 ICAO 飞行计划项目 7 的规定发送航空器

的识别标志，或未申报飞行计划时，发送航空器的登记标志。 

8.5.4.2  无论何时，只要从状态显示器上观察到装备有 ADS-B 的航空器发出的航空器识别标志与航空器预

期发出的识别标志不符时，必须要求驾驶员确认，并在必要时重新输入航空器的正确识别标志。 

8.5.4.3  如果不一致的问题仍旧存在，经驾驶员确认 ADS-B 识别特征上设定的是正确的航空器识别标志之

后，管制员必须采取以下行动： 

a) 通知驾驶员不一致的问题依然存在； 

b) 可能时，改正状态显示器上显示有航空器识别标志的标牌；和 

c) 将由航空器发送的错误航空器识别标志通知下一个管制岗位和其他任何有关单位。 

8.5.5  使用气压高度获取的高度层情报 

8.5.5.1  对高度层情报的验证 

8.5.5.1.1  向管制员显示的来自气压高度的高度层情报精确度的容差值在RVSM空域是±60米（±200英尺）。

在其他空域，容差值须为±90 米（±300 英尺），除非有关 ATS 当局认为更实际可行时可规定更小的标准，但不

得小于±60 米（±200 英尺）。配备间隔时不得使用几何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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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1.2  显示给管制员的来自气压高度的高度情报的精确度，须在具有适当装备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初次

与有关航空器联络时至少验证一次，或如不可行，此后要尽快进行。验证须通过与从同一架航空器的无线电通

话所收取到的高度表的高度情报同时进行的比较来完成。无须将此种验证通知其来自气压高度的高度情报在认

可的容许值之内的航空器驾驶员。确定存在高度误差时不得使用几何高资料。 

8.5.5.1.3  如果所显示高度情报不在认可的容许值内，或者超过在验证后查明误差超过认可容许值时，须相

应地要求驾驶员检查气压设定和证实航空器的高度。 

8.5.5.1.4  如果证实已经使用正确的气压设定而仍存在误差，则应按情况采取下列行动： 

a) 要求驾驶员在不致导致丢失位置和识别情报的情况下，停止 C 模式或 ADS-B 高度数据的发

送，并将采取的行动通知与航空器有关的下一个管制岗位或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或 

b) 将误差通知驾驶员，指示继续相关的运行以防止丢失航空器位置和识别情报，并经有关 ATS
当局批准，用报告的高度层取代标牌显示的高度层情报。将采取的行动通知与航空器有关

的下一个管制岗位或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8.5.5.2  占用高度的确定 

8.5.5.2.1  用于在 RVSM 空域确定被某架航空器占用的特定高度层的标准为±60 米（±200 英尺）。在其

他空域，标准须为±90 米（±300 英尺），除非有关 ATS 当局认为更实际可行时可规定更小的标准，但不得小

于±60 米（±200 英尺）。 

注：有关这些数值的简要说明见《空中交通服务规划手册》（Doc 9426 号文件）。 

8.5.5.2.2  航空器保持某一高度。只要来自气压高度的高度层情报显示航空器在 8.5.5.2.1 规定的指配高度层

适当的容差以内时，即可认为该航空器保持了指配的高度层。 

8.5.5.2.3  航空器脱离某一高度。当来自气压高度的高度情报显示预期方向与原指配高度出现大于 90 米

（300 英尺）的变化时，即可认为该被放行离开某一高度的航空器已开始机动飞行并已脱离先前占用的高度。 

8.5.5.2.4  航空器上升或下降时穿过某一高度。当来自气压高度的高度情报显示航空器在要求方向上已通过

此高度 90 米（300 英尺）以上时，即可认为该上升或下降的航空器已穿过了某一高度。 

8.5.5.2.5  航空器到达某一高度。 当来自气压高度的高度情报显示航空器在 8.5.5.2.1 规定的指配高度适当

的容差之后经过三次显示更新、三次传感器更新或 15 秒，以较高者为准，该航空器即可视为已到达被放行的高

度。 

8.5.5.2.6  只有当显示给管制员的高度情报之间有差异和为管制目的而使用的高度情报差异超过上述值时，

管制员方须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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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一般程序 

8.6.1  性能检查 

8.6.1.1  管制员须按照有关当局制定的有关设备的技术说明调正状态显示器并对其精确性进行充分的检查。 

8.6.1.2  管制员须使 ATS 监视系统的可使用能力及状态显示器上显示的情报达到足以执行任务的状态。 

8.6.1.3  管制员须按照当地程序报告设备的任何故障，任何需要调查的事故或任何其他使 ATS 监视服务难

于或无法提供的情况。 

8.6.2  航空器识别 

8.6.2.1  确认识别 

8.6.2.1.1  在向某航空器提供 ATS 监视服务之前须进行识别并通知驾驶员，此后必须保持该识别直至 ATS
监视服务终止。 

8.6.2.1.2  如果此后丢失识别，须如实通知驾驶员，并且在适当时候发布适当指令。 

8.6.2.1.3  必须至少根据 8.6.2.2，8.6.2.3，8.6.2.4 和 8.6.2.5 规定的下列一种方法进行确认识别。 

8.6.2.2  ADS-B 识别程序 

使用 ADS-B 识别时，可通过下列一个或多个程序识别航空器： 

a) 从 ADS-B 标牌上直接认出航空器的识别标志； 

b) 通过 ADS-B 识别移交（见 8.6.3）；和 

c) 观察其遵守发送 ADS-B 识别指令的情况； 

注 1：即便选择了应急和/或紧急模式，某些装备第一代 ADS-B 航空电子设备的航空器缺乏打开“识别

（IDENT）”的能力。 

注 2：在自动化系统中，“识别（IDENT）”功能可能以不同方式显示，比如位置指示及有关标牌全部或

部分闪亮。 

8.6.2.3  SSR 和/或 MLAT 识别程序 

8.6.2.3.1  使用 SSR 和/或 MLAT 识别时，可通过下列一个或多个程序识别航空器： 

a) 从 SSR 和/或 MLAT 标牌上认出航空器的识别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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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考虑下述 b)注的同时，采用此程序要求编码/呼号成功相联。 

b) 从 SSR 和/或 MLAT 标牌上认出其设定已经得到证实的某一指定专用编码； 

注：采用此程序需要保证在一既定空域内每架航空器被指定一个专用编码的编码分配

制度（见 8.5.2.2.7）。 

c) 在 SSR 和/或 MLAT 标牌上，直接认出具有 S 模式设备航空器的识别标志。 

注：具有 S 模式应答机的航空器识别标志提供了直接在状态显示器上识别个别航空器

的手段，这样就消除了求助 A 模式专用编码的个别识别。此种消除只有在地面设备部署得

当和机载设备安装完成后才能得到逐步实现。 

d) 通过识别的移交（见 8.6.3）； 

e) 对于设定某一指定编码，观察其遵守指令的情况； 

f) 观察打开应答机识别标志（IDENT）的指令的遵守情况。 

注 1：在自动雷达系统中，“识别标志（IDENT）”功能可能以不同方式显示，如位置指

示及有关标牌全部或部分闪亮。 

注 2：应答机的窜扰回答可产生“识别标志”型显示。在同一地区内，几乎同时出现“识
别标志”发射时，可造成识别错误。 

8.6.2.3.2  当航空器已被指配一个专用编码时，应尽早实施一次检查，以确保驾驶员调定的编码与所指配的

相同。只有实施过此种检查之后，此专用编码才可以作为识别的依据。 

8.6.2.4  PSR 识别程序 

8.6.2.4.1  使用 PSR 识别时，可通过下列一个或多个程序识别航空航空器： 

a) 将某一特定雷达位置指示符与在状态显示器上显示的某一点，或距此点的方位和距离报告其

位置的航空器联系起来，并确定该雷达位置的特定航迹与航空器的航路或所报航向相一致； 

注 1：由于所报相对于某点的位置可能与状态显示器上航空器的雷达位置指示符不能准

确重合，因此，采用此方法时必须特别注意。因而，有关的空中交通服务当局可以规定采

用此方法的附加条件，例如： 

i) 相对于某些指定的导航设备，在某一或某几个高度之上时，可能不能适用这种方法； 

ii) 超过距雷达基地一定距离时，这种方法可能不适用。 

注 2：“某点”指适用于识别目的的地理点。它通常参照一个或几个无线电导航设备确定

的报告点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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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只有当识别是在所用跑道末端 2 公里 (1 海里) 内确定时，可将一个观察到的位置指示符与

一架已知刚起飞的航空器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应特别注意避免与在机场上空等待或飞越该

机场，或与相邻跑道上起飞或做复飞的航空器发生混淆； 

c) 通过识别的移交（见 8.6.3）； 

d) 如果情况需要，确定航空器的航向，并跟踪观测一段时间的航迹： 

— 指示驾驶员改变航向，并把一特定雷达位置指示符的移动与已确认的航空器执行的所

发指令联系起来进行比较；或 

— 将一特定雷达位置指示符的活动与一架已做报告的航空器所做的机动飞行联系比较。 

当使用这些方法时，管制员须： 

i) 证实雷达位置指示符的移动与航空器的移动相一致不超过一次；和 

ii) 确保航空器的机动飞行不致使航空器超出雷达或状态显示器范围之外。 

注 1：在发生正常航路变化的地区使用这些方法时，必须特别注意。 

注 2：有关上述 ii)，见 8.6.5.1，关于管制航空器的引导。 

8.6.2.4.2  可使用定向方位以辅助进行航空器的识别。除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对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情况

做出此项规定外，此方法不得作为确定识别的单一手段。 

8.6.2.5  其他识别方法 

当观察到两个或几个位置指示符相距很近，或观察到在同时做相似的移动，或因任何其他理由对位置指示

符识别存有疑问时，应按需要的次数规定或重复改变航向，或应使用另外的识别方法，直至消除一切可引起错

误识别的风险时止。 

8.6.3  识别移交 

8.6.3.1  只有当航空器是在接受方管制员的监视覆盖区内时，才能试图将识别从一名管制员移交至另一名

管制员。 

8.6.3.2  识别移交必须按下列方法之一实施： 

a) 只有当用下述方法产生的指示符是唯一的位置指示符，且确保识别无误时，方可利用自动化

手段指定位置指示符的名称； 

b) 通知航空器的专用 SSR 编码或航空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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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使用专用 SSR 编码需要保证在一既定空域内每架航空器被指定一个专用编码的编

码分配制度（见 8.5.2.2.7）。 

注 2：航空器地址应以六个十六进制字符字母编码的形式表示。 

c) 当 SSR S 模式覆盖有效时，对装备有 SSR S 模式航空器识别功能的航空器做出通知； 

d) 当相匹配的 ADS-B 覆盖有效时，对装备有 ADS-B 航空器识别功能的航空器做出通知； 

e) 如果两台状态显示器相邻，或使用的是共用“会议”型状态显示器，直接指明（用手指点出）

位置指示符的名称； 

注：务必注意由于视差而可能产生的任何错误。 

f) 如果双方管制员均不知航空器的航线，参照准确显示在两台状态显示器上的地理位置或导航

设备，或根据距它们的方位和距离，指明位置指示符，以及观察到的位置指示符航迹。 

注：使用此方法移交识别标志前，尤其当观察到其他位置指示符在受管制的航空器的相

似航向上和紧靠其附近时，务必格外谨慎。雷达固有的缺点，如个别状态显示器上显示的雷

达位置指示符的方位和距离不准确以及视觉误差，可能形成某架航空器与某一已知点的相对

指示在两台状态显示器上有所差异。因此，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可以规定适用这种方法的

附加条件，例如： 

i) 规定两个管制员共用参考点的最大距离；和 

ii) 规定接受方管制员所观察到的位置指示符与移交方管制员所陈述的位置指示符之间的最

大距离。 

g) 适用时，移交方管制员发出航空器变换编码的指令并由接受方管制员观察此种变换；或 

h) 移交方管制员发出航空器打开应答机识别∕发送信号（IDENT）的指令并由接受方管制员观察

其反应。 

注：适用程序 g) 和 h) 和需要事先得到管制员之间的协调，因为接受方管制员观察到的

指示迹象是短暂的。 

8.6.4  位置情报 

8.6.4.1  接受 ATS 监视服务的航空器在下列情况下应被告知其位置： 

a) 在识别时，除识别已通过下列方式得到确认外： 

i) 根据驾驶员的航空器位置报告或在离场跑道一海里范围内，并且在状态显示器上观察到

的位置与航空器的离场时间相一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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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通过使用 ADS-B 航空器识别、S 模式航空器识别或指定的专用二次监视雷达编码，并且

观察到的位置指示符的位置与航空器现行飞行计划相一致；或 

iii) 通过识别移交。 

b) 当驾驶员要求此项情报时； 

c) 当驾驶员的判断与管制员根据观察的位置所做的判断明显不同时； 

d) 当在引导后，如现行指令已使航空器偏离其原定航路，驾驶员被指示恢复其自主领航时（见

8.6.5.5）； 

e) 在即将结束 ATS 监视服务前，如观察到航空器偏离其原定航路时。 

8.6.4.2  位置情报必须以下述形式之一发送航空器： 

a) 作为一熟知的地理位置； 

b) 以某个重要点、航线上的某个导航设备或某个进近设备的磁航迹和距离； 

c) 以距某已知位置的方向（用罗盘方位）和距离； 

d) 如果航空器正在做最后进近，以距接地点的距离；或 

e) 以距空中交通服务航路中心线的距离和方向。 

8.6.4.3  只要可行，位置情报应与有关航空器的导航相关的和状态显示器地形图上所显示的位置或航路相

关联。 

8.6.4.4  驾驶员可按通知要求省去在强制报告点做位置报告，或只在有关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指定的各报告

点做位置报告。除非正在进行自动化位置报告（比如 ADS-C），否则驾驶员必须恢复话音或 CPDLC 位置报告： 

a) 按照指令； 

b) 接到通知 ATS 监视服务已经终止；或 

c) 接到通知已失去识别。 

8.6.5  引导 

8.6.5.1  引导须通过向驾驶员发送能使航空器保持预定航迹的指定航向完成，引导航空器时，管制员应

遵守： 

a) 只要可行，应沿驾驶员可参照驾驶员判读导航设备来监控航空器位置的航迹引导航空器（这

样可将领航帮助的需求量降至最低，并能最大限度地减轻 ATS 监视系统失效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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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当一架航空器被引导自原定航线改航时，应通知驾驶员所应完成的引导，并且必须说明引导

的限制（例如，至……位置，进行……进近）； 

c) 除非要实施管制移交，否则不得将航空器引导至距管制员负责的空域限界 4.6 公里（2.5 海里）

之内，或最小可允许间隔大于 9.3 公里（5 海里）时，相当于此规定最低间隔一半的距离以内，

除非已制定出当地协议，以确保与正在邻近空域飞行的航空器间存在间隔； 

d) 除非发生紧急情况或为了绕过恶劣气象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驾驶员应得到通知），或驾驶

员提出特殊要求，否则不得引导受管制的飞行飞入到非管制区域；和 

e) 当航空器报告方向性仪表不可靠时，在发出机动飞行动作指令前，应要求驾驶员用约定的转

变率操作所有转弯，并在接到指令后立即遵照执行。 

8.6.5.2  当引导 IFR 飞行时和当给予 IFR 飞行直飞航路而使航空器脱离 ATS 航路时，管制员发出放行许可

必须保证规定的越障始终存在，直到航空器到达驾驶员恢复自己航向的点为止。必要时，相关的最低引导高度

须包括对低温效应的校正。 

注 1：当 IFR 飞行正被引导时，驾驶员可能不能确定航空器相对于该区域的障碍物的准确位置，并因而无

从确定越障所必需的高度。有关越障的详细标准载于PANS-OPS（Doc 8168号文件）第 I卷和第 II卷。亦见 8.6.8.2。 

注 2：ATS 当局有责任向管制员提供经过温度效应校正的最低高度。 

8.6.5.3  只要可能，最低引导高度应有足够高度以尽量避免航空器近地告警系统发出告警显示。 

注：这种系统的告警显示会导致航空器立即复飞和大角度爬升，以避开危险地形，因此很可能危及航空器

之间的间隔。 

8.6.5.4  缔约国必须鼓励运营人报告有关航空器近地告警系统所出现的事故征候，以便能够确定其所在位

置并修改高度、航路和/或航空器飞行程序，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8.6.5.5  航空器终止引导时，如果现行指令已使航空器从原指定路线改航，管制员必须通知恢复自主领航，

并在必要时以 8.6.4.2 b)规定的形式通知其航空器的位置和给以适当指示。 

8.6.6  导航协助 

8.6.6.1  当观察到已识别航空器大幅度偏离预定航线或指定等待起落航线时，须立即通知该航空器。同时

如果管制员认为此种偏离可能影响正在提供的服务时，须采取适当措施。 

8.6.6.2  向提供 ATS 监视服务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请求导航协助的航空器的驾驶员须陈述理由（如不利天

气或不可靠导航仪表），并须就当时的处境向管制单位提供尽可能详细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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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  ATS 监视服务的中断或终止 

8.6.7.1  当 ATS 监视服务中断或终止时，无论何种理由，均应立即通知已被通知为其提供服务的航空器。 

注：航空器过渡穿过相邻的雷达和∕或 ADS-B 和、或 MLAT 系统覆盖区通常不构成 ATS 监视服务的中断或

终止。 

8.6.7.2  当对某架已识别的航空器的管制移交向航空器提供程序间隔的管制扇区时，移交管制员在开始移

交前，须确保该航空器与任何其他受管制航空器之间已建立了适当的程序间隔。 

8.6.8  最低高度层 

8.6.8.1  管制员须随时掌握所有最新的下列有关资料： 

a) 在责任区内确定的最低飞行高度； 

b) 依据第四章和第五章划定的一个或几个最低可用飞行高度层；和 

c) 所确定的适用于根据战术引导所定程序的最低高度。 

8.6.8.2  除非有关 ATS 当局另有规定，必须使用战术雷达引导适用的准则对根据使用 ATS 监视系统的战

术引导确定程序的最低高度。 

注：确定适用于根据战术雷达引导所定程序的最低高度的准则载于《航行服务程序  — 航空器运行》

（PANS-OPS, Doc 8168 号文件）卷 II。 

8.6.9  有关恶劣天气的情报 

8.6.9.1  应提前发出航空器将有可能穿越恶劣天气区域的情报，以便驾驶员有充足时间决定采取适当措施，

其中包括当驾驶员有此要求时，向管制员征求以何最佳绕航路线避开恶劣天气区域的意见。 

注：根据 ATS 监视系统的功能，状态显示器上可能不显示恶劣天气区域。航空器的气象雷达通常比空中交

通服务所使用的雷达感应器能对恶劣天气更好地进行探测和分析。 

8.6.9.2  引导航空器绕航任何恶劣天气区域时，管制员应肯定航空器能在 ATS 监视系统覆盖范围内回到预

定或指定的飞行航径，如看来不可能，应将此情况通知驾驶员。 

注：必须注意，在某种情况下，不一定能显示出恶劣天气的最活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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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0  向气象室报告重要气象情报 

虽然并未要求管制员对大量降水等保持特殊监测，但在实际可行时，状态显示器上观察到的重要气象条件

（即大量降雨或清晰可辨的锋面）的位置、强度、范围和移动的情报，应报告有关气象室。 

8.7  ATS 监视系统在空中交通管制服务中的使用 

注：本节程序为适用于使用 ATS 监视系统提供区域管制服务或进近管制服务的一般程序。适用于提供进近

管制服务的附加程序的详述见第 9 节。 

8.7.1  功能 

提供空中交通服务中， ATS 监视系统提供并在状态显示器上显示的情报可用于执行下列职责： 

a) 提供必要的 ATS 监视服务以改善空域的利用，减少延误，提供直飞航路与更合理的飞行剖面，以

及增加安全性； 

b) 向离场航空器提供引导，以迅速而有效地实现离场流量，同时使离场航空器得以迅速爬升至巡航

高度层； 

c) 向航空器提供引导以消除潜在的飞行冲突； 

d) 向进场航空器提供引导以建立迅速有效的进近次序； 

e) 提供引导以帮助驾驶员导航，如飞向或飞离某个无线电导航设备，飞离或绕开恶劣天气区域等； 

f) 当航空器在覆盖区内通信失效时，提供间隔和保持正常交通流量； 

g) 保持对空中交通飞行航迹的监控； 

注：如果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对诸如保持航迹、速度或时间等的容许偏差做了规定，在偏

离超出允 许误差值之前，不应认为飞行发生重大偏离。 

h) 如果切实可行，对空中交通进程保持监视，以便向程序管制员提供以下情报： 

i) 关于受管制的航空器位置的改善情况情报； 

ii) 其他飞行的补充情报；和 

iii) 航空器严重偏离其各自空中交通管制放行许可范围情报，包括其已被放行的航线，以及适当

的高度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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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  间隔的实施 

注：为确保不违反最小间隔，使用 ATS 监视系统的管制员必须考虑在特殊情况下决定使用间隔的因素，包

括航空器的有关航向和速度、ATS 监视系统技术限制规定，管制员工作量以及因通信拥挤而造成的任何困难。

关于此内容的指导材料载于《空中交通服务规划手册》（Doc 9426 号文件）。 

8.7.2.1  除按照 8.7.2.8、8.7.2.9 和 8.8.2.2 规定外，在确保能继续保持识别时，8.7.3 规定的最小间隔应仅适

用于已识别的航空器之间。 

8.7.2.2  对已识别航空器的管制被移交给向航空器提供程序间隔的管制扇区时，移交管制员在航空器到达

其责任区边界之前，或在该航空器离开覆盖区之前，须建立此种间隔。 

8.7.2.3  在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批准时，须使用根据 ADS-B、SSR 和、或 MLAT、和∕或 PSR 位置符号

和/或 PSR 回波所设定的间隔，以使表示有关航空器位置的位置符号和/或 PSR 回波中心点间的距离决不小于规

定的最低间隔标准。 

8.7.2.4  使用根据 PSR 回波与 SSR 应答信号设定的雷达间隔，以使 PSR 回波的中心与 SSR 应答信号的最

近边缘（或中心，在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批准时）之间的距离决不小于规定的最低间隔标准。 

8.7.2.5  使用根据 ADS-B 位置符号与 SSR 应答信号设定的间隔，以使 ADS-B 位置符号的中心与 SSR 应答

信号的最近边缘 (或中心，在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批准时) 之间的距离决不小于规定的最低间隔标准。 

8.7.2.6  使用根据 SSR 应答信号设定的间隔，以使 SSR 应答信号的最近边缘（或中心，在有关当局批准时）

之间的距离决不小于规定的最低间隔标准。 

8.7.2.7  除非有关航空器之间采用垂直间隔，否则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显示的位置指示符是何种类型和所

采用的间隔是何种最低标准，位置指示符的边缘决不能接触或重叠。 

8.7.2.8  如果管制员收到某一管制飞行正进入或即将进入实施 8.7.3 规定的最小间隔空域的通知，但该航空

器还未经识别时，只有当： 

a) 有理由确保将用 SSR 和、或 ADS-B 和、或 MLAT 对未识别的管制飞行进行识别，或正在飞

行的是可在实施间隔的空域内，预期对一次雷达适时做出回复的航空器机型时；和 

b) 在未识别的管制飞行得到识别或在建立了程序间隔之前各经识别的飞行与任何其他观察到的

ATS 监视系统位置指示之间一直保持间隔时； 

在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有此规定的情况下，该管制员方可向识别的航空器继续提供 ATS 监视服务。 

8.7.2.9  只有当有理由确保能自跑道未端 2 公里（1 海里）以内识别出该起飞航空器，并且到那时可达到所

需的间隔要求时，起飞航空器和先前离场航空器或其他管制飞行之间实施 8.7.3 规定的最小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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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10  在同一等待定位点上空等待的航空器之间不得实施 8.7.3 规定的最小间隔。等待航空器与其他航

空器之间使用基于雷达和∕或 ADS-B 和、或 MLAT 的 ATS 监视系统最小间隔须遵守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的要

求和规定程序。 

8.7.3  以 ATS 监视系统为基准的最低间隔 

8.7.3.1  除非根据 8.7.3.2、8.7.3.3 或 8.7.3.4，或第六章关于独立和相关平行进近的有关内容另有规定者外，

基于雷达和、或 ADS-B 和、或 MLAT 的最低水平间隔为 9.3 公里（5.0 海里）。 

8.7.3.2  如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有此规定，可以降低在 8.7.3.1 中所述的最低间隔标准，但不得低于： 

a) 5.6 公里（3.0 海里），在指定地点的雷达和、或 ADS-B 和、或 MLAT 系统功能允许时；和 

b) 4.6 公里（2.5 海里），在跑道入口 18.5 公里（10 海里）范围内的同向最后进近航迹的后续航

空器之间。在下述前提下，可实施 4.6 公里（2.5 海里）之内被缩减的最低间隔标准： 

i) 通过诸如数据采集、统计分析以及基于理论模型的方法等方式，证明着陆航空器的跑道

占用平均时间不超过 50 秒； 

ii) 报告的刹车效应为好，以及跑道占用时间不会受到跑道污染物（如湿雪、雪或冰）的严

重影响； 

iii) 具有适当的方位和范围分析和修正率为 5 秒或少于 5 秒的 ATS 监视系统与适当的显示器

结合使用； 

iv) 机场管制员能够目视或通过地面活动雷达（SMR）、MLAT 系统或地面活动引导和管制

系统（SMGCS）观察到被使用跑道以及有关的退出和进入的滑行道； 

v) 不适用下述 8.7.3.4，或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可能规定的（如，对于指定机型）以距离

为基准的尾流最低间隔标准； 

vi) 管制员密切监视航空器进近速度，并且必要时，调整其速度以保证间隔不低于最低标准； 

vii) 无论何时，只要在最后进近中实施缩减的最低间隔标准，航空器运营人及驾驶员就会完

全明确需以快速方式退出跑道；和 

viii) 关于使用缩小的最低间隔标准的程序载于 AIPs。 

8.7.3.3  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须根据特定 ATS 监视系统的能力或依照位置符号、一次监视雷达回波或二

次监视雷达应答信号中心正确判定航空器位置的感应器，并考虑可能影响 ATS 监视系统测定情报精确度的因素，

如航空器距雷达站的距离和使用的状态显示器的刻度等，对需使用的最低间隔或以雷达和∕或 ADS-B 和、或

MLAT 系统为基准的最低标准做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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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4  遇 8.7.3.4.1 所述情况时，对提供 ATS 监视服务的航空器在飞行的进近和离场阶段必须使用下列以

尾流距离为基准的最低间隔： 

航空器种类  

前机 后机 以尾流距离为基准的最低间隔 

重型 重型 7.4 公里（4.0 海里） 
 中型 9.3 公里（5.0 海里） 
 轻型 11.1 公里（6.0 海里） 

中型 轻型 9.3 公里（5.0 海里） 

 

注：有关尾流航空器种类的规定载于第四章第 4.9 节。 

8.7.3.4.1  在 8.7.3.4 中规定的最低标准适用于下列情况： 

a) 一航空器在同一或小于 300 米（1 000 英尺）高度紧随另一航空器后面飞行；或 

b) 两架航空器使用同一跑道，或间隔小于 760 米（2 500 英尺）的平行跑道；或 

c) 一航空器在同一或小于 300 米（1 000 英尺）高度飞行时从后面横越另一航空器。 

注：见图 8-1A 和图 8-1B。 

8.7.4  管制移交 

8.7.4.1  当提供有 ATS 监视服务时,应尽可能实施管制移交，以便提供不间断的 ATS 监视服务。 

8.7.4.2  当使用了二次监视雷达系统和、或 ADS-B 和、或 MLAT，并且使用标牌提供位置指示显示时，如

符合下述前提，相邻管制岗位间或相邻空中交通管制单位间的航空器管制移交无须提前协调便可进行： 

a) 移交前向接受方管制员提供了拟移交航空器的最新飞行计划资料，包括 SSR 专用编码，或如

属 S 模式和 ADS-B，航空器的识别标志； 

b) 提供给接受方管制员的 ATS 监视系统覆盖范围在实施移交前在状态显示器上显示出，最好是

在收到首次呼叫前识别出的有关航空器； 

c) 处于不同地点的管制员，其间应有随时可用的双向直接通话设备，使能即刻建立起通信联系。 

注：“即刻”指直通电话为管制员提供立即接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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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移交点或若干移交点与所有其他适用条件，如飞行方向、指定高度、通信点的移交，尤其按

状态显示器上所观察到的方式拟移交的航空器之间所商定的最低间隔标准，包括适用于同向

航路后随航空器的最低间隔标准，已作为两个相邻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间的特殊指令（供单

位内部移交时使用）或特殊协议书的主要规定内容。 

e) 指令或协议书明确规定，接受方管制员可随时终止这种形式的管制移交申请，通常随附一商

定的预先通知； 

f) 在移交前，将发送给航空器的高度、速度和引导指令通知接受方管制员，航空器在移交点修

改其预计的飞行进程。 

8.7.4.3  在考虑所有相关技术、运行和其他情况的同时必须确定拟移交航空器之间商定的最低间隔标准（见

8.7.4.2 d））和预先通知（见 8.7.4.2 e））。当出现不能满足协定条件的情况时，在解决问题前，管制员须回复

至 8.7.4.4 规定的程序。 

8.7.4.4  当使用一次雷达并且未按照 8.7.4.2 规定使用其他类型的 ATS 监视系统时，在符合下述前提的情况

下，相邻管制岗位之间或两个相邻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之间的航空器管制移交： 

a) 已将识别移交至接受方管制员，或已经由他直接将其建立； 

b) 处于不同地点的管制员，其间应有随时可用的双向直接通话设备，使能即刻建立起通信联系； 

c) 由其他管制飞行造成的间隔，符合扇区或有关单位之间进行管制移交时批准使用的最低标准； 

d) 将在移交点适用于航空器的任何高度、速度或引导指令通知给接受方管制员； 

e) 接受方管制员同意承担对航空器提供 ATS 监视服务的责任之前，移交方管制员保持同航空器

的无线电通信联系。此后应指示航空器换至适当频道，并从该点起即由接受方管制员负责。 

8.7.5  速度控制 

根据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的规定，包括对航空器性能限制的考虑，管制员为了便于排序或减少引导的需

要，可以要求航空器以指定的方法调整其速度。 

注：速度控制说明的程序载于第 4 章第 4.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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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A 紧随之后的飞行（见 8.7.4.4 和 8.7.4.4.1） 

 

 

图 8-1B 从后方穿越（见 8.7.4.4 和 8.7.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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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紧急情况、险情和设备失效 

注：亦见第 15 章。 

8.8.1  紧急情况 

8.8.1.1  一旦航空器遭遇或有迹象表明即将遭遇紧急情况，管制员须遵照本规则规定依不同情况提供协助。 

8.8.1.2  已识别的航空器遭遇紧急情况时的进程须加以监控并标示在状态显示器上，直至航空器飞出 ATS
监视系统覆盖范围时止，并将位置情报提供给一切可能会向航空器提供协助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适当时也须

与相邻扇区实施移交。 

注：如果遭遇紧急情况的航空器驾驶员已经接到指示选择特定的应答机编码和∕或 ADS-B 紧急模式，除特

殊情况下，驾驶员另有决定或另行接到通知外通常他们应保持使用该编码或该模式。如空中交通管制未要求设

定编码或紧急模式，驾驶员应自行把应答机设定在 A 模式编码 7700 和∕或适当的 ADS-B 紧急模式上。 

8.8.1.3  当从状态显示器上观察到一个 ADS-B 普通紧急告警，但未再显示出紧急情况的具体性质码时，管

制员必须采取以下行动： 

a) 尝试与航空器建立通信联络以核实紧急情况的性质；或 

b) 如果未收到航空器回答，管制员必须试图要求航空器做一个在状态显示器上可观测到的指定

机动飞行，以证实该航空器能否收到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发出的信息。  

注 1：无论驾驶员选择何种编码，某些装备第一代 ADS-B 航空电子设备的航空器只有能力拍发普通紧急告

警。 

注 2：即便选择了应急和/或紧急模式，某些装备第一代 ADS-B 航空电子设备的航空器缺乏打开“识别

（IDENT）”的能力。 

8.8.2  相撞危险情报 

8.8.2.1  当观察到某一已识别的管制飞行和某一不明航空器在一条冲突航径上构成相撞危险时，无论何时，

只要可行，须将下列情报通知航空器驾驶员： 

a) 告之有不明航空器和如果受管制航空器提出此请求，或如果管制员根据情况有正当理由认为

存在相撞危险，应建议采取避让措施；和 

b) 冲突已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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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2  当观察到正在管制空域外进行的一已识别的按仪表飞行规则的飞行与另一航空器在一条冲突航径

上时，应通知已识别飞行的驾驶员： 

a) 有必要开始采取避免碰撞的措施，并且如果驾驶员有此请求，或如果管制员根据情况有正当

理由认为存在相撞危险，应建议采取的避让措施；和 

b) 冲突已消失。 

8.8.2.3  无论何时，只要可行，有关冲突航径上的飞行情报，都应使用下列格式发出： 

a) 按照 12 小时钟表表明冲突航空器的相对方位； 

b) 使用公里（海里）表示与冲突航空器的距离； 

c) 冲突航空器的预计飞行方向； 

d) 航空器的高度和机型，或如果不明，则说明冲突航空器的相对速度，例如慢或快。 

8.8.2.4  来自气压高度的高度情报，即使未经证实，也应用作提供相撞危险的情报，因为此类情报，特别

是当此类情报是自其他不明航空器（如目视飞行）上得到并发送给已知航空器的驾驶员时都易于判定相撞危险

的方位。 

8.8.2.4.1  如果来自气压高度的高度情报已经过证实，须以明确无误的方式传递给驾驶员。如果高度情报未

经证实，应认为高度的精确度不确定，并且须根据情况适时通知驾驶员。 

8.8.3  设备失效 

8.8.3.1  航空器无线电发射机失效 

8.8.3.1.1  如果与一架航空器失去双向通信，管制员应在一直用来确认的频道上，指示航空器做一指定机动

飞行动作并观察航空器航迹，或指示航空器使用识别标志（IDENT）功能或变换 SSR 编码和∕或 ADS-B 发送的

方法，以确定航空器接收机是否在工作。 

注 1：装有应答机的航空器遇到无线电通信失效时，将使用应答机 A 模式编码 7600。 

注 2：装有 ADS-B 的航空器遇到无线电通信失效时，可以发送相关的 ADS-B 应急和∕或模式。 

8.8.3.1.2  如果 8.8.3.1.1 所规定的行动不成功，则须在航空器可能守听的任何其他可用频道上重复进行。 

8.8.3.1.3  8.8.3.1.1 和 8.8.3.1.2 所规定的任何有关做机动飞行的指示，均应使航空器在执行收到的指示后，

仍能回到其现行批准的航迹上。 

8.8.3.1.4  如通过 8.8.3.1.1 规定的行动已确定航空器的无线电接收机在工作，可利用变换 SSR 编码∕ADS-B
发送或发送识别标志（IDENT）取得对航空器发布飞行许可的认收的方法，继续实施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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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3.2  航空器通信完全失效 

当一架通信完全失效的受管制航空器正在或预期在实行 ATS 监视服务的某一飞行地区和高度上飞行时，可

继续使用 8.7.3 规定的间隔。但是，如果通信失效的航空器是未经识别的，在已知或可靠认为无线电通信失效航

空器已通过有关空域或已着陆或已飞往他处之前，则须在已识别的航空器与在沿通信失效航空器预定航线观察

到的所有未经识别的航空器之间规定间隔。 

8.8.3.3  航空器应答机在强制要求装设应答机功能的地区失效 

8.8.3.3.1  当一架航空器离场后在强制要求装设应答机功能的区域飞行或预计飞行时发生应答机故障，有关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根据飞行计划尽力保证让其继续飞行至第一个预定降落机场。但是，在某些飞行情况下，

特别是在起飞后不久即查出有应答机故障，无论在终端区还是航路上都无法继续飞行。这时，可要求航空器返

回离场机场或经有关航空器运营人和空中交通管制同意后，在最近的合适机场降落。 

8.8.3.3.2  如在不能进行维修的机场离场前发现应答机故障，应允许该航空器尽可能沿直接的航路飞至最近

的可进行维修的合适机场。当放行此类航空器时，空中交通管制应考虑现有的或预计的交通情况，并可以对离

场时间、飞行高度或拟飞航路做必要修改。在飞行期间，也可做必要的相应调整。 

8.8.4  ATS 监视系统失效 

8.8.4.1  当 ATS 监视系统完全失效，但仍能保持空地通信时，管制员必须标出所有已识别航空器的位置，

采取必要行动在航空器之间建立程序间隔，必要时对批准进入该区域的航空器数量加以限制。 

8.8.4.2  如果无法立即配备标准的程序间隔，作为应急措施，可暂时使用半个适用的最低垂直间隔将飞行

高度层间隔开。 

8.8.5  航空器位置源数据衰变 

为了减轻航空器位置源数据衰变的影响，比如 GNSS 接收机自主完好性监测（RAIM）失灵，有关 ATS 当

局必须制定数据衰变时管制岗位或 ATC 单位应执行的应急程序。 

8.8.6  地面无线电失效 

8.8.6.1  当供管制使用的地面无线电设备完全失效时，除非能利用其他可用的通信频道继续提供 ATS 监视

服务，否则管制员须按以下操作。 

a) 按实际情况，立即通知所有相邻管制岗位或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有关失效的情况； 

b) 评估这些岗位或单位的现时交通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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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请求可能与这些航空器建立通信联络的岗位或单位提供帮助，建立和保持与这些航空器间的

间隔；和 

d) 指示相邻管制岗位或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在恢复提供正常服务之前，让所有在通信失效岗位

或空中交通管制单位责任区外的管制飞行进行等待或改航。 

8.8.6.2  为了减小地面无线电完全失效对空中交通安全产生的影响，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应建立失效时

管制岗位或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执行的应急程序。为了在地面无线电失效后和恢复正常服务前能够尽早提供最

少的服务，适当可行时，此应急程序应规定可对相邻管制岗位或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的管制权。 

8.9  ATS 监视服务在进近管制服务中的使用 

8.9.1  一般规定 

8.9.1.1  提供进近管制服务中所使用的 ATS 监视系统须与所提供服务的功能和水准相一致。 

8.9.1.2  用于监控平行仪表着陆系统进近的 ATS 监视系统须符合第六章规定的运行要求。 

8.9.2  功能 

在提供进近管制服务中，显示器上显示的位置指示可用于行使下述附加职能： 

a) 不断对进场航空器向驾驶员能直接判读的导航设备提供引导； 

b) 对平行仪表着陆系统进近提供飞行航迹监视并且在可能或实际出现穿越不准逾越地带（NTZ）情

况时，引导航空器采取相应行动； 

注：见第 6 章第 6.7 节。 

c) 引导进场航空器飞至可完成目视进近点； 

d) 引导进场航空器飞至可进行精密雷达进近或监视雷达进近点； 

e) 向其他由驾驶员判读的进近提供飞行航迹监控； 

f) 按照规定的程序，实施： 

i) 监视雷达进近； 

ii) 精密雷达（PAR）进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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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提供下述间隔： 

i) 在后续离场航空器之间； 

ii) 在后续进场航空器之间；和 

iii) 在离场航空器与后续进场航空器之间。 

8.9.3  使用 ATS 监视系统的一般进近管制程序 

8.9.3.1  为了在把管制移交给机场管制员以后能维持间隔，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必须制订程序，确保将

进场航空器的次序，以及已经发布给航空器的指令和限制规定及时通知给机场管制员。 

8.9.3.2  在引导进近之前或开始时，须告知驾驶员进近类型以及将使用的跑道。 

8.9.3.3  在最后进近开始之前，管制员须至少将在做引导仪表进近的航空器的位置告之该航空器一次。 

8.9.3.4  管制员提供距离情报时须说明情报所参照的点或导航设备。 

8.9.3.5  在管制员引导下进行的进近的起始与中间进近阶段，包括为在最后进近阶段便于航空器的定位开

始进行引导时，直至航空器进入最后进近和完成下述各项为止的各个进近部分： 

a) 已确定在驾驶员判读的导航设备的最后进近航径之上；或 

b) 报告其可以完成目视进近；或 

c) 已准备好作监视雷达进近；或 

d) 已移交给精密雷达进近管制员。 

8.9.3.6  应给予被引导进行最后进近的航空器一个或一系列很可能接近最后进近航迹的航向。最后引导必

须能使航空器在切入以下进近程序规定的或标称的下滑航径之前，在最后进近航迹上建立，并且应向最后进近

航迹提供 45 度或小于 45 度的切入角。 

注：有关独立平行进近的引导和高度层飞行的要求分别见第 6 章第 6.7.3.2 节和第 6.7.3.2.3 节。 

8.9.3.7  无论何时，只要航空器被指配给其通过最后进近航迹的引导，就应相应通知航空器，说明使用雷

达引导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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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  引导至由驾驶员判读的最后进近设备 

8.9.4.1  当确定在最后进近航迹时，须指令被引导切入由驾驶员判读的最后进近设备的航空器做出报告。

除此时情况不允许发布许可外，应在航空器报告之前发布进近许可。通常在航空器离开最后指定的航向切入最

后进近航迹时终止引导。 

8.9.4.2  在发布进近许可时，直到切入进近程序规定的或标称的下滑航径之前，航空器必须保持最后的指

定高度层。如果空中交通管制要求航空器切入仪表进近图所示飞行航段之外的某个高度层的下滑航径，空中交

通管制必须指示驾驶员确定在下滑航径之前保持在特定的高度层。 

8.9.4.3  除根据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规定的程序可将管制责任移交至机场管制员外，并且只有当机场管

制员随时可使用 ATS 监视系统时，管制员方须对同向最后进近中后续的航空器之间保持 8.7.3 规定的间隔负有

责任。 

8.9.4.4  将最后进近中后续的航空器移交给机场管制员时，须按照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规定的程序实施。 

8.9.4.5  同机场管制员进行的通信移交应在恰当的点或时间进行，以便能及时向航空器发布着陆许可或其

他备用指令。 

8.9.5  目视进近引导 

注：亦见第 6 章第 6.5.3 节。 

8.9.5.1  只有当所报的云底高超出适于引导的最低高度并且确信具备可以完成目视进近及着陆的气象条件

时，管制员方可以对航空器进行目视进近雷达引导。 

8.9.5.2  只有在驾驶员报告已看到机场或前行的飞机后方能发布目视进近许可，此时通常终止引导。 

8.9.6  雷达进近 

8.9.6.1  一般规定 

8.9.6.1.1  管制员提供雷达监测或精密雷达进近服务期间，除对与此进近直接有关的职责外，他不应承担其

他职责。 

8.9.6.1.2  实施雷达引导进近的管制员须掌握为所实施进近类别制定的有关超障高度/相对高度的情况。 

8.9.6.1.3  开始雷达进近前，须将下列情报通知航空器： 

a) 将使用的跑道； 

b) 适用的超障高度/相对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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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标称下滑航径的角度，和若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有此规定或航空器有此请求，应保持的

近似下降率。 

注：有关近似下降率的计算见《空中交通服务规划手册》（Doc 9426 号文件）. 

d) 除非已在 AIPs 中公布了程序，否则应在无线电失效时遵守的程序。 

8.9.6.1.4  无论因何种情况而无法继续雷达进近时，都应立即通知航空器无法实施雷达进近或继续雷达进近。

如果可以使用非雷达设备或驾驶员报告可以目视完成进近，应当继续进近程序；否则，应另外发放放行许可。 

8.9.6.1.5  最后进近时，应提醒进行雷达进近的航空器检查轮子是否放下并锁定。 

8.9.6.1.6  除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另有规定外，在航空器作雷达进近距离接地点约 15 公里（8 海里）时，

执行进近的管制员应通知机场管制员或适时通知程序管制员。如果此刻未收到着陆许可，应在距离接地点约 8
公里（4 海里）时再次通知并请求着陆许可。 

8.9.6.1.7  机场管制员，或适用时，有关的程序管制员发布的着陆许可或任何其他备用许可，通常应在航空

器距接地点 4 公里（2 海里）之前传递给它。 

8.9.6.1.8  进行雷达进近的航空器应： 

a) 在下列情况下指挥其进行复飞： 

i) 当航空器在最后进近中似处于危险位置时；或 

ii) 因飞行冲突等原因；或 

iii) 如果航空器已到达距接地点 4 公里（2 海里）或已与机场管制塔台商定的其他距离处之

前，尚未收到程序管制员的着陆许可时；或 

iv) 根据机场管制员发出的指令；或 

b) 在下列情况下得到建议考虑复飞： 

i) 当航空器到达的位置看来无法成功完成进近时；或 

ii) 如果在进近的最后 4 公里（2 公里）内，在任一重要时段内无法通过状态显示器见到航

空器时；或 

iii) 如果在最后进近的任一阶段中，不能确定航空器位置或识别标志时。在上述情况时，

应向驾驶员表明发出指令的原因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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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1.9  除因特殊情况另有要求外，关于复飞的雷达指示应符合规定的复飞程序，并应包括航空器爬升时

应达到的高度，和在复飞程序过程中使航空器保持在复飞区的航向指令。 

8.9.7  最后进近程序 

8.9.7.1  监视雷达进近 

8.9.7.1.1  除非气象条件表明有相当把握可以成功地完成监视雷达进近，否则在可以使用精密进近雷达时，

不应单纯使用监视雷达进行最后进近。 

8.9.7.1.2  只有当设备安装于适当的位置并且状态显示器上专门标有提供有关所用跑道中心延长线的位置

和距接地点距离的情报的标志，并经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特准用于此目的时，方可进行监视雷达进近。 

8.9.7.1.3  引导监视雷达进近时，管制员须遵守以下规定： 

a) 在开始作最后进近之际或之前，须将终止监视雷达进近的点通知航空器； 

b) 当航空器正接近预计开始下降的点时，须通知航空器，并在该航空器即将到达该点前，通

知该航空器超障高度/相对高度，并指示其下降和检查适用的最低标准； 

c) 依照精密进近技术发出方位指示（见 8.9.7.2.4）； 

d) 除 8.9.7.1.4 规定外，一般必须每隔 2 公里（每 1 海里）报告距接地点的距离； 

e) 每隔 2 公里（每 1 海里），在报告距离的同时，将事先计算好的航空器应通过并保持其下

滑航径的高度发送给该架航空器； 

f) 无论何种情况最先出现，须终止监视雷达进近： 

i) 距接地点 4 公里（2 海里）时，除 9.7.1.4 规定外；或 

ii) 航空器进入连续雷达干扰区之前；或 

iii) 当驾驶员报告能够实施目视进近时。 

8.9.7.1.4  当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决定，在雷达设备的准确性允许时，监视雷达进近可以继续至跑道入口，

或距接地点 4 公里内（2 海里）的某一指定点，此时： 

a) 每隔 1 公里（半海里）报告距离和高度层； 

b) 当航空器在距接地点 8 公里（4 海里）以内时，不允许超过 5 秒钟的传输中断； 

c) 管制员除承担与该具体进近直接有关的职责外，不应承担其他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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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1.5  预先计算出航空器保持所需下滑航径而通过的高度层和与之有关的距接地点的距离，并将其显示

在显示器上，使有关的管制员能随时使用。 

注：关于高度的预先计算见《空中交通服务规划手册》（Doc 9426 号文件）。 

8.9.7.2  精密雷达进近 

8.9.7.2.1  精密进近管制员的职责 

从事精密进近工作期间，管制员除承担与该具体进近直接有关的职责外，不应承担其他职责。 

8.9.7.2.2  管制移交 

除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另有规定外，须在距下滑航径切入点不少于 2 公里（1 海里）时，把将进行精密

雷达进近的航空器，移交至负责精密进近的管制员。 

8.9.7.2.3  通信 

当负责精密进近的管制员承担航空器管制职责时，须对精密进近中所用波道进行通信检查，并通知驾驶员

无须再对传输进行认收。此后，航空器在做最后进近时，不应有 5 秒钟以上的传输中断。 

8.9.7.2.4  方位情报及其修正 

8.9.7.2.4.1  每隔一定时段，将航空器相对于跑道中心延长线的位置通知驾驶员。必要时须发送航向修正，

将航空器引导至中心延长线上。 

8.9.7.2.4.2  当方位偏离时，除非得到特别指示，否则驾驶员不应采取修正行动。 

8.9.7.2.5  标高情报及其调整 

8.9.7.2.5.1  当航空器正接近下滑航径的切入点和即将切入下滑航径之前时，须通报航空器，指示航空器开

始下降并检查适用的决断高度/相对高度。此后，每隔一定时段，将航空器相对于下滑航径的位置通知该航空器。

在无须修正时，每隔一定时段应将航空器位于下滑航径的情况通知该航空器。如果航空器所采取的修正措施不

足，须将航空器偏离下滑航径的情况通知该航空器，并同时下达调整下降率指示。当航空器开始返回下滑航径

时，并在航空器即将到达下滑航径之前，必须通知该航空器。 

8.9.7.2.5.2  在偏离下滑航径时，即使没有收到特别指示，驾驶员也应根据管制员提供的情报采取修正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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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2.5.3  在航空器到达距接地点 4 公里（2 海里）处，或较快航空器所需更大距离之前，应允许存在偏

离下滑航径容许值，除有必要强调变更的速率或位移范围外均无须指明标高情报高于或低于下滑航径的实际米

（或英尺）数。此后，任何自下滑航径的偏离最好均使用指明高于或低于下滑航径具体距离的用语（米或英尺）

发送至该航空器。必要时，发出情报时所用的强调方法应有利于使驾驶员迅速采取行动（例如：“仍然还低 20
米（60 英尺）”）。 

8.9.7.2.5.4  在精密雷达进近中如果测高元件失效，管制员须立即通知航空器。如可能，管制员须换用监视

雷达进近，将修订的超障高度/相对高度通知该航空器。否则应发给复飞的指示。 

8.9.7.2.6  距离情报 

在航空器到达距接地点 8 公里（4 海里）处之前距接地点的距离应以 2 公里（1 海里）为间隔发出。此后，

由于所给予的提供方位与标高情报和引导的优先权，应以更短的间隔发出距离情报。 

8.9.7.2.7  精密雷达进近的终止 

当航空器飞至下滑航径切入超障高度/相对高度的那一点时，精密雷达进近即行终止。但是，在航空器飞越

跑道入口，或在考虑到有关设备能力的同时至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规定的距跑道入口的某一距离之前仍须继

续发出情报。可由负责精密进近的管制员自行决定将进近监控至接地和继续按需要提供情报，在此情况下，当

航空器飞越入口时须通知该航空器。 

8.9.7.2.8  复飞 

当测高元件提供的情报表明航空器可能正开始复飞时，管制员须采取下列行动： 

a) 如果有足够时间获得驾驶员的回复（例如当航空器距接地点 4 公里（2 海里）以上时），管制员

须报出航空器高于下滑航径的高度并询问驾驶员是否打算进行复飞。如果得到驾驶员的肯定回答，

管制员须发出复飞的指令（见 8.9.6.1.8）； 

b) 如果没有足够时间获得驾驶员的回复（例如航空器距接地点 4 公里（2 海里）或更近时），在强

调说明航空器位移的同时应继续做精密进近，并在正常的终止点终止进近。如果标高情报明确说

明航空器正在进行复飞，无论是在正常终止点之前还是之后管制员都须发出复飞指令（见

8.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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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ATS 监视系统在机场管制服务中的使用 

8.10.1  功能 

8.10.1.1  在经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批准并符合其规定的条件时，ATS 监视系统可被用于提供下述职能的

机场管制服务： 

a) 监视最后进近中航空器的飞行航迹； 

b) 监视机场附近其他航空器的飞行航迹； 

c) 在后续离场航空器间建立 8.7.3 规定的间隔；和 

d) 为目视飞行规则飞行提供导航帮助。 

8.10.1.2  除特殊情况，例如紧急情况，另有要求外，否则不得向特殊目视飞行规则飞行提供引导。 

8.10.1.3  在引导目视飞行规则飞行时须小心谨慎，以确保有关航空器不会在无意中进入仪表气象条件。 

8.10.1.4  在制定使用 ATS 监视系统向机场提供管制服务的条件和程序时，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必须保

证提供和使用 ATS 监视系统不致对目视观察机场交通产生不良影响。 

注：机场交通管制主要通过机场管制员对机动区以及机场附近的目视观察来实现。 

8.10.2  使用 ATS 监视系统用于场面活动管制 

注：关于场面活动引导和管制系统（SMGCS）的要求载于附件 14 卷 I 第 9 章。使用场面活动雷达（SMR）
的指导载于《地面活动引导及控制系统（SMGCS）手册》（Doc 9476 号文件）和《先进的地面活动引导及控

制系统（A-SMGCS）手册》（Doc 9830 号文件）。 

8.10.2.1  一般规定 

8.10.2.1.1  场面活动雷达（SMR）的使用应与特定机场的工作条件和运行要求（如能见度条件，交通密度

及机场布局）相关。 

8.10.2.1.2  场面活动雷达系统须尽可能能清晰明确地探测和显示机动区内所有航空器和车辆的活动。 

8.10.2.1.3  航空器和车辆的位置指示符可以以符号或非符号的形式来显示。当标牌可用于显示时，应提供

包括能通过人工或自动的方式显示航空器和车辆识别标志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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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2.2  功能 

8.10.2.2.1  场面活动雷达应用于对机动区内交通的扩展目视观察，以及提供对机动区内不能目视观察部分

的交通监视。 

8.10.2.2.2  场面监视雷达显示器上的情报可用于协助： 

a) 监视机动区内的航空器和车辆是否遵守放行许可及指令； 

b) 确定着陆或起飞前跑道上没有交通活动； 

c) 提供关于机动区内或其附近的重要本场交通情报； 

d) 确定机动区内航空器和车辆的位置； 

e) 当驾驶员请示或管制员认为必要时，向航空器提供方向滑行情报。除特殊情况外，如紧急

情况，此类情报不应以指定航向指令的形式发布；和 

f) 向急救车辆提供帮助和建议。 

8.10.2.3  航空器的识别 

当使用 ATS 监视系统时，可以通过下述一个或多个程序对航空器进行识别： 

a) 将某个特定的位置指示符与下列情况联系起来： 

i) 管制员目视观察到的航空器位置； 

ii) 驾驶员报告的航空器位置；或 

iii) 状态显示器上显示出的已识别的位置指示符； 

b) 经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批准时，使用识别移交；和 

c) 经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批准时，使用自动识别程序。 

8.11  ATS 监视系统在飞行情报服务中的使用 

注：使用 ATS 监视系统提供飞行情报服务并不免除航空器机长的任何责任，其中包括对建议更改的飞行计

划的最后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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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1  功能 

状态显示器上显示的情报可用于向已识别的航空器提供： 

a) 有关任何观察到的航空器与已经过雷达识别的航空器在相遇航径上的情报和有关采取避让行动的

建议或通知； 

b) 重要天气的位置情报，以及当可行时，建议航空器绕航以避开恶劣天气区域的最佳方案（见 8.6.9.2
注）； 

c) 协助航空器导航的情报。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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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 

9.1  飞行情报服务 

9.1.1  飞行进程情报的记录和传送 

包括重型或中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在内的，既未接受空中交通管制服务又未接受空中交通咨询服务的实际

飞行进程情报，必须： 

a) 由为该飞行情报区提供服务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记录，以供参考，并且在被要求时进行搜寻和援救

活动； 

b) 当按照第 10 章 10.2.2 规定被要求时，收到此情报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将其传送至其他有关空中交

通服务单位。 

9.1.2  提供飞行情报服务的责任移交 

为飞行提供飞行情报服务的责任，通常是在飞越共同飞行情报区边界时，由一飞行情报区的有关空中交通

服务单位移交至相邻飞行情报区的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但是，当按照第 10 章 10.2 规定需要协调而又无足

够通信设施时，在该飞行与其进入的飞行情报区的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建立起双向通信联络之前，前一空中

交通服务单位须尽可能继续对该次飞行提供飞行情报服务。 

9.1.3  情报传送 

9.1.3.1  传送方法 

9.1.3.1.1  除 9.1.3.2.1 中所做规定外，情报须由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决定采用的以下一种或几种方式发送

给航空器： 

a) 优先选取的方法是由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主动地定向发送至航空器，并确保获得其认收；或 

b) 向所有有关航空器进行普叫，无须认收传送；或 

c) 广播；或 

d) 数据链。 

注：应当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最后进近的最后阶段，航空器可能无法认收定向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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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1.2  普叫的使用仅限于需要尽快向若干航空器发送重要情报的情况，例如：突发危险、更改使用的跑

道或某主要进近着陆导航设备失效。 

9.1.3.2  特殊空中报告及重要气象情报与航空气象情报的传送 

9.1.3.2.1  根据地区航行协议所确定的上述 9.1.3.1.1 中规定的一种或几种方法，将有关的重要气象情报和航

空气象情报以及尚未用于为重要气象情报而准备的特殊空中报告传送至航空器。特殊空中报告发布之后必须向

航空器发送 60 分钟。 

9.1.3.2.2  除非根据地区航行协议确定了特定时段，由地面主动发送给航空器的特殊空中报告、重要气象情

报和航空气象情报均应包含航空器前行一小时所包括的航段部分。 

9.1.3.3  有关火山活动情报的传送 

须根据地区航行协议所确定的，上述 9.1.3.1.1 中规定的一种或几种方法将有关火山喷前活动、火山喷发和

火山灰云的情报（云的位置和受影响的高度层）传送至航空器。 

9.1.3.4  有关放射性物质和有毒化学云的情报传送 

有关释放到大气中可能影响空中交通服务单位责任区域内空域的放射性物质或毒性化学物质的情报，须采

用上述 9.1.3.1.1 中的一种或几种方法传送至航空器。 

9.1.3.5  SPECI 和修订的 TAF 的传送 

9.1.3.5.1  采用 SPECI 代码格式的特别报告和修订的 TAF 须按要求传送，并采用下述方法补充： 

a) 按照飞行计划中所列项目，由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离场、目的地和备降机场传送选定的特

殊报告和修订的 TAF；或 

b) 在适当频率上采用无须认收的普叫方法，向有关航空器传送选定的特殊报告和修订的 TAF；
或 

c) 在地区航行协议确定的交通拥挤地区，连续或频繁广播或使用数据链提供现行 METAR 和

TAF。为此目的应使用飞行中航空器气象情报（VOLMET）广播和/或飞行中航空器气象情

报数据链服务（D-VOLMET）（见附件 11，4.4）。 

9.1.3.5.2  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主动定向传送至航空器的修订的机场预报，应限定在航空器距目的地机场

的某一指定时间范围内的飞行部分，此指定时间根据地区航行协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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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6  重型或中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情报的传送 

重型或中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的有关情报须按上述 9.1.3.1.1 中规定的一种或几种方法发送至航空器。 

9.1.3.7  向超音速航空器的情报传送 

下列情报必须提供给根据地区航行协议所确定的机场的有关区域管制中心或飞行情报中心，并且必须在超

音速巡航的减速/下降开始之前，经要求后传送至超音速航空器： 

a) 除因传播条件简陋而造成通信困难的情况外，现行的气象报告和预报，传送的内容可限定为：  

i) 平均地面风，风向和风速（包括阵风）； 

ii) 能见度或跑道视程； 

iii) 低云量和低云的云底高； 

iv) 其他重要情报； 

v) 适当时，有关预期变化的情报； 

b) 有关所用跑道设施运行状况的重要情报，包括公布的跑道最低进近种类无法提供服务时的精密进

近种类； 

c) 有关可对跑道刹车效应进行充分评估的跑道表面条件情报。 

9.1.4  空中交通咨询服务 

9.1.4.1  目的和基本原则 

9.1.4.1.1  空中交通咨询服务的目的，是使提供的有关航空器相撞危险的情报要比仅提供飞行情报服务的情

报更能有效。此类情报可向在咨询空域中或咨询航路（F 类空域）上做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提供。此类

区域或航路由有关缔约国划定。 

9.1.4.1.2  考虑到附件 11 的 2.4 中所详述的情况，只有当空中交通服务不足以满足空中交通管制要求，并

且飞行情报服务就所提供碰撞危险的有限通知不能满足需要时，方可实施空中交通咨询服务。通常应将空中交

通咨询服务仅视为空中交通管制服务替代前的一种临时性措施。 

9.1.4.1.3  由于提供给空中交通咨询服务单位的处理有关区域的情报可能并不完全，因此在防止航空器相撞

方面，空中交通咨询服务并不能像空中交通管制服务那样提供同样程度的安全和承担同样的责任。为明确此点，

空中交通咨询服务不发布“放行许可”，而只提供“咨询情报”，并且当建议航空器采取行动时，使用“劝告

（advise）”或“建议（suggest）”词语。 

注：见 9.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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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2  航空器 

9.1.4.2.1  使用空中交通咨询服务的航空器 

除下述情况外，当在 F 类空域内飞行时根据地区航行协议使用空中交通咨询服务的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

所选择使用或所要求的应遵循适用于受管制飞行的同样程序： 

a) 由于提供空中交通咨询服务的单位仅就出现的重要交通情况提出劝告或就可能采取的行动提出建

议，因此飞行计划及其变更不受放行许可的制约； 

注 1：假定只有当驾驶员已将其拟采取的变更通知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并且如可行，在

已收到认收或有关劝告之后，方可实施现行飞行计划中的变更。 

注 2：当飞行是在或将在一管制区内进行，最后飞入某一咨询区或咨询航路时，可发布全航

路的放行许可，但此放行许可或对其的修订仅适用于管制区和管制地带内的那部分飞行 (附件 11，
3.7.4.4) 。在其余航路部分，必要时仍应给予劝告或建议。 

b) 由航空器决定是否遵守收到的劝告或建议，并将其决定毫不迟延地通知提供空中交通咨询服务的

单位； 

c) 与指定在咨询空域或其部分空域内提供空中交通咨询服务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建立空地联络。 

注：有关飞行计划的提交程序，见第 4 章 4.4.2。 

9.1.4.2.2  不使用空中交通咨询服务的航空器 

9.1.4.2.2.1  希望在咨询空域内做仪表飞行规则飞行但不选择使用空中交通咨询服务的航空器，仍须向提供

该项服务的单位提交飞行计划，并报告其变更。 

注：有关飞行计划的提交程序，见第 4 章 4.4.2。 

9.1.4.2.2.2  准备穿越一咨询航路的仪表飞行规则飞行应尽可能与该航路的方向成 90 度角，而其高度应按

其航迹，从“巡航高度”表中选用规定在管制空域外作仪表飞行规则飞行使用的高度。 

9.1.4.3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 

注：空中交通咨询服务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所采用的程序和措施。如果考虑到 9.1.4.2.1.1 中所述的两

类服务的基本区别设立它们时使其与区域管制服务的组织、程序和设备相一致，将有助于确保高效和与一致性。

例如：在一航空器由某一咨询空域进入相邻管制区或终端管制区的进程中，反之亦然，有关单位的情报交换都

有助于驾驶员避免重复其已申报的飞行计划的细节；并且在使用标准的空中交通管制用语时，冠以“建议

（suggest）”或“劝告（advise）”词语，亦便于驾驶员对空中交通咨询服务情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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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3.1  提供空中交通咨询服务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必须： 

a) 在未预见到与已知的飞行发生任何冲突时，劝告航空器在规定时间离场和按照飞行计划所指

明高度巡航。 

b) 通过给予一已在咨询空域内的航空器以优先于其他打算进入该咨询空域航空器的权利，建议

航空器采取措施以避免航空器相撞的潜在危险；和 

c) 向航空器传送为区域管制服务规定的同样的交通情报。 

9.1.4.3.2  按照b) 和c) 规定，作为行动实施的准则至少应与为在管制空域内飞行的航空器制定相同的准则，

并应考虑到在该区域内提供空中交通咨询服务、航行设施和空地通信时某些占主导地位的固有限制规定。 

9.2  告警服务 

9.2.1  航空器 

注：除适用“运行正常”程序的相关程序未要求每一小时做位置报告以外的报告时，凡适用时，提供空中

交通管制服务或空中交通咨询服务的程序都取代下列程序。 

9.2.1.1  当为便于提供告警搜寻援救服务，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有此要求时，位于或进入指定区域内的

或沿指定航路飞行的航空器，在运行前和运行中均须遵守附件 2 第 3 章中有关飞行计划的提交、填写、变更和

结束的规定。 

9.2.1.2  除上述规定外，装有适当双向无线电通信设备的航空器，在无论何种目的最后一次联络后的 20-40
分钟时段内，都须做出仅表明飞行是按计划进行的报告，这种报告应包括航空器的识别标志和“运行正常

（Operations normal）”的语句或 QRU 信号。 

9.2.1.3  “运行正常”电报由空地方式发至某一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例如：通常发送至为负责航空器

所飞飞行情报区的空中交通服务部门提供服务的航空电信台站；否则按要求应转发至负责该飞行情报区的空中

交通服务单位的另一航空电信台站）。 

9.2.1.4  如果搜寻援救工作要延续相当时段，则可以通过航行通告公布搜寻援救工作区域的横向和垂直限制，

并且告诫除经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授权外，不应从事实际搜寻援救工作和不接受空中交通管制部门避开该区域

的管制。 

9.2.2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 

9.2.2.1  如果在计划或预期报告时间后的相当时段内（可以为根据地区航行协议规定的指定时段）仍未接

到航空器的报告，空中交通服务单位须在规定的 30 分钟时段内设法获取此报告，以便情况需要时能够使用“不

明阶段”（见附件 11 的 5.2.1）相关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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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2  当经过数个飞行情报区或管制区的飞行要求告警服务，并且该航空器的位置不明时，告警服务的

协调职责由下述飞行情报区或管制区内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承担： 

a) 航空器最后空地联络时所在区域； 

b) 在两个飞行情报区或管制区的边界上或邻近边界处建立最后空地联络时，航空器即将进入的

区域； 

c) 在下述情况航空器经停点或最后目的地所在的区域： 

1) 航空器未装设适当的双向无线电通信设备；或 

2) 航空器未承担传送位置报告的责任。 

9.2.2.3  按照 9.2.2.2，承担告警服务职责的单位： 

a) 除通知与其相关的援救协调中心外还须将紧急阶段通知其他有关飞行情报区或管制区提供告

警服务的单位； 

b) 采取一切适当办法，尤其是附件 11 的 5.3 中所述办法 (使用通信设施) 要求这些单位协助寻

找有关任何被认为处于紧急状况的航空器的有用情报； 

c) 收集紧急情况期间每一阶段中所获取的情报，并且经必要核实后发送至援救协调中心； 

d) 视情况，宣告终止紧急状态。 

9.2.2.4  根据附件 11 的 5.2.2.1，在获取所需的必要情报中，必须特别注意将列于，但通常不予传送的飞行

计划第 19 项中用于生存者的求救信号频率通知给有关援救协调中心。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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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协调 

10.1  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方面的协调 

10.1.1  总则 

10.1.1.1  ATC 单位和管制扇区之间依次的飞行管制协调和移交须通过包括下列各步骤的对话进行： 

a) 对飞行做出通知以便准备必要的协调； 

b) 对移交 ATC 单位的管制移交条件进行协调； 

c) 必要的协调与接收 ATC 单位接受管制移交的条件；和 

d) 将管制移交给接收方 ATC 单位或管制扇区。 

10.1.1.2  ATC 单位应尽可能制定并采用飞行管制协调和移交的标准程序，以便减少口头协调的需要。这些

协调程序须符合下列规定包含的程序，适用时，在协议书和 ATS 单位指示中予以明确说明。 

10.1.1.3  协议和指示须包括下列适用的事项： 

a) 确定责任区和共同利益，空域结构和空域的分类； 

b) 提供 ATS 职责的授权； 

c) 交换飞行计划和管制数据的程序，包括使用自动生成的和/或口头的协调电报； 

d) 通信联络的方式； 

e) 批准请求的要求和程序； 

f) 管制移交的重要点、高度层或时间； 

g) 通信联络移交的重要点、高度层或时间； 

h) 管制移交和接收所适用的条件，如规定的高度/飞行高度层，移交时须建立的规定的最低间

隔或间距和使用自动化； 

i) ATS 监视系统的协调程序； 

j)  SSR 编码指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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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离场交通程序； 

l) 进场交通指定的等待定位点和程序； 

m) 适用的应急程序；和 

n) 任何其他与飞行管制协调和移交相关的规定或信息。 

10.1.2  在邻接管制区内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 
ATC 单位之间的协调 

10.1.2.1  总则 

10.1.2.1.1  ATC 单位须随着飞行进程将所需飞行计划和管制情报自一个单位传送至另一个单位。当有关

ATS 当局按照协议的要求协助间隔航空器时，还必须将沿规定航路或其部分航路紧靠相邻飞行情报区边界飞行

的飞行计划和飞行进程情报提供给对与上述航路或部分航路相邻的飞行情报区负责的 ATC 单位。 

注 1：上述航路或部分航路经常被称为共同利益区域，其程度通常由所需最低间隔来确定。 

注 2：亦见 10.2.4。 

10.1.2.1.2  飞行计划和管制情报须及早发送，以便接收情报的单位有充分时间接收数据和对其进行分析，

并利于两个有关单位间进行必要的协调。 

注：有关电报的细节、内容和发送时间，见第 11 章和附录 3 及附录 6。 

10.1.2.2  管制移交 

10.1.2.2.1  航空器的管制责任必须在对航空器实行管制单位规定的飞越共同管制区域边界之时，或经两个

单位协议的其他点或时间，从一 ATC 单位移交给下一单位。 

10.1.2.2.2  当有关的 ATC 单位之间的协议书有此规定和在移交航空器时，移交方单位须通知接受方单位航

空器已在移交位置就位，并明确规定接受方单位必须立即自航空器飞越管制边界或 ATC 单位协议书规定的其他

管制移交点、或两个单位协调的其他点或时间时起承担管制责任。 

10.1.2.2.3  如果管制移交时间或移交点不同于立即移交，接受 ATC 单位在未事先征得移交单位对商定的管

制移交时间和移交点的批准之前，不得改变该航空器的放行许可。 

10.1.2.2.4  如果使用通信移交将一架航空器移交给接受 ATC 单位，在飞越管制区域边界或 ATC 单位协议

书规定的其他管制移交点之前不得承担管制责任。 

10.1.2.2.5  当准备实施移交经识别的航空器时，须采用第 8 章 8.7.4 规定的适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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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3  请求批准 

10.1.2.3.1  如果航空器的离场机场距相邻管制区边界的飞行时间低于规定要求的最低标准以便在起飞后向

接收方 ATC 单位发送所需飞行计划和管制情报，并且有足够的时间用于接收、分析和协调，移交方 ATC 单位

则须在起飞前将该情报以及请求批准的申请，发送给接受方 ATC 单位。协议书和 ATS 单位指示应适当地对所

需要的时间予以明确规定。如果对先前拍发的现行飞行计划及对该规定时间之前发送的管制数据进行修改，不

需要征得接受 ATC 单位的批准。 

10.1.2.3.2  当飞行中的航空器距某一相邻管制区边界的飞行时间低于规定要求的最低标准要求起始放行许

可时，在发送飞行计划和管制情报以及请求批准，并和相邻 ATC 单位之间实施协调之前，航空器必须在移交方

ATC 单位的管制区域内等待。 

10.1.2.3.3  当航空器要求变更现行飞行计划，或移交方 ATC 单位建议更改航空器的现行飞行计划，并且航

空器至管制区边界的飞行时间低于规定的最低标准时，相邻 ATC 单位批准这项建议之前，不得发放修改的放行

许可。 

10.1.2.3.4  准备发送边界预计数据供接收方单位批准时，有关尚未离场航空器的时间必须根据离场机场所

在地的主管 ATC 单位确定的预计离场时间而定。有关飞行中请求起始放行许可的航空器，其时间必须根据自等

待定位点至边界加预期所需协调时间的预计实耗时间而定。 

10.1.2.3.5  对发送请求批准的条件，包括规定的飞行时间，应当酌情在协议书或当地的指示中予以明确规

定。 

10.1.2.4  通信联络移交 

10.1.2.4.1  除采用 8.7.3 规定的最低间隔标准之外，除非两个有关 ATC 单位之间另有协议，否则航空器的

空地通信联络必须在该航空器预计到达共同管制区边界线前 5分钟，由移交方ATC单位转至接受方ATC单位。 

10.1.2.4.2  当在管制移交时采用 8.7.3 规定的最低间隔标准时，航空器的空地通信须在接受方 ATC 单位同

意承担管制责任后立即由移交方 ATC 单位转至接受方 ATC 单位。 

10.1.2.4.3  除有关 ATC 单位之间的协议另有规定，否则接受方 ATC 单位通常不须将已与被移交航空器建

立了无线电和/或数据通信联络，并且已承担了对该航空器的管制责任的情况通知移交方 ATC 单位。接收方 ATC
单位在未能预期与航空器建立通信联络时须通知移交方 ATC 单位。 

10.1.2.4.4  如果航空器穿越管制区的某部分时所用的时间有限，只有在把此类飞行完全通知中继单位时，

方应在负责相邻管制区的两个单位间达成通信联络直接移交的协议。中继单位须继续负责协调和保证在其责任

区之内的所有交通之间保持间隔。 

10.1.2.4.5  可允许航空器与航空器管制单位之外的管制单位暂时进行通信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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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5  受管制飞行的终止 

当某次飞行停止作为管制飞行时，即由于离开管制空域或取消其仪表飞行规则飞行，并在非管制的目视飞

行规则飞行空域内继续进行目视飞行规则飞行时，有关 ATC 单位须确保将有关该次飞行的情报发送至负责向该

次飞行剩余部分提供飞行情报和告警服务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以确保此类服务能提供给该航空器。 

10.1.3  提供区域管制服务单位与提供进近管制服务单位间的协调 

10.1.3.1  管制划分 

10.1.3.1.1  除非协议书或 ATS 单位指示或有关的 ACC 根据个案另作规定之外，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

无需与 ACC 联系即可向 ACC 放行至该单位的航空器发放放行许可。但是在进近出现复飞的情况，如果受到复

飞的影响，须立即通知区域管制中心，区域管制中心和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协调了必要的后续行动。 

10.1.3.1.2  如果全部进近程序在目视气象条件下进行，经区域管制中心与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协调后，

可将航空器直接放行至机场管制塔台。 

10.1.3.2  起飞和放行许可失效时间 

10.1.3.2.1  当有下述必要时，由 ACC 规定起飞时间： 

a) 与未被放行至提供进近管制服务单位的飞行进行离场协调；和 

b) 在沿同向航迹飞行的离场航空器间配备航路间隔。 

10.1.3.2.2  如未规定起飞时间，当需要与放行至该单位的离场进行协调时，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必须

确定起飞时间。 

10.1.3.2.3  如果离场延误可能导致与未放行至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的飞行发生冲突， ACC 须规定放

行截止时间。如由于其自身的飞行原因，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不得不另行规定其自己的放行截止时间，不

得迟于 ACC 所规定的失效时间。 

10.1.3.3  动态和管制数据的交换 

10.1.3.3.1  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须将受管制飞行的下述有关数据迅速通知 ACC： 

a) 使用的跑道和预期仪表进近程序类型； 

b) 可供 ACC 使用的等待定位点的最低未占用高度层； 

c) 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确定的连续进场的平均时间间隔或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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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对预期进近时间，或两个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协商确定的时间

进行计算后表明有 5 分钟的误差时，对 ACC 发出预期进近时间的修订； 

e) 到达等待定位点上空的时间与预计时间有 3 分钟误差，或与有关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先前协

商确定的时间有误差； 

f) 航空器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取消，（如果这将影响其他航空器的等待定位点高度或预期进

近时间）； 

g) 航空器的离场时间，或经两个有关 ATC 单位同意，到达管制区边界或其他规定点的预计时刻； 

h) 所有关于延误或未被报告航空器的可用情报； 

i) 可能影响 ACC 的复飞。 

10.1.3.3.2  ACC 须将受管制飞行的下述有关数据迅速通知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 

a) 进场航空器的识别标志、型号和离场地点； 

b) 进场航空器到达等待点或其他规定点上空的预计时间和拟飞高度； 

c) 如果航空器到达等待点上空后被放行至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进场航空器到达等待定

位点上空的实际时间和拟用高度； 

d) 如果与进近管制单位规定的不同，所请求的 IFR 进近程序类型； 

e) 所发布的预期进近时间； 

f) 如有要求，指令航空器同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建立联络的说明； 

g) 如有要求，移交给提供进近管制服务单位的航空器的说明，如果必要包括移交的时间和条件； 

h) 因拥挤而导致离场交通的预期延误。 

10.1.3.3.3  进场航空器的情报须在预计进场时间前不少于 15 分钟之前发送，并在必要时修正此项情报。 

10.1.4  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与提供机场管制服务的单位间的协调 

10.1.4.1  管制的划分 

10.1.4.1.1  在进场航空器已被移交至机场管制塔台，并且与机场管制塔台建立联络之前，提供进近管制服

务的单位须对该航空器保持管制。进场航空器的移交规则必须按照与空域结构、地形、气象条件和可供使用的

ATS 设施相适应的协议书或当地指令来制定。 

10.1.4.1.2  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可授权机场管制塔台在考虑进场航空器的情况下，由机场管制塔台酌

定放行某架航空器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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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1.3  如果协议书和 ATS 单位指示有此规定，机场管制塔台在准许进行特殊目视飞行规则飞行前，须

获得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的授权。 

10.1.4.2  动态和管制数据的交换 

10.1.4.2.1  机场管制塔台须将相关的受管制飞行的下述有关数据迅速通知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 

a) 进场/离场时间； 

b) 如有要求，有关已与机场管制塔台取得联络且已被其观测到的进近顺序中的首架航空器，

和可合理保证完成着陆的说明； 

c) 所有关于延误或未被报告航空器的可用情报； 

d) 有关复飞的情报； 

e) 有关对在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管制下的航空器构成当地主要交通的航空器情报。 

10.1.4.2.2  提供进近管制服务的单位须将受管制飞行的下述有关数据迅速通知机场管制塔台： 

a) 至少在预计进场时间 15 分钟之前，进场航空器飞至机场上空的预计时间和拟用高度层； 

b) 如有要求，某航空器已被指令同机场管制塔台联络，并且该单位必须承担该项管制责任的

说明； 

c) 因拥挤而导致离场交通的预期延误。 

10.1.5  同一单位内各管制岗位间的协调 

10.1.5.1  在同一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内的各管制岗位之间，须交换下述有关飞行计划和管制的情报： 

a) 其管制责任将由一个岗位移交至另一个岗位的所有航空器； 

b) 在靠近可能影响相邻扇区内交通管制的管制扇区间的边界飞行的航空器； 

c) 管制责任已由某一使用程序方法的管制员委托至某一使用 ATS 监视系统管制员的所有航空

器，以及其他受影响的航空器。 

10.1.5.2  在同一 ATC 单位各管制扇区之间进行管制协调和移交的程序须遵守 ATC 单位所适用的的程序。 

10.1.6  自动化协调失效 

必须清楚地向移交单位负责协调飞行的管制员显示自动化协调失效。该管制员随后必须使用规定的替代方

法为所需的协调提供便利。 



第 10 章  协调 10-7 

10/11/16 

10.2  提供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方面的协调 

10.2.1  当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认为必要时，为了确保向规定区域内或沿规定航路飞行的航空器继续提供

飞行情报服务，必须就仪表飞行规则飞行和目视飞行规则飞行，在相邻飞行情报区内提供飞行情报服务的空中

交通服务单位之间进行协调。此协调须按照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之间的协议实施。 

10.2.2  按照上述 10.2.1 进行飞行协调时，须包括传送下列有关飞行的情报： 

a) 现行飞行计划的有关项目；和 

b) 与有关航空器进行最后联络的时间。 

10.2.3  此情报必须在航空器进入相邻飞行情报区之前发送至负责该飞行情报区的 ATS 单位。 

10.2.4  当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之间的协议要求协助辨明迷航航空器或不明航空器，以消除或减少拦截需

要时，须将沿指定航路或紧靠飞行情报区边界航路部分飞行的航空器的飞行计划和飞行进程情报提供给负责相

邻此航路或航路部分的飞行情报区的 ATS 单位。 

10.2.5  当一架航空器宣布最低油量或遇到紧急情况时，或航空器的安全处于得不到保证的任何其他状态下，

移交单位必须将紧急情况和事态的类型报告给接受单位和与飞行有关的任何其他的 ATS 单位，必要时报告给相

关的援救协调中心。 

10.3  提供空中交通咨询服务方面的协调 

提供空中交通咨询服务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对选择采用此类服务的航空器，须实施下述第 10.1 节规定的

协调程序。 

10.4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与航空电信台站间的协调 

当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有此规定时，ATS 单位须确保将有关航空器通信联络的移交情况通知给为有关中

心提供服务的航空电信台站。除另有规定外，所供使用的情报必须包括航空器识别标志（必要时，包括选择呼

叫（SELCAL）编码）、航路或目的地（必要时），以及移交通信联络的预期时间或实际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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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空中交通服务电报 

11.1  电报类别 

11.1.1  总则 

根据第 10 章 — 协调的要求，下列电报经授权根据适当情况由航空固定服务部门（包括航空电信网（ATN）

和航空固定电信网（AFTN）、ATS 单位间的直接通话电路、数字数据内部交换，和直通电传打字机和计算机

对计算机电路），或由航空移动服务部门进行传送。电报按其在空中交通服务中的用途分类，并大致表明其重

要性。 

注：在每一电报类别后的圆括弧内的优先代号在用航空固定电信网（AFTN）传送电报时由附件 10（卷 II
第 4 章）规定。按照 ATN 英特网规约的优先分类，使用 ATN 的全部 ATS 设施间数据通信（AIDC）电报的优

先类别必须是“普通优先飞行安全电报”。 

11.1.2  紧急电报 

此类电报包括： 

a) 遇险电报和遇险通信，包括关于遇险阶段的电报（SS）； 

b) 加急电报，包括有关某一告警阶段或某一不明阶段的电报（DD）； 

c) 其他不包括在上述 a)、b)内的已知或可疑的紧急情况的电报，和失去无线电通信联络的电报（FF
或按要求更高等级）。 

注：当有关上述 a)项、b)项和需要时 c)项中的电报向公共电信服务申报时，指定给有关生命安全的电报的

优先代号 SVH 按照《国际电信公约》（1973 年马拉加）第 25 条规定使用。 

11.1.3  动态和管制电报 

此类电报包括： 

a) 动态电报（FF），包括： 

— 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 
— 延误电报 
— 修正电报 
— 取消飞行计划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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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场电报 
— 进场电报； 

b) 协调电报（FF），包括： 

— 现行飞行计划电报 
— 预计电报 
— 协调电报 
— 接受电报 
— 逻辑确认电报； 

c) 补充电报（FF），包括： 

— 请求飞行计划电报 
— 请求补充飞行计划电报 
— 补充飞行计划电报； 

d) AIDC 电报，包括： 

— 通知电报 
— 协调电报 
— 管制移交电报 
— 一般资料电报 
— 申请管理电报； 

e) 管制电报（FF），包括： 

— 放行许可电报 
— 流量控制电报 
— 位置报告和空中报告电报。 

11.1.4  飞行情报电报 

11.1.4.1  此类电报包括： 

a) 包含交通情报的电报（FF）； 

b) 包含气象情报的电报（FF 或 GG）； 

c) 有关航空设备使用的电报（GG）； 

d) 包含重要的机场情报的电报（GG）； 

e) 有关空中交通事故报告的电报（FF）。 

11.1.4.2  经证明需特殊处理，通过 AFTN 发送的电报应指配优先代号 DD 以代替正常的优先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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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一般规定 

注：本章中所用措辞，例如“签发”“拍发”“发至”或“接收”并不一定意味仅涉及电传打字机或计算

机对计算机电报的数字数据内部交换。除特别指出外，本章所述电报也可为语音传送，在此情况下，上述四个

名词分别表示“发自”、“由……发话”、“发话给”、“对……守听”。 

11.2.1  电报的签发和收报单位 

11.2.1.1  总则 

注：本文的动态电报包括飞行计划电报、离场电报、延误电报、进场电报、取消电报和位置报告电报，以

及有关这些电报的变更电报。 

11.2.1.1.1  除经地方特别协约，ATS 单位可将签发动态电报的责任委托给驾驶员、运营人或其指定代表外，

用于 ATS 目的的电报须由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或按第 11.3 节的规定由航空器签发。 

11.2.1.1.2  除附件 11 中的 2.17 规定外，驾驶员、运营人或其指定代表承担签发非用于空中交通服务（例

如运行管制）的动态电报、管制和飞行情报电报的责任。 

11.2.1.1.3  除 11.2.1.1.4的规定外，飞行计划电报与其有关的修正电报和取消飞行计划电报，须仅发至 11.4.2
规定中详列的 ATS 单位。此类电报必须按照地方协约发给其他有关的 ATS 单位或该单位内的指定岗位和任何

其他收报人。 

11.2.1.1.4  如果有关运营人有此要求，准备同时发送给有关 ATS 单位的紧急和动态电报，还须发至： 

a) 目的地机场或离场机场的一收报人；和 

b) 不超过两个有关的航务管制单位； 

此类收报人应由运营人或其指定代表确定。 

11.2.1.1.5  如果有关运营人有此要求，在有关 ATS 单位之间陆续拍发的动态电报，和与由该运营人提供航

务管制服务的航空器相关的动态电报，须按照商定的地方程序，切实可行地立即发送给运营人或其指定代表。 

11.2.1.2  AFTN 的使用 

11.2.1.2.1  经航空固定电信网发送的空中交通服务电报必须包括： 

a) 有关发送电报的优先顺序和收报人、向有关航空固定台站申报的日期、时间和发报人代号

的情报（见 1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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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空中交通服务数据，如果需要则在前面加上 11.2.1.2.6 规定的补充地址情报，并按照附录 3
编排。这些数据将作为航空固定电信网电报的电文发送。 

11.2.1.2.2  优先代码 

优先代码必须包括第 11.1 节相应电报类别中圆括号内表示的两字电报优先代码。 

注：按照附件 10（卷 II 第 4 章）规定，以航空固定电信网发送电报的优先顺序如下： 

发送优先顺序 优先代码 
1 SS 
2 DD FF 
3 GG KK 

11.2.1.2.3  收报地址 

11.2.1.2.3.1  收报地址必须包括一系列收报人代码，每一电报收报人的代码。 

11.2.1.2.3.2  每一个收报人代码必须按如下顺序由 8 个字母的序列组成： 

a)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指配给各个目的地的四字地名代码； 

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地名代码表载于 Doc 7910 号文件—《地名代码》中。 

b) i) 识别收报的航空当局、服务机构或航空器经营机构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三字代码，或 

ii) 当未指配代码时，可使用下列代码之一： 

— “YXY”，用于收报人为军事服务机构/组织， 

— “ZZZ”，用于收报人为飞行中的航空器， 

— “YYY”，用于其他一切情况； 

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三字代码表载于 Doc 8585 号文件—《航空器经营机构、航空

当局和服务机构代码》中。 

c) i) 字母 X，或 

ii) 用以识别收报组织的部门或科室的一字代码。 

11.2.1.2.3.3  将空中交通服务电报发送给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时，须使用下列三字代码： 

负责某一飞行情报区或高空飞行情报区的中心（无论是区域管制中心还是飞行情报中心）： 

— 如果电报与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有关 ZQZ 

— 如果电报与目视飞行规则飞行有关 ZF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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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管制塔台 ZTZ 

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 ZPZ 

其他空中交通服务单位的三字代码不得用于该目的。 

11.2.1.2.4  申报时间 

申报时间必须由六位数字的日、时组组成，表明发送给有关航空固定台站的电报的申报日期和时间。 

11.2.1.2.5  发报人代码 

发报人代码必须由 8 个字母的序列组成，与收报人代码相同（见上述 11.2.1.2.3.2），用以识别发报的始发

地点和组织。 

11.2.1.2.6  收报地址和始发地点的补充情报 

当在收报地址和/或始发地点的代码中使用三字代码“YXY”“ZZZ”或“YYY”（见 11.2.1.2.3.2 b) ii)项）

时，要求有下列补充情报： 

a) 置组织名称或有关航空器识别标志于电文的起始位置； 

b) 此类插入的顺序应与收报地址代码和/或发报人代码的顺序相同； 

c) 当有一处以上此类插入时，最后一个插入之后应使用“STOP”（句号）字样； 

d) 如有一处或多处插入收报地址代码和一处插入发报人代码时，在发报人代码前应使用“FROM”（自）

字样。 

注：关于用电传打字机页面复制形式接收到的空中交通服务电报： 

1) 经航空固定电信网接收到的空中交通服务电报将被放入通信“信封”内（为确保经航空固定

电信网正确发送而需前后添加字符顺序）。甚至可接收到在航空固定电信网电报的空中交通

服务电文之前或之后添加词或词组的电文。 

2) 这样，空中交通服务电报可由一简单规则定位，即冠以一个开括号“（”和后接一个闭括号“）”。 

3) 有些地区所用的电传打字机，在接收按附录 3 的规定编制的空中交通服务电报时，总是将开

括号和闭括号打印成两个其他的特殊符号。此类地区差别易于分清故而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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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电报的编制与发送 

11.2.2.1  除按照 11.2.2.2 规定之外，ATS 电报须按照附录 3 中的规定以标准格式的标准电报，并根据标准

数据规约编制和发送。 

11.2.2.2  适当时，必须按照地区空中航行协议用附录 6 规定的AIDC 电报对附录 3 规定的电报加以补充和∕代替 

11.2.2.2.1  通过 ATN 发送 AIDC 电报时，电报必须使用抽象语法符号表示法 1（ASN.1）利用分组编码规则。 

注：有关 ASN.1 分组编码规则和 AIDC 寻址规则的规定和资料载于附件 10 第 II 卷和《航空电信网（ATN）

技术规定手册》（Doc 9705 号文件）。有关 AIDC 电报运行使用的指导材料载于《空中交通服务数据链应用手

册》（Doc 9694 号文件）。 

11.2.2.2.2  通过 AFTN 发送 AIDC 电报时，AIDC 电报的格式必须尽可能符合附录 3 所载的相关数据约定。

通过 AFTN 发送的 AIDC 数据组如与附录 3 所载的数据约定不相一致或超出约定，必须按照地区航行协议对其

做出规定。 

11.2.2.3  当电报在有关 ATS 单位之间口头交换时，须以口头认收作为收到电报的依据。因此不要求管制员

之间直接以书面形式确认。除有关单位之间另有特殊安排之外，必须要求在自动化系统之间通过交换电报对协调

加以确认。 

注：有关对直接通话进行录音的要求，见附件 11 第 6 章。 

11.3  交换电报的方法 

11.3.1  交换空中交通服务数据电报的交换方法取决于空中交通管制和流量控制程序的准备时间。 

11.3.1.1  电报交换方法还须基于适当通信频道的有效性、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交换的数据类型和有关中心

的处理设备。 

11.3.2  必须至少在飞行前 60 分钟提供流量管制程序所需的基本飞行计划数据。基本飞行计划数据须由申

报的飞行计划，或以重复性飞行计划列表的格式或其他适于电子数据处理系统的媒介，通过邮寄提交的重复性

飞行计划提供。 

11.3.2.1  飞行前提交的飞行计划数据须根据需要修正其时间、飞行高度、航路变更和其他必要情报。 

11.3.3  必须至少在飞行前 30 分钟将空中交通管制所必需的基本飞行计划数据提供给第一个航路管制中心，

并且至少在进入各后续中心所辖区域前 20 分钟提供给各中心，以便其为管制移交做准备。 

11.3.4  除 11.3.5 规定之外，必须向第二航路管制中心和各后续中心提供包括最新基本飞行计划数据的现行

数据，该数据包含在现行飞行计划电报或补充已可获得的最新基本飞行计划数据的预计电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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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在使用自动化系统交换飞行计划数据的地区和这些系统向几个区域管制中心、进近管制单位和/或机

场管制塔台提供数据的地区，有关电报只可发送给这些自动化系统，不得发送给每一单独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 

注：数据的进一步处理和分发至与其相关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是收报系统的内部任务。 

11.3.5.1  当使用 AIDC 电报时，发报单位必须确认接受 ATS 单位的身份，所有电报必须含有下一个 ATS
单位的识别标志。接收单位只接受拍发给它的电报。 

11.3.6  动态电报 

动态电报须同时发送给第一航路管制中心、所有无法获得或处理现行飞行计划数据的飞行航路上的空中交

通服务单位，和有关空中交通流量管理单位。 

11.3.7  协调和移交数据 

11.3.7.1  后续管制扇面和/或管制中心之间的飞行进程须通过包括下列各步骤的协调和移交对话实现： 

a) 对飞行做出通知以便为必要的协调做准备； 

b) 移交 ATC 单位对管制移交条件进行协调； 

c) 接受 ATC 单位进行必要的协调并接受管制移交条件；和 

d) 管制移交给接受单位。 

11.3.7.2  除 11.3.7.3 规定之外，飞行通知须包括所有有关 ATS 数据在内的现行飞行计划电报，或包括移交

建议条件在内的预计电报。只有在接收单位已可使用最新的基本飞行计划数据时方可使用预计电报，即移交单

位已经发出了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和相关的更新电报。 

11.3.7.3  当使用 AIDC 电报时，必须通过包含有全部相关 ATS 数据的通知电报和∕或初始协调电报对飞行

做出通知。 

11.3.7.4  除 11.3.7.5 规定之外，一旦当前飞行计划电报、预计电报或一个或多个反建议中包含的建议条件

被运行或逻辑程序所接受，则须认为协调对话已经完成。 

11.3.7.5  使用 AIDC 电报时，一旦初始协调电报或反建议(协商协调电报)被接受，则认为协调对话已经完成。 

11.3.7.6  除 11.3.7.7 规定之外，除非已收到运行上的确认，否则逻辑确认电报须由接收方计算机自动发送，

以确保在使用计算机至计算机链接的协调对话的完整性。当已收到移交数据并已将其处理至认为无语法和语义

错误，即电报包含有效情报时，方可发出该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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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7.7  使用 AIDC 电报时，接受申请电报必须由接收计算机自动发出，以确保使用计算机至计算机链接

协调对话的完整性。当收到协调、一般情报或移交数据，经过处理并认为其无错误，相关时可供在管制岗位显

示时，方可发出该电报。 

11.3.7.8  管制移交须是明晰的，或须是两个有关单位之间有协议而无须明示的，即在移交方和接受方单位

之间无须通信联络。 

11.3.7.9  当管制移交涉及数据交换时，适用时，移交建议须包括从 ATS 监视系统获取的情报。由于建议

与先前接受的协调数据有关，因此，无须进一步协调。但是，必须要求接受建议的移交条件。 

11.3.7.10  当建议的移交条件不再被接受单位接受的情况下，接受单位必须开始进一步的协调，提出替代

的接受条件。 

11.3.7.11  可使用通信移交电报代替管制移交电报。如果使用通信移交电报指示飞行与接受单位建立通信

联络，而管制移交在管制区边界，或协议书规定的其他时间和地点进行，无须使用管制移交电报。 

11.3.7.12  如果接受方中心收到从 ATS 监视系统获取的情报以后无法立即识别航空器，则须视情况进一步

联络以获得新的监视情报。 

11.3.7.13  除非有关单位之间有特别协议，否则接受方单位承担对移交的航空器的管制时须将此告之移交

方单位完成管制移交对话。 

11.3.8  补充数据 

11.3.8.1  当需要基本飞行计划数据或补充飞行计划数据时，请求电报须发给最有可能得到所需的数据空中

交通服务单位。 

注：见 11.4.2.4.2 和 11.4.2.4.3 有关必须发给请求电报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 

11.3.8.2  如果能够得到所请求的情报，则须发送申报的或补充的飞行计划电报。 

11.4  电报类别及其应用 

11.4.1  紧急电报 

11.4.1.1  由于每一已知或怀疑的紧急情况周围的环境各不相同，因此除下述 11.4.1.2，11.4.1.3 和 11.4.1.4
中所述外，不可能为紧急通信制定标准的电报类别。 

11.4.1.2  告警（ALR）电报 

11.4.1.2.1  当 ATS 单位认为一航空器正处于附件 11 第 5 章划定的紧急情况时，须向任何可能和该飞行有

关的 ATS 单位和相关的援救协调中心发送包括可利用的或可获得的附录 3 第 1 节所规定情报在内的告警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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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2.2  当有关 ATS 单位之间有此协议时，与紧急阶段相关的并由使用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的单位发出

的通信可采用修正电报（如 11.4.2.2.4 中所示）或协调电报(如 11.4.2.3.4 或 11.4.2.4.4 所示)的格式，并由提供规

定包含在告警电报中的附加细节的口头电报加以补充。 

11.4.1.3  无线电通信失效（RCF）电报 

注：有关和遭受无线电通信失效时所采取措施的规定，载于附件 2 中的 3.6.5.2 和本文件第 15 章第 15.6 节。 

11.4.1.3.1  当一 ATS 单位获知在其区域内飞行的一航空器无线电通信失效时，须向所有已收到基本飞行计

划数据（审报的飞行计划或重复性飞行计划）的后续飞行航路上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和已向其发出基本飞行

计划数据的目的地机场的机场管制塔台，发送无线电通信失效的电报。 

11.4.1.3.2  当下一 ATS 单位因在协调程序中要收到一份现行飞行计划电报而尚未收到基本飞行计划数据

时，则须给该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发送一份无线电通信失效电报和一份现行飞行计划（CPL）电报。同样，该空

中交通服务单位须向下一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发送一份无线电通信失效电报和一份现行飞行计划电报。 

11.4.1.4  自由格式紧急电报 

11.4.1.4.1  无论何时当需要发送有关航空器已知或确信处于紧急状态的运行情报，及这些情报无法格式化

的满足任何其他 AIDC 电报类型时，必须发送自由格式的紧急电报。 

11.4.1.4.2  以下是某些能够证明使用自由格式紧急电报情况的范例： 

a) 紧急呼叫报告或紧急定位发射机报告； 

b) 关于非法干扰或炸弹警告的电报； 

c) 关于严重病情或旅客骚乱的电报； 

d) 飞行轨迹由于技术或导航失效的骤然更改；和 

e) 通信失效。 

11.4.2  动态和管制电报 

11.4.2.1  总则 

有关航空器预期或实际动态的电报，须依据驾驶员、运营人或其指定代表提供给 ATS 单位的或源自 ATS
监视系统的最新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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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2  动态电报 

11.4.2.2.1  动态电报的组成： 

— 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11.4.2.2.2） 
— 延误电报（11.4.2.2.3） 
— 修正电报（11.4.2.2.4） 
— 取消飞行计划电报（11.4.2.2.5） 
— 离场电报（11.4.2.2.6） 
— 进场电报（11.4.2.2.7）。 

11.4.2.2.2  申报的飞行计划（FPL）电报 

注：传送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的指令载于附录 2。 

11.4.2.2.2.1  除非正采用重复性飞行计划程序或者正使用现行飞行计划电报，否则须为所有在部分或全部飞

行航路上获得空中交通管制服务、飞行情报服务或告警服务且已递交飞行计划的飞行发送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 

11.4.2.2.2.2  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须由服务于离场机场的 ATS 单位，或在可行时由收到发自飞行航空器发

出的飞行计划的 ATS 单位，按下述规定签发和发送： 

a) 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须发送至服务于离场机场所在管制区或飞行情报区的区域管制中心

或飞行情报中心； 

b) 除非为重复性飞行计划所制定的协议已可使得到基本飞行计划数据，否则申报的飞行计

划电报须发送给所有负责沿航路的各个无法处理现行数据的飞行情报区或高空飞行情报

区中心。此外，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须发送给位于目的地机场的机场管制塔台。如果有

此请求，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还须发送给负责沿航路空中交通服务单位的流量控制中心； 

c) 当在飞行计划中表明可能要求空中二次放行（RIF）时，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须发送给其

他有关的中心和修改后的目的地机场的机场管制塔台； 

d) 当已同意使用现行飞行计划电报，但需提前规划交通流量情报时，须将申报的飞行计划

电报发至有关区域管制中心； 

e) 对于沿仅提供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的飞行，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须发送给负责沿航

路的各飞行情报区或高空飞行情报区的中心和位于目的地机场的机场管制塔台。 

11.4.2.2.2.3  对于中途经停的飞行，如果各飞行阶段的飞行计划在首个离场机场申报则须使用下列程序： 

a) 首个离场机场的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须： 

1) 按照 11.4.2.2.2.2 规定为第一阶段飞行发送一份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 

2) 在随后的各飞行阶段，向随后的离场机场的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发送独立的申报的

飞行计划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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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随后各离场机场的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须在收到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后就如同该飞行计

划已在当地申报那样采取行动。 

11.4.2.2.2.4  当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间的协议要求协助识别飞行，以便消除或减少因偏离指配航迹而需

要的拦截时，对于沿靠近飞行情报区边界特定航路或航路段飞行的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亦须发往负责与此航路

或航路段相邻的各飞行情报区或高空飞行情报区的各中心。 

11.4.2.2.2.5  应在申报飞行计划之后立即发送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如果在飞行预计撤轮挡时间 24 小时之

前申报飞行计划，则须在飞行计划第 18 项中填写飞行的起飞日期。 

11.4.2.2.3  延误（DLA）电报 

11.4.2.2.3.1  如果已经发给基本飞行计划数据审报的飞行计划或重复飞行计划的航空器比基本飞行计划数

据中的预计撤轮挡时间延误离场达 30 分钟以上，则须发送延误电报。 

11.4.2.2.3.2  延误电报须由服务于离场机场的 ATS 单位发送给所有基本飞行计划数据的接收人。 

注：有关已发给现行飞行计划电报的航空器离场延误的通知见 11.4.2.3.4。 

11.4.2.2.4  修正（CHG）电报 

当需更改先前发送的审报的飞行计划或重复性飞行计划数据中的基本飞行计划数据时，则须发送修正电报。

修正电报须发送给受变更影响的基本飞行计划数据的接收人。经修改的相关基本飞行计划数据须提供给因未曾

收到此数据而受影响的实体。 

注：有关先前发送的现行飞行计划或预计电报中的协调数据的变更通知见 11.4.2.3.4。 

11.4.2.2.5  取消飞行计划（CNL）电报 

当事先已发给基本飞行计划数据的飞行被取消时，须发送取消飞行计划电报。服务于离场机场的空中交通

服务单位须向已接收到基本飞行计划数据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发送取消飞行计划电报。 

11.4.2.2.6  离场（DEP）电报 

11.4.2.2.6.1  除非地区空中航行协定另有规定，否则须在预先已发给基本飞行计划数据的航空器离场后立

即发送离场电报。 

11.4.2.2.6.2  服务于离场机场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须向所有基本飞行数据接受人发送离场电报。 

注：有关已发给现行飞行计划电报的航空器的离场通知见 11.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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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2.7  进场（ARR）电报 

11.4.2.2.7.1  当服务于进场机场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收到进场报告时，该单位须给下述单位发送进场电报： 

a) 对在目的地机场的着陆： 

1) 如果该单位提出请求，向位于进场机场所在地的区域管制中心或飞行情报中心；和 

2) 向在离场机场签发含有进场电报请求的飞行计划电报的 ATS 单位； 

b) 对在备降机场或其他机场的着陆： 

1) 向进场机场所在地的区域管制中心或飞行情报中心；和 

2) 向目的地机场的机场管制塔台；和 

3) 向离场机场的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办公室；和 

4) 如果飞行不发生偏离，向按照飞行计划，负责航空器将飞经的各飞行情报区或高空

飞行情报区的区域管制中心或飞行情报中心。 

11.4.2.2.7.2  当双向通信失效的管制航空器已经着陆时，进场机场的机场管制塔台须给下述单位发送进场

电报： 

a) 对在目的地机场的着陆： 

1) 所有在通信失效期间与该飞行有关的 ATS 单位；和 

2) 所有可能已被告警的其他 ATS 单位； 

b) 对在目的地机场以外机场的着陆： 

服务于目的地机场的 ATS 单位；该单位须随即向其他有关 ATS 单位或上述 a)中受到告

警的单位发送进场电报。 

11.4.2.3  协调电报（参见附录 3） 

注：有关协调的规定载于第 10 章。语音通信用语载于第 12 章。根据附录 6 的规定，关于 AIDC 电报的规

定请见下述 11.4.2.5。 

11.4.2.3.1  协调电报的组成： 

— 现行飞行计划电报（11.4.2.3.2） 
— 预计电报（11.4.2.3.3） 
— 协调电报（11.4.2.3.4） 
— 接受电报（11.4.2.3.5） 
— 逻辑确认电报（11.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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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3.2  现行飞行计划（CPL）电报 

11.4.2.3.2.1  除非由预计电报中的协调数据加以补充的基本飞行计划数据 (申报的飞行计划或重复性飞行

计划) 已分发，否则每一区域管制中心都须针对每次管制飞行和每次沿航路或航路段提供给空中交通咨询服务

的飞行，将现行飞行计划电报发送给下一区域管制中心，并且从最后一区域管制中心发送给目的地机场的机场

管制塔台。上述航路或航路段已由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确定具有适当的点对点通信，并且其他方面的条件亦

适于现行飞行计划情报的传送。 

11.4.2.3.2.2  当某航空器横越一管制区域的非常有限的部分，而根据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的协议，对通

过该部分管制区域的空中交通的协调已授权给直接实施协调的两个中心，而该管制区域又由那部分管制区域分

隔开时，现行飞行计划则须直接发送至这两个单位之间。 

11.4.2.3.2.3  除非有关 ATS 单位对时段另有规定，否则现行飞行计划电报须以充足的时间提前发送，以使

各有关ATS单位得以在航空器预计飞越管制移交点或进入该单位管制范围的边界点之前至少 20分钟接到电报。

无论负责签发该电报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在发送完成时是否已经承担对该航空器的管制责任或已与其建立联络，

此程序都适用。 

11.4.2.3.2.4  当向未使用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中心传送现行飞行计划电报时，11.4.2.3.2.3 所规定的时段可

能不够，在此情况下则须商定增加时间间隔。 

11.4.2.3.2.5  现行飞行计划电报仅包括有关自进入点飞入下一管制区或目的地机场咨询空域的情报。 

11.4.2.3.3  预计（EST）电报 

11.4.2.3.3.1  当已提供某次飞行的基本飞行计划数据时，各区域管制中心或飞行情报中心须向沿飞行航路

的下一区域管制中心或飞行情报中心发送一份预计电报。 

11.4.2.3.3.2  除非有关 ATS 单位对时段另有规定，否则预计电报须以充足的时间提前发送，以使有关 ATS
单位得以在航空器预计飞越管制移交点或进入该单位管制范围的边界点之前至少 20 分钟接到电报。无论负责签

发该电报的区域管制中心或飞行情报中心在发送完成时是否已经承担对该航空器的管制责任或已与其建立联络，

此程序都适用。 

11.4.2.3.3.3  当向一未使用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中心传送预计电报时，11.4.2.3.3.2 规定的时段可能不够，

在此情况下则必须商定增加时间间隔。 

11.4.2.3.4  协调（CDN）电报 

11.4.2.3.4.1  当接受方单位希望对先前收到的现行飞行计划或预计电报中的协调数据提出更改，则须在协

调对话中向移交方单位发送一份协调电报。 

11.4.2.3.4.2  如果移交方单位希望更改收自接受方单位的协调电报中的数据，则须向接受方单位发送一份

协调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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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3.4.3  反复进行上述协调对话，直至有关的两个单位中的一个发送出接受电报为止。但在通常情况

下，如对协调电报提出更改，则须使用直接通话线路以解决问题。 

11.4.2.3.4.4  当协调对话完成后，如果有关的两个 ATS 单位之一就基本飞行计划数据或移交条件提出更改

建议或发出更改通知时，则须向对方单位发送一份协调电报。这要求必须重新实施协调对话。 

11.4.2.3.4.5  重复的协调对话需要内发送接受（ACP）电报完成。通常在重复的协调对话中须使用直接通

话线路。 

11.4.2.3.5  接受（ACP）电报 

11.4.2.3.5.1  除非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之间已按照第十章 10.1.2.2.1 规定达成特别协约，否则须由接受方

单位向移交方单位发送接受电报，以表明已接受现行飞行计划电报或预计电报中的数据。 

11.4.2.3.5.2  接受方单位或移交方单位须发送一份接受电报，以表明接受在协调电报中收到的数据和协调

对话的结束。 

11.4.2.3.6  逻辑确认电报（LAM） 

11.4.2.3.6.1  LAM 仅可在空中交通管制计算机之间使用。 

11.4.2.3.6.2  空中交通管制计算机须发送一份 LAM 作为对现行飞行计划电报或预计电报或其他有关电报

的回复，说明已收到该电报并且已将其处理到有关管制人员将收到其运行内容的程度。 

11.4.2.3.6.3  移交方中心在发送现行飞行计划电报或预计电报时必须设定一适当的反应时间的参数。如果

在参数时间内没有接收到 LAM，须发出运行警告，并且随后须修正电话和手工模式。 

11.4.2.4  补充电报 

11.4.2.4.1  补充电报的组成： 

— 请求飞行计划电报（11.4.2.4.2） 
— 请求补充飞行计划电报（11.4.2.4.3） 
— 补充飞行计划电报（11.4.2.4.4）。 

11.4.2.4.2  请求飞行计划（RQP）电报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想获得飞行计划数据时须发送一份请求飞行计划电报。当收到有关先前未收到与其相应

的基本飞行计划数据的航空器的电报时可能发生此情况。请求飞行计划电报须发送给签发预计电报的移交方空

中交通服务单位或发送给签发无相应基本飞行计划数据供其使用的修正电报的中心。在未收到任何电报，而航

空器建立有无线电话联络并请求提供空中交通服务时，则须向沿飞行航路的前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发送一份请求

飞行计划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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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4.3  请求补充飞行计划（RQS）电报 

当 ATS 单位想获得补充飞行计划数据时须发送一份请求补充飞行计划电报。该电报须发送给离场机场的空

中交通服务报告室或当为飞行中提交的飞行计划时，则须发送给飞行计划电报中指定的 ATS 单位。 

11.4.2.4.4  补充飞行计划（SPL）电报 

注：发送补充飞行计划电报的指令载于附录 2。 

补充飞行计划电报须由离场机场 ATS 报告室向要求已在现行飞行计划或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中发送了补

充情报的 ATS 单位发送补充飞行计划电报。如果用航空固定电信网（AFTN）发送，该电报则须指配给与请求

电报相同的优先次序。 

11.4.2.5  AIDC 电报（参见附录 6） 

11.4.2.5.1  AIDC 电报的组成： 

通知电报（11.4.2.5.3） 
初始协调电报（11.4.2.5.4） 
协商协调电报（11.4.2.5.5） 
接受协调电报（11.4.2.5.6） 
拒绝协调电报（11.4.2.5.7） 
取消协调电报（11.4.2.5.8） 
更新协调电报（11.4.2.5.9） 
等待协调电报（11.4.2.5.10） 
开始移交电报（11.4.2.5.11） 
建议移交条件电报（11.4.2.5.12） 
接收移交条件电报（11.4.2.5.13） 
请求移交通信电报（11.4.2.5.14） 
通信移交电报（11.4.2.5.15） 
确认通信移交电报（11.4.2.5.16） 
管制移交电报（11.4.2.5.17） 
确认管制移交电报（11.4.2.5.18） 
普通要点电报（11.4.2.5.19） 
普通执行数据电报（11.4.2.5.20） 
自由格式紧急电报（11.4.1.4） 
自由格式普通电报（11.4.2.5.21） 
接收申请电报（11.4.2.5.22） 
拒绝申请电报（11.4.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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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5.2  应当按照地区航行协议对 AIDC 电报的选择和相关程序来制定要求，以便与相邻空域的 ATS 单

位相一致。 

注：虽然实施 AIDC 电报的目的是使空中交通管制协调过程自动化和尽量减少话音协调，但它不能完全代

替话音，尤其是当航空器在相邻单位的边界附近飞行时。 

11.4.2.5.3  通知电报 

11.4.2.5.3.1  通知电报必须事先拍发给需要对飞行进行协调的 ATS 单位。它包括可能受飞行航迹影响的

ATS 单位，尽管飞行实际上不进入这些 ATS 单位的空域。初始通知电报必须按照或先于航空器到达与接收单

位共同边界之前的协议时间或距离发出。这个时间或距离通常发生在拍发初始协调电报之前。如果航空器从共

同边界附近的机场起飞，而相邻单位不需要通知电报时，那么初始协调电报就能够满足要求。 

11.4.2.5.3.2  所有通知电报必须包括边界预达的数据；当有航路数据时，必须至少包含进入接收单位之前

一点至目的地机场的信息。 

注 1：进入接收单位空域之前一点的航路信息数量取决于飞行环境。通常情况下，程序环境需要更多的航

路信息。 

注 2：为了使飞行数据信息与相邻单位同步，初始通知电报可以包含与飞行有关的所有飞行计划数据。 

11.4.2.5.3.3  在拍发初始协调电报之前，对原先发出的通知电报内容进行修订，必须通过拍发另一份包含

有修正数据的通知电报进行修订。对高度层、航路或目的地机场的修改可能引起收到新通知电报的 ATS 单位的

变化。 

11.4.2.5.3.4  如果在发出初始通知电报之前对航空器目的地机场进行修改，通知电报中的目的地机场须包

含修改后的目的地。如果在发出初始通知电报之后与发出初始协调电报之前对目的地机场进行修改，那么必须

拍发一份新的通知电报，其目的地机场数据应包括原目的地，修改后目的地应为新目的地。发给同一单位的后

续 AIDC 电报中的目的地机场数据应包括修改后的目的地。 

11.4.2.5.3.5  不对通知电报做出运行答复。 

11.4.2.5.4  初始协调电报 

11.4.2.5.4.1  当相应空中交通服务当局已经确认对于每个管制飞行或每个提供空中交通咨询服务的飞行沿

线航路或航段的条件适宜传递协调信息时，每个区域管制中心都必须将初始协调电报发送给下一个区域管制中

心，再从最后一个区域管制中心发送给向目的地机场提供服务的进近管制单位(当不存在上述单位时，则发送给

机场管制)。它可能包括受飞行航迹影响的 ATS 单位，尽管飞行实际上可能不进入这些 ATS 单位的空域。 

11.4.2.5.4.2  根据协调电报和任何原先收到的通知电报（如果适用）所包含的信息，初始协调电报构成了

对飞行协调的建议。所有初始协调电报须包括边界预达数据。当有航路数据时，它至少必须包含进入下一单位

之前一点至目的地机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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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进入接收单位空域之前一点的航路情报的数量取决于飞行环境。通常情况下，程序环境需要更多的航

路信息。 

注 2：如果通知电报以前未发出，为了使飞行数据信息能与相邻单位同步，初始通知电报可以包含与飞行

有关的所有飞行计划数据。 

11.4.2.5.4.3  当一架航空器飞越一个管制区域非常有限的地段时，根据相应空中交通服务当局的协议，对

该地段的空中交通协调已经委托给管制区域各占该地段一部分的两个单位直接进行协调，必须在上述单位之间

直接传递初始协调电报，包括正在飞越的 ATS 单位。 

11.4.2.5.4.4  除非相应 ATS 单位对时段另有规定，否则初始协调电报必须以足够的时间提前发送，以使各

有关 ATS 单位在航空器预计飞越管制移交点或进入接收单位管制边界点之前 20 分钟接到电报。无论负责签发

初始协调电报的 ATS 单位在实施协调时是否已经承担对该航空器的管制责任或已与其建立联系，此要求都适用。 

11.4.2.5.4.5  当向未使用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的 ATS 单位拍发初始协调电报时，11.4.2.5.4.4 规定的时间提

前量可能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要协议规定增加的时间参量。 

11.4.2.5.4.6  对初始协调电报的答复可以是一份协商协调电报或是一份接收协调电报。但是，如果收到的

初始协调电报提出的协调条件不符合标准，并且协商协调电报答复的不适当，可以使用拒绝协调电报拒绝初始

协调电报。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本地程序必须规定完成协调过程的要求。 

11.4.2.5.5  协商协调电报 

11.4.2.5.5.1  当接收单位希望对初始协调电报所包含的协调条件提出修改时，接收单位必须在初始协调对

话期间向移交单位拍发一份协商协调电报。 

11.4.2.5.5.2  正常情况下，在初始协调对话期间需要进一步协商，以便对收到的协商协调电报做出答复，

可以使用直接通话线路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两个单位达成协议，那么必须拍发一份协商协调电报予以答复。需

要反复进行电报交换，直到一个单位拍发接收协调电报结束协调对话为止。 

11.4.2.5.5.3  移交或接收单位通过对事先协议规定的协调条件提出修改而成功地结束协调之后，必须拍发

一份协商协调电报。如果不是按照移交或接收单位之间的协议书进行修改，或未使用更新协调电报，那么要发

送一份协商协调电报。 

11.4.2.5.5.4  向移交阶段过渡开始之后正常情况下不拍发协商协调电报。但是如果 ATS 单位同意，那么接

收单位须拍发一份协商协调电报，以建议在飞行管制移交结束之后对飞行的具体内容进行修正，但仅是当飞行

仍然位于两个 ATS 单位之间的边界附近。 

11.4.2.5.5.5  正常情况下，在初始协调成功完成之后需要对收到的协商协调电报进行变更，可以使用直接

通话线路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如果两个单位达成协议，那么必须拍发一份协商协调电报予以答复。需要反复进

行电报交换，直到一个单位拍发接收协商或拒绝协调电报结束协调对话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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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5.5.6  如果使用协商协调电报对目的地机场提出修改建议，协商协调电报的目的地机场数据必须包

含原来目的地，以及修改的目的地为新目的地。对协商协调电报的运行答复的目的地机场数据必须包含原目的

地。如果修改被接收，发给同一单位的后续 AIDC 电报的目的地机场数据应仅提及修改的目的地。 

11.4.2.5.5.7  所有的协商协调电报须包括边界预达数据。如果两个单位达成协议，必须拍发协商协调电报

对其他的飞行计划数据进行更新，比如通信导航监视设备和其他信息。由于需要对包含航路数据的新航路进行

协调，那么必须至少包括自进入下一单位之前一点至新航路重新加入原协调航路一点的信息。 

11.4.2.5.5.8  协商协调电报正常情况下要提交给管制员进行人工处理。 

11.4.2.5.6  接收协调电报 

11.4.2.5.6.1  收到初始协调、更新协调或协商协调电报的 ATS 单位必须拍发一份接收协调电报，表示收到

的电报中所包含的建议协调条件（或其修订）已经被接收。 

11.4.2.5.6.2  当拍发一份接收协调电报，以答复对目的地机场提出修改建议的协商对话时，接收协调电报

可以（作为选项）在目的地机场数据包含原目的地。 

注：可以要求使用接收协调电报中目的地机场数据的原目的地，以确保与对目的地机场进行修改的协商协

调电报内容正确吻合。 

11.4.2.5.6.3  接收协调电报可以终止协调或进行协商对话。不对接收协调电报做出运行答复。 

11.4.2.5.7  拒绝协调电报 

11.4.2.5.7.1  如果两个单位达成协议，当协调条件与协议书不符时，可使用一份拒绝协调电报拒绝初始协

调电报中提出的协调条件。如果具备有完成飞行协调的本地程序，拒绝协调电报仅可被用作对初始协调电报的

答复。 

11.4.2.5.7.2  收到更新协调或协商协调电报的 ATS 单位必须拍发一份拒绝协调电报，表示对所收到电报中

包含的对协调条件建议的修改不能接收，并不得使用协商协调电报提出相反建议。 

11.4.2.5.7.3  当拍发一份拒绝协调电报来答复对目的地机场修改建议的协商对话时，拒绝协调电报可以（作

为选项）在目的地机场数据中包含原目的地。 

注：可以要求使用拒绝协调电报中目的地机场数据的原目的地，以确保能与对目的地机场提出修改建议的

协商协调电报内容正确吻合。 

11.4.2.5.7.4  拒绝协调电报可以终止协调或进行协商对话。如果拒绝协调是在结束协调之后对协商对话的

答复，任何事先达成协议的协调条件仍然有效。不需对拒绝协调电报做出运行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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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5.8  取消协调电报 

11.4.2.5.8.1  移交单位必须向接收单位拍发一份取消协调电报，以便在飞行延误无期限或航路或高度层经

过修改，导致飞行将不会从移交单位空域直接进入接收单位空域时，取消现行的飞行通知或协调。如果对飞行

航路或高度层的修改会对另一单位产生影响时，需要向该单位发出初始通知电报和∕或初始协调电报。 

11.4.2.5.8.2  取消协调电报必须包含取消原因的有关信息。该信息在《空中交通服务数据链应用手册》

（Doc9694 号文件）中做了界定。 

11.4.2.5.8.3  不对取消协调电报做出运行答复。 

11.4.2.5.9  更新协调电报 

11.4.2.5.9.1  如果修改建议符合协议书，那么移交单位必须向接收单位拍发一份更新协调电报，对事先商

定的协调条件提出修改建议。如果修改与协议书不符，那么必须另行使用协商协调电报。成功结束协调之前，

或向移交状态过渡开始之后，不得发出更新协调电报。 

11.4.2.5.9.2  如果飞行在到达边界之前超过协议规定的时间或距离，接收单位会对更新协调电报中包含的

修改内容进行自动处理，并自动拍发一份用于答复的接收协调电报。如果飞行位于边界之前协议规定的时间或

距离范围之内，那么必须使用协商协调电报。 

11.4.2.5.9.3  如果使用更新协调电报对目的地机场提出修改建议，那么更新协调电报的目的地机场数据必

须包含原目的地，以及修改的新目的地。对更新协调电报进行运行答复的目的地机场数据还必须包含原目的地。

如果修改被接收，那么发给同一单位的后续 AIDC 电报的目的地机场数据必须仅包含修改的目的地。 

11.4.2.5.9.4  所有的更新协调电报必须包括预计到达边界数据。如果两个单位达成协议，必须拍发更新协

调电报对其他的飞行计划数据进行更新，比如通信导航监视设备和其他信息。需要对新航路进行协调的航路数

据必须至少包括自进入下一单位之前一点至新航路重新加入原先协调航路一点的信息。 

11.4.2.5.10  等待协调电报 

收到初始协调或协商协调电报的单位必须拍发一份等待协调电报，向发报单位表示已收到他们的建议，并会

在适当时候予以答复。可以使用的范例是，如果协调电报需要交由人工处理或需要与其他单位进一步协调。 

11.4.2.5.11  开始移交电报 

11.4.2.5.11.1  在特定的空中交通管制环境中使用管制移交和通信电报，必须经有关单位同意，并应该在地

区基础上达成协议。高密度大陆环境下使用电报的要求与低密度偏远空域环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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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5.11.2  开始移交电报必须按照或先于航空器到达与接收单位共同边界之前的协议时间或距离发出。

开始启动移交阶段的这份电报，必须在成功地结束与接收单位的协调之后方能发出。 

11.4.2.5.11.3  开始移交电报包含所有执行数据并选择性地包含与飞行有关的任何航迹数据。该信息向接收

单位更新了飞行的管制环境，比如目前放行的飞行高度和任何速度限制、上升和下降率、已经指定的航向或直

飞沿航线。 

11.4.2.5.11.4  开始移交电报减轻了移交单位管制员向接收单位管制员口头提供该信息的要求，同时还可对

接收单位掌握的飞行数据进行自动更新。 

11.4.2.5.11.5  不对开始移交电报做出运行答复。 

11.4.2.5.12  建议移交条件电报 

11.4.2.5.12.1  建议移交条件电报必须用于提前对飞行进行人工移交，或在与适用的协议书规定不符的条件

下使用（比如指定的速度大于协议书中规定的速度和在航向上的航空器的速度）。如果事先未拍发开始移交电

报，建议移交条件电报即启动了移交阶段，而不再需要拍发开始移交电报。 

11.4.2.5.12.2  对飞行管制环境随后的修改将通过向接收单位再拍发一份包含有新的执行数据的建议移交

条件电报进行协调。 

11.4.2.5.12.3  建议移交条件电报提出将飞行的通信和管制，连同更新的管制环境数据移交给接收单位管制

员的建议。电报应发给接收单位的管制员进行人工处理。 

注：相关协议书中包含的管制移交条件可能会限制在航空器到达管制移交点之前对航空器实施管制。 

11.4.2.5.12.4  对建议移交条件的运行答复是接收移交条件电报。 

11.4.2.5.13  接收移交条件电报 

11.4.2.5.13.1  接收单位拍发接收移交条件电报，表示管制员同意按照建议移交条件电报提出的条件接收飞

行的通信和管制移交。 

11.4.2.5.13.2  需要时，接收移交条件电报必须包括与即将移交的飞行相关的无线电通话频率或频道。 

11.4.2.5.13.3  不对接收移交条件电报做出运行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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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5.14  请求移交通信电报 

11.4.2.5.14.1  接收单位的管制员必须拍发一份请求移交通信电报，请求对飞行通信进行移交。接收单位的

管制员要求与飞行立即进行通信联络时必须使用这份电报，并表示移交单位管制员应将相应的联络指令发给有

关的航空器。需要时，请求移交通信电报必须包括与即将移交的飞行相关的无线电通话频率或频道。 

11.4.2.5.14.2  不对请求移交通信电报做出运行答复，但当指示飞行与接收单位取得联络时，接收这份电报

通常会使移交单位拍发一份通信移交电报。 

11.4.2.5.15  通信移交电报 

通信移交电报必须表示移交单位的管制员已经指示航空器与接收单位建立通信联络。收到这份电报时，接

收单位的管制员必须确保收到电报后立即建立通信联络。通信移交电报可选择性的包含对于管制移交的任何 
“放行条件”。这些放行条件包括上升、下降或转弯限制，或任何组合信息。如果事先未拍发开始移交电报，那

么通信移交电报即启动了移交阶段。 

11.4.2.5.16  确认通信移交电报 

接收单位必须拍发一份确认通信移交电报，表示飞行已与有关的管制员建立了通信联络并结束了移交。 

11.4.2.5.17  管制移交电报 

11.4.2.5.17.1  管制移交电报是建议将飞行管制移交给接收单位。这份电报由移交单位在不晚于到达共同边

界之前的协议规定的一段时间或距离之内自动提前拍发，或由移交单位的管制员人工拍发。这份电报启动了移

交阶段，并必须在与接收单位成功结束协调之后方可发出。 

11.4.2.5.17.2  对管制移交电报做出的答复是确认管制移交电报。 

11.4.2.5.18  确认管制移交电报 

确认管制移交电报必须表示接收单位的管制员已接收了飞行的管制责任。收到这份电报即结束了管制移交

过程。 

11.4.2.5.19  普通要点电报 

必须拍发普通要点电报以提醒接收电报的管制员注意飞行动态并支持话音协调。普通要点电报必须包括接

收单位事先并不了解的飞行细节，并根据要求将其显示出来。举例来说，这可能包括计划在一个 ATS 单位的管

制空域内请求上升或改航而进入其他 ATS 单位的管制空域，而该单位并不掌握飞行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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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5.20  普通执行数据电报 

11.4.2.5.20.1  开始向移交阶段过渡之后和确认管制移交或确认通信移交之前，由移交单位向接收单位，或

由接收单位向移交单位拍发普通执行数据电报，通知收报单位关于对飞行管制环境数据的任何修改。如果普通

执行数据电报由移交单位拍发，电报应包括如现行放行（中间）飞行高度层以及如果适用，还包含速度限制、

上升∕下降限制和对飞行指定的航向（或直飞航路）等信息。如果普通执行数据电报由接收单位拍发，电报应包

含与即将被移交的飞行有关的无线电通话频率和频道。 

11.4.2.5.20.2  不对普通执行数据电报做出运行答复。 

11.4.2.5.21  自由格式普通电报 

注：关于自由格式普通电报的细节请见 11.4.1.4。 

自由格式普通电报仅被用于拍发与其他类型电报不相关的运行信息和明语说明。自由格式信息通常直接提

交给对飞行责任或预计对飞行负责的管制员。当电报未涉及某一特定飞行时，必须使用设施名称将信息提交给

相关的 ATS 席位。 

11.4.2.5.22  接收申请电报 

除其他管理应用电报或发现其中有误差的电报之外，接收 AIDC 电报的 ATS 单位对电报进行处理并发现无

误差，从而能够提交给相关的管制席位之后，必须拍发一份接收申请电报。 

11.4.2.5.23  拒绝申请电报 

11.4.2.5.23.1  接收 AIDC 电报的 ATS 单位如果发现电报中有误差时，必须拍发拒绝申请电报。拒绝申请

电报必须包含一个能够识别误差性质的编码。地区航行协议必须是对可用编码进行规定的依据。 

注：关于可供使用的航空电信网拒绝应用编码的资料载于《航空电信网（ATN）技术规定手册》（Doc 9705
号文件）第 III 卷 3.2.7.1.1。 

11.4.2.5.23.2  当未使用拒绝应用电报时，本地程序必须确保当拍发的 AIDC 电报未收到接收申请申报时，

在规定的时间参量内向有关的管制员发出告警。 

11.4.2.6  管制电报 

11.4.2.6.1  管制电报的组成： 

— 放行许可电报（11.4.2.6.2） 
— 流量控制电报（11.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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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报告和空中报告电报（11.4.2.6.4）。 

11.4.2.6.2  放行许可电报 

注：有关放行许可的规定载于第四章第 4.5 节。下列各段规定放行许可电报的内容及与其有关的发送该

电报的程序。关于使用 CPDLC 发布放行许可的程序载于第 14 章。关于目的、电报属性和显示选项的规范载

于第 14 章表 14-1 至 14-3 和附录 5。 

11.4.2.6.2.1  放行许可须按所列顺序包含下列内容： 

a) 航空器识别标志； 

b) 放行限制； 

c) 飞行航路； 

d) 全部航路或部分航路的飞行高度和所要求的高度的改变； 

注：如果放行的高度仅覆盖部分航路，重要的是在凡需要确保符合附件 2 的 3.6.5.2.2 
a)规定时，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则必须规定出有关高度部分的放行许可所适用的一个点。 

e) 任何有关事项的必要指令或情报，例如二次监视雷达应答机的运行、进近或离场机动飞

行、通信和放行许可的失效时间。 

注：放行许可失效时间指在飞行仍未开始时放行许可将被自动取消之后的时间。 

11.4.2.6.2.2  放行许可中有关高度的指令须包括： 

a) 对巡航爬升而言，巡航高度或高度范围，和如果必要，有关高度的放行许可有效的那个点； 

注：见上述 11.4.2.6.2.1 d)和相关的注。 

b) 必要时，将被穿越的指定重要点所在的高度； 

c) 必要时，开始爬升或下降的地点或时间； 

d) 必要时，爬升率或下降率； 

e) 必要时，有关离场或进近高度的详细指令。 

11.4.2.6.2.3  收到放行许可的航空台站或航空器运营人有责任在规定的或预定的发送时间将放行许可发送

给航空器。如果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发送，则有责任迅速通知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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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6.2.4  收到传送给航空器的放行许可的人员须完全按照所收到的用语发送该许可。当向航空器发送

放行许可的人员不构成空中交通服务的组成部分时，做出符合此要求的适当安排是重要的。 

11.4.2.6.2.5  ATC 在空对地通信中发布的高度层限制须与随后的高度层放行许可一并重复以保持有效。 

注：亦见第 6 章 6.3.2.4 和 6.5.2.4，内容为关于作为 SIDs 和 STARs 内容公布的高度层限制。 

11.4.2.6.3  流量控制电报 

注 1：有关空中交通流量控制的规定载于附件 11 中的 3.7.5 和本文件第 3 章中的第 3.2.5.2 节。但应注意载

于《空中交通服务规划手册》（Doc 9426 号文件）中的有关流量控制的指导材料。 

注 2：自动交换流量控制电报的格式和数据规约尚未制定。 

11.4.2.6.4  位置报告和空中报告电报 

注：有关位置报告的规定载于附件 2 中的 3.6.3 和 5.3.3，和本文件第 4 章中的第 4.11 节和第 4.12 节。 

11.4.2.6.4.1  位置报告和特殊空中报告电报使用的格式和数据规约见附录1中特殊空中报告表样中的规定，

用于： 

a) 位置报告电报：第 1 节； 

b) 特殊空中报告电报：第 1 节及第 2 节和/或第 3 节相关部分。 

11.4.2.6.4.2  除非符合下述情况，否则当通过语音通信发送的特别空中报告电报随后由无法接受特别空中

报告电报类别代码 (ARS) 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传递时，使用不同电报类别代码均须得到区域空中航行协议的

准许，并且均应反映在《区域补充程序》（Doc 7030 号文件）中： 

a) 传送的数据符合特别空中报告格式中所做的规定；和 

b) 采取措施确保特殊空中报告电报已转递给有关的气象单位和可能将受其影响的其他航空

器。 

11.4.3  飞行情报电报 

11.4.3.1  含有交通情报的电报 

注：有关发布交通情报的规定，载于附件 11 中的 4.2.2 b)及注 1、注 2，和本文件第 5 章的第 5.10 节和第 7
章第 7.4.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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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1.1  管制空域外运行的航空器的交通情报的电报 

11.4.3.1.1.1  考虑到影响到飞行情报服务性质的诸多因素，特别是向管制空域外运行的航空器提供可能发

生互撞危险情报的问题，因此不可能制定此类电报的标准电文。 

11.4.3.1.1.2  但是，如果发送此类电报，则须包含有关飞行方向和可能遇到碰撞危险的航空器将绕过，超

越或相互接近的预计时间、高度和点的足够数据。此情报须使每一有关航空器的驾驶员能够清楚地判断危险的

性质。 

11.4.3.1.2  管制空域内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 

重要交通情报的电报无论何时发送此类电报均须包括下列电文： 

a) 向其发送情报的航空器的识别标志； 

b) “TRAFFIC IS”（飞机是）或“ADDITIONAL TRAFFIC IS”（另外的飞机是）各词； 

c) 有关航空器的航向； 

d) 有关航空器的机型； 

e) 有关航空器的巡航高度和最接近航空器将穿越各高度的重要点的预计到达时间。 

11.4.3.1.3  有关本场重要交通情报的电报 

无论何时发送此类电报均须包括下列电文： 

a) 向其发送情报的航空器的识别标志； 

b) 必要时，“TRAFFIC IS” (飞机是) 或 “ADDITIONAL TRAFFIC IS” (另外的飞机是) 各词； 

c) 以有助于驾驶员辨别本场重要交通的术语对此进行描述，例如机型、速度等级和/或颜色、车辆型

号、人员数目； 

d) 与有关航空器相关的本场重要交通的位置和移动方向。 

11.4.3.2  含有气象情报的电报 

注：有关航空器测报气象观测资料的规定载于附件 3。有关空中报告的内容和发送的规定载于本文件第 4
章第 4.12 节，并且用于报告火山活动的火山活动特别空中报告表见本文件附录 1。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将从

飞行中航空器得到的气象情报发送给气象室的规定载于本文件第 4 章第 4.12.6 节。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将气

象情报发送给航空器的规定载于附件 11 中的 4.2 和本文件 (见第 4 章 4.8.3 和 4.10.4 节；第 6 章第 6.4 节和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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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第 7 章第 7.3.1 节和第 9 章 9.1.3 节)。重要气象情报和飞行员气象资料电报的书面格式和其他明语气象电报

的规定载于附件 3。 

11.4.3.2.1  当一驾驶员从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改变为目视飞行规则飞行，但可能无法保持目视气象条件飞行

时，须以下列方式给该驾驶员发送情报： 

“INSTRUMENT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REPORTED（or forecast）IN THE VICINITY OF
（location）”（“在（地点）附近报告（或预报）的仪表气象条件”。) 

11.4.3.2.2  根据附件 11 第 4 章和本文件第 6 章第 6.4 节和第 6.6 节和第 7 章第 7.4.1 节的规定，由有关空中

交通服务单位，向航空器发送的关于机场气象条件的气象情报须由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从下列气象电报中提

取，由有关的气象办公室提供，视情况由与空中交通服务单位的气象感应器（特别是与地面风和跑道视程相关

的）相连的显示器的情报为进场和离场航空器提供补充： 

a) 当地例行和特别气象报告； 

b) 向始发机场以外其他机场发布的 METAR/SPECI（主要拟用于飞行计划、VOLMET 广播和

D-VOLMET）。 

11.4.3.2.3  在 11.4.3.2.2 中提到的气象情报须视情况从气象报告中提取，并提供关于下列要素的情报： 

a) 平均地面风向、风速及其重要变化； 

注：由有关的气象室提供给空中交通服务单位的地面风向情报参照真北度。通过空中

交通服务地面风指示仪得到的且由空中交通服务单位转发给驾驶员的地面风向情报以磁度

数表示。 

b) 能见度，包括重要定向变动； 

c) 跑道视程（RVR）； 

d) 天气实况； 

e) 低云底的云量和云高； 

f) 空气温度和露点温度； 

g) 高度表设定值；和 

h) 补充情报。 

注：关于按照 11.4.3.2.3 提供气象情报的规定载于附件 3 —《国际空中航行气象服务》第 4 章和附录 3 之中。 

 



第 11 章  空中交通服务电报 11-27 

10/11/16 

11.4.3.3  关于航空设施运行情况的电报 

注：有关此问题的一般规定载于附件 11 的 4.2。 

航空设施运转情况的电报须发送给在其飞行计划中明白表示出有关正在运转设施的操作状态可能会影响飞

行操作的航空器。电报须包含有关所涉及设施的工作状态的适当数据，如果设备无法操作，还须说明何时恢复

正常的操作状态。 

11.4.3.4  含有机场条件情况的电报 

注：有关发布机场条件情报的规定载于第 7 章第 7.5 节。 

11.4.3.4.1  无论何时提供机场条件情报，均须清楚简明，以便于驾驶员对所述情况的了解。凡值班管制员

出于对安全的考虑认为必要，或经航空器请求时均须发布此情报。如果情报由管制员主动发送，则须提前足够

的时间发送至各有关航空器，以使驾驶员能适当使用此情报。 

11.4.3.4.2  管制员须用下列术语主动将有关跑道表面水的情报发送至各有关航空器： 

DAMP — 由于潮湿，表面呈现颜色变化。 

WET — 表面被水浸湿，但无积水。 

STANDING WATER —对于飞机性能而言，某一跑道正在使用的所要求长度和宽度内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的

跑道道面区域（不论是否为独立区域）被深为 3 毫米的水覆盖。 

11.4.3.5  关于空中交通事故征候报告的电报 

当发生事故的航空器的目的地在事故发生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辖区以外时，应通知目的地机场空中交通服

务单位或要求其接收驾驶员的报告。电报应包括如下情报： 

a) 事故类别（空中接近，程序或设施）； 

b) 有关航空器的识别标志； 

c) 发生事故的时间和地点； 

d) 事故的简要细节。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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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用语 

12.1  通信程序 

通信程序必须与附件 10 卷 II —《航空通信》一致而且驾驶员、空中交通服务人员和其他地面人员须熟练

掌握本文件中的无线电话程序。 

12.2  总则 

注：关于复述放行许可和安全情报的要求载于第 4 章 4.5.7.5 之中。 

12.2.1  本章第 12.3 节中所列的大多数用语表现为不包括呼号的完整电文。用语并非详尽无遗，而不同情

况下则要求驾驶员、空中交通服务人员和其他地面人员使用明语。这些明语应尽可能简明扼要，达到附件 1—
《人员执照的颁发》中所载的国际民航组织语言水平要求规定的水平，以便避免对那些使用非本国语言的人员

造成可能的混淆。 

12.2.2  为便于参考，这些用语按空中交通服务的类型分类。但是，使用者必须熟悉并按需要使用那些指定

用于现提供的空中交通服务类型的用语以外的用语。所有用语须根据情况与有关呼号 (航空器、地面车辆、空

中交通管制或其他) 联合使用。为使第 12.3 节所列用语易于辨别，各呼号被省略。有关无线电话 (RTF)、电报

的编写、呼号和程序的规定载于附件 10 卷 II 第 5 章。 

12.2.3  第 12.3 节包括供驾驶员、空中交通服务人员及其他地面人员使用的用语。 

12.2.4  未经批准进行 RVSM 运行的航空器在缩小垂直间隔标准（RVSM）空域运行或者垂直穿越时，驾

驶员必须根据 12.3.1.12 c)按以下方式报告未经批准的状况： 

a) 在 RVSM 空域内，在任何频道上的初叫； 

b) 所有改变高度层的请求；和 

c) 所有高度层批准的复述。 

12.2.5  空中交通管制员必须明确地证实收到航空器报告未得到 RVSM 批准状况的电文。 

12.2.6  除牵引车之外，其他车辆在机动区活动的用语必须与航空器活动使用的用语相同，但滑行指令除外。

在此情况下，与车辆通话时，必须用“前进”一词代替“滑行”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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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  附条件用语，例如“在着陆航空器之后”或“在离场航空器之后”，不得用于对现用跑道有影响的

运动，但有关管制员和驾驶员看见有关航空器或车辆时除外。造成所发布的放行许可中的情况的航空器或车辆，

应当第一个在其他有关的航空器前面穿过。在所有情况下，附条件放行许可须按下列次序发出，包括： 

a) 识别标志； 

b) 条件； 

c) 放行许可；和 

d) 条件的简洁复述， 

例如： 

“SAS 941，BEHIND DC9 ON SHORT FINAL，LINE UP BEHIND”. 
(“SAS 941，在短五边，于 DC9 之后，在其后对准 (跑道)”。) 

注：这意味着收到附条件放行许可的航空器需要识别引起附条件放行许可的航空器或车辆。 

12.2.8  第 12.3 节的用语不包括附件 10 卷 II 中含有的短语和无线电话程序常规词。 

12.2.9  括号内的词表示特殊的情报，例如高度层、地点或时间等，必须填写，以使短语完整，或可另用其

他可选用的短语。方括号内的词表示选用的附加词或者可能在特殊情况下所需的信息。 

12.2.10  用语的应用举例载于《无线电话手册》（Doc 9432 号文件）。 

12.3  ATC 用语 

12.3.1  总则  
 

情形 用语 
  

12.3.1.1 高度的描述（以下用

“（高度）”表示） 

a) FLIGHT LEVEL (number); or 
飞行高度层(数目)；或 

b) (number) METRES; or 
(数目)米；或 

 c) (number) FEET. 
(数目)英尺。 

12.3.1.2 高度的变更、报告和升

降率 

a) CLIMB (or DESCEND); 
爬升(或下降)； 

 followed as necessary by: 
必要时后接： 

  1) TO (level); 
至(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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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用语 
  

……开始爬升（或下降）至限定垂

直范围内一高度的指令 

 2) TO AND MAINTAIN BLOCK (level) TO (level) 
至和保持配置高度层(高度)至(高度) 

  3) TO REACH (level) AT (or BY) (time or significant   point); 
到达(高度)在(或于)(时间或重要点)； 

  4) REPORT LEAVING (or REACHING, or PASSING) (level); 
报告离开(或到达，或经过)(高度)； 

  5) AT (number) METRES PER SECOND (or FEET PER MINUTE) [OR 
GREATER（or OR LESS）]； 
以(数目)米/秒(或英尺/分)[或大于(或 或小于)]； 

……仅对超音速运输机（SST）  6) REPORT STARTING ACCELERATION (or DECELERATION). 
报告开始加速(或减速)。 

 b) MAINTAIN AT LEAST (number) METRES (or FEET) ABOVE (or 
BELOW) (aircraft call sign ); 
保持至少(数值)米(或英尺)高于(或低于)(航空器呼号) 

 c) REQUEST LEVEL ( or FLIGHT LEVEL or ALTITUDE ) CHANGE FROM 
(name of unit) [AT (time or significant point)]; 
向(单位名称)请求[在(时间或重要点)]变更高度(或飞行高度层或高度)； 

 d) STOP CLIMB (or DESCENT) AT (level); 
在(高度)停止爬升(或下降)； 

 e) CONTINUE CLIMB (or DESCENT) TO (level); 
继续爬升(或下降)至(高度)； 

 f) EXPEDITE CLIMB (or DESCENT) [UNTIL PASSING (level)]; 
加大爬升(或下降)[直至经过(高度)]； 

 g) WHEN READY CLIMB (or DESCEND) TO (level); 
准备就绪后爬升(或下降)至(高度)时； 

 h) EXPECT CLIMB ( or DESCENT )AT (time or significant point );  
预期在(时间或重要点)爬升(或下降)； 

 *i) REQUEST DESCENT AT (time); 
请求在(时间)下降； 

……要求在某一具体时间或地点

行动 

j) IMMEDIATELY; 
立即； 

 k) AFTER PASSING (significant point); 
经过(重要点)后； 

 l) AT (time or significant point); 
在(时间或重要点)； 

……方便时要求行动 m) WHEN READY (instruction); 
准备就绪时(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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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用语 

……要求航空器爬升或下降自保

持间隔和最小操纵速度（VMC） 

n) MAINTAIN OWN SEPARATION AND VMC [FROM (level)] [TO (level)]; 
[自(高度)][至(高度)]自行保持间隔和最小操纵速度； 

 o) MAINTAIN OWN SEPARATION AND VMC ABOVE (or BELOW, or TO) 
(level); 
在(高度)之上(或之下，或之时)自行保持间隔和最小操纵速度； 

……当对航空器能否遵守许可或

指令有疑问时 

p) IF UNABLE (alternative instructions) AND ADVISE; 
如不能(其他指令)和告知； 

……当驾驶员无法遵守许可或指

令时 

*q) UNABLE TO COMPLY; 
无法遵守； 

……飞行机组开始偏离 ATC 许可

或遵守 ACAS 冲突咨询（RA）指

令以后（驾驶员与管制员交换） 

*r) TCAS RA; 
避撞系统冲突咨询； 

 s) ROGER; 
明白； 

……答复机载避撞系统冲突咨询

和开始回到 ATC 许可或指令以后

（驾驶员与管制员交换） 

*t) CLEAR OF CONFLICT，RETURNING TO (assigned clearance); 
冲突解除，回到(指配的许可)； 

 u) ROGER (or alternative instructions); 
明白(或替代指示)； 

……回应机载避撞系统冲突咨询和

回到 ATC 指定的许可或指令之后

（驾驶员与管制员交换） 

*v) CLEAR OF CONFLICT (assigned clearance) RESUMED; 
冲突解除，回到(指配的许可)； 

 w) ROGER (or alternative instrcutions); 
明白(或替代指示)； 

……收到的 ATC 许可或指令与机

载避撞系统冲突咨询相矛盾，飞行

机组将遵守冲突咨询并直接通知

ATC 之后（驾驶员与管制员交换） 

*x) UNABLE, TCAS RA; 
不能，避撞系统排除冲突咨询； 

y) ROGER;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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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用语 
  

……许可爬升至具有公布高度层

和、或速度限制的 SID，其中驾驶

员将爬升到许可的高度层并遵守

公布的高度层限制，按照 SID 的

横向剖面飞行；并根据适用情况，

遵守公布的速度限制或空中交通

管制发布的速度控制说明。 

z) CLIMB VIA SID TO (level). 
经 SID 爬升至(高度)。 

……许可在爬升期间取消某一

SID 垂直剖面的高度层限制 

aa) [CLIMB VIA SID TO (level)], CANCEL LEVEL RESTRICTION (S); 
[经 SID 爬升至(高度)]，取消高度层限制； 

……许可在爬升期间取消某一

SID 垂直剖面的具体高度层限制 

bb) [CLIMB VIA SID TO(level)], CANCEL LEVEL RESTRICTION (S)AT 
(point(s)); 
[经 SID 爬升至(高度)]，取消(点)的高度层限制； 

……许可在爬升期间取消某一

SID 的速度限制 

cc) [CLIMB VIA SID TO(level)], CANCEL SPEED RESTRICTION (S); 
[经 SID 爬升至(高度)]，取消速度限制； 

……许可在爬升期间取消某一

SID 的具体速度限制 

dd) [CLIMB VIA SID TO (level)], CANCEL SPEED RESTRICTION (S) AT 
(point(s)); 
[经 SID 爬升至(高度)]，取消(点)的速度限制； 

……许可爬升并取消某一 SID 的

速度及高度层限制 

ee) CLIMB UNRESTRICTED TO (level) (or) CLIMB TO (level), CANCEL 
LEVEL AND SPEED RESTRICTIONS; 
不受限制地爬升至(高度)(或)爬升至(高度)，取消高度层及速度限制； 

……许可下降至具有公布高度层

和、或速度限制的 STAR，其中驾

驶员将下降到许可的高度层并遵

守公布的高度层限制，按照 STAR
的横向剖面飞行，并遵守公布的速

度限制或空中交通管制发布的速

度控制说明。 

ff) DESCEND VIA STAR TO (level); 
经 STAR 下降至(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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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用语 
  

……许可在下降期间取消某一

STAR 的高度层限制 

gg) [DESCEND VIA STAR TO (level)], CANCEL LEVEL RESTRICTION (S); 
[经 STAR 下降至(高度)]，取消高度层限制； 

……许可在下降期间取消某一

STAR 的具体高度层限制 

hh) [DESCEND VIA STAR TO (level)], CANCEL LEVEL 
RESTRICTION(S)AT (point (s)); 
[经 STAR 下降至(高度)]，取消(点)的高度层限制； 

……许可在下降期间取消某一

STAR 的速度限制 

ii) [DESCEND VIA STAR TO (level)], CANCEL SPEED RESTRICTION (S); 
[经 STAR 下降至(高度)]，取消速度限制； 

……许可在下降期间取消某一

STAR 的具体速度限制 

jj) [DESCEND VIA STAR TO (level)], CANCEL SPEED RESTRICTION 
(S)AT (point (s)); 
[经 STAR 下降至(高度)]，取消(点)的速度限制； 

……许可下降并取消某一 STAR
的速度及高度层限制 

kk) DESCEND UNRESTRICTED TO (level) or DESCEND TO (level), 
CANCEL LEVEL AND SPEED RESTRICTIONS; 
不受限制地下降至(高度)或下降至(高度)，取消高度层及速度限制；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3.1.3  最低油量   

……表示最低油量 *a) MINIMUM FUEL； 
最低油量 

 b) ROGER [NO DELAY EXPECTED or EXPECT (delay information)]. 
明白[预计没有延误或预计有(延误信息)]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3.1.4  管制移交和/或改频 a) CONTACT (unit call sign) (frequency) NOW; 
现在联络(单位呼号)(频率)； 

 b) AT (or OVER) (time or place) [or WHEN] [PASSING/LEAVING/ 
REACHING (level)] CONTACT (unit call sign) (frequency); 
在(或过)(时间或地点)[或当][经过/离开/到达(高度)]联络(单位呼

号)(频率)； 

 c) IF NO CONTACT (instructions); 
如果无法取得联络(指令)； 

注：当有意要空中交通服务单

位很快首先进行通话并且要“监

听”正在播放情报的频率时，可以

要求航空器在某一频率上“等待”。 

d) STAND BY FOR (unit call sign) (frequency); 
等待(单位呼号)(频率)； 

e) REQUEST CHANGE TO (frequency); 
请求改换至(频率)； 

f) FREQUENCY CHANGE APPROVED; 
同意改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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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用语 
  

 g) MONITOR (unit call sign) (frequency); 
监听(单位呼号)(频率)； 

 *h) MONITORING (frequency); 
正在监听(频率)； 

 i) WHEN READY CONTACT (unit call sign) (frequency); 
准备就绪，联络(单位呼号)(频率)； 

 j) REMAIN THIS FREQUENCY. 
保持现频率。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3.1.5  8.33 kHz 信道间隔   

注：本段当中，“点”一词只

用于 8.33 kHz 信道间隔概念的编

号，并不构成对 ICAO 现行规定或

关于使用“小数”一词用语的改动。 

  

……要求证实 8.33 kHz 能力 a) CONFIRM EIGHT POINT THREE THREE； 
证实 8.33； 

   

……表示具备 8.33 kHz 能力 *b) AFFIRM EIGHT POINT THREE THREE； 
有 8.33； 

……表示不具备 8.33 kHz 能力 *c) NEGATIVE EIGHT POINT THREE THREE； 
没有 8.33； 

……要求证实 UHF 能力 d) CONFIRM UHF； 
证实 UHF； 

……表示具备 UHF 能力 *e) AFFIRM UHF； 
有 UHF； 

……表示不具备 UHF 能力 *f) NEGATIVE UHF； 
没有 UHF； 

……要求证实 8.33 kHz 豁免状态 g) CONFIRM EIGHT POINT THREE THREE EXEMPTED； 
证实 8.33 豁免； 

……表示 8.33 kHz 豁免状态 *h) AFFIRM EIGHT POINT THREE THREE EXEMPTED； 
有 8.33 豁免； 

……表示未得到 8.33kHz 豁免状态 *i) NEGATIVE EIGHT POINT THREE THREE EXEMPTED； 
没有 8.33 豁免； 

……表示要发放某种许可，因为否

则的话未装备和/或未经豁免的航

空器会进入强制装备的空域 

j) DUE EIGHT POINT THREE THREE REQUIREMENT. 
由于 8.33 的要求。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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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6  呼号的改变   

……指示航空器改变其呼号类型 a) CHANGE FOR CALL SIGN TO (new call sign) [UNTIL FURTHER ADVISED]; 
[在得到进一步通知前]将你的呼号改为(新呼号)； 

……劝告航空器恢复到飞行计划

中表明的呼号 

b) REVERT TO FLIGHT PLAN CALL SIGN (call sign) [AT (significant point)]. 
[在(重要点)]恢复到飞行计划中的呼号(呼号)。 

12.3.1.7  交通情报 a) TRAFFIC (information); 
交通(情报)； 

……传送交通情报 b) NO REPORTED TRAFFIC; 
无报告的飞机； 

……交通情报的认收 *c) LOOKING OUT; 
正在监视； 

 *d) TRAFFIC IN SIGHT; 
看到飞行； 

 *e) NEGATIVE CONTACT [reasons]; 
拒绝联络[原因]； 

 f) [ADDITIONAL] TRAFFIC (direction) BOUND (type of aircraft) (level) 
ESTIMATED (or OVER) (significant point) AT (time); 
[补充]交通(方向)，航向(机型)(高度层)预计(或越过)(重要点)在(时

间)； 

 g) TRAFFIC IS (classification) UNMANNED FREE BALLOON(S) WAS [or 
ESTIMATED] OVER (place) AT (time) REPORTED (level(s)) [or LEVEL 
UNKNOWN] MOVING (direction) (other pertinent information, if any). 
航空器为(等级)无人驾驶自由气球已[或预计]飞越(地点)在(时间)，所报

(高度层)[或高度层不明]，向(方向)移动，(其他任何有关情报)。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3.1.8  气象条件 a) [SURFACE] WIND (number) DEGREES (speed) (units); 
[地面]风(数目)强度(速度)(单位)； 

 b) WIND AT (level) (number) DEGREES (number) KILOMETRES PER 
HOUR(or KNOTS); 
风在(高度)(数目)强度(数目)每小时公里(或节)； 

  注：风一般以平均风向、风速和任何显著变化表示。 

 c) VISIBILITY (distance) (units) [direction]; 
能见度(距离)(单位)[方向]； 

 d) RUNWAY VISUAL RANGE (or RVR) [RUNWAY (number)] (distance) 
(units); 
跑道视程(或 RVR)[跑道(号码)](距离)(单位)； 

 e) RUNWAY VISUAL RANGE (or RVR) RUNWAY (number) NOT 
AVAILABLE (or NOT REPORTED); 
跑道视程(或 RVR)跑道(号码)不能提供(或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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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多点观测跑道视程 f) RUNWAY VISUAL RANGE (or RVR) [RUNWAY (number)] (first 
position) (distance) (units), (second position) (distance) (units), (third 
position) (distance) (units); 
跑道视程(或 RVR)[跑道(号码)](第一点)(距离)(单位)，(第二点)(距

离)(单位)，(第三点)(距离)(单位)； 

  注 1：多点观测的跑道视程总是分别代表接地区、中点区和滑离/停
止端区。 

  注 2：如提供三个位置的报告，可省略表述这些位置，条件是报告是

按接地区、后接中点区和以滑离/停止端区的顺序传递。 

……当无法获得其中某一点的跑

道视程情报时，该情报按适当的顺

序包含在内 

g) RUNWAY VISUAL RANGE（or RVR）[RUNWAY (number)] (first position) 
(distance),(units),(second position) NOT AVAILBLE , (third position) 
(distance), (units); 
跑道视程(或 RVR)[跑道(号码)](第一点)(距离)，(单位)(第二点)无法

提供，(第三点)(距离)，(单位)； 

   

 h) PRESENT WEATHER (details); 
天气现况(详细内容)； 

 i) CLOUD (amount, [（type）] and height of base)（units） (or SKY CLEAR); 
云(云量，[(云状)]和云底高)，(单位)(或晴空)； 

  注：说明云量和云状的详细方法见第 11 章 11.4.3.2.3。 

 j) CAVOK; 
云幕和能见度良好； 

  注：CAVOK 读作 CAV-O-KAY。 

 k) TEMPERATURE [MINUS] (number) (and/or DEWPOINT [MINUS] 
(number)); 
温度[负](数值)(和/或露点[负](数值))； 

 l) QNH (number) [(units)]; 
场压海平面高度(数值)[(单位)]； 

 m) QFE (number) [units]; 
场压高度(数值)[单位]； 

 n) (aircraft type) REPORTED (discription) ICING (or TURBULENCE) [IN 
CLOUD] (area) (time); 
(航空器机型)报告的(描述)结冰(或湍流)[云中](区域)(时间)； 

 o) REPORT FLIGHT CONDITIONS. 
报告飞行条件。 

12.3.1.9  位置报告 a) NEXT REPORT AT (significant point); 
下一次在(重要点)报告； 

……在规定位置之前省略位置报告 b) OMIT POSITION REPORTS [UNTIL (specify)]; 
省略位置报告[直至(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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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RESUME POSITION REPORTING. 
恢复位置报告。 

12.3.1.10  附加报告 a) REPORT PASSING (significant point); 
报告经过(重要点)； 

……要求在规定的地点或距离报

告 

b) REPORT (distance) MILES (GNSS or DME) FROM (name of DME station) 
(or significant point) ; 
报告距(测距仪站名称)(或重要点)的(GNSS 或测距仪)的(距离)英里； 

……在规定的地点或距离报告 *c) (distance) MILES, (GNSS or DME) FROM (name of DME station) DME (or 
significant point); 
自(测距仪站名称)(或重要点)的(GNSS 或测距仪)(距离)英里； 

 d) REPORT PASSING (three digits) RADIAL (name of VOR) VOR; 
报告经过(三位数字)径向线(甚高频全向信标的名称)甚高频全向信标； 

   

……要求报告现在位置 e) REPORT (GNSS or DME) DISTANCE FROM (significant point)or (name of 
DME station); 
报告自(重要点)或(测距仪站名称)的(GNSS 或测距仪)距离； 

……报告现在位置 *f) (distance) MILES, (GNSS or DME) FROM (name of DME station) DME (or 
significant point). 
自(测距仪站名称)测距仪(或重要点)的(GNSS 或 DME)(距离)英里。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3.1.11  机场情报 a) [(location)] RUNWAY SURFACE CONDITION RUNWAY (number) (condition); 
[(位置)]跑道道面条件、跑道(号码)(条件)； 

 b) [(location)] RUNWAY SURFACE CONDITION RUNWAY (number) NOT 
CURRENT: 
[(位置)]跑道道面条件 跑道(号码)非现时的； 

 c) LANDING SURFACE (condition); 
着陆道面(条件)； 

 d) CAUTION CONSTRUCTION WORK (location); 
注意施工工作(地点)； 

 e) CAUTION (specify reasons) RIGHT (or LEFT), (or BOTH SIDES) OF 
RUNWAY [number]; 
注意(说明原因)跑道[号码]右侧(或左侧)(或两侧)； 

 f) CAUTION WORK IN PROGRESS (or OBSTRUCTION) (position and any 
necessary advice); 
注意正在施工(或障碍物)(位置和任何必要的建议)； 

 g) RUNWAY REPORT AT (observation time) RUNWAY (number) (type of 
precipitant) UP TO (depth of deposit) MILLIMETRES. ESTIMATED 
SURFACE FRICTION GOOD (or MEDIUM TO GOOD, or MEDIUM, or 
MEDIUM TO POOR, or POOR; 
在(观测时间)报告跑道(号码)(降水种类)达到(沉积厚度)毫米。估计的表

面摩擦力好(或中上，或中，或中下，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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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BRAKING ACTION REPORTED BY (aircraft type) AT (time) GOOD (or 
MEDIUM to GOOD, or MEDIUM, or MEDIUM to POOR, or POOR); 
由(机型)在(时间)报告的制动作用好(或中上，或中，或中下，或差)； 

 i) RUNWAY (or TAXIWAY) (number) WET [or STANDING WATER, or 
SNOW REMOVED (length and width as applicable), or TREATED, or 
COVERED WITH PATCHES OF DRY SNOW (or WET SNOW, or 
COMPACTED SNOW, or SLUSH, or FROZEN SLUSH, or ICE, or WET 
ICE, or ICE UNDERNEATH, or ICE AND SNOW, or SNOWDRIFTS, or 
FROZEN RUTS AND RIDGES)]; 
跑道(或滑行道)(号码)湿的[或积水，或积雪已清除(长度和宽度，如果适

用)，或已处理，或被块状干雪(或湿雪，或硬雪，或雪水，或冻雪水，或

冰，或湿冰，或下面有结冰，或冰和雪，或吹雪，或有凹凸的冻冰)所覆

盖]； 

 j) TOWER OBSERVES (weather information); 
塔台观测（气象情报）； 

 k) PILOT REPORTS (weather information). 
驾驶员报告(气象情报) 

12.3.1.12  目视和非目视助航设备

的工作状况 

a) (specify visual or non-visual aid) RUNWAY (number) (description of 
deficiency); 
(注明目视或非目视助航设备)跑道(号码)(缺陷描述); 

 b) (type) LIGHTING (unserviceability); 
(类别)灯光(无法提供服务)； 

 c) GBAS/SBAS/MLS/ILS CATEGORY (category) (serviceability state); 
地面增强系统/星基增强系统/微波着陆系统/仪表着陆系统(类别)(工作状

况)； 

 d) TAXIWAY LIGHTING (description of deficiency); 
滑行道灯光(缺陷描述)； 

 e) (type of visual approach slope indicator) RUNWAY (number) (description of 
deficiency); 
(目视进近坡度指示器类别)跑道(号码)(缺陷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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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13 缩小垂直间隔标准

（RVSM）的运行 

  

……核实航空器 RVSM 批准状况 a) CONFIRM RVSM APPROVED； 
证实是否被批准 RVSM； 

……报告 RVSM 批准状况 *b) AFFIRM RVSM； 
得到 RVSM 的批准； 

……报告未得到 RVSM 批准状

况，（后接补充资料） 

*c) NEGATIVE RVSM（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e.g.State Aircraft）； 
未得到 RVSM 的批准(补充资料，比如国家航空器)； 

注：关于未经批准的航空器在

RVSM 空域运行的程序，参见

12.2.4 和 12.2.5。 

  

……拒绝发放进入 RVSM 空域的

ATC 许可 

d) UNABLE ISSUE CLEARANCE INTO RVSM AIRSPACE， MAINTAIN
（or DESCEND TO, or CLIMMB TO）(level) ； 
不能发放进入 RVSM 空域的许可，保持(或下降至，或爬升至)(高度层)； 

……报告严重颠簸影响航空器保

持 RVSM 高度要求的能力 

*e) UNABLE RVSM DUE TURBULENCE； 
由于颠簸无法保持 RVSM； 

……报告航空器的设备已经降低

至航空系统的最低性能标准之下 

*f) UNABLE RVSM DUE EQUIPMENT； 
由于设备无法保持 RVSM； 

要求航空器在一旦重新获得RVSM
批准状况时或驾驶员准备好恢复

RVSM 运行时提供资料。 

g) REPORT WHEN ABLE TO RESUME RVSM； 
能够恢复 RVSM 时报告； 

……要求航空器证实重新获得

RVSM 批准状况或者驾驶员准备

好恢复 RVSM 运行 

h) CONFIRM ABLE TO RESUME RVSM； 
证实能够恢复 RVSM； 

……发生设备和气候有关的紧急

情况之后，报告能够恢复 RVSM
运行的能力 

*i) READY TO RESUME RVSM. 
准备好恢复 RVSM。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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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14  GNSS 服务状况 a) GNSS REPORTED UNRELIABLE (or GNSS MAY NOT BE AVAILABLE 
[DUE TO INTERFERENCE]) ； 
GNSS 报告不可靠(或[由于干扰]不能提供 GNSS)； 
1) IN THE VICINITY OF (location) (radius) [BETWEEN (levels)]；or 

在(地点)(半径)附近[(高度层)之间]；或 

2) IN THE AREA OF (description) (or IN (name) FIR) [BETWEEN (levels)]； 
在(注明)地区(或在(名称)FIR)[(高度层)之间]； 

 b) BASIC GNSS (or SBAS, or GBAS) UNAVAILABLE FOR (specify operation) 
[FROM (time) TO (time) (or UNTIL FURTHER NOTICE)]； 
基本的 GNSS(或 SBAS，或 GBAS)[从(时间)至(时间)(或进一步通知之

前)]无法用于(说明运行类型)； 

 *c) BASIC GNSS UNAVAILABLE [DUE TO (reason e.g. LOSS OF RAIM or 
RAIM ALERT)]； 
[由于(失去 RAIM 或 RAIM 告警等原因）]不能使用基本的 GNSS； 

 *d) GBAS (or SBAS) UNAVAILABLE. 
不能使用 GBAS(或 SBAS)。 

 e) CONFIRM GNSS NAVIGATION; and 
确认 GNSS 导航；和 

 *f) AFFIRM GNSS NAVIGATION. 
明确 GNSS 导航。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3.1.15  航空器导航性能下降  UNABLE RNP (specify type) (or RNAV) [DUE TO (reason e.g. LOSS of 
RAIM or RAIM ALERT)]. 
[由于(失去RAIM或RAIM告警等原因)]不能进行RNP(说明类型)(或RNAV)。 

12.3.2  区域管制服务   

情形  用语 

12.3.2.1  放行许可的签发 a) (name of unit) CLEARS (aircraft call sign); 
(单位名称)许可(航空器呼号)； 

 b) (aircraft call sign) CLEARED TO; 
(航空器呼号)被放行至； 

 c) RECLEARED (amended clearance details) [REST OF CLEARANCE UNCHANGED]; 
重新许可(经修改许可的详细内容)[许可的其他部分未作变动]； 

 d) RECLEARED (amended route portion) TO (significant point of original 
route) [REST OF CLEARANCE UNCHANGED]; 
重新许可(修改的航段)至(原航路的重要点)[许可的其他部分未作变动]； 

 e) ENTER CONTROLLED AIRSPACE (or CONTROL ZONE) [VIA 
(significant point or route)] AT (level) [AT (time)]; 
[经(重要点或航路)]在(高度)[在(时间)]进入受管制空域(或管制地带)； 

 f) LEAVE CONTROLLED AIRSPACE (or CONTROL ZONE) [VIA (significant point 
or route)] AT (level) (or CLIMBING, or DESCENDING); 
[经(重要点或航路)]离开受管制空域(或管制地带)在(高度)(或爬升，或下降)； 

 g) JOIN (specify) AT (significant point) AT (level) [AT (time)]. 
在(重要点)在(高度)[在(时间)]加入(注明)。 



12-14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情形 用语 
  

12.3.2.2 航路和放行许可界限说

明 

a) FROM (location) TO (location); 
自(位置)至(位置)； 

b) TO (location), 
至(位置)， 

  followed as necessary by: 
必要时后接： 

  1) DIRECT; 
直飞； 

  2) VIA (route and/or significant points); 
经(航路和/或重要点)； 

  3) FLIGHT PLANNED ROUTE; 
飞行计划的航路； 

   注：与使用该用语相关的条件见第四章中的 4.5.7.2。 

  4) VIA (distance) DME ARC (direction) OF (name of DME station); 
经(测距仪站名称)(距离)测距仪弧度(方向)； 

 c) (route) NOT AVAILABLE DUE (reason) ALTERNATIVE [S] IS/ARE (routes) ADVISE. 
(航路)因为(原因)无法使用，建议替换为(航路)。 

12.3.2.3  保持规定的高度 a) MAINTAIN (level) [TO (significant point)]; 
保持(高度)[至(重要点)]； 

 b) MAINTAIN (level) UNTIL PASSING (significant point); 
保持(高度)直至经过(重要点)； 

 c) MAINTAIN (level) UNTIL (minutes) AFTER PASSING (significant point); 
飞越(重要点)之后保持(高度)直至(分钟)； 

 d) MAINTAIN (level) UNTIL (time); 
保持(高度)直至(时间)； 

 e) MAINTAIN (level) UNTIL ADVISED BY (name of unit); 
保持(高度层)直至得到(单位名称)的建议； 

 f) MAINTAIN (level) UNTIL FURTHER ADVISED; 
保持(高度层)直至收到进一步建议； 

 g) MAINTAIN (level) WHILE IN CONTROLLED AIRSPACE; 
在管制空域内保持(高度层)； 

 h) MAINTAIN BLOCK (level) TO (level). 
保持配置高度层(高度)至(高度)。 

  注：当指挥航空器改变高度时，不得用术语“保持”代替“爬升”或“下降”。 

12.3.2.4  巡航高度层的规定 a) CROSS (significant point) AT (or ABOVE, or BELOW) (level)； 
在(或以上，或以下)(高度层)飞越(重要点)； 

 b) CROSS (significant point) AT (time) OR LATER (or BEFORE) AT (level); 
在(时间)或在(高度层)之后(或之前)飞越(重要点)； 

 c) CRUISE CLIMB BETWEEN (levels) (or ABOVE (level)); 
在(高度层)之间(或(高度层)以上)做巡航爬升； 

 d) CROSS (distance) MILES, (GNSS or DME) [(direction)] OF (name of DME station) 
OR (distance) [（direction）] OF (significant point) AT (or ABOVE, or BELOW) (level). 
在(高度层)(或以上，或以下)飞越(测距仪站名称)(GNSS 或测距仪)[(方
向)](或自(重要点)的(距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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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5  紧急下降 *a) EMERGENCY DESCENT (intentions); 
紧急下降(目的)； 

 b) ATTENTION ALL AIRCRAFT IN THE VICINITY OF [or AT] (significant point or 
location) EMERGENCY DESCENT IN PROGRESS FROM (level) (followed as 
necessary by specific instructions, clearances, traffic information, etc.)。 
在[或位于]（重要点或位置）附近的所有航空器请注意，正在进行从（高度）

紧急下降（按需要后接具体的指令、许可、交通情报等）。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3.2.6 如果不能应请求立即发

布放行许可 
EXPECT CLEARANCE (or type of clearance) AT (time). 
预期在(时间)放行(或放行类型)。 

12.3.2.7 如果不能发布偏离许可 UNABLE, TRAFFIC (direction) BOUND (type of aircraft) (level) ESTIMATED (or 
OVER)(significant point) AT (time) CALL SIGN (call sign) ADVISE INTENTIONS. 
不能，交通(方向)航向(机型)(高度层)预计(或越过)(重要点)在(时间)呼号(呼

号)请通知意图。 

12.3.2.8  间隔指令 a) CROSS (significant point) AT (time) [OR LATER (or OR BEFORE)]; 
在(时间)[或之后(或或之前)]飞越(重要点)； 

 b) ADVISE IF ABLE TO CROSS (significant point) AT (time or level); 
如能在(时间或高度)飞越(重要点)请通知； 

 c) MAINTAIN MACH (number) [OR GREATER (or OR LESS)] [UNTIL (significant point)]； 
到达(重要点)之前，保持马赫数(数值)(或较大/或或较小)； 

 d) DO NOT EXCEED MACH (number). 
不得超过马赫(数值)。 

 e) CONFIRM ESTABLISHED ON THE TRACK BETWEEN (significant 
point) AND (significant point) [WITH ZERO OFFSET]; 
确认已在(重要点)和(重要点)之间的航迹上建立[零偏移]； 

 *f) ESTABLISHED ON THE TRACK BETWEEN (significant point) AND 
(significant point) [WITH ZERO OFFSET]; 
已在(重要点)和(重要点)之间的航迹上建立[零偏移]； 

 g) MAINTAIN TRACK BETWEEN (significant point) AND (significant point).  
REPORT ESTABLISHED ON TRACK； 
在(重要点)和(重要点)之间保持航迹。报告在航迹上已建立； 

 *h) ESTABLISHED ON THE TRACK； 
在航迹上已建立； 

注：在用于实施 VOR/GNSS
横向间隔时，必须确认零偏移（见

5.4.1.2 ）。 

i) CONFIRM ZERO OFFSET； 
确认零偏移； 

*j) AFFIRM ZERO OFFSET。 
明确零偏移。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3.2.9 在与放行航路平行的航

迹（偏离）飞行的有关

指令 

a) ADVISE IF ABLE TO PROCEED PARALLEL OFFSET; 
如能按平行偏离前行，请通知。 

b) PROCEED OFFSET (distance) RIGHT/LEFT OF (route) (track) [CENTRE 
LINE] [AT (significant point or time)] [UNTIL (significant point or time)]; 
在(重要点或时间)至(重要点或时间)在(航路)(航迹)[中心线]右/左偏离

(距离)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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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用语 
  

 c) CANCEL OFFSET (instructions to rejoin cleared flight route or other information). 
取消偏离(重新加入批准的飞行航路的指令或其他的情报)。 

12.3.3  进近管制服务    

情形 用语 

12.3.3.1  离场指令 a) [AFTER DEPARTURE] TURN RIGHT (or LEFT) HEADING (three digits) 
(or CONTINUE RUNWAY HEADING)（or TRACK EXTENDED CENTRE 
LINE）TO (level or significant point) [other instructions as required]; 
[起飞后]右转(或左转)航向(三位数字)(或继续跑道航向)(或航迹对准延

伸中心线)至(高度或重要点)[其他所需要的资料]； 

 b) AFTER REACHING (or PASSING) (level or significant point) (instructions); 
到达(或经过)(高度或重要点)之后(指令)； 

 c) TURN RIGHT (or LEFT) HEADING (three digits) TO (level) [TO 
INTERCEPT (track, route, airway, etc.)]; 
右转(或左转)航向(三位数字)至(高度)[切入(航迹、航线、航路等)]； 

 d) (Standard departure name and number) [DEPARTURE]; 
(标准起飞名称和号码)[起飞]； 

 e) TRACK (three digits) DEGREES [MAGNETIC (or TRUE)] TO (or FROM) 
(significant point) UNTIL (time, or REACHING (fix or significant point or 
level)] [BEFORE PROCEEDING ON COURSE]; 
[在航道上向前飞行之前]航迹(三位数字)度[磁度(或真度)]至(或自)(重

要点)直至(时间，或到达(定位点或重要点或高度))； 

 f) CLEARED (designation) DEPARTURE; 
许可(航路代号)离场； 

  注：与使用此短语相关的条件载于第四章中的 4.5.7.2。 

……在预先通知重新加入 SID 未

来指令的情况下许可直飞 

g) CLEARED DIRECT (waypoint), CLIMB TO (level), EXPECT TO REJOIN 
SID [(SID designator)] [AT (waypoint)], 
许可直飞(航路点)，除非[在(航路点)]重新加入 SID[(SID 代号)], 

then 然后 

REJOIN SID [(SID designator)] [AT (waypoint)]; 
[在(航路点)]重新加入 SID[(SID 代号)]； 

 h) CLEARED DIRECT (waypoint),CLIMB TO (level), 
许可直飞(航路点)，爬升至(高度层)， 

then 然后 

REJOIN SID (SID designator) AT (waypoint). 
在(航路点)重新加入 SID(SID 代号)。 

12.3.3.2  进近指令 a) CLEARED (designation) ARRIVAL; 
许可(或开始)进近； 

 b) CLEARED TO (clearance limit) (designation); 
可以(航路代号)进行至(许可限制)； 

 c) CLEARED  (or PROCEED) (details of route to be followed); 
许可(或开始)(应飞航线的详细描述)进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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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用语 
  

……在预先通知重新加入 STAR
未来指令的情况下许可直飞 

d) CLEARED DIRECT (waypoint), DESCEND TO (level), EXPECT TO 
REJOIN STAR [(STAR designator)] AT(waypoint), 
许可直飞(航路点)，除非在(航路点)重新加入 STAR[(STAR 代号)]， 
then 然后 

REJOIN STAR [(STAR designator)] [AT (waypoint)]; 
[在(航路点)]重新加入 STAR[(STAR 代号)]； 

 e) CLEARED DIRECT (waypoint), DESCEND TO (level), 
许可直飞(航路点)，下降至(高度层)， 
then 然后 
REJOIN STAR(STAR designator）AT (waypoint); 
[在(航路点)]重新加入 STAR[(STAR 代号)]； 

 f) CLEARED (type of approach) APPROACH [RUNWAY (number)]; 
可以(进近类别)进近[跑道(号码)]； 

 g) CLEARED (type of approach) RUNWAY (number) FOLLOWED BY 
CIRCLING TO RUNWAY (number); 
可以(进近类别)进近跑道(号码)然后盘旋至跑道(号码)； 

 h) CLEARED APPROACH [RUNWAY (number)]; 
可以进近[跑道(号码)]； 

 i) COMMENCE APPROACH AT (time); 
在(时间)开始进近； 

 *j) REQUEST STRAIGHT-IN [(type of approach)]APPROACH [RUNWAY 
(number)]; 
请求直线[(进近类型)]进近[跑道(号码)]； 

 k) CLEARED STRAIGHT-IN (type of approach)APPROACH [RUNWAY (number)]; 
可以直线[(进近类型)]进近[跑道(号码)]； 

 l) REPORT VISUAL; 
报告目视情况； 

 m) REPORT RUNWAY [LIGHTS] IN SIGHT; 
报告看到的跑道[灯]； 

……当驾驶员请求目视进近 *n) REQUEST VISUAL APPROACH; 
请求目视进近； 

 o) CLEARED VISUAL APPROACH RUNWAY (number); 
可以目视进近跑道(号码)； 

……要求驾驶员能否接受目视进近 p) ADVISE ABLE TO ACCEPT VISUAL APPROACH RUNWAY (number); 
告知能接受目视进近跑道(号码)； 

注：有关目视进近程序的规定

见 6.5.3 

  

……后方航空器的驾驶员报告看

到前方航空器时进行连续目视进

近的情况下 

q) CLEARED VISUAL APPROACH RUNWAY (number), MAINTAIN OWN 
SEPARATION FROM PRECEDING (aircraft type and wake turbulence 
category as appropriate) [CAUTOIN WAKE TURBULENCE]; 
准许目视进近跑道(号码)，自我保持与前方(航空器型号和尾流紊流类型)

的间隔[注意尾流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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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用语 
  

 r) REPORT (significant point); [OUTBOUND, or INBOUND]; 
报告(重要点)；[出港，或进港]； 

 s) REPORT COMMENCING PROCEDURE TURN； 
开始程序转弯时报告； 

 *t) REQUEST VMC DESCENT; 
请求按目视飞行气象条件下降； 

 u) MAINTAIN OWN SEPARATION； 
自行保持间隔； 

 v) MAINTAIN VMC; 
保持最小操纵速度； 

 w) ARE YOU FAMILIAR WITH (name) APPROACH PROCEDURE; 
你熟悉(名称)进近程序吗； 

 *x) REQUEST (type of approach) APPROACH [RUNWAY (number)]; 
请求(进近类型)进近[跑道(号码)]； 

 *y) REQUEST (MLS/RNAV plain-language designator); 
请求(微波着陆系统/区域导航明语代码)； 

 z) CLEARED (MLS/RNAV plain-language designator). 
同意(微波着陆系统/区域导航明语代码)。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3.3.3  等待放行许可   

……目视 a) HOLD VISUAL [OVER] (position), (or BETWEEN (two prominent 
landmarks)); 
在(位置)[之上]，(或(两个显著的地标)之间)目视等待； 

……公布的在某一导航设施或定

位点上空的等待程序 

b) CLEARED（or PROCEED） TO (significant point, name of facility or fix) 
[MAINTAIN (or CLIMB or DESCEND TO (level)) HOLD [(direction)] AS 
PUBLISHED EXPECT APPROACH CLEARANCE (or FURTHER 
CLEARANCE) AT (time); 
放行(或行进)至(重要点、导航设施或定位点名称)，保持(或爬升或下降

至)(高度)，按公布的(方向)等待预计进近放行许可在(时间)(或发放进一

步放行许可)； 

 *c) REQUEST HOLDING INSTRUCTIONS; 
请求等待指令； 

如需要详细的等待许可 d) CLEARED （or PROCEED）TO (significant point, name of facility or 
fix)[MAINTAIN (or CLIMB or DESCEND TO) (level)] HOLD [(direction)] 
[(specified) RADIAL, COURSE, INBOUND TRACK (three digits) 
DEGREES] [RIGHT (or LEFT) HAND PATTERN] [OUTBOUND TIME 
(number) MINUTES] EXPECT APPROACH CLEARANCE (or FURTHER 
CLEARANCE) AT (time) (additional instructions, if necessary); 
放行(或行进)至(重要点、导航设施或定位点名称)[保持(或爬升或下降)

至(高度)]等待[(方向)][(规定的)径向方位、航向、向台航迹(三位数字)

度]，[右手(或左手)航线]，[出航时间(数值)分钟]，预计在(时间)给予

进近放行许可(或进一步放行许可)(如有必要，其他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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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CLEARED TO THE (three digits) RADIAL OF THE (name) VOR AT 
(distance) DME FIX [MAINTAIN (or CLIMB or DESCEND TO) (level)] 
HOLD [(direction)] [RIGHT (or LEFT] HAND PATTERN] [OUTBOUND 
TIME (number) MINUTES] EXPECT APPROACH CLEARANCE (or 
FURTHER CLEARANCE) AT (time) (additional instructions, if necessary); 
在(距离)DME 定位点放行至(名称)VOR 径向方位（三位数字）[保持(或

爬升或下降至)(高度)]等待(方向)[右手(或左手)航线][出航时间(数值)

分钟]预计在(时间)进近(或进一步放行许可)(如有必要，其他指令)； 

 f) CLEARED TO THE (three digits) RADIAL OF THE (name) VOR AT 
(distance) DME FIX [MAINTAIN (or CLIMB or DESCEND TO) (level)] 
HOLD BETWEEN (distance) AND (distance) DME [RIGHT (or LEFT) 
HAND PATTERN] EXPECT APPROACH CLEARANCE (or FURTHER 
CLEARANCE) AT (time) (additional instructions, if necessary). 
在(距离)DME 定位点放行至(名称)VOR 径向方位（三位数字）[保持(或

爬升或下降至)(高度)]在(距离)和(距离)DME 之间等待[右手(或左手航

线)]预计在(时间)进近(或进一步放行许可)(如有必要，其他指令）。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3.3.4  预期进近时间 a) NO DELAY EXPECTED; 
预期无延误； 

 b) EXPECTED APPROACH TIME (time); 
预期进近时间(时间)； 

 c) REVISED EXPECTED APPROACH TIME (time); 
修改的预期进近时间(时间)； 

 d) DELAY NOT DETERMINED (reasons). 
未确定的延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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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  在机场和机场附近的用语 

情形 用语 
  

12.3.4.1  航空器的识别标志 SHOW LANDING LIGHTS. 
打开着陆灯。 

12.3.4.2  通过目视方式认收 a) ACKNOWLEDGE BY MOVING AILERONS (or RUDDER); 
通过摆动副翼(或方向舵)认收； 

 b) ACKNOWLEDGE BY ROCKING WINGS; 
通过摆动机翼认收； 

 c) ACKNOWLEDGE BY FLASHING LANDING LIGHTS. 
通过闪烁着陆灯认收。 

12.3.4.3  开车程序   

……请求允许起动发动机 *a) [aircraft location] REQUEST START UP; 
[航空器位置]请求开车； 

 *b) [aircraft location] REQUEST START UP, INFORMATION (ATIS identification); 
[航空器位置]请求开车，情报(航站自动情报服务的识别)； 

……空中交通管制的答复 c) START UP APPROVED; 
同意开车； 

 d) START UP AT (time); 
在(时间)开车； 

 e) EXPECT START UP AT (time); 
预期在(时间)开车； 

 f) START UP AT OWN DISCRETION; 
自行掌握开车； 

 g) EXPECT DEPARTURE (time) START UP AT OWN DISCRETION. 
预期离场(时间)自行掌握开车。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3.4.4  倒退程序   

注：当本地程序有此规定时，

倒退应得到管制塔台的批准。 

  

……航空器/空中交通管制 *a) [aircraft location] REQUEST PUSHBACK; 
[航空器位置]请求倒退； 

 b) PUSHBACK APPROVED; 
同意倒退； 

 c) STAND BY; 
等待； 

 d) PUSHBACK AT OWN DISCRETION; 
自行掌握倒退； 

 e) EXPECT (number) MINUTES DELAY DUE (reason)。 
因为(原因)预期延迟(数值)分钟。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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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用语 
  

12.3.4.5  牵引程序 †a) REQUEST TOW [company name] (aircraft type) FROM (location) TO (location); 
请求牵引[公司名称](机型)自(地点)至(地点)； 

……空中交通管制的答复 b) TOW APPROVED VIA (specific routing to be followed); 
同意经(指明路线)牵引； 

 c) HOLD POSITION; 
等待位置； 

 d) STAND BY. 
等待。 

 † 表示由航空器/牵引车共同发出。 

12.3.4.6 请求校对时间和/或离场

机场的数据 
*a) REQUEST TIME CHECK; 

请求校对时间； 

b) TIME (time); 
时间(时间)； 

……当没有航站自动情报服务广

播时 
*c) REQUEST DEPARTURE INFORMATION; 

请求离场情报； 

d) RUNWAY (number), WIND (direction and speed) (units) QNH (or QFE) (number) 
[(units)] TEMPERATURE [MINUS] (number) , [VISIBILITY (distance) (units) (or 
RUNWAY VISUAL RANGE (or RVR ) (distance) (units))][TIME (time)]. 
跑道(号码)，风(方向和速度)(单位)场压海平面高度(或 QFE)(数目)[(单

位)]温度[零下](数目)，[能见度(距离)(单位)(或跑道视程(或 RVR)(距
离)(单位))][时间(时间)]。 

  注：对能见度和 RVR 作多项观测的，用于起飞的数据应为代表跑道

末端/停止尾端区域的数据。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3.4.7  滑行程序   

……用于离场 *a) [aircraft type] [wake turbulence category if “heavy”] [aircraft location] REQUEST 
TAXI [intentions]; 
[航空器机型][若为“重型”，尾流流度类别][航空器位置]请求滑行[目的]； 

 *b) [aircraft type] [wake turbulence category if “heavy”] [aircraft location] (flight rules) 
TO (aerodrome of destination) REQUEST TAXI [intentions]; 
[航空器机型][若为“重型”，尾流流度类别][航空器位置](飞行规则)

至(目的地机场)请求滑行[目的]； 

 c) TAXI TO HOLDING POINT [number] [RUNWAY (number)] [HOLD SHORT OF 
RUNWAY (number) (or CROSS RUNWAY (number))] [TIME (time)]; 
滑行至等待点[号码][跑道(号码)][在跑道前等待(号码)(或穿越跑道(号

码))][时间(时间)]； 

……需要详细滑行指令时 *d) [aircraft type] [wake turbulence category if “heavy”] REQUEST DETAILED TAXI 
INSTRUCTIONS; 
[航空器机型][若为“重型”，尾流流度类别]请求详细的滑行指令； 

 e) TAXI TO HOLDING POINT [(number)] [RUNWAY (number)] VIA (specific route to 
be followed) [TIME (time)] [HOLD SHORT OF RUNWAY (number) (or CROSS 
RUNWAY (number)]; 
经(指定路线)滑行至等待点[号码][跑道(号码)][时间(时间)][在跑道前等

待](号码)(或穿越跑道(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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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用语 
  

……当无法从替代渠道（如航站自

动情报服务）获得机场情报时 

f) TAXI TO HOLDING POINT [(number)] (followed by aerodrome information 
as applicable) [TIME (time)]; 
滑行至等待点[(号码)](适用机场情报)[时间(时间)]； 

 g) TAKE (or TURN) FIRST (or SECOND) LEFT (or RIGHT); 
在第一(或第二)道口左转(或右转)； 

 h) TAXI VIA (identification of taxiway); 
滑行经过(滑行道识别标志)； 

 i) TAXI VIA RUNWAY (number); 
滑行经跑道(号码)； 

 j) TAXI TO TERMINAL (or other location, e.g. GENERAL AVIATION 
AREA) [STAND (number)]; 
滑行至候机楼(或其他地点，例如，通用航空区)[停机位(号码)]； 

……用于直升机飞行 *k) REQUEST AIR-TAXIING FROM (or VIA) TO (location or routing as appropriate); 
请求自(或经)至(适当的地点或航路)空中滑行； 

 l) AIR-TAXI TO (or VIA) (location or routing as appropriate) [CAUTION 
(dust, blowing snow, loose debris, taxiing light aircraft, personnel, etc.)]; 
空中滑行至(或经)(适当的地点或航路)[注意(灰尘、吹雪、散落的碎片、

滑行中的轻型航空器、人员等)]； 

 m) AIR TAXI VIA (direct, as requested, or specified route) TO (location, 
heliport, operating or movement area, active or inactive runway). AVOID 
(aircraft or vehicles or personnel); 
空中滑行经(按要求直飞或指定航线)至(地点、直升机机场、运行区或活动区、

开放的或非开放的跑道)。避开(航空器或车辆或人员)； 

……着陆后 *n) REQUEST BACKTRACK; 
请求滑回； 

 o) BACKTRACK APPROVED; 
同意滑回； 

 p) BACKTRACK RUNWAY (number); 
滑回跑道(号码)； 

……通常的 *q) [(aircraft location)] REQUEST TAXI TO (destination on aerodrome); 
[(航空器位置)]请求滑行至(机场上的目的地)； 

 r) TAXI STRAIGHT AHEAD; 
一直往前滑行； 

 s) TAXI WITH CAUTION; 
滑行时注意； 

 t) GIVE WAY TO (description and position of other aircraft); 
让路给(其他航空器的描述和位置)； 

 *u) GIVING WAY TO (traffic); 
给(交通)让路； 

 *v) TRAFFIC (or type of aircraft) IN SIGHT; 
已看到交通(或航空器机型)； 

 w) TAXI INTO HOLDING BAY; 
滑行至等待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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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用语 
  

 x) FOLLOW (description of other aircraft or vehicle); 
跟随(其他航空器或车辆的描述)； 

 y) VACATE RUNWAY; 
脱离跑道； 

 *z) RUNWAY VACATED; 
跑道脱离； 

 aa) EXPEDITE TAXI [(reason)]; 
加快滑行[(原因)]； 

 *bb) EXPEDITING; 
正在加快滑行； 

 cc) [CAUTION] TAXI SLOWER [reason]; 
[注意]滑行减速[原因]； 

 *dd) SLOWING DOWN. 
正在减速。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3.4.8  等待 ‡a) HOLD (direction) OF (position, runway number, etc.); 
在(位置，跑道号码等)的(方向)等待； 

 ‡b) HOLD POSITION; 
等待位置； 

 ‡c) HOLD (distance) FROM (position); 
在距(位置)(距离)等待； 

……在不近于第 7 章中 7.6.3.1.3.1
规定的距离跑道的位置等待 

‡d) HOLD SHORT OF (position); 
在(位置)外等待； 

e) HOLDING; 
正等待； 

 f) HOLDING SHORT. 
在短暂等待。 

 ‡ 表示驾驶员需明确认收。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用程序用词“ROGER”和“WILCO”证实收到“HOLD”、

“HOLD POSITION”和“HOLD SHORT OF（position）”指令是不够的。此

时必须视情况适当使用“HOLDING”或“HOLDING SHORT”。 

12.3.4.9  穿越跑道 * a) REQUEST CROSS RUNWAY (number); 
请求穿越跑道(号码)； 

  注：如果管制塔台无法看到正在穿越的航空器(例如夜间、低能见度)，

指令要包括要求航空器在脱离跑道时向塔台报告。 

 b) CROSS RUNWAY (number) [REPORT VACATED]; 
穿越跑道(号码)[脱离跑道报告]； 

 c) EXPEDITE CROSSING RUNWAY (number) TRAFFIC (aircraft type) 
(distance) KILOMETRES (or MILES) FINAL; 
快速穿越跑道(号码)，交通(航空器机型)(距离)第五边公里(或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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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用语 
  

 d) TAXI TO HOLDING POINT [number] [RUNWAY (number)] VIA (specific 
route to be followed) ,[HOLD SHORT OF RUNWAY (number)] or [CROSS 
RUNWAY (number)]; 
滑行至等待点[号码][跑道(号码)]经由(指定路线)，[在跑道前等待](号码)或

者[穿越跑道(号码)]； 

注：当要求时，驾驶员将在整
个航空器在有关跑道的等待位置
之外报告“已脱离跑道”。 

* e) RUNWAY VACATED. 
已脱离跑道。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3.4.10  起飞准备 a) UNABLE TO ISSUE (designator) DEPARTURE (reasons); 
不能发布(代号)离场(原因)； 

 b) REPORT WHEN READY [FOR DEPARTURE]; 
[离场]就绪时报告； 

 c) ARE YOU READY [FOR DEPARTURE]?； 
准备好[离场]了吗？； 

   

 d) ARE YOU READY FOR IMMEDIATE DEPARTURE?; 
是否准备好立即离场？； 

 *e) READY; 
准备就绪； 

……许可进入跑道和等待起飞许

可 

f) LINE UP [AND WAIT]; 
对准跑道[并等待]； 

 † g) LINE UP RUNWAY (number); 
对准跑道(号码)； 

 h) LINE UP. BE READY FOR IMMEDIATE DEPARTURE; 
对准跑道。准备立即离场； 

……附条件的放行许可 ‡ i) (condition) LINE UP (brief reiteration of the condition); 
(条件)对准跑道(简要重复条件)； 

……对附条件的放行许可的认收 * j) (condition) LINING UP (brief reiteration of the condition); 
(条件)正在对准跑道(简要重复条件)； 

……附条件的放行许可复述的证

实或其他 

k) [THAT IS] CORRECT (or NEGATIVE) [I SAY AGAIN]… (as appropriate)). 
[那是]正确的(或否定)[我重复]……(视情况)。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 当在多条跑道运行可能发生混淆时。 
 ‡ 有关使用附条件放行许可的规定载于 12.2.7 中。 

12.3.4.11  起飞许可   

 a) RUNWAY (number) CLEARED FOR TAKE-OFF; [REPORT AIRBORNE] 
跑道(号码)可以起飞；[离地后报告] 

……当使用缩小的跑道间隔时 b) (traffic information) RUNWAY (number) CLEAREAD FOR TAKE-OFF; 
(交通情报)跑道(号码)可以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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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未遵守起飞许可时 c) TAKE OFF IMMEDIATELY OR VACATE RUNWAY; [(instructions)]; 
立即起飞或脱离跑道[(指令)]； 

 d) TAKE OFF IMMEDIATELY OR HOLD SHORT OF RUNWAY; 
立即起飞或在跑道外等待； 

……取消起飞许可 e) HOLD POSITION, CANCEL TAKE-OFF I SAY AGAIN CANCEL TAKE-OFF (reasons); 
原地等待位置，取消起飞，重复，取消起飞(原因)； 

 *f) HOLDING; 
正在等待； 

……航空器开始起飞滑跑后的停

止起飞 
g) STOP IMMEDIATELY [(repeat aircraft call sign)] STOP IMMEDIATELY; 

立即停止，[(重复航空器呼号)]立即停止； 

*h) STOPPING; 
正在停止起飞； 

……自非机动区内的直升机的飞

行 

i) CLEARED FOR TAKE-OFF [FROM (location)] (present position, taxiway, 
final approach and take-off area, runway and number); 
可以[自(位置)](现在位置、滑行道、最后进近和起飞区、跑道和号码)起飞； 

 *j) REQUEST DEPARTURE INSTRUCTIONS; 
请求离场指令； 

 k) AFTER DEPARTURE TURN RIGHT (or LEFT, or CLIMB))  (instructions as appropriate). 
离场后右转(或左转或爬升)(视情况发出指令)。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HOLDING”和“STOPPING”分别针对 e)和 g)项的程

序回答。 

12.3.4.12 起飞后转弯或爬升的

指令 
* a) REQUEST RIGHT (or LEFT) TURN ; 

请求右(或左)转； 

b) RIGHT (or LEFT) TURN APPROVED; 
同意右(或左)转； 

 c) WILL ADVISE LATER FOR RIGHT (or LEFT) TURN; 
等待指挥右(或左)转； 

……要求离地时间 d) REPORT AIRBORNE; 
报告离地； 

 e) AIRBORNE (time); 
离地(时间)； 

 f) AFTER PASSING (level) (instructions); 
经过(高度)以后(指令)； 

……应飞航向 g) CONTINUE RUNWAY HEADING (instructions); 
保持跑道航向(指令)； 

……当将按规定航迹飞行时 h) TRACK EXTENDED CENTRE LINE (instructions); 
航迹延长中心线(指令)； 

 i) CLIMB STRAIGHT AHEAD (instructions). 
直线爬升(指令)。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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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13  进入起落航线 * a) [aircraft type] (position) (level) FOR LANDING; 
准备降落的[航空器机型](位置)(高度)； 

 b) JOIN [(direction of circuit)] (position in circuit) (runway number) [SURFACE] WIND 
(direction and speed) (units) [TEMPERATURE [MINUS] (number)] QNH (or QFE) 
(number) (units) [TRAFFIC (detail)]; 
进入[(起落航线的方向)](起落航线上的位置)(跑道号码)[地面]风(方向

和速度)(单位)[温度[负](数值)]海压(或场压)(数值) (单位)[交通(详

述)]； 

 c) MAKE STRAIGHT-IN APPROACH, RUNWAY (number) [SURFACE] WIND 
(direction and speed) （units）[TEMPERATURE [MINUS] (number) ] QNH (or QFE) 
(number) [（units）] [TRAFFIC (detail)]; 
直线进近，跑道(号码)[地面]风(方向和速度)(单位)[温度[负](数值)]

场压海平面高度(或场压高度)(数值)(单位)[交通(详述)]； 

……当可以使用航站自动情报服务时 * d) (aircraft type) (position) (level) INFORMATION (ATIS identification) FOR LANDING; 
准备降落的(航空器机型)(位置)(高度)情报(航站自动情报服务识别标志)； 

 e) JOIN (position in circuit) [RUNWAY (number)] QNH (or QFE) (number) [(units)] 
[TRAFFIC (detail)]. 
加入(起落航线上的位置)[跑道(号码)]场压海平面高度、(或场压高

度)(数值)(单位)[交通(详述)]。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3.4.14  在起落航线上 * a) (position in circuit, e.g. DOWNWIND/FINAL); 
(在起落航线上的位置，例如第三边/第五边)； 

 b) NUMBER…FOLLOW (aircraft type and position) [additional instructions if required]. 
第……号，跟在(航空器机型和位置)后面[需要时的附加指令]。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3.4.15  进近指令 a) MAKE SHORT APPROACH; 
做短五边进近着陆； 

注：当航空器在距接地点 7 公

里（4 海里）以上转向第五边时，

或当直线进近的航空器距接地点

15 公里（8 海里）时，报告“long final 
（长五边）”。在这两种情况下，

航空器应距接地点 7 公里（4 海里）

时报告“FINAL（第五边）”。 

b) MAKE LONG APPROACH (or EXTEND DOWNWIND); 
做长五边进近着陆(或延长的第三边)； 

c) REPORT BASE (or FINAL, or LONG FINAL); 
报告第四边(或第五边，或长五边)； 

d) CONTINUE APPROACH [PREPARE FOR POSSIBLE GO AROUND]. 
继续进近(准备可能的复飞)。 

12.3.4.16  着陆许可 a) RUNWAY (number) CLEARED TO LAND ; 
跑道(号码)可以着陆； 

当使用缩小的跑道间隔时 b) (traffic information) RUNWAY (number) CLEAREAD TO LAND; 
(交通情报)跑道(号码)可以着陆； 

……特别操作时 c) CLEARED TOUCH AND GO; 
可以连续起降； 

 d) MAKE FULL STOP; 
完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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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或平行于跑道进近，下降

至商定的最低高度 

*e) REQUEST LOW APPROACH (reasons); 
请求低空进近(原因)； 

f) CLEARED LOW APPROACH [RUNWAY (number)] [(altitude restriction if 
required) (go around instructions)]; 
可以低空进近[跑道(号码)][(要求时的高度限制)(复飞指示)]； 

……为使地面人员目视检查，飞过

管制塔台或其他观察点 

*g) REQUEST LOW PASS (reasons); 
请求低空通过(原因)； 

h) CLEARED LOW PASS [as in f)]; 
可以低空通过[同 f)]； 

……用于直升机操作 * i) REQUEST STRAIGHT-IN (or CIRCLING APPROACH, LEFT (or RIGHT) 
TURN TO (location)); 
请求直线(或盘旋进近，左(或右)转至(地点))； 

 j) MAKE STRAIGHT-IN (or CIRCLING APPROACH, LEFT (or RIGHT) TURN TO 
(location, runway, taxiway, final approach and take-off area)) [ARRIVAL (or 
ARRIVAL ROUTE) (number, name, or code)]. [HOLD SHORT OF (active runway, 
extended runway centre line, other)]. [REMAIN (direction or distance) FROM 
(runway, runway centre line, other helicopter or aircraft)]. [CAUTION (power lines, 
unlighted obstructions, wake turbulence, etc.)]. CLEARED TO LAND. 
直线(或盘旋进近，左(或右)转至(地点，跑道，滑行道，最后进近和起飞

区))[到达(或到达航线)(号码、名称或编码)]。[在(开放的跑道，跑道中

心延长线，其他)外等待]。[保持距(跑道，跑道中心线，其他直升机或航

空器)的(方向或距离)]。[注意(动力线，未照明的障碍物，尾流紊流度

等。)]。可以着陆。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3.4.17  延迟的航空器 a) CIRCLE THE AERODROME; 
绕场飞行； 

 b) ORBIT (RIGHT, or LEFT) [FROM PRESENT POSITION]; 
[从现在的位置]向(右或左)转圈； 

 c) MAKE ANOTHER CIRCUIT. 
再做一次起落航线飞行。 

12.3.4.18  复飞 a) GO AROUND; 
复飞； 

 *b) GOING AROUND. 
正在复飞。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3.4.19 当驾驶员要求目视检查

起落架 
a) LANDING GEAR APPEARS DOWN; 

起落架看似放下； 

b) RIGHT (or LEFT, or NOSE) WHEEL APPEARS UP (or DOWN); 
右(或左，或前)轮看似收起(或放下)； 

 c) WHEELS APPEAR UP; 
轮子看似收起； 

 d) RIGHT (or LEFT, or NOSE) WHEEL DOES NOT APPEAR UP (or DOWN); 
右(或左，或前)轮看似未收起(或放下)； 



12-28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情形 用语 
  

……尾流紊流度 e) CAUTION WAKE TURBULENCE [FROM ARRIVING (or DEPARTING) 
(type of aircraft)]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s required]; 
注意进场(或离场)(航空器机型)尾流紊流度，[其他所需要的情报]； 

……在停机坪或滑行道上的喷流 f) CAUTION JET BLAST; 
注意喷流； 

……螺旋桨驱动的航空器滑流 g) CAUTION SLIPSTREAM. 
注意滑流。 

12.3.4.20 着陆后脱离跑道和通信

联络 

a) CONTACT GROUND (frequency); 
与地面联络(频率)； 

b) WHEN VACATED CONTACT GROUND (frequency); 
脱离跑道后，与地面联络(频率)； 

 c) EXPEDITE VACATING; 
加快脱离跑道； 

 d) YOUR STAND (or GATE) (designation); 
你的停机位(或门)(标志)； 

 e) TAKE (or TURN) FIRST (or SECOND, or CONVENIENT) LEFT (or 
RIGHT) AND CONTACT GROUND (frequency); 
先(或再，或方便)左(或右))转，与地面联络(频率)； 

……用于直升机操作 f) AIR-TAXI TO HELICOPTER STAND (or) HELICOPTER PARKING 
POSITION (area); 
空中滑行至直升机停机位(或)直升机停机位置(区)； 

 g) AIR-TAXI TO (or VIA) (location or routing as appropriate) [CAUTION 
(dust, blowing snow, loose debris, taxiing light aircraft, personnel, etc.)]; 
空中滑行至(或经)(适当的地点或航线)[注意(灰尘、吹雪、散落的碎片、

滑行中的轻型航空器和人员等)]； 

 h) AIR TAXI VIA (direct, as requested, or specified route) TO (location, 
heliport, operating or movement area, active or inactive runway). AVOID 
(aircraft or vehicles or personnel). 
空中飞移经(经请求直飞，或规定航线)至(地点、直升机场、操作或活动

区、开放或非开放跑道)。避让(航空器或车辆或人员)。 

12.3.5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之间的协调 

情形 用语 

12.3.5.1  预计和修正 a) ESTIMATE [direction of flight] (aircraft call sign) [SQUAWKING (SSR Code)] (type) 
ESTIMATED (significant point) (time) (level) (or DESCENDING FROM (level) TO 
(level)) [SPEED (filed TAS)] (route) [REMARKS]; 
预计[飞行方向](航空器呼号)[打开(二次监视雷达编码)应答机](型号)

预期(重要点)(时间)(高度)(或从(高度)下降至(高度))[速度(申报的真

空速)](航路)[备注]； 

……发出单位 b) ESTIMATE (significant point) ON (aircraft call sign); 
预计在(航空器呼号上的)(重要点)； 

接收单位答复（如果没有飞行计划
细节） 

c) NO DETAILS; 
无细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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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单位答复（如有飞行计划

细节） 

 (aircraft type) (destination); 
(航空器机型)(目的地)； 

……发送单位答复  [SQUAWKING (SSR Code)] [ESTIMATED] (significant point) (time) AT (level); 
[打开(二次监视雷达编码)应答机]在(高度)的[预期](重要点)(时间)； 

  注：如无飞行计划细节，收信台必须答复 b)项“NO DETAILS  (无
细节内容)”，发信台必须按 a) 项转发全部预计项目。 

 d) ESTIMATE UNMANNED FREE BALLOON(S)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ESTIMATED OVER (place) AT (time) REPORTED FLIGHT LEVEL(S) (figure or 
figures) [or FLIGHT LEVEL UNKNOWN] MOVING (direction) ESTIMATED 
GROUND SPEED (figure) (other pertinent information, if any); 
预计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识别标志和分类)预计在(时间)飞越(地方)报告

的飞行高度(数字)[或不明飞行高度]运动(方向)预计地速(数字)(任何其

他有关情报)； 

 e) REVISION (aircraft call sign) (details as necessary). 
修正(航空器呼号)(必要时的详细情况)。 

12.3.5.2  管制移交 a) REQUEST RELEASE OF (aircraft call sign); 
请求交接(航空器呼号)； 

 b) (aircraft call sign) RELEASED [AT (time)] [conditions/restrictions]; 
(航空器呼号)[在(时间)][条件/限制规定]已交接； 

 c) IS (aircraft call sign) RELEASED [FOR CLIMB (or DESCENT)]?; 
[爬升(或下降)的](航空器呼号)交接了吗？； 

 d) (aircraft call sign) NOT RELEASED [UNTIL (time or significant point)]; 
未[至(时间或重要点)之前]交接的(航空器呼号)； 

 e) UNABLE (aircraft call sign) [TRAFFIC IS (details)]. 
不能(航空器呼号)[交通情况是(详述)]。 

12.3.5.3  许可的变更 a) MAY WE CHANGE CLEARANCE OF (aircraft call sign) TO (details of 
alteration proposed)?; 
我们可以将(航空器呼号)的许可变为(建议的变更细节)吗？； 

 b) AGREED TO (alteration of clearance) OF (aircraft call sign); 
批准(航空器呼号)的(替代许可)； 

 c) UNABLE (aircraft call sign); 
不能(航空器呼号)； 

 d) UNABLE (desired route, level, etc.) [FOR (aircraft call sign)] [DUE 
(reason)] (alternative clearance proposed). 
[因为(原因)]不能[(航空器呼号)的](理想航线，高度等)(建议的替代许可)。 

12.3.5.4  批准请求 a) APPROVAL REQUEST (aircraft call sign) ESTIMATED DEPARTURE 
FROM (significant point) AT (time); 
批准请求(航空器呼号)预计在(时间)从(重要点)的离场； 

 b) (aircraft call sign) REQUEST APPROVED [(restriction if any)]; 
(航空器呼号)请求已批准[(任何限制规定)]； 

 c) (aircraft call sign) UNABLE (alternative instructions). 
(航空器呼号)不能(替代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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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5  进港放行  [INBOUND RELEASE] (aircraft call sign) [SQUAWKING (SSR Code)] 
(type) FROM (departure point) RELEASED AT (significant point、 or time, 
or level) CLEARED TO AND ESTIMATING (clearance limit) (time) AT 
(level) [EXPECTED APPROACH TIME or NO DELAY EXPECTED] 
CONTACT AT (time). 
[进港放行](航空器呼号)[在允许的(重要点、或时间、或高度)从放行的

(离场点)打开(二次监视雷达编码)应答机(型号)和在(高度层)[预期的进

近时间或预期无延误]的预计(放行限制)(时间)在(时间)联络。 

12.3.5.6  移交  HANDOVER (aircraft call sign) [SQUAWKING (SSR Code)] POSITION 
(aircraft position ) (level). 
移交(航空器呼号)[打开(二次监视雷达编码)应答机]位置(航空器位

置)(高度)。 

12.3.5.7  放行许可的加快办理 a) EXPEDITE CLEARANCE (aircraft call sign) EXPECTED DEPARTURE 
FROM (place) AT (time); 
速办预期在(时间)从(地方)离场的放行许可(航空器呼号)； 

 b) EXPEDITE CLEARANCE (aircraft call sign) [ESTIMATED] OVER (place) 
AT (time) REQUESTS (level or route, etc.). 
速办[预计的]在(时间)飞越(地方)的放行许可(航空器呼号)请求(高度或

航路等)。 

12.3.5.8 缩小垂直间隔标准

（RVSM）的运行 
  

……口头补充航空器未获得

RVSM 运行批准的预报电文，或口

头补充未自动转发的飞行计划第

18 项资料中的自动预报交换电

文，及酌情跟随的有关补充资料 

a) NEGATIVE RVSM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e.g. State Aircraft)]; 
未获得 RVSM 批准(补充资料，比如：国家航空器)； 

……由于强烈颠簸或其他恶劣气

象条件或设备故障（适用时）无法

进行 RVSM 运行时，向航空器通知

上述紧急情况的原因 

b) UNABLE RVSM DUE TURBULENCE（or EQUIPMENT，as applicable）. 
由于颠簸(或设备，根据情况)无法进行 RVSM。 

12.3.6  CPDLC 用语   

情形  用语 

12.3.6.1  工作状态   

……CPDLC 失效 a) [ALL STATIONS] CPDLC FAILURE (instructions); 
[各台站]CPDLC 失效(指令)； 

……单一 CPDLC 电报失效 b) CPDLC MESSAGE FAILURE (appropriate clearance, instruction, 
information or request) ; 
CPDLC 电报失效(适当的放行许可、指令、情报或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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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CPDLC放行许可、指令、

情报或请求 

c) DISREGARD CPDLC (message type) MESSAGE, BREAK (correct 
clearance, instruction, information or request); 
CPDLC(电报类型)电报作废，还有(修改 CPDLC 放行许可、指令、情报

或请求)； 

……指示各台站或一特定飞行避

免在限定时间内拍发 CPDLC请求 

d) [ALL STATIONS] STOP SENDING CPDLC REQUESTS [UNTIL 
ADVISED] [(reason)]; 
[各台站][得到通知之前]停止拍发 CPDLC 请求[(原因)]； 

……恢复 CPDLC 正常使用 e) [ALL STATIONS] RESUME NORMAL CPDLC OPERATIONS. 
[各台站]恢复 CPDLC 正常使用。 

 

12.4  ATS 监视服务用语 

注：下列包括用于使用 ATS 监视系统提供空中交通服务时的用语。上节详述的用于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

用语视情况，在使用 ATS 监视系统时亦适用。 

12.4.1  通用 ATS 监视服务用语   

情形  用语 

12.4.1.1  航空器识别 a) REPORT HEADING [AND FLIGHT LEVEL (or ALTITUDE)]; 
报告航向[和飞行高度(或高度)]； 

 b) FOR IDENTIFICATION TURN LEFT (or RIGHT) HEADING (three digits); 
为了识别，左转(或右转)航向(三位数字)； 

 c) TRANSMIT FOR IDENTIFICATION AND REPORT HEADING; 
发送识别和报告航向； 

 d) RADAR CONTACT [position]; 
雷达联络[位置]； 

 e) IDENTIFIED [position]; 
已识别[位置]； 

 f) NOT IDENTIFIED [reason], [RESUME (or CONTINUE) OWN 
NAVIGATION]. 
未识别[原因]，[恢复(或继续)自主航行]。 

12.4.1.2  位置情报  POSITION (distance) (direction) OF (significant point) (or OVER or 
ABEAM (significant point)). 
(重要点)(或飞越或正切)(重要点)的位置(距离)(方向)。 

12.4.1.3  引导指令 a) LEAVE (significant point) HEADING (three digits); 
飞离(重要点)航向(三位数字)； 

 b) CONTINUE HEADING (three digits); 
保持航向(三位数字)； 

 c) CONTINUE PRESENT HEADING; 
保持现在航向； 

 d) FLY HEADING (three digits); 
飞行航向(三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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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TURN LEFT (or RIGHT) HEADING (three digits)   [reason]; 
左转(或右转)航向(三位数字)[原因]； 

 f) TURN LEFT (or RIGHT) (number of degrees) DEGREES [reason]; 
左转(或右转)(度数)度[原因]; 

 g) STOP TURN HEADING (three digits); 
停止转航向(三位数字)； 

 h) FLY HEADING (three digits), WHEN ABLE PROCEED DIRECT (name) (significant point); 
当可以直飞(名称)(重要点)时飞行航向(三位数字)； 

 i) HEADING IS GOOD. 
航向良好。 

12.4.1.4  引导终止 a) RESUME OWN NAVIGATION (position of aircraft) (specific instructions);  
恢复自主航行(航空器的位置)(具体指令)； 

 b) RESUME OWN NAVIGATION [DIRECT] (significant point) [MAGNETIC 
TRACK (three digits) DISTANCE (number) KILOMETRES (or MILES)]. 
恢复自主航行[直飞](重要点)[磁航迹(三位数字)距离(数字)公里(或英里)]。 

12.4.1.5  机动飞行 a) MAKE A THREE SIXTY TURN LEFT (or RIGHT) [reason]; 
360 度左转(或右转)[原因]； 

 b) ORBIT LEFT (or RIGHT) [reason]; 
左(或右)转一周[原因]； 

…… (当机载方向仪不可靠时) c) MAKE ALL TURNS RATE ONE (or RATE HALF, or (number) DEGREES PER 
SECOND) START AND STOP ALL TURNS ON THE COMMAND “NOW”; 
所有转弯用一个转弯率转弯(或半个转弯率，或(数值)度/秒)，根据“现

在”的命令开始和停止所有的转弯； 

注：当有必要对引导或作上述

机动飞行说明原因时，应使用下列

用语： 

d) TURN LEFT (or RIGHT) NOW; 
现在左转(或右转)； 

e) STOP TURN NOW. 
现在停止转弯。 

a) DUE TRAFFIC 
 由于交通； 
b) FOR SPACING 
 为了间隔； 
c) FOR DELAY 
 因延误； 
d) FOR DOWNWIND (or BASE, or FINAL)。 
 因第三边(或第四边或第五边)。 

  

12.4.1.6  速度控制 a) REPORT SPEED; 
报告速度； 

 
*b) SPEED (number) KILOMETRES PER HOUR (or KNOTS); 

速度(数值)公里/小时(或海里)； 

 
c) MAINTAIN (number) KILOMETRES PER HOUR (or KNOTS) [OR 

GREATER (or OR LESS)] [UNTIL (significant point)] ; 
保持(数值)[或较大(或或较小)]公里/小时(或海里)[直至(重要点)]； 

 
d) DO NOT EXCEED (number) KILOMETRES PER HOUR (or KNOTS); 

不得超过(数值)公里/小时(或海里)； 



第 12 章  用语 12-33 

10/11/16 

情形 用语 
  

 e) MAINTAIN PRESENT SPEED； 
保持现速度； 

 f) NCREASE (or REDUCE) SPEED TO (number) KILOMETRES PER HOUR 
(or KNOTS) [OR GREATER (or OR LESS)]; 
提高(或降低)速度至(数值)公里/小时(或海里)[或较大(或或较小)]； 

 g) INCREASE (or REDUCE) SPEED BY (number) KILOMETRES PER 
HOUR (or KNOTS); 
速度提高(或降低)(数值)公里/小时(或海里)； 

 h) RESUME NORMAL SPEED; 
恢复正常速度； 

 i) REDUCE TO MINIMUM APPROACH SPEED; 
减至最低进近速度； 

 j) REDUCE TO MINIMUM CLEAN SPEED; 
减至最低净形速度； 

 k) RESUME PUBLISHED SPEED 
恢复公布的速度； 

 l) NO [ATC] SPEED RESTRICTIONS. 
无[空中交通管制]速度限制。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4.1.7  位置报告   

……省略位置报告 a) OMIT POSITION REPORTS [UNTIL (specify)]; 
省略位置报告[直至(注明)]； 

 b) NEXT REPORT AT (significant point); 
下一报告在(重要点)； 

 c) REPORTS REQUIRED ONLY AT (significant points(s)); 
要求仅在(重要点)报告； 

 d) RESUME POSITION REPORTING. 
恢复位置报告。 

12.4.1.8  空中交通情报和避让行动 a) TRAFFIC (number) O’CLOCK (distance) (direction of flight) [any other 
pertinent information]: 
飞机(数值)钟点(距离)(航向)[任何其他有关情报]： 

  1) UNKNOWN; 
不明； 

  2) SLOW MOVING; 
缓慢移动； 

  3) FAST MOVING; 
快速移动； 

  4) CLOSING; 
接近； 

  5) OPPOSITE (or SAME) DIRECTION; 
反(或同)方向； 

  6) OVERTAKING;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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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已知）  7) CROSSING LEFT TO RIGHT (or RIGHT TO LEFT); 

由左至右(或由右至左)通过； 
  8) (aircraft type); 

(航空器机型)； 
  9) (level); 

(高度层)； 
  10) CLIMBING (or DESCENDING); 

正在爬升(或正在下降)； 

……请求避让行动 *b) REQUEST VECTORS; 
请求引导； 

 c) DO YOU WANT VECTORS?; 
需要引导吗？； 

……当经过不明飞机时 d) CLEAR OF TRAFFIC [appropriate instructions]; 
避开飞机[适当指令]； 

……用于避让行动 e) TURN LEFT (or RIGHT) IMMEDIATELY HEADING (three digits) TO AVOID 
[UNIDENTIFIED] TRAFFIC (bearing by clock-reference and distance); 
立即左转(或右转)航向(三位数字)避让(未经识别的)交通(以基准钟和距

离定位)； 

 f) TURN LEFT (or RIGHT) (number of degrees) DEGREES IMMEDIATELY TO 
AVOID [UNIDENTIFIED] TRAFFIC (bearing by clock-reference and distance). 
立即左转(或右转)(数值度)度避让(未经识别的)交通(以基准钟和距离定位)。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4.1.9  通信与失去通信 a) [IF] RADIO CONTACT LOST (instructions); 
[如]失去无线电联络(指令)； 

 b) IF NO TRANSMISSIONS RECEIVED FOR (number) MINUTES (or SECONDS) (instructions); 
如未接收到发送达(数值)分(或秒)的(指令)； 

 c) REPLY NOT RECEIVED (instructions); 
未接收到答复(指令)； 

……如怀疑失去通信 d) IF YOU READ [manoeuvre instructions or SQUAWK (code or IDENT)]; 
如果收到[机动飞行指令或打开应答机(编码或识别标志)]； 

 e) (manoeuvre, SQUAWK or IDENT) OBSERVED. POSITION (position of aircraft). 
[(instructions)]. 
观察到(机动飞行、打开应答机或识别)。位置(航空器位置)。[(指令)]。 

12.4.1.10 雷达和/或 ADS-B 服务

的终止 
a) RADAR SERVICE(or IDENTIFICATION) TERMINATED  [DUE (reason)] (instructions); 

[由于(原因)]雷达服务（或识别）终止(指令)； 

b) WILL SHORTLY LOSE IDENTIFICATION (appropriate instructions or information); 
识别标志将短暂消失(适当的指令和情报)； 

 c) IDENTIFICATION LOST [reasons] (instructions). 
识别标志丢失[原因](指令)。 

12.4.1.11 雷达和/或 ADS-B 设备

性能降低 
a) SECONDARY RADAR OUT OF SERVICE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as necessary)； 

二次雷达不能服务(必要的有关情报)； 

b) PRIMARY RADAR OUT OF SERVICE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as necessary). 
一次雷达不能服务(必要的有关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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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ADS-B OUT OF SERVICE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as necessary). 
ADS-B 不能服务(必要的有关情报)。 

12.4.2  进近管制服务雷达   

情形  用语 

12.4.2.1  进近引导 a) VECTORING FOR (type of pilot-interpreted aid) APPROACH RUNWAY 
(number); 
引导(驾驶员判读导航设备的类型)进近跑道(号码)； 

 b) VECTORING FOR VISUAL APPROACH RUNWAY (number) REPORT 
FIELD (or RUNWAY) IN SIGHT; 
引导至目视进近跑道(号码)，报告看到的机场(或跑道)； 

 c) VECTORING FOR (positioning in the circuit); 
引导(定位于起落航线)； 

 d) VECTORING FOR SURVEILLANCE RADAR APPROACH RUNWAY 
(number); 
引导至监视雷达进近跑道(号码)； 

 e) VECTORING FOR PRECISION APPROACH RUNWAY (number); 
引导至精密进近跑道(号码)； 

 f) (type) APPROACH NOT AVAILABLE DUE (reason) (alternative 
instructions). 
因(原因)，(进近类别)进近不能进行，(替代指令)。 

12.4.2.2 仪表着陆系统和其他驾

驶员判读导航设备引导 

a) POSITION (number) KILOMETRES (or MILES) from (fix). TURN LEFT 
(or RIGHT) HEADING (three digits); 
距(定位点)的位置(数值)公里(或英里)。左转(或右转)航向(三位数字)； 

 b) YOU WILL INTERCEPT (radio aid or track) (distance) FROM (significant 
point or TOUCHDOWN); 
你将自(重要点或接地点)切入(无线电助航设备或航迹)(距离)； 

……当驾驶员希望其位于距接地

点某一特定位置时 

* c) REQUEST (distance) FINAL; 
请求(距离)第五边； 

 d) CLEARED FOR (type of approach) APPROACH RUNWAY (number); 
可以做(进近类型)进近跑道(号码)； 

……指令和情报 e) REPORT ESTABLISHED ON [ILS] LOCALIZER （or ON 
GBAS/SBAS/MLS APPROACH COURSE）; 
建立[仪表着陆系统航向道](或 GBAS/SBAS/MLS 进近航道)时报告； 

 f) CLOSING FROM LEFT (or RIGHT) [REPORT ESTABLISHED]; 
自左(或右)接近[报告已建立]； 

 g) TURN LEFT (or RIGHT) HEADING (three digits) [TO INTERCEPT] or 
[REPORT ESTABLISHED]; 
左转(或右转)航向(三位数字)[切入]或[报告已建立]； 

 h) EXPECT VECTOR ACROSS (localizer course or radio aid) (reason); 
预期引导飞越(航向信标航道或无线电导航设备)(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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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S TURN WILL TAKE YOU THROUGH (localizer course or radio aid) 
[reason]; 
此转弯将使你经过(航向信标航道或无线电导航设备)[理由]； 

 j) TAKING YOU THROUGH (localizer course or radio aid) [reason]; 
使你经过(航向信标航道或无线电导航设备)[理由]； 

 k) MAINTAIN (altitude) UNTIL GLIDE PATH INTERCEPTION; 
保持(高度)直至切入下滑道； 

 l) REPORT ESTABLISHED ON GLIDE PATH; 
已建立下滑道报告； 

 m) INTERCEPT (localizer course or radio aid) [REPORT ESTABLISHED]. 
切入(航向信标航道或无线电导航设施)[报告已建立]。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4.2.3 在独立和相关平行进近

期间的机动飞行 

a) CLEARED FOR (type of approach) APPROACH RUNWAY (number) LEFT 
(or RIGHT); 
允许(进近类型)，进近跑道(号码)左(或右)； 

 b) YOU HAVE CROSSED THE LOCALIZER (or GBAS/SBAS/MLS FINAL 
APPROACH COURSE). TURN LEFT (or RIGHT) IMMEDIATELY AND 
RETURN TO THE LOCALIZER (or GBAS/SBAS/MLS FINAL APPROACH 
COURSE); 
你已飞过航向台(或地面增强系统/星基增强系统/微波着陆系统第五边进

近航道)。立即左转(或右转)并回到航向台(或地面增强系统/星基增强系

统/微波着陆系统第五边航道)； 

 c) ILS (or MLS) RUNWAY (number) LEFT (or RIGHT) LOCALIZER (or 
MLS) FREQUENCY IS (frequency); 
仪表着陆系统(或微波着陆系统)跑道(号码)左(或右)航向台(或微波着陆

系统)频率为(频率)； 

……用于看到航空器穿越不准逾

越地带时采取的避让行动 

d) TURN LEFT (or RIGHT) (number) DEGREES (or HEADING) (three digits) 
IMMEDIATELY TO AVOID TRAFFIC [DEVIATING FROM ADJACENT 
APPROACH], CLIMB TO (altitude). 
左转(或右转)(数值)度(或航向)(三位数字)，立即避让[自邻近进近偏出

的]飞机，爬升至(高度)。 

……运用平行进近障碍评估地面

（PAOAS）标准在跑道入口标高

上方低于 120 米（400 英尺）时采

取避让行动 

e) CLIMB TO (altitude)IMMEDIATELY TO AVOID TRAFFIC [DEVIATING 
FROM ADJACENT APPROACH] (further instructions). 
立即爬升至(高度)避开交通[偏离毗连进近](进一步指令)。 

12.4.2.4  监视雷达进近   

12.4.2.4.1  服务的提供 a) THIS WILL BE A SURVEILLANCE RADAR APPROACH RUNWAY (number) 
TERMINATING AT (distance) FROM TOUCHDOWN, OBSTACLE CLEARANCE 
ALTITUDE (or HEIGHT) (number) METRES (or FEET) CHECK YOUR MINIMA 
[IN CASE OF GO AROUND (instructions)]; 
这是监视雷达进近跑道(号码)距接地点(距离)终止，超障高度(或相对高

度)(数值)米(或英尺)，检查你的最低标准[复飞时(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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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PPROACH INSTRUCTIONS WILL BE TERMINATED AT (distance) FROM 
TOUCHDOWN. 
距接地点(距离)将停止发出进近指令。 

12.4.2.4.2  标高 a) COMMENCE DESCENT NOW [TO MAINTAIN A (number) DEGREE GLIDE PATH]; 
现在开始下降[保持(数值)度下滑道]； 

 b) (distance) FROM TOUCHDOWN ALTITUDE (or HEIGHT) SHOULD BE (numbers 
and units). 
距接地点(距离)高度(或相对高度)应为(数值和单位)。 

12.4.2.4.3  位置  (distance) FROM TOUCHDOWN. 
距接地点(距离)。 

12.4.2.4.4  检查 a) CHECK GEAR DOWN [AND LOCKED]; 
检查起落架是否放下[并锁定]； 

 b) OVER THRESHOLD. 
飞越跑道入口。 

12.4.2.4.5  完成进近 a) REPORT VISUAL; 
目视报告； 

 b) REPORT RUNWAY [LIGHTS] IN SIGHT; 
报告看到跑道[灯光]； 

 c) APPROACH COMPLETED [CONTACT (unit)]. 
完成进近[联络(单位)]。 

12.4.2.5 精密进近雷达（PAR）进近   

12.4.2.5.1  服务的提供 a) THIS WILL BE A PRECISION RADAR APPROACH RUNWAY (number); 
这是精密雷达进近跑道(号码)； 

 b) PRECISION APPROACH NOT AVAILABLE DUE (reason) (alternative instructions); 
精密进近无法得到，因(原因)(替代指令)； 

 c) IN CASE OF GO AROUND (instructions). 
复飞情况下[指令]。 

12.4.2.5.2  通信 a) DO NOT ACKNOWLEDGE FURTHER TRANSMISSIONS; 
不要认收进一步的发话； 

 b) REPLY NOT RECEIVED. WILL CONTINUE INSTRUCTIONS. 
未收到答复。将继续发出指令。 

12.4.2.5.3  方位 a) CLOSING [SLOWLY (or QUICKLY)] [FROM THE LEFT (or FROM THE RIGHT)]; 
[自左(或自右)][缓慢(或迅速)]接近； 

 b) HEADING IS GOOD; 
航向良好； 

 c) ON TRACK; 
在航迹上； 

 d) SLIGHTLY (or WELL, or GOING) LEFT (or RIGHT) OF TRACK； 
稍微(或太大，或将要)偏向航迹的左(或右)； 

 e) (number) METRES LEFT (or RIGHT) OF TRACK. 
在航迹的左(或右)边(数值)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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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5.4  标高 a) APPROACHING GLIDE PATH; 
正在接近下滑道； 

 b) COMMENCE DESCENT NOW [AT (number) METRES PER SECOND OR (number) 
FEET PER MINUTE (or ESTABLISH A (number) DEGREE GLIDE PATH)]; 
现在开始[在(数值)米/秒或(数值)英尺/分(或建立(数值)度的下滑航径

度)]下降； 

 c) RATE OF DESCENT IS GOOD； 
下降率良好； 

 d) ON GLIDE PATH; 
在下滑道上； 

 e) SLIGHTLY (or WELL, or GOING) ABOVE (or BELOW) GLIDE PATH; 
稍微(或太大，或将要)高(或低)于下滑道； 

 f) [STILL] (number) METRES (or FEET) TOO HIGH (or TOO LOW); 
[仍]高(或低)(数值)米(或英尺)； 

 g) ADJUST RATE OF DESCENT; 
调整下降率； 

 h) COMING BACK [SLOWLY (or QUICKLY)] TO THE GLIDE PATH; 
正[缓慢(或迅速)]回到下滑道； 

 i) RESUME NORMAL RATE OF DESCENT; 
恢复正常下降率； 

 j) ELEVATION ELEMENT UNSERVICEABLE (to be followed by appropriate instructions); 
标高单元停止工作(后接适当指令)； 

 k) (distance) FROM TOUCHDOWN. ALTITUDE (or HEIGHT) SHOULD BE 
(numbers and units). 
距接地点(距离)。高度(或相对高度)应为(数值和单位)。 

12.4.2.5.5  位置 a) (distance) FROM TOUCHDOWN; 
距接地点(距离)； 

 b) OVER APPROACH LIGHTS; 
飞越进近灯； 

 c) OVER THRESHOLD. 
飞越跑道入口。 

12.4.2.5.6  检查 a) CHECK GEAR DOWN AND LOCKED; 
检查起落架是否已放下和锁定； 

 b) CHECK DECISION ALTITUDE (or HEIGHT). 
检查决断高度(或相对高度)。 

12.4.2.5.7  完成进近 a) REPORT VISUAL; 
目视报告； 

 b) REPORT RUNWAY [LIGHTS] IN SIGHT; 
报告看见跑道(灯光)； 

 c) APPROACH COMPLETED [CONTACT (unit)]. 
完成进近[联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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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5.8  复飞 a) CONTINUE VISUALLY OR GO AROUND [missed approach instructions]; 
继续目视或复飞[复飞指令]； 

 b) GO AROUND IMMEDIATELY [missed approach instructions] (reason); 
立即复飞[复飞指令](原因)； 

 c) ARE YOU GOING AROUND?; 
你要进行复飞吗？； 

 d) IF GOING AROUND (appropriate instructions); 
如果复飞(适当指令)； 

 *e) GOING AROUND. 
正在复飞。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4.3  二次监视雷达（SSR）用语 

情形 用语 

12.4.3.1 请求二次监视雷达设备

能力 
a) ADVISE TRANSPONDER CAPABILITY; 

请通知应答机能力； 

*b) TRANSPONDER (as shown in the flight plan); 
应答机(如飞行计划中所列)； 

 * c) NEGATIVE TRANSPONDER. 
无应答机。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4.3.2 要求报告 ADS-B 设备

的能力 
a) ADVISE ADS-B CAPABILITY; 

报告 ADS-B 能力； 

*b) ADS-B TRANSMITTER (data link); 
ADS-B 发报机(数据链) 

 *c) ADS-B RECEIVER (data link); 
ADS-B 接收机(数据链) 

 *d) NEGATIVE ADS-B. 
没有 ADS-B。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4.3.3  指示设定应答机 a) FOR DEPARTURE SQUAWK (code); 
打开应答机离场(编码)； 

 b) SQUAWK (code). 
打开应答机(编码)。 

12.4.3.4 要求驾驶员重选指配的
模式和编码 

a) RESET SQUAWK [(mode)] (code); 
重新设定应答机打开[(模式)](编码)； 

* b) RESETTING (mode) (code). 
正在重新设定(模式)(编码)。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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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5 要求再选择航空器识别

标志 

REENTER [ADS-B or MODE S]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重新输入[ADS-B 或S 模式]航空器识别。 

12.4.3.6 要求驾驶员证实在航空

器上选择了应答机 A 模

式编码 

a) CONFIRM SQUAWK (code); 
证实打开应答机(编码)； 

* b) SQUAWKING (code). 
正在打开应答机(编码)。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4.3.7  要求使用识别标志功能 a) SQUAWK [(code)] [AND] IDENT; 
打开[(编码)][和]识别标志； 

 b) SQUAWK LOW; 
打开低的； 

 c) SQUAWK NORMAL. 
应答机正常位； 

 d) TRANSMIT ADS-B IDENT. 
拍发 ADS-B 识别。 

12.4.3.8  要求应答机暂停使用 SQUAWK STANDBY. 
打开等待。 

12.4.3.9  要求使用紧急编码 SQUAWK MAYDAY [CODE SEVEN-SEVEN-ZERO-ZERO]. 
打开“呼救信号（MAYDAY）”[编码拐—拐—洞—洞]。 

12.4.3.10 要求终止使用应答机和

/或 ADS-B 发报机 
a) STOP SQUAWK [TRANSMIT ADS-B ONLY]; 

关闭应答机[只拍发 ADS-B]。 

注：S 模式应答机和 ADS-B
不可能在所有航空器上都能独立

工作（比如 ADS-B 是唯一由应答

机发射的 1 090 MHz 超长电文所

提供）。在此情况下，航空器可能

无法遵守与 ADS-B 工作有关的

ATC 指令。 

b) STOP ADS-B TRANSMISSION [SQUAWK (code) ONLY]. 
关闭 ADS-B 发报[仅应答机(编码)] 

12.4.3.11  要求气压高度发送 a) SQUAWK CHARLIE; 
打开“C”。 

 b) TRANSMIT ADS-B ALTITUDE. 
发送 ADS-B 高度。 

12.4.3.12 要求气压设定检查和高

度证实 
CHECK ALTIMETER SETTING AND CONFIRM （level）. 
检查高度表设定并证实(高度)。 

12.4.3.13 因操作错误要求停止气

压高度发送 
a) STOP SQUAWK CHARLIE WRONG INDICATION； 

关闭应答机 C 模式，显示错误； 

b) STOP ADS-B ALTITUDE TRANSMISSION [(WRONG INDICATION, or reason)]. 
关闭 ADS-B 高度发报[(显示错误，或原因)]。 

注：见上述 12.4.3.10 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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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用语 
  

12.4.3.14  要求高度检查 CONFIRM (level). 
确认(高度)。 

 

12.5  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ADS-C）用语 

12.5.1  ADS-C 一般用语   

情形 用语 

12.5.1.1  ADS-C 降低 ADS-C (or ADS-CONTRACT) OUT OF SERVICE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as 
necessary). 
ADS-C(或契约式 ADS)不能服务(必要的有关情报)。 

  

12.6  告警用语 

12.6.1  告警用语   

情形 用语 

12.6.1.1  低高度警告 (aircraft call sign) LOW ALTITUDE WARNING, CHECK YOUR ALTITUDE 
IMMEDIATELY, QNH IS (number) [(units)]. [THE MINIMUM FLIGHT 
ALTITUDE IS (altitude)]. 
(航空器呼号)低高度警告，立即检查你的高度，QNH 是(数值)[(单位)]。[最低

飞行高度是(高度)]。 

12.6.1.2  地障告警 (aircraft call sign) TERRAIN ALERT (suggested pilot action, if possible). 
(航空器呼号)地障告警(如可能，建议驾驶员的行动)。 

 

12.7  地勤人员/飞行机组用语 

12.7.1  地勤人员/飞行机组用语   

情形 用语 

12.7.1.1 开车程序（地勤人员 /
驾驶舱） 

a) [ARE YOU] READY TO START UP?; 
[你]已准备就绪要开车了吗？； 

 *b) STARTING NUMBER (engine number (s)). 
启动第(发动机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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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用语 
  

  注 1：地勤人员应在此问答之后，以内部通话或明显的目视信号表示

一切清晰，并可以按指示开车。 

  注 2：在地勤人员与驾驶员之间的任何通信联络中明确彼此间的识别

标志极为重要。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7.1.2  倒退程序   

……（地勤人员/驾驶舱） a) ARE YOU READY FOR PUSHBACK?; 
你已准备好倒退了吗？； 

 *b) READY FOR PUSHBACK; 
倒退准备就绪； 

 c) CONFIRM BRAKES RELEASED; 
确认刹车已松开； 

 *d) BRAKES RELEASED; 
刹车已松开； 

 e) COMMENCING PUSHBACK; 
开始倒退； 

 f) PUSHBACK COMPLETED; 
倒退完成； 

 *g) STOP PUSHBACK; 
停止倒退； 

 h) CONFIRM BRAKES SET; 
确认已刹车； 

 *i) BRAKES SET; 
已刹车； 

 *j) DISCONNECT; 
断开； 

 k) DISCONNECTING STAND BY FOR VISUAL AT YOUR LEFT (or 
RIGHT). 
正在断开，在你左侧(或右侧)目视等待。 

  注：此通话之后即向驾驶员发出目视信号，表示已断开，一切就绪，

可以滑行。 

 *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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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  除冰/防冰作业 

情形 用语 
  

12.7.2.1 除冰/防冰前（地勤人员

（除冰/防冰人员）/飞

行机组） 

a) STANDING BY TO DE-ICE. CONFIRM BRAKES SET AND TREATMENT 
REQUIRED; 
做好除冰准备。确认已刹车并请求进行除冰处理； 

 *b) [AFFIRM] BRAKES SET, REQUEST (type of de/anti-icing treatment and 
areas to be treated); 
[明确]已刹车，请求(除冰/防冰处理类型和拟将处理的区域)； 

   

……航空器构型确认 c) HOLD POSITION AND CONFIRM AIRCRAFT CONFIGURED; 
保持等待位置，确认航空器已完成构型； 

 *d) [AFFIRM] AIRCRAFT CONFIGURED, READY FOR DE-ICING; 
[明确]航空器已完成构型，做好除冰准备； 

 e) DE-ICING STARTS NOW. 
现在开始除冰。 

 *表示由驾驶员发出。 

12.7.2.2  一旦结束除冰/防冰程序   

……对于除冰作业 a) DE-ICING ON (areas treated) COMPLETE. ADVISE WHEN READY FOR 
INFORMATION; 
(处理区域)除冰完成。准备好接收信息时发出通知； 

 b) TYPE  OF FLUID (Type  I or II or III or IV); 
防冰液类型（如 I、II、III、IV 类） 

 c) HOLDOVER TIME STARTED AT (time); 
从(时间)开始的保持时间； 

 d) ANTI-ICING CODE (appropriate anti-icing code) 
防冰代码(适当的防冰代码) 

  注：防冰代码示例： 

……对于分为两个步骤的除冰/防
冰作业 

最后步骤是使用 75%的 II类防冰液与 25%的水的混合剂的除冰防冰程序，开始时
间为当地时间 13:35，以如下方式报告和记录： 

 TYPE II/75 13:35(后面紧接防冰液的全称) 

 e) FINAL STEP STARTED AT (time); 
从(时间)开始的最后步骤； 

 f) POST DE-ICING CHECK COMPLETED; 
除冰后检查完成。 

……除冰/防冰完成 g) PERSONNEL AND EQUIPMENT CLEAR OF AIRCRAFT; 
人员和设备撤离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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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用语 
  

12.7.2.3  非正常作业   

……对于喷嘴接近传感器启动 a) BE ADVISED NOZZLE PROXIMITY ACTIVATION ON (significant point 
on aircraft) [NO VISUAL DAMAGE or DAMAGE (description of damage) 
OBSERVED] [SAY INTENTIONS]; 
获得(航空器重要位置)喷嘴接近传感器启动[无可见损坏或发现损坏(描

述损坏)][说明意图]的通知； 

……对于在除冰坪发生紧急情况

的其他航空器 

b) EMERGENCY IN DE-ICING BAY (de-icing bay number) [SHUT DOWN 
ENGINES or STANDBY FOR FURTHER INSTRUCTIONS]. 
除冰坪紧急情况(除冰坪编号)[关闭发动机或等待进一步指令]。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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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 

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ADS-C）服务 

13.1  总则 

注：有关实施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的指导材料载于《全球运行数据链（GOLD）手册》（Doc 10037 号文件）。 

通过 ADS-C 从航空器收到的资料向航空器提供的空中交通服务，一般被称作提供 ADS-C 服务。 

13.2  ADS-C 地面系统的能力 

13.2.1  用于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 ADS-C 地面系统，必须有高水平的可靠性、可用性和完好性。发生可能

导致服务完全或部分中断的系统故障或严重降低的可能性必须极小。必须提供备用设施。 

注 1：一套 ADS-C 地面系统通常由一系列配套的部分组成，包括若干通信界面、一套数据处理系统和一个

或若干个管制员界面。 

注 2：有关 ADS-C 使用和系统的可靠性、可用性和完好性的资料载于《基于性能的通信和监视（PBCS）
手册》（Doc 9869 号文件）。 

13.2.2  ADS-C 地面系统应能与其他用于提供 ATS 的自动系统相匹配，并应具有适当的自动化水平，以改

进向管制员显示的数据的精度和及时性、减少管制员工作负荷以及与相邻的管制台和 ATC 单位间进行口头协调

的需要。 

13.2.3  为能在 CNS/ATM 环境中有效地实施 ADS-C 服务，需要一些重要的功能性要求。地面系统必须作

到： 

a) 拍发、接收、处理和显示有关装备得当并在提供有 ADS-C 服务的环境中飞行的 ADS-C 电文； 

b) 显示与安全有关的告警和警告； 

c) 位置监控（将源自 ADS-C 报告的航空器目前位置向管制员显示以便监控空中交通态势）； 

d) 形态监控（将 ADS-C 报告的目前位置或预计剖面与航空器按照现行飞行计划的预期位置进行

比较。在航迹上，横向和垂直偏航超过事先界定的允许误差极限时应会引发向管制员发出状

态异常的告警）； 

e) 飞行计划更新（如纵向变化超出事先界定的允许误差极限时，需在下一个定位点用其调整预

计到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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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意图证实（ADS-C 报告中包含的意图数据，如延展预计剖面，要与现行放行许可比较并查明

偏差）； 

g) 冲突探测（ADS-C 地面自动系统可以用 ADS 数据查明违反最低间隔标准的情况）； 

h) 冲突预测（ADS-C地面自动化系统可以用ADS位置数据查明潜在的违反最低间隔标准的情况）； 

i) 跟踪（跟踪的功能目的在于根据 ADS-C 报告推断航空器的目前位置）； 

j) 对风的估计（包含风的数据的 ADS-C 报告可用于更新风的预报并进而更新至航路点的预计到

达时间）；和 

k) 飞行管理（ADS-C 报告可帮助自动化系统产生最佳的无冲突放行许可，以便支持运营人所要

求的可能的节油技巧，如巡航爬升）。 

注：ADS-C 的使用并非解除管制员连续不断地监控交通态势的义务。 

13.2.4  应尽量方便分享 ADS-C 资料，以扩展和改进对相邻管制区的监视，因此而减少对特定航空器支持

的额外 ADS 合同的需要。 

13.2.5  被提供有 ADS-C 服务的航空器的相关协调数据能够自动交换，并且须在地区航行协议的基础上对

建立自动协调程序做出规定。 

13.2.6  提供 ADS-C 服务的空中交通管制设施必须能够贮存和散发关于装备得当并在提供有 ADS-C 服务

的环境内运行的航空器的具体飞行资料。 

13.2.7  管制员必须具备有效的人—机界面以使其适当地使用源自 ADS-C 的资料和有关的自动化功能。 

13.3  与 ADS-C 有关的航行情报 

对空中交通服务的运行有直接影响的运行措施的充分情报，必须在航行情报汇编中加以公布。情报必须包

括关于责任区、提供 ADS-C 服务的要求和条件、设备极限、ADS-C 故障程序（如需要）的简介，和每一 ATC
单位的地址缩写。 

13.4  ADS-C 在提供空中交通服务中的使用 

13.4.1  总则 

13.4.1.1  ADS-C 可用于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但对航空器的识别应准确无误。 

13.4.1.2  ADS-C 数据的飞行数据处理可用于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条件是该航空器向下传输的 ADS-C
数据与为该航空器所保存的飞行计划的细节的相互关系已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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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从航空器所收到的综合信息，对确保相互关系的准确无误，比如出发地机场、EOBT 和目的地机场，

可能十分必要。 

13.4.1.3  必须遵守人的因素原则，尤其是必须向管制员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便： 

a) 保持对态势的警觉；和  

b) 在系统失效时，能承担通常由自动化功能执行的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最低任务； 

注 1：旨在提供高运行完好性的自动化系统仍然容易出现误差和故障。人的参与是保证空中交通系统安全

不可缺少的。 

注 2：关于人的因素原则的指导材料载于《人的因素培训手册》（Doc 9683 号文件）、《人的因素文摘》

第 8 号—《空中交通管制中的人的因素》（241 号通告）和《人的因素文摘》第 11 号—《CNS/ATM 系统中的

人的因素》（249 号通告）。 

13.4.1.4  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时，管制员可用地面系统提供的资料行使以下职能： 

a) 加强安全； 

b) 保持对空中交通态势的准确了解； 

c) 适用最低间隔标准； 

d) 当航空器严重偏离其各自的空中交通管制放行的条件，包括放行的航路、高度层和速度时，

对其采取适当的行动； 

注：如果有关 ATS 当局已经对遵守 3-D 位置、速度或时间等事项的允许误差作出规定，

除非超出了该允许误差，否则偏航不被视为严重。 

e) 需要时向其他管制员提供有关航空器位置的更新资料；和 

f) 提高空域的使用，减少延误以及提供直接航线和更优化的飞行剖面。 

13.4.2  提交 ADS-C 数据 

13.4.2.1  必须以适合达到 13.4.1.4 段中管制职能的方式向管制员提交相应的 ADS-C 数据。显示系统必须

按适当的组合包括一个态势显示、文字信息显示和视听告警。 

13.4.2.2  显示系统可以只显示实际的 ADS-C 报告资料，或者实际的 ADS-C 报告资料与源自 ADS-C 报告

的数据组合。此外，显示系统可包括来自一系列其他渠道的监视信息，包括源于雷达、ADS-B、飞行数据处理

系统（FDPS）和/或 CPDLC 或话音位置报告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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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2.1  如果监视信息来自不同的渠道，必须及时向管制员表明监视的类别。 

13.4.2.3  向管制员提供的态势显示的 ADS 资料，作为最低要求，必须包括 ADS 位置指示和地图资料。 

13.4.2.3.1  适用时，应使用明显的符号区别显示从以下获得位置指示： 

a) ADS-C 位置报告；或 

b) ADS-C 与从其他监视来源获取情报的组合，比如 PSR、SSR、ADS-B；或 

c) ADS-C 外推法； 

13.4.2.3.2  用于提供源自 ADS-C 的资料和可能获得的其他资料的标牌，作为最低要求，必须以字母数字

符号的形式显示。 

13.4.2.3.3  作为最低要求，标牌资料必须包括航空器的标识和高度层资料。所有标牌资料必须以清晰而简

练的形式提交。标牌必须带有能排除错误识别的 ADS-C 位置指示。 

13.4.2.4  当 ADS-C 报告排队等候时，须向管制员显示基于下述优先顺序的更为紧急的报告： 

a) 紧急和/或紧迫情况模式的 ADS-C 报告； 

b) 事件或指令 ADS-C 报告；然后为 

c) 定期 ADS-C 报告。 

13.4.2.4.1  如果上述（a）、（b）或（c）的任何一类中有一个以上的 ADS-C 报告在排队等候，必须按收

到的先后顺序对其进行处理。 

13.4.2.5  与安全有关的告警和警告，包括紧急/紧迫情况报告，必须以清晰和明显的方式提交。必须制定

规定，即当预期的 ADS-C 报告在适当时限内未被收悉时须向管制员告警。 

注：ADS-C 事件合同报告未被收悉可能不会被发现。 

13.4.3  提供 ADS-C 服务 

13.4.3.1  总则 

同时被提供 ADS-C 服务的航空器的数量不得超过在现时条件下能安全处理的数量，要考虑： 

a) 管制员责任扇区或责任区内交通情况的复杂性和相关的工作负荷； 

b) ADS-C 地面系统的自动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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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DS-C 系统和通信系统的总体技术性能，包括系统可能降低时需要使用的备用设施； 

d) 备用监视和通信系统的总体性能：和 

e) 管制员 — 驾驶员失去通信联络的影响。 

13.4.3.2  ADS-C 航空器的协调和管制移交 

13.4.3.2.1  必须在所有使用 ADS-C 的 ATC 单位内及相互之间作出适当安排，确保 ADS-C 交通与非 ADS-C
交通的协调，并确保在 ADS-C 航空器与所有其他航空器之间配备充分的间隔。 

13.4.3.2.2  必须进行管制移交，以便在相邻的 ATC 单位具有 ADS-C 时，能方便不间断地提供 ADS-C 服

务。 

13.4.3.2.3  ATC 接收单位必须与受影响的航空器在到达管制移交点之前建立合同。如 ATC 接收单位不能

建立合同，必须通知 ATC 移交单位提供地面转发的 ADS-C 数据，以便提供不间断的 ADS-C 服务。 

13.4.3.2.4  当航空器处于紧急/紧迫情况的模式，或成为安全告警或警告的目标时，必须将这一情报提供给

接收单位；在开始相应的协调之前，ATC 移交单位不得终止 ADS 合同。 

13.4.3.2.5  航空器在相邻的管制台或相邻的 ATC 单位之间的管制移交可按以下所述实施： 

a) 通过以下行动遵守相应的 ADS-C 移交规程： 

1) 用自动手段指定 ADS-C 位置指示；或 

2) 如果两套显示系统相毗邻，或使用共同（会议）类型的显示，则直接指定 ADS-C 位置指

示；或 

3) 通过参照在两套显示系统中均精确指示的位置来指定 ADS-C 位置指示； 

b) 在移交之前，向接收管制员提供即将被移交的航空器经更新的飞行计划资料； 

c) 当管制员非实体相邻时，他们之间随时备有直接的通信联络设施； 

注：可通过双向直接通话设施或 ATS 设施间数据通信（AIDC）满足这一要求。 

d) 一个或若干移交点和其他所有适用条件已成为具体指示或具体协议书的内容；和 

e) 接收管制员始终掌握航空器在移交之前向它提供的所有现行管制指令（例如高度层或速度

指令），以及那些修改了预计飞行进度的指令。 

注：可通过双向直接通话设施或 ATS 设施间数据通信（AIDC）满足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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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2.6  必须在相应的协议书或当地指令中对即将被移交的航空器之间的协议最低间隔标准作出详细规

定。 

13.4.3.3  通信 

管制员—飞行员通信联络必须做到发生通信故障或严重降低的可能性极小。必须提供充分的备用设施。 

13.4.3.4  一般 ADS-C 程序 

13.4.3.4.1  ADS 合同管理 

13.4.3.4.1.1  只有适当的 ATC 单位才能与某一特定航空器启用 ADS 合同。程序必须确保能及时终止过期

的合同。 

13.4.3.4.1.2  ADS-C 地面系统必须能够鉴别航空器的 ADS-C 能力并与装备了 ADS-C 的航空器建立适当的

ADS 合同。 

13.4.3.4.1.3  相关的 ADS-C 地面系统应与每一航空器建立为管制航空器所必要的 ADS 合同，至少是航空

器所飞行的由该 ATC 单位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部分。 

13.4.3.4.1.4  合同可包括按照 ADS-C 地面系统规定的时间间隔定期提供基本的 ADS-C 报告，以及包含具

体资料的其他数据，可自行选择其是否随每一定期报告发送。除了其他事件产生的具体报告外，协议还应该为

在航路点等地理界定点上提供 ADS-C 报告作出规定。 

13.4.3.4.1.5  航空器必须有能力同时支持至少装有 4 套空中交通管制的 ADS-C 地面系统的 ADS-C 协议。 

13.4.3.4.1.5.1  当一套 ADS-C 地面系统试图与一驾航空器建立 ADS-C 协议，却因航空器没有能力支持额

外的 ADS 合同而未能做到时，航空器应该以 ICAO 的地名代码或目前与它有合同的地面系统的 8 位字母的系统

指示器答复，以使 ATC 单位能谈判发放合同。如果这些信息不能提供给地面系统，地面系统须向管制员告警不

能建立 ADS 协议。有关的 ATC 单位之间须进行协调以便建立 ADS-C 与航空器联系的优先顺序。 

13.4.3.4.1.6  ATC 单位必须有能力根据需要替换或终止其自身的 ADS 合同。除非航空器接受了任何新的

同类型合同，或合同类型已经终止，否则必须保留现行合同。 

13.4.3.4.2  ADS-C 的终止 

13.4.3.4.2.1  根据 ATS 当局之间为航空器穿越 FIR 边界所签订的协议， ADS-C 地面系统可以人工或自动

终止 ADS 合同。 

13.4.3.4.2.2  ATS 当局必须制定程序以确保 ADS-C 发生计划外终止情况时按需要重新建立 ADS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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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4.3  ADS-C 协议 

13.4.3.4.3.1  除 13.4.3.4.3.2 的规定以外，必须由 ATS 当局对最初的 ADS-C 协议作出决定。空中交通服务

单位可自行对各单项合同作出随后的修改。 

13.4.3.4.3.2  在适用程序间隔的空域，ADS-C协议必须至少包含以下ADS合同： 

a) 按照与空域要求适当的时间间隔的定期合同； 

b) 事件合同，规定以下内容； 

1) 航路点改变事件； 

2) 横向偏离事件；和 

3) 高度层范围偏离事件。 

注：例如，所规定超过 27 米/秒（5 000 英尺/分钟）负垂直速率（即下降）的垂直速率改变事件，可以提

供对异常情况的额外显示。 

13.4.3.4.3.3  收到表明偏离许可飞行剖面的事件报告后，空中交通管制单位须根据认为适当的做法，按缩

短的报告时间间隔要求地速矢量数据块和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基础数据块建立定期合同。空中交通管制单位须

利用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通信或话音通信，酌情将所观察到的偏航及其确定用意通知飞行机组。 

13.4.3.4.3.4  须保持缩短的报告时间间隔，直到确定航空器处于许可的飞行剖面，届时须重新建立事件合

同并恢复正常的定期合同。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采取行动以通知邻近的航空器（如有）。 

13.4.3.4.3.5  当规定的最低间隔标准的应用取决于定期位置报告的报告时间间隔时，ATC 单位所建立的定

期合同的报告时间间隔不得大于所要求的报告时间间隔。 

13.4.3.4.3.6  当在规定的时间参数内未收到预期的位置报告，必须采取适当的行动查明航空器的位置。 

注 1：可通过使用 ADS 指令合同、CPDLC 或话音通信，或收悉随后的定期报告做到这一点。 

注 2：关于提供告警服务的要求载于第 9 章。 

13.4.3.4.4  性能检查 

13.4.3.4.4.1  向航空器提供 ADS-C 服务的 ATC 单位，必须通过飞行员报告和/或飞行计划状态对从航空器

收悉的 ADS -C 三维位置资料进行检查。 

13.4.3.4.4.2  如果一架航空器 ADS-C 获得的位置资料表明其处于允许的误差值以内，则不需要向该航空器

驾驶员通知此种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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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4.4.3  如果显示的位置资料不在允许的误差值以内，或在核查后发现误差值超出了允许的误差值，

必须相应地通知驾驶员并要求其检查航空器的导航系统。 

13.4.3.4.4.4  管制员必须根据负责 ADS-C 显示或综合显示系统的有关当局所规定的指令，调整显示内容并

对其精度进行充分核查。 

13.4.3.4.4.5  必须向管制员证明，ADS-C 显示系统或综合显示系统的性能能力以及所显示的资料能充分地

使其行使职能。 

13.4.3.4.4.6  管制员必须根据当地程序报告任何设备故障、需要进行调查的任何事故征候、或难以或实际

上不能根据所显示的 ADS-C 位置提供服务的任何情况。 

13.4.3.4.5  紧急情况报告 

注：为表明其处于紧急状态或已终止紧急状态，装备 ADS 的航空器可执行以下紧急情况模式： 

a) 紧急情况；和 

b) 撤销紧急情况。 

13.4.3.4.5.1  当收到 ADS-C 具有紧急状态显示的报告时，负责此次飞行的管制员必须通过最适当的通信手

段确认收到该信息。 

13.4.3.4.5.2  航空器和 ADS-C 地面系统均必须能够支持 ADS 运行的紧急情况模式，以协助 ATC 告警程序，

并协助搜寻与援救行动。当航空器处于或可能处于任何形式的紧急情况时，管制员必须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 

注：ADS-C 机载系统将提供由驾驶员启动的紧急情况模式。该系统还会使航空器自动建立紧急情况模式。 

13.4.3.4.5.3  ADS-C 地面系统必须识别紧急情况模式的启动、修改和终止并向管制员告警。ADS-C 地面系

统必须能够在必要时修改紧急情况报告的比率。ADS-C 地面系统必须能够删除紧急情况指示。 

13.4.3.4.6  设备故障 

注：不指望驾驶员通过机载监控设备的方式发觉 ADS 的任何故障。 

13.4.3.4.6.1  ADS-C 机载系统故障 

13.4.3.4.6.1.1  一旦收到机载设备故障通知，管制员将： 

a) 告知驾驶员发生了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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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通知驾驶员要求其用话音或 CPDLC 报告位置；和 

c) 如需要，采取必要行动建立备用间隔。 

13.4.3.4.6.1.2  如果一架航空器在起飞后 ADS-C 发生故障，而它正在或预计飞往强制要求携带具有规定的

ADS 功能的区域时，有关的 ATC 单位应努力使飞行能延续至飞行计划中第一个拟降落的机场。但是在某些情

况下，由于交通或空域结构的原因，飞行不可能延续，这时可要求航空器返回起飞地机场或在有关运营人可接

受的最近的合适机场降落。 

13.4.3.4.6.1.3  如果在机场起飞之前就发现 ADS-C 有故障，但该机场又不能进行维修，有关航空器应被允

许尽可能直接地飞往可进行维修的最近的合适机场。在向该航空器发放放行许可时，ATC 应考虑现行或预计的

交通情况，并可能需要修改预定的起飞时间、高度层或航路，在飞行过程中也可能需要随后进行调整。 

13.4.3.4.6.2  ADS-C 地面系统关闭 

13.4.3.4.6.2.1  如果 ADS-C 地面系统发生计划内关闭： 

a) 必须发布 NOTAM 通知在关闭期间受影响的所有各方； 

b) 必须规定用话音或 CPDLC 报告位置；和 

c) 需要时，必须配备备用间隔。 

13.4.3.4.6.2.2  如果 ADS-C 地面系统发生计划外关闭，有关的 ATS 提供者必须： 

a) 通知所有受影响的航空器，并向其告知用话音或 CPDLC 报告位置的要求； 

b) 需要时，采取必要行动配备备用间隔； 

c) 通过直接协调通知相邻的 ATS 单位；和 

d) 适当时，发布 NOTAM 通知其他所有有关方面。 

13.5  在适用最低间隔标准时使用 ADS-C 

13.5.1  总则 

注：在以 ADS-C 为基础的空中交通管制（ATC）系统中，向管制员显示的位置资料的精度取决于航空器

机载导航或定位系统。因此，任何影响航空器导航能力的航空器系统的降低，都会影响向管制员显示的位置数

据的精度。 

13.5.1.1  本节中的程序和最低标准适用于用 ADS-C 提供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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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1.1  只有在提供 ADS-C 报告不受干扰得到合理保障时，才能使用 ADS-C 位置报告确保间隔。 

13.5.2  确定高度层的占用 

13.5.2.1  用于确定向管制员显示的 ADS-C 高度层资料为准确资料的允许误差值在 RVSM 空域必须为± 60
米（±200 英尺），在其他空域须为±90 米（±300 英尺）。如果有关 ATS 当局认为实际可行，可规定更小的标

准，但不得小于± 60 米（±200 英尺）。 

13.5.2.2  如果 ADS-C 高度层资料未在允许的误差值以内，必须用话音或 CPDLC 对这一资料进行核实。如

果已核实 ADS-C 高度层资料不正确，有关 ATS 当局必须就这一资料的显示和使用决定所要采取的行动。 

13.5.2.3  当 ADS 高度层资料显示航空器从其原来分配的高度层的预计方向出现大于 90 米（300 英尺）的

改变时，或通过用收悉的 CPDLC 或驾驶员的话音报告进行了核实，那么允许离开其高度层的航空器则被视为

已经开始机动飞行并离开了原先占用的高度层。 

13.5.2.4  当 ADS-C 高度层资料显示航空器在所要求的方向已经以大于 90 米（300 英尺）穿越了这一高度

层，或通过用收悉的 CPDLC 或驾驶员的话音报告进行了核实，那么正在爬升或下降的航空器则被视为已经穿

越了这一高度层。 

13.5.2.5  当用收悉的 CPDLC 或驾驶员的话音报告对分配的高度层进行核实之后，正在爬升或下降的航空

器则被视为已经到达放行高度层。ADS-C 高度层资料只要维持在 13.5.2.1 规定的适当允许误差值之内，该航空

器则被视为保持这一高度层。 

注：可以使用一个高度层范围偏离情况合同以监视航空器是否持续遵守有关的允许误差值。 

13.5.2.5.1  当准备使用 CPDLC 核实航空器已经到达其被放行的高度层，应使用第 129 条上行链电文“报

告保持（高度层）”或第 200 条上行链电文“报告到达”。 

注：第 175 条上行链电文“报告到达（高度层）” 不能对航空器保持其指配的高度层作出相同的保证。当

驾驶员对飞行管理系统下载自动答复该电文时，航空器到达指配的高度层即会发出答复，不论航空器是否保持

其指配的高度层。 

13.5.2.6  如拟使用 ADS-C 高度层资料在过渡高度层以下配备垂直间隔，有关当局须确保这一资料已根据

相应的气压高度进行了校正。 

13.5.3  使用 ADS-C 位置资料实施水平间隔 

注 1：管制员为确保不违反最低间隔标准，决定在特定条件下适用间距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包括航空器

的相对航向和速度、ADS-C 技术局限性、管制员的工作负荷和通信拥挤所引起的任何困难。 

注 2：确定和适用最低间隔标准的资料载于《关于确定最低间隔的空域规划方法手册》（Doc 9689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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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1  在第 5 章 5.4.2.9 中详述了基于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的纵向距离间隔最低标准。 

13.5.3.2  精度而降低时，ATS 当局必须确保提供可予遵循的应急程序。 

13.5.3.3  使用 ADS-C 以距离为基础的最低间隔标准可用于从 ADS-C 获取的航空器位置之间，或用于

ADS-C 获取的位置和雷达或 ADS-B 获取的位置之间。必要时要对航空器的位置进行推断或者加以改动，以确

保它们表示的是航空器在同一时间的位置。 

13.5.3.3.1  所显示的 ADS 位置符号应能够使管制员对报告的、推断的或加以改动的位置进行区别。如果

对所显示的推断或加以改动的位置符号信息的完好性有任何疑义，必须通过指令合同请求进行更新。 

13.5.3.3.2  在同一等候定位点上等候的航空器之间不得采用以 ADS 为基础的间隔。在等候航空器和其他

飞行之间采用水平间隔必须符合有关 ATS 当局规定的要求和程序。 

13.5.3.4  不得用源自 ADS-C 情报显示的资料引导航空器。 

注：监视和通信性能如果与雷达系统和使用 VHF 直接话音通信的性能相匹配，将来或许可能使用 ADS-C
进行引导。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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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章 

管制员 — 飞行员数据链通信（CPDLC） 

14.1  总则 

注 1：关于管制员 — 驾驶员数据链通信的规定载于附件 10 第 II 卷第 8 章。 

注 2：关于实施管制员 — 驾驶员数据链通信的指导材料载于《全球运行数据链（GOLD）手册》（Doc 10037
号文件）。 

14.1.1  管制员 — 驾驶员数据链通信为管制员和驾驶员之间提供了一种使用管制员 — 驾驶员数据链通

信电文集进行空中交通管制通信的通信方式。 

14.1.2  这一技术的应用包括一套与无线电话环境下使用的用语相一致的许可/通知/请求的电文规定内容。 

注1：管制员 — 驾驶员数据链通信电文集见附录5，该电文集列出了各种电文规定格式及其各自的电文计

划用途。 

注 2：电文内容的目的和文本及相关程序总体上与第 12 章 — 用语相一致。但是，公认的一点是：管制员 — 
驾驶员数据链通信电文集及相关程序与所使用的同义话音用语略有不同，因为这两种通信手段之间存在差异；

一种为直接通话，另一种则是数据交换，对后者可以进行展示和、或打印。 

14.1.3  必须使驾驶员和管制员具有交换包含标准电文内容、自由格式电文内容或两者结合的电文的能力。 

14.1.4  地面和机载系统必须使电文能够正确显示，需要时能够打印出来，并且以必要时可以及时便利地检索

的方式存储。 

14.1.5  一旦需要提供文字时，必须至少显示英语。 

14.2  建立 CPDLC 

14.2.1  总则 

应有充分的时间建立 CPDLC，以确保航空器与有关 ATC 单位进行通信联络，空中或地面系统何时或在何

地，适用时，建立 CPDLC 的有关资料须在航行资料汇编中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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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  空中启用 CPDLC 

14.2.2.1  如 ATC 单位收到航空器对 CPDLC 未曾预料到的请求，须向航空器索要其请求的有关情况以便确

定下一步的行动。 

14.2.2.2  如 ATC 单位拒绝 CPDLC 的请求，须使用适当的 CPDLC 电文将拒绝的理由通知给驾驶员。 

14.2.3  ATC 单位启用 CPDLC 

14.2.3.1  ATC单位只有在一架航空器尚未建立CPDLC联系，或经目前与此架航空器建立有CPDLC的ATC
单位授权的情况下，才能与该架航空器建立 CPDLC。 

14.2.3.2  如一架航空器拒绝 CPDLC 的请求，适当时须使用 CPDLC 下行线路电文内容“非现行数据权限”

或“未经授权的下一个数据权限”提供拒绝的理由。当地程序须明确规定是否要将拒绝的理由提交给管制人员。

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空中拒绝 ATC 单位开始启用 CPDLC 的理由。 

14.3  CPDLC 运行的电文交换 

14.3.1  管制员或者驾驶员必须使用标准电文内容、自由格式电文内容或者以两者结合的形式编排 CPDLC 电

文。 

注：包括电文目的/用途及其各自电文规定格式的管制员—飞行员数据链通信电文集见附录 5。 

14.3.1.1  应尽可能避免使用长电报、含有多项许可内容、多项许可要求内容的电报或许可与资料相混合的

电报。 

注：有关制定本地运行程序和 CPDLC 良好运用技术的指导材料，见《空中交通管理（ATM）系统人的因

素指导原则》（Doc 9758 号文件）。 

14.3.1.2  如正在使用 CPDLC，而这一目的包括在附录 5 的 CPDLC 电文格式当中，则须使用相关的标准电

文内容。 

14.3.1.3  除 14.3.5.1 规定之外，如管制员或驾驶员通过 CPDLC 进行通信联络，须通过 CPDLC 回答。如管

制员或驾驶员通过话音进行通信联络，须通过话音回答。 

14.3.1.4  无论何时，只要认为有必要对通过 CPDLC 拍发的电报进行更正或需要对电报内容加以澄清，管

制员或驾驶员须使用可供使用的最适当手段发出正确的细节或提供澄清。 

注：管制员可采用下列程序更正放行许可、指令或情报，或由驾驶员更正对上行链电报的答复或更正原先

提出的请求或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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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4.1  使用话音通信对尚未收到运行答复的 CPDLC 电报进行更正时，管制员或驾驶员的通话之前须

加用语“CPDLC（电报类型）作废，还有”，后接正确的放行许可、指令、情报和请求。 

注：发送话音通知的澄清时，所提及的 CPDLC 电报可能尚未传递至收报人，或已传递至收报人但未采取

行动，或已传递至收报人并已采取行动。 

14.3.1.4.2  当提及和识别准备作废的 CPDLC 电报时，用语应谨慎，以避免与发出附带有修正的放行许可、

指令、情报或请求出现含糊不清。 

注：举例来说，如果通过 CPDLC 指示保持 FL290 的 SAS445 上升到 FL350，管制员需要使用话音通信修

正放行许可，要使用以下用语： 

SAS445 CPDLC 爬升放行许可电报作废，还有，爬升到 FL310。 

14.3.1.4.3  如果一个 CPDLC 电报要求运营答复后须通过话音进行谈判，则须发出一个适当的 CPDLC 结束

答复电报，以确保 CPDLC 对话的同步。这可通过话音明确指示收报人关闭对话或允许系统自动关闭对话实现。 

14.3.2  电文特性为接收电文的管制员 — 驾驶员数据链通信用户提出了某些电文处理要求。每份管制

员 — 驾驶员数据链通信电文均包括两种特性：告警和回答特性。 

14.3.2.1  告警 

告警特性表示在接收电文时要求的告警类型。告警类型显示在表 14-1 中。 

14.3.2.2  回答 

14.3.2.2.1  回答特性描述了对特定规定格式电文的有效回答。上行电文的回答类型显示在表 14-2 中，下行

电文的回答类型显示在表 14- 3 中。 

14.3.2.2.2  如一个多项内容的电文需要答复，答复须适用电文的全部内容。 

注：例如一个多项内容的电文包含“爬升至 FL310 保持.84 马赫”，“照办”的答复适用并表示遵照执行

电文中的两项内容。 

14.3.2.3.3  如单项电文内容的放行许可或多项内容放行许可电文的任何部分不能遵照执行时，驾驶员须对

整个电文发出“不能”的答复。 

14.3.2.3.4  当单项或多项内容的放行许可请求不被批准时，管制员须用“不能”的电文答复，它适用于请

求当中的全部内容。将不重述现行的放行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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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告警特性（上行和下行） 

类型 说明 优先级 

H 高 1 

M 中 2 

L 低 3 

N 无需告警 4 

 

14.3.2.3.5  如果多项内容的放行许可请求只能部分得到满足，管制员须采用对所有请求电报内容均适用的

电报不能（UNABLE）答复，适当时，包括原因和/或何时预计得到放行许可的情报。 

注：随后可单独拍发一份（或多份）CPDLC 电报对能够得到满足的内容予以答复。 

14.3.2.3.6  如果一项或多项内容的放行许可请求之中的全部内容能够得到满足时，管制员须用放行许可对

请求之中的各项内容作相应的答复。这个答复应是一份单一的上行线路电报。 

注：例如，如避免包含有多项内容放行许可请求的电报时，多项内容下行电报中包含所表示的电报内容： 

请求批准 YQM YYG YYT YQX  航迹 X EINN FPL EDDF 
请求爬升至 FL350 
请求 0.84 马赫 

可按如下答复： 

批准 YQM YYG YYT YQX  航迹 X EINN FPL EDDF 
爬升至 FL350 
保持报告 
在 1150 或之后穿越 YYG 
无速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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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  回答特性（上行） 

类型 需要答复 有效答复 优先级 

W/U 是 照办，不能，等候； 
非现行数据权限， 
未经授权的下一个数据权限 
逻辑认收（仅在要求时） 
错误 

1 

A/N 是 是，不是，等候； 
非现行数据权限， 
未经授权的下一个数据权限 
逻辑认收（仅在要求时） 
错误 

2 

R 是 明白，不能，等候； 
非现行数据权限， 
未经授权的下一个数据权限 
逻辑认收（仅在要求时） 
错误 

3 

Y 是 任何 CPDLC 下行电文， 
逻辑认收（仅在要求时） 

4 

N 不需要，除非需要逻辑认收 逻辑认收（仅在要求时） 
非现行数据权限 
未经授权的下一个数据权限 
错误 

5 

 

 

表 14-3  回答特性（下行） 

 需要答复 有效答复 优先级 

Y 是 任何 CPDLC 上行电文， 
逻辑认收（仅在要求时） 

1 

N 不需要，除非需要逻辑认可 逻辑认收（仅在要求时） 
本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不支持这份电文 
错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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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3.7  如 CPDLC 电文包含多项电文内容及电文答复的特性是“是”，在使用时，则单项答复电文须

包含相应的答复数和以同样的顺序。 

注：例如，多项内容的上行电文包含 

确认打开应答机 
何时可以接受 FL410 

可按如下答复 

正在打开应答机 5525 
我们可以在 1636Z 接受 FL410 

14.3.3  CPDLC 的移交 

14.3.3.1  移交 CPDLC 时，话音通信和 CPDLC 的移交须同时进行。 

14.3.3.2  当一架航空器被从能提供 CPDLC 的 ATC 单位移交给不能提供 CPDLC 的 ATC 单位时，CPDLC
的终止须和话音通信的移交同时进行。 

14.3.3.3  如 CPDLC 的移交导致数据权限的改变，而且有些电文尚没有收到结束的答复（如未完成的电文）

时，应通知移交 CPDLC 的管制员。 

14.3.3.3.1  如管制员对有待答复的下行电文不做答复就移交航空器时，则系统须具备自动发出适当的结束

答复电文的功能。出现这种情况时，自动发出的结束答复电文中的内容应在当地指令中予以公布。 

14.3.3.3.2  管制员对有待答复的上行电文尚未收到飞行员的答复就决定移交航空器的，该管制员应该换用

话音通信以澄清与未复电文有关的任何疑问。 

14.3.4  自由格式电文内容 

注：关于使用自由格式电文内容的规定载于附件 10，第 II 卷，第 8 章。 

14.3.4.1  管制员或驾驶员应避免使用自由格式电文内容。 

注：尽管意识到在非例行和紧急情况下，尤其是在话音通信联络失效时，有必要使用自由格式，但是避免

使用自由格式电文的目的是减少理解错误和模棱两可的可能性。 

14.3.4.2  相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确定可接受使用自由格式电文内容时，应将自由格式电文内容存储在航

空器系统或地面系统内，供择取以便利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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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  紧急情况、危险情况和设备失效时的程序 

14.3.5.1  当收到 CPDLC 紧急电文时，管制员应以最有效的方式确认收到电文。 

14.3.5.2  当通过 CPDLC 对所有其他紧急或应急电文作答复时，上行电文须使用“明白”。 

14.3.5.3  当 CPDLC 电文要求逻辑认收和/或运行答复但没有收到此种答复时，须向驾驶员或管制员发出适当

的告警。 

14.3.6  CPDLC 失效 

注：单份 CPDLC 电报失效时须采取的行动载于 14.3.8。 

14.3.6.1  一旦发现 CPDLC 失效，须立即向管制员和驾驶员告警。 

14.3.6.2  当管制员和驾驶员被告警 CPDLC 失效，而且管制员或驾驶员需要在 CPDLC 恢复之前进行通信

联络时，管制员或驾驶员应在可能时转换到话音通信，并在传输资料之前加上： 

“CPDLC 失效” 

14.3.6.3  要求将有关整个 CPDLC 地面系统失效的情报发给所有可能截获此情报台站的管制员在拍发之前

加上一个普遍的呼叫“所有台站 CPDLC 失效”，之后加上呼叫台站的识别标志。 

注：除非个别台站其后被呼叫确认接收，一般不对普遍的呼叫答复。 

14.3.6.4  当 CPDLC 失效和通信联络转换成话音时，全部尚未完成的 CPDLC 电文应被视为未发出，应用

话音通信重新开始进行全部尚未完成电文的对话。 

14.3.6.5  当 CPDLC 失效但在需要转换成话音通信联络之前得到恢复时，则全部尚未完成的电文应被视为

未发出，应通过 CPDLC 重新开始进行全部尚未完成电文的对话。 

14.3.7  有意关闭 CPDLC 

14.3.7.1  当计划关闭通信网络系统或 CPDLC 地面系统时，须发布一个 NOTAM 通知关闭期间受影响的所

有各方，和必要时拟使用的话音通信频率的细节。 

14.3.7.2  应通过话音或 CPDLC 将即将失去 CPDLC 服务的情报通知给正在与 ATC 单位进行通信联络的航

空器。 

14.3.7.3  管制员和驾驶员应具备停止 CPDLC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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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8  单份 CPDLC 电报失效 

当管制员或驾驶员得到报警有单份 CPDLC 电报失效时，管制员或驾驶员须根据情况采取以下一个行动： 

a) 通过话音确认将对有关对话采取的行动，情报之前加用语： 

CPDLC 电报失效； 

b) 通过 CPDLC 重新发送失效的 CPDLC 电报。 

14.3.9  中断使用 CPDLC 驾驶员请求 

14.3.9.1  当管制员要求各台站或一特定飞行在一限定时间内避免发送 CPDLC 请求时，须使用下列用语： 

（（呼号）或各台站）[得到通知之前]停止发送 CPDLC 请求[（原因）] 

注：在这种情况下，CPDLC 可继续供驾驶员必要时答复电报、报告情报和宣布与取消紧急情况。 

14.3.9.2  须使用下列用语通知 CPDLC 恢复正常使用 

（（呼号）或各台站）恢复 CPDLC 的正常使用。 

14.3.10  CPDLC 的测试 

如 CPDLC 和航空器的测试会影响正在向航空器提供的空中交通服务，则在测试之前须进行协调。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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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关于紧急情况、通信失效和意外事件的程序 

15.1  紧急程序 

15.1.1  总则 

15.1.1.1  每一种紧急情况周围出现的各种不同的环境使得不可能制定出准确详尽的应该遵循的程序。本节

所概括的程序旨在给空中交通服务人员一般性指导。处置紧急情况时，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必须保持充分完全的

协作，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必须使用他们最好的判断力。 

注 1：使用 ATS 监视系统时发生紧急情况和意外事件使用的其他程序载于第 8 章，8.8.1。 

注 2：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航空器驾驶员此前经 ATC 指令选择一特定应答机编码和、或一个特定 ADS-B
紧急模式，这一编码和、或模式通常应予保留，但在特殊情况下，该驾驶员另有决定或者收到其他通知者除外。

ATC 没有要求设定某一编码或紧急模式时，驾驶员应将应答机设定为 A 模式 7700 编码和、或合适的 ADS-B
紧急模式。 

注 3：无论驾驶员选择何种编码，某些装备第一代 ADS-B 航空电子设备的航空器只有能力拍发普通紧急

告警。 

注 4：即便选择了应急和/或紧急模式，某些装备第一代 ADS-B 航空电子设备的航空器缺乏打开“识别

（IDENT）”的能力。 

15.1.1.2  当一架航空器声称发生紧急情况时，ATS 单位应采取如下适当的和相应的行动： 

a) 除非飞行机组明确地声明或另获所知，须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骤核实航空器的识别标志和机型、

紧急情况的类型、机组的意图以及航空器的位置和高度； 

b) 对可提供的最恰当的协助形式作出决定； 

c) 向任何其他有能力对航空器提供援助的 ATS 单位或其他服务单位寻求协助； 

d) 向飞行机组提供任何所要求的情报以及其他相关的资料，如合适的机场、最低安全高度，以

及气象资料的细节； 

e) 向运营人或飞行机组取得下列有关资料：机上人数、剩余燃油量、可能出现的危险物质及其性

质；和 

f) 按 ATS 单位指示的规定通知有关的 ATS 单位和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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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3  应尽可能避免改变无线电的频率和 SSR 的编码，通常只有在能够向有关航空器提供改善的服务

时才做此改变。对遇到发动机失效的航空器的飞行机动指令应限制到最低程度。适当时，应将出现紧急状况的

航空器的情况通知在其附近飞行的航空器。 

注：向飞行机组索取 15.1.1.2 e)所述资料，应当仅以此种资料从运营人或其他来源无法获得时为限，而且

只能以必要的资料为限。 

15.1.2  优先权 

必须为已知或相信处于紧急情况，包括受到非法干扰的航空器提供优于其他航空器的优先权。 

15.1.3  非法干扰和航空器炸弹威胁 

15.1.3.1  空中交通服务人员必须随时准备识别非法干扰航空器的任何迹象。 

15.1.3.2  当怀疑某一航空器受到非法干扰，而又未提供自动清晰的二次监视雷达A模式编码7500和7700的
显示时，管制员必须通过调节二次监视雷达的译码器至A模式编码7500，然后再调节到编码7700，以求核实他

的任何怀疑。 

注：装有二次监视雷达应答机的航空器应将应答机调至A模式编码7500，专用于表明受到非法干扰。航空

器可将应答机调至A模式编码7700，表明它受到严重急迫危险的威胁，并需要立即援助。装备有包括ADS-B和
ADS-C监视系统发报机的航空器可以利用所有可供使用的手段发送紧急和∕或紧迫信号。 

15.1.3.3  当已知或怀疑某一航空器受到非法干扰或收到炸弹威胁警告时，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必须立即注意

该航空器的请求或其希望得到要求，包括需要得到的有关导航设施、飞行航路沿线的，以及任何可能要降落机

场的程序和服务的有关信息，并且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加速该飞行各个阶段的实施。 

15.1.3.3.1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还须： 

a) 在不期待航空器做出回答的情况下拍发，并连续拍发与飞行安全有关的情报； 

b) 利用一切可行的办法监视并标绘飞行进程，除非与航空器保持着正常的通信联络，否则在

不要求航空器发回任何信息或做出其他回答的情况下，要与相邻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协调

管制交接； 

c) 通知并持续保持与该次飞行进程有关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的联系，包括相邻飞行情报区的

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 

注：在应用此项规定时，必须考虑影响飞行进程的所有因素，包括续航能力和突然改

变航路及目的地的可能性。其目的是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尽早地向每个空中交通服务单

位提供有关该航空器预计或可能通过其责任区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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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通知： 

1) 运营人或其指定的代表； 

2) 有关的援救协调中心（按有关告警程序）； 

3) 国家指定的有关当局； 

注：预计指定的安全当局和/或运营人会按照预先制定的程序再通知其他有关方面。 

e) 在航空器与指定当局之间转递与非法干扰情况有关的电报。 

注：这些电报包括但不限于宣布事故征候的初始电报；关于现行事故征候的更新电报；

载有有关决策者决定的电报；关于责任移交的电报；关于接受责任的电报；表明某一实体

不再涉及事故征候的电报；和事故征候完结的电报。 

15.1.3.4  如收到的威胁表明炸弹或其他爆炸物装置被放置在一架已知的航空器上时，应采用下列额外的程

序。收到威胁信息的 ATS 单位须： 

a) 如果与航空器直接进行通信联系，应尽快地将威胁和与威胁有关的情况通知飞行机组；或 

b) 如果不能和航空器直接进行通信联系，通过其他 ATS 单位或其他渠道以最快捷的方式通知飞行

机组。 

15.1.3.5  与航空器进行通信联系的ATS单位须判明飞行机组的意图并将其报告给与此飞行有关的其他ATS
单位。 

15.1.3.6  应以最快捷的方式对航空器进行处理，同时须尽可能地保证其他航空器的安全以及人员和地面设

施免遭风险。 

15.1.3.7  须尽快发给飞行中的航空器要求飞往新的目的地的许可。须尽快批准飞行机组提出的旨在平衡或

降低外部空气压力和客舱空气压力之间压力差的任何爬升或下降的请求。 

15.1.3.8  应通知地面上的航空器尽可能远离其他的航空器和设施，如适当，应脱离跑道。应根据ATS单位

指示，要求航空器滑行到指定的和隔离的停机区域。如果飞行机组让旅客和机组立即下机，其他航空器、车辆

和人员应处于距受威胁航空器的安全距离。 

15.1.3.9  ATS单位不应对飞行机组对爆炸物装置采取的行动提供任何咨询和建议。 

15.1.3.10  已知或相信受到非法干扰或由于其他原因需要与机场的正常活动相隔离的航空器，须给予放行，

使其到达指定的隔离的停机位置。如没有指定此隔离停机位置或无法到达指定位置时，须将该航空器放行至事

先与机场当局协商选定的地区。滑行的放行许可必须规定至停机位置的滑行路线。选择此路线须要以对机场上

的公众、其他航空器和设施的安全的危害减至最小为目的。 

注：见附件 14，第 1 卷，第 3 章 



15-4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15.1.4  紧急下降 

15.1.4.1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的行动 

在发现某一航空器正在进行紧急下降后，必须立即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以保证所有相关航空器的安全。

根据情况所适用的顺序，相关行动可包括： 

a) 广播紧急电报； 

b) 向受下降影响的航空器发出交通信息和/或指示； 

c) 就运行区域的最低飞行高度和高度表设置发出告知；和 

d) 向任何其他可能受到紧急下降影响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发出通知。 

15.1.4.2  紧急下降中航空器驾驶员的行动 

驾驶员必须根据情况，按合适的顺序争取尽快采取如下步骤： 

a) 按驾驶员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航行； 

b) 将紧急下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相关意图通知相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 

c) 将应答机设定为编码7700，并酌情选择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和/或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上合适的紧

急编码； 

d) 打开航空器外部灯光（要与相关的运行限制相符）； 

e) 通过目视方法并通过参照机载防撞系统（如已装备），监视是否有交通冲突；和 

f) 在完成紧急下降之后，与相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就进一步的意图进行协调。 

注：机载防撞系统的使用程序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航空器的运行》第I卷第III部分第3节第3章中。 

15.1.4.3  接收紧急下降广播的航空器驾驶员的行动 

除非接到空中交通服务发出的飞离该区域的具体指示或者受到紧迫危险的威胁，否则驾驶员必须采取如下

行动： 

a) 按照当前的放行许可继续飞行，并一直守听在用频率，以获取任何来自空中交通服务单位的进一

步指示；和 

b) 通过目视方法并通过参照机载防撞系统(如有装备)，监视是否有交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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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在大洋空域内飞行中紧急情况的特别程序 

15.2.1  引言 

15.2.1.1  虽然不能涵盖所有可能会发生的紧急情况，但是 15.2.2 和 15.2.3 中的程序为以下较为频繁的情况

做了规定： 

a) 由于气象条件、航空器性能或失压而无法遵守指配的许可； 

b) 在航路上改向，穿越主交通流；和 

c) 在导航性能精度是进行安全飞行的先决条件的空域内运行时，所需导航能力丧失或显著降低。 

15.2.1.2  关于 15.2.1.1 a) 和 b)，这些程序主要是在需要下降和/或中途返航或改航时适用的。驾驶员必须

采取必要行动确保航空器的安全，必须由驾驶员的判断来决定要采取行动的顺序，并考虑到主导情形。空中交

通管制必须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 

15.2.2  一般程序 

15.2.2.1  如果航空器不能按照其空中交通管制的放行许可继续飞行，和/或航空器不能保持该空域所规定

的导航性能精度，在可能时，在启动任何行动之前，必须获得经修改的放行许可。 

15.2.2.2  必须视情使用无线电通话遇险信号（MAYDAY）或紧急信号（PAN PAN），最好呼叫三遍。空

中交通管制随后对该架航空器所采取的行动，必须基于驾驶员的意图和空中交通的总体情况。 

15.2.2.3  如果不能获得预先放行许可，在获得经修改的放行许可之前，应使用以下应急程序，并且驾驶员

必须尽早通知空中交通管制，提醒他们所涉及的航空器的机型和问题的性质。一般而言，航空器应在最不可能

与其他航空器相遇的飞行高度层和偏移航迹上飞行。具体而言，驾驶员必须： 

a) 开始向右或向左转至少 45 度弯，离开指定航路或航迹，获得与指定航迹中心线偏移 15 海里

（28 公里）的同向或逆向航迹。在可能时，应该根据航空器相对于任何既定航路或航迹系

统的位置来决定转弯的方向。可能影响转弯方向的其他因素有： 

1) 备降机场的方向； 

2) 净空裕度； 

3) 正在飞行的任何策略横向偏移，和 

4) 相邻航路或航迹上配备的飞行高度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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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开始转弯之后： 

1) 如果不能保持指定的飞行高度层，则在操作可行的范围内，开始时尽量减少下降率（驾

驶员应考虑到下方同向航迹上的航空器可能正在进行 1 海里或 2海里策略横向偏移程序

（SLOP）飞行的可能性，并在 FL410 或以下选择与通常使用的高度相差 150 米（500
英尺）的最终高度，或在 FL410 以上选择与通常使用的高度相差 300 米（1 000 英尺）

的最终高度；或 

2) 如果能保持指定的飞行高度层，航空器从指定的航迹中心线偏移 19 公里（10 海里）后，

爬升或下降选择一个飞行高度层，在 FL410 或以下，该飞行高度层与通常使用的飞行高

度层相差 150 米（500 英尺），或在 FL410 以上，与通常使用的飞行高度层相差 300 米

（1 000 英尺）的； 

c) 与附近的航空器建立通信联络并向其发出告警，在正在使用的频率和 121.5 兆赫上（或者作

为备份，在驾驶员之间 123.45 兆赫的空对空频率上）并适当时在正在使用的频率上有适当

间隙地广播：航空器识别标志、飞行高度层、位置（酌情包括 ATS 航路代号或航迹代码）

及其意图； 

d) 通过目视并通过参照机载防撞系统（ACAS）（如有装备），保持监视是否有交通冲突； 

e) 打开航空器所有外部灯光（要与有关的运行限制相称）；和 

f) 始终打开二次监视雷达（SSR）应答机。 

15.2.2.3.1  当离开指定航迹时： 

a) 如果意图是获得同向偏移航迹，则驾驶员应考虑把转弯限制在 45 度航向改变以内，以不

致飞过偏移应急航迹；或 

b) 如果意图是获得和保持逆向偏移航迹，则： 

1) 在巡航高度上对倾斜角度的运行限制将通常导致飞过意欲获得的航迹。在此种情况下，

应在 180 度航向改变后继续转弯，以在操作上可行时尽早重新切入偏移应急航迹；和 

2) 此外，如果在 56 公里（30 海里）横向间隔航路结构中实施此种返航，必须对相邻航

路上的逆向交通保持高度警惕，并且第 15.2.2.3 b）2）所述的任何爬升或下降最好应

该在接近任何相邻 ATS 航路 19 公里（10 海里）范围之前完成。 

15.2.2.4  双涡轮发动机飞机延伸航程运行（ETOPS） 

如果由于一台发动机停车或 ETOPS 关键系统失效，使得双发航空器采用了紧急程序，驾驶员应该尽早将

这一情况通知空中交通管制，提醒空中交通管制注意所涉及的航空器机型，并要求从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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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  天气偏离程序 

15.2.3.1  总则 

注：下列程序旨在用于偏离绕过恶劣气候条件。 

15.2.3.1.1  当驾驶员启动与空中交通管制的通信联络时，可以通过报告“要求天气偏离（WEATHER 
DEVIATION REQUIRED）”，指明需要频率使用上的优先权和要空中交通管制答复，并获得迅速答复。在必

要情况下，驾驶员应该使用紧急呼号“PAN PAN”（最好呼叫三次）来启动通信联络。 

15.2.3.1.2  如果不再需要天气偏离或者当天气偏离已经完成，航空器已经回到了其许可航路时，驾驶员必

须通知空中交通管制。 

15.2.3.2  在建立了管制员 — 驾驶员通信联络之后需要采取的行动 

15.2.3.2.1  驾驶员应该通知空中交通管制，并要求偏离航迹的放行许可，同时在可能时告知预期偏离的程度。 

15.2.3.2.2  空中交通管制应该采取下列行动之一： 

a) 在能够适用适当间隔时，发布偏离航迹的放行许可；或 

b) 如果有交通冲突，空中交通管制不能建立适当的间隔，空中交通管制必须： 

1) 通知驾驶员不能发布所要求的偏离的放行许可； 

2) 通知驾驶员有交通冲突；和 

3) 要求驾驶员告知意图。 

15.2.3.2.3  驾驶员应该采取下列行动： 

a) 遵守空中交通管制所发布的放行许可；或 

b) 将其意图通知空中交通管制，并执行以下 15.2.3.3 详述的程序。 

15.2.3.3  如果不能获得经修改的空中交通管制放行 
许可时需要采取的行动 

注：本节的规定适用于驾驶员根据附件 2 第 2.3.1 条规定行使机长权力时的情形。 

15.2.3.3.1  如果航空器需要偏离航迹，以躲避恶劣气象条件，而不能获得预先放行许可，必须尽早获得空

中交通管制的放行许可。在获得空中交通管制的放行许可之前，驾驶员必须采取下列行动： 

a) 如果可能，偏离既定的航迹或航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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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与附近的航空器建立通信联络并向其发出告警，在正在使用的频率和 121.5 兆赫上（或者

作为备份，在驾驶员之间的 123.45 兆赫空对空频率上）有适当间隙地广播：航空器识别标

志、飞行高度层、位置（包括 ATS 航路代号或航迹代码）及其意图； 

c) 通过目视方法并通过参照 ACAS（如有配备），监视是否有交通冲突； 

注：如果由于根据上述 15.2.3.3.1 b) 和 c) 的规定所采取行动的结果，驾驶员确定在同

一飞行高度层上或其附近有另一架航空器，并可能会与该航空器发生冲突，则驾驶员应该

根据需要调整航空器的航径，以避免冲突。 

d) 打开航空器上所有外部灯光（要与有关的运行限制相称）； 

e) 如果偏离小于 19 公里（10 海里），就留在空中交通管制指定的高度层； 

f) 如果偏离大于 19 公里（10 海里），当航空器距离航迹大约 19 公里（10 海里）时，按照表

15-1 开始改变高度层； 

g) 在返回航迹时，当航空器在距离中心线大约 19 公里（10 海里）以内时，就留在其指定高

度层；和 

h) 如果在偏离之前没有建立联络，继续尝试与空中交通管制联络，以获得放行许可。如果建

立了联络，继续将航空器的意图通知空中交通管制，并获得重要的交通情报。 

表格 15-1 

航路中心线航迹 偏离>19 公里（10 海里） 改变高度层 

EAST（向东） 
000º- 179º磁角 

左 
右 

下降 90 米（300 英尺） 
爬升 90 米（300 英尺） 

WEST（向西） 
180º- 359º 磁角 

左 
右 

爬升 90 米（300 英尺） 
下降 90 米（300 英尺） 

 

15.3  空地通信联络失效 

注1：提供ATS监视服务时航空器遇到空地通信联络失效所适用的程序载于第八章8.8.3节。 

注2：装有SSR应答机的航空器应使用应答机A模式7600编码，以表示它遇到空地通信联络失效。装备有包

括ADS-B和ADS-C监视系统发报机的航空器可以利用所有可供使用的手段发送紧急和∕或紧迫信号。 

注3：无论驾驶员选择何种编码，某些装备第一代ADS-B航空电子设备的航空器只有能力拍发普通紧急告警。 

注4：亦可见第6章6.3.2.5，有关飞行计划的高度层之下的许可高度层未包含地理和时间界限的离场放行许

可和航空器在这种情况下遇到空地通信联络失效所适用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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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另见第5章5.4.2.6.3.2，关于在使用50 NM 纵向RNAV/RNP 10最低间隔标准时适用于通信失效的进一

步要求。 

15.3.1  当无法与在管制区或管制地带内飞行的航空器保持双向无线电通信联络时，空中交通管制单位采取

的行动必须按下列章节所述进行。 

15.3.2  一旦知道双向通信联络已经失效，须立即采取措施，要求航空器做一个用ATS监视系统可观测到的

指定的机动飞行，或可能时，拍发一个表示确认的指定信号，以证实该航空器能否收到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发出

的信息。 

注：即便选择了应急和 /或紧急模式，某些装备第一代ADS-B航空电子设备的航空器缺乏打开“识别

（IDENT）”的能力。 

15.3.3  如果航空器不能表明它能够收到并确认信息，须根据下述该航空器的假定情况，保持通信失效的航

空器与其他航空器之间的间隔： 

a) 如果在目视气象条件下： 

1) 继续保持目视气象条件飞行； 

2) 在最近的合适机场着陆；和 

3) 用最迅速的手段向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报告其到达信息；或 

b) 如果在仪表气象条件下，或在驾驶员似乎不能按 a)完成飞行的条件下： 

1) 除根据地区航行协议制定的其他规定外，在采用程序间隔的空域，当航空器未能在强制报

告点上空报告其位置时，保持最后指定的速度与高度层，或当最低飞行高度更高时则保持

最低飞行高度，飞行 20 分钟，随后根据申报的飞行计划调整高度层与速度；或 

2) 在使用 ATS 监视系统提供空中交通管制的空域，在出现下列情况后，保持最后指定的速

度与高度层，或当最低飞行高度更高时则保持最低飞行高度，飞行 7 分钟： 

i) 达到了最后指定的高度层或达到最低飞行高度时；或 

ii) 应答机设为编码 7600 或 ADS-B 发报机被设定表示失去空地通信联络时；或 

iii) 航空器未能在强制报告点上空报告其位置； 

以较晚者为准，随后根据申报的飞行计划调整高度层和速度； 

3) 在接受引导或由空中交通管制指示使用区域导航（RNAV）、在无规定限制的情况下进行

偏移时，以最直接的方式前行，以便在到达下一个重要点之前重新加入现行飞行计划的航

路，并考虑到适用的最低飞行高度； 

4) 按照现行飞行计划航路，继续向前飞行到指定为预定着陆服务的有关导航设备或定位点上

空，并且当要求保证按 5) 实施时，在此导航设备或定位点上空等待至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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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或尽可能接近于最后收到和确认的预期进近时间，或未收到和确认的预期进近时间时，

在或尽可能接近于现行飞行计划中的预计到达时间，开始从 4) 中所述的导航设备或定位

点上空下降； 

6) 按照指定的导航设备或定位点规定的程序，完成正常的仪表进近；和 

7) 可能时，取下述晚者，或在 5) 中所述的预计到达时间或最后确认的预期进近时间之后的

30 分钟内着陆。 

注1：有关最低高度层的规定载于附件2的5.1.2。 

注2：如上述气象条件所表明的那样，15.3.3 a)与所有管制飞行相关，而15.3.3 b)仅与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相关。 

注3：亦见8.6.5.1 b)，内容为通知驾驶员所应完成的引导及引导的限制的要求。 

15.3.4  当遇下述情况时，须停止根据 15.3.3 的推断而采取的确保适当间隔的方法： 

a) 经确定该航空器所采用的程序不同于 15.3.3 的程序时；或 

b) 通过使用电子或其他导航设备，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已确定可以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采取不同

于 15.3.3 所要求的措施时；或 

c) 收到航空器已经着陆的确实情报时。 

15.3.5  一旦已知双向无线电通信失效，必须在相信航空器可守听的频率上，包括可使用的无线电导航设备

或进近设备的音频频率上，向该航空器盲发说明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所采取行动的信息，或在紧急情况下理

应发出的指令，以引起有关航空器的注意。还必须发出下列情报： 

a) 便于穿云程序的气象情况以避免交通拥挤；和 

b) 适当机场的气象情况。 

15.3.6  必须向在联络失效航空器假定位置附近的其他航空器提供有关情报。 

15.3.7  一经知道在其管辖区内飞行的航空器发生明显的无线电通信失效，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必须向该航路

沿线的所有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发送有关失去无线电通信联络的情报。目的地机场所在地区的区域管制中心，

如没有申报的飞行计划中所规定的（若干）备降机场及其他有关情报时，必须采取措施来获取。 

15.3.8  如情况表明出现通信失效的管制飞行可能继续向前飞向申报的飞行计划中规定的（若干）备降机场

（之一）时，必须将失去通信联络的情况通知为备降机场提供服务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以及任何其他可能受改

航影响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并要求他们当航空器处在通信有效范围内时，设法与之建立通信联络。尤其当根

据与运营人或指定的代表达成的协议，已向有关航空器盲发继续向前飞至备降机场的放行许可，或当准备在那

里着陆的机场的气象情况不好，认为很可能改航去备降机场时，更适用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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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9  当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接到发生通信失效的航空器已经恢复通信或已经着陆的情报后，该单位必须通

知航空器发生通信失效时所飞行地区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以及飞行航路沿线的其他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

如该航空器仍在继续飞行，必须提供继续进行管制所必需的情报。 

15.3.10  如果该航空器在： 

a) 驾驶员提供的预计到达时间后； 

b) 由区域管制中心计算的预计到达时间后；或 

c) 最后收到的预计进近时间后， 

30 分钟内仍没有报告，按以上三种情况最迟者为准，将有关该航空器的相关情报通知给运营人或其指定的

代表，如有要求，还必须通知给一切有关航空器的机长和恢复正常管制。运营人或其指定的代表和航空器机长

有责任来决定他们是否需要恢复正常运行或采取其他行动。 

15.4  对 VFR 飞行提供的援助 

15.4.1  VFR 飞行迷失方向和 VFR 飞行遇到恶劣气象条件 

注：迷航航空器是指严重偏离预定航迹或者报告自己迷失的航空器。 

15.4.1.1  VFR 飞行报告说它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或迷失方向，或遇到恶劣的气象条件，应被视为处于紧急状

态并按此处理。在此情况下，管制员应以清楚、简洁和冷静的方式进行通信联络，并要注意在此期间不要质问

驾驶员是否在为飞行作准备或执行飞行时可能造成的过错和疏忽。根据情况，应要求驾驶员提供下列被认为是

相关的情报以便更好地提供协助： 

a) 航空器飞行状况； 

b) 位置（如果知道）和高度层； 

c) 如有关联，最后所知位置之后的空速和航向； 

d) 驾驶员的经验； 

e) 装备的导航设备和是否正在接收任何导航助航设备的信号； 

f) 如相关，选择的 SSR 模式和编码； 

g) ADS-B 能力； 

h) 离场和目的地机场； 

i) 机上人员数目； 

j) 续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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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1.2  如与航空器的通信联络微弱或失真，在气象条件和其他情况允许时，建议航空器爬升至较高的高

度层。 

15.4.1.3  可以使用ATS监视系统、定向仪、导航助航设备或由其他的航空器观测提供导航协助，以帮助驾

驶员确定航空器的位置。提供导航协助时须谨慎，以确保航空器不要入云。 

注：必须意识到VFR飞行变成迷航可能是由于遇到恶劣气象条件。 

15.4.1.4  应向驾驶员提供附近合适机场现行的目视气象条件的报告和资料。 

15.4.1.5  如果报告维持VMC有困难或不能保持VMC，应通知驾驶员航空器所在区域或相信其所在区域的

最低飞行高度。如果航空器低于这一高度，并以足够程度的概率确定了航空器的位置，可提出航迹、航向或爬

升的建议以使航空器回到安全的高度。 

15.4.1.6  只有在得到驾驶员的要求或同意时才可以使用ATS监视系统向VFR飞行提供协助。所提供的服务

类型须与驾驶员达成协议。 

15.4.1.7  在恶劣气象条件下提供这种服务时，首要的目标是使航空器尽快地回到VMC。必须谨慎以防止

航空器入云。 

15.4.1.8  一旦出现驾驶员不能避免 IMC 的情况，可遵循下列指导原则： 

a) 不能提供任何协助的在 ATC 频率上的其他交通，可要求其转换到其他的频率以保证与航空

器的通信联络不致中断；另一种作法是要求被提供协助的航空器转换到其他的频率； 

b) 如可能，保证航空器在云外面进行转弯； 

c) 应避免含有仓猝飞行机动的指令；和 

d) 如果可能，应在云外面下达航空器降低速度或放下起落架的指令和建议。 

15.5  飞行中的其他意外事件 

注：第15.5.1和15.5.2段的内容选自附件11第2章，并且具有“标准”的地位。 

15.5.1  迷航或不明航空器 

注1：本节中“迷航航空器”和“不明航空器”的含义如下： 

迷航航空器：远离其计划航迹或报告它已迷航的航空器。 

不明航空器：已被观察到或已报告在一特定区域内飞行但尚未被识别的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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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一架航空器同时可以被一个单位认为是“迷航航空器”而被另一个单位认为是“不明航空器”。 

注3：迷航或不明航空器可被怀疑为受到非法干扰的对象。见附件11的2.25.1。 

15.5.1.1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一经发现迷航的航空器，必须立即采取第15.4.1.1.1和15.4.1.1.2中所述的一切必

要步骤帮助该航空器并保护其飞行。 

注：如该单位已知航空器迷航或行将迷航飞入某一有被拦截风险或其他危及其安全的区域时，空中交通服

务单位为其提供领航尤为重要。 

15.5.1.1.1  如不知道航空器的位置，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必须： 

a) 在没有双向通信联络时，设法同该航空器建立双向通信联络； 

b) 采取一切可用手段确定其位置； 

c) 考虑当时可能已经影响该航空器导航的所有因素后，通知其他空中交通服务单位该航空器

可能已因迷航或可能因迷航而进入其区域； 

d) 按照当地协议的程序，通知有关军事单位并向其提供迷航航空器的有关飞行计划和其他数据； 

e) 要求 c) 和 d) 两项中所述的单位以及飞行中的其他航空器给予各种帮助，以建立与该航空

器的通信联络和确定其位置。 

注：d) 和 e) 两项中的要求也适用于按照c)项中被通知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 

15.5.1.1.2  当已确定了该航空器的位置，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必须： 

a) 通知该航空器它所处的位置和应采取改正的行动；和 

b) 必要时，向其他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和有关军事单位提供有关迷航航空器的有关资料和发给

该航空器的所有建议。 

15.5.1.2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一经发现在该地区有不明航空器时，它必须根据有关军事当局按照当地协议的

程序提出的要求尽力确定该航空器的身份并提供必要的空中交通服务，为此，该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必须视情采

取下列适当步骤： 

a) 设法与该航空器建立双向通信联络； 

b) 询问该飞行情报区内的其他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有关该飞行的情况，并要求他们帮助与该航空

器建立双向通信联络； 

c) 询问为相邻飞行情报区服务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有关该飞行的情况，并要求他们帮助与该航

空器建立双向通信联络； 

d) 设法从在该区域内飞行的其他航空器获取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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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1.2.1  必要时，该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必须尽速将已确认身份的航空器通知有关军事单位。 

注：军事当局和空中交通服务间的协调要求载于附件11的2.18。 

15.5.1.3  如果ATS单位认为迷航或不明航空器可能受到非法干扰，必须根据当地商定的程序立即通知国家

指定的有关当局。 

15.5.2  对民用航空器的拦截 

15.5.2.1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一经知悉某航空器在其责任区内被拦截，必须按情况采取下列适当步骤： 

a) 在没有双向通信联络时，设法在任何可用频率上，包括 121.5 兆赫紧急频率与被拦截的航空

器建立双向通信联络； 

b) 将拦截行动通知被拦截的航空器的驾驶员； 

c) 与同拦截航空器保持双向通信联络的拦截管制单位建立联络，并向该单位提供有关被拦截航

空器的情况； 

d) 必要时，在拦截航空器或拦截管制单位与被拦截航空器之间转递电报； 

e) 与拦截控制单位密切协调，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被拦截航空器的安全；和 

f) 如有迹象表明迷航航空器飞出相邻飞行情报区，通知为该相邻飞行情报区服务的空中交通服务

单位。 

15.5.2.2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一经获悉某航空器在其责任区外正被拦截，必须按情况采取下列适当步骤： 

a) 通知为发生拦截所在空域服务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向其提供有助于识别该航空器的可用情

报，同时要求它按 15.4.2.1 所述采取行动； 

b) 在被拦截航空器与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拦截控制单位或拦截航空器之间转递电报。 

15.5.3  空中放油 

15.5.3.1  总则 

15.5.3.1.1  处于紧急情况或其他紧急状态之下的航空器可能需要放油以减轻最大着陆全重以便进行安全着

陆。 

15.5.3.1.2  当在管制空域内飞行的航空器要求空中放油时，飞行机组须通知 ATC。ATC 单位应就下述情况

与飞行机组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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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果可能，拟飞行的航路应避开城市和城镇，最好在水面上飞行和远离报告有或预计有雷

雨的地区； 

b) 拟使用的高度层不得低于 1 800 米（6 000 英尺）；和 

c) 空中放油的时间。 

15.5.3.2  间隔 

其他所知交通和空中放油航空器的间隔应为： 

a) 最少 19 公里（10 海里）水平间隔，但不能在空中放油航空器的后面； 

b) 如在空中放油航空器后面 15 分钟飞行时间内或相距 93 公里（50 海里），垂直间隔为： 

1) 如在放油航空器上方，最少 300 米（1000 英尺）；和 

2) 如在放油航空器下方，最少 900 米（3000 英尺）。 

注：其他交通必须保持恰当垂直间隔的区域的水平边界，按正在放油的航空器的飞行航

迹任一侧各延伸 19 公里（10 海里），并从其前方的 19 公里（10 海里）延伸至其航迹后方

93 公里（50 海里）或 15 分钟（包括转弯）。 

15.5.3.3  通信联络 

如果航空器在放油作业中保持无线电缄默，应就飞行机组监听的频率和无线电缄默终止的时间达成协议。 

15.5.3.4  向其他ATS单位和非管制交通提供的情报 

15.5.3.4.1  必须以适当频率广播警告电文以便非管制交通避开有关区域。应将正在进行的空中放油通知相

邻的ATC单位和管制扇区，并要求其在适用的频率广播适当的警告电文以便其他的交通避开有关的区域。 

15.5.3.4.2  空中放油结束时，应通知相邻的ATC单位和管制扇区可以恢复正常的运行。 

15.5.4  燃料紧急情况和最低油量 

注 1：驾驶员报告紧急情况适用的一般程序载于 15.1.1 和 15.1.2。 

注 2：移交和接受 ATS 单位对于飞行中燃料紧急情况和最低油量适用的协调程序载于第 10 章 10.2.5。 

注 3：“MAYDAY FUEL”一词表示附件 10 第 II 卷 5.3.2.1.1 b）规定的遇险状况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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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4.1  当驾驶员报告最低油量状态时，管制员必须尽快通知驾驶员任何预期的延误或未预计有延误。 

注：宣布“最低油量”是通知空中交通管制所有计划的选择机场已降至一个特定的预定着陆机场，对现行

许可的任何改变可能导致使用低于计划的最后储备燃料着陆。这并非是紧急状况，仅表示如果再出现不适当耽

搁很可能发生紧急状况。 

15.5.5  超音速航空器因太阳宇宙辐射采取的下降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做好准备，应付在15 000米（49 000英尺）以上高度飞行的超音速航空器，在极少情况

下，可能会遇到太阳系宇宙辐射增加，而需要其下降至较低高度层，甚至可能降至亚音速航空器所飞高度层或

其之下的情况。当已知或推测会发生这种情况时，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采取任何可能行动，保证包括受下降影

响的亚音速航空器在内的所有有关航空器的安全。 

注：在空域的某一特定范围内，所有超音速航空器会同时受到宇宙辐射的影响，空地通信效果也会随之恶

化或失效。期望在辐射到达一定临界水平以前，航空器会向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告警，并且请求在临界水平到达

时给予下降放行许可。然而，可能会出现航空器未等到放行许可就需下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期望航空器

应尽快告知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所采取的紧急行动。 

15.6  ATC意外事件 

围绕每一意外事件的各种不同的情况使得无法制定可以遵循的确切的详细程序。下列概述的程序的目的用

于空中交通服务人员的普遍指导。 

15.6.1  无线电通信联络意外事件 

15.6.1.1  总则 

与通信联络有关的ATC意外事件，比如妨碍管制员与受管制航空器的通信联络的情况，或许是由于地面无

线电设备失效或机载设备失效或航空器的发报机无意阻塞了管制频率所致。这种事件的持续时间有可能很长，

因此必须立即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航空器的安全不会受到影响。 

15.6.1.2  地面无线电失效 

15.6.1.2.1  当供ATC使用的地面无线电设备完全失效时： 

a) 在要求航空器在 121.5MHz 紧急频率上保持持续收听的地方，设法在此频率上建立无线电

通信联络； 

b) 按实际情况，立即通知所有相邻管制岗位或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有关失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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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评估这些岗位或单位的现时交通形势； 

d) 如可行，请求可能与这些航空器建立通信联络的岗位或单位提供帮助，建立与这些航空器

间的间隔和保持对其的管制；和 

e) 指示相邻管制岗位或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在恢复提供正常服务之前，让所有在通信失效岗

位或空中交通管制单位责任区外的管制飞行进行等待或改航。 

15.6.1.2.2  为了减小地面无线电完全失效对空中交通安全产生的影响，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应建立失效

时管制岗位或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执行的应急程序。为了在地面无线电失效后和恢复正常服务前能够尽早提供

最少的服务，适当可行时，此应急程序应规定可对相邻管制岗位或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的管制权。 

15.6.1.3  阻塞的频率 

当航空器的发报机无意中阻塞了管制频率，应采取下列其他的步骤： 

a) 设法识别有关的航空器； 

b) 如果识别了阻塞频率的航空器，应设法在 121.5MHz 紧急频率上，采用 SPECIAL，适用时通过航

空器运营人公司的频率，任何指定给飞行机组用于空对空的 VHF 频率或任何其他通信联络方式

与此架航空器建立通信联络。如果航空器是在地面上，通过直接联系； 

c) 如果与有关的航空器建立了通信联络，应要求飞行机组立即采取措施停止在受影响的管制频率上

非有意的拍发。 

15.6.1.4  未经批准使用ATC频率 

15.6.1.4.1  不时在 ATC 频率上发生的不真实和欺骗性的传输事例，会影响航空器的安全。当发生这种情况

时，有关的 ATC 单位应： 

a) 对拍发的不真实和欺骗性的指令和放行许可进行更正； 

b) 在受影响的频率上通知所有的航空器有不真实和欺骗性的指令和放行许可正在拍发； 

c) 在受影响的频率上要求所有的航空器在采取行动执行指令和放行许可前对其进行核实； 

d) 如可行，要求航空器转换到其他的频率；和 

e) 如可能，当不真实和欺骗性的指令和放行许可不再拍发时通知所有受到影响的航空器。 

15.6.1.4.2  当飞行机组怀疑向他们发布的指令和放行许可是不真实和欺骗性的，他们应向有关的ATC单位

查问和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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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1.4.3  当一旦发现有拍发不真实和欺骗性的指令和放行许可时，有关当局须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找出

和终止这种发送。 

15.7  其他ATC意外事件的程序 

15.7.1  紧急间隔 

15.7.1.1  在紧急情况期间，如果不可能发布指令保证维持所适用的水平间隔，所适用的最低垂直间隔的半

数可被用作紧急间隔。例如一空域适用的最低垂直间隔为300米（1000英尺）时，航空器之间的紧急间隔则为150
米（500英尺），一空域适用的最低垂直间隔为600米（2000英尺）时，航空器之间的紧急间隔则为300米（1000
英尺）。 

15.7.1.2  在使用紧急间隔时，须通知有关的飞行机组正在适用紧急间隔并通知所使用的实际最低间隔。除

此之外，须向所有有关的飞行机组提供必要的交通情报。 

15.7.2  短期冲突告警（STCA）程序 

注1：生成短期冲突告警是基于与ATC系统一体化的监视数据的功能。STCA功能的目的是以及时的方式生

成可能或实际违反最低间隔的告警，以协助管制员防止航空器之间发生冲突。 

注 2：在 STCA 功能中，具有气压高度报告能力航空器的其现在和未来的三维位置用于监视接近。如果两

架航空器三维位置之间的距离预计在规定的时间内降至低于规定的所适用的最低间隔，会向航空器在其管辖之

下飞行的的管制员生成一个声音和视觉的告警。 

15.7.2.1  关于使用 STCA 功能的当地指令须规定： 

a) 有条件生成告警飞行的类型； 

b) 在空域的那些扇区和区域内实施 STCA 功能； 

c) 向管制员显示 STCA 的方法； 

d) 概括而言，生成告警以及告警警告时间的参数； 

e) STCA 可能有选择性受到限制的空域容量及被允许的条件； 

f) 在何种条件下特定告警会被限制用于单独的飞行；和 

g) 在 STCA 或特定告警受到制约时空域容量或飞行所适用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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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2.2  当对管制飞行生成STCA时，管制员须毫不耽搁地对情况进行评估，并采取必要的行动，保证不

得违反所适用的最低间隔或恢复最低间隔。 

15.7.2.3  在生成STCA之后，只有在违反了最低间隔的情况下才要求管制员填写一份空中交通事故征候报

告。 

15.7.2.4  有关ATS当局应保留生成的全部告警电子记录。应对每一告警的数据和情况进行分析以查明告警

是否正当。不正当的告警，如采用了目视间隔，应不予理会。应对正当的告警进行统计分析以便找出空域设计

和ATC程序可能存在的缺陷，及监视整体的安全水平。 

15.7.3  关于装备机载避撞系统（ACAS）航空器的程序 

15.7.3.1  向装备机载避撞系统的航空器提供适用的空中交通服务程序，必须与向未装备机载避撞系统的航

空器所提供适用的空中交通服务程序相一致。特别是，防止碰撞、适当间隔的建立及可能提供的与飞行冲突与

可能采取的回避行动相关的情报，必须符合标准的空中交通服务程序，并且必须排除对已装备机载避撞系统设

备的航空器性能的考虑。 

15.7.3.2  当驾驶员报告机载避撞系统的解脱咨询（RA）时，在驾驶员报告“冲突解脱”前，管制员不得

试图改变航空器的飞行航径。 

15.7.3.3  当一架航空器按照 RA 脱离其 ATC 放行许可或指令时，或驾驶员报告 RA，管制员即停止负责向

这架航空器和其他受影响的航空器提供间隔，作为 RA 引发的飞行机动的直接结果。管制员只有在： 

a) 管制员认收了驾驶员关于航空器已恢复了现行放行许可的报告； 

b) 管制员认收了驾驶员的报告，即航空器正在恢复现行的放行许可，同时发布了由飞行机组认

收的替代的放行许可时；才恢复行使向所有受影响的航空器提供间隔的职责。 

注：驾驶员要求脱离 ATC 现行放行许可或指令时须报告 RA（见 PANS-OPS（Doc 8168 号文件），第 I 卷
第 III 部分第 3 节第 3 章 3.2 c 4）。该报告是通知管制员脱离 ATC 现行放行许可或指令是回应 ACAS RA。 

15.7.3.4   空中交通管制员适用 ACAS 事件的培训指导载于《机载避撞系统（ACAS）手册》（Doc 9863
号文件）。 

15.7.3.5  ACAS会对ATC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应对ACAS在ATC环境下的操作进行监控。 

15.7.3.6  在重大ACAS事件之后，驾驶员和管制员应填写一份空中交通事故征候报告。 

注1：空中交通管制员不一定知道航空器具有的机载避撞系统功能。 

注2：关于机载避撞系统使用的操作程序载于《航行服务程序 — 操作》（PANS-OPS）（Doc 8168）第I
卷第III部分第3节第3章。 



15-20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注 3：管制员与驾驶员用语载于第 12 章 12.3.1.2。 

15.7.4  最低安全高度警告（MSAW）程序 

注1：生成最低安全高度警告是ATC雷达数据处理系统的功能。MSAW功能的目的是通过以及时的方式生

成对可能违反最低安全高度的告警，以协助防止可控飞行撞地事故征候。 

注2：在MSAW功能中，应对具有气压高度报告能力航空器报告的高度层和规定的最低安全高度进行监视。

当查觉或预计一架航空器的高度低于规定的所适用的最低安全高度时，会向航空器在其管辖之下飞行的管制员

生成一个声音和视觉警告。 

15.7.4 1  关于使用 STCA 功能的当地指令须规定： 

a) 有条件生成 MSAW 飞行的类型； 

b) 空域内规定了 MSAW 最低安全高度的扇区和区域及在此内实施 MSAW 功能； 

c) 规定的 MSAW 最低安全高度的数值； 

d) 向管制员显示 MSAW 的方法； 

e) 生成 MSAW 以及警告时间的参数；和 

f) 在何种条件下MSAW功能会被限制用于单独的航空器航迹以及在MSAW受到制约时飞行所

适用的的程序。 

15.7.4.2  当对管制飞行生成一个 MSAW 时，应毫不耽搁地采取下列行动： 

a) 如果航空器正在接受引导，须要求航空器立即爬升至所适用的的安全高度，如需要避开地形，

应指配新的航向； 

b) 在其他情况下，须立即通知飞行机组已生成了一个最低安全高度警告，并要求其检查航空器

的高度。 

15.7.4.3  MSAW事件之后，管制员只有在有关的航空器非有意违反最低安全高度并可能造成可控飞行撞地

的情况下，方须填写一份空中交通事故征候报告。 

15.7.5  跑道侵入自主警告系统（ARIWS） 

注 1：生成跑道侵入自主警告系统的警告是一项基于监视数据的功能。跑道侵入自主警告系统功能的目标

是：及时就可能出现的跑道危害生成一个直接警告，使得不能安全进入或穿越跑道或起飞，以此协助飞行机组

和车辆驾驶员预防跑道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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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跑道侵入自主警告系统的运行要独立于空中交通管制，并为驾驶员和车辆驾驶员生成警告。 

注 3：附件 14 第 I 卷附篇 A 第 21 节介绍了跑道侵入自主警告系统（ARIWS）及其使用信息。 

15.7.5.1  如果生成的跑道侵入自主警告系统警告与空中交通管制许可相冲突，飞行机组和车辆驾驶员须采

取如下行动： 

a) 飞行机组或车辆驾驶员须优先考虑跑道侵入自主警告系统的警告而非空中交通管制许可。他

们不得前行进入跑道或开始起飞滑跑。飞行机组或车辆驾驶员须将跑道侵入自主警告系统的

警告告知管制员，并等待进一步的许可；和 

b) 如果航空器或车辆已采取行动去遵从某一与警告冲突的许可，飞行机组或车辆驾驶员须使用

警告，发挥其最佳判断力并行使其全部权利去选择可解决任何潜在冲突的最佳行动方案。如

可行，应将跑道侵入自主警告系统的警告告知管制员。 

15.7.5.2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须针对管制员获悉存在跑道侵入自主警告系统警告的情况制定程序，包括在发

生故障时如何解除该系统。 

15.7.6  航空器无线电通话呼号的改变 

15.7.6.1  当两个或多个航空器的无线电通话 (RTF) 呼号相似，易于发生混淆时，为安全起见，空中交通

管制单位可以指令航空器改变其RTF呼号类别。 

15.7.6.1.1  呼号类别的改变必须是暂时的，并且只能在容易发生混淆的空域内使用。 

15.7.6.2  为避免混淆，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适时参照航空器所在位置和/或高度层确认指令其改变呼号的航

空器。 

15.7.6.3  除两个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已对改变的呼号进行了协调外，当某个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改变航空

器呼号类别时，该单位必须保证该架航空器被移交至另一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时恢复至飞行计划所示的呼号。 

15.7.6.4  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提醒有关的航空器应恢复至飞行计划所示呼号的时间。 

15.8  ATS 单位在报告或预报发生火山灰云时适用的程序 

15.8.1  如果在 ATS 单位负责的空域报告或预报出现火山灰云，应该采取下述行动： 

a) 立即将相关资料转发给其航空器可能受到影响的飞行机组，确保飞行机组掌握灰云的目前位

置和预报位置以及受影响的高度层； 

b) 在切实可行范围内允许改航或高度层变化的请求； 



15-22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c) 当驾驶员请求或管制员认为必要时，建议改航，避开或离开报告或预报存在灰云的区域；和 

d) 在可行的情况下，飞行路线导致航空器进入或接近预报的火山灰云时，要求一个特殊空中报

告，并将特殊空中报告提供给相关机构。 

注1：经验表明，向遭遇火山灰云的航空器建议的脱险机动操作是逆转航向并在地形允许时开始下降。但是，

根据《火山灰、放射性物质和有毒化学云手册》（Doc 9691号文件）5.2.4.1的规定，这一决定的最后责任由机

长承担。 

注 2：按照附件 2，2.4 的规定，无论是避开或继续通过报告或预报的火山灰云，机长有权对航空器处置作

出最后决定。 

15.8.2  当飞行机组向 ATS 单位报告航空器不经意进入了火山灰云，ATS 单位应该： 

a) 对该航空器采取适用于紧急情况的行动； 

b) 只有在驾驶员请求或空域要求或交通条件实属必要时，才会主动修改航路或指定高度层。 

注1：驾驶员报告紧急情况所适用的一般程序见第15章15.1.1和15.1.2。 

注2：有关火山灰影响和火山灰对航空运行和支持服务影响的指导材料见Doc 9691号文件第4章和第5章。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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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其他事项的程序 

16.1  有关军用交通的职责 

16.1.1  某些军用航空飞行不遵照某些空中交通管制程序，这已得到认可。为了确保飞行运行的安全，只要

可行都必须要求有关军事当局在实施这种机动飞行前通知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16.1.2  只有在对航空器有管辖权的当局以某种记录表形式提出特别申请后，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方可受理由

于军事或其他特殊情况的需要而降低的最小间隔标准，并且应遵守只能在这些航空器间使用这种降低了的最小

间隔标准。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必须发布完全包括这项降低最小间隔标准的指示的某种记录表。 

16.1.3  可以划设固定的或移动的临时保留空域以用于大的编队飞行或其他空中军事活动。这种保留空域的

安排必须经使用者与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协调解决。这种协调必须根据附件11的规定进行，并尽早完成，以

便有足够的时间根据附件15的规定及时予以公布。 

16.2  有关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的职责 

16.2.1  一经收到中型或重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的飞行计划通知，空中交通服务单位须负责向有关各方发布

有关情报。这些情报须包括： 

a) 气球的飞行识别代号或项目的编码名称； 

b) 气球的种类及说明； 

c) 可能使用的二次监视雷达（SSR）编码或无方向性无线电信标（NDB）频率； 

d) 释放地点； 

e) 预计释放的开始时间或释放将占用的时段； 

f) 预计上升方向； 

g) 巡航高度层（气压高度）；和 

h) 超过18 000米（60 000英尺）气压高度，或者达到或低于18 000米（60 000英尺）巡航高度时预

计所耗时间及预计位置。 

16.2.2  一经收到中型或重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已经释放的通知，空中交通服务单位须负责向有关各方发布

有关情报。这些情报须包括： 

a) 气球的飞行识别代号或项目的编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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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气球的种类及说明； 

c) 可能使用的二次监视雷达编码或无方向性无线电信标（NDB）频率； 

d) 释放地点； 

e) 释放时间； 

f) 超过18 000米（60 000英尺）气压高度，达到或低于18 000米（60 000英尺）巡航高度时预计实

耗时间及预计位置； 

g) 飞行预计终止的日期与时间；和 

h) 可能时，计划接地的地点。 

16.2.3  当有充分理由预计重型或中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将飞越国界时，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必须安排好

发布航行通告的工作，以通知有关国家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有关准备释放及释放这种气球的信息。如得到有关

国家的同意，释放通知可通过空中交通服务的直通线路，在有关区域管制中心/飞行情报中心间口头传送。 

16.2.4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必须尽可能对重型或中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保持雷达和/或ADS-B监视，在必要

时并根据航空器驾驶员的要求，还须根据识别或者已知的确切位置，使用ATS监视系统在航空器和这种气球之

间配备间隔。 

16.3  空中交通事故征候报告 

16.3.1  空中交通事故征候报告，特别是出现的那些航空器接近（AIRPROX）或其他诸如错误程序、违规

操作或地面设施失效等引发导致航空器发生严重困难的事故征候，通常必须提交给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 

16.3.2  为促进航空器安全，应建立有关报告航空器接近的事故征候及其调查的程序。航空器接近的危险程

度应在事故征候调查中予以确定，并分为“有碰撞危险”，“安全无保证”，“无碰撞危险”或“危险未定”

四个等级。 

16.3.3  事故/事故征候调查当局调查航空器接近事件时，空中交通服务方面也应包括在内。 

注：标准空中交通事故征候征候报告表格及其填写说明附于附录4中。关于空中交通事故征候征候的详细信

息载于《空中交通服务规划手册》（Doc 9426号文件）中。 

16.4  重复性飞行计划（RPLS）的使用 

16.4.1  总则 

16.4.1.1  重复飞行计划仅用于连续数周内在同一（几）天，和至少10架次，或在至少连续10天的时段内每

天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班外的其他飞行。每次飞行计划的内容必须具有高度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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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允许对重复性飞行计划数据偶然做出的影响某一天飞行的，而非用于修改重复性飞行计划（RPL）所

列项目的变动。见下面的16.4.4.2.2和16.4.4.2.3。 

16.4.1.2  重复性飞行计划必须包括自离场机场至目的地机场的全部飞行。只有当与本次飞行有关的所有空

中交通服务当局均同意接收重复性飞行计划时，方可使用重复性飞行计划程序。 

16.4.1.3  国家用于国际飞行的重复性飞行计划必须视有关受影响的邻国是否已使用或也将同时使用重复

性飞行计划的规则而定。国家间使用的程序必须以有关双边、多边或地区空中航行的协议为根据。 

16.4.2  经营者提交重复性飞行计划的程序 

16.4.2.1  管理重复性飞行计划的提交、变动通知或取消的条件必须以运营人与有关空中交通当局间的有关

安排，或以地区航行协议为根据。 

16.4.2.2  重复性飞行计划必须包括ATS当局认为有关的下列项目： 

· 飞行计划有效期 
· 飞行日期 
· 航空器识别标志 
· 航空器类别及尾流种类 
· 微波着陆系统（MLS）功能 
· 离场机场 
· 撤轮挡时间 
· 巡航速度 
· 巡航高度层 
· 拟飞行航路 
· 目的地机场 
· 预计总实耗时间 
· 注明如有要求可即刻得到如下信息的地点： 

— 备降机场 
— 燃油续航能力 
— 机上总人数 
— 应急设备 

· 其他信息。 

16.4.3  提交表格所列的全部项目 

16.4.3.1  重复性飞行计划必须以包括所需飞行计划数据的列项表形式提交，并须使用专门指定用于电子数

据处理，或以其他适用于电子数据处理的媒介形式的重复性飞行计划分列项目表。 

注：重复性飞行计划样表见附录2。 

16.4.3.2  第一次提交的重复性飞行计划的完整项目表及所有随后按季度再次提交的完整项目表之间必须

留有足够的时间，以便空中交通服务部门对数据进行适当处理。提交这类项目表的最低时限必须由有关主管部

门确定，并将其公布在他们的航行资料汇编（AIPs）中。所需最低时限必须不少于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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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3  运营人必须将表格呈交给指定的代理机构，以便分发给有关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 

16.4.3.4  除主管部门可能还要求提供预计飞越飞行情报区边界和主要备降机场的信息外，通常提供的信息

必须为16.4.2.2中开列的内容。如有这样的要求，必须按专为此设计的重复性飞行计划表格所示予以提供。 

16.4.3.5  离场机场或某一商定地点的运营人必须随时提供有关备降机场和飞行计划补充数据（通常为国际

民用航空组织飞行计划表格第19项中的内容）的情况，这样，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一旦有此要求，便可立即向其

提供。提供信息单位的名称必须记录在重复性飞行计划表格中。 

16.4.3.6  除经营者与有关代理机构之间达成协议有此要求，不要求飞行计划数据和/或其修订的回执。 

16.4.4  重复性飞行计划项目表的变更 

16.4.4.1  永久性变更 

16.4.4.1.1  涉及增加新航班和现行列出航班飞行的取消或修改等永久性的修改，必须以修改表格的形式提

交申请。必须至少在变更生效日期7天前将这些表格送至有关空中交通服务代理机构。 

16.4.4.1.2  最初使用电子数据处理的媒体提交的重复性飞行计划表，在以重复性飞行计划表形式提交时所

出现的某些变更，必须得到运营人与有关当局间共同协议的许可。 

16.4.4.1.3  所有提交的重复性飞行计划的变更必须符合填写的规定。 

16.4.4.2  临时性变更 

16.4.4.2.1  每一次飞行中关于重复性飞行计划中有关航空器类型与尾流种类、速度和/或巡航高度层等临时

的、非经常性的变更，必须尽早并在不迟于离场前30分钟通知负责离场机场的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巡航高度

层的变更只可在与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开始联系时通过无线电通话通知。 

16.4.4.2.2  涉及航空器的识别标志、离场机场、航路和/或目的地机场的偶然变更时，必须取消当天的重复

性飞行计划，并且必须单独提交一份飞行计划。 

16.4.4.2.3  当运营人预计到某一架已提交飞行计划申请的航班很可能延误飞行计划中所述撤轮挡时间30分
钟或更长时间时，必须立即通知离场机场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 

注：由于流量管制部门的严格要求，未遵循本程序的运营人，该架次航班飞行的重复性飞行计划可能被一

个或多个空中交通服务单位自动取消。 

16.4.4.2.4  一旦运营人知道任一已提交的重复性飞行计划申请的航班已被取消时，必须立即通知负责离场

机场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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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3  运营人/驾驶员之间的联系 

运营人必须确保机长得到有关某一架次特定飞行和及时通知给有关代理机构的最新飞行计划的信息，包括

永久性和临时性的变更。 

16.4.4.4  ATS单位的重复性飞行计划程序 

不论使用自动数据处理设备，还是用手工处理飞行计划数据，均可使用下列所述的重复性飞行计划的处理程序。 

16.4.4.5  重复性飞行计划程序的实施 

16.4.4.5.1  重复性飞行计划的使用程序可以为在一单一飞行情报区内或一个国家内飞行的航班建立。 

16.4.4.5.2  重复性飞行计划程序亦可根据受影响国在使用或将同时使用重复性飞行计划的规定，为飞越国

境的航班建立。 

16.4.4.5.3  国际航班重复性飞行计划程序的使用需得到有关国家之间双边或多边协议的确定。涉及若干国

家的多边协议可采取地区航行协议的形式。 

16.4.4.5.4  重复性飞行计划的使用需要有与参与人签订的建立提交与修改程序的协议。 

16.4.4.5.5  协议必须包括有关下述程序的条款： 

a) 首次提交； 

b) 永久性变更； 

c) 临时和偶然性变更； 

d) 取消； 

e) 增补；和 

f) 大量变更时对项目表格的完全修订。 

16.4.4.6  重复性飞行计划数据的采集、存储及处理 

16.4.4.6.1  任何使用重复性飞行计划的国家必须指定一个或多个负责管理这些数据的代理机构。任何一个

这类被指定的代理机构的责任区域必须至少为一个飞行情报区。但是一个或多个国家的部分或全部责任区域可

以由一个指定的代理机构共同管理。每个被指定的代理机构必须将有关的重复性飞行计划数据传送给其责任区

内的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以使这些数据及早到达这些单位以便利用。 

16.4.4.6.2  每一有关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必须存储重复性飞行计划，使之确保能在有关飞行的那一天，以

指示的预计时间顺序，有条不紊地在该单位责任区域内做好使用准备。必须留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以

便把数据以适当的形式提供给管制员，供其分析及进行管制活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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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7  重复性飞行计划程序的中止 

由于特殊情况，不得不在其责任区域内或其中某一部分区域内暂时停止使用重复性飞行计划的有关空中交

通服务主管当局，必须根据虑及情况的最合适形式，尽早发出中止使用的通知。 

16.4.4.8  按重复性飞行计划飞行的个别航班的ATS电报 

按重复性飞行计划飞行的各别航班的空中交通服务电报，必须按以个别飞行计划飞行的航班所使用的相同

形式，由ATS单位制订并发至有关的ATS单位。 

16.5  策略横向偏移程序（SLOP） 

注 1：策略横向偏移程序（SLOP）是经批准的程序，允许航空器在飞行方向相对应的中心线右侧的平行航

迹上飞行，以减轻由于提高导航精度和遭遇尾流紊流而增加横向重叠概率。除非间隔标准另有规定，航空器使

用该程序不影响所规定的间隔标准的适用。 

注 2：附件 2 的 3.6.2.1.1 要求由负责有关空域的空中交通服务主管当局批准施行策略横向偏移。 

16.5.1  必须在有关国家当中协调实施策略横向偏移程序。 

注：关于实施策略横向偏移的资料见《实施策略横向偏移的程序》（Circ 331 号通告）。 

16.5.2  只能批准以下航路空域实施策略横向偏移： 

a) 最小横向间隔或航路中心线之间间距为 42.6 公里（23 海里）或以上，在相对于其飞行方向中

心线向右侧偏移十分之一海里，最高可达 3.7 公里（2 海里）；和 

b) 最小横向间隔或航路中心线之间间距为 11.1 公里（6 海里）或以上但小于 42.6 公里（23 海里），

在相对于其飞行方向中心线向右侧偏移十分之一海里，最高可达 0.9 公里（0.5 海里）。 

16.5.3  必须在航行资料汇编（AIPs）中公布经批准可以施行策略横向偏移的航路或空域，以及驾驶员应

该遵循的程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必要对使用策略横向偏移施加限制，例如，由于与超障余度相关的原因，

可能不适于策略横向偏移。航路一致性监测系统必须考虑到策略横向偏移。 

16.5.4  施行策略横向偏移的决定必须是飞行机组的责任。飞行机组只得在空中交通服务主管当局已批准施

行策略横向偏移的空域内，在航空器配备了自动偏移航迹能力的情况下，施行策略横向偏移。 

注1：驾驶员可以在驾驶员之间的123.45兆赫空对空频率上与其他航空器进行联络，以便协调偏移。 

注2：策略横向偏移程序是设计用于包括减轻前方航空器的尾流紊流效应的偏移。如果需要避免尾流紊流，

可使用16.5.2中规定的向右偏移的限度。 

注 3：不要求驾驶员向空中交通管制报告正在施行策略横向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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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航空器上疑似传染病或其他公共卫生风险的通知 

16.6.1  当发现疑似传染病病情或其他公共卫生风险时，航路上的航空器的飞行机组必须迅速向驾驶员正在

通信的 ATS 单位通知下列信息： 

a) 航空器识别； 

b) 起飞机场； 

c) 目的地机场； 

d) 预计到达时间； 

e) 机上人数；  

f) 机上疑似传染病病例数；和 

g) 已知的公共卫生风险的性质。 

16.6.2  ATS 单位从驾驶员收到关于航空器上疑似传染病病情或其他公共卫生风险的信息后，必须尽快向

为目的地/起飞地提供服务的 ATS 单位转发电文，除非制定有程序通知国家指定的有关当局和航空器运营人或

其指定代表。 

16.6.3  为目的地/起飞地提供服务的 ATS 单位从另一个 ATS 单位或从航空器或从航空器运营人收到关于

航空器上疑似传染病病情或其他公共卫生风险的报告后，有关单位必须尽快向公共卫生当局（PHA）或国家指

定的有关当局和航空器运营人或其指定代表以及机场当局转发电文。 

注 1：关于航空器上疑似传染病或其他公共卫生风险的更多信息，参见附件 9 第 I 章（定义）、第 8 章 8.12
段和 8.15 段及附录 1。 

注 2：要求公共卫生当局与航空公司代表或运营机构以及适用时与机场当局联系，以便随后就诊疗细节和

机场准备情况与航空器协调。取决于航空公司代表或运营机构能用的通信设施的情况，也许在航空器接近其目

的地之前无法与航空器通信。除了最初在航路上向 ATS 单位通知以外，应避免 ATC 通信频道。 

注 3：向起飞机场提供信息将防止通过从同一机场起飞的其他航空器传播传染病或其他公共卫生风险的潜

在可能。 

注 4：可以使用 AFTN（紧急电文）、电话、传真或其他传送手段。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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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语音通信空中报告说明 

1. 报告说明 

2. 火山活动的特殊空中报告表格（VAR 样表） 

3.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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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报告说明 

特殊空中报告样表 

 项 参数 电话传送（如适当） 

 
－ 

电报类型代号 
· 特殊空中报告 

 
[空中报告]特殊 

 

第
1
部
分

 

1 航空器识别标志 (航空器识别标志) 

2 位置 位置(经度和纬度) 

飞越(重要点) 
正切(重要点) 

(重要点)(方位)(距离) 

3 时间 (时间) 

4 高度层 飞行高度层(数字)或(数字)米或英尺 
爬升至飞行高度层(数字)或(数字)米或英尺 
下降至飞行高度层(数字)或(数字)米或英尺 

5 下一位置和预计飞越时间 (位置)(时间) 

6 随后重要点 (位置)下一个 

第
2
部
分

 

7 预计进场时间 (机场)(时间) 

8 续航时间 续航时间(小时和分钟数) 

第
3
部
分

 

9 遇到或观测到导致作特殊空中报告的

天气现象： 
 

 • 中度湍流 
• 严重湍流 
• 中度结冰 
• 严重结冰 
• 严重地形波 
• 无冰雹雷暴 
• 冰雹雷暴 
• 严重积尘/沙暴 
• 火山灰云 
• 喷发前火山活动或火山喷发 

中度湍流 
严重湍流 
中度结冰 
严重结冰 
严重地形波 
雷暴 
冰雹雷暴 
严重尘暴或沙暴 
火山灰云 
喷发前火山活动或火山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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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置报告和特殊空中报告 

1.1  第 1 部分的位置报告和特殊空中报告必不可少，尽管其中第 5 项和第 6 项在《地区补充程序》中有规定时可以省

略；第 2 部分仅在运营人或其指定代理人有此要求时或在机长认为有必要时方须增添其全部或部分内容；第 3 部分须列入

特殊空中报告当中。 

1.2  一旦观测到或遇到任何第 15 项中所列现象则须做特殊空中报告。所有航空器均须填写第 1 部分的第 1 至第 4 各项

和第 3 部分第 15 项中详列的有关现象。“超音速运输机”之下所列各现象须仅由跨音速和超音速巡航高度层上的超音速运

输机报告。 

1.3  关于含有火山活动情况的特殊空中报告，须使用火山活动报告表（VAR 样表）做飞行后报告。所有观测到的天气

情况须予以记录，并分别在 VAR 样表表格的有关位置上表明。 

1.4  特别空中报告须在观测到需做特别空中报告的天气现象之后尽快做出。 

1.5  如果观测到应做特别空中报告的天气现象时正处在或接近于做出例行空中报告的地点或时间，则须以特殊空中报

告来取代。 

2.  报告的详细说明 

2.1  空中报告之各项须按其在空中报告/特殊空中报告样表中所列的顺序报告。 

— 电报类型代号，作特殊空中报告时要报告“SPECIAL”。 

第 1 部分 

第 1 项 — 航空器识别标志。按照附件 10 卷 II 第 5 章的规定报告该航空器的无线电话呼号。 

第 2 项 — 位置。报告位置使用纬度（度数由 2 位数字表示，度和分由 4 位数字表示，后接“North”（北）或“South”
（南）)和经度（度数由 3 位数字表示，度和分由 5 位数字表示，后接“East”（东）或“West”（西））、或作为一重要

点用编码代号（2—5 个字母），或作为一重要点其后接距离该点的磁方位度数（3 位数字）和海里数（例如：

“4620North07805West”, “4620North07800West”, “4600North07800West”, “LN (LIMA NOVEMBER)”, “MAY”, “HADDY”

或“DUB 180 DEGREES 40 MILES”）（北纬 46 度 20 分西经 78 度 05 分，北纬 46 度 20 分西经 78 度，北纬 46 度西经 78
度，重要点 LN，MAY，HADDY，或距 DUB 磁方位 180 度距离 40 海里）。如适用，重要点前加“ABEAM”（正切）。 

第 3 项 — 时间。报告时间采用世界协调时以小时和分钟表示（4 位数字），除非基于地区航行协议而规定报告时间用

过正点的分钟（2 位数字）表示。报告的时间必须是航空器在该位置的实际时间，而不是始发时间或传送时间。做特别报告

时，报告的时间须始终采用世界协调时，以小时和分钟表示。 

第 4 项 — 飞行高度层或高度。报告用标准大气压力高度表设定时，以 3 位数字报告飞行高度层（例如：FLIGHT LEVEL 
310）。如果是按照场压设定的高出海平面高度（QNH），报告高度如用米表示后接“METRES”，如用英尺表示则后接“FEET”。
在通过重要点之后爬升或下降到新的高度层时用“CLIMBING”表示爬升（后接高度层）或用“DESCENDING”表示下降

（后接高度层）。 

第 5 项 — 下一位置和预计飞越时间。按照有效的位置报告程序报告下一报告点和预计飞越该报告点的时间，或报告

一小时后将到达的预计位置。使用第 2 项中所明确的位置的数据规约。报告预计飞越该点的时间。报告时间采用世界协调

时以小时和分钟（4 位数字）表示，除非基于区域航行协议而规定以过正点后的分钟（2 位数字）表示。 

第 6 项 — 随后重要点。按下一位置和预计飞越时间的规定报告随后重要点。 

第 2 部分 

第 7 项 — 预计进场时间。报告第一个预定着陆机场的机场名称，后接预计到达该机场的世界协调时的小时和分钟（4
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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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项 — 续航时间。报告“ENDURANCE”后接用小时和分钟表示的油量续航时间（4 位数字）。 

第 3 部分 

第 9 项 — 导致特殊空中报告的天气现象。报告遇到或观测到的下列天气现象之一： 

• 以“TURBULENCE MODERATE”报告中度湍流 

以“TURBULENCE SEVERE”报告严重湍流 

适用以下规定： 

中度 — 导致航空器的姿态和/或高度可能发生中度变化的条件，但航空器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主动控制。通

常情况下，空速发生小的变化。加速表读数在航空器重心位置出现 0.5 g〜1.0 g 的变化。行走困难。乘客察觉

到安全带的压力。松散物体移动。 

严重 — 导致航空器突然发生改变姿态和/或高度的条件，航空器可能短时间失去控制。通常情况下，空速发

生大的变化。加速表读数在航空器重心位置出现大于 1.0 g 的变化。乘客强烈被安全带束缚。松散物体颠簸抛掷 

• 以“ICING MODERATE”报告中度结冰 
以“ICING SEVERE”报告严重结冰 

适用以下规定： 

中度 — 导致可能需要改变航向和/或高度的条件。 

严重 — 导致必须改变航向和/或高度的条件。 

• 以“MOUNTAINWAVE SEVERE”报告严重地形波 

适用以下规定： 

严重地形波 — 伴随的下沉气流为 3.0 米/秒（600 英尺/分钟）或更多和/或遇到严重湍流。 

• 以“THUNDERSTORM”报告无冰雹雷暴 
以“THUNDERSTORM WITH HAIL”报告冰雹雷暴 

适用以下规定： 

仅报告如下雷暴： 
• 隐蔽于雾气云中的；或 
• 基于云中的；或 
• 大面积的；或 
• 形成飑线的。 

• 以“DUSTSTORM 或 SANDSTORM HEAVY”报告严重尘暴或沙暴 

• 以“VOLCANIC ASH CLOUD”报告火山灰云 

• 以“PREERUPTION VOLCANIC ACTIVITY 或 VOLCANIC ERUPTION”报告喷发前火山活动或火山喷发 

适用下列规定： 

本文中喷发前火山活动指可能预示火山喷发的非正常和/或不断增加的火山活动。 

注：按照第 4 章 4.12.3 的规定，对于火山灰尘，喷发前火山活动或火山喷发，还须使用火山活动的特殊

空中报告表格（VAR 样表）做飞行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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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记录在火山活动报告表格（VAR 样表）上的信息不由无线电话传送。但运营人或飞行机组成员一到机场则须立即

将其送达机场气象办公室。如果不易到达该办公室，填好的表格则须按照气象与空中交通服务当局与运营人订立的区域协

定递送。 

3.  对语音通信接收到的气象情报的转递 

空中交通服务部门收到特殊空中报告时须立即将这些报告转递有关气象观测室。为确保陆基自动化系统对空中报告的

消化，须使用下面规定的数据规约和规定的顺序发送这些报告的各元素。 

— 收电人。记录呼叫的电台，以及必要时所要求的中继站。 

— 电报类别代号。做特殊空中报告时记录“ARS”。 

注：如果处理空中报告的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不能接受该电报类别代号，按照第 11 章 11.4.2.6.5.2 的规定，地区空中航

空协定允许使用不同的电报类别代号。 

— 航空器识别标志。使用为飞行计划第 7 项规定的数据规约记录航空器识别标志。在运营人代号与航空器注册或可

能使用的航班号之间不留间隔。 

第 1 部分 

第 0 项 — 位置。记录位置使用纬度（2 位数字表示度数，4 位数字表示度和分，之后无间隔接 N 或 S）和经度（3 位

数字表示度数，5 位数字表示度和分，之后无间隔接 E 或 W），或作为一重要点，使用编码代号（2-5 个字母），或在其后

接距离该点的磁方位度数（3 位数字）和海里数（3 位数字）（例如：4620N07805W，4620N078W，46N078W，LN，MAY，

HADDY 或 DUB180040）。如适用，重要点前加“ABM”（正切）。 

第 1 项 — 时间。记录时间采用世界协调时，以小时和分钟表示（4 位数字）。 

第 2 项 — 飞行高度层和高度。报告飞行高度层时，记录 F，后接 3 位数字（例如：F310）。报告高度时，表示米数

后接 M，表示英尺后接 FT。爬升时记录“ASC”（高度层），下降时记录“DES”（高度层）。 

第 3 部分 

第 9 项 — 导致特殊空中报告的天气现象。将报告的天气现象记录如下： 

• 中度湍流为“TURB MOD” 
• 严重湍流为“TURB SEV” 
• 中度结冰为“ICE MOD” 
• 严重结冰为“ICE SEV” 
• 严重地形波为“MTW SEV” 
• 无冰雹雷暴为“TS” 
• 冰雹雷暴为“TSGR” 
• 严重尘暴或沙暴为“HVY SS” 
• 火山灰云为“VA CLD” 
• 喷发前火山活动或火山喷发为“VA” 
• 冰雹为“GR” 
• 积雨云为“CB”。 

— 传送时间。仅在传送第 3 部分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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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火山活动的特殊空中报告表格（VAR 样表） 

VAR 样表：用于飞行后报告 

火山活动报告 

空中报告对于评估火山灰云对航空器飞行造成的危险极为重要 

运营人： 航空器识别标志（如飞行计划所示） 

机长： 

起飞地点： 日期： 时间；世界协调时： 到达地点： 日期： 时间；世界协调时： 

收电人 特殊空中报告 

必须立即向你所联系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报告第 1-8 项 

1)  航空器识别标志 2)  位置 

3)  时间 4)  飞行高度层或高度 

5)  观察到火山活动的地点 
（位置或方位、火山灰的预计高度层及离航空器的距离） 

6)  气温 7)  定点风 

8)  补充情报 

探测到二氧化硫 是  否 

遭遇到火山灰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简要叙述包括火山灰云垂直和

横向范围、水平移动方向、发展速率等在内的活动） 

着陆后填写第 9-16 项，随后将表格传真发送至：（气象当局应根据气象当局和有关运营人的安排提供传真号码。） 

9)  灰云密度 □  (a) 轻度浓 □  (b) 中度浓 □  (c) 极浓 

10)  灰云颜色 □  (a) 白色 

□  (d) 黑色 
□  (b) 浅灰 

□  (e) 其他颜色_________ 
□  (c) 深灰 

11)  喷发 □  (a) 连续 □  (b) 间歇 □  (c) 看不见 

12)  活动位置 □  (a) 山顶 

□  (d) 多个 

□  (b) 山坡 

□  (e) 未观测到 

□  (c) 单个 

13)  观察到的其他喷发特点 □  (a) 闪电 

□  (d) 灰散落 

□  (b) 发光 

□  (e) 蘑菇云 

□  (c) 大块岩石 

□  (f) 全部 

14)  对航空器的影响 □  (a) 通信 

□  (d) 空速管静电 

□  (b) 导航系统 

□  (e) 风挡玻璃 

□  (c) 发动机 

□  (f) 玻璃窗 

15)  其他影响 □  (a) 湍流 □  (b) 放电辉光球 □  c) 其他浓烟 

16)  其他情报 
（增添任何被认为有用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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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示例 

 无线电话口述实例  由空中交通服务单位记录并转发给有关

气象办公室的无线电话实例 

I.-1 AIREP SPECIAL CLIPPER WUN ZERO 
WUN POSITION FIFE ZERO FOWer FIFE 
NORTH ZERO TOO ZERO WUN FIFE 
WEST WUN FIFE TREE SIX FLIGHT 
LEVEL TREE WUN ZERO CLIMBING TO 
FLIGHT LEVEL TREE FIFE ZERO 
THUNDERSTORMS WITH HAIL 

I.- ARS PAA101 5045N02015W 1536 F310 
ASC F350 TSGR 

II.-2 SPECIAL NIUGINI TOO SEVen TREE 
OVER MADANG ZERO AIT FOWer SIX 
WUN NINer TOUSAND FEET 
TURBULENCE SEVERE 

II.- ARS ANG273 MD 0846 19000FT TURB 
SEV 

 

                                                        
1. 一份因大面积冰雹雷暴的发生而须作的特别空中报告。 
2. 一份因严重湍流而须作的特别空中报告，航空器采用 QNH 高度表设正值。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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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飞行计划 

1.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飞行计划表样表 

2. 飞行计划表的填写说明 

3. 拍发申报的飞行计划（FPL）电报的说明 

4. 拍发补充飞行计划（SPL）电报的说明 

5. 填写完成的飞行计划表举例 

6.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重复性飞行计划（RPL）表样表 

7. 重复性飞行计划（RPL）表的填写说明 

8. 填写完成的重复性飞行计划（RPL）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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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飞行计划表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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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飞行计划表的填写说明 

2.1  总则 

严格遵守为确定数据所规定的格式和方式。 

从所提供的第一个空格开始填写数据。如有多余空格，置之不填。 

所有钟表时间以 4 位数字表示的世界协调时填写。 

所有预计实耗飞行时间以 4 位数字（小时和分钟）填写。 

第 3 项以前的阴影部分 — 由空中交通服务及通信服务部门填写，除非始发飞行计划电报的责任已被授权。 

注：飞行计划中所用的“机场”一词亦包括除机场以外的、可能由某种类型的航空器(如直升机或气球)使

用的场地。 

2.2  空中交通服务数据的填写说明 

按下述说明填写第 7 到第 18 各项。 

当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有此要求或认为有必要时也应按下述说明填写第 19 项。 

注 1：由于要对应于空中交通服务电报中数据组类别号，因此表格上的项目编号不是连续的。 

注 2：空中交通服务数据系统可对申报的飞行计划中的资料施加通信或处理方面的限制。举例说，可能的

限制是对编组长度、航路项目内容数量或整个飞行计划长度的限制。重要的限制载于相关的航行资料汇编当中。 

第 7 项：航空器识别标志 

（最多 7 个字符） 

填写 下列一个航空器识别标志，不超过 7 个字符并不含连号或符号： 

a) 当航空器用无线电话联络时，国际民航组织分配给航空器经营单位的电话代号，后随飞行任

务的编号（例如：KLM511，NIGERIA 213，JESTER25），以国际民航组织分配给航空器经

营单位的电话代号后随飞行任务的编号作为呼号（例如：KLM511，NGA213，JTR25）； 

或 b) 航空器国籍、共同标志和注册标志 （如：EIAKO，4XBCD，N2567GA）： 

1) 当航空器用无线电话联络时，将以此识别标志作为唯一的呼号（如：CGAJS），或在前

面加上航空器经营人的国际民航组织无线电话发电代号（如：BLIZZARD CGAJS）； 

2) 航空器未装备无线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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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国籍、共用标志和注册标志所使用的标准载于附件 7 第 3 节。 

注 2：无线电话呼号的使用规定载于附件 10 卷 II 第 5 章。国际民航组织代号和航空器经营人的电话代号

载于 Doc 8585 号文件 —《航空器经营人、航空当局和服务部门的代号》。 

第 8 项：飞行规则和飞行种类 
（1 或 2 个字符） 

 

飞行规则 

填写 下列一个字母表示驾驶员准备遵守的飞行规则种类： 

I 表示整个飞行准备按照仪表飞行规则运行 
V 表示整个飞行准备按照目视飞行规则运行 
Y 表示飞行先按照仪表飞行规则运行，后随对飞行规则的一个或多个相应修改，或 
Z 表示飞行先按照目视飞行规则运行，后随对飞行规则的一个或多个相应修改 

计划改变飞行规则的各个点应按第 15 项所示填写。 

飞行种类 

填写 下列一个字母表示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要求的飞行种类： 

S 表示定期航班 
N 表示非定期的航空运输飞行 
G 表示通用航空飞行 
M 表示军用飞行 
X 表示除上述之外的其他飞行种类。 

在第 18 项 STS 代号之后说明飞行状况，或如果需要表示要求 ATS 特别处理的其他原因，则在第

18 项 RMK 代号之后说明原因。 

第 9 项：航空器架数与机型 

和尾流紊流度类别 

 

航空器架数（1 或 2 个字符） 

如多于一架，填写航空器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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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机型（2-4 个字符） 

填写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8643 号文件《航空器机型代号》中所规定的相应代号， 

或， 在无此指定代号或在多机型编队飞行时， 

填写 ZZZZ，并在第 18 项中注明 TYP/  后，填入航空器 (架数和) 机型。 

尾流紊流度类别（1 个字符） 

填写 一斜线，后接下列字母之一，表示航空器的尾流紊流度类别： 

H — 重型，表示批准的最大起飞重量为 136 000 公斤或以上的航空器机型； 

M — 中型，表示批准的最大起飞重量超过 7 000 公斤但小于 136 000 公斤的航空器机型； 

L — 轻型，表示批准的最大起飞重量为 7 000 公斤或以下的航空器机型。 

第 10 项：设备与能力 

能力包括下列各项内容： 

a) 航空器是否有可工作的相关设备； 

b) 与飞行机组资格相符的设备和能力；和 

c) 适用时，有关当局的批准。 

无线电通信，导航及进近设备与能力 

填写 下列一个字母： 

N 表示未载有所飞航路的通信/导航/进近设备，或设备不工作， 

或， S 表示载有所飞航路的标准通信/导航/进近设备，并可以工作（见注 1）， 

和/或 

填写 用下列一个或多个字母表示可以工作的通信/导航/进近辅助设备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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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ABS 着陆系统 
B LPV（星基增强系统的垂直引导进近程序） 
C 罗兰 C 
D 测距仪 
E1 飞行管理计算机、航路点位置报告、航空

器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 
E2 数据链飞行情报服务、航空器通信寻址与

报告系统 
E3 起飞前放行、航空器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 
F 自动定向台 
G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如果计划按照仪表飞行

规则执行飞行的任一部分，则其系指符合附

件 10 第 I 卷要求的 GNSS 接收器（见注 2） 
H 高频、无线电话 
I 惯性导航 
J1 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通信、航空电信网、

甚高频数据链模式 2（见注 3） 
J2 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通信、FANS 1/A、高

频数据链 
J3 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通信、FANS 1/A、甚

高频数据链模式 A 
J4 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通信、FANS 1/A、模

式 2 甚高频数据链 
J5 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通信、FANS 1/A 卫星

通信（国际海事卫星组织） 

J6 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通信、FANS 1/A、卫

星通信（多功能运输卫星） 
J7 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通信、FANS 1/A、卫

星通信（铱星） 
K 微波着陆系统 
L 仪表着陆系统 
M1 空中交通管制、卫星话音通信（国际海事

卫星组织） 
M2 空中交通管制、卫星话音通信（多功能运

输卫星） 
M3 空中交通管制、卫星话音通信（铱星） 
O 全向信标台 
P1 CPDLC 所需通信性能 400（见注 7） 
P2 CPDLC 所需通信性能 240（见注 7） 
P3 SATVOICE 所需通信性能 400（见注 7） 
P4-P9 保留给所需通信性能 
R 获得 PBN 批准（见注 4） 
T 塔康 
U 特高频、无线电话 
V 甚高频、无线电话 
W 获得缩小垂直间隔批准 
X 获得最低导航性能规范批准 
Y 有 8.33 千赫频道间距能力的甚高频 
Z 其他所载的设备或能力（见注 5） 

以上未列出的任何字符属于保留。 

注 1：如果使用字母 S，除非有关的空中交通服务当局规定了其他设备的组合，否则甚高频无线电话，自

动方向定位仪，全向信标接收机和仪表着陆系统都应视为标准设备。 

注 2：如果使用字母 G，在第 18 项 NAV/代码之后注明任何 GNSS 外部增强的类型，其间用空格隔开。 

注 3：对于数据链服务、空中交通管制放行和情报/空中交通管制通信管理/空中交通管制麦克风检查，见航

空无线电技术委员会/欧洲民航设备组织对航空电信网基线 1 的互用性要求标准（航空电信网基线 1 互用性标准

－DO-280B/ED-110B）。 

注 4：如果使用字母 R，在第 18 项 PNB/代码之后填入能够满足基于性能的导航水平。有关对特定航段、

航路或区域适用基于性能导航的指导材料载于《基于性能导航（PBN）手册》（Doc 9613 号文件）。 

注 5：如果使用字母 Z，应在第 18 项注明所载的其他设备或其他能力，并视情况冠以 COM/，NAV/和/或 DAT。 

注 6：为放行许可和航路目的向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提供导航能力情报。 

注 7：对一个特定区域的空中交通服务颁布有所需通信性能的应用基于性能的通信的指导材料载于《基于

性能的通信和监视（PBCS）手册》（Doc 9869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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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设备与能力 

填写 N 表示未载有所飞航路的监视设备，或设备不工作， 

或 

填写 用下列一个或最多 20 个字符的标志符号说明所载的可工作的监视设备和/或能力： 

二次监视雷达 A 和 C 模式 

A A 模式应答机 —（4 位数 — 4 096 个编码） 
C A 模式应答机 —（4 位数 — 4 096 个编码）和 C 模式应答机 

二次监视雷达 S 模式 

E S 模式应答机，具有航空器识别、气压高度发射信号和超长电文（ADS-B）的能力 
H S 模式应答机，具有航空器识别、气压高度发射和增强的监视能力 
I S 模式应答机，具有航空器识别，但无气压高度发射信号的能力 
L S 模式应答机，具有航空器识别、气压高度发射信号、超长电文（ADS-B）和增强的监视能力 
P S 模式应答机，具有气压高度，但无航空器识别的能力 
S S 模式应答机，具有气压高度和航空器识别的能力 
X S 模式应答机，既无航空器识别也无气压高度能力 

注：增强的监视能力是指航空器能够通过 S 模式应答机将航空器获取的数据下传。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 

B1 具有专用 1 090 兆赫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发送”能力的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 
B2 具有专用 1 090 兆赫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发送”和“接收”能力的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 
U1 使用 UAT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发送”能力 
U2 使用 UAT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发送”和“接收”能力 
V1 使用 VDL 模式 4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发送”能力 
V2 使用 VDL 模式 4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发送”和“接收”能力 

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 

D1 具有 FAN 1/A 能力的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 

G1 具有航空电信网能力的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 

以上未列出的字符属于保留。 

示例：ADE3RV/HB2U2V2G1 

注 1：如果适用，将在第 18 项 SUR 代码之后注明所需监视性能规范。对一个特定区域的空中交通服务颁

布有所需监视性能的应用基于性能的监视的指导材料载于《基于性能的通信和监视（PBCS）手册》（Doc 9869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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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按照空中交通服务主管当局的要求，将在第 18 项 SUR 代码之后注明其他监视设备和能力。 

第 13 项：起飞机场和时间 
（8 个字符） 

填写 Doc 7910 号文件《地名代码》规定的起飞机场的国际民航组织四字地名代码， 

或， 如果未分配地名代码，则 

填写 ZZZZ，在第 18 项填入机场名称和代码并冠以 DEP/   ， 

或， 如果航空器尚未从机场起飞，填入第一个航路点或无线电指点标并冠以 DEP/……， 

或， 如果收到的飞行计划发自飞行中的航空器，则 

填写 AFIL，并在第 18 项内 DEP/   后注明可提供该补充飞行计划数据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的国际民

航组织四字地名代码。 

然后，不留间隔 

填写 起飞前提交的飞行计划的预计撤轮挡时间（EOBT）， 

或， 如果收到的飞行计划发自飞行中的航空器，则填写该计划适用的第一个航路点的实际或预计飞越

时间。 

第 15 项：航路 

填写 (a) 中第一个巡航速度和 (b) 中第一个巡航高度层，之间不留空格。 

然后， 按箭头所指方向按 (c) 所示，填写航路说明。 

(a) 巡航速度（最多 5 个字符） 

填写 飞行中第一个或整个巡航航段的真空速，按下列方式表示： 

K 后随 4 位数字，单位为“Km/h”表示真空速（例如：K0830），或 

N 后随 4 位数字，单位为“Knots”表示真空速（例如：N0485），或 

按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的规定，M 后随 3 位数字（例如：M082）表示最接近的马赫单位的马

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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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巡航高度层（最多 5 个字符） 

填写 所飞航路的第一个或整个航段计划的巡航高度层，按下列方式表示： 

F 后随 3 位数字表示飞行高度层（例如：F085，F330），或 

* S 后随 4 位数字，表示以 10m 为单位的标准米制高度层（例如：S1130），或 

A 后随 3 位数字，表示以 100ft 为单位的海拔高度（例如：A045，A100），或 

M 后随 4 位数字，表示以 10m 为单位的海拔高度（例如：M0840），或 

填写“VFR”，表示不受管制的目视飞行规则飞行。 

(c) 航路（包括速度，高度层和/或飞行规则的改变） 

沿指定空中交通服务航路的飞行 

填写 第一条空中交通服务航路的代号，当起飞机场位于空中交通服务航路沿线或与之相连时， 

或， 当起飞机场不在空中交通服务航路沿线或与之不相连时，填写字母 DCT，后随连接第一条空中交

通服务航路的点，后随空中交通服务航路代号。 

然后 

填写 计划开始改变速度和/或高度层，或改变空中交通服务航路，和/或改变飞行规则的每一点。 

注：当计划在低空和高空空中交通服务航路之间进行过渡而航路走向为同一方向时，不必填写过渡点。 

每一种情况均后随： 

下一个空中交通服务航路段的代号，即使其与前一个代号相同，` 

或 当下一个预飞点位于指定航路以外时，用 DCT 表示，除非这两点是用地理坐标表示。 

在指定的空中交通服务航路以外的飞行 

填写 相距通常不超过 30 分钟飞行时间或 370 公里（200 海里）的各点，包括计划改变飞行速度或高度

层、改变航迹或改变飞行规则的各点。 

或， 按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的要求， 

                                                        
* 按有关 ATS 当局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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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主要运行于北纬 70 度与南纬 70 度之间，航向为东——西向的飞行航迹，参照由半数或整数纬度

与子午线以 10 度经度为间隔相交而成的重要点。运行于上述纬度以外区域的飞行，其航迹须由纬

度的平行线与子午线通常以 20 度经度为间隔相交而成的重要点确定。重要点之间的距离必须尽可

能不超过一小时的飞行时间。如认为必要，须另设重要点。 

对于主要为南北方向的飞行，通过参照整数经度与间隔为 5 度、与规定的纬度平行线相交而形成

的重要点确定航迹。 

填写 在连续各点之间，用 DCT 表示，除非这两点是用由地理坐标或距离和方位表示。 

仅使用下列 (1) 至 (5) 项的规约，各项之间由空格隔开。 

(1) 空中交通服务航路（2 至 7 个字符） 

指定给航路和航段的编码代号，视情包括指定给标准离场或进场航路的编码代号（例如 BCN1，B1，R14，
UB10，KODAP2A）。 

注：使用航路代号的规定载于附件 11 附录 1。 

(2) 重要点（2 至 11 个字符） 

指定给某一点的编码代号（2 至 5 个字符）（如 LN，MAY，HADDY）， 

或，如未指定编码代号，可用下列方法之一： 

— 只表示度数（7 个字符）： 

2 位数字表示纬度度数，后随“N”（北）或“S”（南）；再随以 3 位数字表示经度度数，后随“E”
（东）或“W”（西）。为使数位正确，需要时插入“0”，例如，46N078W。 

— 表示度数和分数（11 个字符）： 

4 位数字表示纬度数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分数，后随“N”（北）或“S”（南）；再随以 5 位数字，表

示经度度数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分数，后随“E”（东）或“W”（西）。为使数位正确，需要时插入

“0”，例如，4620N07805W。 

— 距一基准点的方位和距离： 

重要点的编码代号，后随 3 位数字，表示相对该基准点的磁方位度数，再随以 3 位数字表示距离该重

要点的海里数。在高纬度地区，如有关当局确定参考磁方位度数不可行，可使用真度数。为使数位正

确，需要时插入“0”。例如距全向信标台（VOR）“DUB”40 海里，磁方位 180 度的一点，应以“DUB180040”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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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变速度或高度层（最多 21 个字符） 

计划开始改变速度（5％真空速或 0.01 马赫数（或）以上）或改变高度层的点，完全按上述 (2) 表示，后

随一斜线“/”，然后完全按上述 (a) 和 (b) 填写巡航速度和巡航高度层，其间不留空格，即使其中仅一项改

变也应如此。 

示例： LN/N0284A045 
MAY/N0305F180 
HADDY/N0420F330 
4602N07805W/N0500F350 
46N078W/M082F330 
DUB180040/N0350M0840 

(4) 改变飞行规则（最多 3 个字符） 

计划改变飞行规则的点，视情完全按上述（2）或（3）表示，后随一空格及下列其中之一： 

VFR 表示仪表飞行规则改为目视飞行规则 
IFR 表示目视飞行规则改为仪表飞行规则 

示例： LN VFR 
LN/N0284A050 IFR 

(5) 巡航爬升（最多 28 个字符） 

字母 C，随以一斜线“/”；然后，计划开始巡航爬升点，完全按上述 (2) 表示；然后随一斜线“/”；完

全按上述 (a) 填写巡航爬高期间应保持的速度，后随两个高度层以确定巡航爬高期间预计占用的高度夹层，每

一个高度层安全按上述 (b) 表示，或巡航爬升计划在该高度层以上实施，后随 PLUS 字，其间不留空格。 

示例： C/48N050W/M082F290F350 
C/48N050W/M082F290PLUS 
C/52N050W/M220F580F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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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项：目的地机场和预计总实耗 

时间，目的地备降机场 

 

目的地机场和预计总实耗时间（8 个字符） 

填写 Doc 7910 号文件《地名代码》规定的国际民航组织目的地机场四字地名代码， 

或， 如未分配四字地名代码， 

填写 ZZZZ，在第 18 项填写机场名称或位置并冠以 DEST/。 

然后，不留空格 

填写 预计总实耗时间。 

注：如飞行计划发自飞行中的航空器，预计总实耗时间是指从飞行计划适用的第一航路点开始计算的预计

时间至飞行计划终止点的预计时间。 

目的地备降机场 

填写 Doc 7910 号文件《地名代码》规定的国际民航组织目的地备降机场的四字地名代码，不超过两个，

之间用一空格隔开， 

或， 如目的地备降机场未分配地名代码，则 

填写 ZZZZ，在第 18 项填写目的地备降机场名称或位置并冠以 ALTN/   。 

第 18 项：其他情报 

注：使用本项未包含的代码可能导致数据被拒绝、处理错误或丢失。 

只能按下列规定使用连字符或斜线“/”。 

填写 0（零），如无其他情报。 

或， 按照下列所示的先后顺序，并按照从下列规定的代码中选择的相应代码形式填写任何其他必需的

情报，后随一斜线“/”和所需记录的情报： 

STS/ 要求空中交通服务特别处理的原因，比如搜寻与援救，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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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RV： 按照预留高度运行的飞行； 
ATFMX： 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批准豁免空中交通流量管理措施的飞行； 
FFR： 灭火； 
FLTCK： 校验导航设施的飞行检测； 
HAZMAT： 运载有害材料的飞行； 
HEAD： 国家领导人性质的飞行； 
HOSP： 医疗当局公布的医疗飞行； 
HUM： 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飞行； 
MARSA： 军方负责承担军用航空器间隔的飞行； 
MEDEVAC： 与生命攸关的医疗紧急疏散；  
NONRVSM： 不具备缩小垂直间隔能力的飞行准备在缩小垂直间隔空域运行； 
SAR： 从事搜寻与援救任务的飞行；和 
STATE： 从事军队、海关或警察服务的飞行。 

在代号 RMK/ 项下说明要求空中交通服务特别处理的其他原因。 

PBN/ 表示区域导航和/或所需导航性能的能力。包括适用于飞行的多项编组，最多 8 个条目，不超过

16 个字符。 

 区域导航规范 
A1 RNAV 10（RNP 10） 
  
B1 RNAV 5 所有允许的传感器 
B2 RNAV 5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B3 RNAV 5 测距仪/测距仪 
B4 RNAV 5 甚高频全向信标/测距仪 
B5 RNAV 5 惯性导航或惯性参考系统 
B6 RNAV 5 罗兰 C 
  
C1 RNAV 2 所有允许的传感器 
C2 RNAV 2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C3 RNAV 2 测距仪/测距仪 
C4 RNAV 2 测距仪/测距仪/IRU 
  
D1 RNAV 1 所有允许的传感器 
D2 RNAV 1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D3 RNAV 1 测距仪/测距仪 
D4 RNAV 1 测距仪/测距仪/IRU 
  
 RNP 规范 
L1 RNP 4 
  
O1 基本 RNP 1 所有允许的传感器 
O2 基本 RNP 1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O3 基本 RNP 1 测距仪/测距仪 
O4 基本 RNP 1 测距仪/测距仪/IRU 
  
S1 RNP APCH 
S2 具备 BARO-VNAV 的 RNP APCH 
  
T1 具备 RF 的 RNP AR APCH（需要特殊批准） 
T2 无 RF 的 RNP AR APCH（需要特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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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未列出的字符组合属于保留。 

NAV/ 除 PBN/ 规定之外，按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要求，填写与导航设备有关的重要数据。在此代码

下填入全球导航卫星增强系统，两个或多个增强方法之间使用空格，比如 NAV/GBAS SBAS。 

COM/ 填写 10 a)中未注明的通信设备和能力。 

DAT/ 填写 10 a)中未注明的数据通信设备和能力。 

SUR 填写 10 b)中未注明的监视设备和能力。使用代码（中间无空格）填写飞行适用的所有所需监视性

能规范。多项所需监视性能规范中间要用空格分开。示例：RSP180 RSP400。 

DEP/ 如在第 13 项内填入 ZZZZ，则应在此填入起飞机场名称或位置；或如在第 13 项内填入 AFIL，则

应在此填入可提供补充飞行计划数据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对于相关的航行资料汇编未列出的机

场，按以下方式填写位置： 

4 位数字表示纬度数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分数，后随“N”（北）或“S”（南），再随以 5 位数字，

表示经度数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分数，后随“E”（东）或“W”（西）。为使数位正确，需要时

插入“0”，例如，4620N07805W（11 位字符）。 

或 距最近重要点的方位和距离表示如下： 

重要点的编码代号，后随 3 位数字表示相对该重要点的磁方位度数，再随以 3 位数字表示距离该

重要点的海里数。在高纬度地区，如有关当局确定参考磁方位度数不可行，可使用真度数。为使

数位正确，需要时插入“0”。例如距全向信标台（VOR）“DUB” 40 海里，磁方位 180 度的一

点，应以“DUB 180040”表示。 

或， 如果航空器尚未从机场起飞，填入第一个航路点（名称或经纬度）或无线电指点标， 

DEST/ 如在第 16 项填入 ZZZZ，则应在此填入目的地机场的名称和位置。对于相关的航行资料汇编未列

出的机场，按上述 DEP/的规定以经纬度填入机场位置或距最近重要点的方位和距离。 

DOF/ 飞行起飞日期以 6 位数表示（YYMMDD，YY 表示年，MM 表示月，DD 表示日）。 

REG/ 当与第 7 项的航空器识别标志不同时，填入航空器的国籍、共同标志和登记标志。 

EET/ 由地区航行协议或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规定的重要点或飞行情报区边界代号和起飞至该点或飞

行情报区边界累计的预计实耗时间。 

示例：EET/CAP0745 XYZ0830 
EET/EINN0204 

SEL/ 经装备的航空器的选择呼叫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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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 如在第 9 项中填入 ZZZZ，则在此填入航空器机型，必要时不留空格前缀航空器架数，其间用一

个空格隔开。 

示列：TYP/2 F15 5 F5 3 B2 

CODE/ 按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要求的航空器地址（以 6 位 16 进制字符的字母代码形式表示）。例如：

F00001 是国际民航组织管理的具体模块中所载的最小航空器地址。 

DLE/ 航路延误或等待，填入计划发生延误的航路重要点，随后用时分（小时分钟）4 位数表示延误长

度。 

示列：DLE/MDG0030 

OPR/ 当与第 7 项的航空器识别标志不同时，填入航空器运行机构的国际民航组织代码或名称。 

ORGN/ 如果无法立即识别飞行计划发报人，填入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要求的发报人的 8 字母 AFTN 地

址或其他相关联络细节。 

注：在某些地区，飞行计划接收中心会自动插入 ORGN/识别符和发报人的 AFTN 地址。 

PER/ 按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的规定，使用《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航空器的运行》（PANS-OPS，
Doc 8168 号文件）第 I 卷 —《飞行程序》规定的一位字母，填写航空器性能数据， 

ALTN/ 如在第 16 项中填写 ZZZZ，则在此处填入目的地备降机场名称。对于相关的航行资料汇编未列出

的机场，按上述 DEP/的规定以经纬度填入机场位置或距最近重要点的方位和距离。 

RALT 按 Doc 7910 号文件《地名代码》的规定填入航路备降机场的国际民航组织四字代码，或如果未分

配代码，填入航路备降机场名称。对于相关的航行资料汇编未列出的机场，按上述 DEP/的规定以

经纬度填入机场位置或距最近重要点的方位和距离。 

TALT/ 按 Doc 7910 号文件《地名代码》的规定填入起飞备降机场的国际民航组织四字代码，或如果未分

配代码，填入起飞备降机场名称。对于相关的航行资料汇编未列出的机场，按上述 DEP/的规定以

经纬度填入机场位置或距最近重要点的方位和距离。 

RIF/ 至修改的目的地机场的航路细节，后随该机场的国际民航组织四字代码。修改的航路应在飞行中

重新申请。 

示例：RIF/DTA HEC KLAX 
RIF/ESP G94 CLA YPPH 

RMK/ 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要求的或认为必要的任何明语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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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项：补充情报 

 

续航能力 

E/之后， 填写 4 位数字组，以小时和分钟表明燃油续航时间。 

机上人员 

P/之后， 填写机上总人数 (旅客和机组)，当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有此要求时。如在填写时总人数

不详，则填写 TBN (待通知)。 

紧急和救生设备 

 
R /（无线电） 当不使用超高频 243.0 兆赫时，划掉 U；当不使用甚高频 121.5 兆赫时，划掉

V；当不使用紧急示位信标发射机 (ELT)时，划掉 E。 

S /（救生设备） 当机上无救生设备时，划掉所有各项；当机上无北极救生设备时，划掉 P；
当机上无沙漠救生设备时，划掉 D；当机上无海上救生设备时，划掉 M；当

机上无丛林救生设备时，划掉 J。 

J /（救生衣） 当机上未携带救生衣时，划掉所列各项。当救生衣未配备照明灯光时，划掉

L。当救生衣未配备荧光素时，划掉 F。划掉上述 R/项中的 U 或 V 或两者，

表示救生衣所具有的无线电能力。 

D /（救生筏）（数目） 当未携带救生筏时，划掉 D 和 C 两项，或填写所携带的救生筏数目；和 

（载量） 填写所有救生筏可载总人数；和 

（棚罩） 当救生筏没有棚罩时，划掉 C；和 

（颜色） 当携带涂有颜色的救生筏时，填写其颜色。 

A /（航空器颜色和标志） 填写航空器颜色和重要标志。 

N /（附注） 无附注时，划掉 N；或填写所携带的任何其他救生设备和任何其他有关救生

设备的附注。 

C /（驾驶员） 填写机长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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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申报人 

填写 申报飞行计划的单位、代理或个人的名称。 

2.4  飞行计划的接受 

按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所规定的方式，表明飞行计划的接受。 

2.5  填写通信数据的说明 

填写项目 

除非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另有规定，否则应按照《航行服务程序 —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第 11
章 11.2.1.2 的规定，填写飞行计划表头两行阴影部分，仅在必要时填写第三行阴影部分。 

3.  拍发申报的飞行计划（FPL）电报的说明 

明显错误的改正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应改正明显的格式错误和/或遗漏（如斜划），以保证第 2 部分中的规定得以遵守。 

拍发的各项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按下列所示拍发各项： 

a) 第 3 项以上阴影行中的各项； 

b) 从第 3 项的 (FPL 开始： 

至第 18 项末尾)  前的所有非阴影框中的符号与数据， 

按需要可增加对齐功能，以避免第 15 或 18 项的任何一行超过 69 个字符。为避免拆开一组数据，

仅在取代一个空格时方插入对齐功能， 

如果需要，使用字母变键和数字变键 (未预先印在表格上的)； 

c) 航空固定电信网的终止，按下列所述： 

电文终止信号 

a) 一个字母变键 

b) 二个回车，一个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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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页次序 

7 个换行 

电报结束信号 

4 个字母 N。 

4.  拍发补充飞行计划（SPL）电报的说明 

拍发的数据项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应按下述拍发数据项： 

a) 航空固定电信网络电报优先次序代号、收电人代号申报时间、发电人代号，和，如需要，

收电人和/或发电人的特殊识别标志； 

b) 从 (SPL 开始： 

第 7、13、16 和 18 各框中非阴影部分的全部符号及数据，但不拍发第 18 框末的‘)’，然后，第

19 框中非阴影部分的符号，直到并包括第 19 框的) ， 

按需要可增加对齐功能，以避免第 18 和 19 项的任何一行超过 69 个字符。为避免拆开一组数据，

仅在取代一个空格时方插入对齐功能， 

如果需要，使用字母变键和数字变键（未预先印在表格上的）； 

c) 航空固定电信网的终止，按下列所述： 

电文结束信号 

a) 一个字母变键 

b) 二个回车，一个换行 

换页次序 

7 个换行 

电报结束信号 

4 个字母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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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填写完成的飞行计划表举例 
Example of a completed flight plan form 

 



 

 

6.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重复性飞行计划（RPL）表样表 

REPETITIVE FLIGHT PLAN LISTING 

重复性飞行计划表 

A  OPERATOR  
（运营人） 

B  ADDRESSEE (S)  
（收电人） 

C  DEPARTURE AERODROME (S) 
（离场机场） 

D 
DATE 

（日期） 
_ _ _ _ _ 
yymmdd 

（年月日） 

E 
SERIAL NO. 
（序号） 
_ _ - _ _ 

F 
PAGE OF 
（页） 
_ _ / _ _ 

   

G  SUPPLEMENTARY DATA (ltem 19) AT: 
（补充数据获自：） 
 
 
 

H I J K L M N O P Q 

+ 
- 

VALID 
FROM 
（从起） 
yymmdd 
(年月日) 

VALID 
UNTIL 
（到） 

yymmdd 
(年月日) 

DAYS OF 
OPERATION 
（运行周日） 

AIRCRAFT 
IDENTIFI- 
CATION 

（航空器识 
别标志） 
（ltem 7） 

TYPE OF 
AIRCRAFT 
AND WAKE 

TURBULENCE 
CATEGORY 
（航空器类型 
和尾流紊流度 

分类） 
（ltem 9） 

DEPARTURE 
AERODROME 

AND 
TIME 

（离场机场 
和时间） 

（ltem 13） 

ROUTE (ltem 15) 
（航路） DESTINATION 

AERODROME 
AND 

TOTAL 
ESTIMATED 

ELAPSED TIME 
（目的地机场和预计总实耗时间） 

（ltem 16） 
REMARKS 
（备注） 

CRUISIN
G SPEED 
（巡航速

度） 
LEVEL 

（高度层） 
ROUTE 
（航路） 1 2 3 4 5 6 7 

                   

                   
                   

                   

                   

                   

                   

                   
                   

                   

                   

                   

                   

                   
                   

 

A
2

-2
0
 

 
 

 
 
 

 
 
 

 
 
 

 
 
 

 
 
 

 
 
 

 
 

 
 

 
 

 
 
 

 
 

 
 
 

 
 
 

 
 
 

 
 
 

 
 
 

 
 
 

 
 

 
 

 
 
 

 
 

 
 
 

 
 
 

 
 
 

 
 
 

 
 
 

 空
中
交
通
管
理

（
P

A
N

S
-A

T
M
） 

1
0

/1
1

/1
6 



附录 2 A2-21 

10/11/16 

7.  重复性飞行计划（RPL）表的填写说明 

7.1  总则 

仅列出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飞行计划（飞行计划表格中飞行规则 I）。 

假定所有航空器在做定期航班运行（飞行计划表格中飞行种类 S），否则在 Q 项（备注）中注明。 

假定所有运行重复性飞行计划的航空器装备有 A 和 C 模式的 4 096 编码应答机。否则在 Q 项（备注）中注明。 

按离场机场地名代码的英文字母顺序列出飞行计划。 

按预计撤轮挡时间的时间顺序列出每一离场机场的飞行计划。 

除非 7.4 中另有特殊说明，否则严格遵守飞行计划表（附录 3 的 1.6）所示的数据规约。 

填写所有时钟时间，采用 4 位数字表示的世界协调时。 

填写所有预计实耗时间，以 4 位数字（小时和分钟）表示。 

填写一次或多次经停飞行中的每一航段的数据时另起一行，即从任何离场机场到下一个目的地机场，尽管

多个航段的呼号或航班号均相同。 

根据 7.4 中的 H 项，清楚地注明增删情况。随后的列表须列出改正的和增加的数据，删除的飞行计划须略去。 

编制页码，注明页码和所提交的总页数。 

填写任何重复性飞行计划时，如果提供给 O 项和 Q 项的一行空白不够用，可另外加行。 

7.2  须遵照下述要求取消飞行： 

a) 在 H 项填写“－”符号，后接被取消飞行的所有其他各项； 

b) 填写 H 项中标注“＋”号的随后条目；在 J 项填入最后一次飞行的日期，被取消飞行的所有其他

各项不变。 

7.3  须遵照下述要求修改飞行： 

a) 执行 7.2 中所注明的取消；和 

b) 填写第三条目，注明新飞行计划中需修改的有关各项，包括在 I 和 J 项中新的有效日期。 

注：应按上述规定的顺序依次填写有关同一飞行的所有项目。 

7.4  填写重复性飞行计划数据的说明 

按下列所示填写 A 至 Q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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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项：运营人 

填写 运营人名称。 

B 项：收电人 

填写 由国家指定负责管理与飞行航路有关的飞行情报区或责任区的重复飞行计划的机构名称。 

C 项：离场机场 

填写 离场机场的地名代码。 

D 项：日期 

在表格每一页上以 6 位数字填写提交表格的日期 (年、月、日)。 

E 项：序号 

填写 递交的序号 (2 位数字) ，表示年份的后 2 位数，一横线，和该年提交的顺序号（每年的序号从一

号开始）。 

F 项：页码 

填写 页码和提交的总页数。 

G 项：补充数据来源 

填写 实体的名称及有关联络细节，通常根据重复性飞行计划第 19 项提供的情报随时可用并能及时提供。 

H 项：填写项种类 

填写 负号“－”，表示拟从列表中取消的每一份飞行计划。 

填写 正号“＋”，首次列表时用，和在随后提交时，表示在先前提交的飞行计划中没列入在内的每次

飞行计划。 

注：如果该飞行计划与先前提交的飞行计划相同，此项下不要求填写任何情报。 



附录 2 A2-23 

10/11/16 

I 项：生效日期 

填写 计划运行航班的首日（年、月、日）。 

J 项：失效日期 

填写 计划运行航班的最后日期（年、月、日），或者， 

如果不知道何时截止，填写 UFN。 

K 项：周运行日 

填写 相应栏内相应每周天数的号码； 
星期一＝1……星期日＝7。 

填写 0 于相应栏内，表示不运行的每一天。 

L 项：航空器识别标志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飞行计划第 7 项） 

填写 拟在飞行中使用的识别标志。 

M 项：航空器机型和尾流紊流度类别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飞行计划第 9 项） 

填写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Doc 8643 号文件 —《航空器型号代号》中指定的相应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代号。 

视情况填写 H，M 或 L： 

H — 重型  表示该型航空器的最大允许起飞重量为 136 000 公斤或以上， 

M — 中型  表示该型航空器的最大允许起飞重量小于 136 000 公斤，但大于 7 000 公斤。 

L — 轻型  表示该型航空器的最大允许起飞重量为 7 000 公斤或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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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项：离场机场和时间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飞行计划第 13 项） 

填写 离场机场的地名代码。 

填写 撤轮挡时间，即该航空器开始进行与离场有关的移动的预计时间。 

O 项：航路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飞行计划第 15 项） 

(a) 巡航速度 

填写 飞行的第一或整个巡航部分的真空速，须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飞行计划第 15 (a) 项。 

(b) 巡航高度层 

填写 第一部分或全部航路的计划巡航高度层，须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飞行计划第 15 (b) 项。 

(c) 航路 

填写 全部航路，须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飞行计划第 15 (c) 项。 

P 项：目的地机场和预计总实耗时间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飞行计划第 16 项） 

填写 目的地机场的地名代码。 

填写 预计总实耗时间。 

Q 项：备注  

填写 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要求的各项情报，通常为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飞行计划第 18 项中通告的各项

和涉及有关空中交通服务的飞行的任何其他情报。



 

 

8.  填写完成的重复性飞行计划（RPL）表举例 

REPETITIVE FLIGHT PLAN LISTING 

重复性飞行计划表 

A  OPERATOR（运营人） 

BRITISH AIRWAYS 

B  ADDRESSEE (S)（收电人） 

UK STORED FLIGHT PLAN 
OFFICE EGTXZBZX 
Chef de la Subdivision informatique 
9 rue de Champagne 
91205 Athismons France 

C  DEPARTURE AERODROME (S)（离场机场） 

EGLL 

D 

DATE 

（日期） 

8 0 0 3 0 5  

yymmdd 

（年月日） 

E 

SERIAL 

NO. 

（序号） 

8 0- 1 2 

F 

PAGE OF 

（页） 

3 / 3 

   

G  SUPPLEMENTARY DATA (ltem 19) AT: 

（补充数据获自：） 

BAW Briefing Office 

 

H I J K L M N O P Q 

+ 

- 

VALID 

FROM 

（从起） 

yymmdd 

(年月日) 

VALID 

UNTIL 

（到） 

yymmdd 

(年月日) 

DAYS OF 

OPERATION 

（运行周日） 

AIRCRAFT 

IDENTIFI- 

CATION 

（航空器

识别标志） 

（ltem 7） 

TYPE OF 

AIRCRAFT 

AND WAKE 

TURBULENCE 

CATEGORY 

（航空器类型

和尾流紊流度

分类） 

（ltem 9） 

DEPARTURE 

AERODROME 

AND 

TIME 

（离场机场和

时间） 

（ltem 13） 

ROUTE (ltem 15) 

（航路） 

DESTINATION 

AERODROME 

AND 

TOTAL 

ESTIMATED 

ELAPSED TIME 

（目的地机场和预计

总实耗时间） 

（ltem 16） 

REMARKS 

（备注） 

CRUISING 

SPEED 

(巡航 

速度) 

LEVEL 

(高度层) 

ROUTE 

（航路） 
1 2 3 4 5 6 7 

+ 800401 811031 1 2 3 4 5 6 7 BAW004 HS21 M EGLL 0700 N0440 F210 A1E UA1E DPE UA16 MAN LFPG 0045  

+ 800401 800731 1 2 3 4 5 6 7 BAW032 HS21 M EGLL 1800 N0440 F210 A1E UA1E DPE UA16 MAN LFPG 0045  

+ 800801 811031 1 0 3 0 5 0 7 BAW032 HS21 M EGLL 1800 N0440 F210 A1E UA1E DPE UA16 MAN LFPG 0045  

+ 800601 800930 0 0 0 0 0 0 7 BAW082 HS21 M EGLL 1805 N0450 F270 A1S UA1S RBT UA3 MTL    

                 UA3W STP DCT GL LFMN 0130  

- 800103 800930 0 0 0 0 0 6 7 BAW092 B737 M EGLL 1810 N0430 F190 A1E UA1E DPE UA16 MAN LFPG 0400 CHARTERED ACFT 

+ 800103 800315 0 0 0 0 0 6 7 BAW092 B737 M EGLL 1810 N0430 F190 A1E UA1E DPE UA16 MAN LFPG 0400 CHARTERED ACFT 

                     

                     

                     

                     

                     

                     

                     

                     

 

附
录

2
 

 
 

 
 
 

 
 

 
 
 

 
 
 

 
 
 

 
 
 

 
 

 
 

 
 

 
 
 

 
 

 
 
 

 
 
 

 
 
 

 
 
 

 
 
 

 
 
 

 
 

 
 

 
 
 

 
 

 
 
 

 
 
 

 
 
 

 
 
 

 
 
 

 
 
 

 
 

 
 

 
 
 

 
 

 
 
 

 
 
 

 
 
 

A
2

-2
5
 

1
0

/1
1

/1
6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PANS-ATM A3-1 10/11/16 

附录 3 

空中交通服务电报 

1. 电报内容、格式和数据规约 

2. 空中交通服务电报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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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报内容、格式和数据规约 

注：为便于说明在没有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单位之间，和在空中交通管制计算机之间交换的空中交通服务

电报的内容和格式，电报中包含的数据元素被汇编为数据组。每一组包含单一数据元素或一组相关的数据元素。 

1.1  标准电报类别 

为交换空中交通服务数据而制定的标准电报类别以及相关的电报类别代号如下： 

电报分类 电报类别 
电报类别 
代号 

紧急 告警 
无线电通信失效 

ALR 
RCF 

申报的飞行计划及有关的修正 申报的飞行计划 
修改 
取消 
延误 
离场 
进场 

FPL 
CHG 
CNL 
DLA 
DEP 
ARR 

协调 现行飞行计划 
预计 
协调 
接受 
逻辑确认 

CPL 
EST 
CDN 
ACP 
LAM 

补充 请求飞行计划 
请求补充飞行计划 
补充飞行计划 

RQP 
RQS 
SPL 

1.2  标准数据组类别 

空中交通服务电报中许可的标准数据组，如下表所示。第 1 栏内的号码与第 A3-35 页的参考表中的号码相

一致。 

数据组 

类别 数据 

3 电报类别、编号和参考数据 

5 紧急情况说明 

7 航空器识别标志和二次监视雷达模式与编码 
8 飞行规则和飞行类别 
9 航空器数目、机型和尾流紊流度类别 

10 设备与能力 

13 起飞机场和时间 
14 预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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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组 

类别 数据 
15 航路 
16 目的地机场和预计总实耗时间，目的地备降机场 
17 进场机场和时间 
18 其他情报 
19 补充情报 
20 告警的搜寻和援救情报 
21 无线电失效情报 
22 修订 

1.3  标准电报类别的组成 

以数据组的标准顺序表示的每一标准电报类别的组成，必须符合 A3-35 页上参考表的规定。每份电报须包

含所有规定的数据组。 

1.4  标准数据组类别的组成 

以数据元素的标准顺序表示的或有些情况下以简单元素表示的每一标准数据组类别的组成必须符合 A3-6
至 A3-34 各页数据组的规定。 

注：除数据组类别 9 外，每一数据组至少包含一个必要元素，并且是该组中首要的或唯一的元素。一定条

件下的元素的含括或省略规则，在数据组表中表明。 

1.5  构成和标点 

1.5.1  空中交通服务数据从纸页上所示的一开括号“(”开始。开括号构成空中交通服务数据开始符。只有

当印刷字符紧接在电报类别代号之前时方须使用此符号。 

注：在使用国际电报电码表第 2 号的电传打字机操作中，该开括号以数字位符号第 11 号拍发。某些电传打

字机将符号“(”打印成其他符号，但这种差异是局部的和无关紧要的。如采用较高水平的编码，使用打印为“(”
的字符。 

1.5.2  除第一数据组外的每一组均以一连字符“-”开始，连字符构成数据组开始符。此符号须仅以印刷

字符用于每一数据组中空中交通服务数据的第一个元素之前。 

注：在使用国际电报电码表第 2 号的电传打字机操作中，该连字符以数字位符号第 1 号拍发。某些电传打

字机将符号“-”打印成其他符号，但这种差异是局部的和无关紧要的。如采用较高水平的编码，使用打印为

“-”的字符。 

1.5.3  一个数据组中的各元素之间须用一斜间隔线“/”（见注 1）隔开，或只有在第 A3-6 页至第 A3-34
页的数据组表中有此规定时，以一空格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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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在使用国际电报电码表第 2 号的电传打字机操作中，该斜线以数字位符号第 24 号拍发。某些电传打

字机将符号“/”打印成其他符号，但这种差异是局部的和无关重要的。如采用较高水平的编码，使用打印为“/”
的字符。 

注 2：在使用国际电报电码表第 2 号的电传打字机操作中，该空格以符号第 31 号发送。如采用较高水平的

编码，使用在纸页上形成空格的字符。 

1.5.4  空中交通服务数据须以一个闭括号“)”结束。闭括号构成空中交通服务数据终止符。该符号仅须作

为打印字符紧接在电报中最后的数据组之后使用。 

注：在使用国际电报电码表第 2 号的电传打字机操作中，该闭括号以符号第 12 号拍发。某些电传打字机将

符号“)”打印成其他的符号，但这种差异是局部的和无关紧要的。如采用较高水平的编码，使用打印为“)”
的字符。 

1.5.5  当标准空中交通服务电报以电传打字机格式写出时，须将对齐功能（两次回车随之一次换行）插入在： 

a) 第 A3-35 页参考表中如此注释的每个数据组之前； 

b) 数据组类别 5（紧急情况的叙述），15（航路），18（其他情报），19（补充情报），20（搜

寻和援救告警情报），21（无线电失效情报）和 22（修正）中凡是需要在纸页上另起一行处（见

注）。此情况下，对齐功能须插在两个数据元素之间，不得将一个元素分开。 

注：附件 10 第 II 卷规定电传打字机副本的每一行不得超过 69 个字符。 

1.6  数据规约 

1.6.1  绝大部分用于电报中表示空中交通服务数据的规约，在第 A3-6 页至第 A3-34 页的数据组表中有所

规定，但对表示高度层、位置和航路数据的规约规定如下，以简化数据组表。 

1.6.2  高度层数据的表示 

高度层数据的表示有四种可供选择的规约： 

a) “F”后接 3 位数字：表明一飞行高度层数，即飞行高度层 330 表示为“F330”； 

b) “S”后接 4 位数字：表明单位为 10 米的标准米制高度层，即标准米制高度层 11 300 米（飞行高

度层 370）表示为“S1130”； 

c) “A”后接 3 位数字：表明单位为 100 英尺的高度，即 4 5000 英尺高度表示为“A045”； 

d) “M”后接 4 位数字：表明单位为 10 米的高度，即 8 400 米高度表示为“M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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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位置或航路的表示 

应使用下列可供选择的数据规约表示位置或航路： 

a) 2 至 7 个字符表示指定给应飞的空中交通服务航路的代号； 

b) 2 至 5 个字符表示指定给某一航路点的代号； 

c) 4 位数字表示纬度数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分数，后随“N”（北）或“S”（南），再随以 5 位数字，

表示经度数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分数，后随“E”（东）或“W”（西）。为使数位正确，需要时

插入“0”，例如，4620N07805W； 

d) 2 位数字表示纬度数，后随“N”（北）或“S”（南），再随以 3 位数字，表示经度数，后随“E”
（东）或“W”（西）。为使数位正确，需要时插入“0”，例如，46N078W； 

e) 2 至 5 个字符表示重要点的编码代号，后随 3 位数字，表示相对该重要点的磁方位度数，再随以 3
位数字表示距离该重要点的海里数。在高纬度地区，如果有关当局确定参考磁方位度数不切实际，

可以使用真度数。为使数位正确，需要时插入“0”。例如距全向信标台（VOR）“FOJ”40 海

里，磁方位 180 度的一点，应以“FOJ 180040”表示。 

1.7  数据组的细则 

1.7.1  规定或允许纳入每一数据组中的数据元素，以及规定的条件或允许的选择，参见第A3-6 页至第A3-34 页。 

1.7.2  在每数据组页的右侧有一索引，允许每一电报类别中后续的数据组顺序。 

1.7.3  在每一电报类别中，第一组是类别 3；在说明数据组类别 3 的页上，索引说明每个电报下一数据组

的类别号。在随后的组页上，前一组的类别号也被标出以供参照。在索引中使用空中交通服务数据开始“(”符

号来表示前面无组类别；用空中交通服务数据结束“(”符号来表示后面无组类别。 

1.7.4  在数据组页上， 

固定字符数表示的元素 
如图所示 
(此例为三个字符) 

     
     
     
     
     

 
字符数可变的元素 
如图所示 

     
     
     
     

1.8  编写空中交通服务电报时的准确性 

在已知使用空中交通服务计算机的地区使用电传打字机波道拍发标准空中交通服务电报，须严格遵循第

A3-6 页至第 A3-34 页的数据组表中所规定的格式和数据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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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组类别 3 — 电报类别，编号与参考数据 

格式： 

   *       
          
  a   b   c  
          
          

开括号“(” 

(a) 电报类别代号  

 3 字代号如下：  

 ALR 告警  
 RCF 无线电通信失效  

 FPL 申报的飞行计划  
 CHG 修改  
 CNL 取消  
 DLA 延误  
 DEP 离场  
 ARR 进场  

 CPL 现行飞行计划  
 EST 预计  
 CDN 协调  
 ACP 接受  
 LAM 逻辑确认  

 RQP 请求飞行计划  
 RQS 请求补充飞行计划  
 SPL 补充飞行计划  

    

*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此组必须仅包括单一元素 (a)。电报由空

中交通服务单位的计算机系统发出和/或在该系统之间进行交

换时，使用元素 (b) 或 (b) 与 (c)。 

(b) 电报编号 

 1 至 4 个字母 表示发报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后接 

 斜间隔线 ( / ) 后接 

 1 至 4 个字母 表示收报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后接 

 3 个数字 表示该电报在该单位发给所指收报的空中

交通服务单位的电报次序中的序号。 

数据组类别 3 

 
前一组

类别或

符号 

本组类

别用于 

下一组

类别或

符号 

( 
( 

ALR 
RCF 

5 
7 

( 
( 
( 
( 
( 
( 

FPL 
CHG 
CNL 
DLA 
DEP 
ARR 

7 
7 
7 
7 
7 
7 

( 
( 
( 
( 
( 

CPL 
EST 
CDN 
ACP 
LAM 

7 
7 
7 
7 
) 

( 
( 
( 

RQP 
RQS 
SPL 

7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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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组类别 3（续前） 

示例：(FPL 
(CNL 
(CHGA/B234A/B231 
(CPLA/B002 

 

 

(c) 参考数据 

 1 至 4 个字母后接斜间隔线 ( / )，后接 1 至 4 个字母，后

接 3 个数字，给出包含在开始电报顺序，本电报为其一部

分的飞行电报元素 (b) 中的“电报编码”。 



A3-8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数据组类别 5 — 紧急情况说明 

格式： 

                      
                      
-  a       b       c   

                    
                      

单个连字符“-” 

(a) 紧急阶段 

 对于有关航空器，已经宣布为： 

或 INCERFA，在不明阶段， 
或 ALERFA，在告警阶段， 
 DETRESFA，在遇险阶段。 

斜间隔线“/” 

(b) 电报签发者 

 8 个字母表示，其中 4 个字母是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地名代码，

加上发报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的 3 字代号，后随字母 X，或

视情况，用一字母代号表示发报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的部

门。 

斜间隔线“/” 

(c) 紧急情况的性质 

 按需要以明语简言，说明紧急情况的性质，各词之间使用自

然间隔。 

示例：-ALERFA/EINNZQZX/REPORT OVERDUE 

数据组类别 5 

 
前一组

类别或

符号 

本组类

别用于 

下一组

类别或

符号 

3 AL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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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组类别 7 — 航空器识别标志及 SSR 模式与编码 

格式： 
   *         
            
- (a) 最多 7 个字符   b  c  

           
            

单连字符“-” 

(a) 航空器识别标志 

 不超过 7 个字符，作为申报的飞行计划中所示的航空器识别

标志，并按附录 2 第 2 节的规定组成。 

*  有关在不使用二次监视雷达的区域内飞行的电报中，或当二次

监视雷达编码情报未知或对接受单位无意义时，此数据组到此

结束。 

斜间隔线“/” 

(b) 二次监视雷达模式 

 字母 A 表示与 (c) 有关的二次监视雷达模式。 

 

(c) 二次监视雷达编码 

 4 位数字表示由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指配给该航空器的二次监

视雷达编码，并按 (b) 给出的模式拍发。 

示例：-BAW902 
-SAS912/A5100 

 

数据组类别 7 

 
前一组

类别或

符号 

本组类

别用于 

下一组

类别或

符号 

5 
3 

ALR 
RCF 

8 
21 

3 
3 
3 
3 
3 
3 

FPL 
CHG 
CNL 
DLA 
DEP 
ARR 

8 
13 
13 
13 
13 
13 

3 
3 
3 
3 

CPL 
EST 
CDN 
ACP 

8 
13 
13 
13 

3 
3 
3 

RQP 
RQS 
SPL 

13 
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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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组类别 8 — 飞行规则及飞行种类 

  * 
格式： - a b 

单个连字符“-” 

(a) 飞行规则 

 一个字母如下： 

 I 表示整个飞行准备按照仪表飞行规则运行 
 V 表示整个飞行准备按照目视飞行规则运行 
 Y 表示飞行先按照仪表飞行规则运行，后随对飞行规则的

一个或多个相应修改，或 
 Z 表示飞行先按照目视飞行规则运行，后随对飞行规则的

一个或多个相应修改 

 注：如用字母 Y 或 Z，计划改变飞行规则的各个点应按

数据组类别 15 所示填写。 

* 除非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要求表示飞行种类，否则此组须到此

结束。 

(b) 飞行种类 

 一个字母如下： 

 S 为定期航空运输 
 N 为非定期航空运输 
 G 为通用航空 
 M 为军用航空 
 X 为其他飞行 

示例：-V 
-IS 

 
数据组类别 8 

 
前一组

类别或

符号 

本组类

别用于 

下一组

类别或

符号 

7 ALR 9 

7 FPL 9 

7 CP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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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组类别 9 — 航空器架数及机型和尾流紊流度类别 

格式： 
           
           
-  a   b    c 

          
           

单个连字符“-” 

(a) 航空器架数 (如多于一架) 

注：此元素仅用于编队飞行。 

1 或 2 个数字表示飞行的航空器架数。 

 

(b) 航空器机型 

用 2—4 个字符，作为选自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8643 号文件《航

空器型别代号》中的相应代号，或者 

如无指定代号或在飞行中有多种航空器机型，以“ZZZZ”
表示。 

注：如使用字母 ZZZZ，航空器机型应填在“其他情报

组”（见数据组类别 18）。 

斜间隔线“/” 

(c) 尾流紊流度类别 

 1 个字母表示航空器批准的最大起飞质量： 

 H — 重型 
 M — 中型 
 L — 轻型 

 
示例：-DC3/M 

-B707/M 
-2FK27/M 
-ZZZZ/L 
-3ZZZZ/L 
-B747/H 

 
数据组类别 9 

 
前一组

类别或

符号 

本组类

别用于 

下一组

类别或

符号 

8 ALR 10 

8 FPL 10 

8 CPL 10 

 

 

 

 

 

 

 

 

 

 

 

 

 

 



A3-12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数据组类别 10 — 设备与能力 
 
 

单个连字符“-” 

(a) 无线电通信，导航和进近导航设备与能力 
  一个字母如下： 
  N 表示未载有所飞航路的通信/导航/进近设备，或设备不工作 
或  S 表示载有所飞航路的通信/导航/进近设备，并可以工作（见注 1） 
和/或 用下列一个或多个字母表示可以工作的通信/导航/进近设备与能力 
A GABS 着陆系统 
B LPV（星基增强系统的垂直引导进近程序 

C 罗兰 C 
D 测距仪 
E1 飞行管理计算机、航路点位置报告、航空

器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 
E2 数据链—飞行情报服务航空器通信寻址与

报告系统 
E3 起飞前放行、航空器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 
F 自动定向台 
G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如果计划按照仪表飞行

规则执行飞行的任一部分，则其系指符合附
件 10 第 I 卷要求的 GNSS 接收器（见注 2） 

H 高频、无线电话 
I 惯性导航 
J1 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通信、航空电信网、

甚高频数据链模式 1（见注 3） 
J2 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通信、FANS 1/A、高

频数据链 

J3 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通信、FANS 1/A、甚
高频数据链模式 A 

J4 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通信、FANS 1/A、甚
高频数据链模式 2 

J5 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通信、FANS 1/A、卫
星通信（国际海事卫星组织） 

J6 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通信 FANS 1/A、卫
星通信（多功能运输卫星） 

J7 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通信、
FANS 1/A、卫星通信（铱星） 

K 微波着陆系统 
L 仪表着陆系统 
M1 空中交通管制、卫星话音通信

（国际海事卫星组织） 
M2 空中交通管制、卫星话音通信

（多功能运输卫星） 
M3 空中交通管制、卫星话音通信

（铱星） 
O 全向信标台 
P1 CPDLC 所需通信性能 400（见

注 7） 
P2 CPDLC所需通信性能  240（见

注 7） 
P3 SATVOICE 所需通信性能 400

（见注 7） 
P4-P9 保留给所需通信性能 
R 获得 PBN 批准（见注 4） 
T 塔康 
U 超高频、无线电话 
V 甚高频、无线电话 
W 获得缩小垂直间隔批准 
X 获得最低导航性能规范批准 
Y 有 8.33 千赫频道间距能力的甚

高频 
Z 携带的其他设备或能力（见注 5）。   

注 1：如果使用字母 S，除非有关的空中交通服务当局规定了其他设备的组合，否则

甚高频无线电话，自动方向定位仪，全向信标接收机和仪表着陆系统都应视为标准设备。 

注 2：如果使用字母 G，在第 18 项 NAV/代码之后注明任何 GNSS 外部增强的类型，

其间用空格隔开。 

注 2：如果使用字母 Z，在第 18 项中注明所载设备，并视情况冠以 COM/   和/或
NAV/   。 

注 3：对于数据链服务、空中交通管制放行和情报/空中交通管制通信管理/空中交通

管制麦克风检查，见航空无线电技术委员会/欧洲民航设备组织对航空电信网基线 1 的互

用性要求标准（航空电信网基线 1 互用性标准－DO-280B/ED-110B）。 

注 4：如果使用字母 R，在第 18 项 PNB/代码之后填入能够满足基于性能的导航水

平。有关对特定航段、航路或区域适用基于性能导航的指导材料载于《基于性能导航（PBN）

手册》（Doc 9613 号文件）。 
 

数据组类别 10 

格式： 

          
          
-  a     b  

         
          前一组

类别或

符号 

本组

类别

用于 

下一组

类别或

符号 

9 ALR 13 

9 FPL 13 

9 CPL 13 



附录 3 A3-13 

10/11/16 

数据组类别 10（续前） 

注 5：如果使用字母 Z，应在第 18 项注明所载的其他设备或其他能力，并视情况冠

以 COM/，NAV/和/或 DAT。 

注 6：为放行许可和航路目的向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提供导航能力情报。 

注 7：对一个特定区域的空中交通服务颁布有所需通信性能的应用基于性能的通信的

指导材料载于《基于性能的通信和监视（PBCS）手册》（Doc 9869 号文件）。 

斜线“/” 

(b) 监视设备与能力 

填写 N  如果未携带飞行路线的监视设备或设备不能工作， 

或 

用下列一个或最多 20 个字符的标志符号说明所载的可工作的监视设备和/或能力 

 二次监视雷达 A 和 C 模式 

 A A 模式应答机 —（4 位数—4 096 个编码） 
 C A 模式应答机 —（4 位数—4 096 个编码）和 C 模式应答机 

 二次监视雷达 S 模式 

 E S 模式应答机，具有航空器识别、气压高度发射和超长电文（ADS-B）能力 
 H S 模式应答机，具有航空器识别、气压高度发射和增强的监视能力 
 I S 模式应答机，具有航空器识别，但无气压高度发射信号的能力 
 L S 模式应答机，具有航空器识别、气压高度发射信号、超长电文（ADS-B）和

增强的监视能力 
 P S 模式应答机，具有气压高度，但无航空器识别的能力 
 S S 模式应答机，具有气压高度和航空器识别的能力 
 X S 模式应答机，既无航空器识别也无气压高度能力 

注：增强的监视能力是指航空器能够通过 S 模式应答机将航空器获取的数据下传。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 

 B1 具有专用 1 090 兆赫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发送”能力的广播式自动相关监

视 
 B2 具有专用 1 090 兆赫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发送”和“接收”能力的广播式

自动相关监视 
 U1 使用 UAT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发送”能力 
 U2 使用 UAT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发送”和“接收”能力 
 V1 使用 VDL 模式 4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发送”能力 
 V2 使用 VDL 模式 4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发送”和“接收”能力 

 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 

 D1 具有 FAN 1/A 能力的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 
 G1 具有航空电信网能力的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 

 



A3-14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数据组类别 10（续前） 

以上未列出的字母符号属于保留。 

注 1：如果适用，将在第 18 项 SUR 代码之后注明所需监视性能规范。对一个特定

区域的空中交通服务颁布有所需监视性能的应用基于性能的监视的指导材料载于《基于

性能的通信和监视（PBCS）手册》（Doc 9869 号文件）。 

注 2：按照空中交通服务主管当局的要求，将在第 18 项 SUR 代码之后注明其他监

视设备和能力。 

 

示例：-S/A 
-SCI/CB1 
-SAFR/SV1 



附录 3 A3-15 

10/11/16 

数据组类别 13 — 起飞机场和时间 

格式： 
    *     
         
-  a   b  
         
         

单个连字符“-” 

(a) 起飞机场 

 4 个字母表示 

按 Doc 7910 号文件《地名代码》的规定指定给该起飞机场的

国际民航组织四字地名代码，或 

如果未分配国际民航组织地名代码（见注 1）或不知道起飞

机场，填入 ZZZZ，或 

如果已在空中申报了飞行计划，填入 AFIL（见注 2）。 

注 1：使用 ZZZZ 时，如电报中包括此组类别，则在其

他情报组（见数据组类别 18）中填写起飞机场的名称或位置。 

注 2：使用 AFIL 时，则在其他情报组（数据组类别 18）
中填写可提供补充飞行数据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 

* 在 CPL，EST，CDN 和 ACP 类电报中，此数据组须到此结束。如

果不知道预计撤轮挡时间，RQP 类电报则到此结束。 

(b) 时间 

 4 位数字表示 

FPL、ARR、CHG、CNL、DLA 和 RQS 电报以及 RQP 电报

中已掌握的 (a) 项中的该机场预计撤轮挡时间（EOBT），

或 

ALR、DEP 和 SPL 电报 (a) 项中的实际离场时间，或 

按 (a) 项中 AFIL 字母所示，从空中申报的飞行计划的 FPL
电报中，航路组（见数据组类别 15）中所示的离开第一点的

实际或预计离场时间。 

示例：-EHAM0730 
-AFIL1625 

 
数据组类别 13 

 

前一组

类别或

符号 

本组类

别用于 

下一组

类别或

符号 

10 ALR 15 

10 
7 
7 
7 
7 
7 

FPL 
CHG 
CNL 
DLA 
DEP 
ARR 

15 
16 
16 
16 
16 

(16)** 
17 

10 
7 
7 
7 

CPL 
EST 
CDN 
ACP 

14 
14 
16 
16 

7 
7 
7 

RQP 
RQS 
SPL 

16 
16 
16 

** 仅用于改航着陆情况 

 

 

 

 

 

 

 

 

 



A3-16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数据组类别 14 — 预计数据 

格式： 
              *     
                  
-  a     b   c   d  e 

                 
                  

单个连字符“-” 

(a) 边界点（见注 1） 

 边界点可以用 2-5 个字符的代号、地理坐标、简写地理坐标，

或距某一重要点的方位和距离表示。 

注 1：此边界点可以为一个靠近飞行情报区边界的协议点，

而并非必须固定在此物理点上。 

注 2：见 1.6 的数据规约。 

斜间隔线“/” 

(b) 飞越边界点的时间 

 4 位数字表示飞越边界点的预计时间。 

 

(c) 许可高度层 

 F 后随 3 位数字，或  

见本附录 1.6 的数据

规约。 

 S 后随 4 位数字，或 

 A 后随 3 位数字，或 

 M 后随 4 位数字 

 如为巡航平飞，表示航空器将飞越边界点的许可高度层，或

者，如为在边界点处爬升或下降，表示航空器正飞至的许可

高度层。 

* 如果航空器将以巡航平飞飞越边界点，则此组到此结束。 

 
数据组类别 14 

 
前一组

类别或

符号 

本组类

别用于 

下一组

类别或

符号 

13 CPL 15 

13 EST 16 

 

 

 

 

 

 

 

 

 

 



附录 3 A3-17 

10/11/16 

数据组类别 14（续前） 

(d) 补充飞越数据 

 如 (c) 中所示的高度层，表示航空器于或高于，或于或低于

该高度层 (见 (e) ) 将飞越边界点。 

 

(e) 飞越条件 

 1 个字母表示如下： 

 A 航空器将于或高于 (d) 中的高度层飞越边界点，或 

 B 航空器将于或低于 (d) 中的高度层飞越边界点。 

示例：-LN/1746F160 
-CLN/1831F240F180A 
-5420N05000W/0417F290 
-LNX/1205F160F200B 
-ZD126028/0653F130 

 
 
 
 
 
 
 

 



A3-18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数据组类别 15 — 航路 

格式： 

            
            
-  a   b  (空格)  c  
            
            

见页边注 

单个连字符“-” 

(a) 巡航速度或马赫数 

 飞行中第一个或整个巡航部分的真空速，按下列方式表示： 

K 后随 4 位数字表示单位为公里/小时的真空速，或 

N 后随 4 位数字表示单位为节的真空速，或 

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有此规定时，M 后随 3 位数字表示最

接近的百分之一单位马赫的真马赫数。 

 

(b) 申请的巡航高度层 

 F 后随 3 位数字，或  

见本附录 1.6 中的数据

规约。 

 S 后随 4 位数字，或 

 A 后随 3 位数字，或 

 M 后随 4 位数字，或 

 VFR。 

空格 

后随由空格隔开的下列七个类别的一串元素/元素组，无论以

何种顺序均必须明确说明航路情况 (见附录 2 第 2 节)。 
 

 

 

数据组类别 15 

 
前一组

类别或

符号 

本组类

别用于 

下一组

类别或

符号 

13 ALR 16 

13 FPL 16 

14 CPL 16 

   
   

注：元素 (c) 中应增加元素

组，如需要，每个元素之前留一

空格。 

 



附录 3 A3-19 

10/11/16 

数据组类别 15（续前） 

(c1) 标准离场航路 

 从离场机场至拟飞的已确定航路的第一个重要点的标准离

场航路代号。 

注 1：见本附录 1.6.3 a) 中的数据规约。 

注 2：元素 (c1) 之后可跟 (c3) 或 (c4)。 

注 3：仅在适当时才需包括标准离场航路。 

 

(c2) 空中交通服务航路代号 

 注 1：见本附录 1.6.3 a) 中的数据规约。 

注 2：元素 (c2) 之后仅可跟 (c3) 或 (c4)。 

 

(c3) 重要点 

 注：见本附录 1.6.3 b)、c)、d) 和 e) 中的可供选择的

数据规约。 

 

(c4) 重要点/巡航速度和巡航高度层 

 重要点 (如元素 (c3) 中所示) 

斜间隔线 

巡航速度或马赫数 (如元素 (a) 中所示) 

申请的巡航高度层 (如元素 (b) 中所示)。 

 

 

 

 

 

 



A3-20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数据组类别 15（续前） 

(c5) 代码 

 VFR 如在前一点改为目视飞行规则，或 

 IFR 如在前一点改为仪表飞行规则，或 

 DCT 除非两点均由地理坐标或方位与距离确定，否则

至下一点的飞行将在指定航路以外。 

 T 如航路说明在前一点被删简，而其剩余部分应在先

前拍发的申报的飞行计划中或其他数据中查找。 

注 1：元素 (c5) 只能跟在 (c3) 或 (c4) 和 (c6) 之后。 

注 2：使用时，T 必须终止航路组。 

 

(c6) 巡航爬升 

 字母 C，后随一个斜间隔线；然后完全按以上 (c3) 所述，

接计划开始巡航爬高的点，后跟一斜间隔线；然后完全按

上述 (a) 所述，在巡航爬升期间应保持的速度，后跟两个

高度层，以确定在巡航爬升期间拟占用的夹层；每一高度

层按上述 (b) 表示，或计划巡航爬升至其以上的高度层，

后随字母 PLUS，其间不留空格。 

 

(c7) 标准进场航路 

 从离开确定航路的那一点至进近程序起始点的标准进场航

路代号。 

注：仅在适当时方需包括标准进场航路。 

示例：-K0410S1500 A4 CCV R11 
-K0290A120 BR 614 
-N0460F290 LEK2B LEK UA6 FNE UA6 XMM/M078F330 UA6N PON UR10N CHW UA5 NTS DCT 

4611N00412W DCT STG UA5 FTM FATIM1A 
-M082F310 BCN1G BCN UG1 52N015W 52N020W 52N030W 50N040W 49N050W DCT YQX 
-N0420F310 R10 UB19 CGC UA25 DIN/N0420F330 UR14 IBY UR1 MID 



附录 3 A3-21 

10/11/16 

数据组类别 16 — 目的地机场和预计总实耗时间，目的地备降机场 

格式： 
    *     **     
              
-  a   b  (空格)  c  
              
              

见 A3-22 的页边注 

单个连字符“-” 

(a) 目的地机场 

 4 个字母表示 

按 Doc 7910 号文件《地名代码》的规定指定给目的地机场的

国际民航组织四字地名代码，或 

如未分配国际民航组织地名代码，填入 ZZZZ。 

注：如使用 ZZZZ，在其他情报组（见数据组类别 18）
中列出目的地机场名称或位置。 

* 除 ALR，FPL和 SPL以外的所有电报类别中，此编组到此结束。 

(b) 预计总实耗时间 

 4 位数字，表示 

预计总实耗时间。 

** 当在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之间达成如此协议或根据地区航

行协议有此规定时，在 FPL 电报中，此组可到此结束。 

 

 

 

 

数据组类别 16 

 

前一组

类别或

符号 

本组类

别用于 

下一组

类别或

符号 

15 AL R 18 

15 
13 
13 
13 
13 
13 

FPL 
CHG 
CNL 
DLA 
DEP 

ARR*** 

18 
18 
18 
18 
18 
17 

15 
14 
13 
13 

CPL 
EST 
CDN 
ACP 

18 
) 

22 
) 

13 
13 
13 

RQP 
RQS 
SPL 

18 
18 
18 

***  仅用于改航着陆。 

 

 

 

 

 

 

 



A3-22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数据组类别 16（续前） 

空格 

(c) 目的地备降机场  

 4 个字母表示 

按 Doc 7910 号文件《地名代码》的规定指定给备降机场

的国际民航组织四字地名代码，或 

如未分配国际民航组织地名代码，填入 ZZZZ。 

注：如使用 ZZZZ，在其他情报组（见数据组类别

18）中应填写目的地备降机场的名称或位置。 

 

示例：-EINN0630 
-EHAM0645 EBBR 
-EHAM0645 EBBR EDDL 

 

 

 

 

 

 

 

 

 

 

 

 

注：如需要，应再增加一

个 (c) 元素，前加一空格。 
 

 

 

 

 

 



附录 3 A3-23 

10/11/16 

数据组类别 17 — 落地机场和时间 

格式： 
        *    
             
-  a   b  （空格）  c  
             
             

单个连字符“-” 

(a) 落地机场 

 4 个字母表示 

按 Doc 7910 号文件《地名代码》的规定指定给落地机场的国

际民航组织四字地名代码，或 

如未分配国际民航组织地名代码，填入 ZZZZ。 

 

(b) 落地时间 

 4 位数字表示 

实际到达时间。 

* 如落地机场指定有国际民航组织地名代码，此编组到此结束。 

空格 

(c) 进场机场 

 如在 (a) 中填写 ZZZZ，此处填写进场机场名称。 

示例：-EHAM1433 
-ZZZZ1620 DEN HELDER 

 

 

 

 

数据组类别 17 

 
前一组

类别或

符号 

本组类

别用于 

下一组

类别或

符号 

13 
(16)** 

ARR ) 

**  仅用于改航降落。 

 

 

 

 

 

 

 

 

 

 

 

 

 

 

 

 

 



A3-24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数据组类别 18 — 其他情报 

注：使用本项未包含的代码可能导致数据被拒绝、处理错误或丢失。 

连字符或斜线“/”只能按下述规定使用。 

 
 
 

或 
 
 

（* 必要时，增加元素） 

格式： 
  
  
- a 
  
  

             
-    (空格)    （空格）*（空格）    
            
            

 
 

 
 

数据组类别 18 

前一组

类别或

符号 

本组类

别用于 

下一组

类别或

符号 

16 ALR 19 

16 FPL ) 

16 CPL ) 

16 SPL 19 

单个连字符“-” 

（a） 如无其他情报，填写 0（零） 

或 

按照下列所示的先后次序，并按照从下列规定的代码中选择的相应代

码形式填写任何其他必需的情报，随以一斜线“/”和所需记录的情报： 

STS/ 要求空中交通服务特别处理的原因，比如搜寻与援救，如下所

示： 

 ALTRV： 按照预留高度运行的飞行； 
 ATFMX： 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批准豁免空中交通流

量管理措施的飞行； 
 FFR： 灭火； 
 FLTCK： 校验导航设施的飞行检测； 
 HAZMAT： 运载有害材料的飞行； 
 HEAD： 国家领导人性质的飞行； 
 HOSP： 医疗当局公布的医疗飞行； 
 HUM： 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飞行； 
 MARSA： 军方负责承担军用航空器间隔的飞行； 
 MEDEVAC： 与生命攸关的医疗紧急疏散； 
 NONRVSM： 不具备缩小垂直间隔能力的飞行准备在缩小

垂直间隔空域运行； 
 SAR： 从事搜寻与援救任务的飞行；和 
 STATE： 从事军队、海关或警察服务的飞行。 

在代号 RMK/  项下说明其他要求空中交通服务特别处理的原因。 

PBN/ 表示区域导航和/或所需导航性能的能力。包括适用于飞行的多

项标码，最多 8 个词条，不超过 16 个符号。 

 



附录 3 A3-25 

10/11/16 

数据组类别 18（续前） 

 区域导航规范 
A1 RNAV 10（RNP 10） 
  
B1 RNAV 5 所有允许的传感器 
B2 RNAV 5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B3 RNAV 5 测距仪/测距仪 
B4 RNAV 5 甚高频全向信标/测距仪 
B5 RNAV 5 惯性导航或惯性参考系统 
B6 RNAV 5 罗兰 C 
  
C1 RNAV 2 所有允许的传感器 
C2 RNAV 2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C3 RNAV 2 测距仪/测距仪 
C4 RNAV 2 测距仪/测距仪/IRU 
  
D1 RNAV 1 所有允许的传感器 
D2 RNAV 1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D3 RNAV 1 测距仪/测距仪 
D4 RNAV 1 测距仪/测距仪/IRU 
  
 RNP 规范 
L1 RNP 4 

  
O1 基本 RNP 1 所有允许的传感器 
O2 基本 RNP 1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O3 基本 RNP 1 测距仪/测距仪 
O4 基本 RNP 1 测距仪/测距仪/IRU 
  
S1 RNP APCH 
S2 具备 BAR-VNAV 的 RNP APCH 
  
T1 有 RF 的 RNP AR APCH（需要特殊批准） 
T2 无 RF 的 RNP AR APCH（需要特殊批准） 

以上未列出的任何字母符号组合属于保留。 

NAV/ 除 PBN/ 规定之外，按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要求，填写与导

航设备有关的重要数据。在此代码项下填入全球导航卫星增强

系统，两个或多个增强方法之间使用空格，比如 NAV/GBAS 
SBAS。 

 

COM/ 填写 10 a)中未注明的通信设备和能力。 

 

DAT/ 填写 10 a)中未注明的数据通信设备和能力。 

 

SUR  填写 10 b)中未注明的监视设备和能力。使用代码（中间无空

格）填写飞行适用的所有所需监视性能规范。多项所需监视性

能规范中间要用空格分开。示例：RSP180 RSP400。 

 



A3-26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数据组类别 18（续前） 

DEP/ 如在第 13 项内填入ZZZZ，则应在此填入起飞机场名称或位置；

或如在第13 项内填入AFIL，则应在此填入可提供补充飞行计划数

据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对于相关的航行资料汇编未列出的机

场，按以下方式填写位置： 

4 位数字表示纬度数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分数，后随“N”（北）

或“S”（南），再随以 5 位数字，表示经度数的十位数和个

位数分数，后随“E”（东）或“W”（西）。为使数位正确，

需要时插入“0”，例如，4620N07805W（11 位字符）。 

 

或 距最近重要点的方位和距离表示如下： 

重要点的编码代号，后随 3 位数字表示相对该重要点的磁方位

度数，再随以 3 位数字表示距离该重要点的海里数。在高纬度

地区，如有关当局确定参考磁方位度数不可行，可使用真度数。

为使数位正确，需要时插入“0”。例如距全向信标台（VOR）
“DUB”40 海里，磁方位 180 度的一点，应以“DUB 180040”
表示。 

 

或， 如果航空器尚未从机场起飞，填入第一个航路点（名称或经纬

度）或无线电指点标， 

 

DEST/ 如在第 16 项填入 ZZZZ，则应在此填入目的地机场的名称和位

置。对于相关航行资料汇编未列出的机场，按上述 DEP/的规定

以经纬度填入机场位置或距最近重要点的方位和距离。当在第

16 项内填写 ZZZZ 时，目的地机场的名称。 

 

DOF/ 以 6 位数表示飞行起飞日期（YYMMDD，YY 表示年，MM 表

示月，DD 表示日）。 

 

REG/ 当与第 7 项的航空器识别标志不同时，填入航空器的国籍、共

同标志和登记标志。 

 

EET/  由地区航行协议或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规定的重要点或飞

行情报区边界代号和起飞至该点或飞行情报区边界累计的预

计实耗时间。 

示例： -EET/CAP0745 XYZ0830 

 -EET/EINN0204 

 

SEL/ 经装备的航空器的选择呼叫代号。 

 

 

 

 



附录 3 A3-27 

10/11/16 

数据组类别 18（续前） 

TYP/ 如在第 9 项中填入 ZZZZ，则在此填入航空器机型，必要时不

留空格前缀航空器架数，其间用一个空格隔开。 

示列：-TYP/2 F15 5 F5 3 B2 

 

CODE/ 按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要求的航空器地址（以 6 位 16 进制

字符的字母代码形式表示）。例如：F00001 是国际民航组织

管理的具体模块中所载的最小航空器地址。 

 

DLE/ 航路延误或等待，填入计划发生延误的航路重要点，随后用时

分（小时分钟）4 位数表示延误长度。 

示列：-DLE/MDG0030 

 

OPR/ 当与第 7 项的航空器识别标志不同时，填入航空器运行机构的

国际民航组织代码或名称。 

 

ORGN/ 如果无法立即识别飞行计划发报人，填入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

局要求的发报人的 8 字母 AFTN 地址或其他相关联络细节。 

注：在某些地区，飞行计划接收中心会自动插入 ORGN/识别

符和发报人的 AFTN 地址。 

 

PER/  按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的规定，使用《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航空器的运行》（PANS-OPS，Doc 8168 号文件）第 I 卷 — 《飞

行程序》规定的一位字母，填写航空器性能数据， 

 

ALTN/ 如在第 16 项中填写 ZZZZ，则在此处填入目的地备降机场名

称。对于相关的航行资料汇编未列出的机场，按上述 DEP/的规

定以经纬度中填入机场位置或距最近重要点的方位和距离。 

 

RALT 按 Doc 7910 号文件《地名代码》的规定填入航路备降机场的

国际民航组织四字代码，或如果未分配代码，填入航路备降机

场名称。对于相关的航行资料汇编未列出的机场，按上述 DEP/
的规定以经纬度填入机场位置或距最近重要点的方位和距离。 

 

TALT/ 按 Doc 7910 号文件《地名代码》的规定填入起飞备降机场的

国际民航组织四字代码，或如果未分配代码，填入起飞备降机

场名称。对于相关的航行资料汇编未列出的机场，按上述 DEP/
的规定以经纬度填入机场位置或距最近重要点的方位和距离。 

 

 

 

 



A3-28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数据组类别 18（续前） 

RIF/ 至修改的目的地机场的航路细节，后随该机场的国际民航组织

四字代码。修改的航路应在飞行中重新申请。 

示例：-RIF/DTA HEC KLAX 

 -RIF/ESP G94 CLA YPPH 

 

RMK/ 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要求的或认为必要的任何明语附注。 

示例：-0 
-STS/MEDEVAC 
-EET/015W0315 020W0337 030W0420 040W0520 



附录 3 A3-29 

10/11/16 

数据组类别 19 — 补充情报 

格式： 

            
            
-    (空格)    （空格）*（空格）    
            
            

（* 必要时，增加元素） 

本组包括一串可得到的补充情报，其间由空格隔开。 

许可的元素的适当次序如下： 

单个连字符“-” 

(a) E/ 后接 4 位数字，以小时和分钟表示燃油续航时间。 

 

(b) P/ 后接 1，2 或 3 位数字，在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当局有此

规定时，表示机上总人数。 

 

(c) R/ 后接下列中的一个或多个，其间无空格： 

  U 可使用 243.0 兆赫频率（特高频）时， 
  V 可使用 121.5 兆赫频率（甚高频）时， 
  E 可使用紧急示位信标台（ELT）时。 

 

(d) S/ 后接下列中的一个或多个，其间无空格： 

  P 载有极地救生设备时， 
  D 载有沙漠救生设备时， 
  M 载有海上救生设备时， 
  J 载有丛林救生设备时。 

 

(e) J/ 后接下列中的一个或多个，其间无空格： 

  L 救生衣备有灯光时， 
  F 救生衣备有荧光素时，后接一空格再后接 
  U 任何救生衣无线电备有 243.0 兆赫的特高频时， 
  V 任何救生衣无线电备有 121.5 兆赫的甚高频时。 

 

 

数据组类别 19 

 
前一组

类别或

符号 

本组类

别用于 

下一组

类别或

符号 

18 ALR 20 

18 SPL ) 

 

 

 

 

 

 

 

 

 

 

 

 

 

 

 

 

 

 



A3-30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数据组类别 19（续前） 

(f) D/ 后接下列中的一个或多个，其间以空格隔开： 

  2 位数字表示所携带的救生艇数目， 

3 位数字表示所有救生艇的可载总人数。 

C 如救生艇有棚罩。 

救生艇的颜色 (例如，红色)。 

 

(g) A/ 后接下列中的一个或多个，其间以空格隔开： 

  航空器的颜色。 
重要标志 (可包括航空器注册标志)。 

 

(h) N/ 后接明语，表示任何其他救生设备和任何其他有用注

释。 

 

(i) C/ 后接机长姓名。 

示例：-E/0745 P/6 R/VE S/M J/L D/2 8 C YELLOW 
A/YELLOW RED TAIL N145E C/SMITH 

 

 

 

 

 

 



附录 3 A3-31 

10/11/16 

数据组类别 20 — 搜寻和援救告警情报 

格式： 

            
            
-    (空格)    （空格）*（空格）    
            
            

(* 总共 8 个元素) 

本组由按下列规定的次序排列的元素组成，元素间由空格隔开。

任何无法得到的情报应以“无”或“未知”表示，而不得简单略

去不填。 

单个连字符“-” 

(a) 运营人身份 

 航空器运营人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两字代码，或，如果未指

定有代码，填写运营人的名称。 

 

(b) 最后联系的单位 

 6 个字母，其中 4 个为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地名代码，后随 2
字代号，共同表明最后做双向联系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或，

如果无法得到代码、代号，则对该单位做其他说明。 

 

(c) 最后做双向联系的时间 

 4 个数字表示最后双向联系的时间。 

 

(d) 最后联系的频率 

 填写必要的数字表示最后联系的发射/接收频率。 

 

(e) 最后报告的位置 

 以本附录 1.6 中的数据规约之一表示的最后报告位置，后接

飞越该位置的时间。 

 

 

 

数据组类别 20 

 
前一组

类别或

符号 

本组类

别用于 

下一组

类别或

符号 

19 ALR ) 

 

 

 

 

 

 

 

 

 

 

 

 

 

 

 

 

 



A3-32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数据组类别 20（续前） 

(f) 确定最后所知位置的方法 

 必要时用明语叙述。 

 

(g) 报告单位采取的行动 

 必要时用明语叙述。 

 

(h) 其他有关情报 

 必要时用明语叙述。 

示例：-USAF LGGGZAZX 1022 126.7 GN 1022 
PILOT REPORT OVER NDB ATS UNITS 
ATHENS FIR ALERTED NIL 

 



附录 3 A3-33 

10/11/16 

数据组类别 21 — 无线电失效情报 

格式： 

            
            
-    (空格)    （空格）*（空格）    
            
            

(* 总共 6 个元素) 

本组由按下列规定的次序排列的元素组成，冠以一连字符，并由空

格隔开。任何无法得到的情报应以“无”或“未知”表示，不得简

单略去不填。 

单个连字符“-” 

(a) 最后做双向联系的时间 

 4 个数字表示与航空器进行最后双向联系的时间。 

 

(b) 最后联系的频率 

 以必要的数字表示与航空器进行最后双向联系时的发射/接
收频率。 

 

(c) 最后报告的位置 

 以本附录 1.6 中的数据规约之一表示的最后报告位置。 

 

(d) 在最后报告位置的时间 

 4 位数字表示在最后报告位置的时间。 

 

(e) 剩余通信能力 

 以必要的字母表明航空器的剩余通信能力，如已知道，使用

数据组类别 10 的规约，或使用明语。 

 

(f) 任何必要的注释 

 必要时用明语叙述。 

示例：-1232 121.3 CLA 1229 TRANSMITTING ONLY 126.7 
LAST POSITION CONFIRMED BY RADAR 

 
数据组类别 21 

 
前一组

类别或

符号 

本组类

别用于 

下一组

类别或

符号 

7 RCF ) 

 

 

 

 

 

 

 

 

 

 

 

 

 

 

 

 

 

 



A3-34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数据组类别 22 — 修正 

格式： 

          
          
-  a     b  

         
          

单个连字符“-” 

(a) 数据组代号 

 1 个或 2 个数字表示需修订的数据组类别号。 

斜间隔线“/” 

(b) 修订的数据 

 (a) 中所示数据组的完整与修订的数据，按该组的规定构成。 

数据组类别 8 (飞行规则和飞行种类) 修改至 IN 举例： 

-8/IN 

数据组类别 14 (预计数据) 修改举例： 

-14/ENO/0145F290A090A 

数据组类别 8 (飞行规则与飞行种类) 和 14 (预计数据) 修改举例： 

-8/I-14/ENO/0148F290A110A 

 

 

 

 

 

 

 

 

 

数据组类别 22 

 

前一组

类别或

符号 

本组类

别用于 

下一组

类别或

符号 

18 CHG *22 or) 

16 CDN *22 or) 

* 表示该类别可另增加

数据组。 

 

 

 

 

 



附录 3 A3-35 

1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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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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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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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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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目

的
地
备
降
机
场

编组类别号

补充电报

协调电报

电报的飞行计划
电报和有关的

更新电报

紧急电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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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无
线
电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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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报

告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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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救
情
报

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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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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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飞行计划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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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报

其
他
情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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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机
场
和
时
间

起
飞
机
场
和
时
间

航
路

预
计
数
据

必要时本数据组可重复。当电报以电传机格式分页打
印时，此数据组另起一行。

现
在
未
用

现
在
未
用

现
在
未
用

现
在
未
用

现
在
未
用

设
备
与
能
力

航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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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交通服务电报组成的规则 
（见本附录的 1.3 至 1.8） 

标准电报类别的组成 

以数据组的标准顺序表示的每一标准电报类别的

组成必须符合本页的参考图的规定。每份电报须包括

所有规定的数据组。 

标准数据组类别的组成 

以数据元素的标准顺序或在某些情况中以简单元

素表示的每一标准数据组类别须按照第 A3-6 至 A3-34
页的数据组表中的规定组成。 

注：每一数据组至少包含一个必要元素，并且是

该组中首要的或唯一的元素，但数据组类别 9 除外。

关于含括或省略有条件元素的规则，在数据组表中表

明。 

构成和标点 

空中交通服务数据以纸页上所示的开括号“(”开
始。开括号构成空中交通服务数据开始符。此符号仅

作印刷符号使用。其后紧接电报类别代号。 

注：在使用国际电报电码表第 2 号的电传打字机

操作中，该开括号作为数字位符号第 11 号拍发。某些

电传打字机将该符号“(”打印成其他符号，但这种差异

是局部的和无关紧要的。如采用较高水平的编码，使

用打印为“(”的字符。 

除第一数据组外的每一组均以一连字符“-”开始。

连字符构成数据组开始符。此符号仅作为印刷符号用于

每一数据组中空中交通服务数据的第一个元素之前。 

注：在使用国际电报电码表第 2 号的电传打字机

操作中，该连字符作为数字位符号第 1 号拍发。某些

电传打字机将符号“-”打印成其他符号，但这种差异是

局部的和无关紧要的。如采用较高水平的编码，使用

打印为“-”的字符。 

一个数据组中的各元素之间须用一斜间隔线“/”隔
开。或，只有在第 A3-6 页至 A3-34 页的数据组表中有

此规定时，以一空格隔开。 

注 1：在使用国际电报电码表第 2 号的电传打字

机操作中，该斜间隔线作为数字位符号第 24 号拍发。

某些电传打字机将符号“/”打印成其他符号，但这种差

异是局部的和无关重要的。如采用较高水平的编码，

使用打印为“/”的字符。 

注 2：在使用国际电报电码表第 2 号的电传打字

机操作中，该空格作为符号第 31 号拍发。如采用较高

水平的编码，使用在纸页上形成空格的字符。 

空中交通服务数据须以一闭括号“)”结束。闭括号

构成空中交通服务数据的终止符。该符号须仅作为印

制符号紧接在电报中最后的数据组之后使用。 

注：在使用国际电报电码表第 2 号的电传打字机

操作中，该闭括号作为符号第 12 号拍发。某些电传打

字机将闭括号“)”打印成其他的符号，但这种差异是局

部的和无关紧要的。如采用较高水平的编码，使用打

印为“)”的字符。 

当标准空中交通服务电报以电传打字机的格式准

备时，须将对齐功能 (两次回车，随之一次换行) 插在： 

(a) 本页参考表中如此注释的每个数据组之前； 

(b) 数据组类别 5 (紧急情况的叙述)，15 (航路)，18 (其
他情报)，19 (补充情报)，20 (搜寻与援救告警情

报)，21 (无线电失效情报) 和 22 (修正) 中凡是需

要在纸页上另起一行处 (见注)。在此情况下，对

齐功能须插在两个数据元素之间，且不得将一个

元素分开。 

注：附件 10 规定电传打字机副本的每行不得超过

69 个字符。 

数据规约 

绝大部分用于电报中表示空中交通服务数据的规

约，在第 A3-6 页至 A3-34 页的数据组表中已做规定，

但对表示高度层、位置和航路数据的规约规定如下。 

高度层数据的表示 

表示高度层数据的四种可供选择的规约： 

(a) “F”后接 3 位数字： 

表明一飞行高度层数，即飞行高度层 340 表示为

“F340”； 

(b) “S”后接 4 位数字： 

表明单位为 10 米的标准米制高度层，即标准米制

高度层 11 300 米（飞行高度层 370）表示为

“S1130”； 

(c) “A”后接 3 位数字： 

表明单位为 100 英尺的高度，即 4 500 英尺高度

表示为“A045”； 

(d) “M”后接 4 位数字： 

表明单位为 10 米的高度，即 8 100 米高度表示为

“M0810”。 

位置或航路的表示 

用下列可供选择的数据规约表示位置或航路： 

(a) 2 至 7 个字符，表示指定给应飞的空中交通服务

航路的编码代号； 

(b) 2 至 5 个字符，表示指定给一航路点的编码代号； 

(c) 以度数和分数的十位和个位表明纬度的四位数

字，后接“N” (意为“北”) 或“S” (南)；后

接以度数和分数的十位和个位表明经度5位数字，

后接“E” (东) 或“W” (西)。必要时插入“0”，

以使数位正确，例如“4620N07805W” (北纬 46
度 20 分，西经 78 度 5 分)； 

(d) 两位数字表示纬度度数，后接“N”（北）或“S”（南），

后接三位数字表示经度度数，后接“E”（东）或“W”
（西）。同样，为使数位正确，必要时插入“0”。
例如“46N078W”（北纬 46 度西经 78 度）； 

(e) 2 至 5 个字符表示某一重要点的编码代号，后随 3
位数字表示相对该点的磁方位度数，后随 3 位数

字表示距该点的海里数。在高纬度地区，如果有

关当局确定参考磁方位度数不切实际，可以使用

真度数。为使数位正确，必要时插入“0”。例如

距全向信标台（VOR）“FOJ”40 海里，磁方位

180 度的一点，应以“FOJ180040”表示。 

数据组的细则 

规定或允许纳入每一数据组中的数据元素，以及

规定的条件或允许的选择，见第 A3-6 至 A3-34 页。 

在每一数据组页的右侧有一索引，允许每一电报

类别中后续的数据组顺序。 

在每一电报类别中，第一组是类别 3；在说明数据

组类别 3 的页上，索引说明每个电报下一数据组的类

别号。在随后的组页上，前一组的类别号也被标出以

供参照。在索引中使用空中交通服务数据开始“(”符号

来表示前面无组类别；用空中交通服务数据结束“(”符
号来表示后面无组类别。 

在数据组页上， 

以固定字符数表示的元素，如图

所示（此例为三个字符） 

    
    
    

 

字符数可变的元素，如图所示     

    

编写空中交通服务电报时的准确性 

在已知的使用空中交通服务计算机的地区使用电

传打字机波道拍发标准空中交通服务电报，须严格遵

循第 A3-6至 A3-34 页的数据组表中所规定的格式和数

据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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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中交通服务电报示例 

2.1  目录表 

电报分类 电报类别 

电报类别 

代号 段落 

紧急 告警 
无线电通信失效 

ALR 
RCF 

2.2.1 
2.2.2 

申报的飞行计划及有关的更新 申报的飞行计划 
修正 
取消 
延误 
离场 
进场 

FPL 
CHG 
CNL 
DLA 
DEP 
ARR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协调 现行飞行计划 
预计 
协调 
接收 
逻辑确认 

CPL 
EST 
CDN 
ACP 
LAM 

2.4.1 
2.4.2 
2.4.3 
2.4.4 
2.4.5 

补充 请求飞行计划 
请求补充飞行计划 
补充飞行计划 

RQP 
RQS 
SPL 

2.5.1 
2.5.2 
2.5.3 

注 1：仅表明空中交通服务情报，即在航空固定电信网电报中仅包含航空固定电信网电文。 

注 2：组成图表内的号码与本附录第 1 节中使用的数据组类别号码一致。 

2.2  紧急电报 

2.2.1  告警（ALR）电报 

2.2.1.1  组成 

( 
3 
电报类别，编号 
和参考数据 

- 
5 
紧急情况说明 

    

- 
7 
航空器识别标志和 
二次监视雷达模式和编码 

- 
8 
飞行规则和 
飞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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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航空器型号和 
尾流紊流度类别 

- 
10 
设备与能力 

    
 13 

离场机场和时间 
  

 
 

- 15 
航路 (如需要，可用多行) 

    

 
  16 

目的地机场和预计总实耗时间，目的地备降机场 
 

 
- 18 

其他情报 (如需要，可用多行) 
    

 
 

- 19 
补充情报 (如需要，可用多行) 

    

 
 

- 20 
搜索与援救告警情报 (如需要，可用多行) 

   ) 

2.2.1.2  示例 

下例为一份雅典到慕尼黑“飞行不明阶段”的告警电报，由雅典进近管制拍发给贝尔格莱德中心和其他空

中交通服务单位。 

(ALR-INCERFA/LGGGZAZX/OVERDUE 
-FOX236/A3624-IM 
-C141/H-S/C 
-LGAT1020 
-N0430F220 B9 3910N02230W/N0415F240 B9 IVA/N0415F180 B9 
-EDDM0227 EDDF 
-REG/A43213 EET/LYBE0020 EDMI0133 OPR/USAF RMK/NO 
POSITION REPORT SINCE DEP PLUS 2 MINUTES 
-E/0720 P/12 R/UV J/LF D/02 014 C ORANCE A/SILVER C/SIGGAH 
-USAF LGGGZAZX 1022 126.7 GN 1022 PILOT REPORT OVER NDB ATS 
UNITS ATHENS FIR ALERTED NIL) 



A3-38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2.2.1.2.1  含义 

告警电报 — 航空器起飞两分钟后未收到位置报告和无线电联络，雅典现宣布该航空器处在“不明阶段”，

航空器识别标志 FOX236，仪表飞行，军用，航空器名称 Starlifter，尾流紊流重型，机上装有标准的航路通信、

导航和进近设备，装有二次监视雷达 A 模式应答机(4 096 个编码) 和 C 模式应答机，最后指定编码 3624，世界

协调时 10 时 20 分离开雅典，第一段航路巡航速度 430 海里/小时，第一次请求 FL220，沿蓝色 9 号航路飞行到

达北纬 39 度 10 分西经 22 度 30 分，在该处真空速改为 415 海里/小时和请求 FL240，沿蓝色 9 号航路继续飞往

伊万格勒全向信标台，在该处请求 FL180，真空速保持为 415 海里/小时请求 FL240，沿蓝色 9 号航路飞往慕尼

黑，预计总实耗时间为 2 小时 27 分，目的地备降机场法兰克福，航空器注册号 A43213，在贝尔格莱德和慕尼

黑飞行情报区边界累计的预计实耗时间分别为 20 分钟和 1 小时 33 分钟，美国空军飞行员驾驶，起飞两分钟后

未收到位置报告，起飞后续航能力 7 小时 20 分钟，机上 12 人，装备有轻便无线电通信设备，能在 121.5MHz
和 243MHz 频率上工作，备有灯光和荧光救生衣，两只带棚的橙黄色小艇，总载量 14 人，航空器颜色为银色，

机长姓名 SIGGAH，飞机经营人为美国空军，雅典进近管制是 10 时 22 分（世界协调时）在 126.7MHz 上与其

联络的最后一个单位，当时驾驶员报告飞越 GN 跑道信标台，雅典进近管制已向雅典飞行情报区内各空中交通

服务单位发出告警通知，其他情报不知。 

2.2.2  无线电通信失效 (RCF) 电报 

2.2.2.1  组成 

( 
3 
电报类别、编号和 
参考数据 

- 
7 
航空器识别标志和二次监测 
雷达应答机模式和编码 

 
 

- 21 
无线电失效情报（如需要，可用多行） 

   ) 

2.2.2.2  示例 

下例为一份从伦敦发给阿姆斯特丹，通知该中心已获许可的一次飞行中无线电通信失效的电报。有关的飞

行计划表明该航空器未装有二次监视雷达应答机。 

(RCF-GAGAB 
-1231 121.3 CLA 1229 TRANSMITTING ONLY 126.7 MHZ LAST POSITION CONFIRMED BY RADAR) 

2.2.2.2.1  含义 

无线电通信失效电报 — 航空器识别标志 GAGAB — 未指定二次监视雷达编码 — 与伦敦中心最后联络

是 12 时 32 分，世界协调时，频率为 121.3 兆赫 — 最后报告位置为克拉克顿甚高频全向信标，时间为 12 时 29
分, 世界协调时 — 剩余通信能力：最后在 126.7 兆赫收听到 — 在克拉克顿的位置报告由雷达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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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申报的飞行计划和相关的修正电报 

2.3.1  申报的飞行计划（FPL）电报 

2.3.1.1  组成 

( 
3 
电报类别、编号和 
参考数据 

- 
7 
航空器识别标志和 
二次监视雷达模式和编码 

- 
8 
飞行规则和 
飞行种类 

 

- 
9 
航空器机型和 
尾流紊流度类别 

- 
10 
设备与能力 

 

- 13 
起飞机场和时间 

 
 

- 15 
航路（如需要，可用多行） 

    
 

 
- 16 

目的地机场和预计总实耗时间，目的地备降机场 
 

 
- 18 

其他情报（如需要，可用多行） 
   ) 

2.3.1.2  举例 

下例为伦敦机场发给香农、山维克和甘德中心的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该电报还可发给伦敦中心或用话音

将数据传给该中心。 

(FPL-ACA101-IS 
-B773/H-CHOV/C 
-EGLL1400 
-N0450F310 L9 UL9 STU285036/M082F310 UL9 LIMRI 
52N020W 52N030W 50N040W 49N050W 
-CYQX0455 CYYR 
-EET/EISN0026 EGGX0111 020W0136 CYQX0228 040W0330 050W0415 SEL/FJ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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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1  含义 

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 — 航空器识别标志 ACA101，仪表飞行，定期航班，一架波音 777-300，尾流紊流重

型，机上装有罗兰 C 设备，高频无线电话，甚高频全向信标，多普勒，甚高频无线电话和二次监视雷达 A 模式

应答机（4 096 个编码能力）和 C 模式应答机，起飞机场为伦敦，预计撤轮挡时间 14 时（世界协调时），第一

个段航路巡航速度 450 海里，请求 FL310，沿 Lima9 号航路和上 Lima9 号航路飞往相对斯特卢姆勃全向信标台

磁方位 285 度距离 36 海里的一点，从该点以 0.82 恒定马赫数，继续沿 Lima9 号航路飞往 LIMRI，然后飞至北

纬 52 度西经 20 度，飞至北纬 52 度西经 30 度，飞至北纬 50 度西经 40 度，飞至北纬 49 度西经 50 度，飞到目

的地甘德，预计总实耗时间 4 小时 55 分，目的地备降机场为鹅湾机场，机长已通告沿航路重要点的累计预计实

耗时间，到香农飞行情报区边界用 26 分钟，到山维克海洋飞行情报区边界用 1 小时 11 分，到西经 20 度用 1
小时 36 分，到甘德海洋飞行情报区边界用 2 小时 28 分，到西经 40 度用 3 小时 30 分，到西经 50 度用 4 小时

15 分，选择呼叫代码为 FJEL。 

2.3.2  修改（CHG）电报 

2.3.2.1  组成 

( 
3 
电报类别、编号和 
参考数据 

- 
7 
航空器识别标志和 
二次监视雷达模式和编码 

- 
13 
起飞机场和 
时间 

 
 

- 16 
目的地机场和预计总实耗时间，目的地备降机场 

 
 

- 18 
其他情报（如需要，可用多行） 

    
 

- 22 
修订 ------ 22 

修订 
 等。（如需要，可用多行） ) 

2.3.2.2  举例 

下例为一份阿姆斯特丹中心发给法兰克福中心的修正电报，以修改先前发给法兰克福的申报的飞行计划电

报中的情报。假定两个中心都装有计算机。 

(CHGA/F016A/F014-GABWE/A2173-EHAM0850-EDDF-DOF/080122-8/I-16/EDDN) 

2.3.2.2.1  含义 

修正电报 — 阿姆斯特丹和法兰克福计算机的单位识别代码为 A 和 F，后随由阿姆斯特丹发此电报的序号

（016），再重复计算机的单位识别代码，后随有关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的序号（014），航空器识别标志 GABWE，
二次监视雷达 A 模式工作编码 2173，从阿姆斯特丹沿 EOBT0850 飞到法兰克福，飞行日期 2008 年 1 月 22 日，

有关申报的飞行计划的数据组类别8改为仪表飞行规则，修正申报的飞行计划数据组类别16，新目的地为诺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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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飞行计划取消（CNL）电报 

2.3.3.1  组成 

( 
3 
电报类别、编号和 
参考数据 

- 
7 
航空器识别标志和 
二次监视雷达模式和编码 

- 
13 
起飞机场和 
时间 

 
 

- 16 
目的地机场和预计总实耗时间，目的地备降机场 ) 

 
 

- 18 
其他情报（如需要，可用多行） 

   ) 

2.3.3.2  示例 1 

下例为一份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发出的飞行计划取消电报，拍发给已向其发出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的所有收电

单位。 

(CNL-DLH522-EDBB0900-LFPO-0) 

2.3.3.2.1  含义 

飞行计划取消电报 — 取消航空器识别标志为 DLH522 的飞行计划 — 飞行计划从柏林沿 EOBT0900 飞到

巴黎，无其他情报。 

2.3.3.3  示例 2 

下例为一份由一中心发给一邻接中心的飞行计划取消电报。假定两中心都装有空中交通管制计算机。 

(CNLF/B127F/B055-BAW580-EDDF1430-EDDW-0) 

2.3.3.3.1  含义 

飞行计划取消电报，空中交通管制计算机拍发和接收单位代码 F 和 B，后随此电报序号 (127) ，重复计算

机单位代码，后随先前发出的现行飞行计划电报序号 (055) ，取消航空器识别标志 BAW580 的飞行计划，飞行

计划从法兰克福沿 EOBT1430 飞到不莱梅，其他情报。 

2.3.4  延误（DLA）电报 

2.3.4.1  组成 

( 
3 
电报类别、编号和 
参考数据 

- 
7 
航空器识别标志和 
二次监视雷达模式和编码 

- 
13 
起飞机场和 
时间 

 
 

- 16 
目的地机场和预计总实耗时间，目的地备降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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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其他情报（如需要，可用多行） 
   ) 

2.3.4.2  示例 

下例为一份从一离场机场或从一办理离场机场通信的上级单位，发给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中的每一接收单

位的延误电报。 

(DLA-KLM671-LIRF0900-LYDU-0) 

2.3.4.2.1  含义 

延误电报，航空器识别标志 KLM671，修订的预计从菲乌米济诺撤轮挡时间为 9 时，世界协调时，目的地

杜布洛夫尼克，无其他情报。 

2.3.5  起飞（DEP）报 

2.3.5.1  组成 

( 
3 
电报类别、编号和 
参考数据 

- 
7 
航空器识别标志和 
二次监视雷达模式和编码 

- 
13 
起飞机场和 
时间 

 
 

- 16 
目的地机场和预计总实耗时间，目的地备降机场  

 
 

- 18 
其他情报（如需要，可用多行） 

   ) 

2.3.5.2  示例 

下例为一份从一起飞机场或从一办理起飞机场通信的上级单位，发给申报的飞行计划电报中的每一接收单

位的起飞报。 

(DEP-CSA4311-EGPD1923-ENZV-0) 

2.3.5.2.1  含义 

起飞报，航空器识别标志 CSA4311，19 时 23 分世界协调时从阿伯丁起飞，目的地斯太凡格尔，无其他情报。 

2.3.6  落地（ARR）报 

2.3.6.1  组成 

( 
3 
电报类别、编号和 
参考数据 

- 
7 
航空器识别标志和 
二次监视雷达模式和编码 

- 
13 
起飞机场和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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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落地机场和时间 ) 

2.3.6.2  示例 1 

下例为一份从落地机场 (＝目的地机场) 发给起飞机场的落地报。 

(ARR-CSA406-LHBP0800-LKPR0913) 

2.3.6.2.1  含义 

落地报 — 航空器识别标志 CSA406，0800 从布达佩斯/菲力黑奇机场起飞，9 时 13 分世界协调时在布拉格

/路静机场落地。 

2.3.6.3  示例 2 

下例为一份从一已降落在未分配有国际民航组织机场代号的机场的航空器发出的进场电报。二次监视雷达

编码不具意义。 

(ARR-HHE13-EHAM-ZZZZ0900-EDDD-ZZZZ1030 DEN HELDER) 

2.3.6.3.1  含义 

落地报，航空器识别标志 HHE13，0900 从阿姆斯特丹机场起飞，目的地法兰克福，10 时 30 分世界协调时

在丹海特尔直升机机场落地。 

2.4  协调电报 

2.4.1  现行飞行计划（CPL）电报 

2.4.1.1  组成 

( 
3 
电报类别、编号和 
参考数据 

- 
7 
航空器识别标志和 
二次监视雷达模式和编码 

- 
8 
飞行规则和 
飞行种类 

 

- 
9 
航空器型别和 
尾流紊流度类别 

- 
10 
设备与能力 

 

- 13 
起飞机场和时间 - 14 

预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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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航路（如需要，可用多行） 
    

 
 

- 16 
目的地机场和预计总实耗时间，目的地备降机场 

 
 

- 18 
其他情报（如需要，可用多行） 

   ) 

2.4.1.2  示例 1 

下例为一份由波士顿中心发给纽约中心关于从波士顿到拉瓜迪亚机场的航路飞行的现行飞行计划电报。 

(CPL-UAL621/A5120-IS 
-A320/M-S/C 
-KBOS-HFD/1341A220A200A 
-N0420A220 V3 AGL V445 
-KLGA 
-0) 

2.4.1.3  示例 2 

下例为一份相同的现行飞行计划电报，但此份电报在空中交通管制计算机之间交换。 

(CPLBOS/LGA052-UAL621/A5120-IS 
-A320/M-S/C 
-KBOS-HFD/1341A220A200A 
-N0420A220 V3 AGL V445 
-KLGA 
-0) 

注：上述两例电报内容相同，但第 2 例中的电报编号在第 1 例中没有出现。 

2.4.1.4  含义 

现行飞行计划电报［附加发送单位代码 (BOS) 和接收单位代码 (LGA) ，后随此电报序号 (052)］，航空

器识别标志 UAL621，最后分配二次监视雷达 A 模式编码 5120，仪表飞行，定期航班，一架 A320，中型尾流

紊流度类别，装有标准航路通信、导航和进近设备和二次监视雷达 A 模式 (4 096 编码能力)和 C 模式应答机，

从波士顿起飞，预计于 13 时 41 分世界协调时飞越波士顿/纽约“边界”上 HFD 点，波士顿中心批准高度为 22 
000 英尺，但在 HDF 点应在 20 000 英尺高度或以上，真空速为 420 海里/小时，请求的巡航高度层高度为 22 000
英尺，将在 V3 航路飞到报告点 AGL，然后沿 V445 航路飞行，目的地为拉瓜迪亚机场，无其他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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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预计（EST）电报 

2.4.2.1  组成 

( 
3 
电报类别、编号和 
参考数据 

- 
7 
航空器识别标志和 
二次监视雷达模式和编码 

- 
13 
起飞机场和 
时间 

 

- 
14 
预计数据 - 

16 
目的地机场和预计总实耗时间， 
目的地备降机场 

) 

2.4.2.2  示例 

下例为一份由巴黎中心发给伦敦中心的预计电报。假设伦敦中心已收到有关该飞行的申报的飞行计划。两

个中心都装有计算机。 

(ESTP/L027-BAW671/A5631-LFPG-ABB/1548F140F110A-EGLL) 

2.4.2.2.1  含义 

预计电报［附加发送单位代码 (P) 和接收单位代码 (L)，后接该电报的序号 (027)］ — 航空器识别标志

BAW671，最后指定的二次监视雷达以 A 模式运行编码 5631 — 离场机场巴黎戴高乐 — 预计到达阿布维尔甚

高频全向信标台时间为 15 时 84 分，世界协调时，已许可飞行高度层为 140，将在飞行高度层 110 或以上飞越

阿布维尔甚高频全向信标台，爬升中 — 目的地机场伦敦。 

2.4.3  协调电报（CDN） 

2.4.3.1  组成 

( 
3 
电报类别、编号和 
参考数据 

- 
7 
航空器识别标志和 
二次监视雷达模式和编码 

- 
13 
起飞机场和 
时间 

 
 

- 16 
目的地机场和预计总实耗时间，目的地备降机场 

 

- 22 
修订 ------ 22 

修订 
 等。（如需要，可用多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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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2  举例 

下例为一份由普雷斯塔维克中心发给都柏林中心，提议一航空器须按飞越都柏林/普雷斯塔维克边界的条件

做出改变的协调电报。普雷斯塔维克已经收到都柏林发出的一份现行飞行计划电报，且两中心都装有空中交通

管制计算机。 

(CDNP/D098D/P036-BAW617/A5136-EIDW-EGPK-14/GRN/1735F210F130A) 

2.4.3.2.1  含义 

协调电报 — 普雷斯塔维克和都柏林空中交通管制计算机单位识别代码 P 和 D，后接普雷斯塔维克拍发此

电报的序号 (098)，后接表明从都柏林发出的与其有关的现行飞行计划电报的类似数据 (D/P036) — 航空器识

别标志 BAW617/二次监视雷达以 A 模式运行的编码 5136 — 航路从都柏林至普雷斯维克 — 数据组 14 为建议

主题，即普雷斯塔维克将于 17 时 35 分，世界协调时，在边界点 GRN 接受此飞行和在飞行高度层 130 或以上

飞越边界点，爬升至许可的高度层 210。 

2.4.4  接受（ACP）电报 

2.4.4.1  组成 

( 
3 
电报类别、编号和 
参考数据 

- 
7 
航空器识别标志和 
二次监视雷达模式和编码 

- 
13 
起飞机场和 
时间 

 
 

- 16 
目的地机场和预计总实耗时间，目的地备降机场 ) 

2.4.4.2  示例 

下例为一份由伦敦中心发给巴黎中心有关伦敦收到发自巴黎的现行飞行计划的接受电报。假定两中心都装

有空中交通管制计算机。 

(ACPL/P086P/L142-EIN065/A4570-LFPO-EGLL) 

2.4.4.2.1  含义 

接受电报 — 伦敦和巴黎的计算机单位代码 L 和 P，后接伦敦拍发此电报的序号 (086)，后接表明该现行

飞行计划电报发自巴黎且与其相关的类似数据 (PL142) — 航空器识别标志 EIN065/二次监视雷达以 A 模式运

行，编码 4570 — 航路从巴黎至伦敦 — 可接受。 

2.4.5  逻辑确认（LAM）电报 

2.4.5.1  组成 

( 
3 
电报类别、编号和 
参考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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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2  举例 

下例为一份由一中心发给一邻接中心有关对一现行飞行计划电报的反应的逻辑确认电报。假定两个中心都

装有空中交通管制计算机。 

(LAMP/M178M/P100) 

2.4.5.2.1  含义 

逻辑确认电报 — 拍发和接收空中交通管制计算机单位巴黎和马斯特里赫特的识别代码，后接此电报的拍

发单位序号（178），后接计算机单位的有关预计电报的识别代码和序号（100）。 

2.5  补充电报 

2.5.1  请求飞行计划（RQP）电报 

2.5.1.1  组成 

( 
3 
电报类别、编号和 
参考数据 

- 
7 
航空器识别标志和 
二次雷达模式和编码 

 

- 
13 
起飞机场和 
时间 

- 
16 
目的地机场和预计总实耗时间， 
目的地备降机场 

) 
 

 
- 18 

其他情报（如需要，可用多行） 
   ) 

2.5.1.2  示例 

下例为一份由一个中心收到预计电报后发给邻近中心的请求飞行计划电报，在此之前并未收到相应的申报

的飞行计划电报。 

(RQP-PHOEN-EHRD-EDDL-0) 

2.5.1.2.1  含义 

请求飞行计划电报，航空器识别标志 PHOEN，起飞机场鹿特丹起飞，目的地杜塞尔多夫，无其他情报。 

2.5.2  请求补充飞行计划（RQS）电报 

2.5.2.1  组成 

( 
3 
电报类别、编号和 
参考数据 

- 
7 
航空器识别标志和 
二次监视雷达模式和编码 

- 
13 
起飞机场和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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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目的地机场和预计总实耗时间，目的地备降机场 ) 

 
 

- 18 
其他情报（如需要，可用多行） 

   ) 

2.5.2.2  示例 

下例为一份由一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发给起飞机场空中交通服务单位的请求补充飞行计划电报，要求提供飞

行计划表中所列，但未在申报的或现行飞行计划电报中拍发的情报。 

(RQS-KLM405/A4046-EHAM-CYMX-0) 

2.5.2.2.1  含义 

请求补充飞行计划电报，航空器识别标志 KLM405/二次监视雷达 A 模式运行编码 4046，起飞机场阿姆斯

特丹，目的地机场为米加贝勒，无其他情报。 

2.5.3  补充飞行计划（SPL）电报 

2.5.3.1  组成 

( 
3 
电报类别、编号和 
参考数据 

- 
7 
航空器识别标志和 
二次监视雷达模式和编码 

- 
13 
起飞机场和 
时间 

 
 

- 16 
目的地机场和预计总实耗时间，目的地备降机场 

 
 

- 18 
其他情报（如需要，可用多行） 

    
 

  
- 

19 
补充情报（如需要，可用多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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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2  示例 

下例为一份由一次飞行的离场机场发给一个已对飞行计划表中记录的补充情报 (但未在申报的飞行计划电

报或现行飞行计划电报中拍发) 提出请求的空中交通服务单位的补充飞行计划电报。 

(SPL-SAW502A 
-EDDW0920 
-EKCH0400 EKVB 
-REG/GBZTA RMK/CHARTER 
-E/0640 P/9 R/V J/L A/BLUE C/DENKE) 

2.5.3.2.1  含义 

补充飞行计划电报 — 航空器识别标志 SAW502A，无二次监视雷达 — 不莱梅起飞时间为 9 时 20 分，世

界协调时 — 目的地凯斯楚普，预计总实耗时间 4 小时 — 备降机场维堡 — 航空器登记号 GBZTA — 包机

飞行 — 续航时间为起飞后 6 小时 40 分钟 — 机上 9 人 — 携有手提无线电，使用国际遇险频率 121.5 兆赫 — 
载有灯光救生衣 — 航空器颜色为蓝色 — 机长姓名丹克。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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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空中交通事故征候报告 

1.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空中交通事故征候报告样表 

2.  填写空中交通事故报告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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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空中交通事故征候报告样表 

空中交通事故征候报告表 

用于提交和接收空中交通事故报告。在最初的无线电报告中，应包括阴影部分的各项。 

A — 航空器识别标志 B — 事故类别 

空中接近/程序/设备* 

C — 事故 
1.  一般情况 
 a) 事故的日期/时间  世界协调时 
 b) 地点   
     
2.  己方航空器 
 a) 航向和航路  

 b) 真空速   计量单位（  ）海里  （  ）公里/时   

 c) 高度层和高度表设定  

 d) 航空器爬升或下降 
  （  ） 平飞 （  ） 爬升 （  ） 下降 
 e) 航空器坡度 
  （  ） 平翼 （  ） 小坡度 （  ） 中坡度 
  （  ） 大坡度 （  ） 倒转的 （  ） 不明 
 f) 航空器坡度方向 
  （  ） 左 （  ） 右 （  ） 不明 
 g) 能见度限制（按要求多少选择） 
  （  ） 太阳强光 （  ） 挡风窗柱 （  ） 挡风窗肮脏 
  （  ） 其他驾驶舱结构 （  ） 无  
 h) 航空器照明设备的使用（按要求多少选择） 
  （  ） 航行灯 （  ） 频闪灯 （  ） 客舱灯 
  （  ） 红色防撞灯 （  ） 降落/滑行灯 （  ） 标志（尾翼）灯 
  （  ） 其他 （  ） 无  
 i) 空中交通服务已发出交通避让建议 
  （  ） 是，基于 ATS 监视系统 （  ） 是，基于目视观察 （  ） 是，基于其他情报 
  （  ） 无   
 j) 已发出交通情报 
  （  ） 是，基于 ATS 监视系统 （  ） 是，基于目视观察 （  ） 是，基于其他情报 
  （  ） 无   
     
     

                                                        
* 视情况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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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空中避撞系统 — ACAS 
  （  ） 未装载 （  ） 型号 （  ） 已发交通情况咨询公告 
  （  ） 已发决议性咨询公告 （  ） 未发交通情况咨询公告或决议性咨询公告 
 l) 识别 
  （  ） 没有ATS监视系统 （  ） 识别 （  ） 无识别 
 m) 已看见其他航空器 
  （  ） 是 （  ） 无 （  ） 看错航空器 
 n) 已采取避撞行动 
  （  ） 是 （  ） 无  
 o) 飞行计划类别 仪表飞行规则/目视飞行规则/无* 

3.  其他航空器 
 a) 型号和呼号/注册号（如知道）  
 b) 如果不知道上述 a)，描述下列  
  （  ） 高翼 （  ） 中翼 （  ） 低翼 
  （  ） 旋翼机   
  （  ） 单发 （  ） 双发 （  ） 3 发 
  （  ） 4 发 （  ） 多于 4 发  
 标记、颜色或其他可了解到的详细情况 
   
   
   
   
 c) 航空器爬升或下降   
  （  ） 平飞 （  ） 爬升 （  ） 下降 
  （  ） 不明   
 d) 航空器坡度 
  （  ） 平翼 （  ） 小坡度 （  ） 中坡度 
  （  ） 大坡度 （  ） 倒转的 （  ） 不明 
 e) 航空器坡度方向 
  （  ） 左 （  ） 右 （  ） 不明 
 f) 显示出的灯 
  （  ） 航行灯 （  ） 频闪灯 （  ） 客舱灯 
  （  ） 红色防撞灯 （  ） 降落/滑行灯 （  ） 标志（尾翼）灯 
  （  ） 其他 （  ） 无 （  ） 不明 
     
     
     

                                                        
* 视情况删除。 



A4-4 空中交通管理（PANS-ATM） 

10/11/16 

 g) 空中交通服务已发出交通避让建议 
  （  ） 是，基于 ATS 监视系统 （  ） 是，基于目视观察 （  ） 是，基于其他情报 
  （  ） 无 （  ） 不明  
 h) 已发出交通情报 
  （  ） 是，基于 ATS 监视系统 （  ） 是，基于目视观察 （  ） 是，基于其他情报 
  （  ） 无 （  ） 不明  
 i) 已采取避撞行动 
  （  ） 是 （  ） 无 （  ） 不明 

4.  距离 

 a) 最近水平距离   
 b) 最近垂直距离   
     

5.  飞行气象条件 

 a) 仪表气象条件/目视气象条件*   
 b) 处于云/雾/霾上/下*或在两夹层之间*   
 c) 低于云的垂直距离  米/英尺*，高于云的垂直距离  米/英尺*  
 d) 处于云/雨/雪/霰/雾/霾*之中 
 e) 朝向/背向太阳飞行* 
 f) 飞行能见度  米/公里*  
 

6.  机长认为重要的任何其他情报 

   
   
   
   
   
   

D — 其他 

1.  关于报告航空器的情报 
 a) 航空器注册号   
 b) 航空器型号   
 c) 运营人   
 d) 离场机场   
 
 e) 第一降落机场  目的地   
 
 f) 用无线电或其他手段向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名称)报告，报告时间  世界协调时 

 g) 填写报告表的日期/时间/地点   
 

                                                        
* 视情况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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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人的职责、地址和签名 
 a) 职责   
 b) 地址   
 c) 签名   
 d) 电话号码   
 
3.  接收报告人的职责和签名 
 a) 职责  b) 签名   
 

E — 由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提供的补充情报 

1.  报告的接收 

 a) 通过航空固定电信网/无线电/电话/其他（注明）*  接收的报告 
 b) 由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名称）接收的报告 
 

2.  空中交通服务行动的详细情况 

 放行许可，所见事故（通过 ATS 监视系统/目视，已发警告，当地调查结果等）  
   
   
   
   
   

空 中 接 近 图  

假设你在每一幅图的中央，标出其他航空器与你的相对位置，左图是平面图，右图是垂直高度图。包括

首次看见和飞过距离。 

 
 
 

                                                        
* 视情况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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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写空中交通事故报告表的说明 

项  

A 提交报告的航空器的识别标志。 

B 应通过无线电设备立即发送空中接近报告。 

C1 日期/时间（世界协调时）和距某导航设备的方位及距离或以经纬度表示的位置。 

C2 必要时标出有关发送报告航空器的情报。 

C2 c) 例如高度层 350/1 013 百帕或 2 500 英尺/QNH 1 007 百帕或 1 200 英尺/QFE 998 百帕。 

C3 关于其他有关航空器的情报。 

C4 飞过距离 — 表明所用单位。 

C6 如要求另附报告。可用图表示航空器的位置。 

D1 f) 表明空中交通服务单位的名称与世界协调时日期/时间。 

D1 g) 世界协调时的日期/时间和填写表格的地点。 

E2 包括空中交通服务单位的详细情况，例如所提供的服务，无线电话频率，指配的二次监视雷达编码与高

度表设定。使用图表说明航空器的位置并按要求另附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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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管制员 — 驾驶员数据链通信 
（CPDLC）电文集 

注 1：本附录所载的管制员 — 驾驶员数据链通信电文集的电文代码，源自运行类的管制员—驾驶员数据

链通信电文内容。与本文件所界定的电文内容代码相关、用特定技术编制的电文内容代码，可参见《全球运行

数据链（GOLD）手册》（Doc 10037 号文件）。 

注 2：本附录表 A-5-14-1 中定义了电文内容所包含的参数。当其在电文内容当中可选时，参数用[O]来表示。 

表 A5-1-1.  航路上行（RTEU） A5-2 
表 A5-1-2.  航路下行（RTED） A5-4 
表 A5-2-1.  横向上行（LATU） A5-5 
表 A5-2-2.  横向下行（LATD） A5-6 
表 A5-3-1.  高度层上行（LVLU） A5-7 
表 A5-3-2.  高度层下行（LVLD） A5-10 
表 A5-4-1.  穿越限制上行（CSTU） A5-12 
表 A5-5-1.  速度上行（SPDU） A5-13 
表 A5-5-2.  速度下行（SPDD） A5-15 
表 A5-6-1.  空中交通咨询上行（ADVU） A5-15 
表 A5-6-2.  空中交通咨询下行（ADVD） A5-17 
表 A5-7-1.  话音通信上行（COMU） A5-17 
表 A5-7-2.  话音通信下行（COMD） A5-18 
表 A5-8-1.  间距上行（SPCU） A5-18 
表 A5-8-2.  间距下行（SPCD） A5-19 
表 A5-9-1.  紧急、应急上行（EMGU） A5-21 
表 A5-9-2.  紧急、应急下行（EMGD） A5-21 
表 A5-10-1.  标准回答上行（RSPU） A5-22 
表 A5-10-2.  标准回答下行（RSPD） A5-22 
表 A5-11-1.  补充上行（SUPU） A5-23 
表 A5-11-2.  补充下行（SUPD） A5-23 
表 A5-12-1.  自由格式上行（TXTU） A5-24 
表 A5-12-2.  自由格式下行（TXTD） A5-24 
表 A5-13-1.  系统管理上行（SYSU） A5-24 
表 A5-13-2.  系统管理下行（SYSD） A5-25 
表 A5-14-1.  参数 A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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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航路电文内容 

表 A5-1-1.  航路上行（RTEU） 

指令经指定航路或有名称的程序飞行、改变航路和通知预期航路变化。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RTEU-1 经指定的起飞许可飞行的指

令。 
(departure clearance) 
(起飞许可) 

M W/U 

RTEU-2 指示直接飞向指定位置。 PROCEED DIRECT TO (position) 
直飞(位置) 

M W/U 

RTEU-3 指示于指定时间直接飞向指定

位置。 
AT TIME (time) PROCEED DIRECT TO 
(position)  
于时间(时间)直飞(位置) 

M W/U 

RTEU-4 指示从指定位置直接飞向下一

指定位置。 
AT (Position) PROCEED DIRECT TO 
(position)  
在(位置)直飞(位置) 

M W/U 

RTEU-5 指示在到达指定高度层后直接

飞向指定位置 
AT (level single) PROCEED DIRECT TO 
(position)  
在(单一高度层)直飞(位置) 

M W/U 

RTEU-6 指示经由指定航路飞往指定位

置。 
CLEARED TO (position) VIA (departure 
data[O]) (en-route data)  
允许经由(起飞数据[O])(航路数据)飞往

(位置) 

M W/U 

RTEU-7 指示沿指定航路飞行。 CLEARED (departure data[O]) (en-route 
data) (arrival approach data)  
允许（起飞数据[O])（航路数据）（进场进

近数据） 

M W/U 

RTEU-8 指示按照指定的程序飞行。 CLEARED (procedure name) 
允许飞(程序名称) 

M W/U 

RTEU-9 指示从指定位置飞经指定航

路。 

AT (position) CLEARED (en-route data) 
(arrival approach data)  
允许在(位置)飞(航路数据)(进场进近数

据) 

M W/U 

RTEU-10 指示从指定位置飞指定的程

序。 

AT (position) CLEARED (procedure 
name) 
在(位置)允许飞(程序名称) 

M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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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RTEU-11 根据指定的指令，指示在指定

位置，加入等待航线。 

注：当预期延长等待时，

将 在 本 电 文 之 后 附 上

RTEU-13 — 在(时间)等待下

一步许可（参见第 6 章 6.5.7 和

6.5.8）。 

AT (position) HOLD INBOUND TRACK 
(degrees) (direction) TURNS (leg type) 
LEGS 
在(位置)等待入航航迹(度)(方向)转弯

(边的类型)的边 

M W/U 

RTEU-12 根据规定的等待指令，指示在

指定的位置，加入等待空域。 

注：当预期延长等待时，

将在本电文之后附上

RTEU-13 — 在（时间）等待

下一步许可（参见第 6 章 6.5.7
和 6.5.8）。 

AT (position) HOLD AS PUBLISHED  
在规定(位置)等待 

M W/U 

RTEU-13 通知可能在指定时间签发向前

飞行的许可。 

EXPECT FURTHER CLEARANCE AT 
TIME (time) 
在时间(时间)等待下一步许可 

M R 

RTEU-14 通知可能为航空器签发飞指定

程序的许可或许可名称。 

EXPECT (named instruction) 
预期飞(有名称的指令) 

M R 

RTEU-15 请求证实飞指定航路。 CONFIRM ASSIGNED ROUTE 
证实指定航路 

M Y 

RTEU-16 请求作位置报告。 REQUEST POSITION REPORT 
请发位置报告 

M Y 

RTEU-17 请求提供预计到达指定位置的

时间。 
ADVISE ETA (position) 
通知 ETA(位置) 

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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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1-2.  航路下行（RTED） 

请求改变飞行航路。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RTED-1 请求许可直飞指定位置。 REQUEST DIRECT TO (position) 
请求直飞(位置) 

M Y 

RTED-2 请求指定程序或许可名称。 REQUEST (named instruction)  
请求(有名称的指令) 

M Y 

RTED-3 请求指定航路。 REQUEST CLEARANCE (departure 
data[O]) (en-route data) (arrival approach 
data[O]) 
请求批准(起飞数据[O])(航路数据)(进

场进近数据[O]) 

M Y 

RTED-4 请求指定许可。 REQUEST (clearance type) CLEARANCE 
请求(许可类型)许可 

M Y 

RTED-5 位置报告。 POSITION REPORT (position report) 
位置报告(位置报告) 

M N 

RTED-6 请求指定航向飞行。 REQUEST HEADING (degrees) 
请求航向(度数) 

M Y 

RTED-7 请求指定地面航迹飞行。 REQUEST GROUND TRACK (degrees)  
请求航迹(度数) 

M Y 

RTED-8 请示可以回到许可航路的时间

或位置。 
WHEN CAN WE EXPECT BACK ON 
ROUTE 
我们何时可以期望回到航路上 

M Y 

RTED-9 证实指配航路是指定航路。 ASSIGNED ROUTE (departure data[O]) 
(en-route data) (arrival approach data[O]) 
指配航路(起飞数据[O])(航路数据)(进

场进近数据[O]) 

M N 

RTED-10 报告预计到达指定地点的时

间。 
ETA (position) TIME (time) 
ETA(地点)时间(时间)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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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横向电文内容 

表 A5-2-1.  横向上行（LATU） 

指示飞行平行航路或返回最初许可航路、允许偏离指配航路以及通知预期偏航变化。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LATU-1 指示按指定方向，指定偏航距

离，平行于批准航路飞行。 

OFFSET (specified distance) (direction) 
OF ROUTE 
偏离航路的(方向)(指定距离) 

M W/U 

LATU-2 指示从指定位置开始，按指定

方向，指定偏航距离，平行于

批准航路飞行。 

AT (position) OFFSET (specified distance) 
(direction) OF ROUTE 
在(位置)偏离航路的(方向)(指定距离) 

M W/U 

LATU-3 指示于指定时间开始，按指定

方向，指定偏航距离，平行于

批准航路飞行。 

AT TIME (time) OFFSET (specified 
distance) (direction) OF ROUTE 
于时间(时间)偏离航路的(方向)(指定距

离) 

M W/U 

LATU-4 指示回到批准航路。 REJOIN ROUTE 
回到航路 

M W/U 

LATU-5 指示在通过指定位置之前回到

批准航路。 

REJOIN ROUTE BEFORE PASSING 
(position) 
在通过(位置)之前返回航路 

M W/U 

LATU-6 指示于指定时间之前回到批准

航路。 

REJOIN ROUTE BEFORE TIME (time) 
在时间(时间)之前返回航路 

M W/U 

LATU-7 通知可能发出许可，使航空器

能在通过指定位置之前重新加

入批准航路。 

EXPECT BACK ON ROUTE BEFORE 
PASSING (position) 
预期在通过(位置)之前返回航路 

M R 

LATU-8 通知可能发出许可，使航空器

能在指定时间或之前重新加入

批准航路。 

EXPECT BACK ON ROUTE BEFORE 
TIME (time)  

预期在时间(时间)之前返回航路 

M R 

LATU-9 指示在允许的一段飞行或航向

之后，恢复自己的航行。可以

同如何或在何处重新加入批准

航路的指令相连用。 

RESUME OWN NAVIGATION 
恢复自己的航行 

M W/U 

LATU-10 指示允许偏航至许可航路的指

定方向，指定距离。 

CLEARED TO DEVIATE UP TO (lateral 
deviation) OF ROUTE  
允许偏航至航路的(横向偏离) 

M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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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LATU-11 指示按指定方向左转或右转至

指定航向。 

TURN (direction) HEADING (degrees)  
转弯(方向)航向(度) 

M W/U 

LATU-12 指示按指定方向左转或右转至

指定航迹。 

TURN (direction) GROUND TRACK 
(degrees)  
转弯(方向)航迹(度) 

M W/U 

LATU-13 指示作指定度数的左转弯或右

转弯。 

TURN (direction) (number of degrees) 
DEGREES 
转弯(方向)(度数)度 

M W/U 

LATU-14 指示继续按现在航向飞行。 CONTINUE PRESENT HEADING  
继续飞现在航向 

M W/U 

LATU-15 指示在到达指定位置后飞指定

航向。 

AT (position) FLY HEADING (degrees) 
从(位置)飞航向(度) 

M W/U 

LATU-16 指示飞指定航向。 FLY HEADING (degrees) 
飞行航向(度) 

M W/U 

LATU-17 指示天气晴朗时报告 REPORT CLEAR OF WEATHER 
报告天气晴朗 

M W/U 

LATU-18 指示航空器在回到批准航路时

报告。 

REPORT BACK ON ROUTE 
报告回到航路 

M W/U 

LATU-19 指示通过指定位置后提供报

告。 
REPORT PASSING (position) 
报告通过(位置) 

M W/U 

 
 

表 A5-2-2.  横向下行（LATD） 

请求偏航或偏离航线。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LATD-1 请求按指定方向的指定距离，

以平行航迹偏离批准航路。 
REQUEST OFFSET (specified distance) 
(direction) OF ROUTE  
请求偏离航路的(方向)(指定距离) 

M Y 

LATD-2 请求因天气偏航至航迹的指定

方向，指定距离。 
REQUEST WEATHER DEVIATION UP 
TO (lateral deviation) OF ROUTE  
请求因天气偏航至航路的(横向偏离) 

M Y 

LATD-3 报告指出航空器天气晴朗。 CLEAR OF WEATHER 
天气晴朗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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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LATD-4 报告指出已回到批准航路上。 BACK ON ROUTE  
回到航路上 

M N 

LATD-5 报告指出经由指定航路改航至

指定地点，报告可能是在事先

未与空中交通管制协调的情况

下发出的。 

DIVERTING TO (position) VIA (en-route 
data) (arrival approach data[O]) 
改航至(地点)经由(航路数据)(进场进近

数据[O]) 

M Y 

LATD-6 报告指出航空器偏离至批准航

路指定方向指定距离的一个平

行航迹。  

OFFSETTING (specified distance) 
(direction) OF ROUTE 
偏离航路的(方向)(指定距离) 

M Y 

LATD-7 报告指出在批准航路指定方向

偏航的指定距离或度数。 

DEVIATING (specified deviation) 
(direction) OF ROUTE 
偏航航路的(方向)(指定偏航) 

M Y 

LATD-8 报告指出通过指定位置。 PASSING (position) 
通过(位置) 

M N 

 

 

3.  高度层电文内容 

表 A5-3-1.  高度层上行（LVLU） 

指示改变指配高度层、答复高度层请求、对高度层许可的修改或限制， 
并通知预期的高度层许可。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LVLU-1 通知航空器预计可能收到在指

定时间开始爬升的指令。 

EXPECT HIGHER AT TIME (time)  

预期在时间(时间)升至更高 
M R 

LVLU-2 通知航空器预计可能收到在指

定位置开始爬升的指令。 

EXPECT HIGHER AT (position) 
预期在(位置)升至更高 

M R 

LVLU-3 通知航空器预计可能收到在指

定时间开始下降的指令。 

EXPECT LOWER AT TIME (time) 
预期在时间(时间)降至更低 

M R 

LVLU-4 通知航空器预计可能收到在指

定位置开始下降的指令。 

EXPECT LOWER AT (position) 
预期在(位置)降至更低 

M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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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LVLU-5 指示保持指定高度层或垂直范

围。 

MAINTAIN (level)  

保持(高度层) 
M W/U 

LVLU-6 指示开始向指定高度层或垂直

范围爬升，并在到达后即保持。 

CLIMB TO (level) 
爬升到(高度层) 

M W/U 

LVLU-7 指示在指定时间开始向指定高

度层或垂直范围爬升，并在到

达后即保持。 

AT TIME (time) CLIMB TO (level) 
在时间(时间)爬升到(高度层) 

M W/U 

LVLU-8 指示在指定位置开始向指定高

度层或垂直范围爬升，并在到

达后即保持。 

AT (position) CLIMB TO (level) 
在(位置)爬升到(高度层) 

M W/U 

LVLU-9 指示开始向指定高度层或垂直

范围下降，并在到达后即保持。 

DESCEND TO (level) 
下降到(高度层) 

M W/U 

LVLU-10 指示在指定时间开始向指定高

度层或垂直范围下降，并在到

达后即保持。 

AT TIME (time) DESCEND TO (level) 
在时间(时间)下降至(高度层) 

M W/U 

LVLU-11 指示在指定位置开始向指定高

度层或垂直范围下降，并在到

达后保持即保持。 

AT (position) DESCEND TO (level) 
在(位置)下降至(高度层) 

M W/U 

LVLU-12 指示完成爬升，以保证在指定

时间之前到达指定高度层。 

CLIMB TO REACH (level single) 
BEFORE TIME (time) 
在时间(时间)之前爬升到(单一高度层) 

M W/U 

LVLU-13 指示完成爬升，以保证在通过

指定位置之前到达指定高度

层。 

CLIMB TO REACH (level single) 
BEFORE PASSING (position) 
在通过(位置)之前爬升到(单一高度层) 

M W/U 

LVLU-14 指示完成下降，以保证在指定

时间之前到达指定高度层。 

DESCEND TO REACH (level single) 
BEFORE TIME (time) 
在时间(时间)之前下降至(单一高度层) 

M W/U 

LVLU-15 指示完成下降，以保证在通过

指定位置之前到达指定高度

层。 

DESCEND TO REACH (level single) 
BEFORE PASSING (position) 
在通过(位置)之前下降至(单一高度层) 

M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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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LVLU-16 指示当到达指定高度时停止爬

升，到达后须保持这一高度。

指定的高度低于先前指定的高

度。只有当管制员能够确认尚

未达到先前指定的高度时才能

发布这一指示。 

STOP CLIMB AT (level single) 
在(单一高度层)停止爬升 

M W/U 

LVLU-17 指示当到达指定的高度时停止

下降，到达后须保持这一高度。

指定的高度高于先前指定的高

度。只有当管制员能够确认尚

未达到先前指定的高度时才能

发布这一指示。 

STOP DESCENT AT (level single) 
在(单一高度层)停止下降 

M W/U 

LVLU-18 指示以指定的速率或更高速率

爬升。 
CLIMB AT (vertical rate) OR GREATER 
以(垂直速率)或更高速率爬升 

M W/U 

LVLU-19 指示以指定的速率或更低速率

爬升。 
CLIMB AT (vertical rate) OR LESS 
以(垂直速率)或更低速率爬升 

M W/U 

LVLU-20 指示以指定的速率或更高速率

下降。 
DESCEND AT (vertical rate) OR 
GREATER 
以(垂直速率)或更高速率下降 

M W/U 

LVLU-21 指示以指定的速率或更低速率

下降。 
DESCEND AT (vertical rate) OR LESS 
以(垂直速率)或更低速率下降 

M W/U 

LVLU-22 通知可能在起飞后指定的分钟

时间为航空器发出开始爬升至

指定高度层的许可。 

EXPECT (level single) (number of minutes) 
AFTER DEPARTURE 
预期起飞后(分钟数)(单一高度层) 

M R 

LVLU-23 指示在离开指定高度层时报

告。 
REPORT LEAVING (level single) 
报告离开(单一高度层) 

M W/U 

LVLU-24 指示航空器在保持指定高度层

时报告。 
REPORT MAINTAINING (level single) 
报告保持(单一高度层) 

M W/U 

LVLU-25 指示报告现在高度。 REPORT PRESENT LEVEL 
报告现在高度层 

M Y 

LVLU-26 指示在到达指定垂直范围时报

告。 
REPORT REACHING BLOCK (level 
single) TO (level single) 
报告到达高度段(单一高度层)至(单一高

度层) 

M W/U 

LVLU-27 请求证实指配高度层。 CONFIRM ASSIGNED LEVEL  
证实现用指配高度层 

M Y 

LVLU-28 请求提供愿飞的高度层。 ADVISE PREFERRED LEVEL  
告知愿飞的高度层 

M Y 

LVLU-29 请求提供希望开始向预计降落

机场下降的时间和/或位置。 
ADVISE TOP OF DESCENT 
告知下降起始点 

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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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LVLU-30 请告能够接受指定高度层的最

早时间或位置。 
WHEN CAN YOU ACCEPT (level single) 
你何时能够接受(单一高度层) 

M Y 

LVLU-31 请求指出能否在指定位置接受

指定高度层。 
CAN YOU ACCEPT (level single) AT 
(position)  
你能否在(位置)接受(单一高度层) 

M A/N 

LVLU-32 请求指出能否在指定时间接受

指定高度层。 
CAN YOU ACCEPT (level single) AT 
TIME (time) 
你能否于时间(时间)接受(单一高度层) 

M A/N 

 

 

表 A5-3-2.  高度层下行（LVLD） 

请求改变指配高度并询问预期何时可以改变高度层。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LVLD-1 请求在指定高度层或垂直范

围飞行。 
REQUEST (level) 
请求(高度层) 

M Y 

LVLD-2 请求爬升至指定高度层或垂

直范围。 

REQUEST CLIMB TO (level)  
请求爬升至(高度层) 

M Y 

LVLD-3 请求下降至指定高度层或垂

直范围。 

REQUEST DESCENT TO (level)  
请求下降至(高度层) 

M Y 

LVLD-4 请求在指定位置开始爬升、下

降至指定高度层或垂直范围。 

AT (position) REQUEST (level) 
请求在(位置)至(高度层) 

M Y 

LVLD-5 请求于指定时间开始爬升、下

降至指定高度层或垂直范围。 
AT TIME (time) REQUEST (level) 
请求于时间(时间)至(高度层) 

M Y 

LVLD-6 请示可以下降的最早时间或

位置。 
WHEN CAN WE EXPECT LOWER 
LEVEL  
我们何时可以期望在更低高度层飞行 

M Y 

LVLD-7 请示可以爬升的最早时间或

位置。 
WHEN CAN WE EXPECT HIGHER 
LEVEL  
我们何时可以期望在更高高度层飞行 

M Y 

LVLD-8 报告指出正离开指定高度层。 LEAVING (level single) 
正离开(单一高度层) 

M N 

LVLD-9 报告指出现保持指定高度层。 MAINTAINING (level single) 
保持(单一高度层) 

M N 



附录 5 A5-11 

10/11/16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LVLD-10 报告指出将到达指定垂直范

围。 
REACHING BLOCK (level single) TO 
(level single) 
到达高度段(单一高度层)至(单一高度

层) 

M N 

LVLD-11 证实指配高度层或垂直范围

是指定高度层或垂直范围。 
ASSIGNED LEVEL (level) 
指配高度层(高度层) 

M N 

LVLD-12 报告指出航空器所选用高度

层是指定高度层。 

PREFERRED LEVEL (level single) 
选用高度层(单一高度层) 

M N 

LVLD-13 报告指出正向指定高度层爬

升。 

CLIMBING TO (level single) 
正爬升至(单一高度层) 

M N 

LVLD-14 报告指出正向指定高度层下

降。 

DESCENDING TO (level single) 
正下降至(单一高度层) 

M N 

LVLD-15 指出可以在指定时间接受指

定高度层。 

WE CAN ACCEPT (level single) AT 
TIME (time)  
我们可以在时间(时间)接受(单一高度

层) 

M N 

LVLD-16 指出可以在指定位置接受指

定高度。 

WE CAN ACCEPT (level single) AT 
(position) 
我们能在(位置)接受(单一高度层) 

M N 

LVLD-17 指出不能接受指定高度层。 WE CANNOT ACCEPT (level single) 
我们不能接受(单一高度层) 

M N 

LVLD-18 报告计划开始下降进近的选

用的位置和时间。 
TOP OF DESCENT (position) TIME 
(time) 
下降起始点时间(时间)(位置)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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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穿越限制电文内容 

表 A5-4-1  穿越限制上行（CSTU） 

在指定高度、时间、和、或速度穿越指定位置的指令、取消穿越限制的指令。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CSTU-1 指示在指定的高度层或指定的

垂直范围内穿越指定位置。 

CROSS (position) AT (level) 
在(高度层)穿越(位置) 

M W/U 

CSTU-2 指示在指定高度层或以上穿越

指定位置。 

CROSS (position) AT OR ABOVE (level 
single) 
在(单一高度层)或以上穿越(位置) 

M W/U 

CSTU-3 指示在指定高度层或以下穿越

指定位置。 

CROSS (position) AT OR BELOW (level 
single) 
在(单一高度层)或以下穿越(位置) 

M W/U 

CSTU-4 指示在指定的时间穿越指定位

置。 

CROSS (position) AT TIME (time) 
在时间(时间)穿越(位置) 

M W/U 

CSTU-5 指示在指定的时间之前穿越指

定位置。 

CROSS (position) BEFORE TIME (time) 
在时间(时间)或之前穿越(位置) 

M W/U 

CSTU-6 指示在指定的时间之后穿越指

定位置。 

CROSS (position) AFTER TIME (time) 
在时间(时间)或之后穿越(位置) 

M W/U 

CSTU-7 指示在指定的时刻之间穿越指

定位置。 

CROSS (position) BETWEEN TIME 
(time) AND TIME (time) 
在时间(时间)和时间(时间)之间穿越(位

置) 

M W/U 

CSTU-8 指示以指定速度穿越指定位

置。 

CROSS (position) AT (speed) 
以(速度)穿越(位置) 

M W/U 

CSTU-9 指示以指定速度或更小速度穿

越指定位置。 

CROSS (position) AT (speed) OR LESS  
以(速度)或更小速度穿越(位置) 

M W/U 

CSTU-10 指示以指定速度或更大速度穿

越指定位置。 

CROSS (position) AT (speed) OR 
GREATER 
以(速度)或更大速度穿越(位置) 

M W/U 

CSTU-11 指示于指定的时间，在指定的

高度层或垂直范围内穿越指定

位置。 

CROSS (position) AT TIME (time) AT 
(level) 
于时间(时间)在(高度层)穿越(位置) 

M W/U 

CSTU-12 指示于指定的时间之前，在指

定的高度层或垂直范围内穿越

指定位置。 

CROSS (position) BEFORE TIME(time) 
AT (level) 
于时间(时间)之前在(高度层)穿越(位

置) 

M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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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CSTU-13 指示于指定的时间之后，在指

定的高度层或垂直范围内穿越

指定位置。 

CROSS (position) AFTER TIME(time) AT 
(level) 
于时间(时间)之后在(高度层)穿越(位

置) 

M W/U 

CSTU-14 指示以指定的高度层或在垂直

范围内并以指定的速度穿越指

定位置。 

CROSS (position) AT (level) AT (speed)  
在(高度层)以(速度)穿越(位置) 

M W/U 

CSTU-15 指示于指定的时间，以指定的

高度层或在垂直范围内并以指

定的速度穿越指定位置。 

CROSS (position) AT TIME (time) AT 
(level) AT (speed) 
于时间(时间)在(高度层)以(速度)穿越

(位置) 

M W/U 

 

 

5.  速度电文内容 

表 A5-5-1.  速度上行（SPDU） 

指示改变或保持速度、通知预期速度变化。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SPDU-1 通知可能签发于指定时间生效

的速度指令。 

EXPECT SPEED CHANGE AT TIME 
(time) 
在时间(时间)预期速度变化 

M R 

SPDU-2 通知可能签发在指定位置生效

的速度指令。 

EXPECT SPEED CHANGE AT (position) 
在(位置)速度变化 

M R 

SPDU-3 通知可能签发在指定高度层生

效的速度指令。 

EXPECT SPEED CHANGE AT (level 
single) 
在(单一高度层)预期速度变化 

M R 

SPDU-4 指示保持指定速度。 MAINTAIN (speed) 
保持(速度) 

M W/U 

SPDU-5 指示保持现在速度。 MAINTAIN PRESENT SPEED 
保持现在速度 

M W/U 

SPDU-6 指示保持指定速度或更大速

度。 

MAINTAIN (speed) OR GREATER 
保持(速度)或更大速度 

M W/U 

SPDU-7 指示保持指定速度或更小速

度。 

MAINTAIN (speed) OR LESS 
保持(速度)或更小速度 

M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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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SPDU-8 指示保持指定速度范围。 MAINTAIN (speed) TO (speed) 
保持(速度)至(速度) 

M W/U 

SPDU-9 指示将现在速度加速至指定速

度，并保持至进一步通知。 

INCREASE SPEED TO (speed) 
加速至(速度) 

M W/U 

SPDU-10 指示将现在速度加速至指定速

度或更大速度，并保持该速度

或更大速度至进一步通知。 

INCREASE SPEED TO (speed) OR 
GREATER 
加速至(速度)或更大速度 

M W/U 

SPDU-11 指示将现在速度减慢至指定速

度，并保持至进一步通知。 

REDUCE SPEED TO (speed) 
减速至(速度) 

M W/U 

SPDU-12 指示将现在速度减至指定速度

或更小速度，并保持该速度或

更小速度至进一步通知。 

REDUCE SPEED TO (speed) OR LESS 
减速至(速度)或更小速度 

M W/U 

SPDU-13 指示航空器恢复正常速度。航

空器不再需要遵守先前发布的

速度限制。 

RESUME NORMAL SPEED 
恢复正常速度 

M W/U 

SPDU-14 标明可以不受限制飞行希望的

速度。 
NO SPEED RESTRICTION 
无速度限制 

M R 

SPDU-15 请求报告指定速度类型所界定

的速度。 

REPORT (speed types) SPEED 
报告(速度类型)速度 

M Y 

SPDU-16 请求证实指定速度。 CONFIRM ASSIGNED SPEED 
证实现用指定速度 

M Y 

SPDU-17 请求可以接受指定速度的最早

时间或位置。 

WHEN CAN YOU ACCEPT (speed) 
你何时能接受(速度) 

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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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5-2.  速度下行（SPDD） 

与速度有关的请求并询问预期何时可以改变速度。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SPDD-1 请求指定速度。 REQUEST (speed) 
请求(速度) 

M Y 

SPDD-2 请示可以取得指定速度的最早

时间或位置。 
WHEN CAN WE EXPECT (speed) 
我们何时可以期望(速度) 

M Y 

SPDD-3 报告指出指定速度类型所界定

的速度是指定速度。 
(speed types) SPEED (speed) 
(速度类型)速度(速度) 

M N 

SPDD-4 证实指配速度是指定速度。 ASSIGNED SPEED (speed) 
指配速度(速度) 

M N 

SPDD-5 指出在指定时间可以接受指定

速度。 
WE CAN ACCEPT (speed) AT TIME 
(time) 
我们能在时间(时间)接受(速度) 

M N 

SPDD-6 指出不能接受指定速度。 WE CANNOT ACCEPT (speed) 
我们不能接受(速度) 

M N 

 

 

6.  空中交通咨询电文内容 

表 A5-6-1.  空中交通咨询上行（ADVU） 

与使用管制员 — 驾驶员数据链通信、契约式自动相关监视和 
监视服务有关的咨询。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ADVU-1 咨询信息提供指定设施的高度

表拨正值。 

(facility Designation) ALTIMETER 
(altimeter setting)  

(设施代号)高度表拨正(高度表拨正值) 

M R 

ADVU-2 咨询信息：ATS 监视服务现已

终止。 

SURVEILLANCE SERVICE 
TERMINATED 
监视服务已终止 

M R 

ADVU-3 咨询信息：已建立 ATS 监视服

务。位置可能是指定位置。 
IDENTIFIED (position[O]) 
已识别(位置[O]) 

M R 

ADVU-4 咨询信息：现已失去 ATS 监视

联系。 
IDENTIFICATION LOST 
失去识别 

M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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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ADVU-5 咨询信息：现行 ATIS 代码为指

定代码。 
ATIS (ATIS code) 
ATIS(ATIS 代码) 

M R 

ADVU-6 向下个 ATC 单位再次申请咨

询。 
REQUEST AGAIN WITH NEXT ATC 
UNIT 
向下个 ATC 单位再次提出申请 

M N 

ADVU-7 对飞行具有重要意义的交通咨

询信息。 

TRAFFIC IS (traffic description) 
交通是(交通介绍) 

M R 

ADVU-8 指示报告亲眼看到并通过的指

定交通。该指示可以标出估计

通过的时间。 

REPORT SIGHTING AND PASSING 
OPPOSITE DIRECTION (aircraft 
type[O]) (traffic location) (ETP time[O]) 
报告看到和通过反向(航空器类型

[O])(交通位置)(估计通过的时间[O]) 

M W/U 

ADVU-9 指示选用指配的 SSR 编码。 SQUAWK (SSR code)  
打开应答机(SSR 编码) 

M W/U 

ADVU-10 指示停用 SSR 应答机。 STOP SQUAWK  
关闭应答机 

M W/U 

ADVU-11 指示停止拍发 ADS-B STOP ADS-B TRANSMISSION 
停止拍发 ADS-B 

M W/U 

ADVU-12 指示 SSR 应答机应答内容包括

高度层信息。 
SQUAWK MODE C  
使用应答模式 C 

M W/U 

ADVU-13 指示在 SSR 应答机应答内容当

中停止包含高度层信息。 
STOP SQUAWK MODE C  
停用应答模式 C 

M W/U 

ADVU-14 请求证实选用的 SSR 编码。 CONFIRM SQUAWK CODE  
证实应答机编码 

M Y 

ADVU-15 指示使用 SSR 应答机识别功

能。 
SQUAWK IDENT 
打开应答识别 

M W/U 

ADVU-16 指示启动 ADS-C 的功能。 ACTIVATE ADS-C 
启动 ADS-C 

M W/U 

ADVU-17 因 ADS-C 失效，指示发送指定

的话音位置报告。 
ADS-C OUT OF SERVICE REVERT TO 
VOICE POSITION REPORTS 
ADS-C 失效 
重新使用话音位置报告 

M W/U 

ADVU-18 指示中继航空器，用指定频率

向指定航空器转发所提供的指

定电文。 

RELAY TO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unit 
name) (relay text) (frequency[O]) 
转发至(航空器识别)(单位名称)(转发电

文)(频率[O])。 

M W/U 

ADVU-19 由于ATC单位发现偏离放行许

可，请求检查航空器的横向位

置、高度层或速度。 

(deviation type) DEVIATION 
DETECTED. VERIFY AND ADVISE 
(偏离类型)发现偏离。核实并通知 

M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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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6-2.  空中交通咨询下行（ADVD） 

与适用转发程序有关的报告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ADVD-1 报告指出航空器正在打开应

答机的指定 SSR 编码。 
SQUAWKING (SSR code)  
打开应答机(SSR 编码) 

M N 

ADVD-2 报告指出是否亲眼看到了交

通，如看到了，则指出是否已

经通过。可以提供对该航空器

的描述。 

TRAFFIC (aircraft type[O]) (traffic 
location) (traffic visibility) 
交通(航空器型别[O])(交通位置)(交通

可见性) 

M N 

 

 

7.  话音通信电文内容 

表 A5-7-1.  话音通信上行（COMU） 

指示用话音频率监测或联系空中交通管制及指示检查插入话筒。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COMU-1 指示在指定频率上与指定的

ATS 单位建立话音联络。 
CONTACT (unit name) (frequency) 
联络(单位名称)(频率) 

M W/U 

COMU-2 指示在指定位置，在指定频率

上与指定的 ATS 单位建立话

音联络。 

AT (position) CONTACT (unit name) 
(frequency) 
在(位置)联络(单位名称)(频率) 

M W/U 

COMU-3 指示于指定时间，在指定频率

上与指定的 ATS 单位建立话

音联络。 

AT TIME (time) CONTACT (unit name) 
(frequency) 
于时间(时间)联络(单位名称)(频率) 

M W/U 

COMU-4 通知二次频率 SECONDARY FREQUENCY (frequency) 
二次频率(频率) 

M R 

COMU-5 指示在指定频率上监测指定

的 ATS 单位。不要求飞行机组

在该频率上建立话音联络。 

MONITOR (unit name) (frequency) 
监测(单位名称)(频率) 

M W/U 

COMU-6 指示在指定位置，在指定频率

上监测指定的 ATS 单位。不要

求飞行机组在该频率上建立

话音联络。 

AT (position) MONITOR (unit name) 
(frequency) 
在(位置)监测(单位名称)(频率) 

M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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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COMU-7 指示于指定时间，在指定频率

上监测指定的 ATS 单位。不要

求飞行机组在该频率上建立

话音联络。 

AT TIME (time) MONITOR (unit name) 
(frequency) 
于时间(时间)监测(单位名称)(频率) 

M W/U 

COMU-8 由于发现连续发射，指示检查

话筒按钮。可以指定一个频

率。 

CHECK STUCK MICROPHONE 
(frequency) 
检查插入话筒(频率) 

H N 

COMU-9 通知现有 ATC 单位的名称。 CURRENT ATC UNIT (unit name) 
现有 ATC 单位(单位名称) 

M N 

 

 

表 A5-7-2.  话音通信下行（COMD） 

有关话音联络或改变频率的请求。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COMD-1 请求在指定频率用话音联络。 REQUEST VOICE CONTACT 
(frequency)  
请求话音联络(频率) 

M Y 

COMD-2 中继航空器转发的指定航空

器的指定答复。 

RELAY FROM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relayed text response) 
转发于(航空器识别)(转发电文答复)。 

M N 

 

 

8.  间距电文内容 

表 A5-8-1.  间距上行（SPCU） 

在航路或进场运行过程中对开展间距机动的许可及通知等待间距许可。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SPCU-1 参照航空器后方有高度层更换

程序航空器时，空中交通服务确

认驾驶员使用高度层更换程序。

此电文总是连接一个垂直许可。 

ITP BEHIND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航空器识别代码)后方有高度层更换程

序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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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SPCU-2 参照航空器前方有高度层更

换程序航空器时，空中交通服

务确认驾驶员使用高度层更

换程序。此电文总是连接一个

垂直许可。 

ITP AHEAD OF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航空器识别代码）前方有高度层更换程

序 

M N 

SPCU-3 当两架参照航空器后方有高

度层更换程序航空器时，空中

交通服务确认驾驶员使用高

度层更换程序。此电文总是连

接一个垂直许可。 

ITP BEHIND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AND BEHIND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航空器识别代码)后方和(航空器识别

代码)后方有高度层更换程序 

M N 

SPCU-4 当两架参照航空器前方有高

度层更换程序航空器时，空中

交通服务确认驾驶员使用高

度层更换程序。此电文总是连

接一个垂直许可。 

ITP AHEAD OF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AND AHEAD OF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航空器识别代码)前方和(航空器识别

代码)前方有高度层更换程序 

M N 

SPCU-5 当一架高度层更换程序航空

器位于一架参照航空器之后，

但在另一架参照航空器之前，

空中交通服务确认驾驶员使

用高度层更换程序。此电文总

是连接一个垂直许可。 

ITP BEHIND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AND AHEAD OF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航空器识别代码)后方和(航空器识别

代码)前方有高度层更换程序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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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8-2.  间距下行（SPCD） 

对航路上或进近运行中开展间距机动的答复和报告。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SPCD-1 咨询表示驾驶员有高度层更

换程序设备，并提供距参照航

空器的指定距离，包括航空器

识别。此电文总是连接一个垂

直请求。 

ITP (specified distance) BEHIND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航空器识别代码)后方有高度层更换程

序(指定距离) 

M N 

SPCD-2 咨询表示驾驶员有高度层更

换程序设备，并提供距参照航

空器的指定距离，包括航空器

识别。此电文总是连接一个垂

直请求。 

ITP (specified distance) AHEAD OF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航空器识别代码)前方有高度层更换程

序(指定距离) 

M N 

SPCD-3 咨询表示驾驶员有高度层更

换程序设备，并提供距两架参

照航空器的指定距离，包括航

空器识别。此电文总是连接一

个垂直请求。 

ITP (specified distance) BEHIND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AND (specified distance) 
BEHIND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航空器识别代码)后方(指定距离)和

(航空器识别代码)后方有高度层更换程

序(指定距离) 

M N 

SPCD-4 咨询表示驾驶员有高度层更

换程序设备，并提供距两架参

照航空器的指定距离，包括航

空器识别。此电文总是连接一

个垂直请求。 

ITP (specified distance) AHEAD OF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AND (specified 
distance) AHEAD OF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航空器识别代码)前方(指定距离)和

(航空器识别代码)前方有高度层更换程

序(指定距离) 

M N 

SPCD-5 咨询表示驾驶员有高度层更

换程序设备，并提供距一架参

照航空器的指定距离和距另

一架参照航空器的指定距离，

包括航空器识别。此电文总是

连接一个垂直请求。 

ITP (specified distance) BEHIND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AND (specified distance) 
AHEAD OF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航空器识别代码)后方(指定距离)和

(航空器识别代码)前方有高度层更换程

序(指定距离)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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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紧急、应急电文内容 

表 A5-9-1.  紧急、应急上行（EMGU） 

与提供驾驶舱内高层次告警指示有关的指令或说明。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EMGU-1 请求提供剩余燃料（时间）和

机上人数。 

REPORT ENDURANCE AND PERSONS 
ON BOARD 
报告续航力和机上人数 

H Y 

EMGU-2 指示立即执行有关指示以避免

危急情况。 

IMMEDIATELY  
立即 

H N 

EMGU-3 请求证实 ADS-C 显示的紧急

情况。 
CONFIRM ADS-C EMERGENCY 
证实 ADS-C 紧急情况 

H A/N 

 

 

表 A5-9-2.  紧急、应急下行（EMGD） 

向空中交通管制提供高层次告警的报告。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EMGD-1 表示一种应急情况。 PAN PAN PAN  H Y 

EMGD-2 表示一种紧急情况。 MAYDAY MAYDAY MAYDAY  H Y 

EMGD-3 报告指出剩余油量（时间）和

机上人数。 
(remaining fuel) ENDURANCE AND 
(persons on board) PERSONS ON 
BOARD 
(剩余油量)续航力和机上人数(机上人

数) 

H Y 

EMGD-4 表示已经取消紧急状况。 CANCEL EMERGENCY 
取消紧急状况 

H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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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标准回答电文内容 

表 A5-10-1.  标准回答上行（RSPU） 

空中交通管制对驾驶员问询及请求的标准回答。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RSPU-1 表示不能同意电文。 UNABLE 
不能 

M N 

RSPU-2 表示将立即对电文予以答复。 STANDBY 
请等侯 

M N 

RSPU-3 表示预期可能延迟较长时间

进行答复。 

REQUEST DEFERRED 
请求暂缓 

M N 

RSPU-4 表示已收到电文。 ROGER 
明白 

M N 

RSPU-5 表示 ATC 正在对电文予以肯

定答复。 
AFFIRM 
是、对 

M N 

RSPU-6 表示 ATC 正在对电文予以否

定答复。 
NEGATIVE  
不是、不对 

M N 

RSPU-7 表示已将请求转发下一管制

单位。 

REQUEST FORWARDED  
请求已转出 

M N 

RSPU-8 由于不明白最初的请求，因此

请证实参照的请求。该请求应

予以澄清并重新申请。 

CONFIRM REQUEST 
证实请求 

M N 

 

 

表 A5-10-2.  标准回答下行（RSPD） 

对空中交通管制指令和问询的标准回答。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RSPD-1 表示明白指令，照办。 WILCO 
照办 

M N 

RSPD-2 表示不能照办。 UNABLE 
不能 

M N 

RSPD-3 表示将立即答复电文。 STANDBY 
等候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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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RSPD-4 表示收到电文。 ROGER 
明白 

M N 

RSPD-5 表示对电文的肯定答复。 AFFIRM 
是、对 

M N 

RSPD-6 表示对电文的否定答复。 NEGATIVE 
不是、不对 

M N 

 

 

11.  补充电文内容 

表 A5-11-1.  补充上行（SUPU） 

对空中交通管制指令和标准回答的说明。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SUPU-1 表示有关指示将在飞行机组就

绪以后执行。 
WHEN READY 
当准备好时 

M N 

SUPU-2 表示由于指定原因发出有关电

文。 
DUE TO (specified reason uplink) 
由于(因为上行) 

M N 

SUPU-3 指示按照航空器最佳性能比执

行相关指令。 
EXPEDITE 
迅速 

M N 

SUPU-4 表示相关指令或者是对以前发

出指令的修改，或者不同于所

申请的许可。 

REVISED (revision reason[O]) 
已修改(修改原因[O]) 

H N 

 

 

表 A5-11-2.  补充下行（SUPD） 

对请求和标准答复的说明。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SUPD-1 表示相关电文的理由。 DUE TO (specified reason downlink) 
因为(说明下行原因)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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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由格式电文内容 

当本附录所载管制员 — 驾驶员数据链通信电文集中的标准电文内容 
都不适合具体计划用途时予以使用。 

表 A5-12-1.  自由格式上行（TXTU）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TXTU-1  (free text) (自由格式电文) M R 

TXTU-2  (free text) (自由格式电文) M N 

TXTU-3  (free text) (自由格式电文) N N 

TXTU-4  (free text) (自由格式电文) M W/U 

TXTU-5  (free text) (自由格式电文) M A/N 

 

表 A5-12-2.  自由格式下行（TXTD）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TXTD-1  (free text) (自由格式电文) M Y 

TXTD-2  (free text) (自由格式电文) M N 

 

 

13.  系统管理电文内容 

表 A5-13-1.  系统管理上行（SYSU） 

专门用于管理管制员 — 驾驶员数据链通信的电文（通常由地面系统发出）。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SYSU-1 系统关于错误的通知。 ERROR (error information) 
错误(错误信息) 

N N 

SYSU-2 关于下一数据负责单位或对

其予以取消的系统通知。 
NEXT DATA AUTHORITY (facility 
designation[O])  
下一数据负责单位(负责单位代号[O]) 

M N 

SYSU-3 系统通知不支持所收到的电

文。 
MESSAGE NOT SUPPORTED BY THIS 
ATC UNIT 
本 ATC 单位不支持这份电报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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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SYSU-4 系统通知：收到的电文可接受

用于传送。 

LOGICAL ACKNOWLEDGEMENT  
逻辑认收 

N N 

SYSU-5 系统电文标明不允许逻辑认

收请求。 

USE OF LOGICAL 
ACKNOWLEDGEMENT PROHIBITED 
禁用逻辑承认 

M N 

SYSU-6 提供最大单向上行电文发送

延迟的咨询信息。 

LATENCY TIME VALUE (latency value) 
延迟时间数值(延迟数值) 

N N 

SYSU-7 标明所收电文的延迟超出要

求。 

MESSAGE RECEIVED TOO LATE, 
RESEND MESSAGE OR CONTACT BY 
VOICE 
电文收到过迟，重发电文或通过话音联络 

M N 

 

表 A5-13-2.  系统管理下行（SYSD） 

专门用于管理管制员 — 驾驶员数据链通信的电文（通常由航空器系统发出）。 

电文内容

代码 
电文内容的计划用途 电文内容显示格式 告警 回答 

SYSD-1 系统关于 — 错误的通知。 ERROR (error information)  
错误(错误信息) 

N N 

SYSD-2 系统通知 — 收到的电文可接

受用于展示。 
LOGICAL ACKNOWLEDGEMENT  
逻辑认收 

N N 

SYSD-3 系统电文 — 拒收非当前数据

负责单位的地面站发来的

CPDLC 电文。 

NOT CURRENT DATA AUTHORITY  
非当前数据负责单位 

M N 

SYSD-4 系统通知 — 地面站现在是当

前数据负责单位。 

CURRENT DATA AUTHORITY  
当前数据负责单位 

M N 

SYSD-5 系统通知 — 地面系统未被指

定 为 下 一 数 据 负 责 单 位

（NDA），并标明当前数据负

责单位（CDA）。同时，还报

告下一数据负责单位的名称

（如有）。 

NOT AUTHORIZED NEXT DATA 
AUTHORITY (facility designation) 
(facility designation[O])  
无批准的下一数据负责单位(负责单位代

号)(负责单位代号[O]) 

M N 

SYSD-6 标明所收电文的延迟超出要

求。 
MESSAGE RECEIVED TOO LATE, 
RESEND MESSAGE OR CONTACT BY 
VOICE 
电文收到过迟，重发电文或通过话音联络 

M N 

SYSD-7 系统通知 — 航空器处于禁止

状态。 
AIRCRAFT CPDLC INHIBITED 
禁止航空器 CPDLC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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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电文内容参数 

表 A5-14-1  参数 

对电文内容中指定参数的变量做出说明。 

变量 说明 

航空器识别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按照飞行计划第 7 项的规定，提供相当于或类似于航空器呼号编码的航空器识别

代码。 

航空器类型 
aircraft type 

说明航空器的已知型别。  

高度表设置 
altimeter setting 

用汞英寸或百帕说明高度表。 

进场进近数据 
arrival approach data 

至少说明以下之一：目的地机场、进场跑道、进场程序或进近程序。 

ATIS 代码 
ATIS code 

说明现有的 ATIS 代码。 

ATS 航路代码 
ATS route designator 

说明 2 到 7 个字符组成的航路名称。 

沿轨迹航路点 
along track waypoint 

指出航路上被指定为该航路另一航路点相对距离的某一点。可能包括这一点的速

度和高度层限制。 

放行许可界限 
clearance limit 

说明许可到达的最远点作为一个位置。 

放行许可名称 
clearance name 

说明一个 2 到 14 个字符组成的许可名称，通常说明未公布的程序或航路的名称。 

放行许可类型 
clearance type 

说明放行许可的类型是：进近、离场、继续、开车、推出、滑行或洋区。 

度 
degrees 

用与磁北夹角的度数或与真北夹角的度数说明方向。 

离场放行许可 
departure clearance 

根据以下一项或多项内容说明所需的离场许可信息： 
 离场机场； 
 离场跑道； 
 许可到达的位置； 
 所指定的离场航路数据是以下数据之一； 

o 申报的航路；或 
o SID，并且在 SID 之后其余的航路可选申报的航路（即：然后根据申

报的航路）。 
 离场高度层以及该高度层的所有限制（持续时间或直到到达位置）； 
 预计高度层以及该高度层的所有限制（持续时间或直到到达位置）； 
 离场速度或该速度的所有限制（持续时间或直到到达位置）； 
 用度数表示的离场航向； 
 预期没有延误时予以标明； 
 目标开车批准时间； 
 进场和、或进近程序，包括所有特殊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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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说明 

 SSR 编码； 
 ATIS 编码；和/或  
 离场频率。 

离场数据 
departure data 

说明离场数据至少是下述之一：离场机场、离场跑道或离场程序。 

偏离类型 
deviation type 

说明偏离类型属于横向位置、高度层或速度偏离。 

方向 
direction 

说明方向是： 
 左、右或任何一边； 
 东、西、南、北；或  
 东南、西北、东北、西北。 

SSR 编码 
SSR code 

用 4 个八进制数字说明 SSR 编码。 

指定原因下行 
specified reason downlink 

说明相关电文的原因是：天气或航空器性能。 

指定原因上行 
specified reason uplink 

说明相关电文的原因是：反向交通、同向交通、汇合交通、飞越交通、分流交通、

空域限制、无效洋区进入点、未持有飞行计划、收到洋区放行许可过迟。 

错误信息 
error information 

说明错误的原因是：电报参考编号无法识别、资源不足、校验和失效或未定义。 

ETP 时间 
ETP time 

说明通过反向交通的估计时间（小时和分钟）。 

设施指定代码 
facility designation 

说明国际民航组织对某一设施的地名代码。 

设施功能 
facility function 

说明设施功能是：管制中心、进近、塔台、五边、地面控制、放行指令、离场、

管制、无线电、停机坪、情报、活动舷梯、飞行观察站、 运行控制中心（AOC）
/公司、除冰或飞行服务。 

自由格式电文 
free text 

以非系统的格式提供补充信息。 

频率 
frequency 

说明频率是高频、甚高频或超高频，或者是一个卫星话音号码。 

在航路点等待 
hold at waypoint 

说明提供等待位置的等待指令是：位置，并补充说明以下任何或全部内容：等待

速度低、航路点高度层限制、等待速度高、左侧或右侧等待、度数、预计等待许

可的时间和边的类型。 

延迟数值 
latency value 

以秒为单位提供管制员—驾驶员数据链通信电文的延迟数值。 

横向偏离 
lateral deviation 

以海里或千米为单位说明横向偏离距许可航路的左侧、右侧或任何一侧的允许距

离。 

经纬度 
latitude longitude 

以度、分、十分之一分为单位说明经纬度及方向（北、南、东或西）。 

边的类型 
leg type 

说明等待的边的距离（精确到十分之一海里或十分之一千米）或时间（精确到十

分之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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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说明 

高度层 
level 

以英尺、米或飞行高度层为单位说明某个高度层是单一高度层或高度段。 

单一高度层 
level single 

以英尺、米或飞行高度层为单位说明一个单一高度层。 

有名称的指令 
named instruction  

用许可名称或程序名称说明一个有名称的指令。 

度数 
number of degrees 

提供度数。 

分钟数 
number of minutes 

提供分钟数（时间）。 

机上人数 
persons on board 

提供机上人数或指出人数不详。 

地点方位距离 
place bearing distance 

以海里或千米为单位说明地点方位和距离。 

地点方位 
place bearing 

说明公布的代码和度数。 

位置 
position 

说明位置的： 
 公布的代码； 
 经纬度；或 
 地点方位距离。 

位置报告 
Position report  

提供与 4.11.2 中所界定的话音位置报告相类似的信息。 

程序名称 
procedure name 

通过说明程序类型（离场、进场或进近）和代码（1 到 20 个字符）来说明程序名

称，并在适用时说明：  
 跑道； 

 所有所需程序过渡；和、或 

 有关该程序的所有所需补充信息。 

公布的代码名称 
published identifier 

说明公布的代码名称（1 到 5 个字符）以及相关的经纬度（度、分、秒）。 

传递电文 
relay text 

说明拟传递给指定航空器的信息为自由格式电文。  

转发电文回复 
relayed text response 

说明从指定航空器传递的信息为自由格式电文。 

剩余燃料 
remaining fuel  

以秒为时间单位说明剩余的燃料。 

修改原因 
revision reason 

说明修改许可的原因是以下任何或全部原因：高度层变化、速度变化、在特定位

置的航路变化、在多个航路点的航路变化、进入点的变化、放行界限的变化、有

名称的指令的变化和/或地面位置的变化。  

航路数据 
en-route data 

用多达 128 个具有位置信息（航路资料）的航路点来说明飞行许可航路，包括根

据要求，说明各航路点的高度层限制、速度限制、所需进场时间、等待指令以及

绕飞或额外航路资料。可以包含放行界限。同时，还可以包含当地界定的有名称

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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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说明 

额外航路资料 
route information 
additional 

说明以下任何或全部内容：  
 1 到 8 个沿轨迹航路点； 
 1 到 8 个航路点等待； 
 1 到 32 个航路点速度高度层；和 
 1 到 32 个所需进场时间。 

航路资料 
route information 

用下述之一说明航路资料： 
 公布的代码； 
 经纬度； 
 地点方位距离；或  
 ATS 航路代号。 

进场所需时间 
required time arrival 

对于指定位置，提供所需进场时间（小时、分 对于指定位置，提供所需进场时间

（小时、分钟、秒（可选）），选择性地提供所需进场时间的前后容差，并标明在

指定时间、之前或之后的所需进场时间。 

跑道 
runway 

说明跑道的方向和设置（左、右、中间或无） 

指定偏离 
specified deviation 

说明偏离航路的距离或度数。 

指定距离 
specified distance 

以海里或千米为单位说明距离。 

速度 
speed 

用英制或公制单位说明所标明的真速、地速或马赫数的速度。 

速度类型 
speed types 

用最小或最大速度，以及 1 到 2 个速度类型来说明速度，其中速度类型标明速度

为：标称、实际、地面、马赫、进近、巡航或当前。 

时间 
time 

以小时和分钟为单位说明时间。 

交通说明 
traffic description 

通过提供以下任何或全部信息，说明对飞行具有重要意义的交通情况：航空器飞

行识别代码、航空器型号、航空器目前的飞行高度层、相对特定航空器之上或之

下的位置距离（如已知），并标明已知交通与特定航空器为反向、同向、汇合、飞

越或分离。 

交通位置 
traffic location 

说明反向交通的位置，并标明交通处于特定航空器之上或之下，并在已知情况下，

以英尺或米为单位提供垂直距离。 

交通可见度 
traffic visibility 

标明交通可见性为：“已看见并通过”(sighted and passed)、“看见”(ighted)，或

“没有看见”(not sighted)。 

单位名称 
unit name 

通过酌情提供以下任何或所有内容来说明单位名称：设施名称、 设施代号或设施

功能。 

垂直率 
vertical rate 

用英尺/分或米/分来说明垂直率。 

航路点速度高度层 
waypoint speed level 

说明指定位置的速度和高度层限制。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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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ATS 设施间数据通信（AIDC）电报 

1.  引言 

1.1  总则 

1.1.1  本附录阐释了 ATS 单位计算机系统之间运行通信使用的电报类型及其内容。这种形式的数据传输被

称为 ATS 设施间数据通信（AIDC），是数据通信迁移至航空电信网（ATN）的基础。 

1.1.2  管制员看见电报并不是目的，而是根据显示器的能力和有关单位的程序需要向管制员显示和提供电

报的运行内容。虽然大部分飞行数据是由系统提供，但前提是在管制员工作席位能够输入需要移交的运行数据

的某些项目。 

1.1.3  AIDC 电报包含称为数据信息组的数据项。大多数情况下一组数据信息用于一份以上的电报。本附

录附有一份包括 AIDC 数据信息组的表格。数据信息组的定义、范围和分辨率的具体细节载于《空中交通服务

数据链应用手册》（Doc 9694 号文件）。 

1.2  协调环境 

1.2.1  在特定边界环境中，ATC 程序会根据 ATS 协调单位的监视能力存在很大区别。为本目录之目的，

协调环境被界定为监视环境或程序环境。某些情况下，相同类型的电报会要求包括不同或额外的数据以满足不

同环境的要求。取决于环境，电报发报时间也会不同。环境还可能影响是否会对 AIDC 电报自动处理，或交给

管制员进行人工处理。 

1.2.2  监视环境是使用 ATS 监视系统的环境，它能够使管制员主动地识别交通。共同边界两侧扇区席位的

管制员配备有雷达和/或 ADS-B，按照状态显示器上显示的情报对交通进行识别。这种设施允许使用监视协调

程序。 

1.2.3  不具备监视协调程序的地区存在着程序环境，因为至少一个协调 ATS 单位不具备监视能力或监视能

力不尽相同。举例来说，对洋区和偏远地区的监视通常使用 ADS-C、CPDLC 或话音位置报告来实现，在这些

地区，协调程序与监视环境使用的程序有所不同。 

1.3   电报的组成 

1.3.1   为了正确地将答复与含有原始电报的 AIDC 电报链接，答复须包括提及原始电报。下列 AIDC 电报

必须包含提及是对以下 AIDC 电报进行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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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答复，比如： 

接受协调； 
拒绝协调； 
协商协调； 
接受移交条件； 
确认管制移交； 
等待协调； 

申请管理电报，比如： 

接受申请； 
拒绝申请； 

1.3.2  一份 AIDC 电报由报头和数据字段序列组成。每份电报须包含所有必备字段和所有相关的选项字段。 

1.3.3  报头包含电报识别符、时间标记（年、月、日、时、分、秒）和电报序列号。 

2.  电报的目的和使用 

通知电报 

2.1  通知 

通知电报满足以下运行要求： 

a) 用最新情报对接收 ATS 单位的基本飞行计划数据进行更新，或用来建立一份事先并不存在的飞行

计划； 

b) 供一 ATS 单位对于飞行提供预先情报及其对电报所做的修改，该飞行预计随后进入另一 ATS 单

位接管的地区。 

c) 便利尽早使 ATS 监视系统航迹并联；和 

d) 便利对扇区短期的工作量评估。 

协调电报 

2.2  初始协调 

初始协调电报满足以下运行要求： 

a) 代替口头边界预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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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用最新情报对接收 ATS 单位的基本飞行计划数据进行更新，或用来建立一份事先并不存在的飞行

计划； 

c) 起飞前对飞行进行协调以便遵守批准请求程序； 

d) 在各单位之间开始协调对话； 

e) 便利在接收单位内部分发和显示飞行计划数据；和 

f) 尽快在接收单位显示与 SSR 编码/呼号并联的数据块。 

2.3  协商协调 

协商协调电报满足以下运行要求： 

a) 将接收单位管制员的反建议发给移交单位的管制员，以作为对初始协调电报的答复； 

b) 对更新协调或其他协商协调电报中建议的修改提出反建议； 

c) 如果新的建议条件与有关协议书不符，对事先商定的条件提出修改；和 

d) 完成管制移交之后对事先商定的条件提出修改（当飞行仍然位于两个单位边界的附近）。 

注：事先商定的条件可包括与轨迹情报无关的飞行计划数据（比如 SSR 编码、CNS 设备）。 

2.4   接受协调 

接受协调电报用来表示接受 AIDC 协调和协商阶段提出的协调条件。 

2.5  取消协调 

取消协调电报用来向接收 ATS 单位表示所有对飞行的协调和/或事先收到的通知均被取消。 

注：这份电报并不取代飞行计划取消（CNL）电报，也不用来删除基本的飞行计划数据。 

2.6  拒绝协调 

拒绝协调电报用来表示建议的条件或对其所做的修改不能接受，同时不提出反建议。任何现行的协调条件

仍按照事先协调的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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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等待协调 

等待协调电报用来表示已收到电报，数据已转交给管制员和/或其他单位，适时会发出运行答复。 

2.8  更新协调 

更新协调电报是用来对事先商定的协调条件提出修改，只要协调条件每次改变均符合协议书。 

注：事先商定的条件可包括与轨迹情报无关的飞行计划数据（比如 SSR 编码、CNS 设备）。 

移交电报 

2.9  开始移交 

开始移交电报满足以下运行要求： 

a) 将飞行的目前管制环境通知接收单位；和 

b) 减轻移交单位管制员口头将这份情报提供给接受单位管制员的要求。 

2.10  建议移交条件 

建议移交条件电报向接收单位管制员提出通信和管制移交的条件以及更新的执行数据。 

注：通信移交不得与有关 ATS 单位之间协议书所包含的管制移交条件相互混淆。须注意通信移交和管制移

交并不一定同时发生。 

2.11  接受移交条件 

接受移交条件电报表示接受单位管制员已同意按照建议移交条件电报接受飞行的通信和管制移交。 

2.12  请求移交通信 

请求移交通信电报是接受单位管制员为立即与飞行在相干频道上建立通信联络的一项主动请求。 

2.13  通信移交 

通信移交电报是用来表示移交单位管制员已指示飞行与接受单位管制员建立通信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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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确认通信移交 

确认通信移交电报是用来表示接受单位已与飞行建立了通信联络。 

2.15  管制移交 

管制移交电报是用来开始实施移交阶段，并表示移交单位管制员希望将飞行的管制责任移交给接受单位。 

2.16  确认管制移交 

确认管制移交电报是用来表示接受单位已从移交单位接受了对飞行的管制责任。 

普通情报 

2.17  普通要点 

普通要点电报满足以下运行要求： 

a) 提醒接收单位或非接收单位的管制员对一特定飞行予以注意；和 

b) 当接收单位不掌握飞行的详细内容时，移交基本的飞行计划数据。 

2.18  普通执行数据 

普通执行数据电报或可以由移交单位发给接收单位，也可以由接收单位发给移交单位，对向移交阶段过渡

开始之后与飞行管制环境有关的情报进行更新。 

注：协调条件不是通过接收普通执行数据电报进行修改。 

2.19  自由格式紧急电报 

自由格式紧急电报是用来交换与紧急状况有关的自由格式电报。 

2.20  自由格式普通电报 

自由格式普通电报是用来交换与非紧急状况有关的自由格式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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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管理电报 

2.21  接收申请 

接收单位须对收到、经过处理、发现无差错并可向管制席位提供的每份电报（其他申请管理电报或包含有

无效数据的电报除外）发出接受申请电报。 

2.22  拒绝申请 

拒绝申请电报是通知原始电报发报人已收到电报，但发现电报中有差错。拒绝申请电报包括一个标识差错

性质的代码。 

3.  AIDC 电报内容 

3.1  表格 A6-1 列出了每份 AIDC 电报的必备和选项内容。 

3.2  可供许多 AIDC 电报使用的一个选项信息组是其他情报。 

3.2.1  ICAO 的飞行计划可能包括项目 18 －《其他情报》当中的情报，会影响对飞行的管理。为修改项目

18 指示符的内容，AIDC 电报须包含修改过的指示符的全部新内容。（比如，修改 RMK/TCKS EQUIPPED 以

便包括 NON RVSM，AIDC 电报包含了 RMK/TCKS EQUIPPED NON RVSM）。项目 18 中未修改过的指示符

不得加入 AIDC 电报中。 

3.2.2  为删除项目 18 指示符当中的内容，AIDC 电报须包含后接 /0 的指示符（比如 NAV/0 表示不再有任

何重要的导航数据）。 

注： 接收单位并不一定必须显示 NAV/0，同时也不是须纳入原先申报的飞行计划中的一项要求。 

表 A6-1.  AIDC 电报内容 

电报 必备内容 选项 

通知 航空器识别标志 
起飞机场 
目的地机场 
边界预达数据 

飞行规则 
飞行类型 
航空器数量（如果有一架以上航空器在飞行） 
航空器型号 
尾流紊流类型 
CNS 设备 
航路 
经修改的目的地 
编码（SSR） 
其他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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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 必备内容 选项 

初始协调 航空器识别标志 
起飞机场 
目的地机场 
边界预达数据 

飞行规则 
飞行类型 
航空器数量（如果有一架以上航空器在飞行） 
航空器型号 
尾流紊流类型 
CNS 设备 
航路 
经修改的目的地 
编码（SSR） 
其他情报 

协商协调 航空器识别标志 
起飞机场 
目的地机场 
边界预达数据 

飞行规则 
飞行类型 
航空器数量（如果有一架以上航空器在飞行） 
航空器型号 
尾流紊流类型 
CNS 设备 
航路 
经修改的目的地 
编码（SSR） 
其他情报 

接受协调  航空器识别标志 
起飞机场 
目的地机场 

拒绝协调  航空器识别标志 
起飞机场 
目的地机场 

等待协调  航空器识别标志 
起飞机场 
目的地机场 

取消协调 航空器识别标志 
起飞机场 
目的地机场 

定位点 
取消原因 

更新协调 航空器识别标志 
起飞机场 
目的地机场 
边界预达数据 

飞行规则 
飞行类型 
航空器数量（如果有一架以上航空器在飞行） 
航空器型号 
尾流紊流类型 
CNS 设备 
航路 
经修改的目的地 
编码（SSR） 
其他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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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 必备内容 选项 

开始移交 航空器识别标志 
执行数据（如果有） 

航迹数据 

建议移交条件 航空器识别标志 
执行数据（如果有） 

航迹数据 

请求移交通信 航空器识别标志 频率 

通信移交 航空器识别标志 频率 
航迹数据 
执行数据和/或释放指示 

确认通信移交 航空器识别标志  

管制移交 航空器识别标志 起飞机场 
目的地机场 
执行数据 

确认管制移交 航空器识别标志 起飞机场 
目的地机场 

普通要点 航空器识别标志 
起飞机场 
目的地机场 

扇区代号（发报） 
扇区代号（收报） 
飞行规则 
飞行类型 
航空器数量（如果有一架以上航空器在飞行） 
航空器型号 
尾流紊流类型 
CNS 设备 
航路 
经修改的目的地 
编码（SSR） 
其他情报 

普通执行数据 航空器识别标志 执行数据 
频率 

自由格式紧急 设施名称或航空器识别标志 
自由格式 

 

自由格式普通 设施名称或航空器识别标志 
自由格式 

 

接受申请   

拒绝申请 差错代码 差错数据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