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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航图的标准和建议措施》是理事会于 1948 年 4 月 16 日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1944 年于芝加哥）第 37
条的规定首次通过的并定为公约的《附件 4》，于 1949 年 3 月 1 日适用。 

表 A 列出了历次修订的起源、所涉及的主要内容的清单，以及理事会通过附件和各次修订的日期和这些修订的

生效和适用日期。 

缔约国的行动 

通知差异  提请各缔约国注意公约第 38 条所规定的义务，根据这一义务，要求各缔约国将其本国规章和措施与

本附件及其任何修订中的国际标准之间的任何差异通知本组织。请各缔约国将这种通知扩大到与本附件及其任何修

订中的建议措施之间的任何差异，如果这种差异的通知对航行安全是重要的话。此外，还请各缔约国将随后可能出

现的任何差异或撤销前已通知的任何差异随时通知本组织。本附件的每次修订一经通过，将立即向各缔约国发送一

份关于通知差异的专门要求。 

除公约第 38 条规定的各国义务外，还提请各国注意《附件 15》的规定：即关于通过航行情报服务公布其本国规

章和措施与有关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标准和建议措施之间的差异的规定。 

资料公布  关于根据本附件规定的标准和建议措施提供的对航空器运行有影响的设施、服务和程序的建立、撤

销和改变的航图资料，应按照《附件 15》的规定予以通告和生效。 

附件各组成部分的地位 

附件由以下各部分组成，但并不一定每个附件都具有这些部分，这些部分的地位如下： 

1. 组成附件正文的材料： 

a) 标准和建议措施  根据公约规定由理事会通过。其定义如下： 

标准  凡有关物理特征、结构、材料、性能、人员或程序的规格，其统一应用被认为对国际航行的安

全或正常是必需的，各缔约国将按照公约予以遵守；如不可能遵照执行时，按照公约第 38 条要求，必

须通知理事会。 

建议措施  凡有关物理特征、结构、材料、性能、人员或程序的规格，其统一应用被认为对国际航行

的安全、正常或效率是有利的，各缔约国将力求按照公约予以遵守。 

b) 附录  是理事会通过的“标准和建议措施”的一部分，为了方便起见而单独组成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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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定义  对“标准和建议措施”中所用术语的界定，这些术语由于在普通字典中找不到可接受的词义，

所以不能自明其义。定义本身并无独立的地位，但是在使用此项术语的每一标准和建议措施中是一个

重要部分，因为术语含义的改变会影响规范的内容规定。 

d) 表和图  附在“标准和建议措施”之后，或用于说明“标准和建议措施”以及在本附件中提及的表和

图，它成为“标准和建议措施”的一部分，并享有同等的地位。 

2. 经理事会批准与“标准和建议措施”一起出版的材料： 

a) 前言  由根据理事会的行动编写的历史性和解释性的材料组成，其中包括根据公约和通过的决议而产

生的各国在应用“标准和建议措施”方面所承担义务的解释。 

b) 引言  由解释性材料组成，列在各部分、章的开头以帮助理解正文的应用。 

c) 注  在正文适当地方所加的注释，用以说明有关“标准和建议措施”的实际资料或参考资料，但不构

成“标准和建议措施”的一部分。 

d) 附篇  是对“标准和建议措施”的补充材料，或作为应用“标准和建议措施”而列入的指导性材料。 

语言文字的选择 

本附件以中文、阿拉伯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六种文字通过。要求每一缔约国从中选择一种文本直

接使用或译成本国文字，以便在本国实施和用于公约规定的其他用途，并相应地将此通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编辑上的安排 

为了一目了然地表明各条的地位，采用以下做法：“标准”用细正体字（中文译本中用宋体字—译注）；“建议措

施”用细斜体字（中文译本中用楷体字—译注）并冠以“建议”（黑体）字样以表明其地位；“注”用细斜体字（中

文译本中用楷体字—译注）并冠以“注”字，以表明其地位。 

须注意在英文版中，编写各项规范时采用了以下做法：“标准”用助动词“必须/须（shall）”；“建议措施”用助

动词“应该/应（should）”。 

本文件通篇使用的计量单位以公制表示，后随相应的英制计量单位，置于括号内。 

凡援引本文件中有编号和/或标题的部分时，均包括该部分的所有各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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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附件 4》的各次修订 

修  订 根  据 内  容 

通过日期 
生效日期 
适用日期 

    
第一版 航图专业会议，第一次会议

（1945 年 11 月），第二次会

议（1946 年 4 月），第三次会

议（1947 年 1 月） 

世界航图（WAC）－ ICAO  1:1 000 000；仪表进近

和着陆图；航空图 1:500 000；航空图 1:250 000；航

空作业图；航路图；航空计划图。 

1948.04.16 
1948.11.01 
1949.03.01 

第 1 次修订

编入 
第一版 

航图第四次专业会议（1948
年 3 月） 

世界航图－ ICAO  1:1 000 000 的投影。 1948.12.06 
1949.03.15 
1949.03.15 

第二版 
包括 

2-22 次修订 

航图第四次专业会议（1948
年 3 月） 

定义；世界航图 － ICAO  1:1 000 000；航空

图 － I C A O  1 : 5 0 0  0 0 0； 航 空 图 － I C A O；  
1:250 000；仪表进近图－ICAO；仪表着陆图－ICAO；

无线电设施图。 

1949.11.15 
1950.06.01 
1950.09.01 

23-28 理事会的其他活动 缩略语；航图符号；定义。 1951.06.25 
1951.11.01 
1952.01.01 

29 航图第五次专业会议（1951
年 10 月） 

定义；世界航图－ICAO  1:1 000 000；航空图－

ICAO 1:500 000；航空图－ICAO 1:250 000；进近图

－ICAO；着陆图－ICAO；航空作业图 － ICAO；

无线电设施图；ICAO 航图符号；机场障碍物平面和

剖面图－ICAO。 

1952.06.19 
1952.12.01 
1953.04.01 

30 航行委员会与各国磋商采取

的行动 
消除《附件 4》与《附件 15》之间的矛盾。 1956.02.22 

1956.06.01 
1956.12.01 

31、32 第三次航行会议（1956 年 10
月）；航行委员会的建议 

机场障碍物图；编辑修订；ICAO 航图符号。 1957.06.13 
1957.10.01 
1957.12.01 

33 航行委员会与各国磋商采取

的行动 
危险区、禁区和限制区定义的适用（指导材料）。 1958.11.14 

— 
— 

34 航行情报服务和航图专业

（AIS/MAP）会议（1959 年

4-5 月） 

定义；一般规范；机场障碍物图－ICAO A 型和 B 型；

作业图－ICAO；无线电领航图－ICAO；航站区域图

－ICAO；仪表进近图－ICAO；世界航图－ICAO  
1:1 000 000；航空图－ICAO  1:500 000；目视进近

图；着陆图－ICAO；机场图－ICAO；航空领航图－

ICAO 1:2000 000；世界航图－ICAO  1:1 000 000 图

幅的编排；ICAO 航图符号；色标；分层色标；世界

航图－ICAO  1:1 000 000 的格式；确定最低扇区高

度的准则；附篇。 

1960.06.20 
1960.10.01 
196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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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根  据 内  容 

通过日期 
生效日期 
适用日期 

    
35 AIS/MAP 专业会议（1959 年

4-5 月） 
机场障碍物图－ICAO  A 型。 1961.12.08 

1961.04.01 
1962.07.01 

36 AIS/MAP 专业会议（1959 年

4-5 月）；EUM/MAP 非正式会

议（1961 年 5 月） 

最低扇区高度；世界航图－ICAO  1:1 000 000 分幅

表。 
1962.12.14 
1963.04.01 
1963.11.01 

37 加拿大、瑞士、联合国世界国

际地图技术会议 
航图符号。 1963.12.11 

1964.06.01 
1964.11.01 

38 AGA 第七次专业会议； 
PANS－ICAO 缩略语和代码

（Doc 8400 号文件） 

定义；一航规范；机场障碍物图－ICAO A 型和 B 型

样图。 
1964.03.25 
1964.08.01 
1964.11.01 

39 RAC/OPS 会议（1963 年） 定义；采用危险区、禁区和限制区定义的解释说明。 1965.12.10 
1966.04.10 
1966.08.25 

40 AIS/MAP 专业会议 等高线和地形的描绘、分层设色、航图符号、世界

航图－ICAO  1:1 000 000；航空图－ICAO  小比例

尺；障碍物高的基准面、定义、附篇。 

1967.06.13 
1967.10.08 
1968.02.08 

41 第五次航行会议；超障余度专

家组（第一次会议）；全天候

飞行小组（第三次会议） 

定义；机场障碍物图－ICAO A 型；着陆图－ICAO；

机场图－ICAO；ICAO 航图符号。 
1969.01.23 
1969.05.23 
1969.09.18 

42 第六次航行会议（1969 年） 无线电领航图－ICAO；终端区图－ICAO。 1970.05.15 
1970.09.15 
1971.02.04 

43 第五次北大西洋航行会议

（1970 年）17/5a 号建议 
机场图－ICAO。 1971.11.29 

1972.03.29 
1972.12.07 

44 第三次全天候飞行小组会议，

第 8/1 号建议 
精密进近地形图－ICAO。 1972.11.27 

1973.03.27 
1973.08.16 

45 航行委员会关于地区航行会

议的建议适用于世界范围的

决定；第六次 EUM/RAN 会

议（建议 16/24）；第九次航

行会议 

定义；机场障碍物图－ICAO A 型和 B 型；无线电领

航图－ICAO；终端区图－ICAO；仪表进近图－

ICAO；世界航图－ICAO  1:1 000 000；航空图－

ICAO  1:500 000；目视进近图；着陆图－ICAO；机

场图－ICAO；航空领航图－ICAO  小比例尺；精密

进近地形图－ICAO；ICAO 航图符号。 

1977.12.09 
1978.04.09 
1978.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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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根  据 内  容 

通过日期 
生效日期 
适用日期 

    
46 对驾驶舱所使用航图的研究；

超障余度专家组第七次会议

的 4/2 号建议和 AGA 专业会

议的 10/1 号建议（1981 年） 

定义；一般规范；仪表进近图－ICAO。 1984.02.27 
1984.07.30 
1984.11.22 

47 对驾驶舱所使用航图的研究；

超障余度专家组第七次会议

3/1 号建议和 AGA 专业会议

8/2 号建议（1981 年） 

定义；一般规范；机场障碍物图－ICAO A 型和 B 型；

作业图－ICAO；航路图－ICAO；区域图－ICAO；

仪表进近图－ICAO；世界航图－ICAO  1:1 000 
000；航空图－ICAO 1:500 000；目视进近图－ICAO；

机场图－ICAO；航空领航图－ICAO  小比例尺；精

密进近地形图－ICAO；ICAO 航图符号；色标；纳

入机场地面活动图－ICAO；航空器停放/停靠图－

ICAO；标准仪表离场图（SID）－ICAO；标准仪表

进场图（STAR）－ICAO；机场障碍物图－ICAO C
型。 

1985.03.18 
1985.07.29 
1985.11.21 

48 附件 6 第 18 次修订；附件 14
第 33 次修订；目视助航设施

专家组第 11 次会议第 2/2 号

建议和秘书处 

机场障碍物图－ICAO A、B 和 C 型；精密进近地形

图－ICAO；标准仪表离场图（SID）－ICAO；标准

仪表进场图（STAR）－ ICAO；仪表进近图－ICAO；

目视进近图－ICAO；机场图－ICAO；机场地面活动

图－ICAO；航空器停放/停靠图－ICAO；世界航图

－ICAO1:1 000 000；航图－ICAO  1:500 000；航空

领航图－ICAO 小比例尺；作业图－ICAO；ICAO 航

图符号。 

1989.02.24 
1989.07.31 
1989.11.16 

49 附件 11 第 33 次修订；附件

14第39次修订；通过附件14，
第 2 卷；Doc 8168 号文件

PANS-OPS 第 1、2 卷第 5、6
次修订 

定义；一般规范；航路图－ICAO；区域图－ICAO；

仪表进近图－ICAO；目视进近图－ICAO；机场图－

ICAO；世界航图－ICAO 1:1 000 000；航空图－ICAO 
1:500 000；ICAO 航图符号。 

1992.02.28 
1992.07.27 
1992.11.12 

50 理事会通过 WGS-84 作为国

际航空的标准测地系统；

WAFS 规 划 和 实 施 ；

PANS-OPS 的实施问题；修改

《全天候运行手册》；直升机

的运输与常规飞机运输相一

致；RGC SP/8 的建议；秘书

处 

定义；纳入 1998 年 1 月 1 日起公布的关于 WGS-84
地理坐标的新规定；删除提供水平加速高度/高的要

求；纳入 RNP 类型；在 SID 图中的障碍物附近增加

注记和采用新的活火山航图符号。 

1995.03.01 
1995.07.24 
1995.11.09; 
1998.01.01 

51 超障余度专家组第十和十一

次会议和航行委员会 
定义：航空数据库；世界大地测量系统－ 1984
（WGS-84）的垂直组成部分；人的因素；RNAV 程

序的识别代号；最后进近坡度的规定；大下滑角进

近和飞越以及旁切航路点的航图符号。 

1998.03.20 
1998.07.20 
1998.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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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根  据 内  容 

通过日期 
生效日期 
适用日期 

    
52 

（第十版） 
目视助航专家组（VAP）、超

障余度专家组（OCP）、ICAO
和 工 业 界 有 控 飞 行 撞 地

（CFIT）联席任务小组、航

空情报服务/航图（AIS/MAP）
专业会议（1998）和秘书处的

建议 

定义；跑道等待位置；防空识别区域（ADIZ）；地形

和最低飞行高度的标绘；跑道视程（RVR）观测点；

基于区域导航（RNAV）系统的空域分类、飞行程序

和超障余度的准则；跑道等待位置、ADIZ、电子航

图和空域分类航图符号；核电站和航路点，和自 2002
年 11 月 28 日开始使用电子航图显示器－ICAO 的新

规定。 

2001.03.07 
2001.07.16 
2001.11.01; 
2002.11.28 

53 超障飞行专家组第十二次和

第十三次会议;空中航行委员

会；和秘书处 

关于定义的新规定；垂直和时间参考系统；航站进

场高度；雷达最低高度图－ICAO；和高度/飞行高度

层以及最后进近定位点的航图符号。更新与世界大

地测量系统－1984（WGS-84）有关的现行规定；障

碍物；仪表进近图－ICAO 的识别名称、机场运行最

低标准和补充资料；以及航空数据质量要求。 

2004.02.23 
2004.07.12 
2004.11.25 

54 各种根据包括 AIS/MAP 专业

会议（1998 年）的 2.3/2 号建

议；OCP/14 和 OPLINKP/1
次会议的建议；跑道安全教育

和意识方案；空中航行委员会 

自 2010 年 11 月 18 起引入机场地形和障碍物图－

ICAO（电子）的定义及新规定。最低航路高度、最

低超障高度、登录地址、ATS 监视系统术语、航空

数据库的要求、进近定位点和点、梯度和角度的航

空数据要求、大角度进近警告注释、热点和中间等

待位置，包括新符号。 

2007.03.02 
2007.07.16 

2007.11.22 

55 
（第十一版） 

秘书处在所需导航性能特别

运行要求研究小组的协助下；

机场专家组第一次会议的提

案；仪表飞行程序专家组全体

会议第一工作组的 9/3 号建议 

与基于性能的导航术语有关的定义和新规定；风力

发电机的符号；重要点符号的等级系列，以及另规

定方位和航迹为真值时予以公布。 

2009.03.04 
2009.07.20 
2009.11.19 
2010.11.18 

56 秘书处在航空情报服务和航

空情报管理研究小组

（AIS-AIMSG/1）的协助下 

定义和循环冗余校验（CRC）的新规定；延长机场

地形和障碍物图 — ICAO（电子版）的适用日期。 
2010.02.24 
2010.07.12 
2010.11.18 
2015.11.12 

57 秘书处在航空情报服务向航

空情报管理研究组

（AIS-AIMSG）的协助下 

航空数据的完整性。 2013.02.27 
2013.07.15 
2013.11.14 

58 仪表飞行程序专家组（IFPP）
全体工作组第七、第八、九、

十和十一次会议（IFPP/WG- 
WHL/7、8、9、10 和 11） 

修订涉及了支持直升机空中定位点（PinS）进近及离

场运行的程序设计标准和制图要求。 
2014.03.03 
2014.07.14 
2014.11.13 

59 运行数据链专家组第二次会

议（OPLINKP/2）；和 
仪表飞行程序专家组第十二

次会议（IFPP/12） 

关于卫星话音通信（SATVOICE）的规定；绘出障碍

物进入目视航段面（VSS）的要求；以及更新关于公

布旁切和飞越重要点的示意及功能的要求、区域最

低高度（AMA）、H 类程序和航路航向使用限制的各

项规定。 

2016.02.22 
2016.07.11 
2016.11.10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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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和建议措施 

第 1 章  定义、适用和提供 

1.1  定义 

下列术语在航图的标准和建议措施中使用时，具有如下含义： 

机场  全部或部分用于航空器进场、离场和地面活动的陆上或水上的一划定区域（包括建筑物、设施和设备）。 

机场标高  着陆区内最高点的标高。 

机场运行最低标准  机场使用的限制，对于： 

a) 起飞，用跑道视程和/或能见度以及必要时用云的条件表示； 

b) 精密进近着陆和着陆运行，根据运行分类用能见度和/或跑道视程以及决断高度/高（DA/H）表示； 

c) 有垂直引导的进近着陆和着陆运行，用能见度和/或跑道视程以及决断高度/高（DA/H）表示；和 

d) 非精密进近着陆和着陆运行，用能见度和/或跑道视程、最低下降高度/最低下降高（MDA/H）以及必要时用

云的条件表示。 

机场基准点  机场指定的地理位置。 

航图  专为满足空中航行需要而绘制的地球的一部分及其人工地物和地形的图形。 

航空器停机位置  停机坪上指定用于停放航空器的场地。 

防空识别区  按一定范围专门划定的空域，航空器在此空域内除需遵守与提供空中交通服务（ATS）有关的程序

外，还必须遵守特定的识别和/或报告程序。 

空中交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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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中过渡航道  划定的一条航道，供直升机空中过渡时使用。 

航路  以走廊形式建立的管制区域或其一部分。 

高度  自平均海平面（MSL）测量至一平面、一个点或视作一个点的物体的垂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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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为支持用户的要求，处理和加工数据（ISO 19104*）。 

停机坪  陆地机场上供航空器上下旅客、装卸邮件或货物、加油、停放或维修等之用的划定区域。 

区域最低高度（AMA）：仪表气象条件（IMC）下使用的最低高度，它对一规定区域之内提供了最低超障余度，

通常由经线和纬线构成。 

区域导航（RNAV）  一种导航方式，允许航空器在地面或空间导航设施的覆盖范围内，或者在航空器自备导航

设备的工作能力范围内，或两者的组合，沿任意期望的航径飞行。 

注：区域导航包括基于性能的导航以及其他不符合基于性能导航定义的运行。 

进场航线  仪表进近程序中规定的航线，航空器可沿此航线  从航路飞行阶段飞行至起始进近定位点。 

空中交通服务航路（ATS route）  为提供必要的空中交通服务，规划通道式交通流而指定的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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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路按照航路规范划定，规范包括 ATS 航路编号、至或自重要点（航路点）的航迹、重要点之间的

距离、报告要求以及有关 ATS 当局规定的最低安全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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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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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或优于单脉冲 SSR 的

系统。 

基本地表：包括水域和永久性冰体及积雪的地球表面，不包括植被和人造物体。 

历法：离散的时间参考系统，为按一天的分辨率确定时间的位置提供依据（ISO 19108*）。 

覆盖物：附加植被高度的基本地表。 

转换点  在用甚高频全向信标标定的 ATS 航路的航段上航行的航空器，预期将主要导航基准从航空器后方设施

转换到航空器前方的下一设施的一点。 

注：设立转换点是为了在所有使用高度层上对导航设施之间的信号强度和质量取得最佳平衡，并保证沿该航段

同一部分飞行的所有航空器使用同一信号源的方位引导。 

净空道  由主管当局管理的在陆地或水上划定的长方形区域，经选择或修整适宜供飞机在其上空进行部分起始

爬升至规定高度。 

等高线  地图和图上连接各相同标高点的线。 

人工地物  地球表面所有人造的地物，如城市、铁路、运河等。 

                                                        
* 所有 ISO 标准都列在本章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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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冗余校验（CRC）  适用于数据的数字表达的一种数学算法，这种算法可确保数据免于丢失或畸变。 

危险区  一划定范围的空域，在规定时间内可能对航空器的飞行存在危险的活动。 

数据产品规范：对数据集或数据集系列的详细说明以及附加资料，使其能够由其他方面创立、配备和使用（ISO 
19131*）。 

注：数据产品规范是对论述范畴的说明，提供了把论述范畴映射到数据集的规范。规范可用于制作、销售、最

终使用或其他目的。 

数据质量  提供的数据满足数据使用者在数据精度、分辨率和完好性方面要求的置信程度或置信水平。 

数据集：可识别数据的汇集（ISO 19101*）。 

数据集系列：具有相同产品规范（ISO 19115*）的数据集的收集。 

基准面：任何参数或参数组，可作为计算机其他参数的参考或基础（ISO 19104*）。 

数字标高模型（DEM）：参考公用基准面，在测定的坐标方格网的所有交叉点上，用连续的标高值表示地形表面。 

注：数字地形模型（DTM）亦被称为 DEM。 

位移跑道入口  不在跑道起端的入口。 

电子航图显示器  一种电子装置，飞行机组能够用其显示所需要的资料，以方便和及时的方式进行航路计划、

航路监视和导航操作。 

标高  自平均海平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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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椭球高（大地高）  沿椭球外表面垂直量至测量点，相对于参照椭球的高。 

特征：真实世界现象的抽象概念（ISO 19101*）。 

特征属性：一种特征的特性（ISO 19101*）。 

注：特征属性具有与之相联的名称、数据类型和值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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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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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进行着陆；或 

2) 开始复飞程序。 

最后进近和起飞区（FATO）  一个划定的区域，在其上空完成进近机动飞行的最后阶段至悬停或着陆，以及在

此处开始的起飞机动飞行。如果 FATO 用于Ⅰ级性能的直升机，该划定区域还包括可用中断起飞区。 

最后进近定位点或进近点  仪表进近程序中一个定位点或进近点，最后进近航段由此开始。 

最后进近航段  仪表进近程序中，完成对正航迹和下降着陆的航段。 

飞行情报区  提供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的一划定范围的空域。 

飞行高度层  以特定气压 1 013.2 百帕（hPa）为基准的等压面，各个面之间具有规定的气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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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距离  数学椭球面上任何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 

大地基准  为定义本地参考系在世界参考系的位置和方向所需的一个最小参数组。 

大地水准面  延伸至陆地的未受扰动的平均海平面（MSL）与地球重力场相一致的等位面。 

注：由于受局部重力扰动（如风、潮汐、含盐浓度、潮流等）的作用，大地水准面呈不规则形态，但任一点的

重力方向均与大地水准面相垂直。 

大地水准面起伏  大地水准面高于（正）或低于（负）数学参考椭球的距离。 

注：根据世界大地测量系统－1984（WGS－84）定义的椭球，WGS－84 椭球高与正高之间的差即为 WGS－84
大地水准面起伏。 

下滑道  最后进近时用于垂直引导而规定的下降剖面。 

格里历：通用的历法；于 1582 年首次采用，用来限定比儒略历更接近回归年的年份（ISO 19108*）。 

注：在格里历中，常年有 365 天，而闰年有 366 天，按顺序分成十二个月。 

高（height）  自某一特定基准面测量至一平面、一个点或视作一个点的物体的垂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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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停机位  供停放直升机，并在地面滑行结束时或供直升机接地及离地进行空中滑行使用的航空器停机位。 

直升机场  全部或部分供直升机进场、离场及进行地面活动的机场或建筑物上的划定区域。 

直升机场基准点（HRP）  一个直升机场或着陆位置的指定位置。 

等待程序  航空器在等待进一步许可时，在指定空域内所进行的预定机动飞行。 

热点  机场活动区内曾经或可能发生碰撞或侵入跑道危险的位置，驾驶员/司机为此有必要提高警惕。 

人为因素原则  适用于航空设计、审定、培训、运行和维修的原则，通过适当考虑人的行为能力而寻求人和其

他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安全交接。 

分层设色  用以描绘高程范围的连续色调或颜色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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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表进近程序  根据飞行仪表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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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机动飞行

从起始进近定位点或适用时从规定的进场航线开始，至能够完成着陆的一点为止。此后，如果不能完成着陆，则飞

至使用等待或航路超障准则的位置。 

完整性分类（航空数据）  按照使用损坏的数据产生的潜在风险分类。航空数据分类如下： 

a) 一般数据：使用损坏的一般数据使航空器的持续安全飞行和着陆发生严重危险并导致灾难的概率很低； 

b) 基本数据：使用损坏的基本数据使航空器的持续安全飞行和着陆发生严重危险并导致灾难的概率低；和 

c) 关键数据：使用损坏的关键数据使航空器的持续安全飞行和着陆发生严重危险并导致灾难的概率高。 

中间进近航段  仪表进近程序中，中间进近定位点至最后进近定位点（或最后进近点）之间的航段，或者是反

向程序、直角航线、推测航迹程序的末端，至最后进近定位点（或最后进近点）之间的航段。 

中间等待位置  用于交通管制的指定位置，滑行中的航空器和车辆都必须在此停止和等待，直到机场管制塔台

发出放行指令时才能继续前进。 

等磁差线  地图或航图上的一条线，在一规定时期，线上各点的磁差均相同。 

等网格差线  在地图或航图上，联接领航网格北与磁北的交角相等的各点的连线。 

着陆区  活动区内供航空器着陆或起飞的区域。 

着陆方向指示器  一种指示当时规定的着陆或起飞方向的目视装置。 

高度层  航空器在飞行中垂直位置的通称，可指高、高度或飞行高度层等不同含义。 

登录地址  数据链登录 ATS 单位时使用的规定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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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差  真北和磁北之间的角差。 

注：给定值要标明该角差在真北之东或西。 

机动区  机场内供航空器起飞、着陆和滑行的区域，不包括停机坪。 

标志  在活动区地面上显示的用以表达航行资料的一个或一组符号。 

元数据：关于数据的数据（ISO 19115*）。 

注：说明数据和用文件记录数据的数据。 

最低航路高度（MEA）  在一航路航段上能够充分接收相关导航设施和 ATS 通信，并且符合空域结构及提供有

所需超障余度的高度。 

最低超障高度（MOCA）  在一划定航段上提供有所需超障余度的最低高度。 

最低扇区高度(MSA)  以一个重要点、机场基准点（ARP）或直升机场基准点（HRP）为中心、半径为 46 千米

(25 海里)的圆形扇区内，可提供高出所有障碍物至少 300 米（1 000 英尺）余度的可用最低高度。 

复飞点（MAPt）  仪表进近程序中规定的一个点，为保证不违反最小超障余度，必须在该点或该点以前开始实

施规定的复飞程序。 

复飞程序  不能继续进近时必须遵守的程序。 

活动区  机场内供航空器起飞、着陆和滑行的区域，包括机动区和停机坪。 

导航规范  用以支持在规定空域内基于性能导航运行而对航空器和机组的一套要求。导航规范分二种： 

所需导航性能（RNP）规范  一种要求有性能监视和告警的基于区域导航的导航规范，加前缀 RNP 表

示，比如 RNP 4，RNP APCH。 

区域导航（RNAV）规范  一种不要求有性能监视和告警的基于区域导航的导航规范，加前缀 RNAV
表示，比如 RNAV 5，RNAV 1。 

注 1：《基于性能导航（PBN）手册》（Doc 9613 号文件）第 II 卷包含有导航规范的详细指导。 

注 2：鉴于 RNP 概念已被 PBN 概念取代，先前定义为“在一划定空域内实施运行所必需的导航性能的说明” 的
RNP 术语已从本附件删除。本附件 RNP 术语现在仅对要求有性能监视和告警的导航规范范畴内使用。比如，RNP 4
是指 Doc 9613 号文件详述的对航空器和运行的要求，包括具备机载性能监视和告警的 4 海里侧向性能。 

障碍物  一切固定（无论是临时还是永久）和活动的物体，或是这些物体的一部分，它们： 

a) 位于供航空器地面活动地区之上；或 

b) 突出于为保护飞行中的航空器而规定的限制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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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位于评定为对空中航行有危险的规定限制面之外。 

注：本附件所用“障碍物”一词，其目的指对制作物体图的规定，这些物体认为对航空器按为其设计的单独系

列航图的飞行类型的安全通过有潜在的危险。 

超障高度（OCA）或超障高（OCH）  按照有关超障准则所确定的最低高度，或者高于相关跑道入口标高或适

用时高于机场标高的最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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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非精密进近中以机场标高为基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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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旋进近的超障高以机场标高为基准。 

注 2：为方便起见，当上述两个术语都使用时，可以用“超障高度/高” 表示，缩写为“OCA/H”。 

注 3：关于本定义的具体应用见《空中航行服务程序－航空器运行》（DOC 8168 号文件）第 I 卷第 I 部分第 4 篇

第 1 章 1.5 和第 II 卷第 I 部分第 4 篇第 5 章 5.4。 

无障碍物区（OFZ）  内进近面、内过渡面和复飞面，以及这些面所环绕的升降带之上的空域。除为航行目的

所需要的轻质易折设备外，任何固定障碍物不准穿透这一区域。 

正高  相对于大地水准面的某一点的高，通常用 MSL 标高表示。 

基于性能的导航（PBN）  对航空器沿 ATS 航路、仪表进近程序或在指定空域飞行的基于性能要求的区域导航。 

注：性能要求以在特定空域环境中运行的精度、完整性、持续性、可用性和所需功能的导航规范（RNAV 规范、

RNP 规范）来表述。 

点状灯光  一个没有长度感觉的发光信号。 

图示表达：对人而做的资料描述（ISO 19117*）。 

位置（地理）  以数学参考椭球为基准，用以定义地球表面某一点所在位置的坐标组（纬度和经度）。 

精密进近程序  利用仪表着陆系统或者精密进近雷达提供的方位和下滑信息引导的仪表进近程序。 

程序高度/高  一规定的高度/高，运行时在最低高度/高或其上飞行，用于在中间/最后进近航段按照规定的下

降梯度/角度进行平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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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方向飞行的机动飞行。 

注 1：程序转弯按最初的转弯方向， 规定为“左”或“右”程序转弯。 

注 2：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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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区  在一个国家的陆地或领海上空，禁止航空器飞行的一个划定范围的空域。 

地势  在航图上，用等高线、分层设色、晕渲或标高点表示地球表面标高的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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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点  航空器作位置报告可以依据的规定（指定）地理位置。 

注：报告点分为三种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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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和/或距地

面导航设施的距离表示的一个重要点。报告点可注明为 “按要求”或“强制”。 

分辨率  在测量值或者计算值中表示的单位或数位的数量。 

限制区  一个国家陆地或领海上空，航空器飞行受到某些规定条件限制的一个划定范围的空域。 

反向程序  在仪表进近程序的起始进近航段，为使航空器转到相反方向设计的一种程序。它包括程序转弯或基

线转弯。 

跑道  陆地机场上整备供航空器着陆和起飞用的一块划定的长方形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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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待点”的表述法表示跑道等待位置。 

跑道升降带  一块划定的包括跑道和停止道(如有的话)的场地，用以： 

a) 减少航空器冲出跑道时遭受损坏的危险； 

b) 保障航空器在起飞或着陆过程中在其上空安全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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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肩  紧靠跑道铺筑面边缘的区域，整备作为铺筑面和毗邻地面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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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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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道  在可用起飞滑跑距离末端的地面上一块划定的经过修整的长方形场地，使其适合于航空器在中断起飞

时能在其上面停住。 

滑行  航空器凭借自身动力，在机场场面上不包括起飞和着陆的活动。 

滑行路线  一划定的通道，供直升机从直升机场的一个部分活动至另外一个部分。滑行路线包括直升机的空中

滑行道或位于滑行路线正中的地面滑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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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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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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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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站进场高度（TAA）  以起始进近定位点（IAF）为中心、半径 46 千米（25 海里）一划设的圆弧地带内，或

者如果没有 IAF，则以中间进近定位点（IF）为中心、由连接弧线与 IF 两端的直线划定的范围内，可提供高出所有

物体至少 300 米（1000 英尺）净空的最低高度。TAAs 同进近程序结合使用必须照顾到 IF 周围 360 度的区域。 

地形  包含地球表面自然出现的特征，如：山峦、丘陵、山脉、峡谷、水域、永久性冰体和积雪，但不包括障

碍物。 

注：根据收集数据的方式，实际而言，地形表示存在于基本地表和覆盖物顶端之间（或介乎于两者之间，也被

称作“第一反射面”）的连续平面。 

跑道入口  跑道可用于着陆部分的起端。 

接地和离地区（TLOF）  直升机接地或离地的一个承重区。 

接地区  飞机着陆时首先接触跑道入口后的跑道部分。 

航迹  航空器的航径在地面上的投影，该航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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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渡高度  规定的高度，在该高度或以下，航空器的垂直位置以高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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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视进近程序  通过目视参考所进行的一系列预定的机动飞行。这种机动飞行从起始进近定位点或适用时从规

定的进场航线开始，至能够完成着陆的一点为止。此后，如果不能完成着陆，则可执行复飞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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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适用 

1.2.1  本附件的规范于 2009 年 11 月 19 日（含）以后适用。 

注：第 2 章 2.4.4 和第 5 章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含）以后适用。 

1.2.2  凡属本附件范围内并标明日期为 2009 年 11 月 19 日或其后日期的航空资料的所有航图，必须符合与各图

相应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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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建议：所有上述航图还应符合与各图相关的建议措施。 

1.3  提供 

1.3.1  资料  一缔约国经另一缔约国要求，必须提供有关其本国领土的全部资料。此种资料是为满足本附件的

标准所必需的。 

1.3.2  航图  各缔约国必须按规定保证按照下述适当的方法，提供特定的航图或一套航图中的一幅图。 

注：提供航图包括特定的电子航图。 

1.3.2.1  对由一缔约国领土完全覆盖的任何航图或航图系列中的一幅图，对该领土具有管辖权的国家必须： 

a) 自己印制航图或图幅；或 

b) 安排由另一缔约国或代理机构印制；或 

c) 向准备接受印制责任的另一缔约国提供为印制航图或图幅所必要的数据。 

1.3.2.2  如果任何航图或航图系列中的一幅图包含两个或更多缔约国的领土，对该领土具有管辖权的国家必须对

印制航图或图幅的方式作出决定。此项决定必须适当考虑到地区空中航行协议以及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规定的分配

计划。 

注：“地区空中航行协议”系指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通常根据地区空中航行会议的建议而批准的协议。 

1.3.3  各缔约国必须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保证其提供的资料和航图充 足而准确，并保证用完善的修订服务使之

保持最新状态。 

1.3.4  建议：为改善以新的制图技术和印刷方法向全世界分发资料，各缔约国如经索要应在互惠基础上免费向

其他各缔约国提供印制的有关航图。 

注：编制航图的指导材料和格式图例载于《航图手册》（Doc 8697 号文件）。 

 

____________ 
* ISO 标准 

19101，地理信息 — 参考模型 
19104，地理信息 — 术语 
19108，地理信息 — 时间模式 
19115，地理信息 — 元数据 
19117，地理信息 — 图示表达 
19131，地理信息 — 数据产品规范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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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一般规范 

注：除有关航图的规范另有说明外，本章所载的标准和建议措施适用于国际民航组织的各种航图。 

2.1  航图的使用要求 

注：为本附件之目的，全部飞行分为以下各个阶段： 

第一阶段 航空器自停机位置至起飞点的滑行； 

第二阶段 起飞并爬升至 ATS 航路结构的航路上； 

第三阶段 ATS 航路结构的航路飞行； 

第四阶段 下降至进近； 

第五阶段 进近着陆和复飞； 

第六阶段 着陆并滑行至航空器停机位置。 

2.1.1  各种类型的航图必须提供有关该图作用的资料，其设计应遵循人为因素原则以便于最佳使用。 

注：关于适用人为因素原则的指导材料，请参阅《人为因素培训手册》（Doc 9683 号文件）。 

2.1.2  各种类型的航图必须提供与其飞行阶段相关的资料，以保证航空器安全、快捷地运行。 

2.1.3  资料的标绘必须准确、清晰、不变形、不杂乱，在所有正常使用条件下均易于判读。 

2.1.4  所用的颜色或色调和字体大小，必须使驾驶员能在不同的自然或人工光线的条件下看懂。 

2.1.5  资料的编排形式必须使驾驶员能在一个与其工作量和工作条件相适应的合理时间内获取有关资料。 

2.1.6  各类航图上标绘的资料，必须允许按相应的飞行阶段，从一幅图平稳地过渡到另一幅图。 

2.1.7  建议：航图应按真北方向布局。 

2.1.8  建议：航图图幅的基本尺寸应为 210X148 毫米（8.27X5.82 英寸）（A5）。 

2.2  名称 

根据本附件的规范和为满足航图作用而编制的航图或航图系列的名称，如果其中使用的任何标准作了某些修改，

必须使用有关章节的标题但不包括“ICAO”字样。只有符合第 2 章和为特定航图规定的所有标准时，航图和航图系

列的名称才可包括简缩字“I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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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他资料 

2.3.1  除特定的航图另有规定外，航图的边框标注布局必须按附录 1 的规定设计。 

2.3.2  除有关航图的规范另有说明外，每一幅图的正面必须注明下列资料： 

a) 航图系列的代号或名称； 

注：名称可简写。 

b) 图幅名称和编号； 

c) 在图幅边缘标注衔接图的名称（如适用）。 

2.3.3  必须提供所用符号和缩略语的图例。图例必须印在每一幅图的正面或背面，但如篇幅不够时，可单独印

制。 

2.3.4  制图机构的名称和完整地址，必须印在图的边际。但如该图作为航空文件的一个部分出版时，此项资料

可放在该文件的前面。 

2.4  符号 

2.4.1  使用的符号必须与附录 2 所示的国际民航组织航图符号相一致。但如有必要在航图上标出对民用航空有

重要意义的特殊地物或项目，而目前又无国际民航组织规定符号的情况下，可为此目的选用适当的符号。选用的符

号不应对国际民航组织任何现行的符号造成混淆或影响图的清晰度。 

注：符号的大小、突出程度以及线条的粗细间隔，可因航图的比例尺和作用的差别而不同，但须适当考虑

到符号表达资料的重要性。 

2.4.2  用以表示交点、地面导航设施和航路点时，各种航图上出现的符号必须使用相同的基本符号，不论航图

用途如何。 

2.4.3  重要点使用的符号必须以符号的等级系列为依据并按下述顺序选择：地面导航设施、交点和航路点符号。

当一特殊重要点不作为地面导航设施或交点存在时方使用航路点符号。 

2.4.4  各国必须保证自 2010 年 11 月 18 日起按照 2.4.2、2.4.3 和附录 2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航图符号》符号

编号 121 规定的方式标绘各种符号。 

2.4.5  建议：各国应该保证按照 2.4.2、2.4.3 和附录 2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航图符号》符号编号 121 规

定的方式标绘各种符号。 

2.5  计量单位 

2.5.1  距离必须取自于大地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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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距离必须以千米或海里表示，或两者兼用，但两种单位要有明显的区分。 

2.5.3  高度、标高、高必须以米或英尺表示，或两者兼用，但两种单位要有明显的区分。 

2.5.4  机场长度尺寸和短距离必须以米表示。 

2.5.5  距离、尺寸、标高和高的分辨率等级必须符合特定航图的规定。 

2.5.6  表示距离、高度、标高和高的计量单位必须在每一幅图的正面清楚标明。 

2.5.7  每一幅标有距离、标高和高度的航图上，必须有换算表（千米/海里、米/英尺）。换算表必须印在每一幅

图的正面。 

2.6  比例尺和投影 

2.6.1  大面积图上必须注明投影的名称、基本参数和比例尺。 

2.6.2  小面积图上，只须标明线段比例尺。 

2.7  航空资料的有效日期 

每幅图的正面必须清楚地注明航空资料的有效日期。 

2.8  地理名称的拼写 

2.8.1  全部书写必须用拉丁字母符号。 

2.8.2  在官方使用变体拉丁字母的国家，可以接受该国对其地点和地理特征名称的官方拼写，包括各字母所用

的重音和发音符号。 

2.8.3  任何特定的航图上对地理名词“cape（角）”、“point（点）”、“gulf（湾）”、“river（河）”用简写时，对每

种图的重要举例，必须按出版机构所用文字，将其全部拼出。在图内，简写不得使用标点符号。 

2.8.4  建议：尚未对其正式制定或采用拉丁字母拼写地名的地区，以及在缔约国领土以外的地区，应按制图机

构通常采用的方法，将非拉丁字母的地名加以音译。 

2.9  缩略语 

2.9.1  如认为适当时，航图上必须使用缩略语。 

2.9.2  建议：适用时，缩略语必须选自《空中航行服务程序－国际民航组织缩略语和代码》[Procedures for Air 
Navigation Services－ICAO Abbreviations and Codes （Doc 8400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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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政治边界 

2.10.1  图上必须标绘国界线。但是，如果国界线会遮盖对航图使用具有重要意义的数据时，可以将其中断。 

2.10.2  图上出现多个国家的领土时，必须标明各个国家的名称。 

注：如系属地，可在括号内加注主权国名称。 

2.11  颜色 

建议：图上所用颜色应该符合附录 3－色标。 

2.12  地形 

2.12.1  图上标绘的地形，其描绘方法必须能满足航图使用者的下述需要： 

a) 定向和识别； 

b) 安全超障余度； 

c) 标注航空资料的清晰度； 

d) 作计划。 

注：通常使用等高线、分层设色、标高点和地貌晕渲法的综合方法描绘地形。选择方法受航图性质和比例尺及

其用途的影响。 

2.12.2  建议：凡用分层设色标绘地形，所用色调应以附录 4 所示分层色标为依据。 

2.12.3  使用标高点时，必须标出选定的突出点。 

2.12.3.1  对标高点数值的精度有怀疑时，必须在数值后加注±符号。 

2.13  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 

图上标有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时，必须注记编号或其他识别名称，但国籍字母可省略。 

注：国籍字母系《地名代码》（Doc 7910 号文件）当中所载的字母。 

2.14  空中交通服务空域 

2.14.1  如图中标有 ATS 空域，必须注明空域的等级、类型、名称或呼号、垂直界限和使用的无线电频率，以及

根据附录 2－ICAO 航图符号对水平界限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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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  建议：用于目视飞行的航图，每幅图的正反面应标有附件 11 适用于该图所示空域的 ATS 空域分类表（附

录 4）。 

2.15  磁差 

2.15.1  图上必须注明真北和磁差。磁差分辨率等级必须为特定航图规定的等级。 

2.15.2  建议：图上标注磁差时，所标注的数值应取最接近出版日期年代的数值，表示的年代应为 5 的倍数；例

如 1980 年、1985 年。特殊情况下，现行数值在经过计算年变率后出现 1 度以上变化时，应标明临时日期和数值。 

注：可注明磁差的日期和年变率。 

2.15.3  建议：对于仪表程序航图，应在航行资料定期颁发制最长六个周期内完成公布磁差变化。 

2.15.4  建议：有多个机场的大型终端区，应采用单一整数值磁差，这样服务于多个机场的程序就可使用单一共

用变化值。 

2.16  印刷式样 

注：关于适宜供航图使用的样例载于《航图手册》（Doc 8697 号文件）。 

2.17  航空数据 

2.17.1  各缔约国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建立一个组织合理的质量系统。该系统必须按照附件 15 3.1.7 的规定包

含实施质量管理的每个职责阶段所必需的程序、过程和资源。需要时，此种质量管理每个职责阶段的实施均须为可

供验证的。此外缔约国必须确保建立可在任何时候追踪航行数据来源的规定程序，以便在生成/维护阶段或在运行使

用过程中发现任何数据畸变或误差时能够加以纠正。 

注：有关质量系统的规范载于附件 15 第 3 章。 

2.17.2  缔约国必须保证航空数据图的分辨率等级必须符合为特定的图和附录 6 所示表格资料规定的等级。 

2.17.3  缔约国必须确保航空数据从其测量/签发直至传送给下一个预定用户的整个数据过程中始终保持其完整

性。根据适用的完整性分类，认证和核证程序必须： 

a) 对于一般数据：避免数据在整个处理过程中出现损坏； 

b) 对于基本数据：确保整个过程的任何阶段不出现损坏，可能根据需要包括额外的过程以解决整体系统架构

中的潜在风险，进一步保证这个等级的数据完整性；和 

c) 对于关键数据：确保整个过程的任何阶段不出现损坏，包括额外的完整性保障流程，以全面缓解对整体系

统架构视为数据完整性的潜在风险进行深入分析所确定的故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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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有关航空数据和航空情报处理方面的指导材料见 RTCA 的 DO-200A 号文件和欧洲民用航空设备组织

（EUROCAE）ED-76 号文件 — 航空数据处理标准。 

注 2：整个过程中差错造成错误的情况可以通过必要的补充性数据质量保障技术得到缓解。这可以包括对关键数

据的运用测试（如通过飞行检查）；运用保安检查、逻辑检查、语义检查、比较检查和冗余检查等；数字差错检测；

和人力资源资格要求及硬软件等流程工具要求。 

2.17.4  有关数据分类和完好性的航空数据质量要求必须符合附录 6 表 1 至表 6 的规定。 

2.17.5  必须将数据集应用程序实施的 32 比特循环冗余检查（CRC）纳入数据集中，对电子航空数据集进行保

护。这必须适用于 2.17.3 规定的对数据集所有完好性等级的保护。 

注：有关航空数据的各项质量要求（精度、分辨率、完好性、数据保护及其可追踪性）的指导材料，见《世界

大地测量系统－1984》（WGS-84）手册（Doc 9674 号文件）。有关附录 6 关于航图分辨率和航空数据完好性规定的佐

证材料，见 RTCA 文件 DO-201A 和欧洲民用航空设备组织（EUROCAE）文件 ED-77－航行资料的行业要求。 

2.18  公用参考系统 

2.18.1  水平参考系统 

2.18.1.1  世界大地测量系统 — 1984（WGS-84）必须用作水平（测地）参考系统。公布的（标注有经纬度的）

航空地理坐标，必须使用 WGS-84 的大地参考基准。 

注：关于 WGS-84 的综合指导材料载于《世界大地测量系统 — 1984（WGS-84）手册》（Doc 9674 号文件）。 

2.18.1.2  地理坐标已经转换成 WGS-84 坐标，但其原始实地勘测的精度不符合附件 11、第 2 章和附件 14 第 I、
II 卷、第 2 章的要求的，必须用星号标明。 

2.18.1.3  地理坐标的航图分辨率等级必须符合特定系列图的规定和附录 6 表 1 的规定。 

注：有关确定和报告由空中交通服务确定的同航空地理位置相关的 WGS-84 坐标（实地勘测的精度和数据完整

性）的规范，见附件 11 第 2 章和附录 5 表 1。关于机场/直升机场有关位置的坐标分别见附件 14 第 I、II 卷第 2 章和

附录 5 表 A5-1 和附录 1 表 A1-1。 

2.18.2  垂直参考系统 

2.18.2.1  引力相关高度（标高）与通称为大地水准面的平面之间具有关系的平均海平面（MSL）基准面，必须

用作垂直参考系统。 

注 1：大地水准面普遍最接近平均海平面。按其定义，它是在地球引力场中，同在各大陆不断延伸的平静 MSL
相一致的等势平面。 

注 2：与引力相关的高度（标高）也被称做正高，而椭圆上方一点的距离则被称为大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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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2.2  除具体测量的地面位置参照 MSL 的标高之外，还必须按照特定图的规定公布这些位置（参照 WGS-84
椭球）的大地水准面起伏。 

注：有关确定和报告机场/直升机场特定位置标高和大地水准面波幅（实地勘测的精度和数据完整性）的规定，

分别列在附件 14 第 I 和 II 卷第 2 章，和附录 5 表 A5-2 和附录 1 表 A1-2 当中。 

2.18.2.3  标高和大地水准面波幅的航图清晰度等级，必须符合特定图系列的规定和附录 6 表 2 的规定。 

2.18.3  时间参考系统 

2.18.3.1  必须使用格里历和协调世界时（UTC）作为时间参考系统。 

2.18.3.2  当使用不同的时间参考系统进行制图时，必须在航行资料汇编（AIP）的 GEN 2.1.2 内予以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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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机场障碍物图－ICAO A 型（运行限制） 

3.1  作用 

本图必须与 AIP 中公布的有关资料结合提供必要的数据，使运营人能遵守附件 6 第 I 部分第 5 章和第 III 部分第

II 节第 3 章的运行限制。 

3.2  应用范围 

3.2.1  根据 1.3.2 规定的方法，供国际民用航空定期使用的所有机场必须提供机场障碍物图－ICAO A 型（运行

限制）。但是起飞航径区内无障碍物或者根据第 5 章提供有机场地形和障碍物图－ICAO（电子）的机场可以例外。 

3.2.2  如果起飞航径区内无障碍物而不需要提供机场障碍物A 型图时，必须在航行资料汇编（AIP）中对此予以通知。 

3.3  计量单位 

3.3.1  标高必须表示到最近似的 0.5 米或英尺。 

3.3.2  线性长度必须表示到最近似的 0.5 米。 

3.4  范围和比例尺 

3.4.1  每一平面图的范围必须足以覆盖全部障碍物。 

注：孤立而较远的障碍物可以用适当的符号和箭头表示，而不必增加图幅。但必须注明该障碍物距跑道远端的

距离和方位以及该障碍物的标高。 

3.4.2  水平比例尺必须在 1:10 000 至 1:15 000 范围之内。 

3.4.3  建议：水平比例尺应为 1:10 000。 

注：为加速图的印制，可使用 1:20 000 的比例尺。 

3.4.4  垂直比例尺必须为水平比例尺的十倍。 

3.4.5  线段比例尺  图中必须包括标有米和英尺的水平和垂直线段比例尺。 

3.5  格式 

3.5.1  本图必须标出每条跑道和与跑道相连的任何停止道或净空道、起飞航径区、障碍物的平面图和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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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每一跑道、停止道、净空道和起飞航径区内的障碍物剖面图，必须标绘在相应的平面图上方。备用起飞

航径区的剖面图，必须包括全部起飞航径区内的线状投影，并以最适宜判读该资料的方式标绘于相应平面图的上方。 

3.5.3  除跑道外，整个剖面图必须标绘剖面网格。垂直坐标的零点为平均海平面；水平坐标的零点为距有关起

飞航径最远的跑道端。表示间隔分划的刻度必须沿网格底线和垂直边缘标划。 

3.5.3.1  建议：垂直网格的间隔为 30 米（100 英尺）；水平网格的间隔为 300 米（1 000 英尺）。 

3.5.4  本图必须包括： 

a) 供记录第 3.8.3 条规定的运行数据的表格； 

b) 供记录修订和修订日期的表格。 

3.6  识别名称 

本图必须用机场所在地的国家名称、机场服务的城、镇或地区名称、机场名称和跑道代号作为识别名称。 

3.7  磁差 

磁差必须用最近似的度数表示，并注明磁差资料的日期。 

3.8  航空数据 

3.8.1  障碍物 

3.8.1.1  位于起飞航径区内的物体，如果穿透与起飞航径区起点相同的 1.2%坡度面，则必须视为障碍物。但是

如果这个障碍物完全处于 3.8.1.2 规定的另一个障碍物的阴影之下时，可不必标出。可能穿透 1.2%坡度面的移动物体，

如船舶、火车、卡车等必须视为障碍物，但不应认为能产生阴影。 

3.8.1.2  障碍物的阴影被认为是一个平面，起点为穿越障碍物顶点而与起飞航径区中心线成直角的水平线。该平

面覆盖起飞航径区的全部宽度，并延伸至 3.8.1.1 规定的平面或下一个较高的障碍物（如其出现在前）。在起飞航径区

内的前 300 米（1 000 英尺），阴影面呈水平状；此点以远，阴影面为 1.2%的向上坡度面。 

3.8.1.3  如产生阴影的障碍物有可能被拆除，则必须标出由于拆除而成为障碍物的物体。 

3.8.2  起飞航径区 

3.8.2.1  起飞航径区为直接位于起飞航径下方地球表面上，并对称地位于起飞航径两侧的一个四边形区域。该区

域的特点如下： 

a) 起飞航径区的起点在已公布适宜用于起飞区域的末端（即跑道末端或净空道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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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起飞航径区起点的宽度为 180 米（600 英尺），这个宽度以 0.25D 的增长率递增至最大宽度 1 800 米（6 000
英尺）。D 为距起点的距离。 

c) 起飞航径区延伸至不再有障碍物的一点或距其 10 千米（5.4 海里）处，两者以较短的一个距离为准。 

3.8.2.2  对于能为具有不排除使用起飞航径坡度小于 1.2%运行限制的航空器服务的跑道，3.8.2.1c)规定的起飞航

径区范围应增加到不小于 12 千米（6.5 海里），而 3.8.1.1 和 3.8.1.2 规定的坡度面应降低至 1.0%或以下。 

注：当 1.0%坡度的测量面没有接触到障碍物时，此平面还可降低，直至接触到第一个障碍物为止。 

3.8.3  公布的距离 

3.8.3.1  每条跑道的每个方向的下述资料必须填入规定的位置： 

a) 可用起飞滑跑距离； 

b) 可用加速停止距离； 

c) 可用起飞距离； 

d) 可用着陆距离。 

注：关于公布距离的指导材料，见附件 14 第 I 卷附篇 A 第 3 节。 

3.8.3.2  建议：凡因跑道只能单向使用而不提供公布距离时，则应说明该跑道“不能用于起飞、着陆”或“不能

起落”。 

3.8.4  平面图和剖面图 

3.8.4.1  平面图必须： 

a) 用实线标绘跑道轮廓，并注明长度、宽度、磁方位（精确至最近似的度）和跑道号码； 

b) 用断线标绘净空道的轮廓，并注明长度和识别名称； 

c) 用短划线标绘起飞航径区，用长划和短划的细线标绘中心线； 

d) 备用起飞航径区。如果备用起飞航径区不以跑道中线延长线为中线时，应加注说明该区域的重要性； 

e) 标出障碍物，其中包括： 

1) 每一障碍物的确切位置，以及表示障碍物类型的符号； 

2) 每一障碍物的标高和识别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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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障碍物大范围穿透限制坡度面应以图例中标明的方式清楚标出。 

注：这并不排除在起飞航径区内注明重要标高点的必要性。 

3.8.4.1.1  建议：应注明跑道和停止道道面性质。 

3.8.4.1.2  建议：停止道应予以标明，并用断线标绘。 

3.8.4.1.3  标绘停止道时，应注明每一停止道的长度。 

3.8.4.2  剖面图必须： 

a) 用实线标绘跑道中线的剖面，用断线标绘与跑道相连的任何停止道和净空道的中线剖面； 

b) 标出跑道中线上各跑道端、停止道端、每一起飞航径区的起始点，以及跑道和停止道坡度有重大变化各点

的标高。 

c) 标出障碍物，其中包括： 

1) 每一障碍物用垂直实线从适当的网格横线向上至少穿过另一条网格横线划至障碍物顶部的标高； 

2) 每一障碍物的识别编号； 

3) 障碍物大范围穿透限制坡度面，应以图例中标明的方式清楚标出。 

注：可以标划障碍物剖面，该剖面包括连接每一障碍物顶部的连线和表示逐个障碍物产生的阴影。 

3.9  精度 

3.9.1  图上必须注明已达到的精度等级。 

3.9.2  建议：印在图上的水平尺寸和跑道、停止道、净空道的标高应精确至最近似的 0.5 米（1 英尺）。 

3.9.3  建议：实地勘测的精度和制图精度的等级应使在图上测量的起飞航径区尺寸，最大偏差在下列范围之内： 

a) 水平距离：起始点为 5 米（15 英尺），以后按 1/500 递增； 

b) 垂直距离：第一个 300 米（1 000 英尺）为 0.5 米（1.5 英尺），以后按 1/1 000 递增。 

3.9.4  基准面  凡不具备准确的垂直基准面时，必须标明所用基准面的标高，并注明此系估算。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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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机场障碍物图－ICAO B 型 

4.1  作用 

本图必须提供满足如下用途的资料： 

a) 确定最低安全高度/高，包括盘旋程序的最低安全高度/高； 

b) 确定起飞或者着陆过程中所使用的紧急程序； 

c) 确定清除障碍物和设置障碍物标志适用的标准； 

d) 为航图提供原始材料。 

4.2  应用范围 

4.2.1  建议：供国际民用航空定期使用的所有机场，必须根据 1.3.2 规定的方法提供机场障碍物图－ICAO B 型，

但根据第 5 章提供有机场地形和障碍物图－ICAO（电子版）的机场可以例外。 

4.2.2  提供的机场障碍物图兼有第 3 章和第 4 章的规范时，该图名称必须改为机场障碍物图－ICAO（综合）。 

4.3  计量单位 

4.3.1  标高必须表示到最近似的 0.5 米或 1 英尺。 

4.3.2  线性长度必须表示到最近似的 0.5 米。 

4.4  范围和比例尺 

4.4.1  每一平面图的范围必须足以覆盖全部障碍物。 

注：孤立而较远的障碍物可以用适当的符号和箭头表示，而不必增加图幅。但必须注明该障碍物距机场基准点

的距离和方位以及该障碍物的标高。 

4.4.2  水平比例尺必须在 1：10 000 至 1：20 000 范围之内。 

4.4.3  图上必须包括标有米和英尺的水平线段比例尺。必要时，还必须标有千米线段比例尺和海里线段比例尺。 

4.5  格式 

本图必须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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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所用投影的必要说明； 

b) 所用网格的必要识别； 

c) 用符号标明穿透附件 14 第 I 卷第 4 章规定的障碍物限制面的障碍物； 

d) 供记录修订和修订日期的表格；和 

e) 在图廓线外，经纬度每一分必须标注度和分。 

注：在图面上可标划纬线和经线。 

4.6  识别名称 

本图必须用机场所在地的国家名称、机场服务的城、镇或地区名称和机场名称作为识别名称。 

4.7  人工地物和地形 

4.7.1  水系和水文地形资料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 

4.7.2  必须标出与机场有关的建筑物和突出地形，并尽可能按比例尺标绘。 

4.7.3  穿透 4.9 规定的起飞和进近面、或附件 14 第 I 卷第 4 章规定的清除和标记障碍物面的所有人工障碍物或

自然障碍物，均必须标出。 

4.7.4  在起飞和进近区内，以及距跑道末端或跑道延伸部分 600 米（2 000 英尺）以内的公路和铁路必须标出。 

注：具有地形特征的地理名称，如有重要意义可以标明。 

4.8  磁差 

图上必须标出以真北或指北针定位的罗盘刻度面，并标明磁差（最近似的度）、磁差资料的日期和年变率。 

4.9  航空数据 

4.9.1  本图必须标绘出： 

a) 机场基准点及其地理坐标（度、分、秒）； 

b) 实线标绘的跑道轮廓； 

c) 跑道的长度、宽度； 



第 4 章 附件 4 — 航图 

 4-3 19/11/09 

d) 跑道磁方位（最近似的度）和跑道号码； 

e) 跑道中线上的各跑道端、停止道端、每一起飞和进近区的起始点，以及跑道和停止道坡度有重大变化的各

点的标高； 

f) 按其名称加以识别的滑行道、停机坪和停机区以及用实线标绘的轮廓； 

g) 按其名称加以识别并以断线标绘的停止道； 

h) 每一停止道的长度； 

i) 按其名称加以识别并用断线标绘的净空道； 

j) 每一净空道的长度； 

k) 按其名称加以识别并以断线标绘的起飞和进近面； 

l) 起飞区和进近区； 

注：起飞区在 3.8.2.1 中作了说明。进近区包括附件 14 第 I 卷第 4 章规定的进近面正下方地面上的区域。 

m) 按其确切位置标出的障碍物，包括： 

1) 表示障碍物类型的符号； 

2) 标高； 

3) 识别名称； 

4) 按图例所示方法清楚标出大面积穿透限制面的情况。 

注：这并不排除在起飞和进近区内注明关键标高点的必要性。 

n) 3.8.1.1 规定的其他障碍物，包括障碍物阴影下的障碍物，其有可能未被包括在内。 

注：附件 14 第 I 卷第 4 章的规范是最低要求。如主管当局已规定较低的障碍物限制面，则可用其确定障碍物。 

4.9.1.1  建议：应注明跑道和停止道道面性质。 

4.9.1.2  建议：在相邻进近区之间，离机场基准点半径 5 000 米（15 000 英尺）以内的最高物体或最高障碍物，

应尽可能以显著方式标出。 

4.9.1.3  建议：树丛或起伏地形部分如构成障碍物，应将其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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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精确度 

4.10.1  图上必须注明已达到的精度等级。 

4.10.2  建议：印在图上的活动区、停止道和净空道的水平尺寸和标高应精确至最近似的 0.5 米（1 英尺）。 

4.10.3  建议：实地勘测的精度和制图精度的等级，应使所产生的数据保持在下列最大偏差范围之内： 

a) 起飞和进近区： 

1) 水平距离：起始点为 5 米（15 英尺），以后按 1/500 递增。 

2) 垂直距离：第一个 300 米（1 000 英尺）为 0.5 米（1.5 英尺），以后按 1/1 000 递增。 

b) 其他区域： 

1) 水平距离：距机场基准点 5 000 米（1 5000 英尺）以内为 5 米（15 英尺），此范围之外为 12 米（40 英

尺）。 

2) 垂直距离：距机场基准点 1 500 米（5 000 英尺）以内为 1 米（3 英尺），以后按 1/1 000 递增。 

4.10.4  基准面  凡不具备准确的垂直基准面时，必须标明所用基准面的标高，并注明此系估算。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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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机场地形和障碍物图－ICAO（电子版） 

5.1  作用 

本电子版航图必须酌情与航行数据结合使用图示标出必要的地形和障碍物数据以： 

a) 使运营人通过制定复飞或起飞紧急情况时所使用的应急程序和通过对航空器运行限制进行分析，能够遵守

附件 6 第 I 部分第 5 章和第 III 部分第 II 节第 3 章的运行限制；和 

b) 支持以下空中航行的应用： 

1) 仪表程序设计（包括盘旋程序）； 

2) 机场障碍物的限制和清除；和 

3) 为制作其他航图提供原始数据。 

5.2  应用范围 

5.2.1  自 2015 年 11 月 12 日起，必须根据 1.3.2 规定的方法，为国际民用航空定期使用的机场提供机场地形和

障碍物图－ICAO（电子版）。 

注 1：如果提供了机场地形和障碍物图－ICAO（电子版），则不要求提供机场障碍物图－ICAO A 型（运行限制）

和机场障碍物图－ICAO B 型（见 3.2.1 和 4.2.1）。 

注 2：机场地形和障碍物图－ICAO（电子版）可以提供精密进近地形图－ICAO 所要求的资料。出现这种情况时，

则不要求提供精密进近地形图－ICAO。（见 6.2.1） 

5.2.2  建议：应该根据 1.3.2 规定的方法为国际民用航空定期使用的所有机场提供机场地形和障碍物图－ICAO
（电子版）。 

5.2.3  如经索取，必须提供硬拷贝格式的机场地形和障碍物图－ICAO（电子版）。 

注：关于硬拷贝印刷制品的规范见 5.7.7。 

5.2.4  必须使用地理信息 ISO 19 100 标准系列作为通用数据模型框架。 

注：使用地理信息 ISO 19 100 标准系列能够支持不同用户之间相互交换和使用机场地形和障碍物图－ICAO（电

子版）。 

5.3  识别名称 

电子版航图必须用机场所在地的国家名称、机场服务的城、镇名称和机场名称作为识别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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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航图覆盖范围 

每幅航图必须足以覆盖附件 15，10.1 规定的 2 区。 

5.5  航图内容 

5.5.1  总则 

5.5.1.1  编制供在航图上用图示表达特征所使用的计算机图形应用时，必须用应用模式详细说明特征、特征属性

和基本空间几何之间的关系及相关的地志关系。必须根据确定的图示表达规则使用的图示表达规范提供图示表达的

资料。图示表达规范和图示表达规则不构成数据集的组成部分。图示表达规则必须存在图示表达目录中，该目录必

须能够供参阅另存的图示表达规范。 

注：ISO 标准 19117 包含有模式的定义，它介绍了基于特征的地理信息图示表达方式。ISO 标准 19109 包含了应

用模式规则。ISO 标准 19107 对空间几何和相关的地志关系做了定义。 

5.5.1.2  图示表达特征使用的符号必须与 2.4 和附录 2－ICAO 航图符号相一致。 

5.5.2  地形特征 

5.5.2.1  图示表达和通过数据库链接至航图的地形特征及相关属性，必须基于能够满足附件 15 第 10 章和附录 8
对电子地形数据集的要求。 

5.5.2.2  地形特征必须以能够对地形产生深刻总体印象的方法进行图示表达。它必须在测定网格，也被称作数字

标高模型（DEM）的所有交叉点上，用连续的标高值表示地形表面。 

注：根据附件 15 第 10 章和附录 8，2 区位置间隔（网格）的 DEM 规定为 1 角秒（约 30 米）。 

5.5.2.3  建议：地形表面的表示应该提供作为除 DEM 之外可供选择的等高线层。 

5.5.2.4  建议：应该使用经过正面校正并与 DEM 特征和图象表面上的特征相互吻合的图象增强 DEM。图象应

该提供作为可供另选的层面。 

5.5.2.5  图示表达的地形特征必须与数据库中的下列相关属性链接： 

a) 地理坐标网格点和点的标高的水平位置； 

b) 地表面类型； 

c) 等高线值（如果提供）；和 

d) 城、镇和其他重要地志特征的名称。 

5.5.2.6  建议：附件 15附录 8表格A8-3规定并通过数据库提供的其他地形属性，应该与图示表达的地形特征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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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障碍物特征 

5.5.3.1  图示表达和通过数据库链接至航图的障碍物特征及相关属性，必须基于能够满足附件 15 第 10 章和附录

8 对电子障碍物数据集的要求。 

5.5.3.2  每一障碍物必须用适当的符号和障碍物标识符进行图示标达。 

5.5.3.3  图示表达的障碍物特征必须与数据库中的下列相关属性链接： 

a) 地理坐标和相关标高的水平位置； 

b) 障碍物类型；和 

c) 障碍物范围（如果适当）。 

5.5.3.4  建议：附件 15 附录 8 表格 A8-4 规定并通过数据库提供的其他障碍物属性，应该与图示表达的障碍物特

征链接。 

5.5.4  机场特征 

5.5.4.1  图示表达和通过数据库链接至航图的机场特征及相关属性，必须基于能够满足附件 14 第 I 卷和附件 15
附录 7 对机场数据的要求。 

5.5.4.2  必须用适当的符号图示标出下列机场特征： 

a) 机场基准点； 

b) 跑道及其识别号码，如能提供，停止道和净空道；和 

c) 滑行道、停机坪、大型建筑物和其他重要的机场特征。 

5.5.4.3  图示表达的机场特征必须与数据库中的下列相关属性链接： 

a) 机场基准点的地理坐标； 

b) 机场磁差、磁差资料年份和年变率； 

注：磁差可以通过数据库与机场基准点链接。 

c) 跑道、停止道和净空道的长度及宽度； 

d) 跑道和停止道道面类型； 

e) 跑道磁方位至最近似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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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每一跑道、停止道和净空道终端，以及跑道和停止道坡度每一重大变化的标高； 

g) 每一跑道方向公布的距离，或跑道方向不能用于起飞或着陆，或两者都不行的，用缩写字母“NU”。 

注：附件 14 第 1 卷附篇 A 对公布的距离提供了指导。 

5.5.5  无线电导航设备的特征 

必须用适当的符号图示表达位于航图覆盖范围内每一无线电导航设备的特征。 

注：导航设备特征的属性可以链接至数据库中图示表达的导航设备特征。 

5.6  精度和分辨率 

5.6.1  航空数据精度的等级必须符合附件 11 附录 5、附件 14 第 I 卷附录 5 和第 II 卷附录 1 规定的等级。地形和

障碍物数据精度的等级必须符合附件 15 附录 8 规定的等级。 

5.6.2 航空数据的分辨率必须符合附件 15 附录 7 的规定，而地形和障碍物数据的分辨率必须符合附件 15 附录 8
规定的等级。 

5.7  电子功能 

5.7.1  必须能够调整看航图的比例尺。符号和文字大小必须随航图比例尺而改变，以增强可读性。 

5.7.2  航图上的资料必须可作地理参照，并必须按最近似的秒确定光标位置。 

5.7.3  航图必须能同广泛使用的台式计算机的硬件、软件和媒介兼容。 

5.7.4  建议：航图应该自带“阅读器”软件。 

5.7.5  未经许可更新，不可能删除航图中的资料。 

5.7.6  由于资料拥挤，单一整张航图视图无法十分清楚地显示航图辅助功能的必要细节时，必须提供可供选择

的资料层面，以便自行汇总资料。 

注：具备用户可选择资料层面的电子版航图格式是显示机场大多数特征的首选方式。 

5.7.7  必须能够按照所需要资料可读的比例尺打印硬拷贝格式的航图。 

注 1：打印品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包括 “平铺式”的页张或特定选择的区域。 

注 2：可以用适当的参考页另行提供通过数据库链接获得的特征属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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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航图数据产品规范 

5.8.1  必须以数据产品规范的形式提供构成航图的数据集的综合声明，空中航行用户将能够据此评价航图数据

产品并确定其是否满足预期的使用（应用）要求。 

5.8.2  航图数据产品规范必须包括概述、规范的范围、数据产品识别、数据内容资料、所使用的参考系统、数

据质量要求，以及数据采集、数据维护、数据图式表达、数据产品的交付以及任何其他的补充资料和元数据。 

注：ISO 标准 19131 规定了地理信息数据产品规范的要求和概述。 

5.8.3  航图数据产品规范的概述必须提供产品的非正式说明，必须包含数据产品的一般性资料。航图数据产品

规范的规范范围必须包含航图的空间（水平）覆盖范围。航图数据产品识别必须包括产品名称、内容和目的的摘要

介绍，以及对航图覆盖地理区域的说明。 

5.8.4  航图数据产品规范的数据内容必须明确标明覆盖和/或影像的类型，必须对两者提供叙述性说明。 

注：ISO 标准 19123 包含有覆盖的几何和函数模式。 

5.8.5  航图数据产品规范必须包含规定所使用参考系统的资料。这必须包括空间参照系统（水平和垂直）和视

情包括的时间参照系统。航图数据产品规范必须规定数据的质量要求。这必须包括对可接受的质量一致性等级和相

应的数据质量衡量方法的声明。即便是声明一特定数据质量要素或次级要素不适用，声明也必须涵盖所有数据质量

要素和数据质量次级要素。 

注：ISO 标准 19113 包含有地理信息的质量基本原理，ISO 标准 19114 包含有质量评估过程。 

5.8.6  航图数据产品规范必须包含一个数据采集声明，声明必须一般说明航图数据来源和数据采集的过程。航

图数据产品规范还必须提供维护航图所采用的原理和标准，包括航图产品的更新频率。航图当中所包括的障碍物数

据集的维护资料以及说明维护障碍物数据所采用的原理、方法和标准尤为重要。 

5.8.7  航图数据产品规范必须按照 5.5.1.1 的详细规定包含在航图上如何图示表达数据的资料。航图数据产品规

范还必须包含数据产品交付的资料，其中必须包含交付格式和交付媒介的资料。 

5.8.8  航图数据产品规范必须包含航图的核心元数据要素。产品规范必须对需要提供的所有补充元数据内容，

连同元数据的格式和编码做出声明。 

注 1：ISO 标准 19115 规定了地理信息元数据的要求。 

注 2：航图数据产品规范记载了航图数据产品作为数据集实施的情况。元数据对这些数据集做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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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精密进近地形图－ICAO 

6.1  作用 

本图用于提供最后进近划定区内地形剖面的详细资料，以便使航空器航务机构能够判断地形对使用无线电高度

表确定决断高度产生的影响。 

6.2  应用范围 

6.2.1  国际民用航空使用的所有 II、III 类精密进近跑道的机场，必须绘制精密进近地形图－ICAO，但根据第 5
章在机场地形和障碍物图－ICAO（电子版）提供了所需资料的机场可以例外。 

6.2.2  出现任何重要变化时，必须随时修订精密进近地形图－ICAO。 

6.3  比例尺 

6.3.1  建议：水平比例尺为 1:2 500，垂直比例尺为 1:500。 

6.3.2  建议：当精密进近地形图包括的地形剖面从跑道入口向外超过 900 米（3 000 英尺）以上时，水平比例尺

应使用 1:5 000。 

6.4  识别名称 

本图必须以机场所在地国家名称、机场服务的城、镇或地区名称、机场名称及跑道代号作为识别名称。 

6.5  平面和剖面图资料 

6.5.1  本图必须包括： 

a) 以 1 米（3 英尺）间隔标出等高线的平面图，其范围为跑道中线延长线两侧各宽 60 米（200 英尺），长度与

剖面图距离相等的区域，等高线应以跑道入口为基准； 

b) 在 a)款规定的平面图范围内，地形或地形之上任何物体与中线剖面的高相差±3 米（10 英尺）和可能影响

无线电高度表的，均须标出； 

c) 从跑道入口向外沿跑道中线延长线长 900 米（3 000 英尺）的地形剖面图。 

6.5.2  建议：凡距跑道入口 900 米（3 000 英尺）以外的地形为山区或对本图使用者有重要意义时，地形剖面图

应标绘至距跑道入口 2 000 米（6 500 英尺）以内的距离。 

6.5.3  建议：ILS 基准高应以最近似的 0.5 米或英尺表示。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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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航路图－ICAO 

7.1  作用 

本图必须向机组提供便于按照空中交通服务程序沿 ATS 航路航行的资料。 

注：航路图的简化版适于编入航行资料汇编，以补充通信及导航设施表。 

7.2  应用范围 

7.2.1  所有建立飞行情报区的地区，都必须按 1.3.2 的规定绘制航路图－ICAO。 

注：在某些条件下，可能需要提供区域图（见第 8 章）。 

7.2.2  如果在不同高度的空域内存在不同的空中交通服务航路、位置报告要求或飞行情报区或管制区侧向界限

不能在一张图上清楚标绘时，必须分别绘制几张航路图。 

7.3  范围和比例尺 

注 1：由于地区资料多寡不一，因此不能为航路图规定一种统一的比例尺。 

注 2：可根据该图的平均比例尺在航路图上标出线段比例尺。 

7.3.1  建议：图幅线的布局应依据 ATS 航路的密度和形状确定。 

7.3.2  有连接航路的衔接图，必须避免比例尺差别过大。 

7.3.3  为了保证领航的连续性，每幅图必须有足够的重叠部分。 

7.4  投影 

7.4.1  建议：应采用直线接近大圆的正形投影。 

7.4.2  必须按适当间隔标绘经、纬线。 

7.4.3  沿所选经、纬线上必须按适当间隔标出分、度分划线。 

7.5  识别名称 

每幅图必须用图的系列和编号作为识别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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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人工地物和地形 

7.6.1  所有开阔的水域、主要湖泊和河流必须标绘其概略的岸线。但岸线与适用于该图作用的数据有抵触时可

以不标绘。 

7.6.2  除 7.6.3 另有规定外，在每个由经线和纬线组成的四边形内，必须标出区域最低高度。 

注 1：经线和纬线组成的四边形通常对应经度和纬度的整度。不论所使用的航图比例尺如何，区域最低高度均涉

及后续的四边形。 

注 2： 关于确定区域最低高度的方法，参见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航空器的运行（PANS-OPS，Doc 8168 号文

件）第 II 卷第 I 部分第 2 篇第 1 章 1.8。 

7.6.3  建议：在高纬度地区，如有关当局确定在图上不能用真北方向定位时，则应在所用网格的基准线组成的

每一个四边形内，标出区域最低高度。 

7.6.4  如果本图不按真北方向布局定位，则必须清楚说明此情况和选用的定位方向。 

7.7  磁差 

建议：图上应标出等磁差线并注明等磁差线资料的日期。 

7.8  方位、航迹和径向方位 

7.8.1  除建议 7.8.2 另有规定外，方向、航迹和径向方位必须以磁北为基准。当另规定方位和航迹作为 RNAV 航

段的真值时，它们必须列在括号当中，精确至 1/10 度，比如 290°（294.9°T）。 

7.8.2  建议：在高纬度地区，如有关当局确定不能以磁北为基准时，可采用其他适宜的基准，如真北或网格北。 

7.8.3  如果方位、航迹或径向方位以真北或网格北为基准时，必须清楚说明。当采用网格北时，基准网格经线

必须加标记。 

7.9  航空数据 

7.9.1  机场 

航路图上必须标出所有供国际民用航空使用并能实施仪表进近的机场。 

注：也可标出其他机场。 

7.9.2  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 

与空域高度层相关的禁区、限制区、危险区，必须连同其识别名称和垂直界限一并标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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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3  空中交通服务系统 

7.9.3.1  如适用必须标出已建立的空中交通服务系统的组成部分，。 

7.9.3.1.1  组成部分必须包括： 

a) 与空中交通服务系统有关的无线电导航设施及其名称、识别代号、频率和地理坐标（度、分、秒）； 

b) 如果是 DME，还要增加 DME 发射天线的标高，精确至最近似的 30 米（100 英尺）； 

c) 注明所有指定空域，包括侧向和垂直界限及相应的空域等级； 

d) 供航路飞行使用的所有 ATS 航路，包括航路代号、沿航线每个航段的双向航迹（精确至最近似的度）以及

如果规定，包括各种限制的导航规范的名称和交通流量的方向； 

注：关于为航路飞行发布组织空中交通服务航路、可用来便利制图的指导材料，载于《航空情报服务手册》

（Doc 8126 号文件）。 

e) 用以确定 ATS 航路的非无线电导航设施位置的所有重要点，连同其名称代码和地理坐标（度、分、秒）； 

f) 对于确定 VOR/DME 区域导航航线的航路点，还应增加； 

1) 基准 VOR/DME 台站的识别代号和无线电频率； 

2) 如航路点和 VOR/DME 台站不在同一位置，该点距基准 VOR/DME 台站的方位（精确至 1/10 度）和距

离（精确至 2/10 千米或 1/10 海里）； 

g) 标明所有强制报告点和要求报告点以及 ATS/MET 报告点； 

h) 构成转弯点或报告点的重要点之间的距离（精确至最近似的千米或海里）； 

注：也可标出无线电导航设施之间的总距离。 

i) 以甚高频全向信标确定的航段上的转换点，标出其距导航设施的距离（精确至最近似的千米或海里）； 

注：如果转换点建立在两个导航设施之间的中间点，或在两条径向线的交叉点（航线在两个导航设施

之间改变方向时），则只需对其作一般说明，而不必标出每一转换点。 

j) ATS 航路上的最低航路高度和最低超障高度，精确到较高的 50 米或 100 英尺（见附件 11，2.22）； 

k) 通信设施表及其频道和登录地址和卫星话音通信（SATVOICE）号码（如适用）；和 

l) 准确标识防空识别区（ADIZ）。 

注：可在图例中说明 ADIZ 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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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4  补充资料 

7.9.4.1  图上必须详细标绘进场、离场航线以及航站区域内的等待航线，但如已将其标绘在区域图、标准仪表离

场图（SID）－ICAO 或标准仪表进场图（STAR）－ICAO 者则除外。 

注 1：上述航图的规范见第 8、9、10 章。 

注 2：离场航线通常以跑道末端为起点，进场航线通常以开始仪表进近的一点为终点。 

7.9.4.2  如果划设有高度表拨正区，必须将其标出并加识别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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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区域图－ICAO 

8.1  作用 

本图必须向机组提供便利其在以下各阶段仪表飞行的资料，： 

a) 航路阶段和进近阶段至机场之间的过渡飞行； 

b) 起飞、复飞和航路飞行阶段之间的过渡飞行； 

c) 飞越复杂的 ATS 航路或空域结构地区的飞行。 

注：为满足 8.1 c)所述的用途，可以单独绘制一张图或在航路图－ICAO 中加一幅插图。 

8.2  应用范围 

8.2.1  当 ATS 航路或位置报告要求复杂而不能在一张航路图－ICAO 上标绘清楚时，必须按 1.3.2 规定的方式绘

制区域图－ICAO。 

8.2.2  如果 ATS 航路或位置报告要求与进、离场不相同，并且不能在一张图上标绘清楚时，必须另图绘制。 

注：在某些条件下，可能需要提供标准仪表离场图（SID）－ICAO 和标准仪表进场图（STAR）－ICAO（见第

9、10 章）。 

8.3  范围和比例尺 

8.3.1  每幅图的覆盖范围必须能充分地表示进、离场航线的各点。 

8.3.2  本图必须按比例尺绘制并标出线段比例尺。 

8.4  投影 

8.4.1  建议：应采用直线接近大圆的正形投影。 

8.4.2  必须按适当间隔标绘经、纬线。 

8.4.3  必须沿图廓线按适当间隔标出分、度的分划线。 

8.5  识别名称 

每幅图必须用其标绘的空域名称作为识别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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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名称可以是空中交通服务中心的名称、航图覆盖区域内最大城镇的名称或机场服务的城市的名称。如果该

城镇有一个以上机场运行，则增加该程序所依据的机场名称。 

8.6  人工地物和地形 

8.6.1  所有开阔的水域、主要湖泊和河流必须标绘其概略的岸线。但岸线与适用于该图作用的数据有抵触时可

以不标绘。 

8.6.2  建议：为提高对存在重要地形的地区情况的了解程度，所有超过机场标高之上 300 米（1 000 英尺）的主

要地形均应用平滑的等高线、等高值表示，并以棕色分层设色印刷。有关的标高点，包括每条等高线之内的最高标

高应该用黑色标出。同时还应该标绘障碍物。 

注 1：基本地形图上显示的超过主要机场标高以上 300 米（1 000 英尺）的下一个较高的等高线，可作为分层设

色的开始。 

注 2：附录 3－等高线和地形地物设色指南中规定了半色调分层设色的适当棕色。 

注 3：相关标高点和障碍物是指程序专家指定的标高点和障碍物。 

8.7  磁差 

本图覆盖区域的平均磁差必须以最近似的度标注。 

8.8  方位、航迹和径向方位 

8.8.1  除建议 8.8.2 另有规定外，方位、航迹和径向方位必须以磁北为基准。当另规定方位和航迹作为 RNAV 航

段的真值时，它们必须列在括号当中，精确至 1/10 度，比如 290°（294.9°T）。 

8.8.2  建议：在高纬度地区，如有关当局确定不能以磁北为基准时，可采用其他适宜的基准，如真北或网格北。 

8.8.3  如果方位、航迹和径向方位以真北或网格北为基准时，必须清楚说明。当采用网格北时，基准网格经线

必须加标记。 

8.9  航空数据 

8.9.1  机场 

必须标出所有影响进、离场航线的机场。适当时必须使用跑道图形的符号。 

8.9.2  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 

必须标绘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以及其识别名称和垂直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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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3  区域最低高度 

必须在经线和纬线组成的四边形内标出区域最低高度。 

注 1：经线和纬线组成的四边形通常对应经度和纬度的整度。不论所使用的航图比例尺如何，区域最低高度均涉

及后续的四边形。 

注 2： 关于确定区域最低高度的方法，参见空中航行服务程序—航空器的运行（PANS-OPS，Doc 8168 号文件）

第 II 卷第 I 部分第 2 篇第 1 章 1.8。 

8.9.4  空中交通服务系统 

8.9.4.1  必须标出已建立的空中交通服务系统的有关组成部分。 

8.9.4.1.1  组成部分必须包括： 

a) 与空中交通服务系统有关的无线电导设施及其名称、识别代号、频率和地理坐标（度、分、秒）； 

b) 如果是 DME，还要增加 DME 发射天线的标高，精确至最近似的 30 米（100 英尺）； 

c) 进、离场飞行和等待航线所需要的终端无线电导航设施； 

d) 所有指定空域的侧向和垂直界限及相应的空域等级； 

e) 如果规定，包括各种限制的导航规范的名称； 

f) 等待航线和终端航线及其航线代号、沿规定航线和进、离场航线的每一航段的航迹（精确至最近似的度）； 

g) 用以确定终端航线的非无线电导航设施位置标明的所有重要点，以及其名称代码和地理坐标（度、分、秒）； 

h) 对于确定 VOR/DME 区域导航航线的航路点，还应增加： 

1) 基准 VOR/DME 台的识别代号和无线电频率； 

2) 如航路点与 VOR/DME 台不在同一位置，该点距基准 VOR/DME 的方位（精确至 1/10 度）和距离（精

确至 2/10 千米或 1/10 海里）； 

i) 标明所有强制报告点和要求报告点； 

j) 构成转弯点或报告点的重要点之间的距离（精确至最近似的千米或海里）； 

注：也可标出无线电导航设施之间的总距离。 

k) 以甚高频全向信标确定的航段转换点，标出其距导航设施的距离（精确至最近似的千米或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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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转换点建立在两个导航设施之间的中间点，或在两条径向线的交叉处（航路在两个导航设施

之间改变方向时），则只需对其作一般说明，而不必标出每一转换点。 

l) ATS 航路上的最低航路高度和最低超障高度，精确至较高的 50 米或 100 英尺（见附件 11，2.22）； 

m) 应清楚标明规定的最低引导高度，精确至较高的 50 米或 100 英尺； 

注 1：用 ATS 监视系统引导航空器飞往或飞离公布的标准进场或离场航线上的重要点，或者用于在进场时发布

低于最低扇区高度的下降许可，如果图面不过分拥挤，可将相关程序在区域图－ICAO 上标出。 

注 2：如果会造成图面过分拥挤，则可以提供 ATC 监视最低高度图－ICAO（见第 21 章）；在这种情况下，不需

要在区域图－ICAO 上重复显示 8.9.4.1.1；12) 所示要素。 

n) 区域内的速度和高度层/高度限制（如有此规定； 

o) 通信设施表及其频道和登录地址和卫星话音通信号码（如适用）；和 

p) 注明“飞越”的重要点。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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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标准仪表离场图（SID）－ICAO 

9.1  作用 

本图向飞行机组提供的资料，必须使其能够从起飞阶段至航路阶段遵照指定的标准仪表离场航线飞行。 

注 1：关于标准离场航线识别的规定，见附件 11 附录 3；关于划设这种航线的指导材料载于《空中交通服务计

划手册》（Doc 9426 号文件）。 

注 2：关于公布的超障标准和最低标准的详细资料见《空中航行服务程序－航空器的运行》（PANS-OPS，Doc 8168
号文件）第 II 卷的第 II 部分。 

9.2  应用范围 

凡已建立标准仪表离场航线但又不能在区域图－ICAO 清楚标绘时，必须绘制标准仪表离场图（SID）－ICAO。 

9.3  范围和比例尺 

9.3.1  本图的覆盖范围必须足以标出离场航线的起始点和能够沿指定的空中交通服务航路开始航路飞行阶段的

一个规定的重要点。 

注：离场航线通常以跑道末端为起点。 

9.3.2  建议：本图应该按比例尺绘制。 

9.3.3  如果按比例尺绘制，必须在图上标出线段比例尺。 

9.3.4  如果不按比例尺绘制，必须在图上注明“NOT TO SCALE”（不按比例尺）。如果图上的航迹和其他内容

繁多不能按比例尺绘制时，必须在航迹等处使用比例中断的符号。 

9.4  投影 

9.4.1  建议：应采用直线接近大圆的正形投影。 

9.4.2  建议：如果按比例尺绘图，经、纬线应该按适当间隔标绘。 

9.4.3  适当时，必须沿图廓线按固定间隔标出分、度的分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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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识别名称 

每一幅图必须以该机场服务的城、镇或地区名称、机场名称以及按照《空中航行服务程序－航空器的运行》

（PANS-OPS，Doc 8168 号文件）第 II 卷第 I 部分第 3 篇第 5 章规定的标准仪表离场航线识别代号加以识别。 

注：标准仪表离场航线识别代号由程序专家提供。 

9.6  人工地物和地形 

9.6.1  如果按比例尺绘图，所有开阔的水域、主要的湖泊和河流必须标绘其概略岸线。但岸线与适用于该图作

用的数据有抵触时可以不标绘。 

9.6.2  建议：为提高对存在重要地形的地区情况的了解程度，所有超过主要机场标高之上 300 米（1 000 英尺）

的地形应该用平滑的等高线、等高值表示，并以棕色分层设色印刷。有关的标高点，包括每条等高线之内的最高标

高应该用黑色标出。同时应该标绘障碍物。 

注 1：基本地形图上显示的超过主要机场标高之上 300 米（1 000 英尺）的下一个较高的等高线，可选作分层设

色的开始。 

注 2：附录 3－等高线和地形地物设色指南中规定了半色调分层设色的适当棕色。 

注 3：相关标高点和障碍物是指程序专家指定的标高点和障碍物。 

9.7  磁差 

图上必须用最近似的度标出用以确定磁方位、航迹和径向方位的磁差。 

9.8  方位、航迹和径向方位 

9.8.1  除建议 9.8.2 另有规定外，方位、航迹和径向方位必须以磁北为基准。当另规定方位和航迹作为 RNAV 航

段的真值时，它们必须列在括号当中，精确至 1/10 度，比如 293°（294.9°T ）。 

注：图上可对此作出说明。 

9.8.2  建议：在高纬度地区，如有关当局确定不能以磁北为基准时，可采用其他适宜的基准，如真北或网格北。 

9.8.3  如果方位、航迹或径向方位以真北或网格北为基准时，必须清楚说明。当采用网格北时，基准网格经线

必须加标记。 

9.9  航空数据 

9.9.1  机场 

9.9.1.1  起飞机场必须用跑道图形标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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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2 必须标出 所有影响指定标准仪表离场航线的机场并加以识别。适当时，应标出机场跑道图形。 

9.9.2  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 

必须标出可能影响程序实施的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并标明其识别代号和垂直界限。 

9.9.3  最低扇区高度 

9.9.3.1  必须标出规定的最低扇区高度，并清楚注明其适用的扇区。 

9.9.3.2  如未规定最低扇区高度，必须按比例尺绘图，并在经、纬线组成的四边形内标出区域最低高度。航图中

未被最低扇区高度覆盖的其他部分也必须标出区域最低高度。 

注 1：经线和纬线组成的四边形通常对应经度和纬度的半度。不论所使用的航图比例尺如何，区域最低高度均涉

及后续的四边形。 

注 2： 关于确定区域最低高度的方法，参见空中航行服务程序—航空器的运行（PANS-OPS，Doc 8168 号文件）

第 II 卷第 I 部分第 2 篇第 1 章 1.8。 

9.9.4  空中交通服务系统 

9.9.4.1  必须标出已建立的空中交通服务系统的有关组成部分。 

9.9.4.1.1  组成部分必须包括： 

a) 每一条标准仪表离场航线的图形，包括： 

1) 对于为直升机具体设计的离场程序，必须在离场图的平面图内标明“H 类”这一用语； 

2) 航线代号； 

3) 确定航线的重要点； 

4) 沿航线每一航段的航迹或径向方位最近似的度； 

5) 重要点之间的距离（精确至最近似的千米或海里）； 

6) 沿航线或航段并按照程序所要求的高度飞行的最低超障高度，精确至较高的 50 米或 100 英尺，和飞行

高度层限制如有规定； 

7) 如果按比例尺绘图，并且在离场时使用引导，应明确标出规定的最低引导高度（精确至较高的 50 米或

100 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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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当使用 ATS 监视系统引导航空器飞往或飞离在公布的标准离场航线上的重要点时，如果图

面不过分拥挤，可将相关程序在标准仪表离场图（SID）－ ICAO 上标出。 

注 2：如果会造成图面过分拥挤，则可以提供 ATC 监视最低高度图 － ICAO（见第 21 章）；在这

种情况下，不需要在标准仪表离场图（SID）－ ICAO 上重复显示 9.9.4.1.1 a) 6) 所示要素。 

b) 与航线相关的无线电导航设施，包括： 

1) 明语名称； 

2) 识别代号； 

3) 频率； 

4) 地理坐标（度、分、秒）； 

5) DME 的频道和 DME 发射天线的标高精确至最近似的 30 米（100 英尺）。 

c) 未用无线电导航设施位置标志的重要点的名称代码及其地理坐标（度、分、秒）、方位（精确至最近似的 1/10
度）和距基准无线电导航设施的距离（精确至最近似的 2/10 千米或 1/10 海里）； 

d) 适用的等待航线； 

e) 过渡高度/过渡高（精确至较高的 300 米或 1 000 英尺）； 

f) 穿透障碍物鉴别面（OIS）靠近跑道的障碍物的位置和高。凡在公布程序设计的坡度中未作为穿透 OIS 面的

靠近跑道的障碍物必须对其加以注记； 

注：根据 PANS-OPS 第 II 卷，靠近跑道的障碍物的资料由程序设计专家提供。 

g) 区域速度限制（如有规定）； 

h) 如果规定，包括各种限制的导航规范的名称； 

i) 所有强制和要求报告点； 

j) 无线电通信程序，包括： 

1) ATS 单位的呼号； 

2) 频率和卫星话音通信号码（如适用）； 

3) 应答器设置（如适用）； 

k) 注明“飞越”的重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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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4.2  建议：图上应该用文字说明标准仪表离场航线（SID）以及相关的通信失效程序，并可行时，在图上或

包括本图的页面上表示该程序。 

9.9.4.3 航空数据库要求 

必须按照《航行服务程序 — 航空器的运行》（PANS-OPS，Doc 8168 号文件）第 II 卷第 III 部分第 5 篇第 2 章

2.1 的要求，在图的背面或能够方便查阅的另页上，公布用于支持航行数据库编码的适当数据。 

注：适当数据指的是由程序专家提供的数据。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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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标准仪表进场图（STAR）－ICAO 

10.1  作用 

本图向飞行机组提供的资料，必须使其能够从航路阶段至进近阶段遵照规定的标准仪表进场航线飞行。 

注 1：标准仪表进场航线应理解为包括“标准下降剖面”、“连续下降进近”和其他非标准的叙述。如系标准下降

剖面，则不需要绘制剖面图。 

注 2：关于标准进场航线识别的规定，见附件 11 附录 3；关于划设这种航线的指导材料载于《空中交通服务计

划手册》（Doc 9426 号文件）。 

10.2  应用范围 

凡已划设标准仪表进场航线但又不能在区域图上清楚标绘时，必须绘制标准仪表进场图（STAR）－ICAO。 

10.3  范围和比例尺 

10.3.1  本图的覆盖范围必须足以标出航路阶段的终点和进近阶段的起点。 

10.3.2  建议：本图应该按比例尺绘制。 

10.3.3  如果按比例尺绘图，必须在图上标出线段比例尺。 

10.3.4  如果不按比例尺绘制，必须在图上注明“NOT TO SCALE”（不按比例尺）。如果图上的航迹和其他内容

太多不能按比例尺绘制时，必须在航迹等处使用比例中断符号。 

10.4  投影 

10.4.1  建议：应采用直线接近大圆的正形投影。 

10.4.2  建议：如果按比例尺绘图，经、纬线应该按适当间隔标绘。 

10.4.3  适当时，必须沿图廓线按固定间隔标出分、度的分划线。 

10.5  识别名称 

每一图幅必须以该机场服务的城、镇或地区名称、机场名称以及按照《空中航行服务程序－航空器的运行》

（PANS-OPS，Doc 8168 号文件）第 II 卷第 I 部分第 4 篇第 2 章规定的标准仪表进场航线识别代号加以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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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标准仪表进场航线识别代号由程序专家提供。 

10.6  人工地物和地形 

10.6.1  如果按比例尺绘图，所有开阔的水域、主要的湖泊和河流必须标绘其概略岸线。但岸线与适用于该图作

用的数据有抵触时可以不标绘。 

10.6.2  建议：为提高对存在重要地形的地区情况的了解程度，所有超过主要机场标高之上 300 米（1 000 英尺）

的地形应该用平滑的等高线、等高值表示，并以棕色分层设色印刷。有关的标高点，包括每条等高线之内的最高标

高应该用黑色标出。同时应该标绘障碍物。 

注 1：基本地形图上显示的超过主要机场标高之上 300 米（1 000 英尺）的下一个较高的等高线，可作为分层设

色的开始。 

注 2：附录 3－等高线和地形地物设色指南中规定了半色调分层设色的适当棕色。 

注 3：相关标高点和障碍物是指程序专家指定的标高点和障碍物。 

10.7  磁差 

图上必须用最近似的度标出用以确定磁方位、航迹和径向方位的磁差。 

10.8  方位、航迹和径向方位 

10.8.1  除建议 10.8.2 另有规定外，方位、航迹和径向方位必须以磁北为基准。当另规定方位和航迹作为 RNAV
航段的真值时，它们必须列在括号当中，精确至 1/10 度，比如 293°（294.9°T ）。 

注：图上可对此作出说明。 

10.8.2  建议：在高纬度地区，如有关当局确定不能以磁北为基准时，可采用其他适宜的基准，如真北或网格北。 

10.8.3  如果方位、航迹或径向方位以真北或网格北为基准时，必须清楚说明。当采用网格北时，基准网格经线

必须加标记。 

10.9  航空数据 

10.9.1  机场 

10.9.1.1  着陆机场必须用跑道图形标绘。 

10.9.1.2  所有影响指定的标准仪表进场航线的机场必须标出并加以识别。适当时，应标出机场跑道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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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 

必须标出可能影响程序实施的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并注明其识别代号和垂直界限。 

10.9.3  最低扇区高度 

10.9.3.1  必须标出建立的最低扇区高度，并清楚注明其适用的扇区。 

10.9.3.2  如未规定最低扇区高度，必须按比例尺绘图，并在经、纬线组成的四边形内标出区域最低高度。航图

中未被最低扇区高度覆盖的其他部分也必须标出区域最低高度。 

注 1：经线和纬线组成的四边形通常对应经度和纬度的半度。不论所使用的航图比例尺如何，区域最低高度均涉

及后续的四边形。 

注 2：关于确定区域最低高度的方法，参见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航空器的运行（PANS-OPS，Doc 8168 号文件）

第 II 卷第 I 部分第 2 篇第 1 章 1.8。 

10.9.4  空中交通服务系统 

10.9.4.1  必须标出已建立的空中交通服务系统的有关组成部分。 

10.9.4.1.1  组成部分必须包括： 

a) 每一条标准仪表进场航线的图形，包括： 

1) 航线代号； 

2) 确定航线的重要点； 

3) 沿航线每一航段的航迹或径向方位（最近似的度）； 

4) 重要点之间的距离（精确至最近似的千米或海里）； 

5) 沿航线或航段并按照程序要求的高度飞行的最低超障高度（精确至较高的 50 米或 100 英尺），和飞行

高度层限制（如有规定）； 

6) 如果按比例尺绘图，并且在进场时使用引导，应明确标出规定的最低引导高度（精确至较高的 50 米或

100 英尺）。 

注 1：用 ATS 监视系统引导航空器飞往或飞离在公布的标准进场航线上的重要点时，或者用于在

进场时发布低于最低扇区高度的下降许可，如果图面不过分拥挤，可将相关程序在标准仪表进场图

（STAR）－ICAO 上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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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如果会造成图面过分拥挤，则可以提供 ATS 监视最低高度图 — ICAO（见第 21 章）；在

这种情况下，不需要在标准仪表进场图（STAR）— ICAO 上重复显示 10.9.4.1.1 a) 6) 所示要素。 

b) 与航线相关的无线电导航设施，包括： 

1) 明语名称； 

2) 识别代号； 

3) 频率； 

4) 地理坐标（度、分、秒）； 

5) DME 的频道和 DME 发射天线的标高精确至最近似的 30 米（100 英尺）。 

c) 未用无线电导航设施的位置标志的重要点的名称代号，及其地理坐标（度、分、秒）、方位（精确至最近似

的 1/10 度）和距基准无线电导航设施的距离（精确至最近似的 2/10 千米或 1/10 海里）； 

d) 适用的等待航线； 

e) 过渡高度/过渡高（精确至较高的 300 米或 1 000 英尺）； 

f) 区域速度限制（如有规定）； 

g) 如果规定，包括各种限制的导航规范的名称； 

h) 所有强制和要求报告点； 

i) 无线电通信程序，包括： 

1) ATS 单位的呼号； 

2) 频率和卫星话音通信号码（如适用）； 

3) 应答器设置（如适用）。 

j) 注明“飞越”的重要点； 

k) 对于为直升机具体设计的仪表进近的进场程序，必须在进场图的平面图内标明“H 类”这一用语。 

10.9.4.2  建议：图上应该用文字说明标准仪表进场航线（STAR）以及相关的通信失效程序，并在可行时，在图

上或包括本图的页面上表示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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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3 航空数据库要求 

必须按照《航行服务程序 — 航空器的运行》（PANS-OPS，Doc 8168 号文件）第 II 卷第 III 部分第 5 篇第 2 章

2.2 的要求，在图的背面或能够方便查阅的另页上，公布用于支持航行数据库编码的专用数据。 

注：专用数据是指由程序专家提供的数据。 

 

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4 11-1 19/11/09 

第 11 章  仪表进近图－ICAO 

11.1  作用 

本图向飞行机组提供的资料，必须使其能向预定着陆跑道进行批准的仪表进近程序，包括复飞程序，以及适用

时与此有关的等待航线。 

注：制定仪表进近程序的详细准则和相关的高度/高的精度载于《空中航行服务程序－航空器的运行》（PANS-OPS，
Doc 8168 号文件）。 

11.2  应用范围 

11.2.1  供国际民用航空使用，并已由有关国家制定了仪表进近程序的全部机场，必须绘制仪表进近图－ICAO。 

11.2.2  通常必须对国家制定的每一种精密进近程序绘制一幅单独的仪表进近图－ICAO。 

11.2.3  通常必须对国家建立的每一种非精密进近程序绘制一张单独的仪表进近图－ICAO。 

注：如果中间进近、最后进近和复飞航段的程序相同，可以在一张精密进近或非精密进近图上标绘一种以上的

进近程序。 

11.2.4  当不同类别的航空器在仪表进近程序最后进近航段以外的航段上，出现航迹、时间或高度数值不同，而

且将这些数据全标绘在同一张图上会造成杂乱或混淆时，必须绘制多幅进近图。 

注：航空器分类见《空中航行服务程序－航空器的运行》（PANS-OPS，Doc 8168 号文件）第 II 卷第 I 部分第 4
篇第 9 章。 

11.2.5  任何时候，安全飞行需要的基本资料过期时，必须对仪表进近图－ICAO 予以修订。 

11.3  范围和比例尺 

11.3.1  本图的覆盖范围必须足以包括仪表进近程序的所有航段，以及对预期进近方式视为必要的其他类似区域。 

11.3.2  选择使用的比例尺必须保证易于判读，并符合： 

a) 图上所标绘的程序； 

b) 图幅尺寸。 

11.3.3  图上必须标有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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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1  只要切实可行，必须以位于机场或机场附近的 DME 为中心，如无合适的DME 则以机场基准点为中心，

半径 20 千米（10 海里）标绘一个距离圈，并在该圈上标出半径数值。 

11.3.3.2  建议：距离比例尺应直接标在剖面图下方。 

11.4  格式 

建议：图幅尺寸应该为 210×148 毫米（8.27×5.82 英寸）。 

11.5  投影 

11.5.1  必须采用直线接近大圆的正形投影。 

11.5.2  建议：在图廓线上应该以固定间隔标出分、度的分划线。 

11.6  识别名称 

本图必须以机场服务的城、镇或地区名称、机场名称、以及按照《空中航行服务程序－航空器的运行》（PANS-OPS，
Doc 8168 号文件）第 II 卷第 I 部分第 4 篇第 9 章规定的仪表进近程序识别代号加以识别。 

注： 仪表进近程序识别代号由仪表专家提供。 

11.7  人工地物和地形 

11.7.1  图上必须标绘与安全实施仪表进近程序，包括复飞程序，相关的等待程序和目视机动（盘旋）程序（如

已建立）有关的人工地物和地形资料。只在为便于理解而有必要时，地形资料才注明其名称，标绘的地形资料必须

至少包括陆地、主要的湖泊和河流。 

11.7.2  地形必须以最适合该地区具体标高特点的方式标绘。航图覆盖范围内的地区如其地形超出机场标高之上

1 200 米（4 000 英尺），或距机场基准点 11 千米（6 海里）之内超出 600 米（2 000 英尺），或最后进近或复飞程序的

坡度因为地势而大于最佳坡度时，必须用平滑的等高线、等高值和棕色的分层设色将超出机场标高之上 150 米（500
英尺）的地形全部标出。有关的标高点，包括每条等高线之内的最高标高必须用黑颜色标出。 

注 1：基本地形图显示的超出机场标高之上 150 米（500 英尺）的下一个较高的等高线，可作为分层设色的开始。 

注 2：附录 3－等高线和地形地物设色指南中规定了半色调分层设色的适当棕色。 

注 3：有关的标高点是指程序专家指定的标高点。 

11.7.3  建议：地形低于 11.7.2 规定的地区，应该用平滑的等高线、等高值和棕色分层设色将超出机场标高之上

150 米（500 英尺）的地形全部标出。有关标高点，包括每条等高线之内的最高标高应用黑颜色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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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基本地形图显示的超出机场标高之上 150 米（500 英尺）的下一个较高的等高线，可作为分层设色的开始。 

注 2：附录 3－等高线和地形地物设色指南中规定了半色调分层设色的适当棕色。 

注 3：有关的标高点是指程序专家指定的标高点。 

11.8  磁差 

11.8.1  建议：图上应标出磁差。 

11.8.2  标出的磁差值（以最近似的度表示），必须与确定磁方位、航迹和径向方位所用的磁差相一致。 

11.9  方位、航迹和径向方位 

11.9.1  除建议 11.9.2 另有规定外，方位、航迹和径向方位必须以磁北为基准。当另规定方位和航迹作为 RNAV
航段的真值时，它们必须列在括号当中，精确至 1/10 度，比如 290°（294.9°T）。 

注：图上可对此作出说明。 

11.9.2  建议：在高纬度地区，如有关当局确定不能以磁北为基准时，可采用其他适宜的基准，如真北或网格北。 

11.9.3  如果方位、航迹或径向方位以真北或网格北为基准时，必须清楚说明。当采用网格北时，基准网格经线

必须加标记。 

11.10  航空数据 

11.10.1  机场 

11.10.1.1  所有能从空中清楚地看出其形状的机场，必须以适当的符号标绘。弃置不用的机场必须注明弃用。 

11.10.1.2  必须用足够大的比例尺清楚地标绘跑道图形，用以表示： 

a) 仪表进近程序所基于的机场； 

b) 影响起落航线或其位置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可能会被误认为预定着陆机场的机场。 

11.10.1.3  机场标高必须以最近似的米或英尺在图上的显著位置标出。 

11.10.1.4  着陆入口标高，或适用时接地区的最高标高必须以最近似的米或英尺标出。 

11.10.2  障碍物 

11.10.2.1  进近图的平面图上必须标出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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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关的障碍物是指程序专家指定的障碍物。 

11.10.2.2  建议：如果一个或多个障碍物是超障高度/高（OCA/H）的决定因素，应该将其标出。 

11.10.2.3  障碍物顶部的标高必须以最近似的（下一较高）米或英尺标出。 

11.10.2.4  建议：应该标出不以平均海平面为基准的障碍物的高（见 11.10.2.3）。图上标注时，应加括号。 

11.10.2.5  如果标出障碍物的高，其基准面不是平均海平面，则该基准面必须是机场标高。但在有一条（多条）

仪表跑道的机场，其跑道着陆入口标高低于机场标高 2 米（7 英尺）以上时，该图基准面必须是与仪表进近相关的跑

道着陆入口的标高。 

11.10.2.6  当不使用平均海平面为基准时，则必须在图上的显著位置对该基准面加以说明。 

11.10.2.7  当 I 类精密进近跑道没有划设无障碍物区时，必须标出该区。 

11.10.2.8  必须在航图上标出进入目视航段面（VSS）的障碍物。 

注：关于进入目视航段面的障碍物的绘图指导载于《航图手册》（Doc 8697 号文件）。 

11.10.3  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 

必须标出可能影响程序实施的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并注明其识别名称和垂直界限。 

11.10.4  无线电通信设施和导航设施 

11.10.4.1  仪表进近程序所需要的无线电导航设施，必须连同其频率、识别代号和确定航迹的特性（如存在）一

起标出。如一个仪表进近程序的最后进近航迹上有多个导航设施，必须清楚标注用于最后进近航迹引导的设施。此

外，还必须考虑从进近图上删除那些不供程序使用的设施。 

11.10.4.2  必须标出起始进近定位点（IAF）、中间进近定位点（IF）、最后进近定位点（FAF）（或 ILS 进近程序

的最后进近点（FAP））、已确定的复飞点（MAPt）和构成仪表进近程序的其他重要定位点或点，并加以识别。 

11.10.4.3  建议：最后进近定位点（或 ILS 进近程序的最后进近点）应该用其地理坐标以度、分、秒标出。 

11.10.4.4  必须在图上标出或说明可能供备降程序所使用的无线电导航设施及其确定航迹的特性（如存在）。 

11.10.4.5  必须标出实施仪表进近程序所需要的无线电通信频率，包括呼号。 

11.10.4.6  当程序有要求时，必须以最近似的千米或海里标出与最后进近有关的每个无线电导航设施至机场的距

离。如果无定向导航设施指示机场方位时，必须以最近似的度标出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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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  最低扇区高度或航站进场高度 

必须标出主管当局规定的最低扇区高度或航站进场高度，并清楚标明最低高度适用的扇区。 

11.10.6  程序航迹的标绘 

11.10.6.1  平面图上必须以下述方式标出下列资料： 

a) 进近程序的航迹用带箭头的连续线表示飞行方向； 

b) 复飞程序的航迹用带箭头的断线表示； 

c) a)和 b)规定以外的任何其他程序的航迹，用带箭头的点线表示； 

d) 进近程序所要求的方位、航迹、径向方位（最近似的度）和距离（精确至 2/10 千米或 1/10 海里）或时间； 

e) 如果无定向导航设施，则应以最近似的度标出从最后进近的有关无线电导航设施至机场的磁方位； 

f) 禁止作目视机动（盘旋）飞行的任何扇区边界； 

g) 与进近和复飞相关的等待航线和最低等待高度或高（如有此规定）； 

h) 需要时，在图面上的显著位置加注警告注记； 

i) 注明“飞越”的重要点。 

11.10.6.2  建议：平面图上应该标出与最后进近有关的每一无线电导航设施至机场的距离。 

11.10.6.3  通常必须在平面图下方，标出显示下列数据的剖面图： 

a) 在机场标高处，用实心框标出机场； 

b) 进近程序阶段的剖面用带箭头的连续线表示飞行方向； 

c) 复飞程序阶段的剖面，用带箭头的断线表示，并以文字说明程序； 

d) b)和 c)规定以外的任何其他程序阶段的剖面用带箭头的点线表示； 

e) 进近程序所要求的方位、航迹、径向方位（最近似的度）和距离（精确至 2/10 千米或 1/10 海里）或时间； 

f) 进近程序所要求的高度/高，包括已规定的过渡高度、程序高度/高和直升机场飞越高度（HCH）； 

g) 如有规定时，程序转弯的距离限制（最近似的千米或海里）； 

h) 在不允许作反向程序时，中间进近定位点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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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表示机场标高，或适用时跑道入口标高的一条贯穿图面宽的线条，包括其起点在跑道入口处的距离比例尺。 

11.10.6.4  建议：应该在括号里标出进近程序所要求的高，该高度以 11.10.2.5 选定的高度基准面为基准。 

11.10.6.5  建议：剖面图应该按照下列方式包括地面剖面图或标绘最低高度/高： 

a) 用实线标绘地面剖面，标出最后进近阶段主区内地形的最高标高。最后进近阶段副区内地形的最高标高用

虚线标绘；或 

b) 在有边框的阴影块内标出中间和最后进近航段的最低高度/高。 

注 1：在绘制地面剖面图时，程序专家应该将最后进近阶段主区和副区的实际模板提供给制图人员。 

注 2：标绘最低高度/高旨在描绘带有最后进近定位点的非精密进近航图。 

11.10.7  机场运行最低标准 

11.10.7.1  如果国家规定了机场运行最低标准，必须将其标出。 

11.10.7.2  必须标出为航空器类别所设计的程序的超障高度/超障高；如果是精密进近程序，应该根据需要公布

D2 类航空器的其他 OCA/H（机翼跨度在 65 米到 80 米之间和/或机轮的飞行航迹与下滑航迹天线之间的垂直距离在 7
米到 8 米之间）。 

11.10.8  补充资料 

11.10.8.1  根据下述情况确定复飞进近点时： 

— 距最后进近定位点的距离，或 

— 导航设施或定位点以及距最后进近定位点的相应距离， 

必须标明距离（精确至 2/10 千米或 1/10 海里），并用表格列出地速和最后进近定位点至复飞点的时间。 

11.10.8.2  当最后进近阶段要求使用 DME 时，必须用表格列出每 2 千米或 1 海里的高度/高。表格不包括低于

OCA/H 的相关高度/高的距离。 

11.10.8.3  建议：在最后进近阶段不要求使用 DME 的程序，但如果有一位置适当的 DME 可提供下降剖面的参

考资料，亦应包括一个表示高度/高的表格。 

11.10.8.4  建议：图上应该标有下降率的表格。 

11.10.8.5  对于带有最后进近定位点的非精密进近程序，必须标出最后进近下降梯度（精确至千分之一），并在

括号中注明下降角度（精确至 1/1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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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6  对于精密进近程序和垂直引导进近程序，必须标出基准高（精确至 0.5 米或 1 英尺）和下滑角/仰角/
垂直航径角（精确至 1/10 度）。 

11.10.8.7  如果在 ILS 最后进近点规定了最后进近定位点，则必须明确指出这是否适用于 ILS，还是仅限于相关

的 ILS 航向道的程序，或两者兼之。如果是 MLS，则必须明确指出何时在最后进近点规定了 FAF。 

11.10.8.8  如果任一类型的仪表进近程序的最后进近下降梯度/角度超过了《航行服务程序 — 航空器的运行》

（PANS-OPS，Doc 8168 号文件）第 II 卷所规定的最高值，则必须加注一个警告说明。 

11.10.9  航空数据库的要求 

必须在图的背面或能够方便查阅的另页上，按照《航行服务程序－航空器的运行》（PANS-OPS，Doc 8168 号文

件）第 II 卷第 III 部分第 5 篇第 2 章 2.3 关于 RNAV 程序的要求和第 II 卷第 I 部分第 4 篇第 9 章 9.4.1.3 关于非 RNAV
程序的要求，公布用于支持航行数据库编码的专用数据。 

注：专用数据是指由程序专家提供的数据。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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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目视进近图－ICAO 

12.1  作用 

本图向飞行机组提供的资料，必须使其能以目视参考方法从航路/下降过渡至进近飞行阶段到达预定着陆跑道。 

12.2  应用范围 

所有供国际民用航空使用的机场，必须根据 1.3.2 规定的方式绘制目视进近图－ICAO，如果这些机场： 

a) 仅具备有限的导航设施；或 

b) 没有无线电通信设施；或 

c) 没有机场及其周边地区 1:500 000 的合适航图或更大比例尺的航图；或 

d) 已制定目视进近程序。 

12.3  比例尺 

12.3.1  比例尺必须尽量大，以便能够标绘重要地形和机场的布局。 

12.3.2  建议：比例尺不应小于 1:500 000。 

注：比例尺以 1:250 000 或 1:200 000 为宜。 

12.3.3  建议：如果一个机场已经有仪表进近图，则应该用同一比例尺绘制目视进近图。 

12.4  格式 

建议：图幅尺寸应该为 210×148 毫米（8.27×5.82 英寸）。 

注：用多种颜色印图较为有利，选用的颜色应能在各种灯光不同光强下获得最佳清晰度。 

12.5  投影 

12.5.1  必须采用直线接近大圆的正形投影。 

12.5.2  建议：应该沿图廓线按适当间隔标出分、度的分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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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识别名称 

本图必须以机场服务的城、镇和机场的名称作为识别名称。 

12.7  人工地物和地形 

12.7.1  必须标绘自然和人工地标（例如峭壁、悬崖、沙丘、城镇、公路、铁路、孤立灯塔）。 

12.7.1.1  建议：只有在为了避免含混时，才要求注记地点名称。 

12.7.2  必须标绘岸线、湖泊、江河和溪流。 

12.7.3  地形必须以最适合覆盖该图范围内的标高和障碍物特征的方式绘制。 

12.7.4  建议：绘制标高点时，标高点应经仔细选择。 

注：某些点的标高/高应同时标注以平均海平面和机场标高为基准的数值。 

12.7.5  必须以不同的表示方法清楚地区分不同基准面的数字。 

12.8  磁差 

图上必须标出磁差。 

12.9  方位、航迹和径向方位 

12.9.1  除 12.9.2 另有规定外，方位、航迹和径向方位必须以磁北为基准。 

12.9.2  建议：在高纬度地区，如有关当局确定不能以磁北为基准时，可采用其他适宜的基准，如真北或网格北。 

12.9.3  如果方位、航迹或径向方位以真北或网格北为基准时，必须清楚说明。当采用网格北时，基准网格经线

必须加标记。 

12.10  航空数据 

12.10.1  机场 

12.10.1.1  所有机场必须用跑道图形标绘，必须注明着陆方向的任何使用限制。两个相邻机场有错认危险的必须

予以说明。弃置不用的机场必须注明弃用。 

12.10.1.2  必须在图上的显著位置标出机场标高。 



第 12 章 附件 4 — 航图 

 12-3 19/11/09 

12.10.2  障碍物 

12.10.2.1  必须标出障碍物并加以识别。 

12.10.2.2  必须用最近似（下一个较高）的米或英尺标出障碍物顶部的标高。 

12.10.2.3  建议：应标出高于机场标高的障碍物高。 

12.10.2.3.1  标出障碍物的高时，数据必须加括号并要在图上的显著位置说明其测量基准面。 

12.10.3  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 

必须标绘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并注明其识别名称和垂直界限。 

12.10.4  指定空域 

如果适用，必须标绘管制地带和机场起落航线区，并注明其垂直界限及相应的空域等级。 

12.10.5  目视进近资料 

12.10.5.1  如果适用，必须注明目视进近程序。 

12.10.5.2  必须标出相应的目视助航设施。 

12.10.5.3  必须标出目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的位置和类型及其规定的进近坡度角和飞机在进近坡度线上飞越跑

道入口的最低眼高。如果该系统的轴线与跑道中心线不平行，必须注明其偏移的角度和方向，如左或右。 

12.10.6  补充资料 

12.10.6.1  必须标出相应的无线电导航设施及其频率和识别代号。 

12.10.6.2  必须标出相应的无线电通信设施及其频率。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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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  机场/直升机场图－ICAO 

13.1  作用 

本图向飞行机组提供的资料，必须便利航空器的下列地面活动： 

a) 自航空器停机位置至跑道；和 

b) 自跑道至航空器停机位置； 

和直升机的下列活动： 

a) 自直升机停机位置至接地和离地区以及至最后进近和起飞区； 

b) 自最后进近和起飞区至接地和离地区以及至直升机停机位置； 

c) 沿直升机地面和空中滑行道的活动； 

d) 沿空中穿越航线飞行； 

本图还必须提供机场/直升机场的重要运行资料。 

13.2  应用范围 

13.2.1  所有供国际民用航空定期使用的机场/直升机场，必须根据 1.3.2 规定的方式绘制机场/直升机场图－ICAO。 

13.2.2  建议：所有供国际民用航空使用的其他机场/直升机场，也应根据 1.3.2 规定的方式绘制机场/直升机场图

－ICAO。 

注：在某些条件下，可能要提供机场地面活动图－ICAO 和航空器停放/停靠图－ICAO（见第 14 和第 15 章）。

在此情况下，这些补充图上所标绘的内容，不需要在机场/直升机场图－ICAO 图上重复。 

13.3  范围和比例尺 

13.3.1  本图覆盖的范围和比例尺必须尽量大，以便能够清楚地标出 13.6.1 所列的全部内容。 

13.3.2  图上必须标出线段比例尺。 

13.4  识别名称 

本图必须以机场/直升机场服务的城、镇、地区名称和机场/直升机场名称作为识别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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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磁差 

图上必须以最近似的度标出真北、磁北标线和磁差以及磁差的年变率。 

13.6  机场/直升机场数据 

13.6.1  本图必须标出： 

a) 机场/直升机场基准点的地理坐标（度、分、秒）； 

b) 如适用，机场/直升机场和停机坪（高度表校正位置）的标高精确至米或英尺；如果是非精密进近，跑道入

口、接地和离地区的几何中心的标高和大地水准面起伏； 

c) 精密进近跑道入口、接地和离地区的几何中心的标高和大地水准面起伏，以及精密进近跑道接地区的最高

标高，精确至 0.5 米或/1 英尺； 

d) 所有跑道，包括正在建筑的跑道和跑道代号、长度、宽度，精确至米，承重强度、移位着陆入口、停止道、

净空道、跑道磁方向最近似的度、道面类别和跑道标志； 

注：承重强度可在图的正面或反面以表格形式列明。 

e) 所有停机坪和航空器/直升机停机位置、灯光、标志以及其他目视引导和管制设施；适用时，包括停靠引导

系统的位置和类型；直升机场的道面类型；如果停机坪承重强度小于相关跑道的承重强度时，还应包括承

重强度或航空器型号的限制； 

注：承重强度或航空器型号的限制可在图的正面或反面以表格形式列明。 

f) 着陆入口、接地和离地区的几何中心和/或最后进近和起飞区的入口（根据情况）的地理坐标（度、分、秒）； 

g) 所有滑行道、直升机空中滑行道和地面滑行道及其道面类型、直升机空中穿越航线及其代号、宽度、灯光、

标志 (包括跑道等待位置、中间等待位置（如规定）、停止排灯、其他目视引导和管制设施；如果滑行道承

重强度小于相关跑道的强度，还应包括承重强度或航空器型号的限制； 

注：承重强度或航空器型号的限制可在图的正面或反面以表格形式列明。 

h) 热点位置及有适当注释的额外资料（如已规定）； 

注：关于热点的额外资料可在图的正面或反面以表格形式列明。 

i) 相关滑行道中心线的点和航空器停靠位置的地理坐标（度、分、秒、1/100 秒）； 

j) 航空器的标准滑行路线及其代号（如已规定）； 

k) 空中交通管制服务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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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跑道视程（RVR）观测点的位置； 

m) 进近灯和跑道灯； 

n) 目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的位置和类型及其规定的进近坡度角度和飞机在坡度线上飞越跑道入口的最低眼高。

如果该系统的轴线与跑道中心线不平行，必须注明其偏移的角度和方向，如左或右； 

o) 有关的通信设施并列出其频道和登录地址和卫星话音通信号码（如适用）； 

p) 对滑行有意义的障碍物； 

q) 航空器维修区和对运行有重要意义的建筑物； 

r) VOR 校准点和有关设施的无线电频率； 

s) 清楚标注长期不宜供航空器使用的图内活动区的任何部分。 

13.6.2  除 13.6.1 直升机场的有关内容之外，图中必须注明： 

a) 直升机场类型； 

注：附件 14，第 2 卷将直升机场类型分为平面、高架或直升机平台。 

b) 接地和离地区，包括尺寸（精确至米）、坡度、道面类型及承重强度（吨）； 

c) 最后进近和起飞区，包括类型、真方位（最近似的度）、编号（根据情况）、长度、宽度（精确至米）、坡度

及道面类型； 

d) 安全区，包括长度、宽度及道面类型； 

e) 直升机净空道，包括长度及地面剖面； 

f) 障碍物，包括其类型及障碍物顶部的标高，精确至最近似（下一较高）的米或英尺； 

g) 进近程序的目视助航设施、最后进近和起飞区以及接地和离地区的标志和灯光； 

h) 直升机场的公布距离（精确至米），相关时包括： 

1) 可用起飞距离； 

2) 可用中止起飞距离； 

3) 可用着陆距离。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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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章  机场地面活动图－ICAO 

14.1  作用 

本图作为补充图必须向飞行机组提供详细的资料，以便利航空器进、出停机位和航空器停放/停靠的地面活动。 

14.2  应用范围 

建议：由于资料繁杂而不能在机场/直升机场图－ICAO 上清楚地表示航空器沿滑行道进、出航空器停机位的地

面活动所必要的详细资料时，应根据 1.3.2 规定的方式绘制机场地面活动图－ICAO。 

14.3  范围和比例尺 

14.3.1  本图覆盖的范围和比例尺必须尽量大，以便能够清楚地标出 14.6 所列的全部内容。 

14.3.2  建议：图上应标出线段比例尺。 

14.4  识别名称 

本图必须用机场服务的城、镇或地区名称和机场名称作为识别名称。 

14.5  磁差 

14.5.1  图上必须标出真北箭头。 

14.5.2  建议：图上应该以最近似的度标出磁差及其年变率。 

注：本图不需要按真北布局。 

14.6  机场数据 

本图必须以机场/直升机场图－ICAO 的类似方式标绘出相关区域的全部资料，包括： 

a) 停机坪标高，最近似的米或英尺； 

b) 停机坪和航空器停放位置、承重强度或航空器型号限制、灯光、标志以及其他目视引导和管制设施；适用

时，包括目视停靠引导系统的位置和类型； 

c) 航空器停机位置的地理坐标（度、分、秒、1/1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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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滑行道及其编号、宽度（精确至米）、承重强度或适用时航空器型号限制、灯光、标志（包括跑道等待位置

中间等待位置 (如规定)）和停止排灯以及其他目视引导和管制设施； 

e) 热点位置及有适当注释的额外资料（如已规定）； 

注：关于热点的额外资料可在图的正面或反面以表格形式列明。 

f) 航空器的标准滑行路线及其代号（如已规定）； 

g) 滑行道中心线各点的地理坐标（度、分、秒、1/100 秒）； 

h) 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边界线； 

i) 有关的通信设施并列出其频道和登录地址（如适用）； 

j) 对滑行有意义的障碍物； 

k) 航空器维修区和对运行有重要意义的建筑物； 

l) VOR 校准点和有关设施的无线电频率； 

m) 清楚标注长期不宜供航空器使用的图内活动区的任何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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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章  航空器停放/停靠图－ICAO 

15.1  作用 

本图作为补充图必须向飞行机组提供详细资料，以便利航空器在滑行道和停机位以及航空器停放/停靠之间的地

面活动。 

15.2  应用范围 

建议：由于航站设施复杂而不能在机场/直升机场图－ICAO，或机场地面活动图－ICAO 上清楚地注明资料时，

应该根据 1.3.2 规定的方式绘制航空器停放/停靠图－ICAO。 

15.3  范围和比例尺 

15.3.1  本图覆差的范围和比例尺必须尽量大，以便能够足以清楚地标出 15.6 所列的全部内容。 

15.3.2  建议：图上应标出线段比例尺。 

15.4  识别名称 

本图必须用机场服务的城、镇名称和机场名称作为识别名称。 

15.5  磁差 

15.5.1  图上必须标出真北箭头。 

15.5.2  建议：图上应该以最近似的度标出磁差及其年变率。 

注：本图不需要按真北布局。 

15.6  机场数据 

本图必须以机场/直升机场图－ICAO、机场地面活动图－ICAO 的类似方式标绘出相关区域的全部资料，包括： 

a) 停机坪标高（最近似的米或英尺）； 

b) 停机坪和航空器停放位置、承重强度或航空器型号限制、灯光、标志以及其他目视引导和管制设施；适用

时，包括目视停靠引导系统的位置和类型； 

c) 航空器停放位置的地理坐标，（度、分、秒、1/1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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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滑行道入口及其编号，包括跑道等待位置、中间等待位置（如已规定）和停止排灯； 

e) 热点位置及有适当注释的额外资料（如已规定）； 

注：关于热点的额外资料可在图的正面或反面以表格形式列明。 

f) 滑行道中心线各点的地理坐标（度、分、秒、1/100 秒）； 

g) 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边界线； 

h) 有关的通信设施并列出其频道和登录地址（如适用）； 

i) 对滑行有意义的障碍物； 

j) 航空器维修区和对运行有重要意义的建筑物； 

k) VOR 校准点和有关设施的无线电频率； 

l) 清楚标注长期不宜供航空器使用的图内活动区的任何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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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章  世界航图－ICAO 1:1 000 000 

16.1  作用 

本图必须提供满足目视领航所需的资料。 

注：本图还可用作： 

a) 基本航图： 

1) 当专业化很高的航图缺乏目视资料而不能提供基本数据时使用； 

2) 以固定比例尺和统一的平面数据表示方法提供全套世界范围的航图； 

3) 印制国际民用航空所需要的其他航图。 

b) 飞行前计划图。 

16.2  应用范围 

16.2.1 必须根据 1.3.2 规定的方式，印制附录 5 划定区域的世界航图－ICAO 1:1 000 000。 

注：如果基于航行或制图方面的考虑表明航图－ICAO 1:500 000 或航空领航图－ICAO 小比例尺即能有效地满

足航行的要求时，可印制上述任何一种图，以代替 1:1 000 000 的基本航图。 

16.2.2  建议：为保证完全覆盖全部陆地和保持所有同一航图系列适当的连续性，如果不选用 1:1 000 000 的比例

尺，应该通过地区协议确定。 

16.3  比例尺 

16.3.1  千米和海里线段比例尺按以下顺序排列： 

― 千米， 

― 海里， 

线段比例尺在图框外标出，其零点必须从同一垂直线开始标绘。 

16.3.1.1  建议：线段比例尺的长度应至少表示 200 千米（110 海里）。 

16.3.2  必须在图框外标出米/英尺换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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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格式 

16.4.1  建议：名称和图框外的说明应采用国际民航组织的一种工作语言。 

注：除国际民航组织工作语言外，可使用出版国家的语言。 

16.4.2  衔接图幅的图号和表示标高计量单位的资料，必须印在图幅折叠后仍可清楚看到的位置。 

16.4.3  建议：航图折叠方法如下： 

在靠近中间平行纬线处，沿图的长轴折叠，图面向外；将图下半部图面向上，在靠近经线处向里折叠，再将两

半反折成手风琴式。 

16.4.4  建议：如切实可行时，分幅线应该符合附录 5 分幅表所示。 

注 1：图幅所覆盖的区域可与分幅线所示有所不同，以满足特殊要求。 

注 2：世界航图－ICAO 1:1 000 000，和世界国际地图（IMW）相应图幅采取相同的分幅数值，只要不影响航空

的要求应予认可 

16.4.5  建议：图幅应该有重叠部分，即将图幅区域的上方和右侧扩展到超出索引图划定的区域。重叠部分应该

包括航空、地形、水文和人工地物的全部资料。如有可能，重叠部分应该扩展 28 千米（15 海里），但在任何情况下，

应从每一图幅的限制经线和纬线至图廓线为止。 

16.5  投影 

16.5.1  必须使用以下投影： 

a) 赤道和纬度 80°之间：使用兰勃脱正形圆锥投影，每一列图为单独的投影带。每 4°投影带的标准纬线应

在北纬线以南 40 分和南纬线以北 40 分； 

b) 在纬度 80°和 90°之间：使用极球面投影，其比例尺与兰勃脱正形圆锥投影在纬度 80°的比例尺相匹配。但

在北半球，纬度 80°和 84°之间可使用兰勃脱正形圆锥投影，而在纬度 84°至 90°之间使用极球面投影，其比

例尺与北纬 84°相匹配。 

16.5.2  经纬线格网和刻度必须按下述规定标绘： 

a) 纬线： 

纬度 纬线间距 纬线上刻度 
0°-72° 30 分 1 分 

72°-84° 30 分 5 分 
84°-89° 30 分 1 度 
89°-90° 30 分 5 度 

  （72°至 89°之间，仅在整度

纬线上标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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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经线： 

纬度 经线间距 经线上刻度 
0°-52° 30 分 1 分 

52°-72° 30 分 1 分 
72°-84°  1 度 1 分 
84°-89°  5 度 1 分 
89°-90° 15 度 1 分 

  （只在每第 4 条经线上 
标刻度） 

 

16.5.3  间隔为 1 分和 5 分的分划线必须标在背离格林威治经线和赤道的一侧。每条间隔 10 分的刻度线必须标

在经纬线格网的两侧。 

16.5.3.1  建议：1 分间隔刻度线的长度约 1.3 毫米（0.05 英寸）；5 分间隔的长度为 2 毫米（0.08 英寸）；10 分间

隔的刻度线在经纬线两侧各 2 毫米（0.08 英寸）。 

16.5.4  必须在图的边框内标出所有经、纬线的度数。此外，每一纬线必须用图幅折叠时也易辨认的方式，在图

内标出纬线度数。 

注：图内可标出经线度数。 

16.5.5  必须在图框外注明投影名称和基本参数。 

16.6  识别名称 

图幅编号必须与附录 5 的分幅表相一致。 

注：也可标出世界国际地图（IMW）相应图幅的编号。 

16.7  人工地物和地形 

16.7.1  建筑区 

16.7.1.1  城、镇、村必须根据其对目视领航的相对重要性加以选择和标绘。 

16.7.1.2  建议：规模大的城、镇应该用其建筑区的轮廓标绘，而不是划定的城市界限。 

16.7.2  铁路 

16.7.2.1  必须标绘所有具有地标价值的铁路。 

注 1：在资料繁多地区，为了图面清晰起见，有些铁路可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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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在空隙大的地方，可注明铁路名称。 

16.7.2.2  建议：应该标出重要隧道。 

注：可加文字说明。 

16.7.3  公路和道路 

16.7.3.1  必须尽可能详尽地标绘道路系统，以便能从空中看出其走向的大致图形。 

16.7.3.2  建议：除非能从空中视道路为显著地标，否则不应在建筑区内标绘道路。 

注：重要高速公路可以标注其编号和名称。 

16.7.4  地标 

建议：自然和人工地标，如桥梁、主要输电线、永久性的缆车装置、风力发电机、矿山建筑物、碉堡、废墟、

防洪堤、管道、岩石、峭壁、悬崖、沙丘、孤立的灯塔、灯塔船等，如认为对目视空中领航有重要意义者，均应该

标出。 

注：可加文字说明。 

16.7.5  政治边界 

必须标出国界。未划定或未界定的国界必须加注说明，以资区别。 

16.7.6  水文 

16.7.6.1  必须标出所有能按航图比例尺标绘的水系特征，包括海岸线、湖泊、江河、溪流（包括季节性的）、盐

湖、冰川和冰帽。 

16.7.6.2  建议：宽广的开阔水域应该用浅色表示。 

注：海岸线可用狭窄的深色色带标绘，以突出其特征。 

16.7.6.3  建议：暗礁和浅滩，包括岩礁、潮滩、孤立岩石、沙地、砾石、石子和所有类似地区，如有重要地标

价值，应该以符号标出。 

注：岩石群可在其地区内用几个代表性的岩石符号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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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7  等高线 

16.7.7.1  图上必须标出等高线。所选择的间隔必须符合清楚标绘空中航行需要的地形特征的要求。 

16.7.7.2  图上必须标明等高线所用的数值。 

16.7.8  分层设色 

16.7.8.1  采用分层设色时，必须标明色调高程范围。 

16.7.8.2  必须在图框外标出图上所用的分层设色表。 

16.7.9  标高点 

16.7.9.1  标高点必须标在选定的关键地点。所选择的标高均必须是周围边区域的最高标高，并且通常必须为表

示山峰、山脊的顶部。山谷和湖面的标高，如果对航行人员有重要价值也必须标出。每一选定标高的位置必须用一

个圆点表示。 

16.7.9.2  必须在图框外注明图上最高点的标高（米或英尺）及其地理位置（精确至最近似的 5 分）。 

16.7.9.3  建议：图幅上所有最高点的标高，不应采用分层设色。 

16.7.10  地形资料不全或不可靠 

16.7.10.1  等高线资料未经测量的地区，必须标明“地形数据不全”。 

16.7.10.2  一般标高点不可靠的图幅，必须以表示航空资料使用的颜色，在图的正面显著位置，加注下述警告注

记： 

“警告：本图地形资料不可靠，使用标高时须注意”。 

16.7.11  陡崖 

建议：当陡崖为明显地标或缺少人工地物的详细资料时，图上应标出陡崖。 

16.7.12  林区 

16.7.12.1  建议：图上应标出林区。 

注：在高纬度图上，可标绘生长树木的最北端或最南端的大概边界。 

16.7.12.2  如标绘林区，必须用短黑线标绘生长树木的最北端或最南端的大概边界，并加适当的注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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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3  地形资料的日期 

必须在图框外注明地形底图上标明的最新资料日期。 

16.8  磁差 

16.8.1  图上必须标出等磁差线。 

16.8.2  必须在图框外注明等磁差线资料的日期。 

16.9  航空数据 

16.9.1  总则 

标出的航空数据必须保持在最低数量，并符合该图供目视领航使用的目的和修订周期（见 16.9.6）。 

16.9.2  机场 

16.9.2.1  图上必须标出陆地、水上机场和直升机场及其名称。标出的机场应不致使图面产生不必要的繁杂现象

为限。但那些对航空有重要意义的机场，必须优先标出。 

16.9.2.2  可根据附录 2 的样例，以简化形式标绘出各机场的机场标高、可用灯光、跑道道面类别和最长跑道（水

上跑道）的长度。但各项资料不应导致图上产生不必要的杂乱现象。 

16.9.2.3  从空中仍可辨认的弃置不用的机场必须标出，并注明“弃用”。 

16.9.3  障碍物 

16.9.3.1  图上必须标出障碍物。 

注：高出地面 100 米（300 英尺）或以上的物体通常被视为障碍物。 

16.9.3.2  对目视飞行有重要意义的主要输电线和永久性电缆车装置和风力发电机如被视为障碍物时，必须在图

上标出。 

16.9.4  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 

图上必须标出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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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5  空中交通服务系统 

16.9.5.1  空中交通服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管制地带、机场起落航线区、管制区、飞行情报区以及按 VFR
飞行的其他空域必须连同相应的空域等级一并标出。 

16.9.5.2  如情况需要，必须标出防空识别区（ADIZ），并加以清楚识别。 

注：可在图例中说明 ADIZ 的程序。 

16.9.6  无线电导航设施 

无线电导航设施必须用相应的符号标出并注明名称，但不包括其频率、识别代号、工作时间和其他特征，除非

标出的全部或任何资料能用新版航图保持最新状态。 

16.9.7  补充资料 

16.9.7.1  图上必须标出航空地面灯光及其特性或识别信号，或两者兼之。 

16.9.7.2  设在显著的海岸外或孤立地形的海上灯光，其视程不小于 28 千米（15 海里）者，在下列情况下必须

标出： 

a) 如果上述灯光与邻近的大功率海上灯光不难区别； 

b) 如果上述灯光同其他海上灯光或沿海建筑区附近的其他类型的灯光很容易区别； 

c) 如果上述灯光是唯一可用的重要灯光。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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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章  航空图－ICAO 1:500 000 

17.1  作用 

本图必须提供为满足在中、低空作低速、短程或中程飞行的目视空中领航要求的资料。 

注 1：本图还可作为： 

a) 基本航图； 

b) 适用于基本驾驶和领航训练的手段； 

c) 不提供基本目视资料的专用航图的补充； 

d) 飞行前计划之用。 

注 2：陆地区域应绘制此种航空图。在这些地区，民航飞行需要这种比例尺的航空图，用于单独进行目视领航或

辅助其他方式的空中领航。 

注 3：各国印制覆盖本国领土在内的这套航空地图，其所描绘的整个区域通常是以地区为基础。 

17.2  应用范围 

建议：航空图－ICAO 1:500 000，应该按 1.3.2 规定的方式绘制附录 5 划定的全部区域。 

注：选择这种比例尺代替世界航图－ICAO 1:1 000 000 的规定见 16.2.1 和 16.2.2。 

17.3  比例尺 

17.3.1  千米和海里线段比例尺按以下顺序排列： 

－ 千米， 

－ 海里。 

线段比例尺在图框外标出，其零点必须从同一垂直线开始标绘。 

17.3.1.1  建议：线段比例尺的长度不应该小于 200 毫米（8 英寸）。 

17.3.2  必须在图框外标出米/英尺换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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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格式 

17.4.1  名称和图框外的说明必须采用国际民航组织的一种工作语言。 

注：除国际民航组织工作语言外，可使用出版国家或任何其他语言。 

17.4.2  衔接图幅的图号和表示标高计量单位的资料，必须印在图幅折叠后仍可清楚看到的位置。 

17.4.3  建议：航图折叠方法如下： 

在靠近中间平行纬线处，沿图的长轴折叠，图面向外；将下半部图面向上，在靠近经线处向里折叠，再将两半

反折成手风琴式。 

17.4.4  建议：如实际可行时，图幅应该为世界航图－ICAO 1:1 000 000 的四分之一。图的正面或背面应该包括

相邻图幅的有关索引以表示两套图之间的相互关系。 

注：分幅线可以变动以满足特定需要。 

17.4.5  建议：图幅应该有重叠部分，即将图幅区域上方和右侧扩展到超出索引图划定的区域。重叠部分应该包

括航空、地形、水文和人工地物的全部资料。如有可能，重叠部分应扩展 15 千米（8 海里），但在任何情况下，应从

每一图幅的限制经线和纬线至图廓线为止。 

17.5  投影 

17.5.1  必须采用正形投影。 

17.5.2  建议：应该采用世界航图－ICAO 1:1 000 000 的投影。 

17.5.3  每隔 30 分划一条纬线。 

17.5.3.1  通常每隔 30 分划一条经线。 

注：在高纬度地区，间隔可加大。 

17.5.4  每一整度经线和纬线上，1 分间隔的刻度线必须分别标在背离格林威治经线和背离赤道的一侧。每 10 分
间隔的刻度线必须标在经纬线网格的两侧。 

17.5.4.1  建议：1 分间隔刻度线的长度约为 1.3 毫米（0.05 英寸）；5 分间隔的长度为 2 毫米（0.08 英寸）；10 分

间隔的刻度线在经纬线网格两侧各 2 毫米（0.08 英寸）。 

17.5.5  必须在图框内标明所有经纬线的度数。 

17.5.5.1  建议：如飞行上有需要，图内每一条经纬线必须标明其度数。 

17.5.6  必须在图框外注明投影名称和基本参数。 



第 17 章 附件 4 — 航图 

 17-3 19/11/09 

17.6  识别名称 

17.6.1  每一图幅必须以主要城镇名称或在图上出现的主要地理特征的名称作为识别名称。 

17.6.1.1  建议：适用时，图幅还应该以相应的世界航图－ICAO 1:1 000 000 的编号识别并加注一个或几个下述

字尾，以表示象限： 

字母 航图的象限 
A 西北 
B 东北 
C 东南 
D 西南 

 

17.7  人工地物和地形 

17.7.1  建筑区 

17.7.1.1  城、镇、村必须根据其对目视空中领航的相对重要性加以选择和标绘。 

17.7.1.2  建议：规模大的城镇应该用其建筑区的轮廓标绘，而不是划定的城市边界。 

17.7.2  铁路 

17.7.2.1  必须标出所有具有地标价值的铁路。 

注 1：在资料繁杂地区，为使图面清晰起见，有些铁路可以省略。 

注 2：可标注铁路名称。 

注 3：可标出火车站。 

17.7.2.2  如果隧道可以作为显著地标时，必须将其标出。 

注：必要时可加文字说明，以强调此特征。 

17.7.3  公路和道路 

17.7.3.1  必须尽量详细地标绘道路系统，以便能从空中看出其走向的大致图形。 

注：可标出正在修建的道路。 

17.7.3.2  建议：除非能从空中视道路为明显的地标，否则建筑区内不应该标绘道路。 

注：重要高速公路可以标注其编号和名称。 



附件 4 — 航图 第 17 章 

19/11/09 17-4 

17.7.4  地标 

建议：自然和人工地标，如桥梁、矿山结构、眺望台、碉堡、废墟、防洪堤、管道、主要输电线、永久性缆车

装置、风力发电机和岩石、峭壁、悬崖、沙丘、孤立的灯塔、灯塔船等，如认为对目视空中领航有重要意义者，均

应该标出。 

注：可加文字说明。 

17.7.5  政治边界 

必须标出国界。未划定或未界定的国界必须加注说明，以资区别。 

注：可标出其他边界。 

17.7.6  水文 

17.7.6.1  必须标出所有能按航图比例尺标绘的水系特征，包括海岸线、湖泊、江河、溪流（包括季节性的）、盐

湖、冰川和冰帽。 

17.7.6.2  建议：宽广的开阔水域应该用浅色表示。 

注：海岸线可用狭窄的深色色带标绘，以突出其特征。 

17.7.6.3  建议：暗礁和浅滩，包括岩礁、潮滩、孤立岩石、沙子、砾石、石子和所有类似地区，如有重要地标

价值，应该用符号标出。 

注：岩石群可在该区内用几个代表性的岩石符号标出。 

17.7.7  等高线 

17.7.7.1  图上必须标出等高线。所选择的间隔必须符合清楚标绘空中领航需要表示的地形特征的要求。 

17.7.7.2  图上必须标明等高线所用的数值。 

17.7.8  分层设色 

17.7.8.1  采用分层设色时，必须标明色调高程范围。 

17.7.8.2  必须在图框外标出图上所用的分层设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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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9  标高点 

17.7.9.1 标高点必须标在选定的关键地点。所选择的标高均必须是周边地区的最高标高，并且通常必须为表示山

峰、山脊的顶部。山谷和湖面的标高，如果对航行人员有重要价值也必须标出。每一选定标高的位置必须用一个圆

点表示。 

17.7.9.2  必须在图框外注明图上最高点的标高（米或英尺）及其地理位置（精确至最近似的 5 分）。 

17.7.9.3  建议：图幅上所有最高点的标高，不应该用分层设色。 

17.7.10  地形资料不全或不可靠 

17.7.10.1  等高线资料未经测量的地区，必须标明“地形数据不全”。 

17.7.10.2  一般标高点不可靠的图幅，必须以表示航空资料使用的颜色，在图的正面显著位置，加注下述警告注

记： 

“警告：本图地形资料不可靠，使用标高时须注意。” 

17.7.11  陡崖 

建议：当陡崖为明显地标或缺少人工地物的详细资料时，图上应标出陡崖。 

17.7.12  林区 

17.7.12.1  建议：图上应标出林区。 

注：在高纬度图上，可标绘生长树木的最北端或最南端的大概界线。 

17.7.12.2  如标绘林区，应以短划黑线标绘生长树木的最北端或最南端的大概界线，并加适当的注记。 

17.7.13  地形资料的日期 

必须在图框外注明地形基本图上标明的最新资料日期。 

17.8  磁差 

17.8.1  图上必须标出等磁差线。 

17.8.2  必须在图框外注明等磁差线资料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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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航空数据 

17.9.1  总则 

标出的航空资料必须符合该图的用途和修订周期。 

17.9.2  机场 

17.9.2.1  图上必须标出陆地、水上机场和直升机场及其名称。标出的机场应不致使图面产生不必要的繁杂现象

为限。但那些对航空有重要意义的机场，必须优先标出。 

17.9.2.2  可根据附录 2 的样例，以简化形式标绘出各机场的机场标高、可用灯光、跑道道面类别和最长跑道（水

上跑道）的长度。但各项资料不应导致图上产生不必要的杂乱现象。 

17.9.2.3  从空中仍可辨认的弃置不用的机场必须标出，并注明“弃用”。 

17.9.3  障碍物 

17.9.3.1  图上必须标出障碍物。 

注：高出地面 100 米（300 英尺）或以上的物体通常被视为障碍物。 

17.9.3.2  对目视飞行有重要意义的主要输电线和永久性缆车装置和风力发电机如被视为障碍物时，必须在图上

标出。 

17.9.4  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 

图上必须标出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 

17.9.5  空中交通服务系统 

17.9.5.1  空中交通服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管制地带、机场起落航线区、管制区、飞行情报区以及按 VFR
飞行的其他空域必须连同相应的空域等级一并标出。 

17.9.5.2  如情况需要时，必须标出防空识别区（ADIZ），并加以清楚识别。 

注：可在图例中说明 ADIZ 的程序。 

17.9.6  无线电导航设施 

无线电导航设施必须用相应的符号标出并注明名称，但不包括其频率、识别代号、工作时间和其他特性，除非

标出的全部或任何资料能用新版航图保持最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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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7  补充资料 

17.9.7.1  图上必须标出航空地面灯光及其特性或识别信号，或两者兼之。 

17.9.7.2  设在显著的海岸外或孤立地形的海上灯光，其视程不小于 28 千米（15 海里）者，必须标出： 

a) 如果上述灯光与邻近的大功率海上灯光不难区别； 

b) 如果上述灯光同其他海上灯光或沿海建筑区附近的其他类型的灯光很容易区别； 

c) 如果上述灯光是唯一可用的重要灯光。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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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章  航空领航图－ICAO 小比例尺 

18.1  作用 

本图必须： 

a) 供远程航空器的飞行机组在高空飞行时实施空中领航； 

b) 为高空高速飞行需要用目视地标证实位置时，在广域范围内提供可供选择的检查点； 

c) 在长距离飞行中经过的地区缺乏无线电或其他电子导航设施，或飞越的地区目视领航更为理想或必要时，

提供不间断的目视地面参考； 

d) 为长距离飞行提供飞行计划和领航作业使用的一般用途的航图。 

18.2  应用范围 

建议：航空领航图－ICAO 小比例尺，应该按 1.3.2 规定的方式绘制附录 5 划定的全部区域。 

注：选择这种比例尺航图代替世界航图－ICAO 1:1 000 000 的规定见 16.2.1 和 16.2.2。 

18.3  范围和比例尺 

18.3.1  建议：航空领航图－ICAO 小比例尺，最低限度应完全覆盖世界主要陆地区域。 

注 1：这种航图系列的图幅布局见《航图手册》（Doc 8697 号文件）。 

注 2：图幅尺寸可采用印制机构使用的最大印制尺寸。 

18.3.2  比例尺必须在 1:2 000 000 至 1:5 000 000 范围之间。 

18.3.3  图上的比例尺必须取代图名中“小比例尺”的字样。 

18.3.4  千米和海里线段比例尺按以下顺序排列： 

－ 千米， 

－ 海里。 

线段比例尺在图框外标出，其零点必须从同一垂直线开始标绘。 

18.3.5  建议：线段比例尺长度不应该小于 200 毫米（8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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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  必须在图框外标出米/英尺换算表。 

18.4  格式 

18.4.1  名称和图框外的说明必须采用国际民航组织的一种工作语言。 

注：除国际民航组织工作语言外，可使用出版国家或任何其他语言。 

18.4.2  衔接图幅的图号和表示标高计量单位的资料，必须印在图幅折叠后仍可清楚看到的位置。 

注：国际上没有统一的图幅编号。 

18.5  投影 

18.5.1  必须采用正形投影。 

18.5.1.1  必须在图框外注明投影名称和基本参数。 

18.5.2  每隔 1 度划一条纬线。 

18.5.2.1  纬线刻度的间隔必须与图幅的纬度和比例尺相一致。 

18.5.3  经线的间隔必须与图幅的纬度和比例尺相一致。 

18.5.3.1  经线上的刻度间隔不得超过 5 分。 

18.5.4  刻度必须标在背离格林威治经线和赤道的一侧。 

18.5.5  必须在图的边框标明所有经线和纬线的度数。此外，需要时必须在图内以图幅折叠后仍能易于辨认的方

式注明经线和纬线的度数。 

18.6  人工地物和地形 

18.6.1  建筑区 

18.6.1.1  城、镇、村必须根据其对目视领航的相对重要性加以选择和标出。 

18.6.1.2  建议：规模大的城镇应该按其建筑区的轮廓标绘，而不按划定的城市边界。 

18.6.2  铁路 

18.6.2.1  必须标出所有具有地标价值的铁路。 



第 18 章 附件 4 — 航图 

 18-3 19/11/09 

注：在资料繁杂地区，为使图面清晰起见，有些铁路可以省略。 

18.6.2.2  建议：应该标出重要隧道。 

注：可加文字说明。 

18.6.3  公路和道路 

18.6.3.1  必须尽量详细地标绘道路系统，以便能从空中看出其走向的大致图形。 

18.6.3.2  建议：除非能从空中视道路为明显的地标，否则建筑区内不应该标绘道路。 

18.6.4  地标 

建议：自然和人工地标，如桥梁、主要输电线、永久性缆车装置、矿山结构、碉堡、废墟、防洪堤、管道、岩

石、峭壁、悬崖、沙丘、孤立灯塔、灯塔船等，如认为对目视空中领航有重要意义者，均应该标出。 

注：可加文字说明。 

18.6.5  政治边界 

必须标出国界。未划定或未界定的国界必须加注说明，以资区别。 

18.6.6  水文 

18.6.6.1  必须标出所有能按航空图比例尺标绘的水系特征，包括海岸线、湖泊、江河、溪流（包括季节性的）、

盐湖、冰川和冰帽。 

18.6.6.2  建议：宽广的开阔水域应该用浅色表示。 

注：海岸线可用狭窄的深色色带标绘，以突出其特征。 

18.6.6.3  建议：暗礁和浅滩，包括岩礁、潮滩、孤立岩石、沙子、砾石、石子和所有类似地区，如有重要地标

价值，应该用符号标出。 

18.6.7  等高线 

18.6.7.1  图上必须标出等高线。所选择的间隔必须符合清楚标绘空中航行需要的地形特征的要求。 

18.6.7.2  图上必须标明等高线所用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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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  分层设色。 

18.6.8.1  采用分层设色时，必须标明色调高程范围。 

18.6.8.2  必须在图框外标出图上所用的分层设色表。 

18.6.9  标高点 

18.6.9.1  标高点必须标在选定的关键地点。所选择的标高均必须是周边地区的最高标高，并且通常必须为表示

山峰、山脊的顶部。山谷和湖面的标高，如果对领航有重要价值，也必须标出。每一选定标高的位置必须用一个圆

点表示。 

18.6.9.2  必须在图框外注明图上最高点的标高（米或英尺）及其地理位置（精确至最近似的 5 分）。 

18.6.9.3  建议：图幅上所有最高点的标高，不应该用分层设色。 

18.6.10  地形资料不全或不可靠 

18.6.10.1  等高线资料未经测量的地区，必须标明“地形数据不全”。 

18.6.10.2  一般标高点不可靠的图幅，必须以表示航空资料使用的颜色，在图的正面显著位置，加注下述警告注

记： 

“警告：本图地形资料不可靠，使用标高时须注意。” 

18.6.11  陡崖 

建议：当陡崖为明显地标或缺少人工地物的详细资料时，图上应标出陡崖。 

18.6.12  林区 

建议：图上应标出大面积的林区。 

18.6.13  地形资料的日期 

必须在图框外注明地形底图上标明的最新资料的日期。 

18.6.14  颜色 

18.6.14.1  建议：图的背景应采用浅颜色，以便利图上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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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4.2  建议：应该保证所使用的颜色有良好的对比度，以突出对目视空中领航有重要意义的地形特征。 

18.7  磁差 

18.7.1  图上必须标出等磁差线。 

18.7.2  必须在图框外注明等磁差线资料的日期。 

18.8  航空数据 

18.8.1  机场 

图上必须标出陆地、水上机场和直升机场及其名称。标出的机场应不致使图面产生不必要的繁杂现象为限。但

那些对航空有重要意义的机场，必须优先标出。 

18.8.2  障碍物 

图上必须标出障碍物。 

18.8.3  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 

建议：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如果认为对空中航行有重要意义，应予标出。 

18.8.4  空中交通服务系统 

18.8.4.1  建议：空中交通服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认为对空中航行有重要意义，应予标出。 

18.8.4.2  建议：如情况需要，应该标出防空识别区（ADIZ），并加以清楚识别。 

注：可在图例中说明 ADIZ 的程序。 

18.8.5  无线电导航设施 

注：可用适当的符号和名称标出无线电导航设施。 

 

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4 19-1 19/11/09 

第 19 章  作业图－ICAO 

19.1  作用 

为保持按预定航线飞行，本图必须提供一种手段以保留用各种定位方法和推测领航确定的航空器位置的连续飞

行记录。 

19.2  应用范围 

建议：应该按 1.3.2 规定的方式绘制本图，以覆盖国际民用航空使用的飞越洋区和居民稀少地区的主要航线。 

注：在绘制有航路图－ICAO 的地区，可能不需要作业图。 

19.3  范围和比例尺 

19.3.1  建议：如实际可行时，特定地区的作业图应该在一幅图内覆盖主要航路及其终端机场。 

19.3.2  建议：比例尺应该取决于所覆盖的区域。 

注：比例尺通常为 1:3 000 000 至 1:7 500 000 范围之间。 

19.4  格式 

建议：图幅尺寸大小应该适合于领航员能在作业桌上使用。 

19.5  投影 

19.5.1  建议：应该采用直线接近大圆的正形投影。 

19.5.2  图上必须标出经线和纬线。 

19.5.2.1  建议：经纬线间隔的划分应能使以最少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准确的图上作业。 

19.5.2.2  刻度必须按一定间隔，沿适当度数的经线和纬线标出。所选择的间隔，不论其采用何种比例尺，必须

尽量减少进行准确作业时增划刻度。 

19.5.2.3  建议：经纬线应该注明度数，以便图面上至少每隔 15 厘米（6 英寸）标出一个度数。 

19.5.2.4  如图上标绘的领航网格覆盖了较高的纬度，网格必须由平行或对向于格林威治经线的平行线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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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识别名称 

每一图幅必须以图的系列和图号作为识别名称。 

19.7  人工地物和地形 

19.7.1  必须标绘出所有开阔的水域、大的湖泊和江河的基本岸线。 

19.7.2  必须标出对空中航行构成危险的选定地形特征的标高点。 

19.7.3  建议：应该明显标绘特别危险或突出的地形特征。 

注：图上可标出大的城镇。 

19.8  磁差 

19.8.1  整个图上必须按适当间隔标出等磁差线，或在高纬度地区标出等网格差线，或两者兼之。采用的间隔不

论其采用何种比例尺，应尽量减少增划刻度。 

19.8.2  必须注明等磁差线资料的日期。 

19.9  航空数据 

19.9.1  必须标出下列航空数据： 

a) 国际商用航空运输定期使用的机场及其名称； 

b) 经选择有助于定位的无线电导航设施，及其名称和识别代号； 

c) 根据需要，远程电子导航设施网格线； 

d) 对航图作用所必要的飞行情报区、管制区和管制地带的边界； 

e) 对航图作用所必要的规定位置报告点； 

f) 海洋导航船。 

注：图上可标出其他航空数据，但这些资料不得影响重要资料的清晰程序。 

19.9.2  建议：在不具备其他导航手段的地方，应该标出对空中航行有用的航空地面灯光和海上灯光。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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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章  电子航图显示器－ICAO 

20.1  作用 

具备充分备份安排并符合附件 6 对航图要求的电子航图显示器－ICAO，必须使飞行机组能够以方便和及时的方

式显示所需要的资料，进行航线规划、航线监视和领航。 

20.2  可供显示的资料 

20.2.1  电子航图显示器－ICAO 必须能够显示附件 4 第 5 章、第 7 章至第 19 章所要求的全部航空、人工地物和

地形的资料。 

20.2.2  建议：电子航图显示器－ICAO 应该能够显示附件 4 第 5 章、第 7 章至第 19 章所建议的全部航空、人工

地物和地形的资料。 

注：电子航图显示器－ICAO 可以显示相同纸页航图要求显示之外的，被认为对安全航行有用的补充资料。 

20.3  显示要求 

20.3.1  显示的种类 

20.3.1.1  可供显示的资料必须细分为下列类型： 

a) 基本显示资料：显示中永久存在的并包含实施安全飞行的最基本的资料；和 

b) 其他显示的资料：可从显示中删除或根据要求单独显示的，并包含在实施安全飞行中不作为基本需要的资

料。 

20.3.1.2  添加或删除其他显示资料的功能必须非常简便，但不得删除保存在基本显示部分中的资料。 

20.3.2  显示模式和毗邻区的生成 

20.3.2.1  电子航图显示器－ICAO 必须能够不间断地以实时动态方式显示航空器的位置，并必须能够自动复位

和生成背景区域。 

注：可以提供其他方式，如静态航图显示。 

20.3.2.2  必须能够人工调整航图区域和航空器与显示边缘的相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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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3  比例尺 

必须能够改变显示航图的比例尺。 

20.3.4  符号 

所使用的符号必须符合附录 2－ICAO 航图符号对电子航图所规定的符号，但如果希望显示的内容无 ICAO 航图

符号可资利用者除外。在此情况下，所选择的电子航图符号必须： 

a) 尽量少使用线、弧线和区域充填； 

b) 不得与现行航图符号造成混淆； 

c) 不得影响显示的清晰度。 

注：根据输出媒介的分辨率可以细化每一符号，但任何增加部分不得改变符号的基本分辨特性。 

20.3.5  显示硬件 

20.3.5.1  航图显示的有效尺寸必须满足显示 20.2 所要求的资料，避免过多的滚动。 

20.3.5.2  航图显示器必须具备需要准确描绘附录 2－ICAO 航图符号所要求内容的能力。 

20.3.5.3  航图显示的方式必须保证显示的资料能使观看者在驾驶舱自然和人工灯光条件下清楚浏览。 

20.3.5.4  必须允许飞行机组可对显示亮度进行调节。 

20.4  数据的提供和更新 

20.4.1  用于显示的数据的提供和更新必须符合航空数据质量系统的要求。 

注：航空数据质量系统的要求见第 2 章 2.17 和附件 15 第 3 章 3.2。 

20.4.2  航图显示器必须能够自动接收对现行数据的批准更新。必须规定一种方式确保批准数据和对该数据的所

有更新能正确装载到显示器中。 

20.4.3  航图显示器必须能够接受人工输入的批准数据的更新，利用简便方法在最后接受该数据之前对其进行验

证。人工输入的更新必须在显示上能与批准数据和批准更新加以区别，并不得影响显示的清晰度。 

20.4.4  必须保存更新的全部记录，包括应用的日期和时间。 

20.4.5  航图显示器必须使飞行机组能够显示更新内容，以便飞行机组可以检查更新情况和确定其是否已在系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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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性能检测、故障告警和显示 

20.5.1  必须规定一种方法以便能在机上对主要功能进行检测。如出现故障，该检测必须显示资料，指明系统出

现故障的部件 

20.5.2  系统故障必须有适当的告警和提示。 

20.6  备份安排 

为了在遇电子航图显示器－ICAO 发生故障时能够确保安全领航，规定的可靠备份安排必须包括： 

a) 能够安全取代显示功能的设施，以确保故障不致产生严重的事态；和 

b) 简化未飞航程安全领航方法的备份安排。 

注：适用的备份方法可以包括携带纸页航图。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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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章  ATC 监视最低高度图－ICAO 

21.1  作用 

21.1.1  这一补充航图提供的资料必须使飞行机组能够监控和交叉检查管制员使用 ATS 监视系统指定的高度。 

注：附件 11 规定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目标并不包括预防撞地。《空中航行服务程序－空中交通管理》

（PANS-ATM，Doc 4444 号文件）规定的程序并不免除驾驶员要确保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发出的任何许可在这方面都

是安全的职责。IFR 飞行由雷达引导或给予使航空器脱离 ATS 航路的直接飞行航路时，PANS-ATM 第 8 章 8.6.5.2 则

适用。 

21.1.2  在本图正面应以醒目方式说明该图仅可用于交叉检查识别航空器的指定高度。 

21.2  应用范围 

建议：凡已建立引导程序但又不能在区域图－ICAO、标准仪表离场图（SID）－ICAO 或标准仪表进场图（STAR）
－ICAO 清楚标绘最低引导高度时，必须按照 1.3.2 规定的方式，绘制 ATC 监视最低高度图－ICAO。 

21.3  范围和比例尺 

21.3.1  本图的覆盖范围必须足以充分显示与引导程序相关的资料。 

21.3.2  本图应该按比例尺绘制。 

21.3.3  建议：本图应与相关的区域图—ICAO 按照同样比例尺绘制。 

21.4  投影 

21.4.1  建议：应采用直线接近大圆的正形投影。 

21.4.2  建议：应适当沿图廓线按固定间隔标出分、度的分划线。 

21.5  识别名称 

每一幅图必须以建立有引导程序的机场名称加以识别，或者当程序适用于一个以上机场时，以所标绘的空域名

称加以识别。 

注：名称可以是机场服务的城市名称，或者当程序适用于一个以上机场时，名称可以是空中交通服务中心的名

称或航图覆盖区域内最大城镇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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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人工地物和地形 

21.6.1  所有开阔的水域、主要湖泊和河流必须标绘其概略的岸线。但岸线与适用于该图作用的数据有抵触时可

以不标绘。 

21.6.2  必须标出相关标高点和障碍物。 

注：相关标高点和障碍物是指程序专家指定的标高点和障碍物。 

21.7  磁差 

本图覆盖区域的平均磁差必须以最近似的度标注。 

21.8  方位、航迹和径向方位 

21.8.1  除 21.8.2 另有规定外，方位、航迹和径向方位必须以磁北为基准。 

21.8.2  建议：在高纬度地区，如有关当局确定不能以磁北为基准时，可采用其他适宜的基准，如真北或网格北。 

21.8.3  如果方位、航迹或径向方位以真北或网格北为基准时，必须清楚说明。当采用网格北时，基准网格径线

必须加标记。 

21.9  航空数据 

21.9.1  机场 

21.9.1.1  必须标出影响进、离场航线的所有机场。适当时，必须使用跑道图形的符号。 

21.9.1.2  必须标出主要机场的标高（精确至最近似的米或英尺）。 

21.9.2  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 

必须标绘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以及其识别名称。 

21.9.3  空中交通服务系统 

21.9.3.1  本图必须标出已建立的空中交通服务系统的组成部分，包括： 

a) 有关的无线电导航设施及其识别代号； 

b) 有关指定空域的侧向界限； 



第 21 章 附件 4 — 航图 

 21-3 19/11/09 

c) 与标准仪表离场和进场程序相关的重要点； 

注：可以标出引导航空器飞往和飞离重要点的航线。 

d) 过渡高度（如有规定）； 

e) 与引导相关的资料；包括： 

1) 明确标出最低引导高度（精确至较高的 50 米或 100 英尺）； 

2) 通常由至/自无线电导航设施的方位和径向方位（精确至最近似的度）所限定的最低引导高度扇区的侧

向界线，或者不能这样做时，标出地理坐标（度、分、秒）并以粗线标绘，以便明确区别已建立的各

个扇区； 

注：在拥塞地带，为了辩读之便，可以省略地理坐标。 

3) 以细虚线标出间隔为 20 千米或 10 海里，或者可行时，间隔为 10 千米或 5 海里的距离圆形，在圆周上

标出半径，中心为已标识的机场主要 VOR 无线电导航设施，或者没有的话，则以机场/直升机场参照点

为中心； 

4) 根据情况，关于纠正低温效应的说明； 

f) 通信程序，包括各有关 ATC 单位的呼号和频道。 

21.9.3.2  建议：图上应该用文字说明通信失效的有关程序，并在可行时，在图上或包括本图的页面上表示该程

序。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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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图边注记布局 

用于表示标高的计量单位 航图系列的编号或名称

航空资料的日期 出版机构的名称和地址 图名和编号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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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航图符号 

1.  分类索引 

 符号编号 

地形（1-18）  
近似等高线 ………………………………………………………………………………………………… 2 
等高线资料未经测量或地形数据不全的区域 …………………………………………………………… 18 
陡岸、悬崖或陡坡 ………………………………………………………………………………………… 4 
针叶树木 …………………………………………………………………………………………………… 15 
等高线 ……………………………………………………………………………………………………… 1 
砾石 ………………………………………………………………………………………………………… 8 
图中最高标高 ……………………………………………………………………………………………… 12 
溶岩流 ……………………………………………………………………………………………………… 5 
堤坝或蛇形丘 ……………………………………………………………………………………………… 9 
山口 ………………………………………………………………………………………………………… 11 
其他树木 …………………………………………………………………………………………………… 16 
棕榈树 ……………………………………………………………………………………………………… 17 
用影线表示的地形 ………………………………………………………………………………………… 3 
沙区 ………………………………………………………………………………………………………… 7 
沙丘 ………………………………………………………………………………………………………… 6 
标高点（精确度可疑） …………………………………………………………………………………… 14 
标高点 ……………………………………………………………………………………………………… 13 
适当注记的异常陆地特征 ………………………………………………………………………………… 10 

  
水文（19-46）  
废河道 ……………………………………………………………………………………………………… 30 
运河 ………………………………………………………………………………………………………… 29 
绘出的孤立岩石 …………………………………………………………………………………………… 44 
珊瑚礁和岩礁 ……………………………………………………………………………………………… 22 
危险线（2 米或 1 寻线） ………………………………………………………………………………… 43 
干湖床 ……………………………………………………………………………………………………… 39 
瀑布 ………………………………………………………………………………………………………… 28 
冰川和冰帽 ………………………………………………………………………………………………… 42 
湖泊（非常年） …………………………………………………………………………………………… 32 
湖泊（常年） ……………………………………………………………………………………………… 31 
大江（常年） ……………………………………………………………………………………………… 23 
急流 ………………………………………………………………………………………………………… 27 
水库 ………………………………………………………………………………………………………… 38 
稻田 ………………………………………………………………………………………………………… 36 
河流和小溪（非常年） …………………………………………………………………………………… 25 
河流和小溪（未经测量） ………………………………………………………………………………… 26 
浪刷岩石 …………………………………………………………………………………………………… 45 
盐湖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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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编号 

盐田（蒸发池） …………………………………………………………………………………………… 34 
浅滩 ………………………………………………………………………………………………………… 41 
岸线（可靠） ……………………………………………………………………………………………… 19 
岸线（不可靠） …………………………………………………………………………………………… 20 
小河（常年） ……………………………………………………………………………………………… 24 
泉、井或水眼 ……………………………………………………………………………………………… 37 
沼泽 ………………………………………………………………………………………………………… 35 
潮汐浅滩 …………………………………………………………………………………………………… 21 
适当注记的异常水上特征 ………………………………………………………………………………… 46 
冲蚀的洼地 ………………………………………………………………………………………………… 40 

  
人文地物（47-83）  

建筑物区（47-50）  
建筑物 …………………………………………………………………………………………………… 50 
城市或大镇 ……………………………………………………………………………………………… 47 
镇 ………………………………………………………………………………………………………… 48 
村庄 ……………………………………………………………………………………………………… 49 

  
铁路（51-56）  
铁路（单轨） …………………………………………………………………………………………… 51 
铁路（双轨或多轨） …………………………………………………………………………………… 52 
铁路（建筑中） ………………………………………………………………………………………… 53 
铁路桥 …………………………………………………………………………………………………… 54 
火车站 …………………………………………………………………………………………………… 56 
铁路隧道 ………………………………………………………………………………………………… 55 

  
高速公路和道路（57-62）  
双道高速公路 …………………………………………………………………………………………… 57 
主要公路 ………………………………………………………………………………………………… 58 
公路桥 …………………………………………………………………………………………………… 61 
公路隧道 ………………………………………………………………………………………………… 62 
二级公路 ………………………………………………………………………………………………… 59 
小路 ……………………………………………………………………………………………………… 60 

  
其他（63-83）  
边界（国际） …………………………………………………………………………………………… 63 
教堂 ……………………………………………………………………………………………………… 80 
海岸警卫站 ……………………………………………………………………………………………… 73 
水坝 ……………………………………………………………………………………………………… 67 
栅栏 ……………………………………………………………………………………………………… 65 
渡船 ……………………………………………………………………………………………………… 68 
森林巡护站 ……………………………………………………………………………………………… 76 
要塞 ……………………………………………………………………………………………………… 79 
瞭望塔 …………………………………………………………………………………………………… 74 
矿山 ……………………………………………………………………………………………………… 75 
清真寺 …………………………………………………………………………………………………… 81 
核电站 …………………………………………………………………………………………………… 72 
油田或气田 ……………………………………………………………………………………………… 70 
外边界 ……………………………………………………………………………………………………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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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编号 

宝塔 ……………………………………………………………………………………………………… 82 
管道 ……………………………………………………………………………………………………… 69 
赛道或体育场 …………………………………………………………………………………………… 77 
废墟 ……………………………………………………………………………………………………… 78 
油罐区 …………………………………………………………………………………………………… 71 
电报或电话线（作地标用） …………………………………………………………………………… 66 
寺庙 ……………………………………………………………………………………………………… 83 

  
机场（84-95）  
弃用或并闭的机场 ………………………………………………………………………………………… 91 
航图上使用的不需要对其分类的机场 …………………………………………………………………… 93 
民用陆地机场 ……………………………………………………………………………………………… 84 
民用水上机场 ……………………………………………………………………………………………… 85 
紧急机场或无设施机场 …………………………………………………………………………………… 90 
直升机场 …………………………………………………………………………………………………… 94 
军民合用陆地机场 ………………………………………………………………………………………… 88 
军民合用水上机场 ………………………………………………………………………………………… 89 
军用陆地机场 ……………………………………………………………………………………………… 86 
军用水上机场 ……………………………………………………………………………………………… 87 
代替机场符号的跑道格局 ………………………………………………………………………………… 95 
避风锚地 …………………………………………………………………………………………………… 92 

  
和机场符号连同使用的机场数据缩写形式 ……………………………………………………………… 96 
  
进近图用的机场符号（97 和 98）  
对建立程序机场的起落航线有影响的其他机场 ……………………………………………………… 97 
建立程序的机场 ………………………………………………………………………………………… 98 

  
无线电导航设施（99-110）  
基本无线电导航设施的符号 ……………………………………………………………………………… 99 
配置有 VOR 与 DME 的无线电导航设施 — VOR/DME ……………………………………………… 103 
配置有 VOR 与 TACAN 的无线电导航设施 — VORTAC……………………………………………… 107 
方位刻度盘 ………………………………………………………………………………………………… 110 
测距台 — DME  ………………………………………………………………………………………… 102 
DME 距离  ………………………………………………………………………………………………… 104 
仪表着陆系统 — ILS  …………………………………………………………………………………… 108 
无方向性无线电导航台 — NDB ……………………………………………………………………… 100 
无线电指点标 ……………………………………………………………………………………………… 109 
UHF战术导航设备 — TACAN  ………………………………………………………………………… 106 
VHF 全向无线电信标台 — VOR  ……………………………………………………………………… 101 
VOR 方位  ………………………………………………………………………………………………… 105 

  
空中交通服务（111-144）  
咨询空域 — ADA ……………………………………………………………………………………… 115 
咨询航路 — ADR ……………………………………………………………………………………… 118 
机场交通地带 — ATZ …………………………………………………………………………………… 112 
空防识别区 — ADIZ  …………………………………………………………………………………… 117 
高度/飞行高度层  ………………………………………………………………………………………… 125 
ATS/MET 报告点 — MRP  ………………………………………………………………………………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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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编号 

转换点 — COP …………………………………………………………………………………………… 122 
管制区、航路、管制航路 ………………………………………………………………………………… 113 
管制地带 — CTR ………………………………………………………………………………………… 116 
最后进近定位点 — FAF  ……………………………………………………………………………… 124 
飞行情报区 — FIR  …………………………………………………………………………………… 111 
报告和旁切/飞越功能  …………………………………………………………………………………… 121 
比例尺中断（ATS 航路） ………………………………………………………………………………… 120 
非管制航路 ………………………………………………………………………………………………… 114 
目视飞行航迹 ……………………………………………………………………………………………… 119 
  
空域分类（126-127）  
和空域分类符号连同使用的航空数据缩写形式 ……………………………………………………… 127 
空域分类 ………………………………………………………………………………………………… 126 

  
空域限制（128-129）  
除空中走廊外，不允许航空器通过的国际边界 ……………………………………………………… 129 
限制空域（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 ………………………………………………………………… 128 

  
障碍物（130-136）  
顶部标高/高于某基准面的高 ………………………………………………………………………… 136 
特别高的障碍物 — 有灯光（任选符号） …………………………………………………………… 135 
特别高的障碍物（任选符号） ………………………………………………………………………… 134 
障碍物群 ………………………………………………………………………………………………… 132 
有灯光的障碍物群 ……………………………………………………………………………………… 133 
有灯光的障碍物 ………………………………………………………………………………………… 131 
障碍物 …………………………………………………………………………………………………… 130 

  
其他（137-141）  
等磁差线 ………………………………………………………………………………………………… 138 
海洋导航船（正常位置） ……………………………………………………………………………… 139 
主要输电线 ……………………………………………………………………………………………… 137 
无灯光和有灯光的风力发电机 ………………………………………………………………………… 140 
有灯光的小型风力发电机组和位于重要地区的风力发电机组 ……………………………………… 141 

  
目视助航设施（142-144）  
航空地面灯 ……………………………………………………………………………………………… 143 
灯光船 …………………………………………………………………………………………………… 144 
海上灯光 ………………………………………………………………………………………………… 142 

  
机场/直升机场图用的符号（145-161）  
机场基准点 ………………………………………………………………………………………………… 151 
刚性道面跑道 ……………………………………………………………………………………………… 145 
机场内的直升机降落区 …………………………………………………………………………………… 150 
热点 ………………………………………………………………………………………………………… 161 
中间等待位置 ……………………………………………………………………………………………… 160 
有灯光的着陆指示器 ……………………………………………………………………………………… 156 
无灯光的着陆指示器 ……………………………………………………………………………………… 157 
障碍物灯 …………………………………………………………………………………………………… 155 
铺设有孔钢板和网眼钢板的跑道 …………………………………………………………………………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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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编号 

点状灯光 …………………………………………………………………………………………………… 154 
跑道等待位置 ……………………………………………………………………………………………… 159 
跑道视程（RVR）观测点 ………………………………………………………………………………… 153 
停止排灯 …………………………………………………………………………………………………… 158 
停止道 ……………………………………………………………………………………………………… 148 
滑行道和停机区 …………………………………………………………………………………………… 149 
无铺筑面跑道 ……………………………………………………………………………………………… 147 
VOR 校准点  ……………………………………………………………………………………………… 152 

  
A 型、B 型和 C 型机场障碍物图用的符号（162-170）  
建筑物或大型建筑 ………………………………………………………………………………………… 164 
净空道 ……………………………………………………………………………………………………… 170 
悬崖 ………………………………………………………………………………………………………… 168 
杆、塔、锥形体、天线等 ………………………………………………………………………………… 163 
铁路 ………………………………………………………………………………………………………… 165 
停止道 ……………………………………………………………………………………………………… 169 
穿透障碍物面的地形 ……………………………………………………………………………………… 167 
输电线或架空电缆 ………………………………………………………………………………………… 166 
树或灌木 …………………………………………………………………………………………………… 162 

  
纸张和电子航图上使用的附加符号（171-180）  
配置有DME定位点和信标  ……………………………………………………………………………… 180 
配置有无线电导航设施和信标 …………………………………………………………………………… 178 
DME 定位点  ……………………………………………………………………………………………… 179 
等待航线 …………………………………………………………………………………………………… 173 
最低扇区高度 ……………………………………………………………………………………………… 171 
复飞航迹 …………………………………………………………………………………………………… 174 
无线电信标 ………………………………………………………………………………………………… 177 
无线电导航设施 …………………………………………………………………………………………… 176 
跑道 ………………………………………………………………………………………………………… 175 
航站进场高度 ……………………………………………………………………………………………… 172 

  
 



 

19/11/09 APP 2-6 

 

2.  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 

  符号编号 

A   
   
 废河道 ………………………………………………………………………………………………… 30 
 咨询空域 — ADA …………………………………………………………………………………… 115 
 咨询航路 — ADR …………………………………………………………………………………… 118 
 机场数据缩写形式 …………………………………………………………………………………… 96 
 机场/直升机场  ……………………………………………………………………………………… 145-161 
 机场障碍物图 ………………………………………………………………………………………… 162-170 
 机场基准点 …………………………………………………………………………………………… 151 
 机场 …………………………………………………………………………………………………… 84-98 
   弃用或并闭的机场 ………………………………………………………………………………… 91 
   紧急机场或无设施机场 …………………………………………………………………………… 90 
 进近图用的机场符号 ………………………………………………………………………………… 97, 98 
 机场交通地带 — ATZ ……………………………………………………………………………… 112 
 航空地面灯 …………………………………………………………………………………………… 143 
 空防识别区 — ADIZ  ……………………………………………………………………………… 117 
 咨询空域 — ADA …………………………………………………………………………………… 115 
 空域分类 ……………………………………………………………………………………………… 126, 127 
 限制空域（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和两个区域的共同边界 …………………………………… 128 
 空域限制 ……………………………………………………………………………………………… 128, 129 
 空中交通服务 ………………………………………………………………………………………… 111-144 
 航路 — AWY ………………………………………………………………………………………… 113 
 高度  
   最低扇区高度 ……………………………………………………………………………………… 171 
   航站进场高度 ……………………………………………………………………………………… 172 
 高度/飞行高度层 ……………………………………………………………………………………… 125 
 避风锚地 ……………………………………………………………………………………………… 92 
 天线 …………………………………………………………………………………………………… 163 
 区域  
   建筑物区 …………………………………………………………………………………………… 47-50 
   等高线资料未经测量或地形数据不全的区域 …………………………………………………… 18 
   禁区 ………………………………………………………………………………………………… 128 
   限制区 ……………………………………………………………………………………………… 128 
 ATS/MET 报告点 — MRP（强制报告点，按要求报告点）……………………………………… 123 
   

B   
   
 陡岸 …………………………………………………………………………………………………… 4 
 边界  
   国际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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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编号 

   其他 ………………………………………………………………………………………………… 64 
 建筑物（机场障碍物图） …………………………………………………………………………… 164 
 建筑物群 ……………………………………………………………………………………………… 50 
   

C   
   
 架空电缆 ……………………………………………………………………………………………… 166 
 运河 …………………………………………………………………………………………………… 29 
 废河道 ………………………………………………………………………………………………… 30 
 转换点 — COP ……………………………………………………………………………………… 122 
 绘出的孤立岩石 ……………………………………………………………………………………… 44 
 图中最高标高 ………………………………………………………………………………………… 12 
 电子航图符号 ………………………………………………………………………………………… 108, 143, 

171-180 
 教堂 …………………………………………………………………………………………………… 80 
 城市或大镇 …………………………………………………………………………………………… 47 
 净空道 — CWY  …………………………………………………………………………………… 170 
 悬崖 …………………………………………………………………………………………………… 4 
 海岸警卫站 …………………………………………………………………………………………… 73 
 配置有 DME 定位点和信标 ………………………………………………………………………… 180 
 配置有无线电导航设施和信标 ……………………………………………………………………… 178 
 配置有 VOR 与 DME 的无线电导航设施 — VOR/DME ………………………………………… 103, 110 
 配置有 VOR 与 TACAN 的无线电导航设施 — VORTAC  ……………………………………… 107, 110 
 方位刻度盘 …………………………………………………………………………………………… 110 
 针叶树木 ……………………………………………………………………………………………… 15 
 等高线 ………………………………………………………………………………………………… 1 
 近似等高线 …………………………………………………………………………………………… 2 
 管制区 — CTA ……………………………………………………………………………………… 113 
 管制航路 ……………………………………………………………………………………………… 113 
 管制地带 — CTR …………………………………………………………………………………… 116 
 珊瑚礁和岩礁 ………………………………………………………………………………………… 22 
 人工地物 ……………………………………………………………………………………………… 47-83 
 其他 …………………………………………………………………………………………………… 63-83 
   

D   
   
 水坝 …………………………………………………………………………………………………… 67 
 危险区 ………………………………………………………………………………………………… 128 
 危险线 ………………………………………………………………………………………………… 43 
 测距台 — DME  …………………………………………………………………………………… 102, 110, 

176, 177 
 DME 距离  …………………………………………………………………………………………… 104 
 DME 定位点  ………………………………………………………………………………………… 179 
   配置有 DME 定位点和信标 ……………………………………………………………………… 180 
 干湖床 ………………………………………………………………………………………………… 39 
 双道高速公路 …………………………………………………………………………………………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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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编号 

 沙丘 …………………………………………………………………………………………………… 6 
   

E   
   
 电子航图符号 ………………………………………………………………………………………… 108, 143, 

171-180 
 标高点（精确度可疑） ……………………………………………………………………………… 14 
 标高点 ………………………………………………………………………………………………… 13 
 陡坡 …………………………………………………………………………………………………… 4 
 悬崖（机场障碍物图） ……………………………………………………………………………… 168 
 蛇形丘 ………………………………………………………………………………………………… 9 
   

F   
   
 瀑布 …………………………………………………………………………………………………… 28 
 栅栏 …………………………………………………………………………………………………… 65 
 渡船 …………………………………………………………………………………………………… 68 
 最后进近定位点 — FAF …………………………………………………………………………… 124 
 飞行情报区 — FIR  ………………………………………………………………………………… 111 
 飞行高度层 …………………………………………………………………………………………… 125 
 森林巡护站 …………………………………………………………………………………………… 76 
 要塞 …………………………………………………………………………………………………… 79 
 气田 …………………………………………………………………………………………………… 70 
 冰川 …………………………………………………………………………………………………… 42 
 砾石 …………………………………………………………………………………………………… 8 
   

H   
   
 刚性道面跑道 ………………………………………………………………………………………… 145 
 机场内的直升机降落区 ……………………………………………………………………………… 150 
 直升机场 ……………………………………………………………………………………………… 94 
 图中最高标高 ………………………………………………………………………………………… 12 
 双道高速公路 ………………………………………………………………………………………… 57 
 高速公路和道路 ……………………………………………………………………………………… 57-62 
 等待航线 ……………………………………………………………………………………………… 173 
 热点 …………………………………………………………………………………………………… 161 
 水文 …………………………………………………………………………………………………… 19-46 
   
I   
   
 冰帽 …………………………………………………………………………………………………… 42 
 仪表着陆系统 — ILS  ……………………………………………………………………………… 108 
 中间等待位置 ………………………………………………………………………………………… 160 
 除空中走廊外，不允许航空器通过的国际边界 …………………………………………………… 129 
 交点 …………………………………………………………………………………………………… 121 
 等磁差线 ………………………………………………………………………………………………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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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编号 

L   
   
 干湖床 ………………………………………………………………………………………………… 39 
 湖泊  
  （非常年）…………………………………………………………………………………………… 32 
  （常年）……………………………………………………………………………………………… 31 
 陆地  
   民用机场 …………………………………………………………………………………………… 84 
   军用机场 …………………………………………………………………………………………… 86 
   军民合用机场 ……………………………………………………………………………………… 88 
 适当注记的异常陆地特征 …………………………………………………………………………… 10 
 着陆指示器  
   有灯光 ……………………………………………………………………………………………… 156 
   无灯光 ……………………………………………………………………………………………… 157 
 大江（常年） ………………………………………………………………………………………… 23 
 大型建筑 ……………………………………………………………………………………………… 164 
 溶岩流 ………………………………………………………………………………………………… 5 
 岩礁 …………………………………………………………………………………………………… 22 
 堤坝 …………………………………………………………………………………………………… 9 
 灯光船 ………………………………………………………………………………………………… 144 
 瞭望塔 ………………………………………………………………………………………………… 74 
   

M   
   
 海上灯光 ……………………………………………………………………………………………… 142 
 矿山 …………………………………………………………………………………………………… 75 
 最低扇区高度 — MSA ……………………………………………………………………………… 171 
 其他  
   空中交通服务 ……………………………………………………………………………………… 137-141 
   人文地物 …………………………………………………………………………………………… 63-83 
 复飞航迹 ……………………………………………………………………………………………… 174 
 清真寺 ………………………………………………………………………………………………… 81 
 山口 …………………………………………………………………………………………………… 11 
   

N   
   
 NDB …………………………………………………………………………………………………… 121 
 无方向性无线电导航台 — NDB …………………………………………………………………… 100 
 核电站 ………………………………………………………………………………………………… 72 
   

O   
   
 障碍物灯 ……………………………………………………………………………………………… 155 
 障碍物 ………………………………………………………………………………………………… 130-136 
 海洋导航船 …………………………………………………………………………………………… 139 
 油田 …………………………………………………………………………………………………… 70 
 架空电缆 ………………………………………………………………………………………………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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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编号 

P   
   
 宝塔 …………………………………………………………………………………………………… 82 
 棕榈树 ………………………………………………………………………………………………… 17 
 停机区 ………………………………………………………………………………………………… 149 
 铺设有孔钢板和网眼钢板的跑道 …………………………………………………………………… 146 
 管道 …………………………………………………………………………………………………… 69 
 点状灯光 ……………………………………………………………………………………………… 154 
 杆 ……………………………………………………………………………………………………… 163 
 核电站 ………………………………………………………………………………………………… 72 
 主要公路 ……………………………………………………………………………………………… 58 
 禁区 …………………………………………………………………………………………………… 128 
 主要输电线 …………………………………………………………………………………………… 137 
   

R   
   
 赛道 …………………………………………………………………………………………………… 77 
 无线电指点标 ………………………………………………………………………………………… 109, 177 
 无线电导航设施 ……………………………………………………………………………………… 176 
   基本 ………………………………………………………………………………………………… 99 
   配置有无线电导航设施和信标 …………………………………………………………………… 178 
   配置有 VOR 与 DME ……………………………………………………………………………… 103 
   配置有 VOR 与 TACAN …………………………………………………………………………… 107 
 无线电导航设施 ……………………………………………………………………………………… 99-110, 

176, 178 
 铁路（机场障碍物图） ……………………………………………………………………………… 165 
 铁路（人文地物） …………………………………………………………………………………… 51-56 
 急流 …………………………………………………………………………………………………… 27 
 地形数据不全 ………………………………………………………………………………………… 18 
 用影线表示的地形 …………………………………………………………………………………… 3 
 报告和旁切/飞越功能  ……………………………………………………………………………… 121 
 水库 …………………………………………………………………………………………………… 38 
 限制空域（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和两个区域的共同边界 …………………………………… 128 
 限制区 ………………………………………………………………………………………………… 128 
 稻田 …………………………………………………………………………………………………… 36 
 河流  
   小河（常年） ……………………………………………………………………………………… 24 
   大江（常年） ……………………………………………………………………………………… 23 
 河流和小溪  
   非常年 ……………………………………………………………………………………………… 25 
   未经测量 …………………………………………………………………………………………… 26 
 公路桥 ………………………………………………………………………………………………… 61 
 主要公路 ……………………………………………………………………………………………… 58 
 二级公路 ……………………………………………………………………………………………… 59 
 高速公路和道路 ……………………………………………………………………………………… 57-62 
 公路隧道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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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编号 

 浪刷岩石 ……………………………………………………………………………………………… 45 
 绘出的孤立岩石 ……………………………………………………………………………………… 44 
 航路  
   咨询航路 — ADR ………………………………………………………………………………… 118 
   管制航路 …………………………………………………………………………………………… 113 
   非管制航路 ………………………………………………………………………………………… 114 
 废墟 …………………………………………………………………………………………………… 78 
 跑道 …………………………………………………………………………………………………… 175 
   刚性道面跑道 ……………………………………………………………………………………… 145 
   无铺筑面跑道 ……………………………………………………………………………………… 147 
 跑道等待位置 ………………………………………………………………………………………… 159 
 跑道视程（RVR）观测点 …………………………………………………………………………… 153 
   

S   
   
 盐湖 …………………………………………………………………………………………………… 33 
 盐田（蒸发池） ……………………………………………………………………………………… 34 
 沙区 …………………………………………………………………………………………………… 7 
 沙丘 …………………………………………………………………………………………………… 6 
 比例尺中断（ATS 航路） …………………………………………………………………………… 120 
 二级公路 ……………………………………………………………………………………………… 59 
 避风锚地 ……………………………………………………………………………………………… 92 
 浅滩 …………………………………………………………………………………………………… 41 
 岸线  
   可靠 ………………………………………………………………………………………………… 19 
   不可靠 ……………………………………………………………………………………………… 20 
 灌木 …………………………………………………………………………………………………… 162 
 小河（常年） ………………………………………………………………………………………… 24 
 锥形体 ………………………………………………………………………………………………… 163 
 标高点 ………………………………………………………………………………………………… 13 
 标高点（精确度可疑） ……………………………………………………………………………… 14 
 泉（常年或间歇） …………………………………………………………………………………… 37 
 体育场 ………………………………………………………………………………………………… 77 
 网眼钢板的跑道 ……………………………………………………………………………………… 146 
 铺设有孔钢板 ………………………………………………………………………………………… 146 
 停止排灯 ……………………………………………………………………………………………… 158 
 停止道 — SWY（机场/直升机场图）……………………………………………………………… 148 
 停止道 — SWY（机场障碍物图）………………………………………………………………… 169 
 小溪 …………………………………………………………………………………………………… 25, 26 
 大型建筑 ……………………………………………………………………………………………… 164 
 沼泽 …………………………………………………………………………………………………… 35 
   

T   
   
 TACAN ………………………………………………………………………………………………… 121 
 TACAN（UHF 战术导航设备）……………………………………………………………………… 106,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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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编号 

 油罐区 ………………………………………………………………………………………………… 71 
 滑行道 ………………………………………………………………………………………………… 149 
 电报或电话线（作地标用） ………………………………………………………………………… 66 
 寺庙 …………………………………………………………………………………………………… 83 
 航站进场高度 — TAA ……………………………………………………………………………… 172 
 穿透障碍物面的地形 ………………………………………………………………………………… 167 
 潮汐浅滩 ……………………………………………………………………………………………… 21 
 地形 …………………………………………………………………………………………………… 1-18 
 塔  
   瞭望塔 ……………………………………………………………………………………………… 74 
   机场障碍物图 ……………………………………………………………………………………… 163 
 镇 ……………………………………………………………………………………………………… 48 
 大镇 …………………………………………………………………………………………………… 47 
 小路 …………………………………………………………………………………………………… 60 
 输电线  
   机场障碍物图 ……………………………………………………………………………………… 166 
   主要输电线 ………………………………………………………………………………………… 137 
 树木  
   针叶 ………………………………………………………………………………………………… 15 
   机场障碍物图 ……………………………………………………………………………………… 162 
   其他 ………………………………………………………………………………………………… 16 
   

U   
   
 UHF 战术导航设备 — TACAN  …………………………………………………………………… 106, 110 
 非管制航路 …………………………………………………………………………………………… 114 
 无铺筑面跑道 ………………………………………………………………………………………… 147 
 适当注记的异常陆地特征 …………………………………………………………………………… 10 
 适当注记的异常水上特征 …………………………………………………………………………… 46 
   

V   
   
 VFR 报告点 …………………………………………………………………………………………… 121 
 VHF 全向无线电信标台 — VOR …………………………………………………………………… 101, 110 
 村庄 …………………………………………………………………………………………………… 49 
 目视助航设施 ………………………………………………………………………………………… 142-144 
 目视飞行航迹 ………………………………………………………………………………………… 119 
 VOR …………………………………………………………………………………………………… 121 
 VOR 校准点  ………………………………………………………………………………………… 152 
 VOR/DME  …………………………………………………………………………………………… 121 
 VOR/DME（配置有 VOR 与 DME 的无线电导航设施） ………………………………………… 103 
 VOR 方位……………………………………………………………………………………………… 105 
 VORTAC ……………………………………………………………………………………………… 121 
 VORTAC（配置有 VOR 与 TACAN 的无线电导航设施）………………………………………… 107 
 VOR（VHF 全向无线电信标台）……………………………………………………………………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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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编号 

W   
   
 冲蚀的洼地 …………………………………………………………………………………………… 40 
 水上  
   民用机场 …………………………………………………………………………………………… 85 
   军用机场 …………………………………………………………………………………………… 87 
   军民合用机场 ……………………………………………………………………………………… 89 
 适当注记的异常水上特征 …………………………………………………………………………… 46 
 水眼（常年或间歇） ………………………………………………………………………………… 37 
 航路点 — WPT ……………………………………………………………………………………… 121 
 井（常年或间歇） …………………………………………………………………………………… 37 
 无灯光和有灯光的风力发电机 ……………………………………………………………………… 140 
 有灯光的小型风力发电机组和位于重要地区的风力发电机组 ……………………………………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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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5000



X X X

T T

X H

高速公路和道路

二级公路

赛道或体育场

外边界

航图上使用的不需要
对其分类的机场
如:航路图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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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

航图标高选择使用的计量
单位（米或英尺）

机场名称

最长跑道的长度（以百米或百英尺为
单位，与图中选择使用单位一致）

通常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能
使用的刚性道面跑道

仪表着陆系统
ILS

平面图

向台航向

背台航向

剖面

下滑道

电子

电子

椭圆形

骨状形

无线电指点标

VOR

VOR/DME

VORTAC

VOR/DME

DME

根据电台的位置在图上按
磁北标出的方位刻度盘

DME 距离

  距 DME 的距离
（公里、海里）

无线电导航设施
的识别信号

VOR 方位 VOR 的径向方位角
和识别信号

NDB

96

97 98

99

100

101

无方向性无线电导航台

VHF 全向无线电信标台

102 测距台

103

104

105

107

108

109

110

对建立程序机场的起落
航线有影响的其他机场 建立程序的机场

配置有 VOR 与 TACAN
的无线电导航设施

 

配置有 VOR 与 DME 的
无线电导航设施

方位刻度盘应与下列
符号结合正确使用：

无线电导航设施 *

进近图用的机场符号

机场
和机场符号连同使用的机场数据缩写形式

16.9.2.2 17.9.2.2

LIVINGSTONE
357 L    H   95

B

15 km
K A V

R  090  K A V  

|

b

Y

_

k
h

b

Y
TACAN ^

VORTAC _

TACANUHF 战术导航设施106 ^

Y

最低限度灯光 — 障碍物灯、场界灯
或跑道灯有灯光的风向指示器

或着陆方向指示灯

L H

基本无线电导航设施的符号

    

航图手册 Doc 8697*

更正
11/5/10



飞行情报区 FIR

机场交通地带

管制区
航路

管制航路

ATZ

CTA
AWY 任

择
其
一

111

112

113

管制地带 CTR116

强制要求
无线电通信

强制，不要求, 
无线电通信

建议

目视飞行航迹

比例尺中断
  ( ATS 航路 )

任
择
其
一

120

119

咨询航路

空防识别区

任
择
其
一

ADIZ

ADR

117

118

122 123 124

转换点

附加在有关航路符号
上与航路相交成直角

COP
ATS/MET
 报告点

MRP

要求报告点

强制报告点

最后进近定位点                               FAF

空中交通服务

咨询空域 ADA115

非管制航路114

ADI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

36

2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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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g

g

h

h

h

h

_ _

g

g

h

h

_

\\ \

b b b

YY Y

                              

\ \基本符号及功能

重要点的功能

常规导航
重要点示意图

区域导航重要点示意图

关于这些符号使用及含义的详细情况，
请参阅第 2.4 段。

Not
used

Not
used

121

VFR 报告点

交点 INT

VORTAC

报告
旁切/飞越

TACAN

VOR/DME

VOR

NDB

航路点 WPT

按要求
（不适用）

强制
（不适用）

按要求
旁切

强制
旁切

按要求
飞越

强制
飞越

10/11/16
No.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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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APP 6-1 
14/11/13

No.57  

附录 6  航空数据质量要求 

表 1.  纬度和经度 

纬度和经度 航图分辨率 完整性分类 

飞行情报区边界点 ……………………………………………………… 如图标示 一般 

P，R，D 区域边界点（CTA/CTR 边界之外）………………………… 如图标示 一般 

P，R，D 区域边界点（CTA/CTR 边界之内）………………………… 如图标示 重要 

CTA/CTR 边界点………………………………………………………… 如图标示 重要 

航路导航设施、交点和航路点、等待点和 STAR/SID 点 ……………… 1 秒 重要 

1 区（全部国家领土）内的障碍物 ……………………………………… 如图标示 一般 

机场/直升机场基准点…………………………………………………… 1 秒 一般 

机场/直升机场的导航设施……………………………………………… 如图标示 重要 

3 区内的障碍物 ………………………………………………………… 1/10 秒 重要 

2 区内的障碍物 ………………………………………………………… 1/10 秒 重要 

最后进近定位点/点和其他包括有仪表进近程序的重要定位点/点 … 1 秒 重要 

跑道入口 ………………………………………………………………… 1 秒 关键 

滑行中心线/停靠引导线点 ……………………………………………… 1/100 秒 重要 

跑道终端 ………………………………………………………………… 1 秒 关键 

跑道等待位置 …………………………………………………………… 1 秒 关键 

滑行道交叉点标志线 …………………………………………………… 1 秒 重要 

出口引导线 ……………………………………………………………… 1 秒 重要 

机坪边界（多边形） …………………………………………………… 1 秒 常规 

除/防冰设施（多边形）………………………………………………… 1 秒 常规 

航空器停机位点/INS 检查点 …………………………………………… 1/100 秒 一般 

直升机场 TLOF 的几何中心或 FATO 入口 …………………………… 1 秒 关键 

注：见附件 15 附录 8 障碍物数据收集面图解和标识确定区域障碍物所用的标准。



附件 4 — 航图 附录 6 

13/11/14

No.58
 APP 6-2 

表 2.  标高/高度/高 

标高/高度/高 航图分辨率 完整性分类 

机场/直升机场标高……………………………………………………… 1米或 1英尺 重要 

机场/直升机场标高位置的WGS-84大地水准面起伏………………… 1米或 1英尺 重要 

跑道或 FATO入口（非精密进近）……………………………………… 1米或 1英尺 重要 

跑道或 FATO入口的WGS-84大地水准面起伏， 
TLOF几何中心（非精密进近） ……………………………………… 1米或 1英尺 重要 

跑道或 FATO入口（精密进近） ……………………………………… 0.5米或 1英尺 关键 

跑道或 FATO入口的WGS-84大地水准面起伏， 
TLOF几何中心（精密进近） ………………………………………… 0.5米或 1英尺 关键 

精密进近飞越跑道入口高（参考基准高） …………………………… 0.5米或 1英尺 关键 

超障高度/高（OCA/H）………………………………………………… 

根据 PANS-OPS 
（Doc 8168号文件）

的规定 重要 

1区（全部国家领土）内的障碍物 ……………………………………… 3米（10英尺） 一般 

2区内的障碍物 ………………………………………………………… 1米或 1英尺 重要 

3区内的障碍物 ………………………………………………………… 1米或 1英尺 重要 

测距仪（DME） ………………………………………………………… 30米（100英尺） 重要 

仪表进近程序的高度 …………………………………………………… 

根据 PANS-OPS 
（Doc 8168号文件）

的规定 重要 

最低高度 ………………………………………………………………… 50米或 100英尺 一般 

直升机场飞越高度，空中定位点进近 ………………………………… 1米或 1英尺 重要 

注：见附件 15 附录 8 障碍物数据收集面图解和标识确定区域障碍物所用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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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梯度和角度 

梯度/角度类型 图的精确度 完整性分类 

非精密最后进近下降梯度 ……………………………………………… 千分之一 关键 

最后进近下降角度（非精密进近或垂直引导进近） ………………… 0.1 度 关键 

精密进近下滑角/仰角  ………………………………………………… 0.1 度 关键 

 

 

 

表 4.  磁差 

磁差 航图分辨率 完整性分类 

机场/直升机场磁差  …………………………………………………… 1 度 重要 

 

 

 

表 5.  方位 

方位 航图分辨率 完整性分类 

航段 ……………………………………………………………………… 1 度 一般 

构成航路和终端区定位点使用的方位 ………………………………… 1/10 度 一般 

终端进场/离场航段  …………………………………………………… 1 度 一般 

构成仪表进近程序定位点使用的方位 ………………………………… 1/10 度 重要 

ILS 航向台对正 ………………………………………………………… 1 度 重要 

MLS 零度方位对正  …………………………………………………… 1 度 重要 

跑道和 FATO 的方位 …………………………………………………… 1 度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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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长度/距离/范围 

长度/距离/范围 航图分辨率  完整性分类 

航段长度 ………………………………………………………………… 1 千米或 1 海里 一般 

构成航路定位点使用的距离 …………………………………………… 
2/10 千米 

（1/10 海里） 一般 

终端进场/离场航段的长度  …………………………………………… 1 千米或 1 海里 重要 

构成终端区和仪表进近程序定位点使用的距离 ……………………… 
2/10 千米 

（1/10 海里） 重要 

跑道和 FATO 长度，TLOF 范围 ……………………………………… 1 米 关键 

跑道宽度 ………………………………………………………………… 1 米 重要 

停止道长度和宽度 ……………………………………………………… 1 米 关键 

可用着陆距离 …………………………………………………………… 1 米 关键 

可用起飞滑跑距离 ……………………………………………………… 1 米 关键 

可用起飞距离 …………………………………………………………… 1 米 关键 

可用加速滑跑到停止距离 ……………………………………………… 1 米 关键 

ILS 航向信标天线－跑道端的距离 …………………………………… 如图标示 一般 

ILS 下滑道天线－入口，沿中心线的距离 …………………………… 如图标示 一般 

ILS 指点标－入口距离 ………………………………………………… 
2/10 千米 

（1/10 海里） 重要 

ILS DME 天线－入口，沿中心线的距离  …………………………… 如图标示 重要 

MLS 方位天线－跑道端的距离  ……………………………………… 如图标示 一般 

MLS 标高天线－入口，沿中心线的距离  …………………………… 如图标示 一般 

MLS DME/P 天线－入口，沿中心线的距离  ………………………… 如图标示 重要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