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二

美欧机场容量评住情况等辑在告

一、 敏美3::亵机增多数已经接近地和

总的来看，政羔民监发展的需求和轧场地富设越能力供给之间

差异晓盏， 饱和拉场数量在不断增加。

从政满1来看，考蔡纽本决考察的法、 键三个支要事L场(巴黎戴

高乐、 法兰克福、 慕足要)的主要飞行时段都受到机场容寰的瓶额

段棋， 高峰小时的时刻j需求都远远离出机场保障能力。 以也黎戴高

乐书L�量为倒2戴离乐机场2006年年度飞行架次数为532961，高峰

小时容量108架次。戴高乐事L�幸自前每年4700万放客流量，立接锋

和点…一空域和跑过以及商接容量销和点…一停机位、 有李分棒、

侠事L楼等都已接近最大限制。2006年夏季从早晨05: 00 �在锋晓19:

00都超出机场的最高保障能力(见I!l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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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横线为机场的小时最高容量，柱状图为机场申请的小时飞行容量，可

见，机场的主要使用时间06: 0ι→-19: 00之间的时刻已经难以满足机场使用者的

需求)

法兰克福机 场则从早上7点至晚上22点都处于容量饱和状态(见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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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法兰克福机场的航班需求与容量限制

尽管空管、机场当局不断通过 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新技术来提

高机 场容量，但都难以跟上飞行需求的增长速度 。由于环保等原因，

多数欧洲机 场都有宵禁的限制， 这更加剧了主要机场的容量压力，

一些可以依靠夜间时段飞行的货运或旅游飞行也要集中在白天的主

要时段 进行.

德国DFS估计， 2025年欧洲会 有60个 机 场达到饱和，其中20

个 机 场每天有8-9小时超出最大容量。 由于征地以及环保等因素，

欧洲机场的扩建计划往往很难开展， 进度也受到很多约束，如法兰

-3一



克福机 场扩建第四条跑道，从1997年开始讨论， 目前仍没有 开工，

按照最 理想的计划， 这条跑道也要到2011年投入使用。 因此，如何

在现 有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增加机场容量成为各 方关注的重点。

从美国来看， 2007年的美国 国家机场系统， 一 共 有19847家机

场. 其中5261家机场向公共 开放， 其中4169家机 场为公共拥 有，

另外1092家为私人拥 有。98%的美国人口居住在3364家机场旁边

20英里范围内。 在今后5年内， 为了满足F AA 的标准， 在3431家

机 场将 有412亿美企用于改善基础设施。

根据F AA2007年发布的"2007-2025年国家空域系统容量需求"

预测，在2015年， 如果实施容量提高计划， 则 美国 有6家机 场和4

个大都会地区需要提高容量;如果不实施计划，则有18家机 场和7

个大都会地区需要提高容量。 在2025年， 如果实施容量提高计划，

美国 有14家机场和8大都会地区需要提高容量;如果不实施计划，

则 有27家机 场和15大都会地区需要提高容量。

二、 美、 欧机场容量评估的基本做法

(一〉欧盟

1993年1月，欧盟委员会制定颁布了《关于共同体机场航班时

刻分配共同规则的理事会条例(EEC)第95/93号))， 2004年又发布

93/2004条例对95/93条例作了修订。 这 两个条例除明确规定了欧盟

协调机 场的航班时刻管理机制和分配程序外， 也规定各 成员国民航

主 管当局需每年两次确定协调机场的可分配容量参数;在确定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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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容量参数时 需考虑技术、 运营、 环境限制及情况变化等因素;可

分配容量参数的确定和使用的方法需经过 机 场协调委员会的详细讨

论。 这一规定成为欧盟协调机 场开展容量评估工作的最 终法律依据.

但对如何组织和进行容量评估， 在欧盟和各成员国层面都无进一步

的明确法律、 法规。 欧盟各国民航管理当局对机 场容量评估保持充

分的关注，例如在2006年法兰克福机 场的机 场容量评估中，各方对

机 场容量标准存在争议， 民航管理当局在公布该机场容量标准时 要

求，从2007年开始，如果要求提高或降低机 场容量标准，必须提交

由第三方完成的机 场容量评估报告， 以确认机 场能够安全、 有效地

执行该容量标准回

在实际工作中， 欧盟的机 场容量评估也即确定可分配容量参数

的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步骤:①由空管部门确定机 场空侧容量，由机

场当局对机 场候机楼旅客流量限制进行评估;②机 场空侧容量和候

机楼旅客流量两个 参数提交机 场时 刻协调委员会进行讨论， 在 机 场

时 刻协调委员会讨论过 程中航空公司可表达自己的需求， 而空管和

机 场也对容量限制情况进行介绍和说明;③机 场时 刻协调委员会达

成一致意见后， 机 场空侧容量和候机楼旅客流量限制两个 参熟 报民

航主管当局;④民航主管当局批准并公布该两个 参数， 并提交独立

的机 场时 刻协调员进行时 刻分配时 参考。

〈二〉美国

美国没 有关于机 场容量评估的法律、法规。但是FAA和各机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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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做机场容量评估， 不同的目的有 不同的评估方法。

1. FAA有关机场容量评估方面的工作

( 1 )为能够从全局角度 把握并对提高整个航空系统容量做出

正确的决策， FAA 最初于2001年通过"机场容量基准手册"公布了

31个运行流量大、 延误水平 高的机场的容量基准，并于2004年进

行了更新， 公布了3 5个机场的容量基准。 容量基准描述了各种跑

道构型在三种不同天气条件下的小时容量。

机场容量基准的作用: (1)为机场某个明确的时间段 内的航班

时刻提供参考; ( 2 )提供了不同机场之间的容量对照;(3)区别机

场运行各种特征对于容量的影口自; (4)为找出潜在的机场容量解决

方案提供参考;(5) 提供机场年度 航班量、 旅客吞吐量、机场机 型

配比和小时容量。

FAA 认为，任何机场如果符合以下四个标准， 就有容量扩张的

必要: ( 1 )以FAA 的终端区域预测， 有超过年服务容量80%的航

班有 7 分钟以上延误;( 2 )以机场自已预测，有超过年服务容量

80%的航班有7 分种以上延误; ( 3 )使用NAS-Wid巳模型和机场自

己预测，以一年为统计基准，每 航班的到达 延误时间在12 分钟以上，

&p:总到达延误中， 本地到达延误在50%以上e 或者每 架飞机 的到

达空中等待延误时间在12 分钟以上。或者每 航班的等待队列延误时

间在12 分钟以上。

( 2 )依靠技术支持单位开展机场容量评估工作。 FAA从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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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工作主要依靠两个技术研友机构。 一个是 MI TRE 公司. 此

家公司虽名为公司， 实质上由联邦财政拨款. 该公司不以赢利为目

的， 承担FAA、国防部等联邦政府的相应项目， 主要负责概念和理

论的提出、研究成型. FAA的"机场容量基准手册"就是该公司做的，

常用的机场容量评估软件 STh也lO D 也是这家公司开 发的。 另一个

是FAA技术中l心 ， 其着重于产品的实际应用和具体膊化。 此技术中

心非常活跃，经常是4、5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开 发流量控制的相关

产品。 MI TRE公司开 发的软件，需要FAA技术中心的认证， 主要

是使用实际数据进行校验。 机场自己组织进行或委托专业机构做的

评估，如果是作为向FAA申请机场建设资助的依 据， 则其评估必须

经过FAA技术中心的审核认可 。

(3 ) 发布《机场容量与延误》咨询通告 。 FAA 于1995年12

月1日签友 AC No: 150 /50 60 -5咨询通告 《机场容量与延误》。 该咨

询通告 说明了如何计 算机场容量和飞机延误， 目的是用于机场规划

和设计 。 该通告 是FAA委托其技术支持机构， 通过软件模拟， 得到

各种形态跑道和条件下，跑道容量和延误的数据， 制定成标准公布

出来. 然后用户��照此标准， 找到最类似自己情况的跑道 ，并按照

标准的要求进行简单计 算查 找，得到跑道最大容量和延误值。 这种

方法可以帮助美国机场快速判 断跑道容量。但它是极为粗略的估计，

且仅仅是在简化条件下对跑道容量进行判 断.

2. 美国机场当局进行的机场容量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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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机场当局一般在下述情况下需要组织进行容量评估: (1) 

编制机场总体规划。 大部分美国机场每五 年或十年会完成一次机场

总体发展规划方案的更新，主要内容包括:机场资产/设施清单，未

来二十年机场交通需求预测，满足预测的可 行性方案 ， 对于各种可

行性方案在容量、 延误等方面的评估，环境评估， 最主要的改善方

案. ( 2)新建、 改扩建机场之前 ， 需要进行机场容量评估。 比如建

新跑道，新候机楼等。 美国任何建设项目， 必须 在其环境影响报告

( EIS ) 得到美国环保署的批准后 ，方能实施。 机场容量评估是机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的重要内容。 ( 3)一般情况下美国机场2-3 年做

一次容量评估，每年对容量都 有需求监控。

机场当局进行的容量评估与FAA 相比，各 有侧重。 FAA 在容

量评估中， 只考虑跑道容量和终端空域程序，滑行道、 航站楼容量

并没 有进行评估。

如前所述， 如果机场当局为了从FAA申请获得" 机场改善计划"

的项目资助，那么机场容量评估必须得到FAA的认可 ，具体由FAA

技术中心承担。 例如肯尼迪机场容量和附近拉瓜迪亚机场的空域产

生冲突。 肯尼迪机场自己也做了机场容量评估， 但是需要FAA的承

认。

三、机场容量评估的方法

(一)欧盟机场容量评估的主要方法

机场开展容量评估根据目的的不同 有不同类型， 一是宏观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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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年吞吐能力 评估， 这一评估数据的主要目的是作为投资规划的依

据;一是微观的小时能力 评估，用于确定衡量机场小时最大供给能

力 ，找出机场系统中影响供给能力的限制因素。 我们 此次机场容量

评估考察的重点是如何组织和进行机场微观小时能力 评估。

总的来讲， 机场容量评估涉及空管能力 、跑道能力 、 地面能力 、

侯机楼能力 以及机场系统入口能力等因素 ，在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基

础 上确定在一定的服务质量标准下的机场整体服务能力 。 在欧盟，

对以上机场容量的评估实际分为两方面， 即机场空侧容量和候机楼

容量，并分别由 空管部门和机场当局进行评估。

在空侧容量计算 上， 考虑的因素包括:空管的最低间隔标准、

管制员工作负荷、 空域设计及相互关系、 天气情况、 管制程序等。

空侧容量评估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基准法，即与其他条件

相同戎相近 的机场进行比较， 这里所指条件包括机场设施等的物理

条件， 也包括法规规范条件;二是基于法规规范 ( 如飞行间距、 跑

道占用等)要求下的软件仿真计算， 各机场和单位采用的具体仿真

软件和程序则不尽相同，如Eurocon trol开发的 AM ACA软件， DLR

(德国宇航中心) 使用 SIMM OD Plus软件进行快速仿真，而DFS

(德国空管) 则使用 TAAM软件进行快速仿真，法兰克福机场内部

使用 AM2D& SIMMOD Plus软件进行快速仿真。 据法国空管当局

介绍， 其将评估得出的最大理论容量称为运营容量( Operation 

Capacity) ， 但公布的容量则是排班容量( Scheduling Capacity)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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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容量是运营容量的85%-90%，以保证按照排班容量即使在极坏天

气 也不至造成太多的延误。

候机楼容量计 算上， 采用的方法 有两种: 一是历史经验法， 如

巴黎戴高乐机场对以往出发、到达旅客流量的高峰小时进行统计 ，

并按从高到低排列， 排为第4 0个小时的最大旅客流量即为机场的最

大小时容量。 二是将机场按工作流程分为值机柜台、行李分拣系统、

边检、 安检、登机门、 停机位等不同单元， 分别评估其能力3从而

确定候机楼的旅客流量限制。 在这里巴黎机场还开发使用了一些新

的技术， 如旅客跟踪系统( RFID )， 在旅客登机牌 中植入芯片， 了

解旅客在候机楼的流程路线。

(二〉美国机场容量评估的主要方法

1. 坪估方法的种类

美国机场容量评估， 严格说来 有5种方法. 包括1) 基于雷达模

拟机和管制员工作负荷的容量评估方法; 2) 基于历史统计 数据分析

的机场容量评估方法 ; 3)基于计 算机仿真模型的评估方法 ; 4) 基

于敖学计 算模型的评估方法; 5) FAA跑道容量标准查询方法。 前

四种方法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前面介绍的欧洲各国 也在使用. 第五

种 方 法 ，主 要 依 据就是第二部分 中介绍的"FAA 咨询通告

150/506 0-5，机场容量与延误"， 这种方法可 以帮助美国机场快速判

断跑道容量。 它是按照美国的飞行标准进行模拟的结果，并不适应

于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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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FAA跑道容量标准查询方法简介

虽然第五种方法不能直接在我国使用，但是从这种方法我们可 以

粗咯知道机场容量评估的基本条件、 输入参数和程序。

(1) VFR和IFR下的跑道容量计 算条件:跑道使用方法;进

场率;触地重飞率; 滑行道;空域限制; 跑道配置。

( 2) 年服务容量:每年的各种天 气比率;跑道使用方法; 高峰

月需求、 高峰小时需求、平均目需求、年需求之比例。

( 3  ) 计 算跑道小时最大容量和年服务容量:确定机型比例; 从

FAA标准图中选择跑道使用方式。

( 4)飞机延误 :使用当前、 历史或项 目预测的数据，计 算年需

求; 计 算年需求量与年服务容量的比率; 根据以上数据，从FAA颁

布的标准中查询每架飞机的平均延误时间; 通过年需求计 算年飞机

总延误。

( 5) 机场评估计 算机模型的使用:机场评估计 算机模型的 输入

参数与上面相同。 输入数据:机型比例、 年运行需求、航空运 输还

是通用航空。

( 6) 飞机延误戚本计 算:在FAA的标准表上查到延误成本， 计

算成本节省:根据历史数据计算各个机型使用时间之比例;根据比

例和各机型的延误成本、延误时间， 计 算总延误戚本;比较评估优

化前和评估出来的延误时间， 计 算两者的差;根据时间差和各机型

占用的时间比例， 计 算总成本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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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仿具软件介绍及方法比较

美国机场容量评估使用的仿真模拟软件主要有:

( 1 )  S IMMOD: S IMMOD 是美国 FAA 下的 MI'四E 公司研友

的。 用于航线、机场、机场建筑设计 、系统工程、 流量管理等方面。

( 2 ) AIRPORT MODEL:此模型由 FAA的技术中心研发， 可用

于任何机场仿真a它需要 DOS 操作系统. 输入数据包括物理空侧布

局、 空中交通管制规则和程序、 飞机性能参数。 真实数据或者随机

产生的数据都可以用于驱动此程序。

( 3 )  AIRFIELD DELAY S IMULATION MODEL (ADS IM) : 此

软件是一个离散事件仿真模型. 可以计算航行事件、延误和流量。

也可用，矛分析机场、机场运行及毗连空侧各个部分的运作。此模型

使用蒙特卡罗仿真技术。

(4) AIRFIE LD CAPACITYMODEL:此模型仍然是FAA研制。

它可以计 算各种条件下的跑道系统最大容量。此软件可以最大自由

地修改参数，例如跑道数量、 天气状况、机型组合、速度、 空中交

通管制规则等.

( 5) AI盯ORT DES IGN COMP盯ER MODEL:此软件需要 输

入的数据比较少。 可以从机场安全和标准电子BBS 下载。

( 6) TAAM ( Total Airspace and Airport Modeller ) :波音公司开

发使用的软件。 TAAM 是一种较为全面的机场及空域运行仿真模拟

软件， 可 为机场、 空域和航路运行建立全方位的运行模型， 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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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规划/设计方案的评估、运行规则和程序评估、 机场容量评估、

航班计划评估、 运行情况量化分析 等多方面， 并能够通过可 视化的

工具对运行情况进行主观展示。

TAAM基于模块化概念设计， 共有四个构成要素: 为地面和空

域环境的物理对象建立数学模型， 包括机场倡导平面结构和空中交

通管制扇区等;设定运行相关的规则和程序; 航空器特性模拟;航

班时刻表的设定和导入。

但是 TAAM软件价格昂贵， 在中型机场投权使用 一次大约价格

在2 0万美元左右。 同时， 其在实际机场容量评估中， 如果没有大量

的历史数据 输入， TAAM的仿真模拟也是 不够精 确的。例如， TAAM

曾经在北京首都机场使用，但是 TAAM 技术人员既没有考虑风向的

影响， 也没有计算北京首都机场各参数的分布函数， 完全使用 TAAM

内部设定的参数， 其数据 也仅仅使用了一天的航班时刻表。

四、 MIT阻公司的基本情况

如前所述， FAA没有统一机场容量评估模型， 主要使用 MIT阳

公司的模型。 S IMMOD 模型就是 MIT阻公司研制的。 FAA组织的

机场容量评估， 主要由 MITRE公司承担.

MIT阻公司是 有着国家安全和军方背景的公司3其负责美国国

家安全相关系统， 例如战争指挥系统、 应急指挥系统、 航空安全系

统、经济安全系统等的研发。 MIT阳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非赢

利公司，资金来源于国会拨款。 MI TRE运行三 个联邦基金研发中心

- 13一



(FFRDCs)。 包括美国国防部联邦基企研发中心、FAA联邦基金研发

中心、美国国内税务署联邦基企研发中心。 此外， 作为公司技术平

台， 还有一个研发与科技创新 中心。

联邦基金研发中心是为美国联邦政府进行科学研究和分析、技术

开 发和数据采 集、 进行系统工程和系统集成的独特组织。 为了保证

最高程度的中立性，联邦基企研发中心是行为受到严格限制的独立

组织。 这种独特地位， 使得联邦基金研发中心被特别允许接触政府

机密和长期规划。 由于联邦基企研发中心不得生产产品来和市场竞

争， 或者为商业公司服务， 所以政府和产业部门愿意为其提供敏感

信息. 同时，作为公司，在招募和管理高度熟练的技术雇员上， 联

邦基金研发中心有比政府更大的灵活性。 联邦基金资助人每5 年对

联邦基金研发中心进行评估 一次， 以确定其工作的质量、 效率和适

宜性. 联邦基金研发中i心 经常通过合作研发、 技术许可 、 公开 源代

码、 制定产业标准等方式，将自己的成果向产业界转移。

FAA 联邦基金研发中心p 主要聚焦于世界范围内空中交通管理

系统的安全性和效率性. FAA联邦基企研发中心， 是FAA于1990

年将 MITRE 的 一个航空项目 指定而成， 并将其命名为先进航空系

统友 展中心(CAAS D)。 为了更好地支持FAA，CAAS D 和世界范围

内的各国民航当局合作，处理共同面对的问题， 这使其在实践方面

积累了丰富知识。 CAAS D主要的工作范围有:改进航空安全保障;

提高国家空域容量和效率; 增强航空系统资源使用的灵活性 ;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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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延误和交通管理限制;建立协同决策机制以改进交通流量计划;

开发空中广播系统，以提高无霄达空域的安全性和在恶劣天气下提

高机场容量;提高和协调全球航空系统，实现自由飞计划;在所有

航空系统拥有者中，发展并保持关于未来航空系统的进度、 能力的

共识;发展改进各机构间的协调过程并共享情报(SSA)，以应对航空

安全威胁;发展航空旅客筛选系统，在保证美国公民的隐私权和自

由权的同时，阻止潜在恐怖分子登上商业航班。

MIT阳公司的财务情况: MIT阳的运行资金来源，在2006 财

政年度，从上年的九亿六千二百万美元增加到十亿零二十五万美元，

增长了将近6.6%。其资企增长主要是因为美国国防部联邦基企研发

中心的拨款增加了六千五百万美元， 以支持国土安全部和国家情报

计划。

五、欧盟进一步提高机场容量的办法

法兰克福机场从1993年就已开始进行机场容量评估，通过采用

新的ATC技术和机场IATC程序，小时容量也从60架次增长到2007

年的86架次。 巴黎戴高乐机场情况相同， 小时机场容量从2004年

的103架次提高到2007年的108架次，再增加到2008年夏季的112

架次。 由于欧洲主要机场的容量已经接近最初的设计上限，除了有

效分配时刻之外， 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飞行量以及不同的需求成为

政府、机场、 空管和航空公司考虑的重点. 目前来看，欧洲提高机

场容量主要采用以下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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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设施、 设备的投资

突破机场容量限制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就是对基础设施进行投

资，跑道、 候机楼、 滑行道、机坪、停机位的投资可以 有效提高机

场运行的物理空间， 迅速提高飞行流量。 在我们考察的机场中 ，慕

尼黑和法兰克福都 有修建新跑道和新候机楼的计划， 慕尼黑机场的

第三 条跑道预计2013年投入使 用 ，并准各对2号候机楼进行扩建，

增加卫星厅，法兰克福机场第4 条跑道预计2 011年投入使用，第三

候机楼预计在2014年完成第一阶段的施工。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之

前， 都经过充 分的评估计算，确定其对机场容量提高的效益，

2 、更为精确的容量计算，渐进式地提高容量上限值

由于飞行需求的旺盛，欧洲空管和机场部门不断提高跑道、空

域和机场设施的利用效率，例如巴黎戴高乐机场的容量评估在全天

按10 分钟为刻度衡量进、离场航班数量，全面测算合天的保障能力

( 见图3) . 07年夏季小时容量的和10 分钟限制。如 :早上1 0 : 00， 

最大容量11.5110 分钟，60落地川、时;11.5110 分钟起飞，63架起飞，

总数110起降，计算精确到半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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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巳黎机场的跑道容量数据

在法兰克福机场，由于两条主要用于落地的跑道不符合平行跑

道袖立运行的水平间隔 (水平间隔17 00英尺， 即518米)， 另一条

跑道又主要用于起飞， 空管部门已开始使用一些独特的缩小间隔标

准，例如在平行进近的航班中， 满足特定能见度、 空域条件、 雷达

设施标准时， 最后进近阶段 (在外指点标之内)可以使用2 海里的

水平问隔标准， 这是其他机场没有见过的。

德国DFS为了提高机场容量上限，充分考虑气温、能见度和风

速对容量的影响， 制定了不同气象条件下的容量标准， 例如:气温

38度以下，目视气象条件<IMC)约占总时间的2 5%，容量为38-42

架次进场;风速15节以下容量可以达到40-42 架， 风速大于35节

则减少为38-40架次进场。 DFS在天气不好时， 会跟Eurocontrol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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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容量，并计算所有受到影响的航班的总延误时间。

3 、采用决策辅助系统和气象系统提高容量

在法兰克福等机场， 空管部门使用了决策辅助系统， 包括到场

管理( AMAN-4D Planner )、 商场( DMAN)系统，以及AMANIDMAN

的综合使用， 对进商场容量进行 平衡，增加机场的总容量。 这些辅

助决策系统在飞机的进近程序中自动计算可能的时间间隔， 辅助管

制员的决策， 在进近和塔台均配置该决策辅助系统2 该系统将不同

方向进场航班的预计落地时间进行预先计算，排出顺序，管制员利

用该系统不断缩短航班之间的乡余间隔， 以保证落地中的连续并穿

插起飞航班。 在法兰克福机场， DFS利用4维到场管理系统

( AMAN-4D Planner)减少每架飞机1.1分钟的延误， 在苏黎士机

场，应用DMA1吁在2004年减少了1740小时的延误，节省燃油1150

吨， 20 06年 DFS获得了97.3 %的正点率。

法兰克福机场为了降低气象条件对机场容量的影响，使用新的

风-温雷达设备(Wind-Temperature-Radar WTRJRASS)探测高空和

低空的风速和气温， 进一步降低风和气温对容量的细微影响。

4、 调整空管运行程序

在法兰克福机场，D因为了提高容量，往往更多使用25号跑道，

以减少与18号跑道的交叉，从而增加容量。在机场附近建立4个等

待空域，提前预现1]容量需求。 法国空管部门在早上高峰时间，临时

调整进场航线到南航线以平衡跑道容量，充分利用四条跑道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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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调整巴黎地区的空管运行，统一奥利机场和戴高乐机场的进近

运行，并将巴黎北部的区域管制和终端进行合并运行，提高运行效

率a

在空管程序的调整中， 空管部门往往应 用快速仿真对终端进离

场程序进行优化，同时 ，Eurocontrol还对航路和终端的运行进行联

合优化 ，最大程度地减少空中延误。

5、机场、空管和航空公司的协同决策(C DM)

在机场运行中的信息共享与协同决策是降低延误、 提高容量的

重要手段。欧洲已经在一些机场试行 C DM 以提高运行效率。 DFS

在介绍时强调， C DM并不需要建立更多的组织， 只要将信息透明、

数据综合与交换就可以获得效益， 以往的机场运行往往由于信息孤

岛效应导致运行效率的降低， 在进离场过程中， 空管、机场和航空

公司利 用综合的统一的信息和决策平台， 可以充 分考虑各种因素对

机场运行效率的影响 ， 有效地避免独立决策导致的混乱与无序。

6、提高航站楼容量的方法

巴黎戴高乐机场已经 有4条独立运行的平行跑道， 目前的主要

容量限制来自候机楼，机场提高容量的主要方法包括:提高高峰小

时的收费标准;通过航站搂设置旅客流程跟踪设备(C AB探测器和

盯ID) 来制定候机楼饱和情况下的预防和改善方案(巴黎机场预计

该方法可以提高5%-10%的机场旅客容量) ;一家航空公司或一个

联盟的航空公司集中使用候机楼资源;推行网上值机(E-ch饵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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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六、 几点体会和建议

(一)对机场容量概念的一点认识。"机场容量"，是一种抽象

测量， 不能直接测量;不是对实际飞机起降数量的预测， 而是相对

的理论数量的测算 。它是个平均值， 实际运行中有些时段高，有些

时段低。机场容量不是绝对的限制值。正如MIT阻公司专家所作

比喻，机场容量不像瓶子， 更像气球。飞机起降量可 以 商于容量值，

但结果是更多的延误、 更大的工作负荷和压力。

因此， 容量评估结果应该是一个数值区间，根据容量评估结果

确定航班时刻总量和高峰小时容量时， 还需要一个环节， 按照波音

专家的说法， 就是一个"政治决定"的过程。FAA委托MITRE公司

完成2 001年的31个机场和2 004年的35个机场的容量基准报告时，

在通过模型测算 后飞正式结果出来前， 也跟空管部门和机场进行沟

通和协商。

(二)起草我国的机场容量评估办法应侧重于管理制度方面的

内容。从这次考察了解的情况看， 无论欧洲还是美国都没有统一的

机场容量评估管理制度，他们介绍的如"政治决定"或协商过程， 也

仅仅是一些个案的经验的做法， 更多介绍的是机场容量评估的技术

层面的内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正在起草的"机场容

量评估办法"应侧重考虑管理层面的内容， 技术层面的内容可 以 以 标

准或咨询通告形式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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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机场容量评估应考虑的基本技术因素. 通过对掌握的容

量评估资料和软件使用手册的初步研究， 我们开展机场容量评估考

虑的基本因素应包括:

(1 ) 机场空 侧:飞机在机场和终端区内运行的范围。包括停机

位、登机口、 滑行道、 跑道、 进近 区、走廊口、 空军活动区;

( 2) 机场陆侧:旅客在机场的活动范围。包括登机口、停机位、

摆渡车、候机楼、车辆环行路、 空港道路系统;

( 3) 资源 配置规则。 例如 停机位的分 配规则;

( 4)管制和运行规则。 例如 跑道起飞着陆间隔、 允许的滑行速

度和滑行道使用规则;

( 5 )机型组合。 不同的机型组合对跑道容量的影响不同;

( 6) 飞机进离场比例;

( 7 ) 天气因素。 云层、 可见度、风向等;

(8 ) 噪音因素;

( 9) 机场容量需求。 不同的容量需求将导致不同的延误后果;

( 10) 管制人员、 保障人员的工作负荷;

( 11 )飞行 指令工作人员反应时间差;

( 12 ) 通信、导航和监视系统的种类及可靠性和可用性的程度，

备份系统或程序的可用性。

无论采用何种评估方法，这些技术因素基本上都需要给予考虑。

因此， 可以 在容量评估管理办法中提出原则要求 ， 在 有关咨询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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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以详细说明。

(四 )加快机场容量评估技术投入和队伍建设。 从国外情况看，

尤其是美国， 其民航当局都有强大的容量评估和流量控制技术能力，

有强大的技术支持队伍。 这次去美国考察，最大的感触就是， 美国

人对自己的核心技术控制得非常严， 生怕被我们学了去。 因此，国

外技术力量可 以依靠，但不能完全依靠。 应当考虑是否研发符合我

国情况的评估软件模型和技术2建立我们自己的机场容量评估队伍。

在这方面，美国FAA技术中心和M IT陋的模式值得借鉴。

- 22一



送:总局领导， 总局机关各部门， 总局空管局，各地区管理局;各

运输航空公司，各机场 ( 集团)。

民航总局政策法规司政策处编印 2008年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