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保护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航空安全通告》 
（征求意见稿）的有关说明 

 

说明要点： 

一、为什么要制定《保护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航空安全通告》

（以下简称《通告》）？《通告》的制定有什么程序？ 

二、什么是机场净空保护区域？  

三、《通告》（征求意见稿）中所提的“白云机场净空保护区

域”如何界定？  

四、《通告》（征求意见稿）提及，在依法划定的白云机场范

围内和白云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属于广州市的范围内禁止放飞影

响飞行安全的鸟类动物，施放无人驾驶的自由气球、系留气球、

风筝或者其他升空物体等多项活动，这些活动对机场净空安全有

何影响？ 

五、《通告》（征求意见稿）提及，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

施放无人机必须通过评审才能施放，为何如此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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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制定《保护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航空安全通告》

（以下简称《通告》）？《通告》的制定有什么程序？ 

《通告》的制定目的：作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净空和电磁环

境保护管理的重要依据，提示社会公众注意白云机场净空保护区

域内影响航空安全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共同保障白云机场航空

安全。 

《通告》的制定程序：《通告》属于广州市的行政规范性文

件，制定程序严格按照《广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执行，

主要包括文件起草、征求职能部门意见、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市

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市政府审定等步骤。 

目前，《通告》的制定进行到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的阶段，征

求意见时间为 5 月 19 日至 28 日。意见征求结束后，将根据社会

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对《通告》（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 

二、什么是机场净空保护区域？ 

飞机在起飞或者着陆时，飞行速度慢、飞行高度低、机动能

力差，遇到障碍物很难采取有效的手段进行规避。同时，起飞、

着陆是飞行过程中操作最复杂、飞行员最为紧张的阶段，不良的

空域环境将进一步增加飞行员操作难度，加大安全风险，严重时

可能造成机毁人亡的惨剧。在机场周边区域务必为飞机创造一个

干净、安全的飞行环境，这就是机场净空环境。机场的净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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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机场安全和高效的运行十分重要。据统计，在飞机起飞后的

6 分钟和着陆的 7 分钟内，最易发生意外事故，被国际称为“黑

色 13 分钟”，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事故与机场周围的障碍物及其它

净空条件有关。 

 

狭义的机场净空保护主要是对机场周边影响飞行安全的障

碍物进行高度控制；广义来说就是要创造一个适航、安全的“干

净的飞行空域”。在这一空域中，不仅没有超高的固定障碍物，

也没有诸如电磁环境干扰、孔明灯、气球、航模、无人机、烟雾、

灯光、鸟类等影响飞行安全的事物。净空保护，就是对净空环境

的保护；相应的保护区，就是机场净空保护区域。 

三、《通告》（征求意见稿）中所提的“白云机场净空保护区

域”如何界定？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关于下发〈民航中南地区民用机场净

空航行评估管理办法〉的通知》（民航中南局航务〔2015〕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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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机场净空保护区域为： 

机场净空保护区域，是指为保证航空器在机场飞行运行安

全，维护飞行秩序及保障航班正常，根据民航有关规章和标准所

划设一定空间的范围；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包括机场障碍物限制面

及机场航行服务程序保护区。 

1.机场障碍物限制面：由国际民航组织附件十四《机场》及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MH5001-2013）规定的障碍物限

制面，包括锥形面、内水平面、进近面、内进近面、过渡面、内

过渡面、复飞面及起飞爬升面。 

2.机场航行服务程序保护区：由机场飞行程序、飞机性能分

析、最低扇区高度（包括机场跑道两侧10公里两端 20公里范围）、

最低雷达引导高度保护区等以机场基准点为圆心，半径 55 公里

范围构成的区域。 

按照上述规定，白云机场净空保护区域为以白云机场基准

点为圆心，半径 55 公里范围构成的区域（见下图）。《通告》涉

及的范围特指白云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属于广州市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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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净空保护区域范围图 

（《通告》涉及的范围特指白云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属于广州市的范围） 

比例尺
0 7.5 15 30KM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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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的《通告》（征求意见稿），

就白云机场净空保护区域的界定，采用了“以机场基准点为圆

心，半径 55 公里范围构成的区域”的定义。《通告》起草部门将

在意见征求期结束后，就有关内容和定义进行研究评估，对《通

告》（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完善。 

四、《通告》（征求意见稿）提及，在依法划定的白云机场范

围内和白云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属于广州市的范围内禁止放飞影

响飞行安全的鸟类动物，施放无人驾驶的自由气球、系留气球、

风筝或者其他升空物体等多项活动，这些活动对机场净空安全有

何影响？  

《民用航空法》、《民用机场管理条例》、《通用航空飞行管制

条例》、《民用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了禁止在

依法划定的民用机场范围内和按照国家规定划定的机场净空保

护区域内从事相关活动（可参阅后附参考资料）。 

（一）鸟击航空器。 

鸟击航空器指鸟类与飞行中的航空器发生碰撞，造成伤害的

事件。飞机起飞和降落过程是最容易发生鸟击的阶段，超过 90%

的鸟击发生在机场和机场附近空域，50％发生在低于 30 米的空

域发生，仅有 1%发生在超过 760 米的高空。由于飞机飞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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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与飞鸟发生碰撞后常造成极大的破坏，严会造成飞机的坠毁，

目前鸟撞是威胁航空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飞鸟撞击航空器会造成以下危害：（1）撞击飞机风挡，会撞

裂前挡风玻璃遮挡飞行员视线，影响飞行员驾驶飞机；（2）撞击

飞机导航系统，会导致飞机失去导航系统指引；（3）撞击飞机机

翼前缘或尾部部件，会损坏飞机的操纵舵面，影响飞机的操纵；

（4）飞鸟被吸入发动机进气口后，会使涡轮发动机的扇叶弯曲、

变形或卡住发动机，甚至可能引起发动机故障或损坏，导致飞机

失去动力。 

（二）升空物体影响航空器。 

可能影响航空器飞行安全的升空物包括：风筝、孔明灯、玩

具气球、热气球、系留气球、航模、飞艇、滑翔机等。 

1.违规升放气球、孔明灯、风筝，可能造成如下危害： 

（1）风筝、孔明灯、氢气球等升空物升空后难以控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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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被吸入航空器发动机，导致发动机故障或损坏。 

（2）孔明灯带有明火，被吸入发动机后还可能点燃发动机

内的电子设备，引发火灾。 

（3）风筝、气球及其引线绳可能缠挂在航空器各种操作舵

面上，导致航空器操作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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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飞行员为避让风筝、气球、孔明灯等升空物时，会影

响正常操作或飞机偏离航线，酿成事故。 

2. 违规燃放烟花爆竹对航空器的危害主要有： 

（1）燃放烟花爆竹时产生的强烈光线和烟雾会干扰飞行员

的视线。 

（2）烟花爆竹爆炸后会产生粉尘和固体颗粒，被飞机发动

机吸入后会造成发动机故障或损坏。 

（3）生产厂家加大对烟花爆竹药量，提高烟花爆竹的爆炸

威力和升空高度，直接威胁到起飞和降落的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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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高障碍物影响航空器。 

如果障碍物超过规定高度，会对飞行安全造成以下影响：

（1）可能导致飞机不能起降、限制某些机型运行或机场关闭；

（2）可能导致机场被迫提高飞行天气标准，降低机场的使用率，

导致航班延误或取消；（3）可能会反射、阻挡电磁波，影响地

空通讯；（4）可能会缩短飞机起飞和着陆的可以距离，导致飞

机冲出跑道；（5）可能影响机场目视助航设备的正常运行，影

响飞行安全，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可能会发生飞机与障碍物相撞

的惨剧。 

五、《通告》（征求意见稿）提及，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内施

放无人机必须通过评审才能施放，为何如此严格？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法》明确了在机

场净空保护区内施放无人机需经评审，以及评审的流程（可参阅

后附参考资料）。 

目前，国家层面正逐步完善无人机管理的相关制度。2017

年5月16日，为加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以下简称“民用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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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管理，民航局下发《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

理规定》，要求自2017年6月1日起，民用无人机的拥有者必须进

行实名登记。 

违规施放无人机对民航运输的影响： 

（一）违规施放无人机直接影响飞机飞行安全。 

相关研究显示，如果飞机的时速在300公里/小时，与5公斤

级的无人机相撞将产生7万牛顿的冲击力；如果飞机的时速在900

公里/小时，与10公斤级的无人机相撞将产生125万牛顿的冲击

力。 

如果无人机与飞机相撞或被吸入飞机发动机，其能量不亚于

一颗小口径炮弹，甚至会直接洞穿机体，造成机毁人亡的惨剧。

飞机在起飞和落地阶段是飞行的关键阶段，在这短短10多分钟

里，任何的变故都可能导致空难的发生。 

专家介绍，无人机一旦与民航客机相撞可能会损坏飞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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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动机或驾驶舱风挡玻璃。另外，无人机搭载的锂电池在相撞

时，可能起火并嵌入机身，危及飞机安全。根据相关实验，一只

重1.8千克的鸟与一架飞行速度为960公里/小时的大飞机相撞，产

生的冲击力比炮弹还大。一般的消费级无人机的重量为1.5千克

至150千克，通常由质地坚硬的材料制成，无人机若与高速飞行

的飞机相撞，严重时可能造成机毁人亡的惨剧。另外还可能造成

地面人身财产安全（坠机落体），被他人用于违法犯罪等。 

（二）违规施放无人机导致航班延误。 

违规施放无人机如导致航班备降，除了一系列经济损失外，

更导致后续航班延误，影响机场的航班正常起降和旅客的正常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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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参考资料 

1.《民用航空法》第五十八条 禁止在依法划定的民用机场

范围内和按照国家规定划定的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从事下列活

动：  

(一)修建可能在空中排放大量烟雾、粉尘、火焰、废气而影

响飞行安全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二)修建靶场、强烈爆炸物仓库等影响飞行安全的建筑物或

者设施；  

(三)修建不符合机场净空要求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四)设置影响机场目视助航设施使用的灯光、标志或者物

体；  

(五)种植影响飞行安全或者影响机场助航设施使用的植物；  

(六)饲养、放飞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动物和其他物体；  

(七)修建影响机场电磁环境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禁止在依法划定的民用机场范围内放养牲畜。 

2.《民用机场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 禁止在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从事下列活

动： 

（一）排放大量烟雾、粉尘、火焰、废气等影响飞行安全的

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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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建靶场、强烈爆炸物仓库等影响飞行安全的建筑物

或者其他设施； 

（三）设置影响民用机场目视助航设施使用或者飞行员视线

的灯光、标志或者物体； 

（四）种植影响飞行安全或者影响民用机场助航设施使用的

植物； 

（五）放飞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升放无人驾驶的自由气球、

系留气球和其他升空物体； 

（六）焚烧产生大量烟雾的农作物秸秆、垃圾等物质，或者

燃放烟花、焰火； 

（七）在民用机场围界外 5 米范围内，搭建建筑物、种植树

木，或者从事挖掘、堆积物体等影响民用机场运营安全的活动； 

（八）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影响民用机场净

空保护的行为。 

第五十一条 禁止在距离航路两侧边界各 30 公里以内的地带修

建对空射击的靶场和其他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设施。 

第五十七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无线电台（站）和其

他仪器、装置，不得对民用航空无线电专用频率的正常使用产生

干扰。 

3.《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第六条 从事通用航空飞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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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单位、个人使用机场飞行空域、航路、航线，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向飞行管制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4.《民用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第一百五十九条 在机场

净空保护区域内，机场管理机构应当采取措施，防止下列影响飞

行安全的行为发生： 

（一）修建可能在空中排放大量烟雾、粉尘而影响飞行安全

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设施； 

（二）修建靶场、爆炸物仓库等影响飞行安全的建筑物或者

设施； 

（三）设置影响民用机场目视助航设施使用的或者机组成员

视线的灯光、标志、物体； 

（四）种植影响飞行安全或者影响民用机场助航设施使用的

植物； 

（五）放飞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动物、无人驾驶自由气球、

系留气球和其他升空物体； 

（六）焚烧产生大量烟雾的农作物秸秆、垃圾等物质，或者

燃放烟花、焰火； 

(七) 设置易吸引鸟类及其他动物的露天垃圾场、屠宰场、

养殖场等场所； 

（八）其他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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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法》 

第五条 在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民用航空使用空域范围内开

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活动，除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的情

况外，应通过地区管理局评审： 

（一） 机场净空保护区以外； 

（二）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最大起飞重量小于或等于 7 千

克； 

（三） 在视距内飞行，且天气条件不影响持续可见无人驾

驶航空器； 

（四） 在昼间飞行； 

（五） 飞行速度不大于 120 千米/小时； 

（六）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符合适航管理相关要求； 

（七） 驾驶员符合相关资质要求； 

（八） 在进行飞行前驾驶员完成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

统的检查； 

（九） 不得对飞行活动以外的其他方面造成影响，包括地

面人员、设施、环境安全和社会治安等。 

（十）运营人应确保其飞行活动持续符合以上条件。 

第六条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活动需要评审时，由

运营人会同空管单位提出使用空域，对空域内的运行安全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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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并形成评估报告。 

地区管理局对评估报告进行审查或评审，出具结论意见。 

6.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第二十四条 在机场区域内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保护机场净

空的规定，禁止在机场附近修建影响飞行安全的射击靶场、建筑

物、构筑物、架空线路等障碍物体。 

在机场及其按照国家规定划定的净空保护区域以外，对可能

影响飞行安全的高大建筑物或者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

置飞行障碍灯和标志，并使其保持正常状态。 

第二十七条 升放无人驾驶航空自由气球或者可能影响飞行安

全的系留气球，须经有关飞行管制部门批准。具体管理办法由国

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民用航空

主管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拟定，报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

会批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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