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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建设绿色机场是民航行业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机场总体规划编制是建设绿色机场的核心环节之一，在总体规划阶

段时充分考虑环境问题，可以预防并减缓环境影响，起到事半功倍

的作用。建设环境友好的机场，有利于保障航空运输安全和机场的

可持续发展。为规范运输机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专篇的编制工作，

有效指导绿色机场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要求，特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重点规定了运输机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专篇编写的一般

性原则、技术要点、工作程序、方法和要求等。分为 10 章和 5 个附

录。附录 A、E 为资料性附录，附录 B、C、D 为规范性附录。 

本指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提出并归口管理。为使本指南

更好地指导机场规划环境影响专篇的编制工作，请各有关单位在实

践中注意积累资料，不断总结经验，并将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

意见及时函告我司，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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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新建（迁建）及改扩建运输机场总体规划阶段近期

规划4E（含）以上多跑道机场环境影响专篇的编制。 

1.2 编制目的 

为规范运输机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专篇的编制，制定本指南。 

1.3 基本要求 

1.3.1 编制时间 

机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专篇编制应与机场总体规划编制同步开

展，独立成册，在与机场总体规划编制充分互动和协调的基础上，将

主要内容纳入机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篇章，一并报送规划审批机关。 

1.3.2 主要内容 

机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专篇编制的主要内容应结合民航行业特

点，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环境影响预测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关注机场

总体规划方案的环境合理性、环境减缓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等内

容。对于需要在机场建设项目环评阶段着重解决的问题，如环境现状

监测、土壤环境影响、环境风险评价、电磁辐射等，在机场总体规划

环境影响专篇中可不再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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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分析范围 

机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专篇编制应按照规划实施的时间维度和

可能影响的空间尺度来界定分析范围。时间维度上，应包括整个规划

期，并根据规划方案的内容、年限等选择评价的重点时点、时段。空

间尺度上，应包括规划范围及可能受到规划实施影响的区域。 

1.3.4 编制要求 

方法应科学可靠，所依据的基础资料和数据信息应完整、真实、

可信、时效性强。机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专篇编制除应符合本指南外，

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规章和标准的规定。 

1.4 工作程序 

机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专篇编制的工作程序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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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主要
目标分析

政策、法规及相关
规划等资料收集

机场区域环境、社会
现状调查

确定环境指标和环境保护目标

识别主要环境影响和制约因素

规划协调性及“三线一单”符合性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噪声影响 大气影响
水、固废、生
态及环境风险

等环境影响

资源环境承载
力分析

规划方案的环境合理性分析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及其环境效益分析

主要结论及相关建议

资料
搜集
及现
状调

查

环境
影响
分析
与预

测

主要
结论

 

图1 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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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依据 

机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专篇涉及的方法可参照下列标准和规范。 

HJ/T 130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GB 9660     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 

HJ 2.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 

HJ 1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 

HJ/T 87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民用机场建设工程 

MH/T 5105    民用机场周围飞机噪声计算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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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缩略语 

3.1  城市规划 

本指南中的城市规划，是指目前正在实施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

利用规划，以及多规合一后的国土空间规划。 

3.2 “三线一单” 

按照规划环评导则规定，“三线一单”是指资源利用上线、环境质

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和负面清单。 

3.3 资源环境承载力 

不同规划时段可供规划实施利用的资源量、环境容量及总量控制

指标，以及区域资源与环境对规划实施的支撑能力。 

3.4 飞机（航空器）噪声及影响水平 

指飞机起飞、降落、飞越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本指南所指飞机噪

声影响水平是指基于机场全年运行情况下的飞机噪声影响水平。 

3.5 大气污染物 

大气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按存在形态分为颗粒态污染物和气态

污染物。其中，基本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可

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一氧化碳（CO）、臭氧

（O3）等。除基本污染物以外，为其他大气污染物，如非甲烷总烃等。 

其他术语和缩略语详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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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分析 

4.1 规划概述 

概述机场总体规划的空间范围和布局；近、远期阶段性发展目标，

包括航空业务量、飞机起降架次及机型组合、机场主要设施规模及建

设时序等方面的内容。 

4.2 规划的环境协调性分析 

4.2.1 筛选出与机场总体规划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经济政

策、技术政策、资源利用和产业政策，并分析机场总体规划与其要求

的符合性。 

4.2.2 分析机场总体规划与国家战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

规划、民航发展规划等规划的符合性。 

4.2.3 识别城市规划中对于机场所在区域在空间用地布局、资源

利用、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方面的相关要求，分析规划协调性及存

在的主要环境问题。 

4.2.4 “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应针对机场总体规划所在区域

地方政府正式发布的“三线一单”成果开展。对于尚未发布“三线一

单”成果的区域，可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机场规划区域的“三线一单”

制定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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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现状调查 

5.1 主要内容 

环境现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机场规划区域内自然环境概况、

生态环境现状、环境质量现状等。 

5.2 基本要求 

现状调查应立足于收集和利用机场及其周边已有的现状资料，说

明资料来源和有效性。同时，应结合机场及其周边区域的自然环境特

征、生态状况、环境质量等，明确提出规划实施的资源、生态、环境

制约因素。 

5.3 对现有机场总体规划修编的要求 

分析机场既有发展规模、空间布局、资源和能源利用方式存在的

主要环境问题，应在机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专篇中给予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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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分析 

6.1 基本要求 

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主要涉及资源供给指标和环境容纳指标两

个参数。资源供给指标包括区域水、土地、能源供给量等；环境容纳

指标主要对规划所在区域的水环境及大气环境容量进行分析。 

6.2 资源承载力分析 

分析机场总体规划所在区域的支撑性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

能源等）可利用上线，结合规划实施新增资源消耗量，分析规划实施

对区域内各时段剩余可利用资源量的占用情况，评估资源对规划实施

的承载能力。 

6.3 环境承载力分析 

分析机场总体规划所在区域的主要环境要素（大气、水等）污染

物允许排放量，结合规划实施后新增污染物排放量，分析规划实施对

区域内各时段剩余污染物允许排放量的占用情况，评估环境对规划实

施的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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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影响分析与预测 

7.1 环境影响识别及污染源分析 

在规划分析和现状调查的基础上，识别规划目标和规划方案实施

可能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通过对声环境、空气环境、地表水、地下水

及生态等环境影响识别，明确主要的污染源，筛选出受机场规划实施

影响显著的资源、生态、环境要素，作为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的重点。 

7.2 确定环境评价指标 

针对飞机噪声、大气、水等环境影响提出相应环境控制目标和评

价指标。 

7.3 明确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初步分析，明确环境保护目标和环境敏感目标，主要包括人

口密集区、文教区、疗养地、医院等区域以及具有历史、科学、民族、

文化意义的保护地等。声环境保护目标的调查范围见附录C。 

7.4 飞机噪声影响预测与分析 

7.4.1 预测内容和方法 

根据《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民用机场周围飞机噪声

预测和计算》等标准，对飞机噪声影响进行预测，预测指标应与国家

最新机场噪声环境质量标准要求一致。 

7.4.2 基础数据 

（1）机场基础信息。机场基准点坐标及跑道端地理坐标；机场



 

10 
 

跑道数量、长度、标高，方位等；针对多跑道机场，需要给出跑道构

型信息，例如跑道间距、长度、错开距离、夹角等。 

（2）机场所在区域多年平均基本气象资料，包括：气温、气压、

相对湿度、风速、风向等。 

（3）航班信息。目前机场运行航空器的主要类型、年日均飞行

量、高峰小时起降架次和分时段（昼间、傍晚、夜间）起降架次； 

（4）跑道使用方式。应结合总体规划阶段仿真模拟研究成果，

合理确定规划近、远期飞机昼夜起降比例、多跑道机场的跑道运行模

式及各跑道起降比例等预测参数。 

（5）飞行程序。机场跑道两端至少20km、两侧至少5km的飞行

航迹及重要拐点坐标。 

（6）机场周围区域敏感点分布情况及基本信息。机场周围区域

敏感点分布情况及基本信息。调查范围应为可涵盖机场各跑道不同起

降方向自跑道端外延10公里的进、离场航迹的矩形范围。若飞机噪声

70dB影响范围超出该范围，应将调查范围扩展至包含70dB的矩形范

围。各航迹线两侧调查范围不应小于1km，具体要求见附录C。敏感

点信息包括：居住区（含住宅小区、村庄等）、学校、医院等敏感点

坐标；居住区的户数/人数；学校、医院可容纳人数等。 

（7）机场所在区域及城镇近、远期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 

7.4.3 预测结果及要求 

（1）飞机噪声影响预测应符合《民用机场周围飞机噪声预测和

计算》、《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民用机场建设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等规定。附录2中规范了飞机噪声影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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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要求。 

（2）基于机场总体规划对近、远期目标年跑道运行模式、起降

方向、机型组合、飞行程序、起降架次（年起降架次、日均起降架次）、

昼夜起降比例等的合理预测，绘制机场飞机噪声影响等值线图。分析

和说明由于飞行量增长导致不相容用地增加的预期影响。 

（3）噪声影响等值线图至少应包括跑道位置及《机场周围飞机

噪声环境标准》中规定限值对应声级在内的至少4条噪声等值线（按

照现行标准，应绘制70dB、75dB、80dB和85dB的噪声等值线），可根

据实际情况增加，以明确体现飞机噪声影响范围及趋势为原则。 

（4）噪声影响等值线图应绘制在像素分辨率至少为5m×5m的卫星

遥感影像上，确保能够清晰辨识街道、地标性建筑和主要声环境保护

目标。为说明飞机噪声对规划的影响，同时还应将等值线绘制在机场

所在地区经批复的现行城市总体规划图上（噪声影响跨行政区的，应

将所有受影响区域的规划用地图的叠图作为底图）。 

（5）在噪声影响等值线图上应标明机场周边受飞机噪声影响的

重要敏感建筑物，并说明建筑物的数量、结构和用途等，统计可能受

噪声影响的人口数量等，留存相关敏感建筑物的现状影像资料。 

（6）针对多跑道机场的总体规划，应开展不同跑道规划构型及

运行方案下的飞机噪声影响对比分析，给出不同跑道构型及运行方案

下的噪声影响程度及范围，提出噪声最优的跑道构型方案供规划编制

单位及机场管理部门进行参考，作为跑道构型确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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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 

7.5.1 预测内容 

机场大气污染主要来源为航空器、地面车辆以及固定排放设施

等，主要污染物为NOx、SOx、CO、非甲烷总烃、PM10、PM2.5等。 

基于机场总体规划对近远期目标年中飞机及地面车辆、重点排放

设备等活动水平进行污染物排放总量预测。估算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

因子排放量，并结合气象条件（包括当地主导风向等因素），适当分

析规划实施产生的大气污染物对本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程度。 

7.5.2 预测方法 

推荐采用航空排放和扩散模型（EDMS或AEDT）等作为大气预

测模型。 

7.5.3 基础数据 

（1）当地政府发布的预测区域近一年内的大气环境质量数据。 

（2）机场航空器主要类型、规划目标年的日均飞行量、高峰小

时飞行架次、跑道使用方式等。 

（3）机场气象 

地面气象数据，主要包括风速、风向、总云量、低云量和干球温

度等，可选择距离项目最近或气象特征基本一致的气象站的逐时地面

气象数据。 

高空气象数据，主要包括：大气压、高度、风向、风速、干球温

度、露点温度等。 

（4）地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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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预测评价区域的地形、地貌、高程等基本资料，并简要分析

地形对于大气扩散条件的影响。 

7.5.4 预测结果及要求 

（1）针对主要污染物形成源强清单。 

（2）结合气象条件（包括当地主导风向等因素），适当分析规

划实施产生的大气污染物对本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程度。 

（3）分析机场规划实施后大气污染排放对周边环境敏感目标的

影响，并据此对机场布局、用地规划等提出针对性建议。 

7.6 生态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 

对涉及环境敏感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以及规划实施可能造成

重大生态环境影响的，应重点论证。 

对涉及珍稀鸟类的，应从规划实施对国家及地方重点保护鸟类的

影响以及机场鸟击防范两方面进行分析。 

7.7 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 

通过机场规划实施后污水产生量预测及污水处理模式分析，评估

机场污水排放及其他活动（包括雨水排放、河流改线等）对地表水环

境产生的影响。 

（1）基于机场总体规划对近远期目标年中机场各用水单元（包

括航站区、办公区、配套设施区等）污水产生量进行合理预测。 

（2）根据机场所在区域的水体环境功能、污水排放标准、机场

污水排放方式，分析规划实施的水环境影响。依托市政污水处理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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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分析依托单位的污水处理承载能力；机场自建污水处理厂的，应分

析周边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及机场污水处理后达标排放可行性分析。 

（3）针对机场规划实施可能影响区域泄洪或河流改线的，应分

析其可能造成的地表水环境影响。 

7.8 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 

对规划涉及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及其他地下水敏感保护目标

的，应开展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 

7.9 固体废弃物预测与分析 

估算机场总体规划近、远期目标年一般和危险固体废弃物（如油

库区污油，医疗废物等）的种类和产生量，分析周边区域内固体废物

处置能力匹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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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规划方案的环境合理性分析 

8.1 基本要求 

以改善机场环境质量和保障生态安全为核心，综合环境影响预测

与分析结果，论证机场总体规划的规模、布局、结构等要素的环境合

理性，开展规划方案综合论证。 

8.2 规划布局的环境合理性分析 

综合论述规划规模、布局、结构、建设时序以及规划环境基础设

施、重大建设项目的环境合理性。 

8.3 规划环境目标的可达性分析 

规划环境目标的可达性从声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生态环境，

固体废物等角度，论证规划方案的环境目标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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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9.1 资源与能源节约措施 

从合理布局角度提出节约用地要求。从资源能源节约的角度提出

机场能源中心、航站楼等节能设计要求。从能源结构优化等方面提出

机场新能源使用和新能源车辆推广的建议。 

9.2  飞机噪声减缓措施 

从运营管理和技术减噪等方面，提出控制机场飞机噪声影响的具

体方案和阶段性措施，详细分析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如： 

（1）飞行程序优化：通过对比不同的飞行程序调整方案，如飞

行航迹改变、采用减噪程序、合理设置转弯点、减小离散度等，详细

分析不同方案可能导致的飞机噪声影响范围和受影响人群的变化，并

据此提出相关建议，以便在飞行程序制定过程中给予相应考虑。 

（2）跑道运行模式调整：通过对比不同的航空器运行方案，如

使用优先跑道、调整不同方向的起降比例等，详细分析不同航空器运

行方案能导致的飞机噪声影响范围和受影响人群的变化，并据此提出

航空器运行管理或运行限制等相关建议。 

（3）周边土地利用控制：从机场总体规划与周边规划的衔接和

实施上，提出机场周边地区的土地使用相容性要求，绘制机场周边噪

声相容性土地利用控制图，划分不同噪声等级的控制区，明确各级控

制区内限制的土地使用功能，严格控制敏感建筑物的开发建设，同时

给出机场周边适合开发的土地利用类型，具体要求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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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针对目标年规划业务量超过1000万人次/年的机场，应制定

噪声环境监测计划，并规划航空器运行与噪声监控系统。 

9.3 大气污染减缓措施及其环境效益分析 

从航空器运行和机场优化设计等方面，提出控制机场大气污染减

缓的具体措施，详细分析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如： 

（1）航空器运行方面：针对航空器运行方面提出具体的大气污

染减缓措施，例如使用地面电源设备替代飞机APU、在特定时间段限

制高污染排放的机型运行等，并分析由此可以产生的污染减少程度。 

（2）机场设计优化：从提高跑滑系统运行效率、引入公共交通

方式等方面，提出机场大气污染防护措施。 

（3）调整机场用能结构：大力推广新能源车辆、节能减排新技

术等，逐步提高机场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比例。 

（4）针对目标规划超过1000万人次/年的机场，应制定大气环境

监测计划，并规划机场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 

9.4 其他环境减缓措施及其环境效益分析 

针对生态环境保护、污水处理、固体废物处置、环境风险防范等

提出具体防护措施，详细分析其可行性和有效性。 

9.4.1 生态保护措施 

对于涉及基本农田、林地等占用的，需要提出补偿方案或生态补

偿措施。对于涉及鸟类栖息地的，应提出针对性的保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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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雨水、污水处理措施 

针对规划实施后污水及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增量，结合区域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相关规划，提出污水处置方案建议。针对机务维修废水和

飞机除冰液等提出专门的处理要求。 

针对机场雨水和污水回用提出针对性的规划措施，论证海绵型机

场建设等所能取得的环境效益。 

9.4.3 固体废弃物处理措施 

区分一般固体废弃物及危险固体废弃物，依据固体废弃物的性质

及相应的管理要求，提出针对性的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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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结论与建议 

应包括规划分析、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的主要结论、资源环境承

载力分析的主要结论、规划方案环境合理性分析的主要结论、环境影

响减缓措施的主要结论等。基于以上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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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术语和缩略语 

（资料性附录） 

A.1  城市规划 

本指南中的城市规划，是指目前正在实施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

利用规划，以及多规合一后的国土空间规划。 

A.2 环境敏感区 

指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保护区域和对规划实施产生的环境影响

特别敏感区的区域，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或者其外的区域，

如自然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为

主要功能的区域。 

A.3 重点生态功能区 

指生态系统脆弱或生态功能重要，需要在国土空间开发中限制进

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以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的区域。 

A.4  “三线一单” 

按照规划环评导则规定，“三线一单”是指资源利用上线、环境质

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和负面清单。 

A.4.1 生态保护红线 

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

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通常包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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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护、防风固沙、海岸生态

稳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

盐渍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 

A.4.2 环境质量底线 

指按照水、大气、土壤环境质量不断优化的原则，结合环境质量

现状和相关规划、功能区划要求，考虑环境质量改善潜力，确定的分

区域分阶段环境质量目标及相应环境管控、污染物排放控制等要求。 

A.4.3 资源利用上线 

以保障生态安全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的，结合自然资源开发管

控，提出的分区域分阶段的资源开发利用总量、强度、效率等上线管

控要求。 

A.5 资源环境承载力 

不同规划时段可供规划实施利用的资源量、环境容量及总量控制

指标，以及区域资源与环境对规划实施的支撑能力。 

A.5.1 土地资源承载力  

指在一定时空尺度和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条件约束下，

区域土地资源所能支撑的最大国土开发规模和强度。 

A.5.2 水资源承载力 

指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满足河道内生态环境用水的前提下，综合考

虑来水情况、工况条件、用水需求等因素，水资源可以承载经济社会

的最大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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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3 能源承载力 

指在现状条件及包含规划期的一定时期内，提供一定服务品质、

生活水平和环境质量的条件下，能源系统满足能源负荷需求的能力。 

A.5.4 环境容量 

环境容量是指在确保人类生存、发展不受危害、自然生态平衡不

受破坏的前提下，某一环境要素所能容纳污染物的最大负荷值。 

A.6 飞机（航空器）噪声 

A.6.1 飞机（航空器）噪声 

指飞机（航空器）起飞、降落、飞越过程中产生的噪声。 

A.6.2 飞机噪声影响水平 

指飞机噪声影响水平是指基于机场全年运行情况下的年日平均

飞机噪声影响水平。 

A.6.3 昼夜等效声级 

指飞机噪声昼夜等效声级。考虑人们对航空器噪声的昼夜敏感性

差异，将夜间航空器噪声增加10dB（A）的补偿量后得到的一昼夜等

效连续A声级，用Ldn表示。 

A.6.4 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 

经白天、晚上、夜间不同时段内飞机噪声影响加权后的等效连续

感觉噪声级，用LWECPN表示，单位dB。 

A.6.5 飞机噪声影响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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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规划近、远期目标年的日平均飞机噪声影响水平绘制的等声

级曲线图。 

A.7 大气污染物 

A.7.1 大气污染物分类 

大气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按存在形态分为颗粒态污染物和气态

污染物。按生成机理分为一次污染物和二次污染物。其中由人类或自

然活动直接产生，由污染源直接排入环境的污染物称为一次污染物；

排入环境中的一次污染物在物理、化学因素的作用下发生变化，或与

环境中的其他物质发生反应所形成的新污染物称为二次污染物。 

A.7.2 基本污染物 

指 GB3095 中所规定的基本项目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SO2)、

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一氧

化碳（CO）、臭氧（O3）。 

A.7.3 其他污染物 

指除基本污染物以外的其他项目污染物，如非甲烷总烃等。 

A.7.4 大气污染物短期浓度 

指某污染物的评价时段小于等于24h的平均质量浓度，包含1h平

均质量浓度、8h平均质量浓度以及24h平均质量浓度。 

A.7.5 大气污染物长期浓度 

指某污染物的评价时段大于等于1个月的平均质量浓度，包含月

平均质量浓度、季平均质量浓度以及年平均质量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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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缩略词解释 

APU：辅助动力装置（Auxiliary Power Unit），在大、中型飞机

上和大型直升机上，为了减少对地面（机场）供电设备的依赖，装有

的独立小型动力装置。 

BOD：生物需氧量（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是指在一

定期间内，微生物分解一定体积水中的某些可被氧化物质，特别是有

机物质，所消耗的溶解氧的数量。以毫克/升或百分率、ppm表示。 

COD：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是在一定的条

件下，采用一定的强氧化剂处理水样时，所消耗的氧化剂量。水样在

一定条件下，以氧化1升水样中还原性物质所消耗的氧化剂的量为指

标，折算成每升水样全部被氧化后，所氧的毫克数，以mg/L表示。 

LWECPN：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Weighted Equivalent 

Continuous Perceived Noise Level）是用于评价航空噪声的指标，其特

点是既考虑了在全天24h的时间内飞机通过某一固定点所产生的有效

感觉噪声级的能量平均值，同时也考虑了不同时间段内的飞机数量对

周围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NMHC：非甲烷总烃（Non-methane Hydrocarbon），采用规定

的监测方法，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有响应的除甲烷外的气态有机化合

物的总和，以碳的质量浓度计。 

NOx：氮氧化物，指只由氮、氧两种元素组成的化合物。 

PM10：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10 μm，PM10），指环境空气中空

https://www.baidu.com/s?wd=%E8%BE%85%E5%8A%A9%E5%8A%A8%E5%8A%9B%E8%A3%85%E7%BD%AE&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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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10μm的颗粒物，也称可吸入颗粒物。 

PM2.5：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2.5 μm，PM2.5），指环境空气中

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2.5 μm的颗粒物，也称细颗粒物。 

SOx：硫氧化物，是硫氧化合物的总称，是大气污染、环境酸化

的主要污染物。 

SS：悬浮物（Suspended Solids ）指悬浮在水中的固体物质，包

括不溶于水中的无机物、有机物及泥砂、黏土、微生物等。 

TDS：溶解性总固体（Total Dissloved Solids)指水中溶解组分的

总量，包括溶解于水中的各种离子、分子、化合物的总量，但不包括

悬浮物和溶解气体。 

TN：总氮（Total Nitrogen）是水中各种形态无机和有机氮的总

量。包括NO3-、NO2-和NH4+等无机氮和蛋白质、氨基酸和有机胺等

有机氮，以每升水含氮毫克数计算。 

TP：总磷（Total Phosphorus）废水中以无机态和有机态存在的

磷的总和。 

VOCs：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是指参

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

物。在表征VOCs总体排放情况时，根据机场行业特征和环境管理要

求，可采用非甲烷总烃（以NMHC表示）作为污染物控制项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6%B0%94%E6%B1%A1%E6%9F%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AF%E5%A2%83%E9%85%B8%E5%8C%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AF%E5%A2%83%E9%85%B8%E5%8C%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A1%E6%9F%93%E7%89%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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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图件构成与要求 

（规范性附录） 

B.1 一般原则 

（1）机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图件是指以图形、图像形式对

环境影响评价有关空间内容的描述、表达或分析，是规划环评预测分

析的主要依据和评价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  

（2）机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专篇的图件应遵循有效、实用、规

范的原则，根据需要表达的主题内容选择适当的成图精度和图件要

素，充分反映出评价要素构成、空间分布及其与影响对象的空间作用

关系、途径或程度。 

B.2 图件构成及要求 

B.2.1 近、远噪声等值线图 

机场近期、远期噪声等值线图的图件构成及制作要求见表B.1。 

表 B.1 噪声等值线图的构成及要求 

图件构成要素 制作要求 

规划区域的卫星底图 像素分辨率至少为 5m×5m 

噪声等值线 

依据现行有效的机场噪声标准，应绘制至少包括 LWECPN 为 

70dB、75dB 和 80dB 的噪声等值线；若新机场噪声标准实施后，

需绘制昼夜等效连续 A 声级为 57dB、62dB、67dB 的噪声等值线 

图例 需标出不同等值线的噪声分贝值 

指北针 需符合科学制图要求 

比例尺 需符合科学制图要求 

B.2.2 近、远期机场噪声影响范围与城市用地规划相容性分析图 

机场近期、远期噪声影响范围与城市用地规划相容性分析的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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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及制作要求见表B.2： 

表 B.2 机场噪声影响范围与城市用地规划相容性分析图 

图件构成要素 制作要求 

与规划区域相关的

城市用地规划图 
机场所在区域现行有效的城市用地规划图 

噪声等值线 

依据现行有效的机场噪声标准，应绘制至少包括 LWECPN 为 70dB、

75dB、80dB 和 85dB 的噪声等值线；若新的机场噪声标准实施后，需绘

制昼夜等效连续 A 声级为 57dB、62dB、67dB 的噪声等值线 

图例 需标出不同等值线的噪声分贝值；标注出不同色块代表的土地使用类型 

指北针 需符合科学制图要求 

比例尺 需符合科学制图要求 

B.2.3 近、远期机场周边噪声相容性土地利用控制图 

机场周边噪声相容性土地利用控制图的图件构成及制作要求如

表B.3和图B所示： 

表 B.3 机场周边噪声相容性土地利用控制图的构成及要求 

图件构成要素 制作要求 

规划机场建设区域行政图和卫

星地图 

需将区域行政图和卫星底图分别作为底图，叠加机场噪声相容性用地

控制线后，形成机场周边噪声相容性土地利用控制图 

规划范围 根据机场规划设计方案标出机场建设用地红线 

现行机场噪声标准中规定限值

对应的噪声相容性用地控制线 

在噪声影响等值线基础上，沿山脉、道路、河流及村落等边界绘制噪

声影响控制线，并在控制线的重要拐点处添加拐点地理坐标 

一、二类控制区 

一、二类控制区要求以不同色块进行标注，按照现行机场噪声标准，

一类控制区为 70-75 分贝内区域，二类控制区为 75 分贝内区域。若新

机场噪声标准实施后，需对此做出相应修正。 

绘制说明 
要求在图中说明预测年份飞机日起降架次，高峰小时起降架次、跑道

使用方式 

敏感点说明 要求在图件中以表的形式列出位于一、二类控制区内的居住区、学校、

医院名称 

指北针 需符合科学制图要求 

比例尺 需符合科学制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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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机场周边噪声相容性土地利用控制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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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 近、远期大气浓度扩散图（如有） 

大气浓度扩散图件构成及制作要求如下表所示： 

表 B.4 大气浓度扩散图的构成及要求 

图件构成要素 制作要求 

规划机场建设区域卫星底图 像素分辨率至少为 5m×5m 

污染物浓度扩散范围 要求根据预测结果绘制不同污染物浓度扩散范围，其中

超标区域用红色表示 

图例 要求以不同颜色标注污染物浓度 

指北针 需符合科学制图要求 

比例尺 需符合科学制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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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环境敏感目标调查范围及噪声影响预测结果 

（规范性附录） 

 

C.1 环境敏感目标调查范围 

声环境保护目标调查范围见图 C。 

 
图 C 声环境保护目标调查范围（示意图） 

C.2 环境敏感目标噪声影响预测结果 

环境敏感目标的噪声影响预测结果如表 C.1-表 C.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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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居住区的位置、人口统计及噪声影响预测结果 

序

号 
居住区 

经纬度坐标 户数 
人

数 

LWECPN（dB） 

近期 远期 
纬度 经度 户 人 

1        

2        

3        

…        

表 C.2 学校位置、人口统计及噪声影响预测结果 

序

号 
学校 

经纬度坐标 学生 教师 
LWECPN值（dB） 

近期 远期 
纬度 经度 人 人 

1        

2        

3        

…        

表 C.3 医院位置、人口统计及噪声影响预测结果 

序

号 
医院 

经纬度坐标 病床 医护 
LWECPN 值（dB） 

近期 远期 
纬度 经度 床 人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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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机场基础数据、运营数据与气象统计资料 

（规范性附录） 

机场基础数据见表 D.1，跑道运行方式见表 D.2，飞行架次统计

见表 D.3，气象数据统计表见表 D.4。 

表 D.1  机场基础信息 

机场名称  机场编号  

机场位置 城市  机场基准点

坐标 

经度  

省份  纬度  

跑 

道 

信 

息 

跑道 1 端点 1 经度  纬度  海拔  

端点 2 经度  纬度  海拔  

跑道 2 端点 1 经度  纬度  海拔  

端点 2 经度  纬度  海拔  

…… 端点 1 经度  纬度  海拔  

端点 2 经度  纬度  海拔  

表 D.2  跑道运行方式 

起降方向 相对比例% 跑道编号 飞行状态 比例% 

由南向北 …… 

…… 
起飞 …… 

降落 …… 

…… 

起飞 …… 

降落 …… 

由北向南 …… 

…… 

起飞 …… 

降落 …… 

…… 
起飞 …… 

降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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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  近、远期飞行架次统计表 

机型 
起飞 降落 

飞行量 0:00-1:00 …… 23:00-24：00 飞行量 0:00-1:00 …… 23:00-24：00 

C 
……         

         

D 
……         

         

E 
……         

         

F 
……         

         

合计         

表 D.4  多年平均气象数据统计表 
序号 项目 统计结果 单位 序号 项目 统计结果 单位 

1 年平均风速  m/s 8 年平均相对湿度  % 

2 年最大风速  m/s 9 年平均降水量  mm 

3 年平均气温  ℃ 10 最大年降水量  mm 

4 极端最高气温  ℃ 11 最小年降水量  mm 

5 极端最低气温  ℃ 12 年日照时数  h 

6 月最高气温  ℃ 13 年最多风向  / 

7 月最低气温  ℃ 14 年均静风频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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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机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专篇编写提纲（样例） 

（资料性附录） 

 

1 总则  

1.1 主要依据 

1.2 编制目的  

1.3 编制原则  

1.4 技术路线  

1.5 主要内容  

2 规划分析 及“三线一单”符合性 

2.1 规划概述  

2.2 规划协调性分析 

2.3 “三线一单”符合性  

3 环境影响识别、环境评价指标及环境敏感目标确定  

3.1 环境影响识别  

3.2 环境评价指标 

3.3 环境敏感目标确定  

4 环境质量现状  

4.1 自然环境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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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生态环境现状  

4.3 环境质量现状  

5 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 

5.1 土地资源承载力分析  

5.2 水资源承载力分析  

5.3 能源承载力分析  

5.4 大气环境容量  

5.5 水环境容量 

6 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 

6.1 飞机噪声影响预测与分析  

6.2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  

6.3 水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 

6.4 固体废弃物影响预测与分析 

6.5 其他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 

7 规划方案的环境合理性分析 

7.1 规划方案的环境合理性 

7.2 规划环境目标的可达性  

8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及其环境效益 

8.1 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利用措施及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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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噪声影响减缓措施及其环境效益  

8.3 大气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及其环境效益  

8.4 其他污染防护措施及其环境效益  

9 主要结论 

9.1 主要结论 

9.2 相关建议 

附图 

附图1：机场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分布图 

附图2：机场近期飞机噪声影响等值线图 

附图3：机场远期飞机噪声影响等值线图 

附图4： 机场噪声影响范围与城市用地规划相容性分析图

（叠加现行有效的城市用地规划图） 

附图5：机场远期周边噪声相容性土地利用控制图（叠加行

政图） 

附图6：机场远期周边噪声相容性土地利用控制图（叠加卫

星图） 

 

附表 

机场周围敏感目标人数及噪声影响预测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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