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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 年度航空情报数据质量管理重点工作 

2018年民用航空情报部门根据《关于落实航空资料定期颁发制完

善数据质量管理的通知》（局发明电〔2018〕1049号）的要求，秉承

航空情报数据链管理理念，以提高航空情报数据质量为核心，重点开

展了下述工作： 

1. 严格落实航空资料定期颁发制，保障运行安全。2018年在各

级民用航空情报部门的积极推动下，航空情报数据链各相关单位对航

空资料定期颁发制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执行情况得到很大改善。各

机场、地区管理局和程序设计部门等单位能够按照航空资料定期颁发

制的要求，在重大项目的先期协调和推进、原始资料上报、审批和核

实等环节，主动与航空情报部门保持沟通协调，保证了相关航空资料

的按期发布。 

2. 编报变更计划，全面把握运行变化。2018年民用航空情报部

门首次发布了航空情报数据重大变更计划，该计划基本涵盖了2019

年所有机场在飞行程序、助航设施等方面的重大变更情况，方便各运

行单位提前规划和准备。经过近一年的工作实践，原始数据提供单位

和民用航空情报部门已基本建立起航空数据重大变更计划的上报和收

集制度，但因该制度为首次实施，因此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改进。 

3. 跟踪数据准备，提高送审质量。地区民用航空情报部门根据

航空情报数据重大变更计划，提早与地区管理局、辖区原始数据提供

单位建立联系，持续跟踪原始数据准备情况并提供业务指导，质量控

制关口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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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实原始数据，优化情报资料质量。原始数据质量是保证航

空情报数据质量的前提和必要条件。2018年民用航空情报部门共修订

机场数量573次，在情报资料编制过程中核实校正了多批次原始数据

和原始数据批复文件问题。共发出原始数据核实单106份，包含校正

原始数据核实项378个。原始据核实项在《中国民航国内航空资料汇

编》（以下简称NAIP）中的占比情况参见图1。 

 

原始
数据
核实
项分
布情
况

进离场图 41%

机场细则 22%

进近图 18%

停机位置图 3%

障碍物A型图 4%

航路相关 6%

机场图 6%

航路点/定位点41%

航段距离15%

其他各项20%

地形特征和障碍物21%

停机坪滑行道及校正数据12%

无线电导航和着陆设施12%

其他各项55%

着陆标准数据19%

复飞程序数据18%

剖面图数据21%

其他各项42%

滑行道33%

其他各项48%

助航灯光19%

停机坪停机位82%

滑行路线18%

障碍物75%

其他各项25%

航段角度24%

航路点/定位点唯一性方面的问题

航段角度计算工具一致性方面的问题

航段距离完整性方面的问题数

地形特征和障碍物数据完整性方面的问题

停机坪、滑行道及校正位置数据逻辑性和唯一性方
面的问题

无线电导航和着陆设施数据唯一性方面的问题

剖面图数据唯一性方面的问题

着陆标准唯一性方面的问题

复飞程序唯一性方面的问题

滑行道数据完整性方面的问题

障碍物数据唯一性方面的问题

助航灯光数据唯一性方面的问题

涉及班机航线走向、高度层配备及启用时间等方面
问题

停机坪及停机位数据正确性方面的问题

图 1. 原始数据核实项分布情况 

5. 反馈资料公布情况，确保数据同步更新。地区民用航空情报

部门能够及时向地区管理局、辖区原始数据提供单位反馈原始数据公

NAIP 内容分布 突出问题 问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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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情况，并提供已公布的相关航空情报数据，确保了各方数据的一致

性和有效性。 

6. 重视用户反馈，提高数据维护效率。用户反馈是纠正航空情

报数据差错、进一步优化设计、保障运行安全的重要环节。为此民用

航空情报部门初步建立了多方式、多渠道的反馈机制，及时收集用户

反馈的情报数据问题并进行解答和更正，基本实现了对航空数据的闭

环管理。2018年民用航空情报部门共收到用户反馈的NAIP数据问题

251条，其中机场相关数据反馈239条，航路相关数据反馈12条。用户

反馈在NAIP中的占比情况参见图2。 

用
户
反
馈
分
布
情
况 机场图 3%

航路   9%

机场细则 18%

进场图（含数据库编码）  9%

进近图（含数据库编码） 48%

离场图（含数据库编码） 12%

总则   1%

 
图 2. 用户反馈问题分布 

7. 建立协调机制，持续开展符合性检查。地区民用航空情报部

门与地区管理局、机场建立了定期协调机制，开展了符合性检查工作，

并将最新变化情况及时上报，使航空情报数据符合机场实际运行，保

障航行的安全、正常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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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 年度航空情报数据分类统计 

（一）机场航空情报数据分类统计 

1. 对外开放机场 

截至 AIRAC 2018 Nr.13，NAIP 共公布机场 241 个。其中，对外

开放机场 67 个，占机场总数的 28%。各地区对外开放机场占本地区

机场总数的比例依次为：华北地区 24%，东北地区 30%，华东地区 55%，

中南地区 28%，西南地区 16%，西北地区 17%，新疆地区 14%。  

图 3. 各地区对外开放机场分布 

2. 单/双/三/四跑道机场 

截至 AIRAC 2018 Nr.13，NAIP 共公布单跑道机场 226 个，占机

场总数的 93.8%；双跑道机场 11 个，占机场总数的 4.6%；三跑道机

场 3 个，占机场总数的 1.2%；四跑道机场 1 个，占机场总数的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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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单/双/三/四跑道机场占比 

各地区单/双/三/四跑道机场分布如下表所示： 

地区 单跑道机场 双跑道机场 三跑道机场 四跑道机场 

华北地区 32 1 1 / 

东北地区 27 / / / 

华东地区 42 3 / 1 

中南地区 34 4 1 / 

西南地区 47 2 1 / 

西北地区 23 1 / / 

新疆地区 21 / / / 

表 1. 各地区单/双/三/四跑道机场分布 

3. 飞行区指标分类机场 

截至 AIRAC 2018 Nr.13，NAIP 共公布 4F 级机场 6 个，占机场总

数的 2%；4E 级机场 38 个，占机场总数的 16%；4D 级机场 55 个，占

机场总数的 23%；4C 级机场 127 个，占机场总数的 53%；3C 级机场

10 个，占机场总数的 4%；3C 级以下机场 5 个，占机场总数的 2%。  

各地区机场飞行区指标分布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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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1A 

机场 

2B 

机场 

3B 

机场 

3C 

机场 

4C 

机场 

4D 

机场 

4E 

机场 

4F 

机场 

华北地区 / / / 3 23 2 5 1 

东北地区 1 1 / 1 13 6 5 / 

华东地区 / / / 2 18 14 11 1 

中南地区 2 / 1 1 13 12 8 2 

西南地区 / / / 1 31 14 2 2 

西北地区 / / / 2 14 4 4 / 

新疆地区 / / / / 15 3 3 / 

合计 3 1 1 10 127 55 38 6 

表 2. 各地区机场飞行区指标分布 

4. 军民合用/民用机场 

截至 AIRAC 2018 Nr.13，NAIP 共公布民用机场 182 个，占机场

总数的 76%;军民合用机场 59 个，占机场总数的 24%。 

图 5. 民用机场/军民合用机场占比 

5. 高高原/高原/非高原机场 

截至 AIRAC 2018 Nr.13，NAIP 共公布高高原机场 19 个，占机场

总数的 8%;高原机场 17 个，占机场总数的 7%;非高原机场 205 个，占

机场总数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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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高高原/高原/非高原机场占比 

各地区高高原/高原/非高原机场分布如下表所示： 

地区 非高原机场 高原机场 高高原机场 

华北地区 34 / / 

东北地区 27 / / 

华东地区 46 / / 

中南地区 38 / 1 

西南地区 27 12 11 

西北地区 12 5 7 

新疆地区 21 / / 

表 3. 各地区高高原/高原/非高原机场分布 

6. RNP APCH 运行机场 

截至 AIRAC 2018 Nr.13，NAIP 共公布 RNP APCH 运行机场 174

个，占机场总数的 72%。各地区 RNP APCH 运行机场占本地区机场总

数的占比依次为：华北地区 83%，东北地区 71%，华东地区 72%，中

南地区 77%，西南地区 66%，西北地区 63%，新疆地区 77%。  



 — 8 — 

 
图 7. 各地区 RNP APCH 运行机场分布 

7. HUD 运行机场 

截至 AIRAC 2018 Nr.13，NAIP 共公布 HUD 运行机场 82 个，占机

场总数的 34%。各地区 HUD 运行机场占本地区机场总数的比例依次为

华北地区 18%，东北地区 44%，华东地区 41%，中南地区 49%，西南地

区 24%，西北地区 29%，新疆地区 33%。   

 
图 8. 各地区 HUD 运行机场分布 

8. CATII/CATIII 类运行机场 

截至 AIRAC 2018 Nr.13，NAIP 共公布 CATII/CATIII 类运行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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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11 个，占机场总数的 5%。各地区 CATII/CATIII 运行机场分布

如下表所示： 

地区 CATI 类运行机场 CATII 类运行机场 CATIII 类运行机场

华北地区 33 1 / 

东北地区 27 / / 

华东地区 43 2 1 

中南地区 37 2 / 

西南地区 47 3 / 

西北地区 23 1 / 

新疆地区 20 1 / 

表 4. 各地区 CATII/CATIII 类运行机场分布 

9. RNP AR 运行机场 

截至 AIRAC 2018 Nr.13，NAIP 共公布 RNP AR 运行机场 16 个，

占机场总数的 7%。各地区 RNP AR 运行机场分布如下表所示： 

地区 RNP AR 运行机场 

华北地区 / 

东北地区 1 

华东地区 2 

中南地区 1 

西南地区 10 

西北地区 2 

新疆地区 / 

表 5. 各地区 RNP AR 运行机场分布 

10. CCO/CDO 运行机场 

截至 AIRAC 2018 Nr.13，NAIP 公布 CCO/CDO 运行机场 3 个，分

别为北京/首都机场、广州/白云机场和昆明/长水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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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域及航路航线航空情报数据分类统计 

1. 总体公布情况 

截至 AIRAC 2018 Nr.13，航路部分共公布航路导航台 407 个，

其中 NDB 导航台 92 个、VOR/DME 导航台 315 个；航路航线重要点 1003

个，其中 P 字点 428 个、五字代码点 758 个。区域管制区 28 个，共包

含217个管制扇区；进近管制区42个，共包含205个进近管制扇区。 

数据类别 数量 

NDB 导航台 92 个 

VOR/DME 导航台 315 个 

P 字点 428 个 

五字代码点 758 个 

管制区/管制扇区 28/217 个 

进近管制区/进近管制扇区 42/205 个 

航路航线总条数 924 条 

对外开放航路航线总里程 116026 公里 

国内航路航线总里程 107234 公里 

不记重叠部分航路航线总里程 223260 公里 

航段总数 2770 段 

班机航线条数 9264 条 

城市对班机航线条数 14073 条 

班机航线国际城市 284 个 

表 6. 空域及航路航线信息统计表 

2. 不同类别航路航线公布情况 

截至 AIRAC 2018 Nr.13，NAIP 共公布航路航线 924 条。其中，

国际航路 57 条，占比 6.2%；国际区域导航航路 5 条，占比 0.5%；国

内对外开放航路 159 条，占比 17.2%；国内对外开放进离场航路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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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占比 12.1%；国内对外开放区域导航航路 2 条，占比 0.2%；对外

开放临时航线 64 条，占比 6.9%；国内航路航线 126 条，占比 13.6%；

国内区域导航航路 9 条，占比 1.0%。 

 

 

 

 

 

 

 
图 9. 不同类型航路航线公布情况 

3. 航路航线总里程公布情况 

截至 AIRAC 2018 Nr.13，NAIP 共公布航路航线不记重叠部分总

里程 223260 公里。其中，对外开放航路航线总里程 116026 公里，占

比 51.97%，同比增长 2.1%；国内航路航线总里程 107234 公里，占比

48.03%，同比增长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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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航路航线总里程变化情况 

4. 不同类别班机航线公布情况 

截至 AIRAC 2018 Nr.13，NAIP 共公布班机航线 9264 条（城市对

班机航线 14073 对）。其中，国际班机航线 1103 条（城市对班机航线

5912 对），占比 11.91%（42.01%）；国内班机航线 7432 条（城市对国

内班机航线 7432 对），占比 80.22%（52.81%）；过境班机航线 115 条

（城市对班机航线 115 对），占比 1.24%（0.82%）；地区班机航线 614

条（城市对班机航线 614 对），占比 6.6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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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不同类型班机航线城市对及条数公布情况 

5. 班机航线总里程公布情况 

截至 AIRAC 2018 Nr.13，NAIP 共公布班机航线总里程 12852212

公里。其中， 

国际班机航线里程 2205299 公里，占比 17.16%，同比增长 6.3%；

国内班机航线里程 9540566 公里，占比 74.23%，同比增长 12.1%；过

境班机航线里程 340523 公里，占比 2.65%，同比增长 0.4%；地区班

机航线里程 765824 公里，占比 5.96%， 同比增长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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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类型班机航线里程变化情况 

（三）航行通告发布分类统计 

1. 空管局情报中心发布航行通告情况 

截至 AIRAC 2018 Nr.13，空管局情报中心共计发布航行通告

27395 份。其中： 

A 系列航行通告 5570 份，占比 20.33%，同比增长 42.13%； 

E 系列航行通告 2712 份，占比 9.9%，同比增长-4.03%； 

F 系列航行通告 7064 份，占比 25.79%，同比增长-3.07%； 

G 系列航行通告 2723 份，占比 9.94%，同比增长-2.72%； 

L 系列航行通告 947 份，占比 3.46%，同比增长 44.14%； 

U 系列航行通告 3402 份，占比 12.42%，同比增长 7.83%； 

W 系列航行通告 844 份，占比 3.08%，同比增长-28.66%； 

Y 系列航行通告 1895 份，占比 6.92%，同比增长 9.54%； 

C 系列航行通告 1841 份，占比 6.72%，同比增长-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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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情通告 397 份，占比 1.45%，同比增长 33.22%。 

 
图 13. 航行通告发布情况 

2. 各地区民用航空情报部门发布航行通告情况 

截至 AIRAC 2018 Nr.13，各地区民用航空情报部门共计发布 C

系列航行通告 33880 份。其中： 

华北地区 C 系列航行通告 3546 份，占比 10.47%，同比增长

-2.64%； 

东北地区C系列航行通告2763份，占比8.16%，同比增长18.23%； 

华东地区 C 系列航行通告 7881 份，占比 23.26%，同比增长

-2.26%； 

中南地区 C 系列航行通告 5271 份，占比 15.56%, 同比增长

12.05%； 

西南地区C系列航行通告5280份，占比15.58%，同比增长8.69%； 

西北地区C系列航行通告2881份，占比8.50%，同比增长33.44%； 

新疆地区 C 系列航行通告 6258 份，占比 18.47%, 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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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7%。 

 
图 14. 各地区航行通告发布情况 

通过对航行通告的分析可以发现，航行通告发布总体呈每年逐渐

递增的趋势，发布的航行通告内容主要在空域调整和机场相关数据的

变更等方面。这反映出目前我国处于空域优化和机场建设的密集调整

期，民用航空情报部门应当按照相关规章的要求，严格把控航行通告

的发布数量和质量，确保运行安全。 

三、2019 年度航空情报数据重大变更计划情况 

2019年度航空情报数据重大变更计划共278项（未包含空域及航

路航线变更计划）。其中：华北地区31项，占11%；东北地区23项，占

8%；华东地区69项，占25%；中南地区65项，占23%；西南地区61项，

占22%；西北地区13项，占5%；新疆地区16项，占6%。 

民航局空管局情报中心在网站www.aischina.com公布了2019年

度机场航空情报数据重大变更计划表，各单位可以了解相关情况并做

好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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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8 年度航空情报数据质量重点关注事项 

（一）航空资料定期颁发制（AIRAC）执行情况 

截至AIRAC 2018 Nr.13，由于出现了26起不同程度违反航空资料

定期颁发制的情况，导致本年度已发布的13期航空资料中有8期的发

布时间晚于计划时间。 

影响航空资料不能按照AIRAC要求公布数据的主要原因是原始数

据不满足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等质量要求。具体表现为：机场不

能合理安排资料上报时间，上报的原始数据质量不高或批复文件不齐

全；空域调整方案与相关机场的飞行程序调整不同步；民用航空情报

部门与原始数据提供单位进行数据质量核实时工作效率不高，反复更

正数据等。 

（二）原始数据核实情况 

1. 原始数据核实单及核实项数量分布 

截至AIRAC 2018 Nr.13，民用航空情报部门共发出原始数据核实

单106份，含378个原始数据核实项。其中，机场原始数据核实单95

份，含354个机场原始数据核实项；航路原始数据核实单11份，含24

个航路原始数据核实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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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各期航空资料原始数据核实单、核实项数量 

 
图 16. 各地区原始数据核实单、核实项数量 

2. 原始数据核实项在 NAIP 中的分布 

截至AIRAC 2018 Nr.13，原始数据核实项在NAIP中的分布及占比

依次为：进离场图（含数据库编码）占41%，机场细则占22%，进近图

占18%，机场图占6%，航路相关占6%，障碍物A型图占4%，停机位置图

占3%。   

 



 — 19 —

 
图 17. 原始数据核实项在 NAIP 中的分布 

（1）进离场图 

截至AIRAC 2018 Nr.13，原始数据核实项在进离场图中的分布

及占比依次为：航路点/定位点占41%，航段角度占24%，航段距离占

15%，其它各项共占20%。 

 
图 18. 原始数据核实项在进离场图中的分布 

① 航路点/定位点 

需核实的航路点/定位点原始数据包括速度限制、高度限制和航

路点坐标。问题类型包括唯一性、批复文件一致性、正确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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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航路点/定位点在唯一性方面的问题数量最多。 

速度限制 

唯一性 航图中的速度限制和编码表中的不一致 

批复文件一致性 未标注修改的速度限制与现行有效的资料不一致 

正确性 速度限制信息描述有误 

完整性 速度限制数据缺失 

高度限制 

唯一性 
航图中的高度限制数值和编码表中的不一致 

同一点高度限制数值在进场图和进近图中不一致 

正确性 
高度的英尺数值有误 

军民合用机场高度的英尺数值取整有误 

航路点坐标 

正确性 坐标精度有误 

唯一性 

同一航路点在不同图中的坐标不一致 

同一航路点在不同批复文件中的坐标数值不一致 

不同航路点坐标值相同 

航路点坐标在航图和编码表中不一致 

批复文件一致性 未标注修改的航路点坐标与现行有效的资料不一致 

表 7. 航路点/定位点问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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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航路点/定位点问题数量 

② 航段角度 

需核实的航段角度原始数据问题类型包括数据的正确性、完整

性、关联性、计算工具一致性和批复文件一致性。其中，航段角度在

计算工具一致性方面的问题数量最多。 

正确性 程序批复文件中的航段角度数值有误 

完整性 飞行程序批复文件中的航段角度缺失 

关联性 航段角度在关联图中数值不一致 

计算工具一致性 
飞行程序批复文件中的航段角度与空管局情报中心的

计算结果存在 3°左右的差异 

批复文件一致性 未标注修改的航段角度与现行有效的资料不一致 

表 8. 航段角度问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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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航段角度问题数量 

③ 航段距离 

需核实的航段距离原始数据问题类型包括数据的完整性、关联

性、计算工具一致性和批复文件一致性。其中，航段距离在完整性方

面的问题数量最多。 

完整性 飞行程序批复文件中的航段距离缺失 

关联性 相同航段距离在关联图中的数值不一致 

计算工具一致性 
飞行程序批复文件中的航段距离与空管局情报中心的计

算结果存在 1NM 左右的差异 

批复文件一致性 未标注修改的航段距离与现行有效的资料不一致 

表 9. 航段距离问题类型 

 
图 21. 航段距离问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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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场细则  

截至 AIRAC 2018 Nr.13，原始数据核实项在机场细则中的分布

及占比依次为：地形特征和障碍物（AD2.8）占 21%，停机坪、滑行

道及校正位置数据（AD2.6）占 12%，无线电导航和着陆设施（AD2.19）

占 12%，其它各项共占 55%。 

 
图 22. 原始数据核实项在机场细则中的分布 

① 地形特征和障碍物 

需核实的地形特征和障碍物数据问题类型包括关联性、正确性、

完整性和批复文件一致性。其中，地形特征和障碍物数据在完整性方

面的问题数量最多。 

关联性 障碍物信息未与飞行程序调整同步变更 

正确性 障碍物位置有误 

完整性 控制障碍物涉及航段信息缺失 

唯一性 机场细则中的障碍物信息与 A 型图不符 

表 10. 地形特征和障碍物问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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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地形特征和障碍物问题数量 

② 停机坪、滑行道及校正位置数据 

需核实的停机坪、滑行道及校正位置数据问题类型包括完整性、

逻辑性和唯一性。其中，停机坪、滑行道及校正位置数据在逻辑性和

唯一性方面的问题数量最多。 

完整性 新增滑行道和停机位 PCN 值缺失 

逻辑性 滑行道 PCN 值描述有歧义 

唯一性 机场细则中的滑行道数据与机场图不一致 

表 11. 机坪、滑行道及校正位置数据问题类型 

图 24. 机坪、滑行道及校正位置数据问题数量 

③ 无线电导航和着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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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核实的无线电导航和着陆设施数据问题类型包括批复文件一

致性、完整性和唯一性。其中，无线电导航和着陆设施数据在唯一性

方面的问题数量最多。 

批复文件一致性 未标注修改的导航台信息与现行有效资料不一致 

完整性 缺少DME天线标高 

唯一性 导航台信息和航图中的信息不一致 

表 12. 无线电导航和着陆设施问题类型 

 

图 25. 无线电导航和着陆设施问题类型 

（3）进近图 

截至 AIRAC 2018 Nr.13，原始数据核实项在进近图中的分布及

占比依次为：剖面图数据占 21%，着陆标准数据占 19%，复飞程序数

据占 18%，其它各项共占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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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原始数据核实项在进近图中的分布 

① 剖面图数据 

需核实的剖面图原始数据包括导航台/定位点高度、位置和

RDH/TCH 数据。问题类型包括数据的完整性、关联性、唯一性和正确

性。其中，剖面图数据在唯一性方面的问题数量最多。  

导航台/定位点高度 

正确性 剖面图中 MOCA 高度/高数值有误 

唯一性 同一点在进近图平面图和剖面图中高度不一致 

导航台/定位点位置 

关联性 导航台距跑道入口距离数值与机场细则中的内容不一致

唯一性 同一点在进近图平面图和剖面图中位置不一致 

RDH/TCH 数据 

唯一性 剖面图中 RDH/TCH 数值与机场细则中的内容不一致 

完整性 剖面图中 RDH/TCH 数值缺失 

表 13. 剖面图数据问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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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剖面图数据问题数量 

 

② 着陆标准 

需核实的着陆标准原始数据问题类型包括数据的正确性、完整

性和唯一性。其中，着陆标准在唯一性方面的问题数量最多。  

正确性 批复文件的着陆标准取整方式有误 

完整性 RVR/VIS数值缺失 

唯一性 航图的盘旋着陆标准不一致 

表 14. 着陆标准问题类型 

 
图 28. 着陆标准问题数量 

③ 复飞程序 

需核实的复飞程序原始数据包括复飞高度和复飞描述。问题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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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包括数据的唯一性和逻辑性。其中，复飞程序在唯一性方面的问题

数量最多。  

唯一性 复飞程序中的高度数值在复飞描述、编码表和平面图中

的内容不一致 

逻辑性 复飞描述内容有歧义或不明确 

表 15. 复飞程序问题类型 

 

图 29. 复飞程序问题数量 

（4）机场图 

截至 AIRAC 2018 Nr.13，原始数据核实项在机场图中的分布及

占比依次为：滑行道占 33%，助航灯光占 19%，其它各项共占 48%。 

 



 — 29 —

图 30 原始数据核实项在机场图中的分布 

 

① 滑行道 

需核实的滑行道原始数据包括滑行等待位置、滑行道编号、PCN

值和名称。问题类型包括唯一性、批复文件一致性、完整性和正确性。

其中，滑行道数据在完整性方面的问题数量最多。 

 

唯一性 滑行道编号在机场细则和机场图中内容不一致 

批复文件一致性 未标注修改的滑行等待位置与现行数据不一致 

完整性 缺少滑行道名称；缺少滑行道位置 

正确性 滑行道PCN值有误 

表 16. 滑行道数据问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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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滑行道数据问题类型 

 

② 助航灯光 

需核实的助航灯光原始数据包括进近灯光和顺序闪光灯。问题

类型包括唯一性和批复文件一致性。其中，助航灯光数据在唯一性方

面的问题数量最多。 

唯一性 简易进近灯光系统在机场细则和机场图中的内容不一致； 
顺序闪光灯在机场细则和机场图中的内容不一致 

批复文件一致性 未标注修改的精密进近灯光系统与现行有效资料不一致 

表 17. 助航灯光问题类型

 
图 32. 助航灯光问题数量 

（5）停机位置图 

截至 AIRAC 2018 Nr.13，原始数据核实项在停机位置图中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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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及占比依次为：停机坪及停机位占 82%，滑行路线占 18%。 

 

图 33. 原始数据核实项在停机位置图中的分布 

① 停机坪及停机位 

需核实的停机坪及停机位原始数据包括停机位坐标、停机位使

用限制、停机位编号、停机位 PCN 值和停机坪构型，问题类型包括批

复文件一致性、正确性和唯一性。其中，停机坪及停机位数据在正确

性方面的问题数量最多。 

批复文件一致性
未标注修改的停机位坐标与现行有效的资料不一致； 

未标注修改的停机位使用限制与现行有效的资料不一致 

正确性 

停机位坐标数值有误； 

停机位使用限制信息有误； 

停机位编号信息有误； 

停机位 PCN 数值有误 

唯一性 
停机位编号在批复文件和 CAD 文件（佐证材料）中不一致；

停机位构型在批复文件和 CAD 文件（佐证材料）中不一致 

表 18. 停机坪及停机位问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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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停机坪及停机位问题数量 

 

（6）障碍物 A 型图 

截至 AIRAC 2018 Nr.13，原始数据核实项在障碍物 A 型图中的

分布及占比依次为：障碍物占 75%，其它各项共占 25%。 

图 35. 原始数据核实项在障碍物 A 型图中的分布 

① 障碍物 

需核实的障碍物原始数据包括障碍物位置、障碍物高度和障碍

物数量，问题类型包括完整性、正确性和唯一性。其中，障碍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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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唯一性方面的问题数量最多。 

完整性 障碍物数量冗余 

正确性 
障碍物位置信息有误； 

障碍物高度信息有误 

唯一性 

障碍物位置信息在机场细则和 A 型图中内容不一致； 

障碍物高度信息在机场细则和 A 型图中内容不一致； 

障碍物数量信息在机场细则和 A 型图中内容不一致 

表 19. 障碍物问题类型 

图 36. 障碍物问题数量 

（7）航路部分 

与航路相关的原始数据核实项涉及班机航线走向、高度层配备

及启用时间；进近管制扇区垂直范围；航路报告点性质；与航路报告

点相关的航路等待数据；管制扇区代码；管制扇区水平边界；区域导

航航路导航规范和航路走向等。问题类型包括完整性、正确性、唯一

性和关联性等方面。 

（三）用户反馈情况 

截至 AIRAC 2018 Nr.13，民用航空情报部门共收到用户反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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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P 数据问题 251 条。其中，机场相关数据反馈 239 条，航路相关

数据反馈 12 条。 

 
图 37. 各地区用户反馈数量分布 

 

1. 用户反馈在 NAIP 中的分布 

用户反馈在 NAIP 中的分布及占比依次为：进近图（含数据库编

码）占 48%，机场细则占 18%，离场图（含数据库编码）占 12%，进

场图（含数据库编码）占 9%，航路部分占 9%，机场图占 3%，总则占

1%。  

 
图 38. 用户反馈在 NAIP 中的分布 

（1）进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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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反馈在进近图中的分布及占比依次为：着陆标准占 21%，测

距表占 18%，复飞程序占 18%，其它各项共占 43%。 

 
图 39. 用户反馈在进近图中的分布 

① 着陆标准 

主要包括不同跑道 RVR/VIS 公布方式不一致，MDA(H)英尺数值

有误或不合要求，不同复飞梯度对应的着陆标准公布形式有歧义，

LNAV/VNAV 数值不符合规定等。 

② 测距表 

某些测距表的公布形式容易导致飞行员在计算高距比时出现错

误。 

③ 复飞程序  

主要包括复飞航迹不明确、复飞程序与复飞描述中的磁航迹和

高度数值不一致等。 

④ 其它各项 

主要是进近图和编码表的一致性问题，包括进近图和编码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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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点高度、复飞转弯速度、等待速度、复飞磁航向等方面不一致。 

（2）进离场图 

主要是进离场图和编码表的一致性问题，包括进离场图和编码

表在定位点高度、速度限制、飞行程序航段信息等方面不一致。同时，

还包括进离场图公布的航空情报数据与实际运行情况不一致、飞行程

序数据与导航数据内容不匹配等。 

（3）机场细则 

主要包括停机位翼展限制与实际运行不符，机场细则与航图的

下滑角公布精度不一致、NAIP 机场细则公布的内容与 AIP 机场细则

公布的内容不一致，NAIP 修订内容与航行通告内容不一致等。 

（4）航路部分 

主要包括航路点缺失，航路点内容在航路图和航路文字部分中

内容不一致，航路图与进离场图衔接不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