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下）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327999.htm 第七十条 飞行人员

在飞行中必须遵守有关的飞行规则和飞行任务书中的各项规

定，服从飞行指挥，准确实施领航，保持规定的航行诸元，

注意观察空中情况，按照规定及时报告航空器位置、飞行情

况和天气情况，特别是危险天气现象及其发展情况。 第七十

一条 目视飞行时，航空器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避让： （一）在

同一高度上对头相遇，应当各自向右避让，并保持５００米

以上的间隔； （二）在同一高度上交叉相遇，飞行员从座舱

左侧看到另一架航空器时应当下降高度，从座舱右侧看到另

一架航空器时应当上升高度； （三）在同一高度上超越前航

空器，应当从前航空器右侧超越，并保持５００米以上的间

隔； （四）单机应当主动避让编队或者拖曳飞机，有动力装

置的航空器应当主动避让无动力装置的航空器，战斗机应当

主动避让运输机。 第七十二条 在与航路、固定航线交叉或者

靠近的临时航线飞行时，飞行人员应当加强对空中的观察，

防止与航路飞行的航空器相撞。当临时航线与航路、固定航

线交叉时，水平能见度大于８公里的，应当按照规定的飞行

高度通过；在云中飞行或者水平能见度小于８公里的，应当

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员或者飞行指挥员的指示通过。在靠近航

路的航线上飞行时，应当与航路的边界保持规定的安全间隔

。 第七十三条 未配备复杂气象飞行设备的航空器，机长应当

按照规定的飞行最低气象条件，在安全高度以上进行目视飞

行，防止飞入云中。 第七十四条 当天气情况不低于机长飞行



的最低气象条件时，机长方可在３００米以下进行目视飞行

，飞行时航空器距离云层底部不得小于５０米。 第七十五条 

航空器沿航路和固定航线飞行通过中途机场１００至５０公

里前，除有协议的外，飞行人员应当向该机场的空中交通管

制员或者飞行指挥员报告预计通过的时间和高度。中途机场

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或者飞行指挥员必须指挥在本机场区域内

飞行的航空器避让过往航空器，保证其安全通过；无特殊原

因，不得改变过往航空器的航线和高度。 航空器在临时航线

飞行通过中途机场时，应当按照规定的航线和高度通过，或

者按照该机场空中交通管制员或者飞行指挥员的指示通过。 

第七十六条 飞行中，飞行人员与地面联络中断，可以停止执

行飞行任务，返回原机场或者飞往就近的备降机场降落。当

保持原高度飞向备降机场符合飞行高度层配备规定时，仍保

持原高度飞行；当保持原高度飞向备降机场不符合飞行高度

层配备规定时，应当下降到下一层高度飞向备降机场；因飞

行安全高度所限不能下降到下一层高度的，应当上升至上一

层高度飞向备降机场。 第七十七条 航路、航线飞行或者转场

飞行的航空器，在起飞前或者在中途机场降落后需要继续飞

行的，机长或者其代理人必须到机场飞行管制部门办理飞行

手续，校对有关资料，经批准后方可起飞；航空器降落后需

要连续起飞的，必须事先经中途机场飞行管制部门的许可。 

航路、航线飞行或者转场飞行的航空器降落后，机长或者其

代理人必须到机场飞行管制部门或者航空公司报告飞行情况

和航路、航线天气情况，送交飞行任务书和飞行天气报告表

。 未经批准而降落在非预定机场的航空器，必须由驻该机场

航空单位的负责人向上级报告，经批准后方可起飞。 第七十



八条 航路、航线飞行或者转场飞行的航空器到达预定机场后

，其各项保障工作由驻该机场的有关部门按照规定或者协议

负责。 第六章 飞行间隔 第七十九条 飞行间隔是为了防止飞

行冲突，保证飞行安全，提高飞行空间和时间利用率所规定

的航空器之间应当保持的最小安全距离。飞行间隔包括垂直

间隔和水平间隔。水平间隔分为纵向间隔和横向间隔。 机长

必须按照规定的飞行间隔飞行，需要改变时，应当经飞行管

制部门许可。 第八十条 航路、航线飞行或者转场飞行的垂直

间隔，按照飞行高度层配备。飞行高度层按照以下标准划分

： （一）真航线角在０度至１７９度范围内，高度由９００

米至８７００米，每隔６００米为一个高度层；高度在９６

００米以上每隔１２００米为一个高度层。 （二）真航线角

在１８０度至３５９度范围内，高度由６００米至９０００

米，每隔６００米为一个高度层；高度在９０００米以上每

隔１２００米为一个高度层。 （三）飞行高度层应当根据标

准大气压条件下假定海平面计算。真航线角应当从航线起点

和转弯点量取。 飞行高度层的具体配备标准见本规则附件二

。 第八十一条 航路、航线飞行或者转场飞行的水平间隔，由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会同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拟定，报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批准。 第八十

二条 飞行的安全高度是避免航空器与地面障碍物相撞的最低

飞行高度。 航路、航线飞行或者转场飞行的安全高度，在高

原和山区应当高出航路中心线、航线两侧各２５公里以内最

高标高６００米；在其他地区应当高出航路中心线、航线两

侧各２５公里以内最高标高４００米。 受性能限制的航空器

，其航路、航线飞行或者转场飞行的安全高度，由有关航空



管理部门另行规定。 第八十三条 航路、航线飞行或者转场飞

行的航空器，在航路中心线、航线两侧各２５公里以内的最

高标高不超过１００米，大气压力不低于１０００百帕（７

５０毫米水银柱）的，允许在６００米的高度层内飞行；当

最高标高超过１００米，大气压力低于１０００百帕（７５

０毫米水银柱）的，飞行最低的高度层必须相应提高，保证

飞行的真实高度不低于安全高度。 第八十四条 航路、航线飞

行或者转场飞行的高度层，由批准本次飞行的负责人，通过

飞行管制部门具体配备。 飞行高度层应当根据飞行任务的性

质、航空器性能、飞行区域以及航线的地形、天气和飞行情

况等配备。 第八十五条 在同一条航路、航线有数架（数批）

航空器同时飞行并且互有影响的，应当分别将每架（每批）

航空器配备在不同的高度层内；不能配备在不同高度层的，

可以允许数架（数批）航空器在同一条航路、航线、同一个

高度层内飞行，但是各架（各批）航空器之间应当保持规定

的纵向间隔。 第八十六条 航路、航线飞行或者转场飞行的航

空器起飞前，应当将场面气压的数值调整到航空器上气压高

度表的固定指标，使气压高度表的指针指到零的位置。 航路

、航线飞行或者转场飞行的航空器起飞后，在未规定过渡高

度或者过渡高的机场上升到距该机场道面６００米高度时，

应当将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标准海平面气压值调整到固定

指标，然后再继续上升到规定的飞行高度层；规定有过渡高

度或者过渡高的机场，在上升至过渡高度或者过渡高时，应

当将气压高度表调整到标准海平面气压值。 航路、航线飞行

或者转场飞行的航空器，进入降落机场区域并下降至该机场

过渡高度层时，或者根据空中交通管制员、飞行指挥员的指



示，将机场场面气压的数值调整到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固

定指标。 仅供民用航空器起降的机场，可以修正海平面气压

值为航空器气压高度表拨正值。 提供外国航空器起降的机场

，可以向外国航空器提供机场修正海平面气压值。 军用、民

用航空器在同一机场同时飞行的，必须统一航空器上气压高

度表拨正时机。 第八十七条 在高原机场起飞前，航空器上气

压高度表的气压刻度不能调整到机场场面气压数值的，应当

将气压高度表的标准海平面气压值调整到固定指标（此时所

指示的高度为假定零点高度），然后起飞和上升到规定的飞

行高度。 在高原机场降落时，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气压刻

度不能调整到机场场面气压数值的，应当按照空中交通管制

员或者飞行指挥员通知的假定零点高度进行着陆。航空器上

有两个气压高度表的，应当将其中一个气压高度表的标准海

平面气压值调整到固定指标，而将另一个气压高度表以修正

的海平面气压值调整到固定指标。 在高原、山区飞行，必须

注意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与无线电高度表配合使用。 第八十

八条 航路、航线飞行或者转场飞行时，因航空器故障、积冰

、绕飞雷雨区等原因需要改变飞行高度层的，机长应当向飞

行管制部门报告原因和当时航空器的准确位置，请求另行配

备飞行高度层。飞行管制部门允许航空器改变飞行高度层时

，必须明确改变的高度层以及改变高度层的地段和时间。 遇

有紧急情况，飞行安全受到威胁时，机长可以决定改变原配

备的飞行高度层，但必须立即报告飞行管制部门，并对该决

定负责。改变高度层的方法是：从航空器飞行的方向向右转

３０度，并以此航向飞行２０公里，再左转平行原航线上升

或者下降到新的高度层，然后转回原航线。 第七章 飞行指挥 



第八十九条 组织实施飞行指挥应当根据本规则和有关规定进

行，做到正确、及时和不间断。 第九十条 飞行指挥员必须切

实履行职责，维护机场、空中秩序和飞行纪律，并做到： （

一）了解飞行任务、飞行计划、飞行人员的技术水平及健康

状况、航空器性能和机载设备，以及各项保障工作情况； （

二）掌握飞行动态，了解天气变化，及时向飞行人员通知有

关的空中情况和指挥其准确地按照计划飞行； （三）当空中

情况发生变化时，及时采取措施，正确处置。 第九十一条 飞

行指挥必须按照下列调配原则安排飞行次序： （一）一切飞

行让战斗飞行； （二）其他飞行让专机飞行和重要任务飞行

； （三）国内一般任务飞行让班期飞行； （四）训练飞行让

任务飞行； （五）场内飞行让场外飞行； （六）场内、场外

飞行让转场飞行。 第九十二条 在飞行期间，所有参加飞行和

保障飞行的人员，必须服从飞行指挥员的指挥。 第九十三条 

驻在同一机场的军用航空器和民用航空器同时飞行时，必须

实施统一指挥。军用航空单位派出飞行指挥员，民用航空单

位派出飞行副指挥员。 飞行副指挥员负责向飞行指挥员报告

民用航空器的航行诸元和有关飞行情况，并且按照飞行指挥

员的指示，对民用航空器实施指挥。 第九十四条 执行不同任

务的航空器或者不同型别的航空器，在同一机场同时飞行的

，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安排优先起飞和降落的顺序。 对执行紧

急或者重要任务的航空器，班期飞行或者转场飞行的航空器

，速度大的航空器，应当允许优先起飞；对有故障的航空器

，剩余油量少的航空器，执行紧急或者重要任务的航空器，

班期飞行和航路、航线飞行或者转场飞行的航空器，应当允

许优先降落。 第九十五条 飞行指挥用无线电实施。指挥用语



应当简短、明确、易懂、规范。 未配备无线电通信设备的航

空器，无线电受干扰或者无线电通信设备发生故障的航空器

，按照本规则附件一的规定实施指挥。 第九十六条 现用机场

应当设飞行管制室、起飞线塔台（指挥塔台）或者机场管制

塔台，其位置应当有良好的视界，可观察到机场、净空地带

以及航空器飞行和航空器在机场上的活动。 机场飞行管制室

、起飞线塔台（指挥塔台）或者机场管制塔台，应当配备指

挥和保障飞行的通信设备、雷达显示设备或者雷达标图以及

其他有关设备和必要的文件图表等。 第九十七条 作战飞行的

指挥，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飞行中特

殊情况的处置 第九十八条 飞行中的特殊情况，是指突然发生

的危及飞行安全的情况。 对飞行中特殊情况的处置，应当根

据情况的性质、飞行条件和可供进行处置的时间来确定。飞

行中各种特殊情况的处置办法，由各航空管理部门规定。 第

九十九条 飞行人员、空中交通管制员、飞行指挥员和各类保

障飞行的人员，对飞行中特殊情况的处置必须预有准备。飞

行人员应当及时察觉飞行中出现特殊情况的各种征兆，熟练

掌握在各种特殊情况下的操作程序和紧急处置方法；空中交

通管制员或者飞行指挥员，应当熟知在不同的飞行条件下特

殊情况的指挥措施和组织援救遇险航空器的方法；各类保障

飞行的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恪尽职守，使各种保障设施

经常处于良好状态，随时能为飞行人员、空中交通管制员、

飞行指挥员正确处置特殊情况提供有利条件。 第一百条 飞行

中发生特殊情况，机长必须在保证航空器上人员生命安全的

前提下，积极采取措施保全航空器。时间允许的，机长应当

及时向空中交通管制员或者飞行指挥员报告所发生的情况和



准备采取的措施，并且按照其指示行动。 空中交通管制员或

者飞行指挥员应当根据空中具体情况，及时采取正确措施指

挥航空器。 第一百零一条 在飞行中遇到严重危及航空器和人

员安全的情况时，飞行人员应当利用一切手段，重复发出规

定的遇险信号。其他航空器飞行人员在飞行中收到遇险信号

，应当暂时停止使用无线电发信，必要时协助遇险航空器重

复发出遇险信号。 空中交通管制员或者飞行指挥员在收到航

空器发出的遇险信号后，应当迅速查明遇险航空器的位置和

险情性质，立即采取措施，并报告上级。 第一百零二条 军用

航空器遇险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报告当地政府和驻军。当

地政府和驻军应当立即组织搜寻援救。在海上搜寻援救遇险

航空器时，还应当报告国家海上搜寻援救组织和附近的海上

搜寻援救组织，国家海上搜寻援救组织和附近的海上搜寻援

救组织应当迅速进行搜寻和援救。 民用航空器遇险时，搜寻

援救活动的组织与实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一百零三

条 航空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遇险时，应当使用国际通用

的遇险信号和频率。在海上飞行遇险时，设备允许的，还应

当使用５００千赫频率发出遇险信号。 第九章 通信、导航、

雷达、气象和航行情报保障 第一百零四条 通信、导航、雷达

、气象和航行情报保障部门应当明确任务，认真履行职责，

密切协同，周密组织与实施飞行保障工作。 第一百零五条 各

种通信、导航设备必须经常处于良好状态，主要设备应当配

有备份，保证通信、导航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有关部门应当

加强对航空通信、导航无线电频率的管理和保护。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使用的无线电台和其他仪器、装置，不得妨碍航空

无线电专用频率的正常使用。 航路、航线地空通信、导航设



备的增设、撤除或者变更，应当经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或者

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同意。其中中波导航台和军用、民

用航空共用的地空通信、导航设备的撤除还须经使用各方协

商同意。 第一百零六条 飞行实施过程中，飞行人员、空中交

通管制员、飞行指挥员应当按照通信、导航保障规定，正确

使用通信、导航设备。 第一百零七条 雷达保障部门应当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飞行提供保障。 雷达设备应当经常

处于良好状态，保证雷达工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雷达保障

工作，应当按照管制区域或者雷达责任区组织实施。 第一百

零八条 雷达保障应当做到： （一）及时、准确、连续地测定

和通报空中航空器的位置； （二）严密监视航空器按照预定

的航路、航线、飞行空域和高度飞行，及时发现和报知航空

器偏离航路、航线、改变飞行高度和超出飞行空域的情况； 

（三）当获知空中有迷航、遇险的航空器时，应当组织有关

雷达重点观察，迅速判明迷航、遇险的航空器及有关情况； 

（四）当飞行区域天气不稳定时，应当根据空中交通管制员

或者飞行指挥员的要求，及时组织雷达探测天气。 第一百零

九条 飞行的气象保障工作由航空气象保障部门负责。 航空气

象保障部门必须严密组织气象保障，及时、准确地提供天气

预报、天气实况，及时发布重要气象情报、危险天气警报和

通报；必要时可以提出派遣航空器侦察天气和利用探测设备

探测天气的建议。 有关单位应当优先传递重要气象情报、危

险天气警报和通报。 机场的气象台，应当根据空中交通管制

员或者飞行指挥员下达的任务，对在本机场起飞、降落的航

空器，实施气象保障；兼负飞行管制分区（区域）飞行管制

任务部门的机场气象台，还应当负责本区内转场飞行的气象



保障。 国家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部门应当根据航空

单位的申请，提供必要的气象情报。 第一百一十条 飞行气象

保障的组织与实施，应当按照各航空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 

飞行保障任务涉及两个以上无隶属关系的气象部门时，应当

按照有关协同规定组织实施。 第一百一十一条 航行情报部门

，应当提供保证飞行安全、正常和效率所需要的各种航行情

报资料。 有关单位应当主动配合，密切协作，及时提供航行

情报，保证航行资料及时、准确和完整。 第十章 对外国航空

器的特别规定 第一百一十二条 外国航空器飞入或者飞出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空，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飞行、停留，

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规定获得批准。 第一百一十

三条 外国航空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航路、航线飞行时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负责提供空中

交通管制服务。 第一百一十四条 外国航空器飞入或者飞出中

华人民共和国领空，必须按照规定的航路飞入或者飞出。飞

入或者飞出领空前２０至１５分钟，其机组必须向中华人民

共和国有关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报告，并取得飞入或者飞出领

空的许可；未经许可，不得飞入或者飞出。 第一百一十五条 

未经批准擅自飞入或者飞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的外国民用

航空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机关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令其

在指定的机场降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飞行、停留的外

国民用航空器违反本规则规定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空

中交通管制部门采取措施，令其纠正。情节严重的，有关部

门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直至迫使其在指定机场降落。 第十一

章 法律责任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本规则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用航空法》及有关法规对其处罚有明确规定的，从其



规定；无明确规定的，适用本章规定。 第一百一十七条 未按

本规则规定履行审批、备案或者其他手续的，由有关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一十八条 飞行人员未按

本规则规定履行职责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

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吊扣执照一个月至六个月

的处罚，或者责令停飞一个月至三个月；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一十九条 空中交通管制员、飞行指挥

员未按本规则规定履行职责的，由有关部门视情节给予批评

教育、警告、记过、降职或者取消资格，免除职务的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二十条 飞行保障部

门及其人员未按本规则规定履行职责的，由有关航空管理部

门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章 附则 第一百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

和国航空器在本国领海以外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公海上空

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规则有

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第一百二十二条 拦截违反本规则的航

空器所使用的信号和被拦截的航空器回答的信号，按照本规

则附件三的规定执行。 第一百二十三条 本规则下列用语的含

义： 航空单位，是指拥有航空器并从事航空飞行活动的机关

或者单位，包括航空运输公司、飞行俱乐部、飞行部队、飞

行院校等。 航空管理部门，是指对从事飞行活动的航空单位

具有管理职能的机关或者单位，包括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国



家体育总局、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空

军、总参谋部陆航局等。 过渡高度，是指一个特定的修正海

平面气压高度。在此高度及其以下，航空器的垂直位置按修

正海平面气压高度表示。 过渡高，是指一个特定的场面气压

高。在此高及其以下，航空器的垂直位置按场面气压高表示

。 过渡高度层，是指在过渡高度之上的最低可用飞行高度层

。 终端管制区，是指设在一个或者几个主要机场附近的空中

交通服务航路汇合处的管制区。 第一百二十四条 本规则自２

００１年８月１日零时起施行。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１

９７７年４月２１日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同时废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