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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标准为各类航空飞行营地的最低标准，具体情况如果因地

形、军民用机场及军事设施、飞行禁区等条件的限制和影响，可

根据营地实际情况进行具体评估和批复，竞赛及特殊飞行的临时

空域可另行申请。 

经批准的航空飞行营地应具备独立承担营地及空域使用的

安全责任，并纳入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

（以下简称“航管中心”）管理系统，在使用过程中接受航管中

心及中国航空运动协会的监督、管理。 

文中使用的 GB/T 10001.1 为国家标准，适用于所有公共场

所的标识标准； 

本标准自 2020 年 5 月 11 日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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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词 解 释 

 

机场跑道：指取得机场使用许可证的民用运输或通用机场，

供飞行器滑行起飞和降落的长条形区域，一般为沥青或者混凝土

结构； 

硬化跑道、草坪跑道：道面经过碾压或植草处理的长条形区

域。具备飞行器滑行起飞和降落功能； 

起飞着陆场地：指航空运动项目使用的场地，供运动类项目

如热气球、动力伞、滑翔伞、悬挂滑翔等项目起降的场所； 

通信设备：指民用无线电对讲设备； 

地空通信设备：指供飞行指挥使用的航空频段使用的无线电

通讯设备； 

净空条件：根据中央军委《机场周边净空管理规定》，结合

中国航协航空飞行营地的特点，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中国

航空运动协会共同设置各个运动项目的空域需求和最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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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滑翔机项目营地标准 
 

一、起降场地标准（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取得 B类或 A3类及以上使用许可证的通航机场； 

2、具备长度 800米×20米以上的跑道； 

3、具备道面硬化、足够长度和宽度的平整的草坪场地，该

场地必须满足牵引机、绞盘车及滑翔机的起降运行需求； 

起降场附近一定范围内适应空中翱翔飞行； 

二、地面设施标准 

具备存放滑翔机和牵引机的机库或具有同等功能设施； 

三、地面保障能力 

具备机务维修功能和必要的设备、工具； 

四、通讯、导航、气象设备设施 

具备飞行指挥使用的基本通信和气象设备； 

五、飞行空域及周边净空、障碍物 

飞行空域：以营地基准点为中心，半径 5公里，真高 200 米，

并且有经当地辖区空军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空域批件，竞赛

及特殊飞行空域可按需求另行申请划设； 

净空条件：起降场地空域开阔，周边无高大障碍物或高压线

或在障碍物顶端设置有障碍灯，并在营地细则中进行说明； 

六、应急能力 

具有或协议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能力，具备基本的救生设

备和医疗器材、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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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技飞行项目营地标准 

 

一、起降场地标准（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取得 B类或 A3类及以上使用许可证的通航机场； 

2、具备长度 600米×20米以上的跑道； 

二、地面设施标准 

具备存放飞机的机库或具有同等功能设施； 

三、地面保障能力 

具备机务维修功能和必要的设备、工具； 

具备油料保障能力； 

四、通讯、导航、气象设备设施 

具备飞行指挥使用的航空无线电通信和气象设备； 

五、飞行空域及周边净空、障碍物 

飞行空域：以营地基准点为中心半径 5公里以内，真高 1000

米(含)以下，并且有经当地辖区空军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空

域批件，竞赛及特殊飞行空域可按需求另行申请划设； 

净空条件：起降场地空域开阔，周边无高大障碍物或高压线

或在障碍物顶端设置有障碍灯，并在营地细则中进行说明； 

六、应急能力 

具有或协议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能力，具备基本的救生设

备和医疗器材、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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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力悬挂滑翔机营地标准 

 

一、起降场地标准（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取得 B类或 A3类及以上使用许可证的通航机场； 

2、具备长度 400米×20米以上的跑道； 

二、地面设施标准 

具备存放飞机的机库或具有同等功能设施； 

三、地面保障能力 

具备机务维修功能和必要设备、工具； 

具备油料保障能力； 

四、通讯、导航、气象设备设施 

具备飞行指挥使用的基本航空通信和气象设备； 

五、飞行空域及周边净空、障碍物 

飞行空域：以营地基准点为中心半径 2 公里，真高 100 米，

并且有经当地辖区空军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空域批件，竞赛

及特殊飞行空域可按需求另行申请划设； 

净空条件：起降场地空域开阔，周边无高大障碍物或高压线

或在障碍物顶端设置有障碍灯，并在营地细则中进行说明； 

六、应急能力 

具有或协议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能力，具备基本的救生设

备和医疗器材、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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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轻型飞机营地标准 

 

一、起降场地标准（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取得 B类或 A3类及以上使用许可证的通航机场； 

2、具备长度 600米×20米以上的跑道； 

二、地面设施标准 

具备存放飞机的机库或具有同等功能设施； 

三、地面保障能力 

具备机务维修功能和必要设备、工具； 

具备油料保障能力； 

四、通讯、导航、气象设备设施 

具备飞行指挥使用的基本航空通信和气象设备； 

五、飞行空域及周边净空、障碍物 

飞行空域：以营地基准点为中心半径 2 公里，真高 100 米，

并且有经当地辖区空军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空域批件，竞赛

及特殊飞行空域可按需求另行申请划设； 

净空条件：起降场地空域开阔，周边无高大障碍物或高压线

或在障碍物顶端设置有障碍灯，并在营地细则中进行说明； 

六、应急能力 

具有或协议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能力，具备基本的救生设

备和医疗器材、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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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直升机项目营地标准 

 

一、起降场地标准（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取得 B类或 A3类及以上使用许可证的通航机场； 

2、固定的直升机起降场； 

3、有规定的直升机坪标志； 

二、地面设施标准 

具备存放飞机的机库或具有同等功能设施； 

三、地面保障能力 

具备机务维修功能和必要设备、工具； 

具备油料保障能力； 

四、通讯、导航、气象设备设施 

具备飞行指挥使用的基本航空通信和气象设备； 

五、飞行空域及周边净空、障碍物 

飞行空域：以营地基准点为中心半径 5 公里，真高 300 米，

并且有经当地辖区空军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空域批件，特殊

飞行空域可按需求另行申请划设； 

净空条件：起降场地空域开阔，周边 500米范围内无高大障

碍物或高压线或在障碍物顶端设置有障碍灯，并在营地细则中进

行说明； 

六、应急能力 

具有或协议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能力，具备基本的救生设

备和医疗器材、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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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自转旋翼机项目营地标准 
 

一、起降场地标准（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取得 B类或 A3类及以上使用许可证的通航机场； 

2、具备长度 300米×10米以上的跑道； 

二、地面设施标准 

具备存放飞机的机库或具有同等功能设施； 

三、地面保障能力 

具备机务维修功能和必要设备、工具； 

具备油料保障能力； 

四、通讯、导航、气象设备设施 

具备飞行指挥使用的基本航空通信和气象设备； 

五、飞行空域及周边净空、障碍物 

飞行空域：以营地基准点为中心半径 2 公里，真高 200 米，

并且有经当地辖区空军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空域批件，特殊

飞行空域可按需求另行申请划设； 

净空条件：起降场地空域开阔，周边无高大障碍物或高压线

或在障碍物顶端设置有障碍灯，并在营地细则中进行说明； 

六、应急能力 

具有或协议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能力，具备基本的救生设

备和医疗器材、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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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热气球与飞艇项目营地标准 

一、起降场地标准 

1、有能满足热气球与飞艇起飞、着陆的场地； 

2、起飞、着陆场地应平坦、开阔； 

二、地面设施标准 

1、热气球与飞艇系留点应牢固可靠，系留环直径不小于 25cm，

地埋深度不小于 1.5m； 

2、热气球最小系留场地的长度和宽度不低于球体高度或艇

身长度的 2倍，且在场地周边设有安全标志； 

3、有存放燃料瓶等器材的专用库房； 

4、消防器材摆放在明显且易于获取的位置； 

5、具备存放航空器的库房或具有同等功能设施； 

三、地面保障能力 

具备机务维修功能和必要设备、工具； 

四、通讯、导航、气象设备设施 

具备基本的通信和气象设备； 

五、飞行空域及周边净空、障碍物 

飞行空域：以营地基准点为中心半径 2 公里，真高 100 米，

并且有经当地辖区空军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空域批件，特殊

飞行空域可按需求另行申请划设； 

净空条件：场地空域开阔，周边 300米范围内无高大障碍物

或高压线； 

六、应急能力 

具有或协议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能力，具备基本的救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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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医疗器材、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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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悬挂滑翔翼项目营地标准 

 

一、起降场地标准 

1、起飞场地平整，表面牢固，长度不小于 20米、宽度不小

于 20米，坡度不大于 40度； 

2、着陆场地平坦开阔，长度不小于 150米、宽度不小于 80

米； 

二、地面设施标准 

具备存放航空器的库房或同等设施； 

公共指示用标识须符合 GB/T 10001.1 的要求； 

三、地面保障能力 

具备维修功能和必要设备、工具； 

靠近水边的场地有水上救生设备； 

四、通讯、导航、气象设备设施 

具备基本的地面及地空通信和气象设备； 

五、飞行空域及周边净空、障碍物 

飞行空域：以营地基准点为中心半径 2 公里，真高 100 米，

并且有经当地辖区空军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空域批件，特殊

飞行空域可按需求另行申请划设； 

净空条件：起飞与降落场地空域开阔，周边 300米范围内无

高大障碍物或高压输电线； 

六、应急能力 

具有或协议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能力，具备基本的救生设

备和医疗器材、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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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滑翔伞项目营地标准 

 

一、起降场地标准 

1、起飞场地平整，长度不小于30米、宽度不小于20米，坡

度不大于40度；  

2、着陆场地平坦、开阔，长度不小于150米、宽度不小于50

米； 

二、地面设施标准 

具备存放航空器的库房或同等设施； 

公共指示用标识须符合 GB/T 10001.1 的要求； 

三、地面保障能力 

具备维修功能和必要设备、工具； 

靠近水域、河流的场地，须具有水上救生设备； 

四、通讯、导航、气象设备设施 

具备基本的地面及地空通信和气象设备； 

五、飞行空域及周边净空、障碍物 

飞行空域：以营地基准点为中心半径 2 公里，真高 100 米，

并且有经当地辖区空军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空域批件，特殊

飞行空域可按需求另行申请划设； 

净空条件：起飞与降落场地空域开阔，周边 300米范围内无

高大障碍物或高压输电线； 

六、应急能力 

具有或协议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能力，具备基本的救生设

备和医疗器材、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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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动力伞项目营地标准 

 

一、起降场地标准 

起飞与降落场地平坦、开阔： 

1、滑跑动力伞场地长度不小于150米，宽度不小于80米； 

2、助跑式动力伞场地长度不小于100米、宽度不小于50米； 

二、地面设施标准 

具备存放航空器的库房或同等设施； 

公共指示用标识须符合 GB/T 10001.1 的要求； 

三、地面保障能力 

具备维修功能和必要设备、工具； 

靠近水域、河流的场地，须具有水上救生设备； 

四、通讯、导航、气象设备设施 

具备基本的地面及地空通信和气象设备； 

五、飞行空域及周边净空、障碍物 

飞行空域：以营地基准点为中心半径 2 公里，真高 100 米，

并且有经当地辖区空军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空域批件，特殊

飞行空域可按需求另行申请划设； 

净空条件：起飞与降落场地空域开阔，周边 300米范围内无

高大障碍物或高压输电线； 

六、应急能力 

具有或协议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能力，具备基本的救生设

备和医疗器材、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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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航空模型项目营地标准 

 

一、起降场地标准 

1.航空航天竞时项目：应具备长、宽800米×500米以上的开

阔平坦场地或大于上述面积的不规则场地及对应大小的空域。 

2.线操纵项目：应具备长、宽60米×60米以上的平整水泥（沥

青）或硬化的场地，观众区在距离场地5米外划设，并有明显的

标志及警戒设施；竞速和空战飞行场地应具备高2米金属防护网

和长、宽25米×15米待飞区。 

3.遥控项目 

（1）特技飞行：应具备长、宽300米×200米以上的开阔、

平整场地。场地上应对飞行跑道、飞行区、操纵区、维护区（待

飞区）和观众区进行明确区分和注明。 

（2）滑翔飞行：应具备长、 

宽200米×100米以上的开阔、平整场地。场地上应对飞行区、

维护区（待飞区）和观众区进行明确区分和注明。 

（3）无人机飞行：应具备长、宽100米×80米以上的开阔、

平整场地，场地上应对飞行区、维护区（待飞区）和观众区进行

明确区分和注明。维护区内应供应电源、桌椅，每名飞手使用面

积应不小于2.5平方米,飞手操纵区每名飞手间隔不得小于1.5米。

飞行区与其他区域之间设置不低于4米的防护网。场地内应能

使用868MHz、915MHz、2.4GHz、5.8GHz无线电传输频率且对

上述频率无干扰。在室内进行无人机飞行应参考室内飞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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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要求。 

（4）室内飞行：应具备30米×20米×12米（长、宽、高）

以上的室内场馆，维护区（待飞区）和观众区进行明确区分和注

明。特技项目应在飞行区与其他区域之间设置防护网。 

二、地面设施标准 

1、大型活动应设置饮水站、救护站、公共卫生等设施； 

2、公共指示用标识须符合GB/T 10001.1的要求； 

3、应具备面积不小于 50平方米的制作、维修工作室及库房；

配备工作台，每张工作台配备电源、独立照明、维修和加工机械； 

4、配备适当的培训教室。  

三、地面保障能力 

具备维修功能和必要的设备、工具； 

四、通讯、导航、气象设备设施 

具备基本的无线电通信和气象设备； 

五、飞行空域及周边净空、障碍物 

1、飞行空域原则上在目视视线范围之内，满足项目的需求

即可，遥控项目原则上要求飞行区域不小于半径500米，真高200

米（含）以下，场地可设立观众区和活动功能区。 

2、飞行空域：有经当地辖区空军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

空域批件或飞行计划批复，特殊飞行空域可按需求另行申请划设； 

3、降落场地空域开阔，周边 200 米范围内无高大障碍物或

高压输电线； 

六、应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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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或协议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能力，具备基本的救生设

备和医疗器材、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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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运动类航空器水上飞行营地标准 

 

水上飞行营地，依据AC-158-CA-2017-01《水上机场技术要

求》（试行），结合运动类航空器的实际制定本《标准》，其做

为水上航空飞行营地验收的基础，为水上飞行营地的建设提供依

据。 

（一）选址： 

    水上飞行营地的选址应避免在有旋涡、乱流及经常性的潮汐、

浪涌水域，不得在两股水流的交汇处进行选址。 

（二）场地水文条件： 

1、流速不大于 1米/秒； 

2、浪高不大于 30厘米； 

3、水面不得有固定障碍物及影响飞行的漂浮物； 

4、水深在最低水位时不小于 1米； 

5、水底障碍物不得对航空器的运行造成危害，并要醒目标

示障碍物的位置； 

一、起降场地标准 

水上机场的跑道具备长度 750 米以上、宽度 60 米以上，延

长线两端应各设 150米的端安全区，掉头区直径应在 60米以上，

设滑行道宽度至少为机翼翼展的 3倍； 

二、地面设施标准 

1、具备停放航空器及装备的机库或机坪； 

2、有适用的航空器上、下水坡道、码头及锚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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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面保障能力 

具备维修功能和必要设备、工具； 

具备油料保障能力； 

四、通讯、导航、气象设备设施 

具备基本的地空通信和气象设备； 

五、飞行空域及周边净空、障碍物 

飞行空域：以营地基准点为中心半径 5 公里，真高 500 米，

并且有经当地辖区空军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空域批件，特殊

飞行空域可按需求另行申请划设； 

净空条件：起降场地空域开阔，周边 200米范围内无高大障

碍物或高压输电线； 

六、应急能力 

具有或协议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能力，具备基本的救生设

备和医疗器材、药品。 

救生设备至少有一艘救援船只，配有必备药品及医疗器材、

救生圈、救生灯、救生衣、救生绳、灭火器等设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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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跳伞项目飞行营地标准 

 

一、起降场地标准 

1. 本《标准》不涉及跳伞所使用的正常类航空器运行场地

要求； 

2. 具备 600米×20 米（含）以上的跑道； 

二、地面设施标准 

1. 具备 100米×100米（含）以上的着陆场地； 

2. 有存放伞具及相关设施、设备的场所，具备防潮、通风

及相关安全措施； 

3. 有跳伞员休息及叠伞区域； 

三、地面保障能力 

1. 具备 220V电源设备； 

2. 具备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着陆区域能力； 

四、通讯、导航、气象设备设施 

1. 应有空地无线电通讯设备。 

2. 应有在 500m高度可见的着陆点标识。 

3. 应有风速、风向指示设备。 

五、飞行空域及周边净空、障碍物 

飞行空域：以营地基准点为中心半径 5公里以内，真高 3000

米(含)以下，并且有经当地辖区空军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空

域批件，竞赛及特殊飞行空域可按需求另行申请划设； 

起飞场地空域开阔，周边无高大障碍物或高压线或在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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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设置有障碍灯，并在营地细则中进行说明； 

六、应急能力 

具有或协议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能力，具备基本的救生设

备和医疗器材、药品及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