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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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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航空应急救援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在面对非

常规重大突发事件时的科学救灾能力和技术装备水平，是国家综

合实力和发达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志之一。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

强，航空应急救援体系的建设受到国家的高度关注，而航空应急

救援体系的建立必须有相应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及设备人员配备

作为保障，这就需要有一个“航空应急救援场站等级划分”作为

建设指导和建设依据，以明确建设层级，及各层级航空应急救援

场站的设施设备人员配备要求。 

从国内现状来看，一些通航公司已经开始从事航空应急救援

场站建设运营方面的探索，但由于相关标准的缺失，导致在场站

的建设与设施设备人员配备方面存在着一定盲目性、片面性，造

成资源浪费，指挥调度组织性差。 

为完善我国航空应急救援体系，提升航空应急救援效率与质

量，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航空应急救援的需要，同时为国内已有

航空应急救援场站进行等级划分提供依据，并在航空应急救援场

站建设时，明确建设等级及相应的设施设备人员配备要求，制定

本标准。 

本标准着重就航空应急救援场站等级划分原则及其设施设

备人员配备，以及场站的等级认证条件、程序、认证结果等进行

全面的描述与规范。本标准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



（中国 AOPA）发布、解释及组织实施，是航空应急救援场站建

设及进行等级划分的基本依据，是所有自愿接受行业自律的航空

应急救援投资和运营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航空应急救援场站等级划分 
 

1．范围 

本标准描述了航空应急救援场站相关术语、定义，明确了航空应急救

援场站分类及等级划分原则，各类航空应急救援场站的设施设备人员配备

要求、等级认证条件、认定程序。 

本标准可用于建设航空应急救援场站时明确建设等级及相应的设施

设备人员配备的依据，以及指导现有航空应急救援场站完善设施设备人员

配备、进行分类认证的依据，并可作为编制全国及区域航空应急救援体系

布局规划的依据。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有关条款通过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注日期或版

次的引用文件，其后的任何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本都不

适用于本标准，但提倡使用本标准的各方探讨使用其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凡不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MH/T 1065-2018 航空医疗救护飞行服务规范 

GB/T178-36-1999 通用航空机场设备设施 

GB 18040-2017 民用机场应急救护设施设备配备 

MH/T 4005  民用航空机场塔台空中交通管制设备配置 

民航发〔2017〕46号 通用机场分类管理办法 

3．术语与定义 

3.1  航空应急救援场站  Air Rescue Site 

航空应急救援场站是实施航空应急救援任务的备勤场地或起降点。包

括区域航空应急救援中心、城市航空应急救援基地和片区航空应急救援起

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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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区域航空应急救援中心  Regional Air Rescue Center  

区域航空应急救援中心是以省域及跨省区域为单位，主要处置事件等

级高、波及范围广的紧急突发事件及医疗救助，承担区域航空应急救援快

速响应、指挥调度及执行急难险重救援任务职责。 

3.3  城市航空应急救援基地  City Air Rescue Base 

 城市航空应急救援基地是以地级市及其以上城市为单位，主要应对

发生在所辖区域内、未波及其他城市的相对等级较低的突发事件及医疗救

助，承担全市范围内航空应急救援快速响应、指挥调度和执行航空应急救

援任务职责。 

3.4  片区航空应急救援起降点  Air Rescue landing point 

片区航空应急救援起降点主要是根据救援直升机的辐射半径和响应

时间来分布，设置在具备垂直起降条件并可以对救援任务快速响应的场

地，主要强调的是在区域内均匀并广泛的分布，在接到突发救援任务时可

以快速响应并保障垂直起降飞行器到达救援现场进行施救。 

3.5  响应时间  Response Time 

 指航空应急救援场站从接收到救援信息并派遣救援航空器到达救援

目的地开始执行救援任务的时间。 

3.6  辐射半径  Service Radius 

是指航空应急救援场站执行航空应急救援任务的救援航空器飞行覆

盖半径，即以场站为中心，救援航空器在规定时间内能够到达的最长直线

距离。 

3.7  航空器  Aircraft 

本标准中的航空器是指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且包含了有人驾驶航空

器与无人驾驶航空器。 

3.8  设施设备人员配置指标  Index of Facilities, Equip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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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nel 

指航空应急救援各场站的设施设备人员数量配置基本要求。本标准中

的设施设备人员配置指标给出的是最低配置要求，实际配置数量不得低于

所设定的指标、需根据场站当地情况及航空应急救援任务量自行确定。 

4．总则 

4.1  航空应急救援场站等级划分首先要遵循国家航空应急救援体系

的整体部署，利于充分发挥通用航空的优势及实施有效的航空应急救援，

促进相关各方积极协作，提升和完善我国航空应急救援体系的建设。 

4.2  航空应急救援场站等级划分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有效覆盖原则。根据快速响应有效半径，按照航空应急救援中

心、航空应急救援基地、航空应急救援起降点分类指导建设，对区域、城

市、片区实现网络化有效覆盖，满足社会对航空应急救援的需求。 

（2） 集约化原则。在满足航空应急救援地面保障需求的前提下，明

确各类航空应急救援场站的布局原则及相应的设施人员配备基本要求，避

免重复建设及设施人员的冗余配置。 

（3） 有效实施原则。对等级认证条件、认证程序及场站标识等事项

进行明确规定，以保证标准能得到有效实施。 

4.3 航空应急救援场站基本结构 

 

 

 

 

5．区域航空应急救援中心 

5.1  区域航空应急救援中心选址时优先考虑区域内中心城市的民航

机场及 A1 类通用机场。 

区域航空应急救援中心 城市航空应急救援基地 片区航空应急救援起降点 

航空应急救援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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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区域航空应急救援中心必须配有供执行航空应急救援任务使用

的跑道、机坪、机库、指挥中心、办公楼、培训中心、物资仓库、维修站、

小型航材库、医疗站及消防站等。如果机场内已有上述设施，并且机场运

行与航空应急救援功能互不影响，可使用机场内已有设施，否则需另外建

设。 

5.3  区域航空应急救援中心需配置呼叫中心，也可利用救援发生地

临近民航机场或所在地区其他相关市政呼叫中心。 

5.4  区域航空应急救援中心常备航空器种类为固定翼飞机及直升

机；不同地区的区域救援基地航空器数量按需配置，其中救援用途直升机

数量至少为 3 架，训练用途直升机至少 2 架，固定翼飞机数量至少 1 架。 

5.5  区域航空应急救援中心常备物资种类应能满足区域实施卫生应

急、交通应急、消防应急、地震应急、厂矿应急、医疗救助等航空应急救

援任务的需要。区域航空应急救援中心常备物资数量根据区域人口数量来

配备，以区域总人口数量的万分之一作为基准数，然后根据物资种类和使

用频率乘以相应的倍数，以此数量作为区域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物资的最低

配置要求。 

5.6  人员配置根据人员岗位以及航空器数量进行配置，分为地面人

员和机上人员。地面人员按岗位进行配置，满足最低配置要求；机上人员

根据所用救援机型操作要求和机型数量进行配比配置。 

5.7  区域航空应急救援中心地面、建筑物顶和墙体需布设明显标识。

（区域航空应急救援中心设施设备人员配置指标见附录 1）。 

6．城市航空应急救援基地 

6.1  城市航空应急救援基地选址时优先考虑城市范围内民航支线机

场及 A1、A2 类通用机场。 

6.2  城市航空应急救援基地必须配有供执行航空应急救援任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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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坪、日常训练点、市级指挥中心及仓库。 

6.3  城市航空应急救援基地需服从区域航空应急救援中心调派。 

6.4  城市航空应急救援基地辐射区域包括城市所辖地级市和所有区

县乡镇范围，主要满足于城市所辖区域航空应急救援需求。 

6.5  常备航空器种类为直升机与固定翼飞机；不同城市救援中心的

航空器数量按需配置，其中救援用直升机至少 1 架，训练用直升机至少 1

架，固定翼飞机按需配备。 

6.6  常备物资种类应能满足城市实施卫生应急、交通应急、消防应

急、地震应急、厂矿应急、医疗救助等航空应急救援任务的需要。城市航

空应急救援中心常备物资数量根据城市辖区人口数量来配备，以城市总人

口数量的万分之一作为基准数，然后根据物资种类和使用频率乘以相应的

倍数，以此数量作为城市航空应急救援基地物资的最低配置要求。 

6.7  人员配置根据人员岗位以及航空器数量进行配置，分为地面人

员和机上人员。地面人员按岗位进行配置，满足最低配置要求；机上人员

根据所用救援机型操作要求和机型数量进行配比配置。 

6.8  城市航空应急救援基地地面、建筑物顶和墙体需布设明显标识。

（城市航空应急救援基地设施设备人员配置指标见附录 2）。 

7．片区航空应急救援起降点 

7.1  片区航空应急救援起降点选址时优先考虑城市楼顶、中心医院、

体育场馆、高速公路服务站等场所，也可以考虑已建的通用机场或“紧急

避难所”。 

7.2  片区航空应急救援起降点仅需配有直升机机坪。 

7.3  片区航空应急救援起降点辐射范围一般为半径 50km 或者满足

响应时间 15-30分钟的区域。 

7.4  常备航空器种类及数量：无需常备航空器，仅作为执行救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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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起降时使用。 

7.5  对人员和物资配备无要求。  

7.6  片区航空应急救援起降点需布设明显标识。 

8．设施人员保障 

8.1  通讯保障 

各航空应急救援场站需建立信息通信系统，明确维护方案，同时提供

备用方案，确保应急期间信息通畅。 

8.2  人员保障 

应定期对各岗位人员进行岗位培训与技能考核，同时需明确各部门的

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包括指挥人员、机组人员、机务人员、搜救人员、

医护人员、后勤人员等。 

8.3  场道灯光保障 

应确保在执行应急救援时场道灯光的亮度满足要求。 

8.4  物资保障 

各航空应急救援场站应参考本标准中的物资要求进行配备，明确物资

和装备的类型、数量、性能、存放位置及使用条件、管理责任人及其联系

方式等内容。 

9．等级认证 

9.1 航空应急救援场站等级认证，遵循自愿申报、综合评估、动态调

整的原则。 

9.2 中国 AOPA 提供航空应急救援场站等级认证服务。设立专门的认

证委员会，负责制定认证实施方案、组建认证专家组、组织实施认证、作

出认证结论等工作。 

9.3 认证按照申请、资格审查、现场考察、评议、公示、复议、公布、

复核等程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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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航空应急救援场站相关方确定自愿参加等级认证后，向中国

AOPA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 

（2）中国 AOPA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确定其是否具备申请等级认证

的资格。 

（3）由中国 AOPA航空应急救援场站认证委员会派出专家组，对场站

进行实地考察，并提出初步认证意见。 

（4）中国 AOPA认证委员会审核考察认证意见，初步评议确定等级。 

（5）中国 AOPA在官网公示初评结果，公示期为 7天。 

（6）中国 AOPA对公示结果进行复议，处理不同意见，确认最终认证

结论。 

（7）中国 AOPA正式发布公告确认认证结果，并向通过认证的场站颁

发证书和牌匾。  

（8）认证结论的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届满后，根据场站相关方的

申请，中国 AOPA提供复核。 

10．标识 

10.1 经 AOPA 认证的航空应急救援场站需要根据场站等级设置航空

应急救援场站标识。 

10.2 在区域航空应急救援中心、城市航空应急救援基地、片区航空

应急救援起降点的地面、建筑物顶和墙体需分别布设标识。 

10.3 航空应急救援场站标识样式见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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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区域航空应急救援中心设施设备人员配置指标 

（规范性附录） 
航空器 

序号 种类 名 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航空器 
直升机 架 ≥5 

 2 固定翼 架 ≥1 

设备 

序号 种类 名 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医疗物资 

乳胶手套 付 ≥2*基准数 

基准数=区域人口的

万分之一 

2 灭菌手套 付 ≥2*基准数 

3 一次性医用丁腈手套 付 ≥2*基准数 

4 一次性口罩 个 ≥2*基准数 

5 一次性鞋套 只 ≥2*基准数 

6 一次性担架单 片 ≥2*基准数 

7 一次性手术衣 件 ≥2*基准数 

8 N95 口罩（杯式） 个 ≥2*基准数 

9 靴套 付 ≥2*基准数 

10 一次性帽子 只 ≥2*基准数 

11 防毒过滤芯 对 ≥基准数 

12 防护服 套 ≥基准数 

13 防护眼罩 付 ≥基准数 

14 动力头罩 个 ≥基准数 

15 一次性全面罩 套 ≥基准数 

16 过滤罐 套 ≥基准数 

17 防护面屏 套 ≥基准数 

18 防毒面具 个 ≥基准数 

19 铝塑软夹板 个 ≥基准数/2 

20 劲托(普) 个 ≥基准数/2 

21 劲托(进口) 个 ≥基准数/2 

22 三角巾 个 ≥基准数/2 

23 卡扣止血带 个 ≥基准数/2 

24 弹性绷带(大) 个 ≥基准数/2 

25 弹性绷带(小) 个 ≥基准数/2 

26 伤票 个 ≥基准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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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医疗物资 

隔离帽(布) 只 ≥基准数/2 

基准数=区域人口的

万分之一 

28 C 级防护服 套 ≥基准数/3 

29 防护靴 双 ≥基准数/4 

30 喷雾消毒壶 个 ≥基准数/4 

31 隔离衣、裤(布) 套 ≥基准数/4 

32 无袖网眼上衣 件 ≥基准数/5 

33 防砸靴 双 ≥基准数/5 

34 抢险头盔 顶 ≥基准数/5 

35 安全头盔 顶 ≥基准数/5 

36 血压表 块 ≥基准数/20 

37 听诊器 付 ≥基准数/20 

38 救护毛毯 条 ≥基准数/20 

39 头部固定器 套 ≥基准数/20 

40 A 级防化服 件 ≥基准数/20 

41 急救药械箱 个 ≥基准数/20 

42 脊椎固定板 个 ≥基准数/20 

43 电子体温计 支 ≥基准数/20 

44 双肩背急救包 个 ≥基准数/20 

45 呼吸机 台 ≥基准数/20 

46 监护除颤仪 台 ≥基准数/20 

47 心电图机 台 ≥基准数/20 

48 吸引器 台 ≥基准数/20 

49 按压泵 台 ≥基准数/20 

50 喉镜 个 ≥基准数/20 

51 通用担架 个 ≥基准数/20 

52 铲式担架 个 ≥基准数/20 

53 指挥喇叭 个 ≥基准数/50 

54 现场分区垫 套 ≥基准数/200 

55 四角帐篷 个 ≥基准数/200 

56 折叠桌椅 个 ≥基准数/200 

57 

切割用品 

氧气切割机 个/架 ≥3 

根据事件种类 

58 手提切割机 个/架 ≥3 

59 电锯 个/架 ≥3 

60 钢筋剪 个/架 ≥6 

61 千斤顶 千斤顶 个/架 ≥3 

62 绞车 绞车 个/架 ≥3 

64 绳索 安全绳 条/架 ≥6 

—9— 



65 钢丝绳 条/架 ≥6 

66 专用救援软绳 条/架 ≥6 

67 
水上用品 

浮筒 组/架 ≥3 

根据事件种类 

68 救生衣、救生圈等 个/架 ≥3 

69 
夜间作业 

直升机专用探照灯 个/架 ≥3 

70 手电筒 个/架 ≥10 

71 消防灭火 吊桶等灭火设备 个/架 ≥3 

人员 

序号 种类 名称 单位 人数 备注 

1 

地面人员 

指挥人员 人 ≥2  

2 运控人员 人 ≥1  

3 后勤人员 人 ≥1  

4 培训相关人员 人 视情况  

5 

机上人员 

飞行机组 人/架 2  

6 机务人员 人/架 2 根据机型 

7 医务人员 人/架 1-2 
根据事件种类 

8 搜救人员 人/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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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城市航空应急救援基地设施设备人员配置指标 

（规范性附录） 
航空器 

序号 种类 名 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航空器 
直升机 架 ≥2 

 2 固定翼 架 根据需要 

设备 

序号 种类 名 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医疗物资 

乳胶手套 付 ≥2*基准数 

基准数=城市人口的

万分之一 

2 灭菌手套 付 ≥2*基准数 

3 一次性医用丁腈手套 付 ≥2*基准数 

4 一次性口罩 个 ≥2*基准数 

5 一次性鞋套 只 ≥2*基准数 

6 一次性担架单 片 ≥2*基准数 

7 一次性手术衣 件 ≥2*基准数 

8 N95 口罩（杯式） 个 ≥2*基准数 

9 靴套 付 ≥2*基准数 

10 一次性帽子 只 ≥2*基准数 

11 防毒过滤芯 对 ≥基准数 

12 防护服 套 ≥基准数 

13 防护眼罩 付 ≥基准数 

14 动力头罩 个 ≥基准数 

15 一次性全面罩 套 ≥基准数 

16 过滤罐 套 ≥基准数 

17 防护面屏 套 ≥基准数 

18 防毒面具 个 ≥基准数 

19 铝塑软夹板 个 ≥基准数/2 

20 劲托(普) 个 ≥基准数/2 

21 劲托(进口) 个 ≥基准数/2 

22 三角巾 个 ≥基准数/2 

23 卡扣止血带 个 ≥基准数/2 

24 弹性绷带(大) 个 ≥基准数/2 

25 弹性绷带(小) 个 ≥基准数/2 

26 伤票 个 ≥基准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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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医疗物资 

隔离帽(布) 只 ≥基准数/2 

基准数=城市人口的

万分之一 

28 C 级防护服 套 ≥基准数/3 

29 防护靴 双 ≥基准数/4 

30 喷雾消毒壶 个 ≥基准数/4 

31 隔离衣、裤(布) 套 ≥基准数/4 

32 无袖网眼上衣 件 ≥基准数/5 

33 防砸靴 双 ≥基准数/5 

34 抢险头盔 顶 ≥基准数/5 

35 安全头盔 顶 ≥基准数/5 

36 血压表 块 ≥基准数/20 

37 听诊器 付 ≥基准数/20 

38 救护毛毯 条 ≥基准数/20 

39 头部固定器 套 ≥基准数/20 

40 A 级防化服 件 ≥基准数/20 

41 急救药械箱 个 ≥基准数/20 

42 脊椎固定板 个 ≥基准数/20 

43 电子体温计 支 ≥基准数/20 

44 双肩背急救包 个 ≥基准数/20 

45 呼吸机 台 ≥基准数/20 

46 监护除颤仪 台 ≥基准数/20 

47 心电图机 台 ≥基准数/20 

48 吸引器 台 ≥基准数/20 

49 按压泵 台 ≥基准数/20 

50 喉镜 个 ≥基准数/20 

51 通用担架 个 ≥基准数/20 

52 铲式担架 个 ≥基准数/20 

53 指挥喇叭 个 ≥基准数/50 

54 现场分区垫 套 ≥基准数/200 

55 四角帐篷 个 ≥基准数/200 

56 折叠桌椅 个 ≥基准数/200 

57 

切割用品 

氧气切割机 个/架 ≥3 

根据事件种类 

58 手提切割机 个/架 ≥3 

59 电锯 个/架 ≥3 

60 钢筋剪 个/架 ≥6 

61 千斤顶 千斤顶 个/架 ≥3 

62 绞车 绞车 个/架 ≥3 

64 绳索 安全绳 条/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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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钢丝绳 条/架 ≥6 

66 专用救援软绳 条/架 ≥6 

67 
水上用品 

浮筒 组/架 ≥3 

68 救生衣、救生圈等 个/架 ≥3 

69 
夜间作业 

直升机专用探照灯 个/架 ≥3 

70 手电筒 个/架 ≥10 

71 消防灭火 吊桶等灭火设备 个/架 ≥3 

人员 

序号 种类 名称 单位 人数 备注 

1 

地面人员 

指挥人员 人 ≥1 可选 

2 运控人员 人 ≥1 可选 

3 后勤人员 人 1  

4 培训相关人员 人 视情况  

5 

机上人员 

飞行机组 人/架 2  

6 机务人员 人/架 2 根据机型 

7 医务人员 人/架 1-2 
根据事件种类 

8 搜救人员 人/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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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航空应急救援场站标识样式 
 

样式中外圆的外径 125mm，内径 111mm；航空应急救援中心和航空应

急救援基地上排汉字 28 点，下排英文 19 点；航空应急救援起降点上排汉

字 26 点，下排英文 15 点；中文垂直水平居中，英文在中文下 5mm垂直居

中；字母“H”宽 64mm，高 82mm，描边 1mm；字母“H”左右两竖笔画 18mm

宽，一横笔画 22mm 高，具体制作时可同比例放大。  

颜色：外圈鲜红：＃e60012；航空应急救援中心文字及“H”描边：

深红＃470107，内圈圆：粉＃d8b7ba；航空应急救援基地文字及“H”描

边：深黄#443000、内圈圆：淡黄＃eccd9a；航空应急救援起降点文字及

“H”描边：#003115、内圈圆：淡绿＃b1cf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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