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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机场航班时刻?

“协调人给予的计划中运行许可，准许使用在指
定日期和时间到达或离开某个三级机场所需的
全套机场基础设施。”

计划工具

基础设施使用许可

仅限三级机场

历史优先权(不用就作废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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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时刻不是什么

 机场航班时刻不同于ATC（空中交通管制）航班时刻

 机场航班时刻不保证航班准时

 机场航班时刻不是容量不足的解决方案，而是可以帮助管
理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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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航班时刻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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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航班时刻协调

177个航班时刻协调机场

美洲

欧洲

中东非洲
亚太

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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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航班时刻数字

每天420万旅客从航班时刻紧
张的机场起飞

每年全球近一半，43%，也就
是全球各地15亿旅客从航班时
刻紧张的机场起飞

60%长途旅行需要

一个航班时刻（时
隙）才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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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航班时刻分配的基础

 透明性
 灵活性
 可持续性
 确定性
 一致性

确保最大程度利用稀缺的机场容量的原则

国际民航组织监管规范实例
https://www.icao.int/sustainability/Pages/regulatory_practices.aspx

https://www.icao.int/sustainability/Pages/regulatory_practic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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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最大程度利用稀缺的机场容量的原则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标准?

航班时刻管理是一个真正全球化的过程
航路有两端，往往跨越多个大陆
时刻表有赖于匹配航班时刻与轮挡时间
航空公司需要航路两端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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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航班时刻准则》

《世界航班时刻准则》正是全球标准

 作为全球公认的最佳实践已有40多年

 统一、透明的航班时刻分配与管理方法

 确保可靠地运行，最大程度有效利用稀
缺的基础设施

 5个语言版本免费下载 www.iata.org/wsg

http://www.ia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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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时刻只能由协调人分配
航班时刻只分配给航空公司和飞机运营商

航空公司必须有分配给它的一个时隙，才能进入三
级机场运行

航班时刻系列至少包括一周中同一天同一时间的5 个
时隙，同一个航季间隔固定的时间。

《世界航班时刻准则》1.7.2

航班时刻分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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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公司依据历史优先权保留一个航班时刻系列

 历史优先权适用于按照协调人的分配，过往使用率至少
80%的航班时刻系列

 除非证实存在滥用航班时刻的情况，否则不得对航空公
司撤销历史航班时刻

 航班时刻可以在航空公司之间自由转让或交换，或用于
联营，前提是须遵守《世界航班时刻准则》

《世界航班时刻准则》1.7.2

航班时刻分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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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人必须独立于任何利益相关方，奉行中立、透
明、不歧视的作风

航班时刻与双边航空服务协议项下的航权无关
航班时刻（时隙）时间是计划中的上轮挡(到达)和撤
轮挡(起飞)时间，实际到达和起飞时间可能因运营因
素而不同

《世界航班时刻准则》1.7.2

航班时刻分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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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就作废原则

在一个航季必须至少80%的时间里使用了航班时刻系列

根据历史基准日航空公司占用的航班时刻计算(1月
31日或8月31日)

临时航班时刻分配没有资格享受历史优先权

如果航班在一周中有多日运营的班次，每个运营日
的航班时刻算作一个独立的航班时刻系列

《世界航班时刻准则》 8.6 –历史优先权

不用就作废, 80/20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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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分配时航班时刻池的50%必须分配给新进入者
新进入者定义;

 在申请的日期，该航空公司持有不到5个时隙

 新进入者的状态：持有的每周天数/时隙数量

新进入者航班时刻必须使用至少2个航季，才允许转
让

提供市场准入和竞争

《世界航班时刻准则》 8.3.5 

新进入者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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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活动日程表

活动 典型日期 16/17冬季

138届航班时刻大会

17夏季

139届航班时刻大会

17/18冬季

140届航班时刻大会

18夏季

141届航班时刻大会

历史航班时刻清单截止期

限

航班时刻大会

-57天

18-4月-16 12-9月-16 17-4月-17 11-9月-17

约定的历史截止期限 航班时刻大会

-40天

05-5月-16 29-9月-16 04-5月-17 28-9月-17

确认最终协调参数和可用

容量信息

航班时刻大会

-40天

不迟于05-5月-16 不迟于29-9月-16 不迟于04-5月-17 不迟于28-9月-17

初始提交截止期限 航班时刻大会

-33天

12-5月-16 06-10月-16 11-5月-17 05-10月-17

开放给协调人与航空公司

预约的预约日程表

航班时刻大会

-14天

31-5月-16 25-10月-16 30-5月-17 24-10月-17

航班时刻初始分配结果清

单截止期限

航班时刻大会

-12天

不迟于02-6月-16 不迟于27-10月-16 不迟于01-6月-17 不迟于26-10月-17

开放给航空公司与协调人

预约的预约日程表

航班时刻大会

-8天

06-6月-16 31-10月-16 05-6月-17 30-10月-17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航班时

刻大会

11月中（夏季）和

6月中（冬季）召

开，由国际航空运

输协会通知

16年6月14-16 16年11月8-11 17年6月13-15 17年11月7-10

航班时刻返还截止期限 8月15（冬季）

1月15（夏季）

15-8月-16 15-1月-17 15-8月-17 15-1月-18

历史基准日期 1月31日（夏季）

8月31日（冬季）

31-8月-16 31-1月-17 31-8月-17 31-1月-18

航季开始 三月最后一个星期

天（夏季）

十月最后一个星期

天（冬季）

30-10月-16 26-3月-17 29-10月-17 25-3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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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时刻大会前的活动

把历史航班时刻清单发给航空公
司 (SHL)

初始提交截止期限

航班时刻初始分配结果清单
截止期限

发布协调参数

AppCal向协调人开放

航班时刻大会

约定的历史截止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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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时刻大会前的活动

只有登记认证的代表可以参加，进入具
有约束力的讨论之前，协调人应该查验

航空公司代表的身份

与航空公司安排15分钟会面，讨
论航班时刻，制定调整计划

AppCal预约日程表

航班时刻大会 3 / 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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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时刻大会前的活动

历史基准日期

航季开始

管理等待队列

航班时刻大会

航班时刻返还截止期限

临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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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时刻绩效监控

绩效管理

协调人开展分析和调查，衡量航空公司与分配给他们的航班时刻
相比的运营绩效。

促进运营优化和设施利用率。
防止航空公司给其他机场用户

造成中断和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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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时刻绩效监控

绩效管理

天气 空中交通
管制

罢工 风 技术

协调人必须合理、公正地评估航班时刻滥用行为。

协调人必须认识到破坏航空公司按照分配的航班时
刻运行的能力的实际运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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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班为旅客提供交通服务
 《世界航班时刻准则》确保在复杂的全球环境中制定时刻表的稳定性
 在起飞和到达机场采用同一套规则使航空公司能够全球规划他们的整
个网络

 连通性是整个行业的核心，为全球经济体带来经济、旅游和贸易优势
 连通性在于提供时间符合旅客需要的航班
 《世界航班时刻准则》确保分配公平、透明，但是如果不增加容量，
时刻表的制定受到一定限制

航班时刻协调通过全球连贯、一致的规划帮助航空公司提供交
通服务

《世界航班时刻准则》通过全球一致、
连贯的政策提升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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