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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场整体情况介绍



机场占地面积

2,441 公顷

跑道

18R-36L    3,200m×50m  4E

18L-36R   3,800m×60m  4F

19-01        3,800m×60m  4F

客运航站楼

1号航站楼

2号航站楼

3号航站楼 C/D/E



首都机场目前的核心客户包括94家客运航空公司和9家货运航空公司。其

中国内航空公司28家，国外航空公司75家。



• 147个国内航点遍布全国

• 132个国际航点，通往65个国家和地区



总面积1573万平方米，周界全长41.2公里，内围界36.8公里，4个正式通道口

➢ 3条跑道、756万平方米道面

➢ 139条滑行道、368个机位

➢ 195座廊桥、91套桥载电源和94套空调

➢ 34200盏助航灯具，273条灯光回路



1号航站楼 3号航站楼2号航站楼

海航集团国内 天合联盟 Skyteam
星空联盟 Star Alliance 
寰宇一家 Oneworld

1958年3月启用 1980年1月启用
设计年旅客吞吐量
900万人次

2008年2月启用
设计年旅客吞吐量
4700万人次

1999年11月启用
设计年旅客吞吐量
2650万人次

老航站楼

现已作为其他用途



1号停车场 - 587个

2号停车楼 - 4,282个

3号停车楼 - 6,600个



“4-4-3”管理模式

安全管理委员会

旅客服务促进委员会

运行协调管理委员会

新闻宣传协调委员会

安全标准

服务标准

运行标准

新宣标准

风险共担

资源共享

荣誉共勉

目前，首都机场地区共有空管部门、航空公司、油料公司、配餐公司

、地服公司、海关、边防、检疫等140余家驻场单位。机场股份公司与各

保障单位成功搭建和谐、共赢、跨越组织边界的运营平台。



2009年9月1日，华北空管局、首都机场、

国航、南航、东航、海航联合成立首都机场运

行协调管理委员会（简称“运管委”）。后续

AOC、BGS、深航、首都航、厦航、油料等单

位陆续加入，运管委组织结构日益完善。

旨在通过建立空管部门、航空公司、机场

之间运行协调决策机制，完善首都机场空、地

保障流程衔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机场总体

运行效率，减少航班延误。



2 运行控制中心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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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运行组织

专机及重大运输

应急救援管理

1

2

3

数据资源管理

运行效率管理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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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内承担股份公司总体的信息中心，对外负责与民航局、市区两

级政府、华北局、监管局、联检单位、华北空管局、航空公司、武警、

油料等外部单位建立信息接口

 负责机场各类涉及安全、运行、服务等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分

拣、处置、通报

负责首都机场生产运行流程及效率的总体监控、预警、协调、指挥

负责首都机场生产讲评及问题管理

职能1：生产运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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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2：专机及重大运输

 负责首都机场专机、要客、各类重大运输任务保障

 重大会议、赛事航空运输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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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3：应急救援管理

 承担机场应急救援、防汛的组织管理工作

 承担机场日常运行异常事件的处置、协调、指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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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4：数据资源管理

 负责机场航班信息及运行数据的维护、管理

 负责机场ERP财务开帐数据的维护、监管

 负责机位资源的分配规则制定和日常分配

 负责机场航班时刻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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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5：运行效率管理

 负责首都机场航班正常性管理工作

 负责制定、完善运行标准，开展运行监

察、问题改进、效率分析及评价

 负责运行数据的汇总、分析、预测，保

障能力评估、流程优化及效率提升措施研究

 负责空地协同运行



3 首都机场运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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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nd busiest 

旅客排名第二位

PAX=94.39million
旅客：9439万人次

MVT=606thousand flights
架次：60.6万架次

CAR= 1.94 million tonnage
货邮：194.3万吨

Yea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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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25.7万人次

航班1655架次

2017年，首都机场因
“中跑道大修” 和“一
带一路”会议保障，进行
了航班调减。除此以外，
每日



随着航班量的持续增长，正常性水平呈下滑趋势。今年1-7月，首都

机场放行正常率为68.49%，下降到2009年以来的最低点；始发正常

率为59.47%，仅比2012年高0.82个百分点，正常性形势十分严峻。



2017年1-7月航班延误原因中，不可控因素占比较高。

• 放行延误原因及始发延误原因中，排在前两位的为特殊天气和军事活

动，占比60%左右。



2016年

旅客吞吐量

设计容量

94.39mil

15%

82mil

2016年

起降架次

设计容量

60.6万

20%

50万

89% 34%

美国 中国

民用空域使用情况



89% 99%

全球十大运输机场 首都机场

时刻资源容量利用情况 高峰小时起降架次
2017年1-7月

94
104

最高架次 高峰小时
日均架次

容量标准
88 88



首都机场航班时刻容量为86+2架次，其中正班时刻容量86架次。从

今年夏秋季时刻批复情况来看，全天运行繁忙时段均已达到时刻容量值。

在运行过程中，在遇有特殊情况造成运行能力下降时，由于没有时刻缓冲

区造成运行难以恢复。



从早出港航班批复情况来看，7:00-8:00及8:00-9:00两个时段，平均

出港航班分别为80架次和75架次，超出早出港阶段出港航班容量标准

（72架次）8架次及3架次。受各种因素影响，各时段平均实际出港架次

均未达到容量标准，与批复架次差异较大，造成始发航班延误。



从晚进港航班批复情况来看，2017年夏秋晚进港阶段在23:00、

00：00时段进港航班分别达到73架次、65架次，超出晚进港阶段进港

航班容量标准（52架次）21架次及13架次，超容情况较为严重。实际

进港架次与容量值基本匹配，但与批复架次差异较大，造成进港航班延

误。



2017夏秋季常态运行情况下，首都机场日均正班过夜飞机267 架次，

超容首都机场批复数量19 架次。为维持首都机场夜间安全、顺畅运行，

首都机场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缓解夜间停机位保障压力，但仍有航班落地

后长时间等待情况。

266 
270 

266 
270 

262 

268 
265 

248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首都机场过夜客班架次统计

过夜架次 容量值



加强
分析讲评

补充
关键资源

优化
流程标准

提升智能
运行水平

•将安委会、旅促会、新宣委纳入运管委

正常性月度例会，多平台联动共同推进

问题整改

•创建编发正常性日报、周报、月报

•日、周、月例会正常性分析讲评

•新增5个机位、15辆摆渡车、12辆客梯车、1辆牵引车

•完成T3国内23条安检通道改造

•推进西区廊桥整体更换项目

•增加B787停止点103个，A350停止点100个

•设置摆渡专用道（5条），单程运输缩短约5分钟

•提高车辆限速（由25提升至40公里/小时）

•调整驾驶员准入标准（A1-A1/A3）

•滑行道与车行道交叉口安装灯控系统

•推进小型摆渡车收尾工作模式

•推动放开航空器拖曳速度标准

•制定《首都机场运行数据互

联规范》，8月1日实现数据

共享、年底前实现全面系统

互联

•升级ACDM系统和APP

(8月投入使用)

•建设生产运行智能管理

系统(年底前建成并投入使用)

提升特情
处置能力

•针对中跑道大修、“一带一路”、校验飞行，提前开展航班调减

•发布雷雨航班动态调减及雷雨处置工作程序



4 枢纽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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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机场枢纽建设的愿景是全力打造世界级航空枢纽，并从规模体量、

业务结构及运营品质三个层面来予以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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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32% 38%

每周400对
国际航班时刻需求

难以满足

E类及以上机位 近机位



98% 92.5%

26%

国际和地区旅客占比较低

仁川机场 伦敦机场 首都机场

国内时刻份额占比

国内旅客量占比

35%

28%

中小机场直飞北京时刻较多



国际航班占比

> 30%

国际旅客占比

> 33%

国际航线网络宽度和密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枢纽竞争力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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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航空公司调整既有国内时刻资源，增开国际航班

支线航班疏解

打造大型国际枢纽的核心是提升国际旅客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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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5-3-1”支线疏解思路，配合局方推动疏解国内支线航班，

将释放出的航线时刻资源和航站楼资源用于国际航线网络拓展。



国内快线 国际专线 144小时过境免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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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机场与法兰克福机场、国航共同推出了首条北京=法兰克福国际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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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大型国际枢纽的根本是提供最佳旅客体验，成为典范标杆。

引入第三家地服

• 加强地面服务能力

• 提高航班正常性



This project is fund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THANK YOU !

王艳玲

wangyl@bci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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