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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和预防（AIG）专业会议（2008 年） 

2008 年 10 月 13 日至 18 日，蒙特利尔 

议程项目 1： 附件 13 
1.7： 附件 13 的附篇 E 

保护安全资料 

（由秘书处提交） 

摘要 

本文件摘要回顾了保护安全资料免于不当使用，并讨论了执行附件 13 第 5.12 段有关附篇 E 适

用的水平。 

会议的行动在第 6 段。 

1.  引言 

1.1  保护安全资料免于不当使用对于确保继续得到该种资料及其重要，因为将安全资料用于同安全

无关的目的可能妨碍提供这种资料，而对航空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35 届会议认识

到这一事实，并注意到许多国家的现行国内法律和规章未能以适当的方式充分地解决保护安全资料被不

当使用的问题。 

1.2  考虑到需要在保护安全资料和需要适当的司法行政之间取得平衡，第 35 届大会指示理事会制

定相关的法律指导，协助各国制定法律和规章，用以保护所有的安全数据收集和处理系统（SDCPS），
同时使各国执行适当的司法行政。 

1.3  有鉴于此，国际民航组织对保护安全数据收集和处理系统的资料制定了法律指导，并于 2006
年 11 月 23 日作为附篇纳入附件 13 ——《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为便于参考列在本文件的附录

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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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安全数据收集和处理系统，除其他外，提及的是附件 13 第 5.12 段列举的某些事故和事故征候

记录。 

2.  讨论 

2.1  大会 A36-8 号决议：对某些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记录的不予公布敦促各缔约国审查和在必要

时调整其法律、规章和政策，以遵照附件 13 第 5.12 段，保护某些事故和事故征候记录，以减轻事故和

事故征候调查的障碍，并考虑附件 13 附篇 E 中所载国际民航组织颁布的保护安全数据收集和处理系统

的资料的法律指导。此外，大会 A36-8 号决议指示理事会就此事项向 2010 年的大会下届会议提交一份

进展报告。 

2.2  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36 届会议期间（2007 年 9 月 18 日至 28 日，蒙特利尔），一个国家和一

个国际组织就需要对执行附件 13 附篇 E 的规定今后的工作表达关注之后，同意 AIG/08 是一个正确的论

坛来讨论这个题目。 

2.3  秘书处因此发出了 2008 年 5 月 9 日的 AN 6/1-08/40 号国家级信件，征求各国在考虑到附件 13
附篇 E 列出的法律指导时，对于执行附件 13 第 5.12 段的水平的意见。各国答复的截至日期定为 2008
年 8 月 8 日。 

3.  各国的答复 

3.1  截至 2008 年 8 月 8 日，从各国共收到三十八份答复，另有三个国家表示答复即将发来。截至

2008 年 9 月 16 日，从缔约国共收到五十三份答复，另有一个国家表示答复可能会延误。 

3.2  五十三份答复的四十一个国家（占 77%），表示附件 13 的附篇 E 能够协助它们制定和/或执行

措施来保护附件 13 第 5.12 段所述的某些事故和事故征候记录。 

3.3  十二个国家表示附件 13 的附篇 E 对于它们保护附件 13 第 5.12 段所述的某些事故和事故征候

记录没有帮助。 

4.  分析 

4.1  从附件 13 附篇 E 的指导中受益的国家表示，总体来说，有关的指导对保护事故和事故征候记

录有显著的帮助作用。在一些国家，附篇 E 已经（或即将）用作起草相关立法的基础，包括国内民用航

空法，而在其他一些国家，指导被用来调整民用航空规章。 

4.2  秘书处非常高兴地得知，附件 13 的附篇 E 能够充分地协助许多国家保护某些事故和事故征候

记录免于不当使用。 

4.3  至于未能从附件 13 附篇 E 的指导中受益的十二个国家，根据各国的答复整理出下列理由综述。 

4.3.1  这些国家当中的四个国家，在附篇 E 发行之前，要么已制定了保护事故和事故征候记录的相



 - 3 - AIG/08-WP/14 

关立法/规章，要么正在制定法律和规章。 

4.3.2  在其他五个国家当中，生效的法律和规章一般来讲不允许执行附篇 E 的指导材料。 

4.3.3  另外两个国家的立法缺乏适当地保护事故和事故征候记录的规定。 

4.3.4  有一个国家在附篇 E 发行之前，已经为设计用来保护自愿提供的安全资料、个人和医疗隐私

以及专用资料的记录颁布了法律和规章。此外，生效的相关法律和规章已经反映出对附件 13 第 5.12 段

规定的记录所能提供的最大保护。 

5.  结论 

5.1  基于上述，注意到附件 13 附篇 E 的指导对许多国家制定和/或执行立法，以保护附件 13 第 5.12
段列举的某些事故和事故征候记录具有帮助作用。 

5.2  在有些国家，附件 13 的附篇 E 对保护上述 5.1 段所述的记录没有帮助作用，主要归结于这些

国家法律和规章中有障碍。 

5.3  所以秘书处认为，附件 13 的附篇 E 正在实现其向大多数国家提供指导以保护某些事故和事故

征候记录免于不当使用的目标，并因此认为目前不需要对有关指导重新评估。 

6.  拟议的行动 

6.1  请会议对上述予以考虑，并同意目前不需要对附件 13 的附篇 E 重新评估。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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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篇 E  保护安全数据收集和处理系统的资料的法律指导 

1.  引言 

1.1  保护安全资料免于不当使用对于确保继续得到该种资料及其重要，因为将安全资料用于同安全

无关的目的可能妨碍提供这种资料，而对航空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35 届会议认识

到这一事实，并注意到许多国家的现行国内法律和规章未能以适当的方式充分地解决保护安全资料被不

当使用的问题。 

1.2  因此，本附篇中所载的指导旨在协助各国制定国内法律和规章，保护来自安全数据收集和处理

系统（SDCPS）的资料，同时兼顾各国的正常司法。目的在于防止仅为提高航空安全之目的而收集的资

料被不当使用。 

1.3  由于各国的法律体系不同，法律指导必须允许各国享有灵活性，根据其国家政策和做法起草其

法律和规章。 

1.4  因此，本附篇中所载的指导采用了一系列原则的形式，是从各国提供的国家法律和规章的范本

中提取的。可对这些原则中所述的概念进行调整或修改，以满足各国为保护安全资料制定法律和规章的

具体需要。 

1.5  在本附篇全文中： 

a) 安全资料系指仅为提高航空安全之目的设立的 SDCPS 中所载，并根据下述 3。1 款所规定

的条件有资格获得保护的资料； 

b) 运行人员系指参与航空运行并能向 SDCPS 报告安全资料的人员。此种人员包括但不限于

飞行机组、空中交通管制员、航空站操作人员、维修技术人员、客舱机组、飞行签派员和

停机坪人员； 

c) 不当使用系指为收集安全资料的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使用这一资料，即为针对运行人员的

纪律、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使用这一资料，和/或向公众公布这一资料； 

d) SDCPS 系指处理和报告系统、数据库、资料交换制度和所记录的资料，并包括： 

1) 附件 13 第 5 章中所述与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有关的记录； 

2) 附件 13 第 8 章中所述强制性事故征候报告系统； 

3) 附件 13 第 8 章中所述自愿性事故征候报告系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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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件 6 第 I 部分第 3 章所述自行公布报告系统，包括自动数据收集系统，以及人工数

据收集系统。 

注：关于安全数据收集和处理系统的资料载于国际民航组织安全管理手册（Doc 9859
号文件）。 

2.  总则 

2.1  保护安全资料免于不当使用的唯一目的是确保可继续得到该种资料，以便能够采取恰当和及时

的预防行动，并提高航空安全。 

2.2  保护安全资料的目的不是干预各国的正常司法。 

2.3  保护安全资料的国家法律和规章应确保在为提高航空安全而保护安全资料的需要和正常司法

的需要之间达成平衡。 

2.4  保护安全资料的国家法律和规章应防止其被不当使用。 

2.5  按规定的条件对合格的安全资料提供保护是国家安全责任的一部分。 

3.  保护原则 

3.1  安全资料应根据所规定的条件，具备获得免遭不当使用的保护的资格。所述条件包括但不一定

限于：收集资料是为明确的安全目的，且公布资料可能妨碍提供该种资料。 

3.2  对每一 SDCPS 的保护应视其所载安全资料的性质而定。 

3.3  应制定正式程序，以便根据规定的条件为合格的安全资料提供保护。 

3.4  不应为收集安全资料的目的之外的其他用途使用安全资料。 

3.5  只有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适当保护措施，方可在纪律、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中使用安全资料。 

4.  例外原则 

只有属下述情况时国家法律和规章方可对安全资料的保护实行例外： 

a) 有证据证明，事由是因在法律上视作有意造成损害，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害的作为造成的，等同

于轻率行为、严重渎职或有意不当行为； 

b) 有关当局认为，情况合理地表明，事由是因有意造成损害的行为，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害的行为

造成的，等同于轻率行为、严重渎职或有意不当行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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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关当局进行的审查确定，发布安全资料对于正常司法是必要的，而且发布资料的作用大于此

种发布可能对今后获得安全资料造成的不利国内和国际影响。 

5.  公布 

5.1  以上述保护和例外原则为限，力求公布资料的任何人应说明公布的理由。 

5.2  应制定公布安全资料的正式标准，并应包括但不一定限于： 

a) 公布安全资料对于纠正损害安全和/或改变政策和规章的条件是必要的； 

b) 公布安全资料不会妨碍为提高安全而今后获得该种资料； 

c) 公布安全资料中包含的有关个人资料符合适用的隐私法；和 

d) 公布安全资料采用了取消身份识别、简介和综述的形式。 

6.  安全资料监护人的责任 

每一 SDCPS 应有一个指定的监护人。安全资料的监护人有责任对于资料的公布运用所有可能的保

护，但下述情况除外： 

a) 资料的原始提供者同意安全资料的监护人公布；或 

b) 能向安全资料的监护人证明发布安全资料符合例外原则。 

7.  保护记录的资料 

鉴于立法要求的工作场所背景记录，例如驾驶舱语音记录器（CVRs）可被视为对运行人员构成其

他职业所没有的隐私侵犯，因此： 

a) 以上述保护和例外原则为限，国家法律和规章应将立法要求的工作场所背景记录视为特级保护

资料，即应予加强保护的资料；和 

b) 国家立法和规章应就此种记录的保密性和公众对此种记录的接触规定具体保护措施。为立法要

求的工作场所记录规定的此种具体保护措施可包括颁布不予公布的法令。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