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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 

2013年3月18至22日，蒙特利尔 

议程项目2： 审查关键问题和相关监管框架 

2.7： 机场和航空服务的经济学 

空中航行服务（ANS）绩效衡量和基准
 

（由CANSO提交） 

执行摘要 

民用空中航行服务组织（CANSO）的战略目标是专注于提高全球空中航

行服务（ANS）绩效。因此，它的使命是向客户（和股东）提供一个全球性

平台，推动民用空中航行服务，强调安全、效率和成本效益。ANS绩效衡量

和全球基准是这一目标的核心。众所周知，对于任何企业或行业而言，监控

和衡量绩效是确定改进范围和树立基于绩效的目标的关键。本文概述了

CANSO及其成员空中航行服务提供者（ANSP）在绩效衡量和基准方面所开

展的工作。 

行动：邀请大会对第3条中所述的建议达成一致。 

1.  引言 

1.1  CANSO 及其成员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 提高全球 ANS 绩效。ATM 绩效衡量和全球基准是

这一目标的核心。众所周知，对于任何企业或行业而言，监控和衡量绩效是确定改进范围和树立基于绩

效的目标的关键。 

1.2  出于这个原因，在全球基准工作组（GBWG）的支持下，CANSO 发起了全球基准工作计划。

ANSP方案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支持建立基于绩效的ATM。提高ANS绩效的透明度和其他绩效的可见性，

促进对绩效推动因素的理解。此外，它还有助于理智决策和推进目标的树立。总之，CANSO 的目的是

为 ANS 建立一套重要的全球绩效指标；确立国际最佳实践；支持与客户和其他股东的建设性对话；以

及协助各 ANSP 优化它们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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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TM球绩效衡量框架由ANSP通过咨询客户和股东自行制定，还可满足ANS监督团体的需要，

因此减少了这些团体独立发展的必要需求。 

1.4  据 Eurocontrol PRU 资料显示，CANSO 全球基准方案在绩效衡量和基准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

绩。工作组采取的方法借鉴了一系列现有方案：包括 Eurocontrol PRU 的方案、亚太 ANSP 基准方案、

IATA 就 ANS 绩效和各 ANSP 国际基准研究及协调努力而开展的工作。 

2.  讨论 

2.1  CANSO 全球基准工作组始终致力于建立 ANS 产率、成本效益和服务质量方面的全球绩效指

标。CANSO 安全常务委员会还制定了安全度量标准。 

2.2  然而，CANSO 全球基准工作组（GBWG）的最终目标是拟定适合外部发表的健全报告。众所

周知，达成这一目标需要更加努力地改进支持流程、提高数据收集和验证流程的速度并建立一套适当的

措施。 

2.3  第 1 阶段的活动重心在于建立一个活跃的全球基准焦点网络，CANSO 已成功地建立了收集绩

效数据的流程。选择第一组关键绩效指标的主要依据是现有数据，这一选择被看作初始出发点。GBWG

确定了许多公共数据点并收集了试验数据，用来计算 ANS 产率和成本效益相关的 5 个关键绩效指标： 

a) 每位现任空中交通管制员（ATCO）的 IFR 运行次数和/或里程和/或飞行小时。 

b) 每位现任海洋 ATCO 的海洋 IFR 运行次数和/或里程和/或飞行小时。 

c) ANSP 控制的每项总 IFR 运行次数和/或里程和/或飞行小时的总 ANS 成本。 

d) 每个 ATCO 工作小时的现任 ATCO 总成本 

e) 现任 ATCO 成本中的雇用成本占总 ANS 成本的百分比。 

2.4  工作组在 2006 年末完成了第 1 阶段的 CANSO 全球基准报告，并强调了许多对提高第 2 阶段

输出质量至关重要的问题和机会。 

2.5  第 2 阶段成立了一个分析小组来支持数据收集、详细分析和数据验证。这样，为工作组提供支

持的潜在流程得到巩固，从而对 GBWG 的效率产生了重大影响。 

2.6  在第 2 阶段，工作组涵盖的关键绩效指标范围扩大到： 

a) 大陆IFR绩效衡量： 

1) 每位现任大陆 ATCO 的大陆 IFR 运行次数  

2) 每位现任大陆 ATCO 的大陆 IFR 飞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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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个大陆 ATCO 工作小时的大陆 ATCO 雇用成本（美元） 

4) 每位现任大陆 ATCO 的大陆 ATCO 雇用成本（美元） 

5) 各家 ANSP 的 B737-300 每公里飞行服务价格  

6) 各家 ANSP 的 B747-400 每公里飞行服务价格 

b) 海洋IFR绩效衡量： 

1) 每位现任海洋 ATCO 的海洋 IFR 飞行小时 

2) 海洋 IFR 飞行每小时的海洋成本 

3) 每个海洋 ATCO 工作小时的海洋 ATCO 雇用成本（美元） 

4) 每位现任海洋 ATCO 的海洋 ATCO 雇用成本（美元） 

c) 一般绩效衡量： 

1) 现任 ATCO 每年平均工作小时数 

2) 资本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百分比（大陆） 

3) ATCO 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百分比（大陆） 

2.7  对于后续的第 3 阶段，全球基准工作组确定了主要行动领域的列表： 

2.7.1  改进数据收集和数据可用性的时效性 － 在第3阶段，GBWG制定了一个可以更及时地传递

数据的报告计划。GBWG致力于标准化和自动化，这样可以更加简化数据的收集和整合方式。 

2.7.2  扩展关键绩效指标范围 － 除GBWG确定的关键绩效指标外，一些其他工作组也对其他领域

（如人力资源、环境、安全）关键绩效指标的发展进行了研究。  

2.7.2.1  人力资源工作组始终致力于对比各种ATCO薪酬方案，同时考查某些CANSO成员在ATCO

日渐短缺的运作中所面临的挑战。有效部署不足的资源是提高绩效的关键。 

2.7.2.2  环境工作组已制定了 CANSO 自愿行为环境准则。此提案于 2007 年 5 月获得了 CANSO 执

行委员会的批准并作为这项工作的组成部分，将开始用于确定适当的环境绩效度量标准，每年报告一次。 

2.7.2.3  CANSO 的安全常务委员会继续寻求共享最佳实践的方式，并为 CANSO 成员制定了实际的

执行指南。该指南可确定任何功能齐全的安全管理系统（SMS）中存在的关键要素。安全委员会已经开

始交换安全数据，并开始努力建立以 IFR-IFR 间隔损失（LoS）发端的安全度量标准。该工作组还在严

重性/风险评估方案的环境中检查这一度量标准；了解偶然因素和衡量；空难事故报告和安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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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服务质量 － ANSP的平衡对比不但必须考虑成本和产率措施，还必须考虑服务的质量。

CANSO已拟制了一份调查表，以确定可用于各种服务措施质量的关键绩效指标，包括飞机延误和飞行

效率。还将建立短期工作小组或特别工作组，以评估目前ANSP用于衡量飞机延误/飞行效率的措施，目

标是确定一个通用度量指标来支持全球对比和了解。工作小组将开展协调工作，为复杂性的了解或对比

制定一套公认标准。在近期工作中，环境工作组和服务质量工作组正在构建通过减少延误来减少排放物

的理念。这两个工作组目前正在致力于同一个绩效报告。  

2.7.4  了解复杂性 － 目前正在努力制定一套可描述/展示每个ANSP操作相关复杂性的代理措施。

通过确定操作的复杂化因素，可评估复杂性的等级/群组层级，并将对比性能划分为适当群组。  

2.7.5  增强对成本和财务数据的了解 － 需要更多努力以深入了解ANSP成本的本质和组成。很明

显，连续地提供成本报告是提高与成本相关的关键绩效指标可比性的关键。增强对CANSO成员所使用

的相关账户标准的了解，可更清晰地阐述财务数据的可比性。 

2.7.6  公开发布 － 每年的报告都按照通用的格式进行编制。早期有两个版本，一个保密，一个公

开。公开版本为去识别版本。2010年的报告反应了2009年的结果，全球绩效及基准报告由此成为公开文

档，该文档中包含了指明ANSP名称的图表。ANSP 有权选择是否在公开文档中被提及。 

2.7.7  年产量 － 2012年报告涵盖了2011年的数据，这份报告在2013年1月被作为公开文档发布。

这份报告中列出了28家为数据收集工作提供数据的ANSP。作为对其参与该工作的回报，ANSP获得对源

数据的访问权。这样，他们就可以构建自己的表格和图表，和与自身类似的ANSP进行对比。 

3.  结论 

3.1  CANSO 成员 ANSP 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方案及其客户的要求和期望，并且非常重视绩效衡量和

基准。CANSO 全球基准方案已经并将继续提供知识共享和全球合作的重大机会。它将促进对 ATM 中

的绩效驱动因素的了解，揭示可帮助各家 ANSP 优化绩效的最佳实践，并满足 ANS 监督团体的需要。 

建议 2/x － 基准与绩效管理 

建议会议： 

a) 重视一个问题，即ANSP正在通过咨询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制定ATM全球绩效衡量框架。 

b) 考虑一个问题，即该框架还可以通过为监管机构提供更多关于ANSP目标完成绩效的信息

来为监管流程提供协助，因此减少了这些机构单独制定框架的需求。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