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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民航组织出版了关于火山灰的手册 

2012 年 3 月 5 日，蒙特利尔 — 由于国际民航组织出版了一份得到业界伙伴*认可的手册，现在，

航空运输的运营人，在火山爆发的情况下，有了决策的科学依据。 

该手册的书名为《飞行安全与火山灰》（Doc 9974 号文件），它提供了指导意见，各国可以据此在有

火山灰污染情况的预报时，向航空器运营人提出建议，在国家监管当局的监督下，将此类运行的责任交给运

营人。 

该手册主要是以国际民航组织的国际火山灰工作队（IVATF）的工作为基础的。该工作队是在

2010 年冰岛的埃亚菲亚德拉冰盖冰川火山爆发，对整个欧洲西部和北部的航空旅行造成了严重中断后，

由本组织和航空界建立的。 

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雷蒙·邦雅曼说道：“埃亚菲亚德拉火山爆发，对航空旅行的影响是前所未

有的。它迫使我们根据最新技术与科学的发展情况，对我们的指导材料做了调整。这种新做法在确保

飞行运行安全的同时，还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并且建议，在国家监管当局的监督下，在有火山灰的

空域实施飞行的决定权属于航空公司。” 

为了确保这种对安全至关重要的信息，随时能提供给各成员国和业界，目前，英文版的该手册可

以在 www.icao.int./publicaions/Pages/doc-series.aspx 网址获取。 

*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国际机场理事会（ACI）、民用空中航行服务组织（CANSO）、航空

航天工业协会国际协调理事会（ICCAIA）、航空公司驾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IFALPA）以及空中交通管制

员协会国际联合会（IFATCA）。 

 

国际民航组织创建于 1944 年，作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在全世界促进国际民用航空安全和有秩序的发展。它

为航空安全、保安、效率和正常以及航空环境保护制定必要的标准和规章。本组织为 191 个缔约国之间在民用

航空所有领域的合作起论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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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组织和航空界建立的。 

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雷蒙·邦雅曼说道：“埃亚菲亚德拉火山爆发，对航空旅行的影响是前所未

有的。它迫使我们根据最新技术与科学的发展情况，对我们的指导材料做了调整。这种新做法在确保

飞行运行安全的同时，还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并且建议，在国家监管当局的监督下，在有火山灰的

空域实施飞行的决定权属于航空公司。” 

为了确保这种对安全至关重要的信息，随时能提供给各成员国和业界，目前，英文版的该手册可

以在 www.icao.int./publicaions/Pages/doc-series.aspx 网址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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