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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文  件 

 

大会 — 第 38 届会议 

经济委员会 

议程项目 43：航空数据 — 监测和分析 

国际民航组织的统计方案 

（由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提交） 

执行摘要 

本工作文件报告了国际民航组织统计方案的相关活动，按照大会 A37-20 号决议附录 B —《国

际民航组织关于航空运输领域持续政策的综合声明》，向各成员国、航空运输业和民用航空界提供可

靠的统计数据。 

行动：请大会： 

a) 审查本文件提出的信息和评估； 

b) 核准第 5 段中提出的本组织统计领域今后的工作计划；和 

c) 审议本文件所含的关于更新大会 A37-20 号决议的信息。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中的拟议行动将促进本组织的战略目标 C — 环境保护和航空运输的

可持续发展。 

财务影响： 本文件所述的各项活动将在 2014 年 — 2016 年经常方案预算和/或预算外捐款可

用资源内进行。 

参考材料： A38-WP/55 号文件：国际民航组织航空运输领域持续政策的综合声明 

Doc 10008 号文件：《大会第 37 届会议经济委员会的报告》 

Doc 9958 号文件：《大会有效决议》（截至 2010 年 10 月 8 日） 

Doc 9932 号文件：《第十次统计专业会议的报告》 

Doc 9060 号文件：《国际民航组织统计方案的参考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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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完整、全面和可靠的航空统计的必要性得到 1944 年《芝加哥公约》的认可，公约第六十七条

规定国际民航组织的任务是从缔约国收集数据。同时，第五十四条要求理事会征求、收集、审查并出版

关于国际航班经营的资料，而第五十五条规定理事会应该对具有国际意义的航空运输的的各个方面进行

研究。国际民航组织范围广泛的统计方案为国际民航组织工作的各个方面提供了支持，从而重申战略经

济分析和统计数据的重要性。 

1.2  联合国（UN）和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国际民航组织之间《统计服务》协议第十三条，两个

组织都同意将有效的统计数据收集工作结合起来，以避免重复工作并尽量减少各国的负担。联合国承认

国际民航组织作为负责收集、分析、发布、标准化、改善和传播有关民航的统计信息中心机构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联合国评级体系对会员国进行分摊，同时需要考虑运输量统计。 

2.  国际民航组织的统计工作 

2.1  秘书处继续实施 2009 年 11 月 23 日至 27 日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第十次统计专业会议（STA/10）

的建议和结论。这 27 项建议和结论已载入《第十次统计专业会议的报告》（Doc 9932 号文件）。 

2.2  第十次统计专业会议具体涉及到统计报表的十项建议和结论，已对目前报表进行修改并增加

新的数据报表，尤其是油耗（表格 M）。2011 年 8 月 19 日 SD 13/1-11/66 号国家级信件通知各国，将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使用国际民航组织统计方案的新订及经修订的报表。新版的《国际民航组织统计方

案手册》（Doc 9060 号文件），现改名为《国际民航组织统计方案的参考手册》，包含了国际民航组织统

计方案的新功能，已编制完毕并将于 2013 年下半年出版。 

2.3  关于增加民用航空器事故和严重事故征候新报表的两项建议，由于修改现有安全数据收集流

程行动已被推迟。 

2.4  由于优先顺序评估、预算限制和本组织工作的最近发展事态，有些建议尚未得到落实。在这

方面，修订后的建议将提交统计专家组第十五次会议（STAP/15）审查并审议。 

2.5  过去三年继续向综合统计数据库（ISDB）升级，数据处理功能将进一步自动化。参考代码同

步支持确保国际民航组织各数据库保持一致。 

3.  推广和传播 

3.1  推出国际民航组织新的统计网上平台：ICAOdata+ 

3.1.1  通过新的在线平台 ICAOdata+增强了传播国际民航组织根据统计方案收集的数据，它是一

个用户友好的工具，能够使用户根据需要调整数据的图形显示（http://stats.icao.int）。它提供了一个全球

性的航空数据比较工具，满足了内部和外部用户的要求。ICAOdata+现已有六个模块：航空承运人运输

量、按飞行阶段统计的运输量、航空承运人财政、机场业务量、航班始发地和目的地、航空承运人机队

和人员。ICAOdata+供各成员国统计联络人免费使用。已开发另外两个级别的访问权限，在每年订阅的

基础上向外部用户提供分析选项。 

http://stats.ica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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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发展指标 

3.2.1  定期编制关键的航空运输指标（附录 A）和每月监测表（附录 B）供内部使用。两者都提供

了国家或全球层面经济和航空指标的概览和分析。新的指标和分析已登载在国际民航组织网站上

（http://www.icao.int/sustainability/Pages/FactsFigures.aspx ）；一些摘录见附录 C 

3.3  实践培训课程 

3.3.1  为支持实施和落实第十次统计专业会议的建议，在国际民航组织总部组织举办了四次实践培

训会议：非洲国家（2011 年 11 月和 2012 年 6 月）；拉丁美洲民用航空委员会成员国（LACAC，2012

年 9 月）和阿拉伯民用航空委员会会员国（ACAC，2012 年 11 月）。为了使与会者了解经修订的国际民

航组织统计方案并向报告过程提供技术援助，向国家代表提供了应用统计方法填写统计报表的实践经验。 

3.3.2  国际民航组织与 CAE
1合作制定了一套航空运输电子学习统计课程（www.icao.caelearning.com）。

这些课程满足了所有航空运输利益攸关方的规划者和管理者的需求。 

3.4  创收活动 

3.4.1  从国际民航组织统计方案不同用户收到的积极反馈意见表示这个方案是一个独特而准确的

数据收集来源。直接通知收集的统计数据，结合外包给第三方用户的销售，2011 年和 2012 年产生约 40

万加元的收入。 

3.5  其他活动 

3.5.1  除了在各种国际论坛的贡献，继续向联合国系统的一些国家和机构提供国际民航组织的航空

统计数据，包括各地区经济委员会的统计出版物。国际民航组织作为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观察员，过去

两年一直参加该委员会的会议。 

4.  国际民航组织二氧化碳报告和分析系统（ICORAS）项目 

4.1  根据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37 届会议的要求，秘书处开始开发国际民航组织二氧化碳报告和分

析系统（ICORAS）。该系统用来汇总各会员国报告的油耗和运输量数据，再辅以各种来源的数据，可

以提供二氧化碳的准确估计。 

4.2  国际民航组织二氧化碳报告和分析系统项目的成功，关键取决于通过航空运输量报表 M - 燃

油消耗和运输量及时从各国收到准确的油耗数据。这种报表是一个独特的数据源，因为它包含定期和不

定期国际业务的每个报告航空承运人按机型测量的燃油消耗。国际民航组织目前已经从 55 国家收到 M

表格，它们的航空运输量约占全球收入吨公里的 50％，其中 80％已得到验证。 

4.3  国际民航组织二氧化碳报告和分析系统的初步结果见附录 D。 

                                                        
1 国际航空培训服务的主要供应商 

http://www.icao.int/sustainability/Pages/FactsFigures.aspx
http://www.icao.caelear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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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来的工作 

5.1  为了推进其各项战略目标，本组织计划通过以下方式在航空运输统计领域开展工作。 

5.2  本组织将为国家和航空界之利益收集、分析和传播监测趋势和研究所需要的统计资料。 

5.3  本组织将与各国、国际组织和行业利益相关者合作分享航空运输领域共同感兴趣的统计资料。 

5.4  通过收集、分析和传播统计资料，例如燃油消耗数据，将支持空中航行能力和基础设施规划、

环境分析和监督全球航空运输系统的效率。出于协调目的，提供这种支持将考虑到需要集中资源和避免

重复努力，同时保持国际民航组织单一的统一航空数据。 

5.5  2014 年第二季度召开的统计专家组会议（STAP/15）将审查航空数据问题，其目的是确保国

际民航组织的所有数据工具满足用户需求，并审议第十次统计专业会议建议的实施计划。 

5.6  本组织将提升其定期制定关键的航空运输指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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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English only 

APPENDI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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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English only 

APPENDI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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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English only 

 

APPENDIX C 

 

 
— — — — — — — —





 

 

  

A38-WP/54 
EC/4 

附录 D 

English only 

 

APPENDIX D 

 

1. The ICORAS process generates the following preliminary results for Fuel Burn (FB) and 

traffic (RTK and ATK), accounting for worldwide international scheduled traffic. 

 

 
Source: ICAO, ICORAS database 

 

2. The preliminary ICORAS results have been generated for air carriers representing 100% of 

international scheduled traffic, showing actual reported fuel burn for carriers representing around 39% of 

international traffic. For the remaining air carriers representing 61% of international traffic, the traffic is 

based on performed traffic data and fuel is modeled according to the Revenue Cost Analysis (RCA) formula 

which estimates the volume of fuel consumption for each airline on the basis of a fuel consumption formula 

specific to each aircraft type. This formula takes into account fuel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due to changes 

in aircraft operations and establishes precise equations for new aircraft types entered into service during the 

last few years and for those that will be part of the airlines´ fleets in the next few years.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