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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智护天路
大象无形

利用雷达定位飞机的位置、速度、高度等参数，
通过无线电波将陆空通话
内容在飞行员和管制员之间完整、清晰地传递，全天候监视空中交通动态
……这些看起来高、精、尖的技术工作，
居然都在“空无一人”的设备大厅里自
动运行！这看起来有几分科幻色彩的一幕，
而今每天都在民航重庆空管分局
16 个无人值守的通信导航监视台站上演。
经历 3 年时间的试点、运行和推广，目前重庆空管分局内采用无人值守
运行的通信导航监视台站，
占所有台站的比例已近 75%。这标志着重庆空管
通信导航监视设施设备运行的集约化管理再上新台阶，
无人值守台站设备的安
全稳定运行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在持续深化空管改革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卢熹宸

了《通信导航监视台站运行保障方案》，
确定了通信导航监视台站无人值守推进
路线图。同月投产使用的玉峰山雷达
站，一经开台立刻进入无人值守运行的
模式。而今已是分局全部 22 个台站中
通信质量最稳定的台站，成为重庆空中
交通管制员们最常选择的通讯信号来
源。在重庆空管的大力推进下，目前分
局已有 16 个台站相继进入无人值守的
运行状态。无人值守运行在重庆空管分
局各通信导航监视台站大面积铺开。

从试点到运行
早在 2018 年 7 月，民航局空管局下
发了《民航空管系统通信导航监视台站
无人值守运行管理规范》，正式为台站无
人值守运行拉开序幕。同年 10 月，重庆
空管分局迅速响应，在西南空管局通导
部的统一组织下，对所辖各通信导航监
视台站无人值守符合性情况进行全面梳
理和评估。由于这项工作启动较早，国
内鲜有先例可循。分局组织业务骨干成
立了评估小组，依照管理规范，在供电、
消防、动力环境监控、设备运行情况、特
情应急响应等各方面，采用资料评估、现
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严格评审。最
终，决定以江北导航台和长生桥导航台
为试点推行无人值守运行，充分验证“集
中监控+定期巡检+应急响应”运行保障
模式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2019 年 10 月，长生桥导航台和江北
导航台的设备监控和机房环境监控信
号，引接至一碗水雷达站，台站运行状态
由一碗水雷达站值班技术人员实施 24
小时远程监控，配合少量非技术人员负
责设备看守、消防响应等工作，通信导航
监视台站无人值守运行模式初步成形。
2021 年 1 月，有了一年多的运行经
验，重庆空管分局决定按照“成熟一个，
推进一个”的原则，大胆推进、小心运行
台站无人值守工作，并召开党委会通过

余晖下的无人值守雷达站 （张洲

王渝凤 通讯员

人和台站更智慧
随着无人值守台站的进一步推广，
重庆空管分局各台站的技术保障工作人
员不再固守在台站上，组建了通信监视
专业技术支持小组和导航专业技术支持
小组，在无人值守台站等各项重要技术
工作中作出贡献。
两个小组的成员们并没有因为值守
台站所需人员的减少，变成“佛系青年”，
反而对自己的标准不降反升。他们通过
技术改造，
将所有无人值守台站通信导航
监视设备远程监控信号引接至一碗水雷
达站，实现远程集中监控；建成覆盖所有
台站的机房环境监控系统，
做到对无人值
守台站供电、机房温湿度、水浸等运行环
境进行实时监控；采取多重手段强化台
站供电、传输保障，为保证无人值守台站
的安全可靠运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 报 讯 （重 庆 晚 报 - 上 游 新 闻 记
者 石 亨）昨 日 ，重 庆 的 清 晨 由 大 雾 开
启。各地天气晴好。截至下午 3 点，全市
大部分地区气温超 15℃，最暖的彭水暖至
19.6℃，中心城区沙坪坝也达到了 15.5℃。
据市气象台的预计，今天，重庆大部
分地区以多云为主，坪坝河谷地区早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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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是重庆空管分局通信导航监
视专业业务骨干的他们，不仅负责各个
无人值守台站的定期巡视、定期维护、技
术支持和应急响应等方面的工作，在重
庆三跑道空管工程 3 个新建导航台的建
设、綦江导航台的导航设备更新以及技
术难点攻关上，
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截至目前，9 名业务能力强、综合能
力过硬的一线技术人员，从每日值守工
作中脱离出来，得以将更多精力聚焦在
台站管理、故障排查、技术研讨等重要工
作方面，并且每年为分局节省人力成本
超过 80 万元。

打造智慧空管典范项目
今年 8 月，位于涪陵区的石沱导航
台遭遇暴雨恶劣天气，
雷击造成了设备双
机关机。第一时间发现异常的重庆空管分
局设备抢修人员，
迅速赶赴台站，
克服道路
滑坡、
树木倾倒等严重困难，
徒步一小时抵
达目的地。当日完成故障设备抢修，
还对
附属运行设备进行功能验证，
发现并解决
了一处不间断电源无法放电的隐患，以
最快速度让导航台恢复正常运行。
类似这样的应急响应情况，自 2021
年 2 月以来共发生了 38 次。各类不正常
情况均得到了妥善处置，未发生一起对
管制运行造成影响的不正常情况。这背
后，除了技术支持小组、设备抢修人员的
辛勤付出，同样离不开制度建设的坚强

保障。
经多年建设，目前重庆空管分局已
经初步形成了“1+2+N”的通信导航监视
台站运行保障模式，即“一个运行班组+
两支技术支持队伍+N 个通信导航监视
台站”。其中：一个运行班组设置在本场
一碗水雷达站，负责无人值守通信导航
监视台站设施设备的实时远程监控、信
息通报及资源调度等工作；通信监视专
业技术支持和导航专业技术支持两个小
组，负责无人值守台站的定期巡视维护、
技术支持和应急响应等工作；N 个通信
导航监视台站安排少量非技术人员守
台，负责台站日常环境巡视、设施设备看
管、消防应急与安保防护等工作。
重庆空管还积极完善台站运行管理
制度。各个无人值守台站的台站长每日
利用台站安装的云巡更器，在线检查看
守人员巡视是否达到标准。技术小组制
作可视化作业流程，便于看守人员掌握
台站环境巡视标准、信息通报、消防和安
防应急操作等程序，遇紧急情况可第一
时间做出正确处置。
目前，民航重庆空管分局的无人值
守台站运行在推广进度、保障质量、运行
成效等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下一
步，重庆空管将继续优化运行保障模式，
推进台站无人值守运行，持续规范无人
值守台站管理工作和智慧台站、智慧机
房建设工作，打造创新工作室，塑造智慧
空管典范项目。

重庆空管技术人员为玉峰山雷达天
线马达更换润滑油 （熊涛 摄影）

摄影）

抓紧晒太阳 明日雨又来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 21135 期开奖公告

◀检查玉
峰山甚高
频天线防
水及紧固
情况
（李 建 宏
摄影）

雾；明天，中西部地区阴天有间断小雨或
零星小雨。未来三天，各地气温也逐步回
落，后天，
中心城区最高温仅 14℃。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今天：
多云，
早上有雾，
气温 9℃~17℃
明天：
多云转间断小雨，
气温10℃~15℃
后天：
阴天有间断小雨，
气温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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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 年 11 月 24 日

蓝莓枸杞叶黄素6瓶只需100元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快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564-626
健康用眼很重要，长
期看手机,疲劳,老化,容易
迎风流泪。请补充蓝莓叶
黄素,滋润双眼,眼睛也就
明亮啦。蓝莓和叶黄素是
眼睛重要营养元素，利于
吸收和利用，实现视觉营
养元素的快速补充。许多
眼疾与缺乏蓝莓叶黄素有
关，及时补充蓝莓叶黄素，
能保护眼睛，
同时滋润双眼，
呵护眼睛健康，
因此叶黄素
也被誉为
“植物眼黄金”
。

特大 高品质蓝莓枸杞叶黄素
喜讯
6 瓶只需 100 元
为帮助中老年眼睛不适和青少年看手机，用电脑眼睛
不适人群,特此举办
“蓝莓枸杞叶黄素持价惠民活动”
,6 瓶
高品质蓝莓枸杞叶黄素只需 100 元。
由于此次优惠产品数量有限,活动时间仅限 7 天,还望
广大朋友抓紧时间报名申购,申购者必须是真正有需求的朋
友,50 岁以上中老年人优先体验，
谢谢您的合作和理解！

抢订热线 400-6564-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