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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rport attracts birds because of providing food and habitat for them to survive.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system, from three aspects of controlling source of food, water and habitat, the airport
bird control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maintaining a reasonable airport grass height and form,
reducing the attraction of plant to birds, and controlling the food source; reducing the breeding of
all kinds of insects and ground exposed, to reduce the attraction for birds foraging. Moreover,
airport drains should be managed, to avoid the phenomenon of lawn water, and control the water
source for birds. Around the airport, tall trees easy for nesting are not suggested, and the inspection of nest around the airport buildin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or reducing the bird habitat.
Changing the environment attracting bird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airport can reduce the number
of birds around airports, and reduce the bird strike to the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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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机场吸引鸟类的原因是为鸟类生存提供了食物、栖息地，基于生态系统从控制食源、水源、栖息地3个
方面提出机场鸟撞的防治措施。合理保持机场内的草高度和形态，降低植物对鸟类的吸引，控制鸟类植
物食源；降低各种虫类的繁殖和地面显露，尽量降低对鸟类觅食的吸引力。管理好机场排水沟，避免草
坪积水现象，控制鸟类水源。机场周边不种植易筑巢的高大树木，加强机场周围建筑物鸟类筑巢的检查，
减少鸟类栖息地。通过改变机场内外吸引鸟类的环境，从而降低机场周边鸟类数量，降低鸟撞对机场的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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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鸟机相撞(简称鸟撞)是飞机等航空器与天空中飞行的鸟类相撞造成飞行事故、征候、问题的简称，鸟
撞作为一种多发性、危险性事件，一直是威胁飞行安全的重要因素。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
以来，全世界现每年因鸟撞飞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26 亿美元，在我国由于鸟击原因造成的事故征
候也已占事故征候总数的 1/3。
研究表明，飞机起飞和降落过程是最容易发生鸟击的阶段，据国际民航组织的鸟撞统计分析表明，
民航飞机的鸟撞事件大部分发生在飞机的起飞滑跑、爬升、进近和着陆滑行阶段[1] [2]，因此机场是鸟击
灾害防治工作的重点区域。而对机场及其周边地区进行鸟类活动和生态学调查，并统计分析已经发生的
鸟击事故，是确定鸟击灾害根源并对其进行生态防治的必要先决条件[3]。
为了有效防范鸟撞，世界各国的机场管理者进行了许多尝试，设有专门的驱鸟员岗位，采取的主要
措施有声响刺激、视觉威慑、雷达监控、声波驱鸟、猎枪、鸟网等方式[4]。然而，这些单纯驱鸟的措施
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较好的效果，实施过久则存在鸟类逐渐适应的问题。因此，欲获得持久有效的驱鸟效
果，必须加强对机场生态环境的管理，从鸟类的食源、水源、栖息地、筑巢场所等方面，切实控制鸟类
的食物链，营造不利于鸟类驻留的机场环境，最大程度地减少机场鸟群的种类和数量。

2. 机场吸引鸟类的生态因素
根据生态位理论，经过、进人或栖息于机场的鸟类都有时间、空间上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间的
功能关系，即机场对鸟类的吸引主要表现在栖息环境和食物条件上，而作用程度主要反应在食物链关系
上。因此减少机场环境中吸引鸟类的生态因子是减少机场鸟群数量的根本方法。

2.1. 食物因素
民航机场的场道区都存在大量的土道面，场道区的植物也多为自然草坪，土道面的土壤和草丛是无
脊椎动物的巨大储藏库，很多草坪植物的草籽或植物在某些生长时期招致的昆虫可能会是鸟类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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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长得低，地表温度高，小虫、蚯蚓繁殖加快，容易招鸟觅食；草长得高，成为鼠类、野兔等动物栖息
之所，容易招引猛禽。另外，机场内存在的水塘、排水沟和坑洼地等为鸟类提供饮水、洗澡及疏理羽毛
的场所，致使大量鸟类聚集机场。机场区域及其周边地区的水体或湿地会吸引大量鸟类栖息，尤其是水
鸟和涉禽，而这样的机场鸟击灾害发生的几率也往往较大。

2.2. 栖息地因素
鸟类具有对栖息地选择的先天偏好性，尤其是空间异质性程度较高的树林，多样性的小生境能容纳
更多的鸟类。实行封闭式管理的机场飞行区内人为活动较少，土道面为鸟类提供了开阔的生境，鸟类也
会在机场任何可利用的灌丛、房屋、机棚和塔台等场所找到合适的掩蔽处和筑巢地点。

2.3. 迁徙飞行因素
鸟类的迁徙是指每年的春季和秋季，鸟类在越冬地和繁殖地之间进行定期、集群迁飞。适宜机场的
选址一般都是远离城市中心的城郊，地势开阔平坦，人类活动较少，容易使机场成为一些候鸟迁徙之前
的聚集地或者迁徙途中的落脚点。如果机场处于鸟类的某条迁徙路线上，在迁徙期内会有大量鸟类经过、
出现或栖息于机场，导致机场附近的近地空域，鸟类的活动与飞机的起降容易形成交叉。

2.4. 其他因素
机场选址因素。世界上许多新建机场在选址时没有考虑到鸟击生态因子问题，部分机场建在了鸟类
富集的地区，为鸟击灾害的发生留下了隐患。如果机场周边的绿地距离机场较近，栖息于其中的鸟类有
很大可能进人或经过机场，从而对机场的飞行安全造成影响。
天气因素。雨后土壤动物和草丛动物会出现在土道面表面甚至爬向跑道，成为鸟类前来觅食的诱因，
因此雨季机场鸟击事故发生率往往较高。

3. 鸟撞灾害的生态化防治
环境对鸟类的吸引主要表现在栖息环境和食物条件上，而作用程度主要反应在食物链关系上，这为
我们防止“鸟击”事故的发生提供了依据。通过减少机场内部环境对鸟类的吸引，让鸟类尽量在远离机
场的区域内活动，是鸟害防治最有效的方法。

3.1. 鸟类的食源控制
主要包括植物食源、动物食源两个方面。植物采用人工割草、化学防治、焚烧枯草等相结合。减少
其高度和密度，使飞行区草地内的草保持适当高度以减少鸟的数量，草高应控制在 10~15 cm。冬季焚烧
枯草，烧掉草籽和减少越冬虫口数量，减少越冬鸟类的食物来源。减少机场外农田的面积，减少以农作
物为食的鸟类和啮齿类动物的食物来源，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或降低鸟撞事故的发生。雨后要做好
疏沟排水，及时清除爬到机场跑道上的蚯蚓等环节动物，可减少对食虫鸟及猛禽的吸引。在机场围界外
安装黑光灯，诱杀蛾类、蚊类昆虫。机场周边居民区内的生活垃圾往往吸引成群的麻雀、八哥等杂食性
鸟类，应加强社区教育，保持环境卫生，可减少鸟类的食物来源。在土壤动物密度较高时，喷洒低毒、
高效，对生态系统破坏较小的农药或昆虫驱避剂，使土壤动物和草丛动物的数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另外，
未开发的机场土地，灌木丛通常种类繁多、茂密深厚，也会吸引鸟类，所以必须控制管理好，重点清除
跑道两端和跑道中心线 150 m 以内的灌木丛，
可以采取挖除、上部切割和使用除草剂等方法[5] [6] [7] [8]。
针对过去割草过后因昆虫暴露而吸引大量鸟类前来觅食的现象，驱鸟人员将割草和除虫工作同步进行，
边割草边除虫，在时间和空间上不留空隙，消除驱鸟工作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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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鸟类的水源控制
水是微生物、各类昆虫、水生生物以及植物和鸟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昆虫或其它鸟类繁殖的优
良场所[9]。排水沟、积水坑是昆虫或部分鸟类的繁殖场所和栖息地，更是鸟类饮水的水源地，为了不给
鸟类造成有利于繁殖、栖息及饮水的条件，需尽量减少机场区域的坑塘、河流等地表水体，存在的水体
应尽量减少其水域面积。定期清理排水沟，使机场内的排水沟始终保持杨通，不积水，并尽量对排水沟
渠进行盖板处理；填埋积水坑，通过环境整治，可利用建筑垃圾和其他材料进行填埋；平整土道面的低
洼地，完善排水系统，避免草坪积水现象，减少蚊、蝇、蜗牛、蠕虫、蚯蚓等的孳生。清除水体边的杂
草和杂树，使鸟类无栖脚之地。水体上方架网阻止鸟类进入，水体沿岸用石头堆砌护坡并改造成倾斜的
角度等。

3.3. 栖息地的控制
迁移栖息地是比较困难的方式，每年要定期对机场周围的建筑物、高大树木等鸟类可能筑巢的地
方进行检查，捣毁鸟巢，并在易筑巢的地方设置过滤网、风铃等，减少鸟类筑巢的可能。不同的鸟类
喜好不同高度的草坪，草高的控制要根据机场的危害鸟类的喜好情况，并与本地的气候、植物的种类
和生长状况相适应，以制定合理的草坪修剪方案。空旷地边沿的大树为鸟类提供了极好的栖息场所，
如枫杨、臭椿、泡桐、榆树、刺槐等为鸟类提供筑巢环境，可以通过政府作为，将机场附近的植被环
境加以改造，机场附近的乔木和灌木要逐步改造，人为干扰或移栽，降低鸟类筑巢数量，从而降低对
飞机飞行的威胁。

4. 结论
机场吸引鸟类的主要原因是机场处于郊外，人类活动少，存在大量土道面和自然草坪，为鸟类生存
提供了食物、栖息地，同时地势开阔的机场可能处于鸟类迁徙飞行路线上。
鸟击防治需要综合各种方式，任何一种方式单独使用都将面对鸟类的耐受，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失效。
基于生态系统的防治措施是机场鸟击灾害防治的手段之一，具有长效性，且与其他防治措施具有互补性。
从食物、水源、栖息地等方面入手，切断食物链的连接关系，减少各种鸟类所赖以生存的食物数量和水
源，尽可能地改变机场内吸引各种鸟类的环境，减少机场环境对鸟类的吸引力，从而降低鸟类对飞行安
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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