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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composite air traffic flow management 

strategy is impacted by the departure time uncertainty and/or the estimated time over the enroute 

point, it is neede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uncertainty impact on the composite strategy. 

Focused on the initial composite strategy which combines ground delay strategy and miles-in-trail 

restriction,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data of Sanya Control Are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utilized to 

analyze uncertainty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eparture time and the en-route flying time. Algorithm 

for dynamically adjusting the initial management strategy is designed and the assessment 

performance metrics for the composited strategy impacted under uncertainty are advanced and 

calculated. Then the performance is analyzed with the Monte-Carlo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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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流量管理组合策略的实施效能受到策略执行中航班起飞时间和/或预计经过航路

点时间不确定性的影响，需要定量化分析时间不确定性对组合策略效能的影响。针对地面等

待策略和尾随间隔限制组合管理初始策略，采用南中国海地区三亚管制区的航班实际运行数

据分析起飞时间以及空中飞行时间的不确定性，设计不确定性影响下对初始策略进行动态调

整的算法，提出并计算不确定性影响下组合策略效能的评价指标，采用蒙特卡洛方法分析了

不确定性影响下组合策略的实施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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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南海地区的飞行量与日俱增，加之洋区的恶劣天气，

导致空中交通拥堵频发。当三亚管制区下游出区域点受到外界流控时，为解决下游尾随间隔

（Minute-in-Trail，MIT）向上游放大传播，导致泰国等机场起飞航班受到过大的流控限制的

问题，三亚管制区将建立尾随间隔限制与起飞时隙协同管理程序，对相邻国家经过三亚管制

区域受流控影响的航班采用不同的流量管理措施分别实施管理，对越南等国家在进三亚管制

区的移交点发布尾随间隔限制，对泰国等机场起飞的航班直接发布计算起飞时间（Calculated 

Takeoff Time，CTOT），以满足出三亚管制区的下游流控限制。针对上述问题，需要建立多

策略综合决策模型，对尾随间隔以及起飞时间进行综合决策管理。同时，由于航班在策略执

行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对策略的实施效能会产生影响，需要针对不确定性对

组合策略效能的影响进行分析。 

国外对起飞时隙分配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地面等待程序中采用RBS

（Ration by schedule）算法进行起飞时隙分配，RBS算法是按照先到先服务顺序来进行时隙分

配，并没有考虑不同航班的延误时间和延误类型与延误成本之间的关系。Vossen和Ball通过设

置成本系数建立了Optiflow的时隙分配模型和时隙交换模型[1]。欧洲ETFMS流量管理系统采用

CASA算法考虑多元受限下的起飞时隙分配，航班根据所受到的最严格的约束分配起飞时隙。 

在尾随间隔限制策略研究方面，Sheth收集分析美国繁忙空域交通流数据，统筹考虑了尾

随间隔对上游交通流的影响[2-3]。Mukherjee重点研究延误的分配问题，以降低延误为目标建

立了一种新的间隔优化模型[4]。孙樊荣等将交通复杂性转化为管制工作负荷，建立了管制移

交策略优化模型[5]。 

在多策略综合优化研究方面，Wank通过排队模型的仿真来研究多策略交互的影响[6]。

Rebollo采用分析法研究了多策略交互影响，并在布朗运动公式的基础上量化了流量管理策略

之间的相互作用[7]。Meyn提出一种封闭式算法，解决了航班受多重限制时的时隙分配问题[8]。

Cynthia提出了在机场容量受限的情况下，控制进场航班顺序变动次数优化航班排序，并利用

线性规划方法将该策略运用到多机场时隙分配中进行了仿真试验[9]。Churchill研究了将单元受

限下的RBS分配扩展用于多个受限单元时隙资源分配的方法[10]。但是当前尚没有尾随间隔策

略与起飞时隙分配策略综合决策优化的研究。徐冬慧研究了地面等待和尾随间隔限制组合策

略的确定性模型建模及求解[11]。 

在流量管理策略效能分析研究方面，Adrian Agogino分析了当存在离场不确定性时0/1规

划方法以及进化算法两种交通管理方法的鲁棒性[12]，Lulli和Odoni通过简单的例子分析了多个

管理程序所产生的最小化总延误和保持先计划先服务公平性目标之间的冲突[13]。 

本文针对南中国海地区跨国界流量管理应用场景，在基于地面等待与尾随间隔综合策略

优化模型生成的管理策略基础上[11]，对策略执行中的不确定性进行了量化，设计了不确定性

影响下对策略动态调整的算法，采用蒙特卡洛方法计算不确定性影响下的组合策略的实施效

能指标并对不确定性影响下的组合策略效能进行了分析。 

2．问题描述 

三亚管制单位在本单位受到下游流控限制时，根据下游流控限制对本管制区内起飞的受

控航班以及上游泰国起飞的航班采用地面延误的方式实施管理，对越南等区域外其他国家起

飞的航班在进入三亚管制区时采用流控限制的方式实施管理。 

将实际问题表示为图1所示，在某一特定时段，下游航路点C受到下游单位发布的外界流

控限制，为了保证满足下游尾随间隔限制约束，对区域外特定的可接收起飞时隙分配的机场

A1和本管制区内机场A2起飞的受流控影响航班进行起飞时隙分配，同时对经过上游流控点B

进入本管制区的受影响航班流在点B发布尾随间隔限制，从而使得A1，A2机场起飞航班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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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航路点B进入区域的航班在航路点C共同满足下游的尾随间隔限制，A1、A2机场起飞的航

班发生地面延误，从航路点B进入区域的受流控影响航班既可能产生进入区域之前的区域外

空中延误，也可能在进入本管制区后发生本管制区内的空中延误。 

由于起飞时间受控航班在执行CTOT时会受到起飞时间不确定性的影响，受MIT影响航班

在执行进入区域的MIT限制时也会受到航班进入区域时间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两方面的不确

定性都将影响组合策略的实施效能，需要进行定量化的分析。 

 

图1 受限航班流及空域示意图 

3．不确定性影响下的组合策略效能分析方法 

由于离场时间和进区域时间存在不确定性，从而对流量管理策略的实施效能也会发生影

响，另一方面，空中飞行时间有一定的可调整余度，可以消除一部分不确定性的影响。在定

量化离场时间和进区域时间的随机分布以及数字特征的基础上，设计初始策略受不确定性影

响下的动态调整方法，然后使用蒙特卡洛仿真模拟评估不确定性对策略实施效能的影响。 

蒙特卡洛仿真1000次

下游流控

航班计划

确定性组合策
略模型及算法

下游流控

可调速时间范围

启发式算法分
配时隙

添加随机
扰动

组合策略效能
指标

 

图2 基于蒙特卡罗仿真的不确定性影响下策略实施效能计算 

图2中上面的框中描述的是基于确定性的起飞时间和进出区域时间采用混合算法为CTOT、

受MIT影响航班计算分配的起飞时隙、进出区域时间和尾随限制策略，下面的框中是考虑不

确定性对所生成的策略的影响，对起飞时间受控航班分配的起飞时间和受MIT影响航班分配

的进区域时间添加不确定性扰动，并对CTOT进行重新分配，根据扰动后的重新分配策略计算

策略效能指标。 

分别从受不确定性影响CTOT重分配而导致航班产生额外增加的地面延误量、由于受MIT

影响航班进入区域时间不确定性而导致重分配后受MIT影响航班在区内空中飞行时间超出确

定性模型中所设置的最大允许延误值的延误量以及下游资源利用率三个指标来分析不确定性

影响下的流量管理策略实施效能，其中资源利用率采用航班通过下游流控限制点所需总时间

地面延误
空中延误

区域外起飞机场A1 区域内起飞机场A2

上游流控点B

下游流控点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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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所需时长越短，则表示对空域资源的利用率越高。航班CTOT重分配下产生的额外地面

延误量可以反映受不确定性影响下CTOT策略的动态变化程度，受MIT影响航班在区内超出最

大允许延误的延误量可以反映由于策略执行中过点时间的不确定性而导致对区域内管制运行

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该值越大则导致的管制工作负荷越大。 

不确定扰动下的CTOT时隙再分配算法如下： 

输入：CTOT起飞时间𝑥𝑖
𝑑𝑒𝑝

，MIT进区域时间𝑥𝑖
𝑗𝑛
，所有航班的出区域时间𝑥𝑖

𝑜𝑢𝑡，最大可行飞

行时间maxflitime，最小可行飞行时间minflitime； 

(1) 生成符合起飞时间受控航班起飞延误概率分布的随机数和符合受MIT影响航班进区

域延误时间概率分布的随机数，分别给起飞时间𝑥𝑖
𝑑𝑒𝑝

、进区域时间𝑥𝑖
𝑗𝑛添加扰动，扰动后的起飞

时间为𝑑𝑖
𝑑𝑒𝑝

、进区域时间为𝑑𝑖
𝑖𝑛、出区域时间为𝑑𝑖

𝑜𝑢𝑡； 

(2) 首先安排受MIT影响航班，根据扰动后进区域时间𝑑𝑖
𝑖𝑛的先后顺序依次处理，先根据航

班的𝑑𝑖
𝑜𝑢𝑡找到航班在下游可以插入的时隙，再确定航班的出区域时间𝑥𝑖

𝑜𝑢𝑡′ = max{𝑥𝑖−1
𝑜𝑢𝑡′ + 𝑏，𝑑𝑖

𝑜𝑢𝑡}； 

(3) 其次再安排起飞时间受控航班，根据扰动后起飞时间𝑑𝑖
𝑑𝑒𝑝的先后顺序依次处理，先根

据航班的𝑑𝑖
𝑜𝑢𝑡找到航班在下游可以插入的时隙，再判断该时隙与前后航班是否满足下游流控，

即max{𝑥𝑖−1
𝑜𝑢𝑡′ + b，𝑑𝑖

𝑜𝑢𝑡} ≤ 𝑥𝑖
𝑜𝑢𝑡′ ≤ 𝑥𝑖+1

𝑜𝑢𝑡′ − 𝑏，并在所有满足条件的时隙中找到最小的𝑥𝑖
𝑜𝑢𝑡，根据𝑥𝑖

𝑜𝑢𝑡′ −

𝑑𝑖
𝑑𝑒𝑝判断航班在区域内的飞行时间是否在调速的可行的飞行时间范围内，若𝑥𝑖

𝑜𝑢𝑡′ − 𝑑𝑖
𝑑𝑒𝑝

≥

𝑚𝑎𝑥𝑓𝑙𝑖𝑡𝑖𝑚𝑒，则𝑥𝑖
𝑑𝑒𝑝＝𝑥𝑖

𝑜𝑢𝑡′ −𝑚𝑎𝑥𝑓𝑙𝑖𝑡𝑖𝑚𝑒；若𝑥𝑖
𝑜𝑢𝑡′ − 𝑑𝑖

𝑑𝑒𝑝
≤ 𝑚𝑖𝑛𝑓𝑙𝑖𝑡𝑖𝑚𝑒，则𝑥𝑖

𝑑𝑒𝑝＝𝑥𝑖
𝑜𝑢𝑡′ −𝑚𝑖𝑛𝑓𝑙𝑖𝑡𝑖𝑚𝑒；否

则𝑥𝑖
𝑑𝑒𝑝保持不变。 

4．实例分析 

对泰国起飞的400个起飞时间受控航班的地面延误以及146架过BUNTA点受MIT影响航

班在进区域点的延误的历史数据分别进行分布拟合，泰国机场起飞航班的地面延误服从均值

为15.0647，标准差为13.3261正态分布，进区域的航班过BUNTA点的延误时间服从均值为

12.0526，标准差为11.2301正态分布。 

采用蒙特卡洛方法分析从如下三方面对不确定性影响下的组合策略效能进行分析：（1）

起飞时间受控航班起飞时间的不确定性对起飞时隙重分配的影响，起飞时间受控航班起飞时

间的不确定性和受上游MIT影响航班进入区域时间的不确定性对起飞时隙重分配的共同影响；

（2）上游MIT影响航班进入区域时间的不确定性对航班在区内飞行超出最大允许延误的影响；

（3）起飞时间受控航班起飞时间的不确定性以及受上游MIT影响航班进入区域时间不确定性

对流控时隙资源利用情况的影响。 

(1) 不确定性对起飞时隙重分配的影响 

 

图3 离场不确定性对地面额外延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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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起飞时间以及进区域时间不确定性对额外地面延误的影响 

离场时间不确定性 均值=15.0647 方差=13.3261 

进区域时间不确定性 
均值=0 

方差=0 

均值=12.0526 

方差=11.2301 

均值=20 

方差=20 

额外的地面延误 1103.0 972.8 962.6 

图3为只考虑起飞时间离场不确定性时时隙重分配而导致额外增加的地面延误情况，颜色

越深代表额外增加的地面延误越少，从图10中可见均值变化对额外增加的地面延误影响较小，

标准差变化对额外增加的地面延误影响较为明显。 

表1为同时考虑起飞时间及进区域时间不确定性时时隙重分配而导致额外增加的地面延

误情况，起飞时间不确定性采用当前实际运行数据下的不确定性水平，进区域延误时间分别

对均值方差为0，根据实际运行数据估计获得的均值为12.0526、方差为11.2301，以及均值和

方差分别为20的三组数据进行计算，随着进区域时间不确定性的增大，地面额外延误反而逐

渐减小。时隙再分配算法中采用优先为受上游MIT影响航班分配时隙，然后再为起飞时间受

控航班分配时隙的分配方法，所以进区域时间不确定性的增加，并没有使得起飞时间受控航

班CTOT重分配时发生的额外地面延误增加。 

(2) 不确定性对超出区内飞行空中最大允许延误的影响 

 

图4 增加可变飞行时间范围对超出的区内延误的影响 

图4为在当前实际进区域时间均值为12.0526、方差为11.2301的水平下以及进区域延误时

间均值和方差都为20的情况下，改变受上游MIT影响航班空中飞行时间的可变范围，分析导

致超出确定性模型中所设置的区内最大允许延误的情况，从航班进区域的BUNTA点到出区域

的IKELA点，航班的飞行时间大约为25分钟左右，图13中横坐标可变飞行时间范围。通过调

速增加可变飞行时间范围，实线表示在当前实际进区域延误时间随机特征下航班超出区内最

大允许延误的总量由98分钟降至25分钟，虚线表示进区域延误时间均值和方差都为20的情况

下航班超出区内最大允许延误的总量由142分钟降至48分钟，可见MIT空中飞行时间的可变范

围越大，则越具备应对不确定性的灵活性。 

(3) 不确定性对流控时隙资源利用情况的影响 

在流控时隙资源利用率方面，图5表示航班起飞时间不确定性的变化和进区域时间不确定

性的变化对资源占用时间的影响。横坐标表示不同的起飞延误时间及进区域延误时间随机变

量均值方差取值，0表示确定性情况下资源占用时间为543分钟；1表示起飞和进入区域延误时

间的均值和方差取值均为5分钟，资源占用时间为548分钟；2表示当前起飞延误时间的均值为

15.0647、方差为13.3261，进区域延误的均值为12.0526、方差为11.2301，资源占用时间为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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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3表示起飞和进入区域延误时间的均值和方差取值均为20分钟，资源占用时间为566分

钟。由图可知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对资源占用的时间也逐渐增多。 

 

图5 起飞延误时间及进入区域延误时间随机特征对资源占用时间的影响 

5．结束语 

本文结合南中国地区空管的实际运行需求，采用地面等待与尾随间隔限制策略综合决策

确定性模型所生成的初始策略，基于南中国海地区航班实际运行数据随机性统计特征分析，

设计起飞时间以及进入区域时间时间不确定性影响下的组合策略动态重计算方法，采用蒙特

卡洛方法计算并分析了不确定性影响下的组合策略的效能，实验结果表明，起飞时间以及进

入区域时间的不确定性会给CTOT受控航班带来额外的地面延误并且降低对受控资源的利用

率，而空中可变飞行时间的增加则能提升应对不确定性的灵活性，减少超出区域内最大允许

空中延误这种极端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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