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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民用航空业的蓬勃发展,机场的建设数量和规模日益壮大,在给人民出行带来便捷
的同时,机场飞机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本文通过对机场噪声环境影响的分析要点进行梳
理,进而针对性的提出防控措施,以期减轻机场的建设、运行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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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ivil aviation industry and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the airport
construc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influence of airport aircraft noise on the surrounding residents can not be
ignored while bringing convenience to people’s trav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key points of airport noise
environment, and proposes control measures to reduce the adverse impact of airport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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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和
《民用机场周围飞机噪声计算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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