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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运，中国民航为乘客
开启了“空中手机”时代。但在

“高空”玩手机，和在地面还是不
一样，仍有各种限制。

多家航空公司表示，乘客可
以全程使用手机，但要打开手机
飞行模式，关闭蜂窝移动通信功
能 （包括语音和数据）。换而言
之，通过手机的 3G、4G 信号打
电话、上网，在飞机上是不被允
许的。而不具备飞行模式的手
机，在空中仍被禁止使用。

能否提供“在飞行中使用手
机”的服务，是体现航空公司竞
争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服务要
好，安全更加重要。对于乘客而
言，使用手机等便携式电子设备
的前提是不干扰飞行信号和航空
安全。

另外，以往飞机上不被允许
使用手机时，一些乘客往往利用
空中飞行的几个小时享受难得的
清静时光。如今，乘客们可以通
过空中互联网络，体验社交通
信、视频通话、空中购物等服
务。一旦机上有乘客利用网络进
行通话，或使用外放视频观看娱
乐节目，由于机舱狭小密闭，再
加上发动机带来的噪音，这些声
音叠加起来，对他人造成的干扰
不言而喻。

总 而 言 之 ， 虽 然 “ 空 中 手
机”时代的到来令长途飞行变得
令人愉快，但乘客在使用手机
时，理应遵守航空公司的各项规
定，同时应爱护机舱环境，不要
影响周围乘客的休息。

（王芳）

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

国际海事卫星组织(Inmarsat)
去年的一份调查显示，56%的旅
客称，缺少可靠的机上 WiFi，是
导致飞行之旅不开心的一个主要
原 因 ； 61% 的 旅 客 认 为 ， 机 上
WiFi让飞行变得不再焦虑，因为
他们能够与地面上的朋友保持联
系；77%的旅客愿意为短程休闲
航班上的WiFi付费，高于2016年

调查时的 64%；89%的旅客愿意
为远程休闲航班上的 WiFi 付费；
亚太地区的旅客对机上 WiFi的期
望最高，该地区有 91%的旅客愿
意 为 远 程 航 班 上 的 WiFi 付 费 ；
52%的旅客愿意利用 WiFi 在飞机
上购物，并在飞机抵达机场后领
取购买的物品，这给机上电子商
务带来巨大机会。（张燕 整理）

乘客怎样看待飞机上的WiFi？

从禁止使用手机，到允许开机甚至部分飞机上可以使用WiFi服务，今
年春运的乘机体验将与往年不同——

空中玩手机，化解你的旅途焦虑
拖个登机箱，提个随身

包，时不时查看手机……春运
期间的宁波栎社国际机场，这
是很多旅客的“标准动作”。
与以往关闭客舱门后立马关机
不同的是，不少旅客自觉把手
机调到了飞行模式。

春运迎来出行高峰，每天
宁波机场大约有 1.8 万名旅客
出港。“允许打开手机，即使
是飞行模式，还是能大大化解
路途中的焦虑。”上月 17 日，
东航率先宣布从北京时间 1月
18 日零时起，开放在飞机上
使用飞行模式的手机，东航在
空中飞行的 181 个跨零点航班
上的旅客共同见证了“空中手
机”时代的来临，从北京飞回
宁波的旅客张先生也和其他乘
客一样实现了手机“空中开
机”。

从禁止使用手机，到允许
开机甚至部分飞机上可以使用
WiFi 服务，“空中手机”时代
已悄然到来。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即将
关闭舱门……便携式电子设备切换
至飞行模式。”昨天下午，宁波飞
往深圳的MU5243航班上，广播里
传出允许使用手机的播报。

从以前的“欢迎乘机”到如今
的“欢迎开机”，中国民航为乘客
开启了“空中手机”时代。“多年
来在飞机上看到乘客拿出手机，都
习惯了说‘请将您的手机关闭’，
现在，已经改口说‘请把您的手机
调到飞行模式’。”乘务员小王说，
经 过 20 天 的 适 应 ， 她 终 于 习 惯

“改口”了。
这一改变，源于去年 10 月实

施的交通运输部第五次修订的《大
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
格 审 定 规 则》（以 下 简 称 《规
则》）。正是此次修订，放宽了对
飞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的管理，允
许以航空公司为主体对便携式电子
设备的影响进行评估，并制定相应
的管理和使用政策。而早前版本的

《规则》要求，“从飞机为开始飞行
而关闭舱门时刻起，至结束飞行打

开舱门时刻止，飞机上的乘员不得
开启和使用便携式电子设备”。《规
则》所指的便携式电子设备包括移
动电话、对讲机等。

今年1月16日，中国民航局发
布 《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 （PED）
使用评估指南》；1 月 17 日，东方
航空率先宣布于 1 月 18 日零时起，
允许旅客在飞机上使用开启飞行模
式的手机；1月17日晚，海南航空
执飞了中国民航解禁手机后的第一
个航班。这意味着，中国大陆航空
公司不允许在飞机上使用手机的规
定将成为历史。

目前在宁波执飞的航空公司
中，东航、南航、海航、春秋、
厦航、祥鹏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
已经放开了使用手机的限制，但
需要打开手机上的飞行模式 （有
些还需要关闭 WiFi 功能）。“虽然
只是开机，但起码不是那么无聊
地睡觉了。”乘客李先生把手机
上下载的视频展示给记者看，足
足有 10G 容量，“够飞行途中看
的了。”

从“欢迎乘机”到“欢迎开机”

“我从业 20多年，这是首次放
开手机的使用。”东航乘务长赵凌
说，机舱生活因此变得丰富，作为
空乘人员也由衷地感到高兴。

不过，除了只能使用“飞行模
式”外，根据民航局规定，飞机上
使用手机还有不少限制。如在飞行
期间，当机长发现存在电子干扰并
怀疑该干扰来自机上乘员使用的便
携式电子设备时，机长和机长授权
人员应当要求其关闭这些设备；情
节严重的应当在飞机降落后移交地
面公安机关依法处置。当机上导航
和通信设备受到干扰或机组人员遇
到紧急情况下达指令时，机上全部
便携式电子设备(医疗类除外)必须
禁用。在低能见度飞行阶段等特殊
情况下，便携式电子设备也有可能
被要求关闭。

“对于乘客而言，使用 PED 的
前提是不干扰飞行信号和航空安
全。”赵凌说，飞行的关键阶段，
是指滑行、起飞、着陆和除巡航以
外在 3000 米以下的飞行阶段。此
外，行业内大家都知道的“危险
11 分钟”，即飞机起飞后的 3 分钟
和落地前的 8 分钟，80%的航空事
故发生在这段时间里。为防止使用
PED 成为影响逃生的隐患，这段
时间里，不允许使用耳塞、充电
线、较大体积的 PED （如笔记本
电脑、IPAD等）。

“不过，有时候也会遇到少数
乘客想尽早与家人联系、在飞机落
地前打开蜂窝移动功能。”赵凌介
绍，“与这种情况类似的是以前不
允许开机时，会有乘客在飞机上偷
偷使用手机，或在飞机落地前提早

飞机上使用手机限制仍多

“乘客中的‘低头族’多起来
了。戴着耳机听音乐看视频的，读
小说的，玩手机小游戏的，客舱里
好像更安静了。”东方航空乘务员
王一玻说，与以前相比，乘客们仿
佛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手机上，对
机上服务的需要似乎减少了。“秩
序更好”是王一玻对允许空中开机
后机舱内的印象。

“不少乘客喜欢一上飞机就用
手机拍照。”春秋航空乘务员李寅
斌对此印象深刻，“空姐、空少在
部分乘客眼中仍是一种新鲜职业，
在做安全演示或者服务时，这些乘
客喜欢对着我们拍照。”李寅斌认
为乘客们拍照是出于好奇心，但对
乘务员的规范操作，尤其是应急操
作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拍照

无形中加强了对乘务员的监督，也
提醒乘务员要时刻保持规范服务。”

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开放
手机相当于在空中增加了上百双眼
睛，手机持有者有权用镜头或摄像
头拍录空中生活，对乘务员如此，
对乘客也不例外。王一玻介绍，当
航班延误时，总有些乘客情绪比较
激动，曾经发生过影响飞机正常飞
行的事件。如今，当所有人被允许
使用手机，某些过激行为可能被旁
人摄录，这也提醒乘客要理性维
权。

此外，不少人担心使用手机会
影响他人，据多家航空公司乘务人
员反映，这种情况几乎不存在。

“确实有极少数人不使用耳机播放
视频，但经过提醒都会改正。”

对空乘和旅客带来双重约束

经常飞往加拿大的郑先生说，
以前在国际航班上使用手机，而到
了国内航班上却被禁用，感到特别
不习惯。他认为，随着新规的实
行，不久以后国内航班上也能上
网、甚至通电话。

事实上，在国内的飞机上上网
已经成为现实。也是从1月18日开
始，东航在其 74 架宽体飞机上提
供 WiFi 服务，覆盖全部国际远程
航线及 166 条国内重点商务航线。

“宽体飞机”，简单地理解就是机舱
内有两条走廊的大型飞机。目前，
WiFi 服务需提前通过东航官网或
APP 申请，且一架飞机上仅有 100
个名额。南航也称已在 15 架空客
A330-300 客机上实现了客舱卫星
上网服务，主要覆盖广州至悉尼、
北京至阿姆斯特丹等航线。春秋航
空则表示，有 2 架飞机正在进行
WiFi验证。

相比于国内航空业为民航局放
宽机上手机使用而激动，旅客在乘
坐国外航空公司客机时使用手机并
连接机上 WiFi 已经较为普遍。从
2013 年 10 月起，美国允许航空公
司在航班飞行过程中使用处于飞行
模式下的便携式电子设备。随后，
加拿大、新加坡以及欧洲航空安全
局等民航管理的相关行政主体也发
布了类似命令。有调查数据表明，
当前全球 36%的航线有空中 WiFi；
美国 70%的航空公司实现了空中
WiFi全覆盖。“虽然目前宁波机场
出 入 港 的 航 班 尚 未 实 现 WiFi 服
务，但随着使用手机被允许，机上
WiFi覆盖面也将越来越广。”业内
人士表示。

机上被允许使用 WiFi 服务，
也是航空公司吸引客源的需要。春
秋航空曾宣布将于 2 月 1 日开始允

许在飞机上使用飞行模式的手机，
后“因旅客很期待”而将这一举措
提前了约 10 天实施。据国际海事
卫星组织(Inmarsat)去年的一份调
查，如果没有机上 WiFi 服务，将
近一半 （44%） 的受访者愿意更换
航空公司；在40%已经体验过高质
量机上 WiFi 服务的旅客当中，机
上 WiFi 服务是他们选择航空公司
时，仅次于机票价格 （53%） 和航
班时刻 （44%） 之后第三个要考虑
的因素。在已经使用过机上 WiFi
服务的商务旅客当中，超过一半

（56%） 的人表示这项服务极大地
改善了他们的乘机体验。

此外，WiFi 服务还将为航空
公司带来更多增值收入。有调查显
示，机上 WiFi 服务具有在未来 20
年内创造一个 1300 亿美元全球市
场 的 潜 力 。 航 空 公 司 通 过 机 上
WiFi 服务创造的辅助收入有四个
主要来源：第一个是 WiFi 服务使
用费，即向机上乘客提供 WiFi 服
务；第二个是电子商务与目的地购
物，即扩大可购产品范围，提供实
时产品选项，让乘客能够在飞机上
购物；第三个是广告，即按点击
量、曝光量付费以及与广告主达成
赞助协议；第四个是优质内容，即
向乘客提供直播内容、付费视频
等。

在强劲的乘客需求背景下，从
传统的辅助收入渠道，比如免税品
销售、机上零售、餐饮销售，航空
公司可以从每名乘客身上额外获得
17 美元的收入，而随着欧美市场
的逐渐成熟，WiFi 增值收入迅速
增长的旅客群体，将集中在亚太地
区。以宁波机场为例，去年旅客吞
吐量突破 900万人次，持续保持快
速增长。

机上WiFi服务增值空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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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赵凌发现，除了乘务员及
时阻止，乘客之间相互提醒监督也
能起到很好的作用。“飞行过程
中，我们有时会收到乘客呼叫，让
我们提醒身边的人不要使用手机，
或者有乘客直接阻止邻座使用手

机。”通常情况下，飞机上乘务员
与乘客人数之比是 1∶50，乘务员
对使用手机的管理难免力不从心，
而如果能进一步发挥乘客之间的相
互监督作用，将能有效杜绝飞机上

“任性”使用手机的行为。

乘务员在帮助乘客使用手机飞行模式。 （张燕 周新 摄）

乘客喜迎飞机上的“手机时光”。 （王洪玲 张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