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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 通过加强气象服务的提供工作，提高国际空中航行的安全和效率 
2.2： 加强集成气象情报，以支持自 2018 年起的战略、战术前和战术运行决策（包括航空系

统组块升级的 B1-MET 模块） 

地区危险天气中心 

（由澳大利亚提交） 

摘要 

本文件支持为所选择的航路上的危险气象条件实施符合不断演

变的《全球空中航行计划》(Doc 9750 号文件)的地区危险天气中心

（RHWCs）。会议的行动在第 3 段。 

1. 引言 

1.1  2002 年举行的国际民航组织气象专业会议（MET/02 会议），认识到有必要考虑全面实施

SIGMET，以确保随时向全球各地的用户提供危险天气信息（参阅 MET/02 会议建议 1/12 和 1/13）。 

1.2 已责成国际民航组织各地区规划实施组（PIRGs）开展地区性调查，以查明在发布 SIGMET
电报时存在的缺陷。经查，有些地区的所有 SIGMET 类别都存在缺陷，包括火山灰和热带气旋，而有

关的咨询中心还藉此向气象观测台（MWOs）提供专家咨询意见。缺陷包括 SIGMET 提供的缺失，

SIGMET 格式不对，跨飞行情报区（FIRs）之间缺乏一致性等。尽管国际民航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开

展了大量努力来协助各国处理与 SIGMET 相关的缺陷，但这一旷日持久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1.3 2011 年，国际民航组织气象警报研究组（METWSG）在非印地区和亚太部分地区开展了地

区危险天气咨询中心（RHWAC）概念的试验。 

1.4 本文件支持创建地区危险天气中心（RHWCs），为航空提供一个关于特定危险的权威性咨询

意见来源（取代现有的咨询和 SIGMET 产品）。同时，本文件提出澳大利亚的建议，拟扩展我们现有

的热带气旋和火山灰危险天气咨询能力，以包括 FL100 以上的湍流、结冰和地形波幅以及雷暴等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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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 

2.1 在提供危险天气信息方面长期存在着重大缺陷，亚太地区尤其如此。经查，许多国家没有能

力完全履行附件 3 — 国际空中航行气象服务所规定的义务。特别是亚太地区的某些发展中国家难以提

供 SIGMET，致使气象观测台不能及时、可靠和准确地发布 SIGMETs。 

2.2 应该指出，危险天气现象并不只局限于某一个飞行情报区。由于相邻飞行情报区之间缺乏协

调，现行气象观测台的概念便造成不同飞行情报区之间及其周围的 SIGMET 信息相互冲突。 

2.3 对于在气象观测台极少或从不发布 SIGMETs、或相邻飞行情报区 SIGMETs 不一致的地区的

运行安全和效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及其成员航空公司在不断地表达关切。国际民航组织也

认识到，国际民航用户越来越多地需要高效率和有成效的以天气现象为基础的气象条件信息，按照航

空系统组块升级（ASBU）方法组块 1 的要求，以协调统一的方式无缝隙地覆盖全球，以促进实现国际

空中航行“一个天空”的概念。 

2.4 国际航协表达的关切还涉及工作的重复和咨询产品的不一致性，例如火山灰咨询（VAA）

和热带气旋咨询（TCA）以及 SIGMET 中的相关咨询，并指出最好有一个单一的产品（文字、图形或

数字形式的）。同时，还应指出，2002 年举行的国际民航组织气象专业会议制定了建议 1/13，内容涉

及“将火山灰咨询电报升级为‘警报’”，且“国际民航组织征求适当小组关于将将火山灰咨询电报

升级为‘警报’这一提案的意见”。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两届国际民航组织气象专业会议之

间的十二年中都未能得到解决。 

2.5    MET/14-WP/6|CAeM-15/Doc.6 号文件附录 B 概述了今后提供危险气象条件信息的详细战略。

气象警报研究组提议，将经界定的危险气象信息事宜转交有适当资源配置的地区中心处理，初期由相

关气象观测台支持，并采用以下分三步走的做法： 

a) 阶段 1（2014 年—2017 年）：第一阶段是组建地区危险天气咨询中心（RHWACs），协

助气象观测台在需要此种支持的国际民航组织地区提供现行 SIGMET 信息； 

b) 阶段 2（2016 年—2020 年）：第二阶段将把气象观测台与 SIGMET 相关的责任进行集中

化，转移至地区危险天气中心（RHWCs），以支持多个飞行情报区。这可能包括将现有

的火山灰咨询中心（VAACs）和热带气旋咨询中心（TCACs）融入地区危险天气中心，

并将包括与用户进行密切联络，以及详细界定拟由新组建中心提供的所有产品。 

c) 阶段 3（2020 年—2024 年）：第三阶段将主要是审查地区危险天气中心的绩效，并作出

这方面的适当建议。审查还将包括对于功效的评估；若不然，则评估可否在 2025 年及之

后的再下一阶段（有可能增设阶段 4），将几个中心联合发布的危险气象条件信息进行整

合，覆盖全球。 

2.6 澳大利亚目前是两个地区中心的所在地，即达尔文火山灰咨询中心（VAAC）和热带气旋咨

询中心（TCAC），这是在澳大利亚飞行情报区之内和之外提供危险天气信息的一份国际协议的一部分。

鉴于澳大利亚已具备稳健的质量管理体系，合格的气象工作人员与航空胜任能力方案，先进的建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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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系统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系统与基础设施，因此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作为

地区危险天气中心所在地，处理 FL100 以上的湍流、结冰和地形波幅以及雷暴等更多的现象。 

2.7 澳大利亚认为，今后提供危险气象条件信息的战略（参阅 MET/14-WP/6|CAeM-15/Doc.6 号

文件）不需要第一阶段。现有的火山灰和热带气旋咨询系统，在提供专家信息方面一直是成功的，但

在确保获得 SIGMET 的完整全球覆盖方面则成效有限。因此，提议尽早实施第二阶段，将发布危险气

象条件的咨询职责集中化并转移至地区危险天气中心，其中包括 FL100 以上的结冰、湍流和地形波幅，

以及火山灰、热带气旋和雷暴等。 

2.8 组建地区危险天气中心也是一个检验现有和未来所设中心责任领域的良好机会，以确保在同

一地理区域没有工作的重复。 

2.9 如 MET/14-WP/6|CAeM-15/Doc.6 号文件附录 C 所述，澳大利亚还支持为地区危险天气中心

的未来治理和公平成本回收制定一份计划的目标，并建议本次会议考虑确定一套地区危险天气中心的

最低服务和能力，以确保为航空业界提供最具成效和效率的服务。这些规范和能力应包括以下方面： 

• 地区产品和服务的规范和标准化； 
• 在地区、全球层面的产品发布； 
• 跨越相邻的地区危险天气中心的一致性； 
• 质量管理体系的实施； 
• 必需资质与胜任能力规范； 
• 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运行； 
• 用户联络与培训； 
• 成本回收机制； 
• 事后分析、用户反馈和预测核验； 
• 信息技术、建模和通信系统基础设施； 
• 持续不断的研发工作。 

2.10 按照澳大利亚建议的做法，气象观测台将在为航空提供服务方面继续发挥主要作用，尤其

是 FL100 以下目前由 SIGMET 和 AIRMET 界定为危险气象条件的航路条件，和提供要求详细的当地知

识的通用航空区域预报（ GAMET ）方面。对于在终端区提供现有服务，例如气象报告

（METAR/SPECI）、着陆预报(TREND)、机场预报(TAF)、机场警报(AD WRNG)、风切变告警与警

报(WS WRNG)，以及在终端区开发新的服务以实现在所有飞行阶段的无缝隙航空运行等而言，国家

亦将继续发挥主要作用。 

2.11 请会议核准以下建议： 

建议 2/x — 地区危险天气中心 

a) 通过由 MET/14-WP/6|CAeM-15/Doc.6 号文件附录 B 所载第 2 阶段

和第 3 阶段（排除第１阶段）界定的地区危险天气中心(RHWCs)，
提供关于危险气象条件的信息（FL100 以上的结冰、湍流和地形

波幅，以及火山灰、热带气旋、雷暴）； 



MET/14-WP/14 - 4 - 
CAeM-15/Doc.14 

b) 调整各地区中心的责任领域，避免同一地区各个中心预报工作的

重复； 

c) 建立 MET/14-WP/6|CAeM-15/Doc.6 号文件附录Ｃ界定的成本回收

机制和治理方式，支持地区危险天气中心，并制定一套包括以下

方面的最低规范和能力： 

• 地区产品和服务的规范和标准化；  
• 地区、全球层面的产品发布； 
• 跨越相邻的地区危险天气中心的一致性； 
• 质量管理体系的实施； 
• 必需资质与胜任能力的规范； 
• 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运行； 
• 用户联络与培训； 
• 成本回收机制； 
• 事后分析、用户反馈和预测核验； 
• 信息技术、建模和通信系统基础设施； 
• 持续不断的研发工作。 

d) 会议支持澳大利亚担任地区危险天气中心东道国的提议，如

MET/14-WP/6|CAeM-15/Doc.6 号文件附录 B 所载今后提供危险气

象条件信息的战略所述。 

3. 会议的行动 

3.1 请会议： 

a) 注意到本文件的内容；和 

b) 考虑通过提交会议审议的建议草案。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