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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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加强现行的气象服务提供工作，以支持目前的战略、战术前和战术运行决策（包括航

空系统组块升级的B0-AMET模块） 

通过短期加强目前的航空气象服务支持运行改进和决策 

（由国际民航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共同提交） 

摘要 

本文件概述了在航空系统组块升级方法组块 0（“组块

零”）的背景下对附件 3 —《国际空中航行的气象服务》/技术

规则[C.3.1]第 77 次修订草案的主要内容，组块升级是国际民航

组织《全球空中航行计划》（Doc 9750 号文件）第四版的一个

组成部分。还讨论了一些短期实施问题。会议的行动在第 3

段。 

1. 引言 

1.1  会议将了解到国际民航组织《全球空中航行计划》（GANP）（Doc 9750 号文件）第四版包含

航空系统组块升级（ASBU）方法，它旨在通过互补性与全部门的航空运输运行改进促进国际空中航行

“一个天空”的理念。会议在议程项目 1 项下（尤其是 MET/14-WP/4|CAeM-15/Doc 4 和 MET/14 

IP/1|CAeM 15/INF 1）讨论了全球空中航行计划和航空系统组块升级方法。航空系统组块升级分为四个

组块，按照每五年递增方式代表 2013 年至 2028 年及以远的现在与未来发展。组块 0（“组块零”）广

泛地涉及到现有能力和有赖于全球始终如一地贯彻国际民航组织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各个附件

（包括附件 3 —《国际空中航行的气象服务》/技术规则[C.3.1]）和空中航行服务程序（PANS）的全部

现行规定。 

1.2  根据议程项目 1 的讨论，航空系统组块升级模块 B0-AMET 主要描述了国际空中航行选择航空

气象服务的现行规定，并在飞行气象资料（OPMET）、世界区域预报系统（WAFS）、国际航路火山

监视（IAVW）和提供危险气象条件的信息（包含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大气中）的主要标题下介绍了这些

规定。总之，许多这些规定涉及飞行程序的更多战略性方面，主要是飞行前计划，明显例外的是有关

危险气象条件的信息，它涉及到飞行中战术和即时决策方面。然而，人们认识到，航空气象领域今天

存在的最显著实施问题在于提供有关危险气象条件的信息，包括航路危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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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文件目的旨在提供信息，并在某些情况下涉及附件 3/技术规则[C.3.1]的现行规定在上述广泛

领域构成航空系统组块升级模块 B0-AMET 的建议。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建议涉及加强各项规定，重

点旨在促进落实、提供澄清或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藉以通过全球空中航行计划中描述的航空运输系

统现代化促进实现运行改进。 

2. 讨论 

2.1  加强机场和航站区的航空气象服务，包括飞行气象资料 

2.1.1  会议将了解到，航空气象观测和预报研究组（AMOFSG）的任务是在每次会议上，解决其工

作方案内关于航空气象观测和预报，尤其是在机场和航站区，不断变化的需求和能力的交付成果，并

对附件 3/技术规则[C.3.1]提出必要的修订。 

2.1.2  自 2002 年上届气象专业会议（MET/02）以来，机场气象观察和预报研究组的工作显著带动

了加强机场和航站区的航空气象观测和预报。这种增强包括增加在机场使用完全自动化观测系统的规

定，选定机场的机场预报延长 30 个小时以及多项有关机场观测和预报的规定从建议措施升级为标准。 

2.2  除这些发展之外，请会议注意到研究组在其第十次会议上（AMOFSG/10，2013 年 6 月 17 日

至 19 日，蒙特利尔1），提出了对附件 3/技术规则[C.3.1]的修正草案，它涉及到： 

a) 采用当地例行报告和当地特殊报告中使用的时间平均数标准； 

b) 气象观测台的定义和修订 SIGMET 信息的定义； 

c) 跑道视程评估中使用的跑道灯光强度； 

d) 自动化当地例行和特殊报告与机场例行气象报告和机场特殊气象报告中报告阵雨； 

e) 当地例行和特殊报告与机场例行气象报告和机场特殊气象报告的补充资料，按照最近的

气象组只表示一个天气现象； 

f) 用于测量机场云量和云底高度的仪表系统的选址：  

g) 机场预报中午夜的表示方法； 

h) 审查规定以确定是否有建议措施需要升级为标准； 

i) 气象信息所需的传递时间；和 

j) 用来描述须经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方之间同意或须经指定规定的术语。 

                                                      
1 AMOFSG/10的讨论摘要请查阅：http://www.icao.int/safety/meteorology/amofsg/ （“Meetings”） 

http://www.icao.int/safety/meteorology/amof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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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请会议注意到，上述修订建议已与其他来源的建议合并供会议在议程项目 5 项下审议（具体

是 MET/14-WP/11|CAeM-15/Doc. 11）。 

2.3  增强世界区域预报系统、航空固定服务卫星发送系统和基于互联网的服务 

2.3.1  会议将了解到，世界区域预报系统运行小组（WAFSOPSG）的任务是在每次会议上，解决

其工作方案内关于世界区域预报系统的运行和发展的交付成果，并对附件 3/技术规则[C.3.1]提出必要

的修订。在这方面，会议将认识到，自 MET/02 次会议以来，世界区域预报系统方案内显著的增强包

括提高世界区域预报系统高空网格全球预测时间和空间分辨率（包括 6 小时输出时间步长过渡到 3 小

时的输出时间步长，从 1.25 度稀疏水平网格转变为 1.25 度常规（未稀疏）水平网格，特别是增加巡航

高度垂直分辨率），并为结冰、湍流和积雨云制定和运行实施世界区域预报系统的网格化全球预测。 

2.3.2  请本次会议注意到其第八次会议（WAFSOPSG/8，2013 年 9 月 2 日至 5 日，曼谷2）审议进

一步加强世界区域预报系统时，除其他事项外，决定提出附件 3/技术规则[C.3.1]的修正案，这样即可： 

a) 适当提及剩下的一个世界区域预报系统卫星分发系统，以及世界区域预报系统提供国

提供的两个世界区域预报系统基于互联网的服务； 

b) 飞行高度层（FL）80、FL210 和 FL480 额外（新的）世界区域预报系统高空网格全球

预测。 

2.3.3  请会议注意到，上述修订建议已与其他来源的建议合并供会议在议程项目 5 项下审议（具体

是 MET/14-WP/11|CAeM-15/Doc. 11）。 

2.3.4  除上述修订提案之外，会议将注意到，世界区域预报系统运行小组的一个特设小组与航空气

象要求与情报交换项目小组（MARIE-PT）和空中交通管理需求和性能专家组（ATMRPP），已经在世

界区域预报系统的背景下编制出气象信息和整合的初步路线图草案，以支持全球空中航行计划包含的

航空系统组块升级方法。世界区域预报系统的初步路线图草案载于 MET/14-IP/2|CAeM-15/INF. 2。 

2.3.5  与上述世界区域预报系统相关的考虑保持一致，本次会议将注意到，卫星发送系统运行小组

（SADISOPSG）的任务是在每次会议上，解决其工作方案内有关航空固定服务（AFS）卫星发布系统

有关空中导航（SADIS）的信息和卫星发送系统基于互联网的文件传输协议（FTP）服务的运行和发展

情况的交付成果，这是国际民航组织认可的用于向各国和用户分发或提供全球飞行气象资料和世界区

域预报系统预测的系统。为了配合卫星发送系统运行小组，同时考虑到卫星发送系统运行小组报告的

卫星分布系统的运行和发展情况，卫星发送系统成本回收管理小组（SCRAG），是国际民航组织航空

运输局负责确定每年归属于卫星分布系统方案的费用分配/份额的小组。 

2.3.6  会议将认识到，自 MET/02 次会议以来，卫星分布系统方案的显著增强包括卫星分布系统第

二代 VSAT 卫星分布系统（SADIS 2G）的运行和发展，进而淘汰卫星分布系统第一代 VSAT 卫星分布

系统（SADIS 1G）以及基于互联网服务的发展和运行，即卫星分布系统文件传输协议（FTP）服务和

它的后继者，安全的 SADIS FTP 服务。这种发展导致国际民航组织欧洲、中东、非印地区和亚太地区

                                                      
2 WAFSOPSG/8的报告请查阅：http://www.icao.int/safety/meteorology/wafsopsg/ （“Meetings”）。 

http://www.icao.int/safety/meteorology/wafsop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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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的几乎 110 个国家超过 180 个授权用户目前正在运行使用 SADIS FTP 和/或安全的 SADIS 2G。不

言而喻，作为一个完全收回成本的服务，需要确保卫星分布系统继续按照用户期望运行，并进一步与

不断变化的全球空中航行计划及其所载的航空系统组块升级方法相一致的方式发展。请会议相应地制

定如下建议： 

建议 2/X — 航空固定服务卫星分发系统和基于互联网服务的运行和进一

步发展 

一个合适的国际民航组织专家小组负责确保，用于向各国和授权用

户传播或提供全球飞行气象资料和世界区域预报系统预测的航空固定服

务卫星分发系统的运行和基于互联网的服务，继续满足用户的期望，并

进一步按照与《全球空中航行计划》（Doc 9750 号文件）相一致的方式

发展，包括考虑它们为支持全球可互用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统未来的全系

统信息管理环境中的作用。 

2.3.7  除前面所述之外，本次会议将了解到其第十八次会议（SADISOPSG/18，2013 年 5 月 29 日

至 31 日，达喀尔3）审议了卫星分发系统卫星广播 2015 年以后的前景，并考虑到： 

a) 越来越多的国家/用户正在运行使用安全的 SADIS FTP 服务，无论是作为 SADIS 2G 的

备份、作为替代 SADIS 2G，或作为世界区域预报系统和飞行气象资料数据采集预计的

唯一手段； 

b) 目前位于联合王国的 SADIS 2G 地面部分硬件将于 2016 年“结束寿命”； 

c) 立即实行交换数字格式的飞行气象资料信息（特别 METAR/SPECI，TAF 和 SIGMET）；

和 

d) 在适当情况下，可以理解目的旨在降低成本。 

2.3.8  鉴于目前正在运行使用的众多数量的 SADIS 2G 卫星接收器， 难以在 2015 年年底前全部淘

汰 SADIS 2G，并认识到（全球）继续扩大使用互联网并推出国际民航组织航空交通服务讯息处理系统

（AMHS），卫星发送系统运行小组结论认为，应该建议气象专业会议将 SADIS 2G 卫星广播延长到

2015 年之后，但 2019 年 11 月之前，而且在此期间投资增强该系统是不可行的。同时值得考虑 2015 年

以后维护过时的 SADIS 2G 地面部分硬件的潜在风险，它包括增加/提高维护报废设备的维护成本和技

术风险。  

2.3.9  对这些事项给予必要考虑之后，卫星发送系统运行小组建议： 

a) SADIS 2G 应延长至 2019 年 11 月，并自该日起退出服务； 

注：安全的 SADIS FTP 服务预计将在 2019 年 11 月前后继续提供。 

                                                      
3 SADISOPSG/18的报告请查阅：http://www.icao.int/safety/meteorology/sadisopsg/ （“Meetings”）。 

http://www.icao.int/safety/meteorology/sadisop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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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正在使用自动化报文处理系统正式测试 WMO BUFR 第 2 版（GRIB2）代码格式、WMO 

GRIB 代码格式和 PNG 格式的世界区域预报系统预报的分布，以确定分发这些数据所需

的能力和最低规范； 

c) 在上述 b）成功结果之上，积极推动使用具备适当能力的自动化报文处理系统，作为发

送传统的字母数字代码的飞行气象资料信息、数字编码（XML/GML）飞行气象资料信

息、并以 WMO GRIB、WMO BUFR 和 PNG 格式发送世界区域预报系统预测的主要手

段；和 

d) 应该提供自动化报文处理系统的更多信息，以便最终用户和工作站软件供应商可以开发

系统访问并处理上述 c）提到的数据（如适用）。 

2.3.10  鉴于上述情况，请会议相应地制定如下建议： 

建议 2/x — 淘汰 SADIS 2G 卫星广播并在自动化报文处理系统上正式

测试全球飞行气象资料和世界区域预报系统预测的交换 

一个合适的国际民航组织专家小组将负责： 

a)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 SADIS 2G 卫星广播延长至 2015 年之后，但

不能超过 2019 年 11 月； 

b) 敦促尚未这样做的有关各国/用户，在上述 a）所述期间迁移到在运

行中使用安全的 SADIS FTP 服务；和 

c) 作为紧急事项开始正式测试使用空中交通服务讯息处理系统交换全

球飞行气象资料和世界区域预报系统的预报，以确定今后向各国/

用户分发这些数据所需的能力和最低规范。 

2.4 加强国际航路火山监视及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大气和空间天气的相关事宜 

2.4.1  会议将了解到，国际航路火山监视运行小组（IAVWOPSG）的任务是在每次会议上，解决其

工作方案中关于国际航路火山监视的运行和发展、改进通知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大气中以及太阳辐射风

暴和其他生物危害信息的交付成果。在这方面，国际航路火山监视运行小组预计将对附件 3/技术规则

[C.3.1] 提出必要修订。 

2.4.2  会议将了解到，自 MET/02 次会议以来，国际航路火山监视方案中显著的增强包括改进实时

或近于实时观察、探测和报告火山爆发、大气层中的火山灰，以及预测火山灰移动和在其中分散。这

些进步是由重大火山喷发，特别是 2010 年和 2011 年冰岛艾雅法拉火山和 Grimsvötn 火山以及 2011 年

智利 Puyehue-Cordón Caulle 火山喷发而促动。事实上，国际民航组织与世界气象组织密切合作建立了

国际火山灰工作队（IVATF），在 2010 年和 2012 年期间以相辅相成的能力与国际航路火山监视运行

小组合作，协助对这些爆发凸显的一些科学、技术和运行问题加快采取行动。艾雅法拉火山喷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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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0 年 3 月成立的 WMO/IUGG 火山灰科学咨询组（VASAG），帮助向国际火山灰工作队和国际航

路火山监视运行小组提供科学意见。 

2.4.3  请会议注意到，国际航路火山监视运行小组在其第七次会议（IAVWOPSG/7，2013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曼谷4）审议进一步加强国际航路火山监视时，除其他事项外，决定附件 3/技术规则

[C.3.1]应该包括以下方面的要求： 

a) 选定的国家火山观测站向有关飞行情报中心发送火山活动通知；和 

b) 适用时，火山灰咨询中心（VAACs）监测相关的地面和机载数据来检测大气中存在的

火山灰。 

2.4.4  此外，国际航路火山监视运行小组建议对附件 3/技术规则[C.3.1]进行修订，以便包括编制和

散发太阳辐射风暴（空间天气）信息的有关规定。 

2.4.5  请会议注意到，这些涉及到国际航路火山监视和空间天气的修订建议已与其他来源的建议合

并供会议在议程项目 5 项下审议（具体是 MET/14-WP/11|CAeM-15/Doc. 11）。 

2.4.6  还请会议注意到，国际航路火山监视运行小组已开始编制国际航路火山监视的路线图，以及

有关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大气和空间天气信息的运行概念，目的是帮助理解服务规定在未来几年预期/需

要如何发展，以支持新兴的全球空中交通管理系统。会议将在议程项目 2.2 项下讨论路线图和运行概念

（MET/14-WP/6|CAeM-15/Doc. 6, and MET/14-IP/3|CAeM-15/INF. 3 和 MET/14-IP/5|CAeM-15/INF. 5）。 

2.5 加强危险气象条件，包括航路危险情况的信息 

2.5.1  会议将了解到气象预警研究小组（METWSG）的主要任务一直是审议附件 3/技术规则[C.3.1]

关于 SIGMET 信息的内容及发布，以满足飞行不断变化的需求并解决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和亚洲部

分地区长期遇到的 SIGMET 实施问题。自 2007 年成立以来这段时间，气象预警研究小组已举行了五次

会议，并监督 2011 年在非印地区和亚太地区开展 SIGMET 咨询试验，其目的是证明未来地区 SIGMET

咨询系统的概念。小组在第五次会议上（METWSG/5，2013 年 6 月 20 日和 21 日，蒙特利尔5）审议了

这种地区 SIGMET 咨询系统的运行概念，并一致认为，它应该进一步与整体转型策略加以改善。本次

会议将注意到，它将根据议程项目 2.2（具体是 MET/14-WP/6|CAeM-15/Doc. 6）审议这项战略和运行

概念，以及地区 SIGMET 咨询系统的未来管理和成本回收计划。 

2.5.2  还请会议注意到，气象预警研究小组对附件 3/技术规则[C.3.1]提出了一系列修正案草案，旨

在特别改善关于危险气象条件信息，包括航路危险情况的编制和传播。这些建议具体涉及： 

a) 修订附录 6，表 A6-1 的各个方面，包括该表分成两部分，即表 A6-1A（SIGMET 模板和

AIRMET 报文）和表 A6-1B（特殊空中报告（上行）的模板，以便帮助理解和执行）； 

b) 建议修改附录 1 和 6 关于以图形格式发送 SIGMET 所使用的符号和缩写； 

                                                      
4 IAVWOPSG/7的报告请查阅：http://www.icao.int/safety/meteorology/iavwopsg/ （“Meetings”） 
5 METWSG/5的讨论总结，请访问：http://www.icao.int/safety/meteorology/metwsg/ （“Meetings”） 

http://www.icao.int/safety/meteorology/iavwopsg/
http://www.icao.int/safety/meteorology/metwsg/


 - 7 - MET/14-WP/5 

CAeM-15/Doc.5 

c) 更新 SIGMET 报文有关火山灰云的地点说明； 

d) GAMET 区域预报和低空气象资料删除“冰晶”，以便与附件 3/技术规则[C.3.1] 第 76 次

修订对 METAR/SPECI 和 TAF作出的类似修订保持一致； 

e) 向地区航空协议指定的负责运行航空固定服务（AFS）卫星分发系统和基于互联网服务

的中心发送特殊空中报告； 

f) 使用合同式自动相关监视（ADS-C）时，更新例行航空器观测； 

g) 更新海啸机场警报；和 

h) 更新对提供气象信息不确定性的解释。 

2.5.3  请会议注意到，上述修订建议已与其他来源的建议合并供会议在议程项目 5 项下审议（具体

是 MET/14-WP/11|CAeM-15/Doc.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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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