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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3：将气象情报交换的开发纳入未来全系统信息管理的环境当中 
3.2：通过制定数据表述的新格式，在未来全系统信息管理（SWIM）环境中集成气象情报 

在基于全系统信息管理的环境下提供气象服务 

（由中国提交） 

摘要 

本文件考量了未来全系统信息管理（SWIM）环境下提供航空气象

（MET）情报的问题，并提出在最终确定实施全系统信息管理之前，需要加

以解决的若干问题。会议的行动在第3段。 

1. 引言 

1.1 MET/14-WP/9|CAeM15/Doc. 9 和 MET/14-IP/6|CAeM-15/INF. 6 号文件中提出的全系统信息管

理（SWIM），是支持未来空中交通管理系统的航空系统组块升级（ASBU）的一个关键内容。它的目

的，是要创造一个“可互用的”环境，以应对运行信息交换的各种复杂情况。气象情报和非气象情报

都将由全系统信息管理驱动的各项应用，包括决策支持工具（DSTs），加以集成，支持用户的运行。 

1.2 随着全系统信息管理的推出，气象服务的提供将经历一场范式变革，从点到点的产品中心服

务，转变为以数据和网络为中心的全系统数据查获。本文件提出需要在实施全系统信息管理过程中加

以解决的一些问题。 

2. 讨论 

2.1 今天的航空气象情报包括各种“产品”，如观测和报告，预报，告警和警报等。是由国家，

地区和全球气象中心，包括机场气象室，气象观测室（MWOs），航空气象站，热带气旋预警中心

（TCACs），火山灰预警中心（VAACs）和世界区域预报中心（WAFS）等提供的。每个机构负责的

领域非常清楚。尽管一些“产品”覆盖的范围有所重叠，但进入每项“产品”的数据类型和每项“产

品”的预定用途，都在附件 3 —《国际空中航行气象服务》及相关的指导文件中做了明确规定，以免

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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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未来的全系统信息管理环境下，气象数据服务的设立，则将分别为了全球、地区或当地交

换而提供上述信息。为能通过全系统信息管理发现和获取信息，表示信息类别（格式数据、天气标的

或文字短信），信息的时空质量、可得性和精细度，以及在航空气象情报环境中的不确定性等级和不

同误差边际等的相关元数据 1，将在全系统信息管理登记处 2办理登记。全系统信息管理驱动的应用，

或是在由其提供航空气象情报交换服务的航空气象服务提供者一方运行；或是在这类服务的用户一方

运行。 

权威数据源的“合乎目的” 

2.3 关于风切变的（MET/14-IP/16|CAeM-15/INF. 16 号文件），现时报的（MET/14-IP/11|CAeM-
15/INF. 11 号文件）和开发微型数字预测模型以支持航空运行的（MET/14-IP/17|CAeM-15/INF. 17 号文

件），突出强调了在提供优质气象服务过程中，高精度（包括时间和空间的），当地天气情报和当地

专门经验的重要性，尤其对于近期和当前应用而言。应该牢记，其中很多项服务均依靠国家气象和水

文服务部门（NMHSes）的基本基础设施。全球数字天气预报模型的绩效，也有赖于吸收根据世界气

象组织（WMO）国际合作框架交换的基本观测数据。应该确保国家气象和水文服务部门的活力，以使

这类基本的基础设施和观测数据得到维护和进一步发展。否则，从长远看无论对于气象界还是航空界

都是有害的。 

2.4 虽然从应用发展的角度，使用严格界定网格上单一来源的天气数据要容易得多，但全球模型

的准确度和时空精准度尽管进展迅速，却依然无法完全满足航空气象尤其是近期和当前应用，以及高

密度机场和高复杂度航站空域的绩效要求。必须进一步确定将当地知识和专长输入地区中心发布的预

报、警报和通知的办法。还应制定要求和指导，确保全系统信息管理驱动的应用提取的数据集，合乎

预定目的。还应该考虑通过自动相关监视-广播收取机上气象数据，以用于航空器排队，持续爬升和下

降，向高精度数字天气预报模型输送数据，以及进行核查等目的。 

2.5 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每一缔约国应当确定其将予提供的气象服务，以满足国际空中

航行的需要，促进实现国际空中航行的安全、正常和效率。这条根本的规定应该继续。每一国的气象

当局应当负责确定国家为国际空中航行提供气象服务中所用的权威数据集。 

2.6 虽然咋看起来，合成不同权威来源和不同时空精准度和更新频率的气象情报，似乎有困难，

但全系统信息管理环境将使其容易得多。一旦办理了登记并进而可以通过全系统信息管理进行发现和

获取，就可以制定检索数据类别规则。然后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处理技术，按用户选定的预测

合并网格点和标的，实现信息集成。附录 B 图 1 显示了全系统信息管理驱动的应用，如何与全系统信

息管理登记处进行互动，以及在全系统信息管理环境下收集气象数据的情况。 

2.7 空中交通管理服务兑现管理背后的关键概念，是信息服务将在根据需要的基础上加以确立，

而一旦确立，信息将在根据要求的基础上加以提供。但是，对于风切变等时间性、任务性极强的信

息，由于用户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触发这类信息，仅根据要求提供这类信息就不合适了。而是应该在

全系统信息管理环境下规定通过“推送”，向用户输送这类事件驱动的信息。 

                                                      
1 例 如 ， 关 于 发 现 元 数 据 的 定 义 和 用 途 ， 见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核 心 元 数 据 档 案 ： 

https://www.wmo.int/pages/prog/www/metadata/WMO-core-metadata.html . 
2  见世界气象组织代码登记册：http://codes.wmo.int，其编制目的是支持新的数据交换标准 IWXXM。 

https://www.wmo.int/pages/prog/www/metadata/WMO-core-metadata.html
http://codes.wm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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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集成 

2.8 传统上，航空气象情报提供者与空中航行服务提供者之间是有明确区分的。其各自的作用和

责任在附件 3 和附件 11 —《空中交通服务》及其辅助性程序、手册和指导中做了规定。但是，在未来

的航空系统组块升级环境下，信息将根据航空运输的具体门槛或限制进行转换，并进而转换成为对航

空运输利害攸关方的具体影响。然后，这种信息将被纳入决策支持工具。在这一前景下，区分就不那

么明显了。对提供者职能的分配，应取决于当地的实施考虑，包括提供者的可供使用和可以预见的能

力。既如此，如附录 B 图 2 所示，就不应该预断由航空气象信息服务提供者负责将转换的信息转换成

空中交通管理环境下的运行影响，或是断定由空中航行服务提供者负责同样的任务。图 2 所示的所有

三种服务提供前景都应是可能的，由当地的协议和安排而定。 

2.9 鉴于各种当地的限制，同一现象可以对不同机场和航站空域造成非常不同的影响。因此，将

航空气象情报转换成影响，应该具体针对每个机场和航站空域。不过，为了支持可互用的环境，方便

对影响的恰当解释，可能还需要通过相关的元数据，登记某些基本的转换信息，如方法和信息来源

等。否则，将难以确定某项具体的航空气象情报是否合乎用户及有关应用的预定目的。 

2.10 在未来航空系统组块升级的环境下，转换的气象信息将与空中交通管理决策支持工具日益

统合。在发生未预见情况或数据问题时，在复杂的系统中找出问题，解决问题，将会比较困难。同

时，空中航行服务方面可能觉得难以手工处理这类情况，尤其对于高密度机场和航站空域和/或处于高

影响天气的影响之下时。 

管理 

2.11 目前，附件 3 中所载的标准和建议措施，是由空中航行计划和地区补充程序加以补充的。

然后，对每一国提供的航空气象服务，都要比照附件 3 的标准和建议措施进行审计。对于目前的做法，

气象服务提供者非常清楚对每个用户提供的气息情报及相关费用。未来跟今天比，由于用户可能主要靠

用户一方的全系统信息管理驱动增值应用自动提取信息，在特定时间内，恐难以明确确定每个用户究竟

正在使用什么信息，使成本摊派和事故/事故征候调查等努力变得困难得多，甚至根本不可能。 

2.12 向驾驶员提供的观测、预报和警报产品，靠的是运营人的安全风险评估系统。目前，由于

“产品”数量有限，对每项“产品”的置信度及相关风险都认知较好。另外，给航空用户的服务也有

附件 3 很好地规范。随着全系统信息管理驱动的各项应用出台，“产品”的种类和不同组合可能增

加。因而需要对这些应用及使用的相关风险，有更好的了解。应该考虑标准化“基线”天气情报包的

必要性，类似于今天给予飞行机组的飞行文件，由气象服务提供者提供给参与合作决策（CDM）的所

有方面，以增进共同的情景意识和协调统一。 

2.13 未来，全系统信息管理驱动的应用，可以在提供者一方或用户一方运行。不过，为了提供

基本的天气情报，如为降落的航空器提供风观测或风切变数据等，并妥善管理，保证提取的数据合乎

预定目的并来自权威来源，保证各式各类用户之间的兼容性，应该要求对这类全系统信息管理驱动的

应用加以管理，并进而酌情纳入附件 3 和/或拟议的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气象。的确，全系统信息管

理环境将有助于发展新的增值应用，以满足各方的需要。但可以辩论的是，它们应否属于附件 3 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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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的空中航行服务程序-气象的范围。应该达成适当的平衡，确保在保持灵活机动的同时，妥加管理

和监督。 

2.14 鉴于上述讨论，会议似可同意在实施未来的全系统信息管理环境之前，尚有若干未决事项

需要妥善处理。请会议拟定以下建议： 

 建议 3/x — 进一步发展未来全系统信息管理运行概念 

负责拟定相关规定以促使在未来全系统信息管理（SWIM）环境

下纳入航空气象情报的国际民航组织专家组，处理附录A中列出

的问题，并提供运行概念的进一步细化，交有关论坛核准。 

3. 会议的行动 

3.1 请会议： 

a) 注意到本文件中所载的信息；和 

b) 考虑采纳拟请会议审议的建议草案。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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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LIST OF ISSUES TO BE ADDRESSED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FUTURE SWIM OPERATION CONCEPT 

 
 

a) Ensuring that the Contracting State shall continue to determine th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hich it will provid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 

b) Ensuring that the Meteorological Authority of each State shall determine the 
authoritative data set to be used in the provision of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 by the State; 

c) The provision of time- and mission-critical weather information to users shall be 
event driven; 

d) The parties to be responsible for conversion of translated information to operational 
impact in an ATM environment shall be determined by local agreement and 
arrangement; 

e) Ensuring that the data retrieved by the SWIM-enabled application shall be fit for the 
intended purpose, supported by appropriate metadata, e.g. registration of the impact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and information source; 

f) Ensuring traceability in the SWIM environment of the actual weather information 
used by operations, for accident/incident investigation; 

g) Need for a standardized baseline weather information package to be provided by th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provider for all parties participating in CDM;  

h) Use of ADS-B to downlink real-time on-board meteorological data; and 

i) Proper governance of SWIM-enabled applications in Annex 3 and/or proposed 
PANS-MET.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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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nteraction between SWIM-enabled application and SWIM inform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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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three possible implementation options to translate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to ATM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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