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 MET/14-WP/27 

CAeM-15/Doc.27 
7/5/14 

气象（MET）专业会议 

（2014年）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 

第十五次届会 

 

2014年7月7日至18日，蒙特利尔 

议程项目5： 标准、建议措施和程序 

5.2： 拟议的《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气象》（PANS-MET，Doc xxxx号文件） 

第一版（不迟于2019年） 

《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气象》作为一项着眼于未来的 

均衡气象规定框架以及气象规定总体调整的组成部分 

（由意大利代表欧盟及其成员国1；欧洲民航会议的其他成员国2； 

欧洲空中航行安全组织的成员国；以及美国提交） 

摘要 

本 文 件阐 述 了一 系 列关 键 考虑 因 素， 用 以支 持 MET/14-

WP/11|CAeM-15/Doc. 11 号文件和 MET/14-WP/4|CAeM-15/Doc. 4 号文件

提出的拟定《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气象》的建议，包括考虑到拟议的调

整如何能够支持进一步澄清“气象当局”的概念。该文件还讨论了其他

一些考虑因素，以进一步详细阐述有关建议，确保完全符合《全球空中

航行计划》和大会 A38-11 号决议所述目标。会议的行动在第 3段。 

1. 引言 

1.1 本文件涉及由国际民航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共同提交的 MET/14-WP/11|CAeM-15/Doc. 

11 号文件第 2.2 段和 MET/14-WP/4|CAeM-15/Doc. 4 号文件第 5 段，以及 MET/14-IP/7|CAeM-15/INF.7

号信息文件。MET/14-WP/11|CAeM-15/Doc. 11 号文件和 MET/14-WP/4|CAeM-15/Doc. 4 号文件的这些

段落讨论了调整附件 3 —《国际空中航行气象服务》（和世界气象组织技术规则[C3.1]）以及拟定《空

中航行服务程序 — 气象》（PANS-MET）的必要性，如同对于《芝加哥公约》其他若干个附件所采取

的做法一样。 

                                                      
1
 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

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

亚、西班牙、瑞典和联合王国。 
2 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格鲁吉亚、冰岛、摩尔多瓦共和国、摩纳哥、黑山、挪

威、圣马力诺、塞尔维亚、瑞士、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和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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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ET/14-WP/11|CAeM-15/Doc. 11 号文件提出的拟定《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气象》的建议得

到提交本文件的各国和各组织的强烈支持。此外，本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关键考虑因素，从欧洲和美国

的角度支持所拟议的建议，包括拟议的调整如何能够支持进一步澄清“气象当局”的作用和责任。它

们还建议进一步详细阐述 MET/14-WP/11|CAeM-15/Doc. 11 号文件的建议，确保完全符合《全球空中航

行计划》（GANP）和大会 A38-11 号决议所述目标。 

2. 讨论 

2.1 《全球空中航行计划》产生的框架“主要在于确保航空系统得到维持和加强、空中交通管理

（ATM）改善方案得到有效协调和对未来航空效率和环境效益的障碍能以合理的成本得到排除”。此

外，全球空中航行计划明确强调指出，“航空系统组块升级方法内具备的灵活性使各国能够依据其具

体运行需要实施组块。”（参见《全球空中航行计划》（Doc 9750 号文件）） 

2.2 大会 A38-11 号决议建议，“理事会应该确保标准和建议措施及空中航行服务程序的规定相互

完全一致。而且，理事会应该尽力改进载有尤其有关复杂系统及其有关应用的标准和建议措施、空中

航行服务程序及其他有关规定的国际民航组织文件的制定、提交和有用性。为此目的，理事会应该促

进广义的系统等级、功能和性能要求的制定和维持。” 

2.3  大会 A38-11 号决议和全球空中航行计划框架的目标都侧重于发展现有规定以形成具有成本

效益、均衡和灵活的全球规定结构的必要性。需要全球性规定，以便支持加强航空系统并消除对未来

航空效率和环境效益的（潜在）障碍，从而允许各国实施针对其运行需求的具体解决办法。如同在其

他领域一样，航空气象服务规定是朝着一个明确的性能重点的方向演变的。这些规定寻求适当方法，

作为今后的步骤来制定、翻译、处理和散发技术规范，得到国际民航组织有关理事机构的强烈鼓励，

并且反映在全球空中航行计划当中。 

2.4 这一明确阐述的规定性能重点反映在各国是否有能力评估技术选项和辅助能力，以便为运行

要求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办法。应该忆及的是，这些规定的目的是改善性能和促进飞行运行安全，

而不是为了提高规定性要求的数量。从欧洲和美国的角度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认识到，技术可能随着

时间发展，只要在现有规定框架内达到性能指标，就不需要对运行做出实质性改变。 

2.5 如同MET/14-WP/11|CAeM-15/Doc. 11号文件和MET/14-WP/4|CAeM-15/Doc. 4号文件所示，上

述目标要求所有气象规定的演变都将功能要求和性能要求更精密地结合起来，辅以适当的技术规范。

在此背景之下，拟议的PANS-MET应该包含对于附件3核心要求的可接受的遵守方法。 

2.6 然而，我们不支持MET/14-WP/4|CAeM-15/Doc. 4号文件第5.4段提出的极少采用的做法，即将

那些不够成熟或稳定而无法纳入附件中的规定纳入到航行服务程序的文件当中。采用这种做法就会淡

化附件3要体现的将功能要求和性能要求区分开来的基本原则，也会淡化PANS-MET要纳入的满足这些

要求的技术手段。对于规定成熟度和稳定性的考虑不得成为将其纳入附件3或PANS-MET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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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MET/14-WP/11|CAeM-15/Doc. 11 号文件和 MET/14-WP/4|CAeM-15/Doc. 4 号文件向会议告知，

2002 年的气象专业会议建议调整附件 3，以便在很大程度上将功能要求内容与技术规范内容区分开来；

随着 2004 年出版附件 3 第十五版，这种做法开始生效。根据大会所表示的目标和全球空中航行计划所

阐述的愿景，欧洲和美国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做法的限制性仍然太强，难以满足目前和未来国际空

中航行安全、效率和正常的目标。 

2.8 传感器特性在确保某些经测量的气象参数安全、效率和正常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可能不一定

要纳入到附件的标准和建议措施当中（目前是 MET 的做法）。要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来保障安全、

效率和正常及其可互用性，也不一定要通过在附件中规定这些技术标准而实现。在 PANS-MET 当中将

这些内容规定为遵守手段，将有助于选择和实施具有成本效益的技术，以满足功能和性能要求。 

2.9 提交本文件的各国和各组织支持 MET/14-WP/4|CAeM-15/Doc. 4 号文件第 5 段提出的建议，即

有必要通过更好地区分国家责任、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和规定服务的要求，改进气象规定的有用性、可

读性及其付诸实施。因此，欧洲和美国认为，按照 MET/14-WP/11|CAeM-15/Doc. 11 号文件第 2.2.2 段

的建议，将这 3 个不同要素进行分类，纳入附件 3 和 PANS-MET 调整后的规定当中，是一项健全的原

则，必须是附件 3 结构调整的组成部分。 

2.10 此外，这一分类很可能会解决关于“气象当局”作用和责任的长期悬而未决的解释问题。目

前关于气象当局的定义允许至少两种不同的组织安排。许多气象规定都假定由气象当局提供气象服务。

而其他规定则假定气象当局的作用和责任为监管性质，因此安排由服务提供者来提供气象服务。 

2.11 采用拟议分类将增加明确性，将某一规定类别的责任与“气象当局”的概念明确挂钩。关于

得到支持的提案，即确定 a）国家的责任，b）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和 c）服务的技术要求，供会议审

议的初步建议是将气象当局的作用和责任与所界定的“国家的责任”挂钩。 

2.12 会议或可同意，得到支持的附件 3 结构调整和 PANS-MET 的拟定是一项必要的先决条件，

以便根据会议结果更好地掌握有待拟定的规定内容。明确的性能重点、运行要求和功能要求之间的区

分，以及满足这些要求的手段，加上对这三类责任的分类（国家的责任、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和服务的

技术要求），都应该是拟定新规定或修改规定的核心内容。因此应已支持航空系统组块升级的组块 1

运行改进措施。 

2.13 有鉴于此，认为将 2019 年 11 月作为调整后的附件 3 和 PANS-MET 的预期适用日期为时太

晚，无法支持所讨论的当务之急。因此邀请国际民航组织的有关机构按照航空系统组块升级组块 1 的

运行改进措施，并根据国际民航组织将要制定的一份公开路线图，尽早调整气象规定，使得包括

PANS-MET 在内的调整后规定的适用日期不晚于 2018 年。 

2.14 考虑到本议程项目之下国际民航组织各个提案所产生的工作量，并且认识到会议结果所要求

开展的其他工作，最好是由国际民航组织拟定一份明确的路线图，用于更新附件 3 和制定 PANS-MET。

建议按照全球空中航行计划/航空系统组块升级的更新内容以及会议表示的其他需求，确定这一路线图

的优先重点。 

2.15 根据所讨论的内容，请会议审议以 MET/14-WP/11|CAeM-15/Doc. 11 号文件拟议建议为基础

的以下建议： 



MET/14-WP/27 - 4 - 

CAeM-15/Doc.27 

建议 5/x — 航空气象相关规定的重组 

国际民航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在适用时）根据国际民航组织

将要拟定的一份公开路线图，承诺： 

a) 作为第78次修订的一部分，重构附件3/技术规则[C.3.1]；和 

b) 制定《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气象》（PANS-MET，Doc xxxx号文件），以使其第一版

能与上文a) 所述第78次修订同时提供。 

这两项工作都将基于以下原则： 

1) 附件 3/技术规则 [C.3.1]将包含运行要求和功能要求，而

PANS-MET 将包含满足附件 3 规定要求的方法； 

2) 结构调整必须考虑到确定以下规定：国家的责任、服务提供

者的责任，和服务的技术要求； 

3) 结构调整必须将气象当局的概念仅与 2）所述及的国家责任

类别的相关作用和责任挂钩；和 

4) 对附件 3 的第 78 次修订和随后发布的 PANS-MET 的适用日

期不得晚于 2018 年，从而与航空系统组块升级的组块 1 运

行改进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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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