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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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T 模块） 

空间气象中心的概念 

（由美国提交） 

摘要 

本文件审视了关于由一个全球中心提供空间气象情报以支

持“一个天空”概念的各项要求。会议的行动在第 3 段。 

1. 引言 

1.1 大部分空间气象事件影响到全球很多地区，从而跨越多个飞行情报区（FIR）。这与相对而

言规模较小且活动较慢的地面气象显著不同。 

1.2 本文件审视了关于由一个全球中心提供空间气象情报以支持国际民用空中航行和“一个天

空”概念的各项要求。 

2. 讨论 

2.1 关于空间气象情报的基本功能要求（附录 A）载于 MET/14-WP11|CAeM-15/Doc.11 号文件

当中，是对附件 3 —《国际空中航行气象服务》/技术规则[C.3.1]的拟议修订的组成部分。 

2.2 为了符合附录 A 所述要求，空间气象中心的基础结构、技术、观测和专家工作人员都必须

具有解释空间气象观测数据和制作预报和事件通知方面的经验。 

2.3 全球空间气象中心和预报员应该达到一套最低要求，以便确保空间气象服务的质量、可靠性

和完整性。附录 B 载有拟议的一套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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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此外，全球空间气象中心应该符合关键观测要求。为了显示这一必要性，请考虑美国空间

气象预测中心目前使用的观测网络（图 1），以便向其范围广泛的各种用户提供空间气象情报。将需要

同样的网络，提供附录 A 所述信息。许多关键观测数据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在全球范围内加以复制

（用红色标出）。 

 

图 1：空间气象预测中心的现有空间气象服务观测和数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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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提请会议注意到，国际航路火山观测运行组第八次会议（IAVWOPSG/8）的一项未决行动

就是责成由澳大利亚、中国、法国、德国、日本、联合王国、美国（作为报告员）、国际航协、航空

航天工业协会国际协调理事会（ICCAIA）、航空公司驾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IFALPA）和世界气象

组织组成的一个特设小组制定国际空中航行空间气象手册，该手册应该包含用以支持所需空间气象服

务的信息及其对于国际民用空中航行的相关作用和影响。 

2.4 空间气象的全球影响 

2.4.1 影响航空的三大空间气象类型包括太阳耀斑、太阳辐射风暴和地磁暴，而地磁暴又是造成

电离层严重干扰的主要因素。每种空间气象的影响通常都在世界大片地区同时感受到。最好是由一个单

一中心提供关于这三类气象的事件通知，主要是为了避免预报冲突和矛盾。需要避免的是各个中心对于

空间气象风暴强度的预测各不相同。已知电离层干扰程度在时间和空间上可能变化很大，需要地区中心

提供补充信息，为描述这些干扰及其相关影响提供附加价值。关于地区中心专门就电离层干扰提供支持

的详细内容超出本工作文件的范围，在 MET/14-WP29|CAeM-15/Doc.29号文件中单独予以讨论。 

2.4.2 太阳耀斑发生时几乎没有警告，影响到地球北半球和南半球的日照一侧。由一个全球中心

提供事件通知就足以向航空界通告发生了一次太阳耀斑，通信和导航系统可能受到影响。一份单一的

全球图表将能就高频通信中断的强度、位置和预期时限提供详细宝贵的信息。太阳耀斑是通过数量有

限的卫星观测数据予以描述的，由多个中心解释这一有限的观测数据所带来的附加值少之又少。 

2.4.3 辐射风暴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它们几乎同时在地球各处开始，无论当地时间为何。可

以由一个单一中心提供风暴开始及其强度的事件通知。为了避免预报不一致，一个单一中心将制作全

球预报并将各个地区中心的观测数据包含在内。如同太阳耀斑一样，太阳辐射风暴是通过数量有限的

卫星观测数据予以描述的，由多个中心解释这一有限的观测数据所带来的附加值少之又少。 

2.4.4  地磁暴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其影响通常集中在高纬度地区。然而，大型风暴可能也

会影响到中纬度和低纬度的通信和导航系统。它们几乎在地球各处随着日冕物质抛射同时开始。当今

所有地磁暴预测都使用目前仅有的三个空间日冕仪的观测数据。由一个以上中心对于这一独特的数据

进行分析和建模可能会造成关于地磁暴预期强度和时间的困惑并增加不确定性。如同预测一样，对于

即将发生的地磁暴的短期警告都是通过美国航空航天局 ACE 宇宙飞船的单一原位太阳风观测予以作出

的（该宇宙飞船的运行由美国海洋大气局 DSCOVR 后续任务予以取代），由一个以上中心来分析这一

数据不大可能增加任何价值。此外，一个单一中心可以向所有用户通告地磁暴的开始。 

2.4.5 就空间气象而言，还会有其他协调问题，涉及到各个中心在发布时间关键信息方面的协调

与协作。协调一致的空间气象情报对于尽量降低信息冲突风险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以便支持飞行计划

和策略方面的运行决策。 

2.4.6 有鉴于此，不应该有两个以上的全球中心（一个为主要中心，另一个作为后备）来负责提

供与大规模全球范围的空间气象内容相关的服务。再次认识到，地区中心在描述电离层干扰方面可以

增加价值，建议规定这一补充服务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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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结论 

2.5.1 附件 3 拟议修改所界定的有关大规模空间气象事件的空间气象情报，可以由两个全球中心

（一个为主要中心，另一个作为后备）在世界各地所做观测的支持下予以提供。两个全球中心，辅以

若干个对电离层活动做出补充描述和提供服务的地区中心，可以支持对空间气象服务的大规模国际需

求和局部化国际需求。需要商定关于提供全球范围和详细的地区规范与预报的框架和信息交换规程。 

2.6 请会议拟定以下建议： 

建议 2/X – 空间气象中心的概念 

就提供全球空间气象情报而言，为了支持“一个天空”的概念，应由两

个全球中心（一个为主要中心，另一个作为后备）来提供这些服务，辅

以若干个对电离层活动做出补充描述和提供服务的地区中心，为此： 

a) 在建立这些全球和地区中心时使用一套服务与能力最低要求，和 

b) 考虑将附录 B 所载提议作为全球空间气象中心的一套最低要求。 

3. 会议的行动 

3.1 请会议： 

a) 注意本文件所载的信息；和 

b) 考虑通过提交会议审议的建议草案。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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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The following are part of the space weather Standard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SARPs) proposed for 
Amendment 77 to Annex 3 — Meteorological Service for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 as presented in 
MET/14-WP11|CAeM-15/Doc.11 
 
 

3.8    Space weather centres 
 
 3.8.1    A Contracting State, having accepted, by regional air navigation agreemen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providing a space weather centre (SWXC), shall arrange for that centre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space weather affecting the earth’s surface or atmosphere expected to affect communications and 
navigation systems and which may pose a radiation risk to flight crew members and passengers by 
arranging for that centre to: 
 

a) monitor relevant ground-based, airborne, and space-based observations to detect 
the existence and extent of the following in the area concerned: 
1) geomagnetic storms; 

2) solar radiation storms; 

3) solar flares that result in radio blackout; and 

4) ionosphere activity. 

b) provide space weathe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type, intensity and extent of the 
space weather referred to in a); 

c) supply space weather information referred to in b) to: 

1) area control centres and flight information centres serving 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s in its area of responsibility which may be affected; 

2) other SWXCs; 

3) international OPMET databanks, international NOTAM offices, and centres 
designated by regional air navigation agreement for the operation of 
aeronautical fixed service satellit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internet-based 
services 
 

3.8.2    SWXCs shall maintain a 24-hour watch. 
 
 3.8.3    In case of interruption of the operation of a SWXC, its functions shall be carried out by 
another SWXC or another meteorological centre, as designated by the SWXC Provider State concerned.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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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 

 
Proposed minimum set of requirements for a global space weather centre to ensure the quality, reliability, 
and integrity of space weather services are as follows: 
 

1) Maintain continuous operations in support of real-time observation, analysis, forecasting, and 
event-driven product dissemination twenty-four hours a day, continuously; 

2) Maintain observations of: 

a. solar EUV or X-ray output (detection of solar flares);  

b. near-Earth energetic proton environment (detection of solar radiation storms);  

c. coronal mass ejections (the primary driver of significant geomagnetic storms);  

d. ground-based magnetometers; and  

e. ionospheric measurements (a combination of ground-based GNSS measurements, space-
based GNSS radio occultation, etc.); 

3) Data availability of the observations referred to in b) shall meet the 98.0 per cent level when 
assessed continually over a one-year period with no single outage exceeding ninety total minutes 
in a twenty-four-hour period; 

4) Adherence to future forecaster competency standards in the science of space weather; 

5) Adherence to applicable information security standards to ensure the availability, reliability, and 
integrity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6) Redundancy in processing and infrastructur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tinuity of operations 
plans and procedures to ensure the avail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ensures 99.9 per cent system availability when assessed continually over a one-year period with 
no single outage exceeding four hours; and 

7) Comprehensive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activities to continually assess performance and 
generate estimates of uncertainty.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