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页） 
C1401633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 
MET/14-WP/34 
CAeM-15/Doc.34 
2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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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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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为进近管制区空中交通管理定制的气象情报的必要性 

（由日本提交） 

摘要 

日本的空中交通气象中心（ATMetC）提供气象情报和服

务，支持空中交通管理（ATM）。在这方面，需要高度重视对

于空中交通管制（ATC）和空中交通管理程序的理解，并在定

制的航空气象（MET）服务中反映相关要求，以帮助 ATC 和

ATM 官员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决定。会议的行动在第 6 段。 

1. 引言 

1.1  日本民航局（JCAB）于 2005 年 10 月在福冈设立了空中交通管理中心（ATMC），将其作为

日本福冈飞行情报区（FIR）空中交通管理（ATM）的一个核心机构。按照国际民航组织 ATM 全球概

念，日本空中交通管理中心通过空中交通管理来促进安全和高效的飞行运行，并与空域管理、空中交

通流量管理（ATFM）和大洋 ATM 密切合作。在日本空中交通管理中心开始运行的同时，日本气象厅

（JMA）成立了空中交通气象中心（ATMetC），提供气象情报和服务，支持空中交通管理中心。空中

交通气象中心的预报员与空中交通管理官员在同一操作室工作，按照 ATM 官员的需求，直接提供定制

的天气情报与讲解。 

1.2  在空中交通管理中心，每天举行两次协作决策电话会议，由相关的 ATM 方面参加，包括区域

管制中心（ACCs）的工作人员、各大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和航空公司的代表等。在这些会议开始时，

空中交通气象中心的一名预报员提供关于天气情况及其对于 ATM 的可能影响的讲解，作为提供共同情

景意识的基础（参阅附录图 1 至 4）。 

1.3  为了向 ATM 运行提供有实际帮助的天气讲解，重要的是应侧重于天气情况可能对空中交通流

量产生怎样的影响，以支持 ATM 的运行。因此，空中交通气象中心的预报员突出强调那些可能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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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交通网络主要组成部分的天气情况，例如进港和离港量大的拥挤的机场、其进近管制区、空中交

通流密度高的主要航路和典型的等待区域等。 

1.4  通过运作八年以来所积累的经验，空中交通气象中心意识到，主要机场周围（包括其进近管制

区）的某些天气情况，无论其严重程度如何，都会影响整个福冈飞行情报区中的空中交通流，并造成

重大的混乱。 

1.5  本文件概要介绍了一个实际案例，以说明东京国际机场（RJTT）进近管制区之内的积雨云

（CBs）会如何对空中交通流产生重大影响，以及空中交通气象中心如何支持和帮助空中交通管理中心

进行高效和有成效的空中交通管理。随后，提出了建议，以按照航空系统组块升级（ASBU）模块 B1-
AMET 提供先进的气象情报和服务。 

2. 案例研究 

背景 

2.1  在东京进近管制区（参阅附录图 5），为东京国际机场（RJTT）和成田国际机场（RJAA）的

进港和离港航空器提供雷达进近管制服务。由于在东京国际机场每天的进离港量有 1 100 架次以上（每

年约为 380 000 架次），因此，这一设施在日本的空中交通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2  在东京进近管制区，进港航路是按照进近程序和跑道设置情况设立的。南风向运行的典型进港

航路载于图 5。东京国际机场的空中管制员协调从北方和南方进近的无数架次的航空器，以维持标准进

港航道的安全间隔。 

2.3  空中交通管制员通常向驾驶员建议改航，以避免进近管制区飞行航道上存在的积雨云和其他类

型的对流云。但是，如果此种云进入了最后进近区，管制员可使航空器保持在等待状态，不让其开始

做最后进近，因为航空器一旦进入最后进近区则难以改变航路。因此，空中交通管理中心可能不得不

对这些航空器实施空中交通流量管制，以使进入东京国际机场进近管制区的航空器之间维持适当的空

间间隔。 

案例研究 

2.4  2012 年 9 月 3 日，在东京国际机场东南方向的房总半岛形成少量积雨云，开始缓慢地向东北

方向移动，在 0300 UTC 时之后略有发展（参阅附录图 6）。 

2.5  当时，东京国际机场在南风下运行。积雨云大约在 0400 UTC 时进入进近管制区。一般不允许

航空器在最初进近固定点和着陆点之间的标准航道上改航，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在积雨云形成降水或移

出最后进近航道之前向跑道进近。因此，东京国际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员禁止航空器在 0410 UTC 时之

后进入东京进近管制区。 

2.6  因此，在大约 0420 UTC 时，有大量航空器在进近管制区之外保持在等待状态，例如房总半岛

南部和伊豆半岛西南部等空域上（等待位置用红圈在图 6 的中间图像上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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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为了处理越来越多的处于等待状态的航空器，空中交通管理中心在 0422 UTC 时实施了空中交

通流量管制，以推迟前往东京国际机场航空器的离港时间，空中交通因而经历了严重延误。 

2.8  这一案例清楚地表明，根据 ATC 程序的情况，进近管制区内即使是少量的对流云可如何对全

国的空中交通流产生重大影响。 

3.  为进近管制区定制气象情报和支持 

3.1  基于从上述案例所得出的经验，空中交通气象中心认识到进近管制区内天气情况情报的重要性。

但是，即使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也难以准确地预报几小时之后小规模云层的活动。此外，对于空中交

通流影响的程度还取决于积雨云和对流云的发展、分布和位置的情况。因此，实施了以下程序： 

a) 空中交通气象中心预报员通过 ATM 显示系统收集空中交通流信息，以明确空域拥挤程度，

并预计天气情况会对空中交通流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b) 空中交通气象中心预报员持续监测实际的天气情况和对流云的极短时预报，使用雷达网络

和高精数字天气预测，以便向 ATM 官员提供频繁的天气讲解；和 

c) 根据空中交通气象中心预报员提供的情报和讲解，ATM 官员通过维持在拥挤机场和 ATC
扇区的适当能力而尽量保证安全、平顺的空中交通流。 

3.2  按照现行的协调机制，重要的是由空中交通气象中心预报员通过提前了解跑道构成和 ATC 程

序的其他方面，包括雷达进近管制和标准进场航道，来准备天气引起的空中交通流拥挤情况，这些知

识可用来向 ATM 官员及时提供有实际帮助的讲解。 

3.3  另一个拟予考虑的因素就是一种为 ATM 定制的产品，称为空中交通气象预报（ATMet 类预

报），这能帮助 ATM 官员做出决策，突出强调天气对于空中交通流产生影响的可能性。ATM 官员使

用这一产品来判断是否实施相关行动，例如空中交通容量变化和空中交通管制的运用。预报的版面设

置类似于 ATM 运行系统所使用的空中交通需求图。由于 ATM 官员非常熟悉这些图，因而很容易理解

预报而无需特别培训（参阅附录图 7 和 8）。 

3.4  ATMet 类预报强调气象对于空中交通流的可能影响，每小时一次，采用四种颜色代码类别

（红、黄、蓝和白），提供六小时后的预报，适用于所有主要机场和 ATC 扇区。这一预报每小时更新

一次，通常在空中交通管理中心操作室的大屏幕上显示。预报也可用网络系统进行在线共享，供航空

公司和与日本民航局及日本气象厅相关的其他机构使用。 

3.5  关于天气对于东京进近管制区中繁忙的空中交通的影响（如上所述），日本气象厅最近开发了

一个新的为 ATM 定制的产品，称为天气要素预测按 ATM 分类的影响（ATM-CIEL）。这是 ATMet 类
预报在空间和时间分辨率方面的扩展版本，提供的信息涉及天气对于东京国际机场周围区域进场/进近

航道和程序方面的潜在影响（参阅附录图 9）。产品列示了东京进近管制区内一系列 ATC 扇区天气影

响可能性的预报。这一产品设定的时间分辨率仅为 10 分钟，以满足空域容量安排工作的要求。预报还

涉及了一些其他的天气要素，例如强风和湍流，而不仅是对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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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基于上述空中交通气象中心的运行经验，已得知在某些地点和某种时刻内形成的积雨云和对流

云，即使规模很小，都会对拥挤和交通密度高的机场周围的进近管制区中的整个空中交通情况造成重

大影响，例如东京国际机场和成田国际机场。因此，应给予进近管制区内积雨云和对流云的可能影响

以更多的重视，以支持有成效和高效率的 ATM。 

4.2  因此，我们建议，一旦确定了 ASBU 模块 B1-AMET 所描述的近期先进服务，则按照 ATC 程

序和其他相关运行程序为进近管制区开发定制的 ATM 气象情报，这项工作应被视为一个全球目标。 

5.  结论 

5.1  鉴于以上讨论，请会议制定以下建议： 

建议 2/x —  按照 ATC/ATM 和其他运行程序开发进近管制区内 ATM 定制的天气影响气象情

报 

国际民航组织基于适当专家小组的讨论，考虑按照现行 ATC、ATM 和其他相关

运行程序，制定一项为进近管制区空中交通管理（ATM）定制气象情报的全球标

准，以突出对于空中交通流的潜在相关影响，将其作为航空系统组块升级

（ASBU）模块 B1-AMET 所述的近期先进气象服务之一。 

6. 会议的行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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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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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Weather information displayed on four large screens 

in the ATMC operation room 
 
 
 

 
 

Figure 2.    Additional briefing using an information-sharing terminal 
at an ATM officer’s de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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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DM Conference 
 
 

 
Figure 4.    Example of a CDM Conference weather information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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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okyo approach control area (left) and a standard arrival course (south wind operation) 

for Tokyo International Airport (RJTT) (right) 
 
 
 

 
Figure 6.    Rader echo (precipitation intensity) at 03, 04 and 05 UTC on 3 September 2012 

 
The red dot indicates the location of RJTT, and the thin red line shows its approach control area. The dashed 
black line shows the flight path to the RJTT approach course. The two red circles in the middle image indicate 
typical holding 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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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An ATMet category forecast displaye 
on the big screen in the ATMC operation room 

 
 

 
Figure 8.    An ATMet category forecast 

provided online to an organization outside AT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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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Forecast product for the approach control area around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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