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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路火山监视任务小组（IAVWOPSG）第 7 次会议 

 
（2013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泰国曼谷） 

 
执行摘要 

1. 引言 

1.1 国际航路火山监视任务小组（IAVWOPSG）第 7 次会议 2013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国

际民航组织亚洲和太平洋（APAC）地区办事处举行，出席的有来自 8 个火山灰咨询中心

（VAAC）提供国、使用国、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航空航空航天工业协会国际协调理事

会（ICCAIA）、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IUGG）和世界气象组织（WMO）的 34 名专

家。 

1.2 国际航路火山监视任务小组主席 Peter Lechner 先生主持了上午开幕式的会议。由于个人

情况，Lechner 今天必须提早退场。余下的会议由 Nigel Gait 先生和 Andrew Tupper 博士共同主

持。国际民航组织蒙特利尔总部负责气象事项的技术干事 Raul Romero 先生担任会议的秘书，国

际民航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负责气象事项的地区干事 Peter Dunda 先生辅助其工作。 

2. 国际航路火山监视任务小组第六次会议结论的后续行动 

2.1 关于国际航路火山监视任务小组第六次会议结论的后续行动，小组注意到，除了结论

6/23 b)和 6/33 由于工作仍在进行而仍然有效外，所有问题均被视为已经完成（第 7/1 号结论提

及）。 

3. 审查国际民航组织涉及国际航路火山监视（IAVW）的规定 

3.1 小组审查了基本空中航行计划（ANP）以及设施和服务实施指南（FASID）中所载与

国际航路火山监视相关的区域程序，以使之与附件三 － 国际空中航行气象服务保持一致。在这方

面，小组： 

a)   同意设施和服务实施指南表 MET 3B 中的概念应与附件三表 A2-1 － 火山灰咨询

意见的样板保持一致，即：经纬度须以度和分来表示（第 7/2 号结论中提及）；

和 

b)   修订了程序，并将提交国际民航组织各地区办事处处理（第 7/3 号结论中提

及）。 

3.2 小组审查并核准了对附件三的修正草案（第 7/4 和 7/5 号结论中提及），涉及： 

a) 要求特定的国家火山观察站将火山活动通报发送至各飞行情报中心（FICs）；和 

b) 提出火山灰咨询中心在可行情况下监测相关的地面和机载数据以查明大气中火

山灰的存在和范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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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于与国际航路火山监视相关的指导材料，小组同意制定充分的指导材料，以便纳入

《火山灰、放射材料及有毒化学云手册》（Doc 9691 号文件），支持火山灰咨询中心对相关的地

面和机载数据进行监测，以查明大气中火山灰的存在和范围（第 7/6 号结论中提及）。  

3.4 为确保与国际航路火山监视相关的运行程序之间的协调统一，小组要求一特设工作组

对《国际航路火山观察（IAVW） － 业务程序和联系表》（Doc 9766 号文件）第四部分以及《飞

行安全与火山灰》（Doc 9974 号文件）进行审查（第 7/7 号结论中提及）。 

3.5 为了支持火山灰咨询中心，小组请世界气象组织（WMO）－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

学联合会（IUGG）火山灰科学咨询小组（VASAG）处理与培训材料相关的后续工作（第 7/8 号结

论中提及），以便支持高质量、源自卫星的火山灰和火山气体产品的利用，以用于火山灰咨询中

心的业务用途。 

3.6 经与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协商后，小组要求秘书在 Doc 9691 号文件中纳入

关于火山灰云的机载仪器测量值的指导（第 7/9 号结论中提及）。 

3.7 为支持国际民航组织各地区的火山灰工作，小组要求秘书处在 Doc 9766 号文件中纳

入关于开展火山灰工作的指导材料（第 7/10 号结论中提及）。 

4. 国际航路火山监视的运作情况 

4.1 小组审查了各火山灰咨询中心提供国编制的管理报告，注意到报告的内容，并对所提供

资料的范围感到满意。 

4.2 为了支持对将由用户提供的气象资料的质量管理，小组同意火山灰咨询中心在火山灰咨

询中心管理报告中纳入关于质量管理体系实施情况的资料（第 7/11 号结论中提及）。 

4.3 为了解决一些区域覆盖不足的问题，即在这些区域内从事的飞行运行可能受到火山灰的

影响，但目前却没有火山灰咨询中心的覆盖（现有的图卢兹火山灰咨询中心和东京火山灰咨询中

心的责任区以北，介于伦敦火山灰咨询中心的东经 60 度与安克雷奇火山灰咨询中心的东经 150 度

之间），小组设立了一特设工作组，以便制定提案供下一次会议审议（第 7/12 号结论中提及）。 

4.4 为了支持运营人的安全管理系统/安全风险评估，小组请火山灰咨询中心提供国考虑提

供与其覆盖区相关的情景意识资料，以及能够积极主动地获得并以一致方式提出的途径，并要求

特设工作组就此开展进一步的工作（第 7/13 号结论中提及）。 

4.5 鉴于最近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慷慨支助下举办的三次火山灰咨询中心最佳办法专题讨论

会，小组经与世界气象组织协调，请国际民航组织将最佳做法专题讨论会看作是国际航路火山监

视任务小组用于解决迫切需要取得进展的各项问题的未来机制，特别是在需要火山灰咨询中心管

理人员积极参与的情况下（第 7/14 号结论中提及）。 

4.6 关于“牵头火山灰咨询中心”的定义（大型火山灰事件期间火山灰咨询中心之间协调和责

任移交的运行程序），小组要求一特设工作组编制实例和说明，在经进一步审查后，由秘书处将

其纳入 Doc 9766 号文件（第 7/15 号结论中提及）。 

4.7 小组核准了的关于“可见灰”和“可辨别灰”的定义，供火山灰咨询中心在火山灰预告业务

中使用，并同意将其纳入 Doc 9691 号文件（第 7/16 号结论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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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小组同意制定国际航路火山监视路线图，以便借助为火山灰咨询中心编制的运行概念

的初稿，提供信息服务来支持航空系统组块升级（ASBU）办法（第 7/11 号结论中提及）。 

4.9 为了支持在国际航路火山监视框架内的运行决定，小组同意请火山灰科学咨询小组努

力改进火山灰释放预告，并就降低释放模式结果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开展工作（第 7/18 号结论中提

及）。 

4.10 为了进行预报置信度评价以满足火山灰相关风险评估的需要，小组要求一特设工作组

开展工作，确定关于以图形格式将信息纳入火山灰咨询/火山灰图（VAA/VAG）的细节的定义，

支持实施和指导材料的可能的推出战略（第 7/19 号结论中提及）。小组还要求一特设工作组确定

在为火山灰分析和预报进行置信度评分方面存在的科学限制，以及为用户提供信息的适当产品

（第 7/20 号结论中提及）。  

4.11 为了继续推动从业务上实施协作决定分析和预报的工作，小组要求一特设工作组继续

制定准则和程序，以便今后纳入 Doc 9766 号文件（第 7/21 号结论中提及）。 

4.12 关于利用各火山灰咨询中心共同网页分享各自模式结果的提案，小组要求一特设工作

组，为了验证概念和示范的目的，设立一有密码保护的测试网站（第 7/22 号结论中提及）。 

4.13 为加强国际航路火山监视内的数据和信息交流的目的，小组责成一特设工作组审查现

有和正在发展的气溶胶观察能力、网络、今后计划和相关应用（例如支持“可辨别灰”的定义）

（第 7/23 号结论中提及）。 

4.14 为协助各国应对火山灰事件和支持实施附件三的规定（第 76 号修正将于 2013 年 11
月 14 日起适用），小组同意制定关于使用航空火山观测站通告（VONA 的补充指导材料，以便纳

入 Doc 9766 号文件（第 7/24 号结论中提及）。 

4.15 关于可能使用火山灰咨询资料的数字格式的问题，小组核准以 XML/GML 的格式制定

火山灰咨询的数字格式（第 7/25 号结论中提及）。此外，小组还核准了与打算于 2016 年 11 月起

适用的数字格式（XML/GML）中的火山灰咨询相关的附件三的相应修正草案（第 7/26 号结论中

提及）。 

4.16 关于大型、复杂的火山灰事件的 SIGMET 资料，小组同意要求一特设工作组制定指导

材料，以便纳入 《航空气象做法手册》（Doc 8896 号文件）和/或关于发布和解释复杂火山灰云

的 SIGMET 资料的区域性 SIGMET 指南（第 7/27 号结论中提及）。 

4.17 为了满足发展变化的用户要求，小组责成一特设工作组制定关于提供现行 T+18 小时

时间框架之外的火山灰资料的提案，同时亦顾及任何制约和限制以及资料的质量（第 7/28 号结论

中提及）。 

4.18 关于没有灰尘的空中报告，可能对于提高火山灰咨询中心发布的火山灰咨询/火山灰

图的准确性非常有用，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案，小组责成一特设工作组进一步评估改进国际航路火

山监视内的报告工作的可行性和手段，包括区域预报中的“无火山灰”的空中报告中可以包括火山

灰（第 7/29 号结论中提及）。 

4.19 关于当前制定火山灰咨询中心标准化国际火山数据库的工作，小组同意，国际大地测

量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和加拿大应继续帮助史密森学会建立这一数据库，并让各火山灰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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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使用该数据库，在该数据库完成后，将与数据库的链接和必要的解释文字纳入 Doc 9766 号文

件（第 7/30 号结论中提及）。 

5. 法律的发展情况 

5.1 关于当前对每平方米 0.2 克的最小卫星检测阈值的最佳估计，小组请世界气象组织－

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火山灰科学咨询小组开展工作，制定一套验证数据集，以便根据

标准来评价现行和未来基于卫星的检索方法，并评价维持和改进现行和未来基于空间的地球观测

方案的红外线波段确切覆盖率的情况（第 7/31 号结论中提及）。 

5.2 为了改进火山灰云的三维几何的定义，小组请世界气象组织－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

理学联合会火山灰科学咨询小组致力于鼓励对火山灰的厚度和成层情况做进一步的科学调查（第

7/32 号结论中提及）。 

5.3 关于确切火山风险和检测能力，小组请世界气象组织－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联

合会火山灰科学咨询小组与相关科学小组进行互动，提供有关评估航空危险和风险评估的适当办

法的咨询意见（第 7/33 号结论中提及）。 

5.4 在大气中二氧化硫（SO2）和其他危险气体造成的危险方面，小组请秘书处与国际民

航组织相关专家组协商，确定大气中的通过航空器通风系统后有可能给航空器使用人带来健康风

险的火山灰的阈值（第 7/34 号结论中提及）。此外，小组还核准将一种新的可交付的成果（大气

中二氧化硫（SO2）和其他危险气体给航空器使用人造成的健康风险）纳入国际航路火山监视任

务小组工作方案（第 7/35 号结论中提及）。 

5.5 关于使用超声波数据支持国际航路火山监视的问题，小组责成一特设工作组利用超声

波数据和火山灰咨询中心与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CTBTO）之间的协作，为火山灰咨询中心

编制并测试原型、实时“重大”爆发通知系统 （第 7/36 号结论中提及）。 

6. 加强关于放射性物质偶然释放到大气中的通知 

6.1 关于提供有关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大气中的资料，小组同意设立一特设工作组，进一步

拟定提供此种资料支持国际空中航行的运作概念草案；评估提供资料和相关指导材料的情况；与

世界气象组织的适当工作队就世界气象组织区域专门化气象中心在提供相关指导方面的可能专用

进行协商；和审查附件三中的相关规定仪器提出修改建议（第 7/37 号结论中提及）。 

7. 与评估提供有关太阳辐射风暴和其他生物性危害的资料的必要性有关的事项 

7.1 关于制定空间气象的运作要求，小组审查了打算用于国际空中航行飞行计划目的为运

营人、空中航行服务提供者和机组提供的一套产品要求草案，草案所附说明中指出，已发生地磁

爆或已发生或预期要发生太阳辐射风暴活动，有可能影响通信、导航、航空电子设备和给人类健

康带来危险，并同意将其纳入附件三的第 77 号修正（第 7/38 号结论中提及）。此外，小组还责

成一特设工作组审查现有的相关文件，以确保其内容支持附件三的拟议修正，并向秘书处提出最

后文件草案，以期构成国际民航组织手册的基础，支持未来关于空间气象的可能规定（第 7/39 号

结论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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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关于另一相关问题，小组支持提供空间气象资料以支持国际空中航行的运作概念草

案，责成一特设工作组审查运作的概念，并在国际航路火山监视任务小组第 8 次会议之前提出关

于进一步修改的必要建议，以期向拟议的气象司会议（2014 年）提出最终文本（第 7/40 号结论中

提及）。 

8. 今后工作方案 

8.1 小组同意，需要对国际航路火山监视任务小组的职权范围稍作修改，以反映实行了因

特网服务和改进了向航空器提供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大气中的资料的国际安排（第 7/41 号结论中提

及）。 

8.2 关于今后工作方案，小组审查了工作方案，并根据议程项目 4 至 8 下的讨论提出了修

改建议（第 7/42 号结论中提及）。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