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星发送系统运行小组 

第十八次会议 
 

（2013年5月29日至31日，塞内加尔达喀尔） 
 

执行摘要1 
1. 引言 

1.1 卫星发送系统运行小组第十八次会议（SADISOPSG/18）于 2013 年 5 月 29 日至 31 日在中西

非 （WACAF）达喀尔地区办事处举行。来自八（8）个国家，其中包括欧洲飞行气象数据管理小组

（EUR OPMET DMG）联络人代表，和三（3）个国际组织（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空中航行安全机构

（ASECNA））、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和世界气象组织（WMO）的二十八（28）名代表，出

席了会议。 

1.2 G.卡姆布尔女士（南非）作为主席，在副主席邹娟（中国）的协助下，全程主持了会议。 

2. 卫星发送系统运行小组第十七次会议结论的后续 

2.1 关于卫星发送系统第十七次会议结论的后续工作，该小组认为，有关所有结论的行动均已告

完成（第 18/1 号决定）。 

3. 卫星发送系统的运行 

3.1 关于卫星发送系统年度管理报告中所载的卫星发送系统战略评估表，该小组认为，鉴于卫星

发送系统的成熟度：过去 10 年没有重大变化，而且未来服务交付的变化将明确由小组逐案进行审查，

所以，小组认为卫星发送系统战略评估表不再有任何增值，因而应该从卫星发送系统年度管理报告中

删除（第 18/2 号决定）。关于卫星发送系统的年度管理报告：它既为报告覆盖期（过去 12 个月）内卫

星发送系统相关重要活动提供了一个查询点，也是关于服务的提供和可用服务情况的一个信息源，该

小组审查并核准了对卫星发送系统年度管理报告的修改内容，以此作为今后年度报告的基础（第 18/3
号决定）。 

3.2 关于卫星发送系统运行联络人名单，该小组同意它为卫星发送系统提供国和国际民航组织有

关地区办事处处理运行问题，提供了有用的联系，并认为国际民航组织应该及时更新这一名单，以供

2013 年 12 月签发卫星发送系统效果问卷使用（第 18/4 号结论）。 

3.3 该小组根据卫星发送系统提供国的年度管理报告和四十五个国家对卫星发送系统运行效果年

度问卷的答复，审查了 2012 年-2013 年卫星发送系统的运行情况。关于年度问卷，该小组高兴地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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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始至终都有占比很高的用户报告说，卫星发送系统 2G 卫星广播和加密卫星发送系统档案转发协

议（FTP）服务，这两者的飞行气象资料和世界区域预报系统广播的可用性都很好。鉴于卫星发送系统

服务即将发生的变化，特别是由于有了更优越的世界气象组织网格二进制 2 码形态的世界区域预报系

统产品而将停用其网格二进制 1 码形态的世界区域预报系统上空网格全球预报， 以及其他一些主要属

于编辑性的变化，该小组同意年度问卷经修改的内容，以供 2013 年 12 月签发 2013 年至 2014 年卫星发

送系统效果问卷使用（第 18/5 号决定）。 

3.4 该小组，包括国际航协，认为卫星发送系统 2G 卫星广播和加密卫星发送系统档案转发协议

服务在报告覆盖期内（即 2012 年至 2013 年）继续满足了运行的要求，应以此通知卫星发送系统费用

回收管理小组（SCRAG）（第 18/6 号结论）。 

3.5 该小组审查了卫星发送系统 2013 年至 2014 年的存量，为了确保卫星发送系统继续满足批准的

运行要求，对存量提出了修改建议，并将以此转告卫星发送系统费用回收管理小组（第 18/7号结论）。 

4. 卫星发送系统广播的内容 

4.1 飞行气象资料 

4.1.1 该小组审议了与不实施卫星发送系统飞行气象资料要求有关的事项，具体而言，即国家内

部一些机场没有可用的机场例行/特别气象报告和机场预报的问题。 在这方面，因认识到飞行气象资料

对用户的重要性，以及国家有义务或已同意在卫星发送系统用户指南（SUG） 附件1分别所列的有机场

运行规划的机场或无机场运行规划的机场提供飞行气象资料，该小组同意国际民航组织所有地区都存

在的地区飞行气象公报交换制度，应该与用户指南附件1中所载的飞行气象资料要求互相吻合，卫星发

送系统将其确定为“不提供”飞行气象资料的国家，应确保作为紧迫事项编制飞行气象资料，并通过

地区飞行气象公报交换制度加以传输（第18/8号结论）。 

4.1.2 关于在无机场运行规划的机场提供飞行气象资料 （机场例行/特别气象报告和机场预报） 
的要求，该小组审查了国际航协提议基础上的一项修改要求的建议。在这方面，该小组同意应据此就

新的或修订的要求与各国协商；对已通知同意在无机场运行规划的机场提供飞行气象资料的国家，应

作为协商的一部分，要求其对提供有关飞行气象资料的情况，做出说明 （第 18/9号结论）。 

4.1.3 该小组注意到，卫星发送系统的定期飞行气象资料和世界区域预报系统互联网档案服务

（WIFS），与用户指南附件1的吻合程度继续改观。 例如，卫星发送系统提供国在机场例行/特别气象

报告和机场预报方面已经实现了至少%95的吻合度。关于卫星发送系统提供的飞行气象资料与互联网档

案服务的吻合程度，该小组同意，有关提供国应协同欧洲飞行气象数据管理小组，继续努力统合定期

的、并尽可能统合不定期的飞行气象资料（第18/10号结论）。 

4.1.4 该小组赞赏卫星发送系统2G卫星广播和加密卫星发送系统档案转发协议服务提供经过例行

质量控制的飞行气象资料：资料质量控制是由卫星发送系统门户（Gateway）根据卫星发送系统门户运

行手册进行的；该小组适当考虑了服务中断期间卫星发送系统提供无质量控制飞行气象资料的问题。 
该小组认为，遇到这类突发情况时，卫星发送系统提供国应该在该系统发布未经质检的飞行气象数

据，直到服务恢复正常为止（第18/11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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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世界区域预报系统的预报 

4.2.1 该小组注意到，世界区域预报中心（WAFCs）提供的世界区域预报系统预报即将发生的变

化，与对附件3第76次修订于2013年11月14日开始适用相一致。具体而言，将停止使用世界气象组织网

格二进制1码形态的世界区域预报系统上空网格全球预报 （因为有了更加优越的网格二进制2码形态预

报可供运行）； 将可以为410飞行高度层（FL）提供网格二进制2码形态的世界区域预报系统预报；以

及网格二进制2码形态世界区域预报系统预报将可用于除冰、紊流和积雨云，并可随着第76次修订生效

投入运行。鉴于这些发展，该小组确定了使用卫星发送系统2G卫星广播和加密卫星发送系统档案转发

协议服务提供世界区域预报系统预报的相关影响，包括对加密卫星发送系统档案转发协议服务业务结

构的必要调整 （第18/12、18/13、18/14、和18/15号结论）。 

5. 卫星发送系统的发展 

5.1 卫星发送系统运行小组技术发展队的报告 

5.1.1 该小组回顾，卫星发送系统运行小组技术发展队（TDT）的任务，是就对卫星发送系统有

影响的技术发展进行监测、报告，并提出行动建议。该小组注意到，技术发展队自上次会议以来处理

的问题涉及以下内容： 

a) 关于2015年后提供一个星基发送系统的建议； 

b) 启动卫星发送系统2G一体化服务电子网络（ISDN）备份测试； 

c) 维护卫星发送系统2G地面段基础设施；和 

d) 实施对卫星发送系统门户核心气象系统的中期升级（国家空中交通服务电文交换）。 

5.1.2 关于提供星基发送系统的建议，该小组审议了可用选项及其对国家/用户的相关费用和影响

的详细报告，考虑了其他有关发展，包括（作为附件3第76次修订的一部分）即将推出的数字格式飞行

气象资料交换，同意向定于2014年7月在蒙特利尔举行的气象专业会议建议，将现有卫星发送系统2G卫

星广播延期至2015年以后，但只能到2019年11月为止（第18/16号结论）。 

5.1.3 关于启动卫星发送系统2G一体化服务电子网络备份测试：这个要求是在上一次会议上提出

的，该小组高兴地了解到，卫星发送系统提供国已经成功启动这种备份测试，并在运行中用过几次，

以防在关键工作期间卫星发送系统2G广播发生中断。关于维护卫星发送系统2G地面段基础设施，该小

组高兴地了解到，卫星发送系统提供国已经根据上次会议的要求，采购了SMS-301调制解调器防护开

关，作为替换。 

5.1.4 关于实施卫星发送系统门户核心气象系统中期升级 （电文交换），该小组注意到卫星发送

系统门户通过卫星发送系统基础设施，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向世界各国/用户提供收取、核对、质检和发

送飞行气象资料的功能，认识到中期升级的主要预期相关效益包括可延展的空中交通服务电文处理系

统 （AMHS） 能力，用XML/GML数字数据格式收取、转换和发送飞行气象资料，以网格二进制2码形

态收取和转发世界区域发送系统预报，各种能力的改善和强化的监测和数据比较能力等，该小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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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发送系统提供国应该在卫星发送系统门户核心气象电文交换系统中期升级过程中，着手实施卫星

发送系统的各项要求和能力 （第18/17号结论）。 

5.2 卫星发送系统的卫星广播 

5.2.1 该小组收到了关于卫星发送系统提供方（联合王国气象办公室）和卫星发送系统门户（联

合王国空中交通服务组织）实施替代卫星发送系统2G 上链/下链监测的必要进度报告，认为卫星发送系

统提供方所在场地的卫星发送系统 2G 卫星接收信号比预期的弱，造成了太多数据缺失的“假警报”。在

这方面，该小组同意卫星发送系统提供方应该继续调查，甄定根源，兑现其上链/下链监测的承诺 （第

18/18号结论）。 

5.3 卫星发送系统互联网上档案转发协议服务 

5.3.1 该小组审议了关于增加加密卫星发送系统档案转发协议服务的分配频宽（即：卫星发送系统

提供方与卫星发送系统提供方的互联网服务提供方之间的频宽）的详细报告，并考虑到加密卫星发送系

统档案转发协议服务的日常使用，呈现出靠近网格二进制码形态世界区域预报系统预报发布时间的明显

使用“高峰”，该小组同意卫星发送系统提供国应该实施增加加密卫星发送系统档案转发协议服务的频宽

分配，同时进行“动态区隔”，将可用频宽在用户之间实行更加公平的分配（第18/19号结论）。 

5.4 卫星发送系统工作站软件的评估 

5.4.1 该小组审查并核准了对第四轮卫星发送系统工作站软件评估标准的更新，同意进一步鼓励

卫星发送系统工作站软件提供方根据（更新的）第四轮标准，对其软件包进行评估 （第18/20号决定和

第18/21号结论）。 

6. 卫星发送系统的长期规划 

6.1 该小组根据卫星发送系统提供国的一项更新，核准了卫星发送系统 2014 年至 2018 年的简明

长期计划（第 18/22 号决定）。 

7. 卫星发送系统用户指南 

7.1 该小组审议并核准了对卫星发送系统用户指南第五版的一项修订，现已登录在卫星发送系统

运行小组的网站上；这次修订除其他外，处理了对卫星发送系统提供的世界区域预报系统预报具体性

的改进；删除了提及（现已退役的）传统卫星发送系统档案转发协议服务之处；澄清了有授权用户对

加密卫星发送系统档案转发协议的使用；以及加密卫星发送系统档案转发协议和世界互联网档案服务

的运行使用标准（第 18/23 号决定）。  

8. 未来的工作方案 

8.1 该小组审议并更新了其 2013 年至 2014 年工作方案的预定指标 （第 18/24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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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任何其他事项 

9.1 卫星发送系统的行政电文 

9.1.1 该小组评估了世界区域预报系统运行小组（WAFSOPSG）的第7/8号结论，同意有必要细致

调整卫星发送系统所用行政电文的定义，这类电文是用来通知用户，除其他外，新的或更新的指导材

料，系统文件或世界区域预报系统/卫星发送系统相关服务的变更（第18/25号结论）。此外，该小组同意

卫星发送系统提供方应该加强充实卫星发送系统运行行政电文网页上公布的行政电文，作为卫星发送系

统2G卫星广播和加密卫星发送系统档案转发协议服务继续发布这类电文的补充 （第18/26号结论）。 

9.2 卫星发送系统用户登记表 

9.2.1 该小组考虑到最近使用卫星发送系统用户登记表将用户迁移至加密卫星发送系统档案转发

协议服务的成功，同意卫星发送系统提供方应该实施一种经适当修改的表格，以增强卫星发送系统现

行的授权准入流程，确保一旦获得有关国家气象当局批准，所有用户都将以正规方式向卫星发送系统

提供方供给同样结构的信息，以方便整理录制（第18/27号结论）。 

9.3 国际民航组织关于世界区域预报系统卫星发送系统和互联网上服务的规定 

9.3.1 该小组审议了是否需要修订或澄清国际民航组织规定中涉及世界区域预报系统卫星发送系

统和互联网上服务的部分，考虑到近来的各项发展，如2012年7月世界区域预报中心华盛顿提供国停止

使用国际卫星通信系统G2卫星广播，并认识到其预期用于时间性强或非时间性强的航空应用，该小组

同意世界区域预报系统运行小组应该就此审查和更新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具体即为附件3：国际空中

航行气象服务）（第18/28号结论）。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