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星发布系统运行小组 

第十九次会议 
（2014 年 5 月 27 日至 29 日，英国伦敦） 

执行摘要1 

1. 引言 

1.1 2014 年 5 月 27 日至 29 日，根据特殊情况在英国伦敦民航局（CAA）举行了卫星发布系统运

行小组第十九次会议（SADISOPSG/19）。来自十个（10）国家的二十一名（21）参与者，包括欧洲飞

行气象情报数据管理组（EUR OPMET DMG）以及三个（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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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络人代表参加了

会议。 

1.2 Gaborekwe Khambule 女士（南非）担任主席主持了整个会议，邹娟女士（中国）作为副主席

提供协助。 

2. 卫星发布系统运行小组第 17 次会议结论的后续工作 

2.1 关于卫星发布系统运行小组第 18 次会议结论的后续工作，小组同意关于结论的所有行动均已

经完成（19/1 号决定）。 

3. 卫星发布系统的运行情况 

3.1 关于卫星发布系统的年度管理报告，它提供了在审查期内（前 12 个月）报告与卫星发布系统

相关重要事件的参考点以及服务提供和可用性信息的信息库，小组审查了卫星发布系统提供国家编制

的最新管理报告，并批准了适用于监测世界区域预报中心伦敦高空网格数据的及时性和可用性，以及

二代卫星发布系统重要天气预报和卫星发布系统安全文件传输协议的目标（19/2 号决定）。 

3.2 关于卫星发布系统业务联络点的名单，小组同意它为卫星发布系统提供国家和国际民航组织

有关地区办事处解决运行问题提供了有意义的联系，并一致认为国际民航组织应该与各国协商，以便

为 2014 年 12 月发出卫星发布系统效能调查问卷更新名单（19/3 号结论）。 

3.3 小组根据卫星发布系统管理年报和六十（60）个用户国家对卫星发布系统运行效能年度调查

问卷的答复审查了卫星发布系统 2013/2014 年的运行情况。关于年度调查问卷，小组高兴地注意到，用

户报告二代卫星发布系统卫星广播和卫星发布系统安全文件传输协议很好地提供飞行气象情报信息和

世界区域预报系统预测的比例一直很高。小组对年度调查问卷制作了一份修订，用于 2014 年 12 月发

出 2014/2015 年卫星发布系统效能调查问卷（19/4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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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组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同意二代卫星发布系统的广播卫星服务和卫星发布系统安全文

件传输协议在审查期间（即 2013/2014 年）继续满足运行要求，并相应通知卫星发布系统成本回收管理

组（SCRAG）（19/5 号结论）。 

3.5 小组审查了卫星发布系统 2014/2015 的库存，以便确保卫星发布系统持续满足经批准的运行要

求，应该为库存编制一份修订，并相应转发给卫星发布系统成本回收管理组（19/6 号结论）。 

4. 卫星发布系统广播的内容 

4.1 飞行气象情报信息 

4.1.1 小组审议了卫星发布系统和世界区域预报系统互联网文件服务（WIFS）定期和不定期飞行

气象情报信息内容的一致程度。虽然赞赏飞行气象情报网关供应商最近在这方面的努力，但小组认为

卫星发布系统和互联网文件服务提供国应该与欧洲飞行气象情报数据管理组协调，继续努力统一定期

飞行气象情报信息（卫星发布系统用户指南（SUG）附件 1），并在切实可行情况下，统一不定期飞行

气象情报信息（19/7 号结论）。 

4.1.2 小组审议了卫星发布系统未实施飞行气象情报信息要求的相关事项，更确切地说，未能提供

某些机场的机场例行气象报告/机场特别气象报告和机场天气预报。在这方面，认识到飞行气象情报信

息对于用户的重要性，并且已要求各国提供或同意从用户指南附件 1 分别列出的机场运行规划的机场

或非机场运行规划的机场提供飞行气象情报资料，小组一致认为，卫星发布系统网关常规监测过程中

已被确定卫星发布系统的飞行气象情报信息为“不提供”的国家，应鼓励其作为紧急事项确保编制飞行

气象情报信息，并通过地区飞行气象情报通告交换计划发布。此外，小组同意地区飞行气象情报通告

交换计划应与用户指南附件 1 包含的飞行气象情报信息要求保持一致，包括支持执行最新的流程和程

序（19/8 号结论）。  

4.1.3 关于卫星发布系统非机场运行规划机场的飞行气象情报信息的要求（特别是机场例行气象报

告/机场特别气象报告和机场天气预报），小组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提出的建议对要求的修订进行了

审议。在这方面，小组认为，应与各国就修订或其他用户要求以及不再是用户要求进行相应协商。此

外，小组一致认为，秘书处应该对用户指南附件 1 非机场运行规划机场的飞行气象情报信息使用的修

订过程进行审查（19/9 号结论）。 

4.1.4 关于卫星发布系统提供非定期飞行气象情报信息（如重要天气和航路天气现象信息、火山灰

和热带气旋咨询），小组讨论了保留各国使用世界气象组织缩写标题行交换信息资料的信息。在这方

面，小组要求秘书处对地区重要天气指南模板开展审查，以确定其中是否包括有包含这些信息的格式，

并对在国际民航组织网站上以适当电子格式提供这种信息的可行性进行评估（19/10 号结论）。 

4.1.5 小组认为，卫星发布系统网关供应商应当与卫星发布系统运行小组技术开发小组协调，对

《卫星发布系统网关操作手册》进行审查，包括手册附录 C 所列的机场飞行气象情报监控要求，以便

验证或建议对其进行修订（19/11 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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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世界区域预报系统的预测 

4.2.1 至于卫星发布系统的世界区域预报系统预测而言，小组获悉世界区域预报系统行动小组 8 次

会议（2013），提出将 80 飞行高度层（750 百帕）、210 飞行高度层（450 百帕）和 480 飞行高度层

（125 百帕）的高空风和温度数据以及时间和位势高度添加到世界区域预报系统数据之中。小组注意到

这一建议已被列入附件 3 第 77 次修订草案，将在 2014 年 7 月气象专业会议上审议。在未来阶段，并

有待于理事会通过附件 3 的上述修订，小组指出需要考虑将这一额外的世界区域预报系统数据列入卫

星发布系统之中。然而现在，小组一致认为，除留意事态发展之外，不需要采取其他具体行动。 

5. 卫星发布系统的发展情况 

5.1 卫星发布系统运行小组技术开发小组的报告 

5.1.1 小组回顾了卫星发布系统运行小组技术开发小组（TDT）预计要对卫星发布系统具有冲击作

用的技术发展进行监测、报告和提出行动。小组注意到，自上次会议以来，卫星发布系统运行小组技

术开发小组处理的问题关系到： 

a) 卫星发布系统的最新增强功能/变化； 

b) 二代卫星发布系统和卫星发布系统安全文件传输协议监测世界区域预报系统数据的可用

性； 

c) 卫星发布系统网关 Coremet 系统中代升级；和 

d) 调查卫星发布系统提供商场地二代卫星发布系统卫星信号接收问题。 

5.1.2 至于卫星发布系统的最新增强功能/变化而言，特别是关于世界气象组织 GRIB 1 网格代码格

式上删掉世界区域预报系统高空网格全球预测，并注意到世界区域预报系统对于积雨云、积冰和颠簸

的预测（见世界气象组织 GRIB 2 网格码格式）现在可供实际使用，而不是试用，小组认为卫星发布系

统安全文件传输协议服务中需要删除相关的冗余文件夹（试行）（19/12 号结论）。 

5.1.3 至于二代卫星发布系统和卫星发布系统安全文件传输协议监测世界区域预报系统数据可用性

而言，小组认为，鉴于确保及时性和可用性监测的连续性，卫星发布系统提供商应承担将使用的监测

系统，从现有的开发系统迁移到专用、独立运行的服务器（19/13 号结论）。  

5.1.4  至于卫星发布系统网关 Coremet 系统中代升级，小组高兴地获悉，升级合同最近已承包出

去，升级预期将于 2015 年 1 月投入运行服务。注意到 2013 年已将卫星发布系统项目成本估计提供给

卫星发布系统成本回收管理组，小组认为也应该将卫星发布系统提供国家报告的实际项目成本，相应

地提供给卫星发布系统成本回收管理组（19/14 号结论）。 

5.1.5 关于调查卫星发布系统提供商场地二代卫星发布系统卫星信号接收问题，小组审查了关于对

监测替代方法审查或试验、监控系统目前状态以及今后工作建议的报告。小组同意，通过二代卫星发

布系统监控世界区域预报系统数据完好性/可用性不会对卫星发布系统提供商产生额外的大笔费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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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卫星发布系统提供商自己的二代卫星发布系统甚小孔径终端和第三方提供数据输送的现有安排，可

以保证监测的可接受水平（19/15 号结论）。 

5.2 卫星发布系统卫星广播 

5.2.1 关于对卫星发布系统的世界区域预报系统网格全球预测（见世界气象组织 GRIB 2 编码格

式）及重大天气预报（世界气象组织 BUFR 编码格式和 PNG 图表形式）发布更正，根据世界区域预报

中心运行组 7 次会议的 7/5 号结论，小组指出，对世界区域预报系统的预测发布更正不会要求二代卫星

发布系统重新配置，但卫星发布系统安全文件传输协议则需要重新配置（见下文 5.3.3）。 

5.3 卫星发布系统基于互联网的文件传输协议服务 

5.3.1 意识到卫星发布系统安全文件传输协议服务（特别是增加所分配带宽和实施动态分区）近期

（2013 年）增强/变化，并考虑到用户的反馈表明进一步改善可能有益，小组考虑是否应该进一步增加

卫星发布系统供应商及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之间卫星发布系统安全文件传输协议带宽分配。在这方面，

尽管有少数用户/国家表示需要增加带宽分配，但小组认为对于绝大部分用户来说，近期增强足以至少

满足未来 12 个月。 

5.3.2 对于卫星发布系统安全文件传输协议使用级联数据文件，注意到少数用户已报告处理数据文

件出现困难，小组认为卫星发布系统提供商应该与卫星发布系统运行小组技术开发小组协调，考虑提

供并更新包含卫星发布系统安全文件传输协议世界区域预报系统 GRIB 2 通告级联数据文件的替代手段

（19/16 号结论） 。 

5.3.3 根据 5.2.1 所述，小组批准对世界区域预报系统网格全球预测和二代卫星发布系统和卫星发

布系统安全文件传输协议的重大天气预报发布更正（19/17 号结论），并同意对用于处理卫星发布系统

安全文件传输协议预测过程的相关修改（19/18 号结论）。 

5.3.4 作为世界地区预报中心运行小组第 8 次会议 8/7 号结论的后续工作，即用户对于卫星发布系

统安全文件传输协议提供的数据规定一分钟更新的要求，小组审查了卫星发布系统提供国家编制的可

行性研究，为这个问题取得进展提出三个选项。评估三个选项之中两个选项的开发、测试和成本影响

时，小组认为，满足用户要求的最简单、最经济高效的方式是提供一份额外的文件（和文件夹），对

卫星发布系统安全文件传输协议传统字母数字编码的飞行气象情报信息提供一分钟更新（19/19 号结

论）。 

5.4 卫星发布系统工作站软件的评估 

5.4.1 小组审查并批准了更新第四轮卫星发布系统工作站软件的评估标准（19/20 号结论） 。 

6. 卫星发布系统的长期规划 

6.1 根据卫星发布系统提供国家的更新，小组批准了卫星发布系统 2015 至 2019 年简洁的长远规

划（19/21 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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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卫星发布系统用户指南 

7.1 小组审查并批准了对卫星发布系统用户指南（第五版）的第 2 次修订，可在卫星发布系统运

行小组 网站上查阅，其中涉及到：世界气象组织 GRIB 1 编码格式中删除引用世界区域预报系统的网

格化全球预测（现已停止使用）、改进卫星发布系统提供世界区域预报系统预测可用性的特异性

（GRIB 和 BUFR 编码格式和 PNG 图格式）和火山灰和热带气旋通告（PNG 图格式），以及改进世界

区域预报中心应急备份的特异性和卫星发布系统世界区域预报系统预测的相关可用性（19/22 号结论）。 

8. 未来的工作计划 

8.1 对于卫星发布系统运行小组 05 的交付工作，它涉及到评估卫星发布系统网关业务推出机场例

行气象报告/机场特别气象报告和表格代码形式的机场天气预报（特别是世界气象组织 BUFR 代码格式）

的潜在影响，并注意到最近开始过渡到使用现代、非专用代码格式，比如使用可扩展标注语言/地理标

注语言发布数字形式的飞行气象情报信息，小组认为卫星发布系统运行小组 05 的交付工作已经事过境

迁，应相应地更新（19/23 号结论）。小组对工作方案中的交付工作、执行摘要和任务小组进行了审查

并做了更新（19/24 号结论）。 

9. 任何其他事项 

9.1 卫星发布系统低飞行高度层飞行的地区预测 

9.1.1   在审议将图形格式发布的低飞行高度层飞行的地区预测可能纳入卫星发布系统时，并注意到

在格式、文件大小和发布时间方面缺乏标准化，以及对二代卫星发布系统卫星广播和卫星发布系统工

作站/用户的未知影响，小组一致认为，二代卫星发布系统不应该发布这样的预测。然而，小组也承认

有待卫星发布系统提供国家与卫星发布系统运行小组技术开发小组协调进一步审查，此类产品可以按

照标准化格式（比如说从 2019 年使用地理标注语言的数字格式）或非标准格式，列入卫星发布系统安

全文件传输协议（19/ 25 号决定和 19/26 号结论）。 

9.2 卫星发布系统用户指南附件 2 和 3 的结构 

9.2.1 小组注意到卫星发布系统用户指南（SUG）附件 2 所列的世界气象组织缩写标题行，根据国

际民航组织地区、国家及有关机场的国际民航组织地名代码，用于机场例行气象报告/机场特别气象报

告和机场天气预报集体公告，而用户指南附件 3 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地区”提供了相同信息。鉴于用

户指南附件 3 的现有结构可能会给用户产生下游难点（如在附件内无法立即识别某些国家和/或某些机

场），小组认为欧洲飞行气象情报数据管理组应开展可行性研究，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地区/国家调整

用户指南附件 3 的结构（19/27 号结论）。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