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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国际航空气象服务》的修改及其影响 

须剑良 

（民航局空管局） 

摘要 

《国际民航公约》附件三《国际航空气象服务》第十六版于 2007年 11月 8日起逐步实施，最终

的 74 号修改篇也将于 2008 年 11 月实施。本文介绍了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空气象服务》第十六版

修改的主要内容、中国对征求意见稿的意见以及通知国际民航组织实施该版中国将保持的差异；分析

了该版《国际航空气象服务》实施后可能对现行航空气象服务带来的影响，初步研究了《国际航空气

象服务》下一步的可能修改方向。 

 

1 引言 

国际民航组织于 2006 年 2 月 16 日向各缔约国发出国家级信件，征求《国际民航公约》附件三《国

际航空气象服务》第 74 号修改篇的修改意见，于 2007 年 7 月 16 日颁布第十六版，并于 2007 年 11
月 7 日生效；同时于 2007 年 7 月 16 日颁布了 74 号修改篇，其与十六版的主要差别，替换了第六章

的 6-1 和 6-2 页、第九章的 9-1 和 9-2 页、附录一的第 2 页、附录二的第 3 页、附录三的第 3、6、29
页、附录五的第 2、8、10、13 和 18 页以及附录八的第 4 页，但这些差异于 2008 年 11 月 5 日生效。

2007 年 12 月 1 日颁布了第一次勘误，主要是换页工作，替换附录一的第 1、2 页和附录五的第 17、
18 页；2008 年 5 月 12 日颁布了第二次勘误，主要也是换页工作，替换附录五的第 5、6、7、8 页。 

 

2 新版《国际航空气象服务》修改的主要内容 

2.1 涉及第一章内容的修改 
修订了影响运行的重要云和主导能见度的定义，并删除了世界区域预报系统产品区域的定义；

增加了机场基准点的定义。 

2.2 涉及第二章内容的修改 
在第二章和第五章中删除了对跨音速和超音速飞行（ＳＳＴ）的要求。 

2.3 涉及第三章内容的修改 
第三章，增加了火山灰咨询中心备份程序的要求；增加了重要火山活动停止的通告； 
第三章和附录二，删除了修订重要天气预告（SIGWX）图的条款；增加了标准的 WAFS 飞

行高度层的海拔高度预报； 
第三章和附篇 C，删除了 WAFC 的备份程序; 

2.4 涉及第四章内容的修改 
在第四章和附录三中，对于发布半点例行机场气象观测报告的机场，取消了发布机场特选报

的要求；修订了使用噪音控制程序时当地例行天气报告和特选天气报告时的阵风报告标准。 

2.5 涉及第五章内容的修改 
在第五章和附录三中，罗列了在 TAF 和 SPECI 中使用变化组的标准；罗列了附件 3 和附件

14 中 OPMET 报文中有关的跑道识别码；在分发 METAR/SPECI 和 TAF 时，增加了使用二进制

通用码（BUFR）来表示气象数据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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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章和附录四中,增加了二次监视雷达（SSR）S模式的数据链上行的自动气象报告。 
在第五章、附录四和附录六中，增加了有关硫磺气味的特殊航空器观测；增加了气象监视台

向火山灰咨询中心发送有关硫磺气味的报告的要求。 

2.6 涉及第七章内容的修改 
在第七章中修订了 SIGMET 和 AIRMET 的有效时间和发布时间相关的参数；增加了《低空

风切变手册》作为指导手册，低空风切变的发布可依据气象当局与 ATS 和航空公司的协议来进行，

明确了低空风切变告警信息发布的原则。 
在第七章和附录六中，从SIGMET中删除了与火山灰和热带气旋有关的Outlook。 

2.7 涉及第九章内容的修改 
第九章增加了 WAFS 图表的 ICAO 标准区域范围的要求；第九章和附录二增加了防止修订

WAFS 预报中气象内容的规定；第九章和附录八中，修订了鼓励使用 WAFS 预报的规定。  

2.8 附录二内容的修改 
在 SWH 和 SWM 中取消了地面锋、辐合带以及除了 CB、TCU 以外的云；明确了 WAFS 的

SIGWX 图上填写火山灰、热带气旋和放射性物质符号的优先次序；提前了 SIGWX 图的发布时间；

明确了机场预报的修订也包括取消机场预报的规定；升级了火山灰咨询报的格式，使之与热带气

旋咨询格式一致；增加了发布热带气旋咨询信息的标准；修订了热带气旋咨询内容，增加了 6 小

时的预报和注释部分。 

2.9 附录三内容的修改 
改变了“临近”（vicinity）的定义；考虑到自动系统的能力，修订了实时天气的要求；扩展了

自动系统的使用，机场运行时间内也可使用自动系统。 

2.10  附录三内容的修改 
修订了颠簸的自动报告。 

2.11 附录五内容的修改 
增加了新的 GAMET 报模板；延长了机场预报的有效时间。 

2.12 附录六内容的修改 
修订了颠簸的自动报告；删除了 SIGMET 对超音速和近音速巡航高度的要求；修订了 SIGMET

的格式；增加了用图形表示 SIGMET 中所有天气现象的相关条款；在机场警报和风切变警报模版

中增加了序列号使用的标准；升级 SIGMET 模板，增加放射云和用于描述天气现象的窄线（Narrow 
Line）；在机场警报中增加了“海啸”；并且增加了从 SIGMET、AUIRMET 和机场警报中取消观测

和预报的天气现象。 

2.13 附录九内容的修改 
罗列了附件三和附件十一有关向空中交通服务部门（ATS）提供气象信息的条款。 

2.14 附录十内容的修改 
修订了 VOLMET 和 D-VOLMET 使用 SIGMET 和 TAF 的标准。 

2.15 附篇 A 内容修改 
删除了观测和测量可达到的精度。 

2.16 附篇 A 内容修改 
更新了设想的精度。 

 

3 中国实施新版《国际航空气象服务》的差异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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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国对附件三 74 号修改篇提出的意见 
2006 年 2 月 24 日，国际民航组织向各缔约国发出国家级信件(AN 10/1 -06/02)，征求各缔约

国对修改国际民航公约附件三以及由此修改而引起的对附件十一、十五、PANS-ABC 以及

PANS-ATM 修改的意见，根据随附在该国家级信件后面的附件三修改草本，中国于 2006 年 6 月 5
日对此次修改提出了如下意见： 

3.1.1  为便于接受和使用 WAFS 的预报产品， 好不要删除第三章中的“3.2.1 d） 制作并发

布修正预报”的条款。 
3.1.2  对第六章中有关预报有效时间的内容提出质疑，“覆盖相同有效时间”（6.2.7 “covering 
the same period of validity）究竟是何意义 (pageA-9):是不能发布有效时间相同的 FC 或 FT？还

是发布的 FC 和 FT 的有效时间不能相重合？ 
3.1.3  第九章中的 9.1.3 关于增加水汽信息的条款，中国认为，由于 7500 米以上的水汽对

用户来说用途很小，因此 7500 米以上的水汽预报没必要作为气象信息提供给运行人和机组成

员。同时提出，9.1.3 a) 中的一些内容是新增加的，应该在附录八种增加将这些气象信息提供

给给运营人和机组的模板。 
3.1.4  附录 2 的 1.2.2 应该继续作为建议保留，而不应上升为标准；由于低层的高空风、

温度预报有较大的误差，500hPa 以下飞行高度层上的高空风和高空温度预报不应作为标准飞

行气象文件。考虑到还有一些航空器尚未配备防积冰设施，还有一些航空器的防积冰设施受

积冰影响很大，在 1.3.3 节中 好保留轻度积冰的条款。 
3.1.5  对附录五的修改意见。 好将 4.3.1 节依旧作为建议而不是升级为标准；考虑到高原

地区的飞行情况，预报的海拔高度应增加 4500 米；由于表格形式的区域预报对用户来说是一

个新的内容， 好在 4.3.2 中增加该模板。 
3.1.6  附录六的 6.2.5 节要求所有的用户从端口接收风切变告警信息是有问题的

“disseminated directly from automated ground-based wind shear remote-sensing or detection 
equipment ”。由于自动地基风切变遥感传感器或探测设施的输出埠数量的限制，不能让所有

的用户均直接从端口接收风切变告警信息。因此，我们认为这一要求是有问题的。 
3.1.7  附录十 5.1.2 节 好作为建议保留，因为在有些国家将 SIGMET 加入 VOLMET 有困

难。 

3.2 中国对附件三 74 号修改篇的差异通知 
    2007 年 9 月 17 日，中国针对国际民航组织颁布的国际民航公约附件三第十六版，致函国际

民航组织秘书长，通知中国的执行差异。 
3.2.1  执行３.４.２ｇ）时，不提供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的信息。 
3.2.2  在执行第十一章 11.6.2 条款时，VOLMET 不广播 SIGMET。 
3.2.3  在执行附录三 2.1.3 条款时，METAR 和 SPECI 不使用 WMO 的 BUFR 码格式分发。 
3.2.4  在执行附录五 1.1.2 条款时，TAF 不使用 WMO 的 BUFR 码格式分发。 
3.2.5  在执行附录六 1.1.6 条款时，气象监视台不使用 WMO 的 BUFR 码格式发布图形格式

的 SIGMET 信息。 
3.2.6  在执行附录八 4.1.4 条款时，飞行气象文件的图表使用英文或中文注释。 
3.2.7  建议 “m/s” 作为风速单位。 

 

4 中国在《国际航空气象服务》74 号修改篇的修改过程中开展的工作 

    在此次修改中，中国除正常回复 ICAO 的国家级信件提出修改意见并通知执行差异外，针对使用

世界区域预报系统产品条款和重要天气预告图制作与发布两个方面相关条款的修改，也做了大量的工

作。 

4.1 有关使用世界区域预报系统产品条款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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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于 2006 年 6 月回复了国际民航组织 2006 年 2 月 24 日发出的《修改附件三及附件十

一、附件十五相关内容的提议》（AN10/1-06/02）后，在世界气象组织航空气象第十三次大会上获

悉，准备提交给航委会审议的《国际民航公约》—附件三 74 号修改篇与征求意见稿中大有差异，

致函中国驻 ICAO 办事处，提出修改意见。 
4.1.1 中国对提交给航委会审议文本有异议的内容 
4.1.1.1 附件三第九章 9.1.4 条款的修改 

9.1.4 列于 9.1.3 a)的预报产品的来源必须是世界区域预报中心提供的数字形式产品，只要

这些产品在时间、高度和地理范围上覆盖了已有的飞行航线。在已确定的源自世界区域预报

中心的预报产品中，其气象内容不能修改。使用世界去预报中的数字式预报产品将制成有效

的、符合运行人需求的图表，其固定区域见 A8-1、A8-2 和 A8-3。 
4.1.1.2 附件三附录二 2.2.1 条款的修改。 

2.2.1 只要世界区域中心发布的预报产品在时间、高度和地理范围上覆盖了已有的飞行

航线，机场气象台在制作飞行文件时必须使用这些预报产品。 
4.1.2 《修改附件三及附件十一、附件十五相关内容的提议》的修改内容 
4.1.2.1 第九章 9.1.4 的内容 

列于 9.1.3 a)的预报产品的来源，相关气象当局应确定尽可能来自于世界区域预报中心提

供的数字形式产品，只要这些产品在时间、高度和地理范围上覆盖了已有的飞行航线。在已

确定的源自世界区域预报中心的预报产品中，其气象内容不能修改。使用世界去预报中的数

字式预报产品将制成有效的、符合运行人需求的图表，其固定区域见 A8-1、A8-2 和 A8-3。 
4.1.2.2 附录二 2.2.1 的内容 

 相关气象当局应确定尽可能使机场气象台在制作飞行文件时必须使用世界区域预报中

心发布的预报产品。 
上述条款将和附件三第二章总则中各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相冲突，严重损害缔约国的权

利，同时形成各国必须使用 WAFS 产品的尴尬局面。 
4.1.3  附件三明确的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章总则 2.1.3 每一缔约国必须做出为满足国际航空的需要而提供气象服务的决定。

这一决定必须遵循本附件的规定，并适当照顾到地区航行协议；它必须包括向国际航空提供

有关国家领土以外的公海上空和其它区域上空的气象服务的决定。 
第二章总则 2.1.4 每一缔约国必须指定主管部门，以下称为气象当局，代表该国为国际

航空提供或安排提供气象服务。根据附件 15，附录Ⅰ总则 1.1，有关被指定的气象当局的的详

细情况应包括在国家航行资料汇编中。 
由此可见，各国的航空气象服务是由缔约国来安排的。 

4.1.4  中国采取的行动 
中国反对现行修改意见，建议采用《修改附件三及附件十一、附件十五相关内容的提

议》中的修改内容。航委会讨论后，形成现在附件三中的文字。 

4.2 有关重要天气预告图制作与发布 
国际民航组织世界区域预报系统运行组（WAFSOPSG）第四次会议于 2008 年 2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埃及开罗国际民航组织中东地区办事处召开。由于在 WAFSOPSG 第四次会议的会议报告

讨论中，会议讨论较为激烈，与会代表的观点分歧明显，但会议 终报告的一些结论仍旧维持了

原有的意见，我国代表和其它代表的提议均未采纳。考虑到这份会议 终报告的内容将作为修改

国际民航公约附件三的依据，会后我国起草了一封非正式书面意见给国际民航组织航行局气象科，

再次阐述我国对取消重要天气预告图中有关天气内容以及取消重要天气预告图订正的意见，并同

时将此信抄送给中国驻 ICAO 办事处，请他们关注此事。 
4.2.1 重要天气预告图的订正问题。 

ICAO 考虑到世界区域预报系统发布订正的重要天气预告图在技术上有困难，提出了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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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订正重要天气预告图有关条款的提案。这一议题，在 2005 年 2 月的 WAFSOPSG 第二次

会议上就开始讨论，当时中国提出了使用世界区域预报的责任问题，会议考虑进一步探讨。

因此，尽管当时的大会报告旧删除了这一内容，但在 2007 年 10 月正式实施的第十六版附件

三依旧保留了订正的内容。我们认为，重要天气预告图的订正是质量控制的一个重要内容，

同时也关系到由谁负责产品准确性的问题。 
4.2.2  重要天气预告图中有关内容的取消 

目前重要天气预告图应该预报的飑线、沙尘暴及放射性物质等内容，由于这些天气的地

域特点很强，在世界区域预报中心发布的重要天气预告图中很难预报出来，为此，国际民航

组织同意 WAFS 提供国的提案，准备在重要天气预告图中取消这些内容。但我们考虑到，这

些天气内容对飞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坚持继续保留的观点。 
4.2.3  取消重要天气预告图的发布问题 

由于数值天气预报系统可以直接输出颠簸预报产品、结冰预报产品和积雨云预报产品，

而重要天气预告图的自动制作难度较大，尤其是有些天气要素的预报和可视化技术要求很高，

ICAO 接受 WAFS 提供国的提议，准备取消现有的重要天预告图产品，用颠簸预报产品、积

冰预报产品和积雨云预报产品替代提供给用户。 
4.2.4  中国行动的结果 

ICAO 航委会对我国的意见进行了讨论和辩论，由于航委会成员的观点差异较大， 后以

表决的方式决定保留重要天气预告图应该预报的飑线、沙尘暴及放射性物质等内容并继续保

留重要天气预告图。 
 

5 新版《国际航空气象服务》可能引发的问题 

5.1 机场预报有效时间的增加。 
应 IATA 的要求，由长距离国际航班的国际机场发布有效时间为 30 小时的机场预报，这就使

原来的预报由起始日期、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组成的有效时间族必须跳成为起始日期、起始时间

和终止日期、终止时间组成，使得机场预报报文格式发生变化。 

5.2 重要天气预告图发布时间的提前 
应 IATA 的要求，重要天气预告图发布时间由以前的预告图有效时间前 13 小时提前到预告图

有效时间前 19 小时，可能会降低重要天气的预报正确率。 

5.3 在 VOLMET 中增加 SIGMET 广播 
由于 SIGMET 报文比较长，而 VOLMET 的广播时间是固定的，因此，在 VOLMET 中增

加 SIGMET 广播，有可能 SIGMET 不能完成广播。 

5.4 机场预报的唯一性 
机场预报的唯一性使有些国际机场取消有效时间为 9 小时的预报。 

5.5 有关世界区域预报系统条款的修改 
有关世界区域预报系统条款的修改，将进一步有利于 WAFC 制作全球的航空气象预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