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航中南地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维护规程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自动气象观测设备的维护工作，保障

飞 行 安 全 ， 根 据 《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气 象 工 作 规 则 》

（CCAR-117-R2）、《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及探测环境管

理办法》(CCAR-116-R1)、《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系统

技术规范》(AP-117-TM-2018-03R1)等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民航中南地区运输机场自动气

象观测设备维护工作的组织与实施，配备自动气象观测系

统、单套自动气象站的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简称气象

服务机构）应当遵守本规程。

第三条 气象服务机构应当按规定对自动气象观测设

备（含在线使用的备份设备）及配套的供电、传输、防雷、

监控等设备进行维护。

第四条 自动气象观测系统的维护工作包括日维护、周

维护、月维护、换季维护和专项维护。单套自动气象站的维

护工作包括日维护、月维护、换季维护和专项维护。

第五条 从事自动气象观测设备维护的人员应当持相

应有效的执照，熟练掌握相关专业技术知识、规章制度和



工作程序。

第六条 气象服务机构应当在自动气象观测设备启用

前制定本单位的维护规程实施细则，明确日维护、周维护、

月维护、换季维护和专项维护的时间及维护工作内容，严格

遵守要求落实各项维护工作并做好维护记录。

第七条 各监管局应当依据相关法规及本规程的规定对

辖区内气象服务机构的自动气象观测设备维护工作进行监

督管理。

第二章 日维护

第八条 气象服务机构应当每日组织对自动气象观测系

统进行至少一次日维护，维护工作内容应包括：

（一）在室内维护维护终端上检查室外各传感器状态是

否正常，系统显示的气象要素值是否正常，通过视频（如有

配置）远程检查室外设备外观及探测环境等是否正常。

（二）检查中央数据处理单元、用户终端等运行状态和

系统时间是否正常，检查系统日志中是否存在报警、警告或

错误信息。

（三）检查室内通信设备（交换机、串口服务器、光端

机、光纤收发器等）、备用无线传输链路（如有配置）、跑道

灯光设置单元等是否正常。



（四）检查供电及机房温、湿度等工作环境是否正常。

（五）填写日维护记录本。

第三章 周维护

第九条 气象服务机构应当每周组织对自动气象观测系

统进行周维护，维护工作内容应包括：

（一）检查室外各传感器、供电、传输（含备用传输）、

防雷、视频监视等设备设施的外观及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二）检查室外各传感器探测环境及设立的保护标志是

否符合要求；检查室外设备附近是否存在动物危害设备的情

况；对检查发现的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理。

（三）检查室外各光学传感器（如云高仪）的玻璃窗口

外表面是否污染，若存在污染，用清水（或专用清洁剂）及

不起毛的软布清洁外场各光学传感器玻璃窗口外表面，避免

划伤玻璃表面，窗口应尽快擦干，玻璃表面不可残留擦痕或

污垢。

（四）检查室外各光学传感器的玻璃窗口内表面是否存

在凝结水滴，若存在异常，则应检查传感器加热功能是否正

常、光学单元密封性是否完好。

（五）检查室外各光学传感器防护罩、温湿度传感器外

罩等是否存在积冰、积雪或异物，若存在，则应及时使用非



尖锐的工具清除。

（六）检查室外雨量传感器的承水器进水口和水流通道

是否存在异物，若存在异物，则应清理异物。

（七）检查气压传感器进口孔是否存在异物，保持进气

管道通畅。

（八）检查室外各机房（方舱）及室外机柜的温、湿度

等工作环境是否正常。

（九）填写周维护记录本。

第四章 月维护

第十条 气象服务机构应当每月组织对自动气象观测系

统进行月维护，因天气原因推迟月维护时，应当在天气条件

满足后一周内完成月维护，维护工作内容应包括：

（一）检查室外感雨器是否存在异物，若存在异物，则

应用清水及不起毛的软布清洁其表面。

（二）检查室外各光学传感器（如大气透射仪、前向散

射仪、天气现象传感器、背景光亮度仪等）的玻璃窗口外表

面，是否污染，若存在污染，用清水（或专用清洁剂）及不

起毛的软布清洁外场各光学传感器玻璃窗口外表面，避免划

伤玻璃表面，窗口应尽快擦干，玻璃表面不可残留擦痕或污

垢。



清洁 LT31 大气透射仪玻璃窗口后需进行能见度校准，

若当时天气无法满足能见度校准条件，则不要清洁其窗口，

后续择时再进行清洁和校准。

（三）检查室外各传感器（如大气透射仪、云高仪等）

配置的风机转动是否正常，若存在异常，应及时更换风机；

检查风道是否存在异物，若存在异常，则应及时清除风道异

物、清洁或更换滤网（适用于 LT31 大气透射仪）。

（四）检查 LT31 大气透射仪发射机和接收机窗口污染

和对直质量参数（使用命令 STATUS QUALITY 检查），检

查发射机和接收机测量单元光学管水平和垂直位置参数，若

发现相关参数超出正常范围，则应及时有效处置。

（五）配有箱门的电气箱（含设备箱、配电箱、通信箱、

接线盒等），应当打开箱门检查内部环境是否正常，若出现

箱内积水、蚁虫等外物侵入等情况，则应及时处置。

（六）检查机房、机柜及带箱门的电气箱内部防雷装置

是否正常，若出现防雷装置失效，则应及时更换。

（七）填写月维护记录本。

第五章 换季维护

第十一条 气象服务机构应当每年组织对自动气象观测

系统进行两次换季维护，因天气原因推迟换季维护时，应当



在天气条件满足后一个月内完成换季维护，维护工作内容应

包括：

（一）检查各传感器配置的蓄电池外观是否存在鼓包、

漏液等现象，若存在以上现象应予以更换。

（二）检查 UPS（不间断电源）电池组各蓄电池外观是

否存在鼓包、漏液等现象，若存在以上现象应予以更换。对

UPS电池组进行带载放电测试，放电量不超过总量的 70%，

放电期间全程监控 UPS 工作情况。

（三）检查雨量计安装是否水平，若出现明显偏差应及

时调整修正；测试雨量计翻斗计数功能是否正常，若出现异

常应及时处置（在检定更换时进行）。

（四）检查风向和风速传感器的外观是否正常，表面是

否存在异物；检查风传感器转动是否平滑（适用于机械风传

感器）；检查在静风时风速值是否正常（适用于超声风传感

器）；检查风传感器线缆及接头是否破损；若以上检查出现

异常，应当及时处置（在检定更换时进行）。

（五）清洁室内各数据处理单元、用户终端及其它设备，

检查其风机是否正常，若出现异常，则应及时进行处理或更

换（每年一次）。

（六）对数据处理单元中的原始探测资料进行备份保

存；备份或存储各传感器配置和运行状况等参数（每年一



次）。

（七）检查中发现其它不正常情况，则应按照本单位实

施细则及时处理。

第十二条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应当按照相关规

定，对自动气象观测系统的相关传感器进行校准，主要内

容应包括：

（一）对大气透射仪精细对直检查、零校准和能见度校

准。

（二）对前向散射仪进行零散射和高散射两点校准检

查，如校准检查值超出规定范围，则需要则进行相应的校准

（适用于 FS11、FD12、PWD等系列前向散射仪）。

（三）对前向散射仪进行零点校准检查和增益校准检

查，若检查结果超出规定范围，则应做相应的校准（适用于

VPF700 系列前向散射仪）。

（四）在晴朗天气下对云高仪做内部交扰补偿检查，若

图形不符合要求，则应进行内部交扰补偿调整（适用于

CT25K云高仪）。

（五）对云高仪进行窗口污染测量校准（适用于 CL31

云高仪）。（每五年一次）

（六）对背景光仪进行校准，校准前清洁校准仪及背

景光仪窗口，确保没有任何障碍物。



第六章 专项维护

第十三条 气象服务机构应当根据当地气候特点，在

台风、雷暴等极端天气多发的季节来临前，对自动气象观

测系统及配套设施设备进行一次专项维护或结合换季维

护实施相关专项维护内容，并及时填写维护记录。

第十四条 在极端天气（台风、局地大风、强降水、冻降

水、强降雪、沙尘暴等）正面影响本场过程中，气象服务机构

应当加强监视设备状态及探测环境情况；在正面影响本场的极

端天气结束后，及时对自动气象观测设备及配套设施设备进行

检查和专项维护。

第十五条 专项检查维护内容主要包括：

（一）检查防风和防汛等应急保障物资储备是否充足。

（二）检查传感器及外罩/横臂/杆/拉索安装是否牢固，

光学窗口表面是否存在异常。

（三）检查机房门窗及室外各天线、馈线、避雷针、空

调主机、摄像头和设备箱等安装是否牢固。

（四）检查各机房天花、墙壁、门窗、孔槽是否存在渗

漏现象；检查室外各设备箱、电缆沟、孔槽是否密封良好。

（五）检查室外各类射频馈线、传输线缆接头防水是否

良好。



（六）检查外场 UPS 是否工作正常。

（七）检查应急灯、消防等设施是否良好。

（八）检查台站排水设施是否通畅，检查周围环境是否

存在塌方和滑坡的可能。

（九）检查线缆管井是否受树木等环境的影响。

第七章 单套自动气象站维护

第十六条 气象服务机构应当每日组织对单套自动气象

站进行日维护，维护工作内容应包括：

（一）检查外场各传感器状态是否正常，检查测量值是

否存在异常；通过视频监视远程检查外场设备外观及探测环

境是否存在异常（如有视频监视设备）。

（二）检查室内主机、用户终端的运行状态和系统时间

是否正常，检查所属通信传输、供电等设备工作是否正常，

检查是否存在报警、警告或错误信息，检查机房工作环境是

否正常。

第十七条 气象服务机构应当每月组织对单套自动气象

站进行月维护，因天气原因推迟月维护时，应当在天气条件

满足后一周内完成月维护，维护工作内容应包括：

（一）检查外场传感器、供电、传输等设备设施的外观

是否存在异常；检查温湿传感器外罩是否存在异物，若存在



异物，则应清除表面异物；检查设备附近是否存在动物危害

设备的情况，若存在，则应及时处理消除对设备的影响；检

查传感器探测环境是否符合要求。

（二）检查气压计导气孔是否存在异物，若存在异物，

则应清除异物，确保进气管道通畅。

（三）检查雨量计的承水器进水口和水流通道是否存在

异物，若存在异物，则应清理异物。

第十八条 气象服务机构应当每年组织对单套自动气象

站进行两次换季维护，因天气原因推迟换季维护时，应当在

天气条件满足后一个月内完成换季维护，维护工作内容应包

括：

（一）检查自动气象站配置的蓄电池、UPS配置的蓄电

池，观察其是否存在鼓包、漏液等现象，若存在以上现象应

予以更换。

（二）对自动气象站的 UPS 及其蓄电池组进行带载放

电测试，放电期间全程监控 UPS 工作情况。

（三）检查自动气象站的备用传输方式或备用路由是否

正常。

（四）检查外场各传感器、配电箱、接线箱、设备箱等

的防水情况，检查各外部线缆连接是否牢固，检查各接头、

线缆是否存在老化，检查各风杆拉索是否紧固；检查各设备



箱内部是否存在动物危害设备的情况，若存在，则应及时处

理消除对设备的影响。

（五）检查雨量计安装是否水平，若出现较大偏差应

及时进行修正；测试雨量计翻斗计数功能是否正常。（在

检定更换时进行）

（六）检查风向、风速传感器的外观是否正常、是否

存在异物，转动风传感器检查转动是否平滑，若出现异常，

应及时进行更换（适用于机械风传感器）。检查传感器探

头位置是否正常，检查探头表面是否存在异物，检查在静

风时风速是否在规定范围内，若出现异常，应及时进行处

理或更换（适用于超声风传感器）。（在检定更换时进行）

（七）检查外场设备防雷和接地的情况，做好防锈蚀措

施，若出现接头锈蚀严重等情况，应及时进行整改；对室外

设备进行除锈、防锈处理。

（八）清洁室内主机、用户终端及其它设备，检查其风

机是否正常，若出现异常，则应及时进行处理或更换。

（九）对室内主机中的原始探测资料进行备份保存。

（每年一次）

（十）检查中发现其它不正常情况，则应按照本单位实

施细则及时处理。

第十九条 气象服务机构应当参照本规程第六章相关要



求组织对单套自动气象站开展专项维护。

第八章 其 它

第二十条 在维护过程中，若维护操作影响用户终端

显示数据，设备维护人员应当在维护结束后持续观察相应

的设备运行状况至少 10 分钟，并与当值观测员核对数据、

双方确认数据正常后，通知用户恢复正常使用。

第二十一条 气象服务机构应当按照《民用航空气象探

测设施及探测环境管理办法》(CCAR-116-R1)中的相关要

求检查自动气象观测系统视距范围内探测环境，确保符合要

求。

第二十二条 气象服务机构发现探测环境发生改变或遭

到破坏时，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

第二十三条 气象服务机构应当配备必要的备用传感

器、仪表及器材，并按照《民用航空气象计量器具检定与

校准管理办法》（AP-117-TM-2022-06R1）相关要求开展

传感器和仪表的检定、校准工作。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程自下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

第二十五条 本规程由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负责解释。



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

《民航中南地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维护规程》（民航中

南局规范〔2021〕6号）（以下简称《维护规程》）自印发

以来，在规范民航中南地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管理、加强自

动气象观测设备保障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自动气象观测系统新技术新设备不断投入

使用，以及管制部门对自动气象观测数据的依赖日益增强，

自动气象观测设备的运行维护工作也面临着新的变化。为了

适应新的运行维护要求，进一步规范民航中南地区自动气象

观测设备维护工作，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对《维护规程》中

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民航中南地区自动气象观

测设备维护规程》（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修订内容

（一）适应设备更新换代的形势，增加了新型号设备的

维护内容，删除了部分退役设备的维护内容。增加部分自动

气象观测系统中使用到的新设备及其相应的维护内容，如

“VPF700系列前向散射仪”“超声风传感器”等；删除了部

分已经退役设备的维护内容，如“MITRAS”“CT12K”等。

（二）为了更好地应对极端天气，做好重大保障工作，



增加了第六章“专项维护”内容。要求辖区民航气象服务

机构根据当地气候特点，在极端天气前后对设备做针对性

的检查维护，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三）根据自动气象观测系统及单套自动站设备的维

护特点，取消了设备的季维护和年维护，增加换季维护要

求及相应维护内容。在换季维护时，要求检查传感器配套

的电池工作状态；结合检定更换传感器工作，检查风传感

器的工作状态；定期对系统数据、配置文件进行备份管理。

（四）新增了第八章“其它”管理要求，加强设备运

维管理。明确了对用户数据有影响的维护结束后的观察时

间及要求。明确了气象服务机构“应当配备必要的检测仪

器仪表及器材”“应当配备必要的备用传感器以供检定时

进行更换”等内容。

（五）调整了部分维护内容，使维护内容更加贴近现场

运行的需求。增加部分设备的维护内容，如检查“动物危害

设备的情况”“设立的保护标志是否符合要求”“检查气压传

感器进口孔是否存在异物，保持进气管道通畅”等，使检查

维护内容更能满足设备正常运行的需要。细化或修订部分设

备的维护内容，如“检查雨量计进水口是否存在异物”改为

“雨量传感器的承水器进水口和水流通道是否存在异物，若

存在异物，则应清理异物”等，使检查维护内容更加贴合设

备正常运行需求。



（六）对设备的校准检查等过程中的具体指标要求不再

做明确规定。各民航气象服务机构可自行参考相应的设备手

册，制订具体的操作规程及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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