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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局政策法规司关于下达 2023 年 

气象行业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 
 

北京、天津、内蒙古、山东、安徽、青海、宁夏等省（区、市）

气象局，气象中心、卫星中心、信息中心、数值预报中心、探测

中心、公共服务中心、气科院、人影中心、发展规划院，气象领

域各标委会： 

经研究，现下达 2023年气象行业标准制定计划（见附件），

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质量完成标准制定任务 

为进一步强化气象行业标准的权威性和约束力，根据标准体

系和实际工作需要，2023年度标准制定计划项目均为“约束类标

准”。请各标准项目主管单位和负责起草单位高度重视，加强组织

领导和统筹协调，督促项目负责人严格按照“约束类标准”的制

定流程，在标准项目主管职能司的指导下，加强调研论证和验证

测试，广泛征求意见，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协调性、适用性。 

标准制定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对项目主管单位的年度目标考

核，同时对负责起草单位和项目负责人进行信用记录。 

二、严格经费管理和使用 

标准项目主管单位要加强对标准制修订经费的管理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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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严格执行经费管理规定，按计划推进经费执行进度，切实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其他要求 

各专业领域标委会要严格按照气象标准化工作程序和项目

计划，及时组织做好标准项目的征求意见、审查和报批等工作，

加强技术指导和把关，确保按时保质完成标准制定；需要调整标

准项目名称、内容、主要起草单位、项目负责人或延长项目周期

等事项的，负责起草单位应通过“气象标准制修订管理系统”提

交申请，未申请或申请未获批准的，不得自行调整。 

上述 30项“约束类标准”应于 2024年 12月底前完成报批。 

 

附件:2023年气象行业标准制定计划项目汇总表 

 

 

    

 

                        

                                   2022年 10月 28日 

（联系人：张潇潇，联系电话：58995085） 

 

抄送：减灾司、预报司、观测司、干部学院。 

中国气象局政策法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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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 年气象行业标准制定计划项目汇总表 
序

号 
主管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负责起草单位 归口标委会 

主管 

职能司 
备注 

1  北京市局 B-2023-001 
加油加气加氢站雷电防护装置设计技术

评价规程 
李如箭 北京市气象灾害防御中心 雷电 TC 法规司 约束类标准 

2  天津市局 B-2023-002 
多旋翼无人机气象探测系统测试方法  

常规气象要素 
史静 天津市气象探测中心 TC 507 观测司 约束类标准 

3  天津市局 B-2023-003 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系统建设规范 姜明 天津市气象探测中心 TC 507 观测司 约束类标准 

4  内蒙古区局 B-2023-004 森林火灾人工影响天气应急作业流程 刘正会 呼伦贝尔市气象局 TC 538 减灾司 约束类标准 

5  山东省局 B-2023-005 
人工影响天气高炮和火箭作业实施指挥

流程 
郭建 山东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TC 538 减灾司 约束类标准 

6  安徽省局 B-2023-006 
气象数字对象标识符  天气雷达资料数

据码编码规则 
温华洋 安徽省气象信息中心 TC 346 预报司 约束类标准 

7  安徽省局 B-2023-007 中国雨季监测指标  淮河雨季 陈光舟 淮河流域气象中心 TC 540 预报司 约束类标准 

8  青海省局 B-2023-008 生态气象观测数据 XML 格式 杨青军 青海省气象信息中心 TC 346 预报司 约束类标准 

9  宁夏区局 B-2023-009 升放气球安全风险分级管控要求 陈荣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气象局 TC 345 法规司 约束类标准 

10  气象中心 B-2023-010 臭氧气象条件评估指数 迟茜元 国家气象中心 TC 345 减灾司 约束类标准 

11  气象中心 B-2023-011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评判 孙瑾 国家气象中心 TC 345 减灾司 约束类标准 

12  气象中心 B-2023-012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服务  导则 何亮 国家气象中心 TC 539 减灾司 约束类标准 

13  卫星中心 B-2023-013 
卫星遥感监测技术导则  冬小麦关键物

候期 
张明伟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TC 347 观测司 约束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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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管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负责起草单位 归口标委会 

主管 

职能司 
备注 

14  信息中心 B-2023-014 气象信息系统云化技术规范 徐拥军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TC 346 预报司 约束类标准 

15  信息中心 B-2023-015 地面气象资料分类与编码 石岩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TC 346 预报司 约束类标准 

16  信息中心 B-2023-016 天气雷达资料分类与编码 刘雨佳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TC 346 预报司 约束类标准 

17  
数值预报中

心 
B-2023-018 核应急气象保障服务产品规范 盛黎 

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值预报

中心 
TC 345 预报司 约束类标准 

18  
数值预报中

心 
B-2023-017 气象网格数据产品通用规范 姜立鹏 

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值预报

中心 
TC 346 预报司 约束类标准 

19  探测中心 B-2023-019 天气雷达标定方法  天线远场测试 王箫鹏 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 TC 507 观测司 约束类标准 

20  探测中心 B-2023-020 气象观测站网评估指标  地面 康家琦 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 TC 507 观测司 约束类标准 

21  探测中心 B-2023-021 
多普勒天气雷达观测规范 X波段双偏振

雷达 
刘洁 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 TC 507 观测司 约束类标准 

22  探测中心 B-2023-022 
气溶胶激光雷达观测规范  拉曼和米散

射激光雷达 
步志超 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 TC 507 观测司 约束类标准 

23  探测中心 B-2023-023 综合气象观测产品分类规范 王佳 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 TC 507 观测司 约束类标准 

24  
公共服务中

心 
B-2023-024 气象服务产品分类与编码 章芳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 TC 346 预报司 约束类标准 

25  
公共服务中

心 
B-2023-025 风力发电气象条件预报等级 姚锦烽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 TC 540/SC2 预报司 约束类标准 

26  
公共服务中

心 
B-2023-026 光伏发电气象条件预报等级 叶冬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 TC 540/SC2 预报司 约束类标准 

27  气科院 B-2023-027 天气指数农业保险  可行性评估 赵艳霞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TC 539 减灾司 约束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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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管单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负责起草单位 归口标委会 

主管 

职能司 
备注 

28  人影中心 B-2023-028 机载云粒子谱仪技术要求 钱尧 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TC 538 减灾司 约束类标准 

29  发展规划院 B-2023-029 气象工程项目评估操作规程 马金玉 中国气象局气象发展与规划院 TC 345 计财司 约束类标准 

30  发展规划院 B-2023-030 气象软件工程规范 顾青峰 中国气象局气象发展与规划院 TC 345 预报司 约束类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