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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在气象运行监控中的应用

陈菁菁　邱康俊　张苗苗

（安徽省气象信息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1）

摘　要　2019 年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在全省气象部门得到应用，形成了安徽省气象观测领域的质量管理体系。

体系运行以来成效显著，气象观测数据质量稳步提升。本文对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进行了简要阐述，同时结合安徽省气

象观测质量体系建设和运行监控工作的实际情况，围绕数 据采集、数据运行监控工作流程，按照 PDCA（即策划 Plan、实

施 Do、检查 Check、改进 Act）的工作方法，对运行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改进，最终达到提高观测数据质量的目的。

实践证明，建设整套具备气象部门特点的观测质量管理体系，对于解决气象部门传统业务管理问题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也促进了安徽气象观测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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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观测业务是气象事业发展的基础，近年来安徽省

气象观测业务得到快速发展，智能化水平也获得较大提升。

截至 2020 年底全省已建成了覆盖天基、空基、地基的综合

立体监测站网，设备类型包括自动气象站、天气雷达、探

空系统、无人飞机等多个门类。气象部门作为垂直管理机构，

包括中国气象局、省（区、市）气象局、市（地）级气象局、

县气象局四级，各级管理部门先后印发多个关于气象观测

业务的标准、规范、制度、技术指导等规范性文件。

随着综合气象观测业务系统的不断增加，海量气象数

据质量如何得到控制，传统的管理方法已经不能满足需

求。为了全面提升气象观测业务质量，实现气象观测业务

与国际接轨，从 2019 年开始，安徽省气象局开始了基于

ISO9001 标准的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探索。

1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质量管

理和质量保证标准体系的核心标准之一。《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关于

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进全面质量管理的意见》对实施

质量强国战略做出了全面部署。WMO 与各成员国达成了以

ISO9001 指导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共识，在 WMO《国家气

象和水文部门实施质量管理体系指南》下，各成员国相继

开展了气象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工作。

质量管理体系（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QMS）定义为：

在质量方面指挥和控制组织的管理体系，它是组织内部建

立的、为保证质量目标或产品质量所必需的、系统的质量

活动。为了实现质量管理的方针、目标，有效地开展各项

质量管理活动，必须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这个体系就叫质

量管理体系。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促进了标准化

及相关工作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更加有利于世界范围内国

际贸易的交流和服务，并在科学、技术和经济等方面的合作

得到推广和应用，进而实现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全球化 [1]。

2 在气象观测领域的应用

世界气象组织（WMO）于 2013 年制定发布了《国家气

象和水文部门实施质量管理体系指南》和 WMO 质量管理框

架（QMF），指导各成员国开展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工作 [2]。

截至 2015 年，WMO192 个成员国中有 117 个国家已经实施

了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比例达到 61%，但中国作

为气象大国，还尚未实施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为全面建设

质量强国战略，进一步推进我国从气象大国转变为气象强

国的战略目标，2017 年质量管理体系试点建设率先在全国

气象观测领域得到试点和应用，有效保证气象观测领域获

得高效率、高质量发展 [3]。2019 年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工作

在安徽省气象局全面展开，覆盖范围包括安徽省气象局应

急与减灾处、观测与网络处、科技与预报处、计划财务处、

人事处、政策法规处，省气象台、省气候中心、省气象科

学研究所、省探测中心、省气象信息中心等部门，以及各

市县气象局，得到了行之有效的探索与实践。

截至 2021 年 8 月，该体系运行以来成效显著，观测数

据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安徽省气象部门各项业务工作严

格按照体系文件的要求开展，对于实际中的工作问题能够

运用基于风险思维和“策划（P）- 实施（D）- 检查（C）-

改进（A）”循环理念来分析和解决，气象数据传输业务稳

定、系统可靠运行的风险点影响得到全面分析，提出了风

险防控措施，制定相应应急预案，多举措减少避免重大风

险的发生，促进安徽气象观测数据质量稳步提升。 

2020 年 8 月-2021 年 7 月安徽酸雨观测业务、全球导航

卫星系统气象观测（GNSS/MET）业务、国家级自动站观测

业务、天气雷达基数据等观测数据传输率较2019年8月-2020

年 7 月有所提升：安徽酸雨观测业务上行传输率，2019 年

8 月-2020 年 7 月 为 99.78%，2020 年 8 月-2021 年 7 月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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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6%；安徽国家级自动站上行传输率，2019 年 8 月-2020

年 7 月为 99.72%，2020 年 8 月-2021 年 7 月为 99.83%；安

徽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气象观测（GNSS/MET）业务上行传输

率，2019 年 8 月-2020 年 7 月为 96.93%，2020 年 8 月-2021

年 7 月为 99.05%。因此，建立的安徽省气象部门质量管理

体系能够大大提升科学化管理水平和观测数据业务质量，

完善资源配置和岗位职责，高质量、高效推进安徽省气象

观测业务发展。

3 资料和方法

3.1 资料的使用

形成的安徽省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主要由《质

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等部分组成，具体体现

了整套体系文件的业务过程、管理过程、支撑过程。

3.2 PDCA 循环

PDCA 循环是质量管理的基本方法，是质量管理中非常

重要的理论之一，是全面质量管理所应遵循的科学程序。

该循环是一种周而复始的运行，并不是执行一次就结束，

每一次的循环结束后，能够解决一些影响业务质量的问题，

有效提升了气象观测业务质量，紧接着又会制订新的计划，

开始进行新的循环，从而满足客户提出的需求（PDCA 循环

的基本情况见图 1）。

4 计划组织

安徽省气象局编制的气象观测质量管理《质量手册》

自开展实施过程以来，省信息中心按照体系文件质量管理

方针要求，以及目标围绕“数据传输业务管理”的全过程，

制定具有全流程体系的管理组织架构，确立体系的管理架

构和范围，职责和权限 [4] 得到了明确。数据传输业务管理

的具体过程有采集管理、处理管理、监控管理等环节，它

们分别需要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具体数据传输业务管理

过程见图 2。

不同的过程环节，使得作业指导书和控制程序得到相

应的制定，例如制定的数据采集控制程序、数据运行监控

程序、数据采集处理省级作业指导书、数据运行监控省级

作业指导书。具体来说，省气象信息中心负责全省所有台

站观测数据采集的管理、负责全省所有气象观测数据运行

监控工作、负责省级告警信息的处理工作等。

5 实施过程

省级单位人事部门应不定期安排运行监控业务人员参

加技术培训，培训合格后需具备相关的专业技能，当实际

业务工作中观测方法、传输技术等发生变化时，气象业务

人员需要及时的掌握 [5]。省级运行监控人员负责各类气象

信息的收集、处理、传输、监控、告警、故障处置等工作，

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将获取的气象数据及时可靠地传输至上

级业务单位的指定路径，并按照分发策略，将各类气象数据

按用户的需求及时、可靠地分发给用户；负责全省气象通信

网络系统、省级各类气象通信业务系统的运行、监控；负责

本省气象信息资料的实时质量控制与传输时效统计；负责当

发生数据传输故障时，汇报故障、日志记录信息处理情况。

6 检查过程

实施过程完毕后，下一步开始执行检查阶段，对数据

采集、处理、传输、监控等流程检查执行的全过程。

6.1 数据采集处理

省信息中心运行监控科及时接收全省范围内各个台站

的每一类气象数据；运行监控值班人员通过监控平台和数

据传输告警软件对收集的气象数据进行监视，并查看每一

图 1 PDCA 循环在质量管理体系下的工作程序

图 2 数据传输业务管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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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气象数据是否正常接收；对正常接收的数据要根据配置

进行相关的业务处理，主要包括数据识别、文件名称检查、

文件解压缩处理、文件拆分处理、文件格式的检查和转换、

数据解析、收集时效处理和观测时间规整处理等；对处理

后的数据按时效要求及时上传至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按照

分发策略，将各类气象数据按用户的需求及时、可靠地分

发给用户。

6.2 数据传输监控

省信息中心运行监控科及时收集全省范围内的各类气

象观测数据，严密监控各类报文的上传和下发，做到及时、

准确；针对每类资料在规定传输时效内应到而未到的情况，

监控系统进行语音与短信报警，运行监控人员和系统保障

人员对报警进行响应，对工作中出现的突发状况能够及时

准确的处理；出现问题时，对下及时沟通台站、对上能够

及时与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沟通，当出现规定时效内无法排

除故障或故障级别超出本级职责，报警无法消除时，及时

上报请求技术指导，直至系统恢复运行，告警消除；系统

恢复后，做好相关日志记录和情况汇报工作。 

7 改进过程

根据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尤其是对内外审相关不

符合项、观察项作出说明，提出针对性整改建议，或完成

长效机制。重点完成对机房温湿度监控，应急保障措施等

进行了完善；规范了值班日志记录；在业务学习会上进一

步明确网络、传输、系统故障的处理流程。根据业务改革、

业务变化，对规章制度、操作手册、业务流程、作业指导

书等进行“留废改立”，同时可以组织各种形式的培训和

学习，不断提高运行监控人员质量管理素质和能力。标准

的持续宣贯、风险意识和持续改进思想融入业务的过程需

要利用学习、培训、管理手段等长期整改。

8 结语

经过一次 PDCA 循环，可以解决一些在运行监控中影响

业务质量的问题，避免类似问题的重复发生，对尚未解决

或新发现的问题，则需要在下一个 PDCA 循环解决。PDCA

是保证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持续有效运行的基本方法，也适

用于一切渐进循序的管理流程。不断推进质量管理体系，

严格实施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继续优化推进质量管理体系，

保证综合气象观测业务可以及时、准确、可靠、高效地运行，

以提升全省气象观测业务质量管理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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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要求，要激励人才，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培

养人才的综合素质。同时，对企业人事管理人员的正式培

训是提高人事管理人员素质的最有效的方法，只有提高员

工的专业性，才能有效地管理企业的人才。为了确保各项

措施的有效实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有必要完善和确立

能够及时应对企业要求的管理体制，培养自己的专业化人

力资源管理管理团队。

3.5 建立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在信息化时代，经营者必须把握企业员工的成长价值，

不仅要重视正规职员软实力资源的整合，还要重视企业员

工的经营，设立专门部门，整合企业组的软资源，设定适

当的管理类型和政策，有效结合信息化时代和市场经济的

特点培养人才，优化企业内部人才资源结构。企业员工团

队柔性资源整合作业系统的主观性、能动性和高效性，能

够帮助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快速、准确地检索员工信息，

为企业决策管理提供平台，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也可

以向人力资源管理以外的部门提供参考信息。另外，由于

人事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管理者的工作量大大减少，也

让更多的员工可以参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4 结语

总之，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人为创造的，企业的经营最

终要与人的经营相结合。人力资源管理也需要科技的支持。

信息化是企业的唯一途径，利用人力资源管理的数据和信

息不仅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

然趋势。对企业来说，经营者重视企业的人才管理，让人

才管理信息化，这样才能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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