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07.060

A 47

DB15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地 方 标 准

DB15/T 1568-2019

火箭人工增雨防雹作业规范

The operation specification for rocket precipitation ehancement and hail suppression

2019-1-18 发布 2019-4-18 实施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15/T 1568-2019

I

目  次

前言.....................................................................................................................................................................II

1 范围.................................................................................................................................................................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1

3 术语和定义.....................................................................................................................................................1

4 安全要求.........................................................................................................................................................2

5 作业流程.........................................................................................................................................................3

参考文献...............................................................................................................................................................5



DB15/T 1568-2019

I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赤峰市气象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咸立仁、曹建华、刘玉玲、刘志辉、吴亚娟、南志刚、项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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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人工增雨防雹作业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火箭作业系统实施人工增雨防雹作业时的作业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RYI系列、WR系列、JFJ系列、BL系列、ZBZ系列等火箭作业系统在内蒙古自治区

境内进行的人工增雨防雹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QX/T 99—2008 增雨防雹火箭作业系统安全操作规范

QX/T 151—2012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术语

QX/T 297—2015 地面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安全管理要求

QX/T 340—2016 人工影响天气地面作业单位安全检查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QX/T 151—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火箭弹 rocket shell

携带催化剂，发射到云体内制定部位，对云体进行增雨防雹播撒式催化作业的壳体装置。

[QX/T 151－2012，定义 4.3]

3.2

发射系统 launch controller

由发射架和发射控制器组成的系统。

[QX/T 151－2012，定义 4.4]

3.3

发射架 rocket launcher

赋予火箭弹定向稳定飞行的装置。

[QX/T 151－2012，定义 4.5]

3.4

发射控制器 launcher controller

控制火箭弹发射的装置。

[QX/T 151－2012，定义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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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火箭作业系统 rocket operation system

由火箭弹、发射架和发射控制器等组成的增雨防雹作业系统。

[QX/T 151－2012，定义 4.7 ]

3.6

作业人员 weather modification operator

经过培训合格的，有资格从事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装备操作的人员。

注：改写QX/T 151－2012，定义8.7。

3.7

作业单位 operating department

具备规定条件的，且经过备案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

3.8

作业站点 operating spot

用于地面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地点，亦称作业点。

注：改写QX/T 151－2012，定义 8.13。

4 安全要求

4.1 作业站点

4.1.1 站点选址

作业站点的选址应符合QX/T 297—2015，4.2.1中的规定。

固定火箭作业点应按照相关建设标准进行建设，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4.1.2 站点安全

作业场地安全区及禁区设定应符合QX/T 99—2008，8.3的规定。

4.2 作业车辆及火箭发射系统

4.2.1 作业车辆

作业车辆应证件齐全，车况良好，应喷涂相关标识。作业车辆宜为具备四驱功能的越野车或皮卡车。

4.2.2 火箭发射系统

4.2.2.1 火箭发射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有出厂合格证；

——有年检合格证。

4.2.2.2 发射架应符合 QX/T 99—2008 第 5 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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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3 在行进过程中，车载式火箭发射架的定向器、导轨不得受力，发射控制器应装箱固定；拖曳

式火箭架的转向机关应锁死，拖曳挂钩连接应牢固。

4.3 火箭弹

4.3.1 火箭弹应与发射架相匹配。

4.3.2 火箭弹安全应符合 QX/T 99—2008 第 4 章要求。

4.4 作业人员

作业人员应符合QX/T 297—2015第7章和QX/T 340—2016第13章的要求。

4.5 作业公告

4.5.1 气象主管机构应发布作业公告。

4.5.2 作业单位应向社会公众公布火箭增雨作业车辆车牌号码等相关信息。

4.5.3 作业公告内容应符合 QX/T 297—2015，8.2.2 的规定。

4.6 空域请示

4.6.1 实施作业前，作业单位应经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向空管部门提出空域使用申请，获得批准后，方

可实施作业。

4.6.2 空域安全应符合 QX/T 297—2015 第 6 章的要求。

5 作业流程

5.1 作业计划（72-24h）

指挥中心依据天气过程预报制定相应的作业计划，作业单位按照作业计划组织作业人员检查作业车

辆、火箭发射系统状况、库存弹药数量、核查预定作业点周边环境等。

5.2 作业预案（24-3h）

指挥中心制定作业潜力预报和作业预案，作业单位按照作业预案组织作业人员部署作业装备，做好

作业前准备工作，并根据实际情况到达预定作业点待命。

5.3 作业方案（3-0h）

指挥中心制定详细作业方案，作业单位执行作业方案并与指挥中心保持实时联络，根据命令及时调

整作业区域、作业对象、作业时间、作业方式等。

5.4 作业实施（0-3h）

5.4.1 作业人员根据指挥中心的作业指令和空域批复结果，按照安全射界图在可射击范围内进行作业。

5.4.2 不同型号的火箭发射系统实施作业的具体操作流程应按照 QX/T 99—2008 附录 D 执行。

5.4.3 作业结束后，应立即向指挥中心汇报情况。

5.5 作业信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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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的作业信息应包括下列内容：

——作业站点编码、作业地点经纬度、作业日期、作业器具类型、作业类型、作业方位、作业高度

角、作业用弹量、作业开始时间、作业结束时间、作业人员姓名等；

——作业火箭弹飞行状态、飞行方向等；

——作业目标云系的发展变化，作业前、后天气状况、作业效果等信息。

5.6 作业信息上报

作业单位应规范、及时、准确、完整地上报作业信息。

5.7 作业评估

作业单位应及时进行作业效果评估并上报。

5.8 保养维护装备

作业结束后，作业单位应对车辆及作业装备及时进行保养、封存、入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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