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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条   规划目的  

为了切实加强对瑞金国家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的保护，

保障气象探测设施稳定运行和气象预报服务工作正常开展，

充分发挥气象事业在瑞金市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设、防灾

减灾和为人民生产生活服务等领域的积极作用，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结合瑞金市实际情况，编制《瑞金

国家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以下简称本规

划）。  

第 2 条    

本规划中所称气象探测环境，是指为避开各种干扰，保

证气象探测设施准确获得气象探测信息所必需的最小距离

构成的环境空间。  

第 3 条   指导思想  

全面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公

共气象、安全气象、资源气象”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指导，

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需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修订版）为准绳，按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技术要求，

加大执法力度，力保瑞金国家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和设施处

于优良状态，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获取的气

象探测信息具有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提高天气、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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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监测能力、气象预报准确率和气象服务水平，为国民

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保障。  

第 4 条   规划年限  

本次规划年限为 2019-2035 年。  

第 5 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所界定的规划范围，是以瑞金国家气象观测站观

测场围栏为基准，根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所确定的 800 米控制范围界线。  

第 6 条   规划依据  

1、《江西省瑞金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 年 —2035 年》  

2、《瑞金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修订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5、《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  

6、《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7、《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中国气象局第 7 号

令 )  

8、《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31221-2014）  

9、《气象台站观测环境综合调查评估方法》（中国气象

局）  

10、瑞金市城区 1： 1000 现状地形图  

第 7 条   规划原则  

1、观测站点应至少保持 30 年稳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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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气象站探测环境控制标准化、规范化、严格化。  

3、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与控制范围界定清晰，实现线界

落地。  

4、在保护气象探测环境的同时，应满足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需要，使保护和建设协

调发展。  

第 8 条   主要任务  

1、根据瑞金国家气象观测站的等级、性质和布局等特

点，确定保护范围、内容和重点。  

2、对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的各种建设活动

和行为进行科学、严格的控制和保护。  

第 9 条    

本规划是瑞金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在规划、建设、改造、

控制、保护与管理中的法定性文件。自本规划批准施行之日

起，在规划范围内进行的规划、建设、改造、保护与管理均

应执行本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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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和保护范围  
第 10 条   规划对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

境保护条例》的基本要求，结合实际情况，确定本次规划对

象为——瑞金国家气象观测站。  

第 11 条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及要求  

1、观测场四周应空旷平坦，保持气流通畅和自然光照。 

2、在观测场 800 米范围内，不宜实施爆破、钻探、采

石、挖砂、取土等危及地面气象观测场的活动。  

3、在观测场周边 200 米范围内，禁止设置对气象探测

有影响的各种源体，如垃圾场、排污口等干扰源。  

4、控制区内障碍物任一点的高度距离比小于 1/8；  

5、控制区内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最近距离不小于 30

米；   

6、观测场围栏与铁路路基距离＞ 100 米；  

7、观测场围栏与公路路基距离＞ 30 米；  

8、观测场围栏与大型水体距离＞ 50 米 ; 

9、观测场四周 30 米范围内不得种植高于 1 米的作物、

树木；  

10、观测场日出、日落方向障碍物的高度角≤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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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四周障碍物不得遮挡仪器感应面。  

第 12 条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与规划范围一致。  

第 13 条    保护范围内应明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三线位

置  

1、本体界线  

气象观测场本体 25m×25m 范围。  

2、建设保护范围界线  

根据观测场自身的级别、相关规划确定保护范围界线，

规划为观测场本体界线外移 50 米。  

3、建设控制地带界线  

规划气象站探测环境建设控制地带为观测场围栏外移

50 米至规划保护界线之间的空间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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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划控制要求  
第 14 条   本体界限范围内的规划控制  

1、确定气象站观测场四周坐标。  

2、观测场本体界线范围内不准建设任何与观测无关的

建、构筑物以及植物、作物。  

第 15 条   建设保护范围内的规划控制  

1、不准有危害观测场本体安全的钻探、爆破以及堆放

危险物品等危害到观测场安全的活动。  

2、观测场围栏四周 30 米内不得建超过 1 米的建筑物及

构筑物。  

3、观测场围栏四周 30 米内不得种植高于 1 米的作物、

树木。  

第 16 条   建设控制地带内的规划控制  

规划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的障碍物高度，按照第 11 条

- -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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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保障措施  
第 17 条  

本体界线上应依法设置界碑和界桩，明确各类界线的控

制点坐标。  

第 18 条  

规划建设部门和气象部门在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时，应

将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纳入城市规划中统筹考虑，按照《城乡

规划法》和《气象法》的有关规定，使位于气象探测环境和

设施附近的规划和建设既能体现城乡发展的需要，又能严格

遵守气象法律法规对保护气象探测环境的要求。凡将对气象

探测环境造成影响和破坏的新建项目不得审批。  

第 19 条  

未经依法批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迁移气象站和设

施。确因实施城市规划或者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需要迁移国

家气象观测台站、高空气象探测站等国家布点的气象台站

的，应当报经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批准；需要迁移其他气象

台站的，应当报经省气象主管机构批准。拆迁和新建气象站

和设施的全部费用由同级政府或者建设单位承担，并保证新

建气象站和设施的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第 20 条  

未经气象主管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移

动气象站的探测场地、仪器、设施标志和气象通信设施，禁

止损毁气象探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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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条  

禁止下列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行为：  

1、侵占、损毁和擅自移动气象站建筑、设备和传输设

施；  

2、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障碍物；  

3、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采砂（石）、

取土、焚烧、放牧等行为；  

4、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种植影响气象探测环境

和设施的作物、树木；  

5、设置影响气象探测设施工作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

置；  

6、进入气象站实施影响气象探测工作的活动；  

7、其他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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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则  
第 22 条  

    本规划由文本、图件及说明书组成。规划文本和图件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 23 条  

本规划由瑞金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瑞金市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及瑞金市气象局负责解释。  

 
附表：保护范围内限高  

距离

（米） 
障碍物限高（米） 

日出日落方向限

高（米） 

100 302.3  298.5  

200 314.8  307.2  

300 327.3  315.9  

400 339.8  324.6  

500 352.3  333.3  

600 364.8  342.0  

700 377.3  350.7  

800 389.8  359.4  

 

名词解释：  

“障碍物”是指观测场以外高于观测场地平面 1 米以上

的建筑物、构筑物、树木、作物等物体。  

“高度距离比”是指障碍物高出观测场地平面以上部分

的高度与该高度点在观测场地平面的投影点至观测场围栏

最近点之间的距离之比。  

“遮挡仰角”是指从观测场围栏距障碍物最近点的地面

向该障碍物可见的最高点看去，视线与视线在观测场所在地

平面的投影所形成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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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方向”是指所在地夏至日的日出方位和冬至日的

日出方位之间所形成的夹角区域。  

“日落方向”是指所在地夏至日的日没方位和冬至日的

日没方位之间所形成的夹角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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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全球频发的自然灾害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

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自然灾害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我国是世界上气象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气象灾害损失

占所有自然灾害总损失的 70%以上，气象灾害种类多，分布

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

以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的资

源、环境和生态压力加剧，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形势更加严

峻复杂。  

随着瑞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建设步伐不断加

快。在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在气象探测环境（气象地面

观测场）附近新建建筑物、构筑物较多。为了切实加强对

瑞金国家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保障气象探测

设施稳定运行和气象预报服务工作正常开展，充分发挥气

象事业在瑞金市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设、防灾减灾和为

人民生产生活服务等领域的积极作用，依据有关法规、规

定、标准和规范，结合瑞金市实际情况，编制《瑞金国家

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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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城乡概况  

第一节   自然条件  

1、区域位置  

瑞金市位于江西省南部，赣州地区东部 ,武夷山脉西麓 , 

赣江东源贡水上游 ,界于东经 115°42′ -116°22′、北纬  

25°30ˊ -26°20ˊ。地处赣闽二省交汇处，它东与福建省

长汀县交界（距离  47km），南连会昌（距离  48km），西

邻于都（距离  85km）、赣州 (160 km)，北接宁都（距离  85 

km）、石城（距离  76km）。全市南北长约  85km，东西宽

约  64km，总面积  2448km2 。  

瑞金现为赣南东部的交通枢纽，境内拥有赣龙铁路、

赣瑞龙铁路、济广高速、厦蓉高速、 319 国道、 206 国道

和  323 国道，交通便利。  

2、地形地貌  

瑞金市地处武夷山隆起一级构造单元的中部，寻乌至

贵溪新华夏系构造  带中段。地层出露齐全，逞北东向和近

东西向构造发育。东南边境武夷山主脉绵亘，西北地区紫

华山、火焰嶂、天子岭环抱，形成东、北、西三面高峻，

重峦叠嶂，渐向中、西南方向降低的地势，构成以象湖镇

为中心的瑞金盆地，属江西四大盆地之一。瑞金位于武夷

山脉南段西侧，地势周边高、中部低，最高峰位于东北边

陲的三县岽，海拔标高 1232.9 米，最低点位于西南边缘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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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出境口石角，海拔标高 162 米。境内以低山丘陵为主，

主要地貌类型有侵蚀中低山区、侵蚀剥蚀丘陵区、溶蚀岩

溶区以及河谷堆积阶地等。  

3、水文  

 瑞金市境内水域属贡水水系，大小河溪共 254 条，总

流程 1818.7 千米。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千米 0.76 千米。除

拔英乡境内有 2 条小溪流入福建长汀的濯田河外，其余溪

河均注入贡江。主要河流有绵江河、九堡河和梅江。绵江

河发源于东乡石寮岽，为赣江之正源。该河自东北流向西

南，经日东、壬田、叶坪、象湖、泽覃、武阳、谢坊等乡

镇入会昌县境，与湘水汇成贡江，注入赣江，全长 130 千

米，境内长 119 千米、河宽 30－ 160 米，境内流域面积 1599.6

平方千米。江河水能蕴藏量 1314 万千瓦，可开发能量 7.6

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 2.5 亿千瓦小时。瑞金城区位于第

四系冲积层上，主要为第四系砂砾石层孔隙水和白垩纪红

砂岩岩溶裂隙水，属潜水，水位不深，是城区部分企业和

居民生活生产用水的水源之一。  

4、气候环境  

瑞金地处华中气候区与华南气候区的过渡带，属亚热

带季风湿润型气候 , 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  四

季分明，平均无霜期 286 天。  

(1)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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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气温为 19.1℃，年最高平均气温 24.2℃，年最

低平均气温 15℃，最冷月（ 1 月）均温 8℃，最热月（ 7 月）

均温 28.6℃，极端最高温 40.4℃，极端最低温－ 6.5℃。  

(2)日照  

年均日照时数 1618.0 小时，7～ 9 月最多，一般达 641.1

小时， 2 月份日照时数最少，仅 80.3 小时。日照率  41%，

太阳年总幅射量 111.87 千卡 /cm2 。  

(3)降水  

年均降雨量 1663.1 毫米，4～ 6 月为汛期，平均降雨量

为 782.0 毫米，占年均降雨量的 47%， 12 月份降雨最少，

平均为 46.9 毫米，占年降雨量的 2.8%。  

(4)风向和风力  

瑞金常年主导风向为偏北风，夏季主导风向为西南偏

南风。年平均风速为 1.8m/s。影响瑞金的大风，主要是雷

雨大风，是强对流影响下的天气现象，一般出现在 3-9 月

出现，其中 6-8 月出现居多。  

(5)灾害性天气  

主要在气象灾害有洪涝、干旱、雷电、雨雪冰冻等。  

 

  第二节   社会经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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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沿革  

瑞金地域，春秋属吴，战国初属越。楚灭越后，全境

归楚。秦治后，归属九江郡。西汉属豫章郡。高祖六年（前

201 年）为雩都县辖域。东汉建安七年（ 202 年），建置象

湖镇，隶属雩都县，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均在雩

都封内。  

唐天祐元年（ 904 年），析雩都县象湖镇淘金场置瑞金

监，瑞金之名始此，因“掘地得金，金为瑞”故名。  

五代，南唐保大十一年（ 953 年），瑞金监改置为瑞金

县，隶属江南西道昭信军。  

宋开宝八年（ 975 年），改昭信军为军州，仍辖瑞金。

至道三年（ 997 年），划全国为 15 路，瑞金属江南路虔州。

天禧四年（ 1020 年），分江南路为东、西两路，瑞金属江

南西路虔州。绍兴二十三年（ 1153 年），改虔州为赣州，

瑞金属之。  

元至元十四年（ 1277 年），置江西行中书省，改赣州

为路，瑞金属赣州路。元大德元年（ 1297 年），赣州路置

会昌州，辖瑞金。  

明洪武二年（ 1369 年），改赣州路为府，辖瑞金。洪

武九年（ 1376 年），设江西布政使司，领赣州府，瑞金县

隶属赣州府。清初沿明制。乾隆十九年（ 1754 年）置宁都

直隶州，辖瑞金县，至清末隶属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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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 1912 年），全国行政体制设中央、省、道、

县 4 级，江西省置 4 道，瑞金县属赣南道。民国十五年（ 1926

年）废道，瑞金县划归江西省第六行政区管辖。  

民国十九年（ 1930 年）4 月，瑞金境内农民暴动成功，

推翻民国县政府。同年 6 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嗣后，

中国工农红军开展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民国

二十年（ 1931 年）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在瑞金成立，瑞金县置为中央直属县。  

民国二十三年（ 1934 年）10 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北

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随之撤离，瑞金县重归民

国江西省政府管辖，隶属于第十二行政区。民国二十四年

（ 1935 年） 4 月，江西省政府划全省为 8 个行政区，瑞金

县属第八行政区。  

1949 年 8 月 2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瑞金，隶属宁

都专区。1952 年 8 月 29 日，撤销宁都专区，瑞金县转隶赣

州专区。 1954 年 6 月，改赣州专区为赣南行政区，仍辖瑞

金县。1964 年 5 月，赣南行政区复名赣州专区，领瑞金县。

1971 年 2 月，改赣州专区为赣州地区，辖瑞金县。  

1994 年 5 月 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撤销瑞

金县，设立瑞金市，管辖范围、行政级别未变，仍隶属于

赣州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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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冬，国务院批准撤销赣州地区，设立地级赣州

市之后，江西省人民政府于 1999 年 2 月 14 日批准瑞金市

由省辖，赣州市代管。  

2014 年 5 月，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瑞金市成为省直

管县（市）体制改革试点之一。  

2018 年 7 月 29 日，瑞金市正式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市

序列。  

2、人口  

截至 2017 年底，瑞金市户籍人口 704202 人，比年初

增加 424 人，其中城镇人口 168869 人，乡村人口 535333

人；常住人口 636942 人，其中城镇人口 278535 人，乡村

人口 358407 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43.73%，比上年提高

1.65 个百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8.74‰。   

2017 年，瑞金市总人口数为 704220 人，少数民族总人

口为 2260 人，有 21 个少数民族，分别为畲族、黎族、朝

鲜族、壮族、土家族、蒙古族、苗族、侗族、回族、藏族、

布依族、傣族、彝族、白族等民族， 80%分布在农村。瑞金

市少数民族以畲族为主，主要分布在一个民族村（泽覃乡

安治畲族村）和 5 个民族村小组（泽覃陶林村兰屋畲族小

组、日东乡赣源村河背畲族小组、日东乡沿岗村下坊畲族

小组、壬田镇大龙村红星畲族小组、横坑村山塘下畲族小

组）中。  

3、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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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瑞金市国内生产总值为 134 亿元，三产比例为

15.1:32.9:52，与同期全省平均水平 10.4:49.2:40.4 相比，

第一产业比全省高 4.7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全省低 16.3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全省高 11.6 个百分点；与同期赣州

市平均水平 14.6：42.7：42.7 相比，第一产业比赣州高低

0.5，第二产业比赣州市低 9.8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赣州

市高 9.3 个百分点。  

4、产业结构   

(1) 第一产业  

瑞金以粮食生产为主。近年来，瑞金在发挥脐橙、烟

叶等传统种植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以商品蔬菜、西甜瓜、

鳗鱼、螺旋藻为主的大棚设施农业。全市现有国家级农业

龙头企业  1 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5 家。瑞金现为中国

优质脐橙生产基地重点县（市）、国家油茶发展项目县（市）、

全省农业产业化先进县（市）、全省最大的旱地种烟示范

基地和赣州首个省级农产品出口基地县（市）。  

(2) 第二产业  

2016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  58 家，主导产业

有食品医药、新型建材、矿产化工、现代轻纺、机械电子

等，主要工业产品有九华痔疮栓、干鳗制品、发制品、水

泥、机制纸及纸板、服装、皮革鞋靴、电力电缆等。瑞金

工业园区成长迅速， 2008 年获省政府批准为瑞金台商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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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2012 年  4 月晋级为省经济开发区， 2013 年  11 月

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3) 第三产业  

 作为“红色故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瑞金的红色旅

游独具特色，现已成为全国十大红色景区、江西最佳十大

景区和全国红色旅游服务标准化试点、全国假日黄金周旅

游信息重点监测城市。“共和国摇篮”景区成功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旅游配套功能进一步完善，入境游客逐年

增多。此外，瑞金房地产、金融等产业发展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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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乡规划  

第一节   瑞金市县域城镇体系规划  

一、县域城镇体系空间结构规划  

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是区域城镇空间发展战略所决定，

而区域城镇空间发展战略是城镇体系规划的基础。瑞金市

处在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向内陆欠发达地区的过渡地

带，位居赣、闽二省交界处，同时受珠三角经济圈，闽南

经济圈和南昌经济圈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区位传承优势；

在省域层次内，瑞金市处在赣南东部诸多小城镇的中心位

置。规划期内瑞金市加大中心城区建设，进而带动沿交通

干线点状分布城镇发展。各类城镇由于自身的条件不一，

发展策略应有所不同。规划采用极核发展为主，点轴发展

相结合的发展战略。轴线发展要突出重点、串珠成轴、以

轴促面、分片发展，形成中心突出、等级分明、分工有序

的城镇体系架构，使瑞金成为赣南东部和赣闽边境中心城

市。  

规划期内瑞金市域城镇体系空间结构为：“单核带三

心，一轴带两翼”的布局形态。  

二、县域城镇等级规模规划  

规划瑞金市域城镇等级结构分为三级，即中心城区，

重点（中心）镇、一般建制镇（含乡政府所在地）三个层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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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为瑞金市的一级中心城镇、核心区域，由

象湖镇、沙洲坝镇、叶坪组成。  

重点（中心）镇：壬田、武阳、九堡、是瑞金市的二

级中心城镇。  

一般建制镇：云石山、谢坊、瑞林，乡集镇泽覃、黄

柏、大柏地、日东、万田、冈面、拔英等  10 个为瑞金市

的三级城镇。  

 

第二节   瑞金市中心城区用地布局规划  

一、发展方向  

考虑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确定城市的发展方向为重

点向北部拓展，适度向东部、西部发展，控制向南部发展。 

二、空间规划布局结构  

根据城市用地条件及发展要求，确定瑞金中心城区的

空间结构为：“一轴一带五片区”。  

“一轴”为红都大道城市发展轴，串接城市各个片区。 

“一带”为绵江河休闲景观带。绵江河作为瑞金的母

亲河，在城区内串联了沿河的叶坪革命旧址群、教育培训

中心、旅游接待中心、廖屋坪 -上湖洞巷历史文化街区、粜

米巷历史文化街区等重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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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片区”指城中片区、城东片区、城南片区、城北

片区和城西片区。  

1、城中片区  

位于绵江河以西、七彩大道以南、兴业大道以东、323 

国道及绵江河以北地区，面积约  9 平方公里。该片区为瑞

金的现状主城区，规划城中片区为城市综合片区，以生活

居住、行政办公等功能为主。  

2、城东片区  

位于绵江河以东及以南区域，面积约  13 平方公里。

该区为城市综合片区，规划在该区安排市级商业文化中心，

并依托火车站铁路枢纽，建设铁路（高铁）新区，大力发

展无水港商贸物流业。  

3、城北片区  

位于绵江河以北、厦蓉高速以南区域，面积约  8 平方

公里。规划该片区为城市生活片区，以生活居住、教育培

训、旅游接待功能为主。  

4、城南片区  

位于  323 国道以南、赣龙铁路以北地区，面积约  5 平

方公里。该区域现状主要为旧城区，规划该片区为城市生

活片区。  

5、城西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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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金龙大道以西、赣龙铁路以北地区，面积约  17 平

方公里。该区现状为沙洲坝镇区及瑞金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所在地。规划该片区为城市的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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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气象观测站现状与评价  

第一节  瑞金国家气象观测站基本情况  

瑞金国家气象观测站现位于象湖镇瑞明村上岗下，东

经 116°02′，北纬 25°55′，观测场海拔 210.0 米。拟迁

新址位于瑞金市黄柏乡瑞律村水口安置区旁（东经 116°

00'，北纬 25°55'，海拔高度为 289.8 米）。  

主要承担地面气象观测等观测任务。每日进行 08、14、

20 时 3 个时次人工观测，并按时编发加密气象观测报告、

重要天气报告、气候月报等，制作气象月报表和年报表。  

地面气象观测包括：能见度、天气现象、日照、雪深、

气压、空气的温度和湿度、风向和风速、降水、地面温度、

浅层地温、深层地温等观测项目。目前，瑞金市已建成 24

个区域自动气象站。  

根据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每小时 /次、每 5 分 /

次，测得的气象资料上传国家气象中心，参加全国交换。  

 

 

第二节   瑞金国家气象观测站历史沿革  

站址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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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国家气象观测站始建于 1957 年， 1957 年 11 月 1

日正式观测记录各种气象要素，地址在原瑞金县城关镇绵

水社，东经 116°02'，北纬 25°52'，海拔高度 192.7 米。 

为了改善观测条件，提高资料的“三性”（准确性、

代表性、连续性），于 1989 年迁至瑞金县象湖镇绵水大队，

东经 116°02'，北纬 25°52'，海拔高度 192.7 米。  

随着瑞金市城市建设的发展，瑞金国家气象观测站于

2002 年迁至瑞金市象湖镇瑞明村上岗下，气象观测站地理

位置为东经 116°02'，北纬 25°55'，海拔高度为 210.0

米，观测场地 25*25 米。   

为满足瑞金市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现计划于 2020 年

将瑞金国家气象观测站迁至瑞金市黄柏乡瑞律村水口安置

区旁，地理位置为东经 116°00'，北纬 25°55'，海拔高度

为 289.8 米，观测场地 25*25 米。  

 

第三节  气象站现状及评价  

一、代表性分析  

瑞金国家气象观测站是瑞金市唯一的国家气象观测

站，观测资料除国家气象中心掌握并参加全国交换外，是

分析瑞金天气变化、气候特征的主要依据，也是瑞金市防

灾减灾的主要依据。观测资料要能代表瑞金市境内的平均

气象状况，观测站站址的选择必须具有代表性。拟建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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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位于黄柏乡瑞律村水口安置区附近，四周空旷，视野开

阔，无障碍物影响，基本能反映本市大范围的气象要素特

点。土壤性质壤土，与瑞金的地址地貌大体一致，代表性

较好。  

二、准确性分析  

观测场大小为 25×25 平方米，场内气流畅通，仪器安

装准确，布局符合要求，场外四周空旷开阔，符合《地面

气象观测规范》对资料的准确性的要求。  

三、连续性分析  

瑞金国家气象观测站目前迁站两次。观测资料无不连

续性现象，对气象资料的比较性无明显影响。符合《地面

气象观测规范》对资料的比较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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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  

第一节  指导思想  

全面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

“公共气象、安全气象、资源气象”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为指导，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需求，以《气象法》

（修订版）为准绳，按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技术要求，

加大执法力度，力保瑞金国家气象观测站大气探测环境和

设施处于优良状态，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

获取的气象探测信息具有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提高

天气、气候变化的监测能力、气象预报准确率和气象服务

水平，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保障。  

1．气象观测站场环境保护规划的编制应充分体现气象

事业服务社会的基本功能。城市总体规划为气象观测站场

环境提供必要的空间通道条件，协调城市功能规划布局的

相互关系。也就是，气象观测站场环境保护规划的编制要

与城市发展相互协调。  

2．遵循以人为本，坚持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相统

一。  

第二节  主要原则  

1、观测站点应至少保持 30 年稳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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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气象站探测环境控制标准化、规范化、严格化。  

3、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与控制范围界定清晰，实现线界

落地。  

4、在保护气象台站观测环境的同时，应满足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需要，使保护和建

设协调发展。  

第三节  规划依据  

1、《江西省瑞金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 年—2035 年》  

2、《瑞金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5、《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6、《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  

7、《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 7

号令 ) 

8、《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31221-2014）  

9、《气象台站观测环境综合调查评估方法》（中国气象

局）  

10、瑞金市城区 1： 1000 现状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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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划内容  

   第一节 规划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规划年限    

本次规划年限为 2019-2035 年。当城市总体规划修编

时，应充分考虑本规划的保护范围和标准。  

二、规划范围  

以瑞金国家气象观测站观测场为中心，半径 800 米之

内为保护区范围。  

三、规划目的  

为合理利用现有资源并且有效地保护气象探测环境依

法提供科学的管理依据；使规划范围内符合气象探测环境

的保护标准；确保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符合代表性、准确

性、比较性的要求；为天气预服、气象信息、气候分析、

气象服务以及气候变化和气象防灾减灾提供科学依据；为

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的气象保障，有利于社会经

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规划任务  

1、根据瑞金国家气象观测站的等级、性质和布局等特

点，确定保护范围、内容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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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的各种建设活动

和行为进行科学、严格的控制和保护。  

    第二节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和标准  

一、气象探测环境的定义   

指为避开各种干扰，保证气象探测设施准确地获取气

象探测信息所必需的最小距离构成的环境空间。  

二、气象探测环境的总体要求   

气象探测环境要求长期稳定，具有良好的区域代表性。 

禁止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障碍物、进行爆

破、采砂（石）、取土、焚烧、放牧等行为；  

禁止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种植影响气象探测环

境和设施的作物、树木，禁止设置影响气象探测设施工作

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和对观测资料准确性有影响的各

种源体；   

观测场四周不得有致使气象要素发生异常变化的干扰

源。  

三、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和标准  

1、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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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结合瑞金市

的实际情况，以瑞金国家气象观测站观测场为中心，半径

800 米范围内为保护区。  

2、核心保护区地界：  

东面：农田；  南面：农田；  西面：村庄；  北面：

林地。  

3、  保护区保护标准  

1、观测场四周应空旷平坦，保持气流通畅和自然光照。 

2、在观测场 800 米范围内，不宜实施爆破、钻探、采

石、挖砂、取土等危及地面气象观测场的活动。  

3、在观测场周边 200 米范围内，禁止设置对气象探测

有影响的各种源体，如垃圾场、排污口等干扰源。  

4、控制区内障碍物任一点的高度距离比小于 1/8；  

5、控制区内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最近距离不小于 30

米；   

6、观测场围栏与铁路路基距离＞ 100 米；  

7、观测场围栏与公路路基距离＞ 30 米；  

8、观测场围栏与大型水体距离＞ 50 米 ; 

9、观测场四周 30 米范围内不得种植高于 1 米的作物、

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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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观测场日出、日落方向障碍物的高度角≤ 7°；  

11、四周障碍物不得遮挡仪器感应面。  

表一：观测场四周各方位障碍物最高限高标准 (高度单位：米) 

方位（根据日出日落

调整） 
限高标准 

观测场平面与障碍

物最高点的相对高

度与二者水平距离

关系 

296.2°～<63.7° 
高度距离比小于

1/8 

相对高度=水平距

离×0.125 

63.7°～<116.2° 
遮挡仰角不大于

7° 

相对高度=水平距

离×0.123 

116.2°～<243.7° 
高度距离比小于

1/8 

相对高度=水平距

离×0.125 

243.7°～<296.2° 
遮挡仰角不大于

7° 

相对高度=水平距

离×0.123 

 

表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长度单位：米) 
内  容 保护标准 

与障碍物距离 ≥障碍物高度的 8 倍 

日照观测项目 在日出、日落方向障碍物的高度角≤7 度； 

与铁路路基距离 ＞200 米 

与公路路基距离 ＞30 米 

与大型水体距离 ＞50 米 

与作物、树木距离 
观测场四周 30 米范围内不得种植高于 1 米的作物、树木。对气象探测有影响的各

种源体，与观测场围栏的距离必须大于 500 米。 

四周障碍物 不得遮挡仪器感应面 

 

4、保护区内障碍物控制高度计算公式：  

(1)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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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89.8+0.125D 

（ 2）观测场日出、日落方向障碍物 : 

         H<289.8+0.123D 

注：  

“障碍物”是指建筑、作物、树木等影响观测场气流

通畅或探测资料代表性、准确性的物体。  

“高度距离比”是指障碍物高出观测场地平面以上部

分的高度与该高度点在观测场地平面的投影点至观测场围

栏最近点之间的距离之比。  

“大型水体距离”是指水库、湖泊、河海等水体的历

史最高水位距观测场围栏的水平距离；  

障碍物控制高度计算公式中，“ H”为障碍物最高点的

海拔高度，“ D”为障碍物到观测场最小直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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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规划实施  

     

一、气象部门和城乡规划部门的职责  

瑞金市气象局在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和同级人民政府的

领导下，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保

护工作。待本规划批准后，应由瑞金市人民政府发文实施

规划，瑞金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规划项目时应严格

执行该规划。  

二、规划实施的建议和措施  

1、本次规划确定的范围内用地在建设前必须将本次规

划提出的探测环境要求作为项目设计的依据之一。   

2、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的保护应加以重视和政策扶

持，将探测环境的保护予以量化，落到实处。  

3、为使本规划能顺利实施，县级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合

作和协调，共同推进瑞金国家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的规范

化建设。  

4、本规划由瑞金市气象局组织编制，报瑞金市人民政

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及相关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批准的《瑞金国家气

象观测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经法定程序审核后，报市人民政

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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