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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现状
复杂天气已成为航班延误和飞行事故的重要原因。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天气对飞行的影响，航空气象部门
亟需通过制作精细、定量、可靠的航空预报产品，以
此提高预报服务水平，满足用户对飞行安全与效益日
益增长的需求。

数值预报已成为预报业务的基本手段之一，产品释用
技术日臻成熟。



矛盾
1/10 ~ 1/3：华东地区机场众多，区域飞行量在占很大比

重，航线密度位居前列。

没有高分辨率、成熟可靠的航空气象数值预报模式支撑。



二、系统的设计

本系统以中尺度模式MM5为核心。
选取非静力平衡动力框架，采用二重双向嵌套，外层区域
覆盖全中国，内层覆盖华东地区，模式分辨率分别为
45km、15km。

模式初始场采用NCEP的全球分析场资料或CMA T213模
式输出量，利用GTS探空及地面探测资料作客观分析。

每天两次（0450、1650UTC）启动积分运算，每次积分
48小时。

模式输出量的解释应用及可视化后处理。

预报结果的检验。



数值模拟区域



数值模拟方案

内 容 方 案

动力框架 非静力平衡

预报区域中心 35°N，110°E

水平分辨率 45km, 15km

预报区域格点数 外层97×139,内层139×109
垂直分辨率 27层
初估场资料 GFS/T213

实时观测资料 常规探空、地面资料

主要物理过程

显式水汽方案：Mix phase
积云对流参数化方案：Betts-Miller
行星边界层参数化方案：Blackadar

云辐射方案：外层Simple，内层Cloud
积分步长 100s

预报时效 4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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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是飞行安全的大敌。准确可用
的对流指数预报能有效提升对强对流天气的预报
能力，帮助航空公司等用户减少资源消耗，降低
运行成本，效益显著。

华东区域航空数值预报系统设计了雷达反射率、
K指数、沙氏指数、抬升指数、对流性降水量等

多个预报指数，对夏秋季雷暴具有较好的预报效
果。



沙氏指数

K指数

抬升指数

雷达反射率（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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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资料表明，当飞机在0~-14℃的区域遭遇到较
大的过冷水滴时最容易积冰。最强的积冰通常在
-5~-9℃之间发生。其中，相对湿度值小于50％左

右的一般被认为代表了碧空天气，相对湿度接近
100%则被认为是阴天，可能有降水。

积冰指数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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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路颠簸是航空飞行的隐形杀手，因地形
变化、气温差异、风场不均匀、垂直运动
等均有可能导致颠簸。

关于航空器颠簸有众多研究成果，其中，
前苏联科学家提出利用L指数计算晴空颠簸

的算法较具代表性。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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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指数计算晴空颠簸概率



70%>P≥50%，预报有轻度颠簸或发生颠

簸概率较低；

90%>P≥70%，预报有中度颠簸或发生颠

簸概率较高；

P≥90%，预报有严重颠簸或发生颠簸概率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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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雾天气形成原因复杂，预报难度大，是引起机
场长时间关闭和导致飞机返航备降的重要天气原
因。正确及时的预报能够帮助用户大大的提高飞
行安全与效率。

模式模拟能见度的问题可以归结为用模式预报的
水凝物的混合比来计算各个方面能见度的一个问
题，本算法考虑了云水、云冰、雨和雪对能见度
的影响关系。



水物质 消光系数关系

云水

云冰

雨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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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能见度预报与实况对比图
（a）2008年1月9日00时地面能见度预报图（b）2008年1月9日00时地面实况填图

（a） （b）

（b）（a）



不同参数化方案下地面能见度预报结果对比

（a） （b） （c）





填色:垂直风切变((1/s)/1000 )
等值线：TKE((m/s）**2)

填色:水凝物(kg/kg)  

蓝色等值线：水平全风速(m/s）

红色线:0℃等温线



预报 红外云图



四、结论

本文介绍了华东空管局气象中心研发的华东区域航空
数值预报系统的设计和产品，重点介绍了对流指数、
积冰指数、颠簸指数和地面能见度等航空特色预报产
品，并对航空飞行危害最大的强对流天气和低能见度
天气进行了模拟对比分析；
初步分析表明，MM5对强对流和低能见度天气系统具
有较突出的预报能力，同时，与航空气象现有的其它
数值预报产品相比具有较好的时空分辨率，因此，拥
有更良好的应用前景。
当然，仅从几个个例得出的结论可能未必有普遍性，
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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