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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4年华东地区空管行业共保障各类飞行 7517847架次,保障架

次分别较 2013 年增长 8.53%和 9.47%
【1】【2】

。随着航班量的增长华东

主要机场的航班放行正常率也创下新低，2014 年在大陆放行率最低

的 20 个机场中，华东主要机场有 10 个上榜，其中南京禄口机场和上

海浦东机场分列前两名
【3】

。 

在空域条件短期内无法显著改善，航班飞行密度的高饱和并高增

长的前提下，增加空中流量，提高航班正常率，是目前华东空管最迫

切需要解决的问题。2013 年华东流量管理工作开始实施，CDM 系统也

开始运行，流量管理不仅是对管制工作流程的再造，也对航空气象提

出了“大提前量精细预报＂和“协同参与决策＂的新要求。“大提前

量的精细预报＂需要高时空分辨率的临近预报技术作为支撑，而气象、

管制“协同决策＂需要通将气象、管制、飞行等运行数据融合，将天

气的变化情况解释翻译成将要发生的空域容量或航路通行能力变化，

并在一个平台进行展示建立统一情景意识，这也是进行科学、高效的

运行决策的前提条件。 

本文重点，就以近年来华东空管局在气象管制协同决策技术和工

具方面的一些研究进展与同行共同交流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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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终端管制区新一代气象产品 

各管制部门在运行中需要“快速、准确、全面、详细＂的掌握管

区内的天气实况和即将发生的天气过程，及其将对运行产生的影响程

度的预判。终端管制区新一代气象产品就是基于这样的理念，由终端

管制中心提出具体需求，气象中心负责设计和开发的第一个 CDM 支持

工具。 

终端管制区新一代气象产品设计的用户对象是进近、塔台管制员

以及流量管理人员，主要技术路线是将以气象雷达和航站报文为主的

专业气象信息通过数据融合技术，翻译成与管制信息结合的简洁易懂

的天气图景，提高管制员的态势感知能力，以及帮助管制员提未来责

任扇区和相邻扇区的容量变化趋势的量化判断能力。 

（一）基于天气雷达拼图外推算法的临近预报技术 



 

该技术是响应 CDM 系统的精细化定量预报的需求，利用天气雷达

拼图结果结合强对流天气概念模型，对雷达强回波单体进行识别追踪

并判定其生消演变情况，采用国际主流的外推预报方法（如：TREC、

TITAN 等方法），推断出下一时刻雷达回波移动特征（或下一时刻的

风场特征），预报雷达回波在 0-2 小时内形态和位置变化，其中 0-1

小时的预报命中率率为 71%，C 评分 6，处于国内较先进水平（图 1）。 

 

 
图 1 基于天气雷达的拼图外推临近预报产品 

a）13:00 雷达拼图实况 b）12:00 起报一小时预报结果 

c）14:00 雷达拼图实况 d）13:00 起报一小时预报结果 

 

（二）终端区空域容量影响评估预报产品 

该产品实现了终端区域内天气雷达拼图产品和雷达外推产品在

BS 架构的网页主界面（图 2a）上的显示、回溯、缩放、动画等功能。

在此基础上，引入上海终端区各扇区、航路、进出走廊口、等航空地

理信息，航空地理信息可以按需求以图层自定义显示的方式叠加在临

近预报产品上，并可以按照终端管制中心内部不同分工的用户自定义

关注区域（图 2b）。进一步的，从终端管制实际工作出发，以雷达外

推产品为主要参考，将进离港点天气雷达回波值按预警阈值分为三个

（或多个）影响级别（强影响级、弱影响级和无影响级，影响级别参

数可自定义），以不同颜色显示，从而预计进离港点未来 0-1 小时回

波对飞行的影响状况，实验性的建立关键进离港点分级预警及图形化

显示功能（图 2c，对浦东向北起飞扇区的容量 1 小时预报；图 2d，

对无锡走廊口（SASAN）的 1 小时通行能力预报）。 



 

 

 
图 2 终端管制区空域容量影响评估预报产品 

 

（三）机场重要天气自动监视与解释技术 

流量管理人员需要实时掌握本地区 CDM 机场和外区重要机场的

天气趋势，用以判断和决策未来将采用何种流量限制措施。终端管制

区新一代气象产品系统的重要天气监视和解释技术就是针对这一需

求而设计的。 

机场重要天气自动监视与解释技术实现大陆民航机场天气实况

(METAR、SPECI)、趋势报（TREND）、预报报文(TAF)、区域预警的解

析、存贮、图形化显示以及告警功能。在这一系统中,目前机场气象

台和机场气象站所发布的实况（包括过去的 0-3 小时）、趋势报（0-2

小时）、以及 TAF 报（0-9 小时）都可以通过分级预警同屏显示的方

式和气象报文的图形化解释技术，实现对大陆地区主要机场重要天气

的监视和预警，管制和流量管理人员更可以直观的通过判读“红绿灯＂

色块的来判断未来机场的气象运行条件变化情况，主要的产品形式如

图 3 所展示 。 

系统还提供用户自定义颜色告警的阈值的功能，通过结合自身需

求的设定可以更合理的显示机场各项要素是否影响或者预计影响航

班的正常运行。（图 3 中箭头所指为阈值自定义表） 

a) b) 

c) d) 



 

 
图 3 机场重要天气的监视和解释产品 

 

二、京沪航路管制运行气象支持系统 

航路可用性和空域容量的预报方面，欧美等国已经走在前面。美

国的 NextGen 计划中确定了管制和气象先行实现管制和气象的高度

融合，其中区域和航路的预警预报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大陆地区

航路预报技术和服务水平在一定程度上仍然落后于航空业的发展，不

能满足管制和飞行部门的需求，与发达国家仍有相当大的差距。这种

差距主要有：1）目前的航路预报产品形式以文本为主，信息传递的

及时性和更新的频次都受到限制，2）大陆地区航路预报还处在摸索

阶段，贴合空管用户需求航路预报产品尚未得到深度开发，3）航空

气象服务与空管需求联系的不够紧密，尤其对航路飞行的概念我们并

不十分了解，导致气象对航空运行支撑问题的研究不足，（4）航空气

象专业性强，造成管制部门对气象产品的使用率不高，难以形成共同

的天气情景意识，无需解释的图形化气象产品的开发仍相对滞后。 

科研项目《京沪航路管制运行气象支持系统》就是通过航空各专

业运行数据融合，天气翻译成管制航空语言，纯天气预报向运行状态

预报延伸，3D GIS 数据展示平台等各项技术构建出一个便于 CDM 各

参与方进行协同决策的平台，尝试从技术上率先突破各专业的技术壁

垒造成的交流障碍。该系统已经将航路的预报从京沪航路拓展到华东

区域的所有主干航路。 

（一） 基于三维地理信息平台的航路预报产品 

航路预报产品是以 3D GIS 地理信息系统为其展示平台，具有便

捷的航路基础数据添加、显示与维护更新功能（图 4 左）；综合利用

以高时空分辨率的气象雷达资料为主的多种观测资料，采用雷达回波

识别、追踪和外推预报技术，结合中尺度区域数值模式预报技术，实

现对天气对航路可用性的 0-2 小时的预报能力，将预报的结果以相关

 



 

航路显示“红绿灯＂的方式展示在平台上（图 4 左）。航路受天气影

响的“红绿灯＂阈值事先由管制用户确定，并可通过数据积累和效果

分析持续优化阈值的设置。 

 
图 4 华东地区主要航路的航路可用性预报产品 

（二） 基于数据融合技术的协同决策信息集成平台 

融合各个专业的运行数据的目的是帮助协同决策参与方建立统

一的情景意识，信息互通也是进行准确决策的必要条件。 该系统集

成和融合了气象、管制航路、航班实时运行信息等数据。图 5a、b 反

映了 B221 航路受到雷雨覆盖通行能力下降，这一雷雨季节常见的运

行状况。此时，流量管理员需要发布相关运行限制保持航路管制能力

与需求的平衡；管制员需要知道雷雨确切的位置，指挥航班绕飞确保

的飞行安全，气象预报员需要掌握对某航路的确切位置，以便于对该

航路的影响开始和结束时间进行精细化的预报；公司签派人员需要根

据各种信息调整航班计划等，通过图 5a、b这样的实时图形化产品，

上述工作人员可以迅速建立一致的情景意识和准确的运行态势感知。 

评估某一空域中管制工作的负荷的不仅是进入该空域的航班数

量，还应考虑进入该空域的航班在一些约束条件（如空域天气情况）

下将产生的行为总和。流量管理工作需要提前对某一空域的容量需求

及其产生的管制负荷做出预测，才能够制定合理的运行限制措施。 

图 5 中白色的细线是航空器的飞行轨迹反映了航空器的实时运

行情况，通过轨迹分析可以发现不同机长在绕飞雷雨掌握不同的尺度

造成管制员的工作负荷增加，这也是造成雷雨条件下航路管制通行能

力显著下降的主因（图 5a、b），同样的通过轨迹分析可以研究航空

器在空中的行为,如在终端进近时的 Holding 和 Slowed Down 等（图



 

5c、d），总之，越多的空中行为意味着越多的管制工作负荷。如果要

实现单纯对天气的预报向对运行影响的预报方向上的拓展，量化评估

特定天气条件下空域容量和运行负荷变化情况是必经之路，也是为气

象更深入的参与协同决策工作做好准备。 

 

 
图 5 融合了多种运行数据的协同决策平台 

（三） 三维情景拟合技术 

三维情景拟合技术的研究目标是是将各种孤立或复杂的要素数

据，整合转化为虚拟环境中的仿真情景，并在仿真和虚拟环境中显示

各种用户关心的要素，增强用户对产品要素的理解和直观感受。本系

统实现了气象要素，航班运行等要素和信息的三维空间及一维时间的

拟合。 

以图 6 为例，通过三维情景拟合技术立体的展示了，2015 年 9

号超强台风“灿鸿＂在 7 月 10 日逐渐迫近华东沿海时的天气和运行

实况的情景。图中展示了，通过三维云分析技术反演的台风云系立体

高度和地理位置、华东主干航路的立体高度及其通过能力情况、航班

的实施运行态势及其受台风影响的绕飞情况等。从图 6我们可以十分

清楚的看到台风外围螺旋云带对华东沿海航路的影响逐渐加大，沿海

航路上的航空器改道内部航路，台风主体云墙（黑色部分）顶高极高

holding Slowed down 

a) b)

c) d)



 

超过 14Km 超过了航路的顶高和一般航空器的升限，台风中心明显的

风眼也是显示了“灿鸿＂台风的成熟和强度。同样的技术也适用于系

统性雷雨云团的顶高和范围以便于预报员和管制员判断对流云团对

航路的影响，以及对航路高度的影响程度。 

 
图 6 一次台风过程的三维情景拟合图像 

三、结语 

流量管理是航班运行密度达饱和状态后的必须要采用的工作方

式，流量管理工作的重要基础是对未来运行状态的可预测性，这种可

预测性很大程度上是依赖于气象可预测性，以及流量管理决策系统对

气象信息的接受和使用程度。华东气象中心不仅从技术上研发适用于

流量管理的气象决策工具，而且从工作机制上创建和运行协调和科研

开发工作小组，目的是为不断优化改进流量管理气象支持工作的效

果，提高气象在协同决策中的作用，打造适应新形势的气象服务体系

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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