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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论述了昆明长水机场的天气地形特点、运行保障环境，以及

复杂天气下的保障经验、服务措施和提升气象保障能力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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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昆明长水机场旅客吞吐量高速增长，增速大陆第一，是继北京、

广州、上海之后，大陆面向东南亚、南亚和连接欧亚国家的第四个门

户枢纽机场，也是大陆西南地区唯一的国家门户枢纽机场。绿色机场

概念在机场建设中全方位实践也是第一次。机场一期共运营 2条跑道，

二期工程预计 2020 年完成，新增 2 条跑道，共 4 条跑道运营，机场

等级也从 4E 升级为 4F。 

昆明长水机场自 2012 年 6 月 28 日开航以来，吞吐量呈持续高速

增长趋势。据统计：2015年上半年累计完成年货邮吞吐量16.5万吨，

同比增长 13.5%，旅客吞吐量 1807.4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1%，增

速在国内千万级机场中排名第一。 

与高速增长的客货流量相伴的是长水机场复杂的地理和气候环境。

开航运行以来，长水机场多次遭遇秋冬季节的持续大雾和冰雪灾害，

以及春季的大风颠簸和夏季的雷雨暴雨天气，多次发生因天气原因造

成的大面积航班延误事件。其中 2013 年 1 月 3 日出现持续时间长达

19 小时 23 分钟的大雾，440 多架次航班被迫取消、上万名旅客滞留，

直接经济损失达 4000 多万元。 

2. 长水机场地理天气特点 

2.1 地理特征 

长水机场海拔 2103.5 米，跑道呈东北-西南走向（如图 2 所示），

位于昆明坝子与嵩明坝子之间的山顶谷地上，就像山顶的一条船。机

场西北为梁王山山脉余脉，山地最高点约 2200 米，东南为无名山脉，

山地最高点达 2500 米，地势东北、西南两头低（西南为昆明城，东

北为嵩明坝子）。机场所处位置正好是滇东北冷空气到昆明的主要路

径，是昆明准静止锋主要活动区。 

特殊地形产生的狭管效应、局地热力环流加速效应和大风效应明

显，极易产生风切变，形成颠簸；冷暖空气在此对峙，高山小洼地有



利于形成云雾并堆积，从而形成长水机场大雾产生快、变化快、维持

时间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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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机场地形图及海拔高度示意图（图 a 为长水机场） 

2.2 影响航班正常运行的天气 

2.2.1 大雾 

长水大雾以其持续时间长、航班延误多。纵观 2013 年全年雾天

32 日，2014 年全年雾天 28 日，2015 年 1-8 月雾天 13 日，其中 2013

年持续时间超过 10 小时以上有 9 天，严重影响正常运行有 7天。 最

为出名有 2013 年 1 月 3 日，11 月 30 日、12 月 28 日，2014 年 11 月

18 日。前三次机场启动一级应急响应。雾的持续时间分别 19 小时 23

分钟、17 小时 03 分钟、28 小时 19 分钟，16 小时 02 分钟。 

1）持续时间长 

这里说的持续时间有两层意思，一是每一次大雾持续时间长，一

次性持续时间超过 10小时有 9天,二是连续几天都有大雾。例如 2013

年月 12 月 26 日到 31 日，连续 6 天出现大雾天气，其中 4 天持续时

间超过 10 小时以上。 

2）间断跳变性 

长水大雾时好时坏，时轻时重，阶段性跳跃非常明显。比如 2013

年 1 月 10 日到 11 日，先出现 7 小时 12 分钟的雾，中间好了 10 多个

小时，紧接着又出现 10 小时 02 分钟的雾。最经典是 12 月 27 日到

28 日，先出现持续 28 小时的大雾，中间好了 6小时，接着又出现近

13 小时的大雾。这种间断反复无常出现的大雾，给航班安排、机场

正常运行带来很大的困难。 

3）局地部分性 

长水大雾经常出现明显的分界线，比如 1 月 3 日、12 月 30 日的

大雾，在长水以西，能见度在 1000 以上，候机楼东北的场区里面，

很长时间能见度低于起飞标准。比如 2013 年 1 月 16 日，候机楼西南



方向的机场工作区，能见度在 100-200 米，而在场坪内部，东跑道飞

机正常起降，能见度在 1000 米以上，西南跑道笼罩在雾中，不能起

飞。 

4）低云大雾变换性 

 2013、2014 年长水机场分别出现 108 天、85 天的低云（云底高

150 米以下，占天空背景 3/8 以上），低云丰富，有时低云接触地面

成雾，造成地面能见度急剧下降。在 2013 年 32 天的大雾天气中，都

伴随低云出现，云底高在 30 米到 90 米之间。机场标志性建筑之一的

塔台，常在云中雾里。其中最为经典的云雾有两次。2013 年 1 月 13

日上午出现的厚度在 80 米以下的大雾，在 99 米塔台上，往上看日照

当头，四面群山清晰可见，往下看云海静静盖在跑道上 2 个多小时，

两条跑道不能起降飞机。 

 
图 3.塔台俯瞰机场云雾图 

长水大雾之持久性、多变性、部分性给机场、公司现场运行带来

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造成大面积航班延误的客观原因，同时也是预

报预警的难点，气象保障极富挑战性。 

2.2.2 冰雪冰冻 

春城昆明四季如春，几十年偶见冰雪冰冻。但长水机年场平均降

雪 3 天，零下温度 15 天。例如 2013 年 12 月 15－16 日，降雪间断性

持续 22 小时，积雪深度达 15 厘米，从 15 日 11 点开始，零下温度维

持 24 小时，积雪、结冰同时发生，又一次造成大面积航班延误。而

后一周之内，连续低温天气，其中两天最低温度为－7°C 以下，给航

空器除冰带来困难。  

2.2.3 雷雨天气  

长水机场 2013 年全年出现雷暴 50 天，2014 年 63 天，属于中雷

区，和巫家坝机场持平，影响航班运行的时间短，未造成大面积航班

延误，启动应急预案的情况。  

2.2.4 大风、风切变 

2013、2014 年分别出现 56 天、50 天大风（大于等于 17 米/秒），



比巫家坝机场略多，大风极值为 25 米/秒；风切变报告 2013、2014

年各有 29 次、30 次，造成多个航班复飞。 

3. 长水机场的复杂天气保障工作 

3.1 民航各级机构高度重视长水机场运行保障工作 

民航局、民航局空管局对长水机场运行保障情况高度重视。多次

组织专家们根据长水机场天气条件和气象业务运行环境，进行研究，

提出了非常专业的能力提升意见，并协助制定了昆明长水机场航空气

象运行保障能力提升计划。民航局大力支持长水机场气象保障能力提

升,为此专门提供民航安全能力建设专项资金，支持在昆明长水机场

开展激光雷达、毫米波测云雷达、微波辐射计的验证运行工作。 

3.2 专家提出保障能力提升计划 

本着“长期发展、快速应对、逐步提升＂的原则，长水机场气象

运行保障能力提升计划的主要方向为： 

1）加快温、湿垂直廓线连续观测手段和地面自动观测系统局部组

网建设，重点解决低云大雾的实时监测预警问题。 

在影响长水机场的大雾、雷暴、大风、低空风切变、雨雪冰冻等

极端天气中，对航班影响最严重且预报、临近预警以及监测手段最为

缺乏的是大雾天气。 

长水机场地处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东北方向和西南方向的气流

变化是造成长水机场特殊天气的主要原因。因此，在长水机场上下游

方向各加装相应的地面气象要素自动观测系统、风廓线雷达、多通道

微波辐射计等设备，可以高时间密度获取地面要素观测以及温、湿、

风廓线的区域变化。 

2）加强气象台现有设备和资料的综合分析应用，充分挖掘各类观

探测手段对中小尺度危险天气监测、预警潜能，针对性提升雷暴、风

切变、大雾、低云等极端天气的多传感器联合监测预警能力。 

长水机场气象台现有多普勒雷达、风廓线、卫星遥感、自动观测

等手段、风切变预警系统，现有数值预报产品等设备和资料的使用基

本相互独立，获取的各类信息也缺乏综合分析应用，多种探测手段联

合制作中小尺度危险天气监测预警产品的能力薄弱。引进并借助科研

院所的技术和力量，将高时空分辨率的卫星、多普勒雷达、风廓线雷

达、地面自动观测站等观探测信息进行综合分析处理，并着重建立雷

暴、风切变、大雾、低云等极端天气联合监测预警系统，最大程度发

挥现有设备、手段的效能和作用。 

3）启动大数据再分析进程，整合集成现有独立分散的信息资源，

形成实时更新的高价值信息诊断分析平台和产品。 

分阶段引进国家局/省局区域多类实时观探测资料，在此基础上，

参照美国 NCEP 做法，对大数据进行综合处理和融合再分析，诊断提



取大区域天气形势发展背景与局地小尺度要素变化之间的相互联系

等系列重要天气信息，整合、集成现有分散独立的信息资源，形成实

时更新的诊断分析平台，为预报保障提供有参考价值的信息产品，把

预报员从面对大量数据主观判断、效率和利用率低下的现状中解放出

来，借助现代先进数据分析工具提取的重要信息，轻松应对和处置极

端天气的预测预警。 

3.3 机场气象台采取的措施 

为迅速应对长水的复杂天气,提高气象服务保障能力,机场气象台

采取了一系列针对性措施: 

1)快速认识天气特点、快速总结预报经验、快速应用于保障实践 

气象台按照“边保障、边实践、边总结＂的工作方法，及时开展

天气案例分析，理清新气象环境下的大雾、冰雪等预报工作思路，针

对性开展精细化气象服务。 

2)开展非常 3 加 1天气会商 

在长水大面积航班延误天气出现后，分局气象台及时和西南气象

中心、民航气象中心开展联动会商，获取两大中心及提供技术支持，

同时还和省气象台及时进行会商和沟通，获取大天气形势把握的本土

预报支持。 

3）创新工作方式，丰富预警信息 

在每周天气会商中，对一周当中可能出现复杂天气，进行预判和

跟踪。当形势比较有把握时，提前作出长水机场重要天气提示，提醒

运行部门做好应对准备。比如 2013 年 12 月 15 日的冰雪天气，我们

在 13 日就做出提示，机场运行部门在 14 日召开应对专题会议。在机

场警报发布方面，我们争取提前一天发出警报。做出提前量，是我们

争取主动最好方式。 

4）气象预报技术支持小组 

成立现场保障经验丰富的技术团队，团队成员有高级工程师、西

南预报专家库成员，现场保障经验丰富的老同志及近年来成长起来的

新同志，在应急过程中，技术团队成员不管当不当值，根据响应等级，

及时到长水支援。有力提升了天气会商的质量，同时协助现场服务，

收到较好效果。 

5）重要天气保障“四步曲＂  

根据云南省监管局要求，当预报或严重影响航班正常运行天气时，

采取集中通报天气制度。气象台为长水机场应对重要天气集中通报小

组长。形成大面积航班天气保障“四步曲＂ ：即第一步事前 2-3 天

的重要天气提示。第二步事中的重要天气集中通报，由气象台召集监

管局、机场、公司、空管运行部门，通报天气趋势。第三步未来 24

小时 MDRS（即基于空中交通通行能力的大面积延误应急响应机制）



预警，第四步临近的机场警报。在这四个过程中，集中通报天气穿插

其中。使得大面积航班延误的气象保障呈现出新的特点,收到较好的

效果。 

大面积航班延误天气保障“四步曲＂积极作用有：一是面对面提

供重要天气通报及讲解，拉近和用户的距离，取得互相理解支持和信

任。二是真正了解用户的需求，知道他们最关心什么，需要什么。三

是提供信息服务时，我们更加关注运行情况。四是增强员工的责任感

和使命意识，员工在大面积航班延误的集中通报中，切身感受到了用

户对我们行业的希望和要求（早与准），为复杂天气的研究总结提供

内在、自发的源动力。 

4. 结语 

持续做好重要天气的气象保障，是今后气象台长期面临的问题。

长水机场复杂的天气，依然是气象保障工作的重点、难点，特别是冬

季大雾、低云低能见度、春季大风等复杂天气，对飞行影响大，保障

难度高。我们将加大气象预报基础研究和创新服务保障方式，大力提

高服务保障水平。 

1） 把现有会商系统与省台连接，加强和地方气象部门的天气

会商。 

2） 加强信息共享力度。一是根据服务能力提升需要，积极和

省气象局联系，引进我们切实需要的资料，丰富我们资料来源。

二是争取和长水机场上游地方气象台站联系，建立上游重要天

气通报渠道。 

3） 继续加强对长水机场气象规律的研究和总结，不断提升人

员保障能力，不断丰富完善预报工作思路。  

4） 积极推进管雷达与天气雷达信息融合、针对管制、及航空

用户需求，研究气象服务产品，提升服务品质。  

5） 积极推进激光雷达、微波辐射计、测云雷达的试验运行，

提高长水本场气象探测能力。加强风廓线雷达、多普勒雷达等

新装备的应用研究，提升服务品质的手段。逐步开展探测大数

据综合处理和融合再分析。 

6） 切实做好“五防＂工作（防迟发、防漏发、防忘发、防误

发和防被覆盖），确保天气报告和预报、预警信息的及时发布，

提高工作质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