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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沙机场地处欧亚大陆东部低纬度亚热带地区，属亚热带季风

性湿润气候，天气复杂，影响飞行的天气有低云低能见度、强对流

（雷暴、短时强降水、雷雨大风等）、低空风切变、冰雪天气（降

雪、积雪、地面积冰、霜、冻雨等）。一旦出现上述天气现象将严重

威胁着区域内航空器的飞行安全，因此恶劣天气是造成飞机起飞受

限、航班大面积延误、旅客滞留机场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就对航空

气象服务和空中交通管制服务提出了更高的要求，也体现出当前航

空气象部门和空中交通管制能力不断提高的必要性。近几年来在大

陆地区民航系统实施航班大面积延误响应机制（MDRS：Massive 

Delay Response System）的背景下，长沙机场建立了管制部门和气

象部门内部会商制度，通过评估空中交通通行能力的变化，确定大

面积航班延误预警启动的等级，提出预警建议，为管制部门采取先

期的流量管理措施提供决策依据。同时，在预警解除以后充分利用

航班协同放行机制（CDM：Collaborative Decision Making）最大

限度的提高航班放行效率。从实际效果来看，气象服务及管制运行

应用的结合，提升了我们应对大面积航班延误的处置能力，理顺了

大面积航班延误时的协调、通报关系，最大程度减少了恶劣天气对

航班大面积延误造成的不利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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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沙机场天气特点 

1.1 机场天气概述 

 长沙机场地处欧亚大陆东部低纬度亚热带地区，属亚热带季风

性湿润气候，年平均风速 1.9m/s。 

 春季（3-5 月）天气最复杂，低云低能见度、强对流天气等天

气都较多，有时初春出现“倒春寒＂天气，还可出现冰雪天气。夏

季（6-8 月）总的来说为高温酷热天气，也是雷暴最多的季节，6 月

为初夏，多雨多强对流天气，7、8 月进入盛夏，盛夏也有强对流天

气发生，主要发生在午后傍晚。秋季（9-11 月）天气较好，昼夜温



差大，深秋多辐射雾，也有连绵阴雨导致的低云低能见度天气，个

别年份有雷暴天气。冬季（12-2 月）低温多冰雪和辐射雾，1月最

冷，极端年份有“冬雷＂伴随降雪而发生。 

1.2 影响飞行的主要天气 

 长沙机场影响飞行的主要天气有低云低能见度、强对流（雷

暴、短时强降水、雷雨大风）、低空风切变、冰雪天气（降雪、积

雪、地面积冰、霜、冻雨）。 

1.2.1 低云低能见度 

 低云的影响主要是在决断高以下阻挡飞行员看见跑道，导致飞

机终止进近着陆，造成复飞。低于决断高的低云一般出现在季春冬

和深秋季节，有辐射雾抬升初期形成的低云，也有锋面或降水引起

的低云，低云量一般在 BKN 以下。辐射雾抬升的低云出现在上午大

雾开始消散的时候，持续几十分钟，锋面和降水引起的低云可以持

续较短时间也可以持续很长时间，有时候可以持续一整天或连续数

天出现。低云对飞行的影响最显著的特点是随机性，低云移动快，

当低云移动到飞机降落航迹上时，才会对飞行造成影响。 

 长沙机场主导能见度的最低运行标准为 800 米，主导能见度低

于 800 米的年平均天数为 49.2 天。低能见度主要由辐射雾和锋面雾

引起，多发在冬春和深秋季节（11-5 月）。辐射雾的特点是生于夜

间消于上午（少数浓雾可持续至中午甚至下午），雾维持期间能见度

比较稳定，多数时候会导致机场能见度低于最低运行标准，造成机

场停航。春季辐射雾一般生成于后半夜，消散于 10 时前，对早上的

航班影响较大，冬季辐射雾则可于前半夜生成，雾消一般在 10 时-

11 时，对早上和晚上的航班都有较大影响。锋面雾的特点是随锋面

系统生消，雾维持期间能见度波动大，常造成能见度在机场最低运

行标准上下波动，多数情况持续时间小于 24 小时，有时候也可以维

持数天。 

 长沙机场辐射雾有显著的地形特征——“辐射平流＂特征。紧

邻跑道北端是一个小型水库，跑道南面水田较多，机场区域则是水

泥下垫面，显著的下垫面的水热差异时常会导致机场区域和周边区

域的雾浓度差别很大，当跑道南面和北面生成的雾比跑道区域更浓

厚时，地形导致的“辐射平流＂特征就表现出来：夜间大气层结稳

定环境风趋于静风，机场南北面的浓雾不会扩散，清晨日出前后湍

流开始加强，如果风向风速出现扰动，这种扰动强度不大，一般表

现为风速由静风增大至 1-2m/s，这些浓雾便向跑道区域扩散，使跑

道能见度突然降低或在一个区间内反复，这种现象可以发生在日出

前后至上午 11 点。 

1.2.2 强对流 



 长沙机场强对流天气主要是雷暴，主要发生在春夏两季（3-8

月）。机场年平均雷暴日数 36.5 天，4 月雷暴最多，平均雷暴日数

6.8 天。雷暴有显著的季节特点。春季到初夏雷暴为系统性雷暴，

范围较大时间长，空间分布连续，落区与天气系统对应，可发生在

一天任何时候，凌晨较多。盛夏系统性雷暴显著减少，多为热力性

雷暴，尺度小时间短，空间分布不连续，落点不确定，发生于中午

前后到傍晚时段。83%的雷暴持续时间在 2 小时内，少数雷暴可以持

续十几小时，观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雷暴为 15 小时 5分钟。 

 除雷暴外，较强的对流云团中也会发生短时强降水和雷雨大

风，甚至冰雹天气。雷雨大风出现在强对流云团下方到其前方数公

里到十几公里的范围内，一般是大风先发生，随后发生强降水，也

有降水在上游减弱而只发生大风的情况。短时强降水也可以不伴随

雷暴和大风单独出现。 

1.2.3 低空风切变 

 长沙机场的低空风切变有两种，一种是与强对流天气伴随产生

于强对流云团下方或前方数公里到数十公里的低空区域，持续时间

较短，一般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这种风切变有显著的雷达回波特

征：阵风锋或下击暴流，可以通过多普勒气象雷达近距离探测，提

前数分钟到十几分钟发出预警；一种是强冷锋过境时产生于锋面后

侧，发生在冷锋过境后的几小时内。 

1.2.4 冰雪 

 长沙机场每年冬季都会出现冰雪天气（降雪、积雪、地面积

冰、霜、冻雨等）,年平均降雪日数 11 天，年平均积雪日数 2.5

天，平均积雪深度 4.2 厘米。 

 2008 年 1 月 13 日-2 月 2 日长沙机场遭遇了持续 21 天的极端罕

见的冰雪天气，其中 20 天全天气温低于 0℃，机场发生多次降雪和

严重积冰，导致机场多次关闭，造成数千个航班返航、备降或取

消。 

2. 机场及管制运行情况 

2.1 长沙机场航空运输发展情况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是大陆地区主要的干线机场，是湖南地区经

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长沙黄花机场为圆心，2个小时飞行半

径内能涵盖中国绝大部分城市。目前已开通国内航线 120 多条，国

际和地区航线 40 多条。2014 年，长沙机场共完成旅客吞吐量

1802.05 万人，居中部第 1位、大陆地区第 12 位。为了适应航空运

输生产的迅猛增长，2013 年 12 月 8 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已全面

启动第二跑道建设工程。二跑道投入运行后，将满足 3100 万人次的

年吞吐能力。 



2.2 长沙管制运行情况 

 长沙机场位于湘东盆地，地势较为平坦，净空条件良好，西北

河流湖泊较多，东南丘陵广布，为东北地势较高。长沙区域管制水

平范围与湖南省的行政区域基本一致，由于湖南地处中国中部，航

路航线分布较多，主要有 A461、A581、R343 等多条国际航路和地区

主要航线。  

2.2.1 长沙区域管制运行情况 

 2007 年长沙高空移交广州区域管制中心后，长沙区域管制只负

责本区域 7800 米（含）以下高度层的飞机管制指挥任务。在区域

管制范围，对已识别的航空器提供雷达管制服务，对未识别的航空

器提供非雷达管制服务。实施雷达管制的最低水平间隔标准：10 公

里，垂直间隔按照 300 米配备。 

 区域管制不仅要负责长沙机场航班的起降，还要负责区域内和

毗邻边界的多个机场如武汉、南昌等机场起降航班的协调放行和管

制指挥工作。涉及武汉、南昌等机场的起降航班，需要在本区域内

上升、下降穿越高度，并且要完成与本场起降航班的高度穿越，飞

行冲突集中，调配难度大。 

 2008 年 5 月开始，在区域管制范围内全面实行侧向偏置程序，

航空器在航路上飞行时，航空器驾驶员应自主实施侧向偏置程序，

无需向管制员报告。 

2.2.2 长沙进近管制运行情况 

 长沙进近管制负责以长沙机场为中心半径约 200 公里，高度

5100 米（含）以下空域内航班的管制指挥工作。在进近管制范围，

对已识别的航空器提供雷达管制服务，对未识别的航空器提供非雷

达管制服务。长沙进近管制区的过渡高度为 3000 米；在长沙进近管

制区内过渡高度层以下飞行的航空器统一使用长沙黄花机场的修正

海平面气压（QNH）高度。实施雷达管制的最低水平间隔标准：6 公

里，垂直间隔按照 300 米配备。 

 2011 年 5 月开始，长沙进近正式实施区域导航程序，基本实现

了长沙终端管制区进离港分离。 

 长沙进近率先在终端管制区实行侧向偏置程序，降低了管制运

行风险。尤其是在复杂天气条件时，空中流量大，冲突较多时，主

动指挥航空器偏置 1 至 2 海里，既防止航空器目标重叠，又便于管

制员更为清晰地发现空中飞行冲突。 

2.2.3 长沙塔台管制运行情况 

 长沙机场位于长沙市主城区东面，距离市中心五一广场真方位

091°、24.4 公里。长沙机场塔台管制地带范围：以跑道两端入口为

圆心半径 13 千米的弧，以及与两条弧线相切的跑道的平行线围成的



区域；垂直范围为 QNH750 米（含）以下及地面或水面以上。因长沙

机场上空设有独立运行的中低空管制和进近管制区，因此长沙塔台

管制水平范围同机场管制地带一致。 

 在机场管制地带内的飞行，由长沙机场塔台统一实施管制指

挥。塔台实行程序管制，但需对仪表进离场航空器与管制地带内其

它飞行航空器之间的安全间隔负责。为加速飞行流量，在没有航路

或目的地机场流量限制的情况下，塔台对离场航空器实行自主放

行。 

2.3 管制运行特点 

2.3.1 飞行流量大 

 长沙管制空域位于中国空中交通繁忙的中南地区，航路航线分

布较多，A461、A581、R343 等多条国际航路和地区主要航线在长沙

地区汇聚，再加之近几年来区域内各机场和通用航空飞行增长较

快，长沙区域的航班流量正在飞速增长。目前湖南分局 2014 年总保

障 66 万余架次，其中长沙机场 2014 年总起降 15 万余架次，日均起

降约 420 架次，日高峰 527 架次。 

2.3.2 空域环境复杂 

 长沙管制空域内除长沙机场外还有多个民用机场，目前已通航

机场主要有：张家界荷花机场、常德桃花机场等,各机场进离场航线

之间存在潜在冲突，对头穿越多，冲突点多。 

 长沙进近管制区内目前主要负责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起降航班的

运行，虽然采用 PBN 技术设计了区域导航程序，但进离场航线未能

实现完全分离，进场自由引导区范围狭小，终端区范围内航空器更

改高度和相互穿越频繁，进离场航空器冲突多。 

2.3.3 机坪运行环境先天不足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现用跑道建于上世纪 80 年代末，起初只有

2600m，经 2009 年扩建延长至 3200m，飞行等级为 4E，可以接受波

音 747/777、空客 330 等大型客机起降，但由于受机场布局制约，

机坪纵深窄，地面运行时冲突热点（HOTSPOT）较多,且一旦遇到复

杂天气、外场限制较多等情况下经常出现停机位紧张情况。 

                                    

3. 气象为管制的服务 

 通过上文提及的长沙机场管制特点，都与气象有着直接或间接

的关系，因此管制过程决策、实施和执行需要气象信息或产品的支

持，气象服务对管制工作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长沙机场 24 小时为管制提供气象服务，重点提供影响飞行安全

和机场标准的天气预监测和预报服务。预报时效上以未来几小时内

的短时临近预报为主，也开始尝试提供未来 2天的重要天气概率预



报，特殊时期提供未来 7 天的天气预报服务。此外，长沙机场管制

席位安装有多普勒气象雷达显示终端、自动观测系统显示终端、大

陆地区机场重要天气监测和告警系统等气象系统，能够自动获取本

机场和大陆地区主要机场的实时气象信息，在遇到复杂天气时，气

象会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向管制发布最新的天气信息。 

3.1 气象观测服务 

 气象为管制提供 24 小时观测服务，每小时正点发布机场常规天

气明语报（MET REPORT），达到下列条件时发布特殊天气明语报

（SEPCAL）： 

‧ 气温较上一份明语报相比升高了 4度； 

‧ 2 分钟平均风速风向变化达到 60°且变化前（或后）风速达到

5M/S； 

‧ 天气达到特殊天气报告的标准。 

 气象在管制席位安装有自动气象观测系统显示终端、多普勒气

象雷达显示终端、大陆地区机场重要天气监测和告警系统等气象系

统，能够自动获取本场和大陆地区主要机场的实时气象信息。自动

观测系统显示终端比较全面的提供机场的实时天气及趋势，内容包

括机场天气明语报（MET REPORT/SEPCAL）以及附加其后的趋势预报

（预报提供），还有机场的风向风速、能见度（包括 MOR、RVR）、天

气现象、云高云量、气温、露点温度、相对湿度、场面气压、修正

海平面气压等气象要素。多普勒气象雷达显示终端提供机场为中心

半径 200 公里范围的降水分布，重点监测降水天气中的强对流天

气。大陆地区机场重要天气监测和告警系统等气象系统提供大陆地

区主要机场过去 3小时和实时天气实况、未来 9 小时的天气预报。 

 天气实况达到下列条件时气象向管制进行电话通报：雷暴和冻

降水发生或结束、RVR 值跨越 550 米、、跑道正侧风值跨越 10M/S、

自动气象观测系统提供的气压值与塔台振筒气压仪器提供的气压值

相差 0.5hPa，此外在实施人工观测时气象需要向管制通报人工观测

获取的气象要素。 

3.2 气象预报服务 

3.2.1 当日天气分析 

 每天早上，气象向通过内网发布当日天气分析，包括区域天气

和机场天气，帮助管制了解当日天气概况。 

3.2.2 通用航空气象服务 

 每天早上，气象向管制提供长沙管制区的天气预报，服务于通

用航空飞行。 

3.2.3 引发大面积航班延误重要天气发生概率通报 

 每天早上和下午气象向管制值班领导发布《“引发大面积航班延



误重要天气发生概率＂通报表》，提供未来 48 小时长沙机场及管制

区是否会出现引起航班大面积延误的重要天气及其概率的预报，专

门服务于 MDRS（大面积航班延误应急响应机制）和 CDM（航班协同

放行机制）。内容为当日 17 时-次日 17 时机场或长沙管制区可能出

现的雷暴、冻降水、降雪、中或大雨、大风（平均风速≥12M/S）、低

能见度（主导能见度＜800 米）、低云（云高低于 70 米），及上述天

气发生的概率。 

3.2.4 机场警报 

 当机场（机场为中心半径 8 公里范围）有复杂或危险天气发生

或预计将要发生时，或这些天气结束或预计将要结束时，气象向管

制发布机场警报：雷暴、飑、冰雹、中到大雨、地面大风≥17M/S、
冻降水、雪、霜、雾凇、地面（或停场飞机）结冰、低能见度（主

导能见度低于 900 米或 RVR 低于 550 米，持续 30 分钟或以上）、低

云（云高低于 70 米，持续 30 分钟或以上）、低空风切变。 

3.2.5 机场终端区预警 

 当长沙机场终端区（进近区域）出现或预期出现下列天气，并

预计会引起大面积航班延误或 MDRS 预警等级发生改变时，气象发布

机场终端区预警：区域内距离本场 150 公里内出现或预计出现大面

积对流云团（雷暴、中到大雨、冰雹等）；区域内对流云团影响或预

计影响进近主要走廊、机场起落航线时。 因天气原因启动 MDRS 预

警后，气象立即发布机场终端区预警。 

3.2.6 中期天气展望 

 每年春运期间，气象为管制提供未来 7 天的航空天气预报。 

3.2.7 特定时段天气预报 

 有特别飞行活动时，气象为管制提供特定时段的气象要素预

报。 

3.2.8 天气讲解服务 

 当管制有需求时，气象向其提供天气讲解服务。 

3.3 气象服务与管制决策和运行 

恶劣天气的影响通常会导致空中绕航、低于机场最低安全运行

标准、机场关闭等情况，从而造成航班空中等待、返航、备降以及

大面积的航班延误，这对航班保障过程中的管制决策和运行带来巨

大的考验。为了最大限度的降低恶劣天气对航班运行造成的影响，

充分提高航班运行的效率，需要气象服务与管制决策和运行的充分

融合与协作。这里以天气预警、通行能力评估、大面积航班延误应

急响应、航班协同放行四个具体实施过程，简单介绍一下气象是如

何参与到管制决策和运行中的。 

3.3.1 天气预警 



天气预警是为了让涉及航班运行保障的管制部门、机场、航空 

公司能够及时的获知天气的影响状况。 

 长沙机场提供 3 种天气预警：“引发大面积航班延误重要天气发

生概率＂通报、机场终端区预警、机场警报，3 种天气预警在天气

影响的不同阶段为 MDRS 和 CDM 服务，发布对象也不同。 

 “引发大面积航班延误重要天气发生概率＂通报在天气发生前

一天向管制部门值班主任和中南地区气象中心发布；机场终端区预

警在天气影响或将影响机场终端区（进近区域）时发布，同时在

MDRS 启动后应该立即发布，发布对象为管制部门值班主任及各运行

科室和中南地区气象中心；机场警报在天气影响或将影响机场时发

布，发布对象为管制部门值班主任及各运行科室和中南地区气象中

心，以及其他相关单位。3 种天气预警在时间和空间上由远及近，

呈递进关系，发布对象也越来越广，共同构成了立体式的气象服

务。 

3.3.1 通行能力评估 

通行能力是在综合考虑天气、可用空域、设施设备、管制员工 

作负荷等情况下，空中交通管制单元在单位时间内能够服务的最大

航空器架次即空中交通通行能力，简称“通行能力＂。包括了塔台针

对机场跑道的通行能力以及区域及进近管制各扇区管制指挥的通行

能力。 

为了能够准确判断天气影响造成通行能力下降程度和航班恢复正

常运行时间，为分级预警提供科学合理的依据，我们一般按照下表

（表 2）进行确定。 

 

表 2：复杂天气空中交通通行能力确定方法建议 

重要天气发生概率 

（气象中心） 

影响程度 

（管制单位） 

空中交通通行能力值 

（管制单位） 

高（70-100%） 轻度 75-100% 

高（70-100%） 中度 50-75% 

高（70-100%） 重度 25-50% 

中（30-40%） 轻度 80-100% 

中（30-40%） 中度 60-80% 

中（30-40%） 重度 40-60% 

低（0-30%） 轻度 85-100% 

低（0-30%） 中度 70-85% 

低（0-30%） 重度 55-70% 

 

3.3.2 航班大面积延误响应机制（MDRS） 



 MDRS 是 Massive Delay Response System 的缩写，是指基于空

中交通通行能力的大面积航班延误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准确描述空

中交通通行能力变化，将空中交通通行能力改变以及可能变化趋势

及时对外发布，以便航空公司、机场等相关单位及时、有效地调整

运行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力，确保运行安全顺畅。 

 因各种原因导致机场、终端（进近）区、航路运行保障通行能

力下降，并连续影响超过 60 分钟时,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预

警等级分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三级。 

 红色预警：当预期到因各种原因等可能造成机场、终端（进

近）区、航路运行保障通行能力下降超过 75%，且将造成航班大面

积延误时，应判断为“红色预警＂。或由于天气、机场地面处理等原

因，造成全天航班总量的 35%以上航班延误的情况。 

 橙色预警：当预期到因各种原因等可能造成机场、终端（进

近）区、航路运行保障通行能力下降超过 50%，且将造成航班大面

积延误时，应判断为“橙色预警＂。或由于天气、机场地面处理等原

因，造成全天航班总量的 15-35%航班延误的情况。 

 黄色预警：当预期到因各种原因等可能造成机场、终端（进

近）区、航路运行保障通行能力下降超过 25%，且将造成航班大面

积延误时，应判断为“黄色预警＂。或由于天气、机场地面处理等原

因，造成航班延误不超过全天航班总量 15%的情况。 

大面积航班延误的响应是某种或某些流量管理方法和程序的具体

应用。因此，应根据运行实际情况及时、合理的采用某种或者某些

方法或程序，制定出适合的响应措施。 

3.3.3 航班协同放行机制（CDM） 

 CDM 是 Collaborative Decision Making 的缩写，CDM 系统作为

一个集安全、容量、效率为一体的综合平台，它将飞行时间的各个

节点作为一个里程碑事件，把空域资源、机场资源、航路流量控

制、天气等因素参与到放行决策之中，对一个地区的航班进行协同

放行，从而给出合理、准确的航班放行队列（包含关舱门时刻、推

出时刻、起飞时刻等信息）。CDM 系统的应用，实现了离港航班预计

起飞时刻和预计撤轮档时刻的提前发布，有效减少了航班上客关舱

门后在地面长时间等待，加快了航班放行速度，提高了航班正点

率。 

4. 雷雨天气气象服务案例分析 

 下面我们就以 2015 年 5 月 8 日一次雷雨过程结合 MDRS 相应工

作流程来具体说明气象为管制服务的过程。 

4.1 分级预警判断 

 5 月 7 日下午气象发布“引发大面积航班延误的重要天气发生



概率＂通报（表 3），通报 8 日 9 时-14 时机场终端区及机场附近将

受雷雨影响，发生概率 70%以上。 

表 3：“引发大面积航班延误的重要天气发生概率＂通报表 
地区：中南地区               制作时间：2015 年 5 月 7 日 13 时 00 分 

机场

四字

代码 

时段 
重要天气描

述 

出现和

结束时

间 

天气强

度 

可能影响 

方位、范围 

发生概

率 

备

注

ZGHA 

17 时-

次日

08 时 

无   

  

 

次日

08 时-

17 时 

雷暴 
09-14

时 

间歇性

弱雷

雨，短

时中度

雷雨 

终端区北部及

机场附近区域 

>=70%  

 气象发布“引发大面积航班延误的重要天气发生概率＂通报表

后，立即组织管制、设备、气象等部门对预警信息进行会商，管制

部门经过气象部门的天气详解，天气预警是间歇性弱雷雨，影响范

围在终端区北部及机场周边属于中度，且发生概率大于等于 70%，

概率较高。根据飞行计划，次日 09：00-14：00,本场航班分布较均

匀，且该时段航班量不大，天气没有覆盖本场，不影响起降，只对

终端区和区域部分航班调配有影响，跑道通行能力预计下降 10%-

25%，确定了次日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启动的等级为黄色和预期采取

的流量管理措施，并以预警建议表（表 4）的方式报大面积航班延

误应急处置组(简称应急处置组)和中南地区空管局运行管理中心。  

 表 4：预警建议表 

填报时间 2015 年 5 月 7 日 16:00 北京时 

填报单位 湖南空管分局管制运行部 

预警等级 黄色预警 

预警区域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预警时段 2015 年 5 月 8 日，09:00 至 14:00 

预警原因 
终端区北部及机场附近区域会出现间歇性弱雷雨，短时中度

雷雨，概率大于 70%。 

预期影响 
预计从 09:00 开始长沙黄花机场空中交通通行能力将下降

10%-25%，预期将于 14:30 恢复。 

流 量 管 理

措施 
落地长沙黄花机场 5分钟一架。 

签发人 XXXX                            日期：2015 年 5 月 7 日 



 8 日早上 6 时，气象根据雷雨天气演变情况发布第 2 份“引发

大面积航班延误的重要天气发生概率＂通报（表 5），预计雷雨天气

影响时间更正为 08 时-15 时，影响范围扩大至整个进近区域，并对

雷雨移向移速和影响机场的时间（10-14）作了具体描述，发生概率

维持 70%以上不变。 

表 5：“引发大面积航班延误的重要天气发生概率＂通报表 
地区： 中南地区                 制作时间：2015 年 5 月 8 日 06 时 00 分 

机场

四字

代码 

时段 
重要天气描

述 

出现

和 

结束

时间 

天气强

度 

可能影响

方位、范

围 

发生

概率 
备注 

ZGHA 08 时-17

时 

中雨或中阵

雨、隐嵌有

雷雨 

08~15

时 
中等 

机场进近

区域及机

场, 

>=70% 

系统以

50 公里

每小时

的速度

自西向

东移

动，08-

15 时影

响机场

进近区

域。机

场 10-

14 时中

雨或中

阵雨，

短时中

雷雨 

 管制部门收到第 2 份“引发大面积航班延误的重要天气发生概

率＂通报后，认为预警条件较之前影响较大，且隐嵌雷雨，特别是

对本场起降有影响，向应急处置组提出修改预警等级为橙色的建议

并上报中南地区空管局运行管理中心。 

4.2 预警等级的启动 

 气象部门于 06:14 发布第一份机场终端区天气预警，预警

08:00-15:00 进近、区域将受雷雨影响；06:16 发布第一份机场警

报，预警 10:00-14:00 机场将受雷雨影响。当时回波情况如图 2： 



 
图 2 雷达回波图（第一次预警） 

 此时，长沙机场还未开始飞行，因预期通行能力下降，为减少

航班空中等待时间，确保航班运行安全，应急处置组向中南地区空

管局运行管理中心提出流量控制措施建议。 

 07：12 气象预报员监测到雷雨回波距离本场约 40 公里（图

3），移速加快至 35 公里每小时，预计 8 时左右影响本场。07:13 发

布第二份机场终端区天气预警，更正影响时间为 07:00-13：00；

07:14 发布第二份机场警报，预警 08:10-09:10 机场将受雷雨影

响。 

 
图 3 雷达回波图（第二次预警） 

 收到第二份机场终端区天气预警后，应急处置组决定启动橙色

预警，并将现场运行情况报告应急处置组组长。 

4.3 预警等级的响应 

 08：50 雷雨已逼近本场（图 4），08:55 发布第三份机场警报，

09:00-11:30 机场将受雷雨影响。 

 
图 4 雷达回波图（第三次预警） 

 应急处置组组长向各单位发出应急响应指令，管制运行现场组

织值班力量，重新调整原有的班组资源配置，把值班的班组重新整



合，以保证关键岗位的技术力量和各岗位配置的人员可以适应当时

的情况。 

 09：30 气象发布机场雷雨天气报告，并电话通知管制部门。管

制部门向气象部门和机组了解天气的发展及危害程度，控制放飞间

隔和数量。同时依据通行能力对涉及的航路以及外站来本场航班实

施流量控制。 

4.4 预警等级的解除 

 10:27 观测解除机场雷雨报告。 

 10:30 雷雨向东移出并继续远离本场（图 5），气象发布第四份

机场警报，解除机场雷雨警报。 

 管制部门加强与周边管制中心协调沟通，采取一切可行措施缓

解本区域内的航班延误状况。充分利用航班运行协同决策系统

（CDM）把航班的放行信息通知机场和航空公司，避免浪费时刻资源

和飞机关舱门以后长时间等待。 

 
图 5 雷达回波图（解除机场雷雨警报） 

 本场航班放行基本恢复正常运行，区域内航班绕飞情况好转，

应急处置组组长向各单位发布解除橙色预警指令，向中南地区空管

局运行管理中心汇报运行情况和解除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情况。 

 11:27 雷达回波已移除进近区并继续远离（图 6），预报发布第

三份机场终端区天气预警，解除进近区域的雷雨预警。 

 
图 6 雷达回波图（解除预警）  

 这次雷雨过程中气象服务了管制运行，同时管制运行对气象服

务也形成了双方面的反馈：一方面气象通过及时发布各种预警信

息，将气象服务融入到管制运行中，保障了飞行安全并降低了天气



对航班运行正常的影响，另一方面气象预报客观上存在不准确性，

不能完全满足管制运行的需求，需要加强产品开发，进一步提高气

象服务水平。 

5. 结语 

 综上所述，气象服务与管制运行、飞行安全密切相关，相辅相

成。气象服务的质量直接影响到管制运行的效率，航班运行的正

常，飞行安全的保障。管制运行的需求和应用效果直接决定气象服

务产品的开发，间接影响气象服务水平的提高。 

 在保障飞行安全基础上，民航湖南空管分局通过天气预警、通

行能力评估、大面积航班延误应急响应、航班协同放行四个过程的

管理将气象服务和管制运行有机融合，有效减少了天气原因导致的

大面积航班延误，最大程度地保障了航班运行正常。在这感谢民航

局空管局及气象中心、中南地区气象中心的统筹部署安排和悉心指

导决策，以及其提供的气象和管制资源的共享平台。 

 希望在海峡两岸气象服务与管制应用做法的交流中，两岸同仁

能取长补短，共同促进双方在气象服务与管制应用方面的进一步提

高，最终确保航班飞行的安全、顺畅、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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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湖南空管分局基于空中交通通行能力的大面积航班延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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