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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新疆气象中心业务系统和资料产品的分类汇总，说明目前

能提供的基础气象信息服务内容；简述不同用户的差异化服务需求，

引出我们对用户支持与服务系统的设计和考虑，然后以新疆气象中心

“气象信息综合服务系统＂为例，描述目前能做到的对用户的支持与

服务。例举一些用户提出的精细化服务要求，指出航空气象支持和服

务发展趋势与特点。 

 

1 引子 

    航空气象的宗旨是为航空飞行的安全、正常和效益服务。随着大

陆地区民航业的飞速发展，2008 年 5 月 29 日成立了民航空中交通管

理局航空气象中心（以下简称民航气象中心），作为大陆民航气象的

业务龙头，带动了全系统加速民航气象业务现代化进程、加快了民航

气象业务运行体系建设，初步形成了以民航气象中心、地区气象中心

和机场气象台三级服务机构为主体，职责明晰、协调有序、资源基本

共享、分级服务的民航气象服务体系。 

    民航新疆气象中心作为大陆七个地区空管局气象中心之一，负责

收集、分析各类气象资料，监视、观测本场的天气实况变化，负责制

作新疆地区气象预报产品，提供各类航空气象情报资料，负责本局航

空气象服务，负责本局空管航空气象设备的日常维护工作，实施本地

区民航气象技术研发与应用；同时作为航空气象监视台，还承担乌鲁

木齐飞行情报区（约 185 万平方公里、与印度、巴基斯坦、阿富汗、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蒙古人民共和国

等 8 个国家接壤、所辖 17 个民用机场，具体参图 1）内的天气监视

工作，编制、提供和发布与本飞行情报区有关的重要气象情报、低空

气象情报和其他有关情报。 

 

    新疆民航气象服务虽然满足附件三及大陆地区行业标准的基本

要求，但与航空气象用户对民航气象预警预报的准确率、信息资源的

集约化、气象产品的精细化、气象服务的决策辅助能力等方面的需求，

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地区中心开展必要的用户支持与服务分析就变



得十分必要。 

 

2 新疆气象中心的业务系统及基础资料、产品 

2.1 业务系统 

    主要包括表 1中的四类。 

   表 1：主要业务系统 
业务系统分类 装备的主要业务系统、设备设施 

航空气象探测 
自动气象观测系统（AWOS）、多普勒气象雷达、风廓线雷达、

周边气象自动站、人工观测场等 

气象信息处理 
民航气象数据库系统、地方气象局资料共享平台、民航气

象业务监控系统等 

天气预警预报 

预报本地化业务平台、天气图填绘与分析、气象信息综合

分析处理系统、视频会商系统、预警预报制作与发布系统、

数值预报系统等 

用户信息服务 气象信息综合服务系统、基于管制用户的信息服务系统等 

2.2 基础资料、产品 

    新疆气象中心收集和制作的基础气象信息资料主要有三类：华北

地区中心和民航气象中心分发的境外境内机场气象资料和产品（见图

2）、地区气象局共享的气象资料和产品（见图 3）、本场和辖区内机

场制作的气象报文和产品（见图 4）。 

 
图 2 北京分发的气象资料和产品 



 
图 3 新疆气象局共享的气象资料和产品 

 
图 4 本场和辖区内机场制作的气象报文和产品 

    这些资料除去一部分用作信息综合分析处理和产品生成的原始

数据外，其余可直接使用的报文和产品资料，多数未经解读直接向用

户提供，需要用户具有较高的气象专业知识，加之不同用户间参差不

齐的需求，使得气象服务任务有增无减，但工作却很难令用户完全满



意。 

 

3 航空气象用户需求的差异化 

    航空气象服务涵盖飞行服务的时空全过程（见图 5），主要涉及

空中交通管理、航空公司运营、机场运行指挥、支线机场气象信息引

接等气象服务。 

 
图 5 航空气象服务涵盖的飞行活动过程 

3.1 空中交通管理用户 

    3.1.1 塔台管制（见图 6） 

类似匝道与城市停车场之间的出入指挥，负责航空器的起降安全

和秩序、监控跑道、安排进出机场航空器的地面滑行路线。指挥难点

主要体现在起降风险大、地空交互忙、协调事项多。主要关注雷雨移

动方向（重点是一边、五边）、大风（本场重点是东南大风）、风切变

（600 米以下）、雨夹雪（跑道积冰）、降雪（航空器除冰）、低能见

度（无法目视航空器）、辐射雾（生成和消散时间）等。 

 
图 6 塔台管制区域 

    3.1.2 进近管制（见图 7） 

    类似高速路出入匝道的指挥，指挥难点在于飞机高度和速度的改

变频繁、反应时间短、落地和起飞排序调配难度大。主要关注航路

CB、云顶高、云底高、影响范围（雷雨绕飞排序难度增加），本场风

向风速变化（频繁的更换跑道直接影响排序）、本场低能见度（增加

飞机间隔）。 



 
图 7 进近管制区域 

3.1.3 区域管制 

类似高速公路指挥，指挥难点主要集中在航路汇聚点。主要关注

航路上的颠簸（可用高度减少）、雷雨（绕飞破坏调配秩序），飞行情

报区内起飞机场、降落机场、备降机场的天气实况和预警警报信息。 

    3.1.4 流量管理 

    类似交通指挥中心的总调，负责削峰填谷，保证区、进、塔流量

安全平稳有序，必要时协调民航空管局流量管理室启动 MDRS（基于

通行能力的大面积航班延误应急响应机制）预警。需要气象部门对危

险天气尽早预判，及时进行预警提示，内容要求精准。 

3.2 航空公司用户    

主要为飞行机组提供签派放行所需的飞行气象情报和飞行气象

文件。重点关注公司运营所涉及到的机场（起飞机场、降落机场和备

降机场）和航路天气实况和预警警报。 

3.3 机场集团用户 

    影响辖区内机场（主要是乌鲁木齐机场）地面运行和服务所涉及

到天气实况和预警预报信息；集团所辖属地化机场气象信息引接与支

持服务（包括：数据库引接、行业指导、技术支持、培训实习、应急

保障、资料监控与反馈等）。 

3.4 通航用户 

通航飞行的气象服务是未来的航空气象服务的一个重要领域，目

前民航气象正在探讨和探索如何为通航飞行提供服务。 

目前石河子通用航空机场，需要气象信息引接与支持服务（包括：

数据库引接、培训实习、资料监控与反馈）。 

    由此可见，用户种类众多、需求千差万别，因此对用户需求的响

应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其中为用户提供信息的系统，因直接体现对

用户的支持与服务，而显得非常重要。 

 

4 用户支持与服务系统设计与举例 

4.1 设计和考虑 



1. 符合安全等级保护要求的网络安全架构设计是基础。对内既能

满足不同类别信息的集中整合、互联互通，对外又能与不同用

户系统安全对接，提供多样的访问方式。 

2. 具有格式统一、数据集中、标准通用、高可用性、高可靠性、

高服务性的数据库后台。一方面满足服务系统 Server 端开发，

另一方面也方便与其它用户的引接和融合（比如：CDM 和管制

综合业务支持系统）。 

3. 系统采用模块化程序设计，目的是一个平台支持多种应用。既

能满足预报业务的产品集成，又能满足用户的服务使用，还能

方便未来扩充。 

4. 用户服务采用 B/S 架构。只有很少的事务逻辑在瘦 Client 前

端，减少了用户载荷，方便系统维护与升级；胖 Server 端尽

量按模块设计各种各类数据资料应用，一方面通过用户权限设

置，实现前端界面的分类定制，以满足不同用户个性化需要，

另一方面通过 Server 端数据缓存，减轻直接访问数据库后台

的频次，提高数据检索和访问速度。 

5.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开展设计，初期以共性资料（原始基础的气

象信息）的展示为主，辅之以直观易用的释用性解读和阈值监

测提醒功能，便于用户快速准确把握危险天气；后期将在现有

平台上，针对气象用户差异化、服务专业化的需求，进行必要

的二次开发与应用。 

4.2 新疆气象中心“气象信息综合服务系统＂介绍 

    “气象信息综合服务系统＂是新疆气象中心自主开发的用户服务

系统，采用三层 B/S 架构。通过检索气象数据库和主动推送的方式获

取各类气象数据，显示界面通过 Ajax 技术不用刷新整个页面进行数

据的局部更新，此系统具备高度的可配置和可扩展的插件功能，系统

通过权限控制实现用户差异化气象产品显示，各种资料（包括自观、

报文、警报等）通过阈值设定实现颜色警告。主界面见图 8，主要功

能有以下几方面： 

 
图 8 主界面 



4.2.1.自动观测系统的 web 显示（见图 9） 

采用 html5 和 canvas 技术，通过阈值设定进行颜色警告。 

 
图 9 自观显示 

4.2.2.航空危险天气监视与报文查询（见图 10） 

表格方式：区域监视界面通过点击实况天气报告对应表格的行，

弹出对应的最新 FC、FT、WS、WA 的显示窗口，并支持 EXCEL 表格输

出，报文行的颜色变化来实现对不同类危险天气的监视和提醒。 

地图方式：使用 eCharts 框架的 map 模块，通过 javascript 特

效处理，实现地图方式的危险天气监视、气象报文信息浮动显示，针

对新疆区域以红色线条标出 WS、WA 影响的区域的范围，并叠加了新

疆区域主要的航线。站点颜色的变化来实现对危险天气的监视和提

醒。 

 
图 10 报文的监视与查询 

  4.2.3.重要天气预报预警（见图 11） 

    预警的监视信息显示在系统的首页上，每 30s 对相关预警进行一

次自动查询，当有新资料时标签栏显示红色进行提醒。 



 
图 11 重要天气预警预报 

4.2.4.图形产品显示（见图 12） 

    可实时刷新、鼠标放缩、动画、打印，资料到达不及时时的自动

提示。 

 

 
图 12 图形产品展示 

4.2.5.飞行气象文件制作（见图 13） 

    以 pdf 格式进行显示、制作和打印，并按用户权限在服务器端保

存留底。 



 
图 13 飞行气象文件制作 

4.2.6.中尺度数值预报产品显示（见图 14） 

    产品包括了常规的物理量场、积冰指数和颠簸指数等，并可视化

输出了平面图和各种剖面图，站点要素的时间序列图等。 

 
图 14 数值预报产品显示 

    该系统将用户关注的，极度分散的 10 大类、24 个子类的产品和

资料，通过友好易用的界面，辅之以各种危险天气监视和警告提示，

以及直观的释用性解读，进行集成化展示，方便用户快速提取需要的

气象信息。该系统后期继续根据不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进行二次的

开发与应用探索。 

 

5 航空气象支持和服务发展趋势与特点 

5.1 精细化需求分类和举例（见表 2） 

表 2：精细化需求举例 
精细化需求分类 用  户  需  求  举  例 实现途径

气象信息直观易

用的解读 

 气象信息以图形化和明语化的方式展示 
技术开发

与用户运行直接

相关的、天气转

变的监视与预警 

 AWOS 的气象数据发生变化，比如：QNH 变化 1个百帕，

或者风向由顶风变为正侧风或者顺风，或者风速变化

超过 3m/s，或者温度变化超过 3℃等情况出现时，需

要及时通知塔台 

技术开发

共享气象

局资料 



 主要航路点、繁忙航段、备降机场的天气和气象预警

信息 

用户重点工作领

域的精准气象支

持 

 需要对机场五边天气有探测手段和准确预报，比如：

对流云、风切变的风场信息 

 “五边＂及其附属的进港航径空域作为重点预报区域

范围，能够提前至少半小时至 1小时提供此范围内的

雷雨覆盖可能、强度、持续时长、未来发展趋势等预

报资料 

 非常需要本场和终端区实时气象雷达拼图、闪电定位

仪资料、以及近地面层中小尺度的三维风场资料 

探测设备

预报技术

大容量下的精细

化气象预报 

 对雪的类型（湿雪还是干雪）、降雪量、降雪持续时

间等的预报，进而获得降雪对道面影响的预判，增加

跑道积冰预警预报 

 需要起雾时间、大雾期间最低能见度、低能见度持续

时间等的预报，尤其需要比较准确的大雾消散时间 

 雷雨的预计开始时间、强度、移向移速、影响范围、

预计结束时间、云团顶高等的信息 

 需要临近预报支持系统，更关注 0-2 小时内精细化的

临近预报产品 

预报技术

探测设备

大时空、全方位

的气象服务 

 增加空中颠簸、积冰、风切变等服务产品 探测设备

数值预报

与用户系统融合 

 气象雷达产品与管制雷达融合显示（外推 1-2 个小时） 

 预告图与乌鲁木齐情报区的航路和航线图叠加 

跨专业联

合技术开

发 

辅助决策 

 以 340゜-160゜为界、风速大于 3m/s、风向变化偏东

或偏西的趋势尽早通报管制中心，为管制中心因风的

变化导致更换跑道工作提供辅助决策 

技术开发

...... ...... ...... 

5.2 航空气象支持与服务的发展趋势与特点 

1. 航空气象科研是做好航空气象支持与服务工作的保证，预报技

术研究和技术开发队伍、体制、机制的建设需更加完备。 

2. 加强与气象局的合作，加大航线航路基础气象资料的引进，丰

富机场终端区探测装备，实现全面、精细、精准的天气监控。 

3. 航班量持续激增、航班正常率要求越来越高，用户对气象服务

的针对性、信息资源的集约化、气象产品的精细化需求愈发迫

切。 

4. 航空气象服务全球化和区域化、服务产品多样化成为趋势，针

对机场终端区、航路航线、高密度大流量空中走廊，急需开发

出相应的终端集成天气系统、繁忙走廊集成天气系统、航空气

象风暴协同预报等系统。 



5. 气象信息与其他系统集成融合，从辅助决策的后台，逐步走向

为组织空域流量评估、实施流量控制、制定规避方案等航空运

行提供决策支持的前台。 

6. 基于互联网、移动终端、手机 APP 的网上气象服务方式更加普

及。民航气象中心级和地区中心级的航空气象服务平台应运而

生，并为用户提供可定制的、个性化的基于互联网的气象服务。 

7. 包括综合服务平台、协同决策气象支持、气象信息与决策工具

融合、气象监测与灾害预警服务在内的专业气象服务，成为关

乎民航气象行业生存和发展的全新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