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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应用气象是应用气象规律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人类生产实

践的科学。应用气象研究是提高公共气象服务水平、增强气象为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全福祉服务能力的重要基础，是国家气象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随着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的转变，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所面临的新问

题，应用气象业务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1.农业气象业务由定期与有限区域服务向以农业防灾减灾

气象保障为核心的新型农业气象服务体系转变;由以大宗粮食作

物气象保障服务为主，向以大宗粮食作物、设施农业、特色农业、

牧业等多元化气象保障服务转变。 

2.人工影响天气业务从重点地区试验应用型向业务服务型

过渡。 

3.由以农业气象服务为主向人工影响天气、城市与健康气

象、交通与电力气象、航空气象、能源气象、沙漠森林草原气象、

水文地质气象及海洋气象等经济社会全方位公共气象保障服务

转变。 

4.由传统气象服务保障手段向传统气象服务保障手段和现

代媒体气象服务保障手段（网络、手机、显示屏等）并用的转变。 

针对这些转变，当前应用气象业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农业气象业务能力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农业气象

业务产品有限，针对性不够强，时效不够高，覆盖面不够宽；多

数农业气象服务产品仍停留在定性描述或以传统统计方法为主

的水平，产品的定量化、数值化程度不高。 

2.对人工影响天气的作业对象、部位和时机认识不足，对作

业技术方法及工具研发不够，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效果评估缺乏科

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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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气象业务与新型监测信息的结合不够。高时空分辨

率、高光谱、多角度的多源卫星遥感信息在应用气象业务中的作

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4.应用气象业务与天气、气候预测业务衔接不够。在应用气

象业务中，缺乏天气预报业务产品与专业气象服务的结合机制，

时空分辨率的精细化程度不能满足相关行业的需求。 

5.对一些新开展或拓展的应用气象业务领域的研究还不够

深入，推广应用不够，还没能形成稳定运行的业务能力。 

    本计划紧密围绕应用气象业务发展需求，结合中国气象局

《公共气象服务业务发展指导意见》和《现代农业气象业务发展

专项规划》（2009-2015 年），梳理制约应用气象业务服务发展的

关键科学问题，明确未来应用气象领域的研发目标和任务。组织

全国气象行业的优势科技力量、联合攻关，提高我国应用气象业

务服务的科技水平，拓展应用气象业务服务领域，形成稳定的应

用气象业务能力，为气象防灾减灾和现代气象业务体系建设提供

坚实的科技支撑。 

 

二、总体目标 

到 2014 年，形成与现代气象业务体系相协调、基本满足现

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需求、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应用

气象业务体系。发展适应现代农业需求的农用天气预报，农业气

象业务产品的针对性、时效性、精细化和客观定量化水平显著提

高；人工影响天气机制、不同作业云系认识与人工影响天气技术

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人工影响天气效果检验初步实现客观定量；

城市化发展对天气、气候与空气质量影响的定量化认识、城市高

影响天气精细化预报与影响评估预警业务能力显著提高；健康气

象、交通与电力气象、航空气象、能源气象、沙漠森林草原气象、

水文地质气象及海洋气象等领域的预警与影响评估业务能力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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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强。应用气象业务与天气气候预测业务、新型监测信息紧密

结合，业务产品的精细化程度和针对性显著提高。 

 

应用气象研究计划总体框架图 

 

三、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 

本计划设立 11 个重点领域，29 项优先主题，126 项任务。 

 

领域 1：农业气象 

预期目标：发展适用于现代农业生产的农业气象预报技术、

农业气象灾害立体监测与风险评价技术、设施农业与特色农业气

象保障技术及适应气候变化的主要农作物生产气象保障技术，明

显提升农业气象监测、预报、服务业务产品的定量化、精准化水

平，提高服务的覆盖面、时效性、精确性、针对性；基本满足农

业气象防灾减灾、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等方面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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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科技问题：天气气候条件与气候变化对主要粮食作物与

经济作物生长发育和重要农事活动的影响及定量描述；农业气象

灾害风险识别评估与灾损评估技术；遥感与作物生长模型的耦合

技术及其区域化应用；农业设施内外气象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作

用及其对生物产量与品质的影响评价。 

优先主题 1：农业气象预报 

农用天气预报关键技术[包括露天农业、设施农业（含设施

养殖）、林果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农业气象指标体系；主要

农作物生长发育及产量形成动态监测与定量预报技术；天气预

报、气候预测产品在农业生产中的释用技术；现代农业气象业务

和服务产品；遥感与作物生长模式耦合技术及其在农业气象预报

中的应用；精细化土壤墒情动态预报和灌溉预报技术；气象为农服

务效益评估技术。 

优先主题 2：农业气象灾害 

农业气象灾害(干旱、低温、霜冻、洪涝、冰雹、干热风、

连阴雨等)立体监测预警和灾损评估；农业气象灾害防御技术；

农业重大气象灾害风险评价与风险转移关键技术；农业病虫害发

生气象条件监测、预警和评价技术。 

优先主题 3：设施农业与特色农业气象 

设施农业气象保障关键技术；设施农业气象灾害预警及防御

关键技术；特色农产品产量与品质预测预报技术；水产养殖气象

保障关键技术；特色林果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关键技术。 

优先主题 4：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粮食安全预测与评估 

农业气象模拟模型；气候变化背景下作物生产潜力预估技

术；作物产量气象集合预报技术；气候变化对作物品质影响的评

估技术；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气象灾害的评估；农业种植制度对

气候变化的响应与应对技术；农田水分利用效率对气候变化的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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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适应技术；主要农作物生产的气象脆弱性评价预警；气候变

化背景下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评价及其变化趋势预测技术；气候变

化背景下农业气候资源的有效性评估；全球变暖背景下作物种植

区域和产量的效应评估技术。 

 

领域 2：人工影响天气 

预期目标：对层状云、对流云和地形云等不同人工影响天气

作业云系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人工影响天气机理得到进一步揭

示；人工增雨(雪)、防雹、消雾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人工影响天

气效果评估初步实现客观定量，人工影响天气服务能力显著提

升。 

关键科技问题：层状云、对流云、地形云形成的动力和热力

条件，云的微观结构及降水形成过程；人工播云条件预报与判别

指标；不同云系的优化作业方法；人工影响天气数值模拟；催化

剂核化机理；冷(暖)雾形成机理及人工消雾技术；人工影响天气

效果评估。 

优先主题 5：人工增雨(雪) 

层状云的结构特征及其人工增雨(雪)关键技术；层积混合云

的结构特征及其人工增雨(雪)关键技术；地形云结构和人工增雨

(雪)关键技术；对流云结构特征及人工增雨(雪)关键技术；大气

水循环及空中水资源。 

优先主题 6：人工防雹与消雾 

降雹与非降雹对流云判别技术与指标体系；人工防雹关键技

术；冷(暖)雾形成与判别技术；人工消雾关键技术。 

优先主题 7：人工影响天气效果评估 

不同作业方式(飞机、火箭、高炮等) 人工影响天气的效果

评估技术和方法；实用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效果评估系统；人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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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天气作业效果评估的业务应用与示范。 

优先主题 8：人工影响天气催化剂与装备 

人工影响天气地基、机载监测装备；关键云物理量识别技术；

新型人工影响天气地基、机载作业工具的研发与业务应用；人工

增雨(雪)催化剂定量检测、改进与业务应用；人工消冷(暖)雾催

化剂及其应用。 

 

领域 3：城市与健康气象 

预期目标：城市群复杂下垫面物理过程模式、城市群精细气

象预报技术、城市高影响天气影响评估预警方法基本建立；空气

质量与天气敏感疾病的预报预测技术明显提高，健康气象评估预

警技术基本建立，业务服务能力显著提高。 

关键科技问题：城市非均匀下垫面和城市（群）化对天气气

候的影响机理；城市群地区陆面过程和边界层参数化方案及数据

同化技术；城市群区域复合大气污染的形成机理及其扩散、传输

过程；天气敏感疾病发病和流行的气象诱发机制与预报技术；高

影响天气和空气质量对人居环境与人体健康的影响机制和评估

技术。 

优先主题 9：城市复杂下垫面物理过程 

城市群复杂下垫面过程模式与边界层参数化方案；超大城市

群精细气象预报预测技术；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的联系机制及对

策；不同城市群地表特征的获取与评估技术；耦合城市陆面模式

与精细资料同化的气象预报系统应用与评估。 

优先主题 10：城市高影响天气 

城市局地高影响天气(暴雨、雾、霾、雪、高温、寒潮等)

发生规律及其精细化预报技术；高影响天气对城市生命线系统

(交通、供电/暖/气/水等)的影响过程与评估技术；高影响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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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运行与重大活动的影响过程与评估；城市突发气象灾害风

险防范与快速响应关键技术。 

优先主题 11：空气质量 

城市群区域复合大气污染物传输过程与预报技术；空气质量

预报关键技术及其应用；空气质量风险评价与示范；危险气体泄

漏大气扩散预报与风险评估技术。 

优先主题 12：健康气象 

天气敏感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发病和流

行诱发机制及预报技术；生活健康气象指标体系（风寒指数、防

晒指数、中暑指数、突发疾病指数等）与评估技术；大气污染物

（SO2，CO，O3，PM，酸雨，酸雾等）对人居环境影响的评估技术；

空气质量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评估技术。 

 

领域 4：交通与电力气象 

预期目标：建立道路能见度、路面温度、路面状况预报技术，

发展道路能见度、道路结冰、积水、大风等对交通运输影响的评

估预警技术，以及气象条件与导线覆冰、积雪、雷电和雾对电力

消耗和传输影响的预警技术，实现交通与电力气象预报服务能力

显著提升。 

关键科技问题：道路能见度、道路结冰、积水、大风等对交

通运输影响的指标体系；交通与电力高影响天气预警与精细化预

报技术；交通与电力高影响天气的影响评估方法。 

优先主题 13：交通高影响天气预报 

交通运输高影响天气发生规律及其精细化预报技术；交通运

输高影响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过程与评估；高速铁路专业气象

服务技术；道路天气预警服务、对策与气象服务效益评估。 

优先主题 14：电力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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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线覆冰(雨凇、雾凇等)的形成机制及其对电力传输影响评

估；导线覆冰的天气精细化预报和风险评估技术；气象条件对城

市电力消耗的影响过程与评估；电力行业气象服务效益评估技术

与方法。 

 

领域 5：航空气象 

预期目标：发展适用于现代航空业飞速发展的航空气象监测

网络、预报预警技术，尤其是基于数值预报、临近预报及实况监

测的航空气象重要天气、新终端区、低空风切变等的预报预警方

法，使我国航空气象的监测、预报、预警和服务产品水平达到国

际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基本满足我国及周边区域飞行、空管等

对航空气象预报预警技术的需求。 

关键科技问题：基于数值天气预报的新终端区航空气象预报

预警技术；对飞行有重大影响的天气系统（SIGMET）识别及其临

近预报技术；航空气象预报产品检验技术；四维立体气象资料的

构架技术；航空气象预报服务质量管理体系技术。 

优先主题 15：新终端区预报 

能见度预报预警技术；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技术；不同跑道

上的低空风切变预报方法和预警指标。 

优先主题 16：SIGMET 监测预报 

航空重要天气(雷暴、热带气旋、湍流、结冰、山脉波动、尘暴、

沙暴、火山灰等)立体监测技术与方法；航空重要天气临近预报技

术；航空气象重要天气数值预报释用技术。 

 

领域 6：海洋气象 

预期目标：提高对海上气象要素、海雾、海上灾害天气等的

监测和预报能力；完善风浪对船舶航行速度影响的失速计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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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高远洋气象导航业务及服务能力。 

关键科技问题：海洋气象灾害形成条件及演变规律；海-气

相互作用物理过程与控制机制。 

优先主题 17：近海和海岸带海洋气象预报 

沿海和海岸带大风的时空分布特征及预报技术；近海和沿岸

海雾生消预测预警技术；海上大风、大雾等的预报预警技术方法。 

优先主题 18：远洋气象导航及服务 

大风大浪条件下船舶航行风险等级划分方法；风浪对船舶航

行速度影响的失速计算方法；基于电子海图的海洋气象预报产

品。 

 

领域 7：能源气象 

预期目标：发展复杂地形区风能、太阳能资源的精细化预报

及其气象风险评估技术；建立风电场、太阳能电站微观选址评估

标准。 
关键科技问题：精细化的复杂地形数值模拟技术；风能与太

阳能资源质量评估方法；复杂地形区风能和太阳能的气象风险评

估技术；发电机的雷电防护关键技术。 

优先主题 19：风能资源 

复杂地形（风电场或宏观区域）风能资源精细化数值模拟技

术；风力发电机的雷电防护关键技术；风能资源质量和气象风险

评估技术；风电场电站微观性选址评估技术。 

优先主题 20：太阳能资源 

复杂地形太阳能资源精细化数值模拟技术；太阳能资源质量

和气象风险评估技术；太阳能电站微观选址评估技术；太阳能发

电机的雷电防护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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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8：沙漠、森林、草原气象 

预期目标：研发沙漠及周边地区主要灾害性天气的预报预警

技术，重建沙漠地区历史水文气候变化序列，研发大风、沙尘风

沙环境、冻害对特色绿洲农业、交通运输和生态环境影响的精细

化评估方法；森林、草原火险气象预报预测技术，森林草原对气

候变化的脆弱性评估技术；森林、草原病虫害和生态环境气象监

测评价预警系统，显著提升沙漠、森林、草原气象保障服务能力。 

关键科技问题：沙漠地区大气边界层参数化及起沙输送过程

的定量描述；沙漠天气灾害精细化预报技术；沙漠地区气候历史

变化重建技术；沙漠地区植被生长对风沙环境的响应与控制机

制；气象条件对森林、草原火的发生、蔓延影响机理；气象条件

对森林、草原及其病虫害的影响过程与模拟；寒旱区森林、草原

生长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过程。 

优先主题 21：沙漠气象 

沙漠地-气能量交换过程及边界层参数化；沙漠地表起沙输

送过程的观测与模拟；沙漠及周边地区天气演变特征；沙漠及周

边地区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警技术；基于树木年轮资料的沙漠

地区历史气候变化序列重建；风沙灾害对绿洲农业的影响过程与

评估技术；风沙环境对荒漠植被影响的评估技术。 

优先主题 22：森林、草原气象 

精细化森林、草原火险气象预报与灾损评估技术；森林、草

原等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评估技术与指标体系；森林、草原病虫

害气象预报与灾损评估技术；森林、草原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评

估技术；森林、草原生态气象监测评估与草畜平衡气象预测技术；

寒旱区森林、草原气象遥感监测与评估技术；基于树轮参数的干

旱半干旱区森林生长气候模拟与适应性评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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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9：水文、地质气象 

预期目标：建立基于数值预报、雷达资料的流域精细雨量预

报技术，以及强降水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的预警技术，

实现水文、地质气象预报服务能力显著提高。 

关键科技问题：基于数值预报的流域精细雨量与体积水预

报；降水的资料融合和空间分析方法对水文预报的影响评估；结

合雷达估算降雨的多来源降水观测数据的融合和空间分析技术；

强降水与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的定量描述。 

优先主题 23：水文气象预报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水文气象预报技术；大型水体富营养化

的气象监测和预警；集合雷达降雨估算的降水精细化监测及其预

报技术。  

优先主题 24：地质灾害气象预报 

山洪气象预报预警技术；强降水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气象

预报警报技术；气候变化对著名旅游区水资源影响的监测与评估

技术。 

 

领域 10：气候可行性论证 

预期目标：发展重大工程和城镇规划的气候可行性论证技术

和气候风险评估技术；建立重大工程与城镇和区域建设对气候影

响的评估方法与标准。 
关键科技问题：针对重大工程与城镇和区域建设的精细化数

值模拟技术；数值模式的参数化改进；重大工程与城市和区域建

设的气候风险评估技术。 

优先主题 25：重大工程和城镇规划气候可行性论证 

重大工程（核电、风电、火电等能源类；交通、通讯、输电、

大型建筑等公共设施类；港口和海洋工程类）规划的气候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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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技术；城镇（或区域）规划的气候可行性论证技术；重大和

重要工程防灾保障和风险管理技术。 

优先主题 26：重大工程和城镇发展对气候影响的评估 

重大工程（水利、火电、核电、风电、光伏电站及交通设施

等）对局地气候影响的评估技术；城镇和区域建设对局地气候影

响的评估技术。  
 

领域 11：气象信息发布 

预期目标：以气象信息产品及其发布技术为依托，建立气象

服务信息技术支撑平台，提升气象服务能力。 

关键科技问题：气象信息产品研制；数据挖掘和气象灾害预

警信息发布关键技术；气象信息产品的发布及其效益评价技术。 

优先主题 27：数据挖掘与气象服务信息技术 

气象服务产品加工技术；气象服务产品库技术；气象空间信

息管理与应用服务技术。 

优先主题 28：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关键技术 

基于多源卫星和 3G 移动通信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关键

技术；气象预警信息发布和显示编码格式；气象综合预警信息发

布平台关键技术。 

优先主题 29：气象信息发布与效益评价 

城市媒体(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气象服务应用技术；

气象为农服务应用技术；气象服务传播技术；气象服务满意度和

效益的评价技术与方法；媒体气象服务技术与平台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