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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天气业务是我国气象事业发展的核心，是现代气象业务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防灾减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天气

研究是支撑现代天气业务发展的重要保证，是国家气象科技创新

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 

大气科学和其它相关学科的进步以及我国气象事业的发展

推动天气预报业务不断完善成熟，比较完整的天气预报业务体系

已初具规模。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的天气预报准确

率、精细化程度和预报时效已越来越不能完全满足国家防灾减灾

和公众对气象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制约预报准确率与精细化程

度提高和预报时效延长的因素主要包括： 

1.数值模式预报水平不高。资料尤其是卫星、雷达等遥感资

料同化率低；缺乏针对东亚天气特点的模式物理过程描述。 

2.资料的综合应用能力不足。高时空分辨率的卫星、雷达、

自动站等观测资料未能得到有效应用。 

3.对台风、暴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发生发展的规律缺乏

充分的认识。对影响我国不同区域的灾害性天气过程的特征及其

多尺度相互作用缺乏深入研究。 

4.缺少有效的预报技术和方法。尤其缺乏客观定量预报、概

率预报和短时临近预报技术方法，业务化的延伸期预报技术方法

尚未建立。 

5.气象灾害的监测预警与风险评估能力不足。气象灾害指标

体系尚待建立和完善，缺乏有效的风险评估技术。 

本计划主要面向国家防灾减灾的需求，在分析我国天气业务

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根据《天气业务发展指导意见》、《卫星遥感

应用专项规划》，凝练急需解决的关键科技问题，明确未来 3-5 年

天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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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提高预报预测准确率和精细化程度，延长预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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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二、总体目标 

通过对制约现代天气业务发展的关键科技问题集中攻关，在

数值预报技术，资料的综合应用能力，台风、暴雨、强对流等灾

害性天气发生发展的规律，客观定量预报与短时临近预报技术方

法以及气象灾害的监测预警与风险评估等方面取得突破，从而提

升预报准确率和精细化程度，延长预报时效。具体体现在：进一

步改进和完善 GRAPES 全球模式系统性能，可用预报时效达 7天；

发展多种观测资料融合与中尺度诊断分析技术，实现快速更新的

3-5 千米分辨率三维气象场分析；在现有基础上，台风路径 72

小时预报时效内时间分辨率达 12 小时；24 小时台风路径预报误

差接近 100 千米，台风强度预报误差降至 4.5 米/秒左右;定量降

水预报技巧评分提高 5-10%；强对流天气预警力争提前 15-30 分

钟发布;建立中尺度天气分析业务；沙尘、雾（霾）天气预报能

力明显提高；初步建成我国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业务系统。 

天气研究计划总体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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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领域和优先主题 

本计划设立重点领域 11 个，优先主题 42 项，162 项任务。 

 

领域 1：多源资料分析与融合    

预期目标：发展各种观测资料的融合技术，建立水平分辨率

为 3-5 千米、全国区域逐时快速更新的三维分析预报系统。 

关键科技问题：观测资料的质量控制方法与误差估计；三维

云体分析技术；多种资料高时空融合同化技术。 

优先主题 1：多源资料的误差影响分析及融合技术 

各类资料的误差分析及对融合分析和预报的影响；区域三维

GPS 水汽反演及在分析融合中的应用；多种观测资料（卫星、雷

达、L波段探空等）与数值分析预报产品的融合同化技术；云分

析及云微物理参量估计和检验技术；实时气象探测资料质量控制

技术。 

优先主题 2：模式滚动预报技术及三维分析预报系统 

模式物理过程对模式滚动预报的影响；融合资料对模式滚动

预报的影响；快速更新的三维分析预报系统关键技术。 

 

领域 2：卫星和雷达资料天气学应用   

预期目标：建立可投入业务使用的卫星云型诊断与分析方

法；完成《预报员卫星应用指导手册》编写；建立热带气旋云系

特征、云水、云冰、降水、海面温度等信息的定量提取方法；建

立热带气旋中心位置、强度的客观估计方法；建立卫星云及大气

参数的定量反演技术；建立新一代天气雷达资料质量控制、资料

分析处理方法和技术；建立暴雨、台风三维中尺度结构、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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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场信息提取方法。 

关键科技问题：利用卫星资料揭示不同尺度天气系统相互作

用的方法；热带气旋云参数的定量提取技术；热带气旋客观定位

技术；卫星大气参数定量反演技术。 

优先主题 3：卫星云图解译技术 

不同尺度天气系统的云图解译方法；灾害性天气系统卫星云

图特征概念模型。  

优先主题 4：热带气旋遥感监测分析技术 

热带气旋的卫星客观定位定强方法；热带气旋云、海温、水

汽、降水等特征参数定量提取技术；热带气旋卫星分析及应用技

术。 

优先主题 5：卫星云及大气参数定量反演技术 

卫星云参数（云量、云分类、云高、云相态、有效粒子半径

等）反演技术；卫星大气参数（晴空大气可降水量、稳定度指数

等）反演技术。 

优先主题 6：雷达资料应用技术 

新一代天气雷达质量控制和分析方法；新一代天气雷达径向

速度资料应用方法；暴雨、台风中尺度系统信息提取方法。 

 

领域 3：强对流天气预报    

预期目标：加强对中尺度对流系统发生发展特征及其机理的

认识；发展中尺度对流天气的主观分析和客观诊断技术；发展高

密度探测资料的应用技术；发展短历时强降水、对流性大风、冰

雹、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的客观诊断识别及预警预报技术，提升强

对流天气的短时临近预报准确率和精细化水平，力争提前 15-30

分钟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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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科技问题：中尺度对流系统的组织类型研究；中尺度天

气的主观分析技术；中尺度天气的特征物理参数客观分析技术；

中尺度对流系统识别技术；雷达和卫星图像识别技术；多种观测

资料的快速循环同化分析（RUC）技术；强对流天气发生发展的

背景环境、触发条件判别；强对流天气的识别、临近预报算法和

技术；基于自动外推和精细模式预报的 2～6 小时短时预报技术；

强对流天气分析技术及潜势概率预报技术。 

优先主题 7：中尺度对流系统演变过程特征 

中尺度对流系统的分布特征；中尺度对流系统的组织类型；

中尺度对流系统发生发展的环境场特征；地形对中尺度天气系统

的影响。 

优先主题 8：中尺度天气分析技术 

中尺度强天气的特征物理参数及其指标体系本地化；中尺度

天气的天气图、探空图分析及技术规范；利用雷达、卫星、闪电

定位仪等遥感探测资料的中尺度对流系统识别技术；各类中尺度

强对流天气的概念模型；中尺度天气分析平台。 

优先主题 9：高密度探测资料的应用技术 

自动站、雷达、卫星和闪电定位仪等遥感探测资料的综合应

用技术；雷达图像、卫星云图解译技术；利用雷达、卫星定量反

演技术的中尺度天气客观诊断产品；多雷达拼图技术。 

优先主题 10：关键区域强对流天气特征 

近 30 年全国各大区域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空分布特征；短

历时强降水、对流性大风、冰雹和雷电时空分布特征及发生发展

天气学概念模型；强对流天气系统的配置关系和预警指标。 

优先主题 11：强对流天气生消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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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地天气及气候特征、复杂地形对雷暴和强对流天气生消发

展影响的机理；城市化造成的不均匀下垫面及其对雷暴和强对流

发生发展影响的机理；高原与东部地区天气变化相关关系。 

优先主题 12：强对流天气的识别和短时临近预报技术 

强风暴自动识别追踪、非线性自动外推预报以及基于强风暴

质心追踪外推预报的融合技术；短历时强降水、对流性大风、冰

雹、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的诊断识别及预警预报技术；多种资料分

析及临近预报算法的综合集成技术；基于自动站、危险天气报、

雷达、卫星等资料的不同类型强对流天气监测产品；短时临近预

报系统（SWAN）优化集成。 

优先主题 13：强对流天气潜势预报方法 

强对流天气概率预报和等级预报方法；强对流天气的分类

（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预报技术研究；2-6 小时短

时预报技术；利用实测资料与数值预报偏差订正的短时预报融合

技术；1-3 天强对流潜势预报方法。 

优先主题 14：短时临近预报检验新技术 

短临预报的非常规检验新技术；定量降水预报检验的大范围

格点降水估测订正新技术；评判短时临近客观预报效果的综合决

策树或模糊逻辑集成技术。 

优先主题 15：雷电监测预警与临近预报方法 

强对流天气的雷电活动变化规律及其与云降水过程的内在

关系；我国不同地区、不同雷暴过程的监测预警方法和区域雷电

临近预报指标。 

 

领域 4：数值天气预报     

预期目标：完成以 GRAPES 全球预报系统为核心的我国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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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数值预报业务体系建设。全球预报系统的水平分辨率达 25 千

米，全球模式可用时效达 7 天；区域模式达 3-5 千米，模式预报

水平明显提高。THORPEX 计划在我国的实施得到进一步推进。 

关键科技问题：GRAPES 全球模式水平网格改造中阴阳网格

重叠处的计算处理；GRAPES_4DVAR 并行及计算效率的提高；

GRAPES 全球模式的快速计算优化；多种卫星资料同化算子的开

发；卫星辐射率资料的变分质量控制；基于 GRAPES 切线性与伴

随模式的 SV 初值扰动方法的实现；观测-预报交互系统技术、多

模式多中心超级集合预报（TIGGE）技术。 

优先主题 16：GRAPES 全球模式动力框架改进关键技术 

模式水平网格结构、极区处理和阴阳网格技术；地形追随－

高度混合坐标及其对模式预报能力的影响；守恒的半隐式半拉格

朗日动力框架；模式平流层过程模拟。 

优先主题 17：GRAPES 全球模式物理过程改进与评估方法 

云-辐射相互作用；模式中复杂大地形的处理及区域次网格

地形引起的湍流拖曳；综合利用卫星等多种资料的模式物理过程

诊断评估方法；模式评估和误差分析。 

优先主题 18：GRAPES 中尺度模式物理过程精细化 

有相变影响情况下的高精度水物质平流方案；双参数云降水

方案及云微物理特征；下垫面资料使用与陆表过程参数化方案；

模式物理过程诊断评估方法；5千米精细中尺度数值预报系统；

高原及周边地区区域大气数值模式。 

优先主题 19：GRAPES 全球/区域四维变分资料同化框架 

三维变分同化分析从等压面到模式面升级方法；切线性与伴

随模式中物理过程作用的影响；四维变分同化计算效率研究；

4DVAR 循环同化系统框架；卫星、雷达等多种观测资料在 4D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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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同化效果；GRAPES 四维变分同化系统的优化改进与业务试

验。 

优先主题 20：卫星雷达等遥感资料同化技术 

多源卫星大气垂直探测数据同化技术；AIRS/IASI 等卫星高

光谱大气垂直探测数据同化技术； FY-3 极轨卫星导风资料同化

技术；GPS 掩星资料同化技术；洋面散射仪资料同化技术；卫星

水汽同化技术；雷达资料同化技术。 

优先主题 21：集合预报及 THORPEX 相关技术 

基于 GRAPES 切线性与伴随模式的 SV 初值扰动方法；（湿）

物理过程对 SV 初值扰动的影响；多模式多中心超级集合预报

（TIGGE）技术；观测-预报交互系统技术；THORPEX/TIGGE 资料

交换的集合预报产品。 

优先主题 22：数值天气预报支撑技术 

数值天气预报模式数据产品的综合管理计算；核心业务模式

系统的优化技术；气象计算网格技术；数值预报业务模式的中试

技术。 

 

领域 5：精细化天气要素预报   

预期目标：完善数值预报产品因子库和实况资料库；改进基

于 MOS 方法的精细化客观气象要素预报效果；风和降水预报精度

在现有基础上提高5-15%；建立云量和能见度客观预报技术方法；

改进 DMO 预报效果；完善精细化气象要素综合集成技术方法；形

成7天全国县市和5千米格点的全国统一的精细化气象要素产品

共享数据库（NWFD）。 

关键科技问题：MOS 预报中短样本要素和小概率事件预报方

程的稳定性问题；地形复杂地区的客观预报问题；能见度和云量

的客观预报问题；模式预报产品的误差订正问题；由县级台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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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气象要素预报得到精细到乡镇的降尺度分析问题。 

优先主题 23：MOS 预报方法的改进与发展 

气候概率、气候平均值等预报因子在精细化客观气象要素预

报中的作用；区域建模方法在 MOS 预报中的应用；MOS 预报引起

方程异常的原因和解决的技术方案；地形复杂地区的 MOS 预报效

果改进方法；基于事件概率回归估计方法的云量和能见度精细化

客观预报方法。 

优先主题 24：精细化客观气象要素预报综合集成技术 

精细化客观气象要素预报中不同要素、不同时效预报结果协

调一致性处理技术方法；精细化客观气象要素预报中空间协调一

致性处理技术方法。 

优先主题 25：基于模式产品的误差订正技术 

基于动力-相似方法的模式要素预报误差订正技术方法及其

在 DMO 预报中的应用；基于模式地形差异所引起的预报误差订正

技术研究及其在 DMO 预报中的应用。 

优先主题 26：格点预报插值技术 

针对不同要素的插值方法；插值分析方案中地形高度、坡度

和下垫面等地理信息因子的影响；针对乡镇预报的综合插值分析

技术方案；7天全国县市和 5千米格点的全国统一的精细化气象

要素产品共享数据库（NWFD）。 

 

领域 6：定量降水预报   

预期目标：建立高分辨率短期定量降水客观预报模型和基于

中尺度分析和物理量诊断相结合的暴雨中尺度物理模型，提高我

国定量降水预报能力和水平，定量降水预报技巧评分提高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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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科技问题：定量降水估测技术；暴雨预报解释应用技术；

持续性、突发性区域强降水定量预报；中国降水过程的高精度物

理方案。 

优先主题 27：定量降水估测技术 

雷达定量降水估测技术；卫星定量降水估测技术；基于雷达、

卫星和自动站资料的高分辨率格点化定量降水估测产品。  

优先主题 28：客观定量降水预报技术 

定量降水模型；定量降水概率预报和等级预报方法；定量降

水 MOS 预报新技术；定量降水多模式产品集成预报技术；6小时

定量降水的动态权重集成预报技术；高分辨率非静力中尺度暴雨

模式系统。 

优先主题 29：区域暴雨中尺度特征及其预报技术 

西南复杂地形下暴雨发生发展特点及预报技术；东北冷涡背

景下强降水预报技术；华南连续性暴雨中尺度特征诊断分析和预

报技术；长江流域性暴雨中尺度诊断分析和预报方法。 

 

领域 7：台风预报 

预期目标：台风路径、强度以及风雨精细化预报水平进一步

提高，登陆台风精细化分析和预报业务能力显著增强。72 小时

预报时效内时间分辨率达 12 小时；24 小时台风路径预报误差接

近 100 千米，台风强度预报误差降至 4.5 米/秒左右。 

关键科技问题：台风内部精细结构及其演变特征；台风数值

模式中物理过程及其参数化处理方案；台风陆上路径和强度变化

的主要影响因子；台风模式的海-陆-气耦合技术。 

优先主题 30：台风精细结构分析技术 

台风各类观测资料的质量控制方案；台风各级风圈半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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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尺度与暖心及变性过程等的分析技术；基于多源观测资料的台

风客观定位定强业务方案；台风三维结构的实时分析和再分析技

术。 

优先主题 31：台风数值预报关键技术 

台风资料同化融合及台风初始涡旋形成技术；基于 GRAPES

模式的海-陆-气耦合的台风数值预报模式系统；台风数值模式中

边界层、海气相互作用、积云参数化等物理过程；台风（超级）

集合预报业务应用技术。 

优先主题 32：台风客观预报技术 

台风陆上路径和强度变化的预报技术；台风大风圈及暴雨落

区等的客观预报技术（包括统计和数值模式释用）；台风风雨突

然增幅的物理概念模型及客观预测方案。 

 

领域 8：沙尘暴、雾（霾）天气预报 

预期目标：进一步完善亚洲区域沙尘暴监测预报技术和雾

（霾）预报效果评估方法；建立基于 GRAPES-CUACE/Dust 的亚洲

沙尘暴数值预报系统。建立雾的数值预报技术和雾（霾）监测与

客观预报技术方法。  

关键科技问题：沙尘暴发生的天气动力机制；沙尘起沙、沉

降、输送过程计算方案。雾（霾）生（消）的物理机制；雾（霾）

的数值预报技术；雾（霾）的客观预报方法及预报模型的建立。 

优先主题 33：沙尘暴的监测与预报技术 

基于多种观测资料的沙尘暴监测及卫星反演技术；沙尘暴发

生的天气学成因及动力、热力学特征分析。 

优先主题 34：雾（霾）的数值预报技术 

云物理过程、辐射、边界层计算方案；雾天气数值预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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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值天气模式、源排放输送模式和光化学模式的霾数值预报

模式。 

优先主题 35：雾的监测及客观预报技术 

大雾能见度、光学厚度和液态水路径的卫星定量反演技术；

雾生（消）的物理机制、雾层内气象要素分布及演变特征；雾的

客观预报技术与方法；雾发生机理的天气学概念模型。 

 

领域 9：中期、10-30 天延伸期天气预报 

预期目标：开发基于集合预报系统的中期、延伸期概率预报

技术和方法，发展中期数值预报产品的解释应用技术，提高中期

天气预报准确率和精细化水平，增强对天气过程的延伸期预报能

力。 

关键科技问题：基于集合预报系统的中期灾害性天气定量表

征与判别、概率预报技术等；大气低频振荡信号提取技术；多模

式集成预报技术。  

优先主题 36：基于集合预报系统的中期、延伸期概率预报

技术 

基于集合预报系统的降水、最高气温、最低气温、相对湿度

等常规气象要素中期、延伸期概率预报技术；基于集合预报系统

的高温、强降水、低温冷害等灾害性天气中期概率预报技术。 

优先主题 37：中期、延伸期预报方法和多模式集成技术 

基于天气气候、动力统计等方法的中期数值预报产品的解释

应用技术；最高气温、最低气温等中期客观预报产品以及中期数

值预报产品的误差订正技术；多种技术集成的中期预报系统；大

气低频振荡信号提取技术及其延伸期客观预报模型；我国重大天

气过程的延伸期预报方法；多模式数值预报产品最优集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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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10：气象灾害（如台风、暴雨）监测与风险预估 

预期目标：建立我国主要气象灾害的致灾指标体系，发展气

象灾害监测技术；研发主要气象灾害影响风险评估模型，发展主

要气象灾害影响风险综合评估技术和方法。 

关键科技问题：主要气象灾害致灾因子评价指标体系；气象

灾害风险评估技术。 

优先主题 38：长时间序列气象灾害数据集 

主要气象灾害气象要素演变资料库；主要气象灾害灾情资料

库；主要气象灾害发生地区的脆弱性指标数据库。 

优先主题 39：主要气象灾害致灾临界指标 

主要承灾体孕灾、致灾、灾损、抗灾能力的构成因子、表征

方法和量化识别技术；主要气象灾害致灾因子的成险致灾、发展、

演化的规律；主要气象灾害致灾因子评价指标体系。  

优先主题 40：气象灾害风险预估技术方法 

主要气象灾害风险实时评估技术和方法；主要气象灾害预报

评估业务模型；多灾种综合影响气象灾害预报评估业务模型。 

 

领域 11：空间天气    

预期目标：揭示太阳活动与气象要素的关系及其对极端天气

气候事件的影响；建立从太阳到地球的多尺度空间天气数值模

型；建立国家级的空间天气专业服务系统。 

关键科技问题：多源多要素空间天气数据的融合、仿真以及

数值模拟。 

优先主题 41：日地关系对天气气候的影响 

空间天气因素与天气气候相互关系及作用机理；太阳活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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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变化影响气候的机理；高层-低层大气环流耦合，宇宙线与云

量的相关性及机理；太阳耀斑对雷电影响的机理；高影响天气（台

风、寒潮、暴雨等）对电离层的影响。 

优先主题 42：空间天气服务技术 

风云卫星充电与辐射效应仿真与试验；风云卫星故障与空间

天气的相关分析；空间天气对载人航天活动的影响评估；空间天

气对无线电链路系统的影响评估；空间天气对跨极区航空飞行的

影响评估和空间天气对长距离管网系统的影响评估；空间天气预

警指数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