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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科技和人才是气象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发展现代气象业务、实

现气象现代化是气象部门保障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

和实现《国务院关于加快气象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发〔2006〕3号文件）

提出的气象事业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和历史任务，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高素质人

才队伍。 

气象科技创新体系是气象现代化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国家科技创新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气象局高度重视并强化气象科技创新体系的建

设，以发展现代气象业务为切入点，面向世界气象科技发展，组织各方面专家学

者在天气、气候、应用气象和综合气象观测四个重点领域，凝练重大科技问题，

梳理并提出重大科研方向、科研重点与主要任务，制定并修订天气、气候、应用

气象和综合气象观测研究计划，为扎实推进气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更加有效地

推动现代气象业务发展和气象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的基础和保障。 

2010 年 3 月，中国气象局首次发布天气、气候、应用气象和综合气象观测

四项研究计划，并以此为据，组织一系列诸如公益性行业（气象）科研专项等科

研项目的实施。截至 2012 年底，四项研究计划提出的重点研究任务有 73.4%得

到落实，完成了一批科研成果，其中有些研究成果已转化应用到气象业务中，取

得了很好的效益。 

2012 年，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根据中国气象局的要求，结合现代

气象业务发展中新问题，面向 2020 年基本实现气象现代化的新要求，再次组织

专家学者修订四项研究计划，进一步明确新时期气象科研的方向、重点与主要任

务。为此，四项研究计划的首席科学家，以及相关院士、专家和业务、管理人员，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付出了许多辛勤的劳动。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希望，各级气象部门、相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业务服务单位能够围绕

四项研究计划确定的气象科研方向、重点与主要任务，组织科技工作者开展气象

科研工作。气象科技管理部门要积极引导科技工作者努力完成四项研究计划的主

要任务，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同时还要组织做好科技成果的业务转

化和应用工作，适时组织四项研究计划的滚动修订工作。我相信，在气象行业各

部门和气象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气象科研工作一定能够有更大的作为，一



 

定能够为提高气象预报预测准确率、增强气象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能力、实

现气象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气象局局长） 

2013年 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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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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

水平直接关系到气象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全福祉的服务能力。我国是世界上

受气象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当前正在发生的全球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了

我国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加剧了气象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全福祉的影响。如

何科学地利用气候资源、应对突发频发的气象灾害和气候变化，确保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是应用气象科研与业务面临的严峻挑战。 

近年来，围绕《应用气象研究计划（2009—2014 年）》，中国气象局组织全国

气象行业的优势科技力量联合攻关，在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国家需求的应

用气象科研与业务服务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农业气象精细化服务水平

和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明显提高，对粮食生产减灾保产、实现“八连增”发

挥了重要作用；人工影响天气服务能力和整体效益不断提升，人工增雨作业区面

积达 500 余万平方公里，较五年前增加了 53.9%，增加降水 2694 亿吨，效益增加

45%，人工防雹作业保护面积 50 余万平方公里，较五年前增加 4%，减少雹灾损

失 396 亿元，效益增加 43.2%；气象服务对公路、交通、旅游、电力行业的总体

贡献率分别达 1.85%、1.09%、0.59%和 0.22%，服务效益分别达 8.9 亿元、61.0 亿

元、74.3 亿元和 73.6 亿元左右；气象服务信息发布能力显著增强，涵盖广播、电

视、报纸、电话、手机、网络、电子显示屏、警报系统、海洋预警电台等多种途

径。这些成果的取得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应用气象业务服务的科技水平、拓展了应

用气象业务服务领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应用气象业务能力，在现代气象业务体

系建设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显著提升了我国应用气象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力。社会公众对气象服务的满意率从 2006 年的 74.2%提高到 2011 年的 85.7%，提

高了 11.5%。 

尽管如此，应用气象的科研与业务服务水平仍不能满足我国现代农业与社会

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主要表现在： 

1．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支撑不足。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农业生产

的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农业生产对全过程、多时效、定量化的农业气象信息服

务，农业气象灾害致灾临界值与气象防灾避灾对策等提出了新的需求，需要将最

新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业务能力，支撑现代农业气象业务的开展。 

2．人工影响天气的科技和业务能力尚需加强。尽管近年来人工影响天气已

经有了快速的发展，但是还需要不断提高和完善，特别是人工影响天气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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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装备的研发与业务应用，人工影响天气的潜力评估、催化条件和方法及效果检

验技术等，距满足现代人工影响天气业务建设需求仍有较大距离。 

3．环境气象监测预报业务能力亟需提高。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和快速发展

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已经严重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环境质量，但现有的环境气象

监测预报业务能力严重不足，还没有建立起服务于区域经济与城市化发展的区域

空气质量容量指标体系以及大气污染源调控的气象条件预报技术。 

4．敏感行业气象防灾减灾的科技支撑不足。气象灾害的频发重发已经对气

象服务高敏感行业产生了严重影响。尽管近年来我国公共气象服务已有快速发

展，但仍不能满足业务需求，特别是在气象服务高敏感行业的致灾临界气象条件、

风险评价与监测预警等方面，需要大力加强。 

为统筹组织实施各类气象科技项目，驱动我国应用气象业务科学发展，根据

《国务院关于加快气象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3 号）、《关于进一

步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49 号）、《全国新增 1000 亿

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意

见》（国办发〔2012〕4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的意见》和《中国气象局关于发展现代气象业务的意见》（气发〔2007〕477 号）

有关要求，以及落实《气象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气发〔2006〕

352号）、《国家气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意见》（气发〔2007〕385 号）以及《中国

气象局关于强化科技创新驱动现代气象业务发展的意见》(气发〔2012〕111号)

的精神，以《现代农业气象业务发展专项规划（2009—2015 年）》（气发〔2009〕

350 号）、《应用气象研究计划（2009—2014 年）》等规划计划为基础，结合应用气

象领域国际科技发展趋势、我国应用气象相关业务的现状和发展需求，紧密围绕

2020 年中国气象现代化战略目标，修订并形成《应用气象研究计划（2013—2020

年）》。 

该研究计划由引言、总体目标、重大专项、重点领域和基础支撑平台五部分

构成（总体框架如下图所示）。其中，重大专项含 6 项主攻方向，重点领域含 6

个主要领域、47 项优先主题和 6 项区域特色，基础支撑平台含 3 项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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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气象研究计划（2013—2020年）》总体框架图 

 

《《应用气象研究计划应用气象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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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目标 

围绕应用气象服务业务的迫切需求，瞄准应用气象领域的国际科技发展前

沿，研发农业生产全过程、多时效、定量化的农业气象信息服务技术和具有自主

产权的农业气象模拟模型；发展人工影响天气潜力评估、催化条件选择、催化方

法和效果检验的技术与方法，研发新一代人工影响天气的数值模式、新技术和新

装备；构建面向环境气象预报与预警业务的数值预报模式和环境气象灾害预警系

统；建立气象服务高敏感行业的致灾临界气象条件指标体系与风险评价方法；发

展太阳能和风能开发利用的气象预报和气象灾害预警服务技术，提升我国应用气

象业务服务在气象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整体水平，为

建成与现代气象业务相协调、满足我国现代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需

求的应用气象科研业务体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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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大专项 

(一)重大科技应用研发  

主攻方向 1：重大农业气象灾害的形成机制与风险调控 

需求分析与重大科技问题：我国是一个受农业气象灾害影响严重的国家，气

候变暖尽管改善了区域的热量条件，在一定意义上增加了粮食的生产潜力，但气

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使得气象灾害加剧，且有来势早、强度大和危害加剧的趋势，

导致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增加，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农业生产如何科学应

对气象灾害，不仅关系到粮食安全与《全国新增 1000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

(2009—2020年)》的实现，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

因此，迫切需要弄清农业气象灾害的形成机理和危害机制，明确农业气象灾害的

致灾临界值，研发防灾避灾关键技术，为农业生产的灾前、灾中和灾后的科学决

策与管理提供依据，实现农业防灾减灾。 

主要研究任务目标：针对我国主要粮食作物选取重大农业气象灾害发生的典

型区域，系统分析农业气象灾害形成的前期气象环境和强信号；研究农业气象灾

害风险的识别技术，灾害环境下农作物生理生态参数变化特征与农业气象灾害对

农作物的影响机制，重大农业气象灾害的形成过程及其对农作物的危害机制；发

展农业气象灾害的致灾临界值评价指标体系、灾害预警模型、灾害风险管理等关

键技术；开展区域农业气象灾害影响的综合风险评价与区划，研发防灾避灾关键

技术，为灾前、灾中、灾后的科学决策与管理提供依据；探讨气候变化背景下农

业气象灾害风险的变化情景，提出灾害风险多维调控与综合管理对策；建立农业

气象灾害风险评价与风险管理业务系统。  

主攻方向 2：三维云－微物理过程探测技术与模式研究 

需求分析与重大科技问题：云是人工增雨（雪）的作业对象，云的产生和演

变受气候环境、地形、天气系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云的形成过程和结

构特征复杂多变。现有的常规气象观测系统(卫星、雷达、气象观测站网等）只

能对云的部分特征，如云形成的大尺度环流特征、天气系统、云的回波特征、地

面降水等进行连续监测和观测，但对云的精细结构，如云中粒子的相态、过冷水

含量分布、云动力场等信息无法获取，而这些与云相关的关键物理量对设计三维

云模式和科学人工增雨（雪）作业非常重要，包括人工增雨(雪)的作业条件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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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技术、作业效果评估等。因此，迫切需要开展三维云结构与云微物理过程的

探测技术与应用研究，提高数值模式中云降水过程预报能力和人工影响天气探测

与作业效果评估能力。 

主要研究任务目标：研发和试验新型人工影响天气关键探测技术，如云雷达、

偏振雷达、微波辐射计、激光雷达等，提升对云结构和降水过程精细化探测能力；

基于空基(探空、飞机、火箭等)、地基(各种雷达等)和天基综合探测的精细外场

试验获取典型云系云中粒子相态的分布、演变和降水产生的物理过程，研究云的

动力结构和云中湍流、卷夾等过程，揭示自然云中水分转化过程及降水形成机制； 

建立可靠性高、能力强的云和降水精细化探测与集成应用技术，实现业务化应用；

研究云模式，尤其是暖云模式，发展新一代三维云模式，提高云的发展过程和降

水模拟及预报能力。 

主攻方向 3：大气环境容量与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需求分析与重大科技问题：当前我国经济建设面临两个突出矛盾：一是经济

总量扩张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及自然资源生产率相对低下的矛盾；二是经济快速

增长与大气环境容量有限及大气环境容量利用效率相对低下的矛盾，其中最重要

的是大气环境容量问题，包括大气环境容量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水、热、光资

源容量与农业开发、工业布局和生态功能区划问题，导致了社会－经济－自然复

合生态系统的失衡，威胁到了区域生存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因为如

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以解决各类不平衡、不

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为此，迫切需要开展区域大气环境容量研究，以为我国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依据。 

主要研究任务目标：重点研究服务于区域经济与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大气容

量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服务于生态功能区划的气象容量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

关于大气容量研究，重点分析造成典型研究区域高浓度臭氧和 PM2.5/PM10 污染

的关键因子，揭示区域内污染物输送、转化和演变特征；建立城市化与区域经济

发展对大气环境影响的大气环境容量评价指标体系，研发面向环境气象预报与预

警业务的数值预报模式和环境气象灾害预警系统；提出区域经济与城市化可持续

发展的对策措施。关于气象容量研究，重点分析我国水、热和光资源容量对农业

开发和工业布局的影响及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建立气象容量指标体系；基于大气

环境容量，探讨不同地区农林业开发和工业布局，确定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引

http://baike.baidu.com/view/26894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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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各地合理选择发展方向，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 

主攻方向 4：边界层内风特性及应用关键技术研发  

需求分析与重大科技问题：近地面(＜1000m)大气边界层的风特性既是能源

开发供应、(地面)交通、高耸和大跨建筑物等重大工程的安全设计及城市规划和

防灾管理等的关键参数，也是大气污染物稀释、扩散、输送的重要参数，对于城

市规划、环境功能区划、环境气象预报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针对人类活动最为

密集、敏感的近地边界层内精细化观测和模式技术均十分缺乏，迫切需要开展近

地边界层内风特性的精细化观测和模式技术研究。拟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有：各

类下垫面(如大城市、山地、高原台地、海陆或湖陆交界等)在不同类型天气系统

下，在 1000m 以下近地边界层的精细化风探测技术；特种观测仪器(遥感式、高

频采样、压力式等)的风数据质量控制、处理和融合技术；近地边界层精细化风

场结构和风特性；高时空分辨率精细化风场数值模式研发和优化、订正技术。 

主要研究任务目标：通过对我国典型强风气候区各类下垫面 1000m以下近地

边界层精细化的风观测试验，研究不同观测目的或观测目标的最优观测布设、各

类仪器互补和联合观测运行监控、各类观测仪器的风观测数据质量控制、处理和

资料融合技术；研发近地边界层(1000m 以下)水平分辨率几十米或百米量级、垂

直分辨率 10m、时间分辨率为分钟量级的数值模式和预报预警技术；针对风力发

电、交通(地面)、电力(输电)、大城市建设、重大工程、公共设施、城市和环境

气象服务等对风参数的需求，揭示我国典型边界层内的风特性，研究边界层小风、

微风及湍流扩散特征，发展适于不同服务需求的风参数数学模型、业务系统、基

础数据集和产品，成果可服务于重大工程抗风论证、强风预报预警、城市和环境

气象服务等专业服务领域。 

(二)基础、高技术研究与重大试验 

主攻方向 5：气候变化下我国主要农作物高效利用气候资源的过程

与调控机制 

需求分析与重大科技问题：气候变化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农业气候资源与

生产潜力、农业种植制度及粮食生产。当前国家经济平稳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对

农业稳产高产的客观需求与气候变化严峻形势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面对我国已

经发生的气候变化，粮食生产如何适应气候变化，提高气候资源利用率，实现趋

利避害，确保粮食高产稳产和农民增收已经引起中央政府与相关部门的高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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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也是《全国新增 1000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 年)》面临的严峻

挑战。解决这一国家需求的关键科学问题之一就是要弄清气候变化下我国主要农

作物高效利用气候资源的过程与控制机制，为农作物科学生产与安全布局提供支

撑。 

主要研究任务目标：主要农作物生长过程中的气候资源数量、配置及区域分

布及演变趋势；主要农作物农业气象灾害及影响评估；主要农作物高效利用气候

资源的过程与机制；主要农作物生长的气候适宜度诊断技术；主要农作物品种布

局变化及影响因子；气候变化下主要农作物高效利用气候资源对策。研究揭示不

同时空尺度主要农作物利用气候资源的过程与控制机制；发展具有自主产权、针

对我国主要农作物及其面临的重大农业气象灾害的农业气象模拟系统；提出针对

当前及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我国主要农作物稳产高产模式与种植制度规划。 

主攻方向 6：区域大气水循环与云降水效率研究 

需求分析与重大科技问题：科学开发利用大气水资源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

前瞻性的应用价值。大气水资源非常丰富，大气降水是陆地水资源的主要来源。

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水均是由大气降水转化来的。我国大部分地区大气水实际

转化为地面降水的不到 20%，大量大气水资源可供开发利用。本主攻方向拟以区

域大气水循环和云降水效率研究为重点，进一步阐明区域大气水循环特征与规

律；揭示水汽—云水—降水转化机理和产生不同降水效率的成因，探讨人工影响

云微物理过程的机理，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支撑。 

主要研究任务目标：选择全国典型地区（西北、华北和南方），充分利用现

代大气水和云观测和数值模式手段，研究建立区域大气水循环过程和不同降水效

率形成的机理；研究云水转化理论和概念模型及关键科学指标；揭示区域大气水

循环演变特征规律；发展和建立我国大气降水效率优化调控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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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领域 

领域 1：农业适应气候变化 

预期目标：阐明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过程与种植分布的影响机制；改进基于

气候资源高效利用的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措施；构建农业生物全过程的农业气象指

标体系；研发具有自主产权并面向我国主要农作物生长过程的农业气象模拟模型

和设施农业气象预报集成技术，服务于农业稳产高产与粮食安全。 

(一)优先主题 

优先主题 1：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粮棉油作物布局优化与应对措施 

针对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及粮棉油作物布局变化，研究分析农业气候资源演

变特征；研究农业种植制度、生产结构和粮棉油作物布局变化及其影响评估方法；

农业种植制度和粮棉油作物布局优化的气象制约因子；发展农业种植制度和粮棉

油作物布局优化评估标准、方法与原则，研究农业种植制度和粮棉油作物布局适

应气候资源变化的对策措施。 

优先主题 2：气候变化对我国粮棉油生产的影响及其脆弱性评价 

针对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我国粮棉油生产敏感区域，分析气候变化对粮棉油生

产的总体影响特征及区域差异；明确气候变化对粮棉油生产影响的关键因子，评

价气候变化影响下粮棉油生产的敏感性和粮棉油生产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结

合未来气候变化情景，评估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我国粮棉油生产的气候脆弱性，

建立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技术。研究评估不同栽培耕作、肥水管理与生产

性调控应对技术措施对我国主要粮棉油生产的影响，提出适于我国粮棉油生产不

同敏感区域的具体应对技术和措施，为未来气候变化下粮棉油可持续发展提供技

术储备和保障。 

优先主题 3：农业生物生产全过程的气候资源利用机制及其气象适

用技术研究 

研究农业生物生产全过程的气候资源利用及其控制机制，建立基于气候资源

高效利用的主要农业生物高产、优质、生态、安全种植布局和栽培技术(包括作

物－果树－饲草－蔬菜等安全种植布局、设施农业防护、节水灌溉、施肥高产技

术等，不同农区关键农时农事和作物产前、产中、产后的天气气候预警防控技术



10 

 

等内容)；分析研究主要农业生物气象适用技术；建立主要农业生物全生长过程

的农业气象指标体系，实现全过程、多时效、定量化农业气象信息服务。 

优先主题 4：农业生物生长发育与品质的气象调控机制及其应用 

研究农业生物种植区的农业气候资源时空格局变化趋势，分析影响农业生物

生长发育和品质的关键气象因子及关键期；阐明农业气候资源时空格局变化对农

业生物生长发育和品质的影响机制，发展气象条件与农业生物生长发育和品质的

关系模型；探讨农业生物小气候调控技术；构建农业生物生长与品质的农业气象

指标，研制集小气候预报、调控决策和信息发布于一体的农业生物气象服务系统，

为农业生物，特别是名优特农业生物优势生产布局提供气象保障。 

优先主题 5：我国主要农作物生长过程的农业气象模拟模型研究 

分析国内外现有作物生长过程模型对中国主要农作物生长过程与产量模拟

的适用性；构建中国主要农作物生长过程模型，结合遥感反演技术及模型数据同

化技术，确定模型的最适参数；基于模拟试验与长期野外定位观测资料，综合考

虑气象因素对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过程的影响，从物质输送、能量转换与

平衡出发完善对作物生理生化过程与光合产物分配过程及其与气象条件的关系

的模拟；开展中国农业气象模型系统在作物生长状况定量监测、农业气象灾害定

量评估、作物产量定量动态预报等方面的应用与评估研究，不断改进模型，提升

模型模拟的准确度。 

优先主题 6：气候变化对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评估与适应对策 

针对我国典型生态系统，研究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分析

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变化对气象和干扰的敏感性，检测分析生态系统的敏感性指

标及关键气象因子，确认生态系统适应性的气象因子阀值；发展气候变化对生态

系统影响的评估方法、风险评价与区划技术，建立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影响的评

价指标；预估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我国主要生态系统时空格局及其自适应程度；

给出气候变化对我国主要生态系统的影响评估报告和风险区划；提出我国典型脆

弱区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的对策措施。 

优先主题 7：设施农业气候资源评估与利用技术 

系统分析评价设施农业主要种植区气候资源分布特征；基于设施内外气象要

素定量关系评价设施气候资源时空分布；研究建立设施农业气象指标和设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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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主要生长发育阶段的生理生态指标；研究基于设施农业小气候的设施农业生

物生长发育动态监测和评估技术；结合设施农业生物生产农业气象指标，构建设

施农业小气候资源评价指标体系与区划技术；确定不同区域名优特农业生物优势

生产布局；提出不同区域周年设施农业生产布局与对策，为我国设施农业科学布

局与发展提供气象保障。 

优先主题 8：不同区域设施农业气象预报集成技术研究与应用 

研究设施农业小气候形成机理；分析影响设施农业小气候的外界气象要素变

化及其影响的物理过程；发展基于能量平衡、计算流体力学的设施农业小气候模

拟技术；发展基于设施外气象观测的设施农业小气候实时监测诊断技术；发展基

于统计与能量平衡的设施农业小气候 17天预报集成技术；发展不同天气背景下

设施农业小气候定量调控技术；发展基于天气－温室－作物－环境调控和作物栽

培管理技术的精准服务技术；研发适于不同区域设施农业气象精准预报服务系

统，提高设施农业气象服务的时效与精度。 

优先主题 9：精细化水产养殖气象保障关键技术 

针对淡水(湖泊、池塘)或海水精细养殖，研究水体不同深度生态要素及其与

气象要素的关系；研究养殖品种关键生长期、存活率、病害、产量等与水体生态

要素关系及其气象指标；研究水体气象要素和生态要素预报方法；研究主要养殖

品种苗种投放的适宜度、适捕期、病害发生程度等级预报技术及其气候适宜性；

水产养殖气象观测方法及服务规程；水产养殖气候区划技术；研究建立水产养殖

气象指标；水产养殖气候适宜度指数及诊断方法；研发 13天气象预报预警产品

释用技术与服务产品；给出主要养殖品种气候区划，为水产养殖高产稳产及技术

推广提供精细化、高水平的气象预测预报服务。 

 (二)区域特色 

研究气候变化背景下农牧交错区水资源脆弱性及优化配置；气候变化下丘陵

山地农业气候资源演变与评价；不同区域主要农作物不同生育阶段适宜气象指标

体系；特色农业生物气象适用技术；基于气候资源高效利用的特色农业生物安全

种植布局和栽培措施；特色农业生物全生长过程农业气象指标；主要花卉品种花

期气象服务关键技术及其应用；设施特色农业气象环境及其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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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2：农业气象灾害防御 

预期目标：阐明不同强度农业气象灾害和病虫害及其持续时间对农业生产影

响的过程与机制；发展不同农业气象灾害和病虫害影响的诊断与风险评估技术；

建立农业气象灾害和病虫害的预警指标体系和实时动态监测灾损评估模型，服务

于农业气象防灾减灾。 

(一)优先主题 

优先主题 10：农业生物全生长过程的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评价 

分析主要农业生物不同生育期与全生长过程对不同强度农业气象灾害(如干

旱、低温冷害等)及其持续时间响应的生物学特征，建立相应的生物学指标体系；

研究农业气象灾害对环境因子的响应特征与关系；发展农业气象灾害监测方法与

指标体系，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方法，主要农业生物全生长过程的农业气象灾

害等级划分与灾损评估技术。研发主要农业生物全生长过程的农业气象灾害诊断

方法和监测预警评价技术。 

优先主题 11：主要农业生物生长动态的遥感监测与模式研究 

基于田间试验、人工控制试验、环境小卫星高光谱数据及地物光谱仪等观测

数据，开展主要农业生物类型识别技术与标准研究，农业生物类型端元提取技术

研究，基于多时相卫星遥感资料，开展主要农业生物类型遥感识别方法与遥感混

合像元分解技术研究；基于多源卫星和气象、水文、农业等数据融合，开展农业

干旱动态监测、评估和预测方法研究；建立农业干旱评估和预测综合模型；发展

农业气象灾害影响下主要生物冠层反射光谱参数及长势指标的动态变化模式；研

发基于星陆双基遥感农业信息协同反演技术的作物长势监测指标、农业气象灾害

监测指标，以及主要农业生物产量评估指标及诊断技术，为地面农情信息、主要

农业生物类型识别与种植面积评估提供遥感监测技术。 

优先主题 12：主要农业生物重大病虫害发生的气象条件预测预警和

评估 

针对我国重大病虫害，研究气象条件时空变化对病虫害发生的地理范围、时

间、强度、频次等的影响及其关系，病虫害与气象灾害相伴发生的群发关系；分

析病虫害发生的时空新变化及其规律性；利用生物物理统计方法，开发不同气象

条件下气候型病虫害的预警预测技术；建立主要农业生物病虫害发生气象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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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指标体系与风险评价方法；编制病虫害发生发展的气象条件时空分布图与风险

区划；提出主要农业生物重大病虫害发生的气象条件监测、预警和评估技术方法；

研发农业生物重大病虫害灾变风险评估系统。 

优先主题 13：草地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及其对畜牧业的影响评价 

针对北方草地畜牧业生产中长期存在的重要气象灾害，分析主要草地生物不

同生育期与全生长过程对不同强度气象灾害及其持续时间响应的生物学特征，建

立相应的生物学指标体系；研究草地主要生物全生长过程的气象灾害等级划分与

灾损评估技术；建立以草地、家畜为主体的气象灾害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气象灾

害区域孕灾环境敏感性及区域畜牧业承灾体抗灾能力等方面，构建主要草地生物

气象灾害致灾临界指标的表征方法和量化识别技术；建立草地气象灾害预警指

标、灾情指数和预警信号指数；发展草地气象灾害预警指数和实时动态监测评估

模型，并进行业务应用。 

优先主题 14：设施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技术 

研究不同区域主要设施农业气象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基于设施内外气象要

素定量关系，评价设施农业气象灾害时空分布；构建不同区域主要设施农业气象

灾害及灾害等级指标；研发天气预报产品在设施农业气象灾害影响评价与风险评

估模型中的释用技术；探讨设施农业生物生产气象灾害影响评价、风险评估与预

报技术；构建不同区域设施不同农业气象灾害影响诊断与风险评估技术；调查各

地蔬菜大棚和日光温室的防风、防雪压能力，建立防风、防雪压数据库；研发设

施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业务系统。 

(二)区域特色 

研究气象灾害对主要农业生物品质的影响与评价模型；区域或特色农业生物

气象灾害立体监测指标体系与灾损评估；区域或设施农业生物病虫害风险评估与

对策；主要设施农业生物常见病虫害发生发展气象等级指标、潜在发生概率预报

及对策措施；设施特色农业生物气象灾害影响的风险评估与预警。 

领域 3：次生与衍生气象灾害防御 

预期目标：阐明气象灾害对气象服务高敏感行业(交通、铁路、电力、林业、

健康等行业)的影响过程与机制；明确气象服务高敏感行业的致灾临界气象条件

指标体系；发展气象服务高敏感行业气象灾害影响风险评价方法；研发气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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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敏感行业的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技术。 

(一)优先主题 

优先主题 15：内陆水上交通气象灾害致灾机制与监测预警 

研究影响内陆水上交通安全的气象条件、影响机制和致灾临界气象条件指标

体系；发展内陆水上交通气象灾害监测技术；建立内陆水上交通气象监测系统示

范站点；开展内陆水上交通气象灾害工程风险评价技术和风险区划研究；研发内

陆水上交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服务系统。 

优先主题 16：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及风险评价 

研究影响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安全的气象条件、影响机理和致灾临界气象条

件指标体系；发展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致灾临界气象条件监测技术；进行高速公

路和轨道交通气象监测系统站点示范；开展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气象灾害风险评

价技术和风险区划研究；研制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气象灾害的风险评价、调度和

决策支持系统，以及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服务系统。 

优先主题 17：道路结冰气象监测预警及风险评价 

研究道路结冰的气象条件及其影响机理，建立道路结冰临界气象指标；开展

道路结冰自动监测研究，实现道路结冰过程的自动监测；建立规范化的道路结冰

综合数据库；研究道路结冰气象要素精细化预报技术方法；建立道路结冰预报模

式；研发道路结冰风险评价技术和精细化区划方法；给出道路结冰精细化风险区

划；研制道路结冰气象监测预警系统。 

优先主题 18：架空输电线路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及风险评价 

针对架空输电线路，收集建立架空输电线的历史灾损资料和相应气象、孕灾

环境等资料数据库；研究架空输电线的致灾临界气象条件和影响机理；开展架空

输电线的致灾临界气象条件指标体系研究，确定架空输电线路工程气象参数设计

值和地理区划；研发架空输电线路致灾临界气象条件精细化预警技术方法；开展

架空输电线路气象灾害影响区划与风险评价；开发架空输电线气象预报预警服务

产品；研发架空输电路安全运营气象预警系统。 

优先主题 19：城市生命线系统气象灾害的致灾机制与监测预警 

研究影响城市生命线系统(交通、供电/暖/气/水等)的气象条件、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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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致灾临界气象条件(大风、暴雨、雾、霾、雪、高温、雷电、寒潮等)指标体系；

发展城市生命线系统致灾临界气象条件监测技术；建立城市生命线系统气象监测

系统示范站点；开展城市生命线系统气象灾害风险评价技术和风险区划研究；研

制城市生命线系统气象灾害的风险评价、调度和决策支持系统，解决城市气象灾

害风险防范与快速响应关键技术，服务于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优先主题 20：海洋气象导航及其风险评价 

研究影响船舶气象导航的气象条件、影响机理和致灾临界气象条件指标体

系；发展船舶气象导航致灾临界气象条件监测技术；分析研究船舶气象导航业务

技术；全球三大洋航线上灾害性天气预报产品释用技术；近海航线咨询服务和海

洋气象海况分析方法；风浪对船舶航行速度影响的失速计算方法；风浪对船舶航

速的影响及船舶航行风险等级划分方法；发展基于电子海图的海洋气象预报产

品；研发基于电子海图的综合性海洋气象导航系统。 

优先主题 21：雷电灾害风险评价及其防护技术研究 

研究我国雷电灾害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不同类型(居民住宅房、太阳

能与风能发电机、10kV 高压输电线路、轨道交通、公路交通、航空等)雷电灾害

的特点、孕灾环境、致灾因子和承载体；适于我国的雷电灾害危险度等级的划分

技术；雷电流波形特征与不同类型雷击破坏成因；感应过电压效应；雷电电磁脉

冲对线路耦合产生过电压的数值模式；直接和间接雷击的发生发展及致灾机理；

不同雷电承载体的闪电电磁信号屏蔽效应；建立不同雷电承载体的综合防雷技

术，提出适于不同雷电承载体的雷电防护技术。 

优先主题 22：流域山洪/地质灾害的致灾机制与气象预报预警 

分析流域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发展特征及其与水文气象条件的关系；针对

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发生的气象、水文与地理背景，研究山洪/地质灾害的历史区

划方法；开展引发流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水文促发机制和致灾临界气象条件

指标体系研究；发展流域精细化气象水文集成预报技术；构建山洪/地质气象预

警与灾害风险评估技术；研发基于水文气象条件的山洪/地质气象预报预警系统。 

优先主题 23：森林/草原火险预报与灾损评估 

分析森林/草原的火发生、气象条件、生物条件与火源的发生发展特征；研

究森林/草原的火发生与气象条件、生物条件与火源类型的关系；发展森林/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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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险区划气象指标体系，森林/草原可燃物量及含水量定量模拟模型，森林/草原

火险预报技术，森林/草原火灾的灾损评估技术；建立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服

务产品；给出森林/草原火险气象区划、可燃物区划及火险区划；研制森林/草原

火险预报与灾损评估服务系统。 

优先主题 24：极端天气和大气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及其与极端天气、大气环境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发

展极端天气和大气环境及其相互作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定量评价方法；基于极端

天气和大气环境影响的人体健康风险预报预警技术；分析极端天气－大气环境诱

发疾病的响应和应对措施；建立极端天气－大气环境与人体健康预报专家支持

库；研发气象、大气环境诱发疾病评估体系和评估量表，建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发作风险的预测预报模型；开发极端天气和大气环境诱发的疾病负担和服务效果

评估技术，提出极端天气－大气环境敏感的人体健康应对措施。 

(二)区域特色 

研究地震灾区及周边地区滑坡泥石流灾害概率预报方法；青藏高原及其周边

局地强降水诱发山洪泥石流灾害预警预报；区域城市气象灾害影响的风险评估与

预警；全球变暖和城市化共同影响下的高温热害预报预警；快速城市化区域气象

灾害风险评估与城市安全运行管理；气象与环境因子对疾病诱发机理及其影响评

估；输电工程雷击致灾机制与风险评估；关键地段高速公路重要气象灾害预报预

警；高速公路结冰与团雾监测预报；大跨度与高耸工程、沿海与山区、平原与复

杂地形下测站优化选址、资料反演和重现及数值模拟等。 

领域 4：人工影响天气 

预期目标：揭示云结构、降水形成和人工影响天气科学机理，研发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潜力评估、催化条件选择、催化方法和效果检验的技术与方法；研发新

一代人工影响天气数值模式、新技术和新装备，提高作业条件预报能力，增强人

工影响天气科技支撑与业务引领能力。 

(一)优先主题 

优先主题 25：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条件的识别方法与应用 

研究基于雷达和卫星的人工增雨作业条件识别技术，重点基于地基、空基遥

感探测资料，结合云数值模式，研究云中过冷水分布、含量及演变等关键参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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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方法，建立可靠的冷云作业条件判别技术，利用卫星反演的混合云含水量，

结合云模式，给出云中过冷水含量及其分布；发展基于偏振雷达的人工防雹作业

条件识别技术，包括利用新一代多普勒偏振雷达等的观测资料，分析冰雹云发展

过程中、尤其是发展早期的雷达回波、垂直速度、云中相态和偏振信息等不同物

理参数的变化特征及其与雷雨云等其他对流云体的区别，结合数值模拟，研究冰

雹云早期的识别方法和技术，提出在产生地面降雹前的冰雹云早期识别技术。 

优先主题 26：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条件数值预报模式研发 

针对目前业务化人工影响天气数值模式的不足，研究发展基于雷达等资料同

化的新一代人工影响天气数值模式，发展模式资料同化技术以提高云模式对云结

构和降水的模拟与预报能力；开展人工增雨优化播撒技术数值模拟研究，重点发

展和改进云降水模式的人工影响天气催化方案，建立“适当时间、适当位置和适

当剂量”的优化播撒技术指标；改进对强对流风暴具有良好模拟能力的中尺度数

值模式初始场和模式微物理过程，建立详细的双参数冰雹云微物理方案和可使用

多种催化剂的人工影响天气催化方案，研发人工防雹中尺度数值模式，雾形成条

件和人工消雾机理，改进模式对雾物理过程的模拟能力，建立可业务应用的雾数

值模式系统。 

优先主题 27：跨区域联合人工增雨作业技术 

跨区域联合作业有利于大气云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建立跨区域联合人工增

雨作业技术，对提高联合作业效益具有重要作用。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区域开展

跨区域大范围外场试验，基于地基、空基等各种观测，结合云数值模式，研究建

立典型天气系统多尺度人工增雨作业条件概念模型和识别指标；开发跨区域作业

条件预报及追踪识别，作业方案设计、作业指挥调度等技术，建立统一的业务技

术系统；研究不同区域典型天气系统下多尺度人工增雨作业条件概念模型和识别

指标，建立跨区域作业条件预报、播云条件追踪识别，作业方案设计、作业指挥

调度等业务系统，实现大范围系统性天气决策指挥和作业联动。 

优先主题 28：人工防雹、地形云和对流云人工增雨(雪)机制与应用

技术 

基于外场试验、室内模拟实验和数值模拟试验，研究中尺度降雹系统中冰雹

云单体的形成过程和对流单体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其对冰雹形成的影响，提出考

虑单体相互影响的中尺度降雹系统人工防雹的催化作业方法和技术；开展地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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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动力和热力条件研究，结合云模式，提出适合不同天气背景下地形云人工

增雨(雪)催化技术、最佳人工增雨(雪)作业布局和效果检验技术；研究对流云人

工增雨的关键技术，建立对流云人工增雨作业条件识别和作业技术、效果评估技

术，特别是对流云暖云人工增雨技术；开展人工消雾的核心技术研发，开发环境

友好、高效、节能的消雾装备和催化剂，研究不同类型自然雾形成的机理，建立

优化的人工消雾技术与装备。 

优先主题 29：新型人工影响天气技术试验 

针对传统人工影响天气技术播云的局限性，如只能在有云形成的适宜环境下

实施人工增雨作业，着重探讨针对人工影响天气的新技术，研究包括利用电场干

扰进行云催化技术、利用飞秒激光进行等离子增雨技术、利用微波远程传热影响

局域温度技术等进行人工影响天气的原理，研究探讨新型人工影响天气技术对大

气影响的机理和技术方法；通过室内实验和外场科学试验，开展人工影响天气新

技术的对比试验研究，比较分析不同作业技术的人工影响天气效果，探讨产生人

工影响天气效果的机理，提出适宜的人工影响天气新技术，为建立新型人工影响

天气技术提供科学依据。 

优先主题 30：人工影响天气催化剂技术与应用 

研发适于冷云不同催化装备(如地面燃烧炉、“37”高炮、“57”高炮、火箭、

多种型号的飞机等)的碘化银系列配方；开发适于暖云不同催化装备的暖云催化

剂系列配方；发展适于冷、暖云不同催化方法的系列新配方以及不同催化剂性能

指标的检测技术，建立催化剂检测定量指标；研究不同云降水条件的催化作业技

术，提出适合不同天气背景下人工影响天气催化作业技术(催化作业方法、部位

及播撒量等)；基于外场试验、室内模拟实验和数值模拟试验，研究确定不同催

化装备的催化剂用量，并检验利用不同催化装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效果。 

优先主题 31：机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技术与控制系统集成 

针对强对流云飞机作业技术要求，研制机载火箭作业系统、可满足机载作业

需求的空间射程 5km以上的增雨用火箭，重点突破结构紧凑的系统总体技术、高

可靠性发射与播撒技术、火箭动力学仿真技术、与飞机适配技术、全可燃壳体技

术、飞行稳定性技术、装药结构及弹道技术等；基于机载控制总线和数据总线技

术，以作业指挥/指挥控制子系统为核心，将机载气象/云雨粒子探测系统、冷暖

云催化作业子系统进行全系统整合，研制集云雨结构探测与信息获取、作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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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自动化指挥控制、催化作业及信息综合显示等功能于一体的机载作业综合

控制系统，实现现有飞机作业系统的升级改造。 

优先主题 32：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探测装备研发与应用 

云中粒子的相态和分布特征、大气过冷水是科学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关

键。基于偏振雷达探测信息，研发偏振雷达云粒子相态识别技术，结合数值模式

与卫星监测等结果，获取典型云系云中粒子相态的分布、演变和降水产生的物理

过程，建立可靠的偏振雷达云粒子相态识别技术系统；同时，进一步改进、完善

和试验机载云粒子探测国产系列设备，结合外场试验和室内实验，检验设备的可

靠性，提高机载云粒子探测设备的国产化能力和水平，建立可业务化应用的国产

机载云粒子探测系统。针对人工影响天气对大气过冷水的连续监测要求，重点改

进和提高地基多通道微波辐射计的技术性能指标，研究识别过冷水区域的算法及

应用软件，开展外场对比试验，建立国产地基多通道微波辐射计探测系统。 

优先主题 33：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效果检验实用技术研发与应用 

围绕人工增雨(雪)作业效果检验，主要利用雨量站、雨滴谱、雷达、卫星等

观测资料，基于功效分析结果确定适用的统计检验方案，统计分析人工增雨(雪)

作业雨(雪)量增加的效果，找出作业前后催化云体变化的物理证据，研发统计检

验和物理检验实用技术方法，开发人工增雨(雪)效果检验业务应用软件。针对人

工防雹作业效果检验，主要研究采用雷达开展人工防雹效果的物理检验技术，重

点检验人工影响前后云的雷达回波强度、面积、云高、云体体积、水质量等物理

因子的变化，通过大量样本的统计建立人工防雹物理检验技术，提高人工防雹效

果检验技术水平。 

优先主题 34：中国典型云系降水效率监测评估关键技术 

大气云水资源分布、演变特征和规律是科学开发利用大气水资源的基础，也

是相关工程项目建设的科学依据。围绕我国大气云水资源，主要基于卫星、雷达、

探空、GPS/MET、微波辐射计等多种遥感和地面观测，结合直接的飞机云物理探

测，研究建立基于不同观测的云水资源监测方法，开展对我国典型云系降水效率

时空分布规律及降水量的评估研究，建立相应的典型云系降水效率监测评估系

统；研究发展典型云系降水效率监测评估技术方法，研发典型云系降水效率动态

监测和分析评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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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特色 

研究不同气候区不同季节的层状云、地形云和对流云人工增雨数值模拟与定

量化播撒技术；复杂地形（高原）冰雹云监测预警指标及高炮防雹作业技术；不

同地形下燃烧炉催化条件及布点方法；不同气候区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催化剂适用

性；区域典型云系降水效率和人工增雨(雪)潜力评估与应用；区域云参数特性与

人影作业条件；大城市暖雾消除机制与应用；人工增雨森林草原扑灭火技术及水

库增蓄人工增雨过程与应用研究。 

领域 5：环境气象监测预报 

预期目标：揭示区域环境污染物的来源及污染形成过程；阐明城市化发展对

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及调控机制；建立环境污染对人居环境、人体健康与主要农

业生物影响的评价指标体系；研发大气污染源调控的气象条件预报技术；发展面

向环境气象预报与预警业务的数值预报模式和环境气象灾害预警系统。 

(一)优先主题 

优先主题 35：区域干湿沉降与大气污染迁移及其环境效应影响评估 

分析我国区域干湿沉降及大气污染物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干湿沉降与区域

大气污染及气象因子的关系，明确区域大气污染物对干湿沉降量的贡献；研究区

域干湿沉降的边界层结构特征，揭示区域干湿沉降的来源及污染形成过程与机

制；开展区域干湿沉降对区域环境的影响研究，发展干湿沉降对区域环境影响的

评价方法与技术，建立干湿沉降对区域环境影响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开展业务应

用。 

优先主题 36：城市化发展对区域大气环境的影响及其调控机理 

分析研究典型经济区城市化发展状况及大气环境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大气

环境与城市化发展及气象条件的关系；开展城市化发展对区域环境气象要素(风、

湿、温、污染物浓度等)的影响研究，揭示城市化发展对区域大气环境的影响过

程与调控机制，明确城市化发展对区域大气环境影响的贡献，发展区域大气复合

污染预测预报系统，建立城市化发展对区域大气环境影响的评估指标体系；根据

经济区城市化发展历史及未来发展规划，预测未来经济区大气环境的时空分布特

征，提出合理化预防或减轻环境污染的建议。 



21 

 

优先主题 37：区域性霾的形成过程及其预报 

研究霾相关观测资料的区域性同化与融合方法及产品高效生成技术，利用日

益丰富的环境气象观测资料，提升观测资料在区域性霾预报预警中的应用水平；

研究霾的形成过程与机制，深化对霾的生、消过程认识，揭示霾形成的主控气象

因子和主要物理化学过程；研究霾数值预报模式的改进方法，建立运算更加高效、

结果更加准确的精细化区域性霾预报系统；发展基于预报气象条件的区域污染排

放调控技术，建立可业务化的调控决策和区域性重度霾污染防范系统。 

优先主题 38：大气污染源调控的大气输送扩散气象条件与预报 

根据长期观测与同化资料，研究大气输送扩散气象条件的气候与区域分布及

演变特征；区域光化学污染物物理化学特征、变化规律和形成机制；分析区域污

染物对天气气候的潜在影响；基于本地化模式系统，研究大气污染源调控的气象

控制因子与空气污染浓度剧变及持续高浓度污染过程的城市边界层结构，从污染

气象条件预报方面，发展完善区域大气输送扩散气象条件预报预警技术，区域性

光化学污染物数值模拟方法及区域污染物对天气气候的潜在影响评估技术；建立

具有城市(群)效应的区域大气输送扩散气象条件精细数值模式系统；研发区域污

染源调控的气象条件与技术指标，为城市污染物调控提供气象保障。 

优先主题 39：大气复合污染物形成及其影响评价 

分析我国不同区域大气复合污染物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传输与转化过程；不

同区域大气复合污染物的形成机制及其异同；不同强度与持续时间区域性大气复

合污染对人居环境、人体健康与主要农业生物的影响；建立不同区域大气复合污

染物传输与转化过程模拟模型；区域性大气复合污染对人居环境、人体健康与主

要农业生物影响的评价方法与风险区划技术；发展大气复合污染对人居环境、人

体健康与主要农业生物影响的评价指标体系；研制区域性大气复合污染预报系统

及其影响评价业务系统。 

优先主题 40：面向环境气象预报与预警业务的数值模式研发 

研发面向环境气象预报与预警业务的数值预报模式和环境气象灾害预警系

统；开发全国、区域和城市尺度的气溶胶浓度(PM10、PM2.5)、气溶胶相关的霾

污染、能见度、酸雨、光化学烟雾(臭氧浓度)等预报业务产品；进行排放源反演

多种技术研究，建立动态排放源模拟系统；发展精细化空气质量预报技术；研发



22 

 

可投入业务运行的环境气象数值预报模式和环境气象预警系统。 

优先主题 41：近海大气成分与温室气体海气通量的变化机制及应用 

研究在线监测近海海洋大气化学成分浓度和海气之间温室气体、气溶胶通量

监测技术与标准；分析近海海洋大气成分变化与区域排放源及海洋生命活动强度

之间的关系；研究近海海气之间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海气通量与海洋开发活动及海

洋生命活动强度之间的关系，揭示近海与内陆的大气成分变化相关性及其主控因

素；发展近海海气之间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海气通量的预报技术；发展近海大气成

分在线监测、资料传输、数据挖掘等技术；研发我国沿海和近海区域的大气成分

业务体系，并进行应用示范。 

优先主题 42：大气成分的星地协同监测与预报 

分析大气成分的物理化学特征、变化规律和形成机制；基于地面观测、卫星

高光谱数据及大气成分光谱等观测数据，研究大气成分类型识别技术与标准；揭

示边界层污染气象条件(城市冠层效应)对大气成分的影响；研究光化学反应机

理；发展大气成分卫星反演相关参数及遥感产品的处理算法；建立中国地区大气

成分的星地协同监测技术；发展卫星及地面观测大气成分数据的同化技术和模

式；耦合我国自主研发的中尺度气象模式 GRAPES 驱动污染源的中国地区大气成

分业务模式；形成中国地区大气成分 72 小时预报能力；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适合中国区域的大气成分数值预报系统。 

(二)区域特色 

研究区域大气环境污染物演变及其气象预报预警；不同地区不同本底区域大

气复合污染成因及影响差异；重化工发展诱发重污染事件的成因及应急预警；城

市群灰霾气溶胶来源和调控；峡口地形重污染城市边界层风场模拟与周边污染源

评估；城市化对区域大气环境的影响与对策。 

领域 6：气候资源开发利用 

预期目标：发展复杂地形条件下的高时空分辨率太阳能和风能资源精细化评

估模式，建立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开发利用区划指标体系，研发太阳能和风能开发

利用的气象预报和气象灾害预警服务技术；阐明不同强度与范围的太阳能和风能

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过程与机制，建立风能和太阳能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

质量容量指标体系，服务于气候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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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先主题 

优先主题 43：高时空分辨率的太阳能资源监测预报 

研发高时空分辨率(12km，10 min)太阳能资源数值模式；发展太阳能资源

气候降尺度模型；分析气候变化背景下太阳能资源的变化规律；研究建立太阳能

发电预报方法、参数优化求解及服务系统；分析评估不利气象条件对太阳能开发

利用的影响和风险，建立太阳能开发利用的气象预报和气象灾害预警服务技术；

研发太阳能开发利用的气象监测评估预报服务系统。 

优先主题 44：太阳能资源精细化评估与风险区划 

基于卫星遥感资料和辐射传输理论，研究发展水平面太阳能资源精细化评估

方法；起伏地形下太阳能资源评估方法及基于 GIS的太阳能资源空间分析方法；

不同发电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安装方位和倾角的气象应用技术；基于卫星遥感

资料和辐射观测资料的太阳能资源精细化评估技术；分析评估不利气象条件对太

阳能开发利用的影响和风险；建立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区划指标体系；研发太阳

能资源评估系统。 

优先主题 45：高时空分辨率的风能资源监测预报 

研究基于风电场测风数据实时资料同化技术的风电功率预报技术；复杂地形

风电场风电功率预报技术；风电场风速和风电功率预报结果的统计订正技术；研

发精细的边界层风模式和中尺度数值模式产品的降尺度释用技术，基于风电功率

预报模式预报的集合预报技术；分析评估不利气象条件对风能开发利用的影响和

风险；建立风能资源开发利用区划指标体系；研发适于中国大规模风电基地和山

区复杂地形风电场风电功率预报的风能数值预报系统。 

优先主题 46：风能/太阳能利用的工程气象风险评价与可行性论证 

研究风能/太阳能发电工程与气候条件、极端和灾害性天气的关系；研究确

定影响风能/太阳能发电工程的关键气象因子与各类指标；开展风能/太阳能发电

工程的气象灾害风险评价技术与风险区划研究；发展风能/太阳能工程可行性论

证技术标准，并制订风能/太阳能工程可行性论证规范，研发风能/太阳能工程可

行性论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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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主题 47：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评价 

基于历史资料、观测试验、调查分析和模式模拟等多种方法分析不同强度与

范围的风能和太阳能开发利用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包括局地气候、近地层气象

条件变化特征及对植物、动物生存环境影响；研究不同强度与范围的风能和太阳

能开发利用对生态与环境影响的过程与机制，探讨生态与环境恢复的过程与调控

机制，发展风能和太阳能开发利用对生态与环境影响的评价技术与方法，建立风

能和太阳能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质量容量指标体系，提出减少风能和太阳能开发

利用不利影响的对策措施。 

(二)区域特色 

研究气象灾害对太阳能与风能发电的影响与风险评价；云和气溶胶对太阳能

发电的影响与预报；复杂地形风电场功率预报及气象保障；西南区域水电工程气

象保障关键技术；青藏高原太阳能发电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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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础支撑平台 

预期目标：构建服务于农业应对气候变化与农业气象灾害防御研究的大型作

物生长环境控制模拟试验平台，服务于人工影响天气过程模拟和作业效果评价研

究的云雾物理实验平台和随机化人工增雨(雪)科学试验平台；研发全国农业气象

业务支撑平台、人工影响天气业务支撑平台和公共气象服务业务支撑平台，显著

提升应用气象业务服务水平。 

主题 1：农业气象综合试验与业务支撑平台 

大型作物生长环境控制模拟试验平台。建立大型作物生长环境控制模拟试验

平台，可调节光照、温度、水分、CO2 浓度、湿度等农业气象要素，进行各类作

物－大气，土壤－作物－大气条件的综合模拟控制试验；开展干旱、渍涝、低温、

霜冻、高温、寒露风、干热风等主要农业气象灾害的环境模拟试验，实现作物发

育期、植株性状、土壤墒情、光合生理特征、蒸腾特征、生物量等要素和环境气

象要素的持续观测，为揭示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机制，研发粮食生产安全气象保障

指标、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评估指标和作物生长模式提供技术支撑。 

精细化作物生长过程的农业气象观测平台。针对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建立精

细化作物生长过程的农业气象定位观测平台。采用国际先进观测仪器，实现作物

生长微气象动态监测(包括光照、风速、温度、湿度、CO2 浓度等)、作物光合生

理生态特性、作物发育期、作物群落学特征、作物高光谱特性、土壤墒情、土壤

环境要素以及农田生态系统－大气通量交换的动态观测，为从土壤－作物－大气

系统综合揭示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机制，研发粮食生产安全气象保障指标和作物生

长模式提供支撑。 

现代农业气象业务服务支撑平台。研究建立农业气象观测的标准化与信息化

处理技术，农业气象观测资料质量控制体系；全国通用、标准化农业气象数据库

支撑系统；农业气象观测资料的信息化统计整编方法；发展基于 Oracle/SQL 

Server 技术的全国农业气象数据库规范和建库方法，基于 Web 技术的全国农业

气候资料分发共享方法，农业气象业务技术基础算法通用函数库；研发全国现代

农业气象业务服务系统（CAgMSS），基于 ArcGIS /MeteoGIS融合技术和农业气象

监测诊断、评估预测和灾害风险评估的国家级、省级一体化的现代农业气象业务

服务平台，提供农业气象专业化、针对性强的业务服务，实现农业气象试验、资

料的标准化共享，数据咨询和检索下载服务，以及农业气象业务系统的集约化发

http://www.hudong.com/wiki/%E6%B8%A9%E5%BA%A6
http://www.hudong.com/wiki/%E9%99%8D%E6%B0%B4
http://www.hudong.com/wiki/%E6%B8%A9%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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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支撑市、县现代农业气象服务业务发展。 

主题 2：人工影响天气试验与业务支撑平台 

云雾物理与人工影响天气室内实验平台。研究建立云雾物理的室内实验平

台。开发云雾物理室内实验技术，建立可为大气数值模式中云雾物理、化学过程

参数化提供重要实验数据的先进云风洞和云室模拟实验平台，提高催化剂检测、

云雾物理形成过程的模拟能力；利用云室开展不同温度、湿度及不同冰核催化剂

条件下云粒子形成、增长过程研究，获取不同条件下云粒子形成的关键参数，为

人工影响天气提供科学依据。 

云雾物理与人工影响天气外场试验平台。建立地基和机载云雾物理与人工影

响天气试验平台。利用现代气象发展的成果建设高性能云雾地基和飞机观测平

台，实现对气溶胶-云-降水过程全方位观测，提高云雾物理外场试验能力；利用

该平台，持续开展云雾外场观测试验，积累科学数据，提高对自然云雾过程的了

解和对人工影响天气业务的科技支撑能力；同时，针对典型层状云、地形云和对

流云开展外场人工增雨(雪)试验，采用先进观测手段(如飞机、雷达、卫星及数

值模式等)，按随机化作业要求，针对不同云系选择不同作业手段(飞机、火箭及

地面燃烧炉等)，开展长期(5-10年)随机化播撒作业，获取不同云系播撒时间、

位置及剂量的优化作业方法，建立随机化播撒作业效果及优化作业定量化指标，

揭示不同云系云中水分转化及降水形成机理，阐明随机化播撒作业引起的云微物

理、动力过程变化规律，提升我国人工增雨(雪)技术的科学水平。 

人工影响天气业务支撑平台。人工影响天气业务支撑平台是科学开展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条件预报、作业潜力评估、作业方案设计、作业方案实施、作业效果

评估等一系列业务工作的基础，不仅需要多种资料的融合，也需要先进的数值模

式系统和相应的网络通信和计算机系统支撑。依托气象业务通信和计算机网络系

统，建立全国人影作业信息实时采集、存储、动态显示和实时信息存储查询分析

系统，实现对全国范围作业实况的动态显示；建成具有人影卫星、雷达监测预测

和数值模拟预报等指导产品显示、分析和服务功能的人影指挥决策服务平台系

统；研发具有全国人影作业条件分析、产品发布和协调服务等多功能的人影综合

科技支撑业务平台。 

主题 3：公共气象服务业务支撑平台 

公共气象服务业务支撑平台是集科研和业务支撑一体的应用型平台。研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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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范围通用的公共气象服务观测数据、预报预警数据以及专业气象服务数据规

范；研究公共气象服务数据上传和共享业务规范，建立面向公共气象服务的基础

数据库、数据共享平台和通信环境基础设施；研究面向不同区域不同服务对象不

同灾害种类的灾害风险指标，建立灾害风险指标库；基于海量气象服务数据，研

究基于本体的面向公共气象服务领域的气象服务热点数据挖掘技术；研究面向公

共气象服务领域的模型集成技术，实现专业模型与支撑平台的无缝集成；研究一

体化的灾害性天气预警发布手段；基于最新的物联网、GIS技术，研发集气象服

务数据共享、数据挖掘、数据监测预警、历史资料查询、风险评估、产品加工、

产品分发、用户管理和模式分析于一体的面向影视、网络和手机等全媒体的公共

气象服务业务支撑平台，并基于该平台研发面向公众和行业应用的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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