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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机场辐射雾 ＭＯＳ 预报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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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统计预报中的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构建了贵阳机场辐射雾预报模型，在此基础上， 采用多重叠

套等技术，建立了贵阳机场辐射雾 ＭＯＳ 预报系统，实现辐射雾的自动化、定量化和客观化预报，为气象预报制

作和航空气象用户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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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是影响航空飞行安全的主要天气现象之一，
雾的准确预报对保证飞行安全以及减少因雾而引

起的航班备降、延误率十分重要．目前，国内外关于

雾的预报方法和生成机制等做了很多研究．黄建平

等［１］总结了沪宁地区典型辐射雾的大气边界层特

征．宋润田等［２］利用多普勒声雷达的实时资料，分
析了北京地区一次平流雾的温度场和水平风场特

征，指出在逆温稳定维持阶段，较强的下沉运动是

使逆温的维持和加强的重要因素．刘科峰等［３］利用

模糊建模方法对青岛海雾形成的机制和影响要素

的进行模糊处理，据此构建了青岛海雾的模糊推理

模型．田丰等［５］对桃仙机场的雾进行了研究，得出

了桃仙机场辐射雾的特征并建立自动化预报系统．
公宽平［６］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分别对西安咸阳机场

及芜湖的雾进行预报研究，证明该方法不仅可以应

用于气象的分类预报，而且在小概率天气现象的预

报以及复杂天气的定点预报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
雾也是影响贵阳机场飞行的危险天气之一，对

于航空飞行安全和正常的危害十分严重，其中辐射

雾较常出现，准确预报辐射雾天气，提供及时、有效

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对保证飞行安全以及减少因

辐射雾而引起的航班备降、延误率具有重要的意

义．之前贵阳机场对于雾的预报方法主要基于传统

的经验预报，没有量化及直观的预报工具．所以，贵
阳机场辐射雾的本地化研究对于辐射雾的定量化

预报，提高辐射雾预报准确率很重要．贵阳机场辐

射雾预报系统的建立首先统计了 １９９７—２００５ 年贵

阳机场 ２３１ 个辐射雾个例，并对所有个例进行合成

分析和诊断分析，分析得到贵阳机场辐射雾的通用

天气分型、物理量要素、气候特征等，并利用数值模

式输出统计（ＭＯＳ）方法、多系统叠套等技术，以数

值预报产品预报量、常规资料作为预报因子，建立

了贵阳机场辐射雾的 ＭＯＳ 预报系统，实现贵阳机

场辐射雾预报的定量化、客观化、自动化预报，为提

供优质的航空气象服务提供一定的保证．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资料　 通过对贵阳机场 １９９７—２００５ 年的 ２３１
天辐射雾日（能见度小于 １ ０００ ｍ）进行统计，得到

贵阳机场辐射雾的气候特征及成雾的气象条件特

征．
预报模型的建立选取了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０８ 时为辐射雾的 ９０ 个计算样本，资料来

源为贵阳机场航空天气报告、常规资料和数值预报

资料，由于数值预报资料为网格点值，贵阳机场不

在格点上，由于涉及三维空间的插值，传统的四点

平均误差较大，因此选用了第二种边界条件的三次

样条插值方法，将其平面及空间附近的格点资料进

行插值得到贵阳机场及其上空各要素资料．
１．２　 方法　 预报方程的建立主要采用多元线性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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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方法．即研究某一预报量与多个因子的定量线性

统计关系的方法．假定预报量 ｙ（如能见度）与 ｐ 个

因子（如风速、相对湿度、逆温等）的关系是线性

的，为研究其关系选取了 ｎ 次抽样，每次抽样可能

发生的预报量为 ｙ１，ｙ２，…，ｙｎ，它们是在因子值已

经发生的条件下随机发生的 ｎ 个随机变量．第 ｉ 次
观测因子值为 ｘｉ１，ｘｉ２，ｘｉ３，…，ｘｉｐ（ ｉ ＝ １，２，３，…，ｎ） ．
根据实测得到的预报量和 ｐ 个变量的样本，利用最

小二乘法对预报量和因变量的关系进行估计，得到

使全部的预报量观测值与回归估计值的差值平方

和达到最小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即 ｙ^ｉ ＝ ｂ０＋ｂｉｘｉ１＋
ｂ２ｘｉ２＋…＋ｂｐｘｉｐ ．
１．３　 预报量处理　 １．０ ｋｍ 以下是相对差别较小的

个例，都属于低能见度，但是从数据上分析，８００ ｍ
或者 ９００ ｍ 和 １００ ｍ 以下的数据相对差距非常大，
本系统引入规范化能见度变量，即：将能见度资料

转化为 ｋｍ 单位，并在原来基础上进行加 １ 的处

理，这样从数据上相对差别也变得较小，变换以后

使得观测能见度变化值在 ０～１ 之间变化．

２　 预报因子选取

预报因子从反映大气温度变化、湿度变化、风
和大气层结几个方面来选取预报因子．
２．１　 温度变化因子 　 据统计分析结果，本系统主

要选用 ８５０ ｈＰａ 的温度平流作为温度变化因子．即
强冷平流将带来较强冷空气，造成强降温，不利于

雾的形成，强暖平流使升温较强，也不利于雾的形

成，只有低层弱的冷、暖平流交汇影响，或弱冷平流

影响，利于近地层冷却，有利于雾的形成．
２．２　 湿度因子 　 大雾日当日 ０８ 时的地面温度露

点差、 ８５０ ｈＰａ 温度露点差、 ７００ ｈＰａ 温度露点差和

８５０ ｈＰａ 相对湿度．
２．３　 层结因子　 逆温的存在有利于大雾的生成和

维持，本系统选取 ２ 个表征逆温的预报因子：８５０
ｈＰａ 温度与地面温度差、７００ ｈＰａ 温度与 ８５０ ｈＰａ 温

度差．
２．４　 风速因子 　 选取大雾日当天 ０８ 时贵阳机场

地面风速值．

３　 预报方程的建立和检验

３．１　 预报方程的构建　 辐射雾预报方程选取因子

９ 个，并将辐射雾日 ０８ 时能见度作为因变量序列

进行处理：实测值预报量序列转化为以 ｋｍ 为单位

后再加 １ 的因变量序列，计算得预报方程如下：
Ｙ＝ －２．５３０ １ ＋０．１０１ ２Ｘ１－０．０６８ １Ｘ２－０．００１ ７Ｘ３

＋０．０２４ ０Ｘ４－０．０２８ ８Ｘ５＋０．０２７ ６Ｘ６－０．０１５ ９Ｘ７＋０．０３０
８Ｘ８＋０．０４１ ２Ｘ９ ．

其中，Ｘ１ 为地面温度露点差；Ｘ２ 为 ８５０ ｈＰａ 温

度露点差；Ｘ３ 为 ７００ ｈＰａ 温度露点差；Ｘ４ 为 ８５０
ｈＰａ 温度－地面温度；Ｘ５ 为 ７００ ｈＰａ 温度－８５０ 温

度；Ｘ６ 为地面风速；Ｘ７ 为 ８５０ ｈＰａ 的垂直速度；Ｘ８

为 ８５０ ｈＰａ 温度平流；Ｘ９ 为 ８５０ ｈＰａ 相对湿度．
３．２　 预报方程的检验　 对方程进行 Ｆ 检验，计算

检验值 Ｆ＝ １．９９１ ８，在 α＝ ０．０５ 显著水平下，分子自

由度为 ９，分母自由度为 ８３ 时，Ｆα ＝ １．０５＜Ｆ，所以

认为该方程是显著的．

４　 贵阳机场辐射雾 ＭＯＳ 预报系统的开发

在辐射雾预报方程的基础上，建立了贵阳机场

辐射雾 ＭＯＳ 预报系统．系统研发时主要根据预报

功能需求，设计为统计特征、辐射雾预报、数据处

理、环流分型、演示和配置 ６ 大模块，其中数据处理

和辐射雾预报是该系统的核心模块，辐射雾预报模

块可将多种信息综合在同一模块中分类显示，并可

叠套显示 ｍｉｃａｐｓ 系统、ＷＡＦＳ 等资料，以减少预报

员操作程序，便于对比分析．以下是该系统的主要

功能模块图（见图 １） ．
４．１　 数据处理　 此模块可每日 ４ 时定时（也可根

据需要不定时）分类提取 Ｔ２１３ 资料和常规气象资

料，之后进行数据提取和分析，通过对网格点插值

处理得到贵阳机场各层气象要素的插值结果，并将

插值结果及常规资料代入辐射雾预报方程进行计

算，同时自动分析辐射雾预报指标得到成雾的概

率，将此概率与辐射雾计算结果对比分析后自动输

出预报结论．
４．２　 环流分析和统计特征　 此模块建立了贵阳机

场辐射雾通用环流形势、气候特征、要素特征等资

料库，便于预报员查询、分析和自学习．
４．３　 辐射雾预报模块　 为了便于预报员操作和查

看，此模块综合显示了辐射雾预报方程计算及结果

显示、插值结果、多系统叠套、辐射雾指标、辐射雾

概率分析及结果显示等多个子模块，如图 ２ 为辐射

雾预报界面．对于数值预报产品、辐射雾指标、插值

结果等，除直接显示外，还可显示不同预报时效的

数值预报产品的插值结果，直接调取预报员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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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系统功能模块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ｕ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ｇ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图 ２　 辐射雾预报界面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ｇ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的相关时刻、高度层和要素的 ｍｉｃａｐｓ 系统资料，根
据不同的辐射雾指标将物理量场和形势场叠加显

示，方便预报人员进行对比分析．
４．３．１　 插值结果显示　 此子模块可自动存储网格

点的插值处理结果，根据需要调取实时和历史计算

结果，并将插值后得到的贵阳机场不同时间、不同

层次的各气象要素值直接显示，并可以选择数值预

报场不同初始时间的插值结果，实现系统的电子管

理，直观简便，解决了预报员估值的问题和历史资

料的反演问题．
４．３．２　 辐射雾预报方程计算及结果显示　 此子模

块在数据进行处理后，可选取不同时间、不同初始

场、不同预报时效的资料进行预报方程计算，根据

环流形势及气象要素自动分析得到成雾概率，并将

计算和成雾概率的数字结果分别显示在界面上，同

时系统还将两者进行综合判断后得到的结果形成

文字进行显示．如：能见度计算结果显示为 ３４５ ｍ，
系统自动分析后得到的成雾概率显示＞５０ ％，则综

合判断后系统将显示“本场大雾”，以形成完整的

数字及文字提醒功能，为预报员提供了直观、定量

化的预报依据，同时也便于查询历史个例，提供有

效的自学习功能．
４．３．３　 辐射雾指标显示　 此子模块主要用于辐射

雾成雾概率分析．此模块可列表显示辐射雾预报指

标和消空指标，当在“辐射雾预报方程计算及结果

显示”模块中选定日期、初始场后，此模块可自动

提取相应的数值预报形势场、要素场与预报指标和

消空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得到相应指标，并分别自

动完成消隐选择，从而得到辐射雾成雾概率结果，
同时也可由预报员自己分析形势场、要素场后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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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预报指标和消空指标，得到成雾概率．
４．３．４　 多系统叠套显示　 此模块可进行多系统叠

套显示，即在此界面直接调取其他系统的数值预报

产品资料进行对比分析．目前可直接调取 Ｍｉｃａｐｓ
系统中的数值预报产品，Ｍｉｃａｐｓ 系统中有很多资

料，预报员在查寻某一时刻的数值预报结果时需要

很多时间，为了解决此问题，在设计系统时，结合预

报员的实际需求，采用了叠套技术，并引入 Ｍｉｃａｐｓ
带参数启动方法，在此子模块中直接启动 Ｍｉｃａｐｓ
系统，调取 Ｍｉｃａｐｓ 系统中相同时间、相同初始场、
相同高度场及相同要素场的数值预报产品并显示，
使预报员可以直接对比分析相应时刻的数值预报

产品，并判断辐射雾运算结果的准确性，同时可以

帮助预报员进行辐射雾预报指标和消空指标的判

断，增加工作效率，节约系统资源．此子模块还预留

了 ＷＡＦＳ、ＷＡＲＦ、ＭＭ５ 等数值预报产品资料接口．
４．４　 演示和配置　 演示部分主要将贵阳典型个例

制作成三维动画，从地形条件、成雾原理等进行形

象直观的动态演示，并可查询地理信息．配置部分

主要显示了系统的路径配置等，为实现资料的无缝

迁移，对于路径配置还采用了人工配置的方法，使
资料在迁移过程中可随时进行修改，保证资料的完

整性．

５　 系统检验

系统每日凌晨 ４ 时自动运行，提前 ４ ｈ 提供早

晨 ８ 时贵阳机场大雾预报，也可于前日 ２２ 时手工

运行，提前 １０ ｈ 提供次日 ８ 时贵阳机场大雾预报，
并且提供直观定量化的大雾结果预报，或进行历史

资料反演．整个资料提取、计算和分析过程的时间

只用 ２ ｍｉｎ，即可生成辐射雾预报结论、插值到贵阳

机场的相关数据显示．
系统对贵阳机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５６１ ｄ 的天气进行检验，其中 １１９ ｄ 因缺乏

资料或系统人为关闭没有正常运行，即实际有效的

天气为 ４４２ ｄ．４４２ ｄ 中，有 ３９６ ｄ 系统预报与实况一

致，即预报准确，其中 １１ ｄ 系统预报有雾，且实况

出现雾，另 ３８５ ｄ 系统预报没有雾，且实况也没有

雾．另有 ２ ｄ 漏报，４４ ｄ 空报．对系统预报有无雾进

行检验，计算预报检验统计量：
漏报率：ＰＯ ＝ＮＣ ／ （ＮＡ＋ＮＣ）∗１００ ％
空报率：ＦＡＲ ＝ＮＢ ／ （ＮＡ＋ＮＢ）∗１００ ％

预报效率：ＥＨ ＝ＮＡ ／ （ＮＡ＋ＮＢ＋ＮＣ）∗１００ ％
式中 ＮＡ 为预报正确次数，共 ３９６ 次，ＮＢ 为空

报次数，共 ４４ 次，ＮＣ 为漏报次数，共 ２ 次．检验结

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贵阳机场辐射雾 ＭＯＳ 预报系统预报检验表

　 　 Ｔａｂ．１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ａ⁃
ｄ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ｇ Ｇｕｉｙａｎｇ Ａｉｒｐｏｒｔ

类别 预报效率 ／ ％ 漏报率 ／ ％ 空报率 ／ ％

结果 ８９．５ ０．５ １０

　 　 由表 １ 可知，本系统预报准确率较高，预报效

率达到 ８９．５ ％，空报率较低，为 １０ ％，虽然有空报，
但空报次数很少，漏报率非常低，为 ０．５ ％，基本无

漏报，说明该系统对有无大雾预报性能非常好，这
对预报员掌握大雾的预报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６　 讨　 论

（１） 贵阳机场辐射雾预报系统利用模式输出

统计（ＭＯＳ）预报方法，对辐射雾实现自动、客观、
定量化预报；

（２） 系统实现了数据自动提取、分析、处理和

运算，满足计算需求；
（３） 系统对贵阳机场辐射雾环流形势进行分

型，并建立通用环流形势模型库，气象要素特征资

料库；
（４） 系统可对计算结果进行自动存储、调取和

显示，实现多系统叠套、多资料融合运算、预报结

果、预报概率综合判断和分析功能，满足航空气象

预报的决策服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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