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tlantis Press, 2016146

 
A Modeling Technology of Aircraft Landing Safety 

Prediction under the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s in 
the Future Based on Cloud Theory 

Yangjun Wang1，Ren Zhang1，Shuang Shen2，Zhenghua Wu2 
1Institute of Meteorology, PL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1101, China;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n Forecast and Evaluation of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基于云理论对未来极端天气条件下飞机起降安全预测

建模技术 

汪杨骏 1，张韧 1*，申双 2，胡正华 2 
1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海洋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1，中国 

 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与评估协同创新中心，南京 210044，中国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 on hazards, vulnerability and 
prevention ability three aspects to establish a model for 
evaluating the safety of aircraft take-off and landing, 
choosing high winds, low cloud and low visibility as the 
hazards. Among them, the trend of wind speed is 
obtained directly from the CMIP5 multi-model set data, 
and the cloud base height is replaced by the calculation 
of the lifting condensation level. For the prediction of 
visibility, this paper proposes a time series forecasting 
method based on the cloud theory, combined with a 
variety of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of the airport ground. 
The vulnerability and prevention ability based on the 
security data of the local airport. Finally, we use the 
model to assess the risk of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aircraft take-off and landing from 2016 to 202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other conditions remain 
unchanged, the weather and climate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airport in the future, and the 
different types are performed differently in the 
adapt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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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致险因子、脆弱性、防范能力三个方面建立了

飞机起降安全的评估模型，通过选取大风、低云及低

能见度作为影响飞行安全的致险因子。其中，风速的

变化趋势由 CMIP5多模式集合资料直接获得，云底高
的预估通过计算抬升凝结高度代替。而对于能见度的

预测，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云理论的时间序列预测方

法，结合机场地面多种气象要素资料计算得出。而脆

弱性、防范能力则由当地机场多年保障数据确定。最

后，本文利用该模型对某机场 2016-2020 年三种不同
机型飞机起降的风险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在机场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未来天气气候正在朝着不利

于机场正常运行的方向变化，且不同机型针对气候变

化的适应能力不同。 

关键词：极端天气；风险评估；云理论；飞机起降 

1. 引言 

气象条件是影响军事活动特别是军事航空活动的

重要环节。相关研究指出航空活动的安全性大致可以

分为人、飞机本事和环境因素三类。其中，约有 1/3
的飞行事故是由环境因素引起的。而环境要素主要就

是气象要素和重要天气（见表 1）[1]因此，认识和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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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航空气候规律，充分利用天气气候条件，有效组织

气象保障，对顺利完成各项飞行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表 1. 1951-1991年国内运输机与天气气候原因有

关的飞行事故统计 

原

因 

云

中

飞

行 

综合复杂天气

（低云、低能见

度和降水） 

飞

机

积

冰 

误入

雷暴

云中 

低

空

风

切

变 

大

风、

大侧

风 

事

故 
次

数 

21 14 5 4 2 2 

当前国内外针对危险天气对飞行影响的研究主要

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对单一气象要素，研究其对

飞行安全影响机理，建立动力学模型进行故障分析与

仿真。周川等研究了强降雪天气对飞机性能及结构的

影响，分析了飞机各部分在遭遇强降雪积冰后对飞行

安全的影响[2]。Manuela 等针对飞行过程中雷暴的影
响，建立了 DIVMET气象回避模型，用以安全飞行路
线的选定[3]。Connolly 研究了极端风暴对飞行的影响
机理，并提出了所需的防范措施[4]。另一方面是综合
气象要素的分析，这部分研究侧重于分析局地气象要

素及重要天气气候的时空分布特征，其对飞行安全的

影响以定性描述为主。方艳艳归纳了影响飞行安全的

气象条件，其成因、特点及可能造成的危害[5]。陈志
平对温州机场的飞行气象要素和重要条件进行了统计

与分析，着重之处了气温、风、低云、低能见度等气

象要素和雷暴、台风、暴雨等重要天气的分布特点及

其对飞行安全的影响[6]。贺治华研究了沿海地区复杂
的气象条件下航空保障工作[7]。王永忠分析了天气因
素对飞机飞行安全性和经济性的影响，并针对如何利

用有利或不利天气改善我国飞行经济效益提出了具体

运用方法[8]。 
综上，当前阶段对于气象气候条件对航空飞行安

全综合定量的研究并不多，且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历史

气象气候条件的统计与分析上。因此，本文首先参考

《航空器机场运行最低标准的制定与实施规定》

(CCAR—97FS—R1)，选取合适的气象要素，基于历史
数据、CMIP5多模式集合数据及相关预测技术对未来
气候进行预估。其次，结合当地机场保障数据确定脆

弱性与防范能力，从而建立相应的风险评估模型对

2016-2020年机场飞行安全进行评价。 

2. 飞机起降风险评估模型 
2.1. 建模思路与方法 
本文从致险因子、脆弱性、防范能力三个方面着

手建立飞机起降安全的评估模型。其中，评估模型的

脆弱性与防范能力可由当地机场的相关保障数据得到，

并认为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稳定。而评估的难点在于对

于致险因子未来变化趋势的预估上，本文选取大风、

低云及低能见度作为影响飞行安全的致险因子，其中

风速的未来变化趋势可由 CMIP5 多模式集合资料直
接获得，云底高的预估采用何小东等提出的一种利用

地面气象资料，结合查算表，计算抬升凝结高度用以

代替云底高度的方法进行预估[9]。而对于能见度的预
测，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云的时间序列预测方法。 

 
2.2. 飞机起降安全风险评价指标 
低能见度条件常常结合当时天气条件下低云、风

速状况一起，作为影响飞机作业的致险因子。主要包

括飞行作业所允许的云底高度、能见度以及地面风速

最大值。只有当实际天气高于机场运行标准时，飞行

作业才能进行，否则，不允许进行作业。机场的脆弱

性包括机场基础设施情况与飞机所属的机型。针对不

同的飞机机型，其最低飞行作业标准也有所不同。同

时，机场的基础设施完备与否，对飞机作业的效率与

安全性也有重大的影响，一般而言，机场的基础设施

越完备，飞机作业的效率与安全性能越有保障，反之，

则越脆弱。同时，飞行作业受到机场地理环境的制约，

地理环境影响不同，从而面临不同自然现象时的脆弱

性也有出现不同，一般而言，机场选址应具有良好的

净空条件、开阔的视野。机场的防范能力，指的是机

组人员面对恶劣天气时的应变能力，依赖于驾驶员的

综合技能，以及机组其他人员的相互配合。具体指标

体系见表 2。 
表 2. 飞行起降安全风险评价指标 

风险 R 

致险因子 H 
能见度 
云底高 
风速 

脆弱性 V 
飞机机型 
机场设施 
机场地理环境 

防范能力 D 
机组人员综合

能力 
2.3. 飞机起降安全风险概念模型 
2.3.1. 致险因子 H 

2.3.1.1. 技术路线 
致险因子包括能见度、云底高度和风速，其中风

速、云底高度以及能见度的观测数据都可以通过当地

场站的自动气象站获取，未来不同情景下风速的预估

也可以通过 IPCC第五次报告提供的 CMIP5模式获得。
但未来不同情景下的云底高度以及能见度没有直接预

估数据，但可以基于 CMIP5提供的不同情景下各气象
要素预估值通过一定的数学模型推理得到[10-12]。其
中，云底高度可利用抬升凝结高度近似；而能见度可

通过云预测模型求得。技术路线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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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 能见度预估值 
常见的时间序列预测方法很多[13]，建立云预测

模型[14]对未来不同情景下能见度进行预估，首先通
过场站历史数据，对各气象要素与能见度进行相关分

析，找出具有明显相关关系的气象要素进行建模。其

次，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将原始数据通过一定方法（主

成分分析，SVD，小波分析等）去噪，提取特征值。
再通过高斯云变换方法对各个属性进行聚类，将所得

类型通过云综合方法进行概念跃迁得到各个属性的一

个个定性云。将各气象要素数据输入云推理模型，通

过极大判别法确定数值所属的定性概念，结合 Apriori
算法挖掘出各气象要素与能见度之间的强相关规则，

建立其云预测模型。最后 CMIP5模式不同情景下的气
象要素数据输入到云预测模型中，得到相应的能见度

预估值，其流程图见图 2。 

2.3.1.3. 云底高度预估值 
根据相关研究表明，云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未饱和

湿空气绝热上升运动达到饱和，其上升的高度即为抬

升凝结高度。因此可用抬升凝结高度来近似表征层状

云的云底高度。其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 
                                      

                                          （2） 
                                  （3） 
其中，  ，  ，   分别为初始位置的气压、气温

和露点温度。  ，  为初始位置的位温，比湿。 
设凝结高度上的气压为，根据式（1）（2）（3）得： 
                                     （4） 
                                  

                                          （5） 
          
                                  （6） 
其中， ， ，  分别为凝结高度上的气温，饱和

水汽压和饱和比湿。根据不同估计值 ，与初始位置
上的位温值  ，计算结果可以得到一些列饱和比湿结

果：          。而比湿 在感觉热过程中守恒
（     ）。   
因此，可通过  和  反查出对应的 值，即为抬

升凝结高度上的气压值    ，即 
                                     （7） 
结合求得抬升凝结高度上的气温    ，最后求得

抬升凝结高度值： 

                         
         

        （8） 

利用 CMIP5 模式不同情景下的各气象要素预估
值代入模型中计算即可得到云底高度预估值。 
2.3.2. 脆弱性 V 

飞机起降安全的脆弱性包括三个方面，飞机机型、

机场基础建设情况及机场地理环境。       

飞机机型方面：不同机种机型针对不同气象条件

其脆弱性是不同的。各种气象条件下，不同机型（A、
B、C 三种机型）的脆弱性依据机场局地有关规定制
定。  
机场基础设施建设对机场的正常运行、飞机的正

常作业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起飞时的影响；

二是着陆时的影响。不同的机场基础设施建设可容许

的致险因子下限不同，结合不同等级的机型，可建立

相应的最低起飞标准和最低着陆标准。针对现实问题，

可查阅待评估机场所制定的相关标准。 
机场所在的地理环境对飞行作业的影响主要在于

三个方面：一是机场范围内障碍物情况，其方位、距

离以及高度制约着飞机爬坡的高度。二是机场跑道的

设置，飞机起降时侧风、顺风及逆风的大小由跑道的

走向与局地风向共同确定。三是当地地理环境对于洪

水、台风等自然灾害的脆弱程度。这三个方面都可以

根据当地机场的保障数据确定。 
2.3.3. 防范能力 D 

防范能力是对机组人员综合能力的评估，包括驾

驶员对飞机驾驶的熟练程度、处理飞机上的意外事件、

突发情况的能力、地面工作人员的指挥能力等等。 
2.3.4. 飞机起降安全风险评估模型 

在本概念模型中，假设所有机组人员都是熟练的，

可在脆弱性 V所容许的相应致险因子 R临界条件下，
进行正常作业。因此，对飞机作业风险进行评定时，

只要一一比较该机场单位时间内的致险因子R的指标
是否超过飞机作业本身的脆弱性 V的指标，若有一项
指标不符合，则记为该单位时间内飞机不可作业，计

算总时间内飞机的不可作业率，记为风险 R。 

3. 极端天气条件下飞机起降的风险评估 

3.1. 数据资料 
1）某机场 2005.1.2-2015.10.24各气象要素（近地

表温度、平均海平面大气压、相对湿度、风向、平均

风速、总云量、云底高、降水量、水平能见度）三小

时观测数据。 
2）GFDL-ESM2M模式在 RCP26和 RCP85情景

下 2016.1.1-2020.12.31气象要素（云量、云高、气温、
相对湿度、气压、风速）逐日资料。 

3）某机场多年保障数据。（飞机起降临界风速、
临界云底高、临界能见度） 
3.2. 极端天气气候下机场各气象要素预估 
3.2.1. 云推理模型对能见度的预测 

利用某机场 2005年 1月 1日至 2015年 10月 24
日气象要素资料进行云推理模型的验证性试验。其中，

以 2005年 1月 1日至 2015年 8月 31日气象要素资料
作为训练样本；以 2015年 9 月 1 日至 2015年 10 月
24日气象要素资料作为试验样本，对云推理模型预测
效果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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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相关关系分析 
对各气象要素资料与能见度资料进行相关关系分

析，结果见表 3。结果可以证实能见度是由多个气象
要素综合作用而成。选取相关性大于    的气象要素
资料，构建云推理模型。 

表 3. 各气象要素与能见度之间的相关关系

 云量 云高 气温 相对
湿度 气压 风速 

能
见
度 

-0.199
5 

0.003
8 

0.233
7 

-0.464
8 

-0.102
6 

0.332
8 

依据上表，我们选取云量、气温、相对湿度、气

压和风速 5组数据资料作为影响因子对能见度进行预
测。 

3.2.1.2. 云变换聚类 
通过高斯云变换方法将各选中气象要素资料进行

聚类，部分聚类结果见图 3。对所划分的多个云滴进
行概念跃迁，获得符合评估需要的 5个云滴，部分结
果见图 4。 

 

图 3. 高斯云变换对相对湿度的分类结果 

 

图 4. 相对湿度概念跃迁 

图 3，图 4 反映的是高斯云变换方法对一个相关
气象要素的聚类，将其划分为若干个云滴，再通过云

综合方法将这些小云滴综合成为若干个具有显著意义

的属性值。其中，相对湿度的属性分别为湿度小、湿

度较小，湿度适中，湿度较大，湿度大五类。 

3.2.1.3. 云推理模型对能见度模拟效果 
将云变换后的各气象要素属性值代入云推理模型

对能见度预测，其模拟效果见图 5。 

图 5中，云推理模型对能见度预测值用“*”表示，
而真实值用“o”表示，其误差用“点划线”表示。其
中，为简便将图中能见度属性用代号：{26，27，28，
29，30}表示，分别代表：{能见度低、能见度较低，
能见度中等，能见度较好，能见度好}五个属性。分析
可得，云推理模型对能见度的模拟准确率达到 73.76%。
而常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对未来 24 小时内能见度
模拟的准确率仅为 67%，且随时间推移准确率逐步下
降。因此，采用云推理对能见度预测具有一定优势。 

 
图 5. 云推理模型对能见度的模拟效果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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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20 年极端天气气候情景对机场安全的风险评
估 
基于某机场多年保障经验，得到脆弱性条件见表

4，其中能见度临界条件   km和 km分别是划分能见
度低和较低属性的期望值。将 2020年预估的极端天气
气候结果代入表 4中，若在一天中有一项保障条件不
符合，则认为该日机场某机型不能正常运行。计算

2016-2020年机场某机型正常运行率。2016-2020年不
同机型的飞机正常运行风险随时间变化趋势见图 6。 

 
表 4. 某机场正行运行的航空气象保障经验 

云底高（m）条件 
机 型 保 障

规范 
A型飞机 B型飞机 C型飞机 

临界条件                
能见度（km）条件 
临界条件     （低）   （较低）   （较低） 
风速(取逆风、侧风、顺风的最低条件)（m/s）条件 
临界条件             

 

图 6. 2016-2020年不同机型正常运行效率的时间变化趋势 

 

分析图 6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A、B、C 三种机型在未来五年中受到极端天

气气候影响，年正常运行率随时间呈下降趋势。在机

场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表明未来天气气候正在朝

着不利于机场正常运行的方向变化，采取有效措施应

对极端天气气候的变化显得十分重要。 
2）A、B、C 三种机型中，A 机型受极端天气影

响最小，年正常运行效率保持较高的水平，而 B机型
次之，C机型受极端天气影响最大。 

4. 结论 
本文从致险因子、脆弱性、防范能力三个方面建

立了飞机起降安全的评估模型，通过选取大风、低云

及低能见度作为影响飞行安全的致险因子。其中，风

速的变化趋势由 CMIP5多模式集合资料直接获得，云
底高的预估通过计算抬升凝结高度代替。而对于能见

度的预测，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云理论的时间序列预

测方法，结合机场地面多种气象要素资料计算得出。

而脆弱性、防范能力则由当地机场多年保障数据确定。

最后，本文利用该模型对某机场 2016-2020 年三种不

同机型飞机起降的风险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在机

场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未来天气气候正在朝着不

利于机场正常运行的方向变化，且不同机型针对气候

变化的适应能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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