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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基于数值模式的气温与降水精细化客观预报技术研究与应用 

推荐单位 天津市气象台 

项目简介 

    为解决天津精细化极端气温、暴雨、寒潮等灾害性天气

的客观预报预警的难题，项目针对精细化气温和降水预报关

键技术研发了降密度订正算法、智能集成预报算法、集成降

水分级概率预报方法及基于云平台的集成预报运行系统等。

1）科学粗化网格的降密度方法研究，首次提出局地小气候分

区订正概念，气温订正预报效率提升了 85.9%，准确率达

92.5%-93.7%。2）多模式智能集成预报算法研究。创建了基于

遗传和粒子群算法及误差权重方法的混合演化集成预报算

法，改进了智能算法运行参数，建立精细化滚动集成建模方

案，气温准确率提高 15%-25%，降水准确率达 84.2%。3）多

模式集成分级降水概率预报研究。建立基于 RANK 方法的多模

式集成分级降水概率预报模型，首次在天津发布分级降水及

其落区预报，暴雨预报准确率提高了 17.6%，降水落区击中率

提高了 27.3%。4）基于 Spark 的集成预报业务系统研究。建

立密集型数据储存传输和计算等云技术管理策略，运行效率

提高了 30%。 

   研究成果解决了天津地形影响的非均匀分布要素订正问

题，实现了高密集站点的高频次定时定点定量气温和降水滚

动预报，延长了极端气温、暴雨等灾害天气的预警提前时间

12 小时以上，准确率和效率明显提升。 

    技术成果支撑的多项决策服务材料被市政府充分认可，

为市政府决策近 2 年提前 10-15 天供暖，减少 6000 老人死亡；

2016 年连夜组织蓟州山区群众撤离，避免暴雨引发泥石流的

危害；8.12 特大爆炸事故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避免救

援人员伤亡；13 届全运会开幕式防雨防滑措施，确保演出和



密集人群安全；中外政要安全保障及达沃斯等中外大型活动

保障预案；提供了精准的极端气温和暴雨预报预警信息。社

会效益非常显著。同时在决策防涝排水和燃气能源供给方案

案中、在航空港口等运输、生产及仓储调度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有效地避免了灾害及不利天气的影响，间接经济效益为

18 亿。核心技术在行业气象部门推广应用，有效提升了业务

水平，具有广泛推广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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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员 

情况及对项目

的创造性贡献 

 

排名 1  

姓名：吴振玲 

技术职称：研究员 

工作单位：天津市气象台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持项目研究整体技术路线设计，主要完成基于局地小气候分

区的降密度精细化气温订正技术，建立了降密度精细化订正

方法；完成基于智能算法及混合演化算法集成气温和降水技

术与应用研究，提出建立二次订正预报模型设计思路，完成

混合演化算法的检验评估工作；完成基于 RANK方法的多模式

集成分级降水概率和落区预报技术，建立分级概率分布模型，

采用概率阈值方法开展降水落区预报；完成基于 Spark 云平

台集成预报业务业务系统；是"基于数值模式的气温与降水精

细化客观预报技术研究与应用"国际先进水平鉴定成果的第

一完成人，对三个创新点有重要贡献。并完成项目研究成果

推广应用，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排名 2  

姓名：熊聪聪 

技术职称：教授 

工作单位：天津科技大学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该项目合作方负责人，研究该项目整体技术路线设计，

研发基于智能集成算法和混合演化集成算法，以及该入软件

系统的开发、研制和维护，完成 6篇科技论文，发明技术专

利 1项，软件著作 1件，完成主要技术研究有： 

（1）基于智能算法以及组合算法的集成天气预报研究； 

（2）构建混合演化算法，实现集成业务应用； 

（3）基于云平台的集成预报业务运行环境研究； 

（4）密集型数据的云数据传输效率，数据放置、移动计算中

的位置管理等策略研究。 

对第二、三创新点有重要贡献，是"基于数值模式的气温与降

水精细化客观预报技术研究与应用"国际先进水平鉴定成果

的第二完成人。 

 

排名 3 

姓名：张楠 

技术职称：助理研究员 

工作单位：天津市气象台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参与项目研发工作，负责完成分级概率集成预报方法的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有： 

（1）参与各类模式的要素预报检验评估， 

（2）参与基于局地小气候分区的降密度精细化气温订正技

术,研究 

（3）研发基于 RANK 方法的多模式集成分级降水概率和落区



预报技术,利用概率阈值进行降水分级概率和落区预报,具有

预报极端降水天气(如暴雨)这样小概率事件的能力,解决了

多模式降水确定性预报的时空误差。 

对第一、二创新点有贡献，是"基于数值模式的气温与降水精

细化客观预报技术研究与应用"国际先进水平鉴定成果的第

三完成人， 

 

排名 4 

姓名：徐姝 

技术职称：工程师 

工作单位：天津市气象台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参与集成预报算法研究和局地小气候分区精细化订正预报技

术研究及多模式检验评估，主要负责所有温度、降水基础数

据的收集、整理、统一化。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将格点数据

插值到所需站点中，并对插值效果进行检验；完成相关论文，

对第一、二创新点有贡献，是"基于数值模式的气温与降水精

细化客观预报技术研究与应用"国际先进水平鉴定成果的第

四完成人。 

 

排名 5 

姓名：董昊 

技术职称：工程师 

工作单位：天津市气象台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参与项目的技术路线部分设计，负责多模式评估检验、集成

预报检验评估、集成预报数据库功能设计与业务系统功能设

计，参与业务系统业务应用技术研发，参与降密度精细化订

正技术研究，共参与撰写学术文章三篇。 



（1）天津市多模式气温集成预报方法，第三作者。 

（2） 基于混合算法的降水集成预报研究，第三作者。 

（3）基于天津局地小气候分区的精细化气温订正预报方法，

第四作者。对第一、二、三创新点有贡献，是"基于数值模式

的气温与降水精细化客观预报技术研究与应用"国际先进水

平鉴定成果的第五完成人. 

 

排名 6 

姓名：赵青 

技术职称：讲师 

工作单位：天津科技大学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在云计算技术研究中，根据数据密集型应用的特征和期限任

务调度策略进行了提升计算效率的研究，并在确保用户的服

务水平协议（SLA）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效率。通过 BEA

聚类算法将数据集和任务建模为二叉树，从而大大减少全局

数据传输量，有利于降低 SLA 违规率。并提出了基于任务需

求度（TRD）的“树到树”任务调度方法，通过减少活动机器

数量，同时优化了计算资源和网络宽度的利用率。 成果已发

表 在 SCI 期 刊 Journal of Network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 上，“A new energy-aware task scheduling 

method for data-intensive applications in the cloud”。

对第二、三创新点有贡献，是"基于数值模式的气温与降水精

细化客观预报技术研究与应用"国际先进水平鉴定成果的第

六完成人。 

 

排名 7 

姓名：邓雪晨 

技术职称：无 



工作单位：天津科技大学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按照天气预报业务流程和要求，本人主要工作是构建适于短

期天气预报的业务的多模式集成天气预报业务系统，实现每

日早晚两次预报业务运行，提供多时次精细化预报产品。整

个系统基于 Spark 云平台进行集成预报。目前集成预报系统

提供了稳定而高效的精细化产品，集成预报模块性能良好，

从最初的 1.0 版，目前已经过多次升级为 1.5 版。主要功能

有数值预报模式调取、数据储存、多模式气温和降水自动或

手动集成、气温和降水集成预报结果显示和查询、历史集成

预报结果显示和查询等。对第三创新点有贡献，是"基于数值

模式的气温与降水精细化客观预报技术研究与应用"国际先

进水平鉴定成果的第七完成人。 

 

排名 8 

姓名：耿世洁 

技术职称：助理研究员 

工作单位：天津科技大学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参与集成预报算法试验评估和分析研究，参与研发基于 Spark

云平台集成预报业务系统软件，评估分析云平台集成业务系

统的运行效率，完成集成预报系统软件的编写及结果分析工

作。对第三创新点有贡献，是"基于数值模式的气温与降水精

细化客观预报技术研究与应用"国际先进水平鉴定成果的第

八完成人。 



主要完成单位

情况及对项目

的创造性贡献 

排名 1 

单位名称：天津市气象台 

对本项目技术开发和应用的主要贡献： 

主持项目研究整体技术路线设计，主要完成基于局地小气候

分区的降密度精细化气温订正技术，建立了降密度精细化订

正方法；完成基于智能算法及混合演化算法集成气温和降水

技术与应用研究，提出建立二次订正预报模型设计思路，完

成混合演化算法的检验评估工作；完成基于 RANK方法的多模

式集成分级降水概率和落区预报技术，建立分级概率分布模

型，采用概率阈值方法开展降水落区预报；完成基于 Spark

云平台集成预报业务业务系统；是"基于数值模式的气温与降

水精细化客观预报技术研究与应用"国际先进水平鉴定成果

的第一完成人，对三个创新点有重要贡献。并完成项目研究

成果推广应用，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排名 2 

单位名称：天津科技大学 

参与项目研究整体技术路线设计，研发基于智能集成算

法和混合演化集成算法，以及该入软件系统的开发、研制和

维护，完成 10篇科技论文，发明技术专利 1项，软件著作 1

件，完成主要技术研究有： 

（1）基于智能算法以及组合算法的集成天气预报研究； 

（2）构建混合演化算法，实现集成业务应用； 

（3）基于云平台的集成预报业务运行环境研究； 

（4）密集型数据的云数据传输效率，数据放置、移动计算中

的位置管理等策略研究。 

对第二、三创新点有重要贡献，是"基于数值模式的气温与降

水精细化客观预报技术研究与应用"国际先进水平鉴定成果

的第二完成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