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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20年，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

要论述，在上海市气象局和中国气象局科技司的指导下，不断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对标对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强化理论武装、夯实工作基础、持续正风肃纪，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大力推进党建与业务的深入融合和共

赢发展，贯彻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履行保密工作责任制，完成了

各项常规工作和重点工作。 

    积极推进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及市局党组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部署要求，确保单位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落实落细。一是加强组织领导。以深入推进“四责

协同”机制建设为抓手，严格落实领导班子主体责任，班子成员“一

岗双责”，充分发挥纪检委员和党风廉政监督员的监督责任，根据《上

海气象部门“三重一大”事项民主决策实施办法》修订了本单位议事

制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作为。年初制定单位 2020年全

面从严治党工作任务责任清单及领导班子成员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任

务清单，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二是加强廉政教育。

开展第 19个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组织支部全体党员参观“以

案释纪----机关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展”，教育引导

党员干部以身边反面典型为镜鉴，汲取教训，提高廉洁自律免疫力，

通过参观活动教育支部党员干部从这些鲜活的案例中汲取教训，引以

为戒，切实增强党性原则和纪律观念，真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三是狠抓整改落实。针对 2020年度党风廉政建设问题清单，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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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落实，所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巡察整改工作，主要负责人落实第一

责任人职责，对巡察整改工作亲自部署和监督，进一步完善了各项规

章制度。四是加强基层党建，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

例（试行）》，进一步完善支部组织架构，认真落实各项组织生活制

度、规范管理和发展党员等工作，打造坚强有组织力的战斗堡垒，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五是文明创建示范带动，发扬“追风战士、

服务尖兵”的探索和奋斗精神，争创全国文明单位，积极履行社会职

责。 

    重点科研项目进展顺利:本年度获批项目 32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3项，省部级项目 6项，发表 SCI论文 21篇，获软著 7项，申请专

利 4项。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WMO、亚太台风委员会国际合作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委项目及局列项目等课题开展了台

风、海洋及数值预报等三个领域的研究。在台风外场观测方面，研发

新型台风探测技术，获取了各类常规和非常规观测资料，10月 12-14

日对第 16号台风“浪卡”开展了基于陆基（追风观测车和地面自动

站、常规站等）、海基（无人艇、海上浮标等）、天基（高、中、低

空无人机，通过搭载激光雷达和下投探空进行观测等）和空基（FY-4

卫星连续加密观测）的多平台协调观测，获取了台风登陆前后外围和

内核区的风温湿压秒级观测数据，同时首次实施了台风“二次探空”

（即探空气球爆裂后探空仪下落过程中弹射出小降落伞形成下落探

空）试验并获成功，获取了大量宝贵的数据。在台风边界层方面，提

出用螺旋度诊断边界层湍流结构的新方法，认识风向、风速对湍流扩

散系数以及混合长的影响，分析湍流动量通量的垂向变化，相关成果

为改进模式的台风预报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台风降水方面，认识

台风不同雨带的反射率-降水率（Z-R）关系，分析强降水发生特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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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相过程、气溶胶等的作用，相关成果已应用于改进降水估测技术和

模式微物理方案；对登陆台风降水预报误差来源进行了研究，相关成

果发表于国际高影响期刊。在台风气候方面，发现在强弱台风季节活

动特征及前兆信号上存在明显差异，对极端台风事件“2020年 7月

空台”进行了成因分析，发现受到来自热带和中高纬信号的叠加影响，

并系统回顾了台风次季节-季节活动主要影响因子及预测技术。在对

流尺度资料同化方面，发现逐小时同化雷达反射率，由地表感热和潜

热通量确定对流尺度速度，增加层云云冰、云水计算，改进初始三维

云结构；发展雷达反射率观测算子，实现对雷达反射率和径向风的直

接同化，相关成果已应用于强降水过程的模拟和机制研究。在“灰色

区域”尺度参数化方面，发展了尺度自适应的对流参数化方案和三维

次网格混合参数化方案 SMS-3DTKE，相关成果被 WRF引入，并于今年

正式发布。在海气浪耦合模式新技术方面，开展了海洋模式资料同化

研究，优化了海气浪耦合物理过程，建立了大气-海洋-海浪模式相互

耦合的台风海气浪耦合模式，开展了台风过程批量耦合模拟试验，提

高了台风预报精度, 相关成果获 2020年度国家海洋科学技术奖特等

奖。在台风灾害风险预估技术方面，发展了以学科交叉为特色的精细

化登陆台风灾害风险预估技术，建立了登陆台风灾害风险的预估与预

警系统平台，积极助力台风防御从“台风预报”向“台风影响预估”

的转变，并开发了台风灾情管理模块、台风降水模型、台风风场模型、

万年台风数据集，相关成果应用于国家电网、海上风电等单位。开展

激光雷达在台风降水条件下的性能评估，以 1909超强台风“利奇马”

移动观测试验为基础，完成了激光测风雷达在台风大风和强降水条件

下的性能评估研究。 

    重点业务工作进展：TEDAPS台风集合预报系统建设，已通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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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业务准入，从 2020年 6月 5日起，“台风集合同化预报系统”

正式参加气象广播，成为首个全国发报的台风集合预报业务系统。完

成对 TEDAPS 台风集合预报系统的历史预报检验，综合评估结果表明

TEDAPS路径预报误差与 NCEP-GEFS相当，强度预报性能则明显优于

GEFS。数值预报模式体系发展和改进。对华东中尺度区域模式进行了

改进，优化了同化系统垂直分层方案，增加了对流方案，结果表明，

改进后降水预报除小雨外均有提高；同时，对地面温度、高空要素和

能见度预报均有明显改进。对华东快速同化更新系统进行了升级，优

化了同化系统中垂直分层方案、优化了循环同化中模式侧边界选择和

循环同化冷启动方案，改进后模式系统对辐射雾过程、强对流预报的

预报能力均有提高。开展了新一代中尺度集合预报系统的建设，优化

了初值扰动方案、侧边界扰动方案，增加了随机物理过程扰动方案，

结果表明，新版 EnWARMS在大部分的变量上均较现有业务系统有提

升，控制预报的预报误差减小，系统的整体离散度增加。各量级的降

水预报均有大幅度改善，其中对有无降水的预报评分提高最为显著区

域数值预报检验评估业务平台。海浪模式技术研究及应用，以

WaveWatch Ⅲ模型为基础，优化了模式参数设计，建立了更高空间分

辨率和更长预报时效的全球海浪数值业务预报系统，模式输出产品包

括：海面风、有效波高、波向、波周期和涌浪波高，分成全球、西北

太平洋、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印度洋、海上

丝绸之路、墨西哥湾、地中海和孟加拉湾等区域分别显示，逐小时的

各要素格点数据已实现实时上传至局信息中心云平台，图像产品呈现

于台风所海洋气象数值预报网。研发了基于参数化模型的台风不同等

级大风袭击概率预报系统，该成果已在国家气象中心获得业务转化准

入。完成“全球热带气旋预报与检验”网站开发，集全球热带气旋位

http://10.228.34.3/index.php?pid=37
http://10.228.34.3/index.php?pid=37
http://10.228.34.3/index.php?pid=37
http://10.228.34.3/index.php?pid=37
http://10.228.34.3/index.php?pid=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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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强度实时监测、路径和强度等预报效果实时检验、路径和强度预

报效果季后检验与分析、模式诊断产品展示等功能于一体。全球热带

气旋位置、强度实时监测模块还提供基于 GIS的各类预报方法的路径

强度预测结果；实时预报检验模块可以提供各类预报方法的路径和强

度检验结果；季后检验评估模块提供交互式的单方法多年份、单年份

多方法的各海域预报性能分析图表；模式诊断产品可提供各海域 GFS

模式多种诊断分析场。开展了 CALMET降尺度软件研究和应用，已完

成了 CALMET不同网格水平分辨率对台风近地面风场的影响研究，结

合来流风向提出了“坡角”的概念来定量分析复杂地形对近地面风场

的影响。建立了适用于巨灾风险评估的中国台风降水模型，基于 RMS

降水模型，综合考虑热力和动力，从复杂地形和风场驱动作用角度出

发，提出了一套基于台风随机模拟的登陆台风降水模型新方案。 

   常规业务工作进展：持续运维台风、海洋、数值预报、台风科学

数据共享平台及台风检索系统等业务系统，完成台风短期气候预测及

服务，参加汛期值班并提供技术支持，提供台风专报 10期，天气会

商材料 4期，技术总结 3次。开展了台风灾情调查，完成了《国家台

风报告》，《2019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定位与预报精度评估》

报告，并提交预报司、完成《Verification of Tropical Cyclone 

Operational Forecast in 2019》英文报告，并提交 WMO亚太台风委

员会；新增“台风检索系统”（微信程序）中无人机实时探测资料收

集及显示功能，在线组织召开“2020年度热带气旋资料应用技术交

流会”，为全国气象部门、研究院所及高校等 96家单位约 300多名

预报和科研人员进行台风资料库及“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检索系统”

专题讲座和应用培训，取得了良好反响，培训结束后新增用户单位

30多家，新增用户 100多。完成了年鉴及最佳路径数据整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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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2018年热带气旋年鉴》，《2019年热带气旋年鉴》初稿基本完

成；完成了 2020年登陆热带气旋最佳路径初稿。开展了 2020年度台

风基金立项工作，本年度共立项 20项，其中重点项目 9项，区域协

同发展项目 5项，业务亟需领域 5项，青年骨干专项 1项。设立客座

研究岗位，年内共有 6名业务人员到所开展相关研发工作。完成了修

缮购置专项相关工作，包括：2018年和 2019年修缮购置专项审计材

料；2020年修购项目的执行任务，执行率在 95%以上；完成 2021修

缮购置项目的申报。     

科技基础条件建设方面：华东台风观测试验基地取得新进展，继

2019年中国气象局华东台风野外科学试验基地挂牌后，今年，中国

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大陈台风综合探测基地揭牌，与福建气科所联

合成立的台风探测新技术应用联合实验室已于年内正式运行，温州平

阳台风综合探测基地计划于明年揭牌，以“一站多点、固定和移动相

结合”为特色的登陆台风外场综合观测体系建设初具规模，实现了台

风外场观测试验由“点”到“面”的跨越，逐步完善了基地观测能力，

现有观测设备所获数据均已实现了准实时传输至上海局信息中心，对

流层风廓线雷达数据实时推送至福建省局信息中心，数据更新速度满

足相关业务及研究需求。2020年中央级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重大

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获得良好等级。中国

气象局热带气旋资料中心网站本年度新增了热带气旋风雨数据集、热

带气旋野外观测数据集、热带气旋灾害直属数据集等，自 2020年 11

月起，用户下载次数已达 2400余次。国际学术期刊《Tropical Cyclone 

Research and Review》今年共出版四期。目前被收录于三个全文数

据库，sciencedirect，doaj，以及 cnki；并被收录于科睿唯安旗下

的 esci新兴科学引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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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建设方面：本年度共招录应届毕业生 4名，其中 1名博士，

3名硕士；博士后工作站招录博士后 4名。年内共有 6人次获省部级

人才计划获奖励，其中 1名中国气象局领军人才，1名中国气象局青

年英才，1名上海市人才发展专项计划，2名博士后入选上海市超级

博士后计划，1名获上海市科普先进工作者；4人次入选上海市气象

局人才计划，其中 1名入选青年英才，3名入选新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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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研工作进展 

（一）科研立项情况（见附表 8、9） 

本年度获批项目 32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3项，省部级项目 6项。依托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WMO、亚太台风委员会国际合作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

市科委项目及局列项目等课题开展了台风、海洋及数值预报等三个领域的研究。 

（二）在研项目进展情况 

本年度，在台风灾害影响研究、数值预报、台风综合观测等方面取得了较大

进展，其中部分国家级项目主要进展如下：  

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多平台协同的台风目标观测

试验 

项目负责人：雷小途；项目执行时间：2018年12月-2021年12月。 

1.1 在继续完成多种自主研发平台的台风观测适应性改造和测试基础上，构

建我国近海台风地海空天一体化多平台协同的观测系统 

继 2019年对“空基”的平流层飞艇和中高空无人机及“海基”的半潜浮无

人艇等进行适应性改造及“靶场”测试后，2020年增加多款低空无人机（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研制的低空无人机 HY30A、深圳华讯方舟公司研制的弹簧刀式无人

机 RF90）及火箭弹（江西新余国科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小型火箭弹）等作为“空

基”观测平台、波浪滑翔器作为“海基”观测平台，并完成了其适应性改造。 

 

图 1  低空无人机 HY30A弹射起飞（左）和挂绳降落（中）、弹簧刀式无人机 RF90起飞（右） 

 

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近海台风“地-海-空-天”一体化的观测系统。其中，

“地基”观测平台除依托当前东南沿海地区较为稠密的常规气象观测站及雷达等

设备外，还包括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装备的“追风观测车”，该车目前搭

载了自动气象站、边界层风廓线仪、激光雨滴谱和 GPS（Global Pos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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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探空系统；“海基”观测平台除海上石油平台及浮标外，还有中科院大

气物理研究所研制的半潜浮无人艇及自然资源部第二研究所装备的波浪滑翔器；

“空基”观测平台则包括多款无人机（高、中、低空）、火箭弹和平流层飞艇；

“天基”观测平台主要是气象卫星（FY-4），它具备对特定区域进行加密观测并

提供时间分辨率为 15分钟的大气风温压湿廓线资料。 

1.2 设计并完善近海台风多平台协同观测试验方案 

依托项目构建的我国近海目标台风“地海空天”一体化的多平台协同观测

体系，针对我国近海及登陆台风活动特征、台风目标观测的科学研究及当前防台

减灾实际业务需求，结合项目关于目标台风的观测敏感区及敏感要素的识别，并

充分考虑海空域等外场观测条件，开展了多平台的协同观测策略研究，设计并完

善“近海台风多平台协同的目标观测（推荐）试验方案”。 

 

 图 2  推荐试验方案示意图 

 

目标台风遴选确定后，即启动卫星（FY-4等）对目标台风区域的加密探测，

以提供台风的高分辨率卫星云图等遥感图像、台风及周边区域的廓线资料，这即

是方案中的“天基”观测平台。实际应用中，推荐方案中的设计的多平台可根据

台风的活动特征及观测目标（敏感区和敏感要素）和作业条件等，进行不同组合

的遴选。 

1.3 成功组织实施多平台协同的台风目标观测试验 

根据 2020年我国近海台风活动特点（移动及强度变化等）及外场作业条件

（海、空域等），遴选了观测试验的目标台风共 5个，并结合项目实时识别的敏

感区和敏感要素等确定每个目标台风外场观测的目标，依据推荐方案，遴选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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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制定每次观测试验的方案，并组织实施了观测试验，包括针对 3个目标台

风（2003 号森拉克、2014号灿鸿和 2016 号浪卡）的多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和 2

个目标台风（2002 号鹦鹉和 2012号白海豚）单平台专项观测试验。 

1.3.1 灿鸿“海天”联合试验：2020 年 10月 1-15日，利用“海基”的波浪

滑翔器和“天基”的 FY-4卫星，对项目基于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识别出的台风

目标观测敏感区，实施了 FY4卫星加密观测和波浪滑翔器的较长时间连续观测，

捕获了 2014号台风灿鸿的海气要素观测资料。 

1.3.2 森拉克“海空天”联合试验（“海燕计划”）：2020 年 8月 2日，

利用高空无人机（改装的“翼龙-10”）、无人艇（MWO-3）、波浪滑翔器和 FY4

卫星等“海-空-天”多平台，对 2003号台风“森拉克”实施了协同观测试验。

其中，无人机搭载了毫米波雷达等观测设备，并进行了我国首次高空无人机下投

探空作业（自 10km 左右的高空成功下投探空仪 30枚）；无人艇和波浪滑翔器则

成功获取了台风核心区域的海-气边界层观测资料，其中无人艇为我国首次进入

台风核心区域。 

 

图 3 翼龙-10高空无人机（左）及无人艇 MWO-3（右）对 2003号台风森拉克观测 

 

1.3.3 浪卡“地海空天”联合试验（“浪卡追风试验”）:2020 年 10月 12-14

日，利用移动追风观测车（台风所搭装）、无人艇（中科院大气所研制的 MWO-3）

和波浪滑翔器（海洋二所研制）、2款中空无人机（四川腾盾科技有限公司研制

的 TW328 和北京爱尔达公司牵头研制的 FH92）、低空无人机（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研制的 HY30A）、“弹簧刀”无人机（深圳华讯方舟公司研制的 RF90）、旋冀

式无人机（杭州佐格公司改装）、火箭弹（江西新余国科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和

FY-4卫星等平台，对 2016号台风“浪卡”实施了“地-海-空-天”全覆盖的多

平台协同观测，并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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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6号台风“浪卡”多平台协同观测无人机探测路线及台风路径 

  

试验期间，还首次成功开展了台风的二次探空观测（探空仪下落时自带降

落伞），并联合亚太台风委员会的国际合作项目（EXOTICCA-II）协调香港天文

台的有人飞机在毗邻区域开展了协同飞行观测和下投探空观测。针对同一个台

风，利用包括卫星、火箭弹、多款（有人和无人）飞机、无人艇和追风车等多观

测平台进行“地海空天”一体化协同观测，这在我国尚属首次。本次试验区域和

时间、多平台及观测设备布点和运行路线等的确定，均结合了台风预报敏感区及

敏感要素的识别结果（每隔 6h更新），是台风观测与预报模式需求协同互动的

一次尝试。 

此外，波浪滑翔器于 2020年台风季在南海“随波逐流”期间还捕获 2002

号台风鹦鹉（6月 11-15日）和 2012号白海豚（9月 20-30日）。利用项目计算

得到的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识别出的台风目标观测敏感区，还在 FY-4卫星对

2007号台风（海高斯）、2009号台风（美莎克）和 2014号台风（灿鸿）的加密

观测以及香港天文台对 2007号台风（海高斯）的下投探空观测中得到成功应用。 

 

2.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云和降水观测资料的分析和

应用研究 

项目负责人：李泓；项目执行时间：2018年12月-2021年12月。 

2.1降水融合技术及台风降水融合产品 

利用静止卫星微波成像仪降水产品（FY4、葵花 8）、极轨卫星微波成像仪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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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FY-3、AMSU-B、GPM）等，发展了基于多源观测资料的降水数据融合技术。

对 2019年 29个台风进行了降水反演，得出目标台风降水区域的融合数据。由图 5

可以看出，目前降水融合算法获得的降雨率通常表现出强烈的系统性干偏差：对于

降雨率小的区域判断过多；对于高降雨率判断较低。这是由于最冷云顶和最大降雨

率之间的空间位移造成的训练数据的显著分散的结果。针对这一情况，将通过对云

的空间位移来对降雨数据进行插值融合。 

 

图 5 台风（KROSA）降水融合数据（上）与极轨卫星 GPM微波降雨（下）对比 

2.2基于双偏振雷达的近海台风降水微物理特性统计研究 

近年来，台风数值预报模式逐步发展，已经具备相对较高的精度，但是仍不能

满足防灾减灾的需求。目前台风数值预报模式的主要局限在于降水微物理参数化方

案的准确性，其关键在于认知台风（尤其是登陆台风）的降水微物理特性。课题依

托构建的双偏振雷达台风降水微物理数据集，并结合 Himawari8卫星观测数据，开

展了登陆台风的降水微物理特性统计分析。分别从距离台风中心不同距离和台风不

同区域（内核 IC、内雨带 IB、外雨带 OB）等角度开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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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分别给出了广州雷达观测的台风 3个区域对流降水 ZH、ZDR和 KDP的 CFAD

图。图中，台风不同区域的降水特性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主要包括：（1）零度

层以下 IC的回波主要分布最窄，IB区域相比于 IC区域分布稍宽但强度比 IC区域

更小；而 OB区域的对流回波强度分布最宽，最大可超过 60 dBZ，但同时也存在较

多值低于 20 dBZ；这表明 OB 区域的对流具有更大的空间变化。（2）零度层以下

OB 区域具有较大的 ZDR，表明该区域的雨滴粒子相比于其他两个区域更大。（3）

零度层以上区域，OB 区域相比于 IC 和 IB 区域具有更宽的回波分布，7.5 公里 5%

频率回波对应值可超过 40 dBZ，对应更加显著的冰相过程；相比之下，IB 区域的

冰相过程最不活跃，回波最弱。 

 

图 6 广州双偏振雷达观测的 6个登陆台风中（上）IC、（中）IB、（下）OB区域对流性降水的（左）ZH、（中）

ZDR、（右）KDP的频率高度分布图（CFAD） 

结论：研究利用广州双偏振雷达在 6个登陆台风中的观测和微物理参数反演，

研究了台风不同区域的微物理结构和特征，指出台风内核、内雨带和外雨带的降水

均由暖雨过程主导。外雨带区域相比于内核和内雨带具有更强的冰相过程，融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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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雨滴具有更大的尺寸并对应了更加显著的破碎过程。同时，可能是由于环境背景

的作用，外雨带的自转化过程相比于内雨带和内核区更弱。 

成果及前景描述：通过双偏振雷达认知了台风不同区域微物理特性和过程的共

性和差异，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双偏振雷达反演台风降水的精度，另一方面为改进数

值模式参数化方案奠定了重要的观测基础。 

2.3台风利奇马（2019）动力和微物理过程研究 

超强台风“利奇马”登陆前，温州雷达观测到了其双眼强过程。台风不同区域

强回波都有随时间向下游传播的特征，但降水落区有较大非对称性差异。这种非对

称结构和前人理论中，移动方向主导时，强降水分布于移动方向前侧的结论不相符。

课题通过涡旋罗斯贝波数分析探讨了此现象的形成机制。图7a中显示涡旋罗斯贝波

（VRW）波数二分量在径向上有自内眼墙向外传播的特征。外眼墙内侧波数一分量，

在径向外传的波数二分量到达后有显著的增强。与此同时，外眼墙外侧的波数二分

量的正位相和内侧增强的波数一分量的正位相重合（图7b），二者耦合，增强了外

眼墙区域整体的波数一分量。进而造成下游区域即移动方向左侧区域有强降水产

生。 

 

图 7 (a)355°方向上波数二分量径向分布随时间变化；(b)自355°起向下游360°方位范围外眼墙内侧 38km波

数一分量（实线等值线）及外眼墙外侧 60km波数二分量（填色）随时间变化；(c) 自355°起向下游360°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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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范围外眼墙整体波数一分量随时间变化；(d)外眼墙整体波数一能量随时间变化 

在微物理过程方面，内外眼墙在移动左前侧均有较强暖雨现象发生。 、

和 均有显著近地面增强的趋势，粒子下落过程中不断碰并小粒子，且不断有新

的降水粒子产生。内眼墙区域右前侧4km以下粒子尺度增加，但总体粒子含水量增

加不显著，为碰并过程为主。外眼墙区域在右前和左后象限也都有暖雨过程发生。 

结论：超强台风“利奇马”登陆前双眼墙过程中，非对称结构差异与涡旋罗斯

贝波的径向外传和耦合相关；双眼墙各象限微物理过程有所差异，暖雨过程在强降

水落区占主导。 

成果与前景：台风双眼墙结构及眼墙过程和台风强度息息相关，通过雷达观测研究

利奇马台风双眼墙结构及其微物理过程，可以为未来验证和改进数值模式动力和微

物理模拟提供观测基础。 

2.4数值模式微物理参数化方案评估与初步改进 

利用天气研究和预报模式(WRF)和双偏振雷达观测结果，基于2019年利奇马台

风，评估并初步改进了特定微物理参数化方案(Morrison)在实际台风过程中的微物

理特征模拟表现。通过调整Morrison方案在融化过程和暖雨碰并、破碎过程的参数，

设置了多组模拟试验，并对比了双偏振雷达观测和各试验模拟的双偏振雷达和微物

理特征变量分布结果。 

由双偏振雷达变量ZH和ZDR的水平分布可知（图8）,Morrison方案模拟的雷达

反射率因子ZH数值与实际观测结果较为接近，但差分反射率（ZDR代表雨滴平均直

径）在眼墙和外围雨带区域均较观测明显偏高。通过调整雨滴破碎和碰并的粒径参

数，Morrison BRK试验模拟的ZDR数值明显降低，尤其在眼墙和外围雨带的对流区

域，与双偏振雷达观测总体相似（图8g）,对应的ZH数值也更接近实际观测，但在

层云区的粒子平均直径仍然偏大。又在此基础上调整了弱降水区域的雪粒子融化参

数设置（Morrison MBK），探讨雪粒子融化数浓度变化对降水微物理特征模拟的影

响。结果发现，该试验方案能够近一步改进弱降水区域的ZDR数值（即层云区的雨

滴微物理特性）。 

课题进一步对比了模式模拟和双偏振雷达观测的Z-ZDR关系以及液态水含量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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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均发现MBK试验相比与原方案在微物理模拟方面具有更高的精度。 

 

图 8. 温州 S波段双偏振雷达观测 ZH（a）和 ZDR( e）与不同微物理试验方案模拟的 ZH(b,c,d)和 ZDR(f,g,h)

数值平面分布对比。 

结论：基于双偏振雷达观测，评估了数值模式特定微物理方案对西北太平洋

登陆台风个例的微物理特征模拟表现。针对现有方案在微物理特征变量上的模拟偏

差，诊断分析了具体微物理过程参数，并部分改进了微物理模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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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及前景描述：通过评估和改进数值模式微物理参数化方案对台风系统的微

物理特征模拟表现，能够定量分析微物理特征对台风系统发展的影响，并有效降低

因微物理特征模拟偏差对台风模拟能力的制约，从而最终提升台风系统的整体预报

表现。 

2.5基于空间滤波的多尺度资料同化新方法研究 

TC 是一个多尺度相互作用的过程，除了对流尺度,其强度、降水预报也与大尺

度环境场密切相关，在前期雷达资料同化的基础上课题将增加卫星、探空等资料，

因此，课题发展了一个基于空间滤波的多尺度资料同化技术，建立了多尺度集合同

化系统（图 9），在对流可允许的模式框架下，利用空间滤波对背景误差协方差按

照不同的空间尺度进行滤波分解，达到不同尺度资料采用不同局地化半径的目的，

可以实现对不同尺度资料的有效同化。利用雷达、地面站、探空资料，初步开展了

多尺度资料同化试验，对比了多尺度同化（MDA）与控制试验（CNTL，不对背景场

进行滤波，仅在同化不同尺度观测资料时采用不同的局地化半径）的结果。为了评

估 MDA对大尺度环境场预报的影响，计算了两组试验在不同垂直高度上水平风、温

度相比于探空观测的均方根误差，如图 10所示，MDA试验的 12、24小时预报 RMSE

明显低于 CTNL试验，并且两组试验在 24小时的差异变小，说明 MDA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大尺度形势场的预报精度。 

结论：开发了基于滤波的多尺度同化技术，对大尺度资料的同化有改善作用。 

 

图 9 基于空间滤波的多尺度同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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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与探空观测对比的均方根误差（RMSE）廓线，其中（a），（c）分别为温度（T）的 12、24小时

预报，（b），（d）分别为水平风的 12、24小时预报，蓝线为 MDA试验，黄线为 CNTL试验 

成果及前景描述：鉴于台风的多种尺度特性，在雷达资料同化的基础上，将联

合同化如下投式探空、卫星等其他观测资料对台风大尺度环境场进行更新。多尺度

同化技术，利用空间滤波实现对不同尺度资料的有效同化，为课题后期构造近海目

标台风多平台协同观测的同化分析数据集打下基础。 

2.6多源观测资料的联合同化试验研究 

研究了多源观测资料的联合同化对近海登陆台风强度和路径预报的影响。基于

晴空条件下，针对多源卫星辐射率资料进行质量控制和偏差订正处理。就台风的路

径和强度而言，联合同化常规GTS资料和AMSU-A的效果要优于联合同化GTS和AIRS资

料的效果，而联合同化GTS、AMSU-A、AIRS三种观测资料时预报的台风路径和强度

的误差最小，与实况最为接近。对登陆后的台风降水预报也最为准确。图11分别为

针对AIRS和AMUSA进行偏差订正的效果图。可以发现经过订正处理后系统性的偏差

一定程度上被消除，背景值和观测值更加围绕对角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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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观测亮温（单位：K）和模式模拟亮温（单位：K）对比，对于 AIRS：（a）同化之前（b）偏差订

正及同化之后；对于 NOAA 15 AMSU-A:（c）同化之前（d）偏差订正及同化之后 

 

3.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常规天气及强对流天气下平

流层探测试验 

项目负责人：赵兵科；项目执行时间：2018年12月-2021年11月。 

2020 年进一步完善了火箭试验方案；完成了数据库建设，数据库探测试验

内容更加丰富；利用移动观测车在海南琼海完成了“浪卡”台风的探测试验，获

得了“浪卡”台风登陆前后平流层以下的臭氧资料及其它气象探测资料。在 2019

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台风条件下激光雨滴谱仪的测量性能评估，完善了质控

方法；对安比台风期间的雷达回波强度进行了一致性分析和订正。建立了试验数

据库，开展了“浪卡”台风 9次 GPS探测试验，其中包括 3次臭氧探测试验，发

表核心期刊以上论文 1篇，其中 SCI论文 1篇,待发表 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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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进一步完善了平流层探测试验方案 

对常规天气及强对流天气条件下火箭平流层探测试验方案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主要对火箭探测下投的高度和发射角度进行了微调。并与多平台协同的台风目标观

测试验课题达成一起开展试验。 

3.2 完成了数据库建设，收集了多个台风个例资料 

完成了数据库的建设，数据库中共包含 5大数据集，包含卫星观测资料、雷达

观测资料、探测试验资料、常规观测资料和再分析资料。已收集多个台风试验资料

及台风生命史期间常规观测（地面及高空）和卫星探测资料，包括 2019年“利奇

马”超强台风和 2020年“浪卡”台风臭氧 GPS探测资料。 

 
图 12 台风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收集台风野外试验观测资料为其他课题分析研究及探测数据对比分析及影

响评估提供基础观测资料支撑。收集台风野外试验观测资料清单如表 1。以上数

据通过台风科学数据共享平台进行浏览、下载或离线获取。 

表 1 台风野外试验观测资料清单 

年份 
台风（编号/名

字） 
资料清单 

2007 

0709 圣帕 GPS 探空 

0713 韦帕 GPS 探空 

2008 0808 凤凰 GPS 探空 

2009 0908 莫拉克 
超声风速仪，微波辐射计，激光雨滴谱仪 

GPS 探空，声雷达风廓线，自动气象站，梯度风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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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1011 凡亚比 自动气象站，激光雨滴谱，GPS 探空，声雷达风廓线 

2011 1109 梅花 自动气象站，激光雨滴谱，GPS 探空，声雷达风廓线 

2012 1211 海葵 自动气象站，激光雨滴谱，GPS 探空，边界层风廓线 

2013 1307 苏力 自动气象站，激光雨滴谱，GPS 探空，边界层风廓线 

2014 1416 凤凰 GPS 探空、边界层风廓线、激光雨滴谱 

2015 

1509 灿鸿 GPS 探空、风廓线、激光雨滴谱、微波辐射计、台州地面气象站 

1522 彩虹 探空数据（火箭下投式、车载 GPS），微波辐射计 

2016 

1601 尼伯特 GPS 探空、边界层风廓线、激光雨滴谱 

1614 莫兰蒂 GPS 探空、边界层风廓线、激光雨滴谱、微波辐射计 

1617 鲇鱼 GPS 探空、边界层风廓线、激光雨滴谱、微波辐射计 

1621 莎莉嘉 GPS 探空、微波辐射计、激光雨滴谱、自动气象站 

2018 

1808 玛莉亚 GPS 探空、边界层风廓线、激光雨滴谱、自动气象站、70 米梯度风塔 

1810 安比 S 波段雷达、X 波段雷达、边界层风廓线、激光雨滴谱、GPS 探空 

1812 云雀 S 波段雷达、X 波段雷达、激光雨滴谱、风廓线雷达、探空 

2019 1909 利奇马 自动站，激光雨滴谱，GPS 探空（含几组臭氧），边界层风廓线 

2020 2016 浪卡 自动站，激光雨滴谱，GPS 探空（含几组臭氧），边界层风廓线 

 

3.3完成了“浪卡”台风的探测试验 

课题组于 10 月在海南琼海配合其它项目进行了多平台协同台风“浪卡”探

测试验。本课题主要进行了 GPS探空、边界层风廓线、近地层激光测风雷达、激

光雨滴谱和自动气象站等探测。完成了“浪卡”台风登陆前后及登陆期间的臭氧

探测，这也是国内继 2019年“利奇马”首次在台风中进行臭氧探测后的又一次

探测。从图 14可以看出台风登陆前后对流层低层的臭氧还是有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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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浪卡”台风臭氧探测及气象要素探测 

 

图 14“利奇马”超强台风（左）和“浪卡”台风（右）登陆前、登陆期间和登陆后臭氧廓线 

3.4 进一步对台风条件下激光雨滴谱仪测量性能进行评估，对 2019年建立的

质控方法进行了完善 

目前，OTT's Particle Size and Velocity Disdrometer (PARSIVEL)以其

成本低廉，易于安装维护等特点，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应用于雨滴谱的观测。

Battaglia（2010）对仪器原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指出在仪器在观测时作了

如下假设：粒子为椭球形，并沿雨滴短对称轴方向垂直下落。这一假设在静风和

低风速条件下是基本成立的，然而当存在较强水平风时，原本垂直下落雨滴粒子

的运动轨迹会发生倾斜（图 15），但是这一现象不能被仪器所识别。此时，仪

器会将粒子在激光束上的水平最大截距视为粒子的长轴，从而使得仪器测得的雨

滴直径小于实际值，造成了粒子直径的反演误差；进一步，由于雨滴粒子倾斜造

成了粒子经过采样区的垂直测量距离大于粒子的短轴，反演得到的雨滴下落末速

度也并不准确，往往会小于实际的下落末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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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椭球形雨滴粒子垂直(a)和倾斜(b)经过激光束的对比和误差产生示意图 

 

利用上海台风研究所对台风“凤凰”、“灿鸿”、“莎莉嘉”和“玛莉亚“的

四次外场观测试验期间获取的雨滴谱和自动气象站数据，评估在不同水平风速条

件下 Berne（2011，JB11）和 Friedrich（2013，FR13）方法与新提出的水平风

调整的雨滴谱质控方法（WAM）的质控效果。比较发现：三种方法对降水率的反

演均存在低估的情况，Berne方法和 Friedrich 方法的反演降水率随着风速增大

而出现明显低估，在风速超过 18m/s时，低估程度甚至达到 27%；相对地，新方

法的反演降水率偏差最小，仅为-12%，且不同风速区间的偏差较为接近与此同时

新方法在每个风速段内的偏差最小，且较为接近。这表明新的质控方法在不同风

速条件下具有更高和更稳定的反演精度，尤其是强风条件下能一定程度减少反演

的偏差。 

 
图 16 不同风速下的三种质控方法质控后计算得到的降水率相对误差箱线图 

 

本工作基于水平风速和风向，引入雨滴倾斜角和入射角两个参数对雨滴形态

进行描述。根据这两个参数，同时基于激光雨滴谱仪的测量反演原理，对测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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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滴粒子的直径和下落末速度进行数学物理公式上的修正，随后再进行一定程度

的异常值剔除，使雨滴谱仪的数据质控方法在强风条件下有更好的适用性。 

    3.5 对台风个例地基雷达回波强度进行了一致性分析和订正 

    2018 年安比台风登陆期间，长三角地区 3个 S波段地基天气雷达（南通、

上海青浦、舟山）的回波强度 1公里存在明显的不连续性。利用 GPM-KuPR资料

对三部地基雷达的回波强度进行了一致性分析和订正。利用地面雨量计资料验证

了修正的可靠性。结果表明： 南通和青浦雷达回波强度接近，舟山雷达的反射

率因子值明显小于上述两部雷达，与南通雷达回波强度差异超过 5dB，这是造成

拼图不连续的原因；订正后，雷达间反射率差异显著减小，组网雷达回波强度的

一致性得到了改善；订正后，组网三部雷达回波强度估算的雨量更接近雨量站资

料，说明基于 GPM-KuPR的回波强度一致性校正提高了组网雷达降水估计的精度。 

 

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台风影响边界层数值模拟与

风电机组风险评估方法研究 

项目负责人：李永平；项目执行时间：2019年4月-2023年4月。                               

4.1 台风近地层风特性研究取得新成果 

4.1.1 台风大风和强降水影响下激光测风雷达性能评估 

以上海台风研究所和中电投公司对 2019 年超强台风“利奇马”的联合观测

试验为基础，通过与同一地点释放的探空气球实测数据进行对比，对两款激光雷

达 WindPrint S4000 和 Windcube V2在台风强降水条件下的误差及影响因素展开

研究。结果表明，激光雷达在降水强度大于 50 mm·h-1时适用性较差；激光雷达

的信噪比随降水强度的增大而减小, 数据缺失率随着信噪比和采样高度的增大

而增大。风速偏差与相对湿度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当湿度超过 85%时，激光

雷达观测数据存在较大偏差。通过研究测点距离台风中心的距离对激光雷达风速

测量偏差的影响可知，在 700 km半径范围内，RMS呈现出随台风中心距离的减

小而增大的趋势。台风中心 250 km 以外，RMS基本小于 2 m·s-1，在 250 km半

径范围内，RMS最大达到 5.89 m·s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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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图 17 宝山、舟山和台州测点激光雷达在不同高度处 1 min平均风速及风向随时间的变化（图（a）,

（c）,（e））及不同高度处 1 min数据缺失率随时间的变化（图（b）,（d）,（f））。其中，图（a,b）

代表宝山测点，图（c,d）代表舟山测点，图（e,f）代表台州测点  

 

4.1.2 台风条件下摩擦速度随风速和高度的变化 

揭示了台风条件下摩擦风速（u*）随风速大小和离地高度的变化规律。结果

显示，沿海边界层大气的摩擦风速随风速大小和离地高度的变化与风向密切相

关，且在海风和陆风情景下表现出较大差异：当风来自海上时，大气粗糙度也较

小，阵风因子随高度的减小更明显。摩擦速度在风速达 20m/s 时趋于饱和，并

随风速增大而减小，其饱和临界风速小于已有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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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不同台风条件下摩擦风速随风速大小的变化 

 

4.2 复杂地形条件下的数值模拟研究取得新的成果 

4.2.1 典型地形大涡模型 

开展了四个典型地形条件下，即沙滩地形、二维陡峭山坡、二维对称山脊，

以及三维对称山丘的 CFD大涡模拟研究，揭示了不同地形对来流平均风和脉动风

各种特征量(涡量、漩涡脱落、湍流度和加速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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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19 二维山脊（a）CFD网格及（b）y=0断面竖向涡量图 

4.2.2 运动学效应对登陆台风近地面风场模拟的影响 

开展了运动学效应对登陆台风近地面风场模拟的影响，提出了适用于台风条

件下的 CALMET 运动学效应改进方案（KETT）。结果表明，KETT 方案可以成功

消除 CALMET 原有运动学效应带来的风场模拟系统性误差，并且 10 m 高度风速

和风向模拟误差比原有方案分别降低 10.8%和 5.4%。与不采用运动学效应相比，

KETT方案 10 m高度风速和风向的模拟误差均降低 12%以上，能够更准确地反映

局地地形对台风近地面精细化风场的影响。 

开展了台风影响期间复杂地形条件下 CALMET模式分辨率对于近地面风场数

值模拟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 CALMET 模式分辨率为 500 m时，地表风速模拟

效果最好。在台风大风影响后，地表模拟风速对模式水平分辨率更加敏感。此外，

还提出了沿风向的“坡角”概念，来定量分析复杂地形对台风近地面风场的变化

影响。 

4.2.3 台风强风区中、小尺度数值模拟研究 

以 2016年登陆广东的强台风“妮妲”为例，利用激光雷达观测和中、小尺

度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了台风强风区的风速廓线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结

果发现，台风眼壁强风影响期间的风速廓线在 300m高度以上明显偏离指数律或

对数律形式，该现象与观测点周边局地地形分布关系密切，强风经过地形后形成

的回流区扩展至观测点附近，导致低层风速减小是风廓线改变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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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尺度模式输出到 CFD 模式的地形动力降尺度耦合算法 

4.3.1 建立了风电场微尺度特性数据库 

研究风电场特性库关键参数构成，高效全面表达风流场特性。建立不同天气

情景下的风流场特性分析系统，分析风向大气稳定度变化对风流场分布的影响，

确定合适的大气稳定度和风向划分的间隔，在风流场特性的精细刻画和高效计算

之间寻找平衡。 

研究并确认风电场微尺度特性库中风机及绘图的大地坐标与后续其它应用

所使用的经纬度坐标的关联及对应。针对大型风电场大地坐标与平面坐标转换参

数畸变问题，开发基于快速非结构化散点差值算法，实现大地坐标与经纬度坐标

快速转换。 

研究并确认风电场微尺度特性库与中尺度数据的接口方案。中尺度模式适合

大范围高空低分辨率数值模拟，基于 CFD 技术的微尺度模式适合近地层高分辨率

数值模拟，研究行星边界层高度随时间昼夜季节变化的规律，确定中尺度和微尺

度的接口参数。 

在大规模风电场区域及大量风机情况下风电场微尺度特性库文件允许功率

评估的动力降尺度系统快速调用及满足其高效计算的要求。 

4.3.2 发展了中尺度模式输出到 CFD 模式的动力降尺度耦合算法 

首先采用基于风电场测风塔历史测风数据的中尺度风速评估订正模块对短

期中尺度数值天气评估结果进行订正；然后根据订正后的中尺度数值天气评估结

果，在微尺度风场基础数据库中选出对应的风电场微尺度风场分布，分析计算出

各台风电机组的自由来流风速；再根据 SCADA 系统和测风塔观测风速统计得到的

功率曲线，计算得到各台风电机组的模拟发电功率；最后采用风电机组模拟发电

功率订正模块得到修正后的每台风电机组模拟发电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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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海上风机台风风险评估技术取得新的发展 

4.4.1 研发了新的台风风场模型 

针对目前开展海上台风风险评估时缺乏可靠的海上台风风场问题，研发了一

个新的台风风场模型。相比以往模型，该模型考虑了拖曳系数、大尺度环境引导

气流、边界层高度、不同高度风速与 10 米风速关系等因子，并取得改进效果。 

4.4.2 研究评估了台风机型风险特征参数 

开发了针对 H171-6.2MW 57m/s机型台风风险评估特征参数技术。主要应用

台风风场模型和近 70年台风最佳路径资料，计算确定了浙江沿海 2个设计风电

场点位上台风影响下轮毂高度 110米处：10分钟最大平均风速及 10分钟最大平

均风速分布、3s最大风速及 3s最大风速分布、风向偏转最长持续时间及风向偏

转持续时间分布、风向的变化持续时间和风向累计变化角度、风向变化持续时间

的分布和累计变化角度的分布、10分钟平均风速从 40m/s增加到 42.5m/s的平

均时间和最小时间、同一台风再次产生影响的时间间隔分布等。 

4.4.3 海上风电工程项目热带气旋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以 2016年台风“尼伯特”和 2018年台风“玛利亚”为例，开展了福建沿海

地区海上风电工程项目热带气旋台风灾害风险评估研究。完成了海上风电场区域

气候特征及气象要素特征值分析、热带气旋调查与统计分析、热带气旋风特性分

析、热带气旋风险评估等工作。分析获得风电场热带气旋影响下各安全等级风速

出现频数、评价区测风塔塔基以上各高度各等级风速超越概率，以及评价区测风

塔不同高度不同重现期最大风速等。 

 

（三）本所在优势领域年度科研进展（按团队介绍） 

1.台风机理及预报技术研发团队 

 开展台风生成期深对流活动特征研究，用高分辨率卫星数据分析了热带气

旋生成期间深对流的活动特征；开展基于卫星遥感的台风风压模型研究，针对

Holland B系数，总结了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并根据 JTWC最佳路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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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采用统计方法和神经网络方法进行建模，并将结果应用于风压模型模拟热带

气旋的最大风速，与卫星风速比较得到了较好的结果；开展台风强度可预报性研

究，基于模式初始场、行星边界层过程和云微物理过程的不确定性，对热带气旋

强度的可预报性及其动力过程开展了研究；在热带气旋强度的可预报性研究的基

础上构造集合预报方案，进行了热带气旋强度的集合预报的初步试验；开展了热

带气旋生成与发展的可预报性的初步研究；探讨台风外眼墙结构模拟敏感性研究

及形成机制，采用 3种边界层和 7种微物理参数化方案，分别对 2015年苏迪罗

台风结构进行模拟研究。对台风非对称径向出流对外眼墙对流触发的机制分析；

开展登陆台风非对称风场研究，利用双多普勒雷达的反射率数据及其反演得到的

风场，分析了 Meranti（2016）在经过台湾海峡时内核结构的变化；开展台风强

降水雨滴谱微物理过程研究，对比分析了台风“玛丽亚”（2018）的内雨带和外

雨带对流性降雨的雨滴谱特征；进行 2020 年 7 月空台机理初探，针对 2020年 7

月空台并伴随梅雨区降水量大、持续时间长的问题，利用“环流相似法”分析了

大尺度环流场对台风生成和梅雨区降水异常的影响，结果表明，2020年 7月西

太副高异常可解释台风生成数量减少的 1/3 左右，同时可解释梅雨区降水异常偏

多的 40%左右；进行 WRF 全球模式台风预报性能的评估和分析，开展了模式敏感

性试验，包括物理参数化方案，初始场分辨率，模式和地形分辨率，模式最内网

格区域变化，模式垂直分层和模式层顶，还有组合方案试验，对 WRF全球和区域

模式的预报性能做了比较，对双台风系统对台风轨迹的影响因子进行了分析，发

现双台风的距离和相对强度对 3天以上路径误差影响较大；开展登陆台风降水预

报误差来源研究，利用整体检验技术（CRA），对 2012-15年我国 25个登陆台风

降水预报进行了系统性评估检验；开展多雷达定量降水估计不一致订正及在台风

降水估计中的应用研究，在基于星载雷达的地基雷达标定偏差订正技术的基础

上，使用长三角区域南通、上海青浦和舟山散步 S波段天气雷达在台风“安比”

期间的观测数据，开展组网雷达一致性订正在定量降水估计中的应用研究，提升

组网雷达台风定量降水估计结果的精度；开展基于双偏振雷达的台风内雨带降水

微物理特征分析研究，分析 2018年 7月 22日 08点台风“安比”粒径分布，粒

集中在 1.2-1.8mm 之间，在靠近台风中心出现粒径大值区，但对应反射率强度不

强，表明：主雨带靠近台风中心的区域粒子偏大，但对应浓度较小；开展台风利

奇马的雨滴谱特征分析与模拟评估，利用浙江沿海和移动车载的 21部激光雨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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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仪，对台风“利奇马”登陆期间的不同降水区域的雨滴谱特征进行分析。同时

利用该观测数据集，基于 WRF模式对不同微物理方案（WSM6，WDM6，Thompson，

Morrison等）模拟得到的“利奇马”雨滴谱特征进行了对比评估；开展强风对

雨滴谱仪探测性能的影响评估，利用安装在温州平阳的两对正交的 PARSECVEL

激光雨滴谱仪和一台 Thies激光雨滴谱仪和地面雨量计，以台风“利奇马”为例，

初步评估了水平风速和风向对雨滴谱仪器探测性能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基于

水平风调整的雨滴谱质控方法的可靠性；开展基于一般机器学习算法识别西北太

平洋热带气旋尺度及时空特征研究，利用 HURSAT（1981-2016）和 FY-2

（2017-2019）静止气象卫星的红外观测基于一般机器学习算法（BP，RBF，GRNN，

SVM，TREEbagger）开展台风尺度（RMW，分象限 R34，R50及 R64）估算试验，

最终通过评估确定了最优算法（SVM for R34和 RMW， GRNN for R50 和 R64）和

最佳输入方案，反演得到一套 1981-2019 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尺度数据集（含

RMW，分象限 R34，R50及 R64）。 

 

2. 数值预报技术研发团队 

物理参数化研究方面，基于大涡模拟试验的结果，对尺度自适应的对流参数

化方案在“灰色区域”尺度（3km）进行了系统性的评估，进行微物理参数化对

区域模式降水预报改进的比较与评估。资料同化方面，进行卫星微波辐射率观测

资料混合变分同化的研究，针对卫星微波辐射率观测资料在 GSI 同化系统中的同

化应用开展敏感性试验，开展基于 GSI的卫星辐射率资料直接同化敏感性试验；

进行风云三号 D星微波温度计（MWTS-2）基于 50.3 GHz 通道 O-B质量控制的晴

空资料识别算法研究；开展 FY-3D 的 MWTS-2辐射资料同化研究，将 FY-3D的

MWTS-2 辐射资料同化到 GSI同化系统中，改善了 2019年超级台风利奇马在 8月

7日 06 时起报的 36-66小时的台风路径预报误差，且提前 66小时预报了台风的

登陆；开展风云三号 D星微波温度计 MWTS-2对台风的暖心结构反演研究，完成

了卫星资料对台风暖心和东北冷涡的三维温度场的反演，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

通过拟合 FY-3D MWTS-2各个通道的亮温得到对应 ERA-5各个模式层上的温度，

从而得到大气三维的温度场结构，各层反演的温度场误差在 1.0 K 之内。集合预

报方面，开展模式垂直分层对台风模拟的敏感性研究，以 1909 号台风利奇马为

个例，研究了高分辨率数值模式中，垂直分辨率对台风模拟的影响；分析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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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登陆热带气旋强度变化的大尺度环境场因子，使用 JTWC最佳路径数据集以

及欧洲中心 ERA5 逐小时再分析资料，对 1979-2018年间的增强型及减弱型热带

气旋个例所处的大尺度环境场进行合成，对比诸如海温，中底层的相对湿度，高

层的散度以及高、低空的水平风垂直切变等的因子的差异，结果显示增强个例的

水平风垂直切变、中层湿度或是高层辐散出流均没有明显优于减弱个例的更好的

优势，而下垫面的海温存在着显著的优势；优化基于 WRF SV 的集合初始扰动方

案；开展陆面模式地表覆盖资料的更新及影响评估，在 WRF/Noah 陆面模式中引

入了融合 GUF （Global Urban Footprint）和 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

制作的 100m分辨率涵盖三种城市类型（低密度、高密度及商业区）新型地表覆

盖资料，替换 WRF 自带 15s（约 500 m）MODIS单一城市类型地表覆盖数据。开

展上海高分辨率人为热排放数据集的建立及对近地面要素的模拟影响研究，通过

融合人口密度、多元遥感及 POI大数据建立了 1km高分辨率人为热排放数据集。

并通过修改 WRF模式中 Noah陆面模式等模块将该空间异质人为热排放数据集引

入到 WRF/Noah/SLUCM 模式中，并引入基于上海电力负荷数据估算的人为热排放

日变化廓线；通过设计有无人为热排放敏感性试验评估了人为热对高温热浪事

件模拟的影响。 

 

3. 海洋气象预报技术研发团队 

开展雷达反射率资料直接同化研究，发展了基于LIN（单参）微物理方案的

雷达反射率观测算子，针对1909“利奇马”超强台风进行了基于单（双）同化算

子的沿海雷达反射率资料同化对比试验；开展多源资料多尺度同化技术研究，针

对多尺度天气系统特性，在雷达资料同化基础上，增加同化常规观测资料（探空，

地面站等），发展了基于空间滤波的多尺度资料同化方案，降低集合协方差的远

距离相关噪声，能够有效连续地同化表征从天气尺度到对流尺度的不同时空尺度

观测资料，获得低噪的分析增量，为高分辨率模式提供物理协调的初始条件；开

展雷达数据处理与分析研究，对双偏振雷达资料进行质控处理，利用质控后的雷

达资料绘制PPI以及伪RH；开展基于利奇马台风开展可预报性研究，基于TEDAPS

系统，对模式初始场、物理过程的不确定性对1909利奇马台风强度预报的可预报

性和强度变化的影响开展研究；开展基于利奇马台风开展海气耦合研究，利用

COAWST模式（WRF+ROMS+SWAN）搭建了海-气-浪耦合模式，模拟了2019年利奇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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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开展海洋飞沫对热带气旋影响的相关研究，在WRF模式中加入海洋飞沫物

理过程，分析不同Cd条件下海洋飞沫生成量的不同，海洋飞沫引起的感热通量、

潜热通量有何差异，以及进一步对TC结构、强度的影响。 

业务工作上， TEDAPS 台风集合预报系统通过国家级业务准入，完成对

TEDAPS 台风集合预报系统的历史预报检验，综合评估结果表明 TEDAPS路径预报

误差与 NCEP-GEFS 相当，而强度预报性能则明显优于 GEFS，撰写技术报告，年

初向中国气象局提出国家级业务准入申请，经第九届全国台风及海洋气象专家工

作组第二次会议上专家组审议，系统预报技巧水平和试运行情况符合《台风业务

和服务规定》的相关要求，从 2020年 6 月 5日起，“台风集合同化预报系统”

正式参加气象广播，成为首个向全国气象部门发报的台风集合预报业务系统；完

成全球风浪数值预报系统升级；建立全球海洋环流数值预报系统，引进先进的全

球海流数值预报模式 MOM5（Modular Ocean Model 5），开展全球海洋环流数值

预报模式开发，初步建成全球海流数值预报系统；开展瓜达尔港及周边海域精细

化风浪数值预报业务系统建设工作，目前已完成海底地形、岸线资料收集，完成

网格系统建设、驱动场资料处理、模式调试等工作；开展海洋资料同化系统本地

化测试，基于 ROMS 区域海洋模式和 EnOI 数据同化方法建立的覆盖西北太平洋的

温盐流数值预报系统，本年度进行了本地化实时运行测试，对 2020 年台风个例

森拉克、黑格比、蔷薇、米克拉、海高斯、巴威、美莎克、海神、红霞等进行了

海表面温度和海表面高度等海洋观测资料的实时同化及数值预报试验；继续承担

全球风浪数值预报、我国海域精细化风浪预报、风暴潮数值预报、TEDAPS 台风

集合预报等多套业务系统的运维工作，产品在海洋气象数值预报网 10.228.34.3 

实时显示，为上海市气象局内、温州市气象局、国睿公司等部门和单位提供业务

产品或样本。 

 

4.台风灾情评估团队 

开展风场动力降尺度研究，完成简化地形风场的 CFD数值模拟研究，进行

STIDM动力降尺度模式验证（南澳岛），进行台风“利奇马”（1919）和“黑格

比”（2004）检验，完成 CALMET降尺度软件研究和应用；开展台风工程随机模

型研究，TCSM模型为在研项目《基于隐式马尔科夫补充模型的热带气旋随机模

拟方法研究》（2018-2020）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完成文章 1 篇；建立了适用



 

34 

 

于巨灾风险评估的中国台风降水模型，基于 RMS降水模型，综合考虑热力和动力，

从复杂地形和风场驱动作用角度出发，提出了一套基于台风随机模拟的登陆台风

降水模型新方案，并以威马逊台风为例进行验证，发现该模型极端台风降水概率

分布与实际观测较吻合；开展了精细化城市台风暴雨内涝模拟研究，以 2013年

台风菲特为例，采用雷达融合降水和站点观测降水作为输入，完成上海市的暴雨

内涝分布图；开展台风“利奇马”灾情调查，整理并统计了由台风“利奇马”(2019)

引起的暴雨降水、洪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讨论了台风灾害与台风降水、地形

之间的可能联系，为优化台风防灾、减灾策略提供了技术支撑，完成台风“利奇

马”灾情调查文章一篇；开展风电机组台风风险评估软件开发工作，针对 H171

—6.2MW 台风机型，研究该机型环境条件的重点特征参数并针对不同台风路径对

观测位置的风速和风向进行了对比研究；参加气象风险普查，科室成员陈佩燕作

为全国自然灾害风险普查（气象灾害）技术组-台风组成员之一，参加国家《第

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气象灾害）技术规范-台风灾害调查与风险评

估》的制定，并作为查上海市气象局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技术组副组长负责《上

海市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技术规范-台风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的制定，科室

成员陆逸作为上海市气象局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台风技术组成员参与该方技

术规范的制定；完成准业务系统维护及升级，建立基于参数化模型的台风不同等

级大风袭击概率预报系统，在已开发的《登陆台风灾害风险评估与预警示范平台》

的基础上，增加了“台风灾情管理”模块，实现灾情数据的入库整理、灾情数据

的查询、实时灾情数据的下载入库、灾情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展示功能，建立了“西

北太平洋历史台风风场数据库及显示系统” 和“华东沿海省份高分辨率风场显

示系统”。 

 

（四）科研机制体制改革情况 

 本年度修订了《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议事制度》，规范了议事规则

，修订了《绩效考核和绩效工资分配办法》、《科研项目管理办法》、《公务接

待管理办法》、《财务报销与结算管理办法》、《差旅费管理办法》，制定了《

优秀科技成果绩效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各项工作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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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条件与科研能力建设 

（一）修购专项建设情况 

本年度完成 2018年和 2019年修缮购置专项审计材料；完成 2020年修购项

目的执行任务,主要内容包括：登陆台风边界层精细结构探测系统建设、台风影

响下城市气象服务综合观测系统建设，购置并建设了 3座 100米铁塔观测平台、

15套三维超声风速仪、3套涡动通量仪、9套强风仪、3套多要素自动气象站、2

套岸基自动站（气象要素：温度、风速、风向、能见度；海洋要素：剖面海流计、

单点海流计、声学潮位和声学测波）、1 套红外地表温度仪、1 架无人艇，包括

艇上的气象探测系统（温、压、湿、风向和风速）和海面海洋探测系统（海温、

浪高、海流）；完成 2021 修缮购置项目的申报，获得项目经费 1030万元，主要

内容包括高性能计算机房保护设施建设、台风高空探测无人机辅助系统及数据交

换处理系统。 

本年度完成重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平台的信息更新和考核，获得良好等级，奖

励经费 85万元。 

 

（二）其他建设情况(实验室建设、共建共享建设等) 

   完成了中国气象局台风数值预报重点实验室团队优化方案，明确实验室建设

思路和目标，优化了研发团队，设立 4个研究组，包括：台风资料同化研究组、

台风模式技术研究组、台风模式应用技术研究组、台风模式系统运维与评估组，

并进一步明确了工作任务。 

    中国气象局华东台风野外科学试验基地的学科方向主要以近海和登陆台风

为核心，聚焦台风精细结构、风雨变化特征及海气相互作用等关键科学问题，开

展多目标、多平台协同的台风野外科学观测，进行台风内部精细结构分析、台风

强度和风雨变化机理及预报技术研究，着力提升我国台风理论研究和预报技术水

平。主要探测设备包括对流层风廓线雷达、涡动通量仪、激光雨滴谱仪、微型测

雨雷达、强风仪、自动气象站、微波辐射计、GPS/met水汽观测站、激光测风雷

达和全自动制氢系统等。与相关业务科研单位和高校开展合作研究，吸纳国内外

高水平科学家和一线科研业务人员进行客座访问研究，流动人员 50余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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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福建省气象局、海南省气象局、浙江省气象局、香港天文

台及南京大学等机构和高校开展了多个台风的外场综合观测科学试验，获得大量

宝贵科学试验数据。此外，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大陈综合台风探测基地也

于 2020 年 12月正式挂牌。 

    完成了中国气象局-复旦大学海洋气象灾害联合实验室建设方案，确定了实

验室主要任务和目标。继续开展台风探测新技术应用联合实验室建设（与福建省

气象科学研究所联合建设），明确了任务和目标。 

三、野外科学试验 

 本年度完成国内首次多平台协同的台风观测科学试验，并取得成功。2020

年 10月 12日-14 日对第 16号台风“浪卡”开展了基于陆基（追风观测车和地

面自动站、常规站等）、海基（无人艇、海上浮标等）、天基（高、中、低空无

人机，通过搭载激光雷达和下投探空进行观测等）和空基（FY-4卫星连续加密

观测）的多平台协调观测，获取了台风登陆前后外围和内核区的风温湿压秒级观

测数据，同时首次实施了台风“二次探空”（即探空气球爆裂后探空仪下落过程

中弹射出小降落伞形成下落探空）试验并获成功，获取了大量宝贵的数据。本次

试验获取的珍贵科学数据集对提升台风机理研究及数值模式改进具有重要的科

学意义。 

 

四、成果情况 

年内发表 SCI 论文 21篇，获软著 7 项，申请专利 4项。 

五、学术期刊 

TCRR 学术期刊情况：TCRR今年共出版四期。目前被收录于三个全文数据库

，sciencedirect，doaj，以及 CNKI；并被收录于科睿唯安旗下的 ESCI新兴科

学引文索引。2020 年全文下载量已超过五万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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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术交流活动 

（一）学术委员会发挥作用情况 

为进一步推进上海台风研究所 2020 年院所评估准备工作顺利开展，2020年

5月 28 日，上海台风研究所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组织召开了 2020 年院所评估专

家咨询会，会议邀请了所学术咨询委员会专家对所评估总结报告进行审定和咨

询。会议由台风所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陈联寿院士主持，

参加视频会议的专家委员有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吴国雄院士，复旦大学穆

穆院士、张人禾院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王会军院士，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

所陈大可院士，南京大学谈哲敏教授、王元教授，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陈

洪滨研究员，国防科技大学费建芳教授，复旦大学吴立广教授。上海市气象局纪

检组长袁招洪到会致词。 

会议期间，余晖所长就台风所的总体情况和代表性成果向与会专家进行了汇

报。主要包含了台风所的主要进展（院所改革方案的落实情况以及改革取得的成

果、科技创新能力、对业务发展的科技支撑能力、总体人员概况、科研基础条件

建设及效益、运行管理和开放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思路。 

与会专家审阅评估总结报告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一是要突出台风所的

不可替代性、先进性和国际学术影响性；二是要强调台风所和科研院所以及高校

的合作，突出国际合作；三是要突出创新和代表性成果；四是要表现科研和业务

工作相结合。 

（二）国际合作情况 

    本年度我所承担的多项双边及多边气象科技合作项目都推进良好,由于新冠

疫情影响，实地来访和出访均取消，采取了线上交流的方式开展。包括中美热带

气旋外场观测试验、中澳热带气旋合作、中韩热带气旋研究合作、WMO登陆台风

示范项目（WMO-TLFDP）、亚太台风委员会“近海台风强度变化科学试验

（EXOTICCA）”项目、亚太台风委员会台风预报检验、台风防灾减灾效益评估，

热带气象研究工作组工作，完成《TCRR》期刊 2020年度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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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才队伍与团队建设（见附表 2，附表 5） 

 本年度，共有 7人攻读在职博士研究生，1人攻读在职硕士研究生。1人入

选上海市领军人才，1人入选中国气象局气象领军人才，1人入选中国气象局青

年气象英才，1名获上海市科普先进工作者，1人入选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资助

计划，2 人入选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4人次入选上海市气象局人才

计划，其中 1名入选青年英才，3名入选新苗计划，1人获二级研究员资格，1

人获助理研究员资格。 

本年度，共有 9名硕士研究生，其中,5名为台风所独立招收的研究生，4

名为台风所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培养的研究生。 

本年度，共有 6名博士后在站开展研究工作，方向涉及台风气候、风工程和

数值预报,1名博士后出站。 

 

（一）科研人才队伍总体情况（见附表 2） 

（二）科研创新团队信息（见附表 5） 

 

八、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 

（一）强化理论武装，全面提升思想建设质量。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上海重要讲

话精神，紧密结合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广泛开展各类学习教育活

动。一是深入理论学习。通过制定《2020 年中共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支

部委员会年度工作计划》、《2020年中共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支部委员

会“两学一做”学习计划》、《2020年中共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支部委

员会党日活动计划》等，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坚持“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充分发挥党小组作用，勤抓理论学习，

同时通过党员积分制管理，发挥党员主观能动性，将政治理论学习始终贯穿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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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三会一课”。通过开展专题讲座、组织参观调研、交流体会等多种方式，

营造学习氛围、拓宽学习渠道、提升学习成效。同时利用“学习强国”、“上海

干部在线学习”、“中国干部网络学院”等在线平台，党员、干部加强自学，提

升。二是扎实开展“四史”学习教育。充分依托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特殊优势和丰富的红色资源，组织党员、干部及团员青年

广泛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活动。

通过联合科技处法规处组织“四史”主题教育活动，邀请专家围绕“四史”主题

做专题讲座，提升“四史”专业知识储备。组织举办专题党课学习会，支部书记

带头讲“四史”，给全体党员、干部、青年同志上专题党课，通过组织 “铭记

历史，砥砺前行” 上海四行仓库纪念馆参观学习活动，观看爱国主义教育电影，

强化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的互动体验，提升学习教育成效。 

（二）加强基层党建，打造坚强有组织力的战斗堡垒。 

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进一步完善支部组织

架构，认真落实各项组织生活制度、规范管理和发展党员等工作。一是切实贯彻

落实“三会一课”和党员活动制度。本年度由于一名支委继续深造，组织关系调

离，目前已申请补选，将于本月组织全体党员大会进行补选。党支部组织开展了

“学党史忆初心，新气象迎鼠年”知识竞赛、“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

肩膀上”系列活动、学“四史”主题党课、“阅读强素质 建功新时代”读书分

享会、“争创‘两岗一区’宣讲会”等 12 次主题党日活动，提升了支部凝聚力，

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二是严格执行《台风所党支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考核

管理办法》。为进一步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台风所党支部继续严格执行考核管理

办法，对党员出席组织生活、参与讲党课、撰写学习体会及学习强国积分等的情

况进行记录，每月固定 20日为党费集中收缴日，严格做好党费上交和管理使用。

三是探索党建创新性工作。围绕“政治功能强、支部班子强、党员队伍强、作用

发挥强”开展特色品牌创建，创建了“追风战士 服务尖兵”的特色支部品牌。

围绕深化“改革先锋 岗位建功”主题实践活动，丰富创建内涵，有创建标准，

有岗位、责任区职责，设置标识，开展了积极有效的“两岗”创建活动。围绕组

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职责，结合上海市气象局关于进一步加

强青年工作的要求，服务青年发展需求、精神需求和生活需求，党支部分别和所

内 35周岁以下青年同志逐一进行了谈心谈话，并形成了思想动态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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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及市局党组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部署要求，确保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落实落细。一是加强组织领导。以深入推

进“四责协同”机制建设为抓手，严格落实领导班子主体责任，班子成员“一岗

双责”，充分发挥纪检委员和党风廉政监督员的监督责任，根据《上海气象部门

“三重一大”事项民主决策实施办法》修订了本单位议事制度，梳理廉政风险隐

患和“三重一大”决策事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作为。年初制定单位

2020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任务责任清单及领导班子成员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任务

清单，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把党风廉政建设与单位业务工作同

安排、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二是加强廉政教育。开展第 19 个党风廉政宣

传教育月活动，组织支部全体党员参观“以案释纪----机关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典

型案例警示教育展”，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身边反面典型为镜鉴，汲取教训，提

高廉洁自律免疫力，通过参观活动教育支部党员干部从这些鲜活的案例中汲取教

训，引以为戒，切实增强党性原则和纪律观念，真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三

是狠抓整改落实。针对 2020年度党风廉政建设问题清单，进行了整改落实，所

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巡察整改工作，主要负责人落实第一责任人职责，具体由党支

部书记落实，对巡察整改工作亲自部署和监督，进一步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 

（四）坚持党建带动群团工作，提升单位凝聚力。 

坚持党建统领全局，进一步增强党员的党性意识，有效传递共产党员的理想

信念。一是坚持“党建带团建、团建促党建”。在党支部指导下，团支部把“四

史”学习教育作为所青年党团员理论武装的重要内容，发挥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示

范作用。聆听“四史”专题报告——《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新时期“四史”

学习的对标点》并撰写心得体会，学习总书记给复旦大学青年师生党员回信精神

以及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等学习活动。深入贯彻《中共上海市气

象局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青年工作的意见》，搭建服务平台，提升青年归

属感和获得感，并采取问卷调查、领导谈心及青年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听取青年意

见，切实维护青年权益。二是加强党建带群团,增强群团组织活力。党支部联合

工会、团支部共同开展“学党史忆初心，新气象迎鼠年”知识竞赛，赴上海四行

仓库纪念馆开展“铭记历史，砥砺前行”主题活动；组织全体党员和职工收听收

看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新闻发布会，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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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组织观看“纪念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献礼影片《金刚川》，并撰写观后感。三

是组织党员及干部职工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2020年初新冠疫情期间，

所党支部主动积极联系共建十多年的梅陇七村居委会，志愿服务这一个人口多而

复杂且老年人居多的社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气象人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 

 

九、大事记 

 2020 年 3 月，余晖研究员入选 2019 年上海领军人才培养计划。 

 2020 年 4 月，中国台风网正式发布“2019 年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最佳路径

数据集”。 

 2020年 5月 26日，由上海市气象局观测与预报处组织，上海台风所主办“2020

年度热带气旋资料应用技术交流会”线上会议，共有来自全国气象部门、研

究院所等 94 家单位近 350 名科研和业务一线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2020 年 5 月 29 日，上海市气象局台风科技创新团队“台风极端降水机理和

预报预测关键技术研究”通过项目验收。 

 2020 年 6 月，美国普渡大学的博士毕业生吴宛真进入上海台风研究所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开展科研工作。 

 2020 年 6 月 15 日，上海台风研究所和福建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在福建霞浦召

开了台风探测新技术应用联合实验室讨论会。 

 2020 年 7 月 6 日，区域高分辨率数值预报创新中心 2019 年度工作考核会召

开。 

 2020 年 7 月 13 日，上海台风研究所组织召开全所干部扩大会议传达上海市

气象局党组中心组学习和上海市气象局半年工作总结会议的精神。 

 2020 年 7 月，上海台风研究所以分组研讨、集中座谈的方式召开了 2020 年

度半年总结会。 

 2020 年 8 月 3 日，上海台风研究所与温州市气象局利用线上会议组织值班人

员和科研人员共同针对台风“黑格比”的未来发展动态和影响展开专题会商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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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8 月，陈国民同志获“上海市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2020 年 8 月，获批上海市 2020 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1 项。 

 2020 年 9 月，获 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3 项，包括 2 项面上

项目，1 项青年基金项目。 

 2020 年 9 月 17 日，上海台风研究所组织召开南海台风观测筹备会暨涉氢气

象探测业务安全培训。 

 2020 年 9 月 25-26 日，由上海市气象局和重庆市气象局联合主办的长江经济

带数值预报联盟年度评估工作会在重庆举行。 

 2020 年 9 月 24 日，党支部组织党员和团员赴上海四行仓库纪念馆开展“铭

记历史，砥砺前行”参观学习活动。 

 2020 年 10 月 12-14 日，上海台风研究所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近海

台风立体协同观测科学试验”和亚太台风委员会国际合作项目(EXOTICCA)，

联合海南省气象局和香港天文台等，组织等多家单位的多种观测平台，在南

海中北部（琼海附近）海域，对 2020 年第 16 号台风“浪卡”实施国内首次

多平台协同的台风观测科学试验。 

 2020 年 10 月，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博士毕业生邓琳进入上海台风研究所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开展科研工作。 

 2020 年 11 月，2020 年度上海台风研究基金正式立项，共有来自 17 个单位

的 20 个项目获得资助。 

 2020 年 11 月，汤胜茗入选上海市气象局 2020 年“青年英才”，牛泽毅、孙

梓曜、黄昕三人入选“气象新苗”。 

 2020 年 11 月，李田田博士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8 批面上资助。 

 2020 年 11 月，喻自凤研究员获得 2020 年度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资助。 

 2020 年 11 月，李田田和邓琳获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资助。 

 2020 年 12 月 3 日，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大陈台风综合探测基地揭牌。 

 2020 年 12 月，上海台风研究所工会报送的作品《祝祖国未来春暖花开》获

得上海市气象局工会举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1 周年——我和我的祖国”

微电影创作大赛一等奖和最佳人气奖。 

 2020 年 12 月，余晖入选中国气象局领军人才，鲍旭炜入选中国气象局青年



 

43 

 

英才。 

 2020 年 12 月，台风探测团队入选上海市气象局 2020 年度重大气象服务先进

集体，谭燕荣获上海市气象局 2020 年度重大气象服务先进个人称号。 

 

十、附表：  

附表1 单位领导任职情况  

附表2 本年度人员总体情况  

附表3 本年度硕士或副研以上人员调动情况  

附表4 经费总体情况  

附表5 科研创新团队  

附表6 参加学术组织情况  

附表7 学术委员会情况  

附表8 在研项目  

附表9 新立项目  

附表10 获奖情况 

附表11 本年度发表学术论文  

附表12 外单位人员来所交流情况  

附表13 参加培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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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单位领导任职情况  

本年度单位领导任职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称 任职时间 任期 批准任命机关 

1 余晖 所长 研究员 2019.03 2019.03- 上海市气象局 

2 黄伟 副所长 研究员 2018.10  2018.10- 上海市气象局 

3 汤杰 副所长 研究员 2018.10  2018.10- 上海市气象局 

4 李永平 技术总工 研究员 2019.07 2019.07-2021.08 上海市气象局 

 

 

附表2  本年度人员总体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现任职务 学历 学位 

工作

性质 

最后学历所

学专业 
目前从事专业 所在岗位级别 备注 

1 余晖 女 1972.06 研究员 所长 研究生 博士 AD 气象学 台风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二级  

2 黄伟 男 1976.12 研究员 副所长 研究生 博士 AD 气象学 数值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四级  

3 汤杰 男 1979.08 研究员 副所长 研究生 博士 AD 气象学 台风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四级  

4 李永平 男 1961.08 研究员 技术总工 研究生 博士 DE 气象学 海洋气象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二级  

5 赵兵科 男 1963.11 研究员 室主任 研究生 博士 DE 气象学 台风探测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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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曾智华 男 1968.03 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DE 
大气物理学

与大气环境 
台风预报技术研究 专业技术三级  

7 李泓 女 1971.08 研究员 室主任 研究生 博士 DE 气象学 海洋气象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三级 留学归国 

8 应明 女 1973.06 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DE 气象学 台风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四级  

9 喻自凤 女 1980.06 研究员 室主任 研究生 博士 DE 气象学 台风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四级  

10 陈佩燕 女 1976.02 研究员 室主任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台风灾害风险评估 专业技术四级  

11 鲁小琴 女 1975.12 研究员 室副主任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台风探测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四级  

12 鲍旭炜 男 1982.07 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DE 气象学 台风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四级  

13 董亭 女 1968.09 高工  本科 硕士 E 情报学 图书馆 专业技术五级  

14 王栋梁 女 1977.02 副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DE 气象学 TCRR 编辑部 专业技术五级  

15 于润玲 女 1977.1 副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海洋气象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五级  

16 张蕾 女 1979.09 副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DE 气象学 数值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五级 留学归国 

17 王晨稀 女 1966.04 副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海洋气象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六级  

18 杨玉华 女  1978.08 副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DE 气象学 数值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六级  

19 万日金 男 1969.12 副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DE 气象学 台风资料整编 专业技术六级  

20 李佳 女 1978.01 副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DE 气象学 数值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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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谭燕 女 1980.11 副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数值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六级  

22 朱雪松 男 1981.12 高工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台风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六级  

23 陈国民 男 1982.11 副研究员 室主任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台风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六级  

24 白莉娜 女 1984.06 副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DE 气象学 台风资料整编 专业技术六级  

25 张旭 男 1983.03 副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DE 气象学 数值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六级  

26 郑运霞 女 1982.08 副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海洋气象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六级  

27 段自强 男 1985.09 副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DE 环境科学 海洋气象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六级  

28 徐同 男 1981.05 高工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数值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六级  

29 殷岳 男 1977.09 高工  本科 学士 C 信息管理 网络管理 专业技术七级  

30 朱伟荣 男 1972.01 助工 室主任 本科 学士 A 经济管理 行政管理 管理七级  

31 唐碧 女 1983.09 高工 室副主任 研究生 硕士 AD 气象学 科研业务管理及台风研究 专业技术七级  

32 张帅 男 1984.11 高工  研究生 硕士 DE 
信号与信息

处理 
台风探测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七级  

33 汤胜茗 男 1987.03 副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DE 风工程 台风灾害风险评估 专业技术七级  

34 郭蓉 女 1985.05 高工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台风资料整编 专业技术七级  

35 敖翔宇 女 1988.12 高工  研究生 博士 DE 气象学 数值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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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余静梅 女 1973.09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DE 气象学 台风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九级  

37 吴丹 女 1985.1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台风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九级  

38 骆婧瑶 女 1987.08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海洋气象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九级  

39 刘梦娟 女 1987.09 工程师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数值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九级  

40 陈琛 女 1988.04 工程师  研究生 博士 DE 气象学 台风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九级  

41 周皛 女 1988.03 助理研究员  本科 硕士 AD 公共管理 科研业务管理及台风研究 专业技术九级  

42 张喜平 女 1989.1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台风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九级  

43 周聪 女 1989.07 工程师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台风灾害风险评估 专业技术十级  

44 林立旻 男 1992.01 助理研究员  本科 学士 DE 大气科学 台风探测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十级  

45 陆逸 女 1992.1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台风灾害风险评估 专业技术十级  

46 周璞 女 1991.08 工程师  研究生 硕士 AD 
气候系统与

气候变化 
科研业务管理及台风研究 专业技术十级  

47 黄昕 女 1993.01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DE 气象学 台风气候研究与影响评估 专业技术十级  

48 徐梦婷 女 1992.1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海洋气象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十一

级 
 

49 严嘉明 男 1992.12 实习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台风探测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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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50 朱怡杰 男 1993.11 实习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DE 雷达气象学 海洋气象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十二

级 
 

51 杨梦琪 女 1995.11 实习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台风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十二

级 
 

52 孙梓曜 男 1994.12 实习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台风预报技术研究 
专业技术十二

级 
 

53 牛泽毅 男 1995.09 实习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资料同化与遥感应用 
专业技术十二

级 
 

54 马越 男 1995.02 实习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DE 气象学 数值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 
专业技术十二

级 
 

55 金蕊 女 1991.08 博士后  研究生 博士 E 气象学 台风预报技术研究   

56 符昊 女 1989.02 博士后  研究生 博士 E 气象学 台风预报技术研究   

57 李田田 女 1987.03 博士后  研究生 博士 E 气象学 台风灾害风险评估研究   

58 吴宛真 女 1984.10. 博士后  研究生 博士 E 气象学 数值预报技术研究   

59 邓琳 女 1991.04 博士后  研究生 博士 E 气象学 数值预报技术研究   

60 孙婧 女 1984.03 工程师  本科 学士 E 
电子科学与

技术 
科研财务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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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李一人 女 1989.03   本科 学士 E  科研财务助理   

62 翟振鸣 男 1975.06     B  行政助理   

注：博士 29 人（包括博士后 5 人），硕士 27 人，本科及以下 6 人；研究员 12 人，副研级 2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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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本年度硕士或副研以上人员调动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

月 
职称 学历 学位 

调入时

间 
调出时间 

工作

性质 

最后学

历所学

专业 

目前从事

专业 

调动是否

征求所领

导意见 

是否创

新团队

带头人 

1 敖翔宇 女 1988.12 高工 研究生 博士 2020.09    DE 气象学 

数值预报技

术研究及业

务 

是 否 

2 周璞 女 1991.08 工程师 研究生 硕士 2020.10    AD 

气候系统

与气候变

化 

科研业务管

理及台风研

究 

是 否 

3 方平治 男 1974.12 副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2020. 03 DE 力学 
台风灾害风

险评估 
是 否 

 

 

附表4  经费总体情况  

年度 科学事业费 
主持科研项

目经费 
修购专项 改革专项 

基本科研业

务费 

省局支持经费 
科技厅支持经费 横向科研经费 总计 

科研 业务 

2020 947.58 876.04 574 250 340 13.2 97.4 20 520 36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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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  科研创新团队  

 

创新团队名称 研究方向 团队人数 学术带头人 主要成员 创建时间 

高分辨率区域数值预

报创新团队(上海市

气象局团队) 

数值预报关键技术及应

用 
14 黄伟 

张蕾，殷岳，张旭，杨玉华，

李佳，谭燕，徐同，敖翔宇，

刘梦娟，马越，牛泽毅 

2015年 1月 

台风科技创新团队

(上海市气象局团队) 

台风预报理论及分析预

报技术和业务应用 
19 余晖 

赵兵科，汤杰，李泓，应明，

喻自凤，鲁小琴，鲍旭炜，

陈国民,白莉娜，张帅，林立

旻，朱雪松，王晨稀，吴丹，

张喜平，黄昕，孙梓曜，骆

婧瑶 

2016年 11月 

海洋气象科技创新团

队(上海市气象局团

队) 

海洋气象研究 8 李永平 

郑运霞，于润玲，段自强，，

陈佩燕，汤胜茗，周聪，陈

国民，朱怡杰，余静梅 

2020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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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参加学术组织情况  

 

姓名 学术组织名称 职务 任职开始时间 
任职结

束时间 

余晖 
全国台风及海洋气象专家

工作组  
专家 2011年 1月 至今 

余晖 
WMO中尺度天气预报研究工

作组成员 
成员 2010年 6月 至今 

余晖 
中国气象局台风预报专家

创新团队 
成员 2010 年 11月 至今 

李永平 上海市地球物理学会 理事     

余晖 
中国气象学会第 28届理事

会台风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2015年 4月 至今 

李永平 
中国气象学会第 28届理事

会台风委员会 
委员 2015年 4月 至今 

赵兵科 
中国气象学会第 28届理事

会台风委员会 
委员 2015年 4月 至今 

曾智华 
中国气象学会第 28届理事

会台风委员会 
委员 2015年 4月 至今 

李泓 
中国气象学会第 28届理事

会台风委员会 
委员 2015年 4月 至今 

徐明 
中国气象学会第 28届理事

会台风委员会 
委员 2015年 4月 至今 

鲍旭炜 
中国气象学会第 28届理事

会台风委员会 
学术秘书 2015年 4月 至今 

黄伟 

中国气象局“高分辨率资

料同化与数值天气模式”

攻关团队 

成员   

张旭 

中国气象局“高分辨率资

料同化与数值天气模式”

攻关团队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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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学术委员会情况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研究方向 

陈联寿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主任 院士 大气动力学 

吴国雄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

研究所 
成员 院士 

气候系统模式发展、

数值模拟的研究 

穆穆 复旦大学 成员 院士 
天气、气候的可预报

性 

王会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成员 院士 气候预测理论 

张人禾 复旦大学 成员 院士 气候动力学研究 

陈大可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

研究所 
成员 院士 海洋气象研究 

谈哲敏 南京大学 成员 教授 中尺度气象研究 

邹晓蕾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成员 教授 资料同化 

陈洪滨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

研究所 
成员 研究员 大气探测研究 

端义宏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成员 研究员 
台风预报技术研究

及业务 

毕宝贵 国家气象中心 成员 正研高工 数值预报 

沈学顺 国家气象中心 成员 研究员 数值预报 

费建芳 解放军理工大学 成员 教授 中尺度气象研究 

王元 南京大学 成员 教授 中尺度气象研究 

吴立广 复旦大学 成员 教授 
台风、全球气候变

化、局地气候模拟 

束炯 华东师范大学 成员 教授 
卫星资料研究与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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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8  在研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牵头单位 

项目负

责人 

项目起止

时间 

项目批复经

费（万元） 
是否为子课题，如是，请注明总课题名称 

1 
新一代数值预报模式分辨率自适应

物理过程的研究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际合

作”专项 

上海台风研

究所 
陈葆德 

2016.12-

2019.11 
235.20  

2 热带气旋边界层大风结构观测研究 
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

点专项 

上海台风研

究所 
汤杰 

2018.01-

2020.12 
310  

3 
变性热带气旋的边界层结构特征观

测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面

上项目） 

上海台风研

究所 
汤杰 

2018.01-

2021.12 
68  

4 
登陆台风降水微物理特征观测分析

及其对降水强度的影响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面

上项目） 

上海台风研

究所 
鲍旭炜 

2018.01-

2021.12 
69  

5 
登陆台风强降水微物理机制的观测

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青

年基金项目） 

上海台风研

究所 
吴丹 

2018.01-

2020.12 
24  

6 
基于 CFD动力降尺度的登陆台风微尺

度风场结构研究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研

计划项目(课题) 

中国气象局

上海台风研

究所 

汤胜茗 
2018.06-

2021.05 
20.00   

7 
台风强度动力-统计客观预报模型研

发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题 

国家气象中

心 
占瑞芬 

2018.01-

2022.12 
100.00  

是：台风 3-7天路径、强度和结构的预报技

术研究 

8 
坡度风循环的数值模拟及其对火星

沙尘悬浮层的影响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中国气象局

上海台风研

究所 

王超 
2019.01-

2021.12 
24.00   

9 
基于 CFD动力降尺度的登陆台风微尺

度风场结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中国气象局

上海台风研

究所 

汤胜茗 
2019.01-

2021.12 
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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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利用大涡模拟研究海洋飞沫对热带

气旋边界层热量传输的影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中国气象局

上海台风研

究所 

段自强 
2019.01-

2021.12 
24.00   

11 
登陆台风残涡暴雨过程的边界层演

变及其影响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中国气象局

上海台风研

究所 

喻自凤 
2019.01-

2022.12 
62.00   

12 
热带气旋快速加强的年代际变化特

征及机理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中国气象局

上海台风研

究所 

占瑞芬 
2019.01-

2022.12 
62.00   

13 多平台协同的台风目标观测试验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中国气象局

上海台风研

究所 

雷小途 
2018.12-

2021.12 
559.00   

14 
云和降水观测资料的分析和应用研

究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中国气象局

上海台风研

究所 

李泓 
2018.12-

2021.12 
471.00   

15 
东亚热带季风低压与大气准双周震

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国气象科

学研究院 
占瑞芬 

2018.02-

2021.11 
13.00  是：东亚热带季风低压与大气准双周震荡 

16 

基于多参数微物理方案的 EnKF雷达

资料直接同化及台风降水数值预报

应用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研

计划项目(上海市科技人才

计划项目) 

中国气象科

学研究院 
骆婧瑶 

2019.05-

2022.4 
20.00   

17 
台风边界层物理过程及参数化方案

研究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专题 

南京信息工

程大学 
曾智华 

2018.12-

2021.12 
42.80  是:台风边界层物理过程及参数化方案研究 

18 
常规天气及强对流天气下平流层探

测试验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中国气象局

上海台风研

究所 

赵兵科 
2018.12-

2021.11 
198.00   

19 
台风影响边界层数值模拟与风电机

组风险评估方法研究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中国气象局

上海台风研

究所 

李永平 
2019.04-

2023.04 
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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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空无人机的台风探测适应性配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专题 

中国气象局

气象探测中

心 

万日金 
2018.12-

2021.12 
30.45  是:新型观测平台的台风探测适应性改进 

21 
联合能量泛函与深度学习的云微物

理量反演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

助（站中）项目（第 12批） 

中国气象局

上海台风研

究所 

王怡洋 
2018.09-

2020.06 
18.00   

22 
上海台风精准预报关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研

计划项目 

中国气象局

上海台风研

究所 

黄伟 
2019.07-

2022.06 
310.00   

23 
考虑地形起伏的工程台风风场模型

及其应用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研

计划项目 

中国气象局

上海台风研

究所 

方平治 
2019.07-

2022.06 
20.00   

24 
目标台风个例的数值模拟和批量业

务化试验及性能评估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专题 

国家气象中

心 
陈国民 

2018.12-

2021.12 
42.40  是:台风业务模式及示范应用 

25 
基于隐式马尔科夫补充模型的热带

气旋随机模拟方法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中国气象局

上海台风研

究所 

周聪 
2018.01-

2020.12 
28.80   

26 
环境垂直风切变控制影响热带气旋

强度变化的中尺度过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中国气象局

上海台风研

究所 

曾智华 
2020.01-

2023.12 
62.00   

27 
尺度自适应的边界层与浅对流统一

参数化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中国气象局

上海台风研

究所 

张旭 
2020.01-

2023.12 
63.00   

28 
全球气候模式驱动下的不同区域尺

度极端气候变化预估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研

计划项目课题 

上海市水利

工程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

司 

杨玉华 
2019.10-

2022.9 
35.00  

是:适应极端气候变化的上海防汛安全技术

及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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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9  新立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牵头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起止时间 项目批复经费（万元） 

1 复旦大学联合实验室建设 预报预测业务费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

风研究所 
余 晖 2020.01-2020.12 25.20  

2 
中国气象局台风数值预报重点实验

室 
预报预测业务费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

风研究所 
黄 伟 2020.01-2020.12 8.50  

3 
数值预报发展专项-长江经济带区域

高分辨率模式业务运行和改进 
预报预测业务费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

风研究所 
黄 伟 2020.01-2020.12 150.50  

4 
数值预报发展专项-GRAPES模式系统

业务运行和改进 
预报预测业务费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

风研究所 
张 旭 2020.01-2020.12 33.50  

5 
国家级台风预报专家创新团队（2020

年） 
国家气象中心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

风研究所 
余晖 2020.01-2020.12 2.20  

6 华东登陆变性台风的热力结构研究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面上）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

风研究所 
郭蓉 2020.07-2023.06 20.00  

7 
大型风机高度内台风边界层风特性

与 CFD数值模拟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

风研究所 
李田田 2021.01-2023.12 24.00  

8 
改进的非线性方法在台风路径突变

可预报性研究中的应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

风研究所 
王栋梁 2021.01-2024.12 58.00  

9 
近海台风海平面风场非对称结构及

其演变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

风研究所 
白莉娜 2021.01-2024.12 59.00  

10 

基于观测分析与 CFD数值模拟的 300

米高度内台风边界层风特性分工况

研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8

批面上资助）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

风研究所 
李田田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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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全球热带气旋预报检验评估技术及

系统研发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国

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

院 
陈国民 2020.06-2023.05 80.00  

12 
基于台风多模态预报模型的台风敏

感性试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同济大学）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

风研究所 
王栋梁 2021.01-2024.12 10.28  

13 
星载雷达与地基雷达资料处理及应

用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上海海洋大学 张帅 2018.01-2020.12 3.00  

14 台风外场观测试验数据可用性研究 
福建省灾害天气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

风研究所 
张帅  2020.12-2021.11 6.00  

15 台风降水微物理过程观测研究 
福建省灾害天气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

风研究所 
鲍旭炜  2020.12-2021.11 6.00  

16 
风廓线雷达在台风环境下的应用评

估 
上海市气象局启明星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

风研究所 
严嘉明 2020.3-2021.2 1.00  

17 
基于毫米波雷达的台风外围云系特

征 
上海市气象局启明星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

风研究所 
朱怡杰 2020.3-2021.2 1.00  

18 
强风对雨滴谱分布形态及仪器测量

性能的影响 
上海市气象局青年科技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

风研究所 
林立旻 2020.3-2021.2 1.00  

19 
华东区域高分辨率集合预报系统预

研究 

华东区域气象科技协同创新

基金合作项目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

风研究所 
谭燕 2019.1-2020.12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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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0  获奖情况 

 

序

号 
获奖名称 等级 课题来源 本所排名 成果编号 成果名称 主要获奖人员 

1 

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自然

科学奖 

一等 自然基金等 3 2019-023-D03 
热带气旋发展演变机制

及预报技术理论研究 
马雷鸣，占瑞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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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 本年度发表学术论文  

序号 论文题目 主要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刊登期刊名称 卷期号 收录类别 

1 

Benchmark Rainfall Verification of landfall 

tropical cyclone forecasts by operational 

ACCESS-TC over China 

喻自凤 (1), J. Y. 

Chen, B. Ebert, N. E. 

Davidson, Y. Xiao, 

余晖 (6), Y. Duan 

中国气象局上海

台风研究所 

Meteorological 

Applications 
2020，27(1) 

1.1-SCI(SCIE)

收录国外期刊 

2 

Distinct Raindrop Size Distributions of 

Convective Inner‐ and Outer‐Rainband Rain 

in Typhoon Maria (2018) 

鲍旭炜（1）， Liguang 

Wu，张帅（3）， 

Qingqing Li， 林立旻

（5），赵兵科（6）， 

吴丹（7）， Weizu Xia， 

Bin Xu 

中国气象局上海

台风研究所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Atmospheres 

2020,125

（14） 

1.1-SCI(SCIE)

收录国外期刊 

3 

An observational study of the inner core 

structure of Typhoon Meranti (2016) near 

landfall 

张喜平(1)，汤杰(2)，

吴丹(4) 

中国气象局上海

台风研究所 

Atmospheric 

Science Letters 
2020,21(4) 

1.1-SCI(SCIE)

收录国外期刊 

4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a Clear-Sky Data 

Selection Algorithm for FY-3C/D Microwave 

Temperature Sounder-2 

牛泽毅 (1), Xiaolei 

Zou (2), Peter Swain 

Ray 

中国气象局上海

台风研究所 
Remote Sensing 2020,12 

1.1-SCI(SCIE)

收录国外期刊 

5 

Variations in Friction Velocity with Wind 

Speed and Height for Moderate-to-Strong 

Onshore Winds Based on Measurements from a 

Coastal Tower 

方平治(1),Wendong 

Jiang,汤杰(3),雷小

途 i(4),Jianguo Tan 

中国气象局上海

台风研究所 

Journal of Applied 

Meteorology and 

Climatology 

2020， 59

（4） 

1.1-SCI(SCIE)

收录国外期刊 



 

5 

 

6 

A parametric wind field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imulating historical 

typhoons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Ocean 

方平治(1),Gengjiao 

Ye,余晖(3) 

中国气象局上海

台风研究所 

Journal of Wind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erodynamics 

199 
1.1-SCI(SCIE)

收录国外期刊 

7 

Uncertainty in tropical cyclone intensity 

predictions due to uncertainty in initial 

conditions 

王晨稀（1），曾智华

（2），应明*（3） 

中国气象局上海

台风研究所 

Advances in 

Atmospheric 

Sciences 

 2020，37 
2.1-SCI(SCIE)

收录国内期刊 

8 

The uncertainty of tropical cyclone 

intensity and structure based on the 

different parameterization schemes of 

planetary boundary layer 

王晨稀（1），应明*（2） 
中国气象局上海

台风研究所 

Journal of 

Tropical 

Meteorology 

2020，,26

（4） 

2.1-SCI(SCIE)

收录国内期刊 

9 运动学效应对登陆台风近地面风场模拟的影响 
汤胜茗（1），黄穗，

余晖（3），顾明 

中国气象局上海

台风研究所 

同济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20，48（1） 

2.2-EI收录国

内期刊 

10 
Application Validity of Wind Profiler in 

Typhoon Environment  

严嘉明（1），汤杰（2），

林立旻（4） 
浙江气象台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teorology 

Observations 

(ICMO). IEEE, 

2019. 

2020 
2.2-EI收录会

议 

11 台风路径多模式集成预报技术研究 
郭蓉（1），余晖（2），

漆梁波，江漫 

中国气象局上海

台风研究所 
气象科学 

2019, 

39(6) 

2.3-国内核心

期刊 

12  中国台风科研业务百年发展历程概述  雷小途（1） 
中国气象局上海

台风研究所 

中国科学: 地球科

学 
2020，50（3） 

2.3-国内核心

期刊 



 

6 

 

13 
次季节-季节尺度热带气旋活动研究和预测技术

进展 

金蕊（1），余晖（2），

吴志伟，汤杰（4） 

中国气象局上海

台风研究所 
大气科学学报 2020,43（1） 

2.3-国内核心

期刊 

14 
MODE-TD检验方法在上海快速更新同化业务预报

系统中的初步应用 

徐同（1），张蕾（2），

李佳（3），陈葆德（通

讯作者） 

中国气象局上海

台风研究所 
沙漠与绿洲气象 202015(4) 

2.3-国内核心

期刊 

15 
CWRF边界层参数化对东亚近海热带气旋模拟的

影响评估 

曾智华（1），辅天华，

徐明，陈海山 

中国气象科学研

究院 
海洋气象学报 2020，40（3） 

2.4-其他国内

期刊 

16 风云变幻，神机妙算-数值天气预报介绍 李永平  
中国气象局上海

台风研究所 
未来科学家 2020，4 

2.4-其他国内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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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2 外单位人员来所交流情况  

序号 时间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报告内容 

1 5月 26日 殷长秦 博士 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  气溶胶、臭氧与天气气候相互作用 

2 6月 3日 禹智斌博士   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探测原理、应用及新技术发展  

3 7月 1日 周立旻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从云微物理到日-地天气气候联系——空间天气影响气候系

统的机理探索 

4 7月 1日 殷 杰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城市洪涝数值模拟与灾害应急响应 

5 7月 8日 汤帅奇博士   

 Bridge the Gap Between Observation and Modeling- The 

ARM Value-Added Product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on 

Climate Model Evaluation and Parameterization 

Development 

6 7月 24日 陈桂兴 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教授 海风精细结构的米级分辨率数值模拟和双激光雷达观测 

7 7月 29日 雷荔傈   南京大学 教授 集合 Kalman滤波中的卫星资料同化及对台风预报的改进 

8 8月 21日 徐昕 南京大学 副教授 地形重力波的天气气候效应研究 

9 9月 11日 杜宇 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副教授 重力波如何影响条状对流和降水日变化？ 

10 9月 16日 李青青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授 
Revisiting azimuthally asymmetric moist instability in 

the outer core of sheared tropical cyclones 

11 10月 27日 吴国雄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院士 位涡相关研究揭示冬季青藏高原影响下游天气过程新机制 

12 11月 6 日 王玉清  美国夏威夷大学 教授 全球变暖对热带气旋活动影响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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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1月 26日 张彪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授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of Tropical Cyclone : From 

Science to Application 

14 12月 10日 高岑博士  浙江大学海洋学院  涡旋罗斯比波于斜压型涡旋中的传播特性与机制研究 

15 12月 15日 曾跃飞博士  德国慕尼黑大学   

Study on radar data assimilation at convective scale: 

observation error,  

mass conservation and dynamical balance 

16 12月 23日 陈光华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

所 
研究员 

利奇马台风(201909)快速加强阶段内动力结构特征模拟诊

断分析 

17 12月 23日 张璟博士 
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

（NOAA）/全球系统部（GSL） 
 一种基于结构特征的集合平均算法及应用 

 



 

9 

 

附表13 参加培训情况 

序号 姓名 培训名称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1 朱伟荣、唐碧 6月 1-3日 上海 办公室主任培训班 

2 杨梦琪 7月 7-9日 上海 上海气象宣传工作暨新闻发言人培训班 

3 
黄伟、应明、徐同、唐碧、

陆逸 
7月 28-29日 上海 党建工作培训班 

4 孙婧 9月 27-28日 上海 项目管理培训班 

5 唐碧、陈国民 10月 19-23日 上海 年轻干部培训班 

6 
杨梦琪、陈琛、牛泽毅、

余静梅、孙梓曜、周聪 
12月 9-11日 线上 第五届 “台风业务国际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