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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延边地区近 3 年冰雹天气进行分析总结袁建立了 3 类概念模型袁并通过雷达尧卫星尧区域自动站等资料找出此类天气监
测和预报预警指标袁以期为气象服务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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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雹天气是延边地区主要气象灾害之一袁是由强对流系
统引发的剧烈天气现象袁常伴有大风尧强降水和急剧降温等
突发性天气袁给农业生产尧交通运输及通讯电力等行业带来
很大影响遥严重的冰雹天气还会造成农作物绝收尧人员伤亡
和房屋损坏等遥通过地面气象站观测资料及延边州人影作
业和气象信息员观测记录确定延边地区冰雹天气日历袁利
用常规气象观测资料尧NCEP 1毅伊1毅再分析资料尧延吉新一代
天气雷达资料和卫星云图及区域自动站资料袁对 2015要

冷下暖袁地面辐合线在 850 hPa 切变线附近袁触发冰雹天气遥

2.3

高压边缘型

日本海上为副高或高压脊袁吉林省位于脊后槽前袁受西

南气流控制袁地面无明显系统或为弱低压曰200 hPa 急流偏
南袁对流低层为暖区控制曰500 hPa 有弱冷空气南下袁低空急
流不明显曰850 hPa 有西南气流和偏西气流汇合袁冰雹多发
生在午后袁高层冷空气侵入气流汇合处袁伴有地面辐合线[1]遥

3

延边地区冰雹天气概念模型特征分析

2017 年延边地区冰雹天气过程全面分析总结袁从物理量条

3.1

件分析冰雹天气发生动力尧热力机制曰探索天气雷达尧卫星

延边州位于长白山脉东麓袁地势西高东低袁自西南尧西

资料尧区域自动站资料及地形影响对此类天气监测和预报

北尧东北三面向东南呈阶梯分布遥山地尧丘陵尧盆地交替分

预警指标曰探讨日本海东风气流对冰雹天气过程影响袁归
纳短时临近预报着眼点和经验指标袁提升气象为农业生产

地形影响

布袁周边多山岭袁其边沿分布着丘陵地带渊图 1冤遥冰雹多发生
在四面环山中间平坦地带袁与地形强迫抬升有关[2-3]遥延吉尧

等减灾服务水平遥

龙井尧汪清南部尧安图东部等地由于特殊盆地地形袁有利于

1 延边地区冰雹天气概述

冰雹发生前期能量的积累袁易出现局地热对流所导致的午

延边地区 2015要2017 年 5要9 月冰雹天气共 21 d袁其中

6 月冰雹最多袁有 11 d曰其次是 7 月袁有 4 d曰5 月尧8 月尧9 月

各 2 d遥延边冰雹出现最多的是延吉袁共 10 次曰其次是敦化袁

后冰雹天气曰而敦化属山区袁从东北平原到山区为迎风坡袁
地形强迫抬升利于强对流天气发生遥此外袁敦化与安图之间
的哈尔巴岭对延边强对流天气也有较大影响遥

出现 6 次袁汪清为 5 次曰和龙和珲春冰雹概率最低袁3 年内只

出现 1 次曰龙井为 4 次袁安图和图们均为 2 次遥延边地区出
现冰雹的高空影响系统主要有冷涡及高空槽袁地面为气旋
或冷锋袁200 hPa 有急流出口区或急流偏南袁对流层中下层
常伴有低空急流和切变辐合袁边界层多为一条辐合线遥
2 延边地区冰雹天气概念模型
2.1 低槽冷锋型

海拔高度/m
-101~150
150~200
200~450
450~550
550~700
700~900
900~1 100
1 100~1 400
1 400~1 700
1 700~2 738

内蒙古北部至黑龙江为一高空槽袁配合地面为冷锋快

速移过曰200 hPa 急流偏南袁延边州位于急流出口区左侧曰

500~700 hPa 以西北气流为主曰850 hPa 为西南急流或西南

气流袁与偏北西北气流形成切变曰850~925 hPa 为一支暖脊自
南向北伸展曰500 hPa 槽后西北气流引导冷空气南下袁地面
辐合线触发冰雹天气遥冰雹多发生在冷暖气流交汇尧850 hPa
切变线附近遥

2.2 高空冷涡型
吉林省处于冷涡底部或受低涡控制袁配合地面有低压

东移北上曰200 hPa 急流偏南袁850 hPa 为西南急流袁延边州

多位于急流头部曰850 hPa 多为一支横向切变袁850 hPa 暖脊

自西南向东北伸展曰冷涡后部西北气流引导冷空气南下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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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延边州地形
3.2

冰雹天气概念模型特征分析
通过雷达资料尧T-logp 图尧卫星云图尧区域自动站资料

对 3 类概念模型分析总结袁建立延边地区冰雹天气中尺度
概念模型遥冰雹天气过程中袁低槽冷锋型垂直风切变尧CAPE

值尧-20 益层雷达回波强度大于高空冷涡型袁说明低槽冷锋
型冰雹天气不稳定能量较大袁垂直方向对流发展旺盛袁雷达

强回波高度较高袁引发的地面要素变化更激烈[4]遥高压边缘
型中尺度概念模型较前 2 类有较大差异院一是 0 益层和-20 益

层高度较前 2 类偏高袁这是由于高压边缘型冰雹天气多发
生在 6 月末至 7 月曰二是环流背景影响袁垂直风切变及 T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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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璟院遥感技术在耕地类型分类中的应用
一般衡量分类结果的精确性常采用空间精度与定量精

度 2 种评价标准遥空间精度根据已有的调查数据选取的检
验样本袁计算混淆矩阵获取精度等系数袁对可用耕地的分类

结果进行评价遥定量精度采用计算耕地提取面积与统计面
积的一致性进行评价遥
3 结语
本文针对可用耕地计算中出现的问题袁结合遥感图像袁
利用监督学习算法和非监督学习方法袁提供了不同的可用
耕地类型和面积计算算法遥可根据实际应用场景袁组合或改
进已有的分类算法袁提高可耕地资源遥感图像的分类效果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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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偏小曰三是高压边缘型冰雹天气多为局地热对流天气袁
属热力不稳定而非对流不稳定袁对比地面要素变化袁高压边
缘型 驻V 为负值袁温度变化明显较小遥
4 结语

延边地区冰雹天气影响系统分别为低槽冷锋型尧高空
冷涡型尧高压边缘型袁冰雹多发生在四面环山中间平坦地

带袁与地形强迫抬升有关曰0 益层高度一般为 2 700耀3 900 m袁

-20 益层高度一般为 5 500耀7 300 m袁0 益层至-20 益层厚度为
2 900耀3 400 m曰上冷下暖尧850 hPa 和 500 hPa 温差跃22 益尧

CAPE 值一般大于 400 J/kg尧0~6 km 垂直风切变逸7 m/s尧抬
升凝结高度 730耀960 hPa尧自由对流高度 660耀990 hPa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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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渊1冤崇左市近 61 年的年平均气温波动幅度不是很大袁

在依1.5益范围内曰年平均气温整体呈显著上升趋势袁气候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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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提高耕地类型的分类精度和计算效率遥
4

参考文献

[1] 刘红岩袁陈剑袁陈国青.数据挖掘中的数据分类算法综述[J].清华大学
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袁2002袁42渊6冤院727-730.
[2] 柏延臣袁王劲峰.结合多分类器的遥感数据专题分类方法研究[J].遥
感学报袁2005袁9渊5冤院555-563.
[3] 朱海洲袁贾银山.基于支持向量机的遥感图像分类研究[J].科学技术
与工程袁2010袁10渊15冤院3659-3663.
[4] 贾坤袁李强子袁田亦陈袁等.遥感影像分类方法研究进展[J].光谱学与
光谱分析袁2011袁31渊10冤院2618-2623.
[5] 马玥袁姜琦刚袁孟治国袁等.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农耕区土地利用分类
研究[J].农业机械学报袁2016袁47渊1冤院297-303.
[6] 周志华.机器学习及其应用[M].北京院清华大学出版社袁2015.

冰雹生成有利环境条件曰从雷达反射率因子看袁0 益层回波强
度逸45 dBZ袁-20 益层回波强度一般为逸35 dBZ袁回波强度

45 dBZ 高度 5.8 km 以上曰卫星云图上冰雹云 TBB 在 210 K 左
右曰地面要素方面袁冰雹出现前后气压上升 0.5耀1.5 hPa袁气
温下降 2耀5 益袁风速加大 3耀4 m/s袁相对湿度增加 17%耀2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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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率为 0.015 7 益/a遥M-K 检验表明袁崇左市年平均气温在
1990 年发生向暖突变袁这与年平均气温的 5 年滑动平均曲
线在 1990 年冷暖变化分界点一致遥

渊2冤崇左市各季节的增暖进程存在明显差异袁春季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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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a 为小波实部的等值线图袁b 为小波模的等值线图遥

图 4 1957要2017 年崇左市平均气温 Morlet 小波分析
相对于其他季节上升缓慢袁夏尧冬季的增温速率相近袁秋季
的增温速率最快遥冬季平均气温的年际变化幅度最大袁夏季
平均气温的年际变化幅度最小遥夏尧秋季的季平均气温上升
趋势显著袁对全年平均气温增加趋势的贡献大遥
渊3冤崇左市年平均气温有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规律袁近

61 年来以 5 年以下的振荡周期为主袁20 世纪 70要90 年代

呈现出 8 年及 14 年左右的周期变化袁且以 8 年左右的周期
变化最为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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