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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要2015 年青海省暴雪气候特征分析
李积芳
渊青海省五道梁气象站袁青海格尔木 816000冤

摘要 暴雪是青海省多发的气象灾害之一袁对当地农牧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遥本文利用青海 1986要2015 年的暴雪观测资料袁着重
分析了青海省暴雪气候特征及其对农牧业生产的影响遥结果表明袁1986要2015 年青海省暴雪日数呈现出一定的增加趋势袁其气候倾向率为
1.321 次/10 a袁其中 2005 年暴雪出现次数最多袁而 1995 年和 1996 年未出现暴雪天气曰青海省春季和冬季暴雪灾害多发袁春季渊3要5 月冤共
出现 49 次暴雪天气过程袁且主要集中在德令哈尧同德尧河南等地区曰前冬渊10要12 月冤共出现 26 次暴雪过程尧后冬渊1要2 月冤共出现 13 次暴
雪过程袁且主要集中在玉树州尧五道梁尧都兰尧德令哈等地区袁严重影响了当地农牧业生产遥
关键词 暴雪曰气候特征曰青海省曰1986要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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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位于中国的西北部袁地处东经 89毅35忆~103毅04忆尧

地区出现暴雪天气过程袁其中民和县 24 h 降雪量为 30.3 mm袁

2~9 益之间袁年平均降水量在 250~550 mm 之间袁且降水主要

318 个村的农作物严重受灾遥此外袁暴雪发生时温度明显下

北纬 31毅9忆~39毅19忆袁位于高原大陆性气候区袁年平均温度在

集中在 7要9 月遥受到气候尧地形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袁青海地

区干旱尧雪灾尧霜冻尧冰雹及大风等气象灾害多发袁冬尧春季
时常遭暴雪侵袭[1-3]遥
暴雪对青海省农牧业造成的影响与损失不容忽视袁相
关政府及部门必须及时采取科学尧有效的防御措施袁确保农
牧业安全生产袁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暴雪灾害造成的影响与
损失袁并为当地农牧业生产及防御暴雪灾害提供一定的指
导遥本文主要选取暴雪作为研究对象袁着重针对青海暴雪气
候特征进行分析袁以期为防御暴雪灾害尧确保农牧业安全生
产提供参考遥
1 资料与方法

本文选取 1986要2015 年青海省观测到的逐日 24 h 降

雪量观测资料袁采用统计分析尧线性趋势估计等方法针对暴
雪气候特征进行分析遥以中国气象局降雪量级划分规定为依

据划分暴雪日标准袁有 1 个站点 24 h 降雪量不小于 10 mm

积雪深度达到 19 cm遥本次暴雪过程导致全县 23 个乡镇
降袁交通中断尧大雪封山袁导致草场被封袁对当地牧业生产造
成了严重影响遥
1986要2015 年袁青海省前冬渊10要12 月冤共出现 26 次
暴雪过程袁10 月出现的暴雪导致未成熟的青稞尧油菜等农

作物严重受灾袁损失巨大曰后冬渊翌年 1要2 月冤共出现 13 次
暴雪过程袁且主要集中在玉树州尧五道梁尧都兰尧德令哈等
地区遥
3

结论与讨论

1986要2015 年青海省暴雪日数呈现出一定的增加趋
势袁其气候倾向率为 1.321 次/10 a袁其中 2005 年暴雪出现次
数最多袁而 1995 年和 1996 年未出现暴雪天气曰青海省春季

和冬季暴雪灾害多发袁春季渊3要5 月冤共出现 49 次暴雪天气
过程袁且主要集中在德令哈尧同德尧河南等地区曰前冬渊10要

12 月冤共出现 26 次暴雪过程尧后冬渊1要2 月冤共出现 13 次
暴雪过程袁且主要集中在玉树州尧五道梁尧都兰尧德令哈等地

渊积雪深度逸10 mm袁雨转雪或雨夹雪逸10 mm冤就被定义为

区袁严重影响了当地农牧业生产遥

2 结果与分析

气过程袁将会导致大面积的草场被覆盖袁如果积雪较深还会

1 个暴雪日 遥
[3]

暴雪是青海省频发的气象灾害之一袁一旦出现暴雪天

2.1 暴雪年分布特征

给牲畜采食造成很大困难曰暴雪灾害发生时温度骤降袁还会

程袁其中 2005 年暴雪出现的次数最多袁为 20 次曰其次为

天气将会导致高位浅山及脑山地部分地区的蚕豆等晚熟作

数分别为 13 次和 11 次遥除此之外袁其他年份暴雪出现的次

程度受灾曰暴雪还会严重影响正处于幼苗期的农作物尧温棚

1986要2015 年袁暴雪日数呈现出一定的增加趋势袁气候倾向

针对暴雪灾害产生的严重影响袁青海省相关部门应高
度重视遥就农牧业尧种养殖业而言袁积极采取科学尧有效的应

2.2 暴雪季节分布特征

急处理对策袁及时对简易大棚尧塑料大棚等容易被积雪压倒

1986要2015 年青海省基本每年都会出现暴雪天气过

导致部分牲畜冻死尧民众冻伤等[4]遥另外袁春季与初冬的暴雪

2014 年袁出现暴雪 14 次曰2007 年与 2012 年暴雪出现的次

物严重受灾袁川水地区青饲料尧小麦尧油菜等复种作物不同

数均低于 10 次袁而 1995 年和 1996 年没有出现暴雪天气 遥

内的蔬菜及果树等袁使其不同程度地受灾[5-6]遥

率为 1.321 次/10 a遥

1986要2015 年袁青海省春季渊3要5 月冤共出现 49 次暴

的搭建物进行加固袁并将户外活动的牲畜及时赶入棚圈内或

正值农业播种时期袁其中 5 月青海省农作物正处于出苗时

外袁暴雪发生时相关部门应切实做好电力设施尧铁路与道路

2005 年 5 月初袁青海省天峻尧民和尧同德尧循化尧河南尧泽库等

雪及冻害的防御尧应急与抢险工作曰还要暂时封闭有积雪的

雪天气过程袁且主要集中在德令哈尧同德尧河南等地区遥此时
期袁一旦遭遇暴雪灾害将对当地农牧业造成巨大的损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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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地带袁减少户外活动袁以最大程度地躲避暴雪危害遥另
的巡查与维护工作袁并及时清除城市道路上的积雪袁做好暴
道路袁如果有必要还要暂停火车运行尧飞机起降等袁以避免
发生安全事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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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7 年 4 月 7要10 日沿 98.2毅E尧39.9毅N 涡度时间
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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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7要10 日沿 98.2毅E尧39.8毅N 水汽通量
散度时间剖面图

从水汽通量散度来看袁降水的水汽主要来自于低层的
水汽输送遥河西地区干燥袁本地水汽稀少袁降水多需要从偏
西南的湿润地区不断向嘉峪关市输送水汽遥
7

结论及预报着眼点
渊1冤海平面气压场的变化袁能很好地反映冷暖空气团的

强度以及对影响地区的控制时间曰海平面气压场的变化趋
势袁能很好地反映冷暖空气团的移入尧移出以及变性遥
渊2冤高空形势的经向度以及疏散与非疏散的形势袁能直
观地表示槽脊的移动速度是否有发展袁由于总体天气形势
通常比较稳定袁对天气的影响比较直观曰而弱的天气系统的
快速移动袁对于局地天气变化起着关键的作用袁当出现冷涡
或者在弱脊下的冷空气入侵袁极容易引发局地的强天气过

时间

图 8 2017 年 4 月 7要10 日沿 98.2毅E尧39.8毅N 涡度时间
剖面图
6 水汽通量散度分析

程袁因而判定弱小系统的发生及移动对天气预报有很重要
的意义遥
渊3冤这次过程是受明显的冷空气入侵尧偏南水汽输送与
弱小系统的不断影响共同引起的连续性降水天气过程袁分
析降水机制将对今后天气过程把握有很好指示作用遥

水汽的垂直输送是降水的动力条件袁对于持续性降水袁

渊4冤利用各个物理量的变化趋势能够得出空气运动和

必须有源源不断的水汽供应才能造成量级较大的降水遥因

水汽输送情况袁对于天气的预报有很好的指示作用袁通常影

此袁水汽的水平输送对判定降水尤其是持续性降水的强度和

响天气造成降水的系统由多种因素造成遥因此袁物理量场的

量级尤为重要遥

研究对于天气的预报非常有效遥

通过分析水汽通量散度场渊图 9冤可以看出袁7 日 8院00要

20院00 和 9 日 8院00要20院00袁500 hPa 以下均为水汽通量辐

散曰7 日 20院00 至 8 日 20院00袁750 hPa 以下为水汽辐散尧以上

为水汽辐合袁且在 700 hPa 有着明显的辐合中心袁其中心值
为-5伊10-8 g/渊cm2窑hPa窑s冤曰9 日 20院00 至 10 日 20院00袁500 hPa

以下均为水汽通量辐合袁由于散度场中心区域值比较小袁因
而降水的量级并不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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