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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东部地区强降雪过程个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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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 MICAPS 高低空形势场和涡度等物理量资料袁分析了 2017 年 1 月 26要27 日发生在辽宁东部地区的一次强降雪天气过程遥
结果表明袁此次强降雪过程主要受低空切变线和西南急流共同影响曰强降雪中心位于辽宁东南部袁大致有 2 个中心袁分别位于本溪和丹东曰
此次降雪过程属水汽东北上型强降雪袁低空急流明显袁850 hPa 风速和比湿均达到强降雪指标袁比湿大值中心与强降雪中心落区较为一致曰
强降雪过程发生之前袁辽宁上空 500 hPa 涡度场出现较为明显的涡度中心袁可作为强降雪的预测指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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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地处欧亚大陆东岸袁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袁冬

季多降雪遥自 20 世纪以来袁辽宁地区出现多次暴雪天气袁给
遥

有重要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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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近年来袁 有学者针对中国北方地区降雪进行了大量研
究袁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3-5]遥陈长胜等[6]分析了东北地区

暴雪天气的时空分布特征袁孙 欣等 [7]尧李青春等 [8] 分别对不
同暴雪个例进行了分析总结遥近50 年来袁辽宁省区域性暴
雪过程呈逐渐增多趋势袁辽宁地形较为复杂袁对各地小气候
有重要影响袁辽宁东部地区多为山地袁迎风坡对降水过程有
一定增强作用袁强降雪中心多位于辽宁东部和南部曰辽宁
区域性暴雪过程次数空间分布表现为自东南部向西北部
逐渐减少袁丹东凤城和本溪市为 2 个大值中心曰暴雪量大

致存在 3 个中心袁 分别为沈阳要抚顺要本溪一带尧 鞍山附
近尧丹东凤城地区

遥由此可见袁辽宁东部地区受暴雪影响

[9-10]

天气实况

此次强降雪过程发生在 2017 年 1 月 26要27 日袁辽宁

东部地区出现大雪尧局部暴雪天气过程袁强降雪中心位于本
溪和丹东遥
2

环流背景场分析

从高空形势场可以看出袁在 26 日 8院00袁辽宁地区位于

850 hPa 高空槽前袁水汽输送为东北上型袁26 日 14院00 高空
综合形势场见图 1渊a冤遥辽宁东部地区处于槽前袁低空急流明

显建立袁有利于西南暖湿气流向此地输送袁有利于形成强降
雪天气遥从地面气压场来看袁26 日早间蒙古气旋东移袁开始
影响辽宁袁辽宁东部地区处于低压带控制袁利于强降雪的形
成袁见图 1渊b冤遥
3

物理量场分析

显著遥因此袁研究辽宁东部地区强降雪天气过程袁分析过程

已有学者针对辽宁暴雪的物理量预报指标进行研究袁

前期环流形势对选择预报指标及进一步提高预报准确率均

发现水汽输送来源不同袁降雪过程的物理量预报指标也有所

a

b

图 1 2017 年 1 月 26 日 14院00 高空综合形势场渊a冤和地面形势场渊b冤
不同遥辽宁降雪水汽输送来源主要分为北上型和东北上型[10]遥

如表 1 所示袁北上型水汽降雪过程中出现大雪时 850 hPa 比
湿一般需达到 3~4 g/kg袁暴雪时需跃4 g/kg曰风速指标要求在
850 hPa 有急流建立袁大雪风速达 6~12 m/s袁暴雪风速需跃

12 m/s遥东北上型出现强降雪天气时水汽指标较北上型稍

表1

不同水汽型强降雪和本次强降雪主要物理量指标

降雪类型
水汽北上型
水汽东北上型
本次强降雪

850 hPa 比湿/g窑kg-1
3.0~4.0
2.0~3.0
1.5~2.0

850 hPa 风速/m窑s-1
6
12
>12

低尧急流强度需强于北上型袁出现大雪时 850 hPa 比湿一般

强降雪中心落区一致遥

速需跃12 m/s遥辽宁此次降雪过程低空急流明显袁达到强降雪

以作为预报强降雪的一项重要指标遥由图 2 可以看出袁26 日

需达到 2~3 g/kg袁暴雪时需跃3 g/kg曰850 hPa 有急流建立袁风
指标袁比湿在 1.5~2.0 g/kg袁大值区位于辽宁东南部袁与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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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降雪出现前袁高空形势场可能会先出现涡度中心[2]袁可

8院00 辽宁西部上空开始出现涡度中心曰26 日 20院00袁涡度中
心增强并东移至辽宁上空袁中心数值强度达到 100伊10 -5/s袁
符合辽宁出现强降雪的涡度指标特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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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丽等院1961要2017 年清原县气温变化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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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61要2017 年清原县月平均气温气候倾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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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61要2017 年清原县月平均气温变化趋势
降幅达 26.4 益遥

由表 1 可知袁近 57 年清原县各月平均气温均呈升温趋

势袁其中升温幅度最大的为 2 月袁平均每 10 年上升 0.771 益曰

其次为 1 月袁平均每 10 年上升 0.387 益遥上升幅度最小的
是 11 月袁平均每 10 年仅上升 0.07 益曰其次是 12 月袁平均每
10 年上升 0.14 益遥

3

结论

渊1冤1961要2017 年清原县年平均气温为 5.9 益袁总体呈

上升趋势袁平均每 10 年上升 0.27 益遥

渊2冤近 57 年清原县春尧夏尧秋尧冬季平均气温平均每

10 年分别上升 0.25尧0.18尧0.23尧0.43 益遥上升最为明显的是
冬季袁其次是春季遥

渊3冤近 57 年清原县月平均气温最低值出现在 1 月袁为

-14.9 益曰最高值出现在 7 月袁为 23.1 益遥各月平均气温均呈
渊上接第 191 页冤
a

气候倾向率/益窑渊10 a冤-1
0.387
0.771
0.326
0.247
0.174
0.266
0.144
0.125
0.365
0.239
0.070
0.140

升温趋势袁其中升温幅度最大的为 2 月袁其次为 1 月曰上升
幅度最小的是 11 月袁其次是 12 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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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7 年 1 月 26 日 8院00渊a冤和 20院00渊b冤500 hPa 涡度场
4

结论
分析结果表明袁辽宁东部地区此次强降雪过程主要受

低空切变线和西南急流共同影响遥低空切变线和西南急流是
本次强降雪过程的主要影响因素袁强降雪中心在辽宁东南
部大致有 2 个袁分别位于本溪和丹东曰此次降雪过程属水汽

东北上型强降雪袁低空急流明显袁850 hPa 风速和比湿均达
到强降雪指标袁比湿大值中心与强降雪中心落区较为一
致曰强降雪过程发生之前袁辽宁上空 500 hPa 涡度场出现较
为明显的涡度中心袁可作为强降雪的预测指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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