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19 年第 11 期

资源与环境科学

2014要2018 年沈阳市霾日数变化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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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沈阳市浑南区气象观测站 2014要2018 年常规气象观测资料袁对该地区霾日数变化进行分析遥结果表明袁近 5 年沈阳
市霾日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且季节变化明显袁冬季最多袁夏季最少袁10 月至次年 4 月是霾的多发月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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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是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浮游在空中袁使水平能

见度小于 10 km 的空气普遍混浊现象 遥它能使远处光亮物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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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黄尧红色袁使黑暗物微带蓝色袁可在一天中任何时候出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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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袁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袁冷空气活动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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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频率都有所减弱和降低袁另外人类活动造成大气中悬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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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浓度增加袁导致发生霾的几率也将进一步增加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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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人们的健康[2-6]遥有关霾的变化特征及形成机理已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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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学者关注[7-11]遥符传博等[7]研究表明袁霾日发生的频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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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耗总量有很好的正相关关系袁我国霾日数的增加除
了依赖于污染源排放加剧外袁不利的气候条件加剧了霾天气
的发生遥由此可见袁我国北方地区冬季霾日数偏多与冬季供
暖存在相关性遥
本文资料来源于辽宁省气候中心袁利用沈阳市浑南区

地面气象观测站 2014要2018 年常规气象观测资料制作曲
线袁分析该地区霾变化特征遥

秋季

冬季

图 2 2014要2018 年沈阳市霾日数季节变化趋势
为 16 d曰冬季次之袁为 15 d袁春季尧夏季没有霾出现遥2015 年
2016 年冬季最多袁为 47 d曰春季次之袁为 19 d曰夏季没有霾出

现遥2017 年春季最多袁为 21 d曰冬季次之袁为 15 d曰夏季没有
霾出现遥2018 年冬季最多袁为 5 d曰春季次之袁为 2 d曰夏季没
有霾出现遥

2 结果与分析

2.3 霾日数月变化特征

霾日数年变化特征

由图 1 可见袁近 5 年沈阳市霾日数总体呈下降趋势袁

2014 年为 31 d曰到 2015 年达到峰值袁为 129 d曰2016要2018 年
逐年下降袁到 2018 年降到最低点袁仅为 8 d遥

由图 3 可见袁10 月至次年 4 月是霾的多发月份遥2014 年

沈阳市霾日数最多出现在 12 月袁为 13 d曰其次出现在 11 月袁
为 9 d曰3要9 月没有霾出现遥2015 年霾日数最多出现在 1 月尧

3 月袁均为 27 d曰其次是 2 月袁为 26 d曰仅 6 月尧8 月没有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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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遥2016 年最多出现在 12 月袁为 22 d曰其次是 1 月袁为 18 d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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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要9 月没有霾出现遥2017 年霾日数最多出现在 3 月袁为 12 d曰

80

数最多出现在 1 月尧12 月袁为 2 d曰3 月尧6要10 月没有霾出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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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 4 月袁为 9 d曰5要9 月尧11 月没有霾出现遥2018 年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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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4要2018 年沈阳市霾日数年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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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日数季节变化特征

0

总体来看袁近 5 年沈阳市霾日数季节变化明显渊图 2冤袁

最多日数出现在冬季袁为 146 d曰其次是春季袁为 77 d曰最少
日数出现在夏季袁仅为 2 d遥就各年份而言袁2014 年秋季最多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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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夏季

冬季最多袁为 64 d曰春季次之袁为 35 d曰夏季最少袁为 2 d遥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2.1

春季

李志江渊1972-冤袁男袁辽宁沈阳人袁高级工程师袁从事防雷减
灾服务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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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要2018 年沈阳市霾日数月变化趋势

结论
渊1冤2014要2018 年沈阳市霾日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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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萍院莫索湾气象站 野三农冶气象工作探析
信息服务站尧气象科普宣传栏尧气象信息员的作用袁定期开

强全局气象监测点建设袁将高质量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提供

展多种形式的乡村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遥统一制作气象

给农民袁以帮助其防灾减灾[3]遥

灾害防御指南和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手册袁开展分灾种的气象
灾害风险区划遥完善气象灾害风险数据库袁开展以连队为单

3.3

拓宽气象信息发布渠道
气象部门要建立多重气象重大灾害发布通道袁保证气

元的气象灾害风险调查遥

象预警信息及时送达到农民手中袁使农民做好灾前准备工

3

作遥同时可利用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综合发布平台袁实现实时

莫索湾气象站服务能力提升对策
莫索湾地域面积宽广袁地形复杂袁气象灾害突发性强袁

信息互动袁鼓励群众发布最新灾情预报袁以掌握灾害发生情

受通信网络局限袁农牧民获取气象信息渠道少尧信息获取不

况遥培养农民掌握并利用气象信息服务于农业生产的意识袁

及时袁加上农牧民气象知识欠缺尧气象意识不强袁获取的农

保障农业生产顺利进行[4]遥

业气象服务产品单一尧针对性不强等袁因而造成巨大损失遥农
牧业生产必须重视气象工作的重要地位袁着力提高气象为
野三农冶服务水平遥

3.1 提升气象为农服务意识
要提高气象为农服务工作袁首先要加强气象工作人员服

3.4 加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地方财政应加大投入袁积极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遥抓

住适当的时机袁充分利用有利天气进行人工消雹尧人工降雨袁
减少气象灾害损失遥加强人工影响天气综合监测网建设袁使
动态监测能力有效提升袁逐步提升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作

务袁培养野以人为本袁为民服务冶意识袁深入农村调查实际情

业能力和科技水平袁有效提高服务效益遥

况袁开发适合农民的针对性气象为农服务产品遥加强对农业

4 参考文献

生产要素工作的观测研究袁满足农业生产需求袁为野三农冶提
供可靠的气象服务保障遥
3.2 加大气象监测点建设袁提高气象预报准确率
新疆地域宽广袁气象预报如果不能全方位报导袁就无法
满足辖区内农民的实际需要遥因此袁为了提高气象预报准确
率袁需要针对气象灾害多发区域开展全天候监测袁逐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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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最多袁为 129 d袁2018 年最少袁为 8 d遥

渊2冤近 5 年沈阳市霾日数季节变化明显袁最多日数出

现在冬季袁为 146 d袁其次是春季袁为 77 d袁最少出现在夏季袁
为 2 d遥
4

渊3冤10 月至次年 4 月是霾的多发月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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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曰为了进一步拓宽气象信息覆盖范围袁应借助于电视尧
报纸尧网络尧微博尧微信等多媒体平台发布预报预警信息袁降
低灾害性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危害[5]遥
4 参考文献

[1] 王冰袁林修栋袁刘君秀.气象为农服务体系建设探析院以山东烟台为

渊上接第 199 页冤

洪涝灾害应急响应的工作效率曰其次袁可以实施暴雨预警网
格化管理袁 逐步增强实时监测以及提升信息汇报的效率袁
切实达到实时尧有控尧有效的目的曰再次袁应强化防洪体系的
建设袁提升防洪标准袁突出海北州境内主要流域以及重点城
镇防洪设施建设袁完善水库的加固除险工作袁并结合其重
要性尧保护范围和受灾情况等资料袁制定精细化针对性的防
洪标准袁强化生态保护袁建立健全防洪工程袁以便有效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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