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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特强寒潮天气过程分析
牛丽娟

阙龙凯

渊甘肃省张掖市气象局袁甘肃张掖 734000冤

摘要 本文利用常规地面与高空观测资料对 2017 年 5 月 2要4 日张掖市寒潮过程进行分析遥结果表明袁此次寒潮天气过程是典型的
小槽发展型遥乌拉尔山脊建立和加强袁并进一步向极地地区扩展袁促使来自新地岛的极地强冷空气沿乌拉尔山脊前强北风急流南下袁堆积
到西西伯利亚上空袁形成高空低涡遥由于乌拉尔山脊顶部冷空气的侵袭袁使乌拉尔山脊向东南方向崩溃袁推动西西伯利亚强冷空气大举南
下袁从而造成此次寒潮天气遥强的冷平流促使低层锋区加强袁有利于地面大风形成遥北支槽前疏散结构有利于高原槽的发展袁高原槽前东移
北上的西南暖湿气流为强降雪提供了丰富的水汽条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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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天气过程是一种大规模的强冷空气活动过程[1-2]袁

纬向环流发展袁极地冷空气开始向西西伯利亚和加拿大北

也是影响河西走廊地区农业尧林业及人民生活的主要气象灾

部扩展遥

害之一遥根据历年的统计和分析袁张掖市 48 h 寒潮主要出现

3 冷空气酝酿阶段

有降水尧大风尧沙尘暴等现象袁特别是出现在春季的寒潮天

4 月 30 日 8院00袁500 hPa 高度场上袁欧洲脊进一步向北
发展袁高压脊线打通袁并略有东移袁在中高纬呈东南西北走

气袁常会造成强霜冻尧低温冻害袁对农林牧业生产尧交通运输

向袁使得新地岛以西的巴伦支海冷空气沿脊前偏西北气流

在春季渊3要5 月冤和秋尧冬季渊10要12 月冤遥70豫以上的寒潮伴

遥

[3-7]

影响较大遥因此袁做好区域性寒潮预报服务极为重要

和北风气流南下到西西伯利亚上空堆积袁形成深厚的西西伯

1 天气实况和灾情

利亚冷低涡遥其占据了西伯利亚中西部袁主体十分庞大袁低

沙尘尧降雪侵袭张掖遥此次过程中袁山丹尧民乐尧肃南出现小

速为 44 m/s袁低温中心温度达到了-39 益遥5 月 1 日 8院00袁

受北方强冷空气影响袁5 月 2要6 日袁特强寒潮携大风尧

涡底部北纬 42毅耀52毅有 11 条等高线尧5 条等温线袁槽底最大风

雪袁积雪深度 1 cm曰全市出现 6~7 级大风天气袁并伴有扬沙

在乌拉尔山地区形成径向速度非常大的高压脊袁脊前北风急

浮尘袁最小能见度达 1 413 m曰6 日凌晨甘州最低气温下降
至-10.7 益袁突破甘州区建站以来 5 月最低气温历史极值

流风速进一步加大到 46 m/s遥来自新地岛以东的喀拉海冷
空气继续向中西伯利亚堆积袁低涡缓慢向东移动袁中心温度

渊-10.5 益冤曰4要6 日全市最低气温下降 12~16 益袁达到特强寒

进一步降低至-41 益遥低涡底部有低槽生成袁并向北疆地区

841 人受灾袁受灾面积 51.55 hm2袁519 座蔬菜大棚及部分农

低槽前部呈现疏散结构遥在槽前正涡度平流作用下袁青藏高
原西部有高原槽形成遥高原槽前西南气流发展袁源源不断地

损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70.4 万元遥

向河西地区输送水汽遥同时袁地面冷高压主体在巴尔喀什湖

潮标准遥此次天气过程共造成临泽县 7 个镇 45 个村袁300 户
户彩钢板房被风刮坏袁联通通信信号塔尧树木被风刮断受
2 冷空气初始阶段

寒潮过程前袁即 4 月 28 日 8院00袁500 hPa 高度场上欧亚

环流形势为两脊一槽型袁黑海和里海附近为高空浅脊控制袁
巴尔喀什湖西北部区域有高空低涡形成袁中西伯利亚至贝加
尔湖为高空暖脊控制袁北大西洋暖脊向北加强发展袁促使欧洲

西海岸低槽伸展并加强袁槽前西南急流建立袁风速达 40 m/s袁

将地中海暖湿气流源源不断地向北输送遥4 月 29 日 20院00袁
位于贝加尔湖附近的高空暖脊崩溃袁并开始向东移动遥巴尔

喀什湖附近的高空低涡继续维持袁低涡北部偏北气流加强袁
开始向低涡补充冷空气袁在地中海槽前暖平流非动力加压

扩展曰冷温槽也由西西伯利亚地区向南疆地区伸展袁高空

至北疆地区袁高压中心强度达到了 1 033 hPa袁天山以北地
区开始出现了降水尧大风尧沙尘天气袁整个河西地区受地面热
低压控制袁升温较快遥
4 冷空气暴发阶段

5 月 2 日 8院00袁500 hPa 高空图上袁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北部形成了低涡袁不断分裂短波东移侵袭乌拉尔山脊顶袁促
使乌拉尔山脊开始略微向东移动遥3 日 8院00袁北欧低涡不断
加强南压袁使乌拉尔山脊向东南方向衰退袁推动高空低槽东
移南压袁24 h 脊前正变高和槽前负变高分别达 16 gpdm 和

-7 gpdm袁在贝加尔湖西部形成了低涡中心袁低涡中心温度

作用下袁欧洲脊继续加强发展袁在北欧形成闭合暖中心袁

达-41 益遥同时次袁700 hPa 温度槽位于河西袁等温线比较密集曰

温度暖脊由东欧地区向北欧扩展袁并在巴伦支海西部形成了

河西地区等压线密集袁气压梯度较大袁有利于冷锋后部大风

-24 益的闭合暖中心遥此外袁高空脊线由里海向北欧地区扩
展袁贯穿到了格陵兰海袁并在北欧和格陵兰海形成 2 个闭合
暖中心袁高压中心主体在北纬 70毅以北袁欧洲脊呈现东南要

西北走向袁脊前西北风带建立袁新地岛附近的冷空气沿脊前
偏北气流南下到西伯利亚低槽袁增强了其斜压性曰同时袁北

美高压脊也扩展至北纬 70毅以北袁促使极地经向环流减弱尧
收稿日期 2019-03-12

地面图上冷高压主体位于北疆地区袁中心强度达 1 033 hPa遥

形成遥西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大举南下袁配合高原东部有切
变系统发展袁西南暖湿气流加强北上袁为民乐地区强降雪提
供了丰富的水汽条件遥
5 强冷平流

5 月 2 日 20院00袁700 hPa 温度平流图上袁河西地区中部存

在冷平流中心袁中心值为-22.0伊10 -4 K/s袁在 500 hPa 温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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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与角度袁能够拍摄到角度最佳的影像资料[7]遥
2.2 低空测量成本低

水资源的可持续使用[9-1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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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利用无人机航测技术获取宁夏盐池县惠安堡镇苦水河

无人机遥感技术为河长制工作的实施提供了数据信

段流域的河道流域数据袁大大节省了现场测量所需的人力尧

息袁并为后续工作提供了保障遥无人机遥感技术的发展进一

物力和财力[8]遥此外袁无人机遥感的维护成本低袁飞机的所有

步推动了水利行业技术的进步袁克服了高风险地区的工作难

部件都是独立处理的遥如果飞机的某个部分损坏袁可以更换

题袁节约了人力尧物力和财力遥将无人机遥感技术应用于河

零件进行维护遥

长制工作袁对河道进行深度巡查尧河长日常巡河尧提取水样

2.3 操作简便

监管排污口等工作的开展发挥着积极作用袁尤其对偏远落后

操作人员可在地面控制无人机袁分析和处理其反馈的检

地区河长制工作的落实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遥可以预测袁无

测数据袁并自动或手动对无人机进行任务设置和路线调整遥

人机遥感技术将在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尧建设美丽中国尧加大

3 无人机遥感技术在河长制工作中的应用

河湖监管保护尧保障国家水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遥

3.1 对苦水河流域进行详细排查

加大巡查范围和深度袁通过无人机遥感探测技术深入
了解占用河道囤积砂石料及其他不良行为导致河道环境污
染的详细情况及信息袁为制定清河行动和清水畅河净源行动
方案提供了依据袁也是落实河长制工作的必要条件遥
3.2 野人机结合冶加强日常巡河
为有效落实惠安堡镇河长职责袁加大河沟日常巡查频
度袁实现对河沟污染问题的野及时发现尧及时处理尧及时解
决冶遥盐池县河长办对市级河流苦水河惠安堡萌城段采用无
人机巡河袁进行低空全范围巡查袁构建地面与空间结合尧河
长与无人机结合尧纵横交叉的巡河模式遥
3.3 无人遥感技术提取排污口水样
由于排污口附近地形复杂袁人员视察困难袁不易准确获
取排污口下游的污染情况遥但是利用无人机遥感技术能够
快速提取萌城与甜水堡交界处汽修城排污口污水袁成本较
低尧速度较快尧污水获取及时遥通过检测水质袁从而严格入河
排污口监管袁保护水资源袁保障河道水清河畅岸绿景美袁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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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图上袁内蒙古西部存在冷平流中心袁河西地区温度平流为
-17.0伊10-4 K/s袁300 hPa 温度平流图上袁酒泉西部存在冷平流

中心袁河西地区温度平流为-50.0伊10 K/s袁从低层到高层
温度平流在逐步加强袁由于冷平流较强袁促使低层锋区进一
步加强袁地面气旋后部的加压作用增强袁气压梯度增大遥当
-4

冷空气前锋入侵时袁有利于大风及沙尘天气的出现遥
6 结论
渊1冤此次寒潮天气过程为典型的小槽发展型遥乌拉尔山
脊建立和加强袁并进一步向极地地区扩展袁促使来自新地岛
的极地强冷空气沿乌拉尔山脊前强北风急流南下袁堆积到西
西伯利亚上空袁形成高空低涡遥
渊2冤由于乌拉尔山脊顶部冷空气的侵袭袁使乌拉尔山脊
向东南方向崩溃袁推动西西伯利亚强冷空气大举南下袁从而
造成此次寒潮天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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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气象灾害在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中无法避免袁人类也
无法全方位对其进行精确预测和预报袁更不能控制自然灾
害的发生遥因此袁在应对气象灾害的过程中袁需要气象部门
充分发挥气象为农服务的职能和作用袁全面把握农业生产
特征袁将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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