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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龙口市一次暴雨天气成因
及对农业的影响
邹 斌
渊龙口市气象局 袁山东龙口 265700冤
摘要 受 2019 年第 9 号台风野利奇马冶的影响袁2019 年 8 月 10要12 日袁龙口市多次出现降水袁大部分地区出现大
雨尧暴雨天气袁局部地区达到大暴雨标准遥 本文主要利用气象观测资料对 2019 年 8 月龙口市一次暴雨天气成因及对农
业生产的影响进行分析袁为今后出现同类天气的预报预警提供指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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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强台风经常会引起强降雨尧 大风等天气袁给
农作物尧农业设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遥 龙口市隶属
[1]

于山东省烟台市袁地处胶东低山丘陵北部袁境内地势
呈现东南高尧西北低的特征遥气候为温带季风型气候袁主
要气候特点为四季分明袁夏无高温袁冬无严寒袁气候舒
适袁年平均温度约 12.0 益袁年平均降水量约 600 mm袁其

中大部分出现在 6要8 月渊夏季冤袁约占 50%遥 夏季出现
的暴雨天气常会引发洪涝灾害袁给经济发展及群众生
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遥 因此袁本文对 2019 年 8 月龙口

市的一次暴雨天气过程成因及对农业的影响进行分析袁
以期为更好地开展暴雨天气预报预警工作提供指导遥

1 天气实况

2019 年第 9 号台风中心 8 月 10 日 1院45 在浙江

省温岭市沿海登陆袁8 月 10 日 8院00 处于浙江台州市
仙居镇袁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为 12 级渊33 m/s冤袁中心气

压为 970 hPa遥 在这之后其途经浙尧苏 2 个省份且逐渐

移动至黄海海面[2]袁8 月 11 日 20院50袁台风野利奇马冶再

次登陆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沿海袁此时中心附近最

大风力达到 9 级渊23 m/s冤袁此后其移入渤海海面并不
断减弱[3]遥

受 2019 年第 9 号台风野利奇马冶影响袁2019 年

127.5 mm袁下丁家镇大园次之袁降水量为 100 mm袁石良
镇山后曹家站降水量 85.5 mm袁 芦头镇界沟刘家站

82.5 mm遥 龙口市南部尧 东南部地区降雨量在 80 mm
以上袁少部分区域达 100 mm 以上袁西部西南部地区降
雨量不超过 50 mm袁其他地区降雨量为 50耀80 mm遥

2 成因分析

2.1 天气形势

2019 年 8 月 10 日 8院00袁500 hPa 形势场亚洲东部

主要呈两脊一槽的环流形势袁 槽前西南气流进入山
东袁 副热带高压的强度比较弱袁 脊线处在北纬 36毅一

带袁588 线东退到吉林东部一带袁台风野利奇马冶位于浙
江省袁山东省上空主要受台风野利奇马冶外围偏南气流
影响曰8 月 10 日 20院00袁500 hPa 形势场东亚大槽变小袁

台风野利奇马冶继续北上袁588 线处于东经 125毅区域袁基

本上呈东西向带状分布袁 龙口市上空偏南气流增强袁

700 hPa 以及 850 hPa 受野利奇马冶东北部影响袁形成低
空东南急流遥8 月 11 日 8院00袁500 hPa 台风野利奇马冶不
断加强袁西风槽尧东亚大槽有所延伸袁588 线不断西退我

国东部海上袁 龙口市上空偏南急流较强袁700 hPa 以及

850 hPa 因为野利奇马冶外围东南气流的影响袁低空东

8 月 10要12 日袁龙口市多次出现降水袁大部分地区出

南急流不断增强曰8 月 11 日 20院00袁500 hPa 形势场台

资料显示袁全市 21 个雨量站点中袁有 7 个测站雨量为

北移动袁之后在山东省青岛再次登陆袁受其影响袁山东

雨量大于 100 mm遥 龙口市整个地区平均降水量为

2.2 物理量诊断分析

现大雨尧暴雨天气袁局部地区达到大暴雨标准遥 据相关

风野利奇马冶沿着副热带高压西侧的南风气流不断朝

25~50 mm袁13 个测站雨量为 50 ~100 mm袁有 1 个测站

省大部分地区出现持续降水天气遥

64.1 mm袁 最大降雨站点出现在黄城阳站袁 降水量为

2.2.1 水汽条件遥山东省龙口市及其周边区域上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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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 8院00 水汽通量超过 16.0 g/渊s窑hPa窑cm冤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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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显著的水汽通道遥 受台风野利奇马冶的影响袁2019 年
值舌伸向降水落区袁10 日 20院00 850 hPa 龙口市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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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汽通量达到 22.0 g/渊s窑hPa窑cm冤 以上袁 由于台风北

工作袁如棚室加固尧疏通沟渠等袁并尽快对田间排水系

抬袁大部分水汽在山东半岛辐合袁共同构成了水汽通

统进行清理疏通袁 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灾情损失袁确

量辐合中心遥 水汽通量辐合中心处于山东半岛中部一

保农业生产以及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遥

带袁暴雨中心和水汽辐合中心保持对应遥

4 结语

2.2.2 不稳定能量分析遥2019 年 8 月 10 日 8院00袁龙口
市上空风由低层到中高层 600 hPa 属于东南风袁由

渊1冤龙口市此次暴雨天气的发生主要是受台风

野利奇马冶外围影响造成的袁具有持续时间长尧影响范

500 hPa 形势场慢慢转变为南风袁400 hPa 高度层变成

围广等特点遥低空东南急流以及高空南风急流的相互配

露点线几乎吻合袁400 hPa 以下属于湿层袁水汽条件较

台风边缘的暖湿气流持续朝山东省输送袁 构成显著

西南风袁风向由低层至高层为顺时针变化 袁温度线和
[4]

好曰8 月 10 日 20院00袁 龙口市上空风由低层至高层依

然属于顺时针旋转袁分布着暖平流袁整层具备较好的
水汽条件袁无冷空气入侵遥 8 月 10 日 8院00要20院00袁龙

口市 K 指数始终超过 35 益袁 这意味着大气层结的不
稳定性较强袁为此次暴雨天气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不

稳定能量 遥
[5]

3 暴雨天气对农业的影响及对策

由台风野利奇马冶引发的 2019 年 8 月中旬的暴雨

合袁 对上升气流的建立和强对流的触发有重要作用遥
的水汽通道袁龙口市水汽条件丰富袁再加上大气层结
不稳定性较强袁共同推动了此次暴雨天气的发生发展遥
渊2冤此次暴雨天气出现时正值各类农作物生长关

键时期袁强风尧暴雨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压力遥 针对此
次暴雨天气袁气象尧农业尧水利部门加强合作袁严密监
测台风野利奇马冶移动路径袁准确掌握台风动向以及所
带来的降水强度袁提前制定精细化的气象灾害防御方
案袁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农业损失遥

天气出现时正值各类农作物生长关键时期袁 强风尧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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