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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甘南局地暴雪过程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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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常规和非常规气象观测资料袁对甘南春季的 3 次强降雪过程进行流型配置尧物理量场尧卫星等综合分
析遥 结果表明院高空短波槽尧700 hPa 切变线尧地面冷锋是暴雪的主要影响系统曰物理量场的诊断分析中袁相对湿度在强
降雪前后有较明显的变化曰卫星云图反映了短波槽云系和冷锋云系交汇产生甘南高原边坡地带大到暴雪天气过程遥 通
过 3 次强降雪过程的综合分析袁给出了对今后高原边坡地带该类暴雪天气的预报有一定指示意义的信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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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降雪是对人民生命财产和国民经济影响较大
的灾害性天气之一遥 气象工作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这
类灾害性天气的研究 袁尤其是近年来袁相继从环流特
[1]

征尧物理量场的诊断尧卫星和雷达等方面入手袁对大雪
遥

[2-8]

天气进行了分析研究袁并取得了显著进展

甘南地处高原边坡地带袁地形特殊袁气候复杂袁降
雪对农牧业尧交通运输尧旅游业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带来很大影响袁因而对此类个例进行深入研究很有
必要遥 本文在对高原边坡地带产生的暴雪天气过程的
流型配置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袁对相对湿度物理量
场的空间垂直剖面结构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袁试图揭
示在特殊地形条件下及相似的环境背景场中袁物理量
场的配置对暴雪形成的作用遥 同时袁通过卫星和雷达
图像特征对暴雪发生的指示袁给出暴雪预报中有指示
意义的信息遥

1 强降雪过程概述
1.1 过程一

3 月 14 日 8院00 至 17 日 8院00 甘南出现明显降雪

天气过程遥 过程降水量在 0.9耀16.6 mm 之间袁暴雪主要

出现在 3 月 16 日 11院00 至 17 日 8院00袁17 日 1院00 至

17 日 6院00 降雪量最大遥 其中袁甘南中北部地区降雪量

较大袁合作尧夏河尧卓尼尧碌曲四县达到暴雪袁12 h 降雪
量大于 8.8 mm遥 强降雪使甘南中北部大部分地区积雪
深度超过 7 cm袁卓尼积雪深度最大为 10 cm遥
1.2 过程二

5 月 13 日 8院00 至 14 日 8院00 甘南出现明显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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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过程遥 过程降水量为 0.4耀19.0 mm袁较大降雪集中
时段在 14 日 1院00要6院00遥 其中袁甘南西部地区降雪量
较大袁合作出现了暴雪袁降雪量为 19.0 mm袁积雪深度

达到 13 cm曰其余县主要以降雨为主遥
1.3 过程三

3 月 10 日 20院00 至 13 日 20院00 甘南出现明显降

雪天气过程遥 过程降水量为 5.2耀14.1 mm袁较大降雪集
中时段在 12 日 1院00要20院00遥 其中袁甘南中北部地区

降雪量比较大遥 合作尧临潭尧卓尼 24 h 降水量达到大到
暴雪遥 强降雪使甘南中北部大部分地区积雪深度超过

7 cm袁合作尧临潭尧卓尼积雪深度最大达到 15 cm遥

2 强降雪过程对比分析
2.1 大气环流

2.1.1 大气环流 500 hPa 形势场遥 过程一袁500 hPa 高

空图上袁巴湖西北部有一弱脊存在袁欧亚中高纬度为
纬向型袁 亚洲中低纬度为多波动流型曰16 日 8院00袁巴

湖西北部弱脊东移袁脊前西北气流带动冷空气东移南
压袁甘南西部有比较弱的冷平流发展袁高原低槽逐渐
加强袁逸16 m/s 中高空急流位于甘肃中北部袁 呈东西

向曰16 日20院00袁巴湖弱脊继续东移袁脊前冷空气南压
到西北地区中部袁与副高边缘的西南暖湿气流在本地
交绥袁 副高边缘逸12 m/s 的西南气流为此次降水过程

提供了充足的水汽袁 高原低槽缓慢东移并加强南伸袁
槽后冷平流明显曰17 日 8院00袁500 hPa 巴湖弱脊逐渐
被槽取代袁高原槽加深并东移出本地袁降雪结束遥

过程二袁500 hPa 高空图上袁乌拉尔山地区有一高

压脊存在袁脊前冷空气堆积袁冷空气势力强盛袁高原上
高原槽宽广袁 甘南处于槽前一致的西南气流中曰13 日
20院00袁 冷涡崩溃袁 脊前偏北气流携带强盛冷空气南

亚袁与西南暖湿气流在甘南北部交绥袁冷平流明显袁高

赵惠珍等院春季甘南局地暴雪过程对比分析
原低槽逐渐加强袁 风速逸16 m/s 的中高空急流位于内
蒙古一线呈东西向袁 风速逸12 m/s 的西南气流为本次
降水过程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曰14 日 8院00袁500 hPa 中
高纬气流逐渐变平袁西风槽加深并东移出本地袁本地
处于槽后西北气流中袁降雪结束遥
过程三袁 与过程一 500 hPa 形势场上主要的影响

系统及演变基本一致袁都是由高原槽的影响造成的局
地强降水遥

高压东移袁高压主力控制本地袁降雪加强曰13 日 8院00袁

控制本地的高压主力逐渐东移袁冷锋减弱消退袁本次
降雪过程基本结束遥
2.2 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的大小可以直接反映空气距离饱和的
程度遥 为了解暴雪过程整层湿度的分布特征袁沿东经
102.9毅制作 3 月 16 日 20院00 至 17 日 20院00 相对湿度
的经向剖面图遥 在北纬 34毅耀36毅范围内袁强降雪发生之

2.1.2 大气环流 700 hPa 形势场遥 过程一袁700 hPa 偏

前 16 日 20院00袁600 hPa 以下的相对湿度为 30%耀45%袁

南向切变线袁切变稳定少动袁在甘南有明显的风速

对湿度基本小于 35%曰16 日 20院00 至 17 日 8院00 高湿

南气流控制曰16 日 8院00袁在甘南东部形成一东北要西
辐合曰16 日 20院00袁 甘南北部弱切变仍然维持曰17 日

而高层的相对湿度为 20%~40%袁在 500 hPa 高度上相
区明显增厚袁 相对湿度大于 40%的湿区向上延伸至

8院00袁甘南开始形成一冷温度中心袁切变迅速东移南

300 hPa 以上袁500 hPa 以下相对湿度大于 80%袁 暴雪

过程二袁700 hPa 甘南偏南气流中曰13 日 20院00袁

有所增大曰17 日 20院00袁相对湿度开始迅速减小袁此时

压移出本地遥

在甘南东北部形成东北要西南向切变线袁切变稳定少
动袁近地面有明显的风速辐合曰14 日 8院00袁切变东移
南压移出本地遥

过程三袁700 hPa 甘南东部有东北要西南向切变

线存在袁 风速逸12 m/s 的西南急流携带孟加拉湾的水
汽不断向本地输送曰12 日 20院00袁切变线略有东移袁西

发生期间中低层相对湿度明显增大袁高层相对湿度也

降雪也基本结束遥

过程二整体湿度最高袁变化幅度大遥过程三相对湿
度与过程一有较一致表现袁但变化幅度略小于过程一遥
2.3 卫星云图
在连续强降雪时段袁造成局地强降雪的云系主要
为短波槽云系和冷锋云系袁降雪主要出现在短波槽前

南急流进一步加强袁 冷空气与孟加拉湾低槽前的强

的暖区遥 降雪开始前袁高原上中尺度云团开始发展袁甘

盛的暖湿气流频繁交汇于甘肃南部及其四川地区曰

南开始有中高云系生成曰 随着短波槽和冷锋的东移袁

13 日 8院00袁低涡切变东移南压移出本地遥

降水云团也随之东移曰强降水云团东移到甘南州上空

2.1.3 大气环流地面图遥 过程一袁地面图上甘南上游
为冷高压控制袁高压中心位于青海东北部袁中心值达

时袁也是降雪最强的时间曰降雪云团移速减缓袁甘南持
续受到中尺度云团的影响袁 降雪持续曰5~6 h 之后袁云

1 018 hPa袁在青海与甘南的交界处一直向北延伸到内

系移出本地袁降水也随之结束遥 受影响的甘南云系中

蒙古边界为广泛的低压区袁东北要西南向的低压倒槽

高云系逐步向中低云系转化袁 而且整体云系东移缓

发展旺盛曰16 日 8院00袁甘南为低压控制袁倒槽依然维

慢袁影响时间较长遥

持袁降水出现在低压中心附近曰16 日 20院00袁西北地区

3 结论

之发展东移曰17 日 8院00袁高压主体控制本地袁冷锋减

积袁冷空气势力强盛袁随着冷涡崩溃袁脊前偏北气流携

中部冷高压逐渐扩展并东移南压袁高压前部冷锋也随
弱移出本地遥

过程二袁地面图上甘南上游为高压控制袁从四川
到甘南一直向北扩展到内蒙古边界为广泛的低压区袁低
压中心位于青海与甘肃交界处袁 中心值为 1 005 hPa曰
13 日 20院00袁高压逐渐扩展并东移袁高压前部冷锋也

随之发展东移袁降雪开始曰13 日 23院00袁高压东移袁高

渊1冤3 次过程均有高压脊的存在袁 脊前冷空气堆

带强盛冷空气南下袁 与西南暖湿气流在甘南交绥袁并
与本地切变线配合在冷锋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甘南
暴雪天气过程遥
渊2冤西风槽东移加深袁槽前强劲的西偏南风带来

了充沛的水汽袁并在甘南出现了水汽辐合袁水汽迅速
增加且水汽辐合与高原降雪区域基本一致袁同时上升

压主力控制本地袁降雪加强曰14 日 8院00袁控制本地的

运动为强降雪提供了必需的动力扰动条件遥

锋东移出本地袁本次降雪过程基本结束遥

降水过程中水汽的变化袁 即充沛的水汽是强降雪产

高压主力逐渐东移袁本地处于弱高压控制下袁随着冷
过程三袁地面图上甘南上游为高压控制袁甘南处
于地面冷锋前部曰12 日 8院00袁高压逐渐扩展并东移袁高
压前部冷锋也随之发展东移袁降雪开始曰12 日 20院00袁

渊3冤强降雪前后相对湿度都有明显变化袁反映了

生的重要条件袁 涡度场在降水过程中也具有重要的
指示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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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 斌院2019 年 8 月龙口市一次暴雨天气成因及对农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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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参考文献

雨对农业生产带来极大压力遥 在暴雨天气过程下袁土

[1] 杨晓霞袁王金东袁姜鹏袁等.山东半岛南部一次沿海强降雨

壤表面板结袁部分农田出现涝渍袁作物根部的透气性
受到影响袁生理活动受到抑制袁还原性物质和有毒物
质增加袁易暴发病虫害袁造成农作物减产[6]遥 此外袁暴雨
天气还导致多种农作物如花生尧玉米等发生大面积倒

伏袁影响作物灌浆及正常成熟遥
针对此次暴雨天气袁气象尧农业尧水利部门加强合
作袁严密监测密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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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遥 气象部门及时发布台风暴雨预

警袁让政府部门以及广大群众掌握台风尧降水情况遥 农
业尧水利部门第一时间妥善处理农业安全突发事故以
及险情袁做好自然灾害防御准备袁积极对农业生产安
全风险进行排查袁指导农户做好防范大风以及强降雨
渊上接第 175 页冤

成因分析[J].气象科技袁2015袁43渊3冤院512-521.

[2] 胡华龙袁潘洁沣袁刘继波袁等.迎台风逆行 风浪中坚守院海
事防抗超强台风野利奇马冶纪实[J].中国海事袁2019渊9冤院6873.

[3] 邱晨辉.超强台风野利奇马冶影响评估出炉[N].中国青年
报袁2019-08-15渊003冤.

[4] 张晗宇袁温维袁程水源袁等.京津冀区域典型重污染过程与
反馈效应研究[J].中国环境科学袁2018袁38渊4冤院1209-1220.

[5] 陆桂荣袁王文袁于怀征袁等.台风野达维冶对山东日照野08.03冶
暴雨天气过程的影响分析[J].干旱气象袁2014袁32渊2冤院256262.

[6] 周志亮.暴雨天气对农业的影响及对策初探[J].农业与技
术袁2018渊10冤院239.

[7] 李文娟.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的气象服务分析[J].内蒙古
科技与经济袁2016渊11冤院37-38.

用[J].应用概率统计袁1988渊2冤院208-209.

渊4冤卫星云图比较清楚地反映了高原槽前云系生

[4] 李如琦袁唐冶袁肉孜窑阿基.2010 年新疆北部暴雪异常的环

过程袁 高原槽云系发展东移是降雪过程的主要因素袁

[5] 陈春艳袁李圆圆袁秦贺.2011 年春季北疆两类暴雪过程的

成尧东移发展尧与本地云系结合尧减弱移出甘南的整个
同时与本地云系叠加使降雪强度加强遥

4 参考文献

流和水汽特征分析[J].高原气象袁2015袁34渊1冤院155-162.
对比分析[C]//全国灾害性天气预报技术研讨会袁2011.

[6] 王丹蕊.天气预报对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及影响[J].现代
农业科技袁2019渊17冤院198.

[1] 杨柳.2003 年江淮春冬两次降雪天气过程数值模拟和初

[7] 王丹袁高红燕袁黄少妮.2011 年冬季陕西两次降雪过程对

[2] 李海花袁刘大锋.2009 年冬季新疆阿勒泰地区大到暴雪天

[8] 胡雪红袁陈华凯袁杨玉霞.德州两次降雪过程的预报思路

步诊断分析[D].南京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袁2005.
气成因分析[J].青海气象袁2013渊11冤院37-41.

[3] 姜子俊.回归诊断在时效为三日的逐日降水预报中的应

比分析[J].陕西气象袁2012渊5冤院7-12.

对比分析[J].兰州大学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袁2010袁46渊增刊
1冤院121-125.

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