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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对陕西航空运输的影响和对策 

句兆贵  

（西北空管局） 

摘要 

本文从航空气象的角度简要介绍了陕西关中、陕北、陕南三大区的气候，论述了气候对陕西空域

内飞行安全和效率、空中交通流量的提高、航空货运、航空旅客、航空港建设和运行的影响，以大量

的实例详细分析了颠簸、低能见度、雷暴、暴雨、飞机积冰、高温、风向风速、低空风切变等气候环

境因素对民航飞行等航空运输活动的影响；定型和定量地分析了不利于航空运输的天气气候因素对航

空营运所产生的损失。针对陕西经济对航空运输的需求变化和气候特点提出了建设空域内立体的综合

观测和监测系统、创新预报技术、积极开展消雾等人工影响天气服务、建设航站一体化气象系统和航

线区域一体化气象服务系统、建立气象、航空、环保、陆面交通共亨的关中地区大雾监测和预报系统、

积极与先进国家和气象、军队、环境等部门进行数值预报模式研究开发、资料处理、重要天气预报技

术、气象服务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与交流，充分利用国内外、民航内外的科研成果等建设性的对策。 

一、陕西气候简述 

1.1 陕北区 

春季由于冷空气频繁入侵，冷锋过境时常有大风天气， 8 级以上的大风日数全年在 75 天以上，

风速可达 30 米/秒，。大风吹起的扬沙或沙尘暴、能见度一般在 1——2千米。春季约有浮尘 15—20

天。最强的浮尘空中能见度小于 1 公里。伸展高度可达 4500 米以上能见度小于 1 公里的沙暴，每月

约 1—2 天。夏季本区气温较高，极端最高气温可达 40℃以上，本区雷暴日数大部分地区在 25—35

天，。阴雨天气转晴后，连续数日午后常出现热力性雷阵雨天气，。6—8 月份，是黄土高原雷暴活

动的旺季。一天之中，以 13—17 时发展最盛。。秋季多雨，常出现低云，夜间雨后转晴，次日易出

现雾。九月前后常有连续性降水，后期出现烟雾。当低层水流充沛时，后半夜至凌晨会产生辐射雾。

冬季蒙古冷高压较长时间控制本场，风速不大，气候干冷，当强寒潮过境时会出现大风和少量降雪，

地面积雪、跑道结冰时出现。 

1.2 关中区 

本区冬夏两季多晴天，春秋两季多阴雨。春季冷暖空气交汇，东北风较大，多阴雨.夏季副热带

气压控制时间较长，天气晴朗炎热，雷暴天气多出现在午后或傍晚。雷暴年平均不足 20 天，而且多

在 16—20 时出现。秋季冷空气活动频繁,多阴雨、低云天气，有时长达 30 余天。冬季受冷空气团控

制，雨雪稀少、泾河、渭河晨雾随风移来时，浓度大. 秋冬季关中地区特别是咸阳机场大雾引发的低

能见度日数年均达 79 天。 

1.3 陕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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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属于亚热带大陆季风气候，全年雾日可达 31 天以上，能见度小于 4千米有 170 天以上。春

季冷空气活动频繁，时有浮尘、扬沙等天气现象。夏季副热带气压控制时间较长，天气炎热，夜间雷

雨较多，午后地方性对流发展频繁，秦巴山区积云发展旺盛，云顶可达 12000 米以上,雷暴年平均日

数多达 40 天以上，巴山山区雷暴日在 30 天以上。 秋季持续阴雨天气多。一次连阴雨过程，可维持

10—15 天以上。连阴雨期最长的可达 25 天以上，秋季降水量在 300 毫米以上，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30%；

阴雨天气后，早上多碎层、碎积云，上午演变为积云和层积云，秋季湿度大，阴雨连绵，多低云，能

见度低。锋前伴随的低能见度区移动较慢，甚至可长达 5——7 天。冬季少雨雪，多晴天，多大雾，

能见度低。一般在十点以后，随日增温而消散，有时可持续到中午十二点以后。 

二、天气气候对民航运输的影响 

2.1 陕西气候对飞行的影响  

在造成航班不正常的 20 类原因中，天气原因造成的航班不正常数量位列第一。西安咸阳机场

1991 至 2005 年间，天气原因造成的返航备降达 31102 架次，空客—310 型每小时直接成本 5.2 万元

计算，备降到最近的兰州机场，往返 1小时计算，损失至少在 9万元以上。颠簸、低能见度、、雷暴、、

积冰、低空风切变等是造成航班返航备降的主要天气条件。 

2.1.1 颠簸 

3—6 月份，黄土高原地区受热不均，乱流发展，飞行经常遇到颠簸。一年四季飞机飞过积状云

或冷锋，常遇到强度不等的颠簸；在浮尘区域内飞机，遭遇到较强的颠簸；在洛河喇叭口，南泥湾以

北山区，地形引起的颠簸，对于低空飞行的飞机有较大的危险。。一次一架伊尔 14 飞机，由西安到

太原，从走廊高度开始到 3900 米，一直脱离不了颠簸层，机上服务员被碰伤，茶具被打碎。1975 年

5 月 24 日，空军一架安 24 飞机，在贺兰山东侧，高度 4200 米，遇到中度以上颠簸，5秒钟内掉高度

500 米，机上 50%人员碰伤，险些造成事故。 

2.1.2. 低能见度  

近十几年来，因雾等恶劣能见度造成的飞行事故，占所有天气原因造成事故的 49%；能见度低

于 4000M 时，飞机在延安、汉中、安康机场就不能降落，因大雾导致西安机场飞机延误占总延误量的

78.9%。秋冬季西安机场每年因大雾造成航班大面积延误.1992 年 12 月连续 7 天大雾造成近 300 个航

班取消或延误，机场候机楼人满为患，给航空公司和旅客造成很大损失。 

2.1.3、雷暴 

雷暴云中因对流运动强烈，电位差很大，在其中飞行会遇到强烈的颠簸、积冰、闪电击、阵雨

和恶劣能见度。有时还会遇到冰雹、下击暴流、低空风切变。停放在地面的飞机，有时也会遭到大风

和冰雹的袭击。陕西飞行区内夏季机场起降航道常有雷暴云，使飞机不能正常起飞、降落或在航路上

飞行；非常强大的雷暴云常造成飞机返航备降和延误大量延误。 

2.1.4 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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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出现的暴雨会引起大量地表泾流沿坡沟下泻，汇集成局地洪水，冲向机场，淹没跑道，迫

使机场关闭，造成灾害性影响。如安康机场，年平均降水量 540.9 mm ，但在 1969 年 8 月 8 日夜至 9

日午后，出现持续 18 小时 17 分钟，雨量高达 169.2 mm 的大暴雨，造成山洪爆发，冲向机场，淤泥

两次淹没跑道、停机坪，滑行道；发报台天线塔倒塌，造成机场关闭，损失达亿元。  

2.1.5 飞机积冰 

国内因飞机积冰造成的飞行事故占总数的 14.2%。在陕西积冰同样是影响飞行安全和正常的重

要航空气候因素。飞机机翼积冰后，会导致滑行起飞时气流流过机翼表面层时过早的分离，将使机翼

平滑的气动效率和升力遭受严重破，升力系数大减，阻力系数大增，造成飞机在离地时刻机翼失速。

飞机在航路上积冰同样会造成空气动力性能变差，操纵困难，严重时通信中断、发动机停车、造成飞

行事故。1986 年 12 月 15 日，一架ＡＮ－24 型执行兰州－西安－成都航班任务时，云中飞行，高度

3600M 左右，遇严重积冰爬升困难，风挡刮雨器处的冰块有足球大小，右发动机因进气道被脱落冰块

堵塞发生喘振而停车，动力骤减，返航中川机场。降落时由于推力不均和机上积冰影响，出现偏离航

线；在复飞时，冲出跑道导致一等飞行事故。1974 年 11 月 4 日，442 飞机 17 时 04 分从西安起飞到

中川，上升 4800 米后，达到轻一中冰，上升到 5700 米，达到中度以上结冰，后高度从 5700 米掉到

5100 米，表速降到 280 公里/时，后返航西安。1974 年 2 月 22 日，318 飞机 08 时 46 分从西安去安

康，过镇安以后遇到中度结冰，高度从 3300 米掉到 2700 米，表速减小到 150 公里/时，下降时甩冰，

飞机多处出现裂纹。 

2.1.6 高温 

温度对飞机的载量、耗油量、空速表和高度表的指示、极值平飞速度和升限、是否打开除冰设

备、选择脱离积冰区的方式、以及航油种类的选择等都有影响。尤以高温影响最严重，如气温高时，

发动机推力的减小，所需燃油的增加，都必须减轻商载运量。如对于现代宽体客机，温度每升高 10

度，就需增加大约 2 吨的燃油，即减载 2 吨。陕西各机场每年在夏季因高温减少载客、载货给航空公

司造成的损失达几千万元。 

2.1.7 风向风速 

当风速超过机型的起降标准时就不能起降。在高空顺风飞行则速度快，时间短，节省油量；逆

风飞行，则速度慢，时间长，耗油增大，成本增加。不同型的飞机起降风速的限制不同，侧风达到标

准时飞机就不能起降，因此造成的航班延误占 3.2%。 

2.1.8 低空风切变 

低空风切变常引起飞机空速和升力的急剧变化，使飞机偏离爬升或下滑的规定轨迹而危及起飞

或着陆安全。因雷暴、锋面、低空逆温、地形引发的风切变四季均有发生。2002 年 3 月 21 日 15 时

20 分 榆林西沙机场飞机进近下降到 400M 遇风切变无法降落而返航西安;西安咸阳机场 1992 年至

2005 年发生低空风切变达 40 余次,2005 年 8 月 15 日发生的强风切变造成 6 架飞机返航备降和 17 架

飞机延误，有关航空公司直接经济损失至少 100 万元。  

2.2.对空中交通流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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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流量控制已是造成航班延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据 2003 年 7 月民航总局统计，流量控制延

误的航班位居第三。陕西所处空域、通讯导航设施的限制和天气是制约空中交通流量提高的不利因素。

其中，因不利的天气环境造成的流量控制占 11%。特别是大雾、雷雨影响最大。 

2.3．对航空货运和旅客的影响。 

陕西的低能见度、雷雨、风沙、高温等不利于飞行的天气环境，对时间要求较高的旅客、对气

象敏感度高的动物、植物、食品等货物的运输影响很大。对于航空旅游者而言，台风、持续时间较长

的大范围大雾、暴雨等恶劣天气不仅影响正常出行，而且提高了时间等成本。 

2.4．对航空港建设的影响 

陕西的大雾、低空风切变、暴雨等天气不仅提高了机场建设成本，而且增加了机场运行费用。

暴雨环境使机场防洪标准和投入增大；大雾、低空风切变、积冰要增加导航、气象、机场设备的建设

和运行成本。建设Ⅱ类导航设备要化大量的资金，建成后每年要进行校验，都需要经费支持，执行Ⅱ

类的班机机组要周期性训练，都会增加运行成本。 

三、对策 

(一)建设空域内立体的综合观测和监测系统，提高对天气的监测能力。 

在低能见度频发的区域或机场建设卫星、雷达、风廓线仪、自动气象站支持下的大雾监测、预

警系统，在强对流和风切变频发的区域或机场建设立体的强对流天气和风切变监测和预警系统，在大

雾、雷暴频发且飞行密度大的机场建设水平分辨率为 10—15km 的加密自动观测网；为预报、预警、

监测重要天气、航空器运行、国家空管流量管理、空港高效运行提供实时的大气环境要素和航空运行

所需的气象资料。 

(二)．创新预报技术： 

   全面普及全球和国家数值预报系统所提供的数值预报产品的释用技术，研制颠簸预报模式、积冰

预报模式、雷暴预报模式、低能见度预报模式.开发多维天气系统结构和状态模拟技术。 

(三).建设一体化气象服务系统 

     建设满足空管、飞行、航务、运行控制、飞机管理、旅客服务等系统且以气象实时综合观测信

息资料处理系统、数据库系统、风切变警报系统为支持，集重要气象预报、数值预报产品、卫星资料、

雷达资料、风廓线资料、格点资料为一体的航站和航线区域气象系统；积极开展消雾等人工影响天气

服务。 

(四)强化资源共享 

3.4.1 加强与国内外专业委员会的合作，加快机场气象观测系统、自动站、天气雷达、风廓线

仪与国家观测网互联；建设气象、环保、陆面交通、民航、军队共享的关中大雾监测和预报系统。 

3.4.2 加强国内外科研合作 

积极与先进国家和气象、科学院所、军队、环境等部门在数值预报模式研发、资料处理、重要天气预

报技术、气象服务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