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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流机场一次锋面低空风切变天气过程分析 

冉 心 

（民航西南空管局气象中心   成都 610202） 

摘要 

   低空风切变是指出现在 600m以下，短距离内风向、风速的突然变化。具有变化时间短、范围小、

强度大、发生突然等特点。能够产生低空风切变的天气系统一般是雷暴、低空急流和锋面等。在双流

机场的历史资料中，只发现有雷暴天气造成的低空风切变。而在 2002 年 11 月 14 日，双流机场出现

了一次锋面引起的低空顺风风切变，本文对这次过程进行了详细分析，对提高低空风切变的研究。 

关键词  低空风切变 冷锋 温度平流 

一 过程概况 

2002 年 11 月 14 日上午，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37 飞机执行北京至成都的航班任务。 在

11：16 时，沿双流机场五凤溪走廊进近。塔台管制员向其通报了地面风向风速，并提醒阵风很大，

可能有风切变。11：25 时飞机在远台 300 m 高度遇到风切变，机长决定复飞，塔台管制员果断指挥

其拉升到场高 900 m，重新建立盲降后于 11：36 时安全落地。 

二 机场天气实况 

11 月 13 日～16 日，双流机场受北方来的冷锋影响，有一次降温、降雨的天气过程。冷锋过境

时，伴有 4～5 级的大风。从天气形式分析，13 日 20 时，地面冷锋到达秦岭山脉南侧，23 时双流机

场开始有小雨，此时地面风速仅为 1～2 m/s。14 日 08 时，冷锋进入四川盆地中部，双流机场地面风

速逐渐增大，10 时为偏北风 7 m/s，气温降低 1～2 ℃，这样的风速一直维持到 20 时，说明此阶段

正是冷锋在双流机场过境的阶段。双流机场 13 日的平均地面温度为 17.1 ℃，14 日为 13.2 ℃，15

日为 13.5 ℃，16 日为 12.5 ℃，整个天气过程降温了 4.6 ℃，这次冷锋出现在双流机场的秋季是一

次较强的冷锋。 

从高空风场分析，14 日 08 时，850 hPa 上成都的风为 20°、20 m/s，925 hPa 上为 15°、10 m/s，

地面为 10°、3 m/s，自高向下风速减小。双流机场的跑道方向是 20°，当日飞机由南向北降落。也

就是说，这次风切变过程是顺风切变，见图 1，飞机从大的逆风区进入小的逆风区。它使飞机空速减

小，升力下降，飞机下沉，危害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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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低空风切变过程的示意图 

三 风切变诱因分析 

(一) 锋面前后温差大 

我们使用北京大学暴雨实验室开发的五维可视化系统 Live View[1]进行绘图分析。在垂直剖面

图上假相当位温线(θse 线)是与锋面平行的，且在锋区内假相当位温线最为密集。所以在垂直剖面

图上，常用密集的等假相当位温线代表锋面[2]。此次锋面分析中，我们利用θse＝310K 代表锋面。

从图 2 看出，14 日 08 时地面冷锋前端已进入四川盆地中部，冷锋前边界层的气温在 15 ℃以上，而

冷锋后，气温在 10 ℃以下，冷锋前后温差在 5 ℃以上。这和以前的研究[3]一致，当锋面两侧的温

差≥5 ℃时，容易产生低空风切变。 

 

 

深色三维体表示θse＝310 的等值面，浅色三维体表示温度＝15℃的等值面 

θse： 假相当位温场（单位：K） 

图 2 2002 年 11 月 14 日 08 时的锋面与 15 ℃的等温面 

 

(二) 冷锋前低层有冷平流 

我们分析双流机场东西向的空间垂直剖面图（见图 2 中的 mn），图 3是 2002 年 11 月 14 日 08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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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 mn 上的流场与温度平流的示意图。由于双流东侧有一气旋性环流，西侧有一反气旋性环流，上

述两个环流在双流上空汇合成较强的下沉气流。同时，双流机场上空的低层（图 3 中的 a）950～850 

hPa 之间有冷平流。冷平流的作用将使高层涡度增大，低层涡度减小，同时激发下沉运动[3]。上述

两种作用在双流机场上空的低层产生一个范围很小大风区，见图 4。双流机场东西两侧的垂直速度为

低值区，表示为上升运动。机场上空为高值区，表示为下沉运动。在 950～850 hPa 层之间产生一个

大风区，中心风速可达 20 m/s。而近地面风速只有 5～7 m/s，所以在 925～900 hPa（相对高度为 220～

350 m）之间产生很强的垂直风切变。上述分析表明，双流上空低层的冷平流是造成这次风切变的主

要因素。 

 

 
实线为流线，三维等值面是-5×10

-5
 ℃·S

-1
的温度平流场，水平直线表示 925hPa 高度层 

图 3  2002 年 11 月 14 日 08 时直线 mn 上的流场与温度平流 

 

实线是风速率 （单位：m·S
-1
,等值线间隔：9） 

填充图是垂直速度场，蓝色区域表示低值区，黄色区域表示高值区； 

图 4  2002 年 11 月 14 日 08 时直线 mn 上的风速率与垂直速度场 

(三) 锋面的下沉运动 

见图 5，直线 cd 是双流机场南北向的空间垂直剖面图，图中实线清楚地展示了冷锋面的抬升作

用。由于冷空气的切入，迫使锋前的暖气团抬升，自下而上产生一气旋性环流，下沉气流沿锋面而下，

配合上述两种作用，加大了锋前下沉风速。这也有利于产生低空风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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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2 年 11 月 14 日 08 时直线 cd 上的锋面（三维体）与流线（实线） 

四 数值预报的分析应用 

国家气象局的 T213 数值预报产品较好地预报出双流低空的风速变化。见图 6，13 日 20 时 T213

预报了 14 日 02 时双流为东北风，3m/s（图 6.a），08 时风速增大到 8 m/s（图 6.b），14 时又增加到

12 m/s（图 6.c）。而在 700 hPa 以上高度和 925 hPa 以下的风速预报变化不大，说明只在低空 925～

900 hPa 的风速增加明显，与近地面层容易产生风速切变。这与次日的实况比较吻合，说明 T213 数

值预报的风场产品对实际预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a. 14 日 02 时 b. 14 日 08 时 c. 14 日 14 时 

图 6 2002 年 11 月 13 日 20 时 T213 预报 850 hPa 的风 

五 小结 

   (一) 这次风切变过程是由于冷锋南下，造成双流机场上空的低层 950～850 hPa 之间有冷平流，

引起低层风速增大，引发在 925～900 hPa 之间产生很强的垂直风切变。 

   (二) 当冷锋很强，锋面两侧的温差≥5 ℃时，应注意低空风切变的产生。 

   (三) 冷锋前某一高度层有较大的冷（暖）平流，配合锋前的辐合下沉（上升）气流，容易造成该

高度层的风速增加，与其它高度的风产生风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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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这次低空风切变的生命史虽较短暂，但在数值预报中却有较好的反映。T213 的风场预报对

实际工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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