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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地处我国东北平原东北部、松花江流域中段南

侧。地势特点为东西部高、北部次之、中部和南部偏低，呈马蹄形。这种
地形特点对机场地方性气候的形成有显著影响。一是马蹄形地形是向南开
口的，使得夏季北上的低压天气系统移入黑龙江省后，容易停滞、加强，
加之小兴安岭南坡边缘迎风坡地形的辐合抬升作用使降水强度加大、时间
增长，有利于机场夏季大到暴雨的形成；二是在天气形势相对稳定、没有
明显冷空气活动时，在这种特殊地形制约下常形成地形槽，造成机场常年
盛行偏西风和偏南风的气候特点；三是在季风气候和特殊地形狭管效应的
综合影响下，机场在夏季多偏南大风。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气候特征



降水

太平机场年平均降水日数为70.9天；年平均降水量为
408.5毫米。降水历年分布不均，最大年降水量达759.8毫
米，最小年降水量仅为227.4毫米；最多年降水日数达104
天，最少年降水日数仅为46天。最大日降水量为116.8毫米
(1991年7月8日)。降水在夏季3个月比较集中。

图1   累年逐月平均及极值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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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年限：1986-2005共20年，下同）



雷暴

哈尔滨太平机场雷暴出现在4～11月，年平均雷暴日数
为25.6天。雷暴日数分布不均，最多年份出现41天(1986
年)，最少年份仅出现13天(1997年)。雷暴主要出现在夏
季，春、秋季出现次数较少。雷暴多出现在午后至夜间，早
晨至上午出现次数较少。

图2  累年各月雷暴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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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雪

机场降雪现象历年出现在10月到次年4月
间，累年年平均降雪日数为27.4天，占年平
均降水日数的38.5%。

累年降雪平均初期为10月24日， 累年降
雪平均终期为4月20日。



雾

哈尔滨太平机场出现的雾主要为辐射

雾，其次是平流雾、锋面雾。

雾现象出现日数历年分布不均，最多年
份为25天(2003年)；最少为4天(1999年)。

雾现象主要发生在冬季，春季出现次数
较少。冬季雾平均日数为5.5天，夏季平均日
数为3.1天，秋季平均日数均为2.7天，春季
平均日数均为1.4天。



低能见度的日变化

图3    累年四季能见度低于1000米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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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大风

哈尔滨太平机场大风(指8级以上大风) 年
平均日数为6.9天，历年分布不均，最多年份
出现日数达23天(2005年)。大风多出现在3～
11月，极端最大风速为30m/s(1986年4月18
日)。



风向

哈尔滨太平机场全年
盛行风向主要为西风和南
风。各风向除静风和风向
不定外(静风和VRB频率各
为11.0%和2.1%)，以西风
频率为最高，频率为
11.0%；其次为南风，频
率为10.2%；再次为南西
南风，频率分别为9.6%；
东北风和东南东风频率最
小，频率均为1.8%。

图4   累年各风向频率玫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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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气候特征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濒临东北平原南部，东、南、西
100KM至120KM处分别是长白山、千山山脉和以医巫闾山
为前沿的辽西山地。机场东西两侧山脉走向几乎平行，隔辽
河平原相望，构成了天然的“风洞”。

春季，当有低压在东北地区强烈发展，在东部高压较稳
定的情况下，由于桃仙机场地处“风洞”边缘的特殊地理位
置，常出现偏南大风，形成风沙和浮尘。

夏季是雷暴、冰雹、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出现最集中的季
节。当地面低压发展强烈，在高空500百帕形成冷涡时，可
造成机场连续3-4天雷暴天气。

秋季副热带高压逐渐南撤，冷空气势力增强，气温下
降。虽有雷暴强降水等天气表现，但次数明显减少。

冬季转为西伯利亚冷气团控制，降雪和低能见度是影响
飞行的主要气象因素。



降水

沈阳桃仙机场的年平均降
水日数为77.1天，最多年降水
日数为97天，最少年降水日
数59天。

年平均降水量为
667.1MM，年最大降水量
977.3MM（1995年），年最
少降水量440.1 MM（1992
年）。日最大降水量为
117.9MM，出现在1994年8月
16日。

全年降水集中在夏季3个
月（占全年64.5% ），7月降
水量最大，向两边成正态分
布。

图5     机场累年平均降水量（MM）年变化图
（资料年限：1990—2005 共16年，下同）



雷暴

桃仙机场年平均雷
暴日数为26.7天。

一年中，雷暴集中
出现在6-9月份，以6、7
月份最多，平均为6.8个
雷暴日；其次为8月份，
平均4.6个雷暴日。

持续时间在0-4小时
的雷暴次数占总雷暴次
数的92%，因此，桃仙
机场的雷暴持续时间多
在4小时以内。图6   机场累年雷暴各持续时间的平均次数年变化图



降雪

桃仙机场降雪基本出现在11月至次年3月
间，年降雪平均日数为27.9天。

降雪的初始日期平均是10月27日，降雪
的终止日期平均是4月7日。



雾

桃仙机场雾一年四季中均可出现，累年出现雾平均日数为20.1天。雾在各月的分布特
点是，12月出现最多，5、6月份最少。

受烟、雾、降水等天气影响，桃仙机场能见度低于1公里年平均28.5天，以冬季出现
次数最多，春季出现次数较少。

低能见度集中出现在早晨21时至上午03时之前。只是由于日出时间差异，低能见度的
峰值夏季出现比较早，在21时，春、秋季出现在23时，冬季最晚，出现在01时。

图7   机场累年冬季(一月)逐时能见度低于规定值(米)频率图



风

桃仙机场年平均大风
16.0天。一年中春季出现最
多，冬季出现大风的日数最
少。最大风速32米/秒（320
度），出现在2002年7月12
日。

桃仙机场全年盛行风向
主要是偏南风。最多风向是
170-190度风，出现频率为
13%；其次是150-160度、
200-210度风，出现频率为
8%；再次为350-10度、
220-230度风，出现频率为
7%。图8   机场累年各风向频率图



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气候特征

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位于辽东半岛南部，东北方为半岛陆
地，其它各方向临近黄海和渤海，三面环海的半岛地形对机
场气候具有较大的影响。

由于受海洋湿空气的调节作用，造成机场温、湿度适中，形
成“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气候特点。

冬季受极地冷气团影响，形成虽冷但少严寒多晴天的气候特
点；

夏季受暖湿副热带气团影响，形成湿热多雨的气候特点；

春季和秋季为过渡季节，春季具有升温快、降水趋多的特
点，秋季则由于大气层结趋于稳定，形成了“秋凉常晴”的气
候特点。



降水

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累
年平均降水日数为55.7天，
年差异较大，年最多降水日
数为87.0天（1990年），年
最少降水日数为28.0天
（1999年），仅为累年平均
降水日数的50.3％。

累年平均降水量为539.6
毫米。年最大降水量达991.7
毫米（1994年），年最少降
水量只有179.4毫米（1999
年）。

夏季是降水的主要季
节。

图9    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累年平均降水量（mm）年变化图
（资料年限：1986-2005共20年，下同）



雷暴

累年平均雷暴日数为
15.6天。

夏季雷暴出现日数最
多，平均出现日数为8.6天，
占全年雷暴总日数的54.8
％；秋季次之，平均为4.2
天，春季平均为2.9天，分别
占全年雷暴总日数的26.7％
和18.5％。

雷暴出现的平均次数以
持续1小时以内的居多，平均
出现次数为11.4，占雷暴出
现各级持续时数总次数的
57.6％；持续时间超过4小时
的不足5%。图8   机场累年雷暴各持续时间的平均次数年变化图



降雪

大连机场降雪基本出现在11月至次年3月
间，累年平均降雪日数为15.7天。

初雪平均日期为11月16日，终雪平均日
期为3月21日。



雾

雾是影响大连机场能见度的主要天气现

象，一年四季均可出现。雾累年平均出现日
数为38.8天, 占影响能见度小于1000米各因素
总日数的91.9％。

夏季出现最多，为14.2天，占雾日全年
总日数的36.6％；春季次之,为11.9天，占雾
日全年总日数的30.2％；秋季最少，仅为4.1
天。



风

大连机场大风的年际变
化较大。大风日数累年平均
为10.4天，年最多为30天
（1986年），年最少为1天
（2003年）。累年各季大风
平均出现日数春季最多，夏
季最少。

大连机场全年风向以北
风（350°-010°）为最多，
频率为15.5％；其次北西北
风(330°-340°)出现频率也
较高8.4%，西风（260°-
28）为8.3%。

图9   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累年各风向频率图



东北主要机场气候差异

表1                           哈、沈、大机场基本气象要素统计 

 
平均 

气温 

极端

最高

极端

最低

降水

日数
降水量

雷暴

日数 

降雪日

数 
雾日数

大风

日数

盛行

风向

哈尔滨 6.4 38.9 -39.7 70.9 408.5 20.0 27.4 17.3 6.9 w s

沈阳 8.4 36.3 -36.5 77.1 667.1 26.7 27.9 20.1 16.0 s 

大连 13.1 37.2 -20.1 55.7 539.6 15.6 15.7 38.8 10.4 n 
 



从表中数据看出，各机场累年平均气温由南至北依次递减，
极端最高气温与极端最低气温均出现在哈尔滨机场。

平均降水日数与平均降水量呈中间大两头小态势，沈阳桃仙
机场平均降水日数最多，平均降水量最大；哈尔滨机场平均
降水量最小，大连机场平均降水日数最少。

雷暴日数以沈阳桃仙机场为最多，其次是哈尔滨机场，大连
机场最少。

降雪日数沈阳和哈尔滨相近，大连偏少。

雾日数由南至北依次递减，大连机场雾日数最多，且多发生
在夏季，而哈尔滨机场与沈阳桃仙机场雾多发生在冬季。

大风日数仍以沈阳桃仙机场为最多，其次是大连机场，哈尔
滨机场最少。

哈尔滨机场盛行西风与南风，沈阳桃仙机场盛行偏南风，而
大连机场盛行偏北风。



结论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沈阳桃仙国际机

场及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地处欧亚大陆东部
中纬度地带，属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其中大
连周水子国际机场兼有海洋性气候特点。三
个机场气候特征基本相似，但由于其所处地
理位置和环境不同，其航空气候特征也存在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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