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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山脉对西北东部飑线系统的作用研究 

巩敏莹   靳英燕 

民航西北空管局 

摘要 

本文利用红外卫星云图资料、多普勒雷达资料、自动气象站资料对发生于 2006 年 8

月 14 日西北地区东部一次飑线系统进行分析，发现东西走向的秦岭山脉在特定的环流

背景下产生的东西向的辐合线与该地区自西向东移动的飑线系统相汇时具有使局地对

流加强的作用。 

关键词：飑线，中尺度对流系统（MCS），环流背景，Tbb 资料，多普勒雷达，地面辐

合线，自动气象站 

引言 
飑线是中尺度对流系统（MCSs）的一种，属于中尺度气象学的研究范畴。其发生

经常伴随有灾害性天气发生，如雷电、暴雨、冰雹、龙卷、下击暴流等，对航空安全有

重大威胁，是民航气象部门夏季重点关注的天气系统之一。 

 前人已经作了很多针对飑线的相关研究。Fujita[1]（1955）在对飑线系统的研究中最

先提出了在中尺度对流系统的地面存在一对雷暴高压（Thunderstorm High）和尾随低压

（Wake Low）等结构，1998年Johuson and Hamilton[2]总结出较为普遍的强对流系统组织模

型，包括对流系统移动前方的暖湿倾斜上升气流、中空后方入流，地面雨水下泻形成的

冷雷暴高压（即冷丘），其前部为引导性对流线，其后部是一个尾随低压，在引导对流

线附近的强回波带与系统后部的层状云降水区之间为一降水空隙区（对应雷达反射率因

子最小区）。Bluestein（1985）[3]等根据美国俄克拉荷马11年40次飑线天气过程总结为不

连续发展型、后部新生型、不连续区发展型、隐含对流云区发展型。Rotunno等（1988）

[4]在研究长生命期的飑线时指出，深对流线是否产生尾随的层云区与湿下沉运动产生的

冷丘及低层的垂直风切变的相对强度有关。周仲岛等（1990）[5]指出，飑线是与锋面雨

带相联系的一类中尺度现象。台湾地区的气象学家对生成在台湾海峡上空的梅雨锋前的

飑线进行了有益的探讨（Chen，Chou，1993[6]；Chen，1991[7]；）,他们得出，锋前飑线的

平均移速为10米/秒，生命史11.4小时，飑线发生在梅雨锋前并随时间远离锋。 

目前认为，飑线是在雷达回波图像上表现为宽度在几百米至几十千米，长度在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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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千米至几百千米，时间尺度约4～12h，对流单体侧向排列成线状的中尺度对流系统，

常伴随有18m/s以上大风和局地强降水的中尺度对流系统。  

有利于飑线形成的大尺度环境条件，主要包括：大气层结呈现条件性不稳定；低层

水汽丰沛，高低空存在强风带（急流），风向通常向上顺转；大气中具有某些动力机制

以释放不稳定等。但由于天气系统的复杂性，产生飑线的大尺度环境条件也有很大的差

异，地区不同、季节不同，形成飑线的大尺度环境也不尽相同。 

1.天气过程概况 

2006 年 8 月 14 日 04Z～19Z（本文采用世界协调时）在陕西中部附近区域发生了一次

自西向东发展移动的强对流过程，以地面观测的角度来看，该次强对流过程具有闪电次

数多、强降水范围小、有局地大风出现等特点。陕西省雷电监测网统计数据显示，当天

全省范围内闪电次数达 20000 次以上，同时该过程造成全省内较大范围降水（图 1），但

强降水范围较小，50mm 降水区的范围只有 100×100km 左右。加密雨量站资料显示，14

日 3 个站出现暴雨，11 站出现大雨。武功站 14Z 发布危险报，一小时雨强达 86mm/h。强

降水主要出现在陕西的关中地区，且降水主要集中在 11Z～16Z 间段发生，具有明显的中

尺度特征。伴随强对流系统的东移，陕西局地出现风向突变，风速突增的现象。武功站

13Z 发布危险报，出现 18 米/秒的大风。 

    强对流系统对于咸阳机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雷暴时间较长，咸阳机场 13:40Z 闻雷，

17：25Z 结束，历时 3 小时 45 分钟，是该年持续时间最长的雷暴过程。该次雷暴过程还

造成咸阳机场降水 23.5mm，机场出现 4/8 积雨云量，2/8 低云量，云底最低达 90 米。由

于长时间的雷电现象，严重影响飞机的起飞爬升和进近着陆，致使多架飞机空中盘旋等

待，多架飞机因航路上的积雨云绕航，造成航空管制压力加大。 

根据雷达回波图像（图 2）分析，造成陕西中部强对流天气的系统为对流单体侧向

排列，呈东北西南走向，长 200 余公里，宽约 10km～20km，属于线状中尺度对流系统，

强对流回波位于降水回波的前部（即东南部），其后部为层状云降水区。根据雷达回波，

此线状中尺度对流系统维持时间大于 4 小时，并且在地面观测中发现伴随有大风、强降

水出现。因此 2006 年 8 月 14 日造成陕西中部强对流天气的中尺度系统为飑线，并在下

文中称为“814＂飑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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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6 年 8 月 14 日 00Z～8 月 15 日

00Z 陕西省加密雨量站降水量实况图（单

位：mm） 

图 2  2006 年 8 月 14 日 11Z 多普勒综合反射率雷达图像（红线

所圈即为本文所研究的飑线系统） 

2.大尺度环流背景分析 

通过分析 2006 年 8 月 10 日 00Z～14 日 00Z 高层、中层、低层、地面的形势演变（图

略），利用原北京大学郑永光开发的客观分析图形系统对原始报文进行解码、误差分析、

客观插值计算后产生各等压面上的气象要素后绘制等值线图和网格点资料，分析有利于

飑线生成的大尺度环流背景。方法采用 Cressman 逐步订正法，兰勃托正形投影方式。中

高层环流背景分析采用欧亚范围并取 120km 网格距，81×69 的网格；低层环流背景场分

析以 105°E，36°N 为中心，网格距为 50km，45×37 的网格；地面分析采用以 105°E，36°N 

为中心，网格距为 100km，61×51 的网格。发现： 

（1）“8.14＂飑线系统发生于大的环流形势发生调整的时期：即高层南亚高压中心西

退，中层副热带高压开始东退的时期。 

（2） 在对流层中低层，副高西部的低槽随着副高东退逐渐东移，低槽在 700hPa～500hPa

表现较为明显，低槽的东移为“8.14＂飑线的发生提供了触发机制。 

（3）700hPa～500hPa 低槽后部配合有弱冷空气活动，850hPa 冷空气表现已经不明显，

中层低槽后部的弱冷空气为“8.14＂飑线后部中层干冷入流的形成提供了部分冷空气来

源，并在东移过程中加强了河套东南部暖湿空气的不稳定。 

（4）700hPa 以下河套的中南部为高温高湿的环境，且在“8.14＂飑线发生前期，由于

河套西部干冷空气的东移而形成明显的湿舌，湿舌西侧比湿梯度在逐步增大。 

（5）地面上，长江、黄河流域的地面热低压逐渐减弱，河套北部的地面高压逐渐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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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压，河套中南部均处于高压的底部，为偏东暖湿气流输送，为飑线前部低层暖湿入流

的形成提供了有利环境条件。 

3.红外云顶 Tbb 分析 

采用 FY2C 红外云顶 Tbb 资料 14 日 04Z～19Z 逐小时图，范围取 30°N～40°N，100°E～

115°E。 

发生阶段 04Z～08Z（图略）: 04Z 在 36°N106°E 附近开始出现中 β 对流云团，05Z 中

β 对流云团迅速发展，云顶面积增大，云顶温度迅速降低，同时在 34°N104°E、33°N103°E

附近也开始出现中 β 对流云团。06 Z～07Z 三个中 β 对流云团迅速发展，冷云罩面积

不断扩大，云顶温度逐渐降低，其中主要的中 β 对流云团≤-32℃冷云区范围约为

1.5°×1.5°，形成 MβCS。08Z ，位于 36°N106°E 附近的对流云团和位于 34°N104°E 附近的

对流云团≤-32℃冷云罩逐渐融合，并出现≤-52℃的冷核，发生冷云罩融合的 MCS 呈带状，

≤-32℃冷云区范围约为 1.5°×3°，形成 MαCS。 

发展阶段 09Z～10Z（图略）：09Z 冷云罩面积进一步扩大，并出现两个≤-60℃Tbb 中

心，10Z 冷云罩≤-32℃和≤-52℃面积都明显扩大，其中≤-32℃水平范围达 6°×3°并出现最

低温度-67℃。 

    成熟阶段 11Z～12Z：11 Z (图略)对流云团≤-60℃冷云罩面积略有减小，且两个 Tbb

中心云体开始变得狭窄，预示着两个对流云团将分裂，但≤-32℃冷云罩略微有所增大。

12Z(图 3a)，两个对流云团明显分裂，各自的云顶≤-60℃面积也有所减小，但≤-32℃面积

则变化不大。 

(a) (b) 



第五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論文集                                   2010.10 台北 

 58

(c) 
(d) 

图 3 2006 年 8 月 14 日 12Z～15Z 风云 2c 卫星云顶亮温（Tbb）图 
（a.12Z,b.13Z,c.14Z,d.15Z） 

再次加强阶段 13Z～15Z：13Z(图 3b)对流云团分裂后，主要的对流云团（对应“8.14”

飑线）又重新得到新生，并独立地发展起来，其≤-60℃冷云罩面积迅速增大，且云体南

部向东南方向伸出，≤-60℃冷云罩也由椭圆形变形为“L”形。14Z(图 3c)对流云团的云顶

温度进一步降低，冷云罩出现 Tbb≤-70℃的范围，Tbb≤-60℃面积也在增大。15Z(图 3d)

对流云团云顶 Tbb≤-70℃和 Tbb≤-60℃的范围达到最大，且呈椭圆状，最低温度达-72℃，

Tbb 梯度最大区位于对流云团的东南部。再次加强阶段的出现表明有新的强对流活动发

生，是何原因造成新的强对流的发生是我们本文要探寻的焦点。 

    减弱消散阶段 16Z～19Z（图略）：16Z 后对流云团的云顶温度逐渐升高，冷云罩的

面积逐渐减小，云顶 Tbb 梯度也在逐渐减小。MCS≤－70℃冷云罩消失，≤-32℃冷云罩

范围减小，系统向东扩展进入陕西西南部。至 19Z，≤－60℃冷云罩已经非常小，MCS

明显减弱。 

4.自动气象站资料分析 

所采用的资料为 2006 年 8 月 14 日 04Z～19Z 陕西省气象局正点自动气象站资料，

方法采用探测资料天气系统追踪分析方法。 

从自动气象站的地面每小时降水量和风场资料图上可以发现：（图上所示为北京

时），在 14 日 04Z～14 日 15Z，有两条中尺度地面辐合线在活动，一条为东北西南走向，

自西向东移动，配合飑线系统的地面辐合线，本文将其称为飑线地面辐合线，另一条为

秦岭北侧的地面高压底部东西向的地面辐合线。 

14 日 04Z（图略）显示东西向的地面辐合线其北部盛行偏东风，南部盛行偏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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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于地面上陕西中北部地区为高压控制，故该地区为高压底部的偏东气流。34°N

以南为陕西的大地形秦岭，秦岭以南为偏南风。14 日 06Z（图略），在关中的西北部有

另外一条东北西南向的地面辐合线开始出现，此东北西南走向的辐合线即为飑线地面辐

合线，其西部为偏北风，东部为偏东风。14 日 07Z～09Z，（图略），飑线地面辐合线在

缓慢东移，两条地面辐合线附近都有弱降水产生。 14 日 10Z～12Z（图略）飑线地面辐

合线向东移动，飑线后部一小时降水量开始增大，也说明在地面辐合线附近的对流活动

较活跃，但范围小，局地性强，岐山站 11 时 05 分出现较大的偏东风，一小时降水量达

36.7mm。飑线地面辐合线西部有较大范围的弱降水区，该弱降水区为飑线西部的层云

降水。可以注意到飑线的地面辐合线与东西向的地面辐合线在逐渐汇合。14 日 13Z（图

4b），地面辐合线继续东移，在岐山站东南侧的武功站出现 20.3mm/h 的雨强，并出现

18m/s 的大风，大风的出现显然与强对流有关。此时武功站正好处于飑线地面辐合线与

高压底部的东西向辐合线交汇之处，而两条辐合线交汇之处是地面辐合最强的区域。14

日 14Z（图 4c）武功站一小时降水量达到 86mm/h。14 日 15Z（图 4d）户县站出现 53.8mm/h

的降水，其地面气压由 1000.1 hPa 上升至 1003.7hPa，，一小时最低温度由 30.4℃降至

25.1℃，但风速无大的激增（该小时长安站 187.8mm/h 数据有误），在随后的 4 小时（图

略）飑线地面辐合线继续东移，高压底部的辐合线逐渐消失，飑线地面辐合线后偏西风

随着辐合线的东移逐渐占主导地位。    

通过分析自动气象站的资料可以发现，在飑线系统东移的过程中剧烈天气表现出非

常强的局地性，局地出现了大风和单小时的强降水，地面温度和气压场的局地变化也较

强，这表明飑线系统中有中 β 尺度，或中 γ 尺度对流系统的存在。此外最强的对流活动

出现于飑线地面辐合线与地面高压底部东西向辐合线交汇的强辐合区，正是由于两条辐

合线的交汇造成局地对流加强，同时在卫星云图上表现为云顶温度再次降低，冷云罩呈

现“L＂形，并随后冷云罩面积再次扩大。在本文自动气象站资料的分析中，并没有发

现飑线后部一定范围内的雷暴高压和中尺度低压，这可能与所获取的自动气象站资料密

度不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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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陕西省每小时降水量和地面风场截图（单位：降水量 mm，风场 m/s） 

（a. 14 日 12Z,b.14 日 13Z，c.14 日 14Z，d.14 日 15Z） 

5.多普勒速度图分析 

所采用的资料为 14 日 1230Z～1500Z 每半小时一张的陕西泾河多普勒天气雷达 1 .5

°度仰角径向速度图。方法采用探测资料天气系统追踪分析方法。本文中，由于雷达图上

表现出的辐合线与自动气象站的飑线地面辐合线的移动、位置均对应，故定义其为飑线

辐合线。 

1230Z(图 5a)，可以看到在雷达的西北方向和西南方向各有一条辐合线,西北方向的

辐合线为飑线辐合线，其西面为负径向速度区，气流朝向雷达运动，而辐合线的东面为

正径向速度区，气流离开雷达运动。飑线辐合线上的零速度线呈现锯齿状，说明沿辐合

线上有一个个对流单体在活动，并能找到尺度 5km 左右的气旋性正负速度区。尺度在

10km 左右的较明显的气旋有两个，其一是在 260°距离雷达 100km 处，有零速度线相隔

的正负速度中心，其与眉县、扶风附近的对流云团相对应。另外在 135°距离雷达 70km

处也有一有零速度线相隔的正负速度环流中心，与户县附近的对流云团相对应。 

1300Z(图 5b) 在图中红圈所示的位置为飑线辐合线与高压底部东西向辐合线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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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可以发现 1300Z 辐合线交汇之处有较为明显的负径向速度发展。其径向速度

≥10m/s，与其相邻的北面正速度区径向速度≥5m/s，因其为有零速度线相隔的正负速度

中心存在，水平尺度≥15km，为一中气旋性质的环流，与综合反射率对比，正对应武功

东北面的强回波单体。此时在武功附近突发强的中气旋性质环流，表明低层辐合线已经

在此相会，在其曲率最大处产生了强的气旋运动，与红外云图比较，在此时次红外云顶

Tbb 图清晰地可以观察到近于圆形的对流云团其南部向东伸出，呈现“L”形。表明了正

是由于低层辐合线交汇产生的强烈辐合上升运动形成对流层顶明显出流，故此时刻的低

层的辐合上升运动为对流活动的主要强迫因子。 

1330Z(图 5c)，飑线辐合线的位置变动不大，在交汇之处正径向速度有所发展。最

强的环流位于武功的西南面，负径向速度≥5m/s，与其相邻的北面正速度区径向速度

≥5m/s，尺度在 15km 左右，与综合反射率对比，正对应武功附近的 

减弱的回波单体，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环流的东西两侧 10～20km 处各出现一个逆风区，

即在正径向速度区出现负径向速度区域，负径向速度区出现正径向速度区域，自 1335Z

左右出现，在 1341Z 左右结束（图略）。 

1400Z(图 5d)，飑线辐合线的位置仍变动不大，正径向速度在扩展，显示地面高压

在逐渐南压，辐合线相交之处的气旋性运动也明显有所减弱。 

1430Z(图 5e)，飑线辐合线的小交角已经消失，而呈现出了较园的弧形，在东西向

辐合线的附近还有一些对流云团存在，但对比其综合反射率雷达回波图，对流的强度有

所减弱，最强回波强度为 50～55dBZ。 

1500Z(图 5f)，东西向的辐合线仍然存在，但已经很难分辨出气旋性的运动，且对

比综合反射率雷达回波图，此时的对流活动较为分散，线状的排列也在逐渐趋于解体。 

通过雷达回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复杂的地形结构，关中的飑线系统在东移过程中表现

出非常复杂的变化。由于秦岭的作用，在地面高压底部、秦岭的北侧形成东西向的地面

辐合线，此地面辐合线与飑线辐合线发生交汇使得已经趋于消亡的飑线南端又开始发

展，并且形成局地强降水和冷性出流造成的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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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图 5 泾河多普勒雷达 1.5°径向速度回波图（a.1230Z,b.1300Z,c.1330Z,d.1400Z,e.1430Z,f,1530Z，图中红实线表

示低层辐合线的位置，红色圆圈表示两辐合线交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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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 

（1）有利于陕西中部附近区域飑线发生的大尺度环流形势：高层为带状南亚高压，

中层（500hPa）在河套东部有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活动，副高西部有低槽东移，槽后配

合有弱冷空气，低层为高温高湿环境，有湿舌向河套中部伸展，地面高压东移南压。飑

线发生于大环流形势发生转折的时期，即南压高压中心西退，副高开始东退，副高西部

低槽加速东移的时期。低槽东移提供了飑线的触发机制，偏西北气流引导下的弱冷空气

有利于形成飑线中层后部冷性入流，弱冷空气的东移也加强了河套东南部低层暖湿空气

的不稳定，有利于飑线系统的维持和发展。飑线发生于低层湿舌的西侧，当飑线移至湿

舌东侧则逐渐减弱。飑线发生于地面高压的底部，高压底部偏东气流有利于形成飑前低

层暖湿入流。 

（2）分析红外云顶 Tbb 资料，发现与飑线系统对应的对流云团其生命史过程呈现

出发生、发展、成熟、再次加强、消亡的复杂过程。飑线系统始终对应 MCSs 最强对流

云团。 

（3）飑线进入陕西区域后，在雷达回波图上表现为长约 200km，宽十几公里，由

多个中 γ 尺度对流单体东北西南纵向排列而成，回波强度在 55dBZ 以上，飑线西部为

宽广的层状云降水区。该飑线伴有较强的雷电现象，强降水局地性很明显，并出现局地

的大风现象。由于自动气象站资料密度不够，未发现中尺度高压和尾流低压。当飑线移

至秦岭附近，飑线地面辐合线与地面高压底部东西向的地面辐合线交汇使得局地对流加

强，出现了强降水和大风现象，此时低层辐合运动为对流活动的主要强迫因子。同时说

明秦岭地形对中尺度对流系统的影响不可忽略。 

（4）本文所选个例有限，个例本身具有一定特殊性，而且红外云顶 Tbb 资料、自

动气象站资料、多普勒雷达探测资料也只能部分地反映飑线的特征，因此要更深入对飑

线系统进行研究，需利用中小尺度数值预报模式进行高时空分辨率的数值模拟研究，来

细致分析西北地区东部的飑线系统的结构及其演变特征，并结合诊断的方法来研究飑线

形成和发展的物理机制，这样才能为飑线的实际业务预报提供有用的理论基础和指导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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