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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廓线雷达在预警机场低空风切变和低能见度中的应用 

胡晓薇
  
陈志豪

 

民航华东空中交通管理局 

摘要 

低空风切变和机场低能见度是影响飞行安全和效率以及机场运行正常的主要气象

因素。本文使用上海浦东机场风廓线雷达的风场、垂直速度及信噪比资料，分析了 2010

年 3 月 17 日浦东机场出现的晴空低空风切变天气过程和 2008 年 1 月 8 日至 10 日浦东

机场出现的长时间大雾天气过程。研究发现，低空风切变发生前，边界层中出现强烈的

下沉运动是使得低空风切变突然爆发的重要原因；使用信噪比数据观测大雾时段的边界

层结构特征时发现浦东机场地面能见度与大气边界层中的逆温层高度有显著的正相关

性，另外，大气边界层中的中尺度波动也对地面能见度变化有显著影响。这些特征为预

警机场低空风切变和低能见度提供了宝贵的预警信号及预报根据。 

关键词：风廓线雷达  低空风切变  低能见度  预警 

一、引言 

有关风廓线雷达资料在暴雨、冰雹等强对流天气预报中的应用已有很多的研究【1、2】，

而航空业特别关心的低空风切变与低能见度天气过程中风廓线特征的研究目前还很

少。处于起飞和着陆状态的航空器空速较低，因此高度低于 500 米的低空风切变对航空

器影响尤其大，目前高密度飞行条件下航空器遭遇低空风切变威胁的概率正变得越来越

大，晴空天气条件下发生的低空风切变突然性强，机组往往被好天气所迷惑一般不会做

相应的防风切变准备,同样对预报员来说晴空风切变的预警也是个难题，然而据统计如果

飞行员不做任何准备，进入低空风切变区域改出的几率几乎为零【3】，所以如何预警低空

风切变的发生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同样机场近地面能见度状况对于飞行器的安全起降

和效率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航空运输飞行越来越繁忙，低能见

度天气现象对航空交通运输部门造成的影响和经济损失越来越大；据国际民航事故原因

分类中，气象原因造成的飞行事故占 20％，因低能见度导致的事故占气象原因的 16％【4】。 

低空风切变和低能见度现象都与垂直方向上大气层结和风场的变化密切相关，目前

使用的常规探空设备由于受到探测时间间隔长、探空垂直分辨率低的限制，不能很好的

运用到临近预报或预警中去，而先进的高时空分辨率的探测设备例如风廓线雷达等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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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很大的改变了这一被动局面。本文就是使用风廓线雷达的高时空分辨率特点和探测大

气边界层的能力，围绕着低空风别变和低能见度天气出现前的一些先期征兆来研究风廓

线雷达对这两种能够严重威胁飞行安全和效率的天气现象的预警能力。 

二、上海浦东机场风廓线雷达简介 

在上海浦东机场 34 号跑道南端安装了一部风廓线雷达，位于 31.13°N，121.78°E，其

海拔高度为 5m，工作频率是 1290MHz。 

该风廓线雷达的波束指向采用三波束轮流发送。测出沿各波束发射方向的径向风

速，就可直接得到各个运动速度分量并合成水平风向和风速。而且高空风速和风向的测

量结果都是矢量平均的结果，而不是风杯测得的瞬时数据。其空间分辨率为 60m，时间

分辨率为 15min，探测精度为风速小于 1m/s，风向角度小于 10°。风廓线资料主要分

Graphxm 及 Lapmom 两种数据，Graphxm 资料显示的是由底层到中层随着时间变化的风

向风速场，风场的变化往往预示着大气环流的改变，由此可预测所受系统的移动变化；

而 Lapmom 数据即实时观测数据,主要分信噪比、谱宽和径向速度三种。 

三、浦东机场晴空风切变天气过程中的风廓线雷达资料分析 

2010 年 3 月 17 日 21:38 时（LST 下同），浦东塔台接到航空器空中报告，航班在浦

东机场实施进近着陆时遭遇垂直方向上的低空风切变，此次低空风切变天气过程造成预

定在浦东机场降落的数架飞机被迫复飞，两架飞机备降虹桥机场，17 日 22:00 时以后此

次低空风切变强度减弱。 

这次低空风切变天气过程发生突然，且持续时间短只有 30 分钟左右，常规的探空

资料间隔 12 小时显然不能满足分析需求，而当我们使用时间间隔为 15 分钟的风廓线雷

达探空资料时，则较好的捕捉到了这次低空风切变过程。 

(一) 风切变过程中的风向风速实况分析 

浦东机场风廓线雷达有高低两种探空模式，其中低模式探空范围为 202m—805m（AGL，

下同），适用于探测本次低空风切变。3 月 17 日低空风切变过程发生前后风廓线雷达共

探测到四个时次的数据分别为 21:14、21:27、21:44、21:57 时，如图 1 所示，左侧为风向

角度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化，右侧则反映风速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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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低空风切变过程中风向风速特征 

由图可见,21:14 时为风切变初生阶段，垂直方向上 202m 高度风向 217°,624m 高度风

向 308°，风向切变最大值为 91°，风速 202m 高度为 2.9m/s，而至 323m 高度迅速加大至

10.6m/s；21:27 时风向切变位置高度下降，风切变区域高度低于 500m，风向的垂直变化

率达到每百米 39°，风速变化率每百米为 6.6m/s；21:44 时是风切变影响最大的时段，风

切变区域高度低于 300m，风向的垂直变化率达到每百米 76°，风速变化率每百米为

3.3m/s；21:57 时风切变开始减弱，整层都转为偏北风且上下层之间的风向差异十分微小

（如图 1 中两根红线已十分接近）。 

(二) 风廓线特征分析 

在高空天气图上，2010 年 3 月 17 日高空槽线已经过本场（图略），浦东机场天气晴

好。图 2 为 3 月 17 日 15:14 时—3 月 18 日 04:14 时风廓线雷达显示的水平风场图。从图

中可见 17 日 16 时起浦东机场 800m 高度以上的高空为一致的西北气流，800m 以下仍维

持着一支西南气流。图 2 中的黑色实线就是高空的西北气流与低空的西南气流之间的水

平矢量风切变线廓线，从水平矢量风切变廓线的高度位置来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

阶段 17 时前廓线的高度保持在 800m 左右的高度少动；第二阶段 17 时至 21 时，此 4 小

时为缓慢下降阶段，风切变廓线高度从 800m 下降到 550m，平均 60m/h；第三阶段 21 时

至 22 时为低空风切变爆发阶段，21 时起风切线廓线高度突然快速下降，在不到 1 小时

的时间内高度从 550m 下降到地面，就在此期间飞机遭遇了低空风切变；第四阶段 22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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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为低空风切变消散阶段，22 时以后浦东机场上空的风向已经转为一致的偏北气流控

制，风向随高度逆转有冷平流这也表明浦东机场自下而上都已经为冷空气控制层结区域

稳定，发生风切变的威胁也随之降低。 

 
图 2 风廓线雷达水平风场图（3 月 17 日 15:14 时—3 月 18 日 04:14 时） 

(三) 风廓线垂直速度特征分析 

从图 2 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低空风切变的发生具有显著的突然性，从而也提出一

个新问题即是什么原因导致了原本相对较稳定的风切变廓线高度突然降低，显然这与大

气的垂直运动有密切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分析低空风切变发生前及发生时大气垂直运动情况，图 3 为风廓线雷达

探测到的垂直速度图谱。图中横坐标为垂直 Z 速度，单位 m/s，负速度表示高度降低为

下沉运动；纵坐标为高度单位 m；图中蓝色小点为质量控制（QC）后不同高度探测点的

大气垂直速度，图中红线为垂直速度 0 速度线。 

低空风切变发生前如图 3（a）所示，19:44 时—20:44 时 1 小时时间内探测到的各层

次大气垂直运动以 0 速度线为轴均匀分布在其两侧且垂直速度绝对值都在 1m/s 以内，

其中下降速度不超过 0.7m/s；图 3（b）为低空风切变发生前临近 1 小时（20:14 时—21:14

时）垂直运动图谱，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大气边界层 800m 至 2400m 高度垂直运动均为

负速度，负速度中心高度约为 1300m（如图中蓝色箭头所示）其中心极大值超过-1m/s，

同时我们还发现 750m 高度处有一个探测点的垂直速度达到-1.8m/s，由此可见风切变发

生前边界层中出现了很强的下沉运动；图 3（c）为风切变发生前半小时及刚发生时（20:44

时—21:44 时）垂直运动图谱，图中可见边界层中的下沉运动依旧维持，而负速度中心

高度由 1300m 下降到 700m（如蓝色箭头所示）其中心最大值超过-1.2m/s，值得注意的

是在此高度上还出现了+1.8m/s 左右的上升运动，这表明此时段大气垂直运动情况十分

复杂，航空器进入这样的区域很容易遭遇强烈的颠簸；图 3（d）为风切变发生阶段（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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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22:14 时），此时边界层中的下沉运动已经结束，各层次的大气垂直运动重新回到

以 0 速度线为中心轴在两侧均匀分布的平衡状态。 

综上所述，大气层结处于准静力平衡状态时，风廓线雷达探测到的各层次垂直运动

速度表现为以 0 速度线为中心轴均匀分布的形态，而在低空风切变发生前可以清楚的观

测到边界层中出现强烈的下沉运动，低空风切变发生时下沉运动反而已经减弱。上述分

析可见此种低空风切变的发生依赖于边界层中下沉运动的爆发而爆发，而正是这种风廓

线雷达的垂直速度特征，提供给了我们预警机场低空风切变一种宝贵的预警信号。 

 
图 3 低空风切变过程风廓线垂直速度图谱 

（a）19:44 时—20:44 时 （b）20:14 时—21:14 时（c）20:44 时—21:44 时 （d）21:14 时—22:14 时 

四、浦东机场大雾天气过程中的风廓线雷达资料分析 

雾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大气边界层问题，是边界层中的水汽达到饱和凝结而出现一

种天气现象，它的出现与边界层结构特征及大气波动情况有紧密的联系，研究起雾时的

边界层结构特征及大气波动情况，对预报大雾天气过程的生消就显得有重要的意义。风

廓线雷达探测边界层结构及大气波动的能力，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有力工具（Ecklund

等 1981）【5】。 

(一) 使用风廓线雷达信噪比数据观测大气边界层结构 

风廓线雷达主要利用大气湍流对电磁波的散射作用而进行大气风场等要素的探

测。风廓线雷达发射的电磁波在大气传播过程中，由于大气湍流造成的折射率分布不均

匀而产生散射，其中后向散射能量被风廓线雷达所接收。此被接收的后向散射能量与折

射率结构常数 2
nC 成正比（Vanzandt et al.1978）【6】。大气折射指数湍流结构函数 2

nC 是表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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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折射率强弱起伏常用的指标。根据 Vanzandt 等人的实验结果，对不同的理论计算方

法进行了验证，建议采用的计算公式为： 

 
23/422 MLC n αα ′=

 

式中 2α 为一个量纲为 1 的通用常数，取值为 2.80【3】。α′为与涡动粘性系数相联系的比

值，与大气稳定度有关，对于大气中、上层可以取值为 1；L 为大气湍流涡旋的主尺度；

))//(( zukL ∂∂=
2/1
，其中 k 为湍流扩散系数， zu ∂∂ / 是水平风的垂直梯度， M 为折射

指数的垂直梯度，写作： 

 

式中 P 为大气压力，T 为绝对温度， q 和θ 分别为比湿和位温。上式中大括号内的

内容表证比湿梯度的强弱对折射指数的影响，大括号前的内容表证位温梯度的强弱对折

射指数的影响。 

风廓线雷达接收到的散射信号被转化为多谱勒频谱，可由它推算出信噪比（SNR）

（即所要的信号功率与累计的噪音功率之比），信噪比的大小反映了雷达接收到的回波

信号的强弱。由于实际大气在垂直方向上满足准静力平衡条件，有明显的分层现象，每

层大气的交界面附近湿度、位温等气象要素有明显的变化,所以风廓线雷达具有观测大气

边界层结构的能力。并且，由（1）、（2）两式可知边界层中的逆温层附近就是 SNR 的高

值区，在信噪比图谱上表现为出现一条 SNR 亮带，如图 4 下部所示。 

分析信噪比资料时发现浓雾时信噪比亮带之上，常常存在信噪比的弱值区或无值区

（信噪比强度小于-15DBZ 或缺测），究其原因是雾顶附近的强逆温层结特性造成的电磁

波发生超折射现象使得垂直方向上电磁波回波功率减弱而形成的。本文借助同样是观测

回波功率强度的天气雷达，在探测强雷暴时常能观察到得回波穹窿和有界弱回波现象的

概念，称这种现象为“信噪比穹窿区＂。概括说来，雾顶附近的特殊的大气物理特性“高

湿度梯度＂和“强逆温层结＂造成了风廓线信噪比资料上的两个特征现象：1）信噪比

高值亮带；2）信噪比穹窿区。在对浦东机场雾的观测中，观测事实也发现这两个现象

往往是成对出现的。 

(二) 2008 年 1 月 8 日至 10 日大雾过程风廓线雷达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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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 1 月 8 日至 10 日，浦东机场连续两天经历平流雾天气过程，浦东机场风廓线

雷达风场资料（图 4 上部），记录了这次过程的大气波动情况，信噪比资料（图 4 下部）

记录了边界层结构的变化过程。这次过程也可以分以下几个阶段分析：第一阶段 8 日 22

时至 9 日 09 时，边界层中槽线开始由高到底的通过本场，此时逆温层高度降低到 400m

以下，地面能见度由 3500m 最低下降到 50m；第二阶段 9 日 10 时至 17 时，随太阳辐射

增强逆温层高度抬高，能见度略有好转，13 点后能见度升至全天最高的 1200m，在此阶

段的 10 时至 12 时的信噪比图上可以看到“信噪比亮带＂和“信噪比穹窿＂同时存在，

这表明雾顶附近水汽梯度大、逆温层深厚也是能见度难以好转的原因，13 时以后信噪比

亮带开始变得不明显，“信噪比穹窿＂短暂消失，这表明逆温层被破坏，此时地面能见

度上升到 1000m 以上，17 时太阳辐射减弱“信噪比穹窿＂和“信噪比亮带＂又重新开

始出现，此时能见度迅速下降到 300m；第三阶段 9 日 18 时至 23 时，边界层波动转为高

压辐散系统影响阶段，地面能见度受其影响停止下降转为上升，23 时能见度最高上升到

2300m 超过了白天的最好能见度，信噪比图上“信噪比亮带＂也出现类似的峰值区，只

是时间略有偏后；第四阶段 10 日 00 点以后，高压辐散系统影响结束，能见度迅速转差

最低到 50m 并维持了 4 小时，有趣的是 10 日 11 时能见度有一个时次的好转至 1000m 的

短暂过程，如次短暂的变化也在信噪比图上有所反应，11 时也出现了一个“信噪比亮

带＂高度的峰值。 

综上所述，地面能见度对边界层中的逆温层高度和大气波动的变化很敏感。观测事

实发现，地面能见度随逆温层高度的降低而降低；低压辐合系统使能见度降低，而高压

辐散系统使得能见度好转。 

 

 

图 4 2008 年 1 月 8-10 日垂直风场、地面能见度及信噪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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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廓线雷达的高时间分辨率特性，使得预报员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大气边界层结构及

波动的变化，从而赢得了宝贵的预警时间，同样上述地面能见度变化规律也给预报员提

供了大雾生消预报的根据和信心。 

五、结语 

随着国内飞行的日益频繁，临近预报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对航空安全也越来越重要，

风廓线雷达能够捕捉到常规资料无法观测到的中小尺度系统和边界层结构的实时变

化，弥补了常规探测资料在短时和临近预报中的不足，有助于改进机场临近预报的及时

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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