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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都机场能见度气候特征及其变化规律 

黄继雄 谭杰丽 丁叶风 

华北空管局气象中心 

摘要 

    本文利用1976～2009年北京首都机场能见度逐时次气象观测资料, 分析了34年来首

都机场能见度的气候分布特征，并使用小波分析方法研究了首都机场低能见度天气的年

际和年代际变化规律。结果表明：首都机场能见度分布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季节变化及日

变化规律，上午10时和夜间23时是预报能见度的关键时间点。34年以来，首都机场能见

度逐渐转为较差，维持在3km以上的频次减少；出现1km ≤VIS＜3km的频次增多；而出

现VIS＜1km的低能见度频次增加趋势不明显，近10余年间，低能见度的平均值为震荡

上升趋势。低能见度存在准4年振荡周期，较为显著，并呈现周期缓慢增加的趋势；另

外存在准10年振荡周期和准18年振荡周期，但较不明显。 

一、引言 

  能见度作为预报的一个物理量，是反映大气透明度的一个指标，航空界定义为具有

正常视力的人在当时的天气条件下还能够看清楚目标轮廓的最大距离。能见度和当时

的天气情况密切相关。当出现降雨、雾、霾、沙尘暴等天气过程时，大气透明度较

低，因此能见度较差。而低能见度对交通运输有着致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它对航空

飞行安全直接构成严重威胁，据统计，由于天气原因导致飞行航班延误一般会占延误总

数的70％，而天气原因中又以低能见度最为多见，首都机场作为国内最繁忙的空港，日

航班量千余架次，日吞吐旅客数万人次。低能见度天气过程可导致机场关闭、航班取消，

造成大量旅客滞留，严重影响飞行安全、运营秩序正常和经济效益。 

  从上世纪70年代以来，我国气象学者就对能见度方面尤其是低能见度天气变化规律

等有关问题进行了大量的研究。王淑英[5]等利用1990-2000年北京观象台常规地面气象要

素和最近两年常规大气污染物浓度等资料，分析了北京地区最近11年中能见度的气候变

化特征以及气象条件和大气污染对能见度的影响，结果表明：北京地区大气能见度有明

显的年际变化、季节变化和日变化特征，冬、春秋三季及全年日平均年际变化表现为20

世纪90年代中期能见度较好，前期和末期能见度差，能见度与相对湿度和空气污染物浓

度呈反相关。王继志等[4]发现北京市区能见度在冬季和秋季呈现出两种不同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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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能见度有转好趋势；秋季，城区的海淀、门头沟、石景山、丰台等地，北部及东部

的能见度有逐年转差的趋势。赵习方等[3]分析了北京地区20个气象站近20年的地面常规

气象观测资料，发现北京地区低能见度出现频率由东南部城区向西北部山区逐渐减小。

关于机场低能见度的气候统计研究，沈俊等
[11]分析了上海虹桥机场近18年（1987-2004年）

能见度的年际变化、季节变化和日变化特征，发现虹桥机场能见度呈逐年下降趋势，但

低于着陆标准的能见度发生频率却逐年趋于减少，能见度的季节变化特征非常明显。能

见度变化以年周期和天气尺度周期（2.5-9.8天）最为显著，其次为准双周振荡（10－20

天）。冯彦华等
[2]利用白云机场1986-1995年近10 年逐小时能见度资料, 对低能见度的气

候特征进行了统计, 并对造成能见度障碍的天气现象和影响系统作了普查分析。结果表

明: 白云机场低能见度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和日变化特征；低能见度平均出现次数与持续

时间明显成反比；造成低能见度的天气现象仅有雾和雨两种。弱高压脊是造成冬半年恶

劣能见度的主要天气系统,在锋后极少出现低能见度的状况。 

    本文利用首都机场1976～2009年逐时次能见度资料，分析了其气候分布特征，并使

用小波分析方法研究了首都机场能见度天气的年际和年代际变化。 

二、资料和方法 

（一）所用资料 

  首都机场1976～2009年逐时次能见度实况天气资料。 

（二）分析方法 

1.对资料的标准化处理 

在气候诊断分析中，常对资料进行标准化处理，得到标准化序列来代替气候变量本

身的观测数据。任何气候变量序列经过这样处理后，都可以化为平均值为0、方差为1的

序列。 

                                                    ① 

其中S为标准差：                                     ② 

 

2.平滑处理 

在做小波变换之前先对首都机场秋季能见度次数时间序列做了五点二次平滑处理。 

3.小波分析法[1]，[6]-[10] 

  对于时间序列f ( t)，其小波变换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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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其中，Wf ( a, b)是小波变换系数，a为伸缩尺度因子，决定小波宽度；b为平移因子，

反映小波位移量， a，b∈R，且a≠0；Ψ*是Ψ的共轭函数。本文选择的小波基函数为墨

西哥帽(MHAT)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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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Fourier变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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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取不同的尺度因子，计算得到一系列小波系数；在小波系数图上极值的大小

与相应波动的振幅成正比，而波动能量又与振幅的平方成正比，这就说明小波系数的极

值越大，能量越强，所代表的扰动越强，对应的扰动周期也就越显著。所以，小波变换

的系数可以用于分析气候资料序列中所包含的不同时间尺度下的周期变化特征及可能

的气候突变点。 

三、能见度的季节变化 

  为了研究首都机场能见度的变化规律，本文将首都机场出现的逐时能见度分为三

类：①能见度大于或等于3km(VIS≥3km)；②能见度小于3km，大于或等于1km(1km ≤VIS

＜3km)；③能见度小于1km(VIS＜1km)，即低能见度。我们将通过出现三类能见度的逐

时频次统计，来揭示其变化趋势。 

通过统计首都机场1976～2009年各月的三类能见度的逐时频次，平均来看，全年平

均的三类能见度所占比例分别为91.37%、7.49%和1.14%，说明能见度大于或等于3km的

情况占全年的大多数，能见度低于3km的比例较小。按季节来看，如表1所示（首都机场

1976～2009年各季节的三类能见度的频次比例），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能见度低于3km

的所有季节中，秋季所占的比例是最大的，其次是冬季，并且秋冬季发生低能见度天气

VIS＜1km的比例也最大；春季能见度最好，夏季次之，但夏季出现较差能见度（1km ≤

VIS＜3km＝的频次也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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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首都机场1976～2009年各季节的三类能见度的频次比例 

 VIS＜1km 1km ≤VIS＜3km VIS≥3km 

春季 1.13� 11.32� 239.43� 

夏季 1.52� 20.67� 229.69� 

秋季 4.08� 22.50� 222.56� 

冬季 4.65� 20.45� 222.03� 

为了更加明显突出能见度的变化趋势的特殊性，将三类能见度的逐时频次进行标准

化处理，如图1为首都机场1976～2009年三类能见度的逐月变化。分析可知：图中三条曲

线均在9月达到零线位置附近，说明三类能见度均从9月开始趋势发生改变；９月中旬至

次年１月（秋季和初冬季）VIS＜3km的天气逐渐增多；11月（深秋季）出现VIS＜1km

的天气是最多的。６月中旬则为出现1km ≤VIS＜3km天气多少的分水岭；２月中下旬

至６月中旬（春季和初夏季）出现VIS≥3km较多，5月最多；7月至8月出现1km ≤VIS

＜3km天气也较多，这与北京地区7月至8月时值雷雨季节，近地层水汽充沛有相当大的

关系。 

 

图1 首都机场1976～2009年三类能见度的逐月变化（标准化处理） 

四、能见度的逐时变化特征 

下面我们主要讨论首都机场1976～2009年的能见度的逐时变化特征，并试图探讨关

于能见度预报的时间关键点。 

（一） 三类能见度的逐时变化特征 

图2为首都机场1976～2009年春、夏、秋、冬四季及全年的三类能见度逐时频次统

计，为了方便比较和趋势分析，图中曲线均进行了标准化处理，可以看出：首都机场能

见度的频次分布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日变化规律，后半夜到早晨能见度最差，午后到傍晚

能见度最好。四季及全年的三类能见度逐时变化曲线趋势大体一致，略不同的是，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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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1km和1km ≤VIS＜3km的频次早晨6时达到最多（对应VIS≥3km频次最少，能见度

最差）；春季、秋季为7时；冬季则向后顺延至8-9时，6时左右VIS≥3km的频次反而有

增加趋势，这主要与夏季较冬季日出时间早，日照使地面升温早，逆温层的破坏早有关。

同样由于冬季日落时间早于夏季，辐射降温快，能见度在15~16点全天温度最高时达到

最好（VIS≥3km的频次最多）之后迅速降低，冬季能见度转差的时间也就早于夏季很多。 

 

   

图2 首都机场1976～2009年四季及全年的三类能见度逐时频次统计（标准化曲线，横坐标均为北京时） 

为了进一步研究三类能见度发生转换的具体时间段，把三类能见度的逐时变化标准

化曲线画在一张图上，如图3所示，对于全年平均，上午10时三条曲线与0线第一次相交

在一起，之后VIS＜1km和1km ≤VIS＜3km的频次增加到全天平均值之上，即10时为能

见度开始转好的关键时间段；夜间23时是三条曲线与0线的第二交汇点，之后VIS＜1km

和1km ≤VIS＜3km的频次减小到全天平均值之下，说明23时是能见度开始转差的关键时

间段。 

同样，分季节分析（图略）也可以得出：上午10时前后是能见度开始转好的关键时

间段，夏季（9时）超前于冬季（11时）；夜间23时前后是能见度开始转差的关键时间

段，冬季（23时）超前与夏季（次日1时）。 

（二） 低能见度（vis<1000米）的逐时变化特征 

图4分析了首都机场1976~2009年全年能见度低于1km的低能见度平均值和低能见

度发生频次的逐时变化，可以看出：首都机场全年低能见度平均值的日变化在400~800

米之间；05时最低，12~22时平均值维持在较高水平，振幅变化较小；22-05时、05-12时

分别是平均值的快速下降和快速上升期。低能见度平均值的变化略超前于低能见度频次

变化。分季节分析低能见度特征（图略）可得到类似结论，不同点是：夏季、春季低能

见度频次少，维持时间短，低能见度平均值振幅大；冬季、秋季低能见度频次多，维持

时间长，低能见度平均值振幅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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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首都机场1976～2009年全年平均的三类能见

度频次标准化逐时序列（北京时） 

图4 首都机场1976～2009年全年低能见度（vis<1000米）

平均值及频次的逐时变化 

（纵坐标分别为低能见度平均值（连线图，单位米）

和频次（柱状图，单位小时数）；横坐标为北京时）

五、能见度的逐年变化特征 

前面探讨了关于预报能见度的关键时间段，下面主要研究首都机场能见度1976～

2009年的逐年变化特征。 

（一） 三类能见度的逐年变化特征 

   
图5 首都机场1976～2009年四季及全年的三类能见度逐年变化（标准化曲线，经平滑处理） 

图5为首都机场1976～2009年四季及全年的三类能见度逐年变化标准化曲线，可以看

出：二十世纪七十年代到九十年代初，首都机场能见度相对较好，1983年最好，之后能

见度缓慢下降；1994年后，VIS≥3km出现的频次发生陡降，同时出现VIS＜1km和1km ≤

VIS＜3km的频次陡然增加，1998年达到峰值；随后的10余年间，VIS≥3km的频次在低位

反复震荡，对应1km ≤VIS＜3km的频次在高位震荡趋势，而VIS＜1km的低能见度频次

1998年后迅速减少，近年来又回到了34年平均值之下。 

 
图6 首都机场1976～2009年低能见度平均值及频次的年际变化 

（实线表示低能见度平均值连线；虚线表示平滑后的低能见度平均值曲线；柱状图表示低能见度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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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首都机场1976～2009年低能见度平均值及频次的年际变化，如图6所示，

整体来看，34年来，低能见度的平均值为震荡上升趋势；低能见度频次变化表现为周期

震荡的峰谷形式，增加或减小趋势均不明显。 

（二） 三类能见度的年际和年代际变化 

为了进一步分析低能见度的年际和年代际变化特征，采用Morlet小波的分析方法，

对其进行实部和虚部的分析，实部反映了其年际和年代际变化的振荡周期，虚部代表了

其发生年际和年代际变化的振荡周期的能谱分布。如图7-9所示，分析得出：80年代中后

期开始，存在准4年振荡周期，较为显著，并呈现周期缓慢增加的趋势；另外存在准10

年振荡周期和准18年振荡周期，但较不明显。 

  
图7 首都机场1976～2009年低于1km能见度频次的

年际和年代际变化 

图8 首都机场1976～2009年1-3km能见度频次的年

际和年代际变化 

 

能见度低于3km、大于等于1km的年代际变化：从能谱分析来看，80年代末期至今，

准10年振荡周期最为显著，并且21世纪初以来还出现了准8年振荡周期，相较于低能见

度发生的情况越来越频繁。 

 
图9 首都机场1976～2009年大于3km能见度频次的年际和年代际变化 

 

能见度大于3km的年代际变化：能谱分析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能见度较好的情况呈现

长周期振荡，周期表现为18-20年，2004年至今较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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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影响首都机场能见度的天气现象 

    对比分析34年来引发首都机场能见度变化的天气现象，可以看出：大雾是造成

首都机场能见度低于1km的主要原因，图10中其频次变化基本近似于图1和图5中低能见

度频次曲线的变化趋势；轻雾、烟霾天气是造成能见度1-3km的主要原因，其频次变化

基本近似于图1和图5中较差能见度频次曲线的变化趋势；而沙尘天气主要发生在春季，

频次相对较少，其变化曲线对能见度的变化趋势不构成太大影响。 

  

图10 首都机场1976～2009年影响能见度的天气频次的逐月变化和逐年变化 

七、结论 

    综上所述，得到首都机场能见度的以下气候特征及变化规律： 

（一）首都机场能见度分布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春季最好，夏季次之；

秋季最差，冬季次之。 

（二）首都机场能见度分布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日变化规律，后半夜到早晨能见度最

差，午后到傍晚能见度最好，上午10时前后和夜间23时前后是预报能见度是否转好和转

坏的关键时间点。 

（三）34年以来，首都机场能见度逐渐转为较差，维持在3km以上的频次减少；出

现1km ≤VIS＜3km的频次增多；而出现VIS＜1km的低能见度频次增加趋势不明显，近

10余年间，低能见度的平均值为震荡上升趋势。 

（四）80年代中后期开始，首都机场低能见度存在准4年振荡周期，较为显著，并

呈现周期缓慢增加的趋势；另外存在准10年振荡周期和准18年振荡周期，但较不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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