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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机场气候特性对飞行安全的影响 

王少林 刁兴光 吕环宇 

民航大连空中交通管理站 

摘要 

机场气候条件是影响航空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认识和掌握机场的航空气候规律，

对保障航空运输和飞行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本文利用大连机场1986～2005二十年气候资

料进行统计分析，阐述了特殊的地理位置和自然环境条件下所产生的大连机场复杂天气

如低能见度、低云、雷暴、大风、降水等气候发生规律，并对各种复杂天气飞行安全的

影响进行了评估。 

关键词：气候特性 飞行安全 地理位置 评估  

一、引言 

机场气候条件是影响航空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认识和掌握机场的航空气候规律，

对保障航空运输和飞行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充分利用有利的气象条件制定各类航空运输

和专业飞行计划，可以有效地保证飞行安全，提高航空公司经济效益，实现节能降耗。 

随着大连机场东北枢纽机场地位的日益呈现，航班量以每年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

准确把握大连机场气候条件特点指导安全飞行已经成为民航空中交通管制员、航空公司

签派员、飞行人员和气象人员保障航空运输和飞行安全必备的内容。 

二、大连机场概况 

大连机场位于辽东半岛南部，东北方为半岛陆地，其它各方临近黄海和渤海，东南

5千米处是大连湾，北10千米处是金州湾，西南30千米处是旅顺港。东北44千米处有大沙

河，50千米处有登沙河，分别由西北向东南注入黄海。 

大连机场净空条件差，机场20千米以内多为500米以下的山丘。三面环山，一面朝

海,除东南方外，其它方向为起伏不平的山丘。这种特殊地形为本场春夏季东南风条件下

的平流雾和低碎云天气创造了有利条件，对大连机场的气候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大连机场气候特点 

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地处中纬度地区，暖温带的北部，属湿润性季风气候，兼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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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性气候特点。 

    受海洋湿空气的调节作用，大连机场全年湿度适中。主要气候特征是：春季雾、降

水量开始增加，多西南大风，偶有扬沙；夏季多低碎云、雾、雷暴，降水量大，降水日

数多；秋季多晴天，有时有雷暴，秋末偶有寒潮；冬季多偏北大风，多降雪，有烟雾。

影响机场航班正常的主要气象要素有：春季的西南大风和雾，夏季的雾、低碎云、雷暴

和台风，秋季的雷暴，冬季的偏北大风、降雪和烟、雾。机场由于受海洋暖湿空气的调

节，形成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气候特点。 

    冬季受干冷的极地气团的影响，形成干冷多晴的气候特点；夏季受暖湿的副热带气

团影响，形成了湿热多雨的气候特点；春季和秋季分别为上述两季的过渡季节：春季暖

湿空气活动逐渐增强，干冷空气减弱，形成了气温回升快、降水日数开始增多的气候特

点；秋季暖湿空气活动开始减弱，干冷空气开始活跃，大气层结趋于稳定，对流性天气

开始减少，形成了“秋凉常晴＂的气候特点。 

四、各气象要素对大连机场航空飞行影响 

4.1各气象要素对飞行影响概述 

影响大连机场航空飞行的主要气象要素主要包括低云、低能见度、强降水、大风和

雷暴冰雹等强对流天气。根据气候统计，一年四季中，大连机场秋季低碎云、雾、雷暴

和大风天气较少，晴空日数多，能见度也较好，是飞行的最佳季节。而在夏季，低碎云、

雷暴、降水不但出现的次数最多，而且强度也最强，严重影响航班正常，威胁飞行安全。

夏季受近海冷的下垫面及海温的辐射输送，大连机场受平流雾影响较多，低云、低能见

度天气频发。所以夏季是最不利于飞行的季节。春季受西南大风、低碎云、雾、降水、

雷暴、降雪、雨夹雪，冻雨和偏北大风等不同程度的影响，造成航班不正常。冬季影响

飞行的气象要素主要是降雪、偏北大风和烟雾。 

以2010年1-8月份大连机场天气原因影响航班量统计分析结果为例。如图1所示：2010

年大连机场6月份天气原因影响航班量最多，达到了233架次，7月份次之，达到77架次，

这与春夏交替之际大连机场天气情况复杂有密切的关系。图2内容表明：大连机场2010

年前8个月影响航班正常的各种天气原因中，大雾伴随低云的天气影响航班的数量是最

大的，达到286架次，其次是雷雨、单纯的低云、单纯的大雾天气以及大雪天气，分别

达到46架次、45架次33架次和25架次，对航班起降也有较大的影响。其他的天气现象如

风沙和大风由于一般只会在特定的季节里出现，总体对航班正常影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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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8月份大连机场天气原因受影响航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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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8月份大连机场各种类型天气影响航班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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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0年1-8月大连机场天气原因影响航班量月分

布图 

图2 2010年1-8月大连机场各种天气原因影响航班量

分布图 

 

4.2影响大连机场飞行的气象要素——低云、低能见度 

低云主要包括碎雨云、淡积云（碎积云）、层云（碎层云），其主要特点是云底高

度低、移速快，可在短时间内覆盖机场，对飞机起降影响很大，有时甚至直接危及飞行

安全。影响能见度的主要天气现象有雾、轻雾、烟和降水，其次还有霾、浮尘、扬沙和

吹雪等。能见度低于1000米的天气现象主要是雾。 

由于大连机场所处的特殊地理环境,低云、低能见度表现为显著的地方性特点,全年

影响航班正常的天气大多是由低云、低能见度引起的。 

夏季是大连机场低云、低能见度出现最多的季节，产生低云、低能见度的系统主要

是副热带高压后部、气旋、倒槽、锋面及冷涡等。地面常表现为东南风；低云往往与平

流雾、降水相伴出现；低云、低能见度持续时间均较长，严重影响飞机起降。冬、春两

季出现低云、低能见度的主要天气形势为弱气压场、海上高压后部、弱高压（脊）等。

日出后，受太阳辐射影响，或受逆温影响，而产生辐射雾或烟，由雾而抬升为低云。这

几种天气形势下的低云、低能见度一般持续时间不长，日出后低云随温度的升高而抬升，

通常能见度在10时左右好转。傍晚前后有时也会产生辐射雾、烟及低云。冬季有时也会

产生冷性低云。春、夏和冬、春之交辐射雾、平流雾一般都会出现。 

大连机场机场能见度小于1000米的日数累年平均为42.3天。累年各月中，7月份出现

能见度小于1000米的日数最多，为6.3天；9月份最少，平均为0.6天。一年四季中，夏季

出现能见度小于1000米的次数最多，占全年总日数的32.2%。影响能见度小于1000米的主

要天气现象中，雾是39.0天，占92.2％；其次是雪和雨，分别是3.0天和1.7天。低云量夏

季最多,季平均低云量为2.6个量；冬季最少,季平均低云量为1.1个量。全年当中低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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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个量的频率最高，为43.7%。 

  
图3  累年冬季低云或低能见度出现的频率日变化

图（资料年限：1986-2005共20年） 

图4  累年春季低云或低能见度出现的频率日变化

图（资料年限：1986-2005共20年） 

  
图5  累年夏季低云或低能见度出现的频率日变化

图 

图6  累年秋季低云或低能见度出现的频率日变化

图 

资料年限：1986-2005共20年） 

 

由图3～6可以看出：从持续时间来看,夏季低云、低能见度持续的时间最长，全天

都可出现；冬、春两季次之，主要集中在清晨至上午这段时间，傍晚日落前后也有出现；

秋季持续的时间最短，一般出现在日出前后。各级低云、低能见度的日变化规律基本上

是一致的,一般在清晨至午前最差，随气温升高逐渐转好，下午气温升至最高时，能见

度转为全天最好，入夜至午夜仍有一个低云、低能见度转坏的过程。 

大连机场各级能见度低于规定值的频率体现出了很明显的季节变化规律和日变化

规律，能见度的抬升和降低与日出日落时间，温度的变化都有很好的相关性。 

4.3影响大连机场飞行的气象要素——雷暴 

    大连机场累年平均雷暴日数为16.1天，年最多雷暴日数为24天（2004年），年最少

雷暴日数为9天（1999年）。雷暴集中出现在夏季，夏季平均出现的日数为9.0天，占全

年总日数的55.6％，冬季没有出现过雷暴。7、8月份雷暴出现日数最多，均为3.1天。雷

暴初期平均为4月27日，最早是3月11日（1992年），最晚是7月3日（1994年）。雷暴终

期平均为10月23日，最早是9月16日（1996年），最晚是11月28日（2005年）。大连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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雷暴的日变化明显。累年雷暴逐时出现次数以12－13时和15－16时为多，均为2.8次；20

时较少，其中08时最少，平均为1.6次。 

若是冷锋、副高后部、冷涡天气系统影响，雷暴多从西或西北方向进入机场大连

机场。若是切变线在山东半岛附近，雷暴多从西南方向进入机场。雷暴出现伴有阵雨出

现的频率最高；强雷暴常伴有大风、冰雹等天气现象，但频率低。产生雷暴的天气系统

主要是锋面、空中槽(或切变线)、副热带高压后部和冷涡。  

上、下游地区广阔的海面，冷热不均的下垫面及机场附近曲折的丘陵地形，是造

成大连机场夏季中、小尺度雷暴频发的机制。从图11、12可以看到，7，8月份是雷暴发

生次数最多的月份。夏季受局地热辐射的影响，内陆迅速的升温造成周围海平面水汽辐

合的迅速补充，丘陵地形抬升的影响，造成热力的不均匀上升及扰动的形成，触发雷暴

的发生。 

由图7可知：4月至10月的累年月平均雷暴日数大于全年月平均的1.3天，其中7、8

月份的累年月平均雷暴日数最大，均达到3.1天。由于大连机场历来发生的冰雹次数都非

常少，所以在图形上显示约为0。这也和大连机场的海洋性气候相对应。由图8可知：累

年各月逐时雷暴次数分布中，04世界时（12北京时）和07世界时（15北京时）的平均出

现雷暴次数最多，为2.7次。00世界时（08北京时）平均出现雷暴次数最少，为1.2次。平

均2.2次。由图9可知：大连机场6月份雷暴的平均次数最大，达到平均0.5次，平均为0.18

次。由图10可发现大连机场各个持续时间段的雷暴次数逐月变化规律，各个时间段的雷

暴次数都显示6-8月份次数最大。这与大连机场夏季雨季雷暴多发相吻合。 

  
图7    累年雷暴、冰雹平均日数年变化图 

（资料年限：1986-2005共20年） 

图8    累年全年出现雷暴的平均次数日变化图 

（资料年限：1986-2005共2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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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累年出现雷暴的平均次数年变化图 

（资料年限：1986-2005共20年） 

图10   累年雷暴各持续时间的平均次数年变化图

（资料年限：1986-2005共20年） 

 

4.4影响大连机场飞行的气象要素——大风 

    机场受季风气候影响，夏季多吹东南风，冬季多吹偏北风。瞬间风速≥17米/秒的大

风日数，累年平均为11.2天，年出现最多为30天(1986年)，年出现最少为2天(1988、2003

年)。全年各风向中，北风(350°、360°、10°)出现的频率最高，频率为15.5％，平均风速也

是最大，主要集中在9月份至翌年3月末。南风(170°、180°、190°)的出现频率次之，主要

集中在6—8月份。4—7月份是东东南风（110°、120°）出现频率最高的季节。极端最大瞬

间风速为28米/秒（360°，1990年12月1日）。 

    大风主要有冷锋后偏北大风、高压后部偏南大风、低压发展时的大风、台风和雷暴

大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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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平均为4.6天，夏季最少，季平均0.5天。全年

各月中，4月份大风出现的日数最多，平均为2.2天；７、8月份出现大风日数最少。历年

最大瞬间风速为28米/秒（360°，1990年12月1日）。 大连机场全年出现的大风多为偏北

大风。 

大连机场跑道为东西走向，北、西、南三个方向山脉及东部大连港入海口，构成了

机场的“喇叭口＂形状地形，当秋、冬季节盛行的偏北大风及春、夏季节盛行偏南大风

进入到机场上游时。高空风由三个方向经山脉的阻挡、下沉进入机场后，风向、风速会

发生突然性的变化，常造成乱流、扰动，产生风场的突变。由于大连机场周边山地高差

大，水域面积广，受地形波作用，不仅会经常出现湍流及低空风切变，而且其强度也较

大。在日常保障飞行过程中，当天气报告中风速数值正侧风超过10米/秒时，飞机在降落

过程中，常发现五边风速数值远远大于天气报告中的风速数值，并且还经常会遇到不同

程度的乱流，致使飞机操纵困难，常因此而复飞，严重地影响飞行安全。2007年3月4日

12：30到3月5日15：45期间，大连机场有8架飞机因风速较大及风向的不稳定性而复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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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年9月20日，大韩航空一架飞机执行首尔～大连航班任务，因本场大风3次复飞后方

安全降落，机组报告高空风向、风速变化剧烈；2009年有机组报告且影响飞机起降达到

10分钟的低空风切变有6次，已严重威胁飞行安全。 

 

图15   大连机场累年各风向频率图 

（资料年限：1986-2005共20年） 

图16    大连机场累年风向和风速出现的频率图 

（资料年限：1986-2005共20年） 

如图15所示：大连机场累年频率最大的风向为北风，其次西西北风、南风和东南风，

东北风的频率最小。如图16所示：偏北风中，平均风速6-10mps的频率大于4-5mps的频率

大于1-3mps的频率，偏西风中，平均风速1-3mps的频率大于6-10mps的频率大于4-5mps的

频率，偏南风和东南风中，平均风速1-3mps的频率大于4-5mps的频率大于6-10mps的频率。

这体现出，大连机场，北风出现较大风速的概率最大，其次是西风，再次是南风和东南

风。 

4.5影响大连机场飞行的气象要素——降水 

大连机场的降水有明显的地方性特点，降水主要集中在夏季，夏季降水量的多少决

定了全年降水量的多少。大连机场的降水特点还与降水系统及系统来向有关，由于南来

系统水汽充沛，常有低空水汽输送带与之配合，因此天气表现剧烈，降水量大而集中，

多降大到暴雨；北方气旋和冷锋降水强度较小，多为阵性降水，降水持续时间也较短；

西来倒槽降水则具有连续性、强度变化小的特点；冷涡和台风影响时，降水强度大，但

持续时间较短。 

大连机场降雪时，能见度转坏，通常可导致能见度小于 4000 米，有时可使能见度

小于 1000 米，同时，还易造成跑道积雪，严重影响飞机起降甚至危及飞行安全。此外，

由于积雪期长，雪被作用引起的雪面逆温更强，利于烟的堆积和雾的生成，致使整个冬

季低层能见度较差，使午前的飞行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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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夹雪或冻雨天气主要出现在秋末、冬初和冬末、春初的过渡季节里。雨夹雪一般

与冻雨相伴出现，并常与寒潮天气过程相联系。雨夹雪降水量一般不大，但容易造成跑

道结冰，导致跑道无法正常使用。雨夹雪对飞行活动的影响还表现在降水强度较大时会

导致能见度急剧转坏，且易出现飞机积冰，危及飞行安全。 

大连机场累年平均降水量为539.6毫米。大连机场降水量季节差异很大。夏季平均

降水量为322.6毫米，冬季降水量最少，季平均降水量只有21.1毫米。大连机场累年平均

降水日数为55.7天。 全年各季中，夏季降水日数最多，季平均为22.7天；冬季降水日数

最少，季平均为6.8天。全年各月中，7、8月份降水日数最多，平均为16.0天，2月份降水

日数最少，平均为1.4天。 

 

 

 
图17  大连机场累年平均降水量（mm）年变化图 

（资料年限：1986-2005共20年） 

图18   大连机场累年平均降水日数年变化图 

（资料年限：1986-2005共20年） 

由图17可知：大连机场累年8月份降水量最大，达到141.1mm，2月份最小，为4.6mm。全

年平均月降水量达到44.8mm。各月降水量的分布规律大致为：夏秋多，冬春少。由图18

可知：大连机场累年7月份降水日数哦最多，为11.6天，2月份最少，为3.9天。全年平均

月降水日数为6.7天。各月降水日数分布规律与降水量规律相似。 

五、结 语 

1. 大连机场地理环境独特，半岛之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具有湿润性季风气候并

兼有海洋性气候的特点，四季分明，季节差异大。各季节都有不同的重要气象要素

影响大连机场航空飞行。 

2. 大连机场春夏季节出现影响飞行的复杂天气较多，多低能见度、低云、强降水、雷

暴天气，冬季多偏北大风、大雪天气，偶有冻雨，对航空飞行有一定的影响，秋季

影响航班的天气相对较少，最适合航空飞行。 

3. 大连机场影响飞行的天气因素很多，主要包括低能见度、低云、雷暴、大风、强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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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这些影响航空飞行的气象要素在一些特定的季节和天气系统环境下对本场起降

飞行造成影响，其中低能见度和低云对大连机场航空飞行的影响最大，是威胁航空

安全，造成航班不正常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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