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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小云 民航西北空中交通管理局气象中心工程师

邮编 710082

如何提高咸阳机场大雾天气条
件下能见度观测的准确率



2011-9-23 民航西北空中交通管理局 白小云 2

引 言

咸阳机场大雾的成因,变化规律及天气特征

大雾天气能见度观测的经验

并得出结论

做好大雾天气下能见度观测准确与否的意义



2011-9-23 民航西北空中交通管理局 白小云 3

1. 引 言

秋冬季节，是许多地区雾天频繁的季节，人们看着

烟雾笼罩的天空，往往担心飞机是否正常起降。恶劣

的能见度或跑道视程直接威胁着飞机的起飞和着陆，

是影响飞机进近爬升和降落的主要因素，据有关统计，

因低能见度造成的飞行事故占所有气象原因造成事故

的一半左右，低能见度观测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着飞

行安全和航班正常起降，分析咸阳机场大雾天气条件

下能见度的变化规律，以提高低能见度观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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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咸阳机场大雾的成因,变化规律及天气特征

2.1 大雾是影响咸阳机场能见度的主要因子

利用咸阳机场2006-01-01－2010-12-31共5a的地面观测资

料，对能见度低于1.5 km的天气日数及对应天气要素统计分析

发现(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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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6－2010年影响咸阳机场能见度<1.5 km的天

气现象逐月平均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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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6－2010年影响咸阳机场能见度<1.5 km的天

气现象逐月平均日数

从表中可以看出看出：咸阳机场的能见度受雾、烟尘、风沙

（扬沙、沙暴）、降水等天气现象的影响，但雾是造成咸阳机

场低能见度的主要天气现象，占56.4%，主要集中在秋冬季。咸

阳机场位于渭北源上，南距渭河约4 km，东离泾河约3 km，拔
海高度476.3 m，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及两河源源不断的水汽输
入，再加上秋冬季地面温差的增大，造成咸阳机场秋冬季以雾

为主的天气现象，有时一连数天烟雾笼罩，严重影响航班的正

常飞行。咸阳机场气象观测规定中，凡1 d中有能见度小于1 km，
且相对湿度大于80%为1个雾日。咸阳机场主要受辐射雾的影响，
占总数的90% 以上，其次是平流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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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辐射雾、平流雾的成因

2.2.1  辐射雾的成因及特点

辐射雾是近地面空气强烈辐射使气温降低到露点温度以下

而形成的，主要出现在晴朗、微风的夜间或清晨，日出升温后

便逐渐消散。在深秋和初冬季节，相对湿度在80% 以上，风
速1～3 m/s，能见度小于3 km时，容易出现具有一定厚度的
辐射雾；静风时，湍流微弱，只有贴近地表相当薄的气层失热

冷却，这时仅能形成露（霜）或浅雾；风速大时，因湍流太强，

上层的热量会大量下传，阻碍了下层空气冷却，同时，强风会

使水汽迅速扩散，因此不利于雾的形成。观测员在日出前就要

特别注意能见度的变化，尤其是当清晨风速小于3 m/s时，一
定要注意大雾的生消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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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平流雾的成因及特点

平流雾是暖湿空气平移到冷下垫面时，空气与下垫面之间

的湍流热传输使气温降低而形成的雾。一日中任何时刻都可出

现，冬季的夜晚由于咸阳机场近地面层迅速冷却，与泾河、渭

河上暖而湿的空气之间存在较大的温差，两河上空能源源不断

的送来较热的暖湿空气，当主导风向东北风变为偏南风时，风

速为2～7 m/s时，就会使河谷雾抬升并移向机场，平流雾形成
和消失受风的影响很大，来去比较迅速，但这种雾影响范围广，

有时突然出现，浓度大，厚度厚，多次反复，难以预料。所以，

它的影响必须依托上游地区风向的变化，秋冬季，当本场出现

西南风或转为西南风后，尤其是在风向转为230°左右，风速
在3 m/s左右时，本场能见度易受河谷雾的影响，能见度转差；
当风向转为东北风时，能见度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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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咸阳机场大雾的日、年变化规律及对本场能见度

的影响

据对2006-01-01－2010-12-31天气现象的统计结果表明
(见图1)，咸阳机场5a中小于1 km的雾日为391d，占低能见度
的86.8%，其中冬季204 d，主要发生在12－1月，其次为秋季
109d，春季为56 d，最少为夏季仅有22次；能见度小于800 m
天数为348 d，其中冬季198 d，其次为秋季99d，春季为39d，
最少为夏季，仅有12次。由此可见，咸阳机场雾的年变化有如
下特征：(1)大雾一年四季都可出现，但主要集中在深秋10月和
初冬的11－12月，9月至次年3月低能见度均在4 d以上，10月
至次年1月平均达8 d以上。(2)能见度由1－7月趋向好转，7－
12月转差，7月能见度最好，12月最差。(3)9－11月是次低值
月。因此，在换季前后对低能见度的观测应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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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咸阳机场能见度小于1 KM大雾的季节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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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存在着明显的日变化，统计咸阳机场全天低于1.5 km
的雾日各时次平均能见度（图2）可以看出，咸阳机场的雾一
般出现在早晨和傍晚，但以06—08时出现的几率最大，一般
持续时间为3～5 h，但由于季节不同，大雾存在和消散的时
间也不等，夏季升温快，雾在08时前后逐渐减弱或消散；秋
冬季升温相对慢，雾在09－10时后方可消散；春季雾较夏季
维持时间长而比冬季短，出现在05—08时，维持时间3～4 h。
观测员必须在06—07 时和19—20 时这两个关键时段特别注
意雾的生成与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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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咸阳机场雾日能见度随时间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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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大雾的天气特征

(1) 冬季在无大的槽脊活动的情况下，咸阳机场在弱高压
脊控制下,处于微风场里，天气以晴天少云为主，往往
在早晚易形成辐射逆温，形成大雾天气。

(2) 冬季在强冷空气来临前，锋前暖脊较强大，使地面冷
锋迟迟不能东移，咸阳机场受暖脊控制3～7 d，易造
成数日大雾天气，冷空气过后能见度才会好转。

(3) 降雪时，能见度随着降雪强度的大小而时好时差;降水
过后，天空少云，湿度大，早晚易形成大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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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雾天气能见度观测的经验

随意选取2006—2010年十二次大雾天气时相应的风、22 
h的相对湿度、雾消散时的温度、雾日22 h的温度与前一天10 

h的露点温度之差（温度露点差）及气压（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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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雾天气与相关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时间 维持时间 风向 风速 相对湿度 温度露点差 场面气压 消散时气温

年/月/日 时分 /(°)   /(m/s)    /(%)      /(℃)      /(hPa)     /(℃)

2006-12-03   1600-2345 220-280     1        89        0.6        居中 3.8

2006-12-10   2341-0110 220-300     1        78        2.7        居中 0.0

2006-12-17   2353-0035 260       1        74        6.4        居中 0.6

2007-12-09   1600-0204 280-290    1～2      90        2.5        居中 3.8

2007-12-11   0051-0240 240-260    1～2      93        2.7        偏低 -0.3

2007-12-16   1600-0452 330-360    1～2     100        1.4        居中 -0.3

2008-12-03   1600-0353 C        0        95        3.0        居中 2.7

2008-12-06   0126-0245 100-110    1～2     100        0.5        偏低 0.8

2009-12-17   1600-0252 C        0        96        0.9        居中 0.6

2009-12-03   1600-0353 010-030     0        99        0.3        居中 6.0

2010-12-17   1600-0243 030-040    1～2      87        0.3        居中 4.7

2010-12-24   1600-1455 300-330    1～2      80        0.8        居中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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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雾与湿度的关系

湿度是雾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大雾天气与湿度有密切关

系，形成咸阳机场轻雾的临界值为68%，而一般日出前06 时
相对湿度在80% 左右,其后易形成大雾；而相对湿度在68%～
80% 之间时，要考虑烟雾并存；在相对湿度＜68% 时，一般
为烟。

3.2  雾与风场及气压场的关系

风对大雾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静风有利于形成露（霜）和

浅雾；风大时，容易把雾吹散，不利于雾的形成；只有当风速

在1～3 m/s时，才有利于雾的形成。当地面图上有强冷高压控
制，也不利于雾的形成。咸阳机场在吹南风的情况下，要注意

渭河河谷雾移向本场；在吹东北风的情况下，要注意泾河河谷

雾移向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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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雾与温度及露点温度的关系

晴朗的夜晚或晚间云缝裂开,地面有效辐射增强,近地面温
度迅速降低,有利于水汽凝结,并有利于形成逆温层,从而有利于
雾的形成。雾形成后，气温回升，由于水汽的蒸发，近地面空

气的饱和度破坏，相对湿度不断减小，当本场冬季气温上升到

0 ℃以上，秋季气温上升到10 ℃左右，大雾就可消散。

当然，以上的结论也不是绝对的，例如2011-1-28出现的大
雾就不符合露点温度差小于3℃的条件，所以，还有待于在今后
的实际工作中进一步验证，这也是下一步着手进行的论题。

除了大雾以外，轻雾、烟、降水及风沙现象对西安咸阳机

场的能见度也造成一定的影响，但与大雾相比造成能见度低于

1000 m以下的比例很小，所以就不一一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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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4.1 分析咸阳机场大雾天气的意义是提高低能见度观测水
平的前提。

4.2 分析咸阳机场大雾的成因及大雾的天气特征，掌握大
雾的日、年变化规律及对本场能见度的影响是提高低能见度观

测准确率的基础。

4.3 观测经验与理论的相结合是进一步提高低能见度观测
水平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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