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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ur successive freezing rain/ heavy snowfall processes were undergone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China from 11 January to

2 February 2008 , under the backg round of the long-term lasting blocking in the middle-higher latitudes o f the Euro-Asian continent

(named “ 0801 Southern Snow-Disaster” hereafter).This severe w eather event has the characteristical features of broad range , strong

intensity , long duration and serious disaster.During this event the blocking situation in the higher latitudes is kept quasi-steady with

minor changes , the weather systems in the lower latitudes are so active that the sufficient vapour supplies can be guaranteed , the

favourable weather conditions to the formation of ice sto rm are met in the w ide region w ithin the southern China and so fo rth.The

cause of formation of the tempo rally and spatially large-scale event itself might be , as a whole , traced back to the planetary-scale sy s-

tems.The results from the research , in the polar vo rtex anomaly and its change with time , show that changes in the polar vo rtex in

the stratosphere precede those in the troposphere , especially the polar vo rtex in the stratospheres in early December before this event

commenced to g radually strength w hile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polar vor tex in the troposphere delayed dramatically with its rapid

streng thening in the period be tw een the middle of January and early February.This implies that indications of changes in the polar

v ortex in the troposphere and the severe weather events associated might be contained within the stratoposphere , which is very mean-

ingful to improving the 10-30 days' extended forecasts.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significant facto rs that lead to the unusual

a tmospheric circulation and thus this severe weather event include:(1)the very active A rctic Oscilla tion(AO)that benefits the per-

manent maintenance of the planetary-scale w aves;(2)transferring continuously of negative vor ticity into the blocking area from its

upstream around 50°N so as to cause repeatedly the blocking high on the verge of disinteg ration to reintensify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blocking conditions can be maintained for a long time;(3)the active southern branch of currents in the low er latitudes south of the

Tibet plateau that ensures the abundant vapour supplies to the southern China;and(4)the favourable synoptic-dynamic-physical con-

ditions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ce sto rm and so for th.

“ 0801 Southern Snow-Disaster” lasted fo r a longer period with an extremely severe icing.The data from the Cloud-P rofile Radar

on the satellite CloudSat are used in order to make the synoptic-dynamic-physical analyses of the typical cloud series during this ev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arm and humid southwestern cur rents climbing along the front fo rm a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tw o air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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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with a clear dividing line between them and the thinner cold air mass under the front.There exists a melting layer be tw een 2 and

4 km and , icing par ticles can be found above this layer as well as in the layer near the g round.On the other hand , there are the layers

w ith their temperature ranging from 0 to 4 ℃, in the middle-lower troposphere(850-700 hPa)in the larg e par t of the southern

China during this event as suggested by the conventional meteorolog ical data.At the same time , the corresponding surface tempera-

ture kept generally betw een -4 and 0 ℃ with the relative humidity o ver 90%, w hich provides the falling supercooled w aterdrops

w ith a very favourable synoptic-phy sical conditions to form the severe glaze and to ice up at the surface via freezing , deposition and/o r

accretion.

Key words　Disasterous weather , Low temperature freezing rain/ heavy snowfall ,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 Causes of formation

摘　要　在欧亚大陆中高纬度长期维持阻塞形势的背景下 , 2008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2 日中国南方连续经历了 4 次低温雨雪

冰冻天气过程(简称“ 0801 南方雪灾”)。这次强天气事件过程范围广 、强度大 、持续时间长且灾害极为严重。其天气学特征表

现为中高纬阻塞形势稳定少变 ,低纬系统活跃确保水汽输送 ,以及南方部分地区满足冰雪风暴形成的有利天气条件等。研究

表明 ,导致大气环流异常从而促使这次低温雨雪冰冻强天气事件出现的主要因素包括:(1)北极涛动(AO)的异常活跃 ,有利于

行星尺度波动的稳定维持;(2)阻塞上游 50°N 区域有极强的负涡度平流持续输送到阻塞区 , 使濒临崩溃的阻塞形势得以重新

加强 ,从而使阻塞形势长时间稳定维持;(3)青藏高原以南低纬地区南支气流活跃 , 确保中国南方充沛的水汽来源;以及(4)长

期存在有利于冰雪风暴生成发展的天气-动力-物理学条件等。

“ 0801 南方雪灾”事件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冰冻现象极为严重。文中借助新型卫星 CloudSat的星载云廓线雷达(CPR)资

料对这次事件中典型云系进行天气-动力-物理学分析 , 揭示出西南暖湿气流沿锋面爬升 , 形成界限分明上下交替的两个冷暖

气团 ,冷气团较浅薄;在 2—4 km 高度存在一个融化层 ,冰水不仅存在融化层之上 ,在近地面层亦含有丰富的冰粒子。结合常

规观测资料分析发现 ,在此期间中国南方大部地区中层(大约在 850—700 hPa)存在温度大约在0—4 ℃的逆温层 , 地面气温大

致维持在-4—0 ℃且相对湿度在 90%以上 ,分析表明 ,此次大范围冰冻灾害天气是由于冻结 、凝华和冰雾粒子的附着增长等

物理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

“ 0801 南方雪灾”事件持续时间较长 ,事件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其成因可追溯到行星尺度系统。研究极涡异常及其随时间

变化的结果表明 ,平流层极涡变化比对流层的超前 , 尤其是该事件前期平流层极涡进入 12 月后就趋于加强 ,而对流层的极涡

加强则明显滞后 ,并且直到 1 月中至 2 月初才快速加强;这意味着平流层蕴含着对流层极涡变化及伴随的强天气事件的先期

信号 ,这可能是中长期预报的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灾害性天气 , 低温雨雪冰冻 , 特征 , 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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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08年 1 月 10日至 2月 2日 ,一场低温雨雪

冰冻天气袭击了中国南方 ,影响了贵州 、湖南 、湖北 、

安徽 、江西 、广西 、重庆 、广东 、浙江 、福建 、四川 、陕

西 、江苏 、云南 、甘肃 、河南 、青海 、西藏 、山西和上海

等20个省(区 、市)。其影响范围之广 ,持续时间之

长 ,强度之大 、灾害之重为历史罕见(郑国光 , 2008)。

此次持续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事件强度大 ,表

现为平均最低气温明显偏低 ,平均最高气温异常达

历史同期最低值 ,雨雪量为历史同期第 3 位。长江

中下游(包含湖南 、湖北 、江西 、安徽 、上海和江苏)及

贵州平均最高气温异常偏低 ,明显低于 1976/1977

年 ,达历史同期最低值;河南 、湖北 、湖南 、广西 、贵

州 、甘肃 、陕西和宁夏平均气温均为历史同期最低

值 ,安徽 、江西 、重庆和新疆为次低值。四川 、陕西 、

甘肃和青海 4省降水量达 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

大值。浙江暴雪是 1984年以来最强的一次 ,安徽和

江苏的部分地区积雪深度创近 50年极值 。武汉最

大积雪深度达 27 cm ,仅次于 1955年(32 cm);麻城

28 cm ,仅次于 1984年(39 cm)。贵州省冰冻灾害的

影响范围及电线结冰厚度已经突破了有气象记录以

来的极值 ,其中 49个县(市)的冰冻持续日数突破了

历史纪录 。安徽省持续降雪时间 ,超过建国以来持

续时间最长的 1954和 1969年 ,成为有资料以来降

雪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年 ,积雪深度总体不及 1954

年 ,与 1984 年相当 ,是 1984 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降

雪 。江西省有 60 多个县市出现了冻雨天气 , 为

1959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江苏省 1

月底的区域性暴雪过程历史罕见 ,其持续时间 、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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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及影响程度都为有记录以来之最。

此次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持续时间长 ,从 1951年

到2007年冬季长江中下游及贵州区域平均最大连

续冰冻日数历史资料统计分析 , 2007 年 12月 1 日

至2008年 2月 2日的最大连续冰冻日数已超过历

史冬季最大值。其中湖南省和湖北省雨雪冰冻天气

是 1954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 、影响程度最严重的 ,

江西省是 1959年有气象观测资料以来影响最严重

的。湖南省这次雨雪冰冻灾害是 1954 年以来范围

最广 、持续时间最长 、灾害损失最严重的一年 ,且超

过了 1954年 ,冰冻出现站数为 1951年以来最多 ,冰

冻持续时间仅次于 1983年和 1954年。湖北省大部

地区连续低温日数达 16至 18天 ,为 1954年以来最

长 ,连续雨雪日数15—18 d ,也为历史同期最长。长

江中下游及贵州日平均气温小于 1 ℃的最长连续日

数仅少于 1954/1955 年 , 为历史同期次多年份 。

“0801南方雪灾”作为一次极端天气事件有多项气

象纪录超过了当地自有气象纪录以来的极值 ,例如 ,

湖北平均气温偏低为历史同期最低;江西冻雨持续

时间破历史纪录;江苏区域性暴雪过程历时罕见 ,其

持续时间 、积雪深度及影响程度都是有记录以来的

之最;安徽为有资料以来降雪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年;

贵州 49县(市)的冰冻持续时间已经突破历史纪录 ,

全省冰冻灾害的影响范围及电线结冰厚度已经突破

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等等 。

由冻雨引起冰冻灾害有些国家称为冰风暴事

件。例如 ,在美国冰风暴是冬季一种较常见的灾害

性天气现象。较强的冰风暴会压断电线 ,摧毁树木 ,

冻死农作物等 ,严重影响交通和通讯。对于冰风暴

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早在 1920年 Brooks等就对

冻雨形成的一般环境条件开展了研究。Marw itz

(1980)与 Cooper和 Marwitz(1980)按稳定 、中性 、

不稳定和消散 4个阶段研究了圣胡安山脉雪暴冻雨

典型的发展演变特征 。Forbes等(1987)研究了美国

东部 Appalachian山脉阻挡引起的北卡及南卡州的

雪暴冻雨问题。Dunn(1987 ,1992)研究了美国落基

山脉对冷空气的阻挡作用引起的雪暴及冻雨 。

Robert等(1996)通过对 1990年 2月 14—15日发生

在 Illinois州中东部的强冻雨事件的天气和中尺度

特征的分析指出 ,温度 、风速和湿度的细微变化会引

起冻雨的落区 、强度和持续时间产生很大的变动 。

Szeto 等(1999)指出冻雨一般都发生在 35°N以南的

地区。此外 ,高守亭和许秦(1995 ,1996)研究了美国

东部Appalachian山脉对冷空气的阻挡作用及引起

的美国东部的雪暴冻雨问题 。

中国出现冻雨较多的地区是贵州省 ,其次是湖

南 、江西 、湖北 、河南和安徽等地 ,其中山区比平原

多 ,高山最多 。关于雪暴冻雨天气中国也有许多研

究 。如朱爱民和寿绍文(1994)研究了一次冬季暴雪

过程锋生次级环流的形成。陈爱玉等(1999)通过对

1965年以来如皋市发生的 12例暴雪物理成因及卫

星云图的特征分析 ,研究了春季暴雪发生的环境条

件 ,指出暴雪发生在干 、湿区交界的湿区一侧。邓远

平等(2000),王文等(2000),张小玲等(2000),徐建

芬等(2000)从各个角度集中研究了“96.1”青藏高原

东北部暴雪过程 ,指出低空辐合 、高空辐散的散度场

结构及其演变与暴雪切变线的生成及暴雪的落区相

对应 ,并指出对称不稳定确实是这次暴雪发生发展

的一个动力学机制 。林曲凤等(2006), 迟竹萍等

(2006),单宝臣等(2006),褚昭利等(2006)均研究了

胶东半岛地区的雪暴事件 ,发现海岸锋生过程及其

产生的沿岸辐合带是形成山东半岛冷流暴雪的主要

原因 ,同时海岸锋同低层大气重力波耦合形成了海

岸锋陷波 。王晓兰等(2006)对 2005年的湖南省特

大冰冻灾害天气进行了分析 ,指出逆温层底高度偏

低 ,逆温层顶气温偏高 ,阴雨持续时间长 ,是导致此

次冰冻灾害严重的主要原因。此外 , 吴有训等

(2000)曾对黄山地区的雪淞和雨淞特征作过气候分

析 , 还有陈乾金等(2000)对青藏高原异常降雪相应

的环流与气候特征作过深入分析 ,均得出了一些有

意义的结果 。但所有这些研究工作只是涉及一般性

的天气过程 ,时空尺度也相对较小 ,并且鲜有涉及极

端严重的天气气候事件的工作。

当今全球性强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已是不争的事

实(Easterling , et al , 2001;Karl , et al , 1991;Man-

ton , et al , 2001;Wang , et al , 2000),仅在 2008年

1月 ,从中国和加拿大的暴风雪 ,孟加拉国的寒潮 ,

英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暴雨和洪水 、泥石流 ,一直到美

国的龙卷风和洪水等 ,此起彼伏 ,连续不断。然而 ,

尽管冰风暴(ice storm)天气现象在冬季美国北方五

大湖周边与加拿大接壤地区曾出现过(Bendel , et al ,

1981),但像“0801南方雪灾”那样异常的持续雨雪

冰冻天气却极为罕见。

最近王绍武(2008)从中国冷冬气候特征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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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认为 2008年 1月的温度变化可能是年际变化

的反应 。本文拟针对“0801 南方雪灾”天气过程的

天气特征和可能的天气动力学成因 ,以及长期维持

冰冻天气的云物理条件等方面 ,进行较为系统的分

析和讨论 。

本文使用的资料主要包括 4类:(1)1958 —2008

年1 —2 月的 NCEP/NCAR日平均再分析资料 ,水

平分辨率为 2.5°×2.5°经纬度;(2)中国气象局提供

的 1951 —2008年 1—2月中国大陆 730个台站逐日

观测资料 ,物理量包括逐日降水量 、最高气温 、最低

气温和日平均气温;(3)CloudSat 卫星观测资料:

CloudSat和 CALIPSO 两颗卫星于 2006年 4 月 28

日发射升空 ,与美国 Aqua 和 Aura卫星以及法国的

Parasol卫星一起组成了 A-Train 星座(Stephens , et

al , 2002), CloudSat 上装载的主要探测仪器是

94GHz激光雷达———云廓线雷达(CPR),它是第一

颗星载毫米波长的雷达(Im , et al , 2006),可以直接

探测到从地面至 30 km 高度上云系的垂直结构 ,垂

直分辨率为 240 m ,每 90 min 环绕地球一周 ,卫星

轨迹每 16天重复一次 ,其产品分为 1B 和 2B 标准

数据集 ,1B数据为卫星接收到的雷达回波功率 ,利

用 1B数据以及 MODIS 、ECMWF 数据可以反演得

到2B数据 ,分为 GEOPROF 、CLDCLASS 和 CWC ,

2B包括了雷达反射率 、云分类和云水含量(Mace ,

et al , 2007)。本文中采用的数据为 2B 数据集中的

GEOPROF和 CWC;(4)地面与探空常规和加密观

测资料等 。

2　“0801南方雪灾”天气特征

“0801南方雪灾”期间南方大范围地区出现了

长时间的低温天气 ,从 2008 年 1月 11日 —2 月 2

日的全国平均气温距平分布(图 1)可以看出 ,湖北 、

湖南 、贵州和广西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常年同期

偏低超过 4 ℃,安徽大部 、江西 、浙江 、江苏和广东部

分地区比常年同期偏低超过 2 ℃。

　　从 1951—2008 年 1月 11日至 2 月 2日区域

(25°—35°N , 105°—120°E)平均降水量(图 2a)时间

演变可以看出 ,区域平均降水量为 67.8 mm ,仅次

于 1998(84.3 mm)和 1969年(70.9 mm),区域平均

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近一倍 。虽然降水量并没达

到历史同期最多 ,然而由于低温 、雨雪天气长时间的

维持 ,造成了罕见的冰冻灾害 。从区域(25°—35°N ,

图 1　2008 年 1 月 11 日—2 月 2 日全国平均

气温距平(单位:℃)分布(多年平均取 1971—2008年)

Fig.1　The averaged temperature anomalies for the whole

hina over the period from 11 January to 2 February 2008

(unit:℃, f rom the mean between 1971 and 2008)

105°—120°E)平均气温(图 2b)、最高气温(图 2c)和

最低气温(图 2d)的时间演变可见 ,最高气温和平均

气温均为历史同期最低值 ,分别为3.56和 1.68 ℃,

而区域平均的最低气温亦仅次于 1963(-0.94 ℃)、

1977(-0.62 ℃)、1993(-0.18 ℃)和 1984 年

(-0.04 ℃),达到了历史同期最低值的第 5 位(为

0.37 ℃)。从 1951 —2008年线性拟合变化趋势可

以看到 ,平均气温和最低气温的区域平均值呈逐年

变暖的趋势 , 变化范围分别为 4.7 —5.15 ℃和

1.44—2.70 ℃,而最高气温却表现为逐年降低的趋

势 ,从 9.43 ℃逐年下降至 8.6 ℃,这一现象还有待

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0801南方雪灾”期间 ,由于持续性低温致使中

国南方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冻雨 ,贵州 、湖南 、江西 、

安徽 、江苏 、浙江和广西等省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冰冻

灾害 ,其中以贵州和湖南灾害最为严重 。贵州出现

23年来罕见的冻雨天气 ,东部部分县(市)结冰厚度

达 30—80 mm ,有49个县市持续冻雨日子突破历史

记录。湖南遭受 30多年来最严重的冰冻影响 ,电线

结冰厚度达到 30到 60 mm 。

总体来看 ,2008年 1 月 11日 00 时—2月 3日

00时的雨雪天气(图3)中 ,雨雪量较大的区域集中在

长江中下游 、华南大部及云南西北部等地 ,过程降水

量 50—100 mm ,苏皖南部 、江南大部和华南部分地区

超过 100 mm。与常年同期相比(图3),长江以北大部

分地区 、江南南部 、华南大部及云南西部 、西藏东南

部和西部等地降水偏多1至2倍 ,部分地区超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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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51—2008 年 1 月 11日至 2月 2日区域(25°—35°N , 105°—120°E)平均的降水量

(a ,单位:mm)、平均气温(b ,单位:℃)、最高气温(c)和最低气温(d)的时间演变

(黑色粗实线为多年平均值 ,虚线为线性拟合趋势)

Fig.2　Changes in the area(25°-35°N , 105°-120°E)-mean precipitation(a , unit:mm), mean temperature

(b , unit:℃), mean max imum temperature(c , uni t:℃)and minimum temperature(d , unit:℃)

daily-averaged over the day s from 11 January to 2 February every year between 1951-2008

图 3　2008 年 1 月 11 日 00 时—2月 3 日 00 时

(UTC ,下同)累积降水量(阴影 ,单位:mm)和 1971—

2000年 1月 11 日 00 时—2 月 3 日 00时累积

降水量(等值线 ,单位:mm)的气候分布

Fig.3　The accumulative precipitation from 00:00 UTC

11 January to 00:00 UTC 3 February 2008

(shaded , mm), and the averaged accumulative

precipitation over 1971-2000(solid , mm)

倍 。全国平均降水量为 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大

值 。河南 、湖北 、安徽 、江苏 、湖南 、江西西北部和浙

江北部出现大到暴雪;湖南 、贵州 、安徽南部和江西

等地出现冻雨或冰冻天气。

3　导致“0801南方雪灾”的若干主要因素

这次极端严重的天气事件的成因是多方面的 ,

各种因素在时间上交叉在空间上相互作用 ,动力学

机理十分复杂。

3.1　极涡变化与 AO指数

从全球范围来看 ,类似中国“0801南方雪灾”的

灾害性天气同期也发生在北半球的其他地区如北

美 、中亚和西亚等 。因此 , 可以认为这是波及整个

北半球的异常天气气候事件 。

众所周知 , AO是反映北半球冬季气候变率的

第一模态 。它通常以北半球冬季 20°—90°N 月平均

海平面气压的 EOF1为代表 , 因此由相应的时间系

数或实时的海平面气压向EOF 1的投影可以定义

AO指数 。

分析200 7年10月至20 08年2月各等压面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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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位势高度距平(图 4a)及与 AO 指数(图 4b)的

对应关系 。极涡是影响中国天气的一个重要环流系

统 ,冬半年极涡的扩大 、缩小直接与中国温度的变化

密切相关 ,而隆冬亚洲地区极涡面积的变化对中国

温度分布趋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冬季极涡活动甚

至于直接影响中国的天气过程(刘宗秀 , 1986;李小

泉等 , 1986)。分析 2008 年 1月亚洲区极涡面积与

中国 160站 1月平均气温和降水量的相关系数分布

图(图略)可以看出 ,极涡面积与中国中东大部地区

的气温有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大多超

过0.01的显著性水平 ,表明 1 月亚洲区极涡面积

大 ,1月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低。同时 ,亚洲

区极涡面积与长江中下游及黄淮西部地区降水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即 1月亚洲区极涡面积大 , 1月

这些地区的降水就容易偏多。

　　另一方面 , AO 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

层大气层极涡的异常变化 , 在一定程度上两者是等

同的 。为了搞清 AO 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 ,有必要

详细说明 AO的形成机制。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表

明 ,AO 的时间变率与北半球天气波及准定常波与

纬向流的相互作用有关 。天气波与纬向流的相互作

用主要限制在对流层 ,它通过产生经向的动量通量

来驱动 AO 。这种相互作用关系基本上只是一种单

向的强迫作用。10—20 d的 AO 涛动与这种驱动有

关 。另一方面 ,中高纬度的准定常波在冬季可以向

上传播至平流层 ,并在那里与极涡发生相互作用 ,导

致 AO 的 30—60 d 尺度上的涛动。这种相互作用

是双向的 ,即由准定常波产生的 E-P 通量可以强迫

纬向流从而影响 AO ,而与 AO相关的纬向流的改变

反过来也影响到波(准定常 、天气波)的活动 。这种

对流层和平流层中两种尺度的涛动在图 4中得到了

非常好的印证。

图 4　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 2 月各等压面标准化位势高度距平(a)及与 AO 指数(b)的对应关系

(引自 http:∥www.cpc.noaa.gov)

Fig.4　The normalized GPH anomalies at the different constant pressure levels and the cor responding

AO index between October 2007 and February 2008 (from h ttp:∥www.cpc.noa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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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 图 4显示在“0801南方雪灾”期间(或更

准确地说是 2007年 10 月以来)极涡或 AO 的垂直

结构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异常。主要表现在 (1)平

流层极涡变化振幅明显加强且周期变长;(2)平流

层与对流层极涡变化基本上呈反位相 ,这一点特别

重要 , 因为通常认为AO具有某种正压结构;(3)平

流层极涡变化超前对流层的极涡变化 ,尤其是“0801

南方雪灾”前期平流层极涡变化进入 12月后即趋于

加强 ,而对流层的极涡则明显滞后 ,并且直到 1月中

至2月初才快速加强;这意味着平流层蕴含着对流

层极涡变化及伴随的强天气事件的预报信号 。

2008年 1月以来 ,北半球尺度最大 、气候变率

最显著的环状模态 AO异常活跃 ,1月中旬以后 AO

指数从负位相转变为正位相 , 并不断加强 , 1 月

24—25日达到最大值 ,其数值是常年同期的数倍 ,

这种强的正位相一直稳定维持 ,直至 2月上旬才有

所减弱 ,这种情况在历史同期是十分少见的 。AO

的显著增强直接导致中纬度与极地气压和大气质量

的反向异常涛动。从 2008 年 1月海平面气压距平

图(图略)上可以清楚地看出 ,北半球呈现出十分典

型的中纬度和高纬度气压变化的跷跷板结构 ,极地

及高纬地区的海平面气压显著减弱 ,而中纬度海平

面气压明显增强并存在两个显著的正异常中心 ,一

个在副热带地区 ,一个在北太平洋地区。与 AO 相

联系的基本环流特征的研究结果表明 ,当 AO 处于

正位相时 ,存在弱的副热带急流和强的极地急流 ,且

极涡增强 。AO 与纬向西风异常呈明显的正相关关

系 ,并从高纬到中低纬对流层存在垂直传播 。已有

研究还表明 ,这种大尺度的涛动对北半球的天气气

候有重要影响 ,特别是对中国冬季的天气气候异常

作用显著。这次发生在中国南方的低温 、雨雪 、冰冻

灾害过程正是 AO 通过对北半球的阻塞形势 、副热

带高压与青藏高原南缘的南支低压系统的控制和影

响造成的 。1 月中旬以来 AO 维持异常高的正位

相 ,表明副热带高压异常加强 ,极地低压也异常加

强 , 从而在中纬度地区产生强的西风异常 ,盛行纬

向环流 ,副热带急流异常减弱 ,而极地急流异常加

强 ,此时副热带和中纬度为异常的下沉气流 ,高纬度

为异常的上升气流 ,导致南风异常增强 ,有利于低纬

暖湿气流的活跃 ,为“0801南方雪灾”提供了充分的

水汽条件。

3.2　北半球环流形势稳定维持异常型式

这次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大气环流异常 ,在

500 hPa高度距平场上反映得更为突出 。从图 5给

出的 2008年 1月 11日至 2月 2日 500 hPa高度距

平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乌拉尔山地区是十分

显著的正异常 ,而中亚至俄罗斯东部是负异常 ,同时

副热带高压偏强且位置异常偏北 ,青藏高原南缘有

南支低压系统维持 。这种强度和范围均异常偏大的

“ 对偶式”距平分布 ,在动力学上是极其稳定的 。乌

图 5　1 月 11 日—2 月 2 日 500 hPa位势高度场多年平均(1958—2006 年)分布

(等值线 ,单位:gpm)和 2008 年 1 月 11 日—2 月 2 日 500 hPa

平均高度距平分布(阴影 ,单位:gpm)

Fig.5　The averaged 500 hPa geopotential height over 1958-2006 (solid , unit:gpm)and

the 500 hPa height anomalies in the nor thern hemisphere from 11 January to 2 February 2008

(shaded , from the mean between 1958 and 2006 , unit:g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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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山阻塞高压的发展 、维持并加强的形势有利于

冷空气从西伯利亚方向入侵中国 , 而南支低压系统

异常活跃 ,导致西南方向暖湿气流源源不断地输送

水汽 ,与之配合的又有副热带高压稳定维持在偏北

的位置 ,使冷暖空气总是在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邻

近地区交汇 ,导致这些地区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强

雨雪过程 。通常情况下 ,冬季冷空气大规模南侵 ,造

成中国寒潮天气 ,经常出现的环流演变特征是:在乌

拉尔山地区有阻塞高压形成 ,其东北部为低压带 ,此

低压带不断向东南移动 ,沿西伯利亚入侵南下 ,给中

国大范围地区造成降温 ,而中国南方还常常受高压

偏南气流影响 ,出现阴雨雪天气 ,随着乌拉尔山阻塞

高压的崩溃 ,天气转好 ,这种过程一般为 5—7 d。换

句话说 ,通常情况下一次典型的寒潮天气过程正是

始于如图 5所显示的环流形势的。问题是这种配置

的环流形势一般最多只维持 5—7 d ,而这次却时强

时弱维持了约 20 d 之久 ,这意味着 ,对于 2008 年

1—2月持续经历了 20多天的寒潮天气过程。我们

查阅了 1951年以来至今 58 a的1月月平均500 hPa

高度距平场的资料 , 就月尺度而言 , 图 5这种异常

的环流配置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正是这种异

常配置的环流形势的长时间稳定和持续 , 导致中国

南方地区出现持续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

3.3　阻塞高压稳定维持及其可能成因

上述阻塞形势总体上一直维持了约 20 d之久 ,

但事实上“0801 南方雪灾”期间最初形成的阻塞高

压经历了多次加强-减弱-再加强的过程 。

利用NCEP 再分析资料分析发现 ,从 1月 10日

开始在亚洲大陆 500 hPa位势高度场上存在着明显

的 4 次阻塞过程 ,分别为 1 月 10—15 日 、18 —22

日 、25—29日及 31 日—2月 2日 ,对应的阻塞中心

分别为(62°N , 90°E)、(55°N , 70°E)、(55°N ,85°E)

及(48°N ,70°E)。为了更直观地了解这 4次过程 ,我

们给出 45°—100°E 纬向平均的 500 hPa 位势高度

随时间的演变(图 6)。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 4

次阻塞过程 ,且一次比一次位置偏南 。

图 6　45°—100°E 之间纬向平均的 500 hPa位势高度随时间的演变(单位:gpm)

Fig.6　Changes in the la titude-averaged 500 hPa geopo tential height with time

over the longitudes between 45°and 100°E (uni t:gpm)

　　由区域(25°—35°N , 105°—120°E)平均的逐日

降水和温度分布(图 7a)同样可见 , “0801南方雪灾”

包含了 4次冷空气南下活动 ,并且从 1月 11日至 2

月2日经历了 4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区域平均降水

强度最大的一天出现在 2月2日 ,超过了 10 mm ,而

降水区域平均的距平(图 7b)甚至超过了 12 mm 。

同时 ,从 1月 11日开始 ,上述区域气温大幅下降 ,区

域平均降温在 10 ℃以上。从 1 月 14日至 2 月 3

日 ,该区域日平均最低气温维持在-4—0 ℃,而区

域日平均最高气温基本在 0—2 ℃,区域日平均气温

则保持在-1—0 ℃左右(图 7a)。持续的降温使得

该区域在 1月 27日的平均距平甚至接近-10 ℃

(图 7b)。

　　不难看出 ,随着上述 4次过程阻塞高压一次比

一次位置偏南 ,特别是由于相邻两次过程间隔极其

短暂 ,因而在整体上或在更大时空尺度范围上表现

为一次持续性天气气候事件 ,而中高纬的高度场则

表现为持续稳定的阻塞形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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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8 年 1 月 11 日 00时 —2 月 3 日 00 时逐日降水量(单位:mm)、日最高 、日最低与日平均气温

(单位:℃)的区域(25°—35°N , 105°—120°E)平均(a)和距平(b)的时间演变(多年平均取 1971—2000年)

Fig.7　(a)The evolution of the averaged daily precipitation (unit:mm)and daily maximum/ minimum

temperature and daily-averaged temperature(unit:℃)with time from 00:00 UTC 11 January

to 00:00 UTC 3 February over the region (25°-35°N , 105°-120°E);(b)Same as in (a),

but for their anomalies(T he anomalies w ere computed relative to the climatologies of 1971-2000)

　　Bergg ren等(1949)早就指出天气尺度波的涡度

强迫结构对下游阻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 ,

Shut ts(1983)采用理论模型进而阐述了此观点 。

Luo 等(2005)最近则进一步指出北负南正的涡度强

迫对下游偶极子阻塞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

负涡度代表反气旋 ,其被输送到阻塞区域 ,使濒临崩

溃的阻塞形势得以重新加强从而促使阻塞高压获得

再次发展 。

为了探讨阻塞维持的可能机制 ,我们求取了

2008年 1月 11日-2 月 2 日期间 500 hPa 天气尺

度波的平均涡度强迫项(图 8),即

J P =-J(φs ,  
2φs)P

上式中 φ为流函数 ,  
2
为拉普拉斯算子 , s代表天

气尺度部分(纬向波数 6—18波), P 代表行星尺度

部分(纬向波数 0—4波)。

由图 8可见 ,在 1月 11日—2月 2日 ,阻塞上游

50°N附近的一个区域存在着强的负涡度强迫 ,一直

输送到阻塞区 ,从而对其维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图 8是 2008 年 1 月 11日 —2 月 2 日 500 hPa

天气尺度波的平均结果 ,而给出这期间各日平均涡

度强迫场可用以反映负涡度输送到阻塞区域的逐日

演变(图略),从而揭示阻塞高压的减弱或重建对其

上游涡度强迫输送的内在动力学关系 , 因篇幅关系

此处不拟展开。

图 8　2008 年 1 月 11日—2 月 2 日 500 hPa天气尺度波的平均涡度强迫项

(阴影 ,单位:10-20s-2)和平均流场

Fig.8　The 500 hPa averaged stream field and mean vo rticity forcing of the synoptic-scale waves

(shaded , unit:10-20s-2)over the period o f 11 January and 2 February 2008

413王东海等:2008 年 1 月中国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天气特征及其天气动力学成因的初步分析　　　　　　　　　　　　　　　　



3.4　中低纬度系统与水汽输送

从大尺度的环流形势着眼 ,持续性强降水的主

要影响系统是北方的阻塞高压 ,南方的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和南支槽 ,它们同时存在并且稳定维持适当

强度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冬季风期间单纯的东亚副

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偏强并不能酿成中国南方的强降

水 ,甚至造成南方降水偏少 ,1986/1987 年冬季即是

如此(朱乾根等 ,1988)。

我们从 1951—2008 年 1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脊线位置变化曲线(图 9)可以看出 , 2008 年 1 月

副热带高压位置是 58年以来最偏北的 ,在 17°N 位

置上 ,比多年平均的 13.3°N 整整向北推进了3.7个

纬度 。这是在中高纬存在阻塞形势的条件下强降水

稳定维持在长江中下游的一个重要因素 。

图 9　1951—2008 年 1 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脊线位置变化(直线是 1971—2000年平均值)

Fig.9　Changes in the latitude of the subtropical

ridge between 1951-2008

　　事实上 ,在 2008 年 1月 11日至 2月 2 日平均

的 500位势高度场(图 10),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

度明显偏强 ,其北界比多年平均偏北 5个纬距。副

高西北侧的西南气流将来自热带西太平洋和南海的

暖湿空气源源不断输送到中国南部大陆 ,由于大量

暖湿空气沿着锋面抬升 ,在江南南部和华南北部形

成稳定 、持久的逆温层 ,使得这些地区在有利的天气

-物理学条件下出现严重的持续性冻雨灾害天气。

另一个重要的中低纬度系统就是南支槽。

“0801南方雪灾”期间青藏高原南缘的南支低压槽

之活跃 ,是近十多年来少有的 。1月 10—17 日 ,南

支槽明显加深并稳定维持在 90°E 附近 ,南支锋区明

显加强 。1月 24日 —2 月 2日 ,在相同位置仍然维

持一低值区 ,其中 , 27—28日 ,位于 90°E 附近的南

支槽强烈加深 , 10个纬距内有 7条 40 gpm 等值线

(图略),南支锋区异常强盛 ,大量的暖湿空气源源不

断地输送到中国南方地区 ,在南下冷空气共同作用

下造成了南方的暴雪及强降雨。

15°—25°N 平均的 500 hPa位势高度沿经向的

分布能同时刻画副热带地区这两个系统的强度和位

置 。“0801南方雪灾”期间该纬度带平均的 500 hPa

位势高度随时间的演变图(图 11)清楚地显示出西

低(槽)东高(脊)的型式及其变化。可以看出 , 在第

1 、3和 4次强降水过程中 ,副热带高压西伸至 115°E

图 10　2008 年 1 月 11日至 2月 2日平均的 500 hPa位势高度场(等值线 ,单位:gpm)

和整层水汽通量(矢量 ,地面至 100 hPa ,单位:kg/(m·s))

(粗实线为气候平均值的 5860和 5840 gpm 线;气候平均值时间为 1958—2006年)

Fig.10　The averaged 500 hPa geopotential height field(solid, unit:gpm)and the ver tical-integ rated

(surface to 100 hPa)water vapor flux(vectors , in kg/(m·s))from the over the period between 11 January

and 2 February 2008(The thick lines stand for the climate-averaged lines of 5860/ 5840 gpm over 195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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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08 年 1 月 10日—2 月 3 日(15°—25°N)平均的 500 hPa高度经向分布

随时间的演变(粗虚线框表示降水时段及大致经向范围)

Fig.11　The evolution o f the averaged 500 hPa geopotential height over the latitudes

(15°-25°N)between 10 January and 3 February 2008

附近 ,有利于冷暖空气在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交

汇。第 2次降水过程副热带高压则相对较弱 。但第

2次强降水过程中青藏高原上有西风小槽东移 ,有

利于下游降水。事实上图 11显示南支槽逐渐东移 ,

第3 、4次过程中南支槽较强 ,加上副热带高压西伸

位置适当 ,西南风低空急流加强 ,特别有利于水汽输

送 ,降水也比前两次更强 。

水汽对这次持续性雨雪天气而言是至关重要

的。上文提到 ,水汽主要来自副热带高压外围西南

气流输送的东海和南海的水汽以及南支西风槽前西

南急流携带的孟加拉湾水汽。但值得注意的是 ,青

藏高原的水汽也对其下游降水有重要贡献 ,图10 给

出的 2008年 1月 11日至 2月 2日平均的水汽通量

(地面至 100 hPa的水汽通量整层垂直积分)清楚地

显示出这一点。图 12显示 4 次天气过程中不同来

源水汽的相对贡献 。第 3 、4次过程中 ,中国南方的

水汽供应主要来源于东海和南海水汽以及孟加拉湾

水汽。而第 1 、2次过程中 ,孟加拉湾的西南气流并

不明显 ,东海 、南海的水汽量也不多 ,而青藏高原上

的水汽比较明显 。高原上的水汽主要来自于西南方

向的阿拉伯海以及南方的孟加拉湾 ,随西风带短波

槽东移向下游输送。尤其是第 2 次强降水过程中 ,

青藏高原有丰富的水汽堆积 。在副热带高压位置不

太有利以及南支槽不明显的情况下 ,青藏高原上的

水汽对下游降水有重要作用 。

进一步对比分析 2008 年 1 月 20 日 00时 —2

月 1日12时地基 GPS反演大气可降水量(PWV)的

演变特征(图 13 , 观测间隔为 6 h)与各雪灾区降水

总量每 6 h变化曲线(图略)可发现 , 云南区域平均

GPS 大气可降水量与(云南+贵州+广西)、(安徽

+江苏+上海+浙江)和(湖南+湖北+江西)后期

的降雪相关显著 , GPS大气可降水量超前降雪 24 h

相关系数分别为 0.6781 、 0.8198和 0.6302 , 均超

过 0.001 显著性水平;其次为四川区域 , 其超前

24 h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5154 、 0.5926和0.4442 ,

均超过了 0.01 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云南和四川

等区域的水汽含量多少对下游地区后期降水的发生

具有一定的指示意义 , 同时可以认为 , 云南是导致

此次南方雪灾的西南水汽输送通道中尤为重要的关

键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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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4次降水过程中平均的整层水汽通量(地面至 100 hPa ,单位:kg/(m·s))

(a.1月 10—16日 , b.1月 18—22日 , c.1月 25—29日 , d.1月 31—2月 2日)

Fig.12　The vertical-integ rated vapour flux field (uni t:kg/(m·s))from the surface

to 100 hPa over each of the four precipitation processes

(a.10-16 , Jan;b.18-22 , Jan;c.25-29 , Jan;d.31 , Jan-2 ,Feb)

图 13　2008 年 1 月 20 日 00 时—2月 1 日 12 时地基 GPS 反演大气可降水量(PWV)

的演变特征(观测间隔为 6 h)(a.云南 , b.四川)

Fig.13　The evo lution of the po tential precipitable water vapour(PWV)from 00:00 UTC 20 January

to 12:00 UTC 1 February retrieved from the g round-based GPS (6-hourly)(a.Yunnan , b.Sichuan)

3.5　云物理特征和大范围冰冻天气的成因分析

一般地说 , 冻雨多发生在冬季和早春时期 。

“0801南方雪灾”期间出现冻雨较多的地区是贵州

省 ,其次是湖南 、江西 、湖北 、河南和安徽等地 ,其中

山区比平原多 ,高山最多。冻雨天气造成了电网电

线结冰 ,并一层层包裹着电线 ,最严重的使电线达到

七八厘米的直径 ,远远超过电线设计的承载标准 ,最

终造成整个电网大面积损害 。

持续性低温雨雪冰冻天气的形成一般需要满足

这样的条件:稳定的有利于强冷空气不断南下的天

气形势;来自海洋上空活跃的暖湿气流的交汇(水汽

输送);以及(对于冰冻天气而言)近地面层丰富的过

冷水滴和叠置于强冷空气之上的强“逆温层”的建立

和维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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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 , 2008年 1月中旬以来 4 次大范围的

雨雪冰冻天气过程中 ,第 3 次即 1月 25 日至 29 日

是强度最大的一次。25日华南开始出现强降水 ,广

西东南部 、广东和福建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 ,随后

雨带逐渐北抬 , 28—29日在河南南部 、湖北东部 、安

徽 、江苏和浙江北部出现暴雪 , 28 日积雪深度达

20—50 cm 。与此同时 ,江西省出现大范围的冻雨天

气 ,贵州大部分地区和湖南部分地区仍维持冻雨天

气。我们利用美国新一代卫星 CloudSat 卫星观测

资料 ,结合常规 、FY-2C 卫星观测资料 ,着重分析此

次冰冻天气形成的环流背景 、天气条件和云微物理

结构特征 。CloudSat 上装载的主要探测仪器是 94

GHz激光雷达 ———云廓线雷达(CPR)(Stephens , et

al , 2002;Im , et al , 2006;Mace ,2004)。

第 3次雨雪过程(1月 25—29日)中 ,由于南支

槽异常强盛 ,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 ,加上乌拉尔山阻

塞高压的发展维持 ,使中国中南大部处于副热带高

压外围和南支槽前西南暖湿气流影响下 ,形成了有

利于产生强降雨(雪)天气的水汽和冷空气条件。

图 14是 1月 27日 18时地面形势和 FY-2C 红

外云图 ,此时在贵州 、湖南和江西北部等地区出现雨

凇或冻雨 。从该时刻地面气温和相对湿度图上(图

略)可以看出 ,上述地区此时地面气温基本在0 ℃以

下 ,近地面空气接近饱和 ,南方大部地区相对湿度在

90%以上。说明此时水汽条件和近地面温度均有利

于冰冻天气的发生 。

　　图 14中红外云图显示该时刻同时存在两支云

系 ,一支是温度较高的南支槽云系 ,另外一支是温度

较低的高原槽云系 ,结合 CloudSat 垂直剖面图(图

15 ,系沿图 14中 AB 线的剖面)我们发现 ,暖湿气流

发展较旺盛 ,遇冷空气爬升 ,而冷空气则随偏北气流

向下向南楔入暖气团下 ,形成了上下两条清晰的云

带 ,且从 CloudSat冰水含量垂直剖面图上观测到在近

地面层有丰富的冰粒子存在。此时 ,在贵州境内

CloudSat经过的地区(图14中蓝色虚线界定的椭圆区

域),并未观测到有冻雨发生。分析沿图 14中 CD 线

的温度垂直剖面图(图略)可见 ,在图 14蓝色虚线区

域内 ,中层虽存在逆温层但其温度低于或接近于

0 ℃,因而在地面只观测到小雪天气现象。然而 ,由

于近地面层中的丰富冰粒子的存在 ,冰粒子遭遇气温

较低的物体而直接附着其表面 ,这也是导致地面 、电

线等物体结冰厚度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 14　2008 年 1 月 27 日 18 时地面形势(AB 为其扫过的轨迹)

Fig.14　The surface weather char t at 18:00 UTC 27 January 2008(AB as it s track scan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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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08 年 1 月 27 日 18 时 CloudSat观测的雷达反射率(a ,单位:dBz)和

冰水含量(b ,单位:g/m3)垂直剖面

Fig.15　The ver tical cross section of the radar reflectivity a t 18:00 UTC 27 January 2008 from

the CloudSat (upper , unit:dBz)and the ice w ater content (low er , uni t:g/m3)

　　2008年 1月 28 日 06时地面形势和红外云图

(图 16)与 27日 18 时相比 ,冰冻区域范围更大 ,冷

空气从低层入侵位置更靠南 ,此时贵州中东部 ,湖

南 、江西北部 、安徽南部和江苏北部等地均为冻雨

区。CloudSat 卫星正好扫过湖南省冰冻区 , AB 为

其扫过的轨迹 。从其反射率看 ,冷暖气流交汇于

25°—30°N ,暖湿气流发展旺盛 ,云系上分布着多个

对流云团。取靠近 CloudSat路径(图 16中 AB 线)

各探空站所作温度和水平风场垂直剖面图(图 17)

可知 ,在中层存在强逆温层 ,强劲的偏南风将水汽源

源不断地输送到长江中下游地区 ,而在其下层为风

速相对较弱的冷空气入侵 ,导致该地区地面气温大

都在 0 ℃以下(图 18),同时 24°—29°N ,由于暖湿气

流强盛在中层 850—700 hPa 形成了中心大于 4 ℃

的强逆温层 。充足的水汽 、中层适当厚度的强的逆

温层和适宜的地面温度 ,导致了湖南境内大范围的

冰冻发生。2008年 1月 28 日 06时 CloudSat 的垂

直剖面(图 19)清楚地显示 ,在 26°—29°N 上空 2—4

km(对应逆温层)高度无冰粒子存在(图 19b),而在

近地面层观测到冰粒子。其相应的雷达反射率亦可

见在 2—4 km 高度存在融化层(图 19a)。另一方

面 ,在 29°N以北较冷的区域 ,由于其上空逆温层较

弱 , 天气现象表现为降雪 。而在 26°N 以南 ,虽然上

空存在强的逆温层 ,由于近地面层温度高于0 ℃,此

时该地区为雨区 。由此可见 ,强度和厚度适当的逆

温层对冰冻的形成至关重要 。

　　综上分析 , “0801南方雪灾”期间大范围的冰冻

天气是由于地面平均气温长时间接近或低于 0 ℃,

持续性降水导致相对湿度高 ,在近地面附近形成了

有利于雨凇形成的逆温层 ,满足了冻雨形成的条件。

然而逆温层的存在并不是冻雨产生的充分条件 ,当

近地面层有大量冰粒子或过冷水滴存在时 ,在合适

的风速条件下与路面 、电线等物体碰撞时冻结或直

接附着其表面 ,使结冰厚度不断增加 ,亦可造成严重

的冰冻灾害。贵州省地处高原 ,近地面温度相对更

低 ,因此在近地面层中存在大量的过冷却水滴或冰

晶 ,即使没有强逆温层的存在 ,亦造成了严重的冰冻

灾害。因而 ,此次大范围冰冻灾害天气是由于冻结 、

凝华和冰雾粒子的附着增长等物理过程共同作用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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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08年 1月 28 日 06 时地面形势图和 FY-2C 红外云图(AB 为其扫过的轨迹)

Fig.16　The surface w ea ther chart at 06:00 UTC 28 January 2008 , AB as its track scanned

图 17　2008 年 1 月 28 日 00 UTC 沿图 16中 AB 线

由南至北各探空站观测垂直分布

(红实线为等温线 ,阴影为大于 0 ℃的区域 ,风羽为

各测站实测风;全风标 4 m/ s)

Fig.17　The vertical cross section of the soundings at

00:00 UTC 28 January 2008 along the AB in Fig.16

from the south to north

(The solid red-lines are the isothermal line w ith the area

larger than 0 ℃ shaded and the barbs denote the observed

winds;a full wind bar i s 4 m/ s)

图 18　2008 年 1 月 28日 06 时地面气温

(等值线 ,单位:℃)和相对湿度(阴影 ,单位:%)分布

Fig.18　The surface air temperature(the contours ,

unit:℃)and relative humidity fields(shaded,

uni t:%)at 06:00 UTC January 2008

　　以上仅从冻雨产生的基本条件初步分析了

“0801南方雪灾”中冰冻灾害的成因及其云垂直结

构特征 ,对于贵州 、湖南等不同地域冻雨形成的差

异 、结冰强度 、冰冻天气形成的机理及其预测还有待

做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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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2008 年 1 月 28 日 06 时 CloudSat观测的雷达反射率(a ,单位:dBz)和

冰水含量(b ,单位:g/m3)垂直剖面(红色虚线区域为融化层)

Fig.19　The vertical cross section of the radar reflectivity at 06:00 UTC 28 January from

the CloudSat (a , unit:dBz)and ice w ater content (b , unit:g/m3)

(The area circled w ith the dashed red-line show s a layer w ith the icing rain/snow melt)

4　结论和讨论

在欧亚大陆中高纬度长期维持阻塞形势的背景

下 ,2008年 1月 10 日至 2 月 2 日中国南方连续经

历了 4次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这次极端天气事

件过程范围广 、强度大 、持续时间长且灾害极为严

重。其天气学特征表现为中高纬阻塞形势稳定少

变 ,低纬系统活跃确保水汽输送 ,以及南方部分地区

满足冰雪风暴形成的有利天气条件等。

本文从行星尺度经由天气尺度/大尺度环流直

到云尺度全面分析了“0801南方雪灾”的特征和成

因。研究表明 ,导致大气环流异常从而促使这次冰

冻极端天气事件出现的主要因素包括:(1)AO 的异

常活跃 ,有利于行星尺度波动的稳定维持;(2)阻塞

上游 50°N附近的区域有极强的负涡度平流持续输

送到阻塞区 ,多次使濒临崩溃的阻塞形势得以重新

加强 ,从而使阻塞形势长时间稳定维持;(3)青藏高

原以南低纬地区南支气流活跃 ,确保中国南方充沛

的水汽来源;以及(4)长期存在有利于冰雪风暴生成

发展的天气-动力-物理学条件等 。

由于“0801南方雪灾”事件持续时间较长 ,事件

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其成因可追溯到行星尺度系统。

本文关于极涡异常及其随时间变化的研究结果表

明 ,平流层极涡变化超前对流层的极涡变化 ,尤其是

该事件前期平流层极涡进入 12月后即趋于加强 ,而

对流层的极涡加强则明显滞后 ,并且直到 1月中至

2月初才快速加强;这意味着平流层蕴含着对流层

极涡变化及伴随的强天气事件的先期信号。因此 ,

在着眼于 10—30 d 的预报中关注平流层内可能蕴

藏的强信号 ,是今后非常值得努力的一个研究方向。

“0801南方雪灾”事件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冰

冻现象极为严重。本文借助新型卫星 CloudSat 的

星载云廓线雷达(CPR)资料对本次事件中典型云系

进行天气-动力-物理学分析 ,揭示出西南暖湿气流

沿锋面爬升 ,形成界限分明上下交替的两个冷暖气

团 ,冷气团较浅薄;在 2—4 km 高度存在一个融化

层 ,冰水不仅存在融化层之上 ,在近地面层亦含有丰

富的冰粒子。结合常规观测资料分析发现 ,在此期

间中国南方大部地区中层(大约在 850—700 hPa)

存在温度大约在 0—4 ℃的逆温层 ,地面气温大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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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4-0 ℃且相对湿度在 90%以上 ,分析表明 ,

此次大范围冰冻灾害天气是由于冻结 、凝华和冰雾

粒子的附着增长等物理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 。

事实上 , “0801南方雪灾”提出了一系列的科学

问题 ,这其中包括:北半球大气环流异常特征及其产

生机理(特别是涉及海温异常和冰雪覆盖等重要因

子);平流层与对流层的相互作用;中纬度典型阻塞

环流系统的发生发展机理及可预报性;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持续偏强偏北的物理机制;南支槽和高原

槽的异常活动机理;灾害性雨凇形成的动力物理机

理以及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的长中短期预报

理论和方法等 ,这些科学问题有待今后做深入的研

究。另外 ,2008年 1月赤道太平洋正处于 La Nina

期间 ,但此时中国华南降水增多却与 El Ni no 盛期

时中国冬季降水异常的分布相类似(Zhang , et al ,

1999 , 2002)。当然 ,已有的研究表明 El Ni no 和 La

Nina对中国降水的影响并不表现为相反分布的特

征(Zhang , 1996)。因此 , La Nina 对中国降水的影

响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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