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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强对流天气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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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强对流天气引发的灾害是甘肃省最主要的自然灾害，已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本文利用甘肃省 2013-2019 年 1 716 个自动观测站的小时雨量资料以及 80 个国家气象站 1990-2019
年冰雹和 1990-2013 年雷暴大风观测资料，分析了甘肃省短时强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的时空分布特

征。结果表明：甘肃省短时强降水与山脉地形密切相关，有 3 个高发中心，主要位于陇南山地和陇东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不同强度短时强降水年际变化特征明显，20～30 mm·h-1 强降水占 79.0%；短时
强降水主要出现在 4～9 月，8 月最多；日变化特征明显，高发时段在 17：00-02：00。近 30 年甘肃省冰
雹和雷暴大风日数均呈明显减少趋势。冰雹空间分布特征与地形密切相关，有３个高发区和３个高

发点，主要出现在青藏高原边坡和高海拔地区，大部地区以中等强度冰雹为主。降雹季节性强，雹日
高度集中，5～7 月为高发时段，占全年的 62.6%；日变化特征明显，午后 13～19 时为高发时段，占全天

的 88.5%。降雹持续时间主要集中在 8 min 以内，不同持续时间冰雹发生次数呈先增加后减少特征，
2～4 min 出现次数最多。雷暴大风以一般雷暴大风为主，强雷暴大风仅占 5%，空间上呈现山地、高原

多的特点，
一年之中主要集中出现在 5～9 月，
占全年的 86.6%，
一日之中主要出现在午后（15：
00-21：
00），
占全天的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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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severe convective weather in Gansu Province
TAN Dan，HUANG Yuxia，SHA Hong'e

（Lanzhou Central Meteorological Observatory，Lanzhou 730020，China）

Abstract：The disasters caused by severe convective weather are the most important natural disasters in Gansu
Province，which has seriously threatened in the lives and property of the people. Based on the hourly rainfall data of
1716 observation stations from 2013 to 2019 in Gansu Province，the hail data of 80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from 1990 to 2019 and thunderstorm gale data from 1990 to 2013，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
tics of shortterm heavy precipitation，hail and thunderstorm gale in Gansu Province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short term heavy rainfall is closely related to mountain terrain，there were three high incidence centers
in Gansu Province，which we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of South Gansu and the hilly and gully area
of Loess Plateau of East Gansu. The interannu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hortterm heavy rainfall with different
intensities were obvious，with 20～30mm·h-1 heavy rainfall accounting for 79.0%；the shortterm heavy rainfall
mainly occurs from April to September，with the most in August；the diurn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were obvi
ous，and the high incidence period was from 17：00 to 02：00. In recent 30 years，the number of days of hai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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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nderstorm gale in Gansu Province showed an obvious decreasing tre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ail in Gansu Province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errain. There were three high incidence areas and three high inci

dence points，which mainly occur in the slopes of the Qinghai Tibet Plateau and highaltitude areas. Most of the ar
eas were dominated by moderate intensity hail. The hail was seasonal and highly concentrated，with high incidence

period from May to July，accounting for 62.6% of the whole year；the daily variation was obvious，with high inci

dence period from 13：00 to 19：00 in the afternoon，accounting for 88.5% of the whole day. The hail duration is con
centrated in 8 minutes，the frequency of hail in different duration was increased firstly and then decreased，and the

frequency of 2～4 minutes was more often than any other values. The thunderstorm gales were general in majority，
the severe thunderstorm gales accounted for only 5%. The distribution of thunderstorm gales was characterized by

many mountains and plateaus，mainly occurring from May to September，accounting for 86.6% of the whole year，in
the daytime，they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afternoon（15：
00-21：
00），accounting for 83.7% of the whole day.

Key words：shorttime heavy precipitation；hail；thunderstorm gale；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Gansu Province

引言
强对流天气一般是指伴随雷暴发生的对流性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天气，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广泛的
分布，我国是世界上强对流天气频发地区之一，强对流天气变化剧烈，生命史短，局地性强，给人们日常生
活、农业、航空业等带来巨大影响［1－3］。
甘肃省地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受东亚夏季风影响，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多发短时强降
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加之复杂的地质环境条件，极易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4－6］。甘肃
省水灾发生的频率、范围、灾害损失虽不如我国东部和南部，但由于地面植被差，地形陡峭，由短时强降水引
发的洪水、泥石流，发生频率高、强度大、时间集中、灾害严重、防御难。此外，甘肃特殊的地理特征易导致局
部地区容易形成强烈的上升气流，为冰雹天气的形成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是我国多雹地区之一，每年因冰

雹给农业、林业、交通行业及人民生命财产等造成严重损失［7］。如 2010 年 8 月 8 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
曲县城东北部山区突降暴雨，东山站降水量达 96.3 mm，1 h 最大降水量达 77.3 mm，强降水引发特大山洪泥
石流灾害，导致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死亡和失踪人数达 1 765 人［8］。2012 年 5 月 10 日甘肃省定西

市岷县出现强降水和冰雹，降水中心麻子川降水量达 69.2 mm，1 h 降水量 42 mm，强度达到 50～100 年一遇，
此次特大冰雹山洪泥石流造成死亡和失踪人数达 59 人［9］。

近年来我国西北地区气候呈现“暖湿化”趋势［10－11］，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12－15］，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

难度加大，因此明确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时空分布特征，是提升强对流天气预报水
平、减轻灾害损失和影响的重要手段。殷水清等［16］对海河流域夏季逐时降水变化趋势分析表明，海河流域
夏季总降水量和短历时降水量均呈减少趋势，但短历时降水量占总降水量的比重及过程平均雨强和峰值雨
强呈增加趋势；姚蓉等［17］探讨了湖南不同区域短时强降水气候规律及相关环境参数特征；李强等［18］研究发

现四川盆地短时强降水频次和降水量较大值发生在夜间 21：00 至次日 08：00，分别占总量 73.8% 和 81.4%；
秦贺等［19］对新疆暖季短时强降水特征分析表明，短时强降水频次山脉坡面多于谷地和沙漠，高频区位置季
节性南北推移与太阳辐射和副热带锋区南北推移密切相关；吴迎旭等［20］指出黑龙江省短时强降水日数和站

次均与当年 6～8 月全省平均降水量呈线性关系，太阳辐射导致的非绝热加热为强降水特别是局地强降水带

来巨大贡献；付超等［21］研究发现，江西暖季短时强降水高频区位于山地及河谷附近，对暴雨的贡献率在 40%
以上；黄玉霞等［7］研究发现甘肃省冰雹日数呈明显下降趋势，年际和年代际变化具有显著差异性，冰雹高原

和高山多，海拔高度对冰雹形成有重要影响；赵文慧等［22］研究指出中国地区降雹累积持续时间与海拔高度
呈现较高的正相关关系，最大值出现在青藏高原地区；许霖等［23］通过统计湖南多年雷暴大风事件，发现雷暴
大风日数存在显著减少趋势，日变化呈现单峰结构，峰值主要出现在午后到傍晚；费海燕等［24］研究发现中国
强雷暴大风主要发生在中国中东部地区，不同地区发生峰值时间不同。
多年来由于甘肃省观测站网稀疏，对强对流天气特别是短时强降水发生发展机理认识不足。2010 年以
来随着区域自动气象站的全面建设和业务化，弥补了强对流天气研究观测资料不足的缺陷。本文利用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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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气象站和区域自动气象站逐时降水、逐日冰雹和雷暴大风资料，研究甘肃强对流天气时空分布及年、
月、日变化特征；充足的数据支撑，可以更深刻的理解强对流天气的空间特征和发展趋势，为强对流天气预
报预警提供参考，提高我省防灾减灾能力。

1

资料和方法
本文主要用到的资料包括：
（1）短时强降水资料。采用甘肃省气象局提供的 80 个国家气象站和 2 200 多

个区域气象站 2013-2019 年 7 年逐小时雨量数据，资料经过严格质量控制，结合本地气候特征，剔除异常值
较多气象站点，最终选取 1 716 个站点进行分析。本研究根据短时强降水业务规定，小时雨量≥20 mm 定义为
短时强降水，每个站点出现≥20 mm·h-1 的雨量记为一个站次［1］；站点年平均短时强降水频次为 2013-2019 年

所有短时强降水次数之和除以总年数。
（2）冰雹资料。采用 80 个国家气象站 1990-2019 年近 30 年地面观测

资料，冰雹直径记录时间为 2005-2019 年。根据我国冰雹等级标准［25］，按冰雹直径分为四类，即弱冰雹（d<5
mm），中等强度冰雹（5 mm≤d＜20 mm），强冰雹（20 mm≤d＜50 mm）和特强冰雹（d≥50 mm）。冰雹持续时间

根据 80 个国家气象站 1990-2019 年每次降雹起讫时间（当地时间）的记录，统计单次降雹持续时间；站点冰
雹平均持续时间为 1990-2019 年所有降雹持续时间之和除以降雹总次数。
（3）雷暴大风资料。选取国家气象
信息中心提供的 80 个国家气象站 1990-2013 年地面观测资料，在一个观测日（当日 20：00 至次日 20：00）内

对雷暴大风日进行筛选和计算，规定既观测到雷暴又观测到大风（瞬时风力>17 m·s-1）记为一次雷暴大风事

［24，26］
件。按雷暴大风强度分级标准，
分为一般（瞬时风速或者阵风为 17～24 m·s-1）和强雷暴大风（≥25 m·s-1）
。

［27］
依据《甘肃气候》
，黄河以西地域称为河西、以东地域称为河东。另外，甘肃省所辖区域按地理位置，

划分成五个自然地理区：河西（包括酒泉市、嘉峪关市、张掖市、金昌市、武威市）、陇中（兰州市、白银市、定西
市、临夏回族自治州）、陇东（庆阳市、平凉市）、陇南（天水市、陇南市）、甘南（甘南藏族自治州）。

2

结果分析

2.1

短时强降水

2.1.1

短时强降水空间分布特征

由 2013-2019 年甘肃省年平均短时强降水频次分布特征可以看出（图 1（a）），甘肃省短时强降水频次大

致呈现东南多、西北少的特征，这与甘肃省年降水量空间分布一致［27］。短时强降水高发区位于陇南市东南
部、陇南市东北部、天水市东南部和庆阳市东部，年均频次达 1.5 次以上，其中陇南市东南部是全省范围最大
的高频集中区，短时强降水年均频次在 2 次以上，最大中心位于武都裕河，达 4.1 次/a；其次是徽成盆地～天
水市南部一带，年均频次介于 1.0～2.0 次/a 之间，范围内的大值中心点较分散，最大中心位于成县黄渚，达

2.4 次/a；
第三大高发区位于庆阳市东部，
年均频次介于 1.0～2.0 次/a 之间，
最大中心位于庆城南庄，
达 2.0 次/a。

（a）

（b）

注：底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 GS（2019）3333 号标准地图制作，边界无修改。

Fig. 1

图1

2013-2019 年甘肃省强降水空间分布

Distribution of heavy precipitation in Gansu during 201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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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地区、兰州市、白银市短时强降水出现次数极少，年均频次在 0.5 次以下。

图 1（b）为 2013-2019 年甘肃省暴雨日数空间分布图，通过与短时强降水频次分布对比发现，暴雨与短

时强降水高发区域分布基本一致，3 个暴雨中心分别对应了 3 个短时强降水中心，说明短时强降水对甘肃省
暴雨贡献度很大。

从各月空间分布上来看（图 2），4 至 5 月强降水出现的频次低，主要集中在河东偏南地区，此时副高脊线

位于低纬，西北区的水汽条件较差且分布不均，我省河东地区强降水范围小且比较分散。6 至 8 月副高脊线
北跳，降雨带推移至黄淮流域，西北地区东部雨量开始增加，尤其是 7 月和 8 月，副高西脊点到达 110°E，脊线

位于 30°N 附近，西北地区东部处于副高西北侧的西南暖湿气流中，给甘肃省武威以东地区带来充沛的水汽，
降水范围扩大，强降水发生的频次也显著增多，河东大部分地方强降水年平均次数均在 0.2 次以上，其中陇

东南一带部分地方年平均次数达 0.4 次以上，局部地方超过 0.8 次/a。另外，一向干旱少雨的河西地区也在这
一时段出现短时强降水，虽然频次较低，但同时说明了在夏季水汽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河西走廊干旱荒漠区
也会出现短时强降水。9 月以后，副高南撤，我省强降水范围和频次迅速减小，大部分地方都在 0.1 次/a 以
下，河东个别地方达到 0.2 次/a。由此可见，除地形因素外，甘肃省短时强降水的发生，水汽条件至关重要，受
西太副高的影响，高温高湿的偏南气流为河东地区带来充沛的水汽，从而短时强降水频发。

注：底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 GS（2019）3333 号标准地图制作，边界无修改。

Fig. 2

图2

2013-2019 年 4～9 月甘肃省短时强降水空间分布

Distribution of shorttime heavy precipitation in Gansu from April to September during 201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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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短时强降水时间变化特征
甘肃省短时强降水站次数年际变化具有明显差异（图 3（a）），2013 年站次数最多，2014 年最少，20142017 年为低谷期，2018 年后站次数增加。短时强降水主要集中在 20～30 mm/h 之间，占总站次数的 79.0%，≥
30 mm/h 占 18.3%，≥50 mm/h 的短时强降水很少出现，仅占 2.7%。
从短时强降水的逐月分布可以看出（图 3（ｂ）），甘肃省短时强降水最早始于 4 月，最晚止于 10 月，呈“单
峰型”分布特征。短时强降水主要发生在 4 至 9 月，这与甘肃省雨季吻合［27］。甘肃省短时强降水全年呈现快
速增强、迅速减弱的特点，峰值出现在 8 月，7 月次之，发生频次占比分别为 39.1%、32.6%；6 至 8 月发生频次
占全年的 88.2%。
短时强降水往往是在有利的大尺度环流形势下的中小尺度系统中产生，因此，甘肃省短时强降水在一
天内的各个时段均有发生（图 3（ｃ））。高发时段主要发生在下午 17 时至凌晨 02 时，尤其是 19 时～00 时 6 个
时次短时强降水发生频次均在 6% 以上，占总频次的 46.22%，说明全省近一半的短时强降水出现在这段时期
内，其中 21 时频次最高，达 9.25%；凌晨 03 时至下午 15 时这段时间内短时强降水处于低发状态，尤其在早上
08、09 时，发生频次占比不足 1.5%。出现这种日变化的可能原因是，午后到傍晚由于局地热力不稳定产生中
小尺度对流云团，当对流云团发展到最强盛时容易产生强降水；另外，甘肃河东地区山大沟深，江河穿流其
中，河谷地区白天储存了不稳定能量，傍晚到夜间河谷周边山坡辐射降温出现山风环流，低层暖湿空气抬升
触发了不稳定能量的释放，导致夜间容易产生对流性降水［28］。

（a）

（b）

（c）

Fig. 3

2.2

图 3 2013-2019 年甘肃省短时强降水变化
Changes of shorttime heavy precipitation during 2013-2019

冰雹

2.2.1

冰雹日数时空分布特征

（1）冰雹日数空间分布
甘肃省冰雹的空间分布与海拔高度、地形和下垫
面性质等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局地性和分散性［7］，主
要发生于青藏高原边坡和高海拔地区（图 4）。甘南高
原、甘岷山区、祁连山东段为３个冰雹高发区，永登、东

乡和华家岭为３个冰雹高发点，年平均冰雹日数为 2～
6 d；临夏、定西为相对多雹区，为 1～2 d；兰州、白银、平

凉和庆阳地区为冰雹少发区，在 1 d 以下；河西、天水东
部和陇南东南部很少有冰雹出现。

注：
底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 GS（2019）3333 号
标准地图制作，边界无修改。

图 4 1990-2019 年甘肃省平均冰雹日数空间分布
Fig. 4 Distribution of the average of hail days in
Gansu during 199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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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底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 GS（2019）3333 号标准地图制作，边界无修改。

Fig. 5

图5

1990-2019 年 4～9 月甘肃省冰雹年平均日数空间分布

Distribution of hail days in Gansu from April to September during 1990-2019

从各月空间分布上来看（图 5），4 月全省冰雹的范围较小，主要出现在甘南高原、甘岷山区和华家岭，年
平均冰雹日数不足 0.3 d。5～7 月全省出现冰雹的范围较大，冰雹日数多，降雹主要集中在祁连山区、甘南高
原及定西、临夏、平凉和庆阳地区，冰雹日数一般为 0.3～0.8 d，甘南高原在 0.8 d 以上，其中 6 月冰雹最多发，
范围最大，7 月河西及定西冰雹日数有所减少，祁连山东段增加。这主要是因为这段时期青藏高原边坡地
区、高海拔山地迎风坡以及六盘山等喇叭口盆地和谷地空气中水汽含量多，太阳辐射强，近地层大气变得很
不稳定，加之冷暖空气交汇频繁，在中尺度切变线等的触发下产生冰雹，此外由地形强迫产生的重力波触发
不稳定能量释放也可能造成降雹天气［7，29］；8 月甘南高原冰雹日数 0.8 d 以上的范围明显减少，平凉和庆阳也
大幅减弱。9 月伴随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东退和太阳辐射减弱，暖湿条件明显下降，大气层结趋于稳定，甘
南高原东部的冰雹范围和日数进一步缩减。
从甘肃省冰雹的平均直径等级分布图来看（图 6（a）），我省大部分站点为 5～20 mm 的中等强度冰雹，酒
泉西部和陇南南部以弱冰雹为主，白银市靖远、定西市陇西、庆阳市西峰、合水为强冰雹。图 6（b）为全省各
站点冰雹的最大直径等级分布图，河西地区冰雹最大直径大多在 5～20 mm，在中等强度冰雹以内，张掖市民
乐、山丹和武威市古浪三站出现强冰雹；河东地区基本都在中等强度标准以上，甘南、定西、天水、平凉、庆阳
等地部分站点冰雹最大直径达到特强标准，庆阳市出现特强冰雹的站点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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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注：底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 GS（2019）3333 号标准地图制作，边界无修改。

图6

Fig. 6

1990-2019 年甘肃省冰雹直径等级空间分布

Distribution of hail diameter in Gansu during 1990-2019

（a）

（b）

图7

Fig. 7

（c）

1990-2019 年甘肃省冰雹时间变化

Changes of hail in Gansu during 1990-2019

（2）冰雹日数时间变化特征

从 1990-2019 年甘肃省冰雹站次年际变化可以看出（图 7（a）），近 30 年冰雹站次呈明显减少趋势，平均

每 10 年减少 47 站次。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冰雹站次多，年冰雹站次在 100 站次以上，之后明显减少，在 50～
70 站次之间，其中 1990 最多，为 204 站次，2018 年最少，仅为 29 站次。

甘肃省冰雹具有季节性强、雹日高度集中的特征（图 7（b）），降雹最早始于 3 月，最晚结束于 11 月，5～7

月是全年冰雹发生的主要时段，占全年的 62.6%。8～11 月冰雹日数明显减少，12 月至次年 2 月为无雹时段。
甘肃省冰雹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单峰型”日变化特征（图 7（c）），一般最早从上午 11 时左右开始，晚上 21

时左右结束。午后 13～19 时为我省冰雹高发时段，发生频次占全天的 88.5%，傍晚 17 时冰雹发生频次最高，
达 15.2%，这主要是因为冰雹的产生需要较高的对流有效位能［30］，从午后到傍晚太阳辐射强，地面升温快，而
春末至初秋我省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出现在 17 时左右，此时气团对流有效位能大，垂直运动较强，当水汽条

件满足（700 hPa 比湿≥4 g/kg）和 0℃层高度合适时（4 000～5 000 m 之间）就容易出现冰雹。晚上 20 时以后冰
雹发生频次迅速减弱，21 时至次日 10 时，我省很少有冰雹发生，频次不足 1%。
2.2.2

冰雹持续时间分布特征

冰雹持续时间与冰雹日数在空间分布上基本一致，同时具有差异性（图 8）。降雹平均持续时间超过

第2期

谭

229

丹，等：甘肃省强对流天气特征分析

6 min 的区域主要包括祁连山中东部、陇中高海拔地区、陇东六盘山和黄土高原地区以及青藏高原边缘的临
夏和甘南等地，这些地区海拔大多在 1 500 m 以上且地形复杂；陇南、天水低海拔地区以及河西中西部等地

势较平坦地区，降雹平均持续时间在 6 min 以下。由此可见，海拔、地形对冰雹的产生及降雹持续时间具有
重要影响。

甘肃省冰雹过程持续时间主要集中在 8 min 以内（图 9），不同持续时间的冰雹过程发生次数呈现先增加

后减少的特征，
持续时间在 2 min 以内的累积出现 411 次，
2～4min 出现次数最多，
达 582 次，
4～6 min、
6～8 min

的分别有 426 次和 265 次，之后随着持续时间的增加，冰雹过程出现次数迅速减少，持续时间 32 min 的仅有 6
次，超过 32 min 的冰雹过程在甘肃省很少出现。

注：底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 GS（2019）3333 号
标准地图制作，边界无修改。

图8

1990-2019 年甘肃省冰雹平均持续时间空间分布

Fig. 8

2.3
2.3.1

Distribution of the average of hail duration in

图9

1990-2019 年不同持续时间的冰雹过程的累积出现次数

Fig. 9

Accumulated number of hail weather processes

with different duration from 1990-2019

Gansu during 1990-2019

雷暴大风
雷暴大风时空分布特征

甘肃省雷暴大风分布特点是山区、高原多，地势低的地方少（图 10（a））。雷暴大风高发区较分散，其中

乌鞘岭地区范围最大、出现频次最高，年均频次达 7.6 次/a；武都、东乡、华家岭、玛曲、临潭为 5 个雷暴大风高
发点，年均频次在 3.5～4.4 次/a 之间，高频次站点中，除武都外，其余四站海拔高度都在 2 400 m 以上。河西

中西部、天水东部、陇南东部、平凉和庆阳很少有雷暴大风出现，年均频次大多在 1 次以下。甘肃省雷暴大风
天气以一般雷暴大风为主，强雷暴大风天气发生次数很少（图 10（b）），仅占甘肃省雷暴大风的 5%，这与费海

燕等指出中国西北地区强雷暴大风发生概率小的研究结果一致［23］。强雷暴大风主要发生在甘肃省中东部
地区，累计频次为 1～3 次，最大频数出现在高海拔的华家岭站（5 次）。

（a）雷暴大风

（b）强雷暴大风

注：底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 GS（2019）3333 号标准地图制作，边界无修改。

Fig. 10

图 10

1990-2013 年甘肃省雷暴大风及强雷暴大风空间分布

Distribution of the frequency of thunderstorm in Gansu during 199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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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全省出现雷暴大风的范围小且分散，频次低，仅乌鞘岭、武都、玛曲、华家岭、临潭、岷县年均次数在
0.3 次/a 以上；从 5 月开始雷暴大风的范围有所扩大，频次增多，高发点与 4 月一致，年均频次在 0.8 次/a 以上；
6 月全省雷暴大风发展到最强时期，酒泉及甘肃中部地区雷暴大风出现频次高，年均频次在 0.8～1.8 次/a 之
间；7 月雷暴大风高发区与 6 月较接近，范围有所减少，频次减弱，仅马鬃山、乌鞘岭在 0.8 次/a 以上；8 月雷暴
大风活动范围进一步减弱，其中河西大部、陇南和陇东地区减弱更加明显。造成以上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4～
6 月西南暖湿气流不断向甘肃偏南地区输送，地面温度逐渐回暖，不稳定能量增加，加之中高纬度上冷空气
活动，我省经常位于冷涡底部的西北气流中，有明显干冷空气南下，与西南暖湿气流交汇，造成不稳定能量
迅速积累和释放，有利于大范围雷暴大风天气的发生；7～8 月陆地表面受日照影响，加热更为明显，地面气
温、水汽含量、不稳定能量等都达到一年中最强盛时期，容易在近地层形成不稳定层结；加之夏季甘肃常受
西风带系统影响，带动冷空气东移，与副高西伸北抬引导夏季风挟带的充沛水汽交汇，因而对流发展更加旺
盛，易形成雷暴大风天气［23］。9 月除乌鞘岭地区外，其余地区很少有雷暴大风出现。
2.3.2 雷暴大风时间变化特征
由图 11（a）可以看出，近 24 年雷暴大风出现站次呈明显减少趋势，平均每 10 年减少 43.6 站次。1990-

2001 年是雷暴大风相对较多期，2001-2010 年为相对较少期，2011-2013 年再次增多。

甘肃省雷暴大风始于 3 月，于 11 月结束，主要出现时段集中在 5～9 月（图 11（b）），其中 6 月出现频次最

高，占全年的 29.2%，其次为 7 月和 8 月，分别占全年的 22.0%、18.1%，9 月以后雷暴大风出现频次大幅减弱，
11 月至次年 2 月全省无雷暴大风出现。

（a）

Fig. 11

（b）

图 11

（c）

1990-2013 年甘肃省雷暴大风时间变化

Changes of thunderstorm gale in Gansu during 1990-2013

对甘肃雷暴大风出现的次数进行时次统计（图 11（c）），可以看出甘肃省雷暴大风高频时段出现在午后

至傍晚的 15～21 时，发生频次占全天的 83.7%，19 时达到峰值，21 时后大幅减少，上午和夜间很少发生，这与
其地表午后加热作用有关。

3

结论
（1）甘肃短时强降水与山脉地形密切相关，多出现在盆地、河谷地区，高发区位于陇南市东南部、陇南市

东北部、天水市东南部和庆阳市东部；2013-2019 年短时强降水年际变化差异明显，2013 年最多，2014-2017
年为低谷期，随后增多；20～30 mm/h 强降水占 79.0%。

（2）甘肃短时强降水月变化和日变化特征明显，均呈“单峰型”变化；短时强降水主要出现在 4～9 月，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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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增多，8 月达到峰值，7 月次之，9 月迅速减少；短时强降水一天内各个时段均有发生，高发时段在 17～02
时，夜雨特征明显。

（3）甘肃冰雹空间分布与地形密切相关，主要发生在青藏高原边坡和高海拔地区，高发区位于甘南高

原、甘岷山区、祁连山东段以及永登、东乡和华家岭 3 个高发点；大部地区以中等强度冰雹为主。雷暴大风以

一般雷暴大风为主，强雷暴大风仅占 5%；高发点除武都外，均分布在河西西部、甘肃中部以及祁连山和甘南
高原的高海拔地区。

（4）冰雹和雷暴大风存在显著的年变化和日变化。降雹季节性强，雹日高度集中，5～7 月为高发时段，

占全年的 62.6%；
降雹持续时间主要集中在 8 min 以内，
不同持续时间冰雹发生次数呈先增后减特征，
2～4 min

出现次数最多。雷暴大风主要集中出现在 5～9 月，占全年的 86.6%，6 月最多，7 月次之，9 月之后迅速减少；
冰雹和雷暴大风均表现为午后峰值，冰雹高发时段集中在 13～19 时，雷暴大风集中在 15～21 时。

（5）近 30 年，甘肃省冰雹和雷暴大风均呈明显的减少趋势，其中冰雹的减少速率为 47 站次·
（10a）-1，雷

暴大风的减少速率为 43.6 站次·
（10a）-1，2000 年以来减少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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