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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区域强风过程的气候特征模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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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 再分析资料驱动 ＷＲＦ 模式，对环渤海区域 １９８１—
２０１２ 年 １２３ 次强风过程进行了模拟，并对不同天气系统形势下环渤海区域强风过程的气候特征进
行了分析，得到以下结论：１）ＷＲＦ 数值模式可以较好地模拟环渤海区域强风过程的发展演变特征。
２）西北路冷锋过程引起的环渤海区域强风强度较其他过程偏强，强风集中在辽东半岛西部、渤海
海峡和山东半岛东部。黄河气旋引起的强风过程与冷锋相比，分布特征有着明显的不同，强风主
要集中在山东半岛东部及黄海海域，渤海海域的强风相对偏弱。３ ）强风过程存在明显的季节变
化，秋冬季强风持续时间长，风速大，春季次之，夏季最弱。４）强风过程在渤海海域的最大风速呈
增加趋势，而在渤海海峡以东海域和山东半岛南部呈减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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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新等：环渤海区域强风过程的气候特征模拟分析

３７

［ ］。
变化
引言
本研究利用中尺度数值模式 ＷＲＦ 对 １９８１ 年以
环渤海区域地处东亚季风气候区，是全球气候 来的环渤海强风过程进行数值模拟，利用高分辨率
变化的敏感区域之一，近年来随着海洋经济的迅速 的数值模拟资料开展环渤海区域强风过程的气候
发展，海洋气象灾害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越来越 特征分析。
大。大风是海上主要灾害性天气之一，冬季强冷空 １ 区域强风过程的定义
气、春秋季温带气旋和夏季热带气旋等天气系统均
可引起海上强风等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海洋经济
韩永清等［ ］利用环渤海区域 ５７ 个气象站日最
发展。因此，加强海上强风的研究对海洋气象防灾 大风速资料定义了区域强风过程天气标准：某日环
减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渤海区域出现风速超过 ６ 级风的站数 ≥１２ 站且其
一直以来，环渤海区域海上大风的研究备受关 中一站最大风速超过 ２０ ｍ·ｓ ，或者出现超过 ６ 级
注。通过对环渤海沿岸的站点风速、风向等观测资 风的 站 数 ≥ １７ 站 且 其 中 一 站 最 大 风 速 超 过
料的统计分析发现，冬季环渤海区域以偏北大风为 １７ ２ ｍ·ｓ 时，定义为一次影响环渤海区域强风天
主，春秋季开始出现偏南大风，大风风力以 ６ ～ ７ 级 气过程。根据韩永清等的定义，普查了 １９８１ 年以来
为主，大风持续时间大多在 ２４ ｈ 以内，渤海海峡南 环渤海区域的强风过程，得到了 １９８１—２０１２ 年的
部比北部更易出现大风［ ］。对近些年来造成近海 １２３ 个强风过程。根据天气学分型，冷锋引起的强
大风的天气系统进行分型发现，中国近海大风天气 风过程最多，为 ７７ 次，其中西北路冷锋 ４８ 次，北路
过程可归纳为冷空气型、温带气旋型和热带气旋型 冷锋 １８ 次，西路冷锋 １１ 次；其次为温带气旋引起的
３ 种类型 ［ ］，
而对于环渤海区域，冷锋和温带气旋在 强风，其中最主要的为黄河气旋，引起的强风过程
沿海产生大风的次数最多［ ］，冬季强冷空气南下 为 ３５ 次。根据强风过程发生的时间，春季最多为
常常引起环渤海区域大风过程。同时基于再分析 ５９ 次，其次为冬季 ３１ 次，秋季 ２０ 次，夏季最少，为
资料，针对环渤海海上大风也开展了很多个例诊断 １３ 次。
研究［ ］。郭军等［ ］研究表明，环渤海沿海平均风
对挑选出的 １２３ 个强风过程进行模拟，主要分
速呈现显著减小趋势，但受台站观测环境变化和迁 析冷锋和黄河气旋引起的环渤海区域强风过程的
站的影响较大，大气环流变化对其影响较小。而利 气候特征，其他系统引起的强风过程较少，不做具
用卫星资料对黄渤海大风频次分布特征进行的研 体分析。
究，发现近三十年黄渤海大风频次总体呈上升趋 ２ 资料与模式设计
势［ ］。由于海上气象资料严重匮乏，对环渤海强风
的研究多基于对沿海测站和再分析资料的分析，主 ２．１ 资料
要集中在渤海近海和渤海海峡，这制约了对海上强
采用的资料主要有再分析资料、测风塔和气象
风特征和影响评估的研究，同时观测资料的代表性 台站观测的 １０ ｍ 风资料。再分析资料用于驱动
测风塔和气象台站资料
ＷＲＦ 模式进行动力降尺度，
对研究结果也存在不确定性。
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将再分析资料动力降尺 用于模式模拟效果的检验。通过多种全球再分析
度，得到环渤海区域高分辨率的风场资料进行分 数据与环渤海区域的气象台站资料的对比分析发
析，可以解决测站资料短缺的问题。近年来，许多 现，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 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 再分析
学者利用中尺度数值模式 ＷＲＦ 进行环渤海区域海 资料在环渤海区域适用性相对较好［ ］，因此采用
上大风个例的模拟，发现 ＷＲＦ 模式可以较好地模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 再分析资料驱
拟出强风强度以及开始结束时间，辽东半岛和山东 动 ＷＲＦ 进行数值模拟，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 资料时间段为
半岛地形对海上大风均有增幅作用［ ］。利用 １９８１—２０１２ 年，每 日 ４ 个 时 次，空 间 分 辨 率 为
０ ７５° × ０ ７５° 。为了验证模式对于海上强风的模拟
ＷＲＦ 模式对环渤海区域风能资源的模拟发现，
ＷＲＦ
模式可以较好地对环渤海区域风场进行模拟，渤海 效果，选取了山东、河北、天津、辽宁四省市沿海的
中部和北部年平均风速较大［ ］。ＷＲＦ 模式也可以 ２８ 座测风塔、天津石油平台、山东长岛和成山头 ２
开展长时间的气候模拟，对东海海面风场降尺度模 个沿海气象站的逐小时 １０ ｍ 风资料，验证台站分布
拟研究表明，ＷＲＦ 可以较好地模拟出风场的季节 见图 １ａ。测风塔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有观测，所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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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的时间段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２．２ 数值模拟方案设计
ＷＲＦ 模式模拟区域的设置如图 １ｂ，模式采用
双层嵌套，内层覆盖了整个渤海区域。中心经度为
１１３ ０°Ｅ ，
中心纬度为 ４２ ０°Ｎ，外层区域水平分辨率
网格格点数 １５７ （东西方向）× １４５ （南北方
２７ ｋｍ，
向），内层区域水平分辨率 ９ ｋｍ，网格格点数 １１５
（东西方向）× １１２ （南北方向），垂直方向为 ３５ 层。
地图投影方式采用兰勃特投影，主要物理参数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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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选项见表 １。模式采用 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 再分析资料
驱动，每 ６ ｈ 更新一次侧边界。
根据对所有强风过程统计，强风过程持续时间
都不超过 ４８ ｈ，因此，每次过程模拟时间设为 ４８ ｈ，
涵盖了整个强风过程的时间段。对挑选的 １２３ 个过
程进行数值模拟，模拟结果逐小时输出，得到逐小
时的环渤海区域强风过程的模拟数据。对结果的
分析主要依据内层的模拟输出数据。

图 １ 验证站分布（ａ）和模式区域设置（ｂ）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ＷＲＦ ｄｏｍａｉｎ （ｂ）
表 １ 模式参数设置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ＷＲ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区域与方案
区域与分辨率
时间步长
边界层方案
积云方案
微物理方案
辐射方案

具体设置
两层嵌套，中心点为（４２ ０°Ｎ，１１３ ０°Ｅ）
粗网格格点数 １５７×１４５，水平分辨率 ２７ ｋｍ
细网格格点数 １１５×１１２，水平分辨率 ９ ｋｍ
垂直分辨率：３５ 层
１５０ ｓ

方案
ＫａｉｎＦｒｉｔｓｃｈ 方案
ＷＳＭ３ 方案
长波：ＲＲＴＭ 方案，短波：Ｄｕｄｈｉａ 方案
ＹＳＵ

如图 ２ 所示，横坐标代表检验站点的站号（具体位
置见图 １ａ）。图中均方根误差为各测风塔和气象站
大于等于 １０ ８ ｍ·ｓ 的强风时段内的计算结果，表
征对强风时段风速的模拟效果，相关系数为模拟时
段所有时次的计算结果，表征模式对强风过程随时
间演变的模拟效果（由于个别测风塔资料某些时段
缺测，图中有些点并未连接成线）。冷锋引起的强
风过 程 模 拟 值 的 均 方 根 误 差 基 本 不 超 过
且在多个过程的模拟中，大部分站点均
４ ０ ｍ·ｓ ，
方根误差在 ３ ０ ｍ · ｓ 以下（图 ２ａ ）。对气旋引起
的强 风 过 程 的 模 拟，均 方 根 误 差 基 本 不 超 过
要略高于冷锋过程，同样，大部分站点
５ ０ ｍ·ｓ ，
在３ ０ ｍ·ｓ 以下（图 ２ｃ ）。由模拟值与观测值的
相关系数看，冷锋和气旋引起的强风过程相关系数
大都在 ０ ７ 以上（图 ２ｂ、ｄ），说明对强风过程的发展
演变把握较好。虽然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两次过程的模拟，个别站点相关系数低
于 ０ ３，均方根误差大于 ５ ０ ｍ · ｓ ，但总体上，
ＷＲＦ 模式在强风过程时段风速模拟效果较好，且能
够模拟出强风过程风速的时间变化特征。
－１

－１

－１

－１

３

模拟效果检验

由于测风塔数据从 ２００９ 年才开始有观测，因此
对模拟效果的检验主要是针对 ２００９ 年以来的强风
过程模拟个例。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强风过程个例共有
其中冷锋过程引起的 ５ 个，气旋引起的 ６ 个。
１１ 个，
３．１ 模拟误差分析
分别计算了 １１ 个强风过程对验证站点模拟值
的均方根误差和模拟值与观测值之间的相关系数，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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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图 ２ 强风过程模拟值的均方根误差和相关系数（ａ．冷锋引起的强风过程的均方根误差，ｂ． 冷锋引起的强风过程的相关系
数，ｃ．气旋引起的强风过程的均方根误差，ｄ． 气旋引起的强风过程的相关系数）
Ｆｉｇ．２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ｉ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ｃｏｌｄ ｆｒｏｎｔｓ；ｂ．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ｉ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ｃｏｌｄ ｆｒｏｎｔｓ；ｃ．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ｉ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ｉ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一次强风过程个例模拟检验分析
选取一次典型的西北路冷锋引起的强风过程
进行个例检验分析，模拟时间段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２０ 时—２１ 日 ２０ 时。本次强风过程由冷空气南
下引起，是一次冷锋系统过境，由模拟的环渤海区
域强风开始时间（图 ３）可以明显地看到强风过程的
路径是西北—东南方向，图中出现时间为不同等级
风力最早出现的模拟时次，黑色实线代表沿岸海域

３．２

海洋气象预报分区。１ 月 ２０ 日 ００ 时开始，渤海北
部的辽东湾出现 ６ 级大风（图 ３ａ），随着系统推移，
渤海湾和渤海海峡 ２０ 日 ０８ 时前陆续出现 ６ 级大
风，２０ 日 １２ 时以后，山东半岛南部海域才陆续出现
６ 级以上的大风，
这与实况是一致的。２０ 日上午，渤
海的风力逐渐增大到 ７ ～ ８ 级，０８ 时前后，渤海湾、渤
海南部出现 ７ 级以上大风，１２ 时前后渤海海峡以东
的山东半岛北部海域开始出现 ７ 级以上大风，山东

图 不同等级风开始时间的模拟（ａ．６ 级风，ｂ．７ 级风，ｃ．８ 级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ｒｔ ｔｉｍ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ｉｎｄ ｇｒａｄｅ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ｂｒｅｅｚｅ，ｂ． ｎｅａｒ ｇａｌｅ，ｃ． ｇａｌｅ）

３
Ｆｉ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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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计算每个格点 ６ 级以上风、７ 级以上风和 ８ 级
以上风的持续时间，以及强风过程在每个格点的最
大风速。强风持续时间为整个过程出现强风的累
加时次，强风过程最大风速为整个模拟时段出现的
最大风速。
４．１ 不同天气系统下强风过程气候特征分析
对 １９８１ 年以来的冷锋和黄河气旋引起的环渤
海区域的强风过程进行分析，得到不同强风过程最
大风速和持续时间的分布特征，如图 ４ － ６ 所示，其
中冷锋过程分为三类：西北路冷锋、北路冷锋和西
路冷锋。
图 ４ 中最大风速为所有相同类型强风过程个例
最大风速的平均值，代表这一类强风过程的强度在
不同区域的分布。在冷锋引起的强风过程中，西北
路冷锋最大风速在渤海海区达 １６ ｍ · ｓ 以上（图
明显高于北路冷锋和西路冷锋（图 ４ｂ、ｃ），最大
４ａ），
风速容易出现在辽东半岛西部沿海和渤海海峡北
４ 环渤海区域强风过程气候特征分析
部，可达 １７ ｍ·ｓ ，北路冷锋引起的强风过程范围
利用内层嵌套的高分辨率的模式结果，得到逐 较小，主要集中在渤海海区（图 ４ｂ）。黄河气旋引起
小时 ９ ｋｍ 分辨率的海平面风速资料。为了表征强 的强风过程最大风速出现在山东半岛北部和东部，
风的强度特征，利用模拟输出的逐小时海平面风速 达 １６ ｍ·ｓ 以上（图 ４ｄ），在渤海海峡以东海域强
半岛东部则出现在 １２ 时以后（图 ３ｂ），这与实况非
常接近。７ 级大风开始时间的空间分布与 ６ 级大风
非常相似，尤其是渤海海域，两者开始时间间隔非
常短，这说明渤海区域大风加强的速度较快，海洋
下垫面对大风有加强作用，这与盛春岩等［ ］的研究
是一致的。本次过程在渤海和山东半岛东部海域
出现 ８ 级大风（图 ３ｃ），在渤海区域，其开始时间与 ６
级风的开始时间间隔为 ４ ｈ 左右。
由前面模拟误差和个例分析可以看出，模式可
以很好地模拟出整个环渤海强风过程的推进演变，
对观测站点风速的模拟效果较好，因此利用模拟数
据开展环渤海强风气候特征分析是可行的。从个
例分析看出，渤海和渤海海峡在冷锋过程中，风速
加强快，从 ６ 级风增强到 ８ 级风经历的时间短，这对
于冷锋过境引起的海上强风的预警有一定的指示
意义。
１３

－１

－１

－１

图 ４ 不同天气系统下强风过程最大风速（ａ．西北路冷锋，ｂ．北路冷锋，ｃ．西路冷锋，ｄ．黄河气旋；单位：ｍ·ｓ ）
Ｆｉｇ．４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ｌｄ ｆｒｏｎｔ，ｂ．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ｏｌｄ ｆｒｏｎｔ，ｃ．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ｌｄ ｆｒｏｎｔ，
ｄ．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ｃｙｃｌｏｎｅ；ｕｎｉｔｓ：ｍ·ｓ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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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强度高于冷锋过程，在渤海最大风速出现在辽东
半岛西部沿海和渤海北部，渤海东部强度高于渤海
西部，与西北路冷锋相似。
由 ６ 级以上强风持续时间（图 ５）来看，西北路
冷锋引起的环渤海区域强风过程持续时间最长，强
风集中在辽东半岛西部、渤海海峡和山东半岛东
部，而西路冷锋的强风过程主要集中在山东半岛东
部，北路冷锋则区域差别不明显（图 ５ａ－ｃ）。西北路
和西路冷锋在山东半岛东部引起的 ６ 级以上强风持

４１

续时间在 １ ｄ 以上，是整个海域持续时间最长的区
域。由 ７ 级以上强风过程持续时间来看，西北路冷
锋明显强于北路和西路冷锋（图 ５ｄ－ｆ），而 ８ 级以上
强风持续时间差异更加明显（图 ５ｇ －ｉ），西北路冷锋
在整个渤海海域均会出现 ８ 级以上强风，特别集中
在渤海中部和渤海海峡，北路冷锋 ８ 级以上强风主
要出现在辽东半岛西部沿海，西路冷锋出现 ８ 级以
上的强风较少，强度明显偏弱。

图 ５ 西北路（ａ、ｄ、ｇ）、北路（ｂ、ｅ、ｈ）和西路（ｃ、ｆ、ｉ）冷锋过程引起的环渤海区域强风过程持续时间（ａ－ｃ． ６ 级以上强风，ｄ－ｆ．
ｇ－ｉ．８ 级以上强风；
７ 级以上强风，
单位：ｈ）
Ｆｉｇ．５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ｉ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Ｂｏｈａｉ Ｓｅ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ｌｄ ｆｒｏｎｔ （ａ． ｄ． ｇ．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ｏｌｄ ｆｒｏｎｔ
（ｂ． ｅ． ｈ．）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ｌｄ ｆｒｏｎｔ （ｃ． ｆ． ｉ．）（ａ．－ｃ．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ｓｔｒｏｎｇ ｂｒｅｅｚｅ，ｄ．－ｆ．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ｎｅａｒ ｇａｌｅ，ｇ．－ｉ．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ｇａｌｅ；ｕｎｉｔｓ：ｈ）

黄河气旋引起的强风过程持续时间（图 ６ａ －ｃ）与
冷锋相比，分布特征有明显不同，６ 级以上强风持续
时间主要集中在山东半岛东部及黄海海域，渤海海域
强风持续时间相对较短，而 ８ 级以上的强风主要分布
在辽东半岛西部沿海和山东半岛东部。
４．２ 不同季节强风过程气候特征分析
分别计算发生在春季（３—５ 月）、夏季（６—８
月）、秋季（９—１１ 月）和冬季（１２ 月—次年 ２ 月）的
强风过程最大风速和强风持续时间。强风过程最
大风速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秋冬季较大，春季次

之，夏季强风过程较少，并且最大风速在四个季节
中是最小的（图 ７ａ － ｄ）。秋冬季强风过程最大风速
主要出现在渤海北部和辽东半岛西部沿海，最大风
速在 １６ ｍ·ｓ 以上，秋季可达 １７ ｍ·ｓ 以上，山东
半岛 东 部 海 区 冬 季 强 风 过 程 最 大 风 速 也 在
１６ ｍ·ｓ 以上，其他海区基本在 １４ ～ １６ ｍ·ｓ 之
间。春季发生的强风过程在环渤海区域最大风速
大多在１４ ～ １６ ｍ·ｓ ，相对秋冬季略小。夏季发生
的强风过程最大风速主要出现在渤海湾和渤海海
峡，在１６ ｍ·ｓ 以上，其他海区风速较小。
－１

－１

－１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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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黄河气旋引起的环渤海区域强风过程持续时间（ａ．６ 级以上强风，ｂ．７ 级以上强风，ｃ．８ 级以上强风；单位：ｈ）
Ｆｉｇ．６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ｉ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Ｂｏｈａｉ Ｓｅ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ｓｔｒｏｎｇ ｂｒｅｅｚｅ；
ｂ．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ｎｅａｒ ｇａｌｅ；ｃ．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ｇａｌｅ；ｕｎｉｔｓ：ｈ）

图 ７ 不同季节强风过程最大风速（ａ．春季，ｂ．夏季，ｃ．秋季，ｄ．冬季；单位：ｍ·ｓ ）
Ｆｉｇ．７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ａ． ｓｐｒｉｎｇ，ｂ． ｓｕｍｍｅｒ，ｃ． ａｕｔｕｍ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ｕｎｉｔｓ：ｍ·ｓ ）
－１

－１

由 ６ 级以上强风过程持续时间（图 ８ａ－ｄ）看，秋
冬季强风持续时间最长，秋季渤海大部地区强风持
续时间都在 １ ｄ 以上，渤海北部和辽东半岛西部沿
海达 ３０ ｈ 以上，冬季强风在渤海海峡和山东半岛东
部持续时间最长，渤海海峡在 １ ｄ 以上，山东半岛东
部达 ３０ ｈ 以上。春季强风过程持续时间较长的区
域位于渤海东部、渤海海峡到山东半岛东部，大多
在 １５ ～ ２０ ｈ，山东半岛东部可达 ２０ ｈ 以上。夏季强
风过程持续时间明显较短，大部海区不足 １５ ｈ，强风
持续时间较长的区域主要位于山东半岛南部。由

此可见，秋冬季的强风过程持续时间长，风速大，造
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秋冬季受冷锋过程影响较多，
冷锋引起的强风过程强度要强于其他天气系统，这
与上节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４．３ 强风过程的年代际变化
分别 计 算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年 和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 ３ 个时间段所有强风过程最大风速
的平均值，探讨环渤海区域强风过程的气候变化特
征（图 ９）。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环渤海区域强风最大
风速集中在辽东半岛西部的渤海区域，山东半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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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图 不同季节强风过程强风持续时间（ａ．春季，ｂ．夏季，ｃ．秋季，ｄ．冬季；单位：ｈ）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ｉｇ．７，ｂｕｔ ｆｏｒ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ｈ）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ｉ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８
Ｆｉｇ．８

图 ９ 强风过程最大风速的年代际变化（ａ．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年，ｂ．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年，ｃ．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单位：ｍ·ｓ ）
Ｆｉｇ．９ Ｄｅｃａｄ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ｉｎ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ｉ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１ ｔｏ １９９０，ｂ．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１ ｔｏ ２０００，ｃ．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ｔｏ ２０１２；ｕｎｉｔｓ：ｍ·ｓ ）
－１

－１

部和北部，最大风速在 １８ ～ １９ ｍ · ｓ （图 ９ａ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强风过程最大风速出现在渤海海
峡，为 １９ ～ ２０ ｍ·ｓ （图 ９ｂ），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相
比，强风过程在渤海海峡和渤海南部的最大风速在
增强，平均增加了 １ ～ ２ ｍ · ｓ ，而在环渤海其他区
域强风过程的最大风速在减小。２００１ 年以来，强风
过程最大风速出现在辽东半岛西部海域，达到
２０ ｍ·ｓ 以上（图 ９ｃ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相比，渤
海北部海域和渤海湾最大风速增加了 １ ～ ２ ｍ·ｓ ，
其他海域的风速在减小。
由年代际变化来看，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到 ２０ 世
－１

－１

－１

纪 ９０ 年代，强风过程在渤海海峡和渤海南部有增强
趋势，其他海域变化不明显或略有减小，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到 ２１ 世纪最初 １０ 年，强风过程在渤海北部
有增强趋势，其他海域过程最大风速在减小。２１ 世
纪最初 １０ 年相比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强风过程在渤
海海域的最大风速是增加的，而在渤海海峡以东海
域和山东半岛南部呈减小的趋势。

－１

－１

５

结论与讨论

利用中尺度数值模式 ＷＲＦ 对环渤海区域 １９８１
年以来的强风过程进行了模拟，并对不同天气系统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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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下环渤海区域的强风过程气候特征进行了分
析，得到以下结论：
１）ＷＲＦ 数值模式可以较好地模拟环渤海区域
强风过程的发展演变特征，模拟结果可以用于对环
渤海区域强风过程的气候特征分析。
２）西北路冷锋过程引起的环渤海区域强风强
度较其他过程偏强，在渤海海区风速最大，强风持
续时间在辽东半岛西部、渤海海峡和山东半岛东部
最长，而西路冷锋的强风过程主要集中在山东半岛
东部。黄河气旋引起的强风过程与冷锋相比，分布
特征有着明显的不同，强风主要集中在山东半岛东
部及黄海海域，渤海海域的强风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３）强风过程最大风速和持续时间存在明显的
季节变化，秋冬季强风持续时间长，在渤海和山东
半岛东部海域持续 １ ｄ 以上，春季强风持续时间大
部海域在 １５ ～ ２０ ｈ，夏季强风过程持续时间明显较
短，大部海区不足 １５ ｈ。秋冬季强风过程最大风速
也高于春季和夏季。
４）强风过程在环渤海区域存在年代际变化，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强风过程在渤
海海峡和渤海南部有增强趋势，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到 ２１ 世纪最初 １０ 年，强风过程在渤海北部有增强
趋势。２１ 世纪最初 １０ 年相比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强风过程在渤海海域的最大风速是增加的，而在渤
海海峡以东海域和山东半岛南部呈减小的趋势。
本文主要从强风过程最大风速和持续时间的
角度来讨论强风过程在环渤海区域的气候特征，强
风过程在不同的海区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在一次强
风过程中，有些海区可能并未出现强风，因此对于
不同的精细化预报海区强风过程的气候变化特征
还需要构建相应的强风过程指标做进一步详细的
分析。另外，对于引起强风过程的天气系统强度、
路径等是否存在明显的气候变化，则需要更深入的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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