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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eorological data of Qinhuangdao

省委省政府确定为全省唯一"旅游立市"城市，秦皇岛市自

City from 2001 to 2015, the weather of thunderstorms and hail

然景观颇多，滨海度假和山地生态旅游发达，然秦皇岛区

are counted. Summarize the relevant parameter threshold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severe convective weather. The Qinhuangdao

域地形地貌复杂，强对流天气 发生频率较高，强对流
天气具有突发性强，局地性强，瞬时天气剧烈的特性，不

tourism meteorological service platform will be constructed to

期而至的雷雨大风、冰雹等给游客带来一定的旅游风险

transmit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to tourists through SMS,

[6-8]

street electronic display, and real-time broadcasting in scenic

[1-5]

，准确的天气预报、有效的沟通途径则可为广大游客
规避旅游风险，使旅途舒适而圆满。

spots.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void the travel risks
for the majority of tourists, making the journey comfortable
and complete.
Keywords—tourism risk, communication route, disaster
warning, Qinhuangdao

摘要—用秦皇岛市 2001-2015 年 15a 的气象资料，统计出
雷雨大风、冰雹日期。总结不同类型强对流天气发生的相关参
数阈值。构建秦皇岛旅游气象业务服务平台，通过手机短信、
街头电子显示屏、景区实时广播等途径向游客传递预警信息。

II.资料和方法
用秦皇岛区域 5 个国家气象站（图 1）2001-2015 年
15a 的地面基站观测资料和灾情资料，统计出雷雨大风、
冰雹日期。将发生以上天气的欧亚区域 08 时（北京时）
高空形势图进行天气学分型，总结不同类型强对流天气发
生的相关参数阈值。构建秦皇岛旅游气象业务服务平台，
通过手机短信、街头电子显示屏、景区实时广播等途径向
游客传递预警信息。

有效的沟通途径为广大游客规避了旅游风险，使旅途舒适而圆

III..结果和分析

满。
关键词：旅游风险，沟通途径，灾害预警，秦皇岛

I.引言
改革开放 40 年来，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区位优势，
秦皇岛市旅游业迅速发展，成为河北省旅游龙头城市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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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汉族，河北秦皇岛人，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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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秦皇岛区域灾害天气分型及预报指标
3.1.1 雷雨大风
秦皇岛雷雨大风集中出现 4-9 月，时段主要集中在午
后到前半夜。15 年间共出现雷雨大风 49 次，其中高空冷
涡型 20 次，其次为阶梯槽型 12 次，低槽冷锋型 10 次，
西北气流型 7 次。表 1 给出了雷雨大风的天气分型、各型
占比及指标阈值, 图 2 给出了雷雨大风环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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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秦皇岛区域气象观测站分布图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counties and districts in Qinhuangdao

表 1.秦皇岛区域雷雨大风天气分型及指标阈值
Table 1. Thunderstorm and gale weather classification and index threshold in Qinhuangdao area

分型

高空冷涡型(图 2a)

阶梯槽型(图 2b)

低槽冷锋型(图 2c)

西北气流型(图 2d)

各型占比

41%

24%

20%

14%

各型特征

500hPa 蒙古国附近

500hPa 有阶梯槽，一

500hPa 华北地区有

500hPa 秦皇岛区位

或东北地区有一低

个在河套附近，一个

一宽槽或河套地区有

于槽后西北气流中，

涡，低涡底部有大于

在贝湖附近，且秦皇

一低涡，秦皇岛上游

风速大于 20m/s，午

20m/s 的西风或西北

岛上游有大于 24m/s

有达到 36m/s 的西北

后有冷空气摆下；地

风；850hPa 相似位置

的西北风的高空急

风高空急流；850hPa

面有辐合线；T_logp

有一低涡；地面为低

流；850hPa 相似位置

有 18m/s 的西北风低

图上 CAPE 值较大，

压控制有冷锋过境；

为一横槽；T_logp 图

空急流，且有高于

一般大于 1000J/kg，

T_logp 图上近地面有

上 925hPa 以下有逆

12℃的温度脊。地面

700hPa 以下有湿区。

喇叭口形状，中低层

温层， 600hPa 左右

为低压冷锋；T_logp

有湿区或亚湿区。

有少量湿区，整层大

图上中层 800hPa 到

气较干燥。

500hPa 湿度较大。

850hPa 比湿(g/kg)

3-13

3-15

3-12

1-10

K 指数(℃)

24-39

19-39

19-35

10-30

CAPE(J/kg)

0-1700

0-3500

0-1000

0-2000

O℃层高度(距地 km)

3-5

3-5

3-5

2-5

-20℃层高度(距地

6-8

6-8.5

6-8

5-8

4-8

5-8

5-9

5-8

km)
温度直减率(℃/km)
3.1.2 冰雹
秦皇岛 5 个观测站中有 1 个测站出现冰雹就记为 1 次，

年间，秦皇岛区域共发生冰雹 27 次，其中高空冷涡型 17
次，西北气流型和横槽转竖型均 4 次，前倾槽型 2 次。表

同一日两个测站出现冰雹记为 2 次。2001-2015 年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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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给出了冰雹的天气分型、各型占比及指标阈值,，图 3 给

出了冰雹环流示意图。

图 2 秦皇岛区域雷雨大风环流示意图及阈值
Figure 2 Thunderstorm gale circulation and index threshold in Qinhuangdao Region

表 2. 秦皇岛区域冰雹天气分型及指标阈值
Table 2. Hail weather classification and index threshold in Qinhuangdao area

分型

高空冷涡型(图 3a)

西北气流型(图 3b)

横槽转竖型(图 3c)

前倾槽型(图 3d)

各型占比

63%

15%

15%

7%

各型特征

此型包含东蒙冷涡、

秦皇岛区域位于高

秦皇岛位于高空急流

秦皇岛区域位于

东北冷涡、华北冷涡。 空西北急流下方或

出口区左侧；500hPa

高空急流出口区

秦皇岛位于高空急流

高空急流左侧；

日本海附近（140°

左侧或高空急流

出口区左侧；500hPa

500hPa 槽线位于

E,45°N）经常有低

下方；500hPa

河北省区域北部有闭

120°E 以东附近， 涡，贝湖附近为暖脊， （116°E，40°

合冷低涡，由低涡向

河北区域受西北气

秦皇岛北部 45°N 附

N）附近有浅槽，

南延伸一低槽，河北

流控制，有大于等

近有横槽，有冷空气

槽后有 16m/s 的

被大范围冷温槽控

于 16m/s 的西北风； 沿脊前西北或偏北气

西北风，贝湖附

制；850hPa 秦皇岛区

副高位置偏东偏

流南下影响秦皇岛，

近有冷中心，河

域位于槽前，且为暖

南；700hPa 或

且风速较大，达到

北省受冷温度槽

温度脊；副热带高压

850hPa 有横槽；

16m/s；850hPa 贝湖附

控制；850hPa-

偏弱；低层有湿区或

850hPa 或 925hPa

近为暖脊，秦皇岛低

500hPa 有前倾

亚湿区，中层有干区； 有暖温度脊；地面

层有湿区或亚湿区，

槽；地面为低压

地面位于低压带中，

受弱低压控制，有

中层有干区；地面位

控制，有风的辐

有辐合线，降雹发生

地面辐合线，冰雹

于低压带中，有地面

合，降雹发生在

在辐合线附近。

常常发生在地面辐

辐合线，降雹发生在

地面辐合线附

合线附近。

地面辐合线附近。

近。

850hPa 比湿(g/kg)

4-12

9-10

7-13

个例少略

K 指数(℃)

27-40

28-32

30-34

同上

CAPE(J/kg)

600-1200

900-1650

500-1575

同上

O℃层高度(距地 km)

3-5

3.5-4.5

3-4.5

同上

-20℃层高度(距地

5.5-8km

6-7

6-8

同上

2.8-4.5

2.8-3.5

2.7-3.5

同上

<0

<-2

同上

km)
-20℃与 O℃层之间厚
度（km）
850hPa 垂直速度

<-1

（h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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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秦皇岛区域冰雹环流示意图及阈值
Figure 3 Hail

circulation and index threshold in Qinhuangdao Region

表 3 2016 年灾害天气模型检验结果

用 2016 年资料进行检验，共 6 次强对流天气过程，

Table 3 2016 disaster weather model test results

灾害天气模型环流形势描述均正确（表 3）。从表 4 分析
发现，6 月 8 日同时出现雷雨大风、冰雹，满足 6 个雷雨

日期

大风阈值中的 5 个，满足 6 个冰雹阈值中的 4 个；雷雨大
风过程，各条件满足阈值的正确率高于 67%。从 2016 年
对雷雨大风、冰雹的检验结果表明，各灾害性天气分型和
阈值在预报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是可行的。

灾害类型

环流描述检验

环流模型

2016.6.8

雷雨大风冰雹

正确

高空冷涡型

2016.6.10

雷雨大风

正确

高空冷涡型

2016.6.17

雷雨大风

正确

高空冷涡型

2016.6.21

雷雨大风

正确

高空冷涡型

2016.6.24

雷雨大风

正确

西北气流型

2016.8.25

雷雨大风

正确

高空冷涡

表 4 2016 年灾害天气模型阈值检验结果
Table 4 2016 disaster weather model threshold test results
日期

850hPa
比湿 g/kg

2016.6.8

4 /正确

2016.6.10

4/正确

2016.6.17

6/正确

850hPa

850hPa

垂直速度 hPa/s 温度露点差℃
-6.0/正确

K 指数
℃

CAPE
J/kg

O℃层
高度 km

-20℃层
高度 km

O℃层与-20℃
层高度差 km

温度直减率

—

5/低

4/正确 4/正确

7/正确

—

—

11/低

0/正确 5.6/高

7/正确

—

4/正确

—

—

缺

7.0/正确

—

6/正确

缺

4.0/正确

3/正确

0-3km

8/正确

2016.6.21

10/正确

—

—

36/正确 100/正确 4.5/正确

7.6/正确

—

5/正确

2016.6.24

4/正确

—

—

15/低

6.5/正确

—

缺

2016.8.25

11/正确

—

—

24/正确 0/正确

7/正确

—

5/正确

519/ 正确 5/正确
5/正确

（/是与阈值的对比，“低”表示低于阈值，“高”表示高出阈值，—表示不予填写）
3.2构建旅游气象业务服务平台
秦皇岛旅游气象服务系统总体上分为三个子系统：旅

以配置文件的方式进行读取站点位置，在后期可以根据不
断变化的需要更新或增减站点。
精细化预报选取每日两次的 EC 细网格预报（0.125°

游气象监测系统、气象服务产品系统、气象服务信息发布

×0.125°格点），对各站点利用双线性内插法进行格点

系统。这里只简单介绍气象服务产品系统、气象服务信息

插值，然后利用人工预报订正而成。

发布系统。
3.2.1 秦皇岛旅游景区及海上重点区域精细化预报

3.2.2 秦皇岛海洋精细化预报预警发布平台
平台分为海区预警和预警文本两部分。海区预警能够

选择秦皇岛区域内各大旅游景点及海上重点区域中的

选择预警的时效，分别为 1 小时、2 小时、6 小时、12 小

47 个点作为精细化预报的站点，在程序编写过程中选择

时，在相应的站点后面勾选需要预警的强对流天气，点击
保存后自动生成报文（图 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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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文本可以自动读取气象台制作发布的预警信号，
然后根据需要进行修改后保存发送。

of precipitation in Qinhuangdao City; b: Disaster weather in
Qinhuangdao City

海港区站 33.4mm，卢龙北花台自动监测站 63.2mm，该站
最大小时雨强达 31.0mm/h。青龙县东部、昌黎县东北部、
卢龙县北部、山海关区、海港区、抚宁区均出现冰雹，冰
雹最大直径 15mm，冰雹持续时间约 20min。抚宁区、昌
黎气象站出现 8 级大风。
在 2016 年 6 月 8 日 08 时 250hPa 图上，秦皇岛位于
高空急流出口区左侧（图略），500hPa 高空图上（图 7a），
欧亚中高纬为两槽一脊型，在东北地区存在一个深厚的低
涡，中心值为 549gpm，并有-23℃的冷中心与之配合，河
北全省被大范围冷温度槽控制，秦皇岛位于低涡后部的西
北气流中，有风速 26ms-1 的西北急流。700hPa（图 7b）
图 4 秦皇岛海洋精细化预报预警发布平台海区预警界面

及 850hPa（图 7c）与 500hPa 相对应位置都有低涡存在，

Figure 4 Qinhuangdao marine refined forecasting and warning

850hPa 有横切变，位置偏北，低层有湿区。850hPa 与

release platform sea area early warning interface

500hPa 温差为 30℃，下暖上冷使得层结不稳定，有利于
8 日下午的降水和强对流天气产生。
从地面形势场看（图 7d），8 日 08 时在内蒙古中部
地区存在一气旋，河北北部存在一辐合线，秦皇岛位于高
压后部。17 时辐合线南压到秦皇岛北部，触发了这次强
对流天气。

（a）

（b）

（c）

（d）

图 5 海区预警报文
Figure5 Sea area pre-alert text

IV.讨论
2016 年 6 月 8 日下午至傍晚受高空冷涡后部的冷空
气影响，秦皇岛区域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出现短时
大风、冰雹、短历时强降水（图 6）。其中抚宁站 41.6mm，

（a）

（b）
图 7 2016 年 6 月 8 日实况 a:500hPa; b:700hPa; c:850hPa;
d:地面
Figure 7 Live map of June 8, 2016 a:500hPa;b:700hPa;
c:850hPa;d: ground

由高低空配置图可知（图 8）：秦皇岛位于高空急流
图 6 2016 年 6 月 8 日 08 时-9 日 08 时 a:秦皇岛市降水分
布图;b:灾害天气实况

左侧，冷空气沿低涡后部不断分裂南下影响秦皇岛地区。
秦皇岛位于“上冷下暖”的区域，有一条平行于燕山山脉

Figure 6 08:00 on 8 June-08:00 on 9 June 2016 a: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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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结论

的地面辐合线南压影响我区，湿区位置偏南，我市受干线
影响，有利于产生对流活动。

对秦皇岛区域内的灾害天气，据其特征进行分型，总
结不同灾害性天气的物理量阈值，构建了旅游气象业务服
务平台，此项业务对即将发生的灾害性天气雷雨大风、冰
雹等通过手机短信、街头电子显示屏、景区实时广播等途
径向游客传递预警信息则可为广大游客规避旅游风险，使
旅途舒适而圆满。

致谢
本项目受河北省气象局科研项目“秦皇岛旅游
气象服务系统”（编号：15ky31），河北省科学技
术厅重点研发项目“重大自然灾害多层级精准救助
关键技术研究”（编号：18275402D）资助。

图 8 2016 年 6 月 8 日 08 时高低空配置图
Figure8 High and low altitude configuration map at 08:00
on June 8, 2016

从 6 月 8 日 08 时乐亭探空曲线（图略）可以看出：
其结构为上干下湿的“喇叭口”型，但 CAPE 值为 4，K
指数数值比较小，有明显的风速切变，风向切变不明显。
0℃层高度为 3583 米，-20℃层高度为 6613.8 米，-10℃
~-30℃层为冰雹的主要增长层，雷达反射率中心强度大于
50dBz 的高度应扩展到-20℃以上，特征高度已满足上述
条件，这种环境有利于雹胚的生成和发展。14 时订正的
探空，CAPE 值从 08 时的 4.3 J/kg 迅速增加到 1299J/kg，
说明有一定的不稳定能量。K 指数仍不太理想。
本次过程 K 指数未达到阈值，CAPE 值订正后达到阈
值，其他均达到阈值。强对流过程局地性较强，大尺度环
境场特征有时体现不出来。
所以要警惕低涡形势下，不稳定指数未达到阈值的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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