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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 ＮＣＥＰ 再分析气象资料和 ＧＲＡＰＥＳ＿ＣＡＭＳ 人工影响天气模式结合降水资料对飞机増雨作业条

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南支槽、静止锋、南支槽和静止锋相互配合、７００ ｈＰａ 切变线、孟加拉湾低槽是云南飞机

増雨作业的主要天气形势，低层（５５０ 或 ６００ ｈＰａ 以下）相对湿度在 ６０％以上的高湿和垂直上升运动环境是飞

机增雨作业的必要条件，促使低层水汽向上运动和 ＡｇＩ 凝结核抬升凝结增长形成雨滴而导致降水增大，同时水

汽混合比、垂直累积液态水（过冷水）、云顶温度、云顶高度等云系宏微观参量达到一定阈值，才能产生足够的

云水和冰水粒子保障 ＡｇＩ 凝结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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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增雨是根据不同云层的物理特性，选择合

适时机，用飞机、火箭向正在发展可产生降水云中

播撒干冰、碘化银等催化剂，使云层降水或增加降

水量．飞机人工增雨作业与地面高炮、火箭作业相

比，具有作业时间长、受益面积大、作业效率高等特

点，是目前采用的最有效的开发空中云水资源的方

法之一．增雨作业云系需要一定冷层厚度和过冷云

水量，供自然冰相降水元（冰晶和雪花）及人工催

化形成的降水元增长，云系还需一定厚度暖层，供
下落的自然和人工形成的降水元融化后再经碰并

云水增长成雨滴形成降水［１］；认真做好作业天气

条件分析研究、准确判断天气系统是制定作业飞行

方案的依据［２］，选择最佳的作业时机和有利部位

实施人工催化，发挥人工增雨的效能．虽然过去围

绕人工增雨技术与外场试验、云降水模式与数值模

拟等取得的研究成果在人工影响天气业务中发挥

了实际效益［３］，但仍存在许多关键科学技术问题

亟待解决［４］ ．多年来各地气象部门不断探索人工增

雨技术，唐林等［５－６］综合分析回波强度、回波顶高、
含水量、云顶温度等参数，得出湖南人工增雨指标

和评分规则，建立地面人工增雨多普勒雷达指挥系

统，２００８ 年结合雷达回波资料进一步分析夏秋干

旱期的天气形势，得出有利人工增雨的宏微观判别

指标．周益辉等［７］ 分析 ４０ 多年南方天气气候特征

为南方夏秋期间对流云降水潜力研究和科学实施

人工增雨作业提供一定依据．杜毓龙等［８］在陕西省

１４ 次飞机增雨作业天气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飞机

和雷达探测资料，得出飞机增雨作业需要的有利于

层状云向降水转化的条件．李玉林等［９］、王吉宏

等［１０］对实施飞机人工增雨作业的天气系统、增雨

作业云系及其雷达回波特征进行归纳和分析后提

出了飞机人工增雨作业条件和作业时机、作业区域

等判别方法，为实施飞机人工增雨作业提供了科学

依据．
云南地处低纬高原山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

干旱灾害频发［１１－１５］，且地处印度洋、太平洋暖湿气

流进入我国通道的前缘，空中水汽资源十分丰厚，
人工增雨潜力巨大［１６］，长期以来人工增雨作业尤

其是 ２０１３ 年以来常态化飞机增雨作业在抗旱减灾

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云南地形地貌和

天气气候复杂，飞机增雨起步晚及飞行和作业条件

特殊，加强飞机增雨作业条件的研究显得尤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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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文在对比分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飞机增雨作业

个例的影响区和对比区降水基础上，选择有效飞机

增雨作业典型个例，寻找适合云南飞机作业的有利

气象条件，以期有效地提升云南人工增雨作业能力

和水平．

１　 作业概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 ２ 架飞机针对云南春、秋、初夏

干旱明显的天气气候特点，分 ２ 个时段（３—６ 月及

９—１２ 月）开展抗旱、蓄水、森林防火、生态环境保

护等增雨作业 ３２６ 架次．通过对比分析每架次飞机

增雨作业影响区和对比区逐小时降水量，开展作业

效果评估，２５１ 个作业架次具有增雨效果（表 １），
属于有效作业．从表 １ 看出，每年各月有效作业架

次存在差异，但以春季和初夏作业为主，其中 ４ 年

３—６ 月分别有 ３５ 次、５５ 次、７０ 次和 ３４ 次，９—１２
月分别有 ５ 次、２５ 次、２０ 次和 ７ 次，尤以 ５ 月有效

作业架次最多，这与云南初夏春耕抗旱生产需求大

和降水条件（作业条件）转好密切相关．

２　 作业条件天气分型

飞机增雨作业需要在一定有利降水天气形势

下［１７－１９］，选择合适时机向云中播撒碘化银（ＡｇＩ，下
同）催化剂，使云层降水或增加降水量．

通过对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 ２５１ 架次有效飞机增雨

作业过程影响天气系统进行分型统计，分别筛选了

飞行航线合理和作业效果突出的典型个例（表 ２） ．
分析发现，云南春秋和初夏实施飞机增雨作业的有

利天气系统主要为南支槽、静止锋、南支槽和静止

锋相互配合、７００ ｈＰａ 切变线、孟加拉湾低压（低
槽）等 ５ 类，分别有 ８８ 次、２４ 次、２８ 次、８６ 次和 ２５
次，分别占 ３５％、１０％、１１％、３４％和 １０％．其中，春秋

季飞机增雨作业的天气系统以前 ３ 种南支槽、静止

锋、南支槽和静止锋相互配合为主，而初夏飞机增

雨作业以 ７００ ｈＰａ 切变线（低槽切变或冷锋切变

型）和孟加拉湾低压（低槽）为主．

表 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飞机增雨有效架次（单位：次）
Ｔａｂ．１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ｒａ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ｕｎｉｔ：ｔｉｍｅｓ）

年份 ３ 月 ４ 月 ５ 月 ６ 月 ９ 月 １０ 月 １１ 月 １２ 月 合计

２０１３ ９ ９ ２８ ０ ０ １０ ４ ４ ６４

２０１４ １０ １３ １５ １４ ３ ８ ９ ０ ７２

２０１５ ８ １７ ９ １５ ０ ２ ２ ０ ５３

２０１６ ８ １６ １８ ５ ２ ５ ５ ３ ６２

合计 ３５ ５５ ７０ ３４ ５ ２５ ２０ ７ ２５１

表 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飞机增雨天气分型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ｒａ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天气分型
作业次数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合计

次数 比例 ／ ％
典型个例

南支槽 ２２ ２３ ２１ ２２ ８８ ３５
２０１３０４１５—１６、２０１３０５０４、
２０１４０４０５、２０１５０４２１

静止锋 ８ １０ ５ １ ２４ １０ ２０１３０４１０—１２、２０１４１１１７、２０１４０４２７

南支槽＋静止锋 ８ ４ ５ １１ ２８ １１ ２０１３１２１４、２０１４０３２１—２２、２０１６１１２９

切变线（低槽切变或冷

锋切变型）
２２ ３０ １８ １６ ８６ ３４

２０１３０５２４—２５、２０１３１００５、
２０１４０５２６—２７、２０１４０６０６

孟加拉湾低压（低槽） ４ ５ ４ １２ ２５ １０ ２０１５０５２４—２５、２０１６０５２１—２６

合计 ６４ ７２ ５３ ６２ ２５１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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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作业气象条件

３．１　 环流背景气象条件　 普查 ２５１ 架次飞机增雨

作业的飞行航线和作业高度发现，除静止锋影响

外，其它系统往往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为
了合理避让对流区，飞机增雨需选择有利的作业

时间和合适的作业部位，作业高度一般在 ４ ～ ５ ｋｍ
之间，相当于在 ５４０～６２０ ｈＰａ 之间实施作业．

分别选取 ５ 类飞机增雨作业天气分型中的 １
个典型个例，对其环流背景及沿 ２５°Ｎ 作业区上空

相对湿度、气温和垂直速度的垂直结构特征进行

分析，初步了解飞机增雨作业的机制．
３．１．１　 南支槽型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４ 日长水机场起飞

的飞机于 １６：４２—１９：０３（北京时，下同）在昆明、楚
雄、玉溪实施增雨作业，燃烧 ＡｇＩ 烟条 ８ 根，效果较

好．在 ５ 月 ４ 日 ０８：００，５００ ｈＰａ 高空形势场（图 １ａ）
上，南支槽位于 ９０° ～９２°Ｅ，槽后为西北风、槽前为

西南风，南支槽附近存在风速≥１２ ｍ·ｓ－１急流区，
最大风速≥１６ ｍ·ｓ－１，对应在 ７００ ｈＰａ 相对湿度场

（图略）上，南支槽前孟加拉湾地区到云南境内出现

相对湿度≥６０％高水汽带，２０：００（图略）南支槽继续

维持在 ９０°Ｅ 附近，急流区扩大，槽前西南急流扩展

到云南大部地区，源源不断向云南输送水汽．
从作业前 ５ 月 ４ 日 １４：００ 相对湿度和水平风

垂直剖面（图 １ｂ）看出，从 ９５° ～ ９８°Ｅ 自低层向高

层为相对湿度≥７５％的深厚湿层，尤其 ６００ ｈＰａ 以

图 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４ 日南支槽型环流形势和各要素沿 ２５°Ｎ 垂直剖面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２５°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ｂｒａｎｃｈ ｔｒｏｕｇｈ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ｎ ４ Ｍａｙ，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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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相对湿度≥９０％，表征南支槽前丰沛水汽到达滇

西地区，一致的西南风会引导水汽向云南输送，在
滇中以东（１０１° ～ １０６°Ｅ）５５０ ｈＰａ 以下具有较好湿

度条件，相对湿度≥６０％，尤其 ６５０ ～ ７５０ ｈＰａ 之间

相对湿度≥８５％；从垂直速度（图 １ｃ）和温度（图
１ｄ）垂直剖面看出，滇中及以东（１０１° ～ １０５°Ｅ）６００
ｈＰａ 以下存在垂直上升运动，０ ℃层在 ６３０ ｈＰａ 附

近，表明飞机在－６～０ ℃附近和上升运动环境中实

施增雨作业，有利于水汽和 ＡｇＩ 凝结核向上运动及

碰并和凝结增长．
因此，基于合理避让对流区原则一般选择在南

支槽前实施增雨作业，槽前西南气流向作业区输送

水汽，作业区 ５５０ ｈＰａ 以下具有较好湿度条件（相
对湿度≥６０％）和 ６００ ｈＰａ 以下存在垂直上升运

动，通过在 ４ ～ ５ ｋｍ 高度播撒 ＡｇＩ 实施作业，有利

于水汽和凝结核向上运动，从而导致水汽凝结和碰

并增长进而导致降水增大．
３．１．２　 静止锋型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０８：００，５００
ｈＰａ（图略）中纬度地区多短波槽活动，云南大部为

偏西气流控制，高层冷空气向南渗透影响云南，导
致近地面静止锋维持，８５０ ｈＰａ（图 ２ａ）上在滇中以

东地区锋区等值线密集，四川和贵州为 １５５ ｄａｇｐｍ
冷高压，７００ ｈＰａ（图略）全省为相对湿度≥６０％的

高值区，尤其滇中以东相对湿度≥８０％，１０：１７—
１２：５４ 飞机在静止锋影响区的滇中以东地区开展

增雨作业，燃烧 ＡｇＩ 烟条 ５ 根．
在作业前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０８：００ 相对湿度和水平

风垂直剖面（图２ｂ）上，云南省上空（９７° ～ １０７°Ｅ）
低层 ６００ ｈＰａ 以下为高湿度区，尤其 ６５０ ｈＰａ 以下

相对湿度≥９０％，表明低层具有很好水汽条件；在
垂直速度（图 ２ｃ）和温度（图 ２ｄ）上，０ ℃层在 ６５０
ｈＰａ 附近， 低层存在垂直上升运动， 其中昆明

（１０２．５°Ｅ）以东上升运动到达 ５５０ ｈＰａ 附近，远远

超过 ０ ℃层．静止锋不仅提供抬升动力和冷空气条

件，而且提供凝结核抬升凝结增长的较好水汽条

件，飞机在静止锋区和锋后 ５４０～６２０ ｈＰａ、－６～０ ℃
大气环境中实施作业，有利于低层水汽和凝结核向

上运动，促使凝结核抬升凝结和碰并增长而达到增

加降水的目的．
３．１．３　 静止锋＋南支槽型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普

洱机场飞机（９：５０—１２：３４）和长水机场飞机（１１：
２４—１２：２５）在滇中以东以南増雨作业 ２ 架次，燃烧

ＡｇＩ 烟条 １２ 根，增雨（雪）效果明显．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０８：００，５００ ｈＰａ 中高纬为

两槽一脊形势（图 ３ａ），西北地区为脊区，盛行西北

气流，青海东部到川藏为西风槽，西风槽东移引导

高空冷空气南下，南支槽位于 ９２°Ｅ 附近，槽前云南

境内形成风速≥１２ ｍ·ｓ－１的西南风急流带输送水

汽，最大风速≥２４ ｍ·ｓ－１；在近地面 ８５０ ｈＰａ（图
３ｂ）上，静止锋控制云南哀牢山以东地区，１５９ ｄａｇ⁃
ｐｍ 冷高压中心在新疆和青海一带，说明北方有冷

空气补充，维持静止锋发展；７００ ｈＰａ 上滇中及以东

以南地区为相对湿度≥６０％的高值区（图略），滇
南和滇东边缘相对湿度达 １００％，南支槽前西南气

流为人工增雨提供了充沛水汽条件．
从 １２ 月 １４ 日作业前 ０８：００ 相对湿度和水平

风（图 ３ｃ）、垂直速度（图 ３ｄ）、温度（图略）垂直剖

面上看，虽然南支槽位于 ９５°Ｅ 以西地区，但云南

（９７° ～ １０７°Ｅ）上空为槽前偏南气流，低层 ６５０ ｈＰａ
以下为相对湿度≥９０％的高湿层，水汽条件很好，
且云南上空为延伸到 ２００ ｈＰａ 的深厚上升气流区，
有利于低层丰沛水汽上升凝结增长，其中在滇东和

滇西存在 ２ 个上升运动中心，另外 ０ ℃层位于 ７００
ｈＰａ 以下，飞机作业区温度可达－１２ ℃ ．

在南支槽前和静止锋区实施飞机增雨作业，冷
空气与南支槽前西南气流结合提供有利的暖湿条

件（水汽条件）和冷空气条件（抬升动力条件），低层

６５０ ｈＰａ 以下存在丰沛水汽条件（相对湿度≥９０％），
且存在深厚上升运动，再加上具有较低的０ ℃层高

度，低于飞机作业高度，非常有利于水汽向上运动和

ＡｇＩ 凝结核的抬升凝结增长而增加降水量．
３．１．４　 切变线型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 １６：０８—１７：
５４，在昆明、楚雄、大理有效实施飞机增雨作业．６ 月

６ 日 ０８：００，５００ ｈＰａ 低槽位于马尔康到巴塘一线，
云南风场呈反气旋性分布，大部为西北风；７００ ｈＰａ
（图 ４ａ）切变线位于威宁、西昌到丽江，后部青藏高

原存在 ３１４ ｄａｇｐｍ 高压环流，形成北高南低形势，
利于切变线南移，同时风场呈气旋性分布，与高层

反气旋流场叠加，为降水形成提供对流不稳定条

件，但飞机增雨需要考虑对流不稳定天气对飞行安

全的影响；７００ ｈＰａ 云南大部处在相对湿度≥８０％
的高湿度区中（图略），丰富的水汽为凝结核增长

创造了很好的气象条件．
分析 ６ 月 ６ 日作业前 ０８：００ 相对湿度和水平

风（图 ４ｂ）、垂直速度（图 ４ｃ）、温度（图 ４ｄ）垂直结

构发现，云南上空（９７° ～ １０５°Ｅ）４５０ ｈＰａ以下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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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静止锋型环流形势和各要素沿 ２５°Ｎ 垂直剖面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２５°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ｒｏ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ｎ １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对湿度≥６５％的深厚高湿层，其中 ５００～７５０ ｈＰａ 之

间相对湿度≥９０％，为飞机增雨提供充足水汽条

件，且作业区及以东地区 ５００ ｈＰａ 以下为上升气流

区，０ ℃层位于 ５３０ ｈＰａ 附近，飞机在－２～ ０ ℃实施

作业后由于上升气流的作用 ＡｇＩ 会得到抬升凝结

增长．
因此，在切变线影响下强对流活跃，飞机避开

强对流区在切变线前作业，虽然 ０ ℃ 层较高，但
４５０ ｈＰａ 以下深厚高相对湿度（≥６５％）和 ５００ ｈＰａ
以下上升气流的存在，保障了 ＡｇＩ 抬升凝结增长而

增加降水量．
３．１．５　 孟加拉湾低槽 　 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０８：
００ 的 ５００ ｈＰａ（图 ５ａ）上，８７°Ｅ 附近孟加拉湾地区

为低压槽控制，低压中心达 ５７６ ｄａｇｐｍ，槽前西南气

流≥２４ ｍ·ｓ－１，１４：００（图略）低槽东移到 ９１°Ｅ 附

近，西南气流加强横穿整个云南，≥１２ ｍ·ｓ－１西南

急流到达云南西南部，不断为云南输送水汽；相应

７００ ｈＰａ上孟加拉湾到云南相对湿度基本≥９０％
（图略），局部达 １００％．孟加拉湾低槽东移携带充

沛水汽，为飞机增雨作业提供很好的水汽条件，长
水机场飞机 １０：４５—１３：３５ 在昆明、楚雄、曲靖实施

增雨作业、普洱机场飞机 ９：１３—１２：１６ 和 １４：２４—
１６：０６ 在普洱、临沧、大理、楚雄、玉溪作业，共燃烧

ＡｇＩ 烟条 ４８ 根，产生较好增雨效果．
２１ 日 ０８：００ 相对湿度和水平风垂直结构（图

５ｂ）垂直剖面上，９９°Ｅ 以西自低层到高层为深厚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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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南支槽和静止锋型环流形势和各要素沿 ２５°Ｎ 垂直剖面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２５°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ｂｒａｎｃｈ
ｔｒ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ｒｏｎｔ ｏｎ １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

层，相对湿度几乎达 １００％，孟加拉湾低槽携带丰

沛水汽随高空一致西南气流向云南输送，在 ２ 架飞

机作业区域（１００° ～１０６°Ｅ）低层 ６００ ｈＰａ 以下相对

湿度≥７５％，尤其在滇中以东（１０１．５° ～ １０６°Ｅ）相

对湿度≥９５％，几乎饱和，为 ＡｇＩ 凝结增长提供充

足水汽条件；另外在垂直速度（图 ５ｃ）、温度（图

５ｄ）垂直结构上，０ ℃层虽然较高，位于 ５５０ ｈＰａ 附

近，但在云南境内上升气流和下沉气流共存形成稳

定垂直环流系统，更利于降水的形成．２ 架飞机分

别在滇西和滇中以东实施作业，在 ２ 个区域（９９．５°
～１０１°Ｅ 和 １０２．６° ～１０３．６°Ｅ）内各存在一个自低层

直至 ２００ ｈＰａ 的上升运动中心区，实施 ＡｇＩ 播撒作

业后有利于凝结核和水汽上升凝结增长．
可见，在孟加拉湾低槽前实施飞机增雨作业，

孟加拉湾充足水汽向云南输送，低层 ６００ ｈＰａ 以下

相对湿度≥７５％，为增雨作业提供水汽条件，上升

气流和下沉气流共存形成稳定垂直环流，进一步为

增雨作业提供凝结核和水汽上升运动及凝结增长

条件，导致降水量增大．
３．２　 作业云系宏微观参量特征　 ＧＲＡＰＥＳ＿ＣＡＭＳ
是 ＧＲＡＰＥＳ 中尺度模式耦合 ＣＡＭＳ 双参数化方案

的人工影响天气预报模式，包含许多云水宏微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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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 ７００ ｈＰａ 切变线型环流形势和各要素沿 ２５°Ｎ 垂直剖面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２５°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７００ ｈＰａ ｓｈｅａｒ ｌｉｎ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ｎ ６ Ｊｕｎｅ，２０１４

征参量，统计分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 ９０ 架次飞机增雨

作业的模式产品发现，飞机作业云系一般满足 ７００
ｈＰａ 水汽混合比≥８ ｇ·ｋｇ－１、垂直累积液态水≥０．１
ｍｍ、垂直累积过冷水≥０．１ ｍｍ、云顶温度≤－４ ℃、
云顶高度≥４．５ ｋｍ 等条件，才具有増雨作业效果．
下面对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飞机増雨作业典型个例

进行分析．
从 ５ 月 ２５ 日 ０８：００ 模式预报产品（图略）看

出，２６ 日 ２４ ｈ（２５ 日 ２０：００—２６ 日 ２０：００）全省大

部均有降水，表明将存在可开展增雨作业的降水系

统活动．２６ 日 １４：００ 全省大部地区 ７００ ｈＰａ 水汽混

合比在 １０ ｇ·ｋｇ－１以上，滇中和滇东局部地区垂直

累积液态水和垂直累积过冷水存在高值区，垂直累

积液态水最大值达 ０．９ ｍｍ，垂直累积过冷水也在

０．１～０．２ ｍｍ，水汽条件丰沛．且 ２６ 日 １４：００ 云南大

部云顶高度≥４．５ ｋｍ，普遍在 ６．５ ｋｍ 以上，滇西和

滇东北云顶温度≤－４ ℃，表明云系具有一定发展

高度和厚度．
进一步分析 ２６ 日 ０８：００ 模式预报产品发现，

２６ 日 １４：００ 在滇中以东地区为垂直累积液态水

（图 ６ａ）和垂直累积过冷水（图 ６ｂ）的高值区，其最

大值分别≥１ ｍｍ 和≥０．７ ｍｍ，对应滇东地区云顶

高度≥５．０ ｋｍ（图 ６ｃ）和云顶温度≤－４ ℃（图 ６ｄ），
尤其在滇东北地区云顶温度达到－１２ ℃以下，云顶

高度在 ７．５ ｋｍ 以上，表明飞机增雨作业条件转好

且滇东地区作业条件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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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５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１ 日孟加拉湾低槽型环流形势和各要素垂直剖面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２５°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ｒ ｔｒｏｕｇｈ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Ｂａｙ ｏｆ Ｂｅｎｇａｌ
ｏｎ ２１ Ｍａｙ，２０１６

　 　 长水机场飞机于 ２６ 日 １０：１０—１４：４７ 在昆明

东部和曲靖实施飞机增雨作业，作业后 １４：００—
１７：００ 影响区域降雨明显，普遍达小到中雨量级，
其中宣威县芹菜沟 ３ ｈ 雨量达 ６３．９ ｍｍ．因此，在具

有一定水汽条件和发展高度的云系中，能产生一定

厚度且有足够的云水和冰水粒子，飞机増雨作业播

撒凝结核能够凝结增长导致降水量增加．

４　 结　 论

（１） 南支槽、静止锋、南支槽和静止锋相互配
合、７００ ｈＰａ 切变线、孟加拉湾低槽是云南飞机増雨

作业的主要天气形势，且必须具备一定的水汽条件

才能取得较好的作业效果．一般情况下云南处于高

湿度区，７００ ｈＰａ 相对湿度≥６０％，有利的环流形势

提供上升运动条件，充沛水汽会促进飞机播撒的

ＡｇＩ 凝结核凝结增长形成雨滴而增加降水．
（２） 虽然 ５ 类飞机增雨作业的大气垂直结构

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低层（５５０ 或 ６００ ｈＰａ 以下）较
高湿度（一般相对湿度≥６０％，基本高达 ９０％以

上）和存在垂直上升运动是云南飞机增雨作业的

必要条件，低层水汽通过上升气流向上运动，飞机

播撒的 ＡｇＩ 凝结核在充沛水汽条件下抬升凝结增

长形成雨滴而导致降水增大，是云南飞机增雨作业

模型结构特征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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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０８：００ ＧＲＡＰＥＳ＿ＣＡＭＳ 模式预报产品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ＧＲＡＰＥＳ＿ＣＡＭ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ｔ ０８：００ ｏｎ ２６ Ｍａｙ，２０１６

　 　 （３） ７００ ｈＰａ 水汽混合比≥８ ｇ·ｋｇ－１，在垂直

累积液态水≥０． １ ｍｍ 和垂直累积过冷水≥０． １
ｍｍ、云顶温度≤－４ ℃、云顶高度≥４．５ ｋｍ 的云系

中能产生一定厚度和足够的云水和冰水粒子，保障

飞机増雨作业播撒的凝结核凝结增长导致降水量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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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系统分型［Ｊ］ ．干旱气象，２００３，２１（４）：４１⁃４４．
ＷＡＮＧ Ｊ Ｓ，ＷＡＮＧ Ｊ，ＬＩ Ｂ Ｚ．Ｔｈ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ａｔ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ｓｕｍｍｅｒ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 Ａｒｉ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２１（４）：４１⁃４４．

［１９］ 　 王琎，李宗龑，王劲松，等．甘肃省秋季飞机人工增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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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系统分型［Ｊ］ ．气象，２００７，３３（１）：９４⁃９８．
ＷＡＮＧ Ｊ，ＬＩ Ｚ Ｙ，ＷＡＮＧ Ｊ Ｓ， ｅｔ ａｌ．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ｎｔｈｌｙ，
２００７，３３（１）：９４⁃９８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ａ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Ｔｅｎｇ⁃ｆｅｉ１，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ｅ２， ＪＩＮ Ｗｅｎ⁃ｊｉｅ１， ＳＵＮ Ｌｉｎｇ１， ＬＩ Ｃｈｅｎ１

（１．Ｙｕｎｎａｎ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０３４，Ｃｈｉｎａ；
２．Ｙｕｎｎａｎ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０３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ａ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ＮＣＥＰ ｒ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ＧＲＡＰＥＳ＿ＣＡＭＳ 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ａ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ｂｒａｎｃｈ
ｔ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ｒｏｎｔ，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ｂｒａｎｃｈ ｔｒ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ｒｏｎｔ，ｔｈｅ ７００ ｈＰａ ｓｈｅａｒ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ｒ ｔｒｏｕｇｈ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ｙ ｏｆ Ｂｅｎｇａｌ； ｔｈａｔ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ａｂｏｖｅ ６０％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ｕｐｗａｒｄ 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 ｌａｙｅｒ （ｂｅｌｏｗ ５５０ ｏｒ ６００ ｈＰａ） ａｒ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ｒａ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ｕｐｗａｒ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ｌａｙ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ｐｌｉｆｔ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Ｉ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ｎｕｃｌｅｉ
ｔｏ ｆｏｒｍ 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ｔｈｕ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ｏｎ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ｐａ⁃
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ｏｕ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ｍｉｘ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ｌｉｑｕｉ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ｅｒ－ｃｏｏ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ｃｌｏｕｄ ｔｏｐ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ｌｏｕｄ ｔｏｐ ｈｅｉｇｈｔ－ｒｅａｃｈ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ｖａｌｕｅ，ｃａｎ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ｌｏｕ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ｂ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ＡｇＩ．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ｒａ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ｗｅａ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ＰＥＳ＿ＣＡＭＳ ｍｏｄｅ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ｅｏｒ⁃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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