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市两次局地短时暴雨过程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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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常规观测资料、多普勒天气雷达、地面自动站加密资料及 NCEP再分析资料，对 2017年 7月

20日和 2019年 7月 20日发生在云南省昆明市主城区的两次局地短时暴雨天气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两

次过程均是在两高辐合、低层切变影响背景下产生的，不稳定层结、充沛的水汽条件和地面中尺度辐合线为

短时暴雨提供了热力不稳定、动力抬升和水汽条件. “19.7.20”过程的水汽条件，垂直上升运动较“17.7.20”过
程更明显，因此短时暴雨的强度和范围更大. 雷达资料显示，“17.7.20”过程以层状−积云混合降水为主，强回

波发展较高，“19.7.20”过程以层状云降水为主，为低质心降水结构，两次过程对流回波在昆明主城上空不断

加强发展，移速缓慢，持续时间长，速度图上有小尺度辐合区，对强降水的维持和加强有重要作用. 地面中尺

度辐合线对强降水的发生有 1～2 h的提前预报实效，主城特殊的喇叭口地形对降水的增幅作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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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暴雨是指短时间内降水量达到或超过暴

雨的强降水[1]，具有突发性强、局地性、单点性、对

流强度大等特点. 昆明市地处云贵高原中部，山地

气候突出，由于地形地貌复杂，天气变化剧烈，短时

暴雨或短时强降水是昆明市夏季较为常见的致灾

性严重的灾害性天气之一，且多出现在夏季 6—8
月，易造成城市内涝，农田渍涝，也是引发山洪滑坡、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对城市运行、

公共安全、人民生命安全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由于短时暴雨成因复杂，一直是短临预报工作

的重点和难点. 随着探测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加密资

料的应用，很多学者对短时暴雨天气过程分析开展

了大量的研究[2-3]. 冯晋勤等[4] 对 2005—2009年福

建西部山区短时暴雨的雷达回波特征和中小尺度

系统进行分析. 王宏等[5] 对比分析了承德市两次局

地性短时暴雨天气过程的中尺度特征，表明两次过

程的触发系统均为地面中尺度辐合线且逆风区出

现的时间与强降水时段配合比较好. 曾勇等[6] 通过

对比南疆西部两次短时强降水天气中尺度特征指

出，风云卫星 TBB的演变对降水有 3 h的提前预报

时效，两次强降水过程分别产生在对流云团 TBB

梯度最大处和发展过程中范围最大时. 近年来，许

多气象工作者也对云南暴雨和短时强降水进行了

大量的分析研究[7-8]，许美玲等[9] 指出切变线和地

面冷锋是造成云南暴雨和短时强降水的最主要天

气系统，两高辐合型暴雨中，当低层有切变、低

涡、冷锋等系统配合时，暴雨落区通常出现在两高

辐合区内低层低值系统附近；李华宏等[10] 分析了

1981—2015年云南短时强降水的时空分布特征 .
金少华等[11] 利用尺度分离和物理量诊断分析方法，

对滇缅脊前一次弱对流形成的局地大暴雨过程进

行了综合分析，得出逆风区是导致局地大暴雨发生

的重要原因. 梁红丽等[12] 诊断和模拟分析了 2012
年 5月 24日夜间昆明局地大暴雨的环境场和 γ中
尺度对流系统特征，认为此次大暴雨高低空配置最

佳，且地形对南风的强迫较显著. 李华宏等[13] 分析

了 2017年 9月 5—6月出现在云南的一次短时强

降水天气过程的成因及中尺度对流特征.
以往对云南暴雨的研究多集中在区域性、全

省性的单次暴雨形成的机制方面，而对比研究两

次局地短时暴雨的相对较少，特别是对不同年份

夏季同一时段的短时暴雨过程的对比研究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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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地形在强降水过程中的作用研究也较少 . 为
提高强降水的预报能力和准确率，本文利用 NCEP
1°×1°再分析资料、多普勒天气雷达及 5 min地面

自动站加密观测等资料，从环流形势、环境条件

及动力、热力条件、地形及中尺度特征等方面，

对 2017年 7月 20日和 2019年 7月 20日发生在

昆明市主城区的两场短时暴雨过程进行对比分

析，以期为今后类似的城市强降水预报预警提供

思路和依据. 

1    过程概况

2017年 7月 20日凌晨（以下简称“17.7.20”过
程），受两高辐合及切变线影响，昆明市出现了中到

大雨，局部暴雨至大暴雨天气（图 1（a）），并伴有强

烈的雷电活动. 本次降水过程为局地性暴雨，统计

显示全市自动气象观测站（共 350站点）出现 9站

大暴雨、43站暴雨、88站大雨和 150站中雨，较强

降水中心位于昆明主城区，昆明站 20日 00:00—

 
地图的底图均来自中国气象数据网的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nmic.cn/data/cdcindex/cid/00f8a0e6c590ac15.html）

图 1    昆明市降水量分布图及昆明站逐小时降水量

Fig. 1    The distribution of cumulative and hourly precipitation in Ku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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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出现短时暴雨，小时雨强达 31.5 mm（图 1（c））.
7月 19日 20:00—20日 02:00期间，昆明市最大日

降水量为盘龙区东华站 154.7 mm，最大小时雨强

为官渡区太和街道 79.9 mm（20日 00:00—01:00），刷
新了昆明市小时降水量（61.4 mm）的历史极值记录.

2019年 7月 20日凌晨（以下简称“19.7.20”过
程），受低涡切变影响，昆明市也出现了一次明显的

降水天气过程（图 1（b）），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至

大暴雨天气为主，并伴有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本次属于区域性暴雨过程，全市自动气象观测站

（共 429站点）出现 24站大暴雨、122站暴雨、105
站大雨和 93站中雨，较强降水主要集中在昆明主

城区及富民、安宁等区域. 昆明主城区降水主要集

中在 7月 20日 02:00—05:00，均以短时强降水为

主，小时雨强达 37.1 mm（图 1（c）），24 h降水量达

126.8 mm，成为自 1951年建站以来 7月份单日降

水量的最高值. 7月 19日 20:00—次日 20:00期间，

昆明市最大日降水量为西山区明波立交桥站

142.8 mm，最大小时雨强为西山区太华山站 51.2 mm
（7月 20日 04:00—05:00）.

上述两次昆明市短时暴雨过程发生时间均为

7月 20日凌晨，最强降水集中在主城区，小时雨强

大，局地性强，伴随雷电、冰雹、暴雨洪涝等灾害性

天气，均造成了严重的城市内涝，“19.7.20”过程强

降水范围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2    环流形势对比分析

2017年 7月 19日 20:00，500 hPa中高纬地区

 
500 hPa 黑色粗线为辐合线，700 hPa 黑色粗线为切变线，箭头为急流

图 2    500 hPa和 700 hPa环流形势场（实线为高度场，单位：dagpm；虚线为温度场，单位：℃）

Fig. 2    The circulation situation at 500 hPa and 700 hPa（solid line is geopotential height，unit：dagpm；dotted line is temperature
field，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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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ºN附近有 2个低涡存在（图 2（a）），位置偏北，分

别位于新西伯利亚和黑龙江以北地区. 华南至江南

一带为副高 588 dagpm线控制，与青藏高原东侧的

大陆高压在云南东部形成 1条东北西南向的辐合

区，该辐合区在云南东部稳定少动，这是导致云南

出现强降水的主要天气系统之一，昆明市正好处于

两高辐合区内. 700 hPa上孟加拉湾附近有一低压

（图 2（c）），低压东南侧存在西南低空急流，低空

急流是动力、热力和水汽的高度集中带，利于将暖

湿气流向云南上空输送. 云南滇中以北存在 1条东

西向的切变线，昆明市刚好位于切变南部西南及偏

西气流风速的辐合区一侧，利于冷暖空气及水汽在

该区域交汇 . 从地面图上分析（图略），7月 19日

20:00地面辐合线位于昆明北部，之后逐渐南压至

昆明中部以南，并在此地稳定少动，一直维持至 7
月 20日 03:00.

2019年 7月 19日 20:00，500 hPa中高纬地区

也存在 2个低涡系统（图 2（b）），与“17.7.20”过程

对比，位置更偏北，内蒙古中北部有低槽东移，槽后

有冷空气向南输送. 台风“丹娜丝”位于华东附近海

域，副高较强，呈块状分布在西太平洋至中南半岛

东部，青藏高原南侧至孟加拉湾北部也存在大陆高

压，二者形成的辐合区位置偏东，云南主要受滇黔

交界处的气旋性低涡环流影响，该低涡环流在副高

西伸的推动下稳定少动. 700 hPa在滇中以北也存

在东西向切变线（图 2（d）），位置更靠南，且切变后

部河套平原至四川盆地附近的东北风较大，冷空气

输送明显强于“17.7.20”过程，孟加拉湾附近也存在

低值环流系统 . 地面图上（图略），7月 19日 08:00
至次日 08:00，滇中地区的楚雄和昆明中部一带均

有地面辐合线存在.
两次过程的影响系统均为切变辐合，为短时暴

雨的形成提供了较好的动力、热力、水汽条件和抬

升触发机制. 不同点为 500 hPa上“17.7.20”过程为

两高辐合， “19.7.20 ”过程为低涡影响；其次，

“19.7.20”过程从河西走廊往云南输送的冷空气更

明显，为该过程提供了更好的触发条件. 

3    环境条件对比分析
 

3.1    水汽条件　水汽来源和输送、水汽辐合辐

散均与降水强度密切相关，充沛的水汽条件是形

成暴雨的必要条件 . 从 700 hPa 20:00水汽通量和

水汽通量散度图上分析，“17.7.20”过程（图 3（a））
水汽主要来源于孟加拉湾北部，可见 1条西南—
东北向水汽输送通道，通道的中心值为 12×10−3

g·cm−1·hPa−1·s−1，风场上滇西南偏北风分量明显，更

多的水汽向滇西南及中南半岛输送. 在 106º E附近

偏南风分量加大，将孟加拉湾的水汽向贵州—四川

一带输送，因此不利于大量的水汽向昆明上空输送，

昆明市附近的水汽通量为 2×10−3 g·cm−1·hPa−1·s−1，
处于−10×10−6 g·cm−2·hPa−1·s−1 的水汽辐合区内.

“19.7.20”过程（图 3（b））南部的水汽主要来源

 
黑点位置为昆明

图 3    700 hPa水汽通量（等值线，单位：10 -3 g·cm−1·hPa−1·s−1；矢量方向表示水汽输送方向）和水汽通量散度（阴影，

单位：10−6 g·cm−2·hPa−1·s−1）
Fig. 3    Water vapor flux（ isoline，unit：10-3 g·cm−1·hPa−1·s−1，vector direction represents water vapor transport direction）and

water vapor flux divergence（shadow，unit：10-6 g·cm−2·hPa−1·s−1）of 700 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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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孟加拉湾，在青藏高原南部形成 1个明显的输

送通道，在偏西风和偏北风的引导下向云南的滇南

方向输送，形成一个大值区，水汽通量为 6×10−3

g·cm−1·hPa−1·s−1，随后在偏南风的引导下向昆明上

空输送；另外 1个水汽通道来自北部，位于四川盆

地东部—云南东北部，中心水汽通量值为 6×10−3

g·cm−1·hPa−1·s−1，其附近偏北风分量明显，利于水

汽向昆明上空输送，昆明市附近的水汽通量为

4×10−3 g·cm−1·hPa−1·s−1. 从水汽输送矢量分析可知，

南北 2支水汽输送刚好在昆明上空交汇，形成

−20×10−6 g·cm−2·hPa−1·s−1 的水汽辐合中心.
通过对比发现，孟加拉湾均为水汽输送来源

地. 但“19.7.20”过程中还有来自北部的水汽输送，

南北水汽输送刚好在昆明上空交汇，因此“19.7.20”
过程的水汽辐合强度大于“17.7.20”过程，水汽条件

更加充沛，这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19.7.20”过程的

降水强度强于“17.7.20”过程的原因. 

3.2    不稳定条件　从昆明站探空图和物理量参数

分析可知，2017年 7月 19日 08:00（图略），600 hPa
以下有一定的湿层，500 hPa附近开始有冷空气入

侵，但此时对流有效位能（Convective  Available
Potential Energy，CAPE）值较小，大气仅处于潜在的

不稳定状态，随着午后气温升高，7月 19日最高气

温为 26.3 ℃，热力条件使得大气不稳定状态得到

增强. 7月 19日 20:00（图 4（a）），昆明上空的 CAPE
值增加为 918.3 J·kg−1，其次 500 hPa附近不断有

冷空气持续入侵，使得低层暖湿高层干冷的不稳定

状态得以维持和加强. 同时，低层风向垂直切变明

显，对流抑制能量（Convection Inhibition，CIN）为

30.8 J·kg−1，利于能量的积蓄；沙氏指数（Showalter
Index，SI）为−0.42 ℃，气层不稳定，发生雷暴的可

能性较大 [14]；地面抬升指数（Lifting Index，LI）为
−2.09 K，表明昆明附近存在有利的抬升条件，上述

配置利于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发展.
2019年 7月 19日 08:00（图略），500 hPa以下

均为湿层，较为深厚，对流有效位能（CAPE）值为

588.1 J·kg−1，有一定的不稳定能量，7月 19日最高

气温为 26.4 ℃，昆明上空存在较好的热力和水汽

条件 . 至 20:00（图 4（b）），垂直风场从近地层到

300 hPa附近有明显顺转，说明有深厚的暖平流提

供水汽和热量的输送，300 hPa以上出现风向逆

转，表明上层有冷空气入侵. 7月 19日午后昆明辖

区内出现分散的对流天气，不稳定能量提前得到

释放，因此 20:00的 CAPE值有所下降，CAPE值

为 348.3 J·kg−1，对流抑制能量（CIN）为 150 J·kg−1，
CAPE值大于 CIN值，表明昆明周边区域大气仍处

于不稳定状态. 此时，低层风向垂直风切变更明显，

SI指数为−1.2 ℃，LI指数为−2.15 K，说明大气层仍

然处于不稳定状态.
由大气的不稳定条件对比可知，强降水发生前，

近地层均有一定的湿层存在，低层风向垂直切变明

显，均有上干下湿或上冷下暖的不稳定层结. 根据

云的微物理理论，暖云的降水效率要明显高于冷云，

降水系统中暖云层越厚，越有利于高降水效率的产

生，暖云层的厚度可以用抬升凝结高度（Lifting
Condensation Level，LCL）到融化层（0 ℃ 层高度）

高度间的厚度进行估算 [15]. 经计算（见表 1） ，

“17.7.20”过程的暖云层厚度较“19.7.20”过程浅薄，

 
图 4    昆明站探空图

Fig. 4    The t-lgp diagram of Ku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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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流不稳定条件略弱. 因此，“19.7.20”过程的降

水强度和效率均比“17.7.20”过程强. 

3.3    动力条件　相关研究表明，区域上空有强烈

的垂直上升运动，将会有次级环流产生，有利于强

降水的发生 [16]，且动力条件决定着对流运动和水

汽抬升凝结的范围和强度 [17]. 根据强降水发生的

地点和时间，图 5给出的是 2次过程中垂直速度

沿 24º～27º N和 102º～104º E区域平均的垂直速

度时间−高度剖面图. 从图 5（a）中可看出，2017年

7月 19日 08:00至次日 08:00昆明上空均处于垂直

速度负值区，即上升运动区，且从低层一直维持到

高层. 7月 19日 14:00至 17:00上升运动中心位于

700 hPa附近，中心值达−20×10−2 Pa·s−1，随着时间

的演变，上升运动中心在 20:00上升至 400 hPa附
近，强度略有减弱，中心值为−16×10−2 Pa·s−1；7月

20日 00:00—02:00左右，700 hPa附近出现了−22×
10−2 Pa·s−1 的强上升中心，强降水开始出现的时间

大约在 20日 00:00，与强上升运动中心出现的时间

基本吻合.
2019年 7月 19日 17:00之前 700～400 hPa间

为下沉运动（图 5（b）），7月 19日 17:00开始从低层

到高层转为上升运动，20:00至 23:00上升中心位

于 600 hPa附近，最强上升中心值达−28×10−2 Pa·s−1，
随后上升强度有所减弱，随着时间的演变，7月 20日

02:00强上升中心随高度逐渐上升至 600～500 hPa
附近，中心值为−24×10−2 Pa·s−1. 强降水开始出现的

时间大约在 7月 20日 02:00，强上升运动（−28×
10−2 Pa·s−1）较强降水开始时间提前 . 经过分析昆

明上空水汽随时间的变化（图略），20:00左右高

层（300 hPa附近）水汽向低层 700 hPa输送明显，

特别是 20日 02:00近地层水汽有明显的跃增，而

“17.7.20”过程高层水汽向低层输送不明显. 因此，

考虑“19.7.20”过程中强降水开始时间除受上升运

动影响外，还与低层水汽的增加有关.
综上，分析表明 2次暴雨过程中昆明上空的天

气尺度上升运动都是比较有利的，且上升运动一直

延伸至 100 hPa附近，垂直上升运动中心均位于

600～700 hPa附近. 不同的是，“19.7.20”过程中的

天气尺度上升运动的强度和维持时间均明显强于

“17.7.20”过程，且受低层水汽影响. 

4    雷达回波特征对比分析

为进一步对比研究昆明 2次暴雨过程的异同，

对 2次暴雨分别进行雷达回波特征的分析. 

4.1    “17.7.20”过程雷达回波特征　图 6为“17.7.20”
过 程 昆 明 雷 达 组 合 反 射 率 因 子 （ Composition
Reflectivity，CR）和反射率因子（R）剖面，以及 0.5°
仰角基本径向速度 v演变特征. 由图 6分析可知，7

表 1    2017年和 2019年 7月 19日 20:00昆明探空物理量

Tab. 1    The physical value of Kunming sounding at 20:00 on July 19，2017 and 2019

时间 CAPE/（J·kg−1） CIN/（J·kg−1） SI/℃ LI/K 0 ℃层高度/m TCL_P/hPa 暖云层厚度/m

2017年 918.3 30.8 −0.42 −2.09 5 492 759.7 3 209.3

2019年 348.3 150 −1.2 −2.15 5 571 786.9 3 533.1

 
图 5    垂直速度时间−高度剖面图（24º～27º N、102º～104º E，单位：10−2  Pa·s−1）

Fig. 5    Time - height section of vertical velocity average of 24º—27º N、102º—104º E，unit：10−2 Pa·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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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日 23:00之后昆明北部有明显回波逐渐向南

移，23:37开始影响昆明主城区，7月 20日 00:01强

回波位于主城上空（图 6（a）），呈层状−积云混合降

水特征，最强回波达 60 dBz，50 dBz以上的强回波

发展高度达 6 km左右；此后，回波自东北向西南方

向经过昆明上空，移动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加强，

00:31（图略） 56  dBz以上的强回波发展高度达

7 km左右；随后回波略有减弱，40 dBz左右的强回

波高度明显下降至 4 km以下，表现为层状云降水

回波特征（图 6（b）～（c）），23:30—01:30期间不断

有 40 dB以上的回波持续影响昆明主城区，有利于

强降水的持续产生. 图 6对应速度图上的演变可知，

00:01（图 6（d））雷达站以东至昆明主城区（图中白

色椭圆处）有小尺度辐合区，至 01:30（图 6（e））昆明

上空入流（冷色）速度区域明显大于出流（暖色）速

度区域，具有明显的辐合，系统将加强和维持 . 至
02:29（图 6（f））出流区域大于入流区域，降水趋于

减弱. 

4.2    “19.7.20 ”过程雷达回波特征　 7月 19日

22:59昆明北部开始有分散的对流单体生成（图略），

并加强合并向南移动，7月 20日 02:02昆明主城区

有局地的对流单体生成（图 7（a）），并逐渐发展与

北部的回波合并，以层状云降水特征为主，从

02:02开始期间不断有 40～45 dBz间的强回波在

昆明主城上空经过，持续时间大约为 3 h，移动缓

慢. 强回波的发展高度在 4 km以下（图 7（b）～（c）），
为低质心降水结构. 从图 7速度演变中分析可知，

04:00之前昆明主城区附近存在多个小尺度辐合区

（图略），降水维持并加强；至 04:59主城上空的小

尺度辐合区逐渐减弱消失（图 7（f）），强降水有所减

弱，但此时入流区域仍明显大于出流区域，降水仍

持续；直至 7月 20日 09:00左右仍不断有 35 dBz
以下的回波自东部向西南间断性的移过昆明主城

上空（图略），至 10:00降水趋于结束.
通过对 2次暴雨过程中的雷达回波特征分析

可知，2次过程中对流回波在昆明主城上空不断加

强发展，移速缓慢，持续时间长，是导致该区域出现

短时暴雨的重要原因；对应径向速度场上均存在明

显的小尺度辐合区. “17.7.20”过程中为层状−积云

混合降水特征，基本反射率因子在 50 dB以上，最

强达 60 dBz，且强回波发展高度在 6～7 km附近，

属于强对流回波；而“19.7.20”过程以层状云降水为

主，基本反射率因子在 40～45 dBz之间，回波发展

高度相对较低，但持续时间较长，降水效率更高，因

此造成的降水强度和持续时间均强于“17.7.20”
过程. 

 
图 6    2017年 7月 20日昆明雷达组合反射率和反射率因子垂直剖面（单位：dBz），及 0.5°仰角基本径向速度图（单位：

m·s−1，相邻距离圈为 15 km）

Fig. 6    The composition reflectivity（CR）and the profile of reflectivity factor RCS（unit：dBz），and the base radial velocity at
0.5°elevation v（unit：m·s−1，the distance circle is 15 km）of Kunming radar on July 2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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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形对降水的局地增幅作用

2次暴雨过程中，昆明市较强降水均集中出现

在主城区及周边部分区域内（图 1（a）～（b）），具有

非常明显的局地性，云南局地强降水过程受地形影

响明显 [12]. 近些年昆明主城区出现局地短时暴雨

的强度及频次逐年增强，为探究 2次短时暴雨过程

为何主要集中在昆明主城区，图 8给出了过程期间

主城区累积降水量超过 50 mm的站点及地面流场

与地形叠加图. 主城区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其所

在地形北、东、西三面环山，地势较高，中部、南部

较低，南部濒临滇池，呈喇叭口特征. “17.7.20”过程

由地面风场分析发现，7月 19日 23:00主城处于偏

东风与偏南风的辐合区内（图略），20日 00:00偏南

风和偏西风加强（图 8（a）），主城区存在 1条明显的

东北—西南向的中尺度辐合线，降水开始增强；至

 
图 7    2019年 7月 20日昆明雷达组合反射率和反射率因子垂直剖面（单位：dBz），及 0.5°仰角基本径向速度图（单位：

m·s−1，相邻距离圈为 15 km）

Fig. 7    The composition reflectivity（CR）and the profile of reflectivity factor RCS（unit：dBz），and the base radial velocity at
0.5° elevation v（unit：m·s−1，the distance circle is 15 km）of Kunming radar on July 20，2019

 
图 8    昆明主城区域自动站累积降水量超过 50 mm的站点（黑点）及逐小时前 2 min地面流场与主城地形（阴影区）叠

加图
Fig. 8    The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s with accumulated precipitation over 50 mm at Kunming main city zone（black spots），and

the 2 min average wind field streamline before hourly ground station，and terrain（shadde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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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主城处于低涡辐合区，降水更加明显；至

02:00转为辐散区，03:00降水逐渐减弱 .  “19.7.20”
过程由地面风场分析发现，7月 20日 01:00主城处

于东南风与西北风的辐合区内，位置偏北，7月 20
日 02:00偏北分量加强（图 8（b）），辐合区更靠近主

城区，形成 1条东北—西南向的辐合线，较“17.7.20”
过程更偏西北方向，03:00辐合线继续维持，主城区

偏南风加强，降水更加明显；至 04:00辐合区向主

城南部移动，主城区降水持续；至 05:00主城附近

转为辐散区，降水逐渐减弱. 对比发现，2次过程中

昆明主城均存在地面辐合线，且在山前辐合明显，

地面辐合线具有明显的抬升触发作用，利于对流系

统的产生和加强，辐合线较最强降水提前约 1～2 h，
当地面形成明显的辐散区时，1 h后降水基本减弱.

强降水主要位于昆明北部山区以南和滇池以

北的地势较低区域，刚好位于迎风坡的位置，处于

辐合区的偏南或东南气流控制下，利于将滇池流域

的暖湿气流向北部山区输送，迎风坡对暖湿气流有

辐合抬升作用，造成大量水汽在该处抬升凝结，地

形抬升所造成的垂直速度伸展高度虽然很小，但由

于低层湿度大，所造成的降水量往往不容忽视，是

迎风坡降水增幅的动力因子物理量[18]. 由此可见，

2次主城区暴雨过程中，迎风坡附近的降水明显大

于其它地区，地形对降水的增幅作用显著. 地形作

用和地面中尺度辐合线是造成局地短时暴雨天气

的重要影响系统[6]. 因此，2次过程中的暴雨，主城

区的喇叭口、迎风坡地形对局地强降水有增幅作

用，滇池流域为该区域提供了较好的水汽输送. 在
多种因素作用下，有助于降水发展过程中在该地区

得以加强和维持，导致昆明主城区出现局地性非常

明显的短时暴雨，并引起了严重的城市内涝灾害. 

6    结论

（1）2次短时暴雨过程具有历时短、强度大，最

强降水出现在昆明市主城区的特点，影响系统均为

切变辐合. 不同的是，“17.7.20”过程为局地性暴雨，

500 hPa为两高辐合；“19.7.20”过程为区域性暴雨，

降水持续时间更长，500 hPa受低涡影响，从河西走

廊往云南输送的冷空气更明显.
（2）2次强降水上空水汽输送和垂直运动发展

强烈，存在不稳定层结，为短时暴雨的形成与发展

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条件. 不同的是，“19.7.20”过程

除了有来自南方的水汽输送通道外，还有来自北部

的水汽输送，水汽通量辐合强度、天气尺度上升运

动的强度和维持时间均明显强于“17.7.20”过程.
（3）雷达资料显示 2次强降水时段，昆明主城

上空对流回波不断加强发展，移速缓慢，持续时间

长；速度图上存在明显的小尺度辐合区，对强降水

的发展和维持具有重要作用. 不同的是，“17.7.20”
过程以层状−积云混合降水为主，强回波发展较高，

最强回波 60 dBz高达 6～7 km；“19.7.20”过程以层

状云降水为主，具有低质心降水结构，40～45 dBz
间的回波发展高度在 4 km以下，且持续时间更长.

（4）2次短时暴雨集中出现的区域均位于昆明

主城区，主城特殊的喇叭口地形利于偏南及东南气

流将低层的暖湿气流向北部山区输送抬升，南侧的

滇池流域也为主城区提供了较好的水汽输送，地形

对降水的增幅作用显著. 强降水出现的过程中，地

面自动站风场上均存在地面中尺度辐合线，且辐合

线较最强降水提前约 1～2 h，这在强降水的临近预

报中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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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local short-time rainstorm processes in Kunming

YANG Fang-yuan，PAN Ya-ting**，ZOU Ling-yu，DUAN Yan-nan，

WANG Zhan-liang，SHI Bao-ling，LI Xiao-peng
(Meteorological Observatory of Kunming, Kunming 650034, Yunnan,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ventional  observation  data,  Doppler  radar  data,  intensive  network  of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 and NCEP reanalysis dat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wo local short-time rainstorm processes on July
20th, 2017 and July 20th, 2019 in Kunming main city zone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wo processes
occurred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wo  high  convergence  zones  and  low-level  shears.  Unstable  stratification,
abundant  water  vapor  and surface  meso-scale  convergence  line  provided thermal  instability,  dynamic  lifting  and
water  vapor  condition  for  short-term rainstorm.  The  water  vapor  condition  and  vertical  ascending  motion  in  the
process of "July 20th, 2019" were more obvious than those of "July 20th, 2017", so the intensity and range of short-
term rainstorm for the "July 20th, 2019" process were more obvious. Radar data showed that the "July 20th, 2017"
process  was  dominated by mixed precipitation of  stratified-cumulus  clou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rong echo
was relatively higher, while the "July 20th, 2019" process was dominated by stratified clouds precipitation, which
was a low-mass center precipitation structure. In the two processes, the convective echo over Kunming main city
zone  wa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and  developing,  while  moving  slowly,  and  had  an  obvious  small  scale
convergence area,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heavy rainfall. The surface
mesoscale convergence line could predict the occurrence of heavy rainfall for 1−2 hours, and the special trumpet-
shape topography has precipitation enhancement effect in Kunming main city zone.

Key words: short-time rainstorm；mesoscale characteristics；radar echo；terrai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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