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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受到西伯利亚霸王级寒潮影
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地区进入极
寒天气， 黑龙江最低气温达到
-41℃。 随着 21 日强冷空气的大
举南下，上海、湖北、浙江多地也出
现雨转雪冰冻天气， 多地降温达
10 至 14 摄氏度。 江浙一带最低气
温可能跌破 -10℃，逼近历史同期
极值。

这场“超级寒潮”到底从哪儿
来的，谁是幕后策划“黑手”？ 相关
媒体根据气象专家分析和气象台
预报，还原了这次“超级寒潮”从北
极出发一路南下的路径图。

北极涡旋和寒潮之间有什么关系？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杨学祥
介绍说，寒潮比较普通和普遍，一次寒潮相当于一次
普通的两极和赤道之间的热交换， 寒潮每年都会出
现。 北极涡旋也有强有弱，北极涡旋能够影响像我国
这样的低纬度地区， 就是在发生北极涛动的负位相
时。 负位相就是赤道热两极冷的平衡被打破，热空气
进入北极，冷空气被挤出。 北极涛动不是年年都会发
生，它是有一定周期的，每个周期大约是五十年。 寒潮
遇到北极涛动的负位相，那这个寒潮强度将变得非常
强，演化成现在所说的“超级寒潮”。

厄尔尼诺对超级寒潮有什么影响？

气象专家许小峰认为，今年是厄尔尼诺年，受厄
尔尼诺现象影响，总体背景是偏暖，并不具备长期或
造成很强的冷，但是这次超级寒潮确实范围大，温度
偏低，但时间上并不会像 2008 年雨雪灾害那么长。 全
球变暖背景下，单从降温本身来讲，超级寒潮是偏强
的一次大范围的降温，出现一次强冷空气，从能量调
节来讲是正常的。

此次超级寒潮有 2008 年猛烈吗？

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程正泉分析此轮超级
寒潮时认为， 多个市县最低气温将逼近有气象记录

以来的最低值 ，但冻雨时间短 ，并不会像 2008 年冰
灾一样影响春运铁路交通。 此次寒潮降温持续时间
短，22 日开始影响全省，26 日寒潮开始逐渐减弱，主
要降雨发生在 22-23 日， 粤北高寒山区可能出现冻
雨，但随着 24 日降雨结束，冻雨天气也随之结束。 因
此不会出现像 2008 年那样严重的灾害。 尽管如此，
由于 24 日起粤北大部分市县最低气温下降至 0℃以
下，将会出现道路结冰等现象，对公路交通仍有一定
的影响。

何谓寒潮

寒潮是一种大型天气过程，就是北方的冷空气大
规模地向南侵袭我国， 会造成沿途大范围的急剧降
温、大风和雨雪天气，一般多发生在秋末、冬季、初春
时节。中央气象台 2006 年制定的我国冷空气等级国家
标准中规定寒潮的标准是： 某一地区冷空气过境后，
气温 24 小时内下降 8℃以上， 且最低气温下降到 4℃
以下；或 48 小时内气温下降 10℃以上，且最低气温下
降到 4℃以下； 或 72 小时内气温连续下降 12℃以上，
并且最低气温在 4℃以下。 最新标准是：一次冷空气活
动使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 48 小时内降温 10℃以上，
长江中下游地区最低温度达到或者低于 4℃， 陆地上
有相当于三个行政区的范围出现 5～7 级大风，沿海有
三个海区伴有 6～8 级大风。 达不到此标准只能叫做较
强冷空气或者一般冷空气。

雪线南移
广州最低气温或将继续下降

强冷空气前锋持续南下，南方大
范围的雨雪冰冻天气正式拉开序幕。
雨雪集中在 20日夜间至 22日白天，
湖北、 安徽等七省市将有大到暴雪，
湖南、贵州等地有冻雨。 根据气象预
测，20 日夜里浙西北地区有中到大
雪，21 日到 22 日浙江省内有大范围
大雪暴雪天气。中东部大部地区将出
现入冬以来气温最低值， 华北北部、
长江中下游东部最低气温可能逼近
1月历史同期极值。

根据最新的数据预测， 除了暴
雪， 本次冷风也将非常大：24 日，长
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将
有 4-5 级以上大风。 在如此大风的
情况下， 还有超过-10℃的超低温一
起，体感温度将远低于静风辐射的-
10℃。 据气象台预测，23-24日，咆哮
的北风将吹彻大半个中国，气温将跌
入无底洞：-10℃线跨过长江，0℃线
越过南岭。上海、杭州、南京、合肥、武
汉等地全日气温可能低于 0℃。

广东省政府应急办、省气象局数
据显示，22-25 日全省有大范围霜
冻。 广东省气象台气象专家分析说，
冷空气要是影响到中国，影响到华南
的话，需要有很强的冷空气在西伯利
亚那边进行堆积。因为西伯利亚是影
响中国寒潮的关键区，极地涡旋旋转
方向会把北极非常低的空气带到西
伯利亚一带，堆积过程中可以不断地
加强，越来越冷。

大气环流发生改变的时候，大气
结构会发生改变，原来堆积的冷空气
会突然南下，影响到广东，西伯利亚
冷空气越强，对广东影响越大，堆积
强度不够强，影响范围则不够广。 欧
洲中心计算的数值模式运算结果显
示，广州 24-25日的最低气温也会逼
近 0℃。根据数据预测，24日早晨，广
州市离地约 1.5km 处的低空气温将
跌至零摄氏度以下，但届时降水已趋
近尾声。 不过，24-25日，在冷高压控
制和晴空辐射影响下，广州的最低气
温还将继续下降，接近冰点。 中央气
象台也指出，北京、南京、上海和广州
等地最低气温将接近 1981年以来历
史极值。

至于雪线能否突破华南的最后一
道防线———南岭， 民间气象预测人士
表示，目前看来概率不大，雪线最南可
能推到粤北一带。 目前的预测显示，

“极地涡旋”南下后会迅速失去能量而
减弱，26日开始，南方大部气温将显著
回升。 26日之后，寒潮将减弱退去。 至
于后续是否还会有寒潮活动， 现在的
预报还存在不稳定性。另外，26日起至
月底，随印缅槽的整体东移，南方大部
在迅速回暖的同时， 将迎来显著的降
雨，局地可能会有暴雨。 对于南方地区
来说，一月份天气不平静：不仅气温之
低要创纪录， 累计降雨量之多也很可
能成为一月新高。

《据南方都市报》

“极地涡旋”南下
浙江将是“主战场”

本次“极地涡旋”南下程度之大，
历史少见； 所携寒潮来势之凶猛，在
最近几十年经典寒潮里都排得上座
次。 气象观察人士预测，“极地涡旋”
南下的大体路径为穿越蒙古、 内蒙
古，直击东北三省，之后沿东线沿海
行走，从朝鲜北部一路到达日本海。1
月 18日，欧洲中心计算机数值显示，
未来寒潮被进一步调强，北极涡旋有
南下之势，且在水汽和冷空气结合之
下，雪线将进一步南移，并且浙江很
可能出现较大灾害，杭州或同时出现
极端降雪。 而福建大部以及两广，都
极有可能看见大雪纷飞。

1 月 19 日，寒潮开始袭击我国。
当晚，这股超级寒潮的中心还在黑龙
江漠河西北一点点，极其寒冷的空气
正在贝加尔湖畔蓄积。 随后这股“霸
王级” 寒潮开始在我国境内南下，在
本周内影响大部分地区。 1月 20日，
升级版的冷空气开始侵袭黑龙江，当
日早晨 5 点， 黑龙江的最低气温降
到-42.3℃。同一天，交通运输部烟台
海事局消息称， 受连日降温降雪
天气影响， 渤海海冰规模迅速发
展， 面积已扩展至 18469 平方公
里。同一天，安徽江南南部部分地区
已出现降雪。

气象台的预测显示， 未来两三
天，会越下雨雪越冷，很多地方都将
把雨下成雪、把水结成冰。 而冷空气
主体将随后抵达。气象观察人士预测
认为，本轮雨雪冰冻天气过程，浙江
很可能成为重灾区。浙江指出，要“像
防台风一样做好防御寒潮工作”，这
已不再仅是一次普通寒潮，而是一次
灾害性天气过程。

“超级”寒潮来袭
南方多省市出现雨雪冰冻

一股神秘暖流
去年底攻占北极圈

“北极暴暖，中国大寒？”
2015 年 12 月 30 日北极气
温超过 0摄氏度！比 4000公
里以南的北京延庆都暖和的
时候，知名博主“铁马冰河”
在他的公众号“中国气象爱
好者” 上发文预测道，“北极
暴暖，必然会影响我国，而且
很大可能是诱发一场强大的
冷空气！ 到时候恐怕不是久
经考验的北极熊感冒， 而是
你感冒了！ ”

那么，2015 年 12 月底，
北极为什么会出现“暖冬”？

2015 年底，北美地区上
空， 一次大气波动调整诱发
了一系列的温带气旋活动。
数个温带气旋接连穿过北大
西洋， 将温暖的空气从低纬
度地区源源不断地运输到高
纬度地区。 一道暖输送带穿
过英国、挪威，直达北极点，
暖空气源源不断地泵入北
极， 极地的寒冷气团也被迫
退避三舍。暖气流的“鸠占鹊
巢”， 导致北极一天内升温
35℃， 并带来短暂的零上气
温， 这种异常现象在历史上
十分罕见。 暖气团贴着欧洲
西海岸北上，途经北俄罗斯，
驻扎在西西伯利亚。 经过漫
长的跋涉， 与原来温带气旋
有关的暖气团热量迅速消耗
殆尽， 与冰冷的大地接触并
逐渐冷却。 但这次异常波动
带来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在西西伯利亚高空，与
变性暖气团相伴随的是一个
巨大的阻塞高压。 顾名思义，
它如同高空气流的绊脚石，
挡在中纬度西风带的路中
央。 这样一挡的后果是，整个
北半球的大气环流都被它搅
得一团糟。 在西西伯利亚下
游地区，极地冰洋气团被拉扯
南下，冷空气在东西伯利亚堆
积，形成一个庞大而深厚的闭
合冷性低压。“极地涡旋”是大
规模冷空气的象征，但冷空气
何时发动南下，也需要时机巧
合。欧洲中心计算机数值模拟
的结果显示，1 月 22 日至 25
日，西西伯利亚的暖性高压将
迎来一次大型更替调整，在它
的推波助澜下，被赶出北极圈
的“极地涡旋”将分裂俯冲南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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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刘君不慎将桥东区

西 仓 巷 天 厦 回 迁 楼
1-1-101 房产证丢失，房
产证号：房权证邢市字第
098185号，声明作废。

声明
宋洪存不慎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
1305340020111000261， 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