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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干旱已经成为全省关注焦点。干旱成因以及未来天气
如何？10月11日，记者就此采访了省气候中心气候预测首席专家
谢益军、省气象服务中心专业气象服务首席专家邓
晓春。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曾彦彦

10月 11 日
上午9时30分，
执行人工增雨作
业的空军某部

“运七”准备从长
沙某机场起飞。
记者 李成辉 摄

“运七”升空催雨为三湘大地“解渴”
我省今年首次飞机人工增雨完成，还有两个月常规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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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航线进行增雨首飞

当日9时30分， 执行湖南人
工增雨作业的空军某部“运七”飞
机准时升空，上午飞机沿“长沙市
-宁乡-安乡-常德市-临澧-桃
源-慈利-沅陵-张家界市-桃源
-临澧-益阳市-宁乡-长沙市”航
线，下午沿“长沙市-宁乡-常德市
-宁乡-安乡-湘潭市-华容-汨罗
-岳阳市-平江-宁乡-长沙市”航
线，进行了增雨催化播散首飞。

该机组机长谭建平介绍，飞
机增雨作业机动性好，影响范围
大。 当日的重点作业区域是常
德、张家界、怀化、益阳、岳阳等
地，根据气象台预报，当天天空
条件良好，作业完成之后，对湖
南的旱情将有所缓解。

为期2个月的常规化作业

干旱监测结果显示， 自7月
16日以来，受持续晴热高温少雨

天气影响，湖南干旱呈迅速发展
态势。受干旱的影响，我省出现
大面积土壤缺墒。

为缓解旱情， 保障农业用水
需求，8月24日以来， 全省各级人
影部门抓住有利作业时机， 适时
开展了地面高炮和火箭人工增雨
作业。 截至10月10日，9市州30县
市区已开展人工增雨作业113次，
累计影响面积约2.37万平方公里。
12个市州150套火箭、52门高射
炮、202支作业队伍已进点待命，
随时准备抢抓时机适时开展人工
增雨作业。

据了解，10月至12月，湖南还
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
的常规化飞机人工增雨作业，主
要服务于省内重点干旱地区及干
旱时段、 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时
段、 洞庭湖湿地生态保护区枯水
季节和城市大气污染防治。 通过
开发利用空中云水资源， 增加土
壤含水率和抗旱水源， 降低森林
火险气象等级，改善生态环境。

本报10月11日讯 10日，省
水利厅印发通知，进一步安排部
署水利防旱抗旱工作。 同时，省
水利厅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张
家界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指导防旱抗旱工作。

通知要求， 要加强旱情监
测，强化旱情分析应对。密切监
视降水、 径流及土壤墒情变化，
加强对工程蓄水、饮用水源的实
时监测，科学研判旱情形势和发
展趋势， 及时发布干旱预警信
息，为防旱抗旱工作提供有力支
撑。要突出工作重点，全力确保
群众用水安全。把确保人饮安全
放在防旱抗旱工作的首位，千方
百计确保旱区群众基本生活用
水。要采取有力措施保障集中供

水工程的正常运行，同时对分散
解决饮水问题的农户，要因地制
宜采取引、调、提、送等应急供水
措施，保证群众饮水安全。要优
化资源配置，科学调度工程蓄水
保水。 全面掌握当地蓄水现状，
根据用水需求细化水量分配计
划，科学调度工程水源。同时，配
合气象部门人工增雨作业， 合理
调度工程蓄水保水， 努力增加抗
旱水源。要深入抗旱一线，加大基
层抗旱服务工作力度。 各地要适
时派出工作组， 在旱情问题突出
的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面向用水
矛盾突出的重点对象， 指导和帮
助群众采取必要措施， 解决抗旱
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记者 刘勇

省水利厅派工作组分赴张家界、自治州
千方百计确保旱区群众基本生活用水

全省96县市“喊渴”，今年为何这么干
专家详解成因及发展趋势 未来10天冷空气帮忙缓解旱情

10月11日，冷空气的前锋抵达湖南，长沙上空聚集起
雨云，一架“运七”飞机从长沙某机场起飞，穿越云层，一路
燃烧碘化银，促成雨水凝结，滋润了焦渴的大地。这是我省
气象部门今年首次飞机人工增雨作业（扫报眉右上角二维
码看视频详情）。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戴帅汝 唐林 实习生 周可

从7月16日开始， 受持续晴
热高温天气影响，我省干旱呈发
展态势。8月10日开始全省大范
围出现不同程度干旱，8月底受
台风及冷空气影响略有缓解，进
入9月后受新一轮高温天气及持
续降水偏少影响，干旱维持并发

展，10月份以来持续发展蔓延，
多县市达到重旱以上标准。

10月9日的气象干旱指标监
测显示，全省共有96县市出现气
象干旱，其中27县市达到重旱标
准，27县市达到特旱标准， 特旱
区主要位于湘东北地区。

【旱情】 27县市达到特旱标准

专家一致指出， 副热带高压
（以下简称“副高”）稳定、北方冷
空气势力弱以及台风位置偏东是
造成当前湖南干旱的主要原因。

今年以来，副高呈现出面积
异常偏大，强度异常偏强，脊线
位置主汛期偏南、7月下半月以
来以偏北为主等特点，这使得副
高系统非常稳定，而居于副高控
制之下的湖南，仿佛被罩上了一
个“锅盖”，谢益军生动地进行阐
释,“锅盖”当头，就给空气加了
压，对气流运动形成阻碍，而气
流运动是形成降水的一个重要
因素。

除此之外，海温异常是造成

上述大气环流异常的重要外因。
今年是厄尔尼诺结束年，从去年
9月开始的厄尔尼诺事件于今年
7月结束。多年数据显示，在厄尔
尼诺结束年份的秋季，欧亚中高
纬以纬向型环流形势为主，东亚
槽偏弱，这就意味着南北向的空
气交换较少，不利于北方冷空气
的向南输送。

邓晓春指出，今年生成的台
风大多较以往位置更为偏东，多
在沿海或海上， 湖南深居内陆，
台风位置的变化让其对湖南的
影响变小，这也是影响今年省内
温度偏高和降水偏少，进而导致
干旱的一个原因。

【解析】 稳定的副高是“罪魁祸首”

基于上述多种因素的影
响，湖南过去30天（9月10日
至10月9日）， 全省平均气温
24.8℃，较常年偏高2.7℃，较
上年偏高2.0℃， 位居1951年
以来历史同期第1高位；全省
平均降水量12.4毫米，较常年
偏少81.7%，位居1951年以来
历史同期第1低位。蒸发量也
在迅速上升，7月16日～10月
9日，全省的平均蒸发量（小
型蒸发皿）为404毫米，较常
年同期偏多67.6%，蒸发量全
省一致偏多。 气温异常偏高、
降水异常偏少、 蒸发量偏大，
让湖南干旱状况呈持续发展
态势。

不过，从11日开始，湖南
大部地区将开启阴雨模式，湘
西局地有大雨。同时，冷空气
趋于活跃，各地气温也会不断
走低，预计今起一周，过程降
温幅度普遍在8℃～10℃，局
地可达12℃。

根据预报， 未来10天，省
内冷空气较为活跃，中低纬环
流平直，省内湘西、湘北降雨
偏多， 其他地区正常或偏多，
预计湖南旱情将有所缓解。

具体来看，12日白天，湘
西阴天有中雨， 部分地区大
雨，湘东南阴天，其他地区小
雨。12日晚到13日白天， 湘东
南阴天，有分散性小雨，其他
地区阴天有小雨。

气象专家提醒，旱情或有
缓解，但形势依然严峻，相关
部门还需做好蓄水保水等抗
旱工作。同时，全省各级气象
部门也将时刻待命，抢抓有利
时机加强人工增雨作业。

【趋势】
阴雨模式开启
旱情将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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