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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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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指数 ◎

四季
养生

格部分城市天气格

紫外线指数：最弱

无需特别防护。若

长期在户外，建议

涂擦 SPF 在 8-12

之间的防晒护肤

品。

洗车指数：适宜

未来持续两天无雨

天气较好，蓝天白

云将伴您的车子连

日洁净。

旅游指数：较适宜

天气晴朗，风稍大，

但温度适宜，很适

宜旅游，您可以尽

情地享受大自然的

无限风光。

约会指数：较适宜

虽然有点风，但可

以放心外出，不用

担心天气来调皮捣

乱而影响了兴致。

小贴士

知 识
手 册

气象

科普

7 日

8 日

9 日

晴间多云，北风 5-6 级阵

风 7 级，海区 7-8 级阵风 10

级，-5℃ 8℃。

晴间多云，南风 3 - 4

级，-4℃ 9℃ 。

晴间多云，北风 3-4

级，-1℃ 11℃ 。

北京
晴 北风 3-4 级 -3℃ ～ 6℃

上海
多云 西风 3-4 级 2℃ ～ 9℃

济南
晴 南风 3-4 级 2℃ ～ 8℃

青岛
晴 南风 3-4 级 1℃ ～ 7℃

广州
晴 北风 3-4 级 11℃ ～ 18℃

今日“大雪”雨雪难见
本周最低气温降至-7℃

本周进入“大雪”节气，潍

坊市气象局预报，本周最强的一
次冷空气出现在周中期，强风和
强降温接踵而至，东北风 5 - 6

级，降温幅度达 7℃- 9℃ 。周

日，潍坊还会迎来一次冷空气，

届时还将会出现大风、降温天

气，但并没有降雪的迹象。

6 日，潍坊市迎来入冬以来最

强的一次冷空气。受其影响，潍

坊市出现明显降温及大风天气， 6

日白天最高气温 11℃ ，降温幅度

达 7℃-9℃ 。气象部门表示，本

次强冷空气过程风力强、降温幅

度大，提醒供暖、交通、建筑、

农业、海上作业等相关部门做好
防寒保暖防大风的准备工作。

潍坊市气象监测信息显示， 6

日，强冷空气将登陆潍坊； 7 日，

受冷空气影响，周二气温将明显下

降，天气以多云转晴为主，北风 5-

6 级阵风 7 级，海区 7-8 级阵风 10

级，最高温 8℃，最低温-5℃。气

象专家表示， 8 日、 9 日，潍坊市

清晨将出现周内日最低气温，预计

在-7℃左右。其中，北部地区最低

气温将达-9℃。

7 日，将迎来“大雪”节气，

这是反映天气变化的一个节气，

意味着我国北方地区将进入千里

冰封、万里雪飘的季节。根据气

象资料记载，节气内，潍坊市平

均气温为 0 . 2℃ ，极端最低气温为
-13 . 5℃ ，平均降水量为 1 . 2 毫
米。

去年 11 月初，潍坊就迎来了

当年的首场降雪，而今年，虽然

冷空气活动频繁，但未出现降

雪。此次强势冷空气的入侵，也
只会给潍坊市带来降温和大风的

影响，降雪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对此，气象专家解释，今年天气

系统不利于潍坊市出现降雪，由

于天气系统偏北，因此降雪天气

出现在了东北等地。现在，潍坊

只有冷空气的存在，并没有暖湿

气流与之相“交汇”，因此没有

迎来降雪。

根据气象监测信息显示，本

周日，潍坊还会迎来一次冷空

气，届时还将会出现大风、降温

天气，而并没有降雪的迹象。气

象专家表示，往年初雪基本出现

在 12 月上旬，而今年冬季初雪的

时间与往年同期相比较晚，至今

还迟迟未来。

“拉尼娜”：今冬会否再“添乱”？

虽然前段时间红极一时的

“千年极寒”说已被否定，但今

冬的气候变化仍备受关注。有关

专家表示， 60 年来发展最快的

“拉尼娜”，有可能给我国带来

一个偏冷的冬季。

研究认为， 2008 年我国南方

冰冻雨雪灾害，以及去年的西南

干旱都与“拉尼娜”现象有关。

那么今年，“拉尼娜”将有何
“动作”，会否再度导致极端灾

害性天气？

“拉尼娜”：“厄尔尼诺”

的孪生兄妹

“拉尼娜”和“厄尔尼诺”

都是自然现象。“厄尔尼诺”指

热带海洋温度异常和持续变暖。

“拉尼娜”指的是热带海洋温度异
常和持续变冷。

决定气温的因素极其复杂，

“厄尔尼诺”作为一种单一的现象，

已经被证实不是改变温度的唯一
主角。上个世纪，科学家们发现了

它的孪生姐妹“拉尼娜”。

“厄尔尼诺”出现的周期并不

规则，平均每 4 年一次。出现“厄尔

尼诺”现象的第二年，都会出现“拉

尼娜”现象，有时“拉尼娜”现象会

持续两三年。在“拉尼娜”的作用

下，太平洋中东部海域的温度将会

异常变冷，大陆则会出现飓风、暴

雨和严寒天气。因此，“拉尼娜”也
被称为“反厄尔尼诺”现象。

——— 专家解读———

由于“拉尼娜”影响，今冬我国

气候可能正常偏冷

气候学尺度标准(万年、千年、

百年尺度)。从万年尺度看，近万年

地球处于第四纪大冰期中的间冰

期；从千年尺度看，近千年地球

处于间冰期中的温暖期；从百年

尺度看，近百年处于温暖期中的

暖期。值得指出的是，全球气候
冷暖是交替变化的，从气温变化

图看得很清楚，它是一条波动式

的曲线。近百年地球气候经历了

若干冷暖的交替， 20 世纪中国气
候变化总趋势是， 20 年代前期是

冷期， 20-40 年代是暖期， 50-70

年代是冷期， 80 年代至现在是暖

期。通过对历史气象观测资料统

计分析，气候冷暖变化存在 30 年

左右的周期。

12 月来最强冷空气展开攻势

中央气象台再发寒潮预警
3 日起，一股强冷空气自西向

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长江中下游

及其以北地区降温幅度普遍有 6~

12℃。此次冷空气具有影响范围

广、风力大、降温剧烈、新疆北部降

雪强等特点，将对我国农业、畜牧

业、交通运输和群众生活等造成不

利影响。

北方大部降温剧烈并伴有大

风

中央气象台信息显示，12 月 3

日~7 日，来自西伯利亚地区的一股

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

地区，这也是 11 月以来最强的冷

空气过程。受此次冷空气影响，我

国大部降温幅度普遍有 6~12℃，其
中新疆部分地区及华北大部、东北

地区南部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
14~16℃。

除大风降温外，3~4 日南疆盆

地、内蒙古西部的部分地区将有沙

尘；4~5 日，河西五市及白银市有 5~

6 级西北风，部分地方有沙尘。

降雪范围不大但强度不容小

觑

受此次强冷空气影响，3~4 日

新疆北部将有小到中雪，其中伊犁

河谷、北疆沿天山一带、天山山区

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达中到大雪，过

程降雪量一般为 3~12 毫米；塔城北

部、阿勒泰等地有大雪，部分地区

有暴雪，过程累计降雪量有 10~20

毫米，局部可超过 25 毫米，北疆北

部大部地区目前积雪深度有 10~25

厘米，本次降雪天气过后上述地区

最大积雪深度可超过 50 厘米。

“大雪”护好
头部和脚部
大雪节气，我们应注意风

邪和寒邪的侵入，尤其是头部

和脚部。这是因为，一些疾病的

发生，与不注意保暖有很大关

系。中医认为，人体的头、胸、脚

这三部位最容易受寒邪侵袭。

冬天风寒侵入人体，首当

其冲的还有胸部和腹部。胸部

和腹部受寒之后，易折伤体内

阳气，从而引起心脏病的发作。

此外，寒冷还可诱发胃肠病的

发生，所以，胸腹部保暖也是不

容忽视的环节。

空气温度
与体感温度

漫画：“用不起”

一般地说，人的皮肤温度

比体温略低些，大约是 32℃ 左

右。从理论上讲当气温高于

32℃ 时，人体就应该产生火热

的感觉，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例

如，在气温 35℃ 的环境中，如

果空气的相对湿度在 40-55%

左右，平均风速在 3m/s 以上

时，人们就不会感到很热；然而

在同样的温度环境下，湿度若

增大到 80% 以上，风速却又很

小时，人们就会产生闷热难熬

的感觉，甚至会出现中暑现象。

同样道理，在低温环境下，不同

的湿度和风速也会给人们带来

不同的寒冷感受。另外，不同颜

色的外衣、天空云量的多寡等

因素，也会使人们对实际的环

境温度产生感觉上的差异。总

之，人们对环境温度的感觉是

受到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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