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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坛

C03SG409对常用桩尖规格做出了
规定。

管桩沉桩方法有多种，在我国国
内施工过的方法有：锤击法、静压
法、震动法、射水法、预钻孔法及
中掘法等，而以静压法用得最多。
由于柴油锤打桩时震动剧烈、噪音
大，为适应市区施工需要，近几年
来我国各地开发了大吨位的静力压
桩机施压预应力管桩的工艺，静力
压桩机可分为顶压式和抱压式，抱
压式是桩机的夹板夹紧桩身，依靠
持板的摩擦力大于入土阻力的原理
工作，静力压桩机最大压桩力可达
5000-6000KN，可将直径500、600
的预应力管桩压到设计要求的持力
层，从而大大推动了预应力管桩的
应用和发展。

目 前 我 们 房 屋 的 工 业 与 民 用 建
筑的桩基础，常用的一般为先张法
工艺制作的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
（即PHC桩）和预应力混凝土管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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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天延伸期天气预报及发展趋势

杨秋明   江苏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南京市北极阁2号  210008

摘 要 本文概述了10-30天延伸期天气预报及其国际动态、发展趋势,并对东亚季风区夏季强降水过程的10-30天延伸期预报方法试验

提出初步建议。

关键词 10-30天延伸期天气预报 季节内振荡(ISO) 动态 发展趋势

一、10-30天延伸期天气
预报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
进步, 对未来天气的变化, 特别是对
未来10-30天的天气趋势变化预报需
求愈来愈高, 虽然数值天气预报系统
及其客观解释预报方法, 已能够比较
准确预报未来5-10天中期天气要素
预报, 但是受到许多客观条件限制，
10-30天延伸期天气过程物理机制中
未解决的问题不少于已认识和解决的
问题，故延伸数值预报模式尚未达到
业务运行的要求，对未来10-30天延
伸期重大天气过程的预报还是缺少必

要的手段和相应的解释方法。近二十
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阶段性、
持续性、频发性高影响天气事件形成
（特别是夏季持续强降水过程）的气
象灾害导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
的损失明显增加。因此，研究夏季持
续降水异常引起的旱涝10-30天变化
规律和成因并预测这种异常天气过程
对经济发展、减灾防灾有着重要意
义。同时，夏季持续强降水异常变化
过程的分析和预测也是世界气象组织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THORPEX国际科
学计划中的核心研究目标之一，提高
夏季持续强降水过程等高影响天气预

(即PC桩)这两类桩适用于非抗震和
抗震烈度6度和7度的地区。PHC桩
和PC桩按桩身混凝土有效预应力值
或其抗弯能分为A型、AB型、B型和
C型桩4种。PHC桩一般桩径有300
毫米、400毫米、500毫米、600毫
米、800毫米、1000毫米，PC桩一
般桩径有300毫米、400毫米、500
毫米、550毫米、600毫米是薄壁管
桩。目前福建地区用于管桩水泥宜
42.5级以上的硅酸盐水泥、普通硅
酸盐水泥，常用PHC管桩型号A、
A B 型 两 种 施 工 现 场 较 多 。 当 管 桩
用于摩擦型桩时桩长径比不宜大于
100；用于端承型桩的长径比不宜大
于80。

大家主要关心的A桩和AB桩的
区 别 ， 简 单 说 就 是 钢 筋 用 量 不 一
样。例如：外径300mm桩，壁厚
70mm单节桩长11米以内要求A桩
钢筋6φ7.1而AB桩为6φ9.0,可见AB
桩的配筋量比较大； 同样情况下B桩

为8φ9.1,C桩8φ10.7，可见钢筋设
计不一样，显然用量越大，结构越
安全。实际设计必须参照地质资料
和上部荷载确定桩的类型和设计桩
长。

参考文献：《建筑地基基础设计

规范》、《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等

报技巧是21世纪巨大科学和社会挑
战之一。

二、10-30天延伸期天气
预报国际动态

一个地区降水量多少和持续时间
(时间尺度在5天以上)明显同半球甚
至同全球大气环流的持续异常有关，
所以大尺度环流的异常往往被视为天
气气候异常的物理依据, 受到人们极
大重视。大量观测和理论研究表明,
主要由外部热源和大气内部非线性相
互作用共同激发的大气低频变化，
即大气季节内振荡(ISO),时间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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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贿赂”法律浅析
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律师 赵爱国              

摘 要  商业贿赂是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经营者以排斥竞争对手为目的，为使自己在销售或购买商品或提供服务等业务

活动中获得利益，而采取的向交易相对人及其职员或其代理人提供或许诺提供某种利益，从而实现交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构成要件包

括：主体、主观要件、客体、客观要件。

关键词  商业贿赂  不正当竞争

近年来，各地有关商业贿赂的案
件频频发生，所涉领域也愈发宽泛，
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于2006年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治

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7
年下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年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

为10-90天，是引起5-10天中期以及
10-30天延伸期天气过程主要因子之
一，对应的环流低频系统变化反映了
未来几周内大尺度天气系统生消、维
持和衰减的循环过程, 对未来10-30
天延伸期的强降水过程预报有很好的
指示意义。季节内振荡（ISO）是大
气中最显著的一种振荡现象, 是气候
变率的重要分量, 它也是从短期天气
变 化到季节变化、年际变化、年代
际变化整个大气多尺度振荡链条中的
重要一环。ISO既是高频天气变化直
接背景，又是月季气候主要分量，它
是“天气-气候界面”，是天气与气
候联系的直接纽带。其中热带季节内
振荡（MJO，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由Madden和Julian首先发现）是
大尺度环流与对流活动相耦合的振
荡, 而热带对流是大气的重要热源之
一，因此它对全球的环流变化就有决
定性作用。ISO在我国天气气候演变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我国阶段性、
持续性、频发性高影响天气事件具有
重要作用。由于季节内振荡(ISO)对
天气和气候有着重大的影响，所以近
十年来人们开始研究它的可预报性
并进行预测试验。目前，国际上的
ISO预测模型可以分为两类，即统计
学模式和动力学模式。在统计模式
中主要用相似分析（SI）、主振荡型
分析(POP)、经验正交函数(EOF)、
主分量回归(PC)、线性反演(LIM)、
奇异值分析(SVD)、多元自回归模型
(MAR)和奇异谱分析等方法，做出
的低频形势和高影响天气（如持续

高、低温或洪涝、干旱时段等）过
程的预报时效可达2-4周(10-30天)，
对于印度季风降水、热带地区和北
半球部分地区的环流的主要ISO型的
10-30天预测已取得很好的效果，特
别是ISO的活跃期预测能力较强。动
力学模式主要采用基于集合预报的
动力延伸预报试验。实践表明，尽
管动力学方法逐日环流形势的可用
预报一般不超过10 天, 但预报技巧
对不同的个例差别很大, 不少情况下
延长动力模式的预报时效仍然可以
提供很多有用信息, 特别是如果事前
就能够对预报的可信程度和几种类
别出现的可能性作出估计, 是很有意
义的。随着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
计算能力的急剧提高, 使得建立可供
实用的动力延伸预报和集合预报成
为可能，目前北半球部分地区的预
报时效可达10-15天左右，由于大部
分动力模式对季风区ISO的模拟能力
有限，预报时效仍然小于统计学模
式。

三、10-30天延伸期天气
预报发展趋势与东亚季风区
夏季强降水过程的10-30天延
伸期预报

如果大气环流模式能较好模拟
季节内振荡，日常天气预报就可利
用季节内振荡所具备的信号较强而
传播较慢特性，使直接受季节内振
荡影响地区的热带中长期天气预报
得到较大的改善或延长。随着现代
统计技术的进步,各种非线性统计预

报模型不断提出并改进，将进一步
提高ISO预报精度;另外集合预报也
进入分辨率和多成员时代,能更好地
提供延伸期内天气变化的信号,有利
于这个时段内高影响天气预测精度
的提高。目前, 大气环流模式对东
亚季风区环流和降水的ISO的模拟
能力还不强，其原因除观测资料不
足外，主要是东亚地区夏季ISO型
的时空变化规律及其与印度洋-西太
平地区-欧亚大陆之间的海陆气相互
作用联系的许多过程仍不清楚。在
夏季东亚地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
区)降水持续异常过程的演变中，东
亚中高纬地区、热带西太平洋地区
以及南半球中高纬地区大气的各种
不同ISO型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形成季
节内时间尺度的东亚地区持续降水
异常的最主要因子之一，而且季内
时间尺度的环流和降水还存在10-30
天和30-60天两种不同时间尺度的振
荡模态，它们之间也可能存在相互
作用，因而对未来10-30天内东亚夏
季强降水过程的影响十分复杂，需
要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对
于深刻理解大气内外强迫对东亚夏
季风降水季节内变化影响的机制，
改进中期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中物理
过程的描述，提高延伸期数值预报
产品的时效以及改进不同ISO型的
动力统计模型的预测精度,提高夏季
东亚地区降水低频变化(时间尺度为
10-30天)以及夏季东亚地区强降水
过程中期和延伸期预报准确率具有
十分重要意义。

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为了更好地领
会立法精神，促进企业发展，加强市
场经济有效竞争，有必要对商业贿赂
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