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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开始之时，你很可能会先查

看天气。 你可能会看看天气预报。 

你可能会看下温度计。 或者你会通

过看看天空和感觉空气来识别是晴朗、温

暖、多雨、寒冷、刮风、还是多云。 天气

描绘的就是某时某地“外面怎么样”。

天气应用可以让您赏玩并体验影响天气的各种因素：阳光、空气和水。 

形成风暴和云层。 探索日常天气情况和极端天气事件。

在应用程序内

我们鼓励积极尝试。使用左侧的工具栏，对太阳、风和水的场景进行导航。分别点击查

看每个场景或看它们是如何共同起作用的。

开始吧

点击并拖拽每个场景中的太阳、天空、云、水、陆地和其他元素。

点击白色圆圈以查看更详细的场景。

当你探索天气的时候，想想太阳、空气和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太阳从[9300万英里/1亿5200万公里]远的地方，向地球释

放出能量。 这一能量温暖了地球及其大气。 不过太阳并不

是均匀地温暖地球的每一处。 因为地球是圆的，太阳照射到

各个地方的角度是不同的。 地球的两极永远不会受到太阳的

直射，有的时候甚至完全没有日照，而赤道处则受到很多的

太阳直射。 而且，地球上的不同表面，比如水和陆地，它们

升温和降温的速度不同。 水吸热慢，放热也慢。 陆地的升

温和降温会快很多。

这些升降温差异很重要，它们影响了空气和水的流动，并从

而产生了天气。

我们熟悉的气温就是用温度计测量一个地方的冷暖。 如果温

度计显示32华氏度或0摄氏度，外面则很冷！ 这就是水结冰

的温度。

太阳



在应用程序中

点击太阳。把太阳拖拽到陆地和水的上空。

太阳让陆地的温度快速上升，水的温度缓慢上升。太阳下山后，陆地则会快速降温，水

则会缓慢降温。

点击狗、窗户或者桌子。

这些是你也许会在自家周围看到的场景。观察随着温度变化在每个场景中会发生些什

么。

把暖空气或冷空气拖拽到场景中。

观察随着空气变暖或变冷会发生些什么。

问题讨论

你该如何不查看温度就能知道外面是暖还是冷呢？

热天的时候，你在户外都做些什么？

你在冷天的时候都做些什么？



围绕地球的空气层称为大气。 它厚达[62英里/1百公里]。 

与地球的[7915英里/12742公里]直径相比，这是相当薄

的。 但是大气层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它主要由我们需要用

来生存和呼吸的氮气和氧气组成。

经常在大气层中的飞行员们把它看作是一片空气之海。 虽

然空气是由肉眼看不到的微粒组成的，它却占据空间，会移

动，而且有重量——就像海水一样。

空气向下挤压地球的重量称为空气压力。在海平面上，1平方

英寸的空气大约重[14.7磅/6.7千克]。

空气压力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 当空气温暖时，空气中的颗

粒迅速移动并彼此分离，使空气密度变小且较轻。 它上升到

空中，并形成一个低压区。 空气上升过程中，会不断膨胀、

冷却，形成云和暴风雨天气。

当空气冷却后，空气中的颗粒慢慢彼此靠拢，使空气更密集

和沉重。 它下沉并压向地球，这会产生一个高压区，使得天

气明朗、气候宜人。

空气与风



空气从高压区向低压区移动。 随着太阳加热地球表面，地球表面也在不断加热上面的空

气。 随着空气变暖，它会膨胀，密度变小，变得更轻。 暖空气上升。 然后空气变得更

冷更稠密，重空气移动过来取代了它的位置。 我们感觉到的移动的空气就是风。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风速计测量风速。 风吹动风速计的顶端，当顶端旋转时，有一个装置

会计算其速度并把它转换成风速。 我们可以用一个风向标测量风向。 风向标也旋转，并

指向风吹来的方向。

有时候我们也能看到风的影响力。 它可以卷起尘土，或者你的头发或帽子。 在像飓风和

龙卷风等强劲的风暴里，风可以折断树枝，摧毁家园，把汽车抛入空中，或者掀起惊涛

骇浪。

冷空气 暖空气

风

气压计是用来测量气压的工具。如果气压计显示气压在上升，预示未来天气晴朗。如果

气压计显示气压下降，预示恶劣天气。



在应用程序中

拖拽太阳。

空气被太阳温暖后开始上升。随意流动产生更多的风。

问题讨论

风是怎么产生的呢？

你怎么知道外面风有多大呢？



大气中总是有水分的，有的时候多点，有的时候少点。 水从

地球表面移动到大气中，再回到地球表面，然后又移动到大

气中，如此反复循环。 这个过程被称之为水循环。 水循环

有三步：蒸发、凝结和降水。

太阳导致地球表面的水升温，水蒸发到大气中。 在蒸发的过

程中，水变成一种气体（水蒸气）。 这一暖而潮的气体会上

升。 （还有哦，暖空气比冷空气能包含更多的水分。 它不

断吸收更多水，密度变得更低，便获得更大的上升力。）

空气随着上升而冷却，水蒸汽也不断冷凝。 在冷凝过程中，

水蒸气变回液态水。 水分聚集并形成云。 如果温度在零摄

氏度以上，云就由水珠构成。 如果温度低于零摄氏度，云就

由冰晶构成。

当液态水滴或冰晶在云里彼此相撞在一起，它们就汇集成为

雨滴或雪花。 最终，它们变得过于庞大和笨重而难以飘浮。 

水回通过降水的方式回落到地面，并在湖泊、河流或小溪汇

集，或者渗入地下。

水和降雨



雨量计是用来测量有多少雨水或降水落下。最简单的雨量计

是一个有明确高度标记的试管。

雨（液态水）和雪（冰晶）是两种常见的降水。 但降水也可

以是雨夹雪，雪在其降落时融化并再次结冰；冻雨、冰冻降

水在下降时融化，但当接近寒冷的地面或冰雹和在云层内形

成的冰冻块时会再次结冰。

从蒸发到冷凝沉淀，并再次返回蒸发，水就如此循环往复。 

无论水降落到地面时是雪、雨、冰雹或雨夹雪，最终，它都

会再次蒸发到空气中。 在给定的时间内空气中的水分含量被

称为湿度。

虽然你通常看不到空气中的水，但有时候你能感觉到它。 由

于干燥的空气吸走了汗水，因此你的皮肤感觉干燥。 因为湿

润的空气无法吸收更多的水，所以汗水停留在你的皮肤上，

感觉发粘。 您还可以使用湿度计测量湿度。

在应用程序中

点击水和陆地。

水蒸气升入空气中。

点击云。

水以降水的形式从天空中落下。 



问题讨论

它蒸发到空气后，水会发生什么变化？它凝结后呢？

在你居住的地方，空气是湿润还是干燥？湿度会变化吗？

在云产生大量雨或雪后，您觉得云会发生什么变化？



云是由水在循环中凝结的结果。 在再次下降到地面之前，云

是漂浮在天空中微小水滴或冰晶的集合。 水凝结成云，但云

不会永远保持不变。 它会变成雨、雪、水蒸气、地下水，或

者湖、河或海的一部分。 如果你喝了它，它甚至会成为你的

一部分。

白天的时候，云把阳光反射回太空。 晚上，它们将地球表面

释放的热量反射回地面。 这可以使多云的白天变得凉爽，使

多云的夜晚变得温暖。

云



云的种类

云的形状可以告诉我们它是如何形成的，也可以给我们描述和预测天气的线索。

云的类型主要有三种：

层云是扁平一片片的云，通常由水滴（而不是冰晶）在空气冷却时形成。 它们可以处于

低空，产生可以持续一整天的小到中雨或雪。 雾是一种接触地面的层云。

积云看起来像巨柱型的棉花。 它们由水滴或冰晶（这取决于空气温度）组成，并且它们

通常是底部平、顶部鼓起。 它们由上升的潮湿、温暖的空气形成。 大家平时会在阳光明

媚的日子看到它们，但它们可以变成产生雷暴的高大、黑暗的积雨云。

卷云看起来纤细卷曲。 它们通常由冰晶组成，在晴朗的日子，处于高空。 它们一般意味

着变天，而且可能会告诉你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在应用程序中

滑动或点击创造云朵。

不同的高度形成不同的云。层云在低空，而卷云则在高空。

问题讨论

如果你能摸到一朵云，那会是什么感觉呢？

如果你看到积云、卷云，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天气？



风暴在暖空气快速上升并带走许多水分时产生。

雷暴

雷暴是风暴中最常见的类型。 当暖湿空气上升到冷空气上端，雷暴就形成了。 温暖空气

中的水冷却并凝结成厚厚的、高大的积雨云。 当水冷凝时，释放出能量。 这种能量能

赋予雷雨力量，释放出雨水或冰雹，在闪电划破天空时产生我们看到的闪电和听到的雷

鸣。

闪电是冰粒和水滴在雷雨云中四处弹跳时产生的的。 颗粒相互碰撞时，把电能传导给彼

此。 电荷不断积聚，直到它从一朵云向另一朵云释放闪电，然后进入空气，或地面。

一次剧烈的旋转雷暴被称为超级单体雷暴。超级单体雷暴可以产生雨、冰雹、闪电和龙

卷风。

暴风雪

暴风雪是大型的暴雪。 就像雷暴一样，温暖、潮湿的空气上升到冷空气上方。 但空气一

定要很冷（在冰点以下），以便让雪花能够形成并在掉向地面时保持不变。

龙卷风

龙卷风是一种快速、旋转的风柱，[200到500码/180到450米]宽，从云中伸出并触到

地面。 一般的龙卷风行进速度为[10至20英里/16至32千米]每小时，大约可行进[5英

里/8千米]。 龙卷风的风速可高达[每小时100到300英里/160到480公里]。

风暴



龙卷风是超级单体雷暴的产物。 超级单体从上升的温暖潮湿空气中产生，并形成积雨

云。 如果云层被旋转气流的气柱捕获，它也会开始旋转。 科学家还不能确切地知道空

气是如何开始旋转的。 可能是因为风在不同的高度以不同的速度和方向吹，导致空气旋

转。 但一旦空气开始旋转，它就会生成漏斗云。 漏斗云能因为雨水或冰雹而向下弯。 

当它接触到地面时，就会成为龙卷风。

龙卷风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它们能摧毁大部分的测量仪器。 藤田级数通过测量龙卷

风造成的破坏程度来估算龙卷风的风速。 例如，EF0级风会吹走松散的树枝和屋顶板，

风速达到[每小时65到85英里/100到103公里]。 EF3级的风会推翻火车车厢，并吹走

房屋的顶层，这时风速达到[每小时136到165英里/219到266公里]。

冰雹

即使在温暖的天气，雷暴、超级单体雷暴和龙卷风也照样能形成冰雹：会从天上掉下来

的小冰球。 在一块积雨云中，冰块上下移动，随着收集更多的冻结层而变大。 如同雨和

雪一样，当冰雹过重无法停留在云层中时，它就会落下来。

飓风

飓风、或台风或暴风，是带有强风和暴雨的强烈的旋转风暴。 它们是比龙卷风体型更大

的风暴。 它们能行进千里，并持续数天。

飓风在热带水域开始形成。 水的热量给它们动力，地球的旋转帮助它们旋转。 它们在北

半球逆时针旋转，在南半球顺时针旋转。 飓风吹过较冷的土地或水域并损失热量时会失

去力度。

飓风根据萨菲尔-辛普森飓风等级测量。 它是藤田级数的反转；它根据飓风的实际风速

估算其所造成的损坏。 发生一级飓风时，风速会达到[每小时74-95英里/119到152公

里]。 屋顶和大树枝将被破坏。 发生五级飓风时，风速可超过【每小时157英里/263公

里】，并会导致经过的地点在数周到数月内无法居住。



在应用程序中

轻点并滑动来制造飓风和龙卷风。

观察温暖、潮湿的空气向上流动。你制造的暴风雨的强度会影响其所造成的破坏程度。

问题讨论

你住的地方附近一般发生哪种暴风雨？

你会寻找什么样的迹象来预报暴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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