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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agriculture in Shanxian County Meteorological Bureau,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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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单县气象局气象为农服务部门的工作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
期为气象为农服务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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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单县是以农业为主的平原县，农业生产形式多种多样，既有传统的粮食生产，也有少数设施农业，
农业生产收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占有非常大的比例。但是单县也属于灾害性天气多发区域，其中暴雨洪
涝、冰雹、寒潮、霜冻、干旱等气象灾害对农业发展影响极大。因此，做好单县气象为农服务工作就显
得尤为重要。

2. 气象为农服务工作现状
气象为农服务是气象事业的基本业务，为农业服务的主要目的是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为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服务。

2.1. 政府重视气象为农服务工作
2014 年 3 月成立了政府主导的气象防灾减灾或气象为农服务工作领导小组。2015 年 7 月单县县政府
制定了政府购买气象为农服务责任清单，将天气预报、气候原因导致的病虫害调查报告、防灾减灾知识
宣传培训、区域自动站和土壤墒情站的管理维护等服务项目纳入政府购买气象服务清单；政府正式发文
将农村气象防灾减灾工作纳入了地方绩效考核；村级气象信息员覆盖率达 100%。

2.2. 人工影响天气改善农作物生产环境
通过人工增雨作业解决雨水不足情况，改善农作物生长环境。2015 年冬季单县降水严重偏少，出现
冬春季连旱，加之气温回升，造成农田旱情加重。为缓解旱情，改善土壤墒情，根据气象预测，抓住每
一次机会，开展人工增雨作业。2016 年年初进行 2 次成功的人工增雨作业，共发射人工增雨炮弹 70 多
枚，在自然降水和人工增雨共同作用下，全县普降中到大雨，既净化了空气又缓解了农业旱情。

2.3. 气象为农服务专项建设初具规模
以为农服务专项建设为契机，着力加强农业气象服务体系和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提高气象
为农业服务和防灾减灾能力，为“三农”发展提供服务。在辖区的近 22 个乡镇建立了乡村气象信息服务
站；在 32 个村安装了气象预警农村大喇叭。将政府相关领导、相关部门、信息员等纳入了气象灾害短信
发布群，每年两次培训 500 多名乡村气象信息员等，农村气象灾害监测预报能力和多方式传输能力有显
著提升。

2.4. 完善为农气象服务产品
2015 年修订印发了《单县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完善了《气象决策服务周年方案》，结合春秋播生
产、汛期气象服务、气象自然灾害等需求，修改完善当年气象服务方案。提供春秋播、麦收、秋收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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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专报、气象条件对农业生产影响评价分析、病虫害发生气象等级预报预警等决策气象信息服务产品。

3. 气象为农服务工作存在的问题
3.1. 气象防灾减灾宣传不到位
由于没有对气象防灾减灾知识进行有效宣传，导致农民防灾意识淡薄，给农业气象信息员工作的开
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1]。

3.2. 气象为农服务专业技术人才匮乏
单县现有人员紧张、年龄、知识老化，学科带头人和专业技术人才缺乏。面对气象业务自动化和现
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现有人员后劲明显不足。除此之外，分散在各个乡镇的气象仪器设备维护也成
问题，最远的朱集镇离县城有七十多公里，维护一次设备就得多半天时间。

3.3. 气象为农服务产品单一
气象服务在大多情况下只提供天气预报，而对于某些种养大户这是远远不够，他们要求根据农事关
键期提供有针对性的气象服务。例如，蔬菜种植大户在春季特别关注大风天气，所需要的气象服务在专
业性、敏锐性上要求比较高。

3.4. 气象为农服务缺乏针对性
对于专业种植大户和种植基地来说，需要气象部门提供一些专业性强、具有针对性的气象服务产品。
本单位与农业气象科技服务信息相关产品比较少，都是以常规农业气象服务信息为主，气象服务产品已
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生产需要。

3.5. 气象信息的准确度不够精确
目前，单县气象台采用了人机交互，把数据分析作为预报产品的基础，综合运用各种气象信息及服
务技术，其中也离不开天气预报员的经验订正过程。气象信息的准确度主要靠的是专业气象软件对大气
运动规律的数值模拟相似度，以及天气预报员的人为订正经验，由于气象专用软件的模拟程度还不能够
完全的反应出大气的实际状况，再加上订正的随意性，这就使气象信息无法达到更高的准确。

3.6. 气象信息供给不够及时
很多气象灾害来的很快，预警时间很短，能够及时传递预警信息是关键，人们在收到预警信息后能
够及时预防，及时躲避灾害。就目前来说，单县气象台即使雷达观测到了雷雨、大风、冰雹等灾害，也
只是先报告给政府领导，而不能及时通报给人民群众，人们只能通过媒体和电台在规定的时间内收到气
象信息，一旦气象信息产品的使用者错过了收听收看的时间，就有可能发生不必要的伤害和损失。

4. 气象为农服务的思考和建议
4.1. 提升预报、预警服务的水平，加强气象为农服务能力
提高气象预报准确率，是气象服务工作立身之本，是气象为农服务工作的重中之重。依靠科技进步，
全力以赴提高预报准确率和服务能力，做好气象预报服务工作，是加强气象服务能力的必要措施。农业
生产依据及时准确的灾害性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有效提高农业气象灾害防御能力。
在决策气象服务中，要坚持以重大活动气象保障和气象防灾减灾为重点，不断提高气象服务的主动
性、有效性和精细度。在重大活动或重要天气过程来临前，及时与上级业务部门沟通，获得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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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天气演变的过程，精细化气象服务，为领导决策提供强有力的信息保障[2]。

4.2. 完善气象信息渠道
建立包括乡镇政府、气象信息员、种养殖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在内的服务用户库。根据农业生
产需要，将农业气象服务产品以及其他涉农信息通过大喇叭、电子显示屏、广播、电视、气象信息公告
栏等多种方式向公众无偿发布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实现信息及时、全覆盖的目标；大力开展“直通式”
气象服务，建立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服务联系，在关键农事季节和灾害性天气来临前及时提供农业气
象信息。

4.3. 建设气象为农服务长效机制
努力争取地方政府对气象事业的支持，加强部门沟通、联动。要想做好气象为农服务工作，单靠气
象部门的力量是不行的，还应该引起政府的重视，推进气象与涉农各部门、农民需求的融入式发展，强
化信息共享、信息产品共发。加快气象为农服务“两个体系”建设，提高气象为农服务的科技支撑能力，
提高农村气象防灾减灾的综合能力和水平[3]。

4.4. 重视气象信息员的作用
大力加强气象防灾减灾队伍建设，建立气象信息员队伍运行长效机制。力争气象信息员全部纳入政府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确实解决这些兼职人员的待遇、地位问题，使乡镇、村两级气象服务队伍相对稳定。

4.5. 引导社会各界支持关注农业气象服务
大力宣传气象为农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让政府及社会各界充分重视和关注气象为农服务工作的开
展。通过组织“两个体系”建设和乡村气象服务示范镇、示范村、示范基地的建设，加强对政府的汇报，
申请政府对气象为农服务工作的支持和加大项目资金投入。收集农业气象灾情和气象为农服务效益，加
强灾情和服务效益的宣传[4]。

4.6. 做好农村地区的气象知识宣传
可借助各种宣传渠道，在农村地区进行气象知识宣传。同时，还可以增设一些与气象为农服务工作
相关的科普教育培训活动，使农民群众掌握基本的气象信息知识，确保气象知识可以在农村地区得到普
及。还可以利用座谈会或新闻发布会形式，在农村地区加强知识宣传，推动气象为农服务工作顺利开展。

5. 结语
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气象监测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升。在现阶段下，单县的气象服务，
在农村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从多方面给与积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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