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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气象服务的思考与探索 

王利霞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气象局  内蒙古赤峰 

【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重大历史任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做出安排部署，2021 年 11 月中国气象局印发了《“十四五”公共气象服务发展规划》，要求各级气象部

门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方针要求，主动融入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建设，围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区域布局优化提供特色农业气象保障服务，助力美

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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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 major decision and deployment made 
by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t is a major historical task to decisively 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Opin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makes arrangement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November 2021, the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issued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requiring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to focus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requires the general policy of “prosperous industry, livable ecology, civilized countryside,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prosperous life”, actively integrating and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and providing characteristic agro-meteorological support services around 
the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agricultural regional layout , to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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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业的发展与生态气象科技息息相关，气象条

件可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最终产量和质量。近年来，

由于生态环境恶化，气象灾害频繁出现。为了保障

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必须深入分析生态环境和频

频发生的气象灾害，为农作物种植者提供科学的气

象服务，切实改善当地气象环境灾害。当前，很多

农村地区存在农业气象科技服务质量低下、农产品

质量和产量结果预测不符等现象，地区整体的农业

生产发展出现了各种阻碍，亟待解决与创新。 
1 气象服务的具体内容 
气象服务是以气象为主要对象的服务，主要包

括决策气象服务、公众气象服务、专业气象服务和

科技服务 4 个方面。四者主要为市民、各行各业及

政府部门提供气象服务。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会

引起农田生态系统的变化，对农业生产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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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生暴雨、冰雹、大风等复杂多变的天气，对农

业生产的冲击强度较大。气象服务主要用于预测各

种自然灾害，是预防和减轻农业灾害的重要措施。

农民了解未来的天气变化，以及在什么时间对农作

物生长有比较大的影响，针对不同情况，可以提前

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将损失降到最低。 
2 存在的问题 
向现代农业转变是我国农业的大目标，现代农

业发展由数量增长为主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转变，

由物质要素投入转为科技创新。部门内长期对农业

气象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农业气象工

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投入过少，使农业气象工作

落后于大宗、园区型现代农业的发展。一是农业气

象观测针对性不强，仅按照物候观测记录基础发育

信息，未能在关键发育期开展不同气象灾害影响的

精细化观测。二是农业气象试验能力不足，尚未开

展农业气象试验，没有试验场地，更缺乏试验技术

设计方案。三是现有的农业气象服务产品针对性不

强，时效性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不能实现所有种植

户全覆盖。四是农业气象服务内容与方式落后，智

慧化程度不够，不能满足特色农业发展和国家级、

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的需求。随着国家现代农业

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面向农业现代化发展

更加精细化、精准化气象服务的需求，目前农业气

象现代化科研成果支撑业务不足，农业气象业务服

务和技术装备支撑乏力，制约服务效益的发挥；农

业气象指标精细化程度不够，适用技术研究少且方

法落后，开发的农业气象适用技术未能全面应用融

入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工作中；服务产品的定量化、

模式化程度不高，针对性、实用性不强，精细化、

精准性不足；农业气象业务与研究型业务的结合机

制缺乏，现有业务平台与智慧农业气象业务需求有

差距，面向自动化、智慧化的系统支撑能力有待提

升，在智能网格预报与农业气象服务产品的无缝连

接方面还需要加大研究力度。 
3 气象信息服务应用于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区域旱情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发展，是阻碍农

业生产的灾害之一。鉴于此，政府可同气象部门合

作，成立抗旱指挥部，以气象信息服务平台为基础，

通过监测天气变化了解当地的抗旱要求，采取一系

列的有效措施降低旱情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害。抗

旱指挥部也可利用天气雷达和卫星云图开展人工降

雨，以此遏制旱情发展、保障农业经济。暴雨天气

也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在天气预报的基础

上，气象部门还可通过各类视频平台、短信平台及

通信平台发布关于暴雨的天气预警，提高人们的防

范意识，提醒农户做好防汛准备，确保防汛措施的

时效性，以防因暴雨等恶劣天气引发重大的经济损

失。冰雹灾害是农业生产中的灾害之一，如遇到冰

雹灾害，不仅会损坏农作物还会威胁到农户的人身

安全。因此，要加强冰雹灾害的防御意识，充分做

好预防工作。传统的防雹工作都是出现冰雹以后农

户才开始进行防御布置，这种方式效率低、防雹效

果差，并不能完全保护农作物。然而，利用现代化

的气象信息技术能大幅度提高冰雹灾害预测的准确

度，通过预测分析及时将灾害信息传递至气象部门，

然后由气象部门将信息发布至各农业信息平台，提

高农户的防雹意识，以便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预防，

由此降低冰雹带来的不良影响。 
4 乡村振兴战略中推动农村气象服务发展的几

点建议 
4.1 提升气象为农服务基础业务能力 
农业发展过程中受气象和气候条件的影响较

大，为了确保农业生产工作顺利开展，需要气象部

门向农民提前传递及时有效的气象信息，使其可以

提前做好准备。作为推动气象服务工作顺利开展的

基础，增强气象预报准确率水平是气象为农服务工

作的重点。当前，由于预测预报准确率不高，与社

会大众对精细化预报服务需求间有很大差距。因此，

需对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进行充分利用，不断提升气

象预报准确率和气象服务能力逐渐成为时代发展的

趋势，也是提升气象服务质量的必要措施。对于气

象服务人员来说，要在闲暇之余加强学习，不断增

强自身的专业素质和技术水平，并对多种现代化手

段，如闪电定位仪、天气雷达、卫星云图等进行充

分利用，将信息化处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

化技术进行应用，还要结合各种现代化的预报技术，

将以往预报流程中的“人工计算”逐渐朝着计算机处

理进行转变，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订正模式预报

结果、转折性、灾害性天气研判等方面，对智能网

格预报模式进行充分利用，将定性预报、客观预报

逐步代替传统经验预报，最终达到提升气象预报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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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率的目的。由于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持续

时间短、影响范围大的特点，需要将提升其的精准

度水平作为强对流天气预报工作的重点，提前向社

会大众提供及时有效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有效降

低灾害性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危害。 
4.2 围绕粮食安全、产业兴旺加强气象保障服

务 
农业生产主要以露天露地生产为主，气象条件

是影响种养殖业的重要因素。积极融入农业区划，

配合当地农村农业管理部门根据气候地理等自然环

境条件开展农业气候可行性论证，给农民在品种选

种、水产养殖等项目提供可靠的气象科学依据，发

展优势农作物和畜牧水产养殖业。推进智慧气象建

设，在特色农产品优势农业园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建立农业气象综合观测站或智慧气象系统，及时

获取雨量、气温、地温、水温、日照等气象要素，

向农民或专业用户传送动态的、图文气象预报预警

和病虫害防治种养护理评估产品；在重要农事、农

时或关键性、灾害性天气来临前，向农民、农业种

植养殖合作社等提供“直通式”专题气象服务。延伸

气象为农服务领域，把“提质增效”与农村农民的切

身利益关联起来，对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市

场销售等二三产业链注入“+气象”因子，通过精准的

智慧气象保障服务，有效调节市场，控制成本，提

高效益，用智慧气象服务助力质量兴农。 
4.3 提高预警信号传播效率 
短时临近天气预报与普通天气预报相比具有明

显特征，应用范围区域较小，并且能对短时间内气

候变化准确预测，但是由于在天气预报信息传输过

程中传播效率作为动态变量，所以数据传播效率对

于农业气象服务工作而言具有决定性因素，如果传

播效率无法在天气临近界点时传送给种植人员，或

者到达时间与临近界点较短，则会导致种植人员无

法及时开展预防措施，影响短时临时天气预报效果，

降低农业气象服务工作水平。因此，要想提高短时

临近天气预报应用水平，就需要提升传播效率，通

过不同方式将天气数据准确传输到种植人员手中，

保证种植人员能及时了解到天气变化，根据天气变

化制定防护措施，降低农作物受到自然灾害影响，

提高农作物生产质量。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可以利

用信息技术如农业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传感

技术、智能终端技术等，对各类信息进行准确发布，

提高数据发布范围，提高预测传播效率，充分将短

时临近天气预报的作用发挥出来，为农业生产提供

指导性意见，除此以外，监测人员还可以利用各类

App 如墨迹天气、天气通等发布数据，并做好各类

App 完善工作，提高各类软件功能多元化和多样性，

将天气预报信息准确传输到农户网络终端，完成数

据传输工作。最后，相关部门还需要做好基础建设

工作，尤其是在经济条件较为落后区域，网络基础

建设较为落后，种植人员无法及时收取到相应信息，

相关部门需要对其引起重视，根据不同区域实际发

展情况，完善网络基础设施，为天气信息传播提供

保证。总而言之，相关部门要想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就必须做好短时临近天气数据传播工作，将农业生

产与环境气象数据相结合，让二者能相辅相成，提

高气象服务工作质量，让农业生产工作能更加科学

化、合理化。 
4.4 搭建气象数据共享平台 
在各大网络媒体平台建立本地区的气象农业服

务系统，当人民群众遇到各种农业类问题时就有地

方查询解决办法，也使对农业和人民的服务变得更

为专业化、细致化与多样化。因此设立专业的气象

服务平台是达成科技智能气象服务的基本地基，而

对气象科技服务人员素质的更高要求和通信技术的

先进程度是基础条件。传统的通信传播信息不够迅

速，使用起来也不太方便，共享实时信息的能力低

下。因此，应该将设备更新为匹配当前科技发展的

同等资源配置，健全各个技术层面的数据库。同时，

加强与地区内其他有气象服务需求的部门合作，比

如水利部门、环境部门等。此外，如果没有便利快

捷的相互沟通、传播消息的网络渠道，就无法高效

地对这些地区部门输出高质量的气象服务，所以要

增加气象部门的数据传播渠道。例如利用媒体社交

软件扩大气象数据的传播范围，提高人民群众对气

象数据的依赖程度。 
4.5 加大观测点的建设力度 
在已完善区域内气象观测站的基础上，完成四

要素区域站和两要素区域站的升级改造任务。据悉，

四要素区域站监测项目为温度、雨量、风向和风速，

两要素监测的项目为温度、雨量。区域气象观测站

网的建成，有利于气象部门加大灾害性天气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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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密度，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和精细度，满足

人民群众对气象信息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

区域气象观测站所采集的数据有助于分析各地气候

特征，积极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 
4.6 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 
一个部门能否长远发展取决于部门里人员素质

的高低。在各种提高气象科技服务水平的硬性科技

条目里，气象服务人员的素质提升是必不可少的。

农业气象服务人员的专业能力、工作经验等都会影

响整个部门的发展。当人员工作时，若是其水平不

够，工作的时间就被会延长，问题也不能被很好地

解决，这会让人民群众丧失耐心。因此，应完善气

象科技服务部门内部人员的培训管理制度，使其更

新思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定期培训工作人员，提

高气象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提升其对科技机械的

使用熟练度、对农业生产方面知识的理论掌握度，

定期优化与明确工作人员的业绩目标；气象服务工

作人员要加深对当地的各个农耕田地的了解程度，

增加各种农耕经验，通过观察农业气象及农耕土壤

的养分，运用气象观测仪器计算数据，快速演练提

升工作熟练度，为以后解决各种农业问题做好准备，

树立起气象科技服务的专业威望。 
4.7 完善合作机制，共推高质量发展 
一是建立科技合作机制，围绕在生产管理、防

灾减灾、气候资源利用等方面的需求，4 个市（区）

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协作攻关，充分利用天气、气

候业务的先进技术成果，提高特色农业气象科研和

业务水平；二是建立项目合作推进机制，与安岳产

业局等职能部门加强联系，共同推进项目开展，建

立防御特色农业气象灾害与相关部门的联动机制；

三是建立服务渠道合作机制，强化 4 个市（区）农

业气象业务服务交流，建立相应的协作机制，实现

观测手段、观测资料的实时共享；四是建立信息共

享机制，建立上下互动、服务对接、左右互持、产

品共享、效益共占的协作机制，扩大特色农业气象

服务覆盖面，提高服务效益；五是长效发展机制建

设，促进合作共建特色农业气象服务中心，积极争

取地方政府支持，推动政府将特色气象服务中心建

设运行保障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切实发挥气象

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紧扣科技创新、精密监

测、精准预报、精细服务等战略任务，推动特色农

业高质量发展。 
结束语 
农村气象服务历来是气象服务工作的重中之

重，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气象服务面临着

更高的要求，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气象

部门主动扛起服务乡村振兴的新时代政治责任，提

高农业气象服务的针对性，对关键技术问题强化科

技创新，提升智慧农业气象服务供给能力，推动气

象为农服务，规范有序，长效发展，为乡村振兴贡

献气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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