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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1 年我参加工作至今，湖

北省雷达资料应用技术一直处于全

国前列。通过科技攻关，湖北省气象

部门还培养了一批雷达应用专业人

才，他们瞄准国际先进技术，发展了

湖北特色的短临预警业务，成果获得

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000年前

后，随着新一代多普勒天气雷达站网

建设工作的开展，长江中游短时临近

预警业务系统的计划开始实施，其中

雷达定量降水估算、雷达拼图、质量

控制、强天气客观识别跟踪等核心技

术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后来移植到

SWAN 系统中，推动了短临预警业

务发展。从 2012 年开始，我们又率

先建立了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业务系

统，实现了天气预警向灾害风险预警

的转变，一键式发布功能实现了多渠

道并行发布，大大提高了预警效率，

扩大了预警覆盖面。未来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的运用，必将进一步提升气

象预警服务能力。

（吴翠红：武汉中心气象台台

长、正研级高工）

勇 立 潮 头 竞 风 流
—改革开放40年湖北气象事业发展回眸

本报记者 刘庆忠 李傲 唐悦 高迅芝

改革开放吹响了进军气象科技的号

角，湖北省气象部门大力实施科技兴气象

战略和人才强局战略。

1987 年，武汉中心气象台和武汉暴雨

所共同完成“武汉数字化天气雷达系统微

机远程终端网络研究”课题，被湖北省政

府授予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991 年，湖北

省气象局主持“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

课题“长江中上游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研

究”，1996 年承担“八五”攻关项目“大范围

降水实时监测自动化系统”，部分成果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通过科技攻关，湖北省气象部门培养

了一批科技创新人才。统计显示，1978 年

至 2008 年，全省气象部门共获各类科研成

果 279 项，其中国家级奖励的科技成果 10

项；“十二五”期间，全省气象部门共获科研

成 果 124 项，13 项 成 果 获 省 部 级 以 上 奖

励。截至 2017 年，全省高级以上职称人员

占比达 28.5%，提前超过中国气象局 2020

年占比 23%的目标，在职正研级专家达到

28 人。在近年来的全国观测、预报、气象影

视业务服务大赛中，湖北气象代表队6次荣

获团体第一名的骄人成绩。

此外，湖北省气象部门还通过部门内

外合作，以项目建设推进创新团队开展核

心科技创新。2011 年以来，湖北省气象局

先后争取省财政、水利、电力、交通等部门

的项目资金，研发出的核心技术在业务服

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2016 年 7 月 1

日，长江上游洪峰抵达三峡水库，三峡集

团梯调中心根据气象研判意见成功拦蓄

削峰，而支撑预报预测的，正是长江流域

精细化面雨量预报等项目成果。

崔讲学：
改革开放让气象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 40 年尤其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湖北省气象部门在中国

气象局和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大力加强气象能力建设，深化部省

合作机制，大力推进集约发展，监测

预报预警和气象服务能力得到显著

提升。全面推进气象现代化取得重

大成就，在中部地区率先基本实现

气象现代化；气象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突出效益，防灾减灾重大决

策服务得到各方面充分肯定，电力、

交通、能源等专业气象服务保障能

力显著提升，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

创历史新高；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

大突破，气象发展体制机制进一步

完善；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依法

行政水平明显提高，人才保障和创

新驱动显著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和

气象文化建设成果丰硕。站在新起

点，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奋力开启

气象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为社会提

供更优质服务，助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崔讲学：湖北省气象局党组书

记、局长）

翁立生：
改革开放让气象发展驶上快车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各行

各业拨乱反正，气象事业也很快走上

正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走上领

导岗位时，全省气象现代化建设基础

很薄弱，预报质量和气象信息传送速

度跟不上服务需求。为此，我们明确

了大力推进气象改革的发展思路，制

定《湖北省气象现代化建设发展纲

要》，按照“一点一线一面”的指导思

想，规划建设“一个中心”“两个前哨”

“一个网络”的总体布局；引进由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政府共同投资

的武汉数字化天气雷达系统，并陆续

开展“长江中上游暴雨等灾害性天气

监测预报研究”等一批科研项目。我

们还抓住时机，推广采用当时比较

先进的探测、通信手段和预报方法，

结合湖北特点发展气象事业，得到

了中国气象局和湖北省委、省政府

领导肯定，这都为后来气象现代化

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让气象发展

驶上了快车道。

（翁立生：1983年至 1998年任

湖北省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正洪：
改革开放让气象服务的路子越走越宽

改革开放 40 年来，气象服务领

域越来越广，服务效益越来越显著。

改革开放之初，气象服务种类有限，

主要以天气预报为主。随着经济社

会不断发展，气象部门顺应改革开放

潮流，在服务手段和服务科技含量等

方面有了长足进展，社会需求也在倒

逼气象服务不断创新。从气候资源

研究、城市火险气象等级标准、医疗

气象预报系统、大桥抗风设计特色气

象服务到清洁能源气象保障服务，气

象服务的路子越走越宽。不仅是重

大工程项目，公众对气象服务也有了

更新、更细的要求，从原来只关注阴

晴冷暖，到现在热衷生态旅游、观光

赏花，我们便及时开展花期预报气象

服务等内容。40年弹指一挥间，气象

服务一直紧跟时代发展，未来气象服

务还将为人们高质量生活作出更大

贡献。

（陈正洪：湖北省气象服务中心

副主任、正研级高工）

吴翠红：
改革开放让雷达资料应用于更多领域

气象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改革开放 40 年来，湖北省气象局始终

坚持以气象现代化建设为核心，不断推进

气象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建设。

改革开放初期，70%的气象台站缺水缺

电，基础条件十分薄弱。1986年，湖北在全国

率先建成第一部数字化天气雷达，大力提升

了对暴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能力。如今，

一张“地-空-天”立体综合气象观测网在荆

楚大地上全面铺开，气象观测密度和精准度

大幅提升，服务面向交通、农业、环境、水体等

多领域延伸发展。同样，气象信息采集、传输

和数据质量更加精准科学，目前，湖北省气象

部门通过“气象云”与“楚天云”对接，初步形

成了气象大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新格局。

在数值预报产品及其解释运用上，湖

北建成了气象预报服务业务一体化平台，

全面开展智能网格精细化预报业务，天气

预报准确率保持较高水平，气象预警质量

不断提升、手段更加丰富，在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保障百姓福祉安康、助力政府决

策、改善生态环境、服务防灾减灾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气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突出效益

40 年来，湖北省气象服务紧扣国家重

大战略、防灾减灾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等，取得突出效益。

1987 年 夏 天，长 江 湖 北 段 水 位 居 高

不下，气象服务助力省委作出抗洪而不

分 洪 的 决 策 ，避 免 了 60 万 人 的 大 搬 迁

和 30 万 亩 农 田 被 淹 。 此 外 ，在 迎 战

1998 年长江全流域大洪水、2010 年长江

汉江两江夹击、2016 年大洪水等关键时

刻，气象部门为防灾救灾提供了科学的

决策依据。

1991 年 12 月，三峡气象站在宜昌市乐

天溪镇建成并投入使用。40 年间，从三峡

工程建设到三峡水库调度，从保障丹江口

南水北调到服务长江航运安全，流域气象

服务实现了与水利部门防汛“一张图”、与

航运部门护航“一张网”、与流域各省气象

服务联动“一盘棋”，在助推长江经济带建

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40 年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气候

区划，到 90 年代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从完

善为农服务两个体系建设，到助推乡村旅

游和美丽乡村建设，为农服务一直为乡村

振兴和脱贫攻坚提供优质保障。

在生态气象服务保障上，湖北省气象

部门积极探索开展针对地方特色需求的

服务内容，研发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风

电和光伏发电功率预报系统，并推广应用

到全国 13 个省市的 64 家风电场和光伏电

站，为城乡规划和重大工程建设、湿地高

山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生态农业和康养

产业等提供气象保障服务。

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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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述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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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顾 40 年

观测站网更密 信息传输更快

全省建成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 82个、数字化天气雷达

9部。全面实现观测要素自动化，区域自动气象站平均间距缩

小至8.5公里，覆盖了大型水库、主要高速公路路段、主要山洪

区和地质灾害易发区。

气象探测环境进一步改善，全省平均 86.29分，观测信息

传输时效由60分钟缩短到1分钟。

全国首批实现CIMISS 业务运行，率先实现了MICAPS4系

统本地化应用，气象数据统一服务接口（MUSIC）平均访问量达

600余万次/月。

预报更精细 预警更快捷

建立了湖北省 3公里、华中区域 9公里分辨率数值天气

预报业务，开展了 2.5公里×2.5公里网格精细化预报，建

成气象预报服务业务一体化平台。

24小时晴雨、温度预报准确率稳步提升，暴雨预警准确率达

81.2%，暴雨预警提前量3.3小时。

气象服务满意度创历史新高

100%的乡镇成立了气象灾害防御机构，100%的市

（州）政府出台了应急预案。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时间缩短到 30
分钟以内，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覆盖率达90%。2016年，湖北省

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达92.5分，创历史新高。

党建文明建设硕果累累

全省气象部门已创建6家全国文明单位、

36家省级文明单位，100%建成文明单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北省气象局党组已完成对全

省气象部门13个市（州）气象局、4个直管市

（林区）气象局和67个县（市、区）气象局的巡察

（巡视）工作，实现了巡察（巡视）全覆盖。

2009年-2017年湖北省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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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说 40 年

2012年-2017年24小时晴雨、高温、低温预报准确率对比图

本版图片由中国气象报社湖北省记者站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