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海洋气象服务是大连

气象服务融入海洋强国建设的重中之重。”大连

市气象局原局长孟庆楠回忆，一直以来，尤其是

改革开放以来，大连市气象局紧跟国家海洋发

展战略形势，找准专业气象服务和海洋经济发

展契合点，实现了气象服务和海洋经济效益双

丰收。

从最初简单的海洋天气预报到精细化预报，

从一天延长到十天的预报时效，从广播、电话到

现在的网络、手机 APP，大连气象服务对象也从

海上渔船拓展到航线、港口、渔业、海上工程等海

洋经济多领域……改革开放 40 年来，大连海洋

气象服务的触角向海洋经济各个领域延伸，交出

了一份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航线服务—
避开恶劣天气开船，

就是效益

深秋的大连湾辽渔新港，阳光明媚、海风轻

柔，总长 178 米、重 3.5 万吨的“渤海钻珠”号客滚

轮停泊于此，满载原油、工程设备的卡车排队等

待装船出发。“渤海钻珠”号设有 3 层车辆舱，是

国内吨位最大、载客和载车数量最多的客滚船。

即便如此，每到旅游旺季、“十一”黄金周和春节

假期，车船票经常是一票难求。

“1998 年公司成立，我们从几艘

老旧小船发展到现在 11 条客滚

船，1 条远洋客船和 1 艘豪华

国际游轮，成为亚洲最大

的客滚船船队，优质的

气 象 服 务 功 不 可

没 。”渤 海 轮 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助 理 、大

连经营部经理李宏祥说，航行船舶最害怕的是大

风天，按照交通运输部的要求，8 级及以上大风

所有船不得出港，且要提前 8 小时停航。因此，

航运公司要根据天气预报来确定开船时间、路

线，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提高运营效益。

被誉为“黄金海岸”的渤海湾呈 C 型，从大连

到烟台陆路近 1500 公里，而海路只有八九十海里

（不到 200 公里）。因此，烟-大航线承担了大部分

东北地区到山东及周边省市生产、生活物资运输

任务，大大减少了陆路远途运输的能源消耗和人

力成本。因此，这条航线也被称作“黄金航线”。

“黄金航线”需要气象护航，市场需求与气象

服务一拍即合。“改革开放 40 年来，尤其是 2006 年

专业气象台成立以来，大连海运航线气象服务规

模不断扩大，服务效益不断提高，位居全国前列。”

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华江说。

渤海轮渡公司 70%的效益来源于滚装车，如

果因天气原因开不了船，部分旅客和车辆会改其

他渠道出发。李宏祥粗略估算，这样一来，损失

可能达到正常开船利润（约 170 万元）的 30%。因

此，如果接到有突发恶劣天气的通知，公司会把

原定的航班往前赶或者往后推。

从最初的电话、传真到现在的网络和手机

APP 服务，“这些年来，气象服务确实无可挑剔，

尤其是 2000 年以后，专业气象服务更加精细化，

烟台总公司和大连分公司领导已经习惯用手机

APP 看航线预报来指挥调度和安全生产。”李宏

祥笑言，今年，有几个北上的台风，公司都根据天

气预报避开了，这就是气象服务带来的效益。

— 港口服务—
抢出好天气开展作业，

就是效益

在大连港指挥调度中心的大屏幕上，实时滚

动着港区分区分海域的天气实况、未来 8 天天气

预报和港口实时信息。大连港生产调度指挥中

心主任焦迎光打开手机上的“大连气象”港区专

业版 APP 说：“气象服务越来越专业和精细化了，

可以针对长兴岛港区、大连湾等具体港区提供未

来 3 小时预报，这些都是港口指挥和调度生产的

重要依据。”

大连港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有集装

箱、原油、成品油、矿石、汽车、粮食等 100 多个专

业泊位。大连港客运码头位于渤海湾“黄金水道”

的北端，已开辟大连至烟台、威海、蓬莱、东营、天

津、长海县诸岛等国内航线及大连至韩国仁川的

国际航线。“港口有经济效益和安全效益的双重压

力，这就是专业气象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

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业务拓展科科长孙立娟说。

需求催生服务。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主任王

健说：“港口吞吐的货品不一样，对天气条件的需

求也不一样。例如，有的货品遇到大雨天气可能

受潮，品质受损；油品码头对风向、风速比较敏感；

矿石码头和输油码头对温度敏感。对此，专业气

象台需要找到各个码头在天气需求方面的敏感

点，针对‘痛点’开展专业预报和服务。”

因 此，港 口 作 业 必 须 根 据 天 气 预 报“ 抢 时

间”，如果预报有大风天气，那么原定的作业计划

就要等风浪过后才能实施；如果在作业中遇到不

利天气，那么，将船只拖离港口到安全锚地的成

本会更高。实际上，当受到不利天气影响时，拖

轮船根本没办法将货船拖离港口。

俗话说船小好调头，可大连港的船都是万吨

级的大船，如果港口风力过大，货船到了港口附

近只能望洋兴叹，即便已经进了港口也要拖离到

安全的锚地。否则，当大风涌起大浪，船只颠簸

与港口发生摩擦，这股巨大的力量不仅会破坏船

体，还会损坏港口及设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损失是巨大的。一艘船造价以亿美金计，港口建

设则多达几十亿美金。”焦迎光说，相比拖到锚地

花费的几万块钱，破坏港口的损失就大多了。

因此，分港区、分海域的精细化天气预报至

关重要。大连市气象台副台长李燕回忆，1996

年，她刚毕业做海洋天气预报的时候，可以参考

的资料太少，只有几张日本和欧洲的传真图，预

报结论多为描述性语言，较为简单和粗糙。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三面环海的大连，海洋

经济和港口经济成为大连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

对气象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大连市气象台不

断攻坚克难，组建海洋气象、格点预报专家团队，

研发了空间分辨率为 1 公里、时间分辨率为逐小

时的格点预报产品，建立了“格点预报+港口、海

岛、码头气象预报”业务，建立了适用于环渤海冬

季北大风、春季南北大风等模型，预报时效延长，

时空分布更加精细化。

现在，针对海上航行和作业安全影响较大的

阵风、大雾等，李燕和大连市气象台的同事正在

开展客观订正预报方法研究，希望制作出更为精

细化的服务产品。

— 海洋渔业服务—
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

就是效益

2012 年 11 月 28 日，大连市金州区杏树街道

猴儿石村 17 个村民在收到风浪预警后仍然出海

捕捞，渔船在距离海岸约两公里处翻沉，船上 17

人全部落水，15 人死亡。提起六年前的这场事

故，村妇女主任宁惠芳难掩悲伤，她说，要是那会

儿大家的安全意识和对天气预报的重视像现在

这样就好了。

猴儿石村是靠海吃海的渔村，全村 400 余户

村民大约有 80%的人从事远洋捕捞、近海养殖和

海产品加工，基本上形成了从打捞、养殖到加工

的渔业产业链。村委会副主任单伟很早就跟着

家人出海打鱼。单伟回忆，上世纪 90 年代，村子

里信息闭塞，电视天气预报也不够细致，人们下

海时并不怎么看天气预报。那次沉船事故让他

心惊。所以，当金州区气象局把气象信息员这个

重任交给单伟之后，他干得格外认真和卖力，因

为他知道，这是能救命的信息。每次收到气象局

发的预警短信，单伟都要在村里广播好几遍，还

要一一给船长打电话，必要时还要上门“劝回”准

备出海的村民。

大连市金普新区气象局副局长邹琤介绍，

2012 年之前，区气象局就在村里安装了大喇叭，

每天两次播报天气，遇到有重大天气时随时播发

气象预警，确保气象信息能够顺畅到达渔民手中。

宁惠芳家里有一条船，丈夫雇了 5 个人搞远

洋捕捞，出门一趟就是七八天。宁惠芳明显感受

到，现在的天气预报越来越准了，也越来越有

用。“广播里说有大风，家里爷们就不出海了。不

管赚多赚少，安全最重要。”她说。

这几年，单伟明显感觉到，不管出海捕鱼还

是近海养殖，村民都很信天气预报。

— 海上工程项目—
不浪费一个作业天，

就是效益

大连港大窑湾一期工程、大连 LNG 码头、大

连港 30 万吨级矿石码头工程、大连北良港水工

工程及筒仓工程……参观中交一航局第三工程

有限公司一楼的展览区，这些大型工程模型展览

让人充满自豪感。“这些海上大工程的建设，都离

不开气象服务的强力支持。”中交一航局第三工

程有限公司工管中心副经理王雷说。

王雷解释，海上工程施工是靠天吃饭的行

业，大风、浪涌、海雾等都会对海上施工产生直接

影响。在组织施工生产过程中，项目指挥调度中

心需要根据天气预报来安排施工进度。

对于如此巨大的工程，一旦开工，首先要将作

业船、设备和材料运往作业海域，进场的成本高

昂。如果施工队出发过程中或者作业正在进行中

时遇到不利天气，为了确保工程质量以及人员、设

备安全，所有人员、设备及材料都需要撤回来，这

样一个来回就可能造成高达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

的损失。

海上天气复杂多变，海上施工对天气的要求

近乎苛刻：大风、海雾、大雨等天气都无法施工。

因此，工程队出发之前，必须详细了解作业时间

段的天气预报。甚至往前推，作业计划必须依据

天气预报来制订，可以说，一个月能作业的时间

都是从天气预报里“抠”出来的。

因此，对于海上施工队来说，不浪费每一个

可以作业的天气，就是效益；不因天气原因造成

人员安全、设备和工程损失，就是赚钱。明年，公

司的大连湾海底隧道项目，对气象服务要求将会

更高。

和海洋气象服务一同成长的大连市气象台

国家级首席预报员、正研级高工梁军，30 年来在

预报岗位上见证了大连海洋气象预报的进步和

服务水平的提升，也因此更加感觉到责任重大。

好在，通过大家的努力和预报技术的进步，台风、

海雾预报准确率和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

她还介绍了一个好消息。近年来，通过重点

对风的预报进行研究，大连市气象台对实际致灾

的中尺度强风、阵风的模式预报水平明显提高，

从风的级别到局地阵风、风级预报更为精细，大

风预警信号准确率可达 90%。

— 后记—

“在大连海事局管理的区域内，客

船、商船连续十多年‘零事故’‘零险情’

和人员‘零伤亡’，这三个零得益于准确

的气象预报和精细化服务。”大连海事局

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值班主任姜作喜说，

在确保经济效益的同时，不出事故就是

巨大的效益。

大连海事局和大连市气象局合作由

来已久，也见证了大连海洋气象服务从

粗放走向精细化，预报实效和预报准确

率不断提高。多年来，在海上交通指挥

工作中，大连海事局严格按照气象部门

预报预警信息及船只抗风等级进行海上

交通指挥调度。姜作喜表示，只要气象

部门预报天气达不到开船和作业标准，

我们就严格执行，坚决不出去；能不能开

船，走什么航线，我们就听气象局的。

“随着国家海洋战略的推进和改革

开放的继续深入，海洋气象服务需求越

来越多元化，海洋经济发展保障和气象

防灾减灾任务艰巨，从保障海上航运安

全、港口运营安全、海上工程设施安全、

海洋渔业安全‘四个安全’入手，进一步

强化海洋气象服务能力是大连气象工作

者的使命。”大连市气象局局长王志华

说，《大连海洋气象业务发展指导意见》

已经通过论证，气象工作者为大连海洋

经济发展提供更加优质气象保障的决心

和力度前所未有。

未来，航线预报产品将更加精细化，

实时跟踪保障服务将更好，气象灾害预

警信息发布的针对性将更强，点对点的

气象灾害预警服务将更精准，为工程建

设进行的气候可行性论证服务将更接地

气。在大连三万多平方公里海域上，海

洋气象服务“如影随形”，不会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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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北方明珠”之称的大连
因海而生、凭海而兴，拥有近3万
平方公里海域和2211公里海岸
线，是中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
这里，海洋经济不仅是地方发展
的强劲引擎，也是融入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部署海上丝绸之路
的关键节点；这里，大连气象工
作者栉风沐雨，守护着这方海域
的繁荣、发展与平安。

早在 1956 年，大连气象部
门就与上海、广州共同承担着中
国海域的海上气象服务工作，负
责黄海中部以北中国海域的天
气预报预警工作；1978年，大连
气象台每天三次将24小时海上
预报预警信息通过海岸电台向
服务区内的船只进行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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