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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暴雨及其影响

二、预报预警及发布途径

三、几点建议

报告内容



 5月8至11日，东莞市出项连续性暴雨天气，全市32个镇街中，

有8个镇街总降雨超过250毫米，最大降雨在凤岗镇，达453毫米

尤其是5月11日，全市普遍暴雨，南部和东部为大暴雨。达到

100毫米以上的镇街有11个，最大雨量为凤岗镇（318.8毫米）

一、暴雨及其影响





5.11暴雨



街道成河



车辆被淹



列车停运，日均出入境人数下降了80%左右



学生被困

网络上: 现在龙景花园斜对面，华特学校有二十多个孩子因暴雨被困，塘龙路水涝被淹，无法回家，家人着急万
分！请看到的朋友帮忙转发联系救助！非常感谢！



房屋倒塌



农田受灾



 暴雨中塘厦镇因灾死亡7人，其中3人是小学生

 直接经济损失5500多万元



强西南暖温气流和高空槽的存在，为持续性强降水提供主要水
汽和能量来源

二、预报预警及发布途径



 从6日开始滚动预报，6日：

 重大气象信息快报（市委市政府）：《我市8到11日有暴雨到大暴雨降

水过程》

 新闻稿件：《未来几天降水趋于明显》

 未来10天天气趋势手机短信：预报“8-11日受强西南风影响，有暴雨局

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

 7日

 重大气象信息快报：《我市8到11日有大范围持续性暴雨请注意防御强

降水及其引发的地质灾害》

 新闻稿件：《5月1-7日天气总结，8-11日我市有大范围持续性暴雨》

 未来10天天气趋势手机短信:预报“8-11日受强西南风影响，有暴雨局

部大暴雨的持续性降水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8日

 重大气象信息快报：《7日夜间部分镇街出现暴雨我市9到11日有持续

性暴雨》

 新闻稿件：《持续性暴雨将从今夜开始》

 未来10天天气趋势手机短信：预报“9-11日受强西南风影响，有一次

暴雨到大暴雨的持续性降水过程”

 9日

 重大气象信息快报：《我市累计雨量普遍已过100毫米9-11日我市仍有

持续性暴雨》

 新闻稿件：《暴雨持续，请注意防御积涝等灾害》

 未来10天天气趋势手机短信：预报“10日夜间-11日受强西南风影响，

有一次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

强对流天气”。



 10日

 新闻稿件：《未来几天仍多雨》

 未来10天天气趋势手机短信：10日夜间-11日受强西南风影响，有一次

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

天气

 尤其是11日

 早上7：00左右，强降雨开始进入东莞

 6时58分，市气象台发布全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8时29分，针对山区片和黄江镇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13时19分：发布全市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凤岗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14时32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到13个镇街，暴雨红色信号扩展到

整个山区片

 22时12分，解除所有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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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预警下学校可自行停课

11日，暴雨黄、橙、红色预警信号和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同时生效

根据东莞市学校突发气象灾害应急工作指引，全市各中小学可自行取消

晚自习，学校应负责对已到校学生的安全保护

11日，塘厦、凤岗等红色预警范围内多个高校、中学、幼儿园都下发了

停课通知

东莞市教育局随即通过校安短信平台发布信息，通知山区片学校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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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8-11日的连续性暴雨天气预警中，市气象局共发布

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次

暴雨黄色预警3次

暴雨橙色预警2次

分镇暴雨橙色和红色预警共3次

强降水警报2次

及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三级

同时于8日18时13分启动气象灾害暴雨Ⅲ应急响应

 在连续性暴雨过程当中，通过《重大气象信息快报》及决策短信，电

话及时发布雨情、风情，提供实时天气信息，期间共发布快报5期，

决策短信息12次，并接受电视台采访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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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莞市气象局网站：www.dg121.com

二、东莞市气象局官方微博：“东莞天气”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传播

气象信息，普及气象知识三、

预警信息发布途径

“全省统一品牌、各地特色服务”

 印发了《全省气象官方微博指导意见》

 实现新浪、腾讯统一认证和命名

http://www.dg121.com/


2020/10/12 22

三、东莞市气象局官方微信：“东莞天气”官方微信每天推送一条东莞

天气预报信息，按需回复关键词，还能获取相应的气象信息

四、手机天气短信服务：定制，例如定制东莞市的天气预报，编写短信

内容“11+城市长途区号(如东莞0769）”发送到“10620121”，即可每天

傍晚获取一条东莞市的天气预报

五、 “12121”应急气象电话：用电话拨号“12121”，再按提示选择合适

的信箱，就可听到您所关心的气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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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视天气预报节目：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每天20：30播出：《东

莞气象》

七、广播电台天气预报服务：

新闻综合频道（FM100.8MHz）每天9次，7：30，8：30，9：45，13：

45，16：45，19：45，21：45，22：45，23：00

交通音乐频道（FM107.5MHz）每天9次，7：30，9：00，11：00，12：

00，13：00，15：00，17：00，19：00，21：00

交通频道（FM104.0MHz）每天10次，7：00，8：00，9：00，9：30，

10：30，12：00，14：00，16：00，18：00，21：00

八、广东应急气象频道（首个省级）：全天候提供权威、实用、细分的各

类气象信息和和防灾避险提示等 ，标志着专业气象信息频道向综合性应急

管理和服务信息频道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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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实现了进入千家万户，在预警信息传

播、灾害防御、科普宣传等方面发挥了很

好的作用，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频道



三、几点建议

 6日，“ 我市8到11日有暴雨到大暴雨降水过程” -距离定时、

定点、定量差距较大

 一般而言，气象台在未来10天的天气展望中能大致把握有几次

降水过程和可能日期，未来3天的预报则可明确降水具体日期

和大致落区，而在未来3-6小时的预警中将进一步明确降水时

段、强度和具体落区

（一）提高暴雨预报预警的精细化水平



全球气候变暖和城市化，使强降水增加

当气侯变暖以后，水蒸发加快，大量水气被输送进入大气，大气中可以容
纳更多水分，会降更多水
全球气温每上升1度，极端降水会增加7%，本世纪球全球气温上升0.3—

4.8℃ ，意味着强降水会大大增加



东莞：

2005 年5 月25 日出现历史记录
最大1 h 降雨量，达109.3 mm；

2008 年6 月13 日出现历史记录
最大3 h 降雨量，达219.4 mm



 自主研究开发的灾害性天气综合临近预报系统“雨燕”

（GRAPES－SWIFT）居国内领先水平，目前已形成了暴雨

预报从展望到预报再到预警的由远及近的滚动更新发布流程

支撑了精细化业务

服务华南区域各省

开始服务东南亚



 预警信息发布：预警信息及时发送到最需要的人群手中，成为

当前考验政府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工作的重大难题

 弱势群体：这次过程暴露出弱势群体，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的

防御能力不强

 增加：预警塔、电子显示屏、街区广播、警报器等

（二）有效解决预警信息最后一公里难题



 主要整合应急、三防、地震和气象等多部门的预警信息发布业

务，并与乡镇气象服务站互联

 指挥区、联动区、发布区、审核区、传播区等五大功能区

 报得早、审得快、发得出、传得畅、收得到、用得好

 “ 平战结合” 模式运作， “ 平时” 负责气象预警信息发布和

日常气象信息对外发布 , “战时” 负责突发事件(自然灾害、事

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 )预警信息发布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如何响应黄、橙、红色这些不断升级的预警信息？

 政府部门、专业部门、工程建设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各自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哪些对策是提示性的，哪些是劝告性的，哪些是强制性的？

 交通部门根据预警，及时封封锁容易积水路段，通知车辆转道，疏导拥堵

 台风预警发布后，渔民不愿意撤

 学校停课，还要等教育部门的通知？

 2012年7月21日北京特大暴雨，最高预警发布后球赛仍举行（中超第18轮北

京国安Vs杭州绿城）

 要实现消息树向发令枪的转变

（三）完善预警响应机制



（四）提高公众防灾和自救能力

 为了加快泄洪速度，在水浸街的情况下，工作人员打开井盖，导致了

行人危险系数加大

 3个小学生不慎落入下水道中，被雨水冲走

 暴雨中过马路，一定要谨记：有漩涡的地方不要下脚！这下面是陷阱，

不是井盖被冲走的下水道，就是正在泄洪的排水设施。

 井盖旁、深水区提醒标示

 防灾和自救知识普及，重点是外来务工人员、老人、儿童、学生等弱

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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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符合防御自然灾害的社区发证书

StormReady and TsunamiReady

www.stormready.noaa.govwww.tsunamiready.noa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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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急可应 有急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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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安全气象社区

通过“三支队伍”
实现“五个走进”
建成“七有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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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支队伍”

应急管理人员
气象协理员
气象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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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五个走进”

进小区
进家庭
进校园
进单位
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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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七有社区”

有固定工作场所

有气象灾害防御工作负责人和气象协理员

有气象灾害应急处置预案

有气象信息接收终端

有宣传教育培训

有应急物资储备

有一支由300名社区防灾减灾队伍(志愿者、民

兵、治安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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