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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洮南国家气象站迁址前后的观测场地气象资料进行了对比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旧气象
站由于受到多种环境污染影响,与新气象站测得的各项数据之间存在较显著的差异。我们通过分析洮南
国家气象站迁址前后历史同期观测资料,明确了迁址后的气温及气压有着一定差异,相对湿度及风速大
于迁址前。造成观测值差异的主要原因为观测环境及城市热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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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城市建设速度极快,洮南国家气
象站观测场地附近已逐步被各类建筑所
包围,加之路面硬化导致下垫面被覆盖,
已无法正常开展气象观测。受此影响,开
展了气象环境勘探状况调查,其综合得分
仅,遮挡方位。为避免因观测环境变化影
响到气象资料的准确性,经吉林省气象局
报国家气象局同意,本站迁至现址方向,
其直线距离新址位于一片极为开阔的场
地中,且下垫面保持原貌,具备极佳的观
测条件。由于迁址后的水平距离大于2m,
海拔落差在100m以上,加之地形差异性较
大,根据《地面气象观测规范》相关规定,
应将迁址前后的气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1 资料及方法
为比对迁址前后的各项数据资料,
我们选取了新址及现址在月同期时的气
温、气压、相对湿度、雨量、风速的相
关资料。这些数据均来源于洮南市气象
局,符合本次对比的要求。
本次对比采用了差值分析法,两址
之间风向角度差绝对值＜22.5则判定风
向一致。可通过下列公式予以计算：
风向相符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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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3日洮南市人民政府向
吉林省气象局提出申请迁移洮南国家一
般气象站的函,2014年12月31日得到吉
林省气象局关于洮南国家一般气象站站
址迁移的批复(吉气函【2014】467号)。
2016年1月1日新址开始对比观测,2017
年10月1日开始业务试运行。新站址拟在
2018年1月1日启用。

2 自动站运行情况
对比观测以来自动站运行正常,数
据采集准确、及时,采集率100%。2017
年9月30日20时开始业务试运行,截止到
10月31日,应传输长Z文件1488份,实际
传输了1488份,传输率100%。
为检测新站数据可用性,洮南国家
一般气象站对新站与旧站的10月份数据
进行了对比分析。
2.1气温
从气温变化曲线图可以看出,两站
的各种气温值升降趋势基本一致；新站
日平均气温比旧站低0.8摄氏度左右,差
值主要因为旧站周围被建筑物及树木包
围,而新站周围较空旷。
2.2气压
从 气 压 变 化 曲 线 图 可 以 看 出 ,新
站的日平均本站气压值比旧站平均高
约0.2百 帕,日 升 降趋 势 基 本 一 致,差
值主要为两站气压传感器的海拔高度
差影响。
2.3相对湿度
新旧站日升降趋势基本一致,新站
比旧站月平均偏高约3%。
2.4风向风速
10月份新站和旧站最多风向都为W,
平均风速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新站较大,
主要是因为新站周围较旧站址空旷,而
旧站址周围因高大建筑物遮挡所致。
2.5降水
10月份共出现1次有效降水,出现在
15日。旧站址降水量分别为0.9毫米,新
站址分别为0.7毫米,新、旧站址数据差
值较小。
2.6 0-320厘米地温
从新旧两站址的各种地温曲线图可
以看出,地温升降趋势基本一致。但整体
来看,新站址地温要比旧站址偏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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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0厘米地温月平均偏高0.9摄氏度、5
厘米地温月平均偏高0.9摄氏度、10厘米
偏高0.7摄氏度、15厘米偏高0.3摄氏度、
20厘米偏高小于0.1摄氏度、40厘米偏低
0.6摄氏度、80厘米偏高0.1摄氏度,160
厘米偏高0.9摄氏度,320厘米深层地温
偏高2.0摄氏度。
综合上述数据分析,导致新站与旧
站数据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分为四点：
一是旧站址所用的自动站设备是长春气
象仪器厂生产的DYYZII型,而新站址所
用设备是天津中环天仪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的DZZ6型；二是旧站址周围被树木、
建筑物等包围,并且在居民区内,形成
“盆地效应”,而新站址周围空旷、无遮
挡物,势必两者数据存在差异；三是两站
相距直线距离约2357米,海拔高度差相
差0.3米,也会对数据有些影响。四是阵
性降水的局地性特征明显,所以降水存
在数据差异。

3 现址及新址的各气象要素差
异分析
3.1气温差异分析
月平均气温及月平均最高、最低气
温比现址,新址的月极端气温比现址偏
低显著,。由此可见,两地之间的负温差
具有显著性,并且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
态；气温差受到季节变化的影响较大,
气温越低则二者之间的差值越大；气温
极值往往出现在同一时期,具有较强的
规律性。
造成新址与现址产生显著气温差异
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气象站迁址
后,观测场地的海拔高度,经计算得知,
受海拔高度变化影响,直接导致新址气
温降低达1.0℃,与表1中的统计数字明
显不符。由此可见,海拔高度并不是造成
观测站点气温差异显著的唯一因素；新
址位于城市郊区,下垫面保持完好,气温
相对较低。现址处于城区人口集中区域,
因建筑物及人群密度较大,加之受到汽
车尾气及居民生活影响,产生了明显的
热岛效应。最后,由于两站的下垫面不同,
造成气温产生一定的差异。现址的下垫
面以水泥地面为主,新址由于周边被各
类植物覆盖,使二者的下垫面辐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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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不同。
3.2气压差异分析
月气压极值与季节关系密切。
海拔越高则气压越低,由于新址,依
据压高差公式可得出二者之间的气压差
值与实际测得数值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由此可见,海拔并不是唯一影响气压差
的因素,还与温湿度关系较大。
3.3相对温湿度差异分析
月最小相对湿度的时间性较为一致。
产生此现象的主要因素为,新址由
于搬离了市区,使周边植被覆盖率增加,
受到植物蒸腾作用的影响,另外在城市
热岛效应的作用下,使近地温度较高,蒸
发相对较快,使新址空气湿度较大；加之
新址处距离河流较近,使得大气中的水
蒸气含量相对丰富。
3.4降水差异分析
这证明新址与现址的降水量基本持
平,最大降水量出现时间段几乎一致。但
由于降水量与地形地貌及降水周期规律
有关,因此还需进一步观察,从而得出最
为准确的结论。

4 结论
通过全方位对比气象站迁址前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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