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学
Agricultural Science

第 3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气象装备三级保障体系的构建探讨
陈明强 邹积慧 于薇
庄河市气象局
DOI:10.12238/as.v3i5.1926
[摘 要] 随着我国气象装备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量的现代化气象装备运用到了气象保障的整体体
系中,并投入到了实际的运营过程中,在气象体系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气象装
备三级保障体系的建设则是相关行业生产和经营的重要需求,也是相关行业气象装备工作的重中之重。
本文首先对气象装备三级保障体系的组成进行了分析,再对气象装备三级保障体系的技术支撑机制进
行了探讨,然后分析了气象装备三级保障体系的备件库建设,最终探讨了气象装备三级保障体系的人才
结构,以期为相关工作者的工作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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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各式各样的现代化气象装
备为相关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气
象信息保证,这是气象装备自动化发展

动保障,从维护保障转向技术保障,全面

2.1省级气象监控中心平台机制

做好保障目标的实现工作。

设置一个与总气象控制中心平台密

1.2地级气象保障中心

切连接的省级气象监控中心平台,建造

的实际体现,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化科学

地级气象保障中心负责的是信息的

一个省级气象保障中心担任气象保障信

技术高速发展的真实表现。相关工作人

传递和检查,同时也兼具其他保障中心

息总控制、下设各个地级市县的气象信

员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趋势优势,构建气

的基础功能,包括气象监测信息的统计

息保障管理中心、再在其下分别设置气

象装备三级保障体系,为相关行业的生

和分析,属于一个中间传递和保障中部

象信息保障管理台站的三级信息网,并

产经营提供更加稳固和可靠的保障。

站点。就是因为地级气象保障中心这个

在这的三级信息网内覆盖畅通的信息沟

1 气象装备三级保障体系的体
系组成

中间站点的地位,其各项工作对于内部

通渠道,以此来实现气象装备三级保障

工作人员核心素质和职业素养的要求极

体系中的数据、技术和信息资源共享。

气象装备三级保障体系的管理机

高,并且能够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有效

2.2气象信息的计量和检定机制

构是由一个省级气象保障中心担任气

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水平。由于地级气

合理设置气象信息的计量和检定机

象保障总控制,下设各个地级市县的气

象保障中心距离气象保障台站最近,一

制是要通过建设气象信息计量和检定数

象保障中心,再在每个地级市县的气象

旦气象保障台站出现问题,地级气象保

据库,对于三级信息网内收集来的气象

保障中心分别设置一个气象保障台站,

障中心就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以起到

信息及其变化的具体数据和分析进行系

多方相互配合,并进行及时的通信和信

较好的保障作用。

统且完善的记录。根据数据库内的信息,

息补充,以此来达到较为完善的气象保

1.3气象保障台站

相关工作人员就能够及时对设备进行维

障效果。

气象保障台站是气象装备三级保障

护和问题处理。

1.1省级气象保障中心

体系的终端,是对气象设备直接进行操

2.3层次交流保障机制

省级气象保障中心的任务是进行保

作的站点。由于气象保障台站日常工作

层次交流保障机制是指要在加强两

障体系的总体管控和把握,经过管理机

数量的庞大,并且气象设备的操作有一

个体系层次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保证信

构对各个气象装备的集中控制和对气象

定的难度,所以其日常的保障工作技术

息传输的及时性。由于气象监测工作的

信息的系统统计和分析,气象装备三级

较为薄弱,需要重点关注和排查。

突发性强,因此体系层次之间的联系和

保障体系的构建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方向

交流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突发性的天气

和数据支持。省级气象保障中心的作用

2 气象装备三级保障体系的技
术支撑机制

是统筹其他保障中心的保障工作,包括

气象装备三级保障体系的技术支撑

会活动和种植行动的气象监测过程中,

设备分配、人员培训和技术创新等,当下

主要是气象监测技术和信息技术等,双

两个体系层次之间的联系和交流还能够

其主要的保障目标为从被动保障转向主

方共同融合,并互相促进发展。

对双方的气象检测结果进行进一步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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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确认,从而提高各个体系层次气象检

息化建设能够进一步提高气象装备保障

另外如果在阳光条件较为充足的情

测结果的准确性。

工作的效率,确保其他气象工作的有序

况下,信息化气象装备保障工作未能运

3 气象装备三级保障体系的备
件库建设

开展,在现阶段气象装备保障工作已经

行,则先要检查太阳能蓄电池的输出线

成为我国气象业务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连接是否可靠、充放电控制器工作状态

5.1气象装备保障工作信息化建设

是否正常,保障蓄电池输出线与充放电

气象装备三级保障体系的备件库即
是各级气象保障平台硬件库,其作用是

中常见故障处理

控制器的连接稳定；然后则要检查蓄电

为各级气象保障平台提供基础配套设

通信故障处理,在气象装备保障工

池的电压状态,如果存在控制器过放电

施。备件库中的基础设施不仅仅是整体

作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通信故障是其常

保护会切断负载,但在蓄电池充满电量

的气象监测设施,还包括着各层次之间

见的故障类型之一,也是阻碍信息化发

后则会自动解除故障。

的配件调配设施以及各个易损坏或灵敏

展和功能实现的主要因素。其主要的故

度易降低的零件,如传感器等,这是气象

障表现为现场通信模块指示等的工作状

装备三级保障体系的基础设施支撑。

态异常,中心气象站无法接收天气数据。

过程中,雨量传感器的主要故障表现为

4 气象装备三级保障体系的人
才结构

针对这一故障问题,相关人员则要先对

雨量承水器以及汇集漏斗出现堵塞、干

数据卡进行查看,如果数据卡处于欠费

簧管发生损坏现象、雨量线缆发生断路,

气象装备三级保障体系的人才结构

状态,则要进行及时缴费；其次是要现场

在区域站区域的降水天气中,气象中心

就是其运作所需的各项气象人才组成,

对GPRS/CDMAIX信号进行检查,可以利用

站无法接收到相应的降水数据。针对这

这是体系气象保障能力提高的关键和重

手机等设备检测站址的网络状况进行短

些故障现象和表现。首先,相关工作人员

点。气象装备三级保障体系所需的人才

信测试,如果信号存在不佳的现象,则要

为保障气象装备保障工作的信息化建设

不仅要有综合性的基础职业素养和严谨

与当地移动或者联通公司进行联系,调

程度,则要加强对区域站的清理维护工

细致的工作态度,还要对紧急事件的发

整信号强度；而如果是数据卡出现损坏

作。由于区域站一般都位于野外,周围的

生有快速的应变能力,能够合理的处理

故障,则要及时更换备用数据卡,如通信

自然环境相对比较恶劣,尤其是在长期

突发的灾害性天气信息。从根本上来说,

模块出现损坏,则要进行更坏。

运行之后,周围生长的植物枝叶或者是

5.3雨量传感器故障处理
在气象装备保障工作信息化建设的

气象装备三级保障体系的各类人才之间

通信故障还表现在无线通信出现时

并没有明显的区分,要求其必须兼具各

有时无的情况,就会造成气象中心站无

汇集漏斗的堵塞；其次,工作人员要合理

项气象观测和设备使用技能,才能从人

法接收部分时次的气象数据。相关工作

利用万用表对干簧管进行检测,选用蜂

力资源层面来保证气象装备三级保障体

人员则需要对通信模块的连接线进行检

鸣档测试雨量计的接线端,通过翻动翻

系的合理建设。

查,是否存在天线、数据卡等连接不良等

斗来检查干簧管是否损坏。如已损坏则

问题,如故障是由扁线、天线或数据卡等

要进行备份更换,并且在非汛期还应定

引起的,则需要进行更换或者是紧固等。

期进行雨量传感器的校准；最后,工作人

气象工作的主要内容即是气象装备
保障工作,通过对天气实况的监测、气象

昆虫分泌物等,很容易造成雨量承水器、

数据准确、及时传输而为天气预报提供

5.2太阳能电池板故障

员要检查雨量传感器与采集器之间的数

支持和基础保障。不过在当前的气象装

在气象装备保障工作信息化建设中,

据线是否出现断路现象,通常情况下,工

备保障工作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建设信息

如果出现电源故障,则可能会由于太阳

作人员可以利用电阻档的数字万用表,

化的同时,存在一些常见故障,阻碍了其

能电池板故障引起的。其主要的故障表

连接雨量数据线的正负极,如果万用表

信息化发展,因此相关人员必须要加强

现为在太阳能供电区域站中,气象中心

显示数据为无穷大,则说明雨量数据线

气象装备保障工作正常运转,保障信息

站能够接收到气象数据,而到了晚上期

发生断路。

化建设不断推进,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

间则无法接收到数据。相关人员则要对

性和靠性。

蓄电池和充放电控制的连接进行检查,

5 气象装备保障工作信息化建
设的重要性

然后在对太阳能蓄电池的工作性能进行

在气象装备保障工作信息化建设过

检查,是否存在电池损坏而导致无法充

程中,风传感器故障一般表现为风速失

5.4风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及气压
传感器故障处理

在气象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建设信

电等情况,如发现蓄电池损坏或性能失

常、风向缺失、风速统计错误等。首先,

息化的气象装备保障工作能够有效地为

效,则要立即进行更换。同时工作人员还

工作人员要检查风传感器的数据线连接

天气预报提供及时、准确的天气预警信

要检查太阳能板的电源线接口,如发现

是否良好,其次,再检查传感器；而对于

息,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降低气象灾害

折断或者连接不良等情况,则要及时进

温湿度传感器故障和气压传感器故障则

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身伤害。因此信息

行处理。最后为保障太阳能蓄电池的充

是要检查数据线和插头位置的连接情况,

化气象装备保障工作体系的完善是我国

电效率,还需定期清理太阳能板面,并校

是否存在短路等故障。此外在正常供电

气象事业向前进步的主要体现。同时信

对太阳能板的朝向。

情况下,应当对各项传感器的气嘴口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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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辽宁西部地区土壤瘠薄,多为沙壤土,区域内主要以石质山地为主体,加上气候条件干旱少雨,
风沙肆虐,自然生态环境相对较差,适宜生长的植被种类稀少,导致本区域树木保存率及成活率很低。
由此可见,为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林业生态可持续性发展理念,本着适地适树营造乡土
树种的造林原则,做好荒山造林工作,增加植被覆盖率,更有效的改善辽西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延缓荒山
演变发展进程。因此培育乡土树种侧柏,不仅耐寒耐旱耐瘠薄,而且成活率高适于种植丘陵山地及石质
裸岩地貌地区地带,使其成为辽宁西部半干旱地区植树造林的首选树种之一。鉴于此,种植侧柏既可以
提升园林绿化效果,又可以改善生态环境。本文介绍了侧柏育苗技术,为广大林农培育种植侧柏苗木提
供参考。
[关键词] 辽西半干旱地区；侧柏育苗；造林技术
中图分类号：S791.38 文献标识码：B
侧柏作为乡土树种的典型代表,具
有适应能力强及成活率高的特点,适用

2 辽西半干旱地区侧柏育苗技
术要点分析

2.2育种技术要点
在实际育种的过程中,技术人员尽

种植范围相对较广,主要适用于石质裸

2.1采种技术要点

量选择土壤肥力高且地势平坦不低洼的

岩地貌及丘陵山地等区域、干旱及瘠薄

侧柏,又称“香柏”或“柏树”,在

地块,以保证其总体排水效果为前提条

的地区种植。本文以辽西半干旱区域侧

我国分布相对广泛的一个树种,并且大

件。做好育苗前期碎石块清理工作,机械

柏育苗技术为切入点,育苗过程中运用

部分地区均有栽培。侧柏不同于其他树

翻土均匀,施 适量农家底肥。同时,播种

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提升育苗成活率,提

种,5至6a可结出果实,而为了保证采种

前期将种子放置于35℃温水中浸泡,进

高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进一步提出具

质量,技术人员尽量挑选20至30a未出现

行水洗破皮处理,直至种子裂开后进行

体的造林技术要点,为辽西半干旱地区

病虫害的树种划分为重点采种树种。同

种,以4月中下旬为播种最佳时机,可选

侧柏育苗、造林工作提供有效技术建议。

时,每年9至10月份侧柏的种子趋向成熟

择床播或垄播两种方式,控制其播种量

1 侧柏生物学特性分析

状态,可开展果实采集,再利用晾晒等手

不超过hm2150kg,尤其是垄播时控制垄

具有很长的树龄,侧柏生长快,生命

段进行种麟破裂处理,以达到全面收集

面宽度及垄底宽度不超过35m及70cm,始

周期长。虽然初期生长速度一般,但20

种子的目标。此外,存储侧柏种子期间选

终维持70cm垄距,甚至垄面可选择单行

年后树木生长速度加快,各项生长指标

择通风干燥的区域,能大幅度提升其出

条播及双行条播2种形式。

不断提高,有效改善辽西半干旱地区的

种率,并且严格控制存储室内适宜温度,

生态环境。

保证种子发芽率80%的以上。

3 辽西半干旱地区侧柏造林技
术要点分析

行检查,以排除传感器线路虚接的问题。

确等问题进行根本性的解决,根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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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莉萍,王建平,范永玲,等.全面
提升气象服务能力合力构建气象防灾减

的构建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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