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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气象事业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气象装备也越来越多,在日常气象工作
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气象装备一般放置在相对安全的区域,并配备保障和维护措施,气象观测数据的准
确性直接影响气象预报的结果。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应更加重视气象装备的保障工作,使气象装备能够
正常运行,为气象工作的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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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he Meteorological Equipment Guarante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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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meteorological industry has made
certain progress, and there is more and more meteorological equipment, playing a huge role in the daily
meteorological work. Meteorological equipment is generally placed in relatively safe areas, and is equipped with
guarantee and maintenance measures. The accuracy of the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data directly affects the
results of the meteorological forecast. Therefor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rotection of
meteorological equipment in daily life, so that the meteorological equipment can operate normally, and lay a
more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teorolog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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