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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科技发展速度加快,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领域诸多行业的发展,该趋势也为自动化气象站的
发展与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自动气象站中使用了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有效增强了数据信息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为气象观测工作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就主要分析了自动气象设备维护及通讯网络保障,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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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Maintenance of Automatic Meteorological Equipment and the
Communication Network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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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spee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has been accelerated, which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any industrie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this trend has also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utomated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Many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are used in the automatic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which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scientific nature and accuracy of the data and information, and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work.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maintenance of automatic
meteorological equipment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 guarantee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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