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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科技的持续发展,更多的先进仪器被广泛运用于地面气象观测工作中,地面气象观测无
论是在技术方面还是在观测方法方面均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地面气象观测是气象服务高效开展的关键
保证。但是日常工作中,气象地面观测经常会出现资料不精准、观测不及时的现象,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提高地面气象观测业务质量,是气象部门重点关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笔者根据工作经验对气象地面观
测业务质量的优化方式进行分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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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Optimization Mode of Meteorological Surface Observation Servic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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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re advanced instruments are widely
used in groun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work, and groun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nd observation methods. Surface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is the key
guarantee for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However, in daily work, meteorological
ground observation often results in inaccurate data and untimely observation. How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urface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services is a key concern of the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ptimization method of meteorological ground
observation service quality based on work experience, which is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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