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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社会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气象观测的技术也在不断创新,自动化水平明显提高,使得气象
预报工作变得更加高效、准确。自动化技术的引入可以改变传统气象观测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减少人工
投入,对气象数据进行自动收集、自动处理、自动存储、自动传输,能够提高气象观测的实时性和准确性,
防止数据记录错误的现象出现。但是自动化技术应用过程中也容易在不同因素的影响下而出现各种故
障问题,从而影响到气象数据的质量,必须要制定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才能够保证地面气象观测自动化
作业的质量,推进我国气象观测事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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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current so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vel, the technology
of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is also constantly innovating, and the level of automation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making the meteorological forecasting work more efficient and accurate. The introduction of
automation technology can chang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raditional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work, reduce
manual input, and automatically collect, process, store, and transmit meteorological data, which can improve the
real-time and accuracy of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 and prevent the phenomenon of data recording errors.
However,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of automation technology, various failures are prone to occu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actors, thu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meteorological data.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a
perfect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ground-base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automation operations and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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