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学
Agricultural Science

第 5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地面气象观测自动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李冰

孙秀恒 韩瑞 董宝磊 华婧婧
本溪市气象局
DOI:10.12238/as.v5i1.2131

[摘 要] 地面气象观测是气象业务中的基本工作,在自动气象站和各种观测仪器得以广泛应用的当下,
地面气象观测已经从传统的人工观测发展为当前的自动化观测,其不仅降低了观测人员的劳动强度,而
且极大提高了观测数据的准确性和连续性,有效推动了气象事业的不断发展。根据笔者的调查研究发现,
目前的地面天气观测过程中仍然存在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面天气观测质量的提
高,因此有必要针对一些常见问题提出对策分析,促进地面气象观测业务又快又好地发展。本文着重探讨
了地面气象观测自动化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仅供相关部门进行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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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Automation of Surface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Bing Li Xiuheng Sun Rui Han Baolei Dong Jingjing Hua
Benxi Meteorological Bureau
[Abstract] Surface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is the basic work in meteorological business. Now that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s and various observation instruments are widely used, surface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has
developed from traditional manual observation to current automatic observation, which not only reduces the
labor intensity of observers, but also greatly improves the accuracy and continuity of observation data, and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eteorological undertaking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urface weather
observation process. These problems limi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surface weather observ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and analysis for some common problems to
promote surface weather observation The business is growing fast and well.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the automation of surface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which is only for reference by relevant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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