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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DZZ5气象自动站故障处理
与维护的总结和思考

唐明兴　贡觉群培　次仁尼玛

（山南市气象局，西藏 山南 856000）

摘　要　在新型自动气象站出现故障问题后，在处理中除了必要工具和遵循一定的原则外，还需要全面了解气象

站自身的系统结构及各个设备的工作原理，并形成自己独有的思路和方法，以确保故障问题可以快速解决。本文

根据山南市气象局 DZZ5自动气象站运行的实际情况，重点分析了常见故障问题的处理办法，并给出了观测仪器

的日常维护方法，以确保台站观测工作可以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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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气象局的统一部署，为了促进自动化地

面气象观测工作顺利开展，从 2020年 4月开始，国家

级台站从开始每天值班、守班任务逐渐转为在观测任

务时间段内的值班、守班，而针对长期进行人工观测

的台站来说，这种情况并不适应，其他台站业务人员

的工作强度大幅度下降，而台站业务人员的工作重心

也转为气象服务和数据应用。现阶段，对于所有台站

均将新型自动气象站作为核心，综合集成硬件控制器

也成为观测业务体系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新型自动

气象站来说，对气象要素数据进行采集、处理、传输

较为稳定，因需要 24h连续不间断运行，经常会有各

种类型的故障问题出现，不利于观测工作的正常开展。

因此，多举措提升台站业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刻不容缓，

这样才能确保台站业务人员可对新型自动气象站进行

熟练掌握，自身还能准确判断和处理气象设备方面的

故障问题。

1 DZZ5气象自动站系统结构及特点

1.1 系统结构

实际上，对 DZZ5型号自动气象站来说，其主要由

四部分组成：采集器、传感器、供电单元和通信线路。

主采集器的主要作用是控制系统流程，同时还处理相

关数据信息，其是整个系统核心控制单元集；而当前

现代化水平较高的 ARM9架构 CPU则是主采集器处理

器的主要型号，将其与外部电路配合使用，共同构成

了核心处理单元，同时还包含数据采集器单元，采集

常规性气象要素数据是其的主要作用。由于气温和相

对湿度均属于扩充之后的气象要素数据，主要是在分

采集器的作用下，将 CAN总线技术集成到主采集器，

对数据进行采集。而 Pt100铂电阻是温度传感器的主要

感应部位器件；湿敏电容是湿度传感器的主要感应部

件，信号输出过程中的电压值在 0~1V之间。在借助于

光纤转换器、光纤之后，实现主采集器与终端计算机

之间的通讯主要是借助于串口与串口服务器。[1]

1.2 结构特点

同第一代自动气象站的结构进行比较，DZZ5型自

动气象站的特点有：（1）在设计的过程中，主要是对

中国气象局制定的数据协议、相关标准、数据计算方

法进行统一，实现了不同气象要素传感器、采集器与

不同厂家对应设备之间的互调；（2）由于主要结构是

主采集器与分采集器进行结合，实现了对不同气象要

素的观测，在处理观测数据时的性能较高，同时还能

随意扩展；（3）支持多硬件、多进程和多任务，配置

时的灵活性水平较高，增强了新型自动气象站对观测

数据的处理能力；（4）在对采集系统进行随意裁减和

扩展的过程中需借助于外部总线；（5）主 /分采集器

利用了 CAN总线的通信功能；（6）部分气象要素的

采样频率得到了增强，提升了气象要素数据的准确度。

2 DZZ5自动气象站常见故障及处理办法

通过日常工作经验总结，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找

出故障部位，可以选用三种常见故障排除法。一是替

换法，该法是最简单直接有效的方法，应保证在部件

完好的基础上进行，也就是使用新设备替换可能存在

异常的故障器件，若故障排除，则判定是设备自身故障；

二是排除法，若不能确定故障具体位置，可以注意判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9期 (下 )总第 508期工业技术

50

断无故障的设备，逐个排除后，剩余的则为故障设备；

三是测试法，主要利用万用表仪器测量问题设备的电

阻、电压值，结合检测数据判断设备是否出现故障问题。

2.1 采集系统故障

2.1.1 采集单元故障

在实际的地面气象观测工作中，若是发现计算机

的相关数据卸载异常、整点观测到的气象要素数据缺

失、监控软件不能正常运行；部分气象要素数据缺测

或乱码。出现故障问题的原因可能有：雷雨天气下，

控制面板、采集器主板、采集单元因遭受雷击而出现

损坏；电磁干扰的出现也会使气象要素数据采集率增

加。若是出现这种问题，需要工作人员对通信软件参

数设置状况进行查看，选择手工方式卸载计算机数据，

以实现采集器复位操作，若采集器指示灯闪烁间隔异

常，需检查交流灯与直流灯的颜色；若两灯均正常，

则说明采集单元故障，可对其直接维修或更换。

2.1.2 通道防雷板故障

在实际的观测工作中，若是发布部分观测到的气

象要素数据出现异常，其主要原因可能是采集器通信

板、防雷管因雷击而受损或者被击穿。工作人员可测

量不同通道的电阻值情况，检查上下通道及与其他通

道的连通状况，若出现上下不通或连通其他通道，说明

防雷板遭到损坏，需重新更换或者是维修通道防雷板。[2]

2.2 温度传感器故障

温度传感器主要是通过铂电阻来实现对温度的测

量，若是台站实际运行时出现温度数据异常或缺测，

需认真查看温度传感器的工作状况，判断其是否出现故

障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排除：（1）将温度传感

器感应部分用双手握紧，利用手上的余温判断温度数

据是否增加，进而判断感应部位是否异常；（2）打开

温湿度传感器接线盒，借助于万用表的电阻档对 1与 2

或 3与 4接线柱间的电阻值进行测量，该数值相对较小，

几乎接近 0；之后则是分别测量 1与 3或 2与 4接线柱

间的电阻值，若最终测出的电阻值在 80~125Ω之间，

且电缆线正常，则说明温度传感器异常；（3）替代法，

选择地温传感器来代替温度传感器，之后则依次取出

温度传感器防雷板接线端口，并将地温传感器一端与

防雷板上的温度端口相连，另一端则放置在百叶箱内，

并认真检查温度数值，进而判断温度数据是否异常，

若正常，则可能温度传感器故障，重换即可；反之，

温度通道出现故障，可逐一查看温湿度接线盒、延长线、

采集器连接处；（4）若观测到的温度数据出现跨越式

跳变，则可能是屏蔽线异常，需全面检查，若是判断

时屏蔽线异常，需重新更换。

2.3 风向风速传感器故障

在日常地面气象观测工作中，若是风向传感器的

指北针同正北方向不一致会导致观测到的风向数据出

现误差，日常维护中需注意查看和纠正。若是风向风

速传感器运行较长时间后，因轴承自身的磨损或尘埃

进入缝隙的影响，会增加轴承转动摩擦阻力，使得启

动风速变大或者转动较为困难，进而导致观测到的风

速数据比实际值偏小，出现静风天气的频率较高；若

是风杯组件紧固件出现松脱不到位，也会对风杯的转

动产生影响，为了及时发现问题需要加强日常监控，

对传感器单独维护或重换，就能使故障问题得到解决；

由于冬季降雪期间的气温相对偏高，再加上温度下降

与风速偏小的共同影响，会造成之前融化的雪水或者

湿雪出现冻结，冻住了传感器风向标与风杯，最终观

测到的风速数据为 0，风向始终维持不变，值班人员需

对降雪天气下的传感器转动状态进行实时监控，一旦

受冻需第一时间找人处理，使其尽快恢复正常；若是

在夏季出现强雷暴天气，在结束之后会导致风向风速

数据异常，此时判定传感器被雷电击中，需对传感器

重新更换；气象要素数据异常也可能是连接线缆与采集

器或传感器的接口接触不良或线缆受损，为了对风传感

器本身的故障问题进行判断，此时可以选用替代法。[3]

2.4 湿度传感器故障

在日常地面气象观测工作中，若是发现无湿度数

据或数据异常，则可能是湿度传感器出现故障。由于

湿度传感器的精确度水平较高，为了防止超出维护期

范围或接地屏蔽异常，需将日常保养和维护工作做好，

否则会影响地面观测工作的顺利推进。若是传感器无

湿度数据信息，可将对应命令输入后检查原始的湿度

数据信息是否存在，若存在，需查看湿度传感器本身，

湿度传感器在对信号输出时选择的是模拟信号，电压

值的最大值为 1V，最小值为 0v。为测量大地与输出端

的电压数值，需要借助于万用表的电压档，最将其与

规定范围内的电压值进行比对，若是在测量范围内，

说明湿度传感器正常，说明采集器通道故障；反之，

湿度传感器故障，重新更换即可。

2.5 气压传感器故障

气压传感器属于高精度传感器，主要通过数字输

出，若是观测工作中发现气压数据异常，此时需要工

作人员选择串口方式对传感器内的原始气压数据进行

检查，若是原始气压数据不存在，需逐一查看台站线缆、

供电和屏蔽连接情况。其主要操作步骤是利用串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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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于计算机、气压传感器进行连接，或者是通过调试

串口发送 OPEN COM4命令，保证计算机与气压传感器

间可以正常通讯，在打开串口调试助手之后，设置成

对应的 9600、E、7、1形式，在英文格式下发送“.P”；

查看是否可以返回到对应气压数据，若能，说明气压

传感器正常，反之需重新更换。

2.6 地温传感器故障

若是有以下表现形式，则说明地温传感器出现故

障：（1）观测到的地温数据偏高或偏低；（2）地温

数据跳变或间歇性异常；（3）地温数据出现缺测；（4）

地温数值始终在 -24.6℃该数值停留；（5）0cm处的

地温数据异常。这些故障问题出现的原因可能有：（1）

因强干扰信号的作用出现间歇性数据异常；（2）地温

转接盒有进水或接触不良，进而导致观测到的地温数

据出现缺测；（3）地温探头受损、老化等；（4）温

度采集器通道异常；（5）通信线缆遭受损坏或接触不良。

针对故障的处理可以采取以下方法：（1）对异常

设备接地重新操作；（2）针对松动的地温转接盒接头

重新拧紧；（3）重新更换或检修地温传感器；（4）

确保地温通道芯片的良好接触；（5）利用万用表电阻

档对地温传感器进行测量，进而判断温度传感器是否

出现异常，若是传感器受损，需对其重新更换或维修；

（6）在判断地温变送器故障问题时，可直接更换地温

传感器相邻传感器，若是发现故障问题可重新对地温

变送器进行更换或者是维修。

3 DZZ5自动气象站的日常维护

3.1 采集器的日常维护

针对采集器的日常维护，主要是对主采集器运行

指示灯秒闪状况和 CF卡指示灯情况进行检查。另外，

针对采集器接口与各个传感器及业务计算机间的连接

牢固情况进行查看。为了避免采集器机箱内出现灰尘、

杂物，每月需将采集器打开对其进行清理，并查看底

部进线孔的密封情况。每年春季到来之前需全面查看

防雷设施，多次测量接地电阻值。

3.2 百叶箱和温湿度分采集器维护

测报人员需每月对百叶箱内的灰尘及时进行清理，

禁止用手或者不清洁的物体与温湿度传感器的保护罩

直接进行接触。可以选用干洁的毛刷刷拭或用湿抹布

擦拭百叶，禁止选用湿抹布擦拭滤纸部分，需选用干

净的毛刷。

3.3 风向风速传感器维护

每年需对风向风速传感器进行定期维护一次，对

风传感器轴承进行清洗，针对风杯、风向标体转动的

灵活性和平稳性水平经常进行查看；在降雹天气结束

之后，需要对风传感器表面进行查看，避免出现损坏；

同时还要做好风标指北方位的检查和校准。若是出现

重度污染天气，工作人员应选择对应工具清除干净转

动与静止部件缝隙中的污垢。在清洗风传感器滚动轴

承时可选择在密封条件下。在清洗滚动轴承时，因两

边含有防尘盖，可不用将其取下。为了清除干净轴承

表面的脏污，应将其放置在汽油中，浸泡时间控制在

30min~60min之间，并多次进行旋转。

3.4气压传感器的日常维护

只有在断开电源之后方能对气压传感器进行更换

或安装，并对供电电压进行测量，使其处于规定范围内，

若电压不稳定观测到的部分气压数据极易出现缺测。

由于气压传感器主要安装在机箱内，应轻轻打开机箱

门，避免出现较大气流。为了确保气压的精准度水平，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每年对照良好的便携标准

仪器进行一次检查。[4]

3.5地温传感器的维护

1.地面和浅层地温传感器维护。应确保地面和浅

层地温传感器周围的土壤疏松、平整且没有杂草，降

雨天气结束后需及时耙松板结的地表土；对其的传感

器的埋设情况进行检查，将传感器上的雨露和杂物擦

拭干净。

2.深层地温传感器维护。在降雨和积雪融化后需

对深层地温传感器进行检查，认真查看橡胶套管内是

否存在积水，一旦发现积水，可以将海绵或棉花绑在

竹竿上，将其放入到管内吸干积水，若套管内经常出

现积水，需查找原因，及时维修或者是对橡胶套管进

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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