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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通信技术在自动气象
观测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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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推广普及，各种类型的自动气象观测系统应运而生，并在各级气象部门中

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提升观测数据精度的同时，还有效降低了测报人员的工作强度，进一步推动国内气象领域的

顺利发展。网络通信技术是在各种网络中继设备的基础上，将有线与无线信号收发结合起来对观测数据进行快

速、便捷的远距离传输，使得气象观测工作的实时性与可靠性水平得到了大幅度增强。本文在简要探讨计算机网

络系统在气象通信中重要性的同时，分析了计算机网络技术类型和应用途径，最后则重点研究了网络通信技术在

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中的具体应用，仅供同行进行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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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水平不断增强，在地面气

象监测领域，各种自动化设备和先进控制技术正在陆

续引进。当前，各级气象机构的观测工作基本上是数

字化和自动化的，大部分台站基本淘汰了人工观测模

式。在台站气象业务观测中，气象数据采集和分析设

备最为常见，包含各种类型常规业务自动站、区域多

要素自动站、能见度观测仪器、自动土壤湿度仪等设备。

自台站中引入这些现代化观测设备以来，从根本上改

变了传统人工观测中的定时、定点、定次观测项目，

结合观测仪器中的时钟芯片实现了定期自动化观测，

并借助于网络媒介将采集到的气象观测数据信息第一

时间传输到数据服务中心来。由此不难发现，在采集

数据环节，现代化的观测仪器设备的有效应用保证了

气象观测的精确度水平，在网络传输中能否成功上传

气象信息，就成为决定自动气象观测系统监测水平的

关键性所在。当前，网络通信技术主要包含有线传输

和无线传输两种主流方式，前者是将电缆、光纤和双

绞线作为传播媒介，后者则是以无线电信号为媒介。

将这两种传播方式进行结合，可将终端观测设备与数

据分析中心连接成为紧密的有机整体，以确保传输的

数据信息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水平。

1 计算机网络系统在气象通信中的重要性

1.1 增强气象资料的处理效率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广泛普及，气象设备的自动化

和智能化水平愈发突出，使得系统可第一时间获取所

需的气象信息，同时还能对气象信息进行自动化处理

和分析。另外，网络系统可借助于多渠道来获取全面、

详细的气象信息，以保证气象预测和决策的准确度水

平。实际上，气象资料包含的内容较多，如以前和现

有的气象观测数据信息，信息量极为庞大，使得气象

信息管理难度大幅度提升，将计算机系统应用到气象

通信中可有效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通过构建系统数据

库，可使分析和管理数据效率得到提升，并将更加优

质的气象服务提供给社会大众。[1]

1.2 减少人为方面的误差

自计算机系统在社会各个行业中得到应用以来，

传统通过人工方式处理信息的模式基本被淘汰，而自

动化和智能化处理系统得到了推广应用，有效提升了

我国气象通信效率。现阶段，因成本低、功能全面等

优势，使得我国自主研发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在气象通

信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减少人为误差对气象服

务质量影响的同时，还能增强气象信息的准确性水平，

进而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提供更加可靠的气象服务，

推动农业生产工作持续健康开展。

1.3 提升气象预测的准确性水平

气象预报是各级台站的重要服务之一，采取科学

有效的方法不断提升气象预报的准确性水平，在确保

气象服务质量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各

级气象部门比较关注气象观测仪器设备的更新换代工

作，在积极引进国外现代化气象预测技术的同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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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了计算机网络系统的研发力度。我国研发的计算

机系统的交互性功能较为突出，可全面分析气象观测

资料信息，并通过多样化方式，如图表、数据等不同

形式呈现到人们面前。总之，网络系统的普遍应用凸

显了观测设备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特性，有效增强了气

象预测工作的精准度。

2 计算机网络技术类型

计算机网络技术包含局域网技术、云计算技术、

地面通信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其在气象数据传输领

域均有涉及。

2.1 局域网技术

当前，我国的局域网技术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而日趋成熟，并已应用于社会的各个业务领域。高

速局域网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以太网的异步传输和

交换上，为气象信息的自动传输和交换提供了便利。

以太网通常包括千兆以太网和万兆以太网。由于万兆

以太网在运行时主要基于单模或多模光纤，其传输速

度是千兆以太网的近 10倍，用户可以充分利用无限扩

展的网络，实现更高层次的气象信息交换。局域网技

术的应用，促进了现实与虚拟在气象广播中的应用，

促进了远程广播和高清视频会议的顺利进行，为气象

部门的日常沟通提供了有利条件。

2.2 云计算技术

云计算技术属于一种线性计算方案，其特点是扩

展性强、响应速度快，主要是将服务器虚拟化技术与

基础设施相结合的产品，是将一个或多个数据中心的

计算资源虚拟化后提供给用户的一种服务。近些年来，

因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在日常运行中，气象部

门的整个业务流程由计算机自动化处理，而云计算技

术的应用可有效降低总拥有成本。在实际的气象业务

中，服务上会承担设备采购费用，这可以显著降低存

储数据所需的 IT设备的采购成本。与此同时，因降低

了对数据空间的占用率，节省了气象部门在租金、电

力方面的资金投入。由于云计算机的运算能力较为庞

大，将其应用到气象数据传输中，提升了气象数据的

运算能力，并通过虚拟数据中心的创建，通过汇集内存、

存储和计算能力，服务于整个气象网络，极致的计算

能力堪比“超级计算机”，可在短时间内处理海量的

数据信息，也可结合用户实际需求来加工数据信息，

提升预报服务产品的个性化特征。[2-4]

2.3 移动通信技术

近年来，由于科技的飞速发展，我们迎来了移动

互联网时代。无线技术除光纤通信技术外，还有代表

性的无线局域网，它分为多个地址，这是通过无线通

信技术完成的。由于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其

应用领域不断扩大，例如应用于气象通信时，可为气

象信息观测系统的运行提供良好的传播媒介，便于气

象观测信息的采集和分析。

2.4 地面通信技术

近些年来，在密集波分复用技术的基础上对新

一代互联网技术进行构建逐渐发展成熟，且该技术在

我国大部分台站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基于地面通信技

术主要是将格状网的光缆骨干变为环状网，通过新

一代网络传输设备，一对光纤的传输容量可以达到

1600Gbps，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传输区域内的天气信

息，一旦在运行中发现环状网出现故障，系统可自动进

行修复，使得地面通信中的人工维护支出不断下降。

3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途径

3.1 气象台站

3.1.1 采集观测信息

为了向社会大众提供可靠的气象信息，应始终确

保观测数据信息的精确性和全面性水平。近年来，各

级气象部门重视起了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入，使得气

象探测设备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特征愈发突出，自动站

数量和占据的比例呈现出直线上升趋势。自动气象站

的主要优势是可以布设在对气象条件要求严格，且无

法顺利实现人工观测的区域，如航天发射和回收区域、

高速公路等，可确保气象部门及时获取到较为全面的

气象信息，并给出高精准度的气象预测结果。实际上，

自动气象站包含不同种类的传感器，如温度、湿度、

风向、风速、气压、降水量等，在采集到对应气象要

素的模拟信号后，通过采集器可以转化为数字信号，

之后传输到计算机开展深度处理。如，通过计算机对

比分析数字信号，进而判断其是否超出合理范围，若

是超出，需第一时间进行处理；若不存在，应严格相

关流程对气象数据进行传输、储存等一系列操作。[5]

3.1.2 信息传输

当前，大部分气象站均已构建了气象数据传输网

络，根据自愈环网，一旦系统出现故障问题，可在较

短的时间内确保数据传输业务快速恢复正常，有效提

升气象数据传输的安全性水平。因气象观测数据具有

复杂性特征，可借助于计算机网络技术来传输观测数

据信息，增强台站气象观测数据的传输能力。

3.2 传输链路

在气象数据传输环节，主要是本地区所辖县市的

气象台或气象台对风向、风速、温度、湿度等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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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进行数据采集，气象数据信息通过通信网络和路由

器传输到数据管理中心的中央交换机，再传输到气象

数据通信系统。在传输气象数据信息的过程中，除了

影响气象信息的可靠性水平外，还与各级气象站间的

联系沟通产生影响。只有在各级气象部门搭建统一的

气象数据管理平台，才能实现各级气象部门之间的数

据采集、传输、处理、监测等功能和观测数据共享。

该做法可有效提升气象数据传输和管理的规范化水平，

同时还能增强数据处理传输性能。

4 网络通信技术在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中的应

用研究

4.1 有线网络数据通信技术

有线网络数据通信是一种传统的通信方式，使用

时间早，当前仍旧是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中最常用的通

信方式。这种通信方式包含的设备主要有：数据采集

传感器节点、中继设备、终端控制计算机。其中数据

采集传感器节点的作用是采集数据信息，并获取各种

类型气象信息；数据汇总中继设备则是汇总获取到的

数据信息，为后续数据传输提供便利；专用通信电缆

的作用是主要的传输数据途径；终端控制计算机的主

要功能是对数据信息进行反向处理。在搭建自动气象

站时，因需要将数据泄露和信息安全方面的问题考虑

进去，数据传输中会优先选用可靠性强、质量好的同

轴电缆。这种方法可以实现海量的数据吞吐量，并且

信号相对稳定，可以避免外部干扰，观测数据的安全

性水平得到了保障。[6]

通过分析自动气象观测系统的组成部分，不难发

现传感器节点作为搜集数据的主要设备，内部有很多

感应元件，一旦外界气象要素，如温度、湿度等发生

改变，将电气元件中出现一定量的感应电流，该感应

电流被转换为数据信号，在线性转换后可分析处理各

种类型气象数据信息。在获取分析后的数据信息后，

结合对应软件可筛选并剔除部分异常信息，以提升观

测数据的准确性。

在数据采集器的作用下，通过网络传输端可将获

取的观测信息传输到终端控制计算机内，在将这些数

据信息审核完成后，可分类存储，并结合规范要求做

好备份工作。在终端计算上包含不同功能模块，可根

据不同需求编辑发报，进而形成气象报告。在通信网

络技术的基础上来播报气象信息，同时还能向数据库

传输最终分析结果和观测到的气象信息，并对其进行

存储。[7-8]

4.2 无线网络数据通信技术

近些年来，因社会大众及各个行业对气象观测要

求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观测设备都在野外布设。如

自动气象站，若是通过有线方式连接，会增加线路架

设的难度，而安装成本也会上升，在日后运行维护中

会出现额外压力。若是选用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且维

护便捷的无线通信系统，则能确保数据传输任务顺利

完成。

对部分区域观测站来说，无线网络传输自动气象

观测系统主要包括信息采集器、太阳能电池、通信传

输模块。其中采集器是采集观测数据的设备；太阳能

电池主要提供电源功能。同有线传输系统相比，无线

传感器供电时主要选用的是太阳能电池，并通过 4G网

络传输数据信息。经过多年发展，该项技术逐渐发展

成熟，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水平，在实际应

用中，能有效满足各种数据传输需求。另外，由于该

技术采用数据分组交换，可以实时保证数据传输的水

平，避免电路动作造成的时差，有效提高数据传输的

效率和及时性。目前无线数传技术的数据吞吐量基本

可以满足气象观测的需要，但在实际应用中，无线数

传技术可以满足一对一的数据传输需求，还可以实现

一对多的数据传输，可通过多个数据终端处理气象监

测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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