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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具有互动功能的科普产品是气象科普馆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普及是对青少年进行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

如何将枯燥、难懂、深奥的科学知识通过具体、形象、有趣的科普产品展示给受众，并能通过互动体验来认识知识，

是科普从业工作者应当研究的课题之一。“霍尔沃兹墙气象综合观测预报服务教育系统”能将气象观测、气象预报、

气象服务流程进行展现，让参与者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本文通过介绍该系统在气象方面的应用，吸引公众关心

气象、认识气象和利用气象，提升公众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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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及必要性

1.1 项目介绍

霍尔沃兹墙系统，通过手指触碰墙面上影像就会

魔法般地出现神奇动画影像。该系统属首次在气象科

普领域应用。本项目是天津市气象服务中心与北京鼎

力合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依托天津市气象科普

教育基地，气象科学专业人才与北京鼎力合众科技有

限公司在计算机及应用软件开发、气象科普展品研发

方面的优秀技术能力，于 2019年联合设计开发完成 “霍

尔沃兹墙气象综合观测预报服务教育系统”，并在多

家气象科普馆应用，该项目做到受众面广的互动体验

产品，将气象观测、气象预报、气象服务流程展现，

可触摸点击，具有身临其境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气象科普馆的现代化水平，增加能够反映多媒体、动画、

声、光、电相结合的高科技气象装备设施投入，通过

公众动手实地进行演示，提高展览的“可参与性”“可

实验性”和“可思考性”，激发公众的科普实践精神

和兴趣，让公众掌握气象科普知识和技能 [1]。

1.2 项目的背景

1.2.1 发挥气象科普教育基地作用，提高全民科学

素质

科普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关键环节，是基础性

工作，更是一项战略性任务。2016年 5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科技三会”上提出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

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

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

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

快速转化”。气象作为公众生活不可或缺的服务，从

古至今人们都在利用气象服务于生产生活，同时也在

面对不同气象灾害带来的影响，而气象科普与气象服

务工作也一直在开展，但传统的方式不能提高公众对

气象科学知识的兴趣和关注，加快气象科学知识的传

播，发挥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的科普宣传作用是当前气

象科普的重要工作内容，做好气象科普关系到公众对

气象灾害的认知和防御能力的提升 [2]。所以，需要将科

学知识以互动展品形式让公众来体验，成为传播气象

科普的重要手段。基于霍尔沃兹墙形式气象综合观测

预报服务教育系统展品是依托气象科普基地可以给公

众以及气象从业者更全面了解气象业务提供一个更直

观、便捷的可视化展品。

1.2.2 从小培养，提高学生对气象的兴趣

当前全国气象灾害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公众

防灾减灾意识能力也在不断加强，但因为科普宣传途

径单一、效果不好，气象科普知识又比较深奥难懂，

所以对大众普及程度不高。国家要求将素质教育培训

纳入中小学教学，从小培养孩子了解气象知识，掌握

气象知识，提升防灾自救能力，气象部门承担着重要

的气象科普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普法》第

十四条要求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把科普作

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科

普活动。而气象部门利用现有的科普教育基地，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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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成本、实现高效，资源共享、合理利用，为科

普标准化提供指导，又可以将气象知识、气象灾害知

识及灾害防御能力知识，霍尔沃兹墙系统通过互动体

验式教学，让孩子们更直观地理解气象知识、用好气

象信息、掌握正确方法，提高自己救助和救助他人的

能力，同时对知识产生兴趣，从而掌握知识，提高防

灾减灾和抗灾能力 [3]。

1.3 项目的必要性

具有互动功能的科普产品是气象科普馆的重要组

成部分，科学普及是对青少年进行社会教育的重要内

容，如何将枯燥、难懂、深奥的科学知识通过具体、形象、

有趣的科普产品展示给受众，并能通过互动体验来认

识知识，是科普从业工作者应当研究的课题之一。

气象知识内容丰富，但专业性强，枯燥难懂，面

向社会公众普及比较困难，以往通过画册、展板、宣

传册进行的传播，多是被动传播，很难引起公众的兴

趣，而面对频繁发生的气象灾害，又不能通过现场体

验来了解灾害，所以迫切需要将知识通过互动展品方

式和体验方式传播。基于霍尔沃兹墙的气象综合观测

预报服务教育系统展品，将工程技术、艺术、文化知识、

科学原理和经济有效融合在一起，进一步扩充了知识

性和科学性，从而为公众系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4]。

2 项目研究的技术路线和方法

2.1 研究的技术路线

“霍尔沃兹墙气象综合观测预报服务教育系统”采

用墙面触摸技术，是利用投影机进行交互展示的一体

化设计，是一种可以直接在墙面实现交互的技术，即

通过投影互动技术来实现。不同于常规气象展品的是，

霍尔沃兹墙是一款实景造型与多媒体内容相结合的互

动产品。参与者用手指触摸墙面上的图形，通过磁线

圈感应，静面的造型墙就会呈现出梦幻的效果。令人

感觉手有魔法一般，触摸墙面的文字图标，自动气象

站就开始工作记录风、雨、温度湿度等的数据；手一

挥“卫星”发射了，预报员便通过卫星收集数据制作

每日预报；再轻轻一点，气象服务部开始忙碌播报天

气预报影视微信、广播节目等，在光影交错中，令使

用者穿越时空体验了气象观测、预报、服务系统的整

个过程。项目研究的技术路线包含以下五个方面：（1）

项目深化设计：体验流程调研、软件系统设计、资料

采集分类；（2）软件系统开发：交互体系开发、体验

模式开发、科技效果实现；（3）系统集成开发：设备

采购、系统部署测试、系统集成开发；（4）系统内测

优化：内测版发布；系统联调测试；系统完善优化；（5）

系统发布：正式版发布；应用推广。

2.2 研究的实现途径

该系统核心研发主要分为以下三大体验模块：

一是气象观测交互板块设计。多功能自动气象观

测站模型含风向风速、温度、湿度、雨量等天气要素，

自动气象观测站展示通过移动通信将全天候自动记录

并自动存储在计算机的过程，让公众了解天气信息获

取的渠道过程。（1）视角表现：第一人称视角，身处

墙边，触摸对应的红外磁线圈；（2）内容包含：气象

要素里温度、风向风速、湿度、气压、雨量等；（3）

交互内容：开始体验触发，观测数据获取、意义、预

报知识点、系统体验菜单。

二是气象预报交互板块设计。气象预报系统展示

从卫星及观测数据获取的云图、气象预报数据软件、

气象要素，通过预报员制作出每日天气预报的过程。

（1）视角表现：第一人称视角，身处墙边，触摸对应

的红外磁线圈；（2）预报数据包含：风云卫星获取的

数据、雷达获取的数据、MICAPS系统、Wrf数据等；

（3）交互内容：手动成功获得数据、气象预报分析、

预报结论生成、系统体验菜单。

三是气象服务交互板块设计。气象服务部分展示

气象部门将气象数据如何转化成给行业需求的服务手

段，如制作天气预报影视节目、短信、微信、广播节目等。

（1）视角表现：第一人称视角，身处墙边，触摸对应

的红外磁线圈；（2）服务手段：影视节目、短信、微信、

广播节目等；（3）交互内容：体验天气预报产品发布、

接收等过程。

参观者站在墙面互动投影系统内容，通过采集人

体的动作，可以直接通过双手或触摸体感动作与投影

幕上的虚拟场景进行之间交互，互动效果就会随着你

的身体动作产生相应的画面变化，比如触摸观测场，

投影就会在观测场位置投放地面观测的视频介绍，包

括要素构成、百叶箱、量雨桶的使用及温度湿度的观

测等。展品在科学性的基础上，引起公众的兴趣，通

过公众在观看体验过展品之后，增强公众对气象基础

知识以及工作内容和过程的理解，使公众在轻松、愉

悦的氛围下对气象科技有所了解，最终实现公众科学

素质的提升 [5]。

3 研究内容和取得的成果

3.1 项目执行情况

“霍尔沃兹墙气象综合观测预报服务教育系统”项

目，建设 3m*2m霍尔沃兹墙，8个红外磁线圈，从气

象观测、气象预报、气象服务三方面展现气象工作各

环节的科技内涵。该展品包括多功能自动气象观测站

模型含风向风速、温度、湿度、雨量等天气要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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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气象观测站展示通过移动通信将全天候自动记录并

自动存储在计算机过程，让公众了解天气信息获取的

渠道过程；气象预报系统展示从卫星及观测数据获取

的云图、气象要素再通过预报员制作出每日预报的过

程；气象服务部分展示气象部门将气象数据如何转化

成给行业需求的服务手段，如制作天气预报影视节目、

短信、微信、广播节目等。该展品可以查阅全年、全月、

全天任何时间的气象资料，同时可以批量接纳学生群体

的学习和研究，能定期对学生群体进行气象科普教育。

3.2 活动创新点

霍尔沃兹墙特点是：多媒体展示、双向互动；令

人惊奇的动态影像交互实现；交互性、趣味性、娱乐性、

实用性，多种效果表现形式；操作简单，人人都可以

零距离参与。

霍尔沃兹墙可以展示丰富的内容，文字、影音等。

公众可以用肢体与投影画面中的内容进行互动，带来

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技和娱乐交相辉映的效果，犹如魔

法一样，让墙上的画面动起来，摒弃气象预报整个制

作流程的枯燥，有很好的寓教于乐宣传效果。无论是

气象要素的获取还是气象预报的制作，或是气象服务

的发送都可以随意地选择。奇幻的视觉效果和美妙的

动感和互动观看，通过互动画面和声音给学生或公众

提供又一个全新的气象科技体验。

4 成果市场推广应用情况分析

4.1 成果市场推广情况

该项目完成后首先在天津市气象局使用，后陆续

在天津市津南区气象局、内蒙古巴林左旗气象科普馆、

江苏睢宁县气象科普馆使用，是场馆中比较受欢迎的

展项。2020年由中国气象学会推荐参加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主办的“典赞·2020科普中国宣传系列活动”中

获得优秀展览展品奖。

4.2 成果市场推广应用分析

1.提升公众对气象的了解度，发挥群众气象灾害

防御积极性。通过该项目建设，可以使社会公众通过

简单的接触就能近距离感受气象预报的制作流程，切

实感受到自己身处其中，公众可以及时、准确、客观、

全面地了解气象预报、气象灾害相关知识信息的权威、

客观、畅通、可信的渠道，轻松探索气象的奥秘、感

受气象万千，学到书本中所没有的知识。不仅加速了

公众对气象知识的好奇，提高公众的气象防灾减灾能

力，使广大公众能熟悉天气预报基本知识，预报方法、

服务手段，加强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同时，也有利

于消除公众疑虑或事先掌握灾害预测信息，避免不必

要的损失或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能

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在气象灾害防御中的积极主

动性，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能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

的气象防灾减灾意识，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2.依托全国各地科普教育基地，结合重要时间点，

提高全民科学素质。通过在气象部门已有的气象科普

教育基地的基础上设计开发“霍尔沃兹墙气象综合观

测预报服务教育系统”，使其能将各类气象数据观测

原理、天气预报制作使用的各类模式、软件和气象产

品采用何种手段服务等一系列科普知识集成，在“3.23

世界气象日”“防灾减灾日”“航天日”“科技周”

和“全国科普日”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开展科普宣

传教育活动，面向不同人群开展分层次、宽领域、多

手段的科普宣传、教育、人员培训等，积极推进气象

科技知识的社会化传播与普及、增强公众应用气象信

息的能力、引导公众关心气象、理解气象和应用气象，

提升公众科学素养，促进公众主动参与气象科普活动，

发挥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的科普宣传活动。

5 存在的问题、建议及下一步研究工作设想

5.1 存在的问题

一是气象观测环节繁多，气象科普的范围有待于

进一步扩大，每个单一的展品与相关的展品又要有连

贯性，在一个展品中无法全部体现。

二是进一步丰富各种渠道，贴合不同职业、不同

年龄段的受众科普。做到全域科普，使得霍尔沃兹墙

系统成为信息化、数字化、新时代下衍生的新兴宣传

教育平台。

5.2 下一步工作设想

本项目具有很强的延展性，可根据不同空间开发

一系列内容。今后可继续开发各环节，如高空探测、

地面观测、气象预报、气象公共服务等的气象科普内容，

以其极强的新鲜感和互动感来吸引体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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