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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观测全面自动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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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温州国家一般气象站为例袁从供电系统可靠性尧计算机尧网络装备自动化保障尧采集设备热备份尧业务软件自动化等方面
进行了分析袁发现存在的不足袁提出实现观测全面自动化的措施袁以期加快推进观测全面自动化改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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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2018 年全国气象局长会议和叶中国气象局关于印

度尧地温尧雨量等数据双备份袁但是综合硬件集成控制器尧降

也2018页84 号冤有关全面深入推进地面气象观测自动化改革的

行袁无法做到硬件故障时的备份袁实现双备份的设备袁也未

发实现地面气象观 测自动化工 作方案 的通知 曳 渊 中气函
要求袁2020 年 1 月 1 日全国全部实现自动化观测 遥但地市
[1]

水现象仪尧能见度尧雪深尧蒸发尧日照等设备大多还是单套运
能实现设备热备份的功能袁ISOS 软件尧数据采集同步技术需

各台站现有的观测装备保障现代化水平与全面自动化的要

要改进[3-4]遥目前袁ISOS 软件和硬件之间也未实现采集设备故

求还存在一些差距袁现代化尧全自动化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障后袁软件或硬件自动采集正常设备的数据袁实现数据的真

和设备袁当前全国许多台站装备保障水平与真正实现全面

正热备遥

自动化观测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遥本文以温州国家一般

2

实现观测全面自动化的措施

气象站为例袁从供电系统可靠性尧网络尧计算机装备自动化

针对温州国家一般气象站全面自动化推进过程存在的

保障尧采集设备热备尧业务软件自动化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

上述问题袁本文从电源线路实现双电源全自动切换尧网络及

分析袁提出实现观测全面自动化的改进措施袁以供管理部

计算机设备实现核心交换机与服务器双机热备尧观测采集

门和其他台站参考遥
1 观测全面自动化存在的问题
1.1 供电系统线路布设不合理

供电线路保障现代化水平不足袁未能实现市电双电源

仪器设备或软件实现 2 套数据在线全自动无缝对接采集

3 个方面袁探讨实现观测全面自动化需要在硬件和软件上进
一步优化的具体措施遥

2.1 配备双电源自动转换装置袁保证供电系统的可靠性

自动切换加发电机三路电源保障遥大多台站在山上或是郊

应急电源系统的平稳转换袁即系统从常用电源转换到备

区袁电源线路多为架空线路袁虽要求配备 UPS 和发电机袁但

用电源或从备用电源重新返回至常用电源袁是非常必要的遥

有些台站市电停电后发电机还是手工发电袁供电可靠性不

双电源自动转换渊ATSE冤主要用于紧急供电系统袁是将负载

高遥所有的电源线路到值班室及观测场户外设备均为一条

电路从一个渊常用冤电源自动换接至另一个渊备用发电机冤电

线路袁未能有效地做到线路备份遥观测场内电源线路由于长

源的开关袁以确保重要负荷连续尧可靠支行遥从电线路的敷

期处于户外袁容易遭遇高温等恶劣环境袁线路遭受破坏的风

铺上袁线路至业务值班室及观测场地内的设备均应设常用

险较大遥

电源及备用电源渊发电机冤2 条线路袁实现双回路袁也就是双

1.2 网络尧计算机装备保障不完善
网络装备保障水平尚不具备完全自动化的要求遥目前袁

很多台站都能实现电信尧联通尧3G 通信 3 条线路来保障报文

传输袁但核心交换机只有 1 台袁且计算机采用的是普通 PC袁
配备单网卡袁主站配备用计算机遥这样的配置在外部光纤线

路上有 2 条线路加 3G 通信基本上可以确保传输通道畅通遥
可一旦交换机损坏会导致整个内部传输网络全部中断袁虽
然可以利用 3G 通信保证 ISOS 软件中的报文传输袁但是其

他观测设备就无法向省里传输遥计算机虽然有一主一备袁
但目前主采的观测数据未能实现 2 台计算机同步采集袁一
旦主站计算机有故障时启用备份计算机会存在观测数据
不连续的问题袁会影响 24 h 变压等参数袁且无法实现全自

动切换[2]遥普通 PC 只有单路电源供电袁如 PC 电源故障也无

法实现双电源自动切换保障遥2 台计算机之间无法做到全
自动的双机热备份遥
1.3 观测设备一主一备不完整
户外观测采集设备基本实现主采尧风尧气压尧温度尧湿
收稿日期 2019-03-05

电源袁如果一条线路停电袁可启用另一条路线路供电袁以保
证供电系统的可靠性遥正常情况下袁ATS 工作在主用市电电
源袁当市用电源电压或频率不满足要求时袁ATS 经过一定时
间延时后渊默认 3 s袁可避免发电机误启动冤袁发送信号启动
发电机袁当发电机电源质量满足要求后袁ATS 先断开市电侧
触头袁再闭合发电机侧触头袁即主触头先断后合袁转换至发
电机电源进行供电曰当市用电源恢复正常时袁ATS 经过一定
时间延时后袁先断开发电机侧触头袁再闭合市电侧触头袁从
发电机电源侧回切至市电侧供电袁转换完成后袁ATS 将发送
信号关闭发电机[5-7]遥
2.2

核心交换机尧服务器双机热备袁实现网络尧计算机无停

顿热切换
由于观测数据的及时性尧不间断性袁稳定持续的网络运

行变得越来越重要袁而原有单机核心 3 层交换数据存在较大
的崩溃风险遥因此袁需要采取虚拟路由冗余协议渊VRRP冤技
术来解决该问题袁以实现主尧备核心 3 层交换设备之间动态尧

无停顿的热切换袁虚拟交换机根据配置的优先级的大小选
渊下转第 180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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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8 年 4 月 21 日 21院27渊a冤尧21院39渊b冤尧21院45渊c冤尧22院21渊d冤6.7毅仰角降水粒子识别
从水平反射率因子识别冰雹云袁其次通过模糊逻辑算法得
到的降水粒子类型能有效识别大冰雹尧小冰雹和冰水混合
区遥通过降雹过程地面观测资料与偏振雷达观测资料比对袁
双线偏振雷达识别出冰雹落区与实际降雹落区基本一致袁
而且具有一定时间提前量遥因此袁在开展人工防雹作业时袁
可以先利用新一代天气雷达对冰雹云进行提前预警袁再利
用双线偏振雷达定点对目前区域进行观测袁识别冰雹云袁获
得精准的作业时机和作业部位袁从而为科学人工防雹作业
提供支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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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的保障水平是当前重点考虑且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袁

其他交换机作为备份交换机袁随时监测主交换机的状态遥当

备份袁不断地完善观测业务软件功能袁提高观测自动化水平袁

组播报文袁以通知组内的备份交换机袁主交换机除正常工作

坚定的基础遥

择主交换机袁优先级最大的作为主交换机袁状态为 Master袁
主交换机正常工作时袁它会每隔一段时间发送一个 VRRP
善言

遥如果组内的备份交换机长时间未接收到来自主交

[8-9]

换机袁则将自己状态转换为 Master遥同时需要配备服务器双
机热备袁针对服务器的临时故障采取的一种备份技术袁通过
双机热备袁RAID 技术和数据备份技术来避免长时间的服务
中断袁保证系统长期尧可靠运行遥
2.3 两路观测要素数据同步采集袁业务软件智能识别袁实现
数据无缝对接

观测场地内的所有仪器要素均配备 2 套袁一主一备袁优

化采集器的硬件功能袁实现底层的两路采集数据功能袁改进

观测业务软件功能袁对主站仪器数据缺测时袁软件能自动读
取备份数据确保数据的完整性遥同时对异常数据进行识别
判断袁确保数据的准确性遥
3 结语

2019 年浙江省作为非试点省之一袁如何全面提高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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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供电系统尧网络尧计算机尧观测采集设备等均实现热
才能更好地为 2020 年 1 月 1 日全面实现观测自动化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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