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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 ＤＺＺ４ 新型自动气象站业务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从日常维护、数据处理和设备故障分析等

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保障自动站及时准确采集和上传数据资料的应急措施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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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地面自动探测系统的发展，地面气象观测

工作的重点由人工读取观测数据、编制报文转变为

自动观测数据采集、传输、质量控制、资料应用、观
测设备维护维修等．近年来，随着自动气象站的投

入使用在资料的时效性和连续性方面有了很大的

提高，对天气预报和气候研究工作起到极其重要的

作用，许多工作人员对自动站使用过程中的故障排

查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科研工作［１－５］ ．ＤＺＺ４ 新型

自动站及新一代气象观测业务平台投入业务运行

后，新软件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观测员对其操作的

熟练程度，直接影响到数据传输质量，于是，新型自

动气象站的投入使用对观测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保证气象探测数据的准确性，本文从 ＤＺＺ４ 新型

自动站日常维护、设备运行监控、故障排查处理及

常规注意事项等方面，针对业务运行中遇到的问

题，提出一些具体的保障措施和处理方法，希望对

基层台站在设备运行和提高数据质量方面有所帮

助．

１　 记录数据维护处理方法

１．１　 地面月报表数据维护

（１）大风点线连接的处理 　 在新型自动站业

务软件中，大风间隔时间在 １５ ｍｉｎ 或以内间断出

现时，软件自动以点线“…”连接．按规范规定，大风

出现时间间隔在 １５ ｍｉｎ 或以内按一段记录，以“－”
连接．处理方法：将在地面月报表天气现象中自动

生成的 ３ 个空格改为 １ 个空格即可．
（２）海平面气压　 新型自动站 ＩＳＯＳ 软件在台

站参数中没有海平面气压的设置选项，在常规要素

页面“生成海平面气压”默认打“√”，按地面气象

观测规范规定需要抄录海平面气压的台站，在生成

Ａ 文件时，按默认打“√”生成海平面气压，其他站

将“√”取消，避免 Ａ 文件中生成海平面气压．
１．２　 分钟数据维护

（１） 分钟资料实时入库，在新一代气象观测业

务平台运行时也自动运行，并隐藏在系统托盘中，
正常情况自动运行无需人工干涉，在软件升级时，
要注意退出．启动业务软件时会同步开启．平时注

意不要强行关闭，否则会导致分钟数据入库失败．
（２） 平时要进入数据维护－分钟数据中生成 Ｊ

文件看看有没有数据，没有要逐时补调，补调时注

意时间选取，如图 １．
补调的是 １３：０１ 至 １４：００ 的数据．同时要查明

原因及时解决，避免月末作报表时才发现全月分钟

数据全无，补调十分费时．
（３） 上级业务部门在审核 Ｊ 文件时，发现错误

会将 Ｊ 文件返回台站修改，若上级业务部门修改保

存，会将台站基本参数变为本机软件设置的基本参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１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１２７５０４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Ｕ１１３３６０３） ．
　 作者简介：龚彩仙（１９６２－），女，云南人，工程师，主要从事大气探测及设备维护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ｇｏｎｇｃａｉｘｉａｎ＠ ｓｉｎａ．ｃｏｍ．



图 １　 补调时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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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导致台站基本参数错误．
１．３　 正点地面观测数据维护

１．３．１　 自动站降水异常或出现固态降水加盖时的

小时、分钟降水量处理 　 日上传数据文件和 Ａ、Ｙ
文件中的降水量由软件自动以雨量传感器对应时

段自动观测记录统计值为准［６］ ．当降水异常或出现

固态降水加盖以及传感器故障时，需要进行人工处

理．由于导致降水量异常的原因不同，人工干预处

理按下面的原则进行：
（１） 当记录有降水天气现象，但降水量不足 ０．

１ ｍｍ，即出现微量（０．０ ｍｍ）降水时，自动气象站无

法识别有无降水量，为了配合降水天气现象记录，
在定时观测时次（０８、１４、２０ 时）人工录入降水量

“０”， 其他时次不必录入．
（２） 没有降水天气现象，但自动站记录有降水

量，此时应认真分析，判断是属于野值还是滞后降

水，若为滞后降水量 （其量一般为 ０． １、０． ２、０． ３
ｍｍ），应将滞后量累加在降水现象终止时间的分钟

和小时降水量上．若为野值或纯露、霜、雾量，则在

“正点观测编报”小时降水、蒸发的右侧点“修改”
删除分钟雨量并保存后再点“编发” ．判断是否为滞

后降水的依据是：该降水量的时间距离最近 １ 次降

水的终止时间是否超过 ２ ｈ，不超过 ２ ｈ 的为滞后，
超过 ２ ｈ 的则作为空翻处理［７－８］ ．

（３） 当出现冰雹或雨夹雪随降随化时，同液态

降水以自动记录为准．
（４） 冬季降雪时因温度低不能随降随化，导致

降雪量与天气现象出现时间不同步，此时雨量传感

器要加盖，相应采集软件中的翻斗雨量传感器也要

选择加盖，定时观测时次 ６ ｈ 或 １２ ｈ 雨量用人工雨

量筒观测到的降水量代替，各小时和分钟降水量自

动作缺测处理．
新型自动站给雨量传感器加盖时相应采集软

件的加盖方法：在采集软件左边菜单栏常规气象要

素中找到翻斗雨量传感器加盖选项，操作如图 ２：
右键点击翻斗雨量传感器→点击加盖（雨），在弹

出的窗口中输入操作人及操作内容，点击“加盖

（雨）”按钮．

图 ２　 翻斗雨量传感器加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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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盖期间的小时和分钟雨量自动按缺测处理，
无须人工维护，定时观测时次输入 ６ ｈ 或 １２ ｈ 人工

观测降水量，在 ０８、２０ 时长 Ｚ 文件中，则用人工雨

量筒降水量代替其自动站相应时段的累计降水量

来统计过去 １２ ｈ 或 ２４ ｈ 降水量．避免长 Ｚ 文件中

１２ ｈ 或 ２４ ｈ 降水缺测无法解译的情况发生．
固态降水停止后应结束加盖（温度升高时也

会自动启用雨量传感器），结束加盖如图 ３．
雨量传感器故障时，降水观测以翻斗雨量传感

器记录为准时，记录依次按照称重降水传感器、备
份站翻斗雨量传感器的顺序代替．如该站以称重降

水传感器为准时，记录依次按照翻斗雨量传感器、
备份站翻斗雨量传感器的顺序代替．无自动观测设

备备份时应及时启用人工补测，相应的小时、分钟

降水缺测处理方法同固态降水．
（５） 调整雨量传感器前要在采集软件中进行

“标定”操作，避免降水上传，调整结束要注意“结
束标定”以避免漏测降水，如因调整过程中产生降

水（人为降水量）或生成缺测“－”符号，要进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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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翻斗雨量传感器结束加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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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观测编报”中将分钟降水量或“－”符号删除，此
操作应正点数据文件上传之前完成，切记不得上

传，并在值班日记中注明．
１．３．２　 积雪的录入

（１） 人工观测雪深以厘米为单位，在 ０８ 时长

Ｚ 文件和降雪加密报中，雪深以毫米为单位输入，
在观测雪深时应读取雪深的毫米数，即读数应保留

１ 位小数，在长 Ｚ 文件或降雪加密报中将该数据扩

大 １０ 倍后输入，雪深在存入逐日数据或常规要素

时自动转为厘米整数．
１４ 时或 ２０ 时补测的雪深在 １４ 时或 ２０ 时长 Ｚ

文件中以毫米输入，存入逐日数据或常规要素时自

动转为厘米整数．
省内规定的 １４、２０ 时积雪重要天气报 ９２５ＳＳ

组中雪深以厘米整数输入．

２　 故障排除及应对措施

值班观测员每正点前应查看数据的采集状况，
如发现数据异常，及时检查传感器、电缆线连接部

位等，若为气压缺测应查看是否无市电或跳闸，导
致电池供电不足．每次故障排除要进行总结记录，
注意累积经验，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处理不了的

及时报告，请求省地技术和装备保障部门的支持，
尽量缩短故障时间，以保证自动站业务的正常运

行．
（１） 若自动站工作正常，只是某一气象要素值

无显示或显示异常，则考虑是否是该气象要素传感

器损坏、性能下降，是否是传感器电缆破损断开，是

否是传感器电缆两端连接插头松动、虚焊脱线等

等，并对这些异常的可能性一一进行排查． ＺＱＺ 自

动站地温观测异常时还应检查接线盒，接线盒放在

电缆沟里，考虑是否是接线处松动或潮湿造成的地

温异常．
（２） 当本地出现强雷暴导致采集器不能采集

数据时，新型自动站电源箱内有空气开关和保险丝

等电源保护装置，一是查看空气开关位置是否在

“ＯＮ”；二是电源开关是否在 （“ ｜ ” 接通）位置；三
是用万用表检查交流市电 ２２０ Ｖ 是否正常，直流电

压输出 １４．５ Ｖ 是否正常，蓄电池输出电压 １３．８ Ｖ
是否正常；如果是分采集器断电，则检查分采集器

的电源保险丝是否熔断．
（３） 如采集器故障导致数据缺测或异常时，按

照有关技术规定处理．已实现自动观测的气温、相
对湿度、风向、风速、气压、地温、草温记录缺测或异

常时，正点时次的记录依次按照正点前 １０ ｍｉｎ 记

录、正点后 １０ ｍｉｎ 记录、备份自动站记录、内插记

录（风向、风速不做内插）的顺序代替．若无自动记

录可代替时，仅对定时观测时次记录进行人工补测

（草温除外），其他时次按缺测处理，若人工观测仪

器已按规定撤除的，则该要素不再进行人工补测．
（４） 若遇到网络故障或其它原因导致数据不

能上传，若只是内网不通应立刻启用 ＶＰＮ 备份链

路；若此时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网也不通应立即启用 ３Ｇ 无线

网卡上传数据，如仍不能发送，定时观测时次应通

过电话等方式将基本气象要素尽可能完整的传至

省气象中心，待网络恢复正常后 ＡｗｓＮｅｔ 文件夹中

未上传的长 Ｚ 文件会自动上传．
（５） 另外配备 １ 台备用计算机，在备用计算机

上安装好现用的台站地面综合观测业务软件

（ ＩＳＯＳ－ＳＳ），设置好备用自动站采集软件（ＳＭＯ）、
业务软件（ＭＯＩ）和通信传输软件（ＭＯＩｆｔｐ）的参数．
软件升级时要同步升级，保证备用与正式运行计算

机的业务软件一致．正式使用计算机故障（或有的

台站考虑到计算机连续工作时间太长需要关闭维

护）时可切换到备用计算机上，将 ｓｍｏ 中的本站数

据文件 ｄａｔａｓｅｔ 拷入备用计算机，连通采集器和网

线，即可正常运行，保障资料的完整性和传输及时

率．
（６） 有备份自动站的台站，要做好备份自动站

的维护工作，保证备份自动站正常运行，以便现用

自动站出现故障在 １ ｈ 内无法恢复正常工作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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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启用备份自动站．

３　 自动站日常维护

提高自动站数据质量和资料可用性的关键，除
自动站数据维护外，仪器设备运行稳定是保障数据

正常采集、获取完整和准确资料的基础．
（１） 新型自动站的采集器安装在室外，因此采

集器箱的防水工作非常重要，汛期要定期检查采集

箱的防水状况，强降水过后也要检查采集箱的防水

状况．
（２） 采集器运行状态：ＷＵＳＨ－ＢＨ 主采集器

ＲＵＮ 指示灯每 ２ ｓ 闪 １ 次（亮 １ ｓ，灭 １ ｓ），表示采集

器正常运行，指示灯不亮、常亮或闪烁异常，则表示

采集器有故障．
ＣＦ 指示灯亮表示在读写数据，所以指示灯亮

时不要拔 ＣＦ 卡，以免丢失数据．
ＷＵＳＨ－ＢＧ 地温分采集器各指示灯状态：ＲＵＮ

指示灯同主采；ＣＡＮＲ 指示灯连接总线成功后常

亮；ＣＡＮＥ 指示灯当 ＣＡＮ 总线通信正常时不亮，故
障时闪烁；ＣＯＭ 指示灯进行串口通信时亮．

（３） 采集器指示灯不亮、半明半暗或闪烁异

常，分采集器 ＣＡＮＲ 或 ＣＡＮＥ 指示灯闪烁，可能有

以下几个原因：
ＣＡＮ 总线电缆未连接好，或线缆出现断路、短

路；
分采集器或主采集器的 ＣＡＮ 通信防雷组件已

受冲击而失效；
如果上述均正常，给分采集器重新上电；
若仍未解决问题，可能是分采集器或主采集器

的 ＣＡＮ 通信道已损坏，需要更换分采集器或主采

集器．
（４） 经常注意风向、风速传感器转动是否灵

活；特别是冬季 ，应注意其是否被冻结．降雹或强

降水后应检查风杯和风向标是否有形变或异常．
（５） 正点巡视仪器，查看地面温度传感器感应

部分是否一半埋入土中，是否有泥土衍在上面，雨
量计的承水口漏斗是否有树叶、尘土堵塞，采集器

指示灯运行状态是否正常，交流供电是否正常，
ＵＰＳ、光端机是否正常，常规的用于人工观测的仪

器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６） 定期或降水较大时将人工定时观测降水

量与自动观测降水量进行比较，雨量≤１０．０ ｍｍ 时

差值在±０．４ ｍｍ，雨量＞１０．０ ｍｍ 时，差值为±４％［８］，

差值超过允许范围时或雨季来临前，应用雨量传感

器校准仪对雨量传感器进行校准．将差值控制在规

定的允许范围之内．
（７） 保持草（雪）面温度观测区域约 １ ｍ２ 范围

内的草株高度不超过 １０ ｃｍ，确保草（雪）面温度测

量准确，避免造成草（雪）面温度与气温、地面温度

变化趋势不一致．当积雪淹没草温传感器时，将传

感器置于雪面上，测量雪面温度，同时在观测簿备

注栏中注明起止日期．积雪融化后，再将传感器安

置到支架上．
（８） 无备份自动站的台站，要保证人工仪器的

正常，做好日常维护．当自动站出现故障且恢复不

了时，定时观测时次用人工观测数据代替并备注说

明．
（９） 在季节变换和复杂天气来临之前，应检查

传感器的安置情况，采集箱、电源箱是否关好等，确
保仪器安装正确、设备安全、各缆线连接牢靠，定期

进行各种故障现场模拟演练，有利于提高测报人员

应急处置的能力．
（１０） 前向散射能见度仪的使用与维护．前向

散射能见度仪通过接收大气的前向散射光．通过测

量散射光强度，得出散射系数，再估算出消光系数

从而计算出气象光学视程来测量能见度的．所以能

见度仪透镜被灰尘污染，或有凝水，或遮光板被雪、
树叶等物体覆盖都会影响能见度的测量准确，每天

早晚要注意维护发射器和接收器镜面．发现有灰

尘、凝水、蛛网、树枝（叶）等影响数据采集时，要及

时清除，机盖内外表面也应保持清洁．清洁时，透镜

用不起毛的软布和异丙醇酒精擦拭，注意不要划伤

透镜表面．
现场维护操作中，观测员切忌长时间直视发射

端镜头，避免损伤眼睛（接收器在南测，发射器在

北侧 ） ．
检查时应尽量避免用手电筒等光源照射能见

度观测设备．
（１１） 气压传感器的维护．定期检查气孔口有

无灰尘、虫子堵塞，要保持静压气孔口气流畅通，以
便能够真实感应外界大气压力．

（１２） 铂电阻温度传感器的维护．观测前巡视

仪器时，要认真查看温度传感器探头是否有灰尘或

水汽，如有应立即用干净柔软的布拭去，要保持铂

电阻温度传感器清洁、干燥．
（１３） 安置温湿度传感器的百叶箱不能用水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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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要用湿毛巾擦拭．清洗百叶箱时温、湿传感器不

得移出箱外，避免太阳光直接照射到传感器上或强

风等的影响．冬季降雪时，要注意清除百叶箱内、箱
顶和壁缝中的积雪，保持箱内清洁，通风良好．

（１４） 翻斗式雨量传感器的维护．雨量传感器

安置在室外，雨量筒的承水器漏斗容易被树叶、灰
尘或小虫堵塞，特别是城市或风沙较大的地区，经
常发生堵塞现象，造成雨量缺测或滞后，每天早晨

巡视仪器时要查看雨量筒内有无杂物，每月定期检

查，清除过滤网、漏斗、计量（计数）翻斗上的尘沙、
树叶、虫子等，以免堵塞．禁止用手或其它带油污的

东西擦拭翻斗内壁，以免翻斗内壁粘上油污，影响

测量精度．
（１５） 超声波蒸发传感器的维护．定期检测蒸

发桶和管道是否有渗漏；水圈内的水面应与蒸发桶

内的水面接近；蒸发清洗尽量在蒸发量等于 ０．０ 的

两正点之间的时间段内进行，蒸发桶换水加水时需

要注意，保证连通管中无气泡．
蒸发水位大于 ７０ ｍｍ 或小于 ２０ ｍｍ 时需要加

水（或取水），调整水位的时间最好在正点前且接

近正点，减少由于水位变化而引起的蒸发量测量值

误差．
预测有大的降水过程时，需要先从蒸发器中取

出一定水量，以免降水时溢出，影响蒸发量．

蒸发维护（加水、取水、清洗蒸发）流程：右键

点击 ＳＭＯ 监控软件左边菜单栏常规气象要素中的

蒸发传感器→维护（输入操作人姓名、及维护内

容）→再点维护，维护完毕后→右键点击 ＳＭＯ 软件

蒸发传感器→维护结束，再在业务软件窗口自动观

测页面点击蒸发水位“调整”→再点确定，完成维护．

参考文献：

［１］ 　 彭坚．利用现有标准设备对新型自动气象站传感器进

行检定、校准的方法［ Ｊ］ ．新疆气象，２００５，２８（４）：３２⁃
３３．

［２］ 　 朱建华，陈海辉．浅谈 ＤＺＺ１－２ 型自动气象站故障排

查探析［Ｊ］ ．中国科技信息，２００９（２１）：１５０⁃１５１．
［３］ 　 王红兴，张晓娟，林丽．谈自动气象站月报表异常数据

的审核与处理［Ｊ］ ．现代农业科技，２０１０（２）：３０７．
［４］ 　 吴昊，吴晓丽，王昌花．自动站月报表预审中极值异常

现象浅析［Ｊ］ ．气象，２０１１，３７（２）：２５４⁃２５６．
［５］ 　 后秀芳，吴俊．ＷＵＳＨ－ＴＶ２ 型蒸发传感器的使用注意

事项［Ｊ］ ．现代农业科技，２０１３（９）：２５６⁃２５７．
［６］ 　 云南省气象局．地面气象观测业务改革调整技术规定

［Ｚ］ ．云南省气象局，２０１３．
［７］ 　 中国气象局．地面气象观测员基础业务技能培训课程

［Ｚ］ ．中国气象局，２０１１．
［８］ 　 中国气象局［Ｓ］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２００３．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ｄａｔａ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ＧＯＮＧ Ｃａｉ⁃ｘｉａｎ１， ＣＨＥＮＧ Ｊｉａ⁃ｌｉ１， ＧＯＮＧ Ｌｉ２， ＷＡＮＧ Ｈａｏ⁃ｙｕｅ３，
ＬＩ Ｊｉｅ３，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ｅｎ⁃ｘｉｕ３， ＸＩＥ Ｘｉａｏ⁃ｈｕａ３

（１．Ｑｕｊ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Ｑｕｊｉｎｇ ６５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Ｆｕｙｕａｎ Ｃｉｔｙ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Ｆｕｙｕａｎ ６５５５００，Ｃｈｉｎａ；

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Ｙｕｎ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ｗ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ｏｍｅ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ｓ ｔｉｍｅｌｙ，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ｌｏａｄ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１２１第 Ｓ１ 期　 　 　 　 　 　 　 　 　 　 　 　 　 龚彩仙等：新型自动气象站数据维护和保障措施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