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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要:随着中国地面气象观测业务自动化工作有序推进,为保证地面气象观测业务自动化的稳定运行,后续保
障工作尤为关键。 据统计,现在中国局站分离的气象观测站有 747 个,未来这个数据还会继续增加,而自动气象站
的故障约 80% 可以通过重启电源的方式解决。 因此,地面气象观测业务自动化的远程保障系统十分必要,在及时
排除故障的同时减轻运维成本。 另外,在实现地面气象观测业务自动化后,气象观测场的安全问题也很突出,预防
动物、鸟类或非工作人员进入观测场搞破坏很重要。 因此,地面气象观测站远程保障系统正是满足了地面气象观
测业务自动化的两大需求而设计,为全面实现地面气象观测自动化、智能化提供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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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摇 引言

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发展,自动化、智能化地面气
象观测已成为气象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无人
值守也成为当今地面气象观测自动化发展的必然趋
势。 截至 2018 年底,湖北已全面实施国家气象观测站
无人值守业务。 值班人员迁移至各气象局业务平台,
地面观测场不再设专业人员值守,为技术保障与运行
维护带来新挑战。 当观测设备或通信网络等出现故障
时,维护保障人员需要立刻从局里赶赴观测场进行现
场维护。 由于观测场往往处于较为偏僻的地方,赶赴
现场需要一定的时间及人力成本,因此开发地面气象
观测站远程保障系统,实现远程操控显得尤为重要。

1摇 系统结构设计
1. 1摇 总体设计
地面气象观测站远程保障系统总体目标是围绕地
面观测业务自动化、智能化,以减轻运维成本、释放人
力资源为核心理念,以覆盖台站地面观测系统装备、控
制室所有电器设备及观测场安防设施为重点,基于现
代电子测控技术、自动化技术、通信和红外等技术构建
地面气象观测站的远程维护系统,实现对地面气象观
测系统装备、控制室电气设备、辅助设备的远程监控,
通过监控数据判别装备故障并对相关装备进行远程操
作和控制,以达到快速排除故障的目的。 此外,通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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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技术建立地面气象观测场安防系统,预防动物、鸟类
和非工作人员在无业务人员的情况下破坏观测场,提
升综合观测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1-4] 。
依托气象大数据云平台,基于现代测控技术、通信
技术以及嵌入式技术开发地面观测站远程维护系统,
实现省( 市) 、县、台站三级联动的远程监测维护,具体
目标:
(1) 搭建系统的总体技术框架,建设统一的状态
监控、数据分析、故障判断等平台展示功能,集功能管
理、系统监控、人员管理、权限管理、接口管理和信息推
送管理为一体的系统管理功能。
(2) 架构本地控制系统,完成地面气象观测系统
装备、控制室电气设备、辅助设备的联动控制,实现台
站电气设备远程保障全覆盖。
(3) 架构远程监控平台,完成远程监控数据共享、
在线支持、故障判断等功能开发,实现省( 市) 、县、台
站三级上下联动远程监控维护。
(4) 架构远程保障业务信息服务子系统,实现业
务信息综合展示、工作任务管理、故障报警提醒、业务
规范管理、日志记录等日常应用快捷服务。
(5) 搭建控制系统保障系统,完成本地控制系统
的供电电源备份,实现本地控制系统稳定运行双保险。
1. 2摇 系统总体结构
气象观测站远程综合控制系统由省( 市) 级、县级
和台站观测站三级控制组成。 系统总体结构如图 1 所
示,系统实施结构如图 2 所示。
省( 市) 级控制室设置省( 市) 级监控平台,由 1 台
或多台计算机及服务器组成监视及控制系统,可实现
对省( 市) 内各个气象观测站的远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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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控制室设置县级监控平台,由 1 台计算机组
成监视及控制系统,可实现对辖区内气象观测站的实
时监控。
观测站控制系统由 PLC 及附属控制回路组成,通
过 PLC 实现对本地开关系统的状态采集及控制。 本地
控制系统可接收远程控制命令,控制观测站内各设备重
启。 同时,本地控制系统将控制对象状态采集后,上传
至远程监控平台。 考虑到系统的可靠性,系统分本地
(以防止网络中断的情况)、远程两种控制方式,可通过
观测站主控制屏上的切换把手来选择控制方式[5-6] 。
图 3摇 系统控制结构

图 1摇 系统总体结构

有气象观测站的远程监控,存储各种监控数据和信息、
远程故障判断、处理方法和建议等功能。
(2) 县级控制监控平台:实现对辖区内气象观测
站的远程监控,存储辖区内观测站监控数据和信息、接
收省级故障判断意见、发送远程维护指令及报警预警
等功能。
(3) 台站保障控制系统:实现对观测站各设备状
态的监测,接受省级、县级平台远程维护指令、启动或
停止站内各设备。
系统控制分本地控制、远程控制两种方式,可自行
切换控制方式,控制对象分为观测场设备电源监控、值
班室设备电源监控及辅助控制两部分 [7-10] 。

2. 1摇 观测场设备监控

图 2摇 系统实施结构

观测场设备监控包括综合集成硬件控制器电源、
主采集器电源、能见度分采集器电源、降水显像仪电
源、辐射监测仪电源、云高仪电源、备份站主采集器电
源、大气成分监测仪电源、土壤成分监测仪、大气负离
子监测仪电源及雪深摄像头电源的监控和控制。 当县
级控制监控平台监测到设备运行异常时,观测场控制
系统接收远程控制室操作员命令对每个设备的电源进
行切断控制,设备断电后重启以排除故障。 同时监测
观测场设备备份充电电池的电压状态,可远程控制备
份电源的充放电情况。

1. 3摇 系统控制结构

2. 2摇 控制室设备监控

控制系统由值班室主控制柜及观测场分控制柜组
成,同时系统可根据需要设置控制子站,系统结构及主
要控制对象如图 3 所示。

控制室设备监控包括主计算机电源、通信转换器
电源、备份站采集器电源、备份站计算机电源及路由器
电源的控制。 当县级控制监控平台监测到设备运行异
常时,观测场控制系统接收远程控制室操作员命令对
每个设备的电源进行切断控制,设备断电后重启以排
除故障。

2摇 系统功能设计
地面气象观测站远程保障系统在省( 市) 、县和观
测场进行三级部署,组成上下联动的远程控制:
(1) 省( 市) 级控制监控平台:实现对省( 市) 内所

2. 3摇 辅助设备监控

辅助设备监控主要包括对 UPS、发电机、照明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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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等辅助设施的控制。 系统实时监控 UPS、发电机等
辅助设备运行状态,并实现远程保障维护。
2. 4摇 远程监控平台

远程监控平台采用 B / S 架构,在气象信息网内任
何一台工作站可通过浏览器访问已部署的平台 [11-12] ,
整体功能、服务如图 4 所示。

制接触器 n 个;电压采集变送器 n 个;主站控制柜 1

个;从站控制柜 n 个;及电缆、光缆等辅材( n 为视观测
场设备所需要的个数) 。

3. 3摇 系统软件配置

系统软件配置:操作系统:Win7 (64 位) ;数据库:

mysql鄄5. 7. 17 \ sqlyog_x64;Web 发布容器:apache鄄tom鄄

cat鄄7. 0. 32; 数 据 库 脚 本: mstation. sql; JDK: jdk鄄7u80鄄
windows鄄x64. exe.

3. 4摇 关键技术

(1) 研发气象观测站远程综合控制器,针对局站

分离地面气象站,特别是高山站解决远程控制观测场
主设备及辅助设备的问题。

(2) 研发专家经验库,建立远程故障诊断流程,提

高地面观测场设备故障排查时效。

(3) 通过不同平台实现对气象地面观测场系统设

备运行状态的监视,建立音视频会诊系统。

图 4摇 监控平台结构图

3摇 系统实现与关键技术
3. 1摇 硬件组成

(1) 主控单元

主控单元采用西门子 S7鄄1200 系列 PLC,S7鄄1200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具有集成 PROFINET 接口、强大的
集成工艺功能和灵活的可扩展性等特点,为各种工艺
任务提供了简单的通信和有效的解决方案,尤其满足
多种应用中完全不同的自动化需求。
(2) 子站控制单元

子站控制单元采用西门子 ET200SP 分布式 IO 模

块, ET200SP 可 根 据 需 要 灵 活 扩 展。 ET200SP 支 持

4摇 应用实例
4. 1摇 本地控制
地面气象观测站本地控制系统由控制室主控制柜
及观测场从控制柜组成,同时系统可根据需要设置控
制子站,整体控制系统拓扑如图 5 所示。

控制系统主站与从站之间采用 PROFINET 通信方

式,PROFINET 的重要性在迅速发展的工业以太网标
准中逐步显现。 通过支持实时功能( RT) 和等时功能

( IRT) ,这项技术极大地满足了现代系统和应用需求。
控制系统主站采用 PLC,从站采用远程 I / O。

控制系统实时将现场各开关信息上传至监控平

台,同时,控制系统接受监控平台发来的命令。 继电器
或接触器的触点串联在用电设备的供电回路 中, 由
PLC 输出模块控制柜内的继电器或接触器,实现电源
的通断操作。

PROFINET 通讯,无须单独的供电模块形成各个负载

4. 1. 1摇 主控单元

ET200SP 模块均具有扩展诊断功能。

接口、强大的集成工艺功能和灵活的可扩展性等特点,

连接至远程控制平台。

尤其满足多种应用中完全不同的自动化需求。 集成的

3. 2摇 系统配置

此外它还通过开放的以太网协议支持与第三方设备的

组,系 统 支 持 永 久 接 线, 热 插 拔, 模 块 空 缺 运 行。
子站通过以太网连接至主站,主站再通过以太网

系统硬件配置清单:PLC 主控模块 1 个:PLC 子站

控制模块 n 个;网络交换机 n 个;控制继电器 n 个;控

采用 PLC 可编程控制器,其具有集成 PROFINET

为各种工艺任务提供简单的通信和有效的解决方案,
PROFINET 接口用于编程、HMI 通信和 PLC 间的通信。
通信。 该接口带一个具有自动交叉网线( auto鄄cross鄄o鄄

ver) 功能的 RJ45 连接器,提供 10 / 100Mbit / s 的数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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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速率,支持以下协议:TCP / IP native、ISO鄄on鄄TCP 和

BUS、远距离控制通信、点对点通信、USS 通信、Modbus

速读取 PLC 中的数据信息。 PLC 提供各种通信选项

据需要,接入现场多种智能通信设备的信息。

S7 通信。 保障系统监控平台可通过 TCP 通信方式,快

RTU、AS鄄i 和 I / O Link MASTER,保障控制系统可以根

以满足所有的网络要求:I鄄Device、PROFINET、PROFI鄄

4. 1. 2摇 子站控制单元

图 5摇 本地控制系统拓扑图

采用远程 I / O 模块。 现场总线接口耦合器模块由

PROFIBUS 用户组织认证,符合 PROFINET鄄IRT,连接
多达 64 个数字量 I / O 模块,带两个以太网接口,集成
数据交换功能可实现线性网络拓扑。 独立于系统的
Web 服务器应用可以通过 USB 服务端口登录接口模

I / O 系统的直接连接,无需安装附加软件。 从而实现
参数设定,以及输入和输出的校对。 可以通过基于以
太网技术的现场总线或 micro USB 进行连接。

数字量 I / O 的模块化结构确保了快速启动和简单

的服务。 单排结构的设计能够有效减少接线错误,从
而减少了设备和系统的启动时间。 在系统或设备维护

块,读取通道诊断、状态值和参数等所有信息,进行输

时,模块化的设计能够在不改变接线的情况下更换电

入模拟或输出置位。 现场总线接口模块集成系统供

子模块,提高了系统利用率。 固定安装的模块底座支

电,电源通过两个四极的连接器对输入输出分别配电。

持系统在更换电子模块的同时不中断通信及系统的供

PROFIBUS 产品充分利用了诸如 GSD 文件和诊断信息
等最新技术,有力地支持从工程、组态到故障排查过程
中最重要的应用。 功能强大,操作简单。

数字量 I / O 模块是自动化系统中现场总线和现场

电。 这一创新的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减少设备的停机
时间。 此外,数字量 I / O 能在温度波动的情况下保持
稳定,使得系统在-20 益 ~ 60 益 的工作温度都无任何
功能使用的限制,这不仅保证了可靠性和安全性,也保

级产品之间的可靠接口。 模块化系统由以下组件构

证了系统期望的使用寿命。

的馈电模块以及丰富的附件,例如标记和终端套件。

4. 2摇 实例

成:现场总线接口模块,多达 64 个 I / O 模块扩展,可选

现场总线接口模块是各种总线标准和数字量 I / O 系统
总线的链接中心,同时通过集成的系统电源回路为多
达 64 个的 I / O 模块供电。

基于成熟的连接系统技术,通过总线接口模块实

现 2伊10A 的输入和输出模块供电,并提供系统供电。
通过 Web 服务器,每个总线接口模块提供了与数字量

根据系统总体和功能设计,在湖北省咸宁、荆门、
大冶和江苏省南京大丰区、泗水等地面观测场实现对
系统设备和辅助设施的远程控制。 在实际应用中多次
通过远程控制系统设备及辅助设施成功消除系统设备
的异常,实现迅速排除故障,恢复设备正常运行,显著
降低运维人员的工作强度,减少故障排除时间,提高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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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效率。 实例见图 6 ~ 7。

动、停止开关后,系统自动计时;支持控制操作的日志
记录功能。
表 1摇 数据格式明细表
类别

图 6摇 湖北省级平台实例

图 7摇 单站远程控制实例

4. 2. 1摇 站点台帐维护
站点维护模块用于实现对系统所有站点模型参数
的维护,包括区域、站点名称、站点编号、物理地址、经
纬度、海拔高度、观测场设备、控制室设备、辅助设备类
设备台帐等。 主要功能包括:支持站点模型的新增功
能;支持站点模型的修改功能;支持站点模型的删除功
能;支持观测场设备、控制室设备、辅助设备类设备模
型维护( 新增、修改、删除) 功能;支持站点模型的操作
开关排序功能。
4. 2. 2摇 站点参数配置
站点参数配置模块用于实现对本平台系统所有相
关参数( 数据采集时间间隔和告警阈值) 的维护,主要
功能包括:支持数据采集时间间隔的设置、禁用和启用
功能;支持电压告警最小阈值设置、禁用和启用功能;
支持电压告警最大阈值设置、禁用和启用功能;支持室
温告警阈值设置、禁用和启用功能。
4. 2. 3摇 站点实时监测
站点实时监测模块用于实现对任意站点进行实时
监视的功能,主要功能包括:支持实时监测当前站点各
类设备当前状态;图形化展示;省、市、县多级监视。
4. 2. 4摇 运行控制
站点运行控制模块用于实现对任意站点进行远程
控制,主要功能包括:支持状态按颜色显示,红色:断
开,绿色:闭合;支持手动启动模式下,操作启动、停止
开关后,界面提示确认操作,并闪烁显示开关状态( 具
备二次身份验证机制) ;支持手动启动模式下,操作启

观测场设备

控制室设备

辅助设备

设备

数据类型

综合集成硬件控制器电源

布尔( 开、关)

主采集器电源

布尔( 开、关)

能见度分采集器电源

布尔( 开、关)

降水显像仪电源

布尔( 开、关)

辐射监测仪电源

布尔( 开、关)

云高仪电源

布尔( 开、关)

备份站主采集器电源

布尔( 开、关)

大气成分监测仪电源

布尔( 开、关)

土壤成分监测仪

布尔( 开、关)

大气负离子监测仪电源

布尔( 开、关)

雪深摄像头电源

布尔( 开、关)

电池电压

数值

温度

数值

湿度

数值

计算机电源

布尔( 开、关)

通信转换器电源

布尔( 开、关)

备份站采集器电源

布尔( 开、关)

备份站计算机电源

布尔( 开、关)

路由器电源

布尔( 开、关)

UPS

布尔( 开、关)

发电机

布尔( 开、关)

照明

布尔( 开、关)

空调

布尔( 开、关)

4. 2. 5摇 站点历史查询
站点历史模块用于实现对任意站点进行历史运行
信息的查询、统计、汇总,以列表、图形等发生进行展
示,主要功能包括:支持站点历史状态信息查询、统计;
支持站点历史告警信息查询、统计;支持站点历史操作
信息查询、统计。
4. 2. 6摇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模块用于实现对系统所有可登录用户进
行统一管理,维护系统用户的姓名、登录名称、登录密
码等。 主要功能包括:支持用户信息的新增功能;支持
用户信息的修改功能;支持用户信息的删除功能;支持
用户信息的密码重置功能。
4. 2. 7摇 全景站点浏览
用于图形化全景展示当前辖区内所有的站点信
息。 主要功能包括:支持图形化全局展示所有站点;支
持站点信息具备实时数据刷新功能。
4. 2. 8摇 控制指令下发
控制指令下发指上级单位通过远程遥控控制下级
台站的设备。 具备权限认证机制;具备异常日志记录
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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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9摇 后台服务
后台服务主要采用 MODBUS 实现与 PLC 的通信。
主要功能说明如下:支持 MODBUS 数据的动态组装功
能;支持实时数据采集、遥控指令下发功能。
4. 2. 10摇 视频浏览
观测站摄像头接入气象业务网后,监控平台可进
行相关配置,访问摄像头浏览视频监控。

5摇 结束语
目前地面气象观测站远程保障系统已经完成了系
统设计,在湖北省咸宁、荆门、大冶和江苏省南京大丰
区、泗水等地面气象观测站得到应用,且取得较好的效
果,并在运行实践中对系统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 通
过本系统研制、开发与建设,经总结、扩充故障实例库
和优化经验库,将在地面气象观测自动化、智能化实时
保障业务工作中有效提高技术保障能力。 通过系统实
现了对观测设备的远程控制,经实践检验可对凡重新
启动即能恢复的设备异常均能实现快速恢复,达到缩
短维修维护时间、降低运维成本、提高运维效率的目
的。 从而使观测设备的可用性大大提高,并为气象台
站的安全运行提供了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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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mote Support System for
Groun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Station
CAI Hong1 ,摇 ZHANG Fugui2 ,摇 LI Jun1

摇 摇 (1. Hubei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technical support center, Wuhan 430074,China;2. Key open laboratory for atmospheric explo鄄
ration of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Chengdu 610225,China)

Abstract:With the orderly progress of the automation of groun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services nationwide, the fol鄄

low鄄up work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to ensure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automation of groun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services.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there are 747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stations nationwide which are separated with
the bureau of meteorology and the number will continue increase in the future. About 80% of the faults of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s can be solved by restarting the power supply. Therefore, the automatic remote support system of groun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service is very necessary, which can eliminate the faults in time and reduce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osts at the same time. In addition, after the automatic operation of groun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the

safety of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field is also a serious problem, and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revent animals, birds or

non鄄staff from entering the observation field. The remote support system for groun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station is
designed to meet the two requirements of the automatic groun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the automation and intelligence of the groun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Keywords:observation station; remote; support 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