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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智能一体式固态自动遥测气象站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智能一体式固态自

动遥测气象站系统，它涉及气象站技术领域。温

度、湿度、雨量、风向、风速、气压采集系统获取的

信号输出通过数模转换与数据采集器相连，在带

有栅格的防护罩内，形成高度集成的固态式一体

机，各传感器所感应到的模拟信号通过模数转换

至数据采集系统进行处理，形成数字信号，再经

数据传输装置输送至网络服务器和上位机应用

平台。本实用新型实现雨量、温度、湿度、风向、风

速、气压、云量等天气现象及周围环境的实时监

测，方便用户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实时的气象

信息，实现连续实时观测，设备可靠性、安全性、

维修性、测试性、保障性和环境适应性大大提高，

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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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一体式固态自动遥测气象站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一体气象站(1)、第一节支

撑立杆(2)、第二节支撑立杆(3)、第三节支撑立杆(4)、太阳能电池板(5)、线缆(6)、接收器

(7)、数据处理器(8)、室内服务器(9)和上位计算机(10)，一体气象站(1)通过线缆航空插座

和航空插头安装在第一节支撑立杆(2)的端部，第一节支撑立杆(2)的另一端与第二节支撑

立杆(3)连接，第二节支撑立杆(3)通过与第三节支撑立杆(4)的底座连接固定于观测场地，

第二节支撑立杆(3)上安装有太阳能电池板(5)，第二节支撑立杆(3)上还设置有出线孔

(11)，线缆(6)与一体气象站(1)相连并由出线孔(11)引出连接至室内服务器(9)、上位计算

机(10)，一体气象站(1)内置的无线传输模块(109)与接收器(7)、数据处理器(8)相连接，数

据处理器(8)分别与室内服务器(9)、上位计算机(10)相连接；

所述的一体气象站(1)包括有雨量传感器(101)、支撑柱(102)、摄像头(103)、数据采集

器(104)、风传感器(105)、气压传感器(106)、温湿度传感器(107)、防护罩(108)、无线传输

模块(109)、信号防雷模块(110)、底座(111)、线缆航空插座(112)、电源模块(113)和排水孔

(114)，数据采集器(104)、气压传感器(106)、温湿度传感器(107)、无线传输模块(109)、信

号防雷模块(110)、电源模块(113)均安装在防护罩(108)内部，防护罩(108)底部安装有底

座(111)，防护罩(108)的上端固定有多根支撑柱(102)，支撑柱(102)的顶部安装有雨量传

感器(101)和三个摄像头(103)，雨量传感器(101)通过支撑柱(102)的内部走线与数据采集

器(104)连接，防护罩(108)的顶部平面安装有风传感器(105)，风传感器(105)与数据采集

器(104)连接；所述的气压传感器(106)位于气象站底部左侧，气压嘴朝外，气压传感器

(106)通过支撑杆过线与数据采集器(104)连接，所述的温湿度传感器(107)位于气象站底

部中间，温湿度传感器(107)经支撑杆过线与数据采集器(104)连接，所述的无线传输模块

(109)位于气象站底部右侧，无线传输模块(109)与数据采集器(104)的RS232通讯端口连

接，数据采集器(104)的RS485端口与信号防雷模块(110)连接，信号防雷模块(110)的输出

端与位于气象站底部底座(111)中的线缆航空插座(112)连接，线缆航空插座(112)通过线

缆(6)与室内服务器(9)、上位计算机(10)连接；置于气象站底部的电源模块(113)分别与摄

像头(103)、数据采集器(104)、无线传输模块(109)及置于第一节支撑立杆(2)中的供电系

统相连；所述的底座(111)的边沿设置有排水孔(1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一体式固态自动遥测气象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摄

像头(103)置于气象站顶层雨量采集外罩周围，三个摄像头的广角均为120°，形成有360  °

监测范围的云量监测系统，摄像头(103)通过有线或无线连接至上位计算机(10)的视频采

集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一体式固态自动遥测气象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风

传感器(105)设置在一体气象站(1)的第二层，由四个对等距离的超声风传感器组成，在水

平面上形成有四个等间距的超声风传感器阵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一体式固态自动遥测气象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温

湿度传感器(107)中的温度采用  PT100  铂电阻，湿度采用湿敏电容，温湿度传感器(107)通

过D/A 转换模块与数据采集器(104)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一体式固态自动遥测气象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线

缆(6)、接收器(7)、数据处理器(8)组成了气象站的数据传输系统，其中线缆(6)为有线传输

方式，一体气象站(1)通过线缆(6)与室内服务器(9)和上位计算机(10)连接，所述的线缆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213302548 U

2



(6)可替换为光纤；接收器(7)、数据处理器(8)为无线传输方式，无线传输模块(109)通过接

收器(7)及数据处理器(8)与室内服务器(9)和上位计算机(10)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一体式固态自动遥测气象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无

线传输模块(109)采用GPRS或北斗模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一体式固态自动遥测气象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供

电系统集成于第一节支撑立杆(2)上，第一节支撑立杆(2)的两端为固定的转接板(14)，通

过转接板(14)与无线传输模块(109)相连，第一节支撑立杆(2)的管内设有走线管(15)，所

述的供电系统包括有太阳能电池板(5)、蓄电池(12)、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13)及

交流电220V电源，太阳能电池板(5)与蓄电池(12)相连，交流电220V电源、太阳能电池板

(5)、蓄电池(12)均与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13)相连，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

器(13)通过DC转换模块与数据采集器(104)、无线传输模块(109)及各个传感器相连，所述

的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13)安装在第一节支撑立杆(2)内底部与第二节立杆连接

处；所述的蓄电池(12)采用DC12V锂电池组。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智能一体式固态自动遥测气象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

一节支撑立杆(2)内填充有岩棉保温层(16)，岩棉保温层(16)包裹在蓄电池(12)的外围。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智能一体式固态自动遥测气象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蓄

电池(12)的正极、负极分别与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13)电池端的正极、负极连接，

太阳能电池板(5)的正极、负极分别与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13)太阳能端的正极、

负极连接，交流电220V电源的正极、负极分别与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13)市电端

的正极、负极连接；所述的蓄电池(12)的正极、负极输入与气象站的电源模块(113)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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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一体式固态自动遥测气象站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的是气象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智能一体式固态自动遥测气象站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气象站”是指设在陆地和海上实施气象观测的场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

技术的发展，曾经观测气象参数需要一个专用场所，已经演变成一台设备即可实现。智能自

动化是当前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自从70年代以来，自动化开始向复杂的系统控制和

高级的智能控制发展，并广泛地应用到国防、科学研究和经济等各个领域，实现更大规模的

自动化，例如大型企业的综合自动化系统、全国铁路自动调度系统、国家电力网自动调度系

统、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城市交通控制系统、自动化指挥系统、国民经济管理系统等。智能自

动化将在更大程度上模仿人的智能，机器人已在工业生产、海洋开发和宇宙探测等领域得

到应用，专家系统在医疗诊断、地质勘探等方面取得显著效果。气象观测实现自动化，是农

业经营和地质勘探、水文气象自动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对于自动化的进程起着不可或缺的

影响。

[0003] 自动气象站是一种能自动地观测和存储气象观测数据的设备，由传感器、采集器、

通讯接口、系统电源等组成，随着气象要素值的变化，各传感器的感应元件输出的电量产生

变化，这种变化量被  CPU  实时控制的数据采集器所采集，经过线性化和定量化处理，实现

工程量到要素量的转换，再对数据进行筛选，得出各个气象要素值。气象站的主要观测项目

有气压、温度、湿度、风向、风速、雨量、云量要素，还可以经过扩充后测量其它气象要素，数

据采集频率较高，可以每分钟采集并存储一组观测数据。自动气象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将为军事、气象、农业、地质、环境等领域的日常经营和专项研究做出巨大贡献。

[0004] 目前，在气象观测的研究中，主要有两种观测方法：第一种方法采用传统人工观

测，利用观测人员  24  小时对传统的观测装置实时观测半点和正点的天气现象情况并做记

录和分析；第二种方法是自动遥测观测法，观测人员利用智能自动遥测气象站系统，实时对

天气现象进行不间断的监测，并利用终端分析平台对所采集到的天气现象数值进行及时有

效的分析、处理并自动形成报表，大大提高了数值预报的准确率和业务人员的工作效率。上

述两种方法存在以下问题：

[0005] (1)传统方法需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

[0006] (2)现有自动气象站体积大，各气象要素传感器分布零散，架设时间长，维护、检修

繁琐。

[0007] 现有市面上最多的是芬兰维萨拉公司生产的WXT536气象站，此气象站虽集成度较

高，但在结构设计时置于顶端的三个风传感器，在运输、安装和检测时容易损坏，且国内市

场无配件，不锈钢的压电式雨量传感器只能监测雨的强度，下小雨时无法监测累计雨量；温

度、湿度和气压采取的是PTU模块，如单独一个要素出现故障或损坏，必须更换整个模块，且

能够进行传感器检测的气象计量部门无法单独对某一传感器进项检定或检测；另外，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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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时间长了容易发黄变色，影响温度值的真实性。

[0008] 针对目前技术背景和现有技术缺点，本实用新型设计一种一体式固态自动遥测气

象站系统尤为必要。

[0009] 很好的集成了雨量、温度、湿度、风向、风速、气压、云量等气象要素与一体的气象

自动遥测系统，用户可根据需求增加其他气象要素传感器，实现了有线、无线传输的方式和

无人值守功能，亦实现固定、便携、机动多种形式的安装使用方式。

实用新型内容

[0010] 针对现有技术上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目的是在于提供一种智能一体式固态自

动遥测气象站系统，实现雨量、温度、湿度、风向、风速、气压、云量等天气现象及周围环境的

实时监测，实现了有线、无线传输的方式和无人值守功能，降低功耗，实现连续实时观测，设

备可靠性、安全性、维修性、测试性、保障性和环境适应性大大提高，实用性强，易于推广使

用。

[0011]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智能一体式固态

自动遥测气象站系统，包括一体气象站、第一节支撑立杆、第二节支撑立杆、第三节支撑立

杆、太阳能电池板、线缆、接收器、数据处理器、室内服务器和上位计算机，一体气象站通过

线缆航空插座和航空插头安装在第一节支撑立杆的端部，第一节支撑立杆的另一端与第二

节支撑立杆连接，第二节支撑立杆通过与第三节支撑立杆的底座连接固定于观测场地，第

二节支撑立杆上安装有太阳能电池板，所述的太阳能电池板为单晶硅太阳能电池板，第二

节支撑立杆上还设置有出线孔，线缆与一体气象站相连并由出线孔引出连接至室内服务

器、上位计算机，一体气象站内置的无线传输模块与接收器、数据处理器相连接，数据处理

器分别与室内服务器、上位计算机相连接。

[0012] 所述的一体气象站包括有雨量传感器、支撑柱、摄像头、数据采集器、风传感器、气

压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防护罩、无线传输模块、信号防雷模块、底座、线缆航空插座、电源

模块和排水孔，数据采集器、气压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无线传输模块、信号防雷模块、电

源模块均安装在防护罩内部，防护罩底部安装有底座，防护罩的上端固定有多根支撑柱，支

撑柱的顶部安装有雨量传感器和三个摄像头，雨量传感器通过支撑柱的内部走线与数据采

集器连接，防护罩的顶部平面安装有风传感器，风传感器与数据采集器连接；所述的气压传

感器位于气象站底部左侧，气压嘴朝外，气压传感器通过支撑杆过线与数据采集器连接，所

述的温湿度传感器位于气象站底部中间，温湿度传感器经支撑杆过线与数据采集器连接，

所述的无线传输模块位于气象站底部右侧，无线传输模块与数据采集器的RS通讯端口连

接，数据采集器的RS端口与信号防雷模块连接，信号防雷模块的输出端与位于气象站底部

底座中的线缆航空插座连接，线缆航空插座通过线缆与室内服务器、上位计算机连接；所述

的置于气象站底部的电源模块分别与摄像头、数据采集器、无线传输模块及置于第一节支

撑立杆中的供电系统相连；所述的底座的边沿设置有排水孔。

[0013] 作为优选，所述的防护罩采用聚碳酸酯加20%的玻璃纤维制成，坚固耐用不变色，

防护罩带有百叶窗栅格，能对置于百叶箱内各传感器和配件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不易受

到外部影响而遭到损坏，还可使各传感器采集的数值更准确，精度更高。

[0014] 作为优选，所述的摄像头置于气象站顶层雨量采集外罩周围，三个摄像头的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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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120°，形成有360  °监测范围的云量监测系统，摄像头通过有线或无线连接至上位计算

机的视频采集卡，可以检测到空中的云量分布情况、天气现象和设备周边情况，通过视频信

号转换可以在终端上位机上观察和存储实时的监测信息。

[0015] 作为优选，所述的风传感器设置在一体气象站的第二层，由四个对等距离的超声

风传感器组成，在水平面上形成有四个等间距的超声风传感器阵列，该装置通过测量超声

波从一个换能器传到另外三个换能器的过境时间来确定风速大小和风向；该风传感器和模

数转换及电子罗盘组成的风向风速系统与数据采集系统相连，风向通过电子罗盘相连经嵌

入式微处理软件程序控制，可以实现气象站自动定北。

[0016] 作为优选，所述的温湿度传感器中的温度采用  PT100  铂电阻，湿度采用湿敏电

容，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以及  D/A  转换模块组成温湿度采集系统，温湿度传感器通过

D/A  转换模块与数据采集器连接，形成模拟量信号经  D/A  转换得到数字式空气的温度和

相对湿度数值输送至数据采集器。

[0017] 作为优选，所述的线缆、接收器、数据处理器组成了气象站的数据传输系统，数据

传输系统包括有线传输、无线传输，其中线缆为有线传输，通过线缆与室内服务器和上位计

算机连接，所述的线缆可替换为光纤；接收器、数据处理器为无线传输，无线传输模块通过

接收器及数据处理器与室内服务器和上位计算机连接；所述的无线传输模块采用GPRS或北

斗模块。

[0018] 作为优选，所述的供电系统集成于第一节支撑立杆上，第一节支撑立杆的两端为

固定的转接板，通过转接板与无线传输模块相连，并与数据线缆信号端连接至室内计算机，

保障了信号输出、直流电源供电和太阳能电池板电压输入的固定状态，不会受到低温、运

输、安装碰撞等因素的影响；第一节支撑立杆的管内设有走线管；所述的供电系统包括有太

阳能电池板、蓄电池、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及交流电220V电源，太阳能电池板与蓄

电池相连，交流电220V电源、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均与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相

连，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通过DC转换模块与数据采集器、无线传输模块及各个传

感器相连，由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连接  DC  转换模块给于数据采集器、各传感器、

数据传输模块供电，实现连续不间断工作；所述的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安装在第

一节支撑立杆内底部与第二节立杆连接处；所述的蓄电池采用DC12V锂电池组。

[0019] 作为优选，所述的第一节支撑立杆内填充有岩棉保温层，岩棉保温层包裹在蓄电

池的外围，能够很好地提高蓄电池因低温时的电量存储及转换效率。

[0020] 作为优选，所述的蓄电池的正极、负极分别与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电池

端的正极、负极连接，太阳能电池板的正极、负极分别与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太阳

能端的正极、负极连接，交流电220V电源的正极、负极分别与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

市电端的正极、负极连接；所述的蓄电池的正极、负极输入与气象站的电源模块连接。

[002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系统集成雨量、温度、湿度、风向、风速、气压、云量等气

象要素于一体，通过数据采集器连接各气象传感器，实现雨量、温度、湿度、风向、风速、气

压、云量等天气现象及周围环境的实时监测，同时通过交流电和太阳能互补供电实现设备

不间断供电，利用有线或无线传输系统方式将气象站所采集到的气象数值连接至网路平台

和数据处理终端，用户可根据需求增加其它气象要素传感器，实现了有线、无线传输的方式

和无人值守功能，亦实现固定、便携、机动多种形式的安装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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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1)外观设计合理，能有效保护各集成单元，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安全性、维修性、

测试性、保障性和环境适应性。

[0023] (2)  实现对降雨、大气温度、大气相对湿度、大气压力、风向、风速、云量等天气现

象及周围环境的自动监测，自动化程度高，无需人工值守。

[0024] (3)通过交流电太阳能互补供电系统，降低功耗，实现连续实时观测。

[0025] (4)用户可配置外置传感器，从而实现对周围环境的全面监测。

附图说明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来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

[002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体气象站的外部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体气象站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体气象站中防护罩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5为本实用新型供电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气原理图；

[0033]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工作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

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

[0035] 参照图1‑7，本具体实施方式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智能一体式固态自动遥测气象站

系统，包括一体气象站1、第一节支撑立杆2、第二节支撑立杆3、第三节支撑立杆4、太阳能电

池板5、线缆6、接收器7、数据处理器8、室内服务器9和上位计算机10，一体气象站1通过线缆

航空插座和航空插头安装在第一节支撑立杆2的端部，第一节支撑立杆2的另一端与第二节

支撑立杆3连接，第二节支撑立杆3通过与第三节支撑立杆4的底座连接固定于观测场地，第

二节支撑立杆3上安装有太阳能电池板5，所述的太阳能电池板5为单晶硅太阳能电池板，第

二节支撑立杆3上还设置有出线孔11，线缆6与一体气象站1相连并由出线孔11引出连接至

室内服务器9、上位计算机10，一体气象站1内置的无线传输模块109与接收器7、数据处理器

8相连接，数据处理器8分别与室内服务器9、上位计算机10相连接；所述的上位计算机安装

有上位机软件程序，对气象站所有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存储并显示所有传感器采集

的实时数据。

[0036] 所述的一体气象站1包括有雨量传感器101、支撑柱102、摄像头103、数据采集器

104、风传感器105、气压传感器106、温湿度传感器107、防护罩108、无线传输模块109、信号

防雷模块110、底座111、线缆航空插座112、电源模块113和排水孔114，数据采集器104、气压

传感器106、温湿度传感器107、无线传输模块109、信号防雷模块110、电源模块113均安装在

防护罩108内部，防护罩108底部安装有底座111，防护罩108的上端固定有多根支撑柱102，

支撑柱102的顶部安装有雨量传感器101和三个摄像头103，雨量传感器101通过支撑柱102

的内部走线与数据采集器104连接，防护罩108的顶部平面安装有风传感器105，风传感器

105与数据采集器104连接；所述的气压传感器106位于气象站底部左侧，气压嘴朝外，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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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106通过支撑杆过线与数据采集器104连接，所述的温湿度传感器107位于气象站底

部中间，温湿度传感器107经支撑杆过线与数据采集器104连接，所述的无线传输模块109位

于气象站底部右侧，无线传输模块109与数据采集器104的RS232通讯端口连接，数据采集器

104的RS485端口与信号防雷模块110连接，信号防雷模块110的输出端与位于气象站底部底

座111中的线缆航空插座112连接，线缆航空插座112通过线缆6与室内服务器9、上位计算机

10连接；所述的置于气象站底部的电源模块113分别与摄像头103、数据采集器104、无线传

输模块109及置于第一节支撑立杆2中的供电系统相连，为各个所需供电的配件组件分组供

电；所述的底座111的边沿设置有排水孔114。

[0037] 本具体实施方式集雨量采集系统、风向风速采集系统、温湿度采集系统、大气压力

采集系统、云量监测系统、防雷系统、供电系统、数据采集处理系统、数据传输系统和数据分

析存储显示系统以及外围防护装置于一体，形成固态一体式自动遥测气象站系统，雨量采

集系统、风向风速采集系统、温湿度采集系统、大气压力采集系统、云量监测系统均与数据

采集处理系统和供电系统相连，云量监测系统与供电系统和视频卡连接。该一体固态式包

括温度、湿度、雨量、风向、风速、气压采集系统获取的信号输出通过数模转换与数据采集器

相连，云量监测系统与视频卡相连，形成高度集成状态，其主要的系统结构及功能如下：

[0038] (1)雨量采集系统：包括雨量传感器101、天线、发射接收模块，雨量采集系统输出

信号为模拟量，包括电磁波发射接收模块、信号转换模块与数据采集器连接，用来测量降雨

量，降雨量监测采用了多普勒技术，传感器外置有防护壳不易损坏；遇到降雨时利用多普勒

雷达定量探测的技术原理，由发射接收模块通过天线发射和接受电磁波，接收到的回波信

号的强度，反映雨强的大小；利用电磁波与雨滴之间传播所需时间反映雨滴的位置；通过回

波强度与接受回波时间进行降雨的定点、定量探测并将探测信号传至数据采集处理器进行

处理。

[0039] (2)风向风速采集系统：输出信号为模拟量，通过风速传感器、风箱传感器测量实

时风速和风向；风向风速采集系统由四个风帽传感器装置、模数转换及电子罗盘组成，其中

风传感器105设置在一体气象站1的第二层，由四个对等距离的超声风传感器组成，在水平

面上形成有四个等间距的超声风传感器阵列，在不影响精度的同时还能得到防护，该装置

通过测量超声波从一个换能器传到另外三个换能器的过境时间来确定风速大小和风向；风

向风速采集系统与数据采集系统相连，风向通过电子罗盘相连经嵌入式微处理软件程序控

制，可以实现气象站自动定北。

[0040] (3)温湿度采集系统：由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以及  D/A  转换模块组成，用来

测量当前大气温度和空气相对湿度，并与数据采集器连接置于防护罩百叶箱内，单独检定

或检测时可以单独取出；所述的温湿度传感器107中的温度采用  PT100  铂电阻，湿度采用

湿敏电容，温湿度传感器107通过D/A  转换模块与数据采集器104连接，温湿度采集系统输

出数字信号，形成模拟量信号经  D/A  转换得到数字式空气的温度和相对湿度数值输送至

数据采集器，此系统反应灵敏、测量精度高。

[0041] (4)大气压力采集系统：由气压传感器106和  D/A  模数转换模块，传感器采用抗电

磁/射频干扰、耐腐蚀的工业级芯片及外罩组成，测量精度高，气压采集系统输出为数字信

号，气压传感器与数据采集器相连置于百叶箱底部，并设置了气压嘴，可以对其进行单独计

量和检测，气压传感器106所探测的大气压力模拟信号通过  D/A  转换输送到数据采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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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用来测量大气压力值。

[0042] (5)云量监测系统：由置于雨量传感器顶端周围的三个广角摄像装置和视频采集

卡组成，用来代替人工对室外高空云量分布等天气现象和设备周围环境监视，也可判断能

见度情况。该摄像头103置于气象站顶层雨量采集外罩周围，且三个摄像头的广角均为

120°，形成有360  °全角观测范围，摄像头103采集的视频信号通过有线或无线连接至上位

计算机10的视频采集卡进行处理，可以检测到空中的云量分布情况、天气现象和设备周边

环境的监测情况，帮助观测人员了解和掌握当前天空的云量情况，通过视频信号转换可以

在终端上位机上观察和存储实时的监测信息。

[0043] (6)供电系统：集成于第一节支撑立杆2上，供电系统包括有太阳能电池板5、蓄电

池12、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13及交流电220V电源，太阳能电池板5与蓄电池12相

连，所述的蓄电池12采用DC12V锂电池组；交流电220V电源、太阳能电池板5、蓄电池12均与

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13相连，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13的作用是用来防止

保护电池的过充与过放电，能够自动切换交流电和太阳能供电方式。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

电控制器13通过DC转换模块与数据采集器104、无线传输模块109及各个传感器相连，由太

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13连接  DC  转换模块给于数据采集器、各传感器、数据传输模

块供电，保证设备工作的同时能够给蓄电池进行充电，满足在无交流电的时候设备能够持

续不间断的工作，实现无人值守状态；所述的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13安装在第一

节支撑立杆2内底部与第二节立杆连接处。本供电系统还包括DC转换模块，DC  转换模块是

为了满足各个部件不同的工作电压的，安装在数据采集装置内部。

[0044] 值得注意的是，所述的第一节支撑立杆2的两端为固定的转接板14，通过转接板14

与无线传输模块109相连，并与数据线缆信号端连接至室内计算机，保障了信号输出、直流

电源供电和太阳能电池板电压输入的固定状态，不会受到低温、运输、安装碰撞等因素的影

响；第一节支撑立杆2的管内设有走线管15；所述的第一节支撑立杆2内填充有岩棉保温层

16，岩棉保温层16包裹在蓄电池12的外围，能够很好地提高蓄电池因低温时的电量存储及

转换效率。

[0045] 此外，所述的蓄电池12的正极、负极分别与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13电池

端的正极、负极连接，太阳能电池板5的正极、负极分别与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制器13

太阳能端的正极、负极连接，交流电220V电源的正极、负极分别与太阳能交流电互补充电控

制器13市电端的正极、负极连接；所述的蓄电池12的正极、负极输入与气象站的电源模块

113连接。

[0046] (7)数据采集处理系统：包括工业级微处理单片机、恒压横流模块、D/A  数模转换

模块、存储模块、数据采集通道、辅助电路、嵌入软件等组成，适用于各种恶劣环境，具有高

可靠性、高准确性、易维护、易备份特点。微处理单片机通过安装的嵌入式软件程序将气象

要素传感器采集的信号连接到数据采集器上，经由数据采集器进行数据采集、转换、处理、

分析、存储后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经信号防雷模块、无线传输模块、线缆将气象信息传输

至用户端。

[0047] (8)数据传输系统：包括有线缆6、接收器7、数据处理器8，数据传输包括有线传输、

无线传输，与室内设备服务器和数据终端相连；其中线缆6为有线传输，通过数据线缆与室

内服务器9和上位计算机10连接，所述的线缆6可替换为光纤；接收器7、数据处理器8为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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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将气象站的数字输出信号通过无线传输模块109经接收器7及数据处理器8传送至室

内服务器9和上位计算机10连接；所述的无线传输模块109采用GPRS或北斗模块。

[0048] (9)数据分析存储显示系统：包括服务器、终端机、系统软件和无线接收装置，数据

采集后将采集到的气象要素信息通过有线和  GPRS/北斗无线方式传输至网路服务器和终

端机，利用终端机及嵌入式软件技术进行气象数据的分析、处理、存储和显示，保证了气象

数据的高效性和可靠性，同时保障了预报人员对当前气象情况的了解和掌握。

[0049] (10)外围防护装置：置于气象站最外层，包括有防护罩108，该防护罩采用聚碳酸

酯加2020%的玻璃纤维制成，坚固耐用不变色，所述的风向风速采集系统、温湿度采集系统、

大气压力采集系统、云量监测系统和数据采集处理系统、电源模块、无线转换模块均在该防

护罩108内，形成高度集成的固态式一体。防护罩带有百叶窗栅格，能对置于百叶箱内各传

感器和配件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保护好设备本身，不易受到外部影响而遭到损坏，还可使

各传感器采集的各气象要素值更加稳定和准确，精度更高。

[0050] 本具体实施方式通过以上各组件优化考量及合理布置形成了一体式智能气象站

系统，各气象要素传感器与数据采集器相连，通过嵌入式软件程序控制将得到的各气象传

感器采到的信号经数据采集器微处理器进行分析、处理和存储，形成  RS232  信号和  RS485 

信号，数据采集器通过  RS232  信号输送至无线通讯模块，通过无线通讯模块发送至室内无

线接收设备，然后再由无线接收设备传送至网路服务器和数据显示终端，另一路  RS485  信

号经信号防雷模块通过有线方式发送至室内网路服务器和数据显示终端；无线通讯模块置

于数据采集系统装置内。智能一体式固态自动遥测气象站系统通过以上配置可以实现全天

候不间断的实时采集到可靠准确的气象信息，并将此信息通过数据显示处理终端传递至预

报服务人员。

[0051] 本具体实施方式通过数据采集器连接各气象传感器，实现雨量、温度、湿度、风向、

风速、气压、云量等天气现象和周围环境的实时监测，同时通过交流电和太阳能互补供电实

现设备不间断供电，利用有线或无线传输系统方式将气象站所采集到的气象数值连接至网

路平台和数据处理终端；气象站还可根据需求增加其它气象要素传感器，这是现有气象站

所不能实现的。本系统解决了现有人工观测所要实现的功能问题，自动遥测观测是观测人

员利用智能自动遥测气象站系统，实时对天气现象进行不间断的监测，并利用终端分析平

台对所采集到的天气现象数值进行及时有效的分析、处理并自动形成报表，大大提高了数

值预报的准确率和业务人员的工作效率的目的。该系统的技术优势如下：

[0052] ①外观设计合理，能有效保护各集成单元，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安全性、维修性、测

试性、保障性和环境适应性。

[0053] ②实现对降雨、大气温度、大气相对湿度、大气压力、风向、风速、云量及周围环境

的自动监测，无需人工值守。

[0054] ③通过交流电太阳能互补供电系统，降低功耗，可以在无交流电供电的情况下为

整个气象站系统进行供电，实现了智能一体气象站可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连续不间断的对

所需气象信息进行实时监测。

[0055] ④可配置其它外置传感器，从而实现用户对周围气象情况的全面监测。

[0056] ⑤实现了有线、无线的传输方式和无人值守功能，亦实现固定、便携、机动多种形

式的安装使用方式，可广泛应用于军事、气象、水文、航空、航海、紧急救援、车载观测、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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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等领域，使用户及时准确的了解和掌握实时的气象信息，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0057]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本行

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实用新型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

的只是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实用新型还

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实用新型范围内。本实用新型

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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