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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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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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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计量、自然资源部东海局预警监测处、上海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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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现场比测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现场风向、风速、气温、湿度、气压、水温、盐度要

素比测技术要求、比测条件、比测项目、比测设备、比测方法、数据处理、结果判定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风向、风速、气温、湿度、气压、水温、盐度要素的

现场比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 14914.2-2019  海洋观测规范第 2 部分：海滨观测 

JJF 1794-2020  岸基海洋环境自动观测系统传感器校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JJF1794-202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 marine hydrometeorological automatic observation system 

基于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可以连续、快速、准确地获取现场测量数据，实现海洋环境参数智能

实时监测的仪器设备。一般由岸基控制主机和现场采集设备两大部分组成。现场采集设备中的数据采

集器采集读取风向传感器、风速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气压传感器、水温传感器、盐度

传感器等测量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经过处理得到测量值，完成数据采集。通过有线或无线通讯方式接

入专网与上位机进行通讯。 

[来源：JJF 1794-2020，3] 

3.2 

数据采集器 data coll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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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实时采集、存储传感器数据的仪器单元，具有计算并输出标准格式数据的功能，通常也具有

直接显示功能。 

3.3 

参考标准 reference standard 

现场比测所采用的比测标准器。 

4  原理 

以同等级别或以上的具备相同测量要素的测量系统作为参考标准，参考标准和海洋水文气象自动

化观测系统在相同环境里同时测量，参考标准测量的要素值作为标准值，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

统测量的要素值作为测量值，连续读取多组有效数据，计算各要素每组测量值与标准值的差值，取算

术平均值作为该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各要素相对应的测量误差，即比测结果。比测原理示意

图见图 1。 

  

 

 

 

 

 

 

图 1 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比测原理图 

5  技术要求 

5.1  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 

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技术要求如下： 

a) 数据采集器面板上的符号、文字、数字显示应清晰； 

b) 数据采集器应能正常设置、调节，并能正常接收、处理、显示数据； 

c) 仪器设备安装应符合 GB/T 14914.2-2019 中 4.1.7 要求； 

d) 仪器设备外观应完整、无破损、温湿度传感器探头滤网应干净，没有飞尘或附着物，保持通

气流畅。 

相同环境同时测量 

传感器 参考标准 

数据采集器 

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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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参考标准 

参考标准技术要求如下。 

a) 风向 

测量范围：（0~360）°； 

最大允许误差：一级：±5°；二级：±10°。 

b) 风速 

测量范围：（0.5~60）m/s；  

最大允许误差：5m/s及以下为±0.5m/s；5m/s以上为±10%×实际风速 m/s。 

c) 气温 

测量范围：(-30~+50)℃；  

最大允许误差：一级：±0.2℃；二级：±0.5℃。 

d) 湿度 

测量范围：（0~100）%RH；  

最大允许误差：相对湿度 80%及以下为±8% ；相对湿度 80%以上为±10%×测量值。 

e) 气压 

测量范围：（800~1100）hPa；  

最大允许误差：一级：±0.1hPa；二级：±0.5hPa；三级：±1.0hPa。 

f) 水温 

测量范围：（-4～+40）℃；  

最大允许误差：一级：±0.05℃；二级：±0.2℃；三级：±0.5℃。 

g) 盐度 

测量范围：2～42；  

最大允许误差：一级：±0.02；二级：±0.05；三级：±0.2；四级：±0.5。 

6  比测条件 

气压比测时要求气压室（或特制的保护箱）相对密封，温度少变、震动小且无明显空气流通；温

盐比测时要求尽量在平潮期进行。 

7  比测设备 

比测设备及其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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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标准：经过量值溯源并能够实现同步采集记录显示的同等级别或以上的同要素测量系统，

应包括风向、风速、气温、湿度、气压、水温、盐度参数，可以是整体设备或多件分体设备

组合； 

——风传感器固定支架：重心平稳，可固定，可覆盖被测风传感器高度； 

——实时远程通讯设备； 

——传输电缆； 

——便携式强光照明灯。 

8  比测项目 

风向、风速、气温、湿度、气压、水温、盐度。 

9  比测方法 

9.1 仪器外观检查 

采用目视法，检查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外观，检查结果应符合本文件5.1条要求。 

9.2 风向、风速比测 

风向、风速比测方法如下： 

a) 将参考标准风向、风速传感器于与被测传感器高度尽可能保持一致，靠近被测传感器安装，

使两者上下距离不超过 1m，水平距离不超过 2m，且基本垂直于迎风面平行，两者互相无明显

遮挡； 

b) 设置参考标准数据采集器时间使其与被测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时间一致； 

c) 稳定 10min以上，待参考标准和被测系统数据相对稳定后开始读取数据，每隔 1min读取一组

风向、风速数据，共读取 10 组数据，记录参考标准风向读数为 Qis，风速读数为 Dis，被测仪

器风向读数为 Qi，风速读数为 Di。 

9.3 气温、湿度比测 

气温、湿度比测方法如下： 

a) 将参考标准气温、湿度传感器放入被测传感器同一百叶箱内，两者探头靠近摆放固定，如条

件允许可将标准器探头与被测温湿度计悬挂于同一水平线上 ； 

b) 稳定 10min以上，待参考标准和被测系统数据相对稳定后开始读取数据，每隔 1min读取一组

气温、湿度数据，共读取 5 组数据，记录参考标准温度读数为 Tis，湿度读数为 His，被测仪

器温度读数为 Ti，湿度读数为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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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气压比测 

气压比测方法如下： 

a) 将参考标准气压传感器靠近被测传感器放置，使其处于同一稳定的无日光直接照射及无明显

空气流通的空间内； 

b) 稳定 10min以上，待参考标准和被测系统数据相对稳定后开始读取数据，每隔 1min读取一组

数据，记录参考标准显示数值 Pis，传感器显示数值 Pi，共读取 5组数据。 

9.5 水温、盐度比测 

水温、盐度比测方法如下： 

a) 将参考标准水温、盐度传感器放入被测传感器所在温盐井内相近位置，两者探头靠近摆放； 

b) 稳定 10min以上，待参考标准和被测系统数据相对稳定后开始读取数据，每隔 1min读取一组

水温、盐度数据，共读取 5 组数据，记录参考标准水温读数为 Wis，盐度读数为 Sis，被测仪

器水温读数为 Wi，盐度读数为 Si。 

10  数据处理 

10.1风向数据处理 

风向数据处理方法如下： 

a) 计算第 i组比测数据的差值 

当Qi>(Qis+Q)时： 

 △Qi=Qi-(Qis+Q)  当Qi-(Qis+Q)≤180°时 ........................... (1) 

 △Qi= [Qi-(Qis+Q)] -360°  当Qi-(Qis+Q) >180°时 ...................... (2) 

当Qi≤(Qis +Q)时： 

 △Qi=Qi-(Qis+Q)  当|Qi-(Qis+Q)|≤180°时 .......................... (3) 

 △Qi=360°+[Qi-(Qis+Q)]  当|Qi-(Qis+Q) |>180°时 ...................... (4) 

式中： 

△ Qi——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与参考标准风传感器第 i 组风向读数的差值，单位为度

（°）； 

Qi——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风传感器第 i组风向读数值，单位为度（°）； 

Qis——参考标准风传感器第 i组风向读数值，单位为度（°）； 

Q——参考标准风传感器风向读数修正值（由检定/校准证书给出），单位为度（°）。 

b) 计算比测数据差值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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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1+△Q2+△Q3+…+△Q10)/10 .............................. (5) 

式中： 

△Q——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风向传感器与参考标准风向传感器风向数据差值的平均值，

单位为度（°）。 

10.2风速数据处理 

风速数据处理方法如下： 

a) 计算第 i组比测数据的差值 

 △Di=Di-(Dis+D) ...................................... (6) 

式中： 

△Di——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风传感器与参考标准风传感器第 i 组风速读数的差值，单

位为米每秒（m/s）； 

Di——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风传感器第 i组风速读数值，单位为米每秒（m/s）； 

Dis——参考标准第 i组风速读数值，单位为米每秒（m/s）； 

D——参考标准风传感器风速读数修正值（由检定/校准证书给出），单位为米每秒（m/s）。 

b) 计算比测数据差值的平均值 

 △D=(△D1+△D2+△D3+…+△D10)/10 .............................. (7) 

式中： 

△D——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风速传感器与参考标准风速传感器风速数据差值的平均值，

单位为米每秒（m/s）。 

10.3气温数据处理 

气温数据处理方法如下： 

a) 计算第 i组比测数据的差值 

 △Ti=Ti-(Tis +T) ..................................... (8) 

式中： 

△Ti——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温湿度传感器与参考标准温湿度传感器第 i 组气温读数的

差值，单位为摄氏度（℃）； 

Ti——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温湿度传感器第 i组气温读数值，单位为摄氏度（℃）； 

Tis——参考标准第 i组气温读数值，单位为摄氏度（℃）； 

T——参考标准温湿度传感器气温读数修正值（由检定/校准证书给出），单位为摄氏度（℃）。 

b) 计算比测数据差值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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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1＋△T2＋△T3＋…＋△T5)／5 ........................... (9) 

式中： 

△T——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与参考标准温湿度传感器气温数据差值的平均值，单位为摄

氏度（℃）。 

10.4湿度数据处理 

湿度数据处理方法如下： 

a) 计算第 i组比测数据的差值 

 △Hi=Hi-(His +H) .................................... (10) 

式中： 

△Hi——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温湿度传感器与参考标准温湿度传感器第 i 组湿度读数的

差值，用%RH表示； 

Hi——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温湿度传感器第 i组湿度读数值，用%RH 表示； 

His——参考标准第 i组湿度读数值，用%RH表示； 

H——参考标准温湿度传感器湿度读数修正值（由检定/校准证书给出），用%RH 表示。 

b) 计算比测数据差值的平均值 

 △H＝(△H1＋△H2＋△H3＋…＋△H5)／5 .......................... (11) 

式中： 

△H——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与参考标准温湿度传感器湿度数据差值的平均值，用%RH表

示。 

10.5气压数据处理 

气压数据处理方法如下： 

a) 计算第 i组比测数据的差值 

 △Pi=Pi-(Pis +P) .................................... (12) 

式中： 

△Pi——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气压传感器与参考标准气压传感器第 i 组气压读数的差

值，单位为百帕（hPa）； 

Pi——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气压传感器第 i组气压读数值，单位为百帕（hPa）； 

Pis——参考标准第 i组气压读数值，单位为百帕（hPa）； 

P——参考标准气压传感器气压读数修正值（由检定/校准证书给出），单位为百帕（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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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计算比测数据差值的平均值 

 △P＝(△P1＋△P2＋△P3＋…＋△P5)／5 .......................... (13) 

式中： 

△P——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与参考标准气压传感器气压数据差值的平均值，单位为百帕

（hPa）。 

10.6水温数据处理 

水温数据处理方法如下： 

a) 计算第 i组比测数据的差值 

 △Wi=Wi-(Wis +W) .................................... (14) 

式中： 

△Wi——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温盐传感器与参考标准温盐传感器第 i 组水温读数的差

值，单位为摄氏度（℃）； 

Wi——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温盐传感器第 i组水温读数值，单位为摄氏度（℃）； 

Wis——参考标准第 i组水温读数值，单位为摄氏度（℃）； 

W——参考标准温盐传感器水温读数修正值（由检定/校准证书给出），单位为摄氏度（℃）。 

b) 计算比测数据差值的平均值 

 △W＝(△W1＋△W2＋△W3＋…＋△W5)／5 .......................... (15) 

式中： 

△W——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与参考标准温盐传感器水温数据差值的平均值，单位为摄氏

度（℃）。 

10.7盐度数据处理 

盐度数据处理方法如下： 

a) 计算第 i组比测数据的差值 

 △Si=Si-(Sis +S) .................................... (16) 

式中： 

△Si——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温盐传感器与参考标准温盐传感器第 i 组盐度读数的差

值； 

Si——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盐度传感器第 i组盐度读数值； 

Sis——参考标准第 i组盐度读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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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参考标准温盐传感器盐度读数修正值（由检定/校准证书给出）。 

b) 计算比测数据差值的平均值 

 △S＝(△S1＋△S2＋△S3＋…＋△S5)／5 .......................... (17) 

式中： 

△S——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与参考标准温盐传感器盐度数据差值的平均值。 

11 结果判定 

11.1风向结果判定 

风向结果判定方法如下： 

a) 若△Q的计算结果满足 GB/T 14914.2-2019中 14.1.2.1规定的准确度要求，则海洋水文气象

自动化观测系统风向技术指标满足海洋观测规范要求； 

b) 若△Q的计算结果不满足 GB/T 14914.2-2019 中 14.1.2.1规定的准确度要求，则应及时查找

原因，调整仪器，必要时宜做风向订正。 

11.2风速结果判定 

风速结果判定方法如下： 

a) 若△D 的计算结果满足 GB/T 14914.2-2019 中 6.1.2.1 规定的准确度要求，则海洋水文气象

自动化观测系统风速技术指标满足海洋观测规范要求； 

b) 若△D 的计算结果不满足 GB/T 14914.2-2019 中 6.1.2.1 规定的准确度要求，则应及时查找

原因，调整仪器，必要时宜做风速订正。 

11.3气温结果判定 

气温结果判定方法如下： 

a) 若△T的计算结果满足 GB/T 14914.2-2019中 12.1.2.1规定的准确度要求，则海洋水文气象

自动化观测系统气温技术指标满足海洋观测规范要求； 

b) 若△T的计算结果不满足 GB/T 14914.2-2019 中 12.1.2.1规定的准确度要求，则应及时查找

原因，调整仪器，必要时宜做气温订正。 

11.4湿度结果判定 

湿度结果判定方法如下： 

a) 若△H的计算结果满足 GB/T 14914.2-2019中 12.1.2.2规定的准确度要求，则海洋水文气象

自动化观测系统湿度技术指标满足海洋观测规范要求； 

b) 若△H的计算结果不满足 GB/T 14914.2-2019 中 12.1.2.2规定的准确度要求，则应及时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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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调整仪器，必要时宜做湿度订正。 

11.5气压结果判定 

气压结果判定方法如下： 

a) 若△P的计算结果满足 GB/T 14914.2-2019中 15.1.1.2规定的准确度要求，则海洋水文气象

自动化观测系统气压技术指标满足海洋观测规范要求； 

b) 若△P的计算结果不满足 GB/T 14914.2-2019 中 15.1.1.2规定的准确度要求，则应及时查找

原因，调整仪器，必要时宜做气压订正。 

11.6水温结果判定 

水温结果判定方法如下： 

a) 若△W 的计算结果满足 GB/T 14914.2-2019 中 8.1.1.1 规定的准确度要求，则海洋水文气象

自动化观测系统水温技术指标满足海洋观测规范要求； 

b) 若△W 的计算结果不满足 GB/T 14914.2-2019 中 8.1.1.1 规定的准确度要求，则应及时查找

原因，调整仪器，必要时宜做水温订正。 

11.7盐度结果判定 

盐度结果判定方法如下： 

a) 若△S 的计算结果满足 GB/T 14914.2-2019 中 9.1.1 规定的准确度要求，则海洋水文气象自

动化观测系统盐度技术指标满足海洋观测规范要求； 

b) 若△S 的计算结果不满足 GB/T 14914.2-2019 中 9.1.1 规定的准确度要求，则应及时查找原

因，调整仪器，必要时宜做盐度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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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比测记录表 

表 A.1规定了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比测记录表格式。 

表A.1海洋水文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_____________比测记录表 

比测时间  

比测地点  

 型号 出厂编号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外观检查 

参考标准      

被测传感器      

数据采集器      

序号 参考标准__is值 参考标准修正值    被测仪器__i值 △__i  

1     

2     

3     

4     

5     

6     

7     

8     

9     

10     

△  = 

比测结论： 

比测人员：                                审核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