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１

天

Ｊａｎ.ꎬ ２０１６

文

研

究

与

技

第 １３ 卷 第 １ 期
ChinaXiv合作期刊

术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Ｎ ５３ － １１８９ / Ｐ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２ － ７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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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明安图射电频谱日像仪(Ｍｉｎｇａｎｔｕ Ｕｌｔｒａｗｉｄ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ａｄｉｏ Ｈｅｌｉｏｇｒａｐｈꎬ ＭＵＳＥＲ)

已经完成所有的硬件设备安装与调试ꎬ 即将进入常规观测ꎮ 为有效地保证观测数据的可用
性ꎬ 项目组购置了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 自动气象站ꎬ 用以实时监控观测地的气象条件变化ꎮ 首先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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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了 ＭＵＳＥＲ 项目的基本情况ꎬ 论述了在项目中气象条件的应用场景及在数据处理时对数据
有效性可能造成的影响ꎻ 详细介绍了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 气象站的数据采集格式、 数据交换格式以
及串行通信协议ꎻ 介绍了在气象数据的存储方式ꎻ 最后给出了构建气象数据服务、 数据归档
和高效查询的方法ꎮ 可以应用在望远镜自动气象监控和数据处理方面ꎬ 也可以为选址的自动
气象监测提供参考ꎮ
关键词: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ꎻ ＭＵＳＥＲꎻ 气象数据采集ꎻ 数据合并ꎻ 键值数据库
中图分类号: ＴＰ２７４ ＋ .２

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２－７６７３(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１７－０７

研究背景
为了推动太阳射电观测技术的发展ꎬ 我国天文学家提出 ４００ ＭＨｚ ~ １５ ＧＨｚ 范围内的厘米 － 分米波

日像仪(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ａｄｉｏ Ｈｅｌｉｏｇｒａｐｈꎬ ＣＳＲＨ) [１] ꎬ 现已命名为 ＭＵＳＥＲꎬ 首次在多波段上实现同时
以高空间、 高时间和高频率分辨率观测太阳活动的动力学性质ꎬ 对太阳从色球层到高日冕的广大区域
进行高分辨率的三维动态成像观测ꎬ 填补国际科学界在太阳耀斑、 日冕物质抛射等爆发活动的能量初
始释放区高分辨射电成像观测的空白ꎬ 揭示太阳剧烈活动的起源和发生规律ꎬ 并取得一批原创性研究
成果ꎬ 大大提升我国在太阳活动预报方面的能力ꎬ 为航天航空、 卫星通讯和国防建设等提供有效保
障ꎬ 对推动学科发展及相关高技术领域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ꎮ ＭＵＳＥＲ 最终选址在内蒙古锡林格勒盟
正镶白旗 [２] ꎮ

数据处理过程中ꎬ 对观测地点的气象条件有相应的要求ꎻ 一方面ꎬ 在生成 ＵＶＦＩＴＳ、 ＦＩＴＳ￣ＩＤＩ 等

格式时ꎬ 有相应天气的字段需要填入ꎻ 另一方面ꎬ 在低温、 暴雨、 冰雹等恶劣天气状况下ꎬ 天线等物
理情况有可能发生变化ꎬ 同时暴雨对观测信号也有一定的误差作用ꎬ 记录这些状态对后续数据处理有
较大的帮助ꎮ

针对自动气象数据采集与归档的需要ꎬ 项目组购置了美国戴维斯公司的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 自动气象站ꎮ

该气象站可以实时采集日像仪所在地的气象条件ꎬ 但不能将数据存储到数据库中ꎬ 也没有提供接口用
于获取数据ꎮ 而气象条件如光照、 雨量、 风速、 风向、 湿度、 温度、 雨量 [３－４] 等影响观测数据的有效
性ꎬ 因此需要实时采集并存储这些气象数据ꎬ 并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加入判定ꎮ 除了对实时数据的处
理ꎬ 还包括对历史数据的处理( 如某一个时间的积分) ꎬ 需要能够查询历史的气象信息ꎮ 因此需要实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Ｕ１２３１２０５ꎬ １１４０３００９) 和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项目 (２０１３ＦＺ０１８) 资助.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３－０９ꎻ 修订日期: ２０１５－０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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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采集并存储气象信息ꎬ 能提供快速查询历史气象信息ꎮ 在本文中ꎬ 自行研发了一套系统ꎬ 实现从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 自动采集气象数据ꎬ 并把数据存入数据库进行自动归档为后续检索使用ꎬ 这是日像仪全
自动观测与后续全自动数据处理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其中ꎬ 需要解决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 通信协议分析、 数据
采集、 数据格式分析与数据拆分、 构建气象数据服务、 数据合并归档与检索等相关问题ꎮ

２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 气象站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 电子气象站是美国戴维斯公司( Ｄａｖｉ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Ｃｏｒｐ.) 面向气象服务、 移动服务的小

型气象站 [５] ꎬ 体积小ꎬ 重量轻ꎬ 功耗小ꎬ 集成度高ꎬ 安装简单ꎬ 长期工作稳定可靠ꎮ 气象站由一体
化传感器单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ｅｎｓｏｒ Ｓｕｉｔｅꎬ ＩＳＳ) 、 终端控制器( ＣＯＮＳＯＬＥ) 和记录器软件(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Ｌｉｎｋ) 组
成 [６－７] ꎮ 一体化传感器单元可使用有线和无线方式传输数据ꎬ 其中有线方式的一体化传感器单元由有
线电缆供电ꎬ 数据由有线电缆传送到终端控制器ꎬ 电缆线长度可扩展至 ３０５ ｍꎻ 无线方式的一体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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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单元由太阳能供电ꎬ 数据无线传送到终端控制器ꎬ 距离大约 ２００ ~ ３００ ｍꎮ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 也是目前国
内外天文领域应用较广的全自动气象站之一ꎬ 在远程自主观测等方面应用较广ꎬ ＭＵＳＥＲ 使用有线电

缆方式部署一体化传感器单元ꎮ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 可以测量空气温度、 空气相对湿度、 风向、 风速、 雨量、
气压、 太阳辐射和紫外辐射ꎬ 组成 ８ 要素电子气象站ꎮ 还可扩展对土壤温度、 土壤湿度及叶面湿度等
气象要素进行观测ꎮ

与一般的气象站不同ꎬ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 通过一体化传感器单元接口板接收数据并转发至终端控制器

或连接的计算机中ꎬ 其中温湿度传感器在白色百叶式防辐射罩内ꎬ 翻斗式雨量计的翻斗在雨量筒内ꎮ
各传感器信号线均接入一体化传感器单元接口板中ꎮ 无线方式一体化传感器单元通过外部所带太阳能
板供电ꎬ 盒内装有一块 ３ Ｖ 锂电池ꎬ 用于夜间及无日照时供电 [８] ꎮ 终端控制器用来在未连接计算机单
独显示气象信息时的状态ꎮ 但由于当前日像仪采用计算机实时采集ꎬ 因此终端控制器并不需要配置ꎮ

２ １

通信协议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 中有线电缆的方式使用串行通信协议进行数据传输和命令控制ꎬ 即 ＲＳ２３２Ｃ 串口通讯

协议标准ꎮ ＲＳ２３２Ｃ 串口通信协议包含 ８ 个数据位、 １ 个起始位、 １ 个停止位、 无奇偶校验位ꎮ 通信协
议中的波特率设置为 ４８００ 比特ꎮ 用 ＲＳ２３２Ｃ 串口通信协议中的 ＤＢ９(９ 针 Ｄ 型串口) ꎬ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 串
行端口的命令格式表示如下:

<参数名称—十进制数字>

<参数名称—十六进制数字>
<参数名称—二进制数字>

十进制和十六进制数字可以用 ＡＳＣＩＩ 替换ꎬ 二进制数字发送字符值ꎬ 每个命令之后紧跟一个换行

符( ＼ ｎ) ꎮ

２ ２

数据格式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 通过串口获取气象数据ꎬ 实际传送的气象数据为 ９９ 个字节的数据包ꎬ 如表 １ꎬ 从 １ ~

９９ 对数据包编号ꎬ 提取的数据用括号给出注释ꎬ 括号中逗号之前的内容表示字段含义ꎬ 逗号之后的
内容表示测量值的单位ꎮ 数据包的具体格式如表 １ꎮ

３

气象数据拆分与归档
在应用中ꎬ 将各个一体化传感器单元采集的气象因子数据通过 ＲＳ２３２Ｃ 串口通信协议传到数据接

收服务器ꎬ 通过该接收机上的数据请求与拆分程序将 ＲＳ２３２Ｃ 传送的气象因子数据包实时拆分出需要
的气象因子并归档到 ＭｙＳＱＬ 数据库和键值数据库高速缓存中ꎮ 同时数据合并程序自动合并同价值的
数据ꎬ 将最新的数据存到键值数据库中ꎮ 系统整体结构如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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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

串口数据的接收和归档以驻留程序方式运行在服务器上ꎬ 图 ２ 显示了实时气象数据拆分与处理的

初始化流程ꎮ 气象因子的记录器对象主要暂时存储拆分处理后的气象数据ꎬ 气象因子读取器对象负责
读取数据包中记录的特定气象因子的测量值ꎮ 由于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 气象站测量的气象因子值与要归档值
的单位不一致ꎬ 因此也需要气象因子的修正器对象对测量的原始值进行修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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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 １

图１

气象站与数据库之间的通信图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ｋｅｔｃ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ｙＳＱＬ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数据包数据格式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ｆｏｒｍ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ｋｅ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７

８~９

１０ ~ １１

１２

１３ ~ １４

１５

１７ ~ １８

１９ ~ ２５

２６ ~ ２９

３０ ~ ３３

３４

３５ ~ ４１

４２ ~ ４３

４４

４５ ~ ４６

４７ ~ ４８

４９ ~ ５０

５１ ~ ５２

５３ ~ ５４

５５ ~ ５６

５７ ~ ５８

５９ ~ ６０

６１ ~ ６２

６３ ~ ６６

６７ ~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 ７４

７５ ~ ８２

８３ ~ ８６

８７

８８ ~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 ９３

９４ ~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 ９９

Ｌ
标识
Ｐａｃｋｅｔ Ｔｙｐｅ
包类型
Ｉｎｓｉｄ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 １０
( 室内湿度ꎬ ％)
Ｅｘｔｒａ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 额外站点的温度ꎬ Ｆ)
Ｅｘｔｒａ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 额外站点的湿度ꎬ ％)
Ｓｔｏｒｍ Ｒａｉｎ
暴雨量
Ｙｅａｒ Ｒａｉｎ
年雨量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ｓ
( 土壤湿度ꎬ ｃｂ)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Ａｌａｒｍｓ
外报警
Ｃｏｎｓｏｌｅ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Ｖｏｌｔａｇｅ
终端电池电压
Ｔｉｍｅ ｏｆ Ｓｕｎｓｅｔ 日落时间

Ｏ
标识
Ｎｅｘｔ Ｒｅｃｏｒｄ
下条记录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１０
( 室外温度ꎬ Ｆ)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 土壤温度ꎬ Ｆ)
Ｒａｉｎ Ｒａｔｅ
( 雨率ꎬ ｉｎ / ｈ)
Ｓｔａｒｔ Ｄａｔｅ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ｏｒｍ
当前暴雨开始时间
Ｄａｙ ＥＴ
天蒸散量
Ｌｅａｆ Ｗｅｔｎｅｓｓｅｓ
( 叶潮湿指数ꎬ ０ ~ １５)
Ｅｘｔｒａ Ｔｅｍｐ / Ｈｕｍ Ａｌａｒｍｓ
额外温度和湿度报价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Ｆｌａｇ
预报标识
“ ＼ ｎ” <ＬＦ> ＝ ０ｘ０Ａ

Ｏ
标识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 气压ꎬ ｉｎＨｇ)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 风速ꎬ ｍ / ｈ)
Ｌｅａ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 树叶温度ꎬ Ｆ)
ＵＶ
( 紫外强度ꎬ ｉｎｄｅｘ)
Ｄａｙ Ｒａｉｎ
天雨量
Ｍｏｎｔｈ ＥＴ
月蒸散量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ｌａｒｍｓ
内报警
Ｓｏｉｌ ＆ Ｌｅａｆ Ａｌａｒｍｓ
土壤和叶报警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Ｒｕｌｅ
预报规则标号
“ ＼ ｒ” <ＣＲ> ＝ ０ｘ０Ｄ

Ｂａｒ Ｔｒｅｎｄ 标识字节ꎬ 标
识当前 ３ 小时气压趋势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１ ０００
( 室内温度ꎬ Ｆ)
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 风向ꎬ °)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 室外湿度ꎬ ％)
Ｓｏｌａｒ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 太阳辐射ꎬ Ｗ / ｍ２)
Ｍｏｎｔｈ Ｒａｉｎ
月雨量
Ｙｅａｒ ＥＴ
年蒸散量
Ｒａｉｎ Ａｌａｒｍｓ
雨量报价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Ｓｔａｔｕｓ
发射器电池状态
Ｔｉｍｅ ｏｆ Ｓｕｎｒｉｓｅ
日出时间
ＣＲＣ 校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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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初始化流程图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数据的拆分与处理

系统初始化后ꎬ 采集程序定时从串口接收数据ꎬ 首先获得采集时间并转换为 １９７０ 年到现在的秒

数ꎬ 并向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 请求一个数据包ꎬ 接着处理收到的气象数据包ꎮ 采集服务器上实时气象数据的
拆分与处理流程如图 ３ꎮ

Ｆｉｇ ３

图３

数据包的拆分处理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ｄａｔａ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图 ３ 中时间秒数的定义为从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０ 时 ０ 分 ０ 秒到此时的秒数ꎮ 相邻的两个时间秒数

之间相差 ６０ ｓꎬ 即 １ ｍｉｎꎮ 数据的采样周期也是 １ ｍｉｎꎮ 时间秒数用来唯一表示气象因子的采集时间或
采样时间ꎬ 同时也作为键值数据库存储中可分类的集合中顺序属性( Ｓｃｏｒｅ) 的值ꎮ

３ ３

表２

气象数据的存储

在实际应用中ꎬ 将采集的气象数据保存到

ＭｙＳＱＬ 数据库中ꎬ 同时为了提高查询速度ꎬ 使
用键值数据库作为高速缓存ꎮ ＭｙＳＱＬ 数据库中
数据表的定义如表 ２ꎮ

键值数据库是一个 Ｋｅｙ￣Ｖａｌｕｅ 存储系统

[９]

ꎬ

和 Ｍｅｍｃａｃｈｅｄ 类似ꎬ 它支持存储的值( Ｖａｌｕｅ) 类

Ｔａｂｌｅ ２

数据表格式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ｔａｂｌｅ

字段名

类型

字段说明

ｔｉｍｅｋｅｙ

ｉｎｔ(１１)

时间戳

ｓｅｎｓｏｒＩｔｅｍ

ｖａｒｃｈａｒ(６０)

ｖａｌｕｅ

ｆｌｏａｔ

传感器名字
传感器测量的经过修
正后的气象因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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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相对更多ꎬ 包括字符串( ｓｔｒｉｎｇ) 、 链表( ｌｉｓｔ) 、 集合( ｓｅｔ) 和有序集合( ｚｓｅｔ) ꎮ 键值数据库的功能可以
理解为一个 Ｋｅｙ￣Ｖａｌｕｅ 的数据结构操作ꎬ 数据保存在内存中定期刷新到磁盘ꎬ 以提高读写效率ꎮ 键值
数据库通过两种方式实现数据持久化: 使用快照的方式将内存中的数据不断写入磁盘ꎬ 将操作记录在
磁盘文件中ꎮ 因为需要在键值数据库执行范围查询ꎬ 使用有序集合 Ｓｏｒｔｅｄ Ｓｅｔｓ 存储气象数据ꎬ 集合结
构中使用时间秒数作为顺序属性ꎬ 气象数据的实际值为其值ꎮ 而键( Ｋｅｙ) 的值为气象的统计因子ꎬ 如
温度、 湿度等ꎮ 比如将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１６ 时 ２６ 分 ０５ 秒采集的温度值 １７ ℃ 存储到键值数据库的命
令为: ｒｅｄｉｓ １２７ ０ ０ １: ６３７９>ｚａｄｄ ｉｓ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４２２５２１１００１７ꎮ

３ ４

拆分存储实例

在气象数据拆分与归档的例子中ꎬ 以测量室外温度的传感器 ｉ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为例ꎮ 其它气象因子

数据的拆分与归档和气象因子( 室外温度) 的处理情况类似ꎮ 步骤如下:

(１) 开始采样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１６ 时 ２６ 分 ０５ 秒ꎬ 将该时间转换成 １９７０ 年以来的时间秒

数ꎬ 为 １４２２５２１１００ꎮ

(２) 向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 发送 “ ＬＯＯＰ １” 命令ꎬ 请求一个 ９９ 字节的数据包ꎮ 接收端到气象站响应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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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包ꎬ 数据包的内容如图 ４ꎮ

４ｃ ４ｆ ４ｆ １４ ００ ３０ ０９ ０ｅ ６４ ５０ ００ ４１ １ｄ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６ ００ ｆｆ ｆｆ ｆｆ ｆｆ ｆｆ ｆｆ ｆｆ ７ｂ ７ａ ７ｄ ７ｅ ７ｂ ７ａ ｆｆ ｆｆ

４ｅ ｆｆ ｆｆ ｆｆ ｆｆ ｆｆ ｆｆ ｆｆ ００ ００ ｆｆ ｆｆ ７ｆ ００ ００ ｆｆ ｆｆ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９ｃ ａ０ ｆｆ ｆｆ ｆｆ ｆｆ

ｆｆ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３８ ０３ １２ ｃ０ ｅ０ ０２ ｃ０ ０６ ０ａ ０ｄ ｅ３ ａ０
Ｆｉｇ ４

图４

数据包

Ｅ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ｋｅｔ

(３) 传感器 ｉｓ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的读取器从数据包中偏移量为 １２ 的位置读取 ２ 个字节ꎬ 其十六进制值

为 ００ １ｄꎮ 读取器对象将 ００ １ｄ 转换成十进制的 ２９ꎮ

( ４) 传感器 ｉｓ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的修正器将传感器的 ２９Ｆ 修正为 ２ ９０００００Ｆꎬ 然后再将 ２ ９０００００Ｆ 转换

成 － １６ １６６ ６６７ ℃ ꎮ ( 温度传感器记录的测量值是实际测量值的 １０ 倍ꎬ 其它值的倍数详见表 １)
(５) 传感器 ｉｓ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的记录器将 － １６ １６６ ６６７ ℃ 更新到记录器对象中ꎮ
(６) 将传感器的值归档到 ＭｙＳＱＬ 和键值数据库中ꎮ
(７) 更新下一次采用时间ꎬ 循环步骤(１) ~ (７) ꎮ

４

４ １

气象数据应用
气象数据服务

数据处理过程中ꎬ 在生成 ＵＶＦＩＴＳ、 ＦＩＴＳ￣ＩＤＩ 等格式中ꎬ 有相应的天气字段需要填入ꎬ 同时在如

低温、 暴雨、 冰雹等恶劣天气状况对观测信号也有一定的误差影响ꎬ 因此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需要获得
气象数据ꎮ 因数据量巨大ꎬ 数据处理采用基于分布式的方法ꎬ 数据处理程序分散在集群中的多台机器
上ꎬ 分布式程序处理会从多台机器向气象服务发送气象数据查询的请求ꎬ 所以并发要求高ꎬ 因此需要
为数据处理程序构建高并发气象数据服务ꎮ 选择使用 ＺｅｒｏＭＱ 编写气象数据服务 [１０－１１] ꎬ ＺｅｒｏＭＱ 不是
如其名所示的是一个消息队列ꎬ 它更像一个面向消息的中间件或者网络通信程序库ꎬ 提供了多种语言
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和跨越多种传输协议( 甚至包括了进程间和进程内的通信) 的套接字ꎮ 同时为了
满足高并发高速查询的要求ꎬ 使用数据合并和缓存方式进一步提高数据查询效率ꎮ

４ ２

数据合并
一般情况下将采集的气象数据处理成特定格式后直接追加到数据库中ꎬ 然而随着时间的积累ꎬ 数

据库中的记录数会急剧增加ꎮ 相应地检索某一个时间段的天气状态所需的时间也会增加ꎬ 不能满足高
效数据处理的要求ꎮ 由于连续时间段的天气状态可能相同ꎬ 例如在 ２０１４ － ６ － ６ １０ ∶ ００ ∶ ００ 到 ２０１４ － ６ － ６

１０ ∶ ００ ∶ ５９ 这一分钟采集的天气状态为晴天ꎬ 而在接下来的 ５９ 分钟的时间内采集的天气状态都为晴
天ꎮ 通常情况下是将这 ６０ 条记录全部存储到数据库中ꎬ 然而改进的归档方法是合并这 ６０ 条记录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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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记录ꎮ 当检索落在这一合并后的时间段天气状态时ꎬ 仍然可以检索到要检索时间段的天气状态为晴

天ꎬ 这样做和从 ６０ 条记录中检索到的天气状态一样都是晴天ꎬ 保证了合并后的数据仍然是有效的ꎮ
如果一天要归档的所有采集的天气状态都一样ꎬ 那么采用合并方法ꎬ 数据库中存储一条记录就可以记
录这一天的天气状态ꎮ 但是如果采用传统的数据归档方式ꎬ 记录一天的天气状态就需要 ２４ × ６０ 条ꎬ
这样不仅浪费存储空间ꎬ 同时影响检索效率ꎮ

４ ３

快速检索

数据合并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快检索速度ꎬ 但对于具体值的气象采集因子ꎬ 如需要在每个 ＵＶＦＩＴＳ

文件中存储的温度、 湿度值ꎬ 无法采用数据合并ꎬ 数据量仍非常大ꎮ 为了进一步提高查询速度ꎬ 使用
键值数据库作为高速缓存ꎮ 数据查询时首先访问键值数据库ꎬ 只有当键值数据库访问失败时或者在键
值数据库中找不到数据时才访问 ＭｙＳＱＬꎬ 并将从 ＭｙＳＱＬ 获得的数据更新到键值数据库中ꎮ

最常用的气象数据查询模式是根据观察时间查询气象数据ꎬ 因此使用有序集合 Ｓｏｒｔｅｄ Ｓｅｔꎬ Ｓｏｒｔｅｄ

Ｓｅｔ 是集合的一个升级版本ꎬ 它在集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顺序属性ꎬ 这一属性在添加修改元素的时

候可以指定ꎬ 每次指定后ꎬ 有序集合会自动重新按新的值调整顺序ꎮ 可以理解为有两列的 ＭｙＳＱＬ 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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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存储具体的值ꎬ 一列存顺序ꎬ 也就是气象数据的时间ꎮ 操作中 ｋｅｙ 理解为有序集合的名字ꎮ 查询
时根据观察时间和气象因子可以获得该时刻的具体气象数据ꎮ 比如查询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１６ 时

２６ 分 ０５ 秒的温度值ꎬ 首先将该时间转换成 １９７０ 年以来的时间秒数ꎬ 为 １４２２５２１１００ꎬ 在键值数据库
上执行如下查询命令:

ｒｅｄｉｓ １２７ ０ ０ １: ６３７９>ｚｒａｎｇｅｂｙｓｃｏｒ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４２２５２１１００ ＋ｉｎｆ ＬＩＭＩＴ ０ １

这条命令的意思是在键值为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的 Ｓｏｒｔｅｄ Ｓｅｔｓ 中查找大于时间点 １４２２５２１１００ 的第 １ 个值ꎮ
＋ｉｎｆ 在键值数据库中表示正无穷大ꎮ

５

结

论

本文首先介绍了明安图射电频谱日像仪的基本情况ꎬ 并对项目中气象条件的可能应用场景和气象

条件对观测数据有效性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论述ꎮ 简要介绍了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 气象站的基本工作原理ꎬ
数据交换格式以及串行通信协议ꎮ 设计并实现了气象数据的实时采集数据归档、 合并和快速索引方
法ꎮ 本文介绍的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 气象站的气象数据采集、 存储及快速查询的优化方法对观测数据的处理
有重要的支撑作用ꎬ 同时也可应用于望远镜选址中气象条件的自动监测ꎮ 本文虽然提到了气象数据的
合并方法ꎬ 但是具体的气象条件状态值的确定需要统计分析气象数据对观测数据的影响后得出ꎮ 因此
未来将进行大量统计分析以评估气象数据对观测数据的可能影响ꎬ 完善归并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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