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CAR 系列 No. 1

OSCAR/Surface 用户手册
2019 版

© 世界气象组织，2019 年
出版物的印刷版、电子版和任何其它形式及其任何语言版本的版权均属世界气象组织所有。只要明确标
出完整的出处，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允许从 WMO 各出版物中进行短幅摘引。与编辑的联系和关于部
分或全文出版、复印或翻译出版物的要求，应当按以下地址取得联系：
世界气象组织（WMO）
出版物委员会主席
7 bis, avenue de la Paix
P.O. Box 2300
CH-1211 Geneva 2, Switzerland

电话: +41 (0) 22 730 84 03
传真: +41 (0) 22 730 80 40
电子邮件: Publications@wmo.int

注
WMO 出版物中所用的称号和本出版物中的材料表示方式并不代表 WMO 对各国、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
法律地位、或对其边界划分的观点立场。
提及的具体商号或产品与未予提及或未刊登广告的同类相比并不表示前者得到了 WMO 的赞许或推荐。
WMO 出版物中署名作者的研究结果、解释和结论只是作者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 WMO 或其会员的观点。

目录

1

引言 .................................................................................................................. 1

2

在 OSCAR/SURFACE 中查找信息 .......................................................................... 1

3

2.1

如何导航门户 ...................................................................................................1

2.2

如何搜索台站 ...................................................................................................5

2.3

如何搜索仪器 ................................................................................................. 12

2.4

如何搜索联系人 .............................................................................................. 13

2.5

如何搜索参考文献 ........................................................................................... 14

在 OSCAR/SURFACE 中更改信息 ......................................................................... 15
3.1

如何安全测试信息的编辑 ................................................................................... 15

3.2

OSCAR/Surface 中的授权和访问控制模块 ............................................................ 15

3.3

如何登录 OSCAR/Surface 和注册新用户 .............................................................. 17

3.4

如何创建新台站 .............................................................................................. 20

3.5

多用途台站概念/重复站 .................................................................................... 24

3.6

计划/网络隶属关系和批准 ................................................................................. 24

3.7

如何编辑现有的台站信息 ................................................................................... 24

3.8

如何删除台站 ................................................................................................. 26

3.9

如何复制台站 ................................................................................................. 27

3.10 如何通过 XML 上传注册或更改台站 ...................................................................... 27
3.11 如何创建台站的 XML 表示法 .............................................................................. 28
3.12 OSCAR/Surface 应用程序界面（机对机界面） ....................................................... 44
3.13 OSCAR/Surface 的帮助和学习资源 ..................................................................... 48
3.14 如何报告故障 ................................................................................................. 48
附录 1 –OSCAR/SURFACE 屏幕上的一系列填写项 ........................................................... 49
附录 2 – 台站 XML 表示法实例 ...................................................................................... 53

1

引言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信息资源（WIR）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评审工具（OSCAR）是
WIGOS 元数据的关键信息来源。根据《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和
《WIGOS 元数据标准》（WMO-No. 1192）中所述的 WIGOS 元数据标准，OSCAR 的地基和空基
部分旨在记录观测平台／台站的元数据，并保留 WIGOS 当前和历史元数据记录。本手册阐释了如何
使用 OSCAR／Surface - 地基工具。

第 2 节是指导如何搜索 OSCAR/Surface 来查找台站信息和观测元数据。这一节有助于注册用户和匿
名用户使用。
第 3 节是关于如何管理该系统中台站的信息。这一节主要涉及注册用户，例如台站联系人和国家联络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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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SCAR/SURFACE 查找信息

2.1

如何导航门户

OSCAR/Surface 主页（图 1）标示有大红数字 1-6，旨在描述网站的各类功能。每个数字对应一个不
同的功能，如下所示：

图 1. OSCAR/Surface 主页

首页选项卡、搜索选项卡和关键评论选项卡（1）
首页选项卡能够始终为用户在 OSCAR/Surface 主页上导航。点击页面上方的 OSCAR 标识，可复制
该功能。

图 2. 搜索页

搜索选项卡可打开搜索功能（图 2），使用户能够以各种方式搜索 OSCAR/Surface 中存储的信息：
(a) 搜索台站（图 5）：按观测站属性搜索；
(b) 搜索仪器（图 14）：按观测站内的仪器属性搜索；
(c) 搜索联系方式（图 15）：搜索观测系统所有者/联络人；
(d) 搜索参考文献（图 17）：搜索已出版并有台站链接的同行评审论文的记录。

关键评论选项卡尚未激活，因为关键评论功能将在下个阶段才会启用。
图 1 中网页（2）的右上角有下列链接：
(a) 关于 OSCAR/Surface：关于 OSCAR/Surface 的开发和过往的信息；
(b) 资讯：OSCAR/Surface 最新更新的档案。 相关资讯用专用标识标注；
(c) 术语表：WIGOS 和 OSCAR/Surface 中的常用术语表；
(d) 常见问题（FAQ）：OSCAR/Surface 用户的一系列有用问题；
(e) 链接：与 WIGOS 和观测系统有关的一系列有效链接；
(f) 支持：向用户索要联络信息的表格，包括一个意见框，可收集用户对技术支持的要求及报告故障，
而后提交 OSCAR/Surface 支持和运行组；
(g) 反馈：向 OSCAR/Surface 运行及开发组提交关于内容、功能、可用性及一般意见的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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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登录：用密码登录访问方可编辑 OSCAR/Surface 中的数据。
搜索文框（3）
该文框便于快速用文字搜索台站或联系方式。搜索结果显示在下拉菜单中，如图 3 所示，按类别排列：
(a) 搜索台站
(b) 搜索联系方式
用户可点击每个类别右上角的 View all >>链接访问所有搜索结果。

图 3. 快速搜索结果
快速访问（4）
快速访问部分能够使用户能够在不同类别中搜索。在生成台站报告的条目下，用户可键入台站名称或
WIGOS 台站标识符（WIGOS ID）来检索/浏览台站的详细信息。生成台站一览表可使用户生成某个
国家的所有台站一览表（称之为 OSCAR/Surface“报告”）；一览表还可按台站类型、台站等级或观
测的变量来生成。查找人功能可快速搜索联系人姓名，生成存储在 OSCAR/Surface 中所有联系信息
的报告。
筛选地图（5）
筛选地图功能可在地图上显示全球所有台站。在默认情况下，可选择 WIGOS 的所有组成观测系统及
其它组成部分/网络；不过，用户可删除组成部分上的复选标记，只查看附属于所选计划的台站。报告
状态也会在地图上显示。
台站的报告状态会是下列状态之一：“运行”（完整圆圈）、“部分运行”（星状）、“关闭”（十
字）、“静默”（开口圈）或“未知”（问号）。计算的报告状态以及按“台站类型”进行筛选目前禁
用，将在未来版本中提供使用。公布的报告状态是根据所属台站的计划状态做出的估计。运行和部分运
行的台站至少有一个具有相应状态的计划。如果是关闭（未知）的台站，所有计划均为关闭（未知）。
静默台站的计划会是“非报告”、“计划”或“待命”状态。在默认情况下，地图上仅显示运行、部分
运行及未知台站。通过检查状态报告下的勾选框可在地图上添加不同运行状态的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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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界面和下载（6）
图 4 为 OSCAR/Surface 中的观测台站地图，按以下类别标注颜色：空中、地面或海面、水下、湖泊
或河流，并用符号标示报告状态。地图界面可通过点击地图上的台站来选择各个台站。用户可利用地图
左上方的+/–按钮或在地图中双击任何空隙进行放大/缩小。还可以用鼠标移动地图，以便查看相关的
位置。在显示出目标区域后，用户可选择点击一个台站来生成该台站信息的报告，或下载不同格式的地
图以便离线查看。下载功能可点击地图上方右上角的图标。它可以输出 PNG、JPG、GIF 或 EPS 文件
格式的图片。此外，可以下载 KML 格式的台站位置信息，在谷歌地球中使用。

图 4. 观测台站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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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搜索台站页
2.2

如何搜索台站

如图 5 所示，搜索台站页可通过搜索选项卡访问（见上述图 2），且可供之前了解该台站的用户使用。
点击台站名称旁边的下拉菜单（在按台站名称浏览选项下）可找到台站的名称。或者，可用其它搜索条
件缩小结果，查到可能具有所需属性的台站。在使用高级标准搜索选项下可看到这些条件：
(a) 条件匹配：在全部或任意之间选择的概率。如果选择全部，则结果将仅显示符合全部选定条件的
台站。如果选择任意，则结果将显示至少满足其中一个条件的全部台站。对于其中一些条件，可
以选择有些选项，例如变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中一个选项对该台站是真的，则台站符合条
件（与条件匹配的选择无关）；
(b) 选择公布报告状态：提供一系列报告状态；
(c) 搜索词：在用户记不住台站全称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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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勾选仅近实时仅会列出具有近实时数据的台站；
(e) 台站类型：显示开展观测的台站类型，同时考虑到位置和移动性；
(f)

台站类别：对应于不同种类或用途的台站的最常用属性。当光标移到台站类别时，将会出现台站
类别的定义；

(g) 计划/网络隶属关系：点击列表图标，用户可看到 WMO 计划的菜单。X 按钮可从搜索条件中删
除选择；
(h) WMO 区域/国家：提供 WMO 各区协及各区协内会员列表；
(i)

组织：提供 OSCAR/Surface 中所有台站主管机构的完整列表；

(j)

变量：点击列表图标，用户可从下列领域选择一个或多个变量：
(1) 大气
(2) 地球
(3) 海洋
(4) 外层空间
(5) 陆地
各变量均有其各自的子类别，可进一步将搜索细化到所测量的实际物理变量的具体程度；

(k) 气候带：可从带有 Köppen 分类类型列表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气候带；
(l)

地理坐标：有文字框，可使用户能够选择地理范围，包括“起始经度”和“截止经度”以及“起
始纬度”和“截止纬度”。此处可能仅插入一个单一数值。例如，在“起始纬度”插入 66 将显
示大致在极地圈上方的台站。只有数字条目适用于这些文字框。尝试键入文字并提交搜索将会出
现下列错误信息：“所提交的数据无效。请在各部分查找红色窗口部件获取更多详情”。同样值
得注意的是文字文框中间的图钉图标（图 6），它可使用户围绕所关心的区域手动画出一个框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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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地理坐标搜索

图 7. 拖动并施画选译

(m) 海拔：可在文字框中以米为单位输入台站的海拔范围。

在该页面底部的右侧，有两个按钮：搜索，提交搜索条件，以及重置，清除所有先前的输入。
注意，搜索没有时间范围，因此，搜索结果没有具体的时间。例如，搜索一个特定的区域将显示曾位于
该区域的所有台站。或搜索测量某个具体变量的台站同样将显示曾测量该变量的所有台站。搜索并不反
映这些台站的当前状态。
搜索结果显示为台站列表（如果搜索条件可找到多个台站的话），其中包括识别台站的基本元数据。利
用双目图标可在地图上轻松找到每个台站。利用专用图标可下载一系列搜索结果。现有格式为.csv
和.xml。输出文件包括台站特征中所列的所有元数据，便于额外分拣和筛选搜索结果。
2.2.1

如何查找特定的观测系统，例如雷达、无线电探空仪以及降水台站

查找那些利用特定观测技术的台站的一个方法是按网络隶属关系来搜索。另一个方法是使用台站类别。
注意，在此情况下，当光标悬停于台站类别上时，会显示出搜索条件。抑或，用户还可使用高级搜索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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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来创建具体的条件，例如变量等。正如 OSCAR/Surface 中的所有信息，搜索结果的准确度主要取
决于插入该系统的元数据质量。表 1 为查找通常搜索的观测技术的不同选项：
表 1.特定观测技术的搜索实例

技术

搜索

天气雷达

- 网络隶属关系：WRO
（在 WIGOS/GOS/GOS 其它要素下）
- 台站类别：天气雷达（注意，该台站类别由网络隶属关系确定，因此，搜索结果
将与第一个选项相同）

无线电探空仪

- 网络隶属关系：RBSN(T)或 RBSN(ST)
（在 WIGOS/GOS/GOS 地面网/RBSN 下）
- 台站类别：高空/无线电探空仪台站
- 变量：气压、温度、湿度或高空风的垂直廓线

降水站

- 变量：降水量或降水强度
- 台站类别：降水站

2.2.2

台站报告

台站报告是台站搜索的结果，显示所有的台站详情（图 8），包括 OSCAR/Surface 中记录的变更历
史。台站报告分为下列五个部分：台站特征、观测/测量、台站联系方式、参考文献和文件，所有这些
都可通过点击各自的按钮展开显示。台站报告可下载为 pdf 格式的文件。台站的表示法也可下载为
WMDR XML 文件。注意，后者可用于进行更改并重新上传信息，而不是直接通过图形用户界面对台站
进行更改。然而，由于缺失元数据要素，许多 XML 文件不会根据 XML 模式进行验证。这些要在文件
的开头做出标注，并必须提供给 XML 文件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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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台站报告的主要部分

2.2.2.1

台站特征

台站特征部分（图 10）是概述台站的情况：国家、坐标、WIGOS ID 以及地形特点。插入
OSCAR/Surface 中的所有变更均记录在案，在展开相关项时，会显示这些变更以及变更日期，见图 9
所示。
注：在最初创建台站时，给台站描述添加了标准文字。这些文字可阐明台站的创建是依据《天气报告》（WMONo. 9）A 卷中的信息。在台站经过负责台站的联系人审查后，则应将这些文字删除。

图 9：台站特征部分中的台站坐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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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台站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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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WIGOS 台站标识符

在 OSCAR/Surface 中，台站是通过 WIGOS 台站标识符（WIGOS ID）加以识别。WIGOS ID 是官
方的标识符，从 2016 年 7 月起必须用于所有 WMO 台站。WIGOS ID 实例参见图 11。第一个“0”
表示标识符代表一个台站，“376”是以色列的 ISO 国家代码，第二个“0”是版本号。详情可参见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

图 11. WIGOS 台站标识符实例

为每个台站创建了一个初始 WIGOS 标识符，并输入 OSCAR/Surface。对于《天气报告》（WMONo. 9）A 卷中的台站，WIGOS ID 是基于国家分配给台站的台站标识符，见 A 卷所述。如果是雷达
台站以及隶属于全球大气监视网或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实地观
测计划支持中心（JCOMMOPS）的台站，则 WIGOS ID 是基于这些系统中所使用的标识符。此类标
识符不必变更，因为它可提供历史参考。不过，如果标识符需要加以变更，则应联络管理员。
为了反映出与不同网络或计划的隶属关系，或如果一个台站过去就有多个标识符，一个台站可附带多个
标识符。给一个台站分配额外标识符有两种方法：（a）可在“WIGOS 台站标识符”下添加；（b）可
编辑计划/网络隶属关系部分（图 12）。这里还必须具体说明标识符所属的计划或网络。

图 12. 计划/网络隶属关系部分

2.2.2.3

观测/测量

本节介绍台站在过去及现在进行的所有观测，以及所用仪器的详情、所使用的数据加工过程和观测时次。
如果是在计划/网路下进行的观测，则此处还会显示出这一隶属关系和标识符。
观测的架构分为数据序列和部署，数据序列包含一个或多个部署。台站的测量结果按数据序列分组。数
据序列是由观测的变量、观测的几何特征（点、廓线等）和测量可推动的计划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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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是描述所使用的设备、其配置和使用时间周期。部署还是描述可认为与方法和仪器有均一性的时间
序列段。
数据序列和部署的实例可参见图 13。

图 13. 展开部署的观测/测量部分
仪器替换或仪器迁移造成的部署特性重大变更一般应关闭当前部署并开启新部署。
2.2.2.4

台站联系人、参考文献和文件

这三个部分包含关于台站的更多信息。台站联系人包括各类人员，例如操作员、国家联络人或维护技术
员。
2.3

如何搜索仪器

OSCAR/Surface 根据 WIGOS 元数据标准存储仪器元数据。因而用户可搜索制造商、模式、序列号
和观测周期等资料。图 14 为通过点击更多搜索选项按钮显示的现有进一步搜索选项，这可显示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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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所使用的方法、计划/网络隶属关系、组织、仪器所在的 WMO 区域或国家、气候带、地理坐标
和海拔。

图 14.搜索仪器 – 展开

2.4

如何搜索联系人

搜索联系人功能是台站所有者或联系机构的可搜索目录。图 15 为搜索选项：按名称，或通过手动键入
名称或利用下拉菜单浏览条目；更高级的搜索使用联系人的国家、其在各类计划中的作用或关于数据的
使用，以及台站在测变量。联系人的查找也可通过其职能，例如国家联络人。此外还有下载功能（CSV、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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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搜索联系人

2.4.1

如何确定 OSCAR/Surface 国家联络人

要查找 OSCAR/Surface 国家联络人，在搜索联系人页面中打开用户角色/计划功能旁边的下拉菜单，
并选择国家联络人。该操作会打开各类新的搜索项，用户可在其中指定国家联络人的责任国或计划/网
络隶属关系（见图 16）。此外，在点击人员姓名时，会显示其职能。台站联系人中也显示
OSCAR/Surface 国家联络人。

图 16. 搜索国家联络人

2.4.2

如何搜索 OSCAR/Surface 的计划联络人

联系人搜索还可用于查看 OSCAR/Surface 的所有计划联络人名单。在此情况下，必须使用高级搜索
（展开搜索选项卡），且必须选择用户角色/计划功能、计划联络人。搜索会显示所有计划联络人名单，
附带对应的计划。
2.5

如何搜索参考文献

OSCAR/Surface 中的搜索选项卡使用户能够定位与台站有关的所有参考文献（见图 17）。参考文献
可提供重要的额外信息源，尤其是关于技术报告或其它文献。如果用户知道作者姓名或出版年份，则可
搜索到存储的对应匹配的参考文献（为 BibTex 文件）。关键词搜索便于更广泛地搜索参考文献的文字。

14

图 17. 搜索参考文献

3

变更 OSCAR/SURFACE 中的信息

下一节是针对国家联络人和台站联系人。它阐释了如何访问和编辑 OSCAR/Surface 中的观测台站元
数据。
3.1

如何安全测试信息的编辑

OSCAR/Surface 的测试平台使用户能够体验该系统的方方面面，例如应用程序接口（API），见
https://oscardepl.wmo.int/surface//index.html#/ 。该测试系统中的元数据每周覆盖一次，通常
是在星期一早上 2 UTC。用户可使用与 OSCAR/Surface 产生式系统所用的相同 e-mail 地址重新注
册。测试环境向大家开放，用于测试编辑 OSCAR/Surface 平台。
3.2

OSCAR/Surface 中的授权和访问控制模块

仅经授权的用户可修改 OSCAR/Surface 中的信息。在 WMO 秘书处工作的管理员在收到常任代表的
提名后，可创建国家联络人登录帐户。国家联络人同样可创建和删除其它用户并将他们与其国家中的台
站相关联。如果国家联络人删除一个用户，其将无法访问，随之在用户搜索中也将不再显示其姓名。不
过，该用户在历史记录数据库中仍是台站联系人。国家联络人有权编辑其国家的所有台站，而其它用户
仅可编辑与其直接相关的台站。不过，国家联络人既可以创建其国内的新台站，也可给特定台站添加联
系人，并给他们授予对台站的编辑权。国家联络人可将元数据编辑的职能委托给届时可履行与国家联络
人相同职能但无正式头衔的另一个联系人。
南极观测网等网络的联络人有权对隶属各自 WMO 观测系统或网络的所有台站进行修改。这些网络联络
人由 WMO 有关的计划或网络的治理机构负责指定。网络联络人的作用旨在确保在 OSCAR/Surface
批准台站之前，正确遵循了台站加入的过程。注意，并不是所有的计划/网络隶属关系都要经过此类批
准。关于如何使一个台站隶属于计划/网络的详情，可参见第 3.6 节。此外，网络联络人可将尚未记录
的现有台站加入 OSCAR/Surface，作为其责任网络的一部分。在管理选项卡下有一个专用功能（添加
计划/网络隶属关系）。
关于维护 OSCAR/Surface 的仪器目录，还有仪器专家职能可分配给联系人。承担这一职能的用户可
编辑 OSCAR/Surface 中的仪器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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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详述了各类用户的访问权。图 18 为 OSCAR/Surface 的职能等级。
表 2. 用户职能和访问权
职能

创建台站

删除台站

编辑台站

创建用户

删除/
解除用户

其它功能

管理员

各地

各地

各地

各地

各地

使计划经过批准

国家联络人

为其本国

为其本国

其国内的所
有台站

为其本国

为其本国

将其权利委托给
元数据编辑

元数据编辑

为其本国

为其本国

其国内的所
有台站

为其本国

-

台站联系人

为其本国

-

仅自己的台
站

为其本国

-

网络联络人

各地，只要隶 属于自己的网
络

隶属于其网
络的所有台
站

为其本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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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现有台站加入
其网络

图 18. OSCAR/Surface 的访问和角色

3.3

如何登录 OSCAR/Surface 并注册一个新用户

用户必须注册才可更新 OSCAR/Surface 中的信息。仅需要注册一次。在注册过程中，国家联络人、
网络联络人或台站联系人的授权 e-mail 地址与 OSCAR/Surface 所使用的电子身份及访问管理系统应
保持同步。要完成这一初始程序，可点击该网页右上角的登录按钮（图 19），然后点击新注册（图
20）。

图 19.登录注册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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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用户注册

注册包括系统要求的下列三个步骤：
1. 点击新注册（图 20）；
2. 填表（图 21）；始终使用 OSCAR/Surface 中显示的相同 email 地址，并验证你的 e-mail 帐户
（图 22）；
3. 用你的新帐户请求访问（图 23）；
此时注册完成（图 24）。

图 21. 用户注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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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验证电子邮箱帐户

图 23. 用新用户帐户请求访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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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完成注册过程

键入你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OSCAR/Surface（图 20）。

3.4

如何创建新台站

登录 OSCAR/Surface 后，主菜单中会显示管理页面。从这可以前往注册新台站页面（图 25）。

图 25. 新台站注册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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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页面分为与台站报告页相同的五个部分：台站特征、观测/测量、台站联系人、参考文献和文件。用
户可编辑各部分中所含的信息。有些要素，例如台站名称，为必填项（以单个红星号标示），填写所有
必填项后方可注册台站。如果信息不完整，则提交时会显示错误信息，提示有些填写项缺失（图 26）：
缺失项和节段标题会显示为红色。不过，可以将已填写的台站信息保存为草稿，用于日后编辑（仅
WIGOS-ID 和台站名称是保存草稿的必填项）。根据 WIGOS 元数据标准，其它内容也是必填的，但
保存台站信息可以不提供这些要素的值（以双蓝星号标记）。

图 26: 提示有缺失项的错误信息
理想情况下，台站的元数据应包括所有必填项（红色和蓝色星号）。注意，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知道其
中一项的元数据信息，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可选择“未知”选项以绕开这个问题。
3.4.1

如何输入 WIGOS 台站标识符

WIGOS ID 包含四个组块：
(a)

WIGOS 标识符序列（编号）：观测设施为“0”。系统将自动键入；

(b)

标识符（编号）发布方：使用 ISO 3166-1 数字国家代码（例如韩国：410）。该系统根据所选
择的国家/地区自动键入。注意，小于 100 的数字国家代码将去掉前导零；

(c)

发布编号：定义你自己的程序或使用“0”；

(d)

本地标识符（一组字符，最多 16 个）：定义你自己的程序。

在采用 WIGOS ID 之前（即在 2016 年 7 月 1 日前）已分配 WMO 台站标识符的观测台站可继续使
用那些标识符。随着 OSCAR/Surface 的启动，那些台站已被上传至包含新的 WIGOS ID 结构的系统，
使用“20000”作为标识符发布方的值，旧的 WMO ID 作为本地标识符。例如，仁川站记录为“020000-0-47112”。
详情请参见《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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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如何使用快速表格注册测量计划

利用快速表格注册测量计划有两个步骤：（a）选择待添加的变量；（b）输入各变量的基本信息（图
27）。快速表格能够使用户在变量树（见图 28）中搜索各变量，例如气温。第一步可选择多个变量。
对于所选的每个变量，必须添加基本信息，参见图 29 和图 30。

图 27. 注册测量计划的快速表格

图 28. 利用快速表格搜索待添加到测量计划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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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在测量计划注册快速表格中添加变量基本信息

图 30. 在测量计划注册快速表格中为多个变量输入基本信息

3.4.3

如何在报告时间表中输入信息

观测报告计划中的信息是 WIGOS 数据质量监测系统（WDQMS）所使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重要
的是应确保该元数据信息在 OSCAR/Surface 中是正确的。该信息要填加到观测部署的数据生成部分。
首先，所涵盖的总周期（例如，1970-2000 年）必须在数据生成部分起始处的涵盖周期中做出定义和
阐释。注意，如果该周期不同于给定的部署周期（从…到…），则使用数据生成部分的信息。第二，通
常进行观测和报告的周期，例如全年，24 小时/7 天，必须插入至报告选项卡下。在这里，‘从和至’
填写项对应于所确定的时间周期（涵盖的周期）内的首次和最后一次观测的时间戳。时间表应使用
UTC 填写。第三，必须确定报告间隔，标明报告实测变量的时间。
3.4.4

如何将台站信息存为草稿以便进一步编辑

如果将台站信息存为草稿，它既不是公开可见的，也不能通过搜索功能查找到。要继续编辑，不要忘记
将你自己添加为台站联系人。你可在（图 31）中所示我的台站名录中找到该台站。
注意，公布台站后，仍可对其进行编辑（见第 3.7 节），但由于台站已经公布，无法再存为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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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定位此前在我的台站中存为草稿的台站
3.5

多用途台站概念/重复站

OSCAR/Surface 以观测为主，即重点是记录台站进行的观测。OSCAR/Surface 中的台站概念主要
是用于描述开展观测的自然环境。因此，用不同标识符向不同观测计划报告的一些传统台站有可能在
OSCAR/Surface 中被组成单一台站。而每个观测都隶属一个或多个观测计划/网络。同时，物理上相
同的（同址）台站最初是作为单独台站纳入到 OSCAR/Surface。台站运营方有责任决定台站是否应在
系统中表示为单独的实体。如对此有疑问或有困难，OSCAR/Surface 帮助台可提供帮助。
3.6

计划/网络隶属关系和批准

为了表明某个台站与某个具体观测计划或网络有关，对应的数据序列必须隶属于那个计划或网络。这必
须分两个步骤完成：第一，必须在台站特征部分的计划/网络隶属关系标题下选择相关的计划或网络；
第二，该计划或网络必须关联至少一个实测变量。这项工作可在观测/测量部分中对应数据序列中完成。
如果省略第二步，则在提交台站信息时将不记录台站特征的原始隶属关系（见图 32）。

图 32. 数据序列与计划或网络的隶属关系

加入计划或网络须经批准。在此情况下，计划联络人将收到一封自动发出呈批申请电子邮件。在批准过
程完成前，隶属关系将显示为“待定”。

3.7

如何编辑台站的现有信息

要编辑台站信息，点击编辑按钮，如果用户有台站编辑权，则在台站报告上会显示编辑按钮（图 33）。
要获得台站报告，可使用任何快速访问、搜索或地图筛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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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编辑按钮

然后，利用注册新台站时所用的相同表格可编辑信息，表中大部分填写项已经填好。重要的是切记，
OSCAR/Surface 中还必须要记录此类变更的日期。OSCAR/Surface 中所存信息的几乎所有变更均
记录在案，以跟踪该台站的过往情况以及其能力的逐步发展。因此，表格中的大多数填写项都有日期输
入项。在填好这些项之后，应当注明实际发生变化的日期。例如，在技术人员完成台站仪器更换后，才
会在 OSCAR/Surface 中做出记录。因此，应标明仪器更换的实际日期，而不是信息输入系统的日期。
注意，还可删除与台站有关的信息。只有必须更正信息时才可删除和编辑某个具体填写项。在所有其它
情况下，应使用添加功能来添加新的元数据，并记录台站元数据的变更情况。在添加新信息时，必须具
体说明从何时起采用这一变更。例如，如果台站迁移，则该台站的当前坐标既不应编辑，也不应删除，
或由新的坐标取代，而是应添加新的坐标，并标明新位置生效的日期。
3.7.1

台站或仪器的海拔高度变化

如果台站海拔高度发生变化，还必须输入所安装仪器的新海拔高度。这意味着必须变更每个部署的仪器
坐标。如果台站和仪器的坐标相同，则可使用通过台站坐标填写按钮以复制从台站高度到部署的数值。
注意，必须相应更新所有数据序列中的所有当前部署。
3.7.2

编辑无法保存时如何操作

如果有信息缺失，系统会拒绝保存更改。第一次编辑台站时很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在首次输入系
统时，使用了不完整的信息创建台站。
编辑无法保存的另一个原因是系统内部错误，最可能是由于某些连通性/网络问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会出现一个红色通知，而台站仍在编辑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检查是否已将更改用于数据库。操
作办法是保持当前窗口打开，同时在另一个窗口打开台站报告。如果在新窗口中可看到最新变更，则意
味着系统已将其保存，并可关闭当前的窗口。否则需要再次保存变更以确保其在 OSCAR/Surface 中
永久保存。
3.7.3

会话超时

会话将在休止状态一小时后关闭。在结束前三分钟会显示一个警告，询问用户是否应该延长会话。如果
不采取操作，则系统会尝试保存所有未保存的变更并结束会话。如果从未提交台站信息，则会自动保存
为草稿格式。注意，如果没有缺失必填项，则系统仅会执行自动保存。如果系统无法验证变更，则变更
会丢失。
建议第二个窗口保持打开状态，以便在保存编辑之前检查是否会话仍有效，并随时保存，特别是在做变
更编辑期间有长时间停顿时。
如果会话不再有效，则在保存变更之前再次登录第二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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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编辑与雷达或 JCOMMOPS 台站/平台有关的信息

OSCAR/Surface 还包含定期输入来自外部来源的信息。JCOMMOPS 管理的台站/平台以及土耳其国
家气象局运行的 WMO 雷达数据库都是这种情况。因此，OSCAR/Surface 无法使用这些台站的变更，
而是必须在各自门户网站上做出变更。如需要，用户应参考原始来源/门户网站以使用此类变更。

3.8

如何删除台站

大多数用户无法删除 OSCAR/Surface 中的台站。这是由于 OSCAR/Surface 旨在记录当前和以往的
台站，以便查看历史趋势。删除台站，会从系统中删除其所有记录，甚至是台站使用状态期间的记录。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关闭它更为适当，而不是删除台站（见第 3.8.1 节）。管理员可删除为测试而
创建的台站。支持表格可用于要求删除台站。
3.8.1

如何关闭台站

要关闭台站，则应遵循下列程序：
(a) 在关闭日期项中设置日期（见图 34）；
(b) 在“至”日期中，将台站隶属的所有网络/计划的日期设定为台站关闭的前一天（图 35）；
(c) 为台站隶属的所有网络/计划添加新状态，并将状态设置为关闭。在“从”项中输入台站的关闭日
期，“至”项空着不填（见图 35）；
(d) 对所有受影响的部署设置结束日期，即编辑部署部分，在“至”项中填入日期。如适用，还要在
数据生成部分中填入结束日期。

该程序对于保存台站记录、台站观测的变量及其所隶属的网络/计划等记录都十分必要，否则该信息会
丢失。
如果通过编辑（并重新上传）XML 文件关闭台站，则也必须对 XML 文件做同样的更改。
如上所述，在关闭台站后，公布的台站当前状态变为“关闭”（见图 35）。因此，地图上将显示该台
站公布的状态（有 X 标示）。

图 34. 关闭台站时应填写的关闭日期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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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结束网络隶属关系

3.9

如何复制台站

不用从头创建台站，创建台站更便捷的方法是以现有台站为模板。为此，在我的台站中定位现有的台站
（见图 36）。从这里可使用右侧的复制图标来复制该台站。在编辑模式将打开新台站。仅可复制相关
属性。

图 36. 我的台站屏幕上的复制功能

3.10

如何通过 XML 上传来注册或变更台站

图形用户界面（GUI）或台站的 WMDR XML 表示法可用于注册台站。关于如何创建 XML 文件的更多
信息可参见下一节所述。台站的 XML 文件可由国家联络人利用管理选项卡的 XML 提交来上传（图
37）。如果是 OSCAR/Surface 中已有的台站，则可用相同方式对其进行更新：可编辑 XML 文件，
然后通过 XML 文件提交上传。XML 文件中的新信息将添加至 OSCAR/Surface 的现有台站报告中或
对现有信息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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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XML 提交

3.11

如何创建台站的 XML 表示法

台站的 XML 表示法主要是利用机对机界面，向/从 OSCAR/Surface 输入/导出元数据。XML 是人类
和机器可读的一种语言。要向机器提供信息（例如，OSCAR/Surface 的 API 末端），则信息必须由
以 XML 模式所定义的固定框架构成。XML 模式（WIGOS 元数据表示法（WMDR））介绍了要在
XML 文件中怎样表示 WIGOS 元数据标准（WMDS）。WMDR 规范详见
https://schemas.wmo.int/wmdr。OSCAR/Surface 应用（v. 1.5.2）执行 WMDR 模式的 1RC9
版本。在将外部数据库模式映射到 WMDR 模式时，建议从 WMDS 或其必选要素开始。在确保键入所
有必选元数据后，便可检查是否有额外信息以及如何将其映射入 WMDR 中。
XML 文件由包含有许多扩展的基本结构组成，这使其极为复杂。WMDS 的许多要素由相应的代码表定
义（http://codes.wmo.int/），并与 XML 要素链接。WMDS、XML 字段和代码表之间的关系务必
要了解，以便能够创建新的正确的台站 XML 文件。在表 3 中，我们将 OSCAR/Surface 字段（GUI
中可见）与 WMDS 要素及相应的代码表、XML 要素及 XML 文件中的路径或结构相关联。该表在 GUI
中划分为针对台站注册对话各部分的子表。该表可用于更好地了解及创建台站 XML 文件。注意，关于
XML 路径，为了可见性，会删除名称空间，部分路径由链接取代（见彩色编码）。
XML 模式使其有可能在将其上传至 OSCAR/Surface 前验证 XML 文件，以便检查该文件是否以正确
的结构为 OSCAR/Surface 提供所有信息。这可利用带有 XML 扩展的高级编辑器来完成，例如
XMLspy 或 Notepad++或在线验证程序。

台站的简单 XML 文件参见附录 2。关于如何创建和编辑 XML 文件来表示 OSCAR/Surface 台站的更
多详情参见 https://github.com/wmoim/docs/blob/master/XML%20station%20representation%20in%20OSCAR.ipy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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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OSCAR/Surface 字段、WMDS 要素和代码表以及 XML 要素和路径之间的联系
路径缩略语（见下列各表中的彩色编码）：
#ObservingFacility# = /wmdr:WIGOSMetadataRecord/wmdr:facility/wmdr:ObservingFacility DO NOT TRANSLATE
#responsibleParty# = /wmdr:WIGOSMetadataRecord/wmdr:facility/wmdr:ObservingFacility/wmdr:responsibleParty DO NOT
TRANSLATE
#observation# = /wmdr:WIGOSMetadataRecord/wmdr:facility/wmdr:ObservingFacility/wmdr:observation DO NOT TRANSLATE
#OM_Observation# = /wmdr:WIGOSMetadataRecord/wmdr:facility/wmdr:ObservingFacility/wmdr:observation/
wmdr:ObservingCapability/wmdr:observation/om:OM_Observation DO NOT TRANSLATE
台站信息和变量
OSCAR/Surface 字段

WMDS 要素名称

WMDS 要素 (x =
有代码表)

XML 要素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XML 路径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名称

台站/平台名称

3-03

name

#ObservingFacility#/gml:name

台站别名

-

3-03

name

#ObservingFacility#/gml:name

建立日期

-

-

dateEstablished

#ObservingFacility#/wmdr:dateEstablished

关闭日期

-

-

dateClosed

#ObservingFacility#/wmdr:dateClosed

台站类型

台站/平台类型

3-04 (x)

facilityType

#ObservingFacility #/wmdr:facilityType

WIGOS 台站标识符

台站/平台唯一标
识符

3-06

Identifier

WMO 区域

数据来源区域

3-01 (x)

wmoRegion

#ObservingFacility#/wmdr:wmoRegion

国家/地区

数据料来源地区

3-02 (x)

territoryName

#ObservingFacility#/wmdr:territory/wmdr:Territory/wmdr:territoryNa
me

#ObservingFacility #/gml:ident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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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AR/Surface 字段

坐标：
-纬度

WMDS 要素名称

-地理空间位置

-经度
-台站海拔高度
-地理定位法

WMDS 要素 (x =
有代码表)

3-07
-地理定位法

XML 要素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XML 路径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pos (consists of
lat., long.,
elevation)

#ObservingFacility#/wmdr:geospatialLocation/wmdr:GeospatialLocati
on/wmdr:geoLocation/gml:Point/gml:pos

geopositioningMeth
od

#ObservingFacility#/wmdr:geospatialLocation/wmdr:GeospatialLocati
on/wmdr:geopositioningMethod

时区

-

-

-

-

监管机构

监管机构

9-01

organisationName

#responsibleParty#/wmdr:ResponsibleParty/wmdr:responsibleParty/g
md:CI_ResponsibleParty/gmd:organisationName

台站 URL

站点信息

4-05

onlineResource

#ObservingFacility#/gmd:onlineResource

其它链接(URL)

站点信息

4-05

onlineResource

#ObservingFacility#/gmd:onlineResource

站点描述

站点描述

4-05

description

#ObservingFacility#/wmdr:description/wmdr:Description/wmdr:descri
ption

气候带

气候带

4-07 (x)

climateZone

#ObservingFacility#/wmdr:climateZone/wmdr:ClimateZone/wmdr:cli
mateZone

4-02 (x)
-地面覆盖分类方案

-地面覆盖分类方
案

surfaceCoverClassif
ication

-地面覆盖

-地面覆盖

surfaceCover

主要地面覆盖：

#ObservingFacility#/wmdr:surfaceCover/wmdr:SurfaceCover/wmdr:s
urfaceCover

4-01 (x)
地面粗糙度

地面粗糙度

4-06 (x)

#ObservingFacility#/wmdr:surfaceCover/wmdr:SurfaceCover/wmdr:s
urfaceCoverClassification

surfaceRough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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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ingFacility#/wmdr:surfaceRoughness/wmdr:SurfaceRoughnes
s/wmdr:surfaceRoughness

OSCAR/Surface 字段

WMDS 要素名称

WMDS 要素 (x =
有代码表)

localTopography

-方志
地形学或测深法

4-03 (x)

-地形环境

-描述
-作者

站点信息

4-05

-特定计划的 ID
-公布的状态

-

-

typeOfEvent
在观测设施的事
件

4-04 (x)

#ObservingFacility#/wmdr:facilityLog/wmdr:FacilityLog/wmdr:logEntr
y/wmdr:EventReport/wmdr:description

description
author
documentationURL

#ObservingFacility#/wmdr:facilityLog/wmdr:FacilityLog/wmdr:logEntr
y/wmdr:EventReport/wmdr:author
#ObservingFacility#/wmdr:facilityLog/wmdr:FacilityLog/wmdr:logEntr
y/wmdr:EventReport/wmdr:documentationURL

站点信息

4-05 (x 台站图片
方向)

计划/网络隶属关系：
-计划/网络隶属关系

#ObservingFacility#/wmdr:topographyBathymetry/wmdr:Topography
Bathymetry/wmdr:topographicContext

#ObservingFacility#/wmdr:facilityLog/wmdr:FacilityLog/wmdr:logEntr
y/wmdr:EventReport/wmdr:typeOfEvent

-在线参考文献

图片库

topographicContext

#ObservingFacility#/wmdr:topographyBathymetry/wmdr:Topography
Bathymetry/wmdr:relativeElevation

#ObservingFacility#/wmdr:topographyBathymetry/wmdr:Topography
Bathymetry/wmdr:altitudeOrDepth

台站/平台事件日志：
-事件

relativeElevation
altitudeOrDepth

-高度/深度
10 公里/50 公里内的人
口（单位：千）

XML 路径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ObservingFacility#/wmdr:topographyBathymetry/wmdr:Topography
Bathymetry/wmdr:localTopography

地形学或测深法：
-相对海拔

XML 要素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计划/网络隶属关
系

2-02 (x)

-

-

programAffiliation

#ObservingFacility#/wmdr:programAffiliation/wmdr:ProgramAffiliation
/wmdr:programAffiliation

programSpecificFac
ilityId
reporting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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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ingFacility#/wmdr:programAffiliation/wmdr:programSpecificF
acilityId
#ObservingFacility#/wmdr:programAffiliation/wmdr:ProgramAffiliation

OSCAR/Surface 字段

WMDS 要素名称

WMDS 要素 (x =
有代码表)

XML 要素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XML 路径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wmdr:reportingStatus/wmdr:ReportingStatus/wmdr:reportingStatus
观测/测量：变量

观测的变量 – 被
测变量

1-01 (x)

observedProperty

#OM_Observation#/om:observedProperty

观测/测量：几何形态

空间范围

1-04 (x)

type

#OM_Observation#/om:type

观测/测量：计划/网络隶
属关系

计划/网络隶属关
系

2-02 (x)

programAffiliation

#observation#/wmdr:programAffiliation
#responsibleParty#/gmd:CI_ResponsibleParty/gmd:individualName
#responsibleParty#/gmd:CI_ResponsibleParty/gmd:organisationName
#responsibleParty#/gmd:CI_ResponsibleParty/gmd:contactInfo/gmd:
CI_Contact/gmd:address/gmd:CI_Address/gmd:electronicMailAddress

individualName
organisationName

台站联系人：

voice

-联系人
(姓名、单位、电话号
码、街道、城市、邮
编、国家)

#responsibleParty#/gmd:CI_ResponsibleParty/gmd:contactInfo/gmd:
CI_Contact/gmd:address/gmd:CI_Address/gmd:deliveryPoint

deliveryPoint
联系人 (提名的
联络人)

10-01 (x 台站作
用)

city

#responsibleParty#/gmd:CI_ResponsibleParty/gmd:contactInfo/gmd:
CI_Contact/gmd:address/gmd:CI_Address/gmd:city

postalCode

-电子邮箱

country

-台站作用

electronicMailAddre
ss

-WMO 区域 (联络说明)

#responsibleParty#/gmd:CI_ResponsibleParty/gmd:contactInfo/gmd:
CI_Contact/gmd:phone/gmd:CI_Telephone/gmd:voice

CI_RoleCode@code
ListValue

#responsibleParty#/gmd:CI_ResponsibleParty/gmd:contactInfo/gmd:
CI_Contact/gmd:address/gmd:CI_Address/gmd:postalCode
#responsibleParty#/gmd:CI_ResponsibleParty/gmd:contactInfo/gmd:
CI_Contact/gmd:address/gmd:CI_Address/gmd:country
#responsibleParty#/gmd:CI_ResponsibleParty/gmd:role/gmd:CI_Role
Code
#responsibleParty#/gmd:CI_ResponsibleParty/gmd:contactInfo/gmd:
CI_Contact/gmd:contact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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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AR/Surface 字段

WMDS 要素名称

WMDS 要素 (x =
有代码表)

XML 要素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XML 路径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参考文献

-

-

-

-

文件

-

-

-

-

链接的台站 (仅管理员可
见)

台站/平台集群

3-10

facilitySet

#ObservingFacility#/wmdr:facilitySet

路径缩略语（见下列各表中的彩色编码）：
#Deployment# =
/wmdr:WIGOSMetadataRecord/wmdr:facility/wmdr:ObservingFacility/wmdr:observation/wmdr:ObservingCapability/wmdr:observation/o
m:OM_Observation/om:procedure/wmdr:Process/wmdr:deployment/wmdr:Deployment DO NOT TRANSLATE
观测部署信息：概述
OSCAR/Surface 字

WMDS 要素

段

WMDS 要素
(x = 有代码表)

XML 要素

XML 路径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做出的部署

时间范围

1-03

phenomenonTime

#OM_Observation#/om:phenomenonTime

观测来源

观测来源

5-01 (x)

sourceOfObservation

#Deployment#/wmdr:sourceOfObservation

与基准地面的距离
（米）

传感器的垂直距离

5-05

heightAboveLocalReferenceSu
rface

#Deployment#/wmdr:heightAboveLocalReference
Surface

基准地面的类型

传感器的垂直距离

5-05 (x)

localReferenceSurface

#Deployment#/wmdr:localReferenceSurface

应用领域

应用领域

2-01 (x)

applicationArea

#Deployment#/wmdr:applicationArea

仪器暴露度

仪器暴露度

5-15 (x)

exposure

#Deployment#/wmdr: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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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AR/Surface 字

WMDS 要素

段

WMDS 要素
(x = 有代码表)

XML 要素

XML 路径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仪器配置

仪器配置

5-06

configuration

#Deployment#/wmdr:configuration

观测的代表性

代表性

1-05 (x)

representativeness

#Deployment#/wmdr:representativeness

electronicMailAddress

#OM_Observation#/om:metadata/gmd:MD_Metad
ata/gmd:contact/gmd:CI_ResponsibleParty/gmd:c
ontactInfo/gmd:CI_Contact/gmd:address/gmd:CI_
Address/gmd:electronicMailAddress

测量组长/主调查员

联系人(提名的联络
人)

10-01 (x 台站作用)

CI_RoleCode@codeListValue
(with value
principalInvestigator)

#OM_Observation#/om:metadata/gmd:MD_Metad
ata/gmd:contact/gmd:CI_ResponsibleParty/gmd:r
ole/gmd:CI_RoleCode
#responsibleParty#/gmd:CI_ResponsibleParty/gm
d:organisationName

组织

近实时

近实时 URL

-

-

-

-

-

-

organisationName
(organization of
measurement leader/principal
investigator)

#OM_Observation#/om:metadata/gmd:MD_Metad
ata/gmd:contact/gmd:CI_ResponsibleParty/gmd:c
ontactInfo/gmd:CI_Contact/gmd:address/gmd:CI_
Address/gmd:electronicMailAddress
#OM_Observation#/om:metadata/gmd:MD_Metad
ata/gmd:contact/gmd:CI_ResponsibleParty/gmd:r
ole/gmd:CI_RoleCode

Description (fixed value
"NRT|Archive“)

#observation#/om:result/wmdr:ResultSet/wmdr:d
istributionInfo/gmd:MD_Distribution/gmd:transfer
Options/gmd:MD_DigitalTransferOptions/gmd:onLi
ne/gmd:CI_OnlineResource/gmd:description

URL

#OM_observation#/om:result/wmdr:ResultSet/w
mdr:distributionInfo/gmd:MD_Distribution/gmd:tr
ansferOptions/gmd:MD_DigitalTransferOptions/gm
d:onLine/gmd:CI_OnlineResource/gmd:linkage/gm
d: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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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AR/Surface 字

WMDS 要素

段

WMDS 要素
(x = 有代码表)

XML 要素

XML 路径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OM_Observation#/om:result/wmdr:ResultSet/w
mdr:distributionInfo/gmd:MD_Distribution/gmd:di
stributor/gmd:MD_Distributor/gmd:distributorCont
act/gmd:CI_ResponsibleParty/gmd:organisationNa
me

数据中心

-

-

organisationName

数据通信方法

数据通信方法

3-08 (x)

communicationMethod

仪器质量保证(QA)/
质量控制(QC)时间表

仪器质量控制时间
表

5-07

controlSchedule

维护时间表

仪器日常维护

5-10

maintenanceSchedule

#Deployment#/wmdr:maintenanceSchedule

经认证的观测

-

-

-

-

注释

-

-

-

-

图片

-

-

-

-

#Deployment#/wmdr:communicationMethod
#Deployment#/wmdr:controlSchedule

路径缩略语（见下列各表中的彩色编码）：
#Equipment# =
/wmdr:WIGOSMetadataRecord/wmdr:facility/wmdr:ObservingFacility/wmdr:observation/wmdr:ObservingCapability/wmdr:observation/o
m:OM_Observation/om:procedure/wmdr:Process/wmdr:deployment/wmdr:Deployment/wmdr:deployedEquipment/wmdr:Equipment DO
NOT TRANSLATE
#logEntry# =
/wmdr:WIGOSMetadataRecord/wmdr:facility/wmdr:ObservingFacility/wmdr:observation/wmdr:ObservingCapability/wmdr:observation/o
m:OM_Observation/om:procedure/wmdr:Process/wmdr:deployment/wmdr:Deployment/wmdr:deployedEquipment/wmdr:Equipment/wm
dr:equipmentLog/wmdr:EquipmentLog/wmdr:logEntry/ DO NOT TRAN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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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部署信息：仪器特征
OSCAR/Surface 字段

WMDS 要素

WMDS 要素(x
= 有代码表)
-

XML 要素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

仪器（分配仪器与新仪
器）
观测方法

-

-

测量/观测方法

5-02 (x)

observingMethod

#Equipment#/wmdr:observingMethod

方法详情
方法注释
坐标

测量/观测方法
测量/观测方法
地理空间定位

5-02
5-02
5-12

#Equipment#/wmdr:observingMethodDetails
#Equipment#/wmdr:geospatialLocation/wmdr:GeospatialLoc
ation/wmdr:geoLocation/gml:Point/gml:pos

仪器运行状态

仪器运行状态

5-04 (x)

observingMethodDetails
pos (consists of lat, long,
elevation)
geopositioningMethod
instrumentOperatingStatus

制造商

仪器模式和序列
号
仪器模式和序列
号
仪器模式和序列
号
仪器模式和序列
号

5-09

manufacturer

#Equipment#/wmdr:manufacturer

5-09

model

#Equipment#/wmdr:model

5-09

serialNumber

#Equipment#/wmdr:serialNumber

5-09

firmwareVersion

#Equipment#/wmdr:firmwareVersion

仪器技术参数

5-03

observableRange

#Equipment#/wmdr:observableRange

测量的不确定性

8-01

specifiedRelativeUncertainty

#Equipment#/wmdr:specifiedRelativeUncertainty

测量的不确定性

8-01

specifiedAbsoluteUncertainty

#Equipment#/wmdr:specifiedAbsoluteUncertainty

仪器技术参数

5-03

driftPerUnitTime

#Equipment#/wmdr:driftPerUnitTime

模式
序列号
固件版本
仪器技术参数
范围
仪器技术参数
确定性
仪器技术参数
确定性
仪器技术参数
间漂移

– 可观测
– 相对不
– 绝对不
– 单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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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路径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Deployment#/wmdr:instrumentOperatingStatus/wmdr:Ins
trumentOperatingStatus/wmdr:instrumentOperatingStatus

OSCAR/Surface 字段

仪器技术参数– 技术参
数 URL
仪器技术参数 – 不确定
性评估程序

频率 – 观测频率和极化

WMDS 要素

WMDS 要素(x
= 有代码表)

XML 要素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XML 路径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仪器技术参数

5-03

specificationLink

#Equipment#/wmdr:specificationLink

-

-

-

-

-

-

frequency
frequencyUnit
frequencyUse
bandwidth
bandwidthUnit
purposeOfFrequencyUse
transmissionMode

频率 – 电信频率

-

-

frequency
frequencyUnit
frequencyUse
bandwidth
bandwidthUnit
purposeOfFrequencyUse

注释
维护日志：

-维护方

5-11

dat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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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ment#/wmdr:frequency/wmdr:Frequencies/wmdr:fre
quency
#Equipment#/
wmdr:frequency/wmdr:Frequencies/wmdr:frequencyUnit
#Equipment#/wmdr:frequency/wmdr:Frequencies/wmdr:fre
quencyUse
#Equipment#/wmdr:frequency/wmdr:Frequencies/wmdr:ba
ndwidth
#Equipment#/wmdr:frequency/wmdr:Frequencies/wmdr:ba
ndwidthUnit
#Equipment#/wmdr:frequency/wmdr:Frequencies/wmdr:pu
rposeOfFrequencyUse
#Equipment#/wmdr:frequency/wmdr:Frequencies/wmdr:tra
nsmissionMode
#Equipment#/wmdr:frequency/wmdr:Frequencies/wmdr:fre
quency
#Equipment#/
wmdr:frequency/wmdr:Frequencies/wmdr:frequencyUnit
#Equipment#/wmdr:frequency/wmdr:Frequencies/wmdr:fre
quencyUse
#Equipment#/wmdr:frequency/wmdr:Frequencies/wmdr:ba
ndwidth
#Equipment#/wmdr:frequency/wmdr:Frequencies/wmdr:ba
ndwidthUnit
#Equipment#/wmdr:frequency/wmdr:Frequencies/wmdr:pu
rposeOfFrequencyUse
#logEntry#/wmdr:MaintenenceReport/wmdr:datetime

OSCAR/Surface 字段

WMDS 要素

WMDS 要素(x
= 有代码表)

-维护日期
-维护方
-个人
-描述
-作者
-文件 URL

-维护活动

5-13

XML 要素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organisationName
individualName
description
author
documentationURL

5-08 (x 标准类
型)

checkLocation
datetime
standardType
standardName
standardSerialNumber
controlCheckResult
documentationURL
author

质量保证日志：
-地点
-活动日期
-标准类型
-标准名称
-标准序列号
-活动结果
-文件 URL
-作者

仪器控制结果

XML 路径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logEntry#/wmdr:MaintenanceReport/wmdr:maintenancePa
rty/gmd:CI_ResponsibleParty/gmd:organisationName
#logEntry#/wmdr:MaintenenceReport/wmdr:maintenancePa
rty/gmd:CI_ResponsibleParty/gmd:individualName
#logEntry#/wmdr:MaintenanceReport/wmdr:description
#logEntry#/wmdr:MaintenenceReport/wmdr:author
#logEntry#/wmdr:MaintenanceReport/wmdr:documentation
URL
#logEntry#/wmdr:ControlCheckReport/wmdr:checkLocation
#logEntry#/wmdr:ControlCheck/wmdr:datetime
#logEntry#/wmdr:ControlCheckReport/wmdr:standardType
#logEntry#/wmdr:ControlCheckReport/wmdr:standardName
#logEntry#/wmdr:ControlCheckReport/wmdr:standardSerial
Number
#logEntry#/wmdr:ControlCheck/wmdr:controlCheckResult
#logEntry#/wmdr:ControlCheckReport/wmdr:documentatio
nURL
#logEntry#/wmdr:ControlCheck/wmdr:author

路径缩略语（间下列各表中的彩色编码）：
#=
/wmdr:WIGOSMetadataRecord/wmdr:facility/wmdr:ObservingFacility/wmdr:observation/wmdr:ObservingCapability/wmdr:observation/o
m:OM_Observation/om:procedure/wmdr:Process/wmdr:deployment/wmdr:Deployment/wmdr:dataGeneration/wmdr:DataGeneration/wm
dr:sampling/wmdr:Sampling DO NOT TRANSLATE

观测部署信息：数据生成 – 采样
OSCAR/Surface 字段

WMDS 要素

WMDS 要素(x =
有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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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要素

XML 路径

TRANSLATE THE TITLE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采样策略

采样策略

6-03 (x)

samplingStrategy

#Sampling#/wmdr:samplingStrategy

采样间隔

采样时间间隔

6-06

temporalSamplingInterval

#Sampling#/wmdr:temporalSamplingI
nterval

采样周期

采样时间周期

6-04

samplingTimePeriod

#Sampling#/wmdr:samplingTimePerio
d

采样空间分辨率

采样空间分辨率

6-05

spatialSamplingResolution

#Sampling#/wmdr:spatialSamplingRes
olution

采样程序

采样程序

6-01

samplingProcedure

#Sampling#/wmdr:samplingProcedure

采样程序描述

采样程序

6-01

samplingProcedureDescript
ion

#Sampling#/wmdr:samplingProcedure
Description

样本处理

样本处理

6-02

sampleTreatment

#Sampling#/wmdr:sampleTreatment

路径缩略语（见下列各表中的彩色编码）：
#Processing# =
/wmdr:WIGOSMetadataRecord/wmdr:facility/wmdr:ObservingFacility/wmdr:observation/wmdr:ObservingCapability/wmdr:observation/o
m:OM_Observation/om:procedure/wmdr:Process/wmdr:deployment/wmdr:Deployment/wmdr:dataGeneration/wmdr:DataGeneration/wm
dr:processing/wmdr:Processing DO NOT TRAN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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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部署信息：数据生成 – 加工
OSCAR/Surface 字段

WMDS 要素

WMDS 要素(x =
有代码表)

XML 要素

XML 路径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汇集期

汇集期

7-09

aggregationPeriod

#Processing#/wmdr:aggregationPeriod

数据加工方法

数据加工方法和算法

7-01

dataProcessing

#Processing#/wmdr:dataProcessing

软件/处理器和版本

软件/处理器版本

7-05

softwareDetails

#Processing#/wmdr:softwareDetails

软件/源代码库 URL

软件/处理器版本

7-05

softwareURL

#Processing#/wmdr:softwareURL

加工/分析中心

加工/分析中心

7-02

processingCentre

#Processing#/wmdr:processingCentre

路径缩略语（见下列各表中的彩色编码）：
#DataGeneration# =
/wmdr:WIGOSMetadataRecord/wmdr:facility/wmdr:ObservingFacility/wmdr:observation/wmdr:ObservingCapability/wmdr:observation/o
m:OM_Observation/om:procedure/wmdr:Process/wmdr:deployment/wmdr:Deployment/wmdr:dataGeneration/wmdr:DataGeneration DO
NOT TRANSLATE
#Reporting# =
/wmdr:WIGOSMetadataRecord/wmdr:facility/wmdr:ObservingFacility/wmdr:observation/wmdr:ObservingCapability/wmdr:observation/o
m:OM_Observation/om:procedure/wmdr:Process/wmdr:deployment/wmdr:Deployment/wmdr:dataGeneration/wmdr:DataGeneration/wm
dr:reporting/wmdr:Reporting DO NOT TRANSLATE

#Schedule# =
/wmdr:WIGOSMetadataRecord/wmdr:facility/wmdr:ObservingFacility/wmdr:observation/wmdr:ObservingCapability/wmdr:observati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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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_Observation/om:procedure/wmdr:Process/wmdr:deployment/wmdr:Deployment/wmdr:dataGeneration/wmdr:DataGeneration/wm
dr:schedule/wmdr:Schedule DO NOT TRAN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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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部署信息：资料生成 – 报告（+方案）
OSCAR/Surface

WMDS 要素

字段

WMDS 要素 (x =
有代码表)

XML 要素

XML 路径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时间表 – 月、
天、小时、分钟

观测时间表/国
际交换时间表

6-08/7-14

schedule

#DataGeneration#/wmdr:schedule

时间表 – 昼间基
本时间

昼间基本时间

6-07

diurnalBaseTime

#Schedule#/wmdr:diurnalBaseTime

旨在国际交换

国际交换时间
表

7-14

internationalExchan
ge

#Reporting#/wmdr:internationalExchange

数据政策

数据政策/使用
约束

9-02 (x)

dataPolicy

#Reporting#/wmdr:dataPolicy/wmdr:DataPolicy/wmdr:dataPolicy

属性 – 工作名称

-

-

title

#Reporting#/wmdr:dataPolicy/wmdr:DataPolicy/wmdr:attribution
/wmdr:Attribution/ wmdr:title

属性 – URL

-

-

URL

#Reporting#/wmdr:dataPolicy/wmdr:DataPolicy/wmdr:attribution
/wmdr:Attribution/wmdr:originatorURL/gmd:CI_OnlineResource/g
md:linkage/gmd:URL

属性 – 工作发起
者

-

-

organisationName

#Reporting#/wmdr:dataPolicy/wmdr:DataPolicy/wmdr:attribution
/wmdr:Attribution/wmdr:originator/gmd:CI_ResponsibleParty/gm
d:organisationName

属性 – 基于
（URL）的工作源

-

-

URL

#Reporting#/wmdr:dataPolicy/wmdr:DataPolicy/wmdr:attribution
/wmdr:Attribution/wmdr:source/gmd:CI_OnlineResource/gmd:lin
kage/gmd:URL

主要观测

观测状态

5-14

officialStatus

#Reporting#/wmdr:officialStatus

测量单位

测量单位

1-02 (x)

uom

#DataGeneration#/wmdr:reporting/wmdr:Reporting/wmdr:uom

报告间隔

报告时间周期

7-03

temporalReportingI

#Reporting#/wmdr:temporalReportingInterval

42

OSCAR/Surface

WMDS 要素

字段

WMDS 要素 (x =
有代码表)

XML 要素

XML 路径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TRANSLATE THE TITLE OF THE COLUMN BUT NOT THE
CONTENT

nterval
报告间隔 – 数据
记录中时间戳的含
义

报告时间周期

7-03

timeStampMeaning

#Reporting#/wmdr:timeStampMeaning

报告期中的观测数

-

-

numberOfObservati
onsInReportingInter
val

#Reporting#/wmdr:numberOfObservationsInReportingInterval

报告空间间隔

报告空间间隔

7-04

spatialReportingInte
rval

#Reporting#/wmdr:spatialReportingInterval

时效性

（报告的）时
效性

7-13

timeliness

#Reporting#/wmdr:timeliness

数值分辨率

数值分辨率

7-12

numericalResolution

#Reporting#/wmdr:numericalResolution

数据水平

数据水平

7-06 (x)

levelOfData

#Reporting#/wmdr:levelOfData

数据格式

数据格式

7-07 (x)

dataFormat

#Reporting#/wmdr:dataFormat

数据格式版本

数据格式版本

7-08

dataFormatVersion

#Reporting#/wmdr:dataFormatVersion

参考基准

参考基准

7-11

remarks

#Reporting#/wmdr:referenceDatum/gml:VerticalDatum/gml:rem
arks

基准时间源

基准时间

7-10 (x)

referenceTimeSourc
e

#Reporting#/wmdr:referenceTimeSource

观测是否可溯源至
标准？

可溯源性

8-05 (x)

-

-

数据质量标记系统

质量标记系统

8-04 (x)

-

-

43

3.12

OSCAR/Surface 应用程序接口（机对机界面）

前几节描述的 OSCAR/Surface 图形用户接口的备选方式是 OSCAR/Surface 应用程序接口（API）。
上述的一些行动，例如搜索台站信息（详情见下文）、台站注册和编辑，均可通过 API 完成。
OSCAR/Surface 有各个端点，使用户能够以机器可读格式检索和发送信息。这使其它系统能够与
OSCAR/Surface 互动并有效进行批量修改。
目前有两类可用的端点：搜索和发现以及添加和编辑元数据。后者中，通过图形用户接口无法完成台站
的注册/编辑，而是要通过上传机器可读数据格式的基于 XML 文件来表示台站元数据。表 4 和表 5 记
录了不同的 API 端点。第一列为端点的功能；第二列 –端点的 URL；第三列为参数和可阐述的认可代
码表值的定义，或它包含端点使用指令；第四列为检索信息的文件格式。
前两个端点，搜索台站和搜索多个 WIGOS ID，可用于创建带某种条件的台站列表。如果是搜索多个
WIGOS ID 的情况下，条件只是 WIGOS ID，它必须在 URL 中定义。例如，如果想知道瑞士用第二
个组块中 ISO 国家代码注册了多少个台站，则 URL 为如下所示：
/search/wigos?WIGOSStationIdentifier={756}。搜索结果为 JSON 文件。
可以使用更为复杂的搜索台站端点。这里用不同的参数定义搜索，例如程序隶属关系、台站位置、测量
的变量等。下文中的表 4 为如何阐明此类界定信息。有三个方案：（a）信息可以用数字直接输入，如
位置说明（十进制数）；（b）可插入具体条件的所需代码表值（称为“计数法”；前面的路径是参照
代码表，而非 API URL 的一部分）；或（c）检索到内部 OSCAR ID 后便可以使用（详见下文）。现
有可用的代码表值参见：http://codes.wmo.int。用“&”可将若干搜索条件组合起来。如果使用多
个搜索条件，则使用逻辑表达“AND”将其衔接，即，这些台站必须满足所有条件。这相当于 GUI
（默认）中的所有条件匹配。下列实例可说明搜索台站发现端点的使用：
搜索瑞士的所有台站：
https://oscar.wmo.int/surface/rest/api/search/station?territoryName=CHE
搜索所有天气雷达（计划 = WRO）：
https://oscar.wmo.int/surface/rest/api/search/station?programAffiliation=WRO
搜索瑞士的所有天气雷达（计划 = WRO，国家 = 瑞士）：
https://oscar.wmo.int/surface/rest/api/search/station?territoryName=CHE&programAffili
ation=WRO
搜索所有降水台站（变量 = 降水量和强度）：
https://oscar.wmo.int/surface/rest/api/search/station?variable=210,212
搜索高度在 3000 米以上的所有台站：
https://oscar.wmo.int/surface/rest/api/search/station?elevationMin=3000
使用端点搜索台站详情、搜索台站观测以及搜索观测部署，还有可能搜索到台站详情（台站报告）、具
体台站的观测或台站具体观测的部署。这些均为内部 API 端点，这就是人们需要内部 ID 对台站或观测
做具体说明的原因。前文所述的 API 端点可找到 OSCAR 内部 ID。注意，不能保证内部 ID 的稳定性，
因此，不推荐直接使用。使用前要查询内部 ID。
在搜索一系列台站时，还可查阅特定台站或观测的更多详情。例如，在对瑞士所有台站的搜索结果中，
可使用一个特定的内部 OSCAR ID 来进一步调研某个台站：例如内部 ID 33377 可提供关于
Weissfluhjoch 台站的进一步信息。
另一个搜索和发现端点是 XML 下载。可利用台站的 WIGOS ID 下载台站的 XML 表示法，例如
https://oscar.wmo.int/surface/rest/api/wmd/download/0-20000-0-10359。
表 4. 搜索和发现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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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column heading and content in English
Endpoint

URL

Parameters and codelists

Search
stations

/search/station

Search
station details
Search
observations
of a station
Search
deployments
of an
observation
XML
download

/stations/station/{internal_id}/stationReport
/stations/stationObservation/{internal_id}

- wigosId = {wigos id}
- facilityType =
/FacilityType/{Notation}
- stationClass =
/stationClass/{Notation 1}
- programAffiliation =
/ProgramAffiliation/{Notation}
- wmoRegion =
/WMORegion/{Notation}
- territoryName =
/TerritoryName/{Notation}
- organization = {internal
OSCAR ID}
- variable =
/ObservedVariable/{Notation}
- climateZone =
/ClimateZone/{Notation}
- latitudeMin = {decimal
number}
- latitudeMax = {decimal
number}
- longitudeMin = {decimal
number}
- longitudeMax = {decimal
number}
- elevationMin = {decimal
number}
- elevationMax = {decimal
number}
internal_id = internal OSCAR
ID of the station
internal_id = internal OSCAR
ID of the station

File
format
JSON

JSON
JSON

/stations/deployments/{observation_id}

observation_id = internal
OSCAR ID of the observations
at the station

JSON

/wmd/download/{WIGOS ID}

-

XML

1

台站类别或现有已实施的台站类别的可能值无法在下述网址中查找到：http://codes.wmo.int，但可在本文件
的下一页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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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

API 端点表

下表所列参数未包含在下述网址的所有代码表表格中：http://codes.wmo.int.
表 5. 台站类别
名称

WMO306

定义

农业气象站

隶属“农业气象学”应用领域的台站。

agriculturalStation

飞机气象站

隶属天基观测系统（ABO）计划的台站

aircraftStation

自动天气站(AWS)

自动测量下列观测值之一的台站：气压、湿度、
降水、温度和水平风速及风向。

AWS

气候站

隶属“气候监测（GCOS）”、“气候科学”和
“气候应用”等应用领域的台站，或隶属
“GCOS”或“RBCN”的台站。

climatologicalStation

冰冻圈台站

测量冰冻圈变量的台站。

cryosphereStation

降水台站

测量降水量或强度的台站。

precipitationStation

雷达风廓线仪台站

隶属 GOS 计划“风廓线仪”的台站。

windProfiler

辐射台站

测量向下辐射或向上辐射相关变量的台站。

radiationStation

海洋廓线台站

测量海洋温度垂直廓线的海上台站（固定、移动
或水下移动）。

SeaProfilingStation

地面气象站(SYNOP)

测量湿度、气压、温度和水平风速及风向的陆地
台站。

synopLand

海洋气象站 (SYNOP)

测量大气压的海上台站（固定、移动或冰上）。

synopSea

高空/PILOT 站

用无线电探空仪测量高空风的台站, 无额外观
测。

upperAirPilot

高空/无线电探空仪站

用无线电探空仪测量气压和湿度、温度或高空风
垂直廓线的台站。

upperAirRadiosonde

天气雷达

隶属全球观测系统天气雷达（WRO）计划的台
站。

weatherRadar

有一个端点用于添加和编辑元数据，另一个端点用于检索这一操作的日志。这些端点需要机器用户的确
认和授权。这两个端点可参见表 6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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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使用这些端点的用户需要一个安全令牌。每个国家联络人均可在管理>管理机器访问下检索
OSCAR 的安全令牌（见图 38）。注意，安全令牌仅在第一次时显示。作为第一步，它有助于屏幕截
图或将其保存在单独文件中。

图 38. 安全令牌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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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编辑元数据和检索相应日志的端点
URL

端点
Upload WMDR
XML

Get logs of
WMDR upload

3.13

/wmd/upload

/wmd/getlog/{xmlId}

描述和指令
REST 要求根据 WIGOS 元数据表示法上传
XML 文件。

输出

它需要一个在 HTTP 头下传送的有效认证令牌
名称如下：X-WMO-WMDR-Token。

JSON，含所上
传 XML 的 ID、
解析的状态、解
析的日志

检索所提供 ID 的解析日志。

JSON

它需要一个在 HTTP 头下传送的有效认证令牌
名称如下：X-WMO-WMDR-Token。

OSCAR/Surface 的帮助和学习资源

除了本手册之外，还有其它材料，用户可从中查找到有关如何使用 OSCAR 的更多信息：
- OSCAR/Surface Moodle 平台：
https://etrp.wmo.int/course/view.php?id=146
该平台包含所有培训活动的报告、OSCAR/Surface 博客、互动论坛以及每月举办一次的
OSCAR/Surface 网络研讨会的录音。
- OSCAR/Surface 网站上的 OSCAR/Surface 常见问题：
https://oscar.wmo.int/surface//index.html#/faq/
- OSCAR/Surface 帮助台，可通过 OSCAR/Surface 网站上的联系表（点支持按钮访问）连接：
https://oscar.wmo.int/surface//index.html#/support)
OSCAR/Surface 运营团队和 WMO 秘书处可跟踪并回答通过该表提交的申请。

3.14

如何报告漏洞

如果你有反馈意见，发现了漏洞或在应用中出现意外情况，请使用 OSCAR/Surface 网站上的联系表
通知研发团队（见上文）。你的反馈意见非常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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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OSCAR/SURFACE 屏幕上的填写项一览表

下列各图（图 39-图 41）是从 OSCAR/Surface 上截取一系列输入项截图。标红的填写项为必填，由
OSCAR/Surface 图形用户接口强制填写。未填写这些项无法注册/编辑台站。黄色标示的是 WIGOS
元数据标准确定的其它所有必填项。在 OSCAR/Surface 中保存台站无需这些项，但对于完整的台站
元数据表示法，则它们是必填项。
若要大体了解完成台站信息所需填写项，还可利用注册新台站对话框创建“哑”站，将其存为草稿或根
本不保存。这可以浏览创建新台站所需的全部表和填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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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台站信息和变量

50

图 40. 观测部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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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部署信息：数据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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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台站 XML 表示法实例

TITLE CAN BE TRANSLATED. CONTENT TO STAY IN ENGLISH.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yes"?>
<wmdr:WIGOSMetadataRecord xmlns:gml="http://www.opengis.net/gml/3.2"
xmlns:xlink="http://www.w3.org/1999/xlink" xmlns:wmdr="http://def.wmo.int/wmdr/2017"
xmlns:gco="http://www.isotc211.org/2005/gco" xmlns:gmd="http://www.isotc211.org/2005/gmd"
xmlns:ns6="http://def.wmo.int/opm/2013" xmlns:ns7="http://def.wmo.int/metce/2013"
xmlns:om="http://www.opengis.net/om/2.0" xmlns:ns9="http://www.isotc211.org/2005/gts"
xmlns:sam="http://www.opengis.net/sampling/2.0" xmlns:sams="http://www.opengis.net/samplingSpatial/2.0"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gml:id="id1"
xsi:schemaLocation="http://def.wmo.int/wmdr/2017 http://schemas.wmo.int/wmdr/1.0RC9/wmdr.xsd">
<wmdr:headerInformation>
<wmdr:Header/>
</wmdr:headerInformation>
<wmdr:facility>
<wmdr:ObservingFacility gml:id="_0-20000-0-teststationblog">
<gml:identifier codeSpace="0-20000-0-teststationblog">0-20000-0-teststationblog</gml:identifier>
<gml:name>Teststation Blog</gml:name>
<wmdr:responsibleParty>
<wmdr:ResponsibleParty>
<wmdr:responsible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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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d:CI_ResponsibleParty>
<gmd:organisationName>
<gco:CharacterString>WMO</gco:CharacterString>
</gmd:organisationName>
<gmd:role>
<gmd:CI_RoleCode codeList="http://codes.wmo.int/wmdr/owner"
codeListValue="owner"/>
</gmd:role>
</gmd:CI_ResponsibleParty>
</wmdr:responsibleParty>
<wmdr:validPeriod>
<gml:TimePeriod gml:id="id-time_orga">
<gml:beginPosition>2019-03-01</gml:beginPosition>
<gml:endPosition/>
</gml:TimePeriod>
</wmdr:validPeriod>
</wmdr:ResponsibleParty>
</wmdr:responsibleParty>
<wmdr:geospatialLocation>
<wmdr:GeospatialLocation>
<wmdr:geo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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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l:Point gml:id="id-coord">
<gml:pos>46.224331 6.146441 3750.0</gml:pos>
</gml:Point>
</wmdr:geoLocation>
<wmdr:validPeriod>
<gml:TimePeriod gml:id="id-time_coord">
<gml:beginPosition>2019-03-01</gml:beginPosition>
<gml:endPosition/>
</gml:TimePeriod>
</wmdr:validPeriod>
</wmdr:GeospatialLocation>
</wmdr:geospatialLocation>
<wmdr:facilityType xlink:href="http://codes.wmo.int/wmdr/landFixed"/>
<wmdr:dateEstablished>2019-03-01</wmdr:dateEstablished>
<wmdr:wmoRegion xlink:href="http://codes.wmo.int/wmdr/europe"/>
<wmdr:territory>
<wmdr:Territory>
<wmdr:territoryName xlink:href="http://codes.wmo.int/wmdr/CHE"/>
<wmdr:validPeriod>
<gml:TimePeriod gml:id="id-time_territory">
<gml:beginPosition>2019-03-01</gml:begin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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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l:endPosition/>
</gml:TimePeriod>
</wmdr:validPeriod>
</wmdr:Territory>
</wmdr:territory>
<wmdr:programAffiliation>
<wmdr:ProgramAffiliation>
<wmdr:programAffiliation xlink:href="http://codes.wmo.int/wmdr/GOS"/>
<wmdr:reportingStatus>
<wmdr:ReportingStatus>
<wmdr:reportingStatus xlink:href="http://codes.wmo.int/wmdr/operational"/>
<wmdr:validPeriod>
<gml:TimePeriod gml:id="id-time_prog">
<gml:beginPosition>2019-03-01</gml:beginPosition>
<gml:endPosition/>
</gml:TimePeriod>
</wmdr:validPeriod>
</wmdr:ReportingStatus>
</wmdr:reportingStatus>
</wmdr:ProgramAffiliation>
</wmdr:programAffil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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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dr:observation>
<wmdr:ObservingCapability gml:id="id-obs1_stat">
<wmdr:facility xlink:href="_0-20000-0-teststationblog"/>
<wmdr:programAffiliation xlink:href="http://codes.wmo.int/wmdr/GOS"/>
<wmdr:observation>
<om:OM_Observation gml:id="id-obs1_geom">
<om:type xlink:href="http://codes.wmo.int/wmdr/point"/>
<om:metadata>
</om:metadata>
<om:phenomenonTime/>
<om:resultTime/>
<om:procedure>
<wmdr:Process gml:id="id-obs1_proc">
<wmdr:deployment>
<wmdr:Deployment gml:id="id-obs1_dep1">
<wmdr:dataGeneration/>
<wmdr:validPeriod/>
<wmdr:localReferenceSurface/>
<wmdr:applicationArea/>
<wmdr:sourceOfObservation/>
<wmdr: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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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dr:Deployment>
</wmdr:deployment>
</wmdr:Process>
</om:procedure>
<om:observedProperty xlink:href="http://codes.wmo.int/wmdr/251"/>
<om:featureOfInterest xsi:nil="true"/>
<om:result>
</om:result>
</om:OM_Observation>
</wmdr:observation>
</wmdr:ObservingCapability>
</wmdr:observation>
</wmdr:ObservingFacility>
</wmdr:facility>
</wmdr:WIGOSMetadataRecor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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