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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新技术与气象数据处理 
曹正 

民航中南气象中心，广州市，广东省  510403 
 

摘 要：近几年网络技术发展迅速，特别是基于 Web 的 HTML5 技术，结合性能卓越的 Javascript 脚本编

程语言以及轻型高效的网络服务应用平台的 Node.js。采用这些技术可以相当高效地自动完成常规气象数据

的处理工作，并可实现实时协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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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0 年 4 月乔布斯公开发表《关于 Flash 的思考》，掀起了 Flash 与 HTML5 的技术之争，使得 HTML5
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各大浏览器厂商的良性竞争让 HTML5 的各项关键技术得到普遍支持，通过高效利

用客户端硬件资源，使其拥有了桌面程序所具有的表达和应用能力；民航中南气象中心近 2 年在使用

HTML5 技术处理天气雷达、卫星云图以及 GRIB1、NetCDF 格点数据的过程中，发现基于 Firefox、Chrome
浏览器和 Node.js 进行数据解码、图形图像生成等自动处理作业的性能和稳定性与 Java 或 Fortran 编译程序

运行结果相差无几；本文首先概述了 HTML5、Node.js 和 Javascript 的技术特点和主要功能，接着以单个

实例详述气象数据的处理流程，然后展示了一些图形图像产品和业务系统， 后是建立气象数据处理开源

框架的一些设想。 

2. Web 新技术概述 

1) 包容务实、开放易用的 HTML5 
    HTML5 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保持一切新特性平滑过渡。一旦浏览器不支持 HTML5 的某项功能，针

对该功能的备选操作就会默认进行。同时，互联网上存在巨量的 HTML 文档，新技术能支持所有现存的文

档非常重要。HTML5 规范是基于用户优先准则进行编写的，当遇到无法解决的冲突时，规范会把 终用

户置于首位，其次是网页编辑者，再次是实现者，接着是规范制定者， 后才考虑理论的纯粹性。 
    Web 应用，安全第一。HTML5 引入了一种新的基于数据源的安全模型，该模型不仅易用，而且对各

种不同的应用编程接口都通用。更清晰地分离表现形式和内容，有效降低文档复杂度、提高可访问性和访

问速度。HTML5 新增的离线应用、多线程计算、本地文件读写与拖放操作以及数据存取、定位服务、双

向通信、音频和视频的原生支持、二进制数据处理、二维三维的图形图像处理、丰富的表单元素以及客户

端麦克风、摄像头的利用等等功能接口，无不贴近用户的实际需求，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 
    自 1997 年 HTML 4 规范发布之后，业界对 Web 标准的焦点转移到了 XML 和 XHTML 上，但现实迫

切需要添加新功能，制定新规范。2004 年，来自 Apple、Mozilla、Google、Opera 等浏览器厂商的专业人

员成立了 Web 超文本应用技术工作组（WHATWG），各大浏览器厂商逐步对旗下产品进行升级以支持

HTML5 的新功能。得益于主流浏览器的实验性反馈和国际、国内的 IT 巨头从软件到硬件的热情拥抱，使

得 HTML5 规范渐趋完善，迅速融入到对 Web 平台的实质性改进，将 Web 平台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简单至上，尽量简化”是 HTML5 的又一理念。为此，HTML5 以浏览器原生支持替代复杂的 JavaScript 
代码，通过提供简单而强大的应用编程接口、升级脚本引擎来简化 Web 应用程序开发和提升用户体验。 

2) 轻型高效的网络服务应用平台的 Node.js 
    Node.js 是一个创建和运行快速、可扩展网络服务及应用的轻型、高效的 Javascript 平台，它基于 Google
的 V8 引擎，使用事件驱动、非阻塞 I/O 模式，特别适合运行在分布式设备上的数据密集型的实时服务和

应用。Node.js 创建于 2009 年，原生支持 Linux 和 Mac OS X 系统，两年后，在微软的支持下发布了 Windows
版本。 
    Javascript 是一个事件驱动编程模型的语言。Node.js 采用了一个称为“事件循环”的架构，使得编写

高可扩展性的服务和应用变得既容易又安全；同时 Node.js 使用系列“非阻塞 I/O”库来支持事件循环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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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即为文件系统、数据库之类的资源提供接口。当向文件系统发送一个请求时，无需等待硬盘寻址并检

索文件，硬盘准备好的时候非阻塞 I/O 接口会通知对应函数进行数据流的处理。基于高性能的 V8 引擎和

独特的编程架构，使用 Node.js 在单服务器模式下能处理数万个并发连接。 
    Node.js 使用 Module 模块去划分不同的功能，以简化应用的开发。虽然该项目非常年轻，但已经形成

一个庞大的社区并贡献了大量非常实用高效的模块。 

3) Web 应用的无冕之王 Javascript 
    90 年代中期 Netscape Navigator 对 JavaScript 进行了集成，让开发人员对网页中元素的访问变得非常容

易。随着 AJAX 技术的兴起，JavaScript 已经变成了实现基于 Web 应用程序（如 GMail、GMaps 等）的核

心技术。脚本程序已从几行变成数百 KB 的代码，但性能却逐渐成为进一步使用 JavaScript 开发复杂 Web
应用的瓶颈。 
    V8 引擎是 Google 于 2008 年开始的一个开源项目，是一个全新的 JavaScript 引擎，以高效执行大型

JavaScript 应用程序为目的。通过快速属性访问、动态机器码生成和高效的垃圾收集三项关键技术，不但

使得 JavaScript 的性能出现质的提升（Javascript 编写的代码与用 C 写出来的程序性能相差无几，开发时间

却大大减少），而且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库被嵌入到已有的 C++应用之中，为软件的灵活性，扩展性提供

可能。如 Chrome 浏览器、Node.js 平台等。 
    Firefox 和 IE9 浏览器的 Javascript 引擎也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0 年更新为 JIT 编译器的 TraceMonkey
和 Chakra，Javascript 的运行性能相比之前的解释型编译器均有数十倍的提升。 

3. 基于 Web 的风温预告图制作流程 

    风温格点数据来自京沪穗数值预报的中区域产品。首先，按数据时间、区域、预报时效、高度层次在

服务器端使用 ARWPost 和 Grads 自动生成所需的 U、V 风和温度格点数据文件，这些数据文件供浏览器端

的风温预告图制作程序使用。浏览器端具体处理流程包括：配置自动作业相关参数、初始化自动作业列表、

读取已生成的产品列表、设定需要读取的数据文件列表、读取指定文件列表的数据、计算底图比例尺、读

取并解析 Grads 地理信息数据、地理信息投影并绘制底图、读取解析格点数据配置文件信息、插值格点数

据并绘制风羽和温度值、保存图形、自动作业调度等十二个子过程。服务器端使用 PHP 处理上传的数据，

一方面保存图形，另一方面保存图形文件名到产品列表文件。生成图片的尺寸为 2000x1800 像素，生成速

度约每秒 1 张。 
    Web自动作业的关键是掌握 Javascript的异步处理机制。现代浏览器普遍支持的XMLHttpRequest对象，

可以很好地异步处理文本和二进制格式数据的读取、上传，在数据接收处理后，再将相关参数和数据经全

局变量传入回调函数并执行。其中引入了 Cfg、Job、Data 三个全局变量，用于保存相关配置、调度作业和

气象数据。下面是各个子过程的函数名称和部分代码。 
1) 自动作业调度 
function main(){  
 initJobs();                // 3). 初始化自动作业列表 
 var nJobNum = Job.length;  // 作业的总数目 
 var nJobIdx = 0;           // 当前作业序号  
 // 绘制图形的 HTML5 CANVAS（画布）元素 
 Cfg.cvs = document.getElementById('cvs'); 
 Cfg.ctx = cvs.getContext('2d');  
    job();                                      // 执行自动作业     
    function job(){                             // 定义作业流程 
        if (nJobIdx < nJobNum){                 // 依次异步处理每个作业 
   var o = Job[nJobIdx].args;          // 作业预先设置的基本参数 
   loadProductList(o, function(o){     // 4). 读取已生成的产品列表 
   setUriList     (o, function(o){     // 5). 设定需要读取的数据文件列表 
   loadUris       (o, function(o){     // 6). 读取指定文件列表的数据 
   setMapScale    (o, function(o){     // 7). 计算底图比例尺 
   loadMapData    (o, function(o){     // 8). 读取并解析 Grads 地理信息数据 
   projection     (o, function(o){     // 9). 地理信息投影并绘制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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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Grid       (o, function(o){     // 10).读取解析格点数据配置文件信息 
   interpolation  (o, function(o){     // 11).插值格点数据并绘制风羽和温度值 
   upload         (o, function(o){     // 12).保存图形 
                nJobIdx++;                      // 递增作业序号 
                job();                          // 处理下一个作业 
   }); }); }); }); }); }); }); }); }); // 9 个 }); 对应上面 9 个函数模块 
        } else {                                // 所有作业处理完毕，等待下一次任务 
   showTip('等待下次处理，请勿退出。');// 显示提示信息 
   setTimeout('main()', Cfg.interval); // 登记下次处理任务 
        } 
    }  
} 

2) 配置自动作业相关参数 
var Cfg  = { 
 timezone : '',  // 处理计算机时间的时区问题 
 cst      : '',  // 处理 Linux 系统的时区问题 
 'CN_ZG'  : { 
  lambert    : { 
      cities : [ 
    // [lat, lon, char, name] 
    [23.39, 113.30, 'G', '广州'] 
   ], 
   sign    : -1,     // 中心经度以东倾斜夹角的符号，-1 : 负值，1 : 正值 
   width   : 2000,   // 图片宽度，单位：像素(pixel) 
   height  : 1800,   // 图片高度，单位：像素(pixel) 
   vLonC   : 110.0,  // 填图网格的中心经度，单位：° 
   pLonW   : 90.0,   // 填图网格的 西经度，单位：° 
   pLonE   : 135.0,  // 填图网格的 东经度，单位：° 
   pLatN   : 40.0,   // 填图网格的 北纬度，单位：° 
   pLatS   : 14.0,   // 填图网格的 南纬度，单位：° 
   vLatN   : 40.0,   // 底图上中心经度的 北点，单位：° 
   vLatS   : 14.0,   // 底图上中心经度的 南点，单位：° 
   latStep : 1.25,   // 网格的经向步长，单位：° 
   lonStep : 1.25,   // 网格的纬向步长，单位：°  
   //====================以下参数一般无需修改 ==================== 
   CityFont: 'bold 30px Arial', 
   WindBar:{  // 风羽设置 
    Unit  : 'KT', 
    Scale : 0.8, 
    LineW : 3, 
    Font  : 'bold 30px Arial' 
   }, 
   q1     : 30.0 *Math.PI/180.0,  // 参考纬线 1，一般为 30°，degree to rad 
   q2     : 60.0 *Math.PI/180.0,  // 参考纬线 2，一般为 60°,degree to rad 
   scale  : 1.0, // 比例尺，由图片尺寸和显示范围决定，由 setMapScale 设置。 
   x0     : '',  // width/2 
   y0     : '',  // height 
   q0     : '',  // 中心经度上的 南点，与 vLatS 相同，degree to rad 
   r0     : '',  // 中心经度，与 vLonC 参数相同，degree to rad 
   NX     : '',  // 北极点的平面坐标(NX, NY); 
   NY     : '' 
  } 
 }, 
 upload_url     : 'upload.php',  // 处理上传图形的网页 
 interval       : 3600*1000，    // 单位，毫秒。处理间隔时间 
 GridUri : 'cfg.txt',            // 格点文件的网格信息 
 MapData : '',                   // 地理信息数据 
 MapUri  : 'map/lowres',         // Grads 的地理信息文件 
 ListUrl : 'dat/log.txt',        // 已生成的产品列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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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otMap : true,                 // 进行投影时是否绘制 
 ctl     : '',                   // 网格文件配置信息 
 cvs     : '',                   // 绘制底图、风羽、温度值等的画布 
 ctx     : ''                    // 画布对象的绘制环境 
}; 

3) 初始化自动作业列表 
function initJobs(){ 
 Job = [];  // Job 为全局变量，初始化时先置空。 
 for (var v = 0; v < Valid.length; v++){ 
  for (var l = 0; l < Layer.length; l++){ 
   var o = {args:{}};                // 外部参数保存在 args 属性中 
   o.args.AreaName   = areaName;     // 底图区域 
   o.args.Projection = projection;   // 投影方式 
   o.args.ValidTime  = [Valid[v]];   // 预报时效 
   o.args.ElemLayer  = [Layer[l]];   // 高度层次 
   o.args.DataTime   = dataTime;     // 物理变量 
   o.args.ElemType   = elemList;     // 数据时间 
   Job.push(o); 
  } 
 } 
 // 可根据需要仿上述方法设置多个区域。 
} 

4) 读取已生成的产品列表 
function loadProductList(o, callback){  } 

5) 设定需要读取的文件列表 
function setUriList(o, callback){  } 

6) 读取指定文件列表的数据 
function loadUris(o, callback){  
 if (o.errors)  { processError(o.errors);    return; }   
 if (o.GotoNext){ if (callback) callback(o); return; } 
 Data      = {}; 
    var aUri  = o.uris,  cnt = aUri.length, idx = 0, aN = []; 
     
    load();     
    function load(){ 
        if (idx < cnt){ 
            var url = aUri[idx]; 
            var xhr = new XMLHttpRequest();      // 创建 XHR 对象。 
            xhr.open('GET', url, true);          // 设置数据请求。 
            xhr.responseType = 'arraybuffer';    // 设置此参数，则响应的数据类型为字节数组。 
            xhr.onreadystatechange = function(){ // 状态侦听,异步处理。 
                if (xhr.readyState == 4){        // 服务器响应完毕。 
                    if (xhr.status == 200 || xhr.status == 304){ // 请求成功或数据未修改。 
      // 根据 url 地址生成需要的数据类型 id。 
      id       = parseIdFrom(url);               // 数据按类型 id 保存。 
                        Data[id] = new Float32Array(xhr.response); // 转换为浮点数数组。 
                        aN.push([id,xhr.status]);                  // 日志信息。 
                    } 
                    idx++; load();     // 无论数据是否存在，均执行下一次请求。 
                } 
            }; 
            xhr.send();                // 提交请求。 
        } else {                       // 所有列表均请求完毕。 
   if (aN.length == 0){       // 没有下载任何数据。 
    o.GotoNext = true;     // 若下载列表为空，则回调函数直接执行回调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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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callback) callback(o); // 执行回调函数。 
        } 
    } 
} 
7) 计算底图比例尺 
function setMapScale(o, callback){  
 // 根据参数设置底图投影比例。此函数可以只运行一次，将输出的结果设置到 Cfg 参数对应属性。 
} 

8) 读取并解析 Grads 地理信息数据 
function loadMapData(o, callback){ } 
9) 读取解析格点数据配置文件信息 
function loadGrid(o, callback){  } 
10) 地理信息投影并绘制底图 
function projection(o, callback){  
 // 按特定方式对点的列表进行投影转换到平面笛卡尔坐标系  
} 
11) 插值格点数据并绘制风羽和温度值 
function interpolation(o, callback){  } 

12) 保存图片 
function upload(o, callback){  
    // 使用 base64 编码方式，利用 FormData 对象，将数据提交保存到服务器 
} 
4. 基于 HTML5 技术的产品和系统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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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四幅图形均使用现代浏览器的 HTML5 技术制作。左上角即是前文提到的风温预告图；右上角为

自行设计制作的风向频率图；左下角为解码 FY2E 卫星云图原始数据(VSR 格式)生成的红外 1 通道的圆盘

彩图；右下角为解码 FY2E 原始数据生成的等经纬度网格灰阶图，在现代浏览器中通过设置云顶量温值区

间后即时生成对流(绿色 TBB <= -32°)、强对流(红色 TBB <= -52°)示意图，并可动态显示鼠标位置的经

纬度和云顶量温值以及统计指定多边形区域内量温信息。FY2E 数据处理速度情况：在 CORE i5 主频 3.0G
的 PC 机上，一般 10 秒内可以完成 VSR 数据(约 112M 字节)的解码，生成一幅 2400x2400 像素的图像产品

约 6 秒。 

  
    左图为使用 PUP 格式的强度回波产品数据制作的雷达拼图，产品数据包括近 60 部雷达，图形产品的

尺寸为 2016*2530 像素，在 CORE i5 的 PC 机上，一般在 20 秒内即可完成(包括解码、拼图、生成图形、

上传服务器并保存)；右图为广州在用的基于 Web 的天气讲解会商系统， 近实验性增加了一项实时同步

功能，即一个发言用户在会商系统中的操作可以在其他浏览本系统用户的页面中进行实时同步，包括产品

浏览、平移、线条绘制等。该功能主要基于 Node.js 和 HTML5 的 Websocket 技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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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是基于 90 米分辨率的 DEM 数据制作的山体阴影图。右图是广州终端区对流临近预报产品显示原

型图，图形产品均基于浏览器的 CANVAS 制作和显示。 
    以上图形产品的制作和实时同步功能的天气讲解会商系统在 Windows 和 Linux CentOS 下的 Firefox 和

Chrome 浏览器均可正常运行。 

5. 小结 

    基于以上图形产品的开发过程，可见以 Firefox 和 Chrome 为代表的现代浏览器，具有良好的跨平台支

持以及优异的 HTML5 关键技术实现和性能表现。Web 应用程序，真正做到一次编写，到处运行。 
    HTML5 不仅增强了 Web 页面的标识和渲染能力，而且完善了服务器与客户端的交互通信能力，同时

新增的离线应用及缓存技术使 Web 脱离了在线交互的限制，使其拥有了桌面程序所有的表达和应用能力，

终使得客户端具备了创造能力，并将成为网络服务和应用的新一代平台。 
    互联网是二十世纪的重大科技发明。基于互联网，优秀的开源软件和 Web 应用正日增月长。在 github
的开源项目托管网站上，基于 Javascript 和服务器端编程语言的 Web 应用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编程语言。

若能充分利用优秀开源项目的技术资源，有效整合航空气象的用户需求和人力资源，开展与专业软件开发

人员或公司的深度合作，以科学规范、健壮高效、灵活易用、协同智能作为服务产品和业务系统的开发理

念，建立一套可靠、完备、易于调用、维护和扩展且基于 Web 平台的气象数据综合分析处理开源框架，为

预报员和专业用户提供更好地技术支持和气象产品服务，是为个人的工作梦。 
 
曹正 (1974 年)，男，山东枣庄，气象预报工程师，专注气象业务系统和气象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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