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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FJ-2型暗筒式日照计、DFC2型光电式自动日照仪对泰安市泰山站、新泰站的日照时
数进行了6个月的平行观测,分析了两个序列数据的差异性以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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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arallel observation of two different heliometers
Zilu Liu
Shandong Taishan meteorological statio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sunshine hours of Taishan station and Xintai station in Tai'an City are observed in
parallel for 6 months by using fj-2 dark tube sunshine meter and dfc2 photoelectric automatic sunshine meter,
and the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wo series data are analyzed.
[Key words] fj-2 dark tube sunshine meter; Dfc2 photoelectric automatic sunshine instrument; Sunshine hours;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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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光电式数字日照计测量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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