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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浅谈兴安盟气象台站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在装备保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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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开展内蒙古气象局质量管理体系对气象装备储备供应的影响和作用意义进行研究,分析
在质量体系对气象装备储备供应方面造成的影响,并找出不足提出建议,完善质量体系相关内容以提高
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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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and operation of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Xingan League
meteorological station in equipment support
Qingtao Xu, Xin Huang
Xing'an League Meteorological Bureau
[Abstract] by studying the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Inner Mongolia
Meteorological Bureau on the reserve and supply of meteorological equi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quality system on the reserve and supply of meteorological equipment, finds out the deficiencies,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improves the relevant contents of the quality system to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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