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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庞大数据中隐藏着很多价值信息,为了在大量的数据中找到其存在的
规律,技术人员必须采用数据挖掘技术,从而有效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气象业务在国民经济建设与科学
研究过程中具备十分重要的价值,应用十分广泛,可为基础的地面与高空气象提供更多的参考资料,且很
多灾害资料与雷达气象资料中蕴藏着气象规律,可有效预测气象。基于此,本文就数据挖掘技术在气象业
务中的应用进行浅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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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Data Mining Technology in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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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 lot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is hidden in huge data. In
order to find the existence law in a large amount of data, technicians must use data mining technology to effectively
predict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have very important value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are widely used. They can provide more reference data for basic
ground and upper air conditions. Many disaster data and radar weather data contain meteorological laws. It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weather.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data mining
technology in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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