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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理信息系统具有非常强大的空间分析和数据管理功能,目前在我国的多种行业均得到了广
泛应用,尤其是在气象领域的应用更加全面。气象工作者可以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开展多种气象工作,这对
于我国气象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地理信息系统,然后说明了当前地理
信息系统发展现状,最后详细的讲解了在气象领域中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应用,这对于我国气象领域有
效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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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has very powerful functions of spatial analysis and data management.
At present,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industries in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meteorology.
Meteorological workers can use GIS to carry out a variety of meteorological work, which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teorological undertakings in China.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introduces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hen explain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finally explains in detail the main applications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in the meteorological field,
which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in the
meteorological field of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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