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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工作总摘要
由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技术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INFCOM）第一
次届会的组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2020 年 3 月 18 日至 5 月 18 日的通讯磋商；第二部分：2020 年 11
月 9 至 13 日的虚拟会议；第三部分：2021 年 4 月 12 至 16 日的虚拟会议。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工作总摘要见下文。在第一部分期间，“决议 1(INFCOM-1) - 建立观测、基础设施与
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决议 2(INFCOM-1) -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
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以及管理组的官员、（组长）和副主席（副组长）”；
和“决议 3(INFCOM-1) - 建立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
工作计划”获得了通过。
第二部分工作总摘要
1.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技术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INFCOM)主席 M.Jean 先生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一）于协调世界时正午宣布委员会第一次虚拟届会开幕，并对与会者表示了欢迎。他回顾到
INFCOM 是世界气象大会在其第十八次届会(Cg-18)上，在执行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36(EC-70)-WMO 组成
机构改革过渡计划和沟通战略”的基础上，通过“决议 7(Cg-18)- 建立第十八财期 WMO 技术委员会”建立
的。原计划于 2020 年 4 月 4 至 8 日举行的技术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联合届会因 COVID-19 疫情爆发而推
迟。
2.
以虚拟方式召开本次 INFCOM 届会的决定是根据 2020 年 3 月 18 日至 5 月 18 日期间通过通讯方式
通过的各项决议以及在委员会管理组领导下开展的后续活动做出的:
•
•
•

3.

决议 1 (INFCOM-1) -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研
究组的建立；
决议 2 (INFCOM-1) -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研
究组及管理组的官员、主席（组长）和副主席（副组长）；
决议 3 (INFCOM-1) -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研
究组的工作计划。
上述决议详见附录 2。

4.
秘书长佩特里∙塔拉斯教授对与会者表示了欢迎。他解释道，随着所有常设委员会、研究组和专家小组
的成立，INFCOM 的工作现已准备就绪。启动会和后续会议已经召开，各小组已着手根据管理组遵照决议 3
（INFCOM-1）决定的可交付成果所确定的优先事项开展工作。他感谢主席、副主席和管理组自 Cg-18 以来
为推动 INFCOM 所做的大量工作。
塔拉斯教授回顾了 WMO 地球系统方法的重要性。与此相关，WMO 正在推动制定一项新的跨地球系统各领域
的单一数据政策，以期促进数据可获性。已计划在本次 INFCOM 届会随后的一周召开数据大会，为筹备这次
大会已成功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和利益相关方磋商会。计划通过 2021 年 2 月 INFCOM-1 第三部分的建议，
向世界气象大会 2021 年特别届会(Cg-Ext(2021))提交新的数据政策。
经与会员密切协商，在制定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的规则性材料方面已取得了良好进展；材料草案正在向
本次届会提交。GBON 将成为提高数据可获性的基础，并在存在巨大差距的欠发达国家中允许系统观测融资
机制（SOFF）等金融工具实施 GBON。
秘书长感谢所有与会者对委员会的工作作出的宝贵贡献，并祝愿本次届会成功并富有成效。
5.

委员会批准了附录 1 中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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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础设施委员会：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委员会设立了以下工作委员会：
协调委员会:
主席：INFCOM 主席
成员：INFCOM 副主席、各常设委员会主席、秘书长或其代表、秘书长指定的全会秘书。
INFCOM 成员的一名代表也应邀加入了本委员会。

鉴于委员会没有空缺的官员职位，因此未计划在本次届会期间进行选举。因此委员会注意到没有必要设立提名
委员会。
鉴于这次届会为虚拟会议，面对组织全权证书委员会工作的实际困难，委员会决定不设立该委员会，改由秘书
处报告全权证书和法定人数的情况。因此委员会责成会议官员 Elhousseine Gouaini 先生核查全权证书、监
督法定人数、并在届会期间每天向委员会报告。
7.
委员会商定了届会的工作计划：会议工作时间：协调世界时正午到 15 点，并注意到关于届会记录的
总则第 95 条。
8.
作。

委员会注意到了委员会主席的报告，强调了在过渡期为筹备新技术委员会第一次虚拟届会所做的工

9.

届会通过了向执行理事会提交的 2 个决议，见附录 2。

10.

届会通过了 12 个决定，见附录 3。

11.

届会通过了 12 个决定 9 个建议，见附录 4。

12.

与会人员名单见附录 5。在 343 个与会者中，96 个是女性，占 28％。

13.
委员会商定其下一次常规届会(INFCOM-2)的时间和地点将由 2021 年 2 月召开的 INFCOM-1 第三
部分决定。
14.

本技术委员会第一次虚拟届会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协调世界时 14:35 闭幕。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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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工作总摘要

1.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技术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INFCOM)主席 M.Jean 先生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一）于协调世界时正午宣布委员会以虚拟形式召开的第一次届会第三部分开幕，并对与会者表
示了欢迎。他回顾到 INFCOM 是世界气象大会在其第十八届会(Cg-18)上，在执行理事会在其第七十次届会
上(EC-70)通过的“决议 36(EC-70)-WMO 组成机构改革过渡计划和沟通战略”的基础上，通过“决议 7
(Cg-18)- 建立第十八财期 WMO 技术委员会”建立的。
2.

鉴于 Covid-19 疫情爆发，INFCOM 第一次届会分多个部分组织：


第一部分：2020 年 3 月 18 日至 5 月 18 日的通讯磋商。本部分通过的决议见附录 2；



第二部分：2020 年 11 月 9 至 13 日，虚拟会议；



第三部分：本次虚拟会议，2021 年 4 月 12 日至 16 日；

3.
以虚拟方式召开本次 INFCOM 届会的决定是根据第一和第二部分会议期间通过通讯方式通过的各项决
定和决议以及在委员会主席和管理组领导下开展的后续活动做出的。
4.
秘书长佩特里∙塔拉斯教授对与会者表示了欢迎，并回顾道，届会的本次第三个虚拟部分是在新冠疫情
影响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他解释道，尽管有无法举行实体会议的挑战，但工作进展出奇顺利，他感谢
INFCOM 管理组、各常设委员会、研究组和专家富有灵活性，愿意在当地时间多为不便的条件下在线工作。
塔拉斯教授进一步解释道，尽管面临挑战，但我们仍已取得了诸多成就，如 2020 年 11 月批准了全球基本观
测网（GBON）的规则性材料，并筹备编写新版《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INFCOM 的组建工作仍在进行，包括专家组的人员配备、其他职权范围和协调员的人员配备等。尽
管如此，他欣然报告道，大部分工作结构已在全速运行。
各研究组也取得了良好进展，明确了工作结构，安排并报告了交叉和共同主办的活动，如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GCW）、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和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
秘书长还回顾道，正在为 10 月份召开的 WMO 特别大会编制的“WMO 地球系统数据统一国际交换政策”的
新决议是 WMO 的一项重大举措。它已得到了 2020 年 11 月召开的 WMO 数据大会的高度认可，本次
INFCOM 届会将是对该文本的首次正式政府间审查。秘书长说，他期待大家对这一重要文件进行充分讨论。
最后，塔拉斯教授解释了 WMO 三项重要优先活动：数据政策、GBON 和系统观测融资机制（SOFF）之间的
紧密关系：
•
•
•

新数据政策将为大幅加强和扩展地球系统数据的交换提供一个框架，包括大幅增加和改善所有会员对
数值天气预报（NWP）和气候分析输出产品的获取；
GBON 是新数据政策框架下的首个调控举措；它将加强对 NWP 和气候分析系统的观测数据输入；
SOFF 将为 GBON 在全球资源最紧张地区的实施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5.

委员会批准了议程，详见附录 1。

6.

委员会设立了以下工作委员会：
协调委员会:
主席：INFCOM 主席
成员：INFCOM 副主席、各常设委员会主席、秘书长和/或助理秘书长、基础设施司司
长、秘书长指定的全会秘书。R. Venkatesan (印度)和 Sydney Thurston (美国)也加入
了协调委员会。

4

基础设施委员会：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鉴于委员会官员职位没有空缺，本次届会期间不再计划开展选举。因此，委员会注意到没有必要设立提名委员
会。
鉴于本次会议是虚拟会议，组织全权证书委员会的工作有实际困难，委员委决定不予设立全权证书委员会，但
依靠秘书处就全权证书和法定人数提交报告。为此，会议官 Elhousseine Gouaini 先生受委员会委托，负责
核实全权证书、监测法定人数，并在届会期间逐日向委员会报告。
7.
委员会商定了届会的工作计划：会议工作时间：世界协调时正午到 15 点，并注意到关于届会记录的
总则第 95 条。
8.
委员会注意到了委员会主席的报告，强调了在过渡期为筹备新技术委员会第一次届会（虚拟）所做的
工作。
9.

届会通过了 8 个决议，见附录 2。

10.

届会通过了 13 个决定，见附录 3。

11.

届会通过了 13 个建议，见附录 4。

12.
与会人员名单见附录 5。在总共 512 名与会者中，162 位是女性，占 32%，350 位是男性，占
68%。
13.
委员会注意到下一届常会原则上将于 2022 年年初举行，并决定授权 INFCOM 主席与秘书长讨论，
并根据其他组成机构的日程安排，决定最佳日期。
14.

本委员会第一次届会（虚拟）第三部分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 14:08 (协调世界时)闭幕。

附录 1：议程
第二部分的议程
1.

届会的议程和组织

1.1

届会开幕

1.2

批准议程

1.3

设立工作委员会

1.4

工作计划

1.5

记录

2.

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3.

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和附属机构

4.

技术规则和其他技术决定

4.1

需要基础设施委员会在本次虚拟届会上批准的决定：

4.1.1

地球观测系统和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SC-ON）

4.1.2

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SC-MINT）

4.1.3

信息管理与技术常设委员会（SC-IMT）

4.1.4

应用地球系统模拟与预测数据处理常设委员会（SC-ESMP）

4.1.5

水文协调组(HCP)的建议

4.2

正在进行的工作和需要基础设施委员会在稍后阶段批准的决定：

4.2.1

地球观测系统和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SC-ON）

4.2.2

数据问题与政策研究组（SG-DIP）

4.2.3

WMO 冰冻圈交叉职能研究组（SG-CRYO）

5.

流程和协调方面

5.1

议事规则

5.2

与其他机构的协调

5.3

区域协会的参与

6.

性别和 IN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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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举官员

8.

下次届会的日期和地点

9.

届会闭幕

附录 1：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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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的议程
1.

届会的议程和组织

1.1

届会开幕

1.2

批准议程

1.3

审议证书报告

1.4

设立工作委员会

1.5

工作计划

1.6

记录

2.

本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3.

审查与委员会相关的执行理事会和大会决议

4.

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和附属机构

5.

技术规则和其他技术决定

5.1

INFCOM 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建议：

5.1.1

地球观测系统和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SC-ON）

5.1.2

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SC-MINT）

5.1.3

信息管理与技术常设委员会（SC-IMT）

5.1.4

应用地球系统模拟与预测数据处理常设委员会（SC-ESMP）

5.1.5

数据问题与政策研究组（SG-DIP）

5.1.6

WMO 冰冻圈交叉职能研究组（SG-CRYO）

5.1.7

海洋观测和基础设施系统研究组（SG-OOIS）

5.1.8

WMO – 政府间海洋委员会（IOC） – 国际科学理事会（ISC）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联合研究组（JSG-GCOS）

5.2

其他机构提出的建议

5.2.1

服务委员会(SERCOM)

5.2.2

水文协调组 (HCP)

5.2.3

能力发展小组(CDP)

6.

程序和协调方面

6.1

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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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审查委员会以往机构的决议和建议，并评估相关行动的执行情况。

6.3

与其他机构的协调

6.4

区域协会的参与

7.

性别和 INFCOM

8.

选举官员

9.

下次届会的日期和地点

10.

届会闭幕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以通讯方式通过的决议
决议 1（INFCOM-1）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建立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
忆及：
(1)

决议 1（Cg-18） – WMO 战略计划，该战略明确了长期目标、具体战略目标以及 2020-2023 年的重
点领域，尤其是地球系统观测和预测领域，及其转化为运行计划的行动和可交付成果（Cg-18/INF.
3(1)）和更新材料，

(2)

决议 7（Cg-18） – 建立第十八个财务期的技术委员会，该决议确定了基础设施委员会中投入业务或正
在开发的规定的和现有的基础设施要素，以及为实施 WMO 战略计划所需的子结构，

(3)

决议 11（Cg-18） – WMO 改革 – 下一阶段，该决议尤其呼吁按照 WMO 战略计划、运行计划和基于
长期目标及具体战略目标的预算，保持战略框架、计划框架和财务框架之间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并精简
WMO 技术和科学战略、规划及计划，

(4)

决议 34（Cg-18）- 全球基本观测网，

(5)

决议 48（Cg-18）– WMO 下一个财务期（2020-2023）的极地和高山议程的关键方针，

(6)

决议 50（Cg-18）–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试运行阶段，

(7)

决议 55（Cg-18）– 新兴数据问题，

(8)

决议 56（Cg-18）– 数据政策和规范，

(9)

决议 58（Cg-18）– 未来综合无缝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合作框架，

(10) 决议 82（Cg-18）– 性别行动计划，该决议决定批准 WMO 性别行动计划，并要求各技术委员会尤其
在其各自职责范围内采用和落实该行动计划，
(11) 决议 2（EC-71）– 数据政策和规范，
(12) 决议 6（EC-71）–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13) 《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WMO-No.1240），
注意到信息管理与技术常设委员会（SC-IMT）、应用地球系统模拟和预测数据处理常设委员会(SC-ESMP)
和地球观测系统和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SC-ON）的组长被指定为 WMO-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ESCO）政府间海洋委员会(IOC)联合合作委员会（JOB）成员并通过其职责，他们将确保观测、基础设
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与 JCB 之间的接洽以加强海洋相关基础设施合作，
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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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的职责（决议 7（Cg-18），附录 1 – 技术委员
会的职责，A -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2)

决议 7（Cg-18）建立的过渡期小组的建议，

决定建立下列第一个休会期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其职责详见本决议的附件：
(a)

地球观测系统和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SC-ON）；

(b)

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SC-MINT）；

(c)

信息管理与技术常设委员会（SC-IMT）；

(d)

应用地球系统模拟和预测数据处理常设委员会(SC-ESMP)；

(e)

数据问题与政策研究组（SG-DIP）；

(f)

海洋观测和基础设施系统研究组（SG-OOIS）；

(g)

冰冻圈交叉职能研究组（SG-CRYO）；

(h)

全球基本观测网实施研究组（SG-GBON）；

(i)

待 WMO 执行理事会及其它联合发起组织的治理机构批准的 WMO/INFCOM、政府间海洋委员会
（IOC）、国际科学理事会(ISC)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联合研究组（JSGGCOS），

要求主席在管理组的协助及秘书处的支持下，确保从专家网络中选出技术专家供职于上述常设委员会和研究
组，并在必要时设立工作组和专家组，包括跨委员会机制，以完成这些机构的工作，同时考虑到所需的知识专
长、议事规则所确立的区域平衡和性别平衡及包容性，以及研究理事会的建议；
要求管理组加强与执行理事会专家组的协调，并在技术层面促进各技术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之间的合作，
邀请研究理事会酌情并与基础设施委员会管理组协商，提名一名或多名专家作为研究理事会与技术委员会附属
机构之间的联系人；这些专家将提供关于落实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建议、促进上述附属机构与研究理事会/研究
计划之间的工作关系、协助避免重复工作，并向研究理事会报告关于附属机构的工作情况。

决议 1 (INFCOM-1) 的附件
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职责
A.

地球观测系统和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SG-ON）

目的
WMO 公约（《基本文件》第一号（WMO-No.15））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组织的宗旨之一是“促进设置站
网方面的国际合作，以进行气象、水文以及与气象有关的地球物理观测”，为响应这一规定，常设委员会将侧
重于必要的规范性工作和技术系统，包括开发工具和制定指南，以实现 WMO《战略计划》目标 2.1：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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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优化地球系统观测数据的获取”，重点在于通过分层法提
升网络设计和监测性能，并酌情考虑关于水文服务的现行质量管理框架指南 –水文学（QMF-H）材料。
常设委员会的活动包括如下各项：
(a) 与区域协会一道，与基础设施委员会的其它常设委员会合作以及与服务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合作，并参
照滚动需求评审（RRR）收集和评审所有用户计划和学科的观测用户需求；
(b) 评估在满足用户对所有学科和 WMO 应用领域的观测需求方面的差距和解决方案，并就在整个地球系统
领域内全球、区域、次区域和国家观测网络的实施、规划和业务管理提出建议；
(c) 在滚动需求评审中开发 WMO 应用领域，以反映地球系统分析、预测、预估及具体行业应用的需求；
(d) 制定和维护在《技术规则》（WMO-No. 49）中，尤其是在第一和第三卷中，以及 WMO《全球综合观
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中所述的涉及地球观测网络的 WMO 规章和指南材料；
(e) 收集和阐明对 WIGOS 工具（例如 WIGOS 信息资源、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评审工具（OSCAR）以及
WIGOS 数据质量监测系统（WDQMS））的需求，并指导这些工具的开发、实施、运行和维护；
(f)
与相关小组及伙伴组织合作，包括与卫星运营方合作，协助和指导会员启动、设计、开发、优化和实施
全球、区域、次区域和国家综合观测网络；
(g) 与各区域协会合作，提供技术指导，将 WMO 标准规范和程序转化为业务建议，即针对各会员国和地区
会员需求；
(h) 提供必要的评估或促进和指导会员开展此类评估，以帮助提升其能力及数据的总体可用性，并确保完全
符合对 WMO 所有应用领域的既定需求；
(i)
提供观测网的绩效监测；促进 WIGOS 所有观测网络的建立、质量及持续运行；
(j)
与服务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就加强和设计现有及新的观测网络等事宜建立相应的协调，以提高对会员的
益处；
(k) 与其它组织合作及协作，确保有效支持会员，以期培养一种遵守能力建设规章材料的文化，并提高观测
资料的总体可用性；
(l)
协调 WMO 对业务和科研用途无线电频带的需求及对气象电信、仪器、传感器无线电频率的分配，并就
频率分配事宜与专业无线电频率管理部门保持联络，包括国际电信联盟（ITU）；
(m) 与 WMO 其它结构和计划、共同发起的计划及相关国际伙伴组织合作，协调所有相关活动。

所需的知识专长
需要下列涉及所有主要地球系统领域（天气、气候、大气成分、海洋、水文和冰冻圈）地基和空基观测网络的
领域专业知识：


观测网络设计和发展，包括观测用户需求和观测的影响、观测和遵守相关 WMO 规则/建议；



观测网络实施；



观测网络监测；



观测网络无线电频率的分配和保护。

成员
最多 25 位技术专家，包括组长和副组长、其附属机构的主管和/或联合主管，以及委员会主席在管理组和秘书
处协助下从专家网络中选出的其他必要专家，涵盖了 WMO 从事的主要地球系统领域（天气、气候、大气成分、
海洋、水文学和冰冻圈）以及所需各类专业知识。
除了核心成员之外，还将请下列伙伴根据常设委员会的职责提名专家：


涉及空基观测网络的气象卫星协调组织（CGMS）和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C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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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飞机观测和航空保障观测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



涉及海洋观测网络的 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和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



涉及水文和冰冻圈观测及网络的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IUGG），包括国际水文科
学协会（IAHS）以及国际冰冻圈科学协会（IACS）；



UNESCO 政府间水文计划（IHP）- 水文和冰冻圈；



涉及大气成分观测网络的 UN 环境署、长距离跨境空气污染公约（LRTAP）以及空气污染区域网
络；



代表全球气候观测系统交叉系统的一名专家，其将与 GCOS 专家组联系；



志愿者观测网络，例如自愿观测船（VOS）；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水计划，包括 FAO 水平台和 Aquastat；



国际海事组织（IMO）；



其它伙伴（需要时）。

存续时间
直至委员会的下一次常规届会，如需要可重新设立。

工作方式
在下一次技术委员会届会之前的休会期间（即 2 年周期）召开一次面对面会议。此外通过电子通讯和电话/视
频会议。

注：划拨给技术委员会的 4 年期预算是基于假定常设委员会将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
规章和指导材料
维护和更新下列现行 WMO 规章和非规章性材料：


《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至第三卷相关部分，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



《测流手册》（WMO-No. 1044）第一和第二卷，



《气候规范指南》（WMO-No. 100）（与支持气候服务常设委员会的气候观测、台站和网络有关的部
分），



《水文规范指南》（WMO-No. 168）第一卷，



《全球观测系统指南》（WMO-No. 488），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



《飞机观测指南》（WMO-No. 1200），



《参与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南》（WMO-No.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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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无线电频谱使用手册：天气、水和气候监测及预测》（WMO-No. 1197），



《卫星资料电信手册》（WMO-No. 1223），



《高质量全球气候资料管理框架手册》（WMO-No. 1238），



《气候资料管理系统规范》（WMO-No.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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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发表的指南：


区域和国家 AMDAR 计划实施指南，



WIGOS 区域协调和实施及 RWC 节点作用分配指南。

预期结果
注：与 2020-2023 年 WMO 运行计划相一致的可交付成果酌情参见决议 3 (INFCOM-1)的附录。
B.

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SC-MINT）

目的
WMO 公约（《基本文件》第一号（WMO-No.15））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组织的宗旨之一是“促进气象及
有关观测的标准化，确保以统一的规格出版观测和统计资料”，为响应这一规定，常设委员会将侧重于必要的
规范性工作和技术系统，以实现 WMO《战略计划》目标 2.1：“｛以｝通过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优化地球系统观测数据的获取”，尤其是关于掌握和公布以测量、仪器和溯源性为支撑的测量质
量。
常设委员会的活动包括如下各项：
(a)

和区域协会一道，与基础设施委员会的其它常设委员会及研究组合作，以及与服务委员会及研究理事会
合作，根据滚动需求评审，收集和评审所有相关技术流、用户计划和学科的测量需求，以更新相关文件
并为支持新的和转变的需求提供指导；

(b)

与研究理事会及制造商合作，推动新兴测量技术、方法和综合解决方案的创新和应用，并且这些有助于
其在全球、区域、次区域和国家观测网络中的实施及整合提供指导；

(c)

制定、提供和维护有效标准、其它涉及仪器和测量规范的规章和指南材料，这可促进创建便于在利益相
关方之间共享的数据、支持部署可持续、可靠、具成本效益和适用的可满足用户需求的测量系统，包括
那些相关的联合国协议，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及
《仙台框架》；

(d)

制定、建立、出版、维护和提供关于适宜机制应用的指南，以实现测量质量可溯源至国际标准，并量化
测量结果的不确定性；

(e)

酌情与相关网络合作，协调和开展互比，并制定框架，包括制定最佳规范，以便描述传统和非传统数据
源的测量质量；

(f)

与区域培训中心、区域仪器中心和牵头中心及研究理事会合作，开发、更新和推广教育培训材料，并推
荐在环境测量、仪器和溯源性领域基于能力的培训活动：开展宣传活动、制定最佳规范、并支持能力开
发和实践团体，尤其是人工测量向自动测量过渡；

(g)

根据测量规则，建立 WMO 指定的测量相关中心合规性评估机制，并酌情开展此类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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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调各相关活动时与 WMO 其它结构、WMO 计划、共同发起的计划及相关国际伙伴组织进行合作。

所需的知识专长
•

环境测量、科学和工程，

•

了解用户需求和适用解决方案，

•

根据测量质量等级标准进行选址、维护和分级，

•

仪器和数据收集系统运行、维护、测试、检定和校准，

•

仪器和数据收集系统运行和性能比较，

•

溯源性体系和测量质量保证，以及 WMO 区域一起中心（RIC）的 ISO 17025 国家认证方案，

•

关于提供、运行和维护可溯源基准和工作材料的衡量规范，

•

关于《测量数据的评估-测量不确定度表示指南》（ISO/IEC 指南 98-4:2008）的专业知识（确定所有
不确定性部分，计算不确定度预估等），

•

质量保证和管理（尤其是 ISO/IEC 17025）。

成员
最多 25 位技术专家，包括组长和副组长、其附属机构的主管和/或联合主管，以及委员会主席在管理组和秘
书处协助下从专家网络中选出的其他必要专家，涵盖了 WMO 从事的主要地球系统领域（天气、气候、大气成
分、海洋、水文学和冰冻圈）以及所需各类专业知识。
除了上述核心成员之外，还将请下列伙伴根据常设委员会职责提名专家，包括促进常设委员会的工作（他们将
由委员会主席在管理组和秘书处的协助下选出）：
•

国际度量衡委员会（CIPM）/国际度量衡局（BIPM），

•

水文气象设备工业协会（HMEI），

•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

全球空基相互标定系统（GSICS），

•

休会期间委员会主席在管理组和秘书处协助下所确定的相关专家所在的其它伙伴。

存续时间
直至委员会下一次常规届会，如需要可重新设立。

工作方式
在下一次技术委员会届会之前的休会期间（即 2 年周期）召开一次面对面会议。此外通过电子通讯和电话/视
频会议。

注：划拨给技术委员会的 4 年期预算是基于假定常设委员会将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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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和指导材料
下列现行和建议的 WMO 规章及指南材料的新内容、维护和更新：
•

《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

•

《技术规则》（WMO-No. 49），

•

《国际云图集 - 云及其它水凝物观测手册》（WMO-No. 407），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

•

《WIGOS 原数据标准》（WMO-No. 1192），

•

参与撰写《WMO/GAW 气溶胶测量程序、指导原则及建议》 (WMO-No. 1177)，《水文规范指南》
（WMO-No. 168）第一卷，

•

《测流手册》（WMO-No. 1044）第一卷和第二卷，

•

《WMO 胜任力框架纲要》（WMO-No. 1209），

•

通用 WMO-ISO 标准，酌情包括：
−

风廓线仪

−

粒子后向散射激光雷达

−

多普勒激光雷达

−

地基天气雷达

−

基准雨量器地坑

−

雪深传感器

•

关于向自动化过渡的指导文件，

•

关于取代和处置含汞仪器的指南，

•

关于利用微波链路估算降水量的指南，

•

土壤水分测量指南，

•

农业通量测量指南，

•

创新和新兴技术指南

•

仪器和观测方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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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结果
注：按照 2020-2023 年 WMO 运行计划的其它可交付成果详见决议 3 (INFCOM-1)的附件。
C.

信息管理与技术常设委员会（SC-IMT）

目的
WMO 公约（《基本文件》第一号（WMO-No.15））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组织的宗旨之一是“促进建立和
维持气象及有关信息快速交换系统”，为响应这一规定，常设委员会将侧重于必要的规范性工作和技术系统，
以实现《WMO 战略计划》的目标 2.2：“｛以｝通过 WMO 信息系统促进和增加对当前和过去地球系统观测
资料及反演产品的获取、交换和管理”。
常设委员会的活动包括如下各项：
(a)

和区域协会一道，与基础设施委员会的其它常设委员会合作，并与服务委员会及研究理事会协商，收集
和评审各用户计划的需求、评估在满足用户对所有学科和 WMO 应用领域的信息通信技术需求方面的差
距和解决方案并提出建议，并就 WMO 信息系统（WIS）的实施、规划和业务管理提供建议；

(b)

关注并探索可有助于 WIS 有效及安全运行的新技术；

(c)

牵头 WIS 的持续开发，包括根据决议 57 (Cg-18)实施 WIS 2.0；

(d)

支持在 WMO 会员间以及与其它组织，包括与来自私营部门的组织进行有力和高效的数据及信息交换；
促进成员有效地发现并获取适用的数据；

(e)

酌情与服务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国家和国际标准机构及团体合作，制定和更新涉及下列方面的规章及
指南材料：观测资料及其它气象和相关数据及信息的交换、信息生命周期管理、信息和电信技术、网络
安全、运行管理、数据和原数据标准、数据格式；

(f)

制定并支持会员实施在所有学科和 WMO 应用领域统一的地球系统各组成部分数据和信息管理规范以及
技术的相关使用规范；

(g)

就当前及以往观测资料反演的历史数据和产品的存档、拯救和数字化提供技术指导，以及就如何通过
WIS 发现和获取这些数据提供技术指导；

(h)

编写、更新和推广教育与培训材料，并推荐关于电信、信息管理、运行管理及网络安全的胜任力培训活
动；

(i)

与区域协会一道，监测和评审 WIS 的性能以及全球交换的数据使用情况，并协调 WIS 中心之间提供技
术支持和互动；

(j)

监督 WIS 中对国际和 WMO 信息管理、网络安全及技术标准和规范的遵守情况，并在各会员中推广遵
守各项标准及相关规章材料的文化；

(k)

推动伙伴国际组织基础设施的开发和实施规划；

(l)

与 WMO 其它结构和计划、共同发起的计划及相关的国际伙伴组织合作，以协调所有相关活动。

所需的知识专长
所需的知识专长除了《技术规则》中关于此主题所定义的一般胜任力之外，最好还具备下列专业知识：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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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信技术：移动通信、卫星通信、物联网、信息协议；

•

云计算服务、大数据分析服务、网络服务；

•

信息系统分析、设计以及项目管理；

•

信息安全；

•

业务系统管理：业务系统的全球协调和监测、故障解决方案；

•

关于天气、气候、水文、海洋气象的数据和信息表示技术及标准：WMO 标准、NetCDF-CF、OGC 标
准；

•

WIS 和 WIGOS 元数据；

•

数据存档、数字化、拯救和编目：信息生命周期管理；

•

合规审计。

成员
最多 25 位技术专家，包括组长和副组长、其附属机构的主管和/或联合主管，以及委员会主席在管理组和秘书
处协助下从专家网络中选出的其他必要专家，涵盖了 WMO 从事的主要地球系统领域（天气、气候、大气成分、
海洋、水文学和冰冻圈）以及所需各类专业知识。

存续时间
直至委员会的下一次常规届会，如需要可重新设立。

工作方式
在下一次技术委员会届会之前的休会期间（即 2 年周期）召开一次面对面会议。此外通过电子通信和电话/视
频会议。

注：划拨给技术委员会的 4 年期预算是基于假定常设委员会将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
规章和指导材料
维护和更新下列 WMO 规章和指南材料：
•
•
•
•
•
•
•
•
•
•
•
•

《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 1060），
《WMO 信息系统指南》（WMO-No. 1061），
《世界天气监视网资料管理指南》（WMO-No. 788），
《电码手册》（WMO-No. 306），
《全球电信系统手册》（WMO-No. 386），
《信息技术安全指南》（WMO-No. 1115），
《虚拟专用网络指南》（WMO-No. 1116），
《卫星资料电信手册》（WMO-No. 1223），
《气候规范指南》（WMO-No. 100），支持气候服务常设委员会
《高质量全球气候资料管理框架手册》（WMO-No. 1238），
《气候资料管理系统规范》（WMO-No. 1131）。
在 WMO 支持下运行的地球系统各组成部分全球观测资料中心当前活动的报告以及关于改进信息用户服
务的建议。

预期结果
注：按照 2020-2023 年 WMO 运行计划的其它可交付成果酌情参见决议 3 (INFCOM-1)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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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地球系统模拟和预测数据处理常设委员会（SC-ESMP）

目的
WMO 公约序言指出“认识到一个综合的国际气象、水文和相关资料和产品的观测、收集、加工和分发系统的
重要性”以及《公约》本组织宗旨之一的第 2（C）条规定，“{…} 确保以统一的规格出版观测和统计资
料”，为此，常设委员会将侧重于必要的规范性工作和技术系统，以实现《WMO 战略计划》的目标 2.3：
“{以便}能够从 WMO 无缝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GDPFS）获取和使用所有时间和空间尺度的数值分析
以及地球系统预测产品”。
本常设委员会的活动包括如下各项：
(a)

和区域协会一道，与基础设施委员会的其它常设委员会合作，并与服务委员会及研究理事会合作，收集
和评审各用户计划的需求、评估在满足用户对所有学科的数值分析和地球系统预测产品需求方面的差距
和解决方案并提出建议；

(b)

与研究理事会及服务委员会合作，支持概率预报及地球系统模拟、预测和预估（战略目标（SO）
2.2020-2023 年重点）的推进和业务化

(c)

制定相关的规章和指南材料（SO2.2020-2023 年重点），尤其是《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
（WMO-No. 485）；

(d)

满足新的以及不断变化的 WMO 计划需求，并与研究理事会、服务委员会及其它组成机构合作（决议 58
（Cg-18）），开发和支持实施无缝 GDPFS，包括支持热带气旋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同时考虑到
相关的倡议，例如气候服务信息系统（CSIS）和全球水文状况及展望系统（HydroSOS）；

(e)

支持和提升所有 WMO 会员从基于影响的产品和概率产品以及历史数据（包括分析和再分析模式输出）
中获益的能力（SO2.2020-2023 年重点）；

(f)

支持对会员和伙伴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TBTO）、国际民航
组织（ICAO）等）的应急响应活动（《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议和工作安排 - 基本文件第三号》
（WMO-No. 60））；

(g)

与区域协会合作，监督和评审 GDPFS 的绩效和应用情况，并在所有会员间推广遵守各项标准及相关规
章材料的文化；

(h)

旨在支持实施组成机构关于分析、模拟、预测和预估数据的政策决定的任何必要活动，包括共享模式输
出数据；

(i)

与其它 WMO 结构和计划、共同发起的计划及相关国际伙伴组织合作，以协调所有相关的活动；

(j)

与区域协会和区域培训中心合作，开发、更新和推广培训教材，并推荐开展有关地球系统模拟和应用等
基于胜任力的培训活动，此外要在发展中国家会员中建立模式输出的使用和判读能力，以及开发模式分
析和预报的能力之外。

所需的知识专长
•

不同学科所有时间和空间尺度确定性和概率性地球系统模拟和预测（ESMP）、分析、再分析和预估，
包括：针对各组成部分（即海洋、水文、冰冻圈、大气成分）以充分耦合方式及服务于所有应用领域
（即海洋、航空、水、气候、环境）整个价值链方法、多模式集合（MME）方法等的无缝地球系统模
拟；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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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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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M 产品的校准和降尺度；
ESM 输出的验证；
开发集合预报和同化以及基于影响的模式产品；
核与非核紧急事件的大气传输和扩散模拟；
空间天气分析和预测。

成员
最多 25 位技术专家，包括组长和副组长、其附属机构的主管和/或联合主管，以及委员会主席在管理组和秘书
处协助下从专家网络中选出的其他必要专家，涵盖了 WMO 从事的主要地球系统领域（天气、气候、大气成分、
海洋、水文学和冰冻圈）以及所需各类专业知识。

入选的专家将代表政府和下列领域的研发组织，包括 GDPFS 中心：
•
•
•

地球系统模拟；
气候数据处理、监测、分析、预测和预估；
数值天气预报（NWP）、海洋模拟、水文模拟、大气传输模拟、农业气象、高山、冰冻圈、空气质量、
空间天气、临近预报。

存续时间
直至委员会下一次常规届会，如需要可重新设立。

工作方式
在下一次技术委员会届会之前的休会期间（即 2 年周期）召开一次面对面会议。此外通过电子通信和电话/视
频会议。

注：划拨给技术委员会的 4 年期预算是基于假定常设委员会将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
规章和指导材料
在常设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现有的 WMO 规章和非规章材料：
•
•
•
•
•
•
•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指南》（WMO-No 305）；
《高分辨率数值天气预报指南》（即将出版）；
《集合预报系统和后加工指南》（即将出版）；
《WMO 制作一套确定的国家气候监测产品指南》（WMO-No. 1204）；
《业务季节性气候预报验证指南》（WMO-No. 1220）；
《客观季节性预报的业务规范指南》；

•

《区域气候变化预估指南》；

•
•

WMO 地球系统数据目录；
《临近预报技术指南》（WMO-N0. 1198）；

•

未来无缝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实施计划。

预期结果
注：按照 2020-2023 年 WMO 运行计划的其它可交付成果酌情参见决议 3（INFCOM-1）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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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问题与政策研究组（SG-DIP）

目的
根据决议 55 和决议 56（Cg-18）以及决议 2（EC-71），并考虑到新兴数据问题的审议（已作为《WMO 新
兴数据问题指导原则》(WMO-No.1239)出版）及其建议，研究组旨在：
(a)

对当前 WMO 数据政策的落实和效益进行全面和细致的审议；

(b)

继续分析新兴的数据问题及其影响，包括主动协调的活动和参与符合 WIS 发展的试点项目活动，并进
一步制定 WMO 关于该主题的指南；

(c)

考虑采用新方法鼓励共享商业来源的数据、众包数据和社交媒体数据，以便更多地获取非传统来源的数
据或不是政府所有的数据，并在 WMO 内促进更大的互惠；

(d) 向政策咨询委员会（PAC）提供 WMO 数据政策的分析，包括融资机制，以支持其审议工作并提供信息。
本研究组的工作将与全球基本观测网实施研究组的工作密切相关。

所需的知识专长
观测数据需求、数值天气预报（NWP，包括地球系统模拟）及其它数据处理、国家和国际天气、气候和水的
数据政策。

成员
最多 15 名技术专家，由委员会主席在管理组和秘书处的协助下从“专家网络”中选出，代表政府和下列领域
中的研发组织和私营部门：
•

全球 NWP；

•

国家数据政策；

•

国家数据需求；

•

涉及空基观测网络的气象卫星协调组织（CGMS）和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CEOS）；

•

私营部门气象服务提供方；

•

学术组织。

存续时间
直至委员会下一次常规届会。

工作方式
•

在下一次技术委员会届会之前的休会期间召开一次面对面会议；如需要可计划安排额外的会议；

•

如需要可通过电话会议。

预期成果
•

政策咨询委员会数据政策初步报告（2020 年 4 月）；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

促进筹备 WMO 数据大会；

•

WMO 数据大会报告（EC-73，Cg-2021）；

•

关于数据政策和建议的数据交换新方法的评审与分析。（EC-72、Cg-2021、Cg-19）；

•

《WMO 新兴数据问题指导原则》(WMO-No. 1239)更新版；

•

审议世界水数据倡议实施计划。

F.

海洋观测和基础设施系统研究组（SG-O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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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观测和基础设施是提供天气、水、气候和海洋等形势预报和决策支持服务的基础。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GOOS）有助于确定和使用适当的仪器来评估海洋观测需求、评估海洋观测系统的有效性以及确定差距（例
如通过影响研究），并就期望的观测网络发展提供建议。

目的
根据制定中的 2030 年 GOOS 战略，并结合 WMO-IOC 联合协作理事会（JCB）以及 WMO 技术协调委员会
（TCC）的指导，并与相应的 INFCOM 和 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服务与应用委员会（服务委员会
/SERCOM）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协调，海洋观测和基础设施系统研究组将提出并帮助在 GOOS 与全球气候
观测系统（GCOS）、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全球大气监视网（GAW）、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WMO 信息系统（WIS）、IOC 国际海洋数据交换（IODE）以及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
（GDPFS）之间建立有效的职能联系。
为了加强从观测到数据分发、预报系统、服务与应用的端到端价值链，研究组将考虑进一步推动 2030 年
GOOS 战略和 GOOS 实施路线图，并实现 WMO-IOC 联合战略关于海洋数据管理的预期成果，铭记有可能探
索新型伙伴关系，旨在获取目前可实时和延迟提供给 WMO 会员的海洋数据源和产品。
研究组还将就职能联系提供建议：
(a)

与 SERCOM SC-MMO 协调，与各区域会员合作并审议和阐明其与海洋观测相关的海洋需求，以满足
WMO 相关战略需求，包括 NWP、地球系统模拟，包括海上生命安全以及气候预测和监测；

(b)

与 INFCOM SC-ON 和 SG-GBON 协调，确定支持这些预报系统、模式、评估和监测产品（例如 IPCC
评估报告；气候状况报告）所需的观测和数据需求，包括与专属经济区（EEZ）相关的事宜；

(c)

评估会员的海洋数据使用能力和服务型海洋观测能力，并探索所需的能力开发活动；

(d)

促进会员更强力的参与海洋观测和基础设施系统，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会员的参与。

所需的知识专长
将需要下列涉及使用和实施海洋气象观测和海洋观测的各领域专业知识：
•

海洋气象观测资料和海洋观测资料及相关产品的使用，包括海洋服务；

•

开展和收集海洋观测资料的技能；

•

海洋观测网络的实施和监测以及观测系统评审。

22

基础设施委员会：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成员
最多 15 名来自会员的技术专家，由委员会主席在管理组和秘书处的协助下从专家网络中选出，代表政府和下
研发（R&D）组织：
•

WMO 海洋气象和海洋相关活动的代表，包括 WIGOS、GCW、GCOS、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气候、
海事服务和海洋服务；

•

基础设施委员会和服务委员会的相关常设委员会及研究组的代表；

•

GOOS 指导委员会、观测协调组（OCG）、IOC IODE、以及业务海洋预报系统专家组（ETOOFS）
的代表。

存续时间
直至委员会的下一次常规届会。

工作方式
(a)

会议（面对面）：预计召开年度会议；

(b)

通过通讯方式；

(c)

通过电话/视频会议。

预期成果
(a)

进展初步报告：2021 年第二季度；

(b)

关于在 GOOS 与 WMO 相关机构和系统之间建立有效职能联系最佳结构的建议：委员会下一次常规届
会；交付给基础设施委员会、GOOS 指导委员会以及 WMO-IOC 联合协作理事会；

(c)

关于 WMO 在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方面的作用与职能的建议：委员会下一次常规届会；交付给基础设施委
员会、GOOS 指导委员会以及 WMO-IOC 联合协作理事会。

(d)

向基础设施委员会、GOOS 指导委员会以及 WMO-IOC 联合合作委员会提供的关于如何开展下列工作
的建议：
(i) 促进会员更有力地参与海洋观测和基础设施；
(ii) 评估会员在海洋数据和海洋观测用于服务方面的能力；
(iii) 将海洋观测纳入到滚动需求评审过程。

G.

冰冻圈交叉职能研究组：全球冰冻圈监视网（SG-CRYO）

目的
根据决议 50（Cg-18）-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试运行阶段、决议 48（Cg-18）- 极地和高山优先重
点，以及决议 6（EC-71）- EC 极地与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EC-PHORS），并考虑到：
(a)

2019 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别报告》（SROCC），

(b)

2019 年 WMO 高山峰会（HMS）的行动呼吁，

注意到：
•

结合WMO的活动，执行理事会极地与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EC-PHORS）的重点包括北极、
南极和高山地区；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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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48（EC-69）将高山地区定义为“存在季节性或多年性冰冻圈的山区，并会给社会带来缺水和灾害
抗御能力等潜在和严重的风险”。IPCC SROCC报告明确了高山地区包括所有以冰川、雪或多年冻土为
主要地貌特征的山区；
•
GCW的范围包括作为地球系统组成部分的冰冻圈。
拟建的研究组将履行下列各项职能：
(a)

提供关于决议 48 和 50（Cg-18）及决议 6（EC-71）所批准的 GCW 和 EC-PHORS 的职责与技术委
员会常设委员会及研究理事会的职责和工作方式加以整合的建议，以满足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所确定
的 WMO 所有活动对冰冻圈信息的需求，并确定差距；

(b)

评估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大地测量学和地球物理学联
合会（IUGG）、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及其它相关计划和伙伴的协同作用，促进在 WMO 内
部以及与当前和新兴伙伴在冰冻圈领域建立更多的互惠关系；

(c)

向组成机构提出在 WMO 治理结构内优化整合这些活动的建议以及协调机制的建议，以促进满足对冰冻
圈信息的需求，包括对进一步发展的需求。

所需的知识专长
冰冻圈、极地或高山观测、数据和信息管理、服务和科学，代表：
•

地球系统预测，

•

水文、气候和天气科学以及与极地和高山地区有关的服务，

•

极地海洋科学和服务，

•

冰冻圈科学，

•

冰冻圈实地和空基监测。

成员
注：划拨给技术委员会的 4 年期预算是基于假定研究组的平均规模为 15 名专家，包括组长和副组长。

最多15位来自会员的专家，由委员会主席在管理组和秘书处的协助下从专家网络中选出，确保基本具备来自
各伙伴组织的专业知识并代表：
•

GCW 指导组，

•

EC PHORS，

•

基础设施委员会 - SC-ESMP ，

•

服务委员会，

•

水文协调组，

•

研究理事会，

•

气候协调专家组，

•

涉及冰冻圈空基观测的气象卫星协调组织（CGMS）和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CEOS），

•

合作伙伴。

存续时间
直至委员会下一次常规届会。

工作方式
•

面对面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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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通讯，

•

通过电话/视频会议，

注：划拨给技术委员会的 4 年期预算是基于假定研究组将每年召开一次会议。

预期成果
•

到 2020 年第 4 季度前 WMO 各项活动的冰冻圈交叉职能初步报告，

•

向组成机构提出关于这些活动在 WMO 治理结构内的优化组合、这些活动的协调机制以及必要参与等建
议，以便到委员会下一次常规届会前始终满足冰冻圈信息需求，

•

关于 GCW 的职责和职能的建议，作为 WMO 框架内的一项协调机制，并致力于与 WMO 战略优先重点
相关的冰冻圈所有组成部分，例如雪、海冰、冰川、多年冻土、冰盖等。

H.

全球基本观测网实施研究组（SG-GBON）

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是一项重大的新倡议，得到了2019年6月WMO第18次大会的批准。它重申了
WMO会员对重要观测数据国际交换的承诺，以支持在天气、气候和水等领域为WMO所有活动提供支持的
NWP系统。GBON规章材料以及GBON下的台站及平台提名、批准和绩效监测等过程的制定均将由地球观测
系统和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负责。

目的
研究组将就在所有 WMO 会员国的领地（包括领海）内全方位落实国家 GBON 贡献提供指导。落实工作的主
要障碍分为以下三类：
(a)

WMO 会员之间对现行数据政策的不一致判读和实施；

(b)

在下列一个或多个领域缺乏技术能力：数据编码、数据文件格式、观测系统运行和维护、国际互联网、
卫星、或移动通信；

(c)

资源不足以运行和维护所需的观测系统。

本研究组的工作将密切联系数据问题和政策研究组以及WMO能力开发倡议，例如，国家支持倡议（CSI）和
系统观测融资基金（SOFF）。

所需的知识专长
全球 NWP 对观测数据的需求、全球观测系统的地球系统预测能力。

成员
最多 15 名来自会员的技术专家，由委员会主席在管理组和秘书处的协助下从专家网络中选出，代表政府和下
列各领域的研发组织：


全球数值天气预报（NWP），



地球系统预测观测系统，



观测系统实施，



观测。

存续时间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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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委员会下一次常规届会。

工作方式


必要时召开现场会议，



通过电子通讯，



必要时通过电话会议。

预期成果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1160）关于实施 GBON 的规定将阐明关于观测资料交
换的国际需求以及会员在这方面的各自义务，并提交 EC-72 批准；



关于 GBON 组成部分的提名、评审及批准过程的建议将提交 EC-72 批准；



提交会员审议，而后提交 2021 年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批准的关于 GBON 初始组成部分的建议；



未来阶段的拟议大纲以及要包含的观测区域及待提交 EC-72 批准的大致时间尺度；



关于如何利用“系统观测融资基金”（SOFF）作为资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和最不发达国家
（LDC）实施 GBON 的机制的指南。

I.

WMO/INFCOM - IOC - ISC - UNEP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联合研究组（JSG-GCOS）

这些职责将由如下机构批准通过：世界气象组织（WMO）、UNESCO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国际科
学理事会（ISC）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这些治理机构在其后续批准过程中提出的任何职责调整
均由这些机构的领导相互同意加以协调。

目的
WMO–IOC–ISC–UNEP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联合研究组（JSG-GCOS，以下称“研究组”）将审议全球气候
观测系统（GCOS）的治理和结构，并在必要时提供建议供 WMO、IOC、ISC 和 UNEP 批准通过。
GCOS 的治理和结构应根据 WMO 治理改革和 GCOS 评审 1的建议予以重新考虑。评审建议 GCOS 共同发起
方 2可考虑为加强支持力度改变 GCOS 治理结构、认可 GCOS 的目标旨在满足气候系统监测需求，以便评估
气候变率和变化的影响、用于经济发展，以及可促进对气候系统的了解、模拟和预测的研究。
参照共同发起方于 2019 年 11 月致指导委员会的信函，研究组将以 2014 年 GCOS 评审结果作为基线，同
时考虑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共同发起方的战略方针。

活动

1

GCOS 计划评审、综合报告，2014 年 3 月，GCOS-181。参见建议 11。

2

截至 2020 年 2 月，发起组织包括世界气象组织（WMO）、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国际科学理事会
（ISC）、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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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的研究组将审议 GCOS 的治理和结构，并为 GCOS 的最佳治理和结构制定建议，并将 GCOS 视为
整个 WMO 基础设施委员会、服务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以及 IOC、ISC 和 UNEP 相关计划的活动，该建
议将：
(a)

确保 GCOS 计划将继续为相关的观测系统提供指导和支持，以有效和一致地满足气候相关需求，
包括推动进一步发展以弥补差距和不足；

(b)

确保 GCOS 计划将在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以及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框架内，
支持 WMO 地球系统方法和气候服务以及其它相关 WMO 活动（例如水文学、研究、降低灾害和风
险、空间计划）；

(c)

确保 GCOS 计划将支持共同发起方的战略目标，以确保气候系统的一致和连贯的观测；

(d)

考虑伙伴机构、主要观测系统协调方和运行方及 GCOS 共同发起方和伙伴及其它相关组织的意见
并加强与它们的关系；

(e)

确保 GCOS 治理结构将包括 GCOS 共同发起方、伙伴、利益攸关方和捐助方的相应代表，并寻求
尤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意见，
同时考虑到在气候系统的系统性观测和评估方面长久伙伴关系；

就 GCOS 成果提供建议，这将：
(a)

确保将气候观测需求更好地纳入全球观测系统的设计、规格和运行，同时还要完善对伙伴和利益攸
关方的报告；

(b)

推广 GCOS 合作影响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以外的气候观测实施方的需求以及所用指南的方式；

(c)

推广 GCOS 参与或支持实施由 ISC、IOC、UNEP 等国际科学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方式。

所需的知识专长
了解气候观测和需求、气候政策以及气候服务。

成员
成员将来自共同发起方、GCOS 伙伴和利益攸关方。成员需了解其组织的相关活动以及这些活动与 GCOS 有
何关联。
这些包括下列推荐的成员：
•

现任 GCOS 指导委员会主席以及各 GCOS 专家组（目前有大气气候观测专家组（AOPC）、海洋物理
和气候观测专家组（OOPC）以及陆地气候观测专家组（TOPC））的一位联合组长；

•

作为共同发起方的 WMO、IOC、ISC 和 UNEP 的代表；

•

GCOS 伙伴和参与组织的代表，包括观测系统。

预算

注：划拨给各技术委员会的 4 年期预算是基于假设研究组的平均规模为 15 名技术专家，包括组长和副组长。
由 IOC、ISC 和 UNEP 指定的成员将得到各自组织的支持。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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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续时间
有待 2021 年第一季度完成提交给 GCOS 共同发起方的建议，并将由其治理机构负责审议，以期批准通过关
于 GCOS 的相互兼容的决定。

工作方式
•

至少一次现场会议，

•

通过电子信函，

•

必要时，通过电话会议。

将提交 WMO、IOC、ISC 和 UNEP 治理机构的预期结果
•

提交 GCOS 共同发起方的进展初步报告：2020 年第 4 季度；

•

待 2021 年第 1 季度完成，提供给 GCOS 共同发起方的建议。

决议 2 (INFCOM-1)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
研究组及管理组的官员、组长和副组长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
忆及决议 88（Cg-18）—任命秘书长，并选举本组织主席和副主席、执行理事会成员以及技术委员会主席和
副主席，选出了委员会的官员，
注意到《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WMO-No. 1240），
考虑到建议选举委员选出下列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组长和副组长以及协调员的建议：
(1)

(2)

(3)

地球观测系统和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SC-ON）：
•

组长：Estelle Grüter（瑞士）

•

副组长：Sid Thurston（美国）

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SC-MINT）：
•

组长：Bruce Hartley（新西兰）

•

副组长：（空缺）

信息管理与技术常设委员会（SC-I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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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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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长：Rémy Giraud（法国）

•

副组长：Hassan Haddouch（摩洛哥）

•

副组长：Jeremy Tandy（英国）

应用地球系统模拟和预测数据处理常设委员会（SC-ESMP）：
•

组长：David Richardson（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

•

副组长：Yuki Honda（日本）

数据问题与政策研究组（SG-DIP）：
•

组长：Sue Barrell（澳大利亚）

•

副组长：Silvana Alcoz（乌拉圭）

海洋观测和基础设施系统研究组（SG-OOIS）：
•

组长：Paula Etala（阿根廷）

•

副组长：（空缺）

全球基本观测网实施研究组（SG-GBON）：
•

组长：Stefan Klink（德国）

•

副组长：Pascal Waniha（坦桑尼亚）

WMO 冰冻圈交叉职能研究组（SG-CRYO）：
•

组长：Árni Snorrason （冰岛）

•

副组长：Shawn Marshall（加拿大）

WMO/INFCOM-政府间海洋委员会（IOC）-国际科学理事会（IS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全
球气候观测系统联合研究组（JSG-GCOS）：
•

组长：巢清尘（中国）

•

副组长：（空缺，待 UNESCO IOC 提名）

(10) 卫星事务协调员（C-SAT）：
•

杨军（中国）

(11) 有关基础设施事务的参与及伙伴关系协调员（区域协会、私营部门、学术界）（C-ENG）：（空缺）
(12) 地球系统模拟水文协调员（C-HESM）：（空缺，待水文协调组（HCP）提议）
感谢派遣其专家的会员；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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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由下列成员组成的委员会管理组：Michel JEAN 先生（主席）、Bruce FORGAN 先生、Nadia PINARDI
女士、Silvano PECORA 先生，常设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以及相关研究组的组长和副组长；
要求主席在管理组的协助下以及秘书处的支持下，确保选出上述空缺职位和技术专家入职上述常设委员会和研
究组，同时根据《议事规则》的规定以及研究理事会的建议，考虑所需的知识专长、区域和性别平衡和包容性。

决议 3 (INFCOM-1)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
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工作计划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
铭记要在明确的人力和财力资源范围内，使 WMO 技术和科学机构的工作与 WMO 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的长期
目标及战略目标充分保持一致，
审议了：
(1)

基于可提供服务的方法在明确工作计划、其实施以及包括通过技术协调委员会向世界气象大会和执行理
事会报告的适当性，

(2)

委员会工作结构及其职能依照“决议 11（EC-71）-组成机构的议事规则”建立的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
进行标准化的益处，

(3)

两年一次的委员会届会为以更灵活和适应性方法来执行任务及确定工作结构提供了机会，

决定管理组将根据本决议的附录中所列以及在 2020-2021 年运行计划中反映和提出的一系列可交付成果和职
责，制定委员会第一个休会期（2020-2021 年）的工作计划，以及对整个第十八财务期的展望；
注意到工作计划的编写将考虑到委员会根据“决议 5(INFCOM-1)-WMO 新机构下水文活动的实施”所接受的
水文协调组（HCP-1）的那些建议；
要求管理组在秘书处的支持下，保持最新的一系列可交付成果和职责，并定期评审和重新排序，促进和优化常
设委员会与研究组之间的联系，并在下次届会上报告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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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 (INFCOM-1)的附录
首次届会休会期（2020-2021）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可交付成果以及下次休会期（2022-2023）展望
红色为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特别要求提交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二次届会的可交付成果

常设委员会和/或研究组组

成果 1.1.5

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2020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2021

2022-2023

向 UN 和人道主义机构提供的早期预警和咨询服务
制定机制，将“WMO 灾害事

SC-ESMP

决议 12 (Cg18)

新/1.1.5

CBS/CCL

件分类”（WMO-CHE）方

将 WMO-CHE 纳 入

法 和 程 序 纳 入 《 GDPFS 手

《GDPFS 手册》

册》

成果 1.2.1

NMHS 基本系统业务运行，拯救数据并纳入气候数据管理系统（CDMS），并持续整合新的观测资料；获取和提供基本监测产品和季节预报；部署气
候服务工具箱（CST）
决议 22 (Cg18)

SC-IMT

1.2.1

CCl, CHy

OpenCDMS 的开发和实

建立公共和私营部门的

施路线图

OpenCDMS 实践团体

OpenCDMS 示范
气 候 服 务 工 具 箱

决议 20 (Cg18)

1.2.1

CCl

（CST）数据和工具的
分类；CST 定制和部署
指南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常设委员会和/或研究组组

决议

决议 20 (Cg18)
决议 20 (Cg18)

与业务计划一致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1.2.1

C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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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1

2022-2023

每日 CLIMAT 电报提供

每日 CLIMAT 测试阶段结果

启动每日 CLIMAT 电报

及交换的测试阶段延长

的评审以及业务实施建议

的业务实施
客观区域季节预报数据

1.2.1

CCl

和产品业务交换的次区
域标准运行程序指南
关于收集 WMO 1991-

决议 22 (Cg18)

2020 年气候标准平均值
1.2.1

CCl

的 启 动 日 期 及 每 日
CLIMAT 试验 阶段延长

大会关于标准气候数据
WIS 引用高质量全球气候数

集提供和交换业务化的

据管理框架手册中的规定

决定，包括 CLINO 和
NCMP

的决定

SC-ON

成果 1.2.3

SC-MINT

决议 54 (Cg18)

1.2.1

CBS/CCL

按照分 阶段 实 施空基天

按照分阶段实施空基天气和

气和气 候极 端 事件监测

气 候 极 端 事 件 监 测

（SWCEM）行动计划，

（ SWCEM ） 行 动 计 划 ， 提

提高 RCC 和 NMHS 使用

高 RCC 和 NMHS 使用星基数

星基数 据的 能 力，并加

据的能力，并加强最终用户

强最终用户的参与

的参与

按照分阶段实施空基天
气和气候极端事件监测
（ SWCEM ） 行 动 计
划 ， 提 高 RCC 和
NMHS 使用星基数据的
能力，并加强最终用户
的参与

客观区域次季节和季节预报系统投入业务；年到年代际预测和气候变化预估产品的降尺度区域协调

决议 20 (Cg18)

1.2.3

CCL

促进对 世界 天 气和气候

促进对世界天气和气候极端

促进对世界天气和气候

极端事件记录的评估

事件记录的评估

极端事件记录的评估

32

基础设施委员会：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常设委员会和/或研究组组

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2020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决议 23 (Cg18)
决议 20 (Cg-

1.2.3

CCL

促进 WMO 长期观测站的
认可机制

18)
成果 1.3

18) 和 决 议 5

SG-DIP

可机制，包括其扩展包含水
文观测站

促进 WMO 长期观测站
的认可机制

(EC-71) - 附录

涉 及 INFCOM 部 分 的
1.3

CHY

QMF 和《技术规则》更
新的工作计划

1
成果 1.3.4

促进 WMO 长期观测站的认

2022-2023

进一步开发服务以支持可持续的水管理
决 议 25 (Cg-

SC-MINT

2021

高质量数据支持科学：NHS 支持水文测量的各个方面，从数据收集到数据管理到数据共享
决议 18 (EC70)

1.3.4

CHy-EXT

审议和批准 WWDI 实施计划
报 告 GRDC 、 IGRAC 和
HYDROLARE 不断发展的作

SC-ESMP

决议 5(CHy15)

用及其与 WMO 的关系，涉
1.3.4

CHy

及监督和衡量 SDG 的实现情

需要区域水文中心

况、其对 GFCS 的贡献以及
对 WHOS、GHSF 及其它水
文倡议的支持；

决议 25
SC-IMT

（Cg-18）

1.3.4

CHy

启动国家 WHOS 项目以在国

继续实施 WHOS 阶段-

家层面开发和支持 WHOS 门

II

户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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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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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决 议 17 (EC-

2021

启动 WHOS 门户网站

70)

SC-ON

决 议 25 (Cg18) 和 决 议 5
(EC-71) - 附录

HydroHub-WHYCOS
1.3.4

CHY

运行计 划和 资 助并启动

启动新的 HYCOS 项目

优先重点项目

1

决 议 25 (CgSC MINT

18) 和 决 议 5
(EC-71) – 附录

1.3.4

CHY

1.3.4

CHY

启动水文测量创新营

1
决 议 25 (CgSC-ON

18) 和 决 议 5
(EC-71) – 附录

根据优 先重 点 和新模块
实施 MCH

MCH 纳入 CDMS

1
成果 1.3.5

SC-MINT

科学为业务水文奠定坚实的基础：流量测量不确定性的用户友好型估算工具提供给 NHS
决 议 25 (Cg-

在载入对 NHS 河流量测

18) 和 决 议 5

量中所 用最 新 方法和仪

(EC-71) – 附录
1

1.3.5

CHY

器的评审方面，检查 X
项目工作计划

项目 X 的目前工作计划实施
情况报告和在 Cg-Ex 上提交
水文大会的新工作计划建议

202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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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委员会和/或研究组组

成果 1.3.6

SC-IMT

SC-ESMP

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2020

2021

2022-2023

我们全面了解当今世界的水资源：HydroSOS 业务化第一阶段和 WRA 工具提供

决议 25 (Cg18)

全球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
1.3.6

CHy

（HydroSOS）试点阶段成

启动实施 HydroSOS

果报告

决 议 25 (Cg18) 和 决 议 5
(EC-71) – 附录

1.3.6

CHY

1.3.6

CHY

支持 SC-HYD 制定《水资源
评估指导原则》（网站）

2
SC-ON

决 议 25 (Cg18) 和 决 议 5
(EC-71) – 附录

网络设计概念

网络设计指导原则

3
实施 WIGOS 2020-2023 年业务计划：
成果 2.1.1

◦ 强化为支持 WMO 所有优先重点、计划和应用领域提供观测资料的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 在其国家层面提高 NMHS 的知名度并强化其作用；
◦ 促进 WMO 来源和跨国家和区域边界的非 WMO 来源观测资料的整合及开放共享；

SC-ON，SG-GBON

决 议 37 (Cg18)

2.1.1

ICG-WIGOS

WIGOS 初始业务阶段

EC-72 批准 WIGOS 初

WIGOS 初始业务阶段计划

始 业 务 阶 段 计 划

（2020-2023 年）：按该计

计 划 （ 2020-2023

（2020-2023 年）

划的实施情况及建议

年）：完成该计划的实
施 ， 以 及 关 于 2024-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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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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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2021

2022-2023

2027 年后续步骤的决
定
提交 EC-72 批准《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
册

》

（

WMO-No.

1160）修正案；为有授
决议 35 (Cg18)和决议 36

2.1.1

ICG-WIGOS

(Cg-18)

WSI：完成实施；或以

权的 WSI 发布方制定程

WSI：根据实施提交给 Cg 的

更具体的方式：解决了

序 （ 关 于 手 册 和 指

时间表过程中所汲取的经验

技术问题并采用了新系

南）；EC 起草并注意到

教训提供建议

统；会员确定、通过和

WIGOS 台 站 标 识 符

实施了 ID 发放政策

(WSI) 实 施 时 间 表 ， 并
呼吁会员采取相应行
动。
全 球 基 本 观 测 网
（ GBON ） ： 修 订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
决议 34 (Cg18)
决议 36 (Cg18)

2.1.1

ICG-WIGOS EdB

统 手 册 》 （ WMO-No.

GBON：大会关于 GBON 初

1160）以反映 GBON 需

始构成的决定；区协关于区

求以及站网构成的提

域基本观测系统（ RBON）

名、评 审和 批 准过程；

构成的决定

GBON 融资机制和能力
开发活动；EC-72 批准
所有各项工作

GBON ： 大 会 关 于
GBON 构成的决定；区
协关于 RBON 构成的决
定；在所有区域实施了
GBON 和 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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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决议 37 (Cg18)

与业务计划一致

2.1.1

2020

2021

2022-2023

WIGOS ： (i) 评 估 了 现 有

完成 WDQMS 或以更具

WDQMS 分析和显示工具；

体的方式：全球观测系

WIGOS 数据质量监测系

具 体 说 明 了 新 工 具 ；

统所有主要实时部分全

统 （ WDQMS ） ： 初 始

(ii)WIGOS 的额外部分纳入

面投入业务；将建立解

的一套 WDQMS 工具；

WDMQS

过

决 WDQMS 所出现问题

EC 注意到额外工具的规

WDQMS 使用工具提供关于

和事故的国家流程；

格

会员对 WMO 观测表准、最

WDQMS 将 至 少 对

佳规范和数据政策遵守情况

WIGOS 所有部分进行

的信息

运行试点。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ICG-WIGOS

；

(iii)

通

OSCAR 战 略 ： (i) 根 据
决议 37 (Cg-

EC 制 定 完 成 并 批 准

18)
决议 41 (Cg-

2.1.1

ICG-WIGOS TTOD, OSCAR 项目组

18)

OSCAR 平台的 OSCAR
战略；EC 完成并注意到
OSCAR 平 台 的 资 助 模
式，呼吁会员做出贡献

OSCAR 战略，发展 OSCAR
平台，包括(i)一些会员实施
了 OSCAR 机对机界面；(ii)

根据战略，OSCAR 平

建立 OSCAR/Space 发展及

台全面投入业务

与 OSCAR 其它部分整合的框
架；(iii)监测 OSCAR 绩效和
发展情况。

决议 37 (Cg18)

2.1.1

ICG-WIGOS, 区协

建立二区协和三区协以及南

将建立区域 WIGOS 中

极 的 区 域 WIGOS 中 心

心，并在各区域发挥作

(RWC)（2020 年底）。计

用，且所有会员将加入

划建立一区协和五区协 RWC

一个 RWC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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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1

2022-2023

◦ 结合用户需求及问题等，提高在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家观测系统中确定差距的能力；
◦ 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加强与伙伴的合作；
成果 2.1.2

◦ 强化遵守 WMO《技术规则》；
◦ 提高 WMO 所有会员在规划、实施和运行 WIGOS 方面的人员和技术能力；
◦ 提高 WIGOS 观测资料和原数据的可用性和质量。

决议 39 (Cg17)

建立 GCOS 地面基准网
2.1.2

GCOS

(GSRN) ； 确 定 候 选 台
站；呼吁牵头中心
气 候 观 测 ： (i) 审 议 了
GCOS 需 求 ； (ii) 起 草

SC-ON，JSG-GCOS，
SG-GBON

GCOS 状况报告；(iii)提
决议 23 (Cg-

出气候 地面 基 准网实施

18) 决议 20

计 划 建 议 ； (iv) 根 据

(Cg-18) 决议

2.1.2

WMO 长期观测站认可机

51 (Cg-18)

制，认 可观 测 站（决议
23 (Cg-18) ） ； (v) 关
于自愿 观测 网 络的开发
进展；(vi)协助会员。

18)
决议 37 (Cg18)

调会议。

气候观测：(i)发布 GCOS 状
况报告；(ii) 更新 GCOS 需
求；(iii)起草新的 GCOS 实
施计划；(iv)气候地面基准网
实施计划；(v)根据 WMO 长
期观测站认可机制，认可观

气候监测：发布新
GCOS 实施计划

测站（决议 23 (Cg-18)）；
(vi)关于自愿观测网络的开发
进展
(a) 开展 2021 年观测系统合

决议 34 (CgSC-ON

计划和组织 GSRN 实施及协

GBON 和 RBON 的会员
2.1.2

CBS, ICG-WIGOS

实施指南：开展 2020 年
观测系统合规性评估；

规性评估；
(b) 对综合地面/空间部分的
能力和差距的评估；
(c) 关 于 完 成 GBON 和
RBON 的各项活动；(d)监测

在各区域实施 GBON 和
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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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2020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2021

2022-2023

和评估 GBON 及 RBONs；
(e)根据需求对各区域的培训
活动
飞机观测：(i)促进和开发飞
机观测计划；(ii)全球飞机观
决议 39 (Cg18)

测数据中心的业务实施；(iii)
2.1.2

TT-WICAP, CBS

促进全球 AMDAR 实施计划
（战略和实施计划）；(iii)实

飞机观测：(i)全球数据
中心实施和运行报告

施飞机观测牵头中心和飞机
观测 WDQMS；
飞机观测：根据 WMO 程
序，审 议和 起 草更新版
飞机观 测规 章 和指南材
2.1.2

CBS IPET-ABO

料 ： (1)

WMO-No.

1200 ABO 指 南 ； (2)
WMO-No. 8 第二部分第
3 章；(3) WIGOS 手册
和指南。
飞机观测：可在 GTS 上
提供 ADS-C 数据：协调

2.1.2

CBS IPET-ABO

在 GTS 上 提 供 和 管 理
ADS-C 反 演 的 数 据 ：
(1) 与 EUMETNET 和
SITA 合作获取 ADS-C
数据并在 GTS 上提供；

飞 机 观 测 ： 根 据 WMO 程
序，审议和起草更新版飞机
观 测 规 章 和 指 南 材 料 ： (1)
WMO-No. 1200 ABO 指
南；(2) WMO-No. 8 第二部
分第 3 章；(3) WIGOS 手册
和指南。

飞机观测：根据 WMO
程序,出版更新版飞机观
测规章和指南材料：
(1) WMO-No. 1200
ABO 指南；(2) WMONo. 8 第 二 部 分 第 3
章；(3) WIGOS 手册
和指南，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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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2021

(2) 调研未来承担 ADSC 数据成本的需求。

飞机观 测： 开 发用于业
务 的 UAV 技 术 ： 更 新
CIMO 指南；及含建议的
报 告 ： (1) 研 究 和 报 告
UAV 对于 WIGOS 应用
的潜在气象应用；(2) 研
2.1.2

CBS IPET-ABO

究和报告关于 UAV 和共
享空域 的航 空 发展情况
（FAA/EASA）；(3) 组
织举办 关于 使 用无人机
（ UAV ） 开 展 业 务 气 象
观测的研讨会（预算
30,000 瑞郎）。

2.1.2

CBS ET-SBO, ICGWIGOS EdB

审议和 更新 地 基观测系

审议和更新地基观测系统规

统规章材料：(1)《GOS

章材料：(1) 雷达风廓线仪指

手册》和《GOS 指南》

南材料，并对需整合的现有

中的无 线电 探 空仪系统

材料或待编写的新材料提供

规 章 材 料 ； 根 据 ET-

建议；(2) 对编写指南材料提

SBO 评审建议的结果编

供建议以便能够使 LDC 的

写材料

RBON 持续运行

202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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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委员会和/或研究组组

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2020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管 理 对 EGOP-IP 行 动
G10 所确定无线电探空
仪时间 安排 变 更评估的
交付：(1)完成项目计划
2.1.2

CBS ET-SBO

定义；(2)确定会员愿意
接受修 订的 发 射升空时
间安排 并同 意 时间安排
框架；(3) 应用领域参与
评估修订的时间安排

2021

2022-2023

管理对 EGOP-IP 行动 G10
所确定无线电探空仪时间安
排变更评估的交付：(1)启用
修订的发射升空时间安排并
对修订的时间安排进行评
估；(2)在 NWP 影响研讨会
及其它适合的论坛上报告结
果。

向 UNFCCC/SBSTA 报
SC-ON，JSG-GCOS

决议 39 (Cg-

2.1.2

17)

(与 1.2.16 一致)

GCOS

告关于 全球 大 气、海洋

发布第 4 次 GCOS 状况报告

发布第 4 个 GCOS 实施

和陆地 气候 状 况观测进

(SR4)。

计划(IP4)。

展。
* 根据 WIGOS 2040 年愿景，实施业务空间任务
◦ 制定实地和遥感数据的整合战略和计划，侧重于一些变量（SST、地面矢量风、海平面、T 廓线、海冰）和应用（干旱、森林火灾、沿海影响、其
成果 2.1.3

它天气相关的影响）
◦

卫星观测充分弥补气候服务价值链缺口；了解参与方及协调机制的作用和职责。在确定和弥补从卫星到决策的气候价值链中的关键缺口后，落实从

空 间 气 候 监 测 实 体 架 构 。 成 果 包 括 ： 差 距 分 析 、 指 南 说 明 、 向 CEOS/CGMS

报 告 、 空 间 机 构 采 取 行 动 。

◦ 校准和测量技术指南，包括互比结果，以便确保契合目标的可溯源测量。

决议 51 (CgSC-ON

18)
决议 54 (Cg18)

2.1.3

CBS

- 对空基系统提出建议以

-对空基系统提出建议以响应

-对空基系统提出建议以

响应 WIGOS 2040 年

WIGOS 2040 年愿景(决议

响应 WIGOS 2040 年

愿景(决议 38 (Cg-

38 (Cg-18)，运行计划 SO

愿 景 ( 决 议 38 (Cg-

18)，运行计划 SO 2.1)

2.1)

18) ， 运 行 计 划 SO

- 对空基系统提出建议，

- 对空基系统提出建议，以响

2.1)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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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2021

2022-2023

以响应更新版《WMO 应

应更新版《WMO 应用领域

- 对空基系统提出建

用领域指南说明》以及 3

指南说明》以及 3 个 GAW

议，以响应更新版

个 GAW 相关应用领域

相关应用领域的新指南说

《WMO 应用领域指南

的新指南说明。

明。

说明》以及 3 个 GAW

- 卫星观测充分弥补气候

-卫星观测弥补气候服务价值

相关应用领域的新指南

服务价 值链 缺 口； 了解

链缺口；确定并弥补从卫星

参与方 和协 调 机制的作

到决策的气候价值链中的关

-卫星观测弥补气候服务

用 和 职 责 。 ( 决 议 51

键 缺 口 。 ( 决 议 51 (Cg-

价值链缺口；空间机构

(Cg-18)，运行计划 SO

18)，运行计划 SO 2.1)。

采 取 的 行 动 ( 决 议 51

2.1)。

说明。

(Cg-18) ， 运 行 计 划
SO 2.1)。

获取卫 星数 据 和产品：
(i)
决议 5 (CgXIV)

2.1.3

CBS

继续实施 IGDDS；

促进与 WIS 的协调/整
合 ； (ii) 协 调 和 支 持
WMO 区域卫星数据需求
组。

决议 52 (Cg18)

2.1.3

CBS/IPET-SUP/SAT

获取卫星数据和产品：(i)继
续实施 IGDDS；促进与 WIS
的协调/整合；(ii)协调和支
持 WMO 区域卫星数据需求
组。

获取卫星数据和产品：
(i)继续实施 IGDDS；
促进与 WIS 的协调/整
合 ； (ii) 协 调 和 支 持
WMO 区域卫星数据需
求组。

通过如下方式提高 WMO

通过如下方式提高 WMO 会

通过如下方式提高

会 员 的 能 力 ： i) 实 施

员的能力：(i) 实施 2020-

WMO 会员的能力：i)

2020-2024 年 WMO-

2024 年 WMO-CGMS 卫星

实 施 2020-2024 年

CGMS 卫星气象教育和

气象教育和培训虚拟实验室

WMO-CGMS 卫星气象

培训虚拟实验室战略(决

战略(决议 52 (Cg-18))以及

教育和培训虚拟实验室

议 52 (Cg-18))以及 ii)

(ii)在该框架内加强与 ETR 的

战 略 ( 决 议 52 (Cg-

在该框架内加强与 ETR

协调，侧重于发展中国家和

18))以及 ii)在该框架内

的协调

最不发达国家

加强与 ETR 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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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2020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根据与 2020-2023 年空
间天气有关的 WMO 活动
决议 53 (Cg18)

2.1.3

CAM/CBS

四年计划(决议 53 (Cg18))，空间天气服务纳
入 WIGOS 和 WIS 的进
展。

成果 2.1.4

2021

根据与 2020-2023 年空间天
气有关的 WMO 活动四年计
划(决议 53 (Cg-18))，空间
天 气 服 务 纳 入 WIGOS 和
WIS 的进展。

2022-2023

根据与 2020-2023 年
空间天气有关的 WMO
活动四年期计划(决议
53 (Cg-18))，空间天
气服务纳入 WIGOS 和
WIS 的进展。

2020-2023 年响应 WIGOS 2040 年愿景，包括审议地球系统预测需求和城市服务

第 4 次 GCOS 评估和评
完成第 4 个 GCOS 实施

审周期：专家组评审
ECV 需求；起草第 4 次
GCOS 状况报告

SC-ON，JSG-GCOS

决议 39 (Cg17)

EC-72 决 定 ： 批 准
2.1.4

GCOS

GCOS 第 4 次状况报告
工作计划及第 4 个实施计

组织第二次气候观测大会

计划(IP4)。

（2021 年 10 月）。完成第
4 次 GCOS 状 况 报 告
（SR4）.

EC-74：欢迎新的 IP，

起 草 第 4 个 GCOS IP

IP4 制定行动；承认技

（IP4）。

决 定 支 持 根 据 GCOS
术委员会已决定支持相
关行动；批准涉及

划；欢迎气候观测大
会；

EC-73：批准第 4 次状况报

WMO 及 WMO 所协调

建议向 技术 委 员会提交

告，决定积极支持 IP 评审过

的观测系统的行动。要

最终状 况报 告 和实施计

程并邀请会员审议该。

划；

求 WMO 秘书长就这些
行动向会员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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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2021

欢迎并支持
GCOS/WIGOS 区域联
合研讨会

滚动需求评审：(i)RRR
的重新设计原则和计
划，同 时考 虑 地球系统
分析、 预测 和 预估，包

决议 38 (Cg-

括发展 OSCAR/需求的

18)
SC-ON

决议 40 (Cg18)

2.1.4

CBS

计划，以考虑此类需
求；(ii) 评审 NWP 影响
研究的 结果 ， 并促进旨
在解决 一系 列 科学问题
的新研究；(iii)更新观测
用户需 求和 两 个应用领
域的指南说明

滚动需求评审：(i)关于观测
系统对地球系统分析、预测
和预估的影响的活动协调方
法和计划；(ii)观测的单位成
本影响评估方法；(iii)更新观
测用户需求和两个应用领域
的指南说明

202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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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委员会和/或研究组组

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2020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2021

2022-2023

响应 WIGOS 2040 年愿
决议 38 (Cg18)
决议 40 (Cg-

2.1.4

18)

CBS

景：(i)相应的 INFCOM

响应 WIGOS 2040 年愿景：

工作计划；(ii)为会员起

(i)批准会员每次 RRR 评估的

草每次 RRR 评估的指南

指南（差距分析、影响研

（差距分析、影响研

究）以及每次评估城市服务

究）以 及每 次 城市服务

观测需求评估的指南；(ii)批

观测需求评估指南； (ii)

准更新版观测网络设计和宣

起草更 新版 观 测网络设

传指南

计和宣传指南
决议 1 (Cg-18)
决议 32 (Cg-

城市观测：(i)起草城市观测
2.1.4

18)

战略和指南；(ii)评估实地观

城市观测：批准城市观

测最新进展以及城市观测最

测战略和指南；

终用户需求分析

* 制定关于以下方面的标准和指南：观测、业务规范和系统性能监测、校准和仪器测试、以及地球系统观测的数据相关方面和适用的可溯源测量，尤
其是来自极端和严酷环境及偏远地区（包括海洋和极地以及高山地区）的测量。
成果 2.1.5

*开发新的和新型测量技术以及非传统的、创新型测量法（例如冰冻圈观测、雷达技术、地基遥感、自动车辆、测量装置、公民观测站）。更新现有标
准以反映不断发展的技术，侧重于降水（不同时间尺度和阶段）和具体的仪器（例如遥感，包括雷达）。
* 校准和测量技术指南，包括互比结果，以便确保适用的可溯源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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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2021

2022-2023

简化关于测量的 WMO 规章

决议 43 (Cg18)

2.1.5

CIMO

和指导材料：(i) 制定完成关

简化关于测量的 WMO

于测量不确定性的出版物更

规章和指导材料：(i)使

简化关于测量的 WMO 规

新战略；(ii) 关于如何确保测

WMO 出版物之间的不

章和指导材料：(i)测量

量结果满足应用领域需求的

确定性需求保持一致

质量分级。

指南。(iii) 更新 WIGOS 元

（包括分级方案）。

数据标准（也要反映出天气

(ii) 分 级 方 案 实 施 指

雷达数据交换和测量质量分

南。

级）。
批准更新 WMO-No.8，

(i) 批准更新 WMO-No.8，

(i) 批 准 更 新 WMO-

2020 版：(i)第 4 卷（卫

2021 版

No.8：2021 版。

第一卷（例如第 6 章，降

第一、二和第三卷的一

水）、第二、三和第五卷的

些章节。

一些章节。

(ii) 准备好下次更新的

WMO-No. 8 的 使用情

(ii)可用于未来活动优先排序

计划：确定要更新的章

况。

的调查结果。

节，确定专家。

星观测）；(ii)批准修订
SC-MINT

决议 43 (Cg18)

2.1.5

CIMO

的更新程序；(iii)批准修
订的 WMO-No. 8 更新
指 导 原 则 ； (iv) 调 查

编写测量最佳规范指南材

决议 43 (Cg18)

2.1.5

CIMO

编写测 量最 佳 规范指南

料：(i)批准雷达最佳规范指

材料：与利益攸关方

南；(ii)天气雷达干扰问题；

（例如 GCW、农业界-

(iii)利用被动微波廓线仪进行

土壤水分、气候、水

高空测量；(iv)雷达风廓线仪

文、GAW、BSRN 等）

和 风 电 场 之 间 的 干 扰 ； (v)

合作，确定工作领域

IWV 廓线；(vi)制定关于低
成本 AWS 性能的指导材料。

编写测量最佳规范指南
材料：(i)出版土壤水分
指南材料；(ii)AWS 性
能测试程序（包括低成
本 AWS）；(iii) CIMO
指南中酌情体现 BSRN
最佳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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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委员会和/或研究组组

基础设施委员会：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2020

2021

2022-2023

与地球观测系统和监测网络
常设委员会（SC-ON）以及
信息管理与技术常设委员会
决议 43 (Cg18)

2.1.5

（SC-IMT）合作进行天气雷

CIMO

达数据交换(WRDE)，(i) 最
佳实践指南的 WRDE 模式和

推广使用 WRDE。收集
经验。如需要，将建议
修订规范/模式。

规范；(ii) WRDE 模式的管
理

决议 43 (Cg18)

决议 43 (Cg18)

决议 43 (Cg18)

决议 43 (Cg18)

制定 WMO/ISO 通用标
2.1.5

CIMO

准 ： 确 定 通 用 的
WMO/ISO 开发标准。

2.1.5

2.1.5

2.1.5

CIMO

CIMO

CIMO

制定 WMO/ISO 通用标准：
标准的审批（如已完成）以
及 WMO/ISO 通用标准的制
定情况信息。

制定 WMO/ISO 通用标
准：标准的审批（如已
完成）以及 WMO/ISO
通用标准的制定情况信
息。

激光雷达观测能力框架
[供参考]太阳和地面辐射

太阳和地面辐射测量的可溯

太阳和地面辐射测量的

测量的 可溯 源 性：拟于

源性：(i)发布第 13 次 IPC 和

可溯源性：酌情修订关

2020 年 9 月/10 月进行

第 3 次 IPgC 报告。(ii)关于

于辐射基准的职责及维

辐射仪器互比（第 13 次

未来 WRR 以及 WISG 的建

护的规章和指导材料

IPC 和第 3 次 IPgC）。

议提交 Cg 批准

（和 SI 的链接）。

可溯源性程序：(i)关于现场
检查/校准程序的指导文件

可溯源性程序：(i)符合
可溯源性战略的可溯源
性保证最佳规范指南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常设委员会和/或研究组组

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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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WMO 指定的中心的合规
性 ： (i)RA MG 可 用 的
决议 43 (Cg18)

RIC 评估成果。(ii)更新
2.1.5

CIMO

RIC 评 估 方 案 （ 根 据
ISO/IEC
17025/2015 ） (iii) 制
定 RRC 报告表。

2021

2022-2023

WMO 指定的中心的合规性：
(i)简化 WMO 仪器相关区域
中心（RIC、RMIC、RRC）
的 概 念 ； (ii) 调 查 会 员 对
RIC/RMIC/RRC 服 务 的 需
求 ； (iii) RRC 评 估 方 案 ；

WMO 指定的中心的合
规 性 ： (i)RA 可 用 的
RIC 和 RRC 评估成果。

(iv)定期评估 WMO 测试平台
和牵头中心

加 强 RIC 和 校 准 实 验
决议 43 (Cg18)

2.1.5

CIMO

室：(i)为一区协以及可

加强 RIC 和校准实验室：(i)

加强 RIC 和校准实验

能为三 区协 计 划跨实验

开展跨实验室比对，发布报

室：关于不确定性计算

室比对(ii)制定校准和测

告(ii)举行不确定性计算研讨

培训单元，可作为远程

量技术 指南 ， 包括跨实

会。

学习材料。

验室比对结果
(i) 发布 IOM 关于微波
决议 43 (Cg18)

2.1.5

CIMO

发布 IOM 云观测自动化

发布新兴技术指南（酌情关

链路降水评估的报告

报告

于各类系统）

(ii) 发 布 新 兴 技 术 指 南
（雷达等）
高空仪器互比：(i)发布

决议 43 (Cg18)

2.1.5

CIMO

高空仪 器互 比 ：批准计
划

高空仪器互比：开展互比

报告和提交建议进行审
批 ， (ii) 完 成 数 据 库 共
享安排。

决议 43 (Cg18)

通过互 比评 估 新 技术：
2.1.5

CIMO

火山灰/气溶胶探测仪器

通过互比评估新技术：针对

互比概念文件

下列方面的可行性研究：(i)

通过互比评估新技术：
(i) 开展非捕获型降水仪
器的互比（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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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委员会和/或研究组组

基础设施委员会：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2020

最佳规 范的 实 施：制定
完 成 结 合 MTWE 的
决议 43 (Cg18)

2.1.5

CIMO

TECO-2020 计划（范围
扩展至包含所有 WIGOS
测量领域 – 测量界如何
帮助满足用户需求）

2021

2022-2023

非捕获型降水仪器的互比；

(ii)气溶胶/火山灰互比

(ii)气溶胶/火山灰互比；

计划（酌情）

最佳规范的实施：结合
MTWE 的 TECO-2020 计划
（范围扩展至包含所有
WIGOS 测量领域 – 暂定：
新兴测量技术）

向自动化过渡：(i)向自
决议 43 (Cg18)

2.1.5

CIMO

动化过 渡战 略 的宣传视

向自动化过渡：(i)向自动化

最佳规范和向自动化过

频；(ii)起草指导材料/培

过 渡 的 远 程 学 习 模 块 ； (i)

渡：(i)二区协 AWS 会

训单元；(iii)研讨会计划

IOM 关于低成本 AWS 的报

议(待定)；(ii)更新/出

作为概念的证明；(iv)一

告

版 AWS 指南材料。

区协 AWS 会议概念；
通用招标规范：关于开发软
决议 43 (Cg18)

2.1.5

CIMO

通用招标规范：发布

件工具以及可能扩展至其它

支持通用招标规范方案

IOM 报告

系统的建议（例如，无线电

的软件工具（酌情）

探空仪）。
决议 43 (Cg18)
决议 43 (Cg18)

2.1.5

2.1.5

CIMO

CIMO

雷达培训课程和计划。

宣传： 替代 含 汞仪器的
指南材料。

测量规范宣传：(i)更新知识
共享门户网站。(ii)建立信息
共享机制。

编写雷达培训材料和开
展培训。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常设委员会和/或研究组组

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2.1.5

CIMO

决议 43 (Cg18)
决议 43 (Cg18)
决议 43 (Cg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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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1

2022-2023

培训材 料： 确 定现有测

用户为培训材料中的不足提

在一个明确有不足的领

量相关 培训 材 料中的不

供信息的机制（与 ETR 合

域，与 RTC 合作，编写

足

作）。

培训材料。

保护无线电频带：记录并向
2.1.5

CIMO

“SG-RFC-继任”提供地基被
动传感器的运行特点；

2.1.5

CIMO & SAT

就空基 测量 的 可溯源性

与 SC1 合作，确保通过区域

与 BSRN 合作复查大气

与全球 空基 相 互校准系

WIGOS 中心适当开展无线电

辐射表方程，并可能需

统（GSICS）合作。

探空仪性能监测

要更新 BSRN 手册。

实施 GCW 试运行阶段：
高山观测、预测、研究和服务的短期示范项目和长期计划
实施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AW）作为端到端计划，包括开发综合冰冻圈信息系统，以满足各纬度和海拔的冰冻圈信息需求（观测、数据、规范性工
成果 2.1.6

作）；
完成有关冰冻圈观测对相关应用领域的影响研究：《冰冻圈监测指南说明》。
冰冻圈状况的评估和指标，及相关的用户，例如 RCC、《WMO 全球气候状况声明》，从 2021 年起逐步开展；
海冰产品互比
到 2023 年 GCW 数据门户网站运行作为 WIS D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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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委员会：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常设委员会和/或研究组组

决议

决议 50(Cg18)

与业务计划一致

2.1.6

2020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GCW

SC-MINT，SG-CRYO

2021

2.1.6

GCW

南）的“冰冻圈变量测量”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发布

圈变量测量”卷中的最

卷中最佳规范指南- [此

WMO No.-8（CIMO 指南）

佳规范指南，实地观测

项可交付成果与促进

的“冰冻圈变量测量”卷中的

和测量：多年冻土（到

WIGOS 元数据标准的制

最佳规范指南，实地观测和

2020 年）；冰盖和冰

定有密切关联]

测量

架 及 湖 冰 和 河 冰

(i) 建立多年冻土任务组-

- 冰川、海冰并出版修订的雪

（2023 年）；

关于最 佳规 范 及相关元

章节(2021 年)。

数据和观测需求；

- 起草多年冻土最佳规范指南

(ii, iii) 起草冰川和海冰

– 准备好并分发给伙伴进行

最佳规范指南 – 准备好

专家评审

决议 50 (Cg18)

2.1.6

GCW

到 2022 年出版永久冻
土

；

- 到 2023 年开发、评
审和发布冰盖和冰架及
湖冰和河冰状况；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卫星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卫星海洋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卫

海冰产 品互 比 ：计划和

产品互比：评审/进展（取决

星海洋产品互比：

融资谈判

于 XB 资金）

2023 年报告

GCW 数 据 门 户 网 站 ， 到

SC-IMT，SG-CRYO

No.-8

发 布

（CIMO 指南）的“冰冻

评审

18)

WMO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发布
WMO No.-8（CIMO 指

并分发 给伙 伴 进行专家

决议 50(Cg-

2022-2023

GCW 数据门户网站开发

2022 年与 GCW 地面观测网

取得进展，到 2022 年与

络 台 站 互 可 操 作 ；

GCW 地面观测网络台站
互可操作；（RB 和 XB

根据用户需要，提出关于制

资助）

定冰冻圈更多变量实时交换

GCW 数据门户网站，
到 2022 年与 GCW 地
面观测网络台站互可操
作 ， 到 2023 年 与
WMO 水文观测系统互
可操作；

机制（例如表格）的建议
到 2023 年，GCW 数据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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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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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2021

2022-2023

门户网站运行作为 WIS
DCPC

推进建 立全 球 冰冻圈综
决议 50 (Cg18)

2.1.6

GCW

合 信 息 系 统 （ 到 2023
年，作为另一项 XB 倡
议）

推进建立全球冰冻圈综合信

建立全球冰冻圈综合信

息系统（到 2023 年，作为另

息系统（到 2023 年，

一项 XB 倡议）

作为另一项 XB 倡议）

待提交 EC-72 的 GCW
决议 50 (Cg18)

2.1.6

GCW

试运行计划 – 涉及到冰
冻圈交 叉职 能 研究组的
工作

SC-ON，SG-CRYO
决议 50 (Cg18)

2.1.6

GCW

到 2020 年在 OSCAR 注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 –

册 目 前 批 准 的 153 个

GCW 地面观测相关元数据纳

GCW 台 站 ( 决 议 29

入 WIGOS 元数据标准（到

(EC-70))

2021 年）

到 2022 年制定和出版
冰冻圈观测术语和语义
标准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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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委员会：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2020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2021

2022-2023

到 2021 年 ， 批 准 通 过
根据会 员和 伙 伴每年所

OSCAR 注册观测冰冻圈各部

新台站将被纳入 GCW

表达的意向，通过在

分的新台站的可持续过程；

地面观测网络，并在

OSCAR 注册，每年将观
测冰冻 圈各 部 分的新台
决议 50 (Cg18)

2.1.6

GCW

站纳入 GCW 地面观测网

OSCAR

注

册

新台站将被纳入 GCW 地面观
测网络，并在 OSCAR 注册

络；

从 2021 年起，根据保
障开发项目作为 WMO

起草相 关注 册 程序，到

从 2021 年起，根据保障开发

专家服务一部分的相关

2021 年提交批准（涉及

项目作为 WMO 专家服务一

规章和指导材料，每年

35(Cg-18)-

部分的相关规章和指导材

报告 GCW 台站的合规

料，每年报告 GCW 的台站合

性。

到 决 议

WIGOS 台站标识符

规性。
支 持 在
支持在 GCW 和 WIGOS
的框架 内提 高 和优化冰
冻圈观 测的 全 球覆盖率
决议 50 (Cg18)

和均一 性的 目 标，包括
2.1.6

GCW

通过区 域参 与 （与六区
协在高 加索 地 区举办研
讨会（2020 年）；RA11-17 决定），加强与
冰冻圈空基观测的联系

支持在 GCW 和 WIGOS 的框
架内提高和优化冰冻圈观测
的全球覆盖率和均一性的目
标，包括通过区域参与（与
三区协的安第斯 山研讨会
（2020 年）；RA-3-17 决
定），加强与冰冻圈空基观
测的联系

GCW

和

WIGOS 的框架内提高
和优化冰冻圈观测的全
球覆盖率和均一性的目
标，包括通过区域参与
（中亚（2022 年）、
四区协（2023 年）以
及与二区协和四区协；
根据 RA-2-16 和 RA-4
决定），加强与冰冻圈
空基观测的关系

决议 50 (Cg18)

在 WMO 滚动需求评审过
2.1.6

GCW

程 框 架 内 （ 2020 年 开
发，GCW 与 PSTG 协
同）， 建立 冰 冻圈监测

WMO 滚动需求评审过程框架
内（2021 年开发，GCW 与
PSTG 协同），建立冰冻圈监

在 WMO 滚动需求评审
过程框架内（2020 年
和 2021 年筹备活动，
与 PSGT 协 同 ） ， 到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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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2.1.7

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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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1

2022-2023

应用领 域。 （ 研讨会支

测应用领域。（研讨会支持

2022 年建立冰冻圈监

持该目标）

该目标）

测应用领域。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响应地球系统预测需求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 – WMO 推动 GOOS，包括通过 JCOMM 实地观测计划支持中心（JCOMMOPS），在海
洋观测系统监测、实施和维护方面为会员提供技术支持以及支持 JCB
实施 GOOS 2030 年战

决议 45 (Cg18)
决议 47 (CgSC-ON，SG-IOOS

2.1.7

JCOMM, GSC

18)

略 ： (i) 在 WMO 设 立

实施 GOOS 2030 年战略：

GOOS 项目办公室；(ii)

(i)响应 GOOS 2030 年战

响应 GOOS 2030 年战

略，包括 OCG 工作计划和观

略的，包括 OCG 工作计

测 网 络 战 略 ； (ii) 持 续 管 理

划和观测网络战略；(iii)

JCOMMOPS；(iii) JCB 关于

JCOMMOPS 战 略 和 管

GOOS

理； 建 立中 心 作为在法

INFCOM 建立职能联系的建

国的 WMO 办事处；(iv)

议；(iv)响应 WMO-IOC 海

响应 WMO-IOC 海洋数

洋数据管理联合战略；包括

据管理 联合 战 略的； 包

在 WIS 中指定的新 MCDS 中

括 WIS 中 候 选 的 新

心和海洋中心

与

WIGOS

及

MCDS 中心和海洋中心
决议 46 (Cg18) 决议 47
(Cg-18)
成果 2.2

2.1.7

JCOMM, WCRP,
GOOS, GCOS

促进 WMO-IOC 合作战

起草响应批准的 WMO-IOC

批准响应 WMO-IOC 合

略

合作战略的计划

作战略的计划

促进和加强通过 WMO 信息系统获取、交换和管理当前及以往地球系统观测数据和反演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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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委员会和/或研究组组

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2020

2021

2022-2023

为会员 提供 支 持历史气

为会员提供支持历史气候及

为会员提供支持历史气

候及水 文数 据 拯救和存

水文数据拯救和存档的指南

候及水文数据拯救和存

档的指南和工具

和工具

档的指南和工具

WIS2.0 实施计划和一系

WIS 2.0 示范项目进展和技

列示范项目 (EC-72)

术规则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监督和 维护 支 持目前通
过 WIS 和会员数据服务
2.2

CBS

进行信 息交 换 的协调机
制，同 时考 虑 到不断变
化的用 户需 求 和不断变
化的技术。

2.2

决议 57 (CgSC-IMT

18)

2.2

CCl, CHy,
JCOMM ,CBS

CBS

WIS 2.0 技术规则，以
及 WIS 2.0 培训和学习
指南

完 成 对 Cg-18 批 准 的
决议 57 (Cg18)

2.2

CBS

WIS 故障管理系统的实
施，包 括联 络 人的确定
和培训以及程序测试
完成第 二轮 注 册并重新
认证注册加入 WIS 的中
心，并 根据 涉 及合规性

2.2

CBS

的 2020-2023 年业务计
划，协 助各 计 划建立有
助于 WMO 计划的认证规
范中心。

完成第二轮注册并重新认证
注册加入 WIS 的中心，并根
据涉及合规性的 2020-2023
年业务计划，协助各计划建
立有助于 WMO 计划的认证
规范中心。

完成第二轮注册并重新
认证注册加入 WIS 的中
心，并根据涉及合规性
的 2020-2023 年业务
计划，协助各计划建立
有助于 WMO 计划的认
证规范中心。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常设委员会和/或研究组组

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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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2021

2022-2023

根据天气、气候、水文

根据天气、气候、水
决议 57 (Cg-

2.2

18)

CBS

文、航 空、 海 洋及其它

《 电 码 手 册 》 新 I.4 卷

服 务 的 需 求 ， 计 划

NetCDF-CF

NetCDF-CF 的概况和扩

2021)

(Cg-Ext

展。

决议 57 (Cg18)

CBS

服务的需求，更新《电
码 手 册 》 I.4

卷

NetCDF-CF 概 况 及 扩
展。

《WIS 指南》中的《信息管
2.2

学、航空、海洋及其它

《WIS 指南》中的《信

理指南》(Cg-Ext 2021 和

息管理指南》(Cg-Ext

Cg-19 2023)

2021 和 Cg-19 2023)
WIS 2.0 能够完善信息

决议 57 (Cg18)

2.2

CBS

WIS 目录 KPI 以促进发

WIS 目录 KPI 以促进发现。

发现及获取服务(Cg-

现。

工具实施

Ext 2021 和 Cg2023)

决议 57 (Cg18)

持续开发 GRIB 和
2.2

CBS

BUFR，以支持所有计划
和活动

2.2

CBS

2.2

CBS

2.2

CBS

GRIB 和 BUFR。(Cg19 2023)

关于 WIS 及 WIGOS 监督和

关于 WIS 及 WIGOS

督和实施程序的计划

实施程序的计划

监督和实施程序的计划

(IWXXM)。根据 ICAO
需求。

(Cg-18)

以支持所有计划和活动

二进制数据格式。新版

关于 WIS 及 WIGOS 监

航空数据格式

决议 55 和 56

持续开发 GRIB 和 BUFR，

航空数据格式(IWXXM)。根
据 ICAO 需求。

数据政策实施情况调

审议和分析数据政策并提出

查。

数据交换的新方法。

航空数据格式
(IWXXM)。根据 ICAO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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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委员会和/或研究组组

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2020

2021

2022-2023

开发试点项目以支持

评估该试点项目，并制定完

制定完成 S/GDPFS 实

S/GDPFS 的实施

成实施计划

施计划并开始实施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2020 年 4 月 PAC 的数
据政策初步报告。
成果 2.3.6

SC-ESMP

SC-ESMP
成果 2.3.7

实施 S/GDPFS

决议 58 (Cg18)

决议 58
(Cg-18)

2.3.6

CBS

2.3.6

CBS

制定 S/GDPFS 路线图

完成 S/GDPFS 路线图的制
定

获取无缝 GDPFS 数据和产品的工具箱
IPET-OPSLS 会 议就新
2.3.7

CBS/CCL

委员会 将实 施 的 活动提
出建议
制定将 CSIS 业务方面纳入

SC-ESMP
决议 20 (Cg18)

GDPFS 的机制，包括对其它
2.3.7/1.2.1

CBS/CCL

全球制作中心（GPC）的建
议，例如次季节预报和关于

指定新的 GPC；修订区
域气候中心职能

CSIS 业务的技术参考文件
成果 2.3.9
SC-ESMP

水文数据处理和预报纳入到无缝 GDPFS
决议 15 (Cg18)

2.3.9/1.1.3

CBS/CHy

与服务 司合 作 ， 开始编
写关于将 FFGS、CIFDP

将概念文件提交 EC-73 批准

落实 EC-73 决定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常设委员会和/或研究组组

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57

2020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2021

2022-2023

和 SWFDP 纳入 MHEWS
的概念文件
促进制定关于在区域和
决议 20 (Cg18)

结合 S/GDFPS 和
2.3.9/1.2.1

CBS/CCL

MHEWS，促进编写气候
监视白皮书

促进制定气候监视系统指南
手册作为 MHEWS 的要素

国家层面利用 GDPFS
和 WIS 基础设施将气候
监视纳入 MHEWS 的战
略

更新的/新的技术和规章材料，包括(1)新的《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指南》(WMO-No 305)；(2)新的《高分辨率数值天气预报（NWP）指导
成果 2.3.10

原则》；(3)RSMC 提供的非核 ERA 产品及服务的使用和判读指南；(4)《人道主义服务指导原则》；(5)《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
(WMO-No 485)；(6)集合预报系统和后加工指导原则(EPSPP)
修订《 全球 数 据处理和
预 报 系 统 手 册 》
决议 59 (Cg18)

（GDPFS）(WMO-No.
2.3.10

CBS/CCL

485) – 包括指定新的中
心(申请方：图卢兹
WMC 、 维 也 纳 RSMC-

SC-ESMP

修订《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
系 统 手 册 》 （ GDPFS ）
(WMO-No. 485) – 包括指
定新的中心

核、意大利 GPCLRF)
决议 26 (EC70)

2.3.10

2.3.10

CBS
CBS
ET-OWFPS (2018)

开始制定 GDPFS 指南
(WMO-NO. 350)
完成制定 EPSPP 指南(任
务组会议)

该指南提交 EC-73 批准

修订《全球数据处理和
预 报 系 统 手 册 》
（ GDPFS ） (WMONo. 485) – 包括指定
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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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委员会和/或研究组组

决议

决定 57 (EC68)
决定 13 (CBS16)
决议 18 (EC69)

与业务计划一致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2.3.10

CBS

2020

2021

2022-2023

完成高分辨率 NWP 指导原则
的制定
发布核 电厂 选 址和运行

2.3.10

CBS

的气象 和水 文 因素指导
原则(WMO-No. 550)
与信息管理与技术 SC 合

2.3.10

CBS

作，确定 GDPFS 中心审
计机制
关于客观区域季节预报

决议 20 (Cg18)

2.3.10/1.2.1

数据和产品业务制作的

CBS/CCL

次区域标准运行程序指
南

SC-ESMP，SG-CRYO

决议 50 (Cg18)

?

GCW

关于冰冻圈状况评估报告编

关于冰冻圈状况评估编

关于冰 冻圈 状 况评估报

写及指标制定的推荐方法，

写及指标制定的推荐方

告编写 及指 标 制定的推

并与相关用户共同发布，例

法，并与相关用户共同

荐方法 ，与 相 关用户共

如区域气候中心，并且从

发布，例如区域气候中

同发布 ，例 如 区域气候

2021 年起，逐步载入

心 ， 并 且 从 2021 年

中心，并且从 2021 年

《WMO 全球气候状况声

起 ， 逐 步 载 入 《 WMO

起，逐步载入《WMO 全

明》；

全球气候状况声明》；

球气候状况声明》；

从 2022 年起，每年发布冰冻

从 2022 年起，每年发

圈状况公报；

布冰冻圈状况公报；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常设委员会和/或研究组组

SC-MINT

决议

与业务计划一致

发起委员会或计划

CHy

59

2020

2021

2022-2023

与 UNESCO 和 ISO 合作，

INFCOM 批准关于输沙

制定输沙量测量和评估规范

量测量和评估规范材料

材料和培训（悬浮和推移

和培训（悬浮和推移

质）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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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通过的决议
决议 4 (INFCOM-1)
全球基本观测网的未来发展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决议 34(Cg-18) - 全球基本观测网，
注意到建议 2（INFCOM-1） - 更新与建立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有关的规章性材料，
进一步注意到尽管 GBON 将为所有产品和服务提供重要的基础，但此网络的实施在世界部分地区仍将是一个
挑战，例如出于当地的财政、地理或环境等考量，
赞赏地注意到在滚动需求审查（RRR）下，数值天气预报(NWP)界为 WMO 会员开展了 20 多年的持续观测
系统影响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 GBON 条款；
满意地注意到 WMO 正与一些开发和气候融资机构合作开发“系统观测融资机制（SOFF）”，旨在对仅靠当
地资源无法实施和运行 GBON 者（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LDC）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提供支
持；
铭记目前一些主流观测技术对环境的影响和围绕环境可持续性的问题；
获悉 WMO 和气象卫星协调组(CGMS)正在开展工作，以加强和巩固向 NWP 提供关键卫星数据的承诺；
观察到本次届会期间表达的对 GBON 的大力支持，以及预计对某些拟议条款难以实施的关切；
决定责成其地球观测系统和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SC-ON）与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SC-

MINT）、研究理事会以及气象卫星协调组（CGMS）相关工作组合作，不断审查 GBON 的实施计划，并向
INFCOM 报告拟建议的步骤，包括诸如可能对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规则性材料进行的修订，
以特别应对以下问题：
a)

各种观测技术的环境影响，以及许多会员在其所有工作领域采用更清洁、可持续技术的动力；

b)

有必要促进空基和地基观测系统新兴观测技术的发展，这将会有助于减轻 GBON 实施中的一些预料到
的困难；

c)

进一步加强与研究界的合作，并加强其对 RRR 的参与，以期制定 WMO 有关在各种地理限制条件下满
足 GBON 要求的最佳技术组合指南；

(d)

GBON 未来发展到超越其目前对全球 NWP 和气候分析的支持范围和学科的潜在路径。

进一步决定开展一项研究，旨在记录和分析 GBON 实施过程中的预期效益和演进效益，并向所有会员提供在
此基础上编制的所有材料，以支持其在 GBON 实施方面的国家级工作。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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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5(INFCOM-1)
WMO 新结构下水文活动的实施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
(1)

决议 24 (Cg-18) –WMO 水文和水资源愿景、战略及组织性安排，建立了一个水文协调组，作为
WMO 水文智囊团，除其他职责外，支持综合提供 WMO 与水有关的活动，

(2)

决议 25(Cg-18)–主要水文倡议，建立了目前和未来的水文活动和系统。鉴于它们与实现业务水文界长
期追求(L-TA)的相关性，这些活动和系统是支持 WMO 战略计划及其未来发展的基本支柱，

(3)

决议 5(EC-71) - 水文协调组，批准了水文协调组（HCP）的职责，并决定水文委员会（CHy）的代表
在现行主要水文倡议中将继续发挥作用，直到 WMO 新结构中的适当机构根据“决议 7(Cg-18) - 建立
第十八财期的 WMO 技术委员会”确定了新的代表为止，

注意到 HCP 已于 2019 年 12 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审查了决议 25 (Cg-18) 确定的主要水文倡议下的活动
进展，并就其未来在新治理下的实施提出了建议，
审议了载于 INFCOM-1/INF.4.1.5(1)中的 HCP 向 INFCOM 提出的建议，并注意到建议 6、7 和 14 已经实
施，建议 5 中与水文活动的延期相关的活动 2.1、4.1、4.2、4.6、4.7 和 8.1(见 JS-TC-1/INF.4.1(2)的表
1) 纳入了已批准的“决议 3(INFCOM-1) -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
会和研究组的工作计划”的附件。
决定接受 HCP 建议 5 中与活动 1.1、1.3、1.4(后者与 SERCOM 联合)、1.9、3.1、4.3、4.4、4.5、6.1
（后者与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服务与应用委员会（SERCOM）、区域协会（RA）和 HCP 联合）相
关的部分，
要求 INFCOM 主席和管理组与秘书长合作，鼓励 WMO 所有会员增加被提名参加 INFCOM 重要工作的水文
专家人数。

第三部分通过的决议
决议 6 (INFCOM-1)
审议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
念及在人力和财政资源的限定范围内，WMO 技术和科学机构的工作需要与 WMO 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的长期
目标及战略目标充分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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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
(1)

基于可交付成果方法是否适合确定工作计划、其实施以及向世界气象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报告，包括通过
技术协调委员会，

(2)

根据决议 11 (EC-71) – 组成机构议事规则所确定的《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对委员会工作结构及其
职能实行标准化的益处，

(3)

委员会两年一次届会周期使得有机会采用更加灵活和适应的方法来实施各项任务及确定工作结构，

(4)

对本决议附件中所列各项可交付成果及职责的拟议更新，

忆及决议 3 (INFCOM-1) –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工
作计划要求管理组，在秘书处的支持下，保持更新和定期审议各项可交付成果和职责，并重新排定优先顺序，
促进和优化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之间的联系，并在下次届会报告落实情况，
审查了其常设委员会为在其第十八个财务期实现本决议附件所述可交付成果所采取行动的进展情况，
决定：
(1)

更新委员会第一个休会期（2020–2021 年）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可交付成果以及本决议附件所述的下
个休会期（2022-2023 年）展望；

(2)

根据本决议附件所列可交付成果和职责，以及《2020-2021 年运行计划》中所列和提供的资源，管理
组将调整委员会第一个休会期（2020–2021 年）的工作计划及整个第十八个财务期的展望；

要求管理组，在秘书处的支持下，保持更新和定期审议各项可交付成果和职责，并重新排定优先顺序，促进和
优化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之间的联系，并在下次届会报告落实情况。
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3 (INFCOM-1)，后者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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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6(INFCOM-1)的附件
第一个休会期（2020-2021 年）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可交付成果以及下个休会期（2022-2023 年）的展望
注：下表是对决议 3(INFCOM-1)的附件的更新版，并以手动修订标记增加和填写了状况栏，且对各决议 3(INFCOM-1)附件的最初工作计划的修订也以手动修订
标记标示。
红色为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特别要求提交执行理事会的可交付成果

常设委员会
和/或研究组

与业务
决议

组
成果 1.1.5

计划一
致

发起委员
会或计划

2020

2021

2022-2023

截至 2021 年 3 月的状况

向 UN 和人道主义机构提供的早期预警和咨询服务
制定机制，将“WMO 灾害

SC-ESMP

决议 12

新

CBS/CC

事 件 分 类 ” （ WMO-

将 WMO-CHE 纳 入

SERCOM-1(II) 邀请 INFCOM 合作编写监管材料以及业

(Cg-18)

/1.1.5

L

CHE ） 方 法 和 程 序 纳 入

《GDPFS 手册》

务实施指南(建议4(SERCOM-1)-灾害性事件编目方法学
实施计划大纲)

《GDPFS 手册》

成果 1.2.1

SC-IMT

NMHS 基本系统业务运行，拯救数据并纳入气候数据管理系统（CDMS），并持续整合新的观测资料；获取和提供基本监测产品和季节预报；部署气候服务工具箱
（CST）
决议 22
(Cg-18)

1.2.1

CCl,

OpenCDMS 的 开 发 和

建立公共和私营部门的

CHy

实施路线图

OpenCDMS 实践团体

OpenCDMS 示范

邀请 INFCOM-1 第三部分通过建议 草 案 5.1.3(3) - 气
候
数据的现代化-开放式
CDMS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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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候 服 务 工 具 箱
决议 20
(Cg-18)

1.2.1

CCl

（ CST ） 数 据 和 工 具

通过 SC-CLI (ET-CSISO)、SC-ESM 和 RB 共同努

的分类；CST 定制和

力，拟于 2021 年 12 月完成两项可交付成果

部署指南
决议 20
(Cg-18)

1.2.1

CCl

每日 CLIMAT 电报提供

每日 CLIMAT 测试阶段结果

启动每日 CLIMAT 电

及交换的测试阶段延长

的评审以及业务实施建议

报的业务实施

EC-72 决定测试阶段延长一年

客观区域季节预报数
决议 20
(Cg-18)

1.2.1

CCl

据和产品业务交换的

2020 年 出 版 了 《 客 观 季 节 预 报 业 务 做 法 指 南 》

次区域标准运行程序

（WMO-No. 1246）

指南
关于收集 WMO 1991决议 22
(Cg-18)

2020 年气候标准平均
1.2.1

CCl

值的启动日期及每日
CLIMAT 试验阶段延长

大会关于标准气候数
WIS 引用高质量全球气候

据集提供和交换业务

数据管理框架手册中的规定

化 的 决 定 ， 包 括
CLINO 和 NCMP

的决定

SC-ON

成果 1.2.3

SC-MINT

决议 54
(Cg-18)

1.2.1

邀请 INFCOM-1 第三部分通过建议 草 案 5.2.1(2) - 收
集
标准气候平均值

按照分阶段实施空基天

按照分阶段实施空基天气和

气和气候极端事件监测

气 候 极 端 事 件 监 测

CBS/CC

（ SWCEM ） 行 动 计

（SWCEM）行动计划，提

L

划，提高 RCC 和 NMHS

高 RCC 和 NMHS 使用星基

使用星基数据的能力，

数据的能力，并加强最终用

并加强最终用户的参与

户的参与

按照分阶段实施空基
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
监测（SWCEM）行动
计 划 ， 提 高 RCC 和
NMHS 使用星基数据
的能力，并加强最终
用户的参与

基于成功的东亚/西太平洋项目，现已为三区协制定
了一项类似建案。还针对第一区协作了进一步考虑
WMO 公报中刊发了一篇关于 WMO 东亚和西太平洋
空基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监测示范项目的文章，以通
报会员有关这一概念及进展。公报 No : Vol 69 (1)
- 2020

客观区域次季节和季节预报系统投入业务；年到年代际预测和气候变化预估产品的降尺度区域协调

决议 20
(Cg-18)

1.2.3

CCL

促进对世界天气和气候

促进对世界天气和气候极端

极端事件记录的评估

事件记录的评估

促进对世界天气和气
候极端事件记录的评
估

2020 年完成了新一轮评估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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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ublic.wmo.int/en/media/pressrelease/wmo-certifies-megaflash-lightningextremes
进展中，由 ET-QTC 负责

决议 23
(Cg18)
决议 20

1.2.3

CCL

促进 WMO 长期观测站
的认可机制

促进 WMO 长期观测站的认
可机制，包括其扩展包含水
文观测站

促进 WMO 长期观测站
的认可机制

SERCOM 就更新长期观测站的认可机制向 EC-73 提
出的建议(建议 3(SERCOM-1))

(Cg18)
成果 1.3

进一步开发服务以支持可持续的水管理
决 议 25
(Cg-18)

SC-MINT

和决议 5

涉及 INFCOM 部分的
1.3

CHY

(EC-71)

审议和更新了技术规则第三卷(第 1,2,4 和 5 章)。文

QMF 和《技术规则》更

本已提交 INFCOM 1 (III)供批准

新的工作计划

- 附录 1

成果 1.3.4

SG-DIP

高质量数据支持科学：NHS 支持水文测量的各个方面，从数据收集到数据管理到数据共享

决议 18
(EC-70)

1.3.4

CHy-

审议和批准 WWDI 实施计

WWDI 指导委员会批准了实施计划；因缺乏资金导

EXT

划

致活动延期

66

基础设施委员会：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报 告 GRDC 、 IGRAC 和
HYDROLARE 不断发展的
作用及其与 WMO 的关系，

决议
SC-ESMP

5(CHy-

1.3.4

涉及监督和衡量 SDG 的实

CHy

邀请
需要区域水文中心

现情况、其对 GFCS 的贡献

15)

INFCOM-1

第三部分通过决议草案

5.2.1(1) - GDPFS 水文服务中心的概念。将根据
这一决定评估 全球数据中心

以及对 WHOS、GHSF 及
其它水文倡议的支持；
决 议 25
SC-IMT

在拉普拉塔流域和北极

在次区域层面启动实施额外

继续实施 WHOS 阶段

（ Cg-18

1.3.4

CHy

地区实施 WHOS 阶段-

的 WHOS 阶段-II

-II

）

II

启动 WHOS 门户网站

决 议 17

北极地区门户网站于 2021 年 3 月开放。拉普拉塔
流域如期顺利进行；在线培训材料如期顺利推进
进展中

(EC-70)
决 议 25
(Cg-18)
SC-ON

和决议 5

HydroHub-WHYCOS
1.3.4

CHy

(EC-71)

运行计划和资助并启动

印度洋 HYCOS 和 SADC HYCOS 已在 2020 年提交
启动新的 HYCOS 项目

优先重点项目

给 GCF；乍得湖 HYCOS 已在 2020 年提交给适应基
金

- 附录 1
决 议 25
(Cg-18)
SC MINT

和决议 5

创新营无法在 2021 年准备就绪；2020 年为第二次
1.3.4

CHy

启动水文测量创新营

(EC-71)

创新征集颁奖，另有三个项目正在开发。可包括创新
技术的水文测量培训将于 2021 年 10 月在贝宁举行

– 附录 1
决 议 25
(Cg-18)
SC-ON

和决议 5
(EC-71)
– 附录 1

1.3.4

CHy

根据优先重点和新模块
实施 MCH

MCH 纳入 CDMS

由于新冠疫情，推迟实施 MCH (海地、喀麦隆)；也
推迟纳入开放 CDMS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成果 1.3.5

科学为业务水文奠定坚实的基础：流量测量不确定性的用户友好型估算工具提供给 NHS
决 议 25
(Cg-18)

SC-MINT

和决议 5

1.3.5

CHy

(EC-71)
– 附录 1
成果 1.3.6

SC-IMT

SC-ES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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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载入对 NHS 河流量测

项目 X 的目前工作计划实施

量中所用最新方法和仪

情况报告和在 Cg-Ext 上提

器的评审方面，检查 X

交水文大会的新工作计划建

项目工作计划

议

2021 年 7 月准备好报告并起草新工作计划

我们全面了解当今世界的水资源：HydroSOS 业务化第一阶段和 WRA 工具提供

决议 25
(Cg-18)

全球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
1.3.6

CHy

（ HydroSOS ） 试 点 阶 段
成果报告

启动实施 HydroSOS

示范网页就绪；两个试点项目推迟，示范阶段报告准
备好提交 Cg-Ext 2021

决 议 25
(Cg-18)
和决议 5

1.3.6

CHY

1.3.6

CHY

(EC-71)

支持 SC-HYD 制定《水资

SC-HYD (SERCOM)实施了大部分活动，网址正在

源评估指导原则》（网站）

筹备中，因新冠疫情推迟

– 附录 2
SC-ON

决 议 25
(Cg-18)
和决议 5
(EC-71)
– 附录 3

网络设计概念

网络设计指导原则

因 WMO 改革进程而延迟。部分将纳入 HCP 研究文
件，2022 年开始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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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WIGOS 2020-2023 年业务计划：
成果 2.1.1

◦ 强化为支持 WMO 所有优先重点、计划和应用领域提供观测资料的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 在其国家层面提高 NMHS 的知名度并强化其作用；
◦ 促进 WMO 来源和跨国家和区域边界的非 WMO 来源观测资料的整合及开放共享；
WIGOS 初始业务阶段
决议 37
(Cg-18)

2.1.1

ICGWIGOS

EC-73 批准 WIGOS

WIGOS 初始业务阶段计划

初始业务阶段计划

（2020-2023 年）：按该

（2020-2023 年）

计划的实施情况及建议

计划（2020-2023
年）：完成该计划的
实施，以及关于
2024-2027 年后续步

INFCOM-1(II)通过了建议1 (INFCOM-1)。
请 INFCOM-1 (III)通过建议 草 案 5.1.1(4)WIGOS 指标

骤的决定
提交 EC-73 批准
《WMO 全球综合观
测系统手册》
（WMO-No.
1160）2.4.1 节修正

决议 35
SC-ON，
SG-GBON

(Cg-18)
和决议

2.1.1

36 (Cg-

ICGWIGOS

18)

案；为有授权的 WSI

WSI：根据实施提交给 Cg

发布方制定程序（关

的时间表过程中所汲取的经

于手册和指南）；EC

验教训提供建议

起草并注意到
WIGOS 台站标识符

WSI：完成实施；或

INFCOM-1 (II)通过了建议 3 (INFCOM-1) - 修订

以更具体的方式：解

《WIGOS 手册》第 2.4.1 节

决了技术问题并采用

请 INFCOM-1 (III)通过：(i)建议 草 案 5.1.1(3) -

了新系统；会员确

修订《WIGOS 手册》（WMO-No. 1160），(ii)

定、通过和实施了 ID

建议 5.1.1(2) - 更新《WIGOS 指南》（WMO-

发放政策

No. 1165），涉及到实施 WIGOS 台站标识符

INFCOM-1 (II)通过了建议 2 (INFCOM-1)和决议

(WSI)实施时间表，
并呼吁会员采取相应
行动。
全球基本观测网
决议 34
(Cg-18)
决议 36
(Cg-18)

ICG2.1.1

WIGOS
EdB

（GBON）：修订

GBON：大会关于 GBON

GBON：大会关于

《WMO 全球综合观

初始构成的决定；区协关于

GBON 构成的决定；

测系统手册》

区域基本观测系统

区协关于 RBON 构成

请 INFCOM-1 (III)通过(i)建议 草 案 5.1.1(3) –修

（WMO-No.

（RBON）设计的决定

的决定；在所有区域

订《WIGOS 手册》（WMO-No. 1160）

1160）以反映

2 (INFC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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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ON 需求以及站网

实施了 GBON 和

构成的提名、评审和

RBON

批准过程；GBON 融
资机制和能力开发活
动；EC-72 批准所有
各项工作
完成 WDQMS 或以更

WIGOS：(i)评估了现有
WIGOS 数据质量监
测系统
决议 37
(Cg-18)

2.1.1

ICG-

（WDQMS）：初始

WIGOS

的一套 WDQMS 工
具；EC 注意到额外
工具的规格

具体的方式：全球观

WDQMS 分析和显示工

测系统所有主要实时

具；具体说明了新工具；
(ii)WIGOS 的额外部分纳
入 WDMQS；(iii)通过
WDQMS 使用工具提供关
于会员对 WMO 观测表准、
最佳规范和数据政策遵守情
况的信息

部分全面投入业务；
将建立解决 WDQMS
所出现问题和事故的
国家流程；WDQMS

(i)关于 WDQMS 网络工具的现状及发展的问卷已编
写完成，并在各界及专家组之间分发，下一步将进行
评估
(ii) GCOS 高空网络被纳入 WDQMS 网络工具的业
务版中，下一步将整合 GCOS 地面网络
(iii) 事故管理系统工具作为 WDQMS 概念的一部

将至少对 WIGOS所有

分，它有测试模式可用于区域 WIGOS 中心

各部分进行运行试

邀 请 INFCOM-1 第 三 部 分 通 过 建 议 草 案

点。

5.1.1(4)-WIGOS 指标
OSCAR/地面：

决议 37

ICG-

(Cg-18)
决议 41
(Cg-18)

WIGOS
2.1.1

TT-OD,
OSCAR 项
目组

EC 制定完成并批准
OSCAR

平 台 的

OSCAR 战略；EC 完
成并注意到 OSCAR
平台的资助模式，呼
吁会员做出贡献

OSCAR 战 略 ： (i) 根 据

(i) 关于 OSCAR/地面的现状及发展的问卷已编写完

OSCAR

成，并在各界及专家组之间分发，下一步将进行评估

战 略 ， 发 展

OSCAR 平台，包括(i)一些
会员实施了 OSCAR 机对机
界

面

；

(ii)

建

立

OSCAR/Space 发 展 及 与
OSCAR 其它部分整合的框
架；(iii)监测 OSCAR 绩效
和发展情况。

(i) OSCAR/地面的新版每年发布两次，其中有改进
根据战略，OSCAR 平

的用户更新元数据的功能，包括对 API 用户的功能

台全面投入业务

其它新工具已开发完成，并准备发布，这将促进用户
与 OSCAR/地面的互动：促进/简化最常见台站类型
手动输入的台站模板，以及批量上传台站记录的网络
客户端工具
正审议 OSCAR/需求，作为成果 2.1.4 下的第二个
可交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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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AR 空间维护合同已成功订立，各项进展在不断
推进，并且通过 CGMS 第二工作组协调空间机构登
录页面的界面
自标示的日期起，已在一区协/东非（2020）、一区
协/非洲南部（2021）、二区协（2018）、三区协
建立二区协和三区协以及南
决议 37
(Cg-18)

2.1.1

ICG-

极 的 区 域 WIGOS 中 心

WIGOS, 区

(RWC)（2020 年底）。计

协

划建立一区协和五区协
RWC

将建立区域 WIGOS 中
心，并在各区域发挥
作用，且所有会员将
加入一个 RWC

（2020）和六区协（2019，仅为监测功能的自动部
分）试点建立起 RWC
在四区协（不同会员开发了通用的应用程序）和五区
协（两个会员的应用程序已提交并获批）的讨论进展
顺利
邀 请 INFCOM-1 第 三 部 分 通 过 建 议 5.1.1(5) WIGOS 区域中心（RWC）审计流程

◦ 结合用户需求及问题等，提高在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家观测系统中确定差距的能力；
◦ 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加强与伙伴的合作；
成果 2.1.2

◦ 强化遵守 WMO《技术规则》；
◦ 提高 WMO 所有会员在规划、实施和运行 WIGOS 方面的人员和技术能力；
◦ 提高 WIGOS 观测资料和原数据的可用性和质量。

决议 39
(Cg-17)

建立 GCOS 地面基准网
2.1.2

决议 23

GCOS，

(Cg-18)

SG-GBON

决议 20
(Cg-18)
决议 51
(Cg-18)

(GSRN) ； 确 定 候 选 台
站；呼吁牵头中心

SC-ON，
JSG-

GCOS

2.1.2

INFCOM-1 第二部分通过了决定 5 (INFCOM-1) –

计划和组织 GSRN 实施及

制定 GCOS 地表基准网实施计划

协调会议。

TT-GSRN 已组建并开始工作

气 候 观 测 ： (i) 审 议 了

气候观测：(i)发布 GCOS

GCOS 需 求 ； (ii) 起 草

状况报告；(ii) 更新 GCOS

GCOS 状况报告；(iii)

需求；(iii)起草新的 GCOS

气候监测：发布新

提出气候地面基准网实

实施计划；(iv)气候地面基

施计划建议；(iv) 根据

准 网 实 施 计 划 ； (v) 根 据

GCOS 实施计划

WMO 长期观测站认可

WMO 长 期 观 测 站 认 可 机

机制，认可观测站（决

制，认可观测站（决议 23

GCOS 现状报告将于 2021 年年中发布。对 ECV 需
求的评审将完成。GCOS 实施计划的规划正在进
行。气候地面基准网的实施已被纳入 GSRN
自愿观测网（VON）：新建的 SERCOM ET-CMA
（气候监测和评估）接受了一项活动，旨在收集并向
INFCOM 提供对 VON 的需求（注：VON 以往完全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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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23 (Cg-18)）；(v)

(Cg-18)）；(vi)关于自愿

由 CCl 领导，但根据 SERCOM 的要求，需要由

关于自愿观测网络的开

观测网络的开发进展

INFCOM 接管）

发 进 展 ； (vi) 协 助 会

百年站：EC-72 认可了 94 个百年站；为响应 12 月

员。

20 日 WMO 的提名要求，收到了 71 份提名（评估正
在进行，并在 EC-73 上提出建议）；SERCOM 批准
了向 EC-73 提出的建议，以批准更新的 WMO 机制
（为开展 WMO 改革而进一步制定的机制）和路线图
（包括海洋及水文站的认可检验、75 年以上台站的
国家认可指南、对极重要偏远站的建议，包括无法达
到所有标准的极地台站）
(a) 开展 2021 年观测系统
合规性评估；

决议 34
(Cg-18)
决议 37

CBS,
2.1.2

ICGWIGOS

(Cg-18)

GBON 和 RBON 的会员
实施指南：开展 2020

INFCOM-1 第二部分通过了决议 4 (INFCOM-1)-

(b) 对综合地面/空间部分
的能力和差距的评估；

年观测系统合规性评

(c) 关 于 完 成 GBON 和

估；

RBON 的各项活动；(d)监
测 和 评 估

GBON

GBON 的未来发展
在各区域实施 GBON

已完成与 SOFF/GBON 有关的 2020/2021 任务(a)

和 RBON

和(c)
一区协、三区协和四区协通过了过渡到 RBON 的决

及

定。正在为其它区协制定计划

RBONs；(e)根据需求对各

SC-ON

区域的培训活动
TTWICAP,
决议 39
(Cg-18)

CBS（后
2.1.2

来的INF
COM
JETABO）

飞机观测：(i) 促进和开发
飞机观测计划；(ii)全球飞
机观测数据中心的业务实
施；(iii)促进全球 AMDAR
实施计划（战略和实施计
划）；(iii)实施飞机观测牵
头 中 心 和 飞 机 观 测
WDQMS；

飞机观测： (i)全球数
据中心实施和运行报
告

INFCOM-1 第二部分通过了建议 5 (INFCOM-1) 就 AMDAR 计划的发展与 IATA 的合作（含数据政
策）
开始制定牵头中心 ABO 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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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S
IPETABO（后
2.1.2

来的INF
COM
JETABO）

飞机观测：根据 WMO
程序，审议和起草更新
版飞机观测规章和指南
材 料 ： (1) WMO-No.
1200 ABO 指南；(2)
WMO-No. 8 第二部分
第 3 章；(3) WIGOS 手
册和指南。
飞机观测：可在 GTS 上

2.1.2

CBS

提供 ADS-C 数据：协调

IPET-

在 GTS 上提供和管理

ABO（后

ADS-C 反 演 的 数 据 ：

来的INF

(1) 与 EUMETNET 和

COM

SITA 合作获取 ADS-C

JET-

数据并在 GTS 上提供；

ABO）

(2) 调研未来承担 ADSC 数据成本的需求。

飞机观测：根据 WMO 程
序，审议和起草更新版飞机
观测规章和指南材料：(1)
WMO-No. 1200 ABO 指
南；(2) WMO-No. 8 第二
部分第 3 章；(3) WIGOS
手册和指南。

飞机观测：根据 WMO
程序,出版更新版飞机
观测规章和指南材
料 ： (1) WMO-No.
1200 ABO 指南；(2)

进展中

WMO-No. 8 第二部分
第 3 章；(3) WIGOS
手册和指南，

飞机观测：可在 GTS 上提
供 ADS-C 数 据 ： 协 调 在
GTS 上提供和管理 ADS-C
反 演 的 数 据 ： (1) 与

进展中

EUMETNET 和 SITA 合作
获取 ADS-C 数据并在 GTS
上提供；(2) 调研未来承担
ADS-C 数据成本的需求。

飞机观测：开发用于业
务的 UAV 技术：更新
CBS
IPETABO（后
2.1.2

来的INF
COM
JETABO）

CIMO 指南；及含建议
的报告：(1)研究和报告
UAV 对于 WIGOS 应用
的 潜 在 气 象 应 用 ； (2)
研究和报告关于 UAV 和

中的使用白皮书

共享空域的航空发展情

(2) 为全球 UAV 示范项目

况 （ FAA/EASA ） ；

划定范围并制定计划

(3) 组织举办关于使用
无人机（UAV）开展业
务气象观测的研讨会

2019 年 7 月举办了 UAV 研讨会

(1) 制作 UAV 在业务气象

编写 BAMS UAS 报告并提交供出版
组织开展全球 UAV 示
范项目

邀请 INFCOM-1 第三部分通过决定 草 案
5.1.1(7)/1 (INFCOM-1) – 关于将无人驾驶飞行
（UAV）用于业务气象的全球示范项目的计划
器
开始编写白皮书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 预 算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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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郎）。

审议和更新地基观测系

审议和更新地基观测系统规

统 规 章 材 料 ： (1)

章材料：(1) 雷达风廓线仪

SBO,

《 GOS

手 册 》 和

指南材料，并对需整合的现

ICG-

《GOS 指南》中的无线

有材料或待编写的新材料提

WIGOS

电探空仪系统规章材

供建议；(2) 对编写指南材

EdB

料；根据 ET-SBO 评审

料提供建议以便能够使

建议的结果编写材料

LDC 的 RBON 持续运行

CBS ET2.1.2

管理对 EGOP-IP 行动
G10 所确定无线电探空
仪时间安排变更评估的
2.1.2

CBS ETSBO

交付：(1)完成项目计划
定义；(2)确定会员愿意
接受修订的发射升空时
间安排并同意时间安排
框架；(3) 应用领域参
与评估修订的时间安排

2.1.2
SC-ON，

决议 39

(与

JSG-GCOS

(Cg-17)

1.2.16
一致)

SC-MINT/ET-UAM 在 2021 年下半年开始编写关于
雷达风廓线仪的指导材料及相关 WMO/ISO 标准

管理对 EGOP-IP 行动 G10
所确定无线电探空仪时间安
排变更评估的交付：(1)启
用修订的发射升空时间安排

进展中

并对修订的时间安排进行评
估；(2)在 NWP 影响研讨会
及其它适合的论坛上报告结
果。

向 UNFCCC/SBSTA 报
GCOS

告关于全球大气、海洋

发布第 4 次 GCOS 状况报

发布第 4 个 GCOS 实

和陆地气候状况观测进

告(SR4)

施计划(IP4)

展。

制定向 UNFCCC COP 2021 报告现状报告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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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WIGOS 2040 年愿景，实施业务空间任务
◦ 制定实地和遥感数据的整合战略和计划，侧重于一些变量（SST、地面矢量风、海平面、T 廓线、海冰）和应用（干旱、森林火灾、沿海影响、其它天气相关的影响）
成果 2.1.3

◦

卫星观测充分弥补气候服务价值链缺口；了解参与方及协调机制的作用和职责。在确定和弥补从卫星到决策的气候价值链中的关键缺口后，落实从空间气候监测实体架

构。成果包括：差距分析、指南说明、向 CEOS/CGMS 报告、空间机构采取行动
◦ 校准和测量技术指南，包括互比结果，以便确保契合目标的可溯源测量。

- 对空基系统提出建议
以响应 WIGOS 2040
年愿景(决议 38 (Cg18)，运行计划 SO
2.1)
- 对空基系统提出建
议，以响应更新版

决议 51
(Cg-18)
决议 54
SC-ON

《WMO 应用领域指南
k2.1.3

CBS

说明》以及 3 个 GAW
相关应用领域的新指南

(Cg-18)

说明。
- 卫星观测充分弥补气
候服务价值链缺口；了
解参与方和协调机制的
作用和职责。(决议 51
(Cg-18)，运行计划 SO

-对空基系统提出建议
-对空基系统提出建议以响

以响应 WIGOS 2040

应 WIGOS 2040 年愿景

年愿景(决议 38 (Cg-

(决议 38 (Cg-18)，运行

18) ， 运 行 计 划 SO

计划 SO 2.1)

2.1)

- 对空基系统提出建议，以

- 对空基系统提出建

响应更新版《WMO 应用领

议，以响应更新版

空基观测和对 WMO 数据政策和规范的审查

域指南说明》以及 3 个

《WMO 应用领域指南

全球 NWP 卫星数据需求立场文件已编写完成，并将

GAW 相关应用领域的新指

说明》以及 3 个 GAW

提交 INFCOM-I 第三部分 (5.1.1(1))和 CGMS-49

南说明。

相关应用领域的新指

全会供批准

-卫星观测弥补气候服务价

南说明。

与 CEOS/CGMS JWGClimate 合作协调气候相关活

值链缺口；确定并弥补从卫

-卫星观测弥补气候服

动

星到决策的气候价值链中的

务价值链缺口；空间

关键缺口。(决议 51 (Cg-

机构采取的行动(决议

18)，运行计划 SO 2.1)

51 (Cg-18)，运行计
划 SO 2.1)

2.1)
获取卫星数据和产品：

决议 5
(CgXIV)

2.1.3

CBS

(i) 继续实施 IGDDS；
促进与 WIS 的协调/整
合 ； (ii) 协 调 和 支 持

INFCOM-1 第二部分通过了决定 9 (INFCOM-1)-

获取卫星数据和产品：(i)
继续实施 IGDDS；促进与
WIS 的协调/整合；(ii)协调

获取卫星数据和产
品 ： (i) 继 续 实 施
IGDDS；促进与 WIS
的协调/整合；(ii)协调

(i) 进行中
(ii) 区域 SDR 活动得到了支持，至今尚未确定更新
需求。2020 年，一区协关于 EUMETSAT MTG（第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 52
(Cg-18)

2.1.3

WMO 区域卫星数据需

和支持 WMO 区域卫星数据

和支持 WMO 区域卫星

三代气象卫星）的筹备活动得到了 EUMETSAT 理事

求组。

需求组。

数据需求组。

会的支持和批准

通过如下方式提高

通过如下方式提高 WMO 会

WMO 会 员 的 能 力 ： i)

员的能力：(i) 实施 2020-

CBS/IPE

实 施 2020-2024 年

2024 年 WMO-CGMS 卫星

T-

WMO-CGMS 卫星气象

气象教育和培训虚拟实验室

SUP/SA

教育和培训虚拟实验室

战略(决议 52 (Cg-18))以

T

战略(决议 52 (Cg-18))

及 (ii) 在 该 框 架 内 加 强 与

以及 ii)在该框架内加强

ETR 的协调，侧重于发展中

与 ETR 的协调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根据与 2020-2023 年
空间天气有关的 WMO
决议 53
(Cg-18)

2.1.3

CAeM/C

活动四年计划(决议 53

BS

(Cg-18))，空间天气服
务纳入 WIGOS 和 WIS
的进展

成果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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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与 2020-2023 年空间
天气有关的 WMO 活动四年
计划(决议 53 (Cg-18))，
空间天气服务纳入 WIGOS
和 WIS 的进展

2020-2023 年响应 WIGOS 2040 年愿景，包括审议地球系统预测需求和城市服务

通过如下方式提高
WMO 会员的能力：i)
实 施 2020-2024 年
WMO-CGMS 卫 星 气
象教育和培训虚拟实
验 室 战 略 ( 决 议 52
(Cg-18))以及 ii)在该

(ii) 尽管发生新冠疫情，但通过虚拟培训已成功开展
了培训活动。正在编写业务气象工作者卫星技能和知
识指导文件（SP-NO 12）
(ii) 进行中

框架内加强与 ETR 的
协调
根据与 2020-2023 年
空间天气有关的 WMO
活动四年期计划(决议
53 (Cg-18))，空间天
气服务纳入 WIGOS 和
WIS 的进展

重建空间天气专家组作为重组的一部分，以支持整合
活动，支持 SWx 服务及国际协调。考虑在 SCESMP 下建立此类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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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次 GCOS 评估和评
审周期：专家组评审
ECV 需求；起草第 4 次
GCOS 状况报告

完成第 4 个 GCOS 实
组织第二次气候观测大会

施计划(IP4)。

（2021 年 10 月）。完成

SC-ON，

决议 39

JSG-GCOS

(Cg-17)

EC-72 决 定 ： 批 准

第 4 次 GCOS 状况报告

GCOS 第 4 次状况报告

EC-74 ： 欢 迎 新 的

（SR4）.

IP ， 决 定 支 持 根 据

起 草 第 4 个 GCOS IP

GCOS IP4 制 定 行

工作计划及第 4 个实施
2.1.4

GCOS

计划；欢迎气候观测大
会；
建议向技术委员会提交
最终状况报告和实施计
划；

（IP4）。

动；承认技术委员会
已决定支持相关行

EC-73：批准第 4 次状况报
告，决定积极支持 IP 评审
过程并邀请会员审议该

INFCOM-1 第二部分通过了建议 4 (INFCOM-1)- 更
新《WIGOS ECV 手册》

动；批准涉及 WMO 及
WMO 所协调的观测系
统的行动。要求 WMO
秘书长就这些行动向
会员提供指导

欢迎并支持
GCOS/WIGOS 区域联
合研讨会
滚动需求评审：(i)RRR
的重新设计原则和计
划，同时考虑地球系统
分析、预测和预估，包

决议 38

括发展 OSCAR/需求的

(Cg-18)
SC-ON

决议 40
(Cg-18)

2.1.4

CBS

计划，以考虑此类需
求；(ii) 评审 NWP 影响
研究的结果，并促进旨
在解决一系列科学问题
的 新 研 究； (iii) 更 新 观
测用户需求和两个应用
领域的指南说明

滚动需求评审：(i)关于观
测系统对地球系统分析、预
测和预估的影响的活动协调
方法和计划；(ii)观测的单
位成本影响评估方法；(iii)
更新观测用户需求和两个应
用领域的指南说明

完成了 2020 年任务，包括 2020 年 12 月举办的影
响研讨会的建议
JET-EOSDE 组建了一个分小组负责实施该任务。聘
请了顾问协助。2021 年 2 月召开了一次分小组会议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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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WIGOS 2040 年
愿 景 ： (i) 相 应 的
INFCOM 工 作 计 划 ；

决议 38

(ii) 为 会 员 起 草 每 次

(Cg-18)
决议 40

2.1.4

CBS

RRR 评估的指南（差距
分析、影响研究）以及
每次城市服务观测需求

(Cg-18)

评估指南； (ii)起草更
新版观测网络设计和宣

响应 WIGOS 2040 年愿
景：(i)批准会员每次 RRR
评估的指南（差距分析、影

2020 年任务：(i)完成，(ii)进行中，(iii)进行中

响研究）以及每次评估城市

JET-EOSDE 组建了一个分小组负责实施该任务。聘

服务观测需求评估的指南；

请了顾问协助。2021 年 2 月举行了一次分小组会议

(ii)批准更新版观测网络设
计和宣传指南

传指南
决议 38
(Cg-18)
2.1.4
决议 40
(Cg-18)
决议 1

分层网络：根据分层

法及基准站概念整合，简化

网络方法及基准站概

WIGOS 观测网的概念和原

念整合，简化 WIGOS

则

观测网的概念和原则

城市观测：(i) 起草城市观

(Cg-18)
决议 32

分层网络：根据分层网络方

2.1.4

(Cg-18)

测战略和指南；(ii)评估实

城市观测：批准城市

地观测最新进展以及城市观

观测战略和指南

测最终用户需求分析

启动了关于 GCOS 地面基准网及气候基准站的讨论

拟聘请顾问(i)协调评估高分辨率模拟活动的观测用
户需求，以支持城市服务，(ii)对城市仪器和溯源性
进行指导，以更新 WMO-No. 8

* 制定关于以下方面的标准和指南：观测、业务规范和系统性能监测、校准和仪器测试、以及地球系统观测的数据相关方面和适用的可溯源测量，尤其是来自极端和严酷环
境及偏远地区（包括海洋和极地以及高山地区）的测量。
成果 2.1.5

*开发新的和新型测量技术以及非传统的、创新型测量法（例如冰冻圈观测、雷达技术、地基遥感、自动车辆、测量装置、公民观测站）。更新现有标准以反映不断发展的
技术，侧重于降水（不同时间尺度和阶段）和具体的仪器（例如遥感，包括雷达）。
* 校准和测量技术指南，包括互比结果，以便确保适用的可溯源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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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关于测量的 WMO 规章

决议 43
(Cg-18)

2.1.5

CIMO

和指导材料：(i) 制定完成

简化关于测量的 WMO

关于测量不确定性的出版物

规章和指导材料：(i)

简化关于测量的 WMO

更新战略；(ii) 关于如何确

使 WMO 出版物之间的

规章和指导材料：(i)测

保测量结果满足应用领域需

不确定性需求保持一

量质量分级。

求 的 指 南 。 (iii) 更 新

致 （ 包 括 分 级 方

WIGOS 元数据标准（也要

案）。(ii)分级方案实

反映出天气雷达数据交换和

施指南

(Cg-18)

2.1.5

CIMO

(Cg-18)

2.1.5

CIMO

2020 版
邀请 INFCOM-1 第三部分通过决定 草 案 5.1.3(1)
– 关于海洋和天气雷达数据的试验性 CF-NetCDF
专用标准

批准更新 WMO-No.8，

(i) 批准更新 WMO-

(i) 批 准 更 新 WMO-

No.8，2021 版

No.8：2021 版。

第一卷（例如第 6 章，降

第一、二和第三卷的

2020 年第四季度开展了 WMO-No. 8 使用情况调

水）、第二、三和第五卷的

一些章节。

查，结果将于 2021 年第二季度公布

一些章节。

(ii) 准备好下次更新的

正在更新 WMO-No. 8 的一些章节

查 WMO-No. 8 的使用

(ii)可用于未来活动优先排

计划：确定要更新的

情况

序的调查结果

章节，确定专家

编写测量最佳规范指南

编写测量最佳规范指南材

编写测量最佳规范指

关于雷达最佳规范指南的工作已取得显著进展，近终

材料：与利益攸关方

料：(i) 批准雷达最佳规范

南材料：(i) 出版土壤

稿预期在 2021 年底完成，将包括关于雷达运行的

（例如 GCW、农业界-

指南；(ii)天气雷达干扰问

水 分 指 南 材 料 ；

ISO 联合标准

土壤水分、气候、水

题；(iii)利用被动微波廓线

(ii)AWS 性能测试程序

修 订 的 更 新 程 序 ； (iii)
批准修订的 WMO-No.
8 更新指导原则；(iv)调

决议 43

以及建议 6 (INFCOM-1)- 出版 WMO-No. 8，

2020 版 ： (i) 第 4 卷
（卫星观测）；(ii)批准
决议 43

将陆上地面观测站测量质量分类纳入 WMO-No. 8，

在 ET-MU 下正在进行其它与不确定性有关的活动

测量质量分级）

SC-MINT

INFCOM-1 第二部分通过了决定 6 (INFCOM-1)-

INFCOM-1 第二部分通过了建议 6 (INFCOM-1)出版 WMO-No. 8，2020 版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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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GAW、BSRN 等）

仪进行高空测量；(iv)雷达

（ 包 括 低 成 本

WMO-No.-8 第二卷 – 关于冰川、多年冻土、海冰

合作，确定工作领域

风廓线仪和风电场之间的干

AWS ） ； (iii) CIMO

的冰冻圈变量的测量 – 正在进行中；起草文件

扰；(v) IWV 廓线；(vi)制

指南中酌情体现 BSRN

INFCOM-1 第三部分 5.1.6(1)和成果 5.1.6。在

定关于低成本 AWS 性能的

最佳规范

ET-UAM 和 ET-SSM 下，2021 年计划的其它指导
材料的编写工作正在进行中。将于 2021 年底出版

指导材料

点速度测量的不确定性评估指南和软件将编写完成
与地球观测系统和监测网络

邀请 INFCOM-1 第三部分通过决定草案 5.1.3(1)-

常 设 委 员 会 （ SC-ON） 以

关于海洋和天气雷达数据的试验性 CF-NetCDF 专用

及信息管理与技术常设委员
决议 43
(Cg-18)

2.1.5

会（SC-IMT）合作进行天

CIMO

气雷达数据交换(WRDE)，
(i) 最佳实践指南的 WRDE

推广使用 WRDE。收

标准

集经验。如需要，将
建议修订规范/模式。

模式和规范；(ii) WRDE 模
式的管理

决议 43
(Cg-18)

决议 43
(Cg-18)

制定 WMO/ISO 通用标
2.1.5

CIMO

准 ： 确 定 通 用 的
WMO/ISO 开发标准

2.1.5

CIMO

射测量的可溯源性：拟
(Cg-18)

2.1.5

CIMO

准：标准的审批（如已完
成）以及 WMO/ISO 通用
标准的制定情况信息

制定 WMO/ISO 通用
标准：标准的审批

在 ET-UAM 下正在进行。WMO/ISO 雷达风廓线仪

（如已完成）以及

标准以及粒子后向散射激光雷达标准将编写完成，并

WMO/ISO 通 用 标 准

于 2021 年晚些时候发布

的制定情况信息
ET-UAM，2021 年第四季度

激光雷达观测能力框架
[供参考]太阳和地面辐

决议 43

制 定 WMO/ISO 通 用 标

于 2020 年 9 月/10 月
进行辐射仪器互比（第
13 次 IPC 和第 3 次
IPgC）

太阳和地面辐射测量的可溯
源性：(i)发布第 13 次 IPC
和第 3 次 IPgC 报告。(ii)关
于未来 WRR 以及 WISG 的
建议提交 Cg 批准

太阳和地面辐射测量
的可溯源性：酌情修
订关于辐射基准的职

由于新冠疫情，改期到 2021 年 9-10 月进行互比。

责及维护的规章和指

决议 9 (EC-72) - 第十三届国际绝对日射表对比延期

导 材 料 （ 和 SI 的 链

举行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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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43
(Cg-18)

可溯源性程序 ：(i)关于现
2.1.5

CIMO

场检查/校准程序的指导文
件

WMO 指定的中心的合
规性：(i)RA MG 可用
决议 43
(Cg-18)

的 RIC 评估成果。(ii)更
2.1.5

CIMO

新 RIC 评估方案（根据
ISO/IEC
17025/2015）(iii) 制
定 RRC 报告表

可溯源性程序：(i) 符
合可溯源性战略的可

在 ET-QTC 下正在进行。指导文件将于 2021 年下半

溯源性保证最佳规范

年出版

指南

WMO 指 定 的 中 心 的 合 规

邀请 INFCOM-1 第三部分通过(i)决议 草 案 5.1.2 –
测量测试基地/牵头中心的提名/评估机制，(ii)建议

性：(i)简化 WMO 仪器相关
区域中心（RIC、RMIC、
RRC）的概念；(ii)调查会
员对 RIC/RMIC/RRC 服务
的需求；(iii) RRC 评估方

WMO 指定的中心的合

草案5.1.2 – 加强 RIC

规 性 ： (i)RA 可 用 的

RIC 评估方案和 RRC 报告表将于 2021 年第二季度

RIC 和 RRC 评估成果

编写完成
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的新概念以及新的相关指定和评

案；(iv)定期评估 WMO 测

估过程提交给 INFCOM-1(III), 文件 d05–1-2(1)

试平台和牵头中心

加 强 RIC 和 校 准 实 验
决议 43
(Cg-18)

2.1.5

CIMO

室：(i)为一区协以及可

加强 RIC 和校准实验室：

加强 RIC 和校准实验

能为三区协计划跨实验

(i)开展 跨实验室比对，发

室：关于不确定性计

室比对(ii)制定校准和测

布报告(ii)举行不确定性计

算培训单元，可作为

量技术指南，包括跨实

算研讨会

远程学习材料

两个地区的 ILC 筹备工作均已完成。将于 4 月宣布
ILC，同时应于 2021 年 7 月开始测量
不确定性研讨会拟于 2021 年 5 月举办

验室比对结果
(i) 发布 IOM 关于微波
决议 43
(Cg-18)

2.1.5

CIMO

发布 IOM 云观测自动化

发布新兴技术指南（酌情关

链路降水评估的报告

在 ET-SSM 下正在进行中。IOM 云观测自动化报告

报告

于各类系统）

(ii)发布新兴技术指南

将于 2021 年第四季度发布

（雷达等）
高空仪器互比：(i) 发
决议 43
(Cg-18)

2.1.5

CIMO

高空仪器互比：批准计
划

高空仪器互比：开展互比

布报告和提交建议进
行审批，(ii)完成数据
库共享安排

决议 43
(Cg-18)

通过互比评估新技术：
2.1.5

CIMO

火山灰/气溶胶探测仪器

通过互比评估新技术：针对

互比概念文件

下列方面的可行性研究：

通过互比评估新技
术：(i) 开展非捕获型
降水仪器的互比（酌

计划得到批准，但由于新冠疫情，互比活动推迟一年
（实验室阶段应于 2021 年 12 月开始，现场活动将
于 2022 年 8-9 月开展）

由于不够重视，火山灰/气溶胶探测仪器互比项目终
止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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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非捕获型降水仪器的互

情）。(ii)气溶胶/火山

ET-SSM 内部正在讨论非捕获型降水仪互比的可行性

比；(ii)气溶胶/火山灰互比

灰互比计划（酌情）

研究

最佳规范的实施：制定

决议 43
(Cg-18)

2.1.5

CIMO

完 成 结 合 MTWE 的

最佳规范的实施：结合

TECO-2020 计划（范

MTWE 的 TECO-2020 计

围扩展至包含所有

划（范围扩展至包含所有

WIGOS 测量领域 – 测

WIGOS 测量领域 – 暂定：

量界如何帮助满足用户

新兴测量技术）

TECO-2020 的筹备工作已完成，收集和评估了 150
多个摘要。然而，由于新冠疫情，活动推迟至少一
年。2021 年 5 月将最终决定是否在 2021 年组织该
活动或推迟至 2022 年

需求）
向自动化过渡：(i)向自
动化过渡战略的宣传视
决议 43
(Cg-18)

频；(ii)起草指导材料/
2.1.5

CIMO

培 训 单 元； (iii) 研 讨 会
计划作为概念的证明；
(iv)一区协 AWS 会议概

向自动化 过渡：(i)向自动

最佳规范和向自动化

化过渡的远程学习模块；

过渡：(i)二区协 AWS

(i) IOM 关于低成本 AWS

会议(待定)；(ii)更新/

的报告

出版 AWS 指南材料

计划在 2020 年开展的所有活动均已完成，不包括因
新冠疫情而推迟的 AWS 会议。定于 2021 年 3 月
22-25 日举办向自动化过渡的在线研讨会
ET-SSM 在 2021 年下半年编写 IOM 低成本 AWS
报告

念
通用招标规范：关于开发软
决议 43
(Cg-18)

2.1.5

CIMO

通用招标规范：发布

件工具以及可能扩展至其它

IOM 报告

系统的建议（例如，无线电
探空仪）

决议 43
(Cg-18)
决议 43
(Cg-18)

2.1.5

2.1.5

CIMO

CIMO

雷达培训课程和计划

宣传：替代含汞仪器的
指南材料。

支持通用招标规范方
案的软件工具（酌
情）

编写雷达培训材料和
开展培训

在 ET-SSM 领导下进行中。将于 2021 年第三季度
发布 IOM 报告
需要纳入到 SC-MINT/JET-OWR 工作计划中。预期
2021 年晚些时候举办雷达数据交换和最佳做法研讨
会

测量规范宣传：(i)更新知
识共享门户网站。(ii)建立
信息共享机制

在 ET-TMM 领导下进行中。2021 年第二/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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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43
(Cg-18)

2.1.5

CIMO

培训材料：确定现有测

用户为培训材料中的不足提

在一个明确有不足的

量相关培训材料中的不

供信息的机制（与 ETR 合

领域，与 RTC 合作，

足

作）

编写培训材料

在 ET-TMM 领导下进行中。2021 年第二季度

INFCOM-I 第二部分批准了无线电频率协调专家组
决议 43
(Cg-18)

2.1.5

CIMO

保护无线电频带：记录并向

编写的 WMO 关于 WRC-23 议程的初步立场，

“SG-RFC- 继 任 ” 提 供 地 基

INFCOM-I 第二部分通过了决定 8(INFCOM-1) –

被动传感器的运行特点

保留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使用的无线电频率
SC-MINT/ET-UAM 向 SC-ON/ET-RFC 提供了支持

决议 43
(Cg-18)

2.1.5

CIMO &
SAT

就空基测量的可溯源性

与 SC1 合作，确保通过区

与全球空基相互校准系

域 WIGOS 中心适当开展无

统（GSICS）合作

线电探空仪性能监测

与 BSRN 合作复查大
气辐射表方程，并可
能需要更新 BSRN 手

卫星专家作为 SC-MINT 和 ET-QTC 成员参与

册

实施 GCW 试运行阶段：
高山观测、预测、研究和服务的短期示范项目和长期计划
实施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AW）作为端到端计划，包括开发综合冰冻圈信息系统，以满足各纬度和海拔的冰冻圈信息需求（观测、数据、规范性工作）；
成果 2.1.6

完成有关冰冻圈观测对相关应用领域的影响研究：《冰冻圈监测指南说明》。
冰冻圈状况的评估和指标，及相关的用户，例如 RCC、《WMO 全球气候状况声明》，从 2021 年起逐步开展；
海冰产品互比
到 2023 年 GCW 数据门户网站运行作为 WIS DCPC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发 布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发
布 WMO No.-8（CIMO

决议
50(CgSC-MINT，

2.1.6

GCW

18)

SG-CRYO

2.1.6

GCW

18)

No.-8

（CIMO 指南）的“冰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发布

冻圈变量测量”卷中的

量”卷中最佳规范指南-

WMO No.-8 （ CIMO 指

最佳规范指南，实地

[此项可交付成果与促进

南）的“冰冻圈变量测量”卷

观测和测量：多年冻

WIGOS 元数据标准的

中的最佳规范指南，实地观

土（到 2020 年）；冰

制定有密切关联]

测和测量

盖和冰架及湖冰和河

根据计划，工作进行中。

(i) 建立多年冻土任务组

- 冰川、海冰并出版修订的

冰（2023 年）；

参见 INFCOM-1 第三部分 – 文件 5.1.6(1)

- 关于最佳规范及相关

雪章节(2021 年)。

元数据和观测需求；

- 起草多年冻土最佳规范指

(ii, iii) 起草冰川和海冰

南 – 准备好并分发给伙伴

最佳规范指南 – 准备好

进行专家评审

到 2022 年出版多年冻
土

；

- 到 2023 年开发、评
审和发布冰盖和冰架
及湖冰和河冰状况

评审

50(Cg-

WMO

指南）的“冰冻圈变量测

并分发给伙伴进行专家

决议

83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卫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卫星海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卫

星海冰产品互比：计划

洋产品互比：评审/进展

星海洋产品互比：

WIP –资金和组织的协议–预计到 2021 年底前

和融资谈判

（取决于 XB 资金）

2023 年报告

参见 INFCOM-1 第三部分 – 文件 5.1.6(1)

GCW 数据门户网站，
GCW 数 据 门 户 网 站 ， 到
SCIMTTSC-

决议 50

IMT，SG-

(Cg-18)

CRYO

2.1.6

GCW

GCW 数据门户网站开

2022 年与 GCW 地面观测

发取得进展，到 2022

网 络 台 站 互 可 操 作

年与 GCW 地面观测网

到 2022 年与 GCW 地
面观测网络台站互可
操作，到 2023 年与
WMO 水文观测系统互
可操作

络台站互可操作；（RB

根据用户需要，提出关于制

和 XB 资助）

定冰冻圈更多变量实时交换
机制（例如表格）的建议

WIP – 按计划，将 GCW WIS2.0 试点项目纳入
WIS 2.0 工作计划
参见 INFCOM-1 第三部分 – 文件 5.1.6(1)

到 2023 年，GCW 数
据门户网站运行作为
WIS D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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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建立全球冰冻圈综
决议 50
(Cg-18)

2.1.6

GCW

合信息系统（到 2023
年，作为另一项 XB 倡
议）

推进建立全球冰冻圈综合信
息系统（到 2023 年，作为
另一项 XB 倡议）

建立全球冰冻圈综合
信 息 系 统 （ 到 2023
年，作为另一项 XB 倡
议）

变更范围 – 根据已取得的进展及 SG-Cryo 建议，到
2023 年发起提案
参见 INFCOM-1 第三部分 – 文件 5.1.6(1)

待提交 EC-72 的 GCW
决议 50
(Cg-18)

2.1.6

GCW

试运行计划 – 涉及到冰

邀请 INFCOM-1 第三部分通过建议草案 5.1.6(1)-

冻圈交叉职能研究组的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的治理和过渡计划

工作

决议 50
(Cg-18)

2.1.6

GCW

到 2020 年在 OSCAR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

注册目前批准的 153 个

– GCW 地面观测相关元数

GCW 台 站 ( 决 议 29

据纳入 WIGOS 元数据标准

(EC-70))

（到 2021 年）

到 2022 年制定和出版
冰冻圈观测术语和语
义标准及指南

WIP – 工作按计划在进行中
参见 INFCOM-1 第三部分 – 文件 5.1.6(1)

到 2021 年，批准通过
OSCAR 注册观测冰冻圈各

SC-ON，
SG-CRYO

根据会员和伙伴每年所

部分的新台站的可持续过

新台站将被纳入 GCW

表达的意向，通过在

程；

地面观测网络，并在

OSCAR 注册，每年将
观测冰冻圈各部分的新
决议 50
(Cg-18)

2.1.6

GCW

台站纳入 GCW 地面观
测网络；

OSCAR 注册
新台站将被纳入 GCW 地面
观测网络，并在 OSCAR 注

从 2021 年起，根据

WIP – 工作按计划在进行中

册

保障开发项目作为

参见 INFCOM-1 第三部分 – 文件 5.1.6(1)

WMO 专家服务一部分

起草相关注册程序，到
从 2021 年起，根据保障开

的相关规章和指导材

及到决议 35(Cg-18)-

发项目作为 WMO 专家服务

料，每年报告 GCW 台

WIGOS 台站标识符

一部分的相关规章和指导材

站的合规性

2021 年提交批准（涉

料，每年报告 GCW 的台站
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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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持 在

支持在 GCW 和 WIGOS
的框架内提高和优化冰
冻圈观测的全球覆盖率
决议 50
(Cg-18)

和均一性的目标，包括
2.1.6

GCW

通过区域参与（与六区
协在高加索地区举办研
讨会（2020 年）；RA11-17 决定），加强与
冰冻圈空基观测的联系

GCW

和

WIGOS 的框架内提高
支持在 GCW 和 WIGOS 的

和优化冰冻圈观测的

框架内提高和优化冰冻圈观

全球覆盖率和均一性

测的全球覆盖率和均一性的

的目标，包括通过区

目标，包括通过区域参与

域参与（中亚（2022

工作按计划在进行中

（与三区协的安第斯 山研

年）、四区协（2023

参见 INFCOM-1 第三部分 – 文件 5.1.6(1)

讨会（2020 年）；RA-3-

年）以及与二区协和

17 决定），加强与冰冻圈

四区协 ；根据 RA-2-

空基观测的联系

16 和 RA-4 决定），
加强与冰冻圈空基观
测的关系

在 WMO 滚动需求评审
过程框架内（2020 年
决议 50
(Cg-18)

2.1.6

GCW

开发，GCW 与 PSTG 协
同），建立冰冻圈监测
应用领域。（研讨会支
持该目标）

成果 2.1.7

SC-ON，
SGIOOSSGOOIS

WMO 滚动需求评审过程框
架内（2021 年开发，GCW
与 PSTG 协同），建立冰冻
圈监测应用领域。（研讨会
支持该目标）

在 WMO 滚动需求评审
过程框架内（2020 年
和 2021 年筹备活动，

工作按计划在进行中

与 PSGT 协同），到

参见 INFCOM-1 第三部分 – 文件 5.1.6(1)

2022 年建立冰冻圈监
测应用领域

响应地球系统预测需求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 – WMO 推动 GOOS，包括通过 JCOMM 实地观测计划支持中心（JCOMMOPS），在海洋观测系统监测、实
施和维护方面为会员提供技术支持以及支持 JCB

决议 45
(Cg-18)
决议 47
(Cg-18)

2.1.7

JCOMM,
GSC

实施 GOOS 2030 年战

实施 GOOS 2030 年战略：

略：(i) 在 WMO 设立

(i)响应 GOOS 2030 年战

GOOS 项 目 办 公 室 ；

略，包括 OCG 工作计划和

(ii)响应 GOOS 2030 年

观测网络战略；(ii)持续管

战略的，包括 OCG 工作

理 JCOMMOPS；(iii) JCB

计划和观测网络战略；

关于 GOOS 与 WIGOS 及

(iii) JCOMMOPS 战略

INFCOM 建立职能联系的

和管理；建立中心作为

建议；(iv)响应 WMO-IOC

在 法 国 的 WMO 办 事

海洋数据管理联合战略；包

工作按计划在进行中
INFCOM-1 第二部分通过了建议 8 (INFCOM-1) –
建立纳入海洋气候资料系统(MCDS)的数据采集中心
(DAC)
邀请 INFCOM-1 第三部分通过决定草案 5.1.7(1)海洋气象观测和数据管理的最佳职能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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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 (iv) 响 应 WMO-

括 在 WIS 中 指 定 的 新

IOC 海洋数据管理联合

MCDS 中心和海洋中心

战略的；包括 WIS 中候
选的新 MCDS 中心和海
洋中心

决议 46
(Cg-18)
决议 47

JCOMM,
2.1.7

(Cg-18)
成果 2.2

WCRP,

促进 WMO-IOC 合作战

起草响应批准的 WMO-IOC

批 准 响 应 WMO-IOC

工作按计划在进行中

GOOS,

略

合作战略的计划

合作战略的计划

JCB 战略正在制定中，计划将提交 EC-73

GCOS

促进和加强通过 WMO 信息系统获取、交换和管理当前及以往地球系统观测数据和反演产品
监督和维护支持目前通
过 WIS 和会员数据服务
2.2

CBS

进行信息交换的协调机

建立起 GISC 任务组来完成任务

制，同时考虑到不断变
化的用户需求和不断变
化的技术

根据 INFCOM-1(III)-d05–2-1(3)更新《HQGDMFC 手册》；并根据 INFCOM-1(III)-d05–1-

SC-IMT

3(3)设立了开放式 CDMS 项目
CCl,
2.2

CHy,
JCOMM
,CBS

为会员提供支持历史气

为会员提供支持历史气候及

为会员提供支持历史

通过预算外项目，例如针对乌兹别克斯坦、不丹、南

候及水文数据拯救和存

水文数据拯救和存档的指南

气候及水文数据拯救

美洲西部国家(ENANDES)的项目，支持了各类数据

档的指南和工具

和工具

和存档的指南和工具

拯救活动。已与 EU/COPERNICUS 进行了商讨，并
商定起草关于合并两个 WMO 和 EU/COPERNICUS
全球数据拯救门户网站的概念（工作在进展中）。最
终，数据拯救被纳入相关的 INFCOM 和 SERCOM 专
家组职责，以确保其在 WMO 改革后的适当延续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 57
(Cg-18)

2.2

CBS

WIS2.0 实施计划和一

WIS 2.0 示范项目进展和技

系列示范项目 (EC-72)

术规则

87
WIS 2.0 技术规则，
以及 WIS 2.0 培训和
学习指南

INFCOM-1 第二部分通过了建议 7 (INFCOM-1)WIS 2.0 实施计划、功能架构和示范项目

完成对 Cg-18 批准的
决议 57
(Cg-18)

2.2

CBS

WIS 故障管理系统的实

邀请 INFCOM-1 第三部分通过决定草案 5.1.3(2)-

施，包括联络人的确定

更新WIS 监测程序和元数据质量指标

和培训以及程序测试
完成第二轮注册并重新
认证注册加入 WIS 的中
心，并根据涉及合规性
2.2

CBS

的 2020-2023 年业务
计划，协助各计划建立
有助于 WMO 计划的认
证规范中心

完成第二轮注册并重新认证
注册加入 WIS 的中心，并
根据涉及合规性的 20202023 年业务计划，协助各
计划建立有助于 WMO 计划
的认证规范中心

(Cg-18)

2.2

CBS

文、航空、海洋及其它

《 电 码 手 册 》 新 I.4 卷

服务的需求，计划

NetCDF-CF

NetCDF-CF 的 概 况 和

2021)

(Cg-Ext

(Cg-18)

CBS

合规性的 2020-2023
年业务计划，协助各

因新冠疫情的限制，无法重新认证以及无法实地到
访。ET-AC 正在制定替代方法

计划建立有助于 WMO

文学、航空、海洋及
其它服务的需求，更

邀请 INFCOM-1 第三部分通过决定草案 5.1.3(1)-

新《电码手册》I.4 卷

关于海洋和天气雷达数据的试验性 CF-NetCDF 专用

NetCDF-CF 概况及扩

标准

展
《WIS 指南》中的《信息

2.2

的中心，并根据涉及

根据天气、气候、水

扩展

决议 57

新认证注册加入 WIS

计划的认证规范中心

根据天气、气候、水
决议 57

完成第二轮注册并重

管理指南》(Cg-Ext 2021
和 Cg-19 2023)

《WIS 指南》中的
《信息管理指南》
(Cg-Ext 2021 和

建立信息管理专家组，在 2021 年底前起草指南

Cg-19 2023)
WIS 2.0 能够完善信

决议 57
(Cg-18)

2.2

CBS

WIS 目录 KPI 以促进

WIS 目录 KPI 以促进发现

息发现及获取服务

邀请 INFCOM-1 第三部分通过决定 草 案 5.1.3(2)-

发现

工具实施

(Cg-Ext 2021 和

更新WIS 监测程序和元数据质量指标

Cg-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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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57
(Cg-18)

持续开发 GRIB 和
2.2

CBS

BUFR，以支持所有计
划和活动

2.2

CBS

CBS

关于 WIS 及 WIGOS 监督

监督和实施程序的计划

和实施程序的计划

(IWXXM)。根据 ICAO
需求

航空数据格式(IWXXM)。
根据 ICAO 需求

二进制数据格式。新
版 GRIB 和 BUFR。
(Cg-19 2023)
关于 WIS 及 WIGOS
监督和实施程序的计
划
航空数据格式
(IWXXM)。根据
ICAO 需求

2.2

CBS

(Cg-18)

通过快速通道 2021-1 对 GRIB 和 BUFR 规范进行
修订

邀请 INFCOM-1 第三部分通过决定 草 案 5.1.3(2)更新WIS 监测程序和元数据质量指标
IWXXM 3.0 版通过快速通道业务化，而下一版
IWXXM 通过快速通道 2021-2 制定完成
INFCOM-1 第二部分通过了决定 9 (INFCOM-1)-

数据政策实施情况调

决议 55
和 56

以支持所有计划和活动

关于 WIS 及 WIGOS

航空数据格式
2.2

持续开发 GRIB 和 BUFR，

查。

审议和分析数据政策并提出

2020 年 4 月 PAC 的数

数据交换的新方法

空基观测以及对 WMO 数据政策和规范的审查
2020 年 12 月举行了数据大会
邀请 INFCOM-1 第三部分通过建议 草 案 5.1.5

据政策初步报告

(INFCOM-1) - 统一的 WMO 数据政策
成果 2.3.6

SC-ESMP

SC-ESMP
成果 2.3.7
SC-ESMP

实施 S/GDPFS

决议 58
(Cg-18)

决议 58
(Cg-18)

2.3.6

2.3.6

CBS

CBS

开发试点项目以支持

评估该试点项目，并制定完

制定完成 S/GDPFS 实

S/GDPFS 的实施

成实施计划

施计划并开始实施

制定 S/GDPFS 路线图

完成 S/GDPFS 路线图的制
定

SC-ESMP 在其第一次虚拟届会（2021 年 3 月 3-5
日）批准了一个试点项目，并一直在审议其它潜在的
试点项目

计划在 2022 年向 EC 提交路线图

获取无缝 GDPFS 数据和产品的工具箱
2.3.7

CBS/CC
L

IPET-OPSLS 会议就新
委员会将实施的活动提
出建议

2020 年 2 月举行了会议，其建议在 INFCOM-1(II)
上得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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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将 CSIS 业务方面纳入

INFCOM-1 第二部分通过了建议 9 (INFCOM-1)-

GDPFS 的机制，包括对其
决议 20

2.3.7/1

CBS/CC

它全球制作中心（GPC）的

指定新的 GPC；修订

(Cg-18)

.2.1

L

建议，例如次季节预报和关

区域气候中心职能

于 CSIS 业务的技术参考文

对新 GDPFS 中心的指定
关于次季节预报 GPC(GPCs-SSF)这一新型中心的建
议被纳入上述建议中

件
成果 2.3.9

修订《GDPFS 手册》(WMO-No. 485)，并批准了

水文数据处理和预报纳入到无缝 GDPFS
计划在 2022 年向 EC 提交概念文件

与服务司合作，开始编
决议 15

2.3.9/1

CBS/CH

写 关 于 将 FFGS 、

将概念文件提交 EC-73 批

(Cg-18)

.1.3

y

CIFDP 和 SWFDP 纳入

准

落实 EC-73 决定

MHEWS 的概念文件
SC-ESMP
决议 20

2.3.9/1

CBS/CC

(Cg-18)

.2.1

L

结合 S/GDFPS 和
MHEWS，促进编写气
候监视白皮书

促进制定气候监视系统指南
手册作为 MHEWS 的要素

促进制定关于在区域

SERCOM ET-CMA (气候监测和评估)已将气候监视

和 国 家 层 面 利 用

系统纳入其工作计划，且专家正在更新 WMO 气候监

GDPFS 和 WIS 基础设

视指南

施将气候监视纳入
MHEWS 的战略

成果
2.3.10

更新的/新的技术和规章材料，包括(1)新的《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指南》(WMO-No 305)；(2)新的《高分辨率数值天气预报（NWP）指导原则》；(3)RSMC
提供的非核 ERA 产品及服务的使用和判读指南；(4)《人道主义服务指导原则》；(5)《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6)集合预报系统和后加工
指导原则(EPSPP)
INFCOM-1 第二部分通过了建议 9 (INFCOM-1)- 修

修订《全球数据处理和
预 报 系 统 手 册 》
SC-ESMP

决议 59
(Cg-18)

2.3.10

CBS/CC
L

（ GDPFS ） (WMONo. 485) – 包括指定新
的中心(申请方：图卢兹
WMC、维也纳 RSMC核、意大利 GPCLRF)

修订《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
系 统 手 册 》 （ GDPFS ）
(WMO-No. 485) – 包括指
定新的中心

修订《全球数据处理

订 《 GDPFS 手 册 》 (WMO-No. 485) 和 指 定 新 的

和预报系统手册》

GDPFS 中心

（ GDPFS ） (WMONo. 485) – 包括指定
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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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6
(EC-70)

2.3.10

CBS

开始制定 GDPFS 指南
(WMO-NO. 350)

计划在 2022 年向 EC 提交《GDPFS 指南》

该指南提交 EC-73 批准

WMO-No. 1254 在印刷中

CBS
2.3.10

ETOWFPS

完成制定 EPSPP 指南
(任务组会议)

(2018)
决定 57
(EC-68)

2.3.10

决定 13
(CBS-

(EC-69)

已编写子小节

则的制定

的气象和水文因素指导

已 发 布
， 点 击
此 处 浏
：
览
https://library.wmo.int/doc_num.php?explnu

原则(WMO-No. 550)

m_id=10269

与信息管理与技术 SC

计划在 2022 年向 EC 提交该机制

发布核电厂选址和运行
2.3.10

CBS

16)
决议 18

完成高分辨率 NWP 指导原

CBS

2.3.10

CBS

合作，确定 GDPFS 中
心审计机制
关于客观区域季节预

决议 20

2.3.10/

CBS/CC

报数据和产品业务制

(Cg-18)

1.2.1

L

作的次区域标准运行
程序指南
关于冰冻圈状况评估报告编

SC-ESMP，

决议 50

SG-CRYO

(Cg-18)

?

GCW

关于冰冻圈状况评估报

写及指标制定的推荐方法，

关于冰冻圈状况评估

告编写及指标制定的推

并与相关用户共同发布，例

编写及指标制定的推

荐方法，与相关用户共

如区域气候中心，并且从

荐方法，并与相关用

同发布，例如区域气候

2021 年起，逐步载入

户共同发布，例如区

中心，并且从 2021 年

《WMO 全球气候状况声

起 ， 逐 步 载 入 《 WMO

明》；

全球气候状况声明》

从 2022 年起，每年发布冰
冻圈状况公报

域气候中心，并且从
2021 年起，逐步载入
《WMO 全球气候状况
声明》；

INFCOM 一直与 SERCOM 在如下领域开展合作：
通过 WIGOS、WIS 和 GDPFS 中心，确定技术支
持和数据/产品交换需求，以及技术规则中的相关标
准和规范，以便促进实施客观季节预报
SERCOM 还通过了 SERCOM-1(II)/文件 5.1.3(5)
由于资金问题，延期至 2022 年
SG-Cryo 提交给 INFCOM-2 和工作计划 INFCOM1 第三部分文件 5.1.6(1)

附录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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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2 年起，每年发
布冰冻圈状况公报

JET-HYDMON 的专家已确定，并开始与 UNESCOSC-MINT

CHy

与 UNESCO 和 ISO 合作，

INFCOM 批准关于输

制定输沙量测量和评估规范

沙量测量和评估规范

材料和培训（悬浮和推移

材料和培训（悬浮和

质）

推移质）

IHP 进行初步讨论，可能因其它优先事项而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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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7 (INFCOM-1)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咨询组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
(1)

决议 1 (Cg-18) – WMO 战略计划，其中确定了 2020-2023 年的长期目标、战略目标和重点领域，
特别是地球系统观测和预测领域，并将其转化为运行计划的活动和可交付成果（Cg-18/INF.3(1)及其
更新），

(2)

决议 7 (Cg-18) - 建立第十八财期 WMO 技术委员会，附件 1 – 技术委员会的职责，A - 观测、基
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3)

决议 1 (INFCOM-1) - 建立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

(4)

《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WMO-No. 1240），

(5)

决议 48 (Cg-18) – WMO 下一个财期（2020-2023 年）极地和高山议程的主要方向，

(6)

决议 50 (Cg-18) – 冰冻圈监视网的预运行阶段，

审查了委员会主席与管理组协商后提出的建议，
审议了：
(1)

需要确保持续获取冰冻圈的观测资料、数据和信息，以便能够有效地实现 WMO 战略计划的目标，并支
持各会员（包括与冰冻圈变化有关的会员）利用完全耦合的地球系统模式方法统一业务预测系统，

(2)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EC-PHORS）同意将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的
组成部分纳入 WMO 的工作结构，并继续关注极地和高山地区，

建立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咨询组（GCW-AG）作为委员会的一个附属机构，其职责见本决议附件，但须经执行
理事会（EC）同意；
建议执行理事会同意该决议；
要求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的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与 GCW-AG 合作，以实现
WMO 运行计划的相关目标；
要求冰冻圈交叉性功能研究组 （SG-CRYO）向 INFCOM 第二次届会提交一份报告，说明为实现 WMO 战略
和运行计划的目标而对冰冻圈信息的要求，涵盖冰冻圈的所有相关组成部分，如雪、海冰、冰川、多年冻土、冰
盖等，并建议采取具体行动和开展 GCW 的最新任务；
邀请各区域协会支持其成员在 GCW 框架内参与开展与冰冻圈有关的具体服务优先重点；
邀请天气、气候、水与相关环境服务应用委员会（SERCOM）和研究理事会（RB）参加与 SG-Cryo 的磋
商，以便能够完成对 WMO 各项活动的冰冻圈需求的分析；

附录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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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会员通过提名和支持冰冻圈专家和从业人员为 GCW 的工作做出贡献，并提供财务资源。

决议 7 (INFCOM-1)的附件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咨询组（GCW-AG）的职责

目的
在基础设施委员会（INFOCM）管理组的领导下，GCW-AG 将负责全面协调冰冻圈科学的应用，包括但不限
于观测、数据管理、数据利用和应用等，将其用于开展与基础设施委员会职责范围有关的活动；它将在咨询组
的一般职责下运作，并执行相关任务，以便：
(1)

指导、监督和监测经 EC-73 批准的 GCW 预运行计划的实施情况，反映了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Cg18）确定的优先重点，重点是将冰冻圈观测纳入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框架， 通过
WMO 信息系统（WIS）获取冰冻圈数据，并根据具体服务的需要，利用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
（GDPFS）框架中的数据和冰冻圈综合产品；

(2)

就整合冰冻圈信息以实现 WMO 战略计划的各项目标，包括与 SERCOM、RB、WMO-IOC 联合协作委
员会（JCB）和 EC 所有专家组的合作，向 INFCOM 管理组提供咨询意见；

(3)

在可用资源范围内，成立必要的限时专家小组和任务组，以开展预运行计划的活动

(4)

通过直接与委员会的相关子机构合作，促进实施 WMO 有关冰冻圈所有方面的运行计划；

(5)

在科学家和从业人员之间以及在会员和合作伙伴的业务和科学部门之间建立和保持互利的合作，并促进
关于冷冻圈的信息交流，同时与工作范围保持一致；

(6)

向会员和区域在 GCW 范围内制定和实施与冰冻圈有关事项的国家和区域计划，提供技术指导、援助和
咨询；

(7)

寻求机会，通过与会员、伙伴和 WMO 其他倡议，如全球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HydroSOS）的联合活
动，利用资源，应对共同的发展领域。

组成
GCW-AG 将由最多 15 名专家组成，代表 INFCOM 和 SERCOM 和 RB 的相关子结构，以及 WMO 合作伙
伴。
GCW-AG 将由一名组长和一名副组长领导，他们将是 INFCOM 管理组的成员。
组长和副组长的任命以及成员的提名和批准将根据委员会的议事规则进行。
参与的专家将需要涵盖冰冻圈的所有组成部分，包括雪、海冰和淡水冰、多年冻土、冰川、冰帽、冰盖和固体
降水。需要的相关专业知识将包括但不限于地面观测、遥感和卫星观测、数据同化、数据管理、模拟和其他相
关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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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式
在技术委员会下次届会之前，在修会期间（即两年周期）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议。或者，通过电子信函和电话
/视频会议进行。
GCW-AG 将持续到委员会下一次常规届会，必要时可重新设立。

可交付成果
与 WMO 运行计划（2020-2023 年）相一致的可交付成果。

决议 8 (INFCOM-1)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协调员的职责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
(1)

决议 1 (Cg-18) – WMO 战略计划，其中确定了 2020-2023 年的长期目标、战略目标和重点领域，
特别是地球系统观测和预测领域，并将其转化为运行计划的活动和可交付成果（Cg-18/INF.3(1)及
其更新），

(2)

决议 7 (Cg-18) - 建立第十八财期 WMO 技术委员会，附件 1 – 技术委员会的职责，A - 观测、基
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

(3)

决议 1 (INFCOM-1) – 建立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研
究组，建立了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

(4)

《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WMO-No. 1240），

审查了委员会主席经与管理组和水文协调组（HCP）协商后提出的建议，
审议了需要确保委员会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与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服务与应用委员会
（SERCOM）、研究理事会（RB）、区域协会以及其他机构和合作伙伴组织就关键的交叉性问题进行适当的
协调；
决定在第一个休会期设立以下协调员，其职责见本决议的附件：
(a)

卫星事宜协调员（C-SAT）；

(b)

有关基础设施事务的参与与伙伴关系（区域协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协调员（C-ENG）；

(c)

有关地球系统模拟的水文协调员（C-HESM）。

附录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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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8 (INFCOM-1)的附件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协调员的职责
卫星事务协调员（C-SAT）
基础设施委员会卫星事务协调员（C-SAT）的总体职责是进行任何必要的协调，以促进和支持基础设施委员会
（INFCOM）总体范围内的卫星活动。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涉及与资源较好的会员和空间机构合作，以加强
秘书处和资源较差的会员内部的卫星相关活动。这些活动还可包括 INFCOM 实体（例如专家组）与会员或空
间机构之间发起合作，以解决特定的技术问题。C-SAT 还应当在必要时支持 INFCOM 与 SERCOM 和 RB 进
行互动。
C-SAT 应跟踪空基观测系统的演变和技术创新带来的机会，并考虑其对实施 WIGOS 2040 年愿景的潜在影
响。该协调员还应设法确定新机会，帮助加强 WMO 会员在实现空基观测系统和利用空基观测方面的能力，并
提请 INFCOM 管理组注意这些机会，供其审议。
C-SAT 有责任确保在 INFCOM 内开展的卫星活动得到各常设委员会、研究组及其下属机构的适当审议和协
调。因此，C-SAT 是管理组的正式成员，为卫星事务和活动提供意见。
优先活动：
•
•
•
•
•
•

确保 INFCOM 管理组审议卫星事务
就卫星事务向 INFCOM 管理组提供指导
确保在 INFCOM 的各项活动中协调卫星事务
监督与卫星事务有关的专家组的工作计划
就 INFCOM 外部的相关团体和活动进行报告
支持与 SERCOM 和 RB 就卫星事务进行协调

有关基础设施事务的参与与伙伴关系（区域协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协调员（C-ENG）
INFCOM 有关基础设施事务的参与与伙伴关系（区域协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协调员（C-ENG）的总体作
用是进行任何必要的协调，以促进和支持在委员会一般范围内开展的伙伴关系活动。这里的伙伴关系活动可指
两个（或多个）WMO 会员之间在基础设施委员会职责范围内就技术活动开展合作。在某些情况下，这涉及利
用资源较好的会员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来帮助加强资源较差的回员的某些技术活动。在其他情况下，可能需要
两个或更多的会员集中资源共同开展某些活动，而单独开展这些活动的费用太高。为了促进这种协调，CENG 应是 INFCOM 管理组的正式成员。该词也可指基础设施委员会实体（如专家小组）与会员之间为解决某
一具体技术问题而进行的专门合作。
基础设施委员会 C-ENG 的具体作用是帮助确保相关的 INFCOM 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及其下属机构在参与和
支持正在进行的伙伴关系活动时进行协调。该协调员还应设法确定开展伙伴关系活动的新机会，帮助加强
WMO 会员在 INFCOM 职责范围内各领域的能力，并提请 INFCOM 管理组注意这些机会，供其审议。
预期的初始优先领域包括：
•
•
•
•
•

在国家和区域两级加强 WIS 和 WIGOS 系统的实施，特别是 WIS 2.0、WIGOS 数据质量监测
系统（WDQMS）和 Oscar/地表
通过 WIS 中心、WIGOS 区域中心、GDPFS 中心、仪器中心等，提高会员对建立和开展 WMO
重要的区域活动的兴趣和参与度
加强观测数据的获取和国际交换，例如在实施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方面的观测数据
提高对新的 WMO 数据政策的认识和实施
提高所有会员接收、吸收、认识和使用数值模式产出的能力，以支持其地球系统监测和预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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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地球系统模拟的水文协调员（C-HESM）
基础设施委员会有关地球系统模拟的水文协调员（C-HESM）的总体作用是进行任何必要的协调，以促进和支
持将水文方面的内容纳入地球系统模拟战略的制定工作，并将现有的倡议，如达到全球覆盖的骤洪指导系统
（FFGS）适当纳入 GDPFS 基础设施。C-HESM 将确保 INFCOM 实体（如专家小组）和会员之间的适当合
作，以解决特定的技术问题。C-HESM 还应在必要时支持 INFCOM 与 SERCOM、RB 和 HCP 的互动。为了
促进所需的协调，C-HESM 应成为 INFCOM 管理组的正式成员。
优先活动：
•
•
•
•
•
•

确保 INFCOM 管理组考虑水文问题
就水文事务向 INFCOM 管理组提供指导
确保水文事务在 INFCOM 活动中得到协调
对有关将水文纳入 GDPFS 演变过程的各专家小组的工作计划进行监督
就 INFCOM 以外的各相关水文小组和活动进行报告
支持与 SERCOM、RB 和 HCP 就水文事务的协调

决议 9(INFCOM-1)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常设委员会的组长和副组长及协调员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
(1)

决议 1 (INFCOM-1) – 建立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研究
组，建立了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

(2)

决议 2 (INFCOM-1) -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及
管理组的官员、主席和副主席，选定了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组长和副组长，

(3)

决定 12 (INFCOM-1) – 区域协会的参与，

(4)

决议 7 (INFCOM-1)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咨询组，

(5)

决议 8 (INFCOM-1) –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协调员的职责，

注意到《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WMO-No. 1240），
进一步注意到应用地球系统模拟和预测的数据处理常设委员会（SC-ESMP）的副组长职位空缺，
审议了委员会主席经与管理组协商后提出的建议，
选定了以下专家担任以下职务：
应用地球系统模拟和预测的数据处理常设委员会（SC-ESMP）：
•

副组长：Hamza Kabelwa 博士 (坦桑尼亚)

附录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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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事务协调员（C-SAT）：
•

C-SAT：张鹏（中国）

有关基础设施事务的参与与伙伴关系（区域协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协调员（C-ENG）：
•

C-ENG: Yoshiaki Sato 博士 (日本)

有关地球系统模拟的水文协调员（C-HESM）
•

C-HESM：Narendra Tuteja（澳大利亚）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咨询组（GCW-AG）：
•

组长：Árni Snorrason（冰岛）

•

副组长：Shawn Marshall（加拿大）

决定协调员应为 INFCOM 管理组的成员；
再次感谢自愿派遣专家参与委员会工作的会员。

决议 10 (INFCOM-1)
测量牵头中心的职责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决议 5 (CIMO-15) - CIMO 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的总体职责，
审查了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CIMO）测试基地和 CIMO 牵头中心为惠及 WMO 会员在气象仪器和系统性能
的测试、开发以及标准化方面的职责和作用，
注意到 CIMO 测试基地和 CIMO 牵头中心的职责存在的微小差异令人困惑，且并未给会员带来明显益处，
赞赏地欢迎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SC-MINT）提出的关于卓越中心职责的单一概念建议，它可收
集地基遥感和实地仪器测试结果以及仪器性能标准化结果并提供高水平专业知识，
决定以测量牵头中心的单一概念取代 CIMO 测试基地和 CIMO 牵头中心的现有概念；
通过本决议附件所述的测量牵头中心总体职责；
要求承办指定的 CIMO 测试基地和 CIMO 牵头中心的会员就其作为指定测量牵头中心根据本决议附件所述职
责继续提供其服务的意愿和能力向 INFCOM 主席通报并抄送 WMO 秘书处，并在 2022 年 7 月 1 日前相应地
调整其服务和活动；
要求 SC-MINT 酌情监督和支持指定的 CIMO 测试基地和 CIMO 牵头中心过渡到指定的测量牵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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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要求 SC-MINT 与测量牵头中心密切合作，尤其是合作开展能力开发活动以及以 WMO 官方语言（最好
是英文）出版和提供基于各中心的成就和研究结果的相关指导材料。
_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5 (CIMO-15)，后者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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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0 (INFCOM-1)的附件
测量牵头中心的职责 1
(1)

测量牵头中心（MLC）的目的须为：
(a)
在测试支持地球系统观测的地基遥感和实地仪器以及仪器性能标准化、互可操作性及兼容性
的过程中提供高级知识专长；
(b)

应要求并酌情收集和公开分发该结果和辅助数据。

(2)

MLC 须是“卓越中心”，要应用和探索最新仪器技术、系统和技术，尤其要提供关于这些技术和系统对
会员业务和经济有效的使用潜力的建议。

(3)

MLC 应酌情公布并推广其能力、知识专长、设施和向会员提供的服务的细节。MLC 应公布详细联系方
式，使会员可通过它寻求知识专长和服务。

(4)

MLC 须酌情提供、发布和推广其成就和发现，尤其是在整合地基遥感和实地测量方面，以及在制定与仪
器使用、运行和维护有关的标准程序方面。
注：成就和发现可在相关 WMO 出版物（例如，IOM 报告）中作为报告和指南文件或在科学期刊发表，
并在相关会议（例如 TECO）上介绍。

(5)

MLC 须有助于 INFCOM/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SC-MINT）协助 INFCOM/SC-MINT 开展
培训和能力开发从而弥补各国之间的差距。MLC 应酌情与发展中国家的辅助设施建立特殊的关系。

(6)

MLC 应与其它 MLC 以及有共同关心的重点领域的 WMO 各区域中心、其它科学和发展研究所及机构以
及仪器制造商开展合作。

(7)

MLC 应实施和维护质量管理体系。

(8)

MLC 须至少每两年向 INFCOM/SC-MINT 提供一份报告。MLC 的活动将由 INFCOM/SC-MINT 进行
定期评估，确保它们能提供预期结果。

(9)

MLC 须提名一位联络人，负责 MLC 和 INFCOM/SC-MINT 之间的沟通。MLC 须与 INFCOM/SC-MINT
合作并响应其需求，包括酌情推进相关专家组的各项活动。

(10) 如果不再有能力履行 MLC 的职责，MLC 须通报 INFCOM/SC-MINT，并抄送 WMO 秘书处。

决议 11 (INFCOM-1)
测量牵头中心的指定和绩效监测过程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

1

MLC 是 INFCOM 根据 INFCOM/SC-MINT 对会员提案做出的积极评估而设立。具体的主题重点领域将基于 MLC 的建
议与 MLC 合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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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及建立 CIMO 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的指定过程（CIMO-15 通过，总摘要第 11.20 段的附录），
注意到决议 10 (INFCOM-1) - 测量牵头中心的职责，
审查了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SC-MINT）根据 WMO 技测量牵头中心的职责术委员会结构和提出
的测量牵头中心的指定和绩效监测过程的建议，以及更新的评估标准，
通过本决议的附件所述的测量牵头中心的指定和绩效监测过程及相关的评估标准；
要求 SC-MINT 实施该过程，并在评估会员提交的新申请及各中心的绩效监测过程采用该评估标准；
邀请各会员提交测量牵头中心的提名，包括按本决议附件所述，描述现有的基础设施和仪器，以及该中心拟议
的主要活动。

决议 11(INFCOM-1)的附件
测量牵头中心的指定和绩效监测
1.

引言

1.1
INFCOM/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SC-MINT）将代表INFCOM，对测量牵头中心
(MLC)的申请和定期报告进行评估。
1.2
SC-MINT 主席将代表 INFCOM 主席建立一个评估小组，至少由三位高级专家组成，负责评估新建议
以及 MLC 的定期报告。
2.

申请

2.1
秘书处。

新MLC的指定申请须由WMO国家常任代表提交给INFCOM主席，并抄送SC-MINT主席和WMO

2.2

申请至少须包括：

(1)

提供候选 MLC 服务的 WMO 会员国常任代表的信函；

(2)

填写 MLC 提名表。

2.3

WMO 秘书处将确保申请填写完整。

3.

评估申请

3.1

评估小组将评估标准（详见附录）用于指定MLC的新提案来评估申请。

3.2

评估结果以及是否指定候选 MLC 的建议将提交 SC-MINT 主席审议。

3.3
SC-MINT 主席将与 SC-MINT 磋商，并代表 SC-MINT 就提议的 MLC 指定向 INFCOM 主席提出最终
建议。

附录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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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
INFCOM主席将代表INFCOM，并根据SC-MINT的积极建议，指定一个MLC。

5.

绩效监测和评估

5.1

评估小组将评估MLC履行职责的定期报告，并就可能的改进提出建议，供SC-MINT审议。

5.2

SC-MINT 将向 MLC 传达所有建议，鼓励它们尽早落实此类建议，以便惠及会员。

5.3
如果 MLC 至少连续两个报告周期未能满足 SC-MINT 的建议，SC-MINT 主席须向 INFCOM 提议将
MLC 的状态从合规改为不合规，并对其指定进行重新评估。
6.

附录：测量牵头中心的评估标准：

(1)

WMO 国家常任代表的正式书面提案；

(2)

反映重点领域的测量牵头中心的名称；

(3)

范围说明（重点领域）；

(4)

符合测量牵头中心的职责；

(5)

设施 – 技术和基础设施；

(6)

保障各项活动的充足人员配置；

(7)

充足的资源 – 有能力运行测量牵头中心；

(8)

质量管理体系声明；

(9)

能力开发的潜力；

(10)

重点领域活动的四年计划；

(11)

长期承诺，至少八年。

决议 12 (INFCOM-1)
全球水文服务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中心的概念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决议 18 (EC-69)- 《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修订版和决议 58(Cg-18)– 未
来综合无缝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合作框架，
进一步忆及决议 8 (SERCOM-1)- 建立 WMO 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水文中心，

102

基础设施委员会：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重申《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是针对 WMO 会员运行的所有业务化数据处理和预报
系统的单一技术规则的来源，包括其指定的中心并允许纳入新型中心，
考虑到包括水文在内的地球系统的所有部分，强调无缝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GDPFS）涵盖从几分钟到
几个月的时间尺度，
审查了全球水文服务 GDPFS 中心的概念，详见本决议附件；
认同全球水文服务 GDPFS 中心的概念，详见本决议附件；
要求应用地球系统模拟和预测数据处理常设委员会(SC-ESMP)协调决议 8(SERCOM-1)提到的各 INFCOM 附
属机构和 SG-CRYO，以便：
(1)

支持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服务与应用委员会(SERCOM)、水文服务常设委员会(SC-HYD)制定水
文中心的标准和职能，以纳入《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

(2)

与 SERCOM、SC-HYD 和其他相关机构合作，制定并实施现有指定的 GDPFS 中心与在各个所需层面
拟建的水文中心之间的协调和互动机制。

决议 12(INFCOM-1)的附件
全球水文服务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GDPFS)中心的概念
1.

宗旨

1.1
本文件的宗旨是为在 GDPFS 内建立 WMO 水文中心奠定基础，以期逐步发展出一个无缝
GDPFS(S/GDPFS)，内含最初不在天气交付系统范式中的领域。
2.

背景

2.1
GDPFS 是一个国际机制，负责协调会员筹备并向所有会员提供气象分析和预报产品的能力。它
使服务得以协调一致地提供，目前是作为一个由全球、区域和国家中心组成的网络组织的。此外，GDPFS 是
WMO 会员（包括其指定的中心）运行的所有业务化数据处理与预报系统的唯一技术规则来源。
2.2
2015 年召开的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Cg-17)要求制定明确的愿景和计划，以支持 S/GDPFS 的未
来发展。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批准了将新型 GDPFS 中心纳入《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
（WMO-No. 485）。这一演变将允许超越最初的天气交付系统范式，生成环境领域的产品并提供服务，除天
气服务外，还包括气候、水文和水资源管理、环境服务。
其关键目标是促进合作和信息交流，从而也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发展做出贡献。
2.3
未来的 S/GDPFS 还将造福于更广泛的用户群体，包括负责防备更多种高影响事件的利益相关
方；受天气和气候影响的部门（如能源、农业、卫生、水资源综合管理）；以及城市利益相关方、城市规划
者、联合国和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其他人道主义机构。
2.4
因此，借鉴《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的逻辑、结构、术语和良好做法，我们正在考虑和
制定水文参与 S/GDPFS 的愿景。这项工作是在以往工作和决定的基础上开展的 - 前水文委员会第十五次届
会要求“编写有关指定新中心的程序、强制性职能以及活动等的文件，同时考虑世界和区域中心须遵守国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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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和水文部门在提供洪水预报和预警服务方面的主要作用和责任的原则”（决议 7(CHy-15) - 水文委员会对
未来综合和无缝 WMO 数据处理与预报系统的贡献）。
3.

总体考虑

3.1
GDPFS 是按三级活动系统（如一般用途活动、专项活动和非实时协调活动）组织的。目前，
GDPFS 中心以世界气象中心(WMC)、区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和国家气象中心(NMC)组织，它们在全球、
区域和国家各级履行 GDPFS 职能。类比已有的 GDPFS 中心，我们也考虑将这三个级别用于支持业务水文和
水资源管理。
3.2
已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制定 GDPFS 水文中心愿景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NMHS）在提供洪水和干旱预报与警报服务方面的主要作用和责任，特别是关于唯一声音原则。它特别关注
现有的国际河流委员会，并避免开发与既定进程平行的结构。
3.3
出发点是审查 GDPFS 机制在区域一级业务水文中的应用。为此，已考虑了区域专业水文中心
(RSHC)及其潜在职能。
3.4
RSHC 的具体应用领域将包括国际流域的水资源管理问题(根据流域内不同国家或政治管辖区之
间的现有协定)、水文产品的近实时提供、地表水条件的现状分析以及在其地理责任区内以数小时到季节为提
前期所做的水情预报（连同核查统计），如果这些产品不是由国家水文部门（NHS）通过多国密切合作制作的
话。目前正在编制一份所需产品清单。
3.5
RSHC 的一系列输出产品将通过 WIS、全球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HydroSOS）和/或其他平台
提供给国家水文部门，RSHC 将从 WIGOS 和 WMO 水文观测系统（WHOS）获益。
3.6

如果某国家的 NMHS 缺乏适当能力，RSHC 还将应其要求，帮助转让知识专长并提供培训。

3.7
国家和全球（水文）制作中心的潜在作用、职能和必要性将得到仔细审查。在国家层面上，似须
避免在国家水文中心内建立与 NHS（或 NMHS）平行的结构。还应考虑到：会员们曾通过前水文委员会对危
及 NHS 作为提供洪水预报和警报维一声音的原则表示了关切。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给公众带来混乱。
3.8
全球和区域（水文）制作中心主要涉及全球/区域范围和/或长时间尺度和提前期，出于法律责任
或多国合作的原因，不由 NHS 提供。如此，它们可能与 HydroSOS、骤洪指导系统（FFGS）和其他活动相
关。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NHS 在其国家/区域业务中通常需要全球气象中心目前提供的全球信息和数据
的子集。通常，NHS 需要数值天气预报(NWP)模式输出、即时预报产品和卫星数据/产品，以胁迫或同化到业
务水文模式中。有鉴于此，进行下一步骤之前将密切审查和应对建立全球（水文）制作中心的真正需求、其范
围和用户需求。“地球系统模拟”方面的进展正在造成水文与 NWP 更密切的耦合，并加大地球系统模拟(ESM)
预测中水文变量的可用性。
3.9
现有 GDPFS 中心和拟建水文中心之间的协调和互动机制将在 GDPFS 水文中心的愿景中加以审查和
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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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4.1
在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Cg-Ext.(21)）召开前，将制定一项建立 GDPFS 水文中心的计划，
并提交大会的水文大会认可。该计划将重点包括以下考虑要点：
(1)

具有水文职能的中心类型，并将纳入《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到目前为止，围绕 RSHC 已达
成了广泛共识。国家中心和全球中心的作用和潜在职能还有待调研。

(2)

这些中心的职能、产品和服务（连同详细的规范清单）；

(3)

各中心的指定程序及其活动规范和合规追踪还有待审查；WMO 各机构在这些进程中的责任尚待理解和
拟就。

4.2
SERCOM 的水文服务常设委员会(SC-HYD)和 INFCOM 的应用地球系统模拟与预测和预估数据
处理常设委员会(SC-ESMP)将与其他相关机构协商，负责牵头这些和其他有关 GDPFS 水文中心愿景及其拟
议建立的进展。
4.3
水文协调组、WMO 区域协会（通过水文顾问论坛）以及 WMO 秘书处的参与将加强拟在 CgExt.(21)前提出的愿景。
4.4
在 Cg-Ext.(21)水文大会上讨论后，并落实了关于建立 GDPFS 水文中心的所有建议后，其标准和职
能将提交 Cg-19 通过。

决议 13(INFCOM-1)
将以往各技术委员会的相关决定移交 WMO 新结构的进程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审查了以往八个技术委员会解散时仍然相关的 63 项决议和 140 项建议的清单，
注意到服务委员会和基础设施委员会正在对这些决议和建议联合开展的分析，
进一步注意到决议 13(SERCOM-1) - 将以往各技术委员会的相关决定移交 WMO 新结构的进程，其中服务委
员会采用了与本决议所提议的相同的方法，
念及这些决议和建议中仍然相关的规定需要通过新决定加以调整，并移交至 WMO 新结构中的适当机构，
决定启动一个进程，在基础设施委员会和服务委员会第二次届会前，废除以往各技术委员会的所有决议和建
议，代之以切合 WMO 新结构的决定；
要求其管理组与服务委员会管理组合作，确定哪些决定需要修改和移交，并就这些决定向适当机构分配职责。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第二部分通过的决定
决定 1（INFCOM-1）
举行在线届会的工作方法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决定通过在线举行第一次届会的工作方法。
见本决定的附件。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本决定基于决定 1(EC-72) - 执行理事会在线会议的工作方法，并为技术委员会作了适当调整。

决定 1(INFCOM-1)的附件
举行技术委员会在线届会的工作方法
1.

法律条文

1.1
“公约”、“总则”和“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应继续全面适用，但须考虑举行在线会议所需的特殊在线做
法，如附表所示。
2.

注册

2.1
参加技术委员会的会员的代表、特邀观察员和 WMO 其他会员的代表应根据“总则”和“技术委员会议事规
则”，按惯例将参加本次届会的人员名单通知秘书长。
2.2

在线注册将按常规做法进行。详见 INFCOM-1 网站。

2.3

在线届会与会人员身份确认指南详见附表。

3.

出席人数及法定人数

3.1

技术委员会成员、特邀观察员和 WMO 会员代表应通过安全途径参加视频会议。

3.2

根据所选视频会议系统的容量，除技术委员会成员外，同时连线的与会人数可能有所限制。

3.3
首席代表(或其代理人)的在线出席率应在本次届会的每一次会议上予以核查并登记，以确保参加委员会的会
员达到简单多数的法定人数。
4.

文件

4.1

本次届会的文件将按常规做法，通过 INFCOM-1 网站提供和管理。

4.2
为优化在线会议上对文件的讨论，鼓励技术委员会成员在届会前，最好在届会开幕前一周之前，将针对文件
的意见提交至 plenary@wm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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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言

5.1

在线届会期间，首席代表或其代理人应有发言机会。个人发言一般以三分钟为限。

5.2
如 INFCOM-1/INF. 1 所示，希望发言的技术委员会成员应使用视频会议系统，给出希望发言或提出程序问
题的信号。
6.

届会的录音

6.1

根据总则第 95 条第 3 款，应对全体会议进行录音并保存，以作备案。

7.

决策

7.1
会议的所有决定均应尽可能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若某些事项需要实质性辩论，主持会议的官员可提议设
立起草小组，这些小组将单独开会并向全体会议报告。
8.

工作委员会

8.1
除可能设立的工作委员会应通过特定的在线平台单独开会外，所有事务均应在全会上进行。各工作委员会讨
论的所有事项均应由全体会议决定。
9.

语言

9.1

总则第 97 条应继续适用，藉此，所作的发言应通过口译翻译为届会的其他工作语言。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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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行组成机构在线届会过程中在线做法的解释性说明
程序
代表注册和全权证
书

实体届会
(a) 在执行理事会以外的组成机
构的届会之前，相关会员须将其
与 会 代表 团人 员 名单 通报 秘 书
长，并指明首席代表的姓名；
(b) 除此通报外，由会员的相应
政府部门或以其名义签署的一封
信，说明上述详情或符合公约和
总则条款所要求的其他情况，须
发送至秘书长或在届会上交给其
代表。此信件须被视为信中指名
人员参加该届会的证书。
(c) 此程序亦适用于代表非会员
国的观察员的证书。
(d) 国际组织观察员的证书须由
相关组织的主管部门签署。

参阅
GR 20

在线届会
相同
秘书处将确定具体的命名惯例，以协助在
线识别 TC 参会人员身份，具体如下：
在 INFCOM 中有代表的 WMO 会员：首席
代表、代理人和代表
*首席代表：INFCOM/国家名/首席代表/
姓氏(如 INFCOM/加拿大/首席代表/史密
斯)
*代理人：INFCOM/国家名/代理人/姓氏
(如 INFCOM/加拿大/代理人/马丁)
*代表：INFCOM/国家名/代表/姓氏(如
INFCOM/加拿大/代表/布朗)
在 INFCOM 中没有代表的 WMO 会员：首
席代表、代理人和代表
*首席代表：国家名/首席代表/姓氏(如国
家/首席代表/史密斯)
*代理人：国家名/代理人/姓氏(如国家/代
理人/马丁)
*代表：国家名/代表/姓氏(如国家/代表/
布朗)
技术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区域协会主
席、区域水文顾问和特邀专家

代表出席和身份识
别

此外，在线注册通过“活动注册
系统”进行。
无论代表团规模大小，每个会员
一个铭牌。
同时出席会议的人数受“奥巴西
厅”的容量限制。如果会议室不
足 以 容纳 所有 技 术委 员会 与 会
者，秘书处会安排在另一个会议
室进行视频广播。

*技术委员会主席：P/INFCOM、
P/SERCOM
*技术委员会副主席：VP/INFCOM、
VP/SERCOM
区域协会主席：P/RAI(II，…VI) 代表主
席(代主席)
*区域水文顾问：HA/RAI(II，…VI)
*特邀专家：专家/姓氏(如专家
/Johnson)
国际组织代表(观察员)：
*组织名称/姓氏(如 ADRC/Roy)
WMO 秘书处：
*秘书处/姓氏(如秘书处/Jones)
同时连线的与会人数可能有所限制，这取
决于所选视频会议系统的容量(预计
INFCOM 的连接数为 500)。会议官员(系
统管理员)将对系统的连接数和容量进行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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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法定人数

发言和提交书面意
见

实体届会

参阅

在线届会

参加技术委员会的 TC 会员的出
席率，这些会员的表决权已通过
登记和全权证书获得确认。在届
会开始时确定 TC 会员简单多数
的法定人数，并在每次全体会议
上予以确认。

GR 147 和
148

在线出席应基于活跃的连接进行确认。将
在届会开始时确定参加技术委员会的会员
的简单多数法定人数，并在每次全体会议
上确认。
在未达到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即由于连接
问题，会议可以：

若一次会议未达到其法定人数，
由出席会议的会员以简单多数表
决通过的决定（除了选举）须以
通讯方式发送给参加该委员会的
会员。此类决定只有在发送给会
员后 90 天内经赞成票和反对票
的简单多数票通过，方可视为该
委员会的决定。

(1) 暂停，直到恢复连接，前提是在届会
商定的工作时间内，

要求发言请举起铭牌。

使用视频会议系统给出希望发言的信号，
如 INFCOM-1/INF. 1 所示。

(2) 延期至下一个工作日，
(3) 与出席者继续进一步以通讯方式通过
该决定。

有 代 表参 加技 术 委员 会的 会 员
(首席代表或其代理人/顾问)首
先发言，然后是观察员。个人发
言一般以三分钟为限。

相同
鉴于在线会议时间有限，为优化会议期间
的讨论，鼓励会员在届会前，最好是在届
会开始前一周之前，将针对文件的意见提
交至 plenary@wmo.int。

发言后请将针对文件的书面意见
提交至 plenary@wmo.int。
届会的录音

应对全体会议进行录音并保存，
以作备案。

GR 第 95 条
第3款

相同

届会期间事务处理
(即程序问题、动
议、修正案)

会场中的代表均可通过特定手势
提出程序问题。根据总则，主持
会 议 的官 员应 立 即对 此做 出 回
应。

GR 79

任何代表或成员均可通过聊天功能（写下
“程序问题”）提出程序问题。根据总则，
主持会议的官员应立即对此做出回应。

决策

技术委员会届会的决定应最好以
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若某些事
项需要实质性辩论，主持会议的
官员可提议设立起草小组，这些
小组将单独开会并向全体会议报
告。

细则 6.14.1

相同

语言

发言将会通过口译翻译为届会的
其他工作语言。参会人员在其席
位 的 设备 上选 择 自己 要听 的 语
言。

GR 97

相同。参会人员将能从在线菜单选择自己
要听的语言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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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2(INFCOM-1)
对报告的审议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注意到本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决定在相关议题下，审议委员会管理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建议。
见本决定附件，内含本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主席的报告（详见本决定的附件）强调了委员会、其组成机构和
秘书处自“决议 7(Cg-18)- 建立第十八财期 WMO 技术委员会”通过以来，以及委员会分别通过“决议 1(INFCOM1) - 建立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决议 2(INFCOM-1)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以及管理组的官员、（组长）和副主席
（副组长）”；和“决议 3(INFCOM-1) - 建立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
研究组的工作计划”，通过了其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包括官员、主席和副主席，以及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以来所开展
活动的进展。
本报告还提供了自世界气象大会成立本委员会以来，主席代表委员会根据《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WMONo.1240）作出的决定。
本报告将载入本次届会的最终报告。

决定 2(INFCOM-1)的附件
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1.

各技术委员会主席提交执行理事会第 72 次届会的报告(见 EC-72/INF.2.4(1))包括以下信息：
•

基础设施委员会自大会通过“决议 7(Cg-18)- 建立第十八财期 WMO 技术委员会”以来开展的活动，

•

INFCOM 主席参与过渡小组的工作，导致委员会于 2020 年 4 月分别通过决议 1(INFCOM-1)、决议
2(INFCOM-1)和决议 3(INFCOM-1)，通过了其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包括官员、主席和副主席，以
及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

委员会随后开展的活动，结果是成立了委员会管理组，组成了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成员，并在各常
设委员会下设立了专家组，包括任命其组长和成员。

•

最终确定协调员的职责，

•

管理组自成立以来召开的虚拟会议的清单，

•

与两个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主席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联合开展工作。其中特别包括有关设立附属机构应
遵循的程序和术语的指导，以及两个委员会有关专家遴选和通报的拟议程序，

•

主席参加 TCC 会议，并审查 EC-72 的相关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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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外，委员会主席每周定期与副主席和秘书处联系，讨论需要他们立即关注的议题。他还参与了一些具体活
动并作出了贡献，包括：
•

WMO 改革过渡小组及其会议，

•

技术协调委员会及其会议，

•

政策咨询委员会及其会议，

•

WMO-IOC 联合协作理事会，

•

2020 年 11 月数据会议的筹备，

•

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研究组，

•

系统观测融资机制(SOFF)。

3.
委员会管理组在 2020 年 5 月至 9 月期间举行了四次虚拟会议，并计划在本次 INFCOM 虚拟届会之前召开
第五次会议。这些讨论为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提供了指导，特别是关于委员会本次虚拟届会的筹备工作，并拟定将
提交届会的决定清单。
4.
下文提供了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活动摘要。管理组还与委员会通过决议 2(INFCOM-1)设立的协调员进
行了接触。（请注意有关基础设施事务的“参与及伙伴关系协调员”（区域协会、私营部门、学术界）（C-ENG）
仍然空缺）：
•

地球系统模拟水文协调员(C-HESM)-Narendra Tuteja(澳大利亚)，

•

卫星事务协调员(C-SAT）-张鹏(中国)接替杨军(中国)。

4.1

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成立后，被任命的主席（组长）和副主席（副组长）定期密切沟通，并已开始与
INFCOM 管理组、委员会主席和秘书处密切磋商，以拟定和提议成员。

4.2

此外，各常设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也一直以类似的方式开展工作，提议专家组及其组长人选。自委员会
主席经与管理组协商设立后，各常设委员会及其专家组负责人便着手拟定其专家组的拟议成员，最终由
主席予以批准。

4.3

地球观测系统和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SC-ON)
主席：Estelle Grueter (瑞士)，副主席：Sidney Thurston(美国)
自正式成立后，委员会便通过远程会议形式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随后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召开了另一次会议。通过这些会议，委员会就工作方式达成了一致，以根据决议 3
（INFCOM-1）确定 SC-ON 下各项活动的优先次序，确定即将在 2020/2021 年举行的执行理事会和
大会特别届会之前的阶段性目标，并为已成立的专家组提供指导：
•

地球观测系统设计与演变联合专家组(JET-EOSDE)-组长：Erik Andersson(ECMWF)，
副组长：SeiYoung Park(韩国)，

•

机载观测系统联合专家组(JET-ABO) - 组长：Curtis Marshall (美国)，副组长：Stuart
Taylor（英国），Nicolas Rivaben(阿根廷)，

•

水文监测联合专家组(JET-HYDMON)--组长：Silvano Pecora(意大利)，副组长：空缺，

•

WIGOS 工具专家组(ET-WT)-组长：Tanja Kleinert(德国)，副组长：Samantha Linnerts(南
非)

•

空间系统与利用专家组(ET-SSU)-联合组长：Steven English(ECMWF)和 Jack Kaye(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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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频率协调专家组(ET-RFC) - 组长：Eric Allaix(法国)，副组长：David Franc(美国)。

关于本次 INFCOM 虚拟届会的活动和筹备工作，重点是在议题 4 下讨论的 SC-ON 关键问题上取得进
展，并根据需要审查规则性和指导性材料的草案。在以下方面做出了特别努力(i) 审查 WIGOS 20202023 年初始运行阶段计划草案，(ii) 审查实施 WIGOS 台站标识符(WSI)的规则性材料，(iii) 在
WMO-IATA 合作开展 AMDAR 计划(WICAP)和机载观测计划活动方面取得的进展，(iv) 推进关于实施
GCOS 地面基准网(GSRN)的规划。
4.4

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SC-MINT）
主席：Bruce Hartley(新西兰)和副主席：Janice Fulford(美国)
根据 INFCOM 决议 3（INFCOM-1）通过的工作计划，确定了 SC-MINT 活动的优先次序，并成立了
以下专家组来开展这些活动：
•

编辑委员会(EdBd) - 主席：Stephen Cohn(美国)，副主席：Charles Fierz(瑞士)，

•

质量、溯源性和校准专家组(ET-QTC)-组长：Drago Groselj(斯洛文尼亚)，副组长：Karen
Grissom(美国)，

•

地表和次表层测量专家组(ET-SSM) - 组长：Yves-Alain Roulet（瑞士），副组长：Lotta
Blaškovičová（斯洛伐克），

•

高空测量专家组(ET-UAM)-组长：Junhong Wang(美国)，副组长：Pak Wai Chan(中国香港)
，

•

向现代测量转型专家组(ET-TMM) - 组长：Andrew Harper(新西兰)，副组长：Rabia
Merrouchi(摩洛哥)，

•

辐射基准专家组(ET-RR) - 组长：Laurent Vuilleumier(瑞士)，副组长：Christian Monte(德国
)，

•

测量不确定度专家组(ET-MU)-组长：Andrea Merlone(意大利)，副组长：Jane Warne(澳大
利亚)，

•

业务天气雷达联合专家组 (JET-OWR) - 组长：Daniel Michelson (加拿大)，联合副组长：
Hiroshi Yamauchi(日本)，联合副组长：Tom Kane (澳大利亚)

•

高空仪器比对任务组(TT-UAII)- 组长：Ruud Dirksen(德国)，副-组长：Alexander
Haefele(瑞士)。

特别关注了确保 SC 和专家组纳入了代表各界和各个测量域的专家。2020 年 9 月 22 日召开了 SCMINT 的启动会。非该 SC 成员的专家组组长和副组长亦应邀出席了会议。
在过渡期内继续开展了许多活动，如：有关向自动化转型在线研讨会的筹备、关于不确定性的培训单位以
及为一区协和三区协实验室间比对所做的筹备。因 COVID-19 大流行病，WMO 气象和环境仪器及观测
方法技术会议（TECO-2020）和第十三次国际直接辐射表比对（IPC-XIII）等重要活动推迟到 2021 年
举行。后者需要 EC-72 的决议，以确保维持太阳辐射测量可追溯性的监管要求。2021 年高空仪器比对
的筹备工作正在继续，2021 年初将重新考虑其在 2021 年安全进行的可行性。
4.5

信息管理与技术常设委员会（SC-IMT）
主席：Remy Giraud（法国），副主席：Hassan Haddouch(摩洛哥)，副主席：Jeremy Tandy(英
国)。
委员会根据来自 INFCOM 的优先事项，建立了其结构和工作计划，并确定了三个活动领域：WIS 2.0 的
实施和参与、业务和信息管理以及 WMO 中心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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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MT 主席、副主席和各专家组组长定期召开会议，审查优先事项并起草专家组的职责。
委员会起草了 WIS 2.0 实施和参与领域中以下小组的职责：
•

WIS 2.0 架构与实施专家组。组长：Jeremy Tandy（英国）

•

WIS 2.0 WMO 计划参与专家组。组长： Tobias Spears（加拿大）

•

WIS 2.0 WMO 区域协会参与专家组。组长： Pablo Loyber（阿根廷）

专家组成员的遴选工作正在进行。鉴于与 WIS 2.0 相关任务具有高度优先性，SC-IMT 成立了 WIS 2.0
任务组（TF-WIS2），负责处理紧急任务。TF-WIS2 于 2020 年 10 月 5 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开始
讨论各利益相关方参与 WIS 2.0 开发和实施的问题。
审查了 WIS 2.0 的功能结构和实施计划后，委员会起草了 INFCOM-1/文件 4.1.3(1)和 INFCOM1/INF.4.1.3(1)。
委员会在业务和信息管理领域设立了以下小组：
•

数据标准专家组 (ET-数据)。组长：Jitsuko Hasegawa(日本)，副组长：David Berry(英国)

•

元数据标准专家组 (ET-元数据)。组长：Tom Kralidis (加拿大)，副组长：Joerg Klausen(瑞
士)，

•

信息管理专家组 (ET-IM)。组长：Hassan Haddouch(摩洛哥)，副组长：Ge Peng(美国)

•

业务与监测专家组(ET-OM)。组长：Thorsten Buesselberg(德国)，副组长：Kenji
Tsunoda(日本)。

•

基础设施与安全专家组(ET-IS)。组长：Ilona Glaser(德国)，副组长：Peter Silva(加拿大)。

除 ET-IM 外，所有小组均已开始工作，其中一些小组已完成了一些紧急的可交付项目。
“ET-数据”已完成了通过快速通道提交的《电码手册》的拟议修订列表，并已开始着手下一步的修订
工作和含 CF-NetCDF 数据标准的《电码手册》新卷的拟议草案。
ET-OM 对全球信息系统中心（GISC）实施和运行 WIS 2.0 的估算成本进行了研究，将由 SC-IMT 在
提议的 INFCOM-1/文件 4.1.3(1)草案中使用。
在 WMO 中心的认证领域，审计和认证专家组(ET-AC)的职责已经完成。该小组的成员资格已基本完
成，组长 Kevin Alder（新西兰）和副组长 Eugene Burger（美国）正准备在 11 月份开始工作。
4.6

应用地球系统模拟与预测数据处理常设委员会（SC-ESMP）
主席：David RICHARDSON(ECMWF)，副主席：Yuki Honda(日本)。
委员会在 9 月 3 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向来自不同领域的成员介绍了 WMO 新型治理，以及根据决
议 3（INFCOM-1）确立的 SC-ESMP 的作用和主要活动。10 月 5 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专专注于帮助
成员理解全球无缝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S/GDPFS）的目标，包括地球系统建模。
成立了各专家组，经与各组组长和副组长协商，其成员也在不断增加：
•

地球系统实施联合专家组(JET-ESI)-联合组长：WONG，Wai-Kin(中国香港)，联合组长：
Francois ENGELBRECHT(南非)

•

业务天气预报系统专家组(ET-OWFS) - 组长：Kenneth MYLNE (英国)，副组长：Stephanie
LANDMAN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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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气候预测系统专家组(ET-OCPS) - 组长：Arun Kumar(美国)，副组长：Caio Coelho(巴
西)

•

应急响应活动专家组(ET-ERA) - 组长：MUSCAT， Anton(联合王国)，副组长：René
SERVRANCKX(加拿大)

•

制定 GDPFS 指南专家组(ET-指南) - 组长：Andrew Tper(澳大利亚)，副组长：空缺

除了决议 3(INFCOM-1)中的主要活动外，还确定了应根据各技术委员会主席向执行理事会第 72 次届
会提交的报告(见 EC-72/INF.2.4(1))中所述的 WMO 新型治理，对《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
(WMO-No. 485)进行审查和修订。
《关于核电厂选址和运行的气象及水文指导原则》(WMO-No.550)已在网站上发布，《集合预测系统
后处理指导原则》(WMO-No.1254)正在编制中。此外，值得报告的是，之前的专家组和任务组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解散后仍在继续编制该两份指导原则，目前已完成了这项工作。这些指导原则与新成
立的专家组的主要活动密切相关，今后对其审查的责任已移交给新的专家组。
4.7

数据问题与政策研究组（SG-DIP）
组长：Sue Barrell(澳大利亚)，副组长：Silvana Alcoz(乌拉圭)
继其正式成立后，SG-DIP 致力于起草一项新的总体性 WMO 数据政策决议，旨在提交 2021 年世界气
象特别大会。已向技术协调委员会（TTC-2 和 TCC-3）和 EC 政策咨询委员会（PAC-1 和 PAC-2）提
交了进度报告，并得到了这些机构的认可。本研究组采取的总体方法，包括新决议的拟议结构，得到了
EC-72 通过其决定 7 的认可，其中，理事会还要求基础设施委员会与服务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和其他
机构密切合作，通过 SG-DIP 的工作、计划中的利益相关方磋商和 2020 年 11 月的 WMO 数据会议，
最终确定该决议草案的文本，并将文本草案提交给 EC-73，供其向大会提交建议。SG-DIP 计划于
2021 年 2 月向 INFCOM-1 第二部分提交新数据政策决议的初稿，供其提交建议。见：
•

4.8

决定 7（EC-72）- WMO 数据政策

海洋观测和基础设施系统研究组（SG-OOIS）
组长：Paula Etala(阿根廷)，副组长：R.Venkatesan(印度)
SG-OOIS 的总体目标是提出 WMO 与 IOC-GOOS 机构、计划和系统之间的最佳功能连系，以确保实
现 WMO 会员确定的目标。
继 SG-OOIS 正式成立后，自 7 月以来每月召开一次会议。最初的几次月度会议专注于了解之前的
JCOMM 观测与数据管理活动。其中还包括确定“联合协作理事会”的职责，以移除 SG-OOIS 和 JCB 之
间的重叠职责。工作组讨论了可交付成果，并就三个重点领域的工作计划达成了一致：
•

组织要求：WMO、IOC-GOOS 和其他计划的组织，不同机构之间的工作联系。审议 JCOMM 在
这方面有哪些工作、哪些需要保留、哪些需要改进、哪些需要建立新的联系，

•

用户要求：WMO 会员要求、价值链、应用、区域联系、能力建设，

•

数据管理：考虑 WMO-IOC 联合数据管理战略和其他 WMO 要求。

将为每个重点领域开发三个工作包，就气象-海洋观测、数据管理、业务预报系统以及服务和研究等其他
领域的最佳功能联系提出建议。
4.9

WMO 冰冻圈交叉职能研究组（SG-CRYO）
组长：Árni Snorrason（冰岛）副组长：Shawn Marshall（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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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圈交叉职能研究组（SG-CRYO）的任务是在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框架内，就支持地球系统监测、
无缝建模、预测和相关服务的冷冻圈信息需求提出建议，并就为确保在所有活动和地理区域采取有效和
一致方法所需的治理提出建议。
SG-CRYO 的工作将形成涉及冰冻圈所有组成部分（包括雪、海冰、河流和湖泊冰、冰川和冰盖、永冻
土、冰原等）的建议，并明确差距，特别是：
•

根据“决议 48(Cg-18) - WMO 下一个财期（2020-2023 年）极地和高山议程的主要方向”、
“决议 50(Cg-18)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试运行阶段”，以及“决议 6(EC-71) – 执行
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批准的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和执行理事会极地
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EC-PHORS)的活动，以及各技术委员会常设委员会、研究理事
会、WMO 和 UNESCO-IOC 联合协作理事会、以及其他 WMO 的职权范围和工作方式所进行的
协调和整合；

•

包括 WMO 框架内 GCW 的任务和职能在内的协调机制，以及与持续满足已确定的冰冻圈信息需
求相关的伙伴关系；

•

根据 WMO 战略目标对冰冻圈进行持续监测，以及 WMO 在促进这些活动方面的作用；

•

WMO 在支持南极地区活动方面的作用，此工作目前是通过 EC-PHORS 进行的；

•

WMO 作为观察员继续参与北极理事会的工作；

•

与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
（SCAR）、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联合会（IUGG）等框架内的相关计划和组织接洽和协作；

•

基于影响的冰冻圈变化指标，如水资源、灾害、政策，包括在 WMO 框架内的定期报告和评估框
架。

将发表一份高级别立场文件，概述主要建议。
SG-CRYO 的工作始于 2020 年 8 月，以较小的任务组形式组织分配以实现既定目标。
4.10

全球基本观测网实施研究组(SG-GBON)
组长：Stefan Klink(德国)，副组长：Pascal Waniha(坦桑尼亚)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关于 GBON 实施的报告，包括 GBON 组成部分的
提名和审查程序已经定稿，将提交 INFCOM-1。

4.11

WMO、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国际科学理事会
(ISC)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联合研究组（JSG-GCOS）有待执行理事会及其它联合发起组织的治理机构
批准
联合组长：巢清尘(WMO)，联合组长：Martin Visbeck(IOC/ISC)
GCOS 的四个共同发起机构已正式批准了 JSC-GCOS 的职责，并任命了一名联合组长。根据职责遴选
成员的工作已基本完成。本研究组的目标是在 2020 年底之前向发起机构提交一份初步报告，内含 JSCGCOS 的工作计划和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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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3(INFCOM-1)
通过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提议的决定和建议草案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决定：
(1)

要求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经与服务委员会主席磋商，就《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WMO-No. 1240)中关于被
视为协商一致的议项的遴选标准和公开讨论的条件编制条款，并提交下次届会审议；

(2)

作为一项临时措施，本次届会接受委员会主席关于议题(3)下所列、提交 INFCOM 本次届会、待视为协商一致
的决议、决定和建议草案的提议；

(3)

不经辩论，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批准下列决议、决定和建议草案：
•

决定 4(INFCOM-1) - 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

决定 6(INFCOM-1) - 将“陆上地面观测站测量质量分类”纳入《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

•

建议 6 (INFCOM-1) – 出版 2020 版《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

•

决定 7(INFCOM-1) - 高空观测数据向表驱动码格式迁移，

•

建议 8(INFCOM-1) - 在海洋气候资料系统中建立数据采集中心，

•

决议 5(INFCOM-1) - WMO 新结构下水文活动的实施，

•

决定 8(INFCOM-1) - 保留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使用的无线电频率，

•

决定 11(INFCOM-1) - 基础设施委员会与其他机构的协调，

•

决定 12(INFCOM-1) - 区域协会的参与，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决议 2 (INFCOM-1) -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研究
组及管理组的官员、主席（组长）和副主席（副组长），其中设立了委员会的管理组。决议 3 (INFCOM-1) - 观
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工作计划，决定了委员会第一个休会期间
(2020-2021 年)的工作计划，以及对整个第十八财期的展望，将由管理组根据可交付成果和责任清单编制，并在
WMO 2020-2021 年运行计划中得到反映和资源。经与管理组协商，主席审查了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并确定了优先顺
序，并将提交本次 INFCOM 届会的决议、决定和建议草案视为优先事项。
考虑到本次届会的虚拟性质、可用于讨论所有决议、决定和建议草案的时间有限，以及它们有望以协商一致方式通
过，经与管理组协商，主席提议了一份委员会可不经辩论而批准的这些决定和建议清单。本决定草案提供了此提议清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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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4 (INFCOM-1)
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要求管理组：
(1)

与各区域协会主席协调，确保在委员会工作计划中考虑各区域协会的需求和优先事项以及区域执行要求；

(2)

根据委员会本次届会和即将召开的区域协会会议的成果和指导意见更新工作计划，确保其反映有限的可用资
源；

(3)

与各区域协会协商，确定可交付成果和责任清单的优先顺序，并就不太可能按原计划完成的可交付成果向执行
理事会和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Cg-Ext(2021))提供影响评估；

(4)

促进并优化常设委员会与研究组和区域协会之间的联系，并在 2021 年 2 月的届会上报告执行情况，并在该
届会上作为信息文件向委员会提交一份工作计划的修订版；

要求秘书处协助管理组完成其任务。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委员会于 2020 年 4 月/5 月以通讯方式通过“决议 3(INFCOM-1) - 建立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
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工作计划”，通过了委员会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工作计划。工作计划以六种
语言提供，详见联合届会网站。
此后，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便开始根据其职责和工作计划，就各自的任务和可交付成果开展工作。
根据其反馈，管理组有必要不断审查工作计划，确定可交付成果的优先顺序，并促进和优化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之间
的联系。

决定 5 (INFCOM-1)
制定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地表基准网实施计划草案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决定
(1)

认同委员会主席关于成立工作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地表基准网任务组（TT-GSRN，职责见本决定
的附件）的决定，以制定(i) GSRN 实施计划草案，(ii) 关于 GSRN 管理和治理结构的提案，以及(iii) 提名和
批准 GSRN 支持台站的程序，并注意到 TT-GSRN 将参与地球观测系统和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SC-ON）、
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SC-MINT）以及信息管理与技术常设委员会（SC-IMT）的活动；

(2)

要求秘书长向各会员发出呼吁，请它们表达主办 GSRN 牵头中心的兴趣，以支持 GSRN 的开发和实施；

(3)

邀请 GCOS 指导委员会为工作组提供支持，并与 INFCOM 一起考虑进一步将 GCOS 网络纳入 WMO 全球综
合观测系统（WI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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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敦促各会员提名其相关专家为拟议机制做贡献，并考虑提出主办 GSRN 牵头中心；

(5)

一旦执行计划草案以及管理和治理结构的提案制定完毕后，要求 INFCOM 主席向技术协调委员会（TCC）提
供，以供其审议并提交执行理事会。

TT-GSRN 的职责见本决定的附件。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 4 1.(g)条呼吁所有缔约方"促进和合作进行关于气候系统的科学、技
术、工艺、社会经济和其他研究、系统观测及开发数据档案，目的是增进对气候变化的起因、影响、规模和发生时间
以及各种应对战略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认识，和减少或消除在这些方面尚存的不确定性”。
WIGOS 的结构被定义为一个由基准、基线和综合网络组成的分层系统，并在《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
（WMO-No.1160）附录 2.1 和《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1165）第 5 节中进行了描述，其
中，高质量的基准观测信息可以转移到其他观测中，并用于提高其质量和效用。
Thorne 等人于 2018 年发表的题为“建立全球陆地表面气候基准测量网络”的论文提供了关于稳定且计量特性良好
的全球地表气候基准网络的实施和运行的背景、原理、计量原则和实际考虑，该网络提供测量结果，以支持适应决策
以及监测和量化国际商定的减缓措施的有效性。
为此，GCOS 指导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任务组，研究建立 GCOS 地表基准网络的兴趣范围和程度，该任务组有来自仪
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CIMO）和基本系统委员会（CBS）的专家参加(报告全文见 GCOS 地表参考网络(GSRN):理
由、要求、选址和仪器选择，(GCOS-226))。
设立了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之后，根据反映了将 WMO- 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 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UNEP）- 国际科学理事会(ISC)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活动纳入委员会工作的“决议 1(INFCOM-1) - 观
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建立”，并根据《技术委员会议事规
则》，委员会主席基于本决定附件提供的职责设立了一个任务组(TT-GSRN)。

决定 5(INFCOM-1)的附件
GSRN 任务组 (TT-GSRN)的职责
1.

背景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和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都建议：应将网络纳入分级系统：基准、基线和综
合(《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附录 2.1(WMO-No.1060)。目前，对于陆表气象观测，存在基线和综合网
络，但没有基准网络。
GCOS 自 2015 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建立 GCOS 地面基准网络(GSRN)，它将为地面观测提供分层系统基准组份。国
际传播学刊（IJOC）上的一篇论文（Thorne 等人，2018）提供了科学依据。相关报告 GCOS-226 详细介绍了目
前对如何实施 GSRN 的设想，并概述了实施 GSRN 所需的未来步骤。它呼吁建立一个有足够资源和能力的牵头中
心，以管理这一全球网络的运转，并建立一个由广泛的科技专家组成的监督组，为 GSRN 的发展提供指导，并确保
与相关活动相结合。
2.

工作计划

任务组将负责 GSRN 的初步实施，故而应开展必要的活动，以推动该网络的建立，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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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治理
(1)

建立 GSRN 的初始网络治理和组织结构，包括确定与 WMO 和 GCOS 的适当联络，以确保 GSRN 的业务符
合其要求；

(2)

确保 GSRN 是一个分级系统的基准组分：陆基观测系统组分的基准、基线和综合网络；

(3)

制定《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1060)关于实施 GSRN 的条文；

(4)

与相关团组以及国家级和国际机构（包括国际度量衡局(BIPM)）联络，以确保 GSRN 切合目的、稳健，并
具有所需的长期承诺和管理结构；

(5)

为牵头中心制定职责；

(6)

每年在 GCOS 大气气候观测专家组(AOPC)和 GCOS 陆地气候观测专家组(TOPC)的会议上向其报告进展，
并应要求向基础设施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报告进展；

网络的启动
(7)

根据 GCOS-226 中的指导意见，确定工作计划和阶段目标，包括制定 GSRN 实施计划，内含时间表；

(8)

最后确定并商定关于 GSRN 站点的要求，包括测量协议、数据传输和元数据保存以及其与 WMO-No. 1160
的整合；

(9)

为试点项目制定指导原则，试点项目将包括一小批适合指定为 GSRN 站点的现有站点。

(10)

制定与《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的指导原则相一致的待 GSRN 台站采用的认证程序指南；

(11)

草拟关于 GSRN 初始组成的提案，包括提名、审查和站点认证流程；

(12)

向牵头中心提供科学、技术和管理指导，牵头中心将管理网络的总体工作和发展，并应正式向 GSRN 任务组
报告。

3.

期限和最终报告

任务组的期限为 4 年，之后应提交一份关于最新进展的实质性报告，并就 GSRN 的延续方案提出建议，包括适当的
长期治理方案。本报告应提交 SC-ON。
4.

成员

成员由以下人员组成：
●

两位联合组长，一位由 SC-ON 提名并同意，另一位由 SC-MINT 提名和同意；

●

普通成员不超过 8 名，由工作组组长根据其不同的技能筛选，并适当考虑性别平衡和区域协会代表性；

●

其他代表将从下列利益相关方中各提名一名，他们应以当然成员身份供职，但具有同等的成员地位：
•

SC-ON 的代表，包括地球观测系统设计与演变联合专家组(JET EOSDE)、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
设委员会(SC-MINT)和信息管理与技术常设委员会(SC-IMT)的代表

•

AOPC 和 TOPC 的代表

•

BIPM 的代表

•

GRUAN(GCOS 基准高空网)的代表

•

GSN(GCOS 地表网)的代表

•

GCW(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代表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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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界的代表

•

牵头中心主任(一旦设立后)

•

HMEI(水文气象设备工业协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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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

待定-但应允许至少举行一次面对面会议。
6.

工作方式

任务组应主要通过远程方式工作，并由 GCOS 和 INFCOM 秘书处为其活动提供协助。（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应
至少召开一次面对面会议。

决定 6(INFCOM-1)
将“陆上地面观测站测量质量分类”纳入《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核准“陆上地面观测站测量质量分类”，详见本决定的附件，以将其列为《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
第一卷第一章的附件；
要求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SC-MINT）：
(1)

审议相关指南材料的编写并在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区域基本观测网（RBON）和气候基准网的实施

中考虑此分类。
(2)
适时审查其实施，并参考会员的经验，以确定是否可以在稍后阶段将这些分类作为 WMO 推荐规范和/或
WMO-ISO 共同标准加以推广。
欲获更多信息，详见 INFCOM-1/INF. 4.1.2。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陆上地面观测站的选址分类”是作为 WMO/ISO 共同标准发布的方案，能够评估多个被测变量
1
的站点代表性，以评估其是否适合进行环境代表性观测。然而，此方案不涉及测量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仪器性能监测对于确保持续的观测质量至关重要。“陆上地面观测站测量质量分类”旨在供不同用户（如网络设计
人员、管理人员和数据用户）使用,以评估和监测现有观测站的测量质量。“测量质量分类”方案将有助于更好地理
解和量化对总体测量不确定度的贡献。该方案还可用于支持新系统的设计和优化，以便提供切合目的的测量，并支
持测量系统的采买和评估决策。
“选址分类方案”和“测量质量分类方案”共同为支持有效资产管理并确定可能需要改进的领域提供了一个工具。

1

被测变量是要测量的参量（亦称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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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6(INFCOM-1)的附录
陆上地面观测站测量质量分类
1.

目的

本文件供气象测量数据用户、网络设计人员、实施人员和管理人员使用。本文件的目的是确定一个方案，以便：
•
•
•
•

量化来自现有观测站的数据的测量质量，
确定最佳系统特性，以提供“切合目的的解决方案”，
理解纳入资产测量质量和有效管理的内容，
采购和评估测量系统，

•

协助行业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解决方案。

2.

引言

2.1
本方案，即“陆上地面观测站测量质量分类”（测量质量分类方案），连同“陆上地面观测站选址分类”
（选址分类方案）（WMO-No.8，第一卷附录 1.D，2018 年），构成了被测变量元数据的一部分。这两个方案可
协助所有数据用户估计其所用数据的整体质量。
这两个方案并不确定测量的好坏，而是指示一个测量是否适合特定的应用。此外，这两个方案提供的参数能
2.2
利用以标准化方式收集的元数据，在观测网络内的站点间或在观测网络间进行比对。这两个方案允许网络运营方对其
台站进行评估、为其观测质量设定适当目标，并确定可能需要改进的领域。
2.3
本文件描述了基于被测变量的四级测量分类方案。这些级别允许网络运营方将重点放在所需的成果上，并帮
助数据用户理解其接收的数据的质量。
3.

关系

3.1

此分类方案在 WMO 有关需求的各种出版物之间建立了联系。特别是：
•
•

“用户观测需求”（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评审工具（OSCAR）/需求），2020，
“业务测量不确定度要求”和“仪器性能要求”（WMO-No.8，第一卷附录 1.A，2018 年），以及

•

“陆上地面观测站选址分类”（WMO-No.8，第一卷附录 1.D，2018 年）。

3.2
通过应用“测量分类方案”和“选址分类方案”，用户要求可转化为“总体测量不确定度”（见图 1）。该
“测量分类”表示“已知系统不确定度”，而“选址分类”表示“选址测量不确定度”。两个方案的结合确定了该测
量在台站的总体测量不确定度。
3.3

除非另有说明，本文件中的所有测量不确定度均以 95%置信水平（k=2）表示。

3.4
来自 OSCAR 和其他来源的用户需求（见表 1 的注 2）曾用于开发“测量质量分类方案类别”（图 1 中的橙
色方框）。该方案包含以下不确定度来源：
• “仪器和校准”-仪器在受控条件下的性能，符合附录 1.A（WMO-No.8，第一卷，2018 年），例如时间
常数、分辨率和可溯源校准，
• “仪器耦合”-仪器与环境之间的物理接口的影响，例如，温度百叶箱、静压头、
• “维护和检定”-维护对现场系统不确定度的影响，例如清洁方法和检定间隔，
• 环境效应-实地现象对仪器性能的影响，如百叶箱上蒸发的水造成的冷却效应、风对降水量和气压测量的影
响。这些效应会影响仪器精度，未包括在“选址分类方案”中。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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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用户要求和分类方案概述
3.5

图 1 中的环境效应方框为灰色，表示这是一个正在积极研究的领域，尚未对所有组件做充分量化。

3.6

“测量质量分类方案”的标准与“OSCAR/需求”一致，并允许“选址分类”上的不确定度。

4.

类别说明

4.1

“测量质量分类方案”的四个级别由“目标系统不确定度”定义：
A类

与“OSCAR/需求目标”保持一致，

B类

与“OSCAR/需求突破”保持一致；

C类

与“OSCAR/需求阈值”保持一致，

D类

不确定度大于 C 类，或者没有可用信息。

4.2
在有“OSCAR/需求”的情况下，选择所有应用领域中已申报不确定度的最低或名义中间值(取决于现有技
术)，否则选择附录 1.A（WMO-No.8，第一卷，2018 年），或使用相关标准（见表 1 的注 2）。
4.3
所有类别的“目标系统不确定度”以 95%的置信度（k=2）表示。“OSCAR/需求”从 68%置信水平
（k=1）做相应调整。
4.4
表 1 列出了每个性能类别的具体标准。表 1 涵盖被测变量，并报告各类别必须达到的“目标系统不确定
度”。某些被测变量类别的定义需要额外的阈值。
表 1：测量质量分类标准
A类

被测变量

B类

D类

C类

气温

0.2 K

[1a]

0.6 K

[1a]

1.0 K

[1a]

相对湿度

2 %RH

[1b]

5 %RH

[1b]

10 %RH

[1b]

大气压力

0.2 hPa

[1a]

1.0 hPa

[1a]

2.0 hPa

[1a]

大于

风速和阵风

大于

大于

1 m/s 或

[1b]

2 m/s 或

[1b]

5 m/s 或

[1b]

5%

[2b]

10%

[2a]

15%

[2b]

大于 C 类或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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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阈值

≤ 0.5 m/s

[2b]

≤ 1.0 m/s

[2b]

≤ 2.5 m/s

[2b]

风向

5°

[2a]

10°

[2b]

15°

[2b]

液态降水量（每日累
积）

大于

大于

大于

1 mm 或

[1a]

3 mm 或

[1a]

5 mm 或

[1a]

2%

[2a]

5%

[2b]

10%

[2b]

大于

大于

大于

0.2 mm/h

[1b]

0.5 mm/h

[1b]

2 mm/h

[1b]

或5%

[2a]

或 10%

[2b]

或 15%

[2b]

起始阈值

0.1 mm/h

[1c]

0.3 mm/h

[1c]

1.0 mm/h

[1c]

直接日射辐照度

1% + 3 W/m2 [3a]

2% +7 W/m2 [3a]

6% + 15 W/m2 [3a]

全球日射辐照度

2% + 15 W/m2 [3a]

3% + 30 W/m2 [3a]

8% + 55 W/m2 [3a]

散射日射辐照度

2.5% + 15 W/m2 [3a]

4% + 30 W/m2 [3a]

10% + 55 W/m2 [3a]

大于

大于

大于

液态降水强度

日照时数（每日综合）

日照时数阈值

0.1 h 或 2%

[2a]

120 W/m2 ± 10% [2d]

0.5 h 或 5%

[2b]

120 W/m2 ± 20%
[2c]

1.0 h 或 10% [2b]
120 W/m2 ± 30% [2d]

注 1：由于缺乏关于该主题的共享知识或参考资料，尚未定义《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1160）附文 5.1，2019 年版中的其他被测变量的类别。
注 2：上表中数值的来源来自以下出版物：

5.

[1a]

OSCAR/需求，使用所有应用领域中不确定度的最低值，

[1b]

OSCAR/需求，使用不确定度的名义中间值，

[1c]

OSCAR/需求，外推到当前可用技术，

[2a]

WMO-No.8，第一卷附录 1.A，2018 年，

[2b]

WMO-No.8，第一卷附录 1.A，2018 年，外推到当前可用技术，

[2c]

WMO-No.8，第一卷第八章，2018 年，

[2d]

WMO-No.8，第一卷第八章，2018 年，外推到当前可用技术，

[3a]

ISO 9060：2018 年。

测量质量分类方案的应用

5.1
每个组织使用不同的传感器，并对实地测量质量的监测和维护实施地方性方法。本“测量质量分类方案”提
供了一种通用方法，以协助满足用户需求。本分类可应用于表 1 中指定的任何被测变量地基测量系统。要在一段时
间内保持“已知系统不确定度”，仪器和相关接口：
•

•

必须在稳定、已确定和已知条件下，对照标准，可追溯到 SI（若存在），进行实验室或现场校准。校准必须
按与仪器稳定性一致的时间间隔，在仪器的实地操作范围内进行。最初，校准间隔应按制造商的建议，然后
根据校准性能分析加以调整。
应使用可追溯转移标准进行实地检查或检定，特别是对有较长校准间隔的。这些都在两次实验室校准之间执
行。若仪器检定超出其容限，则应将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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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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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之移出场地时，应对其性能进行检定，并
必须维护以保持预期的测量不确定度。维护间隔最初应根据厂商的建议，而后依据系统性能分析加以调整。
保持测量质量应包括：监测数据和工程状态；具有稳健的故障报告与响应系统；和一个总体质量体系。

5.3
因内部和外部影响因素的影响，测量质量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通过考虑测量系统在正常运行期间计划的
预防性维护、校准和/或检定之间的变化量，“测量质量分类方案”将此包含其中。
5.4
本方案的应用将通过三个实例演示。表 2 展示了测量系统、校准、维护、检定和环境影响是如何结合在一
起，以达到“已知系统不确定度”，从而达到其“类别”标准。这些示例旨在帮助表 1 的用户管理并评估其决策。
这些示例不具规定性。
表 2 中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情景演示了不同测量系统质量、百叶箱和维护间隔的组合是如何满足同一“类别”
5.5
要求的。第三个情景演示了即使使用维护良好的高质量测量系统，其他因素（在此特定情况下是百叶箱）也可能影响
满足所需“类别”的能力。在这个情景下，替代方案是：要么应对这些因素，要么对照不同的“类别”评估该系统。
表 2 - B 类情景的测量质量分类方案示例
B 类情景（被测变量：气温，目标系统不确定度：0.6K）
情景

在大史蒂文森百叶箱中使用

在小史蒂文森百叶箱中使用

在小型塑料板百叶箱中使用

高质量（A 级功能）仪器，

中等质量仪器并做好维护。

高质量、已校准仪器（A 级

但减少了维护。

能力）并做好维护。

分辨率

0.01 K

0.10 K

0.01 K

校准间隔

5年

2年

3年

检定间隔

3年

1年

1年

维护间隔

3年

1年

1年

不确定度预算
仪器：

0.03 K

仪器：

0.05 K

仪器：

0.03 K

分辨率:

0.005 K

分辨率:

0.05 K

分辨率:

0.005 K

校准:

0.07 K

校准:

0.07 K

校准:

0.007 K

记录器：

0.03 K

记录器：

0.03 K

记录器：

0.01 K

仪器耦合（k=1）

百叶箱：

0.05 K

百叶箱：

0.10 K

百叶箱：

0.35 K

维护和检定（k=1）

维护：

0.15 K

维护：

0.05K

维护：

0.03 K

测量系统和校准（k=1）

漂移/老化：

0.025 K

（0.005 K/年）

漂移/老化：

0.060 K

（0.030 K/年）

漂移/老化：

0.015 K

（0.005 K/年）

环境效应（k=1）

0.24 K

0.24 K

0.35 K

复合不确定度（k=1）

0.30 K

0.29 K

0.50 K

已知系统不确定度（k=2）

0.60 K

0.58 K

1.00 K

已达到 B 类

通过

注 1： 漂移/老化值由括号内的年变化率乘以校准间隔来确定。

通过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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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 本例假设所有的不确定度分量均是独立的，并遵循正态分布。复合不确定度是以单个不确定度分量的平方值
之和的平方根计算的。
6.

不确定度来源

以下是地基测量系统的一些关键不确定度来源清单。清单并非面面俱到，但作为提示呈现给用户。对不确定度来源的
可靠性评估包括对被测变量的定义。有关实施不确定度评估的进一步指导，见 ISO/IEC（2008）/JCGM
（2008）。

测量系统和校准：

维护和检定:

•

建筑质量

•

维护频率

•

分辨率

•

维护质量

•

仪器和记录器校准

•

仪器和系统随时间产生的漂移

•

线性度

•

仪器和系统的老化

•

滞后效应

•

仪器和系统的故障（影响数据但不导致故障）

•

时间常数

•

仪器和站址的清洁

•

随温度漂移

•

取样方式

•

运输和运行过程中的传感器机械应力

•

取样频率

•

百叶箱上的降水蒸发

•

处理算法

•

风对测量的影响

•

数字化和舍入

•

测温仪器上的冷凝

•

响应时间

•

太阳辐射对测量的影响

仪器耦合：
•

防辐射百叶箱

•

静压头

•

雨量计围网

环境效应：

7.

定义

有关组合测量不确定度、覆盖系数和扩展测量不确定度的定义，见《测量数据评估-测量不确定度表达指南》
（JCGM 100）。
目标系统不确定度
是被测变量满足“测量质量分类方案”特定类别的最大不确定度（见表 1）。
注：“目标系统不确定度”不包括来自仪器暴露的部分，因为这部分包含在“选址测量不确定
度”中（见下文）。
已知系统不确定度
是用户对满足“目标系统不确定性”的认识。
注：此不确定度估计是用户考虑了仪器、管理和维护过程后计算的，详见“不确定度来源”一
节。“已知系统不确定度”必须低于或等于指定类别的“目标系统不确定度”。
选址测量不确定度
是与仪器暴露相关的不确定度，详见“陆上地面观测站选址分类”（WMO-No.8，第一卷附录
1.D，2018 年）。
注：这代表了周边物体（如树木、墙壁、栅栏、大片水域或路面）对测量环境的影响。
总体测量不确定度
是“已知系统不确定度”和“选址测量不确定度”的组合。

决定 7(INFCOM-1)
高空观测数据向表驱动码格式迁移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决定继续开展本决定附件所述的 BUFR 高空问题管理倡议，直至 2021 年
12 月。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由于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决定 5(CBS-16)-报告 BUFR 观测数据”要求交换格
式正确、符合 B/C20 和 B/C25 规定的表驱动码格式（TDCF）高空观测数据。由 CBS 管理小组发起的一项
倡议，旨在解决与 BUFR 中重新调整传统字母数字代码格式有关的 BUFR 高空报告问题以及有关无线电探空
仪上升位置的报告做法，见本决定草案附件的上述倡议第一年的报告显示，该倡议取得了成功，强调符合标准
的 BUFR 高空报告从 41%增加到了 69%。然而，仍有相当比例的报告不符合标准，因此需要延长该倡议，
直到可以认为迁移工作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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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7(INFCOM-1)的附件
关于 BUFR 高空问题管理倡议的第一年报告
高空观测数据从传统字母数字电码（TAC）向表驱动电码格式（TDCF）迁移的进展极为缓慢，并受到了因
TAC 向 BUFR 转换所带来问题的影响。下图（承蒙 ECMWF 提供）显示，2018 年 7 月，仅 41%的无线电
探空仪 BUFR 数据符合 B/C 规定（7%低分辨率+34%高分辨率），而 33%的数据是从 TEMP 重新格式化
的，无法被 NWP 中心使用。

2018 年 11 月，开始进行高空 BUFR 报告问题管理，旨在解决有关 TAC 数据转为 BUFR 的问题。对此类问
题的管理已指定由全球信息系统中心（GISC）负责，因可利用其 GISC 监测业务活动及其完善的事件管理过
程。该活动利用巴西利亚 GISC 提供的用于 GISC 监测的事件管理工具，是根据第
31922/2018/0BS/WIS/DRMM/BUFR 号通函设立的。
自 2019 年 1 月起，关于高空 BUFR 数据的问题已列入该系统，并指定给负责观测区域的 GISC。
下图（承蒙 ECMWF 提供）显示了事件管理过程实施一年后，即 2019 年 12 月的状况。合规的无线电探空仪
BUFR 观测数据百分率已从前一年的 41%跃升至 69%，重新格式化的 BUFR 数据的百分率已降至 15%。然
而，仍有相当大比例（25%）的低分辨率数据。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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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8(INFCOM-1)
保留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使用的无线电频率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决议 42 (Cg-18) – 气象及相关环境活动使用的无线电频率，
认识到要求基础设施委员会与其它技术委员会协调，尤其是与基础设施委员会负责光测、测量方法和仪器的常设
委员会协调，同时与其它相关国际机构，尤其是气象卫星协调组保持联系，继续评审涉及业务和科研气象及相关
环境活动的无线电频率的监管和技术事宜，并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编写指南和提供信息，
进一步认识到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导组（SG-RFC）在前四次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07、WRC-12、
WRC-15 和 WRC-23）上采用的成功和有效方法，
注意到 SG-RFC 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至 13 日在德国达姆施塔特举行的年度会议期间讨论并商定了 WMO
关于 2023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23)议程的初步立场，详见本决定的附件，
进一步注意到 SG-RFC 的工作将由地球观测系统与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SC-ON)下设立的无线电频率协调专家
组(ET-RFC)继续进行，
决定认同本决定附件所载的 WMO 关于 WRC-23 议程的初步立场。
___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决议 42(Cg-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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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8(INFCOM-1)的附件
WMO关于2023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23)议程的初步立场
导言
WMO 会员通过其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和支持机构（包括空基观测系统的运营者），为观测天气、水、
气候和相关环境事件提供广泛的基本服务。
通过这些观测收集的信息对全球社会是至关重要的，有助于确保生命和财产安全，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实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气候协定》和《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等全球发展议程 1。
WMO 会员提供的观测网络构成了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主干，并严重依赖无线电频率的使
用，以传感和分发数据和信息。
为此，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2012 年，日内瓦）第 673 号决议指出：
•
地球观测数据在监测和预测气候变化、灾害预测、监测及减灾、增加人们对气候变化各个方面的
理解、建模和验证，以及制定相关政策方面有关键作用；
•

在世界各地开展了多种观测，它们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考虑与频谱有关的问题；

•

开展地球观测是为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数据通常是免费提供的；

并决心：
•

继续认识到地球观测应用对频谱的利用具有相当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

敦促各管理部门考虑地球观测的无线电频率需求，尤其要保护地球观测系统的相关频段；

•
鼓励各管理部门在作出会对地球观测应用的业务产生负面影响的决定之前，考虑到使用和提供频
谱对这些应用的重要性。
新型、面向大众和增值的无线电应用的发展对用于气象目的的频段正在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这展现了限制气象和其他相关应用的潜在风险，但也展示了加强观测的机会。
WMO 一贯致力于与 ITU 合作，为全球社会的利益优化无线电频谱的使用。
本文件反映了 WMO 对 2023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23）议程的初步立场 2。
一般性意见
WIGOS 由利用大量不同的无线电应用和业务的组成部分组成，其中一些可能会受到 WRC-23 决定的影响。

1

请参阅 https://public.wmo.int/en/our-mandate/what-we-do/wmo-contribut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sdgs。

2

决议 811(WRC-19)“2023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议程”。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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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和大气的空间传感在气象业务和科研中具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在减轻天气、水和气候灾害影响以及对气候
变化及影响的探索、监测和预报方面更是如此。
近年来，对影响所有人类和经济体的天气、水和气候分析和预报，包括对各种危险天气现象（如暴雨、风暴、
气旋等）的预警取得了长足进展，这些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空间观测及其在数值模型中的同化。
2.1

空基观测

用于气象应用的空间无源传感是在分配给地球探测卫星(无源)和气象卫星服务的频段内进行的。无源遥感需要
测量通常功率很低的自然辐射，内含需探测的物理过程的基本信息。
相关的频段是根据固定的物理特性（分子共振）确定的，因此不能改变或忽略，这些物理特性也不能在其他频带
中复制。因此，这些频段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即使无源传感器接收到的干扰水平很低，也可能降低其数据质
量。另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传感器无法区分自然和人为辐射。
关于与有源业务共用的无源频段，随着地面有源装置部署密度的增加，形势日益严峻，根据报告，严重干扰情
况已有发生。
在更为关键的无源频段内，《无线电规则》第 5.340 款 3所述“禁止所有发射”的规定原则上可使无源业务以
最高的可靠性部署和操作其系统。然而经验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保护似乎力不从心，在国家层面允许在上
述频段操作未经监管并具有大众市场潜力的短程设备或邻近频段中监管不当的无用发射。一些地球物理参数在不
同程度上促成了可在特定频率上观测到的、特性独到的自然发射。因此，必须同时在微波频谱内的几个频率上进
行测量，以便分离并检索到各参数单独的促进作用，并从一套给定的测量中提取值得关注的参数。
因此，可能影响某一“无源”频段的干扰会对某一大气成分的总体测量产生影响。
因此，不能将每个无源频段单独考虑，而应将其视为完整的空间无源传感系统的一个补充部分。目前的科学和气
象卫星有效载荷并不专用于一个特定的频段，而是包括在整个无源频段进行测量的多种不同的仪器。
还应注意到，完整的全球数据覆盖对于大多数天气、水和气候应用及服务而言尤为重要。
利用高度仪、测雨雷达和云观测雷达、散射计和合成孔径雷达进行的空间有源传感为气象和气候活动提供了有
关海洋、冰面和陆表状况以及各种大气现象的重要信息 4。
另外，为遥测/遥令以及用于收集数据的卫星下行链路提供充足的、受到充分保护的地球探测和卫星气象业务
无线电频谱也是非常重要的。
2.2

地面和实地观测

此外，气象雷达和风廓线雷达是气象观测过程中的重要地面仪器。雷达数据被输入到临近预报模式和短中期数
值天气预报模式中。目前，全世界大约有 100 部风廓线雷达，和几百部分别用于测量风和降水的气象雷达，
它们在临近天气和水文预警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山洪或强风暴事件（如最近的几大案例）中，气象雷达
网络是为避免人民生命和财产损失的灾害预警策略的主要防线。

3

国际《无线电规则》中《频率划分表》的脚注 No.5.340。

4

合成孔径雷达（SAR）为水灾管理和许多其他应用提供了有益的补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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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线电探空仪为主的气象辅助观测系统，主要用于实地大气测量，它具有很高的垂直分辨率（温度、相对湿
度和风速），为气象业务工作（包括天气分析、预报和警报）以及为气候监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实时垂直大气
廓线。此外，这些实地测量数据对于空间遥感，特别是无源传感器标定是必不可少的。
由 193 个会员国参加的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2019 年 6 月，日内瓦）对划分给气象和相关环境系统的无
线电频段持续不断受到威胁表示严重关切，并通过了决议 42 (Cg-18) – 用于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的无线电频
率，其中敦促 WMO 所有会员国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确保提供并保护气象和相关环境业务和科研所需的适
当无线电频段。
2.3

WMO 的行动

第十八届世界气象大会(2019 年 6 月，日内瓦)“…强调鉴于一些无线电频段具有能对大气和地球表面进行空
间被动遥感的特有的特性和自然辐射，这些频段已成为独特的自然资源，因而地球探测卫星业务（无源）应得
到足够的无线电频段，而且这些频段应得到绝对的保护，不受干扰”，以及“…表示严重关切的是其他无线电通
信服务的发展对划分给气象设备、气象卫星、地球探测卫星和无线电定位(天气雷达和风廓线雷达)服务的一些
无线电频段造成持续的威胁。”
观测系统对无线电频率管理的依赖性对基本气候变量和其它天气、水和与气候有关的观测的可持续性和可使用
性产生长期影响。正如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2019 年 6 月，日内瓦)所指出的，上述观测将有利于全球气候
服务框架（GFCS）的观测和监测支柱。
WMO 关于 WRC-23 议项的初步立场
在 WRC-23 的议项中，有 17 项议项或专题涉及气象和相关领域主要关注或关切的无线电频段问题。
议项 1.2：

确定用于国际移动电信(IMT)的频段，包括可能的移动业务划分

议项 1.3：

在 1 区 3 600-3 800 MHz 频段内为移动业务做出主要业务划分

议项 1.4：

在 2.7 GHz 以下的频段中，将高空平台电台用作 IMT 基站(HIBS)

议项 1.6：

促进亚轨道飞行器无线电通信的规则条款

议项 1.10：

在 15.4-15.7GHz 和 22-22.21GHz，可能为航空移动业务的非安全航空移动应用做出新的划
分

议项 1.12：

在 45 MHz 附近，可能为卫星地球探测业务(有源)进行新的次要划分

议项 1.13：

将 14.8-15.35 GHz 频段内空间研究业务升级到主要业务

议项 1.14：

在 231.5-252GHz 范围内对 EESS(无源)现有频率划分的可能调整或可能新增划分

议项 1.16：

动中通地球站（ESIM）对 17.7-18.6 GHz(s-E)、18.8-19.3 GHz(s-E)、19.7-20.2
GHz(s-E)、27.5-29.1 GHz(E-s)和 29.5-30 GHz(E-s)频段的使用

议项 1.17：

在特定频段内提供星间链路的规则行动

议项 1.18：

对 1695-1710 MHz、2010-2025 MHz、3300-3316 MHz 和 3385-3400 MHz 频带的
MSS 可能新增的划分，用于未来窄带 MSS 系统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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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项 7：

卫星规则程序

议项 9.1 a):

在不给现有业务带来额外限制的情况下，在《无线电规则》中适当认可和保护空间天气传感器

议项 9.1 b):

1240-1300MHz 频段内业余业务和卫星业余业务的划分

议项 9.1 c):

研究用于固定无线接入的 IMT 使用划分给固定业务的频段

议项 9.1 d):

保护 36-37 GHz 频段中的 EESS(无源)免受 non-GSO FSS 空间台站的影响

议项 10：

WRC-27 的初步议程

3.1

议项 1.2

“根据第 245 号决议(WRC-19)，审议确定将 3 300-3 400MHz、3 600-3 800MHz、6 425-7
025MHz、7 025-7 125MHz 和 10.0-10.5GHz 频段用于国际移动通信(IMT)，包括为作为主要业务的移动
业务做出附加划分的可能性”
脚注 No 5.458 指出，各主管部门在今后规划 6 425-7 075MHz 和 7 075-7 250MHz 频段时，应铭记地球
探测卫星（无源）和空间研究（无源）业务的需要，因为无源微波传感器测量在这些频段进行。WMO
OSCAR 数据库 5列出了一些现有的和计划中的卫星任务，其中包括在这些频段操作无源传感器。
同样，WMO OSCAR 数据库列出了许多现有的和计划中的卫星任务，其中包括在 10.6-10.7 GHz 频率范围
内操作无源传感器。WMO 认识到，在 EESS(无源)频段和为 IMT 提议的 10.0-10.5GHz 频段之间存在一个
100MHz 的防护频带，但强调，在其他频段进行的 IMT 研究表明，仅有防护频带并不一定能确保对 EESS(无
源)的保护。
此外，若将 10.0-10.5GHz 频段确定为 IMT，可能会对 10-10.4GHz 的 EESS（有源）造成干扰。
上述潜在干扰问题需要 ITU-R 在本议题下进行研究。
对 FSS(空对地)和使用商业通信卫星分发 3.8GHz 以上气象数据可能产生的影响也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5D 工作组是负责的研究组，7C 工作组协助开展 EESS(无源)和 EESS(有源)研究。
WMO有关WRC-23议项1.2的立场
WMO 对以下方面表示关切：

5

-

6425-7075MHz 和 7075-7250MHz 频段的 EESS(无源)和 SRS(无源)的保护，

-

保护 10.6-10.7 GHz 频段的 EESS(无源)和 SRS(无源)免受在 10.0-10.5 GHz 频段操作的 IMT
无用发射的影响。WMO 支持开展研究，以确定必要的限制，保护 10.6-10.7GHz 内的无源传感业
务，

-

10-10.4 GHz 频段内 EESS(有源)的保护，

-

对未来用于分发气象数据的 3.8-4.2 GHz 频段的可能影响。

见 https://oscar.wmo.int/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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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议项 1.3

“根据第 246 号决议（WRC-19），考虑在 1 区 3 600-3 800 MHz 频段内为移动业务做出主要业务划分并
采取适当的规则行动”
对 FSS(空对地)和使用商业通信卫星分发 3.8GHz 以上气象数据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WMO有关WRC-23议项1.3的立场
WMO 对未来用于分发气象数据的 3.8-4.2 GHz 频段的可能影响表示关切。

3.3

议项 1.4

“根据第 247 号决议（WRC-19），考虑在全球或区域范围内，在己为 IMT 确定的 2.7 GHz 以下的某些频
段内的移动业务中，将高空平台电台用作 IMT 基站（HIBS）”
至少一个 WMO 会员的业务经验表明，在 2690MHz 以下操作的地面宽带无线基站会对 2700MHz 以上的气象
雷达造成干扰。此干扰是由于无用发射落入雷达频段，而非因为雷达接收器的选择性延伸到宽带无线频段。减
轻干扰只能通过减少宽带无线基站的带外发射来实现。本 WRC-23 议项考虑了宽带无线基站在机载平台上的操
作，这将在雷达天线主波束内和附近放置一个潜在的无用发射源，相对于上述实际干扰，干扰路径中的天线增
益将增加多达 35dB。
此外，与建议频段之一直接相邻的是 2690-2700MHz，其中 EESS（无源）分配受 5.340 的限制，需要对
该频段的使用或未来使用进行评估。
最后，欧洲开展的研究(ECC 报告 309)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在无附加条件(更严格的无用发射限制)的情况下将
已确定为 IMT 的 1710-1855MHz 频带用于 UAV 通信，则相邻频带(1675-1710MHz)的 MetSat 划分可能出
现干扰。预计 HIBS 会产生类似的潜在影响，因此需要确保对 1675-1710 MHz 频段的 MetSat 业务的保护。
5D 工作组是负责的研究组，5B 工作组协助气象雷达的研究，7C 工作组协助 EESS(无源)的研究，7B 工作组
协助 MetSat 业务的研究。
WMO有关WRC-23议项1.4的立场
WMO 的观点是：必须开展研究，以明确 HIBS 带外无用发射，从而防止：

3.4

-

在 2500-2690MHz 频段操作的 HIBS 对 2700-2900MHz 频段的气象雷达的干扰；

-

在 1710-1885 MHz 频段操作的 HIBS 对 1675-1710 MHz 的 MetSat 业务的干扰。
议项 1.6

“根据第 772 号决议（WRC-19），审议促进亚轨道飞行器无线电通信的规则条款”
本议项涉及同时在航空和空间领域操作的亚轨道飞行器的频谱需求，其通信要求涵盖航空和卫星业务。虽然本
议项不允许修改《无线电规则》第 5 条（不改变频率划分），但本议项下允许的其他规则修改可能会影响到适
用于气象卫星(MetSat)和地球探测卫星业务(EESS)的规则条文，并可能加剧相应频段的拥挤。
应当指出：亚轨道飞行器技术有潜力在未来支持 WMO 关注的任务。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133

5B 工作组是负责的研究组，7B 工作组协助有关 MetSat 和 EESS 系统的研究。
WMO有关WRC-23议项1.6的立场
WMO 支持有关为满足亚轨道飞行器操作要求而制定规则条款的研究，但反对对当前和未来的 MetSat 和
EESS 操作有负面影响的条款。

3.5

议项 1.10

“根据第 430 号决议（WRC-19），为航空移动业务可能引入新的非安全航空移动应用开展有关频谱需
求、与无线电通信业务的共存和规则措施的研究；”
本议项考虑改变划分，以允许空对空、空对地和地对空通信的非安全航空移动业务。正在考虑对 15.415.7GHz 频段进行新的航空移动划分，而对 22-22.21GHz 频段则正在考虑取消“航空移动除外”的限制。
正在考虑的 22-22.21 GHz 频段与划分给 EESS(无源)的 22.21-22.5 GHz 频段相邻。
还应注意的是：115.4-15.7 GHz 频带与 15.35-15.4 GHz 频带相邻(脚注 RR No.5.340)，将评估其使用
或未来的使用。
需要进行邻近频段研究，以确保对这些 EESS(无源)频段的保护。
5B 工作组是负责的研究组，7C 工作组协助有关 EESS（无源）系统的研究。
WMO有关WRC-23议项1.10的立场
WMO 支持开展研究，以确保对相邻频段 22.21-22.5 GHz 以及可能的 15.35-15.4 GHz 频段中的
EESS(无源)的保护，届时将已对其使用进行了评估。

3.6

议项 1.12

“根据第 656 号决议（WRC-19,修订版），在考虑到对现有业务，包括相邻频段中的业务的保护情况下，
在 WRC-23 之前开展并完成在 45 MHz 附近频率范围内可能给予卫星地球探测（有源）业务一个新的次要划
分、用于星载雷达探测器的研究”
本议程最初是由 WRC-15 制定并列入 WRC-23 初步议程的。WRC-19 审查了这项工作的状况，并在 WRC-23
的最后议程上保留了该项目，以考虑对 45MHz 附近的 EESS（有源）进行一个次要划分。
WMO 关注这一议项，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在 RR 5.161A 下保护在 41.015-42 MHz 和 42.5-44 MHz 操作的
海洋雷达，另一方面是考虑将来将此 EESS(有源)划分用于气象/气候目的。
7C 工作组是负责的研究组，5B 工作组协助有关海洋雷达的研究。
WMO有关WRC-23议项1.12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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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支持完成研究，以确保现有无线电业务的兼容性，以期在 WRC-23 上为 EESS（有源）做出次要划
分。

3.7

议项 1.13

“根据第 661 号决议（WRC-19），考虑升级 14.8-15.35 GHz 频段内空间研究业务划分的可能性”
议项 1.13 要求考虑将 14.8-15.35 GHz 内现有的空间研究业务(SRS)次要划分升级为主要划分。在相邻的
15.35-15.4GHz 频带中，有一个 EESS（无源）主要划分，但将对其在此频段的使用或今后的使用进行评
估。根据这一未来的评估结果，可能需要进行兼容性研究，以确保未来 SRS 系统产生的无用发射不会影响邻近
频段中的 EESS（无源）业务。
7B 工作组是负责的研究组，7C 工作组协助有关 EESS（无源）的研究。
WMO有关WRC-23议项1.13的立场
WMO 不反对将 14.8-15.35 GHz 内现有的空间研究业务(SRS)次要划分升级为主要划分。在对 15.3515.4GHz 频带内 EESS(无源)的使用进行评估时，可能需要对其进行兼容性研究。

3.8

议项 1.14

“根据第 662 号决议（WRC-19），审议并考虑在 231.5 - 252 GHz 频率范围内对 EESS（无源）现有频
率划分的可能调整或可能新增主要业务频率划分，以确保与更多最新的遥感观测要求保持一致”
此项 WRC-23 议项由 MetSat 运营者发起，旨在使 231.5-252GHz 频率范围内的 EESS（无源）的划分更
好地与无源传感器设计要求相一致，或可能新增划分。对 EESS(无源)的划分是在 20 年前进行的，当时业务
需求尚不清晰。重新调整划分将使未来在 231.5-252 GHz 频率范围内的 MetSat 操作受到更好的保护。
7C工作组是负责的研究小组。WMO有关WRC-23议项1.14的立场
WMO 支持开展研究，以使 231.5-252GHz 内的 EESS(无源)的划分与当前的业务需求保持一致，或可能新
增划分。

3.9

议项 1.16

“根据第 173 号决议（WRC-19），酌情研宄和制定技术、操作和规则措施，以推动 non-GSO FSS 动中
通地球站使用 17.7-18.6 GHz、18.8-19.3 GHz、和 19.7-20.2 GHz（空对地）以及 27.5-29.1 GHz 和
29.5-30 GHz（地对空）频段，同时确保对这些频段内现有业务提供应有的保护”
本议项要求研究和制定技术、操作和规则措施，以协助 non-GSO 固定卫星业务(FSS)动中通地球站(ESIM)
使用几个频段。本议项包括审议与用于无源传感的 18.6-18.8GHz 频带相邻的 ESIM 操作频带，以及可能在
28.5-30GHz 进行的 ESIM 操作，其中存在用于数据传输的 EESS 次要划分。
根据脚注 RR No 5.519，17.7-18.6 GHz 频带还与 18-18.3 GHz (ITU 区域 2)和 18.1-18.4 GHz (ITU
区域 1 和 3)的 GSO MetSat 划分重叠。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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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18.6-18.8 GHz 频段，尚不清楚是否计划改变 FSS(空对地方向)以支持 ESIM 操作，以及这些潜在变化
是否会对 EESS(无源)产生影响。必须对这一问题的工作持续关注，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从而确保
对 EESS(无源)的保护。
应当注意到，ITU-R 7C 工作组目前正在应对 18.6-18.8 GHz 频段 EESS(无源)传感器接收到的现有干扰。
关于 28.5-30GHz 频率范围内的 ESIMS 操作，第 173 号决议指出：不应对 EESS 施加额外限制。然而，
EESS 是次要划分，而 FSS 是主要划分。现阶段尚不清楚如何在不违反《无线电规则》基本原则的情况下，
确保 EESS 不受限制。
4A 工作组是负责的研究组，7B 工作组协助有关 28.5-30 GHz 频段内 EESS 的研究。7C 工作组未列出，但
也应该是有关 18.6-18.8 GHz 内 EESS(无源)的参与工作组。
WMO有关WRC-23议项1.16的立场
WMO 支持开展研究，以确保 non-GSO FSS ESIM 部署将切实保护同频段 MetSat 划分，并确保在
18.6-18.8 GHz 相邻频段不会对 EESS（无源）操作产生更多相邻频段干扰。

3.10

议项 1.17

“在 ITU-R 根据第 773 号决议（WRC-19）开展的研究基础上，酌情增加卫星间业务划分，就在特定频段
或这些频段的一部分内提供星间链路确定和开展适当规则行动”
本议项要求研究允许在划分给 FSS 的几个频带(例如 11.7-12.7GHz、18.1-18.6GHz、18.8-20.2GHz 和
27.5-30GHz)运行卫星对卫星链路的条款。
根据脚注 RR No 5.519，18.1-18.6 GHz 频带与 18-18.3 GHz (ITU 区域 2)和 18.1-18.4 GHz (ITU 区
域 1 和 3)的 GSO MetSat 划分重叠。
18.1-18.6GHz 和 18.8-20.2GHz 频带的使用将使卫星对卫星的操作靠近划分给 EESS(无源)的 18.618.8GHz 频带。虽然 WRC-2000 和 WRC-2003 制定了涉及 18.6-18.8 GHz 频段内 FSS 和 EESS(无源)
之间兼容性的条款，但这些条款的基础没有考虑到卫星对卫星链路。必须开展研究，以确保拟议的新卫星链路
不会对 EESS(无源)造成更多干扰。
应当注意到，ITU-R 7C 工作组目前正在应对 18.6-18.8 GHz 频段 EESS(无源)传感器接收到的现有干扰。
根据脚注 RR No 5.541，频带 27.530GHz 与次要 EESS(地对空)28.530GHz 部分相重叠。现阶段尚不清
楚是否需要解决保护这一次要划分的问题。
4A 工作组是负责的研究小组。7C 工作组未列出，但也应该是有关 18.6-18.8 GHz 内 EESS(无源)的参与工
作组。
WMO有关WRC-23议项1.17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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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支持开展研究，以确保 FSS 卫星对卫星链路将切实保护同频段 MetSat 划分，并确保在 18.6-18.8
GHz 相邻频段不会对 EESS（无源）操作产生更多相邻频段干扰。
为此，WMO 的观点是：7C 工作组应被列为议项 1.17 下的参与小组。

3.11

议项 1.18

“根据第 248 号决议（WRC-19），考虑开展有关卫星移动业务频谱需求和可能新增划分的研究，用于窄
带卫星移动系统的未来发展”
本议项启动了关于考虑开展在若干频段对卫星移动业务新增划分的研究，包括考虑 1695-1710MHz 频段（仅
在区域 2）。1695-1710 区域 2 频段分配给了 MetSat 业务，主要用于 non-GSO MetSat 数据下行链路至
全球各地的地球站。
还需要确保对相邻频段 2025-2110 MHz 的 EESS(地对空和空对空)和空间研究(地对空和空对空)的保护。
4A 工作组是负责的研究组，7B 工作组协助有关 MetSat 业务的研究。
WMO有关WRC-23议项1.18的立场
WMO 支持兼容性研究，以确保对 1695-1710 MHz 频段中当前和未来 MetSat 操作以及相邻频段 20252110MHz 中 EESS 操作(地对空和空对空)和空间研究(地对空和空对空)的保护。

3.12

议项 7

“根据第 86 号决议（WRC-07，修订版），考虑为回应全权代表大会第 86 号决议（2002 年，马拉喀什，
修订版）－ 关于卫星网络频率指配的提前公布、协调、通知和登记程序 – 而可能做出的修改和采取的其它方
案，以便为合理、高效和经济地使用无线电频率及任何相关轨道（包括对地静止卫星轨道）提供便利。”
本常设议项涉及对《无线电规则》可能做出的任何修改，将影响到卫星网络的提前公布、协调、通知和登记程
序并要求 WMO 审议。
4A 工作组是负责的研究小组。
WMO有关WRC-23议项7的立场
WMO 不支持对《无线电规则》进行会对 MetSat 和 EESS 系统施加不必要限制的修改。WMO 将随着议项 7
问题的确定和研究，关注其发展。

3.13

议项 9.1，议题 a)

“根据第 657 号决议（WRC-19,修订版），审议与空间天气传感器的技术和操作特性、频谱需求和适当的
无线电业务标识相关的研究结果，以便在不给现有业务带来额外限制的情况下，在《无线电规则》中提供适当
的认可和保护”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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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 和 WMO 于 2014 年开始合作，以确定使用无线电频谱获取数据的空间天气传感器的无线电频谱要
求。WRC-2015 将议项列入了 WRC-23 的初步议程，呼吁修改规则，以保护使用无线电频谱的空间天气传
感器。WRC-19 回顾了关于这一议题的工作，并将这一问题作为议项 9.1 下的一个议题列入 WRC-23 议程，
并将后续议项列入 WRC-27 初步议程，以解决余留的规则问题。
使用无线电频谱的空间天气传感器目前在无线电规则中未受到任何规则保护。完成这项工作以确保未来对传感
器操作的保护，这对 WMO 会员是至关重要的。
在 WRC-23 议项 9.1 议题 a)下，需要完成以下事项供 WRC-23 审议：
•

确定这些传感器应归属的一个或多个适当的无线电通信业务；

•

针对在空间天气传感器所用频段内运行的现有系统开展必要的共用研究，以便在不给现有业务增加额外
限制的同时，为仅用于接收的空间天气传感器确定可能的规则条款，使其获得《无线电规则》的适当认
可；

•

为在《无线电规则》第 1 和第 4 条和/或在必要时在一项 WRC 决议中阐述空间天气传感器系统及其相
应的使用，起草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及仅用于接收的空间天气传感器的保护要求。

7C 工作组是负责的研究小组。
WMO有关WRC-23议项9.1议题a)的立场
WMO 支持确保对使用无线电频谱的空间天气传感器的保护，并将参与相应的研究。

3.14

议项 9.1，议题 b)

“研究在 1 240-1 300 MHz 频段内采取技术和操作措施，确保对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空对地)的保护；”
议项 9.1 议题 b)要求研究在 1 240-1 300 MHz 频段内采取技术和操作措施，确保对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空
对地)的保护。
根据第 217 号决议(WRC-97)，风廓线雷达在 1270-1295MHz 频段操作。
4C 和 5A 工作组共同负责开展研究。
WMO有关WRC-23议项9.1议题b)的立场
WMO 将监测并在必要时参与这一议题的工作，以确保风廓线雷达不受影响。

3.15

议项 9.1，议题 c)

“根据第 175 号决议（WRC-19），研究用于固定无线宽带的国际移动通信系统在作为主要业务划分给固
定业务的频段中的使用；”
议项 9.1 下的议题 c)要求研究划分给固定业务的现有频段的使用。作为议项 9.1 下的一个问题，不能做规则
性修改，但可以完成《无线电条例》的其他修改。这个议项值得关注，是因为划分给固定业务的频段都是开放
的，可供考虑，因此有可能改变划分给固定服务的频段内业务或邻近频段业务的共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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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项因此可能影响若干气象应用，包括 EESS、MetSat 和 MetAids 频段，无论是带内频段还是相邻频段。
需要强调的是：它还包括若干适用于脚注 RR No 5.340 的 EESS(无源)频带。
5A 和 5C 工作组共同负责开展研究，7B 和 7C 工作组提供协助。
WMO有关WRC-23议项9.1议题c)的立场
WMO 对议项 9.1 下的这一议题表示关注，这一议题范围非常广，因此可能影响许多气象业务和应用，包括
RR No 5.340 下的 EESS(无源)。
WMO 将监测有关这一议题的工作，并在必要时提供协助。

3.16

议项 9.1，议题 d)

“保护 36-37 GHz 频段中的 EESS(无源)免受 non-GSO FSS 空间台站的影响；”
在供 WRC-19 议项 1.6 审议的研究中，有一份关于保护在 36-37GHz 频带内运行的 EESS（无源）传感器免
受 37.5-38GHz 频带内 non-GSO FSS 空间台站影响的初步研究报告提交给了 ITU-R。这项初步研究表明，
可能有必要对 FSS non-GSO 空间台站采用-34 dBW/100 MHz 的无用 e.i.r.p，用于从天底角起大于 71.4
度的所有角度。此外，尚没有对在 36-37 GHz 频段操作的 EESS(无源)传感器的冷校准信道的干扰进行研
究。
在此基础上，WRC-19 邀请 ITU-R 对这一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并酌情草拟建议和/或报告，并在必要时向
WRC-23 汇报，以采取行动。此外，WRC-19 同意不应在这些研究中考虑对第 750 号决议(WRC-19 修订
版)的修改，因为在 No.5.340 中没有提到 36-37 GHz 频段。
7C 工作组是负责的研究小组。
WMO有关WRC-23议项9.1议题d)的立场
WMO 支持开展研究，以进一步评估 37.5-38 GHz 频段中 non-GSO FSS 操作对 36-37 GHz 频段中
EESS(无源)传感器的影响，特别是对无源传感器冷空校准的干扰影响。

3.17

议项 10

“根据《公约》第 7 条，向理事会建议纳入下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议程的议项，并对随后一届大会的初步议
程以及未来大会可能的议项发表意见（第 810 号决议（WRC-15））。”
WRC-19 确定了 WRC-27 的初步议程。该初步议程将在 WRC-23 会议上重新审议，届时将对每个初步议项
进行评估，以便列入 WRC-27 的最后议程。
当前的 WRC-27 初步议程有几个 WMO 感兴趣和/或关注的项目：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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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议项 2.1-根据第 663 号决议（WRC-19），审议在 231.5-275 GHz 频段内对作为共同主要业
务的无线电定位业务做出附加频谱划分，并在 275-700 GHz 范围内为用于毫米波和次毫米波成像系统
的无线电定位应用确定频段；

本议项具体说明的频率范围与划分给 EESS (无源)或确定由它使用的某些频段重叠。必须确保对 EESS(无源)
的保护。
•

初步议项 2.2-根据第 176 号决议（WRC-19），酌情研宄和制定技术、操作和规则措施，促进与卫
星固定业务中对地静止轨道空间电台进行通信的航空和水上动中通地球站对 37.5-39.5 GHz（空对
地）、40.5-42.5 GHz（空对地）、47.2-50.2 GHz（地对空）和 50.4-51.4 GHz（地对空）频段
的使用；

本初步议项将审议给部署在固定卫星业务中操作的动中通地球站(ESIM)提供便利的规则条款。本初步议项将
介绍在 50.2-50.4 GHz 频段对 EESS(无源)增加干扰的可能性。
•

初步议项 2.5-卫星业务台站使用 71-76 GHz 和 81-86 GHz 频段的条件，以确保根据第 776 号决议
（WRC-19）与无源业务兼容；

本初步议项要求研究可实施的规则条款，以确保对包括 86-92 GHz 频段中 EESS(无源)在内的无源业务的保
护，以免受 71-76 GHz 和 81-86 GHz 卫星操作的影响。通过实施第 750 号决议(WRC-19)中的强制性限
制来保护 86-92 GHz 中的 EESS(无源)是 WMO 的优先事项。
•

初步议项 2.6-审议在《无线电规则》中对空间天气传感器及其保护给予适当认可的规则条款，同时顾及
根据议项 9.1 及相应的第 657 号决议（WRC-19,修订版）向 WRC-23 报告的 ITU-R 研究结果；

本初步议项旨在作为 WRC-23 议项 9.1 议题 A 的后续项目。在议题 A 下，不允许进行规则性修改。WRC27 的这一后续初步议项将应对所需的规则性修改。
•

初步议项 2.7-根据第 178 号决议（WRC-19），审议为 71-76 GHz 频段（空对地及新拟议的地对
空）和 81-86GHz 频段（地对空）内的非对地静止卫星固定系统馈线链路制定规则条款；

本初步议项与初步议项 2.5 所涵盖的同一议题相关。本议项呼吁开展研究，以解决 86-92 GHz 频段内
EESS(无源)的保护问题。通过实施第 750 号决议(WRC-19)中的强制性限制来保护 86-92 GHz 中的
EESS(无源)是 WMO 的优先事项。从 WMO 的角度来看，应保留初步议项 2.5 或本议项，但要应对 WMO 的
关切，这两个议项都不是必要的。
•

初步议项 2.11-根据第 664 号决议（WRC-19），审议在 22.55-23.15 GHz 频段内为 EESS （地对
空）做出新的划分；

本初步议项呼吁审议在 22.55-23.15 GHz 频段内为 EESS(地对空)做出新的划分，将该频带与现有的 25.527GHz(空对地)EESS 频率划分配对。为 EESS 做出新的划分将有利于 WMO 的利益。
•

初步议项 2.13-根据第 248 号决议（WRC-19），审议在 1.5-5 GHz 频率之间的相关频段内为窄带
卫星移动业务系统的未来发展做出一项可能的全球卫星移动业务划分；

本初步议项似乎与 WRC-23 议程上的议项 1.18 重复。列入 WRC-27 初步议程的原因尚不清楚。
讨论事宜和 WMO 的立场见 WRC-23 议项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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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有关WRC-23议项10的立场
WMO 支持对 WRC-27 初步议项的研究，以确保气象利益受到保护。如果在 WRC-23 筹备期间，ITU-R
将就 WRC-27 的任何初步议项开展工作，WMO 将参与其中，以确保 WMO 的利益受到保护。

决定 9(INFCOM-1)
空基观测和对 WMO 数据政策和规范的审查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决定认可以下前行方向，以反映空基观测在审查 WMO 数据政策和规范方面
发挥的日益增长的作用：
(1)

要求空间系统与利用专家组(ET-SSU)和地球观测系统设计与演变联合专家组(JET-EOSDE)在秘
书处的支持下，根据气象卫星协调组 2019 年在索契召开的第四十七届会议（CGMS-47）上
(CGMS 行动 A47.02)的要求，提供一份关于全球数值天气预报（NWP）基线要求的立场文件，
以支持 WMO 的应用领域，以及应用于基本卫星数据生成和分发的相关原则，

(2)

与卫星运营者和用户(包括 NWP 业务数据交换（GODEX-NWP）小组、WMO 数据会议、WMO
NWP 影响研讨会)协商，并通过 CGMS 工作组，最终确定立场文件，

(3)

向 INFCOM-1 第三部分和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三届会议（EC-73）提交最新的立场文件，以便向世
界气象大会提出建议，

(4)

提交该立场文件，以及与 CGMS 第三工作组共同制定的 CGMS 基线的相关更新，供 CGMS 在将
于 2021 年春末夏初举行的 CGMS 第四十九届全会上核准，注意到 CGMS 基线构成了 CGMS 对
于空基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承诺，响应了 WMO 滚动需求审查（RRR）中表
达的终端用户需求，并响应了其 2040 年 WIGOS 愿景中概述的演变，

(5)

在 2021 年春季向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CEOS）战略实施小组提交该立场文件，供其审议，

(6)

要求地球观测系统与监测网常设委员会（SC-ON）和地球观测系统设计和演变联合专家组（JETEOSDE）通过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将最新的 CGMS 基线纳入 WIGOS 手册修订草案，

(7)

要求 SC-ON 为 WIGOS 手册草案定稿，包括更新的 CGMS 基线，并将其提交 2021 年世界气象
大会特别届会(Cg-Ext(2021))批准。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1)

决议 34 (Cg-18) - 全球基本观测网。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是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地基子系统的一个子集，与 WIGOS 空基子系统及其它地基观测系统配合使用，从
而促进满足全球 NWP 的需求，包括支持气候监测的再分析，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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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决定 39(EC-70) - 第十四次卫星事务高级别政策磋商会的成果，其中执行理事会认识到，空基
观测正在并将继续在所有会员提供重要服务以帮助拯救生命、保护财产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方
面发挥关键作用，因此要求在国际数据交换政策下处理这些观测结果，

(3)

决定 38(EC-70) - 编写 WMO 关于关键卫星资料的立场文件，其中执行理事会要求基本系统委
员会（CBS）为该立场文件定稿，该文件从卫星用户的角度概述了哪些类型的卫星数据应被视为
是对保护生命和财产至关重要的，

(4)

虽然 GBON 应对的仅是地基和现场数据，它有助于满足支撑 WMO 应用的全球 NWP 要求，包括
支持气候监测的再分析，但还需要类似的努力，以建立补充 GBON 的必要空基数据。

决定 10(INFCOM-1)
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决定：
(1)

忆及执行理事会通过“决议 11(EC-71) - 组成机构议事规则”：(i)通过了《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
（以《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WMO-No.1240）发表），(ii)要求各技术委员会主席予以执行并向理
事会提供反馈；(iii)责成技术协调委员会(TCC)不断对其进行审查；

(2)

注意到执行理事会通过“决定 4(EC-72) - 组成机构改革任务组的后续工作”，要求政策咨询委员会
(PAC)审查技术委员会的专家提名程序；并要求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及管理组向 PAC 提供一切必要咨
询意见，以确定各项挑战及改善机会；

(3)

还注意到理事会通过“决定 5(EC-72) — WMO 对新冠疫情的应对”：(i)重申了举行政府间机构和其
他机构在线会议时尊重和充分应用相关条例和议事规则的重要性；(ii)要求 PAC 分析 COVID-19 疫情
对本组织的影响，包括对各组成机构届会及其工作架构的规划的影响；

(4)

要求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与服务委员会主席协调，提请 TCC 注意其认为必要的对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
的修订，包括与组织在线会议、协商一致性文件的遴选和批准程序等相关的修订，以及与技术委员会成
员协商后，有关技术专家提名、遴选和通知的程序，以供审议并提交执行理事会。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决议 11(EC-71)，
决定 4(EC-72)，
决定 5(EC-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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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1(INFCOM-1)
基础设施委员会与其他机构的协调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决定：
(1)

责成委员会管理组在即将举行的本委员会与服务委员会（INFCOM-1(3)和 SERCOM-1(2)）并行会议
上提交关于本委员会与其他 WMO 机构关系的分析信息，连同初步分析和拟议的改进建议；

(2)

在此基础上，要求本委员会主席经与服务委员会主席磋商，向技术协调委员会（TCC）提供一份联合技
术委员会关于提供已通过的工作计划的现有协调方法和机制的有效性评价，并提出修改建议供它们审
议；

(3)

请政策咨询委员会(PAC)将 WMO 各机构间协调的有效性纳入其评估 WMO 组成机构改革的计划及其后
续行动中(决定 4(EC-72) - 组成机构改革任务组的后续工作)。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执行理事会通过决定 2 (EC-72) - 对报告的审议，强调了 WMO 各机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不同角色，
以及为更好地支持理事会在战略问题上的决策，通过信息共享和合作开展协调的重要性；这一协调作用被委托
给 TCC，它代表了 WMO 所有技术机构和区域协会。
理事会还通过决议 1(EC-72) -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之间的有效协调 - (i) 决定通过协商和分
享关于协作领域的工作计划和信息、相互邀请参加会议、涉及管理组的协商机制、关于协调的常设议题、以及
区域代表参与技术委员会工作结构等方法，加强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和区域协会之间的协调；(ii) 要求技
术委员会主席在其届会上评价这些机构间互动和关系的有效性，并在必要时向执行理事会通报。
除 TCC 外，基础设施委员会还通过主席，在研究理事会、气候协调小组、水文协调小组、能力发展小组和
WMO-政府间海洋委员会（IOC）联合协作理事会中担任副组长或常设委员会主席。
另见:
•

决议 35 (EC-70) – WMO 执行理事会的结构，

•

决定 4(EC-72)。

决定 12(INFCOM-1)
区域协会的参与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决定：
(1)

要求委员会主席，经与管理组的协商：
(a)

在 INFCOM 工作计划草案获得批准之前，与各区域协会主席磋商和交流，以确保其与各区域协
会的需求和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并确保在区域规划中考虑到实施要求；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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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与会员常任代表协商，以确保国家水文部门、区域水文顾问和水文顾问适当参与 INFCOM 的活
动，特别是通过与水文协调小组（HCP）的协商，并确保向这些顾问发放参加 INFCOM 会议的
邀请；

(c)

确保区域代表（包括区域中心的代表）积极加入委员会附属机构，包括必要时临时参加管理组、
常设委员会、研究组和专家小组的会议；

(d)

根据需要，为领导全面审查 WMO 区域概念和方法的执行理事会（EC）任务组做出贡献，以促进
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之间的联系；

(e)

根据 WMO 的优先事项和现有资源，对区域协会就战略目标 2 相关问题提出的支持请求做出回
应；

(f)

邀请区域协会主席和研究理事会主席参加 INFCOM 会议，以改善各自机构之间的关系、互动和
工作机制；

(g)

建立有各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研究理事会管理组参与的磋商机制，以协助闭会期间在技术和
运行事务上的协调；

(h)

列入一个关于评估工作机制的有效性和与 WMO 其他组成机构协调的常设议题，确定改进内容，
并在必要时向执行理事会通报；

(2)

敦促委员会主席考虑参加区域协会的会议，若不能实际到会，考虑远程参会；

(3)

邀请区域协会主席在各秘书处的支持下：
(a)

为在其次级机构任职的区域专家加入 INFCOM 次级机构提供便利；

(b)

促使区域协会次级结构尽可能采用与 INFCOM 一致的次级结构，以确保技术委员会对区域协会
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执行理事会通过“决议 1(EC-72) - 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之间的有效协调”，特别决定了通过
协商和分享有关协作领域的工作计划和信息、互邀参加会议、涉及各管理组的协商机制、关于协调的常设议题
以及区域代表加入技术委员会工作结构等方法，加强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和区域协会之间的协调。
执行理事会通过“决议 2(EC-72) - 区域协会的活动和工作机制”，决定为区域协会的运作建立协调一致的结
构，并适当考虑到各区域的区域特点和优先事项以及现有的财力和人力资源，通过对将在整个休会期间存在的
技术委员会附属机构采用类似的分类或指定方法，使之与本组织新的组成机构保持一致，以促进通用做法和更
好的跨区域合作。根据“决议 11(Cg-18) - WMO 的改革 - 下一阶段”的决定，理事会还成立了一个 EC 任
务组，牵头对 WMO 区域概念和方法的全面审查，并向 EC-73 和特别大会（2021 年）提交建议，供讨论、
提供指导和做出决定，
另见: •

决议 35 (EC-70) – WMO 执行理事会的结构，

•

决定 2 (EC-72) –报告的审议，

•

决定 4 (EC-72) - 组成机构改革任务组的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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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通过的决定
决定 13(INFCOM-1)
技术委员会在线届会的工作方法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决定通过在线召开届会的工作方法。
见本决定的附件。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本决定以“决定 1(EC-72) - 执行理事会在线届会的工作方法”为基础，并如“决定
1(INFCOM-1) – 举行在线届会的工作方法”所述，为技术委员会作了适当调整。

决定 13(INFCOM-1)的附件
举行技术委员会在线届会的工作方法
1.

法律条文

“公约”、“总则”和“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应继续全面适用，但须考虑举行在线会议所需的特殊
在线做法，如附表所示。
2.

注册

2.1
参加技术委员会的会员的代表、特邀观察员和 WMO 其他会员的代表应根据“总则”和“技术委员会
议事规则”，按惯例将参加本次届会的人员名单通知秘书长。
2.2

在线注册将按常规做法进行。详见 INFCOM-1(III)网站。

2.3

在线届会与会人员身份确认指南详见附表。

3.

出席人数及法定人数

3.1

技术委员会成员、特邀观察员和 WMO 会员代表应通过安全途径参加视频会议。

3.2

根据所选视频会议系统的容量，除技术委员会成员外，同时连线的与会人数可能有所限制。

3.3
首席代表(或其代理人)的在线出席率应在本次届会的每一次会议上予以核查并登记，以确保参加委员
会的会员达到简单多数的法定人数。
4.

文件

4.1

本次届会的文件将按常规做法，通过 INFCOM-1(III)网站提供和管理。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145

4.2
为优化在线会议上对文件的讨论，鼓励技术委员会成员在届会前，最好在届会开幕前一周之前，将针
对文件的意见提交至 plenary@wmo.int。
5.

发言

5.1

在线届会期间，首席代表或其代理人应有发言机会。个人发言一般以三分钟为限。

5.2
如 INFCOM-1(III)/INF. 1 所示，希望发言的技术委员会成员应使用视频会议系统，给出希望发言或
提出程序问题的信号。
6.

届会的录音
根据总则第 95 条第 3 款，应对全体会议进行录音并保存，以作备案。

7.

决策

会议的所有决定均应尽可能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若某些事项需要实质性辩论，主持会议的官员可
提议设立起草小组，这些小组将单独开会并向全体会议报告。
8.

工作委员会

8.1
除可能设立的工作委员会应通过特定的在线平台单独开会外，所有事务均应在全会上进行。各工作委
员会讨论的所有事项均应由全体会议决定。
9.

语言
总则第 97 条应继续适用，藉此，所作的发言应通过口译翻译为届会的其他工作语言。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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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行组成机构在线届会过程中在线做法的解释性说明
程序
代表注册和全权
证书

实体届会
(a) 在执行理事会以外的组成
机构的届会之前，相关会员
须将其与会代表团人员名单
通报秘书长，并指明首席代
表的姓名；
(b) 除此通报外，由会员的相
应政府部门或以其名义签署
的一封信，说明上述详情或
符合公约和总则条款所要求
的其他情况，须发送至秘书
长或在届会上交给其代表。
此信件须被视为信中指名人
员参加该届会的证书。
(c) 此程序亦适用于代表非会
员国的观察员的证书。
(d) 国际组织观察员的证书须
由相关组织的主管部门签
署。

参阅
GR 20

在线届会
相同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程序

实体届会

代表出席和身份
识别

此外，在线注册通过“活动注
册系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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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在线届会
秘书处将确定具体的命名惯例，以协助
在线识别 INFCOM 参会人员身份，具体
如下：

无论代表团规模大小，每个
会员一个铭牌。

WMO 会员：首席代表、代理人和代表
• 首席代表：会员名/首席代表/姓氏
• 代理人：会员名/代理人/姓氏

同时出席会议的人数受“奥巴
西厅”的容量限制。如果会议
室不足以容纳所有技术委员
会与会者，秘书处会安排在
另一个会议室进行视频广
播。

• 代表：会员名/代表/姓氏
WMO 主席、副主席
• WMO 主席：主席/WMO
• WMO 副主席：第一 VP/WMO；第
二 VP/WMO；第三 VP/WMO；
技术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区域协会主
席、区域水文顾问和特邀专家
• 技术委员会主席：P/INFCOM、
P/INFCOM
• 技术委员会副主席：VP/INFCOM、
VP/INFCOM
• 区域协会主席：P/RA I(II，…VI) 代
表主席(代主席)
• 区域协会副主席：VP/RA I(II，
…VI)
• 区域水文顾问：HA/RA I(II，…VI)
• 特邀专家：专家/姓氏
国际组织代表/非会员
• 组织名称/姓氏
• 非会员名称/姓氏
WMO 秘书处
• 秘书处/姓氏
同时连线的与会人数可能有所限制，这
取决于所选视频会议系统的容量。会议
官员(系统管理员)将对系统的连接数和
容量进行优化。

法定人数

参加技术委员会的 TC 会员
的出席率，这些会员的表决
权已通过登记和全权证书获
得确认。在届会开始时确定
TC 会员简单多数的法定人
数，并在每次全体会议上予
以确认。

GR 147 和 148

在线出席应基于活跃的连接进行确认。
将在届会开始时确定参加技术委员会的
会员的简单多数法定人数，并在每次全
体会议上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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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发言和提交书面
意见

实体届会

参阅

在线届会

若一次会议未达到其法定人
数，由出席会议的成员以简
单多数表决通过的决定（除
了选举）须以通讯方式发送
给参加该委员会的成员。此
类决定只有在发送给成员后
90 天内经赞成票和反对票的
简单多数票通过，方可视为
该委员会的决定。

在未达到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即由于连
接问题，会议可以：

要求发言请举起铭牌。

使用视频会议系统给出希望发言的信
号，如 INFCOM-1(III)/INF.1 所示。

有代表参加技术委员会的会
员(首席代表或其代理人/顾
问 )首 先 发 言 ， 然 后 是 观 察
员。个人发言一般以三分钟
为限。

相同

发言后请将针对文件的书面
意见提交至
plenary@wmo.int。

鉴于在线会议时间有限，为优化会议期
间的讨论，鼓励会员在届会前，最好是
在届会开始前一周之前，将针对文件的
意见提交至 plenary@wmo.int。

(1) 暂停，直到恢复连接，前提是在届会
商定的工作时间内，
(2) 延期至下一个工作日，
(3) 与出席者继续进一步以通讯方式通过
该决定。

届会的录音

应对全体会议进行录音并保
存，以作备案。

GR 第 95 条第
3款

相同

届会期间事务处
理(即程序问题、
动议、修正案)

会场中的代表均可通过特定
手势提出程序问题。根据总
则，主持会议的官员应立即
对此做出回应。

GR 79

任何代表或成员均可通过聊天功能（写
下“程序问题”）提出程序问题。根据
总则，主持会议的官员应立即对此做出
回应。

决策

技术委员会届会的决定应最
好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
若某些事项需要实质性辩
论，主持会议的官员可提议
设立起草小组，这些小组将
单独开会并向全体会议报
告。

细则 6.14.1

相同

语言

发言将会通过口译翻译为届
会的其他工作语言。参会人
员在其席位的设备上选择自
己要听的语言。

GR 97

相同。参会人员将能从在线菜单选择自
己要听的语言选项。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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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4 (INFCOM-1)

审议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
注意到本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决定在相关议程下审议委员会的管理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建议。
请参见本决定的附件，其中包括本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本决定附件中的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主席的报告强调了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自通过以下决议以来开展活动
取得的进展，决议 7 (Cg-18) – 建立第十八财期的 WMO 技术委员会，和决议 88 (Cg-18) - 任命秘书长并选举
本组织主席和副主席、执行理事会成员以及各技术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包括由委员会通过其常设委员会和研究
组，包括主席和副主席，以及分别通过决议 1 (INFCOM-1)- 建立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
施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决议 2 (INFCOM-1) -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
会）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以及管理组的官员、（组长）和副主席（副组长）和决议 3 (INFCOM-1)-建立观测、
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工作计划，通过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本报告还给出了根据《基本文件第 1 号》(WMO-No. 15)总则第 145 条的规定，自从世界气象大会建立委员会
以来，主席代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决定 14 (INFCOM-1)的附件

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1.

引言

INFCOM 主席关于 INFCOM 第一次届会第二部分（2020 年 11 月 9 日至 13 日）之前的活动报告见第一次
届会初步节略报告，其中包括以下信息：
(1)

提及各技术委员会主席提交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二次届会的报告（参见 EC-72/INF. 2.4(1)），其中特
别报告（1）通过决议 7 (Cg-18)大会建立 INFCOM 以来的活动信息；（2）主席参与过渡小组的工
作，委员会于 2020 年 4 月通过其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包括分别通过决议 1 (INFCOM-1)、决议 2
(INFCOM-1)和决议 3 (INFCOM-1)通过了委员会官员、主席和副主席，和委员会工作计划；（3）主
席参加 TCC 届会，并审查 EC-72 的相关决定；

(2)

委员会为设立委员会管理组、组建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成员以及在常设委员会下设立专家组而开展的活
动，包括任命其领导和成员；

(3)

主席与副主席、SERCOM 主席、研究理事会主席和秘书处就一些专题定期联系；

(4)

INFCOM 管理组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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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在 2020 年 5 月至 2020 年 11 月期间开展活动的摘要；

在 INFCOM-1 届会（第二部分）之后，主席一直在关注以下问题：
(1)

INFCOM 和 SERCOM 主席之间以及与研究理事会主席继续定期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议题
并统一意见；

(2)

参加 2020 年 11 月召开的世界气象组织资料大会；

(3)

参加区域协会届会及其管理组；

(4)

参加 2021 年 3 月 3 日至 5 日举行的技术协调委员会会议；

(5)

作为成员参加 EC 全面审查世界 WMO 区域概念任务组的会议；

(6)

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2 月和 3 月举行三次 INFCOM 管理组会议，重点讨论战略问题（见
下文第 2）；

(7)

管理组还与委员会通过决议 2 (INFCOM-1)设立的协调员进行了接触。（请注意基础设施事项方面的参
与和伙伴关系协调员（区域协会、私营部门、学术界）（C-ENG）仍然空缺）：

(8)

(a)

地球系统模拟的水文学协调员（C-HESM）– Narendra Tuteja（澳大利亚），

(b)

卫星事宜协调员（C-SAT – 张鹏（中国））；

由于 Yuki Honda 先生（日本）换了新的职位，原先有他担任的应用地球系统模拟和预测数据处理常设
委员会（SC-ESMP）副主席一职于 2021 年 3 月出缺，新的任命需由委员会决定。

2.

战略事宜

在这一阶段，主席为支持委员会所花费的大部分时间是有战术性安排的，即侧重于建立委员会的工作结构，建
立常设委员会、其专家组和研究组，以及根据决议 3（INFCOM-1）制定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和交付成果。然
而，管理组正围绕以下主题进行战略讨论：
(1)

(2)

整合委员会在地球系统所有领域开展的活动，最初的重点是水文、海洋和冰冻圈。将在以下领域进行整
合：
(a)

根据建议 1 (INFCOM-1)，通过实施 WIGOS 初始运行阶段（2020-2023 年）计划，建立观测系
统；

(b)

WIS 2.0 实施方法，依据是决议 57 (Cg-18) – WMO 信息系统：修订技术规则和 WIS 2.0 实
施方法，包括依据建议 7 (INFCOM-1) 的 WIS 功能结构和示范项目；

(c)

未来综合无缝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协作框架，其依据是决议 58 (Cg-18) - 未来综合无缝全
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协作框架；

(d)

将全球冰冻圈监视网负责协调的冰冻圈活动纳入委员会的工作结构，其依据是决议 48 (Cg-18)
– 下一个 WMO 财务期（2020-2023 年）的极地和高山议程的主要方向 – 和决议 50 (Cg-18)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预运行阶段。

起草新的 WMO 综合数据政策的情况：请参见 INFCOM-1(III)/文件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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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力发展，特别是与系统观测融资机制（SOFF）有关的能力发展，其以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的
要求为基础：请参见 INFCOM-1(III)/INF. 5.2.3。根据决定 13 (EC-72)，INFCOM 一直致力于为发
展和维持核心能力和专门知识；

(4)

努力在委员会成员中实现性别平衡：请参见 INFCOM-1(III)/INF. 7；

(5)

参与区域协会的情况：请参见 INFCOM-1(III)/INF. 6.4；

(6)

与其他机构的协调情况：请参见 INFCOM-1(III)/INF.6.3 及相关参考文件。

3.
3.1

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活动摘要

地球观测系统和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SC-ON）

组长：Estelle Grueter（瑞士），副组长：Sidney Thurston（美国）
关于 SC-ON 在 2020 年 11 月之前的活动，请参见 INFCOM-1 第二部分（2020 年 11 月 9 日至 13 日）的
初步节略报告，其中特别提到在 SC-ON 下设立专家组的情况和相关活动。
自 2020 年 11 月中旬以来，委员会一直专注于筹备 INFCOM-1 届会第三部分将作出的决定，在议题 5.1.1
下讨论。
SC-ON 第三次虚拟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举行，并根据 SC-ON 同期工作计划，按照决议 3
(INFCOM-1)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工作计划，商
定了监测 2020-2023 年期间 SC-ON 里程碑的方法。委员会还商定了委员会今后几个月内将要处理的专题清
单。这些专题特别包括：
(1)

在各种地球系统领域的整合，包括：
(a)

在其他领域的观测中扩展 GBON，以支持全球数值天气预报的要求；

(b)

为地球观测系统设计和演变联合专家组（JET-EOSDE）对具体领域问题（海洋、冰冻圈、大气
成分等）的滚动需求审查做出贡献；

(c)

区域要求和观点（例如与 GOOS 区域联盟的联系）— 审视可能存在利益的具体问题；形成共同
的理解，从以前的活动中吸取经验教训；

(d)

关于整合原位数据和卫星数据的卫星观测，如何与具有卫星事务专门知识的 SC-ON 成员、卫星
事务协调员（C-SAT）、卫星系统和利用问题专家组（ET-SSU）、冰冻圈和极地观测界接触，
以及如何协调相关行动；

(e)

各领域的数据质量监测；

(f)

台站组/台站分组/多用途台站；

(g)

WIGOS 台站标识符；

(h)

观测的环境影响（观测网络方面；观测站和 SC-MINT 负责的仪器方面）；

(2)

能力发展，包括与 GBON 和 SOFF 有关的能力发展；

(3)

改善数据的提供，包括来自私营部门和第三方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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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层网络，各种网络的整合，以及与 GCOS 地表基准网络任务组（TT-GSRN）和前气候委员会
（CCl）气候基准站小组一起审议基准站的概念；

(5)

专家组组长提出的其他专题。

讨论了一些交叉性问题，以解决 SC-ON 专家组之间以及与其他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之间的协同作用。SCON 与信息管理和技术常设委员会（SC-IMT）特别讨论了关于 WIGOS 台站标识符、WIGOS 元数据和
WIGOS 数据质量监测系统（WDQMS）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与海洋观测和基础设施系统研究组（SGOOIS）讨论了关于海洋观测网络的问题。
SC-ON 还与 GEO 和私营部门的行为者，特别是水文气象设备行业（HMEI）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建立了联系，以促进它们参与 INFCOM 的相关活动。
3.2

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SC-MINT）

组长：Bruce Hartley（新西兰），副组长：Janice Fulford（美国）
自上次向 INFCOM-1 第二部分报告以来，SC-MINT 举行了两次视频会议（2020 年 12 月 10 日；2021 年
2 月 11 日），并确保以前的活动无缝过渡到新的结构。所有专家组现在都已开始工作，其工作计划也已得到
SC-MIN 的批准。专家组一直定期举行电话会议，主要是每月或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他们于 2021 年 1 月提
交了第一份季度活动报告。上一次 SC-MINT 视频会议讨论并批准了这些报告。
在 ET 报告中发现的一些关键问题包括：WMO 各出版物中的术语和不确定性表述缺乏一致性，以及 WMO 定
义缺乏一个单一的权威切入点以确保术语的一致性。SC-MINT 促进有关解决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相关小
组中这些问题的活动。
其他正在进行的活动还包括制定以下指导原则：关于实施测量质量分类计划和选址分类计划的指导原则；关于
低成本自动气象站的指导原则；关于实地检查的指导原则；关于天气雷达的指导原则；以及 WMO/国际标准
化组织的联合标准；以及《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关于测量海洋气象和海洋学变量的新卷。
筹备工作进展顺利的一些计划中的事件包括：
(1)

WMO 第一区域协会（非洲）成员向地基自动测量过渡的在线讲习班，2021 年 3 月 22 日至 25 日；

(2)

WMO 为区域仪器中心举办的质量、可追溯性和校准 — 温度在线试点培训讲习班，2021 年 5 月；

(3)

在 2021 年全年，对一区协和三区协进行实验室比对；

(4)

第十三次国际日温计比对，2021 年 9 月至 10 月（计划进行）；

(5)

TECO“可持续的适合用途的测量– WMO 地球系统方法的基础”，2021 年 10 月（计划进行；与
WTME 联合）；

(6)

WMO 高空仪器比对（UAII-2021）（推迟：实验室阶段 - 2021 年 12 月，实地活动 - 2022 年 8/9
月）。

SC-MINT 主席成立了试验台和牵头中心特设任务组，其成员如下：Tilman Holfelder（组长）、Pak Wai
Chan、Karen Grissom、Herman Smit 和 Janice Fulford（作为未来水文领域的观察员）。这个特设任务
组的作用是处理与试验台和牵头中心的绩效有关的事项。
通过区域仪器中心（RIC）机制，特别是对 RIC 监督程序文件的修订，改善为会员服务的工作正在取得进展。
根据决议 4 (INFCOM-1) – 全球基本观测网的未来发展，SC-MINT 开始与 INFCOM 副主席和 INFCOM 环
境可持续发展管理组主要倡导者 Bruce Forgan 合作，探讨观测技术对环境影响的挑战和 SC-MINT 可能开展
活动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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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MINT 一直在探索如何与其他常设委员会就共同关心的主题开展更密切、更有效的合作，包括建立一个批
准联合小组文件的机制，以及让水文专家更好地参与 SC-MINT 的小组。

信息管理和技术常设委员会（SC IMT）

3.3

组长：Remy Giraud（法国），副组长：Hassan Haddouch（摩洛哥），副组长：Jeremy Tandy（英
国）。
在 2020 年 11 月 INFCOM-1 届会第二部分之后，SC-IMT 的专家组和任务作组一直在举行虚拟会议，目的
是就其优先任务开展工作。在 SC-IMT 组长和副组长的密切协调下，各工作组制作了以下可交付成果：
(1)

作为 2021 年第一个快速通道项目，对《电码手册》第 I.2 和 I.3 卷（WMO-No. 306）进行修订。包
括对 GRIB、BUFR 和 WIGOS 元数据表示的修订。

(2)

用于海洋和雷达天气数据的 CF-NetCDF 廓线，将列入《电码手册》（WMO-No. 306）（请参见
INFCOM-1/INF. 5.1.3(1)）。

(3)

建立一个新的 WIS 2.0 示范项目，为海洋观测平台交换 CF-NetCDF 数据。

(4)

对新的 WIS 监测做法和工具的要求（请参见 INFCOM-1/INF. 5.1.3(2)）。

(5)

WIS 元数据质量指标（请参见 INFCOM-1/INF. 5.1.3(2)）。

(6)

分析有关 WIGOS 台站标识符的问题，并为编写针对会员的调查问卷。

(7)

与 SERCOM 合作制定 OpenCDMS 路线图（请参见 INFCOM-1/INF. 5.1.3(3) ）。

SC-IMT 与 SC-ON 一直在参与协调交叉性活动，如 WIGOS 台站标识符和 WDQMS，并在 1 月 26 日举行
了一次联合会议。两个常设委员会将在若干问题上开展密切合作。
1 月 29 日，SC-IMT 与 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的国际海洋数据和信息交换（IODE）的专家
举行了一次虚拟会议。已经开始协调工作，以统一 WIS 2.0 和 IOC 正在开发的海洋数据和信息源
（ODIS）。在同一背景下，SC-IMT 参加了 WMO/IOC 联合协作理事会的若干活动，并为 JCB 战略提供了
资料。
SC-IMT 支持实施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在新版 ICAO 气象信息交换模式（IWXXM）中的要求。

应用地球系统模拟和预测的数据处理常设委员会（SC-ESMP）

3.4

组长： David RICHARDSON（ECMWF），副组长：2021 年 2 月前为 Yuki HONDA（日本），之后空缺
关于 SC-ESMP 在 2020 年 11 月之前的活动，见 INFCOM-1 第二部分（2020 年 11 月 9 日至 13 日）初步
节略报告，其中特别提到了在 SC-ESMP 下设立专家组的情况和相关活动。
自 2020 年 11 月中旬以来，SC-ESMP 一直专注于编写将由 EC-73 批准的建议，将通过 INFCOM-1 届会第
三部分在议题 5.1.4 和 5.2.1(1)下讨论。SC-ESMP 通过水文服务常设委员会（SC-HYD）与 SERCOM 密
切合作，将区域专业水文中心的概念引入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GDPFS），如议题 5.2.1(1)所示。
SC-ESMP 于 2001 年 3 月 3 日至 5 日举行了第一次虚拟会议，重点关注以下领域：
(a)

制订无缝 GDPFS（S/GDPFS）实施路线图的计划，将地球系统的其他部分纳入地球系统模式，
并确定需要纳入其中的成熟领域，

(b)

制定选择试点项目的标准，选择的项目不仅可以显示 S/GDPFS 的好处，而且可以确定与各部门
和学科有关的挑战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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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审查专家组的活动，确定 COVID-19 大流行病对计划交付成果造成的风险，并审议减轻这些风
险的措施；

除上述活动外，委员会还与 SERCOM 一起，通过气候服务常设委员会（SC-CLI）向 WMO 会员最后宣布
《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情况》投入使用。在经过约两年的预运行近实时发布后，自 2020 年 12 月起，GSCU
已在 WMO 长期预报多模式集合牵头中心（LC-LRFMME，https://www.wmolc.org/gscuBoard）上实时
发布。SC-ESMP 专家为制定 WMO-IOC 联合协作理事会（JCB）和研究理事会（RB）下的全球大气监视网
计划（GAW）的战略做出了贡献。

数据事宜和政策研究组（SG-DIP）

3.5

组长：Sue Barrell（澳大利亚），副组长：Silvana Alcoz（乌拉圭）
该小组已经完成了其工作的最初部分，编写了一份关于 WMO 国际交流地球系统数据统一政策的大会决议。该
与 WMO 战略计划（决议 2（Cg-18）—第十八财期（2020-2023 年）的最高支出）中阐述的 WMO 综合地球
系统监测和预测的总体方法完全一致。该依托 WMO 现行数据政策决议，同时扩大了范围并根据当前的要求
和背景对 WMO 数据政策进行了更新。文本作为建议 草案5.1.5/1 的附件提交给 INFCOM-1(III)，供其审议
并向世界气象大会提出建议。
3.6

海洋观测和基础设施系统研究组（SG-OOIS）

组长：Paula Etala（阿根廷），副组长：R. Venkatesan（印度）
关于 2020 年 11 月前 SG-OOIS 的活动，请参见 INFCOM-1 第二部分临时最终节略报告（2020 年 11 月 913 日），报告中介绍了当时所做的工作，即了解前 JCOMM 的观测和数据管理活动，包括确定联合协作理事
会的职责，以消除 SSG-OOIS 和 JCB 之间的任何重叠。该小组讨论了可交付的成果，并商定了一项工作计
划，其中有三个重点领域：（1）组织要求；（2）用户要求；（2）数据管理。
自 2020 年 11 月中旬以来，委员会一直专注于筹备 INFCOM-1 届会第三部分所要作出的决定，在议题
5.1.7 下讨论。
SG-OOIS 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并在工作计划方面取得了进展。小组商定了专题清单，以确定最佳的功能联
系，小组将在今后几个月内讨论这些专题。其中特别包括：测量、仪器和可追溯性；观测网络和监测；数据管
理；无缝产品和预报系统；交叉性领域（即陆地和空基观测）；海洋数据应用；研究和创新等。

冰冻圈交叉功能研究小组（SG-CRYO）

3.7

组长：Arni Snorrason（冰岛）；副组长：Shawn Marshall（加拿大）
关于 2020 年 11 月前 SG-Cryo 的活动，请参见 INFCOM-1 第二部分临时最终节略报告（2020 年 11 月 913 日）。
自 2020 年 11 月中旬以来，SG-Cryo 按照 INFCOM-1 第一部分批准的职责继续开展工作。第一批建议已提
交 INFCOM-1 第三部分，并涉及决议 48 (Cg-18) – WMO 下一个财政期（2020-2023 年）极地和高山议
程的主要方向和决议 50 (Cg-18) – 全球冰冻圈监视的预运行阶段的决定，是关于将这些活动纳入 INFCOM
的工作结构，以便提供冰冻圈信息，实现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的目标。
具体是：
(1)

议题 4(2) – 建议在 INFCOM 内设立全球冰冻圈监视指导小组(GCW-SG)；这将有助于直接有效地参
与 INFCOM 的所有结构，并为 WMO 运行计划作出贡献。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
家组（EC PHORS）同意这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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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5.1.6 – 建议 EC-73 批准纳入 WMO 运行计划中的 GCW 预运行计划，并提出了提供冰冻圈观测
和数据的具体目标，以支持满足所有纬度的地球系统监测和预测的需要。该计划下各项目标的实现将由
GCW 指导组协调。

此外，SG-Cryo 还重点关注 WMO 在南极活动方面的作用。在 WIGOS 和 WIS 的范围内，确定了更多的机
会与 INFCOM 在观测和数据交换方面的工作进行更密切的协调。
SG-Cryo 将继续开展工作，最后建议将提交 INFCOM-2。SG-Cryo 将继续把重点放在记录对 WMO 战略计
划长期目标 1 下确定的服务的需求和提供冰冻圈信息上，例如极地和高山地区的水文、气候服务、海洋冰服
务、减少灾害风险等。
SG-Cryo 的最后建议将置于 WIGOS、WIS 和 GDPFS 的框架内。
3.8

实施全球基本观测网研究组（SG-GBON）

组长：Stefan Klink（德国），副组长：Pascal Waniha（坦桑尼亚）
在 INFCOM-1 届会第二部分之后，SG-GBON 目前正在等待 WMO 会员对 GBON 条款的反馈，并等待
2021 年特别大会作出决定。研究组组长和联合组长出席了 SC-ON 会议，并开始与 SC-ON 组长探讨 SC-ON
今后在 GBON 方面的作用。
3.9

WM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国际

科学理事会（ISC）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联合研究组（JSG-GCOS）
联合组长：巢清尘（WMO），联合组长：Martin Visbeck（IOC/ISC）
小组的组成须经执行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发起组织的理事机构批准。
在四个联合发起组织就成员组成达成一致后，该小组于 2020 年 12 月开始工作。
在第一次会议上，成立了四个分组，研究这项任务的不同方面：审查资金来源、审查任务范围、对谅解备忘录
进行可能的修订，以及对当前安排进行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分析（SWOT）。联合研究组的目标是在
2021 年 3 月底之前将这四个分组聚集在一起，编写一份对 GCOS 的简短审查报告。这将是该小组在 2021
年晚些时候提出建议的基础。

决定 15(INFCOM-1)
以协商一致且不经辩论的方式通过决定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决定 3 (INFCOM-1) – 通过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建议的决定和建议草案，
审查了本决定附件 1 中所载的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和管理组所遵循的暂行标准，
决定以协商一致性且不经辩论的方式通过决定附件 2 中的决定。
参见本决定的两份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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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
做出的决定的理由：
决定 3 (INFCOM-1)要求“本委员会主席经与服务委员会主席磋商，就《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WMONo.1240）中关于被视为协商一致的议项的遴选标准和公开讨论的条件编制条款，并提交下次届会审议”
两个技术委员会的主席已就附件 1 中的暂行标准达成一致。一旦服务委员会在其第一次届会第二部分
（SERCOM-1(II)）和本委员会在其第一次届会第三部分（INFCOM-1(III)）上审查了这些标准，秘书处将
在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三次届会（EC-73）上通过这些标准之前编写一份建议提交给技术协调委员会（TCC）。
本委员会主席经与管理组协商，编制了本决定附件 2 中的决定清单，将按照附件 1 中所述的标准，以协商一
致且不经辩论的方式通过。该决定将由 INFCOM 主席在届会第一天提交并通过。委员会成员可要求将清单上
的任何决定从清单上删除并进行辩论，方法是向 plenary@wmo.int 发送请求或在讨论议题 2 时提出请求。

决定 15(INFCOM-1)的附件 1
以协商一致方式（不经辩论）决定的暂行标准
根据《总则》，涉及下列问题的文件通常应进行辩论：
•

对《技术规则》的修改（参见《总则》第 49 条第 3 款第 1 项）；

•

影响工作计划的举措（在资源或多学科活动方面）（参见《总则》第 49 条第 3 款第 2 项）；

•

与外部机构的合作（参见《总则》第 49 条第 3 款第 3 项）；

•

对会员影响大/风险高的举措（参见《总则》第 49 条第 3 款第 4 项）。

考虑到上述总体原则，INFCOM 主席和管理组遵循以下标准，以确定 INFCOM-1(III)将以协商一致且不经辩
论的方式通过的决定建议清单：

决定类型
一般性决议/决定

关于技术委员会工作计划的决定

需要满足的条件
•

技术委员会的内部事务

•

对会员的影响和风险都较低

•

无财务影响（会员、秘书处）

•

由委员会主席与管理组协商后提出

•

这是对技术委员会以前一项决议中所通过的工作计划的微小
调整

•

由技术委员会主席与管理组协商后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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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核准概念说明或，以便进一步制定（重新）安排活动等

•

附有足够的背景资料

•

由技术委员会主席与管理组协商后提出

决定类型

需要满足的条件

关于修改手册的建议

关于修改指南的建议

与技术要求无关的、需要会员作出承
诺的建议

其他建议

•

涉及的是推荐做法和程序，而不是标准做法、技术规则的说
明和附件，或对技术规则进行编辑或微小修改

•

涉及伙伴组织与 WMO 协商后已经批准的修改

•

由技术委员会主席与管理组协商后提出

•

这些材料已经通过其他政府间机制或由技术委员会以通讯方
式进行了审查

•

涉及到编辑或因手册的修改而产生的微小变化

•

由技术委员会主席与管理组协商后提出

•

附有足够的背景资料

•

由技术委员会主席与管理组协商后提出

•

这是一个在 WMO 会员内部达成高度共识的问题

•

与其他相关机构（如：INFCOM、区域协会、EC 专家组、研
究理事会）进行事先协商，保证了决定的共识性

•

由技术委员会主席与管理组协商后提出

注：如果认为不符合上述标准，则可应委员会成员的要求，对提议不经辩论通过的任何决定进行辩论。

决定 15(INFCOM-1)的附件 2
INFCOM-1(III)以协商一致方式且不经辩论通过的决定

文件编号

决定

标题

1(2)

决定 1(2)/1

在线举行会议的工作方法

2(1)

决定 2(1)/1

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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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

决定

标题

3

决议 3/1

审查与 INFCOM 有关的 EC-73 决议和决定

4(1)

决议 4(1)/1

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5.1.2(1)

指定 WMO 地基综合气象观测试验台，中国长沙

决定 5.1.2(1)/1

5.1.2(1)

决定 5.1.2(1)/2

指定 WMO 海洋气象科学实验基地牵头中心，中国
博贺

5.1.7(1)

决定 5.1.7(1)/1

海洋气象观测和数据管理的最佳功能连接

5.2.1(2)

建议 5.2.1(2)/1

收集气候学标准正常值

5.2.1(3)

建议 5.2.1(3)/1

更新《高质量全球气候数据管理框架手册》（HQGDMFC）的气候服务要求

5.2.2

决定 5.2.2/1

水文协调组的建议

6.2

决议 6.2/1

审查以前的委员会结构的决议和建议，并评价相关
行动的实施情况

决定 16(INFCOM-1)
审查涉及本委员会的 EC-72 决议和决定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
审查了 INFCOM 主席和管理组为响应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二届会议（EC-72）的要求所采取的行动，
注意到委员会的回应均是根据各自的时间表，
决定赞同本决定的附件所述的所有采取的行动。
参见本决定的附件。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根据《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WMO-No. 1240）第 6.10.1(9)条，技术委员会届会的议
程应包括审议涉及本委员会的执行理事会决议。
本决定的附件包含 EC-72 通过的各项决议和决定的摘要，详述了对 INFCOM 的要求。最后一栏归纳了
INFCOM 主席和管理组为响应这些要求所采取的行动。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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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6(INFCOM-1)的附件
对涉及本委员会的 EC-72 决议和决定所采取的行动

EC 决定
决议 1 (EC-72)

名称
区域协会、技术委员
会与研究理事会之间
的有效协调

INFCOM 任务

截至 2021 年 3 月所采取的行动

决定在秘书处的支持下，技术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应在其工作计
划审批前，将之与各区域协会协商并与之共享，以确保其工作计
划与各区域协会的需求和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并确保在区域规划
中考虑到执行的要求；

见决议 1 (INFCOM-1)) - 建立观测、基础设施与信
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和研
究组所述

要求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和区域协会主席：
(1) 在其届会上评价这些机构间互动和关系的有效性，并在必要时
通报执行理事会；
(2) 确保国家水文部门、区域水文顾问和水文顾问适当参与其机构
的活动；
(3) 确保区域代表，包括区域中心的代表积极参与技术委员会和研
究理事会附属机构的活动；

见决定 11 (INFCOM-1)- 基础设施委员会与其它
机构协调，及决定草案 6.3 (INFCOM-1(III))。

敦促技术委员会主席考虑参加各机构的届会，以及若不能亲自到
会，考虑远程参会。

在编写本报告之时，INFCOM 主席参加了所有
SERCOM 和区域协会届会，以及其管理组会议；和技
术协调委员会会议。
还有 INFCOM 和 SERCOM 主席之间以及与研究理事
会主席的定期非正式会议。
最后，INFCOM 主席作为 EC 全面评审 WMO 区域概
念任务组成员参加了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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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决定
决议 4 (EC-72)

名称
加强海洋服务

INFCOM 任务

截至 2021 年 3 月所采取的行动

要求 (2)… 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能力发展小组和 WMOIOC 联合协作理事会：(a) 应要求，就研讨会上讨论的与其任务
相关的事项，协助提供咨询意见或知识专长，包括对所要求的信
息提供意见和建议；(b) 确保信息的有效协调以满足区域层面的
需求以及本组织做出适当技术响应；(c) 协助提供技术专业知识
和咨询（在 SC-MMO 的指导下）以及促进和支持缩小利益相关
方认识和培训方面差距所需的区域援助，包括提供技术专家协助
WMO‘加强海洋天气预报服务’的课程，从而提高会员的海洋天气
能力；

大部分涉及 SERCOM。根据需要专门为涉及基础设施
事宜提供专业知识。
研讨会暂定于 2022 年举行。将为和由 SC-MMO 开
展持续行动。
今后四年将在各地区推广该课程。

决议 6 (EC-72)

每日气候数据国际交
换的试验阶段

要求 INFCOM 与 SERCOM 密切合作，以：(1) 监督每日气候数
据国际交换试运行阶段的准备和协调；(2) 向执行理事会报告试
运行阶段的进展，以便在适当的时间点开展全面业务实施；

INFCOM SC-IMT 数据标准专家组根据 SERCOM
SC-CLI ET DRC 提出的要求开始评审 DAYCLI 的
BUFR 序列，并将在快速跟踪 2021–2 年完成，实验
数据交换已开始并审议，且在准备预运行阶段过程在
开发监测工具。

决议 7 (EC-72)

长期气候观测台站的
最新认定机制

要求技术协调委员会在新的 WMO 治理结构下协调审查 WMO 长
期观测站的认定机制，并向 EC-73 提交一份提案，强调新的技
术委员会在进一步发展该机制方面的作用，旨在将该认定机制反
映在 WMO《技术规则》中。

SERCOM 通过了建议 3(SERCOM1)-长期气候观测台站的最新认定机制，它建议执行
理事会通过更新的长期观测站认定机制和进一步开
发该机制的路线图。

决议 8 (EC-72)

就 AMDAR 计划
（WICAP）的发展与
IATA 的合作

要求 INFCOM：(1) 审查并制定完成数据政策，并将其提交 EC73；(2) 根据 WICAP 实施计划并与 IATA 和 WMO 区域协会合
作，承担起协调 WICAP 持续建立的作用和职责，并就 WICAP
的实施进展情况定期向 EC 报告；

根据建议 5 (INFCOM-1)-就 AMDAR 计划
（WICAP）的发展与IATA 的合作，向 EC-73 推荐
WICAP 数据政策。在 INFCOM SC-ON 下建立了
JET-ABO，担负 TT-WICAP 的职责。
另见决定 5.1.1(7) (INFCOM-1)- 业务气象学使用无
人航空系统（UAS）全球示范项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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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INFCOM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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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3 月所采取的行动

决议 9 (EC-72)

第十三届国际绝对日
射表对比延期举行

要求 INFCOM 审查世界辐射中心对 WSG 和世界红外标准组
（WISG）的临时评估；

暂定于 2021 年 9 月/10 月在达沃斯举行 IPC-13、
IPgC-3 和 FRC-5 会议。委派辐射基准专家组监督世
界辐射中心开展的对世界标准组（WSG）和 WISG
仪器的临时内部评估等各项活动。预计 2021 年第二
季度可准备好两个标准组的报告提供 INFCOM SCMINT 审议。区域/国家辐射中心到目前为止没有报告
任何有关溯源性保证的问题。

决定 7 (EC-72)

WMO 数据政策

要求 INFCOM 与 SERCOM、研究理事会及其它机构密切合作，
通过 SG-DIP 的工作、计划的利益相关方磋商和 2020 年 11 月
的 WMO 数据会议，最终确定该决议的文本，并将文本提交 EC73，供其给 WMO 特别大会提交大会的建议。进一步要求基础设
施委员会 – 通过即将召开的 TCC 和 PAC 会议 - 继续向执行理事
会通报数据政策决议的编制情况；

参见建议草案 5.1.1(5)/1(INFCOM-1) - WMO 地
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统一政策。
SG-DIP 一直在与 INFCOM 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密切
合作，并与 SERCOM 和研究理事会磋商制定该政
策。
数据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INFCOM-1 第二部分召开
后不久举行。

决定 9 (EC-72)

次区域尺度季节性客
观预报和定制产品的
业务化

要求(d) INFCOM 和 SERCOM 为提案的实施提供技术协调。

《客观季节预报业务规范指南》(WMO-No.
1246)2020 年版概述了从主观向客观季节气候展望
过渡所需的步骤。通过 WIGOS、WIS 和 GDPFS 中
心，INFCOM 一直在与 SERCOM 合作致力于确定技
术投入和数据/产品交换需求以及技术规则中的相关
标准和规范，以促进实施客观季节预报。SERCOM
还通过了 决议5(SERCOM-1) – 针对次区域尺度客观
季节性预报和定制产品业务化的技术协调。

决定 12 (EC-72)

关于修订 WMO 能力
发展战略的建议

决定要求 CDP (a) 与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WMO-IOC 联
合协作理事会、区域协会及其它相关机构协调，审议 2015 年
《WMO 能力开发战略》（WMO-No. 1133），同时考虑到
WMO 改革、区域优先事项、新需求和提供或支持方面的趋势；

INFCOM 主席暂时提名了 Jennifer Milton 女士作为
INFCOM 代表参加 CDP。她一直在向 CDP 提供
IFCOM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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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决定

名称

INFCOM 任务

截至 2021 年 3 月所采取的行动

决定 13 (EC-72)

发展并保持核心能力
与技术专长

(2) 要求各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
(a) 通过推动专家审议 BIP-M 和 BIP-MT 的修订建议并就这些建
议提供意见和建议，促进完成 BIP-M 和 BIP-MT 的修订；
(b) 要求包括 WMO 区域培训中心在内的区域培训机构记录其课
程与在《技术规则》（WMO- No.49）中所概述的有关实施
WMO 基本教学套件（BIP）和胜任力框架的 WMO 标准的合规
程度；
(c) 参与提供所需的技术专长和咨询意见（在 SC-MMO 的指导
下）以及区域援助，以促进并支持‘加强海洋天气预报服务’课程，
从而为参与者提供更多学习机会；

INFCOM 一直在专门响应各项需求。

决定 14 (EC-72)

国际气象组织奖及其
他奖项

(4) 候选人遴选：
(a)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测量、仪器
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SC-MINT）主席，与 INFCOM 主席磋
商，邀请仪器和观测方法领域的三位杰出科学家担任这两个奖项
的评审员；

SC-MINT 经与 INFCOM 主席磋商推荐了评审员。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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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7(INFCOM-1)
全球数值天气预报的卫星数据需求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决定通过全球数值天气预报（NWP）的卫星数据需求并，认识到今后需要
更新“全球数值天气预报卫星数据要求”，确定发表本决定附件的机制，以支持今后的更新，并提交下次届会
审议。
参见本决定附件。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1)

决议 34 (Cg-18) - 全球基本观测网。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是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地基子系统的一个子集，与 WIGOS 空基子系统及其它地基观测系统配合使用，从而促进
满足全球 NWP 的需求，包括支持气候监测的再分析，

(2)

决定 39 (EC-70) - 第十四次卫星事务高级别政策磋商会的成果，鉴于空基观测正在且仍将继续发挥关
键作用，帮助所有会员提供重要服务，挽救生命、保护财产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本项决定中，执行
理事会要求按照国际数据交换政策开展这些观测，

(3)

决定 38 (EC-70) - 编写 WMO 关于关键卫星资料的立场文件，在本项决定中，执行理事会要求基本系
统委员会编写完成立场文件，从用户角度概述说明哪些类型的卫星资料应被认为对于保护生命财产是至
关重要的，

(4)

虽然 GBON 仅涉及地基和实地数据，推动满足可支撑 WMO 各项应用的全球 NWP 的需求，包括支持
气候监测的再分析，但也同样需要建立必要的空基数据补充 G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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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7(INFCOM-1)的附件
全球数值天气预报的卫星数据需求

（WMO 基础设施司，草案，2021 年 3 月 9 日）

执行摘要
对支持 WMO 所有活动领域服务的更多先进卫星数据和产品的需求日增、支持地球系统模
拟和预报进步的不断发展的卫星数据需求，包括整合辅助跨学科数据以及数据提供方的
多样化，这些都引起了对数据获取和可用性等问题的再次关注。因此，第 18 次世界气象
大会（Cg-18）呼吁审议决议 40、25 和 60 中所述的 WMO 数据决议。此外，在 Cg-18
上，WMO 建立了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GBON 是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地基子系统的一个子集，与 WIGOS 空基子系统及其它地基观测系统配合使
用，从而促进满足这些需求。
本文件作为 WMO 对气象卫星协调组织（CGMS）行动 47.02“WMO 在下次 CGMS 会
议上提交全球 NWP 的卫星产品基线需求报告，以推动 CGMS 讨论此类观测资料的提供
情况以及未来可能的改进和纳入 CGMS 基线文件等问题 ”做出的响应。它可反映出

WMO 对全球 NWP 界所表达的基线卫星数据需求的立场，并确定对补充 GBON 以满足
全球数值天气预报（NWP）骨干观测系统所需的骨干及额外数据和相关的用户需求。本
文件只考虑 1 级和 2 级数据，但今后可能考虑纳入更高级别的产品（3 级和 4 级）。虽
然全球 NWP 支撑着 WMO 许多应用领域，但本文只涉及通过用于全球 NWP 满足的用户
需求，并未涉及其它应用领域的观测用户需求，并建议在单独的立场文件中对此加以阐
释。

__________
引言
遥感在过去 30 年的广泛发展使得卫星观测更加先进、及时和多样。这方面，连同对以支持全球 NWP 保障地
球系统模拟和预报的跨学科数据需求日益增加以及数据提供方的多样化和全球 NWP 的新应用（例如气候再分
析）均引起了对数据获取和可用性等问题的再次关注。全球 NWP 的地球系统方法主要依赖于《WMO 全球综
合观测系统 2040 年愿景》（WMO-No. 1243）（以下简称 WIGOS 2040 年愿景）中确定的卫星数据。
此处的 NWP 包括数值天气预报的地球系统方面，它们支持业务天气预报的目标，但在本文中不包括本身的地
球系统数值预报。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天气预报目前需要描述整个地球系统，因而需要地球系统观测。
本立场文件使用某些与《WIGOS 2040 年愿景》的术语相一致的术语。在《WIGOS 2040 年愿景》中，“骨
干”一词被定义为确定用户对先进全球 NWP 预报系统支持 WMO 各应用领域（包括保护生命和财产）所需卫
星数据和产品的需求。此外，国家机构和国际机构或可开展在愿景中未设想到的创新观测，并提供观测资料，
有些观测资料后续可用于全球 NWP。《WIGOS 2040 年愿景》中尚未对此做出承诺，因此，它们并不是骨
干，但它们对用户极具价值。“额外”一词描述的是这些卫星数据和产品。在确立和用于全球 NWP 后，用户
对这些数据的需求与对骨干观测数据的需求相同，以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支持 WMO 计划，从而协助其它
会员在其国家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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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件归纳了 WMO 建议空间机构考虑关于收集和提供骨干卫星数据的关键原则，以补充 GBON 满足
全球 NWP 支持业务气象学及其它应用领域的基本需求。应当注意，只有在 GBON 及其它网络（例如，全球海
洋观测系统）所提供的足够高质量实地和地基观测的支持下，方可充分利用空基观测的能力。
本文件的目的
本立场文件作为 WMO 对气象卫星协调组织（CGMS）行动 47.02“WMO 在下次 CGMS 会议上提交全球
NWP 的卫星产品基线需求报告，以推动 CGMS 讨论此类观测数据的提供情况以及未来可能的改进和纳入
CGMS 基线文件等问题”做出的响应。
本立场文件反映出用户对推荐的骨干和额外卫星数据的需求，以支持全球 NWP，并概述全球 NWP 所需的基
线卫星数据，参见下文两个列表：用于全球 NWP 的骨干卫星数据和用于全球 NWP 的额外卫星数据。此外，
本立场文件为 CGMS 成员提供了一份综合列表，列明了与空间部分提供方最相关的 WMO 关键出版物中的原
则、标准和最佳规范。本文件只考虑 1 级和 2 级数据，但今后可能考虑纳入更高级别的产品（3 级和 4 级）。
这种骨干数据是为了在《WMO 滚动需求评审》和《指南声明》 1确定的整个 WMO 应用领域（包括保护生命
和财产）中，支持在地球系统模拟方法内的先进全球 NWP 系统。此外，本文件旨在指导对《WMO 全球综合
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进行相关的更新。
背景
目前，全球 NWP 模式系统支持大部分 WMO 应用领域。尽管本文件仅侧重于全球 NWP 用户需求，但其它应
用领域的用户通常会受益于通过全球 NWP 对卫星数据的投资。因此，如果我们满足全球 NWP 用户需求，则
我们可部分满足其它应用领域的需求。特别是目前，全球 NWP 确实采用地球系统方法。然而，重要的是要认
识到，这些应用领域将有一些本文未提及且有别于全球 NWP 用户需求的的额外需求。编写立场文件有助于反
映卫星观测数据在所有 WMO 应用领域中这种广泛的使用。
地球遥感技术的飞速发展为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内的观测数据提供带来了新机遇。这些机遇
包括获取 WMO 会员收集的跨学科数据、通过共享具体技术规范和元数据促进的创新方法以及具成本效益获取
商业和研究任务所提供数据的潜力。充分利用这些机遇追求全球 NWP 效益最大化将必须采用新方法，在会员
国内部及之间进行跨学科数据共享、在骨干和额外卫星数据及产品之间做出明确阐释、研究公-私伙伴关系以
及减轻风险：
● 会员仍将负责落实空基观测需求，这些需求符合现行的 WMO 数据共享政策以及《WMO 全球综合观
测系统手册：WMO 技术规则附件八（WMO-No. 1160）》和 CGMS – 《WMO 新一代气象卫星实
现用户就绪的最佳做法指南》（WMO-No. 1187，2017 版）中概述的卫星数据收集、共享和存档
原则及最佳做法。会员可通过跨其各自政府的合作以及与私营部门伙伴合作突出强调本立场文件所
述原则，从而可将空基观测数据对 WMO 的价值最大化；
● 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骨干卫星数据交换的限制，至少满足现行 WMO 数据共享决议的数据共享需求；
● 为长期国家或区域计划维系骨干和补充卫星观测数据及产品，这对于满足国家，区域或全球需求至
关重要；
● 提供所有空基观测系统的详尽技术规范，以支持该数据背后的科学的溯源性、可靠性和可信度，并
鼓励用户领会和就绪；
● 考虑创新解决方案，以有效和具成本效益地交换新卫星系统的各类及日增的大量数据。
会员之间近实时并在启动后尽快进行观测数据国际交换，以及共享启动前的模拟数据，以协助 NWP 数据同化
测试和模型校准，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使用近实时数据时的延迟（见原则 6 (WM4.5.1.1)），对于几十年来
1

参见 https://www.wmo.int/pages/prog/www/OSY/GOS-RR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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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证的气象学及相关科学的重大进展至关重要，这提升了全球预报模式系统的技能，同时完善了数值预报和预
警。天气预报和预警的成功依赖于全球观测数据的近实时提供，因为它们是利用数值模式进行天气预报的先决
条件。全球制作中心和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之间在提供和交换高质量预报产品方面存在强烈的相互
依存性。许多关于观测益处的研究 – 主要是卫星观测数据研究 – 已证实现代社会可从天气预报及持续的天气
认知中获得的大量益处，例如对于减少风险以及许多天气依赖型活动的规划。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是由于开展
了全球合作，同时适当考虑了该学科的全球性。全球数据交换仍将是为全球和区域应用提供信息的关键先决条
件，而卫星数据提供方的数据政策应促进此类交换。最后，还应注意到，全球卫星数据量不断增加在未来会给
全球数据实时或近实时交换带来挑战。
WMO 通过明确的数据政策、标准、数据共享决议以及通过强调数据质量及互可操作性标准重要性并倡导充分
了解数据背后科学的用户就绪最佳做法，从而指导各会员提供观测数据，

全球 NWP 用户需求的未来发展
本立场文件着眼未来 5-10 年收集对当今用于全球 NWP 的卫星数据交换的既定需求，这些需求得到 WMO 专
家组、相关国际工作组以及主要的 NWP 研讨会（例如第 7 次 WMO 各观测系统对 NWP 的影响研讨会（NWP7）
以及第 22 次国际 TOVS 研究大会（ITSC））的确认。此外，本立场文件本身符合 WMO 滚动需求评审以及
《WIGOS 2040 年愿景》。鉴于地球系统监测和全球 NWP 将在地球系统不同领域之间更有力结合下，在未
来若干年继续发展，而现有传感器以及之前不属于骨干系统的新型传感器提供的数据也将继续发展。重要的是
应注意到，为了保持以用户为导向的需求共识，本立场文件必须要经关键实体进行定期评审，而且要与 CGMS
空间机构商讨，供其审议 CGMS 基线。
因此可以预见，WMO 卫星系统和利用专家组（ET-SSU）将保持对用户需求的所有权，并将定期审查其充分
性，以及在必要时提出立场文件新版建议。此类评审和更新结合主要用户活动，例如讨论尤其是空基部分观测
数据对全球 NWP 和地球系统模拟的影响，特别是上述模拟的影响，并将至少每 4 年开展一次评审和更新。
WMO 承诺在 4 年内为 CGMS 提供更新，或在全球 NWP 卫星数据的使用出现显著发展时，更新相关 WMO
数据共享政策和/或相关技术规则，先有进展者先更新。

骨干和额外卫星数据的原则
从用户角度而言，以下原则应适用于提供骨干卫星数据和产品的会员。这些是指《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
册》（WMO-No. 1160）中给出的相关原则。此外，《WMO 新一代气象卫星实现用户就绪的最佳做法指
南》（WMO-No. 1187）涉及到原则 3、5 和 6：
原则 1（WM4.5.2.1）：根据 WMO 数据政策与所有全球 NWP 中心实时或近实时全球共享全球 NWP 所需
的所有骨干卫星数据。
理由：气象及相关数据的国际交换一直是气象事业发展的基础，并仍将对惠及各会员的先进的全球 NWP 至关
重要。
原则 2（WM4.5.3.1）：记录仪器特性和处理步骤。
理由：了解基本观测数据的各个方面对于确保其在应用领域的正确使用和做出积极贡献至关重要。为此，需要
关于仪器特性的信息以及其随时间而变化（例如，由于退化）的预先通知，以便能够根据可见的变化了解观测
系统的效用，并量化不确定性。
原则 3（WM4.8.4.1）：在开发新卫星系统、产品或地面系统时，与用户合作并记录对应用领域的潜在影
响。
理由：卫星数据提供方应在卫星系统定义阶段直接满足并响应用户需求，并确保在应用领域中发挥潜在的积极
影响。
原则 4（WM4.5.3.1）：记录算法和信息以支持用户数据验证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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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要正确使用数据和产品并验证不确定性，则算法以及验证和校准程序的信息至关重要。
原则 5（WM4.8.3.1）：提供关于计划的和实现的数据时效、数据格式和处理工具可用性的信息。
理由：用户需要了解数据获取和使用之间的时间延迟以及数据格式和数据订正必不可少的元数据。许多用户受
益于与数据一并提供的处理工具，特别是在他们没有自己的处理和分析系统时。
原则 6（WM4.5.1.1）：在正式发布前及时向用户提供运行前数据。
理由：为了加速和简化将新的或升级的空基系统的数据纳入应用领域，用户需要预先查看附带相关数据质量信
息的各种形式的初始数据。这些包括合成数据、模拟数据、代用数据以及运行前数据。
原则 7（WM4.5.3.3）：维护并提供对卫星数据档案的不受限制访问，包括涉及位置，轨道参数和采用的校
准程序的所有相关元数据。
理由：会员应当允许不受限及用户友好地访问存档数据，包括符合 WIGOS 元数据标准的元数据，以便能够非
实时应用，并生成气候数据记录。数据的质量保证过程、版本控制及定期再处理应成为规范。
原则 8（WM4.1.5）：制定持续数据提供计划。
理由：WMO 业务应用需要长期提供数据：气候应用需要多年的数据集，通常是基于同等观测方法的连续性；
NWP 中心在数据开发方面的投资通常只有在数据可长期提供的情况下（通常 5 年）才具有成本效益。
原则 9（WM4.3.1.3）：为校准的数据提供与国际单位制（SI）标准挂钩的完整及可溯源的稳定性和不确定
性估值。
理由：NWP 和再分析同化程序依靠同化数据的随机和结构性误差信息。它同样适用于使用卫星数据反演基本
气候变量的提供方。
原则 10（超过 WM4.1.5 2）：超过设计寿命的空基资产只要能够如同运营机构所确定的安全和经济有效地
提供有附加值的观测，就要加以维护。
理由：随着发射新卫星以便确保空基观测的连续性，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旧卫星的价值不仅是能够提供用于过
渡的并行数据或具有备份能力，而且它们还可提供其自身的非常重要的数据。一些业务卫星系统已反复证明了
这一点，因此，重要的是在业务层面维护那些卫星及其数据处理系统，并在可行时能够近实时获取数据。在决
定终止卫星前，卫星运行方应与用户界合作确立数据的价值。

对空基观测系统部分的描述
本节描述的是《WIGOS 2040 年愿景》（WMO-No. 1243）中给出的空基部分。在此介绍它旨在提高本文
件的可读性，以及使读者能够便捷地获取后续表格中使用的术语。
拟议的空基部分由四个主要子部分组成。其中有三个适用于《WIGOS 2040 年愿景》。第四个包括未来可能
出现的额外性能和能力。
并未对每个子部分都给出严格的规定，而是在提供足够特异性来描述一个完善和有弹性的系统与适应由意外机
会引起的潜在新能力之间取得平衡。
子部分 1：具有指定轨道配置和测量方法的骨干系统

2

该原则阐述用户需求是从以下角度：确保全球 NWP 在尽可能高的层面上运行以及效益最大化，不仅是空间机构投资，
而且还有用户在数据使用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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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子部分应为会员的承诺奠定基础，并应响应其重要的数据需求，
• 应当以当前的 CGMS 基线为基础（CGMS 基线 – 对全球观测系统的持续贡献，由 CGMS-46 于
2018 年 6 月在班加罗尔批准，CGMS/ DOC/18/1028862, v.1，2018 年 12 月 20 日），但具
有完全部署（全球）覆盖范围和新近成熟的能力
子部分 2：具有开放轨道配置和可优化实施灵活性的骨干系统
• 此子部分应作为 WMO 会员公开贡献的基础，并响应针对性数据目标
子部分 3：业务方面的开创者、技术和科学论证者
• 此子部分应响应研发需求。
子部分 4：其它能力
• 此子部分应包括 WMO 会员的其它贡献，也包括学术和私营部门的贡献
将观测能力细分为四个子部分并没有优先顺序，即在涉及其他子部分的要素之前，不一定要实现子部分 1 的所
有系统。
各子部分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当前关于最佳测量方法的一致水平，特别是已证明的该方法的成熟度：与子部分
2 相比，子部分 1 的能力有更强的一致性，等等。各组之间的界限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例如当
前列在子部分 2 中的某些能力可能会转移到子部分 1。
下表确定的是骨干卫星数据集，它是支持 WMO 应用领域的全球数值天气预报（NWP）系统近实时需要的并
根据 WMO 数据政策向所有全球 NWP 中心提供的数据。这些是《WIGOS 2040 年愿景》中确定的总体能力
的子集，且主要收录于子类别 1 和 2 中。仪器性能应可充分提供已知准确度和不确定性的必要观测能力，例
如包含有益于全球 NWP 模拟系统的适当信息内容的辐射率。具体需求收录于《WMO 滚动需求评审》，并保
留在 WMO 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评审工具（OSCAR）数据库 3中。
表 1：用于全球 NWP 的骨干卫星数据
至少五颗卫星提供完整地球覆盖率的地球静止核心星群
卫星传感器类型

WIGOS 子部分

产品

快速重复周期的多光谱 VIS/IR
成像

1

1 级：辐射产品

IR 超谱探空仪 4

1

2 级：大气运动矢量（AMV）、气溶
胶光学厚度（AOD）、海面温度
（SST）
1 级：辐射产品
2 级：AMV

三个轨道面（上午、下午、晨昏）的太阳同步核心星群卫星
卫星传感器类型

WIGOS 子部分

产品

VIS/IR 成像

1

1 级：辐射产品

3

https://www.wmo-sat.info/oscar/requirements

4

《WIGOS 2040 年愿景》阐述了 5 个地球静止轨道的超谱探测。这一能力已开始实现，但目前认为未来十年仅能填补 2-3 个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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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级：气溶胶光学厚度（AOD）、大
气运动矢量（AMV）、海面温度
（SST）
IR 超谱探空仪

1

1 级：辐射率

微波探空仪

1

1 级：辐射率

微波成像

1

1 级：辐射率
2 级：SST、总柱水汽、云、降水、海
冰

散射计

1

1 级：后向散射截面
2 级：洋面矢量风、土壤水分

在另外三个跨赤道时间（上述除外）的太阳同步卫星，旨在更健全及改进时间采样
卫星传感器类型

WIGOS 子部分

产品

微波探空仪

2

1 级：辐射率

超谱红外探空仪

尚未反映在 WIGOS 2040 年愿

1 级：辐射率

景中
宽幅雷达高度表和高纬度、倾
斜、高精度轨道高度表

1

2 级：海面高度、风和波浪、冰干舷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无
线电掩星（基本星群）

1

1 级：弯曲角度

UV/VIS/NIR 探空仪、天底和
临边

1

2 级：臭氧、气溶胶特性

IR 双视角成像仪

1

2 级：SST

2 级：折射模数

下表确定的是额外卫星数据集，它是支持 WMO 应用领域的全球 NWP 所需的并根据 WMO 数
据政策向所有全球 NWP 中心提供的数据。这些是《WIGOS 2040 年愿景》中确定的总体能力的子集，且
主要收录于子类别 1 和 2 中。仪器性能应可充分提供已知准确度和不确定性的必要观测能力，例如有益于全
球 NWP 的适当信息内容的辐射率可能有助于添加。仪器的具体规格说明收录于《WMO 滚动需求评审》，
并保存在 WMO（OSCAR）数据库 5中。
表 2：用于全球 NWP 的额外卫星数据
低地轨道卫星的数据
卫星传感器类型

WIGOS 子部分

产品

多角度、多偏振辐射计

2

1 级：辐射产品
2 级：气溶胶光学厚度（AOD）

降水雷达

1

1 级：后向散射
2 级：降水率

5

参见 https://www.wmo-sat.info/oscar/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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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射计

无线电掩星

尚未反映在 WIGOS 2040 年愿景
中

1 级：后向散射截面

3 和 4[3]

1 级：弯曲角度

2 级：洋面矢量风、土壤水分

2 级：折射模数
SAR 成像仪

1

2 级：海冰

绝对校准的宽带辐射计和总太
阳辐照度及太阳光谱辐照度辐
射计

1

1 级：辐射率

下表确定的是新兴卫星数据集，根据现有的研究任务或计划的业务任务进展，它可能是支持 WMO 应用领域
的全球 NWP 在不久的将来需要的数据。
表 3：用于全球 NWP 的新兴卫星数据
至少由 5 个卫星组成的地球静止核心星群，可提供完整的地球覆盖率
卫星传感器类型

WIGOS 子部分

产品

闪电测绘仪

1

2 级：雷击密度

卫星传感器类型

WIGOS 子部分

产品

风激光雷达

目前 2

1 级：后向散射、消光

来自低地轨道卫星的数据

2 级：视线风
云激光雷达

2

1 级：后向散射、消光

云雷达

1

1 级：反射率

亚毫米成像

2

1 级：辐射率
2 级：云

决定 18(INFCOM-1)
关于将无人驾驶飞机系统用于业务气象的全球示范项目的计划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决定认可进一步发展由 WMO 协调的、关于将无人驾驶飞机系统(UAS)用于支持为气象和水文业务提供观测的
全球示范项目并扩大其范围；
要求地球观测系统与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SC-ON)和测量、仪器与可追溯性常设委员会(SC-MINT)与 WMO
相关机构、国际组织、研究机构、私营实体和其他机构磋商，基于附件中提供的概念说明，为这项活动拟定提
案和计划，并提交委员会下次届会批准。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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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本决定的附件。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继 2019 年 7 月 2 至 4 日在法国图卢兹举行的 WMO 关于将无人驾驶飞行器(UAV)用于业务气象的学习班以
及为《美国气象学会公报》(BAMS)编写了一份关于 UAV 的现状及其支持业务气象的发展潜力的相关出版物
之后，INFCOM 机载观测系统联合专家组提议 WMO 在未来 3 至 4 年间就此技术组织协调一个全球示范项
目。
下文附件中提出的概念性大纲应仅作为 INFCOM 进一步发展该概念及范围，以及关于 WMO 和 INFCOM 组
织协调 UAS 全球示范项目的拟议计划的基础。
请注意，建议在本项目和今后推广“无人驾驶飞机系统”一词。

决定 18(INFCOM-1)的附件
关于将无人驾驶飞机系统(UAS)用于业务气象的全球示范项目的概念大纲
1.

概要

建议 WMO 组织协调一个关于无人驾驶飞机系统(UAS)效用和功效的全球示范项目，为 WMO 全球综合观测
系统(WIGOS)全球基础观测网(GBON)提供日常性和业务性协助，以支持 WMO 预报和其他应用。
2.

宗旨

(1)

展示当前一系列 UAS 系统的能力，并衡量其协助满足 WIGOS GBON 高空观测业务要求的能力；

(2)

确定并分析 UAS 系统及由其得出的观测结果的影响、益处和缺点；

(3)

展示 UAS 及其数据处理系统在可互操作状态下提供可供相关应用随时使用的数据的能力，并确定未来
业务就绪状态的相关要求；

(4)

确定改进 UAS 系统的现有要求，以充分满足协助 WIGOS 业务运行的要求；

(5)

确定对 UAS 施加的、影响其协助 WIGOS 能力的监管条件，并提出相关建议。

3.

范围

本示范将在一年内的一个或多个重要时段进行，以便能够评估不同季节性天气和运行条件下的影响和性能。
本项目将力求尽可能容纳各种有协助业务气象潜力的候选 UAS 系统，为此将特别提出几个关键要求。
本项目将需要来自公共和私营两部门的参与者，并为气象和水文业务预报应用，寻求与部署和运行 UAS 领域
内的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合作。
预计这将排除 UAS 在长期气候和环境监测方面的应用。
本示范项目将包括以下与 UAS 运行、数据交付和数据使用相关的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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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观测期内系统的连续和日常运行；

(2)

以规定的可互操作格式向中央储存库近实时地交付数据；

(3)

利益相关者数据用户和应用对 UAS 数据的使用，以及观测期间数据评估规范的实施和运行；

(4)

在整个观测期期间和之后持续进行的数据质量评估；

(5)

由参与提供数据的用户提供评估报告；

(6)

由参与运行的 UAS 运营方提供评估报告，其中包括示意性资本和运行成本、环境影响，以及与现有气
球携载探空仪系统的比对（酌情）；

(7)

由利益相关方空域监管机构提供评估报告；

(8)

确定供会员使用的 UAS 数据的传输和接收机制。

预计 UAS 的部署将尽可能包括以下位置和场地：
(1)

城市；

(2)

农村和偏远地区；

(3)

沿海和海洋；

(4)

山区；

(5)

冰冻圈。

4.

协调伙伴

(1)

WMO 基础设施委员会及相关常设委员会和工作组；

(2)

WMO 服务委员会及相关常设委员会和工作组；

(3)

WMO 研究理事会。

5.

其他利益相关方和参与者

(1)

ICAO；

(2)

IATA；

(3)

民航协会和 ANSP。

6.

参与伙伴和实体

(1)

NMHS UAS 运营方；

(2)

研究机构；

(3)

UAS 制造商和开发商；

(4)

第三方 UAS 运营方；

(5)

仪器试验台运营方；

(6)

WMO 信息系统中心；

(7)

全球数据中心；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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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HS 数据用户。

决定 19 (INFCOM-1)
指定 WMO 长沙（中国）地基综合气象观测测试基地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确认收到 WMO 中国常任代表的提案并根据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
的意见，决定指定 WMO 长沙（中国）地基综合气象观测测试基地；
委员会进一步要求该测试基地就其作为指定测量牵头中心根据“决议 10(INFCOM-1) – 测量牵头中心的职责”
的附件所述职责提供其服务的意愿和能力向 INFCOM 主席通报并抄送 WMO 秘书处，并在 2022 年 7 月 1 日
前相应地调整其服务和活动。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WMO 中国常任代表提出在长沙（中国）的现有设施作为地基综合气象观测的测试基地。测
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特设任务组对该提案进行了评估。任务组认为，该提案符合测试基地的标准，并建议将长沙
中心的高质量设施认可为测试基地。任务组建议，通过实施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并开发结对活动/与发展中国
家的辅助设施建立特殊关系，可做出进一步改进。

决定 20 (INFCOM-1)
指定 WMO 博贺（中国）海洋气象科学实验基地牵头中心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确认收到 WMO 中国常任代表的提案并根据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
的意见，决定指定 WMO 博贺（中国）海洋气象科学实验基地牵头中心。
委员会进一步要求该牵头中心就其作为指定的测量牵头中心根据“决议 10(INFCOM-1) – 测量牵头中心的职
责”的附件所述职责提供其服务的意愿和能力向 INFCOM 主席通报并抄送 WMO 秘书处，并在 2022 年 7 月
1 日前相应地调整其服务和活动。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WMO 中国常任代表提出在博贺（中国）的现有设施作为海洋气象科学实验牵头中心。测试
基地和牵头中心特设任务组对该提案进行了评估。任务组认为，该提案符合牵头中心的标准，并建议将博贺中
心的高质量设施认可为牵头中心。任务组建议，通过实施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以及开发结对活动/与发展中国
家的辅助设施建立特殊关系，可做出进一步改进。任务组的评估结果还得到了 CIMO 主席以及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委员会联合主席（WMO）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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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21 (INFCOM-1)
海洋和天气雷达数据的试验性 CF-NetCDF 专用标准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决定：
(1)

认同将气候和预报网络通用数据表单(CF-NetCDF)专用标准试验性地用于海洋和天气雷达数据，详见
INFCOM-1/INF. 5.1.3(1)所述；

(2)

要求信息管理与技术常设委员会（SC-IMT）：

(3)

(4)

(a)

如 INFCOM-1/INF. 5.1.3(1)中的提议，建立一个 WMO 信息系统(WIS)2.0 示范项目，以试验
性地交换这些数据；

(b)

协调并监测该试验性数据交换；

(c)

与业务天气雷达联合专家组(JET-OWR)就技术方面问题开展协调；

(d)

向 INFCOM 汇报，以考虑对技术规范可能进行的改进；

要求秘书长：
(a)

发表 CF-NetCDF 专用标准的技术规范；

(b)

支持 SC-IMT 开展 WIS 2.0 试验性交换示范项目，包括收集用户对 CF-NetCDF 专用标准的有
效性和数据交换机制的反馈过程。

鼓励会员参与该试验性数据交换。

欲获更多信息，详见 INFCOM-1/INF. 5.1.3(1)。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决议 58 (Cg-18)– 未来综合无缝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合作框架”要求实施一个合作
框架，以在数据标准层面促进由参与地球系统建模的 WMO 各种社群开发并维护的系统和软件之间的互操作
性。具体而言，这要求为用于 WMO 业务和研究活动的网络通用数据表单气候和预报公约(CF-NetCDF)的标准
化制定 WMO 技术规则。SC-IMT 已开始起草 WMO CF-NetCDF 数据类型的技术规范，旨在满足决议 58
(Cg-18)的要求。一旦完成试验阶段，这些技术规范将作为关于 CF-NetCDF 的新 I.4 卷纳入《电码手册》
(WMO-No.306)卷。首批已起草 WMO-CF 专用标准的数据类型是业务天气雷达数据和海洋轨迹。该新的数据
专用标准将用于试验性数据交换，并将要求用户提供反馈，以改进当前的技术规范。SC-IMT 已建议在
WIS2.0 示范项目中进行这些数据的交换并采用 WIS2.0 原则。

决定 22 (INFCOM-1)
更新 WMO 信息系统监测程序和元数据质量指标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决定：
(1)

暂停世界天气监视网综合监测(IWM)的运行，代之以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数据质量监测
系统(WDQMS)；

附录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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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信息管理与技术常设委员会(SC-IMT)对 WMO 信息系统（WIS）程序提出更新建议，旨在制定规
范和工具，以监测：
(a)

从 WIS 和全球电信系统(GTS)过渡到新的 WIS2.0 交换协议；

(b)

WIS 发现、访问和检索(DAR)元数据的质量；

(c)

依照执行理事会“决议 6 (EC-72) - 每日气候数据国际交换的试验阶段”的要求，每日气候数据
的交换和提供。

欲获更多信息，详见 INFCOM-1/INF. 5.1.3(2)。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基本系统委员会通过“决定 10(CBS-16) - 世界天气监视网综合监测实施指南的修订”，
考虑到 WDQMS 正在开发中，确立了 IWM 和 WDQMS 的并行运行，旨在就与 IWM 类似的观测数据的可用
性提供统计数据。INFCOM 满意地注意到：自 2020 年以来，WDQMS 正在运行状态下近实时地提供地面和
高空陆地观测数量的统计(见 INFCOM-1/INF. 5.1.3(2))，并且 SC-IMT 正在支持以 WDQMS 取代 IWM。
SC-IMT 强调了随着用户群体期望的升高、数据共享环境的变化以及 WIS 2.0 的实施 (决议 57 (Cg-18) WMO 信息系统：修订《技术规则》和 WIS 2.0 实施方法，和建议 7（INFCOM-1） - WMO 信息系统 2.0
实施计划、功能架构和示范项目)，对数据共享监测的要求。如 INFCOM-1/INF. 5.1.3(2)的报告，SC-IMT
开始了对 WIS 监测要求的审查。
“决议 6 (EC-72) - 每日气候数据国际交换的试验阶段”要求 INFCOM 与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服务与应用委
员会（SERCOM）密切合作，对每日气候数据交换的预运行阶段进行监督和协调。因此，INFCOM 要求 SCIMT 制定监测每日气候数据交换的规范和工具。

决定 23(INFCOM-1)
海洋气象观测和数据管理的最佳职能衔接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决定：
(1)

认可继续并加强海洋气象观测活动的组织安排和其他建议安排，详见本决定的附件；

(2)

要求本决定附件中确认的专家组和任务队修改和/或更新其职责范围，以纳入表格中确定的活动；

欲获更多信息，请参见本决定的附件和 INFCOM-1/INF. 5.1.7(1)。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海洋观测和基础设施系统研究组（SG-OOIS）受 INFCOM 委托，就 WMO 与政府间海洋
学委员会-全球海洋观测系统（IOC-GOOS）各机构、计划和系统之间的最佳职能衔接提出建议，以确保实现
WMO 会员界定的海洋气象和海洋学目标。本决定附件确定了若干与海洋气象观测和数据管理相关的活动，它
们需要作为优先事项加以确立，以确保其无干扰持续性。本决定包括了一部分最佳职能衔接，以及将提交
INFCOM 第二次届会、与当前和未来活动相关的综合职能衔接清单。
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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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决议 1（INFCOM-1） -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
建立，

(2)

决议 9(Cg-18) – 世界气象组织-政府间海洋委员会联合协作理事会，

(3)

决议 6 (JCOMM-5) - 观测计划领域，

考虑到：2030 年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战略、世界气象组织-政府间海洋委员会（WMO-IOC）联合
协作理事会（JCB）和 WMO 技术协调委员会（TCC）的指导，并与相应的基础设施委员会（INFCOM）和服
务委员会（SERCOM）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协调，海洋观测和基础设施系统研究组(SG-OOIS)将确定、提出
并帮助在 GOOS、IOC 国际海洋数据交换(IODE)与 WMO 的小组（如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全球冰
冻圈监视网（GCW）、全球大气监视网（GAW）、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WMO 信息系统
（WIS）以及全球数据加工和预报系统（GDPFS））之间建立有效的职能衔接。
考虑到需要：
(1)

维护、改进和协调海洋气象实地观测系统，响应对海洋气象数据的既定要求，以支持地球系统监测、世
界天气监视网、世界气候计划、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OOS、GCOS 和海洋服务；

(2)

对标准化、高质量的海洋气象观测实践、仪器以及来自浮标和船舶的数据管理的开发和实施进行协调，

(3)

就浮标和船舶海洋气象观测的技术方面向 WMO 会员/IOC 成员国提供指导，

(4)

加强并维护海洋气候数据系统(MCDS)，以协调海洋气象和海洋(气象-海洋)数据系统的现有活动，并填
补空白，以建立一个专门的 WMO-IOC 业务数据系统，以期获得有公认质量、连贯汇编的海洋气象和
海洋气候数据集，关注点是 GCOS 基本气候变量(ECV)，但也包括其他观测变量，

(5)

与地球观测系统与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SC-ON)、信息管理与技术常设委员会(SC-IMT)、测量、仪器
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SC-MINT)、GOOS 和 GCOS 有关海洋仪器、观测网络和海洋数据要求的适当机
构开展协调，

注意到鉴于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已解散，海洋气象观测和数据管理的一
些工作安排需要在新的组织结构中重新建立，以不间断地继续开展各海洋气象观测小组（数据浮标合作小组
（DBCP）、船舶观测小组（SOT））的海洋气象业务活动，
注意到 INFCOM-1/INF. 5.1.7(1)中提供的关于 MCDS 现状和运行的信息，并考虑到技术委员会的新结构和
子结构及其各自的职责范围，SG-OOIS 请求批准本文件附件中所列的职能衔接。

决定 23(INFCOM-1)的附件
海洋气象观测和数据管理的最佳职能衔接
1.

海洋气候数据系统(MCDS)

海洋气候数据系统(MCDS)将海洋气象和海洋(气象-海洋)数据系统的现有活动正规化、加以协调并填补空
白，以建立一个专门的 WMO-IOC 业务数据系统，以期获得有公认质量、连贯汇编的气象-海洋气候数据集，
并扩展到 GCOS 基本气候变量(ECV)之外。数据和元数据是从多个实时和延时方式来源收集的，通过一个由
不到 10 个 WMO-IOC 海洋气象和海洋气候数据中心(CMOC)组成的、覆盖特定气象-海洋数据领域的全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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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向最终用户免费和无限制地提供服务。MCDS 有望改善海洋气象气候数据可用性的时间尺度，促进国家
间气象-海洋气候历史数据集的交换，进而增加可向相关最终用户应用提供的海洋观测数据量。此外，还将提
供包含全面数据集信息的综合数据及元数据，如关于当前和以往数据代码及格式的历史详情。
MCDS 数据中心的职责范围、数据格式和质量控制标准已纳入《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558)(2012
年版，2018 年更新)和《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471)(2018 年版)。数据采集中心(DAC)和全球数
据汇集中心（GDAC）的详细指定和评估流程见《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471)，9，9.3.7。CMOC
的详细指定和评估流程见《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558)第七部分的附录，4.6。
用以界定 MCDS 中心(即 DAC、GDAC 和 CMOC)的指定程序、职能和评估流程的治理结构应由 INFCOM 推
荐，并由 WMO 和 IOC 执行机构通过。下表确定了与 MCDS 相关的推荐活动以及在 WMO 新结构下应承担各
自责任的小组。随着表 1 所列各小组履行其职责，它们应确保与 GOOS 网络充分协调。
表 1：在 WMO 新结构下，与各机构的 MCDS 相关职能衔接
活动类型

前 JCOMM 机构

新结构下的机构

补充信息

对 MCDS 的主要责任

海洋气候专家组
（ETMC）

SC-IMT

MCDS 治理和管理的总体责任应
由 SC-IMT 负责，IOC/IODE 和
气候服务数据需求专家组（ETDRC）协助

MCDS 的总体管理

ETMC

SC-IMT/信息
管理专家组
（ET-IM）

ET-IM 应与 IOC/IODE 合作管
理 MCDS 活动。ET-IM 成员应
包括 MCDS 方面的专家

确定 MCDS 数据中心、接受
数据中心的提名、评估候选
数据中心、定期评估

ETMC

SC-IMT/审计
和认证专家组
(ET-AC)

ET-AC 成员应包括一名 IODE 代
表参与此活动

审查 MCDS、VOS 数据交换
格式(IMMT)和最低质量控制
标准(MQCS)的维护

ETMC

气候服务常设委
员会（SCIMT）/ET-IM

审查应由 ET-IM 牵头，与观测协
调组（OCG）/SOT/VOS 小组
合作进行

CMOC 提供的气候服务

ETMC

SC-CLI，特别
是 ET-DRC

与 ET-IM 协调

MCDS 网站的开发与管理

ETMC

SC-IMT/ETIM

建议将 MCDS 信息纳入 WMO
全系统网站并由 ET-IM 在秘书处
的协助下维护该信息

ETMC 通过
JCOMM 服务

ET-IM 通过海
洋气象和海洋服
务常设委员会
（SC-MMO）
提供内容

MCDS 职责范围(ToR)已纳入
WMO-No.558 和 WMONo.471，由 SC-MMO 管理

更新和审视 MCDS 数据中心
的职责范围

2.

海洋气象观测系统

数据浮标合作组(DBCP)和船舶观测小组(SOT)是 GOOS 观测协调组(OCG)网络的一部分，主要为业务气象
需求提供海洋气象实地信息，并为海洋气候观测系统提供支持。自成立以来，DBCP 和 SOT 就与 WMO 保有
着强有力的联系。这两个网络都在 WIS 系统下很好地建立了向全球电信系统(GTS)的实时数据分发以及通过
MCDS 的延时方式数据分发。在 WMO 改革之前，SOT 和 DBCP 的治理由前 JCOMM 批准。在新的 WMO

178

基础设施委员会：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结构下，建议 SOT 和 DBCP 采用表 2 所示的治理审批流程。DBCP 和 SOT 的所有其他职能衔接将向
INFCOM-2 届会详述并提交。
表 2：与 DBCP、SOT 治理相关的职能衔接
活动类型

前 JCOMM 机构

新结构下的机构

进一步信息

批准数据浮标合作组(DBCP)和船
舶观测组（SOT）的 ToR

JCOMM 技术委
员会

观测协调组
(OCG)

DBCP 和 SOT 及其附属机构
应在自我治理下运行，故其
职权范围由各小组分别审
查。对 ToR 的任何修改建议
均应由 OCG 审议，以便
OCG 执行委员会代表 OCG
予以批准。

任命 DBCP、SOT 及其附属小组
(即自愿观测船舶(VOS)、顺便船
舶实施小组(SOOPIP))的负责人

JCOMM 技术委
员会

各小组将根据其
批准的 ToR 决
定负责人的任命

负责人的任命要向 OCG 执行
委员会报告

决定 24(INFCOM-1)
水文协调组的建议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接受本决定附件中水文协调组（HCP）提出的所有建议、决定和行动，供本
委员会审议，并要求相关附属机构采取相应的行动。
请参见本决定的附件。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决议 24 (Cg-18) – WMO 水文和水资源的愿景、战略和组织安排，通过该决议设立了水文协调组，作为
WMO 的水文智囊团，以支持综合开展 WMO 与水有关的活动。
决议 5 (EC-71) – 水文协调组，该决议批准了水文协调组的职责及其组成，其成员包括具有水文背景的各技
术委员会的联合副主席和测量、仪器和可追踪性常设委员会（SC-MINT）副主席。
2020 年 11 月举行的 HCP 第二次会议的最终报告，此次会议审查了“决议 25 (Cg-18) – 重大水文倡议”确
定的重大水文倡议下的活动进展，并就今后在新的治理下如何执行这些提案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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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24(INFCOM-1)的附件
HCP-2 提出供 INFCOM 审议的建议、决定和行动
1.

HCP-2 向 INFCOM 提交的建议

1.1
建议 3：HCP 要求数据问题和政策研究组（SG-DIP）副组长在她领导的 WMO 数据政策水文方面特设
小组的支持下：
(1) 支持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Cg-Ext.2021）完成决议 42（统一的数据政策）及其水文附件的起草工
作；
(2) 在《基本文件：技术规则第三卷 – 水文学》(WMO-No. 49)任务组的支持下，纳入基本数据和补充数据
的定义和清单，以及关于数据政策的决议所要求的任何其他修改，并开展协商进程，以便通过天气、气候、水
和相关环境服务与应用委员会（SERCOM）向将于 2023 年举行第十九次世界气象大会（Cg-19）提交修改意
见；
(3) 与世界水数据倡议（WWDI）（指导委员会、朋友组）密切合作，以编写关于数据价值，使用案例清
单、可能的水监测供资机制和其他活动的材料，从而为关于数据共享的新决议进行宣传和倡导；
(4)

考虑让流域委员会的代表参加 WMO 数据政策水文方面的特设小组。

1.2
建议 4：HCP 敦促水文服务常设委员会（SC-HYD）和水文监测联合专家组（JET-HYDMON）与应用
地球系统模拟和预测数据处理常设委员会（SC-ESMP）、地球观测系统和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SC-ON）以
及信息管理和技术常设委员会（SC-IMT）联合开展活动，密切合作，进一步完善将提交给 SERCOM-1(II)和
INFCOM-1(III)届会的概念说明，目的是提交关于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GDPFS）中的水文中心的最终概
念说明，供 2021 年的水文大会审议（在 Cg-Ext.2021 期间）。
1.3
建议 5：HCP 敦促 SC-ON 借助 JET-HYDMON 提供的资料，并与 SC-IMT 密切协调，为 WMO 信息
系统（WIS）中心制定关于 WMO 全球水文数据中心不断变化的作用的评估，同时考虑到 WMO 水文观测系统
（WHOS）和全球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HydroSOS）的实施。
1.4
建议 6：HCP 要求 JET-HYDMON 与 SC-MINT 和地表及次表层测量专家小组（ET-SSM）合作，按
照以下两步走的方法，开始制定拟议的附件 2 — 水文测量手册：
(1)

编制现有的附件一至附件十二（代表 ISO 标准，现已被更新版本所取代）；

(2)

争取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同意在《手册》中使用当前版本的标准；

(3)

根据 WMO 已经制定的规章性/指导性材料（如《水文规范指南》或《水流测量手册》）或会员的国家水
文机构（NHS）编写的规章性/指导性材料，编写一份手册，并仅参考相关的 ISO 标准。

1.5
建议 7：HCP 要求 JET-HYDMON 与 SC-HYD 合作，提出将列入《技术规则》的基本数据和补充数据
清单，以补充正在拟订的决议 42（参见 HCP-2 文件 6.4），并在提交 INFCOM 之前对其进行审查。
1.6

建议 10：HCP 建议 INFCOM 和 SERCOM 根据 HydroSOS 的要求继续制定标准。

1.7
建议 11：HCP 建议，在系统性观测融资机制（SOFF）的支持下，将加强全球水文观测网络以便为
HydroSOS 提供现状信息的潜在好处，作为全球基本观测网络（GBON）未来发展的一部分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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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建议 14：HCP 进一步建议 SERCOM 认可 SC-HYD 下活动 9 任务组的领导，与 SC-ESMP 和 JETHYDMON 合作，启动、推广和维护水资源评估网页（包括动态水资源评估工具（DWAT）和其他工具）。
2.

HCP-2 涉及 INFCOM 的决定

2.1
决定 11(HydroSOS)：HCP 与 INFCOM JET-HYDMON 联络，考虑建立一个小组的备选方
案，以制定 2021 年特别大会之后支持区域实施所需的标准、指导和基础设施。
3.

基本文件：技术规则第三卷 – 水文学（WMO-No. 49）任务组提议的行动

3.1
行动 1：在第三卷中列出所有需要定义的术语。所提供的定义应与《UNESCO-WMO 国际水文词
汇》一致。只出现一次的术语应从定义中删除，并在文本中更好地定义。由 JET-HYDMON 和 SC-HYD 进行最
后审查。
3.2

行动 5：审查和修订关于水文站标识符的规定。

决定 25(INFCOM-1)
基础设施委员会工作中的性别平衡和赋予妇女权力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重申在 INFCOM 内实现性别平衡、地域和专家领域平衡，以及性别敏感
型天气、水文、气候及相关环境服务的目标，这将有助于更好地应对女性和男性的具体需求及社会与经济状
况，决定设立 INFCOM 性别平衡问题联络员，在 INFCOM 管理组的协作和支持下，并与气候、水及相关环境
服务与应用委员会(SERCOM)性别问题联络员密切协商，以：
(1)

协助并监测 WMO 性别行动计划在 INFCOM 的成功实施，特别是世界气象大会在其第十八次届会
（Cg-18）上确定的 2020-2023 年优先行动；

(2)

通过在《WMO 公报》、《MeteoWorld》及其他在线通信工具上定期发表文章，使服务于 INFCOM
的女性的独特贡献和杰出成就有更高的曝光度，以鼓励此领域的年轻女科学家；

(3)

根据实际步骤，构思消除屏障并提高妇女平等参与 INFCOM 工作的战略，包括考虑工作-生活平衡、树
立榜样、推广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获得的经验，以及普遍推广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的两
性平衡良好做法。这些做法应具有可展示的成果、有定量和/或定性的影响证据、并有可能在别处成功
采纳和推广；

(4)

创建、维持并逐步扩大参与 INFCOM 所有领域工作的女性专家网络，重点是促进成功利用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STEM)等计划的会员分享最佳做法，以协助稳固未来的人力资源，并确保 WMO 及其
会员提供的天气、水和气候服务的开发者和用户能服务于全球社会，同时认识到女性和男性受到的天气
和气候影响有所不同；

(5)

通过 INFCOM 的活动和工作，推进妇女的能力发展，尤其包括促进和推动组织区域和次区域性别平等
会议、学习班、论坛和活动，以促进和增加妇女对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的参与，并加强妇女作为
天气、水和气候服务科学家、技术员和用户的地位，从而促进妇女更多地参与天气和气候决策和政策制
定；

(6)

促进和监测促进性别平等的天气、水文、气候和环境基本基础设施和服务的生产，酌情与其他联合国机
构合作，探讨如何确保更广泛地参与和了解用户需求，同时认识到：由于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流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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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和社会预期的行为模式，妇女可能以不同方式获取相关信息，并有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资源获取途
径；
(7)

定期汇编关于 INFCOM 内实施性别主流化的统计数据、对之进行分析并撰写报告，通过已确定的
WMO 具体目标指导实施的进程；

(8)

促进妇女从内部晋升到 INFCOM 领导职位上有更高的区域代表性和机会平等。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决议 82 (Cg-18) – 性别行动计划”和“决定 55 (EC-70)– 实施 WMO 性别平等政策和行动计划”。两个
技术委员会需要统一其对《性别行动计划》的观点和响应手段，此决定与“决定 13(SERCOM-1)– 性别平等
和赋权女性”相一致。
INFCOM 管理组注意到天气、水和气候对性别角色的影响（特别是在发生灾害时），以及它们对实施基本基
础设施的影响。它还注意到女性在 INFCOM 工作结构中代表性不足。需要提高妇女的参与度，尤其是为了达
到 WMO 设定的 40%的目标。

附录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第二部分通过的建议
建议 1 (INFCOM-1)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初始运行阶段(2020-2023)计划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决议 1 (Cg-18)-WMO 战略计划、决议 37 (Cg-18)-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从 2020 年过渡到业务运
行状态、决议 38 (Cg-18)-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2040 年愿景，决议 47 (Cg-18) - 可支持地球系统预
测和 WMO 支持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战略 2030 的海洋观测（包括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 2020），以及决议 50
(Cg-18)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试运行阶段，
忆及观测的重要作用，观测是 WMO 会员为其用户提供天气、气候和水领域所有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之一，
注意到《WMO 战略计划 2020-2023》(WMO-No. 1225)明确将其长期目标 2 确定为“加强地球系统观测
和预测：强化面向未来的技术基础”，
进一步注意到基于统一的模拟方法，全球地球系统观测将为满足从临近预报天气到气候尺度无缝预测能力不断
提高的需求提供基础，
审议了决议草案 X/X (EC-73)附件中的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初始运行阶段的计划草案（2020-2023
年），
赞同本建议附件中的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初始运行阶段的现行计划草案（2020-2023 年）（以下简称为
“计划”），
邀请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帮助最终确定计划草案，
邀请国际合作伙伴组织根据需要提供反馈，
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步骤，最终确定将提交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三次届会（EC-73）的计划草案；
进一步要求秘书长确定支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落实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原则
并请其各种观测数据提供者参与的最佳方式，并协助会员在国家一级推广 WIGOS 原则和伙伴关系的效益；
建议执行理事会通过本建议附件中的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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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 (INFCOM-1)的附件
决议草案 X/X (EC-73)
WIGOS 初始运行阶段(2020-2023)计划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议 1 (Cg-18)-WMO 战略计划、决议 37 (Cg-18)-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从 2020 年过渡到业务运
行状态、决议 38 (Cg-18)-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2040 年愿景，决议 47 (Cg-18) - 可支持地球系统预
测和 WMO 支持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战略 2030 的海洋观测（包括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 2020），以及决议 50
(Cg-18)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试运行阶段，
注意到建议 1 (INFCOM-1)；
通过了 WIGOS 初始运行阶段(2020-2023)计划，见本决议的附件；

1

要求各会员、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组织活动，以实现本计划所描述的 WIGOS 的目标和相关成果；
进一步要求会员继续提供资源（包括通过 WIGOS 信托基金和/或借调专家），以协助支持 WIGOS 的实施；
要求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在 WIGOS 业务活动中提供技术领导；
进一步要求 INFCOM 定期审查本计划，向执行理事会提供最新信息并报告本计划实施进展，并向第十九次世
界气象大会提交一份报告；
要求秘书长：
(1)

为会员和区域协会，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必要的协助和秘书处支持，以便在可用资
源内，通过 WIGOS 业务阶段，对其进一步开发；

(2)

为继续开发 WIGOS 技术工具，考虑从经常预算中划拨资源；

(3)

激励会员为 WIGOS 技术工具的进一步开发贡献必要的资源；

(4)

启动长期规划 - 包括必要的资源分配 - 以 WMO 所有官方语言开发 WIGOS 工具，并确保这些工具的
业务可持续性；

邀请合作伙伴参与“计划”中列明的相关实施活动。
___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2(EC-68)，后者不再生效。

1

根据建议 1(INFCOM-1)，WIGOS 初始运行阶段(2020-2023 年)的计划将最后定稿，以便提交 EC-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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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 X/X (EC-73)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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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本文件描述了从 WMO 第十八个财务期（2020-2023）开始，WIGOS 业务阶段初始部分的各项目标和拟定
的主要活动。本计划是根据以下两个决议编写的，即：决议 37 (Cg-18)-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从 2020 年
过渡到业务运行状态，以及决议 38 (Cg-18)-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2040 年愿景。
本文件概述了到 2020 年 WIGOS 可具备的初步业务能力，并阐述了拟于 2020 年起开展的主要活动，以便
在下个财务期进一步开发该系统。这些活动分为六大优先领域，即：
(1)

国家 WIGOS 的实施，包括必要的能力发展、伙伴关系协议以及整合面向所有应用领域的观测系统；

(2)

培育遵守 WIGOS 技术规则的文化；

(3)

全球基本观测网和区域基本观测网的实施；

(4)

WIGOS 数据质量监测系统的业务部署；

(5)

区域 WIGOS 中心的业务实施；

(6)

进一步开发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评审（OSCAR）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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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 WMO 战略计划 2020-2023 年(WMO-No. 1225)目标 2.1“通过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优化地球系统观测资料的获取”，本计划响应的是决议 37（Cg-18）- 2020 年 WMO 全球综合
观测系统开始向业务状态过渡，以及决议 38（Cg-18）-2040 年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愿景。
本计划考虑了大会确定的六个优先重点领域，并重点关注 WMO 地球系统方法，以及如何整合所有地球系统领
域的观测结果，以便为 WMO 应用领域 1提供服务，并促进 WMO 会员根据 WMO 职责以最有效的方式提供
服务。
从地球系统的角度而言，WIGOS 旨在管理不同观测提供方提供的各种地基和空基观测系统的观测资料。这些
观测资料是由各种参与方获取的，目的是为许多用户提供可以访问的综合观测资料集合，并且适合于许多服务
和科学应用。
2.

WIGOS 现状

到 2019 年 12 月 WIGOS 试运行阶段结束时，WIGOS 的状况可总结如下：
2.1

国家级 WIGOS 的实施

几乎所有会员均通过 WMO 秘书处在各区域安排的 WIGOS 专门研讨会接触过 WIGOS 概念以及 WIGOS 技
术系统的具体细节。绝大多数会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开展活动使用过 OSCAR/地表 2数据库来管理其地基观
测系统。少数国家已制定并批准了其国家级 WIGOS 的实施计划。在区域 WIGOS 中心全面正常运行后，并
在国家级 WIGOS 的实施计划制定并获得批准后，预计会启动大部分的国家级 WIGOS 的实施工作。
WIGOS 鼓励并促进整合不同国家观测提供方的观测资料，例如其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志愿者网
络、私营部门和个人公民等。众所周知，这些利益相关者正在收集关于地球系统变量的有用观测资料，但是由
于缺乏整合框架和各种技术障碍，无法将这些观测资料纳入 WMO 观测系统。WIGOS 现在可提供使这些观测
得以整合的框架和工具，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国家和全球利益。
关于如何将国家级 WIGOS 的实施作为计划的一部分而进行，请参见 5.1 节以及
https://community.wmo.int/implementation-examples。
2.2

WIGOS 监管和指南材料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已经过修订，尤其是关于 WIGOS 元数据标准和对全球
冰冻圈监视网（GCW）的描述。该手册经过了显著扩充，增加了新规定来描述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层面服
务于大量应用领域 1 的一系列区域基本观测网以及专门为全球数值天气预报（NWP）和气候分析服务的总体全
球基本观测网。目前正在拟订手册的修订草案，特别是关于 GBON 和 WSI 的规定。
已经编写了《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并在持续补充新材料。目前正在拟订指南
的更新草案，以支持 GBON 和 WSI 规定的实施。
2.3

观测系统能力和评审（OSCAR）数据库

OSCAR/需求 3数据库已得到修订，且更新涵盖了全部 14 个目前公认的应用领域。正在开展完成和更新数据
库中实际观测用户需求的工作。

1

参见应用领域清单及其指导声明

2

https://oscar.wmo.int/surface

3

https://oscar.wmo.int/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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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AR/空间数据库（2.0 版）已经部署，得到了空间机构和用户界的广泛使用。
OSCAR/地表数据库已于 2016 年投入业务使用，取代卷 A（WMO-No. 9），而且可为数量远胜于卷 A 中所
列的台站提供更广泛的元数据信息。
可以通过该网站访问数据库：https://oscar.wmo.int。
已经制定了关于 OSCAR 平台的长期发展以及 IT 基础设施和信息内容维护的战略，并亟需实施（请参阅下文
5.6）。
2.4

WIGOS 数据质量监测系统

总体 WIGOS 数据质量监测系统（WDQMS）的概念相对成熟。试点项目是将全球 NWP 中心的现有监测能力
用于全球观测系统地面部分，该项目正在向试运行状态过渡，且已证明了此类系统的价值。
有关 WDQMS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将如何发展，请参见 5.4。
WDQMS 网络工具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推出了第一个运行版(预运行版已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发布)。此
后，WDQMS 网络工具一直在发展新版本，于 2020 年 4 月推出了 1.1 版，2020 年 7 月推出了 1.2 版，提
供了更多功能。预计在 2020 年底之前，与地表和高空气候观测网络相关的 GCOS 监测结果将被纳入
WDQMS 网络工具。其他 WIGOS 观测部分的整合问题将加以讨论并逐步实施。
2.5

区域 WIGOS 中心

一区协：2020 年初，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建立了一个由两个 RWC 节点组成的网络，试点模式运行逐步到位。
它们涵盖了东非国家的次区域，在两国之间分担强制性职能。此外，南非一直在致力于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DC）国家建立一个单一的 RWC；摩洛哥表示有兴趣为西非，并可能为更多国家，建立一个 RWC。
二区协：中国和日本已为该地区建立了试点模式的区域 WIGOS 中心，两国之间的业务协调正在讨论中。其他
会员表示了有兴趣在二区协建立 RWC，例如沙特阿拉伯为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俄罗斯为俄语国家和
印度。
三区协：RA III-17 批准了一个虚拟区域 WIGOS 中心，其职能分布于两个会员 – 巴西和阿根廷，还批准了
一个协调委员会。此 RWC 自 2020 年初开始逐步启动。
四区协：2020 年初，管理组对制定在该区域建立 RWC 节点网络的概念提供了支持。后续讨论正在进行，涉
及该区域各会员和组织（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哥斯达黎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加勒比气象组织），以
商定如何划分职能和责任，以及如何为四区协制定 RWC 实施计划。
五区协：RA V– 17 届会的决定了五区协分布式区域 WIGOS 中心的概念。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斐济(已提
交各自申请的会员)和澳大利亚(已表示有兴趣参加)等正在进行讨论，以建立一个 RWC 节点网络，并就如何
划分职能和责任以及执行计划达成一致。
六区协：RA VI 届会批准了以 EUMETNET 基础设施(德国、英国)为基础的试点模式的区域 WIGOS 中心，并
为该区域提供部分功能。需要与六区协其他感兴趣的会员（俄罗斯、土耳其、意大利、克罗地亚）讨论，以规
划和商定如何建立更多的 RWC 节点，以充分履行覆盖整个区域的强制性功能。
在南极洲建立 RWC 一事还处于早期阶段，正在进行一些非正式讨论。
关于如何将 RWC 网络作为本计划的一部分而发展，请参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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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OS 2040 年愿景

大会在决议 38（Cg-18）中通过了 WIGOS 2040 年愿景。该愿景提出了用户对观测数据的要求在未来 20
年内将如何发展的可能情景；以及可满足这些要求的综合观测系统，这是一个宏伟的愿景，但在技术和经济上
是可行的。
愿景中提供了高级别目标来指导 WIGOS 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其中预计将建成一个全面发展和实施的
WIGOS 框架，以支持 WMO 及其会员在天气、气候、水和其他相关环境应用领域中的所有活动。
该愿景可在 WMO 网站上查询：https://community.wmo.int/vision2040。
关于 2020-2023 年期间对 WIGOS 2040 年愿景做出的响应已成为本计划的一部分，请参阅 5.7。
3.

2020-2023 年财期期间的 WIGOS 优先领域

本计划是根据以下两个决议而编制的：决议 37（Cg-18）- 2020 年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开始向业务状
态过渡，以及决议 38（Cg-18）-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2040 年愿景。
本计划将指导未来四年 WIGOS 在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发展和初始运行；计划中确定了优先重点并设立了目标，
还为会员制定其国家级 WIGOS 的实施计划提供了参考。
由于在试运行阶段（2016-2019）开展了开发工作，因此，WIGOS 已经非常成熟，完全可在 2020 年开始
进入初步业务阶段。然而，仍有显著的能力差距（包括海洋观测）及其它挑战，有待在 WIGOS 的下一个阶段
加以解决和应对，以便使该系统能够全面服务于 WMO 各应用领域，并帮助会员发掘伙伴关系协议的全部潜
力。
因此，在第十八个财务期（2020-2023）要继续开发 WIGOS，此项工作要依托并提升在试运行阶段形成的
能力。
在此期间，WIGOS 的最高优先重点是：
(1)

国家 WIGOS 的实施，包括必要的能力发展、伙伴关系协议以及整合所有应用领域的观测系统；

(2)

培育遵守 WIGOS 技术规则的文化；

(3)

全球基本观测网和区域基本观测网的实施；

(4)

WIGOS 数据质量监测系统的业务部署；

(5)

区域 WIGOS 中心的业务实施；

(6)

进一步开发各 OSCAR 数据库。

高优先重点将是那些有助于会员开发和实施其国家级 WIGOS 的实施计划的活动，尤其侧重于需求最大的最不
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重要的根本问题是有必要在各气象、气候、水文和其他相关环境机构及伙伴组织内落实与资料生命周期管理有
关的健全规范、政策和能力，确保会员能够有力和高效地管理其观测结果和资料，提炼资料的价值，支持其服
务，并整合来自不同平台和外部来源的观测结果和资料（例如学术界、私营部门和第三方）。
基础设施委员会提供的核心指导以及 WMO 秘书处提供的支持都至关重要。在 WIGOS 业务阶段，NMHS 与
国家伙伴合作，预计将为国家实施 WIGOS 承担更大的责任，并利用 WIGOS 提供的框架，在国家层面的气
象、气候、水文、海洋和其他相关环境观测资料获取和管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此，预计 NMHS 将成为国
家层面的关键方面，既要根据 WMO《技术规则》（WMO-No. 49）强化其自身的观测系统，同时又要根据其
在为环境监测和预测用途获取、加工及分发观测资料方面的经验，建立国家伙伴关系并发挥国家领导作用。

190

4.

基础设施委员会：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关键可提供的服务和成果

有待在第十八个财务期（2020-2023）开展的工作，其推动力是（1）希望全面开发关键的 WIGOS 网络，
即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和区域基本观测网（RBON），（2）需要使技术工具更加成熟，以便 WIGOS
可支持所有 WMO 正式的应用领域，（3）需要加强国家级 WIGOS 的实施以及相关的区域支持机制。
2023 年 WMO 第十八个财务期结束时 WIGOS 的预估状况可通过下列两个方面加以描述：

预期可提供的服务：哪些方面必须完成，以及哪些是必要的业务职能；
预期结果： WIGOS 的预期影响有哪些，尤其是对 WMO 会员有哪些预期效益？
4.1

预期可提供的服务

到 2020-2023 年财务期结束时，将完成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 WIGOS 框架，包括：
•

对 WIGOS 2040 年愿景的响应：根据 WIGOS 2040 年愿景，全球观测系统逐步发展，同时考虑到不
断变化的或新兴的用户需求、技术、优先重点，并与 WMO 的地球系统方法以及对地球系统监测和无缝
GDPFS 的要求保持一致；

•

将已实施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

•

将已在所有区域实施 RBON；

•

GCOS 地表网（GSN）、GCOS 高空网（GUAN）和 GCOS 基准高空网（GRUAN）将继续运行，并
将通过分层网络概念为 GBON 和 RBON 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和指导；

•

试点的 GCOS 地表基准网络（GSRN）将提供 WIGOS 分层网络设计中的地表基准组成部分；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观测部分将完全纳入到 WIGOS 中，地表站将在 OSCAR 中注册，根据 WIGOS
标准和监管材料运行，经过充分的合规性验证，并采用综合方法满足冰冻圈观测要求；

•

根据 2030 年 GOOS 实施战略、相关的 GOOS 实施路线图和海洋观测框架(FOO)，海洋观测系统将被
纳入 WIGOS，首先是那些涉及高影响天气 NWP 要求的 GOOS 基本海洋变量(EOV)；

•

观测数据同化到地球系统模型中的标准，包括耦合海洋数据同化(ODA)，将得到绝大多数会员制定和通
过；

•

将在各区域建立起区域 WIGOS 中心，并投入运行，且所有会员均将加入一个 RWC；

•

绝大多数

4

WMO 会员将通过/批准国家级 WIGOS 的实施计划；

绝大多数会员将建立起国家 WIGOS 治理机制；
•

绝大多数会员将已实施国家 WIGOS 伙伴关系协议，并使用按协议整合及开放共享来自所有 WIGOS 组
成部分观测系统（WMO 和伙伴）的观测资料；

•

WIGOS 台站标识符：技术问题已解决并已采用新系统；会员和经认证的合作伙伴已确定、通过和实施
ID 发放政策；

•

将 GCOS 确定的气候要求和需求纳入 WIGOS 监管材料和 RRR 流程中；

•

4

WIGOS 资料质量监测系统（WDQMS）将全面投入业务，用于全球观测系统（GOS）的所有重要实
时部分以及 GCOS 确定的 GOS 延时模式的气候部分；将建立起应对 WDQMS 所报告问题及事件的
国家进程；WDQMS 将至少对 WIGOS 各种组成部分进行运行试点；

本文中“绝大多数”指超过 75%的 WMO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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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评审（OSCAR）平台的所有组成部分（数据库）将全面投入业务并更新；绝大多
数会员将积极维护其在该系统中的元数据；差距分析支持工具或功能将予以实施；

•

获取 WIGOS 各种组成部分历史元数据的过程将到位，一系列 ECV 将试点运行；

•

WMO-IATA 合作的 AMDAR 计划将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上建立，包括可支持其运行的区域和全球中
心。

4.2

预期结果

通过本计划中详细介绍的活动，预期可以获得以下结果：
•
增强 WIGOS 的观测能力，以支持 WMO 的所有优先重点、计划和应用领域，并指导会员如何根据
WIGOS 2040 年愿景发展其观测系统；
•

增强各相关领域实时提供和交付基本观测资料的能力，以满足全球地球系统业务模拟的规定要求；

•

NMHS 作为观测的合作伙伴、推动者和整合者，提升其在国家层面的知名度并强化其作用；

•

加强整合和公开分享各种来源（NMHS 和其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志愿网络、私营部门
等）的观测资料，包括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的观测资料，以支持会员更好地提供服务；

•

根据用户需求、问题等，提高在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家观测系统中确定和解决差距的能力；

•

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加强与伙伴的合作；

•

扩大 WIGOS 框架内 GCW 地表观测部分的全球覆盖范围；

•

强化遵守 WMO《技术规则》（WMO-No. 49）；

•

提升所有 WMO 会员在 WIGOS 规划、实施和运行方面的人员、机构及技术能力；

•

提高 WIGOS 观测资料和元数据的可用性及质量；

•

增强和扩展飞机气象数据中继（AMDAR）观测系统，以支持 RBON 和 GBON。

5.

活动

目前正在制定 2020-2023 年的一系列具体活动，保障第 3 节中 WIGOS 运行阶段六个建议的优先重点领域
中拟定的进度。
5.1

国家 WIGOS 的实施

将特别优先考虑以下活动：帮助会员评估其观测系统和网络是否具备可持续地提供符合 WMO 标准的基本地基
观测数据的能力，包括国际数据共享，并确定用户需求和要求方面的差距；评估是否符合《技术规则》
（WMO-No.49）第一卷第一部分 (WMO-No. 49)第一卷第一部分和《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手册》
(WMO-No. 1160)中列出的标准；从逻辑上讲，将协助制定在国家层面上实施 WIGOS 的项目。
将特别关注需求最高的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将通过提供将自动气象站纳入其
观测网络方面在有效做法和程序上的指导，进一步高度重视加强这些国家的能力。另请参阅第 10.3 节。
NMHS 作为国家一级观测的推动者和整合者，将与其国家伙伴（例如其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志愿
网络、私营部门）接触，使用适当的方法制定和维护协议（例如谅解备忘录或合同），以阐明合作伙伴关系的
好处并规定参与方的作用和责任。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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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遵守 WIGOS 技术规则的文化

会员对以上 5.1 中列出的 WIGOS 技术规则的遵守情况将主要通过 WIGOS 就绪性指标和标准进行评估，这
些指标和标准将在“决定 31(EC-69) - 监测国家层面实施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进展的指标”最初批准的
决定的基础上进行审查和进一步开发，为此已开发了在线工具并可提供特定日期的结果（例如 2019 年 6 月 1
日），可在网站上获取结果 13F 5。然后将更新这些指标和标准，以便更好、更现实地评估会员对 WIGOS 实
施以及其他 WIGOS 标准和建议的遵守情况。该程序与 5.1 有关，因为它可衡量国家级 WIGOS 的实施进
度。
为了使 WIGOS 就绪工具实现业务运行，必须通过其他各种支持性工具提供结果，主要是 WIGOS 数据质量
监控系统（WDQMS）网络工具（5.4）和 OSCAR 数据库（5.6）。区域 WIGOS 中心（RWC）建立后将提
供报告和统计数据，也应作为评估会员是否遵守 WIGOS 技术规则的依据，特别是有关评估数据的可用性和质
量（主要是近实时）以及元数据（在“OSCAR/地表”中）。
将确定与 WIGOS 相关的（区域/全球）中心，并制定一个框架，以根据其 WMO 职责评估其绩效。另请参阅
5.4 和 5.5。
5.3

实施全球基本观测网和区域基本观测网

在决议 34（Cg-18）中，大会通过了本决议附录中的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的总体概念；该概念定义了
WMO 会员的义务，即实施最低要求的地面观测站，必须强制性地在国际上交换这些观测站观测数据，以支持
全球数值天气预报（NWP）和气候分析。
大会要求基础设施委员会（INFCOM）起草《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 中有关
GBON 实施的相关规定，并将这些规定提交 EC-72 批准。大会进一步要求 INFCOM：（i）制定提名、审查和
批准 GBON 组成的程序提案，并提交 EC-72 批准，总体目标是 2021 年世界气象特别大会批准 GBON 的初
始组成；（ii）建立磋商程序，以协助会员以及相关的国际组织和计划实施 GBON。
为了完成 GBON 的职责，每个 WMO 会员都必须制定和实施 GBON 国家贡献。INFCOM 和 WMO 秘书处将
提供技术支持。
区域协会将考虑各个 WMO 会员的独特情况和能力，制定分阶段实施 GBON 的计划。国际组织（如负责
GBON 向海洋扩展的 UNESCO 的 IOC)和计划参与 GBON 的实施至关重要。系统观测融资机制将支持发展中
国家确定、实现和维持其 GBON 国家贡献，其最初目标是到 2025 年发展中国家实现 GBON 达标。
5.4

WIGOS 数据质量监测系统的业务部署

由于 WIGOS 数据质量监控系统（WDQMS）的概念包括三个功能，即监测功能、评估功能和事件管理功
能，因此已经认识到需要使用在线工具来支持这些功能，以供会员和 RWC 使用（请参阅 5.5）。
对于监测功能，已开发了 WDQMS 网络工具，该工具最初基于四个全球 NWP 中心为全球观测系统（GOS）
的陆地站提供结果 - 2019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 WDQMS 网络工具的试运行版本
（https://wdqms.wmo.int/）。与该网络工具有关的 2020-2023 年活动应进一步发展该工具，促进其充
分运行，供 RWC 使用，并应进行扩展以允许纳入 GOS 的其他观测系统（例如海洋和飞机观测） 以及纳入
WIGOS 其他观测组成部分，即全球大气监视网（GAW）的观测组成部分、WMO 水文观测系统（WHOS）
以及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的观测组成部分，并考虑纳入共同发起观测系统（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和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这将需要与各个社区进行深入的技术讨论，以便根据
WDQMS 概念来规划其活动并确定是否和如何将其纳入 WDQMS 网络工具中。

5

https://www.wmo.int/pages/prog/www/wigos/wigos-readin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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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事件管理功能，还需要一个全球性工具，并且已经使用 ECMWF 事件管理系统软件开始了测试。此类系
统的原型应从 2020 年开始提供给 RWC 进行测试并用于其试点模式运行。从 2021 年起应将该原型转换为供
所有 RWC 和会员使用的全球性业务工具，可在其中注册和跟踪各种问题和事件。
5.5

业务化实施区域 WIGOS 中心

应由秘书处集中负责 RWC 试点的协调。对于此类协调活动，将继续在 WMO 区域结构/办事处的参与下组织
区域/次区域研讨会，以便进一步发展并商定其概念和详细计划，同时要考虑到每个区域/次地区的具体情况
（语言、地理位置等），因为这可能会影响 RWC 的实施和运行。实施 RWC 的活动还将包括进一步编写技术
指导并向正在建立 RWC 的会员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诸如培训（参见第 6 节“能力发展”）；还将包括向
RWC 业务化提供参考工具，即 WDQMS 网络工具、“OSCAR/地表”(5.6)和事件管理工具（5.4）。必须
制定和应用 RWC 评估程序，以证明那些将成为业务化中心的 RWC。对于大多数 RWC，这将在 WIGOS 运
营阶段的后期阶段（试点运行 1-2 年之后）开展。
将组织一个 RWC 虚拟论坛，供所有区域和次区域的 RWC 定期在线讨论共同问题和分享经验/教训。
WIGOS 各界将启动一次讨论（可能包括专门的研讨会），审查当前 RWC 的范围，以扩大这一概念，以便整
合其他观测系统和/或其他 WIGOS 相关中心的功能，例如区域仪器中心、CBS GCOS 牵头中心和其他监测
中心、AMDAR 数据中心等。
5.6

进一步开发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审查（OSCAR）数据库

2019 年与主要利益相关方协商后制定了 OSCAR 平台战略 2020-2023。该战略以整体方法为基础，侧重于
观测用户要求和所有 WMO 应用领域的 WIGOS 元数据要求。
该战略提供以下愿景：2023 年成为为 WIGOS 提供可操作、可持续、高效、不断发展、可用和实用的全球信
息系统，可针对 WMO 应用领域的观测用户需求（特别是对地球系统预测的观测用户需求）以及地基和空基观
测系统的能力提供全面而可信赖的前瞻，并以 WIGOS 相关数据质量监测信息为接口。
INFCOM-1/INF. 4.1.1(1)中提供了该战略的摘要。
5.7

观测系统的发展对 WIGOS 2040 年愿景的响应

根据 WMO 2020-2023 战略计划，尤其是战略目标 2.1，以及决议 37（Cg-18）和决议 38（Cg-18），将
需要规划 2020-2020 财政期间的活动以响应 WIGOS 2040 年愿景，并需要分配以下方面的协作角色分工
（i）WMO 工作结构（主要是基础设施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和秘书处将要开展的工作以及（ii）要求会员采取
的行动。
为了规划 WMO 对 WIGOS 2040 年愿景的响应，将主要进行以下审议：
•

促进并强调 WMO 的地球系统方法；
(另见第 8 节)，并促进所有 WIGOS 组成观测系统之间的协同效应；

•

采取综合方法

•

《WMO 技术规则》（WMO-No. 49）和指导材料根据不断变化的要求和差距而完善；

•

促进合规文化（另见 5.2）；

6

6

所有地球系统领域都实现了整合，在数据交换、收集 WIGOS 元数据、质量监测和事件管理以及使用系统观测金融设施
(SOFF)等能力发展工具方面采取了一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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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WIGOS 的发展与 WIS 的发展保持一致（另见 5.8）；

•

促进能力发展工具（另见第 6 节）；

•

将重点放在少数几个优先重点上，因为人们认为可以在此财务期间实现具体和有效的成就或可以改
进观测系统的能力，并展示进展；

•

以 WIGOS 2040 年愿景为驱动力，认识到会员可以灵活开展观测能力的设计、演变和规划；

•

促进综合性 OSCAR（OSCAR/需求、“OSCAR/地表”和 OSCAR/空间）的核心作用（参见 5.6）。

这样一来，将制订一份关于全球观测能力发展的指导文件。该文件将简单易懂，可供所有的实施机构使用（包
括可提供观测资料的广泛公共和私营机构）和监控，还将重点关注一些关键优先重点，同时采用一种更动态的
方法，以根据不断发展的需求、技术和机会调整实施措施。例如，该指导文件将包括一系列关于各种观测系统
对 NWP 影响的国际研讨会的调查结果和建议的摘要，以及《滚动需求评审指南声明》中汇总的主要观测差距以
及如何应对这些差距的建议。
5.8

在 WMO 信息系统中实施 WIGOS 台站标识符

根据决议 35（Cg-18），必须制定实施 WIGOS 台站标识符的时间表，同时要考虑到会员为修改其下游系统
以使用 WSI 交换、处理和可视化数据所需的时间，特别是来自未将传统台站标识符（TSI）设为初始优先级
的新站的数据。为了全面使用 WSI 进行数据业务交换，需要解决以下方面：
(1)

将 WSI 分配给新台站的程序。

需要有明确的程序，会员才能将 WSI 分配给新台站。在这方面，每个会员需要制定符合《WMO 全球综合观
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的 WSI 国家方案。为了促进这一过程，WMO 秘书处将提供一些可供会员采
用的指导材料和模式范例。
(2)

用 WSI 编码的 BUFR/CREX

BUFR/CREX 消息的编码必须遵循通函“在 BUFR/CREX 消息中报告 WIGOS 台站标识符”中提供的指导。
要求会员根据这些指导、B/C 规定和《电码手册》第 I.2 卷中的 BUFR/CREX 规定，对消息进行编码。GISC
的作用是在其职责范围内就 WSI 编码问题为国家中心（NC）提供支持，以促进最初未有 TSI 的新站采用
WSI。
(3)

GTS 消息交换

由 NC、RTH 和 GISC 运行的 GTS 消息交换必须能够处理有和没有 WSI 的混合消息。必须提供有关如何根
据 WSI 和非 WSI 混合消息编写公告的指南。所有 WIS 中心的 GTS 消息交换都必须遵循即将提供的指南。
(4)

调整用户和 NWP 软件和系统

旨在与 TSI 配合使用的用户软件生态系统需要进行重大调整才能使用 WSI 模式。由于 BUFR 消息中除了 TSI
还需要 WSI，因此 TSI 将逐步过渡到 WSI。数据中同时存在 TSI 和 WSI 可使旧系统无需更改即可使用 TSI
进行工作。类似的注意事项也适用于 NWP 软件和系统。 应根据全体会员和有关运行中心(包括 NWP 中心)对
调整要求和进展的认真评估来规划这一过渡。
提出以下完成过渡的重要节点。如果大多数 NWP 中心尚未准备好将 BUFR 与 WSI 一起使用，由于当前正在
国际范围内共享的数据存在丢失的风险，因此实施“在 GTS 上交换 WSI BUFR”（见下表中的 C）的条件
（在很大程度上）是实施“处理 WSI 的软件”（见下表中的 D）。

附录 4：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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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 GTS 上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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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处理 WSI 的软件

WSI BUFR
2021 年
7月

大多数会员能
够分配 WSI

2021 年
12 月

所有会员能够
分配 WSI

一些会员能够为没有 TSI 的
新站进行 WSI 数据编码

一些会员在 GTS 上
交换 WSI 数据

检查软件可以与 WSI 和
TSI 一起使用

2022 年 7
月

大多数会员能够为没有 TSI
的新站进行 WSI 数据编码

大多数会员在 GTS
上交换 WSI 数据

NWP 能够为没有 TSI 的
新站使用带 WSI 数据

2022 年
12 月

所有会员能够为没有 TSI 的
新站进行 WSI 数据编码

所有会员在 GTS 上
交换 WSI 数据

2024 年 7
月
6.

所有软件能够处理 WSI

能力发展

在 WIGOS 运行阶段期间，能力发展（CD）仍将是一个重点活动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区域和国家需求将是
2020-2023 年财务期内资金支出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应当注意到，总体上很难将具体的 CD 工作和 WIGOS 区分，因为大多数的 WIGOS 活动（编写指南材料、
培训、通过 RWC 提供支持）实际上是能力开发工作。
WIGOS CD 工作的总体目标旨在帮助会员具备必要的认知、技能、信息和知识，使其能够在国家层面实施
WIGOS，包括建立国家伙伴关系。通过编写指南材料以及通过第 9 节所述的宣传工作，可对此提供支持。
需要与国际、区域和次区域开发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亚洲开发银行）密切合作，以便确保捐
赠方能够与 WIGOS 实现互惠互利。特别是，WMO 将利用新的工具，例如国家支持倡议（CSI）和系统性观
测筹资机制（SOFF），SOFF 是为 SIDS 和 LDC 实施 GBON 筹集资金的新机制。
GCOS 合作机制将继续在业务问题上支持发展中国家的 NMHS，特别是 GSN 和 GUAN 提名台站。
关于海洋，将需要支持实施 GOOS 2030 年开放规划进程战略路线图的实施，连同在联合国海洋促进可持续
发展十年下的适当发展，以及 WMO 及其区域协会参与 GOOS 区域联盟。新 GEOSS 应用伙伴关系
(PANGEA)是由前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提出的一个概念，目前用于发展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全球和区域尺度海洋观测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
要切实有效地使用以下 WIGOS 技术工具，将需要进一步在区域/次区域编写学习材料并组织培训活动，同时
要考虑到 RWC 的需求和要求：
•

OSCAR/地表 = 是用于维护并进一步开发在线课程和教程视频，并继续定期举办网络研讨会（尤其着
重于社区特定的模板和元数据在机器之间的传输）；

•

WDQMS 网络工具 = 是用于进一步开发在线学习材料，开发带有教程视频的在线课程，并举办一系
列网络研讨会（与 WIS 密切合作），特别关注与数据可用性、质量和及时性有关的问题；

•

WDQMS 事件管理工具 = 是用于编写初始学习资料以及专门的网络研讨会，以支持 RWC 的业务实
施。

上述每种工具的用户手册都将以 WMO 的所有语言编制和定期更新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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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于第 7 节中描述的每个主题，尤其是针对 LDC、LLDC 和 SIDS 的主题，WIGOS 站标识符（5.8）
的实施都将需要进一步开发在线学习材料。
此外，为了补充有关国家级 WIGOS 的实施的培训工作，需要为会员提供更多的指导和支持，以制定其国家观
测战略及其国家级 WIGOS 的实施计划。
7.

伙伴关系

WIGOS 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地球系统的可持续监测，以开发必要的产品和服务，造福于人民，重点是气候、天
气、海洋、冰冻圈和水圈。只有在国家和国际两级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实体完
全具备提供这种复杂观测系统的能力。因此，需要在三个层面上建立伙伴关系：
(1)

WMO 会员在国家层面上：在不忘记公民社区的情况下，对地球系统监测负有正式职责的所有政府组
织（包括地方机构）以及运行监测系统的学术界和私营部门。

(2)

在国际层面上，其他联合国 7和非联合国组织以及主要的非政府组织，包括测量的提供者和使用者。

(3)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相关的监测系统，例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对于大多数参与者来说，WIGOS 都是新鲜事物，必须鼓励其参与协作过程并提供其数据，例如为 NMHS、国
家和国际 WMO 业界等提供数据。要维持成功和持久的伙伴关系，关键原则是对互惠互利的认可。
运营方的利益因组织类型及其需求而大异。因此，在国家（例如与 NMHS）或国际层面上与 WMO 会员共享观
测数据的动机也有很多种。
WIGOS 框架内的伙伴关系将解决：
•

•

观测差距：
–

观测的代表性和及时性，特别是在高影响地区或观测稀疏地区，

–

传统上 NMHS 不观测的其他参数（例如生物多样性、土地覆盖、森林等），但与地球系统观测和
预测相关，
满足特定需求的科学和服务信息要求，

可促进伙伴关系发展的活动：
•

按物理领域/组成部分/利益/等来统计各机构和数据提供者的国家概况及其安排（谁应该/可以参与），

•

与潜在合作伙伴接触，并确定互利领域（对特定国家/国际议程的贡献、成本效率、知名度等）：国家/
地区研讨会或随机会议，

•
在 WIGOS 框架内建立伙伴关系可在国家/区域层面上对地球系统观测方面产生效益，重视这一点并展
示其增值/影响，并介绍可用的 WMO 工具，例如针对与观测相关的描述性元数据制定/传播观测实践的标准和
指南，以使用户能够了解观测数据的制作方式并评估其对预期应用、数据表示、访问和交换标准的适用性
（WIGOS 元数据标准、OSCAR 地表、数据质量监控系统等），
•

开发易于使用的 WIGOS 工具，供所有合作伙伴使用，

•
解决观测数据的所有权及对其使用和共享的任何限制、数据质量、可发现性、针对特定用途的数据许可
与免费和开放数据的许可问题，
•
向潜在合作伙伴学习有关科学等界在特定相关主题领域取得的进展（例如语义和术语倡议，例如极地数
据论坛、研究数据联盟等），

7

例如 WMO-IOC 协作理事会提供更好地统合 WMO 和 IOC 战略的机会，以支持 WIGOS 和 GO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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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合作伙伴参与的框架，以确保对其参与的正式认可（在国家和/或国际层面）；制定 WIGOS 合作
伙伴关系的章程（或类似协议），
•
依照 2019 年 10 月文件“确定观测协调组(OCG)、WMO 和 GOOS、后 JCOMM 之间的未来联系”中
记录的前 JCOMM 观测协调组(OCG)的建议，以及 WMO-IOC 联合协作理事会的指导意见(见 JCB WMO/IOC
观测讨论文件)。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第 7 章是关于数据伙伴关系，这在吸引各机构为
WIGOS 的目标做出贡献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决议 39（Cg-18），WMO 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合作伙伴关系预计将正式确立，将在 2020 年达成新
的或更新的工作安排，这将有助于制定和发展 WMO-IATA AMDAR 合作计划（WICAP）。基础设施委员会将
负责监督 WICAP 实施计划，包括制定治理和法律框架以及建立区域 WICAP AMDAR 计划。IATA 将在编写
航空公司合作伙伴参与的商业案例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将协助航空公司实施技术方面的工作。
8.

将跨地球系统领域的观测网络纳入 WIGOS

作为一个框架，WIGOS 将提供更好地整合所有地球系统领域的观测系统的机制，以便更好地应对地球系统的
监测和预测要求。对于以下类型的观测尤其如此：
•

全球观测系统（GOS）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网络的天气和气候观测，

•

大气成分观测，即全球大气监视网（GAW）的观测部分，

•

WMO 水文观测系统（WHOS）的水文观测，

•

冰冻圈观测，即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的观测部分，

•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的海洋气象和海洋观测。

整合观测网络或 WIGOS 组成部分的概念定义可以是遵循《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第一部分以及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 (WMO-No. 1160)第 2 部分“WIGOS 组成系统的共同属性”中列出的大
部分整合标准的概念：
•

特定的地球系统监视区域可对 RRR 做出贡献以响应 WIGOS 2040 年愿景，为此向“OSCAR/需求”
提交观测用户需求并进行维护，并为相关应用领域起草并维护指导声明 8。将研究建立新的冰冻圈监测
应用领域并考虑监测大气 CO2 的需求。

•

在国际层面上增加地球系统领域数据的交换，促进提高数据的可用性，包括来自学术界和私营部门的数
据，从而使各种应用领域受益。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做到这一点：（1）促进使用非常规数据格式（例如
NetCDF）通过 WIS 提交数据，（2）促进合作伙伴组织和私营部门获取 WIS 数据，（3）提供关于其
观测平台数据的质量信息。

•
•

用于元数据和数据交换的 WIGOS 台站标识符（WSI）（请参阅 5.8）。
利用新的促进机制，定期更新 WIGOS 元数据并纳入“OSCAR/地表”中，例如社区元数据提交模板
9
，以及与 OSCAR 特定的机器对机器界面计划（例如 OCEANOPS、天气雷达数据库、飞机观测）。
将促进“OSCAR/地表”国家联络员（NFP）与合作伙伴组织之间在国家层面上开展对话，鼓励提名
“OSCAR/地表”NFP 并授权其可将元数据直接输入“OSCAR/地表”。

•

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的概念已扩展到支持全球 NWP 和其他全球应用领域：

8

海洋应用、气候监测（GCOS）、水文和水资源、预测大气成分、监测大气成分以及提供大气成分信息以支持城市和人口稠密地区的
服务。

9

此类模板旨在促进针对特定类型的观测平台（例如 GCW 观测站）向 OSCAR/Surface 提交 WIGOS 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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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自气 候监测 观测 网络（ GCOS）的 气象 数据： GCOS 地表 网（GSN） 和 GCOS 高 空网
（GUAN）。将更新相应的《技术规则》。

–

第一步 10是在具有国家管辖权的沿海地区（专属经济区-EEZ）开展海洋气象观测。对于没有国
家管辖权的全球海洋上的海洋观测，将需要采取第二步，这将需要时间开发并可能在 2023 年之
后完成。第二步应包括 WMO 区域协会，致力于与地理邻近的 UNESCO IOC GOOS 区域联盟
（GRA，共享 GOOS 原则和目标的国家和/或机构的联盟）整合的方案，以实现协调公海观测，
改善 NWP 和预测热带气旋（轨道和强度）等高影响事件的共同初始目标。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
门也应与其国家海洋研究部门更密切协调，增进对海洋在 NWP 所有时间尺度中作用的了解，从
而改进预报。

–

来自 NMHS/NHS 的水文数据，特别是降水和土壤水分（GNWP 的要求）。

–

对 GNWP 至关重要的冰冻圈数据，尤其是雪水当量和积雪深度。

•

根据观测网设计原则 11采用的 WIGOS 分层方法，该方法包括：（i）基于现有的 GCOS 基准高空网
（GRUAN）和新开发的 GCOS 地表基准网（GSRN）而建立的基准网络；（ii）基本观测网（例如
GBON 和 RBON），以及（iii）所有其他网络，包括来自第三方的网络。将更新相应的技术规则。

•

WIGOS 数据质量监测系统（WDQMS）已扩展到其他领域，已从当前的重点，即全球 NWP 对陆上
观测站关于少数几个变量（地表压力、温度、湿度、风和高空廓线）的需求，扩展至其他变量，例如
CO2、雪水当量和/或雪深、降水、太阳辐射、土壤湿度和温度、以及其他必要的变量。将研究如何根据
其他领域（海洋，水文，冰冻圈，大气成分）的模拟活动中建立模式，以期提供更广泛变量和应用的质
量监测信息。

9.

沟通和宣传

在这一时期，沟通和宣传（C&O）也将在内部和外部发挥重要作用。
需要持续教导常任代表并与其进行互动，主要原因是自然的人事变动，以及随着 WIGOS 的成熟和知名度的提
高，WMO 会员的期望值往往会提升。除了常任代表以外，还需要与其观测系统管理方建立联系，以使他们了
解 WIGOS 的发展情况，以及为了解他们在国家和区域 WIGOS 开发和实施方面的工作。针对尚未完全参与
WIGOS 的 WMO 社区，应专门开展更多的工作，特别是水文顾问、学术界和公众，后者可以通过众包测量和
低成本传感器参与 WIGOS。
与其它国际组织、NGO 和商业实体等伙伴建立联系也很重要，这既可以使其及时了解 WIGOS 的发展情况，
也可在各层面促进建立伙伴关系。
拟定了若干普通 C&O 活动：
(a)

定期（季度）出版和分发 WIGOS 通讯，面向有不同技术知识水平的广大受众；

(b)

尽可能在 WMO 各组成机构届会期间安排 WIGOS 边会活动；

(c)

将在各类活动（WMO 组成机构届会、国家和国际科学大会/研讨会、GEO 和 GFCS 会议等）期间向外
部伙伴展示并共享成套的沟通/宣传材料；

(d)

以报告、文章、出版物、成功案例、案例研究、经验教训及其它材料来不断更新 WIGOS 门户，供会员
及其伙伴使用。

GCOS 将收集用户关于气候信息需求的广泛意见，包括公开呼吁进行审查和征求意见，以及于 2021 年 10 月
召开气候观测会议。GCOS 将及时向 UNFCCC 报告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状况及其改进计划，以便其进行全球
盘点。

10

另见决议 45 (Cg-18) - 确保充分的海洋气象和海洋观测及资料覆盖以保证航海安全和保护沿海和近海地区的生命财产,它为 GBON
向海洋的此类扩展提供了依据。

11

WIGOS 观测网设计原则 7：“分层法设计”：观测网络的设计应该使用分层结构，这样高质量的基准观测信息就能转移到其它观测信息
并用于改善其质量和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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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 WIGOS 实施和试运行阶段，WIGOS 在 2020-2023 年期间的开发和运行将遵照世界气象大会的决
定，后续的治理则指定给执行理事会及其技术协调委员会以及基础设施委员会。
基础设施委员会地球观测系统和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以及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将负责指导 WIGOS 发
展的具体方面，例如监管和指导材料、观测方法网络设计、质量监测、各种整合问题等。
还应利用 WMO 改革提供的现有机制和新机制并与之进行协调，开发针对特定领域的观测，主要有：
•

气候观测和 GCOS 网络

•

水文观测：水文协调组；

•

冰冻圈观测：基础设施委员会 WMO 冰冻圈交叉性功能研究组（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

海洋气象和海洋观测：基础设施委员会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研究组、WMO-IOC 联合合作委员会和
GOOS 指导委员会；

•

大气成分观测：研究理事会。

12

：基础设施委员会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研究组；

负责协调本计划执行工作的其他相关机构有：
•

基础设施委员会信息管理和技术常设委员会。

•

基础设施委员会全球基本观测网研究组。

10.1

全球层面

WMO 秘书处将按照上述机构提供的指导来落实管理和执行职能。WMO 秘书处将支持各机构开展有关
WIGOS 的讨论，以及研究组、专家组和各特设机构的工作。为此，秘书处将列有可交付成果和所需活动清单
的文件作为一份动态文件，对风险进行审查并根据需要减轻风险，并使用附件所列绩效指标对计划的执行情况
进行监测。
WIGOS 技术系统，主要是 OSCAR 和 WDQMS，仍将需要有力的管理和协调支持。许多会员及伙伴组织均
愿意且能够推动各项活动，但预计全球协调作用则须由 WMO 秘书处管理。为了确保 WIGOS 技术系统的进
一步发展是有效的，并将为会员带来更多利益，INFCOM 专家应致力于为其提供指导和建议；因此，
INFCOM 常设委员会需要建立相应的团队来执行所需活动，以达成本计划的目标并取得 WIGOS 2040 年愿
景方面的进展。
10.2 区域层面
预计所有区域协会都将建立 RWC 以及在区域层面提供治理和监督的小组；这些区域小组将与 INFCOM 常设
委员会紧密合作，以使区域和国家实施与 WIGOS 总体计划保持一致。
区域 WIGOS 小组将继续依靠 WMO 秘书处提供的大力支持。其具体作用应是：
(a)

定期（至少每年一次）评审其各自区域的 WIGOS 实施情况；

(b)

对其 R-WIP 所列的各项活动给予指导并做优先排序；

(c)

促进和协调区域 WIGOS 项目；

(d)

将 R-WIP 更新材料提交区域协会管理组批准；

12

GCOS 高空网（GUAN）、GCOS 基准高空网（GRUAN）、GCOS 地表网（GSN）和新的 GCOS 基准地表网（GS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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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促进在各自区域建立区域 WIGOS 中心，到 2022 年在所有区域提供服务；

(f)

在各自区域建立了区域 WIGOS 中心后，对其工作进行指导；

(g)

组织虚拟 RWC 论坛，以分享经验和教训；

(h)

根据 R-WIP 以及为了响应会员的要求，向会员提供区域支持（取决于资源/资金的可用性）；

(i)

为在各自区域设计和建立区域基本观测网提供监督和指导；

(j)

协助 WIGOS 台站标识符分配的区域机制或结构。

根据在试运行阶段形成的区域 WIGOS 中心概念，将由 RWC 在区域层面对 WIGOS 实施活动给予大部分支
持。然而，根据在试运行阶段区域 WIGOS 中心试点项目的初步经验，显然，区域 WIGOS 中心将需要大量
的外部支持能力以及有力的全球协调单位，以便此概念能够发挥作用。在 WDQMS 背景下开发的全球事件管
理系统应该是此类全球协调的主要信息来源。因此，预计日内瓦的秘书处和各区域办事处都必须加强对这些实
体的支持。因此，为了确保区域和国家实施将与 WIGOS 运行计划以及 WIGOS 2040 年愿景保持一致，需
要在 RWC、区域 WIGOS 团队和 INFCOM 常设委员会之间建立牢固的联系。
区域协会将负责协调区域 WICAP 计划和运行中心的建立，以支持 AMDAR 计划的制订和扩展。
10.3 国家层面
预计将在国家层面开展下列各项活动：
(a)

制定国家观测战略，包括设计国家层面的 GBON 和 RBON；

(b)

根据国家观测战略，制定国家级 WIGOS 的实施计划（N-WIP）；

(c)

建立国家 WIGOS 治理、协调和实施机制及团队；

(d)

确定和减小 WIGOS 组成部分观测系统的关键差距（国家 RRR 过程实施）；

(e)

国家观测网络/系统的持续和标准化运行；

(f)

通过补充 OSCAR/地表数据库并保持其内容最新，从而业务化实施 WIGOS 元数据标准；

(g)

开发针对管理和运行国家观测网络/系统的工作人员的能力；

(h)

制定关于整合及公开共享 WIGOS 各部分观测系统（WMO 和伙伴）观测资料的国家 WIGOS 伙伴关系
协议；

(i)

国家进程的业务化实施，以便就 WDQMS 确定的、已到位的 RWC 提出的事件采取行动；

(j)

通过和实施关于发布 WIGOS 台站标识符的国家政策。

上述所有活动在国家层面上的成功取决于在 NMHS、NHS 和其他机构之间建立信任和有效协作联系的能力，因这
些机构可以为 WIGOS 做出贡献并从中受益。
11.

风险评估

已确定的最高风险包括：
(1)

过于严格的信息安全措施会阻碍“OSCAR/地表”国家联络员（NFP）和元数据提交者（包括机器到机
器的元数据传输）使用 OSCAR（潜在影响：元数据对用户产生误导，后果可能导致数据滥用、数据丢
失、WDQMS 未监控到站点等）；

(2)

如果空基观测系统系统操作员不回复会阻碍 OSCAR/空间数据库信息的更新（潜在影响：与上述情况类
似）；

(3)

OSCAR 的所需资源不足，因此无法实现预期的效益（潜在影响：与上述类似）；

(4)

应用领域的所有者组织得不够好或者与 WMO 的联系不足，无法向 RRR 流程提供信息（需求、能力和
差距）（潜在影响：支持应用领域的主要观测差距无法明确）；

附录 4：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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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于成本原因，会员未开展推荐的影响研究（潜在影响：观测结果对应用领域的影响无法明确）；

(6)

会员未能对已确定的关键差距的解决做出回应（潜在影响：会员根据 WMO 应用提供的服务并非最
佳）；

(7)

会员未能认识到可提供与 WIGOS 有关的全套观测的各类机构和其他实体也并未与之建立有效联系（潜
在影响：未能利用现有观测资料来改善服务）；

(8)

会员缺少支持 WICAP 发展的资源（潜在影响：未能利用其他 AMDAR 观测资料来支持全球 NWP）；

(9)

尚未制定/商定计划，无法整合观测系统/WIGOS 组成部分并也无法与 WDQMS 保持一致（潜在影
响：缺乏数据可用性或数据与要求不符）；

(10) 未建立区域 WIGOS 中心（未开筹备研讨会，也未有随后的协议和承诺）（潜在影响：将无法识别和跟
踪该区域的观测问题，后果是数据是否符合要求）；
(11) 区域 WIGOS 中心未执行商定的常规业务（潜在影响：与上述类似）；
(12) “OSCAR/地表”和 WDQMS NFP 联系信息未更新（潜在影响：RWC 无法执行其任务并对事件进行
修正，WIGOS 数据质量监测系统也无法根据需要执行）；
(13) 事故管理系统（针对 RWC）未到位/无法运行（潜在影响：与上述类似）；
(14) 因在 GBON 和 RBON 实施海洋观测前，75%的地球表面未被包括在内，WIGOS 预期的可交付成果和
成果未完全实现。
12.

资源

是否能完成计划中所列的活动将取决于可用资源。
在 WMO 会员的预算和规划过程中，应高度重视为充分实施 WIGOS 预留足够的资源。将需要向 WMO 秘书
处提供额外的资源，以支付超出秘书处常规计划活动范围之外用于实施和协调工作的人员和非人员费用。为确
保实施 WIGOS 所需的资金，应考虑提供以下资源：
(a)

用于 WIGOS 实施支持活动的 WMO 常规预算；

(b)

WIGOS 信托基金，以补充 WMO 常规预算；

(c)

会员和国际伙伴组织的实物捐助；

(d)

人员借调；

(e)

用于 WIGOS 相关技术合作和能力发展活动的自愿合作计划资金；

(f)

支持 WIGOS 的区域筹款活动；

(g)

业务化主办信息系统（例如 WIS、OSCAR、WDQMS）；

(h)

为 WICAP 的开发和运行提供财务支持；

(i)

持续为 NMHS 和其他机构提供资金，以便为 WIGOS 相关观测做出贡献。

13.

监测和评估

将尽可能使用定量和客观的方法定期监测和评估计划的实施情况。WDQMS 将是监测观测网络本身的实施和
性能的核心。
附件中提供了关键绩效指标，以及各项目标和指标评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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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键绩效指标
下表提供了关键绩效指标（KPI），以帮助监控 WIGOS 的实施进度。

编号
1

KPI

优先重点

大多数 WMO 会员已通过/批准国家级

国家实施

WIGOS 的实施计划
2

目标
75%的 WMO

评估 KPI 的
工具/机制
会员百分比

会员

已建立国家 WIGOS 治理机制

国家实施

75%的 WMO

会员百分比

会员
3

已实施国家 WIGOS 伙伴关系协议

国家实施

75%的 WMO

会员百分比

会员
4

已实施 WIGOS 台站标识符

国家实施

75%的 WMO

会员百分比

会员
5

已在“OSCAR/地表”中为所有发报台

国家实施

站实施 WIGOS 元数据
6

会员百分比

会员

已具备就从 WDQMS 接收的问题和事件

国家实施

75%的 WMO

会员百分比

会员

采取行动的流程
7

75%的 WMO

隶属于 RWC 的会员

国家实施

75%的 WMO

会员百分比

会员
8

WDQMS 网络工具中涉及的变量数

WDQMS

70%

目标变量百分比（10）

9

综合在 WDQMS 网络工具中的 WIGOS

WDQMS

4

仅计算 WIGOS 观测组成部

13

观测组成部分/领域数量
10

分/领域

已经建立的 GBON 站数量

GBON/RBON

700

14

仅计算“OSCAR/地表”中
的台站

11

建立可满足 NWP 和气候以外要求的

GBON/RBON

1000

RBON 站数量
12

仅计算“OSCAR/地表” 中
的台站

有效 GSRN 试点项目

GCOS

一个有效牵头

GSRN 牵头中心报告

中心
13

向 WIGOS 交付服务、经认证的

GCOS

20

GRUAN 牵头中心报告

GCOS

一份报告

出版
简单计数

GRUAN 台站数量
14

在 2021 年底之前已向 WMO 和
UNFCCC 提交气候观测系统状况报告

15
16

至少有一个已建立的区域 WIGOS 中

区域 WIGOS

7（6 个区域加

心）

中心

南极洲）

“OSCAR/地表”中完整 WIGOS 元数

OSCAR

75

据的百分比
17

与“OSCAR/地表”对接的组成部分

完整性指数的平均值
15数

OSCAR

据库数量

13
14
15

“OSCAR/地表”提供的平台

NWP、气候、海洋应用、冰冻圈、水文
陆地表面的目标为 500 km x 500 km 水平分辨率
GCW、JCOMMOPS、WRD、ABOS、OSCAR/需求、CPDB、WDQMS

7

简单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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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OSCAR

与“OSCAR/地表”使用机器到机器界面

WMO 会员的

会员百分比

25%

（XML 文件）的国家数量
GBON/RBON 为 NWP 和高影响事件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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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ON/RBON

10

OSCAR, RRR

报而实施的 GOOS 基本海洋变量(EOV)
的数量

建议 2(INFCOM-1)
更新与建立全球基本观测网有关的规章性材料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决议 34 (Cg-18) - 全球基本观测网，
审查了本建议附件中提供的关于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规定的草案，
认同本建议附件中提供的关于 GBON 规定的当前草案，
建议世界气象大会在其 2021 年特别届会(Cg-Ext(2021))上通过对《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
（WMO-No. 1160）第 3.2.2 节（基于本草案，详见本建议附件）的修订，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建议执行理事会审查 WMO 系统和活动的环境影响和可持续性，并就会员应开展的最优先级活动向世界气象大
会提出建议；
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步骤，为 GBON 规定定稿，并在提交 Cg-Ext(2021)前供会员审查。

建议 2(INFCOM-1)的附件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中有关 GBON 的条文
3.2

设计、规划和演变

3.2.1

WIGOS 地基子系统的构成

3.2.2

全球基本观测网

3.2.2.1
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应是 WIGOS 地基子系统的一个子集，与 WIGOS 空基子系统及其它
地基观测系统配合使用，从而促进满足全球 NWP 的需求，包括支持气候监测的再分析。
3.2.2.2

会员应建立和管理 GBON。

注:
1.

全球 NWP 为 WMO 全体会员提供的所有产品和服务提供了重要支撑。GBON 中与地理相关的部分为每
个区域基本观测网提供了重要的基础部分（见下文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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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BON 基于全球设计，并在全球范围内监控其实施。

3.

设计 GBON 主要是为响应空基系统目前尚未满足或未完全满足的那些全球 NWP 要求。

4.

GBON 的规范见 3.2.2.7 - 3.2.2.20 条。它们是根据全球 NWP 的观测要求得出的，这些要求连同对
收集此类观测数据和其他来源观测数据可用性的业务技术分析一起，记录在“OSCAR/需求”数据库
中。该技术评估由 INFCOM 为世界气象大会进行。

5.

GBON 台站/平台列表是从会员在“OSCAR/地表”注册的所有现有 WIGOS 台站/平台列表中抽取的。
根据下面列出的 GBON 规范，确定拟指定为 GBON 的子集。GBON 台站/平台列表由会员与 INFCOM
合作制定。

3.2.2.3

会员应维持被指定为 GBON 贡献者的台站/平台的持续运行。

注：指定过程见下文 3.2.2.22-3.2.2.23，并详见《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1165）。
3.2.2.4

会员应努力以利于环境可持续的方式设计、安装、管理和运行其网络内的台站。

3.2.2.5
据。

根据 WMO 总体数据政策会员应通过 WIS 在国际上提供所有实时或接近实时的 GBON 观测数

3.2.2.6
若会员发现在其部分领土内（如在无人区和边远地区）的观测网络，按 3.2.2.7-3.2.2.18 条中的
一条或多条要求的水平分辨率实际上无法实现，该会员则应根据《WMO 公约》第 9 条第 2 款和“通则”第
6 段向秘书长通报原因。
3.2.2.7 会员应维持一套陆地表面观测台站/平台的连续运行，这些台站/平台至少要观测气压、气温、湿度、
水平风、降水和积雪深度，其所在地应使 GBON 对所有这些变量均可达到 200 公里或更高的水平分辨率，频
率为每小时一次。

注:
1.

降水观测是指每小时的累积量。

2.

《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第二卷提供了有关降雪测量的详细信息。

3.

200 公里或更高的水平分辨率是指台站/平台的平均间距不超过 200 公里。

4.

许多人工站/平台的观测频次低于 1 小时；然而，它们为 GBON 做出了宝贵贡献。

5.

这些规定并不是说每个台站/平台都必须测量所列的所有变量，而是指整个网络以所需的水平分辨率对
所有变量进行观测。

3.2.2.8

会员应运行 100 公里或更高分辨率的陆表观测网/平台。

3.2.2.9
数据。

如果会员运行 3.2.2.7 和 3.2.2.8 所述的网络，会员应根据 3.2.2.5 在国际上提供这些网络的观测

3.2.2.10
会员应在其专属经济区内维持一套海面海洋气象观测台站/平台的持续运行，这些台站/平台至少
要观测气压和海表温度，若有机会，其所在地应使 GBON（在其管辖海域内）这些变量的水平分辨率达到或
超过 500 公里，频率为每小时一次。
注：对于专属经济区面积明显大于陆表面积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本规定适用于整个观测责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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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应协助其他会员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海表气象观测，但须按 3.2.2.5 在国际上共享数据。

3.2.2.12
会员应维持一套陆地上方高空台站/平台的连续运行，这些台站/平台应至少观测温度、湿度和水
平风，垂直分辨率为 100 米或更高，每日两次或两次以上，观测水平为 30 百帕或更高，其所在地应使
GBON 这些观测的水平分辨率达到 500 公里或更高。
注:
1.

目前，无线电探空仪系统是收集此类观测数据的主要手段。

2.

垂直分辨率为 100 米或更高是指观测的平均垂直间隔和报告不超过 100 米。

3.

在偏远/孤岛上获得的高空观测对全球 NWP 技能的影响特别大，这些台站/平台的持续运行对 GBON 是
高度优先问题。

3.2.2.13

会员应运行水平分辨率为 200 公里以上的高空观测台站/平台网络。

3.2.2.14 会员应运行一组选定的 GBON 高空观测台站/平台子集，以观测可高达 10 百帕或更高的温度、
湿度和水平风廓线，每天至少一次，在地理限制允许的情况下，台站所在地应使 GBON 对这些观测的水平分
辨率达到 1000 公里或更高。
3.2.2.15
会员应运行一套高空观测台站/平台，观测温度、湿度和水平风廓线，垂直分辨率为 100 米或更
高，每日两次或两次以上，观测水平为 30 百帕或更高，如有机会，其所在地应使 GBON 这些观测的水平分
辨率达到 1000 公里或更高（在其管辖海域内）。
注：对于专属经济区面积明显大于陆表面积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本规定适用于整个观测责任区。
3.2.2.16

如果运行 3.2.2.13– 15 中所述的网络，3.2.2.5 则应适用。

3.2.2.17 会员应提供飞机上升和下降时的温度、湿度（如有）和水平风的飞机气象观测数据，垂直分辨率
为 300 米或更高，时间频率至少为每小时一次。
3.2.2.18
或以上。

会员应提供飞机平飞时的温度、湿度（如有）和水平风的气象观测数据，水平分辨率为 100 公里

3.2.2.19 会员应提供每小时温度（如有）、湿度（如有）和水平风的遥感廓线观测数据，垂直分辨率为
100 米或更高。
3.2.2.20
结果。

会员运行观测密度高于 3.2.2.7-3.2.2.19 规定的观测网络/平台时，应至少每小时提供一次观测

注：全球 NWP 要求的当前目标是 15 公里。
3.2.2.21

会员应按照第 2.5 节的规定，提供其 GBON 观测台站/平台的元数据。

3.2.2.22
各会员应根据(3.2.2.10 和 3.2.2.15)，至少指定所需数量的地面站和和所需数量的高空站，作为
其对 GBON 的贡献。
注:
1.

基础设施委员会将进行初步的 GBON 实施分析，为每个成员提供其履行 3.2.2.7-3.2.2.21 规定的义
务所需的地面站号和高空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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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每个会员，基础设施委员会将按照 3.2.2.21 审查其指定的贡献，并评估其是否符合 3.2.2.73.2.2.21 规定的要求，并将审查结果书面通知该会员。

3.

参见 3.2.2.12 下的注 3。

3.2.2.23

会员应在“OSCAR/地表”中注册台站，并标明这些台站隶属 GBON。

3.2.2.24

会员应定期监测 GBON 整个网络的性能，以识别不符合设计性能的情况。

注：关于数据质量监测、评估和事故管理的指导意见详见《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1165）第 8 章。
3.2.2.25
会员应在 WMO 执行理事会或世界气象大会商定的时限内，确认、记录和纠正其某一台站/平台
上发现的任何不合规情况。
注:
相关时限和程序详见《WMO 全球综合观测指南》（WMO-No.1165）。
3.2.2.26

会员应至少提前三个月将其停止运行台站/平台的计划正式通知秘书长。

建议 3(INFCOM-1)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1160）第 2.4.1 节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决议 35 (Cg-18)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台站标识符，
注意到建议 1(INFCOM-1) - WIGOS 初始运行阶段(2020-2023 年)的计划，
审议了《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第 2.4.1 节和附文 2.2 的修订草案，见决议草
案 X/X (EC-73)的附件，
认同《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第 2.4.1 节和附文 2.2 的修订草案当前版，见决
议草案 X/X (EC-73)的附件，
建议执行理事会通过本建议附件中的决议草案。
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步骤，为《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第 2.4.1 节和附文 2.2
的修订定稿，详见本建议的附件，并在提交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三次届会(EC-73)之前供会员审查；
邀请国际伙伴组织根据需要提供反馈。

建议 3(INFCOM-1)的附件

附录 4：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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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 X/X (EC-73)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第 2.4.1 节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 基本文件第 1 号》(WMO-No. 15)第 2 条第 1 款和第 3 款以及第 8 条第 4
款，

(2)

决议 36(Cg-18) – 修订《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第一部分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
统、《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以及《WIGOS 元数据标准》(WMONo.1192)，

(3)

决议 35 (Cg-18)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台站标识符，

审议了建议 3(INFCOM-1)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1160）第 2.4.1 节，
通过详见本决议附件的对《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第 2.4.1 节和附文 2.2 的修
订 1，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授权秘书长随后作出纯编辑性修正；
要求秘书长：
(1)

以 WMO 所有正式语文出版更新后的《手册》；

(2)

保证相关文件编辑上的一致性；

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36 (Cg-18)，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草案 X/X (EC-73)的附件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第 2.4.1 节
2.4

运行

2.4.1

一般要求

注：《技术规则》（WMO-No.49）第一卷第一部分第 2.4.1.1 款适用。
2.4.1.1

1

WMO 观测台站和平台须由唯一的 WIGOS 台站标识符进行确认。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第 2.4.1 节和附文 2.2 的修订将根据建议 3(INFCOM-1)最终定
稿，以便提交 EC-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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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WIGOS 台站标识符的结构在附文 2.2 中具体说明。
2.4.1.2

会员须发布各自地理责任区域内参与 WMO 或联合发起计划的观测台站和平台的 WIGOS 台站标

识符，并须确保 WIGOS 台站标识符不向一个以上台站发布。
注:
(1)

会员可发布各自地理责任区域内不参与 WMO 或联合发起计划的观测台站和平台的 WIGOS 台站标识
符，如果运营方已承诺提供并维护 WIGOS 元数据。

(2)

对于参与共同赞助的 GOOS 的地面海洋站或海洋站，若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
(JCOMM)原位观测计划支持中心(JCOMMOPS)OCEANOPS 被要求发布 WIGOS 台站标识符，它有权
代表会员如此行事。

(3)

根据《南极条约体系》的规定，会员有权为其在南极运行的台站/平台发布 WIGOS 台站标识符。

2.4.1.3
在发布 WIGOS 台站标识符之前，会员应确保台站和平台的运行方已承诺为该台站或平台提供并
维护 WIGOS 元数据。
注:
1.

WIGOS 台站标识符可由以下授权实体(列于附文 2.2，以下简称“WSI 发布者”)在下列情况下代表成
员为参与 WMO 或共同发起计划的观测站发布（有关程序见《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1165））：
1.1. 当支持 WMO 或联合发起计划的台站或平台需要一个 WIGOS 台站标识符，而没有会员可以发布
该标识符时（如在南极洲），秘书长可使用赋予秘书长的“标识符发布者”的身份，为该台站或平
台发布一个 WIGOS 台站标识符，前提是该台站或平台的运行方承诺：
(a)提供 WIGOS 元数据；
(b)符合相关的“技术规则”。
1.2. 当支持 WMO 或联合发起计划的台站或平台需要一个 WIGOS 台站标识符，而会员不能发布时，
秘书长 WSI 发布者将与相关会员合作为该台站或平台发布一个 WIGOS 台站标识符，前提是该
运行方承诺其运行方承诺：

(a)

提供 WIGOS 元数据；

(b)

符合相关的“技术规则”。

1.3. 若参与 WMO 或联合发起计划的台站或平台运行方需要 WIGOS 台站标识符而相关会员未曾发布标识符
或未提供不发布标识符的正当理由，秘书长将使用分配给秘书长的“标识符发布者”的身份 WSI 发布者
将发布一个标识符相关时限和程序详见《WMO 全球综合观测指南》（WMO-No.1165）。，前提是其
运行方已承诺：

2.

(a)

提供 WIGOS 元数据；

(b)

符合相关的“技术规则”。

在上述 1.1-1.3 的情况下，若 WIGOS 台站标识符是由一个主管部门而非该国家或地区会员的 WMO
常任代表发布的，则秘书长将以书面形式通知该会员的 WMO 常任代表，并将给与不少于 30 天的时间
以撤消这一分配，如果他们认为有正当理由如此行事的话。

附文 2.2 WIGOS 台站标识符
1.

WIGOS 台站标识符的结构

4.

被确认为标识符发布者的实体

附录 4：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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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实体被确认为“WIGOS 台站标识符发布者”(或 WSI 发布者)，有权代表会员为参与 WMO 或共同发起
计划的观测站发布 WSI。若有会员负责某个地理区域，则应首先要求该会员为该台站发布 WSI。如果该会员
未提供 WSI，或未回复，则相关计划/组织的 WSI 发布者将发布 WSI：
(1)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TBTO)；

(2)

全球大气监视网(GAW)观测部分的相关主管部门；

(3)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观测部分的相关主管部门；

(4)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基准高空网（GRUAN）的相关主管部门，

(5)

WMO 雷达数据库(WRD)，由土耳其国家气象局(TSMS)托管；

(6)

由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代表欧盟并根据合同“311a LOT 2：全球陆地和海洋观测数据
库”运行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机构(C3S)。

这些 WSI 发布者将被赋予一个独特的发布者标识符码，用于 WSI 结构中的第二区块，以明确区别于会员
WMO 常任代表颁发的国内 WSI。
上述每个实体的相关程序详见《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1165）。

建议 4 (INFCOM-1)
对《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附文 5.1 有关基本气候变量的修订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
(1)

决议 39 (Cg-17) –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2)

决议 60 (Cg-17) – WMO 为支持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而开展国际气候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

进一步忆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题为“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实施”的决定 19/CP.22，
注意到
(1)

决定 7(EC-69)- WMO 支持《巴黎协定》的实施，邀请会员努力全面执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
实施计划，

(2)

建议 1(INFCOM-1)-WIGOS 初期运行阶段(2020-2023 年)计划和建议 2(INFCOM-1)-更新有关建
立全球基本观测网的规则性材料，

(3)

UNFCCC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的结论 (UNFCCC/SBSTA/2019/5) 注意到 GCOS 的重要作用，并
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相关组织参与其工作，

(4)

UNFCCC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的结论(UNFCCC/SBSTA/2017/7)鼓励各缔约方和相关组织加强与
GCOS 基本气候变量(以下简称“ECV”)监测相关的系统观测，

(5)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尽管讨论了气候观测和 ECV，但没有包含 ECV 的
完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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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了本建议附件所载决议草案附件中提供的 ECV 清单，
认同本建议附件所载决议草案附件中提供的当前 ECV 草案，并将其列入《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
(WMO-No. 1160)附文 5.1；
建议 WMO 执行理事会在其第七十三次届会(EC-73)上通过本建议附件所载以最终草案形式向之提交的决议草
案；
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将本建议附件所载的决议草案附件中提供的 ECV 草案定稿，并在提交 EC-73 之前
将其提供给会员审核，
邀请国际伙伴组织根据需要提供反馈。

建议 4(INFCOM-1)的附件
决议草案 X/X (EC-73)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附文 5.1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 2 条第 1 款和第 3 款以及第 8 条第 4 款，

(2)

决议 36(Cg-18) – 修订《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第一部分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1160)以及《WIGOS 元数据标准》(WMO-No.1192)，

(3)

决议 39 (Cg-17) –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审议了建议 4(INFCOM-1)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附文 5.1，有关基本气候变
量，
通过本决议附件所载的对《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附文 5.1 的修订，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1
授权秘书长随后作出纯编辑性修正；
要求秘书长：
(1)

以 WMO 所有正式语文出版更新后的《手册》；

(2)

保证相关文件编辑上的一致性；

1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附文 5.1 的修订将根据建议 3(INFCOM-1)最终定稿，以便提交
EC-73。

附录 4：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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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 X/X (EC-73)的附件

[在附文 5.1 末尾添加]

基本气候变量

基本气候变量(ECV)的观测应遵循本手册中的指导，如下表所示。这些 ECV 由气候委员会确定(见《气候规范
指南》(WMO-No.100))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见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执行需求(GCOS-200))。
以下变量由 GBON 观测，应遵循 GBON 的指导。为构建气候所需的历史时间序列，需要交换这些 ECV 的历
史数据档案和当前观测数据，最多延迟一年。

大气

WIGOS 手册中的指导

温度(表面)

1

气压(表面)

1

水汽(表面)

1

降水

1

表面风速和风向

1

温度(高空)

2

水汽(高空)

2

风速和风向(高空)

2

以下 ECV 在《WIGOS 手册》中有指导，如有可能，应予以遵守。为构建气候所需的历史时间序列，如有可
能，需要交换这些 ECV 的历史数据档案和当前观测数据，最多延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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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OS 手册中的指导

大气
地表辐射收支

3

云

3

闪电

3

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温室气体

4

臭氧

4

前体物（支持气溶胶和臭氧 ECV）

4

气溶胶特性

4

海洋
海表温度

5

海平面

5
5、6

海况
洋面热通量

2

海冰

7

陆地
河流泄流量

8

湖泊

8

土壤湿度

2

雪

7

冰川

7

冰盖和冰架

7

多年冻土

7

注:
1

地面气象站请参阅 GBON 要求

2

高空气象站请参阅 GBON 要求

3

气候地面观测

4

全球大气监视网观测部分所做的观测

5

地面海洋站

6

亦称为“波高”

7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观测部分所做的观测

8

WMO 水文观测系统所做的观测

NMHS 一般不观测下表所列的基本气候变量。然而如果进行了观测，如果可能，数据交换应最多延迟一年，
以构建气候所需的历史时间序列。更多详细要求见《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需求》(GCOS-No.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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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
地球辐射收支

海洋
次海表温度
海面盐度
次海表盐度
海表洋流
次海表洋流
海表应力
氧气
营养成分
无机碳
瞬态示踪剂
氧化亚氮
海洋水色
浮游生物
海洋生境特征

陆地
地下水
FRAPAR
叶面积指数
反照率
地表温度
地上生物质
土地覆被
土壤碳
火
人为温室气体通量
潜热和显热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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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5(INFCOM-1)
就飞机气象数据中继计划的发展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合作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决议 8(EC-72) - 就 AMDAR 计划(WICAP)与 IATA 的合作，
(1)

要求基础设施委员会在建立 WMO-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气象数据中继计划（AMDAR）合作计
划(WICAP)方面：
(a)

审查并最终确定 WICAP 数据政策，并将其提交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三次届会（EC-73），

(b)

接手正在根据“WICAP 实施计划”进行的设立 WICAP 的协调角色和责任并与 IATA 和 WMO
区域协会合作，并定期向执行理事会报告 WICAP 的实施进展，

(2)

解散了“执行理事会 IATA-WMO AMDAR 合作任务组(TT-IWCA)”并将其余留角色和职责移交至基
础设施委员会下的地球观测系统与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SC-ON)；

(3)

根据 WICAP 运行概念中对其明确的角色，批准了“WICAP 治理委员会的职责”，

注意到：
(1)

TT-IWCA 的其余角色和职责由“机载观测系统联合专家组”(JET-ABO)取代，

(2)

经与秘书处和 IATA 协商，INFCOM 主席已提出建立 WICAP 理事会的提案，详见附件 2，

(3)

WICAP 数据政策与“决议 40 (Cg-12) — WMO 气象和相关资料与产品交换政策和规范，包括商业气
象活动关系指南”；WMO 会员可不受限制地获取和使用 WICAP 下的 AMDAR 数据，AMDAR 数据的
所有权仍归提供数据的航空公司所有，此类数据须遵守航空公司规定的转发限制，

(4)

本建议附件 1 中的 WICAP 数据政策已由 IATA 及其航空公司代表小组、WMO 技术协调委员会、政策
咨询委员会、执行理事会和法律顾问、前 TT-IWCA 和数据问题与政策研究组(SG-DIP)进行了审查，

(5)

WMO 会员将自愿参加 WICAP 区域 AMDAR 计划，WICAP 最初将不会取代现有的国家级和区域级
AMDAR 计划，但预计这些计划将根据便于运营者的决定、程序和时间表，获得迁移到 WICAP 的机
会，

建议执行理事会批准 WICAP 数据政策和规定 WICAP 治理理事会 WMO 成员资格的程序，其大纲见本建议附
件 2；
要求 INFCOM 管理组在 SC-ON 的协助下：
(1)

根据 INFCOM-1/INF. 4.1.1(5)中的 WICAP 实施计划，并与 IATA 和 WMO 区域协会合作，协调正
在进行的建立 WICAP 的工作；

(2)

根据实施进度，继续开展“WICAP 实施计划”；

(3)

根据“WICAP 实施计划”和“运行概念”，协助各区协设立并制定区域 AMDAR 计划；

(4)

继续就现有的国家级 AMDAR 计划同 WMO 会员协调；

要求委员会主席向执行理事会汇报 WICAP 的实施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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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 WMO 区域协会及其成员继续按照“WICAP 实施计划”在 WICAP 下制定区域 AMDAR 计划。

建议 5(INFCOM-1)的附件 1
WICAP 数据政策
草案 V2，2020 年 6 月 6 日
本“数据政策”的宗旨是概述 WMO 和 IATA 之间对在制定于[协议名称，日期[…]]的 WMO-IATA AMDAR
合作计划(以下简称“合作计划”或“WICAP”)框架下并作为其组成部分，适用于已收集、交换或转移的观
测值和数据的定义、使用及原则的理解，以及确定参与实体的作用及其各自对 WICAP 的贡献。
接受并遵守本“数据政策”是参与 WICAP 的必要条件，本“数据政策”应纳入在 WICAP 下制定的所有合同
安排中，或被妥当引用。
定义
在本“合作计划”下，兹按字母顺序定义如下内容：
AMDAR 数据
“AMDAR 数据”应包含以下任一条目：
(1)

从电子或物理形式或格式的“AMDAR 报告”或其集合中派生的任一明确“AMDAR 观测值”或其中的
一部分；或

(2)

对收集到的任何电子或实物形式或格式的“AMDAR 观测值”或其部分进行的任何统计汇总。

AMDAR 元数据
“AMDAR 元数据”应定义为界定“参与飞机”的物理或任何其他特性的任何数字或物理数据值或一组数值，
以及“参与航空公司”已同意提供并根据“合作计划”提供给 WMO、“WMO 数据用户”和“WICAP 运行
者”的“AMDAR 数据”，以支持不时予以修订或补充的《机载观测指南》(WMO-No.1200)附件 D 中定义
的“WIGOS 元数据标准”的相关要求。
AMDAR 观测值
“AMDAR 观测值”是一组经计算或测量的气象捕获观测值和数据，连同其他相关变量和从“参与飞机”平台
上仪器获得的飞机元数据，可以按 AMDAR 观测值中的空间、时间和其他变量或常量分组，以便在三维空间和
时间上，以独特和具体的方式定位气象值，并识别其来源平台。“AMDAR 观测值”应与当前和最新版的
《WMO AMDAR 机载软件功能需求规范》(IOM 报告 No. 115) (不时予以修订或补充)中的特定派生值一
致，并深化理解。
“AMDAR 观测值”的最简单示例是一组值，其中包括：国家注册的飞机标识符、纬度、经度、高度、观测时
间和气温。
更复杂的“AMDAR 观测值”是包含了这些简单值、又连同从飞机平台派生或测量到的附加气象或其他值的观
测值。
AMDAR 报告
“AMDAR 报告”是从“参与飞机”发送的报告或报文，内含一个或多个“AMDAR 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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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IATA 湍流感知计划”的“参与航空公司”生成并由“合作计划”的参与者提供或提供给“合作计划”参
与者的涡流耗散率(EDR)数据也定义为 AMDAR 报告，并应遵循本“数据政策”使用。作为参考，EDR 是一
种基于大气中能量消散率、客观、独立于飞行器的通用湍流测量法。
经授权的第三方
“经授权的第三方”是不直接参与“合作计划”，但在“合作计划”下获得授权，以根据 WMO 不时通过并不
时修正或补充的决议，包括更具体的“决议 40(Cg-12) - WMO 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
包括商业化气象活动关系的指南”，仅为非商业活动目的，不受限制地免费获取“WMO 信息系统”中
“AMDAR 历史数据”的公共或私营实体。“经授权的第三方”的例子有研究和教育界的成员。
全球飞机观测数据中心
“WMO 全球飞机观测数据中心”(GDC-ABO)为“WMO 数据用户”和“经授权的第三方”提供访问
AMDAR 和其他已在 WMO 信息系统(WIS)上共享的飞机观测值的权限。根据“决议 6(EC-69) - 建立和指
定“WMO 全球飞机观测资料中心”的指定，GDC-ABO 的角色目前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国家环境预测中心(NCEP)承担。
AMDAR 历史数据
“AMDAR 历史数据”应包括任何“AMDAR 数据”和/或“AMDAR 观测值”，其相应的 UTC 时间是当前实
时 UTC 时间的四十八（48）小时之后。
特许私营第三方
“特许私营第三方”是未参与 WICAP，亦非“经授权的第三方”，必须向 IATA 申请并获得一份特别并有限
的许可，以便根据 WMO 不时通过并不时修正或补充的决议，包括更具体的“决议 40(Cg-12)--WMO 气象
及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包括商业化气象活动关系的指南”，为非商业活动和自用的目的，从
“合作计划”获取“AMDAR 数据”的任何实体。“特许私营第三方”的例子是直接从“参与航空公司”或
IATA 购买权利的私营部门实体。
AMDAR 近实时数据
“AMDAR 近实时数据”包括任何“AMDAR 数据”和/或“AMDAR 观测值”，其相应的 UTC 时间是当前实
时 UTC 时间的四十八（48）小时之内。
参与飞机
由“参与航空公司”运营的飞机，机上该参与航空公司已安装了“合作计划”规定的设备和/或软件，以在已
传输的“AMDAR 报告”中，通过报告“AMDAR 观测值”，提供“AMDAR 数据”。
参与航空公司
“参与航空公司”指根据“合作计划”(WICAP)的条款和条件参与“合作计划”的航空公司，其基础是与一
个或多个 WICAP 运营方签订的合同安排，以便在指定的地理区域和高度，通过“AMDAR 观测值”和
“AMDAR 报告”，收集和提供“AMDAR 数据”。
AMDAR 历史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
“AMDAR 历史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指任何从使用或随着输入“AMDAR 历史数据”和/或任何电子或物
理格式的“AMDAR 历史数据”集合而派生的产品或服务，且它不允许派生或再派生用于其派生的原始
“AMDAR 历史数据”。
AMDAR 近实时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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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DAR 近实时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指任何从使用或随着输入“AMDAR 近实时数据”派生的产品或服
务，以用于提供符合 WMO 通过的相关决议的气象服务或相关活动，且它不允许派生或再派生用于其制作的原
始“AMDAR 近实时数据”。
AMDAR 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
“AMDAR 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包括“AMDAR 历史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和/或“AMDAR 近实时数
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
“AMDAR 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的示例如下：
●

要输入 AMDAR 数据的网格数值天气预报输出或产品。

●

与去标识化的“AMDAR 历史数据”重叠的数字或物理复制的数值天气预报输出或产品。

●

与去标识化的“AMDAR 历史数据”重叠的数字或物理复制的卫星图像。

不符合“AMDAR 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定义的产品和服务示例如下：
●

“AMDAR 数据”、“AMDAR 观测值”和“AMDAR 报告”。

●

未去标识化的“AMDAR 观测值”的列表或集合。

WICAP 运行者
“WICAP 运行者”是 WMO 会员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由 WMO 指定，遵循本“WICAP 数据政
策”，在“合作计划”下承担具体、商定的任务，发挥具体、商定的角色，支持和促进其运行。
WMO 会员
“WMO 会员”的定义见“WMO 公约”第三条。
WMO 数据用户
“WMO 数据用户”是根据决议 40 (Cg-12)，将 WMO 信息系统上共享的 AMDAR 数据用于与“WMO 应用
领域”相关的应用、产品派生和服务提供（如“WMO 滚动需求审查” 2的规定）的 WMO 会员政府机构或其
他实体。
数据治理原则；派生产品和服务权
总则

1.

根据“合作计划”，“AMDAR 数据”和“AMDAR 元数据”应根据 WMO 法律和规则框架的所有原则，特别
是根据“决议 40(Cg-12)--WMO 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包括商业化气象活动关系的指
南”，并基于以下通用数据治理原则，向 IATA、“WMO 数据用户”、“参与航空公司”和“经授权的第三
方”传输、分发或提供：

2

-

根据“合作计划”的要求，提供的“AMDAR数据”可包含识别信息。在无一例外的所有情况
下，“合作计划”下“AMDAR数据”中任何信息(全部或部分)的提取和生成均应去标识化和匿
名化。

-

去标识化指“参与航空公司”和“参与飞机”的所有特定信息将被删除或修订。

“WMO 滚动需求评审”和相关条款的定义见《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第 2.2.3 和 2.3 节
以及附件 2.3。

218

2.

基础设施委员会：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

所有公布的分析和报告都将去标识化，以确保“参与航空公司”、“参与飞机”、其航线和航班
以及任何其他被认为是私人或敏感信息的匿名化。

-

澄清一点：兹确认上述去标识化规定不妨碍“合作计划”为了向“合作计划”的参与者报告
“AMDAR 数据”和“AMDAR 元数据”的质量状况而开展统计整理并使用与质量控制相关的数
据和信息，以利于评价和评估数据质量和准确性，确定可能影响质量和准确性的原因，提出改进
和强化建议，并在认为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
数据所有权和数据权

从“参与飞机”收集和传输的“AMDAR 数据”、“AMDAR 观测值”和“AMDAR 报告”以及“AMDAR 元
数据”属于并将始终属于“参与航空公司”的资产。
“近实时 AMDAR 数据”应遵照 WICAP 治理委员会根据本“数据政策”通过的“合作计划”的原则，提供给
WMO 数据用户，但访问权限有限。根据本“数据政策”，将对所有“WMO 数据用户”和“经授权的第三
方”均可访问的“AMDAR 历史数据”施以较少限制。
3.

“参与航空公司”的承诺

“合作计划”下的“参与航空公司”确认、同意并承诺以下：
(a)

尽最大努力将商定的“AMDAR 报告”、“AMDAR 观测值”和“AMDAR 数据”提供或协助提
供给指定的 WICAP 运行方；

(b)

签署《WICAP 参与和合作协议》，正式确定适用于“合作计划”的条款和条件，以及各方的作
用和职责；

(c)

授予 IATA 非独家、永久、无条件、可转让的权利和许可，以接收、访问、存储、使用和复制
“AMDAR 数据”，以便 IATA 同样遵从“合作计划”的目的加以使用，以及有权开发“AMDAR
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包括有权遵照“WICAP 治理委员会”不时制定的“合作计划”的原
则，处理所收集的数据，汇总后以匿名格式向“特许私营第三方”发布“AMDAR 数据”和
“AMDAR 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并将其商业化。

(d)

根据各方制定的《WICAP 参与和合作协议》所载的条款和条件，以非独家、有限和不可转让的
许可形式，授予指定的“WICAP 运行方”接收、访问、复制和存储“AMDAR 报告”、
“AMDAR 观测值”和“AMDAR 数据”，根据 WMO 的法律和规则框架分发“AMDAR 数
据”，以及根据 WICAP 治理委员会不时制定的治理原则将“AMDAR 数据”用于开发“AMDAR
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的权利；

(e)

授予 WMO 和“WMO 数据用户”非独家的权利和许可，以根据 WMO 的规则和法律框架以及
WICAP 治理委员会不时制定的治理原则，接收、访问、使用、复制、分发和存储“AMDAR 数
据”，并将之用于开发“AMDAR 近实时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和“AMDAR 历史数据的派生
产品和服务”；

(f)

授予“经授权的第三方”非独家、不可转让、有限的权利和许可，以接收、访问和使用
“AMDAR 历史数据”，并将之用于开发“AMDAR 历史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

(g)

授予“WMO 全球飞机观测数据中心”非独家的权利和许可，以接收“AMDAR 报告”、
“AMDAR 观测值”、“AMDAR 数据”、在档案中保留相同记录、向“WMO 数据用户”和其
他“经授权的第三方”提供“AMDAR 历史数据”、将“AMDAR 数据”用于开发“AMDAR 数
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并在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下管理和界定“AMDAR 数
据”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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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努力为指定“WICAP 运行方”和“WMO 数据用户”提供必要的“AMDAR 元数据”，以支持
《机载观测指南》（WMO-No.1200）中界定的“WIGOS 元数据标准”的相关要求。

(i)

采取合理措施，确保“合作计划”中的数据或信息得到保护，防止雇员、代理机构、分包商和第
三方不经授权使用或披露；

(j)

努力遵守适用于参与了“IATA 湍流感知计划”的“参与航空公司”生成的涡流耗散率（EDR）
数据的适用数据发布政策。

4.

WMO、WMO 会员和 WICAP 运行方的承诺

WMO、WMO 会员和 WICAP 运行方确认同意并承诺如下：
(a)

兹授予 IATA 本文件中所列的权利和许可；

(b)

将本“WICAP 数据政策”的原则和必要的保密承诺纳入在“合作计划”下与第三方供应商、技
术提供商、服务提供商、分包商和代理商签订的所有合同安排和程序中，并努力确保这些第三方
提供商确认并承诺遵守列入“WICAP 数据政策”的原则，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未经授权
的第三方获取“AMDAR 报告”、“AMDAR 观测值”、“AMDAR 数据”和“AMDAR 元数
据”；

(c)

确认根据“合作计划”授予的权利和许可是非独家、有限、不可转让的；且不能与未经授权的第
三方共享，尤其包括且不限于私营和商业各方，除非事先得到 IATA、“参与航空公司”和
“WICAP 治理委员会”的特别授权；

(d)

“参与航空公司”保留处理、出售、租赁、许可或以其他方式向其他各方提供该“参与航空公
司”收集和制作的“AMDAR 观测值”、“AMDAR 报告”和“AMDAR 数据”的权利。希望在
其组织之外共享“AMDAR 数据”或信息的其他所有“合作计划”参与者必须事先取得 WICAP
治理委员会的书面批准；

(e)

遵守适用于参与“IATA 湍流识别计划”的“参与航空公司”生成的 EDR 数据的适用数据发布政
策。

5.

商业化权

WMO、“WMO 会员”、“WMO 数据用户”、“WICAP 运行方”和“参与航空公司”确认并同意：经与
“合作计划”的 WICAP 治理委员会协商，特授予 IATA 专有权，将“AMDAR 数据”商业化、转授或以其他
方式提供给“特许私营第三方”，在非独家、有约束、有限、有条件、不可分配、不可转授和不可转让的基础
上用于娱乐性商业活动。
从 AMDAR 历史数据和 AMDAR 近实时数据派生的权利

6.

根据上文 2 至 4 节所列的有关数据所有权和数据权的原则，在“参与航空公司”、IATA、WMO、“WMO 数
据用户”、“WICAP 运行方”和“经授权的第三方”之间，除非另有具体协定，否则 IATA、WMO 和
“WMO 数据用户”将保留各自的权利，对任何“AMDAR 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拥有完全所有权和/或许
可。IATA、WMO 和“WMO 数据用户”可享有此类“AMDAR 的派生产品和服务”的所有权和/或许可相关
的所有权利和特权，无需向对方解释。
7.

商标

WMO 应授权 IATA 和“参与航空公司”使用 WMO 的名称和徽标，以及 WICAP 的标识和徽标，用于推广
“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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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政策的修订

本“数据政策”可由 WICAP 治理委员会不时修订。如发现本“数据政策”完全或部分背离或有损适用的法律
和规则，则将按符合上述法律和规则的程度和必要性，对其进行修订，以确保完全合规。
9.

解释

本文件未另行定义的所有术语和概念应具有制定“合作计划”的“决议”和其他文件中规定的含义。
10.

WMO 的特权和豁免权

在此所含任何内容均不构成或被视为（明示或暗含）对 WMO 享有的任何特权和豁免权的弃权。

建议 5(INFCOM-1)的附件 2
规定 WICAP 治理委员会 WMO 成员资格的程序
建议在建立和维持 WICAP 治理理事会方面采用以下程序，IATA 对此表示同意。
WICAP 理事会：
(1)

应由每个组织各四(4)名成员组成；

(2)
WMO 一方将由两(2)名秘书处成员和两(2)名具有适当与 WICAP 和 AMDAR 业务相关知识水平的专
家成员组成；
(3)

IATA 的成员资格，将由 IATA 酌情提出；

(4)
WMO 的成员资格和随后所需的变动，将由 INFCOM 主席提出，由 WMO 主席临时批准，随后由 EC
确认。

建议 6(INFCOM-1)
《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8）2020 年版的出版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决议 43（Cg-18）-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七次届会的报告，
注意到 2018 至 2020 年期间对《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8）进行了更新，包括：
(1)

对第四卷的大幅修订，

(2)

对第三卷/第四章的部分修订，

另注意到:

附录 4：届会通过的建议

221

（1） 该指南的 2020 年预印版已上传至 WMO 网站供会员评审，
（2） 已考虑了会员们的反馈意见，并酌情纳入了 2020 年临时版，详见 WMO/IMOP 网站，
进一步注意到“陆上地面观测站测量质量分类”已作为“决定 6（INFCOM-1） - 将“陆上地面观测站测量
质量分类”纳入 WMO-No. 8”，提交届会核准并纳入 WMO-No. 8，
核准对《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8）的修订，详见指南的 2020 年临时版，并补充陆上地面观测
站测量质量分类，
考虑到该指南是会员实施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重要指导材料来源，是会员提供的大部分服务的基础，
进一步考虑到需要确保对新指导材料进行翻译，并尽快向 WMO 全系统提供，
建议 WMO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三次届会（EC-73）通过本决议草案，详见本建议的附录。
_______
注：本建议取代建议 5（CIMO-17）-《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 2018 年版的出版和翻译，后
者不再生效。

建议 6(INFCOM-1)的附录
决议草案 X/X(EC-73)
《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8）2020 年版的出版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 2 条第 3 款，

(2)

决议 43(Cg-18)《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七次届会的报告》(WMO-No. 1227)，

审议了建议 6(INFCOM-1) - 出版《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 2020 年版，
通过《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的修订，详见指南的 2020 年临时版，并补充“陆上地面观测站
测量质量分类”，
授权秘书长随后进行纯编辑性修订；
要求秘书长：
(1)

以 WMO 所有正式语文出版更新的 WMO-No. 8；

(2)

确保相关文件的编辑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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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各会员实施“陆上地面观测站测量质量分类”，并鼓励它们分享其实施经验，以支持相关指导材料的编
制。

建议 7(INFCOM-1)
WMO 信息系统 2.0 实施计划、功能架构和示范项目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决议 57 (Cg-18) — WMO 信息系统：修订《技术规则》和 WIS 2.0 实施方法，并要求向会员提供
WIS 2.0 指示性实施和运行成本的评估(见 Cg-18/INF.6.2(3))，
注意到 Cg-18/INF.6.2(3)中报告的 WMO 信息系统（WIS）2.0 实施办法中提出的初步时间表和里程碑，
审查了:
(1)

INFCOM-1/INF.4.1.3(1)中提供的全球信息系统中心(GISC)实施和运行 WIS 2.0 的估算成本，

(2)

决议草案 X/X(EC-73)附件 1 中提供的 WIS 2.0 拟议实施计划，

(3)

决议草案 X/X(EC-73)附件 2 中提供的 WIS 2.0 拟议功能架构，

建议执行理事会通过本建议附件中的决议草案。

建议 7(INFCOM-1)的附件 1
决议草案 X/X (EC-73)

WIS 2.0 实施计划和功能架构
执行理事会，
忆及关于 WIS 2.0 实施方法的决议 57 (Cg-18)，并授权执行理事会在 WIS 2.0 的开发和实施过程中就其作出
决定(见 Cg-18/INF.6.2(3))。
认识到:
(1)

需要为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的有效开发和会员的及时实施提供一份 WIS 2.0 实施计划，
内含经审查的阶段目标，

(2)

向会员传达 WIS 2.0 功能架构的重要性，旨在为其提供准备过渡到新系统的能力，

(3)

需要从 WMO 所有领域和活动中收集需求，并邀请更广泛的 WMO 全系统和伙伴组织参与 WIS 2.0 的
开发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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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若干示范项目的重要性，以用于展示 WIS 2.0 将给会员带来的一些关键益处，

审议了建议 7(INFCOM-1)-WIS2.0 实施计划、功能架构和示范项目，见 INFCOM-1/INF.4.1.3(1)，
决定:
(1)

认同附件 1 中报告的 WIS 2.0 拟议实施计划；

(2)

认同 WIS 2.0 的功能架构，见本决议附件 2。

敦促会员：
(1)

分析本决议附件 2 中的 WIS 2.0 功能架构，并积极参与 WIS 2.0 的开发和实施项目；

(2)

通过借调人员和向 WIS 信托基金提供额外资金，支持 WIS 的发展；

决议草案 X/X (EC-73)的附件 1
WIS 2.0 实施计划和时间表
下文提供了 WIS 2.0 实施的高级别活动计划和时间表。WMO 秘书处将与区域协会合作，以确保详细的实施
计划适合局地和地区的需求。

注：
(1)
(2)

下列活动不包括会员开发和运行符合 WIS 2.0 服务的各项活动，因为这不在 WIS 2.0 实施计划的范围
内。
每项活动的职责在方括号“[]”中注明。WIS=秘书处 WIS 分司，RA=区域协会。

活动流
1.

项目 [WIS、INFCOM、RA、会员]

WIS 分司与 INFCOM、会员、区域协会以及秘书处其他部门和分司一起：
1.1

确定开展“示范项目”的机会，以通报、发展、验证和/或完善 WIS 2.0 的概念、解决方案和实施
方法，

1.2

协调有关 WIS 2.0 示范项目及其成果的信息共享，

1.3

使用与水文、海洋、大气成分和冰冻圈有关的示范项目，将这些领域的数据交换纳入 WIS 2.0。

INFCOM-1/INF.4.1.3(1)中介绍了首批示范项目。
2.

规范性 [INFCOM、WIS]

审查和修订技术规则并发布指导原则，以解释如何实施 WIS 2.0 的核心技术概念。INFCOM 将与 GISC 合
作，确定与以下方面有关的优良做法：
2.1

实施和运行网络服务和 API、实时数据分发和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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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业搜索引擎整合。

秘书处 WIS 分司将整理这些建议并将其提供给全体会员。
3.

监测 [WIS、INFCOM、GISC]

秘书处 WIS 分司将与 INFCOM 专家和 GISC 合作，建立监测工具和事件管理机制，以确保从当前的 WISGTS 平稳有效地过渡到 WIS 2.0 运行。
4.

过渡 [WIS、INFCOM、GISC、会员]

GISC 将支持其附属中心将其数据和服务迁移到新的 WIS 2.0 目录中，并酌情进行合理化处理。秘书处 WIS
分司将与区域协会、GISC 和会员合作，确定可在 WIS 中注册数据和网络服务的时间。秘书处 WIS 分司将为
提供这些服务制定一个路线图，并就成功部署的进度与会员进行定期沟通。GISC 将向其职责范围内的会员提
供有关如何组织其数据、网络服务和 API 的建议，以便为用户提供最佳的搜索体验。
各区域协会和 GISC 将在秘书处 WIS 分司和信息管理与技术常设委员会的协调和协助下，领导技术迁移工
作，随着 WIS 中心成功迁移到新方案，路由表配置项将被删除。由于各个 WIS 中心的迁移时间表很可能与
系统的生命周期更新和/或资金可用性挂钩，过渡时间可能会延长且各不相同。随着迁移的进行，路由表的大
小将逐渐减小，直到删除最终条目。秘书处 WIS 分司将监督和报告整个迁移过程。
为了简化向 WIS 2.0 的过渡并减少变更对会员的影响，INFCOM 将与私营部门合作，促使业界参与提供与
WIS 2.0 兼容的解决方案和服务。举例来说，可与报文交换系统（MSS）的供应商合作，在其产品中实施新
的数据交换协议。
秘书处 WIS 分司将与区域协会和秘书处合作，寻求资金来源以支持 WIS 2.0 在最不发达国家（LDC）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的实施。
5.

沟通[WIS、RA、INFCOM、SERCOM]

秘书处 WIS 分司将与区域协会、INFCOM 和 SERCOM 合作以：
5.1

确定如何以最佳方式与会员、WMO 全系统和合作伙伴组织接洽和沟通，

5.2

提高对 WIS 2.0 的认识，

5.3

收集并分发有关 WIS 2.0 实施进度的反馈，

5.4

理解并酌情减轻与过渡到 WIS 2.0 有关的业务、技术、政治、财务和文化挑战和预期风险，

5.5

确定 WMO 区域或领域的具体要求。秘书处 WIS 分司将与会员定期和例行沟通，提供有关 WIS
2.0 及其实施、最新进展、会员有待开展的活动和任务等信息。

6.

培训 [WIS、INFCOM、RA、区域培训中心、GISC]

秘书处 WIS 分司将与 INFCOM、区域协会和区域培训中心合作，制定技能评估和培训计划，以支持会员采用
WIS 2.0。
秘书处和区域培训中心将对培训的提供进行协调，以符合 WIS 2.0 实施的区域计划。若培训涉及行业推荐做
法或开放标准，则将评估是否使用第三方培训提供方。按照最初实施 WIS 时采用的模式，秘书处将要求提供
资金以补充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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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时间表和阶段性目标

项目

规范性

监测

过渡

2020
INFCOM-1

已建立的示范项
目

Cg-2021
EC-73

2022

WIS 2.0 技术规范的草
案，供 GISC 和参与
的 WIS 中心评估

定义 KPI 以衡
量从 WIS 到
WIS 2.0 的过渡

使用用于 GISC 和参与的 WIS 中心之间进
行“实验”数据交换的报文协议草案进行实
时数据分发

WIS 2.0 架构草案

实施新的监测
措施（能够监
测 GTS 路由和
GTS-pub-sub 以
支持过渡）

WIS 2.0 架构测试和验证，包括 GISC 子
集，以提供最新的 WIS 目录，支持服务的
试验性注册

示范项目进度报
告并吸引各界更
广泛的参与

INFCOM
EC-74

2023
Cg-19
EC-75

示范项目最终报
告

《WIS 2.0 技术规则》
（报文协议，元数据
规范等）获得批准，
用于 WIS 2.0 实施的
《‘运行状态’指导原
则》得到发表

开始编写过渡
监测年度报告

INFCOM 确定行业应如何以及在何处参与
支持 WIS 2.0 实施

GISC确认WIS 2.0注册服务的程序
GISC 在区域协会的支持下，参与其职责
范围向 WIS2.0 的过渡

‘冻结’“GISC WIS DAR 旧目录”提供的
WIS 2.0 业务目录和门户网站
2024

培训

概述 GISC 的
WIS 2.0 实施和
运行成本

向会员提供的 WIS
2.0 功能架构

EC-73
2021

沟通

WIS 中心开始在 WIS 2.0 目录中注册服务
确定供资方案以支持 LDC 和 SIDS 采用
WIS 2.0

RA、活动领域
和 WIS 国家级
联络点对 WIS
2.0 的参与

向会员发布针对
WIS 2.0 实施的
沟通计划

所有区域均已制定
WIS 2.0 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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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规范性

监测

过渡
MSS 解决方案可实施业界可用的新报文协
议
原始WIS DAR目录已废弃

2026

2030

经合理化的数据和服务集从原始的 WIS 迁
移到 WIS 2.070%的 GTS 路由表配置项已
迁移 - GISC 提供服务以支持从其 AoR 中
发现 WIS 中心尚未迁移到新报文协议的实
时数据
已完成向使用新报文协议的迁移 – 已迁移
所有 GTS 路由表配置项，路由表已弃用

沟通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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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 X/X (EC-73)的附件 2
WIS 2.0 的功能架构

下表回顾了 WIS 1.0 版的功能架构（左栏），并提供了与 WIS 2.0 的功能相关的信息（右栏）。功能架
构的图示参见：https://wis.wmo.int/wis2_functional_architecture。
“是”表示此功能仍适用于 WIS 2.0。红色为在 WIS 2.0 中已停用的功能。蓝色为已变更或扩展的功能。
绿色为新功能。
WIS 2.0

功能
A1 收集观测结果，生成产品，创建元数据
并将信息存档

是

A11 国家级信息的收集、生成和存档，并创
建元数据

是

A111 收集国家级观测结果

是

A112 检查产品和观测结果的气象内容

不在 WIS1.0 范围内。不变。

A113 存档

若有国家要求提供历史资料和档案，NC 应予以提供。（此
功能超出了 WIS1.0 的范围）

A114 生成国家级产品

不在 WIS1.0 范围内。不变。

A115 生成元数据

是，并扩展至服务元数据。

A116 信息解压缩

此功能与报文交换系统相关。它不适用于 WIS 2.0。

A117 验证信息的正确通信属性

此功能与报文交换系统相关。它不适用于 WIS 2.0。

A12 区域、计划相关和专业信息的收集、生
成和存档，并创建元数据

是

A121 收集区域、专业和计划相关的观测结

果

是

A122 检查观测结果的气象内容

不在 WIS1.0 范围内。不变。

A123 存档

若有国家要求提供历史资料和档案，DCPC 应予以提供。
（此功能超出了 WIS1.0 的范围）

A124 生成区域、专业和计划相关的产品

不在 WIS1.0 范围内。不变。

A125 生成元数据

是，并扩展至网络服务元数据。

A126 信息解压缩

此功能与报文交换系统相关。它不适用于 WIS 2.0。

A127 验证信息的正确通信属性

此功能与报文交换系统相关。它不适用于 WI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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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 2.0

功能
A13 全球信息的收集和缓存

是。建议此类缓存不限于“全球”信息。

A131 信息解压缩

此功能与报文交换系统相关。它不适用于 WIS 2.0。

A132 验证信息的正确通信属性

此功能与报文交换系统相关。它不适用于 WIS 2.0。

A134 DAR 元数据相关信息

是 – 不限于 DAR。（需要进行订阅）– 不限于“全球”信息

A135 全球信息 24 小时缓存的维护和提供

是。

A2 分配用户角色

是

A3 服务和信息目录的维护与披露

是

A31 搜索 DAR 元数据目录

是。由于该目录是服务目录，建议停用“DAR”一词。

A32 综合 DAR 元数据目录的维护与披露

是

A33 根据授权的订阅维护元数据目录的分发

是，但建议停止 GISC 之间的同步订阅，因为该功能在 WIS
1.0 中没有用。

A4 授权用户访问信息

是

A5 向（内部和外部）用户发送信息

是

A51 活动安排与控制

是

A511 生成时间驱动（同步）式活动安排和

是。信息提供变为事件驱动，而非时间驱动。信息应尽快提
供。

事件驱动（异步）式活动列表
A512 活动监测
A513 通过反映相关服务的优先次序，解决

活动安排上的冲突

是
是

A52 压缩待供信息

是。在 WIS 2.0 中，该功能范围修改为涵盖通过服务‘压缩’
数据访问，例如确定哪些数据划归实时分发渠道或哪些数据
通过网络服务端点提供。

A53 发送信息

是

A54 发送通知

此功能要实行发布-订阅模式，因为需要通知订阅方数据是否
可用。

A55 提供对服务的访问权

WIS 2.0 必须通过 API 而非网络来提供对服务的访问权。数
据下载、 数据流订阅均是服务的范例。此外，鼓励 WIS 中
心开展数据缩减服务（如绘图）

A6 管理系统绩效

是

A61 非实时绩效监测

是

A611 分析流量趋势

是

A612 对照要求和 SLA 分析绩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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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 2.0

功能
A62 实时绩效监测

是

A621 电信网络实时监测

是

A622 应用内容实时监测

是

A7 管理信息

此功能之前不在此范围内。它目前属于 WIS 2.0 范围。正在
制定新条款，以纳入《WIS 手册》（WMO-No. 1060）–
WIS 第三部分：信息生命周期管理。

A8 与其它信息系统互操作

此功能不仅涵盖与其它信息系统的互可操作性，还包含与万
维网的互可操作性，例如确保 WIS 信息可通过商业搜索引擎
发现。

建议 8(INFCOM-1)
建立纳入海洋气候资料系统的数据采集中心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注意到决议 2（EC-64）-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第四次届会的报告，其中批准
了建议 2（JCOMM-4）- 海洋气候资料系统（MCDS），
忆及通过建议 2 (JCOMM-4)建立了 JCOMM 海洋气候资料系统（MCDS），
进一步注意到：
(1)

海洋气候资料系统旨在完成和协调现有系统的活动，并弥合差距，以建立一个专门的 WMO-政府间
海洋委员会（IOC）业务资料系统，目的是汇编质量有保证的一致的海洋气象和海洋（气象海洋）气
候数据集，其中包括基本气候变量以及其他更多的内容（ECV）。 1

(2)

服务委员会气候服务常设委员会(SC-CLI)的宗旨(“决议 1 (INFCOM-1) - 建立观测、基础设施与
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就进一步发展、改进、实施和持续运
作 MCDS(数据采集中心(DAC)、全球数据汇集中心(GDAC)和 WMO-IOC 海洋气象和海洋气候资
料中心(CMOC))提供技术咨询，

(3)

MCDS 数据采集中心（DAC）的职责见《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471）的附录 1，

1

有关 ECV 的信息见《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需求》(GCOS-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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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WMO 改革进程中收到的大西洋海洋和气象实验室(AOML)的申请，并由根据改革前存在的议定书
设立的小组进行了审查和评估。

审议了: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AOML 关于作为漂流浮标 DAC 运行的申请，

(2)

独立于申请者的专家组根据《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471）第 9 章和附录 1 规定的程序
和标准开展的评价和审查的结果，以及其关于将美国运行的中心设立为漂流浮标 MCDS DAC 的建
议，

(3)

理由详见与本建议相关的 INF 文件。

敦促会员支持 MCDS 的活动，使用各种相应设备并向信息管理与技术常设委员会（SC-IMT）和/或 SCCLI 提供有关其有效性和改进潜力的反馈意见；
建议执行理事会将 NOAA AOML 设立为漂流浮标 DAC。

建议 8(INFCOM-1)的附件
决定草案 X/X (EC-73)
建立海洋气象及海洋气候资料的数据采集中心并纳入海洋气候资料系统
执行理事会决定批准建议 8(INFCOM-1)--在海洋气候资料系统(MCDS)中建立数据采集中心(DAC)；
执行理事会决定，在 IOC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并行批准的条件下，将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大西洋海洋和气象实验室（AOML）设立为 MCDS 下的漂流浮标 DAC。
做出决定的理由：建议 8(INFCOM-1)。需要注意到：WMO-471 号修订版附录 1 第 2.2 段(经执行理
事会决议 10(EC-70)通过)包括了海洋气候资料系统(MCDS)中已设立的数据采集中心(DAC)名单。由
美国运行的新的 AOML/NOAA DAC 将被列入该名单。

建议 9(INFCOM-1)
对《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485）的修订和指定新的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中心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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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决议 6（Cg-16）– 《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修订版，赞同该手册是
WMO 会员（包括其指定的中心）运行的所有业务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技术规则的唯一来源，

(2)

决议 18 (EC-69) - 《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修订版，批准出版该手
册修订版，包括增加新型中心。该手册于 2018 年 2 月 16 日正式发布，并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
起生效，

(3)

决议 5(EC-70) - 气候委员会在其第十七届会议上的建议，其中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CBS)与气候
委员会(CCl)合作确定与气候服务信息系统(CSIS)职能（有待在《手册》中界定）相关的活动，以
便向会员提供真实、充分协调的全球信息源，

注意到 CBS-CCl 次季节到更长时间尺度业务预测计划间专家组(IPET-OPSLS)最终报告 (2020 年 2 月 4
至 7 日，德国奥芬巴赫)，
审议了先前的 CBS 和 CCl 及其子结构提出的以下建议：
(1)

CBS 业务天气预报过程和支持专家组（ET-OWFPS）：
(a)

正式指定一个新的世界气象中心（WMC）和数个提供全球确定性/集合数值天气预报的区域专
业气象中心（RSMC），并按照附件 1 将其纳入《手册》第三部分：
- WMC:图卢兹(法国)，
-提供全球确定性数值天气预报的 RSMC：图卢兹(法国)
- 提供全球集合数值天气预报的 RSMC：图卢兹(法国)

(2)

CBS 应急响应活动专家组（ET-ERA）：
(a)

正式指定一个新的 RSMC，开展核环境应急响应，并按照附件 1 将其纳入《手册》第三部
分：
- 大气传输与扩散模型（核）RSMC：维也纳（奥地利），

(b)
(3)

根据附件 2 对《手册》中关于激活 RSMC 支持（非核）申请表的章节进行修订，

CBS 和 CCl IPET-OPSLS:
(a)

正式指定一个新的全球长期预测制作中心（GPC-LRF），并按照附件 1 将其纳入《手册》第
三部分：
- GPC-LRF: 欧洲-地中海气候变化中心(CMCC)，莱切(意大利),

(b)

正式指定一个新的全球年度至十年期气候预测制作中心（GPC-ADCP），并按照附件 1 将其
纳入《手册》第三部分：
- GPC-ADCP：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堪培拉（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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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长期预报检验协调牵头中心（LC-LRFV）停运，并根据附件 1 将其从《手册》第三部分中删
除，因为 LC-LRFV 的职能已被长期预报和多模型集合牵头中心（LC-LRFMME）覆盖了三年
多，

(d)

根据附件 3 将 GPC 和次季节预报牵头中心的指定标准纳入《手册》第二部分，

(e)

修订《手册》中关于长期预测和年度及十年气候预测的章节，以确保附件 4 要求的一致性和
清晰度，

建议执行理事会通过本建议附件所载的对《手册》的修订。

（附件仅以英文提供）
Annex 1 to Recommendation 9 (INFCOM-1)
Amendment to the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 485) Concerning Designation of Centres
1.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are located in:
Beijing
ECMWF
Exeter
Melbourne (southern hemisphere only)
Montreal
Moscow
Offenbach
Tokyo
Washington
Toulouse

3.

General purpose activities

Provision of global deterministic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RSMC Beijing
RSMC ECMWF
RSMC Exeter
RSMC Montreal
RSMC Moscow
RSMC Offenbach
RSMC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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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MC Washington
RSMC Toulouse
Provision of global ensemble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RSMC Beijing
RSMC ECMWF
RSMC Exeter
RSMC Montreal
RSMC Moscow
RSMC Offenbach
RSMC Tokyo
RSMC Toulouse

Global Producing Centres for Long-range Prediction:
GPC Beijing

GPC Offenbach

GPC CPTEC (Brazil)

GPC Pretoria

GPC ECMWF

GPC Seoul

GPC Exeter

GPC Tokyo

GPC Melbourne

GPC Toulouse

GPC Montreal

GPC Washington

GPC Moscow

GPC CMCC (Italy)

Acronyms not previously defined: CMCC - Centro Euro-Mediterraneo sui Cambiamenti
Climatici
Global Producing Centres for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GPC Barcelona
GPC Exeter
GPC Montreal
GPC Offenbach
GPC CSIRO (Australia)
Acronyms not previously defined: CSIRO -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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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for specialized activities
are:

Atmospheric transport and dispersion modelling (fo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and/or backtracking) – Nuclear:

5.

RSMC Beijing

RSMC Offenbach

RSMC Exeter

RSMC Tokyo

RSMC Melbourne

RSMC Toulouse

RSMC Montreal

RSMC Vienna (backtracking only)

RSMC Obninsk

RSMC Washington

The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for non-real-time
coordination activities:

Lead Centre for coordination of DNV:
ECMWF
Lead Centre for coordination of EPS verification:
Tokyo
Lead Centre for coordination of LRF verification:
Melbourne and Montreal (joint centre)
Lead Centre for coordination of LRFMME:
Seoul and Washington (joint centre)
Lead Centre for coordination of ADCP:
Exeter
Lead Centre for coordination of wave forecast verification
ECM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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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 to Recommendation 9 (INFCOM-1)
Amendment to the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 485) Concerning the Request Form to Activate RSMC Support
(Non-nuclear)
APPENDIX 2.2.32. REQUEST FORM TO ACTIVATE
METEOROLOGICAL CENTRE SUPPORT (NON-NUCLEA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request for
Meteorological Centre support by authorized person

REGIONAL

WMO

SPECIALIZED

Regional

Specialized

(a)

This form should be sent by email to an operational contact of the appropriate
RSMC when support is needed for releases that have the potential for large-scale
(that is, mesoscale) and/or long-duration (hours to days) impacts. This form
should be sent by email to one of the RSMCs’ operational contacts in the Regional
Association when support is needed for releases that have the potential for longrange impacts (distances greater than 50 km). The RSMC operational contact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on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DPFSERA/transport_model_products.htm.
https://community.wmo.int/contact-points-atmospheric-transport-modellingenvironmental-emergency-response-andor-backtracking-rsmcs-andinternational-agenciesrsmcs.

(b)

If the RSMC does not confirm the reception of the request within 20 minutes, the
requester
will
telephone
the
RSMC.

(c)

The RSMC will make available its products as soon as possible but usually within
two hours. An email will be sent by the RSMC with information on where to access
the products. The requester will confirm reception by email.

Annex 3 to Recommendation 9 (INFCOM-1)
Amendment to the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 485) Concerning Designation Criteria for Global Producing Centre and
Lead Centre for Sub-Seasonal Forecasts
2.2.1.X

Global numerical sub-seasonal forecasts

2.2.1.X.1 Centres conducting global numerical sub-seasonal forecasts (Global Producing
Centres for Sub-Seasonal Forecasts: GPCs-SSF) shall:
Note: Functions are defined for the sub-seasonal (10 days-4 weeks) forecasting activity.
(a)

With at least weekly frequency, generate SSF products with global coverage；

(b)

Make available on WIS a range of these products； mandatory products to be
made available are listed in Appendix 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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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Produc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defined in Appendix 2.2.E,
and make them available on a website；

(d)

Provide an agreed set of forecast and hindcast variables (as defined in Appendix
2.2.C)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Sub-Seasonal Forecast Multi-Model Ensemble
(LCs-SSFMME)；

(e)

Mak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global numerical sub-seasonal forecast systems； the minimum information to be
provided is given in Appendix 2.2.B.

2.2.1.X.2 In addition to the mandatory activities above, GPCs-SSF should:
(a) Make available on WIS the highly recommended products listed in Appendix 2.2.A；
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global numerical sub-seasonal forecast are specified in Table X.
Table X.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global numerical sub-seasonal forecast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
INFCOM

SER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RA

*

EC/Congress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

To be reported to:

*

INFCOM

* will be determined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relevant Technical Commissions and their
substructures
2.2.2.X

Coordination of multi-model ensembles of sub-seasonal forecasts

Centre(s) coordinating SSF multi-model ensembles (Lead Centre(s) for SSFMME) shall:
(a)

Collect an agreed set of forecast data from GPCs-SSF participating in numerical
sub-seasonal forecasting under activity 2.2.1.X (GPCs-SSF)；

(b)

Mak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appropriate minimum (Appendix 2.2.C) and additional
(Attachment 2.2.A) products as well as GPC-SSF products in standard format；

(c)

Redistribute digital forecast data as described in Appendix 2.2.D for those GPCsSSF that allow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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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aintain an archive of the real-time GPC-SSF and multi-model ensemble forecasts；
(e)

Maintain a repository of documentation for the system configuration of all GPCSSF systems；

(f)

Verify the products using the SVSLRF approach (Appendix 2.2.E)；

(g)

Based on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models, provide feedback to GPCs-SSF
about model performance and mak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h)

Promote research and expertise in multi-model ensemble techniques and provide
guidance and support on multi-model ensemble techniques to GPCs-SSF, RCCs
and NMHSs.

Note:
1.

The website is provided exclusively for the outputs of the specified lead centre functions
in support of climate services and is to be clearly distinguishable from other types of
services.

2.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coordination of multi-model ensembles of SSFs are specified in the table X.

Table X.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multi-model
ensemble SSFs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

To be recommended by:

INFCOM

To be decided by: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INFCOM

To be decided by:

EC/Congress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

To be reported to:

*

INFCOM

* will be determined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relevant Technical Commissions and their
sub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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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2.A. MANDATORY AND HIGHLY RECOMMENDED GLOBAL NUMERICAL
SUB-SEASONAL FORECAST PRODUCTS TO BE MADE AVAILABLE ON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Mandatory products (maps) of Global Producing Centres of Sub-Seasonal Forecasts
(GPCs-SSF)

Variable

2-m temperature

Coverage

Forecast
range or lead
time

Temporal
resolution

Global
oceans

Total
precipitation

Global

Issuance
frequency

(1) Ensemble mean
anomaly

Global

SST

Output type

Any forecast
range (lead
time) between
zero and four
weeks

Averages
over
periods
(one dayfour
weeks)

(2) Probabilities for
tercile forecast
categories (where
applicable)

Weekly

Highly recommended products (maps) of GPCs-SSF
Variable

Coverage

500 hPa
height
MSLP
850 hPa
temperature

Global

Forecast range
or lead time

Any forecast
range (lead
time) between
zero and four
weeks

Temporal
resolution

Output type

Issuance
frequency

(1) Ensemble mean
anomaly
Averages
over periods
(one day-four
weeks)

(2) Probabilities for
tercile forecast
categories

Weekly

Notes:
(1) Probabilities for extremes, for the variables specified under mandatory products, are also
highly
recommended.
Notes:
1.

Output types – rendered images (for example, forecast maps and diagrams). GPCs-SSF
are encouraged to make available digital data on the retrospective forecast (hindcast)
and forecast fields underlying the products. Gridded binary-2 (GRIB-2) format should be
used for fields posted on FTP sites or disseminated through WIS. GPCs-SSF shall pro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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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fields of hindcasts and forecasts, as variables listed in Appendix 2.2.C,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SSFMME.
2.

For all products, anomalies are to be expressed relative to a climatology using at least 15
years of retrospective forecasts.

3.

Information on how category boundaries are defined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4.

Indications of skill will be provided in accordance with Appendix 2.2.E.

Highly recommended products (diagrams) of GPCs-SSF
-

Diagrams presenting forecasts of the tropical intraseasonal variability such as the
Madden-Julian Oscillation (Wheeler and Hendon 2004； Gottschalck et al. 2010)
are highly recommended.

APPENDIX 2.2.B. INFORMATION TO BE PROVID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NUMERICAL SUB-SEASONAL FORECAST SYSTEMS
–

Date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ent sub-seasonal forecast system:

–

Whether the system is a coupled ocean–atmosphere forecast system:

–

Whether the system is a 2-tier forecast system:

–

Atmospheric model resolution:

–

Ocean model and its resolution (if applicable):

–

Source of atmospheric initial conditions:

–

Source of ocean initial conditions:

–

If 2-tier, the source of SST predictions:

–

Hindcast period:

–

Ensemble size for the hindcasts:

–

Method of configuring the hindcast ensemble:

–

Ensemble size for the forecast:

–

Method of configuring the forecast ensemble:

–

Length of forecasts:

–

Data format:

–

The latest day of the week that forecast anomalies for the next weeks/months
become available:

–

Method of construction of the forecast anomalies:

–

URL where forecast is available:

-

Point of 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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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2.C. MINIMUM INFORMATION TO BE AVAILABLE FROM THE LEAD
CENTRE(S) FOR SUB-SEASONAL FORECAST MULTI-MODEL ENSEMBLES

1.

Global Producing Centre digital products

Global fields of forecast anomalies as supplied by GPC-SSFs, including (for GPCs that allow
redistribution of their digital data) weekly mean anomalies for ensemble mean for at least
each of the four weeks following the week of submission:
(a)

Surface (2 m) temperature；

(b)

SST；

(c)

Total precipitation rate；

(d)

MSLP；

(e)

850 hPa temperature；

(f)

500 hPa geopotential height；

(g)

850 and 200 hPa wind (zonal and meridional)；

(h)

Outgoing longwave radiation at the top of the atmosphere；

(k)

10 hPa zonal wind.

Note:
Definitions of the content and format for the supply of data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SSFMME by GPCs and terms of exchange are available on the Lead Centre(s) websites.
2.

Graphical products

Plots and maps for each GPC forecast displayed in common format on the Lead Centre(s)
website, for the variables listed in Appendix 2.2.A and for selectable regions where
appropriate,
for weeks 1, 2, 3-4 and 1-4:
(a)

Ensemble mean anomalies；

(b)

Probabilities for the tercile forecast categories；

(c)

Model consistency plots, that is, maps showing the proportion of models predicting
the same sign anomaly；

(d)

Multi-model probabilities for tercile forecast categories.

for intraseasonal variability:
(a)

Diagrams presenting each GPC forecast of the tropical intraseasonal variability
such as the Madden-Julian Osci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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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2.D. ACCESS TO GLOBAL PRODUCING CENTRE FOR SUB-SEASONAL
FORECASTS DATA AND VISUALIZATION PRODUCTS HELD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SUB-SEASONAL FORECAST MULTI-MODEL ENSEMBLES

(a)

Access to GPCs-SSF data and graphical products from the Lead Centre(s) for
SSFMME websites will be password-protected.

(b)

Digital GPCs-SSF data will be redistributed only in cases where the concerned
GPCs-SSF data policy allows it. In other cases, requests for GPC-SSF digital output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relevant GPC-SSF.

(c)

Formally designated GPCs-SSF, GPCs-LRF and RCCs, NMHSs and institutions
coordinating RCOFs are eligible for password-protect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held
and produced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SSFMME. Entities that are in
demonstration phase to seek designation as GPCs or RCCs are also eligible for
password-protect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held and produced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SSFMME, provided a formal notification has been issued in this regard by the
WMO Secretary-General.

(d)

Institutions other than, but providing contributions to, those identified in (c) may
also request access to Lead Centre(s) for SSFMME products. These institutions,
referred to as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which include research centres, require
endorsement letters from: (i)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y are hosted, and (ii) the executive manager of the entity they wish to provide
contributions to (that is, RCCs, institutions coordinating RCOFs and NMHSs). The
use by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of products from the Lead Centre(s) for SSFMME is
restricted to assistance of the organizations identified in (c) in their production of
official forecast outputs.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may not use such products to
generate and display or disseminate independent forecast products.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must agree with these restrictions to be eligible for access. Prior to
access being granted to an applicant supporting institution, the Lead Centre(s) for
SSFMME will refer the application to the Expert Team on XXX1) through the WMO
Secretariat, for final consultation and review. Decisions to allow access must be
unanimous. The Lead Centre(s) will be informed by the WMO Secretariat of such
new users accepted for access.

(e)

A list of users provided with password access will be maintained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SSFMME and reviewed periodically by the Expert Team on XXX1),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effective use and also to identify any changes in status of
eligible users, and determine further necessary follow-up.

1. Note: It will be determined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relevant Technical Commissions and
their sub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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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2.E. STANDARDIZED VERIFICATION SYSTEM FOR SUB-SEASONAL
FORECASTS
1.

INTRODUCTION

This appendix describes procedures for the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of a standard set of
verification scores for SSFs produced by GDPFS centres. Provision of the verification products
described here is mandatory for GPCs-SSF. The goal is to provide consistent verification
information on the SSF products of GPCs that will assist forecasters in RCCs, NMHSs and at
RCOFs to prepare regional and national seasonal outlooks, and also to help the GPCs compare
and improve their forecast systems. The verification scores described are to be calculated on
retrospective forecasts (hindcasts). GPCs will make and display the verification scores via
their websites. Skill measures recommended for use by RCCs in verification of regional
forecasts include those described here.
This appendix describes the verification scores and the variables, regions, relevant
time averages and lead times for which the scores shall be applied.
2.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The following sections describe the scores that are mandatory for GPCs.
Two types (levels) of verification are required:
–

Level 1: Scores aggregated over all grid points within specified regions (which,
collectively, include global coverage) and scores for sub-seasonal indices；

–

Level 2: Scores evaluated at individual grid points (with global coverage).

For both levels 1 and 2, verification of both deterministic (ensemble mean) forecasts and
probabilistic forecasts (for tercile categories) is required.
3.

VARIABLES

All mandatory variables and categorical stratifications listed in the first table of Appendix 2.2.A
shall be verified for level 1 and 2. The temporal resolution (averaging period) is the same as
products provided from each GPC-SSF.
Terciles of the climatology are defined over the hindcast period used (see section 8).
4.

HINDCAST TIMES/FREQUENCY

In general, scores shall be computed for hindcasts initialized at least once a month.
5.
Global:

AREAS
90°N-90°S, inclusive, all long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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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rn hemisphere extra-tropics:

90°N–20°N, inclusive, all longitudes

Southern hemisphere extra-tropics:

90°S–20°S, inclusive, all longitudes

Tropics:

20°N–20°S, inclusive, all long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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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fication to be aggregated over all grid points within each area, including points on the
boundary.
6.

VERIFICATION AGAINST ANALYSES

6.1

Grid and interpolation

All variables except indices shall be interpolated to a regular 1.5° x 1.5° grid prior to
verification.
Skill scores require verification of climatology-based forecasts as baseline reference against
“true” forecasts. The same analysis shall be used to verify the reference and the
forecast.
7.

SCORES

The following scores are to be calculated for all mandatory variables:
Probability forecasts:
–
–

Reliability diagrams with frequency histograms；
ROC diagram with standardized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Deterministic forecasts:
–

Mean square skill score (MSSS) with respect to climatology and its three-term
decomposition.

Provision of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scores and/or error bars is not currently mandatory
bu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GPCs are free to choose the method of the calculation.
8.

HINDCAST DATASETS

Hindcast datasets shall be generated with the same prediction system that is used
to generate the real-time forecasts, though it is recognized that the hindcast
ensemble may necessarily be smaller than used in real time. It is also recognized that
the source of initial conditions used for hindcasts may, for some centres, be different from
that used for real-time forecasts.
The hindcast period shall be at least 1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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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 2.2.A.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O BE AVAILABLE FROM THE LEAD
CENTRE(S) FOR SUB-SEASONAL FORECAST MULTI-MODEL ENSEMBLE
The Lead Centre(s) for SSFMME may make available products based on forecast and hindcast
data provided from GPCs for SSF. These products ar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o help GPCs,
RCCs and NMCs to further develop multi-model ensemble techniqu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1.

Global Producing Centre digital products

Products should include global forecast fields and corresponding hindcasts for the fields listed
in Appendix 2.2.C, and additional variables to be agreed, for those GPCs that allow
redistribution.
2.

Graphical products

Graphical products should include forecast maps for each GPC displayed in common format
on the Lead Centre for SSFMME website(s), for the variables listed in Appendix 2.2.C and for
selectable regions where appropriate, showing for 1 and 2 weeks, 3-4 weeks and 1-4 weeks
means:
(a)

Tercile category probabilities；

(b)

Model consistency plots for most likely tercile category；

(c)

Multi-model probabilities for probabilities for tercile categories.

Annex 4 to Recommendation 9 (INFCOM-1)
Amendment to the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 485) Concerning on Long-range Prediction and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2.2.1.5

Global numerical long-range prediction

2.2.1.5.1 Centres conducting global numerical long-range prediction (GPCs-LRF)
shall:
Note: Functions are defined for the seasonal (1–6 month) prediction activity.
(a)

Generate LRF products with global coverage；

(b)

Make available on WIS a range of these products ； mandatory and highly
recommended products to be made available are listed in Appendix 2.2.9；

(c)

Produc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defined in Appendix 2.2.36,
and make them available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the standardized verification
system for long-range forecasts (Lead Centre(s) for SVSLRF) and on a website；

(d)

Agree to provide forecast output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LRF multi-model
ensembles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as detailed in Appendix 2.2.17 (sec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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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5.2 In addition to the mandatory activities above, GPCs-LRF should:
(a)

Provide forecast output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LRF multi-model ensembles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as detailed in Appendix 2.2.17 (section 1)；

(b) Make available on WIS the highly recommended products listed in Appendix 2.2.9；
(c)

Make available, on request by Regional Climate Centres (RCCs) or NMCs, the
additional data, products and services listed in Attachment 2.2.1, noting that these
services may be subject to conditions attached by GPCs-LRF.

2.2.2.3 2.2.1.6

Global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Centres conducting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GPCs for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GPCs-ADCP)) shall:
(a)

Prepare, with at least annual frequency, global forecast fields of parameters
variables relevant to ADCP；

(b)

Prepar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as defined in Appendix 2.2.21；

(c)

Provide an agreed set of forecast and hindcast variables (as defined in Appendix
2.2.20)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ADCP；

(d)

Mak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global decadal prediction systems.

2.2.2.2

Coordination of multi-model ensemble prediction for long-range forecasts

Centre(s) coordinating LRF multi-model ensembles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shall:
(a)

Collect an agreed set of forecast data from RSMCs participating in long-range
forecast numerical prediction under activity 2.2.1.5 (GPCs-LRF)；

(b)

Mak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appropriate minimum (Appendix 2.2.17) and
additional (Attachment 2.2.4) products and GPCs-LRF forecasts in standard format；

(c)

Redistribute digital forecast data as described in Appendix 2.2.18 for those GPCsLRF that allow it；

(d) Maintain an archive of the real-time GPCs-LRF and multi-model ensemble forecasts；
(e)

Maintain a repository of documentation for the system configuration of all GPCsLRF systems；

(f)

Verify the products using SVSLRF (Appendix 2.2.36)；

(g)

Based on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models, provide feedback to GPCs-LRF
about model performance and mak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246

基础设施委员会：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h)

2.2.2.4

Promote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in multi-model ensemble techniques and provide
guidance and support on multi-model ensemble techniques to GPCs-LRF, RCCs
and NMHSs.
Coordination of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2.2.2.4.1 The centre(s) conducting coordination of ADCP (Lead Centre(s) for ADCP) shall:
(a)

Select a group of modelling centres to contribute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ADCP
(the “contributing centres”) that meet the GPC-ADCP designation criteria and have
been approved by IPET-OPSLS； and manage changes in the membership of the
group, as and when they occur, to maintain sufficient contributions；

(b)

Maintain a list of the active contributing centres and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ir
prediction systems；

(c)

Collect an agreed set of hindcast, forecast and verification
(Appendices 2.2.20 and 2.2.21) from the contributing centres；

(d)

Make available (on a password-protected website, as needed) agreed forecast
products in standard format, including multi-model ensemble products (Appendix
2.2.20)；

(e)

Make available on the website agreed hindcast verification products in standard
format, including verification of the multi-model ensemble products (Appendix
2.2.21)；

(f)

Redistribute digital hindcast and forecast data for those contributing centres that
allow it；

(g)

Maintain an archive of the real-time forecasts from individual contributing centres
and from the multi-model ensemble system；

(h)

Promote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in ADCP techniques and provide guidance and
support on ADCP to RCCs and NMHSs；

(i)

Based on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models, provide feedback to the
contributing centres on model performance；

(j)

Coordinate, in liaison with relevant World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me activities,
an annual consensus prediction product giving global prospects for the next 1–5
years.

2.2.3.3

data

Coordination of long-range forecast verification

2.2.3.3.1 The centre(s) conducting coordination of LRF verification (Lead Centre(s) for
SVSLRF) shall:
(a) Provide the facility for RSMCs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numerical long-range prediction
under activity 2.2.1.5 to automatically deposit their standardized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as
defined in Appendix 2.2.36, and provide access to thes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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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aintain an archive of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to allow the generation and display of trends
in performance；
(c) Monitor the received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and consult with the relevant participating
centres if data are missing or suspect；
(d) Provide on their websites (for example, http://www.bom.gov.au/wmo/lrfvs/):
–

Consistent up-to-date graphical displays of verification results from participating
centres through processing of the received statistics；

–

Relevant documentation, including access to the standard procedures required to
perform the verification, and links to the websites of GDPFS-participating centres；

–

Contact details to encourage feedback from NMHSs and other GDPFS centres 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verification information；

(e) Provide access to verification datasets at an appropriate horizontal resolution.
2.2.3.3.2 Additionally, the Lead Centre(s) should:
(a) Liaise with other groups involved in verification (for example, the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Programme Working Group on Seasonal to Interannual Prediction and CCl)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urrent standardized verification system and identify area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b) Provide periodic reports to CBS and other relevant commissions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tandardized verification system.
Notes:
1. Detailed tasks for Lead Centres for SVSLRF, and verification scores, are listed in Appendix
2.2.36.
2.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coordination of LRF verification are specified in Table 23.
Table 23.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coordination of LRF verification
TABLE: Table with lines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CCl/IPET-OPSLS
CBS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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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
EC/Congress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To be reported to:

CBS–CCl/IPET-OPSLS
CBS/ICT-DPFS

CBS

APPENDIX 2.2.9. MANDATORY AND HIGHLY RECOMMENDED GLOBAL NUMERICAL
LONG-RANGE PREDICTION PRODUCTS TO BE MADE AVAILABLE ON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Global Producing Centre mandatory products (maps)
Parameter
Variable
2-m
temperature

Coverage

Forecast
range or lead
time

Temporal
resolution

SST

Total
precipitation

Global

Issuance
frequency

(1) Ensemble mean
anomaly

Global

Global
oceans

Output type

Any forecast
range
(lead
time)
between zero
and
four
months

Averages
over
one
month
or
longer
periods
(seasons)

(2) Probabilities for
tercile
forecast
categories
(where
applicable)

Monthly

Global Producing Centre highly recommended products (maps)
Parameter
Variable
500
height

Coverage

Forecast range
or lead time

Temporal
resolution

hPa

MSLP
850
hPa
temperature

Global

Any
forecast
range
(lead
time) between
zero and four
months

Averages
over
one
month
or
longer
periods
(seasons)

Output type

Issuance
frequency

(1) Ensemble mean
anomaly
(2) Probabilities for
tercile
forecast
categorie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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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2. Output types – rendered images (for example, forecast maps and diagrams). Note: GPCsLRF are encouraged to make available the retrospective forecast (hindcast) and forecast
fields underlying the products. Gridded binary-2 (GRIB-2) format should be used for fields
posted on FTP sites or disseminated through WIS. GPCs-LRF are also encouraged to
provide hindcast and forecast fields, as listed in Attachment 2.2.4 section 1,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APPENDIX 2.2.17. MINIMUM INFORMATION TO BE AVAILABLE FROM THE LEAD
CENTRE(S) FOR LONG-RANGE FORECAST MULTI-MODEL ENSEMBLES
1.

Global Producing Centre digital products

Global fields of forecast anomalies as supplied by GPCs- LRF, including (for GPCs that allow
redistribution of their digital data) monthly mean anomalies for individual ensemble members
and ensemble mean for at least each of the three months following the month of submission,
for example, March, April, May if the month of submission is February:
(a)

Surface (2 m) temperature；

(b)

SST；

(c)

Total precipitation rate；

(d)

MSLP；

(e)

850 hPa temperature；

(f)

500 hPa geopotential height.；

(g)

850 hPa zonal and meridional velocity；

(h)

Sea ice extent.

Note: Definitions of the content and format for the supply of data to the Lead Centre(s) by
GPCs– LRF and terms of exchange are available on the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websites.
Global Producing Centres GPCs-LRF not currently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additional
exchange of data are encouraged to do so in the future.
2.

Graphical products

Plots and maps for each GPC-LRF forecast displayed in common format on the Lead Centre(s)
website, for the variables listed in Appendix 2.1.2 section 3.1 and for selectable regions where
appropriate, showing for three-month means or accumulations:
(a)

Ensemble “plumes” of Niño indices (one month means)；

(b)

Ensemble mean anomalies；

(c)

Probabilities of above/below me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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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odel consistency plots, that is, maps showing the proportion of models predicting
the same sign anomaly；

(e)

Multi-model probabilities of above/below median.

APPENDIX 2.2.18. ACCESS TO GLOBAL PRODUCING CENTRE DATA AND
VISUALIZATION PRODUCTS HELD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LONG-RANGE
FORECAST MULTI-MODEL ENSEMBLES
(a)

Access to GPC data from the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websites will be passwordprotected.

(b)

Digital GPC data will be redistributed only in cases where the GPCs-LRF data policy
allows it. In other cases, requests for GPCs-LRF output should be referred to the relevant
GPC-LRF.

(c)

Formally designated GPCs-LRF and RCCs, NMHSs and institutions coordinating RCOFs
are eligible for password-protect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held and produced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Entities that are in demonstration phase to seek designation as
GPCs-LRF or RCCs are also eligible for password-protect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held
and produced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provided a formal notification has been
issued in this regard by the WMO Secretary-General.

(d)

Institutions other than, but providing contributions to, those identified in (c) may also
request access to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products. These institutions, referred to
as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which include research centres, require endorsement letters
from: (i)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y are hosted, and (ii)
the executive manager of the entity they wish to provide contributions to (that is, RCCs,
institutions coordinating RCOFs and NMHSs). The use by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of
products from the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is restricted to assistance of the
organizations identified in (c) in their production of official forecast outputs.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may not use such products to generate and display or disseminate
independent forecast products.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must agree with these
restrictions to be eligible for access. Prior to access being granted to an applicant
supporting institution, the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will refer the application to the
CBS–CCl Inter-Programme Expert Team on Operational Predictions from Sub-seasonal
to Longer-timescales (IPET-OPSLS) through the WMO Secretariat, for final consultation
and review. Decisions to allow access must be unanimous. The Lead Centre(s) will be
informed by the WMO Secretariat of such new users accepted for access.

(e)

A list of users provided with password access will be maintained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and reviewed periodically by the CBS–CCl IPET-OPSLS,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effective use and also to identify any changes in status of eligible users, and
determine further necessary follow-up.

APPENDIX 2.2.19. ACCESS TO DATA AND VISUALIZATION PRODUCTS HELD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a)

As needed, access to data from the Lead Centre(s) for ADCP websites will be password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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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igital data will be redistributed only in cases where the contributing centre data policy
allows it. In other cases, requests for contributing centre output should be referred to
the relevant contributing centre.

(c)

Contributing centres, RCCs, NMHSs and institutions coordinating RCOFs are eligible for
password-protect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held and produced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ADCP.

(d)

Institutions other than those identified in (c) above may also request access to Lead
Centre(s) for ADCP products. These institutions, including research centres, may not
use Lead Centre(s) for ADCP products to generate and display/disseminate independent
products for operational forecasting. These institutions must agree with these
restrictions to be eligible for access. Prior to access being granted to an applicant
institution, the Lead Centre(s) for ADCP will refer the application to the CBS–CCl IPETOPSLS through the WMO Secretariat for final consultation and review. Decisions to allow
access must be unanimous. The Lead Centre(s) will be informed by the WMO Secretariat
of such new users accepted for access.

(e)

A list of users provided with password access will be maintained by the Lead Centre for
ADCP and reviewed periodically by the CBS–CCl IPET-OPSLS,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effective use and also to identify any changes in status of eligible users, and determine
further necessary follow-up.

APPENDIX 2.2.20. HINDCAST AND FORECAST DATA TO BE COLLECTED BY LEAD
CENTRES FOR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S AND PRODUCTS TO BE
GENERATED AND DISPLAYED
Contributing centres shall provide necessary hindcast and forecast data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ADCP to allow generation of the following minimum products for each contributing centre
and for the multi-model ensemble.
Stage 1:
(a)

Global maps of ensemble mean anomalies with indications of ensemble spread for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averaged over at least year 1 and years 1–5 of the forecast:
–
–
–

(b)

Near-surface air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Sea-level pressure；

Ensemble mean annual global mean near-surface temperature and indications of
ensemble spread, for every year of the forecast；

Stage 2 (with two years of designation of the Lead Centre(s) for ADCP):
(c)

Global maps of probability for tercile categories (or other events) for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averaged over at least year 1 and years 1–5 of the forecast:
–

Near-surface air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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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ecipitation；
Sea-level pressure.

APPENDIX 2.2.21. VERIFICATION INFORMATION TO BE COLLECTED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AND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Hindcast verification:
The Lead Centre(s) for ADCP shall collect hindcasts and/or verification results from each
contributing centre to allow generation and display of the following for each predicted variable
(near-surface air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and sea-level pressure):
Stage 1: Individual contributing centres:
–

Global maps of grid-point temporal correlation of the ensemble mean with
observations.

Stage 2: Individual contributing centres and the multi-model ensemble:
–

Global maps of ROC scores for specified categories；

–

Reliability and sharpness diagrams for specified categories for the agreed
geographical regions.

Contributing centres must adhere to a specified configuration for hindcasts that will form part
of criteria set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ADCP. In accord with the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Project (DCPP) protocol, hindcasts will ideally be initialized each year from 1960 to the present,
with initialization every other year (specified as 1960, 1962, etc.) as a minimum requirement.
Hindcasts will be of sufficient range to verify performance out to at least five years ahead.
The following real-time verifications will be performed (valid only for stage 1):
–

Side-by-side global maps of ensemble mean predicted and observed anomalies for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and sea-level pressure for at least year 1 and years 1–
5； regions where the observations lie outside the 5–95% model predicted range
will be highlighted；

–

Spatial patter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observations and ensemble mean
forecasts for global fields of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and sea-level pressure；

–

A time series of observed annual mean global temperature, which will be updated
each year and a graphic generated to compare the past-predicted and observed
time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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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2.36. STANDARDIZED VERIFICATION SYSTEM FOR LONG-RANGE
FORECASTS
1.

Introduction

This appendix describes procedures for the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of a standard set of
verification scores for LRFs produced by GDPFS centres. Provision of the verification products
described is mandatory for GPCs-LRF. The goal is to provide consistent verification information
on the LRF products of GPCs that will assist forecasters in RCCs, NMHSs and at RCOFs to
prepare regional and national seasonal outlooks, and also to help the GPCs compare and
improve their forecast systems. The verification scores described are to be calculated on
retrospective forecasts (hindcasts). GPCs will exchange scores via the Lead Centre(s) for
SVSLRF. The Lead Centre functions, as described in 2.2.3.3, include 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a website for displaying standardized verification products from GPCs, so that potential users
will benefit from a consistent presentation of the results. Skill measures recommended for
use by RCCs in verification of regional forecasts include those described here.
This appendix describes the verification scores and the variables, regions, seasons
and lead times for which the scores shall be applied. The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 of
the scores is documented on the Lead Centre(s) for SVSLRF LRFMME website, together with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on score calculation, the observational datasets to be used for
verification and procedures for submitting scores.
2.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The following sections describe the scores that are mandatory for GPCs. Information on
additional recommended scores is provided on the Lead Centre(s) for SVSLRF LRFMME
website(s).
Two types (levels) of verification are required:
–

Level 1: Scores aggregated over all grid points within specified regions (which,
collectively, include global coverage) and scores for climate indices；

–

Level 2: Scores evaluated at individual grid points (with global coverage).

For both levels 1 and 2, verification of both deterministic (ensemble mean) forecasts and
probabilistic forecasts (for tercile categories) is required.
3.

Parameters Variables

The variables and categorical stratifications to be verified for level 1 are:
(a)

Three-month-mean T2m (screen temperature): Ensemble mean and probabilities
for three tercile categories；

(b)

Three-month precipitation accumulation: Ensemble mean and probabilities for
three tercile categories；

(c)

Monthly Niño3.4 SST indices (for GPCs–LRF operating coupled (1-tier) prediction
systems): Ensemble mean and probabilities for three tercile 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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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riables and categorical stratifications to be verified for level 2 are:
(a)
(b)
(c)

As (a), above；
As (b), above；
Three-month-mean SST: Ensemble mean and probabilities for three tercile
categories；

where the terciles of the climatology are defined over the hindcast period used (see section 11)
and the three-month-mean periods are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5.
4.

Forecast times/frequency

In general, scores shall be computed for hindcasts initialized at monthly intervals. Some level1 scores are required only at quarterly intervals (see section 5 following).
5.

Forecast target periods and lead times

Level 1: T2m and precipitation
–

Target periods: The three-month target periods for level 1 are:

–

March-April-May (MAM), June-July-August (JJA), September-October-November
(SON) and December-January-February (DJF)；

–

Lead times: Nominal one month lead time. For example, forecasts issued on 15
May for the JJA season are considered to have a nominal lead time of one month.

Level 1: Niño 3.4 indices (for GPCs–LRF operating coupled systems)
–

Target periods: Each calendar month of the forecast；

–

Lead times: One, two, three, four and five months.

Level 2: T2m and precipitation
–
6.

Target periods: Twelve rolling three-month periods (for example, MAM, AMJ,
MJJ…).
Areas

Northern hemisphere extra-tropics:

90°N–20°N, inclusive, all longitudes

Southern hemisphere extra-tropics:

90°S–20°S, inclusive, all longitudes

Tropics:

20°N–20°S, inclusive, all longitudes

Verification to be aggregated over all grid points within each area, including points on the
boundary.
For verification of the Niño 3.4 region index, SST averaged over the Niño 3.4 region (5°S–
5°N, 170°W–120°W) shall b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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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fication against analyses

7.1

Grid and interp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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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parameters variables except indices shall be interpolated to a regular 2.5° x 2.5° grid prior
to verification.
The historical SST, T2m and precipitation analyses to be used for verification may be subject
to change and are specified on the Lead Centre(s) for SVSLRF website(s). The Lead Centre(s)
for SVSLRF will inform GPCs when a change is made.
Skill scores require verification of climatology-based forecasts as baseline reference against
“true” forecasts. The same analysis shall be used to verify the reference and the forecast.
8.

Verification against observations

Verification against station observations is not mandatory for GPCs. GPCs should use the
scores described here and verify against observation sets of their choice that are suitable for
purpose.
9.

Scores

The following scores are to be calculated for all parameters variables:
Level 1: T2m and precipitation
Probability forecasts:
–

Reliability diagrams with frequency histograms；

–

ROC diagram with standardized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Deterministic forecasts:
–

Mean square skill score (MSSS) with respect to climatology.

Level 1: Niño 3.4 indices (for GPCs operating coupled systems)
Probability forecasts:
–

ROC diagram with standardized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Deterministic forecasts:
–

MSSS with respect to climatology and its three-term decomposition.

Level 2: T2m and precipitation
Probability forecasts:
–

ROC diagram with standardized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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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istic forecasts:
–

MSSS with respect to climatology and its three-term decomposition.

Provision of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scores and/or error bars is not currently mandatory
bu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GPCs are free to choose the method of calculation (guidance is
available on the Lead Centre(s) for SVSLRF website(s)).
10.

Exchange of scores

Each centre should provide scores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SVSLRF and update the scores
on any change of the real-time prediction system. Details of the procedure and the required
format for the data exchange are provided on the Lead Centre website(s).
11.

Hindcast datasets

Hindcast datasets shall be generated with the same prediction system that is used
to generate the real-time forecasts, though it is recognized that the hindcast
ensemble may necessarily be smaller than used in real time. It is also recognized that
the source of initial conditions used for hindcasts may, for some centres, be different from
that used for real-time forecasts.
The hindcast period used should be as long as possible, but at least 15 years. The
recommended period is provided on the Lead Centre(s) for SVSLRF LRFMME website(s).
12.

Documentation

Participating centres shall provide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information on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ir prediction system, and promptly update the specification when there are
system changes.

ATTACHMENT 2.2.1. ADDITIONAL GLOBAL NUMERICAL LONG-RANGE PREDICTION
PRODUCTS TO BE MADE AVAILABLE ON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Other long-range seasonal forecast data, products or other inform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minimum list in Appendix 2.2.9, which could also be provided by GPCs-LRF on request by
RCCs or NMCs (the RCCs and NMCs would adhere to conditions, if any, attached by the GPCsLRF to these data and products):
1.

Grid-point data values:
–

Hindcast and forecast data for downscaling algorithms；

–

Data for regional climate model boundary and initial conditions；

–

Predicted global weekly values of SST.

2.

Information to assist in building capacity in areas such as:
–

Interpretation and use of seasonal forecast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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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scaling techniques (both statistical and dynamical)；

–

Verification techniques (to be used for local verification of RCC-generated
products)；

–

Development of local user applications for RCC downscaled products；

–

Use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climate models.

ATTACHMENT 2.2.4.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O BE AVAILABLE FROM THE LEAD
CENTRE(S) FOR LONG-RANGE FORECAST MULTI-MODEL ENSEMBLES
As par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may make available
products based on forecast and hindcast data from the subset of GPCs-LRF that are able to
supply them. These products ar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o help GPCs-LRF, RCCs and NMCs to
further develop multi-model ensemble techniqu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Global Producing Centres GPCs-LRF not currently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additional
exchange of data are encouraged to do so in the future.
1.

Global Producing Centre digital products

Products should include global forecast fields and corresponding hindcasts for the fields listed
in Appendix 2.2.17, and additional variables to be agreed, for those GPCs-LRF that allow
redistribution.
2.

Graphical products

Graphical products should include forecast maps for each GPCs-LRF displayed in common
format on the Lead Centre website(s), for the variables listed in Appendix 2.2.17 and for
selectable regions where appropriate, showing for three-month means or accumulations:
(a)

Tercile category probabilities；

(b)

Model consistency plots for most likely tercile category；

(c)

Multi-model probabilities for probabilities for tercile categories, using various
established and experimental multi-modelling methods.

These additional products will be distinguished from Lead Centre core products listed in
Appendix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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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通过的建议
建议 10 (INFCOM-1)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决议 35 (Cg-18)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台站标识符，决议 8 (EC-71) - 《WMO 全球综合观
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
注意到：建议 1 (INFCOM-1) – WIGOS 初始运行阶段的计划（2020-2023），建议 3 (INFCOM-1)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并进一步发展纳入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的观测系统，
建议执行理事会通过本建议附件中的决议通过《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

建议 10 (INFCOM-1)的附件
决议##/1 (EC-73)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
执行理事会，
忆及：
(1)

决议 35 (Cg-18)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台站标识符，

(2)

决议 8 (EC-71)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

注意到：
(1)

决议## (EC-73) - WIGOS 初始运行阶段的计划（2020-2023），

(2)

决议## (EC-73) – 修订《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第 2.4.1 节，

审议了建议 10 (INFCOM-1)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 No. 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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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审议了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的对《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 No.
1165）的更新，见本决议的附件，
决定通过本决议的附件中对《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 No. 1165）的更新，从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
要求秘书长：
(1)

以 WMO 所有官方语言出版《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 No. 1165）；

(2)

确保相关文件的编辑一致性；

要求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根据决议## (EC-73) - WIGOS初始运行阶段的计划（20202023），进一步编写和完善本指南，并在获得更多材料时予以补充；
邀请会员：
(1)

在实施相关《技术规则》时采用本指南；

(2) 就如何改进本指南的后续版本向秘书长提供反馈。
_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8 (EC-71)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原决议不
再生效。
__________
决议##/(EC-73)的附件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

（文件：INFCOM-1(III)-d05-1-1(2)-WIGOS-GUIDE-ANNEX-No-1165-approved_en.docx）

编者按： 执行理事会成员使用上述链接批准新版本。最终出版物将发布在WMO图书馆网站上：
https://public.wmo.int/en/resources/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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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1(INFCOM-1)
修订《技术规则》第一卷 — 通用气象标准和建议规范（WMO-No. 49）第一部分 — WMO 全球综合观
测系统和修订《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决议 39 (Cg-17) -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决议 60 (Cg-17) - WMO 旨在支持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的国际气候资料和产品交换政策，决议 34 (Cg-18) – 全球基本观测网，决议 37 (Cg-18) –WMO 全球
综合观测系统将于 2020 年开始向业务状态过渡；决议 50 (Cg-18)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预运行阶段，
决定 38 (EC-70) - 关键卫星数据立场文件，决定 39 (EC-70) – 第十四次卫星事务高级别政策磋商会的
成果，
注意到建议 2 (INFCOM-1) – 更新与建立全球基础观测网有关的规章性材料，建议 3（INFCOM-1）《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1160），第 2.4.1 节，建议 4 (INFCOM-1) – 修订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附文 5.1 有关基本气候变量，决定 9
(INFCOM-1) – 空基观测和对 WMO 数据政策和做法的审查；以及进一步开发 WIGOS 组成观测系统，
建议执行理事会向大会建议通过本建议附件中的决议，批准对《技术规则》第一卷 — 通用气象标准和建
议规范（WMO-No. 49）第一部分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对《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
（WMO-No. 1160）的修订。
要求其管理组在秘书处的支持下，根据《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WMO-No.1240）和“决议 1
(INFCOM-1) - 建立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就
适用于所有相关手册和指南的“通则”的“附录 -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负责的 WMO 手册和
指南的修订程序”的统一草拟修订工作开展协调，并向本委员会第二次届会（INFCOM-2）提交修订意
见。

建议 11 (INFCOM-1)的附件
决议##/1 (Cg-Ext (2021))
世界气象大会，
忆及：
(1)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二条第 1 款、第 3 款，以及第八条第 4 款，

(2)

决议 34 (Cg-18) – 全球基本观测网，

(3)

决议 35 (Cg-18)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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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决议 36 (Cg-18) - 修订《技术规则》第一卷—通用气象标准和建议规范（WMO-No. 49）第一部
分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修订《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以及
修订 WIGOS 元数据标准（WMO-No. 1192），

(5)

决议 37 (Cg-18)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从 2020 年起过渡到运行状态，

(6)

决议 50 (Cg-18)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预运行阶段，

注意到：
(1)

决议## (EC-73) - WIGOS 初始运行阶段的计划（2020–2023），

(2)

建议 11 (INFCOM-1)-修订《技术规则》第一卷 — 通用气象标准和建议规范（WMO-No. 49）第
一部分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以及修订《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

进一步注意到对《技术规则》第一卷 — 通用气象标准和建议规范（WMO-No. 49）第一部分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对《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的修订已分发给所有会员，
他们的意见已被纳入其中，
审议了对《技术规则》第一卷 — 通用气象标准和建议规范（WMO-No. 49）第一部分 — WMO全球综合
观测系统和对《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的修订，见本决议的附件2，
批准了对《技术规则》第一卷 — 通用气象标准和建议规范（WMO-No. 49）第一部分 — WMO全球综合
观测系统和对《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的修订，从2022年12月1日起生效，
见本决议的附件1和附件2，
授权秘书长其后进行任何纯编辑性修订；
要求秘书长：
(1)

出版所有WMO官方语言版本的《技术规则》第一卷 — 通用气象标准和建议规范（WMO-No.
49）第一部分 —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

(2)

确保相关文件的编辑一致性；

(3)

提请有关各方注意本决议；

要求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根据决议（EC-73）— WIGOS 初始运行阶段的计划（2020–
2023），进一步编写和加强《技术规则》第一卷 — 通用气象标准和建议规范（WMO-No. 49）第一部
分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
___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36 (Cg-18)，后者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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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XX/(Cg-Ext (2021))的附件1
修订《技术规则》第一卷 — 通用气象标准和推荐规范（WMO-No. 49）
第一部分 —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文件：INFCOM-1(III)-d05–1-1(3)-WIGOS-TECHREG-ANNEX-1-No-49-approved_en.docx）

编者按：大会成员使用上述链接批准修订案。最终出版物将上传WMO图书馆网站。

决议XX/(Cg-Ext (2021))的附件2
修订《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
（文件： INFCOM-1(III)-d05–1-1(3)-WIGOS-TECHREG-ANNEX-2-No-1160approved_en.docx）

编者按：大会成员使用上述链接批准修订案。最终出版物将上传WMO图书馆网站。

建议 12(INFCOM-1)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标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决议 37 (Cg-18)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从 2020 年过渡到业务运行状态”和“决定 31(EC69) - 监测国家层面实施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进展的指标”，
认识到需要定期量化/客观评估会员国家级实施和运行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取得的进展，
进一步认识到会员遵守《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第一部分和《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手
册》(WMO-No. 1160)中所列标准的重要性，
赞赏地注意到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地球观测系统和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SC-ON)
制定了监测 WIGOS 年度国家级实施进展的指标，
建议执行理事会藉由本建议附件中提供的决定，通过监测 WIGOS 年度国家级实施进展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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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2(INFCOM-1)的附件
决定##/1(EC-73)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决议##(EC-73) - WIGOS 初始运行阶段(2020-2023 年)的计划，
审查了建议 12 (INFCOM-1)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标，
审查了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INFCOM)制定的监测 WIGOS 年度国家级实施进展的指标(下
称“WIGOS 指标”)，
认同本决定附件中提供的 WIGOS 指标，用于监测 WIGOS 年度国家级实施的进展，并作为评估会员对
《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第一部分和《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
中所列标准遵守情况的基础；
要求 INFCOM 进一步制定 WIGOS 指标，包括附加标准，以便在执行 WIGOS 初始运行阶段(20202023 年)计划的同时，更好地评估会员遵守 WIGOS 实施和 WIGOS 标准与建议的情况；
要求秘书长根据 WIGOS 指标，定期向会员提供国家级实施 WIGOS 进展情况的评估结果。
敦促会员与秘书长合作开展此项评估。

决定##/1(EC-73)的附件
监测 WIGOS 年度国家级实施进展的指标
1.

机构(权重 1)

(1)

关于整合和分享源自 NMHS 和非 NMHS 的观测资料的国家级 WIGOS 伙伴关系协议：已到位
(I=1/0)； 1
•

“OSCAR/地表”中的元数据；

注：将向会员提供如何在 CPDB 申报/申报哪些事项的指导。
(2)
1

国家级 WIGOS 联络员：已完成提名(I=1/0)；1

会员通过 WMO 国家概况数据库（CPDB）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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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级“OSCAR/地表”联络员：已完成提名(I=1/0)；1

(4)

国家级 WDQMS 联络员：已完成提名(I=1/0)；1

(5)

国家层面已通过/批准国家级 WIGOS 实施计划 (I=1/0)；1

(6)

工作人员已接受“OSCAR/地表”培训(I=1/0)；1

(7)

工作人员已接受 WDQMS 部分和流程的培训(I=1/0)。1

注：本培训与 RWC 职能相关，面向 WDQMS NFP 和 RWC 人员。
2.

观测网络(权重 3)

(1)

WDQMS 网络工具中可见且“OSCAR/地表”中正确元数据≥90%的国际报告站的百分比
(I=1/0)； 2

注：可通过计算 WDQMS 网络工具中未在地图上显示为黄色、灰色或粉红色圆点的台站数来衡量
“正确元数据”。
(2)

(3)

基于分别按以下目标对 NWP 要求(GBON)(I=1/0)所做评估的结果(#台站)，并考虑到 GBON 规则
中预见到的特殊情况，对全球数据交换的国家级贡献：2、 3
(a)

80%的台站数符合水平分辨率（地面网为 200 公里，高空网为 500 公里）；

(b)

80%的台站具有所需的时间分辨率（地面网每小时一次，高空网每 12 小时一次）；

在“OSCAR/地表”中注册的伙伴台站数≥1 (I=1/0)。2

注：在“OSCAR/地表”中实施前，该指标暂不使用。
3.

元数据(权重 2)
•

包括在“OSCAR/地表”中、注册站的所有元数据标准强制性要素≥50%的国际报告站的数
量(I=1/0)。2

4.

报告/数据交换(权重 3)

(1)

按照“OSCAR/地表”中申报的时间表提供观测资料的国际报告站的百分比≥70% (I=1/0)。3
•

(2)

对于数据质量和及时性的评估，将在随后阶段考虑实施单独的指标。

WIS 中带 WSI 4的国际报告站的百分比>50% (I=1/0)。 5

2

“OSCAR/地表”生成的指标。

3

WDQMS 生成的指标。

4

WIGOS 台站标识符

5

WIS 生成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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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指标目前暂不使用。
5.

其他(权重 0，将来再定)
•

卫星数据的使用 (I=1/0) - 待定。

WIGOS 国家级执行进展的总体监测结果将每日历年计算一次。对于指标 2.(1)、2.(2)、3 和 4.(1)，将
计算每月值，然后以 12 个月汇总。

建议 13(INFCOM-1)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区域中心审计流程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决议 37 (Cg-18)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从 2020 年开始过渡到运行状态，决定 30 (EC-69) 建立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区域中心试点阶段的指南，
认识到需要遵照统一的 WMO 中心审计方法，详见《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通用气象标准和
推荐规范，
另认识到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区域中心（RWC）在推动 WIGOS 的运行方面发挥了关键
作用，特别是在改善观测的可用性和质量方面，以及在向会员和区域协会提供区域协调、技术指导、援助
和咨询方面，
进一步认识到需要就 RWC、其指定、评价、重新确认、业绩评估等问题向会员提供详细指导，
赞赏地注意到一些会员或会员集团已经以试点方式成立了 RWC，而其他会员也越来越有兴趣积极参与实施
RWC，
要求 INFCOM 主席与各区域协会合作，充分考虑到试点 RWC 的运行现状和会员需要，推进 RWC 的审计
过程，
建议执行理事会通过本建议附件中的决议批准 WIGOS 区域中心的审计流程。

建议 13(INFCOM-1)的附件
决议##/1 (EC-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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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决议## (EC-73) - WIGOS 初始运行阶段的计划（2020-2023 年），
认识到需要遵照统一的 WMO 中心审计方法，详见《技术规则》第一卷—通用气象标准和推荐规范，
审议了建议 13(INFCOM-1)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区域中心的审计流程，
审查了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制定的指定、评价、重新确认WIGOS区域中心的流
程（以下简称“RWC审计流程”），
通过了决议附件中提供的RWC审计程序，作为区域协会、主办RWC的会员和INFCOM的一般指导，其中
概述了这一流程的基本原则和程序；
要求各区域协会、各会员和INFCOM对所有新提名的RWC遵循RWC审计流程的情况，进行定期评估、评
价并进行可能的重新确认；
要求INFCOM与区域协会协调进一步制定RWC审计流程作为WMO《技术规则》（WMO-No. 49）的标准
和推荐做法及程序。

决议 ##/1 (EC-73)的附件
指定、评价、重新确认 WIGOS 区域中心（RWC）的过程

1.

引言

1.1
此处所述的流程旨在支持对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RWC）区域中心的定期审计，以确保
这些中心按照其职责范围（ToR）和区域要求的职能，并根据 WMO 标准和准则开展工作。
1.2
RWC 的总体目的是向 WMO 会员和区域协会（RA）提供支持和援助，帮助他们在国家和区
域两级实施 WIGOS，作为 WIGOS 初始运行阶段的一部分。
1.3
RA 应尽最大努力在其职责范围内建立一个或多个区域 RWC，并确保为区域内每个会员指定
一个相关的 RWC。
1.4
一个 RWC 可以由一个会员主办，涵盖所有必要的职能 1，也可以是一个分散式的 RWC，由
多个会员主办不同职能的不同“节点”，所有这些节点组成一个 RWC。为提高效力和避免混淆，RA 应确保

1

见《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 (WMO-No. 1165)第 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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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 RWC 或其各个节点的活动和职责不发生重叠。每个 RWC，包括其节点，在被批准为可运行的
RWC 之前，将经历一个试点阶段。
1.5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对 RWC 2的申请进行技术评估，并对 RWC 进
行评价，而指定/重新确认则由区域决定。
2.

筹备要求
在提交申请前，候选的RWC应能履行RWC职责1所确定的强制性RWC职能。

3.

申请

候选 RWC 将向相关的 RA 主席提交一份申请表 3，并抄送 INFCOM 主席和 WMO 秘书长，
表达其希望被指定为试点模式 RWC 的意愿。如果申请书中缺少任何必要的资料，WMO 秘书处将向候选
RWC 通报缺少的内容，该 RWC 必须确保在开始评估申请书之前提供所缺资料。
4.

评估申请

4.1
当提交的申请完成后，WMO 秘书处将与 INFCOM 主席和相关 RA 主席协商，安排一个专家小组
对其进行评估。该小组（以下简称评估小组）由 INFCOM 主席与各 RA 主席协商后批准。
4.2
评估过程 4的结果，连同接受/拒绝申请的建议，将提交给INFCOM主席，由他代表INFCOM批准，
然后转交给WMO秘书长。秘书长将把INFCOM的建议通知RA主席和各国驻WMO常任代表。
5.

指定试点模式的 RWC

5.1
式的RWC。

在成功完成申请评估并得到INFCOM的积极建议后，相关的RA将被邀请指定新的试点模

5.2

在指定之前，RA和RWC将商定试点阶段的启动日期，并通知所有利益相关方 5。

6.

评估试点模式的 RWC

6.1
只有在 RWC 以试点模式连续运行至少一年，并定期向 RA 主席和 WMO 秘书处提交 RWC 活
动的月度质量绩效报告 6和最终进度报告之后，才会对试点模式的 RWC 进行评估。

2

如果是分散式的 RWC，这里描述的过程适用于整体 RWC，尽管应该对每个节点进行单独评估，这意味着评估结果
可能包含关于单个节点或整体 RWC 的性能或两者的结论和建议。

3

候选 RWC 的申请模板可查询《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第 8 章附件 2。
评估过程暂定为三个月。
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WMO 秘书处将促进与有关会员就实际开始运行进行协商，包括要求提名（或更新/审查）
其关于 WIGOS 数据质量监测系统（WDQMS）的国家联络点，这些联络点将负责与 RWC 联系。
月度报告须按照 WMO 秘书处提供的模板编写。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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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启动对试点模式的 RWC 评估时，将由 WMO 秘书处通知主办试行模式的 RWC 会员的 PR，
并抄送 RA 主席和 INFCOM 主席。
6.3
试点模式的 RWC 将在评估进程启动后一个月内向 WMO 秘书处提交一份进度报告 7（如果是
分散式 RWC，每个节点都将提交一份单独的进度报告）。WMO 秘书处将确保报告的完整性，并补充评估
所需的任何其他相关信息。
6.4

WMO秘书处将与INFCOM主席协商，为评估小组的评估做出安排。

6.5
评估小组的工作将与相关区域工作机构协商进行，原则上以远程方式进行。但如有必要，可
安排评估小组进行实地考察。
6.6
评估过程的结果连同一项建议 8将提交给INFCOM主席，供其代表INFCOM批准，然后转交给
WMO秘书长。
6.7

由秘书长将INFCOM的建议告知RA主席和WMO各国常任代表。

7.

指定运行模式的 RWC

根据 INFCOM 的积极成果和建议，相关 RA 将正式指定运行模式的 RWC。如果是分散式的
RWC，根据 INFCOM 的建议，RA 可决定只指定个别节点作为运行模式的 RWC 的一部分。
8.

评价

8.1
根据其职责，RWC每年向WMO秘书处提交一份进度报告（如果是分散式RWC，则每个节点提交
一份进度报告），报告其活动情况。WMO秘书处将在WIGOS网站上公布RWC的报告。
8.2
WMO秘书处将与INFCOM主席协商，做出安排，由评估小组定期评估进度报告，以评估各RWC履
行其职责的情况。
8.3
每次评估的结果将提供给INFCOM主席、相应RA的主席和相关的常任代表。如有必要，评估小组
可能需要通过实地考察来核实RWC的能力和业绩。
8.4
如果一个RWC至少连续两年没有报告其活动情况，或者评估结果表明其未能履行RWC的职责，
WMO秘书处将通知INFCOM主席和RA主席，重新评估该RWC的地位。
9.
9.1

7
8

重新确认 RWC
在每次常规届会之前，WMO秘书处将邀请区协主席与其区域内主办RWC的会员再次确认安排。

进度报告须按照 WMO 秘书处提供的模板编写。
这些建议可能与个别节点和/或整个 RWC 有关。其中应包括指定或不指定的提议。如果 INFCOM 的结论是，一个
RWC 或其个别节点不符合指定的必要要求，RA 可决定不进行指定，而是鼓励 RWC 改进其业绩，并在符合
INFCOM 改进建议后提出进行重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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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根据对 RWC 的评价结果和 RWC 主办会员的常任代表的书面确认，将邀请 RA 重新确认其
RWC，如果 RWC 未能按照其职责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将请 RA 采取适当措施。

建议 14(INFCOM-1)
更新《技术规则》第三卷：水文学(WMO-No. 49)涉及基础设施的部分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
审议了对《技术规则》第三卷：水文学(WMO-No. 49)中有关基础设施条文的修订，详见本建议的附件，
建议执行理事会藉由本建议附件中的决议，通过对《技术规则》第三卷：水文学（WMO-No. 49）中有关
基础设施部分的修订。
_______
提出建议的理由：经执行理事会技术协调委员会（TCC）同意，水文委员会（CHy）于 2017 年启动了《技
术规则》第三卷：水文学(WMO-No. 49)的修订工作，目的是使其与其他卷保持一致，这项工作在水文协调
组（HCP）的临时监督下，由一个任务组负责协调。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修订，根据《WMO 技术规则编制和
颁布准则》(WMO-No. 1127)，应视为新版本。新版本修改了各章的编号，使其与其他两卷保持一致。
由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通过水文监测联合专家组（JET-HYDMON））和天
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与应用委员会（SERCOM）（通过水文服务常设委员会（SC-HYD）活动 1质量管理框架指南–水文（QMF-H）任务组）根据 HCP 的指导，完成了第三卷的正文编写工作。每个技
术委员会将批准各自的部分（基础设施或服务），并建议执行理事会在其第七十三次届会（EC-73）上通
过该综合卷，秘书长将把它作为一项决议提交 EC-73。新附件的编写工作正在进行，一旦完成，将提交给
各技术委员会和执行理事会。
第三卷的基础设施部分包括第 1 章 — 水文部门的功能和职责，第 2 章 — 水文观测网，第 4 章 — 水质监
测，第 5 章 — 水文气象服务。SERCOM 第一次届会已经审查了关于水文预报和预警的第 3 章，并将有关
水文服务的意见纳入提交 EC-73 的 SERCOM 建议 5 的附件。

建议 14(INFCOM-1)的附件
更新《技术规则》第三卷：水文学 (WMO-No. 49) 涉及基础设施的部分
引言（根据技术规则的其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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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1

按：下列术语用于《技术规则》第三卷（WMO-No. 49）时其含义规定如下。其中某些术语已在第一卷
或构成了《WMO技术规则》附件八的《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中定义过，
但为了方便读者，本卷有意将这些定义重列一遍。这些术语用星号注出。

警戒水文（Alarm level） 处于或逼近被认为是危险的洪水位并且应开始发警报的水位。
*海拔高度（Altitude） 一个平面、一个点或考虑为一个点的物体与平均海平面的垂直距离。

含水层（Aquifer） 能够储存、传输和产生可开采水量的地质构造。
流域集水区（Catchment area）其地面径流具有公共出口的一个区域。
*气候站（Climatological station）获取气候资料的台站。

水文气候站（Climatological station for hydrological purposes） 为了满足水文上的要求而建
在流域内专为扩大现有气候站网的气候站。

流量（Discharge） 在一个单位时间内通过某一过水断面的水的体积。
流域（Drainage basin） (参见流域集水区（Catchment area）)
雨季洪水或积水洪水（Pluvial flood or ponding flood） 由于降雨速度超过排水系统（自然或人
为）的排水速度，导致雨水在下降点或附近积聚而产生的洪水。
*拔海高程（Elevation） 在地面上的或贴地的一个点或水平面测得的离平均海平面的垂直距离。

河口湾（Estuary） 溪流在通向大海、湖泊或盐沼附近比较宽阔的部分。
洪水（Flood）
(1)

溪流或水体的水位上升，通常是短暂的，达到峰值后，水位以较慢的速度退去。

(2)

流量相对较大，按水位高度或排量衡量。

骤洪（Flash flood） F洪峰流量大而持续时间短的洪水。
预报（预警）时效（Forecast (warning) lead time） 发出预报（预警）和预报要素预期出现之间
的时间间隔。

量器基准（Gauge datum） 一个量器的零点相对于某基准水位的垂直距离。
地下水位（Groundwater level） 某时某地含水层的潜水面或测压面的拔海高程。
地下水站（Groundwater station） 获取以下一种或一种以上要素的地下水资料的测站：水位、水温
1

("定义"中包含的术语来自 WMO 其他规则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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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它水的物理和化学特性以及引水和/或回灌的速度和体积。

水文图（Hydrograph） 显示水位、流量或速度，或某些其它特征随时间变化的图。
水文干旱（Hydrological drought） 指一段异常干旱的天气，持续到足以引起水的短缺，表现为水流
和湖泊低于正常水位和/或土壤亏水以及地下水位下降。

水文预报（Hydrological forecast） 报告指定时段指定地区预期的水文状况。
水文观测（Hydrological observation） 直接测量或估计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水文要素，例如水位，
流量，水温等。
水文观测站（Hydrological observing station） 为水文学目的而进行水文观测或气候观测的场
所。

水文预警（Hydrological warning） 关于预期具有灾害性水文学水文现象的紧急通知。
测流站（Hydrometric station） 获取以下一种或多种要素的有关河流、湖泊或水库中水的资料的测
站：水位、流量、泥沙的输送和沉淀，水温和水的其它物理特性，覆冰的特征以及水的化学特性。

长期水文预报（Long-term hydrological forecast） 预报发布日起10天以上的时段水情要素未来值
的预报。

中期水文预报（Medium-term hydrological forecast） 预报发布日起2至10天之间时段水情要素
未来值的预报。
*气象预报（Meteorological forecast (Forecast) ） 报告指定时间或时段、指定地区或空域预期
的气象状况。
*气象观测（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Observation) ） 估计或测量一个或多个气象要素。

质量保证（Quality assurance） 为使人们确信能满足质量要求而开展的活动。它涉及对与产品或服务
的产生有关的过程进行系统监测和评价。
质量控制（Quality control） 为确保在分发产品或提供服务之前满足质量要求而开展的活动。
率定曲线（Rating curve） 显示水文站水位和流量之间关系的曲线。
季节性水文预报（Seasonal hydrological forecast） 一个季节（通常涉及到几个月或更长的一段
时间）水情要素未来值的预报。
短期水文预报（Short- term hydrological forecast） 预报发布之日起2天之内水情要素未来值的
预报。

积雪（Snow cover） 累积在地面上的雪。
雪深（Snow depth） 雪层表面和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该雪层应当平坦伸展于它所覆盖的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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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Stage） 河流、湖泊或水库的水面相对于量器基准的垂直距离。
风暴潮（Storm surge） 在气象扰动影响下的实际水位跟若无此气象扰动将会出现的水位之间的差。
河道流量（Streamflow） 流过一条明渠的流量。
不确定性（Uncertainty） 期待一个量的真值与一个确定的概率之间的差距范围。
水量平衡（Water balance） 存水的估算是基于这样一个原理，即指定流域集水区或水体某一时间间
隔内获得的总水量必须等于失去的总水量加上该流域储存净改变之和。

积雪水当量（Water equivalent of snow cover） 融化积雪后得到的水层的垂直厚度。
水样（Water sample） 按照规定程序从水体中抽取的水，用于测量水的特性。
水位（Water stage (also “Stage”) ） 河流、湖泊或水库的水面相对于量器基准的垂直距离。
第1部分 — 水文服务
第1章
1.1

水文部门的功能和职责
通则

每个会员应确保具有获取、储存和分发为可持续发展和其水资源管理以及减轻水灾所需要的与水有关的资
料的国家能力。
注：

关于与水有关的资料和信息的获取的指导性说明详见《水文实践指南》（WMO-No. 168）第
一卷第2-7章。

1.2

组织

1.2.1
会员应通过适合其政体、社会经济和地理特点的安排，确保在与水有关的资料和水文信息的提
供者和用户之间进行高效有力的协调和沟通。
1.2.2
在有几个政府行政部门和/或层次分别负责提供或使用信息时，会员应应确保明确规定责任和
关系，并利用适当的行政和法律安排对其活动进行良好协调。
注：

组织获取与水有关的资料和水文信息的方法的例子可参见《国家水文部门的作用、运行和管理
准则》（WMO-No. 1003）和《NMHS的作用、运行和管理准则》（2017版，WMONo. 1195）。

1.3

功能

大体上，会员应确保国家水文部门的常规功能应包括：
(a)

协调有责任获取和/或使用与水有关的资料和水文信息的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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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确定目前的或未来可能的与水有关的资料和水文信息的用户的需求，包括正在搜集与土地使用和气
候变化有关的环境和环境影响资料的其它组织的需求；

(c)

规定上述需求必然包含的资料标准（准确度、精密度、及时性、可存取性，等等）；

(d)

设计、建立和运行水文网来测量各种所需资料。“专用”网和“基本”网两者都可能需要，它们可
以是互补甚或部分重迭的，但应该是完整的；

(e)

评估现有网的充分性以确保所收集的资料和信息满足用户的需要；

(f)

建立质量管理系统，包括员工资格、培训和发展、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以及程序的文件汇编、检测
仪器的获取与标定，以及报告的审核和批准；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其他相关服务提供方 质量管理体系实施指南》（WMO-No. 1100）中
提供了关于在ISO 9001:2015 – 质量管理体系 –需求框架内提供提供气象、水文和气候服
务的详细指南。

注：

(g)

开发从观测场地的资料外推到预期观测具有代表性的点或区的方法；

(h)

采集资料，并通过既检查和审计野外装置又检查和审计野外工作来坚持资料采集过程的质量控制；

(i)

整理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和私营组织提供的与水有关的资料和水文信息，并确保其未来的易用
性；

(j)

传送、处理和存档资料，并确保质量控制和存档资料的安全；

(k)

使资料便于用户使用，不论何时、何地和以何种形式，只要他们需要。这可能包括（例如）：

(l)

(i)

关于流域、区域或整个国家的水文状况的信息；

(ii)

定期发布水文数据和统计资料。例如，年度汇总统计资料；

(iii)

编写关于水资源的报告，对资料进行综合性分析。这可包括诸如水文图集或地理信息系统中
的资料库一类的方式；

(iv)

供大众、新闻媒体或学校使用的提供信息或有教育意义的材料；

(v)

计算水文事件发生的风险。例如，以一定规模的洪水重现期的形式；

(vi)

支持全球数据交换、国际计划和项目；

告知潜在的用户他们可利用的信息，并帮助他们充分利用这些信息；

(m) 适应或开发与下列几方面有关的新方法新技术：
(i)

站网设计；

(ii)

仪器和观测方法；

(iii)

数据传输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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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水文预报；

(v)

数据分析、解释和表示；

(n)

研究水文过程和相关过程，以帮助用户解释和理解数据；

(o)

制作和分发水文预报和预警；

(p)

加强跟获取与水有关信息或其它相关信息的部门的合作，这些信息包括：水量和水质、泥沙、水文
地质用水、地形和土地使用，或气象信息；

(q)

跟外国水业部门一起参与国际计划和项目；

(r)

为国家关于环境状况的定期报告提供水文信息；

(s)

为国家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进行水资源评估研究；

(t)

参与水资源项目的规划、开发和管理。

第2章
2.1

水文观测网
通则

2.1.1 会员应通过建立、运行和维护水文观测站、观测装置、观测方法、程序和通信联系网络来开展水
文观测。
2.1.2 会员应根据国家要求进行水文观测，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新。
2.1.3 每个会员应确保数据传输所用的操作方法在不利条件下是可靠的，并尽量减少潜在的关键故障
点。
2.2

水文监测计划

会员应制定和实施水文监测计划，由若干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
(a)

水立法和政策；

(b)

计划的目标；

(c)

计划设计；

(d)

实地活动；

(e)

必要的实验室活动；

(f)

数据管理；

(g)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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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质量保证计划；

(i)

解释和编写报告；

(j)

信息利用和决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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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目标

会员应根据现行立法、政策和优先重点，并结合现有的基础设施和资源，从要交付的产品方面确定其水文
监测计划的目标。
2.4

水文观测站网

注：

关于网络设计的详细指导可查询《水文实践指南》(WMO- No. 168)第一卷第2章。

2.4.1

每个会员应在其领土上建立一个水文观测站网。

注：

水文测定网的设计可依据主站和副站的概念（见《水文实践指南》(WMO- No. 168)第一卷
第2章）。

2.4.2 每个会员应确保水文观测站网足以使其能够评估任何区域的水文循环要素和其他水文特征，并完
全符合其宗旨。
2.4.3 在规划水文观测站网时，每个会员应考虑全球或区域研究或计划的要求。
2.4.4 在规划国际流域水文观测站网时，每个会员应考虑各有关会员的要求。
2.4.5 必要时，会员应根据《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对降水、蒸散、土壤湿
度和雪水当量等进行水文目的的观测。
2.5

水文观测站的位置

2.5.1 会员应将台站设在能够实现仪器固定性、露置和可运行、以及可准确开展仪器和非仪器观测的位
置。
注：

详细指导意见请参见《水文实践指南》(WMO- No. 168) 第一卷第2章。

2.5.2 会员应将每个站点设在一个地方，并作出安排，使其能够持续运行至少10年，除非该站点有特定
目的，有理由在较短的时间内运行。
2.5.3 会员应根据《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确定可用于水文目的的每个气候站
的位置。
2.6

确定水文观测站

会员应通过唯一的标识符、名称和地理坐标来标明每个水文观测站，并酌情标明其所在的河流和主要流
域、湖泊、水库或含水层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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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水文观测站的信息

2.7.1 每个会员应持有一份最新的水文观测站名录，酌情包括每个观测站的下列信息：
(a)

流域名称、河流、湖泊、水库或含水层名称、台站名称及其地理坐标；

(b)

水位观测参考基准面的高程和/或台站的高程以及大地测量参考系统；

(c)

用于测量地下水的水井的地表高程；

(d)

台站类型（溪流测量、湖泊测量、地下水观测、土壤湿度、降水、积雪、蒸发、沉积物和水质）
；

(e)

观测的要素；

(f)

观测计划的仪器和说明；

(g)

台站上游的集水区面积，以平方公里（km2）为单位；

(h)

关于对水流或水位的任何人工控制和调节以及与冰有关条件的信息；

(i)

台站历史，包括记录开始、结束或中断的日期、台站名称的变更、仪器或观测计划的变更、记录单
位的变更、参考基准的变更、位置（坐标）的变更，以及视情况而定，观测中不包括或包括的取
水、补给和回水的资料；

(j)

运行和管理组织或机构的名称；

(k)

关于集水区或地下水流域特征的信息，包括海拔、地形、地质、水文地质、植被、城市发展和主要
水资源及排水系统发展情况。

2.7.2 在通过WMO水文观测系统（WHOS）提供观测资料的情况下，会员应遵循《WMO全球综合观测
系统手册》(WMO-No. 1160)中的特定条文。
2.8

水文观测站的管理

每个会员应安排对其水文观测站进行定期检查和审计，以确保仪器的正确运行，并按照《水文实践指
南》（WMO-No. 168）第2章的规定保持高标准的观测。
注：
(a)

详细指导意见请参见《水文实践指南》(WMO- No. 168) 第一卷第2章。

(b)

这些检查独立于日常的仪器和测站的检查和维持，后者对日常的有效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c)

这些检查包括检查量器基准。

2.9

观测资料的组成

在水文观测站，会员应至少观测下列要素之一：
(a)

河流、湖泊、水库或地下水体的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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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排水量（水流）；

(c)

降水；

(d)

泥沙输送和/或沉积；

(e)

水的温度和其他物理特性；

(f)

冰和积雪的特征和范围；

(g)

水的化学和生物特性；

(h)

取水或补给的速度和数量；

(i)

土壤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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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水文观测站的观测和报告程序

注：

除本节中的规定外，《水文实践指南》（WMO-No. 168）第一卷第2章中还提供了关于观测
计划的详细指导。

2.10.1
会员应定期对水文目的参数进行观测，观测的时间间隔应与要素和目的相适应，并与系统
（流域）响应的时间尺度和河湖水面水位的变化相一致。
2.10.2

会员一般应保证集水区内观测时间的统一。

2.10.3
会员应规定河流、湖泊和水库水位的报告时间间隔，以满足预定的业务用途，同时考虑到在
洪水或可变控制条件下水文图的充分定义，以及湖泊潮汐、受控流量等可能产生的干扰或错误识别。
2.10.4
当河道水位出现突发性险情时，会员应不考虑平时观测时间，尽快进行观测并上报观测结
果，以满足预定的业务用途。
2.10.5
会员应确保根据任何双边或多边协定，针对国际目的的水文信息采用适当的代码格式或公开
标记语言。
注：

有关国际代码交换的规定见《电码手册》（WMO-No. 306）第一卷。

2.11

仪器和观测方法

注：

除本节中的规定外，《水文实践指南》（WMO-No. 168）第一卷第2-7章中还提供了关于仪
器和观测方法的详细指导。

2.11.1
会员应确保水文变量的测量和观测足够准确，以满足水文工作的需要，并符合《水文实践指
南》（WMO-No. 168）第2章的规定。
注：
2.11.2

详细指导意见请参见《水文实践指南》(WMO- No. 168) 第一卷第 2 章。
每个会员都应为其台站配备和维护经校准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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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每个会员应编制自己的一套与WMO《技术规则》和ISO标准相一致的标准作业程序，以涵盖
下列测量设备和技术项目的业务：
(a)

校准电流表及其他测深和测速仪器的设施、设备和程序的规格；

(b)

水位测量装置；

(c)

用于测量开阔航道内液体流量的设备（不包括岸边索道系统）的功能要求，以便进行探测（采用直
接方法），并在测量点悬挂测量设备（例如电流计或沉积物取样器）；

(d)

速度测量仪器的操作要求、建造、校准和维护；

(e)

使用堰和水槽测量排放量的功能要求；

(f)

采用稀释法测量明渠排水量的条件和要求；

(g)

使用声学多普勒廓线仪方法测量流量的设备和功能要求；

(h)

建立和运行测量排水量的水文站；

(i)

确定某站的水位与流量关系（等级曲线）的方法；

(j)

确定一个站点的水位-速度-流量关系的方法。（表面速度雷达方法和侧视声学多普勒海流廓线仪
（ADCP）用于这些技术）
；

(k)

用常规技术和代用技术确定（估算）沉积物输送速率的方法。
详细指导意见请参见《水文实践指南》(WMO- No. 168) 第一卷第 2-7 章。

注：
2.11.4

会员应在水文观测中列入对不确定性的确定，并应与数据一起通报。

2.11.5
会员应在永久性标记的区域或每年进行雪地调查的雪道上测量雪的深度和水当量。应确定这
些地区或雪道的位置，以便提供一个可靠的指数，显示河川流域大部分地区雪层的水当量。
注：

雪道：铺设并永久标记的一条线，在适当的时候在相隔一定距离的站点沿此线对雪进行取样
或测量其深度。

2.11.6

每个会员应能使用沉积物实验室，该实验室应具有两项主要功能：

(a)

确定从溪流收集的样品的悬沙浓度；

(b)

确定悬浮沉积物、河床物质和储层沉积物的粒度分布。

2.12

收集、处理和发布水文数据

注：

关于收集、处理和发布水文数据的详细指导见《水文实践指南》（WMO-No. 168）第一卷
第9章和第10章。

2.12.1

每个会员应收集和保存其水文数据和记录。

附录 4：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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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会员应建立持续的程序，保存所有有可能丢失的水文数据，例如由于介质退化或数据格式过
时而丢失的数据，并将当前和过去的数据数字化，使之成为计算机兼容的格式，以便于查阅。
注：

详细指导见《水文数据拯救指导原则》（WMO-No. 1146）。

2.12.3

每个会员应在其档案中保存一份关于其领土内现有水文数据的最新清单。

2.12.4

会员应从下列各项中选择时间单位用于处理进行国际交流的水文数据：

(a)

公历年；

(b)

该日历的月份；

(c)

在数据允许的情况下，根据分区时间，从午夜到午夜的平均太阳日；

(d)

在国际流域或同一类型区域的流域中，经双方同意的其他时期

2.12.5
数：

会员应确保能够计算出选定的水文观测站的下列全部或大部分数据的每月和全年的总和或平均

(a)

河流、湖泊、水库或地下水的水位；

(b)

流量（流速及流水量）；

(c)

沉积物运输；

(d)

水温；

(e)

水的化学特性。

2.12.6

会员应确保对于选定的地表水站，每年可以处理下列特征：

(a)

水位和水流的最大瞬时值和最小日平均值；

(b)

每日平均水位和/或每日平均排水量的统计频率；

(c)

每周平均悬浮泥沙排放量；

(d)

溪流中化学成分浓度的测量值。

2.12.7

会员应确保对于选定的地下水站每年可处理下列特征：

(a)

地下水位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b)

日平均地下水位的统计频率；

(c)

地下水中化学成分浓度的测量值。

2.12.8

会员应能够计算其领土内有至少10年连续记录的选定水文观测站的某些要素的长期年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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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月平均值。
2.12.9
明：

每个会员应确保以适当形式定期公布水文数据，包括每个水文观测站的详细情况，并酌情说

(a)

河流、湖泊、水库或含水层的名称、台站名称和地理坐标；

(b)

观测基准面的拔海高程，单位为米；

(c)

台站上方的集水区面积，以平方公里（km2）为单位；

(d)

观测方法和仪器特性的细节；

(e)

记录期；

(f)

关于主要上游引水和人工控制的信息；

(g)

水文数据及其统计特征（如适用）。

2.12.10

每当公布长期平均值时，会员应注明其所指的时期。

2.12.11
除非WMO做法另有说明，否则会员在科学出版物和其他科学文件中应使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定义的国际单位制（SI单位）。
注：

ISO 80000-1:2009《数量和单位》对这些单位的使用进行了指导。

2.12.12
建议用于水文目的的符号和单位应按照《WMO水文符号和单位手册》（目前正在根据附录
符号和单位编写）中的规定。
2.13

安全程序

2.13.1
每个会员应确保在其所有业务中规定、记录和使用适当的安全程序。会员应确保这些程序符
合国家的所有要求，包括法律、卫生和安全法规。
2.13.2

每个会员都应制定国家安全程序手册，其中强调针对有关国家条件的预防措施和做法。

注：

除本节中的规定外，各国还可参阅《水文实践指南》（WMO-No. 168）第一卷第8章，其中
提供了有关安全程序的详细指导。

第3章

水文预报和预警

SERCOM-1(II)通过的文本
第4章

水质监测

附录 4：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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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监测
会员应按照《水质监测手册》（正在编写）的规定制定水质监测计划。

第5章

水文气象服务

5.1

通则

5.1.1
要求。

每个会员应确保分发满足水文要求所需的气象信息是可靠的、定期的，并符合明示和规定的

5.1.2
系。

每个会员应在其水文部门和国家气象中心（NMC）之间建立根据其国家需求设计的通信联

注：

国家气象中心是一个负责履行必要职能的中心，以满足会员在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
（GDPFS）下的国家和国际要求及承诺（技术规则，第一卷，WMO-No. 49 ）。

5.2

水文气象观测

5.2.1

每个会员应分发下表所列的气象观测资料，以便分析流域对气象条件变化的响应。

5.2.2

这些台站为水文目的进行的气象观测应按要求至少涉及下表所列的气象要素之一。

5.2.3

用于水文目的的气象要素观测的不确定性和水文预报的报告区间应如下表所示。

注：

观测或读数的精度是指在测量尺度上的最小划分单位，可以直接或通过估计来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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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a) 降水 – 数量和形式*

不确定性
低于40 mm± 2 mm

用于水文预报的报告区
间
6小时**

高于40 mm± 5%
(b) 雪深

低于20 cm± 2 cm

每日

高于20 cm± 10%
(c) 积雪的水当量

低于20 mm± 2 mm

每日

高于20 mm± 10%
(d) 气温

± 0.1°C

6小时

(e) 湿球温度

± 0.1°C

6小时

(f) 净辐射

低于8MJ/m2 ±0.4 MJ/m2d

每日

高于8MJ/m2d ±5%
(g) 蒸发皿蒸发量

±0.5 mm

每日

(h) 表面温度 – 雪

± 1°C

每日

(i) 温度廓线 – 雪

± 1°C

每日

(j) 风：速度

± 10%

6小时

± 10°方向
(k) 日照时间

± 0.1小时

每日

(l) 相对湿度

± 1%

6小时

*

在一些地方，有必要区分降水的形式（液态或固态）。

**

骤洪流域的报告间隔时间通常要求为两小时或更短；在其他地方，每日的数值可能就足够了。

5.3

用于水文目的的气象预报和预警

5.3.1

会员应确保按要求定期向水文预报员提供用于水文目的的气象预报和预警。

5.3.2

水文预报和预警计划应包括：

(a)

第 5.2 节所列的气象信息类型。应定期提供详细的预报，尽可能具体说明地方和区域的变化；

(b)

以下预报：
(i)

若可行，最长120小时的降水定量预报（QPF）；

(ii)

最多五天的气温、湿度、露点、风力和天空状况；

附录 4：届会通过的建议

(ii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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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或更长时间的风速和风向；

灾害性天气条件的预警，特别是在以下情况下：
(i)

强降水（数量和强度）；

(ii)

温度突变和持续变化，高于或低于冰点；

(iii)

强风。

5.4

公布和分发用于水文目的的气候数据

5.4.1

除作为气候数据公布的数据外，每个会员还应每年公布其用于水文目的的气候数据。

5.4.2
公布用于水文目的的气候数据应符合《WMO气候平均值计算指南》（WMO-No. 1203）第
4章和《气候实践指南》（WMO-No. 100）第6.1章关于公布气候数据的规定，但这些数据应按主要流
域分组。
5.4.3
为水文目的而公布或分发的气候数据应包括2.12.4所示的下列要素的频率、总和或平均数以
及时间单位，以适用者为准：
(a)

气温；

(b)

相对湿度；

(c)

风速和风向；

(d)

降水（数量和强度）；

(e)

太阳辐射；

(f)

积雪；

(g)

蒸发皿蒸发量；

(h)

湿球温度；

(i)

日照时间。

5.5

降水数据和降水定量预报（QPF）

应定期向水文预报员提供QPF，并在洪水发生期间经常更新。制作QPF的气象预报员应掌握所有当前的降
水观测资料，包括主要为水文目的进行的观测资料。
5.6

除降水外的气象观测和预报数据

会员应在标准时间向水文预报员提供下列各类气象信息、数据和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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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包括：
(i)

当前数据；

(ii)

突变和大幅度变化的预报；

(iii)

异常高温或低温的预报；

风，包括：
(i)

当前数据；

(ii)

异常大风的预报；

(iii)

在水文方面有重要意义的情况下，预报风向的突然改变；

与蒸发量计算有关的气象数据：
(i)

太阳辐射或日照百分率；

(ii)

露点温度或相对湿度；

(iii)

观测到的蒸发皿蒸发量

建议 15(INFCOM-1)
加强区域仪器中心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
重申提高测量和校准结果的可追溯性的重要性，
忆及决议 43 (Cg-18)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七次届会的报告和决定 34 (EC-70) – 指定新的区域
仪器中心，
认识到需要遵循 WMO 中心的统一审计方法，详见《技术规则》第一卷—通用气象标准和推荐做法(WMONo. 49)，
另认识到区域仪器中心（RIC）在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运行中以及在向会员和区域协会
提供技术指导、援助和咨询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进一步认识到需要加强 RIC 及其指定、评估、重新确认的相关程序；
关注由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SC-MINT）执行的年度 RIC 报告的评价结果，

附录 4：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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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执行理事会通过指定、评估、重新确认 RIC 的程序，见本建议附件中的决议。

建议 15(INFCOM-1)的附件
决议##/1 (EC-73)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议 43 (Cg-18)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七次届会的报告和决定 34 (EC-70) – 指定新的区域
仪器中心，
认识到需要遵循 WMO 中心的统一审计方法，详见《技术规则》第一卷—通用气象标准和推荐做法，
审议了建议 15 (INFCOM-1)-加强区域仪器中心，
审议了由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的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制定的指定、
评估和重新确认区域仪器中心的程序（以下简称“RIC程序”）；
赞同本决议附件中的RIC程序，作为区域协会，主办RIC的会员和INFCOM的一般指南，其中概述了该过程
的基本原则和程序，
要求各区域协会、各会员和INFCOM在新提名RIC、以及评估和定期重新确认现有的RIC时遵循RIC程序，
进一步要求各区域协会审查其成员利用现有的 RIC 服务的需要，并探索有效利用的方式，
敦促未获得主办 RIC 认证的会员尽早获得 ISO/IEC 17025 认证，
要求 INFCOM 与区域协会合作，进一步制定 RIC 程序，作为 WMO《技术规则第一卷 - 通用气象标准和
建议规范》(WMO-No. 49)的推荐做法和程序。

________
注：该决议取代决定 34 (EC-70) – 指定新的区域仪器中心，原决议不再生效。
__________
决议##/1 (EC-73)的附件
指定、评估和重新确认区域仪器中心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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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邀请各区域协会（RA）与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合作，至少每四年一次
对WMO会员进行调查，了解其对区域仪器中心（RIC）服务的区域需求以及对所提供的RIC服务的利用和
满意度。调查结果将用于支持与申请WMO区域仪器中心地位的候选实体有关的决定，并通过对现有RIC进
行评估，支持对其进行重新确认的决定。
1.2

INFCOM 将对 RIC 的申请进行技术评价并对 RIC 进行评估。

2.

筹备要求

在提交申请前，候选的RIC应能履行RIC 职责所确定的强制性RIC职能。
3.
3.1

申请
申请书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

WMO 各国常任代表（PR）的信函，表示候选 RIC 愿意为区域内（如果可能的话）会员提供服务；

(2)

填写完整的 RIC 评价方案；

(3)

填写完整的 RIC 报告表；

(4)

认证证明（如果候选 RIC 获得 ISO/IEC 17025 标准认证）；
或
对（国际）国家标准的可追溯性保证证明（如校准证书），以及打算向会员提供但尚未获得认证的
候选 RIC 校准方法的 RIC 工作人员能力证明（如资格、经验、培训证书、相关专业组织成员资格、
出版物）。

3.2

申请书将送交相关区域协会的主席，并抄送INFCOM主席和WMO秘书长。

3.3
如果申请书中缺少任何必要的信息，WMO秘书处将向候选RIC通报缺少的内容，该RIC必须确保
在开始评估申请书之前提供所缺信息。
4.

评估申请

4.1
当提交的申请完成后，WMO秘书处将与INFCOM主席协商，安排一个专家小组对其进行评估。该
小组（以下简称评估小组）将由INFCOM主席与各RA主席协商后批准。
4.2
评估过程的结果，连同接受/拒绝申请的建议，将提交给INFCOM主席，由他代表INFCOM批准，
然后转交给WMO秘书长。秘书长将把INFCOM的建议通知RA主席和各国WMO常任代表（PR）。

附录 4：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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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区域仪器中心

在成功完成申请评估并得到INFCOM的积极建议后，相关的RA将被邀请指定新的RIC。RA将正式批准对
RIC的指定，但须视该RA内是否需要指定新的RIC（见上文引言）。
6.

定期评估区域仪器中心

6.1
根据RIC的职责，RIC应每年使用RIC报告表报告其活动情况，并每四年使用RIC评估方案进行自
我评估。RIC年度报告应在每年2月底前提交给WMO秘书处。WMO秘书处将在WMO网站上公布RIC的报
告。
6.2
WMO秘书处将与INFCOM主席协商，确保评估小组定期对文件（RIC报告表、RIC评估方案、RIC
认证证书等）进行审查，以评估RIC履行其职责的情况。每次评估的结果都将提供给INFCOM主席和各RA
主席。如有必要，评估小组可通过实地考察核实RIC的能力和业绩。
6.3
如果一个RIC至少连续两年没有报告其活动情况，WMO秘书处将通知INFCOM主席和RA主席，将
RIC的状态从合规更改为不合规，并重新评估该RIC。
7.

重新确认区域仪器中心

7.1
在每次常规届会之前，WMO秘书处会邀请主办RIC会员的常任代表，再次确认其是否愿意继续主
办RIC和向会员提供RIC服务。
7.2
根据对 RIC 的重新评估结果以及每四年一次的会员需求调查的结果，将邀请 RA 重新确认其
RIC，如果 RIC 未能按照其职责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将请 RA 采取适当措施。

建议 16(INFCOM-1)
气候数据的现代化 – 开放源码气候数据管理系统项目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世界气象大会在其第十八次届会（Cg-18）上关于支持开发参考性开放源码气候数据管理系统
（OpenCDMS）的要求（决议 22 (Cg-18) - 高质量全球气候数据管理框架手册），
注意到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与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与应用委员会
（SERCOM）在气候数据管理系统（CDMS）方面的合作，见 INFCOM-1(III)/INF. 5.1.3(3)，
考虑到在实施协作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通过 OpenCDMS 项目，为地球系统数据开发现代开放源气
候数据管理系统解决方案，见 INFCOM-1(III)/INF 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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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执行理事会通过本建议附件中提供的决议，通过气候数据现代化 CDMS 项目。

建议 16(INFCOM-1)的附件
决议##/1 (EC-##)
气候数据的现代化 – 开放源码气候数据管理系统项目

执行理事会，
忆及：
(1)

决议 22 (Cg-18) - 高质量全球气候数据管理框架手册，

(2)

决议 4 (CCl-17) –气候数据的现代化，

念及：
(1)

迫切需要加强对气候、水文和其他环境数据的现代化管理，其中包括通过国家层面上最新的气候数
据管理系统（CDMS）进行区域和全球交换的时间序列部分，

(2)

CDMS 用于管理和归档气候、水文和其他环境数据的基本和基础性质，可促进生成高质量的时间序
列数据，以了解和监测气候状况，并为各社会经济部门和相关应用领域提供数据服务；

注意到 WMO 会员中只有 20%认为自己运行的 CDMS 完全符合《气候数据管理系统规范》（WMO-No.
1131）（资料来源：WMO 全系统平台，2019 年 12 月），
欢迎 WMO 会员努力合作开发参考开放源 CDMS（OpenCDMS），其目的是完全符合 WMO 的标准和规
则，包括《气候数据管理系统规范》（WMO No. 1131）和《高质量全球气候数据管理框架手册》(HQGDMFC)（WMO-No.1238），
审议了建议 16 (INFCOM-1) – 气候数据的现代化 - 开放源码气候数据管理系统项目，
决定认可本决议附件中列出的 OpenCDMS 的目标、范围和路线图，
要求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和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与应用委员会
（SERCOM）密切合作：
(1)

根据《气候数据管理系统规范》（WMO-No. 1131），牵头 OpenCDMS 的开发和实施；

(2)

确保 OpenCDMS 的设计原则符合 WIS 2.0 战略；

(3)

更新《气候数据管理系统规范》（WMO-No. 1131）中与信息管理相关的内容；

附录 4：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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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会员通过提供技术专长、人力和财务资源支持 OpenCDMS 的发展；
要求秘书长支持开发和实施 OpenCDMS，并协助调集资金用于相关专家的工作以及开发 CDMS 和实施活
动。
_____________
决议##/1 (EC-##)的附件
气候数据的现代化 – 开放源码气候数据管理系统项目
1.

OpenCDMS 的目标、范围和路线图

有效管理气候、水文和其他环境数据（以下简称为地球系统数据）对于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的地球系统监
测、分析、模拟和预测至关重要，对于有效、及时地提供相关服务也至关重要。能够有效管理地球系统数据
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拥有一个有效的（气候）数据管理系统（CDMS），其中“气候”被认为是包括具有时
间序列成分的地球系统数据。
2.

OpenCDMS – 合作框架，以通过以下方式改善地球系统数据管理：

(1)

提高现有 CDMS 之间的互可操作性；

(2)

支持现有项目并与之合作，以确保 CDMS 用户继续受益于其现有的支持结构和服务；

(3)

在 WMO 专家小组和广泛实施者的指导下，为完全符合要求的下一代 CDMS 制定参考实施方案，并
遵守更广泛的 WMO 数据管理办法和现代信息技术标准和做法。

OpenCDMS 旨在通过制定和实施全球数据管理标准和良好做法，来满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地球系
统数据管理需求，从而改进数据管理做法，并促使现有和即将推出的数据管理解决方案遵守这些标准。
CDMS 安装软件包将以免费和开放源码软件的形式提供，并向希望在未来使用 OpenCDMS 的会员提供技
术援助。
以下路线图反映了拟议的实施方法，并将定期进行审查，以反映项目的进展情况，以及根据用户需求的变
化而进行的必要调整。

2019–2020 年

2021–2022 年

2023–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
会要求开发参考性的
开放源 CDMS

用户案例、功
能要求和验收
测试，供参考
实施

向第十九次世界气象大
会提交 OpenCDMS 参考
实施方案，供其核准

提供 OpenCDMS
安装开放源码软
件

继续实施和培训

待 Cg-19 认可的 CDMS
数据模式

开始实施和培训

OpenCDMS 作为开放
WIS 协会项目建立的
合作框架

开发下一代数
据模式，作为
WMO 标准

重点国家的软件测试

维护和进一步开
发 OpenCDMS 软
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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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DMS 原型设计和开发

OpenCDMS 实施

-> ->加强与 CDMS 开发人员和用户社区的合作，调集资源，建立一个适用开放源码原则的实践社区->

建议 17(INFCOM-1)
修订《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以反映 WMO 新的治理结构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决议 6 (Cg-16) - 修订《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决议 11 (Cg-18) WMO 改革 - 下一阶段和决定 2 (EC-72) - 审议报告，
强调应在《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中反映 WMO 的新结构，
认识到需要重新安排《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中的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指
定中心，以符合这些中心活动的预报范围和目的，
进一步认识到需要进行某些小的编辑修改，以确保《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的
一致性，
审议了《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修正案，见决议#/#(EC-73)的附件，
建议执行理事会藉由本建议附件提供的决议#/#(EC-73)，通过《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修正案。
忆及(a)世界气象大会第十七次届会(Cg-17)要求应对作为 NWP 业务系统和相关研究活动的单一信息来源
的 WMO 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GDPFS)和数值天气预报(NWP)研究技术进展报告的内容和报告方法进
行审查，以协助会员对该报告做出贡献；(b)“决议 18 (EC-69) - 修订《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
(WMO-No. 485)”，要求将监测 GDPFS 中心所需的绩效要求纳入《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
(WMO-No. 485)和《全球数据处理系统指南》(WMO-No.305)
要求应用地球系统模拟与预测数据处理常设委员会(SC-ESMP)，与研究委理事员会及其相关附属机构合
作，审查该报告的内容和报告方法，以协助会员提高参与和制定监测 GDPFS 中心所需绩效要求的能力。

建议 17(INFCOM-1)的附件
决议#/# (EC-73)

附录 4：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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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以反映 WMO 新的治理结构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议 6 (Cg-16) - 修订《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决议 11 (Cg-18) WMO 改革 - 下一阶段和决定 2 (EC-72)- 审议报告，
审查了建议 17(INFCOM-1)) - 修订《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以反映 WMO
新的治理结构，
通过《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修正案，见本决议的附件，
授权秘书长，经与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主席协商，对《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
(WMO-No. 485)进行编辑性修订，
要求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主席，与天气、气候、水及相关服务与应用委员会主席、各区域协
会主席和其他相关机构密切协调，作为正在进行的 WMO 改革进程的一部分，在《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
统手册》(WMO-No. 485)的下一个更新周期内，审查各区域协会在指定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中心方
面的作用。

__________
附件: 1(仅以英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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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to draft Resolution #/# (EC-73)
Amendment to the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 485)
APPENDIX. PROCEDURES FOR AMENDING WMO MANUALS AND GUIDES THAT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MMISSION FOR BASIC SYSTEMS COMMISSION
FOR OBSERV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NOTE: THIS APPENDIX WILL BE AMENDED BY A REVISED VERSION TO BE
DEVELOPED BY THE COMMISSION FOR OBSERV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AS REQUESTED BY RECOMMENDATION 11 (INFCOM-1) –
AMENDMENTS TO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VOLUME I – GENERAL
METEOROLOGICAL STANDARD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WMO-NO. 49)
PART I – THE WMO INTEGRATED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AND TO THE MANUAL
ON THE WMO INTEGRATED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WMO-NO. 1160) TO
ENSURE CONSISTENCY WITH OTHER RELEVANT MANUALS AND GUIDES
1.

DESIGNATION OF RESPONSIBLE COMMITTEES BODIES

The Commission for Basic Systems (CBS) Commission for Observ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INFCOM) shall, for each Manual and Guide, designate one of its Open
Programme Area Groups (OPAGs) Standing Committees (SCs) as being responsible for that
Manual and its associated technical guides. The Open Programme Area Group Standing
Committee may choose to designate one of its Expert Teams as the designated committee
body for managing changes to all or part of that Manual； if no Expert Team is designated,
the Implementation Coordination Team for the OPAG or the designated Expert Team is not
in force, the Standing Committee takes on the role of the designated committee body.
2.

GENERAL VALID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S

2.1

Proposal of amendments

Amendments to a Manual or a Guide managed by CBS INFCOM shall be proposed in writing
to the Secretariat. The proposal shall specify the needs, purposes and requirements and
include information on a contact point for technical matters.
2.2

Drafting recommendation

The designated committee body for the relevant part of a Manual or a Guide, supported by
the Secretariat, shall validate the stated requirement (unless it is consequential to an
amendment to the WMO Technical Regulations) and develop a draft recommendation to
respond to the requirement, as appropriate.
2.3

Procedures for approval

After a draft recommendation of the designated committee body is valid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given in section 7 below,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amendments, the
designated committee body should 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for the approval of
the amendments:

附录 4：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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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mple (fast-track) procedure (see section 3 below)；

(b)

Standard (adoption of amendments between CBS INFCOM sessions) procedure (see
section 4 below)；

(c)

Complex (adoption of amendments during CBS INFCOM sessions) procedure (see
section 5 below).

2.4

Date of implementation

The designated committee body should define an implementation date in order to give WMO
Members sufficient time to implement the amendments after the date of notification. For
procedures other than the simple (fast-track) one, if the time between the date of
notif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date is less than six months, the designated committee
body shall document the reasons for its decision.
2.5

Urgent introduction

Regardless of the above procedures, as an exceptional measure,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accommodates urgent user needs to introduce elements in lists of technical details, or to
correct errors:
(a)

A draft recommendation developed by the designated committee body shall be
validated according to the steps defined in section 7 below；

(b)

The draft recommendation for pre-operational use of a list entry, which can be used in
operational data and products,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chair of the designated
committee body and the chair of the responsible OPAG SC, and the president of CBS
INFCOM. A listing of pre-operational list entries is kept online on the WMO web server
；

(c)

Pre-operational list entries shall then be submitted for approval by one of the
procedures in 2.3 above for operational use；

(d)

Any version numbers associated with the technical implementation should be
incremented at the least significant level.

2.6

Issuing updated version

Once amendments to a Manual or a Guide are adopted, an updated version of the relevant
part of the Manual shall be issued in the languages agreed for its publication. The
Secretariat shall inform all Members of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updated version of that part
at the date of notification mentioned in 2.4 above. If amendments are not incorporated into
the published text of the relevant Manual or Guide at the time of the amendment, there
should be a mechanism to publish the amendments at the time of their implementation and
to retain a permanent record of the sequence of ame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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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MPLE (FAST-TRACK) PROCEDURE

3.1

Scope

The simple (fast-track) procedure shall be used only for changes to components of the
Manual that have been designated and marked as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to which the
simple (fast-track) procedure for the approval of amendments may be applied”.
Note: An example would be the addition of code list items in the Manual on Codes (WMONo. 306).
3.2

Endorsement

Draft recommendations developed by the responsible committee, including a date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amendments,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chair of the relevant OPAG
SC for endorsement.
3.3

Approval

3.3.1

Minor adjustments

Correcting typographical errors in descriptive text is considered a minor adjustment, and
will be done by the Secretariat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of CBS INFCOM. See
Figure 1.

Designated
committee body

President of CBS INFCOM (in
consultation with presidents
of technical commissions)

Chair of OPAG
Standing Committee




Figure 1. Adoption of amendments to a Manual by minor adjustment
3.3.2

Other types of amendments

For other types of amendments,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draft recommendation, including
a date of implementation, should be distributed to the focal points for matters concerning
the relevant Manual for comments, with a deadline of two months for the reply. It should
then be submitted to the president of CBS INFCOM for consultation with presidents of
technical commissions affected by the change. If endorsed by the president of CBS INFCOM,
the change should be pa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WMO for consideration and adoption on
behalf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EC).
3.3.3

Frequency

The implementation of amendments approved through the simple (fast-track) procedure can
be twice a year in May and November. See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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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doption of amendments to a Manual by simple (fast-track) procedure
4.

STANDARD (ADOPTION OF AMENDMENTS BETWEEN CBS INFCOM
SESSIONS) PROCEDURE

4.1

Scope

The standard (adoption of amendments between CBS INFCOM sessions) procedure shall be
used for changes that have an operational impact on those Members who do not wish to
exploit the change, but that have only minor financial impact, or that are required to
implement changes in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WMO-No. 49), Volume II – Meteorological
Service for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
4.2

Approval of draft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irect adoption of amendments between CBS INFCOM sessions, the draft
recommendation developed by the designated committee body, including a date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amendments,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chair of the responsible OPAG
SC and president and vice-president of CBS INFCOM for approval. The president of CBS
INFCOM shall consult with the presidents of technical commissions affected by the change.
In the case of recommendations in response to changes in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WMO-No. 49), Volume II – Meteorological Service for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 the
president of CBS INFCOM shall consult with the president of the Commission for
Aeronautical Meteorology Commission for Weather, Climate, Water and Related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SERCOM).
4.3

Circulation to Members

Upon approval of the president of CBS INFCOM, the Secretariat sends the recommendation
to all Members, in the languages in which the Manual is published, including a date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amendments, for comments to be submitted within two months
following the dispatch of the amendments. If the recommendation is sent to Members via
electronic mail, there shall be public announcement of the amendment process including
dates, for example by WMO Operational Newsletter on the WMO website, to ensure all
relevant Members are informed.
4.4

Agreement

Those Members not having replied within the two months following the dispatch of the
amendments are implicitly considered as having agreed with the ame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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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

Members are invited to designate a focal point responsible to discuss any
comments/disagreements with the designated committee body. If the discussion between
the designated committee body and the focal point cannot result in an agreement on a
specific amendment by a Member, this amendment will be reconsidered by the designated
committee body. If a Member cannot agree that the financial or operational impact is minor,
the redrafted amendment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complex (adoption of amendments
during CBS INFCOM sessions) procedure described in section 5 below.
4.6

Notification

Once amendments are agreed by Members, and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chair of the
responsible OPAG SC, the vice-president of CBS INFCOM and the president of CBS INFCOM
(who should consult with presidents of other commissions affected by the change), the
Secretariat notif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Members and the Members of EC of the approved
amendments and of the date of their implementation. See Figure 3.
Chair of OPAG Standing
Committee and
president/vice-president
of CBS INFCOM in
consultation with
presidents of technical
commissions

Designated
committee
body


Agreed by
WMO
Members


WMO
Members and
EC informed


Figure 3. Adoption of amendments between CBS INFCOM sessions
5.

COMPLEX (ADOPTION OF AMENDMENTS DURING CBS INFCOM
SESSIONS) PROCEDURE

5.1

Scope

The complex (adoption of amendments during CBS INFCOM sessions) procedure shall be
used for changes for which the simple (fast-track) procedure or standard (adoption of
amendments between CBS INFCOM sessions) procedure cannot be applied.
5.2

Procedure

For the adoption of amendments during CBS INFCOM sessions, the designated committee
body submits its recommendation, including a date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amendments,
to the Implementation Coordination Team of the responsible Open Programme Area Group
Standing Committee. The recommendation is then passed to the presidents of technical
commissions affected by the change for consultation, and to a CBS INFCOM session that
shall be invited to consider comments submitted by presidents of technical commissions.
The document for the CBS INFCOM session shall be distributed not later than 45 days
before the opening of the session. Following the CBS INFCOM session, the recommendation
shall then be submitted to a session of EC for decision. See Fig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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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ROCEDURE FOR THE CORRECTION OF EXISTING MANUAL CONTENTS

6.1

Correcting errors in items within Manuals

Where a minor error in the specification of an item that defines elements within a Manual is
found, for example, a typing error or an incomplete definition, the item shall be amended
and re-published. Any version numbers associated with items edited as a result of the
change should be incremented at their lowest level of significance. If, however, the change
has an impact on the meaning of the item, then a new item should be created and the
existing (erroneous) item marked as deprecated. This situation is considered a minor
adjustment according to 3.3.1 above.
Note: An example of an item for which this type of change applies is a code list entry for
the Table Driven Code Forms or WMO Core Metadata Profile, in which the description
contains typographical errors that can be corrected without changing the meaning of the
description.
Meeting of
Implementation
Coordination Team
of responsible OPAG
Standing
Committee

Designate
d
committe
e body


CBS
INFCOM
session
-----------------------



EC
session



Consult
presidents of
technical
commissions
affected by the
change

Figure 4. Adoption of amendments during CBS INFCOM sessions
6.2

Correcting an error in the specification of how conform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anual can be checked

If an erroneous specification of a conformance-checking rule is found, the preferred
approach is to add a new specification using the simple (fast-track) procedure or standard
(adoption of amendments between CBS INFCOM sessions) procedure. The new
conformance-checking rule should be used instead of the old. An appropriate explanation
shall be added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nformance-checking rule to clarify the practice
along with the date of th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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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An example of such a change would be correcting a conformance-checking rule in the
WMO Core Metadata Profile.
6.3

Submission of corrections to errors

Such changes shall be submitted through the simple (fast-track) procedure.
7.

VALIDATION PROCEDURE

7.1

Documentation of need and purpose

The need for, and the purpose of, the proposal for changes should be documented.
7.2

Documentation of result

This documentation shall include the results of validation testing of the proposal as
described in 7.3 below.
7.3

Testing with relevant applications

For changes that have an impact on automated processing systems, the extent of the
testing required before validation should be decided by the designated committee body on a
case-by-case basis, depending on the nature of the change. Changes involving a relatively
high risk and/or impact on the systems should be tested by the use of at least two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tool sets and two independent centres. In that case, results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 designated committee body with a view to verifying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INTRODUCTION

General
1.
The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 485) is the single source of Technical Regulations for all operation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s of Members designated by WMO as meteorological centres. The
Manual is designed to ensure adequate uniformity and standardization of data, information
and production practices,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employed among WMO Member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GDPFS) as it supports
the mission of the Organization.
2.
The Manual is Annex IV to the WMO Technical Regulations (Technical Regulations
(WMO-No. 49), Volume I – General Meteorological Standard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in which it is stated that GDPFS is established and shall be ope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actices,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describ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3.
The GDPFS cuts across a number of WMO-related disciplines. It intersects many
WMO practices,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that are primarily defined in publications
dedicated specifically to them, for example, the Manual on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WMO-No. 1060) and the Manual on the WMO Integrated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WMO-No. 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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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advances in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NWP)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have been tremendous: higher accuracy and resolution, longer lead time, and a wider range
of relevant applications. Consequently, the emphasis in operational meteorology, hydrology
and climatology has been shifting towar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and diverse numerical models and applications, for an ever-increasing variety of users.
GDPFS enables Members to make use of these advances by providing a framework for the
sharing of data-related to operational meteorology, hydrology and climatology.
5.
As part of the WMO Technical Regulations, the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sets out standard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The General Provisions, included in this publication, define the meaning of the
phrase “standard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The General Provisions also
contain information on the procedure for amending, updating or issuing a new edition of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including Manuals and Guides).
6.
This edition has been developed in accordance with quality management
principles, which ensures its sustainability as part of the WMO Quality Management
Framework.
How to read this Manual
7.

The Manual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as follows:

(a) Part I: Outline of WMO GDPFS – presenting the overall purpose of GDPFS, its
organization and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arious activities to be performed；
(b) Part II: Specifications of GDPFS activities – providing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various activities: mandatory functions including production, verification and
documentation； and additional recommended functions and products. Part II also
specifies overall requirements applicable to all types of activities regarding
dissemination, verification, training, and the like；
(c) Part III: Current designated GDPFS centres.
8.
The reader seeking general information on GDPFS and its applications should
refer to Part I, whereas Parts II and III provid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various
components of the system, available products and information, status of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compliance criteria.
9.
The Manual is designed so that it can be modified as frequently as necessary to
keep it up-to-date. While Part I should be rather stable and seldom require updating,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evolution of science, techniques and user requirements will continue to
induce developments requiring frequent changes to Parts II and III.
10.
In line with quality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Manual are explicitly specified for every type of GDPFS
activity. This information is contained in Part II, 2.2, Tables 2–25. The following
explanations and example (Table 1) are provided:
(a)

The three entries under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indicate the team(s) and
body(ies) in charge of preparing specification updates, approving them, and deciding
to update the Manual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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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two entries under “Centres designation” indicate the bodies responsible for
approving the designation of a GDPFS centre for the activity under consideration and
for deciding accordingly；

(c)

The two entries under “Compliance” indicate the team(s) and body(ies) in charge of
ensuring that the designated GDPFS centres remain compliant with the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able 1. Example of a table specifying responsibilities for modifications to a GDPFS
activity, for designation of centres and review of compliance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ET-OWFPS
INFCOM/ET-OWFS
CBS INF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 INFCOM
EC/Congress
Compliance

CBS/ET-OWFPS
INFCOM/ET-OWFS
CBS/ICT-DPFS
To be reported to:
CBS INFCOM
INFCOM/SC-ESMP
Acronyms not previously defined: EC – Executive Council； ET-OWFPS – Expert Team on
Operational Weather Forecasting Process and Support； ICT-DPFS – Implementation
Coordination Team on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s； Expert Team on
Operational Weather Forecasting System； SC-ESMP – Standing Committee on DataProcessing for Applied Earth System Modelling, Prediction and Projection.
To be monitored by:

11.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is applied for the incorporation of new types of GDPFS
centres into this Manual:
(a)

The relevant technical commission or programme expert team will develop the criteria
and functions for the new type of centre, including the list of mandatory products to
be made available in the context of GDPFS；

(b)

The criteria and functions for the new type of centre will be endorsed by the relevant
technical commission management group or programme steering committee, and
submitted to CBS INFCOM through its president；

(c)

The president of CBS INFCOM will then decide on an expert team of the commission
that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reviewing the proposal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procedure
for amendments as defined in the General Pro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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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OUTLINE OF THE WMO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1.1

PURPOSE AND SUPPORTED ACTIVITIES

1.1.1

General description

1.1.1.1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GDPFS) shall be the
worldwide network of operational centres operated by WMO Members. Its purpose shall be
to make operationally available among WMO Members and relevant operational
organizations defin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applications related to weather, climate,
water and environment.
1.1.1.2
The GDPFS shall enabl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made in
meteorology and related fields to be accessible and exploitable by WMO Members.
1.1.1.3
The activitie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operations of GDPFS shall be
systematically designed in accordance with Members’ needs and their ability to contribute
to, and benefit from, the system in an efficient manner and with a minimum of duplication.
1.1.1.4
A key objective of GDPFS should be to facilitate cooperation and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thereby also contributing to capacity development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1.1.1.5
Defin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applications related to weather, climate, water
and environment shall include:
(a)

Numerical weather, oceanographic and climate prediction products (analysis and
forecast, including probabilistic information)；

(b)

Specialized products tailored for specific applications.

1.1.1.6
Additional information necessary for an appropriate use of the identifi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shall be available. This includes non-real-time information as follows:
(a)

Systems descrip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b)

Product metadata；

(c)

Verification and monitoring results.

1.1.2

Activities supported by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1.1.2.1
Through GDPFS, Members shall provide and have access to meteorological,
hydrological, oceanographic and climatological information supporting a range of operational
activities.
1.1.2.2

The GDPFS shall be organized as a three-tier system of activitie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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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A distinction is made between general-purpose and specialized activities: generalpurpose activities are those that encompass essential data-processing required for a wide
range of end use, while specialized activities are those that make forecasting products,
which may include guidance based on human interpretation, tailored for a specific type of
application or user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se activities conducted in real-time, nonreal-time operational coordination activities are also part of GDPFS. Associated
commitments and other appropriate details are specified in Part II.
(a)

General-purpose activities:
–
–
–
–
–
–
–
–
–

(b)

Specialized activities:
–
–
–
–
–
–
–
–
–
–
–
–

(c)

Global deterministic NWP
Limited-area deterministic NWP
Global ensemble NWP
Limited-area ensemble NWP
Global numerical long-range prediction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Numerical ocean wave prediction
Global numerical ocean prediction
Nowcasting

Regional climate prediction and monitoring
Coordination of multi-model ensemble prediction for long-range forecasts (LRFs)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Coordination of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Regional severe weather forecasting
Tropical cyclone forecasting, including marine-related hazards
Nuclea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Non-nuclea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Atmospheric sand and dust storm forecasts
Volcano watch services for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 (see 2.2.2.10)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Marine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Non-real-time coordination activities:
–
–
–
–
–
–

Coordination
Coordination
Coordination
Coordination
Coordination
Coordination

of
of
of
of
of
of

deterministic NWP verification (DNV)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 (EPS) verification
LRF verification
wave forecast verification (WFV)
tropical cyclone forecast verification (TCFV)
observation monitoring

Note: It is hoped that other activities, including those related to hydrology, agriculture,
polar regions, storm surge prediction, and space weather, will be developed in future.
1.2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CENTRES

1.2.1

Definitions

1.2.1.1

The meteorological forecasting ranges shall be those defined in Appendix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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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The GDPFS shall be organized as a three-level system of Worl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WMCs),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RSMCs) and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res (NMCs), which carry out GDPFS
functions at the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respectively. These centres are
referred to as GDPFS centres.
1.2.2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res

1.2.2.1
An NMC shall carry out functions to meet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Member concerned.
Note: To fulfil thei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NMCs need to be adequately
staffed and equipped to enable them to participate effectively in the World Weather Watch
system.
1.2.2.2
The functions of an NMC shall include the preparation of forecasts and warnings
at all forecasting ranges necessar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ember.
1.2.2.3
Depending on the context, other activities of an NMC should include the
production of:
(a)

Special-application products, including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monitoring
and prediction products；

(b)

Non-real-time climate-related products.

1.2.3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1.2.3.1
A Member, having accepte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providing an RSMC, shall
arrange for this centre to carry out operationally at least one of the general-purpose or
specialized activities listed in 1.1.2.2, for which specified standards are described in Part II.
1.2.3.2
An RSMC for general-purpose activities should provide products that an RSMC
carrying out at least one of the specialized activities considers necessary and makes a
request to produce.
Notes:
1.

The designation as RSMC does not preclude the use of other names as defined in other
contexts, for example, Global Producing Centre for long-range forecasts (GPC-LRF).

2.

An RSMC that leads a coordination activity is also referred to as a Lead Centre.

1.2.4

Worl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A Member, having accepte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providing a WMC, shall arrange for this
centre to carry out operationally at least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for which specified
standards are described in Part II:
(a)

Global deterministic N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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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Global ensemble NWP；

(c)

Global numerical long-range prediction.

1.2.5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 Networks

1.2.5.1
An RSMC Network (an association of RSMCs participating in an identified activity
of GDPFS) shall follow the same specifications and adhere to the same criteria and
commitments as individual RSMCs carrying out the same activity.
1.2.5.2
Appropriate documentation shall be produced and made available by Members
having accepted the responsibility to contribute to the RSMC Network to distribute the tasks
and responsibilities among the participating RSMCs. A unique focal point shall be designated
to answer requests from users of the RSMC Network products.
1.2.6

Designation process

1.2.6.1

Each Member shall designate an NMC.

1.2.6.2
The WMCs, RSMCs and RSMC Networks shall be designated by a decision of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Congress (Congress) or the Executive Council. The designation of such
centres shall include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activity and function (or activities and
functions) to be carried out.
1.2.6.3
Requests for designation as a WMC or RSMC shall be put forward by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untry of the candidate centre, or, in the cas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y either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candidate centre is located or the president of the relevant regional association(s)
(RA(s)).
1.2.6.4
Requests for designation as an RSMC Network shall be put forwar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elevant RA, or, in the case of networks established across two or more
RAs, jointly by their presidents.
Note: Centres constituting a network will organize themselves as appropriate, depending
on their own context and specificities,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documentation requested as
per paragraph 1.2.5.2 is available.
1.2.6.5
Requests for designation shall be addressed to the WMO Secretariat, which will
forward them to the relevant constituent bodies as indicated in Tables 2–25 26 in Part II of
the present Manual. Supporting information demonstrating compliance with designation
criteria shall be included with the request.
1.2.6.6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activity, endorsement by the RA(s) and technical
commission(s) should be required before designation by the Congress or the Executiv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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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 WITH OTHER SYSTEMS OR PROGRAMMES

The GDPFS shall support all WMO Programmes and related programmes of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decisions of the Organization.
Notes:
1.

In many cases the activities undertaken by GDPFS centres constitute the operational
component of a system developed under another structure or programme, either by
WMO on its own or jointly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such cases the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these activities cover both:
(a)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defined by the relevant structure；
(b) The general GDPFS criteria regarding operational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verification,
documentation and compliance (described in Part II of the present Manual).

2.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ppropriate for the contex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arious
categories of activity are specified in Part II.

PART II. SPECIFICATIONS OF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ACTIVITIES
2.2

SPECIFICATION OF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FOR INTRODUCING
MODIFICATIONS

2.2.1

General-purpose activities

2.2.1.1

Global deterministic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conducting global deterministic NWP shall:
(a)

Produce global analyses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the atmosphere；

(b)

Produce global forecast fields of basic and derived atmospheric parameters；

(c)

Make available on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WIS) a range of these products； the
list of mandatory and highly recommended global deterministic NWP products to be
made available is given in Appendix 2.2.1；

(d)

Produc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defined in Appendix 2.2.34,
and make them available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DNV；

(e)

Mak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global NWP systems. The minimum information to be provided is given in Appendix
2.2.2.

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global deterministic NWP are specified in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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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global deterministic NWP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ET-OWFPS
INFCOM/ET-OWFS
CBS INF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RA

CBS INFCOM

EC/Congress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To be reported to:
2.2.1.2

CBS/ET-OWFPS
INFCOM/ET-OWFS
CBS/ICT-DPFS
INFCOM/SC-ESMP

CBS INFCOM

Limited-area deterministic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Centres conducting limited-area deterministic NWP shall:
(a)

Produce limited-area analyses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the atmosphere；

(b)

Produce limited-area forecast fields of basic and derived atmospheric parameters；

(c)

Make available on WIS a range of these products； the list of mandatory and highly
recommended limited-area deterministic NWP products to be made available, including
metadata, is given in Appendix 2.2.3；

(d)

Produc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defined in Appendix 2.2.34,
adapted for the region covered by the model, at an appropriate resolution, and make
available consistent up-to-date graphical displays of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on a
website；

(e)

Mak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limited-area NWP systems； the minimum information to be provided is given in
Appendix 2.2.4.

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limited-area deterministic NWP are specified in Table 3.
Table 3.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limitedarea deterministic NWP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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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ET-OWFPS
INFCOM/ET-OWFS
CBS INF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RA

CBS INFCOM

EC/Congress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To be reported to:
2.2.1.3

CBS/ET-OWFPS
INFCOM/ET-OWFS
CBS/ICT-DPFS
INFCOM/SC-ESMP

CBS INFCOM

Global ensemble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Centres conducting global ensemble NWP shall:
(a)

Produce global ensemble forecast fields of basic and derived atmospheric parameters；

(b)

Make available on WIS a range of these products； the list of mandatory and highly
recommended global ensemble NWP products to be made available is given in
Appendix 2.2.5；

(c)

Mak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available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EPS ver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defined in Appendix 2.2.35；

(d)

Mak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global EPS； the minimum information to be provided is given in Appendix 2.2.6.

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global ensemble NWP are specified in Table 4.
Table 4.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global
ensemble NWP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ET-OWFPS
INFCOM/ET-OWFS
CBS INF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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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RA

CBS INFCOM

EC/Congress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To be reported to:
2.2.1.4

CBS/ET-OWFPS
INFCOM/ET-OWFS
CBS/ICT-DPFS
INFCOM/SC-ESMP

CBS INFCOM

Limited-area ensemble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Centres conducting limited-area ensemble NWP shall:
(a)

Produce limited-area ensemble forecast fields of basic and derived atmospheric
parameters；

(b)

Make available on WIS a range of these products； the list of mandatory and highly
recommended limited-area ensemble NWP products to be made available is given in
Appendix 2.2.7；

(c)

Produc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defined in Appendix 2.2.35,
adapted for the region covered by the model, and make available consistent up-todate graphical displays of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on a website；

(d)

Mak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limited-area EPS； the minimum information to be provided is given in Appendix
2.2.8.

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limited-area ensemble NWP are specified in Table 5.
Table 5.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limited-area
ensemble NWP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ET-OWFPS
INFCOM/ET-OWFS
CBS INF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RA
EC/Congress

CBS IN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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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To be reported to:

CBS/ET-OWFPS
INFCOM/ET-OWFS
CBS/ICT-DPFS
INFCOM/SC-ESMP

CBS INFCOM

2.2.1.5

Global numerical long-range prediction

2.2.1.5.1

Centres conducting global numerical long-range prediction (GPCs-LRF) shall:

Note: Functions are defined for the seasonal (1–6 month) prediction activity.
(a)

Generate LRF products with global coverage；

(b)

Make available on WIS a range of these products； mandatory and highly
recommended products to be made available are listed in Appendix 2.2.9；

(c)

Produc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defined in Appendix 2.2.36,
and make them available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the standardized verification
system for long-range forecasts (SVSLRF) (Lead Centre(s) for SVSLRF) and on a
website；

(d)

Mak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global long-range numerical prediction systems； the minimum information to be
provided is given in Appendix 2.2.10.

2.2.1.5.2

In addition to the mandatory activities above, GPCs-LRF should:

(a)

Provide forecast output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LRF multi-model ensembles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as detailed in Appendix 2.2.17 (section 1)；

(b)

Make available on WIS the highly recommended products listed in Appendix 2.2.9；

(c)

Make available, on request by Regional Climate Centres (RCCs) or NMCs, the
additional data, products and services listed in Attachment 2.2.1, noting that these
services may be subject to conditions attached by GPCs.

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global numerical long-range prediction are specified in Table 6.
Table 6.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global
numerical long-range prediction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CCl/IPET-OPSLS
INFCOM/ET-OCPS
CBS INFCOM
EC/Congress

CCl S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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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RA

CBS INFCOM

EC/Congress
Compliance

CBS–CCl/IPET-OPSLS
INFCOM/ET-OCPS
CBS/ICT-DPFS
To be reported to:
CBS INFCOM
INFCOM/SC-ESMP
Acronyms not previously defined: CCl – Commission for Climatology； IPET-OPSLS – Interprogramme Expert Team on Operational Prediction from Sub-seasonal to Longer ET-OCPS –
Expert Team on Operational Climate Prediction System.
To be monitored by:

2.2.2.X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Centres conducting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Global Producing Centres for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GPCs-ADCP)) shall:
(a)

Prepare, with at least annual frequency, global forecast fields of parameters relevant
to ADCP；

(b)

Prepar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as defined in Appendix 2.2.21；

(c)

Provide an agreed set of forecasts and hindcast variables (as defined in Appendix
2.2.20)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ADCP；

(d)

Mak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global decadal prediction systems.

Notes:
1.

Non-designated centres with capacity to provide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may also
contribute ADCP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ADCP；

2.

Centres who wish to make available their products worldwide may use WIS as a
dissemination platform；

3.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coordination of ADCP are specified in Table X.
Table X.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ADCP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CCl/IPET-OPSLS
INFCOM/ET-OCPS
CBS INFCOM
EC/Congress

CCl S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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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 INFCOM
EC/Congress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To be reported to:
2.2.1.6

CBS–CCl/IPET-OPSLS
INFCOM/ET-OCPS
CBS/ICT-DPFS
INFCOM/SC-ESMP

CBS INFCOM

Numerical ocean wave prediction

Centres conducting numerical ocean wave prediction shall:
(a)

Prepare global analyses of ocean wave parameters；

(b)

Prepare global forecast fields of basic and derived ocean wave parameters；

(c)

Make available on WIS a range of these products； the list of mandatory and highly
recommended products to be made available is given in Appendix 2.2.11；

(d)

Prepare verification data and make them available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WFV；

(e)

Mak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global numerical ocean wave prediction systems； the minimum information to be
provided is given in Appendix 2.2.12.

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Manual related to
numerical ocean wave prediction are specified in Table 7.
Table 7.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numerical
ocean wave prediction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JCOMM/ET-DRR
SERCOM/SC-MMO
CBS INFCOM

JCOMM SER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RA

CBS INFCOM

EC/Congress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JCOMM/ET-DRR
SERCOM/SC-MMO

JCOMM S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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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reported to:
CBS INFCOM
JCOMM SERCOM
Acronyms not previously defined: ET-DRR: Expert Team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JCOMM: WMO-IOC Joint Technical Commission for Oceanography and Marine Meteorology
SC-MMO – Standing Committee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raphic Services.
2.2.1.7

Global numerical ocean prediction

Centres conducting global numerical ocean prediction shall:
(a)

Prepare global analyses of oceanographic parameters；

(b)

Prepare global forecast fields of basic and derived oceanographic parameters；

(c)

Make available on WIS a range of these products； the list of mandatory and highly
recommended products to be made available is given in Appendix 2.2.13；

(d)

Prepar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and make them available on a website；

(e)

Mak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global numerical ocean prediction systems； the minimum information to be provided
is given in Appendix 2.2.14.

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global numerical ocean prediction are specified in Table 8.
Table 8.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global numerical
ocean prediction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JCOMM/ET-DRR
SERCOM/SC-MMO
CBS INFCOM

JCOMM SER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RA

CBS INFCOM

JCOMM SERCOM

EC/Congress
Compliance

JCOMM/ET-DRR
SERCOM/SC-MMO
To be reported to:
CBS INFCOM
JCOMM SERCOM
Acronyms not previously defined: ET-OOFS – Expert Team on Operational Ocean Forecast
Systems.
To be monitored by:

2.2.1.8

Nowcasting

Centres conducting nowcasting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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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perate a system, including a web-based or generic graphical service, describing in
real-time or near-real-time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weather in detail and the
prediction of its changes for several hours ahead over their area of interest or parts of
that area；

(b)

Provide access to this service to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Services
(NMHSs) whose operational warning services may benefit from it；

(c)

Prepar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and evaluations of the system；

(d)

Mak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systems； the minimum information to be provided is given in Appendix 2.2.15.

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nowcasting are specified in Table 9.
Table 9.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nowcasting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ET-OWFPS
INFCOM/ET-OWFS
CBS INF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RA

CBS INFCOM

EC/Congress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To be reported to:

CBS/ET-OWFPS
INFCOM/ET-OWFS
CBS/ICT-DPFS
INFCOM/SC-ESMP

CBS INFCOM

2.2.2

Specialized activities

2.2.2.1

Regional climate prediction and monitoring

Centres conducting regional climate prediction and monitoring (RCCs) shall:
(a)

Conduct operational activities for long-range forecasting, both dynamical and
statistical, within the range of a one-month to two-year timescale, based on regional
needs:
–

Interpret and assess relevant LRF products from GPCs-LRF； make use of the
products from the Lead Centre(s) for SVSLRFLRFMME (refer to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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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

Generate “consensus” statements on forecasts；

–

Generate and display forecast verification；

–
–

Provide online access to products and services；
Assess use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rough feedback from users；

Conduct operational activities for climate monitoring:
–

Perform climate diagnostics including analyses of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extremes, at the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scales；

–
–

Establish a historical reference climatology for the region and/or subregions；
Implement a regional climate watch；

Provide operational data services, to support operational long-range forecasting and
climate monitoring:
–
–

(d)

distribute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users and provide feedback to GPCs-LRF (refer
to guidelines given in Attachment 2.2.3)；
Generate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tailored products relevant to user needs,
including seasonal outlooks；

Develop quality-controlled regional climate datasets, gridded where applicable；
Provide climate database and archiving services；

Provide training in the use of operational RCC products and services:
–
–

Provide information on methodologies and product specifications for mandatory
RCC products, and provide guidance on their use；
Coordinate training for RCC users in interpretation and use of mandatory RCC
products.

Notes:
1.
Recipients of RCC products and services will be NMHSs, other RCC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s recognized by the RA, and will be referred to as RCC users.
2.
Details on RCC functions are provided in Appendix 2.2.16.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for RCC functions may vary in detail from region to region. A list of highly recommended,
but not mandatory, RCC functions is given in Attachment 2.2.2.
3.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Manual related to
regional climate prediction and monitoring are specified in Table 10.
Table 10.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regional
climate prediction and monitoring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CCl–CBS/ET-RCC
SERCOM/ET-CSISO

CBS–CCl/IPETOPSLS

附录 4：届会通过的建议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 IN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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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l SER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RA

CBS INFCOM

CCl SERCOM

EC/Congress
Compliance

CCl–CBS/ET-RCC
SERCOM/ET-CSISO
CBS/ICT-DPFS
To be reported to:
CBS INFCOM
INFCOM/SC-ESMP
Acronyms not previously defined: ET-RCC – Expert Team on Regional Climate Centres. ETCSISO – Expert Team on Climate Services Information System Operations.
To be monitored by:

2.2.2.2

Coordination of multi-model ensemble prediction for long-range
forecasts

Centre(s) coordinating LRF multi-model ensembles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shall:
(a)

Collect an agreed set of forecast data from RSMCs participating in long-range forecast
numerical prediction under activity 2.2.1.5 (GPCs-LRF)；

(b)

Mak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appropriate minimum (Appendix 2.2.17) and additional
(Attachment 2.2.4) products and GPC forecasts in standard format；

(c)

Redistribute digital forecast data as described in Appendix 2.2.18 for those GPCs that
allow it；

(d)

Maintain an archive of the real-time GPC and multi-model ensemble forecasts；

(e)

Maintain a repository of documentation for the system configuration of all GPC
systems；

(f)

Verify the products using SVSLRF (Appendix 2.2.36)；

(g)

Based on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models, provide feedback to GPCs about model
performance and mak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h)

Promote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in multi-model ensemble techniques and provide
guidance and support on multi-model ensemble techniques to GPCs, RCCs and NMHSs
；

(i) Mak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Global Seasonal Climate Updates (GSCU) and maintain of its
archive
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coordination of multi-model ensemble prediction for LRFs are specified in the
tabl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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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multimodel ensemble prediction for LRFs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CCl/IPET-OPSLS
INFCOM/ET-OCPS
CBS INF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 INFCOM
EC/Congress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To be reported to:

CBS–CCl/IPET-OPSLS
INFCOM/ET-OCPS
CBS/ICT-DPFS
INFCOM/SC-ESMP
2.2.2.3

CBS INFCOM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Centres conducting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GPCs for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GPCs-ADCP)) shall:
(a) Prepare, with at least annual frequency, global forecast fields of parameters relevant to
ADCP；
(b) Prepar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as defined in Appendix 2.2.21；
(c) Provide an agreed set of forecast and hindcast variables (as defined in Appendix
2.2.20)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ADCP；
(d) Mak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global decadal prediction systems.
Notes:
1. Non-designated centres with capacity to provide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may also
contribute ADCP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ADCP；
2. Centres who wish to make available their products worldwide may use WIS as a
dissemination platform；
3.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coordination of ADCP are specified in Tabl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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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2.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ADCP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CCl/IPET-OPSLS
INFCOM/ET-OCPS

SERCOM/ET-CSISO

CBS INFCOM

CCl SER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 INFCOM
EC/Congress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To be reported to:

CBS–CCl/IPET-OPSLS
INFCOM/ET-OCPS
CBS/ICT-DPFS
INFCOM/SC-ESMP

CBS INFCOM

2.2.2.4

Coordination of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2.2.2.4.1

The centre(s) conducting coordination of ADCP (Lead Centre(s) for ADCP) shall:

(a)

Select a group of modelling centres to contribute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ADCP (the
“contributing centres”) that meet the GPC-ADCP designation criteria and have been
approved by IPET-OPSLS ET-OCPS and manage changes in the membership of the
group, as and when they occur, to maintain sufficient contributions；

(b)

Maintain a list of the active contributing centres and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ir
prediction systems；

(c)

Collect an agreed set of hindcast, forecast and verification data (Appendices 2.2.20
and 2.2.21) from the contributing centres；

(d)

Make available (on a password-protected website) agreed forecast products in
standard format, including multi-model ensemble products (Appendix 2.2.20)；

(e)

Make available on the website agreed hindcast verification products in standard
format, including verification of the multi-model ensemble products (Appendix 2.2.21)
；

(f)

Redistribute digital hindcast and forecast data for those contributing centres that allow
it；

(g)

Maintain an archive of the real-time forecasts from individual contributing centres and
from the multi-model ensemble system；

(h)

Promote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in ADCP techniques and provide guidance and
support on ADCP to RCCs and NM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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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ased on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models, provide feedback to the contributing
centres on model performance；

(j)

Coordinate, in liaison with relevant World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me activities, an
annual consensus prediction product giving global prospects for the next 1–5 years.

2.2.2.4.2 Access to data and visualization products held by a Lead Centre for ADCP should
follow the rules as detailed in Appendix 2.2.19.
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coordination of ADCP are specified in Table 13.
Table 13.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coordination of ADCP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CCl/IPET-OPSLS
INFCOM/ET-OCPS
CBS INFCOM

CCl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 INFCOM

CCl

EC/Congress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To be reported to:
2.2.2.5

CBS–CCl/IPET-OPSLS
INFCOM/ET-OCPS
CBS/ICT-DPFS
INFCOM/SC-ESMP

CBS INFCOM

Regional severe weather forecasting

Note: This activity includes a network of RSMCs and associated NMCs.
2.2.2.5.1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conducting regional severe weather
forecasting shall:
(a)

Agree on the targeted severe events, phenomena, criteria for guidance and extent of
regional domain with associated NMCs；

(b)

Prepare, at least once per day, severe weather forecasting guidance products for
associated NMCs containing an interpretation of deterministic NWP, EPS and remote
sensing-based guidance products；

(c)

Make available on a dedicated website (with password protection as appropriate),
relevant deterministic NWP, EPS and remote sensing-based guidanc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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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severe weather is associated with tropical cyclones, centres will take guidance
from the appropriate RSMC for tropical cyclone forecasting and interpret it in terms of
severe weather guidance.

2.2.2.5.2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res associated in this activity shall:

(a)

Provide criteria for severe weather warnings to the relevant RSMCs participating in this
activity；

(b)

Evaluate products, including the daily severe weather forecasting guidance, and
provide feedback to the RSMCs；

(c)

Ensure that appropriate warnings of severe weather are issued.

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regional severe weather forecasting are specified in Table 14.
Table 14.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regional
severe weather forecasting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ET-OWFPS
INFCOM/ET-OWFS

SG-SWFDP
SERCOM/SC-DRR

CBS INFCOM

SER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RA

CBS INFCOM

SERCOM

EC/Congress
Compliance

SG-SWFDP
SERCOM/SC-DRR
CBS/ICT-DPFS
To be reported to:
CBS INFCOM
SERCOM
INFCOM/SC-ESMP
Acronyms not previously defined: SG-SWFDP – Steering Group for the Severe Weather
Forecasting Demonstration Project SC-DRR – Standing Committee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Public Services.
To be monitored by:

2.2.2.6

Tropical cyclone forecasting, including marine-related hazards

Note: This activity is performed within the five Tropical Cyclone Programme regional
bodies, each composed of an RSMC and a number of NMCs forming a network.

Note: This activity is coordinated by the Tropical Cyclone Programme regional 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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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6.1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conducting tropical cyclone
forecasting shall:
(a)

Monitor continuously meteorological phenomena such as convective activities to
predict or detect tropical cyclone formation；

(b)

Analyse and forecast tropical cyclones based on all available observational data and
forecasting guidance, including NWP, EPS and satellite-based products；

(c)

Issue tropical cyclone advisories to associated NMCs；

(d)

As appropriate, add information in tropical cyclone advisories on hazardous
phenomena associated with tropical cyclones such as heavy rains, strong winds and
storm surges；

(e)

Name tropical cyclones when they have been analysed with maximum wind speeds of
34 knots or more；

(f)

Conduct post-event analysis of tropical cyclones based on quality-assured
observational data and issue best-track data within an appropriate period of time
(preferably on an annual basis)； issue such data to the tropical cyclone community,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Best-Track Archive for Climate Stewardship (IBTrACS)；

(g)

Promot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in tropical cyclone analysis,
forecasting and warning techniques.

2.2.2.6.2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res associated with this activity shall:

(a)

Issue forecasts and warnings of tropical cyclones to threatened communities；

(b)

Coordinate with national agencies responsibl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c)

Provide relevant regional centres with observational data of tropical cyclones on a
real-time basis.

2.2.2.6.3 All six RSMCs for tropical cyclone forecasting together with Tropical
Cyclone Warning Centre Darwin, which are designated as Tropical Cyclone
Advisory Centres (TCAC) by regional air navigation agreemen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tropical cyclone watch of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shall issue tropical cyclone advisories for avi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made in Meteorological Service for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 Annex 3 to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ICAO；
and Technical Regulations (WMO-No. 49), Volume II, Parts I and II. SIGMET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ropical cyclones shall be issued by the meteorological
watch offices for the 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 concerned and should be based on the
tropical cyclone advisory issued by TCACs in accordance with ICAO Annex 3 and Technical
Regulations (WMO-No. 49), Volume II, 3.4 and 7.
2.2.2.6.4 Members holding METAREA responsibility within the 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 (GMDSS) protocols – establis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n Chapter IV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Safety Of Life At Sea – shall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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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on tropical cyclones as needed in their GMDSS maritime weather information for
shipping.
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tropical cyclone forecasting are specified in Table 15.
Table 15.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ropical
cyclone forecasting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Technical coordination
meeting SERCOM/SCDRR
CBS INFCOM
EC/Congress

Regional tropical
cyclone committee

SERCOM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Regional tropical
cyclone committee

CBS INFCOM
EC/Congress

SERCOM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To be reported to:
2.2.2.7

Technical coordination
meeting SERCOM/SCDRR
CBS INFCOM

SERCOM

Nuclea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Centres conducting nuclea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shall:
(a)

2
3
4

Contribute to support for WMO Memb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i)

Prepare, on request from a delegated authority2 and/or IAEA, basic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events in which nuclear contaminants have been released into the
atmosphere； the activation of the support for nuclear emergency response is
described in Appendix 2.2.22；

(ii)

Within two to three hours of reception of a request, make a range of products
available to the NMHS operational contact point 3 and/or IAEA on WIS. 4 The
minimum list, including parameters, forecast range, time steps and frequency, is
given in Appendix 2.2.23；

The person authorized by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WMO Member to request support.
Designated by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Via a password-protected dedicated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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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Use agreed standard emission source parameters for atmospheric transport and
dispersion modelling (ATDM) when source information is not available； default
source parameters are given in Appendix 2.2.24；

(iv)

Make available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ATDM
systems (minimum information to be provided is given in Appendix 2.2.25) and
a user interpretation guide for ATDM products.

Note: The forms to request WMO support by a delegated authority and by IAEA are given
in Appendix 2.2.26.
(b)

Contribute to support for the 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 Organization
(CTBTO):
(i)

Prepare, on request from CTBTO, relevant atmospheric backtracking products；

(ii)

Make the requested products available to CTBTO.

Notes:
1. Arrangements for activation and product specifications are given in Appendix 2.2.27.
2.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Manual related to
nuclea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are specified in Table 16.
Table 16.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nuclea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 INFCOM/ET-ERA
CBS INF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 INFCOM
EC/Congress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CBS INFCOM /ET-ERA
CBS /ICT-DPFS
To be reported to:
CBS INFCOM
INFCOM/SC-ESMP
Acronyms not previously defined: ET-ERA – Expert Team on Emergency Response Activities.
2.2.2.8

Non-nuclea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Note: This activity includes a network of regional centres and NMCs within a geographical
region.
Centres conducting non-nuclea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shall:

附录 4：届会通过的建议

323

(a)

Prepare, on request from an authorized person, 5 ATDM forecast or hindcast products
relating to events in which hazardous non-nuclear contaminants have been released
into the atmosphere； the criteria for activation of the regional support procedures
and the request form are given in Appendices 2.2.28 and 2.2.32, respectively；

(b)

As soon as possible, but usually within two hours of a request from an authorized
person, make available a range of products to the NMHS operational contact point 6 by
email or retrieval from the RSMC password-protected designated website； the list of
mandatory and highly recommended products to be made available, including
parameters, forecast range, time steps and frequency, is given in Appendix 2.2.29；

(c)

Use agreed default emission source parameters for essential parameters when actual
source information is not available； default source parameters for a range of release
scenarios are given in Appendix 2.2.30；

(d)

Mak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ATDM systems (minimum information to be provided is given in Appendix 2.2.31) and
a user interpretation guide for ATDM products.

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non-nuclea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are specified in Table 17.
Table 17.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nonnuclea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 INFCOM/ET-ERA
CBS INF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 INFCOM
EC/Congress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To be reported to:
2.2.2.9

CBS INFCOM /ET-ERA
CBS/ICT-DPFS
INFCOM/SC-ESMP

CBS INFCOM

Atmospheric sand and dust storm forecasts

Centres conducting atmospheric sand and dust storm forecasts shall:

5

6

The person authorized by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WMO Member to request RSMC
support; normally the NMHS operational contact point.
Designated by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324

基础设施委员会：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a)

Operate an NWP model incorporating parameterizations of all the major phases of the
atmospheric dust cycle；

(b)

Prepare limited-area analyses of variables relevant to atmospheric sand and dust
storms；

(c)

Prepare limited-area forecast fields of variables relevant to atmospheric sand and dust
storms；

(d)

Make available on WIS and on a web portal a range of these products； the list of
mandatory products to be made available is given in Appendix 2.2.33.

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atmospheric sand and dust storm forecasts are specified in Table 18.
Table 18.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atmospheric sand and dust storm forecasts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AS RB/SDS-WAS
Steering Committee

CBS INFCOM/ETERA

CAS RB (WWRP/SSC)

CBS INF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AS RB (WWRP/SSC,
SDS-WAS Steering
Group)
EC/Congress

CBS INFCOM

RA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CBS INFCOM /ET-ERA
CBS/ICT-DPFS
To be reported to:
CBS INFCOM
INFCOM/SC-ESMP
Acronyms not previously defined: CAS – Commission for Atmospheric Sciences RB –
Research Board； SDS-WAS – Sand and Dust Storm Warning Advisory and Assessment
System； WWWRP/SSC – WMO World Weather Research Programme Scientific Steering
Committee.
* The detailed designation procedure of RSMCs with activity specialization on atmospheric
sandstorm and dust storm forecasts (RSMC-ASDF) is referred to in Sand and Dust Storm
Warning Advisory and Assessment System (SDS-WAS) Science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2015–2020 (WWRP 2015–5), Geneva, WMO, 7 – Transition to operational activities:
Proposed designation as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 with specialization on
atmospheric sand and dust forecasting (RSMC-ASDF).
2.2.2.10 Volcano watch services for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
The nine Volcanic Ash Advisory Centres (VAACs), designated by the ICAO, shall
issue volcanic ash advisories for avi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set out
in Meteorological Service for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 Annex 3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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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and in Technical Regulations
(WMO-No. 49), Volume II, 3.5. Eight of the nine VAACs are co-located with RSMCs.
SIGMET information concerning volcanic ash shall be issued by meteorological
watch offices for the 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 concerned and should be based on the
volcanic ash advisory issued by the VAACs, in accordance with ICAO Annex 3 and Technical
Regulations (WMO-No. 49), Volume II, 3.4 and 7. Service provision arrangements for
volcano observatories in support of aviation are described in ICAO Annex 3 and in Technical
Regulations (WMO-No. 49), Volume II, 3.6.
2.2.2.11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Notes:
1. Operations, including practices,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are described in the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Volume I；
2. This activity includes a network of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Centres.
2.2.2.11.1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res conducting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including preparation services) shall:
(a)

Issue forecast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for coastal and offshore areas, as
defined in Appendix 2.2.39；

(b)

Issue warnings of marine meteorological hazards for coastal and offshore areas, as
defined in Appendix 2.2.39；

(c)

Coordinate with national agencies responsible for marine matters, including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search and rescue.

2.2.2.11.2 In compliance with the Joint IMO/IHO/WMO Manual on Maritime Safety
Information, Members holding METAREA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WMO/IMO Worldwide Metocean Information and Warning Service (WWMIWS), shall:
(a)

Issue forecast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for the high seas, as defined in
Appendix 2.2.39；

(b)

Issue warnings of marine meteorological hazards for the high seas, as defined in
Appendix 2.2.39；

(c)

Organize the broadcast of marine forecasts and warnings on broadcast systems
compliant with the GMDSS；

(d)

Undertake METAREA Coordinator duties, including verification activities as defined in
Appendix 2.2.40.

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manuals related to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are specified in Tabl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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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9.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approved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JCOMM/WWMIWS-C
SERCOM/SC-MMO
JCOMM SERCOM

CBS INF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approved by:
To be decided by:

JCOMM SERCOM
EC/Congress

CBS INFCOM

Compliance
JCOMM/WWMIWS-C
SERCOM/SC-MMO
To be reported to:
CBS INFCOM
JCOMM SERCOM
Acronym not previously defined: WWMIWS-C – WMO/IMO Worldwide Met-ocean Information
and Warning Service Committee
To be monitored by:

2.2.2.12 Marine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Notes:
1. Operations, including practices,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are described in the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Volume I；
2. Func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to be defined by the JCOMM/ET-MEER (Expert Team on
Marine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SERCOM/SC-MMO during the intersessional
period；
3.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Manual related to
marine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are specified in Table 20.
Table 20.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marine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approved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JCOMM/ET-MEER
SERCOM/SC-MMO
JCOMM SERCOM

CBS INF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approved by:
To be decided by:

JCOMM SERCOM
EC/Congress

CBS INFCOM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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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monitored by:
To be reported to:

JCOMM/ET-MEER
SERCOM/SC-MMO
CBS IN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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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OMM SERCOM

2.2.3

Non-real-time coordination activities

2.2.3.1

Coordination of deterministic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verification

2.2.3.1.1

The centre(s) coordinating DNV (Lead Centre(s) for DNV) shall:

(a)

Provide the facility for GDPFS centres producing global NWP to automatically deposit
their standardized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as defined in Appendix 2.2.34, and provide
access to thes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b)

Maintain an archive of th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to allow the generation and display of
trends in performance；

(c)

Monitor the received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and consult with the relevant participating
centres if data are missing or suspect；

(d)

Collect annually from the participating centres information on their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ndardized verification system, confirm any changes to their implementation
(including the annual change of station list and changes in additional statistics) and
changes in their NWP models；

(e)

Provide access to standard datasets needed to perform the standard verification,
including climatology and lists of observations, and keep this up-to-date according to
CBS recommendations；

(f)

Provide on their website(s):
–

Consistent up-to-date graphical displays of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from
participating centres through processing of the received statistics；

–

Relevant documentation, including access to the standard procedures required to
perform the verification, and links to the websites of GDPFS-participating centres
；

–

Contact details to encourage feedback from NMHSs and other GDPFS centres 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verification information.

2.2.3.1.2 Lead Centre(s) for DNV should also provide access to standardized software for
calculating scoring information.
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coordination of DNV are specified in Table 21.
Table 21.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coordination of DNV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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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ET-OWFPS
INFCOM/ET-OWFS
CBS INF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 INFCOM
EC/Congress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To be reported to:
2.2.3.2

CBS/ET-OWFPS
INFCOM/ET-OWFS
CBS/ICT-DPFS
INFCOM/SC-ESMP

CBS INFCOM

Coordination of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 verification

2.2.3.2.1 The centre(s) conducting coordination of EPS verification (Lead Centre(s) for EPS
verification) shall:
(a)

Provide the facility for the GDPFS centres producing global EPS data to automatically
deposit their standardized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as defined in Appendix 2.2.35, and
provide access to thes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b)

Maintain an archive of th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to allow the generation and display of
trends in performance；

(c)

Monitor the received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and consult with the relevant participating
centres if data are missing or suspect；

(d)

Provide access to standard datasets needed to perform the standard verification,
including climatology and lists of specified observation sites, and keep this up-to-date
according to CBS INFCOM recommendations；

(e)

Provide on its website(s) (for example, http://epsv.kishou.go.jp/EPSv/):
–

Consistent up-to-date graphical displays of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from
participating centres through processing of the received statistics；

–

Relevant documentation, including access to the standard procedures required to
perform the verification, and links to the websites of GDPFS-participating centres
；

–

Contact details to encourage feedback from NMHSs and other GDPFS centres 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verification information.

2.2.3.2.2 Lead Centre(s) for EPS verification should also provide access to standardized
software for calculating scor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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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coordination of EPS verification are specified in Table 22.
Table 22.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coordination
of EPS verification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ET-OWFPS
INFCOM/ET-OWFS
CBS INF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 INFCOM
EC/Congress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To be reported to:
2.2.3.3

CBS/ET-OWFPS
INFCOM/ET-OWFS
CBS/ICT-DPFS
INFCOM/SC-ESMP

CBS INFCOM

Coordination of long-range forecast verification

Note from the Secretariat: INFCOM decided to table the deletion of this section to EC-73 at
the INFCOM-1(II) (9–13 November 2020). Please refer INFCOM-1-d04–1-4(1)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2.2.3.4

Coordination of wave forecast verification

2.2.3.4.1

The centre(s) coordinating WFV (Lead Centre(s) for WFV) shall:

(a)

Provide the facility for JCOMM-participating centres WMO designated centres endorsed
by SERCOM/SC-MMO that produce global or ocean-basin scale wave forecasts to
automatically deposit their gridded forecast fields as defined in Appendix 2.2.37, and
provide access to th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computed for these fields；

(b)

Maintain an archive of th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to allow the generation and display of
trends in performance；

(c)

Monitor the received forecast fields and consult with the relevant JCOMM-participating
centres WMO designated centres endorsed by SERCOM/SC-MMO if data are missing or
suspect；

(d)

Collect annually from the participating centres information on any changes to their
wave forecast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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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rovide access to the datasets used to perform the standard verification, including lists
of observations, and keep this up-to-date according to JCOMM SERCOM/SC-MMO
recommendations；

(f)

Provide on their websites:
–

Consistent up-to-date graphical displays of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from JCOMM participating centres WMO designated centres endorsed by SERCOM/SC-MMO
based on verification of the received forecast fields；

–

Relevant documentation including access to the standard procedures required to
perform the verification, and links to the websites of JCOMM -participating
centres WMO designated centres endorsed by SERCOM/SC-MMO；

–

Contact details to encourage feedback from JCOMM-participating centres WMO
designated centres endorsed by SERCOM/SC-MMO 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verification information.

2.2.3.4.2 The Lead Centre(s) for WFV should also provide access to standardized software
for calculating scoring information.
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Manual
related to WFV are specified in Table 24.
Table 24.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coordination of
WFV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ET-OWFPS
INFCOM/ET-OWFS

JCOMM/ET-DRR
SERCOM/SC-MMO

CBS INF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 INFCOM
EC/Congress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To be reported to:

CBS/ET-OWFPS
INFCOM/ET-OWFS
CBS/ICT-DPFS
INFCOM/SC-ESMP

CBS INFCOM

2.2.3.5

Coordination of tropical cyclone forecast verification

2.2.3.5.1

The centre(s) coordinating TCFV (Lead Centre(s) for TCFV)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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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vide the facility for GDPFS centres, including RSMCs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deterministic NWP defined in 2.2.1.1, that produce tropical cyclone forecasts to
deposit their gridded forecast fields as defined in Appendix 2.2.38, and have access to
th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computed for these fields；

(b)

Maintain an archive of th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to allow the generation and display of
trends in performance；

(c)

Monitor the received forecast fields and consult with the relevant GDPFS-participating
centres if data are missing or suspect；

(d)

Provide access to the datasets used to perform the standard verification, including
best-track data produced by RSMCs participating in tropical cyclone forecasting
defined in 2.2.2.6；

(e)

Provide on their websites:
–

Consistent up-to-date graphical displays of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from
participating centres through processing of the statistics received；

–

Relevant documentation, including access to the standard procedures required to
perform the verification, and links to the websites of GDPFS-participating centres
；

–

Contact details to encourage feedback from NMHSs and other GDPFS centres 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verification information.

2.2.3.5.2 The Lead Centre(s) for TCFV should also provide access to standardized software
for calculating scoring information.
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Manual related to
TCFV are specified in Table 25.
Table 25. WMO bod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coordination of TCFV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ET-OWFPS
INFCOM/ET-OWFS

CAS RB/JWGFVR

CBS INFCOM
EC/Congres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recommended
by:
To be decided by:

CBS INFCOM
EC/Congress
Compliance

RB/W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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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S/ET-OWFPS
INFCOM/ET-OWFS
CBS/ICT-DPFS
To be reported to:
CBS INFCOM
INFCOM/SC-ESMP
Acronyms not previously defined: JWGFVR – Joint Working Group on Forecast Verification
Research； WGNE – Working Group on Numerical Experimentation.
To be monitored by:

2.2.3.6

Coordination of observation monitoring

2.2.3.6.1 For each type of observation, a Lead Centre for coordination of observation
monitoring shall be nominated from time to time by the president of CBS INFCOM.
2.2.3.6.2 The Lead Centre(s) should liaise with the participating centres to coordinate all
the monitoring results of that observation type and to define common methods and criteria
to be used for compiling the monthly statistics.
2.2.3.6.3 The Lead Centre(s) should draw the attention of appropriate focal points where
they have been identified and of the WMO Secretariat to obvious problems as they are
detected.
2.2.3.6.4 The Lead Centre(s) should also produce every six months a consolidated list of
observations of the relevant observation type believed to be of consistently low quality.
Information on problems with observing systems, as well as individual observations, should
also be included. When compiling the consolidated lists of suspect stations, the Lead
Centre(s) should be rigorous so as to identify only those stations that the Lead Centre(s)
are confident are producing observations of consistently low quality. It should state which
elements of the observations are considered to be of low quality and provide as much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concerning the problem. The list should be passed on to the
participating centres and to WMO Secretariat.
2.2.3.6.5 Where focal points have not been identified, the Secretariat should notify
Members of agencies responsible for observations that appear to be of low quality, and
request them to make an investigation with a view to identifying and correcting any possible
cause of error. Members should be asked to reply within a fixed period of time, reporting on
any remedial action and stating if any assistance is required.
2.2.3.6.6 Monitoring results, including follow-up actions,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to CBS
INFCOM, the Executive Council and Congress. In the case of enquiries made by WMO,
feedback to the Lead Centres is requested.
Notes:
1. Lead Centre(s) for data quality monitoring are given in the Guide to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WMO-No. 488), Part VII, 7.2.2.1.
2. The WMO Integrated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WIGOS)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s
being developed to incorporate the observational quality monitoring process described
above. The coordination will be defined in this section in du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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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2.16. REGIONAL CLIMATE CENTRE MANDATORY FUNCTIONS
Functions

Activities

Criteria

Operational
Interpret and assess relevant Product: Assessment of the reliability and
activities for LRF products from GPCs-LRF, outcomes of GPCs-LRF or Lead Centre(s) for
LRF
make use of the Lead
LRFMME products, including the reasoning
(both dynamical Centre(s) for SVSLRFLRFMME, (make use of the Lead Centre(s) for SVSLRF ,
and statistical, distribute relevant information make use of verification metrics as defined in
within the range to RCC users, and provide
WMO-No. 1220), for the region of interest, in the
of a one-month feedback to GPCs-LRF (see
form of texts, tables, figures, etc.
to two-year
Attachment 2.2.2)
Element: 2-m mean temperature, total
timescale,
precipitation
based on
Update frequency: Monthly or at least
regional needs)
quarterly
Generate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tailored products,
relevant to RCC user needs,
including seasonal outlooks

Product: Probabilities for tercile (or appropriate
quantile) categories for the region or subregion
Element: 2-m mean temperature, total
precipitation
Output type: Rendered images (maps, charts),
text, tables, digital data
Forecast period: one month up to six months
Update frequency: Ten days to one month

Product: Consensus statement on regional or
subregional forecast
Element: 2-m mean temperature, total
precipitation
* A collaborative process
Output type: Report
involves discussion with
Forecast period: A climatologically significant
experts in the region (e.g.
period (from one month to one year)
through Regional Climate
Update frequency: At least once per year (to
Outlook Forums (RCOFs) and be defined by the region)
teleconferencing).
Consensus is both the agreed
process and its joint
conclusion, and the consensus
can be that there is limited
skill in the prediction for a
region or subregion
Generate consensus*
statement on regional or
subregional forecasts

Perform verification of RCC
quantitative LRF products,
including the exchange of
basic forecasts and hindcast
data

Products: Verification datasets (e.g. SVSLRF
scores, Brier skill score； relativ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hit rate skill score)
Element: 2-m mean temperature, total
precipitation

Provide online access to RCC Product: An online data/information port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RCC
users
Assess use of RCC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rough
feedback from
RCC users

Product: Analysis of feedback (which is made
available using a template)
Update frequency: Annually, as part of a
regular reporting of RCCs to WMO 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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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Operational
activities for
climate
monitoring

Activities
Perform climate diagnostics,
including analysis of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extremes, at
the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scales

Criteria
Products: Climate diagnostics bulletin including
tables, maps and related products
Element: Mean, maximum and minimum
temperatures, total precipitation； other
elements (especially Global Climate Observing
System (GCOS) essential climate variables) to
be determined by region
Update frequency: Monthly

Establish a historical reference Product: Database of climatological means for
climatology for the region
various reference periods (e.g. 1931–1960；
and/or subregions
1951–1980； 1961–1990； 1971–2000)
Spatial resolution: By station
Temporal resolution: Monthly at a minimum
Elements: Mean, maximum and minimum
temperatures； total precipitation； other
elements (especially GCOS essential climate
variables) to be determined by region
Update frequency: At least 30 years,
preferably 10 years
Implement a regional climate Products: Climate advisories and information
watch
for RCC users
Update: Whenever required, based on the
forecast of significant regional climate anomalies
Operational
Develop quality-controlled
data services, regional climate datasets,
to support
gridded where applicable
operational
LRF and
climate
monitoring

Products: Regional, quality-controlled climate
datasets, gridded where applicable, following CCl
SERCOM/SC-CLI guidance on procedures for
quality control and assurance
Elements: Mean, maximum and minimum
temperature, and total precipitation, at a
minimum
Temporal resolution: Daily
Update: Monthly

Provide climate database and Products: National databases with metadata,
archiving services, at the
accessible to the NMHS in question (backup
request of NMHSs
service, development site, etc.)
Elements: As determined by NMHS
Update: At the request of NMHS
Training in the Provide information on
use of
methodologies and product
operational
specifications for mandatory
RCC products RCC products, and provide
and services guidance on their use

Products: Manuals, guidance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notes
Update frequency: When methods/products
are revised, introduced or discontinued

Coordinate training for RCC Products: Survey and analysis of regional
users in interpretation and
training needs, and proposals for training
use of mandatory RCC
activities
products
Note: An RCC is expected to perform certain functions (for example, for homogeneity
testing； database management； metadata management； statistical evaluation of climate
data) using procedures proposed in the Guide to Climatological Practices (WMO-No. 100)
and in other official CCl SERCOM/SC-CLI guidance documents.

附录 4：届会通过的建议

335

APPENDIX 2.2.18. ACCESS TO GLOBAL PRODUCING CENTRE DATA AND
VISUALIZATION PRODUCTS HELD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LONG-RANGE
FORECAST MULTI-MODEL ENSEMBLES
(a) Access to GPC data from the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websites will be passwordprotected；
(b) Digital GPC data will be redistributed only in cases where the GPC data policy allows it.
In other cases, requests for GPC output should be referred to the relevant GPC；
(c) Formally designated GPCs and RCCs, NMHSs and institutions coordinating RCOFs are
eligible for password-protect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held and produced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Entities that are in demonstration phase to seek designation as
GPCs or RCCs are also eligible for password-protect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held and
produced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provided a formal notification has been
issued in this regard by the WMO Secretary-General；
(d) Institutions other than, but providing contributions to, those identified in (c) may also
request access to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products. These institutions, referred to
as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which include research centres, require endorsement
letters from: (i)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y are hosted,
and (ii) the executive manager of the entity they wish to provide contributions to (that
is, RCCs, institutions coordinating RCOFs and NMHSs). The use by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of products from the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is restricted to assistance
of the organizations identified in (c) in their production of official forecast outputs.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may not use such products to generate and display or
disseminate independent forecast products.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must agree with
these restrictions to be eligible for access. Prior to access being granted to an
applicant supporting institution, the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will refer the
application to the CBS–CCl Expert Team on Operational Predictions from Sub-seasonal
to Longer-time Scales (ET-OPSLS) INFCOM/ET-OCPS through the WMO Secretariat, for
final consultation and review. Decisions to allow access must be unanimous. The Lead
Centre(s) will be informed by the WMO Secretariat of such new users accepted for
access；
(e) A list of users provided with password access will be maintained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and reviewed periodically by the CBS–CCl ET-OPSLS INFCOM/ET-OCPS,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effective use and also to identify any changes in status of
eligible users, and determine further necessary follow-up.
APPENDIX 2.2.19. ACCESS TO DATA AND VISUALIZATION PRODUCTS HELD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a)

Access to data from the Lead Centre(s) for ADCP websites will be password-protected
；

(b)

Digital data will be redistributed only in cases where the contributing centre data
policy allows it. In other cases, requests for contributing centre output should be
referred to the relevant contributing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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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ontributing centres, RCCs, NMHSs and institutions coordinating RCOFs are eligible for
password-protect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held and produced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ADCP；

(d)

Institutions other than those identified in (c) above may also request access to Lead
Centre(s) for ADCP products. These institutions, including research centres, may not
use Lead Centre(s) for ADCP products to generate and display/disseminate
independent products for operational forecasting. These institutions must agree with
these restrictions to be eligible for access. Prior to access being granted to an
applicant institution, the Lead Centre(s) for ADCP will refer the application to the CBS–
CCl IPET-OPSLS INFCOM/ET-OCPS through the WMO Secretariat for final consultation
and review. Decisions to allow access must be unanimous. The Lead Centre(s) will be
informed by the WMO Secretariat of such new users accepted for access；

(e)

A list of users provided with password access will be maintained by the Lead Centre
for ADCP and reviewed periodically by the CBS–CCl IPET-OPSLS INFCOM/ET-OCPS,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effective use and also to identify any changes in status of
eligible users, and determine further necessary follow-up.

APPENDIX 2.2.22. ACTIVATION OF THE SUPPORT FOR NUCLEAR EMERGENCY
RESPONSE AND STANDARDS IN THE PROVISION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S BY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Notification of WMO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onvention on Early Notification of a Nuclear Accident, IAEA
informs the WMO Secretariat and the Data Collection or Production Centre (DCPC) of
Regional Telecommunication Hub (RTH) Offenbach (Germany) of the status of the
emergency. If needed, IAEA will request support from the WMO RSMCs. Beginning with a
site area emergency, the DCPC of RTH Offenbach will disseminate the EMERCON messages
on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GTS) and WIS in the form of an alphanumeric
bulletin in plain-text English language under the abbreviated heading WNXX01 IAEA for
global distribution to the NMCs and RSMCs (see also the Manual on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WMO-No. 386) and the Manual on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WMO-No. 1060) for details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EMERCON messages).
When IAEA no longer requires WMO RSMC support, IAEA will send an EMERCON termination
message to the RSMCs, the WMO Secretariat and the DCPC of RTH Offenbach. The DCPC of
RTH Offenbach will disseminate the EMERCON termination message on the GTS and WIS in
the form of an alphanumeric bulletin in plain-text English language under the abbreviated
heading WNXX01 IAEA for global distribution to the NMCs and RSMCs.
Regional arrangements
The RSMCs designated by WMO for the provision of ATDM products for nuclea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shall:
(a)

7

Provide products only when either the delegated authority 7 of any country in the RSMC
region of responsibility or IAEA requests RSMC support. Upon receipt of a request from

The person authorized by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untry to request RSMC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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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legated authority 8 or from IAEA, the RSMC shall provide basic information to the
NHMS NMHS of that country or to IAEA, respectively. If multiple requests are received,
highest priority shall be given to IAEA requests；
(b)

Upon receipt of a first request for products related to a nuclear incident and in the
absence of a prior notification by IAEA, inform the WMO Secretariat, all designated
RSMCs and IAEA of the request；

(c)

For an IAEA request “all RSMCs generate products and distribute with their region(s)”,
(lead RSMCs only) distribute the basic products to IAEA, and (all RSMCs) distribute to
all NMHS operational contact points in their region(s) of responsibility 9 and WMO； for
a request for support from a delegated authority and without a request by IAEA, basic
information provided to the NMHS operational contact point of the requesting country
shall not be disclosed to the public in that country nor distributed by RSMCs to other
NMHS operational contact points；

(d)

Provide, on request, support and advice to the IAEA and WMO Secretariats in the
preparation of public and media statements； the WMO Secretariat informs relevant
NMHSs of the public and media statements beforehand, when necessary；

(e)

Determine the standard set of basic products and the method of delivery in
consultation with users and IAEA；

(f)

Provide product interpretation guidelines to users；

(g)

Provide suppor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to national and reg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res that want to become designated RSMCs；

(h)

Make arrangements to provide backup services； these shall normally be between the
designated centres in a region. Interim arrangements shall be made by centres in
regions with a single designated RSMC；

(i)

Provide a joint response, which means that the collaborating RSMCs shall immediately
inform one another of any request received； initially all centres within the region shall
produce and send the basic set of products (charts) independently and then move
rapidly towards providing fully coordinated responses and services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response；

(j)

Following the initial response, develop, provide and update as required, a joint
statement to describe a synopsis of the current and forecast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over the area of concern, and the results from the transport models, their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nd how they apply to the event.

Global arrangements
Until such time as new RSMCs have been designated, it is proposed that RA VI-designated
RSMCs be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services for radiological emergencies to RA I； RA IVThe RSMC products will be provided to the NMHS operational contact point designated by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9
The basic information will normally be provided by the NMHS to the IAEA national contact point and to other
agencies as needed based on the specific arrangements defined within the State as discussed in the paragraph on
National Arrangement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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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ted RSMCs be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services to RA III； and the RA V-designated
RSMC, in collaboration with RA IV-designated RSMCs, be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services
to RA V and the Antarctic.
National arrangements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arrangements are designed to respec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with
regards to information flow within its boundaries. The NMHSs receiving the RSMC products
should determine to which agencies or authorities they should be distributed, based on the
arrangements within their State. The ATDM products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RSMCs are to be made available to NMHSs to help them assist nuclear agencies and
authorities within their State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teorological and ATDM products.
Standards in the provision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s by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for nuclear emergency response activities
The delegated authority requests support from RSMCs for ATDM products by using the form
entitled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Alert Request for WMO RSMC Support by
Delegated Authority” (Appendix 2.2.26). The delegated authority then sends the completed
form to the RSMCs as per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arrangements and ensures receipt of the
form by phone. This will initiate a joint response from the RSMCs in their region of
responsibility.
The IAEA requests support from WMO RSMCs for ATDM products by using the form agreed
between WMO and IAEA entitled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Request for WMO
RSMC Support by IAEA” (Appendix 2.2.26). The IAEA then sends the completed form by
email (preferred) or by fax, to the RSMCs as per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arrangements and
ensures receipt of the form by phone. The lead RSMCs shall confirm receipt of IAEA
request by email (preferred) or by fax to IAEA. This will initiate a joint response from
the RSMCs in their region of responsibility. An information copy of its request form is sent
by IAEA by email (preferred) or by fax to the DCPC of RTH Offenbach. When the lead
RSMCs’ products become available, the lead RSMCs shall send an announcement to
IAEA stating that their respective products are available and where they can be
found (RSMC dedicated website), by email (preferred) or by fax.
The designated RSMCs shall implement agreed standard procedures and products by:
(a)

The provision of the standard set of basic products (see Appendix 2.2.23) within two
to three hours of reception of a request and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rules for
displaying results；

(b)

The adoption of the forecast periods (see Appendix 2.2.23) for the numerical
calculations；

(c)

The adoption of a joint response approach (paragraphs (i) and (j) of the regional
arrangements, above)；

(d)

The adoption of the general rules for displaying results.

The RSMCs will distribute their standard products to the NMHS operational contact points by
email and retrieval from RSMC password-protected designated web pages. Standard
products in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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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or (ITU-T) T.4 format suitable for both group three facsimile machines and transmission
on parts of WIS will be maintained by exception and only if requested by the NMHS
operational contact point. The RSMC may also make use of other appropriate technologies.
APPENDIX 2.2.26. REQUEST FORM TO ACTIVATE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 SUPPORT (NUCLEA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REQUEST FOR WMO RSMC SUPPORT BY
IAEA
The IAEA sends the completed form by fax to all RSMCs and RTH Offenbach. At the same
time the IAEA calls the 'Lead' RSMCs (selected on the form) to ensure receipt of this form.
Date/time of request: yyyy-MM-dd/HH:mm (UTC)
STATUS:

□ EMERGENCY

□ EXERCISE

REQUESTED RSMCs: (indicate the lead RSMCs by a checkmark below)
□ EXETER

□ TOULOUSE

□ OFFENBACH

□ VIENNA

□ MONTREAL

□ BEIJING

□ TOKYO

□ OBNINSK

□ MELBOURNE

□ WASHINGTON
□ RTH Offenbach

SENDER’S NAM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COMMUNICATION DETAILS:

Tel.: +413 1 2600 22023

Use to confirm receipt of

request
Fax: +43 1 26007 29309

Use to confirm receipt of

request
DECLARED EMERGENCY CLASS:
□ NONE

□ Other, specify: ………………………………………………………………………………………………………………….…

ACTION REQUIRED:
□

NONE

□

GO ON STANDBY (request for products or for assistance on weather conditions is to be

□

LEAD RSMCs ONLY GENERATE PRODUCTS AND SEND TO IAEA ONLY

expected)

(essential accident information for model simulation – if not available, model will execute with standard default
values)
RELEASE CHARACTERISTICS:
START OF RELEASE:

Date/time:

DURATION:

/

(UTC)

(hours) or END OF RELEASE: Date/time:

(UTC)

RADIONUCLIDE SPECIES:………………………………………………………………………………………………………………………
TOTAL
QUANTITY:
(helpful information for improved simulation)

RELEASE
(Becquerel)

SITE
(to beELEVATION:………………………….(m)
completed by RSMC)
LOCAL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NEAR ACCIDENT:……………………………………………………………………
Date/time
of receipt of request:………………………………………………………………………………………………..(UTC)
FOR LEAD RSMC(s) ONLY
(wind
speedOF
and
direction/weather/cloudiness
etc )
DATE/TIME
RETURN
CONFIRMATION OF RECEIPT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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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2.34. STANDARDIZED VERIFICATION OF DETERMINISTIC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PRODUCTS
1.

INTRODUCTION

This appendix presents detailed procedures for the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of a standard
set of verification scores for deterministic NWP forecasts produced by GDPFS centres. The
goal is to provide consistent verification information on the NWP products of GDPFSparticipating centres for forecasters in the NMHSs and to help the GDPFS centres compare
and improve their forecasts. Scores will be exchanged between the participating Producing
Centres via the Lead Centre(s) for DNV. The Lead Centre functions, as described in 2.2.3.1,
include 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a website for DNV (http://apps.ecmwf.int/wmolcdnv/)
information so that potential users will benefit from a consistent presentation of results.
The term “deterministic NWP” refers to single integrations of NWP models providing
products defining single future states of the atmosphere (as distinct from EPSs, where
multiple integrations provide a range of future states).
The standardized verification should provide key relevant information appropriate to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NWP, while being as simple and as easy to implement as possible, and
ensuring a consistent implementation across participating centres.
The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 of the scores is documented on the Lead Centre(s) for DNV
website(s), together with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on score calculation, the observational
and climate datasets to be used for verification, and procedures for submitting scores.
2.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The following sections define two sets of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A mandatory set shall be
provided by all participating centres. The procedures for upper-airfields and for surface
fields are different and are presented separately. The detailed procedures are required to
ensure it is possible to compare results from the different participating centres in a
scientifically valid manner.
A set of additional recommended statistics is also defined that all centres should provide if
possible.
3.

EXCHANGE OF SCORES

Each centre shall provide scores monthly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DNV. Details of
the procedure and the required format for the data are provided on the website(s) of the
Lead Centre(s). All scores for all forecasts verified within a month shall be provided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the end of that month.
4.

DOCUMENTATION

Participating centres shall provide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DNV information on their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ndardized verification system annually, shall confirm to the 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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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e(s) any changes to the implementation (including the annual change of station list for
upper-air verification, changes in additional statistics), and shall inform the Lead Centre(s)
of changes in their NWP model.
5.

STANDARDIZED VERIFICATION OF UPPER-AIRFIELDS

5.1

Parameters

Extra-tropics:
–

Mandatory:
–
–
–
–

–

MSLP (verification against analysis only)；
Geopotential height at 850, 500 and 250 hPa；
Temperature at 850, 500 and 250 hPa；
Wind at 850, 500 and 250 hPa.

Additional recommended:
–
–

Geopotential height, temperature, wind at 100 hPa；
Relative humidity at 700 hPa.

Tropics:
–

Mandatory:

–

–
Geopotential height at 850 and 250 hPa；
–
Temperature at 850 and 250 hPa；
–
Wind at 850 and 250 hPa.
Additional recommended:
–

5.2

Relative humidity at 700 hPa.
Forecast times

Scores shall be computed daily for forecasts initialized at 0000 UTC and 1200 UTC
separately. For those centres not running forecasts from either 0000 UTC or 1200 UTC,
scores shall be provided for forecasts initiated at other times and must be labelled as such.
5.3

Forecast steps

Mandatory: Forecast steps 24, 48, 72, … 240 hours or end of forecast；
Additional recommended: 12-hourly throughout forecast (12, 24, 36 h, …).
5.4

Areas

Northern hemisphere extra-tropics
Southern hemisphere extra-tropics

90°N–20°N, inclusive, all longitudes
90°S–20°S, inclusive, all long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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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pics
North America
Europe/North Africa
Asia
Australia/New Zealand
Northern polar region
Southern polar region

20°N–20°S, inclusive, all longitudes
25°N–60°N 50°W–145°W
25°N–70°N 10°W–28°E
25°N–65°N 60°E–145°E
10°S–55°S 90°E–180°E
90°N–60°N, inclusive, all longitudes
90°S–60°S, inclusive, all longitudes

Verification against analyses for grid points within each area includes points on the
boundary.
5.5

Verification against analyses
Grid and interpolation

All parameters shall be verified against the centre’s own analysis on a regular
1.5° x 1.5° grid.
In selecting the verification grid, considera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variety of resolutions
of current global NWP models, the resolved scales of models (several grid lengths), the
resolution of the available climatologies, the potential to monitor long-term trends in
performance (including earlier, lower-resolution forecasts), and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Interpolation of higher-resolution model fields to the verification grid shall be performed to
retain features at the scale of the verification grid but not to introduce any additional
smoothing.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shall be used:
–

Spectral fields: Truncate to equivalent spectral resolution (T120) for the verification
grid；

–

Grid point fields: Use area weighting to interpolate to the verification grid.

For scores requiring a climatology, the climatology is made available via the Lead Centre(s)
for DNV website(s) on the verification grid and needs no further interpolation.
5.6

Verification against observations

5.6.1

Observations

All parameters defined in section 5.1, above, except MSLP, shall be verified against
a common set of radiosondes. The list of radiosonde observations for each area is
updated annually by the CBS Lead Centre(s) for radiosonde monitoring. The data from the
chosen stations must be available to all the centres, be of sufficient quality, and be available
on a regular basis. Consultation with all centres (usually by email) is desirable before
establishing the final list. The current list is available via the website(s) of the Lead
Centre(s) for DNV. The Lead Centre(s) shall contact all participating centres when
the new list is available and inform them of the date from which the new list shall
be used.
The observations used for verification shall be screened to exclude those with large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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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do thi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entres exclude values rejected by their
objective analysis. Moreover, centres which apply a correction to the observations received
on the GTS to remove biases (for example, radiation correction) should use the corrected
observations to compute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Whenever possible, these correction
procedures should be documented (for example, by reference to a technical report or
journal paper).
5.6.2

Interpolation

Verification shall be made using the nearest native model grid point to the observation
location.
5.6.3

Areas

The nine networks used in verification against radiosondes consist of radiosonde stations
located in the geographical areas indicated in section 5.4, above.
The list of radiosonde stations to be used for each area is updated annually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radiosonde monitoring (see section 5.6.1).
5.6.4

Scores for individual station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areas listed in section 5.4, scores against
observations should be computed for each station individually. The exchange of scores over
areas is to be phased out over time.
5.7

Scores

The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 of the scores is documented on the Lead Centre(s) for DNV
website(s), together with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on score calculation.
5.8

Climatology

To ensure consistency between results from different centres, a common climatology shall
be used for those scores requiring a climatology. All centres shall use the climatology
provided via the Lead Centre(s) for DNV website.
A daily climatology of upper-air parameters is available for both 0000 and 1200 UTC. This
provides an up-to-date estimate of climate characteristics for each day of the year,
including climate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selected quantiles of the climate
distribution. These latter statistics are required for the CBS standardized verification of EPS
forecasts.
The data are made available in GRIB format. Information on access to the data and further
documentation is provided on the Lead Centre(s) for DNV website.
5.9

Monthly and annual averaged scores

Where average scores are required over a defined period, the averaging shall be made
using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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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 scores (mean error, mean absolute error) – mean；
Non-linear scores shall be transformed to appropriate linear measure for averaging:
Mean of mean square error (MSE)；
Z-transform for correlation.

For a defined period, the average shall be computed over all forecasts verified during the
period. Averages shall be computed separately for forecasts initiated at 0000 and 1200 UTC
and both sets of average values provided.
Annual averages of the daily scores are included in the yearly Technical Progress Report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https://www.wmo.int/pages/prog/www/DPFS/GDPFS-Progress-Reports.html
https://community.wmo.int/activity-areas/global-data-processing-and-forecasting-systemgdpfs – GDPFS and NWP Annual Progress Reports). These statistics are for the 24, 72- and
120-hour forecasts and include the RMS vector wind error at 850 (tropics area only) and
250 hPa (all areas), as well as the RMS error of geopotential heights at 500 hPa (all the
areas except for tropics). A table of the number of observations per month should also be
part of the yearly report.
5.10

Confidence intervals

Bootstrapping*: This will be performed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DNV if daily scores are
provided.
*Note: Introduction
Any verification score must be regarded as a sample estimate of the “true” value for an
infinitely large verification data set. There is, therefore, some uncertainty associated with
the score’s value, especially when the sample size is small or the data are not independent.
Some estimate of uncertainty (confidence intervals) must be used to set bounds on the
expected value of the verification score. This also helps to assess whether differences
between competing forecast system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ypically, confidence
intervals of 5% and 95% are used.
Suggested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confidence intervals
Mathematical formulae are available for computing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for
distributions that are binomial or normal. In general, most verification scores cannot be
expected to satisfy these assumptions. Moreover, the verification samples are often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correlated, especially at longer forecast ranges. A non-parametric method
such as the block bootstrap method handles spatially or temporally correlated data.
As described in Candille et al. (2007), a bootstrap technique for computing CIs involves
recomputing scores numerous times after randomly extracting samples from the data set
and then replacing them, again randomly, from the original data se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orecasts on subsequent days is accounted for by extracting and replacing blocks
of samples from the data set, rather than individual samples. Based on a calculation of the
autocorrelation between forecasts on subsequent days, it is concluded that blocks of three
days may be used to calculate the 5%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References
Candille, G., C. Côté, P.L. Houtekamer and G. Pellerin, 2007: Verification of an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 against observations. Monthly Weather Review, 135:2688–2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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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2008: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Verification and
Intercomparison of QPFS and PQPFS from Operational NWP Models (WMO/TD-No. 1485).
Revision 2. Geneva.
6.

STANDARDIZED VERIFICATION OF SURFACE FIELDS

6.1

Parameters and units

Mandatory:
–

2-metre temperature

K

–

10-metre wind speed

m s–1

–

10-metre wind direction

deg

–

24-hour precipitation

mm

Additional recommended:
–

Total cloud cover

0–1 (convert to oktas for contingency tables)

–

6-hour precipitation

Mmm

–

2-metre relative humidity

%

–

2-metre dewpoint

K

For two-metre temperature, a simple height correction between model altitude
and station elevation shall be applied using a constant lapse rate of 0.0065 K m-11
. For two-metre dewpoint an analogous height correction shall be applied using a
constant lapse rate of 0.0012 K m-1-1. This approximates the dewpoint lapse rate in an
atmosphere with a temperature lapse rate of 0.0065 K m–1 and constant specific humidity.
6.2

Forecast times

Scores shall be computed daily for forecasts initialized at 0000 and 1200 UTC
separately. For those centres not running forecasts from either 0000 or 1200 UTC, scores
may be provided for forecasts initiated at other times and must be labelled as such.
6.3

Forecast steps

Mandatory forecast steps shall be:
–
–

Every six hours up to T+72； 12-hourly up to T+240 or end of the forecast；
For 24-hour precipitation: 24-hourly up to T+240 or end of the forecast.

Additional recommended:
–

Every three hours up to T+72； 6-hourly up to T+240 or end of the forecast (for
improved representation of diurnal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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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ix-hour precipitation: six-hourly up to T+240 or end of the forecast.
Grid and interpolation

Verification shall be based on the native model grid using the grid point nearest to the
observation location.
6.5

Observations

Verification shall be carried out for synoptic surface observation code (SYNOP)
surface stations distributed via the GTS. Each participating centre shall aim to
include as many stations as possible to ensure good global coverage. The list of
stations used in the verification is allowed to differ between centres. This is made possible
by the fact that scores for individual stations shall be exchanged.
Centres are encouraged to make use of the quality control procedures available to them to
reduce the effect of observation errors on scores. This includes removal of occasional
unphysical values as well as data at individual stations that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rejected over a certain time period. Whenever possible, the quality control procedures
should be documented (for example, by reference to a technical report or journal paper).
6.6

Scores

Scores shall be computed for each station individually. A station for which scores are
computed shall have at least 90% data availability during the verification period.
For 2-metre temperature, 2-metre relative humidity, 2-metre dewpoint, 10-metre wind
speed, 10-metre wind direction, and total cloud cover, the following error scores shall be
computed:
–

Mean error；

–
–

Mean absolute error；
RMSE.

Ten-metre wind direction is verified only when the observed wind speed is 3 m s–1. For
10-metre wind direction, the equivalence of 360° and 0° need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cyclic continuation).
For 10-metre wind speed, precipitation and total cloud cover, contingency tables for the
following thresholds shall be provided:
–

10-metre wind speed:

5, 10 and 15 m s–1；

–

24-hour precipitation:

1, 10 and 50 mm；

–

6-hour precipitation:

–

Total cloud cover:

1, 5 and 25 mm；
2 and 7 oktas.

For total cloud cover, the model output should be rounded to the nearest okta prior to
verification (for the contingency table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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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scores shall be reported with a precision of at least four significant digits, for example,
3.142 for an error of π. In the contingency tables, absolute number of counts shall be given
rather than relative frequencies so that the sample size can be derived.
The contingency tables for each parameter shall contain all thresholds given
above. The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 of the scores is documented on the Lead Centre(s)
for DNV website(s), together with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on score calculation.
6.7

Temporal and spatial aggregation

For any given one-month period, error scores and contingency tables are computed for each
station individually. This forms the basis for aggregation by users of the exchanged
verification data, both in time and space. For a defined period, the average shall be
computed over all forecasts verified during the period.
Spatial aggregation is not part of the exchange, and is left to user discretion. Exchanging
scores in this way allows forecast users to obtain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model
performance for individual stations. It also ensures a high-level of transparency and
flexibility for model intercomparison studies. Furthermore, it removes the requirement of
coordinating, circulating and updating whitelists of surface stations for verification. For
model intercomparison studies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different sets of stations used by
global modelling centres would be used for comparison (“smallest common denominator”).
If users would like to aggregate the exchanged scores, they can refer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DNV website(s), which provides guidelines for the choice of aggregation areas.
Compared to upper-air verification, more emphasis needs to be put on aggregating over
climatologically relatively homogeneous areas (since absolute thresholds are used for the
contingency tables).

APPENDIX 2.2.37. STANDARDIZED VERIFICATION OF WAVE FORECASTS
1.

Introduction

This appendix presents detailed procedures for the generation of a standard set of
verification scores for wave forecasts produced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WFV, based on
gridded wave forecast fields provided by JCOMM-participating centres WMO designated
centres endorsed by SERCOM/SC-MMO. The goal is to provide consistent verification
information on the wave forecast products from different centres for forecasters in the
ocean forecast services and to help JCOMM-participating centres WMO designated centres
endorsed by SERCOM/SC-MMO compare and improve their forecasts. The Lead Centre
functions, as described in 2.2.3.4, include 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a website for wave
verification information, so that potential users will benefit from a consistent presentation of
the results.
The standardized verification should provide key relevant information appropriate to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wave forecasting, ensuring a consistent verification methodology applied
to forecasts from different JCOMM-participating centres WMO designated centres endorsed
by SERCOM/SC-MMO, and the use of a common set of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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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s

Atmospheric forcing:
–

10-metre wind speed u and v components (10-metre u, 10-metre v).

Wave fields:
–
–
–
–
3.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Peak period；
Mean wave period based on the second moment of the frequency spectrum；
Mean wave direction.
Forecast times

If available, forecasts from 0000, 0600, 1200 and 1800 UTC should be provided.
4.

Forecast steps

In as fine temporal granularity as available but at least every six hours to the end of the
forecast range.
5.

Verifying observations

Forecasts of the above parameters will be evaluated against in situ observations from buoys
and platforms available at the Lead Centre(s) for WFV. If additional in situ observations
become available over time they will be added following a careful selec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JCOMM-participating centres WMO designated centres endorsed by SERCOM/SCMMO are encouraged to promote the exchange of in situ wind and wave observations.
6.

Interpolation

Verification shall be made using the nearest native model ocean grid point to the
observation location.
7.

Scores

The following scores shall be calculated for all parameters against observations:
–

Mean error；

–

RMSE；

–

Error standard deviation；

–

Scatter index (error standard deviation normalized by observed mean)；

–
–

Symmetric slope (variance ratio)；
Quantile-quantile plots.

8.

Exchange of forecast fields

Each JCOMM-participating centre WMO designated centre endorsed by SERCOM/SCMMO shall provide fields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WFV on a regular la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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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itude grid at the resolution that best matches the native resolution of the
direct model output. Details of the procedure and the required format for the data are
provided on the website(s) of the Lead Centre(s) for WFV.
9.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shall be provided by JCOMM-participating centres WMO designated centres
endorsed by SERCOM/SC-MMO to the Lead Centre(s) for WFV on any changes to the
production of exchanged forecast fields and changes in their wave forecast systems.

PART III. CURRENT DESIGNATED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CENTRES
LOCATION OF WORL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AND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WITH GEOGRAPHICAL SPECIALIZATION OR ACTIVITY
SPECIALIZATION
1.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are located in:
Beijing
ECMWF
Exeter
Melbourne (southern hemisphere only)
Montreal
Moscow
Offenbach
Tokyo
Washington

2.

The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with geographical
specialization are located in:
Algiers

Darwin

New Delhi

Brasilia

Jeddah

Tashkent

Buenos Aires

Melbourne

Tunis/Casablanca

Cairo

Miami

Broadened RSMC functions:
Offenbach – Provision of ultraviolet-index forecasts for Region VI (Europe)
3.

General purpose activities

Provision of global deterministic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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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MC
RSMC
RSMC
RSMC
RSMC
RSMC
RSMC
RSMC

Beijing
ECMWF
Exeter
Montreal
Moscow
Offenbach
Tokyo
Washington

Provision of limited-area deterministic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RSMC
RSMC
RSMC
RSMC
RSMC
RSMC

Khabarovsk
Moscow
Novosibirsk
Offenbach
Pretoria
Rome

Provision of global ensemble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RSMC
RSMC
RSMC
RSMC
RSMC
RSMC
RSMC

Beijing
ECMWF
Exeter
Montreal
Moscow
Offenbach
Tokyo

Provision of limited-area ensemble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RSMC Offenbach
RSMC Rome
Provision of nowcasting:
RSMC Hong Kong, China
RSMC Offenbach
RSMC Tokyo
Global Producing Centres for Long-range Prediction:
GPC Beijing

GPC Offenbach

GPC CPTEC (Brazil)

GPC Pretoria

GPC ECMWF

GPC Seoul

GPC Exeter

GPC Tokyo

GPC Melbourne

GPC Toulouse

GPC Montreal

GPC Washington

GPC Mos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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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nyms not previously defined: CPTEC – Centro de Previsão de Tempo e Estudos
Climáticos； ECMWF – 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
Global Producing Centres for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GPC
GPC
GPC
GPC

Barcelona
Exeter
Montreal
Offenbach

4.

The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for specialized
activities are:

Tropical cyclone forecasting, including marine-related hazards:
RSMC
RSMC
RSMC
RSMC
RSMC
RSMC

Honolulu – Hurricane centre
La Réunion – Tropical cyclone centre
Nadi – Tropical cyclone centre
New Delhi – Tropical cyclone centre
Miami – Hurricane centre
Tokyo – Typhoon centre

Atmospheric sand and dust storm forecasting:
RSMC-ASDF Barcelona
RSMC-ASDF Beijing (RA II)
Atmospheric transport and dispersion modelling (fo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and/or backtracking) – Nuclear:
RSMC Beijing

RSMC Offenbach

RSMC Exeter

RSMC Tokyo

RSMC Melbourne

RSMC Toulouse

RSMC Montreal

RSMC Vienna (backtracking only)

RSMC Obninsk

RSMC Washington

Atmospheric transport and dispersion modelling (fo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
Non-nuclear:
RSMC Montreal
RSMC Offenbach
RSMC Toulouse
Severe weather forecasting:
RSMC Dakar
RSMC Dar-es-Salam
RSMC Nairo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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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MC Pretoria
RSMC Wellingt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RSMC Athens

RSMC Ottawa

RSMC Beijing

RSMC Pretoria

RSMC Buenos Aires

RSMC St Petersburg

RSMC Callao

RSMC Tokyo

RSMC Edmonton

RSMC Toulouse

RSMC Exeter

RSMC TromsØ

RSMC Karachi

RSMC Vacoas

RSMC La Réunion

RSMC Valparaiso

RSMC Melbourne

RSMC Vladivostok

RSMC Miami

RSMC Washington DC

RSMC New Delhi

RSMC Wellington

RSMC Niteroi

RSMC Winnipeg

Numerical ocean wave prediction:
RSMC
RSMC
RSMC
RSMC

Melbourne
Montreal
Tokyo
Toulouse

ICAO-designated Volcanic Ash Advisory Centres (VAACs) responsible for the provision of
volcano watch services for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
–
–
–
–
–
–
–
–
–

VAAC
VAAC
VAAC
VAAC
VAAC
VAAC
VAAC
VAAC
VAAC

Anchorage
Buenos Aires (co-located with RSMC Buenos Aires)
Darwin (co-located with RSMC Melbourne)
London (co-located with RSMC Exeter)
Montreal (co-located with RSMC Montreal)
Tokyo (co-located with RSMC Tokyo)
Toulouse (co-located with RSMC Toulouse)
Washington (co-located with RSMC Washington)
Wellington (co-located with RSMC Wellington)

Regional climate prediction and monitoring:
RCC Africa hosted by the African Centre of Meteorological Ap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RA I)
RCC Beijing (RA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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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C Caribbean hosted by the Caribbean Institute for Meteorology and Hydrology (RA
IV)
RCC 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 (IGAD) hosted by the IGAD Climate
Prediction and Applications Centre (RA I)
RCC Moscow (RA II)
RCC Network (RA VI): De Bilt node on climate data services, Offenbach node on
climate monitoring, and Toulouse and Moscow node on long-range forecasting
RCC Network Northern Africa (RA I)
RCC Network Southern South America (RA III)
RCC Pune (RA II)
RCC Tokyo (RA II)
RCC Washington (RA IV)
RCC Western South America hos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on El Niño
(RA III)
Notes:
1. RCC Moscow (RA II) – North Eurasian Climate Centre.
2. The RA VI RCC network consists of three nodes: (a) climate data services, led by the
Koninklijk Nederlands Meteorologisch Instituut (KNMI), Netherlands； (b) climate
monitoring, led by Deutscher Wetterdienst (DWD), Germany； (c) long-range
forecasting, jointly led by Météo-France and Roshydromet, Russian Federation. These
Lead Centres are fully responsible for discharging the mandatory functions of the RA VI
RCC network,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ng NMHSs:
–

RA VI RCC node on climate data services:
KNMI (lead), Météo-France, Országos Meteorológiai Szolgálat/Hungary,
Meteorologisk Institutt (met.no)/Norway, Republic Hydrometeorological Servise
(RHMS)/Serbia, Swedish Meteor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Institute/Sweden and the
Turkish State Meteorological Service (TSMS)/Turkey；

–

RA VI RCC node on climate monitoring:
DWD (lead), Armstatehydromet/Armenia, Météo-France, KNMI, RHMS and TSMS；

–

RA VI RCC node on long-range forecasting:
Météo-France and Roshydromet (joint leads), met.no, RHMS and TSMS；

–

Overall coordination:
DW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Lead Centre for coordination of LRFMME:
Seoul and Washington (joint centre)
Lead Centre for coordination of AD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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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ter
5.

The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for non-real-time
coordination activities:

Lead Centre for coordination of DNV:
ECMWF
Lead Centre for coordination of EPS verification:
Tokyo
Lead Centre for coordination of LRF verification:
Melbourne and Montreal (joint centre)
Lead Centre for coordination of LRFMME:
Seoul and Washington (joint centre)
Lead Centre for coordination of ADCP:
Exeter
Lead Centre for coordination of wave forecast verification
ECMWF

建议 18(INFCOM-1)
WMO 关于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的统一政策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决议 55 (Cg-18) – 新兴数据事宜，决议 56 (Cg-18) – 数据政策和做法，决议 34 (Cg-18) – 全球
基本观测网，决定 7 (EC-72) – WMO 数据政策，
关注 2020 年 11 月举行的 WMO 数据大会的成果，
注意到建议 2 (INFCOM-1) – 更新与建立全球基本观测网有关的规章性材料、决定 17(INFCOM-1) – 全
球数值天气预测的卫星数据需求，建议 11 (INFCOM-1) – -修订《技术规则》第一卷 — 通用气象标准和
建议规范（WMO-No. 49）第一部分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建议 14(INFCOM-1) – 更新《技术
规则》第三卷：水文学(WMO-No. 49)涉及基础设施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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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地注意到数据问题和政策研究组（SG-DIP）提交的关于其在审查和更新 WMO 数据政策期间所做工
作的报告，
审查 SG-DIP 编写的新的“WMO 关于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的统一政策”建议，
决定就将作为新政策下核心数据交换的地球系统数据制定一份初步清单，并将此清单与 WMO 统一数据政
策一并提交世界气象大会，
进一步决定与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服务与应用委员会（SERCOM）和其他 WMO 相关机构协商，根据
WMO 规则性材料的进一步发展，就将作为数据政策下核心数据交换的地球系统数据的清单制定一个维护
和更新流程，
要求秘书长将“WMO 关于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的统一政策”向会员、WMO 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分
发，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建议执行理事会利用本建议附件中的决议，审议 WMO 关于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的统一政策。

建议 18(INFCOM-1)的附件
决议##/1 (Cg-Ext(2021)) WMO 关于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的统一政策
世界气象大会，
忆及：
(1)

WMO 公约第二条，其中要求会员承诺在建立观测网络方面促进世界范围的合作，并促进气象、水文
和其他地球物理观测资料的交换，

(2)

决议 40 (Cg-12) – WMO 关于交换气象和相关数据及产品的政策和做法，包括关于商业气象活动
中各种关系的指南，其中提醒各会员，为了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有必要确保持续稳定地投入资
源，以履行其在第二条下的义务，

(3)

决议 25 (Cg-13) – 交换水文数据和产品，

(4)

决议 60 (Cg-17) – WMO 关于气候数据和产品的国际交换政策，以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

(5)

决议 80 (Cg-18) – 日内瓦宣言- 2019 年：构建天气、气候和水等行动共同体，其中提出了 WMO
关于公共、私营、学术和民间部门利益相关方之间伙伴关系和接触参与的高级别政策，

(6)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WMO-No. 1225）和《2030 年愿景》中规定的本组织长期目标和
战略目标，其中要求从越来越多的学科和来源交换更多的数据，

进一步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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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决议 55 (Cg-18) – 新兴数据事宜，其中要求执行理事会审议由基本系统委员会牵头审议新兴数据
问题而提出的建议，并继续评估新兴数据问题及其对会员和整个气象事业的影响，

(2)

决议 56 (Cg-18) – 数据政策和做法，其中要求执行理事会建立审议“决议 40 (Cg-12) – WMO
关于交换气象和相关数据及产品的政策和做法，包括关于商业气象活动中各种关系的指南”、“决
议 25 (Cg-13) – 交换水文数据和产品”，和“决议 60 (Cg-17) – WMO 关于气候数据和产品的
国际交换政策，以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中关于 WMO 数据的政策和做法，

(3)

决定 39 (EC-70) – WMO 卫星事务高级别政策磋商会议第十四次届会的成果，执行理事会在此次
会议上认识到，空基观测在让所有会员具备提供重要服务以帮助拯救生命、保护财产和促进经济增
长的能力方面正在发挥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要求在国际数据交换政策下解决这些观测问
题，

(4)

决议 34 (Cg-18) – 全球基本观测网，决议启动了全球基本观测网的设计，以更好地满足当前和今
后对全球数值天气预报和气候再分析的观测要求；

赞扬那些支持实施这些数据政策的会员和国际组织，因其免费和不受限制地提供基本数据（根据决议 40
(Cg-12) – WMO 关于交换气象和相关数据及产品的政策和做法，包括关于商业气象活动中各种关系的指
南），扩大数据量，并在公平和透明的条件下提供更多数据，
认识到：
(1)

获得及时可靠的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数据 1的关键作用，因这些数据是各级知情决策的基础，
以支持有助于拯救生命、保护财产和促进经济繁荣的基本公共服务，

(2)

在 WMO 的数据政策的推动下，过去 25 年里，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的总体经济效益呈数
量级增长，

(3)

这些服务的影响和对这些服务的依赖不断增加，使我们更加依赖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数据，

(4)

全球数值预报系统的成果在支持所有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产品和服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因此，重要的是扩大和加强所有会员免费和不受限制地获取这种成果，

(5)

这些全球预报系统反过来又依赖于地表和空基 2观测系统提供的来自全球所有地区对观测持续、有力
和可靠的投入，

(6)

需要采取综合的地球系统方法进行监测和预测，以及该方法对跨越地球系统所有相关组成部分的数
据和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关键依赖， 3

1

环境数据在此指的是与天气、气候或水文直接相关的数据（观测到的和模拟的变量）以外的数据，特别是大气成分、
海洋环境属性、陆地表面和外大气层等方面的数据。

2

基于地表的观测系统一词包括所有未部署在空间的系统。

3

这里的地球系统数据包括与天气、气候、水文、大气成分、海洋、冰冻圈和空间天气有关的数据。关于这些领域和学
科的更多详细信息，见附件 1。关于地球系统数据的准确定义，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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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MO 在制定和执行决议 40 (Cg-12)、决议 25 (Cg-13)和决议 60 (Cg-17)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和教
训，
注意到：
(1)

联合国秘书长的“数据战略-人人行动，无处不在”，其目的是以数据为导向更好地支持人类和地
球；

(2)

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数据和服务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贡献

(3)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巴黎协定》，其目的是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并增加
了会员和 WMO 对气候观测系统和研究的责任，

(4)

《仙台宣言》和《2015-2030 年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5)

大会通过决议 80 (Cg-18)-日内瓦宣言-2019 (Cg-18)：建立天气、气候和水行动共同体，批准在
公共、私营、学术和民间部门之间采取包容性和协作性的方法，促进创新办法和激励措施，以实现
公平和公正地获取数据，

(6)

数据和数字技术在为社会经济政策制定和决策提供信息方面的意义越来越大，

(7)

在普遍的数据政策趋势下，许多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已经决定在完全、开放和免费的基础上提供所
有政府资助的数据，因为公开提供数据往往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对整体经济的净贡献，

(8)

WMO 需要帮助提高所有会员从这种免费和开放的数据获取、新兴技术和全球数字经济趋势中受益的
能力，

(9)

气象卫星协调组和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开展的活动，目的是确保为所有 WMO 会员谋福利，持续稳
定地提供关键的卫星数据，

认可：
(1)

WMO 的长期目标是缩小会员之间在天气、气候、水文和相关环境服务方面的能力差距，包括他们获
得并受益于模式数据和衍生产品的能力，而这些数据和产品对拯救生命和保护财产的重要任务至关
重要，

(2)

所有会员需要通过更充分地参与这些产品所依据的观测数据的交换，从而促进最大限度地发挥全球
模拟产品的效益，

(3)

必须对用于获取和交换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数据的系统进行有效投资，并最大限度地发挥这
些数据对支持经济发展、气候复原力和环境可持续性的作用，

(4)

自“决议 40 (Cg-12) - WMO 关于交换气象和相关数据及产品的政策和做法，包括关于商业气象活
动中各种关系的指南”通过以来，观测和其他数据产品提供者的数量和类型大幅增加，特别是私营
部门实体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5)

研究在促进观测系统、产品和服务的不断改进和创新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以及确保研究界和业务
界之间自由和不受限制地交换数据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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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MO 常任代表和水文顾问在帮助最大限度地发挥地球系统监测和预测工作的社会影响方面发挥着关
键职能和作用，既要与各自国家和领土的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的所有利益相关方进行协调，又要
促进 WMO 相关活动、政策和标准 4，

(7)

各国政府竭尽全力实施大会的决定，有权基于其国家法律和政策，选择在国内或为国际交换而提供
数据的方式和程度，同时也认识到，如果没有对等性，国际数据交换就无法持续，

审议了建议 18 (INFCOM-1) – WMO 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统一政策；
同意为 WMO 所有领域和学科制定统一的数据政策；
决定数据政策的范围应包括根据 WMO 公约和大会决定在会员之间交换的地球系统数据，如本决议的附件
1 和附件 4 所述，并在 WMO 技术规则中有详细说明；
通过了以下关于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的政策：

作为世界气象组织（WMO）的一项基本原则，并根据对其科学和技术专长不断扩大的需求，
WMO 致力于扩大和加强地球系统数据的免费和不受限制 5的国际交换；
进一步同意在国际上提供和交换地球系统数据方面，保持一种两级方法，具体做法 6如下：
(1)

会员应在免费和不受限制的基础上提供必要的核心数据，以提供支持保护生命和财产以及所有国家
福祉的服务，至少应提供本决议附件 1 所述的数据，这些数据是无缝准确地监测和预测天气、气
候、水和相关环境条件所必需的；

(2)

会员还应提供所需的推荐数据，以支持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地球系统监测和预测活动，并进一
步协助其他会员在其国家和领土上提供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可对推荐数据的使用附加
条件； 7

另同意会员应向公共研究和教育界免费提供在 WMO 主持下交换的所有推荐数据，供其开展非商业活动使
用；
鼓励地球系统数据的所有用户尽可能遵守关于输入数据归属的合理要求；
敦促会员：
(1)

采取必要行动，促进在国内和国际上关于地球系统数据共享和交换的国家政策和规则与通过本决议
颁布的政策保持一致；

4

关于就协调实施本决议向会员提供的指导，见附件 2。附件 3 提供了公共-私营部门参与地球系统数据的准则。

5

“免费和不受限制”的定义见附件 4。

6

这种做法的基础是，会员根据《WMO 公约》和 WMO 战略目标履行承诺所需的地球系统数据由会员和相关国际组织
交换的核心数据和建议性数据共同构成。

7

“条件”可通过许可协议或其他适当安排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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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使用条件和重复使用条件适用于交换所建议的数据时，应对此类条件提供充分的透明度；

(3)

顾及推荐数据的用户需要尊重数据拥有者设定的使用条件，这将有助于方便获取数据；

(4)

制定措施，促进所有部门的利益相关方在需要时提供数据，并在出现紧急情况和自然灾害时进行国际
数据交换；

(5)

建立伙伴关系，加强国家和区域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地球系统数据交换，以改善各学科和各领域数据的
整合，从而帮助加强所有这些学科和领域；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通过适当机制监督本决议的实施情况，以持续监测合规情况；

(2)

定期审查附件 1 中提供的核心数据和推荐数据的定义，并在必要时提出更新建议；

要求各区域协会主席支持并监测本决议在其区域的实施情况
要求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与服务委员会主席和研究理事会主席协调，以便：
(1)

提供技术规则以支持实施本决议，并提交给 2023 年的世界气象大会；

(2)

制定一个流程，系统性和定期性审查属于地球系统数据既定做法和类别的数据类型或领域（如附录 1
所述），以满足会员不断变化的需求、不断变化的数据提供情况以及模拟能力的不断发展；

(3)

确保向各区域协会通报与实施本决议有关的举措，并在必要时就发展情况进行协商；

要求服务委员会主席与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研究理事会主席和其他相关机构协调，以便：
(1)

启动一个进程，审查基于风险和影响的预警和决策支持系统对新兴数据的要求；

(2)

寻求有关合作伙伴的参与，即依赖会员提供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的国际组织/机构参与进
一步应用和实施 WMO 的统一数据政策；

要求秘书长：
(1)

建立、颁布和宣传支持实施本决议的机制，包括能力发展举措；

(2)

制定一项制度，以监督和报告会员对此决议的实施情况；

(3)

加强与 WMO 相关伙伴和利益相关方在数据政策和做法方面的有效协调，并鼓励它们在免费和不受
限制地交换其相关数据方面采取类似的政策和做法，以支持 WMO 的计划。

______
附件 1：特定学科和领域针对核心数据和推荐数据的做法
附件 2：会员适用 WMO 数据政策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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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关于在公共私营参与中应用数据政策的指导原则
附件 4：术语和定义
_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40 (Cg-12)、决议 25 (Cg-13)、决议 60 (Cg-17)和决议 56 (Cg-18)，后几
个决议不再生效。
______________
决议##/1 (Cg-Ext(2021))的附件 1
特定学科和领域针对核心数据和推荐数据的做法

目的
本附件列出了会员应在免费和不受限制的基础上交换的最低限度的核心数据，以支持其为保护生命财产以
及为所有国家的福祉而提供的服务。
此外，文中还确定了会员也应交换的某些推荐数据，以支持地球系统监测和预测工作。

不断变化的数据问题：从来源、分布、所涵盖的变量和技术方面来看，地球系统数据是一个迅速扩大和发
展的领域。WMO《新兴数据问题指导原则》（WMO-No. 1239）中提供了相关的专题指导。这些指导原
则将定期进行审查和更新，随着时间的推移，审查可能会将更多的数据类型纳入本政策，作为核心或推荐
数据。
本附件的范围是描述地球系统过去、现在和未来状态的数据（见附件 4），包括实时或近实时交换的数据
以及历史或档案来源的数据。
本附件的其余部分列出了下列地球系统学科/领域的核心数据和推荐数据：
1.

天气

2.

气候

3.

水文

4.

大气成分

5.

冰冻圈

6.

海洋

7.

空间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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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学科/领域都有其自己的类别和一套核心数据做法，并酌情有子类别，如观测资料和衍生产品。为便于
参考，下文对这些做法进行了总结和分类。重要的是，地球系统监测和预测方法的成功实施将取决于所有
类别，因为它们之间是密切相关的。
1.

天气相关数据

本节列出了支持 WMO 会员开展天气监测和预测工作所需的观测数据和其他数据。这类数据一般根据具体
应用情况，以实时或近实时的方式进行交换。
1.1

核心观测数据：

1.1.1

基于地表：
根据《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的规定，全球基本观测网
（GBON）提供的观测数据和其他观测数据。

1.1.2

空基：
(a)

经与运行卫星的会员或相关卫星运行方商定，为确保数值天气预报产品的性能和质量所需的卫
星数据，列于《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

(b)

经与运行卫星的会员或相关卫星运行方商定，为支持临近应用包括制作预警和咨询产品所需的
卫星数据，列于《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

1.2

1.3

其他核心数据：
(a)

按照《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的规定，由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
统（GDPFS）的指定制作中心的全球数值天气预报（NWP）系统提供的全球分析和预报领
域；

(b)

按照《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的规定，由 GDPFS 指定的制作中心
NWP 系统提供的有限区域分析和预测领域；

(c)

由 WMO 授权中心根据《WMO 技术规则》发布的所有关于公共安全（保护生命财产）的监
视、咨询、预警和警报产品。

推荐数据：
(a)

区域基本观测网（RBON）提供的所有现有观测数据，《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
（WMO-No. 1160）对此作了进一步规定；

(b)

由会员指定的预警和警报部门发布的所有关于公共安全（保护生命财产）的监视、咨询、预警
和警报，除非已经根据特定的许可证或条款和条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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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气候

请注意，天气、冰冻圈、水文、大气成分和海洋部分涵盖了一些核心气候数据。核心数据包括了解气候变
化、评估对生命、生计和财产的相关影响和风险以及支持气候服务所需的当前和历史时间序列数据。数据
应及时提供，暂定最长延迟一年。
2.1

2.2

核心观测数据：
(a)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高空网络（GUAN）和 GCOS 地表网络（GSN）台站提供的测
量结果（另见 1.1.1(a)）；

(b)

《高质量全球气候数据管理框架手册》（WMO-No. 1238）中规定的气候数据；

(c)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1160）中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所定
义的基本气候变量（ECV），范围是会员以数字形式保存的数据。

其他核心数据：
《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中所列的由 GDPFS 中心提供的气候再
分析场。

2.3

推荐数据：
会员应交换《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1160）中规定的所有气候数据，
并鼓励所有数据持有者共享其气候数据。

3.

水文

本节列出的数据，包括（近）实时数据、历史时间序列和汇总数据，都对全球水文循环知识至关重要，而
且对以下几方面至关重要：应用这些知识支持和保护生命和健康、确保经济繁荣和福祉、通过开展业务水
文工作有效地管理资源。
3.1

3.2

核心观测数据：
(a)

基准网络台站的观测资料，将在全球水文观测网中详细说明，随后纳入 WMO《技术规则，第
三卷，水文》（WMO-No. 49）及其附件中并进行具体说明；

(b)

经与运行卫星的会员或相关卫星运行方商定并在《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1160）中规定，确保水文预报和展望的性能和质量所需的所有卫星数据。

其他核心数据：
按照《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的规定，通过 GDPFS 中心向用户
提供全球和区域（大流域或经济区）水文模式和与水有关的气候再分析场的数据。

3.3

推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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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用户为履行 WMO《技术规则，第三卷，水文》（WMO-No. 49）所确定的国家水文部门的
日常职能而需要水文观测站开展的所有观测；

(b)

了解水文循环和预报不同规模的集水区的水流或未来水量所需的其他数据，重点是确定集水区
的水量平衡、地下水动态、湖泊、水库或冰川；

(c)

根据《WMO 技术规则》发布的所有咨询和预警。

4.

大气成分

本节涉及全球大气监视网计划的观测部分以及全球各地制作的关于大气化学成分和相关物理特性的其他信
息。这些数据可支持多种应用，需要这些数据来减少对社会的环境风险，满足环境公约的要求，加强预测
气候、天气和空气质量的能力，并促进支持环境政策的科学评估。 8
4.1

4.2

核心观测数据：
(a)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1160）中定义的大气成分变量的所有观测数
据，特别是第 1.2.2 节中提到的六个重点领域：臭氧、温室气体、活性气体、气溶胶、紫外
线（UV）辐射和气总沉积；

(b)

由会员指定的预警和警报部门根据《WMO 技术规则》发布的所有关于公共安全（保护生命财
产）的监视、预警、咨询和警报产品。

推荐数据：
(a)

上文第 4.1 节中列出的所有数据，对于该数据而言，数据提供方受需要数据许可证的政策约
束；

(b)

放射性核素和太阳辐射的辅助观测和模拟数据，因为它们可作为大气传输和/或海洋-陆地-生
物-大气交换或影响大气中化学反应的示踪剂。

5.

冰冻圈

本节提到了关于雪、淡水和海冰、冰川和冰帽、多年冻土和季节性冻土、冰盖、冰架和冰山等冰冻圈监测
数据，均是特定应用所必需的。
5.1

核心观测数据：

下列文件中规定的关于冰冻圈或影响冰冻圈的过程的所有相关观测资料（原位、地表、空中和卫星遥
感）：

8

(a)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1160）；

(b)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 558）；

(c)

《技术规则，第三卷，水文》（WMO-No. 49）；

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2015 年）和《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85 年）中规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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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5.2

5.3

《高质量全球气候数据管理框架手册》（WMO-No. 1238）。

其他核心数据：
(a)

按照《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的规定，由全球 NWP 系统和在
GDPFS 主持下运行的其他全球或区域处理中心提供的所有相关冰冻圈分析、预测和气候再分
析场；

(b)

由会员指定的预警和警报部门根据《WMO 技术规则》发布的所有关于公共安全（保护生命财
产）的监视、预警、咨询和警报产品。

推荐数据：
5.1 节和 5.2 节中未列出的其他相关冰冻圈数据。

6.

海洋

本节列出了从开放水域到海岸的海洋水内水上以及海面的原位和遥感观测数据，以及为海洋监测和预测以
及为其他各种地球系统应用提供必要资料的其他数据。
6.1.

核心观测数据：
(a)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1160）中规定的海洋气象和海洋观测资料；

(b)

所有其他物理性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 9基本海洋变量（EOV）和物理性海洋领域全球
气候观测系统 ECV，其中一些已列入上文第 2 节（气候）中，以上作为 GOOS 观测网络、计
划或项目的一部分，与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海洋数据交换政策(IOC 第 XXII-6 号决议)
相一致。

6.2

6.3

(a)

按照《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的规定，在 GDPFS 主持下运行的
全球 NWP 系统提供的海洋分析和预测场资料；

(b)

由 GDPFS 全球处理中心提供的所有海洋再分析场；

(c)

由会员指定的预警和警报部门根据《WMO 技术规则》发布的所有关于公共安全（保护生命财
产）的监视、预警、咨询和警报产品。

推荐数据：
(a)

9

其他核心数据：

在指定的 GOOS 活动之外收集的物理性 GCOS ECV 和 GOOS EOV 观测数据；

GOOS 是由 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际科学理事会共同发起的。它与

海洋观测框架保持一致，旨在根据加强和简化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实现基本海洋变量方法。（IOC 第 XXVI-8 号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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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所有其他观测到的生物地球化学和生物/生态系统 GCOS 基本气候变量（ECV）和 GOOS
EOV；

(c)

pH 值、叶绿素-A、悬浮颗粒和下行辐照度的观测资料，这些对于解决与海洋/气候有关的重
大科学和社会问题至关重要。

7.

空间天气

本节提到了提供基本业务空间天气服务所必需（核心）的空间天气数据。应当指出，空间天气目前正在被
全面纳入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并在 WMO 相关文件中更详细地加以说明。目前，全球和
区域空间天气服务需要近实时地交换空间天气地表观测和空基观测数据，这些服务是根据各中心之间的双
边和多边数据交换协议进行的。然而，随着业务空间天气服务的迅速发展和进一步建立，未来几年对全球
协调交换空间天气数据的需求将大大增加。需要考虑进行这种交换的三大类数据是：
7.1

基于地表：
提供基本业务服务的业务性空间天气中心，如国际空间环境组织（ISES）区域预警中心所需
的所有观测数据，详情见 GBON，将在《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1160）中进一步具体说明，以及 WMO 空间天气指导说明中列出的数据；

7.2

空基：
经运行卫星的会员或相关卫星运行方同意并由气象卫星协调组（CGMS）基线所反映的基本业
务空间天气服务的性能和质量所需的所有卫星数据，这些数据后来被纳入《WMO 全球综合观
测系统手册》（WMO-No.1160），以及 WMO 空间天气指导说明中列出的数据；

7.3

其他数据：
(a)

国家空间天气业务部门提供的分析和预测场；

(b)

国家空间天气业务部门提供的公共安全（保护生命和财产）咨询和预警。

___________________
决议##/1 (Cg-Ext(2021))的附件 2
会员应用 WMO 数据政策的指导原则

1.

目的

1.1
这些指导原则的目的是帮助各会员，特别是通过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与其他国内伙
伴的合作，最大限度地扩大其联合用户从免费和不受限制地交换地球系统数据中获得的利益，正如 WMO
数据政策所阐明的那样。虽然 WMO 的主要职责是在气象和相关的地球系统数据方面进行国际合作，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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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NMHS 的国家作用目前正在发生重大变化，WMO 的许多会员已要求就其 NMHS 和国内伙伴应如何在
更大国内范围内就地球系统监测和预测的数据采取行动提供指导。
1.2
本附件借鉴了《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第 7 章，其中更详细地
讨论了就观测数据在国内合作的许多方面。为便于参考，这里撷取了一些要点，并酌情扩展，纳入了其他
类型的地球系统数据。（地球系统数据的定义见附件 4）。
2.

当前背景

2.1
从历史上看，WMO 的政策文件和规章性材料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区分 WMO 会员（根据 WMO
公约，WMO 会员是指国家和领地）及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 WMO 成立初期，这种区分是没有必要
的，因为在大多数国家，NMHS 不仅是气象数据和服务的唯一国家提供者，也是气象数据的主要国内用
户。
2.2
今天，在许多 WMO 会员中，NMHS 的作用和职责问题已变得更加复杂。一个典型的 NMHS
现在不仅负责观测和预测天气，而且还负责越来越多的其他密切相关的服务和应用领域。同时，NMHS 通
常也不再独自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气象观测和预报活动，其许多其他活动领域也可能是如此。
2.3
NMHS 与这些其他运行方合作符合其利益，这些运行方可能包括各部委下属的不同政府机构、私
营公司、非营利组织，甚至是公民个人，以便能够将其服务建立在尽可能全面的观测数据集基础上。这就
需要解决与数据质量、数据格式、通信线路和数据储存库有关的技术问题，并就数据政策达成协议。免费
和不受限制地获取 NMHS 制作的地球系统监测和预测数据显然也符合潜在的合作伙伴的利益，同时也符合
会员的利益，可在国家基础设施的运行中尽量减少重复和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
2.4
在 WIGOS 背景下，已充分认识到利用国家数据伙伴关系作为提高效率和效力的杠杆的潜力。例
如，《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2040 年愿景》（WMO-No. 1243）大力提倡整合各会员的观测数据，包
括 NMHS 和伙伴机构的数据。

3.

关于地球系统数据国家合作的指导原则和建议

3.1
推动各国加强地球系统数据合作的动力与推动国际数据交换的动力性质相似，可以简单地表述为：
“数据共享对于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是互惠互利”。
3.2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地球系统数据被一致认为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最近，各种国内和国际经济
分析表明，地球系统数据的经济影响最大的是免费和开放的数据政策，共享所有可用的地球系统数据的好
处远远超过成本。成本是指将数据出售给愿意并能够付费的用户所带来的潜在收入损失。
3.3
数据收集、处理和分发的基本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应被视为会员的整体责任，而不仅仅是其
NMHS 的责任；所有国内实体遵守通过本决议制定的数据政策应被视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地球系统数据的社
会经济效益的关键。
3.4
因此，向会员提出的建议是采用以下关于交换地球系统数据的国内做法（另见附件 3，关于公共私营部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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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MHS 应努力成为国家一级地球系统数据的整合者，既要根据 WIGOS 框架提供的指导加强
自己的观测系统，又要建立国内伙伴关系，并根据其在为环境监测和预测目的获取、处理和分
发观测数据方面的经验发挥国内领导作用；

(b)

数据做法应与 WMO 的数据政策保持一致，以确保所有部门（公共、私营和学术界）的用户都
能免费、不受限制地调用至少附件 1 所述的、由 NMHS 获取的核心数据，而且不附带费用和
任何使用条件；

(c)

获取国际交换的核心数据的技术解决方案应完全符合免费和不受限制的原则，以方便获取，并
尽量减少数据检索和交付的任何费用；

(d)

应欢迎和推进 NMHS 以外的实体提供观测数据，即尽可能广泛地访问 WMO 各系统，如
WMO 信息系统（WIS）和 WIGOS 等系统及其技术工具；

(e)

鼓励各会员除附件 1 所列最低限度数据之外，以最低限度的条件扩大其数据的提供范围。

如果会员选择对交换推荐数据附加条件，他们不妨考虑使用 WMO 指导材料中说明的许可证形式。

4.

与研究部门开展国内合作的指导原则和建议

4.1
研究数据由大学、研究所和许多其他机构收集，在某些情况下是在有限的时间段内收集的。这
些数据涉及地球系统的多个领域（大气、海洋、冰冻圈、水文、环境科学、空间科学等）。这些数据的多
样性反映了地球科学学科、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的广泛性。
4.2
开放数据政策被公认为能促进科学发展，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数据的价值、效率和扩大能力以及
公平性 10。研究界的大多数数据提供者都是非商业性的，他们一般不能也不会对数据的使用收取费用。然
而，他们可能会要求注明数据来源，不仅在作为科学出版物的基础时，而且在数据被纳入业务产品和服务
时也是如此。
4.3
鉴于研究作为成功进行天气预报的关键因素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研究对 WMO 所有应用领域
的持续贡献，与研究部门在数据方面的合作对 WMO、NMHS 和本组织会员的其他相关国内机构尤为重
要。关于地球系统数据的使用，这种合作有两个主要方面，即（1）提供研究数据供业务使用，（2）获取
NMHS 和其他政府数据供研究部门使用。
(a)

提供研究数据供业务使用。WMO 长期以来一直将研究数据作为用于发展和支持业务服务的重
要投入。例如，在业务天气预报中，许多关键的卫星数据是由研究或技术示范任务提供的，而
这些任务最初并不是为业务目的设计或部署的。同样，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应用领域，最主要的
是海洋学、冰冻圈服务和与大气成分有关的应用，绝大多数观测数据是由研究实体提供的；

(b)

获取 NMHS 和其他政府数据供研究部门使用。有必要改善 WMO 业务部门和研究界之间的数
据交换。研究项目往往依赖于外部环境数据和服务（包括天气预报），因此存在着内在的共同
依赖性。统一数据格式和数据共享协议将促进急需数据的互可操作性、释用和高质量科学的进
步。制定地球系统综合监测和预测方法所面临的科学挑战的广度和范围都非常大，即使是
WMO 最富裕的会员中资源最充足的 NMHS 也无法单独承担这项工作。因此，尽可能广泛地
争取科学界帮助开展这项工作，这符合 WMO 所有会员的利益。在可能的情况下，免费和不受

FAIR 数据原则（可查找、可获取、可互操作、可重复使用）。FAIR 原则 – GO FAIR (go-fair.org) 是一个有用
的框架，可用于共享研究数据，以实现最大限度的使用和再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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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地提供所有 NMHS 的数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与地球系统数据打交道的国内伙伴组
织的数据，这应是开展这种合作的一个关键因素。
4.4
法：

因此，这项政策呼吁 NMHS 和其他相关的政府数据提供者在与研究部门合作时采取以下做

(a)

向所有公共资助的研究提供对它们获得或拥有的所有核心观测数据（如附件 1 所述）的免费
和不受限制的访问权，不收取费用并不附带使用条件；

(b)

向所有公共资助的研究和教育团体提供对它们获得或拥有的所有建议性观测数据（如附件 1
所述）的免费和不受限制的访问权，不收取费用，供其在非商业活动中使用；

(c)

向所有公共资助的研究提供对所有模式和分析数据及其他产品的免费和不受限制的访问权；

(d)

尊重研究实体针对用于业务目的数据提出的归属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
决议##/1 (Cg-Ext(2021))的附件 3
关于在公共私营参与中应用数据政策的指导原则
1.

目的

1.1
本指导原则的目的是通过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更好地共享数据，促进实施关于扩大和加强免费和不
1
受限制 地进行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流的政策。这些指导原则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即免费和不受限制原则的
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部门之间健全、公平、透明和稳定的关系。
1.2
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大部分互动，包括共享或获取数据和信息，都是在国家一级进行的。然而，
在国际一级运行的私营公司可与 NMHS 和不同国家的其他公共实体进行互动。NMHS 和欧洲中期天气预
报中心（ECMWF）和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EUMETSAT）等国际组织也是国际数据的用户和提供者。
任何与数据交换和共享有关的公私互动都必须在决定如何组织和提供天气、气候和水等服务方面尊重会员

主权，包括在采用国家和区域法律和政策，按照免费和无限制的原则提供资料和产品，并分配与公共安全
有关的主要国家责任等方面（日内瓦宣言-2019）。
2.

WMO 公共-私营参与高级别政策提出的总体指导原则

日内瓦宣言-2019：构建天气、气候和水等行动共同体，其中提出了 WMO 公共-私营参与（PPE）
2.1
高级别政策。该宣言反映了来自天气、气候和水业等所有部门的利益相关方之间合作和伙伴关系的新模
式，这是联合应对与极端天气、气候变化、缺水和其他环境灾害有关的全球社会风险所必需的。该宣言涵
盖了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数据共享和交换的几个方面。高级别 PPE 政策对本决议中的数据政策进行了补
充，为会员和各部门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了以下总体指导原则：

1

“免费和不受限制”的定义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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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在充分考虑国情并适当尊重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在各个层面推动扩大和拓宽免费、不受限制
的国际数据共享；

(b)

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应促进和适用公平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安排，并遵守质量和服务标准，以共同
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

(c)

为建立和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所有利益相关方应确保在获取附带使用限制的商业数据方面，
公共和私营部门实体彼此之间应平等对待； 2

(d)

所有利益相关方应承诺遵守关于提供数据和避免反竞争行为的相关国内和国际立法和政策；

(e)

所有利益相关方认识到彼此的相互依存性，应通过多部门参与来提高效率和更好地为社会服
务，从而寻找机会加强全球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

(f)

应鼓励制定创新性数据交换机制和激励措施，以提高数据的可用性，解决现有的数据差距，促
进更多的数据共享，并避免分散化。

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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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数据交换的指导原则

提供和交换核心数据

该决议恢复了对核心数据“免费和不受限制”的国际交流政策（核心数据的详细说明见附件 1）。此外，
“免费和不受限制”的新定义明确指出，这些数据应免费提供，不附加使用条件。在应用这一政策交换核
心数据时：

3.2

(a)

会员应确保所有部门（公共、私人和学术界）的用户都能免费、不受限制地获取附件 1 中所
述的已申报的核心数据，且不附带任何使用条件；

(b)

会员应确保，如果是从私营部门数据提供者那里购买的核心数据，这些数据集应得到相应的许
可，以便进行免费和不受限制的国际交换；

(c)

获取国际交换的核心数据的技术解决方案应完全符合“免费和不受限制”的原则 3；

(d)

负责授权使用 WIS 的会员常任代表（PR）（《WMO 信息系统手册》 (WMO-No. 1060)）
应授权不受阻碍地获取核心数据；

(e)

认识到地球系统数值天气到气候预报（NEWP） 4系统的发展以及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取决
于能否获得更多的地球系统数据；鼓励各会员根据免费和不受限制的原则扩大其数据的提供范
围。此外，许多会员和国际组织采取的开放和免费获取所有公共数据的做法，极大地扩大了向
所有其他会员提供免费和不受限制的高质量数据的范围。

提供和交换推荐数据

2

更多信息，请参见 Zillman, John，《WMO 决议 40 的起源、影响和后果》（WMO-No. 1244）。

3

在通过该决议草案时，主要是通过 WMO 信息系统（WIS）获取会员提供的核心数据；也可以提供其他获取方式
（ftp 服务器或类似方式）。

4

“NEWP”是“NWP”缩写的延伸，反映了 WMO 科学咨询专家组建议的数值模拟和预测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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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鼓励会员对其提供的推荐数据适用免费和不受限制的国际交换原则，但这些数据集可能有使用条件，
例如用于商业目的。此类条件的提出者应遵循以下总体原则：
(a)

公平、透明地设定使用条件； 5

(b)

公平竞争环境 — 同样的规则适用于将数据集用于商业目的的公共和私营实体； 6

(c)

反竞争行为（例如，为了给公共部门实体或其附属机构的商业活动创造竞争优势而阻止获取公
共数据）应被视为不遵守高级别政策（《日内瓦宣言》）；

(d)

会员应提供推荐数据的目录，以便利其在既定使用条件下的使用。ECOMET 在欧洲的经验为
此类编目和为统一同一地理区域中不同国家规定的使用条件提供了良好的规范；

(e)

在交换附有使用条件的数据时，应向最初和随后的接收者说明数据创建人提出的条件。

3.3
关于获取公共数据的区域（如欧洲联盟）或国家开放数据政策要求包括 NMHS 在内的公共机构免
费开放地提供其所有数据；此外，可能还要求为免费获取提供便利，并有可能收回复制、提供和分发所产
生的边际成本。这种数据政策有利于私营部门，并可刺激商业机会。因此，私营部门的利益相关方应在经
济上合理的情况下，考虑对等的数据共享办法，特别是与拯救生命和保护财产有关的关键服务所需的数
据。这样做的前提是，企业的所有部门都承诺承担社会责任，并为实现公共利益做出贡献。
4.

获取私营部门的数据

4.1
WMO 的许多文件都认识到了私营部门制作的数据的快速增长（参见：日内瓦宣言 – 2019、
PPE 指导原则、WMO 战略计划 2020–2023、WMO 新兴数据问题指导原则、WIGOS 2040 年愿景）。
从政策和商业模式的角度看，这些数据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是通过私人投资制作的，因此有特定的私人部
门所有者。私营部门需要投资回报；因此，商业模式显然是“营利性的”；不过，与私营部门密切协商制
定的日内瓦宣言 – 2019 的总则条款鼓励在互利、公平和透明的安排下与其他部门的利益相关方共享数
据。
4.2
WIS 和 WIGOS 的概念既承认又能够使私营部门的数据能够被纳入国家和国际两级的 WMO 系
统，这种方法可望带来效率、创新并可支持可持续性。对准确和可靠的用户特定服务的需求以及对新一代
天气和气候情报产品的需求（例如在城市地区和特大城市）将不可避免地要求将私营部门的数据更多地纳
入高分辨率 NEWP 的数据同化中。
4.3
大力鼓励各会员促进公共部门与活跃在该国的私营公司之间的对话，并考虑利用私营部门的
数据来填补空白和优化国家综合观测网络。为此，建议考虑以下因素：
(a)

采用通用方法进行质量控制和维护；

(b)

采用相同的标准和建议的做法和程序，例如 WMO 或其他相关组织制定的标准和程序，以确保
互可操作性；

(c)

建设集体能力和创新方法； 7

5

更多详情请查询《公共私营部门参与的指导原则》（WMO-No. 1258）。

6

更多详情请查询《公共私营部门参与的指导原则》（WMO-No. 1258）。

7

更多信息请参见《WMO 新兴数据问题指导原则》（WMO-No. 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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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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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适当的监管框架，包括许可证和认证机制，使这种合作能够与各自独立的监督相结合。

交换公共部门从私营部门购买的数据

随着私营部门在提供观测数据或全球 NWP 方面的活动越来越多，在一些国家，公共部门实体（如
NMHS）将从私营公司购买全球或区域数据集。向其他会员重新分发这些数据集的条件可能因许可证协议
而有所不同。鼓励会员就购买私人数据集用于其业务的需求和附加值与其他会员进行磋商，特别是与那些
运行全球或区域 NWP 的会员协商。会员可根据经济分析，考虑购买带有国际再分配许可证的商业数据集
（作为核心数据或推荐数据），并考虑建立与其他会员适当分担费用的模式，同时铭记所有各方的利益，
以及通过决议中的“须”字承诺，在免费和不受限制的基础上交换所有申报的核心数据。
5.

关于使用和交换非 NMHS 数据和非常规数据的总则

5.1
非 NMHS 数据包括数量不断增加的传统第三方数据、新的传感器数据或来自“物联网”的非常规
数据（通常作为智能系统的副产品产生，而不是用于气象或相关目的）。鼓励 NMHS 详细研究国家数据状
况，并根据 WIGOS 的原则，努力牵头开展这些数据的整合。许多新数据来自私营部门，为创新性服务提
供了机会。同时，NMHS 的主要责任仍然是维护经证明质量良好的基准数据集，符合 WMO 对质量和可追
溯性的要求。在大多数国家，这些数据构成了气候变化研究和评估所需的长期数据系列。
5.2
在国家一级组织这种数据交换时，国家监管机构（如果特别指定，否则默认为 NMHS）需要建立
各部门和各学科的通用质量控制程序，以确保遵守 WMO 和其他有关组织制定的国际要求。此外，在将此
类数据用于业务化提供必要的服务（如减少灾害风险的服务）时，必须考虑数据提供的连续性，以避免中
断。
5.3
WMO 数据政策没有具体涉及非常规数据的国际交换。然而，人们认识到，这些数据对 WMO 各业
务领域所提供的服务的重要性在未来几年内将会增加。因此，WMO 提供了《WMO 新兴数据问题指导原
则》（WMO-No. 1239）。作为实施该决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WMO 基础设施委员会（INFCOM）将
监测这些问题，并将考虑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指导或对规范做必要的修订。

___________________
决议##/1 (Cg-Ext(2021))的附件 4
术语和定义
词语或短语

定义

数据

数据是指观测、分析和预测，以及下文所定义的衍生产品。在本决议中，“数
据”一词包括数据集、信息和产品等。

观测值

观测值是指由任何地表或空基仪器对地球系统的任何物理或化学量进行的直接或
间接测量值，如下文的界定。它们可以是直接或间接测量值，该术语可包括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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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或短语

定义
观测者推断的数量。该术语还可包括统计量或衍生量，如时间或空间平均值、累
积值和时间最大值或最小值。

分析和预测

分析和预测指的是由定量算法生成的数据集，如数值或统计预测模式，可应用于
观测，可描述地球系统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状态，如下所述。
这些数据集包括但不限于 GDPFS 范围内所涵盖的全球和有限区域数值天气预报
和气候再分析场。

衍生产品

衍生产品是指从上述一种或多种基本数据类型（观测、分析和预测）生成的数
据，通常是通过应用定量算法生成的。在本决议中，该词被理解为包括 WMO 会
员之间交换的恶劣天气、水文或其他环境现象方面的某些监视、预警、咨询和警
报。

地球系统、地球系统
数据

地球系统是指整个地球圈的各种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或“圈层”，以及（通常也
指）这些圈层相互作用的物理、化学、生物和与人类有关的过程。在本决议中，
主要强调的是地球的陆地表面、冰冻圈、水圈、大气层和散逸层，以及这些圈层
内发生的物理和化学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过程。
因此，地球系统数据应理解为描述地球陆地表面、冰冻圈、水圈、大气层和散逸
层过去、现在或未来状态的数据（如上定义）。

数据交换

数据交换是指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商定的渠道或在商定的平台上向国家和国际
用户提供数据；这包括确保数据的互可操作性，例如通过使用商定的通用格式，
提供必要的解码软件，提供所有必要的元数据等，如 WMO 技术规则相关部分所
规定的。

免费和不受限制

免费和不受限制是指供免费使用、再使用和共享，不附加使用条件。

不收费

在本决议中，“不收费”是指不超过复制和交付成本，不对数据和产品本身收
费。

使用条件

在本决议中，使用条件只能适用于推荐数据；可使用许可证来适用这些条件。请
注意，注明出处不被视为数据使用的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大力鼓励注明出
处。

建议 19 (INFCOM-1)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过渡和预运行计划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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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及决议 48 (Cg-18) –下一个 WMO 财务期（2020-2023 年）的极地和高山议程的主要方向；决议 50
(Cg-18)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预运行阶段；决议 6 (EC-71)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
家组；决议 37 (Cg-18)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从 2020 年开始过渡到运行状态；建议 1 (INFCOM1)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初始运行阶段计划（2020-2023 年），
注意到决议 7 (INFCOM-1)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咨询组，
欢迎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EC-PHORS）第十次届会提出的关于将全球冰冻圈
监视网(GCW）的活动纳入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工作结构的建议；
建议执行理事会通过本建议附件中的决议，通过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预运行计划。
__________
建议 19(INFCOM-1)的附件
决议##/1 (EC-73)
执行理事会，
忆及：
(1)

决议 1 (Cg-18) – WMO 战略计划，

(2)

决议 37 (Cg-18)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从 2020 年开始过渡到运行状态，

(3)

决议 38 (Cg-18)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2040 年愿景，

(4)

决议 48 (Cg-18) – 下一个 WMO 财务期（2020-2023 年）的极地和高山议程的主要方向，

(5)

决议 50 (Cg-18)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预运行阶段，

(6)

决议 6 (EC-71) –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7)

决议 7 (INFCOM-1)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咨询组，

注意到决议## (EC-73) –WIGOS 初始运行阶段的计划（2020-2023 年），
念及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主要河流的流域，这些河流的水源来自冰川和融雪，
关切地注意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别报告》(SROCC)
（2019 年）中关于所有地区冰冻圈的重大变化及其后果的调查结果，
认识到迫切需要对冰冻圈进行持续监测，以支持社会对冰冻圈的长期变化以及相关极端事件的频率和强度
的变化做好充分准备并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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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地注意到按照 WMO 战略计划的规定，GCW 在获取和利用冰冻圈提供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信息方面
取得的总体进展；
审查了建议 19(INFCOM-1)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过渡和预运行计划，
通过本决议附件中的冰冻圈监视网（GCW）预运行阶段的计划；
要求会员、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组织开展活动，以实现计划中所述的目标和相关成果；
要求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为 GCW 活动提供技术指导，并与适当的机构和合作
伙伴保持联系；
进一步要求 INFCOM 定期审查该计划，进行更新，向执行理事会报告该计划的执行进展情况，并向第十九
次世界气象大会提交报告；
要求秘书长：
(1)

向会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必要的援助和秘书处支持，以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
实施该计划，并反映出它们的要求；

(2)

动员各会员为进一步开展该计划活动提供必要的资源

授权秘书长对本决议附件的内容进行编辑性修改；
敦促会员：
(1)

继续促进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与国家和区域伙伴、研究机构和学术界建立联系，以最大
限度地利用现有的观测基础设施、获取冰冻圈数据以及将冰冻圈研究的进展转化为业务活动；

(2)

继续提供资源，包括通过 GCW 信托基金和/或借调专家，帮助支持实施 GCW；

要求各区域协会与GCW合作组织研讨会，包括能力发展和外联活动；
邀请伙伴组织：
(1)

参与该计划的相关活动；

(2)

通过提供人力和财力资源，进一步支持GCW的实施。

决议##/(EC-73)的附件
冰冻圈监视网
预运行阶段 – 高级别计划，2020–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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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879 年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气象大会决定，如果能在山顶建立观测站，将是非常有用的，这样它们[......]

可以帮助解决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
大会请各国气象系统的主管……发布......]在高海拔站进行的现有观测系列，[......]。大会提请气象学家注
意测量冰川长度和厚度变化的重要性。它建议[......]继续进行冰川观测并公布结果。
为此，科学界在 1894 年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地质大会期间成立了“国际冰川委员会”（CIG）。
2

引言

冰冻圈是地球气候系统的组成部分，包括雪、固体降水、海冰、湖冰和河冰、冰山、冰川和冰帽、冰盖和
冰架、多年冻土层和季节性冻土等。地球上大约 70%的淡水以雪或冰的形式保存。冰冻圈遍及全球，季节
性或常年性地占据大多数纬度地区，存在于北极、南极和山区以外的近百个国家。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Cg-17）批准的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的实施工作已经达到了成熟水平，
GCW 正在促成关键组成部分的部署。其中包括 GCW 地表观测网络、GCW 数据门户和“雪情监视”评
估。GCW 的观测组成部分是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 1）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GCW 的数据访
问目标与 WMO 信息系统（WIS）一致。
决议 50 (Cg-18)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预运行阶段，决定在第十八财期（2020-2023 年）继续发展
GCW，并进入预运行阶段。这包括完成规范性工作，并按照 Cg-18 批准的优先事项，将重点转移到冰冻
圈数据的获取和利用以及“监视”功能上。
建立 GCW 的预期效益取决于会员和合作伙伴能够在这一阶段向 GCW 提供的机构支持，以及将 GCW 成
熟组成部分纳入其监测计划。
3

实施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3.1

GCW 的任务

GCW 是 WMO 的一个交叉性活动领域，旨在满足其会员及其伙伴对有关作为地球系统关键组成部分的冰
冻圈状况的权威性、可付诸于行动的、和易理解的科学信息的需求。GCW 的任务是支持各会员持续加强
其观测冰冻圈所有组成部分的能力，获取和利用冰冻圈数据的能力，以及根据对冰冻圈的原位、空基和飞

1

WIGSO 的组成观测系统应包括世界天气监视网（WWW）的全球观测系统（GOS）、全球大气监视网（GAW）计

划的观测部分、水文和水资源计划（HWRP）的 WMO 水文观测系统（WHOS）以及 GCW 的观测部分，包括其地表
和空基部分（《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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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观测以及模式进行增值分析和制定指标的能力，以满足 WMO 战略计划 2（2020–2023 年）和 WMO
水抱负的核心信息需求。
会员需要冰冻圈信息来表示动态的地球系统过程，并在所有纬度和高度上实施海洋-冰冻圈-大气层-陆地系
统的耦合，以便进行天气、海冰、气候和水文监测、预报和预测。该计划明确强调了支持陆地和海冰安全
的业务监测要求。
作为与北极可持续观测网络（SAON）合作的一部分，GCW 继续为 WMO 作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发挥作用
做出贡献。2017 年《费尔班克斯宣言》指出，“理事会认识到[......]需要在北极地区建立维护良好和持
续的观测网络并进行持续监测，如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冰冻圈监视网计划”。
3.2

WMO 在地球系统冰冻圈方面的领导作用

全面运行的 GCW 将为会员提供必要的工具，以获取和吸纳关于冰冻圈的信息，从而满足其用户的需要。
目前，许多与冰冻圈有关的活动继续通过研究和学术界提供资源和管理，与业务服务的联系有限。WMO
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促进会员获取关于冰冻圈的信息，因为气候变化不仅增加了极地、次极地和高山地区
的需求，而且也增加了全球的需求。
WMO 核心活动依赖于冰冻圈信息，对所有会员都有效；这些活动包括水文服务、水资源管理、天气预
报、气候监测、冰业务服务、制作早期预警和监测自然灾害等。由于成本高、交通不便、作业条件较为极
端、地方能力不足或机构任务薄弱，极地和许多山区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监测。各部门之间的数据交换机
制不足，继续阻碍着这些区域水文气象和气候服务的发展，现有的数据源由于多个运行方的分散和缺乏统
一的数据政策而未得到充分利用或丧失。
在这种情况下，WMO 在 GCW 框架内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制。
3.3

GCW 对 GCOS 及其实施计划的贡献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出版物《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需求》（GCOS-200，2016）确定 GCW
在海洋和陆地冰冻圈的多个方面为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做出贡献（见本文件附件 1）。2016 年 GCOS-200
第 5 章“陆地气候观测系统”指出，“WMO 已经建立了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将观测冰冻圈的不同网络聚
集在一起并协调原位监测，包括协调野外站点和测量方法”。
在 2015-2019 年的实施阶段，GCW 取得了本文件第 2.4 节所确定的有助于 2016 年 GCOS-200 冰冻
圈行动的成果。
2020 年，GCW 和 GCOS-GOOS-WCRP 3海洋观测物理与气候专家组（OOPC）签订了协议书，共同管
理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基本海洋变量（EOV）和 GCOS 基本气候变量（ECV）海冰。根据该协
议，GCW 已为该 ECV 的状态报告提供了资料。

2

在 WMO 战略计划的背景下，地球被视为大气圈、海洋、冰冻圈、水圈、生物圈和地圈的综合系统；决定地球过去、

当前和未来状况的是物理、化学、生物和人类的相互作用，而根据对这种作用更深入的了解可使上述系统为政策和决策
提供依据。
3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世界气候研究方案(WC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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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W 实施状况

在第十七个财期，GCW 取得了以下成果：
(a)

GCW 地表观测网（CryoNet 和贡献台站）被纳入 WIGOS（EC-70）。该网络最初建立时，
包括由 25 个会员国的 41 个机构运行的 153 个台站；

(b)

WMO 编写并出版了针对冰冻圈的规章性和指导性材料，内容如下：
•

技术规则第一卷 – 通用气象标准和建议规范 (WMO-No. 49)第一部分第 8 章，全球冰
冻圈监视网观测部分的特有属性；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 技术规则》附件八 (WMO-No. 1160)，第
8 章，全球冰冻圈监视网观测部分的特有属性；

•

《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 (WMO-No. 8)第二卷 – 测量冰冻圈变量，也涉及行动 T4：
审查监测指南（GCOS-200，2016 年）；

•

冰冻圈特有元数据被纳入《WIGOS 元数据标准》 (WMO-No. 1192)，2019 年版；
这也是对行动 T5 的贡献：开发元数据（GCOS-200，2016 年）。

(c)

挪威气象局主办的 GCW 数据门户越来越符合 WIS，至少在元数据一级与 80 多个数据储存
库实现了互可操作。

(d)

《电码手册》（WMO-No 306）公布了用于国际交换雪深和积雪水当量数据的 BUFR 表；据
报告，自 2017 年实施以来，雪数据交换量增加了 60%以上；这也是对 2016 年 GCOS200 行动 T28 的贡献。

(e)

卫星雪产品比对和评价活动（SnowPEx）由 GCW 于 2013 年启动，由欧洲航天局（ESA）
提供资金；所有结果将在 2020 年前公布；2016 年的 GCOS-200 行动 T28 中确定了
SnowPEx；

(f)

关于冰冻圈状况的评估和跟踪情况定期在 GCW 网站上公布，例如，雪跟踪情况和季节性积雪
评估；这些都为行动 T29“雪的综合分析”（GCOS-200，2016 年）做出了贡献；

(g)

各活动的雪监视框架，其中包括雪产品清单；

(h)

根据国际上现有的术语表制定了一套综合的冰冻圈术语，并已在 GCW 网站上公布；

(i)

GCW 区域研讨会：智利（2014），中国（2013），俄罗斯联邦（2016）和坦桑尼亚
（2017）；

(j)

GCW 是 WMO 高山峰会（2019 年）的主要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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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CW 预运行阶段计划

4.1

概述

该计划反映了 GCW 至 2023 年的活动，是 WMO《2020-2023 年运行计划》成果 2.1.6 的一部分。该
计划与 WMO 战略计划相一致，特别是目标 2，即加强地球系统观测和预测，以促进提供目标 1 确定的提
供权威的、易理解的、面向用户和适合目的的信息和服务。这些成果可支持目标 4，即弥补在天气、气
候、水文及相关环境服务方面的能力差距，重点是发展中国家。
4.2

GCW 预运行阶段：对会员的好处

GCW 的利益相关方包括 NMHS、研究组织、学术界、其他国家机构和国际组织等。
作为 WMO 的一项活动，GCW 具有独特的地位，可以促进科学界和业务界之间以及科学家和业务人员之
间的国际协调和伙伴关系，通过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合作，利用在了解冰冻圈在地球系统中的作用方面取得
的进展，提供必要的服务。WIGOS 数据伙伴关系框架与在国家一级建立和维持这些伙伴关系有关。
预计 GCW 将为会员带来以下好处：

4.3

(a)

可支持已确定的应用的明确的冰冻圈观测要求；

(b)

在数值天气预测、业务分析、气候再分析和模式验证中更多地使用冰冻圈数据进行耦合同化
（海洋-冰冻圈-大气层-陆地）；

(c)

近实时获取海冰数据制作业务预报，以支持导航和近海活动，如冰务部门的活动；

(d)

获取必要的信息，以评估与雪、冰川和多年冻土变化有关的自然灾害，以便进行早期预警、测
绘灾害和规划；

(e)

分析作为淡水库的冰雪，以支持与农业和粮食生产、洪水管理、水力发电等有关的决策；

(f)

帮助解决冰冻圈观测和应用方面的差距，正如附件 2 中《IPCC 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
别报告》（SROCC）所指出的那样；

(g)

为 GCOS 实施计划的目标做出贡献；

(h)

获得更多的数据来源，用于寒冷气候的工程基础设施设计以及山区和北方路线（雪地、多年冻
土或冰冻的河流/湖泊）的运输规划；

GCW 预运行计划的可交付成果

在这一阶段结束前，将提供以下可交付成果：
(a)

在 WIGOS 和 WIS 内开展持续的冰冻圈观测和数据系统，以解决冰冻圈观测和数据匮乏的问
题；

附录 4：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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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关于 WIGO 要求、滚动要求审查和 WIGOS 愿景 2040 年框架内的冰冻圈监测要求和能力的
指导说明；

(c)

运行的冰冻圈“监视”能力可支持在 WMO 无缝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GDPFS）、全球
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的框架内，监测、预测和服务，并与 WMO 水方面的八大抱
负保持一致；

(d)

支持区域一级能力发展的试点项目，重点是最脆弱的区域（如山区生态系统、高寒带等）；

科学家和业务人员之间以及业务界和科学界之间互利的伙伴关系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基础，GCW 将继续与相
关社区进行互动。
GCW 将继续促进空基冰冻圈数据和产品的使用。GCW 与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EC-PHORS）的极地空间任务组（PSTG）之间的合作对于该计划的成功仍然至关重要。
全球冰冻圈综合信息系统是 GCW 的长期目标，以维持必要的冰冻圈信息的获取。将在预运行阶段启动一
项战略，并与现有的倡议相联系。
4.3.1

持续的冰冻圈观测

将组织开展以下活动，以促进冰冻圈观测的可持续性，并与 WIGOS 运行计划保持一致：
(a)

WMO 技术规则（WIGOS 手册和 WIGOS 指南）：

到 2022 年完成并公布规章性和指导性材料，使会员能够规划、运行和发展其冰冻圈观测系统，重点是
WMO 统一数据政策所要求的观测要求；
(b)

(c)

GCW 观测网：
•

正在进行 — 促进在 WMO 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审查工具（OSCAR/地表）注册更多由
会员和合作伙伴运行的冰冻圈观测资料；

•

自 2021 年起，采用经批准的程序，向 GCW 站分配 WIGOS 台站标识符（决议 35
(Cg-18)）；

2023 年前，WIGOS 数据质量监测系统（WDQMS）将注册的冰冻圈观测资料纳入其中：
•

制定监测冰冻圈观测的职责，包括数据的提供/接收（如全球/区域模拟中心等）、确定
和处理问题以及提供反馈等；

•

参与并建立一个或多个 WIGOS 区域中心，以发挥 WDQMS 在冰冻圈数据方面的作
用，并使 GCW 台站与这些区域 WWC 保持一致；

(d)

开展支持实施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的活动，例如关于雪、海冰等的活动；

(e)

支持编制原位和卫星反演的冰冻圈关键观测变量、数据集和产品的清单，并与 GCW 监视网磋
商，为 WMO 空间计划进行的差距分析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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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关于监测冰冻圈的指导声明（CRYORA）

预运行阶段的一个优先重点是在 WMO 滚动要求审查、“OSCAR/要求”数据库和 WIGOS 愿景 2040 的
框架内整合对冰温层观测和相关能力的要求。会员和合作伙伴将依托全球综合观测战略（2007 年）冰冻
圈专题报告合作开展这项工作，并将为地球系统观测系统设计和实验联合专家小组（JET-EOSDE）的成果
做出贡献，特别是：
(a)

在 2023 年之前提交关于冰层综合观测要求和能力评估的报告；

(b)

提交综合观测要求，以便纳入《WIGOS 手册》；

(c)

2024 年前，完成冰冻圈监测指导声明。

4.3.3

持续的冰冻圈数据系统

GCW 数据门户是 WMO 与非 WMO 数据管理框架和数据提供者之间的桥梁，其中一些提供者的数据管理
能力有限。为此目的将采取以下行动：
(a)

4

GCW WIS2 试点项目，将从 2021 年开始逐步实施；
•

争取开放获取 GCW 站的数据（实时和存档），并按照气候和预报公约（CF）促进网络
通用数据格式（NetCDF）作为冰冻圈数据的首选格式；

•

支持 GCW 站运行方，特别是那些数据管理能力有限的运行方，使他们能够访问访问依
托 MeteoIO 的 GCW 开发的软件堆栈，将他们的数据转换为结构化的 NetCDF/CF
（符合 FAIR 标准）格式；

•

从 2021 年起，逐步公布 GCW 站的数据，并提供可供分析的数据；

(b)

支持定义新的表格（如 BUFR），用于实时/近实时的冰冻圈数据交换（如海冰变量）；

(c)

支持实现 WMO 统一数据政策的目标；

(d)

WIGOS 和 WIS 数据和元数据：通过为相关标准做出贡献，解决冰冻圈观测元数据和数据表
示方面的差距(《WIGOS 元数据标准》 (WMO-No. 1192)和《电码手册》
(WMO-No. 306))；

(e)

在 2023 年之前制定一项关于冰冻圈数据存档解决方案的建议，以解决数据集的长期可用性和
可追溯性的问题；

(f)

将 GCW 数据门户建成一个具有选定 WIS 功能的冰冻圈数据收集或制作中心（DCPC） 4；

数据收集或制作中心（DCPC）是指在具体的 WMO 计划内履行国际责任的中心，负责制作和提供数据、预报产品、

经过处理的信息或增值信息，和/或提供存档服务。DCPC 还可以提供基本的 WIS 功能，如元数据目录、互联网门户和
数据访问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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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与具有代表性的数据中心，即第三极环境（TPE）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第三极环境数据中心、
全球陆地多年冻土网数据中心等实现互可操作；

(h)

出版关于冰冻圈术语和语义的评估报告，并让科学界参与解决代表性的差异（2021 年）。

4.3.4

GCW“监视”功能：获取增值的冰冻圈数据

“监视”活动是与以下应用的衔接：数值天气预报（NWP）、冰雪航行预报、水文预报、区域气候预测
（如区域气候中心和区域气候展望论坛）和监测（如 GCOS）、水文状况和展望（HydroSOS），并支持
开发山区专用产品等。在这一阶段，重点将放在：
(a)

截至 2021 年，包括通过对 SnowPEx 后续活动和 HydroSOS 的贡献来加强雪情监视的作
用；

(b)

从 2021 年起，与服务委员会（SERCOM）的海洋气象和海洋常务委员会（SC-MMO）、海
洋观测物理和气候专家组（OOPC）以及其他机构协商后，将重点放在海冰上。

“监视”的职责范围包括：
(a)

根据原位、空基和飞机观测以及模式，制定和传播关于冰冻圈状况的指标、跟踪器和评估，以
满足会员的需要，并与 WMO 战略目标和 WMO 水抱负（如 HydroSOS）挂钩，例如：
•

不同尺度的雪和海冰覆盖；雪、冰川和多年冻土中储存的淡水；异常情况和极端事件，
相关灾害的特征等。

(b)

就冰冻圈数据同化和利用以及同化就绪的数据集提出建议，作为对 GDPFS 和 GMDSS 的贡
献，并作为对地球系统耦合模拟和预测的投入；

(c)

按照《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的规定，为发展现有的或新的
GDPFS 中心的具体职能提供投入

(d)

制定并促进实施观测、测量和报告做法，包括术语以及与数据和元数据表示和使用有关的方
面，以便在《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第二卷《测量冰冻圈变量》中出版：
•

海冰、多年冻土、冰川和冰帽，2023 年前完成。

•

冰盖和冰架，以及湖冰和河冰，2023 年前启动；

(e)

支持冰冻圈综合观测要求的目标；

(f)

促进比对，以确定现有冰冻圈数据和产品的特点，从而反映预期用途和支持会员的预测能力；
•

海冰厚度和海冰上的雪产品比对（截至 2021 年正在筹备）；

•

下一阶段的卫星雪产品比对和评价工作（SnowPEx），2021 年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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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为极地和山区区域气候中心（RCC），特别是第三极区域气候中心网络（TPRCC-网络）、北
极区域气候中心网络和南极区域气候中心网络，以及相关的气候展望论坛开发相关的冰冻圈产
品提供专家意见；

(h)

从 2022 年起逐步出版《冰冻圈年度公报》；

(i)

启动全球冰冻圈综合信息系统战略。

4.3.5

支持能力发展项目

在预运行阶段，GCW 与 WMO 的其他机构合作，让 NMHS 和其他国家机构的专家参与解决区域需求的项
目，例如按照第 4.3.1 至 4.3.4 节所列的活动大纲开发的与冰冻圈观测和数据使用有关的知识转让，包括
(a)

制定区域项目清单，以此作为在项目建议书中获取有关冰冻圈信息需求的框架；

(b)

作为 HydroSOS 项目的一部分，在区域一级促进开发和实施关于冰冻圈的信息；

(c)

促进和组织区域研讨会，暂定时间表为：安第斯山脉（2021 年）、高加索地区（2022
年）、中亚和第四区域协会（2023 年）。

4.3.6

伙伴关系

第 4.3.1 至 4.3.5 节概述的可交付成果取决于在国家和区域两级与主要方计划和合作伙伴建立的伙伴关系
的长期性和有效性。在这个意义上，GCW 将：
(a)

与会员和合作伙伴一起，由外部资助并与本计划保存一致，编写具体项目提案，例如通过欧洲
委员会的框架计划、各空间机构（如欧洲航天局)、哥白尼计划、世界银行、会员推动的项目
等；

(b)

通过筹备和分发与业务服务有关的冰冻圈观测要求，例如气候监测、冰业务服务、山区水文、
灾害监测等，为 PSTG 的前瞻性战略作出贡献；

(c)

共同设计的解决方案，将冰冻圈信息纳入“WMO 八大水抱负”执行工作，例如通过北极水文
循环观测系统（HYCOS）、HydroSOS 等；

(d)

落实 WMO 与 TPE 方计划谅解备忘录的目标（2019 年）；

(e)

与山区研究倡议（MRI）建立正式的伙伴关系；

(f)

根据会员的需要，促进 WMO 会员与北极观测和数据系统（ROADS）战略北极可持续观测网
络（SAON）路线图之间的联系；

(g)

WMO、极地数据社区、SAON-北极数据委员会（ADC）、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DM）
和数据管理系统之间就数据标准化、术语和语义保持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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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利用极地和高山地区现有的区域观测网络，如 ArcticNet、SAON、北极陆地研究和监测国际
网络（INTERACT）和国际高山流域水文研究网络（INARCH）等；

(i)

作为 OPC 的共同管理人，为 GOOS EOV 和 GCOS ECV 海冰的演变作出贡献；

GCW 治理

在预运行阶段，GCW 的活动与基础设施委员会（INFCOM）的结构保持一致，并根据 EC-71 的决定，支
持 SERCOM 结构所确定的服务需求。由 GCW 咨询组(GCW-AG) 在 INFCOM 的框架内负责各项活动的
管理，其职责由 INFCOM 批准。
INFCOM 已责成其冰冻圈交叉职能研究组—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SG-Cryo）提出有关下一个财政期 GCW
作为 WMO 业务活动的任务的建议。通过 WMO 专家网提名的会员和合作伙伴的专家参与了该计划的活
动。GCW 将继续与 WMO 的结构和伙伴进行联系。
本阶段 GCW 的结构与其可交付的成果相一致，包括：
(a)

冰冻圈和极地观测（负责第 4.3.1 和 4.3.2 节下的目标），并与 INFCOM 的地球观测系统和
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SC-ON）协调开展；

(b)

冰冻圈和极地，负责 4.3.3 节下的目标，并与信息管理和技术常设委员会（SC-IMT）协调开
展；

(c)

陆地冰冻圈监视，其中包括雪情监视以及多年冻土、冰川和冰帽的开发工作；

(d)

海洋冰冻圈监视，其中将重点放在海冰上；

(e)

GCW-AG 将协调区域层面的参与（第 4.3.5 节）。

冰冻圈监视活动将按第 4.3.4 节概述的方式进行，并与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SC-MINT）的工
作协调开展，以制定最佳做法，并越来越多地与应用地球系统模拟、预测和预报的数据处理常设委员会
（SC-ESMP）的工作协调，为 INFCOM 的数据同化作出贡献。SERCOM 和研究理事会的子机构将参与
相关的活动，例如不同尺度（时间和空间）的监测和变化指标。
依托 Cg-17 建立的支持，将继续通过 GCW 项目办公室提供秘书处的支持。
GCW 将继续致力于推进性别平等和实施 WMO 性别平等政策。
6

资源要求

只要财务资源和专家都到位，GCW 就能投入业务运行。在预运行阶段，需要额外的资源来组织研讨会（例
如专家的旅行），为实现计划的具体目标进行咨询和达成协议，以及用于 WMO 秘书处其他的工作人员/专
家。这些对于整合地球系统中的冰冻圈组成部分至关重要。
敦促会员通过以下方式继续为 GCW 的实施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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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其专家能够参与执行这些成果；

(b)

主办具有存档功能的 GCW 数据门户和数据中心，包括云解决方案和开发互可操作的界面；

(c)

主办 WDQMS 中心进行冰冻圈和极地观测；

(d)

向 GCW 信托基金提供财政捐助，并支持开发具体的工具和活动，重点是发展中区域的项目
（数据互可操作性、研讨会、实地培训、数据拯救等）；

(e)

向 WMO 借调工作人员，以支持该计划的交付。

为实现这些目标，GCW 将与会员和合作伙伴一起参与各种倡议和外部资助的提案，例如通过欧洲委员会的
框架计划、其他国际筹资机制等。

7

沟通和宣传

GCW 将通过其指定的 GCW 联络人定期与会员、科学界及其合作伙伴进行沟通。将通过 WMO 网站提供
关于冰冻圈状态和极端情况变化的季度总结。
将组织外联活动，如研讨会、公告、WMO 组成机构届会的会外活动和定期调查等。
GCW 网站（globalcryospherewatch.org）和 WMO 冰冻圈网页将继续在“冰冻圈现状”和“冰冻圈新
闻”栏目下公布与冰冻圈有关的评估和新闻的链接，这些链接受到好评。一个反馈机制将继续报告 GCW
活动的有效性。
从 2022 年开始，将每年出版《冰冻圈公报》。
8

附件 1 – GCOS 实施计划：分配给 GCW 的行动

GCOS 发布了《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需求》（GCOS-200, 2016），其中阐述了维持全球气候观测
系统所需开展的行动。该文件（《计划》）包括 GCW 被确定为有助于实现该计划目标的行动。本附件列
出了相关行动。
该计划第 5 章指出，“WMO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旨在协调各种冰冻圈观测和网络”。[…]而且它应“将观测
冰冻圈的不同网络联系起来”。
该计划通过纳入由 WMO 或 ISO 等机构批准的正式测量标准、术语表、现有不同测量标准和协议的参考资
料、对适用的最佳做法的说明、用于制作 ECV 产品的算法，已记录的对标准的可追溯性，已定义的仪器校
准程序以及对测量不确定度的评估，确定了 GCW 在制定准则和标准方面的任务，这些准则和标准描述了
如何得出数据。
GCW 被确定为制作冰冻圈 ECV 及其产品的 WMO 计划：
●

关于陆地冰冻圈：雪（雪覆盖面积、雪深、雪水当量）、冰川（冰川面积、冰川高度变化、冰
川质量变化）、冰盖和冰架（表面高度变化、冰速、冰质量变化、接地线位置和厚度）和多年
冻土层（多年冻土热态、活性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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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ECV：海冰及其可确定状态的主要参数，包括浓度、面积和范围、冰的类型、运动、变
形、年龄、厚度和体积。

明确指出 GCW 是其各自成果的贡献者的行动是：
●

A6 – 气温测量： 加强偏远或人口稀少地区和海洋上空的气温测量网络。在某些地表区域（高
海拔、沙漠、高纬度、深林）需要开展更多的测量，因为这些区域的网络往往很稀疏或根本不
存在；

●

行动 O15 – 原位海冰观测： 规划、建立和维持从海冰、浮标、目测（随机船舶和飞机）和水
中上望声纳（ULS）进行的系统性原位观测；

●

行动 O35 – 卫星海冰：确保持续的卫星（微波辐射测量、合成孔径雷达、测高、可见光和红
外）海冰产品；还需要高倾角高度测量（如 Cryosat-2 和其他下一代卫星）；

●

行动 T28 – 积雪和降雪观测站点： 加强和维护现有的积雪和降雪观测站点，提供明确无误的
指示；确保各站点可在国际范围内交换积雪数据；通过全球电信系统（GTS）对这些数据进行
全球监测；恢复历史数据；确保报告中包括零覆盖的报告；

●

行动 T29 – 雪情综合分析： 获得两个半球的雪情综合分析；

●

行动 T33 – 多年冻土的标准和做法： 完善和实施国际多年冻土观测标准和做法，并与环境变
量测量相结合；建立国家数据中心；

●

行动 T34 – 测绘季节性土壤冻结/融化：测绘季节性土壤冻结/融化：通过监测非多年冻土区
季节性冻结和多年冻土区活动层冻结/融合的国际倡议，对季节性土壤冻结/融合进行实际测
绘。

对于冰川 ECV — 尽管未特别提及，但 GCW 的工作有助于实现以下行动的目标：
•

行动 T22 – 全球冰川清单；

•

行动 T23 – 多年代际冰川清单；

•

行动 T24 – 分配额外资源以扩大大地测量数据集；

•

行动 T25 – 扩大冰川前部变化数据集的空间和时间范围；

•

行动 T26 – 冰川观测站点；

•

行动 T27 – 冰川速度观测资料。

通过其成果，GCW 为实现以下行动的目标做出了贡献：
•

行动 T1: 改进陆地观测的协调性 – 建立协调陆地观测的机制：这对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尤为
重要，因为在这些地方，当地信息至关重要，而且不能直接通过 GCO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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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 T2: 制定沿海地区联合计划 – 共同考虑沿海地区的观测（包括海冰、红树林和海草、河
流和地下水流量、营养物质等），以确保 ECV 的无缝覆盖和这些地区的全球周期。

•

行动 T3: 陆地监测站点 –审查是否需要建立公共站点数据库，以记录与气候相关的数据及其
元数据 。

•

行动 T4: 审查监测指南– 审查每个 ECV 的现有监测标准/指南/最佳做法，并为陆地 ECV 维
护这一指南的数据库。

•

行动 T5: 开发元数据– 提供有关地面 ECV 的元数据的指南，并鼓励数据生产者和数据持有者
使用。

•

行动 T6 – 确定能力发展需求，为能力建设倡议提供信息，包括确定具体的改进措施。
附件 2 – IPCC SROCC 中所确定的冰冻圈信息的差距

本附件概述了 IPCC SROCC 中报告的冰冻圈观测、知识和模式性能等方面的差距。
正如《技术摘要》（IPCC，2019 年）所述，“长期持续的观测和持续的模拟对于探测、了解和预测海洋
和冰冻圈的变化至关重要，可以为风险评估和适应规划提供知识（高信度）。”
“关于[…]冰冻圈变化的[…]区域、参数和过程，包括物理上可信的高影响变化的科学知识存在着知识空
白”。
IPCC SROCC 将高山地区定义为以冰川、雪或多年冻土为主要景观特征的所有山区。决定 48 (EC-69)
将高山地区定义为“存在季节性或常年性冰冻圈并对社会构成与缺水和灾害恢复力有关的潜在和严重风险
的地区”。
参考文献

差距

观测资料
A3.3, SMP-11 页
(IPCC, 2019)

观测资料不足、对冰架过程的模式描述不充分、以及对大气、海洋和冰原之间
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了解有限等原因造成了与冰盖不稳定的发生有关的不确定
性。

2.2.2 节
140 页；（Hock
等，2019）

在一些区域[…]，特别是在高山亚洲、北亚和南美洲，[积雪]的长期原位记录很
少。需要数十年的观测资料才能量化各种趋势。

2.2.4 节，
145 页；（Hock
等，2019）

对多年冻土的观测很少[…]，而且在山区之间和内部分布不均。[…]. 山区环境
的异质性和长期观测的稀缺性对量化有代表性的区域或全球升温率提出了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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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差距

文框 2.2，148
页；（Hock 等，
2019）

由于升尺度以及由于缺乏数据而难以区分多年冻土和季节性冻土，因此关于山
区多年冻土碳总量的证据有限且一致性较低。

2.5 节；
174 页；（Hock
等，2019）

由于高海拔地区观测记录的空间密度和/或时间范围有限，对与气候有关的变化
[...]关键大气驱动因素的探测和归因仍存在不确定性。由于原位观测方法的内
在不确定性和较大的自然变率，高海拔地区总降水量或固体降水量的趋势[...]
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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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冰冻圈变量的分布和特征，[…]山区多年冻土的范围和含冰量，以及目
前的冰川冰量、湖冰和河冰的趋势以及积雪的空间和时间变化等方面存在明显
的知识空白。
2.2 节，
137 页，（Hock
等，2019）

山区观测网并不总是遵循标准测量程序。

3.7 节，
275 页；
(Meredith 等，
2019)

海冰上的雪层深度基本上无法测量，这限制了质量平衡估算和冰层厚度反演。
观测稀少严重限制了对极地地区降水的了解，而且对导致北极陆地表面湿润/干
燥和绿化/褐化的区域变率过程缺乏了解。
对陆地和海底多年冻土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了解不足。
对北极地区雪水当量的趋势认识不足，这降低了对雪在水循环中的作用和对下
层多年冻土的保温作用的评估的信度。

机制理解
TS.1 节，
47 页； (IPCC 技
术摘要，2019)

在海洋和冰冻圈变化的重要区域、参数和过程的科学知识方面存在知识空白。

文科 3.2，216
页；(Meredith
等， 2019)

大气层通过辐射、热量、降水和风与海洋和冰冻圈相互作用；对复杂的相互关
联的物理过程缺乏充分的了解。

3.7 节，
275 页；
(Meredith 等，
2019)

在大气层与极地海洋和冰冻圈具体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知
识空白。[...]这些知识空白限制了对极地区域及其气候系统当前和未来轨迹的
认识。
…缺乏分析在低和极低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之间极地冰冻圈和海洋系统轨迹差异的
研究。
需要更好地了解极地冰川和冰盖的演变及其对全球海平面的影响。需要对它们
的变化进行更长期和更好的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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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
需要更好地了解南极洲对海洋冰盖不稳定的敏感性[…]。

模式性能
第 2 节，
134 页（Hock
等，2019）

21 世纪期间，多年冻土的解冻和退化将加剧（很高的信度），但定量预测很
少。

2.5 节，
174 页和 175 页；
（Hock 等，
2019）

…观测方面的知识差距目前阻碍了量化趋势、校准和评估模拟冰冻圈过去和未来
演变及其影响的模式的研究。
具体的不确定性与高海拔地区未来气候变化趋势的预测有关，这主要是由于区
域气候模式和降尺度方法目前的局限性，无法捕捉大规模气候变化与受复杂地
形和高地势影响的局部现象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
高山地区未来多年冻土条件的粗尺度模拟很难捕捉地形、地表覆盖物和近地表
物质的细微变化。

6.10 节，
633 页；(Collins
等，2019)

提高分辨率和改进气候模式可能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

影响和风险
2.3.2.2.2 节，
163 页；（Hock
等，2019）

山区社区抵御自然灾害影响的应对能力受到限制[…]。缺乏基本的天气和气候信
息，无法为即将发生的灾害提供短期预警和长期适应规划。

2.3.2.1.2 节，
159 页；（Hock
等，2019）

总的来说，在大多数高山地区，冰川退缩一般会在数年至数千年的时间范围内
破坏相邻碎石和岩石斜坡的稳定，这种说法的信度高，但缺乏关于这种发展的
当前趋势的有力统计数据。

2.5 节，
p. 175 ；（Hock
等，2019），
Section 节，
633 页；(Collins
等，2019)

很少有研究采取全面的风险办法来系统地描述和比较高山地区过去的影响和未
来的风险的规模和程度，包括复合风险和级联影响，因为在复合风险和连带影
响的应对措施和结果方面可能出现严重的不确定性。

3.7 节，
276 页；
(Meredith 等，
2019)

迫切需要更好地了解减少风险和加强极地生态系统和人类复原力战略的有效性
和局限性，包括对有助于气候适应性途径的做法和工具的贡献。

附录 4：届会通过的建议

参考文献

389

差距

适应措施
2.3.1.4 节， 157
页；（Hock 等，
2019）

考虑到准确的预测供水量以及决策取水和分配的不同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方面
的综合不确定，在某些山区满足未来用水需求的能力为中等信度。

2.5 节，
p. 175 ；(Hock
等，2019)

…适应措施（报告的高山冰冻圈变化）是自第五次评估报告以来是一个相对较新
和发展中的研究领域，在系统评估其作为“适合目的”的山区解决方案的成本
效益和长期有效性方面存在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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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 缩略语清单

ADC

（SAON）北极数据委员会

BUFR

表示气象数据的二进制通用格式

Cg

大会

DCPC

数据收集或处理中心

EC

执行理事会

EC-71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一次届会

EC-PHORS

WMO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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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A

欧洲航天局

ECV

基本气候变量

GBON

全球基本观测网络

GCOS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W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GDPFS

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

GMDSS

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

GOOS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GCW-AG

GCW 咨询组

GTN-P

全球陆地多年冻土网

HydroSOS

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

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FCOM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

INTERACT

北极陆地研究和监测国际网

JET-OSDE

地球系统观测系统设计和实验联合专家组

MetNo

挪威气象局

NetCDF/CF

网络通用数据格式 — 气候和预报公约

NMHS(s)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NWP

数值天气预报

OOPC

海洋观测物理与气候专家组

OSCAR

（WIGOS）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审查工具

RCC

区域气候中心

ROADS

（SAON）北极观测和数据系统路线图

PSTG

极地空间任务组

SAON

持续的北极观测网

SCADM

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的数据管理系统

SERCOM

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与应用委员会（服务委员会）

SC-ESMP

应用地球系统模拟、预测和预估的数据处理常设委员会

SC_IMT

信息管理和技术常设委员会

SC-MMO

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常设委员会

SC-MINT

测量、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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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N

地球观测系统和监测网常设委员会

SG-Cryo

冰冻圈交叉功能研究组 — 全球冷冻圈监视网

SnowPEx

卫星雪产品比对和评估活动

SROCC

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别报告

TPE

第三极环境

WCRP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IGOS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S

WMO 信息系统

WMO

世界气象组织

WSI

WIGOS 台站标识符

建议 20(INFCOM-1)
收集标准气候平均值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建议执行理事会经由本建议附件提供的决议，通过“收集标准气候平均值”。
__________

建议 20(INFCOM-1)的附件
决议 ##/1 (EC-##)
执行理事会，
忆及
(1)

决定 6(SERCOM-1) -收集标准气候平均值，

(2)

决议 81 (Cg-18) - 第十八财期的 WMO 强制性出版物和分发政策，

认识到标准气候平均值作为标准化描述特定地点平均气候条件的关键参考数据，对于气象和气候应用、服
务与研究、以及建筑标准等国家立法标准，极具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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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WMO《高质量全球气候数据管理框架手册》(WMO-No.1238)中提供的标准和推荐做法，包括与
标准气候平均值(定义一节和第一节：管理不同来源的数据，第 1.1.14 条)相关的内容，
审查了建议 20(INFCOM-1) - 收集标准气候平均值，
同意建议 20 (INFCOM-1) - 收集标准气候平均值，
要求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
(1)

与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服务与应用委员会(SERCOM)协调，为收集和发布标准气候平均值做
出最有效的安排；

(2)

根据 SERCOM 的要求，协调和监测数据交换，并充分利用国家、区域和全球 WIS 基础设施；

(3)

向执行理事会报告数据收集工作的执行进展；

要求秘书长协助收集和发表 1991-2020 年标准气候平均值；
敦促会员：
(1)

尽快开始国家级 1991-2020 年标准气候平均值的计算和发表，以期最好于 2023 年底前完成全球
气候平均值(CLINO)(WMO-No. 847)；

(2)

开展广泛宣传运动，以推广最新的“标准气候平均值”，并清楚传达平均值的更新对 NMHS 内部和
外部用户以及大众的意义；

(3)

为 WMO 1991-2020 年标准气候平均值的收集工作做出贡献。

建议 21(INFCOM-1)
更新《高质量全球气候数据管理框架手册》(WMO-No. 1238)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忆及决议 22(Cg-18) – 《高质量全球气候数据管理框架手册》，
认识到 WMO 数据管理综合方法的重要性，它是所有计划活动，特别是气候活动的基础，因它们严重依赖
高质量、可追踪、可发现和可使用的气候数据。一方面，这要求定期、明确地表达需求，另一方面，需要
适当的基础设施和系统解决方案，
审查了决定 5 (SERCOM-1) - 用于更新《高质量全球气候数据管理框架手册》的气候服务要求，其中包括
确定更新《高质量全球气候数据管理框架手册》（WMO-No. 1238）的服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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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执行理事会通过对《高质量全球气候数据管理框架手册》（WMO-No. 1238）的拟议修订，详见本建
议附件中提供的决议。

建议 21(INFCOM-1)的附件
决议##/1(EC-73)
执行理事会，
忆及高质量全球气候数据管理框架(HQ-GDMFC)能够有效开发和交换高质量的气候数据。第十八次大会通
过的《HQ-GDMFC 手册》(决议 22(Cg-18))，做为该倡议的一部分，为气候数据的溯源、保护、管理、
评估和编目提供了标准和推荐做法，
审查了建议 21 (INFCOM-1) - 更新《高质量全球气候数据管理框架手册》（WMO-No. 1238），
赞同建议 21 (INFCOM-1) ，
通过本决议附件中的《高质量全球气候数据管理框架手册》修正案；
要求:
(1)

INFCOM 审查与信息管理相关的交叉性文件并牵头未来更新《手册》的进程，作为其职责中促进支撑
着数据管理的技术规则的一部分；

(2)

SERCOM 评估会员在其气候活动中因得益于这些规则所取得的进展，并确定气候活动的新数据要
求；

要求秘书长：
(1)

发表修订后的“手册”；

(2)

促进会员间的协作和资源调集，以协助各国应用“手册”中规定的标准和推荐做法；

敦促会员根据“手册”所附的这些规定和相关指导原则，尽力评估其气候数据集的成熟度。
__________
决议##/1(EC-73)的附件
《高质量全球气候数据管理框架手册》(WMO-No. 1238)的修正案
[添加部分以绿色表示，带下划线(如新文本)，删除部分以红色表示，带下划线和删除线(如旧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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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气候数据集成熟度评估

3.2

WMO 气候数据管理成熟度矩阵(SMM-CD)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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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实体评估气候数据集所使用的成熟度评估应基于国际公认的成熟度管理规范，如反映在建议用于全球用
途(包括气候变化监测)的数据集 SMM-CD，及其建议用于国家和区域用途的(SMM-CD_NRP)数据集(包括
用于业务气候监测活动)的版本中的规范(见下文注 2)。
注:
(1)

成熟度矩阵方法可适用于端到端数据生命周期的其它方面 – 例如评价气候观测系统的成熟度。

(2)

有关全球数据集的 SMM-CD 指南，请参见
https://figshare.com/articles/The_manual_for_the_WMOWide_Stewardship_Maturity_Matrix_for_Climate_Data/7002482；
有关国家和区域数据集 SMM-CD_NRP 的指南，请参见
https://figshare.com/articles/online_resource/WMO_SMMCD_NRP_Guidance_Booklet/13004606.

3.3.4
如果国家或区域级的相关 GCOS 科学专家组或权威科学机构认为区域、国家或有限（非全
球）地理覆盖区域的气候数据集与全球气候科学工作具有高相关性，则可将其纳入目录。在此情况下，成
熟度评估和编目过程应与全球数据集相同。

欲获更多信息，详见 INFCOM-1(III)/INF.5.2.1(3)。

建议 22(INFCOM-1)
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
审议了建议 8(SERCOM-1) - 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其所做的对议事规则的修改建议与基础设施委员会在
本建议中的建议相类似，
建议执行理事会藉由本建议附件中提供的决议，通过《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
邀请技术协调委员会应对并解决建议 8(SERCOM-1)与本建议之间的微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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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2(INFCOM-1)的附件
决议 ##/1 (EC-73)
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
执行理事会，
审查了“建议 8 (SERCOM-1) - 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和“建议 22(INFCOM-1) - 技术委员会议事规
则”，
审议了技术协调委员会的建议，
决定修订《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WMO-No.1240），详见附件；
要求秘书长出版经修订的议事规则。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决议 11 (EC-71) – 组成机构的议事规则，通过了《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WMO-No.1240，2019 年
版）并委派技术协调委员会持续对其进行审议；
决定 10 (INFCOM-1) – 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要求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与服务委员会主席进行协调，以
使技术协调委员会关注他们认为必须对《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做出的任何修订。
对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提出的本修订意见是由技术委员会主席共同制定的，并得到了秘书处及各自管理组
的支持，以便：
(1)

在附件三中对各委员会管理组的一般职责做出规定；

(2)

引入其它类别的常务委员会附属机构，以更好地满足关于协商和协调（咨询组）及具体任务（任务
组）的需求；

(3)

完善关于联合（包括机构间）附属机构的议事规则，并与“总则”相协调；

(4)

对技术委员会和附属机构的成员资格做出补充定义，作为补充的附件四，以阐明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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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 (EC-73)的附件
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
[对 WMO-No.1240 拟议的修订以修订方式显示]
4.

人员组成

4.1 技术委员会由委员会职权范围所涉领域的技术专家组成，这些专家由参与该委员会的会员提名，并经
选拔以服务于委员会的任一附属机构。与 WMO 有正式关系的联合国和其它相关国际组织也可提名委员会
的技术专家。对在委员会附属机构任职的技术专家的不同作用所做的辅助定义见附件四。
5.

附属机构[将在编辑过程中对分节重新编号]

5.4.3.之二

咨询组

(a)

咨询组可由技术委员会或经该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批准，由常务委员会设立，负责指导并协调全球一
致的业务服务的提供，并支持对具体应用领域提供专业技术和/或科学咨询，以协助并推动与其他相
关国际机构的合作，并开展其他所需工作。

(b)

上级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应与该技术委员会主席协商，定期审议是否继续需要设立某咨询组。

(c)

咨询组应由对某一具体应用领域负有法定职责的会员或机构指定的代表和专家组成，并由相关常任
代表或审批机构在专家网上注册。咨询组组长的遴选应由技术委员会主席批准。

(d)

由技术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设立的咨询组的数量应保持在最低水平。咨询组主要通过电子通信方式
开展工作；只有经上级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同意方可举办面对面会议。

5.4.3.之三

任务组

(a)

常务委员会可设立任务组，以履行该常务委员会职责范围内的具体或紧急任务。任务组应有明确界
定的可交付成果并设定时间限制。若某任务组需要延长工作时间以完成任务，应经上级常设委员会
批准。

(b)

任务组应由从专家网中选定的相关学科专家组成。任务组专家及组长的遴选应根据上级常务委员会
主席的建议并经与上级小组组长协商，由该技术委员会主席批准。

(c)

由常务委员会设立的任务组的数量应保持在最低水平。任务组主要通过电子通信方式开展工作；只
有经上级常务委员会同意方可举办面对面会议。

5.4.6 联合附属机构
(a)

可根据两个或两个以上委员会的提议或与其他有关机构(如研究理事会)合作设立联合附属机构、常务
委员会或研究组，以开展交叉议题工作。按照两个委员会的具体职责，根据《总则》第 32 条，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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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委员会与另一个组成机构之间设立联合附属机构，以开展交叉议题工作，或根据《总则》第
142 条，与联合国系统的另一个政府间组织之间设立联合附属机构，以开展共同关心领域的工作。 1
(b)

联合附属机构的设立应由大会或执行理事会根据相关组成机构主席的建议予以批准。与联合国系统
另一个政府间组织设立的联合附属机构也需要得到联合发起组织的相应治理机构的批准。

(c)

联合附属机构应选举联合主席，以代表各合作上级机构或组织。

__________
附件三：技术委员会管理组的总体职责
（待制定，属组成机构改革下一阶段的内容）
在下文所述的其职责范围内以及根据上级技术委员会委派的职责，各技术委员会管理组应负责向主席和联
合副主席就所有涉及该委员会工作的事务提出建议并给予支持，特别是：
(a)

与另一个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区域协会及其它相关机构密切协商，对该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和
运行计划、辅助结构及相关资源需求的制定、维持和优先排序进行监督，确保从战略上与 WMO 战
略和运行计划保持一致；

(b)

协调该委员会响应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所提出的涉及该委员会的要求，例如对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
的意见、对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的考量、对 WMO 结构和进程的持续审查、以及对与委员会预期产
出相关活动的监测和评估；

(c)

确保拟纳入 WMO《技术规则》的 WMO 规则性材料的编制、评审和批准方法的一致性；

(d)

与另一个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区域协会及其它相关机构协商，监督 WMO 指南及其它相关资
源的制定及维护，以支持会员实施并遵守 WMO《技术规则》；

(e)

与另一个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区域协会、能力开发专家组及其它相关机构合作，根据良好做
法的实例和原则，协调及推广能力开发活动和机会，重点放在满足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包
括小岛屿发展中会员国和地区会员的优先需求；

(f)

确保对委员会涵盖的不同工作领域采取协调一致的办法；

(g)

对委员会成功落实 WMO 性别行动计划的交付工作进行协调；

(h)

与其它相关机构协调，规划、筹备并举办委员会的届会；

(i)

与另一个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区域协会及其它相关机构密切协调，根据会员及审批机构的专
家提名，对拟在委员会附属机构任职的专家进行确认、遴选、任命和定期审查；

(j)

对将委员会的技术建议和意见纳入另一个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及 WMO 其它相关机构制定和维
护其优先重点、工作和运行计划的过程进行协调；

(k)

促进并鼓励青年专家、私营部门及其它利益相关方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并出席其届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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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
附件四 技术委员会和附属机构成员资格的辅助定义
主席（组长）/副主席（副组长） – 由委员会主席或由委员会（若在届会期间）从专家网选出的专家，负
责协调附属机构交付和汇报其预期产出的工作。每年最多 30 天的履职期。
核心专家 – 从专家网选出并经委员会主席批准的专家，负责有关附属机构交付其预期产出的日常工作。每
年最多 20 天的履职期。
助理专家 – 从专家网选出并经委员会主席批准的专家，负责为附属机构交付其预期产出提供特别支持。每
年最多 5 天的履职期。
技术联络员 – 从专家网中选出并经委员会主席批准的专家，负责向技术委员会或附属机构提供与特定专业
学科领域相关的报告、最新情况通报和建议。职责范围和年度履职期与上级机构领导商定。
国家/区域联络员 – 由会员或各自区域协会指定的国家或区域代表，负责就特定专业学科领域向技术委员
会、附属机构或秘书处提供报告、最新情况通报和建议。职责范围和年度履职期与上级机构领导商定。
报告员 – 从专家网选出并经委员会主席批准的专家，负责代表技术委员会或附属机构的领导层并按其指示
向外部机构做报告。职责范围和年度履职期与上级机构领导商定。
专题协调员 – 从专家网中选出并经委员会主席批准的专家，负责针对技术委员会或附属机构范定的交叉主
题开展工作。每年最多 20 天的履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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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ir SANTIC

Delegate

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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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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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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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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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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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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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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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WANG

Delegate

Dongdong XIA

Delegate

Xianghua XU

Delegate

Xiyan XU (Ms)

Delegate

Ting YU (Ms)

Delegate

Qin ZENG

Delegate

Rong ZHANG (Ms)

Delegate

Tianyu ZHANG

Delegate

Zhikai ZHANG

Delegate

Ping ZHAO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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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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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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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ech Republic
Jan DANHELKA

Principal Delegate

Radim TOLASZ

Delegate

Denmark
Jens Quirin HA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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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rik Smith KORSH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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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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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on VIGNES (Ms)

Delegate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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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sumasa YAGI

Principal Delegate

Jitsuko HASEGAWA (Ms)

Alternate/Delegate

Hiroaki MINEMAT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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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Son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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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ce HARTLEY

Alternate

Andrew HARPER

Delegate

Norm HENRY

Delegate

James LUNNY

Delegate

Chris NOBLE

Delegate

Niger
Gaptia lawan KATIELLOU

Principal Delegate

Abdul Karim TRAORE

Alternate

Mohamed Housseini IBRAHIM

Delegate

Moussa MOUHAIMOUNINE

Delegate

Youchaou OUSMAN BAOUA

Delegate

Moussa SAADOU

Delegate

Nigeria
Oluwaseun Wilfred IDOWU

Alternate/Delegate

Oko Ibiam AGHA

Delegate

Bashiru ALIYU

Delegate

Maimuna Usman BORNO (Ms)

Delegate

Wasiu Adeniyi IBRAHIM

Delegate

Olusegun JIMOH

Delegate

Umar Karaye MAIKUDI

Delegate

Yusuf MUNTARI

Delegate

Nasiru MEDUGU

Delegate

Juddy Ngozichukwuka OKPARA

Delegate

Olumide OLANIYAN (Ms)

Delegate

Abdulrasheed Darazo ZAKARIYA

Delegate

Norway
Bard FJUKSTAD

Principal Delegate

Anne-Cecilie RIISER (Ms)

Alternate

Werner ERIKSEN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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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ge HISDAL (Ms)

Delegate

Cecilie STENERSEN (Ms)

Delegate

Svein TAKSDAL

Delegate

Elise TRONDSEN (Ms)

Delegate

Peru
Jorge CHIRA

Principal Delegate

Julio LAU

Delegate

Clara ORIA (Ms)

Delegate

Augusto VARGAS

Delegate

Luis VERA

Delegate

Esequiel VILLEGAS

Delegate

Luis ZEVALLOS

Delegate

Philippines
Roy BADILLA

Principal Delegate

Norelius BALORAN

Alternate

Poland
Miroslaw MIETUS

Principal Delegate

Janusz FILIPIAK

Alternate

Jakub SAWICKI

Delegate

Krzysztof TOMASIEWICZ

Delegate

Republic of Korea
Deukkyun RHA

Principal Delegate

Junho CHA

Alternate

Sunghoi HUH

Alternate

Yongseob LEE

Alternate

Inmook NA

Alternate

Sunghyup YOU

Alternate/Delegate

Hyukjin YUN

Alternate

Kyung-On BOO (Ms)

Delegate

Eunjin CHOI (Ms)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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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ghun CHOI

Delegate

Yoonmee CHOI (Ms)

Delegate

Sung-Rae CHUNG

Delegate

Sungsoo DO

Delegate

Sanghyeon JEON

Delegate

Kanga JEONG

Delegate

Byoungcheol KIM

Delegate

Hyeongguk KIM

Delegate

Insun KIM (Ms)

Delegate

Yeonghun KIM

Delegate

Hannah LEE (Ms)

Delegate

Sejong LEE

Delegate

Seiyoung PARK (Ms)

Delegate

Youngjoo PARK (Ms)

Delegate

Eunjeung SHIM (Ms)

Delegate

Dongkee SHIN

Delegate

Hyuncheol SHIN

Delegate

Joohyung SON (Ms)

Delegate

Republic of Moldova
Dan TITOV

Principal Delegate

Ghennadii ROSCA

Alternate

Oxana CLOCICO (Ms)

Delegate

Aliona ISAC (Ms)

Delegate

Lidia TRESCILO (Ms)

Delegate

Romania

Romania

Gabriela BANCILA (Ms)

Principal Delegate

Sorin CHEVAL

Alternate

Elena TOMA (Ms)

Delegate

Russian Federation
Igor SHUMAKOV

Principal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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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itry ZAYTSEV

Alternate

Vasily ASMUS

Delegate

Sergey BORSCH

Delegate

Tatiana DMITRIEVA (Ms)

Delegate

Alexander GUSEV

Delegate

Vladimir KATTSOV

Delegate

Dmitry KIKTEV

Delegate

Tatiana LABENETS (Ms)

Delegate

Maria MAMAEVA (Ms)

Delegate

Marina PETROVA (Ms)

Delegate

Yury SIMONOV

Delegate

Vasily SMOLYANITSKY

Delegate

Sergey SOLDATENKO

Delegate

Sergey TASENKO

Delegate

Sergey USPENSKY

Delegate

Senegal
Sadibou BA

Principal Delegate

COUTAILLE BA

Alternate

ABDOULAYE IBN IBRAHIMA
MBENGUE

Alternate

Dieudonne NGOUAKA

Alternate

El Hadj Malick NDOYE

Delegate

Saudi Arabia
Saad ALMAJNOONI

Principal Delegate

Omar DAFTERDAR

Alternate

Fazi ALKHUZAIE

Delegate

Naif DAKHEELALLAH ALORFI

Delegate

Serbia
Jugoslav NIKOLIC

Principal Delegate

Milica ARSIC (Ms)

Delegate

Goran MIHAJLOVIC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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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ja STANKOVIC

Delegate

Perisa SUNDERIC

Delegate

Singapore
Lesley CHOO

Principal Delegate

Kwok Wah CHOW

Delegate

Pei Yi LEONG (Ms)

Delegate

Cheryl TAN (Ms)

Delegate

Sok Huang TAN (Ms)

Delegate

Darryl BOH

Delegate

Vanessa LIM (Ms)

Delegate

Cheryl TAN (Ms)

Delegate

Tien Ser TAN

Delegate

Yap Fung THAM

Delegate

Slovenia
Drago GROSELJ

Principal Delegate

Zgonc ANTON

Delegate

South Africa
Mnikeli NDABAMBI

Principal Delegate

Mary-Jane BOPAPE (Ms)

Delegate

Syfred FUNDE

Delegate

Rydall JARDINE

Delegate

Tracey LABAN (Ms)

Delegate

Stephanie LANDMAN (Ms)

Delegate

Samantha LINNERTS (Ms)

Delegate

Zoleka MANONA (Ms)

Delegate

Charlotte MCBRIDE (Ms)

Delegate

Francis MOSETLHO

Delegate

Jonas MPHEPYA

Delegate

Lungi NGCINGWANA (Ms)

Delegate

Bafentse SENGAN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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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in
Jose Antonio FERNANDEZ
MONISTROL

Principal Delegate

Fernando BELDA ESPLUGUES

Alternate

Juan Ramon MORETA GONZALEZ

Delegate

Jose Pablo ORTIZ DE GALISTEO
MARIN

Delegate

Ricardo SQUELLA DE LA TORRE

Delegate

Sweden
Stefan NILSSON

Principal Delegate

Ilmar KARRO

Alternate

Cristina ALIONTE EKLUND (Ms)

Delegate

Switzerland
Estelle GRUETER (Ms)

Principal Delegate/Delegate

Yves-Alain ROULET

Alternate/Delegate

Mathias BAVAY

Delegate

Charles FIERZ

Delegate

Moritz FLUBACHER

Delegate

Joerg KLAUSEN

Delegate

Heike KUNZ (Ms)

Delegate

Thailand
Sugunyanee YAVINCHAN (Ms)

Principal Delegate

Amorn KAEWMORAKOT

Alternate

Pipat ARCHASONG

Delegate

Thaweesak CHANTABURI

Delegate

Phanumat LEWCHAROENTHRAP (Ms)

Delegate

Wanchalearm PETSUWAN

Delegate

Punjamaporn SIENGLERT (Ms)

Delegate

Wattana SINGTUY (Ms)

Delegate

Teeratham TEPPARAJ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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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kuan TONJAN

Delegate

Tunisia
Ahmed HMAM

Principal Delegate

Saoussen CHRIAA (Ms)

Delegate

Abderrahman WASLI

Delegate

Turkey
Murat ALTINYOLLAR

Principal Delegate

Zafer Turgay DAG

Delegate

Yasin ER

Delegate

Mustafa SERT

Delegate

Ozden TUTEN

Delegate

Ukraine
Olga DUBROVINA (Ms)

Principal Delegate

Viacheslav MANUKALO

Alternate

Illia PEREVOZCHYKOV

Delegate

Ruslan REVIAKIN

Delegat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Sarah JACKSON (Ms)

Principal Delegate

Jeremy TANDY

Principal Delegate/Delegate

Nyree PINDER (Ms)

Alternate

Jane WARDLE (Ms)

Alternate

Nick ASHTON

Delegate

Berry DAVID

Delegate

Harry DIXON

Delegate

Simon GILBERT

Delegate

Brown JAKE

Delegate

Karen MCCOURT (Ms)

Delegate

Simon MCLELLAN

Delegate

Debbie O'SULLIVAN (Ms)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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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y SEALEY (Ms)

Delegate

Aileen SEMPLE (Ms)

Delegate

Steve STRINGER

Delegate

Jon TURTON

Delegat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Pascal WANIHA

Alternate

Hamza KABELWA

Delegate

Wilbert MURUKE

Delegate

Tunsume Gideon MWAMBONEKE
(Ms)

Delegate

Mohammed NGWALI

Delegate

Robert K. M. SUNDAY

Delegat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edrick BRANSKI

Principal Delegate

Courtney Jeanne DRAGGON (Ms)

Alternate

Monique BASKIN (Ms)

Delegate

Thomas CUFF

Delegate

Youssef ELKEI

Delegate

Janice FULFORD (Ms)

Delegate

Curtis MARSHALL

Delegate

Kevin SCHRAB

Delegate

Kari SHEETS (Ms)

Delegate

Sidney THURSTON

Delegate

Charles TRUMBULL

Delegate

Mark ZETTLEMOYER

Delegate

Curtis BARRETT

Observer

Uruguay
Daniel BONORA

Principal Delegate

Diego TELLECHEA

Alternate

Sebastian VARELA

Alter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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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 Nam
Vinh Thu NGUYEN

Principal Delegate

Huy Duong DO

Delegate

Van Manh NGO

Delegate

Truong Duan PHAN

Delegate

Kari SHEETS (Ms)

Delegate

Sidney THURSTON

Delegate

Curtis BARRETT

Observer

3.

WMO Members not represented in the technical commission

Armenia
Levon AZIZYAN

Principal Delegate

Armen DPIRYAN

Delegate

Gohar GEVORGYAN (Ms)

Delegate

Valentina GRIGORYAN (Ms)

Delegate

Yelena KHALATYAN (Ms)

Delegate

Amalya MISAKYAN (Ms)

Delegate

Gagik SURENYAN

Delegate

Benin
Jules AZONGNIHOUN

Delegate

Joseph BESSOU Delegate

Delegate

Aurelien TOSSA Delegate

Delegate

Bolivia, Plurinational State of
Hugo Cristobal MAMANI TICONA

Principal Delegate

Willy ROCHA QUIPSE

Alternate

Hugo CUTILE COPA

Delegate

Marisol Lucia PORTUGAL ALVAREZ (Ms)

Delegate

Cameroon
Emmanuel NYUYKI BONGKIYUNG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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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e
Gaston TORRES

Principal Delegate

Luis LAZCANO

Delegate

Barbara TAPIA (Ms)

Delegate

Paola URIBE (Ms)

Delegate

Colombia
Milena ARIZA (Ms)

Delegate

Hugo SAAVEDRA

Delegate

Croatia
Dubravka RASOL (Ms)

Principal Delegate

Dario KOMPAR

Alternate

Nevenka KADIC-VLAHOVIC (Ms)

Delegate

Dominican Republic
Andres Miguel CAMPUSANO LASOSE

Principal Delegate

Jenuel Miguel ALMONTE CABRERA

Delegate

Juana SILLE (Ms)

Delegate

Egypt
Amr MAHMOUD

Principal Delegate

Hamza ABOUALHASSAN

Alternate

Mohamed Husain KORANY

Alternate

Adel ABDEL HALIM

Delegate

Yasser ABDEL-GWAD

Delegate

Abdalla Abdelrahman BALIGH

Delegate

Sabry EL-FOULY

Delegate

Zeinab FAHMY (Ms)

Delegate

Samira REFAAT (Ms)

Delegate

Ahmed SAAD

Delegate

Samira REFAAT (Ms)

Delegate

Aly SHABAN Delegate

Delegate

Doaa AMIN (Ms)

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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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an FARAG (Ms)

Observer

Mahmoud Gaber IBRAHIM

Observer

Heba Mohamed MOSTAFA (Ms)

Observer

Alaa Eldin Mabrouk MOUSTAFA

Observer

Georgia
Ramaz CHITANAVA

Principal Delegate

Irakli MEGRELIDZE

Alternate

Ioseb KINKLADZE

Delegate

Lia MEGRELIDZE (Ms)

Delegate

Guatemala
Cleofas CULAJAY

Delegate

Iceland
Árni SNORRASON

Principal Delegate

Jorunn HARDARDOTTIR (Ms)

Alternate

Lesotho
Tlhoriso MORIENYANE

Delegate

Retsepile NEKO

Delegate

Ntsiuoa PHAKISA (Ms)

Delegate

Molefi PULE

Delegate

Luxembourg
Andrew FERRONE

Principal Delegate

Madagascar
Nirivololona RAHOLIJAO (Ms)

Principal Delegate

Stephason KOTOMANGAZAFY

Delegate

Herinjanahary RALAIHARINORO

Delegate

Voahanginirina Anne Marie Pierrette
RAMIANDRISOA (Ms)

Delegate

Rivo RANDRIANARISON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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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xico
Jorge ZAVALA HIDALGO

Principal Delegate

Maria Eugenia GONZALEZ ANAYA (Ms)

Alternate

Fabián VAZQUEZ ROMANA

Delegate

Montenegro
Luka MITROVIC

Principal Delegate

Vanja RAJOVIC (Ms)

Delegate

Mirjana SPALEVIC

Delegate

Netherlands
Philippe STEEGHS

Delegate

Poland
Tomasz WALCZYKIEWICZ

Principal Delegate

Janusz FILIPIAK

Alternate

Qatar
Abdulla Mohammed AL MANNAI

Principal Delegate

Omar OBAIDAN

Delegate

Romania
Sorin CHEVAL

Delegate

Anisoara IRIMESCU (Ms)

Delegate

Eugen MIHULET

Delegate

Rwanda
Fidele KAMANZI

Principal Delegate

Prosper AYABAGABO

Delegate

Felix MUCYO

Delegate

Valens NIZEYIMANA RWAKAGEYO

Delegate

Slova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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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BENKO

Principal Delegate

Jana POOROVA (Ms)

Alternate

Branislav CHVILA

Delegate

Jozef CSAPLAR

Delegate

Peter DEVECKA

Delegate

Martin FLOCH

Delegate

Jozef VIVODA

Delegate

Slovenia
Drago GROSELJ

Principal Delegate

Anton ZGONC

Delegate

South Africa
Francis MOSETLHO

Principal Delegate

Christa FERREIRA (Ms)

Delegate

Syfred FUNDE

Delegate

Samantha LINNERTS (Ms)

Delegate

Lungi NGCINGWANA (Ms)

Delegate

Andrew VAN DER MERWE

Delegate

Ukraine
Olga DUBROVINA (Ms)

Principal Delegate

Viacheslav MANUKALO

Alternate

Natalia HOLENIA (Ms)

Delegate

Illia PEREVOZCHYKOV

Delegate

Ruslan REVIAKIN

Delegate

Uruguay
Luis A LOUREIRO

Delegate

Yamandu MORAN

Delegate

4.

Invited experts

Eric ALLAIX
Silvana ALCOZ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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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e BARRELL (Ms)
Stephen ENGLISH
Tobias FUCHS
Hiroyuki ICHIJO
Gaborekwe KHAMBULE (Ms)
Feng LIANG (Ms)
Jennifer MILTON (Ms)
Tillmann MOHR
Osvaldo MORAES
John PARKER
Mikael RATTENBORG
David RICHARDSON
Nicolas RIVABEN
Larisa TRICHTCHENKO (Ms)
Peng ZHANG

5.

Representativ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bodies

Permanent Interstate Committee for Drought Control in the Sahel (CILSS)
Seydou TRAORE

Observer

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 Organization (CTBTO)
Jolanta KUSMIERCZYK-MICHULEC (Ms)

Observer

Pavel STRACHOTA

Observer

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 (ECMWF)
Erik ANDERSSON

Observer

European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Network (EUMETNET)
Jacqueline SUGIER (Ms)

Observer

Bruce TRUSCOTT

Observer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Jorge ALVAR-BELTRAN

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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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Hal TURTON

Observer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Biometeorology (ISB)
Patricia MORELLATO (Ms)

Observer

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 (IUGG)
Christophe CUDENNEC

Observer

Hua ZHANG (Ms)

Observer

6.

Presidents of constituent bodies and chairs of other bodies

Gerhard ADRIAN

President

Yolanda GONZALEZ HERNANDEZ (Ms)

President of RA III

Daouda KONATE

President of RA I

Ian LISK

President of SERCOM

Andrea Celeste SAULO (Ms)

Acting President of RA III

Michael STAUDINGER

President of RA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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