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文学委员会
第十五次届会
罗马
2016年12月7–13日

天气

气候

水

含决议和建议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1184

水文学委员会
第十五次届会
罗马
2016年12月7–13日

天气

气候

水

含决议和建议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1184

WMO-No. 1184
© 世界气象组织，2016
WMO对用印刷、电子和其他各种形式出版的各语种出版物拥有版权。翻印WMO材料的短幅摘录无须授权，但
须清晰完整地注明出处。有关本出版物的编辑问题及部分或全文出版、翻印或翻译本出版物问题请联系：
Chairperson，Publications Board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WMO)
7 bis，avenue de la Paix
P.O. Box 2300
CH-1211 Geneva 2，Switzerland

电话：+41(0) 22 730 84 03
传真：+41(0) 22 730 81 17
电子邮件：publications@wmo.int

ISBN 978-92-63-51184-3
注：
WMO出版物中所用的称号和本出版物中的材料表示方式并不代表WMO秘书处对各国、领土、城市或地区、或
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界划分的观点立场。
WMO出版物中的观点是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WMO。提及的具体商号或产品与未予提及或未刊登广告的同类相
比并不表示前者得到了WMO的赞许或推荐。
本报告含全会通过的文字，并已未经正式编辑予以发布。本报告中使用的缩略语详见 WMO 术语资料库
“METEOTERM”，见 http://public.wmo.int/en/resources/meteoterm。

目录
页次
届会工作总摘要

1.

届会的组织(CHy-15/文件 1) ........................................................................

1

1.1

会议开幕 ......................................................................................................

1

1.2

审议证书报告.................................................................................................

1

1.3

通过议程 ......................................................................................................

1

1.4

建立委员会 ...................................................................................................

1

1.5

指导会议召开的理念 ........................................................................................

2

1.6

组织事宜 ......................................................................................................

2

1.7

水文学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的日期和地点 ................................................................

2

1.8

会议闭幕 ......................................................................................................

2

2.

关于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报告
(CHy-15/文件 2) ......................................................................................

2

2.1

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

2

2.2

咨询工作组成员的报告 ......................................................................................

2

2.3

秘书长的报告.................................................................................................

3

2.4

有关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区域活动 ........................................................................

3

3.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有关水文和水资源管理的决定(CHy-15/文件 3) ...............................

3

4.

对国家水文部门价值链的支持 ............................................................................

5

4.1

测量、监测和信息系统(CHy-15/文件 4.1(1)) (CHy-15/文件 4.1(2))
(CHy-15/文件 4.1(3)) .......................................................................................

5

4.2

水文应用、产品和服务与水资源管理
(CHy-15/文件 4.2(1)) (CHy-15/文件 4.2(2)) (CHy-15/文件 4.2(3)) .................................

11

目录

iii

页次

4.3

开发 WMO 全球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试点项目的提议
(CHy-15/文件 4.3) ...........................................................................................

15

5.

水文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能力建设(CHy-15/文件 5) .................................................. 15

6.

与其他组织的与水相关计划的合作(CHy-15/文件 6) .................................................. 17

7.

委员会的未来工作计划，包括与区域协会的互动(CHy-15/文件 7) ............................... 20

8.

委员会的结构和咨询工作组成员的提名(CHy-15/文件 8)............................................ 20

9.

WMO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以及对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监测与评估(CHy-15/文件 9) . 21

10.

选举官员(CHy-15/文件 10) .................................................................................. 21

11.

审议委员会的以往决议和建议以及执行理事会的相关决议
(CHy-15/文件 11) ..............................................................................................

22

届会通过的决议

最终
编号

会议
编号

1

3/1

水文学委员会对与水文和水资源管理相关的大会决定的响应 ........................

23

2

4.1(1)/1 进一步实施“质量管理框架-水文”和水文学委员会的规章性材料战略 ............

24

3

4.1(1)/2 流量测量仪器和技术性能评估项目.......................................................

25

4

4.1(2)/1 全球水文测验支持基金的治 ...............................................................

27

5

4.1(3)/1 资料运行和管理 ............................................................................

30

6

4.2(1)/2 洪水预报倡议和水文学委员会对灾害风险管理计划的贡献 ...........................

32

7

4.2(1)/1 水文学委员会对未来综合和无缝隙 WMO 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的贡献 .............

33

8

4.3/1

开发 WMO 全球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试点项 ................................................. 34

iv

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页次

9

5/1

水文和水资源管理中的能力建设 .........................................................

35

10

8/1

水文学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和架构 .........................................................

40

11

11/1

审议水文学委员会的以往决议和建议 ....................................................

46

届会通过的建议

最终
编号

会议
编号

1

4.1(3)/1 水文信息的资料代表性 ....................................................................

47

2

9/1

水文学委员会对制定 WMO2020-2023 年战略计划的贡献 .........................

52

3

11/1

审议执行理事会基于水文学委员会以往建议形成的决议 ..............................

53

附录
I

本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总摘要第 2.1 段) ........................................................................................

II

54

咨询工作组成员的报告
(总摘要第 2.2 段) ........................................................................................

57

III

秘书长与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相关的报告(总摘要第 2.3 段) ..........................................

65

IV

区域活动(总摘要第 2.4.1 段) ..........................................................................

75

附件：与会人员名单（仅以英文提供） ............................................................................

76

届会工作总摘要
1.

届会的组织（议题 1）

1.1

会议开幕（议题 1.1）

1.1.1
水文学委员会（CHy）主席 H. Lins 先生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 9：30 分在意大
利罗马 Barceló Aran Mantegna 酒店宣布 CHy 第十五次届会开幕。Lins 先生表示他希望会议取得富有
成效的成果。副秘书长 Elena Manaenkova 女士代表 WMO 秘书长 Petteri Taalas 先生对 CHy-15 的与
会者表示了欢迎。
1.1.2
12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 6 时 30 分，在罗马市政府所在地 Campidoglio（Capitoline 山）举
行的官方开幕式上，民防部部长 Fabrizio Curcio 先生对与会者来到罗马表示了欢迎。他强调了水文对民
防，特别是保护生命和财产的重要性。WMO 副秘书长 Elena Manaenkova 女士提醒与会者天气、气候和
水之间的重要联系以及 WMO 在这方面的作用，并感谢 ISPRA 主办本届会议。环境保护研究院（ISPRA）
院长 Bernardo de Bernardinis 先生指出，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淡水资源的汲取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
水文界将继续在国家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本委员会主席 Harry Lins 先生赞扬了意大利在国家和国际水文
领域发挥的强大作用，并感谢意大利政府主办 CHy-15。意大利航天局（ASI）主席 Roberto Battiston
先生强调了卫星资料和遥感在为水文科学及其应用做出巨大贡献。
1.2

审议证书报告（议题 1.2）

应主席的要求，秘书长代表提交了一份具有有效证书的代表团名单，包括他们的与会身份。共有
140 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代表 57 个 WMO 会员和 11 个国际组织。与会人员名单见本报告的附件。委
员会赞赏参会女性比例的增加，达到了创纪录的 31％。
1.3

通过议程（议题 1.3）
拟议的带说明的届会议程获得了一致通过，见 CHy-15/文件 1。

1.4

建立委员会（议题 1.4）

1.4.1

委员会成立了一个“遴选委员会”，成员包括：
一区协–Meriem Alaouri 女士(摩洛哥)
二区协–Songkran Agsorn 先生(泰国)
三区协–Rocio Sanchez 女士(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四区协–Jean-François Cantin 先生（加拿大） - 主席
五区协–John Fenwick 先生（新西兰）
六区协–Cristina Alionte Eklund 女士（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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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委员会还成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由本委员会主席、CHy 副主席和“遴选委员会”主席组成，
并得到了 WMO 秘书处的支持。
1.5

指导会议召开的理念（议题 1.5）

WMO 秘书处介绍了此次届会采用的一些创新做法。其中包括减少用于报告的时间，重点关注规
划未来活动，同时强调与其他相关 WMO 计划和国际进程的联系。
1.6

组织事宜（议题 1.6）

委员会还注意到，为了增加无力派代表团出席届会的会员国参与决策过程，加入新主题并向广泛
利益相关方征求意见，会前召开了一次网上讨论会，对一些议题进行了讨论。十九个专家直接参加了讨论
会并提出了自己的书面意见，对网站的访问罕见地超过了 2000 次。会前讨论的结果已提交委员会并纳入
了会前文件的相关议题。委员会高兴地看到“会前讨论”带来了高水平的互动，并建议第十六次届会采用
类似做法。委员会还高兴地注意到，ISPRA 为 CHy 第十五次届会安排了视频直播，平均每天有 300 次访问。
1.7

水文学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的日期和地点（议题 1.7）
委员会决定其第十六次届会将于 2020 年底举行。会议收到了埃塞俄比亚初步提出主办这次届会

的提议。
1.8

会议闭幕（议题 1.8）
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11 点 33 分闭幕。

2.

关于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报告（议题 2）

2.1

委员会主席的报告（议题 2.1）

委员会注意到本报告附录一中水文学委员会主席 Harry Lins 先生（美国）的报告，委员会对主席
在上次休会期间委员会工作取得的进展予以赞扬。委员会讨论了主席提出的未来方向并感谢他领导和致力
于委员会的成功。
2.2

咨询工作组成员的报告（议题 2.2）

委员会注意到咨询工作组成员的报告（见本报告的附录二），并感谢他们在上次休会期间在
OPACHE 协助下为协调和执行委员会活动所作出的贡献。下述咨询工作组成员（或他们的代表）介绍了报
告：
(a)
(b)
(c)
(d)
(e)
(f)
(g)

CHy 副主席 - 刘志雨（中国）；
水、气候和风险管理- Jan Danhelka(捷克）；
资料运行和管理 - Tony Boston(澳大利亚）；
负责 WMO 水文观测系统发展的特邀专家 - Silvano Pecora(意大利）；
水文预报和预测 - Yuri Simonov(俄罗斯）、Johnson M. Maina(肯尼亚）；
水资源评估 - Sung Kim(韩国）；Antonio Cardoso Neto(巴西）；
质量管理框架 - 水文 - J.F. Cantin(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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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报告(议题 2.3）

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在水文和水资源计划框架下所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报告，详见本报告的附
录三，并认可委员会通过其咨询工作组和 WMO 秘书处在上次休会期间进行联合工作所取得的进展。

2.4

有关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区域活动（议题 2.4）

2.4.1
委员会注意到与水文和水资源计划有关的区协活动报告（见本报告的附录四）。委员会获悉确
保把区协的需求纳入委员会的工作计划的进程，在议题 7 下进行讨论。
2.4.2
委员会注意到来自区域协会维持其与水文和水资源相关的工作组，以及将区域水文顾问纳入区
域协会管理组的总体益处。

3.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有关水文和水资源管理的决定（议题 3）

大会
3.1
委员会获悉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Cg-17）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执行情况后，对该计划表示总
体满意，并通过了以下决议，以进一步推进委员会的工作：
(a)

决议 18(Cg-17)–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b)

决议 19(Cg-17)–世界水循环观测系统办公室。

3.2
委员会注意到，除了通过上述决议，在委员会本次届会相关文件中讨论的相关内容，大会还做出
了与 CHy 有关的下列决定：
(a)

通过决议 10(Cg-17)，大会批准 WMO 参与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的国际网络（IN-MHEWS）。
大会还要求技术委员会协助发展 IN-MHEWS，特别是开发基于科学的方法和工具以及适当的培
训模块。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计划在 2017 年 5 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
第五次届会期间举行 MHEWS 国际会议；

(b)

通过决议 16(Cg-17)，大会批准建议 2(气候委员会-16)，基于 30 年的记录期计算标准气候平
均值并且每 10 年更新一次。委员会注意到咨询工作组已提议在 CHy 未来的工作计划中发表一份
关于水文平均值定义的声明；

(c)

通过决议 31(Cg-17)，大会批准建议 9(CBS-Ext.(2014))，建立 Satcom 用户论坛。委员会注
意到 Satcom2016，WMO-IOC 卫星资料通信系统（SATCOM）用户国际论坛第一次正式届会
于 2016 年 9 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Satcom2016 注意到除了 WMO/IOC 海洋与海洋气象联
合委员会之外，在 Satcom 论坛中引入 CHy 和 CAgM 的重要意义，并决定探讨建立“WMO 品
牌灾害警报收费表”的可能性，同时考虑将水文界（洪水预警）作为测试案例并寻找候选项目。
委员会注意到 Satcom 系统对于收集偏僻站点的资料以及对于支持早期预警系统的重要性；

(d)

在决议 39(Cg-17)中，大会要求技术委员会牵头开发和实施 GCOS 的组成部分，它们根据
GCOS 指导委员会的建议负责其实施。委员会注意到新的 GCOS 实施计划，其中包括总计 201
项行动，其中的 24 个涉及 CHy。委员会赞赏全球陆地网络 - 水文（GTN-H）通过其联合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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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中心（包括 GRDC、GPCC、IGRAC、HYDROLARE）对 GCOS 实施计划做出的实质性贡
献；
(e)

通过决议 40(Cg-17)，大会继续开展协调努力，让技术委员会通过促进从数小时到数个世纪时间
尺度上的观测和预测能力来改善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的服务。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其专家为
实施北极 HYCOS 和 HKH-HYCOS 做出了重要贡献；

(f)

在决议 43(Cg-17)中，大会决定实施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并将其纳入 WMO 计划，作为
一项交叉性活动，并要求技术委员会将这项活动纳入其工作计划以便充分适应 GCW 的跨计划性
质；

(g)

在决议 52(Cg-17)中，大会认可印度鲁尔基技术研究所(IITR)水文部为二区协印度 RTC 的第四
个分部；

(h)

在决议 59(Cg-17)中，大会决定修订 WMO 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将其重新命名为“WMO 性别
平等政策”并要求技术委员会在其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制定实施此项政策的行动计划；继续汇编男
女参与工作的统计数字；根据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护大会的成果和建议采取行动；并向执行理
事会和世界气象大会报告进展情况。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在回应这些要求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
是在本次届会之前成功组织妇女在水文方面领导权研讨会。这个开创性活动的好处之一是有更多
的女性代表参加 CHy-15；

(i)

通过决议 67(Cg-17)，大会要求技术委员会调查与私营部门开展合作的机遇和挑战，就与私营部
门开展对话的上述机遇制定指南、提出建议，并纳入工作计划，记录合作中积极的、建设性的案
例，确定需要执行理事会审议并提出建议的相关现行 WMO 原则和政策、指南和标准，同时协助
公众和私营部门避免冲突、鼓励合作；

(j)

在决议 68(Cg-17)中，大会要求技术委员会确定将在即将举行的届会上讨论的相关城市活动；其
工作机构协调一致地整合其活动中的城市部分；在向执行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提及城市活动。委
员会注意到咨询工作组已提议在 CHy 的未来工作计划中，将城市方面纳入水文应用、产品和服
务重点领域之下的洪水预报倡议。

委员会将其关于上述问题的决定记录于决议 1(CHy-15)-委员会对与水文和水资源管理相关的大会决定的响
应。

执行理事会
3.3
委员会回顾到在 2012 年 11 月至 2016 年 6 月的间隔期间，举行了执行理事会从 EC-65 到
EC-68 的四次届会。委员会注意到各次届会中与 CHy 有关的决定包括：
(a)

EC-65 通过决议 7(EC-65)注意到本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和决议并重申 WHYCOS 的重要
性，同时通过决议 8(EC-65)要求本委员会主席监督其外部评估的建议的采用情况；

(b)

EC-68 通过了决定 59(EC-68)，其中它批准了 CHy 的新结构和关键领域提案，以及咨询工作组
提出的建议，即限制每个关键领域的工作量不超过六项活动领域；

(c)

EC-68 还通过了关于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的决议 6(EC-68)、关于洪水预报倡议的决定 7(EC68)和关于山洪指导系统的决定 8，这些都在本次届会的有关文件中有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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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国家水文部门价值链的支持（议题 4）

4.1

测量、监测和信息系统（议题 4.1）

4.1.1

质量管理框架–水文

5

进一步实施“质量管理框架–水文”（QMF-H）
4.1.1.1
委员会回顾到 QMF-H 是 2013-2016 年休会期间的主题性优先领域，并讨论了进一步发展和
更广泛使用 QMF–H 的方法。委员会注意到决议 7(Cg-17) 要求技术委员会的主席继续在 WMO QMF 总
体框架下协调一致地发展与其活动相关的质量管理方面以及行动和工作安排，以进一步发展决定 76(EC68)中的 WMO QMF。
4.1.1.2
委员会对为建立 QMF-H 专门网站（http://www.wmo.int/pages/prog/hwrp/qmfh/index.php）做出贡献的各位专家表示感谢，该网站为国家水文部门提供战略文件、建议、指导和工具，
以便实现其运行的质量、效率和有效性。还编写了为国家水文部门制定质量管理体系（QMS）清单，确定
了建立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规定的可信 QMS 所需的基本步骤，并涵盖了已实施 QMS 的国家水文部门
的案例研究。
4.1.1.3
委员会注意到一份简短的报告分析了 2016 年初开展的调查的结果，以评估国家水文部门当前
实施 QMS 的水平，特别是 44 份反馈问卷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没有正式的 QMS。委员会还注意到报告中的
建议以及会前关于该主题的讨论结果，其决定记录于决议 2(CHy-15) -进一步实施“质量管理框架-水文”
和水文学委员会的规章性材料战略。

规章性材料
4.1.1.4
委员会注意到，在 WMO 与 ISO 工作安排协议的框架下，提议通过《流量测量手册》
（WMO-No. 1044）作为 ISO 技术报告。委员会对 ISO TC 113（水文测量）成员深入审查该手册以及
就其更新问题提出建议表示感谢，以确保其符合 ISO 的要求。委员会还高兴地注意到对该手册的修订预计
将于 2017 年 3 月完成，同时考虑到 ISO 提出的建议。
4.1.1.5
关于本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编写新技术材料的决定，委员会注意到已经为编写《水资源评估手
册》建立了一个国际专家组，最后的草案已经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同行评审过程。委员会还注意到正在编
制确定环境流量的指导材料。《洪水测绘手册》在本总摘要第 4.2.1.6 段中讨论。
4.1.1.6
委员会还注意到决定 42(EC-68)其中要求委员会纳入关于服务提供的指导材料，作为更新
《国家水文部门作用、运行和管理指南》（WMO No. 1003）过程的一部分，该项工作目前由 CHy 专家
进行中。
4.1.1.7
委员会注意到，EC-68 通过其决定 93(EC-68)通过了“加强 WMO 技术规则框架路线图”，
其中要求技术委员会在其工作计划中优先应于 2019 年 Cg-18 前审查和更新《技术规则》相关部分以及相
关规章性出版物。委员会获悉负责 QMF-H 的咨询工作组成员参加了 2015 年 11 月举办的编写和颁发《WMO 技
术规则》的培训研讨会，随后编写了关于 CHy 规章性材料战略的文件供 CHy 会前讨论，其中提供了背景信
息并解释了可供 CHy 采用的各种不同备选方案，以响应决定 93(EC-68)。注意到会前讨论中收到的意见后，
委员会进一步讨论了该问题并将其决定记录于决议 2(CHy-15)。
4.1.1.8
委员会认识到规章性材料在支持水资源管理活动（诸如取水许可证）方面的价值。委员会进一
步认识到确保合规性所产生的要求可为扩展监测网络和其他水文活动以及为其提供资金提供合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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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y 流量测量和技术性能评估项目（项目 X）
4.1.1.9
委员会获悉在实施流量测量仪器和技术性能评估项目工作计划方面取得进展，例如关于实地流
量测量仪器和业务应用技术调查报告、不确定性分析决策辅助工具（UADAT）开发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编写
关于开展并报告流量测量仪器的校准和性能检验结果的指南的高级阶段、以及流量测量和技术（regattas）
的原位比较事件的指导。委员会还注意到关于上述项目结果的进展情况报告可查询项目网站：
http://www.wmo.int/pages/prog/hwrp/Flow/index.php 。
4.1.1.10 委员会特别感兴趣的是关于 UADAT 第一个模块的信息，这是一个软件用于计算利用速度面积方
法进行流量测量的不确定性，目前正在开发中，2017 年可免费分发给国家水文部门。
4.1.1.11 委员会感谢各位专家作为管理委员会（MC）成员积极参与其中，他们是：J.F. Cantin(主席，
代表 CHy）、D. Bérod（代表 WMO 的 RWGH）、M. Muste（IAHR）、J. le Coz（IAHS）、T. Yorke
（ISO）、J. Petry（HMEI）和 J. Fulford、D. Mueller、D. Kim、O. Gabaldò、J. Gonzalez 和 E.
Jamieson（特邀专家）。
4.1.1.12 委员会注意到 MC 审查了其职责并建议根据休会期间的经验对成员组成部分进行修改（参见决
议 3(CHy-15)的附录）。MC 还建议应保持当前的七项项目成果，但应在 2017 年初下一个休会期间开始
时简化更新工作计划的任务。
4.1.1.13
(a)
(b)

(c)

(d)
(e)

MC 还建议在项目的未来工作计划中考虑以下额外活动：

在 PO 4 下，编写一份关于实验室和 regattas 基准和参考标准的简短文件（平均 n 次测量结果
做法的局限性、基准转移的过程、可溯源的标准），以补充这时期编写的两份指导材料。
协助国家水文部门了解和控制测量的每个步骤：
(i)
促进制定和采用流量计算算法的标准。
(ii) 促进制定和采用流量相关资料格式的标准。
向 UADAT“用户团体”展示量化流量测量不确定性在改进业务做法和管理决策方面的价值，例
如通过：
(i)
研讨会并采取后续行动，
(ii) 范例，
(iii) 调查，
(iv) 网络研讨会，
(v) 将 UA 的考虑纳入 WMO 流量测量培训中；
提供关于如何报告和传播流量估算和相关/衍生产品不确定性的指导；
与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协作开展对新兴流量测量技术的评估。

4.1.1.14

最后，MC 同意下一个休会期的重点领域应是流量计算的标准化。

4.1.1.15
估项目。

委员会讨论了 MC 的建议，并将其决定记录于决议 3(CHy-15) -流量测量仪器和技术性能评

4.1.2

全球水文测验支持基金

背景
4.1.2.1
委员会获悉根据《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的综合评审》（2011 年）的建议，大会通过决议
19(Cg-17)要求秘书长建立 WHYCOS 办公室。本委员会主席与秘书处一起制定一个更全面的全球水文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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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支持基金（GHSF）建议，该建议得到了决议 6(EC-68)的批准。决议中，执行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建立全
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办公室，由自愿捐款提供资金。瑞士发展与合作署（SDC）将在 2017-2020 年期间
支持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特别是为 3 个专业职位提供资金。
4.1.2.2

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的要素是：

(1)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WHYCOS）；

(2)

全球创新枢纽；

(3)

WMO 水文观测系统（WHOS）；

(4)

水文服务信息平台；

(5)

咨询服务台。

4.1.2.3
咨询工作组将负责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的治理，而该委员会将替代现有的 WHYCOS 国际咨
询组（WIAG）。

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的实施
4.1.2.4
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旨在于 2018 年实现全面运作，在现有活动（如 WHYCOS、WMO 水
文观测系统和 INFOHYDRO）间建立无缝隙机制和新的功能（如创新枢纽和咨询服务台）。除了 SDC 的
初步支持，第一个四年期应该帮助 WMO 确保可持续地运行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
4.1.2.5
有关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不同组成部分的介绍可查询 HWR 网站上的概念说明：
http://www.wmo.int/pages/prog/hwrp/index_en.php 。
4.1.2.6

接下来是整合每个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组成部分下一阶段实施战略的各种要素。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4.1.2.7
发展 WHYCOS 和不同的 HYCOS 项目，以便通过满足国家和区域需求大力应对全球挑战，同
时考虑新技术（测量技术、公民观察站、新信息技术、..）和开放资料政策。明确定义可持续水文产品和服
务应对社会挑战是 WHYCOS 的一个主要目标。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特别是创新中心提供的新动力有
助于创造这些新动态。
4.1.2.8

加强与国际、区域和国家组织中主要技术和金融伙伴的关系。

4.1.2.9
继续实施新的 HYCOS 项目，同时根据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咨询工作组确定的优先事项，提
供新的机会，协助那些已终止项目的可持续性。

WMO 水文观测系统
4.1.2.10 WMO 水文观测系统的实施战略在本总摘要第 4.1.3.2 至 4.1.3.9 段中讨论。WMO 水文观测
系统的成功发展将有利于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在全球层面上展示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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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服务信息平台
4.1.2.11 与世界银行管理的全球减灾和恢复基金（GFDRR）合作，现有的 WMO 水文信息查询服务
（INFOHYDRO）将演变为水文服务信息平台（HSIP），为潜在的水文气象项目资助者提供关于政府和非
政府水监测组织及其能力和架构、以及其网络和资料共享特性的最新信息。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将提供有
关这些组织提供的服务以及可从这些服务中获得益处的信息。

全球创新枢纽
4.1.2.12 创新枢纽的作用是为水监测和信息系统（可以是测量设备、公民观测站、信息系统、产品和服
务交付等）开发和实施创新工具。该枢纽可呼吁创新的水文设计，与 WHYCOS 合作与正在进行的项目和
捐助者协调，协调测试和实施 HYCOS 项目中的新监测技术和方法。

咨询服务台
4.1.2.13 咨询服务台将是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利益相关者的在线支持资源。它将以洪水管理联合计划
（APFM）咨询服务台为模型，并适于满足水文测验的需求。原则上，它将为用户提供三种类型的在线支持：
寻求帮助，可以要求专门的帮助和指导；自助，将存档和存储工具、出版物和教育材料以供在线查询和下
载；以及常见问题部门也被称为提供帮助，各组织可宣传其能力以帮助其他人。

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的组织、管理和治理
4.1.2.14 是由咨询工作组负责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的治理，为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办公室提供指导
并确保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在相关政治层面上的知名度。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办公室将在 WMO 气候
和水（CLW）司的广泛框架下运行，并将向水文处的基本系统报告。咨询工作组将取代当前的 WHYCOS
国际咨询小组（WIAG），通过纳入该小组最重要的职能。委员会将其对本事务的决定记录在决议 4(CHy15) - 全球水文测验支持基金。
4.1.2.15 委员会回顾到决议(EC-68)要求本委员会主席与 WMO 秘书处协商，组建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
金咨询工作组，因此通过其职责和成员组成，见决议 4(CHy-15)的附录 1。
4.1.2.16 最后，由于创新枢纽需要专门的指导，建议成立创新枢纽委员会（InnoC）作为全球水文测量
支持基金咨询工作组的分小组，其中包括研究机构和 SME 的特别额外成员。InnoC 拟议的职责和成员组
成也列在决议 4(CHy-15)附录 2 中。InnoC 将协助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咨询工作组推动和加强水文测验
方面的创新。它将确保从战略和综合的角度审视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相关创新活动，并侧重于新解决方
案的开发、实施和扩展。.

宣传和品牌化推广
4.1.2.17 GSHF 组成部分是改进水监测和为决策者提供基本信息的关键工具。成功的关键是 WMO 会
员、专家和金融合作伙伴的贡献。为了吸引这些贡献，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必须具有清晰可辨的身份，
并被接受为水文活动中关键参与者，包括社交媒体。现在的名字明确地说明了设施的职能，应将其保持为
官方名称。然而，为了公共关系目的提供一个重点明确和让人难忘的标签，建议将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
简称为 HydroHub。因此，在官方文件中，应使用指定的 WMO 水文测验支持基金（HydroHub）。在所
有其他应用中，标签 HydroHub 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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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业务、管理和交换

4.1.3.1
委员会注意到，许多国家尚未达到监测网络和标准方面的要求，无法确保水文资料可在水管理
决策中使用。自由和不受限制地获取水文资料还不是一般常见的做法。由于这些原因，资料和信息管理问
题是 WMO 区域协会的重点工作之一。增强的支持是必需的，可以帮助各国满足他们的需求。在此背景下，
特别是在资料生产和管理领域，WMO 通过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GHSF）和 WHYCOS（二者都在本总
摘要第 4.1.2.1 至 4.1.2.17 段中讨论），WMO 水文观测系统、MCH 对其会员进行支持，通过标准推动
和促进资料交换，如 WaterML 2.0 和全球资料中心，即 GRDC、GPCC、IGRAC 和 HYDROLARE。

WMO 水文观测系统（WHOS）
4.1.3.2
委员会获悉，2014 年本委员会主席在咨询工作组的支持下已经提出了建立 WMO 水文观测系
统。在制定概念后，主席于 2015 年向 Cg-17 提出了他的建议，大会欢迎这种努力，并敦促本委员会主席
继续指导 WMO 水文观测系统全面实施。
4.1.3.3
WMO 水文观测系统被认为是对 WIGOS 的水文输入，分两个阶段实施，即包括 2015 年 7
月作为示范项目启动，已实现自由和公开在网上提供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水文资料的短期能力阶段（见
WMO 水文观测系统网页），以及长期的 WIGOS 和 WIS 标准能力阶段，并利用了水文信息系统实现资料
注册、资料发现和资料访问。
4.1.3.4
在第二阶段，WMO 水文观测系统旨在开发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服务，以支持水文科学和信息
的发展，作为 WIGOS/WIS 的主要组成部分，旨在支持业务性水问题（地表和地下水、水量和水质）。水
文信息科学涉及以一致的方式描述水文环境，使用资料模式进行信息集成和软件工具直接与部署的资料存
储和通信组件进行交互。特别是 WMO 水文观测系统将与相关的全球资料中心密切合作，支持水文观测资
料的存储，互联网上的网络服务发布，与国家水文部门发布的水文观测的联合，并在网络中对各种资料持
有进行搜索。这些先进的资料访问和分析功能都通过使用利用标准化的资料格式和服务类型的网络服务所
提供。利用 WMO 和 OGC 网络服务的集合，WMO 水文观测系统被设计成与用户共享目录资料、元数据
和资料的“服务栈框架”。该服务栈框架确定三种类型的服务是必不可少的，可以共享网络上的水文信息：
目录服务、元数据服务和资料服务。这三项服务共同实现完全索引、描述并访问水文信息：目录服务为用
户提供水文元数据的索引；元数据服务识别在空间和时间域可用的时间序列的集合；资料服务为资料用户
提供了一个指定的时间区间和空间区域。该框架被设计用于发布和分发时间序列，但可以扩展到包括其他
资料格式，例如地图。
4.1.3.5
WMO 水文观测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资料发现和提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原始资料提供者是
存储水文资料的主要所在地，特别是时间序列。在提供者本身内部，资料和元数据在资料库中进行管理，
然后通过其主 GISC 以及通过一系列网络服务向外提供，以便远程用户可以通过网络访问资料。
4.1.3.6
另一个组成部分是水文元数据目录。注册表是一个组成部分，便于发现已经由资料提供者公布
的、按《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1060）第 3.6.8 节“描述元数据信息”要求的水文资料。在
WMO 水文观测系统中，资料提供者是水文资料的主要存储库，而注册表是水文资料服务的主存储库。注
册表提供一个界面，用户可以通过指定描述感兴趣的水文资料的关键字和元数据查询登记的资料服务。注
册表像发现水文时间序列信息的搜索引擎。资料发布者可以在注册表中注册自己的资料，并提供他们想要
共享的资料集的简要说明。这是 WMO 水文观测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允许组织资料，并以高效、
结构化、有条理的过程发现资料。
4.1.3.7
WMO 水文观测系统的第三和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是网络或桌面客户端。客户端是 WMO 水文观
测系统的组件，它允许在自己的电脑或分析系统根据《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1060）第
3.6.7 节“提供信息的获取”访问水文信息。客户端是位于用户机器上的一个平台，与资料服务和注册表
进行通信。如果已经知道水文信息的存在，用户可以直接下载资料提供商的水文信息，也可以在注册表中
搜索他们可能不知道的资料。一旦感兴趣的资料已被发现，用户可下载信息到其本地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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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8
在其 WIGOS / WIS 职责的背景下，WMO 水文观测系统将公布允许 WMO 用户访问一系列
服务的发现元数据。WMO 水文观测系统的潜在未来阶段是试点根据水文界的需要定制的 WIGOS/WIS 功
能和服务的可能范围，这也可能对其他计划有益，包括资料库、模拟模式、网络-GIS 和其他工具。
4.1.3.9
委员会注意到在 WMO 水文观测系统会前讨论中提出的许多意见，讨论了第一阶段和 WMO
水文观测系统第二阶段的概念，并将决定记录在决议 5(CHy-15) - 资料运行和管理。

MCH
4.1.3.10 委员会获悉气象、气候和水文资料库管理系统（MCH），其中只使用开源软件。MCH 被设计
主要用于不具有一个资料库管理系统或不具有数字化、存储和处理大量资料能力的较小的国家气象和水文
部门；和/或寻找一个简单、可定制、免许可证的解决方案来存储、分析资料并产生大量的气象、气候和水
文资料的报告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4.1.3.11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通过本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的要求，2014 年建立了 MCH 实践群体。
委员会获悉 MCH 团体相当活跃，而且除了允许访问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软件和手册以及由群体成员开发
的附加模块外，还提供了一个论坛供开发者和用户之间进行经验交流。
4.1.3.12 MCH 是免费提供的，已安装在大约 20 个国家，在各种情况下，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工作
人员已接受系统运行和管理的培训。委员会指出，MCH 非常有用，可供许多没有自己的资料管理系统，或
缺乏维护更新的商用系统手段的很多国家气象部门使用。

WaterML 2.0
4.1.3.13 委员会注意到负责资料运行和管理的咨询工作组成员以及特邀专家 S.Pecora（意大利）在秘
书处支持下，为响应决议 3(CHy-14) 采取的行动。委员会指出这些要求已将一系列努力付储行动，这些
努力推动了已在关于水文的标准化资料共享会前讨论中所描述的几项资料和资料共享活动。
4.1.3.14 委员会注意到，因为水文信息资料表示是对 WIS 和 WIGOS 的重要贡献，其批准需要与
WMO 基本系统委员会（CBS）进行协调。因此，委员会注意到了建议 12(CBS-16)并通过了建议
1(CHy-15) - 水文信息的资料代表性。
4.1.3.15 委员会对 WMO /开放地理空间联盟（OGC）联合水文域名工作组（HDWG）的工作表示满
意。它指出，HDWG 由两个 CHy 专家共同主持，并审议了需要进一步确定未来其代表的职责，以确保由
HDWG 进行的非常宝贵的工作可以更好地响应 NMS 业务需求。

全球资料中心
4.1.3.16 委员会表示感谢德国、荷兰和俄罗斯联邦在 WMO 监督下承办四个全球资料中心，这些中心通
过维护根据 WMO 资料政策可用的资料和信息库持续对全球水资源管理继续提供支持：
(1)

全球径流资料中心（GRDC），由德国科布伦茨联邦水文研究所主办；

(2)

国际地下水资源评估中心（IGRAC），由荷兰代尔夫特 UNESCO-IHE 主办；

(3)

国际湖泊水库水文资料中心（HYDROLARE），由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国家水文研究所主办；

(4)

全球降水气候学中心（GPCC），由位于德国奥芬巴赫市的德国气象局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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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7 委员会指出应设立一个任务组，以便响应 Cg-17 的要求，编写一份关于这些资料中心不断发
展作用及其对 CHy 倡议贡献的报告并提交给执行理事会，同时考虑 WMO 水文观测系统第二阶段和全球水
文测量支持基金，将其决定记录于决议 5(CHy-15)。
4.2

水文应用、产品和服务与水资源管理（议题 4.2）

4.2.1

洪水预报倡议

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FFI-AG）
4.2.1.1

委员会高兴地获悉执行理事会通过决定7(EC-68)批准了FFI-AG及其2016-2019年工作计划。

4.2.1.2
委员会对 FFI-AG 所采取的总体方向感到满意，因为它认为将活动侧重于推进洪水预报早期预
警系统并协助会员是适当的也是必要的。委员会对编写洪水预报端对端早期预警系统（E2E EWS）评估指
南表示支持，并协助会员发展在这方面的能力。
4.2.1.3
此外，委员会表示需要编写一份免费提供技术的汇编，以便推荐给会员用于加强在评估过程中
被确定为较弱的领域。正如本总摘要第 5.8 段所述，E2E EWS 互可操作技术可加强洪水预报，是 CHy 界
新做法的基础。据设想，这种技术应在从资料收集到向用户和决策者提供信息的所有各级都可互操作。
4.2.1.4
委员会回顾到免费提供技术仅限于CHy界，这有可能支持E2E EWS，诸如 DEWETRA 和气
象、气候和水文数据库管理系统(MCH)系统。这两个系统被认为是E2E EWS基础组成部分的优秀范例，可
涵盖从资料采集和加工到决策支持等一系列价值链。委员会注意到将水文界的实践方法与通过帮助台提供
的协助相结合是克服通过评估过程确定的感知弱点的极好手段。若干代表指出，全球和区域活动可以补充
或为洪水预报的E2E EWS实践社群做出贡献，从而提高可提供给国家水文部门的本地产品的可用性。同时，
ICHARM指出它已经开发了免费的径流和洪水模拟软件，诸如综合洪水分析系统（IFAS）和降水径流洪水
（RRI）模式，并已在发展中国家实施这些模式。它注意到其活动与WMO FFI的活动之间的互补性，并表示
希望与WMO FFI合作，以促进加强E2E EWS。
4.2.1.5
委员会还注意到这项努力将补充决定5(EC-68)中的要求，即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CBS）与
其他技术委员会协调编写逐步实施多灾种基于影响预报和预警服务的实践指导材料，作为实施WMO服务提
供战略的一部分。

《洪水风险测绘手册》
4.2.1.6
委员会注意到尽管有一些延迟，但通过一些任务组的努力《洪水风险测绘手册》的编写工作已
经开始。到目前为止，已对关于这一专题的早期材料进行了审查，编写了一份新的修订解释性的目录，并
已指派了专家修订和编写手册的新材料。考虑到会员掌握推荐的评估洪水风险的做法和程序的重要性，委
员会高兴地获悉这项工作将继续完成。委员会还高兴地获悉，墨西哥政府为编写该手册做出了贡献并提供
了为广泛使用而开发的各种工具。

WMO/GWP 洪水管理联合计划（APFM）
4.2.1.7
的成功。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全球水伙伴关系（GWP）的继续支持以及 30 个支持基础伙伴致力于 APFM

4.2.1.8 委员会获悉，APFM 目前处于第四阶段。APFM 第四阶段的总体目标是将综合洪水管理（IFM）
纳入实践做法，同时积极编制指导材料和维护通过帮助台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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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9
委员会还获悉，管理委员会决定支持 APFM 的新战略方向，以便在 IFM 内加强对 E2E EWS
的关注。2016 年 APFM 咨询和管理委员会报告中详细介绍这种新方法，其中认识到有必要开发一个端到端的
预报和预警系统，作为实施 IFM 过程的一部分，旨在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对社区和河流流域应用
IFM 方面的贡献。委员会还要求建立一个以客户为导向的项目办公室，其主要客户是会员及其国家机构，
因为 APFM 要发挥促进作用以协调国家政府、用户、捐助方、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支持基础合作伙伴和
其他各方参与实施 IFM 及其作用，这将是必需的。应制定新的商业模式，并在 18 个月内付诸实施，以实
现该计划的财务可持续性。

山洪指导系统（FFGS）与全球覆盖项目
4.2.1.10 注意到各个地区实施 FFGS 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以及目前对该系统的改进，委员会赞扬了 WMO
合作伙伴（即，水文研究中心、NOAA NWS 和 USAID/OFDA）在这项工作中付出的努力，并感谢他们为
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保护人类生命和财产的能力而做出的重大贡献。委员会获悉，近期在中美洲运行
的 FFGS 为参与成员提供了关于飓风“奥托”的宝贵指导。还提醒委员会需要及时更新这些宝贵的系统，
以及 维持这种预警能力的可持续性规划的价值。
4.2.1.11 委员会还注意到 EC-68 批准了一项提案，即 2017 年 3 月在土耳其举办“全球山洪指导研讨
会：推进业务使用”，由 USAID/OFDA 提供资助。委员会获悉研讨会可能将于 2017 年最后一个季度举
行。本次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分享经验和教训，讨论支持 FFGS 应用的新发展，开发 FFGS 业务用户网络，
以及让灾害管理机构参与其中以便更有效地协调预警和响应活动。此次活动的主要成果将提供一系列关于
FFGS 如何发展的建议，包括 FFGS 要在地方可持续地提供天气和水文服务则需要额外的工作，以减少由
于洪水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4.2.1.12 委员会还注意到并赞扬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与 FFGS 之间加强合作。委员会
认识到更密切的合作可加强会员提供及时和准确水文气象灾害预警的能力，也是 FFI 努力使会员受益的证
据。委员会还注意到并同意，重要的是 FFGS 与会员的初步规划会议也应对在尚未有 SWFDP 的地区所提
出的实施申请考虑实施可能性。

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CIFDP）
4.2.1.13 委员会获悉，Cg-17 注意到它继续支持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及其四个示范项目，这些项目
将由 Cg-18 完成。委员会对 Messrs Simonov 和 Smart 代表 CHy 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但注意到需要
更多的 CHy 代表以便正确处理所有相关的水文问题。
4.2.1.14 委员会讨论了沿岸地区这种综合办法的可能未来，因为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目前仅限于四个
示范项目，而委员会认识到更多的国家可通过采用类似办法而受益，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
因为其中一些国家容易受沿海洪水的影响。委员会注意到各项目取得的进展，并指出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将多学科办法和概念推进到国家实践中。委员会讨论了将示范阶段过渡到业务性质，使更多国家能够通过
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的成果受益，并将其决定记录在决议 6(CHy-15) - 洪水预报倡议和 CHy 对灾害风险
管理计划的贡献。

与 DRR 计划的联系
4.2.1.15 委员会注意到为了支持本组织的减轻灾害风险（DRR）优先重点，WMO 正在调整 DRR 计划
使其符合仙台框架，同时考虑与 DRR 高度相关的其他全球框架的内容。作为第一步，正在制定 WMO
DRR 路线图，这将指导 WMO 灾害风险管理所有组成部分的活动以及 WMO 组成机构和计划的进一步加强
和协调。经过几轮磋商后，预计将在不久后由 WMO 主席代表 EC 批准 WMO DRR 路线图。委员会表示咨
询工作组在制定这一领域的新工作计划时可考虑 WMO DRR 路线图。委员会还注意到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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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EWS）是仙台框架通过的七项全球任务中的一项，委员会还高兴地获悉 2016 年 11 月不限成员名额
政府间专家工作组（OIEWG）完成了关于指标的报告，将提交给联合国大会。委员会注意到，在制定 FFI
活动时考虑这些指标是有益的，特别是这些活动如何有助于实现预期目标。
4.2.1.16 委员会还注意到 EC 通过决定 6(EC-68)要求新协议（诸如通用警报协议（CAP））在水文灾
害公共预警方面的适用性和优势，并将其决定记录于决议 6(CHy-15)。
4.2.1.17 委员会还注意到决定 4(EC-68)要求技术委员会和 WMO 相关计划提供/提名专家协助 EC
WG/DRR 的 WMO 天气、水和气候极端事件编目计划间任务组（IPTT-CWWCE），并要求其咨询工作组
为此提名一名成员负责水文应用、产品和服务这一主题。

WMO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GDPFS）
4.2.1.18 通过决议 11(Cg-17)，大会决定启动在未来逐步建立加强综合无缝隙 WMO 资料加工和预报
系统。同时，大会认识到这将对技术委员会和 WMO 计划的工作产生影响，并要求技术委员会按照执行理
事会的指导酌情将此项活动纳入其工作计划，以便充分适应这一综合倡议的跨计划性质。
4.2.1.19 随后，EC-68 确认无缝隙涉及多个方面不仅包括时间也包括学科，包括水文（洪水、洪涝和
水管理）。EC-68 还决定成立一个由 CBS 主席担任主席的指导小组，成员包括 CHy 代表，该小组将提供指
导，并监测制定逐步建立未来增强的、综合的和无缝隙 WMO 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的过程。
4.2.1.20

委员会认识到，为了使水文界充分利用这一领域的发展，必须考虑：

(a)

审查水文中预报范围的定义；

(b)

制定适当的治理机构；

(c)

积极参与指导小组的工作。

4.2.1.21 委员会注意到，为了开始辩论，让成员熟悉这个问题，并收集世界各地专家的意见，因此在会
前讨论中增加一份关于 CHy 对 GDPFS 贡献的文件，引用的评论意见可查询：
http://www.whycos.org/wordpress/?page_id=828。委员会进一步指出，这项努力为水文社区提供
了有关 GDPFS 的潜在效用的宝贵见解。委员会注意到，可能需要灵活设计，以反映国家行政结构，这可能
需要增加一层中心。它还注意到在这一全面进程中用户参与的重要性。
4.2.1.22 委员会认识到有越来越多的全球和区域活动及项目旨在提供全球或区域水文预报。这些项目和
活动说明利用现场、雷达、和卫星资料、高分辨率 NWP 模式和局地资料（如储存状态）等，水文模拟领
域的研究不断进步。虽然这些进展得到积极地认可，但委员会对危及国家水文部门提供洪水预报和预警唯
一声音的原则表示关切。认识到全球观测和预报系统的进展及国家水文部门发布预警的能力，并考虑到关
于该专题会前讨论的结果，委员会通过了决议 7 - CHy 对未来综合和无缝隙 WMO 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的贡
献。
4.2.2

干旱管理

4.2.2.1

委员会回顾到，通过决议5，委员会决定与农业气象委员会（CAgM）和气候学委员会（气候

委员会）合作，共同开展活动，旨在通过建立综合干旱管理计划（IDMP）支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干旱
预报能力并支持主要负责应对干旱的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干旱管理能力，还支持建立咨询服务台，使干旱管
理政策和战略区域的会员从中受益，并支持支撑该服务台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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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在2013年3月举行的国家干旱政策高级别会议（HMNDP）上启动之后，WMO与全球水伙伴

关系（GWP）共同实施了IDMP。 IDMP的目标是支持各级利益相关方，并通过全球协调制作科学信息和
共享支持干旱综合管理的有效做法和知识，为它们提供政策和管理指导。
4.2.2.3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在2017 - 2020年CHy工作计划的拟议活动中，干旱管理专题列入了

水文应用、产品和服务的重点领域。在该重点领域下，三个咨询工作组组（AWG）成员在必要时借助水文
专家委员会开放式专家组（OPACHE）专家的支持，将继续负责制定和/或推荐水资源评估和规划的工具，
以协助包括气候变率和变化专题下的决策。
4.2.2.4

在WMO秘书处，IDMP技术支持单位（TSU）隶属于农业气象处。注意到这一组织安排尽管

完全合理，但可能导致会主要从农业气象角度重点关注干旱问题，委员会讨论了如何确保从水文角度提供
干旱管理服务。委员会表示希望咨询工作组在OPACHE的协助下，通过干旱实践社区制定一个满足水文需
求的概念。 它进一步指出，一旦咨询工作组通过该概念并将其要求记录于决议10(CHy-15)的附录1，在
OPACHE的协助下，咨询工作组应开展与新的实践社区相关的活动。
4.2.2.5

认识到会员在干旱管理方面的需求不断扩大，委员会注意到IDMP咨询工作组和管理委员会

（AC/MC）确定的需求，以筹集资源以便确保该倡议的长期可持续性。AC/MC还建议努力合并综合干旱管
理咨询服务台和综合洪水服务台，以便提供一个极端事件的单个用户界面平台。委员会注意到，该建议符
合WMO水文和水资源管理中的能力建设战略中提出的建议（参见议题5）。
4.2.3

水文和气候服务

4.2.3.1
委员会注意到决议 1(CHy-14)–委员会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贡献中的多数决定和建议已实
施或者正在实施，出于实际操作原因，对建议秘书长（1）中的内容略作改动，气候委员会/CAgM/CHy 气
候、粮食和水联合专家组被水、气候和风险管理咨询工作组成员取代执行该任务，作为 CHy 的全球气候服
务框架联络者，负责协调 WMO 秘书处和 GWP 专家小组，并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过程提供投入资料。因
此，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业务和资源计划（2015-2018 年）活动包括开发洪水和干旱咨询服务台；促进发展
水敏感区域的气候服务并将其纳入开发和实施粮食、干旱和水资源管理中。
4.2.3.2
委员会还注意到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和 GCOS 的秘书处办公室已被整合入 CLW 司，从而提高
了气候和水活动开展合作和协同的机会。
4.2.3.3
委员会还注意到关于季节性水文预测（SHP）指导材料的草案以及实用气候模式资料和降尺度
技术的水文应用的指南草案已由两个非正式 CHy 专家组编写，由负责水、气候和风险管理的咨询工作组成
员牵头，并与选定的 OPACHE 成员分享。委员会邀请 OPACHE 成员就 SHP 案例研究目录提供意见、建
议和资料，以便完成这两份文件。一些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已建立了“水用户论坛”，紧接着
RCOF 年度会议举行，通过这一事实就可明显看出这些文件的相关性。认识到需要水文界的用户反馈意见，
旨在提高供水文应用的 RCOF 产品的可靠性，RCOF 组织者已经开始要求为 CHy 提供援助。在南亚、中
美洲和西班牙加勒比首次使用了草案材料。委员会请 RCOF 组织者继续并加强与区域和国家级水文和气候
界的对话，并在决议 10(CHy-15)的附录 1 中记录其向咨询工作组提出的要求，旨在提高 RCOF 产品和服
务的相关性和可用性，以支持国家水文部门为水文和水资源管理应用而发展在次季节到季节再到年际水文
预报和预测领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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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4
最后，委员会还注意到其专家参与气候委员会、CAgM 和 CHy 气候，粮食和水联合专家组以
及本组织参与 2013 年 11 月在韩国举行的国际气候、粮食和水研讨会：更好的气候服务促进粮食和水安
全。委员会获悉该小组正在根据 Cg-17 支持的建议，更新以前的《WMO 天气、气候和粮食安全手册》，
将水相关的方面加入该主题。鉴于水在连接若干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为协同增效和一体化提供的机遇，委员会讨论了向气候委员会和 CAgM 提
出关于振兴联合专家组活动的建议的相关性，以促进 SDG 与水有关的具体目标，并确保将其转化为国家和
地方行动计划。

4.3

开发 WMO 全球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试点项目的提议（议题 4.3）

4.3.1
委员会感兴趣地审议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的开发 WMO 全球水文状况和展望系
统试点项目的建议。委员会注意到该倡议旨在提供一个业务 WMO 系统，将能够评估当前水文状况以及可
能展望全球所有地区的近期和未来情况。该系统将是 NHMS 之间进行合作，并纳入一系列不同的驱动资料、
科学方法和技术能力。它将直接以其他当前 WMO 活动和现有能力为基础，以提供一个独特的业务系统，
从而让 NHMS 向广泛的终端用户提供最新的水文信息。认为这种系统有可能对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有利，
委员会同意建立该倡议并批准在即将到来的休会期实施一个试点阶段，以进一步测试其概念，为此通过了
决议 8(CHy-15)- 开发 WMO 全球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试点项目。
4.3.2
韩国发言后，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开发动态水资源评估工具（DWAR）方面取得的进展，
并同意进一步测试该方法将是有益的。委员会注意到这种工具可用于获取关于区域、国家或地方水资源的
详细信息，以供规划和业务之用。
4.3.3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其他会员可能在水资源项目的开发阶段期间考虑使用工具或技术。

5.

水文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能力建设（议题 5）

WMO 水文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能力建设
5.1
委员会注意到，通过将 WMO 的支持集中于“WMO 水文界”视为需重点关注的那些领域，实
施其在第十四次届会上通过的 WMO 水文和水资源教育培训战略已明显有助于优化现有的资源。然而，委
员会认为，要对该战略做出修订，以使其适应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所面临的新挑战，详见议题 3 和 9 所
述。因此，委员会决定拓宽其范围以应对能力建设问题，因而批准了 2017-2020 年水文和水资源管理中
的能力建设战略，详见决议 9(CHy-15) -水文和水资源管理中的能力建设，及其附录。

水文和水资源管理教育培训
5.2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在印度、肯尼亚和巴巴多斯的 WMO RTC 支持下，通过 WMO 与
COMET 及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合作，水文远程学习（DL）活动在不断推进，并成为
一区协、二区协和四区协的固定活动。委员会获悉，目前基础课程完全是基于国际版的 COMET 课件，而
用于高级课程的课件已在进行改编。并赞赏通过 COMET、NIWA（新西兰）和 WMO 的合作，在 2017
年为五区协 SIDS 制定并提供水文测量学远程学习课程的计划。委员会认为，近期的挑战是如何以其它语
言来开发此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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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委员会注意到，流量测定教员实践团体目前已包括了上次届会休会期间以四种语言编写的全面
的培训材料。委员会获悉，有些教师已将其部分或全部其下载，并将其用于 WMO 及其它组织举办的区域
和国家培训活动。然而，委员会还注意到，极少利用论坛及其它设施来促进经验交流及其它材料的共享。
5.4
委员会感谢国际水文环境工程协会（IAHR）和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持续合作为更广泛
受众提供流量测定课程。委员会建议，着手评审此类课程的内容，归纳从此前联合版本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并建议将教育培训活动方面的合作扩大至其它共同关注的领域。
5.5
委员会获悉，在上次届会休会期间，分配给水文的 WMO 奖学金数量在持续增加，尤其注意到，
WMO 已与 UNESCO-IHE 荷兰代尔夫特水教育学院订立了协议，就关注的硕士课程共同为国家气象和水
文部门工作人员提供奖学金，并继续其与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的合作，资助研究生参加水资源和环境
管理 WATENV 硕士课程。此外，还为参加南京河海大学及俄罗斯国立水文气象大学（RSHU）学士和硕士
课程提供了奖学金，作为与中国及俄罗斯联邦合作的一部分。委员会认为这些努力应该长期保持和增加，
因为能牵头大幅改进发展中国家国家水文部门且具有高学术水平的专业人员非常有限。
5.6
委员会还注意到 ICHARM 通过其在日本配备的硕士和博士课程为能力建设做出了贡献，以加
强政府官员在世界水问题方面的实践能力。ICHARM 还利用日本和其他国家的 ICHARM 水文模式
（IFAS/RRI）开展了培训以加强了洪水预报和洪水分析的能力。

技术转让和知识管理
5.7
委员会忆及，决议 6(CHy-14)赞同技术转让和知识管理的方法，其主要是将水文业务多用途
系统（HOMS）等只有有限支持各类技术的长目录转换为可为有限的活动提供充分技术支持的健全系统，
并要求秘书处开发开放源和实践团体解决方案，以推动技术转让，用于：数据库管理系统、流量测定课程
培训材料、洪水预报和预警课程培训材料、流量测量不确定性分析决策支持工具（不确定性分析决策辅助
工具）、提供水文远程学习课程，并要求咨询工作组考虑制定枯水流量估算和预测的类似解决方案。该方
法将通过设立其它活动的咨询台和网站作为补充。
5.8
回顾过去四年的经历，委员会注意到，有些实践团体已取得成功，参与程度高且贡献大，而其
它一些则作为了资料库，有些则未能引起太大兴趣。一些专家提出的一种可能的改进就是建立实践团体，
支持洪水预报等国家水文部门特殊产品从资料收集、管理和质量控制到模拟、预报制作和分发的价值链。
委员会认为，这一综合性方法的吸引力大于基于该价值链的单个环节。
5.9
委员会忆及，其决定在不更新网络版 HOMS 参考手册（HRM）的情况下维护英文、法文、西
班牙文和俄文版，直至其认为内容不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水文部门（国家水文部门）。为此，委员会
注意到在过去四年中对各组成部分的要求很少，而且很多组成部分在现在已经过时或通过因特网很容易找
到。

替换《气象与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培训指南》(WMO-No.258)第二卷
5.10
委员会注意到，WMO/UNESCO 基础专业课程联合任务组（JTT-BIP）及水文家和水文技术
人员能力标准任务组在 2015 年召开了一次会议，并商定了完成其任务的工作计划。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
由于 WMO 秘书处缺少临时工作人员，因此，工作进展缓慢，但获悉，近期工作已恢复，初稿的气象学和
水文教育培训标准实施手册第二卷-水文预计将于 2017 年底完成。
5.11
委员会还注意到，根据该指南，JTT-BIP 的最终人员构成有不同地区的具有业务和学术背景的
成员；WMO、UNESCO-IHP、IAHS 和 IAHR 的代表，并得到了 EC 教育培训专家组代表的支持。委员
会获悉，在 JTT-BIP 的首次会议上，IAHS 和 IAHR 表示有兴趣成为 JTT 联合牵头人，并最后担任最终出
版物的联合作者。考虑到四个主要水文组织的联合出版物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委员会鼓励实行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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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组织的与水相关计划的合作（议题 6）

6.1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出席会议的各个伙伴组织所发表的声明。为了避免编辑这些声明，其完
整版本见以下链接：http://www.whycos.org/CHy15/bgdocs/CHY-15-d06_ANNEX-statementsfrom-partners.pdf 。
6.2
委员会注意到，与联合国系统内外其它组织有关水计划合作开发的各项活动，正日益通过联合
国 - 水机制来加以协调，目前联合国水机制有 31 个成员（联合国机构）和 38 个合作伙伴。根据联合国水
机制的现状，委员会审议了与选定的某些组织之间双边合作的主要事宜，包括那些不属于联合国水机制的
组织，例如区域安排以及河流域管理机构。

联合国水机制
6.3
委员会获悉，自 2012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WMO 秘书长一直主持联合国水机制，随后
由 ILO 总干事接任。现在广泛认为联合国水机制是联合国系统在非常复杂的领域中努力改善其一致性和协
调性的范例，而其本身在批准有关水和卫生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任务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联合国水
机制框架下，2014 年成立了被称为“水和卫生设施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目标综合监测（GEMI）”的机构
间倡议，并设立了由 UNEP、UN 人居署、UNICEF、FAO、UNESCO、WHO 和 WMO 组成的指导委员会。
该倡议的重点是扩展、整合、开发和测试各种指标和监测方法，以验证实现与水相关 SDG-6 目标取得的
进展情况，即涉及饮用水和基本卫生、废水处理和水质、用水和使用效率、资源综合管理以及与水有关的
生态系统。
6.4
委员会注意到，作为对联合国水机制的贡献，WMO 在日内瓦总部主办联合国水机制的技术咨
询部门（TAU）。这给 WMO 带来了一些直接和间接的好处，如 TAU 与 WMO 气候和水司之间的直接通
信线路，这提高了 WMO 水计划在联合国机构以及在与水相关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知名度，而且有可能在
WMO 大楼设立日内瓦水资源枢纽办事处。
6.5
除此之外，WMO 继续协调联合国水机制的水和气候变化专题重点领域，制作了面向公众的一
份政策简报以及两份与水有关的气候变化适应和水文气候服务的录像，还在 UNFCCC COP 22 和 COP 23
期间组织了有关这些主题的会外活动。
6.6
委员会对 WMO 在联合国水机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欢迎，因为委员会认为这将使各伙伴组
织和政府进一步认识到整个 WMO 特别是 国家水文部门 的贡献能够为水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
6.7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2013 年 11 月签订了新版本的 UNESCO 和 WMO 在水文和水资源领
域的工作协议。本着这些工作协定的精神，WMO 参加了国际水文计划（IHP）理事会和 IHP 主席团的多
次会议并为其做出了贡献。UNESCO 还酌情参与 CHy 咨询工作组的会议并做出了贡献，而两个组织共同
组织了 UNGA 和 UNFCCC COP 会议和会外活动。关于联合小组，应提及 WMO/UNESCO 基础专业课程
（JTT-BIP）和水文家和水文技术人员能力标准联合任务组。UNESCO 和 WMO 之间协议的修订版可为加
强两个水计划之间的合作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制。最后，自 2011 年以来 WMO 一直是 UNESCO-IHP 治
理理事会的观察员，促进与该重要机构的合作明显改善，包括同意向 WMO 会员提名的候选人提供共同发
起的奖学金，在过去四年中颁发了 12 个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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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委员会注意到由于参与者非常繁忙，遇到了一些的困难，即无法定期举办 UNESCO/WMO 联
络委员会会议，并建议利用视频会议来提高这些有用协调会议的频率。

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
6.9
委员会获悉，WMO 与发展中国家的获得资助的参加者一起定期参加 IAHS 大会以及共同发起
的 IAHS/UNESCO/WMO 国际水文奖。委员会还获悉，在将于 2017 年 7 月在南非伊丽莎白港举行的下
一次科学大会上，WMO 将联合举办水文研究生院和水文测量创新会议，同时还在考虑其他会议。IAHS 基
本上会派代表参与 CHy 咨询工作组会议并积极参与其中。
6.10
委员会注意到，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水文环境工程与研究协会（IAHR）一道，
该协会一直积极参与流量计量仪器和技术性能评估的 CHy 项目。IAHS 还加入了 IAHR 和 WMO，成为流
量测量培训活动高级版本的共同组织方。
IAHR
6.11
委员会获悉除了参与有关流量计量仪器和技术性能评估的项目之外，IAHR 为编写和实施有关
《流量测量手册》的培训活动高级版本做出了重大贡献，自 2011 年期，已在意大利、韩国、越南、新西
兰举行了培训活动，下一次计划将于 2018 年在法国举行。委员会建议修订这些联合活动的课程，这样有
助于吸取以往版本的经验教训。
ISO
6.12
委员会获悉 WMO 在水文测量领域一直保持与 ISO 的合作。委员会注意到付出了很多努力，
因此《流量测量手册》被通过作为 ISO 的技术报告，作为《质量管理框架 - 水文》的一部分，在本总摘要
第 4.1.1.4 段中讨论。
6.13
委员会注意到，尽管在促进向国家水文部门提供 ISO 标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双方秘书
处仍未达成协议，主要是由于没有时间解决行政和 IT 问题。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
6.14
委员会还注意到，在国际水问题方面与 UNECE 开展的持续合作。委员会赞赏 WMO 支持在跨
界河流涅曼/涅穆纳斯河（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俄罗斯联邦）及德涅斯特河（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共和国）实
施河流和洪水管理试点项目。委员会鼓励在与 CHy 相关的领域进一步参与 UNECE 水合作的不同框架。

全球水合作伙伴（GWP）
6.15
委员会注意到，通过洪水管理联合计划（APFM）以及最近的干旱综合管理（IDMP）倡议，
在促进综合洪水管理方面开展了长期和成功的合作。特别是，委员会注意到向 WMO 总部借调一名 GWP
专家，这有助于两项倡议的活动大幅增加。

国际地下水评估中心（IGRAC）
6.16
委员会注意到 2016 年 9 月由 IGRAC、WMO、斐济气象局（FMS）、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
（SPC）和太平洋区域环境署（SPREP）联合主办的“推进太平洋 SIDS 地下水监测”的研讨会在斐济苏
瓦举行，其目的是审查太平洋 SIDS 的地下水资源和监测的现状，并引入推荐的地下水监测和评估技术。
委员会还注意到，如果 CHy 成员要求，也可举办有关 HWR 能力建设 WMO 战略的类似研讨会（参见议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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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6.17
委员会注意到，由于实施了 WMO 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GHSF），与 IAEA 水资源计划的
合作得以加强。可利用 IAEA 地下水同位素水文方面的专门知识，来确定水资源评估领域可能相联系的活
动。 委员会注意到 IAEA/WMO 联合审查“核电厂选址和运行的气象和水文方面”的第 170 号技术说明的
进展情况，其符合 EC-68 批准的目录。委员会还注意到，IAEA 和 WMO 还计划通过 CHy 专家开展更多
的联合活动，以编写与上述技术说明有关的培训材料。

地球观测组织（GEO）
6.18
委员会获悉，EC-68 决定批准十个关键的 WMO-GEO 协作领域，包括制定促进自由和公开获
取资料的通用协议和方法、“大数据”和相关的新兴问题、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优先重点、进一步开发
利用 WMO 信息系统（WIS）全球和国家基础设施（GISC、DCPC 和 NC）与 GEO 通用基础设施（GCI）
之间的协同作用。委员会注意到与 GEO 开展更密切的合作有可能使会员受益，同时考虑到诸如
GEOGLOWS(水文信息以应对全球水挑战）或 GDiS（干旱倡议）等新 GEO 全球倡议。委员会进一步注
意到应在 WMO 水文观测系统第二阶段和 GEOSS 之间确定协同作用，并且在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应倡
议建立互动机制。

世界银行
6.19
委员会获悉世界银行全球减灾与恢复基金（GFDRR）和 WMO 正在根据全球案头评估和对选
定国家的现场研究编写一份关于水文服务需求评估和现状的报告，这将是对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水文服
务信息平台的基础性贡献。委员会注意到应在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框架内加强与世界银行在水文测量领
域的协作。
6.20
委员会还注意到在仙台 DRR 大会上提出并在 2015 年巴黎 COP21 会议上启动了气候风险早
期预警系统（CREWS）倡议，目前 WMO、法国、ISDR 和世界银行合作实施该倡议。委员会鼓励秘书处
确保在 CREWS 发起的项目中考虑与水相关问题的适当联系。

国际水灾害和风险管理中心（ICHARM）
6.21
委员会获悉 UNESCO 二类中心 ICHARM 开展的各项活动（诸如主办国际洪水倡议（IFI）秘
书处），并注意到新的 IFI 战略和实施计划，其中确定了五个关键行动：资料和信息统计、综合风险评估、
识别风险变化、支持健全的决策以及支持实践社区。IFI 实施计划包括三个阶段：基于五项关键行动的示范、
原型设计和业务运行。将建立国家减少灾害风险平台，以便将 IFI 合作伙伴与每个参与国联系起来。委员
会对 ICHARM 加强全球灾害风险管理的工作表示欢迎，并提请其会员积极参与 IFI 的实施。

7.

委员会的未来工作计划，包括与区域协会的互动（议题 7）

7.1

委员会注意到咨询工作组（AWG）在 2016 年 2 月的上次届会期间，继续采用惯例，邀请区

域水文顾问以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和国际水文环境工程与研究协会（IAHR）的
代表，一起讨论 2017-2020 年期间委员会的未来工作计划。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未能参加此次会
议。区域水文顾问介绍了针对拟纳入委员会未来工作计划的推荐领域，与水文和水资源相关工作组开展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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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结果。因此，咨询工作组考虑了会员的区域和全球需求，同时制定了关于 CHy 未来工作计划的建议，
该提案见决议 10(CHy-15)的附录 1。
7.2

委员会还讨论了大会通过决议 18(Cg-17)要求本委员会主席鼓励并支持委员会与各区域协会

的积极合作，尤其是与它们的水文和/或水资源管理小组合作。委员会认为，应感谢咨询工作组成员和 CHy
专家出席区域工作组的届会，而这些会议取得了重要的联合进展，除此之外，还可通过若干区域工作组建
立的水文虚拟论坛讨论另外一个合作领域。例如，咨询工作组的个别成员可被指定为委员会与其所在区域
的区域工作组的“联络人”，其具体任务是在 CHy 和区域专家之间保持工作层面的双向沟通。
7.3

委员会表示咨询工作组与区域水文工作组之间的关系一种可证明的最佳做法。委员会鼓励本委

员会主席利用一切机会，在整个 WMO 记录和促进此项活动的有效性。因此，委员会同意从全球应用的角
度继续审查和评估在 WMO 各区域开展的与水相关活动的成就。

8.

委员会的结构和咨询工作组成员的提名（议题 8）

8.1
委员会注意到咨询工作组已审议了委员会的架构，并表示现在的架构虽然总体有效，但在某些
实际运行中有低效的问题。咨询工作组重申在一个工作组下而不是多个工作组下组织委员会的活动被证明
更有价值。但委员会注意到如何将各主题活动分配给各咨询工作组成员问题上的低效率，以及四个独立的
OPACHE存在专业交叉的问题。所以，委员会建议按以下方式调整委员会的工作架构：
8.2
(a)
(b)
(c)

委员会应当与一个咨询工作组协调，由以下成员组成：
本委员会主席；
CHy副主席；
4位咨询工作组成员；
由一个OPACHE支持。

8.3
(a)
(b)
(c)

咨询工作组进一步提议在在三个一般主题下组织其活动：
“协调和实施支持”，由本委员会主席、CHy副主席和一位担任“项目协调员”的咨询工作组成员
负责；
“测量、监测和信息系统”；
“水文应用、产品和服务”。

8.4
咨询工作组强烈建议CHy-15将分配给以上三个工作组的任务限制在不超过6个活动领域，以
保证确定的重点任务得到完成。
8.5
(a)
(b)

此外，还要完成另两组所需要的成果：
一组活动由秘书处支持，OPACHE专家协助，咨询工作组成员不直接参与；
另一组活动由于资金有限，实施前提是一个或多个成员愿意自愿牵头实施。

8.6
咨询工作组也考虑到一个OPACHE合并以前的四个将更为有效，前提是目前资料库的搜索能
力得到加强，纳入定期更新的相关关键词。所有小组都将受益于OPACHE专家提供的支持，专家将根据其
专业领域具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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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根据这些咨询工作组的建议、审议情况以及此次届会中之前通过的决议，委员会通过了决议
10(CHy-15)－水文学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和架构及其附录。

8.8
注意到活动的动态性质以及在休会期间不断向CHy提出的要求，委员会要求本委员会主席在管
理咨询工作组时采用所需的灵活性，以确保其以最有效和最有效的方式运作。因此，选定咨询工作组成员
的任务将在2017年第一次特别工作组会议上确定。
9.

WMO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以及对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监测与评估（议题 9）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
9.1
委员会注意到 WMO 战略计划的目的是确定方向和优先重点，以指导和协调 WMO 所有计划
和相关组成机构的活动，使所有会员能够改进其核心信息、产品和服务，维持必要的基础设施，并直接从
科学技术进步中受益。结合运行计划，它还可为发展 WMO 基于结果的预算（RBB）奠定基础。
9.2
委员会注意到大会已决定采用编写第十八财期（2020-2023 年）战略和运行计划的机制，记
录于决议 71(Cg-17)。EC-68 通过决定 82(EC-68) 为编写该计划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
9.3
委员会还注意到通过的 2016-2019 年期间战略计划的全球社会需求（GSN）仍然是 20202023 年期间 WMO 战略计划的基础，而提供充分地相关资料和信息可在实现大多数需求中发挥关键作用。
委员会还指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通过的一项具体目标“确保所有人获得水和卫生设施”，而
WMO 通过联合国水机制，为制定相关监测战略做出了贡献，而定期观测和质量有保证的水文资料在其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4
委员会讨论了水文和水资源管理方面新出现的优先重点，并批准了建议 2(CHy-15) - 水文学
委员会对制定 WMO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的贡献。

监测与评估（M&E）
9.5
委员会注意到 WMO M&E 系统已全面实施，涵盖所有的预期结果，秘书处进行了两次调查，以
评估实现成果对会员的影响，第一次调查旨在设定 2012-2013 年的采用的基线，第二次是 2015 年。有
54%的会员响应了这两次调查，显示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对进展进行了彻底的评估并与过去进行了比较，
相当有难度。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目前正在审查现有的关键绩效指标，因为目前使用的若干关键绩效指标
被认为不是面向结果的。

10.

选举官员（议题 10）

Harry Lins 先生（美国）当选水文学委员会下一休会期主席，Silvano Pecora 先生（意大利）
当选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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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委员会的以往决议和建议以及执行理事会的相关决议（议题 11）

委员会审查了其第十四次届会通过的决议和建议以及目前仍然有效的执行理事会有关 CHy 活
动的决议。委员会对此做出的决定都纳入了决议 11(CHy-15) - 审议水文学委员会的以往决议和建议，及
建议 3(CHy-15)- 审议执行理事会基于水文学委员会以往建议形成的决议。

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 1(CHy-15)
水文学委员会对与水文和水资源管理相关的大会决定的响应

水文学委员会，
注意到：
(1)
(2)
(3)
(4)
(5)
(6)

决议 10(Cg-17)
络，
决议 31(Cg-17)
和网络的报告，
决议 39(Cg-17)
决议 40(Cg-17)
决议 43(Cg-17)
决议 67(Cg-17)

- 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以及 WMO 参与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国际网
- 决议 31(Cg-17)–基本系统委员会特别届会(2014)有关 WMO 信息系统的各中心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 WMO 极地和高山活动，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 WMO 与私营部门发展伙伴关系指南，

要求秘书处特别是 DRR 计划，以在筹备 2017 年国际 MHEWS 大会时充分反映水文方面，并专门举行一
次会议，讨论国家水文部门在提供早期洪水警报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国家水文部门在减少生命和财产损
失方面的作用 ；
要求咨询工作组：

(1)

参与 Satcom 用户论坛，讨论 WMO 品牌警报 tariff 以及如何最好地建立关于洪水预警的灾
害警报 tariff 测试，同时鼓励 Satcom 用户论坛与 WMO 减轻灾害风险计划建立良好的联
系，以共享有效做法并探索此类 tariff 的更广泛要求；

(2)

与 GCW 项目办公室共同探讨可能开展的联合活动，并提出一项合作计划，以便促进将涉及高
纬度和高空服务的决议 40(Cg-17)和决议 43(Cg-17)转换为实践运行，并将重点放在观测和
资料可用性上；

鉴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实施计划的复杂性，建议由一个或多个 CHy 专家开放组（OPACHE）成
员探讨可能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来帮助 GCOS 在其水文和水资源相关行动中更好地利用 CHy 的观测能力，
特别是 WMO 水文观测系统；
决定指定一名 OPACHE 成员为水文公私伙伴关系报告员，以便从 CHy 的角度按照决议 67(Cg-17)的要求
采取行动。
要求本委员会主席和咨询工作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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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确保委员会的工作继续响应执行理事会和大会的要求和决定；
监测和评估继续实施影响本委员会的决定；
向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报告委员会采取的行动以及如何开展 WMO 战略计划。

决议 2(CHy-15)

进一步实施“质量管理框架-水文”和水文学委员会的规章性材料战略

水文学委员会，
注意到：
(1)

决议 7(Cg-17) - WMO 质量管理框架，

(2)

决定 76(EC-68) - WMO 质量管理框架–全组织方法，

(3)

决定 93(EC-68) -加强 WMO 技术规则框架的路线图，

(4)

决定 42(EC-68) -实施 WMO 服务提供战略，

认识到质量管理的重要性和采用标准化程序，以确保有效和高效地提供核心国家水文部门活动，包括资料
采集和管理以及向经济部门和公众提供产品和决策支持服务，从而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国家水文部门的可信
性，
赞赏通过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和涉及水文测量领域的其他国际和区域标准制定实体合作，不断制定和升级其
规章性材料而获得的价值和效益，
决定：
(1)

继续开发“质量管理框架-水文”，同时开始 WMO 其他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并与 WMO 质量管理框
架的总体框架保持一致；

(2)

到 2019 年 Cg-18 时，根据以下原则，参与审查和更新《技术规则》（WMO-No.49）第三卷以及
与其职责和责任相关的规章性出版物：

(3)

(a)

认识到水文的特性，在本委员会规章性材料中采用更适合的规定性语言，以促进合规性，

(b)

涉及《技术规则》和《水文实践指南》(WMO-No.168)、各个水文和水资源手册的选定主
题，以及指导材料和技术文件，

设立一个专家工作组，在咨询工作组下运行，以审查和评估 CHy 规章性材料，指定详细的计划以
便更新规章性材料并监管其实施，编写《技术规则》第三卷的修订文字并提交给 2018 年执行理事
会并考虑使 CHy 的层次结构和规章性文件命名与 WMO 一般做法和术语保持一致的好处和风险，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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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继续支持委员会主席和咨询工作组，通过：
(1)

在休会期间提供有关质量管理体系（QMS）发展的培训，以便更有效地将国家水文部门纳入这一优
先重点中；

(2)

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优先考虑将有关质量管理体系指导材料翻译成联合国其他官方语言，包括质量管
理体系清单和案例研究；

(3)

维护并进一步开发“质量管理体系-水文”网站 http://www.wmo.int/pages/prog/hwrp/qmfh/index.php；

(4)

完成水资源评估手册和洪水风险测绘手册的编写和出版工作；

(5)

考虑编写沉积物测量手册（推移质和悬浮质）；

(6)

完成《国家水文部门的作用、运行和管理指南》（WMO-No.1003）的更新工作；

(7)

继续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合作，包括确定那些可考虑通过为通用文件的其他材料，在相关时与其他国
际和区域标准制定实体开展类似的合作安排；

提请会员通过提供资金或自愿参与属于“质量管理体系-水文”的个别文件的翻译来促进翻译工作；
提请区域协会通过其负责水文和水资源的工作组，确定 QMS 优胜者以促进该区域的其他会员国家水文部
门采纳质量管理体系。

决议 3(CHy-15)
流量测量仪器和技术性能评估项目

水文学委员会，
注意到上个休会期间该项目在编写指导材料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协助国家水文部门评估流量测量仪器性能
和技术，包括向国家水文部门提供关于如何制作简单但可靠的流量测量不确定性分析的咨询建议，
进一步注意到：
(1)

管理委员会就该项目的未来工作计划提出的建议，

(2)

在委员会本次届会期间管理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将到期，

考虑到与外部机构建立的出色合作关系，符合 WMO 在项目各目标中的利益，诸如国际水利工程和研究协
会、国际水文协会、国际标准化组织、水文气象装备产业协会，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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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下一个休会期间继续实施该计划；

(2)

批准本决议附录中提供的项目管理委员会的职责和组成；

要求咨询工作组作为项目指导委员会，根据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并根据本次 CHy 届会的讨论情况，批准
2017-2020 年下一休会期间项目最终的工作计划；工作计划应包括具体的活动、可交付成果、时间表和估
计的预算；
进一步要求咨询工作组建立机制以确保该项目与全球水文测验支持机构在流量测量有效做法和创新方面的
密切合作

要求秘书处为此项重要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特别是在现有财政资源的限度内尽早启动管理委员会的新人
员组成并提供在批准预算内所要求的资金；
敦促会员积极参与此项目，特别是在国家层面上推广利用此项目的成果，以及为该项目的数据库贡献本国
的指导材料；
鼓励各参与组织继续积极参与该项目，特别是支持其代表参加管理委员会，以及在其所属网络中宣传这项
活动；

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2(CHy-14)，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 3(CHy-15)的附录

流量测量仪器和技术性能评估项目的管理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MC）提出的补充内容用下划线表示）
1.

职责

(a)
(b)
(c)

为项目提供总体指导，并制定和更新及实施项目工作计划，必要时考虑参与组织的不同观点；
确定与项目目标有关的差距和未来要求；
就各项活动向各参与组织提出建议，可把这些活动视为参与组织对该项目的支持活动；

(d)
(e)

参与组织的各位代表应按其要求向其组成机构提供定期进展报告；
为该项目的指导委员会主席提供进展报告并针对本委员会主席认为重要的其它问题提供咨询。

2.
(a)
(b)

成员组成
国际水文环境工程与研究协会(IAHR) 的代表；
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的代表；

决议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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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代表；
水文气象设备工业协会（HMEI）的代表；
WMO 各水文区域工作组的代表；
WMO 水文学委员会（主席）的代表。

可邀请其他专家以个人和专业人员身份协助委员会开展工作，总人数不能超过成员的总数并要保持业务、
学术和用户群体之间的平衡。
副主席应由本委员会主席指定，应从所有的成员和特邀专家中选择。
成员的任期与 CHy 休会期相同。同一代表可由他/她的上级组织再次任命，任命次数不限。
如果认为有必要实施项目，本委员会主席与其它四个参与组织协商后，可修改这些成员的职责和人员组
成。
3.

秘书处的支持

WMO 秘书处将通过 WMO 的水文和水资源司为委员会提供秘书工作的支持。
4.

工作方式

大部分工作将通过电子邮件、电话会议和视频会议进行，当被主席认为适当时，而且如果资金到位可能召
开现场会议，但是在一个休会期内至少召开两次会议，通常是在休会期的第一年和最后一年。


决议 4(CHy-15)


全球水文测验支持基金的治理
水文学委员会，
注意到：
(1)
(2)
(3)

决议 19(Cg-17)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办公室，
决议 6(EC-68)–全球水文测验支持基金，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的综合评审》，

进一步注意到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GHSF）旨在通过改进水文和水监测的业务系统和能力与终端用户联
系，扩展水文资料和交换能力的基础，促进自由和开放的资料共享。通过开发和应用创新的监测和信息系
统，支持旨在建立可持续水文气象网络和免费获取资料的区域和地方项目，以及促进使用质量管理原则，
可实现此项目的，
了解到 WMO 和瑞士发展与合作署签署了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初步资助协议，
批准：

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28

(1)
(2)

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咨询工作组的结构、职责和成员组成（见本决议的附录 1），将之替代世界
水文循环观测系统（WHYCOS）国际咨询小组，后者不再存在；
创新枢纽委员会的职责和成员组成，并授权咨询工作组可在必要时进行修订；

决定正式命名全球水文测验支持基金并将用于官方文件和信函，并批准针对宣传和其他较为不正式的目的
可使用简称 HydroHub；
要求成员和资助机构酌情支持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特别是 WHYCOS 和创新枢纽组成部分。

决议 4(CHy-15)的附录 1
全球水文测验支持基金咨询工作组
1.

职责

(1)

审议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及其组成部分的概念、目标、预期收益/成本、业务事宜和未来发
展，并向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办公室提供建议；

(2)

审议和评估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每个组成部分的状态，以及实现各自目标的进展情况，并提
出可采取必要补救行动的战略；

(3)

审查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与其他相关国际计划的关系，特别是从协调和避免重叠/重复的角
度，并就纠正措施提出建议；

(4)

定期审查其职责和组成并提出建议。

关于创新活动：
(5)

批准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创新战略和创新重点领域；

(6)

任命创新委员会并定期审查其组成；

(7)

向创新枢纽委员会提供监督和建议，以确定枢纽的重点领域，审查各自的征集建议书，审查已
提交的建议书，以及批准资金；

(8)

就创新水文测量技术的进展以及采用这项技术个人/组织提出建议。

2.

成员组成

(1)

WMO 水文学委员会主席（主席）；

(2)

CHy 咨询工作组中有相关职责的一名专家；

(3)

世界银行的一名代表；

(4)

SDC 的一名代表；

决议

(5)

一名 WHYCOS 利益相关方（具有 HYCOS 项目以往经验的人）；

(6)

一名创新枢纽利益相关方（具有以往或当前经验的人）；

(7)

水文气象设备工业协会（HMEI）的一名代表；

(8)和(9)

联合国系统中对水文测量感兴趣的组织的两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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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邀请诸如金融合作伙伴和 WMO 区域水文顾问等作为观察员。水文处基本系统主任应担任咨询工作组的
秘书。
3.

其他规定

成员的任期与 CHy 休会期相同。同一代表可由其所属组织重新任命为无限期任期。如果认为有必要实施该
项目，本委员会主席在与相关其他组织协商后，可以修订这些职责和成员组成。
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咨询工作组最好每年举行两次会议，主要是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并在休会期间举行
至少一次面对面会议。秘书负责记录会议纪要和行动要点。

决议 4(CHy-15)的附录 2
全球创新枢纽（INNOC）
1.

职责

在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咨询工作组的总体指导下：

(1)
(2)

(8)
(9)
(10)
(11)

审查、批准和定期更新创新战略和创新领域，
批准创新活动的选择标准，例如对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目标的影响和利益，倍增潜力和成功
概率等，
评估、批准或拒绝由创新基金资助的创新活动建议；
通过创新基金批准与创新活动的人员和财政支持相关的资源分配，
使 WMO 各部门和外部合作伙伴参与相关创新活动，
指导和支持创新活动，以确保有效性和效率，
完善的外部资源和投资（例如外部创新战略），并支持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管理部编写各自
的要求以供批准，
确定创新活动的保密水平，
批准专利战略并定期审查专利发展，
向咨询工作组建议哪些第三方和组织应对创新活动的定义和执行做出贡献，
定期向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咨询工作组通报创新活动的进展情况。

2.

成员组成

(1)
(2)
(3)

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咨询工作组主席或其指定的人员（主席），
一名 CHy 咨询工作组的代表，
2 名金融合作伙伴代表，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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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掌握创新领域专业知识的外部成员，
2 名行业专家（HMEI），
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和/或国际水文环境工程与研究协会（IAHR）的一名代表，
一名研究或启动方面的科学专家。

水文处基本系统主任应担任 InnoC 的秘书。InnoC 可邀请嘉宾参加会议，如进一步的金融合作伙伴、
WMO 区域水文顾问或研究机构。成员的任期由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咨询工作组决定。同一代表可由其
所属组织重新任命为无限期任期。
3.

其他规定

WMO CLW 司将确保 WMO 秘书处的内部协调和协作，特别是与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司（WDS）和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OBS）的合作。
InnoC 将根据年度创新周期（最好每年 2 次，主要通过视频会议，但在休会期间至少举行一次面对面会议）
举行会议。秘书处负责记录会议纪要和行动要点。

决议 5(CHy-15)
资料运行和管理

水文学委员会，
注意到：
(1)

会员对适当的水文资料管理和信息系统不断增长的需求，

(2)

决议 23（Cg-17）-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预运行阶段，

(3)

观测系统设计和发展计划间专家组（IPET-OSDE）第二次届会的最终报告

认识到：
(1)

将可靠的水文观测和资料纳入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和 WMO 信息系统
（WIS）的重要性，

(2)

本委员会主席为 WMO 水文观测系统第一阶段启动演示和测试门户的倡议取得了成功，并得到
了广泛的认可，

(3)

免费和/或开放源软件，诸如气象、气候和水文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主要取决于
它的用户和开发者的数量，

(4)

全球资料中心现在面临新的增加的需求，特别是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的背景下支持世界水资源的全球评估和管理，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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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及大会在其第十七次会议上要求监测资料运行和管理方面取得的进展（见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带决议
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157)总摘要第 4.1.110 段），
确认全球资料中心，即全球径流资料中心（GRDC）、全球降雨气候中心（GPCC）、国际地下水资源分析
中心（IGRAC）和国际湖泊水库水文资料中心（HYDROLARE）对其活动的长期贡献，
批准进一步落实 WMO 水文观测系统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初始概念，见议题 4.1（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五
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184)总摘要第 4.1.3.4 到 4.1.3.8 段），并要求咨
询工作组在 WMO 秘书处的支持下制定一个初步实施计划，涉及的内容包括治理、架构、与 WIGOS 和
WIS 中心的关系、向“观测系统能力分析与评审工具”提供元数据，以及对本委员会、秘书处、全球资料
中心和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角色的清晰定义，并提交给 2018 年召开的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批准；
要求本委员会主席：
(1)

形成负责编制提交理事会报告的一个小型任务组，任务涉及 GRDC、IGRAC 和
HYDROLARE 不断变化的作用，以及它们与 WMO 的关系，以便监控和测量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进展、其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贡献和对 WMO 水文观测系统、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等
CHy 倡议的支持，

(2)

与气候委员会主席联络，同意将 GPCC 纳入任务组并参与审议上述提到的其不断发展的作用，
这种方式与 GRDC、IGRAC 和 HYDROLARE 类似；

(3)

继续水文学委员会确保在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跨委员会协调组和其他有关 WIGOS 和
WIS 小组中的适当代表性；

要求咨询工作组：
（1）
编制观测要求和应用领域“水文”指南声明的新版本，同时考虑 WMO 水文观测系统第二阶段
的实施计划，在 2017 年下半年提交 IPET-OSDE，并通过 WMO 水文观测系统网页向国家水文部门提供；
（2）

与基本系统委员会合作，确保 WMO 水文观测系统的第 2 阶段与 WIS 2.0 战略完全一致。

要求秘书长继续根据用户要求促进开发免费和开放源水文软件（如气象、气候和水文资料库管理系统）并
向所有用户提供；
邀请会员：
（1）
按照以上提到的执行理事会的报告建议继续向全球资料中心做贡献，以确保对 WMO 支持的计
划非常关键水文资料和相关信息能够使用和访问；
（2）

考虑将气象、气候和水文资料库管理系统作为其资料业务可能的资料管理工具。

邀请主办全球资料中心会员继续提供足够的资源，以确保这些中心的长期运营和服务提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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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6(CHy-15)
洪水预报倡议和水文学委员会对灾害风险管理计划的贡献
水文学委员会，
注意到：
(1)
(2)
(3)

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 2015-2030，
决议 10(Cg-17)-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以及 WMO 参与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国际网络，
决定 6(EC-68)-通用警报协议的实施；

回顾到WMO洪水预报倡议的范围包括所有水文预报活动，例如，与山洪、河水泛滥有关的预报活动，包括
季节预报和风暴潮引起的海岸带洪水，
观察到为了加强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个别早期预警系统组成部分必须基于可靠的技术和科学信息，这只
能由各自的专家提供，
认识到正在通过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综合方法实施加强和提供沿海洪水早期预警示范项目区域之外国家
的兴趣，
决定重申支持根据其“战略和行动计划”、“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FFI-AG）”在其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
加强洪水预报倡议关注与短期到中期预报相关活动的建议以及 FFI-AG 2016-2019 年工作计划，继续实
施洪水预报倡议，
强调洪水管理联合计划和综合干旱管理计划的重要性，是洪水和干旱风险管理综合方法的优秀范例，也是
WMO 水文界为减轻灾害风险和管理活动的基本贡献；
要求本委员会主席借助咨询工作组相应成员和 CHy 开放专家组的协助：
(1)

确保本委员会继续积极推动 WMO 的灾害风险管理活动，同时促进综合洪水管理和综合干旱管理
的原则，并提高其他水文贡献的知名度，诸如推广洪水预报端到端预警系统；

(2)

与 WMO/IOC 海洋与海洋气象联合委员会主席协调对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初始阶段进行联合评
估，并根据结果考虑是否需要制定治理结构和程序，以便使本项目向更为可持续的平台过渡，从
而加强国家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以应对沿海地区的洪水；

(3)

将一项包括调研通用警报协议（CAP）等新协议在水文灾害公共预警方面的适用性和优势的活动
纳入重点领域“水文应用、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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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7(CHy-15)
水文学委员会对未来综合和无缝隙 WMO 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的贡献

水文学委员会，
注意到：
(1)
(2)
(3)

决议 11(Cg-17)-在未来朝着加强综合性和无缝隙 WMO 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而努力，
决定 55(EC-68)- 实施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CHy 关于这一主题开展的会前讨论结果；

考虑到：
(1)
(2)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的价值，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向会员提供气象分析和预报产品并为此
做好准备；
未来 15 年无缝隙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的愿景预计将提供预报产品的准确度、分辨率，以及其可
根据所有会员的需求为其提供多数流域封闭水预算的准确和详细信息；

认识到各预报中心提供有效和适应性预测系统（包括水文产品）的能力日益增强，已促进会员和合作伙伴
支持决策者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决定积极促进开发和实施无缝隙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并将这些任务相应地纳入其未来的工作计划和活动；
要求本委员会主席或委任的咨询工作组成员：
(1)
(2)
(3)
(4)
(5)
(6)

确保在开发新的无缝隙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时适当地反映所有的水文方面和具体情况（特别是
NHS 的需求和关注问题）；
考虑审查《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三卷中包括的水文预报范围的定义，并建议执行理事会
必要的修订以便于气象学中的定义更为一致，但也需保留差异并包括适用于水文学的其他定义；
制定新的无缝隙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中全面水文结构的建议，其中可包括水文资料、分析和预报
并可包括诸如世界、区域各国家水文中心等新实体，同时明确规定各种作用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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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各种全球和区域预测举措互动，使他们意识到这项正在开展的过程，特别是上述第 4 项；
向本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报告无缝隙资料处理和预测系统实施的进展情况；

敦促会员为实施未来无缝隙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内的水文方面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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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8(CHy-15)
开发 WMO 全球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试点项目
水文学委员会，
注意到：
(1)

决议 11(Cg-17)- 在未来朝着加强综合性和无缝隙 WMO 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而努力，

(2)

决定 55(EC-68)- 实施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还注意到一些会员目前可定期制作对当前国家水文条件的分析，目前还越来越多地补充了对水条件在次季
节至季节时间尺度上变化的前瞻性评估，
进一步注意到有一些全球、区域和跨界系统与该倡议有关联，该系统的主要用户是国家水文部门，
认识到目前有机会将 WMO 在水文资料共享、气象预报以及气候预测信息方面的进展与全球研究界的发展
结合起来，以促进开发新的水文状况和展望工具和服务以补充会员现有的需求，
进一步认识到在提供次季节至季节展望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需要水文界继续与区域气候展望论坛或类似
活动开展更密切的互动，以确保满足水文界的需求，
决定：
(1)

启动 WMO 全球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

(2)

批准建立一个专家任务组以监督该倡议的试点阶段，并向本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报告成果；

要求咨询工作组：
(1)

确定专家任务组的职责和成员组成，并适当考虑让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其中；

(2)
通过该倡议，支持国家水文部门在次季节到季节性水文预报领域的能力发展，作为对全球气候
服务框架的贡献；
强调需要将这一倡议与其他相关的 WMO 活动（如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特别是利用 WMO 水文观
测系统提供的机会）和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密切联系，并鼓励必要时与其他相关活动联系；
要求本委员会主席探讨将这一倡议发展为委员会间活动的机会，让其他技术委员会参与其中；
敦促会员通过提供专业知识、当前能力、有关其需求的信息以及基于观测资料验证系统产品来为该计划提
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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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9(CHy-15)
水文和水资源管理中的能力建设
水文学委员会，
考虑到：
(1)

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教育培训工作正变得日趋重要，尤其是在水文和水资源管理领域；

(2)

能力建设活动对成功实施推荐规范及按质量管理框架– 水文所制定的标准具有特殊相关性；

(3)

只有一些 CHy 实践团体得到了会员的积极利用，并考虑到其可能的原因；

(4)

三十多年来水文业务多用途系统一直是进行技术转让的杰出系统，但是现在它的效用已经几乎
为零，

(5)

需要完成《气象学和水文教育培训标准实施指南》(WMO-No. 1083)第二卷。

注意到：
(1)

通过明确 WMO 在水文和水资源领域的教育培训活动指导原则，并将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工作
集中于响应国家水文和水文气象部门的实际需求，在 CHy 届会上通过未来四年 WMO 水文和
水资源教育培训战略的做法取得了积极成果，

(2)

鉴于现有资金只可满足其中一部分需求，因此，需要继续努力筹措更多预算外资金来满足不断
扩大的教育培训需求，

(3)

会员近期对水文和水资源的援助要求通常对全面能力建设的响应大于仅开展教育培训活动。

决定：
(1)

本决议附录中的 WMO 水文和水资源管理中的能力建设战略应指导本组织在该领域 2017–
2020 年的活动；

(2)

继续实施技术转让和知识管理方法，它包括对有限活动给予全面技术支持的健全系统；

(3)

关闭水文业务多用途系统网站；

要求咨询工作组和秘书处考虑开发开放源和实践团体解决方案，以促进技术转让用于国家水文部门最重要
产品和服务的价值链；
要求秘书处加大对 WMO/UNESCO 基础专业课程联合任务组的支持力度，确保做好对 WMO 规章材料的
最终修订，供 2018 年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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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会员通过提供优先重点领域的课程、为 WMO 组织或联合组织的国际课程提供奖学金和教师、积极参
与其相关的实践团体、以及参与它们认为适合于提升其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水文和水资源管理领域能力
的其它任何行动，从而支持实施该战略；
____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6(CHy-14)，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 9(CHy-15)的附录
2017–2020 年 WMO 水文和水资源管理中的能力建设战略

总体概念和原则
引言
本文件旨在制定可指导 2017-2020 年 WMO 在水文和水资源教育培训活动应遵循的指导原则。
本文件的编写已考虑到：
–

在三次届会休会期间（12 年）以战略文件所确定的总体概念框架为基础以需求驱动方式开展
业务所积累的经验；

–

虽然“水”问题提升至国际政治议程的重要位置，各会员在这方面的要求也有相应的增长，但
在 WMO 最近几个财务期内，WMO 用于水文和水资源（HWR）（以及尤其是用于 HWR 能
力建设）的可用资金实际上始终保持不变；

–

由于 WMO 在资金筹措方面的努力，预算外资金比重不断增加，这是捐赠方划拨给水文和水资
源管理中的能力建设的资金，主要侧重于 WMO 战略优先重点相关的领域，例如全球气候服务
框架和减轻灾害风险；

–

认识到仍需要优化现有资源，无论是直接提供给教育培训活动的组织者或通过奖学金方式，将
WMO 的支持集中于“WMO 水文界”确定为需重点关注的那些领域的培训课程，WMO 在这
方面有可能影响课程的制定，这些课程体现了充分的地域平衡，且被证明具有成本效益；

–

水文学委员会更多地参与到该战略的设计、实施、监督和更新产生的明显优势；

–

实际上，教育和培训办公室是 WMO 秘书处内负责协调教育培训活动的关键单位，奖学金的分
配则由奖学金委员会负责；

–

WMO 系统内区域培训中心（RTC）概念的相对成功以及全球校园可行性研究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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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评审水文家和水文技术人员基础专业课程（BIP），并制定水文能力标准；并关注 WMO
的教育和培训活动，协助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培养具备资质和能力的工作人员，同时考虑到
各区域协会及其从事水文工作的附属机构所表达的区域需求；

–

联合国系统其它机构，尤其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UNESCO）以及其它政府间组
织和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和国际水文环境工程协会（IAHR）推广
的 HWR 教育培训活动。

根据上文所述，确定了下列任务、远景、主要目标、目标团体的确定和确立优先重点领域的机制、水文和
水资源计划子计划“水文和水资源管理中的能力建设”实施方法。
使命
通过提供财力和技术援助和/或筹措必要的资源，支持会员开发其国家技术能力和水文和水资源管理能力。
愿景
国家水文部门（国家水文部门）通过制作、组织及分发有关水资源状况的充分信息并提供必要的水文服务，
有效促进其国家的水资源综合管理。
目标
提供必要的 IT 和组织基础设施，以促进技术知识和经验的交流，例如通过建立和维护实践团体和咨询台；
–

协助会员评估其自身的 HWR 教育培训需求；

–

为国家水文部门人员提供充分的教育和培训；

–
–

协助会员制定/更新国家 HWR 课程；
协助会员调整和利用技术以提高国家 HWR 能力；

–

促进水文和气象界之间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的合作；

–

优化使用现有资金并筹措预算外资金。

目标团体的确定
主要目标团体是 WMO 会员水文和水文气象部门的技术和专业人员，包括管理员、科学家、工程师、技术
专家和技术人员。其次是从事水文和水资源工作的那些学术和政府机构。尽管在高优先层面上目前通常包
括地方社区、水用户和民间团体，但鉴于 WMO 的专业性，应认识到它们通常不属于本战略的范畴。应特
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需求，因为它们可能是从 WMO 的援
助中获益最大的部门。
主题的优先次序
WMO 支持的能力建设和教育培训活动原则上应以需求为驱动。对需求的确定应根据会员、区域协会水文
工作组（或类似小组）、CHy 及其附属机构的意见以及 WMO 秘书处开展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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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对课程主办方的支持以及奖学金的批准均将侧重于上述所确定的那些领域。目前仍有机会根据实
际情况支持各项要求，但会很有限。
技术转让和知识管理机制
本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决定变更其方法，将重点放在开发为数量有限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的全面系统。此
项工作已经实施，建立了一系列 CHy 实践团体和咨询台。
根据在实施这些机制过程中所汲取的经验教训，建议在 2017-2020 年期间建立至少两个实践团体，以支
持国家水文部门特殊产品的整个价值链，并积极促进国家水文部门更多地参与这些社区。进一步建议评估
是否这一更为全面的方法对国家水文部门工作人员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关于咨询台，除了传统的 APFM 咨
询台之外，预见还有 IDMP、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及其它活动的咨询台。要考虑尽量协调这些有益的活
动，始终牢记用户对建议解决方案的支持。
应探索促进和支持同一区域国家水文部门之间在具体专题方面开展合作的可能性，例如通过为来自一个国
家的专家使团提供经费，以便培训来自不同国家的在职同事。
教育和培训活动的类型
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水文和水资源能力建设”子计划的范围，重点应放在那些周期短、成本低、影响潜
力大、受益人数多且不影响质量的活动上。鉴于培训教员和巡回讲习班等活动已证明有价值，主要应继续
开展这些活动，只要证明区域课程是最切实的解决方案则可开展此类课程。将颁发结业证书，认可其培训
结果、课程水平及课时。
将举办目前各培训中心尚未涵盖的关于具体问题的会议/讲习班/研讨会，最好是通过联合主办的方式。
根据近年来在利用远程学习和综合学习方法以及应用最新可用信息技术的过程中所汲取的积极经验，将侧
重利用这些技术开展一般性课程，并尽可能使 RTC 及其它学术机构参与课程的规划和提供，以便加大在
WMO 所有区域的宣传。
尽管认为它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本战略并未考虑公共宣传或社区培训活动，因为这更便于将这些领
域与专门针对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训领域区分开来。
支持教育和培训活动的方法
WMO 可采取下列其中一种形式对 HWR 教育培训活动给予支持：
–

在水文和水资源计划下的培训活动：鉴于现有的资源，用这种方式只能组织或联合组织少数国
际课程。总之，应当对培训教材的设计和编写以及第一版课程的交付给予全力支持。根据课程
的相关性，应重视除英文外的各语言版本。后续版本得到的支助会减少，主要是来自预算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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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决定课程是否符合直接支助的重要标准是：（a）WMO 应有可能影响课程的制定；（b）
应确保充分的地域平衡，即使仅在区域层面上；（c）成本效益；和（d）可重复性；
–

对其它组织的活动提供扶持性支持（部分）：在该方式下，课程组织者要求 WMO 以各种方式
提供支持，从简单使用 WMO 徽标到少量的资助（通常不到 10000 美元）。按实际情况做出
的决定应按照所涉及主题领域、组织者与 WMO 的合作传统、组织机构的声誉、国际参与者的
数量和地理代表性以及发展中国家参与者数量这一优先次序；

–

支持作为水文和水资源计划下的项目一部分：通过项目实施的 WMO 常规水文和水资源计划各
部分，例如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GHSF）、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WHYCOS）、全球
覆盖的山洪指南系统（FFGS）以及洪水管理联合计划（APFM），都定期举办与各自工作相
关的主题培训活动。这些培训活动由划拨给各项目的常规预算和预算外资金资助，并将根据本
战略中的指导原则，在未来继续举办；

–

奖学金：必须通过候选人所在国 WMO 常任代表申请奖学金。应优先提供给重点主题领域的那
些课程，以及 WMO 评审验证学习课程内容和水平是否符合 WMO HWR 教育培训战略的那些
课程。

实施机制
鉴于 ETRP 在协调 WMO 所关注领域的教育培训活动中具有主导作用，且该计划已有成熟的机制和程序，
因此，通过类似的机制和程序便于开展工作。应当继续建立以水文和水资源为特别重点的 WMO 新 RTC 或
其部分，并应推动与已建成的中心开展联合活动。应密切关注全球校园概念的发展情况。
只要可行且适用，应针对特殊主题组建师资，以便共同制定课程、共享教材和经验、探讨常见问题。此外，
这些师资将形成一个教员群体，他们在 WMO 秘书处的有限监督下，能够根据本战略中建立的 CHy 标准组
织培训活动。
对 WMO 支持的所有 HWR 课程的评估程序将继续采用 ETRP 为此专门制定的例行机制，在必要时可实施
其它机制。
除了上述以外，尤其要强调开发与 WMO 关注的 HWR 领域表现积极的学术机构、专业协会及科学协会的
伙伴关系，例如，通过促进学术人员的交流、发达国家各机构联合发起的由发展中国家机构主办的具体国
际课程，以及在编写教学大纲和课程计划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应特别重视与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国际水文环境工程和研究协会（IAHR）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的合作，尤其是与 UNESCO-IHE 水教育研究所的合作，以便利用其高超的学术和科学水平、
广大的网络和优良的设施。
2017–2020 年的优先重点领域
根据各区域协会水文和水资源工作组（RA WGH）提出的需求，依照本委员会历次届会提出的开展培训活
动的建议以及关于利用在 QMF-水文中公布的指南和手册及其它指导材料的建议，制定了下列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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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测定；

-

洪水预报和预警；

-

自动台站的运行和维护；

-

MCH 数据库管理系统；

-

地下水监测和评估技术（与 IGRAC 合作）；

-

基础水文科学远程学习课程；

-

水力学和水文科学高级主题远程学习课程。

其它正在制定的课程有：

-

枯水流量估算和预测；

-

国家水文部门质量管理体系（QMS）开发；

-

水声流量测量仪器的采购、运行和维护；

-

水文资料共享；

-

水文测量学远程学习课程。

最后，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伙伴机构，预计可能在 2017-2020 年期间启动下列领域课程的开发工作：
-

延伸水文预测；

-

洪水风险区划；

-

泥沙输送（可能与 UNESCO-HIP ISI 合作）。

决议 10(CHy-15)
水文学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和架构
水文学委员会，
注意到：
(1)
(2)
(3)
(4)
(5)

决议 18(Cg-17)–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水文学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委员会在其第十四次届会上建立的咨询工作组的成员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委员会在上个休会期活动的报告，
委员会在本次届会期间通过的其它决议，

认识到到国家机构的专家在执行委员会活动方面可发挥的宝贵作用，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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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
通过本决议附录一中的工作计划；
(2)
重建水文学委员会咨询工作组，该工作组还承担水流测量仪器性能和技术评估项目指导委员会的职
责，本决议附录 2 给出了其架构；
(3)
建立一个 CHy 开放专家组支持委员会的活动，专家的选择根据其专业领域按具体需要选择；
(4)
邀请以下专家担任咨询工作组成员：
(a)
(b)
(c)
(d)
(e)
(f)
(g)
(h)
(i)
(j)
(k)

Harry Lins 先生（美国）–本委员会主席
Silvano Pecora 先生（意大利）– 本委员会副主席
Jan Danhelka 先生（捷克）
Harry Dixon 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Janice Fulford 女士（美国）
Tom Kanyike 先生（乌干达）
Hwirin Kim 女士（韩国）
Yuri Simonov 先生（俄罗斯）
Narendra Tuteja 先生（澳大利亚）
Marcelo Uriburu Quirno 先生（阿根廷）
Jianging Yang 先生（中国）

敦促会员向 CHY 开放专家组提名其他专家，同时适当考虑性别平等的问题，并确保 CHY 开放专家组所有
成员能够参与委员会的活动。
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7(CHy-14)，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 10(CHy-15)的附录 1
CHY 未来工作计划
1.1
在制定活动时，咨询工作组成员应酌情与 WMO 其他相关机构和计划联络，比如 WMO 全球
综合观测系统（WIGOS）和 WMO 信息系统（WIS）；减轻灾害风险计划（DRRP）；综合干旱管理计划
（IDMP）；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CIFDP）；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大气科学委员会
（CAS）；基本系统委员会（CBS）；气候学委员会（气候委员会）；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农
业气象委员会（CAgM）；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委员会（JCOMM）；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WC）项目办公室；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航空气象学委员会
和负责 WMO 及相关质量管理框架和系统的小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其他计划和组织；粮
农组织（FA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UNESCO 水教育研究所（UNESCO-IHE）；国际标准
化组织（ISO）；开放地理空间联盟（OGC）；国际水文环境工程和研究协会（IAHR）；国际水文科学协
会（IAHS）。

关键领域：协调和实施支持
1.2
本委员会主席受大会授权担任 WMO 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FFI-AG）主席和全球水文测量
支持基金咨询工作组主席，CHy 副主席和担任“项目协调员”的一位咨询工作组成员将与 WMO 内外的相
关伙伴进行联系，将机会转化为具体项目行动，保证秘书处支持的活动得到必要的 CHy 指导。他们将负责
以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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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A：确保区域协会的活动，尤其是区域协会水文工作组（RA WGH）的活动与委员会的总体
活动协调，而且委员会和 RA WGH 之间进行有效沟通；

(b)

能力发展：确定和领导在通过的 HWR 和 QMF－水文教育和培训战略下，与委员会活动教育和
培训要求相关的活动。考虑开发开放源代码和实践社区解决方案，以促进技术转让和知识管理；

(c)

APFM 和 IDMP：与相关的水文应用、产品和服务咨询工作组成员共同在 APFM 咨询管理组中
代表 CHy；根据两个计划的业务指南，在 IDMP 咨询工作组中代表 CHy；

(d)

WIS/WIGOS：在 ICG-WIGOS 中代表 CHy，并协调相关 CHy 专家参与 WIGOS 和 WIS 专
家组；

(e)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在业务和资源规划及监测&评估任务组中代表 CHy，并酌情就与水文对于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贡献或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中的受益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秘书处联络（与
APFM/IDMP 技术支持小组合作）；

(f)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监督指定全球和区域水文中心的程序（包括与 GloFAS/EFAS，
UNESCO-IHP， GFP 等协商和联络）；

(g)

资料中心：建立一个小型任务小组，就 GRDC、IGRAC 和 HYDROLARE 不断发展的作用编
写一份报告，并就 CPCC 的参与联络气候委员会的主席。

关键领域：测量、监测和信息系统
1.3

咨询工作组成员将在 CHY 开放专家组专家的必要支持下负责以下活动：

(a)

WMO 水文观测系统：根据资料政策和通过的标准，制定和实施 WMO 水文观测系统第二阶段，
提供标准化的网络服务、资料托管、存档、资料拯救和传播以及相关培训，并向与 WMO 水文
观测系统相关的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职能提供支持；

(b)

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包括 WHYCOS）：担任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咨询理事会的成员；
向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办公室提供 WHYCOS 活动的技术指导；支持水文服务信息平台，并
与负责 WMO 水文观测系统、X 项目和创新及新资料的咨询工作组成员联络；

(c)

X 项目：主持管理委员会，完成和测试基本不确定性分析（UA）软件，开发 ADCP 的 UA 能
力，包括通过各种技术进行流量计算，流量估计的标准化，以及为标定和性能测试制定指导文
件，设计用于流量测量仪器和技术相互比对的“赛事”，最终支持流量不确定性的量化（在所
述置信水平具有误差带）；

(d)

QMF-H：继续制定相关 QMF-H 指导材料，包括培训支持材料；向各级国家水文部门提供
QMS 培训和指导材料（测量、监测、预报和相关产品），并促进国家水文部门采用和适当实
施 QMS；

(e)

网络：考虑到所有用户的需求，进一步制定包括模拟社区在内的水文网络优化和站点优先级的
指南；更新站点密度建议；考虑推广水文“遗产”站概念的可能性；

(f)

创新和新资料：就提议呼吁提出建议，并评估全球创新中心和其他开发人员发布的现有硬件和
软件，以期在国家水文部门中对其进行业务使用，包括非传统资料源，如公民观测和包括卫星
在内的遥感技术。在这方面考虑大资料的新发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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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领域：水文应用、产品和服务
1.4
(a)

咨询工作组成员将酌情在 CHY 开放专家组专家的支持下维持以下活动的职责：
WRM 和干旱：开发和/或推荐水资源评估和规划工具，以协助包括气候变率和变化在内的决
策，如可能通过使用水文干旱指标编制评估水文干旱严重程度和水资源管理影响的指南。这可
以通过建立干旱实践共同体来实现；

(b)

全球水文状况和展望：监督协调该倡议试验阶段的专家任务组的建立和工作；

(c)

季节性水文预测（SHP）：跟踪和总结气候次季节到季节到年际预测（包括 RCOF 输出）在
水文和水资源管理应用方面可用性的发展（与耦合水文大气模拟和预测（CHAMP）项目和
SASCOF SHP 示范相联系），帮助建立与水用户（农业、能源生产、健康等）的互动；

(d)

DRR：协助编制危害事件编目标识符（促进水文观），并领导完成《洪水风险定位手册》，
包括通用警报协议（CAP）的适用性；

(e)

用于洪水预报的端到端预警系统（E2E EWS）实施战略（使用实践社区实践方法）：按照
2016 - 2019 年 FFI-AG 工作计划，制定国家水文部门的评估指南，以评估其用于洪水预报的
E2E EWS，推进早期关于“洪水预报服务效率”的工作（包括测试开发的程序），可能通过
建立任务组/工作组进行，开发包括用于洪水预报的平台和模式的可互可操作技术；提供关于
上述项目以及项目 1.4(g)的培训和指导材料；并协助项目的开发；

(f)

FFI：确保 FFI（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FFGS、SWFDP）下的所有主要项目都包括符合
FFI-AG 2016-2019 年工作计划的有效和可持续洪水预报的要求并反映最佳实践，包括城市地
区。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项目指导小组（PSG）联合主席参与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子项目，
与参与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的 CHY 开放专家组成员密切协调，同时为 SWFDP 和其他项目/
活动做出贡献，确保改进洪水预报早期预警系统；

(g)

APFM：与 APFM 合作，通过 IFM 帮助平台提供关于洪水预报的 E2E EWS 指导和培训材料，
以及就其他主题进行合作，如根据 FFI- AG 2016-2019 年工作计划制定关于如何形成用于洪水
预报的数值天气预报信息的指南。在 APFM AC / MC 会议上代表 CHy。

由秘书处支持、CHY 开放专家组专家协助的活动，无需咨询工作组成员直接参与
(a)

APFM：执行咨询委员会/管理委员会（AC/MC）确定为优先重点的活动；

(b)

IDMP：与 AgMP 联系，以确保计划的水文投入，协助实施活动，使其符合 APFM；

(c)

编写关于水文标准定义的声明；

(d)

编制沉积物运输测量手册（悬浮和推移质）并编写有关的培训材料；

(e)

编写关于向不同水用户传达概率预报的指导；

(f)

在 WMO 致力于提高一致性的背景下，审查 CHy 规章材料等级和文件格式，包括将内容重新
分配到不同类别并根据需要与咨询工作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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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响应决议 67(Cg-17)的要求并根据需要与咨询工作组联系；

(h)

完成关于环境流动：水文过程、管理和生态响应的准则。

如果一个或多个成员自愿领导将予以实施的活动
(a)

代表供水和供水可靠性（包括指标）的业务指南；

(b)

评估降雨收获和潜在产品的水文方面；

(c)

资料拯救，包括填写缺失资料的指南；

(d)

评估考虑了气候变率和变化的流量估算设计方法；

(e)

组织技术培训和资料交换工具，以支持 IW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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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0(CHy-15)的附录 2


水文学委员会的架构

协调和实施支持
主席、副主席、一位 AWG 成员
WIS/WIGOS, GFCS, GDPFS, RA, ETR …..

测量、监测和
信息系统
秘书处支持的活动
秘书处支持、OPACHE
协助的活动

水文应用、产品
和服务

CHy 成员的活动
需要成员领导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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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1(CHy-15)
审议水文学委员会的以往决议和建议

水文学委员会，

考虑到：
(1)

第十三次届会前通过的决议不再有效，

(2)

决议 3(CHy-13)–水文预报和洪水管理现在已失效，因为所有决定下的行动都已实施；决议
6(CHy-13)–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 WMO 信息系统已失效，因为本委员会的参与和对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 WMO 信息系统的贡献已在决议 5(CHy-15)中处理；决议
4(CHy-14)–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已失效，因为其决定或者已实施或者已被决议 4(CHy15)取代，

满意地注意到相关机构针对第十五次届会之前通过的建议所采取的行动，
决定：
(1)

保留以下决议有效：决议 1(CHy-13)– WMO 质量管理框架–水文，包括本委员会在其第十
四次届会上通过的对附录的修订以及通过决议 2(CHy-15)而产生的修改；决议 1(CHy-14)–
委员会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贡献；决议 5(CHy-14)–建立干旱综合管理计划；以往届会的
其他决议都不再保留有效；

(2)

以往的建议均不再生效，因为它们已成为多余。

_______
注：

本决议替代决议 8(CHy-14)，后者不再生效。

届会通过的建议
建议 1(CHy-15)
水文信息的资料代表性

水文学委员会，

忆及决议 3(CHy-14)-“提议将 WaterML 2.0 作为标准被采用”，开始了一个包括测试的过程，可能会
使 WaterML 2.0 作为 WMO 信息交换的一个标准被采用，
进一步忆及 WMO 水文观测系统要求会员之间交换水文信息，
注意到自本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以来，Water ML 2.0 已经演变成一套被称为“部件”的组件
进一步注意到：
(1)

少量资料表示的标准化有可能为会员节约时间和金钱，

(2)

水文学委员会与开放地理空间联盟密切合作，制定了 Water ML 2.0 第 1 部分“时间序列”
和 Water ML 2.0 第 2 部分“评级、计量、分段”，

(3)

《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 1060）要求会员建立 WIS 发现元数据记录，以便描述他
们希望提供给其他会员使用的信息，

(4)

WaterML 2.0 第 1 部分“时间序列观测”在世界各地的几个区域项目中试验成功，

(5)

会前讨论中 WaterML2 第 2 部分“评级、计量、分段”中提供的信息。

同意提交执行理事会的建议 12（CBS-16），即通过决议草案 - “水文信息的数据代表性”，并在其中
增加“要求 OGC”，见本建议的附录和该决议的附录 2。

建议 1(CHy-15)的附录
供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审议的关于 WaterML 2.0 的决议草案
水文信息的资料代表性

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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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水文学委员会已经开始开发 WMO 水文观测系统，要求在各会员间交换水文信息，
进一步注意到：
(1)

少量资料表示的标准化有可能为会员节约时间和金钱，

(2)

水文学委员会与开放地理空间联盟密切合作，制定了表示水文信息时间序列的标准方法，这种方
法称为 WaterML2 第 1 部分，以及流信息标准表示方法，称为 WaterML2 第 2 部分，

(3)

电码手册(WMO-No. 306）第 I.3 卷记录了来自资料模式的资料表示方法，

(4)

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 1060）要求会员建立 WIS 发现元数据记录，以便描述他们希望提
供给其他会员使用的信息，

(5)

水文实践指南(WMO-No. 168）第一卷出版的版本时间要早于 WMO 信息系统和开放地理空间联
盟关于水文资料表示的工作，

决定：
[注：决定（1）和附录 1 仅供 CHy-15 参考，以显示决议的整个背景。CBS-16 将审议其内容，并将建议所
需要的所有修改。]
(1)

修订《电码手册》（WMO-No. 306）第 I.3 卷，引入 WaterML2 第 1 部分和 WaterML2 第 2 部
分，作为适用附录 1 ‐引入 WaterML2 第 1 部分和 WaterML2 中规定的水文信息交换的资料表示方
法；

(2)

根据附录 2 修订《水文实践指南》（WMO-No. 168）卷一；

要求秘书长分别根据附录 1 和 2 修订《电码手册》（WMO-No. 306）第 I.3 卷和 WMO-No. 168 的文本，
并酌情进行编辑性修改。
要求“开放式地球空间协会”根据水文领域工作组（HDWG）中 CHy 代表提供的意见，修订非规范性
（资料性）材料。
__________
附录：2 份（仅以英文提供）

Annex 1 to the draft Resolution for consideration by EC-69 on WaterML 2.0
Introduction of WaterML2 Part 1 and WaterML2 Part 2 into
Volume I.3 of WMO–No. 306 Manual on Codes
Amend WMO-No. 306 Manual on Codes Volume I.3 as follows.
In the section “FM system of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representations” add the following
entry.

建议

FM 331 Ext.
WMLTS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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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logical Timeseries. Allows a monotonic series of observations
over time to be described to the level of detail required for accurate
representation as timeseries, with specific consideration for
Hydrological data.
Res. X (EC-69)

Ratings, Gaugings and Sections. Allow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rocess and conversions used to determine hydrological
observations such as river discharge.

FM 332 Ext.
WMLRGSXML

Res. X (EC-69)

Add new section FM231: WMLTS-XML and FM232 WMLRGS-XML following section FM 221:
TMSL-XML.
FM 231: WaterML2 – Time series
FM 231-16

WMLTS -XML

WATERML2 TIME SERIES OBSERVATIONS

231.1 Scope
WMLTS-XML shall be used for the exchange in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 of time
series of hydrological information conforming to the “WaterML2.0 Part 1 Timeseries”
conceptual model. WMLTS-XML may be used directly to represent time series information or
incorporated as components within other XML encodings.
Note: WaterML2.0 Part 1 Timeseries was developed jointly by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and the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Note: The WMLTS-XML application schema and XML encoding are both described in the
document OGC/IS 10-126r4 WaterML 2.0: Part 1 - Timeseries. A copy of that document is
available at http://wis.wmo.int/WMLTS and the reference version of the associated schema
is available from http://schemas.opengis.net/waterml/2.0 (WMO retains a copy of the
schema at http://schemas.wmo.int/waterml/2.0).
Note: Further information on handling application schema and data modelling can be found
in the informal document Guidelines on Data Modelling for WMO Codes (available in English
only from http://wis.wmo.int/metce-uml).
Note: representation of non-hydrological information in time series should use FM-221
TMSL.
FM 232: WaterML2 – Ratings, Gaugings and Sections
FM 232-16

WMLRGS -XML

WATERML Ratings, gaugings and 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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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 Scope
WMLRGS-XML shall be used for the exchange in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 of
hydrological information conforming to the “WaterML2.0 Part 2 Ratings, Gaugings and
Sections” conceptual model. WMLRGS-XML may be used directly to encode Ratings,
Gaugings and Sections information or incorporated as components within other XML
encodings.
Note: WaterML2.0 Part 2 Ratings, Gaugings and Sections was developed jointly by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and the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Note: The WMLRGS-XML application schema and XML encoding are both described in the
document 15-018r2_OGC_WaterML2.0_part_2_-_Ratings_Gaugings_and_Sections (Version
1.0). A copy of that document is available at http://wis.wmo.int/WMLRGS and the reference
version of the associated schema is available from
http://schemas.opengis.net/waterml/part2/1.0 (WMO retains a copy of the schema at
http://schemas.wmo.int/waterml/part2/1.0).
Note: Further information on handling application schema and data modelling can be found
in the informal document Guidelines on Data Modelling for WMO Codes (available in English
only from http://wis.wmo.int/metce-uml).
__________
Annex 2 to the draft Resolution for consideration by EC-69 on WaterML 2.0
(Modifications are marked as either added text or deleted text)
Add the following new paragraph before the first paragraph of section “10.4.2 Catalogues of
data availability” to read:
The first step in using data is to discover what is available and where to fi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it. For data that are exchanged between Members, the Manual on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WMO-No. 1060) defines “WIS Discovery Metadata Records” that
are published in the WIS Discovery Metadata Catalogue that is available from all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 Centres (http://wis.wmo.int/giscs). These records describe the datasets
of information that are available； a record could describe as little as a single report or as
much as a complete archive of all observations from a country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owner
of the data. They should include enough information to allow a potential user to decide
whether the data are likely of use and are focused on describing the datasets. The Manual
on WIGOS (WMO-No. 1160) defines the complementary station metadata that describ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observations were made, and these records, compatible with the
advice in section 10.2.3.2, are available from http://oscar.wmo.int/surface).
Amend the first paragraph in section 10.4.6 to read as follows:
There are currently no standards Standards for data exchange formats for hydrological data
have been developed but not widely adopted. The only standards that exist are The most
common exchange formats are the de facto standard formats produced by the most
common data loggers and database software systems. Current data exchange formats
generally fall into two categories, as follows.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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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 the final two paragraphs in section paragraph 10.4.6 to read as follows:
One major advantage of XML is that it can be specialized in particular subjects. For
example, libraries have defined an international format for describing the tags and rules for
storing information about books in XML. These standards indicate that all libraries can
provide data that can be read and understood by all other libraries. The same is gradually
occurring in the more complex area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lready there are emerging
XML formats for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including the description of molecules and the
Climate Science Modelling Language. GIS data now have a comprehensive XML-based
standard called the Geography Markup Language (GML) that will allow the interaction of
digital maps from all sources, and could be used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spatial data. GML
is the XML grammar defined by the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OGC) to express
geographical features defined by the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OGC) and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as ISO 19136-2 (Cox and others, 2004).
GML serves as a modelling language for geographic systems as well as an open interchange
format for geographic transactions on the Internet. In addition, Observations and
Measurements (O&M) is an international OGC1 and ISO2 standard which defines a
conceptual schema encoding for observations, and for features involved in sampling when
making observations. The standard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observation acts and their
results, both within and between different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mmunities.
Many of the definitions of these XML specialisms (areas in which XML specializes) are still
evolving and thus should be used with care. However, some successfully defined languages
have achieved ISO standard recognition. An XML specialization in the field of hydrology has
not yet been developed,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has
established a Hydrology XML consor- tium and produced a draft hydrology XML schema.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and the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have jointly
developed representations for time series of hydrological data (WaterML2.0 Part 1) and for
ratings, gaugings and sections (WaterML2.0 Part 2). These standards include references to
more fundamental OGC and ISO standards, including both GML and O&M, in support of
harmonized data encoding and interoperability. Standard references for these
representations are available from the Manual on Codes (WMO-No. 306) Volume I.3 as FM231 and FM-232.
1. Observations and Measurements. http://www.opengeospatial.org/standards/om
2. ISO 19156:2011. Geographic information -- Observations and measurements.
http://www.iso.org/iso/catalogue_detail.htm?csnumber=32574

建议 2(CHy-15)
水文学委员会对制定 WMO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的贡献
水文学委员会，
注意到：
(1)

决议 71(Cg-17)-制定 2020-2023 年战略和运行计划，特别要求各技术委员会在制定各自职责范
围内的 WMO 计划和活动有关科学和技术方面内容发挥牵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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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决定 82(EC-68)-起草 WMO 2020-2023 年战略和运行计划，

考虑到水相关问题在全球议程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2030 年
减少灾害风险仙台框架、UNFCCC 巴黎协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SAMOA 路径）、联合国
水机制 2014-2020 年战略和其他国际协议和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请本委员会主席确保将委员会的活动对 WMO 以服务导向的综合战略重点的贡献明确地传达给执行理事
会，使其理解水文的重要作用，并适当影响“2020-2023 年战略计划”。
建议执行理事会：
(1)

通过将水资源问题提升到战略重点的水平，同时认识到水资源问题的跨领域相关性，使水资源问题
在“2020-2023 年战略计划”中有更高的可见度；

(2)

考虑将建立“支持可持续水管理”作为一个战略优先事项，强调 WMO 在促进与水有关的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

(3)

在制定战略计划 2020-2023 年时应明确考虑水文界的以下需求：
(a)

通过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和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应对观测网络衰落和国家水文部门
收集、存储和分析水文资料的人力和技术能力薄弱的创新方法，并向社会提供相关服务，
特别强调支持开发水文和水文测量方面的创新技术（大数据、公民观测点、众包、低成本
仪器、遥感、基于卫星资料的产品等）；

(b)

水文信息系统和促进资料交换，发展 WMO 水文观测系统和支持国家水文部门积极参与
并为其做出贡献，

(c)

考虑天气和气候资料和信息，设计、开发并提供量身定制的水文服务，以应对人口增长、
城市化上升、气候变率和变化、水资源短缺、土地利用变化和国际议定行动中出现的新要
求等对水资源造成的日益增加的压力；

(d)

提高会员提供及时和准确预测以及各种水文灾害预警的能力，特别是通过发布基于影响的
预报和基于风险的警报，并在不确定情况下对决策者提供支持。

建议 3(CHy-15)
审议执行理事会基于水文学委员会以往建议形成的决议

水文学委员会，
满意地注意到执行理事会就水文学委员会以往对其提出的建议采取的行动，

建议

考虑到有些建议对未来的活动仍然有用，其他则无意义，
建议：
(1)

决议 7(EC-65)–水文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无保留必要；

(2)

决议 5(EC-57)–WMO 参加国际洪水倡议保留有效。

_______
注：本建议替代建议 1(CHy-14)，后者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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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总摘要第 2.1 段的附录
本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引言
1.
水文学委员会第十四届会闭会期间（2012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开展了大量不同寻常
并具有变革性的活动。在这段时间里，水和 CHy 的工作越来越被认为是 WMO 使命的关键要素。委员会参
与 WMO 的优先重点活动（如 WIGOS / WIS、GFCS、DRR 等），提高了其在整个组织内的技术、行政
和领导能力的声誉。它与各区域协会积极讨论广泛的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问题，使其成为其他委员会遵循
的范例。几乎每一项措施都使水文学委员会支持国家水文部门和 HWRP 以外 WMO 计划的工作和优先重点
的能力比最近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持久。重要的是，已经出现了一些 CHy-14 未能预见到的新的机会，
在我们进入第十五届闭会期间及以后时，这些机会能够大大提高会员的能力和服务。我正是从这个角度来
报告第十四届闭会期间 CHy 的成就，并解释了影响第十五届闭会期间拟议活动的因素。
2.
CHy-14 通过的工作方案侧重于五个主题优先事项：质量管理框架 - 水文学；资料运行和管
理；水资源评估；水文预报和预测；水、气候和风险管理。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领域的成就都很突出，在
许多情况下远远超过了 CHy-14 的要求。这些成就的细节记录在 CHy-15 报告的其他部分，在此不再赘述。
但是，我要说明一个成就，因为它没有出现在任何个别主题报告中。 CHy 在第十四届闭会期间取得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咨询工作组会员和几位密切相关的专家的杰出的技术和个人素质的结果。这些人不仅满
足了其各自职权范围的要求，而且还对 WMO 许多工作组和工作组的技术和领导力做出了杰出贡献。令我
满意的是，我听到其他技术委员会主席以及 WMO 秘书处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他们认为 CHy AWG 会员
和专家的投入质量对于一些 WMO 关键优先事项的成功至关重要。显然，CHy-14 在审查和选择其咨询工
作组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我感谢并祝贺委员会和每位 AWG 会员各自的努力和贡献。
3.
本报告的其他部分将讨论三个主题。第一，CHy 通过 WMO 内部的决策机构和机制，如大会、
执行理事会、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对 WMO 国家和全球层面关键事务的角色和活动的响应和贡献。第二，
报告将说明咨询工作组对 CHy 未来方向、工作和活动建议的基础和思考。最后，报告将说明全球水资源事
务面临的新挑战，以及 CHy 和 WMO 应如何响应这些挑战。WMO 内部进行的委员会工作的其他方面将在
其他几个报告中涉及。

WMO 大会、执行理事会和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
4.
在 2015 年第十七届大会（Cg-17）期间，我报告了 CHy 活动与 WMO 优先事项的一致性。
特别强调了我们的质量管理框架 - 水文学、资料运行和管理主题领域内正在开展的工作如何直接支持
WIGOS 和 WIS 的实施；我们的水文预报和预测、水资源评估及水、气候和风险评估主题如何支持 WMO
的减轻灾害风险（DRR）工作；以及我们几乎所有主题活动的广泛内容如何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这些
内容也在执行理事会（EC）和技术委员会主席（PTC）会议上被强调和强化。
5.
CHy 对 WIGOS 和 WIS 的支持体现在我们与确保资料质量和使用标准相关的活动中、体现在
评估流量测量仪器和技术的性能和不确定性的项目中，以及体现在我们的指导材料和培训的制作中。然而，
更重要的是建立 WMO 水文观测系统（WHOS），这是 CHy 对 WIGOS 贡献的核心。WHOS 被设想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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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门户网站，以促进从世界各国的水信息系统获取已经可用的在线实时和历史资料，这些系统使其资料可
以自由和公开地获得，包括 HYCOS 项目。WHOS 的初始阶段已经实施。在本届会议上，向委员会提出了
第二阶段 WHOS 的愿景，将促进完全符合 WIS 标准的面向服务的框架，通过支持资料注册、资料发现和
资料访问的水文信息系统将水文资料提供者和用户联系起来。这个元素是 CHy-14 旨在使用其评估
WaterML-2.0 的解决方案的实现，并且是该过程的成功的验证。在短短四年里，我们从几乎没有参与
WIGOS 和 WIS，到成为他们的首要组成部分之一。
6.
我们在减轻灾害风险方面的努力继续稳步发展，得到 WMO 其他机构的认可。由大会在 2011
年设立的洪水预报倡议咨询小组（FFI-AG）（决议 15（Cg-16）），在此期间举行了前两次会议。第一
个会议的重点是制定一项包含九项广泛活动的工作计划。在第二次会议上，咨询小组的结论是，初步工作
计划过于雄心勃勃，缺乏重点。然后对 2016-2019 年期间围绕四项可执行任务的工作计划进行了精化和
简化：（1）确保所有主要示范项目和组成部分，包括但不限于 FFGS、CIFDP、SWFDP，在设计和实施
中包括有效和可持续洪水预报的要求和最佳实践；（2）确保为 NMHS 和出资者、非政府组织和其他致力
于加强国家服务中洪水预报能力的组织提供指导材料；（3）推动编制关于用于洪水预报端到端（E2E）系
统的所有培训需求的现有培训计划和相关参考资料的清单，确定弱点/差距，并建议编制额外材料以克服弱
点/填补差距；和（4）确保通过 IFM 帮助平台获得指导材料和培训。
7.
除了洪水预报倡议所取得的进展，包括暴洪指导系统（FFGS）扩大的应用外，我们的一个咨
询工作组会员成为沿海洪灾预报示范项目（CIFDP）的联合主席。这大大增强了对与沿海洪水有关的 CHy
活动的认识，使委员会成为这个高度可见的项目中一个充分和可识别的合作伙伴。它也使我们具备重要的
能力影响 CIFDP 优先事项的方向。
8.
与 DRR 优先重点方面相关的 CHy 计划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其在水资源评估方面的努力。经过
多年工作，水资源评估手册草案已经完成，应在 2017 年出版。除了向国家水文部门提供关于如何在不同
时间尺度评估其水资源状况的明确指导之外，本报告的内容还将提供用于在较短的时间尺度（每日至每周）
了解洪水和干旱风险的工具。在一个相关的活动中，CHy-15 将讨论一个有趣的建议，使这一领域的活动
进入更加全球化和动态的水平。拟议的倡议 WMO 全球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旨在开发一个全球性的运行
系统，每月能够提供：（1）当前的全球水文条件指标（包括河流流量、地下水位和土壤湿度）；（2）对
这种状况明显偏离“正常”的评价；（3）对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哪些条件可能变差的评估。这种系统目前
还不可用，但将向负责减轻灾害风险和水管理的政府组织以及区域和国际援助机构提供独一无二的宝贵信
息。
9.
CHy 支持的第三项 WMO 优先重点是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2014 年发布了 GFCS
实施计划，其中确定了五个关键组成部分（支柱）：能力开发，研究、模拟和预测，观测和监测，气候服
务信息系统和用户界面平台。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几乎所有的主题领域以及我们的许多重点活动都支持一
个或多个 GFCS 支柱。在能力开发方面，我们的 HWR、WHOS、WHYCOS、新的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
洪水预报倡议、季节水文预测、APFM 和 IDMP 以及 QMF-水文学的教育和培训战略都提供了结果，大大
提高了 NMHS 满足 GFCS 目标的能力。同样，在其他四个支柱中，多个 CHy 计划都在支持气候服务工作。
因此，CHy 是为 GFCS 提供最广泛支持的技术委员会之一。
AWG 向 CHy-15 建议的理由
10.
在第十四次闭会期间，委员会收到了大量要求参与专门组、任务组和小组的要求，其中许多是
由执行理事会设立的。这给咨询工作组成员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因为这把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从 CHy-14
指示的许多任务转移到了别处。对于负责 QMF-水文学，水文预报和预测，水、气候和风险管理，以及资
料运行和管理的 AWG 成员来说尤其如此。因此，AWG 会员花了相当大的努力来满足这些新要求所施加的
工作量，同时还要履行其各自的职责范围。他们的服务超出了他们成为 AWG 成员之后的预期，我钦佩他
们的奉献和付出，并感谢他们各自的 NHS，支持他们付出达到和超过各种任务的要求所需的时间。委员会
大大受益于他们的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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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鉴于这些可能在第十五届闭会期间继续存在的额外需求，AWG 在今年年初第三次会议期间进
行了深思熟虑的讨论，探讨了如何最有效地满足这些增加的需求。它审议了委员会的现有结构，并同意尽
管总体有效，但仍有一些实际效率低下的问题。虽然 AWG 重申在单一工作组而不是多个工作组下组织委
员会活动的可证明价值，但它注意到目前将主题活动分配给各 AWG 会员工作效率低下，以及有四个
OPACHE 有专业领域重复的现象。
12.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AWG 建议 AWG 的规模保持在现有水平，其中包括一名主席、一名副主
席和七名成员。但它建议将四个现有的 OPACHE 合并为一个，这将实现更有效的整合。实际上现有的
OPACHE 资料库可以通过主题、区域、国家和名称搜索。将四个主题 OPACH 合并为一个专家列表将消除
冗余，并通过添加从 OPACHE 申请表上请求的信息中获取的关键字搜索，将显著增强其对 AWG 会员的整
体效用。AWG 提出的另一个意见是定期更新 OPACHE 资料库，因为在第十四届休会期间，其中的许多条
目都包含过时的信息。
13.
AWG 进一步建议在以下三个共同主题下组织活动：协调和实施支持，由 CHy 主席、CHy 副
主席负责，以及一名担任“项目协调人”的 AWG 会员；测量，监测和信息系统，由三名 AWG 会员负责；
水文应用，产品和服务，由三名 AWG 会员负责。AWG 强烈建议，CHy-15 将分配给这三个群组的工作量
限制在少于六个活动领域，以确保确定的优先事项得以完成。
14.
最后，AWG 建议增加两个组织单位。第一个是将由秘书处支持的一组活动，由 OPACHE 专
家支持，不需要 AWG 会员的直接参与。第二个是鉴于资源有限，只有一个或多个会员自愿参与执行，才
能实施的一组活动。通常在委员会届会上，会收到一份关于 AWG 处理范围或适用性有限的问题的提案。
虽然 AWG 设法满足会员提交的所有要求，但是总会有更多的要求，而无法在闭会期间实现。单个会员请
求的或具有有限适用性的任务往往具有比服务于大量会员的任务优先级低，并且因此通常不会进行或完成。
为纠正这一问题，AWG 建议，如果提出请求的会员愿意在执行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在秘书处提供一些协助
的情况下，可以处理这些请求。

影响全球水资源和 CHy 响应的新挑战
15.
在影响会员及其各自的国家部门的所有环境挑战中，没有哪个比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水供应相关
的挑战具有很大的影响。没有一个清洁和可靠的水资源基础，任何社会都不能运行，必将不再繁荣和发展。
由于认识到这一点，联合国在 2015 年通过的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是确保获得清洁水和卫生设施。
缺水、水质差和卫生设施不足对全世界贫困家庭的粮食安全、生计选择和教育机会产生不利影响。这个目
标是通过八个“指标”成就来实现的。虽然没有一个目标专门侧重于监测，但大多目标隐性地需要监测和
资料可访问才能实现。尤其是一个目标，各个层级的综合水资源管理，包括跨界合作水资源管理在内，显
然取决于业务水文服务。CHy 通过其组成 NHS 应该寻求机会来展示业务水文和资料共享如何能够有效地
促进国家和区域工作，以减少面临缺水和卫生设施不足的人数。

16.
此外，关于综合水资源管理做法，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必须有监测才能实现，因此，资源的健
全管理的起点当然是测量、量化并评估该资源。在淡水资源方面，WMO 通过其会员及其国家气象和水文
部门（NMHS）处于水测量的最前沿，因此是水资源管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主要贡献者。此外，地下水对
淡水资源可用性的贡献是巨大的，尽管它在大多数 NMHS 的运行中不太重要。CHy 应促进地下水的监测
和评估，鼓励 NMHS 与监测和评估地下水资源的机构建立关系（当另一个机构负责监测地下水的情况下），
以便能够对国家一级的盆地和含水层的水资源进行全面评估，最终融入区域一级。在 WMO 层面，CHy 应
努力改进与国际地下水资源评估中心（IGRAC）的现有合作与协作。

附录

57

17.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实施是重要的贡献，对于支持许多业务监测活动的与气候相关
的水资源挑战提供解决方案。提供有效的气候服务需要更多地访问和使用综合资料。这要求各国将水资源
视为一种公益商品，为人类的利益自由交换。在这样的过程中，CHy 应该倡导自由获取和交换水文资料和
产品，并积极参与在 GFCS 中确定和提供水相关的气候服务。实质上，CHy 需要促进和突出水文服务的基
本价值，作为 WMO 提供有效气候服务努力的补充。
18.
在 Cg-17 上出现并随后被执行理事会和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采纳的一个问题涉及“大数据”。
该术语通常被认为指非常大或复杂的资料集，传统的资料处理应用程序不足以处理它们。存在的挑战包括
分析、捕获、资料整理、质量保证和控制、搜索、共享、存储、传输、可视化、查询、更新和信息隐私。
WMO 的许多会员，特别是从事气象和气候模拟的会员，多年来一直在面对与大量资料相关的问题，并制
定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然而，现在 WMO 内的许多 NMHS 正在研究更广泛的“众包”资料问题。众包
可以以多种方式定义，但 WMO 对在非标准或非传统监控活动背景下的众包特别感兴趣。这包括从私人公
民、社区或教育团体收集观测，并涉及使用非标准仪器测量的资料。CHy 正在以可以理解的非常审慎的态
度应对这个问题，因为测量质量对我们业务的可信性至关重要。然而，新的 WMO 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创新中心”，旨在探索相对便宜且易于部署和运行的非标准设备的适用性。
CHy 有机会在大数据的这一新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并应仔细分析和比较传统观测系统及其获取的资料与新
的非标准仪器及其获取的资料。目标应该是确定非标准低成本解决方案的潜在适用性及其实现特定目标的
能力。
19.
WMO 需要扩大和加强其在联合国水机制和其他全球倡议中的作用，以确保更好地利用和管理
水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减轻灾害风险，加快经济发展。此外，WMO 应通过加强宣传和认识水资源是
对全人类健康和经济福祉最重要的环境因素，在确保水资源可用性的代际公平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样
WMO 将遗赠给下一代和随后的世代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水资源，以维持这个星球上繁荣的生活。
20.
最后，WMO 努力提高其业务所有方面的效率和效益，这项努力的一个要素是减少组织机构会
议的时间。2000 年，CHy-11 持续了十天。2004 年缩减为 9 天，2008 年和 2012 年为 8 天，今年我们
缩短到 6 天。由于 CHy 会议期间可供讨论的时间减少，需要一种替代机制，以确保会员能够对文件和关键
问题发表意见。CHy 为解决这种情况所采取的方法是建立一个在线会前讨论平台，使 WMO 水文界（常任
代表、水文顾问、CHy 成员、OPACHE 成员）能够就将在 CHy-15 上讨论的某些文件提出意见。实质上，
这是关于委员会成员相关的新主题的虚拟会议，旨在成为开放和非正式的会议。
21.
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在 CHy-13 之前的几个月里试行的，但没有得到足够的响应。在 CHy-14
之前再次尝试了该平台，虽然宣传力度更强，但仍然只收到很少的响应。然而，此次由于了解六天会期的
互动太少，咨询工作组与秘书处一起作出了协调努力，发展和使用有效的会前讨论平台。我很高兴地报告，
第三次尝试收到了大量反响，CHy 已经表明可以实现大量会前讨论，这是在任何 WMO 组织机构会议之前
第一次取得这样的进展。我们已经了解了成功管理这样一个虚拟论坛所需要的条件，我期望这个做法将被
其他委员会、执行理事会，甚至可能是大会更多地使用。我感谢咨询工作组和秘书处成员以及 CHy 成员对
这一机制取得成功所作出的周到考虑和实质性的贡献。

附录 2
总摘要第 2.2 段的附录
咨询工作组成员的报告
1.
CHy-14 在决议 7(CHy-14)附录 2 中批准了 2013-2016 年期间 AWG 成员的职责。以下各
节介绍了每个 AWG 成员所取得的进展，而每个领域的拟议未来方向则在本次届会的文件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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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y 副主席（提交人：刘志雨）
2.
关于刘先生在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方面的职责，已经启动了测量讲师实践群和 MCH。正在准
备流量测量和 DL 提供不确定性分析（UA）群。已编写了针对《洪水预报和预警手册》和《低流量估算和
预测手册》的培训材料。有关《WMO 流量测量手册》的培训材料已被翻译成西班牙文、法文和俄文。经
WMO 授权，中国水文局已将《洪水预报和预警手册》翻译成中文，并将在 CHy-15 之前出版。
3.
与 COMET 和地方 WMO 区域培训中心（RTC）协助提供了七个水文远程学习基础课程，例
如，在亚洲与印度国家水资源学院合作以及在非洲与肯尼亚气象培训和研究所（IMTR）合作。
4.
关于他协调编辑和编制代表 CHy 编写的出版物的责任，在出版物分类和 CHy-14 批准的同行审查
过程之后，酌情发布了下列文件作为 QMF- H 的一部分：
(a)
(b)

《水文资料拯救指南》（WMO-No. 1146，2014 年）
发布在 CHy 网站上的《定常性和非定常性的技术说明》。

5.
目前正在进行同行审查进程的其他文件包括《水资源评估手册（WRA）》、《水文网络设计技术
报告》、不断变化的环境下的设计流程以及在战略水文管理中使用 RCM。
6.
关于更新水文信息查询服务（INFOHYDRO），自 CHy-14 以来两次要求提交新的信息并更新以
前提交的信息。响应情况较为喜人，目前已在 53 个国家更新了该系统的信息。
7.
关于促进 NMHS 的资料拯救和保护活动，《水文资料拯救指南》已上传至 HWR 网页，还在 RA
I-16 届会和 RA I WGH 第 11 次届会期间进行分发。已为肯尼亚气象局提供了软件，实现了资料档案中降
雨图的数字化，以便支持其资料拯救活动。
8.

在休会期间，刘先生协助委员会的主席做了如下工作，包括：
(a)
(b)
(c)

(d)

代表 CHy 参加 WMO 二区协水文服务工作组的两次会议（2014 年韩国首尔和 2015 年韩国
庆州）。副主席介绍了 CHy 的活动并重申需要继续加强 CHy 与二区协 WGHS 之间的合作。
出席 2014 年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气候研讨会。副主席就 CHy 的优先活动发表了主旨演
讲，重点介绍了在水、气候和风险管理主题领域的活动。
参加由 GWP 组织于 2014 年在中国郑州举行的洪水控制圆桌会议。副主席介绍了各种案例研
究，包括气候变化背景下河流下游进行洪水控制、河流流域洪水资源管理以及促进洪泛区经济
发展的战略。
刘先生继续代表 CHy 参加 EC 教育培训专家组。他当选为 2016-2019 年 EC 教育培训专家
组的新成员。他参加专家组的讨论和活动，确保反映 CHy 的意见并将其纳入专家组的决定和
建议。

9.
最后，关于降雨和其他水文参数的空间估算的指导、咨询和培训（包括使用遥感），刘先生出席了
国际天气雷达和水文研讨会（2014 年，华盛顿特区）。副主席编写了一份关于天气雷达研究和在
QPE/QPF 和水文洪水预测中应用的报告。此外，HWR 正在与 WMO 空间计划合作通过参与方赞助支持相
关研讨会，促进卫星资料和产品在 HWR 中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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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水、气候和风险管理专题领域的会员（提交者：Jan Danhelka）
10.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在 CHy-14 之前不久成立，并成为 WMO 2016-2019 年战略计划中
的战略优先重点之一。在 CHy 第 14 个休会期间，GFCS 完成了其第一阶段，并进入其第二实施阶段。水
被确定为 GFCS 的初始优先领域之一，CHy 为编写 GFCS 水范例做出了贡献，该文件是其第一实施阶段的
规划性文件。第二实施计划的业务资源计划已由一个任务组负责编写，其中增加了 CHy 的代表。ORP 增
加一个关于水优先领域的部分，由 CHy 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完成。在水相关领域提出了三项实施活动：
洪水和干旱综合管理咨询服务台支持；水敏感地区气候服务的对话和机制；制定洪水、干旱和水资源管理
项目。
11.
设立了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以提供区域一致的气候预报。近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需要
NHS 作为代表的水文界的用户反馈。作为响应，一些 RCOF 建立了“水用户论坛”，紧接着 RCOF 年度
会议举行。CHy 支持 2015 年和 2016 年的南亚水用户论坛，以激励和促进各界之间的讨论，明确水界的
需求，并向气候界反馈水文界对所提供产品的需求，从而提高其用于水文应用的可靠性。此项活动的成果
包括起草了关于开发该区域气候水文服务的三个项目建议。与 RCOF 相联系的水用户论坛似乎是值得 CHy
在未来休会期间重视和支持的重要活动。
12.
由于秘书处的支持，成立了由专家组成的起草小组负责编写有关季节性水文预测的文件，初步会议
于 2015 年秋季在日内瓦举行。尽管时间紧迫，但是利用电子通讯编写手册文件的工作仍在进行，该文件
的初稿已经完成并提交给 OPACHE 成员，供其审议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欢迎委员会的成员提供关于该文件
的意见，特别是对所附的案例研究目录提供意见。根据 CHy-15 的讨论，将决定出版物的定稿和期望的未
来形式。为文件编写做出贡献的专家包括：Narendra Tuteja（澳大利亚）、Paolo Reggiani（德国）、
Eric Sprokkereef（荷兰）、Paul Block（美国）、Andy Wood（美国）、Eugene Stakhiv（美国）、
Eduardo Martins（巴西）、Juan Jose Nieto（厄瓜多尔）、Laurent Dubus（法国），委员会对他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13.
为了响应 CHy-14 的一项需求，开展了活动以编写有关 GCM/RCM 用于水文应用和降尺度方法的
文件。2015 年建立了一个起草小组，并通过电子通信继续开展工作。该文件的初稿于 2016 年 10 月完成，
并提交给 OPACHE 成员，供委员会成员提出一般性意见。委员会确认特邀专家为文件的编写工作做了广泛
的贡献，特别是 Patric Willems 先生（比利时）、Benjamin Lampley 先生（尼日尔）、Bruce
Hewiston 先生（南非）和 Juan Jose Nieto 先生（厄瓜多尔）。
14.
CG-17 决定将减轻灾害风险（DRR）纳入本财期七个 WMO 战略优先重点中，目的是极大地促进
实施 2015 年第三次世界减灾大会通过的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WMO 秘书处编制了 WMO DRR 路线图
草案，以指导 WMO DRR 计划和其他计划以及 WMO 机构的活动。通过一个更迭的过程，CHy 为审议和
修订路线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充分考虑委员会、HWRP、APFM 和 IDMP 的现有活动，并促进洪水和
干旱综合管理原则的重要性以及 NMHS 和 WMO 在灾害风险管理领域（DRM）开展的灾害和风险评估的
重要性，特别是洪水风险。
15.
Cg-17 和 EC-68 通过了开发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GDPFS）的新愿景，即向新的未来无缝
隙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演进。这种新愿景极大地改变了 GDPFS 的范围，特别是通过假设提供无缝隙服务
和产品不仅是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而且是各种不同的学科。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年内水文学在 GDPFS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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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将会增加，同时它也可为现有和未来全球及区域洪水预报系统和 WMO 内部的倡议实现制度化提供
了手段。CHy 为 EC-68 和相关活动编制未来无缝隙 GDPFS 白皮书做出了贡献，包括新成立的指导小组的
工作。还编写了关于 CHy 和水文界未来参与 GDPFS 的讨论文件，CHy-15 会前讨论了这一新出现的问题，
提出了决议 7(CHy-15)。
16.
为 CAP-Net UNDP 提供了援助，以设计和制定关于气候变化和水管理的虚拟试点课程，包括学习
材料和测试互动课程活动的技术手段。
17. 此外，还为编写 WMO-世界银行-USAID 出版物《评价天气和气候：气象和水文服务的经济评估》
（WMO-No 1153）做出了贡献，其重点是促进水文产品和服务提供的一些具体方面，特别是关于水文服
务在气象资料和预报制作方（NMS 作为代表）之间洪水预报的提供链中的地位，而民防和公众则作为终端
用户。本出版物的主要目的是为 NMHS 的管理人员和员工提供指导，因为他们希望开展或开发对其服务或
产品的社会经济效益开展研究或评估。
18.
还为 CCl/CAgM/CHy 气候、粮食和水联合专家组（JCEG-CFW）的工作，以及 WMO 减轻灾害
风险用户界面灾害和风险专家咨询小组（WMO DRR UI-EAG HRA）关于编目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工作
提供了支持，以响应 WMO 决议 9 (CG-17)。最近，还针对业务水文的研究需求，为 WMO 天气研究计划
科学指导委员会提供了支持。
负责资料运行和管理专题领域的成员（提交者：Tony Boston）
19.
WaterML 2.0 的开发和应用涉及 CHy 和 WMO/OGC 水文领域工作组（HDWG）之间的密切协
调。特别是，HDWG 正在开发一套称为 WaterML 2.0 的水文标准。 到目前为止，WaterML 2.0：第一
部分（时间序列）以及 WaterML 2.0：第二部分（评级、计量和分区）分别于 2012 年和 2015 年被批准
为 OGC 实施标准。第一部分提供了用于表示和交换水观测时间序列资料的标准信息模式，例如河流或湖泊
水位或流量。第二部分定义了如何表示评级表、测量观测和河流横断面，相关的元数据和词汇，以及组织
系统之间交换资料所需的格式。第三部分（地表水文特征）和第四部分（地下水 ML2）正在最后阶段，将
于 2016-2017 年被批准和发布为 OGC 标准。HDWG 还开发了水文传感器观测服务（SOS）专用标准，
于 2014 年发布，其中确定了如何利用 OGC 网页服务提供 WaterML 2.0 时间序列资料。HDWG 成员还
为制定 2016 年出版的 TimeseriesML 标准做出了贡献，这是一个更通用的 WaterML 2.0：第一部分，
可被用于共享更广泛科学领域的时间序列资料。未来的工作将侧重于开发 WaterML 2.0 的更多组成部分，
水质资料是改进现有 OGC 有效做法规范的初始焦点。 WaterML 2.0 标准套件可查询：
http://www.opengeospatial.org/standards/waterml， 而更多关于 WMO/OGC 水文领域工作组的
信息可查询：http://www.opengeospatial.org/projects/groups/hydrologydwg.
20.
关于水文资料和产品交换的进展以及提供资料使用信息的协议，于 2013 年 9 月发布了一份关于水
文资料交换的问卷调查。那时已将初步结果提交给 WMO/OGC HDWG，同时也提供给 AWG。还确定了
可支持水文资料交换 OGC 服务的商业和开放源软件系统的列表。结果指出，通过 WMO 区域协会更好地
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接触，这对于扩大对 WaterML 2.0 价值的认识以及鼓励其使用至关重要。
21.
还开展了大量工作通过多个试点项目测试和应用了 WaterML 2.0，旨在展示 WaterML 2.0 的价
值和实用性，并为其成为 WMO 信息交换标准奠定了基础。意大利国家水文学调查局（ISPRA）实施一个
关于水文资料共享的项目。ISPRA 针对分别由全国 21 个地理区域管理的观测站点的意大利联合水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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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建立了国家水文信息系统。 罗马有一个水文目录，其中汇编了 21 个区域水文部门的资料。还为若干
国家以及 CHy 相关项目制定了试点项目，包括中国和新西兰、河流流域（萨瓦河、拉普拉塔）、地区（拉
丁美洲）和 WHYCOS 组成部分（北极、尼日尔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意大利还制定了支持使用
WaterML 2.0 交换水文资料的文件。更多关于国家水文部门获取和交换资料的试点项目和倡议的信息可查
询： http://www.wmo.int/pages/prog/hwrp/documents/DataOperationsandManagement_v10.pdf。
22.
关于监测和报告涉及资料管理事宜的新进展，诸如观测、资料交换和协议、资料转让格式、资料信
息以及 WMO 信息系统（WIS）和 WIGOS，在 WMO 通信《世界气象》中发表了一份提升意识的文章，
题为“努力实现共享水文资料的新标准”，
http://public.wmo.int/en/resources/meteoworld/towards-new-standard-sharinghydrological-data。还发布了对全球径流资料中心（GRDC）水文元数据专用标准 ISO 19115 的更新内
容，http://www.bafg.de/GRDC/EN/02_srvcs/24_rprtsrs/report_39r2.pdf. HY_特征：通用水文
特征模式已被更新并作为 OGC 讨论文件发布。这项工作已经由 HDWG 开展了广泛测试，并将作为
WaterML 2.0：第三部分标准的基础。CHy 通过参与跨委员会的任务组，为制定 WIGOS 元数据标准草
案做出了贡献。此外，还测试了利用 WMO 信息系统（WIS）来登记水文资料服务。
23.
已经建立了基于开放源 MCH（气象、气候和水文）系统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做法。MCH 最初以西
班牙语开发并安装在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目前已被译为英文和法文，并在加纳、伯利兹、库拉索和圣马丁、
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安装。在所有情况下，NHS 工作人员都接受了系统操作和管理的培训，
http://www.wmo.int/pages/prog/hwrp/mch/。
24.
编写了关于标准化水文资料共享的文件用于 CHy-15 会前讨论。该材料请 WMO 水文界就三个议
题提供意见，委员会将在 CHy-15 上做出决定：
(a)

是否批准 WMO 水文观测系统；

(b)

是否向 WMO 执行理事会建议，将 WaterML 2.0：第 1 部分和第 2 部分作为 WMO 信息交
换的标准，提供给国家水文部门使用；

(c)

是否支持 WMO 继续采用进一步的 WaterML 2.0 标准。

负责 WHOS 开发的特邀专家（提交者：Silvano Pecora）
25.
2013 年初，为应对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委员会间小组（ICG-WIGOS）提出的关于水文观测
资料可用性方面的问题，水文学委员会主席提出开发一个 WMO 水文观测系统（WHOS）作为 WIOGOS
的水文组成部分。2014 年 9 月委员会咨询工作组批准了此项建议，而 2015 年在第十七次大会期间，
WMO 大会敦促在 NMHS 中以及在更广泛的水文群体中推广 WHOS。
26.
WHOS 被设想为一个门户，通过该网站能便于获取已有的在线实时资料和历史资料，这些资料由
那些免费和公开提供资料的国家的水资源信息系统提供。目前正在分两个阶段开发 WHOS，目标是在
2016 年 12 月的第十五次 CHy 届会上对其进行审查和批准。第一阶段是在 WMO 网站上发布一个地图界
面，通过 WMO 网站与 NMHS 相链接，以便在线提供其实时和/或历史阶段和流量资料。此地图界面在
2015 年 8 月在线发布，可以通过以下链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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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mo.int/pages/prog/hwrp/chy/whos/。第二阶段是更为全面的工作，目的是通过一个
可进行资料注册、资料发现和资料访问的水文信息系统，制定一个完整的面向服务的框架将水文资料提供
方和用户联系起来。这种框架将完全符合 WMO 信息系统（WIS）和 WIGOS。目标是初步实施完整的能
力，准备好供执行理事会于 2018 年 6 月（EC-70）批准。
27. 在 CHy-14 之后的休会期间，很多 NHS 在水文资料交换的试点和业务系统中采用了标准化的技术。
WMO 门户网站上发布了一份关于“全球水文资料共享倡议”的报告，其中详细介绍了使用水文资料交换标准
的多数进展情况：
(http://www.wmo.int/pages/prog/hwrp/documents/DataOperationsandManagement_v10.pdf). 所有这些发展使得能够确定 WHOS 第二阶段的先进架构，以及其基本组成部分和在网络上共享水
文信息的服务基本类型。在这方面，WHOS 的目的是提供服务，以支持 NHS 的业务需求以及国际水文界
更广泛的科学需求。虽然其他互可操作的应用程序侧重于在客户端和服务器接口之间实现自定义数据流
（例如网桥、适配器等），但 WHOS 着重于使用一套 WMO 和 OGC 标准的通用资料和元数据管理模式，
这些标准可应用于 多个科学社区，特别是水文和大气科学。此外，WHOS 可以通过利用中介和代理服务
并入现有的资料发现框架（例如，门户、网关等）。WHOS 将在 GISC 中发布发现元数据，以允许 WMO
用户获取一系列 WHOS 服务。水文发现元数据在巴西利亚、华盛顿、奥芬巴赫和墨尔本的 GISC 进行了测
试；正在开展的更多发展活动和测试提高了 WHOS 在资料共享方面的能力。 WHOS 的发展还包括确定水
文观测元数据，并可提供有关观测台站水文特征的信息；在将要完成这项活动时，将改进目前的 WIGOS
元数据标准和 OSCAR/地表（WIGOS 信息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可用的信息。WHOS 的潜在未来
阶段是试点可能扩展 WIGOS 和 WIS 和服务以适合水文界的需求，但可能有益于其他计划，包括数据库、
模拟模式、预报链、网络-GIS 和其他工具等。
负责水文预报和预测专题领域的成员（提交者：Yuri Simonov）
28.
进一步规划和制定 WMO 洪水倡议（FFI）战略是基于对 FFI 治理文件：FFI 行动计划战略、FFI
活动计划的审查和评估以及 FFI 正在开展项目和规划项目的状态，这些工作是由负责水文预报和预测的
AWG 成员开展的。在 FFI 咨询组的两次会议上（第一次和第二次 FFI-AG 会议）讨论了 WMO FFI 未来
战略，而在 FFI-AG 第二次报告中介绍了审查的最终结果和有关该倡议发展建议的详细报告。在报告中，
从符合 FFI 主要目的和目标的角度分析了所有主要的 FFI 组成部分（FFGS、SWFDP、CIFDP），还提出
了进一步改善这些项目的方法。下文简要介绍了每个 FFI 组成部分取得的主要成就。
29.
CIFDP 是一项 CHy-JCOMM 联合项目，旨在改善容易受不同原因（河流水文和海洋过程）洪水影
响的沿海地区的预报。该项目最初主要侧重于海洋模拟和预报，并没有考虑沿海地区的河流水文过程以及
河流域海洋的相互作用。在休会期间，CHy 努力在该项目中取得了若干成果：

30.

(a)

CHy 代表现在担任项目指导小组的联合组长；

(b)

项目中河流水文方面的相关性增加，例如：制定了河流水文组成部分的战略、提出了每个子项
目的改进意见、指定了河流水文系统的系统开发人员（针对 CIFDP-斐济）。

对该项目更为连贯的水文贡献将有助于充分描述沿海过程，从而改善沿海地区的洪水预报。

附录

63

31.
SWFDP 最初的目的是为满足气象学家更好地预报灾害性天气现象的需求。尽管在一些区域（如中
亚地区 - CARFFG）该项目是与 FFGS 并行开发的，但是发现这两个项目并没有有效地相互合作。为此，
提出了两个项目间更好沟通的建议。 中亚地区的实际结果是明显的，通过努力，利用该区域 SWFDP 的产
出信息可更好地实现 FFGS 目标。
32.
从其水文部分来看，FFGS 是发展得最好的项目，— 其中指出了一些主要的改进途径：针对大型
河流预报的通道路线实施、集合预报（利用若干 NWP 输入）、泥石流估算、城市洪水预报等。该系统的
重大升级肯定会促进加强 NHS 预报不同类型洪水（不限于山洪）的能力。在一些区域，这种预报技术已经
被纳入业务 FFGS。升级了培训计划，以便更好地为中亚地区的预报员提供服务（包括适应和翻译）。
33.
关于《洪水风险测量手册》的编写工作，一直在开展工作 — 从审查以往文件的过程（目前包括洪
水风险测绘 APFM 工具）到编写拟议手册的目标、编写第一稿以及进一步审查（正在进行的任务 - 计划于
2017 年初开展）。
34.
关于与 WMO DRR 计划的相互作用，在休会期间对 WMO DRR 路线图进行了审查。CHy 参与的
其中一项活动是为 DRR 编写水文灾害术语表并进一步支持 DRR 界。AWG 为休会期间活动的行动、建议
和相关路线图制定优先重点，以支持实施 DRR 工作计划并确定技术委员会和各计划 DRR 联络人的职责。
负责水文预报和预测专题领域的成员（提交者：Johnson M. Maina）
35.

下面简要介绍取得各项成就。

36.

在洪水预报倡议（FFI）方面，Maina 先生开展的活动主要侧重于：

37.

38.

(a)

支持 WMO FFI 的主要目标：提高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能力，以便联合提供洪水预报和预警所需
的、及时和更准确的产品和服务；

(b)

审查“评估洪水预报服务”的指导文件以及相关的“指导手册草案”；

(c)

能力建设：为两个非洲国家即贝宁和乌干达提供关于“业务洪水预报和预警”的培训。其他国家
已表示对培训感兴趣。WMO 手册和指南课补充培训中所用的知识；

(d)

关于“肯尼亚有效的洪水预报和预警系统”的陈述。

关于与 WMO 减轻灾害风险（DRR）计划的互动，应提及以下内容：
(a)

2014 年 3 月，审查由灾害风险综合研究（IRDR）工作组编写的灾害损失数据（DATA）1
号报告“灾害分类和灾害定义”；

(b)

关于 WMO DRR 路线图的意见。

最后，以下是在一般性责任领域开展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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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与其他人一起提交了一份关于“制定国家干旱政策”的国家状况报告，这是最终报告中公布的少
数几份报告之一；

(b)

参与设计尼罗河流域水文气象监测网络；

(c)

启动肯尼亚国家设计风暴数据库的开发工作；

(d)

参加所有的 CHy-AWG 届会和相关活动。

负责水资源评估专题领域的成员（提交者：Antonio Cardoso Neto）
39.
在上一时期 Cardoso Neto 先生的主要贡献是他参与编写了《水资源评估手册》，主要是组织和
撰写了将插入作为手册一部分的其中一个案例研究。他提供的案例研究介绍了位于巴西领域的一个重要水
文流域的规划情况。在流域内开展的调查介绍包括气候方面、地质特征、流水特征、侵蚀、生物群落和水
生生态系统、卫生方面、卫生基础设施、供水、城市排水和发展压力等。
40.
该案例研究提供了巴西的体制框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整项工作，例如国家水资源政策的法律文书
和国家水资源管理系统的组成部分。
41.
它还介绍了从工业、畜牧、农业、采矿、人类供应、固体废物和蒸散量等多方面收集各种必要资料
时使用的不同方法。也介绍了流域含水层系统的主要物理和化学特性。
42.
从质量和数量方面评估了地表水和地下水。最后，对水平衡进行了评估，然后估算了流域水资源的
可用性。
43.
由于无法控制的若干因素，在流经法属圭亚那和巴西两国的奥亚波克河流域实施 HYCOS 的组成部
分的工作目前被暂时搁置。然而，为了再次将这个问题“步入轨道”已经开展了各种工作和努力。
负责质量管理框架 - 水文专题领域的成员（提交者：J.F. Cantin）
44. 该报告介绍了 CHy-15 前的休会期期间 QMF-H 专题领域主要优先活动取得的进展。应该指出的是，
Cantin 先生于 2014 年 4 月成功地接任 P.Pilon 先生，后者由 CHy-14 当选为负责 QMF-H 的 AWG 成员。
45.
CHy 流量测量仪器性能和技术评估项目（通常称为项目 X）管理委员会（MC）在此期间举行了
12 次电话会议和两次会议。在制作软件包用于估算 WMO 会员 NHS 开展的流量测量结果的不确定性的方
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种软件包将通过互联网从 WMO 门户提供给 NHS。制定了规范并用于支持开发
计算工具，用于估算利用速度区域方法的测量的不确定性。预计在下一个休会期期间 ADCP 测量会取得进
一步的发展。在下一个休会期期间，项目 X 管理委员会将会评估出版指导材料的可能性，即已编写的关于
有关实施和报告仪器校准及仪器和技术性能测试结果的指南。
46.
开发了 QMF-H 网站并加入了解释 NHS 为什么应在收集资料时使用标准化方法的材料，以响应
CHy-14 的要求。还编制了指导材料、案例研究和一份清单以促进 NHS 实施质量管理系统（QMS）的工
作，同时在 QMF-H 网站上提供： http://www.wmo.int/pages/prog/hwrp/qmf-h/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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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关于审查 CHy 规章性材料方面，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负责协调活动，而 AWG 成员负责 QMF-H，以
便在 QMF-H 中概述 CHy 的工作，并在各自委员会间的论坛上展示其规章性、指导性和技术性材料。已经
制定了一项在 EC-68 批准的加强 WMO 技术规则框架路线图背景下应对 CHy 总体规章性材料的战略，并
将在 CHy-15 期间讨论。
48.

负责 QMF-H 的 AWG 成员也代表 CHy 参加 WIGOS 编辑委员会（WEdB）。

附录 3
总摘要第 2.3 段的附录

秘书长与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相关的报告
1.
本文件包括了关于上一个休会期（2013-2016 年）在水文和水资源计划框架下所开展的各项活
动的简要报告，Cg-17 通过决议 18(Cg-17)决定保持该计划，见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
略报告（WMO-No. 1077）附录 2 — WMO 计划说明。本文件的重点是非本委员会主席（参见本报告附
件 1）或 AWG 成员报告的问题（参见本报告附件 2）。
水文基本系统
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GHSF）
2.
CHy 主席与秘书处一起制定了一个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GHSF）建议，瑞士发展与合作署
（SDC）将在 2017-2020 年期间支持 GHSF，特别是为 3 个专业项目职位提供资金。
3.
GHSF 旨在巩固国家监测能力及其区域和全球一体化，并且通过开发和使用创新的监测和数据库
技术为 WHYCOS 计划提供支持。GHSF 包括 WHYCOS、WHOS、全球创新枢纽、水文服务信息平台和
咨询服务台。

GHSF 的范围
4.
需要一种水文测量的新范式，以有效地提供综合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决策支持，特别是在资源短缺、
条件较差、冲突、供应严重不足、需求快速增长与资金不足的机构重叠的地区。
5.
最近的评估显示，监测网络继续减少，原因是缺乏财政资源和合格的工作人员，一般来说也是因
为国家当局对水文部门的了解和认识不足。需要一种新的水监测模式。
6.

为了提出新方法，需要开展协调和创新：

(a)

在水文观测系统薄弱而且知识差距正在威胁到可持续发展的地区，建立、加强和维持国家和区域水
文观测系统；

(b)

促进区域和全球协调，整合监测系统，并分发特别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C）有关的产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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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支持观测系统资料的质量控制、加工、交换和存储；

(d)

促进基于证据的政策和决策，从政治、财务和业务角度通过制作衍生产品和开发新型系统，以支
持综合水资源管理；

(e)

支持开发新的资料获取方法，包括和结合技术及基于社区的方法；

(f)

促进资料的联合分析，以促进和改进跨界和区域合作，并支持利益相关方开展能力建设，从而改
善可持续和安全的水管理并避免紧张和冲突。

7.
总摘要第 4.1.2.7 至 4.1.2.13 段介绍了 GHSF 各组成部分的实施战略的要素。之后是对撰写本
报告时每个组成部分状态的简要描述。

WHYCOS
8.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WHYCOS）是一个致力于水监测网络的长期倡议，包括规划和安装监测
站（水量和水质，地表和地下水）、加强跨界和国际合作、以及促进免费交换水文资料。自 1993 年启动
以来，WHYCOS 是通过区域 HYCOS 项目来实施的。不同项目的当前状态可查询：
http://www.whycos.org/whycos。截至 2016 年 12 月，已经开发了大约 15 个项目，3 个正在进行
（北极、IGAD 和尼日尔 HYCOS），5 个正在筹备阶段，处于筹集资金的阶段（刚果、乍得湖、塞内加尔
盆地以及第三阶段的 SADC 和尼日尔）。太平洋 HYCOS 和尼日尔 HYCOS 也正在考虑启动一个新阶段。
9.
在其他地区（亚马逊、黑海、多瑙河、东南亚等）已经考虑了许多 HYCOS 项目，但是没有实施，
主要是由于金融合作伙伴缺乏兴趣以及国家伙伴一直缺乏兴趣。其他地区已经认识到 WHYCOS 的利益并
已经表现出兴趣，例如印度洋岛屿国家、咸海、奥亚波克河流域等。
10.
根据国家要求和优先重点来启动新项目是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保证已实施的 HYCOS 项目
的可持续性，涉及水文站的运行和维护、资料管理以及水文产品和服务提供等方面。必须要落实长期的财
务和技术战略。

创新枢纽
11.
低成本开放式创新传感器、通信技术和数据合成的快速发展为增加资料覆盖、有效的资料管理、
安全的资料交换以及研发用于有效和可持续资料管理的知识提供了新的视角。（还可参见：
http://www.whycos.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6/08/GHSF-concept-note.pdf)。
12.
瑞士发展与合作署（SDC）自 2012 年以来一直在推广的名为“创新监测和建模方法”的试点研
究（iMoMo），近期该研究在世界不同国家实现了概念证明。iMoMo 是 GHSF 创新枢纽未来可以发展的
可行例子。

WHOS
13.
WMO 水文观测系统（WHOS）旨在成为一个连接水文资料和用户、面向服务的框架。它应实现
水文学家和水资源专家长期寻求的目标，以便捷地获取来自世界各地 NMHS 的水文信息，从而免费和公开
地提供资料。
14.
2014 年，CHy 主席在 AWG 的支持下，提议建立 WHOS。在完成概念工作之后，主席向 2015
年的 Cg-17 提出了建议。大会欢迎这一努力，并敦促 CHy 主席继续指导 WHOS 直至全面实施。WHOS
被认为是 WIGOS 的水文部分，将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个阶段于 2015 年 7 月启动，包括一个在线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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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用于获取现有的近实时和历史水文信息，并允许 NHS 公布其资料和其他水文信息（更多信息请参见
WHOS 主页 ）。
15.
第二阶段旨在开发一个完整的面向服务的水文信息系统，以便使资料登记、发现和获取符合 WIS
和 WIGOS 的要求。WHOS 将支持水文信息的存储，通过网络服务在互联网上发布，将其与多个来源发布
的水文资料相结合，并可搜索网络中的各种数据集。一些发展可以与地球观测组织的 GEOSS 公共基础设
施的发展结合起来，因为他们有相同的目标。CHy-15 将建立一个过程来为 WHOS 的第二阶段制定实施计
划，包括时间计划表。
16.
应当指出，提供者将仍然是资料的所有者；WHOS 正在提高其知名度并满足国家、区域和全球需
求。其中的一个要求是使用标准化的资料交换格式。WHOS 将在 WIS 内设立专门的水文登记，将向任何
国家或政府级别的所有用户和机构开放，并将适用于任何类型的水文信息。

水文服务信息平台
17.
2013 年，值得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水文信息和服务系统正在恶化，世界银行集团的全球减灾
和复原基金（GFDRR）和水伙伴关系计划（WPR）以及 WMO 的水文和水资源司（HWRD）开展了对发
展中国家水文服务状况的评估。GFDRR、WPP 和 WMO 认为世界各地对水文气象和气候信息和服务的需
求不断增长。
18.
评估的第一阶段首先根据现有的文献（包括水文信息查询服务（INFOHYDRO））进行快速的全
球评估。
19.
(a)
(b)
(c)
(d)
(e)
(f)

快速全球评估（世界银行集团，2014 年 12 月）确定了与水文信息和服务系统有关的以下问题：
国家当局的了解和认可度较低；
缺乏运行和维护活动的财务资源；
监测系统减少、设备过时；
缺乏合格的工作人员；
通信和资料管理系统不完善；
国家水文部门（NHS）无法满足当前的用户需求。

20.
快速评估建议执行若干有针对性的案例研究，以审查发展中国家的水文信息和服务系统的状况，
并建议建立国家水文资料用户小组（NHDUG）来协助和支持 NHS 在国家发展规划中确定其作用和职责，
作为审查过程的一部分。
21.
(a)
(b)
(c)

要求进行这些个案研究，以应对下列建议：
如果必要的话，改进对全球 NHS 状况的评估；
支持是必要的，以帮助 NHS 提高知名度并发展成为需求驱动型、面向服务的组织。 建立国家水文
服务用户小组；
各国应在国家发展战略框架内制定国家业务水文行动计划。

22.
因此，项目的第二阶段（案例研究）是在 2015 年至 2016 年期间进行的。第二阶段开展了针对
性的倡议，旨在评估喀麦隆、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圣卢西亚、坦桑尼亚和乌拉圭等选定国家的水文服
务现状并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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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根据这些针对性研究的结果以及从涵盖 43 个发展中国家的大约 60 项其他研究收集到的信息，
得出了一些具体的结果，包括：
(a)

70%的（31 个）国家对水文信息和服务的用途和用户有一些了解（虽然有限）。 对于另外 30%的
（12 个）国家，则缺乏有关使用和用户的信息，

(b)

虽然所提供的信息不一致，但水文网络的状况可以定义为：
(1)
(2)
(3)
(4)
(5)
(6)

7%（3 个）的国家描述他们的网络是充分并且运行情况相对较好，
最近向 19%（8 个）的国家提供了资金，用于升级处于显著下降状态的网络，
26%（11 个）国家的网络处于显著下降状态（不到 25％的网络处于运行状态），
30%（13 个）的国家的网络状况不佳（不到 50％的网络处于运行状态），
12%（5 个）国家提供了网络不断减少的具体证据，
7%（3 个）国家没有可开展评估所需的信息。

(c)

在资料管理方面，70%（30 个）国家需要升级其资料管理系统，9%（4 个）国家正在升级其资料
管理系统的过程中，9%（4 个）国家对其现有的资料库表示满意，而 12%（5 个）国家没有可开展
评估所需的信息。

(d)
(e)

关于提供的水文服务的信息不一致，不足以得出具体结论，但除了少数目标服务（如洪水预报）和
一些基本水文统计数据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多数的国家可提供充分的水文服务。
大多数国家确定工作人员人数和工作人员培训/能力建设不足，因此需要予以注意。

(f)

有关用户对各国提供的水文服务满意程度的资料有限。

24.
上述评估与 2014 年世界银行集团评估的结果一致，其评估报告中指出 72%的被调查水务专业
人员表示他们的国家需要更多的水监测站，78%的发展中国家和 86% 最不发达国家认为他们的网络不能
满足当前的需要。
25.
世界银行集团（GFDRR 和 WPP）和 WMO 正在实施该项目的第 3 阶段，目的是进一步评估所收
集的信息，并向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捐助者、发展合作伙伴机构、各国政府和 NHS 提供指导，以便开
发基于业务案例的方法促进 NHS 的运行和管理，从而使它们更好地为国家发展战略做出贡献。
26.

特别是，正在收集资助 NHS 的信息，以便建立政府对 NHS 公益活动的基础支持。

27.
世界银行集团（GFDRR 和 WPP）和 WMO 正在寻求 CHy-15 的指导和支持，以推进该项目的
第 3 阶段。 特别是，他们想知道：
(a)
(b)
(c)
(d)
(e)
(f)

GFDRR、WPP 和 WMO 的评估结果是否正确？
NHS 能支持提出的方法么？
NHS 在支持信息方面有什么作用？
GFDRR、WPP 和 WMO 可如何帮助 NHS？
WMO 可以做什么？
捐助方/发展合作伙伴可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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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运行、管理和交换
28.
资料运行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内，会出现水管理方面的主要挑战，在一
些区域甚至更加严重。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气候变化情景在这个领域是剧烈的。水文资料和信息对于改善情
况和减轻洪水和干旱的潜在灾难性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需要资料以更好地了解自然过程，通过模型和预测
来预测其发展，正确设计水力工程，并为决策者提供采取正确决策的必要基础。因此，收集到的资料应可
代表自然现象，必须达到最低质量要求。
29.
应当指出，虽然过去 WMO 的主要重点是地表水量，但应该涉及水的所有方面：地表和地下水、
水量和水质。
30.
为满足所有要求，应提供（近）实时和长历史时间序列的水文资料。由于诸如监测可持续发展目
标、UNFCCC 巴黎协定或后仙台机制等主要的全球倡议都要求大量的资料和服务，这一点尤为重要。应加
强与 WMO 其他活动及其合作伙伴的联系，如 GFCS 和 GCOS。水文的特殊性是许多流域是跨境的，给自
然过程增加了行政和政策的复杂性。因此，必须要建立资料和信息交换机制，而其不同来源的资料也必须
符合标准。
31.
许多国家尚未满足监测网络和标准的要求，以确保水文资料可用于水管理决策。因此，资料和新
管理问题是 WMO 区域协会的优先重点之一。必须加强支持，以帮助这些国家满足其需要，同时考虑到全
球倡议。 在这方面，特别是在数据制作和管理领域，WMO 通过以下活动向成员提供支持：
(a)
(b)
(c)
(d)

制作资料：WHYCOS，通过其区域 HYCOS 项目（见上文）专门用于监测水文网络。
加工资料：数据库管理系统 MHC（气象、气候和水文资料）。
显示和共享资料：WHOS，利用 WaterML 2.0 使资料可见和可用。
分发和拯救资料：全球资料中心，诸如全球径流资料中心（GRDC）、国际湖泊和水库水文资料
中心（HYDROLARE）和国际地下水资源评估中心（IGRAC）。

32.

WHYCOS 和 WHOS 状况的更新情况见上文 GHSF 部分。其他部分的情况在下文中介绍。

MCH
33.
MCH 是 WMO 项目首先在墨西哥开发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后被伊比利亚美洲 NMHS 的合作计划
修改。其版权已捐赠给 WMO，于 2011 年已传播至其他国家，其版权已捐赠给 WMO，以便在 2011 年
传播到其他国家，现在提供西班牙语、英语和法语版本。
34.
它主要针对那些没有可存储、加工大量资料并进行数字化系统的 NMHS。按照常驻代表的要求，
MCH 可免费提供，包括必要的培训。

35.
目前，已在大约 20 个 NMHS 安装了 MCH，其中大约一半在运行。截至 2016 年 12 月，另有
5 个国家的申请尚待审批。预计将有以下发展：
(a)
(b)
(c)

完成“测量和评级曲线”部分的更新工作，包括用户手册。
将 MCH 与用于测量的不确定性分析工具（法语系统 BARATIN）和其他工具相连接。
完成全面的用户手册。

36.
作为资料运行的起始工具，MCH 是简单资料管理的有效工具，对许多 NMHS 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其灵活性允许用户自定义以满足其特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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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ML 2.0
37.

共享水文资料是科学进步、成功的跨界水管理和解决区域和全球水问题的关键。

38.
2012 年，CHy-14 注意到 WaterML 2.0 和开放地理空间联盟（OGC）正在开发的其他新兴标
准在改进关键 CHy 计划（诸如 WHYCOS、WHOS、和 WMO 洪水预报倡议）的服务提供方面的意义和重
要性。特别是，WMO/OGC 水文领域工作组的活动正在提供技术和体制解决方案，以便应对交换描述水资
源（包括地表以上和以下的水资源）状况和位置的资料的挑战，其中有一些与 WaterML 2.0 相关的标准，
诸如 WaterML 2.0：第一部分 — 时间序列；WaterML 2.0：第二部分 — 评级、测量和分区；其他的在
CHy-15 会前讨论的专门文件中讨论。
39.
CHy-14 通过了题为“建议采用 WaterML 2.0 作为标准”的决议 3。在该决议中，委员会认识
到改善获取用于多种用途的水文资料（包括洪水预报和预警、水资源评估以及评价气候变率和变化的影响）
的重要性，以及需要在国家水文部门的运行中采用标准程序的重要性。委员会还决定“启动一项程序包括
测试，以促使 WaterML 2.0 成为一项潜在的 WMO 标准，用于 WMO 管理的信息交换”。
40.
自 CHy-14 以来，WaterML 2.0 已发展为一套组成标准。在上一个休会期，应 CHy-14 的要求，
一些 NHS 已经在水文资料交换的试点和业务系统中，测试了 WaterML 2.0：第 1 部分。这是在 CHy 咨
询工作组附属专家的支持下进行的，他们参与了几个区域项目，专门评估 WaterML 2.0 第 1 部分的性能，
即在促进水文和水相关资料跨信息系统交换方面的性能。主要项目是针对拉普拉塔河流域、北极 HYCOS
和萨瓦河流域。详细可以在上面提到的网页中找到，也可以查会前讨论的背景文件。
41.
关于 WaterML 2.0 第二部分，它于 2015 年 7 月获得 OGC 批准，并于 2016 年年初发布。
AWG 已向 CHy-15 建议，WaterML 2.0：第 2 部分也被通过为 WMO 标准，但须对其非规范（资料性）
材料做一些必要的修订。

全球资料中心
42.
WMO 秘书处既不是任何种类的水文气象资料的所有者也不是其存储机构。然而，仍需要收集和
组织现有的资料，并通过全球存储库促进资料拯救，这也可以充当冗余系统。这些是全球资料中心的一些
功能，其中三个专注于水文资料：GRDC 关注径流资料、IGRAC 关注地下水，而 HYDROLARE 关注河流
和水库。这些中心简要介绍如下：
(a)

全球径流资料中心（GRDC）
GRDC 是存储长达 200 年径流资料的国际档案。它旨在支持全球水文和气候趋势的分析，并作为资
料存储库。自 1988 年以来，由德国联邦水文学院（Bundesanstalt für Gewässerkunde 或 BAfG）
主办。定期从 160 个 NHS，对应 9200 多个台站传入每日或每月资料。

(b)

国际地下水资料评估中心（IGRAC）
自 2003 年，IGRAC 可促进和推广地下水信息和知识的共享，重点是含水层评估和地下水监测。
IGRAC 是 UNESCO 中心，在 WMO 的主持下工作，并得到荷兰政府的支持。

(c)

43.

国际湖泊和水库水文资料中心（HYDROLARE）
自 2009 年，HYDROLARE 负责收集和提供全世界湖泊和水库（近 550 个水体）的水文资料。它是
由 ROSHYDROMET（俄罗斯联邦的 NMS）和俄罗斯联邦国家水文学院主办。
考虑到 WHOS 和 GHSF 的新发展，应分析这些全球资料中心的未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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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y 流量测量和技术性能评估项目（项目 X）
44.
实施项目工作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可查询其公共网站，还会不断更新。主要的成果包括实地流量
测量仪器和业务应用技术第二版调查的新报告、不确定性分析决策辅助工具（UADAT）开发方面所取得的
进展、 关于开展并报告流量测量仪器的校准和性能检验结果的指南的编写，以及通过流量测量和技术
（regattas）实地比较活动的指南。
45.
在编制详细技术规范的长期过程之后，目前正在开发不确定性分析决定工具（UADAT）的第一个
模块，该模块是用速度 - 区域方法开展排放测量不确定度计算的软件，应将于 2017 年可免费分发给 NHS。

水文预报及应用

洪水预报倡议（FFI）


WMO FFI 咨询组 (FFI-AG)
46.
大会通过决议 21 (Cg-15) 批准了 WMO 洪水预报倡议的战略和行动计划（SAP），该计划旨在
加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之间的合作，以改进洪水预报。还要求秘书长：1）促进对各种活动或 WMO 计划进
行评审，这些活动的贡献十分重要，其活动领域能够对改进旨在实施该战略的洪水预报规范产生影响；2）
支持示范项目，如全球范围山洪指导系统的实施。
47.
随后，决议 15(Cg-16)确定 WMO 洪水预报倡议的范围要包括所有水文预报活动，例如，与山
洪、河水泛滥有关的预报活动，包括季节预报和风暴潮引起的海岸带洪水。重要的是，Cg-16 建立了
WMO FFI 咨询小组（FFI-AG），其职责见本决议的附录。FFI-AG 在日内瓦举行了两次会议，第一次是
2013 年 10 月，会上通过了第一份工作计划，另一次是 2015 年 12 月，会上通过了工作计划修订版。
48.
负责水文预报和预测的咨询工作组成员也是 FFI-AG 的成员，负责全面审查 FFI 战略和行动计划
及其补充文件。他们注意到由于目前的活动高度分散，需要加强 FFI 对于预报的重视，而且需要高度优先
重视与中短期预报相关的活动。他们还指出 SAP 中的术语较为沉重和混乱，而材料的数量太多。这些与上
述关注的问题相结合，SAP 的覆盖范围太广，使其难以理解和实施。
49.

FFI-AG 彻底讨论了广泛的审查结果并同意以下拟议的行动：
(a)
(b)

(c)
(d)
(e)

(f)

将SAP行动确定为优先重点，以便在最高优先级行动中反映短期至中期的洪水预报系统开发。
制定洪水预报的要求/有效做法的通用清单，并考虑到高优先级行动；
将SAP行动确定为优先重点，以便在最高优先级行动中反映短期至中期的洪水预报系统开发
（而不是资料拯救问题、洪水设计计算等）。在进一步的FFI文档中考虑这些行动（洪水预报的
要求/有效做法的通用清单）；
确保所有主要示范项目和组成部分（包括但不限于CIFDP、SWFDP、FFGS）在其设计和实施
（根据上述一般要求清单）中包括有效和可持续洪水预报的要求；
在进一步的FFI指导文件中避免目前的术语复杂性（例如要求/有效做法通用清单）；
关于行动计划：根据示范项目和其他FFI组成部分的实施情景指定全新的FFI实施战略，针对不
同的受众（NMHS、捐助方、NGO等）编写指导材料，开发培训计划，并有效地促进上述项目，
以供目标受众使用；
关于上述促进活动，WMO/GWP洪水管理联合计划的综合洪水管理（IFM）的咨询服务台可最
大限度地用于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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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在这些行动的基础上，FFI-AG 在其第二次会议上还商定了在其新工作计划中的四项主要任务，
见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山洪指导系统（FFGS）
51.
2007 年 Cg-15 批准了实施覆盖全球的山洪指导系统（FFGS），该系统由 CHy 与 CBS 联合开
发，并与美国国家气象局、美国水文研究中心（HRC） 和 USAID / OFDA 合作。
52.

目前正在开展一些 FFGS，其完成进展各不相同，包括：

(a)

中美洲 FFG（CAFFG）（业务运行）：哥斯达黎加（区域中心（RC））、伯利兹、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
南部非洲区域 FFG（SARFFG）：（业务运行）博茨瓦纳、莱索托、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
亚、南非（RC）、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湄公河委员会 FFG（MRCFFG）（业务运行）：柬埔寨（RC）、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泰国和
越南；
黑海和中东 FFG（BSME FFG）（业务运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保加利亚、格鲁吉亚、约
旦、黎巴嫩和土耳其（RC）；
莫桑比克墨西哥 FFG（MMFFG）（业务运行）：恰帕斯州墨西哥；
东南欧 FFG（正在实施）：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摩尔多瓦共和国、
黑山、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土耳其；
南亚 FFG（SAsiaFFG）（正在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RC）；孟加拉国、不丹、印度
（RC）、尼泊尔和斯里兰卡；
中亚区域 FFG（CARFFG）（正在实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
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南美洲试点 FFG（正在实施）：萨鲁米亚河流域（秘鲁和厄瓜多尔）；
海地 - 多米尼加共和国 FFG（HDRFFG）（正在实施）：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
东南亚大洋洲 FFG（正在实施）：文莱达鲁萨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
菲律宾和东帝汶。

(b)
(c)
(d)
(e)
(f)
(g)
(h)
(i)
(j)
(k)

53.
会员越来越关注实施 FFGS，这促进了正在开展或正在考虑实施项目的数量有所增加。例如，
2016 年 8 月 16-18 日在秘鲁利马举行了一次关于在南美建立山洪指导系统（FFGS）的会议。南美洲十
三个国家中的十二个出席了会议，并就可能在南美实施 FFGS 的问题做出了一些总结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鉴于该洲的规模，可能需要 3 个或 4 个项目。
54.
还应该指出，FFGS 的技术开发方 HRC 正在开发对 FFGS 的加强措施，从而将其使用扩展至会
员。列出的增强措施包括：
(a)
(b)
(c)
(d)
(e)

城市山洪预警；
河流流量预报；
滑坡易感性测绘；
多中尺度模型摄取；
卫星洪涝区划和地表土壤湿度观测仪订正 FFFGS 土壤水分。

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CIFDP）
55.
CIFDP 是一个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可促进在沿海地区加强和提供预警的综合方法，由 JCOMM
和 CHy 联合协调。实施将可展示 NMHS 如何促进及有效协调海岸带的综合洪水预报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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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CIFDP 目前正在开展四个子项目（孟加拉国、多米尼加共和国、斐济和印度尼西亚），其中的三
个是在城市沿海地区，主要由预算外资源提供资金。自 2013 年以来，这些 CIFDP 子项目均已取得重大进
展。
57.
如上所述，为了部分遵守 EC-68 的决定，FFI-AG 要确保所有重大示范项目和组成部分包括各种
要求并反映有效和可持续洪水预报的设计和实施有效做法，咨询工作组成员 Yuri Simonov 先生被任命为
项目指导委员会的联合主席，负责监督 CIFDP，还任命了 OPACHE 成员 Graeme Smart 先生。
洪水管理联合计划（APFM）
58.
过去四年来，全球水伙伴关系和 WMO 在实施 APFM 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从而编写了大
量关于综合洪水管理、若干次培训活动、APFM 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积极参与国际会议、以及有效咨询服
务台各个方面的出版物，而咨询服务台被认为是希望开发此类设施的 WMO 其他计划的例子。有关上述内
容的详细信息可查询 APFM 网站。还应该指出，自 2013 年 7 月以来，全球水伙伴计划已借调一名专家担
任 APFM 和综合干旱管理计划（IDMP）的高级计划官员。
59.
根据其管理委员会的指示，2016 年对 APFM 进行了独立的同行审查，其结果在 2016 年 9 月在
日内瓦举行的咨询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会议期间进行了讨论。这项审查得出了 17 项调查结果，其中认识到
该计划的成果和缺点（缺少工作人员、预算外资金减少、实施项目相对较少而且规模较小、以及参与区域
项目管理的组织资源不足）。其中的一个成果是 APFM 是“完全保密”，GWP 合作伙伴和 WMO 成员都
没有完全理解 IFM 在减少洪水损失方面的价值和目的。该审查提出了 7 种可能的情景，用于 APFM 的未来
发展。这些情景包括立即停止和暂停项目到将项目扩展到多个不同级别。
与 DRR 的联系
60.
2015年2月，WMO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科罗拉多大学能力建设联合会（CCB / CU）
和土耳其国家气象局（TSMS）联合举办了气候变化背景下减轻灾害风险（DRR）专家论坛：汲取过去的
经验教训，同时得到了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和全球灾害响应和恢复基金（GFDRR）的支持。
来自43个国家的90名与会者出席了论坛，通过了“安塔利亚声明”（见论坛报告第38-39页）。
61.
作为符合仙台框架的若干倡议的一部分，基于 WMO 促进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MHEWS）的能
力，WMO 在开发和促进国际 MHEWS 网络（IN-MHEWS）、以及在支持国际 MHEWS 大会（ICMHEWS）（2017 年 5 月 22 日至 23 日，墨西哥坎昆）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IN-MHEWS 是一个多
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将促进共享加强 MHEWS 作为 DRR 国家战略、气候变化适应和建设抗御能力方面
的专业知识和有效做法。IC-MHEWS 将依托前三次有关早期预警的国际大会（1998 年、2003 年和
2006 年）以及三次 WMO MHEWS 专家研讨会（2006 年、2009 年和 2010 年），并将确定和加强
MHEWS，以支持仙台框架的实施。
62.
通过决议 9，Cg-17 决定实现天气、水、气候和其他环境相关灾害和风险信息的标准化，并制定
标识符用于编目天气、水和气候极端事件。该决定认为，标识符和编目系统是《天气、气候和水极端事件
造成死亡率和经济损失图集》以及联合国减轻灾害风险办公室的《全球减轻灾害风险评估报告》的重要先
决条件。这些措施将促进数据集之间的互可操作性，并可促进会员评估风险并跟踪损失和损害的工作。
水文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能力建设
WMO 水文和水资源教育和培训战略

.
63.
Cg-17 要求 CHy 主席继续实施 WMO 水文和水资源教育和培训战略，该战略是由委员会在决议
6(CHy-14)中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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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根据该战略，已与会员、区域协会水文工作组、CHy及其附属机构协商，并基于WMO秘书处开展
的调查结果，确定了培训需求。根据委员会制定的指南，确定了多项优先重点，包括：培训师资、远程培
训和混合学习培训课程，基于QMF-H一部分而编写的手册和指南为NHS和其他专业人士提供系统性的培训。
65.

在上个休会期组织的一些相关培训活动包括：

(a)

在4个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组织了关于自动水文气象站运行和维护的巡回研讨会，并在2013年和
2014年为网络管理者举办了3次相同主题的地区高级培训教员培训班（由西班牙资助的伊比利亚美
洲计划主办）；
有关《WMO流量测量手册》培训活动还利用了CHy专家编制的培训材料，可从CHy相应实践社区
网站下载，于2012年在加纳（西非国家，教员来自USG和加拿大）为NHS工作人员用英语授课，
2015年在尼泊尔举行（针对HKH国家，教员来自USG，由分类资助的HKH-HYCOS项目主办），
2013年在墨西哥用西班牙语授课（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教员为USG的西班牙语教员），2015年
在在贝宁用法语授课（撒哈拉以南法语国家）。2013年在韩国，2014年在越南，以及2016年在
新西兰也举办过类似活动，但更多地是面向专业人士，是与IAHR和IAHS一同举办的；
2013年在土耳其举行了关于西巴尔干和土耳其综合洪水管理、洪水预报和早期警报的区域讲习班；
而2015年在印度鲁尔基的印度理工学院举行了针对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洪水预报和预警课程，此
外2016年与PROHIMET共同组织了针对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的相同主题的高级课程（由西班牙资助
的伊比利亚美洲计划主办）；
2016年，WMO、国际地下水资源评估中心（IGRAC）、斐济气象局（FMS）、太平洋共同体秘
书处（SPC）和太平洋区域环境规划署（SPREP）联合组织了推进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地下
水监测的培训讲习班；
关于远程学习，基于适合国际受众的COMET水文模块，已经开发了两级水文科学课程：基础和高
级课程。在2013-2016年期间，区域培训中心在COMET和WMO秘书处的支持下，组织了7次平
均为7周的课程：五次（三次基础课程和两次高级课程）是为二区协国家举办的，由国家天气学院
（印度）组织，两次基础课程是由气象培训和研究所（肯尼亚）组织。此外，加勒比气象水文研究
所还提供了在线水文课程，例如面向区域和国际社区的洪泛平原测绘课程。

(b)

(c)

(d)

(e)

技术转让和知识管理
66.
决议 6 (CHy-14)要求秘书处开发开放源程序和针对实践团体的解决方案，以促进数据库管理系
统的技术转让；针对流量测量课程的培训材料；针对洪水预报和预警课程的培训材料；流量测量不确定性
分析的决策支持工具（不确定性分析决策支持工具）；提供水文学远程学习课程。
67.
这些社区中最广泛使用的是 MCH，约有 90 名注册会员和 20 名积极参与者，主要是软件开发人
员交流经验和共享发展情况。社区关于流量测量的培训材料已被广泛采用，可下载部分或完整的材料，提
供四种语言版本，但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有限。流量测量和技术性能评估项目（项目 X）管理委员会的
专家广泛采用关于不确定性分析决策支持工具的材料，但其还没有开放给更广泛的社区。两个关于洪水预
报和提供远程学习课程的培训材料的社区已发展成为个别活动的特别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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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总摘要第 2.4.1 段的附录
区域活动

1.
WMO 区协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机构安排，以解决各区域的水文和水资源问题 。为了在 CHy 工
作计划中纳入区域需求，咨询工作组（AWG ）继续与各区域水文顾问开展了广泛的磋商，通过执行理事会
届会期间的非正式会议，以及通过邀请他们参加 2016 年 2 月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为 CHy-15 的规划工作
做出了贡献。
2.
为了简化资源利用，更好地满足区域需求，区域协会在本次休会期间针对与水有关的问题设立
了以下机构：
一区协：水文和水资源工作组，组长：A. Zakey 先生（埃及）
二区协：水文服务工作组，组长： S. Kim 先生（韩国）
三区协：水文和水资源工作组，组长：D. Goniadzki 女士（阿根廷）
四区协：水文工作组，组长：E. Planos 先生（古巴）
五区协：水文服务工作组，组长：J. Fenwick 先生（新西兰）
六区协：气候和水文工作组，组长：C. Eklund 女士（瑞典）
3.
为了优化资源和使工作延续到传统的面对面会议之外，一些区域工作组制定了创新的解决办法：
在第二区域协会，由于韩国的慷慨资助，举行了三次面对面会议，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国际水大会一起举行；
在六区协，经常举行电话会议以推进工作计划的具体问题；最后，在三区协、四区协、五区协， 以及在不
久的将来在六区协，建立了工作组的在线门户网站，其中一部分向公众开放，一部分保留给成员，在网站
上发布了进展文件，还举行了一次虚拟论坛以交换有区域相关性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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