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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工作总摘要
1.

会议开幕（议题 1）

WMO 的多种灾害防御战略。

1.1

大气科学委员会（CAS）第十四次届会于

1.7

秘书长还提及 GAW 继续成功地向用户提

2006 年 2 月 16-24 日在南非开普敦召开。会议地点

供重要的大气成分监测，此外，WMO 在开发和实

是位于西萨默塞特郡的 Lord Charles 饭店。开幕式

施全球大气化学综合观测（IGACO）战略方面发挥

于 2006 年 2 月 16 日上午 10:30 举行。

了牵头作用。他强调了本委员会要持续努力，通过

1.2

CAS 主席 A. Eliassen 先生向参加本委员会

GAW 城市研究气象和环境（GURME）项目来开发

第十四次届会的代表表示欢迎，宣布会议开幕并介

和示范空气质量预报。

绍 了 在 主 席台 就 座 的 各位 贵 宾 ， 世界 气 象 组 织

1.8

（WMO）秘书长 M. Jarraud 先生、环境事务和旅游

生阁下的光临再次表示感谢，并对南非共和国政府

部长 M. van Schalkwyk 先生阁下、南非气象理事会

承办这次届会表示感谢。他预祝各位代表在开普敦

主席 S. Rensburg 女士、南非气象局局长暨 WMO

生活愉快，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南非常任代表 J. Mphepya 先生以及 WMO 大气研究

1.9

和环境计划（AREP）司长 E. Manaenkova 女士。

M. van Schalkwyk 先生阁下指出，与灾害有关的死

秘书长在结束语中对 M. van Schalkwyk 先

在欢迎 CAS 在开普顿召开会议的同时，

A. Eliassen 先生对南非共和国政府和南非

亡中超过 95%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非洲对气候变

气象局承办本次会议并为保证委员会本次届会的

化的影响最为脆弱。他指出南非有着令人自豪的区

顺利举行所做出的精心准备表示感谢。

域合作和国际合作的历史记录，南非参与了 CAS

1.3

WMO 秘书长 M. Jarraud 先生在他的开幕

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并在区域层面上加入了“南部非

式 致 辞 中 ， 通 过 环 境 事 务 和 旅 游 部 长 M. van

洲发展共同体”（SADC）。他强调南非有决心通过

Schalkwyk 先生阁下向南非共和国政府在开普敦承

“新的非洲发展伙伴计划”（NEPAD）与本区域的邻

办 CAS 第十四次届会表示感谢。他还向南非气象

国携手合作，提高天气资料、预报和分析的准确性。

局局长、WMO 南非常任代表 J. Mphepya 先生为确

1.10

保此次届会圆满举行所做出的精心准备表示感谢。

在其理事会主席 S. Rensburg 女士的领导下在近期

秘书长指出南非长期以来始终积极支持 WMO 的各

取得的成就以及南非气象局由于在推进人工影响

项计划和活动。尤为突出的是，南非气象局积极支

天气科学和规范方面所做的工作受到阿拉伯联合

持 CAS 并运行了开普角的全球大气监视（GAW）

酋长国的奖励表示敬意。他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站。

国家面临的一个最为紧迫的环境卫生挑战是空气

1.4

M. van Schalkwyk 先生阁下对南非气象局

秘书长感谢 A. Eliassen 先生在过去四年中

质量问题，南非每年花在呼吸系统健康问题上的资

对本委员会的领导。他还感谢了 CAS 副主席 A.

金超过 40 亿兰特。针对新的“空气质量法案”， M.

Frolov 先生以及委员会下设的各工作组主席和成

van Schalkwyk 先生阁下宣布，南非气象局将主持一

员，并向各会员的代表，各合作组织的代表及所有

个空气质量信息系统，向政府提供当前准确的完整

与会人员表示欢迎。

信息，以便其作出正确的空气质量决策。

1.5

1.6

秘书长强调了本委员会在为多学科研究

1.11

M. van Schalkwyk 先生阁下说，气象要在

提供框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该研究有助于增进科

全球产生真正的价值就必须让全人类的人日常生

学知识以提高 WMO 会员的早期预警能力，从而减

活发生切实的改变。他指出，只在监测和研究能力

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影响。他指出第十四次世界气

上投资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是把预

象大会建立了 WMO 观测系统研究和可预报性试验

报的变化融入地方发展规划中、让人们知道什么才

（THORPEX）计划来促进研究和业务部门之间的

是明智的基础设施投资并预测气象对农业和其他

合作，通过提高更长时间的预报精度和时效来加强

经济部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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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M. van Schalkwyk 先生阁下祝本次

1.12

M. Béland 先生的主持下审议本委员会的职责。

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祝大家真正愉快地体验南非人
民的热情友好。

提名委员会
2.3.7

建立了由哈萨克斯坦、拉托维亚和挪威的

2.

会议的组织（议题 2）

代表组成的提名委员会。请哈萨克斯坦的首席代表

2.1

审议证书报告（议题 2.1）

T. Kudekov 先生担任会议召集人。

2.1.1

秘书长的代表根据会前和会议期间收到

的文件递交了证书报告。委员会根据总则第 22 条

2.4

其他组织事宜（议题 2.4）

接受了该报告。委员会同意不建立证书委员会。

2.4.1

委员会批准了会议的工作时间。

2.4.2

委员会同意不作任何全体会议的会议纪

来自 43 国家的 92 名与会者和来自其他的

2.1.2

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的 23 位代表参加了本次届

要，但是在会员特别提出应当为某项议题制作会议

会。本报告的附件 A 列出了与会人员名单。

记录时除外。
2.4.3

委员会指定宇如聪先生（中国）担任 “议

2.2

通过议程（议题 2.2）

题 13 — 审议委员会以往的决议和建议以及执行理

2.2.1

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会议临时议程。

事会的相关决议” 报告员。
2.4.4

2.3

建立委员会（议题 2.3）

2.3.1

委员会同意只以全会形式开展工作，委员

委员会同意在届会期间不执行总则第 109

条的规定。

会主席 A. Eliassen 先生主持总全会，负责审议议题

3.

委员会主席的报告（议题 3）

1 到 4 和 10 到 16；副主席 A. Frolov 先生主持 A 全

3.1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主席 A. Eliassen 先生

会，负责审议议题 7 和 9；M. Béland 先生主持 B 全

（挪威）的报告，它概括了自 2002 年 2 月上次届

会，负责审议议题 5、6 和 8。

会以来本委员会的主要成就和发展。主席强调了委

2.3.2

会议根据总则第 22-31 条建立了以下工作

员会继续努力以支持 AREP 的实施和进一步发展。
AREP 是一项支持环境预报研究的可靠的综合计

委员会。

划，它能应对一些主要的社会挑战，如减少和减缓
证书委员会
2.3.3

没有建立任何证书委员会。

自然灾害、环境变化并提高会员的预报能力。
3.2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 CAS 大大地扩大了

其在所有领域的活动，这主要是因为建立了以下新
协调委员会

的计划：世界天气研究计划（WWRP）的观测系统

建立了由主席、全会的两位联合主席和若

研究和可预报性试验（THORPEX）和全球大气化

干秘书人员、秘书长代表、东道国的一名代表和会

学综合观测计划（IGACO）。CAS 在以下方面具有

议官员组成的协调委员会。

前瞻性：即发展与 CBS 和所有其它技术委员会之间

2.3.4

的合作；发展各个 AREP 组成计划之间的多学科研
工作结构委员会

究；以及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天气监视网（WWW）、

建立了一个开放的工作结构委员会，它将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在委员会副主席的主持下根据主席的建议案审议

（GCOS）和其它计划的工作。CAS 对所有跨委员

委员会的工作结构。

会小组的建议做出积极反应并予以支持，同时也支

2.3.5

持所有的 WMO 交叉性计划和活动。各个工作组和
CAS 职责委员会
2.3.6

建立了一个开放的工作委员会，它将在

委员会主席的报告提供了有关这些活动和成绩的
更多的详细情况，并在相关议题下进行讨论。

总
3.3

委员会注意到主席在休会期间积极参加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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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观测峰会
委员会获悉，应美国的邀请，33个国家和

了对 WMO 具有普遍重要性的许多活动；代表 CAS

4.1.1

出席了许多会议；并在各种有关 CAS 和 AREP 问

欧洲委员会于2003年7月31日汇聚华盛顿，召开了

题论坛的讨论中发表了见解。

第一次地球观测峰会（EOS-1），并通过了一个宣言，

3.4

委员会赞赏 CAS 咨询工作组（AWG）第

11 次会议（2005 年 1-2 月，日内瓦）提供的指导。

呼吁采取行动来加强地球观测方面的全球合作。峰
会的目的是：

主席强调了各 CAS 工作组和委员会主席参与 AWG

“在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中推动建立一个或若干

会议所带来的显著影响。
AWG 讨论了在制定 WMO

个综合、协调和持续的地球观测系统，以便认识

长期计划框架下本委员会各种活动的未来发展方

和应对全球环境和经济挑战；并开始构建这一综

向。

合、协调和持续的地球观测系统制定一个概念框

3.5

委员会同意主席和 AWG 的意见，即：要

架和实施计划。”

最优先考虑 GAW、THORPEX 和整个 WWRP 的实

4.1.2

施工作。委员会还认为应更多地强调与气候研究活

测特设组”（GEO），旨在进一步推动创立一个综合、

动的关联。自本委员会上次届会以来，正在开发综

协调和持续的地球观测系统。该组由美国、欧洲委

合地球系统模式适合更广泛的预报应用（包括大气

员会、日本和南非担任联合主席，并有21个以上的

化学成分）。另外正努力开发交互式观测系统并使

国际和政府间组织参加，该组通过组建5个小组来

用集合方法来制作概率天气预报。有鉴于此，AWG

启动其工作，并通过一个秘书处支持其活动。为推

建议修订 CAS 的职责。

动目前被称之为GEOSS的发展，GEO决定制订一份

3.6

委员会同意把主席报告附录 1 中列出的拟

为此，峰会的与会方发起创建了“地球观

介绍GEOSS框架和相关的 “十年实施计划” 的文

议新职责提交给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和第

件。

十五次大会批准。委员会注意到它对 WMO 长期计

4.1.3

划的主要贡献是加强了 WMO 作为联合国在地球大

（EOS-II）后召开了四次特设GEO会议。2004年4

气状况和行为、大气与海洋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

月25日，EOS-2批准了一份公报，公报宣布框架文

产生的气候以及导致的水资源分布方面的权威机

件已获批准，指出了GEO的未来方向，并鼓励更广

构的作用。委员会帮助确保了相关的国际公约、议

泛地参与和支持GEO的工作。EOS-II还批准了一份

定书和其他法律文件具有科学依据。

框架文件，它由以下内容组成：供高级决策者使用

委员会注意到第二次地球观测峰会

主席对参与本委员会活动的所有 CAS 会

的一份高层次的GEO综合摘要；对GEOSS的目的和

员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他们热情的合作。他尤其

预期效益的说明；并制订 “十年实施计划” 的大框

感谢各个工作组和委员会主席的杰出工作。主席还

架。

代表 CAS 感谢 WMO 秘书长和秘书处的职员，尤

4.1.4

其是 AREP 司的支持与合作。

29至30日在渥太华（加拿大）举行，会议磋商了GEO

3.7

第五次GEO会议（GEO-5）于2004年11月

作为回应，委员会赞扬了 A. Eliassen 先生

管理框架并审查了WMO承办GEO秘书处的建议。

对本委员会的杰出领导，以及对 CAS 及 AREP 做

在第三次地球观测峰会（EOS-3）前召开的GEO-6

出的巨大贡献。委员会还对主席倡导的通过对委员

上，WMO有四个重大事件。第一，GEO-6决议同

会工作做出重新安排以提高委员会的效率所付出

意了WMO和GEO之间签署关于在日内瓦承办GEO

的努力表示赞同。

秘书处的常设协议。第二，EOS-3批准了有关支持

3.8

海啸和多种灾害预警系统的公报。第三，部长级会
4.
4.1

审议大会和执行理事会作出的有关委员

议上同意了批准GEO十年实施计划的EOS-3决议。

会的决定以及其它新问题（议题 4）

第四，设立正式的GEO。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议题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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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观测组

海洋观测系统（GOOS）和GAW）和WCRP以集体

4.1.5

GEO受每年召开的全会管理。一个由12个

的方式参与。作为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CEOS）

成员组成的执行理事会定期碰面，以确保全会的决

的准会员以及综合全球观测战略伙伴关系

定得到执行。该机构由信托基金支持的一个小型秘

（IGOS-P）中的全面伙伴，WMO能够为GEO做出

书处予以支持。自从EOS-III以来，GEO已经召开了

贡献。最后，联合国各机构的行政首脑（包括WMO

2次会议（2005年5月和12月）。从GEO-II起，已经

秘书长）为GEO相关活动设立了一个跨机构协调和

有60个会员和欧洲委员会以及43个参加组织。2005

规划委员会（ICPC）。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以

年12月召开的GEO-II提出设立许多目前正在组建

观察员身份参与了该进程。

的委员会，包括：
(a)

建筑和资料；

CAS 和 GEOSS

(b)

用户界面；

4.1.8

(c)

科学技术；

会通过了 “决议18（EC-57） — 全球综合地球观

(d)

能力建设和宣传；以及

测系统”，该决议要求秘书长在工作中加大对

(e)

海啸。

GEOSS实施工作以及GEO秘书处工作的支持，并确

委员会注意到WMO执行理事会第57次届

这些委员会应支持与社会福利有关的全部9个领域

保WMO的各项计划积极参与GEOSS的工作。

（灾害、卫生、能源、气候、水、天气、生态系统、

4.1.9

农业、生物多样性）和6个横向活动（GEO-Nestcast、

所有的WMO会员积极参与全部GEOSS进程。委员

用户参与、建筑物、资料管理、能力建设和宣传）。

会决定各会员应当在国家层面上与其它地球观测

会议坚定赞同召集“实践团体”的概念。这个术语被

机构紧密合作，以确保为GEOSS的实施制定具有良

用来描述对地球观测感兴趣的用户群以及资料和

好协调关系的国家计划。

信息的制作者群体。有关风能、空气质量和其他主

4.1.10

题的小组正在发展它们的伙伴关系。GEO-Netcast

长继续让WMO会员了解GEO的各项活动，尤其是

受到会议强烈关注，所以全会表示要在建筑物和资

要确保会员收到关于GEOSS带来预期潜在社会经

料委员会的框架内对其作进一步研究和开发。下届

济效益的材料和信息。

GEO会议暂定于2006年11月召开。

4.1.11

委员会注意到决议18（EC-57）强烈鼓励

委员会注意到决议18（EC-57）要求秘书

委员会称赞秘书长为确保联合国和WMO

的领导地位所付出的努力，尤其是WMO承办了
GEOSS 的发展

GEO秘书处。CAS认识到它在发展全面、综合和持

4.1.6

EOS-III会议推出了GEOSS十年实施计划。

续的地球观测方面所具有的根本利益。委员会还注

GEOSS将依靠现有的国家、地区和国际系统运行。

意到GEO倡议使它有超乎寻常的机会在较高的政

2005年完成了80%的任务，余下的20%将与2006年

治层面上为业务地球观测基础设施确定稳定的资

的任务合并。2006年的工作计划接近完成。会员和

源。

参与组织已经确定了他们的兴趣。2006年的工作计

4.1.12

划包括将近100个项目，涵盖了9个与社会福利有关

GEO的目标做出贡献，它对这些计划的积极参与和

的领域和诸如GEOS建筑、资料管理、用户参与和

GEO秘书处为保证联合履行2006年GEO工作计划

能力建设等交叉活动。关于GEOSS实施的更多细节

所 做 的 努 力表 示 满 意 。尤 其 是 ， 委员 会 认 识 到

请查阅：http://earthobservations.org/。

THORPEX涉及了GEOSS十年实施计划中包含的一

4.1.7

在2006年的GEO工作计划中，WMO在15

委员会注意到它的某些计划将直接为

些社会福利领域，包括健康、能源、水资源和农业；

项任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并为另外25项任务作出贡

GAW成为大气化学观测系统的一个主要部分。虽然

献。除直接参与GEO外，WMO还将通过其主办的

每个计划都在各自发展，但委员会预计GEO会为这

系统（GCOS、全球陆地观测系统（GTOS）、全球

些 计 划 提 供支 持 ， 而 这些 计 划 反 过来 又 将 解 决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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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SS执行中的相关问题。委员会鼓励CAS和GEO

委员会注意到，2005年3月CASWG-EPAC（GAW第

通过WMO秘书处及其主办的各项计划继续开展合

165号报告）认识到IGACO框架是整合包括卫星在

作。

内的观测活动将GAW与GEOSS和GCOS联系起来，
委员会认识到GEO为了推动全球系统运

以及满足数值天气预报（NWP）界的需求所采取的

营方之间的有益交流，有必要让许多学科的专家与

一个重要步骤。同时，委员会还注意到执行理事会

这些委员会携手工作，以确保GEO是受科学和常识

第五十七次届会的要求：(i) “CAS在下一次大会之

所驱动。我们还有必要努力在GEOSS十年实施计划

前以IGACO报告中的战略为基础制定一个实施计

中“描绘”CAS的活动。委员会因此敦促CAS的各位

划 ； 该 计 划 要 与 不 断 发 展 的 GCOS 、 GEOSS 和

代表通过国家或科学机构进行充分参与。尤其是，

IGOS-P保持一致”，以及(ii)“CAS建立一个由WMO

CAS应当通过WMO参与 “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为

和ESA联合主持的IGACO实施组，并与CBS、气候

此，委员会任命了一名GEOSS协调员作为CAS管理

学委员会（CCl）和其他委员会一道，提供必要的

组成员，负责按照议题12（总摘要第12.7段）下列

支持”。在其初始阶段，将由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

出的职责从事GEOSS实施计划的相关实施工作。

开放计划领域组（OPAG-EPAC）的联合科学指导

4.1.13

委员会（JSSC）负责实施。委员会获悉在制定实施
4.2

全球大气化学综合观测（议题4.2）

计划方面的进展。IGACO的实施将是新的GAW战

4.2.1

委员会注意到IGOS伙伴于2004年5月27日

略实施计划的一个主要部分。

批准了《变化的大气：一个旨在建立IGOS伙伴的综

4.2.3

委员会通过了建议1（CAS-14）。

主题小组的报告》
（GAW-159，WMO/TD-No.1235）。

4.3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议题4.3)

该报告评估了全球空气成分观测工作的过去、现在

4.3.1

委员会对GCOS领导下在《支持UNFCCC

和未来的状况，以及未来15年对全球大气化学综合

的 全 球 气 候 观 测 系 统 实 施 计 划 》（ GCOS-92 ，

观测（IGACO）系统的要求和重点。由WMO和欧

WMO/TD-No.1219）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该

洲空间局共同召集的一个全球专家组撰写了这份

计划于2004年12月提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IGACO报告。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若干

约（UNFCCC）缔约方大会（COP）第10次会议，

杰出科学家独立审阅了该报告。报告认真地对准确

并通过决定5/CP.10获得COP的正式批准。委员会注

度/精度和空间/时间分辨率的要求，以及对预报和

意到在未来5-10年期间呼吁采取大约131项行动，以

气候模式中化学循环模拟的现状作了评估。报告介

便解决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有关的关键问题。即：

绍了14个目标变量组的综合观测系统的概念性框

改进服务于大气、海洋和陆地观测的关键卫星和现

架（IGACO报告的表4.1）。它提出了12条一般性建

场网络；制作综合全球气候分析产品；加强最不发

议和7条具体建议，有待于在未来15年内分阶段采

达国家（LDCs）和发展中小岛国（SIDs）的参与；

纳，上述建议由WMO GAW计划负责牵头并与

改进基本气候变量的高质量全球资料的获取；并加

WMO空间计划和WMO其他主要的计划、各空间机

强国家和国际基础设施。此外，委员会注意到许多

构和全球大气化学/气象/气候研究界进行合作。

活动都明确将本委员会和/或全球大气监视网计划

合全球大气化学观测主题：综合全球大气化学观测

委员会回顾到执行理事会在其第五十七

作为 “实施代理”。委员会支持将该计划作为全面实

次届会上认为，“IGACO由WMO来牵头是非常适宜

施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一个主要步骤，并同意开展

的，因此同意组织WMO各部分参与实施IGACO，

全面的合作来实施有关的行动。委员会要求GAW计

其 中 GAW 和 WMO 空 间 计 划 将 发 挥 核 心 作 用 ；

划全面参与实施该计划，并鼓励各会员单独支持计

WWW、WWRP、GCOS和GEOSS将给与大力支持”

划的实施工作。它鼓励会员国通过继续加强国家

（见《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

GAW观测以及通过协同工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料拯

节略报告》（WMO-No.988），总摘要第3.3.2.9段）
。

救和管理提供支持来支持GCOS的实施。委员会也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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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注意到DPM会给CAS提出新的挑

注意到THORPEX计划和国际极地年（IPY）倡议为

4.4.3

该计划的实施做出贡献的巨大潜力，并为此鼓励与

战并对其工作产生直接影响，尤其是那些对DPM的

GCOS开展密切的合作。

目标和预期结果直接做出贡献的活动。委员会还审

委员会欢迎GAW和GCOS之间达成的协

议了DPM的协调作用，并对CAS和其他技术委员会

议，该协议承认WMO/GAW全球二氧化碳和甲烷监

已经正在协调其项目和计划并积极开展相互合作

测网络是GCOS综合气体观测网络的一个主要部

以解决防灾减灾问题表示满意。会议强调了DPM计

分，故表示全面支持该协议。10条GCOS监测基本

划的必要性，以便为提高灾害性天气预报技巧而对

原则应该不仅与二氧化碳和甲烷相关，还与其他气

研究和开发提供支持，这也是改进早期预警系统的

候参数相关：即臭氧、紫外线（UV）、气溶胶等。

重要组成部分。

4.3.2

4.4.4
4.4

防灾减灾计划（议题4.4）

此外，委员会还审议了修订的防灾减灾实

施计划，旨在明确委员会为2006-2007年将要做出的
各种贡献和投入。会议强调，目前开展的很多工作

与防灾减灾计划相关的问题
4.4.1

委员会回顾了决议29（Cg-14）— 防灾减

与DPM实施计划的目标2完全一致，它们将继续推
进早期预警系统的发展，并逐步把重点放到针对某

灾计划（DPM）、决议5（EC-56）— 执行理事会防

些特定社会效益领域的警报系统上。

灾减灾咨询组和决议9（EC-57）— 防灾减灾。

4.4.5

4.4.2

AREP与WWW、气象应用计划（AMP）、

鉴于DPM的发展对CAS具有重要意义，委

员会对议题12中的相关协调机制作出决定。

世 界 气 候 计 划 （ WCP ） 及 水 文 和 水 资 源 计 划
（HWRP）一道，促进了全球灾害的检测、预报和

4.5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议题 4.5）

早期预警能力的提高，为把灾害后果降至最低提供

4.5.1

委员会注意到第十四次世界气象大会和

了有效的方式和程序。通过AREP的研究和开发项

ICSU 第二十八届大会已批准举办 2007-2008 国际

目和计划，该计划始终致力于改进预报工具和技

极地年。委员会还注意到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

术，以便及时提供对人口和经济有影响的天气、水

会曾要求 WMO 各技术委员会在设立项目指导委员

和 气 候 灾 害警 报 。 目 前开 展 的 与 防灾 减 灾 计 划

会和为 IPY 项目的管理提供技术咨询方面予以帮

（DPM）有关的主要活动包括：GAW（议题6.1）
），

助。

该计划与WWW、WCP和其他机构合作，研究野火

4.5.2

产生的烟和霾的影响；WWRP，该计划研究野火及

年将促成在两极地区开展密集的、全球协调一致

其他自然灾害的预测和检测；云物理和化学以及人

的、跨学科的研究和观测。对 IPY 做出的贡献包括

工影响天气研究（PCCWMR），研究强风暴的情况、

与 AREP 有关的活动内容，其重点是：

可能的影响、缓解措施以及降水量的增加；GURME

(a)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 2007-2008 国际极地

加强臭氧层监测。在整个一到两年期间，利

（议题6.2）及其伙伴，它们研究可应用于人类健康

用地基光学遥感仪器、臭氧探空仪和平流层

的城市空气质量的预报；热带气象研究计划

飞机观测，进一步加大空间和时间范围，提

（TMRP）（议题7.3），该计划与WWW的热带气旋

供研究化学和物理特性所必需的观测数据；

计划（TCP）协作，研究处在登陆阶段的热带气旋

(b)

加强对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输送（尤其是向

的路径和强度；THORPEX，该计划正在推进集合

北极的输送）的长期综合观测和模拟，并开

预报技术的发展；THORPEX的社会和经济应用子

展对大气化学成分过程的研究，从而把与生

计划（议题7.2），该计划与WWW、AMP的公共天

态系统有关的化学物质对极地生态的影响降

气 服 务 计 划 （ PWSP ） 和 WCP 的 农 业 气 象 计 划

至最低；

（AgMP）协作，正在实施面向卫生、农业和其他
有社会效益领域的早期预警系统的原型。

(c)

在 WWRP THORPEX 框架内评估极地循环对
高影响天气事件的生成、演变和可预报性的

总
全球乃至区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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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要实施以下方面项目：

委员会认识到 IPY 的成功开展要求在 IPY

(a)

污染物向两极输送的机制；以及

的筹备和实施阶段加强供业务和研究使用的技术

(b)

气候系统对极地大气化学成分变化及包括反

4.5.3

和后勤设施，包括加强在北极和南极的观测和通信

射率和水循环在内的地表性质改变的敏感

设施，建立数据管理架构和进一步提高预报技术。

性。

委员会强调，由于 IPY 的成功开展而获得

应当模拟物理、动力和化学过程对极地大气成分的

的大量数据集和科学成果将成为进一步加强两极

耦合作用以及大气成分的变化。对此提出了“地球

地区环境监测的基础。IPY 还将对评估两极地区的

系统模拟方法”（大气-冰雪圈-海洋—地表）的建议。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做出重要贡献，它的成果将会用

4.5.9

于向政府机关和社会经济部门提出建议。

构合并到 IGACO 框架中，从而在模拟中通过数据

4.5.4

委员会建议把与 IPY 相关的观测和模拟机

委员会注意到 IPY 规划和筹备工作取得的

同化获取联合活动的最多信息，并提供数据中心和

重要进展，包括：WMO 和 ICSU 联合建立了 IPY

元数据中心的设施从而把各种复杂的数据流融入

联合委员会（简称 JC，联合主席分别是 I.Allison

面向用户的产品和科学成果。

先生和 M. Béland 先生），该委员会负责 IPY 的科

4.5.10

学规划、协调、指导和监督；设立了 IPY 国际计划

THORPEX 在 IPY 国家委员会和包括来自南半球的

办公室（IPO）来为联合委员会的活动提供秘书支

其他单位提出的、属于 THORPEX 科学目标范围内

持；设立了开放协商论坛，为 IPY 的规划和筹备以

的所有其他建议和项目方面发挥协调作用的决定。

及与联合委员会交流 IPY 进展情况提供了平台；设

委员会建议 THORPEX 的 IPY 分委会应发挥该作

立了 IPY 项目国际办公室以及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

用，ICSC 的主席应当在 THORPEX 的 IPY 目标和

欧亚区域分办事处。

计划方面与 IPY 的 JC 保持密切接触。

4.5.5

4.5.6

委员会获悉，在经 JC 评估并批准的 200

4.5.11

委 员 会 欢 迎 THORPEX ICSC 关 于

委员会认识到 IPY 的一个潜在遗产是在尽

多个项目建议中，其中约有 40 项与大气科学密切

可能长的年份里拓展和维持高纬度长期观测系统

相 关 ， 尤 其 是 极 地 天 气 预 报 技 术 （ 如 IPY

的业务模式，尤其是在大气化学、污染物输送和臭

THORPEX）的发展；对大气化学、气溶胶、臭氧

氧测量方面，从而为气候变化探测和预估提供资

耗损和污染物输送的研究（如：ORACLE-O3、

料。

POLARCAT、ATMOPOL 及其他）。注意到 CAS
可能会对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做出重要贡献，委员

4.6

WMO 信息系统（议题 4.6）

会要求其 AWG 与相关的项目指导委员会建立联

4.6.1

关于WMO信息系统（WIS），委员会回顾

系，为项目的推动和实施提供帮助。

了CBS的建议，以及第十四次大会和后来执行理事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 CAS 咨询工作组和

会第五十五至第五十七次届会的相关决定。委员会

THORPEX 国际核心指导委员会（ICSC）一起讨论

注意到，全球电信系统（GTS）将演变为WIS的核

了 IPY 的筹备工作并且这些机构为 IPY 的规划过程

心网络，该网络根据信息与通讯技术（ICT）的国

做出了重要贡献。委员会获悉了 2004 年设立的 IPY

际标准来推动实时和协调有序的“推送-拉取”服务，

跨委员会专题组（ITG）的工作。委员会赞赏地注

这些服务可用于所有WMO计划和相关的国际联合

意到 Ø.Hov 先生（挪威）代表 CAS 参加了该小组

资助计划（如研究、气候和环境应用与计划）的业

并为该小组的工作和起草 ITG 的建议做出了实质性

务、对时间有很高要求的应用，以及信息的发现、

贡献。

调用和检索服务，还可用于国家层面上符合条件的

4.5.7

4.5.8

关于 IPY 研究的方法，委员会赞同 ITG 的

非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用户。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执行理事会第五十

观点，即：最好把模拟-释用活动以及面向过程的研

4.6.2

究与关系到主要环境问题的观测结合到一起。这意

七次届会已认识到WIN在为GEOSS提供基本的资

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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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交 换 和 资料 管 理 服 务方 面 ， 以 及在 促 进 所 有

地规定一套方法的重要性，其目的在于避免重复地

NMHS为减灾防灾活动和警报系统发挥有效作用方

制作相同的数据集。

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2004年12月海啸灾难产生的

4.6.6

后果使得WIS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展示，因为国际

展中国家注意其WIS相关要求和能力，以便这些国

社会认识到，今天的WMO GTS，亦即明天的WIS，

家能参与有关的CAS计划活动并从中受益。在这方

是为支持多灾害、多用途自然灾害早期预警系统而

面，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设立了一个WIS协

进行实时信息交换的骨干网络。考虑到至少有一些

调办公室。该办公室的任务是根据要求主要为（但

国家在2006年，而不是最初计划在2008年启动实施

不仅仅为）他们的NMHS拟定并协调发展中国家的

工作，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要求加快开发

宣传计划，从而确保这些国家全面参与WIS。

WIS的关键部分。

4.6.7

4.6.3

委员会强调，WIS对于今后各项计划活动

委员会同意，重要的是WMO需要提请发

为确保CAS计划活动和中心从新的WIS中

获得最优效益，委员会决定采取以下优先行动，并

的有效实施是十分适当的。具体而言，预计研究和

提请秘书长视情促进作出相应的安排：

环境应用工作将从中受益，因为NWP的应用需要实

(a)

为 WMO 元数据核心廓线开发 WWRP 和

时地获取GAW资料。预计WIS将促进资料的交换，

GAW 计划具体的扩展部分，并通过“技术委

并可以提供高效的信息发现、调用和检索服务。注

员会主席会议”（该会议为资料交换中心）进

意到针对WIS实施而制定的加速计划，委员会要求

行协调；

GAW监测网络、GAW全球资料中心和模拟中心使

(b)

确定 CAS 专家组并建立适当的工作机制，以

用GAW资料，以尽快协调阐明WIS的要求，包括网

解决 WWRP 和 GAW 在资料管理、资料发现

络连接、资料格式和元数据。委员会认为应加强它

和检索方面的具体需求；

对WIS设计和实施协调工作的积极参与力度。委员

(c)

确保有关的 CAS 代表参加有关 WIS 的一些重

会还认为，为了确保充分地定义相关的在线目录和

要的专家组会议和技术会议等，从而取得持

元数据，以及信息格式和编码能充分适应并支持

续、快速的实施进展；

CAS计划的需求，应积极参与WIS相关资料管理功

(d)

能的开发。
4.6.4

确保 CAS 计划中心参加有关 WIS 资料收集和
制作中心（DCPC）的确定、能力和需求的调
查；以及

考虑到用户和参与计划的多样性，会议同

意限制标准格式的数量以促进WIS的有效使用。委

(e)

员会也注意到生成的比如与集合预报系统（EPS）

4.6.8

有关的大数据量问题，并同意与CBS联系以确保在

表参加的跨委员会WIS协调组（ICG-WIS）的重要

有关中心之间的WIS中规划好所需的传输带宽。注

作用的同时，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设立该专题组和加

意到有些计划活动需要在下载大量的复杂数据集

大其直接参与由CBS及其WIS相关专家组领导的

时安装大量的顶部装置，所以委员会建议网络规划

WIS的设计和开发工作的力度。委员会决定设立与

人员将这类进程集中在区域或部门中，并运用当地

WIS有关的联合报告员（职责见议题12）。此外，委

的知识和服务来向终端用户提供信息。这种方法将

员会要求管理组跟踪WIS的发展和实施情况；根据

尤其有助于偏远的地方（如ICT基础设施受限的小

需要协调与CBS的合作；监督上述优先的活动；视

岛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接收有关的数据集。委员会

情采取纠正措施并采取其它所需的行动，从而确保

着重指出THORPEX已经成功地采用类似的方法。

CAS计划和中心全面参与WIS。

4.6.5

于 2007 年举办一次跨学科的 WIS 用户会议。
在确认由执行理事会建立并由CAS派代

此外，委员会强调需要透明的、协调良好

的管理机制来确保各项计划知道如何参与工作、介

4.7

WMO 质量管理框架（议题 4.7）

绍要求并监测实施。委员会强调大气研究界对元数

4.7.1

委员会回顾了，第十四次大会决定（决议

据的具体需求，以及为认识和保护增值活动而清楚

27（Cg-14）—质量管理）WMO应为NMS努力制定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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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质量管理框架（QMF），该框架将最终包含并

通过研讨会、讲习班、会议等形式来帮助尤其是发

撰写以下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内容。这些内容可分

展中国家的NMS实施QMS。为此，培训活动（如区

阶段来对待：

域技术大会和各项WMO科学/技术计划下适当的培

(a)

WMO 技术标准；

训活动）应把该主题纳入他们的计划或课程，邀请

(b)

质量管理体系，包括质量控制；以及

会员中已实施QMS的专业人士专门有针对性地介

(c)

认证程序。

绍WMO QMF。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几个代表的

委员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次和

报告显示了他们的国家水文气象部门已经根据ISO

五十七次届会就该主题所进行的审议和作出的决

9001全面或部分地成功实施了QMS，包括认证。他

定。为了评估各项质量管理（QM）活动、计划和

们也指出相应的努力并不十分艰难，从该进程中所

通过WMO获取帮助的需求，2004年和2005年对各

获得的效益证明这些资金的使用是正当的。

个NMHS所进行的调查显示，许多会员急切需要从

4.7.6

WMO获得技术指导和帮助。QM对会员而言彷佛越

次届会作出的决定，即批准技术委员会主席的结论

来越相关。会上，几个理事会成员报告他们已获得

（2005年1月，日内瓦），让有关技术委员会集中审

了基于ISO 9001标准的有关质量管理体系（QMS）

议与观测有关的WMO技术规则和标准，从而弥补

的积极经验，从而不断地改进了NMS的管理和运作

缺陷、减少重复、不一致性和误差。应实现该目标，

并通过以客户和用户界为中心加强提供服务。调查

使有关的WMO技术规则成为国家QMS范围内能使

也已经表明可为各个单独的部门（如航空气象、海

用的可行的参考文献，并将提高与观测有关的技术

洋气象和气候学服务）或针对整体服务实施QMS。

规则跨计划的一致性。在这方面，委员会强调已经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会员报告了纯粹认

具备广泛的质量保证方面的专业知识，因为这是

证（审计）成本比预期要低得多，而用于支持QMS

GAW计划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考虑到质量保证/

实施的咨询服务费则被证明高于预期。因此，会员

科学活动与标定中心的工作非常成功，委员会同意

通过相关会员提供的QMF能力建设活动和各个会

将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和会员分享这些知识以增强

员之间交流经验能够节省大笔费用并可能取得进

他们观测计划中的类似工作。

展。就WMO自身拥有的认证体系而言，委员会感

4.7.7

兴趣地注意到有关专家得出的结论，即WMO自身

工作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确认其依据是

的认证体系很可能比ISO 9001认证程序花费更多的

CAS职责及其某些OPAG的职责。委员会同意继续

费用，因为WMO长期职员、翻译、旅行以及在WMO

推进与质量相关的活动并通过WMO QMF跨委员

自身的认证组内保持中立和地理平衡等需要花费

会专题组采取特殊措施，以确保与其它技术委员会

很多的费用。

协调好共同关心的WMO质量管理框架事宜。

4.7.2

4.7.3

4.7.4

委员会尤其回顾了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

委员会还回顾了QMF应成为技术委员会

委员会感到满意的是，已经以《WMO质

量 管 理 框 架 — 第 一 份 WMO QMF 技 术 报 告 》

4.8

WMO 空间计划（议题 4.8）

（WMO/TD-No.1268）（光盘格式）的形式出版了

4.8.1

委员会获悉，为适应卫星资料、产品和服

指南材料。该指南材料尤其包含了几个会员和技术

务数量的大量增加局面，有鉴于 WMO 的责任不断

报告所提供的基本QM文献。还可提供上述部分文

扩大，第十四次大会建立了新的主要交叉性计划

件的译文，并可从新开发的WMO QMF网站上下

“WMO 空间计划”。 第十四次大会同意作为重点事

载。这些文件已经证明对会员非常有用，且会员对

务建立 WMO 空间计划，并认为新成立的 WMO 空

此表示赞赏。委员会获悉以ISO 9001为导向的国际

间计划的范围、目标和宗旨应该与业已扩大的全球

导航气象服务有关的ICAO手册/WMO 质量管理

观测系统（GOS）空基部分中的环境卫星资料、产

（WMO No.1001）指南将不久出版。

品和服务的应用相适应，在此，GOS 空基部分目前

4.7.5

委员会认识到有必要开展能力建设，从而

包括了有关的研发（R&D）环境卫星。第十四次大

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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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还对在第三次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CM-3）

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建立此类讨论机制。第十四次

上审议过的 WMO 空间计划长期战略表示支持。第

大会确信，现已通过磋商会在 WMO 和环境卫星界

十四次大会同意，WMO 空间计划长期战略为第六

之间建立的对话已迅速成熟，使各方明显受益，大

个 WMO 长期计划（6LTP）和 2004-2007 年计划和

会还确信必须继续下去并实现制度化。因此，第十

预算之间实现了极好的平衡。大会因此相信把新的

四次大会认为有必要将 WMO 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

WMO 空间计划建立成一个主要交叉性计划很重

商会制度化，以建立更加正式的对话，并让环境卫

要，并通过了“决议 5（Cg-14）— WMO 空间计划”。

星机构更正式地参与 WMO 事务。大会敦促同政府

4.8.2

委员会注意到，第十四次大会同意 WMO

空间计划长期战略的要点为：

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密切
合作，确保以协调和综合的方式开展空基对地观

“通过提供不断改进的业务和研发卫星的资料、

测。

产品和服务，增加对 WWW GOS 发展的贡献，增

4.8.5

加对其他 WMO 支持计划和相关观测系统（如

该派代表参加最高层会议，空间机构的主任也应出

AREP 的 GAW、GCOS、WCRP、HWR 的 WHYCOS

席会议。如前三次会议那样，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

以及 GOOS 的 JCOMM 实施部分）的贡献，促进

商会的未来届会主席应由 WMO 主席担任。磋商会

和提高上述资料、产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广泛

将继续提供政策相关事务方面的咨询和指南，并从

提供和有意义的应用。”

高层对 WMO 空间计划有个总体把握。第十四次大

4.8.3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经批准的 WMO 空间

计划长期战略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十四次大会一致认为，WMO 用户界应

会同意，CBS 应针对新的 WMO 空间计划在与其他
技术委员会进行详尽磋商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大

扩大对 GOS 空基部分正在做出贡献或可能做

会因此通过了决议 6（Cg-14） — 建立了 WMO 卫

出贡献的空间机构的参与；

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议。

促进社会对资料、产品的提供和使用，第 1、

4.8.6

2、3 或 4 级产品的重要性以及服务有更全面

际计划，卫星观测在此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该计

的认识，其中包括来自研发卫星的资料；

划的成功有助于确保在 1 天至 2 周、甚至有可能是

更多地关注与临近预报、NWP 系统以及再分

季节至年际的预报时间尺度内实现卫星资料的优

析项目中研发和新型业务数据流的同化、气

化利用。THORPEX 的成果有助于指导卫星资料的

候变化和大气化学成份的监测以及卫星数据

应用并指导卫星作为 WWW 的 GOS 的一部分在将

在某些情况下占主导地位等一些相关的关键

来发挥作用。THORPEX 收集的信息将有助于为卫

问题；

星系统的未来发展提供指导。卫星系统协调小组

(d)

与有关国际机构进行更紧密、更有效的合作；

（CGMS）在 2004 年加入了 THORPEX 的 ICSC。

(e)

更多地并继续重视教育和培训；

为确保最大程度地发挥卫星作为 THORPEX 计划一

(f)

促进研究向业务系统的转化；

部分的潜力，邀请了一些卫星机构积极参与

(g)

完善对所有 WMO 计划和 WMO 支持计划中

THORPEX 的规划和实施，并与 WMO 空间计划协

各类观测系统空间部分的整合；

调为各项试验和活动做出贡献。特别是，邀请了一

增进 WMO 会员间合作，开发用于研究、发

些卫星机构研究业务和研发两种资料的获取途径

展和业务遥感系统的通用的基本工具。

和政策，这些资料将在 THORPEX 试验当中用到，

(a)
(b)

(c)

(h)
4.8.4

委员会还注意到第十四次大会审议了几

委员会同意，THORPEX 是一项重要的国

同时还请它们为 THORPEX 的资料政策和管理计划

届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的进展和成果。大会回

做出贡献，其中包括大容量数据的实时交换。

顾到，大会已同意在 WMO 的主持下，在气象和水

4.8.7

文部门与环境卫星界之间建立一个新的、更紧密的

由 WMO 和 ESA 联合召集的一个国际小组撰写了

伙伴关系。第十四次大会已同意应该通过召开卫星

《变化的大气：一个旨在建立 IGOS 伙伴的综合全

第五次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注意到，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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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大气化学观测主题：综合全球大气化学观测主题

布。另一项 ESA 计划通过由 4 颗星组成的星

小组的报告》
（GAW-159，WMO/TD-No.1235）。该

群并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掩星技术来

报告由几位知名科学家（其中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

测量全球气温和水汽的变率和变化，可提供

得者）进行了独立审议。IGACO 是一项重点高度集

对流层顶的高精度、高垂直分辨率的温度和

中的战略，它旨在利用不仅能够同化气象观测数据

湿度；

而且还能同化大气成份的大气预报模式来汇集 13

(e)

利用 GOSAT（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卫星提供

种大气化学物质的地面、航空和卫星观测。拥有这

的臭氧和温室气体循环情况，该卫星是 JAXA

一系统，将有益于解决与气候变化、臭氧耗减/紫外

和 ESA 的一颗合作卫星，配有臭氧和污染测

线增加和空气质量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

量紫外线分光仪（OPUS）、用于倾斜轨道卫

4.8.8

星的太阳掩盖 FTS（SOFIS）和平流层风干涉

IGACO 报告认真评估了对准确性/精确

仪（SWIFT）；

度、空间/时间分辨率的需求以及在预报和气候模式
中模拟化学循环的现状。报告建议，WMO 的 GAW

(f)

利用 ESA/CNES SMOS（土壤湿度和海洋盐

计划在今后的 15 年内要与 WMO 空间计划和其他

度）卫星和 NASA/宝瓶座示范卫星确定的海

的 WMO 重要计划、空间机构和全球大气化学/气象

洋表层盐度，这两颗卫星都用来测量气候研

/气候研究界合作，分阶段采取一些具体措施。

究中急需的这个重要参数。盐度和降水观测

4.8.9

的合成将提供新的海洋上蒸发和降水估算的

委员会注意到很多空间机构（美国国家航

重要信息；

空航天局（NASA）、ESA、日本宇航研究开发机构
（JAXA）、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CNES）、印度

(g)

度，这是基于被动 L 波段二维干涉仪技术；

空间研究组织（ISRO）等）正考虑在 2006-2010 年
期间开展多项空间计划。这些计划将有助于更好地

(h)

(b)

(c)

(d)

利用 ESA SPECTRA（通过响应分析的地表
过程和生态系统变化）的地球光谱探测卫星

理解气候和天气中的关键化学变量，如：
(a)

ESA/CNES SMOS 卫星测量的土壤上层湿

通过全球降水测量（GPM）计划提供的水分

研究各种地面过程和植物在全球碳循环中

循环，这是一个多星群概念，它由 NASA 和

的作用，该星上配有一个高级高光谱感应

JAXA 实施，利用双频降水雷达和无源微波

器（PRISM）。

成像辐射仪；

4.8.10

利用 CNES/ISRO 合作计划“MEGHA-热带”

卫星资料和产品应用的极大改善。卫星气象教育培

提供的副热带臭氧和对流过程，拟在 2006 年

训虚拟实验室已经通过其 “英才中心” 发挥了显著

发射，载有微波辐射仪（MADRAS）和微波

影响。委员会高兴地看到新的研发星群被融入教育

探测仪（SAPHIR），另外还有用于地球辐射

培训活动。它还注意到 WMO 空间计划长期战略以

收支测量的 ScaRab；

及相关的实施计划规定要更多地利用虚拟实验室

通过 ESA/JAXA 的一项任务：地球云、气溶

以利于 WMO 会员，尤其是为了充分利用研发卫星

胶和辐射探测（EarthCare）计划提供的云辐

以及新的和现有的气象业务卫星系统的资料、产品

射和气溶胶过程，该计划采用后向散射激光

和服务。

雷达、云廓线雷达和傅立叶变换分光仪

4.8.11

（FTS），它们用来测量风和气溶胶特性、温

提出的 47 条建议中有 20 条涉及 GOS 的空基子系

度和水汽、大气层顶辐射收支；

统。此外，还可以预期到 WMO 空间计划实施计划

利用 WALES（空间水汽和激光雷达试验）
（一

将通过与一些空间机构的互动来推动这些建议的

项采用差分吸收激光雷达（DIAL）的 ESA

落实，其途径有 CGMS、CEOS 和 WMO 卫星事务

卫星）和 ACE+（大气和气候探测仪）提供

高层政策磋商会。此外，委员会还注意到 WMO 空

的对流层以及平流层下层中大气水汽的分

间计划办公室正在审查 GEOSS 十年实施计划，以

委员会同意 WMO 通过其空间计划推动了

委员会注意到在 WWW 的 GOS 发展当中，

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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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委员会有兴注意到，从总体而言，

确保在 GOS 发展过程中与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有效

4.9.3

的协调。

对于GCOS实施计划的需求，海洋观测系统的实施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 WMO 空间计划在头

程度已由2001年的34％上升到2005年的55％，其中

两年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WMO 空间计划实施

包括全面实施了洋面漂浮站网络。然而，与此同时

计划为实现第十四次大会确立的宗旨和目标提供

委员会还关注到：

了牢固的框架。委员会因此强烈鼓励 WMO 会员支

(a)

4.8.12

一些综合系统的某些部分非但没有拓展，甚

持 WMO 空间计划，包括对空间计划信托基金捐款、

至有些部分却出现萎缩。这包括进行洋面气

援派人员到空间计划办公室工作。委员会还对所有

象观测的自愿观测船舶（VOS）网络和进行

空间机构尽力把它们的卫星资料、产品和服务提供

海洋高空观测的自动船载高空计划（ASAP）

给所有的 WMO 会员表示深切的谢意。GOS 的空基

网络，该项目提供南半球 ASAP 观测，但由

子系统在使 WMO 会员履行其职责并在将来继续完

于缺少足够的支持而于去年被迫停止观测；

成其义务方面已变得至关重要。

(b)

通过研究基金对该系统的某些关键部分给予
了全部或部分支持，但长期维持该系统的前

4.9

景未卜。就进行水下廓线观测的 Argo 网络而

其他新问题（议题 4.9）

言尤为如此。
与海洋观测系统相关的问题

(c)

无论如何，关于是否能为全面实施和维持所

委员会回顾到WMO/IOC海洋和海洋气象

有系统部分的业务运行而提供资金支持的问

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负责职实施和维持

题，尚无法定论，仅靠现阶段可申请到的资

业务海洋气象和海洋实地观测系统，作为

金却无法实现海洋观测系统的全球覆盖率；

WWW/GOS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海洋观测部分，

以及

4.9.1

为业务天气预报、全球气候研究提供支持并提供一

(d)

关键的海洋卫星任务的长期计划前景也充满

系列海洋气象及海洋学服务。委员会饶有兴趣地注

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包括继 JASON-2 之后

意到，JCOMM-2（2005年9月19日至27日，哈利法

的 JASON 测高卫星系列。
委员会认识到海洋观测系统的维持既昂

克斯，加拿大）同意JCCOMM观测计划领域的工作

4.9.4

计划应当以落实海洋和相关大气活动为基础，而这

贵又复杂，因为对于特定海域/系统部分缺少明确规

些 活 动 在 《 支 持 UNFCCC 的 全 球 气 候 观 测 系 统

定的国家职责，委员会对JCOMM在增强系统和长

GCOS实施计划》
（WMO/TD-No.1219）中有明确的

期维持所做的协调努力表示赞扬和支持。委员会强

规定。虽然GCOS-92规定的骨干系统是为满足气候

调海洋观测系统的关键要素对于业务天气预报和

需求而设计的，但是该系统也将支持并在很大程度

大气研究十分重要。因此敦促会员全力参与海洋气

上满足海洋服务所需的海洋观测数据、全球天气预

象和海洋学观测并扩大其义务。与此同时，委员会

报、海洋灾害预警、海洋环境监测和一系列非气候

认识到对于某些出于本地区利益的应用，采取一种

应用的需求。

更加灵活的观测途径，而不是一成不变和粗旷的覆

4.9.2

委员会认识到，正在开发海洋-大气完全耦

盖率，或许能更有效地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对此，

合模式并用于业务天气预报，委员会还认识到这些

委员会认为加强CAS与JCOMM之间的密切联系则

模式的海洋部分不仅涉及洋面，而且通常至少涉及

双方互利，因此，委员会要求CAS主席与JCOMM

海洋混合层并包括海洋上层热量、动力高度和洋面

联合主席就在CAS和JCOMM之间建立相关的联络

粗糙度等变量。另外，模式还涉及实时海洋观测数

机制方面进行协商。另外，委员会注意到业务海洋

据同化，包括海洋温度廓线、洋面地形和海况。因

预测和资料同化模拟的相关领域越来越多的交叉

此，对于支持NWP；全球天气预报及相关大气研究

科学的兴趣，因此要求管理组考虑上述问题。

计划对实时海洋观测数据需求不断上升。

总
妇女参与本委员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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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城市污染。专家对人工影响天气的建议是另一个

委员会注意到第二次WMO气象水文领域

例子。委员会面临的应对挑战是：要么通过扩大其

妇女大会（2003年3月，日内瓦）的各项建议和决

职责（议题3），要么是在委员会自身缺乏经验和能

议33（Cg-14）— 妇女享有平等机会参加气象和水

力的那些领域中加强合作。从科学上说，这把大气

文工作，上述建议和决议要求妇女平拥有等参与气

系统的可预报性范围拓展到多学科领域的预测，比

象水文工作的机会，并注意到委员会过去为加强妇

如农业生产和能源。其挑战之处在于保证委员会的

女参与本委员会的工作所付出的努力。认识到需要

产品在有限的科技水平下达到预期的目标。

通过提出新倡议的方式继续努力，委员会通过了决

4.9.9

议1（CAS-14）并同意任命一名CAS性别问题联络

没有特别注意在其擅长的领域之外建立合作关系。

员。

这也许可以从WMO开展的活动中体现出来。最近

4.9.5

一些会员提到了合作。委员会注意到以前

的自然灾害使得这样的合作十分重要，例如与国际
委员会面临的其他新问题和挑战

减灾战略（ISDR）开展的合作以及对2004年12月海

委员会对提出举办一次专题会议以便有

啸的响应。在CAS范围内，讨论中建议有必要拓展

机会自由讨论与委员会有关的新问题的倡议表示

示范项目的概念，以包含决策、技术转让、树立意

欢迎。委员会就以下主题广泛交流了意见：

识、教育和在特定部门的应用（如卫生、农业）。

4.9.6

(a)
(b)
(c)

如何确保气象服务提供者能够向所有用户提

许多会员提到需要转让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如加

供为作出有充分依据的决定所需的信息；

强使用现代产品的能力。此外，讨论中还提出区域

如何确保业务单位能够有效地利用所有相关

合作（不一定要与各个区协相对应）将是有效开展

的研究成果；以及

此类转让的途径。

如何使研究基础设施持续下去。

4.9.10

[以下段落阐述的观点代表了大家的想法，不构
成委员会的一致意见或决定。]

减灾是委员会工作计划中的一个突出主

题。然而，几个会员注意到，相对于NMHS的能力
而言，目前缺乏量化的灾害信息。尽管有一些专门

接下来的讨论使委员会注意到社会经济

从事这类信息整理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但仍然难

研究的领域，并具体注意到需要更好地了解与委员

于清晰地阐明对委员会的意义或传达给委员会的

会工作有关的产品（大气科学和相关系统与产品）

信息。委员会的一些会员所做的灾后调查提供了改

以及给各个社会经济部门和用户带来效益之间的

进这类信息的途径（以标准的常规方式分享这类信

关系。会员注意到有需要有能力衡量实用性，或许

息）。经常可以获得关于重大飓风、台风和热带气

通过抓住该领域产品链中的影响力的具体部门和

旋的此类信息。重大洪水事件是委员会可以通过更

用户来实现。这样的衡量应当可以量化并可定性，

好地记载灾害中与委员会能力有关的问题而受益

并可使用相互比对的办法。充分认识到高影响天气

的又一领域。也就是说，了解那些可能会给减轻灾

事件的预报效果是开发实用措施的一个重要因素，

害带来变化的信息。

因此鼓励委员会对此予以特别关注。新出现的社会

4.9.11

经济研究实质上产生了增值和决策链中的知识增

在基础层面上，很明显，大气科学词汇对很多部门

长点，并且为确定影响/效用方法直接或间接地做出

和社会构成障碍。与用来描述内部系统的科学语言

贡献。

（技巧、分辨率、可预报性等）相比，需要有一个

4.9.7

改进沟通是整个讨论中多次提及的主题。

另一项讨论是关于更好地了解多学科产

术语表，用来描述本委员会产品的外观。这个术语

品的外部动力。委员会工作的核心是大气科学，但

表需要为不同语言和/或文化提供解释，并可以包括

NMHS正越来越多地开发多学科能力和产品，这是

本土的语言。在此方面与UNESCO缔结伙伴关系也

因为许多用户和决策者需要更多的环境资料。对委

许很有益处。语言是知识最佳传播的障碍之一，会

员会而言，可以把OPAG-EPAC的工作作为例子，比

员重申需要为科学和产品改进沟通形式，并且若可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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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把有用的资料、产品和知识介绍到区域一级

员会兴趣范围的扩展（议题3）也为更多科研团体

和介绍给具体部门而建立创新的结构。

的介入创造了机会。一些会员注意到在此项工作中

讨论中提出了两个需要采取行动的具体

让学生和年轻科学家有机会访问NMHS的研究组织

方面。第一个争论是委员会的工作将得益于与广大

和接触试验项目的重要性。委员会要求管理组将此

用户的对话和反馈机制的改善。这种机制应促进共

问题作为制定战略的一部分加以考虑。

享经验的整理，并构成对委员会产品是否 “符合目

4.9.15

的” 的定性评估的一部分。委员会注意到识别中介

性是促进科研团体参与委员会研究工作的一个重

机构或增值机构通常是与用户沟通的一种高效方

要方面。委员会必须尽力通过WIS和其它项目来促

式，因为它们在（利用和吸收）知识和产品方面有

进数据和产品的实时交换。因此，委员会赞同业务

了解市场的现成机制。其中一些中介由姊妹技术委

数据、数据同化和模式中心在支持研究工作以及在

员会的会员或WMO之外的我方机构直接代表。建

加快业务转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议把提供方（即委员会的会员）和用户都参与的“评

4.9.16

估委员会”或 “用户论坛” 作为这种交流的有效机

与NMHS系统开发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注意

制。这些活动可以结合委员会的社会经济研究或由

到NMHS有责任倡导对这种参与给予更多支持。

会员代表本委员会经常举办。这种论坛还为从发展

4.9.17

中国家获取反馈提供更多机会。

需求以引导和促进研究工作方面存在挑战。具体国

4.9.12

数据和产品的可获取性以及访问的方便

一些会员注意到在促进外部机构/人员参

委员会认识到在如何清楚地阐明会员的

第二项行动是受总体讨论的影响，讨论中

家和区域有着许多不同的需求，但也存在各国共同

称委员会正面临新的运作形式，它促使委员会关注

的需求。上述建议的论坛（总摘要第4.9.12段）或

现代化NMHS的多方面的能力以及与用户直接相关

许可以提供一个机制，让委员会更好地了解共同的

的多学科产品的不断增长的需要。在活动形式方

需求，将有关潜在的机会和最新进展通知用户，并

面，需要用阐述产品在不同用途下所必需的各种特

促进更加有效的技术转让。也许还可以为确定区域

性（准确性、实时性、确定性、提前时间、可靠性

合作机遇建立一个机制。

等）的形式，需要重申委员会“存在的理由（raison

4.9.18

d’etre）”。有些部门可能已经具有这种知识，但是

和把研究成果移交给其它用户团体的方式和阶段

尚未整理出来让委员会整体受益。也许可以采用研

的说明。WWRP建立的预报示范项目（FDP）和研

讨会的形式开展一次论坛，各个部门和用户都派代

发项目（RDP）结构为这种活动奠定了基础。讨论

表参加，并请他们清晰地阐明哪些可以构成他们领

中至少提到五种不同方式：

域的“与目的相吻合”。论坛将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

(a)

4.9.13

还有会员支持编写关于研究向业务转化

基于调查的研究，这些研究与委员会具有潜

和区域特点。目前特别重要的方面是：风险管理和

在的相关性（另可参阅总摘要第 4.9.14 段的

灾害特点、极端天气事件、农业和能源产业。委员

讨论）。这种方式可以挖掘与 CAS 有关的想

会的会员通常以听众的身份参加，但是研讨会可能

法的技术，但不限于某个具体系统或某个

提供一次对话的机会和提供需求匹配的机会。

NMHS 采纳的系统。学术研究通常列入此类。

关于更有效地转让和理解研究成果的讨

由于委员会不依赖自身的直接兴趣和投资，

论进一步阐述了其中一些想法。委员会认识到学术

倡导对此类工作给予支持，因此为推动这种

界更广泛的参与将更有利于开展工作，特别是增加

研究而提供 CAS 试验场的能力是一个重要问

了研究业务系统和与它们合作的机会，因为从根本

题。

4.9.14

上说，业务系统是此类研究最重要的用户（受益

(b)

专门用来证明技术潜力的研究。RDP 就属于

者）。会员注意到这种合作的一些范例，当中包括

这个类型，因为这些倡议起源于委员会的兴

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例如ALADIN项目。在一些范

趣，它符合委员会的目标，是测试和检验的

例中，已经采取明确措施参与业务系统的开发。委

一部分。相对于委员会的目标，这种研究示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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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了可能 “与目标相吻合”。

促使管理组特别关注这种形式的基础设施。

FDP。其作用是开发并演示各部分和系统，并

4.9.24

证明 “与目标相吻合”。

出的问题，并酌情制订策略和计划来利用这些思

(d)

业务使用。

路。委员会还要求秘书处向管理组提供这些讨论的

(e)

应用示范项目。在此情况下，我们跳出业务

详细记录。

(c)

委员会要求新成立的管理组研究以上提

系统，进入应用领域，演示数据和产品对多
种用途的价值。此类项目经常包含社会经济

5.

研究，以便展示出这种方法的效益。

对臭氧公约及其他环境公约的支持
（议题 5）
委员会注意到 GAW 继续提供观测产品和

委员会最后认为，在制定委员会战略计划时探索此

5.1

类思路也许会有用。

研究活动的协调，以支持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

一个共同问题是把国家/区域示范项目上

及其蒙特利尔议定书以及后续调整和修改文件、

升（输出）到全球CAS范围。在以上分阶段的战略

UNFCCC 和京都议定书以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

中应该包含这个问题，以便所有会员都能从中受

会（UN-ECE）长期跨界空气污染公约。

益。

5.2

4.9.19

关于支持维也纳公约及其蒙特利尔议定

最后的讨论涉及对研究基础设施的支持。

书，委员会确认 GAW 将继续在协调全球臭氧观测

最初的讨论集中于将大气科学发展为 “大事业” 科

以及向媒体、公众和科学团体通报臭氧和紫外线问

学的机遇，在这种级别上可以吸引大量投资和广大

题中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这将通过协调臭氧耗损

公众的参与。没有这样的认识就难以应对会员目前

科学评估和定期发布臭氧公报来实现。委员会强调

面临的迫切问题。

迫切需要各会员在未来至少 20 年支持其现行的国

4.9.20

一些会员提到在大中心中开展业务服务

家臭氧和臭氧消耗物质的研究和监测，确保臭氧层

的困难，因为其职权和职责存在潜在的不明确性。

在未来得以恢复。委员会认识到加拿大环境部应当

例如，海啸预警系统的建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分散

在支持全球地基布鲁尔网络、维持世界臭氧和紫外

在各个中心之中。

线辐射资料中心和世界布鲁尔仪器基准以及为发

4.9.21

对研究基础设施的两个方面提出了具体

展中国家的仪器标定和维持提供布鲁尔信托基金

行动建议。首先，会员们提及有必要在计算、资料

方面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委员会注意到为保护臭氧

系统、通信系统等方面对研究工作加强支持，并探

层维也纳公约在研究和系统观测设立了信托基金，

索使用 “网格” 技术的可能性，让分散的研究部门

并鼓励各会员通过信托基金或其他机制支持发展

开展协作。对于第一个方面，提出的分布式系统能

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建设臭氧监测和研究能力。

够：（a）便于在全球性系统中开发区域性子系统；

5.3

（b）在开发、测试和检验新组件时允许离线参与；

科学评估预计将于 2006 年秋季完成。委员会鼓励

（c）利用区域性或全球性系统，为开发局地和/或

向世界臭氧和紫外线辐射资料中心提交最终版的

具体部门的模式和应用提供机会；以及（d）为衡

评估数据集。WMO 将一如既往在开展和审议评估

量分散的基础设施的能力并作出反馈提供有效的

报告、报告的出版和分发、向公众公布结果方面发

方法。WIS可以部分支持此类结构。一些欧洲的计

挥作用。WMO 将于 2006 年 6 月 19-23 日在来斯戴

划和地球模拟器可以为这种系统提供原型。

尔布雷瑞斯（瑞士）举办 2006 臭氧损耗科学评估

4.9.22

委员会注意到下个四年一次的臭氧损耗

第二个方面的重点是人类因素和优化科

会。委员会赞赏双周刊 WMO 南极臭氧公报改换新

研人员的参与（网络、通信等）。委员会注意到暑

的版面并对从 2006 年起其扩展内容以包括北极臭

期学校经常是进一步理解和接受一些系统/方法的

氧公报表示欢迎。

有效途径，并让年轻科学家和/或发展中国家的科学

5.4

家们熟悉委员会的研究、示范和应用工作。讨论能

方面发挥牵头作用：（a）协调大气科学对 GCOS

4.9.23

关于 UNFCCC，委员会支持 GAW 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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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在支持 UNFCCC 方面的足够

6.1

全球大气监测网计划，含环境污染和大气
化学工作组组长的报告（议题 6.1）

性第二次报告》（GCOS-82，WMO/TD-No.1143）

委员会注意到 CAS 的 WG EPAC 组长

以及对其实施计划的贡献（议题 4.3）；（b）维持

6.1.1

和加强 GAW 的全球基本气候变率（温室气体、臭

Ø.-Hov 先生（挪威）的报告。大气化学是天气、气

氧和气溶胶）网；以及（c）支持那些为每四年一

候、降水形成和影响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空气

次 IPCC 科学评估做出贡献的旨在提高气候变化认

污染的关键 因素。委员 会对每两年 一次的 WG

知水平的研究。

EPAC

会 议 的 两 个 报 告 （ GAW-151 ，

委员会注意到在接受上述的 GCOS 报告之

WMO/TD-No.1181 和 GAW-165, WMO/TD-No.

后，UNFCCC 各缔约方第一次把温室气体、臭氧和

1302）表示欢迎，旨在回顾《全球大气监视计划实

气溶胶列入关键气候变量清单。这就承认了这些大

施 战 略 ： 对 WMO 长 期 计 划 的 一 项 贡 献 》

气成分在直接辐射强迫、气候过程中和满足全球系

（GAW-142，WMO/TD-No.1077）以及其增补文件

统观测需求的关键作用。委员会感谢 GCOS-GAW

（GAW-156，WMO/TD-No.1209）中概括的 GAW

协议建立 WMO/GAW 全球大气二氧化碳和甲烷监

所取得的进展。委员会对 WG-EPAC 和会员自 2002

测网络，作为 GCOS 一个综合网络，并感谢温室气

年以来为全球大气监视网计划取得的长足进展所

体科学咨询组（SAC）与 GAW 和 GCOS 秘书处一

做出的贡献表示赞赏。

道，在实施 GCOS 二氧化碳和甲烷观测行动中发挥

6.1.2

的牵头作用。委员会要求 GAW 继续为臭氧和气溶

是秘书处在多位大气化学专家的帮助下制定的，由

胶采取相似的 GCOS 行动。

WG-EPAC 进行了充分审议并获得赞同。委员会注

5.5

委员会支持上述战略及其增补件，该文件

认识到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的支

意到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次和第五十七次届会的

持（（见《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含决议案的

建议，并支持 GAW 的战略目标和实施战略，其重

最终节略报告最终节略报告》（WMO-No.988），

点仍然侧重于以下核心活动：

总摘要第 3.3.2.1 段），秘书处、日本的温室气体世

(a)

当前台站业务的稳定性；

界资料中心、GAW 温室气体科学咨询组和美国国

(b)

扩展覆盖不充分地区，尤其是在热带、南半

5.6

家海洋和大气局（NOAA）温室气体计划联合倡议

球和亚洲；

创立一个 WMO 大气温室气体年度公报，以便在

(c)

继续努力加强能力建设；

UNFCCC 的 COP 会上散发，委员会回顾了该倡议

(d)

通过将地基、飞机、卫星和其他遥感观测在

的进展情况并对此表示欢迎。
5.7

IGACO 框架内加以整合，使 GAW 发展为一

委员会承认 WMO 已经并继续在 UN-ECE

长距离跨界空气污染公约（LRTAP）的监测、模式

个三维全球观测网络；
(e)

和评估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欢迎 WMO 参与公约
的两项重点活动：（a）UN-ECE 半球空气污染输送

统；
(f)

专题组；（b）特殊问题和人类健康和活动。委员
会支持 WMO 继续担任 LRTAP 之下的欧洲空气污

完成所有测量参数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系
通过向用户提供更简便的数据调用来扩充
GAW 的数据库系统；

(g)

染物长距离输送监测评估合作计划（EMEP）的测

在一些应用中推动 GAW 资料的使用，如化学
天气预报、气候研究和科学评估；以及

量与模式特别小组的联合主席。委员会感谢 EMEP

(h)

及其欧洲支持方在 ISPRA 的欧盟联合研究中心与

6.1.3

WMO 签署了有关 EMEP 资料中心与 WMO 气溶胶

2008—2015 年 GAW 战略计划（GSP：2008 — 2015）

世界资料中心之间资料流通和交换的合作协议。

的决定，并赞同由 G. Müller 先生（瑞士）负责管

与科研界合作，在 GAW 中加强分析能力。
委 员 会 欢 迎 WG-EPAC 作 出 的 修 订

理并由秘书处及 GAW 科学咨询组组长给予支持的
6.

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议题 6）

修订流程建议。委员会同意 IGACO 战略为 GSP：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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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注意到，大气化学成分的状况与其

2008 — 2015 提供了科学道理和概念框架。此外，

6.1.7

将对与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其他部

对各种社会冲击（卫生、环境、经济等）的影响之

分和 GEOSS 的联系作出明确定义。委员会要求

间的相关性引起了公众较多的关注。委员会承认

WG-EPAC 在 2007 年以前完成 GSP 计划：2008 —

GAW 在 地 球 观 测 系 统 的 大 气 化 学 部 分

2015，并要求其主席将计划提交给第十五次大会。

（GEO/GEOSS）中是一项起主导作用的和最自然

委员会强调，有关大气化学观测的长期资

的计划。委员会鼓励利用 GAW 研究和开发面向用

金和技术承诺对于开发那些旨在减少环境风险的

户的产品，如：与严重空气污染事件有关的短期和

WMO 气候、天气和空气质量产品至关重要。委员

长期灾害的分析和预报；大气中生态系统的化学制

会鼓励会员重申对 GAW 计划的承诺并提供新的支

品负荷；UV 辐射暴露；烟雾、烟和尘对能见度及

持。委员会同意 WG-EPAC 的意见，即 WMO 应通

空气质量的限制；气候、天气和供水方面的极端变

过 GAW 来促进全球大气化学网络各区域组成部分

化和变异。WMO 有一个业已证实的模式，可以根

间的联系。

据由 NHMS 表述的用户需求对复杂资料进行融合。

6.1.4

6.1.5

委员会注意到，许多气象中心正在拓展它

需要对这一模式进行扩充，使之包含大气化学变

们的 NWP 活动，旨在把全球和区域的大气化学成

量。

分纳入其中。这是因为受到一种急切需求的推动，

6.1.8

即利用预报产品把易受短期和长期灾害影响的程

施议题 12 中确定的结构。

委员会讨论了未来的工作计划，并决定实

度降至最低。目前许多中心正在开展离线业务空气
质量预测。在本十年期结束前，将有更多的中心升

实施和发展情况

级为在线使用化学观测资料，特别是烟尘气溶胶资

6.1.9

料，以反馈有关大气动力学和降雨量的信息。这对

化中大气化学的作用。大约 80 个 WMO 会员和许

GAW 而言既是机遇，也是实际的挑战。尽管这些

多组织参与了 GAW 计划，该 GAW 计划为制定国

中心主要依靠遥感作为初始资料，但 GAW 的地基

家和国际政策提供观测、分析和信息。GAW 有三

和飞机观测资料对于分析和预报的检验而言是至

项任务：(a) 系统地监测全球至区域尺度的大气化学

关重要的。委员会因此要求 WG-EPAC 和秘书处采

成分和相关物理参数；(b) 开展分析和评估工作，

取行动，与 CBS 合作，使资料能够以实时和延迟的

为环境公约并为制定未来政策提供支持；以及(c) 开

方式进行交换。鼓励把资料及时提交给 GAW 世界

发对未来大气状况的预报能力。

资料中心和 WMO 的 WIS。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

6.1.10

GAW/WWRP 间关于沙尘暴的研究与开发的联合项

个全球 GAW 监测小组，即：臭氧、UV 辐射、温

目，并鼓励制定新的研究项目，通过利用大气化学

室气体、气溶胶（即悬浮颗粒物）、选定的活性气

资料来改进对各种高影响天气现象的预报能力。

体和降水化学方面制定观测指南、资料质量目标和

委员会回顾了 GAW 计划重点放在全球变

委员会承认 WG-EPAC 下属的 SAG 在为 6

目前的各项环境挑战是相互关联的，它们

标准的操作程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委员会对 2002

是研究天气、气候、空气污染和水供应问题的主要

年上次 CAS 届会以来 GAW 所出版的 21 份技术报

组成部分，委员会因此注意到 GAW 需要成为一个

告表示满意。

多用途的综合大气化学系统。该系统应包括所有类

6.1.11

型的观测（地基、飞机、卫星）和大气模式。此外，

为一种产品和服务予以强调。感谢有关会员国支持

在传感器-用户链质量保障、用户驱动信息的制作和

中央标定实验室的工作，这些国家承担了 GAW 温

知识提炼（即由用户确定的各种数据流的融合）都

室气体（美国 NOAA）、臭氧（加拿大、美国/NOAA

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委员会认识到 IGACO 为

和国家标准化技术局（NIST）、德国、俄罗斯）和

GAW 提供了完成这一任务的框架，并建议会员支

光学厚度/辐射（瑞士）世界基准的制订工作。委员

持 IGACO 建议的实施。

会赞赏为支持这些中央标定实验室所开展的实验

6.1.6

委员会注意到 GAW 将标定和质量保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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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研究活动。值得提到的一个例子是由 NOAA-国家

于 2005 年举办第七次会议。美国 NOAA 的中央标

天气局主要发起的实验，即 2004 年 4 月 13 日在怀

定实验室定期组织温室气体分析实验室的比对。中

俄明州开展的臭氧探空仪标准的气球实验，该实验

国气象局（CMA）提供一名专家担任鉴定人开展分

将 1 个臭氧基准仪和 18 个臭氧探空仪吊挂在一个

析并报告结果。

巨型气球中上放飞到 30 公里的高度。该实验证明，

6.1.13

由德国里希臭氧探空仪研究中心支持的 GAW 世界

胶 测 量 规 程 ， 指 南 和 建 议 》 （ GAW-153 ，

标定中心的环境模拟实验室适合真正的大气环境。

WMO/TD-No. 1178）建立质量保证设施和发展一个

参加的组织包括怀俄明州大学、德国由里希研究中

经全球协调的气溶胶网络是 GAW 计划的一项优先

心、NOAA、NASA 和加拿大、瑞士、芬兰及日本

工作。高度赞赏德国环境部门对 GAW 世界气溶胶

气象部门的臭氧研究组。认识到全球气溶胶观测对

的物理特性标定中心的支持。委员会支持

气候、天气和水资源问题的重要性，委员会敦促会

WG-EPAC 提出的建议，即让 GAW SAC 与 WMO

员支持 GAW 计划及其位于瑞士达沃斯的世界光学

秘 书 处 合 作建 立 一 个 世界 气 溶 胶 化学 标 定 中 心

厚度研究和标定中心，目的是为全球气溶胶光学厚

（GAW-165，WMO/TD-No. 1302）。由 SAG-气溶

度网络开发一个主要的标定设备/计划来补充业已

胶组织并由瑞士承办的 GAW 气溶胶柱光学特性长

存在的臭氧和温室气体设备/计划。委员会还赞赏中

期观测全球地基网络专家研讨会于 2004 年 3 月召

国于 2004 年建立一个质量保障/科学活动中心

开（GAW-162，WMO/TD-No. 1287）。会议的报

（QA/SAC），它将为中国的 GAW 观测提供标定

告为建立 WMO 协调的全球气溶胶网络迈出了一大

服务。

步。委员会同意实施他们的建议。该计划将满足会

委员会还认为，按照《WMO/GAW 气溶

委员会对运行世界和区域标定中心及现

员对实时气溶胶资料和气溶胶卫星产品的标定/确

场仪器标定计划的会员表示感谢，这是 GAW 质量

认方面的新需求。GAW 和 WWRP 计划正在调查

保证体系的一部分，它将该领域观测的标定与世界

WMO 会员在使用日常沙尘暴预报的兴趣。委员会

基准联系起来。位于阿根廷、澳大利亚、日本、德

支持组织召开一次专家会议的建议，目的是审议当

国/捷克共和国、南非/埃及和俄罗斯联邦的 6 个

前的沙尘暴预报研究并把会员与用户的需求联系

GAW 区域陶普生臭氧气柱总量标定中心定期举办

起来。

仪器标定和培训研讨会。委员会感谢美国-GCOS 计

6.1.14

划对阿根廷中心的支持。委员会高度赞赏西班牙在

作在瑞士的支持下 GAW 台站信息系统（GAWSIS）

Izana Tenerife 建立第一个区域布鲁尔标定中心，并

取得了很大进步。2004 年 6 月，该网络升级为包含

感谢加拿大自 2003 年以来每年向 WMO 信托基金

绘图能力以及与 GAW 世界资料中心（WDC）的资

提供支持，用于维持发展中国家布鲁尔的标定和培

料信息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同时，秘书处也启动

训。委员会还感谢瑞士通过负责现场地面臭氧、一

了对 GAWSIS 中包含的信息进行评审。GAWSIS

氧化碳和甲烷标定的世界标定中心所提供的支持

和 WDC 正努力改进元数据的更新并实现更加标准

来定期进行审计、仪器维护和标定。WMO 联合发

化的资料管理。委员会要求负责 GAW 全球、区域

起两年一次的 WMO-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二

和贡献台站保持 GAWSIS 中台站信息的精准和不

氧化碳浓度和相关微量成分测量技术的专家会议。

断更新。

加拿大气象局和美国 NOAA 的研究部门分别主办

6.1.15

了第十二次会议（2003 年）和第十三次会议（2005

200 个区域站和 90 个提供资料的伙伴台站正向

年）。芬兰气象局同意举办下次会议。WMO 支持

GAW 的 WDC 提供资料。WMO 会员运行全球和区

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参加这些会议并出版含建议

域 GAW 台站；而伙伴网络运行的资料提供台站则

案的会议报告。此外，每四年举行一次由 WMO 联

向 GAW 的 WDC 提供质量稳定的资料。委员会感

合发起的国际二氧化碳会议和专家会议。感谢美国

谢瑞士和马来西亚分别增加到第 23 个和第 24 个全

6.1.12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网络描述和绘图工

委员会注意到，目前有大约 24 个全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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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站。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全球观测中存在大

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微量物质的沉降）。赞赏 NOAA

的空白。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通过 WMO-全球环境

和美国 GCOS 开展一项非常成功的降水化学质量保

基金（GEF）项目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 GAW 全球

证计划，该计划所产生的信息使区域数据集将纳入

台 站 中 有 六分 之 五 遇 到困 境 ， 这 不仅 由 于 缺 乏

全球数据集。

NMHS 的设备支持，而且也由于当地缺乏开展资料

6.1.18

分析和产品制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委员会认识到，

观测实现标准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成功地开展了

为确保这些台站长期成功运行，已建立的 GAW 团

以下 UV 辐射比对工作：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体需要继续合作并向这些台站提供帮助。诸如瑞士

南美紫外线宽带仪器的比对；在欧洲 UV 辐射观测

气象局/瑞士联邦物质测试和研究实验室（EMPA）

基准中心、欧洲委员会的联合研究中心（JRC）以

和肯尼亚气象局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值得

及在位于科罗拉多，博尔多，NOAA 的中央 UV 标

称赞的机制。此外，委员会建议 NMHS 考虑与从事

定 实 验 室 开展 的 辐 照 度标 准 的 比 对； 在 西 班 牙

空气质量观测的其它国家团体、机构和组织发展伙

Izana-Tenerife 对直接太阳辐射度谱测的标准化；以

伴关系。NMHS 提供的气象台设施和气象观测方面

及在挪威奥斯陆为 UV 辐射观测开展的首次国际多

的长期支持通常对在大学和项目研究环境中的大

波段滤波辐射仪的比对工作。委员会注意到有必要

气化学研究和监测专家具有吸引力。委员会提到瑞

建立区域 UV 标定中心。例如，在 JRC 的相关部门

士 GAW 计划可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榜样，通过

停止运行之后，希望欧洲的另一个机构能重新开展

该计划，瑞士气象局、大学和联邦研究院中的研究

该 活 动 。 出 版 了 有 关 质 量 保 证 （ GAW-146 ，

人员与全国从事观测的单位共同成功开展了多部

WMO/TD-No.1180）和多波段仪器（GAW-164，

门合作。

WMO/TD-No.1289）的报告。关于 UV 的预报和分

委员会感谢 GAW 在推进全球紫外线辐射

委员会获悉，秘书处于 2005 年 3 月 14 至

析逐步成为公益事业的范畴。为此，需要良好的观

16 日在位于日内瓦的 WMO 总部召开了 2005 年

测基础。秘书处为此开展了一项有关 UV 观测的调

GAW 研讨会。来自 23 个国家的八十三名代表在会

查工作。

议上介绍了各自的活动，交流了经验，了解如何通

6.1.19

过参与 GAW 而受益；听取 13 名 GAW 伙伴的发言

可挥发有机物（VOC）的 GAW 活性气体活动领域

并与之见面；并提出了发展和改进 GAW 的方法。

取得了两项主要进展。GAW 发起并由瑞士主办了

来自 GAW 中央标定实验室、QA/SAC、世界标定

名为 “关于全球对流层一氧化碳观测系统、质量保

中心、区域标定中心和 WDC 的代表与那些参与既

证应用” 的国际专家研讨会（2005 年 10 月 24 至

定的并不断发展的气象台计划的人员一起开会。会

26 日 ） 举 行 ， 而 且 在 日 内 瓦 还 组 织 召 开 了

后立即召开了两年一次的 CAS WG-EPAC 会议

WMO/GAW 全球 VOC 专家研讨会（2006 年 1 月

（2005 年 3 月 17－18 日，GAW-165，
WMO/TD-No.

30 日至 2 月 1 日）。会议取得的成果将成为下一个

1302）。委员会认为这种每四年举行一次的会议对

GAW 战略计划（2008-2015）关键的内容，委员会

GAW 是有益的，并应该继续举办下去。

大力支持制定该计划。

6.1.16

6.1.17

委员会赞同 GAW 降水化学科学咨询组

6.1.20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在有关一氧化碳和

委员会回顾到，此时有 5 个 GAW 世界资

（SAG-PC）编写的《GAW 降水化学计划手册：准

料中心：一个温室气体和其它气体的中心（日本）；

则、资料质量、目标和标准化操作规范》
（GAW-160，

一个臭氧和 UV 总量中心（加拿大）；一个气溶胶

WMO/TD-No.1251）。委员会支持启动开展下一项

中心（位于意大利的欧洲委员会）；一个降水化学

全球降水化学评估工作，工作方式是组织一次专家

中心（美国）和一个太阳辐射中心（俄罗斯联邦）。

研讨会并与各区域降水化学网络建立 GAW 伙伴关

正在通过与 WMO 信息系统的协调来开展此项工作

系，尤其是与 EANET（东亚酸沉降监测网络）和

（议题 4.6）。自第十三次 CAS 届会以来，WDC

非洲与南美运行的 DEBITS II（在生物地球化学方

的管理人员已召开两次会议来协调他们的工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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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输入和输出资料的通用格式、资料存储软件和硬

ESCAP-WMO 区域霾项目的关键部分是培训，该项

件、各资料中心之间的资料复制、质量保证/标记方

目的名称是：“支持 ASEAN 会员国实施区域霾行动

法、资料分发和用户调用。自 2005 年以来，WDC

计划”。该项目在澳大利亚的友好资助下获得了用

管理员会议的主席一直是 GAWSIS 管理者。委员会

于气溶胶观测的仪器。这些仪器被布设在临近气溶

称赞那些主办 WDC 并承担运行成本的国家和组

胶源地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且设置在一些适

织。委员会注意到日本和加拿大各中心正令人满意

合研究烟羽变化的地点。2003 年 12 月在吉隆坡（马

地开展各自的业务，且气溶胶世界资料中心

来西亚）举行了一次关于气溶胶的培训研讨会，并

（WDCA）在过去四年中取得了很大进展。委员会

在澳大利亚通过 GAWTEC 提供了培训。该项目包

对其它中心仍未完全业务化表示关注。委员会同意

括对受 1997-1998 年东南亚霾事件的地区气溶胶输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的意见（《执行理事会

送的模拟及其后果研究。该项目还有助于增强东南

第五十七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最终节

亚国家联盟（ASEAN）的专业气象中心（ASMC）

略报告》（WMO-No.988），总摘要第 3.3.2.6 段），

在本地区开展模拟活动的能力。

即 WMO 缺乏适当的基础设施来开展由俄罗斯承担
的 GAW 世界辐射资料中心（WRDC）所支持的全

6.2

球辐射观测；并认为在与 WWW 和 WCRP 相关的

城市和区域空气污染问题，含 GURME
（议题 6.2）

全球监测与用户界之间存在计划空白。委员会支持

6.2.1

执行理事会提出的请 CAS 和 CBS 找到一个解决方

文部门增强了管理城市空气质量各个方面的能力，

案的要求。委员会对俄罗斯联邦在以下方面所开展

正如 CAS 第十三次届会所指出的那样，并为交叉

的工作感到高兴，即今年俄罗斯要推进 WRDC 计

性城市空气污染活动提供了一个国际平台。

算资源的现代化水平并提高对该中心用户的服务

6.2.2

效率。

发展正在将城市乃至全球不同尺度的空气质量问

委员会回顾了 GURME 项目使各国气象水

委员会注意到大气化学输送模式的新近

委员会认识到在化学观测的业务应用领

题更有效地联系起来。因此，重要的是在城市空气

域越来越需要 NWP 和其它应用，所以完全同意执

污染研究中仍要考虑区域情景，而在区域空气污染

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提出的只要可能应开展

研究中则应当考虑特大城市的效应和半球输送。

GAW 资料实时交换的建议，并欢迎在 CAS 与 CBS

GAW 在欧洲与 EMEP 以及在亚洲与大气褐云

之间已启动的工作，尤其是通过 WIS。委员会敦促

（ABC）都有着良好的合作。例如 ABC 架构下在

WG-EPAG 与 CBS 协作，优先建立过渡机制。

GAW 基础上正在建立的一个观测网络，并与 GAW

6.1.21

委员会强调 GAW 计划应继续把考虑发展

开展协作。该网络包括了现有的 GAW 站点（如中

中国家的培训和教育需求作为一项高优先工作。对

国临安和韩国安永），扩充了测量设备以包括更多

此，赞赏许多 GAW 中心和参与合作的国家组织在

辐射和气溶胶参数，并采用 GAW 的观测准则和程

培训发展中国家的 GAW 台站人员方面付出了实质

序。还部署了被动采样器用于选定的气体种类。此

性努力。特别感谢德国政府建立了 GAW 培训和教

外，正在利用模式把排放与微量气体和气溶胶的周

育中心（GAWTEC）以及各个会员通过该中心提供

围分布联系起来，并结合卫星观测计算气溶胶的辐

培训。举办了 82 周的培训课程，内容涉及地面臭

射效应。委员会鼓励 GAW 参与 UNECE CLRTAP

氧、气溶胶、CO、VOC、温室气体、降水化学和

之下新的空气污染半球输送专题组，这将为了解不

UV 辐射。总共有来自 39 个国家的 109 名学员从该

同尺度与模拟和观测相关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

培训中受益。在 GAW 合作中心（如 NOAA-全球监

能力。

测处（GMD）（美国）、太阳能和臭氧实验室（捷

6.2.3

克共和国）、加拿大气象局、日本气象厅（JMA）、

意，并鼓励进一步开展试点项目。

EMPA 及其它地方组织召开了一些会员培训会议。

6.2.3.1

6.1.22

委员会对 GURME 试点项目的进展表示满
莫斯科区域水文气象局和莫斯科地区继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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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实施莫斯科 GURME 试点项目。气候特征的研究

6.2.5

工作继续进行。特别是正在研究行星边界层的热结

特大城市空气污染研究中具有潜能力的有效观测

构及其与汽车尾气排放污染的关系。而且，与莫斯

手段，是城市边缘有区域代表性的站点与 GAW 监

科政府生态局合作建立了一个基于天气预报的制

测网络建立连接的一种途径。被动采样器试点项目

作短期空气污染预报的系统。在莫斯科这个特大城

在 GURME 支持下在全球城市站点展开。在 1999

市里，由 25 个站同时监测空气污染和气象条件的

年 9 月至 2001 年 5 月期间，获得了亚洲、非洲、

网络已经建立，并计划建立更多的观测站。这项进

南美洲和欧洲 50 个台站的二氧化硫，氨气，臭氧

行中的工作由莫斯科政府环境局共同实施。公布天

和非甲烷碳氢化合物气体测量资料。这一研究的成

气资料、影响城市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当前

果已在《大气环境》刊物上发表。委员会认为 GAW

环境资料和短期预报的公共互联网信息系统继续

应举办一次有关精确被动采样专题的专家研讨会，

得到开发和实施。这些信息每日由莫斯科政府生态

以编写体现当前所有成果的文件，并使发展中国家

局和莫斯科及莫斯科区域水文气象局联合进行制

的用户与专家建立联系。

作。莫斯科 GURME 试点项目已经延伸到俄罗斯联

6.2.6

邦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局（ROSHYDROMET）的

培训组（GTT），其成员包括 WCP 城市气候学（包

上伏尔加地区分局和下诺夫哥罗德地区。

括培训）专家组组长以及世界银行的代表。该组正

被动空气化学测量是一种在发展中国家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已经建立了 GURME

北京试点项目的第一阶段进入尾声。来自

在着手为空气质量预报基础课程整理和编写培训

不同部门的大约共计 75 人参与了该项目。研究主

教材。这些教材将于 2006 年在利马举行的培训研

题包括：北京城市星际边界层（PBL）结构及其大

讨班上首次使用。而后这些教材将可通过互联网索

气穹面的形成机制；北京空气污染的化学特征及其

取，委员会推荐其在其他地区举办的培训班上使

时间和空间变化；北京地区的空气污染模拟、北京

用。委员会欢迎 GURME 关于建设一个基于互联网

空气污染预警系统方案；以及调节和控制原则以及

的数据库的倡议，通过一份会员调查问卷，内容涉

北京空气污染综合控制和改进方案。这包括化学和

及附有模式类型、时间和空间分辨率、可用性等信

气象观测，远距离源的贡献，包括沙尘暴的影响以

息的城市空气质量模式以及空气质量模式或预报

及热岛研究。2005 年，开发了城市空气污染预测系

的现实可能性等问题。在 2006 年完成此项工作时，

统（CAPPS）用于提供 47 个城市的空气质量预报。

将满足任何用户访问该数据库以调用任何有关模

该研究还包括研究城市化对区域气候变化的影响。

式类型信息的需求。

该项目下一阶段的重点将放在新北京和即将到来

6.2.7

的 2008 年奥运会。

交叉合作。由“公众天气服务”制定的《生物气象和

6.2.3.2

6.2.4

2002 年 10 月在墨西哥举行的 GURME 空

委员会注意到 GURME 在 WMO 计划下的

空气质量预报准则》
（PWS-10，WMO/TD-No.1184）

气质量预报专家研讨会，使科学家和从事业务问题

包含了 GURME 的贡献。仪器和观测方法第 81 号

研究的人员会聚一堂，最终提出了 “改进拉丁美洲

报告，由 Tim Oke 撰写的《城市站点有代表性气象

城市空气质量预报” 的 GURME 试点项目。墨西哥

观测初步指南》（WMO/TD-No.1250），有助于

城，智利的圣地亚哥和圣保罗作为大城市都面临着

GURME。与欧洲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合作（COST）

共同的空气质量问题。作为第一步，于 2003 年 10

728 行动 – “加强中尺度气象模拟能力用于空气污

月在圣地亚哥举行了一次拉丁美洲项目空气质量

染和扩散应用”和 732 行动 - “微尺度气象模式的质

预报研讨会。会议使学术界，政府研究院所和工业

量保证和促进” 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这些行

部门的代表坐到了一起。这次活动还包括有关遥感

动中，尤其是在培训、模式检验和模式信息反演（调

应应用于空气质量评估的培训。该项目将以在显现

查问卷）活动中存在密切的合作。通过在几个主要

的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 国际全球大气

会 议 和 专 业研 讨 会 上 的基 调 发 言 和其 他 报 告 ，

化学计划（IGAC）拉丁美洲特大城市计划为依托。

GURME 作为一个交叉性城市空气质量计划得到了

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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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获得了出席了

定的 GAW 战略实施计划必须考虑 GURME 的端对

这些会议所需的资助。

端问题，也就是把观测问题与发展中国家所需的资

GURME 已经为新提出的几个化学天气预

料同化技术、数值模型、不同的分发方法和能力建

报的倡议做出了贡献，成为了不断由 GAW 提供的

设联系起来，使它们能够从 GURME 中充分受益。

6.2.8

综合全球大气化学观测产品的一个重要用户。在
2005 年 6 月 NOAA 发起的“化学资料同化和空气

7.

天气预报和热带气象研究（议题 7）

质量预报资料需求研讨会”上，GURME 给予了协

7.1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包括科学指导委员会

作。研讨会集中了来自研究和业务模拟界的 36 位

主席的报告（议题 7.1）

代表，讨论了同化微量气体和颗粒物资料同化后用

7.1.1

于空气质量模拟预报模式的当前认知状况，提供了

科学指导委员会（SSC）主席 Philippe Courtier 博士

更好的化学初始化和总体预报准确率。还讨论了来

（法国）的报告，该报告突出介绍了 WWRP 的发

自地基、探空和卫星平台的实时监测资料，其资料

展。委员会称赞自 CAS 第十三次届会重新设立 SSC

需求和资料的来报率。研讨会的目标是发现那些能

以来，SSC 为实施 WWRP 所完成的工作。WWRP

够有望转化为业务预报系统的技术，确定那些可提

成功地作为本委员会活动的一个焦点，并为一些国

高对这一新领域认知水平所需的研究方向。委员会

家项目增加了一个积极的国际氛围。

欢迎这些活动，其重要性在于这些活动使 GAW 界

7.1.2

的观测能力与化学天气预报的需求相匹配。

取得的成功感到满意，该计划旨在改进对大山脉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负责 WWRP 的 CAS

委员会对中尺度阿尔卑斯山计划（MAP）

认识到目前各会员使用了大量不同的城

（如阿尔卑斯山）附近高影响天气的了解和预报工

市空气质量模拟系统，委员会敦促 CAS 考虑开展

作，并在了解造成强降水的潮湿气流与山脉之间相

模式对比研究，以确定高分辨率城市空气质量模式

互作用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奠定了基础。

中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并确定那些最合适的模

7.1.3

式，尤其是在线和离线方法各自感兴趣的最佳模

年悉尼预报示范项目及后续的雷暴交互式预报系

式。

统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这是一种研究向业务有效转

6.2.9

6.2.10

委员会注意到大城市中空气质量监测越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在实施 WWRP 2000

化的例子。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 WWRP 飞机行行中

来越重要，这是由于城市居民越来越关注空气质量

7.1.4

以及关系健康的某些“天气敏感”疾病，如哮喘。这

结冰项目（AIFI）在过去几年中所取得的重大进展，

为 NMHS 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它们能够在改善城市

并注意到在目前计划下所完成的活动。认识到航空

空气质量以及为所有相关社会经济部门（如人类健

工业对天气信息的要求和需优先考虑的事项，委员

康）作出决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委员会认识到需

会希望获取有关航空预报/临近预报及相关天气灾

要基于以下实验性设计问题制订最佳做法指南：(a)

害的新项目提议。该项目需要与航空气象学委员会

气象和空气质量观测；(b) 在线 NWP 和离线空气

（CAeM）进行密切协调。

质量模式； (c) 满足用户需要和与决策者沟通的有

7.1.5

效方式； (d) 通过建立信息－评估－反馈和再定位

海高影响天气的地中海飓风试验）第一阶段的工

这种例行程序，与包括卫生部门在内的各关键部门

作，它包括发展动力气候学、更好地理解气旋的起

缔结伙伴关系；(e) NMHS 和关键部门能力建设的

源和演变、确定最敏感的地区和评估对社会产生的

方式。

影响。委员会也注意到第一阶段没有全部完成的任

6.2.11

鉴于 GURME 报告称它取得了大量成果并

委员会注意到完成了 MEDEX（生成地中

务被纳入 MEDEX 第二阶段，并欢迎把 MEDEX 作

且许多会员国发言表示支持，委员会认识到需要在

为欧洲对 THORPEX 贡献的一个组成部分。

2008-2015 年 GAW 战略实施计划内规划 GURME

7.1.6

的未来，OPAG-EPAC 目前正在编写该实施计。制

准备 WWRP 预报示范项目所付出的努力，其目的

委员会注意到 CMA 和 WWRP 的 SSC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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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点研究对流风暴路径、降水和灾害性天气事件

国家的生活和经济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增强发

的临近预报和甚短时时预报（0－6 小时）；以及一

展中国家的科学和预报能力的必要性。在这方面，

个用于中尺度资料同化和 6－36 小时中尺度集合预

委员会支持 SSC 作出的决定，即发起一种名为发展

报的 WWRP RDP，这些项目都是与北京 2008 年奥

中国家预报示范项目（DC-FDP）的新型研究项目，

运会结合起来的。委员会认为成功地实施这些项目

该项目需要有关的发展中国家、有关的区域气象中

将展示最先进的临近预报和中尺度集合系统如何

心及感兴趣的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参与。委员会坚决

改进天气预报服务。

鼓 励 发 展 中 国 家 尤 其 是 LDC 更 加 积 极 地 参 与

委员会对 SSC 批准 MAP D-PHASE FDP

WWRP 的活动。由于与 THORPEX 示范项目相联

表示欢迎，其目的是展示预报强降水和相关洪水事

系并强调预报的应用，所以这些项目有可能大大提

件的效益，这主要是因为改进了认识，改进了大气

高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用的预报产

水文模拟以及 MAP 研究工作所带来的技术进步。

品的能力。

设计了基于高分辨率和决定论模拟的端到端的洪

7.1.12

水预报系统，且所有的阿尔卑斯山国家都支持该系

洋观测资料同化国际研讨会（2005 年 4 月，捷克共

统。委员会欢迎 MAP D-PHASE 在地形降水领域与

和国，布拉格）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并对澳大利亚

对流和山脉引发降水的研究（COPS）开展强有力

提出于 2009 年举办有关该主题的下次研讨会表示

的合作，并鼓励其与北京 2008 年中尺度集合预报

欢迎。

RDP 开展强有力的合作。

7.1.13

7.1.7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第四次 WMO 气象海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 WWRP 关于提议的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在规划和实施一个

国际水文气象试验场（IHMT）特邀专家研讨会于

为期 10 年的 WWRP/GAW 沙尘暴（SDS）项目方

2005 年 5 月在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举行。会议的

面所取得的显著进展，其目的是解决全球的 SDS 问

目的是就 IHMT 的远景、目标和各个组成部分向

题，并从一个针对东亚、为期 5 年的试点项目开始，

SSC 提出建议。IHMT 的规划工作进展顺利。委员

同时与其它地方的有关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如欧洲

会认为 IHMT 的目标是促进从研究向业务的转变，

的利用卫星和实地资料进行全球和区域地球系统

这将把目前在 WWRP 下所设计的各项 FDP 和 RDP

监测（GEMS）和非洲季风多学科分析（AMMA）

活动联系起来。IHMT 希望让发展中国家和 LDC 的

项目）的项目之间维持强有力的联系。该项目所取

代表参与进来，以便它们在应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时

得的进步将有助于改进 SDS 的业务预报和预警系

候能够直接受益。

统。

7.1.14

7.1.8

委员会对 WWRP 临近预报工作组（NWG）

WWRP 新的 COPS 的 RDP 给委员会留下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感到高兴。SSC 于 2003 年建立

了深刻的印象，该项目的重点是研究低洼山区地区

了 NWG，其目的是推动以下工作的发展并提供咨

定量降水预报的改进。COPS 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将

询，即临近预报科学的长期发展，包括通过 RDP

改进水文领域定量降水预报的应用，尤其是改进对

实现科学进步，通过使用 FDP 和试验场来把科技转

山洪暴发的预报。

化为业务。它满意地注意到 WWRP 临近预报培训

7.1.9

7.1.10

委员会欢迎有关提议，旨在开发一项与温

研讨会分别于 2003 年和 2005 年在巴西利亚（巴西）

哥华 2010 年冬季奥运会和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

和比勒陀利亚（南非）成功地举行。它还注意到在

分别有关的新的 WWRP RDP 和 FDP，为森林野火

组织 WWRP 临近预报和甚短时预报研讨会（2005

灾害制定的关于全球预警系统的 FDP 和一项关于

年 9 月，法国，图卢兹）方面与 CAeM 所开展的良

暖季降水协调研究的 RDP。这些提议为解决那些具

好合作，以及随后举行的一次关于临近预报和增值

有广泛全球应用的问题取得预报技术的重大进展

服务的 CAeM 研讨会。

提供了潜力。

7.1.15

7.1.11

委员会认识到高影响天气事件对发展中

委员会欢迎为规划和实施未来 WWRP 项

目的检验部分而建立数值试验（WGNE）联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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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WWRP 检验的工作组（JWGV），从而担任开发

气研究计划”建立的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ISSC）

和分发新检验方法的联络员；并推动和鼓励有关检

所完成的工作。委员会还对众多科学家们表示感

验方法论的培训与普及工作。它满意地注意到于

谢，他们以其专业知识为本计划目前取得的成功做

2004 年 9 月在蒙特利尔（加拿大）成功地举办了国

出贡献并仍继续做出贡献，它特别注意到加拿大、

际检验方法研讨会；开发了一个关于检验方法的资

中国、法国、挪威、美国和英国继续它们的财政支

讯网站；并拟定了降水预报的检验标准。在这方面，

持，以及中国为 IPO 提供了派遣专家。委员会进一

委员会敦促检验工作组与 WMO 下属的其它委员会

步注意到执行理事会（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和第五

的检验组保持密切联系，如 CAeM 下属的 OPAG ，

十七次届会）
对 THORPEX 给予的特别关注和指导，

即：
“培训、环境和航空气象新发展”
（TREND）工

以及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赞同 THORPEX 的

作组绩效衡量专家组。

2005—2014 年国际研究实施计划、既定的管理机制

7.1.16

委员会支持 SSC 为建立一个社会影响咨

和由 ICSC 为实施阶段设定的组织结构，其初期预

询组（AGSI）所提供的思路。咨询组将是所有

算为 120 万美元。

WWRP 项目和工作组的源泉，并向 WWRP RDP 和

7.2.2

FDP 提供支持以及作为伙伴参与它们的工作。咨询

更多的会员承诺支持信托基金。它还鼓励

组还应与有关的 WMO 活动和计划（如有关防灾减

THORPEX 根据今后财政捐款的合理预期来重新考

灾的计划）开展协调。

虑其整体的工作计划和规划。委员会特别要求 IPO

7.1.17

委员会认识到，由于对环境变化预测认识

委员会注意到预算问题的紧迫性，并敦促

主任在不损害计划产品的前提下，寻求方法简化结

的加深以及在预测系统和预报应用领域更多地融

构以降低成本。

入海洋要素并与之开展越来越多的合作，所以天气

7.2.3

研究和预测工作是不断发展演进的。委员会也注意

届会的意见，即提请重视绝大部分 WMO 计划在

到 WWRP 的工作变得日益复杂，并相信重要的是

THORPEX 中的明显作用：跨计划活动与建立合作，

应拟定一套指南（战略计划）来指导今后的工作。

委员会注意到 ICSC 迅速采纳了执行理事会第五十

应考虑拟定该计划内的子计划，以帮助有效地实施

六次届会的建议，例如，CBS 通过其副主席和管理

该计划，推广从该计划示范项目中获得的能力并进

组的协调并向 THORPEX 提供指定专家，为所有的

行相关的整合。在此之后将制定一份实施计划。

OPAG 提供全面支持，反之亦然；THORPEX 的计

委员会还注意到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

认识到未来四年期间继续需要专家对

划与全球多灾害早期系统和 GEOSS 框架中所要求

WWRP 的有关领域提供咨询，委员同意建立议题

的研究保持一致；在与天气和气候预报界结成伙伴

12 下所指 WWRP 联合科学委员会（JSC）
（见本报

关系方面，THORPEX 和 WCRP 已取得重大进展，

告附录 2）。委员会还对议题 12 下详细给出的工作

其目标是要在 10 年内开发出一个统一的全球天气/

结构进行澄清表示欢迎。

气候预测系统，这项工作将分别通过地球系统协调

7.1.18

观测和预测（COPES）和 THORPEX 实施计划加以
7.2

7.2.1

THORPEX：一项世界天气研究计划，含

解决，现正考虑在 JSC 与 THORPEX 的工作机构间

国际核心指导委员会主席的报告（议题

就这一合作的优先重点做出工作安排；JCOMM 和

7.2）

CCl 也在采取一些其他措施。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 THORPEX

ICSC

7.2.4

委员会对研发 THORPEX 交互式全球大集

主席 M. Béland 先生和 THORPEX 国际计划办公室

合（TIGGE）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尤其感到高兴，它

（IPO）主任 D. Burridge 先生的报告，报告强调

是用以指导研发合理的全球交互式预报系统

THORPEX 自其在委员会上次届会上创立以来的发

（GIFS）的多模式集合预报系统的原型。在第一阶

展。委员会赞赏 ICSC 和根据第十四次世界气象大

段，TIGGE 将为所有 WMO 会员提供对集合预报产

会（Cg-14）“决议 12 —— THORPEX：一项全球大

品的近实时访问，用于研究目的。委员会感谢欧洲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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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CMA 和美国国家

限之前实现提前 5 天发布热带气旋的概率预报。委

大气研究中心（NCAR）承诺主办最初的 TIGGE 资

员会同意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的意见，认为

料档案中心，还感谢主要业务中心承诺为 TIGGE

要达到这一强度的目标对于研究是一项有难度的

第一阶段的档案提供近实时的集合预报产品。

挑战。

7.2.5

委员会注意到二、四和六区协的

7.3.3

委员会对于 TMRP 正在着手解决的各项

THORPEX 区域组织，包括由各区域协会提名的

问题表示满意。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2002 年 12

WWRP/THORPEX 报告员，还注意到为在一区协内

月在凯恩斯（澳大利亚）举行的第 5 次热带气旋国

发起与卫生和农业有关的示范项目所做的努力。委

际研讨会（IWTC-V）达到了促进研究和预报人员

员会高兴地注意到在澳大利亚和南非的领导下，并

之间信息交流的目标，为改进热带气旋的早期预警

在新西兰、智利、巴西和库克群岛的积极参与下，

做出了贡献，同时委员会还注意到发布给各会员的

THORPEX 在南半球的伙伴关系得到迅速发展，其

IWTC-V 最终报告包含了分别针对 WMO、研究界

中可能包括一、三和五区协的国家。委员会注意到

以及热带气旋业务预报员的非常重要及有用的建

THORPEX 强调社会和经济效益对于 WMO 会员十

议。委员会敦促其会员及相关方面致力于实施有关

分重要，还注意到那些正在开展的旨在说明改进的

其活动的建议。特别地，委员会鼓励所有 NWP 中

预报对于用户的实用性的活动。

心通过 GTS 或互联网实时发布热带气旋路径（例如

委员会对于 THORPEX 的 IPY 活动、

位置、强度）以及其它环境信息，这对于发展中国

THORPEX 和 AMMA 间 拟 定 的 合 作 ， 以 及

家具有无法衡量的价值，并且为通过集合平均或共

THORPEX 参与 GEO 的工作计划感到高兴。这些多

识预报途径利用此类产品开发一个有效的工具。

样性的活动表明 THORPEX 的核心科学目标对于其

7.3.4

他许多团体的重要性。

举行的第一次热带气旋登陆过程国际研讨会

7.2.6

委员会注意到，2005 年 3 月在澳门（中国）

委员会欢迎根据重组建议来明确

（IWTCLP-I）就四项优先研究领域达成了一致，优

THORPEX 的作用，并鼓励进一步考虑进行社会经

先研究领域强调了热带气旋路径的预报、定量降水

济应用研究的合理化时机。在委员会的天气研究部

预报、结构/强度变化、以及风暴潮，有针对性地解

分，还存在其他的合理化与合作时机，特别对于热

决 TCP 指出的问题。委员会鼓励进一步制订有关研

带气象研究 – THORPEX 为项目的有效实施和执

究项目的科学和实施计划，将这些问题作为当务之

行提供了极好的工具和手段。

急加以解决，同时要求 TMRP 继续开发热带气旋的

7.2.7

概率预报技术，并与 TCP 合作对热带气旋和热带气
7.3
7.3.1

热带气象研究计划，含工作组组长的报告

旋预报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量化。

（议题 7.3）

7.3.5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 CAS 热带气象研究

旋国际研讨会（IWTC-VI）的计划和筹备进展顺利，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第六次 WMO 热带气

计划工作组（WGTMR）组长陈联寿先生（中国）

此次会议将于 2006 年 11 月 21－30 日在哥斯达黎

所作的报告，并且高度赞扬 WGTMR 自 CAS 第十

加圣何塞举行，会议主题为 “关于有效预警系统的

三次届会重新组建以来，在实施 TMRP 方面所完成

热带气旋登陆量化预报指南”，鉴于 2005 年大西洋

的工作。

和太平洋热带气旋所造成的灾害，委员会认为这是
委员会也注意到 EC-57 批准召开有关 TCP

一个适时的主题。与此相关的，委员会满意地注意

有效预警问题的热带气旋计划专家会议（日本，神

到为此次研讨会成立了一个新的国际委员会，由林

户，2005 年 1 月），并且特别要求所有热带气旋区

超英先生和 J.C.-L.Chan 先生（中国香港）两位联合

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和热带气旋预警中心

主席领导，该委员会将负责 IWTC- 4 的组织工作。

（TCWC）应当在 2015 年前努力将热带气旋路径和

7.3.6

强度的预报精度提高 10%，这些机构应当在同一时

评估气候变化对热带气旋的影响）准备并由澳大利

7.3.2

委员会收到了由 TMRP TC2 项目（科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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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提交的关于热带气旋和气候变化的声明草案；并

空前的野外试验组成，内容涵盖季风系统的大气、

对此表示感谢。它注意到《美国气象学会公报》所

海洋和水文各个方面。得到的数据将提高对造成季

发表的 Henderson-Sellers 等人（1998 年）在早期研

风降水时空变化过程的认识，并能改进数值预报技

究中所得出的结论目前仍然有效，但是新的声明草

巧以及气候模拟水平。该计划包含一个在水资源、

案提供了更多的有用信息。它也注意到作者希望在

粮食安全和健康领域应用的部分。鉴于所涉及的经

IWTC-6 上对该文件定稿，并提请会员通过秘书处

费，委员会鼓励 NMS 和国际科学界对 AMMA 计划

提供有关声明草案的建议。尽管认识到此项事宜的

的成功实施给予支持。

重要性，但委员会还是决定延期执行 WGTMR 的建

7.3.11

议：即在 IWTC-6 讨论并批准该该声明草案之后，

改进对夏季/冬季风的爆发、强度和变率的了解和预

才在 WGTMR 中建立 CAS 气候变化对热带天气系

测（短期和长期）方面，新德里（印度）、吉隆坡

统影响的专家组。

（马来西亚）以及内罗毕（肯尼亚）的季风活动中

在支持 M2 项目（长期亚洲/非洲季风研究）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针对热带气旋登陆

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委员会对此表示满意。这些

的几项外场试验的成功及成绩，其中包括：澳大利

中心应当增强其活动，从而成为有关季风预报的

亚热带气旋沿海影响计划（TCCIP）管理下的几项

NWP 产品的发布和协调中心，以及成为这些区域

试验；加拿大过渡性热带气旋外场试验；中国登陆

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和年际变率研究的

台风试验（CLATEX）；以及美国耦合边界层海气交

数据中心。

换项目（CBLAST）。这些试验使得对于结构/强度

7.3.12

变化中的关键物理过程以及热带气旋登陆过程中

珀斯举行的关于热带亚热带相互作用的 WMO 国际

的运动、维持、消散、降水等有了更好的了解，最

研讨会，其目的在于增进对于热带和亚热带之间相

终改进了预报。

互作用的了解，并且为有关热带气旋向亚热带过渡

7.3.7

7.3.8

委员会注意到季风预测方面的活动，并且

委员会注意到，2005 年 12 月在澳大利亚

的 THORPEX 和 IPY 项目制订计划。

赞赏地注意到第三次季风国际研讨会（IWM-III）

7.3.13

于 2004 年 11 月在杭州（中国）成功举行。C.P.Chang

发达国家开展技术转让的重要性。与此相关，委员

先生（美国海军研究生院）担任主席的东亚季风国

会对侧重培训的亚/非季风第七次 WMO 区域研讨

际委员会（IPEAM）编辑并出版了一系列季风气象

会（中国南京，2004 年 10 月）的成功组织表示满

学丛书，以及《全球季风系统：研究与预报》

意，并且鼓励在此计划下继续开展培训活动。

（WMO/TD-No. 1266），这些出版物为通过季风预

7.3.14

报的研究人员、预报员和用户之间新的构思及成果

目（美洲季风研究）应当与 WCRP 之下的气候变率

的交流以推进季风研究的应用提供了基础，委员会

与预测（CLIVAR）/美洲季风系统变率（VAMOS）

也对此表示感谢。

建立密切的合作，以鼓励美洲地区的合作研究活

7.3.9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中国正在安排一项

委员会强调了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

委员会批准了 WGTM 的建议，即 M3 项

动，并且促进有关研究与预测的知识和方法的普

SCSMEX 预研计划，即 “M1 项目（东亚季风研究

及。

项目）支持下的东亚季风试验”。委员会同意中国

7.3.15

提出的关于在北京为 M1 项目建立东亚季风活动中

的成雨系统，包括热带辐合区（ITCZ）），委员会批

心的建议。该中心的主要功能将包括：（a）提高东

准了 WGTMR 所作的决定，即建立一个新的指导委

亚季风监测、预测和服务的业务能力；
（b）提供有

员会以确定该领域的研究活动。

关亚洲季风的培训；
（c）东亚季风研究的组织和协

7.3.16

调活动。

TMRP 相关领域的专家建议来源有持续的需求，委

关于 AZ1 项目（热带和亚热带干旱和相关

鉴于已经公认在接下来四年当中，对

委员会强调了正在开展的 AMMA 国际研

员会考虑了未来的热带气象研究领域的工作组织，

究计划的重要性，该计划由在西非开展的若干范围

并决定重新建立热带气象工作组（WGTM）（如本

7.3.10

总

摘

要

报告的附录 2）。
7.3.17

委员会要求 WGTM 密切关注在 LTP 框架

(议题 8)
8.1

云物理和化学及人工影响天气研究计划，
含工作组组长的报告（议题 8.1）

下有关其工作的战略计划制订情况。开展这项工作
应当与 WWRP JSC 制定的战略计划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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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委员会注意到70多个国家明确表示对人

委 员 会 还 要 求 WGTM 制 定 一 个 包 含

工影响天气活动方面的信息和指导感兴趣。目前全

TMRP 主要工作的实施计划，以便委员会及其管理

世界正在开展的人工影响天气活动有数百个。有必

组在休会期间掌握工作优先重点和研究成果。委员

要开始考虑人工影响天气这一大的主题，既有益于

会要求该计划提交给 2007 年召开的 WWRP 联合科

人工影响天气的科学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应对越来

学委员会会议审议。

越多的水相关需求和处理日益增长的全球人口所

7.3.18

面临的更多的与天气相关的风险。
7.4

数值试验，
含工作组组长的报告（议题 7.4）

8.1.2

7.4.1

委员会赞同地注意到，WGNE 在促进应用

及人工影响天气研究工作组组长J.-P. Chalon先生

于天气预报和气候研究的大气模式开发方面开展

（法国）的报告。委员会获悉该工作组对 “WMO

了广泛的活动。特别是，WGNE 通过增加与 WWRP

人工影响天气声明” 和《WMO人工影响天气活动

的协作，尤其通过参与 THORPEX 的规划与实施，

规划指南》进行了审议并提出更新建议。此外，工

使其在对 CAS 支持的作用得到了增强。并且，通

作组还撰写了一份 “WMO人工影响天气声明的执

过与各业务中心保持密切联系，WGNE 确保了数值

行摘要”，总结了各种人工影响天气项目中使用的

天气预报研究与业务之间的协同性，支持了 CAS

不同技术，并指出可以给予这些技术多大的可信

由研究向业务转化的目标。

度。然而，委员会对这些文件没有经过充分的科学

委员会注意到并赞赏CAS云物理和化学

WGNE 强调了在 THORPEX 科学计划中

同行评审且执行摘要部分没有充分体现出声明的

所概述的天气与气候相衔接的重要性，委员会对此

内容表示关切。委员会因此同意把这些文件转给

表示赞赏；委员会还注意到 WGNE 主动向 CLIVAR

CAS管理组，目的是制订出审核工作组文件的程

季节与年际预测工作组（WGSIP）协商，以考虑利

序。此外，委员会还建议：

用季节预测系统研究上述问题的可能性。

(a)

7.4.2

要求以前工作组的成员担任起草小组

委员会也注意到了 WGNE 参与审议再分

的成员，与新组建的人工影响天气专家

析和资料同化项目，并向委员会通报有关这些活动

组一起，负责答复收到的评审意见并向

的进展的重要性，这些活动为大量地球系统反演研

管理组提供这些文件的修订本；以及

7.4.3

究和分析提供了资料。
7.4.4

(b)

WGNE 将重点放在模式检验上，特别是最

管理组对这些文件的进一步处理做出
决定，包括在有要求时需要进行额外的

近就模式检验成立了 JWGV，委员会对此感到高兴。

审核。

JWGV 已经在积极组织一次有关就检验方法的国际

委员会表示它希望修改后的文件能在CAS第十五

研讨会，并且已经为业务 NWP 模式量化降水预报

次届会前通过。

的检验和比对活动准备了一套推荐方案，这些模式

8.1.3

正由各业务中心在进行实施。

建议设立了国际气溶胶－降水科学评估组

委员会注意到，针对第十四次大会提出的

委员会还对 WGNE 着重于大气和海洋模

（IAPSAG），负责审核目前对自然和人为气溶胶影

拟研究活动的文件整编工作表示赞赏，并且指出工

响降水的科学认知水平。审核工作正在进行，已向

作组的年度报告对于模拟界做出了颇有价值的贡

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进展报告（议题8.2）。在审核报

献。

告出来后，新组建的人工影响天气专家组将承担对

7.4.5

该报告内容的审核。
8.

云物理和化学及人工影响天气研究

8.1.4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工作组第21次会议

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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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摘要和建议，它提请注意以下9个领域的科学发

专家研讨会的建议。该研讨会将主要讨论气雾室中

展：即云人工增水、消雾、消雹、人工影响云、基

云特性的模拟。

础云物理学和化学、云物理学应用、云模拟、云电

8.1.7

学、雷达和其它仪器。在云微观物理学、数值模拟、

次大会节略报告（WMO-No.960）》总摘要第3.3.5.3

统计和观测技术方面已取得了长足进展。

段）的意见，委员会要求新组建的人工影响天气专

8.1.5

委员会就工作组的建议进行了辩论并认

(b)

(c)

(d)

(e)
(f)

(g)
(h)

(i)

(j)
(k)

8.1.6

家组做出安排，审查衡量人工影响天气实验是否取
得成功的标准，并结合云微观物理观测最近取得的

为：
(a)

针对第十四次大会（《含决议案的第十四

应研究云的变化规律以及云对各种类

进步、统计数据的应用和科学讨论来重新定义标

型催化的反应，包括对催化和环境的影

准，并在此后起草一份进展报告供大家讨论。

响；

8.1.8

需要开展更为详细的微观物理学研究，

增水项目（PEP）第3号报告最新版的定稿所付出的

为大尺度数值模式中的参数算法提供

努力。委员会要求该文件的最新版应反映最新的相

支持；

关成果。委员会同意在编写WMO PEP报告最新版

需要更多地利用现代雷达技术来提高

时还应参考具有这种性质的其他可适用文件，并要

对涉及人工影响天气的各种云过程的

求新组建的人工影响天气专家组编写这份报告。

认识；

8.1.9

需要深入研究如何消除暖雾，消雾活动

一张光盘，其内容包含过去WMO PEP的一系列报

应与减少农作物和植被冻害的活动多

告。考虑到六份WMO消雹研究报告中所含信息的

多联系起来；

价值，委员会要求WMO秘书处用光盘发布这些文

需要开展一些研究计划来更好地理解

件。

冰雹物理过程和催化的效率；

8.1.10

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自然和人为气溶胶

取得的重大技术进展，它们为证明和更好地理解强

的源、汇和输送，这些气溶胶如何与云

雷暴和产生冰雹的风暴开辟了新的途径，这将给消

和降水过程发生相互作用以及如何把

雹的可能性带来更多信心，至少对于不太强的雹

这些过程体现在数值模式当中；

暴。有兴趣的机构可以参考世界上知名科学中心在

需要有更多的NO和NO2 垂直分布资料

人工影响天气项目的规划、组织和执行方面获得的

来检验含云电学的模式；

经验。

应进一步努力在人工影响天气部门和

8.1.11

大气科学部门之间建立建设性的合作

利亚阿拉伯共和国）为阿拉伯联盟有关会员举办的

关系和科学联系；

WMO区域云物理和人工影响天气研讨会做出的结

需要举办 WMO 研讨会和培训计划，帮

论和提出的建议，24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本次会

助各国开展云物理和化学及人工影响

议。委员会注意到提出的重点是需要全面研究云和

天气研究活动；

降水气候学、云微观物理的知识和在开展人工影响

应鼓励培养与人工影响天气相关学科

天气活动前准备合适的项目设计。它还注意到需要

的年轻科学家；

建立包含人工增雨相关信息的“数据库”，让感兴趣

2007 年在土耳其举办的人工影响天气

的非洲、地中海和中东国家受益。委员会注意到迫

培训研讨会之前召开 WMO 第九次人

切需要云物理方面和在各区域的人工影响天气应

工影响天气科学大会。

用方面的培训。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俄罗斯联邦提出的

2007年在奥布宁斯克举办WMO云物理和人工影响

8.1.12

委员会注意到WMO秘书处为WMO人工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WMO秘书处发行的

俄罗斯联邦向委员会通报了过去十年中

委员会获悉了2003年10月在大马士革（叙

委员会注意到第十四次大会（参见《第十

四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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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No.960）》，总摘要第3.3.5.7段）敦促其会

立工作程序并启动工作。委员会深切地感谢 Hobbs

员、WMO技术委员会和秘书处继续推进 “地中海-

先生在 2005 年 7 月之前在将评估工作推向第一阶

欧 洲 东 南 部 - 中 东 人 工 增 雨 项 目 ”

段过程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同时感谢其继任者特

（MEDSEEME-PEP），同时有鉴于委员会早先所认

拉维夫大学的 Z. Levin 先生。委员会感谢加拿大环

识到的该项目的潜在重要性（《第十三次大气科学

境部承办由 WMO 的支持下推动举办第一次评估研

委员会届会含决议案和建议案的节略报告

讨会该研讨会（2006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2 日，

（WMO-No. 941）
》，总摘要第6.10段）
，要求新组建

多伦多）以及对评审过程的支持。委员会敦促各会

的人工影响天气专家组跟踪各种发展并协助向涉

员支持这一重要的科学评估工作，普遍认识到该评

及到的20多个会员提供咨询。

估工作与气候变化、供水和灾害性气象事件风险高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塞尔维亚和黑山共

度相关。委员会建议 WMO 支持于 2006 年召开最

和国提出的关于在WMO框架内建立国际人工增雨

后的一次研讨会，并支持及时完成经评审的评估报

研究计划的建议，这项计划可利用塞尔维亚和黑山

告，以提交给分别于 2007 年召开的下次 WMO 大

共和国的大量基础设施。委员会将此问题转交给新

会和 IUGG 大会。

8.1.13

组建的人工影响天气专家组作进一步研究。
8.1.14

委员会认识到会员对人工影响天气科学

8.3

学和实践优秀奖（议题 8.3）

及其应用具有持续的兴趣，因此设立了人工影响天
气专家组（参阅本报告的附录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推进人工影响天气科

8.3.1

委员会注意到，第十四次大会已向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总统事务部水资源研究司转达了谢意，
8.2

8.2.1

WMO/IUGG 气溶胶对局地、区域和全球

该司在 WMO 的协作下提供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推

尺度降水影响的科学评估。国际气溶胶降

进人工影响天气科学和实践优秀奖。经由加拿大、

水科学评估组组长的报告（议题 8.2）

中国、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和美国的世界知名科

委员会注意到 2003 年举行的第十四次大

学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推荐、阿联酋推进人工影响

会（《第十四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

天气科学和实践优秀奖颁发给了下列获奖者：

报告（WMO-No.960）》，总摘要第 3.3.5.4 段）对

(a)

南非国家降水研究和增雨计划（G. Mather、

CAS 提出要求，随后在 2003 年 7 月举行的国际大

D. Terblanche、F. Steffens、A. Gorgens 先生和

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IUGG）大会上通过了

L. Fletcher 女士）；

一项决议对该要求给予支持，以评估气溶胶污染对

(b)

降水的影响。委员会欢迎 WMO（CAS 主席作为代
表）和 IUGG（国际气象与大气科学协会（IAMAS）

斯诺，大气公司）；
(c)

作为代表）于 2004 年 5 月采取联合行动，设立了
IAPSAG，领导由华盛顿大学已故的 P. Hobbs 先生

T. J. Henderson 先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雷
B. Silverman 先生（美国科罗拉多州恩格尔伍
德）；

(d)

M. T. Abshaev 先生（俄罗斯联邦纳尔切克

牵头的项目 “气溶胶对降水所产生影响的科学评

ROSHYDROMET 高山地球物理所）和 G.

估” 的研究团体，并创建一个由加拿大环境部的 G.

Sulakvelidze、I. Burtzev、L. Fedchenko、M.

Isaac 先生牵头的独立的评审组。委员会进一步注意

Jekamuhov、A. Abshaev、B. Kuznetsov、A.

到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次届会赞同 CAS 主席为评

Malkarova 、 A. Terbuev 、 P. Nesmejanov 、

估筹备工作所提出的建议。

I. Shakirov 和 G. Shevela 先生；

8.2.2

委员会注意到，IAPSAG 的首次会议（2004

(e)

的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年 7 月，意大利，博洛尼亚）召开的并由 WMO 联
合发起的第十四次国际云和降水会议期间举行，旨
在审议评估报告的大纲；指定各章节的牵头人；建

中国人工影响天气研究所（中国气象局下属

(f)

P. Simeonov 与 P. Konstantinov、P. Boev 和 R.
Petrov 先生（国家气象水文局和保加利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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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共同联合组建的云物理和人工影响天气

9.2

组）；
(g)

(h)

气候活动的互动（议题 9.2）
委员会欢迎 WWRP/THORPEX 和 WCRP 合作

W. L. Woodley 与 D. Rosenfeld 先生（美国科

开展全球天气和气候预测研究，这有助于提高从一

罗 拉 多 州 利 特 尔 顿 Woodley Weather

天到数个季节的所有尺度的预报技术。该合作将包

Consultants 公司）；

括研究推进超高分辨率的全球天气和气候预报系

P. Hobbs 和 A. Rangno（美国西雅图，华盛顿

统的发展。该系统将解析从每日到十年间时间尺度

大学）。

的高影响天气事件。该系统将有助于改进短期天气

委员会对获奖者表示祝贺，同时对阿拉伯

灾害、气候变率和变化（包括极端事件气候学及其

联合酋长国总统事务部的大气科学司，其前身为水

固有的不确定性）的预报结果，并协助决策者和利

资源研究司，慷慨地提供该奖项表示深切感谢。此

益相关方作出减缓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决策。

8.3.2

奖项将鼓励在国际范围内提高这一重要领域的知
识水平，以满足世界众多地方在淡水日益匮乏的情

10.

况下对水的需求。

与委员会有关的 WMO 长期规划
(议题 10)

10.1

委员会回顾了第十四次大会通过的 6LTP

9．

气候研究（议题 9）

（2004-2011）、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次届会确定的

9.1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以及地球系统的协调

指导意见和指示以及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

测和预测（议题 9.1）

为 7LTP（2008-2015）作出的规划。委员会注意到

委员会赞同 WCRP 在执行过程中所取得

在 AREP 范畴内开展的活动主要执行了战略 5 和 6

的进展。特别指出的是，委员会完全同意 2005-2015

并为战略 1、2 和 8 做出了贡献，它们主要涉及服

年引入 WCRP 战略框架，即：COPES，该框架所

务交付、基础设施和预报的加强以及为实现与战略

述的目标是：推动对地球系统变率和变化的分析和

1 到 4 相关的目标需要建立的伙伴关系。

预测，以便加大与社会有直接关联、为社会带来直

10.2

接效益和价值的实际应用的范围。

满足研究和开发，以及各项计划和活动在多大程度

9.1.1

委员会讨论了目前的业绩指标是否能够

委员会还注意到 COPES 尝试和 IGBP、

上与 6LTP 完全一致。它认为委员会需要确定更为

THORPEX 和 START 开展密切的协作，以便解决一

有效的业绩目标和衡量指标，对 7LTP 有直接推动

些关键的研究性挑战，即：从数周到数世纪为单位

作用的研究和开发制定更加透明的策略，和帮助评

的无缝隙预测；对更广泛的气候/地球系统进行预

估实现 6LTP 目标的进展。

测；展示 WCRP 支持的预测对于社会的用处。

10.3

9.1.2

委员会讨论了现今服务交付的需要和为

委员会提请注意本委员会修订后的职责

提供不久将来人们所需的服务而为会员配备工具

（议题 3）和调整后的结构（议题 12）。目前的趋

的需求之间达成适当平衡的重要性。委员会注意到

势是朝更广泛的监测和预报系统方向发展，并以比

任何未来的计划结构和 7LTP 都应更加重视研究和

过去更加广泛的方式涵盖环境预测。会上介绍了我

开发计划与业务计划之间的密切关系，寻找改善研

们可以与地球系统科学联系到一起的其他方面。新

究与业务衔接的途径，从而通过结合为解决短期、

的结构为 WCRP 和 WWRP（包括天气研究的所有

中期和长期业务需求而确定重点研究领域的需求

方面）之间的沟通提供了更完善的渠道。虽然已证

过程，实现 WMO 的总体战略。

明数值试验工作组的存在以及通过 THORPEX 开展

10.4

的合作是有效的联系纽带，但是加强热带研究（包

用。所有相关技术委员会的联合研究和开发活动目

括季风）和各种应用工作方面的协调仍很重要，如

前已是密切相互关联，它们为所有服务计划提供了

林区大火和永冻土层的研究及社会经济研究。委员

有效支撑。通过清楚地确定各项主要工作（观测系

会同意将此项任务交由 JSC/WWRP 负责。

统、业务预报服务、研究等）对交付预期成果的每

9.1.3

委员会讨论了研究和开发在 7LTP 中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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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战略的预期贡献，可以在 7LTP 中更加有效地体

感谢那些不再为 CAS 服务的人员并祝愿他们在今

现这种交叉作用。委员会审议了把研究转化为业务

后的工作中一帆风顺。

视为成功的研究和开发计划指标的重要性。要完成

12.2

这一点就需要负责服务的机构与科研界的密切合

会的有关决定，并考虑到在各个议题下所进行的详

作。委员会认为它的有些计划在实现这种合作方面

细讨论，委员会对其工作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

已取得显著进步，包括 WWRP、THORPEX、TMRP

12.3

和 GAW。

条件下以最有效的方式安排工作的结构提议，这是

根据 WMO 6LTP 的有关章节和执行理事

委员会讨论了主席关于在不增加成本的

委员会注意到需要在用户驱动研究（满足

因为委员会考虑到各个学科领域之间需进行更加

业务和服务需求）和由认知大气需求所推动的大气

密切的协调；越来越需要履行委员会日益扩大的职

科学之间维持投资平衡。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培

责并对新任务作出响应；需要专业技术以及目前的

养附属系统的完整性和能力，持续评价和检验效果

资金情况。委员会还注意到其它技术委员会采用新

并评估科学基础。

结构所积累的经验和产生的积极影响，这类新结构

10.5

委员会审议了总的长期规划程序、有用性

通过 OPAG 提供了更加灵活的且适应性强的组织

和改进的途径。有效的规划需要一个组织的所有部

方 式 。 委 员会 决 定 将 其活 动 组 合 为两 个 主 要 的

份均成为规划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委员会因而欢

OPAG：（a）WWRP；以及（b）EPAC。委员会确

迎为确保在编写 7LTP 过程中能考虑其意见所做的

定了每个 OPAG 内工作计划的主要部分，并从而确

努力。委员会注意到按 LTP 程序工作的重要性，以

定了本报告附录 2 中给出的主要活动、工作组和专

确保为取得相关成果和目标而制定战略。委员会注

家组。OPAG-WWRP JSC 和 OPAG-EPAC JSSC 将

意到，如果使用量化或（至少是）定性标准来衡量

领导和协调各自计划领域内的活动；并确保各个

在实现计划目标的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那么这种

OPAG 之间信息的定期交换；并根据出现的新任务

目标实现方式就更加有效。有鉴于此，委员会强调

提出对 OPAG 的组成进行适当调整的建议。希望

制定关键业绩目标的重要性，这些目标是实现 LTP

OPAG 的各个工作机构采用灵活的工作机制，包括

预期成果方面的一些量化措施。这些目标应通过成

电子通信和借助必要的论坛邀请更广泛的团体参

员的贡献以及计划本身的增值来记录集体取得的

与进来。委员会提请秘书处顺应其工作方法，在

成果和产品。应考虑设计常规调查以便基于关键业

OPAG 和 CAS 成员内部及其之间促进信息的沟通，

绩目标来评估成员实现目标的情况。

并根据现有的资金支持各机构的会议和其它工作

10.6

10.7

委员会要求其管理组编写 7LTP 中有关本

机制。

委员会的内容部分。这也是执行理事会长期规划工

12.4

作组和执行理事会本身将要提出的要求。

的工作结构并设立 OPAG。委员会同意在下次届会

委员会决定通过决议 2（CAS-14）落实新

上对该结构的效果及所产生的影响作出评估。它决
11.

科学讲座（议题 11）

定任命一名负责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的协调员

会议期间 G.S. Golitsyn 先生（俄罗斯联邦）

（参见议题 4.1）及一名负责防灾减灾的协调员（参

作了如下讲座：根据水文气象现象概率分布函数对

见议题 4.4），他们的职责见以下内容（总摘要第

大气涡旋的风险估算。该讲座的质量非常高，并受

12.6 和 12.7 段）。

到了热烈的欢迎。

12.5

委员会强调新结构的成功将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评估、指导和协调两个 OPAG 工作的有效
委员会未来的工作，含工作组成员、委员

的流程；在休会期间作出必要的调整；以及就有关

会成员和报告员的提名（议题 12）

事宜向主席提供咨询。因此，委员会决定通过决议

委员会感谢各个小组和委员会的所有组

3（CAS-14）的方式设立 CAS 管理组。委员会进一

长和成员对本委员会工作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尤其

步要求管理组审查开展中尺度天气预报

12.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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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RPEX 、 中 尺 度 天 气 预 报 工 作 组

组的工作，并向主席提交一份年度进展报告。

（WG-MWF）、临近预报工作组（WGN）和 WGNE）

12.9

的 OPAG-WWRP 下属的各个小组的使命并协调它

框架跨委员会专题组，并继续参加 2007-2008 国际

们的任务，以便他们的活动能够彼此互补并避免不

极地年 ITG。

适当的重复，或者对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以逐渐合

12.10

并一些相同的活动。委员会还要求管理组考虑关于

域研究重点和活动保持一致。委员会同意根据需要

云物理和化学的科学问题，因为不再将任务赋予某

指定 WWRP JSC 成员担任区域报告员，可以更好

个小组完成。

地整合计划并提高效率。委员会也感谢区域协会任

12.6

委员会注意到 “决议 9（EC-57）－防灾减

委员会同意指派一名代表参加质量管理

委员会认为重要的是要确保其工作与区

命的众多区域 GAW 报告员的工作，并提请其它区

灾”，并进一步决定任命一名负责防灾减灾的协调

域协会考虑指派一名报告员参加 OPAG-EPAC。

员，其职责如下：

12.11

(a)

(b)

协调委员会有关 DPM 的活动；向 CAS 管理

的建议并依据适用的有关规则来确定每个 OPAG

组和 OPAG 提供有关各种活动的适当信息和

下属的小组和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提请组长与秘

建议，从而为 DPM 计划做出全面的贡献；

书处合作制定可实现的目标以及适当的工作机制，

就有关的 DPM 活动与其它 WMO DPM 报告

确保所有的专家能够积极地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并

员/协调员及 WMO 秘书处进行联系。

做出贡献。

提请协调员向主席提交一份年度进展报告。
12.7

委员会要求 CAS 管理组根据 OPAG 组长

委员会注意到决议 9（EC-56）和 “决议

12.12

CAS 工作结构的组织机构图见本报告的

附录 3。

18（EC-57）－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并进一步
决定任命一名负责 GEOSS 的协调员，其职责如下：
(a)

(b)

13.

审议委员会以往的决议和建议以及执行

审议委员会的有关 GEOSS 实施的活动，并向

理事会的相关决议（议题13）

CAS 管理组和 OPAG 提供有关各种行动的有

委员会审查了在其以往届会上通过的且

关信息和建议；

仍有效的决议和建议以及执行理事会与 CAS 活动

就 有 关 的 GEOSS 活 动 与 其 它 的 WMO

相关的决议和建议。本次届会的各项决定记录在决

GEOSS 报告员/协调员和 WMO 秘书处保持

议 4（CAS-14）和建议 2（CAS-14）中。

联系。
提请协调员向主席提交一份年度进展报告。
12.8

14.

确认 CAS 参与的 ICG-WIS（参见议题 4.6）

选举官员（议题14）
委员会一致选举 M. Béland 先生（加拿大）

发挥了重要作用，委员会注意到需要更多地参与由

为委员会主席，再次推选 A. Frolov 先生（俄罗斯联

CBS 和 WIS 相关小组牵头的 WIS 设计和开发工作。

邦）为副主席。新选出的官员高兴地同意为本委员

委员会决定设立与 WIS 相关的如下联合报告员：

会服务至第 15 次届会。

(a)

研究界和 WWRP 的 WIS 相关需求联合报告
员：该报告员应帮助定义和协调信息发现、

15.

使用和检索服务的实施，以便他们能满足各
(b)

第十五次届会的日期和地点（议题15）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土耳其的代表代表

自的需求；

本国政府向 WMO 发出邀请，愿意承办将于 2010

负责 GAW WIS 相关需求的联合报告员：该报

年召开的 CAS 第十五次届会。委员会还注意到将

告员应帮助定义和协调业务服务和时间要求

根据 WMO 总则第 186 条的规定来确定第十五次届

严格的应用服务，以便用户可以在线和近实

会的日期和地点。

时地获取 GAW 和其它环境观测资料。
提请两个联合报告员参加有关的 WIS 规划和协调

16.

届会闭幕（议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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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闭幕辞中，委员会主席感谢为圆满完成

件的人员。他祝贺Béland先生和Frolov先生分别当

本次届会工作做出过贡献的全体人士，尤其要感谢

选为委员会在下一个休会期的主席和副主席。他还

各 位 代 表 、 南 非 政 府 和 南 非 气 象 局 及 其 局 长 J.

向各位OPAG的新组长和表示祝贺，祝他们工作顺

Mphepya先生，感谢他们为届会提供的周到安排和

利。

完善的设施，还要感谢WMO和当地秘书处的工作

16.2

人员，包括口译和笔译人员以及那些在幕后制作文

月24日上午10:20闭幕。

16.1

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于2006年2

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 1（CAS-14）
妇女参与本委员会的工作
大气科学委员会，

鼓励妇女更多地参与本委员会的工作；

注意到：

敦促会员落实第二次妇女参与气象水文领域技术

(1)

(2)

(3)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 年，北京）

大会（2003 年 3 月，日内瓦）提出的各项建议，以

并认识到妇女的重要性和妇女对科学的贡

便加速妇女享有平等的机会，从而能更多地参与这

献，

些专业的工作；

《21 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
（1992

建议会员：

年 6 月，里约热内卢）第 24 章呼吁：为实现

(1)

可持续平等发展而为妇女采取全球行动，

享有平等的机会，以便她们能做好诸如气象

第二次妇女参与气象水文领域技术大会

和相关科学领域的职业准备；

（2003 年 3 月，日内瓦）的报告，
(4)

(2)
(3)

(3)

积极鼓励并支持妇女平等参与气象和相关科
学领域决策层的所有工作并参与国家、区域

考虑到：

(2)

为妇女参与本委员会的研究、教育和培训活
动提供方便；

决议 33（Cg-14）— 妇女享有平等机会参加
气象和水文工作，

(1)

继续鼓励、促进和推动妇女在科学技术领域

和国际研究计划；

需要让受过培训的合格专业人士参与本文委
员会的工作，而不考虑他们的性别，

进一步建议各个会员鼓励在学校学习科学，从而确

需要鼓励积极针对女性的国家科技教育计

保男女平等参与该领域的工作；

划，引导并培训女性参与气象和相关科学的

要求秘书长向本委员会第 15 次届会报告休会期间

研究工作，

实施该决议的进展情况；

需要为招聘妇女参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决定任命一名具有合适专业技能的女性担任性别

（NMHS）和伙伴机构的研究工作而提供更

联络人并支持其工作，并任命其为 CAS 管理组成

多的机会和鼓励，并为她们的职业向最高水

员。

平发展提供平等的机会，
欢迎并支持妇女代表积极参与本委员会的工作，

注：该决议取代决议 5（CAS-12），原决议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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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CAS-14）
大气科学委员会的工作结构
大气科学委员会，

并与 WMO 空间计划、WMO 发起的和

考虑到继续需要：

联合发起的其它计划以及与正在开发

(1)
(2)

确定 WMO 会员的需求，并向他们转让有关

地球综合观测系统(GEOSS)的地球观

大气科学问题的知识、技术和咨询，

测小组（GEO）一道来协调他们的活

开展大气和相关科学领域的研究以推进与

动；

WMO 会员相关的地球系统的认知和预测，

(c)

每个 OPAG 为 WMO 信息系统的发展

(3)

满足环境安全和环境公约的需求，

和实施做出贡献，并与 WIS 跨委员会

(4)

与有关的科学机构协调本委员会活动的国际

协调小组进行协调；

事宜，
(5)
(6)

(d)

使适用于大气科学的函数、常数、术语及文

和大气化学等相关社会经济应用研究

献目录实现标准化，

的开展和实施做出贡献。

支持有关认识大气科学的进步给政治、社会

(e)

和经济带来积极影响的研究，

作，鼓励妇女更多地参与本委员会的工

设立：
(a)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开放计划领域组

作。
(3)

（OPAG-WWRP）：负责实施与天气

根据总则第 32 条，选举：
(a)

研究和发展相关的委员会的所有活动；
(b)

(2)

(b)

Ø. Hov 先生担任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

（OPAG-EPAC）：负责实施委员会与

OPAG （ OPAG-EPAC ） 的 组 长 以 及

大气化学，包括全球大气监视网

OPAG-EPAC 联合科学委员会（JSSC）

（GAW）计划有关的所有活动；

的组长；

每个 OPAG 对 WMO 防灾减灾计划做

要求：
(1)

出贡献；
(b)

P. Courtier 先生担任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OPAG（OPAG-WWRP）的组长；

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开放计划领域组

要求：
(a)

每 个 OPAG 考 虑 CAS 的 决 议 1
（CAS-14） — 妇女参与本委员会工

决定：
(1)

每个 OPAG 为天气、气候、环境污染

每个 OPAG 根据本委员会商定的工作
计划，为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的开发和实施做出贡献；

OPAG 组长对 CAS 主席交给 OPAG 的事宜采
取行动；

(2)

OPAG 组长在不迟于其届会召开前 3 个月准
备并向 CAS 管理组和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

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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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CAS-14）
CAS 管理组
大气科学委员会，

技术和信息在会员之间得以转让；
(d) 审查委员会的内部结构以及在 WMO 内部

注意到：
(1) 第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关于保留咨询机构制度

和外部的工作方法，包括与其它机构之间

旨在向技术委员会主席提供咨询的意见，

的关系；并提出更为有效的模式和下属机
构的建议；

(2) 第十四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的大气科学委员
会（CAS）未来政策、策略、目标和计划概要，

(e) 作为拟订 WMO 长期计划的相关部分和在
涉及本委员会的科学问题方面进行沟通

(3) 决议 2（CAS-14） — 大气科学委员会的工作

的联络机构；

结构，
认识到：

(f)

OPAG 小组和委员会的成员资格。

(1) 委员会的工作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
身活动的有效管理并取决于届会之间对计划
领域的交叉问题的协调，
(2) 将要求管理组来确保对各个计划领域进行整

根据 OPAG 组长提出的建议确立每个

(2) CAS 管理组的组成如下：
(a) CAS 主席（组长）；
(b) CAS 副主席；

合；评估所取得的工作进展；协调战略规划；

(c) CAS 即将卸任的主席；

并决定是否在休会期间对工作结构进行必要

(d) 环 境 污 染 和 大 气 化 学
（OPAG-EPAC）组长；

的调整，
决定：

OPAG

(e)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OPAG（OPAG-WWRP）

(1) 设立 CAS 管理组，负责向主席提供适当、及

组长；

时的咨询，确保本委员会能够有效地履行以下

(f)

职责：

(g) CAS 最多可任命 6 名成员，他（她）们体

(a) 对本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管理监督，这些工

数值试验工作组（WGNE）组长；
现了委员会人员组成的多样化，他（她）

作是通过若干开放计划领域组、相关的主

们负责协调地球综合观测系统（GEOSS）、

要科学和专家组以及报告员开展的；

防灾减灾（DPM）事务，其中包括一名负

(b) 审查本委员会的短期和长期战略规划以

责性别、能力建设、教育和其他新问题的

及工作计划，管理并协调计划的采用和实
施；
(c) 继续全面负责保障本委员会工作的出色、
相关和具有影响力，并确保大气和包括环
境问题在内的相关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联络员。
(3) 授权主席在他认为需要任何其他帮助时根据
总则第 34 条要求区域报告员和其他专家参与
任何特殊任务；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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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4（CAS-14）
审议大气科学委员会的决议和建议
大气科学委员会，
注意到：
(1) 与审议委员会以往决议和建议有关的总则第

行动。
(3) 决定在第十四次届会前通过的所有决议均不
再有效。

190条；
(2) 主管机构对其以往届会的决议和建议采取的

注：该决议取代决议 4（CAS-13），原决议不再有效。

届会通过的建议
建议 1（CAS-14）
IGACO 的实施
大气科学委员会，

(a)

续性和空间上的完整性；

注意到：
(1)

WMO有义务牵头实施《变化的大气：一个旨

(b)

优化整合地基（现场、放球和遥感）、

主题：综合全球大气化学观测主题小组的报

飞机和空基观测；
(c)

使广大用户能够方便地获取综合资料，

出的战略，

包括负责设计和实施资料同化系统的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对大气科学委员

各方，以满足在数值天气预报中实时调

会（CAS）的要求（《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

用和使用这些资料的需求。

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考虑到：

（WMO-No.988），总摘要第3.3.2.9段）：

(1)

期望CAS在制定该计划中发挥主导作用，

(2)

执 行 理 事 会 要 求 CAS 在 基 本 系 统 委 员 会

(a)

(b)
(3)

利用具备资料同化的“智能内插”模式，

在建立IGOS伙伴的综合全球大气化学观测
告》
（GAW-159，WMO/TD-No.1235）中勾画
(2)

确保高质量的大气成分观测的长期连

在下一次大会之前以IGACO报告中的
战略规划为基础制定一个实施计划；一

（CBS）、气候学委员会（CCl）的支持下负

个 与 不 断 发 展 的 GCOS 、 GEOSS 和

责牵头，

IGOS-P保持一致的计划;

建议制定IGACO实施计划并将其作为2008－2015

设立一个由WMO和ESA出任联合组长

年新的GAW战略实施计划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

的IGACO实施组，

部分。

IGACO的三个目标是：

建议 2（CAS-14）
审议与大气科学委员会负责领域相关的执行理事会的决议
大气科学委员会，
注意到执行理事会就其以往建议采取的行动，
考虑到：

(1) 不再需要执行理事会的下列决议：
决议 3（EC-54）
(2) 下列执行理事会决议应保持有效：

(1) 其中有些建议显得多余；

决议 6（EC-36）、7（EC-45）、3（EC-56）、7

(2) 有些以往建议的内容已纳入第十四次届会的建

（EC-39）、决议 11（EC-56）和决议 12（EC-56）

议。
建议：

注：该建议取代建议 3（CAS-13），原建议不再有效。

附

录

附录 1
总摘要议题第 3.6 段的附录

大气科学委员会的职责草案
大气科学委员会负责促进、协调和推动与大气科学

特别密切的过程和现象以及对低纬度以

有关的各项活动，它们包括：大气研究、环境污染

外地区的影响；

和大气化学研究以及相关的培训和能力建设。就主

(vi)

对于更好地理解气候起着重要，委员会

要作用而言，大气科学委员会的具体目标是：
(a)

(b)

气候。鉴于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

确定 WMO 会员的要求，包括对环境和气候

将提供科学支持并贡献专业技术，特别

公约的支持，并促进关于大气科学问题的知

是在大气、环境和地球系统模拟方面，

识、技术和咨询意见的转让；

它把委员会的天气兴趣与气候尺度联系

开展大气和相关科学研究，提高对更大地球

起来；

系统内的大气过程的理解和预测能力，重点

(c)

综合的方法，继续开展和改进全球大气监视

如下：
(i)

从甚短期到长期时间尺度的预测，包括

网（GAW）计划，为科学评估作出贡献并为

环境预测的新发展，重点是预报那些对

国际环境和气候公约和政策提供支持；

人口和经济带来严重后果的高影响天

(d)

大气成分和大气污染：包括它们与天气

(e)
(f)

(iv)
(v)

(g)

热带气象，包括研究与低纬度地区关系

拟订观测要求以及存贮、检索和交换原始数
据和/或已加工数据的需求；以及

人工影响天气，重点是一些下垫面物理
和化学过程，并制定严谨的评估程序；

支持研究大气科学理解方面的进步对政策、
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iii) 云物理和化学：特别要用于支持天气预
报、大气化学和大气化学成分预测；

适用于大气科学的函数、常数、术语和文献
规范实现标准化；

的相互作用；对污染物输送、转化和沉
降的研究以及相关的监测；

把委员会的活动与相关的 WMO 机构、WMO
长期计划和其它科学小组进行协调；

气；
(ii)

通过在全球大气化学观测和空气质量中采用

(h)

对气象技术规程进行科学评估，包括检验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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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总摘要第 12.3 段的附录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OPAG
及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 OPAG 的拟议职责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OPAG（OPAG-WWRP）
(b)
(1) 联合科学委员会（JSC）
联合科学委员会（JSC）的职责如下：
(a) 为世界天气研究计划提供全面科学指导；
(b) 为 WWRP 制定一项战略性科学和实施计划，
以及一项与 WMO 长期计划相结合的工作计
划；
(c) 与环境污染和大气 OPAG（OPAG-EPAC）密
切协调，审查和评估 WWRP 的社会经济组成
部分，并为其它相关的 WMO 社会和经济应
用（SEA）活动做出贡献；
(d) 审议和评估 WWRP 所有部分的发展情况，包
括示范预报评估方法；为指导进一步的行动
形成建议；并向 CAS 主席报告该计划的进展；
(e) 促进、协调、按优先顺序排列并重点关注天
气研究和发展方面的活动，这些活动通过项
目委员会和工作组进行规划和实施，旨在实
现大气科学委员会的各项目标；
(f)
促进参与该计划的科学家和有关的科研机构
及部门之间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信息交流；
(g) 根 据 情 况 与 以 下 单 位 开 展 合 作 ： 即
OPAG-EPAC、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和其
它技术委员会、JSC/WCRP 下属的有关小组、
WCRP 项目委员会、学术团体、预报产品的
用户和其它伙伴。
(h) 根据需要，授权每个工作组和专家组负责通
过出版物、研讨会和会议来促进信息、资料
和新知识的及时交流。
JSC 的成员应该从 WWRP 工作组和专家组组长中
吸取，同时抽选其他专家以便填补在地球和主题展
现的空白。成员资格将经过 JSC 主席推荐，管理组
任命。
(2) CAS–JSC/WCRP 数值试验联合工作组
CAS–JSC/WCRP 数值试验联合工作组（WGNE）的
职责如下：
(a) 向 WCRP JSC 和 CAS 通告大气模拟方面的进

(c)

(d)

(e)
(f)
(g)
(h)

展情况；
审议所有尺度的天气预报和气候研究方面的
大气模式的发展，包括对缺点进行诊断；
提出数值试验的建议，目的是改进数值技术
并明确地表述模式中的大气物理过程、边界
层过程和陆面过程；
设计并推进协调一致的实验，以便：
(i) 根据观测到的大气特性和变化检验模
式的结果；
(ii) 探索短期至延伸时间尺度大气环流的
固有变率、强迫变率和可预报性；
(iii) 评估大气在气候时间尺度下固有的变
率和强迫变率；
促进资料同化方法的研发，以用于数值天气
和气候预测及估算反演的气候量；
促进数值天气预报（NWP）和气候模拟方面
新方法的开发；
与其它 WCRP 和 CAS 小组在科学上保持适当
的联系；
通过出版物、研讨会和会议的方式来及时推
进大气模拟方面的信息、资料和新知识的交
流。

(3) THORPEX
THORPEX 是 WWRP 的一项重大活动，并且是
WMO 的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AREP）中专门用来
加速提高 1 天至 2 周高影响天气预报的精确度和实
用性的专门计划：
THORPEX 科 学 和 实 施 计 划 中 载 有 它 的 职 责 。
THORPEX 由国际核心指导委员会（ICSC）领导并
通过执行委员会（THORPEX EB）管理。
(4) 中尺度天气预报工作组
中尺度天气预报工作组（WG-MWF）的职责如下：
(a) 促进、组织和/或批准端到端的天气研究和发
展项目（RDP），包括认识天气过程、改进
预报技术和提高预报信息的实用性，要重点

附

(b)
(c)
(d)

关注高影响天气；
根据项目实施需要而设立项目委员会和专家
组，从而实现工作组的目标；
通过预报示范项目（FDP）积极地促进获得提
升的天气预报能力的应用并建立实验场；
监督独立的评估过程和每个 “投入业务运行
之前” 的项目（尤其是每个示范项目）的质
量评估，并根据最新的技术发展水平来检验
项目的结论。

(5) 热带气象工作组
热带气象工作组（WG-TMR）的职责如下：
(a) 监督热带气象工作组内现有优先项目的实
施，并根据需求在以下主要计划领域内进一
步拟订其他合适的研究项目：
(i)
热带气旋；
(ii)
季风研究（区域和全球尺度）；
(iii) 热带干旱和降雨天气系统；
(iv) 热带有限区域模式；
(v)
热带和中纬度天气系统的相互作用；
(vi) 热带气象和气候；
(b) 确 定 并 支 持 热 带 国 家 国 家 气 象 水 文 部 门
（NMHS）的可能会带来社会经济效益的研
究计划，特别是在农业、水资源管理方面，
通常还包括与大学或科研机构中的团体的合
作；
(c) 通过与 TCP 区域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并促进区
域层面的科研协调，来不断跟踪 WMO 热带
气旋计划（TCP）研究方面的进展。
(6) 联合检验工作组
联合检验工作组（JWGV）的职责如下：
(a)
规划并实施 WWRP 的检验部分；
(b)
根据需要担任 WWRP 和 EPAC 负责新检验方
法开发和普及的联络员；
(c)
推动和鼓励培训并分发有关检验方法的信
息；
(d)
重视用户的需求，确保预报检验实践的相关
性；
(e)
推动改进后的诊断检验方法的开发和应用，
从而评估并改进天气预报的质量，包括数值
天气和气候模式的预报；
(f)
为服务于检验工作而鼓励观测资料的共享；
(g)
鼓励研究部门提高对检验工作重要性的意
识，检验工作是数值试验和外场试验的一个

录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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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重要的部分，而并非是个 “事后想法”；
促进那些开展预报检验研究的科学家之间的
合作，并推进与模式开发人员和预报提供方
之间的协作；
在预报检验方面与数值试验工作组
（WGNE）、WCRP 协作并与 CBS 协调。

(7) 临近预报工作组
临近预报工作组（WGN）的职责如下：
(a) 推进临近预报科学的发展，包括气象学过程
和可预报性；
(b) 在 WWRP 框架中并在国家气象部门及其终端
用户范围内促进并帮助实施临近预报，包括
可能使用数值模拟和对甚高分辨率资料进行
同化；
(c) 开发并实施 RDP 和 FDP 以推进基础科学的进
步并发展、比较、检验和交流各种临近预报
技术，并影响业务评估的成果。
(8) 社会经济应用工作组
社会经济应用工作组（WG-SEA）同时应作为
THORPEX 的社会经济应用工作组，以避免在此重
要方面出现不必要的工作重复；WG-SEA 的职责如
下：
(a) 推进研究与天气有关的信息和服务在社会经
济领域的应用；
(b) 促进在 OPAG-WWRP、OPAG-EPAC 和整个
WMO 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开展并视情提供帮
助；
(c) 关注并帮助开展和推动与社会经济有关的演
示项目，以展示用户的应用。
(9) 人工影响天气专家组
人工影响天气专家组（EC-WM）的职责如下：
(a) 代表 WWRP 和 EPAC 跟踪有关的研究，并就
需要引起关注的有关人工影响天气问题向
CAS 提出建议，并提出解决此类问题的机制；
(b) 审查开展人工影响天气研究的标准，确保从
最初策划到外场试验的最终评估这一整个过
程的科学水准，同时要考虑到在支持性领域
的一些进步，其中包括云物理、大气化学、
数值模拟和 SEA；
(c) 作为一个联络点，并就能力转让的方式和方
法向各会员提供咨询和帮助以规划科学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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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草拟 WMO 关于人工影响天气状况的文
件和给会员提供咨询的指南；并根据需要对
这些文件提出修改咨询；

(10) WWRP 区域报告员
根据 JSC/WWRP 成员的要求指定若干区域报告员。
他们的职责如下：
(a) 促进本区域的国家气象部门、学术界和有关
的组织和机构参与各种天气研究和发展项目
及活动，尤其是通过 CAS 工作结构来完成；
(b) 向区协和 CAS 通告本领域的有关计划和活
动，具体而言就是那些需要本区域支持和参
与的活动；
(c) 帮助秘书处和 WWRP 交换信息并支持本区域
在天气预测研究领域的合作研究和监督项
目。
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 OPAG（OPAG-EPAC）
(1)
OPAG-EPAC 联合科学委员会
OPAG-EPAC 联合科学委员会（JSSC）的职责如下：
(a) 掌握和回顾在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领域的科
学进展，包括大气成分变化间的相互联系、
全球与区域气候和地球系统的其他方面以及
大气/海洋/生物圈系统中化学物种自然循环
的扰动因素；
(b) 向 CAS 提出建议，并推荐 WMO 用来促进、
发起、推动或确定优先工作的行动：
(i)
对大气成分和空气污染进行长期全球
综合观测，其中包括温室气体、臭氧、
紫外线辐射（UV）、活性气体、气溶
胶和降水化学；
(ii) 监测网络（包括飞机和卫星）所提供资
料的高质量、及时性和连续性，并为实
时和准实时观测开发实用的系统；
(iii) 各种时空尺度范围的空气污染的输送、
变性和沉降；
(iv) 方便地获取资料，把资料用于分析、同
化和评估用于具有全球和区域重要性
的环境问题；
(v) 提高预测空气污染、天气和气候的能
力，包括对源估算进行反向模拟；
(vi) 城市空气质量管理；
(c) 继续推行 GAW 计划的战略实施计划，同时
要考虑到综合全球大气化学观测（IGACO）

战略；
(d) 监督 GAW 计划的运作；
(e) 与 WMO 内外的其他相关计划和组织合作；
(i) 与全球地球综合观测系统（GEOSS）、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CEOS）和综合
全球观测战略（IGOS）进行联络和沟
通；
(ii) 与 CAS 的 WWRP、尤其是与 ET-WM、
WMO 的 CBS 的工作组和其他技术委
员会合作；
(iii) 审查和评价 EPAC 的 SEA 部分，并对
WMO 有关 SEA 的其他活动作出贡献；
(f)
支持国际公约
OPAG JSSC 的成员包括各 SAG 的主席以及其他选
定用来弥补地区和主题代表性空白的专家。这些成
员由管理组根据 OPAG 主席的建议任命。
(2)
GAW 科学咨询组：
GAW 计划的科学咨询组的工作范围包括：
(a) 臭氧（SAG-臭氧）；
(b) UV 辐射（SAG-UV）；
(c) 温室气体（SAG-GHG）；
(d) 气溶胶（SAG-气溶胶）；
(e) 降水化学（SAG-PC）；
(f) 活性气体（SAG-RG）；
(g) 城市气象研究和环境项目（SAGGURME）。
GAW 计划的 SAG 的职责如下：
(a) 提供关于涉及 EPAC 评估的指导和咨询；
(b) 根据用户的需求确定科学重点；
(c) 为 GAW 战略实施计划撰稿，同时考虑到
IGACO 战略和区域需求；
(d) 落实 GAW 战略实施计划中给出的建议、任
务和项目；
(e) 监督站点的运行；提出有关网络开发、观测
方法和技术的建议；
(f)
制定测量程序和指南、资料质量目标，并在
时机成熟时制定标准操作程序；
(g) 向 OPAG-EPAC 报告进展和重大问题。
(h) 与 OPAG WWRP 进行互动。
(3)
GAW 世界资料中心专家组
GAW 世界资料中心专家组（ET-GAW WDC）的职
责如下：
(a) 协调 GAW 世界资料中心（WCD）和 GAW

附

(b)

台站信息系统（GAWSIS）的活动；
阐述 GAW 对 WMO 信息系统（WIS）的需求；
帮助定义和协调业务上时间要求严格的应用
服务，以便用户能在线获取（若可能，以近
实时的方式获取）GAW 和其它环境观测资
料。

WMO/IUGG 国际气溶胶－降水科学评估专
家组
设立了 WMO/IUGG 国际气溶胶－降水科学评估专
家组（ET-IAPSAG）领导研究界开展气溶胶对降水
影响的科学评估，并于 2006 年准备一份评估报告。
这些工作将受到一个独立评审小组的审核并应及
(4)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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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完成，以提交给 2007 年举行的下一次 WMO 大
会和 IUGG 大会。
(5)
EPAC 区域报告员
EPAC 区域报告员的职责如下：
(a) 调查、报告并推进会员在 WMO 各区域的 GAW
计划工作；
(b) 向 OPAG 和 WMO 各区域协会报告；
(c) 协助 WMO 秘书处交换信息，并支持本区域大
气化学和大气污染领域的合作研究和监测项
目；
每个区域协会可以为 OPAG-EPAC JSSC 任命一名
报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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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与会人员名单
A.

会议官员

会员

姓名

身份

Aris Garinto

代表

意大利

G. Daddario

首席代表

日本

Hideyuki Sasaki

首席代表

Yoshiaki Takeuchi

代表

哈萨克斯坦

T. Kudekov

首席代表

肯尼亚

P. M. Nthusi

首席代表

拉托维亚

A. Leitass

首席代表

利比里亚

A. Kpadeh

首席代表

马来西亚

Chow Peng Leong (女)

首席代表

摩洛哥

Abdalah Mokssit

首席代表

El Hassan Lasri

代表

荷兰

H. Kelder

首席代表

新西兰

N. Gordon

首席代表

尼日利亚

L.E. Akeh

首席代表
代理

A. Eliassen代理主席
A.V. Frolov

B.

副主席

WMO会员的代表

会员

姓名

身份

阿尔及利亚

Mokhtar Achachia

首席代表

澳大利亚

N.R. Smith

首席代表

Kamal Puri

代表

奥地利

王勇

首席代表

巴西

Manoel Alonso Gan

首席代表

保加利亚

P. Simeonov

首席代表

R. Bojkov

代理

喀麦隆

J.C. Eloundou Mani (女)

代表

加拿大

M. Béland

首席代表

G. Brunet

代理

中国

B. Angle

代表

N.O. Nnoli

M. Shepherd (女)

代表

I.D. Nnodu

代表

S.E. Osaghaede

代表

A. Eliassen

首席代表

Ø. Hov

代理

波兰

R. Klejnowski

代理

葡萄牙

D. de Saldanha E Alvim

首席代表

P. Barbosa

代表

A. Frolov

首席代表

宇如聪

首席代表

张仁禾

代表

郭亚曦 (女)

代表

喻纪新

代表

端义宏

代表

I. C acic

首席代表

B. Ivancˇan-Picek

代表

A. El-Sayed Yousef

首席代表

Y. Tsaturov

代理

D. Mohamed Ahmed

代理

A. Konoplev

代表

E. Brun

首席代表

V. Stasenko

代表

J.-P. Chalon

代表
代表

塞 尔 维 亚 和 黑 M. Curic
山共和国

首席代表

J. Pailleux
德国

G. Adrian

首席代表

南非

J. Mphepya

首席代表

加纳

V. Antwi

首席代表

E. Poolman

代表

E. Brunke

代理

H. Rautenbach

代理

G. Schulze

代表

D. Terblanche

代表

W. Tennant

代表

G. Coetzee

代表

克罗地亚

埃及

法国

中国香港
匈牙利

Kai-hing Yeung
L. Bozó

首席代表
首席代表

印度

A.K. Kamra

首席代表

印度尼西亚

Mezak A. Ratag

首席代表

挪威

俄罗斯联邦

附 件 A
会员

45

姓名

身份

T. Henderson (美国)

B. Parker
C. Labuschagne

代表
代表

A. Rangno (美国)

M. Majodina

代表

J. Collins (女)

代理

A. Phahlane (女)
L. Ntsangwane

代表

R. Benefeldt

观察员

西班牙

J.R. de Grado Sanz

首席代表

瑞典

S. Nilsson

首席代表

瑞士

Silverman (美国)
G. Vali (美国)

代表

D.

国际组织的代表

组织

姓名

水文气象仪器工业协会(HMEI)

B. Dieterink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

M. Miller

欧洲气象部门网络(EUMETNET)

J.-P. Chalon

国际灌溉和排涝委员会(ICID)

S. Walker (女)

国际大地测量学和地球物理学联合
会（IUGG）

D.E. Terblanche

G. Müller

首席代表

M. Rotach

代表

M. Kayhan

首席代表

K. Dokuyucu

代表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F.H. Salman Al-Mehairi
Adel Gabr

首席代表

英国

A. Dickinson

首席代表

B. Garnier-Schofield (女)
A. Brown

代理
代理

红十字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 H. Letz

坦桑尼亚

N.D. Pyuzza

首席代表

Witwatersrand 大学

美国

R.D. Rosen

首席代表

L.W. Uccellini

代理

J.L. Moyers

代表

J. Parsons (女)
M. Shapiro

代表
观察员

Djibrilla Maiga (马里)

A. Makarau

首席代表

Bahij Shhada (叙利亚)

H. Chikoore

代理

土耳其

津巴布韦

C.

代表

E.

R. Burger

其他与会人员

Moncef Rajhi (突尼斯)

特邀专家

彭涛勇(中国)

F.

WMO秘书处

陈联寿(中国)

M. Jarraud

秘书长

E. Manaenkova (女)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司(AREP)
司长

D. Schiessl

D.Schiessl 交叉问题协调主任

L. Barrie

AREP高级科学官

D. Burridge

THORPEX国际计划办公室主任

雷兆崇

AREP高级科学官

D. Rogers

AREP，WMO顾问

A.H. Mangoosh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M. Peeters

会议官

P. Mason (英国)

冯雪竹(女)

THORPEX国际计划办公室

P. Courtier (法国)
M. Abshaev (俄罗斯联邦)
A.Chernikov (俄罗斯联邦)
G. Golitsyn (俄罗斯联邦)
A.Al-Mandoos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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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表
ABC
ACE+
AgMP
AIFI
AMMA
AMP
APP
AREP
ASAP
ASEAN
ASMC
AWG

大气褐云
大气和气候探测器
农业气象计划
飞机飞行中积冰项目
非洲季风多学科分析
气象应用计划
应用计划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自动船载高空计划
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专业气象中心
咨询工作组

CAeM
CAPPS
CAS
CBLAST
CBS
CCl
CEOS
CGMS
CLATEX
CLIVAR
CMA
CNES
COP
COPES
COPS
COST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
城市空气污染预测系统
大气科学委员会
耦合边界层海气交换
基本系统委员会
气候学委员会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气象卫星协调组
中国登陆台风试验
气候变率和可预报性
中国气象局
国家空间研究中心
缔约方大会
地球系统协调观测和预测
对流和地形引发降水研究
欧洲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合作

DC-FDP
DCPC
DEBITS II
DIAL
DPM

发展中国家FDP
资料收集和产品中心
生物地球化学重要微量物质沉降
差分吸收激光雷达
防灾减灾

EAME
EANET
EarthCARE
ECMWF
EMEP
EMPA
ENSO
EOS
EPS
ESA
ESCAP
ET-WM

东亚季风试验
东亚酸沉降监测网络
地球云、气溶胶和辐射探测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欧洲空气污染物长距离输送监测评价合作计划
瑞士联邦物质测试和研究实验室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地球观测峰会
集合预报系统
欧洲航天局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人工影响天气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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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P
FTS

预报示范项目
傅立叶变换光谱仪

GAW
GAWSIS
GAWTEC
GCOS
GEF
GEMS
GEO
GEOSS
GIFS
GMD
GOOS
GOS
GOSAT
GPM
GPS
GTOS
GTS
GTT
GURME

全球大气监测网
GAW 站信息系统
GAW 培训和教育中心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全球环境融资
利用卫星和实地资料监测全球和区域地球系统
地球观测组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全球交互式预报系统
全球监测处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全球观测系统
温室气体观测卫星
全球降水测量
全球定位系统
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全球电信系统
GURME培训组
GAW城市气象环境研究

HWRP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IAEA
IAMAS
IAPSAG
ICG-WIS
ICPC
ICSC
ICSU
ICT
IGAC
IGACO
IGBP
IGOS
IGOS-P
IHMT
IOC
IPCC
IPEAM
IPO
IPY
ISDR
ISRO
ISSC
ITCZ
ITG
IUGG
IWM
IWTC
IWTCLP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气象与大气科学协会
国际气溶胶-降水科学评估组
跨委员会WIS协调组
GEO/GEOSS机构间协调和规划委员会
国际核心指导委员会
国际科学理事会
信息和通讯技术
国际全球大气化学计划
全球大气化学综合观测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全球综合观测战略
IGOS伙伴关系
国际水文气象试验场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东亚季风国际专业委员会
国际项目办公室 (IPY)
国际极地年
国际减灾战略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
热带辐合区
跨委员会专题组
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
国际季风研究研讨会
国际热带气旋研讨会
热带气旋登陆过程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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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XA
JC
JCOMM
JMA
JRC
JSC
JSSC
JWGV

日本宇航研究开发机构
联合委员会
WMO/IOC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日本气象厅
联合研究中心
联合科学委员会
联合科学指导委员会
联合检验工作组

LDCs
LRTAP
LTP

最不发达国家
长距离跨界空气污染公约
WMO长期计划

MAP
MEDEX
MEDSEEME-PEP

中尺度阿尔卑斯山计划
生成地中海高影响天气的地中海飓风试验
地中海-东南欧-中东人工增雨项目

NASA
NCAR
NEPAD
NIST
NMHS
NMS
NOAA
NWG
NWP
NWS

国家航空航天局
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
国家标准化和技术研究所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国家气象局或水文气象局
国家海洋大气局
临近预报工作组
数值天气预报
国家天气局

OPAG
OPAG-EPAC
OPUS

开放计划领域组
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OPAG
臭氧和污染测量紫外线分光仪

PBL
PCCWMR
PEP
PWSP

星际边界层
云物理和化学以及人工影响天气研究
人工增水项目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

QA/SAC
QM
QMF
QMS

质量保障/科学活动中心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框架
质量管理系统

R&D
RA
RDP
ROSHYDROMET
RSMC

研发
区域协会
研发项目
俄罗斯联邦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局
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7LTP
6LTP
SADC
SAG

WMO第七个长期计划
WMO第六个长期计划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科学咨询组

附 件 B
ScaRaB
SCSMEX
SDS
SEA
SIDS
SMOS
SOFIS
SPECTRA
SSC
START
SWIFT

辐射收支扫描仪
中国南海季风试验
沙尘暴
社会和经济应用
发展中小岛国
土壤湿度和海洋盐度
倾斜轨道卫星太阳掩星FTS
经研究分析的地表过程和生态系统变化
科学指导委员会
分析、研究和培训系统
面向输送研究的平流层风干涉仪

TCCIP
TCP
TCWC
THORPEX
TIGGE
TMRP
TREND

热带气旋沿海影响计划
热带气旋计划
热带气旋预警中心
观测系统研究和可预报性试验
THORPEX交互式全球大集合
热带气象研究计划
培训、环境和航空气象新进展工作组

UNECE
UNESCO
UNFCCC
UV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紫外线

VAMOS
VOCs
VOS

美洲季风系统变率
挥发性有机物
志愿观测船舶

WALES
WCP
WCRP
WDC
WDCA
WG-EPAC
WG-MWF
WGN
WGNE
WGSIP
WGTM
WHYCOS
WIGOS
WIS
WMO
WRDC
WWRP
WWW

水气和激光雷达试验
世界气候计划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世界资料中心
气溶胶WDC
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工作组
中尺度天气预报工作组
临近预报工作组
数值试验工作组
季节与年际预测工作组
热带气象工作组
世界水文圈观测系统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MO信息系统
世界气象组织
世界辐射资料中心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世界天气监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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