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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工作总摘要
1.

会议开幕 ( 议题 1)

1.1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 (CIMO-15) 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在芬兰赫尔辛

基举行。委员会主席 John Nash 博士 ( 英国 ) 于 2010 年 9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十点宣布会议开幕。他
向与会者表示欢迎，特别是那些首次出席 ClMO 届会的人员，并感谢芬兰政府承办本次届会、之前
的 WMO 气象与环境仪器和观测方法技术会议 (TECO) 以及 WMO 气象仪器、相关设备和服务展览
(METEOREX)。
1.2

交通和通讯部常务秘书 H. Pursiainen 先生代表芬兰政府对全体与会人员表示欢迎。他在

讲话中强调了高品质的观测资料对于预报和决策特别是交通的重要性。他还指出芬兰气象局 (FMI)
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1.3

WMO 秘书长米歇尔 · 雅罗先生代表本组织对所有会议代表以及合作伙伴组织的代表表

示欢迎。在开幕式讲话中，他对芬兰政府以及 FMI 局长、WMO 芬兰常任代表 Petteri Taalas 教授承
办 TECO、METEOREX 和 CIMO-15 表示感谢。
1.4

雅罗先生感谢 J. Nash 博士自 CIMO-14 以来对委员会的领导及其完成的杰出工作。他还

感谢 CIMO 副主席 B. Calpini 教授以及 CIMO 管理组所有成员和 CIMO 专家组成员所做的工作和贡献。
1.5

雅罗先生高度赞赏 CIMO 通过权威性的标定和比对为促进 WMO 观测系统资料的精确

性、兼容性和长期稳定性做出的所有贡献，这在支持决策和仪器部署方面与 WMO 所有会员高度相关。
他特别提到一些重要活动，如降雨强度测量仪现场比对 ( 特别是在与减轻灾害风险相关的背景下 )，
与湿度测量仪器一起进行的温度计屏幕 / 防辐射罩比对，以及第八届高品质无线电探空仪系统比对。
1.6

秘书长简要陈述了本组织在下个财期的两项战略举措，即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希望 CIMO 在制定和实施上述两项战略举措方面发挥 基本
的交叉性作用，以确保获得高质量的观测数据，这对提供高质量的气候服务和评估气候变率和气候
变化的影响至关重要。
1.7

雅罗先生强调了测量可追朔性对适当的国际单位制 (SI) 标准的重要性，目的是确保标

准化和数据兼容性，并承认 WMO 区域仪器中心 (RIC) 在满足该要求方面发挥的作用。
1.8

秘书长重申，WMO 感谢即将离任的委员会主席 Nash 博士在过去四年期间对推进委员

会议程的英明领导，并感谢他对委员会做出的杰出贡献和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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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I局长、WMO芬兰常任代表Petteri Taalas教授对出席届会的全体代表表示欢迎。他强

调了CIMO和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在观测和气象资料的全球交换方面发挥的作用。他也指出，气象
观测的标准化是通过仪器比对、实施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程序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进行气候变化
检测时，与有关元数据相关的高质量的观测数据至关重要。
1.10

Taalas教授还指出需改进旨在满足许多不同观测计划(比如温室气体监测和极区监测)要

求的全球监测系统。在这方面，他指出芬兰在改进WMO所有区域的若干姊妹组织的天气服务和气
候适应能力方面做出的贡献。他也提到今后几年WMO会员将实施的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重
要性。
1.11

本报告附件为全体与会人员名单。

2.

会议组织(议题2)

2.1

审议证书报告 (议题2.1)
WMO秘书长的代表根据在届会前和届会期间收到的文件提交了一份证书报告。委员会

一致接受了该报告。根据总则第22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不建立证书委员会。
2.2

通过议程(议题2.2)
会议通过了CIMO-15/文件2.中的临时议程。.

2.3

建立委员会 (议题2.3)

2.3.1

根据WMO总则第24条的规定，委员会作出如下决定：

提名委员会
2.3.2

建立了一个提名委员会，由德国、新西兰和苏丹的代表团团长组成。德国代表团团长

应邀担任主席。
工作委员会和工作方法
2.3.3

委员会同意会议仅采用全会的方式进行，为此不再建立工作委员会。总全会由主席J.

Nash博士主持，审议议题1至3以及8至15。全会A由副主席B. Calpini教授主持，将审议议题4至7。
起草委员会
2.3.4
。

决定不为整个届会设立起草委员会，但在必要时可为特别议题成立特设的起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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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委员会
2.3.5

根据总则第24条和28条的规定，建立了协调委员会以确保届会期间适当的协调，协调

委员会由CIMO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的代表和当地组委会的一名代表组成。
2.3.6

届会同意扩大协调委员会的职责以完成OPAG组长、专家组组长和主题牵头人的挑选工

作。
2.4

其它组织事宜 (议题 2.4)

2.4.1

委员会商定了会议的工作时间。除非某个议题有特别要求，会议同意全会不做会议记

录。根据总则第3条的规定，委员会同意在届会期间暂停执行总则第109条的规定。
2.4.2

József Nagy 先生(匈牙利)被任命为委员会以往决议和建议的报告员。

3.

委员会主席的报告(议题3)

3.1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CIMO主席J. Nash博士 (英国) 提交的关于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

十四次届会以来委员会活动的报告。
3.2

委员会同意主席的意见，认为通过管理组、专家组和成员，委员会自CIMO-14以来取得

了显著的进展。它还认为新挑战对资源提出了需求，它鼓励新一届管理组对各项活动做好优先排序
，继续努力解决当前的资金和专家能力水平问题对CIMO和IMOP计划活动的影响。
3.3

委员会注意到Rainer Dombrowsky先生于2009年4月2日辞去副主席职务，Bertrand Calpini

博士通过通讯选举于2009年11月9日当选副主席。委员会还注意到一些专家组的组长人选也发生了变
化。
3.4

委员会对休会期间完成了空前大量的工作表示赞赏，并对主席、副主席、各OPAG联合

组长、专家组成员、和为开展仪器比对提供了大量专业技术的人士表示感谢。委员会还对承办会议
和其他CIMO活动的会员表示感谢。
3.5

委员会对主席所采取的行动表示欢迎，这些行动为第十三次届会以来取得的程进展作

出了贡献，尤其是为CIMO参与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减轻
灾害风险(DRR)和能力建设所采取的行动，这些是WMO的5项最高优先中的4 项。委员会提请主席继
续根据本组织的优先安排CIMO的活动。它还支持主席努力做好安排，进一步做好委员会最为重要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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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测量仪器和观测方法(议题4)

4.1

委员会感谢开放计划领域组(OPAG)- 地面专题联合组长Jitze P. van der Meulen博士(荷

兰)和Bertrand Calpini 教授(瑞士)根据其职责和CIMO 管理组(CIMO-MG)指南指导了本OPAG的各
项活动。
地面技术和测量技术
4.2

委员会感谢地面技术和测量技术专家组(ET-ST&MT)现任和前任组长Stefan Waas先生(德

国)和Karl-Heinz Klapheck先生(德国)指导了ET-ST&MT专家组的各项活动。委员会 认识到ET-ST&MT
专家组的职责很宽泛，并赞赏CIMO管理组为确定该专家组的活动重点提供了指导，其中一些活动需
要开展深入研究，但不总是能找到所需的专家。
4.3

委员会注意到通过与CBS AWS平台要求与实施专家组(ET-AWS)密切合作，在进一步制

定各项元数据标准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要求ET-ST&MT专家组通过与WMO 各项计划的相关专家
组协作的方式继续开展标准的制定工作。
4.4

委员会注意到，已开发出新的自动观测技术，作为人工观测的替代方式，并认为应当

在地基仪器比对的初步计划中考虑这一情况。
4.5

在自动化观测领域，采用各种标准算法是仪器和资料的互可操作性和均一性数据集达

到所规定的各项要求的所需的一个基本前提。委员会认识到，CIMO应当继续与水文气象设备行业协
会(HMEI)和各会员密切合作实现各种算法的标准化，并要求有关专家组记录和出版各类自动观测系
统采用的各种算法。这也将能够对气候数据集作出妥善评估和评审。
4.6

委员会注意到，尚未确定用于替代主观观测(如现在天气系统)的仪器的各项性能要求。

委员会要求ET-ST&MT专家组在下一个休会期内通过建立技巧参数的方式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以用
于确定各项仪器性能值。
4.7

委员会注意到，仪器业在气象仪器(硬件和软件)的互可操作性标准方面尚未取得明显

的进展。委员会要求其管理组与HMEI合作为提高仪器互可操作性制定一项战略。这将是CIMO对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事实做出的贡献之一。
4.8

委员会注意到并赞赏在为从人工站向自动气象站过渡制定指南和程序方面以及在与CBS

ET-AWS专家组密切合作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要求作为一份CIMO/CBS联合技术报告出版这些指
南。
4.9

委员会同意终止有关仪器开发的调研。会议认为由于NMHS的仪器开发工作呈减少趋势

而且由仪器业和研发界建立的链接新型仪器的门户网站数量增多，因此上述调研工作将失去意义。
委员会鼓励HMEI在其仪器目录中提供所有有关来自其成员的新产品的信息。
4.10

鉴于发生灾害性天气事件的频次增加，强度加大，委员会要求为开发可承受灾害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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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或极端天气条件的气象仪器付出更大的努力。CIMO各专家组应当尽最大可能与研发界和仪器业开
展协作，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对此，高度赞赏与欧洲科技合作(COST)——“测量并预报建造物大
气积冰727行动项目的合作。委员会同意作为一份仪器比对和观测方法(IOM)报告出版 COST-727行动
项目，并要求 ET-ST&MT专家组更新《CIMO指南 》，以反映相关的成果。
地基仪器比对和标定方法
4.11

委员会感谢地基仪器比对和标定方法专家组(ET-SBII&CM)组长Michel Leroy先生(法国)

根据其职责和CIMO管理组指南指导了该专家组的各项活动。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在这一令中所取得
的进展和成就。
4.12

委员会向意大利气象局维尼亚迪瓦莱气象试验中心(ReSMA)表示感谢，感谢该中心承办

降雨强度测量仪器野外比对工作并提供了广泛和不断的支持，因为所取得的成果可直接归功于该中
心。委员会还感谢该项目组和地基仪器比对国际组委会有关WMO 降雨强度计外场比对的出色和及
时的报告，通过该报告可更好地认识这类仪器的特点及其潜在的用途，并将为改进降雨强度测量做
出贡献，因为降雨强度测量对于减缓灾害性天气事件(如山洪)的影响至关重要。
4.13

委员会指出，比对结果证实了如下可行性，即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测量和比较一分

钟时间尺度的降雨强度，这对WIGOS的运行和气候观测数据的质量将产生广泛的影响。委员会要求
根据本报告附录1的提示，将比对的有关结果以适当的形式纳入《CIMO指南》。因此，委员会要求
项目组和ET-ST&MT与《CIMO指南》编辑委员会密切合作，以便反映比对的有关结果。
4.14

根据比对结果，委员会认识到仍需改进测量仪器及其运行状况，并支持本报告附录2给

出的以下要求，即应根据比对结果提高降雨强度测量精度。此外，委员会要求WMO秘书处给所有会
员和制造商发函，提请他们在开发观测系统和仪器时执行这些要求。
4.15

委员会鼓励会员在关键领域对一分钟的降雨强度进行精确的测量，以便减轻灾害性/极

端天气事件的影响，并能采取适当的行动来减少灾害风险。还应将这种测量数据用于估测强降雨事
件的重现周期，和改进各种结构(建筑物、建设工程)和基础设施(排水系统)的设计，从而减轻灾害天
气的影响。
4.16

比对结果有助于修订和制定与降雨强度测量有关的标准，并鼓励将其进一步发展完善

成WMO-ISO的标准，委员会对此表示赞赏。
4.17

委员会感谢阿尔及利亚国家气象局(ONM)在阿尔及利亚盖尔达耶举办了WMO温度计百

叶箱以及湿度测量仪器的联合比对。委员会还感谢法国气象局向ONM提供了重要支持，确保了这次
比对的成功，特别是对测量结果进行了分析。这次比对的结果将有助于改进对于气候变化监测至关
重要的长期资料的质量和均一性。委员会感到高兴的是，比对的最终报告草案已在七月分发给所有
的参与厂商征求意见，并要求ET-SBII&CM在今年年底之前最终确定报告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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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围绕固体降水自动测量比对所做的初步筹备工作，需要进行这种

比对是为了向那些希望将其人工观测自动化而又不损害对固体降水测量质量的气候要求的会员提供
咨询意见。
4.19

委员会注意到相应地举办固体降水(包括自动气象站的降雪量和积雪深度测量)比对的复

杂性。委员会还认识到，这种比对应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不同地点进行，并且在每个地点需进行人
工观测用于检验。委员会鼓励会员考虑承办这一比对的一部分，并将其考虑结果通告管理组。委员
会要求主席调研举办这种比对的任何可能性，同时考虑会员提供充足测量地点并承办比对的意愿。
如果这些调研结果的结论是这种比对不具可行性，那么将需要向委员会通报经压缩后的这次比对活
动是否能取得成功，是否能波及到各会员。
4.20

委员会认为非常需要就固体降水开展一次仪器比对，重点是利用自动气象站测量降雪

量和降雪深度。委员会注意到，加拿大坚决鼓励CIMO开展该项活动。如果其它会员承诺参与该项活
动并共同承担相关工作以便使活动成果具有代表性并对更广泛的部门具有价值，委员会欢迎加拿大
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此外，委员会对中国、芬兰、新西兰、俄罗斯联邦、瑞士和美国的支持和
承诺表示欢迎，这些国家表示愿对该比对做出贡献，并在各自的国家提供试验场地。因此，委员会
决定优先组织该比对活动。
4.21

委员会获悉，考虑到能力和工作的优先顺序，加拿大将不能承办在北极环境下温度计

百叶箱以及湿度测量仪器的比对活动。
4.22

委员会注意到需解决地表变量卫星遥感的地面真值的验证问题，但认识到需获得卫星

界具体要求的更多细节。委员会同意与CBS合作，并在其未来工作计划中协调解决地表变量卫星遥
感的地面真值验证问题。将根据WIGOS的发展情况完成该项任务。此外，委员会要求其管理组考虑
如何满足这些要求。
4.23

委员会指出，需确保筹备和开展比对的程序非常清楚和具体，尤其要确保清楚地挑选

参加比对的仪器，最好在挑选参加比对的仪器之前尽早提供有关资料处理程序的信息，并确保以中
立和翔实的方式提交最终的结果。委员会要求有关专家组今后在开展比对活动时，尤其要注意这些
要点。
4.24

委员会获悉阿尔及利亚参加了由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科学界组织的Fennec项目，该项目

将覆盖马里北部、阿尔及利亚南部和毛里塔尼亚西部地区，旨在研究气溶胶上升气流机制。该项目
将包括地面测量，这是对高度测量和空中测量的补充。
4.25

委员会通过了本报告附录3提出的地面仪器比对初步清单。考虑到用于开展这些比对的

资源有限，因此委员会鼓励会员在国家或区域层面开展类似的工作，并将向CIMO通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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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辐射和大气成分测量
4.26

委员会感谢气象辐射和大气成分测量专家组(ET-MR&ACM)组长Bruce Forgan博士(澳大

利亚)，根据其职责和CIMO-MG的指导，指导该专家组开展活动。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在这一领域
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
4.27

委员会对拟于2010年9月27日至10月15日举办的第十一届国际直接辐射仪比对(IPC-11)

的筹备工作感到高兴，包括关于国家网络可溯源性的IPC-11比对前调研，IPC-11期间为区域辐射中
心(RRC)参与者举办的有针对性的辐射培训课程，以及同时进行的两个比较，一个是太阳光度计的
比较，另一个是直接辐射仪的比较。委员会重申，需要定期进行IPC比对，至少每五年一次，以满足
WIGOS和更广泛用户群体的需求。
4.28

委员会感谢日本(二区协)东京的RRC在2007年举办了区域直接辐射仪比对(RPC)。委员

会感到关切的是，RPC没有在其它地区定期举办，这危及到把WRR分发给会员，以及太阳辐射测量
对WRR的可溯源性。委员会要求ET-MR&ACM评估辐射测量可溯源性的状况，并调研可以设想哪些
替代机制，以确保所需的可溯源性和辐射测量的质量。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东京RRC计划于2012
年再为RA-II(亚洲)举办一次RPC，委员会还注意到阿尔及利亚于下一个休会期间在塔曼拉塞特为RA
I(非洲)组织一次RPC的意愿。
4.29

委员会感到高兴的是，克罗地亚举办了一次次区域直接辐射仪比对。注意到用户根据

其应用对直接辐射仪具有各种需求，委员会鼓励会员调查采用已应用于高品质仪器的最新识别技术
的近期直接辐射仪的特点和性能，并公布这些结果，以帮助会员选择能最大限度满足其要求的仪
器。
4.30

委员会强调了测量结果对国际单位制(SI)标准的可溯源性的要求，并对与国际度量衡局

(BIPM)就这一问题开展的连续合作表示赞赏。委员会感到高兴的是，世界辐射测量基准与SI之间的
比较表明两者非常一致，并对多年来用于维持世界辐射测量基准(WRR)的程序进行了独立确认。委
员会还赞赏达沃斯物理气象观测站/世界辐射中心(PMOD/WRC)致力于开发绝对低温太阳辐射计和参
考标准，以支持世界红外标准组的维持。委员会鼓励PMOD/WRC继续进行这些开发，并向委员会报
告进展。
4.31

为了提高辐射资料的质量，委员会建议，位于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沃耶伊科夫地球物

理总观象台的世界辐射资料中心(WRDC)每两年向CIMO主席提供一份有关辐射资料质量状况的书面
报告，并公布它所使用的QA/QC算法，以便会员在向WRDC提交资料之前能够自行检查其资料的质
量。
4.32

委员会注意到对《CIMO指南》中与辐射、日照和大气成分测量有关的章节所做的改进

进行了审查，并提出了建议。委员会极力鼓励对这些章节进行进一步改进，并建议邀请全球大气监
测计划(GAW)更新与UV、臭氧和大气成分测量有关的部分，使它们能够代表最新的测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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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注意到意大利提出在未来举办一次有关净辐射表和日照时数仪以及紫外线传感

器的联合辐射比对试验。
4.34

委员会赞赏地认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密切合作。委员会要求ET-MR&ACM积极

参加ISO第180技术委员会/第1分委会“太阳能/气候—测量和资料”的工作，并酌情建立ISO/WMO的共
同标准。
陆面观测站的分类
4.35

委员会对确定CIMO-14所要求的适当的观测台站标准化分类方案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表示

赞赏。这一方案包括陆地表面观测站的选址和维护性能分类。它提供了改进和评估观测资料质量的
手段，特别是为了气候的目的，因为仅仅使用高品质的仪器，观测资料的质量无法得到保证，而要
依靠至少尽可能正确的选址和仪器的维护。委员会感到高兴的是，几个会员实施的类似分类法已提
高了这些台站的资料质量。
4.36

委员会赞同本报告附录4提出的选址分类方法，并要求秘书处将其纳入《CIMO指

南》。为确保恰当的使用，需澄清如下事项：1)根据观测的目的，观测站的选址分类使用各不相
同；2)拟议的分类是选址分类的第一个正式版本和将根据需要在下次CIMO届会上审议并更新该分类
方法。委员会要求由有关专家组编写指导材料，说明描述台站特征的方法，提出建议，说明对所获
结果的利用方法，说明具体某一级台站适用于何种目的。另外，委员会还要求加快对维护分类方法
材料的编写工作，以便定稿后纳入《CIMO指南》。
4.37

委员会认为选址分类方法作为WMO-ISO的通用标准予以发布，将有助于评估并改进

各种来源资料的质量，无论是WMO的观测网络，还是联合管理的网络，或是非WMO网络。委员会
同意进一步制定该分类方法，使其成为WMO-ISO的通用标准。委员会获悉，ISO TC146(空气质量)
SC5(气象)同意开展工作，以便将分类指南批准作为ISO标准。根据ISO/IEC的技术工作程序，委员会
建议WMO CIMO秘书处与SC5一道，将指南提交给ISO，争取批准成为ISO标准。

5.

高空测量和遥感仪器及观测方法(议题5)

全球高空网络的升级
5.1

委员会对高空OPAG联合主席Russell Stringer先生(澳大利亚)和全球高空网络专家组(ET-

UGUN)组长David Helms先生(美国)根据其职责和CIMO管理组的指导，协调专家组的活动表示感
谢。

5.2

委员会对工作组的成绩表示满意，并进一步认可其作用，和高空OPAG其它专家小组一

起，与CBS和GCOS合作，努力实现一个稳定的全球地面(实地和机载)观测系统。委员会注意到应当
高度重视支持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实施战略的互操作技术的发展，以及2025年全球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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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愿景。这将使WMO观测系统以标准化的形式进行具有成本效益的演变，并确保数据的兼容性和
根据国际标准的可追溯性。委员会提请CIMO管理组密切协调该活动。

5.3

委员会注意到应重视建设一个稳定和全功能的GCOS高空网络(GUAN)，以及进一步开

发配备湿度测量的飞机气象资料中继(AMDAR)。委员会要求ET-UGRN进一步协助GCOS为GCOS基
准高空网(GRUAN)提供技术指导，并协助编写GRUAN观测实践指南。

5.4

委员会要求高空OPAG与AMDAR团体密切合作，进一步研究AMDAR系统的能力，包

括机载水汽传感器，以便验证这些AMDAR机载软件和硬件技术是否能满足既定性能要求，以及是
否能与其它高空业务仪器和系统相互可比。一旦高空监测系统的互操作性得到验证，UGUN专家组
应当为会员编写指南，开始整合由指定的可互操作的各个网络制作的数据集。

5.5

委员会注意到，当前版本的无线电探空仪目录以及长期的探空仪监测统计资料已有数

年未得到更新。然而，为了筹备WMO第8次无线电探空仪系统比对，从ECMWF资料中提取了有关
的统计资料。委员会要求其管理组在秘书处的支持下，通过新的CIMO工作结构，确保继续开展这项
工作。

5.6

为了响应EC-58(2006年6月)上提出的关注，委员会注意到，在第七版的《气象仪器和

观测方法指南(CIMO指南)》中包含了关于氢气使用和安全防范措施的广泛信息。此外，CIMO高空
观测培训研讨会也扩展到包括制氢系统以及其它化学品发生器的安全操作。委员会要求各专家组优
先编写更新后的用于支持高空业务的制氢操作安全指南，包括可能用氢气瓶制氢来替代；然后应以
WMO语言翻译更新后的指南。委员会还要求相应地更新《CIMO指南》。

高空系统比对

5.7

委员会感谢高空OPAG联合主席周恒先生(中国)和高空系统比对(ET-UASI)专家组组长

Tim Oakley先生(英国)根据其职责和CIMO管理组的指导，协调相关活动。委员会还感谢CIMO主席
John Nash先生为该专家组工作取得成功做出的宝贵贡献。
5.8

委员会满意地获悉2010年7月12-31日在中国阳江举行的WMO第8次探空仪系统比对的筹

备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感谢国际组委会(IOC)、项目小组、相关仪器厂家和承办国当地组委会做出的
所有安排和辛勤工作。委员会要求UASI专家组和IOC完成比对数据的分析，并在2011年4月最终报告
发布之前广泛邀请国际团体讨论初步结论和建议。委员会还要求CIMO管理组促进将有关结论和建议
纳入WMO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CIMO指南)，并为GCOS提供有关最适合GRUAN
站使用的探空仪系统的建议。委员会要求CIMO管理组向科学团体提供参加比对的探空仪、遥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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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DAR系统的大量数据，用于研究各个系统的整合，并就测试台及其发现向CIMO提供建议。
5.9

委员会注意到，目前使用的无线电探空仪可能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因而要求各专家

组与HMEI以及各会员协作，通过诸如避免使用任何潜在的有害物质并减少其重量和大小，来设计环
境友好型探空仪。
5.10

委员会要求高空OPAG发布可获取的其它国际和国家探空仪比对结果，及其仪器和观测

方法(IOM)测试系列报告。委员会注意到阿尔及利亚关于提供其国家无线电探空仪比较测试结果的建
议。
5.11

委员会注意到关于未来比对的建议，其中包括丹麦气象局计划在位于寒冷恶劣环境下

的格陵兰东海岸的塔西拉克/库鲁素克(Tasiilaq/Kulusuk)进行一项为期三年的自动无线电探空仪发射
系统试验，以及印度气象局计划在印度主办无线电探空仪系统的区域比对。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进
行仪器比对和测试，委员会同意本报告附录5给出的未来WMO高空比对初步计划。

遥感高空技术和技巧
5.12

委员会感谢CIMO副主席Bertrand Calpini先生(瑞士)、遥感高空技术和技巧专家组(ET-

RSUAT&T)组长Seth Gutman先生(美国)，根据其职责和CIMO管理组的指导，协调相关活动。
5.13

委员会批准了本报告附录6中由ET-RSUAT&T编写的天气雷达和风力涡轮机选址指南，

并要求CIMO管理组安排将其纳入CIMO指南，以便为会员提供有关风力涡轮机及其对天气雷达影响
的建议。委员会认识到有必要提高环境部门和风电行业公司对风力涡轮机影响天气雷达的认识，并
告知他们有关CIMO和CBS的指南，以便于相关机构与NMHS之间的协商。委员会建议公布天气雷达
的位置以便帮助风电行业未来部署涡轮机时减轻对天气雷达的影响。
5.14

与天气雷达类似，风廓线仪也受到风力涡轮机以及其它移动物体的影响。为了将该影

响减到最小，委员会要求高空OPAG为会员编写类似于其对天气雷达产生影响的指南。委员会注意
到，根据IOM报告，必须在诸如日本气象厅(JMA)应用的程序的基础上，公布风廓线仪操作指南。委
员会对日本气象厅与其他会员分享经验表示赞赏。
5.15

关于通过GTS/WIS交换天气雷达“原始”数据(可能以雷达反射率和径向风的形式)的需

求，委员会要求高空OPAG明确所需的“原始”资料的定义，以便确保资料交换前国家层面数据的一致
性。考虑到制定一个通用的雷达数据格式会有困难，也许致力于增强对雷达解码软件、元数据和雷
达测量不确定性的理解要更为合适。委员会还要求高空OPAG在IOM系列报告中发布对雷达解码软
件、元数据和测量不确定性的详尽描述或者记录，并将该报告纳入CIMO指南的相关部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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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局域网(RLAN)和动态频率选择(DFS)设备会对天气雷达(特别是C波段)产生干

扰，认识到它们的广泛使用有可能带来的威胁，委员会同意这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以及所有
会员的支持。委员会感谢ET-RSUT&T草拟的有关天气雷达/共享无线电频谱的声明指南，以提交给
2010年11月17-24日在纳米比亚举行的CBS-Ext(2010年)进一步审议。委员会要求高空开放计划领域组
向电信部门提供雷达参数，因为必须仔细考虑未来的一些因素，尤其是在部署雷达之后且没有补救
方案的情况下。委员会还要求高空开放计划领域组促进天气雷达制造商和电信部门之间的合作，因
为通过该合作可提供大量的资源，从而与CIMO一道探讨监督该进程所需的可能的解决方案。
5.17

委员会注意到虽然天气雷达技术和处理能力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最后产品的质量却没

有得到相应的改善，一些挑战仍然存在。因此，委员会要求高空OPAG比对天气雷达算法，以确定最
佳的质量控制算法并明确雷达产品的质量，比如定量降水预报(QPE)。理解/量化各个算法的性能需
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因此，应组织几次比对研讨会以便理解、评估和记录各种质量控制算法和QPE
调整算法。第一次研讨会应强调处理的前两个步骤 – 去除地面杂波和反演反射率值。应成立一个国
际组委会筹备并组织该比对。
5.18

委员会注意到不同天气雷达系统的联网存在困难，并且缺乏适当的维护指南，因而要

求其管理组将这些问题纳入各专家组的工作计划。
5.19

委员会高兴地看到，2009年8月在WMO 会员中进行了一次天气雷达调查，以期开发一

个以网络为基础的天气雷达综合数据库。委员会感谢土耳其气象局(TMS)为本次调查所作的努力，并
感谢TMS愿意代表WMO开发和承办这一基于网络的天气雷达数据库。委员会要求高空OPAG与TMS
密切合作，设计并实施该数据库。委员会指出，这将会对WIGOS在记录元数据和观测标准化方面的
努力做出重大贡献。
5.20

委员会注意到，大气遥感团体由于需要整合各种观测资料从而提高我们描述和监测高时

空分辨率的高层大气特征变化的能力而获得较好赞誉。此外，气候应用需要高空观测资料，以满足同
样的地面观测一直所要求的准确性和均一性标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委员会要求高空OPAG重点确
定并使用各种工具和技术来验证遥感观测符合某些标准的程度，以确保遥感资料与国际标准(SI)的一
致性和可追溯性。委员会建议高空OPAG考虑(与卫星和GRUAN团体合作)举办一次研讨会，以评估哪
些遥感工具和技术有可能成功地把高空观测与国际标准联系起来。
5.21

委员会欢迎对闪电探测系统进行调查，以期评估当前闪电探测系统的运行情况，该调查

旨在报告现有系统的优点和不足，包括范围、准确性、可靠性和成本效益。委员会要求高空OPAG在
IOM系列报告中公布调查结果。委员会指出，所进行的这项调查是评估开展闪电探测系统比对需求的
初始步骤。
5.22

委员会赞赏ET-RSUT&T成员在制定视距激光雷达ISO标准方面所做的工作。委员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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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拟议的ISO第28902号标准“视距的地基遥感”预计将于2011年5月达到批准阶段，并可能在2011年
年中出版。委员会要求秘书处探讨在ISO/WMO协议下制定视距激光雷达ISO/WMO联合标准的可能
性，从而认可CIMO成员所做的重要工作。
5.23

委员会回顾到，2010年4月和5月期间，埃亚菲亚德拉冰盖火山的爆发对北欧的空中交通

产生了巨大影响。委员会对那些分享专业测量资料以支持伦敦火山灰咨询中心(VAAC)的会员表示赞
赏。在这一经验的基础上，委员会同意有必要与各区域协会、区域机构、技术委员会和HMEI合作，
发展增强型火山灰观测网络和能力，特别是激光雷达、气溶胶探测系统和机载系统。
5.24

委员会注意到需要在各会员间快速地共享信息，包括发布国家比对结果以及各系统的

新的发展和改进，并允许公开讨论已经发现的性能问题和局限性。委员会指派CIMO管理组与WMO
秘书处一起，调查WMO网络信息系统的实施情况，以便所有的技术委员会能全面参与。

6.

教育和培训及能力建设(议题 6)

区域仪器中心、标定与可溯源性
6.1

委员会感谢能力建设OPAG的联合主席Mario García先生(阿根廷)和Mohamed Nbou先生

(摩洛哥)，以及区域仪器中心、质量管理体系和商业仪器活动专家组(ET RIC)组长Jérôme Duvernoy先
生(法国)，感谢他们根据各自的职责和CIMO管理组的指南指导了ET RIC的各项活动。
6.2

委员会回顾到，国际单位制(SI)标准测量的可溯源性对于确保观测符合用户的质量要求

和WMO综合全球观测系统(WIGOS)所需的标准和数据兼容性的要求是至关重要的。标定和维护调查
揭示出一些NMHS的测量缺乏对SI的可溯源性，委员会对此表示关切，并强调指出有必要保障对SI
的可溯源性。委员会建议CIMO各专家组采取行动通过各种活动协助会员改善该状况，如让会员有进
行必要定期标定的意识以及通过编写培训和能力建设材料的形式使上述局面出现改观。委员会还回
顾到，预防性维护，特别是定期仪器检查，对于确保要求的测量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委员会要求能
力建设OPAG制定一项战略，以确保会员执行符合SI标准的测量的可溯源性，并要求ET-RIC开展所
需的宣传并编写指导材料。
6.3

委员会认识到区域仪器中心(RIC)应当在WIGOS中发挥重要作用，以确保观测的质量，

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全球兼容性取决于保证测量对SI的可溯源性。委员会关切的是，许多NMHS并不
知道RIC的存在及其提供的服务。委员会建议能力建设OPAG通过一个专门的RIC网站促进向各会员
更好地宣传RIC的能力和服务。委员会还要求ET RIC加强为协调实施相关活动而与RIC开展的合作。
6.4

委员会欢迎出版区域仪器中心的评估方案，旨在按EC-60的要求支持各RIC定期开展审

计工作，并提高其能力以满足必要的区域需求。委员会建议将评估结果通告各区域协会，以使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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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评估现有的RIC是否能满足其需求。令委员会感到鼓舞的是，各区域协会向CIMO通报了对能力
建设活动的需求，以支持其管理的RIC，正如通过评议RIC的能力所明确的那样，从而CIMO能考虑
制定适当的相关能力建设行动。委员会通过了建议1(CIMO-15)- 区域仪器中心的能力和与会员的沟
通。
6.5

委员会回顾到，可通过实验室间的比对展示并检验计量实验室(如RIC)的能力。委员会

建议RIC应该定期组织此类比对活动，并且结果应该公布在RIC和WMO网站上，以便向用户提供RIC
能力的依据。
6.6

会议还认识到，通过更广泛地使用巡检标准(提供价位合理)，预计能够提高仪器的可溯

源性，若无其它方式，凡不具备标定实验室的NMHS可利用巡检标准开展现场检验工作，并可供各
RIC利用这类标准检验本区域会员的标准。然而，委员会强调指出，这决不能取代对仪器和标准进
行必要的正常标定工作。鉴于仪器的可溯源性对于确保观测能够符合用户要求的重要性，尤其是对
气候和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的重要性，委员会建议，各NMHS至少应投资建立气压、温度和湿度标定
实验室，使他们能够确保定期对其测量结果进行检查，以实现对国际标准的可溯源性。
6.7

委员会对ET-RIC专家组编写的关于《标定实验室(包括RIC)仪器指南》的文件表示欢

迎。委员会认为，该文件为建立标定实验室提供了必要的指南，并提供了有助于标定的明确而有价
值的仪器说明。
6.8

委员会还回顾到，有必要以新型简便和价廉的仪器和相关标定设备取代在许多发展中

国家的NMHS仍在使用的有害健康(水银)的仪器和陈旧仪器。委员会鼓励仪器制造商开发并推广此类
仪器，这也有助于提高对SI的可溯源性。
6.9

委员会注意到，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NOAA)国家资料浮标中心(NDBC)成功地展示

了其作为区域海洋仪器中心(RMIC)的能力，世界气象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海洋学和海洋
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选择NDBC为世界上第一个RMIC，这也是WMO全球综合观测系
统(WIGOS)试点项目的一部分。摩洛哥和中国参加了第一次RMIC研讨会并表示愿承担各自区域的
RMIC。
培训材料和培训活动
6.10

委员会感谢负责培训活动和培训材料(R-TA&TM)的联合报告员Ercan Büyükbas 先生(土

耳其)和B.Y. Lee 先生(中国香港)所开展的各项活动。
6.11

委员会对区域培训中心(RTC)定期举办的培训活动数量表示赞赏，这些活动吸引了各国

越来越多的人员参与。委员会还欢迎国外富有经验的知名讲师的参与，并欢迎与推动这些活动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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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气象设备行业协会(HMEI)开展密切合作。委员会向那些主办培训活动以及为研讨会提供讲师并编
写培训讲义的会员表示感谢。委员会鼓励他们继续努力提供此类培训。
6.12

委员会注意到，自CIMO-14以来，已发表了10份有关仪器和观测方法(IOM)的报告。委

员会感谢所有作者为满足会员对高空参数、辐射、降雨强度、固态降水、闪电探测等测量和标定实
验室(包括RIC)的技术咨询需求所做的工作。委员会要求所有专家组努力在IOM 报告中发表其各自工
作的重要成果，使面向所有会员的宣传到位。
6.13

委员会注意到，有必要加强仪器标定的程序，特别是评估所做标定的不确定性。委员

会要求ET-RIC专家组制定新的方法，用于支持RIC开发针对仪器标定的质量保障程序；并根据各自
的需求，在组织有关该主题的研讨会过程中与各区域协会协作。研讨会的目的是支持RIC评估每个
不确定性部分并计算他们进行标定的总体不确定性结果。
6.14

委员会认识到未来开展仪器和观测方法培训课程的必要性，包括仪器标定与维护和可

能采用的涉及向新AWS系统过渡的各种新技术。委员会鼓励各区域协会确定其各自的具体需求，并
与培训教材和培训活动专题负责人沟通，以有助于委员会协调并规划培训研讨会和培训课程。委员
会还注意到培训课程应适合最初级的人员和所需的水平，使会员更多地受益。
6.15

委员会赞赏日本气象厅(JMA)于2010年7月27日至30日举办的JMA/WMO地表、气候和

高空观测质量管理研讨会。委员会还注意到此次研讨会的主要成果，即充分利用RIC、促进能力建
设、在RA II的每个NMHS建立校准实验室以改善资料质量和可获取性的重要性。委员会鼓励CIMO
各专家组组长在其未来的活动中充分考虑这些成果。
6.16

委员会认识到支持有关地表、气候和高空观测可获取性和质量区域活动的重要性，并

鼓励秘书长和能力建设OPAG为此努力寻找外部资源，这可以通过提高资助机构和会员认识到观测对
高影响服务(比如减灾和气候适应)的重要性来实现。
6.17

考虑到WMO空间计划使用“虚拟实验室”或“电子教学”进行教育和培训员工所取得的积

极经验，委员会认为CIMO也有类似的需求。委员会建议在休会期间予以设计并付诸实现。
6.18

委员会注意到，CIMO管理组曾建议为推动长期伙伴关系采取行动，以便促进能力建

设。比如，应当考虑是否可以设立一个试点项目，将WIGOS、GFCS、减轻灾害风险对改善资料稀
缺地区数据可获取性和质量的需求联系起来。
教育和培训需求
6.19

委员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决定用一系列新的出版物代替《气象和业务

水文人员教育和培训指南》(WMO-No.258)，第一卷：气象学。EC教育和培训专家组(EC专家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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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监管新系列中的两卷，负责制定各自领域从业人员的能力和教育培训需求的技术委员会则负责监
管其余各卷。
6.20

在WIGOS和质量管理框架(QMF)方面，委员会同意它们会确保从事气象观测、检定或

仪器维护的人员拥有相关的技能、知识和态度，以便在工作中达到委员会指南规定的水平。委员会
对利用资格确定人员分类和利用能力确定人员能从事的工作加以区分表示进一步的支持。一些利用
气象人员(非气象技术人员)从事气象观测的会员十分强调这一点。如果气象观测只能由气象技术人
员承担，就不允许存在这一情况。但经气象观测培训的人员从事气象观测符合EC专家组的规定。
注意到这一问题对专家确定能力和教育培训材料十分重要，委员会将这一任务列为休会期的一项工
作。

7.

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议题7)

7.1

委员会分别感谢 CIMO 指南的现任和前任的报告员Krunoslav Premec先生(克罗地亚) 和

Igor Zahumenský博士(斯洛伐克)为修改《WMO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CIMO 指
南》)提出了有关汇编和协调方面的建议。
7.2

委员会赞赏《CIMO 指南》第七版英文电子版自2008年起已完成制作，在WMO网站上

向所有感兴趣的用户提供：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IMOP/IMOP-home.html 。
7.3

委员会注意到草案对《CIMO 指南》第一个补充篇已在“仪器和观测方法网站”上公布，供

WMO成员审阅。 委员会感谢所此次更新做出贡献的专家。 委员会批准了《CIMO 指南》第七版第
一个补充篇的最终草案，并请秘书长作出更新《指南》的电子版的安排。
7.4

委员会注意到，EC- 62对无法确保将CIMO指南翻译成所需的WMO语言表示关切。这

将会影响一些观测的质量，包括气候观测和用于降低灾害风险(DRR)的观测，也可能减少 WMO综
合观测系统(WIGOS)的某些效益。委员会同意EC-62的看法，《CIMO指南》是发展中国家成员为改
进其观测网络而获取所需的新技术和观测方法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委员会同意提请EC-63和Cg-16
将资助翻译《CIMO指南》为WMO官方语言给予最高优先。应当优先考虑翻译《CIMO指南》中
与WIGOS、DRR和GFCS所需的基础业务观测部分。委员会鼓励WMO成员为CIMO 信托基金和/或
WMO出版物基金捐款，以支持将《CIMO 指南》翻译成WMO其它语言并予以出版。委员会认识到
《CIMO指南》第七版已作重要升级，因此第六版不应再使用。
7.5

委员会认识到，需要不断评审并定期更新《CIMO 指南》，以反映观测技术的迅速发

展，并满足WIGOS 标准化的要求。 委员会还认识到，不断更新 《CIMO 指南》，从科学的角度审
议更新建议，并考虑《CIMO 指南》表述的一致性，需要做大量工作。为了确保《CIMO 指南》中
信息的质量和内容表述具备一致性，委员会同意建立一个《CIMO 指南》编委会，并在议题11下提
供其明确的职责。

16
7.6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委员会强调指出，CIMO 各专家组的相关工作成果需纳入《CIMO 指南》。 委员会鼓励

CIMO 专家组联合组长确保其专家组的相关成果，以适当的形式在《CIMO 指南》中发表，并与编
委会密切协作，为及时组织有关出版工作。
7.7

委员会注意到EC-61关于《气象仪器及观测方法手册》应成为《WMO技术规则》一个

附录的决定。委员会要求 CIMO 编委会与 CIMO 各专家组和有关技术委员会密切协作，根据需要拟
订一份《CIMO手册》的编写战略，并考虑是否将《CIMO 指南》中无争议的部分升级为 ISO/WMO
共同标准的水平。
7.8

委员会注意到编写 《WIGOS 手册》的计划，并同意 CIMO需要参与这一编写工作。 此

外，委员会认识到在形成编写《CIMO 手册》的概念时必须考虑到《WIGOS 手册》的编写工作，以
确保适当的协调，避免工作出现重复。委员会要求《CIMO 指南》编委会和管理组确保《WIGOS 手
册》、《CIMO 手册》、《CIMO 指南》的编写工作与 ISO 相关标准保持一致。
7.9

委员会认识到，WMO技术文件、指南和手册为会员提供了大量的标准、最佳规范和指

导，但这些文件有时内容重叠，不够统一，难以查找和调用，这影响了数据质量和系统的互可操作
性。 委员会认为，开发基于网站的、用户友好的可直接调用《CIMO 指南》和其它WMO相关文件
的工具将大大有助于各会员获取所需的信息。委员会支持发展这种工具并建议将其设定为相当高的
优先，因为它将对WIGOS做出重要贡献。

8.

有关委员会的WMO战略计划 (议题8)

8.1

WMO优先问题(议题8.1)

8.1.1

委员会注意到WMO的优先领域为：(a)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b) 能力建设； (c)

WMO 全球综合观测和信息系统；和 (e) 航空气象学，并同意 CIMO 未来的活动应直接与这些优先挂
钩。
8.1.2

委员会注意到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要求CIMO审议其在WIGOS中的作用，并要求所有

的技术委员会结合WMO基于结果的管理方式审议各自的职责，并组织计划的结构和活动，由此贯彻
落实WMO的顶层目标和实现WMO的预期结果。
8.1.3

委员会赞同在CIMO的WIGOS试点项目框架内完成的工作、对其职责开展的审议以及与

其他技术委员会和试点项目开展的磋商，从而确认在WIGOS方面CIMO如何为它们提供帮助和与它
们开展合作。
8.0.4

委员会同意其职责应与本组织的5项优先相呼应，并通过了建议2(CIMO-15) – 仪器和观

测方法委员会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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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要全力支持WMO的优先以及认识到资金有限，委员会要求管理组在制定专家组的

工作计划时须对CIMO的活动进行优先排序，在加强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合作时须重点突出会产生最大
效益的活动。
8.2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愿景(议题8.2)
委员会认识到工作的开展要适应现实的不断变化，以便以最适当和最有效的方式提供

所需的指导。这些不断变化的现实包括：WMO的一些优先举措(GFCS、DRR、WIGOS和WIS、能力
建设和航空气象学)要求的不断变化；影响观测系统的新技术和观测技术的发展；以及专家工作环境
的不断变化。委员会欢迎CIMO管理组提出的旨在制定一份CIMO愿景声明的举措，这将有助于向会
员通报CIMO在支持WMO优先活动(例如WIGOS、GFCS和DRR)方面发挥的作用；有助于阐明CIMO
是如何实现目标的；以及激励各位专家参与CIMO的活动。委员会决定通过决议1(CIMO-15)-仪器和
观测方法委员会的愿景声明。
8.3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战略计划(议题8.3)

8.3.1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CIMO)回顾了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CG-15)关于批准本组织基

于结果的管理(RBM)的新框架的决定，要求各技术委员会坚持战略计划所设定的方向和优先事项，
并规划各自计划的结构和活动，以便追求最高层次的目标，并实现预期结果。
8.3.2

委员会注意到在制定WMO战略计划(SP)和运行计划(OP)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各区域协

会(RA)和技术委员会(TC)对这一进程的参与。委员会还注意到，2012-2015年期间WMO战略计划和运
行计划的结构建立在EC-61所批准的2009年技术委员会主席(PTC)会议和2009年EC战略和运行计划工
作组(EC WG/SOP)第二次会议的建议的基础之上。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2010年PTC会议(2010年1月)和
EC WG/SOP第三次会议(2010年3月)的建议。
8.3.3

委员会注意到EC-62关于WMO战略和运行计划以及监督和评价的决定。委员会决定，

为了有效地促进战略计划，它将根据WMO战略规划办公室提供的指南，把其活动纳入WMO运行计
划，并对监督和评价过程做出贡献。

9.

委员会在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MO信息系统、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和		
WMO计划中的作用 (议题9)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9.1

委员会审议了第15次大会通过的旨在更好地整合WMO各项观测系统之间的战略，以及

当前和未来CIMO职责的制定和实施情况。在这方面，委员会强调其优先领域应当是对WIGOS的实
施做出有效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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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认为，在测量规范和观测方法的标准化、观测技术和系统的整合，尤其是在

WIGOS标准化的第一个领域，CIMO应发挥重要的交叉性作用，这就是“仪器和观测方法的标准
化”。委员会还欢迎CBS在WIGOS的发展和实施方面的贡献，并强调各个技术委员会之间要密切地合
作和加强协调。
9.3

在这方面，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获得EC-62支持并将提交第16次大会批准的WIGOS运行

概念(CONOPS)最新版本和WIGOS发展实施战略(WDIS)。在此条件下，根据从WIGOS概念测试阶段
获得的经验教训，将对上述文件作进一步修订。
9.4

委员会注意到CIMO WIGOS试点项目取得的进展和提供的重要服务。令委员会表示

赞赏的是，在WIGOS框架内对CIMO的职责进行了修订，对地面观测站的选址进行了分类以便在
WIGOS框架内使用，并在议题4和议题8.1下对上述事宜进行了审议。还令委员会表示赞赏的是，
CIMO与其它的WIGOS试点项目合作，并要求其管理小组提出在未来CIMO工作结结构框架下开展更
广泛合作的方式方法。
9.5

在审议WIGOS的发展状况时，委员会同意执行理事会WIGOS和WIS工作组(EC-WG/

WIGOS-WIS)的以下观点，即WIGOS的实施需要具有适当项目管理职能的WIGOS项目办公室进行积
极协调和支持。同时也要考虑与试点和示范项目组、未来的WIGOS跨委员会协调组(ICG-WIGOS)和
各自的技术委员会工作机构之间开展更好的互动。
9.6

根据WIGOS和EC-62的要求，委员会以如下方式进行了回应，即对CIMO未来的工作结

构进行相关调整，批准CIMO开放计划领域组(OPAG)、专家组(ET)和专题负责任人的新的职责，从
而最好地满足WIGOS在整合、互操作性、标准化和质量管理方面的要求。在这方面，委员会要求其
管理小组与OPAG组长、专家组、有关的报告员和专题召集人进行协调，将有关的任务和活动纳入各
自的工作计划，以便对实施WIGOS这项高优先级任务作出贡献。
9.7

考虑到WIGOS的要求，委员会同意以下优先领域：

(a)

与有关伙伴合作，制定有关的WIGOS标准，包括WIGOS元数据标准 ；

(b)

向会员和区域协会提供有关在WIGOS框架内使用仪器和观测方法的技术指导和建议；

(c)

更新、协调和制定WMO的规章制度，包括制定一份新的WIGOS手册和/或指南。

9.8

委员会注意到，EC-61决定将《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手册》作为《WMO技术规则》的

一个附录。委员会要求CIMO下属的各个机构制定一份编写该手册的计划，并将其与WIGOS手册的
编写进行协调。
9.9

鉴于在WIGOS整合过程中发挥的重要的交叉性作用，委员会一致认为CIMO主席应直接

负责WIGOS活动的总体协调。预计在第16次大会之后将立即建立ICG-WIGOS，委员会推荐CIMO主
席担任ICG-WIGOS的当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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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信息系统 (WIS)

资料和元资料的表示
9.10

委员会注意到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的决定，应特别关注资料和元资料的标准化以确

保WIGOS、 GFCS和其他WMO计划和倡议的资料的互操作性和可获取性。为此，它强调CIMO参与
有关WIS的资料管理功能的开发十分重要，尤其是有关仪器的地面和高空观测资料的表示格式和元
资料。
9.11

委员会注意到WMO资料表示概念模式的开发情况，这是CBS资料表示系统政策的基础

要素。该项开发工作将最终导致WMO的资料和元资料ISO19100 核心轮廓的制定，其中包括ISO元资
料标准的WMO核心轮廓。
9.12

委员会强调需要为CBS OPAG-ISS元资料和资料互操作性跨计划专家组(IPET-MDI)

的活动作出贡献，并提高CIMO对ISO以及开放地理信息联盟(OGC)标准的认识，如观测和测量
(ISO19156)，以及促进CIMO对OGC传感器Web访问(SWE)框架内开发的其他标准的认识。委员会提
请其管理组提名CIMO代表参加IPET-MDI，并作为CIMO专家参加WMO和OGC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MoU)规定的活动，其具体任务是提高WIGOS和CIMO对ISO/OGC标准的认识。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
9.13

委员会注意到EC-62审议了WMO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立场文件执行摘要，明确GFCS由以

下部分组成：(1)观测；(2)气候研究、模拟和预测；(3)气候服务信息系统(CSIS)；(4)气候用户界面计
划(CUIP)；及(5)能力建设。委员会还注意到EC-62批准了WMO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立场文件最终稿。
认识到保证质量、得到质量控制和记录良好的长期观测资料对GFCS取得成功的重要性，委员会同意
CIMO在计划其对GFCS的贡献时使用WMO关于GFCS的立场文件。
9.14

在这方面，委员会同意气候学委员会第15次届会(CCl-15)的决定，即有必要与其它技术

委员会和WMO计划密切合作，向WMO会员的气候观测活动提供指导，并特别关注气候监测、应用
和服务所需的各种观测资料的质量和标准。
9.15

注意到作为WMO优先领域之一的GFCS的发展，同时认识到观测是GFCS的基础组成部

分以及由CCl-15确定的需求，委员会同意需要指定数位气候观测和服务的CIMO联系人，其职责如
下：
(a)

与其它委员会、WMO计划、协办计划和WMO秘书处联系，满足将由高级别专题组确
定的GFCS的观测需求；

(b)

在满足气候信息和服务质量和可追溯性所需的气候观测问题而制定指南材料和标准方
面，就委员会的作用和活动向管理组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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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并建议联合项目、活动和工作机制，包括与CCl协作，协助会员制定并实施WMO
标准，重点关注最关键的问题，如在气候中使用自动气象站(AWS)和遥感观测资料，以
及固态降水观测遇到的困难。

9.16

委员会要求管理组提名气候观测和服务的CIMO联系人。

WMO质量管理框架(QMF)
9.17

委员会注意到，CIMO应包含在 WIGOS范围内的标准化的关键领域之一就是WMO质量

管理框架(QMF)，以及WMO有关法规材料(技术规则、手册、指南)的制定、使用和维持，以确保：
(a)

天气、水、气候和其他环境资源的观测资料、记录和报告、业务预报、预警以及相关
信息和服务具有确定的质量，并符合与其他国际组织商定的有关联合标准；

(b)

向最终用户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这应基于商定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标准，其目
的是开发和实施综合质量管理体系(QMS)，以提供具备充分质量控制的可靠和及时的数
据以及相关的元数据。

9.18

委员会认识到对制定气象资料和服务标准化质量管理程序的需求。委员会还一致认

为，这些标准的实施将大大有助于改善由NMHS提供的气象服务的质量，因为气象服务的质量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观测资料的质量。
9.19

因此，委员会一致认为需要一种全面的质量管理方法，并赞赏WMO海洋气象和海洋学

计划(MMOP)以及气候与水计划(CLWP)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举措，以及将质量管理纳入WIS和WIGOS
概念。
9.20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WIGOS QMF实施战略将指定观测网络QMS的所有进程，并重视

有关如何管理观测网络和观测子系统的指南，以便更充分地满足QMF的要求。在这方面，委员会同
意通过将有关活动纳入其OPAG和专家组的工作计划而促进这一发展。
9.21

委员会一致认为，CIMO在QMF中的作用主要是制定和提供可能在观测网络中实施的

仪器和观测方法的标准，包括仪器/台站资料的质量控制标准，并与CIMO在WIGOS中的作用密切相
关。随着新的观测技术投入业务使用，维持CIMO指南的更新并扩展指南的范围，将成为CIMO对
WMO QMF的主要贡献。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9.22

委员会注意到WMO执行理事会第62次届会提供的指南，重申了对GEOSS及其十年实施

计划的支持。
9.23

委员会还注意到EC-62提供的指南，要求CBS和其它有关技术委员会及联合指导委员会

加强与GEO的互可操作性安排，以便WMO会员能够从WMO决议40(Cg-12)和决议25(Cg-13)管理之外
的资料中继续获益，且其他各方可类似地从WMO的天气、水、气候资料和其它环境资料拥有方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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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处。
9.24

因此，委员会再次强调GEOSS囊括和整合不同类型资料(包括实地和遥感资料)的重要

性。在这方面，由于即将举行的GEO全会和部长级峰会(2010年11月3-5日，中国北京)标志着GEOSS
十年实施计划的中点，所以本次会议可能重点讨论GEO如何通过GEOSS为满足重大的社会需求做贡
献，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LDC)，包括从交叉的角度强调实地观测资料的共享、协
调和可持续性，这是CIMO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9.25

最后，委员会鼓励会员参与相关的GEOSS活动，并在国家GEO协调体系内全面参与加

强NMHS在以下领域的作用，即理解国家层面对信息和服务需求，以及NMHS在提供天气、气候、
水和减轻灾害风险方面所承担的职责。
9.26

委员会注意到，为了界定WMO参与GEO的益处，秘书处进行了一项特别调查。委员会

还注意到，关于WMO和NMHS参与GEO和GEOSS的益处，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人关注把GEO观测以
外的任务扩大到信息部分。对GEOSS的贡献应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之上，以获得最大化的协同效
应，并避免重复。
9.27

委员会注意到，EC-62要求秘书长确保加强与GEO的协调。

WMO减轻灾害风险计划 (DRR)
9.28

委员会注意到在1980到2007年间，全球范围内90%以上的灾害、72%的伤亡和75%的经

济损失与水文气象灾害有关。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灾害会影响观测网络，导致国家气象水文部
门(NMHSs)包括观测、监测、预报和预警服务在内的核心职能的中断。
9.29

委员会获悉， WMO DRR国家调查(2006年)表明干旱、山洪及江汛、大风、强风暴、热

带气旋、风暴潮、林火及野火、热浪、山体滑坡和航空灾难是所有会员关注的十大灾害。委员会注意
到保持高质量的观测记录(历史及实时)对DRR的应用至关重要，包括：(1) 风险识别；(2) 通过提供早
期预警减少风险，以支持应急准备与响应和中长期部门规划所需的气候服务；和 (3) 通过保险和其它
金融工具进行风险转移。因此，由于自然灾害造成仪器和观测网络破坏而导致的监测中断，如果不重
建这些系统，不仅在灾害过程中和灾害后阻碍NMHS提供有效服务的能力，而且NMHS提供有效服务
的能力也将受到长期阻碍。
9.30

因此，委员会强调，设计仪器和观测网络要以能够经受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为标准，

这一点非常重要。委员会同意：(1) 为仪器及其安装制定标准，使其能够承受极端水文气象事件的影
响；和(2) 帮助CBS和CHy制定有关观测网的设计指南，这些观测网要能够可靠而精确地测量尤其是
风险区域内的极端水文气象事件。委员会要求其管理组将有关的任务和活动纳入OPAG和ET的工作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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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忆及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Cg-15)批准了WMO减轻灾害风险的战略目标，这

些目标源自世界减灾大会(2005年1月，日本神户)上由168个国家通过的《2005-2015年兵库行动框架
(HFA)》。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Cg-15要求通过国家和区域项目来实现WMO减少灾害风险的战略目
标，上述项目以如下5个重要主旨为基础：
(a)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及其观测网络的现代化；

(b)

国家业务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的实施；

(c)

灾害资料、分析和水文气象风险评估工具的强化；

(d)

加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与群众防护、灾害风险管理机构及其它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
作；

(e)

协调培训和公众宣传计划。

9.32

委员会获悉，在DRR计划的学科交叉框架下，一些WMO区域正在开展国家/区域合作项

目，以便展示利用NMHS提供的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进行有效灾害风险管理(DRM)的好处。委员
会注意到，在EC-60、EC-61和 EC-62的有力支持下，东南欧洲(8国)、 中亚和高加索(8国)、东南亚(5
国)、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3国)已经开始或准备开始与关键的战略伙伴(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减
灾战略(UN-ISDR)、UNDP和许多参与观测网络改进或现代化的机构)开展合作。委员会建议将制定
完毕的指南用于设计观测网络，以此作为在受益国改进或使观测网络现代化举措的部分内容。
WMO极地观测(PORS)
9.33

委员会赞赏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EC-PORS)在处理有关极地观测

及其标准化以及数据质量问题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
9.34

委员会强调了在艰苦、边远和寒冷的环境下运行和维护业务和研究观测系统所带来的

挑战，尤其是在极地地区。委员会一致认为，CIMO指南应包括与极地地区测量和观测有关的一章，
其中包括自动气象站(AWS)的测量。委员会同意CIMO有关专家组的成员应包括EC-PORS的代表，以
保持CIMO和EC-PORS之间的联系。
9.35

EC-62(2010年6月，日内瓦)注意到制定有关降雪、雪深和固体降水测量标准的重要性，

这对于极地地区内部和以外地区的天气、气候和水文研究及服务至关重要。它们还是拟议的WMO
全球冰冻圈监视(GCW)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委员会认识到，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和
传感器被用于实地降雪、雪深和降水测量，其中大多数都有未知的测量误差，因此，CIMO应作出努
力，以评估会员当前进行这种测量所用的方法。委员会一致认为，作为一个紧急事项，应与其他有
关技术委员会和EC-PORS 合作，开展相互比较，以评估自动化的影响，并确定在寒冷气候下进行降
雪、雪深和固体降水测量的误差，特别是自动气象站的误差。
9.36

委员会注意到开展多学科综合监测的超级站/参考站对于提供标准化资料和信息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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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委员会注意到，未来WMO全球冰冻圈监视(GCW)计划目的是在气候寒冷地区(不仅仅是极地地
区)建立标准化的冰冻圈观测网络，从而以规范方式对尽可能多的冰冻圈要素进行长期监测。这将需
要合作努力，以编制现有的冰冻圈测量指南和标准。可能需要新的指南。委员会同意促进冰冻圈指
南的编制，并参与确定超级站及其仪器和观测。
9.37

委员会注意到，EC-PORS将讨论国际极地十年(IPD)在WMO内部以及与其他机构和科学

机构的潜力。委员会一致认为，IPD将会为CIMO提供一个未来极地倡议/比对的可能框架。
9.38

委员会要求其管理组(MG)提名一位联络员，就仪器和观测标准化方法、维护和运行的

有关问题以及IPD问题与EC-PORS保持联络。
9.39

委员会认识到，正在组织的旨在支持极地观测、固体降水测量、GCW和未来潜在IPD

的活动不仅与WIGOS保持一致，而且也将是实施WIGOS的基本要素。它还注意到，委员会将与CBS
一道在实施WIGOS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委员会要求其管理组根据需要与EC-PORS、CBS和其它有
关机构进行协调，以便将这些活动作为WIGOS实施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组织。这种综合的方法将在以
下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即不仅对WIGOS、GCOS和EC-PORS提供支持，而且也支持未来的GFCS和
GEOSS。
全球大气监测(GAW)计划
9.40

委员会注意到WMO下一财务期的优先领域包括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和WMO全球综合

观测系统(WIGOS)。为此，委员会强调全球大气监测(GAW)计划的温室气体、臭氧和气溶胶测量质
量保证(QA)和质量控制(QC)十分重要。委员会认识到在这些测量方面CIMO需要与GAW计划的活动
建立联系。
9.41

委员会对GAW计划通过建立必要的WMO/GAW实验中心、比对活动和培训，包括

GAWTEC培训课程，在提高大气成分测量的质量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委员会同意BIPM和
WMO签署的协议使GAW计划和CAS的实验中心得到更好的国际认可。
9.42

委员会同意，在CIMO指南中需考虑CAS专家有关大气化学成分测量的意见。CIMO指

南有关大气化学成分测量方面的工作应与GAW密切合作并应考虑该计划所积累的经验。
9.43

委员会对已组织若干比对活动表示赞赏，并要求继续开展这些活动。这些包括2005年5

月的第一次多波段滤光片辐射仪(UV)比对，2006年底的第一次国际TECO地面臭氧气体分析仪检定
研讨会(下一次于2010年在布宜若斯艾利斯举行)，区域检定中心组织的布鲁尔和陶普生总臭氧仪定
期比对，以及承担了WMO/GAW气溶胶物理世界检定中心的德国Leipzig对流层研究所组织的不同气
溶胶特性定期检定和比对。委员会注意到，“测量太阳紫外辐射的仪器：第2部分：测量红斑作用加
权太阳辐照的宽谱仪器” (GAW 报告 No. 164)业已出版，它鼓励会员利用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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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与有关国际组织的合作 ( 议题 10)

10.1

委员会认识到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和最佳利用现有的资源和技术，与其他国际组织和科学

研究单位的密切合作十分重要。委员会要求管理组根据届会确定的工作重点确保与这类组织保持和
加强联系。

10.2

委员会注意到 WMO 与国际标准组织 (ISO) 签署了工作安排，从而增加了 WMO 与 ISO

在制定 ISO/WMO 共同技术标准方面的合作，并且使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通过了决议 8(EC61)，为提议 WMO/ISO 共同技术标准提出了须遵守的程序。委员会认识到，这将使它们加强 CIMO
和 ISO 已有的联系，目前一些专家正在为 CIMO 专家组和 ISO 技术委员会开展工作。

10.3

委员会同意，在制定和修订标准方面与 ISO 建立牢固的联系十分有助于确保 ISO 和

WMO 的相关标准能满足气象界的需求，以及通过出版有关的标准提高气象观测的质量。委员会认
识到迄今尚未出版 ISO/WMO 共同技术标准，因此在实际落实工作安排方面尚需积累经验。委员会
因此要求管理组和专家组成员确保与其他的 CIMO 专家组分享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

10.4

委员会欣悉 WMO 与国际度量衡委员会 (CIPM) 签署了相互承认安排 (MRA)，并提名 3

个实验室作为代表参加 CIPM MRA 组织的活动，此举将有助于改进世界各地的测量可追溯性。委员
会对这些实验室所作贡献表示感谢，并要求它们通过管理组向委员会通报通过 CIPM/MRA 它们拟参
加的有关其工作的问题和开发。

10.5

委员会对 WMO 与国际度量衡局 (BIPM) 一起组织 “WMO-BIPM 气候变化监测全球观测

系统的测量挑战：可追溯性、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研讨会 ” 表示赞赏，CIMO 专家积极参加了这一研讨会。
委员会要求管理组就是否需要适时组织一次后续研讨会提出建议，并视需要积极参加这一组织工作。

10.6

委员会对与仪器制造商的积极合作感到高兴，尤其是通过水文 - 气象装备业协会 (HMEI)，

及通过它们参加 CIMO 专家组会议、培训研讨会和仪器比对。委员会认为仪器制造商参加 WMO 组
织的比对，为评估仪器的能力和为会员根据自己的特别需求筛选仪器提供了独特的仪器测试，会员
对此倍感兴趣。

10.7

委员会感谢 EUMETNET OPERA 计划愿意为目前正由土耳其国家气象局开展的 WMO

天气雷达数据库开发工作分享资料和提供支持。委员会建议开展此项开发工作，由此尽可能地减少
数据库管理单位和需提供资料的 NMHS 在数据库更新方面的维护工作。委员会认识到 EUMETNET
与 CIMO 有很多活动严重重叠，并要求其管理组以及各专家组组长在互惠互利的领域中调查合作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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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认为 COST 行动的结果与其工作有密切的关系，它要求 CIMO 专家组与 COST

保持积极的关系，尽可能为它们做出贡献，确保通过这些行动积累的经验在制定对 CIMO 会员的指
南中，尤其是在更新 CIMO 指南中得到应用。

11

委员会未来的工作和工作结构

11.1

WMO、WMO 综合观测系统和信息系统 (WIGOS-WIS)、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减轻灾害风险计划 (DRR)、能力建设和航空气象的高优先重点需要加强与其它技术委员会和各区域
协会的合作。委员会也面临着为发展上述重大活动做出贡献的很高期望。在 WIGOS 情况下尤为如此，
因为第一个由 WIGOS 确定的标准化领域是解决仪器和观测方法问题的，而第三个领域解决质量保
证问题，两者均与委员会非常相关。委员会认识到其现有的资源将不可能即刻解决所有问题，并认
识到应当将把工作重点放在各项活动上，基于这些活动本委员会的工作能够最为有效，同时加强与
其它技术委员会的合作并确定工作的优先重点，以便对 WIGOS 的发展提供最有力的支持。委员会
还注意到，在委员会的管理方面还面临着挑战，做好管理旨在对提出的所有合作请求做出积极响应
并根据委员会不断收到的专家推荐开展提名工作。
11.2

委员会认识到，需要使其工作结构适应 WMO 新的优先重点，更突出强调那些特别需

要指导的领域，以及需要具有一个灵活的结构，因为 WIGOS 和 GFCS 在更好地形成过程中都要求
本委员会予以适应。委员会决定在 CIMO-13 期间以现已建立的工作结构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包括
在上一个休会期间设立的各个小规模专题组 (TT)，以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因此委员会通过了决议 2
(CIMO-15)–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工作结构。
11.3

委员会决定建立三个开放计划领域组，分别负责仪器标准化和比对工作、遥感和新技术

以及能力建设，为此委员会通过了决议 3(CIMO-15) –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开放计划领域组。
11.4

委员会认为，CIMO 管理组成员将协助 CIMO 主席和副主席开展工作，以确保与其它技

术委员会和各项计划保持相关的联系与协作，主要是通过参加其活动的方式与之保持联系和协作。
委员会决定重建 CIMO 管理组并通过了决议 4(CIMO-15) – 仪器观测方法委员会管理组。
11.5

为了作出必要的安排，以有效地按已商定的工作计划开展各项任务和相应的活动，委员

会决定在每个 OPAG 组内建立专家组 (ET) 和专题负责人，并为他们分配本报告附录 7 列出的任务。
11.6

委员会注意到一些专家组为实现各自的工作计划通过大量电视 / 电话会议广泛开展工作

方面所取得的积极经验。委员会认为，将需要采用新的工作方法和机遇 ( 如电视 / 电话会议、网络会
议等 )。委员会提议在 CIMO-15 会议之后的 6 个月内，每个专家组应召开一次电视 / 电话会议，具
体由一位管理组成员负责会议的组织。利用这类会议作为启动工作的会议，以建立各专家组成员之
间的工作联系，落实工作计划的责任，并着手开展工作。此外，各专家组应尝试利用各种机会召开
特别会议，如在明年 TECO 期间开会，并建议管理组在为 TECO 作出时间安排时可考虑利用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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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认识到，各 ET 组长在通过协调开展的工作以实现委员会的目标方面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因此，为了确保委员会有效开展工作，在休会期间最好避免专家组组长出现变动。委员
会鼓励各专家组组长尽最大努力协调好各自团队的工作，直到委员会下次届会的召开。本报告附录
8 列出委员会指定的专家组组长、副组长和专题负责人。
11.8

委员会要求管理组确定各专家组成员。委员会请各专家组和 OPAG 组长，与管理组一道，

并与秘书处合作，根据 CIMO-15 确定的优先重点制定一项工作计划，包括现实的突出重点的目标活
动和可提供的服务，以确保所有专家能够积极参与该工作计划，并为之做出贡献。委员会要求管理
组把已经分配给委员会旧的结构中的专家组的任务重新分配给新的结构中的有关专家组，并酌情对
其结构进行调整。
11.9

委员会注意到，已设立了 CIMO 信托基金，以加强 CIMO 的资源募集，并允许外部资

源支持 CIMO 的各项活动，如仪器比对，编写最新指南及其翻译工作，后者在 WMO 经常性预算下
可能得不到充分支持。委员会鼓励会员通过向这一信托基金捐款，为具体的 CIMO 活动提供支持。
11.10

委员会注意到 EC 性别主流化咨询专家组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2 月 25-26 日在日内瓦

举行，还注意到 EC-62 同意对性别主流化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将其纳入 WMO 战略计划的有关部分。
委员会同意专家组的建议，即指定一名与 EC 专家组保持联系的性别问题联络员，并要求 CIMO 管
理组提名一名 CIMO 性别问题联络员。本报告附录 9 给出 CIMO 性别问题联络员的职责。
11.11

作为要求管理组提名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EC‑PORS) 事务联络员

的后续行动，委员会同意本报告附录 10 列出的 CIMO EC‑PORS 事务联络员的职责草案。
11.12

委 员 会 回 顾 了 名 为 WIGOS 区 域 海 洋 仪 器 中 心 (RMIC) 的 JCOMM 试 点 项 目。 委

员会注意到已指定了一个 RMIC，并将很快再指定一些。委员会还注意到位于美国 NOAA 国家
资 料 浮 标 中 心 (NDBC) 的 RMIC 于 2010 年 4 月 进 行 的 第 一 次 成 功 演 示 所 取 得 的 积 极 经 验。 委
员 会 同 意 有 必 要 通 过 JCOMM 进 行 协 调， 在 其 未 来 工 作 和 工 作 结 构 中 支 持 海 洋 仪 器
和观测方法。
11.13

注 意 到 第 11 次 国 际 直 接 辐 射 表 比 对 (IPC) 将 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 开 始， 委 员 会 要

求 CIMO 管 理 组 尽 快 成 立 一 个 任 务 小 组 确 保 IPC-11 取 得 有 效 成 果， 并 建 议 将 以 前 IPC 特
设 小 组 的 职 责 作 为 行 动 草 案， 并 基 于 有 关 成 果 采 取 行 动。 委 员 会 还 要 求 CIMO 管 理 组 确 保
IPC 任务小组的管理结构和职责能提供相关机制，从而支持作为 WMO 主要太阳辐射基准的世界辐
射测量基准 (WRR)，并确保区域辐射中心和国家辐射中心对 WRR 的可追溯性。
11.14

委员会建议秘书处探索开发一个基于网络的信息工具的可能性，以便共享有关仪器

和 观 测 方 法 的 最 佳 做 法， 特 别 是 国 家 比 对 的 通 告 和 结 果， 观 测 系 统 的 新 进 展 和 改
进之处，标准的制定以及有关的性能问题。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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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要求管理组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为委员会的活动制定优先顺序。

CIMO 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
11.16

委 员 会 同 意 建 立 CIMO 测 试 基 地 和 牵 头 中 心 的 建 议， 目 的 是 促 进 CIMO 和 有 关 的

NMHS 在气象仪器和系统性能的测试、开发和标准化方面开展合作，从而造福 WMO 所有的会员。
它将利用和依靠 NMHS 的现代化设施和具体的专业知识向所有的 WMO 会员提供指导，同时 CIMO
认可指定的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的现代化设施和专业知识、它们为 WMO 会员制定指南作出的重大
贡献以及对 WMO 观测系统产生的影响。
11.17

委 员 会 审 议 了 有 关 CIMO 测 试 基 地 和 牵 头 中 心 的 总 体 职 责 建 议， 并 通 过 了 决 议 5

(CIMO-15) – CIMO 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的总体职责。
11.18

委员会对在 CIMO-15 之前收到的建立 CIMO 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的建议表示欢迎。委

员会成立了一个特设专家小组，由 Bruce Forgan( 组长，澳大利亚 )、周恒 ( 中国 )、Michel Leroy( 法国 )
和 Bruce Hartley( 新西兰 ) 组成，在 CIMO-15 届会期间根据以下评估标准对这些建议进行评估：
••

WMO会员常任代表提出的正式书面建议；

••

确保测试基地/牵头中心的称呼反映出重点领域；

••

设施—技术和基础设施；

••

休会期间的计划，包括重点活动领域；

••

能用于支持活动的人员编制；

••

长期承诺，如两个休会期；

••

与CIMO ToR的一致性；

••

充足的资源—运行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的能力；

••

质量管理体系的声明；

••

能力建设的潜力。

11.19

委员会注意到本报告附录 11 中的特设组的报告。委员会赞赏所有提案的质量都很高，

但认识到还需要补充一些信息，以便在 2010 年年底前完成对其中一些提议的评估。委员会要求特设
小组完成这些评估，并向 CIMO 主席提交一份建议供审议。在特设小组建议的基础上，委员会决定
指定以下 CIMO 测试基地和 CIMO 牵头中心：
••

CIMO测试基地，Lindenberg 气象台– Richard Assmann 观象台，德国

••

WMO-CIMO降水强度牵头中心，意大利

11.20

委员会还就本报告附录12给出的建立未来CIMO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的指定过程达成一致意

见。委员会进一步鼓励会员尽快提出类似的建议。
11.21

委员会认识到，在每次CIMO届会之前，至少要对指定的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评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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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O 2010的成果
11.22

WMO气象与环境仪器和观测方法技术会议(TECO-2010)于2010年8月30日至9月1日在芬

兰赫尔辛基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支持不断变化的对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需求的观测技术和系
统”。委员会获悉了本报告附录12所提供的圆桌会议的主要成果，并要求管理组考虑将这些建议纳入
专家组的工作计划。

12.

审议委员会以往的决议和建议以及执行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议题 12)
根据惯例，委员会审议了本次届会之前通过的且仍然有效的决议和建议，并通过了决

议6 (CIMO-15) –审议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以往的决议和建议和建议3 (CIMO-15) –审议执行理事会
有关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决议。

13.

选举官员 (议题13)

13.1

委员会一致选举Bertrand Calpini 教授(瑞士)担任WMO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主席。

13.2

委员会选举Clifford Bruce Baker博士(美国)担任WMO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副主席。

14.

第十六次届会的日期和地点(议题14)
委员会收到俄罗斯联邦愿承办CIMO第十六次届会的提议。

15.

会议闭幕 (议题15)
CIMO第15次届会于2010年9月8日上午11时10分闭幕。

总摘要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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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1(CIMO-15)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愿景声明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注意到：
(1)

《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26)，决议13(Cg-15)–
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包括CLIPS项目，

(2)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59)，

(3)

《WMO战略计划》 (WMO-No. 1028),

考虑到在气象观测标准化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从而确保资料的质量以满足用户的需求，例如与气
候变率和变化有关的需求，
认识到：
(1)

委员会为保持标准的国家观测网络而在向观测网络管理员和技术人员提供指导方面发
挥的作用，从而保证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提供给用户的产品和服务满足质量要求，

(2)

需鼓励专家参与委员会的各项活动，

(3)

重要的是要向会员通报委员会在支持诸如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和减轻灾害风险等WMO优先活动方面发挥的作用，

决定通过在本决议附录中给出的 CIMO 愿景声明。

决议1(CIMO-15)的附录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愿景
为确保会员观测技术达到标准并且可持续地改进，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将：

(a)

根据需要，促进气象、气候、水文、海洋和相关地球物理和环境观测在不同的环境条
件和技术基础设施条件下得到有效和经济的发展、实施并使用有关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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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气象、气候、水文和其他相关环境观测系统的运行制定和出版所需的标准及有关仪
器(如WMO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可靠的观测方法、质量保证包括仪
器标定和测量溯源、性能规格以及有关仪器兼容、实地和遥感观测的互操作性方面的
指导材料，并为获取这些标准和指导材料提供有效的渠道；

(c)

与科技界、仪器厂商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一起协调新技术的引进问题，通过适当的方
法对新技术进行评价(例如仪器比对或测试平台的运行)，并为促进业务引进提出咨询
意见；

(d)

扩大工作范围以应对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和减轻灾害风险计划不
断增加的要求。同时，与其他有关技术委员会以及区域协会协调，开发适合恶劣气候
和社会环境的仪器，并开展培训和其它能力建设活动。

决议2 (CIMO-15)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工作结构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注意到：
(1)

在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

(2)

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通过的工作结构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回顾到决议1(CIMO-13) -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工作结构，
考虑到有必要：
(1)

为专家提供更大的机会参与有关重要技术问题专题组的工作，

(2)

加强对仪器和观测方法标准(包括有关的质量控制程序)的制定，以达到WMO全球综合
观测系统的要求，

(3)

加强制定提供给会员的关于应用在观测网络业务的遥感和新技术的指导材料，特别关
注发展中国家，

(4)

加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对委员会工作的参与，同时加强与各区域仪器中心的合
作，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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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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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有适应性、灵活的工作结构，从而在WMO的重点活动进一步调整时能够满足
对这些活动的预期，

(6)

建立并保持与其它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相关仪器制造商的有效联系，特别是在解决与		
WIGOS有关的事宜时，

(7)

确保向所有会员通报有关委员会活动的技术信息，

决定调整开放计划领域组(OPAG)的工作结构，详见本决议的附录；
授权主席按照委员会和管理组商定的优先重点设立专家组和专题组并启动工作；
进一步授权主席在管理组的协助下在休会期间如果有需求可设立除委员会所同意的领域之外的专家
组和专题组；
要求委员会主席在管理组的协助下不断审议新工作结构的影响和成效，并在必要时作出调整；
提请秘书长根据现有资源内安排对新结构的支持工作，促进各OPAG和各专家组成员参与CIMO的工
作。
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1(CIMO-13)，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2(CIMO-15)的附录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工作结构
1.

委员会的工作结构由一系列小规模、以任务为重点的专家组组成，同时以适当方式作

为补充，让CIMO所有成员参与这一过程并向他们通报情况。委员会的活动以三个主要的开放计划领
域划分：
(a)

标准化和比对；

(b)

遥感和新技术；

(c)

能力建设。

2.

每一个开放计划领域的活动由开放计划领域组(OPAG)处理：

(a)

标准化和相互比对OPAG；

(b)

遥感和新技术OPAG；

(c)

能力建设OP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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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AG的成员通过适当的沟通方式定期协商和通报情况，例如通过委员会主席或各联合

组长的通函以及WMO/CIMO网站。
CIMO管理组
4.

CIMO 管理组须由主席和副主席，三个OPAG的联合组长以及为确保区域代表性的最少

人数的额外专家组成。它的总人数通常不应超过8名成员。该组在委员会休会期间指导和管理委员会
各项活动方面发挥强有力、积极和关键的作用。它负责确保该计划领域的整合，战略规划问题，评
价商定的工作方案取得的进展以及在休会期间对工作结构进行相关必要的调整。管理组在休会期间
至少开一次会，最好两次。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的方式，决定了CIMO 管理组的职责。CIMO 管理
组的会议报告将可通过WMO /CIMO网站获取。
5.

CIMO管理组必须充分致力于其管理职责。管理组应：

(a)

把重点放在用户要求上；

(b)

监测和调整的OPAG的职责；

(c)

协调具体计划活动(专家组)产生的具体任务和时间安排；

(d)

制定委员会文件编制/报告的标准；

(e)

定期开展管理评议；

(f)

确保与其它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相关的WMO计划进行适当的协调。

开放计划领域组
6.

开放计划领域组职责和联合组长的指定由委员会届会决定。一般性质的职责以及具体

任务由每个OPAG界定，并由委员会批准。每个OPAG的联合组长协调和管理专家组的工作。由委员
会或委员会主席在CIMO管理组的协助下设立的专家组执行分配给它们的具体任务。联合组长将决定
专家组领导层责任适当的分工，包括其工作的协调，报告等。联合组长负责OPAG领域工作的管理和
技术指导。
专家组
7.

专家组主要是根据专业知识为解决科技问题并为研究所需的具体专业知识问题提出建

议。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更为有效的是，设立一个专题负责人(一个专家应被视为“一个成员”的专家
组)，提供专家指导意见，报告实施情况，并与其它负责具体问题和专题的专家组保持联系。 专家组
的职责由委员会届会、委员会主席或管理组制定。
8.

各专家组组长通常由委员会届会指定。 若未指定，则委员会主席可根据各OPAG联合组

长的建议指定专家组长。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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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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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家组的成员将根据OPAG联合组长与专家组组长的建议由管理组指定。如无法指

定，可采用主席同意的其它机制。 建立并启动专家组的工作将通过委员会届会或由主席在管理组的
指导下进行。 OPAG联合组长可邀请其他感兴趣机构的合适的专家来参加有关CIMO专家组。
10.

希望各专家组能在规定时间期限内向其上级机构提交工作结果。专家组可通过通信或

召开必要会议的方式开展工作。管理组将根据委托给该专家组的任务性质和紧迫性，并与秘书处协
商后再考虑召开专家组会议的必要性。专家组的报告一般可通过WMO/CIMO 网站获取或根据需要
通过普通邮件分发。
11.

经管理组批准后，专家组组长可根据需要敦请CIMO专家完成其任务。专家组组长应对

其任务和进度目标制定计划，并定期就分配给该组的任务进展提交报告。
专题组
12.

专题组是人数少的专家，是为解决具体问题而建立的。专题组可由管理组直接设立(直

接向管理组报告)，或由管理组根据专家组组长的建议设立。专题组是独立于其他专家组而开展工作
的，并可吸收专家组的非核心成员参加。专题组一般都是临时性的，一旦设立将通过专家组组长向
管理组报告并接受专家组的监督。专题组通常都是通过通信方式开展工作，并且在其任务完成时可
考虑举行一次会议。

决议3(CIMO-15)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开放计划领域组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考虑到：
(1)

需要在WMO内继续开展和协调以下活动：
(a)

确保观测网络质量将不断提高和量化，

(b)

业务工作引进新技术，无论从研究机构或商业制造商，

(c)

提高观测的可提供性，以支持减轻灾害风险计划、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要求，

(2)

需要为会员提供有关使用仪器、维护和标定方面的建议，

(3)

需要使委员会的活动与WMO优先活动和WMO战略计划的要求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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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到：
(1)

决议1 (CIMO-13)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工作结构，

(2)

决议1 (CIMO-14) –CIMO各开放计划领域组(OPAG)，

决定：
(1)

建立：
(a)

标准化和比对OPAG；

(b)

遥感和新技术OPAG；

(c)

能力建设OPAG；

(2)

通过本决议附录中给出的每个开放计划领域组的职责；

(3)

根据总则第32条，推选以下人员担任每个开放计划领域组的联合组长：
(a)

(b)

(c)

标准化和比对OPAG ：
•

联合组长：Bruce Forgan (澳大利亚)；

•

联合组长：Jitze P. van der Meulen (荷兰)；

遥感和新技术OPAG ：
•

联合组长： Heng Zhou (中国)；

•

联合组长： Alexander Gusev (俄罗斯联邦)；

能力建设OPAG：
•

联合组长： Mario García (阿根廷)；

•

联合组长： Samir Issara (摩洛哥)；

要求各开放计划领域组的联合组长：
(1)

对委员会及其主席交给OPAG的事宜采取行动；

(2)

每年年末准备一份活动报告，分发给委员会成员；

(3)

最迟在委员会届会召开前4个月向委员会提交一份有关其活动成果的报告和各项建议，
供委员会届会通过，并提出其负责领域未来活动的要求和建议。

______
注: 本决议替代决议1(CIMO-15)，后者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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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3(CIMO-15)的附录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开放计划领域组的职责
A.

标准化和比对开放计划领域组(OPAG)

1.

促进开发适合所有会员(包括最不发达国家会员)的地面、实地高空及辐射仪器和观测方

法，与水文气象装备业协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相关的科研机构的联络；
2.

根据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及WMO其它计划的要求，与其他国际标准化组

织合作，建立仪器和观测方法标准，包括元数据；
3.

为会员编写仪器使用和操作指导材料；

4.

组织仪器测试和比对；

5.

根据需要，向WMO各计划和会员提供咨询；

6.

就发布标准(CIMO指南、CIMO和WIGOS手册等)以及支持相关的培训活动，与能力建

设OPAG建立有效联络；
7.

定期向会员通报OPAG取得的成就。

B.

遥感和新技术OPAG

1.

促进有关地基遥感系统和新观测技术的运行、开发、测试和文献，包括与其它技术委

员会协调；
2.

继续掌握有关地基遥感系统和新观测技术的运行、开发、测试和文献的所有活动概

况，包括测试平台运行的进展；
3.

编写可用于业务的遥感及新技术指导材料和标准；

4.

根据需要，向WMO各计划和会员提供咨询；

5.

就发布标准(CIMO指南、CIMO手册和WIGOS手册等)以及支持相关的培训活动，与能

力建设OPAG建立有效联络；
6.

定期向会员通报OPAG取得的成就。

C.

能力建设OPAG

1.

加强和促进与仪器和观测方法有关的能力建设活动，包括编写有关仪器标定、维护及

测量可溯源性的指导材料；
2.

与各区协及WMO其它相关能力建设活动合作，组织开展能力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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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一切必要的协调活动并确保审议和发布标准(CIMO指南、CIMO手册和WIGOS手

册、国际标准化组织/WMO共同标准等)；
4.

就发布标准及支持相关培训活动，与标准化和比对OPAG及遥感和新技术OPAG建立有

效联络，并确保专题组长的工作与其它OPAG的专家组相协调；
5.

定期向会员通报OPAG取得的成就。

决议4(CIMO-15)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管理组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回顾到：
(1) 		 决议1(CIMO-13)–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工作结构，
(2) 		 决议2(CIMO-14)– CIMO管理组，
认识到：
(1)

委员会的高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活动的有效管理以及届会休会期间的有效沟
通，

(2)

管理组必须确保将各计划领域的整合，评估取得的工作进展，协调战略规划，建立各
项活动的优先排序，并在届会休会期间就委员会工作结构的必要调整作出决定，与其
它技术委员会和区协联络，

决定：
(1)

重建CIMO管理组，其职责如下：
(a)

就有关委员会工作的所有事宜向主席提供咨询和协助；

(b)

协助主席规划和协调委员会及其开放计划领域组和专家组的工作；

(c)

规划、协调和积极管理委员会及其开放计划领域组、专家组和专题组的工		

		

作，包括评估各项工作计划取得的进展，并就新的优先重点活动提供咨询；

(d)

监督实施与WMO战略计划中有关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并就相应行动向主席

		

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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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就与其它技术委员会、区协和其它相关国际组织及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合作的

		

有关事宜向主席提供咨询；

(f)

协调本委员会与其它技术委员会、区协和WMO交叉计划有关的各项活动；

(g)

组织专家以使委员会的工作能够顺利完成；

(h)

继续审议委员会的内部结构和工作方法，并在届会休会期间对工作结构作出

		

必要的调整，以提高效率和/或满足本组织新的需求；

(i)

继续审议各开放计划领域组和专家组的职责并作出必要的调整；

(j)

就委员会届会休会期间任命承担具体工作的专家事宜，向主席提供咨询；

(k)

开放计划领域组组长将根据其职责参加各专家组会议；

CIMO管理组的人员初步组成如下：
(a)

委员会主席(组长)；

(b)

委员会副主席；

(c)

开放计划领域组联合组长；

(d)

CIMO指南编委会主席；

允许主席调整CIMO管理组的组成和规模，以提高效率和/或满足本组织新的需求。
_______
注：本决议替代决议2 (CIMO-14)，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5 (CIMO-15)
CIMO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的总体职责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注意到：
(1)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九次届会要求CIMO确定一个或多个优秀中心作为仪器开发和测试的
CIMO牵头中心，并制定此类中心的职责，

(2)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要求CIMO在为未来观测网的组建酌情整合地基遥感和实地观
测的同时为未来CIMO测试基地的仪器设施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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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
(1)

目前对测试的需求以及需要就仪器性能为会员制定指南，

(2)

需要制定有关各种传感系统最佳组合的原则，从而提高未来业务高空网络的时空能
力，

(3)

拥有专门设施和专业知识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为WMO会员制定指南作出的重大贡献，
以及它们对WMO观测系统产生的影响，

认识到：
(1)

测试基地指拥有试验设备的中心，其目的是评估各种遥感高空技术的能力，并为多种
观测系统的遥感仪器提供指南，例如有关新的观测系统的最佳部署和各种仪器最佳组
合的指南，或指对地面实地观测进行长期测试的中心；

(2)

牵头中心指负责仪器开发和测试的优秀中心，这些中心可能重点突出具体的参数；

决定通过本决议附录1和2给出的CIMO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的总体职责；
提请会员提交有关此类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的进一步提议，包括介绍现有的基础设施和仪器以及拟
议的测试基地/牵头中心的主要活动。

决议5(CIMO-15)附录1
CIMO地基遥感和实地观测测试基地的总体职责
1.

CIMO地基遥感和实地观测测试基地的目的是收集特定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拥有的地基
遥感和实地仪器测试的结果和信息，为在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范围内对观测进行整
合提供国际平台。

2.

CIMO 测试基地将根据会员的提议由委员会届会建立，其依据是它相信，通过提案和任
何补充信息，提出的测试基地具有必要的能力和专业知识，并能作出长期的承诺。

3.

CIMO 测试基地将负责为整合地基遥感和实地观测以及制定标准程序提供指导，为仪器
的使用和操作提供咨询。CIMO测试基地将与有关的CIMO专家组合作制定指导材料。

4.

CIMO 测试基地将包括正在开展最新技术测定工作的“优秀中心”以及通过应用新技术产
生高性价比的技术和系统的“优秀中心”。CIMO 测试基地应与其它科学与发展组织和机
构包括仪器制造商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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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O 测试基地应通过协助委员会举办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为缩小国家间差距发挥重要
作用。此举不局限于参加CIMO的培训活动，它还包括与发展中国家的台站建立特别的
伙伴关系。

6.

CIMO 测试基地每两年将向CIMO管理组至少提交一份报告，出版仪器和观测方法报
告，并酌情为气象环境仪器和观测方法技术大会做出贡献。在委员会每次届会之前，
将由CIMO管理组来评估CIMO测试基地的活动，以确保它们提供了预期的结果。

7.

CIMO 测试基地将通过CIMO管理组指定的一个CIMO专家组与委员会保持联络。CIMO
测试基地必须提供一个联络人，负责CIMO 测试基地与委员会之间的联系。

8.

要求CIMO 测试基地在不能提供规定的服务时通知WMO，比如由于人力资源问题。

决议5(CIMO-15)附录2
CIMO 牵头中心的总体职责
1.

CIMO牵头中心的目的是提供高水平的仪器性能测试技术，包括实验室设施和仪器比
对，以及由此产生的仪器性能的标准化、仪器互操作性和在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范畴内的兼容性。

2.

CIMO牵头中心将通过仪器和观测报告和有关的科学杂志向CIMO提供各项重大测试的
报告，以及支持对WIGOS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服务。

3.

CIMO牵头中心将根据会员的建议由委员会届会建立，其依据是CIMO相信，通过提案
和任何补充信息，提出的牵头中心具有必要的能力和专业知识，并能长期开展此项工
作。

4.

CIMO 牵头中心将促进开发所有仪器的使用和操作标准程序，旨在提高全球仪器的兼
容性和互操作性。它们应就仪器的使用、操作和检定提供咨询。CIMO牵头中心在制定
指导材料方面将与有关的CIMO专家组合作，并酌情与区域仪器中心和区域辐射中心合
作。

5.

CIMO牵头中心应通过协助委员会举办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为缩小国家间差距发挥重要
作用。

6.

CIMO牵头中心每两年将向CIMO管理组提交至少一份报告，出版IOM报告，并酌情为
气象环境仪器和观测方法技术大会作出贡献。在委员会每次届会之前，将由CIMO管理
组来评估CIMO 牵头中心的活动，以确保这些中心提供了预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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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O牵头中心将通过CIMO管理组指定的一个CIMO专家组与委员会保持联络。CIMO
牵头中心必须提供一个联络人，负责牵头中心与委员会之间的联系。

8.

要求CIMO 牵头中心在不能提供规定的服务时通知WMO，比如由于人力资源问题。

决议 6 (CIMO-15)
审议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以往的决议和建议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注意到按照本委员会在第十五次届会之前通过的决议和建议采取的行动，
决定:
(1)

决议3 (CIMO-14)继续保持有效；

(2)

建议1 (CIMO-14)、5 (CIMO-14)、7 (CIMO-14)、9 (CIMO-14)、10 (CIMO-14)、1
(CIMO-12)、3 (CIMO-12)、4 (CIMO-11)、6 (CIMO-11)、8 (CIMO-11)、12 (CIMO-11) 和
13 (CIMO-11)继续保持有效；

(3)

第十五次届会之前通过的其他决议和建议不再有效。

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4(CIMO-14)，原决议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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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通过的建议
建议1 (CIMO-15)
区域仪器中心的能力和与会员的沟通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注意到：
(1)

建议19 (CIMO-9) – 建立区域仪器中心，

(2)

在《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中公布的区域仪器中心(RIC)的职责，

(3)

各区域建立的RIC，

(4)

区域仪器中心的评估方案，

认识到：
(1)

许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需要提高测量结果对国际单位制(SI)标准的可溯源性，

(2)

许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既不知道RIC的存在，也不知道它们能够提供的服务，

考虑到：
(1)

RIC在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便通过提供测量结果对SI标准		
的可溯源性，以确保观测资料的质量，

(2)

需要权威机构对RIC进行定期评估，以便根据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的要求检验它		
们的能力和绩效，

(3)

根据RIC的职责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的ISO 17025号标准 – “对检测和标定实验室能力		
的总体要求”，提供一个评估方案，用于对各区域仪器中心进行审查，

建议：
(1)

各RIC建立各自网站，以促进与其区域会员的沟通，提供有关其能力和所提供服务的		
信息，包括相关联络信息，维护本区域会员所使用、并已被RIC校验过的标准的数据		
库；

(2)

各RIC通过与委员会合作的方式编写必要的培训和能力建设材料并组织培训活动，以促
进对测量结果对国际标准可溯源性的认识以及此概念在各区域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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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RIC定期采用委员会制定的区域仪器中心评估方案，并就评估结果与区域会员和相应
的区协主席沟通，以使区协能够评估现有RIC能否满足其既定需求；并建议各区域协会
向委员会通报是否需要开展任何能力建设活动；

(4)

各RIC最好在各自区域内组织RIC实验室间的定期比对工作，并在其专用网站和WMO网
站上公布比对结果；

进一步建议请各区域协会在每次区域协会届会上审议对RIC的评估结果。

建议2(CIMO-15)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职责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注意到:
(1)

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26)，

(2)

技术委员会主席2009年会议最终报告(2009年2月，日内瓦)和技术委员会主席2010年会
议最终报告(2010年1月，日内瓦)，

(3)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59)，

(4)

WMO战略计划 (WMO-No. 1028),

考虑到与其他技术委员会进行磋商和与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试点项目开展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进一步考虑到执行理事会建议将一个新的前言纳入WMO总则技术委员会总职责，
认识到技术委员会的职责应与本组织的长期优先，WMO基于结果的管理方式以及本组织的总体目标
和战略主旨保持一致，
建议委员会的职责根据本建议附录进行修订；
要求秘书长将此建议提交第十六次大会审议并纳入WMO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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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2(CIMO-15)的附录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职责
委员会负责气象、气候、水文、海洋和相关地球物理和环境变量的观测仪器和观测方法的国际标
准、兼容和可持续性。
本职责是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所有观测的基础，本职责的履行将与和WMO一起共同承办、拥有
和/或运行部分观测系统的合作组织密切磋商。本职责还包括对WMO交叉活动的需求提供支持，如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减轻灾害风险和能力建设。
它特别包括以下内容：
(a)

对标准和可兼容观测方面的需求做出响应，包括资料内容、质量、元资料和观测产品
的生成；

(b)

对有效和可持续地使用仪器和观测方法提供咨询、建议和促进研究，包括质量管理程
序如测试、预防性维修、检定和质量保证的方法；

(c)

开展和/或协调全球和区域仪器比对以及仪器和观测方法性能的测试；

(d)

与其它国际组织合作，如国际度量衡局和国际标准组织，促进测量可追溯性的发展，
以便接受国际标准(SI)，包括在基准仪器和仪器检定、开发和测试方面按照世界、区
域、国家和先进中心进行有效的分类；

(e)

促进空基和地基(实地和遥感)及两者间观测的兼容性、比对、整合和互操作性，包括测
试基地观测试验；

(f)

鼓励在气象、气候、水文、海洋和相关地球物理和环境变量的观测仪器和观测方法领
域开展研究和开发新的方法；

(g)

促进适用和经济的仪器和观测方法的生产和开发，尤其注意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h)

支持仪器和观测方法领域的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

(i)

与科研机构和仪器制造商保持联系，在业务中引进新的观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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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3(CIMO-15)
审议执行理事会有关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决议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满意地注意到执行理事会根据本委员会以往建议所采取的行动，
建议:
(1)

决议7 (EC-59) —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报告》不再视为必要；

(2)

决议13 (EC‑34) — 辐射仪的开发和比对保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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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 录
附录1
总摘要第4.13段的附录
更新关于降雨强度测量和仪器比对最佳做法的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
应当根据以下具体说明更新《CIMO指南》：
−

明确阐述降雨强度(RI)测量，并在适当之处包括特定的相关信息。

−

只有当一分钟资料全部被传输并被使用时，一分钟RI 才在单个站点被测量并用以进一
步分析(一分钟RI强度不应用于时间取样计划，即每小时的单个天气测量或者3小时的测
量作为一分钟RI值不能代表更长的时间段)，并且基准时间与观测站的不同仪器之间需
要取得很好的时间同步(超过10秒)。

−

应将第一章附录1B表格中第6.4行 (降水强度)分开，以便同时说明液态和固体降水强
度。注释应当适当解释降水强度的相关类型。

−

应将第一章附录1.B表格中第6.4行-第8列 (可达到的测量不确定性)分开，以便同时说明
实验室和野外的条件。对于降水强度(液态)，应当加入以下数据：

在实验室恒流条件下

在野外条件下

−

5% 大于2毫米/小时
2% 大于10毫米/小时
5 毫米/小时， 和
5% 大于100毫米/小时

对IOM 99-WMO/TD1504 (2009)第4.1.2和4.2节中具体记录的实验室和野外标定方法，应
使用WMO野外比对(时间分辨率为一分钟)采用的程序，对《CIMO指南》中集水区类型
的RI测量仪器的实验室标定程序进行更新。

−

在第4.4章的第三部分及相关的附录中，建议将来比对的国际组织委员会考虑定期举行
电话会议，以便监测比对的进程，向当地承办方提供建议，并编制最终报告。此外，
建议测试期应在比对正式开始前进行：在此测试期后，应组织所有参加人员确认并核
实仪器的设置和数据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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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总摘要第4.14段的附录
有关改进降雨强度测量准确率的需求

在意大利维尼亚迪瓦莱举行的降雨强度测量仪器野外比对所获取的结果为降雨强度测量的发展确定
了如下需求：
(1)

应在每个仪器的用户手册中纳入技术参数的最低清单；对不同的应用而言，应提供有
关输出值最佳选择的充分建议：
- 测量范围、分辨率、阈值和线性；
- 测量的不确定性(对于整个测量范围而言);
- 停滞期、延迟时间和时间常数；
- 内部计算或更新周期和可能的输出周期。

(2)

应当对翻斗式雨量计进行修正，以便对高RI的低估进行补偿。那些考虑了每一翻斗时
间戳的软件修正方法能提供最佳结果。

(3)

降雨强度和累积降雨量应当分开计算，并同时报告两个量值。

(4)

应当避免使用增加时间常数的算法。

(5)

应当在输出数据电文中提供质量信息。

(6)

应当改进仪器的设计，以减少低降雨强度(特别是少于20 mm/h)条件下一分钟降雨强度
测量的不确定性。

附录3
总摘要第4.25段的附录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地面仪器比对初步计划(2011-2014)
1.

WMO固体降水比对，包括世界各地(多站点试验)自动站降雪量和积雪深度的测量；

2.

WMO区域太阳热量计比对；

3.

WMO温度计百叶箱与北极地区湿度测量仪器的联合比对；

4.

WMO现在天气传感器在热带条件下的比对；

5.

WMO海平面和海啸监测仪器的试点比对；

附录
6.

WMO水文测量仪比对，包括正常条件下以及极端事件情况下的比对；

7.

WMO云幂仪的比对，以支持高空系统专家组的比对活动；

8.

WMO日射强度计、日照时数仪器联合比对，可能结合紫外线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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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总摘要第4.36段的附录
陆地地面观测台站选址分类方法
一个场地1的环境条件可产生超过仪器允许误差的测量误差。通常更为重视仪器特性，而不重视测量
工作的环境条件；但是造成结果失真的原因常常是环境条件，从而影响了结果的代表性，特别是当
一个场地被认为对一个较大地区(即100-1 000平方公里)具有代表性时。
WMO-No. 8文件对各种传感器的敞度(暴露面)规定作了说明。但是当达不到这些条件时，又该怎么
办呢？
有些场地没有遵守推荐的敞度规定。因此，设立了一个分类法，以帮助确定某一场地对一较小尺度
的代表性(周边环境的影响)。因此，第一类场地可被视作基准场地。第五类场地是附近有障碍物的
场地，其环境不适合使气象仪器对较大地区(至少一平方公里的十分之一)具有所期望的代表性，因
此应避免在这样的场地开展气象测量。选址级别越小，测量值对较大地区的代表性就越高。级别数
字较差(数字较大)的场地可就某一特定应用具有价值，即就需要这一场地的测量值，包括局地障碍
物。
一个场地上的每种测量要单独进行分类。
这一分类法是将测量值与其相关各种不确定性水平联系起来，因此，可以使用该方法确定台站的最
高级数，以便列入某一网络，或者用于某一特定应用。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所有场地都是第一类
的，但真正的世界并不完美，一定程度的妥协也是必要的。通过这一选址分类方法，接受这一状
况，并加以记录则更有价值。
根据法国气象局的经验，有了分类程序，这有助于网络业务和管理各方更好地考虑敞度规定，因而
常常能改进选址工作。至少，对场地环境有所了解，并在元数据中加以记录。很显然，对场地作完
整记录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建议所在，但是风险是作了完整记录的场地可能会增加元数据的复杂
性，常常会限制其业务利用。这就是为什么此选址分类方法规定对信息进行压缩，以有利于此元数
据信息的业务应用。
1

“场地”的定义是安装仪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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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场地没有一个单一分类编号。一个场地上测量的每个参数均有自己的分类，有时与其它的分类
不同。如果需要对一个场地作统一分类，则可用参数分类的最大值。
对每个场地的评级应定期复审，因为环境状况会动态变化。建议每年开展一次系统性的目视检查：
如果某些环境方面发生了变化，则需要进行重新分类。
场地分类全面更新应至少每五年进行一次。
在下文中，由于选址原因，在开展此种分类时估计(偶尔)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并须加到测量值不
确定性总值之中。该估测来自于文献研究和/或一些比较检验。
此分类的主要目的是记录靠近测量场地的障碍物。因此，如果较远(即>1公里)，自然地形特点可不
予考虑。如果地形对周边地区具有代表性，判断的方法则是如下：台站移动500米后，所得出的分类
会否发生变化？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地形该属于该地区的自然特征，并不予考。
复杂地形或城市地区一般可导致分类编号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可增加一个额外的标志“S”，放在分
类编号4或5之后，表示特定环境或应用(即4S)。
气温和湿度
百叶箱内传感器的安装高度应由气象局确定(按照《CIMO指南》为1.25米至2米之间)。高度决不应
低于1.25米。对上限的要求没有这么严格，因为温度梯度与高度的关系是温度随着高度而下降。例
如，安装高度为1.5米和安装高度为2米的传感器的温度差小于0.2 °C。
主要差异是由非自然地面和遮光阴影造成的。
•

百叶箱周围的障碍物会对百叶箱的辐射平衡产生影响。百叶箱附近的纵向障碍物可遮
挡太阳辐射，或“阻止”晚间空气辐射冷却，因为障碍物会散发温度更高的红外(IR)辐
射，或者因反射辐射而产生影响。

•

相邻的人工地面可使空气变热，因此应加以避免。其影响程度取决于风况，因为风可
影响空气交换的程度。非自然或人工地面要考虑的是热源、反射面(如建筑物、混凝土
路面、停车场)以及水源(如池塘、湖泊、灌区)。

应避免附近障碍物的遮挡。分类时，对自然轮廓的遮光不予考虑(见上文)。
所说的植被生长高度是指‘日常’保持的植被高度。对结构植被高度(根据场地上的植被类型)与维护不
善造成的高度加以了区分。因此，对某一场地的分类是按常规维护设定(除非这样的维护并不切实可
行)。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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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

由开阔空间包围的平地，其倾斜度小于1/3(19°)。

•

对该区域具有代表性并由天然低矮植被(低于10cm)覆盖的地面。

•

测量点位于：
o 离热源或反射面(建筑物、混凝土路面、停车场等)100米以上；
o 离辽阔水域100米以上(除非该区域重要)；
o 当太阳大于5°，远离投射的所有遮挡阴影。

如果在一个环绕百叶箱的半径为100米的圆形区域内的一个热源占据表面面积的10%以上，而该热源
占据一个半径为10-30米的环面面积的5%，或占据一个半径为10米的环面面积的1%时，则认为该热
源(或水域)有影响。

二级
•

由一片开阔地环绕的平坦水平地面，其坡度小于1/3(19°)；

•

对该区域具有代表性并由天然低矮植被(低于10cm)覆盖的地面；

•

测量点位于：
o 离人工热源或反射面(建筑物、混凝土路面、停车场等)30米以上；
o 离辽阔水域30米以上(除非该区域重要)；
o 当太阳高于7°，远离投射的所有遮挡阴影。

如果在一个环绕百叶箱的半径为30米的圆形区域内的一个热源占据表面面积的10%以上，而该热源
占据一个半径为5-10米的环面面积的5%，或占据一个半径为5米的环面面积的1%时，则认为该热源
(或水域)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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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预计因选址使温度升至1°C的其它不确定性)
•

对该区域具有代表性并由天然低矮植被(低于25cm)覆盖的地面。

•

测量点位于：
o 离人工热源和反射面(建筑物、混凝土路面、停车场等)10米以上；
o 离辽阔水域10米以上(除非该区域重要)；
o 当太阳高于7°，远离投射的所有遮挡阴影。

如果在一个环绕百叶箱的半径为10米的圆形区域内的一个热源占据地表面积的10%以上，或者该热
源占据一个半径为5米的环面面积的5%，则认为该热源(或水域)有影响。

四级(预计因选址使温度升至2°C的其它不确定性)
•

靠近人工热源和反射面(建筑物、混凝土路面、停车场等)，或者广阔的水域(除非该区
域重要，占据：
o 百叶箱周围半径为10米的圆形区域内小于50%的面积；
o 百叶箱周围半径为3米的圆形区域内小于30%的面积；

•

当太阳高于20°，远离所有投射的遮挡阴影。

五级(预计因选址使温度升至5°C的其它不确定性)
达不到四级要求的站址。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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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
由于仪器对气流的影响，在测量降水过程中风是最大的干扰源。除非对雨量计进行人为的挡风保
护，例如安装一个挡风板，最好的站址往往建在森林或果园的林间空地上，在树木之间，在低矮灌
木或灌木丛中，或者将其它物体作为一种有效的防风带，以抵御从各个方向吹来的风。理想的安装
条件是将设备安装在一个由统一高度遮挡物环绕的区域。一个遮挡物代表一个角宽度为10°及以上的
物体。

降水站的选择与其它测量仪器在高度上的限制不一致。实际上这些条件是不现实的。如果各种挡风
物不都完全一样，他们有可能产生失真测量结果的湍流；对固体降水而言，这种影响愈加突出。正
因为如此，所以更加实际现实的高度规则要求严格控制与挡风物的距离。没有刻意考虑与盛行风有
关的挡风物的朝向。实际上，强降水往往与对流因素有关，因此风向不一定是盛行风向。如果最高
和最低高度之间的比例小于2，那么可考虑挡风物统一高度的因素。

挡风物高度的基准是位于某个流域内的雨量计高度。

一级
•

由一片开阔地环绕的平坦水平地面，其坡度小于1/3(19°)。雨量计被具有统一高度的挡
风物所包围，仰角介于14-26°之间(为高度2-4倍距离的挡风物)。

或

•

由一片开阔地环绕的平坦水平地面，其坡度小于1/3(19°)。对具备人工挡风的雨量计而
言，不必用统一高度的障碍物挡风。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将任何其它挡风物置于距该
挡风物高度至少4倍远的位置上。

二级(预计因选址使降水量增至5%的其它不确定性)
•

由一片开阔地环绕的平坦水平地面，其坡度小于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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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将可能的挡风物置于为挡风物高度至少2倍远的距离(针对该流域雨量计的高度)。

三级(预计因选址使降水量增加15%的其它不确定性)
•

由一片开阔地环绕的地面，其斜坡的倾斜度小于1/2(≤ 30°)。

•

可能的挡风物必须置于大于该挡风物高度的距离。

四级(预计因选址使降水量增加25%的其它不确定性)
•

陡峭的坡地 (> 30°)。

•

可能的挡风物必须置于大于该挡风物高度一半(1/2)远的距离。

五级(预计因选址使降水量增加100%的其它不确定性)
•

距挡风物的位置小于该挡风物(树木、屋顶、墙壁等)高度的一半(1/2)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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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地面风

有关高度的传统规则规定，应将传感器安放在离地面和空地10米以上的位置。此处的空地代表障碍
物安放的地面，相隔的最短距离至少为障碍物高度的10倍。
粗燥度
风的测量不仅受到周围障碍物的影响，而且地形的粗糙度也发挥了作用。WMO规定地面站近地面风
的几何高度为10米，粗燥度为0.03米。
这就是因以下具体条件为已知的基准风 (10米的高度和0.03米的粗糙度)。
因此，必须记录测量站址周围的粗燥程度。应将粗燥度用于将测量风转化成基准风，但是只有在离
障碍物不太近的时候采用该程序。《CIMO指南》第5章对与粗燥度有关的问题和校正程序作了描
述。
根据《CIMO指南》的规定，对粗燥度的分类列举如下：
达文波特的地形分类(1960年)
Wieringa(1980年)根据空气动力学粗燥度zo改编

类别指数

对矮地形的描述

z 0 (米)

2

泥泞平地、雪、无植被、无障碍物

0.005

3

平坦地势、草、少数孤立的障碍物

0.03

4

低矮作物；偶然的、高大障碍物：x/H > 20

0.10

5

高作物；分散的障碍物：15 < x/H < 20

0.25

6

稀树草原、灌木、许多障碍物：x/H ~ 10

0.5

7

匀称的大障碍物覆盖面(郊区、森林)

1.0

8

拥有高层和低层建筑物的市中心

≥2

此处的x代表典型的上行风障碍物的距离，而H则代表相应的主要障碍物的高度。欲了解更详细和更
新的地形分类指数，参见达文波特等人(2000年)对此作出的描述。
环境分类
障碍物的存在(几乎总有)会降低平均风速的测量值，但对阵风的影响程度却低得多。
以下的分类是假设在10米高度的测量，这是气象计量的标准高度。
在测量高度较低情况下(如有时是为农业气候服务而在2米高度进行测量)，将采用附带“S”(具体情况 )
标识的4级或5级(见下文)。
一旦很多障碍物高于2米，建议将传感器置于为障碍物平均高度10米以上远的地方。这种方法可以最
大程度地减少相邻障碍物带来的影响。这是长期以来为部分消除某些障碍物影响而采用的一种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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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不便之处在于，测杆必须高于标准杆，因此成本会更昂贵。某些站必须考虑使用这样的
方案，而且一旦使用，将要考虑的障碍物高度应高于传感器下方10米的高度(例如，一个风速计的安
装高度为13米，障碍物的基准“地面”高度为3米；一个7米高的障碍物的有效高度则视为4米)。
下面，如提到的一个物体的角宽大于10 °，则被视为一个障碍物，但细长障碍物除外。
不属于代表性地形的海拔高度的变化(正或负)则被视为是障碍物。
一级
•

测杆与周围障碍物的距离至少相当于障碍物高度的30倍。

•

传感器放置的最小距离应当超过8米细窄障碍物(柱杆，细杆树)宽度的15倍。

低于4米的单个障碍物可忽略不计。

•

粗糙等级指数在2到4之间(粗糙度£ 0.1米)

二级 (预计因选址使侧值增至30%的其它不确定性，可用于订正)
•

测杆与周围障碍物的距离至少相当于障碍物高度的10倍。

•

传感器放置的最小距离应当超过8米细窄障碍物(柱杆，细杆树)宽度的15倍。

低于4米的单个障碍物可忽略不计。

附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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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等级指数在2到5之间(粗糙度£ 0.25米)

注：当测杆与周围障碍物的距离至少相当于障碍物高度的20倍时，可应用订正(见《CIMO指南》里
“风”这一章)。在障碍物更近的情况下，某些情况下也可才取订正。

三级(预计因选址使侧值增至50%的其它不确定性，无法订正)
•

测杆与周围障碍物的距离至少相当于障碍物高度的5倍。

•

传感器放置的最小距离应当超过8米细窄障碍物(柱杆，细杆树)宽度的10倍。

低于5米的单个障碍物可以忽略不计。

四级(预计因选址带来的其它不确定性大于50%)
•

测杆与周围障碍物的距离至少相当于障碍物高度的2.5倍。

•

40米范围内无角宽超过60°，高度大于10米的障碍物。

低于6米的单个障碍物可以忽略不计，仅用于在10米或10米以上的测量。

五级(无法确定其它可预计的不确定性)
达不到4级标准的站址。
总辐射和散射
须避免近距离障碍物。评级时不考虑自然地形造成的遮挡阴影。低于目视地平线以下的非反射障碍
物可忽略不计。
若某个障碍物的反射率大于0.5，该障碍物可被视为具有反射作用的物体。
高度角的基准位置是仪器的敏感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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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

当太阳的角度超过5°时，传感器上无物体投射的遮挡阴影。
在纬度为60°或更高的地区，该限度降至为3°。

•

当角度大于5°时，无总角宽超过10°的非阴影反射障碍物。

二级
•

当太阳的角度超过7°时，传感器上无投射阴影遮挡。
在纬度为60°或更高的地区，该限度降至为5°。

•

当角度大于7°，无总角宽超过20°的非阴影反射障碍物。

三级
•

当太阳的角度超过10°时，传感器上无投射阴影遮挡。
在纬度为60°或更高的地区，该限度降为7°。

•

当角度大于15°，无总角宽超过45°的非阴影反射障碍物。

四级
•

全年任何一天的白天30%以上的时间无障碍物投射的阴影遮挡。

五级
•

全年中至少一天的白天30%以上的时间有障碍物投射的阴影遮挡。

附录

57

直接辐射和日照长度
须避免近距离的障碍物。评级时不考虑由于自然地形造成的阴影。低于目视地平线的障碍物可以忽
略。
角度的基准位置是仪器的敏感要素。
一级
•

当太阳的角度超过3°时，传感器上无投射阴影遮挡。

二级
•

当太阳角高度超过5°时，传感器上无投射阴影遮挡。

三级
•

当太阳角度超过7°时，传感器上无投射阴影遮挡。

四级
•

全年中任何一天的白天30%以上的时间无投射的阴影遮挡。

五级
•

全年中至少有一天的白天30%以上的时间有投射的阴影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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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总摘要第5.11段的附录
WMO高空和遥感仪器比对初步计划(2011-2014)

1.

WMO高品质无线电探空仪的区域比对，二区协，中国(完成分析)。

2.

关于检验信号差异以及使用常见信号数据集进行数据处理的天气雷达研讨会。

3.

WMO AMDAR水汽传感器国际评价。

4.

WMO风廓线仪测量质量和质量控制程序评价。

5.

综合实地和遥感高空观测网络的国际测试台试验和试点研究(包括热带和亚热带测试)。

6.

由丹麦在格陵兰主办和组织的自动无线电探空仪发射系统比对。

7.

由印度主办和组织的区域无线电探空仪比对。

附录6
总摘要第5.13段的附录
WMO关于天气雷达/风力涡轮机选址的指导声明

WMO对日益增加的风力发电场对天气雷达的影响表示关注，强调需要充分协商、保护和缓解这方面
的努力。WMO向政策制定者、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国家水文和气象学会、风电开发商、风力发电
机组设备供应商以及气象界表达了上述关注。
保护天气雷达数据对于继续履行并增强天气遥感、监测、预报和预警的职能至关重要，因此，也最
有益于公共安全与防卫。天气预报模式和本地化业务预报越来越依赖于地面多普勒天气雷达和风廓
线仪国家网络，进行灾害性天气(如龙卷风、山洪暴发、登陆飓风)预警，降水(雨、雪、冰雹)预报，
以及避免飞机结冰和恶劣天气对空中交通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多普勒雷达和风廓线仪网络目前
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风力发电场的竞争压力。
风力发电场通过产生地面杂波已对天气雷达业务网络造成影响，这导致大量的数据丢失，或者产生
对水文应用来说虚假的降水。 旋转的叶片可能产生被误认为灾害性天气如龙卷风的速度。尽管天气
雷达已被风电开发商移走，但一般来说，气象界并没有对风电场位置的管辖权，而是依赖于“好邻
居”合作政策来减轻影响。
发展新的雷达和风廓线仪网络将需要气象界和风电界的战略规划，以减轻这些影响。WMO和气象界
依靠和支持得到授权的国际和国家无线电机构，并将积极鼓励和支持这些机构的努力，以促进和保
障无障碍空间的气象使用。WMO鼓励国家无线电机构制定可以接受的障碍标准，并提供工具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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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风电开发商进行风电场选址。

风力涡轮机和天气雷达之间的距离可用来一般性描述对雷达数据质量的影响，也可用于提供天气雷
达和风力涡轮机合作选址的减缓战略。下面是针对典型雷达、平坦地形情况的一般性指导原则，对
于其他具体情况和特定雷达可能需要进行修改。衰减较少的更高功率雷达如S波段(10厘米波长)雷达
可能需要增加表中的距离限制。
距离
0-5 km

潜在影响
风力涡轮机可能完全或部分地阻挡雷达，

指导原则
确定影响区：风力涡轮机不应安

可能导致无法恢复的大量数据丢失

装在这一区域。

多次反射和多路径散射可能产生虚假回波
5-20 km

和多重高程。多普勒的速度测量资料可能
会受到旋转叶片的影响。

因素。建议进行分析和咨询。个
别涡轮机的重新定位或重新选址
可能会减少或减轻影响。

通常在最低海拔扫描中可见；将会在反射
20-45 km

中度影响区：地形影响将是一个

低影响区：建议发布通告。

率中观测到地面回波；多普勒的速度可能
会受到旋转叶片的影响。

>45 km

通常在数据中观测不到，但因不同传播条
件可以看到。

间歇性影响区：建议发布通告。

WMO鼓励资助和实施研究，以开发减轻这种影响的技术。天气雷达信号处理技术或使用其他材料制
造风力涡轮机可能减少长距离杂波。此外，WMO建议将这些研究结果提供给天气雷达和风力涡轮机
制造商。
保护天气雷达和风廓线仪的无障碍空间是为了所有国家的最佳利益，这对于恶劣天气的准确预报必
不可少和至关重要。寻求地方和国家的技术解决方案。WMO将支持并提供指导材料和工具，以保护
天气雷达和风廓线仪的无障碍空间。

附录7
总摘要第11.5 段的附录
专家组和专题负责人的职责
A.

标准化与比对开放计划领域组(OPAG)

A.1

标准化专家组

1.

提供仪器和观测系统的技术规格，以满足会员对气象、气候、海洋以及相关地球物理

和环境变量测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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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制定和更新仪器和观测方法的相关指导材料和标准，包括确定纳入CIMO指南的

各项标准。将与其他国际标准化组织如ISO和BIPM合作，完成标准的制定和确认。
3.

评审主要中心的成果，协调将指导材料纳入IOM报告以及CIMO的各种指南，如关于仪

器使用和操作的标准程序，关于仪器使用、操作、测试、验证和标定的意见，以及关于业务观测资
料不确定性的计算。
4.

形成改进仪器互可操作性以支持WIGOS成本有效运行的各项建议。

5.

形成WIGOS所要求的通过WIS传播的元数据标准的各项建议。

6.

进一步开发WIGOS内观测、仪器维护、标定和操作的质量保证和管理的基本程序。

7.

与其它技术委员会和WMO各项计划(如GFCS和DRR)在评审选址、性能、分类以及系统

和各传感器的元数据标准方面进行协调。
8.

编制与ET-ToR相关的指导材料，包括更新CIMO指南或其中部分章节的建议。

9.

酌情设立专题组处理具体任务，监督专题组的工作进展，并向CIMO-管理组报告。

A.2

新的实地观测技术专家组

1.

评审并公布与当前最先进的仪器运行和标定以及观测方法和观测系统支持基础设施有

关的性能结果和建议。
2.

监督并报告在开发和实施新的地面和高空观测技术以及测量方法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3.

鉴于极端天气事件影响的增加，对以下方面进行评审并提出建议：
• 需要开发对于极端天气条件以及各种综合天气条件具有更大承受能力的更可靠仪器；
• 需要开发测量范围更广的仪器；
• 调研在极端气候下仪器的性能。

4.

监督维持AWS网络运行(包括在极端气候条件下)的相关观测技术的进展，并给予指导。

5.

对新的辐射基准仪器的开发情况进行评审，并更新有关的指导材料。

6.

编写与ET-ToR相关的指导材料，包括更新CIMO指南或其中部分章节的建议。

7.

酌情设立专题组处理具体任务，监督专题组的工作进展，并向CIMO-管理组报告。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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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仪器比对专家组

1.

根据CIMO初步计划(2010-2014)，准备仪器比对提议(地面、高空和海洋实地观测)，为

各项提议建立轻重缓急的排序，并提供资金，特别要考虑WIGOS的需求。
2.

提出关于国际组织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的建议，为此将指定一个项目负责人，负责开展

具体的仪器比对。
3.

与有关生产厂家以及水文气象仪器行业协会(HMEI)合作，规划、协调对全球和区域仪

器和观测方法比对的实施、评审和评估。
4.

编写与ET-ToR有关的指导材料，包括就更新CIMO指南、新增章节编写提议。

5.

监督TT的进展，并向CIMO-管理组汇报。

A.4

飞机测量专题负责人

1.

对已批准的机载湿度观测能力进行技术评审。

2.

与ET-A3密切联系，对AMDAR系统和机载湿度传感器进行测试和检验。

3.

未来将对CIMO指南中有关记载观测部分进行更新，包括确定标准，纳入CIMO指南，

并为此项工作提供投入。
4.

与ET-A1密切配合，建立并提供机载观测系统的规格和标准，以满足用户需求。

5.

向委员会通报AMDAR及其它机载观测平台方面的最新发展。

B.

遥感和新技术OPAG

B.1

业务化遥感专家组

专家组将开展业务天气雷达、风廓线仪及闪电探测系统等方面的工作：
1.

评审当前仪器的运行状况，确定最佳规范，包括仪器规格，以及选址(包括网络支持基

础设施和预防性维护)。
2.

与用户密切合作，评审质量控制程序，包括标准化、检定标定、信号处理、算法及产

品制作。
3.

评审新技术的开发情况。

4.

促进有关改进操作的活动，主要是通过举办性能评价和举办产品释用培训班的形式。

5.

评审各种资料交换技术，并推荐关于发现WIS优势与不足的机制。

6.

编写与ET-ToR有关的指导材料，包括编写更新CIMO指南、新增章节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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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评审并更新培训材料，支持能力建设OPAG。

8.

设立专题组，承办具体任务，监督专题组的工作进展，并向CIMO-管理组汇报。

B.2

新技术和测试基地专家组

1.

监督、评估并报告下列开发和实施事项：
• 微波辐射计，特别是对地球边界层温度测量的质量；
• GPS水汽网络，以及与适合其它系统(包括无线电探空仪和微波辐射仪)比对用的资料

		 质量；
• 拉曼水汽激光雷达，特别是对流层绝对湿度测量的质量；
• 测风系统；
• 气象激光雷达系统；
• 测云雷达；
• 气溶胶和火山灰业务测量仪器；
• 其它新技术，如用于能量通量测量的涡动协方差测量和流星散射雷达。
2.

评审测试基地的结果，协调将指导材料纳入IOM报告和CIMO指南，内容涉及：
• 新型地基遥感技术的性能，包括优势和不足之处、准确性、可靠性和经济性；
• 地基实地和遥感系统最佳组合(互可操作性)原则，旨在提高未来高空业务网络的时空
观测能力。

3.

评审并更新现有培训材料，支持能力建设OPAG，针对遥感系统的各个操作方面，举办

培训班，编写参考材料和指南。
4.

设立有关专题组，承办具体任务，监督专题组的工作进展，并向CIMO-管理组汇报。

B.3

无线电频率保护专题负责人

1.

在CIMO内部，针对所有业务高空和遥感观测系统(无线电探空仪、天气雷达、风廓线

仪、微波辐射计等)，考虑与无线电频率保护活动有关的问题。
2.

与所有CIMO专家组保持联络，以期收集和协调其需求，并审议由CBS无线电频率协调

指导小组(SG-RFC)确定的WMO立场。
3.

与CBS SG-RFC保持联络，提供CIMO关于其需求和专业知识的意见，支持SG-RFC坚持

WMO战略，以确保获得气象应用的无线电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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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卫星观测专题负责人

1．

与CBS ET-SAT和ET-SUP保持联络，评审并报告有关卫星仪器标定和地面实况观测的要

求。提出WIGOS所需气象变量的优先重点。
2．

促进对GSICS WIGOS现有卫星标定和验证计划试点项目的审查。

3．

与CBS ET-SAT和ET-SUP合作，根据改进WIGOS卫星观测标准化的要求，更新CIMO指

南中有关卫星观测的章节，特别是关于标定和地面实况观测的要求。
4．

与有关的CIMO专家组合作，编写提供地面实况所需的高品质测量资料的建议。

C.

能力建设OPAG

C.1

区域仪器中心、标定和可溯源性专家组

1.

制定战略，提供指导，确保全球范围测量值具有与国际单位体系(SI)的可溯源性，并且

编写宣传材料，提高对仪器标定和测量可溯源性的需求和重要性的认识。
2.

进一步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域仪器中心之间的合作，鼓励会员利用WMO各

区域仪器中心的实习制度。
3.

加强RIC/RRC的质量保证，这是一项交叉性工作，涉及下列区域和技术合作活动：
• 与RIC合作，界定RIC的职能方面的能力；
• 鼓励RIC组织和/或参加实验室间比较；
• 支持对RIC的评估；
• 根据其年度报告及五年评估结果，掌握RIC的能力，并通报各区协主席；
• 提供关于RIC认证和认可的意见；
• 掌握RRC的能力，支持对RRC的评估；
• 进行指导，提高RRC的能力，提高各国辐射网络辐射测量的质量；
• 与区域海洋仪器中心(RMIC)合作，并制定有关专家组职责的指导材料，包括更新

《CIMO指南》以便认可RMIC的能力。
4.

关于能力建设：
• 审议并指导发展中国家开发IMOP能力，尤其是开发和制造仪器；
• 与测试基地中心和牵头中心合作，并确保将有关新型仪器和技术的标准和规格提供给

RIC，以便更有效地使用此类指导材料和适应新的技术。
		
5.

制定与ET-ToR有关的指导材料，包括《CIMO指南》的更新建议/新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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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CIMO指南》编辑委员会

1.

与CIMO OPAG、专家组、HMEI和秘书处合作，以便对定期更新《CIMO指南》的活动

进行协调，即：
• 制定有关更新《CIMO指南》的指导意见，以确保表述的一致性；
• 收集用户部门有关更新和修订的建议；
• 确定需更新、修订或完全重写的部分，并告知CIMO管理组；
• 确定更新/修订指南相关部分的专家人选并告知CIMO管理组；
• 协调专家修订指南的工作；
• 根据CIMO管理组批准的程序，对被更新/修订的指南部分安排予以批准；
• 提供带修改符号的更新/修订内容，供CIMO管理组审议并由CIMO主席或CIMO届会
		 批准；
• 向CIMO管理组和秘书处定期提交报告；
2.

制定一个关于编写CIMO手册的策略。

3.

审议有关制定ISO/WMO共同标准的建议，并向专家组提出该建议。

4.

酌情为制定WIGOS指南和手册做出贡献。

C.3

培训材料和培训活动专题负责人

1.

根据会员的需求，与区域协会、区域培训中心以及WMO教育和培训办公室(ETR)合

作，确定培训需求，并安排有关仪器使用和维护及新技术的培训讲习班。
2.

对规划的培训活动进行报告。

3.

提供有效使用有关标定气象和相关环境仪器培训材料的途径。

4.

提供有效获取观测资料的质量管理程序、仪器维护、标定和业务规格的途径。

5.

与其他专家组合作，制定计算机辅助学习战略，并探索与RIC或RRC合作建立虚拟培训

和教育实验室的可能性，并记录有关培训活动。
C.4

无线电探空仪性能监测专题负责人

1.

安排制作有关GOS无线电探空仪网络系统性能的监测报告(无线电探空仪目录和统计数

据)。
2.

就上述仪器性能问题与各会员和HMEI建立联系。

C.5

地面仪器性能监测专题负责人

1.

开发实时综合监测地面业务观测仪器性能的自动化方法、标准和基本准则。

2.

建立与其它WMO计划(包括WIGOS和WIS)的联系，并通过系列报告向它们提供系统性

能结果。

附录
附录8
总摘要第11.7段的附录
指定专家组组长和专题负责人
A.

标准化和比对开放计划领域组
A.1
标准化专家组
Brian Howe (加拿大)
			
组长： 		
Mike Molyneux (英国)
			
副组长：
A.2
新的实地观测技术专家组
Steven Oncle (美国)
			
组长： 		
Wiel Wauben (荷兰)
			
副组长：
A.3
仪器比对专家组
Emanuele Vuerich (意大利)
			
组长： 		
Eckhard Lanzinger (德国)
			
副组长：
A.4
飞机测量专题负责人
					
Jitze P. van der Meulen (荷兰)
B.
遥感和新技术开放计划领域组
B.1
业务遥感专家组
			
LI Bai (中国)
组长：
			
Richard Ice (美国)
副组长：
B.2
新技术和测试基地专家组
Arkadiy Koldaev (俄罗斯联邦)
			
组长： 		
Arnoud Apituley (荷兰)
			
副组长：
B.3
无线电频率保护专题负责人
					Aline Kraai (荷兰)
B.4
卫星观测专题负责人
					Kevin Schrab (美国)
					SUN Anlai (中国)
C.
能力建设开放计划领域组
C.1
区域仪器中心、标定和可溯源性专家组
Jérôme Duvernoy (法国)
			
组长： 		
Drago Groselj (斯洛文尼亚)
			
副组长：
C.2
CIMO指南编辑委员会
Volker Kurz (德国)
			
组长： 		
Krunoslav Premec (克罗地亚)
			
副组长：
C.3
培训教材和培训活动专题负责人
					Ercan Buyukbas (土耳其)
					CAO Xiaozhong (中国)
C.4
无线电探空仪性能监测专题负责人
					待指定
C.5
地基仪器性能监测专题负责人
					
PEI Chong (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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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9
总摘要第11.10段的附录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性别问题联络员的职责

CIMO性别问题联络员将负责以下方面：
1.

按要求收集并分析在委员会工作中关于妇女和男人作用的详细材料；

2.

与WMO性别问题联络员保持联系，并与其共同收集和分发包括委员会相关领域妇女作
用方面的研究和政策信息；

3.

与其它技术委员会的性别问题联络员开展协作；

4.

为满足每个区域与委员会有关的性别主流化能力建设需求进行探索、编制文件并提出
建议；

5.

根据CIMO管理组的要求提交报告。

附录10
总摘要第11.11段的附录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关于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的联络员的职责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关于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的联络员将负责以下方面：
1.

就仪器和观测方法的标准化、维护和运行等事宜与EC-PORS建立联系；以及就IPD问题
与EC-PORS建立联系；

2.

就与极地观测有关事宜向委员会提供指导；

3.

确定具有为有关EC-PORS活动做出贡献等适当背景的专家；

4.

根据CIMO管理组的要求提交报告。

附录11
总摘要第11.19 段的附录
评估建立CIMO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提议的特设专家组的报告
评估建立CIMO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提议的特设专家组由下述首席代表组成：Bruce Forgan先生(组
长，澳大利亚)、周恒先生(中国)、Michel Leroy先生(法国)和Bruce Hartley先生(新西兰)。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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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设组注意到本报告总摘要第11.14段给出的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的评估标准和决议5(CIMO-15)–
CIMO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的总体职责，对以下提出的关于建立CIMO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的提议作
了评估：
牵头中心：
•

WMO-CIMO 降水强度牵头中心，意大利；

•

WMO-CIMO Chupungnyeong牵头中心，韩国；

•

WMO-CIMO 实地观测牵头中心，Lindenberg 气象台 – Richard Assmann 观象台，德国；

•

WMO-CIMO 辐射测量牵头中心，Lindenberg 气象台– Richard Assmann 观象台，德国；

•

WMO-CIMO 风廓线牵头中心，Lindenberg 气象台– Richard Assmann 观象台，德国；

•

WMO-CIMO ABL 测量牵头中心，Lindenberg气象台– Richard Assmann 观象台，德国；

•

WMO-CIMO 降水传感器评价牵头中心，美国，科罗拉多；

•

WMO-CIMO 大气气压、湿度和风测量牵头中心，荷兰，De Bilt。

测试基地：
•

WMO-CIMO 地基遥感和实地观测测试基地，瑞士，瑞士气象局Payerne高空站；

•

WMO-CIMO 实地遥感仪器测试基地，芬兰，Sodankylä；

•

WMO-CIMO 测试基地， 韩国， Boseong；

•

WMO-CIMO 测试基地，Lindenberg 气象台 – Richard Assmann 观象台，德国；

•

WMO-CIMO 实地遥感仪器测试基地，俄罗斯联邦，Obninsk；

•

WMO-CIMO 降水(测量)测试基地俄罗斯联邦， Valday；

•

WMO-CIMO 测试基地， 俄罗斯联邦，Gorodets；

•

WMO-CIMO.地基遥感和实地观测测试基地，荷兰，Cabauw。

特设组认定以下两项提议符合评估标准的要求并建议主席予以接受：
•

WMO-CIMO 降水强度牵头中心，意大利；

•

WMO-CIMO 测试基地，Lindenberg 气象台 – Richard Assmann 观象台，德国；

对当时未予接受的提议，特设组注意到：
(a)

多数提议已经符合测试基地或牵头中心的大部分业务标准，但尚未达到全部要求 ；

(b)

有些提议需修改名称，以便具体显示提议的测试基地或牵头中心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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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提议尚需作进一步说明或需补充材料：休会期的计划；从事测试基地或牵头中

心工作的人员安排；采用的质量管理系统。
特设组建议可根据评估标准对未予接受的提议进行修改后重新提交。

附录12
总摘要第11.20段的附录
建立CIMO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的指定过程
1.

CIMO主席将成立一个任务小组，该小组至少由3位高级专家组成，来评估新的CIMO测

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的建议。
2.

该任务小组将：
(a)

			
(b)

把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批准的标准(见第11.18段)应用于新的提议，以遴选		
CIMO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
向CIMO管理组提交评估结果供审议。

3.

管理组将向CIMO主席提出关于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的建议。

4.

在管理组建议的基础上，CIMO主席将代表委员会指定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

附录13
总摘要第11.22段的附录
TECO-2010圆桌会议的主要成果
2010年TECO圆桌会议确定了以下需要进一步重视的主题(没有特定的顺序)：
•

需要编写关于目前已被NMHS投入业务使用的新的高空技术的指导材料，并在《CIMO
指南》中发布，

•

需要定期更新《CIMO指南》。在这方面，圆桌会议对有关建议表示欢迎，并强调建立
《CIMO指南》编辑委员会的重要性，

•

CIMO必须确保在发布与制造商和仪器性能分析相关的文件(如《CIMO指南》和CIMO
比对报告)之前对其进行非常仔细地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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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从人工向自动气象站的过渡，CIMO关于在此过渡时期如何跟踪观测资料变化的指
南将会受到欢迎，

•

应当与CBS合作，编写有关重新设计网络以及常规监测仪器或网络性能的指南材料，

•

CIMO应做好准备，对新出现的客户需求迅速做出响应，比如2010年4月欧洲上空的火
山灰事件，

•

CIMO能力建设活动，如技术大会(比如TECO和METEOREX)非常重要，应当继续搞下
去。应当鼓励测试基地、牵头中心、RIC和RMIC进一步支持培训和能力建设，

•

支持建立小型的、关注专门任务的专家组(任务小组)的建议，以便为高优先活动提供有
效机制，

•

应优先考虑CIMO比对活动，特别注意建立合适的基准，

•

支持建立CIMO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的建议，

•

关注NMHS层面上用于仪器维护和校准的财务资金的总体缩减，这有可能危及资料质
量，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

至于CIMO比对活动的报告，建议这些报告应当包括有关制定系统指标应当遵守的基本
原则，以及被调查系统的评估标准的指南和信息，还应对可期待的合理指标以及应考
虑的最低要求提出建议，

•

会员欢迎对未来的TECO进行录像，并将其公布于CIMO网页上为能力建设提供额外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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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与会人员名单
1.

Officers of the session

President		

John Nash (United Kingdom)

Vice-president

Bertrand Calpini (Switzerland)

2.

Representatives of WMO Members

Algeria
Djazia Bensemane EPS Bousri

Principal Delegate

Argentina
Mario Jorge García

Principal Delegate

Australia
Bruce Ward Forgan

Principal Delegate

Austria
Wolfgang Lipa

Principal Delegate

Belarus
Anatoli Palishuk

Principal Delegate

Brazil
Edmundo Wallace Lucas

Principal Delegate

British Caribbean Territories
Marvin Forde Principal

Delegate

Canada
David Wartman
Rodica Nitu (Ms)
Brian Day		
Peter Lejbjuk Observer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China
Zhou Heng Principal
Li Changxing		
Li Bai		
Pei Chong (Ms)
Zhang Qiang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Croatia
Krunoslav Premec

Principal Delegate

Egypt
Essa Nessem Khalil
Mohamed Mahmoud El Sayed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Finland
Keijo Leminen
Juho-Pekka Kaukoranta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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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Michel Leroy		

Principal Delegate

Germany
Volker Kurz		
Tilman Holfelder
Bernd Mergardt
Franz Berger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Hong Kong, China
Tsui Kit-chi		

Principal Delegate

Hungary
József Nagy		

Principal Delegate

India
K.C. Sai Krishnan

Delegate

Indonesia
Sunarjo Sunarjo

Delegate

Israel
Rova Rosenberg

Delegate

Italy
Casimiro Ciotti
Emanuele Vuerich
Luca Lanza		
Luigi Stagi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Japan
Kenji Akaeda Principal
Koichi Nakashima

Delegate
Alternate

Libyan Arab Jamahiriya
Hisham S. Ganedi
Ali M. Mohamed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Malaysia
Wan Mohd Nazri Wan Daud

Principal Delegate

Mexico
Pablo Gutierrez

Delegate

Morocco
Mina Tounsi (Ms)
Samir Issara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Namibia
Willem Jacobus Gaoëb

Principal Delegate

Nepal
Ramchandra Karki

Delegate

Netherlands
Gijs Bertus van den Oord
Jitze van der Meulen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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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Zealand
Bruce Hartley		

Principal Delegate

Nigeria
Anthony Anuforom

Principal Delegate

Norway
Cecilie Stenersen (Ms)

Principal Delegate

Peru
Augusto Vargas Valencia

Principal Delegate

Poland
Lucas Mrozinski

Delegate

Republic of Korea
Cho Chun-HoDelegate
Won Jae-Gwang

Delegate

Russian Federation
Sergey Sarychev
Alexander Gusev
Vladimir Ivanov
Yuri Borisov		
Arkady Koldaev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Slovakia
Branislav Chvíla

Principal Delegate

Slovenia
Jože Knez

Principal Delegate

South Africa
Nishendra Devanunthan

Principal Delegate

Spain
Manuel Lambas Señas
Marcelino Manso Rejón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Sudan
Yaseen Salih Odan

Principal Delegate

Sweden
Ulf Christensen
Markus Andersén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Switzerland
Bertrand Calpini
Yves-Alain Roulet
Gerhard Mueller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Trinidad and Tobago
Ronald Cassie

Principal Delegate

Turkey
Numan Cam		
Oguzhan Sireci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United Kingdom
Mike Molyneux

Principal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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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lifford Bruce Baker

Principal Delegate

Russell Cook Alternate
William Burnett
Renee Tatusko (Ms)

Delegate
Delegate

Uzbekistan
Aleksandr Merkushkin

Delegate

3.

Representativ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gency for Air Safety in Africa and Madagascar (ASECNA)
N’Cho Patrice Yapo
N’gabakouasse Moïse Besse
Jean Ngamini
Simeon Zoumara
Cumbi Hugues Ayina Akilotan
Association of Hydro-Meteorological Equipment Industry (HMEI)
Ben Dieterink
Bruce Sumner
Christine Charstone (Ms)
European Meteorological Network (EUMETNET)
Volker Kurz
4.

Other observers

Fred Branski President of CBS
5.

Other participants

Manuel Carvajal
Saúl Canjura		
Jaber Alazemi
Omran Ali		
Francis John Chithila
Ebrahim Abdul-Kareem
Sultan Al-Hayki
Sifael Silas Mariki
Pomokai Mazhara
6.

Ecuador
El Salvador
Kuwait
Kuwait
Malawi
Qatar
Qatar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Zimbabwe

WMO Secretariat

Michel Jarraud
Wenjian Zhang
Miroslav Ondras
Isabelle Rüedi (Ms)
Igor ZahumeNsky
Jérôme Duvernoy
Maja Draženović Carierri (Ms)

Secretary-General
D/OBS
C/OSD
H/IMO
PO/WIGOS
Consultant/IMOP
D/LSP (AC/Conference Of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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