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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工作总摘要
1.

会议开幕 (议题1)

1.1

应俄罗斯联邦政府的邀请，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 (CIMO-16) 于 2014

年 7 月 10-16 日在圣彼得堡普里芭提斯卡亚花园酒店举行。委员会主席 Bertrand Calpini 博士教授 ( 瑞
士 ) 于 2014 年 7 月 10 日星期四上午 10:00 宣布会议开幕。他向与会者表示欢迎，并感谢俄罗斯政
府承办本次届会以及之前的技术会议。他强调了在新技术领域 CIMO 所面临的挑战，并强调了会议
建立委员会下一休会期工作计划的重要性。
1.2

WMO 俄罗斯常任代表 Alexander Frolov 先生欢迎各位代表来到圣彼得堡。关于运行

和进一步发展 WMO 观测网络，他强调在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制定观测规范和技术指南以及与仪器
制造商合作方面 CIMO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Frolov 先生强调此次会议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更新《仪器
和观测方法指南》，他还提到俄罗斯气象局 (Roshydromet) 为将当前版本翻译成俄语而付出的努力。
1.3

最后，Frolov 先生请会议注意俄罗斯气象局一直实施各种观测网络和系统以支持其国

家任务及国际承诺，最近在第七次全俄气象大会期间成功发射了俄罗斯气象卫星。
1.4

在 开 幕 式 讲 话 中，WMO 副 秘 书 长 Jeremiah Lengoasa 先 生 代 表 WMO 秘 书 长

Michel Jarraud 先生对所有会议代表以及合作伙伴组织的代表表示欢迎。他还感谢俄罗斯政府以及
Alexander Frolov 先生 (WMO 俄罗斯常任代表、俄罗斯气象局局长 )。副秘书长感谢委员会主席
Bertrand Calpini 博士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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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关于气象及相关观测规范的标准化，Lengoasa 先生注意到多年来在该领域的知识，

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最前沿 CIMO 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强调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 (IMOP) 的工作对于
其他技术委员会和 WMO 计划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并确保了观测资料的准确性、可追溯性和全球
兼容性，这使得该计划仍然是 WMO 的核心基石。他回顾到，在休会期间，通过校准、比对和提高
标准化观测程序和规划的一致性，仪器的全球质量、可靠性和兼容性得以进一步提高。此外，为发
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及时发布技术出版物、组织技术会议和仪器展也为 WMO 会员带来
了重要的效益。
1.6

出席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的与会者有 80 人，包括 45 个 WMO 成员国的代表及 1 个

国际组织的代表。与会人员名单见本报告的附件。

2.

会议的组织 (议题2)

2.1

审议证书报告 (议题2.1)
WMO 秘书长的代表根据届会前和届会期间收到的文件提交了证书报告。届会一致接

受了该报告，并通过了最终证书报告。届会认为不必成立证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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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议程 (议题2.2)
届会通过了 CIMO-16/ 文件 2.2 中所列的拟议解释性议程。

2.3

建立委员会 (议题2.3)

提名委员会
2.3.1

成立了提名委员会，成员包括：
•

Volker Kurz 先生 ( 德国 )( 主席 )

•

Ercan Büyükbas 先生 ( 土耳其 )

•

周恒先生 ( 中国 )

CIMO 测试平台和牵头中心指定委员会
2.3.2

委员会本次届会成立了 CIMO 测试平台和牵头中心指定委员会，以审议对 CIMO 新测

试平台和牵头中心的建议，并就测试平台和牵头中心的指定向届会提出建议。委员会成员包括以下
人员：
•

Bruce Ward Forgan 先生 ( 澳大利亚 )( 主席 )

•

Bruce Hartley 先生 ( 新西兰 )

•

周恒先生 ( 中国 )

协调委员会
2.3.3

根据总则第 29 条，成立了协调委员会，成员包括委员会主席 Bertrand Calpini 先生 ( 瑞

士 )、秘书长的代表 Bruce W. Forgan 先生 ( 澳大利亚 ) 和当地组委会的一位代表。
2.3.4

委员会同意除了议题 11” 官员选举 ” 将由 Malcolm Kitchen 先生 ( 大不列颠和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 ) 主持之外，全会期间开展的工作仅由委员会主席主持。
2.3.5

Bruce Hartley 先生 ( 新西兰 ) 被任命为委员会以往决议和建议的报告员。

2.3.6

委员会认为，开放计划领域组 (OPAG) 的联合组长以及 CIMO 编委会主席可由主席和

副主席根据各位代表提出的意向进行选择，参见议题 9。

2.4

其他组织事宜 (议题2.4)
会议同意了本次届会的工作时间。委员会认为，根据总则第 111 条，并鉴于会议讨

论的技术性，没有必要准备全会的会议记录，并决定第十六次届会不做此类会议记录，故未设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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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委员会。

3.

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议题3)

3.1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了 CIMO 主席 B. Calpini 博士教授 ( 瑞士 ) 提交的关于委员会自

第十五次届会以来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报告。
3.2

委员会与主席一致认为，自 CIMO-15 以来，委员会通过其管理组、专家组及成员已

取得了显著进展。委员会还认为新的挑战对有限的资源提出了要求，并鼓励新一届管理组对各项活
动做出优先排序，同时继续应对当前资金和专家参与水平对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 (IMOP) 活动的影响。
3.3

委员会对休会期间开展的工作表示了赞赏，并感谢主席、副主席和管理组成员、专家

组、任务组和专题负责人。委员会还感谢了那些主办了专家会议、比对及其他 CIMO 活动的会员。
3.4

委员会欢迎主席采取的各项行动，从而自第十五次届会以来推动了委员会取得进展，

尤其是 CIMO 参加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降低灾害风险
(DRR)、能力开发和航空气象等本组织的五个优先重点领域。特别针对 CIMO 参加 WIGOS，委员会
称赞主席在联合主持 WIGOS 跨委员会协调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3.5

委员会提请其主席继续努力，使 CIMO 的各项活动与本组织的优先重点保持一致。委

员会还支持主席努力进一步应对委员会最为重要的问题。

4.

与标准化和仪器比对有关的决定及未来的优先重点 (议题4)

4.1

委员会感谢关于标准化和比对的开放式计划领域组联合主席 Bruce Forgan 博士 ( 澳

大利亚 ) 和 Jitze van der Meulen 博士 ( 荷兰 )，感谢他们在闭会期间按照开放式计划领域组的职
责，主持相关小组的工作。委员会感谢标准化专家组主席 Brian Howe 先生 ( 加拿大 )、新原位技术
专家组主席 Steven Oncley 博士 ( 美国 )、工具比较专家组主席 Emanuele Vuerich 先生 ( 意大利 )
和机载观测任务组主席 Stewart Taylor 先生 ( 英国 )，感谢他们对各自团队的领导。委员会也要感谢
Axel Hoff 先生 ( 德国 ) 和 Jitze van der Meulen 博士 ( 荷兰 ) 作为机载观测课题带头人的贡献，并
感谢 Steve Cohn 博士 ( 美国 ) 领导国际云图任务组。

标准化
4.2

鉴于元数据标准对于完善全球综合观测系统非常重要，委员会对于标准化专家组和全

球综合观测系统任务组在元数据方面的积极合作表示满意。委员会建议在下一个闭会期间，应高度
重视进一步完善元数据标准。
4.3

委员会对于制定场地分类指导所做的工作表示了赞赏，并且支持分享 WMO 会员实践

经验的计划，对场地进行评估并确定每个传感器的级别。然而，委员会表示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以
协调一致的方式进行分类工作，因此支持进一步完善指南。

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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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强调了确保根据科学推理进行观测场分类的重要性，并欢迎会员做出贡献，包

括提供实地研究、实验和模拟的成果以验证分类的标准。委员会鼓励会员和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开展
进一步的调查，旨在明确观测的不确定性。委员会赞赏北欧国家正在与爱沙尼亚一道在北欧气象合
作范围内规划公共项目，这可促使对修改选址分类标准提出建议。
4.5

委员会强调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在标准方面的协调是很关键的。此外，委员会支持

CIMO 管理组所提的建议，即 WMO 秘书处提供相应支持，促成与其他技术委员会的互动正式化。
4.6

委员会对于标准化专家组在上一个闭会期间与 ISO 之间的互动表示了满意，并期待目

前还在审议中的 WMO—ISO 共同标准最终得以形成 ( 场地分级和激光测风雷达 )。
4.7		
委员会注意到了 ISO 技术委员会 146“ 空气质量 ”/ 附属委员会 5“ 气象 ” 工作组 (TC146/
SC5) 领导的工作，推动 WMO 地表观测站场地分类正式成为 ISO 标准。委员会审议了 WMO/ISO
共同标准的暂定文本，通过了本报告附录 1 中的最终版本，并要求秘书处将其列入到仪器和观测方
法委员会指南中。委员会注意到 ISO 不久也将表决通过将该标准作为 WMO/ISO 标准 ISO/ 最终国
际标准草案 1928:2014(E)：气象 — 地表观测站场地分类，ISO 将单独出版。
4.8		
委员会注意到有些现有的 ISO 技术委员会 180“ 太阳能 ”/ 附属委员会 1“ 气候 — 测量
和数据 ”(TC180/SC1) 标准与 WMO 的会员相关，并在更新过程中。委员会建议 CIMO 专家继续与
ISO TC180/SC1 随时随地保持联系，以提供有关现有标准计量方面的更新信息和反馈。
4.9		
委员会强烈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观测实践的标准化应该关注于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优
先要求。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一个重点领域是将不同系统所做的观测集合起来得到附加值，来满足
某个具体的观测产品的用户要求。委员会认识到需要加大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委员会建议
相关的专家组明确可以在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内标准化的综合观测类型，并制定有关的指导材料 ( 如
从雷达、卫星和雨量计上观测降雨区域 )。

新的原位技术
4.10

委员会注意到目前的技术发展要求专用数据用复合算法处理。这样的技术可以综合使

用远程遥感和原位观测数据，提供要求的观测变量。委员会建议进一步发展标准程序以确保观测数
据与沙瓦特指数 (SI) 的一致性和可追溯性，并建议明确需要在 CIMO 指南中出版相关材料。
4.11		
委员会认识到比对和性能测试可以提供关键信息，对于制定自动观测仪器中涉及的操
作测量和数据处理技术标准是必需的，可以克服获取相关细节信息和来自仪器开发者的专有资料所
面临的困难。委员会支持组织不同的自动观测系统比对和性能测试，并建议进一步收集和发布这些
活动的所有相关成果。
4.12

注意到从人工观测转向自动技术的成本很高，委员会建议继续加大努力来制定指导材

料，指导出版关于转向自动技术的利弊的最佳做法。
4.13		
一些自动观测系统仅仅监测或判定特定的天气情况，尤其是目前的天气现象。委员会
获悉在正确监测的可能性方面还没有定义具体的不确定性要求，而且这些观测系统不提供与报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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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任何质量信息。委员会强调了在此问题上与气象仪器协会合作的重要性，并鼓励有关专家组尽
一切可能收集关于不确定性的传感器输出的质量信息。
4.14		
委员会了解到需要增加一些变量的测量范围 ( 比如风力 )，这是在极端气候和极端天
气下测量所要求的。委员会决定需要继续重视解决有关需求，即仪器在应对极端或灾害性气象条件
方面更加具有弹性。由于与极端天气有关的仪器设计和经验方面的资料仍然比较有限，委员会要求
管理组委任适当的工作组进一步调查如何获取有关设计能够承受极端天气事件的仪器的指导材料，
并努力制定指导材料，使其成为 IOM 报告和 / 或 CIMO 指南。委员会鼓励制造商和气象仪器协会在
设计和制造气象和水文仪器时解决对极端条件具有弹性的需求。
4.15		
委员会注意到了新的辐射标准测试仪器的进展。新的 SI- 可追溯的低温辐射计测量的
初步太阳辐照与世界辐射参考 (WRR) 有所不同。委员会认为需要解决这一明显的区别。委员会也
指出已经开发出了新的参考红外辐射计，可以提供长波辐射测量，可以直接追溯到 SI，并且委员会
建议这些新仪器与世界红外线标准小组 (WISG) 进行比对。根据本报告附录 3 中的职责草案，委员
会决定建立一个任务团队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及与 WRR 和 WISG 相关的变化管理问题。
4.16		
由于缺少对冰冻测量的明确要求，委员会鼓励会员向 WMO 报告其对该测量的要求参
数，并建议相关的 CIMO 专家组展开进一步调查，研究目前现有的冰冻测量技术的能力。
4.17		
委员会获悉，需要能够检测火山灰和更准确地确定火山灰成分纵剖面图的技术。基于
有关遥感技术 ( 尤其是激光雷达技术 ) 经验的有前景的报告，委员会决定应该就该主题起草适当的
指导材料，在 CIMO 指南中发表或作为 IOM 报告。
4.18		
委员会注意到涡度相关技术的重要性，该技术经常用于大气科学来确定垂直湍流通量，
如动力、热量、水蒸气、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垂直湍流通量。全世界已经建立了使用涡度相关技术站网络。
委员会意识到需要与大气科学委员会 (CAS) 联络，跟踪用户对改进该领域全球标准化的需求。
4.19		
委员会注意到，现有的测量技术对于一些变量能力有限，如地表、积雪和火山灰的特
性，这对许多气象应用来说越来越现实。委员会鼓励进一步调查和报告这些技术的进展。

比对
4.20		
委员会对专家组在闭会期间关于仪器比对的工作表示了赞赏，尤其是让其它专家组也
参与目前比对工作的努力，并鼓励专家组继续做出这样的努力。
4.21		
委员会欢迎引入 SPICE( 固态降水比对实验 )，包括 WMO/CIMO 多个观测站测量
固态降水的仪器和观测系统之间的比对。委员会注意到，该实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不同的气候条
件下评估各种不同的仪器，为此，全世界 20 个观测站已经按照界定的标准安装和配置了仪器， 以
便这些观测站之间可以比对。委员会对该项目目前的成果以及实验被认可为全球冰冻圈观测计划
(GCW) 的示范项目特别满意。委员会祝贺整个 SPICE( 固态降水比对实验 ) 团队迄今为止所开展
的重要工作。
4.22		
委员会注意到 SPICE 国际组委会的担忧，即该实验如果无法获得全面的、有代表性
的数据集，就可能存在无法达成预期结果的风险，而由于目前投入分析结果和编写报告的能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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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固态降水比对实验最终报告的发布也可能相应地推迟。委员会注意到，比对的持续时间将从两
个冬季延长至三个冬季 ( 冬季：北半球和南半球 2012/2013、2013/2014、2014/2015)。
4.23		
委员会注意到 2010 年在达沃斯世界辐射中心成功举办了国际太阳热量计比较 (IPC)
以及由此产生了能够追溯全世界太阳辐射的报告。委员会认为对世界红外线标准小组来说，与 IPC
并列的、测量红外线辐射仪器的比对是红外线长波领域最受欢迎的进展，并感谢世界辐射中心赞助
该比对。
4.24		
委员会获悉，2010 年 IPC 的红外线比对显示了红外线辐射测量不确定性的显著改善。
因此，委员会决定将与未来 IPC 合作进行的未来红外线比对纳入 CIMO 比对的临时计划，以加强测
量对于世界红外线标准组的可追溯性，并促进参与者在标准化红外线测量的程序和实践方面的能力
发展。
4.25		
委员会高兴地获悉，最近翻新的世界辐射中心将于 2015 年举办一次国际太阳热量计
比较。
4.26		
委员会注意到，六区协 ( 欧洲 ) 提议六区协与 CIMO 之间合作解决高山观测站的观测
问题。这些观测站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包括在冰冻条件下风力和降水的测量以及与供电和通信相关的
后勤问题，尤其是在自动化观测站的情况下。委员会欢迎主席提出的在瑞士举办关于该主题的研讨
会的建议，并同意与六区协共同组织关于在山地条件下操作仪器的挑战方面的研讨会。委员会感谢
瑞士愿意主办此次研讨会，并鼓励所有会员提供资源，支持这项活动。此外，委员会认为此次研讨
会与六区协之外的会员有关，并鼓励 CIMO 主席让所有的区域协会参与，审查它们的参与和支持。
4.27		
委员会强调了 2010 年中国阳江开展的 WMO 无线电探空仪系统比对对 WMO 全球综
合观测系统 (WIGOS) 的重要贡献，该比对通过提高操作无线电探空仪数据的质量改善了对社会的
服务，从而提高了对所有应用领域的有用性。委员会感谢参与比对的所有团队成员，尤其是感谢约翰 •
纳什博士在编写关于比对的报告以及将该实验的结果纳入 CIMO 指南方面的杰出工作。
4.28		
委员会注意到，CIMO 支持比对的能力有限，并认识到在下一次闭会期间除了 IPC 之
外再组织两个全球比对会比较困难。一些会员表达了对检测气溶胶 ( 尤其是与火山灰相关的气溶胶 )
高浓度的云幂测量仪和激光雷达比对的兴趣，认为其可以补充最近的 E 概要计划，委员会受到鼓励。
同样的，委员会高兴地得知为开展国际无线电探空仪比对而开展的探索性工作，这将通过对每个探
空仪类型进行双重探测而确定每个探空仪类型的不确定性。委员会还得知，克罗地亚提议对 WMO
六区协会员的参考日辐射强度计进行区域性的比对。
4.29		
委员会忆及自己设想开展的比对的清单，并通过了本报告附录 2 列出的仪器比对临时
清单。
4.30

注意到过去两次 TECO 和 METEOREX 事件的启示是无线电技术正在迅速变化；航

空气象界特别需要气溶胶和火山灰浓度的垂直廓线；对于表层气溶胶浓度 ( 如 PM2.5 和 PM10) 观
测的需求日益增长，和仪器方法的显著差异；以及在一个休会期，除了 IPC，CIMO 不太可能支持
两次以上的国际比对，委员会要求 CIMO 管理组：
(a)

考虑可能成功的以下几项国际比对： (i) 无线电探空仪的性能，(ii) 光学遥感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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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气溶胶浓度，(iii) 表层气溶胶浓度，并针对两个最有可能的国际比对提交一份建
议；
(b)

任务相关专家组编写两次比对的可行性报告，展示其预期的对观测一致性的影响；并
向管理组提交建议以及可行性研究的成果。

委员会对瑞士、俄罗斯联邦、法国和中国已准备好提供协助并考虑主办这些活动表示极大的鼓舞。
委员会鼓励会员考虑为 CIMO 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捐款以帮助为国际比对提供资金。
4.31		
委员会鼓励 WMO 秘书处通过 WMO/IMOP 网站提供专家组推荐的、报告由独立方开
展的比对结果的出版物的网络链接，因为这能确保会员获得最近的重要结果。
4.32

参照 CIMO 指南中比对的职责，委员会强调需要确保正确地归档在比对过程中产生的

资料和元数据以及相关的资料分析程序与成果，并保证在比对完成将其提供给其他研究。

机载观测
4.33		
委员会获悉，2012 年 WMO 飞机气象数据中继 (AMDAR) 专家组的活动停止后，机
载观测的国际规划方面和全球观测系统 (GOS) 的 WMO 飞机气象数据中继 (AMDAR) 观测系统成
为 WMO 技术委员会的责任。因此，相关的活动以及与机载观测相关的任务得以重新组织，在基本
系统委员会 (CBS) 和 CIMO 之间分配。考虑到分配给 CIMO 的大量活动，机载观测任务组于 2013
年在 CIMO 管理组的指导下成立。2014 年 2 月第一次会议上，任务组注意到许多活动、任务以及相
关工作计划正在进行的性质，提议将任务组替换为专家小组，并建议不再要求维持飞机测量的主题
引导。委员会同意该提议，并同意成立关于机载观测的专家小组 (ET-AO)，其职责间本报告附录 3。
4.34		
委员会注意到飞机报告的若干变量的重要性和相关性。由于这些变量的可用性和质量
对气象学和气候学的许多应用有影响，委员会要求关于机载观测的专家小组 (ET-AO) 对以下变量加
以关注：
(a)

空气温度，尤其是测量的不确定性；

(b)

水蒸汽，尤其是性能和测量的不确定性；

(c)

湍流，表示为涡流消散率 (EDR)。
委员会建议评估涉及的各种测量技术和处理算法，通过比对，向 SI 显示其可追溯性。

此外，委员会还建议与飞机制造商密切合作，评估观测性能和最新进展。
4.35		
委员会注意到从飞机平台获取的测量数据的处理和报告规范的重要性。因此，委员会
支持进一步审查和开发飞机气象数据中继机载软件功能要求规范 (AOSFRS)，并作为 IOM 报告发
布更新。

国际云图
4.36

委员会获悉 2011 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 (PTC-2011，2011 年 2 月 7-9 日，瑞士日内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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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进行的讨论涉及到更新关于云观测的手册国际云图的潜在需要 (ICA，WMO-No. 407, 第一和二
卷 )，其中一部分构成了《WMO 技术规则》(WMO-No.49) 的附录 1，该讨论还涉及到由其中一个
技术委员会主抓国际云图的必要性。委员会注意到 CIMO 管理组第九次会议 (CIMO MG-9，2011 年
4 月 5-8 日，瑞士日内瓦 ) 决定 CIMO 承担国际云图的责任，并称赞 CIMO 管理组第十次会议 (CIMO
MG-10，2012 年 10 月 19-20 日，比利时布鲁塞尔 ) 决定成立任务组，审查更新国际云图的可行性，
如有需要，对开展这项工作提出建议。
4.37

委员会对 CIMO 国际云图任务组的工作表示感谢，并支持 CIMO 管理组的观点，即

国际云图应该是世界上云分类的主要的、权威的来源，应该充分全面，包含最新的信息。委员会还
批准了 CIMO 管理组的初步协议，该协议包含国际云图任务组关于广泛修订和更新国际云图的建议。
鉴于 WMO IMOP 预算不能为该活动提供充足的资金，委员会要求秘书处考虑确定所需的资金，以
确保工作可以在 2015 年年底完成。

测风及其报告
4.38		
委员会注意到，在 CIMO 指南 WMO-No.8 表附录 1.D 中，所报告的风向分辨率是 1 度，
而要求的测量不确定性是 5 度。而后委员会审议了该表的第三栏 “ 报告的分辨率 ” 及其相关的脚注 3，
该脚注指出 “ 第三栏为《电码手册》(WMO-No.306) 确定的最严格的分辨率 ”。委员会认识到，虽
然第三栏的分辨率对于脚注而言是正确的，但用户在使用除了最严格分辨率以外的电码时会感到困
惑。委员会要求 CIMO 管理组和其他技术委员会一起考虑使用第三栏及相关脚注，并在必要时修正
“CIMO 指南 ” 和 / 或其他 WMO 的相关法规性材料。
4.39		
委员会然后考虑了联合使用多种风速计数据，以达到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CAO) 通过
的风力报告要求。委员会回顾了障碍物会影响风，其程度会达到障碍物维度的 30 倍左右。因此，尽
管一个台站达到了 WMO 的 1:10 的暴露要求，其风力仍然会受到障碍物的影响。委员会注意到，如
果在特定的风向上风速计受到建筑物 / 结构的上升气流的影响，ICAO“ 机场自动气象观测系统手册 ”
允许将多个风速计的风力数据组合从而得到代表性的风力数据。委员会注意到在有天气类气象观测
站和机场气象观测站设在一处的地方，这么做也许会导致地面观测报告 (SYNOP) 中的风力数据和
航空气象报告 (METAR) 中的风力数据之间存在差别，因此，这是不可取的。委员会要求 CIMO 管
理组和其他技术委员会协作，共同考虑使用 ICAO 通过的这个算法并在必要时更新 “CIMO 指南 ” 和
/ 或其他的 WMO 相关法规性材料。
4.40		
关于上述内容，委员会注意到，用户需求是由其所涉及的应用领域来确定：降低测量
的不确定性会带来成本影响，既有必要设备的成本，也有设备维护和标定的成本。在某些情况下，
通过提高所报告值的平均间隔可降低资料的不确定性。因此，用户应当采取切实的方法来具体说明
其对测量不确定性的要求以及平均周期的要求。
4.41

委员会进一步考虑了船舶和石油钻塔的风力报告，这对于填补海上数据空白是很重要

的，对于估计热带气旋强度是关键性的。然而，委员会也注意到了对于仪器测量，船载风速计和石
油钻塔上的风速计一般安装在高于海平面以上很高的高度。委员会考虑到有必要修正原始风力数据
的高度以正确解释这些风力报告，并且要求 CIMO 管理组和其他技术委员会一起对于原始风力数据
和修正风力数据的交换提供进一步指导并在必要时更新 “CIMO 指南 ” 和 / 或其他的 WMO 相关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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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材料。委员会注意到，BUFR 编码可具有必要的灵活性，并且在对测量资料进行转换时，这些都
需要在此类报告中做极为充分的记录。

5.

与遥感和新技术有关的决定及未来的优先重点 (议题5)

5.1

委员会感谢 OPAG 遥感和新技术联合组长 Alexander Gusev 先生 ( 俄罗斯 ) 和周恒

先生 ( 中国 ) 根据 OPAG 的职责以及 CIMO 管理组的综合指南在休会期间指导 OPAG 的工作。委
员会还感谢业务遥感专家组组长李柏先生 ( 中国 ) 和新技术及测验平台专家组组长 Arkadiy Koldaev
博士 ( 俄罗斯 ) 在其各自专家组的领导工作，并感谢 Aline Kraai 女士 ( 荷兰 ) 以及 Oghuzan Sireci
先生 ( 土耳其 ) 作为无线电频率保护的主题负责人所做出的贡献。

业务遥感
5.2

委员会对业务遥感专家组 (ET-OpRS) 所做的工作表示了赞赏，并注意到其中包括开

展了极为广泛的各类活动，而且都与会员的关切以及 WIGOS 密切相关。委员会强调重要的是要确
保专家组活动的成果能够通过相应出版物及 CIMO 指南的更新，与 WMO 所有会员共享。与专家组
任务有关的许多国家研究业已公布，委员会要求应列出此类出版物一览表，并尽快与 WMO/IMOP
网站链接。这可确保各会员获取最新信息，同时正在编写相关的仪器和观测方法 (IOM) 报告以及
CIMO 指南的更新。

天气雷达
5.3

委员会还赞赏土耳其国家气象局主办 WMO 天气雷达数据库以及在 Ercan Buyukbas

先生领导下由 Oghuzan Sireci 先生和 Kamuran Akyildiz 先生开发第二版数据库。委员会敦促会员将
有关其各自天气雷达网络的资料纳入该数据库。
5.4

委员会对 Paul Joe 博士 ( 加拿大 ) 在编写全面修订版的 CIMO 指南雷达测量章节所

完成的大量工作表示赞赏。
5.5

委员会还对其国际组委会在 Paul Joe 博士 ( 加拿大 ) 领导下开展雷达质量控制和定

量降水估算比对 (RQQI) 所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并建议考虑各种方案，以确保在 2014 年完成现
阶段的试验，并组织相关的活动 ( 会议 ) 作为 CIMO 内的优先重点。
5.6

委员会对业务遥感专家组开展双偏振雷达在不同国家的使用情况调查表示赞赏，并注

意到使用特殊资料加工算法的许多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委员会敦促继续开展这一工作，包括评估双
偏振雷达的使用价值与成本，并将该信息纳入 IOM 报告以帮助会员选择是否使用双偏振雷达，以及
更有效的配置。委员会注意到风力涡轮机对天气雷达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调查，并要求相关专家
共享有关这个问题的信息。
5.7

委员会对收集到的中国高纬度台站雷达运行信息表示了赞赏。委员会敦促专家组从更

多的国家收集信息，并将该信息列入 IOM 报告并予以公布，同时考虑在 CIMO 指南的相关章节增加
相应的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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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鼓励业务遥感专家组将审查和编写雷达网络技术和产品指导材料作为未来工作

的优先重点，包括使用适应性和协调性观测模式、时间和空间同步技术、来自不同雷达和合并网络
产品的观测产品之间的一致性 ( 例如，组合发射率、定量降水预估和垂直风廓线 )。
5.9

考虑到业务校准和调整对于天气雷达资料的重要性，委员会要求相关专家组为会员编

写有关气象雷达业务校准和调整的标准化技术的指导材料。
5.10

委员会注意到非洲会员表达对气象雷达高成本的担忧以及雷达运行和维护培训的需

求。委员会要求相关专家组针对气象雷达的高成本根据 HMEI，并要求管理组审查改进雷达运行和
维护的区域培训的各种方案。有关由土耳其 RTC 组织并由土耳其国家气象局支持的定期培训，委员
会鼓励兴趣的成员参与该特别的培训手段。
5.11

委员会要求相关专家组审查并为会员编写有关的指导材料，即关于气象雷达和雷达风

廓线的的电磁辐射发射特性以及关于针对人体健康安全运行这些系统的要求。

雷达风廓线仪
5.12

委员会欢迎发布关于日本气象厅 (JMA) 风廓线仪经验的最新 IOM 报告。委员会

敦促业务遥感专家组将该 IOM 报告中的信息与欧洲风廓线仪网络、欧洲 COST 风倡议网络示范
(CWINDE) 以及其他业务网络的更多信息加以综合，为会员制定风廓线仪网络运行综合指南材料，
然后可将其用于更新 CIMO 指南的相关章节。
5.13

委员会还欢迎专家组在风廓线仪的其他各个方面开展的更多工作：部署原则、资料质

量问题及其缓解、风轮机对风廓线仪的影响。鼓励专家组在下个休会期间推进此项工作，并将工作
成果与关于 JMA 经验的 IOM 报告的信息加以归纳，用以编写涵盖风廓线仪运行所有方面的 CIMO
指南新章节。

新技术和测试平台
5.14

委员会对新技术和测试平台专家组 (ET-NTTB) 开展的工作表示赞赏，并注意到它还

涵盖了极为广泛的各类活动。委员会强调重要的是要确保认真制定专家组在下次休会期间的工作计
划，以使其更有针对性。
5.15

委员会注意到，新技术的使用是未来各观测系统整合为 WIGOS 一部分的关键，因此，

对该专家组尤为重要的是应侧重于将这些技术转化为业务，尤其是那些提供大气垂直廓线的技术，
并侧重于就与国际单位体系 (SI) 的可溯源性情况向会员提供咨询。预计 CIMO 测试平台将在这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敦促该专家组与 CIMO 测试平台保持密切联系，并监测其进展。
5.16

关于开发新观测技术，委员会注意到，其中许多均与高技术设备有关，费用极其昂贵，

需要具备极高资质的人员操作和管理。尽管这些技术使一些更加发达的国家尤为关注，但委员会期
望专家组还应认识到其更大的作用，例如向会员提供既更为简单、价廉，又便于使用和维护且在绝
大多数 WMO 会员国更为实用的新仪器信息。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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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NSS)
5.17

委员会注意到近期 GNSS 水汽资料转为业务使用的情况，一些会员对其使用的快速

增加以及此类资料的价值，尤其是对于 NWP，已在近年来得到证明。委员会赞赏专家组编写 GNSS
使用指导材料、编写关于该主题的 IOM 报告，以及将 GNSS 水汽资料的更新章节纳入最新版的
CIMO 指南。

被动微波廓线仪
5.18

委员会对专家组就被动微波廓线仪的业务使用情况开展的调查以及对专家组编写被动

微波廓线 IOM 报告初稿表示赞赏。委员会敦促专家组继续监测该技术的发展，并进一步推进该草案
报告在 IOM 系列中发表。

水汽激光雷达
5.19

委员会认识到，有些地区目前正在业务使用水汽拉曼激光雷达，但其部署目前仅限于

对于大气 ‘ 超级站 ’，例如大气辐射测量 (ARM) 站和一些 CIMO 测试平台，因为这些系统费用贵且
体积大，而且需要高资质人员对其进行操作和维护。委员会敦促专家组与 GCOS(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
基准高空网 (GRUAN) 保持密切联系，以确保该技术的进一步使用指南在完成后向会员进行分发。
5.20

委员会注意到，微分吸收光雷达 (DIAL) 具有会员更普遍使用的前景，因为尽管先进

的激光技术目前仍有碍于普及应用，但近期的开发增加了小型自主运行系统的部署，用以在对流层
最低层几公里采样。因此，委员会敦促专家组密切关注该领域的发展，并为会员编写指南材料，以
备其得到更多的使用。

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
5.21

委员会注意到近期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在不同用途的使用有了显著增加，包括用于支

持数值天气预报 (NWP)、风资源评估 ( 风能行业 )、模拟烟羽消散 ( 核电工业 )、风切变和尾涡灾
害预警 ( 空中交通管理 )。委员会注意到该技术现已投入业务，并敦促专家组为会员编写有关该技
术的指南材料。

WMO/ISO 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联合标准的制定
5.22

委员会注意到在 ISO 技术委员会 146“ 空气质量 ” 分委员会 5“ 气象学 ”(ISO TC146/

SC5) 之下制定的特定类型多普勒雷达的 ISO 标准。委员会感谢专家组的三名专家参与 ISO 委员会
以及他们提供的建议。目的是为 ISO 开发的另一标准：ISO 28902-1:2012 空气质量 – 环境气象学 –
第 1 部分：地基激光雷达视程遥感 ” 制定一个合作标准。委员会还注意到国家标准研究所对标准的
当前出版草案有所保留；特别是是否满足了 ISO 全球相关政策的所有方面。

气溶胶和火山灰探测
5.23

委员会注意到，专家组起草了一份出色且详实的现有气溶胶和火山灰探测技术概述文

件，其中包括主动和被动技术，有些是新的，而有些则更加成熟。委员会敦促专家组进一步编写该
指南材料，作为 IOM 报告出版，并将相关信息纳入 CIMO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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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溶胶 / 火山灰探测技术未来潜在的比对
5.24

委员会欢迎专家组对气溶胶 / 火山灰探测技术未来潜在的比对提出的建议，该事宜已

在 2014 年 TECO 未来比对会议期间进行了讨论，并将由 CIMO 管理组进行进一步的审查。

SI 遥感大气垂直廓线的可溯源性
5.25

委员会欢迎专家组对实现 SI 遥感大气廓线溯源性的条件和可能性进行调研，并注意到，

通常这需要将分为两步实施：内部 ( 实验室 ) 校准和外部 ( 实地 ) 校准，并要求专家组进一步将其
收集到的信息用于会员的指导材料。
5.26

委员会注意到在现场条件下使用常用的测量工具，很难实现 SI 对不同类型 ( 包括激

光雷达风廓线 ) 遥感风廓线的追溯，因此委员会要求相关专家组探索可能促进建立可追溯性的新技
术，如在无人机 (UAV) 上进行风测量的二级标准仪器的载体。

与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合作开展无线电频率保护
5.27

委员会注意到在 CBS 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导组 (SG-RFC) 与 CIMO 无线电频率保护专

题负责人之间就三个特别无线电频率问题展开的合作：
(a)

全球主要将 400.15 - 406 MHz 频段划分给气象辅助服务 (METAIDS)，多数会员将其
用于各自无线电探空仪的运行，这一频段正日益受到其它频段用户的威胁，因此，如
果它受到来自国际电信联盟 (ITU) 的挑战，则 WMO 需要准备捍卫该频段的使用。委
员会建议，专题负责人继续与 CBS 密切合作，以确定在该频段继续保持全球无线电
探空仪运行所需的最小带宽；

(b)

近期 ITU 将一些窄 HF 波段划分给海洋雷达使用，这对这些雷达的运行方是一项积极
的举措，但所划分的波段过窄，且使用这一波段的雷达数量极大，因而必须确定共享
安排。委员会鼓励专题负责人继续与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JCOMM)
以及 CBS 开展合作，制定适合的共享计划。

(c)

共同分配气象雷达和无线接入系统 (WAS) 包括 5 GHz 频段的无线局域网 (RLAN)
越来越多地造成对 C 波段气象雷达系统的干扰。RLAN 设备上的动态频率选择 (DFS)
功能是为了消除干扰但似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委员会建议专题负责人继续与 CBS
和国际电信联盟 (ITU) 就这个问题紧密合作。

测试平台和牵头中心 (TB&LC)
5.28

委员会感谢并祝贺那些自 CIMO-15 以来所提名的中心被批准为 CIMO 测试平台和 /

或牵头中心的会员国 WMO 常任代表，并注意到目前有四个公认的测试平台和三个牵头中心。
5.29

委员会赞赏近期为各测试平台和牵头中心开发网页，这就能够与 CIMO 共享各中心的

近期进展信息，并可帮助专家组确定 TB&LC 制作的相关材料。委员会敦促各中心与秘书处保持联系，
以确保信息的时效性。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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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注意到，所有 TB&LC 自其开始以来，已至少向 CIMO 管理组提交了一份报告，

但报告的质量差异巨大。委员会鼓励所有 TB&LC 要确保准时提交其未来两年期报告，且内容应具
体详实。委员会还称赞为 TB&LC 报告准备模板，并鼓励所有中心使用该模板编写其报告。为进一
步促进 TB&LC 与 CIMO 专家组之间的有效沟通，委员会要求各中心指定一名联络员，他还将代表
其中心作为管理组指定的 CIMO 专家组的当然成员。该联络员将参与专家组的工作，并受邀酌情参
加其会议。
5.31

委员会提醒届会已有商定的指定过程用以建立未来的 CIMO TB&LC，并鼓励会员提

供新的建议。

6.

与能力开发有关的决定和未来优先重点 (议题6)

6.1

委员会感谢 OPAG 能力建设联合组长 Mario Garcia 先生 ( 阿根廷 ) 和 Samir Issara

先生 ( 摩洛哥 )、CIMO 指导编辑委员会主席 Volker Kurz 博士 ( 德国 )、区域仪器中心、校准和可
溯源性专家组 (ET-RIC) 组长 Jerôme Duvernoy 先生 ( 法国 ) 根据其职责和 CIMO 管理组的指导对
OPAG 专家组和专题负责人的活动所给予的指导。委员会还感谢 Ercan Büyükbas 先生 ( 土耳其 )、
曹晓钟先生 ( 中国 )、Alexander Kats 先生 ( 俄罗斯 ) 以及斐翀女士作为 OPAG 能力建设专题负责
人所做出的贡献。

加强 RIC
6.2

委员会注意到，各区域协会在其区域 WIGOS 实施计划中强调了有必要强化区域仪器

中心 (RIC)，以确保其充分的功能，并促进其对会员提供的支持。委员会强调，观测对国际标准的
可溯源性对于实现 WIGOS 的充分潜力至关重要。因此，委员会认为加强 RIC 的能力对于 WIGOS
至为重要，尤其是对于那些尚不具备校准实验室的会员，并向会员保证将为在 WIGOS 内实施该项
任务提供全力支持。
6.3

鉴于会员极为期待 RIC 给予更有力的支持，委员会对于缺乏某些 RIC 现状和能力方

面的信息表示关切。根据商定的 RIC 职责，委员会要求 WMO 秘书处寻求主办 RIC 的所有会员明确
阐释其为各会员提供其设施的计划和持续的意愿。
6.4

鉴于遵循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 - 要求 ” 和 / 或 ISO/IEC 17025“ 测试和校准实验室

的一般能力要求 ” 已使会员受益，因此，委员会鼓励所有 RIC 继续努力实现和保持 ISO/IEC 17025
认证。
6.5

委员会注意到，从 WMO/ IMOP 网址上可登录一些 RIC 网页，因而这有助于区域

RIC 和会员之间的宣传和信息交换。委员会鼓励所有 RIC 效仿这一做法，定期向 WMO 秘书处通报
变化并持续对那些网站进行更新。
6.6

委员会建议， RIC 制定其区域的校准和可溯源性培训研讨会计划，包括计算不确定性、

使用转让标准和现场验证。而后 WMO 秘书处将会要求各区域关注这些计划。委员会还建议，会员
在更新观测系统，考虑采购相关的校准标准、现场验证工具箱和建立实验室时可关注可溯源性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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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称赞制定有关校准不确定性计算的指导文件草案，并建议完成该指南并作为

IOM 报告予以出版。
6.8

委员会认识到由于财政紧缩的情况，RIC 在支持其他国家方面遇到了困难，委员会建

议他们考虑与可能的发展 / 投资机构合作以支持其他会员。委员会高兴地获悉日本气象厅 (JMA) 成
功地使用这种机制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 合作支持孟加拉国。
6.9

委员会获悉尼日利亚标定实验室已实现现代化，并正在根据 ISO/IEC 17025 进行认证，

同时获悉尼日利亚正在考虑建议将其作为一区协 ( 非洲 ) 的 RIC。
促进观测的可溯源性
6.10

鉴于观测的可溯源性在许多应用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是在用于评估气候变率和

变化的气候领域，因此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关于制定 CIMO 促进仪器校准可溯源性战略取得的进展。
委员会忆及，最终目标旨在通过仪器的连续校准链，确保观测对国际单位体系 (SI) 的适当可溯源性。
委员会建议作为要务完成战略的制定，并由后续的 ET-RIC 编写相关的指南材料，以支持会员实施
该战略。委员会建议区域协会鼓励其会员根据去区域 WIGOS 实施计划，实施这一战略以改进其区
域内测量的可追溯性。
6.11

委员会注意到对 RIC 基准标准进行实验室间比对的要求以及这些比对在支持 WIGOS

目标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委员会注意到一些 RIC 成功地安排了一些实验室间比对，并强调为所有
区域协会支持其 RIC 活动带来了显著的效益。委员会要求 ET-RIC 后续专家组协助 RIC 针对此类比
对制定计划和程序，并鼓励区域协会继续开展 RIC 实验室间比对。

水俣汞防治公约
6.12

委员会注意到，UNEP《水俣汞防治公约》提出禁止生产、进口和出口含汞产品，该

公约将于 2020 年生效，会对仍在使用这类仪器的会员产生严重影响。此外，新的欧盟条例规定截
至 2014 年 4 月完全禁止在欧洲销售此类产品。委员会要求 WMO 秘书处向会员通报该公约可能产
生的影响，并要求管理组确保制定相应的宣传材料并与所有 WMO 会员共享，以使会员能够适应新
的形势，同时，把对资料质量和资料兼容性的可能影响降至最低。

危险和淘汰仪器的调查
6.13

委员会注意到 ET-RIC 开展的关于对危险和淘汰仪器进行替换的调查结果，因此认为

有必要继续让会员意识到汞的毒性，并且对汞要有适当的处理措施。
6.14		
委员会强调，取代含汞仪器需要做适当的规划，以便解决各种问题，比如合适的替代
仪器、老旧和新型仪器同步测量、资料质量和资料兼容性等。委员会要求后续的 ET-RIC 专家组为
会员编写指南，用于会员制定其在 2020 年之前从含汞仪器过渡到替代设备的路线图。
6.15

委员会建议，那些运行的实验室设备无法与更高标准进行校准的会员可考虑用那些可

溯源的设备进行替换。委员会还建议，会员着重分析其观测网络中自动化的复杂性，并对自动化采
用慎重的方法，同时考虑下列因素：自身专业知识水平、负责安装的人力及后续的维护、充足的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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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的校准方法以及用于应对经常支出的预算。委员会鼓励已成功转换为现代化替代设备的所有会
员在国际上共享其专业知识，并在相应的论坛上予以公布。
6.16

委员会注意到有一些可替代汞仪器的设备。此外，委员会注意到 ET-RIC 后续专家组

提供选择替代品的指南，包括确定其最小计量特性和维持野外条件性能所需的观测方法。时间序列
质量的维护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长期建立的方法发生改变的时期。应考虑适当的长期稳定性、
质量、耐用性和功率的要求，因为存在范围广泛的不同的野外条件。成本被认为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委员会建议 ET 让 HMEI 参与其中，以鼓励开发和推广可替代现有的各种含汞仪器的仪器。
6.17

委员会同意非常重要的是及时更新关于观测仪器定期维护、检查和校准要求的指南材

料并保持相关，以响应仪器技术的不断发展，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用相应的替代设备取代过时的仪器。
委员会还建议，该宣传材料可包括其中每个过程对观测资料质量影响的建议。委员会要求管理组确
保相应的任务列入专家组的工作计划中。

氢气安全
6.18

委员会注意到 CIMO 指南中有大量关于氢气安全的信息，但鉴于对会员而言最重要的

是确保所有观测人员拥有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为此委员会要求，以最佳做法手册的形式编写更多
的宣传材料提供给会员，从而加强对会员的氢气安全指导，并委派管理组协调此项活动。

能力
6.19

委员会赞赏 ET-RIC 在开发从事校准的人员能力方面取得的进展，但强调能力应当涵

盖整个观测过程。委员会同意建立一个由相关专家组成的任务组来完成此项工作。

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
6.20

委员会感到高兴的是，2010 年更新的 2008 版英文版《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

(CIMO 指南 ) 已经出版并可从 WMO/IMOP 网站获取。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其它语言版即将完成，
并对中国、法国、俄罗斯和西班牙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委员会认识到这说明这些国家做出了巨大
的努力和共享，并赞赏这一进程也促进了确定和纠正了 CIMO 指南的英文版，从而提高了整体质量。
委员会建议这项工作的成果也应纳入《指南》的相关语言版本。
6.21

根据第十六次大会对于定期更新 CIMO 指南的要求， 2014 年 CIMO 指南预印版已上

传 WMO/IMOP 网站供会员评审。委员会赞赏所有 CIMO 专家组为这一更新做出了贡献，并赞赏来
自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大气科学委员会 (CAS)、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JCOMM)
的专家以及其他专家也做出了实质性贡献。考虑到评审的结果，委员会批准了 2014 年 CIMO 指南
暂行版并通过了建议 1(CIMO-16) – 2014 年版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 (WMO-No.8) 的出版和翻
译。委员会鼓励会员提供实物支持和 / 或向 CIMO 信托基金提供捐款，以支持进一步翻译 CIMO 指南。
6.22

委员会建议，在所有 WMO 出版物中关于量、单位和符号使用的一般原则应当按照国

际度量衡局 (BIPM，2006) 出版并定期更新的国际单位体系 (SI)、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2009)
确定的量和单位，以及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 (IUPAP，1987) 描述的物理学符号、单位、
术语和基本常数。上述文件并未确定为国际符号但在气象学中常用的变量，应当按照世界气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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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WMO，1966) 出版的国际气象表中的规定加以使用。委员会注意到，那些建议已提交 WMO
EC-66 审议。
6.23

委员会认为，那些需从 CIMO 指南升级为标准规范的推荐规范可纳入到《WIGOS 手

册》或 《WMO 技术规则》。委员会忆及 CIMO 指南主要包括非强制性的最佳做法，并要求其管理
组对那些应升级到标准规范的推荐规范进行全面的评审。委员会要求制定可确保 WIGOS 规章材料
与 CIMO 指南一致性的方法。
6.24

认识到在以前的 “AWS 门户网站 ” 获取支持能力开发的大量文件源的价值，委员会要

求 WMO 秘书处建立网页，由各 CIMO ET 在其职责范围内通过与相关文件链接批量载入。

培训和能力开发活动
6.25		
委员会赞赏区域培训中心 (RTC) 和区域仪器中心 (RIC) 所提供不同领域培训取得的
进展，尤其是那些与促进观测质量和可溯源性有关的领域。委员会注意到，几乎在所有的区协均开
展了培训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委员会向主办培训活动的会员和积极参与编写培训材料
的会员表示感谢。
6.26		
忆及 WMO 其他计划实行的 “ 电子化学习 ” 或 “ 虚拟实验室 ” 的益处，委员会欢迎布
宜诺斯艾利斯 ( 阿根廷 )RIC 在 Moodle 平台上组织的地面气象观测员课程 “ 电子化学习 ” 活动，以
及由北京 ( 中国 )RTC 开发的有关天气雷达维护和自动观测系统方面的两个互动式虚拟培训课程。
委员会建议，RTC 和 RIC 考虑制定并实现进一步的在线课程，并就其可用性向会员通报。
6.27		
鉴于一些关于仪器使用、维护和校准方面的培训材料有 WMO 的各种工作语言版本，
因此，委员会建议那些有关业务培训的教材应当可以通过 WMO/IMOP 网站获取。
6.28		
委员会赞赏无线电探空仪性能监测专题负责人 (TL-RPM) 努力汇编全球 TEMP 和
PILOT 信息统计以及努力编写无线电探空仪目录及相关统计数据。为此，委员会要求 WMO 秘书处
通知会员提供其无线电探空仪的详细信息。
6.29		
委员会认识到仪器性能监测在确保持续观测质量方面的重要性，因此，鼓励继续开展
并最终由有关会员实施地基仪器性能监测工作。

AWS
6.30		
鉴于会员目前在自动观测系统运行中面临着困难，委员会要求其管理组制定计划，恢
复将在所有区域举办的系列 “ 国家气象部门业务使用自动天气台站经验国际会议 ”(ICEAWS)，以便
在会员间就该主题提供知识转让论坛。WIGOS 跨委员会协调组欢迎恢复这些会议。委员会敦促会
员考虑主办此类会议，并要求管理组在会议的科学和组织方面对会员提供支持。

改进标准化规划研讨会
6.31		
委员会忆及，基本观测仪器的观测资料质量和可溯源性的全球改进是由于实施了进标
准化校准、维护和运行程序，包括由于建立了 WMO 区域仪器中心和区域辐射中心。会员越来越多
地从传统仪器过渡到复杂的自动仪器和系统，因此，委员会要求各 OPAG 制定方案，以确保新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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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的全球标准化，例如云幂仪、天气雷达、激光雷达及其他廓线仪。委员会指出，在该过程中应
适当考虑 CIMO 测试平台和牵头中心以及区域仪器中心的专长。

仪器和观测方法报告
6.32		
委员会注意到自 CIMO-15 以来发布的 IOM 报告数量，因此感谢全体作者在为会员提
供相关技术咨询方面所做的工作。委员会要求所有专家组通过出版 IOM 报告，竭力共享其知识及其
主要工作的成果，以确保所有会员能够从此类知识中受益。

台站坐标
6.33

委员会注意到会员需要有关成本效益的方法和最佳实践的指导，以确定一个台站或测

量了解推荐的不确定性。委员会考虑了一个台站不同测量场的不确定性需求以及一个台站的代表性，
以及现有的具有不同确定性的不同方法，这些仪器有的经过校准而有的没有，例如 Google 地图、
测量员和 GPS 仪器。委员会注意到 CIMO 指南 (WMO-8) 已经包含了以下定义：
•

该系统用来作为地理位置数据 (WGS-84)，

•

对于台站代表性所需的分辨率 ( 非不确定性 )，

•

高度和平均海平面 ( 至 EGM96),

•

台站基准点的定义，仅限高度。
委员会还注意到 CIMO 指南 2014 暂行版包括关于更高分辨率位置测量的新声明，但

是没有位置测量不同测量方面的指导。委员会要求 CIMO 管理者与 CBS 以及际大地测量协会合作制
定指导材料，并考虑更新 CIMO 指南和 / 或其他必要的相关 WMO 规则性材料。

将 NMHS 专业知识和资源用于仪器比对
6.34

鉴于 CIMO 仪器比对常规预算的资金不足，委员会要求主席和管理组考虑将预算外资

金用于此类活动，包括利用 NMHS 目前可提供的服务，以及 HMEI 可能对 CIMO 信托基金的捐助用
以专门的比对项目。

7.

本委员会在 WMO 优先活动中的作用及其与 WMO 其它技术委员会和计
划的合作 (议题7)

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 (WIGOS)
WIGOS 框架实施
7.1

委员会注意到根据决议 10 (EC-64) – WIGOS 框架实施计划 (WIP)，在实施 WIGOS

方面取得了进展。
7.2

在这方面，委员会回顾到决议 50 (Cg-16) – 实施 WMO 综合观测系统，其中要求技术

委员会：(1) 指导 WIGOS 实施的技术方面；(2) 将 WIGOS 实施活动纳入其运行计划和工作计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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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会员和区域协会提供有关 WIGOS 的技术指导和意见；(4) 制定标准以支持 WIGOS 与合作组织和
计划开展协作；以及 (5) 更新规章性材料，包括编写《WIGOS 手册》。
7.3

委员会进一步审议了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根据 Cg 16、EC-64、EC-65 和 EC-66 有关

WIGOS 实施的决定而开展的 WIGOS 实施活动和行动。在这方面，委员会回顾到决议 10 (EC-64)，
其中要求 CIMO 与基本系统委员会一起在 WIGOS 实施活动方面发挥技术牵头作用。( 还可参见第 7.8
段，有关下一休会期 CIMO 与 WIGOS 相关的优先领域。)

CIMO 对 WIGOS 实施的贡献
7.4		
委员会非常赞赏地注意到 CIMO 积极参与并为 WIGOS 的实施做出了宝贵贡献，委员
会还感谢所有参与的 CIMO 专家，尤其是 B. Calpini( 瑞士 ) 作为 ICG-WIGOS 联合主席、J.P. van
der Meulen( 荷兰 ) 和 V. Kurz( 德国 ) 作为 ICG-WIGOS 有关 WIGOS 规章性材料任务组 (TT-WRM)
的成员 、以及 B. Howe( 加拿大 ) 作为 ICG-WIGOS 有关 WIGOS 元数据任务组 (TT-WMD) 的主
席，感谢他们付出的努力、时间和所做的工作，特别是编写与 WIGOS 有关的《WMO 技术规则》
和 WIGOS 核心元数据标准。 委员会赞同 CIMO 代表在 ICG-WIGOS 及其任务组中所开展的工作。
7.5

委员会注意到，根据 WMO 与瑞士气象局之间的调解备忘录 (MoU)，正在将观测系

统能力分析和评审工具 (OSCAR, www.wmo.int/oscar) 平台转给瑞士气象局 IT 基础设施，该平台
目前包含 (i) 定量记录的 WMO 应用领域的观测资料需求 (OSCAR/ 需求 )，(ii) 空基观测系统能力
(OSCAR/ 空间 )。此外，在瑞士气象局的 OSCAR 平台将记录根据新 WIGOS 元数据标准记录的地
基观测系统能力 (OSCAR/ 地面 )，新的开发正在从该角度入手进行。目前的计划是到 2015 年中期
完成 OSCAR/ 需求的转换以及针对某些类型观测平台的 OSCAR/ 地面的开发，到 2016 年中期整个
系统投入业务，包括 OSCAR/ 空间，并保持各类地面观测平台。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这些发展，并
感谢瑞士气象局为此做出的贡献。
7.6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通过很多其他的活动 ( 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就制定通用

WMO-ISO 标准开展协作；与 COST 倡议合作促进标准化，计划组织研讨会以应对未来机制从而改
进遥感观测系统和技术的标准化；与区域仪器中心 (RIC) 合作增强其力量 )，以及其他的活动 ( 其
中多数直接为 WIGOS 做出贡献 )，为 WIGOS 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7.7

考虑到 WIGOS 框架实施计划 (WIP) 的关键活动领域，委员会强调其优先重点仍然

是对实施 WIGOS 的有效贡献。
7.8

委员会同意 CIMO 应继续在仪器规范和观测方法的全球标准化方面发挥基础性和交叉

性的作用。在这方面，委员会强调技术委员会及区域协会之间需要开展密切合作并进一步加强协调。
7.9

考虑到 WIGOS 实施可能在 WIGOS 试运行阶段 (2016-2019 年 ) 继续在区域和国家

层面上进行，委员会同意以下 CIMO 优先领域：
(a)

通过制定和实施与 WIGOS 有关的标准以及建议的办法及程序，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密
切合作，从而在全球范围改进观测的质量和可追溯性；

(b)

为会员和区域协会提供技术指导和援助，帮助其实现与 WIGOS 技术规则的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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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更新、协调和制定 WIGOS 规章性和指导性材料；

(d)

确保区域仪器中心 (RIC)、区域辐射中心 (RRC) 和区域海洋仪器中心 (RMIC) 为会
员提供服务，以支持 WIGOS 的实施。

7.10

委员会认识到 ICG-WIGOS 在协调 WIGOS 实施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对其继续开展表

示支持，直至 WIGOS 实施的所有关键活动都按照 WIP 得以完成。

WMO 信息系统
7. 11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是 WMO 信息系统 (WIS) 的关键。它们就像是借书证，可以在

WIS 中发掘、获取和检索信息。它们可提供关于数据集内容或信息服务的摘要信息，同样，一本书
籍的摘要可对内容进行概要介绍。观测信息和观测所处的环境信息将被记录在 WIGOS 核心元数据
中；WIGOS 元数据任务组 (TT-WMD) 目前正在对此为 WIGOS 跨委员会小组制定标准。
7.12

基本系统委员会通过其元数据和资料表示开发跨计划专家组，正在与 TT-WMD 合作

开发资料表示法，这将能够使 WIGOS 核心元数据明确地进行交换。初始表示法可能将使 WIGOS
核心元数据以 BUFR 和 XML 格式进行交换。
7.13

委员会要求其管理组确定一名专家与 IPET MDRD 和 TT WMD 合作，帮助那些小组

开发资料表示法，以体现出 WIGOS 核心元数据将需要怎样进行交换。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7.14		
委员会注意到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于 2012 年 10 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特别大会
通过了三个决议，分别是：(a) GFCS 实施计划；(b) 建立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以及 (c) 为政府
间气候服务理事会、秘书处和 GFCS 实施计划提供资金。
7.15		
会议注意到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第一次届会 (IBCS-1) 于 2013 年 7 月 1-5 日在日
内瓦举行，CIMO 为 IBCS-1 的举办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7.16

委员会注意到一些国家正在开展国内协商，旨在确定差距和需求并建立所需内部协调

机制，以确保有效地实施框架 ( 参见 http://gfcs.wmo.int/upcoming-events)。区域协商也正在进行中。
这些协商有利于确定 GFCS 各组成部分的主要差距，需要解决这些差距以支持四个优先领域气候服
务的发展和应用，还有利于确定为在国家层面上建立气候服务框架制定指南所需的关键要素。此外，
委员会注意到，在磋商过程中所确定的关键差距一方面涉及到所使用精心维护的标准化仪器以持续
观测做法对必要空间密度和时间频次的高质量资料的收集不够系统化，另一方面涉及到开发有效气
候服务所需的此类足量资料的交换和共享。
7.17

委员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实施的 WMO 气候资料和产品国际

交换政策任务组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在提交 2015 年 WMO 第十七次大会之前提交执行理事会第
六十六次届会审议。该决议重申和补充了决议 40(Cg-12)– WMO 气象和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
策和规范包括商业气象活动关系指南和决议 25(Cg-13)– 水文资料和产品的交换进行的分析。委员
会建议使用这些决议中的政策和规范，并在附录中确定一套可用于免费和无限制交换的资料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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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注意到 GFCS 各合作伙伴包括 WHO、FAO、IOC 和 UNESCO 需要支持委员

会制定有关观测和资料共享的标准和协议。
7.19

委员会注意到早期工作已经开始启动，通过具体活动来展示开发和应用气候服务伙伴

关系。有了挪威 (1000 万美元 ) 的资助，非洲的 GFCS 适应计划已于 2013 年 10 月启动。该计划
旨在共同设计和制作信息和知识，以支持粮食安全、卫生和减轻灾害风险的决策，其中马拉维和坦
桑尼亚是两个重点国家。此外，有了加拿大的支持 (620 万美元 )，正在规划也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
实施 GFCS 的计划。该计划将支持太平洋岛国、加勒比和南亚国家，包括北极和极地地区。由不同
赞助方支持的其他计划正在设计中。委员会注意到 CIMO 对这些活动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
会议决定将这些项目以及其工作计划中的实施领域作为优先事项。
7.20

委员会同意酌情与 GFCS 的伙伴合作来评审仪器和观测方法以及各种变量的目前国

际标准化和兼容性，并根据需要制定相关的工作计划。此外，委员会同意与 WMO 秘书处合作，
特别是与 GFCS 办公室以及筹资办公室合作，来了解 GFCS 的需求，并根据 CIMO 的各项建议对
GFCS 的工作施以影响。委员会要求管理组协调和促进此项工作，并在必要时指派 OPAG 开展工作。
7.21

委员会同意与水文气象设备工业协会合作，确保能够对所有类型的极端天气现象进行

早期探测，以便减缓风险，保障生命和财产安全。

降低灾害风险计划
降低灾害风险：工作计划 (2012-2015) 和各种相关机制
为降低灾害风险 (DRR) 决策开发并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综合性用户驱动型模式
7.22

委员会回顾了在 1970 年至 2012 年期间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灾害造成了重大生

命和经济损失。从 1970 年到 2012 年，全球共报告了 8,835 次灾害，因干旱、洪水、风暴、热带气
旋、风暴潮、极端温度、山体滑坡、火山灰和山火造成了 194 万人丧生和 2.4 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 按
调整到 2012 年的美元价格计算 )。在过去十年中，报告的经济损失已显著增加。这些影响既归因于
气候变化，也归因于风险地区人员和经济财产的不断增加的暴露度。
7.23

委员会强调指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民生是 WMO 会员及其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NMHS) 的重中之重。委员会回顾以下情况：
(a)

WMO 2012-2015 年 DRR 工 作 计 划 ( 以 下 简 称 为 ‘DRR 工 作 计 划 ’) 突 显 了 WMO
DRR 框架，而此框架则是以 WMO 面向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开发与提供的服务交
付框架为基础，是基于对高度多样化 DRR 用户团体的目标用户需求的了解，并涉及
DRR 的关键主题领域，其中包括：(1) 风险评估；(2) DRR 政策的制定；(3) 多灾种
早期预警系统 (MHEWS) 和备灾应急响应；(4) 社会经济部门的风险管理 ( 如土地利
用规划和区划、基础设施的保护 )；以及 (5) 灾害风险融资和保险；

(b)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 (Cg-16)、执行理事会 (EC) 第六十四次和第六十五次届会
的决定涉及通过具有明确优先重点、可交付成果和时间表的 DRR 工作计划，以支持
NMHS 开发其对 DRR 用户需求作出响应的能力；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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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三个领域建立各自的 DRR 用户 - 界面专家咨询组 (UI-EAG)：(1) 危害 / 风险
分析；(2) MHEWS；以及 (3) 灾害风险融资和保险；旨在提供有关用户对编写这些
DRR 领域的 WMO 指南的需求和要求的素材，并有助于用户参与 WMO DRR 总体和
综合国家能力开发项目，目前区域合作框架 ( 以下简称 WMO DRR 项目 ) 正在东南
欧和中美洲展开，并为东南亚补充了若干计划；

(d)

在 DRR 计划各项倡议下为建立更加协调和综合的方法指定了各技术委员会 (TC) 和
技术计划 (TP)(DRR FP TC-TP) 以及技术委员会主席 (PTC) 的 DRR 联络员，同时
与各区域协会 (RA)、会员和伙伴合作开发用于 DRR 辅助决策的业务化气象、水文
和气候产品与服务并通过 WMO DRR 项目展示这些产品和服务。

7.24

委员会注意到，为了促进备灾和减灾，应当鼓励会员国 NMHS 积极实施业务连续性

计划 (BCP)。BCP 可有助于准备好并提高每日天气和气候服务业务的快速恢复能力，以备发生灾害
或重大的业务中断。
7.25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CIMO) 主席 Jitze van der Meulen 先生

和 DRR 联络员为与各技术委员会和各项技术计划以及其它技术委员会主席的联络员密切合作所做出
的各种努力和贡献，以反映 CIMO 的职责、专业知识和活动，并确定能够以最佳方式推动 DRR 工
作计划的实施。对此，委员会承认了能够为 DRR 工作计划的实施做出显著贡献的两个具体领域：
(a)

委员会可为编写有关仪器耐用性和对各种自然危害的承受力的指南，并为制定相关推
荐规范和标准做出显著贡献，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自然危害可严重损坏那些为观测，监
测和检测各种灾害现象所安装的仪器，从而造成监测范围出现明显空白，除非仪器能
够得到及时修理或更换；

(b)

委员会回顾到 EC-66 要求秘书长与 PTC 合作，在 DRR FP TC-TP、二区协、会员
以及战略伙伴的支持下，促进规划关于在东南亚开发并实施一个旨在支持风险分析
和 MHEWS 的 DRR 项目的建议，该项目将以一种更连贯一致的方式借鉴相关技术委
员会和技术计划的专业知识，并推进各项 WMO 技术援助项目。委员会注意到，经
WMO 大会批准，东南亚作为最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区域将成为 DRR 项目的一个潜在
区域。理事会注意到，这些项目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是建立并加强用于监测和检测
各种灾害的观测网络。特别是有关仪器建议的评价和提供，而这些建议可能最适合于
设计用于灾害监测和检测的观测网络，旨在支持风险分析和 MHEWS。委员会的参与
将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以一种更为综合的方式与 WMO 其它的技术委员会、技术计划、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及其用户进行接触。

7.26

委员会强调了其 DRR 联络员作用的重要性，不仅有助于推进委员会在实施 DRR 的

工作计划过程中所开展的各项活动，而且还将为委员会发现各种机会，使其从参与用户驱动型 DRR
项目和活动中受益，进而能够更好地了解对各类观测网络和仪器的需求和要求，以支持某些关键领域，
如 MHEWS 等。为此目的，委员会要求 CIMO 管理组确定相应的 CIMO DRR 联络员，以确保能够
实现与其它技术委员会的合作机遇，并参与 WMO DRR 重点领域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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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气象计划
7.27

委员会注意到，2010 年和 2011 年冰岛火山喷发之后，欧洲和东大西洋空域的空中交

通受到空前破坏，这使所有的利益攸关方明显更加认识到需要具备对大气火山灰的全面、可互操作、
端到端探测、分析和预测能力。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航空业决策者需要更多关于火山灰地理和垂
直范围、相关污染水平的信息，以便决定安全的飞行路线。委员会确认，需要补充监测系统的增强
型观测网络对火山灰扩散模式的输出和预报进行初始化、确认和验证，因为目前的系统无法提供必
要的信息。
7.28		
委员会注意到，地基遥感系统可以提供垂直廓线资料，在与其他测量结合后可有助于
提供火山灰污染的定量估算，即终端用户实际需要的参数。委员会还注意到，科研飞机和探空仪的
实地测量可有效描述大气气溶胶的特征，但有效的监测和预警需要综合方法，因为各个地基采样作
业在短时间尺度内只能覆盖很窄的地理区域。
7.29		
委员会注意到需要协调努力来开发 ICAO 国际航线火山监测 (IAVW) 系统，它旨在包
括由一系列地基、机载和空基技术构成的综合网络，设置在喷发源或其附近和烟羽顶端，以便尽可
能分析大气中的火山灰。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在复合网络中采用一系列观测技术以及能探测不同排
放物的仪器所具有的其他优势是能够解决额外的问题，比如二氧化硫 (SO2) 和硫酸盐气溶胶等其他
火山排放物给航空带来的潜在危害，这仍有待充分加以了解。委员会同意将优先重点放在改进用于
确定火山灰浓度水平三维分布的仪器 ( 光雷达和测高仪等 ) 的标准化、性能描述和互可操作性，以
及改进这些仪器测量结果的可溯源性，从而帮助航空界开展此项活动。
7.30

鉴于火山灰探测需要 WMO 各项计划之间进行合作，因此委员会要求相关专家组

与 CBS、CAS、CAeM、 六 区 协、 以 及 尤 其 是 与 EUMETNET 和 EARLINET 合 作， 开 发 六 区 协
WIGOS 火山灰示范项目。

教育与培训
7.31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休会期间由澳大利亚、中国、日本、肯尼亚和土耳其向 WMO
会员提供有关地面仪器维护和校准的培训研讨会。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借助预算外支持，特别是加
拿大和挪威的支持。计划未来几年在一区协、二区协、四区协和五区协举办更多的研讨会。该委员
会高兴地注意到，之前举办的一些研讨会以及多数未来将举办的研讨会都是由 WMO 区域仪器中心
(RIC) 和 WMO 区域培训中心 (RTC) 合作规划和组织的。委员会鼓励 RIC 和 RTC 继续就这方面开
展合作。
7.32		
委员会注意到 EC 教育与培训专家组最近针对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未来作用和运行
开展了一次审查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a/etrp/documents/final-report26thSession.pdf)。
根据审查提出的建议包括明确参与促进、支持和主办 RTC 的各方的作用和职责，由相应的区域协会
每四年向 EC 提交建议，即根据其性能和更为侧重于成果的标准更新，确定是否需要继续 RTC。建
议还包括要求区域协会在确定会员最高优先培训需求方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RTC 应对此作出响应。
委员会要求其管理组审查 RTC 建议，确定是否一些建议适用于 RIC 和区域辐射中心 (RRC)。

能力标准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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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委员会回顾到在上次届会上增加了一项休会期工作任务，即确定个人执行 ( 如开展气
象观测和 / 或校准或维护仪器 ) 任务的能力标准。虽然认识到不同委员会小组的优先重点具有竞争性，
委员会要求其管理组推进开发能力标准，通过在下一休会期就委员会涉及的关键领域与执行理事会
教育与培训专家组开展密切合作。

培训要求
7.34		
委员会注意到 WMO 培训与教育办公室收到有关培训要求的信息，CIMO 涉及的培训
领域为：
(a)

维护和校准传统的地面仪器；

(b)

安装、维护和校准自动气象站以及相关传感器和通信系统；

(c)

与用于高空飞行的氢气发电系统有关的职业健康和安全；

(d)

使用高空系统的培训，特别是用于气候资料目的的资料；

(e)

指定、安装、维护和校准地基遥感系统，包括雷达到激光雷达，风廓线仪等。

委员会要求其管理组在完成专家组工作计划时考虑这些要点。

WMO 极地观测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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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欢迎实施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GCW)
的发展，特别是建立核心 GCW 网络 - CryoNet 的倡议。委员会同意 CryoNet 是实施 WIGOS 的一
项不可或缺的要素，它致力于在有关冰冻圈测量标准的方面支持 EC-PORS。此外，委员会注意到，
EC-66 建议实施极地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作为 2016-2019 年 WMO 战略计划的优先重点之一。
7.36		
委员会注意到 EC-PORS 要求 CIMO 在制定极地和寒冷 ( 山区 ) 区域观测和测量规
范方面开展合作。委员会回顾到在第十五次届会上决定，CIMO 指南应包括一个章节阐述极地区域
的测量和观测，其中包括自动气象站测量，委员会还同意这项任务应作为 CIMO 在下一休会期的优
先重点之一。委员会还回顾到在第十五次届会上决定促进编译冰冻圈准则以及参与确定基准站及其
仪器和观测。然而，委员会注意到许多冰冻圈变量都在传统 CIMO 职权范围以外，对于这些变量应
由其他相关的社区牵头。委员会注意到尽管努力尝试与 EC-PORS 建立联系，但未采取重要的行动。
委员会要求 EC-PORS 代表提名几位专家，能够在这些问题上与 CIMO 专家积极合作，并同意从
CIMO 管理组向 EC-PORS 派出一名代表，该代表也将代表 CIMO 参加 GCW 指导组。
7.37

CIMO 注意到极地区域仪器和系统性能的困难，并建议 HMEI 在发展中考虑这个问题，

特别是针对改进气球在极地平流层低温区域的耐受性。
7.38

委员会注意到 EC-PORS 要求开展仪器比对，以确定和比对用于冰冻圈测量的仪器的

性能特性。委员会同意将其列入潜在比对的名单中，但回顾到鉴于 CIMO 的资源有限，只能同时开
展少数几项比对，比对的优先次序在议题 4 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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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O 还注意到 GCW 编译一个官方 GCW 术语表而开展的工作，并同意参与这项工

作以保证标准化的术语能够通用。
7.40

委员会认识到，对于固态降水比对试验 (SPICE)，CIMO 大力承诺为 EC-PORS 提供

关于将由 GCW 冰冻圈观测网络使用的固态降水观测的建议。委员会还支持 SPICE 与 EC-PORS 通
过专家会议开展合作。

WMO 对百年观测站的认可
7.41

委员会认识到长期观测的特殊重要性，包括提供 100 年以上连续资料的观测站 ( 百年

观测站 ) 的长期观测。此类资料和元数据 – 在质量保证和存档方面得到慎重对待 – 对于记录和研究
十年到百年时间尺度的气候变率和变化至关重要，从而为相关的气候研究和服务等提供有益的支持。
7.42

委员会认为，WMO 及其会员非常重视保护选址极好、具备优质气象参数时间序列的

长期观测站，包括百年观测站。委员会注意到其中有些观测站由于周边环境发生显著变化 ( 例如建
筑物 ) 或由于社会利益争夺而被迫关闭或迁移，因而面临着风险。此外，考虑到观测资料连续性对
于气象和气候研究的特别重要性，委员会强烈建议会员继续制作观测站的当前位置的时间序列，通
过尽可能维护观测环境并通过避免所有类型观测台站位置的变化。
7.43

委员会注意到 WMO 执行理事会在其第六十五次届会上要求气候学委员会 (CCl) 与全

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计划和 CIMO 联合调研台站认证机制、网络标准和监督原则，并根据最基
本的一套客观评估标准，建立 WMO 对百年观测站的相应认可机制。认可机制预计可提升百年观测
站的形象，并推动会员努力在最适合的条件下维护此类台站。委员会确认，CCl 已要求其管理组协
调认可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包括酌情与 CIMO 和 GCOS 以及其他机构和计划的协调。
7.44

委员会与 CIMO 管理组一致认为，标准的确定需要采取审慎的方法，因为如果认可一

个台站，而日后又表明它并不具备相应的质量，这对气候界和天气界都是极为不利的。委员会要求
管理组密切监督这一认可机制的发展，与 CCl 沟通，并在需要时确立 CIMO 在这些发展中的代表权。
7.45

委员会就认可百年台站的目的、认证机制和标准提出了各种意见，并通过了建议 2

(CIMO-16) – 对百年观测站的认可。

全球大气监视网计划
GAW 优先重点
7.46		
委员会注意到全球大气监视网 (GAW) 计划重视对大气化学成分及相关物理参数的观
测和研究 (http://www.wmo.int/gaw)。委员会还注意到大气科学委员会第 16 次届会 (CAS-16) 规定
了未来 GAW 的优先重点活动。这些优先活动包括了开发综合温室气体信息系统 (IGIS, http://www.
wmo.int/pages/prog/arep/cas/documents/Presentation_Butler.pdf)，以便为社会提供服务，为政策
提供支持；还包括开展气溶胶研究及气溶胶对于空气质量、天气和气候影响的评估；为超大城市及
大型城市综合体提供研究和服务；以及利用不断发展的技术。委员会欣喜地注意到 CAS 和 CIMO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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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关于保证观测资料质量的交叉性项目在不断增加。

GAW 质量保证
7.47		
委员会认识到可追踪到已知标准的高质量观测资料是完成 GAW 优先活动必不可少
的。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 GAW 基于全网标准和协调的观测方法开发了综合性的质量保证系统 (http://
www.wmo.int/pages/prog/arep/gaw/qassurance.html)。在这方面，委员会感谢 CAS 在更新 “CIMO
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 ” 大气成分和辐射章节中所做的贡献。各个章节可分别转化为参考文档，从而
可以更新 “CIMO 指南 ”，委员会对选择这种方法表示满意。用这种方法可以及时、有效地更新 “CIMO
指南 ”。
7.48		
委员会同意可跟踪的、准确的温室气体测量资料对于后 “ 京都议定书 ” 的碳减排措
施至关重要。委员会感谢美国、德国、瑞士、日本和韩国通过托管 GAW 中央设施确保长期的温室
气体具有如此的可追溯性所作出的努力 (http://www.wmo.int/pages/prog/arep/gaw/gaw_cent_facil.
html)。委员会建议所有的会员保证其测量结果与 WMO 的测量等级具有追溯性。委员会进一步鼓励
会员参加质量保证活动，包括使用测量指南、参与循环练习和现场审核。
7.49		
委员会注意到黑炭 (BC) 对于气候和健康影响的重要性。委员会感谢 WMO 和 UNEP
联合出版了 “ 综合评估黑炭和对流层臭氧 ”，欢迎 GAW 科学顾问组的这一出版物有关气溶胶的建议，
在 “2013 年大气化学物理 ” 中报告了 “ 黑碳 ” 的测量情况。委员会进一步要求继续进行关于 BC 的工作。
7.50		
委员会注意到 GAW 质量保证系统由中央设施支持。委员会对那些托管 GAW 中央
设施的国家表示感谢，包括中央校准实验室 (CCL) 和世界及区域校准中心 (WCC 和 RCC)。委员
会支持由 GAW 世界校准中心协调进行的比对活动。委员会注意到组织温室气体组循环练习活动是
确保不同实验室测量兼容性的有效方法。委员会感谢为测量臭氧总量、反应性气体组、气溶胶和紫
外线辐射而组织了仪器比对。委员会强调比对活动对于协调网络内的观测质量是很重要的，建议这
样的活动要经常进行。委员会鼓励会员参加比对活动并使用 GAW 中央设施以保证大气成分观测数
据的质量。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 WCC 对地面臭氧、一氧化碳、甲烷和二氧化碳在瑞士材料实验所
(Empa) 进行的站点审计 (http://www.empa.ch/plugin/template/empa/*/7571) 和设在德国莱比锡城
的对流层研究所进行的气溶胶的物理性质的站点审计 (http://www.wmo-gaw-wcc-aerosol-physics.
org/audits.html) 对评估观测站的性能是有作用的。
7.51		
委员会注意到 GAW 质量保证系统包括了数量有限的区域校准设备。只有臭氧总量观
测由 GAW RCC 支持。委员会注意到可以考虑将区域仪器设备中心作为那些访问世界校准中心困难
的地区进行大气成分校准服务延伸的可能办法。委员会要求具有区域仪器设备中心的会员考虑是否
可能扩展其校准设备的范围，将大气成分及相关物理参数包括在内。
7.52		
委员会感谢更新了几本 GAW 测量指南。委员会要求会员在进行大气成分和相关物理
参数观测时使用最新的测量指南。
7.53		
委员会感谢和支持 WMO 和国际计量局 (BIPM) 之间的相互承认约定，在保证全球网
络测量结果的可追踪性和兼容性方面开展合作。委员会特别感谢美国 (NOAA) 和瑞士 (EMPA 和达
沃斯世界辐射中心 ) 负责代表 WMO 所采取的行动，保证了 WMO 测量标准的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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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能力建设是质量保证的重要因素，感谢那些为支持 GAW 而开展
培训活动、台站共建的会员。

水文学委员会 (CHy)–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HWRP)
7.55

委员会注意到，根据水文学委员会 (CHy) 测流仪器和技术性能评估项目，已经制定

完成了一项工作计划，并准备提交项目指导委员会 (CHy 咨询工作组 (AWG)) 审议。
7.56		
委员会获悉 WMO 秘书处员工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员工之间已举办了多次会议，讨论
工作流程以及国家水文部门 (NHS) 如何能够获取 ISO 出版物并将其用于制定各 NHS 的标准运行程
序 (SOP)。委员会注意到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HWRP) 制作的、有可能通过 WMO/ISO 联合标准过
程提交的文件极少，而更多的文件可能是通过 WMO 的联络作用进行审议，委员会注意到正在为《流
量测量手册》审核这一过程。委员会建议 CHy 与所有的技术委员会共享从这方面吸取的经验教训。
7.57

委员会获悉 WHYCOS 指南修订版更加注重收集优质资料、发布准确的产品 / 信息以

及促进各项标准在水文实践中的应用。该指南也更加注重选择最适当的资料收集设备和做法 ( 包括
观测员 )、传输方式和技术。
7.58

委员会表示赞赏的是已经获悉了 CHy 关于仪器和观测方法的项目，并高兴地注意到

CHy 从水文学角度继续为 WIGOS 提供支持。

农业气象计划
7.59

委员会注意到 2013 年 11 月召开了 “ 关于气候、粮食和水的 CCl/CAgM/CHy 联合专

家组 (JEG-CFW) 会议 ”，会议期间重点讨论了天气和气候服务、观测、物候学和干旱问题。委员会
注意到 JEG-CFW 提出的建议之一是请求 WMO 秘书处开展工作，探索使用国家自愿观测网络及在
这些网络中使用简易雨量器。
7.60

委员会注意到由 WMO 农业气象学计划 (AgMP) 管理的 “ 西非农业气象业务项目 ”

自 2008 年以来通过该地区的 NMHS 已经将 7100 多个简易雨量器分发给了当地农民。委员会感
谢 CAgM 已经要求 AgMP 通过与 CIMO、水文学委员会 (CHy) 和气候学委员会 (CCl) 的合作努
力，追求简易塑料雨量器的标准化。委员会注意到这项活动也有助于实现 “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
(WIGOS)” 的目标。在这点上，委员会同意合作编写规范，指导国家自愿观测网上的简易雨量器的
使用，支持农业气象的应用。
7.61

委员会注意到秘书处已经联系了设在 Vigna di Valle 的 “WMO-CIMO 降水强度牵头中

心 ” 以及意大利的热那亚大学，意在安排时间比对简易塑料雨量器和标准雨量器，并对其性能提供
技术评估。委员会建议秘书处继续与该 “ 牵头中心 ” 合作制定一个工作计划，为使用简易塑料雨量器
开发最佳的实践方法。委员会欢迎马里和加纳的 NMHS 合作进行两种雨量器的降雨量测量比较 ( 一
种为萨赫勒地区的气候，另一种为几内亚湾湿润的气候 ) 并邀请秘书处与这些 NMHS 建立联系，与
CIMO 牵头中心共同对这些雨量器进行技术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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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回顾到新原位技术专家组的演讲，是关于一个大学和私营企业项目 “ 跨非洲水

文气象天文台 ”(TAHMO)，其目的是使用 AWS 网络以支持农业界。委员会注意到 CIMO 对该项目
的响应，包括与国内的 NMHS 合作。委员会认识到可能与农业气象计划以及发展和区域活动司的联
系，并要求秘书处继续参与这些领域的活动，以同意 WMO 适当地参与该项目。
7.63		委员会注意到 CAgM 和乔治梅森大学 ( 美国 ) 正在南非做一个项目，把 MODIS 卫星
资料和土壤湿度实地测量资料进行整合。该项目的目的是为了非洲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加强综
合性、参与式天气和气候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委员会还注意到迫切需要开发针对全球土壤湿度测量
的标准和指导方针，支持国际土壤湿度网 (ISMN)，该网由全球能量和水分交换项目 (GEWEX)、
GEO 和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CEOS) 协作管理。委员会注意到 CAgM 建议设立一个土壤水分示范
项目 (SMDP)，开发上述标准和指导方针，为实现 GFCS 和 WIGOS 的使命和目标提供有价值的支
持。委员会要求相关专家组监督这些发展并与 CAgM 的相关专家组合作制定土壤湿度测量的标准和
指导材料。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7.64

委员会获悉了 GCOS 下一步的实施和评估周期。在 2012 年 11 月召开的 UNFCCC

附属科学和技术咨询机构第 37 次届会上，GCOS 应邀向 SBSTA 提交了到 2015 年全球气候观测系
统充分性的评估报告及 2016 年新的实施计划，并鼓励提前一年提供实施计划草案。计划在下一个
实施计划中包括一份原位观测的补充文件，类似于 2011 年提交的那份卫星观测资料补充文件。
7.65

委员会获悉了 GCOS/WCRP 气候大气观测小组 (AOPC) 的最新成果，特别赞赏该小组在

GCOS 地面网络 (GSN)、GCOS 高空网络 (GUAN) 和 GCOS 参考高空网络 (GRUAN) 方面所做
的工作。委员会注意到了最近在 2014 年 4 月召开的特别会议上讨论了 GCOS 地面和高空网络的主
要设计和质量标准，尤其是基线网络的要求方面。
7.66

委员会认识到为了改善气候观测网络，最近主要在一区协 (RA I) 和五区协 (RA V) 部

分地区，GCOS 计划的协作机制 (GCM) 在提高覆盖面和网络性能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7.67

委员会注意到在过去几年里 GRUAN 的实施稳步向前，初始 GRUAN 质量数据可从

NOAA 国家气候数据中心 (NCDC) 获取得到。因为 GRUAN 目前包括 16 个初始参考站点，而这些
站点明显都位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所以委员会鼓励其管理小组考虑 CIMO 如何能够支持 GRUAN
的业务，特别是在北极、南极和热带地区，并且也与科研机构合作在主要的气候区域实现更好的全
球覆盖目标。委员会还注意到台站评估和认证标准及实施流程已经制订出来。委员会欢迎 WMO 技
术委员会 (CBS、 CIMO、 CAS 和 CCl) 的代表现在成为 GRUAN 工作组的正式代表。
7.68

委员会获悉在 2010 年最近的无线电探空仪相互比对活动中 CIMO 和 GRUAN 有极

好的合作，并且鼓励这种合作态势在未来继续下去。鉴于 GCOS 地面网 (GSN) 和 GCOS 高空网
(GUAN)(GCOS-144) 的 GCOS 指南要求应当只使用那些已参与 WMO 比对的无线电探空仪，因此，
委员会认识到有必要对 GUAN 高空台站正在使用的无线电探空仪的现状进行调查，并在规划无线电
探空仪的未来比对时对此信息加以考虑，同时考虑 GCOS 资源是否可以参与其实施。
7.69

委员会注意到，GCOS 专家关于目前固态降水比对试验 (SPICE) 的建议及其要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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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比对不仅应着重于新型和改进型仪器的性能，而且在可行时还应与过去使用的各类仪器进行
比较，以便收集信息，帮助实现资料记录的均一化。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SPICE 已开始对过去使
用的各类仪器进行调查。
7.70

委员会获悉 “CIMO 指南 ” 推荐为 2-sigma 间隔不确定性区间的定义和需求滚动复审

过程中使用的 1-sigma 间隔的定义不一致，而 “CIMO 指南 ” 与 “ 测量不确定性的表示指南 (GUM)”
是相一致的。 委员会建议把 CBS 和 CIMO 指导材料中的不确定性定义都进行统一。

WMO 质量管理框架 – CAeM 方面
7.71		
委员会感谢了航空气象委员会 (CAeM) 质量管理体系任务组 (TT-QMS) 所做的工作，
它为协助会员有效实施 QMS 开发了极其有用的材料和工具。
7.72		
委员会强调：EC-66 已提议未来建立跨学科的 QMS 机构，在此建立过程中，应考虑
CIMO 活动的质量管理方面。它要求 CIMO 主席对 CIMO 专家适当参与这个机构的工作进行协调。

8.

与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 (议题8)

8.1

委员会重申需要与相关国际组织 ( 包括 GFCS 伙伴机构 ) 进行合作，以实现共同目

标并最好地使用可用的资源和专业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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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酌情考虑与其它致力于紧密相关主题的组织进行合作。
8.2

委员会对根据原本由 CIMO-15(2010) 批准的陆地表面观测站选址分级开发通用

WMO-ISO 标准取得的进展表示高兴。委员会注意到，该标准的最终文本将需要 WMO 和 ISO 批准。
ISO 的投票将通过通信开展，而 WMO 内部的批准则将在本次 CIMO 届会期间举行，修订后的标准
将被纳入下一版《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委员会注意到这是第一个已达审批阶段的通用 ISOWMO 标准，因此建议秘书处向所有 CIMO 专家组以及其它技术委员会通报在第一个 ISO-WMO 通
过标准批准过程中取得的经验。
8.3		
鉴于该主题对 WMO 会员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航空气象和机场运行的安全方面，委
员会赞赏 ISO 同意与 WMO 合作制订 WMO-ISO 标准 “ 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 ”，该工作将由 ISO
TC146/SC5 牵头。委员会非常高兴 CIMO 专家被提名代表委员会和 WMO 在这一过程中的利益，
并要求他们定期向管理组通报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
8.4

委员会鼓励所有 CIMO 专家组确定在哪些领域与 ISO 合作将对这两个组织都有利，

并要求管理组审核所有制定共同的 WMO-ISO 标准的计划，并保持制定这些标准的进展处于密切关
注之下，以保证 CIMO 专家的贡献关注最为优先的活动。委员会获悉，ISO TC 146/SC5 正在建立
关于天气雷达降水测量的工作组。委员会还通过 HMEI 获悉，正在根据与气象气球生产相关的 ISO
TC 45/SC 4/WG 5“ 橡胶与橡胶制品 ” 开展相关工作。
8.5

委员会注意到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CEN TC/318) 正在组织进一步制定水文测量标准和

技术报告，比如根据 WMO 在意大利 Vigna di Valle 进行的降雨强度现场比对的经验制定的基准雨量
器凹坑规范 (EN 13798)。预计 ISO 将通过 ISO TC 113( 水文测量学 ) 适时采纳这些标准。委员会

总摘要

29

强调 WMO、CEN 和 ISO 之间关于水文测量的进一步合作将对获取通用 WMO-ISO 水文测量标准 ( 包
括降水测量 ) 是一个限制。
8.6

委员会要求管理组和辐射任务组与 BIPM 进行紧密合作，评估新的 SI- 可追踪低温太

阳能绝对辐射计 (CSAR) 初步测量的世界辐射测量基准 (WRR) 和国际单位制 (SI) 之间可能存在的
差异，并就 SI 长波辐射测量的可追溯性进行合作。委员会强调在制定关于是否需要太阳辐射测量的
定值变化的建议时，BIPM 在准备和进行定值的变化中收集的最佳实践必须得到适当考虑，如果需
要定值变化，则要决定如何进行，以确保未来辐射记录的连续性。
8.7

委员会感谢 HMEI 的成员与 CIMO 专家组和 CIMO 指南编委会进行的密切合作，并感

谢其通过向 SPICE 测试站提供大量的仪器而在 SPICE 中的大力参与。委员会欢迎仪器所有者参与
和 SPICE 站点管理员的合作，以确保其仪器在 SPICE 测试点得到正确安装和运作，有些站点计划
在 SPICE 正式期限结束后继续进行试验，委员会也建议仪器所有者考虑在这些站点更长期地测试其
仪器的方案。
8.8

委员会赞赏 HMEI 提议与 WMO 就制定支持 WIGOS 在 WMO 各区域实施的招标文件

模版和专门培训进行合作，并注意到 WMO 执行理事会曾建议 HMEI 与现有的相关 WMO 机构合作。
委员会认识到某些会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会员在制定明确的仪器采购招标规定方面存在困难，这
些规定应当强调会员已经明确的要求，而且对生产商持中立态度。委员会还承认存在对希望答复此
类招标的生产商具有倾向性规定的问题。委员会同意需要为会员制定中立的采购最佳实践方面的通
用指南，既能够满足会员需求，又要确保观测网络的可持续性以及符合 CIMO 指南。委员会注意到，
HMEI 正在制定招标规定文件。委员会还注意到某些会员对完成文件所需的时间表示关切。因此，
委员会还同意寻求其他替代方法对采购的最佳做法提供必要指导，尤其对英国提议根据其采购做法
制定临时中立性指南文件表示欢迎。委员会确认需要对仪器专家进行培训，包括在校准和可追溯性
方面，以支持会员实施 WIGOS。委员会要求管理组在制定这些项目期间确保与 HMEI 保持适当的
协调。
8.9

委员会获悉，某些 HMEI 成员在为其新的无线电探空划分通用电码表 C-2“ 使用的无

线电探空仪 / 探测系统 ” 中的条目时遇到了问题，因为只有 WMO 会员有资格申请修订《电码手册》
WMO No. 306。由于使用中的无线电探空仪 / 系统的相应标示以及报告高空资料可惠及 WMO，因
此委员会认识到有必要解决这一问题。委员会建议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考虑是否适合建立机制，
使 HMEI 能够申请对《电码手册》WMO No. 306 关于仪器元数据的内容进行修订。
8.10

委员会很高兴 COST 一直在进行与 CIMO 高度相关的行动。为了保证快速的信息传递，

减少重复工作，委员会要求有关 CIMO 专家组积极跟踪目前正在进行的 COST 有关其职责的行动并
在开展其工作时考虑这些行动的成果。
8.11

委员会很高兴欧洲计量研究计划 (EMRP) 已经进行了许多支持改进气象测量可追溯

性的项目，而且 WMO 在其中许多活动中进行了合作。委员会要求管理组与其他相关技术委员会合作，
确保与有关的目前和后续项目建立适当的联系。
8.12

委员会表示需要加强与 EUMETNET 的合作，特别是在 E-AMDAR、E-PROFILE、

E-GVAP 和 OPERA 方面，以帮助推广通过这些计划获得的良好经验：通过系统集成和国际合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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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高成本效益比和高质量的观测资料和产品的方式方法，并基于这种经验发展 WMO 全球综合观测
系统。

9.

委员会未来的工作和工作结构 (议题9)

CIMO 的工作结构
9.1

委员会注意到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批准了由 CIMO-15 提议的修订后的仪器和观测

方法委员会的职责，以反映不断变化的会员的优先重点工作以及 CIMO 对 WIGOS 和 WMO 其它高
优先活动的预期贡献。
9.2

委员会获悉 EC 确定了战略计划 2016-2019 年草案的 7 个优先重点，并考虑了如何

协调 CIMO 的工作以 WMO 实现这些重点。特别是，委员会注意到 CIMO 的大部分工作目前侧重于
为 WIGOS 优先重点提供基础，并同意这将继续开展。这种支持包括不断改进开发和传播观测方法，
包括在测量标准化中的主要作用，包括通过不断地促进制定 WIGOS 规章性材料。
9.3

委员会注意到通过对 WIGOS 的支持，CIMO 正在促进其他战略重点。包括：

(a)

极地和影响预报：通过不断地促进制定 WIGOS 规章性材料、WIGOS 能力发展和宣传，
以及通过通过 WIGOS 的标准化和可追溯性活动，支持了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b)

高影响天气、气候和水事件：通过 DRR 联络员，继续与 DRR 计划紧密联系，并通
过协助开发 WIGOS 信息资源及 CIMO 在 WIGOS 元数据规范化方面的领先作用，委
员会支持 DRR 的观测需求；

(c)

能力发展：通过一直将重点放在观测能力发展活动上，以及与 WMO 教育与培训计划
合作开展区域培训计划，委员会将通过不断的改进，为会员提供有关观测最佳实践和
程序的指导材料；

(d)

气候服务：委员会同意通过其工作计划侧重于改进 CIMO 观测做法的文件并实现标准
化一级传播更好的测量不确定性文件，这也是休会期对 GFCS 的有力支持；

(e)

效率和效益：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 CIMO 管理组关于通过日益增加使用 Webex 和电
话会议 ( 上一休会期举行的会议 ) 而获得的改进和效率的报告，并且不断地审议其进
程通过使用每次 TECO 之后的调查结果，从而不断地改进 TECO 计划。此外，委员
会同意审查符合其他委员会的政府间会议的持续时间，还包括信息会议不断变化的形
式。委员会认识到 TECO 展示的科学交换和能力建设的价值，并同意很重要的是继
续举办这些会议。通过这种工作方式，委员会同意能够加强其对 WMO 团体的效益；

(f)

ICAO：委员会注意到加强与航空界的联系，特别是作用标准化和观测做法，以及开
放飞机系统以为综合全球观测系统和航空预报提供资料。委员会同意进一步加强其工
作计划以支持航空，通过比对遥感方法以改进火山灰浓度产品的标准化和输出的一致
性。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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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同意将继续在实施 EC-66 确定的 WMO 战略的优先要素中发挥重要作用。认

识到现有的资源可能不能有效地实施所有问题，委员会委任 CIMO 管理组优先考虑委员会的工作，
以确保最佳地支持上述 CIMO 优先领域，同时符合 WMO 优先重点。
9.5

委员会认识到，其结构很好地适应了解决 WIGOS 不断变化的需求。委员会决定仅对

现有的结构略作修改并通过了决议 1(CIMO-16) -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工作结构。
9.6

委员会决定重建以下三个开放计划领域组 (OPAG)，其名称略有调整：实地观测技术

与比对、遥感技术，以及能力发展和业务计量，并通过了决议 2 (CIMO-16)-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
会开放计划领域组。
9.7

委员会注意到大量工作与委员会的管理相关联，并涉及与其它技术委员会和各项计划，

以及与区域协会的联络，委员会决定重建 CIMO 管理组并通过了决议 3 (CIMO-16)- 仪器和观测方
法委员会管理组。
9.8

为了高效率地开展工作，按照既定的工作计划和相应的活动，委员会决定在三个

OPAG 内建立各自的专家组 (ET)、任务组 (TT) 和专题负责人 (TL)，其职责在本报告附录 3 中列出。
委员会强调根据执行理事会第 66 次届会的指导，迫切需要建立国际云图集 (ICA) 任务组，并支持
制作 ICA。鉴于理事会要求 CIMO 对 ICA 进行全面修订和更新，使之成为无可争议的网络版云和水
凝物分类和报告全球参考标准，同时注意到还需要有相当的格式 ( 例如 CD 或印刷版 ) 分发给那些
互联网连接受限的会员，因此委员会通过了建议 3 – 修订国际云图集 (WMO-No. 407)。
9.9

委员会认识到专家组组长在通过协调和促进各自专家组完成工作的方式为实现委员会

的各项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委员会还回顾了以下做法，即最好避免在休会期间更换各专家组的组长。
委员会鼓励各专家组组长与其专家组的所有专家进行频繁的联系，以协调他们的工作，保证按期取
得进展并根据需要为他们提供指导。委员会还鼓励专家组组长与 CIMO 管理组，特别是与他们有关
的 OPAG 组长保持密切联系，并在需要时寻求他们的指导，以来确保专家组的成果满足会员的期望
和要求。本报告附录 4 列出了委员会指定的各专家组、任务组和专题负责人的组长和副组长。
9.10

委员会要求管理组确定各专家组的人员组成。委员会欢迎已向届会提交了供参考的各

项工作计划草案。委员会提请各专家组和 OPAG 组长，与管理组协商一致，并与秘书处合作，旨在
根据 CIMO-16 确定的优先重点完成这些工作计划的定稿工作，包括切合实际的和目标突出的活动以
及可交付的成果，以确保所有专家能够积极参与该工作计划并为其做出贡献。委员会建议尽早完成
各项工作计划的定稿并经管理组批准，但最好在 2014 年 9 月底前，以确保所有专家组能够尽快启
动分配给他们的各项任务。
9.11		
委员会建议秘书处通告有关新指定的管理组成员和专家组组长及其职责的情况，这样
他们可以知晓在即将来临的休会期内对他们的期望。
9.12		
委员会注意到 WMO 会员和计划对 CIMO 有很高的期望，并在整个休会期间收到了
大量要求，希望对各项具体活动给予合作、参与和支持。这需要委员会做出大量管理工作，以确保
满足这些期望，为相关活动做出重大贡献，同时采取一种平衡方法，使委员会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佳
的使用。委员会决定建立联络员，以支持 CIMO 主席与某些具体团体保持联络。委员会同意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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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中所列的 CIMO 气候观测与服务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联络员 (EC-PORS)、
减轻灾害风险联络员和社会性别问题联络员的职责。委员会指定 Arkady Koldaev 先生 ( 俄罗斯 ) 作
为 CIMO EC-PORS 联络员。委员会要求管理组指定其他联络员，并在必要时请他们参加管理组会议。
委员会通过了联络员的职责。
9.13

委员会感到高兴的是，CIMO 各专家组和项目在整个休会期间定期召开电话会议，以

推进各自的工作，并且已被证明效率很高。委员会建议所有专家组考虑定期召开电话会议，如需要，
与秘书处联络以组织这类会议。委员会还鼓励所有专家组考虑组织会议的机会，例如与 TECO-2016
共同举办了会议。委员最后建议每个专家组召开电话会议作为建立专家组成员 ( 由管理组成员负责 )
之间联系的启动会，完成工作计划定稿并在 CIMO-16 之后的三个月期间就各自的责任达成一致。
9.14

注意到之前的培训材料和培训活动专题牵头人的职位将终止，但认识到仍需要向会员

提供适合的有关仪器维护和校准的培训材料，委员会敦促能力发展和业务计量 OPAG 联合组长承担
额外责任与 WMO 秘书处合作，开发和维护 CIMO 网站上的培训网页，以掌握所有来源的用于仪器
和观测方法培训的材料。

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
9.15

根据委员会关于指定 CIMO 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的建议，委员会批准了下列新的

CIMO 测试基地：:
•

WMO-CIMO 气溶胶和水汽遥感仪器测试基地 ( 西班牙 Izaña)，

•

CIMO GAW 活性气体和气溶胶观测测试基地 ( 德国霍恩培森堡 )。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现有的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所开展的工作。委员会鼓励它们与 CIMO 专家组密
切联系，确保通过在 CIMO 指南中制定和公布相应的最佳做法，从而使其专业知识能够惠及 WMO
所有会员。
9.16

委员会要求 CIMO 管理组将每一个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与一个专家组建立联系，而

该专家组的任务与该测试基地 / 牵头中心的工作重点最直接相关。委员会鼓励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
与各自的 CIMO 专家组保持密切联系，以确保他们的专业知识可编写成一般性指南和最佳做法，使
WMO 所有会员受益。

社会性别主流化
9.17

委员会注意到，2014 年将召开的题为 “ 天气和气候服务中的性别维度：一同工作的

益处 ” 的第三次 WMO 社会性别大会。委员会同意确保以面向任何社会性别的专家来发挥其作用。

CIMO 信托基金
9.18

委员会认识到运用现有 CIMO 信托基金加强 CIMO 的融资以支持关键的 CIMO 活动

的重要性，诸如仪器比对、编制最新版的国际云图集，以及翻译 CIMO 指南的新版本，这些工作无
法全部由 WMO 常规预算提供支持。委员会鼓励会员通过向信托基金捐款，为 CIMO 的具体活动提
供额外的支持。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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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O-2014 的成果
9.19		WMO 气象和环境仪器及观测方法技术大会 (TECO-2014) 在 CIMO-16 举行之前，
于 2014 年 7 月 7-9 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TECO-2014 与气象仪器、相关装备和服务展览会
(METEOREX-2014) 同时举行，这有利于 TECO-2014 与会者出席展览会，很多人都对这个机会
表示了赞赏。会议还为培训和能力建设提供了宝贵机会，特别是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员。除了
TECO-2014 科学和技术层面，会议还涉及与 CIMO-16 相关的问题，从而有利于更好地筹备 CIMO16。演讲的总体质量和内容是非常出色的，并展示了会议与会者对仪器和观测方法的浓厚兴趣。
TECO-2014 促进交换有关仪器、观测系统和服务最新发展的信息。TECO-2014 举办了三次具体的
讨论会议，本报告附录 6 中给出了一份摘要。委员会要求管理组在规划和管理委员会工作时将这些
开放讨论会的成果考虑在内。

WMO 2016-2019 年战略计划
9.20

委员会回顾到第十六次大会要求各技术委员会：

(a)

根据各自在编制 WMO 运行计划的职责，牵头 WMO 各项计划和活动科学技术方面的
编写工作；

(b)

制定各自运行计划，以支持下一个 WMO 战略计划的实施。

9.21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在执行理事会及其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 (WG-SOP) 的指导

下，其会员以及本委员会主席积极参与了 WMO 2016–2019 年战略计划 (SP) 的制定工作，而且所
有区域协会 (RA) 和技术委员会 (TC) 均为此做出了贡献。
9.22

委员会回顾到，秘书长已于 2013 年 12 月将该战略计划草案发给了所有 WMO 会员，

以征求他们对以下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即如果 WMO 沿着该战略计划指出的战略方向走下去，那么
NMHS 的服务提供能力是否将会提升，以及是否各会员将能够利用本战略计划向其政府通报有关
WMO 的战略方向和重点。
9.23

委员会还注意到，战略计划的最新草案融入了迄今为止来自 WMO 各组成机构和本组

织会员的观点和素材。现已制定了下列 WMO 全球战略重点草案：
(1)

降低灾害风险 (DRR)

(2)

服务提供

(3)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4)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5)

能力开发

9.24

委员会注意到，理事会已审议了 2016-2019 年 WMO 战略计划并决定建议将其做进

一步改进后提交大会，并将以下内容列为优先重点：

34
1.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改进 NMS 的能力以满足 ICAO 的需求，重点在加速能力标准和 QMS 的实施，以便：
(a) 满足全球空中导航计划的新兴需求；(b) 应对 WMO 各区域新出现的问题；以及 (c)
加强成本回收框架；

2.

在 GFCS 实施计划下实施气候服务，特别是针对缺乏此类服务的国家，重点在支持
建立区域气候中心；确定用户对气候产品的需求；开发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CSIS)；

3.

完成实施 WIGOS/WIS，重点在实施框架中的所有组成部分，并支持区域和国家层面
的实施；

4.

实施业务极地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重点在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业务化，并推进全
球综合极地预测系统 (GIPPS)；

5.

通过帮助 NMHS 加强其人力资源、技术能力及其基础设施，加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NMHS 的能力开发；

6.

促进在提供高质量基于影响预报方面的专业知识，特别是高影响天气、气候和水事件
早期预警方面的专业知识，从而对减轻灾害风险和防灾的国际活动做出贡献；

7.

开展对 WMO 结构、运行安排和预算规范的战略审查，重点在组织机构活动和秘书处
安排的实效。

9.25

该计划还认识到 WMO 研究重点在在高影响天气、季节内至季节预报、极地预报和城

市气象学领域中的重要意义，作为扶持改进业务化服务提供的方式。此外，对于推进监测和信息技
术进步也是如此，特别是保持 WMO 信息系统 (WIS) 与 WIGOS 的同步发展。

WMO 2016-2019 运行计划
9.26

委员会回顾到，第十六次大会要求各技术委员会制定各自的运行计划，以支持 WMO

战略计划的实施。执行理事会还决定：本组织应具有单一的综合运行计划，其中包括各 RA 和 TC 的
活动，并融入各自的运行计划中。委员会赞赏其主席和管理组制定并提交了本委员会的 2016-2019
运行 / 行动计划，作为对 WMO 运行计划 (OP) 的贡献。
9.27

为了确保本委员会及时对未来的 WMO 综合战略规划过程做出贡献，委员会要求其主

席和管理组在休会期间通过与委员会成员协商的方式按要求建立一个过程，以形成并提交这种贡献。

监督与评估
9.28

委员会注意到秘书处继续制定和实施 WMO 监测与评估 (M&E) 体系，而且还注意到

执行理事会鼓励各组成机构充分利用该 M&E 体系和由秘书处编写的相关指南并为进一步的改进而提
供反馈信息。

10.

审议本委员会的以往决议和建议以及执行理事会的相关决议 (议题10)
委员会审议了在召开第十六次届会之前通过的且仍然有效的决议和建议。委员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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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决议 4 (CIMO-16) – 审议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以往决议和建议和建议 4 (CIMO-16) - 审议执行
理事会与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相关的决议。

11.

选举官员 (议题11)

11.1

委员会审议了提名委员会的报告。该委员会在议题 2 下建立，由 Volker Kurz 先生 ( 德

国 ) 担任主席，成员包括 Ercan Büyükbas 先生 ( 土耳其 )、周恒先生 ( 中国 )。
11.2

委员会一致选举 Bertrand Calpini 先生 ( 瑞士 ) 为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主席。

11.3		
委员会选举 Bruce Ward Forgan 先生 ( 澳大利亚 ) 为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副主席。

12.

第十七次届会的日期和地点 (议题12)

12.1

委员会获悉第十七次届会计划于 2018 年举行，确切的时间和地点将在日后公布。

12.2

委员会欣悉西班牙正考虑主办 TECO-2016 和 METEOREX-2016。

13.

会议闭幕 (议题13)
CIMO 第十六次届会于 2014 年 7 月 16 日上午 9:50 分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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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批准的决议
决议 1(CIMO-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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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通过的工作结构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回顾到决议 2(CIMO-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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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组的工作，

(2)

加强对仪器和观测方法标准 ( 包括相关的质量控制程序 ) 的制定，以达到 WMO 各项
计划的要求，特别是达到 WIGOS 的要求，

(3)

加强提供给会员的可应用于观测网络业务的遥感和新技术的指导材料的编写工作，特
别关注发展中国家，

(4)

加强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对委员会工作的参与，以及与各区域仪器中心的合作，

(5)

建立一个适应性工作结构，该结构符合对 WMO 重点活动的预期，并具有足够的灵活
性，从而随着更多需求的出现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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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的有效联系，特别是处
理与 WIGOS 有关的各项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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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本委员会主席根据委员会及其管理组商定的优先重点设立专家组和任务组并启动各自的工作；
进一步授权主席在管理组的协助下，如有需求，在休会期间设立除委员会所同意的领域之外的专家
组和任务组以及专题牵头人；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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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请秘书长在现有的资源内对 CIMO 新结构提供支持，以促进各开放计划领域组和各专家组成员参

总摘要
决议

37

与委员会的工作。
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2(CIMO-15)，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 1(CIMO-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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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重点突出的专家组组成，同时通过适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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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地观测技术与比对；

(b)

遥感技术；

(c)

能力发展与业务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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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地观测技术与比对 OPAG；

(b)

遥感技术 OPAG；

(c)

能力发展与业务计量 OPAG；

3.

OPAG 成员通过适当的沟通方式定期协商并通报情况，例如通过委员会主席或各联合

组长的通函和 WMO/CIMO 网站等。

CIMO 管理组
4.

CIMO 管理组 (CIMO MG) 应由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三个 OPAG 的联合组长、

CIMO 编辑委员会主席以及为确保区域代表性所需的最基本的其他专家组成。管理组的总人数通常
不应超过 9 名成员。CIMO 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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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和关键作用。管理组负责确保各计划领域的整合，指导战略规划问题，评价既定工作方案所
取得的进展以及在休会期间对工作结构进行相关的必要调整。CIMO 管理组应在休会期间至少开一
次以上会议。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了 CIMO 管理组的职责。CIMO 管理组会议的报告将可通过
WMO /CIMO 网站下载。
5.

CIMO 管理组必须全力致力于其管理职责。管理组应：

(a)

把重点放在用户要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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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监督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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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

(d)

与 OPAG 各专家组、任务组组长和专题牵头人就任务分配的进展情况保持定期联系；

(e)

制定委员会文件编制 / 报告的标准；

(f)

定期开展管理评审；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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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G) 职责和联合组长的指定由委员会届会决定。一般性职责以

及具体任务由每个 OPAG 确定，并由委员会批准。每个 OPAG 的联合组长协调并管理该专家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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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AG
联合组长将决定专家组领导层责任适当的分工，包括对其工作和报告的协调。OPAG 联合组长负责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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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更为有效的做法是，设立一个专题牵头人 ( 单一专家被视为 “ 一个成员 ” 的
专家组 )，提供专家指导，报告实施情况，并与其它负责具体事务和专题的专家组保持联系。专家
组的职责由委员会届会、主席或 CIMO 管理组制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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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组长的推荐指定专家组长。
9.

各专家组的成员将根据 OPAG 联合组长与专家组组长的推荐由 CIMO 管理组指定。

如未能指定，可采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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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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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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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会议或召开必要会议等方式开展工作。通过与秘书处协商后，CIMO 管理组将考虑是否需要召
开专家组会议，与此同时应充分考虑委托给各专家组的任务的性质和紧迫性以及基金到位情况。专
家组的报告一般可通过 WMO/IMOP 网站获取或根据需要通过普通邮件分发。
11.

经 CIMO 管理组批准后，专家组组长可根据需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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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期汇报有关分配给该组的任务的进展情况。

任务组
12.

任务组是小规模的专家组，是为解决具体问题而设立的。任务组可由委员会或 CIMO

管理组直接设立 (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直接向 CIMO 管理组报告 )，或由 CIMO 管理组根据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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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的推荐而设立。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直接向专家组汇报工作。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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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组一般都是临时性的，并以通信方式开展工作。
如需要，例如当最终履行完其职责时可考虑召开一次任务组会议。

专题牵头人
13.

专题牵头人是一个人还是两人则由委员会届会指定，并负责处理某一特别重要的、持

续的，但重点十分突出的领域，这不需要引起整个专家组的关注，况且这是一项独立于现有专家组
之外的工作。

决议 2(CIMO-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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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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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研究机构还是从商业制造厂家引进，

(c)

提高观测的可提供性，以支持所有 WMO 计划，特别是减轻灾害风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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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和比对方面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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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到：
(1)

决议 2(CIMO-15) –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工作结构，

(2)

决议 3(CIMO-15) –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开放计划领域组，

决定：
(1)

建立：
(a)

实地观测技术与比对开放计划领域组 (OPAG)；

(b)

遥感技术 OP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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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能力发展与业务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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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条，推选以下人员担任每个开放计划领域组的联合组长：
(a)

实地观测技术与比对 OPAG：

			

•

联合组长：Jitze van der Meulen 先生 ( 荷兰 )；

			

•

联合组长：Bruce Hartley 先生 ( 新西兰 )；
遥感技术 OPAG：

(b)
			

•

联合组长：Ercan Büyükbas 先生 ( 土耳其 )；

			

•

联合组长：李柏先生 ( 中国 )；
能力发展与业务计量 OPAG：

(c)
			

•

联合组长：Mario Garcia 先生 ( 阿根廷 )；

			

•

联合组长：Rabia Merrouchi 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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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务采取行动；

(2)

每年年末准备一份活动报告，分发给委员会各成员；

(3)

最迟在委员会届会召开前 4 个月内向委员会提交一份有关其活动成果的报告和各项建
议，供委员会届会审议后通过，并提出其负责领域的未来活动的要求和提议。

(4)

向委员会报告与其它技术委员会、各项计划和合作伙伴有关的 CIMO 事宜；

(5)

代表委员会尽量参加区域活动，并向 CIMO 管理组汇报与委员会相关的议题。

_____
注 : 本决议替代决议 3(CIMO-15)，后者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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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CIMO-16) 的附录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开放计划领域组的职责
A.

实地观测技术与比对 OPA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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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方法的发展，并与水文气象设备产业协会、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以及相关科研机构保持联系。
2.

根据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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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元数据标准。
3.

领导 WIGOS 观测基准工具 (SORT) 标准的开发和维护工作。

4.

为会员编写有关实地仪器使用和操作的指导材料。

5.

组织仪器测试和比对活动。

6.

根据需要，向 WMO 各计划和会员提供咨询。

7.

为发布各项标准 (CIMO 指南、CIMO 手册和 WIGOS 手册等 ) 以及为支持相关的培

训活动，与能力发展与业务计量 OPAG 保持有效的联系。
8.

定期向会员通报该 OPAG 取得的各项成就。

B.

遥感技术 OPAG

1.

促进与地基遥感系统和其观测产品制作的运行、研发、测试和文件立档有关的发展，

包括与其它技术委员会的协调，以满足 WMO 计划和其他优先重点如 WIGOS 和 GFCS 的需求。
2.

继续掌握与地基遥感系统和新观测技术的运行、开发、测试和文件档案有关的所有活

动总体情况，包括测试基地运行的进展情况。
3.

编写可用于业务的遥感技术指导材料、标准和最优规范。

4.

根据需要，向 WMO 各计划和会员提供咨询。

5.

为发布各项标准 (CIMO 指南、CIMO 手册和 WIGOS 手册等 ) 以及为支持相关的培

训活动，与能力发展和业务计量 OPAG 保持有效的联系。
6.

为确保该 OPAG 各专题牵头人的工作与其它 OPAG 专家组相协调。

7.

定期向会员通报该 OPAG 取得的各项成就。

C.

能力发展与业务计量 OPAG

1.

加强与仪器和观测方法有关的能力发展活动，包括编写有关仪器校准、维护及测量的

可溯源性的指导材料，以支持 WMO 计划和其他优先重点如 WIGOS 和 G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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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各区域协会和 WMO 其它相关能力发展活动相配合，组织开展能力发展活动。

3.

开展一切必要的协调活动并确保审议和发布各项标准 (CIMO 指南、CIMO 手册和

WIGOS 手册、ISO/WMO 共同标准等 )。
4.

就发布标准、最优方法及支持相关培训活动，与其它 OPAG 建立有效联络，并确保

OPAG 专题牵头人的工作与其它 OPAG 的专家组相协调。
5.

促进并协助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所有测量对国际标准 (SI) 有更好的可溯源性，主要是

通过鼓励 RIC 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其质量流程并编写相关的指导材料。
6.

根据需要，向 WMO 各计划和会员提供咨询。

7.

定期向会员通报 OPAG 取得的各项成就。

决议 3(CIMO-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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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IMO-15)–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工作结构，

(2)

决议 4(CIMO-15)–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管理组，

认识到：
(1)

委员会的工作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活动的有效管理以及在届会休会期间的有
效沟通，

(2)

将要求管理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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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
项活动进行优先排序，在届会休会期间就委员会工作结构的必要调整作出决定，并与
其它技术委员会、区协和 WMO 各项计划保持联系，

决定：
(1)

再次建立 CIMO 管理组，其职责如下：
(a)

就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所有事宜向主席提供咨询和协助；

(b)

协助主席规划并协调委员会及其各开放计划领域组和各专家组的工作；

(c)

规划，协调并积极管理委员会及其开放计划领域组、专家组、任务组和专题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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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人的工作，包括协助各专家组的组长准备各自的工作计划，评估各项工
作计划所取得的进展情况，并就新的优先重点活动提供咨询；
(d)

监督和评估与 WMO 战略计划有关的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并就采取相应行
动向主席提供咨询；

(e)

就与其它技术委员会、区协和 WMO 计划以及其它相关国际组织及政府或非
政府机构合作有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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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性计划有关的各项活动；

(g)

动员专家参与，以便能够完成委员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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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要的调整，以 提高效率和 / 或满足 WMO 各种新需求；

(i)

继续审议各开放计划领域组、专家组、任务组和专题牵头人的职责，并作出
必要调整；

(2)

(j)

就委员会届会休会期间指定有关专家开展具体任务问题向主席提供咨询；

(k)

要求开放计划领域组联合组长根据其职责参加相关专家组的会议；

(l)

向会员通报委员会的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果；

(m)

确保与合作伙伴 ( 包括联合国机构、私营公司和其他组织 ) 继续合作和协作。

管理组最初的人员组成如下：
(a)

委员会主席 ( 组长 )

(b)

委员会副主席；

(c)

各开放计划领域组的联合组长；

(d)

CIMO 编辑委员会主席；

允许主席调整管理组的人员组成，以提高工作效率和 / 或满足 WMO 各种新需求。
_____
注：本决议替代决议 4(CIMO-15)，后者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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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4 (CIMO-16)

审议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以往决议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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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IMO-15)、5(CIMO-15) 和 3(CIMO-14) 继续生效；

(2)

建 议 1 (CIMO-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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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生效；

(3)

第十六次届会之前通过的其他决议和建议不再生效。

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6(CIMO-15)，原决议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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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通过的建议
建议 1 (CIMO-16)

出版和翻译《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2014 年版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注意到 2012 至 2014 年期间对 CIMO 指南多个章节进行了更新，包括：
(1)

第一部分全面修订，第 12、13、16 和 17 章；

(2)

完全重写第二部分，第 7 和第 9 章；

(3)

用关于空间观测的 7 个新章节完全替代第二部分第 8 章：卫星观测，这将成为《指南》
的一个新部分；

(4)

对其他 18 个章节的微小修订；

考虑到对于会员来说《指南》是 WIGOS 和 GFCS 相关的指导材料的重要来源；
进一步考虑到需要确保翻译新的指导材料并尽快提供给 WMO 团体；
建议秘书长考虑确定来自常规预算和 / 或 CIMO 信托基金的自愿资金的资源，用于将 CIMO 指南新
版本翻译成其他 WMO 语言。
要求秘书长安排出版的事宜。

建议 2 (CIMO-16)

对百年观测站的认可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注意到：
(1)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 “ 气候变化 2013：自然
科学基础 ” 确认，极有可能的是人为影响是造成观测到的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变暖的主
要原因。由于有了更多和更好的观测、有了对气候系统响应和气候模式的进一步了解，
因而这方面的证据也随之增加。气候系统变暖是毋庸置疑的，自 1950 以来观测到的
许多变化是数十年到数千年来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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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观测，尤其是可提供 100 年以上连续资料的观测站（百年观测站）的长期观测对
于记录和分析地球气候多年代至百年时间尺度长期变化的重要性，

(3)

会员重视保护选址极好、具备优质气象参数时间序列的长期观测站，包括百年观测站，

忆及执行理事会在其第六十五次届会上要求气候学委员会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计划以及仪器和观测
方法委员会联合调研台站认证机制、网络标准和监督原则，并根据最基本的一套客观评估标准，建
立 WMO 对百年观测站的相应认可机制，
考虑到：
(1)

需要进一步明确百年台站的用途，

(2)

认可预计会提升长期观测站，特别是百年观测站的形象，并推动会员努力在最适合的
条件下维护此类台站，

(3)

认可机制将极大地促进使用 CIMO 台站分类 ，

(4)

会员和来自基本系统委员会、气候委员会、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全球气候观测系
统及 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的代表在 WMO 关于百年观测站潜在认可机制规划会议
（2014 年 6 月 11-13 日，日内瓦）期间讨论了潜在认可机制以及有待进一步制定的
标准草案，

(5)

在其第 16 次届会上，气候委员会讨论并再次强调了长期观测的重要性，并同意继续
支持此项活动，

建议支持此项活动，包括制定完成指定标准、建立适当的百年台站认可机制并保持已指定的台站。
要求秘书长对此项活动给予支持。

建议 3 (CIMO-16 )

修订国际云图集（WMO-No. 407）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注意到国际云图集（WMO-No. 407）对 WMO 战略重点之一 WIGOS 的关键贡献以及 2014 年技术
委员会主席会议、2014 年技术委员会主席和区域协会主席会议以及 EC-66 表示支持修订国际云图集，
还注意到 2014 年区域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也认为，WMO 需要确定可资助此项活动的财
务资源，并建议需要考虑所有可能的机制，包括常规预算和 / 或信托基金，以及可能的私营 / 公共伙伴，
进一步注意到虽然没有 RB 的额外资金，许多工作也可以完成（见本建议附录重的任务 1-5），但没
有额外资金就不可能在合理时间范围内完成所有拟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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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及技术委员会并不负责本文件，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自愿牵头此项活动，而这并不是传统的
CIMO 活动，
考虑到拟议的任务（概要参见本建议的附录）并没有考虑正式编辑国际云图集的印刷版以及出版除
英文之外的其他语言版本，
进一步考虑到包括私营部门和研究界在内的其他组织可能有兴趣与 WMO 合作完成此项工作，
建议会员通过向 CIMO 信托基金自愿捐款以及人员借调来支持制定 ICA；
建议其他相关技术委员会酌情与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合作；
建议秘书长确定完成此项工作的必要资源。

建议 3 (CIMO-16) 的附录

拟议的国际云图集（WMo-No. 407）修订任务
1.

制定详细计划（任务组）

2.

要求所有 PR 提供高质量图片以及用于特定云型子集的元数据（秘书处）

3.

修订 ICA 的文字并起草术语表（任务组 A 分组）

4.

修订决策辅助工具（任务组 B 分组）

5.

筛选可纳入 ICA 的图片（任务组 C 分组）

6.

设计 ICA 网络版的网络模版和布局排版

7.

建立 ICA 网站

8.

以各分组筛选的文字和图片填充 ICA 网站

9.

编辑、定稿及网上发布 ICA 英文版

10.

资金许可情况下将 ICA 文字翻译成所有语言

11.

必要时出版 ICA 的打印版本

48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建议 4 (CIMO-16)

审议执行理事会与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相关的决议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满意地注意到根据本委员会以往建议所采取的行动，
建议执行理事会决议 13（EC 34）– “ 辐射仪的开发和比对 ” 仍然生效。
______
注：本建议取代建议 3（CIMO-15），原建议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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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总摘要第 4.7 段的附录

ISO / WMO 共同标准 19289：2014（E）：
地面观测站的选址分类
引言
一个观测场 1 的环境条件会影响测量结果。对观测站环境条件的认真分析必然涉及到对仪器特性
的了解，以避免大量的影响使测量结果失真，影响其代表性，尤其是对于一个代表一大片区域的观
测场（例如 100 到 1000 平方千米）。

应用范围

1

本附录 2 说明了各种传感器的暴露规则。但是如果观测场满足不了规定的条件，需要怎么做呢？
一些观测场不符合推荐的暴露规则，这样以来需要对不同的观测场进行分类，来确定一个观测场的
小范围区域代表性（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一级观测场可以作为参照观测场，而五级观测场由于
周边环境的障碍物，气象测量数据不适合来代表大范围区域（至少几十平方公里），。对于观测站
级别越低，对于大范围区域其测量的代表性特强。在理想的条件下，所有的观测场都应该属于一级
的范畴，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条件中，不能完全实现，有一定的妥协。级别比较高的观测场也有利用
价值，如果需要在特定观测场（尤其要体现其当地的障碍物）进行测量，那么就要选择级别较高的
观测场。
观测场分类过程有助于气象网络的工作人员和管理者更多地考虑暴露规则，从而提高选址的质
量。元数据中至少记录并说明了选址的环境。建议全面记录观测场，但是虽然这样很容易实现，但
是全面记录观测场会增加元数据的复杂性，从而限制其在实际操作中的应用。而通过选址分类，能
够压缩信息量，有利于元数据信息在实际操作中的应用。
一个观测场整体上而言没有单独的分类编号。而一个观测场每个测量的参数都有自己的级别，
有时其各个参数的级别会不同。如果需要观测场的全球分类，那么可使用各级参数的最大值。由于
环境条件会在一段时期内发生改变，需要定期对每个观测场的评级进行审查。建议每年都进行一次
系统化的目视检测：如果环境的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就要进行重新分类。而且至少每五年都要进
行一次全面的观测场地级别更新。
在下文中，在分类时有时要评估选址带来的不确定性，需要增加到测量的不确定性预算中。评
估数据是根据文献研究和 / 或一些比较性测试得出的。
分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靠近观测场的测量障碍物。因此，如果距离比较远（比如超过 1 千米），
那么就可以不考虑自然景观地形。判断地形是否代表周边区域的方法就是：如果移动观测站 500 米
1

观测场指安放仪器的地方。

2

这在《WMO 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中称为附录，在 ISO 文件中称为 “ 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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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观测场级别不会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地形就是区域的自然特性，就不予考虑。
复杂的地形或者城市区域一般都会导致观测场的级别较高。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在级别编
号 4 或 5 后面加上一个额外的标志 “S” 来标明特殊的环境或应用条件（比如 4S）。

2．

空气温度和湿度

2.1

概要
应该按照气象部门规定的高度把传感器安装在屏幕内（在世界气象组织的《气象仪器和观测方

法指南》中建议的安装高度在 1.25 米和 2.0 米之间）。安装高度不能低于 1.25 米。由于随着高度
的增加温度会下降，高度上限的要求不那么严格。在 1.5 米和 2.0 米传感器所处的温差不到 0.2°C。
主要的偏差是由非自然的表面和阴影效应引起的：
(a)

屏幕周围的障碍物会影响到屏幕的幻变平衡。靠近垂直障碍物的屏幕可能会因为遮光
不会受到太阳的辐射或者空气的夜晚辐射降温，而是接收来自障碍物的红外辐射，温
度更高，或者会受到反射辐射的影响；

(b)

附近的人工表面可以加热空气，应该避免其靠近观测地。其影响程度取决于风况，而
风会影响空气交换的程度。需要考虑的非天然或人工表面包括热源、反射面（例如建筑、
混凝土表面和停车场）和水或湿气的来源（例如池塘、湖泊和灌溉区域）。应该避免
附近障碍物的阴影作用。在分类中不考虑自然地形产生的阴影效应（见上文）。所示
的植被生长高度是指按照 “ 常规 ” 方式维护的植被高度。需要区别结构化的植被高度（包
括每种在观测场上的植被）和管理不善产生的植被高度。因此，选定观测场的分类建
立在确保日常维护的基础上（除非无法实现这样的日常维护）。

2.2

一级

(a)

平坦、水平的土地，周围是开阔的空间，坡度小于 ⅓（19°）；

(b)

地表覆盖天然的低矮植被（高度小于 10 厘米），而且是区域代表性植被；

(c)

测量点位于：
(1)

距离热源或反射面（例如建筑、混凝土表面和停车场）至少 100 米远；

(2)

距离水域至少 100 米远（除非水域具有该区域的显著代表性）；

(3)

在太阳超过 5° 以上的时候，远离所有的投射阴影。

以屏幕为圆心，如果热源（或者水域）所占的面积大于半径为 100 米区域表面的 10%，或达到
离圆心 10 米到 30 米之间圆环面积的 5%，或者占半径为 10 米区域的 1%，那么就会对测量结果产
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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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热源表面

热源（例如建筑、
停车场和混凝土表
面）

低矮植被高度小于10厘米

湖泊

图 1- 一级观测场空气温度和湿度表标准的示意图
2.3

二级

(a)

平坦、水平的土地，周围是开阔的空间，坡度小于 ⅓（19°）；

(b)

地表覆盖天然的低矮植被（高度小于 10 厘米），而且是区域代表性植被；

(c)

测量点位于：
(1)

距离热源或反射面（例如建筑、混凝土表面和停车场）至少 30 米远；

(2)

距离水域至少 30 米远（除非水域具有该区域的显著代表性）；

(3)

在太阳超过 5° 以上的时候，远离所有的投射阴影。

以屏幕为圆心，如果热源（或者水域）所占的面积大于半径为 30 米区域表面的 10%，或达
到离圆心 5 米到 10 米之间圆环面积的 5%，或者占半径为 5 米区域的 1%，那么就会对测量结果
产生影响。

S=热源表面

热源（例如建筑、
停车场和混凝土表
面）

低矮植被高度小于10厘米

湖泊

图 2- 二级观测场空气温度和湿度表标准的示意图
2.4

三级（选址增加的不确定性估计为 1 %）

(a)

地表覆盖天然的低矮植被（高度小于 25 厘米），而且是区域代表性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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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点位于：
(1)

距离热源或反射面（例如建筑、混凝土表面和停车场）至少 10 米远；

(2)

距离水域至少 10 米远（除非水域具有该区域的显著代表性）；

(3)

在太阳超过 7° 以上的时候，远离所有的投射阴影。

以屏幕为圆心，如果热源（或者水域）所占的面积大于半径为 10 米区域表面的 10%，或达到
半径为 5 米区域的 5%，那么就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
热源（例如建筑、
停车场和混凝土表
面）

S=热源表面

湖泊

低矮植被高度小于25厘米

图 3- 三级观测场空气温度和湿度表标准的示意图
2.5

四级（选址增加的不确定性估计为 2 %）

1）附近的人工热源和反射面（建筑物、混凝土路面和停车场等）或水域（除非具有显著的地域代表
性）所占面积应该：
① 以屏幕为圆心，不超过半径为 10 米区域面积的 50%；
② 以屏幕为圆心，不超过半径为 3 米区域面积的 30%；
2）在太阳超过 20° 以上的时候，远离所有的投射阴影。
S=热源表面

热源（例如建筑、
停车场和混凝土表
面）

图 4- 四级观测场空气温度和湿度表标准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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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选址增加的不确定性估计为 5%）
2.6		
不能满足四级观测场要求的地点。

3．

降水

3.1

概要
空气流动会对仪器测量产生影响，风因而是测量降水量最大的干扰源。除非通过安装防风装置

等对雨量器进行人为的保护，在森林或果园里的树林里、灌木丛或灌木森林的空旷地或其他物体可
以有效防风的地方，往往是最好的测量地点。在理想条件下，仪器的安装位置周围应该均匀分布着
高度一致的障碍物。障碍物的有效角宽度至少达到 10°。
选择这样的观测场和其他测量仪器安装高度所受的约束条件没有可比性。在具体操作中无法满
足这些条件。如果这些障碍物不能保持一致性，那么就会对测量产生干扰，降低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在固体降水量的测量上更是如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更加实际可行的标高规范设定任何障碍物都要
和观测场保持一定的距离。针对盛行风方向的障碍物定位在这里特意不予考虑。
事实上，对流因素常常伴随着强降水，这样风向就不一定是盛行风的方向了。如果最高障碍物
和最低障碍物的高度比小于 2 的话，那么就认定障碍物保持了均匀的高度。
障碍物的参考高度是在集水区雨量器的安装高度。
3.2

一级

(a)

平坦、水平的土地，周围是开阔的空间，坡度小于 ⅓（19°）。雨量器周围是高度均
匀的低位障碍物，也就是会其对向仰角在 14° 和 26° 之间（障碍物距离雨量器的距离
是其自身高度的 2 到 4 倍）；

(b)		平坦、水平的土地，周围是开阔的空间，坡度小于 ⅓（19°）。如果在雨量器周围安
装人工防风装置，这些障碍物就不一定要保持均匀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其他
障碍物离雨量器的距离至少是自身高度的 4 倍。

或者：
观测场

(观测场

图 5 - 一级观测场降雨量测量标准的示意图

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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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二级（选址增加的不确定性估计为 5%）

(a)

平坦、水平的土地，周围是开阔的空间，坡度小于 ⅓（19°）；

(b)

可能的障碍物离雨量器的距离至少是障碍物高度的两倍（障碍物的高度是相对于集水
区雨量器的高度）。

障碍物

观测场

(观测场

图 6 - 二级观测场降雨量测量标准的示意图
3.4

三级（选址增加的不确定性估计为 15%）

(a)

空间开阔的土地，周围是开阔的空间，坡度小于 ½ （≤ 30°）；

(b)

可能的障碍物离雨量器的距离至少是障碍物高度的一倍。

观测场

( 观测场

图 7- 三级观测场降雨量测量标准的示意图
3.5

四级（选址增加的不确定性估计为 25%）

(a)

陡峭的斜坡上，坡度大于 30°；

(b)

可能的障碍物离雨量器的距离至少是障碍物高度的二分之一。

观测场

( 观测场

图 8- 四级观测场降雨量测量标准的示意图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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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五级（选址增加的不确定性估计为 100%）
可能的障碍物离雨量器的距离小于障碍物高度的二分之一（树木、屋顶或墙壁等）。

图 9- 五级观测场降雨量测量标准的示意图

4

地面风

4.1

概要
按照标高常规标准，传感器应该被安装在开阔的地面上，而且距离地面至少 10 米。开阔的地面

在这里代表障碍物和传感器之间的距离至少是其高度的 10 倍。
4.2

地形粗糙度
风速测量的干扰因素不仅是周围的障碍物，还有所处地形的粗糙度。
世界气象组织为地面站定义的地面风是指几何高度为 10 米的风，其所处的地形粗糙度长度为

0.03 米。
这是按照准确条件设定的参照（风的高度为 10 米，其所处的地形粗糙度长度为 0.03 米）。
因此，应该记录观测场周围的地形粗糙度。粗糙度可以用来把测量的地面风转化成参照地面风，
前提是周围的障碍物距离不是特别近。在世界气象组织的《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第一部分的
第五章中具体说明了粗糙度相关的细节和修正过程。
在世界气象组织的《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第一部分第五章的附录中说明了粗糙度的分类，
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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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Davenport（1960）提出的地域等级，被 Wieringa（1980b）采用，
并以空气动力粗糙度长度 z0 来表示
z0 (m)
1

开阔的海面，距离至少 5 千米

0.000 2

2

泥沼，有雪；无植被，无障碍物

0.005

3

开阔平坦的地域；有草，少量零星的障碍物

0.03

4

低矮的作物，临时的大障碍物， x/H > 20

0.10

5

高杆作物；分散的障碍物，15 < x/H < 20

0.25

6

停车场，矮树丛；众多障碍物， x/H ≈ 10

0.5

7

规则的大障碍物覆盖层（城郊、森林）

1.0

8

拥有高矮建筑物的城市中心

≥2

备注：表中 x 是典型上风方障碍物的距离，H 是相应的主要障碍物的高度。请参阅 Davenport 等人著作的论文（2000），
了解更多地域等级最新的详细说明。

环境分类

4.3

包括植被在内的障碍物会（几乎总会）降低平均风速读数，但是对阵风产生的影响就没有那么
显著了。
以下的环境分类假设的测量高度是 10 米，也是气象测量的标准高度。
如果测量高度低于 10 米（例如有时候在农业气候的相关测量中，测量高度为 2 米），那么就
是使用四级或五级（见下文）的观测场，在特定的情况下，在后面增加标记 “S”。
如果存在的障碍物高度很多都超过 2 米，那么建议传感器的安装高度要比障碍物的平均高度高
出 10 米。这种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周围障碍物的影响。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某些障碍
物的影响，是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会带来不便，需要更长的测风杆，因为不属于标
准规格，价格更加昂贵。在某些观测场地需要考虑这一点。在使用非标准的高测风杆的时候，需要
考虑的是障碍物离参照平面的距离。参照平面处在传感器以下 10 米的位置（例如如果测风仪的安装
高度是 13 米，那么障碍物参照平面的高度就是 3 米；高 7 米的障碍物对测风仪产生影响的有效高
度为 4 米）。
在下文中，如果一个物体的有效角宽度超过 10°，那么就可以认定物体为障碍物。如果障碍物
细长，比如其有效角宽度不到 10°，但其高度超过 8 米，那么在考虑一级到三级的观测场时，也需
要考虑这种情况，下文中也会提到。在有些情况下，集群的细长障碍物产生的影响类似于单个的宽
障碍物，而且需要这样综合起来来考虑其影响作用。
景观海拔高度的变化（增加或减少），如果不具有景观代表性，那么就会被认定为障碍物。
4.4 一级
(a)

测风杆和周围障碍物的距离至少是障碍物高度的 30 倍；

57

附录
(b)

如果像测风杆和树木等细长障碍物的高度大于 8 米的话，传感器和障碍物的最小距离
是其宽度的 15 倍。

单一障碍物高度不超过 4 米时，可以忽略。
粗糙度等级指数小于等于 4（粗糙度 ≤0.1 米）。

㿸⎁൰
㿸⎁൰

㓼䮵䳒⻃⢟ཝӄ㊩

ཝ䳒⻃⢟

ᇳᓜ

ᇳᓜ≥15
ᘳ⮛儎ᓜу䎻䗽㊩Ⲻ䳒⻃⢟

图 10 - 一级观测场地面风测量标准的示意图

4.5 二级（选址增加的不确定性估计为 30%，有修正的可能性）
(a)

测风杆和周围障碍物的距离至少是障碍物高度的 10 倍；

(b)

如果像测风杆和树木等细长障碍物的高度大于 8 米的话，传感器和障碍物的最小距离
是其宽度的 15 倍。

单一障碍物高度不超过 4 米时，可以忽略。
粗糙度等级指数小于等于 5（粗糙度 ≤0.25 米）.
㓼䮵䳒⻃⢟ཝӄ㊩

㿸⎁൰
㿸⎁൰

ᇳᓜ≥15

ᘳ⮛儎ᓜу䎻䗽㊩Ⲻ䳒⻃⢟

图 11- 二级观测场地面风测量标准的示意图
备注 : 如果测风杆和周边障碍物之间的距离至少是障碍物高度的 20 倍，那么就可以进行修正（具体
见世界气象组织的《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第一部分的第五章）。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测风杆
距离障碍物更近一些，也可以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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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三级（选址增加的不确定性估计为 50%，无法进行修正）
(a)

测风杆和周围障碍物的距离至少是障碍物高度的 5 倍；

(b)

如果像测风杆和树木等细长障碍物的高度大于 8 米的话，传感器和障碍物的最小距离
是其宽度的 10 倍。

单一障碍物高度不超过 5 米时，可以忽略。
ᇳᓜ
㿸⎁൰

ᘳ⮛儎ᓜу䎻䗽㊩Ⲻ䳒⻃⢟

㿸⎁൰

ᇳᓜ≥10

图 12- 三级观测场地面风测量标准的示意图
4.7

四级（选址增加的不确定性估计超过 50%）

(a)

测风杆和周围障碍物的距离至少是障碍物高度的 2.5 倍；

(b)

在距离测风杆 40 米的范围内，障碍物的角宽度都不能超过 60°，高度不能超过 10 米。

只有在测量高度达到 10 米或者 10 米以上时，可以忽略高度不超过 6 米的障碍物。

㿸⎁൰
㿸⎁൰

ᘳ⮛儎ᓜу䎻䗽㊩Ⲻ䳒⻃⢟

图 13- 四级观测场地面风测量标准的示意图
4.8

五级（无法估计选址增加的不确定）
观测场无法满足四级的标准。

5

全球散射辐射

5.1

概要
在选择观测场时，需要避免和障碍物的距离太近。在分类过程中不考虑自然地形引起的阴影。

在可见地平线下的非反射障碍物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一个障碍物的反照率大于 0.5，那就认为具有反
射型。仰角的基准位置是仪器的敏感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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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一级

(a)

在太阳的高度角超过 5° 时，没有阴影投射到传感器上。在纬度 ≥ 60° 的地区，这个
限度降低到 3°；

(b)

不存在高度角超过 5° 非阴影反射障碍物和总角宽度超过 10° 的障碍物。

ᰖ䱪ᖧ

уᆎ൞ᙱ䀈ᇳᓜ䎻䗽e
Ⲻ䶔䱪ᖧਃሺ䳒⻃⢟

图 14 - 一级观测场全球散射辐射测量标准的示意图
5.3

二级

(a)

在太阳的高度角超过 7° 时，没有阴影投射到传感器上。在纬度 ≥ 60° 的地区，这个
限度降低到 5°；

(b)

不存在高度角超过 7° 非阴影反射障碍物和总角宽度超过 20° 的障碍物。

уᆎ൞ᙱ䀈ᇳᓜ䎻䗽e
Ⲻ䶔䱪ᖧਃሺ䳒⻃⢟

图 15- 二级观测场全球散射辐射测量标准的示意图
5.4

三级

(a)

在太阳的高度角超过 10° 时，没有阴影投射到传感器上。在纬度 ≥ 60° 的地区，这个
限度降低到 7°；

(b)

不存在高度角超过 15° 和总角宽度超过 45° 的非阴影反射障碍物。

уᆎ൞ᙱ䀈ᇳᓜ䎻䗽e
Ⲻ䶔䱪ᖧਃሺ䳒⻃⢟

图 16- 三级观测场全球散射辐射测量标准的示意图
5.5

四级
在全年中的任何一天，出现投射阴影的时间不超过白天时间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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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䎻䗽ⲳཟᰬ䰪Ⲻ

࠰⧦ᣋሺ䱪ᖧⲺᰬ䰪у䎻䗽ⲳཟᰬ䰪Ⲻ

图 17- 四级观测场全球散射辐射测量标准的示意图
5.6

五级

在全年中至少有一天，出现投射阴影的时间超过白天时间的 30%。

6

直接辐射和日照时间

6.1

概要
在选择观测场时，需要避免和障碍物的距离太近。在分类过程中不考虑自然地形引起的遮光。

在可见地平线下的非反射障碍物可以忽略不计。仰角的基准位置是仪器的敏感元件。
6.2

一级

在太阳的高度角超过 3° 时，没有阴影投射到传感器上。

图 18- 一级观测场直接辐射和日照时间测量标准的示意图
6.3

二级

在太阳的高度角超过 5° 时，没有阴影投射到传感器上。

图 19- 二级观测场直接辐射和日照时间测量标准的示意图
6.4

三级

在太阳的高度角超过 7° 时，没有阴影投射到传感器上。

图 20- 三级观测场直接辐射和日照时间测量标准的示意图

附录
6.5

四级

在全年中的任何一天，出现投射阴影的时间不超过白天时间的 30%。

у䎻䗽ⲳཟᰬ䰪Ⲻ

࠰⧦ᣋሺ䱪ᖧⲺᰬ䰪у䎻䗽ⲳཟᰬ䰪Ⲻ

图 21- 四级观测场直接辐射和日照时间测量标准的示意图
6.6

五级

在全年中至少有一天，出现投射阴影的时间超过白天时间的 30%。

附录 2
总摘要第 4.29 段的附录

CIMO 可能开展的仪器比对清单（2014-2018）
1.

国际直接辐射计比对；

2.

无线电探空仪性能比对；

3.

光学遥感垂直气溶胶和火山灰浓度比对；

4.

地面气溶胶浓度比对；

5.

WMO 六区协会员基准总辐射表区域比对；

6.

WMO 世界各地自动气象站（多点实验）固体降水降雪比对和积雪深度测量；

7.

WMO 直接辐射传感器区域性比对；

8.

WMO 北极地区温度计屏幕 / 保护套以及湿度测量仪的整合比对；

9.

WMO 热带条件中现有天气传感器比对；

10.

WMO 海平面和海啸监测系统试点比对；

11.

WMO 水温仪表正常条件和极端条件下的比对；

12.

WMO 云高计比对，以支持专家小组的高空系统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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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WMO 日射强度计和日照时间测量仪的综合比对，可能和紫外线传感器比对一起进行；

14.

WMO 在二区协中国的高质量无线电探空仪比对（完成分析）；

15.

天气雷达研讨会，讨论使用公共信号数据集在信号和数据处理上存在的差异；

16.

WMO AMDAR 水汽传感器国际评估；

17.

WMO 风廓线仪测量质量和质量控制程序评估；

18.

综合实地和遥感高空网络的国际试验台试验和试点研究（包括热带和亚热带测试）；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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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由印度主办和组织的区域性无线电探空仪比对。

附录 3
总摘要第 9.8 段的附录

专家组、专题牵头人和任务组的职责

A.

实地观测技术与比对 OPAG

A.1

业务实地观测技术专家组

1.

提供仪器和观测系统的技术规格，以符合会员对气象、气候及相关地球物理和环境变
量测量的要求。

2.

审议、制定和更新与仪器和观测方法有关的指导材料和各项标准，包括确定可纳入
CIMO 指南的各项标准。并酌情通过与其它国际标准化组织（如 ISO 和 BIPM）合作
的方式，确保继续开展这些标准的确定和制定工作。

3.

审议分配给该专家组实现的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的成果，并协调将指导材料纳入 ‘ 仪
’
器和观测方法（IOM）
报告和 CIMO 指南，如关于仪器使用和操作所有方面的标准程序；
关于仪器使用、操作、测试、检验和校准的咨询；以及关于他们的业务观测资料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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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 WIGOS 所要求的通过 WIS 传播元数据标准的各项建议。

6.

为 ICG-WIGOS 提供有关 WIGOS 观测基准工具（SORT）的设计、制定和维护标准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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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 CIMO 咨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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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与其它技术委员会和 WMO 各项计划（诸如 GFCS 和 DRR 等）在审议实地系统操作
和各传感器的选址、性能、分类和元数据标准方面进行协调。

9.

编写与专家组职责有关的指南和培训材料，包括更新 CIMO 指南或其中部分章节的建
议。

10.

向 CIMO 管理组提出以下建议：酌情建立负责处理具体任务的任务组，监督任务组的
工作进展并向 CIMO 管理组报告。

A.2

实地观测技术发展专家组

1.

审议并公布与当前最先进的业务观测仪器、及其校准以及观测方法和观测系统的保障
性基础设施有关的性能结果和建议。

2.

监督并报告在新的地面和高空观测技术以及测量方法的开发和性能方面所取得的进
展。

3.

审议分配给该专家组负责实现的测试基地和 / 或牵头中心的成果，并协调将指导材料
纳入 ‘ 仪器和观测方法 ’（IOM）报告和 CIMO 指南。

4.

鉴于极端天气和 / 或气候事件影响已加剧，对以下方面进行审议并提出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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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仪器；

5.

•

开发测量范围更广的仪器；

•

极端气候条件下的仪器性能。

监督与维持 AWS 网络运行（包括在极端气候条件下运行）有关的观测技术的进展，
并编写指导材料。

6.

审议新辐射基准仪器的开发情况，并更新相关的指导材料。

7.

建立用于实时综合监测地面业务观测仪器性能的自动化方法、标准和基本临界值；并
与其它 WMO 计划保持联系，通过一系列报告为 WIGOS 向各项计划提供系统性的性
能结果做出贡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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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向 CIMO 管理组提出以下建议：酌情建立负责处理具体任务的任务组，监督任务组的
工作进展并向 CIMO 管理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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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仪器比对专家组

1.

根据 CIMO 临时计划（2015-2018）和资金到位情况，为仪器比对（地面、高空和海
洋实地观测）准备建议，并为各项建议按轻重缓急排序，尤其是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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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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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规划，协调，审议
并评价全球和区域仪器和观测方法的比对工作。

4.

编写与 ET- 职责有关的指导材料，包括提出有关更新 CIMO 指南或新增章节的建议。

5.

通过其国际组织委员会和项目组，负责监督国际比对的进展。

A.4

机载观测专家组

1.

按照信托基金的职责，并通过与 CBS 机载观测系统专家组（ET-ABO）合作，负责制
定并管理工作计划和专家组的相关活动，包括 AMDAR 信托基金相关支出预算。

2.

监督并向委员会报告机载观测系统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动向，包括 AMDAR、Mode-S、
ICAO ADS 和 TAMDAR，特别是在仪器和观测方法方面。

3.

协调并向委员会报告有关机载观测系统的现有的以及新的观测方法的开发、科学测试、
检验和比对，包括湿度、湍流和积冰。

4.

根据用户要求，组织并开展与机载观测相关的技术标准以及规格的制定、维护和提供。

5.

审议分配给该专家组负责实现的测试基地和 / 或牵头中心的成果，并协调将指导材料
纳入 IOM 报告和 CIMO 指南。

6.

汇编和审议有关机载观测的最新内容和新材料，以将其纳入 CIMO 指南和其它 WMO
规范性文件。

7.

开展并为委员会和 WMO 培训和宣传活动提供支持，以支持机载观测的使用。

8.

必要时，与委员会和 WMO 其它专家组就上述活动开展协作和合作（特别是与仪器比
对专家组合作）。

9.

向 CIMO 管理组提出以下建议：酌情建立负责处理具体任务的任务组，监督任务组的
工作进展并向 CIMO 管理组报告。

A.5

辐射基准任务组

为了通过以下方式解决因提议改变太阳和地球辐射基准而产生的各种影响：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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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与当前使用的基准相比已观察到的差异，负责审议并向 CIMO 管理组报告有关太
阳和地表辐射基准仪器的最近发展动向。

2.

为利益相关方评估因太阳 / 地表辐射基准刻度的改变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后果。

3.

就改变当前基准的要求和时间进度提出建议，如果需要为上述改变制定一个实施计划
（包括建议如何处理旧资料及其采用的时间进度）。

4.

向 CIMO 管理组提供定期进展报告，以供 CIMO-17（2018 年）审议后通过。

B.

遥感技术 OPAG

B.1

业务遥感技术专家组

该专家组将开展业务天气雷达、风廓线仪和闪电定位系统方面的工作。
1.

审议当前仪器的运行状况，同时确定最佳做法，包括仪器的技术规格和选址（包括网
络支持基础设施和预防性维护）。

2.

与用户密切合作，负责审议质量控制程序，包括标准化、校准、信号处理、算法及产
品制作。

3.

审议分配给该专家组负责的测试基地和 / 或牵头中心的成果，并协调将指导材料纳入
IOM 报告和 CIMO 指南。

4.

促进有关改进遥感业务的活动，主要是通过举办性能评价和举办产品解读研讨会的形
式。

5.

审议各种资料交换技术，并推荐有关发现 WIS 优势与不足的各种机制。

6.

编写与 ET- 职责有关的指导材料，包括有关更新 CIMO 指南和新增章节的提议。

7.

审议并更新培训材料，以支持能力发展和业务计量 OPAG。

8.

向 CIMO 管理组提出以下建议：酌情建立负责处理具体任务的任务组，监督任务组的
工作进展并向 CIMO 管理组报告。

B.2

新遥感技术专家组

1.

监督、评估并报告有关下列仪器的研发和实施情况：
•

微波辐射计，特别是对地球边界层温度测量的质量；

•

GPS 水汽观测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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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气象激光雷达系统；

•

测云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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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溶胶和火山灰业务测量仪器；

•

其它新技术，如流星散射雷达。

审议分配给该专家组负责实现的测试基地和 / 或牵头中心的成果，并协调将指导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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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可靠性和成本效益比；

•

地基实地和遥感系统（互可操作性）最佳组合原则，旨在提高未来高空业务
网络的时空观测能力。

3.

编写与 ET- 职责有关的指导材料，包括关于更新 CIMO 指南和新增章节的提议。

4.

审议并更新现有培训材料，并在以下方面支持能力发展和业务计量 OPAG，即：遥感
系统（除了 IMO 遥感技术专家组负责的方面之外）的所有业务方面，举办培训班，
编写参考材料、指南和标准。

5.

向 CIMO 管理组提出以下建议：酌情建立负责处理具体任务的任务组，监督任务组的
工作进展并向 CIMO 管理组报告。

B.3

无线电频率保护专题牵头人

1.

在 CIMO 内部考虑与所有业务地基（实地和遥感）观测系统（无线电探空仪、天气雷
达、风廓线仪、微波辐射计等）使用的无线电频率的保护活动有关的问题。

2.

与所有 CIMO 专家组保持联络，以收集和协调其需求，并审议由 CBS 无线电频率协
调指导小组（SG-RFC）提出的 WMO 立场。

3.

与 CBS SG-RFC 保持联络，提供 CIMO 对其需求和专业知识的贡献，同时支持 SGRFC 维持一项 WMO 战略，以确保为气象应用提供无线电频率。

4.

向 CIMO 管理组提出以下建议：酌情建立负责处理具体任务的任务组，监督任务组的
工作进展并向 CIMO 管理组报告。

C.

能力发展和业务计量 OPAG

C.1

业务计量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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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编写会员宣传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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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各 RIC 合作，以界定 RIC 职能方面的能力；

•

鼓励各 RIC 组织和 / 或参加实验室间的仪器比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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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RIC 的评估活动；

•

根据其年度报告及五年评估结果，跟踪 RIC 的能力，并通报各区协主席；

•

为 RIC 认证和加入提供咨询；

•

跟踪 RRC 的能力，支持 RRC 的评估活动；

•

编写指南，以提高 RRC 的能力以及各国辐射网络辐射测量的质量；

•

鼓励 RRC 组织区域仪器比对活动，并进一步支持国家辐射中心（NRC）；

•

与区域海洋仪器中心（RMIC）合作。

关于能力发展，审议并为发展中国家开发 IMOP 能力提供指导，尤其是仪器的研发和
制造，以及淘汰含危险物质的仪器或向更现代可替代仪器过渡。

5.

鼓励各 RIC 加强培训材料的编写和在各自区域内举办仪器校准和可溯源性培训班的活
动，包括测量不确定性的计算等。

6.

编写与 ET- 职责有关的指导材料，包括有关更新 CIMO 指南和新增章节的提议。

7.

支持 RIC/RRC 通过 WMO/IMOP 网站提高其知名度，并促进各 RIC/RRC 和区域会员
之间交换宣传材料和信息。

8.

向 CIMO 管理组提出以下建议：酌情建立负责处理具体任务的任务组，监督任务组的
工作进展并向 CIMO 管理组报告。

C.2

C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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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订有关更新 CIMO 指南的指导原则，以确保表述的一致性

•

确定重新组织某些章节的内容，把首选技术放在第一位，随后按倾向程度依
次列出其它选项；

•

收集用户部门有关更新和修订的建议；

•

确定有待更新、修订或完全重写的部分，并向 CIMO 管理组提供咨询；

•

确定更新 / 修订指南相关部分的专家人选并向 CIMO 管理组提供咨询；

•

协调专家修订 CIMO 指南的工作；

•

根据 CIMO 管理组批准的程序，为批准经更新 / 修订的指南部分作出安排；

•

提供带修改标记的更新 / 修订内容，供 CIMO 管理组审议并由 CIMO 主席或
委员会批准。

•
2.

定期向 CIMO 管理组和秘书处提交报告。

监督 CIMO 指南的内容，材料可能被逐步转入《WIGOS 手册》，并建立一种方法，
以确保 WIGOS 规范材料与 CIMO 指南的一致性，使之成为成熟的标准。

3.

审议 IOM 报告草案建议，并管理审议和修订工作。

4.

审议有关制定 ISO/WMO 共同标准的建议，并向专家组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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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酌情为制定《WIGOS 指南》和《WIGOS 手册》做出贡献

C.3

无线电探空仪性能监测专题牵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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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编写与 TL- 职责有关的指导材料，包括有关更新 CIMO 指南和新增章节的提议。

C.4

国际云图集任务组

更新和使 WMO 国际云图集（ICA）数字化，即：
1.

确定新的 / 替换图像和元数据的需求；

2.

制定新术语表、分类、图像以及第一卷和第二卷所需的元数据模版；

3.

制定全新版本的 ICA；

4.

设计基于网络的 ICA，并按网络格式准备所有文本、图像和元数据；

5.

建立网站并确保其功能。

C.5

能力任务组

编写描述从事气象测量和观测人员能力的文件，并在 NMHS 和培训机构的指导下开展仪器维护和校
准：
1.

审议现有相关的材料和实例；

2.

为气象测量和观测以及校准和维护仪器开发能力；

3.

与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对使用相似办法的其它 WMO 技术委员会和计划，就与发展
能力相关的任何事宜保持联系；

4.

完成文件的定稿和出版工作；

5.

为其有效的实施提供指导；

6.

安排将能力纳入 CIMO 指南，并酌情就独立出版物问题提出建议。

附录
附录 4
总摘要第 9.9 段的附录

专家组组长、专题牵头人和任务组组长的指定
A.

OPAG- 实地观测技术与比对

A.1

业务实地观测技术专家组
Yves-Alain Roulet 先生（瑞士）

A.2

实地观测技术发展专家组
待定（国家）

A.3

仪器比对专家组
Emanuele Vuerich 先生（意大利）

A.4

机载观测专家组
Stewart Taylor 先生（英国）

A.5

辐射基准专家组
Bruce Forgan 先生（澳大利亚）

B.

OPAG- 遥感技术

B.1

业务遥感技术专家组
Volker Lehmann 先生（德国）

B.2

新遥感技术专家组
Lidia Cucurull 女士（美国）

B.3

无线电频率保护专题牵头人
David Franc 先生（美国）

C. OPAG- 能力发展和业务计量
C.1

业务计量专家组
Drago Groselj 先生（斯洛文尼亚）

C.2

CIMO 编辑委员会
Volker Kurz 先生（德国）

C.3

无线电探空仪性能监测专题牵头人
Alexander Kats 先生（俄罗斯）

C.4

国际云图任务组
Stephen Cohn 先生（美国）

C.5

能力任务组
Bhule Shandu 先生（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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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总摘要第 9.12 段的附录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联络员的职责
CIMO 气候观测和服务联络员
CIMO 气候观测和服务联络员将负责以下方面工作：
1.

与其它委员会、WMO 计划、联合发起的计划和 WMO 秘书处保持联系，以满足全球
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观测要求；

2.

就委员会在编写有关气候观测问题的指导材料并制定相关标准所需的作用和活动向管
理组提供咨询，旨在达到气候信息和服务的质量和可溯源性；

3.

确定并提出由 CIMO 管理组批准的联合项目、活动和工作机制，这涉及与气候学委员
会（CCl）协作，以协助会员制定并实施 WMO 标准，而标准侧重于最关键的问题，
如在气候业务中使用自动气象站（AWS）和遥感观测资料，以及在固态降水观测方
面遇到的困难。

CIMO 为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EC-PORS）指定的联络员
CIMO 为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指定的联络员将负责以下方面工作：
1.

就仪器和观测方法的标准化、维护和运行等相关问题与 EC-PORS 保持联系；以及就
国际极地合作倡议（IPPI）问题与 EC-PORS 保持联系；

2.

就与极地观测有关的问题向委员会提供指南；

3.

确定那些可为 EC-PORS 相关活动做出贡献的具有适当背景的专家；

4.

根据 CIMO 管理组的要求提交报告；

5.

代表 CIMO 参加全球冰冻圈监视网指导组。

CIMO 减轻灾害风险联络员
CIMO 减轻灾害风险联络员将负责以下方面工作：
1.

定期审议 CIMO 专家组的活动和跨委员会计划下的活动，并确定那些由 CIMO 支持
的在 DRR 工作计划下实施的各项活动；

2.

参加相关的 DRR 会议，推荐活动的优先顺序，并制定具体任务和相关的因推动有
关活动而可交付的成果，以支持 WMO DRR 工作计划的实施。提交这些建议，供
CIMO 管理组审议后批准；

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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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关由 CIMO 支持的 DRR 计划的发展，向 CIMO 管理组提供咨询。

CIMO 社会性别问题联络员
CIMO 社会性别问题联络员将负责以下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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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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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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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主流化能力发展需求进行探索、编制文件并
提出建议；
根据 CIMO 管理组的要求提交报告。

5.

附录 6
总摘要第 9.19 段的附录

TECO-2014 讨论会的成果
TECO-2014 举办了三次讨论会，分别针对以下主题：
1.

改进地基观测的全球标准化和可追溯性；

2.

仪器比对；

3.

百年站、以及选址和可持续性分类。

下文是每个讨论会议侧重点和成果的简短摘要。
改进地基观测的全球标准化和可追溯性

1．

侧重点：
在过去几十年 CIMO RIC 在改进全球原位地面观测的质量和可追溯性方面发挥了宝贵的作用，
然而，为了响应新出现的趋势，会员正在用更为复杂的原位遥感系统替换传统的原位观测仪器和技
术，需要解决运行这些系统的规范，包括维护、校准、质量保证和使用 WIGOS 这些系统的标准化，
作为观测的复合系统的一部分。虽然有些 RIC 都非常成功，在 RIC 指责范围内可以开展更多以便向
会员提供服务。最终，我们需要解决如何改进全球范围内所有观测的标准化和可追溯性。本次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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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是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机制，以筹备为期三天的有关该主题的 CIMO/WIGOS 研讨会（将
于 2014 年 12 月在德国朗根举行）。
成果：
(a)

认识到需要改进程序和规范的特性和标准化，以及原位遥感系统的互操作性，从而支
持拟议的研讨会；

(b)

关注 RIC 的作用从基础性可追溯性数量向难以追溯原位和的遥感数量，其中不同的科
学方法，这将需要新的能力；

(c)

大力支持 RIC 在 WMO 内原位观测仪器的标准化、可追溯性和能力发展的作用。

2．

仪器比对

侧重点：
目前正在进行 SPICE 和 RQQI 两个 CIMO 全球仪器比对。此外，2015 年将计划开展第十二次国际
直接辐射仪比对（IPC-12）。所有这三次比对预计将在下次休会期间完成。经验表明两次主要比对
加之 IPC，对每个休会期是一个切实的限度。SPICE 和 RQQI 之后的未来比对有许多种方案，但在
决定采取哪种方案之前，重要的是要考虑优先重点和可行性。在这次讨论会期间，考虑了各种未来
比对的方案，与会的 CIMO 技术专家提出的意见对 CIMO-16 届会在提供 SPICE 和 RQQI 完成之后
可能进行的比对资料提供了宝贵支持。

成果：
仪器比对可对仪器性能进行独立检测，并评估其资料的兼容性。比对的结果对于仪器的运行方以及
仪器收集资料的用户都非常宝贵。比对还可为参与方之间的知识转让提供独特机会。
(a)

比对也有助于将之前技术与更新型技术相联系，确保气候的时间序列的均一性和连续
性。

(b)

制造商提出技术变革极为迅速，需要有应对计划来及时检测新型仪器 / 模式。

(c)

参与方对未来比对提出的主要建议包括：
(i)

高空测量（包括实地和遥感技术）；

(ii)

有助于确定气溶胶和火山灰浓度的技术；

(iii)

原位遥感系统；

(iv)

闪电探测系统（探测效率、位置准确性）。

3．百年台站、选址分类和可持续性分类

侧重点：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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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CIMO-15 以来，委员会制定了选址分类，以便能够根据其对环境代表性观测的适用性对陆地
地面观测站进行定级分类。后续的分类起草工作已取得了进展：持续的性能分类，这旨在对仪器质量、
维护和标定情况进行简单的评估，从而进一步标明该台站所做观测资料的可能质量。同时 CCl 一直
与 CIMO 及其他技术委员会合作制定方案，从而能够对提供长期高质量资料记录的观测站给予专门
认可（百年台站），以使台站运行方借此保护台站免于搬迁或受到侵占。会议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如何最有效地保护台站并具有长期高价值时间序列，以及如何确定以不同选址分类和 / 或可持续性
分类的各台站资料质量的定量差异，本次讨论的记录将用于在下次休会期间就为 CIMO 相关专家组
提供指导。

成果：
（a）

特别需要 WMO 启动这个重要的进程以长期保护气候观测系统，促进确保观测质量的
必要进程，加强对历史资料拯救的支持，以及鼓励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发展中和 LDC
国家的气候观测

（b）

百年站的概念提供了一个机会，促进了 CIMO 的一些活动如选址分类、台站元数据和
质量提高。

（c）

虽然大力支持指定百年站，讨论提出了以下问题，包括分类方案不同解释的影响；会
员确定台站的可能工作量待认证。

（d）

明确需要与相关机构（CCl、GCOS、CBS）合作，进一步改进需求，而应进一步制
定 2014 年 6 月研讨会期间提出的和 9 个标准草案，以便更为容易地理解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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