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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摘 要

届会工作总摘要
1.

会议开幕（议题
1）
会议开幕

成为其他学科领域类似合作发展的模式。

1.1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1.6

尽管认识到在很多海区缺乏高质量和及

员会（JCOMM）第一次会议于 2001 年 6 月 19

时的资料来支持天气预报、气候分析和研究，但

日周二上午 10 点在冰岛阿库雷里的阿库雷里会

秘书长注意到在海洋观测和通信系统方面出现了

议中心由本委员会联合主席 Dieter Kohnke 先生

许多重大的进展，这将极大地帮助克服这种资料

宣布开幕。

缺乏的局面。他同时强调，WMO 和 IOC 应在帮

1.2

秘书长 G. O. P. 奥巴西教授代表世界气象

助国家气象和海洋部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气

组织（WMO）欢迎各位代表出席新的 WMO/政

象海洋部门来对此类新发展作出贡献并使其从中

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联合技术委员会第一

受益中发挥主要作用。他接着注意到自愿观测船

次历史性届会。在此，他对冰岛政府、阿库雷里

(VOS)继续承担很大部分的海上气象观测。他还

市和冰岛气象局提出承办本次会议并提供了优良

认识到由于 VOSClim 项目提供了一套高质量的

的设施和支持服务表示衷心感谢。

基准 VOS 数据集，预计它将对 GCOS、GOOS

1.3

和 WCRP 作出贡献。

注意到在过去休会期间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而这始于 JCOMM 的前身 — WMO 海洋气

1.7

象学委员会和 IOC/WMO 全球综合海洋服务系统

方法来进行海洋观测和海洋资料管理时，这也是

联合委员会，并在向新委员会的复杂过渡之中继

创建 JCOMM 的主要驱动力，奥巴西教授注意到

续取得了成功，奥巴西教授为此向委员会临时联

关于整合所有船基观测系统和建立一个 JCOMM

合主席 Johannes Guddal 先生（挪威）和 Dieter

现场观测平台支持中心（JCOMMOPS）的建议。

Kohnke 先生（德国）对该工作作出的个人贡献

应将一些长期开展并且成功的工作，例如

表示特别的感谢。他进一步注意到，Kohnke 先

MCSS、GDSIDB 及 GTSPP 完全整合到 JCOMM

生在为 IGOSS 及后来的 JCOMM 作出 10 年杰出

新的海洋资料管理系统中。

贡献后将于本次会议结束后退休。秘书长祝他未

1.8

来万事如意。

的服务，他注意到海上用户日益增加的多样化、

1.4

WMO 和 IOC 的伙伴关系可以追溯到 50

其业务的复杂性及能导致专业海洋气象和海洋服

年代中期，当时 UNESCO 和 WMO 在海洋活动

务要求突飞猛进的这些业务所产生的重大经济价

方面开展了合作。奥巴西教授在回顾了 WMO 和

值。他注意到支持海上生命和财产安全仍然极其

IOC 之间的这种长期伙伴关系后强调，两组织目

重要。为响应 SOLAS 公约的修正案，为 GMDSS

前在加强合作和联合计划活动方面正步入一个新

服务的 WMO 海上广播系统已于 1998 年年底全

时期。鉴于不仅在 WMO 和 IOC 之间，而且在

面实施。该实施代表了一个重要成就，因此委员

气象学家和海洋学家之间相互理解的不断增强已

会继续对海上用户的要求作出响应是很重要的。

极大地促进了许多联合活动的成功开展和实施，

在海洋环境方面，MPERSS 提供了一个极好的

秘书长高兴地注意到参加本次届会的多数国家的

基础，它能及时为直接负责处理海洋污染紧急事

代表 团都由 来 自两 学科的 相 同人 数的科 学 家 组

件的 那些部 门 提供 适当的 气 象和 海洋咨 询 和 服

成。

务。他强调 JCOMM 应在进一步实施该系统中发

1.5

奥巴西教授强调，确保将 JCOMM 发展

在提到需要采取完全结合并相互支持的

秘书长然后又谈到为支持海上用户提供

挥重要作用。

成为一种协调和整合海洋观测系统、资料管理和

1.9

服务的有效机制是很重要的。JCOMM 代表着跨

国提供适当的技术和组织指导、材料援助和培训

学科和跨机构合作的一个新典范，并可能会最终

过的人员，以帮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奥巴西教授敦促本委员会应确保向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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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作。他饶有兴趣地注意到 JCOMM 已经制

硕成果，并祝愿大家在阿库雷里和冰岛的逗留非

订了一项整体能力建设战略，并敦促应全面实施

常愉快。

该战 略。他 进 一步 注意到 合 作性 区域项 目 的 效

1.14

果，并特别指出东南亚和西印度洋的区域项目是

Patricio Bernal 先生代表 UNESCO 的 IOC 表示，

一种有用的国家和区域发展方法。在提到 UNCED

他全力支持 JCOMM 的工作，它在为联合国系统

和 21 世纪议程时，他强调 JCOMM 应在提供新

内联合开展工作制订出一种新的方法。他注意到

的和不断扩大的海洋产品和服务方面发挥重要作

决定建立该新机制的主要原因有 3 条：WMO 和

用，以支持海洋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工作。

IOC 之间的长期合作历史；海洋学和气象学之

1.10

间的基本共性；及观测和计算能力的最新进展已

奥巴西教授向委员会通报，上周举行的

UNESCO 助 理总 干事 和 IOC 执行秘 书

WMO 执行理事会第 53 次届会希望委员会第一

使开发新一代海洋和大气耦合模式成为可能。

次届会取得成功。理事会强调了一系列具体问题

1.15

的重要性，尤其包括下列问题：为支持 GOOS 和

发展，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一个观测子系统；

GCOS 分阶段实施气候方面的业务化综合海洋观

一个数据通信和管理子系统；和一个模拟及应用

测和资料管理系统；根据用户提出的要求开发新

子系统。他尤其注意到 GOOS 初始观测系统和包

的综合性海洋产品和服务，并监测用户对此类产

括 GODAE 和 Argo 廓线浮桶计划在内的示范项

品和服务的反应；及实施 JCOMM 能力建设战

目。在强调改进通讯联系和数据交换协议及规范

略，包括将采用新的创新方法融资当作实施该战

的必要性时，他认识到 IOC 和 WMO 作为政府

略的一种方式。

间组织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发挥了各自独特的作

1.11

在注意到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地参与

用，从而共同协助建立所需的新型结构。在这方

WMO 的科学和技术工作的同时，他强调了很多

面，他强调了 JCOMM 在业务海洋学发展中发挥

国家参与 JCOMM 工作的重要性。他敦促委员会

的重要作用。

谨记在指派负责指导和实施本委员会休会期间工

1.16

作计划的官员和专家方面要进行有效平衡以确保

变化所面临的挑战需要对调节星球生命支持系统

可靠的全球合作。

的所有自然系统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进行业

1.12

最后，奥巴西教授向委员会保证，WMO

务观测。最后，他代表 IOC 感谢冰岛政府在阿

秘书处将全力支持委员会的工作，并最后祝愿各

库雷里承办本次会议并祝愿委员会的会议取得成

位代表在阿库雷里期间渡过一段愉快而富有成果

功。

的日子。

1.17

1.13

环境部长 Siv Fridleifsdottir 女士代表冰岛

WMO 冰岛常任代表欢迎各位代表来到冰岛和阿

政府欢迎各位代表莅临冰岛。在注意到冰岛经济

库雷里，他也对能够承办 JCOMM 第一次届会表

严重依靠海洋及其资源，且海上安全是冰岛非常

示高兴，这是 WMO 和 IOC 之间合作的一个里

关心的问题时，她强调会议的科学内容直接涉及

程 碑 。 Jonsson 先 生 也 特 别 欢 迎 环 境 部 长 Siv

到冰岛人的日常生活。然后她注意到保护海洋环

Fridleifsdottir 女士，WMO 秘书长 G.O.P.奥巴西

境本身的重要性，这是冰岛关心的另一个主要问

教授，IOC 执行秘书 P. Bernal 先生，阿库雷里市

题。Fridleifsdottir 女士指出，冰岛在解决诸如持

长 Kristjan Thor Juliusson 先生和阿库雷里大学校

续的有机污染物等海洋环境问题上发挥着带头作

长 Thorsteinn Gunnarson 先生出席本次会议的开

用。她认识到多边合作的重要性,并且科学知识

幕式。

必须与行动的愿望和合作的承诺连在一起。在讲

1.18

话结束时，她对冰岛能承办许多政府间会议，包

他国家更为依赖天气和海洋的国家举行表示非常

括本次会议和即将召开的一次关于环保问题的会

满意。本世纪二十年代冰岛气象局建立时，其主

议表示高兴。她祝愿各位与会代表在会上取得丰

要任务是从事海洋气象和减少渔民的生命损失。

Bernal 先生说，IOC 正领导着 GOOS 的

Bernal 先生认识到，要认识和预测全球

Magnus Jonsson 先生代表冰岛气象局和

Jonsson 先生对届会能在这个比大多数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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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sson 先生然后注意到，长期以来人们已了解

建立证书委员会

到海洋对天气的巨大影响。但直到最近才知道，
与猜想的相比，冰岛北部海区是世界上更大范围

2.2

通过议程（议题2.2）
通过议程
鉴于届会期间可随时对临时议程进行补

地区的气候发生地。
Jonsson 先生忆及届会期间将讨论很多重

充或修改，所以该临时议程在第一次全会上没做

要事项，预计它们对世界大部分地区具有重要意

任何修改就得到通过。最终议程见本报告的附件

义。由于注意到所有涉及海洋事务的国际组织和

B。

1.19

协会间更密切合作的重要性，他强调 JCOMM 的
建立是朝着加强该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讲话结

2.3

建立委员会（议题2.3）
建立委员会

束时他希望参会者使届会开成一次建设性和富有
成果的会议。

工作委员会

1.20

阿库雷里市长 Kristjan Thor Juliusson 先

2.3.1

建立了两个工作委员会来负责具体议

生欢迎所有代表来到阿库雷里市，并祝愿各位过

题：
(a)

A委负责议题5、6及议题4、9和10的有关

得愉快且工作富有成效。注意到依赖洋流、温度
和天气的渔业对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以及变化的

部 分 。 P. Parker先 生 （ 澳 大 利 亚 ） 和 T.

天气条件影响到阿库雷里的日常生活，他表示很

Jakobsson先生（冰岛）分别当选主席和

高兴能在该市承办这次届会。

副主席 ；

1.21

根据 1991 年 WMO 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

(b)

B委负责议题7、8及议题4、9和10的有关

关于对个人为技术委员会活动做出显著的贡献给

部分。 S. Narayanan女士（加拿大）和余

予正式奖励的建议，将为 CMM 和 IGOSS，及后

宙文先生（中国）分别当选主席和副主

来为 JCOMM 做出突出贡献的证书授予：

席。

(a)

S. Ragoonaden 先生 (毛里求斯)，奖励他

届会决定以联委会的方式审查议题11、12、13、

在 15 年多的时间里为发展印度洋海洋观

14、15、16和17，联委会由委员会联合主席主持。

测系统和服务，以及为加强全球各海洋

(b)

国家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能力建设所做出

协调委员会

的杰出贡献；

2.3.2

Y. Tourre 先生 (法国)，奖励他在 15 年

由联合主席、各工作委员会主席、及 WMO 秘书

多的时间里在发展业务海洋学，特别是

长和 IOC 执行秘书的代表组成的协调委员会。

根据 WMO 总则第 28 条的规定，建立了

包括 创 立 和 维持 电 子版 IGOSS/JCOMM
产品公告以作为支持海洋服务主要资料

提名委员会

和信息资源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2.3.3

本次届会共有 113 名参会者。他们包括

组组长的任命，建立了由智利、德国、日本、新

来自 42 个 WMO 会员和/或 IOC 会员及 11 个国

西兰、尼日利亚、南非和美国的首席代表组成的

际组织的代表。完整的与会人员名单见本报告的

提名委员会。R. Stainer 先生（新西兰）担任提

附件 A。

名委员会主席。

2.

会议组织 （议题 2）
审议证书报告（议题2.1）
审议证书报告

2.4

WMO秘书长的代表在第一次及随后的几

决定。根据WMO总则第112条规定，会议同意不

次全 会上就 证 书有 效的代 表 团问 题做了 简 要 报

准备做任何会议记录，但可以根据要求复印和散

告。这些报告得到了委员会的认可。会议决定不

发各代表团的声明。届会上提交的全部文件清单

1.22

2.1

为促进委员会官员的选举及工作组和分

其他组织事宜（议题2.4）
其他组织事宜
委员会在本议题下对会议工作时间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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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本报告附件B。

理技术；
(b)

实施一项综合性的船基观测方案；逐步

3.

委员会临时联合主席的报告(议题
3)
委员会临时联合主席的报告

改进 SOOP 战略，以响应不断变化的需

3.1

委员 会 感兴 趣 并赞 赏地注 意 到 JCOMM

求和 Argo 项目；全面实施 VOSClim 项

临时联合主席 J. Guddal 先生和 D. Kohnke 先生
的详细报告，该报告包括了过去休会期间所取得

目；并实施新的 ASAP 航线；
(c)

进一步扩充漂浮式和固定式浮标的布

的成就和今后 4 年的优先工作。委员会对 JCOMM

置，特别是提供重要的海面气压资料，

临时管理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及成员的工作表示感

尤其是南半球的海洋资料；

谢和祝贺，特别是平稳、有效地进行了 JCOMM

(d)

的交接安排，以及为 JCOMM-I 拟定的详细计划

支持 Argo 向业务化方向发展，并将其与
其他 JCOMM 观测系统进行整合；

和对委员会未来结构及工作提出的实质性建议。

(e)

实施一个 JCOMMOPS 中心；

委员会认识到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较大成就。

(f)

实施一个完整的海洋资料管理系统，并

委员会同意，JCOMM 的目标既令人鼓舞同时又

将其逐步与海洋气候学资料管理相合

具有现实性。它乐观地期待着未来的 JCOMM 能

并；

作为一种业务海洋学的国际协调机制，并是气象

(g)

在 GTS 上更大范围地快速实时分发海洋

学与海洋学之间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及共同利益的

资料和产品，以加强和发展所有会员/会

体现。

员国的业务海洋学；

3.2

委员会对前 CMM 和 IGOSS 及现在向

(h)

评估、认证和综合新的增强技术和程序，

JCOMM 报告的所有小组在过去休会期间所取得

将其用于海洋测量、资料管理、产品制

的重大成就表示高度赞赏。它特别注意到：

作及最终资料和产品的提供；

(a)

GMDSS 海洋广播系统的完全实施；

(b)

MPERSS 的进一步实施；

括 IGOS 伙伴关系、卫星事务高层政策

(c)

GDSIDB 的扩展；

磋商会议和诸如 CGMS 和 CBS 等其他机

(d)

成功召开了海洋气象学进展研讨会（1999

构）与海洋卫星运控方建立积极、灵活

年,温哥华），及加强了海洋气候学对 WCP

和开放的对话，内容包括滚动需求评审

的支持；

过程，从而确保继续支持海洋和气象卫

VOSClim 计划的实施，及新的 ASAP 航

星；

(e)

线；

(i)

(j)

与 GOOS 合作，通过所有现有机制（包

根据用户提出的需求发展新的、综合性

(f)

SOOP 的业务维持；

海洋产品和服务，并监控用户对这些产

(g)

业务化浮标计划的实质性加强；

品和服务的反应。

(h)

JCOMM 产品公告；

(i)

针对 PMO 及海浪分析和预报、区域合作
性能 力建 设 项目 的开发 和新 的 JCOMM

3.3

(k)

在业务化收集和管理非物理海洋资料方
面继续与 GOOS 进行互动；

(l)

通过潜在认捐机构和海洋用户项目间的

能力建设战略的培训班。

合作与协调实施 JCOMM 能力建设战略，

委员会还注意到并支持由联合主席提出

包括新的、创新的融资方法。

的今后 4 年里 JCOMM 工作和发展的优先领域。

3.4

此类领域包括：

跨学科合作方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发展形式。同

(a)

分阶段实施一个业务化、综合性海洋观

时，JCOMM 的成功将取决于气象和海洋学家及

测和资料管理系统，以响应用户提出的

各研 究机构 之 间在 国家水 平 上的 类似合 作 和 协

需求，包括 GOOS 和 GCOS 的需求，这

调。在此，委员会要求管理委员会制订一些指南

些系统充分利用了现代化通信和资料管

以帮助会员/会员国开展国家协调和综合。作为

委员会清楚地认识到 JCOMM 在国际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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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JCOMM 未来大范围讨论的一部分，委员会提

便能充分地解决关键的交叉性和区域问题（如在

出了以下具体建议：

极地地区）。委员会同时清楚地认识到在本次届

(a)

认识到过去多年来许多个人和单位为发

会上最终通过的次级机构应具有充分的灵活性，

展业务海洋学概念及开展气象学和海洋

以便在未来休会期间的机构发展能响应不断发展

学之间的国际合作做出的重大贡献，管

的需求。此外，将在 JCOMM-II 上根据通常的技

理委 员会 应 安排 撰写并 出版 对 JCOMM

术委 员会程 序 对次 级机构 进 行审 议。委 员 会 同

以前事情的综合历史性回顾。这一回顾

意，对次级机构具体方面的需求应在适当的相关

还将作为一篇论文提交拟议的布鲁塞尔

议题下进行处理。另外，它也同意，在进入议题

会议 150 周年纪念活动(见总摘要第 3.6

16 的正式审批程序前，对次级机构的整体进行

段);

评估和细化也具有重要性。因此，委员会决定在

为全面宣传 JCOMM 的理念、重点和计

本次届会期间建立一个未来 JCOMM 次级机构的

划，管理委员会应安排制作一本 JCOMM

专题工作组，负责准备拟提交委员会全会审议和

宣传册并广泛散发；

通过的 JCOMM 次级机构详细建议，包括职责范

作为一项优先活动，管理委员会须制定一

围和会员资格。该工作小组是开放式的，但澳大

套今后四年 JCOMM 的具体目的和可衡量

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法国、德国、冰岛、

的目标，并协调对 WMO 长期计划的投

日本、摩洛哥、尼日利亚、韩国、俄罗斯联邦和

入；

美国的首席代表是核心成员，并由英国的首席代

能力建设协调小组应着手与外单位及诸

表担任组长。

如 IOI 等非政府间组织开展联盟和合作

3.6

项目；

质意义的在 2003 年纪念 1853 年布鲁塞尔会议 150

JCOMM 需 确保 其以灵 活和 开 放的 姿 态

周年的建议。它认为，那次会议阐述了船舶观测

（包括全部的现有机制）与海洋卫星运

的气象、海洋资料的标准化问题，以及提供气象

控方保持相互协调的关系；

服务对航运的回馈，因此该会议是发展国际气象

加强国家一级的协调以支持 JCOMM 是

协调与合作方面的一个重大步骤。为此，它欢迎

很有必要的。JCOMM 国家协调委员会在

WMO 执行理事会的决定，即 WMO 应直接参与

一些国家中已经证明是一种成功方法，

这一重要庆祝活动。委员会向 IOC 全会提出了

这种方法可在其他地方加以推广。同时，

建议，IOC 也应以某种方式参与这项活动。

很多国家的业务海洋学的发展远远落后

3.7

于气象学，因此需要时间和耐心以保证

应适当考虑费用的影响。委员会进一步赞同 WMO

最后的成功。

执行理事会的建议，即应考虑将该会议与拟议中

(b)

(c)

(d)

(e)

(f)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一项具有一定实

委员会强调了对拟议中会议的要求，并

对 JCOMM 取得的成就和就未来工作优先权进行

的第二次 CLIMAR 研讨会和拟议的第二届国际

的进一步讨论将记入后续的议题中，特别是将在

海洋气候观测会议进行协调或者甚至于合并。委

议题 17 下审议详细的工作计划。

员会要求联合主席协助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

3.5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联合主席就

行秘 书 提出 一 项具 体建议 ， 并在 其中重 点 介 绍

JCOMM 未来次级机构提出的建议。它认识到委

JCOMM 的创建，以便提供给 2002 年两组织的

员会设置一个能完整地继续进行 CMM 和 IGOSS

执行理事会讨论、审议和批准。同时，鉴于筹备

目前主要活动的次级机构对未来成功所具有的重

这样一次会议所需的时间较长，委员会要求管理

要意义，该机构能适当地处理已经确定的新优先

委员 会着手 建 立一 个临时 组 委会 ，开始 进 行 规

领域，充分灵活地完成不断出现的要求，且在获

划，包括准备计划草案及确定会议地点和联合主

得经费支持方面具有现实性，并创造了一种演化

办单位。在此，委员会注意并赞赏地接受了 IOI

效果。该次级机构还应尽可能包括水平关系，以

提出给予支持和联合主办的意见，及比利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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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鲁塞尔承办本次会议的承诺。

致，并同意实施进程表和具体的实施方法。委员
会高兴地注意到这次大会确定的 JCOMM 在这一

4.

主要 附属 和报 告机 构组 长 的报告 （议题

实施中的重要作用，并同意该会议的结论将在今

4）

后十年中为委员会本身的很多工作提供了蓝图。

委员会注意到 JCOMM 主要附属和报告机

委员会注意到海洋观测大会的建议覆盖了各种观

构组长的报告，并对他们的卓越工作及他们在完

测，包括重要的空基观测和现场观测，并包含了

成任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表示赞赏。这些报

时间序列测站和深海测量等。委员会认识到深海

告将在有关议题下详细讨论。

测量对于了解气候系统运行的重要性。
5.1.4

委员会同意，OOPC 的工作至少提出了 6

5.

科学贡献和需求（议题
5）
科学贡献和需求

个重要的、需要 JCOMM 在下次届会休会期间引

5.1

气候研究和预测（议题
5.1）
气候研究和预测

起关注的问题：

5.1.1

委员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并非常感谢

(a)

同 Argo 科学小组以 及其他小组一起 努

GCOS/GOOS/WCRP 气 候 海 洋 观 测 专 家 组

力，以确保该计划在全球范围的实施，

（OOPC）组长 N. Smith 先生提交的报告。报告

包括扩大所涉及国家的范围以及对获得

含盖了该专家组的总目标，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战

长期支持的承诺；

略，并强调了同 JCOMM 有关的工作。委员会认

(b)

实现转换，以同 Argo 和测高术相互补充；

识到在气候及相关的物理海洋系统的资料要求方
面 OOPC 作为提供建议的主要科学机构，在业务

确保 SOOP 按海洋上层热力回顾的提议

(c)

全面开展业务 VOSClim 项目和高质量的

海洋观测系统的发展中一直是 JCOMM 的科学伙

洋面系留浮标观测网的实施，以提供所

伴。因此，委员会很高兴有机会审议该专家组的

需的表层通量基准资料集；

报告及其在整个 JCOMM 目标和战略中的地位。

(d)

评估和微调热带系留浮标阵列；

5.1.2

(e)

建立综合 JCOMM 资料管理系统，以支

委员会注意到并批准 OOPC 已经在海洋

观测系统的发展中确立了一系列的目标和应用项
目。这些包括：气候变化的监测和探测、季节至

持全面的观测网络;
(f)

为继续开展目前由研究预算全额或部分

年际气候预测、海洋预报和天气预报、短期海洋

投资的活动如 Argo、SOOP 和遥感寻求

预报、对十年尺度变化的认识、支持科学研究、

所需的长期资源。

和日常海况测定。OOPC 通过的关于建立持续的

委员 会 要求 其 管理 委员会 在 各计 划领域 间 协 调

业务 海洋观 测 系统 的实施 战 略也 具有丰 富 的 内

OOPC 向 JCOMM 提出的这些活动及其他活动的

容，其中包括将 JCOMM 确立为实地观测，包括

实施。

海平面，特别是知名的、经验证的观测手段的观
测的实施和维护的主要机制。该战略的其他部分

5.2

业务用户（议题
5.2）
业务用户

也将在系统的实施中成为 JCOMM 的伙伴，这些

5.2.1

委员会认识到海洋气象与海洋学的资 料

部分包括一些非正式机制，如 POGO、GODAE

和产品的业务用户，除气候模式研究人员外，包

和 Argo 等试验项目以及 WCRP（包括其组成部

括业务气象（WWW）和业务海洋，以及广大的

分）等研究计划。

海洋用户群体。此类用户的需求过去一直由

5.1.3

委员会注意到由 OOPC 和 CLIVAR 上层

CMM，IGOSS 和相关 GOOS 机构，以及其他有

海洋专家组共同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海洋气候观

关机构和计划来确定和维护。委员会一致认为现

测系统国际大会”（海洋观测大会，1999 年 10

在应由 JCOMM 适时地与 CBS 和相关 GOOS 机

月 18—22 日，法国，圣.拉菲尔）是海洋观测系

构密切合作，负责这些需求的评审与更新。此外，

统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次大会就完成小组对

满足这些需求理应是 JCOMM 的基本职责，在这

系统 制定的 目 标所 需要各 种 观测 综合达 成 了 一

方面 ，尤其 是 在此 类实施 行 动过 程中遇 到 困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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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需与 CBS、IGOOS、GOOS 指导委员会和

沿海组成部分实施计划，尽管计划以 JCOMM 主

其他类似机构进行密切协调。委员会认为尽管已

要领域中的物理测量为主，也包括了许多对近海

取得良好进展，但仍需努力确定用户的需求，以

和远洋的非物理测量。委员会认识到，为了获得

作为指导产品开发的基础，并要求联合主席和管

沿海海域行为的总体情况，以及它们对自然和人

理委员会建立评估用户需求和用户对可用产品满

为强迫作用的响应，以支持可持续发展，需要对

意度的过程机制。

海洋和大气进行协调的物理、生物和化学观测，

5.2.2

委员会首先注意到 CEOS/WMO 资料库已

并配合补充性气象观测。委员会因此同意，为了

开始实施，并日益成为一种主要资料源以满足对

支持 GOOS 的沿海组成部分，需要对非物理观测

原地和卫星观测资料的实际需求，从而支持 WMO

的实施需求进行评估，且该问题将在议题 12.1

各项计划。此外，它还包括对诸如 GOOS 和 GCOS

下进一步讨论。

等 WMO/IOC 联合计划的要求。该资料库还包含
用户对原地和卫星观测资料好坏的评价，从而提

6.

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议题
6)
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

供 CBS 滚动需求评估过程所需的基本信息。这

6.1

海上安全服务(议题
6.1)
海上安全服务

一过程反过来又促成了“关于在若干应用领域卫
星能满足 WMO 用户需求的能力的指导说明”。

WMO GMDSS 海洋广播系统

这一说明将会扩充以涵盖原地观测系统能力。

6.1.1

5.2.3

委员会认为在资料库中包含各项应用 对

服务以支援海上生命安全是 WMO 和 IOC 的最

海洋 资料需 求 的最 新和准 确 的信 息是十 分 重 要

优先工作，这一点已得到诸如第 12 次大会、IOC

的，并同意制定有关海洋用户需求指导说明。委

第 20 次大会和 WMO 第五个长期计划所含内容

员会决定 JCOMM 应参与 CBS 滚动需求评估过

的认可。因此，此类服务也是 JCOMM 工作的一

程。委员会为此要求其联合主席与 JCOMM 管理

项重点和优先。SOLAS 第五章第五条—气象服

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和负责 GOOS 的官员协商指定

务和预警，规定了各签约国提供气象预报和警报

一名或更多的 JCOMM 专家参与该过程，尤其是

服务的责任，这些服务目前在 GMDSS 的范畴内

参加有关的 CBS 专家小组。这些 JCOMM 专家

分发。WMO《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558)

在海事用户需求指导说明的定稿过程中应承担主

规定了各国 NMS 在此方面的责任。

要责任，指导说明应作为 JCOMM 技术报告出版

6.1.2

并广泛散发。

里斯本)已通过新的 WMO GMDSS 海洋广播系统

委员会注意到提供业务海洋气象和海洋

委员会在此忆及，CMM-11(1993 年 4 月，

的具体内容。该系统随后得到了 WMO 执行理事
5.3

其他（议题
5.3）
其他

会的批准，并载入手册第一卷的第一部分，它将

委员会忆及 GOOS/GCOS 实施行动计划

与现有的陆地广播系统最少并行运转至 GMDSS

就气 候研究 对 海洋 观测资 料 的需 求作了 详 细 说

全面实施之日，即 1999 年 2 月 1 日。 委员会满

明。此类需求在议题 5.1 下 OOPC 的主席报告中

意地注意到 WMO GMDSS 海洋广播系统已 在

得到了讨论。同时委员会认识到对业务化收集和

1999 年 2 月 1 日前全面运行，目前运转正常，

交换 GOOS 沿海组成部分资料的需求才刚刚出

它仅对程序和播送时间表作了微小的改动。这些

现。关于这些需求的信息已由三个前 GOOS 咨询

时间表由 WMO 秘书处掌握，并通过多种途径提

专家组（GOOS 沿海专家组、活体海洋资源专家

供给用户，其中包括 WMO 网站、通过在海军无

组、海洋健康专家组）单独编写成战略设计计划，

线电信号目录(英国)出版，及通过 IHO 和 IMO。

并 在 GOOS 的 万 维 网 站 上 发 表 (http://ioc.

委员会认识到准确的播送时间表对用户很重要。

unesco.org/goos)。 由 GOOS 项目办公室准备的

它因此敦促所有发布单位让 WMO 秘书处全面、

信息文件总结了三个设计计划中对沿海海洋提出

迅速 地了解 将 来任 何的变 动 ，并 尽可能 提 前 通

的要求。设计计划拟于 2002 年综合成一个 GOOS

知。它进一步敦促各发布单位应尽可能使其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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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与公布的时间表一致。

员会同意，该设备对发布方和用户双方都有潜在

6.1.3

委员会高度赞扬各个 GMDSS 海洋广播

价值，并敦促应尽可能快地完成并实施该项目。

系统的发布和制作单位、GMDSS 特设工作组及

委员会同时敦促各国气象部门继续向有关政府部

其组长 H. Savina 先生，感谢他们在按时运行该

门强调以图形格式向航行提供气象信息以及保留

系统并成功维护方面所做的大量努力。它还感谢

无线电-传真广播设备的重要性从而维护好无线

IMO、IHO、ICS 和 Inmarsat 公司在实施和运行

电-传真设备。

该系统中给予的合作和帮助，并对现有的
WMO/IOC 及其他组织间密切的联系表示满意。

非 GMDSS 正式要求的海上安全服务

6.1.4

6.1.6

委员会审议了特设工作组提出的对 WMO

委员会认识到已不再存在通过陆地（高

GMDSS 海洋广播系统的修改 ， 并同意将这些内

频）无线电广播为航行提供气象预报和警报的正

容合并到《海洋气象服务手册》中 。 关于批准该

式国际要求。因此委员会认为不再正式需要《海

决定的建议已列入议题 9。委员会进一步审议了

洋气象服务 手册》（WMO-No.558）中涉及此 类

已经 IMO、IHO 和 Inmarsat 公司初步同意的一

广播国际协调的现有第一卷第一部分的第 1、2

项建议，即创建两个新的 Nav/Metarea 区,编号第

和 3 节内容，并且这些内容实际上不再反映此类

17 和 18 区，以便为在俄罗斯北极水域的航行提

广播的实际情况。但是委员会同时也认为通过高

供海 上 安全 服 务。 在此， 委 员会 赞赏地 注 意 到

频无线电和类似设施进行的广播对世界上许多没

IMSO 代表提供的关于极地水域的 Inmarsat 和

有被 NAVTEX 覆盖的沿海水域的非 SOLAS 的船

GMDSS 服务已得到稍微改进的信息。委员会注

舶和航行仍然非常必要。此外，正式认识到将此

意到俄罗斯联邦已经正式接受作为这两个新

类广播纳入手册的重要性是对许多国家的一个重

Metarea 区的发布方。因此委员会同意了该提议，

要要求。因此委员会同意：

并将 其合并 到 上述 特设工 作 组提 出的修 改 意 见

(a)

暂时保留手册中现有的陆地广播部分；

中。委员会在此建议海上安全服务专家组与加拿

(b)

要求海上安全服务专家组撰写有关非

大、俄罗斯联邦、美国、IHO 和 IMO 密切合作，

GMDSS 海洋广播服务的新文本，提供给

考虑指定额外的海区以覆盖剩余北极水域的可能

委员会最后通过并载入该手册，以代替

性，并考虑 GMDSS 服务进一步向北拓展的影响，

现有的陆地广播部分。

从而促进在这些区域提供加强的海上安全服务。
6.1.5

委员会认识到，海上用户认为传统上通

Metarea 分区的调整

过无线电-传真广播提供给他们的气象分析和预

6.1.7

报图是对文字格式的预报和警报的重要补充，它

法国、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在 Metarea II 内

对 海 上 生 命 安 全 也 是 至 关 重 要 的 。 2001 年 对

开发一个共同预报分区的成功工作的报告，该项

SOLAS 第五章第五条—“气象服务和警报”的

工作 由 法国 气 象局 协调。 在 此之 后，英 国 也 在

修改明确承认这一重要性，并指出，“………（适

Metarea I 内对其分区进行了稍许调整。委员会对

用于航行的天气信息）应以文本格式传送，并在

所有有关各方在开展这一困难但必要的工作中所

可行的情况下以图形格式传送………”。但是委

取得的成功表示赞赏，并建议将这批共同预报分

员会进一步认识到，由于各国气象部门无法控制

区提交给 WMO 一区协和六区协，由它们对共同

的原因，无线电-传真广播正在许多国家逐渐减

海区 作 出正 式 批准 。在此 ， 委员 会认识 到 其 他

少，或者完全取消。对此，委员会高兴并赞赏地

Metarea 也可能需要进行类似的调整。因此委员

注意到 Inmarsat 公司正在与澳大利亚气象局和

会建议有关的发布机构对情况进行审查，并努力

GMDSS 特设工作组协同开展一个项目，它将在

协调必要的工作，以便进行此类适当的调整。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提交的一份关于

SafetyNET 内开发一种设备，以利用 Inmarsat-C
传送数码格式的图象信息并在船上将其恢复。委

NAVTEX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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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委员会忆及，CMM 在其第 11 次届会（1993

6.1.11 委员会建议 该专 家组在 2002 年期间 开

年 4 月, 里斯本）上任命 M. Ziemianski 先生（波

会，以就以下议题提出建议：

兰）为报告员，旨在利用国际 NAVTEX 服务为

(a)

波罗的海地区气象广播制订一套国际协调机制。
CMM-12 （ 1997 年 3 月 ， 哈 瓦 那 ） 审 议 了 由

NMS 关于为 NAVTEX 广播编辑报告的
具体建议；

(b)

Ziemianski 先生及其国家联络员小组为此类协调

描述海况的方法摘要和描述 畸形波的一
种正式方法；

广播制订的指导原则草案，并已经：

(c)

用于定义海上能见度术语的标准化；

(a)

(d)

继续开展澳大利亚、Inmarsat 公司和 WMO

通过了利用 NAVTEX 进行的国际气象广
播协调一般性程序和原则，并随后将其

秘书处关于 GMDSS 下的地理海洋广播

载入《海洋气象服务手册》第一卷第二

格式与内容的项目；

部分；
(b)

6.1.9

(e)

为协调重叠区域的广播内容（公共区域

敦促完成专门为波罗的海地区制订的指

的定义，对比例的具体审议，NMS 使用

导原则草案和有关国家的认可及其试运

的参数和临界值等），根据需要对业务进

行工作。

行协调；

对此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该指南自

1998 年 4 月以来已得到实施并在试验的基础上

(f)

确立监测用户响应及其对海洋服务质量
满意度的指标。

执行。根据这些试验结果，在有关国家常任代表
正式批准之前，目前该指南仍处于最终定稿过程

肯尼亚代表的提议

中。委员会同意，该指南获得批准后应载入手册

6.1.12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肯尼亚关于正式

第二卷关于 WMO 六区协（欧洲）海洋服务的内

提名肯尼亚气象局（KMD）成为 Metarea VIII 内

容中。因此，委员会建议将该指南提交将于 2002

WMO GMDSS 海上广播系统制作单位，及可能

年 4 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六区协第 13 次届会批

作为发布机构的建议。委员会忆及 KMD 在过去

准。委员会对该项目的全体有关人员，特别是报

的 WMO 陆地广播系统中为向印度洋中西部发布

告员 Ziemianski 先生，如此成功地完成了这一艰

预报和警报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认识到 KMD 很

难而细致的工作表示祝贺和高度赞赏，这将给波

可能仍有能力在新的 GMDSS 广播系统中为该区

罗的海地区的海洋用户带来巨大的利益。

域的海员提供准确的气象信息。但委员会同时认
识到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信息使委员会同意将

其他服务

KMD 作为 GMDSS 制作单位正式纳入该手册中。

6.1.10 委员会认识到海洋用户对气象和海洋方

因此，委员会要求海上安全服务专家组对该问题

面的 资料、 产 品和 服务需 求 将继 续扩大 和 多 样

进行紧急审议并提出合适的建议，以便提供给代

化。 此类需 求 包括 新的和 更 详细 的海上 安 全 服

表 JCOMM 的联合主席和管理委员会考虑。委员

务、供专门用户团体的特种资料和服务、以及与

会进一步要求 KMD 与法国、印度和毛里求斯就

海洋气候有关的服务。此外，鉴于技术进步、用

通过各自的发布机构提供广播产品的方式和时效

户 需 求 和 国 际 协 议 的 变 化 ， 还 需 要 对 WMO

进行磋商，必要时可以得到 WMO 秘书处的协

GMDSS 海洋广播系统进行不断的审议和更新，

助。法国（拉尼翁）将继续为整个 Metarea VIII

另外还需要审议对国际协调和改进 NAVTEX 气

（S）制作和发布所有的热带气旋警报。

象广播的各种要求。委员会因此同意，建立一个

6.1.13 关于肯尼亚作为发布机构的额外提议，

海上安全服务专家组对 JCOMM 来说是必要的，

委员会忆及已经为 Metarea VIII 指定了这样的机

其成员至少应包括各个 GMDSS 发布单位的代

构（印度负责赤道以北，法国和毛里求斯负责赤

表、及 IMO、IHO、ICS、IMSO 和其他有关用

道以南）。此外，重要的一点是 Metarea 应继续

户团体的代表。

保持与 IHO Navarea 的密切协调，以促进和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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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用户提供海洋安全信息。而且，肯尼亚目前尚

(g)

在 ECMWF 制 作 海 浪 集 合 预 报 业 务 产

无直接的，或甚至相对简便的对 Inmarsat LES 的

品，为详细地估计预报不确定性找出出

通信访问，而这是对发布机构的重要要求。委员

路，并且为建立新的船舶航线服务提供

会因此认为目前同意提名肯尼亚作为发布机构是

新的基础；

不适当的。不过，委员会再次要求海上安全服务

(h)

专家组继续审议该问题，以便在今后可能时做出
此类提名。

开发并实施业务应用大气环流和风浪耦
合模式；

(i)

应用气象再分析资料作海浪气候追算和
浪高长期回算评估取得积极结果。

6.2

风浪和风暴潮（议题
6.2）
风浪和风暴潮

6.2.3

6.2.1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海浪模拟和预报分

资料对国家机构在许多实际应用上有很大价值，

同时，委员会认识到，观测得到的海浪

组组长 V.E.Ryabinin 先生（俄罗斯联邦）的报告。

但是这些资料通常并不为此目的而发布，也没有

委 员 会 忆 及 WMO 海 浪 计 划 是 在 1981 年 的

很多关于这些资料存在的信息。委员会因此：

CMM-8 上首次提出并于 1984 年建立。计划的主

(a)

敦促会员/会员国尽力确定和获取全国的

要目标是协助 WMO 会员提供高质量的资料以及

海浪观测资料，尽可能在 GTS 上分发和/

在大量不同的活动中包括高度专业化的活动中应

或进行国家归档；

用海浪分析和预报服务。CMM 海浪模拟和预报

(b)

分组继续承担由决议 5（CMM－10）设立的海浪

要求海洋气候专家组探讨重建全球海浪
元数据档案中心的可能性。

模拟特设工作组的活动。根据决议３(CMM-11)，
于 1993 年 4 月首先建立了该小组。1997 年 3 月

研讨会/培训班
研讨会 培训班/会议
培训班 会议

根 据 决 议 ２ (CMM-7)重 新 组 建 该 小 组 ， 并 作 为

6.2.4

CMM 海洋气象服务工作组的一部分。分组最重

（美国的 UCAR）于 1997 年 5 月在迈阿密联合

要的任务是支持和发展 WMO 海浪计划。

举办了第二次国际海浪研讨会，会议主题是关于

6.2.2

委员会满意地认识到在海浪资料和预报

数值海浪分析和预报。来自 WMO 所有区协的 22

服务方面的持续进展。在海浪观测、模拟、预报

位代表接受了讲座和实际操作培训。此前，1995

和相关服务领域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中，委员会

年 12 月在美国的博尔德由相同的主办单位组织

强调以下各方面：

了同样的研讨会。另一个和 JCOMM 有关并且重

(a)

为提供业务服务广泛应用第三代海浪谱

要的技术会由 WMO、IOC、欧共体、法国气象

模式；

局、CNES 共同组织，于 1998 年 12 月 21—25

海平面气压、近表层风和风浪分析、以

日在巴黎的 UNESCO 总部举办，会议重点是海

及预报资料在互联网上不断增加；

浪资料的业务应用。还在由 WMO、NOAA 和加

更广泛地应用卫星资料，改进的遥感浪

拿大气象局共同组织的海洋气候进展研讨会

高质量和包括方向谱的光谱质量，消除

（CLIMAR99）上讨论了与海浪预报、追算以及

了通过卫星资料得 到方 向谱中的 180°

气候学相关的问题，本次会议于 1999 年 12 月 8

歧义；

—15 日在温哥华举行。委员会同意，海浪模拟、

发展了海浪资料同化技术，对预报质量

分析和预报研讨会在帮助有关国家改进此重要领

产生积极的影响；

域的能力方面具有很高价值。它因此敦促 WMO

以高频海浪雷达资料为基础，增加实时

和 IOC 保证未来能将此工作经常性地继续下去。

(b)
(c)

(d)
(e)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WMO 和 COMET

服务；
(f)

更广泛使用诸如 WAM、WaveWatch III、

指南／相关出版物

SWAN、MOSCOW 等先进的数值模式程

6.2.5

序代码；

预报指南》（WMO-No.702）第二版已经出版 并

委员会满意地忆及，WMO《海浪分析和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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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WMO 会员国。委员会特别对指南的主编

中心（美国）、加拿大气象局、美国国家海洋预

A..Laing 先生（新西兰）对准备过程中的协调和

报中心，已参与了海浪数值预报验证。它们每月

指导工作表示感谢。考虑到数值风浪预报实践的

交换浪高、浪期预报以及风速资料，并将预报结

不断 发展， 委 员会 强调需 要 相对 定期地 修 订 指

果与一些系留浮标及固定平台的观测结果和 GTS

南，以便使指南和该领域的进展协调一致。由于

上分发的观测结果作对比。初步结果表明了业务

通过互联网获取各中心的风浪预报服务已变得越

海浪数值预报的一些共同和特殊特点。参与验证

来越便利，而大量出版指南印刷成本又太高，因

资料交换的中心从此类活动中也获益匪浅，不仅

此有必要考虑在互联网上提供指南并通过 WMO

了解了它们预报的实际技巧，还发现了主要错误

主页获取。

的出处，因此认为第一个验证方案是成功的。委

6.2.6

考虑到自身职责的扩大（见总摘要第

员会认为广泛宣传海浪预报验证方案的信息十分

6.2.15 段），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除了 WMO《海

重要，这可以使其他感兴趣的会员促进相应的活

浪分析和预报指南》外，其职责还需指导风暴潮

动，同时增加 GTS 上的海浪观测资料。因此，

预报的工作。鉴于此类文件可能篇幅较大，因此

委员会要求风浪和风暴潮专家组为分发此类信息

认为最好作为两个出版物分开出版。委员会要求

制定一些措施。委员会也鼓励其他模拟和预报中

风浪和风暴潮专家组准备一个有关风暴潮预报指

心参加该项目，并要求专家组以验证项目的结果

南材料大纲，以及筹备计划，供服务协调组考虑

为基础，探索引入一些海浪模式验证方案的可能

和采取进一步行动。

性。

6.2.7

委员会忆及近海天气专家组已经准备了

《近海预报服务手册》。它可视为近海活动所需

和 GOOS 的协调

环境资料信息的重要来源，其中包括风浪和风暴

6.2.11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海浪模拟和预报

潮资料。委员会对专家组的工作以及秘书处在出

分组为评估风浪观测、服务和模拟在 GOOS 中的

版和分发过程中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作用所开展的工作。一些在风浪模式开发及其相

6.2.8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根据已确认的海

应服务和 GOOS 活动方面的杰出科学家联合参加

浪预报员对最高海浪预报和评估的关注，在届会

了该项研究。有关结果已在 CLIMAR99 研讨会

休会期间已准备了两个专业技术报告，并已作为

（1999 年 9 月，温哥华）和第一次海洋气候观

JCOMM 技术报告出版。第一个报告偏重于实时

测系统国际会议（1999 年 10 月，法国，圣.拉菲

服务，第二个报告重点是评价重复周期较长的浪

尔）上作了报告和讨论。其他评估的事宜包括第

高并研究了风浪气候特征的一些方面。它在海浪

一个有关 GOOS 模块对海浪资料需求的说明，以

气候和设计标准方面是对 WMO《海浪分析和预

及作为 GOOS 一个部分充分发展海浪观测系统的

报指南》的一个补充。

问题。在小组和 OOPC 间建立了联系，它将促进
未来活动的协调。

验证活动
6.2.9

委员会忆及 CMM 第 12 次届会上通过了

技术转让/实施协助
技术转让 实施协助/咨询服务
实施协助 咨询服务

建议 4（CMM-12）“应当进一步开发和正式实施

6.2.12 委员会忆及，自 1994 年以来，小组向所

风浪模式预报验证方案……”以及“敦促所有运

有 WMO 会员提供了有关海浪模拟以及预报服务

行全球或流域尺度风浪预报模式业务的会员参加

方面的咨询服务。委员会认识到这种服务的有用

此项工作”。CMM-12 要求海浪模拟和预报分组

性，并希望感兴趣的会员或会员国应更大程度地

进一步制定该方案的细节并在试验的基础上，让

利用该潜力。委员会还注意到 JCOMM 的主要职

有兴趣的会员最终考虑和采用。

责也 需为风 暴 潮预 报服务 的 发展 提供类 似 的 机

6.2.10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 5 个中心，分别

会。

是 ECMWF、英国气象局、舰队数值气象和海洋

6.2.13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JCOMM 临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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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主席及分组组长 J.Guddal 先生作为 JCOMM 专

暴潮预报的支持，并且提供风浪和风暴潮预报的

家 于 1999 年 参 加 了 开 发 风暴 潮 预 报 系 统 的 计

系统有许多共同之处。委员会认识到已编制了一

划。该计划由挪威和越南政府实施。JCOMM 专

项 JCOMM 风浪和风暴潮计划草案。它要求风浪

家的作用是开展实地调查，草拟未来预报系统框

和风 暴 潮专 家 组对 该计划 进 行审 议和定 稿 并 以

架和计划，对硬软件的供应和相应培训实施启动

JCOMM 出版物形式出版。为此，委员会明确认

和开展招标。到 1999 年 11 月底已成功完成所有

识到，这是一项充满雄心的计划，需要 JCOMM

任务。委员会认为该计划强调了 JCOMM，当然

会员、其他专家和会员/会员国在今后四年的持

还有 WMO 和 IOC，在为预报系统的实施提供协

续努力。

助方面应发挥的促进作用。委员会还认为在该计
划实施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对其他地区及应用十分

组织 JCOMM 在风浪和风暴潮模拟和预报方面

有用，包括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北部地区。此外，

的将来活动

委员会认识到，许多会员/会员国在风浪和风暴

6.2.16 委员会认为 JCOMM 风浪和风暴潮计划

潮模 拟 方面 有 大量 经验， 它 敦促 这些国 家 通 过

包含一些与所有计划领域交叉的问题，各会员/

JCOMM 提供其技能，并为大家提供帮助。为此，

会员国对该计划的实施至关重要。委员会同时认

它赞赏地注意到日本就风暴潮模拟向其他国家提

识到发展该主题专业知识的价值，并因而同意有

供的技术支持。

必要在下一休会期设立风浪和风暴潮专家组。在
此方面的进一步行动将在议题 16 中讨论。

与 WMO 热带气旋计划的合作
6.2.14 委员会同意，由越南执行的风暴潮预报

业务水文学

系统开发项目的教训强调了 JCOMM 和 WMO 热

6.2.17 在讨论风浪和风暴潮计划过程中，委员

带气旋计划之间须保持紧密合作。特别重要的是

会注意到新出现了对包含海洋模拟、产品制做和

预报随热带气旋发生的风暴潮和风浪。委员会注

为其他海洋过程提供服务的相关计划的要求。然

意到，小组组长参加了 WMO/ESCAP 热带气旋

而，委员会认识到这些要求超出了风浪和风暴潮

专家组第 27 届会议（2000 年 2 月 29 日—3 月 6

内容。委员会因此要求服务协调组关注此事，以

日，阿曼，马斯喀特）和 WMO 热带气旋和风暴

期待能最终向 JCOMM 提出新的计划活动建议。

潮区域技术会议（2000 年 11 月 13—17 日，泰国，
清迈）。他在这两次会议上作了 JCOMM 活动的

6.3

海冰（议题
6.3）
海冰

介绍和风浪与风暴潮现代预报手段的回顾。委员
会同意，要成功地开发 IOC/IHP/WMO 有关减轻

全球数字化海冰资料库

印度洋北部地区风暴潮灾害项目，和 TCP 保持

6.3.1

紧密合作是特别重要的。委员会还同意为该项目

分组组长 I. Frolov 先生（俄罗斯联邦）的报告。

提供有关风浪和风暴潮预报方面的专家援助。委

委 员 会 对 他 、 该 分 组 的 成 员 以 及 GDSIDB 在

员 会 还 注 意 到 ， 2001 年 9 月 在 韩 国 举 行 的

CMM-12 后所完成的大量重要工作表示感谢。委

WMO/ESCAP 台风预报研究研讨会将包括风浪和

员尤其满意地注意到来自加拿大、丹麦、芬兰、

风暴潮部分。委员会敦促区域内尽可能多的国家

日本、俄罗斯联邦、瑞典和美国的海冰专家们进

参加该研讨会。

行的合作使得在 GDSIDB 中包括了新近数字化的

委员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 JCOMM 海冰

北冰洋和南极洲地区资料集。并为鄂霍次克海、
JCOMM 风浪和风暴潮计划

波罗 的海和 加 拿大 北极地 区 制作 了单独 的 资 料

6.2.15 委 员 会 认 为 把 WMO 海 浪 计 划 合 并 到

集。委员会进一步赞赏地注意到阿根廷海军水文

JCOMM 风浪和风暴潮计划是符合逻辑的。最重

测 量 部 已 经 开 始 向 GDSIDB 中 心 （ 博 尔 德 的

要的考虑是新增加的 JCOMM 工作职责包括对风

NSIDC 和圣彼得堡的 AARI）递交有关海冰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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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并注意到澳大利亚和中国已表示愿意向

制电子海冰图所需的业务海冰资料的国际交换标

GDSIDB 提供海冰资料。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

准化。委员会认识到，1999 至 2001 年期间，IICWG

已拟定并在 GDSIDB 指导小组第 8 次届会上讨论

以及 进行形 式 文件 矢量格 式 试验 的加拿 大 、 丹

了关于获取里海、黑海和亚速海海冰资料的特别

麦、俄罗斯和美国海冰中心的专家分担了大量工

报告。

作，以便为资料交换构筑一个基于 SIGRID 的高

6.3.2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 GDSIDB 的成员已

级格式。委员会同意，JCOMM 应将格式的进一

同意提供以下地区的历史海冰资料：1952 年至

步工作交由海冰专家组在休会期间进行研究和通

今渤海（中国国家海洋局提供）；1980-1998 波罗

过。

的海（波罗的海海冰会议提供）和 1960-1982 年

6.3.6

波罗的海（德国联邦海洋与水文局提供）；1970-

的工作视为制订一种机制以在电子航海图中综合

1990 南极洲（AARI 和澳大利亚通过南极洲海冰

海冰信息的第一步。委员会注意到，虽然在达成

过程、生态系统和气候计划提供）。其他已确定

色彩 编 码一 致 意见 方面已 取 得了 重大进 展 ， 但

的海冰资料来源包括丹麦提供 20 世纪格陵兰岛

IICWG 不会在 2001 年底以前向 JCOMM 提出标

周围水域海冰资料；智利和南非提供南极洲海冰

准 建 议 。 它 同 意 ， IICWG 的 标 准 建 议 在 提 交

资料；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提供黑

JCOMM 联合主席以 JCOMM 的名义正式批准和

海、亚速海和里海海冰资料。

WMO 出版以前，应由新的 JCOMM 海冰专家组

6.3.3

进行审议。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 NSIDC 和 AAR 主

委员会还将 IICWG 开发冰图国际色彩码

页上公开设置的关于历史海冰资料的专门网页。

6.3.7

关于通过万维网业务交换海冰资料的工作，包括

专家对 SIGRID 和 SIGRID-2 格式所做的适当改

由 AARI 和 NSIDC 建立专门的历史海冰资料主

进和扩充，这种改进和扩充的目的是使 BASIS

页业已完成。GDSIDB 中心的主页地址是：

中原始资料在转换成 SIGRID 格式时保留其准确

(a)

http://www.aari.nw.ru/gdsidb_2.html （ 俄

性。

罗斯圣彼得堡 AARI）

6.3.8

http://www.dmi.dk/pub/gdsidb_mirror/cont

下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是从雷达后向散射波判

ent.html（AARI 网址在 DMI 的镜像）

断海冰的消减。委员会同意应在下一休会期间修

http://www-nsidc.colorado.edu/NOAA/

订用于海冰消减编码的术语表。

index.html（美国，科罗拉多，博尔多，

6.3.9

NSIDC）

邦）为拟订 WMO 海冰术语表修订版草案所做的

(b)
(c)

委员会赞赏瑞典气象水文局和 AARI 的

委员会注意到独联体专家在 AIRSS 项目

委员会赞赏 A. Bushuev 先生（俄罗斯联

委员会还注意到这些网页可以由 WMO 海洋计划

工作。委员会认为上述修订版在递交给 JCOMM

主页上的计划领域区直接进入。

联合主席正式代表 JCOMM 批准并由 WMO 出版

6.3.4

以前应该由 JCOMM 海冰专家组进行评审。

委员会认识到 GDSIDB 对 WCP 和 WCRP

的直接价值，及对有关会员的服务和其他海冰活
动的价值，并建议 WMO 和 IOC 应在将来休会

出版物

期间继续支持 GDSIDB 指导小组的重要工作。委

6.3.10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 V.Gavrilov 先生（俄

员会同意委员会总体工作计划中包括的有关这段

罗斯联邦）和 W. Weeks 先生（美国）依照 CMM-12

时期的项目目标建议（见议题 17）。

的建议拟订了《海冰分析和预报手册》的英文版
本。该出版物的文本正在审议之中，将于 2002

资料格式与海冰术语表

年由 WMO 发行。

6.3.5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 GDSIDB 指导小

6.3.11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出版物《世界海冰

组 专 门 指 定 了 特 设 工 作 组 对 现 有 的 WMO

信息服务》（WMO-No.574）已由前海冰分组 的

SIGRID 格式进行扩展，并开发新的格式，使绘

成员审议完毕并于 2000 年由 WMO 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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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动

(a)

6.3.12 委员会注意到在休会期间，两次非正式

海冰术语表、资料格式与软件编码的未
来发展与修订；

的 JCOMM 海冰分组会议分别与 GDSIDB 指导

(b)

建立海冰覆盖地区的历史海冰数据集；

小组第 6 次和第 7 次会议在哥本哈根（1997 年 10

(c)

进一步发展与 WCRP、WCP 等气候计划，

月）和博尔德（1998 年 8 月）联合举行，从国

特别是与 CLIC 的合作与协调，在这方

际 范 围 讨 论 和 协 调 海冰 活 动 。 在 渥太 华 （ 2000

面，GDSIDB 是重要的海冰资料来源；

年 4 月—5 月）召开的 GDSIDB 指导小组第 8 次

(d)

会议也讨论了海冰活动分组目前和未来活动的诸
方面。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阿根廷愿意在布宜诺

通过遥感技术改进系统测量海冰厚度的
技术和能力；

(e)

向南半球国家提供包括技术建议和卫星

斯艾利斯主办建议成立的 JCOMM 海冰专家组的

资料的支持，以加强南极冰服务。

届会以及 GDSIDB 指导小组第 9 次会议，会期暂

6.3.16 委 员 会 赞 赏 专 家 会 议 提 出 的 制 订

时定在 2002 年 10 月。

JCOMM/GOOS 极地战略建议，这次专家会议是

6.3.13 委员会感兴趣并赞赏地注意到由加拿大

根 据

承办的 WMO/加拿大冰工作组关于制图和存储

（JCOMMTRAN-1，1999 年 7 月，圣彼得堡）

从雷 达资 料处 理中 衍生 的 海冰资 料联 合研 讨会

的建议由 WMO 在 1999 年 12 月组织召开的。

于 2000 年 5 月在渥太华召开。委员会非常感谢

委员会注意到极地专家会议一致同意为 JCOMM

加拿 大和 研讨 会的 组织 者 成功地 主办 了此 次活

制订 极地 综合 战略 文件 是 十分重 要的 。作 为制

动， 这次 研讨 会讨 论了 海 冰参数 遥感 仪器 、雷

订 战 略 文 件 的 第 一 步 ， IOC/WMO 顾 问 G.L.

达信 号释 读、 资料 管理 、 资料同 化和 海冰 模拟

Holland 先生（加拿大）起草了关于极地地区海

的最新进展。这些都是 JCOMM 未来工作中的

洋学 和海 洋气 象观 测的 报 告。该 报告 名为 《极

重要 组成 部分 ，是 它实 施 与协调 包括 极地 在内

地地区的远洋和海洋气象观测：WMO/IOC 海洋

的全 球海 洋业 务观 测与 服 务系统 运行 的总 体任

和 海 洋 气 象 学 联 合 委 员 会 报 告 》（ WMO/TD-

务中的一部分。

No.1031, JCOMM/TD-No.8），在经 2000 年 6 月

6.3.14 委 员 会 感 兴 趣 地 注 意 到 在 EUMETSAT

巴黎举行的 JCOMMTRAN-2 代表们的审议后出

卫星 应用 设施 计划 下制 订 的举措 ，其 中法 国气

版。

象局 、丹 麦气 象局 和挪 威 气象局 正在 为海 洋和

6.3.17 委员会还注意到此次专家会议一致认为

海冰 产品 制定 这样 的计 划 。一但 投入 运行 ，这

JCOMM 有必要建立某种机制用于审议和协调有

种设施将对 JCOMM 海冰活动具有重大价值。

关极地海域与其他受海冰影响地区的问题并对此

委员 会进 一步 感兴 趣地 注 意到冰 岛提 供的 关于

提供咨询。会议建议 JCOMM 建立极地海域和其

天气 、海 冰和 海洋 服务 系 统综合 项目 的信 息，

他海冰区域工作组。但是根据 GDSIDB 指导小组

这是由 4 个国家的 6 个研究所参与的欧洲委员

第 8 次会议与其他极地专家提出的建议，JCOMM

会支持的一个为期 3 年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旨

临时管理委员会决定不接受上述建议，而是建议

在开 发一 个原 型海 洋信 息 系统， 以便 为各 种应

JCOMM 保留海冰专家组。

用对 电子 版气 象、 海冰 、 海洋资 料和 产品 的获

6.3.18 鉴于上述考虑，委员会同意有必要建立

取提 供一 种单 一的 登陆 途 径。委 员会 认识 到该

服务计划领域海冰专家小组。进一步的相关行动

项目 对自 身工 作的 潜在 价 值，并 要求 服务 协调

见议题 16。

小组审议该事宜并适时协调 JCOMM 的相互作

6.3.19 最后在本议题下，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

用及投入。

一些区域性小组和国际小组承担的重要工作，如

6.3.15 除了上述题目外，委员会认为在海冰领

波罗的海海冰会议、IICWG 和 IHO 电子图显示

域还有一些题目需要在未来休会期间给予重视，

信息系统。委员会同意将来应继续开展海冰专家

特别是：

组与上述小组之间的合作，并要求专家组组长和

JCO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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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将污染紧急响应气象和海洋支持优秀中

秘书处为此类合作做出适当的安排。

心的概念作为对区域气象和海洋协调员
6.4

有关海洋污染的服务(议题
6.4)
有关海洋污染的服务

的支持。虽然这些中心并不一定要提供

6.4.1

委员会感兴趣和赞赏地注意到 MPERSS

业务产品，或视为正式的 WMO RSMC，

报告员 P. Daniel 先生（法国）的综合报告，报告

但它们能够在为区域气象和海洋协调员

中包 括有关 该 系统 实施状 况 问卷 调查的 结 果 摘

和支持机构提供专家咨询和专业培训等

要。委员会进一步对 WMO 秘书长和澳大利亚气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象局成功地 组织、召集并承办 MARPOLSER98

(b)

研究对当前划定的责任区（MPI 区域）

讲习班和 MPERSSR 研讨会（1998 年 7 月，澳

的可能调整，以更好地反映现有技术和

大利亚，Townsville）以及作为 WMO 的技术文

地理现实，以及区域和国家抵御中心的

件出版讲习班会议文集表示赞赏。

作用和职责；

6.4.2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 IMO 已通过其海洋

(c)

其他业务支持应包括一个 Web 站点，它

环境保护委员会表示将对 MPERSS 概念及其最

载有各类事故和所提供支持的实时信

后的完全实施给予大力支持，并在可能的范围内

息；

提供帮助。委员会认识到尽管在许多指定的 MPI

(d)

JCOMM 工作计划的 2.3.1 节应考虑到气

区域中 MPERSS 的发展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在

象和海洋信息及支持产品的制作和分发

一些地区该系统的实施仍远未完成。有鉴于此，

最好应及时，其空间尺度应与所支持的

委员会重申它确信 MPERSS 作为对克服源于国

业务响应需求相一致；

家领海以外海区发生的重大海洋污染紧急事件影

(e)

高质量的气象与海洋支持产品需要与用

响的支持是有价值的，并强调了尽快完全实施该

户实时互动并得到用户的实时反馈意

系统的重要性。
6.4.3

见；包括现场观测资料，以及产品质量

委员会同时认识到，一方面 MPERSS 关

和时效性的反馈意见；

注公海的污染紧急事件，另一方面气象和海洋学
资料和服务与许多其他航道和海区内（尤其在沿

(f)

GOOS 及诸如 EuroGOOS 等区域性活动。它因此

及的油型信息；
(g)

的服务和支持活动制订建议(另见议题 5.3 和 12.1

准；
(h)

信息；
(i)

水域和区域性海洋的多种类型的海洋环境保护提
供气象和海洋学支持的必要标准。
6.4.4

附录 IV 给出的 MAPROLSER98 研讨会
报告的信息应取代附件 II 中有关计划的

下的讨论)。委员会在此强调，与公海海区一样，
业务响应及提供资料和产品业务的能力是为沿海

2.3.1 节中应包括一些现代通信设施的通
用标准，而不仅仅是 Inmarsat 的专用标

要求服务协调组对整个主题进行审议，并与
GOOS 沿海海洋观测专家组密切协调，酌情为新

除上述(e)以外，还应提及的是运行油泄
漏模式的 NMS 需要用户提供每次事件涉

海和区域性海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密切相关。这
就极大地冲击了与 GOOS 的相互交流，包括沿海

原理部分和 2.3.1 节都应特别注意，提供

对以上建议的 MPI 区域审查后，对附件
I 做出适当修改；

(j)

委员会因此认为在下一个休会期间

适当时 IMO 应向 WMO 提供对 2.4 节和
附件 III、IV 和 V 的修改意见。

MPERSS 应继续进行，并决定“建议 2（CMM-11）

委员会因此要求：

—公海海洋污染紧急响应支持系统”仍然有效。

(a)

服务协调小组在上述建议(a)至(c)的基础

同时，委员会注意到并同意 MARPOLSER98 研

上准备具体建议，供管理委员会审议，

讨会 对该系 统 细节 进行修 改 的建 议内容 ， 特 别

并最终向有关会员/会员国分发，供他们

是：

审议和给予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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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协调组和秘书处在上述建议(d)至(i)

(f)

要求服务协调组提出处理与 MPERSS 实

的基础上准备系统计划的更新版本，供

施有关的技术和科学问题的机制，包括

管理委员会审议并最终向会员/会员国分

提出一份具体的实施计划和时间表，用

发。

以进行指导，保证在到来的休会期内使

委员会认识到 MARPOLSER98 研讨会提

系统得到完全实施；

出的有关 NMS 的作用、强化服务与产品，以及

(g)

还要求服务协调组提出适宜的 MPERSS

指导 和 能力 建 设的 建议如 果 得以 执行， 对 促 进

技术指南，包括编撰可用的原油溢溅模

MPERSS 的实施会有实质性帮助。委员会因此要

式，在系统实施中提供支持。

求服 务协调 小 组审 议这些 建 议并 制定其 实 施 计

6.4.7

划。

列出的任务，委员会向服务协调组建议，一种比

6.4.6

委员会坚决鼓励所有承担 MPERSS 职责

的会员/会员国在下一个休会期间继续努力全面

为了充分开展总摘要 6.4.4 和 6.4.6 段所

较合适的方法是向联合主席提议建立一个小型专
题组来以通信方式就这些问题开展工作。

实施该系统，并向 JCOMM-II 报告实施情况。此
外，委员会：

6.5

JCOMM 产品公告（议题
6.5）
产品公告

(a)

鼓励在其 MPI 区域总体上成功地实施了

6.5.1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通过应用最新信息

MPERSS 的区域气象和海洋协调员与在

技术，JCOMM 电子产品公告提供了下载数据集

实施上尚存在问题的区域气象协调员之

和专用的海洋产品的途径，所有这些产品都由各

间进行双边合作；为此，它要求协调员

国和 科学机 构 制作 ，并经 过 科学 控制且 平 台 透

研究成立 MPI 区域协调分工作组，协助

明。委员会了解到 JCOMM 产品公报将与 GOOS

进行实施；

产品公报协调，并可通过以下网址查阅：

要求秘书处同 IMO 协商，使 MPERSS 成

http://iri.ldeo.columbia.edu/climate/monitoring/ipb/

为政府间协议和有关紧急响应作业应急

同时，新的和更综合的气候要闻可通过以下网址

计划的一部分；

调阅：

同意把现有的 MPI 区域 III（地中海）正

http://iri.ldeo.columbia.edu/climate/cid/

式分为两个次区域：III(A)，西地中海（法

6.5.2

国的 AMC）；和 III(B)，东地中海（西腊

的支持下，每月在公告的要闻和最新海洋产品中

的 AMC）；

对气候和气候变率的多学科应用进行总结。公告

进一步同意建立新的包括黑海的 MPI 次

可根据默认的内容（热储量异常、海平面温度异

区域 III(C)，并要求秘书处与保加利亚商

常和斜温深度）提供不同海洋产品一年的动画显

谈由保加利亚负责该次区域区域气象和

示。这些产品能根据需要在整个资料集时段内对

海洋协调员的可能性；

产品作动画显示，且全部动画都为 GIF 格式，这

建议 2002 或 2003 年召开第 2 次 MPERSS

样除网页浏览器外，不再需要特定的软件。公告

讲习班/研讨会，并赞赏地接受了法国承

还能够轻松地完成时间序列的在线计算，必要时

办该活动的友好承诺。委员会要求

用户可用彩色或黑白形式显示结果，同时可采用

JCOMM 联合主席和 MPERSS 报告员与

JPEG、PS、GIF 格式保存图像。还可以根据用

两组织的秘书处协商，寻求对该项活动

户需求制作不同的气候变量产品，比如混合层深

的适当资金支持。它还敦促，该研讨会

度、海平面温度、热储量等，并可下载这些产品。

应包括海洋安全机构和其他用户组织的

6.5.3

实质性参与，这将大大帮助系统的实施

业务海洋和海洋气象的 JCOMM 产品专门研讨会

和得到承认；

能够为讨论新的观点以及促进业务海洋产品进一

(b)

(c)

(d)

(e)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在 GOOS 和 GCOS

委员会同意与 IODE 共同组织召开的支持

步发展方面提供一个重要的论坛，此研讨会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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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91 年 4 月在东京召开的 IGOSS 研讨会。此

同时 也 提供 了 海员 关于改 进 这些 服务的 建 议 。

外，研讨会应解决今后从财力和人力上对产品公

CMM 已经邀请 WMO 的会员认真审议评估的结

告给予支持的问题，因为目前它的主编已意识到

果， 并 采取 适 当行 动改正 已 确定 的不足 之 处 。

这一问题。委员会要求管理委员会和产品公告主

CMM 已 经 同 意 需 要 进 行 一 项 海 洋 服 务 监 测 计

编一起协商，为在下一休会期间召开此研讨会制

划，并以四年为基础开展工作。

定一个具体的提议。委员会赞赏地接受了法国承

6.6.3

办该研讨会的友好承诺。

结果，该届会同意监测过程应该继续。在此方面，

6.5.4

委员会同意通过 JCOMM 电子产品公报

委员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在 2000 年进行的，由

提供信息和教育也十分重要。包括气候变率和气

WMO 秘书处协调的监测调查的结果，在该次调

候振荡（从季节内到数十年尺度）在内的教育模

查中，通过各国的 PMO 向船长分发了调查问卷。

块可作为公告的一个部分。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

该调查共收到船长们完成的 650 份调查问卷，委

到，目前正在和斯科利普斯海洋研究所合作，拼

员会非常感谢 PMO 以及船长们，感谢他们帮助

装一个“气候引擎”，以便用户能获取他们喜好

NMS 提高它们的海洋服务。

的气候信号并通过网站了解伴随该信号不同海洋

6.6.4

参数的变化，还可以在个人电脑上下载动画。这

结论，这些结论以文字和图表的形式列在本报告

些令人炫耀的发展需要 Lamont-Doherty 地球观

的附录 I 中。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除了资料分

象台/斯科利普斯海洋研究所和世界上其他重要

析外，很多船长还提供了关于如何改进服务的书

研究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其中 POGO 应发挥潜

面建议并描述了他们遇到的具体问题。这一反映

在的关键作用。德国（欧洲）、日本（亚洲）、澳

强调了海洋服务用户对高质量的 MMS 的重视。

大利亚-南非-巴西（南半球）“缓冲站点”计划的

委员会特别认识到提供服务的质量、内容以及在

进展仍处在实施阶段，随着 Argo 的实施，可制

某些海区服务的覆盖和时效性都有急待改进的地

作大量新的产品（包括深海盐度）并向各用户实

方。委员会要求将该调查的详细结果，包括评论，

时提供。委员会同意这确实为公告提供一个感兴

分发给提供 MMS 的 NMS，并鼓励这些 NMS 对

趣的和新的具有潜在价值的可能机会，因而再次

指出的缺点采取纠正措施。

要求公告主编和管理委员会一起，准备一份详细

6.6.5

在此过程中，委员会认识到：

提议 和实施 计 划， 并明确 其 长期 维持所 需 的 资

(a)

对海员而言，高质量、精度稳定以及随

在 CMM-12 届会上提出了下一次调查的

委员会注意到并同意该调查作出的总 的

时可以得到的 MMS 仍是十分重要的。被

金。

调查的海员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出这些服
6.6

其他服务事宜（议题
6.6）
其他服务事宜

务是非常有用的；
(b)

通过无线电传真或其他方式向海上船只

海洋气象服务监测

传输的图形天气信息深受海员的重视，

6.6.1

委员会忆及 MMS 监测计划的制定是由前

并应该在服务的继续和提高中得到优先

海洋气象学委员会于 1981 年启动的。继而制定

考虑。在开发其他海洋天气图象的传输

了监测计划的纲要，该纲要在 CMM-9 届会上通

方法的同时，鼓励 NMS 将自己内部的传

过，并于 1985 年 4 月分发给 WMO 的会员以采

真服务作为 MMS 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支

取行动。

持；

6.6.2

委员会进一步忆及，在 1989 年，CMM-10

(c)

用户对现有 MMS 的反映基本上是良好

届会指示其警报及预报分组负责评估对 MMS 的

的。但是，在某些地理区域，特别是印

监测结果，并就服务的发展提出建议。分组的报

度洋以及服务提供的其他方面还有需要

告以一项全球调查的结果为基础，提供了最新的

提高的地方。时刻表的可靠性仍是一个

关于世界不同海区的 MMS 质量的评估，该报告

突出问题，特别在南半球的某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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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无法从单一来源获得关于产品、频

6.6.9

率、时间、媒体以及地理覆盖的现有信

向会员/会员国提供必要的建议和指导。由于忆

息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关注；

及总摘要第 6.2.17 段所载的决定，委员会因此要

用户对此类服务的反应充分证实了

求服务协调组以不间断的方式进行这项审议，并

JCOMM 对 MMS 以及其分发所使用的通

协调适当的建议和指导的准备。

委员会同意将关注和评估这些发展， 并

讯系统的重视是明智的；
(e)

对 MMS 的监测是提高这些用户关注的服
务的质量以及价值的非常有效的诊断工

7.

资料管理（议题
7）
资料管理

7.1

海洋气候学（议题
7.1）
海洋气候学

具，并且应该继续系统地进行。
6.6.6

作为这些结论的后续活动，委员会同 意

需要继续在现在使用的问卷以及响应表的格式基
础上，维护系统的长期全球 MMS 监测计划。在
分发前，应该由海洋安全服务专家组对该表内容
的现时性和适用性进行格式审查。该表格将由秘
书处分发给各个国家的 PMO，继而分发给船长。
委员会决定保留关于该主题的“建议 1（CMM-

海洋气候概要方案
7.1.1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经前 CMM 第 11

次届会批准和 CMM 第 12 次届会修订。修改后
的 MCSS 与过去休会期间一样，继续向 WCP 和
海洋气候服务及应用提供重要的支持。虽然在贡
献会员/会员国中方案实施的步伐相对缓慢，但是
通过各 GCC 的行动，使得资料提供量得到持续

11）—海洋气象服务监测计划”的有效性。考虑

改 进 ，同 时 一 些 非 标准 的 工 作 规 程也 能 得 到 改

到该行动给有关 NMS 带来的开支影响，委员会

正。委员会对承担职责并作出贡献的会员/会员

向专家组进一步建议考虑通过 SafetyNET 向船长
进一步分发该问卷的可能性，以确保广泛散发。
6.6.7

委员会邀请各会员/会员国认真审议调查

的结果，包括用户提出的评论和建议，特别是同
以前调查重复的部分，并采取适当措施改正所指

国，特别是对 GCC（在德国和英国）在实施、维
护 和 改进 方 案 方 面 作出 的 重 大 努 力表 示 衷 心 感
谢。委员会强烈敦促所有可能作出贡献的会员/会
员国（也就是运行 VOS 的会员）根据统一的程
序，并应用最低质量控制，尽力将其船舶报告数

出的 不足。 鉴 于海 员对图 表 以及 图形资 料 的 重

字化并以 IMMT 格式提交给各 GCC。

视，委员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正在开展的一个项

7.1.2

目，它将在 SafetyNET 下开发一种设备，以便通
过 Inmarsat-C 以数字形式传输图形信息，并在船
上重建资料，这是 GMDSS 的一项服务。委员会
感谢澳大利亚气象局、Inmarsat 公司以及 WMO

委员会忆及各贡献会员/会员国在提交资

料前所采用的 MQC 标准最初是在 CMM-11（1993
年 4 月，里斯本）上通过，后由 CMM-12（1997
年 3 月，哈瓦那）作了修订。根据 GCC 提出的
建议，为进一步提高提交给 GCC 的 VOS 资料质

秘书处，感谢它们为开发该设备所做的努力，并

量，海洋气候分组第 8 次届会（2000 年 4 月，阿

敦促尽早完成该项目。同时，委员会强烈要求各

什维尔）对此类 MQC 标准作了一些小的补充修

个 NMS 继续支持无线电传真广播设施，这些设
施向海员提供了重要的产品。

订和更新。这些修订还包括 MQSS 版本序列号。
委员会注意到，根据 CMM-12 和海洋气候分组建
议，作出的修订内容目前已作为 MQSC 第三版成

其他海洋服务
6.6.8

委员会认识到所有用户对改进的、扩 展

的以及新型的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和服务类型的
要求正在迅速发展。这些发展包括对传统的海洋

为《 海 洋 气 象 服 务 指南 》（ WMO-No.471） 的 一
部分。在出版了该指南后，该分组做了其他修改。
委员会同意这些修订，并将其作为 MQS 标准第
四版。关于通过修订意见并将其纳入手册中的建

气象以及海洋学变量以外的资料和信息的服务需

议记录在议题 9 下。

求，以及提供与气候相关的资料和产品等类型的

7.1.3

服务需求。

委员会 满意地 注意 到，在 《国际 指定 、

补充、辅助船舶清单》（WMO-No.47）的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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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包含了前 CMM 第 11、12 次届会提出的建

正在开发交换各国航海日志数字化历史船舶资料

议，特别是以下三点：

所需的标准编码格式。认识到此类资料对补充诸

(a)

海洋气候 分组已 完成全 部数据 库字段 的

如两次世界大战、十九世纪及更早时期等资料稀

详细规范；

疏期间的资料特别重要，因而分组同意这个格式

秘书处已 用这些 新字段 建立了 一个更 新

必须灵活、可扩充且简便，以便满足此类资料中

的数据库结构；

不可预见的要求和特点，并且能简化各会员/会员

不久将在 WMO 网站上提供新的数据库，

国的实际操作。目前 S.Woodruff 先生（美国）正

可供研究、下载和更新之用。

在制订该格式即国际海洋气象归档格式，预计海

(b)
(c)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并且支持海洋气候分组提出

洋气候专家组将在一年内确定该格式，并考虑将

的以下建议：

其最终提交 JCOMM 正式通过。该格式为 ASCII

(a)

采用 IMO 船舶编号作为唯一的标识；

码，可以作为综合海洋－大气数据集的标准化及

(b)

目录应当 具有全 面的检 索功能 ，能从 中

其与英国海洋资料库融合的解决方案，以便于改

方便地提取有关各船只及其仪器的信

进准实时海洋气候产品。

息；

7.1.6

利用 IMO 船舶编号进行检索的功能能够

查有关海洋船舶编码历史的文献提供情况以及在

确定有关船舶的重复资料条目。

网上提供此类文献的可能性所付出的努力。这些

委员会忆及前 CMM 第 12 次届会有关在目录中

文献非常有价值，特别是对于正确解释档案中的

增加数字化船舶图像的建议，还注意到该建议在

观测资料尤为重要，因为这些资料很明显易受交

VOSClim 项目中得到首次实施，因而该项目可作

换时所采用的编码和格式的影响。自从 WMO 执

为未来更完整的船舶目录的示范项目。因此委员

行理事会决议通过 SHIP 编码和 IMMT 格式后，

会向海洋气候专家组以及秘书处建议，有必要为

根据过去 WMO 执行理事会、CBS 和 CMM 的决

在未来目录中增加船舶图像而准备格式和条目。

议、建议和报告，已经编写了对编码的修订列表。

委员会进一步要求秘书处一旦实施该格式即可正

委员会对分组，特别是 T. Manabe 女士（日本）

式要求 VOS 操作员提交数字化船舶图像资料。

所承担的全部研究工作表示感谢。同时，委员会

7.1.4

委 员 会 同 意 在 议 题 8.1 下 进 行 有 关

认识到仍需做大量工作来实际完成此项研究。委

VOSClim 项目的主要讨论。同时，委员会感兴趣

员会因此要求专家组将此项研究列为优先任务，

地注意到该项目中与资料管理问题特别相关的各

特别是有关 IMMT 的研究。委员会进一步支持分

个方面。为支持该项目，海洋气候分组已经拟定

组继续进行《国际指定、补充、辅助船舶清单》

了对 IMMT 格式的修订方案，以便对项目所需的

早期版本（非电子版本）的数字化工作。

(c)

委员会 注意到 并支 持海洋 气候分 组为 检

额外资料进行记录、交换和归档。此外，该项目
制定了一个扩展的元数据编目格式，以包括数字

对《海洋气象服务手册》和《海洋气象服务指南》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和《海洋气象服务指南》

化 图 像和 提 高 观 测 数据 报 告 质 量 所需 的 其 他 信

的修改

息。这些额外的元数据很多可通过扩展的船舶调

7.1.7

查报告获取，而且最终将向委员会建议，所有 VOS

完成对 CMM-12 通过的《海洋气象服务指南》

操作员采纳这些元数据作为唯一标准。委员会满

（WMO-No.471）的充分修订，修订后的版本包

意地注意到，由 NOAA 下属的 NCDC 建立了

括新增附录，以及经海洋气候分组同意所作的一

VOSClim 资料汇总中心，以及英国气象局建立了

些微小编辑改正，比如将 CMM 替换为 JCOMM。

实时监测中心，它们一起确保该项目的资料能顺

英文版的指南修订本不久将由 WMO 秘书处发

利获取并归档，并且可对这些资料的质量进行实

行，随后将适时发行其他语种的版本。同时，分

时评估，以便必要时作出迅速的响应和订正。

组指出了需 JCOMM 批准的对指南和手册的一些

7.1.5

其他修改。这些特别包括终止由英国气象局维护

委员会 感兴趣 地注 意到， 海洋气 候分 组

委员会 赞赏地 注意 到，在 休会期 间已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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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海面洋流资料中心（ISCDC）的运行。考

提 交 的部 分论 文进 行了 同 行 评议 ，同 时海 洋 气

虑到至少过去 10 年中没有向位于布拉克内尔的

候分组建议将其纳入指南作为其“变动部分”。

该中心提交资料，而且在相同时期也没有对

委 员 会支 持该 项建 议， 有 关 实施 的行 动将 在 议

ISCDC 提出提供此类资料的任何要求，委员会同

题 10 下讨论。根据成功召开 CLIMAR99 的经验，

意分组关于不再需要运行该中心的意见。委员会

委员会赞同，在召开 JCOMM-II 前召开第二次

对英国气象局在过去许多年为维护 ISCDC 所付

研讨会即 CLIMARxx 的愿望。委员会进一步同

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并建议存储在中心的资料最

意 应 扩大 第二 次研 讨会 的 范 围， 涵盖 海洋 气 候

后将移交到合适的世界资料中心。为反映出终止

问题。委员会要求 JCOMM 联合主席和资料管

ISCDC 运行的情况，还要采取行动对手册和指南

理 协 调小 组以 及秘 书处 一 起 为促 进研 讨会 的 计

作必要的修改，同时在手册和指南中包括对

划 和 召开 ，组 建一 个研 讨 会 组委 会， 并尽 快 确

IMMT 格式及 MQC 标准的修改，这两个问题分

定 主 办机 构和 可能 的资 助 者 。委 员会 还建 议 ，

别在议题 9 和议题 10 下讨论。

应考虑将该研讨会与将来的海洋观测会议和

7.1.8

2003 年举行的 1953 年布鲁塞尔大会 150 周年纪

更为普 遍的是 ，委 员会认 识到可 能会 有

类似的海洋和海洋气候资料存在，应将其找出并

念活动合并。

尽可能将其收入免费获取的资料档案中。委员会
因此要求资料管理协调小组对该情况进行审议并

ODAS 元数据格式

提出适当的后续行动建议。此外，委员会认识到

7.1.10 委员会 忆及曾 要求 海洋气 候分组 考虑 为

需要为来自各种渠道的海面洋流资料建立一个存

海洋资料采集系统（ODAS）开发综合元数据库，

档系统，它再次向资料管理协调小组提出了该问

包括系泊式和漂流式浮标、海岸平台等。该数据

题。

库可对气候档案中的 ODAS 观测资料作出全面和
准确的解释，以支持全球气候研究以及广泛的海

CLIMAR99 和 《 海 洋 气 候 应 用 指 南 》（ WMO-

洋气候应用。为此，委员会感兴趣并赞赏地注意

No.781）
）

到该分组已为元数据库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建议格

7.1.9

委员会忆及 CMM-12 同意，为促进其应

式，随后对其进行广泛的评估，并最终得到分组

用并便于更新，海洋气候应用指南今后将包括两

及代表 DBCP 的浮标运营者的共同认可。委员会

个不同的部分，分别是：

同意在议题 7.4 下对拟议的格式及正式实施的行

(a)

固定部分 ，该部 分将采 用硬拷 贝形式 ，

动进行讨论。委员会认识到迫切需要确定愿意承

并期望长期保持有效；

担这个重要元数据库工作的中心，并要求联合主

变动部分 ，该部 分涉及 新技术 和气候 变

席，和 DBCP 组长、资料管理协调小组组长以及

化等，将 采用电 子版形 式，也 可能提 供

秘 书 处一 起 磋 商 ， 尽快 得 到 有 关 承办 中 心 的 同

硬拷贝形式；

意。

(b)

为此， CMM-12 支 持 关 于 自筹资 金召 开 一个 研
讨 会 的提 议， 会议 的目 的 是 为指 南变 动部 分 提

蒲福风等级

供素材。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1999 年 9 月在

7.1.11 委员会 认识到 从蒲 福估算 反演得 到的 风

温哥华举行了 CLIMAR99 研讨会。该研讨会由

资料对全球气候研究以及业务仍然至关重要。委

加拿大气象局主办，并得到了 WMO、美国 NOAA

员会重申前 CMM 给各会员/会员国提出的建议:

全 球 计划 办公 室、 和美 国 国 家天 气局 的资 助 。

(a)

继续应用 WMO 在《海洋气象服务手册》

委 员 会高 兴地 注意 到， 大 家 公认 研讨 会开 得 非

（ WMO-No.558 ） 中 建 议 的 风 级 进 行 观

常成功，来自 30 个国家的 80 名与会者，包括

测；

所有 WMO 区域会员/会员国的代表参加了本次
会 议 。委 员会 进一 步注 意 到 ，会 后对 研讨 会 上

(b)

在气候记 录中应 保留观 测到的 蒲福风 级
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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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忆及 CMM－12 曾接受德国的提议，由

其他事宜

R..Lindau 先生来完成蒲福风等级的技术报告。委

7.1.14 委员会忆及 CMM－12 支持正由海洋气候

员会赞赏地注意到，R. Lindau 先生与海洋气候分

分组承担的对现存全球风暴潮资料进行编目的计

组一起协商，已完成此项研究工作，并注意到分

划，委员会重申了该目录对用于业务和气候学研

组建议将该报告作为纳入《海洋气候应用指南》

究的潜在价值。为此，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分

变动部分的论文之一（见议题 10 下的行动）。委

组第 8 次届会上对其承担计划所作的回顾，回顾

员会认识到 R. Lindau 先生提出的风级已考虑到

确认了一些前期的发现：

个别观测的误差偏分以及自然变率的影响，且制

(a)

定了一个程序保证正确确定蒲福风级和风速之间
共有的关系。因而委员会还支持分组关于今后将

档；
(b)

该风级用于科学目的的建议。

目前对编制全球现存资料目录存在兴
趣；

(c)
对 WCP 的支持

许多国家 对大量 的风暴 潮资料 进行了 归

对最终实 现此类 资料的 国际交 换，至 少
是区域内的交换存在兴趣。

7.1.12 委 员 会 认 识 到 海 洋 气 候 资 料 和 产 品 对

委员会支持该分组的上述意见和及其关于重新启

WCP 相当重要，并且委员会在该领域的活动有

动编目计划的建议，如有可能，在原研究负责人

持续且不断增长的价值。对此，委员会同意海洋

E. Zaharchenko 先生（拉脱维亚）以及 WDC－B

气候分组采取的行动和建议，包括：

（俄罗斯联邦）的继续协助下，开展这项工作。

(a)

由于 INFOCLIMA 与 JCOMM 直接相关

因而，委员会敦促海洋气候专家组尽力继续完成

并且重要，因而要求会员/会员国建立各

该项重要计划。委员会同时认识到需要将类似这

国网页与 WMO 服务器上 INFOCLIMA

种目录的所有的元资料目录汇总成统一的标准和

网页的链接，以提高其显示度和效率；

格式。它因此要求专家组与 IODE 在此方面密切

为《气候规范指南》（WMO-No.100）提

协作，并同时考虑将风暴潮及其他类似目录纳入

出一些新 的部分 和主题 并在其 起草过 程

IODE MEDI 目录中。

中提供帮助；

7.1.15 委员会注意到，海洋气候分组第 8 次会

(b)

(c)

寻求新增 INFOCLIMA 的条目。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在 WMO 执行理事会第
52 次届会上提出的关于在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
划、WWW 和 GCOS 之间建立紧密协作的建议，
计划的目标是实现对扩大的气候资料集数据库列
表的交互式互联网访问，该数据库可由不同的部
门和团体以及国家气候中心提供。委员会支持这
个建议，特别因为该项举措能开放 INFOCLIMA
以实现和海洋学界的融合，这正是 JCOMM 的目
标之一。委员会认识到其他正在进行的 JCOMM
活动也对 WCP 做出贡献，比如完善和继续运行
MCSS，更新《海洋气候应用指南》等。
7.1.13 委员会认识到 JCOMM 在海洋气候方面

议审议并支持相关 WMO 热带气旋机构和研讨会
关于改进全球热带气旋路径和强度数据集报告格
式的建议。这特别包括提供有关热带气旋中心半
径和最大阵风半径等额外信息。委员会认识到修
订后的格式已在所有 WMO 热带气旋区域机构投
入业务应用，并对有关方面在有效制定和实施格
式中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7.1.16 委员会 重申 现存 海浪资 料对 全球 气候 研
究和各种海洋服务所具有的潜在价值。委员会注
意到 V. Swail 先生（加拿大）准备了一份有关编
制 各 国卫 星 反 演 海 浪数 据 库 目 录 可能 性 的 调 查
表，该调查表在休会期间已分发给委员会成员，

的活动与 GOOS 气候模块和整个 GCOS 直接相

尽管回复有限，但表明在一些国家数据库中存在

关。它因此要求海洋气候专家组制定一种机制来

一些相关且有价值的卫星反演海浪资料。因而，

密切与 GOOS 和 GCOS 有关机构，如 AOPC 的

委员会要求秘书处和这些明确回复调查表的会员/

合作。

会员国联系，并提请它们向 INFOCLIMA 提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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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数据库的相关信息。

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GTSPP 最初是 IOC 的

7.1.17 委员会忆及根据 WMO 大会“第 30 号决

IODE 委员会与 IOC/WMO 的 IGOSS 联合委员会

议（Cg-5）—国际交换气象报的风速单位”所载

的联合计划。因此，GTSPP 目前由 JCOMM 和

的决定，WMO 六区协（欧洲）在 WMO 标准电

IODE 共同负责。

码中（航空代码除外）采用“米/秒”作为风速报

7.2.2

告的唯一单位。同时，委员会认识到在海员中传

开始的，当时其长期目标是开发和实施一种点到

统的风速单位是“海里/小时”，而且目前在许多

点的温度和盐度廓线资料管理系统，它可以当作

国家还在使用。对此，委员会同意海洋气候分组

未来海洋资料管理系统的一种模式。作为一个试

的意见，在气象信息风速报告中用“米/秒”代替

验计划，GTSPP 在 1990 年开始运行，同年出版

“海里/小时”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存在以下潜在的

了 GTSPP 计划的第一个版本。1996 年 GTSPP 结

问题：

束了试验期成为一个永久计划，同时撰写了一份

委员会忆及 GTSPP 的开发是从 1987 年

在船舶每 日气象 观测记 录和报 告中引 起

项目计划修订本。GTSPP 的目标在于为用户提供

混淆；

一个及时、完整、为人们熟悉的高质量海洋温度

由于采用 简单转 化方法 或舍入 程序高 估

和盐度资料和信息库。

观测值而在气候记录中引入误差；

7.2.3

(c)

带来的观测误差难以订正；

间，GTSPP 已经完成了很多工作，包括改进质量

(d)

资料分辨率的损失,尤其是在业务预报模

控制、更好的资料监测、改善的资料可获取性以

式以及气候研究中。

及在科学组织与资料中心之间加强的合作。由于

(a)
(b)

委员会赞赏地认为，在 10 年多的运行期

因而委员会建议 WMO 执行理事会和区协考虑海

这些成就的取得，GTSPP 提出的点到点的资料系

洋界的具体需求和传统，以及在海洋气候数据库

统 已 得 到 WOCE 和 SOOPIP 通 过 并 被 认 为 是

方面的潜在困难，允许在海洋天气报告中继续应

GOOS 的组成部分。通过该计划内含的理念和参

用“海里/小时”作为风速单位。

与 GTSPP 的各小组的成员，Argo 计划也将深受
影响。通过对 Argo 其他地方作出贡献，GTSPP

海洋气候学专家小组

也将对 CLIVAR 作出贡献。对 GTSPP 一直在进

7.1.18 委员会认识到，MCSS 一直为全球气候研

行不断的审查并进行修改来改进其性能以及支持

究和提供海洋气候学服务做出重大贡献；目前海

其他用户。目前正在考虑提高质量评估的效率并

洋气候资料交换和处理还有许多方面的问题需要

提供更好的 GTSPP 信息和获得资料的存取。

关注；还认识到会上已确定在今后四年需要关注

7.2.4

的一些具体事项。委员会认为前 CMM 在处理海

度和盐份廓线资料进行管理是本委员会的一项基

洋 气 候学 问 题 上 采 用的 机 制 大 体 上仍 然 是 适 宜

本工作。委员会还同意，由会员/会员国对 GTSPP

的，因此决定在资料管理计划领域设立一个海洋

的 支 持能 够 在 某 些 领域 作 出 有 价 值的 贡 献 ， 包

气候学专家小组。有关具体行动在议题 16 下进

括：

行。

(a)

委员会同意，继续与 IODE 一起对实时温

鼓励增加 近实时 传输的 温度和 盐度观 测
资料；

7.2

海洋资料（议题
7.2）
海洋资料

(b)

根据 GTSPP《质量控制手册》对有关国
家计划收 集的资 料进行 质量控 制并附 上
GTSPP 元数据和标签；

全球温度盐度廓线计划
7.2.1

委员会 很欣赏 并感 兴趣地 注意到 关于 全

(c)

延迟模式资料；

球温度盐度廓线计划（GTSPP）的现状报告，报
告包括了它的目标及业绩。委员会认为 GTSPP
是收集、管理以及向海洋、气象界传送资料和信

改善机制 以便能 按时提 交近实 时资料 和

(d)

鼓励国家 研究机 构开发 资料和 信息产 品
作为科学 质量保 证的一 部分并 为国内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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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7.2.5

国际的用户服务；

码传输资料的情况。委员会赞同必须按用户的要

积极获得 以前没 有交换 过的温 度和盐 度

求和最佳科学操作方法不断推进 SOOP 资料管

资料；

理。

提供可供 GTSPP 资料管理中心使用并可
分发到各会员/会员国中心的软件。

JCOMM 下未来的海洋资料管理

委员会注意到根据 SOOPIP 的建议，已经

7.2.8

委员会 认为对 海洋 资料管 理的要 求广 泛

制定了一项关于组建一个国际计划来管理表面盐

而复杂。不能想当然地认为 JCOMM 与 IODE 合

度的建议并且该建议已提交给了 2000 年 11 月在

作将会具备所有的专业知识的能力来设计和执行

里斯本召开的 IOC/IODE 第 16 次届会。同时委

所需的系统。然而，有很多外部的机构可以成为

员会还注意到该建议的基本概念就是开发出一种

资料管理系统设计组的一部分并在系统执行时提

与 GTSPP 相似但适用于处理表面盐度值的点到

供资料管理服务。它们也拥有能完成资料处理和

点的系统。这种资料对于理解气候和模拟上层海

管理服务的中心，并因而能以相关专业资料中心

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IODE 已经建议建立一个

的身份与 JCOMM 和 IODE 携手合作。

示范计划，同时成立一个指导小组来讨论资料管

7.2.9

理的规范并负责执行和监督这个示范计划，在此

初始资料要求已更加明确，JCOMM 和 IODE 通

过程中用结合利用 WDC-A 和 ICES 目前的结构

过与 GOOS/GCOS 协商就能更好地确定在开发和

以及会员/会员国的一些科学实践。计划的最初参

执行管理此类资料所需的点到点的系统方面的责

加者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希腊、英国、ICES

任。总的来说，它认为科学小组或设计单位应负

和 WDC-A（美国）。上述讨论将立即通过电子邮

责系统的科学性问题、科学标准、用户产品以及

件开始进行。委员会认识到加强海表盐度资料收

对点到点资料管理的总体要求。JCOMM 和 IODE

集和谨慎管理的必要性受到诸如 OOPC 之类的的

将根据 GTSPP 和 WOCE 已研制的模式提供资料

小组的高度重视。

管理的问题，资料流的整合，将各种各样的资料

7.2.6

集传输到广大的用户。

委员会欢迎该倡议，并认为它非常有用。

委员会认为，现在对 GOOS 和 GCOS 的

然而，委员会注意到，要坚持 JCOMM 的原则，

7.2.10 委员会 认为点 到点 海洋资 料管理 的基 本

对气象和海洋观测进行整合，并提供满足用户需

重点必然是在物理资料以及 JCOMM 和 IODE 目

求的多参数产品和服务，它正寻求对这种完整的

前已取得一定经验的资料上。另一方面，GOOS

资料管理系统的更广义的解决方式。进而，委员

开 始 深入 考 虑 和 涉 足其 他 类 型 海 洋资 料 ， 如 化

会注意到，已确定了类似的需求，包括各类海岸

学、生物资料。这需要 JCOMM 和 IODE 作出一

和表面洋流资料。因此，委员会要求资料管理协

些努力来考察需求并开始制定程序和开发设施以

调组加紧研究完整的海洋和气象观测的点-点资

便不必改变现有系统活动就能有效参加 GOOS 这

料管理的全面问题，并为委员会制订一项策略。

些方面的工作。

对于具体的 IODE 海面盐度试验计划，委员会要

7.2.11 委员会 同意， 开发 和实施 有效的 全面 资

求 资 料管 理 协 调 组 ，通 过 资 料 管 理工 作 专 家 小

料管理工作具有高的优先级。委员会注意到，成

组，就有效参与提出一个机制方面的建议。

立一个资料管理工作专家组会为解决这一高优先

7.2.7

关于 SOOP 资料管理，委员会注意到在

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机制。委员会认识到继续

利用实时资料分发系统多余的带宽传输全分辨率

开展 GTSPP 计划的价值，并建议与 IODE 一起

的 XBT 资料（正如上层海洋热力评估中所建议

将其作为资料管理规范专家组的计划。考虑到总

的）方面的需求。委员会认为 Inmarsat 之类的通

摘要第 7.2.6 段的结论，委员会进而同意，当务

信系统已经具备足够的带宽而且通过使用 BUFR

之急是要对点-点资料管理功能的总体需求进行

码在 GTS 上实时分发 XBT 资料能最终解决这个

审议和评估，以及非常需要与 IODE 一起进行这

问题。因此它非常鼓励 SOOPIP 最终调查用 BUFR

项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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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浮标和浮桶（议题
7.3）
浮标和浮桶

组提供了包括适当元数据的新格式（见议题

7.3.1

委员会 回顾了 适合 表层漂 移和系 泊浮 标

7.4），并认识到各种应用的元资料系统最终应统

计划以及次表层浮桶的资料管理系统的现状，详

一。为推动新格式用于漂移浮标这一任务，要求

见下文。这些系统目前分别通过 DBCP 和 Argo

制 造 商每 次 交 付 新 漂移 浮 标 时 填 写标 准 化 的 表

试点项目协调。委员会同意 DBCP 机制已经证明

格。专家组也建议对浮标的校准程序应予以充分

了其有效性，这些机制应继续进行，并且通过数

记录、存档，最后提交给分组。

据管理计划领域协调组在 JCOMM 内综合。委员
会也同意资料管理程序试用于次表层浮桶前景看

GTS 和实时分发

好，并鼓励 Argo 计划推进其有关活动，以便最

7.3.5

终在 JCOMM 内包括这些资料管理程序。

GTS 上分发 BUFR 电码浮标资料。在 2003 年执

委员 会 赞 赏地 注 意 到专 家 组 设法 开始 在

行的 Argo 发展计划已经包括必需的软件开发。
数据浮标合作专家组

DBCP 关于修正 BUOY 电码的建议已获 CBS 批
准，并于 2001 年 11 月执行。该修正将允许用

存档
7.3.2

BUOY 电码进行元数据编码（即风速计高度、浮
委员会忆及加拿大海洋环境资料局运行的

IOC/IODE 国家海洋资料漂移浮标责任中心对表

标类型）。执行 BUFR 电码后，在几年的过渡期
内 GTS 上将继续分发 BUOY 格式资料。

层漂移和系泊浮标资料进行了质量控制和存档。
法国气象局管理的负责有关前 IGOSS 漂移浮标

质量控制

的专业海洋中心（SOC）也从 GTS 提取了 BUOY

7.3.6

电 码 报告 ， 并 根 据 这些 资 料 制 作 了许 多 监 控 产

执行了实时自动质量控制检查，其实际上处理了

品。此类产品包括船舶及漂流浮标的风、气压、

GTS 分发的所有漂移浮标资料和一些系泊浮标资

气温和海面温度报告的月全球分布图。SOC 报

料（包括来自 TAO 的资料）。通过 DBCP 各种质

告了目前浮标资料量通常多于 VOS 计划获得的

量控制指南实现对 GTS 浮标资料的延时质量控

资料，即使在 VOS 船覆盖较好的区域也是这样。

制。负责 GTS 浮标资料质量控制的基本气象或

在这方面，委员会对几个国际资料中心处理同类

海洋中心向浮标作业单位日常提供有关其浮标资

资料的有效性表示疑虑，并要求 DBCP 和船舶观

料质量的信息（即特殊问题报告、浮标监测统计

测组共同研究这一问题，以便为资料管理协调中

表）。质量控制指南在确保资料质量方面仍然非

心和观测协调组提出适当的建议。

常有效，这些指南保持了最高的水平。最近的统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 Argo GTS 子系统中

计表明，观测资料与 ECMWF 气象模式第一猜测

特定机制

场之间气压浮标资料均方根误差量级为 1.2hPa，

7.3.3

委员会注意到 DBCP 行动组，如全球漂

风速浮标资料均方根误差为 2 至 3 米/秒。委员

移浮标计划和 TIP，也维持了自己的资料管理系

会认识到质量控制工作的重要性，并敦促其他中

统，主要为用户提供科学质量的延迟资料。资料

心作为基本气象或海洋中心参加此工作。

显示产品也可通过 TAO 和 PIRATA 的网站获得。
科学资料集也提供给主管的国家海洋资料中心/数

资料浮标工作组

据库及适当的世界资料中心。

7.3.7

随着 JCOMM 的成立，及 DBCP 向 JCOMM

所做的汇报，委员会批准将该专家组任命为

元数据
7.3.4

JCOMM 资料浮标工作组。
委员会认识到海洋气候分组对所有海洋观

测系统元数据收集和存档进行了监督，包括漂移

ARGO

和系泊浮标。委员会注意到 DBCP 设法最终向分

7.3.8

委员会认识到 Argo 是相对新的计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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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管理程序仍在朝着标准化方向发展。2000 年

有关的这些方面的现状，包括刚刚过去的届会休

10 月 3—5 日在 Brest 由法国海洋勘探研究所主

会期间执行的具体行动。

办召开的 Argo 资料管理分委会第一次会议同意
了一些基本原则。此类原则包括：（a）需要连续

电码和格式

评价 Argo 满足需求的能力的产品；（b）在实时

7.4.2

GTS 交换（TESAC，然后 BUFR）、因特网交换

GTS 字符数字海洋电码（SHIP，BUOY，BATHY，

和元数据方面采用相同的格式；（c）需要一个特

TESAC，TRACKOB，TEMP SHIP，WAVEOB）、

有的浮桶标识符；(d) 在不同的 Argo 资料中心使

表驱动电码（BUFR 和 CREX），以及延迟交换格

用相同的自动质量控制测试；(e) 评价不同延迟

式（如：IMMT 和 SIGRID）。委员会关切地注意

质量控制程序和最终实现标准化存档；(f) 建立

到并赞赏在过去届会休会期间 CBS 就有关海洋

至少 2 个全球 Argo 资料中心（即美国的 GODAE

字符数字 GTS 电码修订所采取的如下行动：

和法国的 CORIOLIS Argo 资料中心)；(g) 向 Argo

(a)

委员会忆及有关的电码和格式包括现行的

1997 年 11 月 5 日执行的对 BUOY 的修

信息中心提供浮桶位置；(h) 确立美国国家海洋

订，包括地点质量等级。对 BUOY 的新

资料中心为 Argo 长期资料保管单位。目前正在

的修订从 2001 年 11 月 7 日起执行，允

起草的《Argo 资料管理手册》将包括 Argo 资料

许在实时 资料报 告中包 含一些 浮标元 数

管理的所有方面。Argo 特设资料管理分委会已成

据资料；

为国际 Argo 科学小组的正式分委会。委员会赞

(b)

2000 年 5 月 3 日执行的对 BATHY 的修

赏地注意到 Argo 资料管理和 IODE 系统间已建

订，以十进制格式给出地点；对 TESAC

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预期这种合作今后将得到

的修订， 也给出 十进制 数位以 及包括 记

加 强 。 委 员 会 特 别 高 兴 地 注 意 到 在 IODE 和

录器类型 的信息 ；新电 码版本 现分别 以

JCOMM 内运行的资料中心都加入了 Argo 资料管

JJVV 和 KKYY 标识符作为前缀；

理分 委员 会 。委 员会将 其视 为 JCOMM、 IODE

(c)

和科学计划之间合作的积极范例。
7.3.9

委员 会 赞 赏地 注 意 到英 国 对 建立 南大 洋

对 SHIP、TEMP

SHIP 和 WAVEOB 的

小修订。
7.4.3

然而，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 CBS 没有采

Argo 区域资料中心的承诺。关于这一点，委员会

纳对 SHIP 的修订建议，它包括对 VOSClim 项

认识到“区域资料中心”一词可能有两种理解，

目的附加观测资料要素。作为一般性的政策，CBS

即如同英国对南部海洋所做的规划，是处理来自

不再接受对字符数字电码的修订，这是向表驱动

一地理区域内的资料，或者满足一个区域内的若

电码 BUFR 和 CREX 过渡总战略的一部分。在此，

干国家的需要。委员会认为这一问题应在通常的

委员会注意到：

整合概念下进行讨论，这意味着对不同的中心和

(a)

有关海洋资料的 BUFR 主表 10 的编写于

资料类型采用共同的规则和流程。

1998 年完成，BUFR 现在能够用于所有

7.3.10 委员会同意 Argo 资料管理程序应最终在

类型海洋资料的 GTS 交换，包括化学、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内考虑。委员会因此要求资料

生物和物理资料；

管 理 协 调 组 审 议 继 续发 展 Argo 资 料 管 理 并 与

(b)

Argo 资料管理分委会紧密联系。

另一方面，CREX 虽然已基本业务化，仍
需要在海洋资料方面进行改进；

(c)

根据 DBCP 协议，预期将从 2003 年早些

7.4

框架（议题
7.4）
框架

时候开始在 GTS 上分发 BUFR 形式的浮

7.4.1

委员会认识到 JCOMM 资料管理框架包

标资料，并继续并行分发 BUOY 形式的

括实时资料和延迟资料交换的电码和格式，资料
收集、交换和分发的通信设施，资料质量和资料
传输的监测。以下段落扼要回顾与 JCOMM 工作

相同资料；
(d)

CBS 正计划从 2002 年晚些时候开始逐渐
扩大采用 BUFR/CREX，同时逐步淘汰字

26

WMO/IOC JCOMM 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符数字电码，2002 年 CBS 特别届会将审

SIGRID 电码，并作为 WMO《海洋气象服务手册》

议这一过渡的详细计划。

的附件。海冰分组开发了该电码的缩短版本

委员会认识到表驱动电码与传统字符数字

（SIGRID-2），以便于历史海冰图表资料的数字

电码相比在通用性和灵活性上有很大的优势，并

化和存档。委员会注意到海冰分组正制定对

且容易扩充以满足所有观测需要，包括国家对特

SIGRID 和 SIGRID-2 一系列的修订，以便把波罗

殊资料交换的需要。在这点上,委员会特别认识到

的海海冰资料库原始资料转换成 SIGRID 时保持

BUFR 对 GTS 上新的海洋学资料交换（一旦需要

其准确率。目前，正与 IICWG 一起采取行动，

时）的潜在价值。委员会因此要求观测和资料管

开发一种基于 SIGRID 的先进格式，支持以电子

理协调组密切注意这类需求，在适当的时候开始

图的形式交换海冰资料。采纳该修订的特别行动

行动，以 BUFR 编码和分发新的海洋学资料。委

见议题 6.3 和议题 9。

员会也敦促 Argo 项目尽可能早地用 BUFR 编码

7.4.8

和用 GTS 分发该项目的廓线漂浮资料。

瓦那）要求海洋气候分组考虑开发 ODAS 的综合

7.4.5

然而，与此同时，委员会同意这种过渡除

元数据库，包括系泊和漂移浮标、近海平台等。

了给许多 NMS 带来问题（CBS 正以整体方式处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该分组已经开发了一个资料

理这一问题）外，还有其他具体涉及海洋资料收

库格式，DBCP、有关会员/会员国和专家对此进

集和交换的问题，特别是船舶报告编码。一方面

行了广泛审议，最终在该分组第 8 次届会（2000

诸如 BATOS、OBS-JMA、SEAS 和 TurboWIN 等

年 4 月，阿什维尔）上通过。委员会重申 ODAS

自动系统可以并最终得以改进以便实现

元数据存档对于完全和准确地解读平台资料是有

BUFR/CREX 编码，但许多报告，特别是基本船

价值的。因此，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该主题的建议

舶气象报告仍是手工编码，这种状况可能须延续

1（JCOMM-I）。同时要求一个或几个感兴趣的会

相当一段时间。委员会认识到，改变船舶 CREX

员/会员国考虑保存档案。它还敦促会员/会员国

信息的手工编码方式尽管理论上可行，对船舶方

经常提供维护这种和其他海洋元数据的最新目录

而言接受的可能性甚微，其结果将进一步减少已

所需要的信息。

7.4.4

委员会忆及 CMM-12（1997 年 3 月，哈

经很缺乏的船舶天气报告。委员会因此要求
JCOMM 管理委员会研究该问题并与 CBS 协商，

通信

旨在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7.4.9

7.4.6

委员会忆及 CMM-11（1993 年 4 月，里

和海洋资料的若干种现有的海洋通信设备。其中

斯本）采纳了 IMMT 格式（IMMT-1）的更新版

一些系统是陆基的，如通过 CRS 的传统的高频/

本，并收录在 WMO《海洋气象服务手册》中。

中 频 服 务 ， 其 他 的 则 利 用 卫 星 技 术。 后 者 包 括

该格式用于延迟海洋气候资料的国际交换，特别

Inmarsat 系 统 、 Argo 和 利 用 静 止 气 象 卫 星 的

是在 MCSS 中。委员会注意到海洋气候分组已对

IDCS。另外，新的卫星系统，如：Orbcom，也

这 种 格 式 作 了 略 微 修 正 （ IMMT-2 ）， 它 包 括

具有从海洋平台收集气象和海洋资料的潜力。

VOSClim 项目要求的附加信息。委员会同意该版

7.4.10 委 员 会 认 识 到 由 于 船 舶 几 乎 都 改 用

本的格式应于 2003 年 1 月 1 日在全球执行，最

Inmarsat 系统向海岸传输报告，用 CRS 收集船舶

终取代 IMMT-1，以便于提供资料的会员、全球

气象和海洋观测资料的作用迅速减小。委员会进

收集中心和 MCSS 责任会员有足够的时间作准

一步认识到，其结果是 CRS 收集的 SHIP 报告的

备。同时，委员会认识到该格式已经在有限的基

数量正在减少。这就引起了一些会员，特别是没

础上在 VOSClim 项目中得到应用。该问题的特

有 LES 而不得不依赖 GTS 传输大部分 VOS 资料

别行动见议题 9。

的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因此，委员会敦促会员：

7.4.7

(a)

委员会忆及 CMM-10（1989 年 2 月，巴

黎）采纳了用于数字海冰资料延迟交换和存档的

委员会忆及用于收集和传输海上船舶气象

通过 LES 接收 VOS 报告的会员要确保这
些报告输入 G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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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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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接收其有关区域 VOS 报告的会员确

（CMM-11）—利用 Inmarsat 收集气象和海洋信

保向其“上游”的 RTH 索取 GTS 上的有

息”，认为建议 8 仍有意义，决定该建议继续有

关 SHIP 公报。

效。委员会也敦促 WMO、IMO、IMSO 和 Inmarsat

7.4.11 委员 会 认 识到 Inmarsat-A 和 Inmarsat-C

公司继续密切合作，确保 Inmarsat 的新技术发展

系统为从船舶向海岸传输气象和海洋资料提供了

得到充分利用。委员会在此注意到本报告附录 II

廉价的传输方式，电码 41 短拨号程序的使用确

中给出的目前的 Inmarsat 覆盖范围现状。

保了向 NMS 而不是向船舶收取传输费用。随着

7.4.14 委员会认识到 Argos 系统仍是从偏远的无

1999 年 2 月 1 日 GMDSS 的完全实施，SOLAS

人海洋平台（漂移和系泊浮标以浮桶）以及一些

下 的 船 舶 ， 包 括 绝 大 多 数 VOS 都 装 备 了

船 舶 和偏 远 的 陆 地 站 收 集 和 定 位 资料 的 主 要 机

Inmarsat-C。委员会注意到并非所有的 LES 有电

制。特别是与其他替代系统相比，Argos 也通过

码 41 设备或与当地 NMS 有使用协议，在 WMO

GTS 处理子系统提供广泛的地面处理设备，其中

网址上有使用电码 41 进行 VOS 报告的 LES 的清

包括简易的自动质量控制、WMO 标准电码编码

单。委员会对在刚刚过去的届会休会期间加入到

和 GTS 分发。Argo 系统的非商业用户可享受低

清单里的 Arvi（印度）和 Yamaguchi（日本）表

税率（每年在关贸总协定会议期间与 CLS/Service

示赞赏。与此同时，委员会对只有少量的 NMS

Argos 就该税率进行谈判）中获益。Argos 系统的

承担 Inmarsat 收集 VOS 报告的费用再次表示关

全球使用继续扩大，特别是在 Argos 有奖使用方

注。委员会因此敦促所有其他有 LES 的国家气象

案框架内，该方案允许系统用户更多地利用系统

局就使用电码 41 问题作出安排，既减少所有会

的能力而对用户和 CLS/Service Argos 都不增加花

员的个体费用负担，也增加报告的收益和 GTS 的

费或花费很少。

报量。委员会还认识到，在 LES 和与其有关的国

7.4.15 委员会感兴趣并赞赏地注意到 CLS/ Service

家气象局中间，由于受只在某些个例中应用的限

Argos 正不断地加强其装备和服务。这些加强无

制，对使用电码 41 接收船舶报告的政策明显缺

论是最近执行的或即将执行的都包括对卫星覆盖

乏一致性，结果导致损失了宝贵的资料。它因此

和及时性的改进、更高的系统能力和资料率、更

要求船舶观测小组与资料管理协调组及其通讯专

宽的带宽、廓线漂浮资料的处理、GTS 子系统内

家一起审议该问题，可能的话，应考虑拟定电码

的 BUFR 编码器（预计 2003 年初实施）、未来与

41 使用的通用政策和方法，特别是能使这种局限

平台的双向通信。委员会同意在未来许多年 Argos

性降到最低程度的政策和方法。

系统仍可能是从偏远海洋平台收集和资料定位的

7.4.12 委员会忆及有许多用于在船上编辑气象和

主要设备。委员会特别感谢 DBCP 及其技术协调

海洋报及通过 Inmarsat 传输资料的软件包。此类

员在与 CLS/Service Argos 合作以增强 Argos 系统

软件包包括 BATOS（法国）、OBS-JMA（日本）、

对用户及其需求的价值和响应方面所作的努力。

SEAS（美国）和 TurboWIN（荷兰）。SEAS 以二

委员会鼓励会员/会员国在任何适当的地方利用

进制压缩格式对信息进行编码，极大地减少了通

Argos 那样的通讯系统。

过 Inmarsat-C 传输的费用，但此类传输仅适用于

7.4.16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 IDCS 仍然允许从偏

美国的 LES。其他系统都以标准码格式编码，作

远的海洋平台收集资料，并且感谢提供此项服务

为 电 传信 息 传 输 。 委 员 会 认 识 到 这些 系 统 的 价

的各卫星运营方。鉴于所有 IDCS 地球静止卫星

值，特别是在方便船上人员作业，提高资料质量

都有尚未利用的资料收集能力，并且系统可以收

及减少传输错误方面。委员会建议所有可供使用

集包括海平面观测在内的许多类型的环境资料，

的系统的信息都应提供给 VOS 运营方，并敦促

委员会敦促会员/会员国考虑尽可能地利用船舶资

所有尚未行动的 VOS 以及 SOOP 运营方尽可能

料收集系统的这一重要部分。

利用此类系统。

7.4.17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有许多最终将用于

7.4.13 委员会注意到上述情况并回顾了“建议 8

收集自动海洋平台资料的商业卫星通信系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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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系统或已投入业务或尚在计划中。虽然大多数

7.4.20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除了 CBS 监测外，

系统提供了诱人的设备，如双向通信、可靠的大

多年来 DBCP 一直在运行一套在 GTS 上的 BUOY

的资料传输量以及近实时覆盖，委员会认识到在

码资料质量控制指南。这些指南是在 DBCP 技术

许多情况下，系统的未来是不确定的。这种关注

协调员协调下，气象和海洋业务中心、浮标运行

源 于 气 象 和 海 洋 界 对 卫 星 运 营 方 缺乏 影 响 。 在

单位和 CLS/Service Argos 共同努力的结果，它已

Orbcom 系统的特殊情况下，许多浮标和浮桶的

被收录《全球观测系统指南》（WMO-No.488）。

作业单位通过实施该系统产生了良好的结果，但

指南能识别一些特定变量的持续性错报告（特别

对 其 长期 财 政 能 力 已 经 产 生 了 一 系列 疑 问 。 然

是气压），并且能重新校准或从 GTS 分发中删除。

而，委员会同意跟踪该系统发展的重要性，因此

这些指南的使用及其与模式改进相结合，已经使

要求在 JCOMM 内广泛分发 DBCP 对新通信系统

浮标报告和模式第一猜测场之间 RMS 差异显著

的回顾结果。

减少。委员会对 DBCP 所做的工作表示祝贺，并

7.4.18 委员会认识到 GTS 仍将是全球海洋资料

敦促继续开展这些工作。

和产品实时交换的主要机制。同时，GTS 的替代

7.4.21 委员会进一步赞赏地注意到 ASAP 专家

设备和程序，特别是基于因特网技术的，显然正

组和 SOOPIP 也通过与有关气象、海洋资料和分

在气象和海洋资料交换中越来越多地得到使用。

析中心合作，定期监测次表层和高空探测资料，

委员会注意到 CBS 已经深入着手研究此项技术，

并采取必要的改进行动。在 SOOP 中，技术协调

研究将其作为 WWW 一部分和既作为 GTS 的一

员既是监测及后续行动的核心又是协调机制。委

部分又作为其替代的一部分。考虑到确保在实时

员会认识到这种监测对实时和延迟资料用户的重

海洋资料交换中实施和使用最佳设备和程序的需

要意义，敦促未来继续进行监测。

要，委员会同意 JCOMM 介入此工作并作出贡献

7.4.22 委员会认识到作为 WMO 秘书处日常协

是必要的。委员会因此要求管理委员会以及资料

调工作的一部分，GTS 上各类海洋资料传输的监

管理计划领域协调小组确保 JCOMM 适当参与

测是在 WWW/GTS 总的监测内进行的。监测结

CBS 有关资料交换的活动。

果向 WMO 会员以及其他有兴趣的组织和机构通
报，并通过秘书处协调后续行动。另外，委员会

监测

赞赏地注意到法国气象局作为前 IGOSS 和 GTS

7.4.19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英国气象局已经在对

上 SHIP、BUOY、BATHY 和 TESAC 电码格式

GTS 上收到的 SHIP 和 BUOY 报的质量进行连续

资料交换专业海洋中心所进行的监测工作，监测

监测，以履行其作为 CBS 地面海洋资料质量监测

报告每月出版。作为监测的一部分，还制作了诊

中心的职责，以及正在扩大该活动以满足

断图，以 500x500 平方公里范围为单元对特定变

VOSClim 的需求。定期的浮标资料质量报告已分

量（气压和温度，SST 和地面风）的来报情况与

发给 DBCP 技术协调员，以便采取可能的后续行

WWW 的要求作比较。这些分析能立即发现资料

动 。 用月 报 来 确 认 对 某 些 变 量 有 系统 误 差 的 船

稀少的海区以促进适当的后续行动，如：增加浮

舶，这些月报直接分发给有关的 NMS/PMO，类

标布设。委员会对法国气象局所做的工作表示感

似信息的详细的 6 个月一次的报告将送 WMO 秘

谢，要求其继续发挥前 IGOSS 的作用，以此作为

书处供采取后续行动。根据这些报告，秘书处将

对 JCOMM 工作的贡献。

与有关的 NMS 联系，要求采取改进措施。委员

7.4.23 委员 会同 意这 些 监 测工 具 对 平台 作业 单

会高兴地得知这些有关的监测和后续行动已经导

位、资料用户和秘书处有重要价值，如果分析能

致在 GTS 报告中出现持续误差的船舶数量明显减

拓展到其他海洋变量（包括次表层）将更有价值。

少。委员会对英国气象局所做的监测工作表示感

委员会因此欣然接受法国关于同 JCOMMOPS 在

谢，并敦促在未来继续进行该活动以及协调后续

此问题上保持联系的提议，目的是拓展这种监测

的行动。

工具及显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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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4 委员 会 赞 赏地 注 意 到德 国 和 日本 也在 前

心。若干个全球信息系统中心组成未来系统的最

IGOSS 的框架内，进行了不同类型海洋资料交换

高层次。它们应当收集来自其责任区各中心的并

的常规监测工作。委员会肯定了这些监测对应用

拟进行全球交换的全部观测资料和产品,并对观测

和用户集团的价值，要求继续进行监测。同时，

资 料 进行 整 合 。 几 十 个 中 心 将 成 为专 业 产 品 中

委员会同意 IGOSS 属下的 SOC 和海洋监测总系

心。现有的 WMO RSMC 将起 SPC 的作用。然而，

统需根据 JCOMM 的需求、作用和运作进行评估

许多增加的中心也将作为 SPC，包括开展特殊观

和适当的重组。委员会因此要求资料管理协调组

测的单位(例如：Argos,Arinc),研究项目和提供特

支持管理委员会在未来的届会休会期间进行综合

别学科需求的产品的中心。国家中心将成为 WMO

回顾，就此问题向 JCOMM-II提交具体的建议。

信息系统的基础。许多国家中心将成为 NMHS 的

7.4.25 委员会认识到数据流和业务系统质量的有

一部分，但其他一些中心则要承担有关 WMO 计

效监测的价值和重要性，敦促会员/会员国以及

划的非 NMHS 的国家责任。

时、有效的方式对已找到的问题做出响应。它进

7.4.28 CBS 已经同意继续承担跨计划专题组的

一步认识到在服务领域、观测计划领域和资料管

工作，并要求它：

理领域都需要这种监测。委员会因此要求管理委

(a)

评估 WWW 和其他 WMO 计划包括联合

员会在考虑会员/会员国已采取的一些行动后拟定

计划对资料交换的要求(容量时效及联

出适用于 JCOMM 的监测综合战略。该战略应考

接)；

虑到 CBS 和其他有关小组的监测活动，并与之保

(b)

和预期的能力状况，并开展试验研究；

持一致。委员会重申监测信息流对点-点系统所有
各点的重要性，并要求资料管理协调组在资料管

评估公共和专业资料通信网和服务在当前

(c)

构思未来 WMO 信息系统，以便经济有

理计划领域内实施一种提供及时、准确的资料和

效地满足 WMO 对实时和非实时资料交

产品信息的机制。

换的需求；
(d)

开发一个包括应用建议和中心职责在内的

WMO 未来信息系统

项目计划，为实施改进的信息系统提出步

7.4.26 委员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 WMO 基本系统

骤。

委员会最近已批准关于未来 WMO 信息系统跨计
划专题组的建议。未来 WMO 信息系统应：
(a)

包括 对特别 需 求和 常规资 料 分发 提供 支
持；

(b)

包括一本资料系列目录，使用户能够确定
他们所需的资料和产品；

(c)

最大可能地实施公开的全球标准。

分发专门的非常规产品应当采用请求/回答或者
“拉 ”系 统 完 成 。 定 时 收 集 和 分 发 应 当 由 一 个
“推”系统完成。该系统的执行可采用一系列技
术的组合。“推”和“拉”系统并行操作，供 WMO
资料产品的所有用户使用。
7.4.27

7.4.29 JCOMM 认为，由于未来的 WMO 信息系
统跨计划专题组正在研究一个很可能会对业务海
洋和海洋气象学产生影响的问题。它要求资料管
理协调小组密切关注这项工作。尤其要确定
JCOMM 的特殊需求以便提供给 CBS 专题组。委
员会进一步认识到编码和格式对于 JCOMM 所有
活动的有效实施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与气象学
一样，海洋学家也制定了他们自己的方法（自描
述 ASCII 格式、NetCDF 等），因此需要立即采取
行动研制气象和海洋系统间的接口。委员会要求
资 料 管 理 协 调 组 通 过 指 派 一 位 专 家代 表 其 参 加
WMO 未来信息系统跨计划专题组，对这一问题
进行研究。

“跨计划专题组”为未来 WMO 信息系

统开发了一个“逻辑结构”，它与现行 GTS 是明

标准海洋元数据语言

显 不 同的 ， 它 包 括 对 参 与 中 心 三 个新 层 次 的 定

7.4.30 委员会认识到可对海洋界不同部门之间实

义：全球信息系统中心、专业产品中心和国家中

时以及延迟模式海洋资料交换工作进行改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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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机构包括各种各样的组织、研究机构、船只、

大量的挑战。在遥测、标准和格式、资料组合、

卫星、锚定仪器、漂浮仪器、政府机构以及商业

科学和资料管理部门的合作、对现代信息技术的

公司，它们可能既是资料的提供者，又是资料产

理解、业务和科学资料交换的格式以及沿海和生

品的接收者（另见总摘要第 7.4.1 段）。气候研究、

物观测和非常规海洋观测的处理方面存在重要问

环境研究及管理、遵守国际条约和公约以及商业

题。委员会注意到对现有问题以及未来要面临的

活动都需要实时的海洋资料。
7.4.31 委员会同意，标准海洋元资料语言将促进
这些部门内外的海洋资料的交换。特别是需要标
准化的海洋元资料语言以促进资料的快速交换，
在实时模式同化之前对来自不同来源的海洋资料
进 行 整合 ， 以 及 促 进 模 式 资 料 产 品和 预 报 的 分
发。

问题没有合适的范畴和评估，对气候和物理海洋
学也没有形成一致的战略和实施计划。此外，还
缺乏资金和知识方面的足够投入。
7.4.36 委员会忆及，总摘要 第 7.4.9 至 7.4.18
段 提 请 注 意 目 前通 信 系 统 的 优势 和 缺 陷 。 委 员
会 认 同 ， 除 非 立即 采 取 坚 决 的行 动 ， 正 在 出 现

7.4.32 委员会忆及 EuroGOOS 是欧洲国家中致

的 和 未 来 的 需 求可 能 大 大 地 超出 能 满 足 需 求 的

力于发展业务海洋服务的政府机构联合组织。委

能 力 。 委 员 会 注意 到 一 些 小 组正 在 积 极 地 研 究

员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 EuroGOOS 已经同 IODE

此问题。

的组长、WMO CBS 综合资料管理专家组的组长、

7.4.37 委 员 会 进 一 步 忆 及 , 总 摘 要 第 7.4.2 至

ICES 的 所 有 代 表 以 及 水 力 机 构 （ 荷 兰 RIKZ

7.4.8 段提出的建议行动强调了迫切需要对元资

Walllingford 的 HR）开始了通信联系，他们都已

料和资料本身的标准形成一致，如海洋 XML（总

经开始考虑发展一个 XML 海洋联合体的价值。

摘要第 7.4.30 至 7.4.34 段）。委员会注意到国际

EuroGOOS 也已经同对海洋 XML 未来发展感兴

社会在空间资料标准方面作出的努力，以及 CBS

趣的工商业组织进行了协商。在这种情况下，委

未来 WMO 信息系统跨计划专题组就通过国际

员 会 注 意 到 GOOS 指 导 委 员 会 已 经 建 议 支 持

标准形成的结论。它对诸如 OOPC 和 Argo 项目

XML，并指出应该为 XML 制定单一的标准，以

为 确 定 资 料 来 源和 维 持 资 料 及资 料 集 完 整 性 所

及 EuroGOOS 应该促进在欧洲对 XML 的讨论。

开 发 的 严 格 流 程方 面 的 工 作 表示 欢 迎 。 委 员 会

7.4.33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国际海洋 XML 联盟

还 注 意 到 有 关 非物 理 和 非 常 规资 料 标 准 的 特 殊

的 建 立 ， 它 将 对 可 能 被 公 认 为 开 放标 准 的 海 洋

问 题 ， 以 及 使 现有 资 料 存 储 与新 标 准 一 致 的 问

XML 技术规范的拟定进行管理。委员会还注意

题 。 委 员 会 认 识到 ， 资 料 管 理方 面 的 一 些 先 进

到 IODE 在其第 16 次届会上建议加入联盟，该联

系 统 已 用 于 气 象、 海 洋 以 外 的活 动 ， 及 通 过 采

盟将包括来自政府、学术界、研究和商业领域的

用共用标准来实现互用性。委员会认为，观测、

成员。

资 料 交 换 和 资 料集 的 标 准 对 资料 管 理 活 动 来 说

7.4.34 委员会认为明年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

是基础性的需求。

为在明年海洋界的所有的部门将能够审议通过标
准化的海洋元资料语言。委员会要求资料管理协
调组立即着手为 JCOMM 活动解决一个公认的标
准海洋标注语言的问题。特别是，协调组应提出
一个考虑到海洋 XML 联盟、CBS 有关活动和与
标准海洋元数据，即如 XML 这样的标注语言有
关的国家活动的策略。该策略还应考虑一些已得
到承认的标准，如 GIS-ML。

7.4.38 委员会认为，质量控制和保证流程需与已
采用的流程一致，及需进一步了解来自例如气候
变化评估和环境管理领域的需求。进而，委员会
同意需要在对增值过程的认可和/或区别上要有一
个更正式的程序。
7.4.39 委员会注意到 CBS 的未来 WMO 信息系
统跨计划专题组就未来资料和产品交换及分发方
法所做的工作。委员会同意除了总摘要第 7.4.26

海洋和海洋气象资料和信息技术项目

至 7.4.29 段所指出的问题以外，其活动超出了

7.4.35 委员会认可在资料和信息管理领域面临着

WMO 的范畴并涉及资料提供方和用户的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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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委员会欢迎一些创新项目的诞生，这些项

同 地 理 尺 度 间 及不 同 层 次 的 科学 和 管 理 细 节 间

目旨在主要以因特网为基础改进资料交换和获取

进 行 综 合 的 重 要问 题 不 能 在 本次 届 会 期 间 得 到

的方法。委员会注意到将采用要求-应答和“推”

处 理 或 解 决 。 但这 些 问 题 应 在下 一 个 休 会 期 间

技术。

给予认真关注，它们也同 JCOMM 结构的实施，

7.4.40 委员会认识到有效的用户接口机制的重要

以及与 GOOS、GCOS，以及 IOC 和 WMO 其他

性，尤其对复杂和不甚复杂的用户能广泛地获取

计 划 的 互 动 问 题相 关 联 。 这 些问 题 特 别 包 括 对

资料都将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注意到 JCOMM

大 洋 、 封 闭 水 域， 沿 海 和 大 陆架 海 面 上 以 不 同

内电子产品公报工作，委员会欢迎已采取的一些

尺 度 、 不 同 分 辨率 进 行 传 递 的资 料 和 产 品 的 相

创新方法并鼓励在此领域开展进一步工作。

互 关 系 、 接 口 以及 用 户 的 使 用。 问 题 还 涉 及 海

7.4.41 委员会进一步认识到需要在领先信息技术

洋 气 象 、 物 理 、化 学 和 生 物 海洋 资 料 及 产 品 间

的基础上采用一种创新和长远的方法来进行海洋

的 关 系 和 相 互 联系 。 委 员 会 因此 要 求 管 理 委 员

和海洋气象资料信息管理。

会 与 观 测 和 资 料管 理 协 调 小 组一 起 解 决 这 些 问

7.4.42 委员会同意优先问题应该包括：（a）遥测

题 。 特 别 是 ， 工作 内容 应 包括 分 析 沿 海 GOOS

技术；(b)标准和规程；(c)资料和资料集的完整性；

或 GOOS 区域联盟怎样才能在局部或区域尺度

(d)资料交换和分发；(e)产品分发和服务；(f)资料

上 做 出 决 定 或 解决 问 题 ， 以 便有 效 地 总 结 关 键

组合和质量控制；(g)非常规资料；和(h)创新的用

因素并提交给 JCOMM。

户接口。
7.4.43 委员 会要 求资 料管 理协 调 组和资 料管 理

8.

观测系统（议题
8）
观测系统

规 范 专 家 小 组 同海 洋 和 海 洋 气象 资 料 与 信 息 技

8.1

船基观测 (议题 8.1)

术 的 支 持 者 一 道工 作 ， 着 手 探寻 委 员 会 的 合 作
机会，考虑可以在 JCOMM 的上级组织、它们

VOS 计划

的 附 属 机 构 以 及其 他 有 关 专 家那 里 可 以 获 得 的

8.1.1

专门技术。

象、海洋观测资料仍有需求，并且需求还在扩大。

委员会认识到，对从 VOS 获取的表面气

这其中特别包括支持业务气象和海上安全服务的
7.5

综合问题（议题
7.5）
综合问题

实 时 资 料 、 支 持 海 洋 气 候 服 务 和 全球 气 候 研 究

7.5.1

委员会认识到，实际上所有涉及业务、研

(WCP，GCOS，GOOS)的高质量实时资料和延迟

究或气候研究活动的海洋资料用户现在都需要高

方式资料，以及用于资料质量业务监测和全球气

度综合的包括气象和海洋、物理和非物理资料的

候研究的 VOS 元数据。

数据流。尽管有些综合能够或者应该在观测系统
层次上进行，委员会仍然认为这种综合主要应发

现状

生在资料管理过程。因此，JCOMM 资料管理的

8.1.2

最终目的是提供完全综合的点-点系统，根据所有

数量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显著减少。这在

用户提出的要求传送高质量的资料集。委员会认

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全球船队船体吨位的增大和船

为现有机制，包括为提供实际时间尺度的海洋气

员人数的减少。然而，在此方面，委员会赞赏地

候和海洋资料集而精心拟定的复杂程序，为构筑

注意到 SOLAS 公约第五章的修正版，它加强了

未来的 JCOMM 综合资料管理过程打下了良好基

关于要求船舶在海上时应开展气象观测并传输观

础。委员会因此要求资料管理协调小组审议现有

测数据的文字表述。它同意，这将帮助会员/会员

的业务和程序，目的在于拟定详细的点-点

国保持、扩充和利用这一有价值的国际资源。委

JCOMM 综合资料管理计划，供管理委员会、最

员会还感谢 PMO 国际网络在支持 VOS 方面承担

终是 JCOMM-2 审议。

的不可或缺的工作。它强烈鼓励会员/会员国继续

7.5.2

支持各自国家的 PMO 服务，保证经常性的船舶

委员 会认 识到 许多 值得 关 注的有 关对 不

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参加 VOS 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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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考虑为 VOS 制作和发布新闻公报，还应

VOS 观测对全球气候研究的潜在价值，并就提

利用 Web 站点和其他现代通信技术作为加强招募

高 观 测 质 量 和 用于 气 候 研 究 目的 有 关 元 数 据 的

和维护 VOS 的工具。委员会进一步要求船舶观

可 用 性 提 出 了 一些 建 议 。 委 员会 理 解 ， 在 实 际

测小组考虑某种形式的国际 VOS 奖励方案的可

工作中将这些建议用于整个 VOS 还存在难度。

能性。

为 此 ， 它 感 兴 趣地 注 意 到 已 在进 行 一 些 工 作 ，
实施一项建立 VOS 子集的项目。在这个项目中

通讯
8.1.3

所 有 关 于 VSOP- NA 的 建 议 得 到 了 完 全 的 实
委员会忆及，由于 GMDSS 的实施，绝

施。项目的主要目标(VOSClim 项目)是提供高质

大多数气象报告现在通过 Inmarsat 传输。这已使

量 的 海 上 气 象 资料 ， 以 及 相 关元 数 据 ， 作 为 支

得运行 LES 的国家收到的报告数量有了显著的增

持 全 球 气 候 研 究的 基 准 资 料 集。 委 员 会 强 烈 支

加。它赞赏地注意到，作为替代前 IGOSS 的 SOC

持此项目，它认为该项目将对 GCOS、GOOS、

运行方，法国气象局承担着 GTS 上资料的日常监

WCRP ， 以 及 许 多 业 务 和 气 候 服 务 作 出 显 著 贡

测工作，包括以 SHIP 码形式的 VOS 报告。监测

献，它注意到对该项目的科学咨询意见是由

已显示 GTS 上船舶观测总数有上升的趋势，部分

AOPC 和 OOPC 提出的。

原因是船舶出海天数增加，以及卫星数据收集系

8.1.7

统如 Inmarsat 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NOAA 的 NCDC 和英国气象局成立了项目数据汇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已分别在美国

总中心和 RTMC。项目牵头人是英国的 G.Mackie

质量控制

上校。已确定了 VOS 运行方和最初船舶参加者、

8.1.4

委员会忆及，英国气象局代表 WMO/CBS

为适应新的资料和元数据需求已开发各种格式变

承担了表面海洋资料的日常质量监控工作，包括

化(亦见议题 8)，以及一些文件，包括调查表和

以 SHIP 码形式在 GTS 上分发的 VOS 报告。它

公众小册子已完成。由于已在进行船舶招募和资

定期向国家级 PMO 分发监测结果，使其能采取

料收集，委员会认为项目的实施已正式开始。它

后续行动。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此类行动已导

还感兴趣地注意到与项目有关的信息和数据可通

致 了 资料 质 量 的 显 著 提 高 ， 尤 其 是气 压 资 料 方

过 项 目 网 站 获 得 ， 网 址 为 ： Http ：

面。委员会对英国气象局和 PMO 的工作表示极

//www.ncdc.noaa.gov/VOSClim.html/。委员会还注

大赞赏。它敦促继续开展工作，如有可能，将其

意到还可通过网站在《自愿观测船舶计划：项目

他变量，如温度和湿度，也包括进去。

文件》（WMO/TD-No.1010,JCOMM 第 5 号技术

8.1.5

委员会认识到，通过提高对自动化观测系

报告）中找到对项目目标和结构的完整描述。委

统、数据存储系统、信息编辑系统和报告传输系

员会对整个有关项目，特别是船舶的官员和水手

统的使用，将能对海上气象资料在数量和质量上

表示深深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兴趣对项目的成功

有很大的改进。它赞赏地注意到一些国家为满足

至关重要。

未来对易于安装、维护、独立、可靠和廉价系统
的需求，在开发硬件、软件方面的努力。它进一

信息交流

步注意到几个国家为其 VOS 提供了笔记本电脑

8.1.8

和类似的计算机，这也大大提高和促进了他们的

(1997 年 3 月，哈瓦那)的《国际指定、补充、辅

精确观测和信息编辑能力。然而委员会认识到，

助船舶清单》（WMO-No.47）在格式和内容上的

满足所有此类需求将是一项很大的工作。它还考

修改，已完成并投入实施。具体说，它们包括：

虑到这一领域的持续进步将对未来海洋气象的应

(a)

船舶元数据新的格式和说明；

用带来很大益处。

(b)

促进以多种方式登陆数据库中的单个条目

委 员 会 赞 赏 地 注 意 到 对 CMM-12 批 准

并还能以 IMO 船舶编号为唯一识别符的
VOSClim
8.1.6

委员会忆及，VSOP—NA 项目已展示了

辨认重复数据输入的搜索引擎；
(c)

引入数字化船舶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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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国家代码和关于船载仪器类型、位置的附

接受了 JCOMM 观测计划领域船舶观测组建议的

加数据的协调；

对 SOOP、VOS 计划和 ASAP 活动进行整合的

(e)

WMO 网站上在线出版物的可用性。

原则(见议程 8.5)。它认识到，这种整合将特别涉

8.1.9

委员会认识到有两个主要问题仍然妨碍着

及到满足联合科学目标、船舶招募、服务、仪器

《国际指定、补充、辅助船舶清单》在业务气象

和接收系统的安装、标准化、仪器质量保证和实

和全球气候研究中价值的体现及 MCSS 的充分

时观测和数据通讯问题。

发展，它们是会员对目录的更新率偏低，以及 VOS
运行方未能对资料源完整采用最低限度的质量控

SOOP 实施， OceanObs99 和全球上层海洋热量

制程序。委员会因此强烈鼓励会员使用所提供的

网评估

在线设备定期更改他们的船舶目录清单，以及完

8.1.15 委员会注意到，OOPC，SOOPIP 和 CLIVAR

整地采用规定要求的 MQC 程序。

上层海洋专家组(UOP)已就评估全球上层海洋热

8.1.10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自愿观测船计划：

量网组织了一次研究并召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见

框架文件》（WMO/TD-No.1009,JCOMM 第 4 号

网址 http：//www. marine.csiro.au/JAFOOS)。NOAA

技术报告）已由 VOS 分组完成起草工作，并作

的全球计划办公室、澳大利亚气象局及联邦科学

为 JCOMM 第 4 号技术报告出版。文件为 VOS

和工业研究组织的海洋研究部为这些活动提供了

运营方发展和维持它们的国家 VOS 计划提供了

经费。研讨会于 1999 年 8 月在墨尔本举行。联

一个全球框架。文件勾画了 VOS 的实施战略，

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澳大利亚气象局的澳大利

描述了目前 WWW 和海洋气候资料的需求，提供

亚 海 洋观 测 系 统 联 合 实 验 室 承 担 了背 景 研 究 工

了关于 VOS 计划的过去和现状的信息，以及关

作 。 根 据 一 些 修 订 的 科 学 目 标 对 目前 和 过 去 的

于资料管理和 VOS 仪器、数据的实时和非实时

SOOP 进行了评估。按照 Argo、卫星测高仪和赤

资料质量控制的细节。

道锚定阵列，如 TAO，等其他海洋计划的发展，

8.1.11 最后，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WMO 已编

根据一系列选定的标准，对每项 XBT 产品进行

制并以 4 种语言出版了关于加强对 VOS 计划运

了定量评估。

行和价值理解的小册子。它要求向会员/会员国提

8.1.16 评估的建议包括对 SOOP 在综合观测系

供充足数量的小册子，以确保在航运和有关政府

统里现有独特作用的确认，但评估的样本主要来

的政策制定部门广为散发。

自线采样(高重复性、高密度的涡旋分析线)。当
Argo 得以实施并得到证明时，广播和低密度采

顺便船计划

样将逐渐被淘汰。进一步的建议包括：

8.1.12 委员会认识到，对来自顺便船的海洋观测

(a)

实时资料传输系统需要更宽的带宽(卫星

资料(表面和次表面)仍有需求，并且需求还在扩

和 GTS)，保证资料能全分辨率地进行传

大。其中特别包括支持业务气候和海洋预报服务

输；及

的实时资料，以及支持全球气候研究的高质量实

(b)

需要唯一的资料识别符，消除数据库中近

时和延时方式资料。

似资料的重复带来的明显问题。这些建议

8.1.13 委员会感兴趣并赞赏地注意到 SOOP 近

在 SOOPIP 第三次届会得到批准。

期取得的进展，包括 Scripps 海洋研究所于 2000

委员会注意到，评估结论也在 1999 年 10 月于法

年 3 月 28-31 日在美国的 La Jolla 举办的 SOOPIP

国圣.拉菲尔召开的 OceanObs99 大会提出并得到

第三次会议的结果。委员会非常高兴地注意到，

批准。该次大会认为 SOOP 是 GOOS 和 GCOS 综

SOOPIP 正稳步开展对 GOOP 的建设，将其建为

合性观测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

支持 GOOS，尤其是 GCOS 以及其他海洋研究活

8.1.17 委员会注意到，SOOP 已根据全球上层海

动的业务化计划。

洋热量网的评估结论和 OceanObs99 大会的声明

8.1.14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SOOPIP 从开始就

细化了它的实施计划。同时，委员会认识到 SOOP

已完全参与了 JCOMM 的整合过程，以及 SOOPIP

面临的一些问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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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XBT 探测器成本增加(1999 增加 50%)；

题，确定在 XCTD 校准中气泡问题引起的表层

(b)

现场和遥感海洋观测方面的国家优先项目

电导率测量中的误差等)。测试包括在海上与其他

面临财政困境，导致一些国家级的 XBT

仪器的比较(如 XBT 与 CTD 比较)。制造商开展

顺便船计划预算减少；

了各自的评估计划。SOOPIP 将协调此类工作并

解决特定科学和/或业务问题的国家 XBT

提出和分发评估报告。新近由 SOOP 进行评估的

顺便船计划的优先权问题；

仪器包括移动式船舶廓线仪、热盐仪、pCO2 分析

后勤保障问题，如航行的可用性、船东变

器和生物测量系统(如莹光，颜料分析，营养物)。

更，以及船员方面的变化；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正与 VOS 合作安装顺便船

对南极条约的环境保护议定书(马德里协

上的气象仪器。

议)的担心。

8.1.22 委员会注意到，尽管一些国家正在收集表

(c)
(d)
(e)

8.1.18 委 员 会 赞 赏 地 注 意 到 ， SOOPIP 正 尽 力

面海洋资料并以 TRACKOB 码在 GTS 上分发，

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但未能避免 1999 年

但 目 前这 些 资 料 正 在 某 些 方 面 使 用的 迹 象 不 明

和 2000 年活动的减少，特别是在大西洋和印度

显。因此，委员会要求船舶观测小组根据总摘要

洋。1999 年在全球海洋布设了约 28000 个 XBT

第 7.2.6 段的讨论情况和结论对 TRACKOB 的使

探测器（不包括地中海的 2000 个）。SOOPIP 估

用进行审议并就其继续发展提出建议。

计 ， 要 支 持 全 球上 层 海 洋 热 量网 评 估 所 建 议 的

8.1.23 委员会同意，为开展评估和仪器认定，以

采样，每年大约需要 35， 000 个探测器。委员

及建立包括 SOOP 在内的 JCOMM 观测系统，越

会 同 时 认 识 到 对上 层 海 洋 温 度和 盐 度 的 广 泛 采

来越需要建立相应的具有资金支持的流程。它认

样 在 很 多 国 家 继续 由 科 研 部 门承 担 ， 但 这 些 资

识到建立这种流程既复杂又费钱，但仍然同意这

料未能始终在 GTS 上提供以支持全球计划。委

应被作为 JCOMM 的一个优先问题。委员会因此

员会因此要求 SOOPIP 及其技术协调员尽其最大

要求管理委员会审议此事，在考虑 WMO 对气象

努力明确此类资料并鼓励其在 GTS 上的质量控

仪器已经设立的评估和比对程序的基础上，提出

制和及时分发。

对适当流程的具体建议。与此类似，委员会认识

8.1.19 委员会还赞赏地注意到，SOOPIP 已认识

到，需要就实施机制开展工作，保证观测系统运

到了 VOSClim 对全球气候研究的重要性，并因

行方采集的数据与已设立的基本标准、格式和资

此完全支持该项目。专家组同意，应招募 SOOP

料质量水平相一致。委员会因此要求管理委员会

的顺便船舶进行适当的参与。表面通量与次表面

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热存量的联合测量将帮助降低海气偶合预报模式
中全球热通量估算的错误。类似地，SOOPIP 也

SOOP 数据库和监测

完全支持建立一个 JCOMM 现场 JCOMMOPS(见

8.1.24 委 员 会 注 意 到 ， SOOP 经 常进 行 监 测 工

议题 8.5)。

作，以保证并改进数据流和数据质量。此类工作
包括：

资料管理

(a)

每 月 在 指 定 中 心 对 GTS 上 BATHY 和

8.1.20 委员会注意到，SOOP 的资料管理主要通

TESAC 报告的监测，确定并改正数据流

过 GTSPP 与 SOOP 运行方的合作进行(见议题 7.2

的问题(由协调员对结果进行编辑)；

下关于此问题的讨论)。

(b)

一份 JJVV/JJYY/KKYY 月报(由 MEDS 提
供 ) ， 保 证 正 确 实 现 目 前 的 BATHY 和

评估和新设备
8.1.21 委 员 会 感 兴 趣 地 注 意到 ， SOOP 参加 者

TESAC GTS 电码；及
(c)

一份带有给运行者反馈意见的月资料质量

定期对仪器性能进行评估，并且对已判定的问题

控制 （QC） 报告 ， 确保 （ MEDS） 能 采

提出解决建议(开发校准程序，XBT 下降率的公

取补救行动。

式 订 正， 评 估 由 于 生 产 厂 商 变 化 引起 的 仪 器 问

8.1.25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每六个月向协调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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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报送一次 SOOP 的元数据。此类元数据放在

的增加，使得 1999 年的探测数量远高于 6 年的

SOOP 数据库中，编辑成 SOOP 六个月一次的调

平均值。另外，英国新的 ASAP 设备的运行也对

查报告并提供给 GTSPP。 元数据的特征包括日

1999 年探测的增加作出贡献。

期、时间、位置、最大深度、特征质量、唯一的

8.1.29 委员会认识到，主要的探测活动仍在大西

识别标志、运行方姓名、航线名称、船名和呼叫

洋地区，北太平洋西部也有相当数量的观测。然

号、巡航号、截面号、投放号、使用的通讯系统、

而，通过在有关国家和有意愿并有能力对 ASAP

使用的数据获取系统，包括软件版本、仪器和探

提供财政支持的国家的机构开展 ASAP 技能的能

测器类型、下降比公式系数和探测器批号日期。

力建设，可望将探测扩大到没有高空廓线资料的

数据库能就计划的业务现状与需求的比较给出一

海洋地区。

个全球的展望，加快对计划实施的调整。它也允

8.1.30 委员会注意到，ASAP 专家组，即以前的

许进行特殊的评估研究和特殊问题的追踪(如有问

ASAP 协调委员会，由一些国家协调员和 ECMWF

题的探测器批次和通讯)。

及 EUMETSAT 组成。作为宣传活动一部分，专
家组出版了一份 ASAP《年度报告》。

信息交流和 SOOP 网站

8.1.31 委 员 会 赞 赏 地 注 意 到 ， EUMETNET 的

8.1.26 委 员 会 赞 赏 地 注 意 到 已 建 立 了 一 个

ASAP 计划作为 ASAP 的一部分，在地中海和大

SOOP 网 站 ， 它 由 法 国 研 究 和 发 展 研 究 所 主 办

西洋得到实施，两个项目都在 EUMETNET 得到

和支持，由 SOOP 技术协调员维护(Http ： //www.

成员的联合经费支持。该活动将从 2001 年起至

brest.ird.fr/soopip)。 该 网 站 提 供 关 于 该 计 划 的 信

少在欧洲增加 ASAP 的覆盖范围，从大西洋和地

息，包括最新的计划评估、月报、在线文件，如

中海得到更多的高空廓线资料。

全球上层海洋热网量评估结论、各种指南、船舶

8.1.32 委员 会 感 兴趣 并 赞 赏地 注 意 到正 在通 过

清单、对 SOOP 航线的描述、如何联系，包括 SOOP

ASAP 专家组采取努力，在一艘往返于南北半球

运行方参考，以及制造商目录。信息也通过电子

的船上实施 ASAP。2001 年初进行了全球 ASAP

邮件清单进行交换，SOOP 网站也提供关于如何

再生项目的启动工作，为天气预报（数值天气预

注册的地址和细节。它保持与包括运行方主页在

报）和全球气候研究(GCOS)提供急需的南半球海

内的有关站点的链接。

洋资料。委员会认识到，作为一项联合努力的结

8.1.27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SOOP 正在准备一

果，全球 ASAP 再生项目的建立反映了 ASAP 专

本 SOOP 操作指南。该指南将包括一套解决实际

家组工作的重大进展，显示了专家组在协调全球

问题的指导意见，如船舶招募、设备安装、船舶

航线实施 ASAP 方面的经费和国家贡献上的能

致意、再供给、培训、船舶访问、探测器的启动、

力。它还肯定了 GCOS 的 AOPC 和 WCRP 对全

XBT/XCTD 标准测试程序、下降比公式、热盐仪

球 ASAP 再生项目和 ASAP 的总体加强提供的重

的安装等。

要投入和支持。
8.1.33 委员会认识到，全球观测系统的缺陷正成

自动船载高空计划

为改进数值天气预报的限制因素。缺陷之一就是

8.1.28 委员会忆及，ASAP 始于 1985 年，并将

缺乏海洋的廓线资料。它同意，在需要更多海洋

继续是 WWW 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计划行之有

高空廓线资料方面没有争议，而 ASAP 是获取这

效，能在资料稀少的海洋地区以相对较低的单位

些资料的一种有效和经济的方式。在此方面，资

成 本 提供 高 质 量 的 高 层 空 气 廓 线 数据 。 它 注 意

料用户和资料提供者之间应加强接触，优化用于

到，1999 年共有 21 套设备进行工作，探测平均

提供这些资料上的经费使用，这将对 WWW 和

高度为 22.1 千米，平均 90%的资料经 GTS 传输。

GCOS 都十分重要。

运行方是：丹麦(2 套)，法国(4 套)，德国(3 套)，
日本(7 套)，俄罗斯(1 套)，瑞典-冰岛(1 套)，英

船基观测的资金需求

国(2 套)和美国(1 套)。主要由于日本和美国活动

8.1.34 委员会认识到，所有船基观测计划(V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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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OP 和 ASAP)正面临资金方面的严重减少，以

8.1.38 委 员 会 同 意 装 备 有 这 些 模 块 的 船 舶 对

及仪器、消耗品成本的增加(如 XBT 和探空仪)。

GOS，包括在气象学和海洋学变量方面，具有潜

这可能对通过 JCOMM 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带来

在的价 值， 并因 此将直接 为 WWW、 GOOS 和

潜 在 的 负 面 影 响。 它 再 次 强 调船 基 观 测 对 以 下

GCOS 做贡献。同时，国际特种船只协会成员在

工作至关重要：(a) 业务气象和海洋工作；(b) 海

发展海洋观测系统以支持许多应用方面可以成为

上科学研究；(c) 全球气候研究和模式检验；以

重要的伙伴。委员会因此对协会及其成员在支持

及(d) 卫星产品(用于校准和检验的地面真值)。

全球海洋和大气监测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对 于 其 他 现 场 海洋 观 测 系 统 未 能 覆 盖 的 海 洋 地

委员会同意，根据资料质量、可靠性和效用的连

区的特殊变量更是如此(如热带以外次表层热量

续评估情况，协会的游船应在船舶观测组的协调

资料，北太平洋气象资料等)。此外，VOS 为部

下，正式作为 SOOP/VOS 综合计划的一部分。委

署 诸 如 浮 标 和 浮桶 等 其 他 海 洋观 测 平 台 也 提 供

员会邀请协会积极参加船舶观测组的活动，该船

了必要的平台。

舶观测组作为协会船舶采集的业务气象学和物理

8.1.35 委员会再次强调，国家对 PMO 的支持对

海洋学资料的审议机构发挥作用，并作为自己对

所 有 船基 观 测 计 划 的 有 效 运 行 至 关重 要 。 类 似

VOS、SOOP 和 ASAP 活动总体监测的一部分。

地，委员会特别强调 SOOP/DBCP 协调员职位对

委员会进一步建议 GOOS 的 COOP 承担对船舶非

这两个计划的实施和运行也至关重要。委员会进

物理海洋学资料进行科学审查的职责。会议通过

一步同意，由于有这些类似的协调和技术支持机

了关于此问题的建议 3(JCOMM-I)。

制，VOS 和 ASAP 应能从中显著受益（见总摘要
第 8.5.6 段的行动）。

8.2

浮标和浮桶 (议题 8.2)

8.1.36 委员会因此强烈建议，会员/会员国应考
虑增加用于这些计划及其相关国际协调机制的资

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

金。它通过了关于此内容的建议 2(JCOMM-I)。

8.2.1

在一相关的问题上，委员会注意到 EUMETNET

和 IOC 决议 EC-XIX. 7，漂流浮标合作专家组于

内部正在开展评估并可能重组欧洲及其周边海区

1985 年成立。1993 年，DBCP 修改了其职责范围

的全部气象和海洋观测网络。委员会认识到这种

和名称，将公海上的固定浮标也包括在内。专家

评估与 VOS 整个网络的关系及其可能对该网络

组有一位全职的技术协调员，其费用由 IOC 和

带来的全球影响，委员会因此要求船舶观测组在

WMO 的一些会员通过自愿捐助提供。

该 项 工 作 中 与 EUMETNET 进行 适 当 合 作 和 协

8.2.2

调。

JCOMM 提供报告这一情况，DBCP 的职责范围

委员会忆及，根据 WMO 决议 10（EC-37）

委 员 会 注 意 到 ， 为 反 映 DBCP 现 在 向

最近已发生了一些改变。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召开
国际特种船只协会

的第 16 次届会（2000 年 10 月 16-20）上，专家

8.1.37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国际特种船只协会

组感兴趣地注意到一份关于 JCOMM 实施情况的

开发了一个全自动模块，安装在其成员的游艇、

报告，其中包括 DBCP 在所建议的新 JCOMM 结

巡航船、电缆铺设船上，进行一系列气象学和海

构中的地位，该组将成为所建议的数据浮标观测

洋学观测，并实时将此类资料传输到岸上。委员

组的主要组成部分。委员会高兴地了解到：

会获悉该协会在美国迈阿密大学的协助下，已进

(a)DBCP 支持这一总的构想，以及自身在其中的

行了开发工作，并通过美国 NOAA 的国家天气局

作用；(b)DBCP 重申它相信 JCOMM 代表着在朝

执行了资料收集程序。对仪器、质量控制、校准

向业务化海洋学道路上迈出的显著并且意义深远

和通信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审议。委员会赞

的一步。DBCP 同意，JCOMM 最主要的重要性

赏地注意到从 2001 年 5 月开始对一些船舶传输

是其综合作用，而专家组本身就是一个为由气象

进行了业务试验，气象和一些海洋学资料已通过

学家与海洋学家、科研与业务所构成的特殊领域

NWS 路由送入 GTS。

提供协调与综合的典范，它本身就是一种论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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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另外，技术协调员，特别是他们具有

系 泊 浮 标 阵 列 设 计 和 实 施 的 初 步 计划 。 因 此 ，

DBCP/SOOP 双重协调的作用，目前为 JCOMM

GOOS 指导委员会和 JCOMM 临时管理委员会已

下的所有业务化海洋观测系统未来的技术协调提

批准了其新的职责，将该专家组的工作范围扩大

供了一个示范和基础。在这方面，委员会支持关

到全球热带，重点放在与支持气候研究的系泊浮

于成立一个 JCOMM 实地 JCOMMOPS 的建议，

标计划的实施和可持续性有关的技术和后勤问题

该建议最初由 DBCP/SOOP 和 Argo 协调员提出

上。

(见议题 8.5 关于此事的具体行动)。

8.2.6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为对其工作提供

一个总体框架，根据海洋观测，特别是浮标资料

现状
8.2.3

的需求，现已提出了 DBCP 的实施战略。它将支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一份关于浮标计划

持业务化的气象学、海洋学工作，以及海洋科学

现状的报告。2000 年 12 月，通过 Argos 服务系

研究和全球气候研究。在第 16 次届会上，DBCP

统收集了来自超过 1300 个漂流浮标的数据。其

根据需求方面出现的共识，以及 JCOMM 的最新

中，约 60%的浮标将数据送上了 GTS。2000 年 12

发展、资料通信系统和新的区域计划(如黑海，南

月，在以 BUOY 格式向 GTS 传送数据的漂流浮标

半球海洋计划)等审议了该战略。

和固定浮标中，收到了 250 份气压报告（主要是拉

8.2.7

格朗日气压漂流浮标)，688 份 SST 报告 (主要是拉

SOOP 和 Argo 协调机制基础上，已通过临时性

格朗日漂流浮标)，93 份风的报告(主要是 TRITON、

JCOMMOPS 的运做，开始对浮标布设进行整合。

TAO 和 PIRATA 固定浮标)，153 份温度报告和 78

该临时性的 JCOMMOPS 为 DBCP、SOOP 和 Argo

份次表层温度报告(主要 TAO)。详见 DBCP 站点

计 划 提供 了 一 个 唯 一 的 关 于 后 勤 保障 信 息 的 渠

Http：//dbcp.nos.noaa.gov/dbcp/1sigm.html。委员会

道。这种信息包括联络人、业务区域、飞机布设

赞赏地注意到海洋环境资料局管理的 IODE 负责

情况、船舶布设、船舶类型、频率，以及船舶是

漂流浮标的国家海洋资料中心提出的建议，它希

否运送或搭载专门人员。已发出了一封 JCOMM

望将其活动与法国气象局管理的 JCOMM 漂流浮

联合通函，要求会员/会员国提供所需信息。

标专业海洋中心的活动进行协调。

8.2.8

委员 会 赞 赏 地 注 意 到， 在 现 有 DBCP，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预计 2001 年有 13

个国家在自愿基础上为专家组的财政提供支持，

实施
8.2.4

它们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希腊、冰岛、
委员会认识到，浮标计划的实施主要是通

爱尔兰、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南非、英

过 DBCP 行动小组来实现。目前有 7 个行动小

国和美国。专家组技术协调员 E. Charpentier 先

组，即欧洲海洋站组(北大西洋)，国际北极浮标

生已继续被 UNESCO/IOC 聘用为用信托基金支

计划，国际南极浮标计划，国际南大西洋浮标计

付的专家并 在法国图卢 兹的 CLS/Argos 机构 工

划，国际印度洋浮标计划，全球漂流浮标计划和

作。在对这些自愿捐助表示赞赏的同时，委员会

热带固定浮标实施专家组（TIP）。 一项建立新

也认识到为了保证 DBCP 和 SOOP 技术协调员的

的北太平洋行动小组的建议正在审议中。

岗位能够继续，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更为正式和可

8.2.5

委员会注意到前 TAO 实施专家组（TIP）

靠的资助机制。它因此要求 DBCP 和 SOOPIP 讨

已于 2000 年 11 月在澳大利亚 Perth 举行的 TIP-9

论这一问题，并向观测计划领域协调组提出相关

结束时解散，2001 年由一个新的热带系泊浮标实

建议。

施专家组（也称之为 TIP）所取代。专家组最初

8.2.9

的使命只包括对太平洋系泊浮标阵列进行多国实

努力表示感谢。它认识到，通过对观测计划区的

施和维护。根据正在进行的和计划中的在所有三

数据浮标观测组的整合将可根据提出的需求和对

个热带海洋实施的计划，太平洋这一重点被认为

其 他 海洋 观 测 系 统 的 补 充 来 进 一 步发 展 这 些 系

范围 太局 限 了， 三个计 划是 太平 洋的

统。

TAO/TRITON、大西洋的 PIRATA、以及印度洋

委员会对 DBCP 维持和协调浮标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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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行为

态，它是 COOP 和 GOOS/GCOS OOPC GODAE

8.2.10 委员 会认 识到 ，对 海洋 数 据浮标 的破 坏

的试验项目。该项目对 CLIVAR 至关重要，因为

是 一 个 持 续 的 问题 ， 其 中 既 有意 外 事 故 又 有 故

Argo 网络对海洋上层 2000 米温度和盐分的测量

意 破 坏 。 它 赞 赏地 注 意 到 ， 现已 采 取 努 力 使 全

提供了一种改进了的实时能力，有助于对海洋上

球海事界关注此问题。应 WMO 要求，IHO 发

层热盐环流的季节性循环和跨季节变化提供全球

布 了 一 项 关 于 在海 域 中 数 据 浮标 的 存 在 和 它 们

性的描述。Argo 是 GODAE 主要的现场数据采

包括 对 海 事 安 全 在 内 的 重 要 性 的 特 别 “水 文 计

集组成部分，有助于短期海洋预报，为沿海地区

划”。该“水文计划”将原则上由各国的国家水

的预报提供边界条件，并且有助于季节到跨季节

文局 至少 每年 在其 “海事通告”中公 布一 次

的气候预报。Argo 还为 GODAE 模式和模式性

(http://dbcp.nos.noaa.gov/dbcp/vandalism.html) 。

能的评估提供数据。

委员会同意，这种方式虽然有用，但仅仅采取这

8.2.14 委员会注意到，Argo 是由一个大尺度全

种方式也许在限制对数据浮标的破坏方面还是不

球布设的温度/盐度廓线浮桶阵所组成。它计划在

够的。为此，它通过了针对此问题的建议 4

2005 年前按约 3°×3°的水平分辨率发展一个大约

(JCOMM-I )。

3000 只浮桶的全球阵列。这些浮桶测量上层 2000
米水柱中的水温和盐度廓线。观测后 12 小时内

仪器与评估

就可在 GTS 上得到所有的 Argo 观测资料。完整

8.2.11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 DBCP 的洋面速

的经过质量控制的资料集可通过其他方法以非实

度计划气压表浮标评估分小组的工作，它显示来

时的形式提供。

自洋面速度计划的气压计的数据质量在过去 12

8.2.15 委员会还注意到，Argo 是一个由 Argo 科

个月已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在早期损坏和飞机

学 小 组 (http://www.argo.ucsd.edu) 进 行 管 理 的 国

布设成功率方面。对洋面速度计划中气压计的评

际协调项目，该小组对项目的计划进行协调，包

估工作将继续进行。

括采样和技术问题。Argo 科学小组于 1998 年 7
月成立，其第一次会议于 1999 年 3 月举行。委

信息交流

员会利用本次届会的机会记录下它对 Argo 科学

8.2.12 委员会对 DBCP 在数据浮标计划方面一

小组组长 D. Roemmich 先生的工作以及他为项目

般 性 和 技 术 性 信 息 的 交 换 表 示 欣 赏 。 DBCP 技

做出的贡献所表示的赞赏。目前已拥有采购或生

术资料系列现在包括 DBCP 年度报告、DBCP 技

产浮桶的 Argo 计划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

术研讨会报告、《GTS 的 Argos 处理系统子系统

拿大、中国、丹麦、法国、德国、印度、日本、

的参考指南》(第 2 号)、《使用 Argos 进行资料

新西兰、韩国、俄罗斯联邦、西班牙、英国和美

收集和位置服务的指南》(第 3 号)、《WOCE 洋

国，另加一个是欧盟回转仪项目。在 2002 以前，

面速度计划气压表浮标建设手册》(第 4 号)、
《固

这些国家计划每年总共布设超过 700 只浮桶。在

定浮标和其他海洋数据获取系统指南》(第 8 号)、

2000 年 11 月，超过 400 个浮桶已得到资金保障，

《DBCP 实施战略》(第 15 号)。最近，DBCP (为

其中有些已经布设。许多国家对 Argo 的广泛参

DBCP 成员)设立了一个总目的和含有浮标运行

与是预料之中的并应给予鼓励。这些参与包括浮

方 的 因 特 网 邮 件 名 单 (以 交 换 技 术 信 息 )的 网 址

桶购置，对浮桶的布设提供后期方面的支持，以

(http://www.jcommops.org/mailing_lists.html#DB

及参加 Argo 资料的分析和同化工作。在这方面，

CP) 。 它 还 有 一 个 网 站 (http://dbcp.nos.noaa.gov/

委员会注意到一半以上的 Argo 浮桶需要部署在

dbcp/) 及 一 个 电 子 讨 论 论 坛 (http://www-

南半球，并强烈鼓励部署浮桶的国家对南半球遥

dbcp .cls.fr/visible/dbcp/disptach.cgi)。

远海域给予应有的重视。
8.2.16 委员 会获 知， 正在 区域 基 础上对 浮桶 的

Argo

布 设 进 行 规 划 和协 调 ， 这 个 过程 的 第 一 步 是 召

8.2.13 委 员 会 感 兴 趣 地 注 意到 Argo 目 前 的 状

开 了 太 平 洋 、 大西 洋 和 印 度 洋的 实 施 计 划 会 。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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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太平洋实施计划会于 2000 年 4 月在东京举

应包括在 JCOMMOPS 内(见议题 8.5 )，这使得

行 ， 承 办 单 位 是日 本 气 象 厅 。首 次 大 西 洋 实 施

它 除 具 有 其 他 功能 外 ， 还 将 提供 关 于 海 上 平 台

计划会应法国海洋勘探研究所的邀请于 2000 年

布设所需后勤保障的综合信息(如，浮桶和漂流

7 月在巴黎举行。首次印度洋实施计划会将在

浮 标 的 布 设 、 错定 浮 标 服 务 、顺 便 船 只 、 飞 机

2001 年 7 月在印度的 Hyderabad 举行，由印度

布设等。)。

海洋开发部举办。美国 NOAA 为组织这些会议

8.2.21 委员会同意，Argo 项目为改进海洋和气

提 供 了 支 持 。 此外 ， 注 意 到 两个 涉 及 资 料 管 理

候 预 测 提 供 了 一次 极 好 的 机 会， 它 带 来 的 效 益

的会议：一个会议于 2000 年 10 月在法国的布

是 保 护 了 生 命 和财 产 的 安 全 ，有 效 规 划 了 年 际

雷斯特举行；第二个会议是新成立的 Argo 资料

气候变化的影响。它注意到，Argo 是海洋学从

管理分委员会的第一次届会，将于 2001 年 9 月

科 学 研 究 到 业 务化 的 一 种 转 变。 作 为 一 项 试 验

在渥太华举行。

项目，它还不能完全联合进 JCOMM 观测计划

8.2.17 委员会忆及，第 13 次大会对 Argo 作为

区 内 。 但 是 ， 委员 会 同 意 ， 应通 过 委 员 会 的 观

GOOS 和 GCOS 业务化海洋观测系统重要组成部

测协调组对 Argo 项目的进展进行审议。该小组

分以及作为 CLIVAR 的主要贡献者表示强烈支

还将与 Argo 资料管理分委会和 JCOMM 资料管

持。大会要求 JCOMM 解决好 Argo 与系统的其

理 规 范 专 家 组 密切 磋 商 ， 负 责制 订 在 适 当 时 侯

他组成部分的协调问题，如 SOOP 和热带系泊浮

将 Argo 完全联合进总的观察系统的程序并监督

标阵列。大会考虑到对全球气候研究的重要性，

其 实 施 。 在 此 ，委 员 会 注 意 到大 多 数 部 署 工 作

敦 促 会 员 参 与 并 对 Argo 的 实 施 尽 可 能 作 出 贡

完全依赖 于科研经 费，它敦促会员/会员国将 其

献。

作 为 业 务 计 划 的一 部 分 ， 寻 求为 这 些 部 署 工 作

8.2.18 委员会还忆及，在第 20 次全会上，IOC

继续提供长期资金的办法。

认可了 Argo 对 GOOS 和 GCOS 业务海洋观测系
统的重要贡献以及对 CLIVAR 和其他科学研究项

CLS/服务
服务 Argos

目的主要贡献。同时，全会通过了决议 XX- 6，

8.2.22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 CLS/服务 Argos

它要求“通过适当渠道，使有关沿海国家对布设

代表对 Argos 资料收集和定位系统所做的阐述。

可能漂进其领海的廓线浮桶得到事先的通知，要

它包括了对 Argos 系统基础结构与运行、以及使

提供这些浮桶布设的精确位置。”

用卫星系统的现场网络的概要说明、和对当前及

8.2.19 委员 会赞 赏地 注意 到 ，为 满足 此 要 求 ，

今 后 加 强 实 施 的 认 识 。 主 要 成 果 是从 日 本 卫 星

IOC 在一些有 关会员 国 的支持下， 已经建立 了

ADEOS-II（2002 年 2 月）开始实施双向能力，

一 个 国 际 Argo 信 息 中 心 （ AIC） (http： //argo.

以及从 METOP-I(2005)开始实施 4.8kbps 高速率

jcommops.org/)，由一位协调员供职。该中心位于

通道，这将使数据报文的长度调整到 4800 比特，

法国的图卢兹，它根据 IOC 的有关决议提供各会

从而使 Argos 的数据带宽增加一个量级以上。委

员 国 负责 浮 桶 布 设 的 联 络 人 、 如 何追 踪 浮 桶 位

员会认为 Argos 的双向能力对于 Argos 浮桶计划

置、如何获取资料等信息。同时，AIC 以若干种

及其他自治平台的全球管理将是重要的。

方式为国际 Argo 计划提供支持，包括提供浮桶

8.2.23 委员 会对 发展 增 加 若干 数 量 级的 电信 能

提供者之间的联络、浮桶布设机会等。Argo 协

力，以及所有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举措表示出兴

调员的作用是为关于浮桶使用的各种信息提供一

趣。它因此支持下述意见，即可以邀请日本空间

个交流中心，并且推动在海洋学家与气象学家之

局考虑在其 ADEOS 下一代产品 GCOM 卫星上搭

间以及研究与业务之间成立一种改善的国际对话

载 Argos 飞行。委员会同样认为应就拟于 2010

环境。

年飞行的 Argos 4 的初步技术性能与法国空间局

8.2.20 委员会强烈支持由 WMO、IOC 以及会员

CNES 从事的研究取得联系。

/会员国就建立 AIC 所采取的步骤。它同意，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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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议题
8.3）
遥感

方式。委员会还注意到第一次观测大会（1999 年
10 月，法国，圣.拉菲尔）结论的重要意义，本

海洋卫星现状

次大会上就委员会的需求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此

8.3.1

外，委员会认识到了需准备迎接大量资料流的全

委员会忆及海洋卫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

其加强海洋业务的潜力。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卫

面使用所带来的挑战。

星运营方以往在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产品和服务
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观测需求

8.3.2

8.3.6

委员会也忆及，WWW 全球观测系统中

委员会认为，确定 JCOMM 与连续的卫

地球静止和极地轨道卫星所提供的资料、产品和

星工作之间的需求，以及就 JCOMM 资料和产品

服务对分析海洋表面变量，如洋面温度、海冰和

与卫星机构价值的相互补充建立一种对话极为重

洋面风方面的重要性。委员会特别认识到目前业

要。进而，它认识到向卫星机构提供强有力和具

务化地球静止卫星群的重要贡献，它们包括位于

有说服力的社会经济论据，支持这些需求及使卫

0 经度的 Meteosat-7、东经 63 度的 Meteosat-5（由

星机构了解对用户的正面影响的重要性。JCOMM

EUMETSAT 运营）、东经 76 度的 GOMS-1（由俄

代表用户对卫星机构的反馈将尤为有益。委员会

联邦运营）、东经 105 度的 FY-2B（由中华人民

注意到，就这些需求与卫星运行方之间有着多种

共和国运营）、东经 140 度的 GMS-5（由日本运

对话渠道（参见总摘要第 8.3.15 段）。

营 ）、 和 分 别 位 于 西 经 135 度 和 西 经 75 度 的

8.3.7

GOES-10 和 GOES-8（由美国运营）。业务极地轨

拟定进行了大量的协商，尤其是与卫星机构就观测

道卫星群包括 METEOR-2 和 3 系列卫星（由俄

需求达成了共识。委员会还注意到，卫星机构，通

联邦运营）、NOAA-15 和 16（由美国运营）以及

过 CEOS，已同意使用海洋主题报告作为实施的战

FY-1C（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运营）。

略途径。GOOS 指导委员会的第 4 次届会建议保留

8.3.3

海洋主题小组，为海洋主题的实施提供指导。

委员会也认识到象 ERS-1 和 2（由 ESA

委员会注意到已就 IGOS 海洋主题部分的

运营）、Topex-Poseidon（ 由 NASA 和 CNES 运营）、

8.3.8

QuickSCAT（由 NASA 运营）和 ADEOS-1（由

库 及 现 有 的 卫 星和 现 场 观 测 系统 使 得 需 求 滚 动

NASDA 运营）这样的研究发展卫星。委员会注

审议过程能得以进行，该过程目前被 WMO CBS

意到，这些卫星已开始提供重要的产品和服务，

综 合 观测 系统 开放 计划 领 域工作 组用 于 WWW

包括海洋表面地形、来自高度仪的海平面估测、

GOS 的重新设计当中。数据库和滚动评审过程

海面风矢量、海洋状态和各种海洋色彩应用。此

将在 JCOMM 有关的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关

外，它注意到卫星雷达对 JCOMM 任务的重要性。

于 该 过 程 的 指 导声 明 将 表 明 目前 和 规 划 的 观 测

委员会同意，以下这样的卫星，如配备高级散射

系统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 CEOS/WMO 数据库对

仪的 Metop、配备圆锥形微波成像仪和高度计的

观测资料的需求。委员会因此同意 JCOMM 应

NPOESS、配有高度仪的 Jason 系列、ICESat 和

参加 CBS 的需求滚动评审过程。为此，它要求

ADEOS-2，它们的未来贡献预示着供业务海洋用

联 同 主 席 与 JCOMM 管 理 委 员 会 其 他 成 员 和

的宝贵资料和产品将有显著增加。委员会还注意

GOOS 的官员磋商，指派一名或多名专家参加该

到议题 8.2 下所述的通讯工作的重要作用。

过程，特别是参加有关的 CBS 专家小组（参见

8.3.4

总摘要第 5.2.3 段）。

委员会认识到 EUMETSAT 的卫星应用设

委员会注意到，WMO/CEOS 的需求资料

施的重要性及其对委员会目标的重要贡献。它还
认识到商业卫星对委员会在海洋观测方面的贡

与卫星运营方的互动

献，特别是空基合成孔径雷达对海冰观测的价值。

8.3.9

8.3.5

委员会认识到，如在综合全球观测战略计

重要的。它注意到，海洋主题已导致了与卫星运

划中所研究的那样，当务之急是要通过各种机制

营方间的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互动，尤其是在海

与各卫星运营方合作，发展出连续和持久的运行

洋测量方面。委员会还注意到，GOOS 科学委员

委员会同意，与卫星运营方积极地互动是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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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已向 IGOS 参加方建议将海洋主题继续下去，

表示感谢，并要求 IOC 和 WMO 在将来的 CGMS

包 括 对卫 星 资 料 的 需 求 和 可 用 性 进行 经 常 的 审

会议上继续它们有力且重要的合作。

议，目的是指导海洋卫星计划的实施。

8.3.14 委员会注意到，WMO 和 IOC 已经在 IGOS

8.3.10 委员会注意到，WMO 执行理事会第 52

伙伴关系内成为伙伴。IGOS 致力于提供一个协

次届会已经同意，应该通过每 1 至 2 年举行一次

调地球全球观测中主要空基和现场观测系统共同

“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议”，提供一种与卫

利益的全面的框架，主要是支持 GCOS、GOOS

星运营方进行研讨的机制。委员会认为，磋商会

和 GTOS。该战略正在被制订成一个 “包罗形”

议应尽早考虑：

的战略，以实施有关气候、大气、海洋和沿海、

(a)

对卫星任务进行评估，以确保特别是更好

陆地地面以及地球内部的观测。

地利用现有和计划的研究发展卫星，以支

8.3.15 委员会注意到 WMO 在扩大目前 WWW

持 WMO 计划，并对其业务用途进行评

GOS 空基内容的定义使之包括研究发展卫星方

估；及

面 的 进 展 。 委 员会 还 认 识 到 海洋 主 题 方 面 的 重

审定和修改 WMO GOS 的空基部分，既

大 进 展 ， 包 括 已开 发 和 推 进 了将 研 究 与 发 展 卫

要考虑业务和研究发展卫星的机遇，又要

星 向 持 续 模 式 过渡 的 流 程 。 它认 为 这 一 过 渡 过

考虑最大程度地提高卫星观测计划的成本

程 具 有 特 别 重 要的 意 义 。 委 员会 认 识 到 这 些 过

效益；

程和在 JCOMM 计划内与卫星机构进行对话及

(b)

委员会注意到，磋商会议的主题与其计划的需要

参与其活动的价值。要求 JCOMM 管理委员会

是紧密相关的。委员会认同出席磋商会议的重要

和 观 测 计 划 领 域协 调 组 确 保 使此 类 互 动 得 到 协

性，并要求 WMO 秘书长使本委员会今后能出席

调 并 具 有 建 设 性。 为 此 ， 委 员会 同 意 应 包 括 一

该类会议。

名 卫 星 专 家 作 为观 测 协 调 组 的成 员 。 有 关 此 事

8.3.11 委员会注意到，第一次磋商会议已经制订

的行动见议题 16。

了卫星观测资料需求指南，并向 WMO 执行理事
会提出了建议，该指南应得到各方的同意以便使

用户反馈

WMO 业务用户对获取业务和研究发展卫星资料

8.3.16 委员会注意到评估卫星观测中的海洋变量

具 有 信心 ， 同 时 向 资 料 提 供 者 展 示其 资 料 的 用

对最终用户价值的重要性。这些最终用户包括沿

途。

海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渔业、水产、航行和环境

8.3.12 委员会注意到一份关于需要加强地球低轨

机构等。这些组织希望使用综合的资料产品，将

卫星国际合作的专家组会议讨论结果。这个小组

遥感资料通过模式进行同化，并与现场资料相结

讨论会于 2000 年 10 月 17 日在美国的 Woods Hole

合。2000 年 10 月，EuroGOOS 与 EUMETSAT 联

召开，由国家环境卫星、资料和情报局组织和承

合召开了一次大会，会上各界用户提出了他们需

办，此讨论会是与 CGMS 第 28 次全会一起召开

要的详细技术分析、及经济指标摘要。会议的主

的。 参加 此 次小 组讨论 会的 代表 来自： CMA、

要建议是，EUMETSAT 应作为一项业务计划支

CNES、ESA、EUMETSAT、IGBP、ISRO、NASA、

持 JASON-2 任务。

NASDA、NOAA、PLANETA、ROSHYDROMET
和 WMO。参加 Woods 会的代表同意，卫星和用

地基雷达海洋遥感

户机构应该象伙伴一样共同工作，为发展一个更

8.3.17 委员会忆及, 为部分回应 1995 年 3 月在

加完整的极地业务卫星系统作出贡献，以保证长

日内瓦成功举办的国际 ROSE 研讨班上提出的建

期的观测。

议，前 CMM 已经成立了一个海洋雷达遥感(ROSE)

8.3.13 委员会也注意到，在 CGMS 第 28 次全体

小组。该小组已经成为 JCOMM 临时机构的一部

会议上，通过 WMO 的提名，IOC 已经成为 CGMS

分。正如其职责所述，该小组的目标是设计示范

的成员。因此，IOC 和 WMO 都会代表它们的用

性的监测项目，建立标准化需求，编辑和发布海

户方出席将来的 CGMS 会议。委员会对这一进展

洋雷达业务能力及成本效益分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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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8 委员会注意到，在休会期间，举办了许多

8.3.23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机载遥感测量和有关

非正式的国际 ROSE 研讨班，一个此类的深层次

方式的海洋遥感作为业务观测设施对于 JCOMM

研讨班于 2000 年 3 月在 Bergen 举办，这次研讨

也是有相当潜在价值的。

班 将 欧洲 和 北 美 的 运 营 方 召 集 到 了一 起 。 同 样

8.3.24 总而言之，委员会认识到地基高频雷达已

地，这为系统配置、业务能力和应用的比较提供

接近业务化。委员会还注意到类似 EuroROSE 这

了一种非常有用的论坛。从这个研讨班得出的非

样的项目在美国已经或者正计划在业务中使用，

常有份量的结论是，有很多国家已经将某些类型

有些系统可以作为高频和 X 波段雷达现成的软件

的海洋雷达非常有效地用于业务，EuroROSE 项

包使用。它同意继续与 ROSE 运营者进行世界性

目在特殊业务应用和能力方面基本提供了示范作

的紧密合作以及让会员或会员国了解最新进展具

用。

有重要意义。因此，它要求观测计划领域协调组

8.3.19 研讨班在其结论中强调在 ROSE 能力和

确定适当的专家与全球有关的 ROSE 保持联络，

应用方面向会员或会员国提供信息和进行培训是

根据现行基础对这类系统的状况进行审议，为了

十分重要的。它因此同意，需要维持 ROSE 小组

会员/会员国的利益就此主题制定相应的技术指南

这样的非正式的国际协会，并通过 JCOMM 维持

和建议。

与 WMO/IOC 的协作。它也认同在业务机构中提
高对 ROSE 认识的重要性。

8.4

海平面（议题
8.4）
海平面

8.3.20 委 员 会 注 意 到 ， EuroROSE 是 一 个 由 分

8.4.1

委员会认识到 GLOSS 无论对各会员/会

布于四个国家中的 6 个欧洲研究单位承担的项

员 国 的 各 项 业 务活 动 ， 还 是 对全 球 气 候 研 究 都

目 ， 用 于 开 发 海洋 分 析 和 预 报业 务 工 具 ， 支 持

十分重要。委员会饶有兴趣并赞赏地注意到

沿 海 海 洋 作 业 和建 设 ， 保 护 海洋 环 境 。 其 特 定

GLOSS 专家组组长 P. Woodworth 先生的报告，

的目标用户是 VTS 的运营者，港口和沿海海洋

报 告 回 顾 了 该 计划 的 成 就 和 不足 ， 并 祝 贺 他 取

管 理 单 位 。 正 在开 发 的 业 务 工具 是 一 个 气 象 海

得的进展。

洋 状 况 的 监 测 和预 报 系 统 ， 该系 统 合 并 了 高 频

8.4.2

地波雷达和 X-波段导航雷达（波和表面洋流）

进展，例如 GSN 发展；某些 GLOSS 区域网；在

的观测资料，并将资料同化到高分辨率（500 米）

正 在 进 行 的 高 度 表 检 定 中 使 用 潮 汐 计 (GLOSS-

的海洋模式。

ALT)；向国际科学研究小组，如 IPCC 提供资料

8.3.21 该项 目紧 紧地 围 绕 两个 现 场 业务 试验 进

和信息；充实培训材料、宣传和研究。同时，委

行，第一个试验是与位于挪威 Bergen 附近的 Fedje

员会还注意到在气候、海洋和沿海应用方面世界

岛上的 VTS 中心合作（2000 年 2 月中至 3 月底），

上 许 多地 方 对 计 划 发 展 的 资 金 需 求有 了 很 大 增

第二个试验是与西班牙 Gijon 边上的 VTS 中心合

长。

作（2000 年 10 月中至 2001 年 3 月底）。两个试

8.4.3

验均清楚地表明，同化后的观测资料大大地增强

意到，使用 PSMSL 收到的资料作为业务状况的

了模式的性能和产品质量，VTS 运营者和领航员

指南，GCN 可被视为大约有 2/3 已投入业务运行。

逐步地接受和依赖其业务产品。

委员会注意到，某些区域的资料缺乏在很大程度

8.3.22 委员会认识到，该项目的成功会导致在欧

上反映了要么是目前网络不够充足，这可通过安

洲的重要的商业化综合海洋系统的开发及其在欧

装新的验潮器来进行改进；要么是拥有足够验潮

洲的业务扩展。它同意，应该让所有的海洋成员

器的地方资料传输不够充分。因此委员会敦促目

和成员国了解该项目的结果，以及开发和测试的

前没有向 GCN 提供资料的那些区域的会员，例

工 具 在 世 界 其 他 地 区 的 应 用 潜 力 。它 因 此 要 求

如本报告附录 III 图中所显示的非洲和南美的部

EuroROSE 的与会者考虑最终准备一份有关此项

分地区，尽早采取措施弥补这一不足。

目的综合报告，并在 JCOMM 的技术报告系列中

8.4.4

出版。

求日益增加（与现有的滞后资料情况相反），以

委员会注意到在 GLOSS 项目方面取得的

委员会从本报告附录 III 罗列的数字中注

委员会认识到由于对实时海平面资料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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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用潮汐资料传输平台传输其他海洋参数，需

测资料。另外，很有可能通过加强那些管理 VOS、

要世界范围的投资。委员会进一步认识到，通过

SOOP 和 ASAP 的部门间的协调来鼓励观测资料

现有的 WMO 信息服务，广泛宣传 GLOSS 海平

的综合，并降低成本和船舶管理的复杂性。委员

面中心产品（如英国的平均海平面常设机构和美

会因此欢迎关于船舶观测小组概念的建议，开始

国夏威夷的海平面中心）对气象和海洋部门具有

时它主要对 VOS、SOOPIP 和 ASAP 专家组间在

潜在的意义。委员会还提请会员/会员国尽可能在

船舶管理中的最佳合作进行调查，最终目的是实

GTS 上散发潮量计资料。

现商业和研究船只上船基观测系统尽可能的完全

8.4.5

综合。

根据以上段落记录的讨论结果，委员会通

过了关于总议题的建议 5(JCOMM-I)。
8.4.6

委员 会 注 意到 在 利 用新 的 大 地测 量技 术

建立 JCOMMOPS

（GPS、DORIS 和绝对地心引力）监测陆地垂直

8.5.2

运动方面取得的令人鼓舞的进展。此类新技术将

的建议，中心最初将建立在现有 DBCP/SOOP 与

推动正在开展的通过验潮器网络对卫星雷达测高

Argo 的协调机制基础之上。委员会认识到该中心

术进行定标的工作，并将推动从验潮器记录中的

将提供重要的资料和工具，以及集中的信息和技

海平面变化得出的陆地运动的去藕工作，从而促

术支持装备，这些都是协调和综合许多 JCOMM

进绝对海平面变化的研究。

现有业务海洋观测网络所必需的。预计通过

8.4.7

JCOMMOPS 的活动可以实现以下目标：

委员会批准对 GLOSS 计划的组织变化，

即建立一个能在海平面方面向 GLOSS 专家组和

(a)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建立 JCOMMOPS

促进计划管理人员制定决策（维护需求信

各领域提供科学投入的分组。

息、说明如何满足需求的分析产品、电信

8.4.8

系统信息）；

委员会注意到需要一个全球潮水常数数据

库，这是 GLOSS 专家组的期望，希望与国际水

(b)

促进计划实施（帮助 GTS 分发、确定合

文局和 MEDS 合作，在 GLOSS 的赞助下提供这

适的部署时机、帮助实时资料遥测格式标

样一个数据库，以取代以前由国际水文局管理的

准化）；

数据库。敦促 JCOMM 会员在建立并运行该新设

(c)

加强业务和监测方面（编辑质量控制信息

施的过程中密切合作。

并跟踪对已发现的问题的解决，作为平台

8.4.9

实施业务方面的情报交换站，提供相关观

随着 JCOMM 的建立，及 GLOSS 专家组

测平台现状的信息）。

向 JCOMM 所做的汇报，委员会批准将该小组任
命为 JCOMM GLOSS 专家组。

8.5.3

8.4.10 委员会注意到 GLOSS 积极定期提供关于

过渡计划会议（JCOMMTRAN-2）（2000 年 6 月

海平面测量和释用的培训材料和培训课程，并鼓

14—16 日）已讨论过该建议，并注意到会议坚决

励会员继续支持此类活动。

赞同 这 一 想 法 。JCOMMTRAN-2 要求 秘 书处 ：

8.4.11 委员会要求它的能力建设协调小组就争取

（a）确定向中心提供 JCOMM 指导的机制；(b) 寻

必要的资金以确保本计划的现代化和进一步扩展

求 DBCP 和 SOOPIP 对建议的赞同，包括职责范

向设在 IOC 的 GLOSS 技术秘书处提供咨询并与
它协调。

委员会忆及在巴黎举行的第二次 JCOMM

围，因为这些团体为支持中心提供了资金。DBCP
在其第 16 次会议（2000 年 10 月 16—20 日，维
多利亚）上也坚决赞同这一想法，并认为这一想

8.5

综合问题（议题
8.5）
综合问题

法的实施不会对其专业委员会成员的技术协调员

8.5.1

在讨论议题 7.5 时，委员会认识到 JCOMM

提供的服务有不利影响。已请求 SOOPIP 通过函

内的整合主要发生在资料管理计划领域。但同时

件审议这一决议，并随后获得批准。

它 也 认为 有 可 能 在 观 测 系 统 级 别 上加 强 综 合 能

8.5.4

力。船基观测尤为如此，在那里有可能利用同一

为中心实际上可以在过渡基础上立刻开始运

船舶平台提供几乎从大洋底部直至对流层顶的观

行。它赞赏地注意 到通过建立一个网站（http://

委 员 会 进 一 步 忆 及 JCOMMTRAN-2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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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commops.org/)，及通过整合浮标、漂流 和

测计划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在支持海洋安全、

系泊浮标站的部署时机，已为 JCOMM 业务提供

全球气候研究和海洋研究方面。委员会支持就这

了一些支持。

一问题已经采取的行动，并进而呼吁会员尽一切

8.5.5

努力使它们的有关政府部门注意该问题的重要性

委员会对 DBCP、SOOP 和 Argo，特别是

对提供了各自信托基金的会员国深表感谢，感谢

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风险是极小的。

它们为使建议的中心能够运转提供了所需资金。
委员会坚决赞同建立中心的建议，并通过了有关

向业务观测系统过渡

该主题的建议 6（JCOMM-1）。该建议的附录给

8.5.10 委员会认识到候选业务观测系统通常都要

出了 JCOMMOPS 的职责范围。委员会赞赏地注

经历从构想、概念到成熟完善的技术等几个不同

意到 JCOMM 电子产品公报编辑的提议，应与

发展阶段。这一研究和发展过程花费的时间很少

JCOMMOPS 紧密合作并在公报中包含一些通过

低于十年。已经认识到有四个主要阶段：

JCOMMOPS 传递的监测产品。

(a)

在海洋和海洋气象团体内发展技术；

8.5.6

(b)

团体接受通过以评估和示范为主要目标的

委员 会 要 求观 测 协 调小 组 审 议通 过扩 大

试验项目的经验得出的方法论；

JCOMMOPS 的职责范围（也包括对 VOS 和 ASAP
的支持）能够实现的利益和效率。

(c)

研究人员、应用小组和其他终端用户对方
法和资料进行持续的业务前应用。这样做

在南极海域部署现场海洋仪器

是为 了保证 在 全球 系统内 进 行正 确的 合

8.5.7

委员会注意到，SOOPIP 已经认识到在南

成，以及方法和资料的增加（也许会分阶

极海域部署 XBT 和其他观测仪器和平台方面的

段淘汰过时技术）对全球资料集及其依赖

潜在问题。委员会忆及在南极条约环境保护协议

产品的完整性不构成负面影响；

（马德里协议，1991 年）框架内，各国政府必须

(d)

将方法和资料并入具有持续支持的延伸框
架内，并持续使用。

限制南纬 60 度以南地区的研究和其他活动。鉴
于南大洋和南极地区海洋观测与研究计划的重要

8.5.11 试验项目通过使部分团体参加行动来发展

性，SOOPIP 对此情况十分关注。为使南极条约

能力，这种行动以非普通方式为更广泛的系统（如

国敏感地意识到这些计划的价值及其在环境损害

GOOS、GCOS 或 WWW，或者其中的试验项目，

方面极小的风险，它已要求秘书处促使 WMO 和

如 GODAE）做出贡献。委员会注意到试验项目

IOC 的相关团体注意这一情况。考虑到如果发觉

一种可能的正式定义是：

部署漂流浮标对环境有危险，限制措施也可能适

“试 验 项 目 定 义 为 有 组 织 、 有 计 划 的 一 组 行

用于该地区漂流浮标的部署，所以该问题也引起

动，行动的主要设计目标是在确定的日程内提

DBCP 的关注。Argo 计划同样受到这一问题的潜

供对技术、方法或概念的评价，其总体目标是

在影响。

推动 JCOMM 计划的发展。”

8.5.8

委员会忆及 JCOMMTRAN-2 已讨论过该

8.5.12 委员会同意管理委员会有责任就新部分合

问 题 ， 会 议 同 意采 取 适 当 行 动以 保 证 政 府 从 观

成到整体业务系统问题进行审议并向 JCOMM 提

测 获 取 很 大 收 益而 只 承 受 极 小的 环 境 风 险 。 为

出建议。委员会因此要求这些团体在审议可能的

确 定 问 题 的 程 度并 获 得 可 能 的行 动 建 议 ， 秘 书

候选实验项目时考虑此类因素。

处随后通过 WMO 执行理事会南极气象工作组
提 请 南 极 研 究 科学 委 员 会 注 意该 问 题 。 南 极 研

9.

审议与委员会相关的技术规则（议题
9）
审议与委员会相关的技术规则

9.1

委员会忆及在议题 6.1 下已经同意采纳关

究 科 学 委 员 会 的执 行 官 员 和 秘书 处 现 正 在 研 究

于 WMO GMDSS 海洋广播系统的许多修正案，

该问题，并会尽快向 WMO/IOC 及有关会员 国

其内容见《海洋气象服务手册》第 1 卷第 1 部分

提供适当建议。

（ WMO-No.558 ）。 委 员 会 因 此 通 过 建 议 7

8.5.9

（JCOMM-I），使该决定生效。委员会在此认识

委员会重申继续南大洋和南极海域海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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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旨在授权为蒲福 12 级及以上风级的所有紧

出的指南修改意见。委员会赞同该分组的建议并

急警报使用 PAN PAN 的第 2.2.3.7.2 段的修正案

通过了建议 10（JCOMM-I）。

尚未获得海上安全服务专家组的正式同意。因此
委 员 会临 时 批 准 该 修 正 案 ， 但 有 待获 得 此 类 同

《海洋气候学应用指南》
）
《海洋气候 学应用指南》（ WMO-No.781）

意。委员会进一步忆及在议题 7.4 下已经同意对

10.2

IMMT 格式略作修改以引入 VOSClim 项目所需

应 用 指南 》 将 来 应 包 括 不 变 的 和 变动 的 两 个 部

的新资料要素，IMMT 新版本（IMMT-2）将从 2003

分。CMM-12 进一步支持就此问题召开一个国际

年 1 月 1 日起替代目前的版本（IMMT-1）。委员

研讨会（CLIMAR99，1999 年在温哥华召开），

会因此通过 8（JCOMM-I）建议草案。

作为为指南的变动部分提供素材的方式之一。忆

9.2

委员会忆及在议题 7.1 下，委员会同意从

及在议题 7.1 下就此问题进行的讨论和得出的结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及《海洋气象服务手册》

论，委员会注意到海洋气候学分组建议将

中删除对船舶和浮标测量得到的海面洋流资料进

CLIMAR99 的论文清单纳入指南的变动部分。委

行交换的要求，这是因为在过去十年此类资料交

员会同意上述建议并通过了有关该问题的建议 11

换并不连续。委员会在议题 7.1 下进一步同意对

（JCOMM-I）。

委员会忆及 CMM-12 同意《海洋气候学

在 MCSS 下进行交换的 MQC 标准进行一些修
正。因此委员会通过了建议 9（JCOMM-I），以

WMO 的其他指南

便对手册进行这些修改。委员会同意在《海洋气

10.3

象服务指南》的 MQC 标准部分也进行这些同样

南》（WMO-No.702）的第 2 版已在休会期间出

的修改。对 WMO《技术规则》（WMO-No.49） 的

版。委员会要求风浪与风暴潮专家组经常地评审

相关部分没有必要作更多修订。

该指南的内容，并就将来必要的更新提供咨询。

9.3

委员会还要求 WMO 秘书处尽快提供该指南以方

委员会认识到 WMO 技术规则，特别是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在确保向海洋用户提供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海浪分析与预报指

便购买和通过网络下载。

高质量和及时的服务，以及向 NMS 提供指导和
帮助方面的价值。委员会进一步认识到用户需要

IGOSS 出版物

越来越多的海洋学变量和产品的服务，海洋学组

10.4

织和机构也越来越多地介入海洋服务的制作和分

的包括指南在内的出版物、现状报告和信息服务

发。基于此，并考虑到 JCOMM 的联合特性，委

公报的现况。它认识到有必要根据 JCOMM 的新

员会建议考虑起草 IOC 关于提供海洋服务的类似

职责和海洋观测系统、资料管理与服务的一体化

技术规则。委员会要求服务计划领域协调组考虑

解决方案的发展来充分评估、更新上述出版物，

该问题并准备一些技术规则草案，供 JCOMM 管

并在可能时对它们进行合理的精简。委员会由此

理委员会、JCOMM-II 直至 IOC 管理机构最终审

同意本报告附录 IV 中提出的有关这些出版物的

议。

具体行动。

10.

指南及其他技术出版物（议题
10）
指南及其他技术出版物

委员会注意到由 IGOSS 负责编写和维护

其他技术出版物
10.5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对“国际指定、补充、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 WMO-N0.471）
）

辅助船舶清单”（WMO-No.47）的格式和内容所

10.1

委员会对由 CMM-12 通过的经充分修改

做的修改。已实施一个新的船舶元资料库并在不

的指南在休会期间以英文出版表示赞赏，并希望

久后可通过 WMO 网址进行查询和下载。不久还

其他语言版本能很快出版并分发给会员/会员国。

将要求各会员对新格式的资料库作出贡献。委员

同时委员会注意到在海洋气象服务方面的持续发

会重申该资料库具有很高的价值，包括对全球气

展 与 进步 ， 它 认 识 到 应 尽 可 能 地 对指 南 进 行 更

候研究、业务气象和资料质量控制都十分重要；

新。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海洋气候学分组提

委员会敦促会员定期和经常将各自的船舶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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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给 WMO 秘书处以纳入该资料库。委员会也

告。近几年来，这些报告可以通过 DBCP 网址获

要求秘书处确保从万维网上获取的该数据库版本

得，同时也有印刷本发行，这两种格式的报告都

应包括两种工具，既可以下载整个数据库，也可

可请 DBCP 技术协调人提供。委员会大力支持并

以根据 IMO 编号、呼叫标记和船名检索具体船

敦促继续该专家组的此项工作。

舶的详细资料。
10.6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海洋气象学和相关

GLOSS 出版物

海洋活动”系列中的 9 个技术报告已在休会期间

10.10

由 WMO 出版，秘书处可按要求提供上述报告。

课程（1998 年 11 月，开普敦；1999 年 9 月，圣

这些出版物涵盖了多个主题，包括应 CMM-12 的

保罗；2000 年 4 月，吉达）报告以及各种其他报

要求出版的《近海工程服务手册》和关于海浪资

告（会议、研讨会、现状报告等）的出版。它进

料的提供及其工程应用的 COST 大会的论文集。

一步注意到 GLOSS 手册在万维网（http://www.

委员会进一步赞同地注意到在 JCOMM 正式取代

pol.ac.uk/psms/training.html）上以 PDF 格式出版，

CMM 和 IGOSS 之后，该系列出版物被终止，取

目前已有英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版本，法文

而代之的是 JCOMM 技术报告系列。随后，新系

版 也 将 很 快 面 世 。 委 员 会 支 持 GLOSS 团 体 在

列中的 10 个技术报告已出版和分发。如需要更

PSMSL 协助下所做的工作，并敦促继续开展此

多的报告拷贝，同样可请求 WMO 秘书处提供。

项工作。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最近的 GLOSS 培训

此外，委员会还表示赞同为通过 WMO 网址提供
电子格式的 JCOMM 技术 报告而正在采取的行

ASAP 出版物

动。委员会敦促应继续这方面的工作以便最终所

10.11

有的 JCOMM 技术报告和会议报告能通过上述方

来一直在出版年度报告。该报告除了提供有关全

式以电子格式提供给各会员/会员国。同时，委员

球和各国 ASAP 的最新情况外，还包括来自各监

会同意并非每个国家都有能力利用上述服务，因

测中心的报告，有时也刊载与该项目各方面有关

此应继续分发上述文献的硬拷贝。

的 技 术文 章 。 委 员 会 支 持 该 专 家 组继 续 此 项 工

10.7

作，同时建议该专家组可收集更多的与 ASAP 及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通过《WMO 公报》

使国际气象和海洋学界能随时了解目前由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 ASAP 专家组几年

其效益相关的技术信息分发给会员/会员国。

JCOMM 负责的 WMO 和 IOC 的最新活动。它要
求秘书处继续编写和出版作为项目说明刊载在公

小册子和活页手册

报上的摘要。委员会还赞赏 1998 年 4 月出版的

10.12

WMO 公报特刊，作为对 1998 国际海洋年的支

各方面工作的小册子和活页手册已在上一休会期

持，该刊专门介绍了与海洋有关的主题。

间出版：

10.8

(a)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世界气候通讯》、

《GOOS 通讯》、《IALA 公报》和《EEZ 技术》

委 员 会 赞 赏 地 注 意 到 以 下 有 关 JCOMM

《 自 动 船 舶 高 空 探 测 计 划 》（ 仅 有 英 文
本），ASAP 专家组正在对其进行更新；

之类的出版物时常刊载与 JCOMM 工作有关的文

(b)

《全球海洋学资料》（仅有英文本）；

章。它鼓励 JCOMM 成员和秘书处继续在可能的

(c)

《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英文、法文、

时候编写和提交此类文章，以便在国际上宣传委

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DBCP 正在对其

员会的工作。

进行更新；
(d)

DBCP 出版物
10.9

《自愿观测船计划：持久的合作伙伴》
（英
文、法文、俄文本和西班牙文）。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 DBCP 多年来始终

委员会认识到这些小册子对于更广泛地宣传

维持一个重要的技术文献出版物系列，其中包括

JCOMM 各方面的工作具有价值，因而敦促应继

该专家组的综合年度报告以及各种其他的技术报

续出版、修改和扩充上述出版物。

告。在上一休会期间该系列总共出版了 11 份报

10.13

委员会认为所有的这些技术出版物为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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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员国实施与海洋有关的活动提供了宝贵的支

识到这些网址可以成为 JCOMM 成员和其他技术

持，并敦促在下一休会期间继续出版此类报告和

和 相 关领 域 的 专 家 之 间 通 信 和 交 流的 渠 道 。 例

文献。但是，委员会也关切地注意到由于一直难

如，可以通过邮件列表、讨论组和对网址的直接

以找到愿意并且有时间编写有关技术文献的报告

反馈进行交流。委员会因此极力鼓励进一步把这

员，CMM-12 确定的一些新的出版物在上一休会

些网址，尤其是 WMO 维护的 JCOMM 本身的网

期间无法出版。在对上述困难表示理解的同时，

址，开发成实施 JCOMM 计划活动的必不可少的

委员会坚持认为在一些重要的专题领域非常需要

工具。它敦促 WMO 秘书处确保该网址还包括了

指导性材料，并要求会员/会员国和秘书处继续努

与 JCOMM 及其工作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其他

力寻找有能力编写此类出版物的专家。关于某些

网址的链接。

新的技术出版物，委员会：
(a)

认识到风暴潮分析和预报指南对会员/会

11.

(议题 11)

员国的潜在价值，并敦促风浪和风暴潮专
(b)

教育和培训、技术转让及实施支持

家组尽快制订一项准备该指南的计划；

11.1

专业教育和培训(议题
11.1)
专业教育和培训

高兴并赞赏地注意到美国编写和出版的一

11.1.1 委员会回顾了过去届会休会期间有关海洋

本《北大西洋流域飓风意识船员指南》。

气象和物理海洋学方面的专业教育和培训活动。

它要求 WMO 秘书处考虑将该指南作为一

委员会特别感谢前 CMM 副主席 S. Ragoonaden

份 JCOMM 技术报告再次出版，并广泛向

先生(毛里求斯)，教育、培训和实施支持工作组

各气象部门和用户散发。它也请美国考虑

组 长 W. Appleby 先 生 及 其 工 作 组 成 员 在 支 持

编写一本类似的太平洋指南，最后也将作

JCOMM 能力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委员会同意，

为一份 JCOMM 技术报告出版和散发。

总体上讲，该领域进行的活动非常成功，特别是
有关的研讨会和培训班，这些研讨会和培训班在

GOOS 出版物

激励和帮助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海洋气象和海

10.14

洋学观测系统和服务方面具有重大价值。委员会

委员会认识到作为对 GOOS 的支持，IOC

出 版 了 许 多 与 其自 身 工 作 相 关的 的 技 术 文 献 。

高兴地注意到第 13 次大会已经同意在将来继续

委 员 会 注 意 到 许 多 现 有 的 GOOS 文 献 已 列 在

举办相关的研讨会和培训班。

GOOS 的网站上：http://ioc.unesco.org/goos/docs/

11.1.2 委员会同意一系列国际和区域培训班和研

doclist.htm。这些文献中有很大一部分（以及所

讨会已取得圆满成功，一些新的定位，即计划和

有最近出版的文献）都可下载。其他一些“基本”
的

GOOS

开办更多专业学科的课程，也较好地满足了国家

文 献 列 在 同 样 的 网 站 下 ：

和区域的需求。这里，委员会特别注意到第二次

http://ioc.unesco.org/goos/key1.htm 。 委 员 会 对

海浪分析和预报国际研讨会（1997），三次 PMO

GOOS 项目办公室提供此种文献咨询的便捷方式

区域研讨会（1998，1999，2000），MPERSS 培

表示满意。

训 班 和 研 讨 会 （ 1998 ）， 海 冰 遥 感 国 际 研 讨 会
（2000），GLOSS 培训研讨会（1997，1998，1999，

网址
10.15

2000 ） 以 及 东 非 海 洋 资 料 和 信 息 网 络 研 讨 会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有一系列正在运行的

（1997，1998，1999，2000）。委员会对在过去

网址直接支持了 JCOMM 各项计划与活动。尤其

届会休会期间主办培训班、研讨会和培训活动的

值得提出的是 JCOMMOPS 及其相关的 DBCP、

所有会员/会员国表示感谢，特别包括澳大利亚、

SOOP 和 Argo 网址、GOOS 和 WMO 海洋计划

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香港、肯尼亚、葡萄

/JCOMM 本身的网址。这些网址的细节包括在本

牙、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南非、英国和美

报告附录 V 中。委员会认识到这些网址作为迅

国。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已规划了未来休会届会

速、有效地分发包括文献和技术出版物在内的资

期 间 一些 研 讨 会 及 其 有 关 的 培 训 活动 ， 例 如 风

料和信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委员会也认

浪、涌和风暴潮预报、遥感资料应用、海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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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以及 GLOSS。

问题。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在 1996 年

11.1.3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 GLOSS 活动包括大

和 1998 年审议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新的分类

量区域计划和产品，以及许多国际培训课程和材

建议，WMO 执行理事会于 1998 年批准了该建

料。1997 年 GLOSS 实施计划对各项活动作了回

议。新的分类包含在 WMO《执行理事会第 50 次

顾。“如何使用验潮仪”的培训已成为 IOC 手册

届会最终节略报告》（WMO-No.883）附录 IV 中。

的一部分，可通过 PSMSL 培训主页访问，“如何

理事会进一步批准了对《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

在测量站使用 GPS”手册已在规划中。现在使用

育和培训指南》（WMO-No.258）的修订建议。

的手册的光盘也可从 PSMSL 获得。自 1983 年起

11.1.6 委员会认识到修订 WMO 分类及其课程

已至少每年举办一次海平面测量和解释培训课程

的要求不仅来自作为应用科学的气象学的重要进

和研讨会，涉及验潮仪安装、维护和使用；海平

展以及正在进行的信息技术革命，在世界的许多

面观测资料的减少；验潮仪基准测量安装；海平

方面不断发展的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模式，都

面资料在科学分析和沿海实际应用中的使用；以

对该专业的许多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和变化。证明

及资料交换。自 1993 年起，重点放在实际操作

职业资格的方法将可能最终由偏重于学位的传统

的计算机资料分析培训、及将观测结果用于区域

方法转为知识、技能和态度综合考核的办法。

及当地过程研究和一些实际用途的研究。GLOSS

11.1.7 对此，委员会注意到与秘书处合作和经过

课程纸质和电子版本报告可从 IOC 秘书处获取。

同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磋商和讨论，编

11.1.4 委员会非常感谢 WMO 提供了专门用于

辑小组已制定了《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和培

海洋气象和物理海洋学方面研究的奖学金，并注

训指南》第四版，第 1 卷，气象学的初稿。2000

意到在过去届会休会期间已提供了 12 个此类奖

年 6 月已分发给 WMO 所有的会员征求意见。初

学金。委员会表示希望继续向该领域的申请者提

稿以及其设计和实施的简要说明可从 WMO 网页

供奖学金。考虑到越来越难以从传统资金来源获

http： //www.wmo.ch，教育和培训子页上下载。

取培训活动资金，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 WMO

吸收了会员反馈意见的最终版预计于 2001 年底

及 IOC 常规预算，委员会同意应研究一些新的资

出版。

金渠道。因此要求资源专题组优先考虑培训资金

11.1.8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初稿的第 8 章阐述了

问题。此外，委员会：

从事不同领域或专业的气象人员需具备的职业资

(a)

赞赏地注意到一些国家在过去休会期间已

格及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来自一些 NMS 或其他

举办了直接支持 JCOMM 工作的许多有

有关机构的专家在 WMO 的特别要求下，提供了

关海洋气象、海洋学和相关领域的短期和

有关范例。“海洋气象学”条目由俄罗斯国家水

长期培训活动；

文气象大学 L. N. Karlin 先生准备。委员会要求

进一步赞赏地注意到一些国家提出在下一

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协调组作为紧急事宜安排

休会期间承办类似的培训活动；

审议此条目，在 2001 年 10 月前向 WMO 秘书处

感兴趣地注意到互联网上提供的欧盟委员

提交意见和建议。

会培训项目 EUROMET 可能将进一步发

11.1.9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 IOC 下属的 IODE

展，以便在该项目中也包括海洋气象学和

更新后的能力建设计划以标准的资料和信息管理

海洋学；

培训课程（海洋教师）的发展为基础，将向会员

更好地开发 WMO 区域气象培训中心网

国提供一个包括培训、设备和业务支持的综合能

络，以扩大海洋气象和物理海洋学领域的

力建设包（分别参见议题 11.2 和 11.3）。

专家培训；

11.1.10 委员会获悉了 IOI 的虚拟大学项目。该项

应更好地运用远程教学技术和设施以帮助

目的目的是向所有国家提供高质量的和经济上能

有关 JCOMM 的培训活动。

够承受的海洋事务研究生教育。该项目利用了 IOI

(b)
(c)

(d)

(e)

11.1.5 委员会注意到在过去，特别是 1995 年的

座落在全世界主办组织/研究所的 17 个业务中心

第 12 次大会，已多次提出修订气象人员分类的

的联网机构。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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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IOI 课程主要提供海洋事务的硕士学位，

11.2.4 委员会忆及 WMO 建立了 VCP 以大力推

但 是 也能 满 足 专 门 课 程 培 训 和 提 供业 务 发 展 课

动 WWW 的全球实施，现在该计划也可用于增强

程。IOI 虚拟大学课程包括与 JCOMM 活动直接

海洋观测系统和海洋服务。因此委员会敦促海洋

相关的方法与内容。此外，它们还包括与 JCOMM

会员/会员国考虑按照已建立的程序，明确阐述其

用户有关的许多领域。

适当的 VCP 请求，作为增强其海洋观测系统以

11.1.12 IOI 也向 JCOMM 提供新近为远程教学开

支持 WWW、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服务、GCOS 和

发的名为 KEWL 的平台（http://kewl.uwc.ac.za）。

GOOS 的手段。委员会注意到有一些 VCP 请求尚

这 一 开放 性 源 代 码 软 件 促 进 了 课 程的 准 备 和 提

未得到支持，因此敦促可能的捐赠会员尽可能地

供，并为成功的以学员为中心的教育提供了许多

向提出请求的会员提供帮助。委员会赞赏地注意

其他选择。KEWL 能对 JCOMM 海洋学和海洋气

到中国香港关于提供海洋气象、网络信息散发和

象学的培训作出贡献。而且，IOI 在南非的分部

培训方面 VCP 支持的友好承诺。

提出为 JCOMM 提供一次免费课程。

11.2.5 委员会认识到区域报告员的贡献和报告对

11.1.13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提供的关于 IOI 虚拟

委 员 会许 多 方 面 的 工 作 具 有 价 值 ，包 括 海 洋 服

大学和 KEWL 的信息，并感谢 IOI 的友好承诺。

务、实施支持及教育和培训。委员会忆及前 CMM

委员会要求能力建设协调小组探索与 IOI 就此类

教育、培训和实施支持工作组报告员所起的重要

事宜开展合作的方式方法。

作用。委员会重申能力建设活动对 JCOMM 总体
工作的成功以及计划的完全实施的重要性，委员

11.2

技术转让和实施支持(议题
11.2)
技术转让和实施支持

会同意在能力建设计划领域建立教育、培训和能

11.2.1 委员会认识到要使 JCOMM 成功地履行

力建设协调组，包括区域报告员的贡献。将在议

其作为业务海洋学国际协调机构的作用，必须使

题 16 下采取适当行动。

所有的海洋会员/会员国既能为此工作做贡献又能

11.2.6 委员会高度赞赏 IODE 的海洋教师系统，

从中获益。这同样适用于海洋观测系统的运作，

该系统包括两个模块：IODE 资源包和《培训手

海洋资料的接收和管理以及产品的制作、分发和

册》。IODE 资源包包括诸如软件工具、质量控制

服务。对此，JCOMM 工作计划中能力建设部分

和分析战略、培训手册和相关 IOC 文件在内的许

显得最为重要。委员会感兴趣并赞赏地注意到临

多海洋资料和信息管理材料。该资源包可划分为

时管理委员会已代表本委员会准备了一个

3 个主要部分：IODE 资料中心系统（什么是资料

JCOMM 综合能力建设战略，包括总原则、优先

中心、全球计划、科学计划、资料政策和参考书

级和实施行动。该战略也是对 GOOS 以及 WMO

阅览室）；资料管理系统（计算机系统、数据库

和 IOC 内其他相关的海洋能力建设活动的补充。

技术、元资料、资料收集、质量控制、因特网、

经过广泛审议，全部战略文件已作为 JCOMM 技

GIS）；及资料分析和产品（格式、资料、软件、

术报告出版。

教室、资料产品）。《培训手册》收集了大纲、注

11.2.2 委员会审议了能力建设战略执行概要，并

释、范例和其他文件，这些内容与资源包一起使

同意对战略中的总原则和要处理的主要问题以及

用以组织诸如海洋资料和信息管理的培训活动。

未来行动的优先级提供一个有用的摘要。委员会

11.2.7 海 洋 教 师 系 统 可 以 光 盘 形 式 和 通 过

因此正式通过了执行概要，本报告附录 VI 中给

http://oceanteacher.org 在 线获取 。资 料 管理模 块

出了该执行概要。

已经业务化（并已经在 3 个区域培训计划中使

11.2.3 委员会注意到第 13 次大会关于在 WMO

用）；信息管理模块将于 2001 年 9 月起提供。认

第五个长期计划中将进一步继续优先帮助会员开

识到该系统是一个重要的、有力的和灵活的能力

展海洋气象服务的观点。尽管也通过海洋气象计

建设工具，IODE 委员会在其第 16 次届会（2000

划实施支持项目来实施一些有限的活动（通常是

年 10-11 月，里斯本）上建议建立“IODE 资源

专家咨询服务），此类实施支持通常是在有关会员

包示范项目”。该示范项目由一个指导小组支持。

的特别要求下通过 WMO 技术合作计划来提供。

指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于 2001 年 3 月在美国迈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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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召开，本次会议组建了核心开发小组。 IODE

研究结果和计划会议的决定准备了第一个项目文

工作计划为进一步发展和维护海洋教师系统

件草案。该文件已在 WMO 和 IOC 内以及外部机

（2001-2003 年）确定了必须的资金。

构和个人中进行了审议，并根据这些审议进行了

11.2.8 海洋教师系统模块结构允许组织针对不同

修订，包括与 SEACAMP 类似的模块化。与此同

听众的培训课程。而且，为每次培训课程准备了

时，项目概念已提交给 WMO 和 IOC 的几个区域

专门的资料光盘，该光盘包括与听众有关的资料

机构并得到认可，包括一区协和 IOCINCWIO。

集。鉴于海洋教师目前只有英语版，示范项目也

在最后提交给各种资助机构审议之前，项目的最

将探索用其他语言制作海洋教师的可能性。

终文件将很快提交给 WMO 常任代表和有关的海

11.2.9 委员会欢迎 IODE 的海洋教师系统，并将

洋学机构批准。

其视为一个资料和信息管理培训的革新、灵活工

11.3.4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除此之外，该项目包

具。委员会要求能力建设协调小组与 IODE 讨论

括了基于先进的技术、计算机辅助教学、电视会

扩 大 海 洋 教 师 系 统 使 用 范 围 的 可 能性 ， 以 满 足

议和因特网的海洋气象和物理海洋学高级培训计

JCOMM 的培训要求。

划，分布在已经有一些海洋专业技能的区域教育
机构。这一高级培训理念现在也包括早期在 WMO

11.3

区域发展(议题
11.3)
区域发展

内罗毕 RMTC 提出的关于海洋气象学和物理海洋

11.3.1 委员会忆及前 CMM 和 IOC 认为，增强

学的长期培训建议。委员会进一步感兴趣地注意

海洋观测系统和服务的区域合作项目是增强国家

到正在发展一个相关的项目，在赤道印度洋部署

能力以及海洋资料分发和服务的非常经济、有效

系泊浮标（类似于分别部署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

的方法。对此，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东盟

现有 TAO/TRITON 和 PIRATA），以支持全球和

SEACAMP 项目和 WIOMAP 项目取得的进展。

区域气候研究和预测。第 2 个项目是在 CLIVAR、

11.3.2 委员会忆及 CMM 第 12 次届会已经审议

GCOS 和 GOOS 的赞助下发展的。委员会强烈支

了 SEACAMP 的发展进展，并敦促该区域内外国

持 WIOMAP 和系泊浮标项目，敦促尽快确定这

家支持和参与其实施。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东

两个项目并提交资助机构。委员会也鼓励会员/会

盟气象和地球物理学分委已仔细审议了项目的详

员国在可能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和支持这两个项目

细文件，决定该文件应分成四个独立但又有联系

的实施。

的模块，以便于考虑资金。该模块化工作已由新

11.3.5 委员会考虑到许多其他海区和次海区可以

加 坡 气 象 局 完 成 （ 分 能 力 建 设 、 通信 、 观 测 和

从类似的合作项目中获益。委员会因此要求能力

SEACAMP 中心四个独立模块），项目又重新提

建设协调组审议对此类项目的需求，并适当地帮

交给了气象和地球物理学分委，它已建议将其作

助 发 展 详 细 的 建 议 。 同 时 ， 委 员 会认 识 到 诸 如

为东盟项目正式接受。委员会重申该项目对有关

MedGOOS 的区域 GOOS 活动也包括强有力的能

国家及引导其他地区类似合作项目的重要性。委

力建设内容，包括诸如海洋观测和模拟领域，这

员会因此再次敦促会员/会员国为该项目的快速实

些将直接有益于 JCOMM 的能力建设。因此，为

施作出积极贡献，并在必要的时候提供技术支持

了实施互相支持的能力建设项目，委员会要求能

和专家服务。

力建设协调小组与所有的 GOOS 区域伙伴发展密

11.3.3 委员会进一步忆及 CMM 第 12 次届会也

切的关系。

积极鼓励有关 WIOMAP 发展的初步建议。委员

11.3.6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 ODINAFRICA 的发

会因此赞赏地注意到由 WMO 和 IOC 联合召开的

展，其主要目标是：（a）帮助发展国家海洋资料

东部和南部非洲海洋服务项目第一次实施计划会

和信息中心，包括基础设施，并在非洲建立它们

议（1997 年 5 月，毛里求斯）已对项目需求、发

的网络；（b）运用 IODE 确定的标准格式和方法

展目标、项目框架及时间表达成一致。随后，CMM

来 提 供 海 洋 资 料 和 信 息 管 理 方 面 的培 训 机 会 ；

副主席 S. Ragoonaden 先生作为 WMO 顾问组织

（c）帮助发展和维护国家的、区域的和泛非洲

对所有可能与项目有关的国家进行了研究，根据

的元资料、信息和数据库；和（d）利用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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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网络帮助发展海洋资料和信息产品，以满足

些额外的推动力。与此同时，委员会同意越来越

许多用户群体的需求。ODINAFRICA 应用 IODE

难以从传统资金来源获取发展业务海洋能力的可

的能力建设战略，它将培训、设备和业务支持连

靠资金，因此不得不把商业、工业及其他私营部

接在一起，提供计算机设施，组织培训课程（和

门确定为此类发展的新的资金来源和方式。委员

后续支持），并提供业务财务支持（包括因特网

会因此同意在能力建设项目领域建立专门的资源

的接入）。该项目也将承担一个非洲全球海洋资

专题组具有价值，尤其同潜在的 JCOMM 能力建

料存档和拯救分项目，该分项目的重点是拯救在

设资金支持的代表一起工作，确定和确保此类支

非洲收集的海洋资料并提供给非洲。

持。在议题 16 下对此采取具体的行动。

11.3.7 参加该项目的国家有：贝宁、喀麦隆、科
摩罗、科特迪瓦、加蓬、加纳、几内亚、肯尼亚、

12.

题 12）

马达加斯加、毛利塔尼亚、摩洛哥、莫桑比克、
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舌尔、南非、多哥、突

与 WMO 和 IOC 其他计划/机构的关系
其他计划 机构的关系（议

12.1

尼斯和坦桑尼亚联邦共和国。将于 2001-2004 年

全球海 洋观测 系统和全 球 气候 观测系 统
（议题 12.1）

期间运行的 ODINAFRICA 得到了佛兰德斯政府
（比利时）、IOC 和合作会员国的财务支持。该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项目建议是会员国根据 ODINEA 的成功经验制订

12.1.1 委 员 会 高 兴 地 注 意 到 在 GCOS/GOOS/

的，ODINEA 在 1998-2000 年之间得到了成功实

WCRP 有关气候的海洋观测小组的指导下，气候

施，从而在 IOCINCWIO 区域建立了 7 个国家海

海洋观测系统的计划和实施在稳步进行。委员会

洋中心或指定国家机构。继 ODIN 战略在非洲取

特别忆及，正如 5.1 项议题所指出，气候海洋观

得成功之后，IODE 委员会在其第 16 次会议上建

测系统国际会议（1999 年 10 月，法国，圣.拉菲

议发展 ODINLAC。

尔）取得了积极成果，在海洋观测测量方法的最

11.3.8 委员会获悉，为确保与广大用户界保持相

优组合及其进一步实施方面达成了一致。委员会

互协调关系，该项目维持了一个网站（http://idc.

进一步注意到在这方面 GCOS、 GOOS、 WWW

unesco.org/odinafrica ） 并 出 版 了 一 份 简 报

和 WCRP 之间存在的良好合作，并鼓励它们继续

（WINDOW）。此外，为给传统研究界之外的用

合作。

户提供服务，ODINAFRICA 与沿海区域综合管理

12.1.2 委员 会 注 意 到 GCOS 和 GOOS 参加 了

团体建立了联系。

IGOS，以及 IGOS 海洋主题报告的制定，这为实

11.3.9 委员会对 ODINAFRICA 项目表示赞赏，

施卫星和实地观测互补提供了机会。

认为该项目可成为 JCOMM 区域能力建设的一个

12.1.3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在一系列同 JCOMM

业务典范，并与 JCOMM 能力建设战略相适应。

息息相关的问题上 OOPC 和 AOPC 之间正在开展

委员会要求能力建设协调小组与 IODE 一道，调

的合作，例如改进海面温度产品特别是极地冰缘

查 将 ODINAFRICA （ 和 其 他 现 有 或 计 划 中 的

附近的海面温度产品，。委员会支持继续发展同

ODIN）网络用作 JCOMM 区域能力建设有关方

AOPC 之 间 的 紧 密 关 系 ， 特 别 是 促 进 VOS 、

面一种机制的可能性。

SOOP、ASAP 以及相关计划之间的融合。
12.1.4 委员会注意到 WMO 执行理事会第 52 次

资源(议题
11.4)
资源

届会要求技术委员会的主席，特别是 CAS、CBS、

委员会认识到支持与 JCOMM 工作有关

CCl 和 JCOMM 的主席加强 GCOS 同各有关技术

的能力建设的资源传统上来自于 WMO 和 IOC 的

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委员会强调 JCOMM 和 GCOS

正常预算、两个组织的自愿合作计划以及国家和

之间发展具体活动的重要性，并支持 GCOS 指导

国际的外部投资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

委员会主席和 JCOMM 联合主席在此方面业已开

环境融资、世界银行）。委员会注意到最近通过

展的活动。

UNFCCC 的缔约方大会对海洋观测系统产生了一

12.1.5 委员会欢迎 GCOS 指导委员会的请求，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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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IOC JCOMM 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要 OOPC 和 JCOMM 进行紧密合作以确保气候海

XX-7 号决议—全球海洋观测系统中，大会尤其

洋观测系统各部分的成功融合。委员会重申它在

同意“上述出版物中定义的 GOOS 概念是一种现

议题 5.1 下所表示的赞同意见，即 OOPC 在定义

实和可实现的方法，将世界上的海洋观测系统进

关于气候以及相关物理海洋环境的海洋观测要求

行整合和加强，使之变成一个综合的、具有业务

方面是主要的咨询机构。委员会同时注意到 GCOS

化功能的系统”。决议进一步指出“GOOS 将为

指导委员会要求 GOOS 和 GCOS 秘书处同 OOPC

评估和预报目前及未来的海洋状况及其生命资源

进行协商，共同写出报告，精确指明 GOOS 的哪

提供所需的基本设施，以支持其可持续利用，同

些部分是“GCOS 网络”的海洋组成部分。委员

时为气候变化和变率预测做出贡献”
。

会重申 GCOS 指导委员会建议的重要性，即由

12.1.9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GOOS 取得了从计

OOPC 同 GOOS 和 GCOS 合作，共同商定一套有

划到实施的进展。许多 GOOS 观测要素业已存

关气候的海洋观测性能标准，该标准可用来对观

在 ， 并 且 其 中 许 多 要 素 将 由 JCOMM ( 包 括

测网的性能进行分级，而且可以为 COP 和 SBSTA

SOOP、VOS、TAO、GLOSS、DBCP) 进行管理。

提供可靠的信息。委员会建议在此方面与规划中

GOOS 还包括一些试验项目，如 GODAE、Argo

的 JCOMMOPS 中 心 进 行 协 商 ， 以 确 保 由

和 PIRATA，以及区域性项目，如 NEAR-GOOS

JCOMMOPS 协调的有关监测与 GCOS 开发的海

和 EuroGOOS。

洋气候观测系统的性能标准保持一致。

12.1.10 委员会注意到，正如上面的议题 5 和总

12.1.6 委员会认识到 GCOS 秘书处同 UNFCCC

摘要第 12.1.1 至 12.1.7 段中所述的那样，GOOS

缔约方大会及 SBSTA 进行的重要工作。委员会

许多的进步涉及到规划和实施方面的气候问

敦促会员在国内积极参与向 UNFCCC 提交的关

题。对此，它特别欢迎《GOOS 和 GCOS 全球

于 系 统 观 测 网 的 详 细 报 告 的 准 备 工作 ， 以 确 保

海 洋 物 理 观 测 ：一 个 现 有 机 构和 机 制 的 行 动 计

JCOMM 关心的问题在报告中得到体现。委员会

划》（GOOS 出版物 66 号，GCOS 出版物 51 号）

同时认识到公布全球气候海洋观测系统的需要和

的 出 版 。 该 行 动计 划 将 实 施 此类 观 测 的 机 制 作

不足也是非常重要的。委员会同意与 GCOS 秘书

为 JCOMM 的主要职责（以后也得到 1999 年在

处合作，共同开发可用于表示有关气候的业务海

法 国 圣 . 拉 菲 尔 召 开 的 OceanObs99 会 议 的 确

洋观测系统的性能，并可向 COP 及 SBSTA 报告

认）。委员会注意到，通过万维网主页可以得到

的资料、分析和衡量标准。

HTML 格式的该行动计划：http：//ioc.unesco.org/

12.1.7 委员会支持 WMO 执行理事会第 52 次届

goos/docs/ GOOS_066_act_pl.htm。

会和 IOC EC-33 次会议的决议，要求 GCOS 秘书

12.1.11 委员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 GOOS 在规划

处在同相关的国际和地区组织协商后，组织研究

方面的新进展，特别是原先的沿海、海洋健康和

提 高 气候 观 测 系 统 的 区 域 研 讨 会 ，并 帮 助 会 员

海洋生命资源模块组合并成了一个单一的

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准备实施计划以改进它

COOP。COOP 被设计成为规划和帮助实施端对

们的气候观测系统。委员会要求 GCOS 秘书处同

端 观 测系 统 ， 以 向 用 户 提 供 系 统 化的 资 料 和 产

GOOS 和 JCOMM 秘书处一起组织区域研讨会，

品。其目的是监测、评估和预测沿海海洋环境和

以使海洋观测和相关服务尽可能地包括在内。

海洋生态系统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它的影响，
它主要关注生态（包括人类）健康、海洋生命资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源、自然灾害、安全有效的海洋作业。COOP 并

12.1.8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近几年 GOOS 所取

不想让“沿海”受限于特殊地理边界，虽然它关

得的显著进展，特别是通过诸如《全球海洋观测

注的是沿海生态系统（如河口、海湾、海峡、峡

系 统 战 略 计 划 和 原 则 》、《 全 球 海 洋 观 测 系 统

湾、大陆架的开放水域），但边界必须由所提问

1998- 简 介 》 等 各 种 出 版 物 及 GOOS 网 址

题和生产的产品来确定。因此，由于需要就上面

(http://ioc.unesco.org/goos)所展现的。委员会注意

所提问题提供相关的产品，COOP 所涉及的区域

到，IOC 大会已经肯定了这种进展，特别是在其

从沿海区的半封闭系统扩展到大陆架和深海区。

53

总 摘 要
COOP 和 OOPC 承诺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密

关于 GOOS 沿海需求的意见；

切合作。

(b)

基于会员的贡献，确定其他新兴领域；

12.1.12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COOP 负责制订

(c)

研究所有计划领域的分枝细节；

一项 GOOS 沿海部分的综合战略设计规划。预计

(d)

为处理与多学科区域计划的界面提出建议

该设计规划将于 2001 年完成，随后将于 2002 年
底完成一个初步实施计划。委员会期望 COOP 和

指南；
(e)

JCOMM 能在制订实施计划方面开展合作，这样

研究由区域活动和/或试验活动向 JCOMM
的可能系统的过渡过程。

才能就 GOOS 沿海部分的协调实施机制达成一致

将在管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提供意见书供研

意见。

究和采取行动。委员会注意到此问题的复杂性，

12.1.13 委员会认识到 COOP 目前为 GOOS 沿海

以 及 管理 委 员 会 可 能 会 研 究 批 准 成立 一 个 任 务

部分建立的观测系统将包括很多变量。目前很明

组，提出未来的实际工作流程。

显，其中很多变量是应列入 JCOMM 总体工作计
划中的物理变量。由于其目前的许多活动，例如
在 GMDSS 或 MPERSS 下 的 活 动 直 接 关 系 到

12.2

其他 WMO 和 WMO/IOC 联合计划
（议题 12.2）

COOP 的目标，所以在 JCOMM 的总体工作计划
内列入此类变量是可能的。总的说来，这些相同

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
）
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 （ GESAMP）

的国家和区域通过 JCOMM 参与了 GOOS 气候和

12.2.1 委 员 会 感 兴 趣 地 注 意 到 所 提 供 的 有 关

海洋服务部分的协调实施。为此，委员会注意到

IMO/FAO/UNESCO-IOC/WMO/WHO/IAEA/UN

并同意 COOP 的建议，即：在具有合适的代表性

/UNDP 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的活动

和结构的情况下，JCOMM 可将 GOOS 沿海部分

信息。当需要时还可以要求提供有关海洋环境各

物理内容的协调实施并入其工作计划。

种多学科问题的咨询。委员会要求 WMO 和 IOC

12.1.14 委员会注意到 GOOS 沿海部分实施所需

秘书处继续通报目前开展的 GESAMP 评估过程

的部分变量将是非物理的，大部分是化学的和/或

情况，及 GESAMP 资助组织和联合国可持续发

生物的。随着 COOP 实施计划的出台，委员会将

展委员会就有关该机构间小组的活动和未来作用

不得不考虑在 JCOMM 的总体工作计划内能多大

作出的相应决定。

程度地列入这些变量。
12.1.15 委员会在此注意到各种国家或区域性机构

世界气候计划

已经实施了收集和管理非物理数据的机制，或者

12.2.2 委员会忆及 WCP 已向海洋气候分组第八

正在解决将此类变量的科研测量技术业务化的技

次会议（2000 年 4 月 10-14 日，北卡罗莱那州，

术问题。在将来对要求 JCOMM 协助实施非物理

阿什维尔）提供了关于 CCl 在更新 WMO《气候

变量观察计划的方面作出决策时，委员会应对这

规范指南》（WMO-No.100）方面的工作情况。该

些外部发展给予考虑。

小组在其最终报告中建议在指南第二部分增加两

12.1.16 考虑 到这 类因 素 及 将把 需 要 的非 物理 测

个章节，专门涉及空间统计技巧以及统计或诊断

量、产品和服务纳入 GOOS 之中，委员会认为应

技术问题。该分小组进一步表示需要在第一部分

按要求在届会期间为 GOOS 海岸部分的实施做好

相关章节中分别纳入海洋资料、海洋元数据和海

准备并作出贡献。委员会建议任命一名报告员为
JCOMM 当 前 工 作 计 划 之 外 的 新 活 动 ， 尤 其 是
GOOS COOP 的活动及其他非物理要求，撰写一
份 JCOMM 应采纳的战略定位意见书。将要求报
告员：
(a)

考虑到 COOP 的需求申明，与 COOP 专
家组联合组长和 GOOS 秘书处合作提出

洋活动的信息。委员会同意应指派专家协助 CCl
编写《气候规范指南》修订版中有关记录、处理
和归档海洋气候资料的有关章节。它要求联合主
席与资料管理协调组组长、海洋气候专家组组长
以及 WMO 秘书长协商，选定合适的专家负责该
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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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委员会注意到 CCl 咨询工作组会议（2000

将来计划中断高频无线电广播。区协注意到来自

年 4 月 3—7 日，英国，里丁）已经认识到海洋

海洋界对高频广播仍有需求，并同意 CBS-Ext.(98)

过程在驱动气候系统中的重要性，并且强调需要

的建议，应当考虑向船舶分发产品的替代方式，

气象界和海洋界继续协同工作。目前 CCl 正通过

比如在全球海 上遇险与安全 系统（GMDSS） 的

各种机制，特别是通过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项目

框架下应用 Imarsat 分发系统或由船舶直接访问

与其他 WMO 委员会一起建立包括预测在内的全

资料库。区协再次同意 JCOMM 最有资格，来决

球和区域气候服务基础设施。委员会同意 CCl 应

定海洋界对此问题的需求，并且确定满足这些需

当与 JCOMM 更紧密地合作，以确保海洋领域中

求最适合的系统。区协提请 JCOMM 继续向二区

涌 现 的业 务 计 划 的 相 关 成 果 能 完 全整 合 到 建 议

协的 WWW 规划和实施工作组通报该方面的行动

中。CCl 咨询工作组已经决定在 CCl 第 13 次届

结果，并要求 WG-PIW 规划在二区协中断高频无

会（2001 年 11 月 19-30 日，日内瓦）前召开的

线电广播。

科技讨论会应对此问题给予特别重视。委员会同

12.2.6 委员会忆及它还在议题 17.4 下讨论了该

意 JCOMM 关于提供贡献性支持的愿望，并且要

问题。作为 SafetyNET 和 GMDSS 的一个组成部

求资料管理协调小组和适当的 CCl 附属机构协

分，它认识到通过 Imarsat-C 向船舶传输图像信

调，为此类贡献作出安排。

息 的 计 划 在 很 大程 度 上 会 消 除对 高 频 无 线 电 传
真 广 播 的 需 求 ，因 而 敦 促 该 计划 应 尽 快 完 成 ，

基本系统委员会

同 时 委 员 会 要 求海 上 安 全 服 务专 家 组 确 认 海 洋
界 有 关 继 续 维 持高 频 无 线 电 广播 的 需 求 ， 并 通

高频无线电广播中断

过 WMO 秘书长向将来的 CBS 及二区协届会提

12.2.4 委员会获悉 CBS 特别届会（1998 年，卡

供信息。

尔斯鲁厄）注意到一些 WMO 会员已经中断了高
频广播，而重新恢复高频广播花费太大且效率不

全球观测系统

高，在一些情况下可由卫星分发系统替换。CBS

12.2.7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 CBS 观测资料需

注 意 到在 一 些 区 域 仍 然 还 有 继 续 高频 广 播 的 需

求和全球观测系统再设计专家组在 JCOMM 提供

求，因而强调在区域层次上评估目前这种需求的

信息的基础上，已经考虑一些重新设计 GOS 海

重要性以及为满足这些需求考虑其替换方式的重

洋部分的建议。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CBS 对

要性。它还注意到海洋界（船舶）仍然有通过高

JCOMM 目前的做法表示满意，即对需求采用滚

频广播接收产品的需求。CBS 认为应该考虑 在

动评估程序以便形成一项声明，用以表明如何通

GMDSS 的框架下向这些船舶分发产品的替代方

过目前及今后的海洋表面和遥感观测系统来满足

式，比如采用 Imarsat 分发系统或直接访问资料

各项 WMO 计划的需求。

库。委员会进一步认为，前 CMM 最有资格来决

12.2.8 委 员 会 同 意 将 来 有 必 要 保 持 CBS 和

定海洋界在此方面的需求并确定最适合满足这些

JCOMM 更为紧密的互动。在讨论如何有效发挥

需求的系统。

这种互动时，委员会认识到与 CBS 一起执行区域

12.2.5 委员会进一步得知，WMO 二区协第 12

/海盆尺度协调计划的重要性。为此，委员会同意

次届会（2000 年 9 月 19—27 日，汉城）强调各

WMO 的 GOS 区域报告员和海洋气象服务报告

区域通讯枢纽由于运行高频无线电广播所带来的

员应密切互动和协调。

巨大财政负担和低效率。而该区域的所有全球资
料处理中心都位于一个或几个卫星分发系统覆盖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区域内，去年在 GTS 中心采用卫星接收系统方面

12.2.9 委员会忆及，当在议题 8 下讨论 SOOP

已取得显著进展，该区协注意到对高频广播和其

活动时，以及在 SOOPIP 组长报告后，它已认识

替代方式的调查表明，二区协仅有少量成员有保

到需要对外场条件下还没有很好地进行性能特征

持高频广播的需求，因而区协同意应当在不久的

测试的仪器以及新的海洋仪器进行评价。它注意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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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在 CIMO 的组织下，已经成功开展了具有类似

在 7.2 项议题下讨论）、相关的滞后海洋资料的管

目标的若干气象仪器比对，并且在共同关注的领

理和最终归档、用于海洋资料追踪和定位的元资

域获得了广泛的经验。对此，委员会特别注意到

料目录系统（MEDI）（参见总摘要第 12.3.3 段）、

《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8）中包

海洋 XML 的开发（参见议题 7.4）和能力建设（参

含的对组织和实施此类测试的相关指导。委员会

见议题 11）。

因而认识到应与 CIMO 磋商以便为组织所需的评

12.3.2 委员会注意到 IODE 委员会的建议，即

估测试提供支持。

JCOMM 使用 IODE 资料网络进行相关的滞后海

12.2.10 委员会同意应采取行动，建立评价和能够

洋 资 料 的 管 理 和最 终 归 档 。 委员 会 进 一 步 指 出

进行仪器鉴定的程序和方法供各不同海洋观测系

这一向是 IGOSS 的政策，并同意 JCOMM 的成

统，包括 SOOP 业务使用。委员会认识到建立此

立 不 应 使 这 项 政策 发 生 重 大 变化 。 委 员 会 同 时

类程序既不简单也不便宜，但仍然同意将此作为

忆及 MCSS 在国际气象资料滞后交换和最终归

JCOMM 优先考虑的问题。委员会在此注意到通

档中 的作 用（ 见议题 7.1）。海洋 气象 和海 洋学

过 RIC 积累的这方面的经验，建立此类中心是为

资 料 和 服 务 的 融合 是 未 来 的 大趋 势 ， 在 这 一 融

了校订国家标准仪器和开展其他活动。在 CIMO

合 中 ， 资 料 的 管理 是 至 关 重 要的 。 因 此 ， 委 员

的组织下，WMO 各区域都已建立 RIC（还可参

会要求资料管理协调小组和 IODE、GOOS、CBS

见 CIMO 指南）。因而委员会同意在开发 JCOMM

以及 CCl 通力合作，一起研究该融合的可行性

类似的程序之前应与 CIMO 磋商，以便利用这些

和可能性。

RIC 获得的经验。委员会要求观测协调小组承担

12.3.3 关于海洋资料的追踪和定位，委员会满意

该协商工作，以便准备一个更详细的 JCOMM 仪

地注意到 IODE 专家成功地研制出了 MEDI，它

器评估和比对建议，供管理委员会考虑。

是一个海洋资料集和资料清单目录系统。继 MEDI

12.2.11 忆及需要通过 ASAP 改进其获得的高空

示范项目和软件取得令人鼓舞的成功之后，IODE

观测资料质量的重要性，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

第 16 次会议（2001 年 4 月 23—27 日，比利时，

WMO 已经通过 CIMO 在热带条件下开展了 GPS

奥斯坦德）建立了 MEDI 计划及其指导小组。该

无线电探空比对（2001 年 5 和 6 月，巴西）。委

计划与 NASA/GCMD 合作继续开发一种对用户

员会提请 CIMO 向船舶观测小组及 ASAP 专家组

友好但更加高级的 MEDI 软件，且目前正在制作

提供有关比对结果。

一个将于 2001 年 8 月之前完成的基于 Web 的版
本。该版本将有助于 IODE 向分散的资料中心结

12.3

其他 IOC 计划（议题
12.3）
计划

构转变，扩大覆盖范围和 IODE 用户的分布。委
员会进一步注意到 GOOS 指导委员会在其第三次

国际海洋资料和信息交换

届会（2000 年 5 月，巴黎）上表示欢迎该软件，

12.3.1 委员会认识到在过去 IODE 一直是 IGOSS

并要求在 GOOS 的资料和信息管理中使用该软

的亲密伙伴。因此，委员会欢迎 IOC 委员会在其

件。因此，委员会要求资料管理协调小组审议该

16 次届会（2000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8 日，里

软件的现状和功能，并就其使用提出适当建议。

斯本）上对 IODE 作出的结论，即从 IODE 的角
度，应该在 IODE 和 JCOMM 之间建立起建设性

太平洋海啸警报系统国际协调小组和其他海啸警

的伙伴关系（在此方面需提及议题 16，委员会在

报活动

该议题下将 IODE 纳入了 JCOMM 管理委员会的

12.3.4 委员会注意到在 IDNDR 的出版物中，海

成员资格）。委员会认识到 JCOMM 和 IODE 之

啸警报系统被认为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正在使用

间有许多实际的合作领域，而且这些合作领域应

中 的 减 灾 系 统 之 一 。 因 其 本 身 特 点， 该 系 统 和

该由资料管理协调小组和 IODE 来进行探索。与

JCOMM 的活动存在某些联系。但是，在另一方

IODE 的最初合作可集中在如下领域：GTSPP（已

面，委员会认识到 ITSU 的工作专业性非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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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委员会不宜过多地干涉此类本身发展非常成

规 定 ， 小 组 也 将就 该 问 题 向 下一 次 大 会 届 会 作

功的活动。因此，委员会同意首先同 ITSU 组织

出适当提议。

建立联系（如通过秘书处向下一次 ITSU 届会提

12.3.8 该特设小组于 2000 年 5 月在巴黎召开会

供报告，或采取其他类似措施）。在同 ITSU 进行

议，与会者包括 JCOMM 的两名临时联合主席。

接触并从其收到反馈信息后，委员会可在下一次

该小组认为资料商业化的问题非常复杂，需要在

届会上，如觉需要或有必要，审议进一步合作的

会员国间进行进一步讨论。虽然该小组未能就新

可能性（例如开发美洲内部海啸警报系统教育、

的 IOC 资料交换政策达成一致，但是它汇集了大

警报、管理和研究项目）。

量信息，这将有助于 IOC 管理机构的决策。IOC

12.3.5 委员会注意到除太平洋外，象印度洋这样

执行理事会第 33 次届会（2000 年 7 月，巴黎）

的地区也存在海啸危险，它特别影响到澳大利亚

审议了该特设小组的工作和作出的结论，届会认

西部和印度尼西亚，但这些地区没有海啸警报系

为此事需引起由 IOC 执行理事会会员国代表参加

统。委员会因此建议 IOC 考虑建立 ITSU 的印度

的政府间小组的重视。执行理事会进一步选举 A.

洋相应机构。

McEwan 先生为小组组长。
12.3.9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 IOC/IODE 的第 16

IOC 海洋资料交换政策

次届会（2000 年 12 月，里斯本）审议了 IOC 海

12.3.6 委员会忆及 WMO “40 号决议（Cg-12）

洋资料交换政策的发展。委员会认识到自己的作

—世界气象组织关于气象及其有关资料和产品交

用是审查现行的 IOC 资料交换政策对海洋科学计

换的政策和规范以及商业化气象活动中有关各方

划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这一点

的关系准则”附录 I 记载“…海洋环境实地观测

也得到了 IOC 执行理事会的认可。IODE-16 次会

资料，例如 SHIP、BUOY、BATHY 和 TESAC

议通过了关于此问题的 IODE-16.5 建议。

电码形式资料”即为免费交换的资料、对其使用

12.3.10 委员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 2001 年 5 月 29

不应附加任何条件。WMO 执行理事会第 52 次届

—31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 IOC 海洋资料交换政

会也重申“…这对会员至关重要，特别在海洋安

策政府间小组第一次届会的结果，有 21 个会员

全服务和运行海洋/大气偶合模式方面。”（《执行

国和来自 ESA、欧盟、ICSU、IODE、SCOR 和

理事会第 52 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WMO-No.915,

WMO 的观察员出席了会议。A. McEwan 先生担

总摘要第 11.3.10 段）委员会进一步忆及，1992

任工作组组长。在 3 天的磋商中，工作组审议了

年 IOC 的 IODE 委员会在其第 14 次届会上制定

特设专家小组的结果（2000），IOC 执行理事会

了“IOC 全球科学计划海洋资料管理声明”，该

第 33 次届会、IOC 的 IODE 委员会第 16 次届会

声明在 1993 年 2 月—3 月的 IOC 大会第 17 次届

期间的讨论，并获悉了 WMO“40 号决议（Cg-12）

会上通过。

—世界气象组织关于气象及其有关资料和产品交

12.3.7 委员会注意到 GOOS 政府间委员会第 4

换的政策和规范以及商业化气象活动中有关各方

次届会（1999 年 6 月，巴黎）以及其后的 IOC

的关系准则”和“25 号决议（Cg-13）—水文资

大会第 20 次届会（1999 年 7 月，巴黎）都认识

料和产品的交换”的执行情况，以及 ICSU 关于

到 由 于 业 务 海 洋 的 出 现 ，（ 尤 其 是 GOOS 和

资料交换政策的意见。参会的会员国也有机会向

JCOMM 就清晰地显示了这一点）有必要在资料

会议通报他们国家的政策。尽管政府间工作小组

和 信 息 交 换 方 面作 出 新 的 技 术安 排 。 这 一 点 ，

没有能完成 IOC 执行理事会指派的任务，但它就

加 上 一 系 列 现 存的 关 于 海 洋 资料 交 换 的 国 际 条

拟提交给 IOC 大会第 21 次届会的一份声明达成

约和政策（包括 WMO 40 号决议（Cg-12）），使

一致，声明题为“IOC 的海洋资料交换政策”，

得 IOC 大会认识到必须重新审查 IOC 的资料交

其中列出待通过的 8 项“要点”
，工作组第 2 次

换政策，特别是关于业务海洋资料交换的政策。

届会将在此基础上阐明 IOC 的海洋资料交换和存

为 此 ， 大 会 建 立了 特 设 小 组 以审 议 现 存 的 协 议

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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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1 委员会认为制定海洋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

中，FAO 起到了领导作用，华纳基金会提供了资

的 IOC 政策规定是 IOC 管理机构的任务，在制

金支持，参与机构提供了实物支持。IOC 和 WMO

定时可考虑 WMO 40 号决议（Cg-12）中 WMO

都已同 FAO 就参与和促进该项目达成了正式协

在 气 象资 料 和 相 关 资 料 方 面 的 政 策和 规 定 。 同

议。委员会忆及该图册主要以网为载体，并应含

时，委员会同意，最终通过的政策规定对其自身

有参与机构各项计划提供的信息、资料、产品和

在业务海洋和海洋气象方面的工作都具有重要意

分析。图册在 2001 年供在线阅览，并将随着信

义。委员会希望 IOC 及其政府间工作组就此问题

息的增加进一步提高。通过 IOC 和 WMO 的网站

的进一步磋商取得成功。

都能查询到该图册。委员会认识到该图册的重要
性，并强烈呼吁会员及会员国应邀提供产品。

13.

同其他组织和机构的关系（议题
13）
同其他组织和机构的关系

13.1.3 委员会忆及 UNCLOS 自 1994 年 11 月 16
日开始生效，该公约正式确认 IOC 为国际性主管

13.1

联合国系统机构（与海洋学有关的科学计
联合国系统机构 （与海洋学有关的科学计
划秘书处间委员会，协调咨询委员会/海洋
划秘书处间委员会，协调咨询委员会 海洋
和沿海区域分委会 SOCA）
）
（议题 13.1）

13.1.1 委员会忆及 WMO/IOC 和 IMO，UNEP

组织，特别是在海洋科学研究方面。委员会重申
在 UNCLOS 的框架下顺利实施日常的海洋监测
计划的重要性，委员会再次强调：
(a)

济区和领海进行的观测，对于为海洋生命

特别是 FAO 进行的重要和广泛的双边和多边合

安全保障和全球气候研究提供服务都是必

作 及 联 合 活 动 已经 在 相 关 的 技术 议 题 下 得 以 讨
论。因此，本议题将集中审议其他涉及 WMO/IOC
同 联 合 国 及 其 他关 注 海 洋 问 题的 联 合 国 专 门 机

不可少的；
(b)

多 关 于 此 类 题 目的 活 动 都 是 通过 海 洋 学 科 学 计
划 秘 书 处 间 委 员会 协 调 的 。 近年 来 ， 这 种 协 调
是由涉及面更广的 ACC/SOCA 执行的。IOC 的
执行秘书是 SOCA 的主席，IOC 也向其提供了

这些观测是在 WMO 和 IOC 达成一致的运
行系统和计划下进行的，观测资料在所有

构 的 相 互 合 作 ，其 中 包 括 海 洋环 境 保 护 ， 资 料
管理及 UNCLOS 的相关方面。委员会注意到很

日常海洋气象和海洋观测，包括从专属经

国家间免费交换并能为各国产生效益。
13.1.4 委员会注意到一个或许应由 UNCLOS 负
责的具体问题，即对海上无人设施的破坏。委员
会忆及 IOC 执行理事会已通过了 EC-XXX14 号
决议——“IOC 支持减少对海上海洋设备的破坏
的努力”。该决议以及其他决议鼓励“各主管国

秘书处。委员会忆及，根据 ICSPRO 的相关条款，

际机构在考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

WMO 继续支持 IOC 的工作，包括向 IOC 秘书

以及会员国关于各自专属经济区和国际水域的无

处 派 遣 一 位 专 业官 员 及 提 供 秘书 服 务 。 委 员 会

人设施的国家立法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行动。”

认为这些清晰地显示了 WMO 对其和 IOC 共同

DBCP 在 15 次届会上也认识到了该问题，显然这

活动的重视，特别是现在 JCOMM 进行的活动。

是一个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应该得到具体关注。

因此，委员会向 WMO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建议，

委员会因此要求观测协调小组仔细研究该问题，

继续提供这种支持。关于 ICSPRO，委员会认识

并在可行的时候提出可能的补救行动（另可参见

到 该 组 织 在 联 合国 涉 及 海 洋 事务 的 机 构 中 起 着

议题 8.2 和建议 4（JCOMM-I））。

协调和实施作用，它和 SOCA 相辅相成，因此，
委 员 会 支 持 该 组织 继 续 工 作 ，但 职 责 拟 适 当 变
动。

13.2

联合国 环境与 发展大会 后 继活 动、可 持
续发展委员会和公约（议题
13.2）
续发展委员会和公约

13.1.2 委 员 会 注 意 到 并 支 持 IOC 和 WMO 对

13.2.1 委员会注意到 CSD 主要负责监督 UNCED

SOCA 工作的贡献。如下文，SOCA 在 UNCED

（1992 年，里约热内卢）上通过的《21 世纪议

的后继活动报告的准备中起了领导性的作用，特

程》的后续活动及实施，其中特别包括“第 17

别 是 帮助 完 成 了 联 合 国 海 洋 图 册 ，在 这 项 工 作

章—保护海洋、含封闭和半封闭海在内的所有类

中，SOCA 承担了机构间管理工作。在该项工作

型的海及沿海地区；保护、合理利用和开发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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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和沿海的资源”
。在此框架下，SOCA 的主要

结成伙伴关系共同发展和实施全面、综合的方法

任务之一就是协调“第 17 章”的实施，并就此

对地球环境进行监测。IGOS 的实施主要是通过

向 CSD 报告。CSD 在 1998 年的会议上对海洋问

一系列的专门主题，其中第一个就是海洋。委员

题进行了大量讨论，SOCA 向其提供了大量的文

会注意到《海洋主题组报告》主要是由卫星实施

件。联合国将在 2002 年召开会议（里约+10）审

和补充实地观测战略组成。这份报告和 GOOS 和

议 UNCED 的实施，SOCA 目前正在协调对审议

GCOS 的发展实施战略完全相符，同时也符合海

其中“第 17 章”的准备。

洋观测大会的建议（1999 年 10 月，法国，圣.拉

13.2.2 委 员 会 得 知 联 合 国 大 会 已 经 建 立 了

菲尔）。这份报告已经得到了 IGOS 伙伴的批准并

UNICPOLOS，以促进大会对关于海洋问题的审

得到了 GOOS 指导委员会的同意（还可参考议题

议 ， 其 重 点 是 找到 政 府 间 和 机构 间 可 以 加 强 协

8.3 和 12.1 下记录的有关 IGOS 伙伴关系的讨论

调 的 领 域 。 在 2000 年 5 月 和 2001 年 4 月

和海洋主题报告）。

UNICPOLOS 举行了会议，IOC 和 WMO 分别派

13.3.2 委员会同意它是海洋观测方面的一大重要

代 表 参 加 了 两 次会 议 。 委 员 会认 为 派 代 表 参 加

进展，JCOMM 在实施实地观测方面将起到重要

这 类 会 议 是 十 分重 要 的 ， 因 为它 们 能 够 促 进 这

作用。因此，委员会同意管理委员会和观测协调

两 个 组 织 在 海 洋事 务 中 的 作 用得 到 更 为 广 泛 的

小组应同 GOOS 指导委员会进行协商，计划并监

认 可 ， 同 时 也 能够 促 进 它 们 在履 行 职 责 时 进 行

督 JCOMM 的实施活动。

高 层 次的 合作 。因 此， 委 员会强 烈地 支持 IOC
和 WMO 继续积极地参加 SOCA、UNICPOLOS

13.4

非联合国系统组织和计划（议题
13.4）
非联合国系统组织和计划

及相关事务的活动。

13.4.1 委员会认识到，WMO 和 IOC 除了和联合

13.2.3 委员会忆及与 UNCED 相结合通过了一

国系统的其他专门机构开展联合活动外，还应就

系列公约，特别是 UNFCCC 和《生物多样性公

海洋问题广泛地同联合国系统外的国际组织和计

约》。UNFCCC 主要是通过 COP 实施，委员会

划进行合作，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的、国际和区域

得知 WMO 和 IOC 还通过 GCOS 和 GOOS 一直

机构的。这些包括 ICSU/SCOR（IOC 的一个正式

积极地向 COP 提供技术资料和咨询。这项活动

咨询机构）、IHO、IMSO、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

取 得 了 一 定 的 成功 ， 缔 约 方 大会 现 在 已 经 清 晰

国际灯塔管理机构委员会、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

地 认 识 到 在 气 候方 面 应 加 强 对海 洋 的 监 测 ， 并

保护联盟、ICES、IOI 等。委员会认同这种合作

要 求 全 球 环 境 融资 在 此 方 面 帮助 发 展 中 国 家 。

对 WMO 和 IOC 的重要性，并敦促在未来应继续

此外，应 COP 的要求，GCOS 还一直在提供实

进 行 并 扩 大 这 种 合 作 。 委 员 会 尤 其同 意 ， 加 强

地海洋观测网的情况报告，以及为各国实施 COP

JCOMM 和 IOI 之间的合作将有助于满足大范围

决 定 的 国 家 报 告提 供 指 导 。 这些 情 况 报 告 在 很

用户组和团体的利益，尤其是在与教育和培训、

大一部分程度上是根据 JCOMM 的附属和报告

能力建设、海洋保护和沿海地区管理等问题上进

机 构 提 供 的 资 料和 观 测 统 计 制作 的 。 委 员 会 认

行合作。委员会进一步认识到与 JCOMM 直接相

可 COP 关 于 气 候 方 面 的 海 洋 监 测 决 定 的 重 要

关的几个区域公约，包括 ICES、HELCOM、OSPAR

性。委员 会敦促会 员/会员国在寻找 所需要的 资

和巴塞罗那公约。它因此要求管理委员会确保适

金 以 加 强 与 气 候相 关 的 海 洋 观测 系 统 时 最 大 限

当考虑这些公约及有关机构取得的经验和开展的

度 地 利 用 这 些 报告 。 委 员 会 同时 要 求 秘 书 处 针

监测工作，并将其应用到 JCOMM 计划活动实施

对 各 国 为 加 强 此类 观 测 系 统 而制 定 计 划 和 融 资

当中。

建议书时提供所需要的帮助。

13.4.2 关于 IMSO，委员会注意到在 2000 年 4
月 Inmarsat 实行私有化后，建立了一个政府间组

13.3

综合全球观测战略伙伴（议题
13.3）
综合全球观测战略伙伴

织 IMSO 负责对新近成立的 Inmarsat 有限责任公

13.3.1 委员会得知 IGOS 伙伴关系使得负有环境

司向 GMDSS 提供的卫星服务进行必要的监督。

监测、服务和研究责任的机构如 WMO、IOC 和

所以，WMO 需要同 IMSO 在未来保持紧密的工

UNEP 同环境卫星运营机构（通过 CEOS 协调）

作关系，特别是在 GMDSS 的框架内把气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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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摘 要
分发给海洋用户的方面。因此，委员会同意 WMO

进行简要介绍和通报提供一个基础”
（《执

应该同 IMSO 建立正式的工作安排，并通过相关

行理事会第 52 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的建议 12（JCOMM-I）。

WMO-No.915, 总摘要第 12.2 段）。

13.5

工业和商业（议题
13.5）
工业和商业

委员会忆及 WMO 和 IOC 多年来和工商海事活
动方面的组织和公司有着紧密的合作，如 ICS，
石油工业 E 和 P 论坛以及 CLS/服务 Argos。这

14.3

委员会注意到 WMO 执行理事会还批准

了工作组关于 6LTP 的总体方法、时间涵盖范围
和总体结构/内容的建议，及其拟载入该计划的远
景设想、战略目标和范围更广的想法。理事会同

些 组 织 常 常 既 是海 洋 资 料 和 服务 的 用 户 又 是 潜

意长期计划应成为起草 WMO 计划和预算及各类

在 的 海 洋 监 测 和研 究 的 资 料 提 供 者 和 伙 伴 。 委

计划活动的基础。对此，已在 2000 年下半年向

员会认为 JCOMM 在将来保持和扩大这种伙伴

JCOMM 联 合 主 席 提 供 了 起 草 6LTP 的 指 导 原

关 系 十 分 重 要 。因 此 ， 委 员 会要 求 管 理 委 员 会

则，并在 2001 年 5 月向 WMO 执行理事会第 53

具 体 研 究 这 个 问题 ， 寻 找 工 商界 其 他 可 能 的 合

次 届 会 提 出 6LTP 草 案 。 该 草 案目 前 已 提 供 给

作伙伴，并确保它们能够最大程度地参与

JCOMM，以便于起草和规划各项计划，并作为

JCOMM 将来的工作。

委员会对最终将提交 2003 年第 14 次大会通过的
6LTP 最终稿的具体贡献。

14.

长期计划(议题
14)
长期计划

14.4

委员会欢迎该信息，及给 JCOMM 提供

的为起草 6LTP 作贡献的机会，特别是海洋计划。
WMO第五个长期计划
第五个长期计划

它要求联合主席与 JCOMM 管理委员会磋商，根

14.1

委员会注意到第 13 次大会通过的 5LTP

据该规划提供的时间表和指导原则开展工作。对

和 执 行 理 事 会 为对 其 监 督 和 评估 而 制 订 的 指 南

此，委员会认为海洋计划的组成部分应鼓励海洋

和指令。由于 5LTP 仅实施了一年，委员会未对

气象学与海洋学的进一步协调，应反映出以下的

其实施进行审议,但要求 JCOMM 管理委员会对

JCOMM 优先工作：

其 进 行 经 常 性 审议 。 它 特 别 要求 管 理 委 员 会 撰

(a)

对所有 JCOMM 计划领域（观测、资料

写前两年(2000 年和 2001 年)在该计划下开展的

管理、服务、及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

WMO 海洋计划活动影响的评估报告。该报告将

进行跨领域和内部整合；

由 委 员 会 的 联 合主 席 及 时 提 交执 行 理 事 会 长 期

(b)

计划工作组，以便起草为 2002 年的执行理事会
准 备 的 最 初 汇 总 评 估 报 告 。 该 工 作 组 在 WMO
执行理事会第 52 次届会提供的指导原则基础上

技术；
(c)

14.2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 WMO 执行理事会

已同意“……长期计划应是概述本组织期望实现
的总体目标的文件，它有 3 个主要目的：
(a)

于大气和海洋遥感的极端重要性；
(d)

起草 WMO 第六个长期计划

作为指导秘书处和各组织机构起草计划规
供会 员用作 帮 助制 订国家 级 规划 的参 考

(e)

为向潜在的对本组织工作提供帮助的和受
益于本组织工作的其他组织/实体及会员

JCOMM 在海上安全服务、全球气候研究
和 GOOS/GCOS 实施过程中的作用；

(f)

用户交流和见面的重要性；

(g)

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以支持海洋观测系
统、资料管理和服务；

(h)

不断 发展的 海 上通 信设施 能 力及 覆盖 范
围，特别包括极地区域；

点；
(c)

将适用的观测技术和服务引入到长期业务
系统中的重要性；

划和监督其实施进展的基础；
(b)

保持和继续开展海洋卫星活动、增强和扩
大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及继续将气象卫星用

起草监督和评估 WMO 长期计划的指导原则修
正案。

审议和采用新技术，包括新的资料和信息

(i)

扩展海洋电信及支持设施的能力，旨在以
数字形式向海上船舶分发包括图形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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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以及 在 船上 对它们 重 新加 工和 使

座，并要求管理委员会在第二次届会上准备类似

用；

的系列讲座。

(j)

对海洋污染紧急响应业务的支持；

(k)

JCOMM 对热带气旋预警服务和风暴潮预

16.

建立工作组和提名报告员（议题
16）
建立工作组和提名报告员

报服务方面的支持；

16.1

委员会认识到成立 JCOMM 的初衷之一

(l)

促进国际海洋资料交换；

就 是 为海 洋 气 象 和 海 洋 提 供 一 套 高度 协 调 的 系

(m)

WMO 内部的联合计划活动，特别包括沿

统，在该系统中一组协调的资料提供方能为综合

海地区综合管理。

的资料管理系统提供重叠的实时和非实时资料。

此外，委员会忆及作为本次届会一部分的

然后，该系统将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中介服务提供

几 个 科学 讲 座 ， 并 注 意 到 讲 座 提 出的 在 资 料 同

者，把资料和产品提供给一系列不同的使用者。

化、Argo 项目、模拟和服务方面的未来挑战和重

但是，要使该系统取得成功，必须具有一套全面

点问题。所有这些讲座都提出了一些对 JCOMM

高效的能力建设和支持的过程。

十分重要的问题。因此委员会注意到以下额外的

16.2

具体重点领域：

分业已存在于前 CMM 和 IGOSS 的框架下以及向

(a)

改进海上气象和海洋资料的同化、模拟和

JCOMM 报告的组织中，但它们的方式尚待有序。

预报；

委员会认为在采取逐步和渐进的方法建立起完全

建立一个正在进行的全球业务 Argo 网，

综合的 JCOMM 结构和工作计划的同时，保留现

并开发一项类似的技术来监测极地海洋及

有的这些机构的主要活动和专家技能是十分重要

其他被冰层覆盖的海洋；

的。

认识到 JCOMM 工作的重要性，其工作是

16.3

对研究和模拟学术界的贡献，尤其是对季

JCOMM 临时管理委员会在起草新的 JCOMM 结

节变化气候预测和 WCRP 目标的支持；

构的提议方面所做的工作。委员会认识到，在这

加强对海冰的理解和监测，尤其是它能有

项工作中进行了大量的协商、审议，前 CMM 和

助于了解气候变化和气候变率；

IGOSS 所有分支机构以及现在向 JCOMM 报告工

认识到 JCOMM 的关键领域，特别是将

作的机构的官员最终达成了一致。委员会同意对

14.5

(b)

(c)

(d)
(e)

风暴潮增加到风浪计划中的重要性，并在
这些重要领域建立了专家组。
委员会进一步同意，JCOMM 的长期重点应该正
确反映出世界海洋界安全的重要性。

委员会进一步认识到该综合系统的很多部

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

JCOMM 工作主要的指导、协调和管理应由联合
主席和管理委员会承担。进而，这项工作将被分
成 4 个广泛的项目领域，即服务、观测、资料管
理 和 教 育 培 训 及 能 力 建 设 。 在 每 一个 项 目 领 域

15.

科学讲座（议题
15）
科学讲座

内，工作都将由协调小组进行协调和整合，同时

15.1

根据内部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届会中的科

协调小组的组长也是项目领域协调人。在不同的

学讲座安排在议程的主要技术部分中，其主题为

项目领域内，许多具体的任务将由小的专家组、

业务海洋。这些讲座旨在让委员会各成员了解业

任务小组和报告员以及报告方和报告小组进行。

务海洋观测系统、海洋模拟、预报及应用，包括

16.4

季节到年际的气候预测。它们与协调和管理业务

秘书，感 谢他们在 届会召开之前就向 会员/会员

海洋的政府间技术机构 JCOMM 的作用直接相关

国 提 供 了 框 架 提议 草 案 ， 同 时要 求 提 名 专 家 作

并对 JCOMM 起支持作用。

为提案中确认的机构的官员或成员的可能人

15.2

委员 会认 为所 有 提 交的 讲 座 内容 极为 丰

选。这一 早期的通 报十分有助于会员 /会员国 及

富 ， 并且 对 报 告 人 所 花 费 的 时 间 及努 力 表 示 感

委 员 会 审 议 和 通过 框 架 及 提 名专 家 。 同 时 ， 委

谢。委员会决定由秘书处对所有的讲座加以编撰

员会认识到新框架内的各位专家的工作对

并作为 JCOMM 技术报告系列单独出版。委员会

JCOMM 的未来成功以及业务海洋的全面发展的

非常赞赏在每一个委员会会议提供这样的技术讲

重要性。 因此，委 员会要求会员 /会员国尽可 能

委员会感谢 WMO 秘书长和 IOC 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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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摘 要
确 保 他 们 指 定 的专 家 在 他 们 正常 的 国 内 工 作 计

决议和建议包含明显与 CMM 及其附属机构和/或

划 中 有 充 足 的 时间 完 成 分 配 给他 们 的 任 务 ， 以

IOC/WMO 的 IGOSS 联合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相

支持委员会的发展。

关的内容。委员会同意，在所有此类情况下，目

16.5

前应将这些内容应理解为是针对 JCOMM 及其附

最后委员会认识到 JCOMM 会员在委员

会 工 作 计 划 的 实施 中 的 参 与 和协 商 的 重 要 性 。

属机构的。

因此，委员会请求 WMO 的秘书长和 IOC 的执
行 秘 书 建 立 一 个有 关 委 员 会 工作 的 协 商 和 信 息

19.

选举官员（议题
19）
选举官员

体系。该工作应该尽可能地通过 WMO 和 IOC

19.1

委员会选举 J. Guddal 先生(挪威)为本委

的 网 站 来 进 行 ，同 时 必 要 时 也可 以 使 用 书 面 简

员会负责气象学的联合主席，选举 S. Narayanan

报和通函。

女 士 (加 拿 大 )为 本 委 员 会 负 责 海 洋 学 的 联 合 主

16.6

席。委员会同意，为避免管理职责的混乱，Guddal

委员会通过 1 至 5 号决议（JCOMM）建

立管理委员会，4 个计划领域和它们的组成小组、

先生应主要负责休会期前两年的 JCOMM 指导工

专家组、专题组和报告员。它们的具体职责和成

作，第二个两年期由 Narayanan 女士负责。尽管

员组成分别载于各自的决议中。由于可供秘书处

作了这样安排，委员会建议联合主席实施一种协

使用的资金有限，委员会进一步要求会员/会员国

议，他们将按此尽可能分别负责监管 JCOMM 技

尽可能由本国为其当选专家参加委员会的工作提

术工作中的不同组成部分。

供资助。

19.2

选举 之后 ，委 员会 对即 将 卸任的 海洋 学

联合主席 D. Kohnke 先生表示了衷心感谢，并记
休会期间的工作计划 (议题 17)

录在案。委员会不仅感谢他在 JCOMM 早期规

委员会根据工作组和其他附属及报告团

划 阶 段 所 做 的 出色 的 指 导 工 作， 同 时 还 感 谢 他

体 的 建 议 、 本 次届 会 期 间 做 出的 决 定 和 达 成 的

通过担任 IODE 组长以及 IGOSS 联合委员会主

一致意见、WMO 与 IOC 其他机构和计划的建

席 而 长 期 参 与 了业 务 海 洋 学 的发 展 并 做 出 了 杰

议、以及经同意的 JCOMM 附属机构未来四年

出的贡献。

17.

的 职 责 范 围 审 议了 其 未 来 的 工作 计 划 。 它 同 意
在 本 报 告 附 录 VII 中 给 出 的 2001 — 2005 年

20.

第二次届会的时间和地点(议题
20)
第二次届会的时间和地点

JCOMM 工作计划。这些工作建立在 4 个计划领

委员会高兴地收到加拿大的初步承诺，愿

域 之 下 ， 涉 及 委员 会 所 有 附 属机 构 ， 并 赋 与 尽

意承办 2005 年的第二次届会。委员会要求联合主

可能的优先级。

席同 WMO 秘书长、IOC 执行秘书和加拿大政府
协商，以便根据 WMO《总则》第 187 条确认该承

18.

审议 CMM 和 IGOSS 以往的决议和建议

诺并决定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及 WMO 和 IOC 领导机构的有关决议
18.1

(议题 18)

21.

会议闭幕（议题
21）
会议闭幕

根据 WMO 总则第 190 条,委员会审查了

21.1

在 会 议 结 束 时 ， 气 象 学 的 联 合 主 席 J.

CMM 和 IGOSS 联合委员会在 JCOMM-I 前通过

Guddal 先生感谢所有与会人员对新委员会十分

并仍有效的决议和建议。委员会注意到，对多数

成 功 的 第 一 次 届会 做 出 了 贡 献。 他 认 为 这 是 海

以往的建议已采取行动，或是酌情将这些内容合

洋 学 和 气 象 学 两大 学 科 界 首 次聚 会 ， 就 全 球 海

并到不同的 WMO 和 IOC 的手册和指南中。委员

洋 和 沿 海 地 带 观测 计 划 、 资 料的 综 合 管 理 、 以

会通过了决议 6（JCOMM-I）。

资 料 为 基 础 提 供产 品 和 服 务 等问 题 进 行 协 商 并

18.2

委员会还审查了 WMO 和 IOC 领导机构

达 成 一 致 意 见 。会 议 取 得 了 建立 架 构 、 工 作 计

在 JCOMM 活动领域的决议。委员会通过了决议

划 和 确 定 重 点 的预 期 目 标 ， 各会 员 应 以 此 成 功

13（JCOMM-I）。

为 基 础 采 取 行 动 确 保 计 划 的 长 期 实 施 。 Guddal

18.3

先 生 感 谢 包 括 口译 、 笔 译 、 负责 文 件 的 职 员 和

委员会认识到部分上述已同意继续生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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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IOC JCOMM 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秘 书 们 在 内 的 秘书 处 所 提 供 的支 持 。 他 还 再 次

女士表示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届会，并借此机会来

特别感谢会议东道主、冰岛政府和冰岛气象局，

到冰岛了解它的历史、人民和风俗。她随后提到

感 谢 他 们 对 会 议代 表 热 情 的 款待 和 对 会 议 无 私

本次十分成功的会议为 JCOMM 未来的发展奠定

而 高 效 的 支 持 ，他 们 的 支 持 为会 议 的 成 功 做 出

了坚实的基础。气象界和海洋界在未来将面临许

了巨大贡献。

多挑战，但是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对委员会及其工

21.2

冰岛气象局局长 Magnus Jonsson 先生代

作 的 兴 趣 及 所 有 参 与 人 的 贡 献 、 合作 与 努 力 。

表 冰 岛 政 府 和 所有 参 加 会 议 当地 组 织 工 作 的 人

Narayanan 女士随后感谢所有代表对她的信任，

员 感 谢 与 会 代 表来 到 阿 库 雷 里参 加 会 议 。 与 此

选举她担任联合主席这一重要工作。她热切地期

同时，他认为此次会议标志着 WMO 与 IOC 之

待着与管理委员会、新的工作组和专家小组、秘

间 开 始 了 比 以 往更 加 密 切 和 广泛 的 合 作 ， 它 朝

书处和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携手合作来完成

着 关 乎 人 类 利 益问 题 的 解 决 迈出 了 虽 小 却 具 有

JCOMM 在未来四年大量重要的任务。她还感谢

历史意义的一步。Jonsson 先生指出绝大多数冰

冰岛政府，特别是冰岛气象局，感谢与她共同主

岛 人 中 都 会 直 接受 到 并 依 赖 大气 、 海 洋 以 及 全

持会议的 T.Jakobsson 先生、当地组织者给予会

球 气 候 系 统 的 影响 ， 因 此 他 们十 分 关 注 目 前 由

议的巨大的支持。Narayanan 女士最后祝愿大家

JCOMM 承担的工作。他认为委员会的工作也许

回程一路平安，并期待着 2005 年在加拿大召开

最终将会促成相当于 WWW 的世界海洋监视网

的下一次届会上见到各位代表。

的建立。Jonsson 先生表示希望阿库雷里以及冰

21.6

岛 全 国 为 会 议 和所 有 与 会 代 表的 工 作 和 休 闲 提

表 WMO 与 IOC 表示非常高兴和荣幸地参与了

供 了 有 趣 、 适 意和 宜 人 的 环 境。 他 最 后 表 示 热

JCOMM 第一次届会这一不同寻常的活动。他认

切地盼望四年以后在加拿大举行 JCOMM 第二

为在阿库雷里翻开了 WMO 与 IOC 历史上崭新的

次 届 会 ， 同 时 还对 秘 书 处 的 支持 表 示 感 谢 并 祝

一页，并认为已取得的积极成果使得这一伟大事

大家回程一路平安。

业的未来有着光明的前景。Sarukhanian 先生随后

21.3

Robert Shearman 先生（英国）感谢冰岛

再次代表两大国际组织感谢冰岛总统、政府和人

政府和冰岛气象局的热情款待和对 JCOMM 及

民在冰岛阿库雷里主办此次会议。他最后以个人

本 次 届 会 的 巨 大支 持 。 他 还 特别 感 谢 当 地 组 办

名 义 感 谢 Magnus Jonsson 、 Thor Jakobsson 、

者 和 阿 库 雷 里 人民 的 热 情 ， 这使 会 议 代 表 感 到

Thorleifur Bjornsson 和当地秘书处全体工作人员

宾至如归。Shearman 先 生还感谢即将卸任的联

提供的巨大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会

合主席在 JCOMM 成立过程中付出的辛勤努力，

议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

并 祝 愿 新 的 联 合主 席 在 未 来 休会 期 间 能 成 功 地

21.7

管 理 委 员 会 的 工作 。 他 最 后 感谢 秘 书 处 对 委 员

员会第一次届会于 2001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五，上

会一如既往的支持，特别是在 E. Sarukhanian 先

午 11：30 闭幕。

生的领导下对届会的出色的支持工作。
21.4

Shearman 先生的发言和感谢辞得到了比

利时、冰岛、波兰和俄罗斯联邦代表的响应。
21.5

即将上任的海洋学联合主席 S. Narayanan

WMO 秘书长代表 E. Sarukhanian 先生代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 1(JCOMM－
－I）
）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的管理委员会
(e)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和其他计划特别是 GOOS/GCOS 实

注意到：
(1)

决议 1（CMM-12）—海洋气象委员会咨

施行动计划向 JCOMM 提出活动和

询工作组;

计划，并对其实施进行评估；

(2)

决议 4（JC-IGOSS-52）—IGOSS 主席团；

(3)

决议 14（Cg-13）—WMO/IOC 海洋和海
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
；

(4)
(5)

(f)

(2)

(3)
(4)

（2）

联合主席将有责任共同承担两委员会各自

决议 15（Cg-13）—海洋气象及相关的海

章程中明确规定的对 WMO 技术委员会和

洋活动；

IOC 技术委员会主席的职责要求。这些职

IOC 决议 XX-12—WMO/IOC 海洋和海洋

责将包括或被扩大至以下内容：

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的职责；

(a)

通过共同磋商，指导和协调委员会
及其工作组在休会期间的活动；

(b)

委员会需要促进、协调和整合海洋气象和

于委员会在届会上批准前，通过共

业务海洋计划和活动；

同磋商并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指导

委员会对 WWW、WCP、WCRP、GOOS、

和批准休会期间的活动，包括建立

GCOS 及 WMO 和 IOC 的其他主要计划

和解散特设专家组、专题组和报告

的贡献；

员，；
(c)

需要协调委员会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及其

履行 WMO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及

附属机构的工作；

IOC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决定所规

需要对委员会的工作计划继续整体协调，

定的、以及每个组织章程所规定的

并对 WMO 执行理事会、IOC 执行理事

具体职责；
(d)

会、WMO 大会和 IOC 届会提出的问题提
供咨询；

必要时，在 WMO 和 IOC 的正常届
会上向其管理机构汇报委员会的各

决定：
(1)

按要求向 WMO 和 IOC 的计划过程
作出贡献；

考虑到：
(1)

对 WWW、WCP、GOOS、GCOS

项活动；
(e)

建立管理委员会，职责如下：
(a)
(b)

对 JCOMM 的短期和长期工作计划

WMO 大会、IOC 的条例、WMO

进行审议并为其实施提供咨询；

和 IOC 管理机构的决定、以及两个

对实施工作计划所需的资金，以及

组织的章程保持一致。

为确 定 资 金 和 融资 的 方 法 进 行 评
(c)
(d)

保证委员会的活动、建议和决议同

（3）

管理委员会的组成：

估；

(a)

委员会的两名联合主席；

协调及整合通过各工作组、小组和

(b)

计划领域协调员；

报告员开展的 JCOMM 的工作；

(c)

P. Dandin 先生（法国）；

审议 委 员 会 的 内部 框 架 和 工 作 方

I. Frolov 先生（俄罗斯联邦）
；

法，包括它同其他 WMO 和 IOC 内

I. Hunter 先生（南非）
；

外组织的关系，并在合适时提出修

(d)

GOOS、GCOS 和 IODE 的高级代表。

改意见；

可视情邀请 CBS 及其他机构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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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
（JCOMM-I）
）
服务计划领域
WMO/IOC 海洋与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员；
(b)

注意到：
（1）
决议 2（CMM-12）—海洋气象服务工作组；
（2）

全服务专家组组长；

决议 2（JC-IGOSS-7）—IGOSS 通信与产

(c)

品专家组；
（3）

委员会临时联合主席提交给 JCOMM-I 的
海洋气象服务工作组组长提交给 JCOMM-

(d)
（5）

S. Dube 先生（印度）
；

（5）

决定：
（1）

（2）
（3）
（4）

X. T. Bui 先生（越南）；

持续并不断扩大的需求；

I. Lavrenov 先生（俄罗斯联邦）
；

需要确保提供给用户的服务在时效和质量

P. Etala 女士（阿根廷）
；

方面能满足其要求；

M. Holt 先生（英国）；

需要不断考虑并响应会员/会员国在实施

J.M. Lefevre 先生（法国）；

其海洋服务的职责和义务方面对指南的

H.I. Tolman 先生（美国）；

需求，尤其是 WMO《海洋气象服务手

G. Warren 先生（澳大利亚）
；

册》（WMO-558 号）中具体规定的职责
（4）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以下专家
为风浪和风暴潮专家组成员：

考虑到：
（1）
海洋用户对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服务与信息

（3）

V. Smolianitsky 先生（俄罗斯联邦）
担任海冰专家组组长；

I 的报告；

（2）

V. Swail 先生（加拿大）担任风浪
和风暴潮专家组组长；

报告；
（4）

H. Savina 先生（法国）担任海洋安

（6）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以下专家

和义务；

为海冰专家组成员：

需要密切监督 WMO GMDSS 海洋广播系

H. Wu 先生（中国）；

统和 MPERSS 的运作，必要时对上述系

M. Matsumoto 先生（日本）
；

统进行改进，并按要求向会员/会员国提

M. Picasso 先生（阿根廷）；

供帮助；

W. Lumsden 先生（加拿大）
；

需要在提供海洋服务与信息方面密切协调

C. Bertoia 女士（美国）
；

与 WMO 和 IOC 的其他计划（WWW、

T. Jokobsson 先生（冰岛）；

WCP、GOOS、GCOS）以及与 IMO、IHO、

K. Strubing 先生（德国）
；

IMSO 和 ICS 等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

H. Andersen 先生（丹麦）；
T. Grafstrom 先生（瑞典）；

实施由以下部分组成的 JCOMM 服务计划

（7）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一名具有

领域：

MPERSS 相关专业知识和一名 JCOMM 电

(a)

服务协调组；

子产品公告科学编辑：

(b)

海洋安全服务专家组；

P. Daniel 先生（法国）
；

(c)

风浪和风暴潮专家组；

Y. Tourre 先生（法国）
；

(d)

海冰专家组；

（8）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以下成员

服务协调组和各专家组的职责范围将列入

组成服务协调组：

本决议附录；

H. Bouksim 先生（摩洛哥）
；

服务协调组和各专家组的成员组成情况也

R. Nuñez 先生（智利）；

将列入本决议附录；

Kwang-Joon Park 先生（韩国）；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
(a)

P. Parker 先生(澳大利亚)担任服务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邀请 IMO、IHO、
ICS、IFSMA、IMSO、FAO 及其他有关组织和机

协调 组 组 长 兼 服务 计 划 领 域 协 调

构以适当的方式参加该计划领域的活动。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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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2

决议 2 的附录（
）
的附录（JCOMM-I）
服务计划领域协调组和各专家组成员的职责范围和一般成员

1.

服务协调组

以及其他在海上安全问题上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包
括 GMDSS）密切合作，将：
(a)

职责范围

监控并审查 GMDSS 海洋广播系统的运

服务协调组将与 CBS、GOOS 和 GCOS 附属机构

行，并在必要时就服务计划领域的改进提

和有关专家密切合作：

出建议；

(a)

不断评议服务协调组工作计划的效率、协

(b)

海上安全问题方面的有效协调与合作；

调和运作，包括其时效、标准、质量以及
与已确立的用户需求的相关性方面的表现

(c)

酌情提出行动建议，以满足对气象和相关
通信服务的国际需求。

并就此提出咨询；
(b)

保证与有关组织、机构、会员和会员国在

通过收集各专业服务小组以及 JCOMM 的

(c)
(d)

(e)

其他计划领域确定的需求，就需要实施或

一般成员

终止的 JCOMM 服务提供建议；

组长，由委员会选定。

开发面对有代表性用户群的界面以便了解

开放性成员，包括 GMDSS 发布单位的代表/被提

现有服务的优点和不足；

名人，IMO、IHO、ICS、IMSO 的代表，还可酌情

经 JCOMM 联合主席同意，建立和创建专

包括其他用户团体的代表。

家组、专题组、实验项目，并视情任命报

组长同委员会联合主席协商，保证为适当和充分地

告员，来承担服务计划领域的工作；

参与小组会议提供支持。

确保与各小组和机构在服务提供领域的有
效协调与合作，包括委员会的其他计划领

3.

风浪和风暴潮专家组

域；
(f)

与外部机构，尤其是代表性用户群体的机

职责范围

构进行联络。

风浪和风暴潮专家组将：
(a)

一般成员

况并提出建议，并按要求提出修订建议；

成员的选择应保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并维持适当的

(b)

地理代表性，它包括以下人员：
各专家组组长（3 人）
；

助和支持；
(c)

1 名 MPERSS 专家；
1 名 JCOMM 电子产品公告科学编辑；

监控风浪和风暴潮业务模式产品的检验计
划，并按要求协助实施；

(d)

3 名其他专家；

在对风浪和风暴潮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和实
施方面确保与有关的 GOOS 机构进行有

经委员会联合主席同意，可酌情邀请 JCOMM 计划
领域和其他专家机构的代表，但通常不给 JCOMM

就海浪和风暴潮的模拟、预报和提供服务
开展技术咨询，并按要求向会员国提供协

计划领域/服务协调员（组长）
；

效的协调与合作；
(e)

带来资金影响。
2.

审议 JCOMM 风浪和风暴潮活动的实施情

向服务协调组和其他 JCOMM 小组提供有
关风浪和风暴潮问题所需的建议。

海上安全服务专家组
一般成员

职责范围

成员的选择应保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并维持适当的

海上安全服务专家组与 IMO、IHO、ICS、IMSO

地理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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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 9 名成员，包括组长，及 JCOMM 内与风浪和

(e)

定期审议 GDSIDB 的运行情况，并适时

风暴潮活动领域有关的代表，并需经委员会联合主

提供指导，包括质量控制、误差分析和存

席同意，可酌情邀请其他专家，但通常不对 JCOMM

档机制，以及鼓励和促进向该数据库提供

带来资金影响。

海冰资料；

4.

(f)

海冰专家组

程序以及相关的专业词汇、编码和绘图标
准进行评审和提出修订建议；

职责范围
(g)

海冰专家组将：
(a)

就海冰资料和信息交换的格式、术语表和

向服务协调组和其他 JCOMM 小组提供有
关风浪和风暴潮问题所需要的建议。

评审海冰区的用户群体所要求的产品和服
务并对其进行分类；

(b)
(c)

(d)

鼓励为产品和服务开发有关的数值模式和

一般成员

预报技术并就此提出咨询；

成员的选择应保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并维持适当的

就海冰观测和服务制定指导材料、进行软

地理代表性。

件交换、提供专门培训和其他合适的能力

最多 10 名成员，包括组长，及 JCOMM 内与海冰

建设支持；

和覆冰区域活动领域有关的代表。

保持与有关国际组织和计划的联系，尤其

还将邀请区域和国际海冰团体，特别是 BSIM 和

是 BSIM、CLIC、IICWG 和 ASPeCt;

IICWG 的代表自费参加。

决议 3（
（JCOMM-I）
）
观测计划领域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

（10）

ASAP 专家组和 GLOSS 专家组组长向届

注意到：
（1）
（2）
（3）
（4）

决议 3（CMM-12）—海洋观测系统工作

会提交的报告；

组；

考虑到：

决议 1（JC-IGOSS-VII）—IGOSS 随机观

（1）

性的的实地海洋观测系统，响应对海洋资

WMO 决议 4（EC-52）和 IOC 决议 EC-

料已确定的需求从而支持 WWW、WCP、

XXXIII.8—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

WCRP、GOOS、GCOS 和海洋服务；

ICO 决议 EC-XXXIII.9—全球海平面观测

（2）

ASAP 协调委员会第 11 次届会最终报告，
《第 13 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的最终节

（3）

（7）

IOC 决议 XX-6—Argo 计划；

（8）

《GOOS/GCOS 全球物理观测：现有机构

（9）

有必要对发展和实施标准化的、高质量的
海洋观测作业和仪器进行协调；

（4）

略 报 告 》（ WMO-No.902 ）， 总 摘 要 第
3.4.4.26 段；

有必要关注海洋观测技术的最新进展并就
适时地将其纳入业务观测网络提供咨询；

附录 V—ASAP 专家组的职责范围；
（6）

有必要维护、改进、协调和整合一个综合

测船计划实施专家组；

系统；
（5）

海洋观测系统工作组、SOOPIP、DBCP、

有必要对实施新的海洋通信系统和程序不
断进行回顾并提供咨询和帮助；

（5）

有必要就海洋观测系统的技术问题向会员
/会员国提供指导；

（6）

有必要为海洋观测平台和仪器设备的布点

和机制行动计划》（GOOS 报告第 66 号

及服务确定和协调资金及后勤设施的供

/GCOS 报告第 51 号，1999 年）；

应；

国际海洋气候观测系统大会会议声明，
1999 年 10 月，法国，圣.拉菲尔；

（7）

有必要不断监视海洋观测系统的运行状况
和质量并协助实施必要的补救行动；

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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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3

有必要就海洋仪器、观测网络和对海洋资
料的需求与 CBS、CIMO、GOOS、GCOS

观测组的一般成员组成也见本决议附录；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

（5）

(a)

下设的有关机构进行协调；
决定：
（1）

调组组长兼观测计划领域协调员；
实施由以下部分组成的 JCOMM 观测计划

(b)

领域：
(a)

观测协调组；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以下成员

(b)

资料浮标观测组，即资料浮标合作

组成观测协调组：

专家组；

(a)

（6）

海平面观测组，即 GLOSS 专家组；

(d)

船舶观测小组，在休会期间该小组

(b)

K. -H. Doublet 女士（挪威）

将在 3 个现有的船基专家组间开展

(c)

余宙文先生（中国）

名；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

（7）

(a)

A. Sy 先生（德国）担任 SOOPIP
组长；

专家组。
保持与 Argo 科学小组的密切联络与协

(b)

G. Kassimidis 先生（希腊）担任 VOS
专家组组长；

调；

（4）

1 名卫星专家，以后由联合主席提

(c)

实施专家组、VOS 专家组和 ASAP

（3）

R. Bailey 先生（澳大利亚）担任船
舶观测组组长；

协调与协作，这 3 个专家组是 SOOP

（2）

S. Wilson 先生（美国）担任观测协

观测协调组和船舶、资料浮标、海平面等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长酌情邀请有

观测组的职责范围见本决议附录；

关的组织和机构参加该计划的工作。

观测协调组和船舶、资料浮标、海平面等

决议 3 的附录（
）
的附录（JCOMM-I）
观测协调组和船舶、资料浮标和海平面观测组的职责范围和一般成员
1.

观测协调组

告员，来承担观测计划领域的工作；
(f)

根据需求和可获得的资金确定补偿及新改

职责范围

进的技术/发展的应用；

观测协调组将：
(a)

(g)

在综合需求数据库和业务卫星方面与 CBS
进行联络并为 CBS 的活动做贡献。

不断评估观测工作计划的成效、协调和运
作并提供有关咨询，包括依照科学要求、

(b)

(c)

(d)
(e)

原始资料的提供、观测标准、后勤和资金

一般成员

等来衡量观测工作计划的实施状况；

成员的选择应保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并维持适当的

以适当的方式与诸如 CBS 之类的有关科

地理代表性，它包括以下人员：

学团体进行协商，就新近确定的需求向

计划领域/观测协调员（组长）
；

JCOMM 和各观测组提供建议；

船舶观测组组长；

结合卫星观测的不断发展及其能力，评估

DBCP 组长；

对实地观测资料的需求，并提出改进意

GLOSS 专家组组长；

见；

Argo 科学组组长；

协调标准化的、高质量的观测作业和仪器

热带系泊浮标实施专家组组长；

的发展，并向 JCOMM 提出有关建议；

卫星专家；

经 JCOMM 联合主席同意，建立和创建专

至多 2 名其他专家。

家组、专题组、实验项目，并视情任命报

JCOMMMOPS 将参加协调组的工作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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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船舶观测组

(b)

金和实物捐赠以满足 ASAP 系统的采购、实

职责范围
船舶观测组将：
(a)

评估和分析 WWW、WCP、WCRP、GOOS、

施和运行以及促进和扩展该计划；
(c)

船舶观测资料的需求，并协调有关行动以实
施和维护能满足上述需求的观测网络；

(c)

(d)

按照参与计划的会员达成的协议开展其他行
动来实施和运作 ASAP 并在国际范围内促进

GCOS 提出的以及为支持海洋服务所需的对

(b)

按某些会员可能提出的要求，安排和使用资

和扩展该计划；
(d)

起草有关 ASAP 运行、资料提供和资料质量
的年度报告。

评估海洋通信设施和观测资料收集程序以及
资料处理和传输技术，并就应改进之处和更

VOS 专家组

好地应用提出行动建议；

(a)

协调全球的港口气象官（PMO）/船舶联络

就实施新的和改进的专门船载仪器、选址和
观测作业进行评估、提出协调建议；

运作，提出行动建议以促进 PMO 标准和操

(b)

支持发展和维护 VOSClim 项目；

作，并按要求为 PMO 培训做出贡献；

(c)

发展和实施为改进船舶招募而开展的活动，

对与船舶观测和 PMO 有关的技术指导材料

包括宣传手册、培训录像等。

进行必要的评审、维护与更新；
(e)

(f)

与其他 JCOMM 计划领域和专家组，尤其是

一般成员

与海上安全服务、海洋气候学和海洋资料管

组长，由委员会选定；

理有关的计划领域与专家组进行必要的联络

SOOPIP、VOS 和 ASAP 分组组长；

与协调；

开放性成员，包括 VOS、SOOP 和 ASAP 运营方，

作为船舶观测方面的专业小组参与有关观测

监测中心、资料管理中心和各机构的代表，IMSO

系统试验和大型国际研究计划的规划活动。

和其他通信卫星系统的代表，制造厂商的代表，还

各分组的职责

有科学咨询机构和适当的用户代表；
组长将同委员会联合主席协商，保证为适当和充分

SOOP 实施专家组

地参与小组的会议提供支持。

(a)

对专门的船舶仪器和观测作业做评估、提出

JCOMMOPS 将参加小组的工作和会议。

建议并在必要时对实施进行协调；

3.

(b)
(c)

资料浮标观测组

协调和交换有关仪器和耗材的开发、性能、
可靠性和精确度的技术信息；

职责范围

确保已有的项目资金能分发给船舶从而以最

DBCP、TIP 和各行动小组现有的职责。

有效的方式实施已达成一致的取样方案；
(d)

(e)

确保参与计划的船舶能实时地传输低分辨率

成员

资料；确保延迟传输的更高分辨率的资料能

开放性成员，包括 DBCP 现有成员、各行动小组、

得到检查并及时分发给各资料处理中心；

TIP。

通过 SOOP 协调员维护有关清单、监测报告

JCOMMOPS 将参加该专家组的工作和会议。

和分析以及信息交换设施；
(f)

对协调员支持 SOOP 的活动给予一般性指
导。

4.

海平面观测组

GLOSS 专家组

ASAP 专家组

职责范围

(a)

IOC 执行理事会确定的现有职责范围。

协调 ASAP 的全面实施，包括提出航线建
议和监视计划的总体运作状况，包括业务
方面和 ASAP 系统资料处理质量方面的状

一般成员

况；

现有的 GLOSS 专家组和 GLOSS 科学分组。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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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4（
（JCOMM-I）
）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
WMO/IOC 海洋与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管理协调组组长兼资料管理计划领

注意到：

域协调员；

（1）

决议 2（CMM-12）—海洋气象服务工作

(b)

组；
（2）

担任资料管理规范专家组组长；

建议 3（JC-IGOSS-VII）—全球温度盐度

(c)

廓线计划；
（3）

N. Mikhailov 先生（俄罗斯联邦）

WMO 《 海 洋 气 象 服 务 手 册 》（ WMO-

M. Mietus 先生（波兰）担任海洋气
候学专家组组长；

（5）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以下专家

No.558）
；

担任资料管理协调组成员：

（4）

JCOMM 各附属机构组长的报告；

(a)

（5）

GOOS 指导委员会第 4 次届会报告；

（6）

IOC 的 IODE 委员会第 16 次届会报告；

交换编码和格式专家；
(b)

考虑到：
（1）

R. Keeley 先生（加拿大）担任资料
B. Sumner 先生（澳大利亚）担任
资料交换通讯系统专家;

(c)

有必要实施、维护和向用户提供完全综合
的海洋/大气资料流；

联合主席以后提名一名资料流监测
专家;

（2）

需要及时传递综合资料和相关元资料；

(d)

Suk Moon-Sik 先生（韩国）
；

（3）

需要开发和维持监测、评估和后续流程；

(e)

联合主席以后提名一名专家；

（4）

对一般规范的要求，包括质量控制、元资

(f)

IODE 提名的专家；

料、分析、资料流和资料交换的标准、格
（5）
（6）
（7）
（8）

（6）

式和流程；

提名专家，以便加快联合主席与 IODE 协

需要找到历史资料并适当地对其进行拯

商的最后选定过程，并保证在气象和海洋

救、数字化和归档；

资料管理专家间取得等量平衡；

需要与 WMO 和 IOC 内部及外部的其他

（7）

（2）
（3）
（4）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以下专家担

计划与机构开展密切合作与协调；

任海洋气候专家组成员：

现有资料管理中心、系统和计划的能力和

A. Lal 先生（印度）；

经验，包括 IOC 和 WMO 内部和外部的；

M. Kaneda 先生（日本）
；

需要开发和/或加强国家资料管理能力，

A. Vorontsov 先生（俄罗斯联邦）
；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S. Woodruff 先生（美国）；
V. Wagner 先生（德国）
；

决定：
（1）

提请会员/会员国为资料管理规范专家组

实施由以下部分组成的 JCOMM 资料管理

F. Koek 先生（荷兰）
；

计划领域：

C. M. Tam 先生（中国香港）
；

(a)

1 个资料管理协调组；

C. D. Hall 先生（英国）
；

(b)

1 个资料管理规范专家组；

C. Rossler 女士（阿根廷）；

(c)

1 个海洋气候专家组；

K. Wurodu 先生（加纳）
；
J. Carreno Campos 先生（智利）。

资料管理协调组和各专家组的职责范围见
本决议附录；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邀请 CBS、

资料管理协调组和各专家组的组成也见本

CCl、IODE、有关世界资料中心的主任和其他相

决议附录；

关 国 际组 织 和 机 构 适 当 地 参 与 该 计划 领 域 的 工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

作。

(a)

Wang Hong 先生（中国）担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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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4 的附录（
）
的附录（JCOMM-I）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协调组和各专家组的职责范围以及成员

1.

资料管理协调组

(a)

职责范围
资料管理协调组，与 IODE 及 CBS 的附属机构和
有关专家紧密合作，应：
(a)

构和有关专家紧密合作，应：
为 JCOMM 的端对端资料管理系统拟定、
推荐和实施一些原则及规范；
(b)

为 JCOMM 和其他相关/相连活动建议一
些最佳资料管理规范，供其采纳，特别是：

制订资料管理计划领域的战略，并发起和
监管其实施；

(b)

为资料管理计划领域确定、审议、评估及
建议优先级和行动；

(c)

与 JCOMM 联合主席一起，设立、创建专
家组、专题组、试验计划，并酌情指定报
告员，承担资料管理计划领域的工作；

(d)

(c)

(e)

保证委员会内部资料管理活动的完全整合

(d)

(g)

建立和维持与各个科学计划的合作，适当
地对其资料管理活动予以支持；

(h)

通过适当的 JCOMM 计划领域，或以直接

管理做法。

资料和产品流；

议；
(e)

经 JCOMM 联合主席同意，根据要求对项
目和专题组的设立提出建议，并在这些机
构设立后对其进行监管，包括 GTSPP，
以制订出有效的资料管理规范；

(f)

编撰文件和指导材料，促进对 JCOMM 资
料管理规范的采用；

(g)

根据需要与其他工作组进行联系和合作，
保证获得所需的专业知识、适当的协调，
及避免重复。

能提供建议并反馈；
促进在委员会和外部伙伴内采用好的资料

(iii)

JCOMM 其他小组就资料管理规范提出建

的方式，对用户就资料管理计划领域的功
(i)

质量控制和资料汇编；

向资料管理协调组，并根据要求向

定期对适宜的新信息技术进行审议、评估
并对其采用进行协调；

(ii)

整合及考虑采用新技术和方法；

及有效合作；
(f)

元数据和格式的标准；

审议和评估资料管理规范的有效性，包括

保证与资料管理机构和其他机构的合作、
适当协调及联系；

(i)

一般成员
成员的选择应保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并维持适当的

一般成员

地理代表性，它包括以下人员：

成员的选择应保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并维持适当的

(a)

酌情与 IODE 协商选出至多 9 位专家，包

地理代表性，它包括以下人员：

括组长，他们来自会员/会员国，及专家

(a)

计划领域/资料管理协调员（组长）
；

组各种职责的代表；

(b)

专家组组长（2 名）
；

(c)

3 名在资料交换编码与格式、资料交换通

JCOMM 计划领域及其他专家机构的代

讯系统和资料流监测方面有专长的成员；

表，但不对委员会的经费产生影响。

(d)

最多 2 名其他专家；

(e)

IODE 代表；

(b)

3.

经 JCOMM 联合主席同意，可酌情邀请

海洋气候学专家组

酌情邀请其他专家，并经委员会联合主席同意，且
通常不对 JCOMM 带来资金影响。

职责范围
与 IODE、GOOS、GCOS、CCl 及 CBS 的附属机

2.

资料管理规范专家组

职责范围
资料管理规范专家组，与 IODE 及 CBS 的附属机

构和有关专家紧密合作，海洋气候专家组应：
(a)

为全球及区域海洋和海洋气象的气候资料
集的开发和管理确定流程和原则；

决
(b)

(c)

审议和评估委员会中的气候学内容，包括

一般成员

MCSS 和 GCC 的运行，开发所需的海洋

成员的选择应保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并维持适当的

和海洋气象产品；

地理代表性，它包括以下人员：

审议 GOOS 和 GCOS 对气候资料集的需

(a)

求，并考虑到对质量和完整性的要求；
(d)
(e)

为资料汇编和气候资料集的创立拟定流

至多 12 位专家，包括组长，他们来自会
员/会员国，及专家组各种职责的代表；

(b)

经联合主席同意，根据要求邀请其他来

程和标准，包括建立专门的设施和中心；

自 MCSS 和 GCC 的代表，及来自 IODE

根据需要与其他工作组进行联系和合

相关项目和附属机构的代表；

作，保证获得所需的专业知识和适宜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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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经 JCOMM 联合主席同意，可酌情邀请

协调；

JCOMM 计划领域及其他专家机构的代

定期审议和更新海洋和海洋气象气候学

表，但不对委员会的经费产生影响。

领域的有关技术出版物。

决议 5（
（JCOMM-I）
）
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计划领域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5）

设所需的资金；

注意到：
（1）

有必要确定和利用支持 JCOMM 能力建

决议 4（CMM-12）—教育、培训和实施

决定：

支持工作组；

（1）

实施由以下部分组成的 JCOMM 教育、

IOC/WMO 联合 IGOSS 委员会第 7 次会

培训和能力建设计划领域：

议摘要报告第 7 节—培训、教育和协助

(a)

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协调组；

计划，包括区域实施；

(b)

资源专题组；

（3）

教育、培训和实施支持工作组组长报告；

(c)

与 WMO/IOC 区域机构、WMO/IOC

（4）

JCOMM 能力建设战略；

有关的其他计划和机构（包括

（5）

WMO 海洋气象服务区域报告员提交给届

GOOS 和 GCOS）以及其他 JCOMM

会的报告；

计划领域相关的报告员；

（2）

(d)

考虑到：
（1）

有必要启动和监督 JCOMM 能力建设战
略的实施；

（2）

者和用户；
（2）
（3）

H. Soldi 先生（秘鲁）担任教育、

在区域、次区域基础上在海洋观测系统、

培训和能力建设协调组组长兼该计

资料管理和服务方面协调对会员/会员国

划领域协调员；
(b)

支持的重要性；
（4）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
(a)

料；
（3）

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协调组和资源专
题组的职责范围和组成见本决议附录；

有必要对现有的培训和指导材料进行必
要的评审与更新，并按需求制订新的材

用户论坛，包括资料和服务的提供

担任资源专题组组长；

有必要在综合专业化培训和保障活动的
实施方面与其他 JCOMM 计划领域、WMO

S. Priamikov 先生（俄罗斯联邦）

（4）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以下专家

与 IOC 的其他计划与机构、外部计划和

担任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协调组成员：

机构进行密切协调；

R. Folorunsho 女士（尼日利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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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要求 JCOMM

（6）

M. Andrioli 女士（阿根廷）
；
S. Ragoonaden 先生（毛里求斯）
；

联合主席按照要求任命教育、培训和能

Qi Peng 先生（中国）；

力建设协调组专门报告员；

I. Ambar 女士（葡萄牙）
；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邀请有关的外

代表 IOC 加勒比和邻近区域协会的 R.

部国际和国家认捐机构提名代表以适当的方式参加

Aparicio 先生（委内瑞拉）
。

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计划领域的工作。

（5）

提请 会员 /会员 国 为 资源 专 题组提 名 专
家，加快联合主席的最后选定过程

决议 5 的附录（
的附录（JCOMM-I）
）
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协调组以及资源专题组的职责范围和成员
1.

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协调组

地理代表性，它包括以下人员：
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计划领域协调员
（组

职责范围

长）；

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协调组，与 WMO 的技术

资源专题组组长；

合作专家组、IOC 海洋科学培训教育和互助委员

提供与 WMO/IOC 相关区域和技术机构

会、GOOS、GCOS、IGOS 及涉及能力建设的其他

间联系的专家；

有关组织和机构紧密合作，将：

5 位其他专家。

(a)

规划、启动和实施教育、培训和能力建
设工作计划，特别是包括 JCOMM 能力

2.

资源专题组

建设战略；
(b)

(c)

不断评估现有的培训和指导材料（印刷

职责范围

和电子版本）并就材料的更新和新材料

资源专题组应：

的制订程序提供建议；

(a)

掌握国际和国家援助计划、基金和其他
可能的筹资来源是否存在、它们关注的

审议和评估区域能力建设需求并以适当

领域和有关程序并就制定建议提供咨

的方式开发区域项目；
(d)

与其他计划领域和外部机构与计划进行
合作以发展和实施综合性培训和支持活
动；

(e)

根据资源专题组的资源计划，审议和评

询；
(b)

在可能的情况下，发展与筹资来源和援
助计划管理单位的联系；

(c)

与 GOOS 和 GCOS 合 作 制 订 计 划 为
JCOMM 能力建设筹集资金。

估 JCOMM 能力建设活动的资源需求；
(f)

努力为 JCOMM 能力建设筹集所需资源，
包括为实施服务计划领域的工作计划所
需的资源。

一般成员
成员的选择应保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并维持适当的

一般成员
成员的选择应保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并维持适当的
地理代表性，它包括以下人员：
4 名选定的专家；
认捐机构代表。

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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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决议 6 (JCOMM-I)
复审海洋气象学委员会和 WMO/IOC 全球综合海洋服务系统联合委员会的
决议和建议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12（CMM-11）和建议 4、6 和 11（CMM-12）

考虑到 JCOMM-I 之前的所有决议目前已经作废；

保留有效；

进一步考虑到 CMM 第 12 次届会之前通过并有效的

(4)

决议 1—5（JC-IGOSS-7）不再保留有效；

所有决议已经重新审议；

(5)

建 议 2 （ JWC-IGOSS-1 ）， 建 议 11

注意到就 JCOMM-I 之前所通过各项决议所采取的

（ JWC-IGOSS-5 ） 和 建 议

行动；

（JC-IGOSS-7）不再保留有效；
(6)

决定：
(1)

决议 1—5（CMM-12）不再保留有效；

(2)

建议 7（CMM-11）
，及建议 1、2、3、5、7、
8、9、10 和 12（CMM-12）不再保留有效；

(3)

1 — 7

建议 1（JWC-IGOSS-4）及建议 1 和 2
（JWC-IGOSS-5）保留有效；

(7)

在 JCOMM-I 最终报告中公布仍有效的建
议文本。

建议 13（CMM-10）
，建议 1、2、5、8、10、

ANNEX TO RESOLUTION 6 (JCOMM-I)
RECOMMENDATIONS OF THE WMO/IOC TECHNICAL COMMISSION FOR OCEANOGRAPHY AND MARINE
METEOROLOGY ADOPTED PRIOR TO ITS FIRST SESSION AND MAINTAINED IN FORCE
Recommendation 13 (CMM-X) — Specialized long-term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marine meteorology and
physical oceanography
THE COMMISSION FOR MARINE METEOROLOGY,
NOTING:
(1)
The high priority given by Tenth Congress to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and to improved specializ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marine meteorology and
physical oceanography,
(2)
The report of the Rapporteur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CMM-X,
(3)
Recommendation 11 (JWC-IGOSS-V) —Specialized
long-term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elatedto IGOSS,
BEING AWARE that, with the notable exception of RMTC
Manila, there is presently a lack of long-term specialized
training courses in marine meteorology and physical
oceanograhy at Regional Meteorological Training Centres,
CONSIDERING:
(1)
That properly trained personnel are essential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operation of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and that training
should extend also to the users of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here this does not already
occur,
(2)
That the expanded involve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rogrammes such as the Integrated Global
Ocean Services System and the World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me is also dependent on the
availability of specialized personnel in the field of

marine meteorology and physical oceanography,
RECOGNIZING that long-term specialized training courses
in marine meteorology and physical oceanography are
essential for the provision of suitably trained personnel for
these purposes,
RECOMMENDS:
(1)
That high priority within WMO should be given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ng-term specialized training courses
in RMTCs in the field of marine meteorology and
physical oceanography;
(2)
That in particular every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establish a six-month course on marine meteorology
and physical oceanography at RMTC Nairobi as a
matter of some urgency;
(3)
That, whenever possible, these courses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operated in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IOC and the oceanographic community;
(4)
That following the successful establishment of a
course in Nairobi, consideration should then be give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imilar courses in RMTCs
Oran and Buenos Aires;
REQUESTS the Secretary-General:
(1)
To approach funding sources, including UNDP, with a
view to establishing approporiate long-term funding
support for such courses;
(2)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of CMM, the
Secretary IOC and the Directors of the RMTCs
concerned, to develop as soon as possible curricula
for these courses,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EC
Panel of Experts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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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1 (CMM-XI) —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monitoring programme
THE COMMISSION FOR MARINE METEOROLOGY,
NOTING:
(1) Recommendation 1 (CMM-VIII) —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monitoring programme,
(2) Abridged final report, CMM-IX, general summary,
paragraph 5.7 and Annex II,
(3)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to CMM-XI by the
Sub-group of Experts on Warning and Forecast
Preparation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Monitoring,
CONSIDERING:
(1) The continuing importance to mariners of the
provision of high quality, timely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2) The need for routine and continuous monitoring
of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to maintain the
highest possible standards,
(3)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the requirements of marine users for 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services,
RECOGNIZING the activities for the monitoring of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already effected by
many Members,
RECOMMENDS:
(1) That a systematic, long-term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monitoring programme be
implemented;
(2) That the programme be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and response summary format given in the
annex to this recommendation;

(3) That the monitoring should be undertaken by
Members and coordinated by the WMO Secretariat
and should take place on a routine basis every four
years;
(4) Tha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of the
monitoring should be prepared by the WMO
Secretariat following each four-yearly monitoring,
and transmitted immediately to Members for follow-up action, as appropriate;
(5) That a brief summary of the results of this monitoring should be prepared for each session of
CMM, as well as for sessions of the Advisory
Working Group and the Working Group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INVITES Members to carefully review the results of this
monitoring, including detailed criticisms and suggestions provided by users, and to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correct identified deficiencies i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areas of
concern, including through the distribution of results
to marine forecasters and PMOs;
REQUESTS:
(1) The Advisory Working Group and the Working
Group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to closely follow the implementation and results of this
monitoring programme and to propose modifications, as appropriate;
(2)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arrange for Secretariat
support for the monitoring programme as detailed
under RECOMMENDS above.
________
NOTE: This recommendation replaces Recommendation 1
(CMM-VIII) which is no longer in force.

Annex to Recommendation 1 (CMM-XI)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monitoring programme questionnaire
A.

To masters, deck and radio officers of VOS

In order to monit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produced and transmitted by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ould appreciate your cooperation in complet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naire. The
objective of this programme is the improvement of meteorological support to shipping.
Ship’s name (call sign)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ry of regist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me of mast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perational area(s)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yage from . . . . . . . . . . . . . . . . . . .to . . . . .
Position of ship when questionnaire completed
Date and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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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complete the following questionnaire by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heading and inserting comments, as appropriate.
Good

Fair

Poor

Met. service
issued by

CRS

1.
(a)
(b)
(c)

Storm and gale warnings
Clarity of information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Timeliness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2.
(a)
(b)
(c)
(d)

Weather bulletins
Clarity of information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Timeliness
Terminology used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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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b)
(c)
(d)
(e)

Radiofacsimile broadcasts
Maintaining schedules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Readability
Symbology
Quality of reception

4.
(a)
(b)
(c)
(d)

Coastal Radio Stations (CRS)/Coast Earth Stations (CES)
Establishing contact with receiving station (CRS/CES)
Delays with OBS messages
Refusal of CRS/CES to accept OBS messages
Use of five or ten-figure groups

5.

Other related problems (if any)
Date and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sition of the shi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adio frequency and station call sig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Suggested improvement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Yes
(Time.....)
_______ Yes (CRS/CES........) _______ Yes
_______ 5
_______ 10

_______
_______ No

Use additional sheets if necessary
For each case complete one questionnaire
After completion, please return to Meteorological Service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ster’s signature

B. A summary of the replies to the questionnaire addressed to Voluntary Observing Ships (VOS) received by
(Meteorological Service)
Number of ships which replied
Good
Fair
Poor

Percentage of total replies
Good
Fair
Poor

1.
(a)
(b)
(c)

Storm and gale warnings
Clarity of information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Timeliness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2.
(a)
(b)
(c)
(d)

Weather bulletins
Clarity of information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Timeliness
Terminology used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3.
(a)
(b)
(c)
(d)

Radio-facsimile broadcasts
Maintaining schedules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Readability
Symbology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4. Coastal Radio Stations (CRS) / Coast Earth Stations (CES)
(a) Establishing contact with
receiving station
________
________
(b) Delays with OBS message
________
________
(c) Refusal of CRS/CES to accept OBS
________
________
(d) Use of five or ten-figure groups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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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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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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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related proble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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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2 (CMM-XI) —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Support System (MPERSS)
for the high seas
THE COMMISSION FOR MARINE METEOROLOGY,
NOTING:
(1) Recommendation 2 (CMM-X) — Meteorological
support for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operations,
(2)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meeting of the IMO
Working Group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Oil Pollution Preparedness, response and
Cooperation (London, October 1992),
(3) Recommendation 3 (CMM-XI) — New WMO
GMDSS Marine Broadcast System,
CONSIDERING:
(1) That operations at sea in response to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ies are fundamentally dependent
on the support of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2) That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events outside
waters under national jurisdiction are essentially
international in character,
(3) That no coordinated system currently exists for
the provision of meteorological support for operations in response to such events,
(4) That considerable benefits would accrue to all
coastal state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a
coordinated system for meteorological support,
RECOMMENDS:
(1) That a new WMO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Support System (MPERSS) for the high
seas, as detailed in the annex to this recommendation, should be implemented on a trial basis;
(2) That the trial system should ideally be implemented on or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1 January 1994;
EXPRESSES ITS APPRECIATION to those Members which
may accept provisional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new
system,
BEARING IN MIND:
(1) The need for substantial further work to be undertaken,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n
developing the concept and structure of the
MPERSS,
(2) The continuing need to provide guidance and support to Member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rvices required in support of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operations,
(3) The work being undertaken on marine pollution
monitoring, assessment and modelling by IOC,
UNEP and IMO,
REQUESTS:
(1) The Working Group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to:
(a) Further develop the concept and structure of
the proposed MPERSS in cooperation with
Members concerned as well as with appropri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 Continue its work on the development of
guidance material, in cooperation with IOC,

UNEP and IMO, as appropriate, and generally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to Members i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trial MPERSS;
(c) Prepare a revised draft MPERSS,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CMM-XII for inclusion in the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2)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provide, as resources permit, appropriate Secretariat support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MPERSS and, in particular, to agree with
Members concerned on their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a future operational MPERSS;
INVITES IOC, UNEP and IMO to collaborate with WMO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as necessary,
of the MPERSS;
FURTHER INVITES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1) To provide WMO wit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national and regional marine pollution combatting centres, for inclusion in the draft MPERSS
plan, for the benefit of Members accepting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MPERSS;
(2) To inform national and regional marine pollution
combatting authorities, as well as IMO national
contact points, of the existence and details of the
MPERSS.

Annex to Recommendation 2 (CMM-XI)
Marine meteorological support for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operations on the high seas
1.

PRINCIPLES
The principles for marine meteorological support
for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operations
are as follows:
Principle 1
For the purpose of the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provision of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for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operations on the high
seas and in 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se
operations, there is a requirement to provide an internationally coordinated system of meteorological
support for such operations. For this purpose the
oceans and seas are divided into areas for which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assume responsibility.
These areas, termed Marine Pollution Incident (MPI)
areas, are the same areas as the METAREAs of the 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 (GMDSS).
Principle 2
The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together provide
complete coverage of oceans and seas by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oducts prepared
and issued by the participating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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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3
The preparation and issue of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for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is coordin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s mentioned in section 2.

2.2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2.2.1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Marine Pollution
Incident (MPI) areas) and the responsible Services
for AMCs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shall be as given
in Appendix I.

Principle 4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vision
of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in support of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operations is monitored
by obtaining opinions and reports from the users.

NOTES: (1) The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given in Appendix I are
reviewed by the Commission for Marine
Meteorology to ensure complete area coverage and
adequacy of services.
(2) An MPI area has, in some cases, been sub-divid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3) The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defined in Appendix I
represent a minimum requirement for AMC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Both AMCs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may extend the area of coverage for the
issue of meteorological support information
beyond these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if they so
wish, to meet national requirements. In this case,
the area of coverage should be specified in the
text of each communication to the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operations authority.

2.

PROCEDURES

2.1
Definitions
2.1.1 An Area Meteorological Coordinator (AMC) is a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which has accepted
responsibility for ensuring that regional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is issued to support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operations in the designated area
for which the Service has accepted responsibility.
[These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may eventually become designated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RSMC) for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Support.] The support supplied by an AMC
(or a Supporting Service) may include some or all of the
following:
(a) Basic meteorological forecasts and warnings for
the area(s) concerned;
(b) The observation,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of the
values of specific 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raphic variables required as input to models
describing the movement, dispersion, dissipation
and dissolu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c) In some cases, the operation of these models;
(d) In some cases, access to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facilities;
(e) Other operational support.
The issued information may have been prepared solely
by the AMC, or by another Supporting Service(s), or a
combination of both, on the basis of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Services concerned. It is also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MC to ascertain the location and contact
(telex, telefax, etc.) details of any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operations authority (or authorities) responsible within the designated Marine
Pollution Incident (MPI) area. This information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by the AMC to Supporting Service(s)
for the area.
2.1.2 A Supporting Service is a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which has accepted responsibility to provide on
request, either directly or to the AMC, meteorological
(basic or enhanced) support for parts of, or an entire, designated MPI area. Depending on the location of the
incident, Supporting Services may be requested by the
emergency authority to provide the meteorological support directly to that authority. In such cases, the AMC
should be so advised by the Supporting Service. A
Supporting Service should advise the AMC of the facilities
it has available to fulfil its role.

2.2.2 Any amendments to the area of responsibility
or proposal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a change in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responsibilities for
an area, shall have the approval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based on a recommendation by the
Commission for Marine Meteorology.
2.2.2.1 Before drawing up any recommendation on
the proposed amendment for submission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the Commission for Marine
Meteorology shall receive the comments of the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directly concerned
with the proposed amendment as well as the comment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regional
association(s) concerned.
NOTE:

All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is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2.2.3 Whenever a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responsible for the issue of meteorological support data
to an MPI area is no longer able to provide this service,
the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should inform the
Secretary-General at least six months in advance of the
intended termination date.
2.3
Meteorological support to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operations on the
high seas
2.3.1 Support to these emergency operations may, as stated in paragraph 2.1.1, include a variety of elements, such as:
(a) Basic meteorological forecasts and warnings for the
area(s) concerned.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early provision of actual and forecast surface
conditions in the area of the pollution incident.
This may be the initial requirement following a
pollution incident;
(b) The observation,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of the values
of specific 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raphic variables
required as input to models describ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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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nt, dispersion, dissipation and dissolu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AMC and Supporting Service
should, if possible, ascertain from the relevant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operations
authority the specific 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raphic variables required for a particular model,
also the location of the model operator and access
details. If information regarding specific required
variables for a model is not available, general
guidelines for the type of data which will be
required are given in Appendix II;
(c) The operation of the models by the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If an AMC or Supporting Service has
this facility and it can be used in the MPI area, the
existence of this facility should be made known to
the relevant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operations authority at an early stage, and ideally
prior to an actual pollution incident in the MPI
area. [AMCs should give consideration to conducting periodic trials of their pollution models and
cooperating with the pollution emergency authorities in their MPI area to assess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output data from their models.]
(d) Access to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facilities.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communications is an essential element in an emergency situation and AMCs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must ensure that they have access to reliable communication links between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a
marine pollution incident within their MPI area.
The AMC should ascertain from the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operations authority the
method by which the transfer of the required meteorological support shall be effected. This
information shall be relayed to the Supporting
Service(s) for the MPI area concerned. The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SafetyNET service (of INMARSAT)
should be considered if the meteorological support
is required at the location of the pollution incident,
e.g. by the on-scene dispersal craft. Similarly, use of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GTS) by a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operations
authority via a regional telecommunication hub
(RTH) of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GTS) may also be a consideration in cases of a
major pollution incident;
(e) Other operational support. AMCs shall, at an early
stage of a marine pollution incident affecting
their area of responsibility, ascertain from the
relevant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operations authority details of the incident and
the nature of the support required. It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MC to advise the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operations authority of the support facilities which
the AMC and/or the Supporting Service(s) can
provide. [This shall be undertaken whether or
not a pollution incident occurs in an MPI area,
and this information shall be updated to the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operations authorities at regular intervals, and
immediately should there be a change in the
support facilities available from the AMC or
Supporting Service. It is the responsiblity of the
Supporting Service(s) to advise the AMC of any
change to its support facilitie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operations at sea in response to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ies are fundamentally dependent on
the support of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It is thus
essential that AMCs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offer
as full a range of operational support as possible
and practicable to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operations.
2.3.2 A permanent record of all communications
should be maintained, showing the times of origin,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2.4
IMO regional marine pollution combatting centres. Marine pollution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programmes of IOC/UNEP
2.4.1 IMO and UNEP have established regional
marine pollution combatting centres in a few loc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se centres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 the coordinated meteorological support plan
in Appendix I. Full details of these centres are given in
Appendix III. The majority of these centres are nonoperational and have an advisory capacity only. The
nature of the centre, whether advisory or operational,
is indicated in Appendix III.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articipating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to ascertain the location of
any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operations
authority relevant to the MPI area and/or to each
marine pollution incident.
2.4.2 The objectives and activities of the Regional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Centre for the
Mediterranean Sea and its role in the case of emergency
are given in Appendix IV.
2.4.3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Oil Pollution
Preparedness, Response and Cooperation, 1990 (OPRC
Convention), in Article 12 —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dentified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Secretariat as having specific responsibilities with regard
to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ical services
under the Convention.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IMO
Secretariat is also given in Appendix III and information
on activities in Appendix V.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WMO Secretariat to keep the IMO Secretariat informed of
all international dispositions and arrangements made
under the WMO meteorological support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AMCs may wish to contact the IMO
Secretariat directly to obtain information on specific
arrangements which may exist for combatting oil
and other pollution incidents in their MPI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2.4.4 IOC and UNEP co-sponsor the programme on
Global Investigation of Pollution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GIP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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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and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designated as area meteorological coordinators for
issuing of meteorological data for support to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operations on the high 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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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35°

USA

141°

30° N

SAUDI
ARABIA

III

FRANCE
MEDITERRANEAN

127°

II

IV

CANADA
60° N

53°
45°

UK

60°W

67°

120°

67°

120°W

XIII

RUSSIA

172°

71°
60° N

120°E

RUSSIA
NORWAY

60°W

120°E

180°

120°W

60°W

Coordinated meteorological support to marine pollution incident (MPI) area
Recipient of meteorological data
MPI
area
I

Area Meteorological
Coordinator
United Kingdom

Supporting
Service

IMO regional marine pollution combatting centres
Suggested additional centres

Norway
Iceland
Ireland
France

Relevant Coast Guard Authority/Pollution Control Centre

Portugal
Spain

Relevant Coast Guard Authority/Pollution Control Centre

II

France

III

Italy

Greece
Malta
France

REMPEC (Malta Centre). Relevant Coast Guard Authority

IV

USA

Canada

Relevant Coast Guard Authority. IMO Regional Consultant,
Santurce, Puerto Rico (Wider Caribbean)

V

Brazil

Relevant Coast Guard/Pollution Control Centre

VI

Argentina

Relevant Coast Guard/Pollution Control Centre

VII (A)

South Africa*

VII (B)

South Africa*

VIII (A)

India

VIII (B)

Kenya

VIII (C)

Remarks

Norway responsible forArctic watersnorth of 71°N

Canada responsible for Arctic waters north of 67°N

Relevant Coast Guard/Pollution Control Centre

West of 20°E

Relevant Coast Guard/Pollution Control Centre

East of 20°E

Relevant Coast Guard/Pollution Control Centre

VIII (A): Area VIII-(B)+(C). Indian Ocean north
of the equator, west of 95°E, east of 55°E
excluding Area IX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Relevant Coast Guard/Pollution Control Centre

VIII (B): 12°N – 10°30'S 55°E to East African Coast

VIII (C): 0° – 30°S 55°E – 95°E

Réunion

Mauritius

Réunion

Relevant Coast Guard/Pollution Control Centre

IX

Saudi Arabia

Bahrain

Relevant Coast Guard/Pollution Control Centre

X

Australia

XI (A)

China

Hong Kong

Relevant Coast Guard/Pollution Control Centre

XI (A) 125°E – Mainland China to west boundary
of area XI (95°E) (excluding Philippine waters)

XI (B)

Japan

Philippines

Relevant Coast Guard/Pollution Control Centre

East of 125°E – 180° including Philippine waters

Canada

Relevant Coast Guard/Pollution Control Centre

Canada responsible for Arctic waters north of 67°N

XII & XVI USA

Relevant Coast Guard/Pollution Control Centre

XIII

Russian Federation

Relevant Coast Guard/Pollution Control Centre

XIV

New Zealand

Relevant Coast Guard/Pollution Control Centre

XV

Chile

Relevant Coast Guard/Pollution Control Centre

________
*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has been suspended by Resolution 38 (Cg-VII) from exercising its rights and enjoying its privileges as a Member of W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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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
Input data requirements for marine pollution transport and dispersion models
Simple local
models

Simple regional
models

Hydrological local
models

Hydrological regional
models

Expert local systems

Expert regional systems

Surface wind (local)
Water temperature
Air temperature
Waves
(Rain)
Currents

Surface wind field
Water temperature
Air temperature
Waves
Currents

Surface wind (local)
Water temperature
Air temperature
Waves
Rain
Currents
Tides

Surface wind field
Water temperature
Air temperature
Waves
Rain
Stratification
Constant information
Ice
Tides

Surface wind
Water temperature
Air temperature
Waves
Rain
Pollutant properties
Surface and sub-surface currents
Tides
Stratification
Technical information

Surface wind field
Water temperature field
Air temperature
Waves
Rain
Pollutant properties
Surface and sub-surface currents
Tides
Stratification
Technical information
Regional information
Ice

Local systems

Regional systems

Surface wind
Water temperature
Air temperature
Rain or not
Waves

Surface wind field
Air temperature field
Water temperature field
Rain or not
Stratification
Ice information

Grid point data

Appendix III
IMO regional marine pollution combatting centres and marine pollution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programmes of IOC/UNEP (as of March 1992)
1.

Regional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Centre for the Mediterranean Sea (REMPEC) of IMO/UNEP
(also known as the Malta Centre)
Manoel Island
Malta
tel +356 337296 or 337297 or 337298; fax +356 339951; telex 2464 UNROCC MW; 1396 UNROCC MW
Status: Information and advisory centre.

2.

Office of IMO Regional Consultant on Marine Pollution (Wider Caribbean)
P.O. Box 3037
Ceiba, Puerto Rico 00735
USA
tel +1809 8654343 (24 hrs); fax +1809 8651785
Status: Advisory services.

3.

Marine Emergency Mutual Aid Centre (MEMAC)
P.O. Box 10112, Bahrain
tel (973) 274554; fax (973) 274551; telex 9890 MEMAC BN

4.

Oil Pollution Coordination Centre
Pollution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Sectio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4 Albert Embankment
London SE1 7SR, United Kingdom
tel +44 71 7357611; fax +44 71 5873210;
Status: Information and advisory centre.

telex 23588

决
Appendix IV
Regional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Centre
for the Mediterranean Sea (REMPEC)
Objectives
The objectives of the Centre are the following:
(a) To strengthen the capacities of the coastal States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to facilitate cooperation
among them in case of a major marine pollution
accident;
(b) To assist coastal States of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which so reque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own capabilities for response to accidents;
(c) To facilitate information exchange,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d) To provide a framework for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operational, technical, scientific, legal
and financial matters.
Activities
In conformity with these objectives and with the
decisions of the meetings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o
the Barcelona Convention, the Centre is developing its
activities in the following areas:
(a) Informing the coastal states — regional information system (oil and hazardous substances)
The Centre is developing and keeping up-to-date a
regional information system made up of four
parts:
(i) Basic documents;
(ii) Lists and inventories;
(iii) Data banks, simulation models an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iv) Operational guides and technical documents.
(b) Assistance in the preparation of contingency plans
The Centre provides assistance to those countries
which so request for:
(i) The preparation or adaptation of national
contingency plans;
(ii) The prepa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perational bilaterial or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between neighbouring Coastal States.
(c) Training
The Centre annually organizes the following
regional training courses:
(i) A general training course;
(ii) A specialized and practical training course.
The Centre provides, to countries which so
request, assistance in organizing national
training courses.
(d) Cooperation and mutal assistance in cases of
emergency
The Centre:
(i) Develops and keeps up-to-date a regional
communications network;
(ii) Organizes periodically communication
exercises;
(iii) Provides, at the request of the Mediterranean
Coastal States in case of an accident, technical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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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ce and facilitates and coordinates mutal
assistance between them.
Role of the Centre in case of emergency
In the case of a marine pollution accident, REMPEC, at the request of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its
objectives and functions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means at its disposal shall:
(a) By using the regional information system developed and updated by the Centre, provide advice
and technical expertise as well as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the States would need;
(b) Put into action once it will be operational the
Mediterranean Task Force which will assist
response to accidental marine pollution;
(c) Help to obtain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and its
coordination, whether the means (equipment,
products, combatting equipment) come from
Government or the private sector;
(d) Endeavour to help States affected by an accident in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The assistance that the Centre can thus give at the
request of the States shall be decided on a case by case
basis, between the competent national authorities and
REMPEC. REMPEC shall endeavour to reply in the
quickest and best possible way to all the requests of
assistance supported by the Regional Information
System.

Appendix V
Oil Pollution Coordination Centre (OPCC)
Objectives
The objectives of the Coordination Centre are the
following:
(a) To coordinate oil spill response activities, if
requested;
(b) To monitor oil spill incidents;
(c) To facilitate information exchange on oper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ies to combat oil spills;
(d) To provide a framework for the coll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on operational and
technical matters;
(e) To assist Govern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own capabilities for response to accidents;
(f) To facilitate the provision of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advice upon request.
Activitie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objectives mentioned
above, the Coordination Centre is developing its activities in the following areas:
(a) Information services
The Centre is developing and keeping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i) National focal points for Oil Pollution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OPRC);
(ii)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type of assistance which is available with every State;
(iii) National
Policy
for
Oil
Pollution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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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ontingency Plan for oil pollution
incidents;
(iv) Marine Pollution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Database Systems.
In addition, the Centre will manage an already
developed International Oil Pollu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bstract Database. This database,
develop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has
information on research category, project description, R and D sponsor, researcher, funding, etc.
(b)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 To promote training in the field of oil pollution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under the
OPRC training strategy using IMO model
courses;
(ii) To promote the holding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a.
(c) Technical services
(i) To facilitate cooperation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i) To provide advice to State(s) establishing
national or regional response capabilities;
(iii) To analyse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Parties in case of an oil pollution incident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other
sources and provide advice or information to
States.
(d) Technical assistance
(i) To facilitate the provision of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States establishing national or
regional respose capabilities;
(ii) To facilitate the provision of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advice, upon the request of States
faced with major oil pollution incidents.
Role of the Centre in case of an emergency
In the case of a marine pollution accident, OPCC,
at the request of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its objectives and functions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means
at its disposal shall:
(a) Monitor and assess the situation by collecting
information from various sources, e.g.,
Government, industry, etc. and keeping in touch
with affected State(s);
(b) Provide technical advice, if requested, by affected
State(s);
(c) Facilitate and coordinate, as appropriate, the provision of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d) Assist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spill information to
affected State(s).

Recommendation 5 (CMM-XI) — Applications of the
results of the VOS Special Observing Project North
Atlantic (VOSP-NA)
THE COMMISSION FOR MARINE METEOROLOGY,
NOTING:
(1) The Third WMO Long Term Plan, Part II,
Volume I — World Weather Watch Programme
(WMO-No. 761) and Volume 4 — Applications of
Meteorology Programme (WMO-No. 764),

(2) IOC Assembly Resolution XV-4 — Global
Integrated Ocean Observing System Development,
(3) IOC Assembly Resolution XVI-8 — Global Ocean
Observing System (GOOS),
(4) Resolution 9 (Cg-XI) — Global Climate Observing
System,
(5) Resolution 21 (Cg-XI) — WMO’s invol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Global Ocean Observing
System,
(6) Recommendation 6 (CMM-X) — The WMO
Voluntary Observing Ships (VOS) scheme,
(7) Marine Meteorology and Related Oceanographic
Activities Reports No. 25 (Ship Catalogue) and
No. 26 (Results of the VSOP-NA),
(8) Recommendation 8 (CBS-IX) — Amendments to
the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System —
Monitoring the quality of observations,
CONSIDERING:
(1) That reports from the VOS will remain a primary
source of surface 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raphic data from all ocean areas for operational,
research and climatological purposes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2) That improvements in the quality, quantity and
timeliness of such reports need to be made if the
full requirements of WMO Programmes for these
data are to be met,
BEARING IN MIND that action on a number of recommendations of the VSOP-NA addressed to WMO has
been taken under appropriate agenda items at the present session,
EXPRESSES ITS APPRECIATION:
(1) To all Members which operate VOS, which have
appointed Port Meteorological Officers (PMOs), or
which support coastal radio stations and
INMARSAT Coast Earth Stations for the collection
of ships’ weather reports;
(2) Specifically to those Members, their PMOs and the
ships’ crew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VSOP-NA;
(3) To the United Kingdom Meteorological Office
for acting as the lead centre for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of the quality of surface marine
data;
RECOMMENDS TO MEMBERS:
(1) To implement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of the
VSOP-NA, as detailed in the annex to this recommendation, as a matter of priority;
(2) To follow-up the results of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of the quality of VOS reports, which are
prepar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Meteorological
Office as lead centre designated by CBS for this
purpose and distributed regularly to Members concerned;
(3) Whenever possible, to increase automation in the
colle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VOS reports;
REQUESTS the Secretary-General, the president and
vice-president of the Commission and the chairmen of
the relevant working groups to assist Member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recommendation.

决
Annex to Recommendation 5 (CMM-XI)
Recommendations of the VOS Special
Observing Project North Atlantic (VSOP-NA)
relevant to implementation by Members
Observing practices and equipment
The results of VSOP-NA demonstrate clearly the
value of national observing fleets conforming to recognized standards of instrument exposure and observing
practice. Additionally, for some variables, one method
of measurement has been shown to be superior to others (e.g. SST by hull-contact sensor). For other variables,
different methods have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Good exposure is often more important than
choice of instrument type. It is therefore strongly recommended that Members take note of these findings
and ensure that equipment, exposures and observing
practices are chosen and maintained appropriately,
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greater accuracy and consistency across the international VOS.
Real-time data monitoring
The existing real-time monitoring systems for VOS
reports should be extended to cover all variables required
for surface flux calculations. Specifically VOS databases
maintained at each monitoring centre should include
more detail for each ship, to facilitate identification of
the appropriate corrections. Results of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more frequently to
Members and PMOs, ideally on a monthly basis.
Reduction in reporting errors
The results of VSOP-NA show that many errors were
made in converting measured relative wind into true
wind, and in deriving dewpoint from dry- and wet-bulb
temperatures. Members are recommended to provide
their VOS with dedicated calculators or computer programs for deriving these quanti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uch errors.
Port Meteorological Officer system
The results of the VSOP-NA study demonstrate
that an efficient Port Meteorological Officer system can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overall quality of data
submitted by individual national fleet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appropriate funding and resources be
made available to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 training
and operation of the Port Meteorological Officer systems of Member countries. Members with existing,
well-established and effective PMO system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offer training and assistance facilities to
other Members to enable them to upgrade their respective PMO services.
Applications of VOS data
Noting that model-derived ocean surface flux values will be increasingly used for forcing ocean models,
and recognizing that the VSOP-NA project has shown
that biases exist in model-derived data such that significant errors would exist in the predicted flux value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ncreased use be made of the VOS
ship observations to verify model flux deter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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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recommended that, where VOS observations
are used to construct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data sets,
the observations should b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measurement type and that greatest weight should be
given to hull contact sensors, bucket measurements,
and condenser or engine intake instruments, in that
order. In particula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re is evidence that intake measurements are of poorer quality
and likely to be biased warm compared to the other
methods.
Recognizing that ships’ observations transmitted
over the GTS at present contain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errors due to the incorrect calculation of true wind
velocity and dewpoint, and that these errors can be
reduced by the use of logbook data, the use of delayedmode logbook-derived data for climate research is
recommended.
Noting that the greatest accuracy requirements for
VOS data are for the calculation of flux fields for climate
research, and recognizing that the VSOP-NA project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quality of ships’ data depends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PMO system,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climate research community supports measures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PMO system.

Recommendation 8 (CMM-XI) — The collection of 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raphic information using
INMARSAT
THE COMMISSION FOR MARINE METEOROLOGY,
NOTING:
(1) Abridged final report, CMM-X, sub-item 6.1,
(2) Resolution 19 (Cg-XI) — The coll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arine 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raphic information using INMARSAT,
CONSIDERING:
(1) The continuing rapid expansion in the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atellite Organization
(INMARSAT) marine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particularly among the WMO Voluntary
Observing Ships (VOS),
(2) That INMARSAT-C facilities are likely to be available on virtually all the VOS by the year 2000,
(3) The improvements being noted in the receipt of
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raphic reports from
ships at sea through the enhanced use of the
INMARSAT system,
(4) The substantial reductions in communications
costs to Members which occur for 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raphic reports sent using the
INMARSAT-C facility,
RECOGNIZING WITH APPRECIATION that a number of
Members operating INMARSAT Coast Earth Stations
(CES) have already arranged to accept ships’ 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raphic reports through their CES,
free of charge to the ships, which are of general value
to all Members of WMO,
BEING CONCERNED, however, that these reports are, at
the present time, concentrated on a sub-set of the CES
already in operation, and that problems continue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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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to the timely redistribution to the countries
closest to their geographical origin of reports collected
through INMARSAT,
NOTING WITH APPRECIATION the agreement by the
Netherlands to supply and maintain software for the
compilation, encoding in SHIP code, storage and transmission through the INMARSAT-C facility of ships’
meteorological reports,
RECOMMENDS:
(1) To those Members operating CES that have not yet
done so to accept the ships’ 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raphic reports transmitted through their
CES, free of charge to ships, using the special code
41 short code dialing procedure;
(2) To those Members in regions where the introduction of INMARSAT has produced recognized
changes in patterns of data collection, to develop
interregional, regional, subregional or bilateral
agreements for cost-sharing, as appropriate;
(3) To all Members concerned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ensure the timely redistribution of reports collected through INMARSAT to countries in the areas of
the geographical origins of those reports, through
the GTS and by other means such as MDD, as
appropriate;
(4) To Members requiring ships’ reports on the GTS to
ensure that their telecommunications centres
actually request receipt of all relevant GTS bulletins containing such reports;
REQUESTS THE SECRETARY-GENERAL:
(1)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Secretary IOC, to investigate possibilities for one or more Members to
supply and maintain software for the compilation,
encoding in BATHY, TESAC or TRACKOB codes, storage and transmission through the INMARSAT-C
facility of ships’ oceanographic reports;
(2)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Secretary of IOC, the
presidents of CMM and CBS, the chairman of
IGOSS and the chairmen of the relevant working
groups of CMM, CBS and IGOSS, to continue discussions with INMARSAT and others on the
expanded use of the INMARSAT system for the
collection of ships’ 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raphic reports, including in particular the
possible use of the INMARSAT-C signalling channel for transmitting such reports in binary format
and, if appropriate, to establish a small WMO/
INMARSAT liaison group for this purpose;
(3) To keep Members closely informed of any significant relevant new developments in this regard.

Recommendation 10 (CMM-XI) — Agenda 21 and implementation of GOOS and GCOS
THE COMMISSION FOR MARINE METEOROLOGY,
NOTING:
(1) Resolution 9 (Cg-XI) — Global Climate Observing
System,
(2) Resolution 21 (Cg-XI) — WMO’s invol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Global Ocean Observing System,

(3) UNCED Agenda 21, in particular Chapter 9
(Atmosphere) and Chapter 17 (Oceans, especially
Section E — addressing critical uncertainties),
CONSIDERING:
(1) That existing marine 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aphic observing system components,
including the VOS, ocean data buoys, satellites
and meteorological/oceanographic vessels already
contribute data which are being used in analyses
of global climate and climate change, and that
these components will be essential to the future
GOOS and GCOS,
(2)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GOOS and GCOS will
require the allocation of substantial resources by
Governments to maintain and expand systematic
long-term ocean monitoring,
(3) That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GOOS and GCOS
will also provide valuable new ocean data in support of the WWW, of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and of global climate studies,
(4) That the adoption by Governments of Agenda 21
implies a commitment on their part to implement
the activities specifically mentioned therein,
including GOOS and GCOS,
INSTRUCTS the Working Group on Marine Observing
Systems,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Data Buoy Cooperation
Panel and with the appropriate subsidiary body of IGOSS,
to prepare specific proposals to enhance marine observing
systems to fulfil the requirements of GOOS and GCOS,
once these requirements are established;
RECOMMENDS:
(1) To Members to make specific and clear reference to
the activities agreed in Agenda 21, Chapter 17
(Oceans), when preparing submissions to their
Governments for the additional resources required
to implement GOOS and GCOS;
(2) To Members to maintain and expand recruitment
of VOS and deployment of ocean data buoys;
(3) To Members operating marine meteorological/
oceanographic vessels to maintain and, if possible,
expand the use of such vessels,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and reliable in situ data for global climate
studies and the provision of marine services;
(4) To the operators of ocean observation satellites to
make their data generally available for use by both
meteorologial and oceanographic services, and also
by the ocean and climate research community;
REQUESTS THE SECRETARY-GENERAL,
(1) To assist Members, as appropriate, in preparing
resource submissions to Governments for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parts of GOOS and GCOS;
(2) To further assist Members in the preparation of
project proposals relating to enhanced, long-term
ocean monitoring, for submission to funding bodies such as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und and the
UNDP;
(3) To provide additional assistance, as required, and
within the available budgetary resourc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recommendation.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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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12 (CMM-XI) — Use of Beaufort
equivalent scale of wind force

Recommendation 4 (CMM-XII) — Wave forecast verification scheme

THE COMMISSION FOR MARINE METEOROLOGY,
NOTING:
(1) The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558), Volume I, Part I, Appendix I.3 —
Beaufort scale of wind force,
(2)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sixth session of the CMM
Sub-group on Marine Climatology,
NOTING FURTHER various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in recent years which analys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use of various Beaufort equivalent
scales for determining sea surface wind speeds for scientific studies of marine climate and climate change,
RECALLING the extensive discussions on this subject which
had taken place at previous sessions of the Commission,
BEARING IN MIND the likely difficulties for global climate studies resulting from variations in observing
practices for surface wind speeds from ships as well as
from the use of different Beaufort equivalent scales for
deriving such wind speeds,
CONSIDERING, however,
(1) The need to maintain continuity and consistency
in data archives of marine surface winds and to
avoid complications for marine observers,
(2) That the existing Beaufort equivalent scale is sufficiently accurate for operational observation
purposes,
(3) That no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yet exists on an
appropriate Beaufort equivalent scale for scientific
study applications,
AGREES that the existing Beaufort equivalent scale, as
given in the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should be retained for operational observation and data
archival purposes;
RECOMMENDS:
(1) To Members to standardize shipboard observing
practices for marine surface winds, according to
guidelines given in the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and the Guide to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2) To those involved in climate research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difficulties and differences noted with
the official WMO Beaufort equivalent scale and
also with other “scientific Beaufort equivalent
scales”, as well as various environmental ship factors, when using archived ship wind data in
studies of marine climate and climate change;
REQUESTS:
(1)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bring this recommendation to the attention of all concerned;
(2) The Sub-group on Marine Climatology to continue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Beaufort equivalent scales for climate study purposes, to report any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to
the Commission and to Members, as appropriate,
and also to examine the possibility of developing
an extended Beaufort equivalent scale for marine
forecast presentation purposes.

THE COMMISSION FOR MARINE METEOROLOGY,
NOTING:
(1) Recommendation 4 (CMM-XI) — WMO wave programme 1993–1997,
(2) The report to CMM-XII by the chairman of the
Subgroup on Wave Modelling and Forecasting,
RECOGNIZING that formal verification systems for operational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models have led
directly to general and specific improvements in these
models,
NOTING with interest the informal wind wave forecast
verification scheme already adopted by a number of centres operating operational global or basin-scale models,
CONSIDERING:
(1) The potential improvements which might be
expected in operational wind wave models
through a more generalized and formal approach
to wave model forecast verification,
(2) That for a verification scheme to be most effective,
all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operating
global or basin-scale models should, if possible,
participate,
RECOMMENDS:
(1) That the wind wave model forecast verification
scheme outlined in the annex to this recommendation should be further developed and formally
implemented;
(2) That all Members operating global or basin-scale
wave forecast models should be urged to participate;
REQUESTS the Subgroup on Wave Modelling and
Forecasting:
(1) To develop further details of the scheme, for eventual consideration and adoption, on a trial basis,
by interested Members;
(2) To review the implement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trial scheme and to report on progress to
CMM-XIII;
REQUESTS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Member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heme, as appropriate, and within the available budgetary resources.

Annex to Recommendation 4 (CMM-XII)
Wind wave forecast verification scheme
1.

A scheme for exchanging verification statistics for operational wave models
Reliable wave observations are available only from
around 40 to 50 moored buoys, and there are only a
few parameters for which observations are available. A
subset of the available moored buoys has been used,
choosing those buoys in deep water, away from coasts,
and ensuring that all possible regions are adequately
represented.
Model values are extracted at six-hourly intervals
both at t+00 (analysis) and for forecast periods of t+24,
48, 72, 96 and 120 hours (if available). Each mon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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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files are transmitted to the anonymous ftp server
at the UKMO, where a file is produced containing the
observations and model values from all centres. These
files are placed on the UKMO anonymous ftp server for
retrieval by participants.
Tables of statistics based on this data are calculated at ECMWF, and the summary files are transmitted to
the UKMO ftp server for retrieval by participants. Thus,
the workload involved in running the exchange is
shared. All the files of data, statistics and any postscript
files for the current month are freely available via
anonymous ftp from the UKMO server.
The exchange has grown to now compare data
from five participating centres, at 36 moored buoys,
and for six separate forecast periods. Early results
showed the impact at t+00 of assimilating ERS-1 altimeter data: those models that assimilated ERS-1 data had
a wave height bias of some –0.2 m, and showed a rapid
increase in model wave height during the first 24 hours
of the forecast, compared to those centres not assimilating. Further, the immediate benefit of the switch
early in 1996 to using ERS-2 data was readily seen. The
t+00 bias of –0.2 m was removed, and the spin up of
wave height was reduced.
The data exchange, by comparing both instantaneous observations and six-hourly averaged
observations, revealed some ongoing problems with
wave reports from the UKMO buoys west of Ireland.
This was communicated to those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the instruments, and a program to replace the
communication units, already in hand, was seen to
cure the problems.
Examination of time-series of model and observed
wave heights, particularly in November 1995, showed a
systematic failure of the WAM model at ECMWF to
reach the highest wave heights observed during
extreme storms in the west Atlantic. The WAM model
run at FNMOC was closer to the observations. This
illustrates that WAM model results may depend on
details of the implementation (model grid and spectral
resolution), and the wind data used.
2.

Wider benefits from adopting an international verification of wave models
Many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engaged in
wave forecasting may benefit from this activity, in the
same way in which many countries benefit from the
exchange of internationally-accepted weather forecast
verification scores. Until now, model valida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with special case studies, rather than
using routinely available forecast model results.
Widespread access to information on wave model
performance may also stimulate those Meteorological
or Hydrographic centres that at present do not place
their buoy observations on the GTS to consider doing
so, and so allow a verification of wave models in the
areas of local interest to these centres.
Several centres already make use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WAM model, and the UKMO is planning to

implement a version of WAM in the near future. Yet
already the exchange has revealed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operational implementations of WAM —
using winds from different models, with differing grid
and spectral resolutions, assimilating altimeter data, or
not. Even with most operational wave models based on
WAM, a formally-adopted verification exchange will
lead to improvements in wave model forecast system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quality of surface
winds from NWP models may lead to improvements in
the modelling of the marine boundary layer. This may,
through improved modelling of surface fluxes of heat,
moisture and momentum, lead to improved NWP forecasts of surface winds.
Improvements in global wave modelling will also
lead to improvements in regional wave modelling,
through a better specification of boundary forcing and
incoming swell, and improvements in model formulation. Many smaller, reg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res,
although not running a global wave model, may still
wish to run a regional wave model to provide local forecasts of sea state. Making available information on
global wave model verification will assist with this.

Recommendation 6 (CMM-XII) — Data buoys in support
of 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raphic operations and
research
THE COMMISSION FOR MARINE METEOROLOGY,
NOTING:
(1) Resolution 9 (EC-XLV) — Data Buoy Cooperation
Panel,
(2) Recommendation 6 (CMM-XI) — Drifting buoys
in support of 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raphic
operations and research,
(3) The Fourth WMO Long-term Plan, Part II, Volume 1
(WMO/TD-No. 700) — The WWW Programme —
and Volume 4 (WMO/TD-No. 703) — The
Applications of Meteorology Programme,
(4)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Ocean Observing System
Development Panel — An Ocean Observing System
for Climate,
(5) Annual reports of the DBCP for 1995 and 1996,
(6) DBCP Technical Document No. 4 (1995) — WOCE
Surface Velocity Programme Barometer Drifter
Construction Manual,
NOTING with appreciation the efforts of the DBCP, in
conjunction with GCOS and global research programmes, to expand cooperative buoy deployments
worldwide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new regional action
groups such as those in the South Atlantic and Indian
Oceans,
RECOGNIZING nevertheless:
(1) That not all drifting buoys carry sensors for atmospheric pressure and/or sea-surface temperature,
(2) That a large number of drifting buoy deployments
now taking place or planned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are funded through research programmes
and that these deployments may cease with the
termination of the spec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决
CONSIDERING:
(1) That drifting buoys represent a very cost-effective
means for acquiring surface 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raphic data from remote ocean areas,
(2) The stated requirements for operational buoy data
in support of the WWW,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and global climate studies,
CONSIDERING further that the success of the DBCP was
critically dependent on the activities of, and the coordination provided by, its technical coordinator, and that
increasing difficulties for Members in maintaining voluntary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were threatening the
continuance of the position,
RECOMMENDS:
(1) That agencie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nvolved in the acquisition and deployment of
drifting buoys be urged to equip these buoys with
at least atmospheric pressure, SST and, if possible,
air temperature sensors so as to enhance their
potential value to a wide variety of WMO programmes, in particular making use of the low-cost
SVP-B drifter whenever practicable;
(2) That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mmunity also be
urged to continue to make the data from their
drifting buoys available for real-time distribution
over the GTS and for later permanent archival;
(3) That Members and the Data Buoy Cooperation
Panel continue their efforts to ensure funding of
drifting buoy deployments on a long-term, operational basis following the termination of the
spec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4) That as many additional Members as possible contribute to the DBCP Trust Fund, to reduce the
burden on existing contributors and ensure the
maintenance of the essential technical coordinator
position, which benefitted all Members of WMO;
(5) That the DBCP and the Executive Council consider the possibilities for new and innovative ways of
funding and maintaining the technical coordinator position;
REQUESTS the Secretary-General and the Data Buoy
Cooperation Panel to bring this recommendation to
the attention of Members and others concerned and to
assist whenever possib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commendation.

Recommendation 11 (CMM-XII) — United Nations Atlas
of the Oceans
THE COMMISSION FOR MARINE METEOROLOGY,
NOTING:
(1) Resolution 17 (Cg-XII) — WMO’s involv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Ocean 1998,
(2) The Abridged Final Report with Resolutions
of the Twelfth World Meteorological Congress
(WMO-No. 827), paragraph 3.2.1.5 concerning the
document The Climat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议

６

８７

(3) The agreement by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ACC
Subcommittee on Oceans and Coastal Areas
(Washington, D.C., January 1997) to proceed with
the preparation of a joint United Nations Atlas of
the Oceans, to be presented in prototype form during Expo 98, Lisbon,
CONSIDERING:
(1) That the proposed Atlas, to be developed in electronic format accessible via both CD-ROM and
Internet, is intended to provide a cross-sectoral
view of the world’s oceans in the form of strategic
analyses based on data and products developed in
the context of projects and programmes of various
United Nations ocean-related agencies,
(2) That marine meteorological and physical oceanographic climate-related products and analyses are
potentially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Atlas,
both in their own right and as components of
cross-sectoral ocean analyses (e.g. El Niño and fish
stocks),
RECOGNIZING:
(1) That a number of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regularly produce a variety of climate-related marine
meteorological and physical oceanographic products and analyses relevant to the future Atlas of the
Oceans,
(2) That these products and analyses are in many
cases already published in a variety of media,
(3) That some of these products may also eventually
form part of the WMO Climat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oject,
(4) That all products and analyses eventually forming
pa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Atlas of the Oceans will
remain the copyright property of the producing
centres/agencies,
(5) That the Atlas will be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primarily through externally-generated funding,
BEARING in mind the magnitude of the task involved
and the effort which will be required by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to present products in the
required format in the time available,
RECOMMENDS:
(1) That WMO should participate in, and contribute
to, the prepar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Atlas of the Oceans, within the available
budgetary resources;
(2) That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should make
available, as far as resources permit and in a mutually acceptable format, various marine
meteorological and physical oceanographic climate-related products proposed b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for inclusion in the Atlas;
REQUESTS the president of the Commission and the
Advisory Working Group to assist the Secretariat in
identifying and accessing appropriate potential products for inclusion in the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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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1 (JWC-IGOSS-IV) — Maintenance
and implementation of ship-of-opportunity programmes
THE JOINT IOC/WMO WORKING COMMITTEE FOR
IGOSS,
NOTING:
(1) The report of the Joint IOC/WMO Meeting for
Implementation of IGOSS XBT Ship-ofOpportunity Programmes (Seattle, September
1985) regarding the evaluation of existing and
proposed XBT ship-of-opportunity programmes in
support of the World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me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OGA), fisheries’
operations and research and marine transportation and safety,
(2) The recent IOC/WMO missions to, and surveys of,
regional bodies (WESTPAC countries, West African
countries, South-eastern Pacific countries and
IGOSS/TEMA coordinator surveys) that documented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hip-of-opportunity
programmes,
RECOGNIZING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gathering subsurface oceanographic data via ship-of-opportunity
programmes over wide ocean areas,
CONSIDERING that the timely flow of sub-surface data
to analysis centres is vital for operational purposes
and for seasonal and interannual climate prediction
purposes,
RECOMMENDS that Member States be urged to:
(1) Maintain or enhance existing ship-of-opportunity
programmes and ensure that oceanographic data
so collected are reported through IGOSS,
(2) Implement new ship-of-opportunity programmes
in data deficient areas through national, b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efforts designed to meet client
needs,
REQUESTS the Secretariats to assist Member States in
these activities.

Recommendation 1 (JWC-IGOSS-V) — Data monitoring
THE JOINT IOC/WMO WORKING COMMITTEE FOR
IGOSS,
NOTING the importance to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data exchange within IGOSS to national efforts in
detecting and correcting data transmission problems
within the IGOSS Telecommunication Arrangements,
REQUESTS: (i) All Member States to submit to the
Secretariats, if possible on monthly basis, accurate

statistics on messages submitted to and received from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in a timely fash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lready approved format
(Guide to Operational Procedures for the Collection and
Exchange of IGOSS Data, Annex VIII); (ii) that reporting
Member States list the bulletin headers used to submit
their data and the data types (BATHY, TESAC, TRACKOB, DRIBU) submitted under these headers;
RECOMMENDS: (i) that the Secretariats provide feedback
to all Member States on these statistics in order to help
them to detect possible data transmission problems; (ii)
that the statistics and the feedback be published in the
IGOSS Products Bulletin;
FURTHER REQUESTS Member States who wish to do so to
produce, on a regular basis but at least once every three
months, dot plots of messages received to be distributed to all parties concerned as an aid in determining
where data losses might be occurring in the IGOSS data
transmission system.

Recommendation 2 (JWC-IGOSS-V) — Real-time
distribution and archiving of oceanographic data
THE JOINT IOC/WMO WORKING COMMITTEE FOR
IGOSS,
NOTING: (i) the requirements of IGOSS for real-time
oceanographic data in support of both operational and
research users, (ii) the value of long-term series of
oceanograhic data for climatological studies, (iii)
Recommendation 2 (DBCP-III) — Real-time
Distribution and Archiving of Oceanographic Data
from Drifting Buoys,
CONSIDERING: (i) that many oceanographers make both
surface and sub-surface measurements of oceanographic variables of great potential value to IGOSS, (ii) that
many of these measurements are not presently being
made available in real-time over the GTS,
RECOMMENDS: (i) that oceanographers and others
involved in the collection of both surface and subsurface oceanographic data make every effort to ensur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se data in real time over the GTS,
(ii) that oceanographic data be also made available to
the RNODCs for permanent global archival,
REQUESTS the Secretariats, the IGOSS Operational
Coordinator,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Working
Committee and Member States, in liaison with the
Drifting Buoy Cooperation Panel, to bring this recommendation to the attention of those concerned.

届会通过的建议
建议 1（JCOMM-I）
海洋资料采集系统（ODAS）元数据格式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建议本建议附录中给出的格式作为收集、交换、存

注意到：
（1）

（2）

要性；

《海洋气象学委员会第 12 次届会含决议

档所有类型 ODAS 资料特别是包括漂移和系泊浮标

和 建 议 案 的 最 终 节 略 报 告 》

以及固定平台资料的全球格式；

（WMO-No.860），总摘要第 7.3.9 段；

邀请：

JCOMM 海洋气候分组第 8 次届会（2000

（1）

年 4 月，阿什维尔）最终报告第 6.1.1 至
6.1.3 段和附录 VIII；
（3）

（2）

元数据库；
（2）

运行 ODAS 的会员/会员国安排以商定的

DBCP-16（2000 年 10 月，维多利亚）的

格式收集来自这些平台的元数据，最终提

总结报告，第 95 至 99 段；

交给 ODAS 元数据存档中心；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在 JCOMM 联合

考虑到：
（1）

一个或几个会员/会员国同意承担 ODAS

ODAS 综合元数据库能完全和准确地解读

主席和 DBCP 主席的帮助下，与会员/会员国协商，

气候存档形式的 ODAS 观测资料；

考虑建立元数据存档中心，或者在必要的时候帮助

ODAS 观测资料及其关联的元数据对全球

会员/会员国向存档中心提交元数据。

气候研究以及广泛的海洋气候应用的重

ANNEX TO RECOMMENDATION 1 (JCOMM-I)
OCEAN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ODAS) INGEST FORMAT
The two basic metadata record types (header and data) are
listed. Within the data record type, there are different
subsidiary record types defined for the different sensor types
that are presently defined (the data record list could be
expanded in the future).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fields that
make up each record type are listed in the table.
1.
Header record (HR is the identifier for the metadata
header record)
HR; ts; WMOn; stn; Ain; ind; oed; cnty; ragy; Idum;
DA; Lat; Lon; WC; lngth; brth; diam; hult; huln; mtyp;
cmsy; Stt; foo; dfmt; wdpth; plt; DI; WebA; footnote #
1; footnote # 2; footnote # 3; footnote # 4; footnote # 5
2.
Data records (DR is the identifier for the sensor
information record, thus designated data record) the
first six elements will link the data record to the header
record. A data record will only exist when there is an
actual sensor on the platform and it can be repeated for
every sensor of a given type.

“Sno” in the eighth element represents the sequence
number of sensors located on the platform, e.g. if two
anemometer sensors were on the platform there would
be two data records for anemometers indicated in
elements 7 and 8 as AN 1 and AN 2.
The “ind” field is a critical part in linking records in the
case where a platform was moved or totally re-equipped
or redesigned. This will allow the correct data records to
be linked to the proper header record especially in cases
where the same identifier was reissued at a later date.
AN metadata record: Anemometer sensor (AN in 7th
element).
DR; ts; WMOn; stn; AIn; ind; AN; Sno; anmI; aMS;
anmL; anDB; anDC; hwl; ouAN; sfWD; sfWS; apWD;
apWS; amWS; cmpT; apWG; amWG; amScd; amID;
amSD; footnote # 1
AT metadata record: Air temperature sensor (AT in
7th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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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ts; WMOn; stn; AIn; ind; AT; Sno; ats; atsMS;
atsL; atsDB; atsC; atswl; ouAT; sfAT; apAT; atScd;
atID; atSD; footnote # 1; footnote # 2
WT metadata record: Water temperature sensor
(WT in 7th element).
DR; ts; WMOn; stn; AIn; ind; WT; Sno; wts; wtsMS;
wtsL; wtsDB; wtsC; dws; ouWT; sfWT; apWT;
wtScd; wtID; wtSD; footnote # 1
SA metadata record: Salinity sensor (SA in 7th element).
DR; ts; WMOn; stn; AIn; ind; SA; Sno; Sstp, Ssm;
SsL; SsDB; SsC; dss; ouSs; sfSs; apSs; mSs; SsScd;
SsID; SsSD; footnote # 1
BP metadata record: Barometric pressure (BP in
7th element).
DR; ts; WMOn; stn; AIn; ind; BP; Sno; bps; bpsMS;
bpsL; bpsDB; bpsC; bpswl; ouBP; sfBP; apBP;
bpScd; bpsID; bpsSD
RH metadata record: Relative humidity (wet
bulb/dew point) sensor (RH in 7th element).
DR; ts; WMOn; stn; AIn; ind; RH; Sno; hs; hsMS;
hsL; hsDB; hsC; hswl; ouHS; sfHS; apHS; hsScd;
hsID; hsSD

PG metadata record: Precipitation gauge (PG in
7th element).
DR; ts; WMOn; stn; AIn; ind; PG; Sno; pg; pgMS;
pgL; pgDB; pgC; pgwl; pupg; sfPG; apPG; pgScd;
pgID; pgSD
RD metadata record: Radiation sensor (RD in 7th
element).
DR; ts; WMOn; stn; AIn; ind; RD; Sno; srs; rMS;
rsL; rsDB; rsC; srwl; ours; sfSR; apSR; srScd; rsID;
rsSD
CR metadata record: Ocean current sensor (CR in
7th element).
DR; ts; WMOn; stn; AIn; ind; CR; Sno; OC; Tsmoc;
dmOC; ouOC; sfOC; apOC; ocScd; ocID; ocSD
WS metadata record: Wave spectra (WS in 7th
element).
DR; ts; WMOn; stn; AIn; ind; WS; Sno; wasp; Digf;
Nblks; Npts; spAT; sfWAS, apWAS
HV metadata record: Horizontal visibility (HV in
7th element).
DR; ts; WMOn; stn; AIn; ind; HV; Sno; hvm; hvit;
hvl; hvDB; hvC; hvwl; hvou; hvsf; hvap; hvScd;
hvID; hvSD

Table
ODAS metadatabase contents
Record type
and sequence
number

Field
abbreviation

Input
codes

Description of fields

HEADER RECORD (HR)
HR

1

ts

2
3
4

WMOn
stn
AIn

5

ind

6

oed

7

cnty

8

ragy

9

ldmu

MB
DB
ID
FP
IS
AL
CM
PF
OT

Type of station
Moored buoy
Drifting buoy
Ice drifter
Fixed platform (oil rig, etc.)
Island station
Automatic light station
Coastal marine automated station
Profiling floats (e.g. ARGO — a global array of profiling floats)
Other (specify in footnote # 1 Header record)
WMO number — 5-digit identifier
Unique call sign if available; otherwise, station name (C-MAN, platforms, etc.)
Additional identifier number; define in footnote # 2 (e.g. ARGOS = up to 7 digits,
GOES no., others)
Period of validity/beginning of historical record (initiation date — year, month, day,
e.g. 19950321) date of mooring, launching, or platform instrumentation (date the platform
began collecting weather observations under its current ID and location). If the platform is
moved or assigned a new ID then a new period of validity should be initiated

see
list

Operational end date of platform operations (year, month, day e.g. 20000127). This item is
associated with the entry above which shows the beginning date and this item the ending
date when a platform closed operations. If for example a moored buoy was placed in the
Great Lakes each spring and withdrawn each winter the beginning date would not change
unless the identifier, ownership, or location changed at some point. When one of these
change, a new beginning date should be entered “ind” above and an operational end date
entered in this field
Country of ownership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country
code (Alpha-2; two character alpha code)
Responsible agency/organization within a country responsible for the platform’s
operations, launch, and metadata [e.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could be the National Ocean
Service (NOS) NOAA, National Data Buoy Center (NDBC) NOAA, Woods Hole Institute,
etc.] List the full name of the organization or agency responsible. There should be a link
between the responsible agency/organization and the Web address listed in item 114
Last date metadata updated (year, month, day e.g. 20000527 representing 27 May 2000)

建

Record type
and sequence
number

Field
abbreviation

议

１

Input
codes

９１

Description of fields

HEADER RECORD (HR) (continued)
HR

10

Degree of automation

DA
1
2
3
4
5

11
12
13

Lat
Lon
WC

14

lngth

15

Brth

16

Diam

17

Hult

Latitude — degrees, up to three decimal places if available (e.g. 50.985 N/S)
Longitude — degrees, up to three decimal places if available (e.g. 124.976 E/W)
Watch circle — nearest whole metre (e.g. 346.5 = 347 m). The maximum distance a
moored buoy can be located from its central position related to the length and type of
mooring. Outside the watch circle and the moored buoy is likely adrift
Length — the length of the platform (if rectangular or boat shape hull). See code “diam”
below if the platform is a discus. Metres to tenths (e.g. 26.9 m)
Breath — the breath (width) of the platform (if rectangular or boat shaped hull). Metres to
tenths (e.g. 12.6 m)
Diameter — platform dimension for discus type hulls. Diameter in metres to tenths
(e.g. 6.0 m)
Hull type
DS
BS
RS
SP
OD
NM
TR
CN
OR
DR
OT

18

Huln

19

Mtyp

Fully automated
Always supplemented with manual input
Occasionally supplemented with manual input
Fully manual (no automation)
Unknown

Discus (cylinders)
Boat shaped hull
Rectangular shape
Spars
ODAS 30 series
NOMAD
Torus
Conic
Omnidirectional wave-rider
Directional wave-rider
Other (specify in footnote # 3 Header record)
Hull or platform number — enter as assigned (a combination of numeric and alpha
characters if required)
Mooring type — mooring type if a moored buoy or drouge type if drifting buoy

AC
ST
FC
PC

All chain (shallow depths generally up to 90 m)
Semitaut (intermediated depths generally 60 to 600 m — generally nylon cable)
Float inverse catenary (deep ocean generally 600 to 6 000 m — generally nylon with
glass floats)
Poly-nylon inverse catenary (deep ocean generally 1 200 to 6 000 m)
Drogue type

HS
TS
WS
PA
NL

Holey sock drogue
Tristar
Window shade
Parachute
Non-Lagrangian sea anchor
Use for either mooring or drogue as needed

OT

Other (specify in footnote # 4 Header record)

ＷＭＯ／ＩＯＣ ＪＣＯＭＭ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92

Record type
and sequence
number

Field
abbreviation

Input
codes

Description of fields

HEADER RECORD (HR) (continued)
HR

20

Cmsy

Satellite data-collection system — system used to transmit the observations
GO
AR
GA
RF
OT

21

Stt

22

Foo

23

dfmt

GOES DCP
ARGOS PTT
GOES primary ARGOS backup
RF
Other (specify in footnote # 5 Header record)
Satellite transmission time — time slot assigned for observation transmission. Hours and
minutes UTC (e.g. 1230) or for example, on the hour, on the half-hour, two orbits per
day, etc.
Frequency of observations — hours and minutes (e.g. every hour = 1.0, every 6 hours = 6.0,
or every half hour 0.5, etc., I = irregular)
Data format — data format (Manual on Codes (WMO-No. 306)) the observations was
transmitted or digitized (i.e. observational form).
BUOY — FM 18-X
SHIP — FM 13-X
TESAC — FM 64-IX
WAVEOB — FM 65-IX
BUFR — FM 94-XI
Other WMO codes added as needed
NOTE: Use actual WMO code designator as the abbreviation (e.g. FM 18-X)

24

wdpth

Water depth (nearest whole metre)

25

plt

Payload type (e.g. DACT, VEEP, GSBP, ZENO, ODAS33, etc.) Details should be provided
regarding each type of payload (payload description)

26

DI

Digital image — a photograph or schematic of the platform and equipment
AV
NA

27

WebA

Available in digital file
Not available
Web address (URL) wher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can be obtained

ANEMOMETER (AN)
DR

1

anmI

Anemometer instrument type
P
TC
FC
S
WT
OT

Propeller/vane
Three cup
Four cup
Sonic
WOTAN (wind observation through ambient noise)
Other (define in footnote)

2

aMS

Anemometer — model (manufacturer/series no.)

3

anmL

Anemometer — location
FM
AM
CM
RY
LY
OT

Foremast
Aftmast
Centremast (mainmast)
Right yardarm
Left yardarm
Other (define in footnote)

建
Record type
and sequence
number

Field
abbreviation

议 １

Input
codes

９３

Description of fields

ANEMOMETER (AN) (continued)
DR

4

anDB

Anemometer — distance from the bow or front of platform (metres to tenths)

5

anDC

Anemometer — distance from centre line or from centre of discus (metres to tenths)

6

hwl

7

ouAN

Anemometer — height above water line (metres to tenths). Value can be negative for
WOTAN
Anemometer — operational range and units of measurement (e.g. 0 to 60 m s–1;
000 to 360°)

8

sfWD

Sampling frequency (Hz) — wind direction (e.g. 1.28 Hz)

9

sfWS

Sampling frequency (Hz) — wind speed (e.g. 1.28 Hz)

10

apWD

Averaging period (minutes to tenths) — wind direction (e.g. 8.0 minutes)

11

apWS

Averaging period (minutes to tenths) — wind speed (e.g. 8.0 minutes)

12

amWS

Averaging method — wind speed
S
V

Scalar
Vector

13

cmpT

Compass type/model no. — anemometer

14

apWG

Averaging period (seconds) — wind gust (e.g. 5 seconds)

15

amWG

Averaging method — wind gust
S
V

Scalar
Vector

16

amScd

Calibration date — anemometer sensor no. Date sensor was last calibrated (year, month,
day, e.g. 20000723)

17

amID

Anemometer sensor installation date (year, month, day, e.g. 19950228). If the direction
sensor and speed sensor are separate instruments then use footnote # 1 in the anemometer
data record to enter the dates for speed sensor and this position for direction sensor

18

amSD

Anemometer out of service dates (beginning and ending dates; year, month, day, e.g.
19960123–19960212). If known these dates should be entered anytime either the direction,
speed, or both is unavailable due to equipment outage (non-reporting or invalid reports)

AIR TEMPERATURE (AT)
DR

1

ats

Air temperature sensor — instrument type
ER
M
MS
A
AS
OT

Electrical resistance thermometer
Mercury-in-glass thermometer
Screen shelter — mercury thermometer
Alcohol-in-glass thermometer
Screen shelter — alcohol thermometer
Other (specify in footnote # 1 in the air temperature data record)

2

atsMS

Air temperature sensor — model (manufacturer/series no.)

3

atsL

Air temperature sensor — location
FM
AM
CM
RY
LY
OT

Foremast
Aftmast
Centremast (mainmast)
Right yardarm
Left yardarm
Other (specify in footnote # 2 in the air temperature data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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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 type
and sequence
number

Field
abbreviation

Input
codes

Description of fields

AIR TEMPERATURE (AT) (continued)
DR

4

atsDB

Air temperature sensor — distance (metres to tenths) from bow or front of platform

5

atsC

NOTE: Leave this field blank if platform is a discus
Air temperature sensor — distance (metres to tenths) from centre line or centre of discus

6

atswl

Air temperature sensor — height (metres to tenths) above water line

7

ouAT

Air temperature sensor — operational range and units of measurement (e.g. — 40°C to
+ 50°C)

8

sfAT

Sampling frequency (Hz) — air temperature sensor (e.g. 1.28 Hz)

9

apAT

Averaging period (minutes to tenths) — air temperature sensor (e.g. 8.0 minutes)

10

atScd

Calibration date — air temperature sensor no. Date sensor was last calibrated (year, month,
day, e.g. 20000723)

11

atID

Air temperature sensor installation date (year, month, day, e.g. 19950228)

12

atSD

Air temperature sensor out of service dates (beginning and ending dates; year, month, day,
e.g. 19960123–19960212). If known these dates should be entered anytime the air
temperature is unavailable due to equipment outage (non-reporting or invalid reports)

WATER TEMPERATURE (WT)
DR

1

wts

Water temperature sensor — instrument type
HC
HT
RT
ER
TT
BU
CTD
STD
RM
XC
NS
AL
XBT
OT

Hull contact sensor
"Through hull" sensor
Radiation thermometer
Electrical resistance thermometer
Trailing thermistor
Bucket thermometer
CTD (conductivity-temperature-depth)
STD (salinity-temperature-depth)
Refractometer
XCTD (expendable CTD probe)
Nansen cast
ALACE (autonomus Lagrangian circulation explorer)
Expendable bathythermograph
Other (specify in footnote # 1 in the water temperature data record)

2

wtsMS

Water (sea) temperature sensor — model (manufacturer/series no.)

3

wtsL

Water temperature sensor — location (e.g. port bow, bottom of discus, etc.)

4

wtsDB

Water temperature sensor — distance (metres to tenths) from the bow or front of platform
NOTE: Left blank for discus hulls and subsurface temperatures

5

wtsC

Water temperature sensor — distance (metres to tenths) from centre line or centre of discus

6

dws

Depth of water temperature sensor; tenths of metres (e.g. 10.3 m) below the water line

7

ouWT

Operational range and units of measurement — water temperature sensor (e.g. range —
4°C to + 40°C)

8

sfWT

Sample frequency (Hz) — water temperature sensor (e.g. 1.28 Hz)

9

apWT

Averaging period (minutes to tenths) — water temperature sensor (e.g. 8.0 minutes)

10

wtScd

Calibration date — water temperature sensor no. Date sensor was last calibrated (year,
month, day, e.g. 20000723)

11

wtID

Water temperature sensor installation date (year, month, day, e.g. 19950228)

12

wtSD

Water temperature sensor out of service dates (beginning and ending dates; year, month,
day, e.g. 19960123–19960212). If known these dates should be entered anytime the water
temperature is unavailable due to equipment outage (non-reporting or invalid reports)

建

Record type
and sequence
number

Field
abbreviation

Input
codes

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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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of fields

SALINITY (SA)
DR

1

Sstp

Salinity – sensor type
CTD
STD
RM
XC
NS
AL
OT

2
3

Ssm
SsL

4

SsDB

CTD (conductivity-temperature-depth)
STD (salinity-temperature-depth)
Refractometer
XCTD (expendable CTD probe)
Nansen cast
ALACE (autonomous Lagrangian circulation explorer)
Other (specify in footnote # 1 in the salinity data record)
Salinity sensor (model/manufacturer/series no.)
Salinity sensor no. — location
[NOTE: To be used only for those sensors attached to a platform]
Salinity sensor no. — distance from bow or front of platform
NOTE: To be used only when sensor is attached to a platform (same as location above)

5

SsC

Salinity sensor no. — distance from centre line or centre of discus

6

dss

7

ouSs

Depth of salinity sensor no. — metres to tenths (e.g. 10.7 m) of salinity sensor below the
water line (surface of the water)
Salinity sensor — operational range and units of measurement (e.g. 25 to 45 parts per
thousand. Salinity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of chlorinity)

8

sfSs

Sample frequency — available only for automated digital sensors

9

apSs

Averaging period — available only for automated digital sensors

10

mSs

11

SsScd

Method used to compute the salinity (e.g. chlorinity,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refractive
index, etc.)
Calibration date — salinity sensor no. Date the sensor was last calibrated (year, month,
day, e.g. 20000207)

12

SsID

Salinity sensor installation date (year, month, day, e.g. 19950228)

13

SsSD

Salinity sensor out of service dates (beginning and ending dates; year, month, day,
e.g. 19960123–19960212). If known these dates should be entered anytime the salinity is
unavailable due to equipment outage (non-reporting or invalid reports)

BAROMETRIC PRESSURE (BP)
DR

1

bps

Barometric pressure sensor — instrument type

2

bpsMS

Barometric pressure sensor — model (manufacturer/series no.)

3

bpsL

Barometric pressure sensor — location (e.g. centremast)

4

bpsDB

Barometric pressure sensor — distance (metres to tenths) from the bow or front of platform

5

bpsC

NOTE: Leave this field blank if platform is a discus
Barometric pressure sensor — distance (metres to tenths) from centre line or centre of
discus

6

bpswl

Barometric pressure sensor — height (metres to tenths) above water line

7

ouBP

Barometric pressure sensor — operational range and units of measurement
(e.g. 900–1 100 hPa)

8

sfBP

Sampling frequency (Hz) — barometric pressure sensor (e.g. 1.28 Hz)

9

apBP

Averaging period (minutes to tenths) — barometric pressure sensor (e.g. 8.0 minutes)

10

bpScd

Calibration date — barometric pressure sensor no. Latest date of calibration (year, month,
day, e.g. 20000207)

11

bpsID

Barometric pressure sensor installation date (year, month, day, e.g. 19950228)

12

bpsSD

Barometric pressure sensor out of service dates (beginning and ending dates; year, month,
day, e.g. 19960123–19960212). If known these dates should be entered anytime the
barometric pressure is unavailable due to equipment outage (non-reporting or invalid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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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 type
and sequence
number

Field
abbreviation

Input
codes

Description of fields

RELATIVE HUMIDITY (RH)
DR

1

hs

Relative humidity (wet bulb/dew point) sensor — instrument type

2

hsMS

Relative humidity (wet bulb/dew point) sensor — model (manufacturer/series no.)

3

hsL

Relative humidity (wet bulb/dew point) sensor — location (left yardarm mast)

4

hsDB

Relative humidity sensor — distance (metres to tenths) from the bow or front of platform

5

hsC

NOTE: Leave this field blank if platform is a discus
Relative humidity sensor — distance (metres to tenths) from centre line or centre of discus

6

hswl

Relative humidity sensor — height (metres to tenths) above water line

7

ouhs

Relative humidity (wet bulb/dew point) sensor — operational range and units of
measurement (e.g. range 0–100 per cent)

8

sfhs

Sampling frequency (Hz) — relative humidity (wet bulb/dew point) sensor (e.g. 1 Hz)

9

aphs

Averaging period (minutes) — relative humidity (wet bulb/dew point) sensor (e.g.1 min.)

10

hsScd

11

hsID

12

hsSD

Calibration date — relative humidity (wet bulb/dew point) sensor no. Latest date the
sensor was calibrated (year, month, day, e.g. 20000207)
Relative humidity (wet bulb/dew point) sensor installation date (year, month, day, e.g.
19950228)
Relative humidity (wet bulb/dew point) sensor out of service dates (beginning and ending
dates; year, month, day, e.g. 19960123–19960212). If known, these dates should be entered
anytime the relative humidity (wet bulb/dew point) is unavailable due to equipment
outage (non-reporting or invalid reports)

PRECIPITATION (PG)
DR

1

pg

Precipitation gauge — instrument type (e. g. weighing bucket, tipping bucket, etc.)

2

pgMS

Precipitation gauge — model (manufacturer/series no.)

3

pgL

Precipitation gauge — location

4

pgDB

Precipitation gauge — distance (metres to tenths) from the bow or front of platform

5

pgC

Precipitation gauge — distance (metres to tenths) from centre line or off centre of a discus

6

pgwl

Precipitation gauge — height (metres to tenths) above water line

7

oupg

Precipitation gauge — operational range and units of measurement (e.g. 0 to 25 cm
per hour)

8

sfPG

Sampling frequency — precipitation gauge (e.g. continuous)

9

apPG

Averaging period — precipitation gauge (e.g. 6 hours; then reset)

10

pgScd

Calibration date — precipitation gauge no. Latest date sensor/gauge was calibrated
(year, month, day, e.g. 20000207)

11

pgID

Precipitation gauge installation date (year, month, day, e.g. 19950228)

12

pgSD

Precipitation gauge out of service dates (beginning and ending dates; year, month, day,
e.g. 19960123–19960212). If known, these dates should be entered anytime the
precipitation measurement is unavailable due to equipment outage (non-reporting or
invalid reports)

建

Record type
and sequence
number

Field
abbreviation

议

１

Input
codes

９７

Description of fields

RADIATION (RD)
DR

1

srs

Solar radiation sensor — instrument type

2

rMS

Radiation sensor — model (manufacturer/series no.)

3

rsL

Radiation sensor — location (e.g. foremast)

4

rsDB

Radiation sensor — distance (metres to tenths) from the bow or front of platform

5

rsC

Radiation sensor — distance (metres to tenths) from centre line or centre of discus

6

srwl

Solar radiation sensor — height (metres to tenths) above water line

7

ours

Radiation sensor — operational range and units of measurement
(e.g. 0.07–1.65 cal cm–2 min–1)

8

sfSR

Sampling frequency (Hz) — solar radiation sensor (e.g. 1 Hz)

9

apSR

Averaging period (minutes to tenths) — solar radiation sensor (e.g. 8.0 minutes)

10

srScd

Calibration date — solar radiation sensor no. Latest date the sensor was calibrated (year,
month, day, e.g. 20000207)

11

rsID

Radiation sensor installation date (year, month, day, e.g. 19950228)

12

rsSD

Radiation sensor out of service dates (beginning and ending dates: year, month, day,
e.g. 19960123–19960212). If known, these dates should be entered anytime the radiation
measurement is unavailable due to equipment outage (non-reporting or invalid reports)

NOTE: Leave this field blank if platform is a discus

OCEAN CURRENTS (CR)
DR

1

OC

Ocean current speed reported
C
M
E

Calculated
Measured
Estimated

2

TSmoc

Type sensor measuring ocean currents (type/model/manufacturer)

3

dmOC

Depth of measurement (in metres, e.g. 10 m) of the ocean current

4

ouOC

Ocean currents — operational range and units of measurement (range, e.g. — 10 m s–1 to
+10 m s–1)

5

sfOC

Sampling frequency (Hz) — ocean currents (e.g. 0.667 Hz)

6

apOC

Averaging period (minutes to tenths) — ocean currents (e.g. 20.0 minutes)

7

ocScd

Calibration date — ocean current sensor (year, month, day, e.g. 20000208)

8

ocID

Ocean current sensor installation date (year, month, day, e.g. 19950228)

9

ocSD

Ocean current sensor out of service dates (beginning and ending dates; year, month, day,
e.g. 19960123–19960212). If known, these dates should be entered anytime the ocean
current measurement is unavailable due to equipment outage (non-reporting or invalid
reports)

WAVE SPECTRA (WS)
DR

1

wasp

Wave spectra — type of surface elevation sensor (from which wave spectra is derived)

2

Digf

Digital filter used — wave spectra

3

Nblks

Number of blocks used for averaging — wave spectra

4

Npts

Number of points in each block — wave spectra

5

spAT

Spectral analysis technique (e.g. FFT, MEM, etc.)

6

sfWAS

Sampling frequency — wave spectra (e.g. 2.56 Hz)

7

apWAS

Averaging period — length of record for averaging period — wave spectra (e.g. 20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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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 type
Field
Input
and
sequence # Abbreviation codes

Description of fields

HORIZONTAL VISIBILITY (HV)
DR

1

hvm

Horizontal visibility
MAN
ATM

2

hvit

Manual
Automated
Instrument type (automated sensor) - model/manufacturer/series no.

3

hvl

Location – Horizontal visibility sensor No.

4

hvDB

Horizontal visibility sensor - distance (metres to tenths) from the
bow or front of platform

5

hvC

Note: leave this field blank if platform is a discus
Horizontal visibility sensor - distance (metres to tenths) from center line or center of
discus

6

hvwl

Horizontal visibility sensor- height (metres to tenths) above water line

7

hvou

Horizontal visibility sensor - Operational range and units of measurement (e.g.
0000 to 9999 metres or < 0.1km -10km)

8

hvsf

Sampling frequency - Horizontal visibility sensor No.

9

hvap

Averaging period - Horizontal visibility sensor No.

10

hvScd

Calibration date- Horizontal visibility sensor No. Latest date sensor was calibrated
(year, month, day e.g. 20000208)

11

hvID

12

hvSD

Horizontal visibility sensor installation date (year, month, day, e.g. 19950228).
Horizontal visibility sensor out of service dates (beginning and ending dates; year,
month, day, e.g. 19960123-19960212). If known, these dates should be entered
anytime the visibility measurement is unavailable due to equipment outage
(non-reporting or invalid reports)

建议 2 (JCOMM-I)
船基观测的经费
WMO/IOC 海洋气象联合海洋学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1）
SOOPIP 组长向 JCOMM 提交的报告和
SOOPIP-3（2000 年 3 月，La Jolla）的最
终报告；
（2）
ASAP 专家组组长向 JCOMM 提交的报告
和 ASAP 专家组第 12 次会议（2000 年 9
月，里丁）最终报告；
（3）
VOS 分工作组第一次会议（1998 年 3 月，
雅典）最终报告；
（4）
WWW、GOOS/GCOS 和 CLIVAR 对上层
海洋热量资料的需求，以及全球上层海洋
热量评估的结论；
考虑到：
（1）
船基观测计划已面临资金的减少，仪器和
消耗材料费用的增加 (如 XBT 和无线电
探空仪)；
（2）
这种状况将对 JCOMM、
GOOS 和 CLIVAR

（3）

（4）
（5）

（6）
（7）
（8）

的资料、产品和服务产生潜在的负面影
响。而这些资料、产品和服务对业务气象
和海洋、海洋科学研究和全球气候研究提
供支持；
现场海洋观测系统对空基系统提供补偿，
并向空基系统提供其所需的地面真值数
据；
在许多资料稀疏海区，船基观测系统是唯
一的手段；
港口气象官网络为船舶管理者及船员与
VOS、SOOP 和 ASAP 的运行方之间提供
了必要的联系，并对维持观测的数量和质
量起关键作用；
船舶观测的综合、高质量数据流的重要性；
SOOP 协调员的作用对 SOOP 计划的实施
和运行至关重要；
VOS 方案和 ASAP 也将极大受益于类似的
国际协调支持；

建
强烈建议会员/会员国应认识到长期致力于船基观
强烈建议
测计划的一贯重要性，特别是：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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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3
为船舶观测提供耗材；
（4）

齐心协力招募新的船舶加入船舶观测计

强调船舶观测网络，该网络认识到一致

划，将其保持在目前水平或超过目前的

方法对气象、海洋和气候应用的益处及

水平；

综合以前分散的网络和更高质量和更及

（5）

确保维持和扩大港口气象官网络；

时数据流的更大重要性；

（6）

增加承诺用于支持 JCOMMOPS 活动的资

解决在船舶上布设自动观测平台和耗材

金。

及自动化船舶气象观测和数据传输系统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在 JCOMM 联合

方面不断增加的需求；

主席和 VOS、ASAP 和 SOOP 组长协助下，与会员/会

为了支持国际实施计划，增加资金用于

员国商量，增加对船基观测计划的资金承诺。

建议 3（
（JCOMM-I）
）
国际特种船只协会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建议：

注意到：

（1）

装备了模块的船舶（国际特种船只协会

JCOMM-1 海洋观测系统工作组和 SOOP

会员），其实时和非实时气象学及物理海

实施专家组组长的报告；

洋学资料向所有用户免费提供，以支持

（2）

国际特种船只协会提交的工作报告；

WMO 和 IOC 主要计划，应正式作为综

（3）

JCOMM 第一次过渡规划会议（1999 年 7

合船舶观测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月，圣彼得堡）的报告，JCOMM 会议报

（2）

告第一号；
认识到：
（1）
（2）

船舶观测小组将来自特种船只的资料纳

对特种船只模块的广泛科学评价和质量

入其对从船基平台获取的气象和海洋观

评估工作已进行了许多年；

测结果的质量、完整性、时效性和价值

来自安装在许多船上的特种船只模块的

的总体监测和评估当中。

考虑到：

（2）

组的工作；
（3）

观测资料已在 GTS 上实时分发；
（1）

国际特种船只协会应积极参加船舶观测

要求：
（1）

GOOS 通过海岸海洋观测专家组，审议

协会的船舶分布广泛，常在远离商业航

并评估模块收集的非物理海洋学资料的

线的资料稀疏海区航行；

质量和价值，适当的时候，推荐其作为

如果协会船舶的气象和海洋资料能通过

业务海洋综合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

GTS 和其他通信方式免费、公开地以实

（2）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提请会员/

时和非实时方式向用户开放，将对

会员国注意国际特种船只协会的工作，

WWW、GOOS、GCOS 以及其他 WMO

并帮助执行该建议。

和 IOC 主要计划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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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4( JCOMM-I )
对海洋数据浮标的破坏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建议各会员/会员国：
：
建议

注意到：
(1)
(2)

DBCP-16(2000 年 10 月，维多利亚)的最

（1）

讯”的信息工作，保证尽可能经常地发

2000 年 8 月 5 日由国际水文组织发布的

布更新信息；

“水文简讯 ”就有意或无意对浮标造成

（2）

如有可能，进行浮标系统防损坏设计；

破坏的问题提请海事界的关注；

（3）

为数据浮标被恶意破坏设计一个警告系

“ 水 文 简 讯 ” 文 本 见 DBCP 的 网 址
http://dbcp.nos.noaa.gov/dbcp/vandalism.ht

统；
（4）

ml；

（2）
（3）

在国家层面采取法律步骤，限制在领海
和专属经济区内对数据浮标的破坏活

考虑到：
考虑到
（1）

分别与其水文机构联系，加强“水文简

终报告，第 9.2.4 段;
*

(3)

以及其他海洋应用的重要性；

动；
这些破坏活动对浮标的严重损坏将会对
以浮标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海洋观测网造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根据会员/会员

成极大影响；

国在实施本建议时的要求提供帮助。

在一些海域，渔船和海员对浮标的无意
损坏也是一个主要问题；

* 水文简讯：这是一种提请海员注意重要和显著的海事安

需要提醒海员和渔民数据浮标计划对海

全信息的简报，其内容通常不包括在提供给海员的每周通

事安全、海事作业、气候研究与预测，

报中。

建议 5(JCOMM-I)
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GLOSS)
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3）

注意到：
（1）
（2）

其他资料的可能性；
GLOSS 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系统以监测海

建议会员/会员国和国家机构：
建议

平面变迁和变化方面取得的进展；

（1）

（2）

继续加强对 GLOSS 的支持：(a)在国家级

根据 GLOSS 的 1997 年实施计划确定的

层面上保持 GLOSS 指定的潮汐观测；(b)

GLOSS 核心站网已有三分之二以上已投

在国际层面上，通过支持 IOC 信托资金

入业务，在过去的几年，该数字保持不

或通过双边或多边资助 GLOSS 的活动。

变；

例如，按 GLOSS 实施计划的要求，协力
支持维护/更新 GLOSS 的潮汐设备；

考虑到：
（1）

台站共享和用潮汐计资料传输平台提供

海平面长期测量对有关气候变化、水文、

（2）

按照实施计划的条款，及时向国际资料

风暴潮和热带气旋的 WMO 计划的重要

中心提供 GLOSS 台站的海平面实地观测

性；

资料；

海平面测量对业务海洋学、海洋气象学、

（3）

考虑将地方或区域的观测平台，用于收

沿海工程和防卫应用的重要性以及

集 GLOSS 台站的其他重要参数，特别是

GLOSS 的广泛实施；

对设备作必要的更新用于收集；

建
进一步建议通过
WMO 信息服务向 WMO/IOC 各
进一步建议
部门广泛宣传有关 GLOSS 海平面中心的产品(如英
国的 海平 面 常 设机 构和 美 国的夏 威 夷 海平 面 中

101

议 6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在资金预算
可能的条件下，对会员/会员国执行该计划提供
帮助。

心)，以促进和加强对这一重要领域的认识。

建议 6（
（JCOMM-1）
）
建立 JCOMM 现场观测平台支持中心（
）
现场观测平台支持中心（JCOMMOPS）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3）

在 DBCP、SOOP 和 Argo 计划内业已存
在进行这类综合活动的设施，这要感谢
会员/会员国通过 DBCP、SOOPIP 和 Argo

注意到：
（1）

JCOMM 的职责范围，特别是与观测网络
发展有关的职责范围；

（2）
（3）

提供了资金；
（4）

第 2 次 JCOMM 过渡计划会议（2000 年 6

展到 VOS 计划和 ASAP；

月 14—16 日，巴黎）最终报告，第 3.3 段；

建议：

DBCP 第 16 次会议（2000 年 10 月 16—20

（1）

心，初期以在法国巴黎图卢斯建立的现

段；

有 DBCP、SOOP 和 Argo 国际协调机制
为基础，并处于 WMO 和 IOC 秘书处的

JCOMM 关于启动过渡过程的要求，在此
过程中，海洋和海洋气象应从现有的一

日常监督之下，
；
（2）

理与服务活动过渡为完全综合的系统；

JCOMMOPS 活动应着手处理公海海面的
漂流和系泊浮标、浮桶和 SOO 计划。

组规模庞大却互不相联的监测、资料管
（2）

正式建立 JCOMM 现场观测平台支持中

日，加拿大，维多利亚）最终报告，第 8.3
考虑到：
（1）

如果能够获得额外资金，这些活动可以扩

（3）

需要对一系列现场海洋观测系统的管理和

本建议的附录给出了 JCOMMOPS 的职责
范围；

实施活动（如部署时机、状况信息）在

要求 会员/会员国尽可能缴纳支持 JCOMMOPS 所

国际层次上进行综合；

需的经费。
建议 6 的附录（
的附录（JCOMM-1）
）

JCOMM 现场观测平台支持中心（
）的职责范围
现场观测平台支持中心（JCOMMOPS）的职责范围
在 JCOMM 观测协调小组的全面指导和协调下，
根据浮标资料合作专家组、顺便船舶计划实施专家

以支持 GOOS、GCOS 和 WWW；
(d)

组和 Argo 科学小组的指导，JCOMMOPS 将：
(a)

与上述专家组一道促进业务现场海洋观测

(c)

上述需求进行比较；
(e)

帮助适时拟定浮标和浮桶部署及公海上系

系统的实施。该系统，以下称相关观测

泊浮标服务的合作安排。提供部署时机

平台，目前包括公海上的漂流浮标、系

信息的单点记录；

泊浮标、浮桶、和船舶的洋面测量；
(b)

提供相关观测平台网络状况信息，用以同

(f)

在将向负责观测平台的管理人员转达相关

作为相关观测平台实施和业务所有方面的

资料中心提供的质量控制信息方面提供

联络员；

适当的帮助；

维护由相应科学专家组、JCOMM 专家小

(g)

帮助实施标准的格式；

组和专家组提供的相关资料需求信息，

(h)

向运行者提供可能用于由相关观测平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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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时资料传输的通讯系统的信息；

(i)

帮助澄清和解决平台运行方与其他通讯系

球电信系统；
(k)

统运行方之间的问题；
(j)

帮助加速把所有可用及适合的资料插入全

对进入相应永久档案的实时数据流进行监
测并予以鼓励；

(l)

提供所需相关观测平台功能状况的信息；

建议 7（
（JCOMM-I）
）
关于 WMO GMDSS 海洋广播系统的修正案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建议：

注意到：

（1）

（1）

1974 年 的 国 际 海 上 生 命 安 全 公 约
（SOLAS）
，特别是 2001 年修正案第五章

（2）
（3）
（4）
（5）

洋广播系统的修正案；
（2）

No.558）第 1 卷第 1 部分，第 1 节到第 3

1988 年 SOLAS 关于全球海上遇险和安

节；

全系统的修正案；

敦促 WMO GMDSS 海洋广播系统中负责制作和广

建议 3（CMM-11）—新的 WMO GMDSS

播预报及警报的 WMO 会员：

海洋广播系统；

（1）

根据手册的规定继续完全履行其责任；

建议 2（CMM-12）— WMO GMDSS 海

（2）

确保向 WMO 秘书处通报有关该系统业

洋广播系统修正案；

务的发展和变化，包括广播时间表的变

GMDSS 特别工作组第 2 次会议最终报

化；
（3）

（2）

（3）

出反应；
气象警报和预报对海上生命和财产安全

要求海上安全服务专家组定期审议
WMO GMDSS
要求

的重要性；

海洋广播系统的实施情况及用户的反应，必要时提

SOLAS 缔约国按照公约，包括其 1988 年

出修正建议；

修正案的要求向船舶提供气象服务的责

要求 WMO 秘书长：

任；

（1）

WMO GMDSS 海洋广播系统需要经常审
议和更新以便最好地满足用户的需要和

（4）

与用户保持紧密联系，考虑用户对
GMDSS 气象预报和警报服务的需求并作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
（WMO-No.558）
；

认识到：
（1）

相应修正《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

（航行安全）第 5 条（气象服务和警报）
；

告；
（6）

通过本决议附录中关于 WMO GMDSS 海

在实施 WMO GMDSS 海洋广播系统中向
有关的成员提供适当的技术咨询帮助；

（2）

提请国际海事组织、IHO、国际海运联盟、

履行 SOLAS 所要求的国际义务；

国际移动卫星组织、Inmarsat 公司及其他

WMO GMDSS 海洋广播系统也需要与由

组织和有关机构注意该建议，并在该系

国际水文组织协调的 GMDSS 航行警报服

统的业务工作中继续同它们保持密切联

务充分协调一致，并对国际海事组织关

系。

于海上安全服务的要求作出响应；

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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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TO RECOMMENDATION 7 (JCOMM-I)
AMENDMENTS TO THE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PART I BIS

transmission by an a high frequency direct-printing telegraphy maritime safety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areas where
such a service is provided for ships engaged exclusively
on voyages in such areas.

SERVICES FOR THE HIGH SEAS
1.

GENERAL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the high seas shall
include:
(a) Provision of warnings and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b) Marine meteorological support for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c)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by radio facsimile;
(d) Marine climatological summaries scheme;
(e) Provision of special marine climatological information;
(f) Provision of marine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expert advice.

Principle 4
The preparation and issue of warnings and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for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are
coordin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s mentioned in section 2.2.

Principle 5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vision of warnings and of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are
monitored by obtaining opinions and reports from
marine users.

Principle 6
2.

PROVISION OF WARNINGS AND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GMDSS APPLICATION)

(The 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
(GMDSS) application is compatible with, and required
by, the radiocommunication provisions of the 1988
SOLAS amendments via the NAVTEX, International
SafetyNET and high frequency Maritime Safety
Information (MSI) Services. See Appendix I-1 bis for
glossary of terms.)

2.1

Principles

The principles for the preparation and issue of warnings and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are as follows:

Principle 1
For the purpose of the preparation and issue of
meteorological warnings and the regular preparation
and issue of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the oceans and
seas are divided into areas for which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assume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 2
The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together provide
complete coverage of oceans and seas by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warnings and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for the high seas.

Principle 3
The issue of meteorological warnings and routine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for areas not covered by
NAVTEX shall be by the International SafetyNET
Service for the reception of MSI in compliance with
SOLAS, Chapter IV — Radiocommunications.
NOTE: In addition,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may have
to prepare and/or issue warnings and routine forecasts for

Maritime safety information broadcasts are
monitored by the originating issuing service to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integrity of the broadcast.

2.2
2.2.1

Procedures
Definitions

2.2.1.1 A preparation service is a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which has accept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reparation of forecasts and warnings for
parts of, or an entire, designated area (Metarea) in the
WMO system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meteorological
forecasts and warnings to shipping under the GMDSS
and for their transfer to the relevant issuing service for
broadcast.
2.2.1.2 An issuing service is a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which has accepted responsibility for ensuring
that meteorological forecasts and warnings for shipping are disseminated through the Inmarsat SafetyNET
service to the designated area for which the Service has
accepted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broadcast requirements of the GMDSS. The forecasts and warnings for
broadcasts may have been prepared solely by the issuing service, or by another preparation service, or a
combination of both, on the basis of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services concerned, or otherwise, as appropriate. The issuing service is responsible for composing
a complete broadcast bulletin on the basis of information input from the relevant preparation services and
for inserting the appropriate enhanced group call
(EGC) header, as specified in Appendices I-4 and I-5 of
the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and Annex
4(b) of the International SafetyNET Manual. Procedures
for any modifications by issuing services to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preparation services, and for the
choice of appropriate C1, C2 and C3 code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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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cast of this information, should be developed by
bilater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services concerned.
The issuing service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monitoring
the broadcasts of information to its designated area of
responsibility.
NOTES: (1)

(2)

(3)

2.2.2

For some Metareas there may be only one preparation service, which will be the same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as the issuing service (e.g.
United Kingdom for area I, Argentina for area VI
and Australia for area X).
An appropriate format for the attribution of the
origins of the forecast and warn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a broadcast bulletin may be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negotiations among the
services concerned.
In situations where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data
or advice from other designated preparation services for a given Metarea is not available,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ssuing service for that area to
ensure that complete broadcast coverage for the
area is maintained.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2.2.2.1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responsible
services for the preparation and issue of warnings,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SafetyNET service for the high seas shall be as given in
Appendix I-2 bis.
NOTES: (1)

(2)

(3)

(4)

The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given in Appendix I-2
bis are reviewed by the Joint WMO/IOC Technical
Commission for Oceanography and Marine
Meteorology (JCOMM) to ensure complete area
coverage and adequacy of services.
A broadcast area may be subdivided in the text of the
EGC message into subarea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concerned.
The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defined in Appendix I-2
bis represent a minimum requirement for issuing
and preparation services. Both issuing and preparation services may extend the area of coverage for
the preparation and issue of warnings,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beyond these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if
they so wish, to meet national requirements. In
this case, the area of coverage should be specified
in the text of each broadcast.
In the case where there is overlapping of forecast
areas between adjacent Metareas, the respective
issuing services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to:
(a) Initiate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subareas used
by countries serving adjacent Metareas,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limits of the Metareas;
(b) Coordinate their forecasts and warnings in
these overlapping areas;
to ensure as far as possible that non-conflicting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to the user.

________
* All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is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2.2.2.2
Any amendments to the area of responsibility, or proposal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a change in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responsibility for an
area, shall have the approval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based on a recommendation by JCOMM.
2.2.2.2.1 Before drawing up any recommendation on
the proposed amendment for submission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JCOMM shall receive the comments
of the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directly concerned with the proposed amendment as well as the
comment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regional association(s) concerned.
2.2.2.3
Whenever a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responsible for the preparation and/or issue of warnings and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for a given area is no
longer able to provide this service, the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should inform the SecretaryGeneral at least six months in advance of the intended
termination date.

2.2.3

Preparation and issue of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for the high seas

2.2.3.1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for the high seas
shall include, in the order given hereafter:
Part I – Warnings;
Part II – Synopsis of major features of the surface weather chart and, to the extent
possible,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of
corresponding sea-surface conditions;
Part III – Forecasts.
2.2.3.2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for the high seas
may, in addition, include the following parts:
Part IV – Analyses and/or prognoses in IAC
FLEET code form;
Part V – Selection of reports from sea stations;
Part VI – Selection of reports from land stations.
NOTES: (1)
(2)

The reports included in Part VI should be for a
fixed selection of stations in a fixed order.
Parts IV, V and VI may be issued at a separate,
scheduled time.

2.2.3.3
Major changes in form and content of warnings, synopses and forecasts should be announced at
least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change.
2.2.3.4
Information on broadcast schedules for routine forecasts and contents of bulletins shall be notified
to the WMO Secretariat for inclusion in Weather
Reporting (WMO-No. 9), Volume D — Information for
shipping.
2.2.3.5
For area(s) for which an issuing service has
assumed responsibility, the Service shall select the appropriate land Earth station (LES) to service that area.
NOTES: (1)

(2)

As there are several LESs which can serve an ocean
region and hence an area of broadcast responsibility, issuing services may negotiate directly with the
various LES operators to obtain the most
favourable tariff (and service) considerations.
In order to ensure reception of unscheduled broadcasts by shipping in an area which is served by more
than one satellite and recognizing that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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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ill not know to which of
these satellites the ship’s equipment is tuned,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shall be adopted by issuing
services. For unscheduled broadcasts, these shall be
issued for broadcast under the SafetyNET service
through all Inmarsat ocean region satellites covering the issuing service’s area of responsibility.
(NOTE: The broadcast requirement for unscheduled
broadcasts has been determined by IMO Resolution
A.701(17).) For scheduled forecasts, these shall be
issued for broadcast over at least a single nominated
satellite, in accordance with a pre-arranged schedule, coordinated by WMO.

2.2.3.6
The issuing service shall select the method
by which the transfer of information to the LES shall be
effected.
NOTE: The transfer of information may be accomplished in several ways. See Appendix I-3 bis for details.

2.2.3.7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shall be prepared
and issued at least twice daily.
2.2.3.7.1 The issue of the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shall be at a scheduled time and in the following
sequence: Part I to be followed immediately by Part II
and then Part III. A schedule of transmission start times
for these bulletins has been compiled for all Metareas
and the LESs which serve the areas and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inter alia, the existing WMO synoptic times
for observations, data analysis and forecast production.
Additionally, as these broadcast schedul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fetyNET Service have to be coordinated, under the aegis of WMO, with other Organizations
such as IHO, issuing services should not independently
change or request WMO to arrange frequent alterations
to these coordinated and published schedules (see also
paragraph 2.2.3.4).
2.2.3.7.2 All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shall be preceded by the word “SECURITE”, except urgent
warnings (Beaufort force 12 and above), which shall be
preceded by “PAN PAN”.
2.2.3.7.3 Issuing services must ensure that the correct
EGC message addressing formats are adhered to for all
warning and forecast messages intended for broadcast
by an LES (see Appendix I-4 bis message addressing and
Appendix I-5 bis operational guidance).
2.2.3.7.4 All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shall include,
following the words “SECURITE” or “PAN PAN”, clear
information on the Metarea being addressed and the
issuing service, e.g.:

７

１０５
obligations under SOLAS, broadcasts may be made in
other languages. These broadcasts will be part of a
National SafetyNET Service.

2.2.3.8.2 In order to ensure the integrity of the warnings and forecasts being received by mariners, it is
essential that issuing services monitor the broadcasts
which they originate. Monitoring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a highly automated system which is dependent
on careful adherence to procedure and format. This
may be accomplished by the installation of an EGC
receive-capability at the issuing service’s facility.
NOTE: Each issuing service may use the EGC receiver to check
the following:
(a) That the message has been broadcast;
(b) That the message is received correctly;
(c) That cancellation messages are properly executed;
(d) Any unexplained delay in the message being broadcast.

2.2.3.8.3 The language of the synopsis should be as
free as possible from technical phraseology.
2.2.3.8.4 The terminology in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ultilingual
list of terms used in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which is
given in Annex 2.B of the Guide to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471) and in Appendix I-2 in the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2.2.3.9
Wind direction shall be given in points of
the compass and not in degrees.
2.2.3.9.1 Wind force shall be given in Beaufort notation or wind speed in metres per second or in knots. If
metres per second or knots are used, the words “metres
per second” or “knots” shall be included in the text of
the message.
NOTE: The criteria of the Beaufort notation of wind force are
given in a Beaufort scale table.

2.2.4

Warnings

2.2.4.1
Warnings shall be given for gales (Beaufort
force 8 or 9) and storms (Beaufort force 10 or over), and
for tropical cyclones (hurricanes in the North Atlantic
and eastern North Pacific, typhoon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cyclones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cyclones of
similar nature in other regions).
NOTES: (1)
(2)

SECURITE
Marine weather bulletin for Metarea II issued
by Météo-France
2.2.3.8
Warnings, synopses and forecasts shall be
given in plain language.
2.2.3.8.1 Warnings, synopses and forecasts intend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fetyNET Service shall be broadcast in English.
NOTE: Additionally, if a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ishes
to issue warnings and forecasts to meet national

(3)

Warnings to circular areas require a specific address
code, C2 code = 24 (see Appendix I-4 bis.)
Warnings may be addressed for reception by shipping in a circular area within the main Metarea
(C2 code = 24), or addressed for reception by shipping within the entire Metarea (C2 code = 31) this is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issuing services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preparation service responsible for the
warning. If a circular area address (C2 code = 24) is
chosen, only ships within that area, as defined by
the C3 circular address, will receive the warning.
Definition of a tropical cyclone is contained
in the International Meteorological Vocabulary
(WMO-No. 182) and classification of tropical
cyclones is left to the Regions concerned.

2.2.4.2
The issue of warnings for near gales
(Beaufort force 7) is o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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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3
Warnings for gales, storms and tropical
cyclones should have the following content and order
of items:
(a) Type of warning;
(b) Date and time of reference in UTC;
(c) Type of disturbance (e.g. low, hurricane, etc.) with
a statement of central pressure in hectopascals;
(d) Location of disturbance in terms of latitude and
longitude or with reference to well-known
landmarks;
(e) Direction and speed of movement of disturbances;
(f) Extent of affected area;
(g) Wind speed or force and direction in the affected
areas;
(h) Sea and swell conditions in the affected area;
(i) Other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such as future positions of disturbances.
2.2.4.3.1 Items (a), (b), (d), (f) and (g) listed in paragraph 2.2.4.3 shall always be included in the warnings.
2.2.4.4
In addition to indicating the positions of
pressure disturbances in terms of latitude and longitude, or with reference to well-known landmarks, the
boundaries of the existing and forecast storm-wind area
or areas of high waves (including swell) should be
indicated.
NOTE: The usual practice in warnings is to indicate boundari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centre of the pressure disturbance, or
to divide the disturbance (low, tropical cyclone) into sectors
for which prevailing and forecast conditions are described.

2.2.4.4.1 When warnings are included for more than
one pressure disturbance or system, the systems should
be described in descending order of threat.
2.2.4.4.2 Warnings shall be as brief as possible and, at
the same time, clear and complete.
2.2.4.5
The time of the last location of each tropical
cyclone or extratropical storm shall be indicated in the
warning.
2.2.4.6
A warning shall be issu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need becomes apparent and broadcast immediately
on receipt, followed by a repeat after six minutes
(repetition code 11), when issued as an unscheduled
broadcast.
2.2.4.6.1 When no warnings for gales, storms or tropical cyclones are to be issued, that fact shall be positively
stated in Part I of each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
2.2.4.6.2 Warnings shall be updated whenever
necessary and then issued immediately.
2.2.4.6.3 Warnings shall remain in force until
amended or cancelled.
2.2.4.6.4 Warnings issued as Part I of a scheduled
bulletin do not need to be repeated after six minutes.
2.2.4.7
Warnings for other severe conditions such as
poor visibility, severe swell, ice accretion, etc., shall also
be issued, as necessary.

2.2.5

Synopses

2.2.5.1
The synopses given in Part II of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shall have the following content and order
of items:

(a) Date and time of reference in UTC;
(b) Synopsis of major features of the surface weather
chart;
(c) Direction and speed of movement of significant
pressure systems and tropical disturbances.
2.2.5.1.1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of corresponding
wave conditions (sea and swell)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synopsis whenever this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as
well as characteristics of other sea-surface conditions
(drifting ice, currents, etc.) if feasible and significant.
2.2.5.2
Significant low-pressure systems and tropical disturbances which affect or are expected to affect
the area within or near the valid period of the forecast
should be described. The central pressure and/or intensity, location, movement and changes of intensity
should be given for each system. Significant fronts,
high-pressure centres, troughs and ridges should be
included whenever this helps to clarify the weather
situation.
2.2.5.3
Direction and speed of movement of significant pressure systems and tropical disturbances should
be indicated in compass points and metres per second
or knots, respectively.
2.2.5.3.1 Units used for speed of movement of systems shall be indicated.

2.2.6

Forecasts

2.2.6.1
The forecasts given in Part III of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shall have the following content and order
of items:
(a) The valid period of forecast;
(b) Name or designation of forecast area(s) within the
main MSI area;
(c) A description of:
(i) Wind speed or force and direction;
(ii) Visibility when forecast is less than six nautical miles (10 kilometres);
(iii) Ice accretion, where applicable.
2.2.6.1.1 The forecasts should include expected significant changes during the forecast period, significant
meteors such as freezing precipitation, snowfall or rainfall, and an outlook for a period beyond that normally
covered by the forecast.
2.2.6.1.2 The forecasts should also include waves
(wind sea and/or swell) where possible.
2.2.6.2
The valid period shall be indicated either in
terms of number of hours from the time of issue of forecast or in terms of dates and times in UTC of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period.
2.2.6.3
Visibility shall be indicated in nautical miles
or kilometres or given in descriptive terms.
2.2.6.3.1 Units used for visibility shall be indicated.

2.2.7

Selection of reports from sea stations

2.2.7.1
When included in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for the high seas, reports from ships and other sea stations should be selected to give a reasonabl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mportant synoptic features.

建

议

2.2.7.2
The information should include the position
of ships and other sea stations, time of observation,
wind, visibility, atmospheric pressure and, if possible,
cloudiness, present and past weather, air and sea-surface temperatures and waves.

2.2.8

７
(c)
(d)
(e)
(f)
(g)
(h)

Selection of reports from land stations

2.2.8.1
Reports included should be for selected land
stations in a fixed order.
2.2.8.2
The reports should include the same elements as those listed in paragraph 2.2.7.2, as
applicable.

2.2.9

Issue of sea-ice information

Sea-ice terminology sha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MO Sea-Ice Nomenclature (WMO-No. 259.
TP.145).

3.

MARINE METEOROLOGICAL SUPPORT
FOR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3.1

Principles

The principle for marine meteorological support for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SAR) is as follows:

(i)
(j)
(k)
(l)
(m)
(n)
(o)
(p)
(q)

１０７
Sea and swell;
Surface visibility;
Ice accretion;
Sea ice;
Icebergs;
Precipitation and cloud cover, including height of
cloud base;
Air temperature;
Humidity;
Sea-surface temperature;
Surface currents;
Tidal current deviation;
Bar conditions;
Surf and breakers;
Storm surge;
Water discolouration.

NOTES: (1)

(2)

Principle
For the purpose of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SAR), a
meteorological forecast centre may serve more than
one Rescue Coordination Centre (RCC). Likewise, an
RCC may make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from more
than one meteorological forecast centre depending on
the nature of the maritime SAR operation.

3.2

Procedures

3.2.1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SAR shall
be provi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ional overall
coordination procedures for SAR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nternational recommendations and the
requirements in force.
NOTES: (1)

(2)

Requirements for SAR services including meteorology are contained in the ICAO Regional Air
Navigation Plans.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for maritime SAR services
are contained in the Joint IMO/ICAO Search and
Rescue Manual.

3.2.1.1
Requests from RCCs shall be dealt with as
expeditiously as possible and shall be given highest priority when an SAR operation is in progress.
3.2.1.2
On receiving formal notification from an
RCC that a ship or aircraft or survival craft thereof is in
distress, every effort shall be mad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CC.
3.2.2
Information on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and phenomena, as may be requested by or be of value
to an RCC, should be provided:
(a) Atmospheric pressure;
(b) Surface winds;

(3)

Special weather forecasts covering periods of up to
24 hours and possibly beyond may be required for
maritime SAR operations on a continental shelf
and slightly beyond. Ships of all sizes, helicopters
and fixed-wing aircraft may be involved in these
operations.
Medium-range forecasts may be required in the
event of SAR operations taking place over large
ocean areas where ocean-going ships and fixedwing aircraft may be involved for considerable
periods of time and possibly searching for relatively small objects on the sea surface.
Some of the information to be provided may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more than one authority and
should be coordinated nationally.

3.2.3
Notification of SAR operations and all subsequent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RCC and weather
forecast centre should be by telephone, telex or other
medium designed for rapid transmission or reception.
3.2.3.1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RCCs or when
providing weather forecasts the terminology should be
similar to that used in weather bulletins and warnings
to shipping.
3.2.3.2
A permanent record of all communications
should be maintained, showing the times of origin,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3.2.3.3
Weather forecast centres should not attempt
to communicate directly, or through coastal radio stations, with ships or aircraft involved in the SAR
operation unless specifically requested by the RCC.
3.2.3.4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should encourage
ships operating under their national flag, when taking
part in any medium- or long-term SAR operation or in
the vicinity of a SAR operation but not necessarily participating, to make weather observations at main and
intermediate standard times for surface synoptic observations and to transmit them, in the international
SHIP code form or plain language, immediately to the
appropriate coastal radio station for onward transmission, or through an LES directly to a Meteorologic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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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1 BIS
GLOSSARY

In 1973,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Assembly adopted a recommend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itime distress systems which laid down
the IMO policy for improved distress and safety communications at sea based on the most up-to-date
techniques. This policy foresaw,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the advent of satellite and automatic terrestrial communications. To achieve the former, IMO in 1976 adopted
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Inmarsat
organization. The terrestrial element was achiev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cessary techniques for digital
selective calling and direct-printing telegraphy. This was
accomplish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s (ITU) International Radio
Consultative Committee (CCIR) and the World
Administrative Radio Conference (WARC).
In 1983 and 1987 the necessary frequencies were
allocated to test and prove the equipment and this
facilit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MDSS. The 1988
GMDSS Conference adopted amendments to the 1974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SOLAS) to introduce GMDSS. SafetyNET provides shipping with navigational and meteorological warnings,
meteorological forecasts, shore-to-ship alerts and other
urgent inform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OLAS 1974. It is suitable for use in all sizes
and types of surface craft. SafetyNET is a service of
Inmarsat’s enhanced group call (EGC) system and wa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promulgation of maritime
safety information (MSI) as part of GMDSS. SafetyNET
meets interna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roadcasting area,
regional or local navigational warnings, meteorological
warnings and forecasts and shore-to-ship distress alerts.
It is designed with the capacity to provide services
within the coverage areas of geostationary maritime
communications satellites, that is in sea area A3 of the
GMDSS.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service to ships operating in sea area A3, it also provides the means of
disseminating MSI to coastal waters not covered by
NAVTEX. SafetyNET messages can be originated by a
registered provider (e.g. a WMO Member) anywhere in
the world and broadcast to the appropriate ocean area
via an Inmarsat-C land Earth station (LES). Messages
are broadcast according to priority, i.e. distress, urgent,
safety and routine.
Atlantic Ocean Region (west) (AOR(W)),
Atlantic Ocean Region (east) (AOR(E)), Indian Ocean
Region (IOR), Pacific Ocean Region (POR): Ocean
areas within the footprints (0 elevation) of the Inmarsat
satellites located at 55.5°W, 18.5°W, 63°E and 180°E,
respectively.
Land Earth Station (LES): A land station in the
Inmarsat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system which provides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 satellite and shore
systems such as telex and telephone.

Enhanced Group Call (EGC): The system for
broadcasting messages via the mobile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system operated by Inmarsat. EGC is a part of
the Inmarsat-C system and currently supports two services: “SafetyNET” and “FleetNET”. (FleetNET: A
commercial service for the broadcast and automatic
receipt of fleet management and general public information by means of direct-printing through Inmarsat’s
Enhanced Group Call system.)
International NAVTEX Service: The system for
the broadcast and automatic reception of maritime
safety information by means of narrow-band directprinting on 518 kHz, us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NAVTEX receiving capability is part of the mandatory
equipment which is required to be carried in certain
vessels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revised Chapter IV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SOLAS), 1974).
International SafetyNET Services: The coordinated broadcast and automated reception of Maritime
Safety Information via the Inmarsat EGC system us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OLAS Convention.
Maritime
Safety
Information
(MSI):
Navigational and meteorological warnings, meteorological forecasts and other urgent safety-related
messages broadcast to ships.
National SafetyNET Services: The broadcast and
automated reception of Maritime Safety Information
via the Inmarsat EGC system using languages as decid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concerned.
Network Coordination Station (NCS): A land station in the Inmarsat mobile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system which controls channel assignments and other
communications functions through a satellite for an
entire ocean region.
Registered Provider: An authorized MSI provider
which has an agreement with one or more LES for providing SafetyNET broadcast information.
Rescue Coordination Centre (RCC): A unit
responsible for promoting efficient organization of
search and rescue services for coordinating the conduct
of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within a search and rescue region.
SafetyNET: A service for the broadcast and
automatic reception of maritime safety information by
means of direct-printing through Inmarsat’s EGC system.
Scheduled Broadcasts: The regular single transmission of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for the high seas,
including gale and storm warnings as necessary. Each
bulletin broadcasts at least twice daily, in accordance
with a pre-arranged and published schedule coordinated by WMO and in the prescribed high seas bulletin
format, as described in the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The EGC priority code (C1)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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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s intended for scheduled broadcast is C1 = 1 —
Safety, and repetition code (C4 ) is C4 = 01 — Broadcast
once only. Scheduled broadcasts should be made within 15 minutes of the published schedule. If this is not
possible, a repetition should be used to ensure maximum receipt.
Sea Area A1: An area within the radiotelephone
coverage of at least one very high frequency coast station in which continuous digital selective calling (DSC)
alerting is available, as may be defined by a SOLAS
Contracting Government.
Sea Area A2: An area, excluding sea area A1, within the radiotelephone coverage of at least one medium
frequency coast station in which continuous DSC alerting is available, as may be defined by a Contracting
Government.
Sea Area A3: An area, excluding sea areas A1 and
A2, within the coverage of an Inmarsat geostationary
satellite in which continuous alerting is available.
Sea Area A4: An area outside sea areas A1, A2 and A3.

１０９

Ship Earth Station (SES): A mobile Earth station
in the maritime mobile-satellite service located aboard
a ship, or elsewhere.
Inmarsat-A: A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system
for transmission of voice, telex, facsimile or data using
directional antennae in the Inmarsat satellite system.
Inmarsat-C: A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system
for telex or data messaging using small terminals and
omni-directional antennae in the Inmarsat satellite system.
Unscheduled Broadcasts: The contingent broadcast, with a six-minute repetition, of urgent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which is intended for
immediate delivery to shipping. When such urgent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comprises or includes tropical cyclone warnings, the EGC priority code (C1 ) is
C1 = 2 — URGENT and repetition code (C4 ) is C4 = 11 —
Repeat six minutes after the initial transmission. All
other warnings (e.g. gale and storm) will have C1 = 1 —
SAFETY and C4 = 11 — Repeat after six minutes.

APPENDIX I-2 BIS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AND DESIGNATED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THE
ISSUE OF WARNINGS AND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FOR THE GMD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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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S OF RESPONSIBILITY FOR HIGH SEAS (GMDSS)
TABLE 1
Metarea

Issuing service

Area LES for the issue of scheduled
broadcasts (see paragraph 2.2.3.5)

I
II

United Kingdom
France

III
IV
V
VI
VII-Atlantic Ocean Region
VII-Indian Ocean Region
VIII (N)
VIII (S)
IX
X-Indian Ocean Region
X-Pacific Ocean Region
XI-Indian Ocean Region
XI-Pacific Ocean Region
XII-Pacific Ocean Region
XII-Atlantic Ocean Region
XIII
XIV
XV
XVI
XVII
XVIII
________

Greece
United States
Brazil
Argentina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
India
Mauritius/La Réunion*
Pakistan
Australia
Australia
China
Japan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Russian Federation
New Zealand
Chile
United States
Russian Federation
Russian Federation

Goonhilly
Aussaguel (AOR (E))
Aussaguel (AOR (W))
Thermopylae (AOR(E))
Southbury (AOR (W))
Tangua
Southbury (AOR (W))
Burum (AOR (E))
Burum (IOR)
Aussaguel
Aussaguel
Perth
Perth (IOR)
Perth (POR)
Beijing
Yamaguchi
Santa Paula (POR)
Southbury (AOR (W))
Perth (POR)
Albany (POR)
Southbury (AOR (W))
Southbury (AOR (W))
Perth (IOR)
Perth (POR)

* Tropical cyclone warnings prepared and issued by RSMC La Réunion are also included in the regular bulletins issued by Maurit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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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s for GMDSS Metareas
Area I

Area II

Area III
Area IV

Area V

Area VI

Area VII

Area VIII (N)

Area VIII (S)

Area IX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 east of 35°W,
from 48°27’N to 71°N including the
North Sea and Baltic Sea sub-area.
Atlantic waters east of 35°W, from 7°N
to 48°27’N, and east of 20°W from 7°N
to 6°S, including the Strait of Gibraltar.
The Mediterranean and Black Seas, east
of the Strait of Gibraltar.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 eastwards of the North American
coast to 35°W, from 7°N to 67°N,
including the Gulf of Mexico and
Caribbean Sea.
Atlantic waters west of 20°W from
35°50’S to 7°N, narrowing in the coastal
strips at the extremities to the Uruguay/
Brazil frontier in 33°45’S and the
French Guyana/Brazil frontier in
4°30’N.
The South Atlantic and Southern
Oceans south of 35°50’S, from 20°W to
the longitude of Cape Horn, 67°16’W.
The South Atlantic and Southern
Oceans south of 6°S from 20°W to the
coast of Africa, thence south to the
Cape of Good Hope; the South Indian
and Southern Oceans south of 10°30’S
from the Cape to 55°E, thence south of
30°S to 80°E.
The area of the Indian Ocean enclosed
by lines from the Indo-Pakistan frontier
in 23°45’N 68°E to 12°N 63°E, thence to
Cape Gardafui; the east African coast
south to the Equator, thence to 95°E, to
6°N, thence NE’wards to the Myanmar/
Thailand frontier in 10N 98°30’E.
The east African coast from the Equator
south to 10°30’S, thence to 55°E, to
30°S, to 95°E, to the Equator, to the east
African coast.
The Red Sea, Gulf of Aden, Arabian Sea
and Persian Gulf, north of Area VIII.

７
Area X

Area XI

Area XII

Area XIII

Area XIV

Area XV

Area XVI

Area XVII

Area XVIII

１１１
The South Indian and Southern Oceans
east of 80°E and south of 30°S to 95°E,
to 12°S, to 127°E; thence the Timor Sea,
South Pacific and Southern Oceans
south of 10°S to 141°E to the Equator,
to 170°E, to 29°S, thence SW’wards to
45°S in 160°E, then the 160°E meridian.
The Indian Ocean, China Sea and
North Pacific Ocean northward of
Area X and on the Equator to longitude
180°, eastward of Area VIII and the
Asian continent to the North Korea/
Russian Federation frontier in 42°30’N
130°E, thence to 135°E, NE’wards to
45°N 138°E, to 45°N 180°.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Pacific Ocean,
west of the North and South American
coast and east of 120°W, from 3°24’S to
the Equator, thence to 180°, to 50°N
thence NW’wards to 53°N 172°E,
NE’wards following the marine frontie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n
Federation waters to 67°N.
Sea areas enclosed north of Area XI and
west of Area XII; also all Arctic waters
from 170°W westwards to 20°E.
The South Pacific and Southern Oceans
south of the Equator, bounded by Area
X to the west, the Equator to the north
and 120°W to the east.
The South Pacific and Southern Oceans
south of 18°21’S following the coast of
Chile to the longitude of Cape Horn in
67°16’W, and 120°W.
The South Pacific Ocean between
18°21’S and 3°24’S bounded by the
coast of Peru and 120°W.
The Arctic Ocean from south-west
corner 67°N, 44°E to north-east corner
83°N, 125°E.
The Arctic Ocean from south-west
corner 63°30°N, 125°E to north-east
corner 80°N, 16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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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Metarea

Issuing service*

Preparation service

Area LES of issuing service
(a) For scheduled broadcasts
(b) For unscheduled broadcasts

Remarks

I

United Kingdom

United Kingdom,
Norway

(a) Goonhilly (For AOR (W))
(b) Goonhilly (For AOR (W), AOR (E))

1, 3

II

France

France

(a) Aussaguel (For AOR (E)),
Aussaguel (For AOR (W))
(b) Aussaguel (For AOR (E)),
Aussaguel (For AOR (W))

1, 3

III

Greece

Greece, France

(a) Thermopylae (For AOR(E))
(b) Thermopylae (For AOR(E)),
Goonhilly (For AOR (W), AOR (E))

1, 3

IV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a) Southbury (For AOR (W))
(b) Southbury (For AOR (W)),
Southbury (For AOR (E))

1, 3

V

Brazil

Brazil

(a) Tangua (For AOR (E))
(b) Tangua(For AOR (W))
Tangua (For AOR (E))

1, 3

VI

Argentina

Argentina

(a) Southbury (For AOR (W))
(b) Southbury (For AOR (W)),

1, 3

VII-AOR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

(a) Burum (For AOR (E))
(b) Burum (For AOR (E) and (W))

1, 3

VII-IOR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
La Réunion

(a) Brum (For IOR)
(b) Burum (For AOR (E) and IOR))

1, 3

VIII (N)

India

India

(a) Arvi (For IOR)
(b) Arvi (For IOR)

1, 3

VIII (S)

Mauritius,**
La Réunion

Mauritius,
La Réunion

(a) Aussaguel (For IOR)
(b) Aussaguel (For IOR)

2

IX

Pakistan

Pakistan

(a) Perth (For IOR)
(b) Perth (For IOR)

2

X-IOR

Australia

Australia,
Mauritius,
La Réunion

(a) Perth (For IOR)
(b) Perth (For IOR and POR)

2

X-POR

Australia

Australia,
Fiji,
New Zealand

(a) Perth (For POR)
(b) Perth (For POR and IOR)

2

XI-IOR

China

China,
Hong Kong

(a) and (b) Beijing (For IOR)

1, 3

XI-POR

Japan

Japan, Hong
Kong, Australia

(a) and (b) Yamaguchi (For POR)

1, 3

XII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a) Santa Paula (For POR),
Southbury (For AOR (W))
(b) Southbury (For AOR (W)),
Southbury (For AOR (E)),
Santa Paula (For POR)

1, 3

XIII

Russian
Federation

Russian
Federation

(a) and (b) Perth
(For POR)

3

XIV

New Zealand

Fiji
New Zealand

(a) Albany (For POR)
(b) Southbury (For AOR (W)),
Albany (For P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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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

Chile

Chile

(a) Southbury (For AOR (W))
(b) Southbury (For AOR (W)),

1, 3

XVI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a) Southbury (For AOR (W))
(b) Southbury (For AOR (W)),
Southbury (For AOR (E)),
Santa Paula (For POR)

4

XVII

Russian
Federation

Russian
Federation

(a) and (b) Perth (For IOR)

XVIII

Russian
Federation

Russian
Federation

(a) and (b) Perth (For POR)

________
*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ssuing service to ensure that data are available to provide input for its entire areas of broadcast
responsibility and to develop appropriate procedures to rectify and data deficiency.
** Tropical cyclone warnings prepared by RSMC La Réunion are included in the regular bulletins issued by Mauritius.
1 = Full coverage via SafetyNET for areas not covered by NAVTEX.
2 = No NAVTEX coverage.
3 = Partial NAVTEX coverage.
4 = Full coastal coverage via SafetyNET.

APPENDIX I-3 BIS
TRANSFER OF INFORMATION FROM AN ISSUING SERVICE TO A LAND EARTH STATION (LES)
PROVIDING Inmarsat-C SERVICES*
The transfer of warnings and forecasts by the issuing
service to an LES may be accomplished by:
(1) Telex link from the issuing service directly to the LES;
(2) X.25 packet switching networks;**
(3) A dedicated landline;
(4) The GTS to another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whose country hosts the relevant LES,
thence by either (1) or (2) above by the cooperating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to the LES;
(5) At Inmarsat-C ship Earth station (SES) direct to the
LES. [The approval of the national licensing
authority has to be obtained for this method.]
Such an approach to message transfer could prove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to those issuing services
located in countries without a LES, as potential

delays and problems in the international terrestrial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s could be
avoided. It could also serve as an emergency backup to normal terrestrial communications systems
for urgent messages;
(6) Other means, as appropriate, to national requirements and facilities.
________
* Access to the SafetyNET service for the broadcast of meteorological data will be granted only to message originators
authorized by WMO and registered with one or more
Inmarsat-C LES operators.
** Such networks, which operate at transmission speeds higher
than telex, may attract lower charges for the land-line portion
of the transmission.

APPENDIX I-4 BIS
MESSAGE ADDRESSING
INTRODUCTION
Messages for transmission via the SafetyNET service are
received and processed automatically. Because the system is automatic, it depends on accurate preparation of
the traffic.
Messages are not reviewed for corruption or accuracy at the LES. Therefore, the originator must take
special care to adhere to the specified format as detailed
in this appendix.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issuing services shall arrange for monitoring the broadcasts that
they originate.

Participating LES transmit SafetyNET messages
over an interstation signalling link to the Ocean Region
network coordination station (NCS) for transmission
over the broadcast channel.
Messages will be queued at the LES according to
priority and scheduled for retransmission according to
instructions contained in the special address headers
(C1 and C4). Messages with the highest priority will be
transmitted first. Shore-to-ship distress alerts will be
broadcast first followed by urgency, safety and then
routine traffic. The originator of each message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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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y in the message parameters the desired number
of repetitions and the interval between transmissions.
1.

WARNING AND FORECAST ADDRESSING
FOR EGC MESSAGES
Introduction

1.1
This appendix describes the methods by which EGC
messages are transmitted to LES and subsequently
transmitted over the Inmarsat satellite system. The format in which they are transmitted is also described.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issuing services to ensure that
the correct C codes are used, irrespective of the procedures employed for routeing to the LES.
1.2

Routeing of messages to the LES by an issuing
service

11) after the initial transmission. The text of the storm
warning is transmitted in International Alphabet 5
(C5 = 00).
1.3.1
Priority codes (C1)
Format as received at the LES — 1 digit. The C1 code is
used to indicate to the LES the level of priority needed
for the message’s transmission. The priority number is
given in ascending order as follows:
0 ROUTINE
1 SAFETY
Meteorological messages will be
2 URGENCY either SAFETY (C1 = 1) or URGENCY
3 DISTRESS (C1 = 2)
NOTE: Priority URGENCY (C1 = 2) to be used for tropical cyclone
warnings only. All other meteorological warnings to be
classified as SAFETY (C1 = 1).

(see Appendix I.3 bis for methods)
1.3
Addressing of EGC packets
After having gained access to the LES, the issuing service must give EGC packet address information so that
the ships in the right areas receive the EGC messages.
The EGC packet address information is sent by the issuing service by means of a special message header at the
beginning of messages that are required to be transmitted. These message headers will consist of five special
codes called C codes. The five codes may be prefixed by
additional characters to indicate that the message is an
EGC transmission. [A Co code, to identify the ocean
region, may be necessary when addressing EGC messages to LES which operate in more than one ocean
region.]
The following generalized message header format
using C codes shall be adopted by all issuing services.
C codes transmitted to the LES are: C1: C2: C3: C4: C5,
where:
C1 is the priority code
– 1 digit
– 2 digits
C2 is the service code
– up to 12 digits
C3 is the address
– 2 digits
C4 is the repetition rate
C5 is the presentation code – 2 digits
A digit in this context means an alphanumeric
character received from the terrestrial network. The
meaning of the C codes is explained later in this appendix, but for illustration purposes an example follows:
An incoming (to the LES) EGC “warning” telex
would appear as:
1:31:01:11:00 (the C code message header)
SECURITE
MARINE WEATHER WARNING FOR METAREA I
ISSUED BY UK MET OFFICE
0245 UTC
STORM WARNING. AT 190600 UTC, LOW 970
57N 20W MOVING NE 15KT. WINDS STORM 10
WITHIN 150 MILES RADIUS OF CENTRE
NNNN
This example is for “SAFETY” priority (C1 = 1) EGC
call containing a meteorological warning (C2 = 31) to
Metarea 01, which will be repeated six minutes (C4 =

1.3.2
Service codes (C2)
Format as received at the LES — two digits. A C2 code is
adopted that will explicitly indicate to the EGC receiver the length of the address it will need to decode
during message processing. The service codes allocated
for WMO use are described below together with the
number of digits in the C3 code:
(a) 13 – Coastal warnings and forecasts
C3 code – 4 digits
24 – Meteorological and navigational warnings
and search and rescue information to circular areas
C3 code – 10 digits;
(b) 31 – Meteorological and Navarea warnings and
meteorological forecasts to pre-defined Metareas
C3 code – 2 digits
1.3.3
Addresses (C3)
The method that issuing services will use to transmit
the EGC packet addresses is given below for each service type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3.2 of this appendix.
1.3.3.1 Service code 13 — Coastal warnings and forecasts
Coastal warnings and forecasts — C3 = X1 X2 to identify the Metarea and B1 B2 to emulate NAVTEX. Note that
B1 codes will be allocated by IMO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for allocating NAVTEX transmitter identities laid down in the IMO NAVTEX Manual (IMO
Publication 951 88.08). B2 will always be B for warnings
and E for forecasts. The Metarea X1 X2 code and the
NAVTEX B1 and B2 are sent to the LES as a fourcharacter group, in the order X1 X2 B1 B2.
1.3.3.2

Service code 24 — Meteorological and
navigational warnings and search and rescue
information to circular areas

The circular address consists of 10 characters as follows:
D1 D2 LaD3 D4 D5 LoM1 M2 M3, where
D1 D2 is latitude of centre in degrees with leading
zero if required;
La is hemisphere N o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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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D4 D5 is longitude of centre in degrees with
leading zero, if required;
Lo is longitude E or W;
M1 M2 M3 is radius of circle in nautical miles (up
to 999);
A circle with a radius of 10 nautical miles is coded
as 56N034W010
1.3.3.3 Service code 31 — Meteorological and Navarea

warnings and meteorological forecasts to predefined Metareas
Meteorological and Navarea warnings and meteorological forecasts are addressed to the areas described in
Appendix I-2 bis using the two digits N1N2 where N1N2
is the numerical designation of the area.

７

DDHHMMZ space MMM space YY e.g. 211430Z
FEB 88
If the cancel instruction accompanies a broadcast message it will appear between the NNNN and ++++
characters as follows:
C1: C 2: C 3: C 4: C 5
SECURITE
“text”
NNNN
CANCEL (message reference number) at (date/time
group)
++++
NOTES: (1)
(2)

1.3.4
Repetition codes (C4)
Format as received at LES — two digits. The C4 repetition codes are for messages that are required to be
repeated at specified intervals until cancelled by the
issuing Member and incorporate the needs of MSI
providers for the SafetyNET service.
1.3.4.1 Repetition codes
A repetition code allows a message to be broadcast once
only on receipt (C4 =01) or broadcast on receipt and
repeated six minutes later (C4 =11). Many other types
of repetition are possible, but are not relevant to meteorological broadcasts.
1.3.4.2 Cancel facility
A cancellation facility for messages transmitted to an
LES with repetition codes is necessary. An example of a
cancel instruction is as follows:
Cancel messages: message reference number at time;
where message reference number is the number
given to the message provider by the LES on receipt
of the initial message and time is of the form:

１１５

(3)

(4)

Only SECURITE plus “text” is for transmission.
When included with a message for broadcasting,
the LES message cancellation instructions will
appear between the NNNN and the ++++ characters. There will only be one instruction to each
line, but the facility to provide for more than one
line of instructions is desirable.
If the cancellation instruction terminates after the
message reference number, i.e. the (time/date) is
not included, then the instruction should be executed immediately.
It should also be possible for a cancel instruction to
be sent to the LES Store and Forward Unit.

1.3.5
Presentation codes (C5)
The current allocation of presentation codes is as follows PQ173:
00 IA number 5 (IR.V version) odd parity
01 Katakana odd parity
02 Devnagiri odd parity
03 Arabic odd parity
04 Cyrillic odd parity
05 Greek odd parity
06 ITA 2
07 Data
For maritime safety information, C5 is always 00.

APPENDIX I-5 BIS
INTERNATIONAL SAFETYNET MANUAL
ANNEX 4 — Operational guidance
This annex contains operational guidance for the benefit of Registered Information Provider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preparing messages for broadcast via
the International SafetyNET Service. Use of the codes
given in this annex is mandatory for all messages in the
system.
Examples of the various types of messages and
message formats are detailed in the subsections of this
annex:
(a) Navigational warning services;
(b)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c) Search and rescue services;
(d) Chart correction services (to be developed);
(e) Piracy counter-measures broadcast messages.

The broadcast parameters are controlled by the use
of 5 “C” codes which are combined into a generalized
message header format as follows:
C1: C2: C3: C4:C5
(Spaces, colons or other delimiters between these
fields will be required, depending on the LES
addressed).
Each “C” code controls a different broadcast parameter and is assigned a numerical value according to the
available options which are fully tabulated in Annex 6.
Because distortion of the header format of a message may prevent its being released, MSI providers must
install an Inmarsat SafetyNET receiver and monitor
broadcasts of messages which they orig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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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b —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1.

The following sets out the arrangements to be used
for the broadcast of meteorological forecasts and
warnings via SafetyNET for the GMDSS. They are
mandatory for broadcasts in the International
SafetyNET Service.
2. These guidelines are to be rea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WMO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as revised for the GMDSS.
3. In order to ensure uniformity of the broadcast of
meteorological bulletins and warnings globally,
the following standard “C” codes should be used
for meteorological forecasts and warnings issued
via SafetyNET for the GMDSS.
C1 — Message priority
Always C1 = 2 URGENCY for tropical cyclone
warnings only
Always C1 = 1 SAFETY for forecasts and for
warnings other than tropical cyclone warnings
C2 — Service code
Meteorological warnings (C1 = 1 or 2) to circular area — C2 = 24
Meteorological warnings or forecasts (C1 = 1
or 2) to coastal area — C2 = 13
Meteorological warnings or forecasts to
Metarea — C2 = 31.
C3 — Address code
Meteorological warnings (C1 = 1 or 2) to circular
area (Service code C2 = 24) C3 = 10 characters. Address
code for circular areas is fully described in Annex 6,
paragraph 1.3.3.5, but repeated here for ease of reference. Circular address will consist of 10 numbers as
follows:
D1 D2 LaD3 D4 D5 LoR1 R2 R3, where
D1 D2 La (three characters) is latitude of centre in
degrees and La whether north (N) or south (S). A
leading zero should be used for latitudes less than
10;
D3 D4 D5 Lo (four characters) is longitude of centre
in degrees and Lo whether east (E) or west (W) of
the prime meridian. A leading zero should be used
for longitudes less than 100;
R1 R2 R3 (three characters) is radius of circle in nautical miles, up to 999.

Example: A circle centred at latitude 56°N longitude 34°W with radius of 10°NM is
coded as 56N034W010
vice code
Meteorological
31) C3
warnings (Ser
= the
two digits denoting the area of broadcast responsibility
(the Metarea) with a leading zero where necessary, e.g.
01, 06, 13.
C4 — Repetition code
Meteorological warning (category (a) repetition code)
On receipt followed by repeat six
C4 = 11
minutes later. Note a six-minute repeat is
used to ensure that the warning is received by
the maximum number of ships.
Meteorological forecast (category (a) repetition code)
C4 = 01 Transmit once on receipt
C5 — Presentation code
Always C5 = 00, international alphabet
number 5.
Examples:
Meteorological warning (to main broadcast area
(Metarea))
1:31:01:11:00
SECURITE
(text) storm warning. At 190600 UTC low 970 57N
20W moving NE 15kts. Wind storm force 10 within 150 miles radius of centre
NNNN.
Tropical cyclone warning (to circular area i.e. only
intended to be received by ships within the area of
the address)
2:24:20N065W500:11:00
PAN PAN (text) At 161200 UTC Hurricane Betty
located 15 nm north of San Juan, Puerto Rico,
moving NW 15 knots with hurricane force winds
75 miles from centre NW and NE quadrants and
within 30 miles SW and SE quadrants.
NNNN
Meteorological forecast
1:31:08:01:00
SECURITE
(text) forecast text as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NNNN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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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8

建议 8（
（JCOMM-I）
）
关于国际海洋气象磁带（
）格式的修正案
关于国际海洋气象磁带（IMMT）格式的修正案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1）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 558），
（2）

（3）

（3）

如果用带有附加条目的 IMMT 修正格式
（IMMT-2）完全代替现行 IMMT-1 格式

JCOMM 海洋气候分组第 8 次届会最终报

将简化贡献会员、全球收集中心和责任

告（JCOMM 会议报告第 2 号，2000 年 4

会员的工作；

月，阿什维尔）
；

建议：

VOSClim 项 目 第 2 次 会 议 最 终 报 告

（1）

通过本建议附录中对《海洋气象服务手

（JCOMM 会议报告第 7 号，2000 年 11

册》（WMO-No. 558）和《海洋气象服务

月，阿什维尔）
；

指南》
（WMO-No. 471）的修正案；
（2）

从 2003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资料收集都执
行新版格式（IMMT-2）。

心及资料汇集中心的 IMMT 观测报告中

要求海洋气候专家组继续审议修正格式的执行情况
要求

有必要包括附加观测和元数据；

和价值，在需要的时候向 WMO 有关会员提供技

在该项目中这些资料已经被收集和提交；

术帮助，必要时对未来格式的修正提出进一步建

考虑到：
（1）

（2）

第 1 卷附录 I.13 ；

认识到：
（1）
对 VOSClim 项目，在提交给全球收集中

（2）

价值；

议。
这些附加资料和元数据对 MCSS、全球
气候研究和海洋气候资料应用具有普遍

要求在实施修正格式中，WMO
秘书长在必要的时
要求
候向 WMO 有关会员提供适当的技术咨询帮助。

建议 8(JCOMM-I)的附录
的附录
国际海洋气象磁带(IMMT)的格式
国际海洋气象磁带
的格式
[IMMT-2 版]
对 VOSCLIM 项目的其他要求

Element
Number
65

Character
Number
111

Code

86

132

Q21

87

133-135

HDG

88

136-138

COG

89

139 – 140

SOG

Element

Coding

Procedure

IMMT version

0 = IMMT version just prior to
version number being included
1 = IMMT-1 (previous version)
2 = IMMT-2 (this version)
3 = IMMT-3 (next version), etc.

Minimum quality control (MQC) 1 = MQC-I (Original version)
2 = MQC-II (Version 2, May 1996)
standards version identification
3 = MQC-III (Version 3, May 2000)
4 = MQC-IV (Version 4, June 2001)
Ship’s heading; the direction to (000-360); e.g.
which the bow is pointing, 360 = North
000 = No Movement
referenced to true North.
090 = East
Ship’s ground course; the direction (000-360); e.g.
the vessel actually moves over the 360 = North
fixed Earth and referenced to True 000 = No Movement
090 = East
North
Ship’s ground speed; the speed the (00-99); Round to nearest whole knot
vessel actually moves over the
fixed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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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
Number
90

Character
Number
141 – 142

Code

Element

Coding

SLL

(00-99); report to nearest whole meter

91

143 – 145

sLhh

Maximum height in metres of deck
cargo above Summer maximum
load line.
Departure of reference level
(Summer maximum load line) from
actual sea level. Consider the
difference positive when the
Summer maximum load line is
above the level of the sea and
negative if below the water line.
Relative wind direction in degrees
off the bow

92

146 – 148

RWD

93

149 – 151

RWS

Procedure

position 143 (sL) sign position;
0 = positive or zero, 1 = negative

positions 144-145 (hh); (00-99) is
the difference to the nearest whole
metre between the Summer maximum
load line and the sea level.
Relative wind direction; e.g. 000 = no
apparent relative wind speed (calm
conditions on deck). Reported
direction for relative wind = 001-360
degrees in a clockwise direction off the
bow of the ship. When directly on the
bow, RWD = 360.
Relative wind speed reported in Reported in either whole knots or
units indicated by iW (knots or whole meters per second (e.g. 010
knots or 005 m/s). Units established
m/s)
by iW as indicated in Character
Number 27.

Note:
(1) Since the relative wind speed can be greater than the true wind speed, e.g., iW indicates knots and ff = 98, the relative wind
speed may be 101 knots; therefore, three positions must be allocated since iW cannot be adjusted and the relative wind speed
converted to meters per second as is done in element 15.
(2) Most of the codes (groups of letters) in the IMMT format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added for the VOSClim project are
defined in the Manual on Codes (WMO Pub.No. 306) as they basically mirror the code groups used in FM 13-X Ship code.
Because CBS did not agree to expand the FM 13-X Ship code for the VOSClim project the additional observed elements
(selected codes) will not appear in WMO Manual on Codes (Pub. 306). Therefore an effort was made to select unique codes
(groups of letters) not defined in WMO Pub. 306 for the elements added to the IMMT-2 format version modified for the
VOSClim project. This was deliberately done to try and prevent a difference in meaning for a given code group (identical
symbolic letters) in Pub 306 versus that in IMMT.

建议 9（
（JCOMM-I）
）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 558）的进一步修正案
）的进一步修正案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2）

英国，Bracknell）始终未收到由船舶和浮

注意到：
（1）
（2）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 558），

标观测得到的洋流资料。在此同一时期，

第 1 卷，第 1 部分，第 5 段和附件 1.15；

该中心也未收到对此类资料的要求；

JCOMM 海洋气候分组第 8 次会议的最终
报告（JCOMM 会议报告第 2 号，阿什维

（3）

十年来，国际表层洋流资料中心（ISCDC,

建议：
（1） 将本建议附录 I 中所述的修正案纳入《海

尔，2000 年 4 月）
；

洋气象服务手册》
（WMO-No. 558）和《海

建议 10（JCOMM-I）－《海洋气象服务

洋气象服务指南》
（WMO-No.471）之中；

指南》
（WMO-No. 471）的修正案
考虑到：
（1）
在 MCSS 资料归档中，的海洋气候资料
质量控制最低标准的重要性；

（2）

本建议附录 2 中的修改后的质量控制最低
标准纳入到《海洋气象服务手册》
（WMO-No. 558）第 1 卷，第 1 部分，
附件 I.1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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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１９

建议９ (JCOMM-I) 的附录１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ＷＭＯ－Ｎｏ．５５８）的修正案
删除 ６．２．２ 段整段 —— 交换由船舶和浮标测量得到
的海面海流资料。

保留手册中的附件１．１７，作为以前所使用的用程序
文档性元资料。

ANNEX 2 TO RECOMMENDATION 9 (JCOMM-I)
MINIMUM QUALITY CONTROL STANDARDS
(VERSION 4, JUNE 2001)

NOTE: See specification for quality control indicators Q1 to Q20 at the end of this appendix. ∆ = space (ASCII 32)

Element

Error

1
2
3
4
5
6

iT ≠ 3–5
AAAA ≠ valid year
MM ≠ 01–12
YY ≠ valid day of month
GG ≠ 00–23
Q ≠ 1, 3, 5, 7
Q=∆
LaLaLa ≠ 000–900
L aL aL a = ∆ ∆ ∆
LoLoLoLo ≠ 0000–1800
L oL oL oL o = ∆ ∆ ∆ ∆
LaLaLa = LoLoLoLo = ∆ ∆ ∆ (∆)

7
8

Time sequence checks
Change in latitude > 0.7°/hr
Change in longitude > 0.7°/hr
when latitude 00–39.9
Change in longitude > 1.0°/hr
when latitude 40–49.9
Change in longitude > 1.4°/hr
when latitude 50–59.9
Change in longitude > 2.0°/hr
when latitude 60–69.9
Change in longitude > 2.7°/hr
when latitude 70–79.9
9
10
h ≠ 0–9, ∆
h=∆
11
VV ≠ 90–99, ∆ ∆
VV = ∆ ∆
12
N ≠ 0–9, ∆, /
N < Nh
13
dd ≠ 00–36, 99
dd = ∆∆, //
dd versus ff
dd = 00, ff ≠ 00
dd ≠ 00, ff = 00
14

iw ≠ 0, 1, 3, 4

Action
Correct manually
Correct manually
Correct manually
Correct manually
Correct manually
Correct manually
Q20 = 2
Correct manually
Q20 = 2
Correct manually
Q20 = 2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 ∆
otherwise reject
otherwise reject
otherwise reject
otherwise reject
and Q20 = 5, otherwise Q20 = 4
and Q20 = 5, otherwise Q20 = 4
and Q20 = 5, otherwise Q20 = 4
otherwise reject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Q20 = 3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Q20 = 3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Q20 = 3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Q20 = 3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Q20 = 3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Q20 = 3
No checking
Correct manually
Q1 = 9
Correct manually
Q2 = 9
Correct manually
Correct manually
Correct manually
Q4 = 9

and Q1 = 5, otherwise Q1 = 4
and Q2 = 5, otherwise Q2 = 4
and Q3 = 5, otherwise Q3 = 4
and Q3 = 5, otherwise Q3 = 2
and Q4 = 5, otherwise Q4 = 4

Correct manually and Q4 or Q5 = 5 otherwise
Q4 = Q5 = 2
Correct manually and Q4 or Q5 = 5 otherwise
Q4 = Q5 = 2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Q5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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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
15
16
17

Error
ff > 80 knots
ff = ∆ ∆, //
sn ≠ 0, 1
TTT = ∆ ∆ ∆, ///
If –25 > TTT >40 then
when latitude < 45.0
TTT < –25
TTT > 40
when latitude ≥ 45.0
TTT < –25
TTT > 40

TTT versus humidity parameters
TTT < WB (wet bulb)
TTT < DP (dew point)
18
19

20

21

22, 23

24–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st ≠ 0, 1, 2, 5, 6, 7, 9
DP > WB
DP > TTT
WB = DP = ∆ ∆ ∆
930 > PPPP > 1050 hPa
870 > PPPP > 1070 hPa
PPPP = ∆ ∆ ∆ ∆
ww = 22–24, 26, 36–39, 48, 49,
56, 57, 66–79, 83–88, 93–94
and latitude <20°
ww = ∆ ∆, //
W1 or W2 = 7 and latitude <20°
W1 < W2
W1 = W2 = ∆, /
N = 0 and NhCLCMCH ≠ 0
N = ∆ and NhCLCMCH ≠ ∆
N = 9 and not (Nh = 9 and
CLCMCH = ∆)
N=∆,/ and NhCLCMCH = ∆,/
sn ≠ 0, 1
TwTwTw = ∆ , ///
if –2.0 > TwTwTw > 37.0 then
when latitude < 45.0
TwTwTw < –2.0
TwTwTw > 37.0
when latitude ≥ 45.0
TwTwTw < –2.0
TwTwTw > 37.0
Indicator ≠ 0–7, ∆
Indicator ≠ 0–9, ∆
20 < PwPw < 30
PwPw ≥ 30 and ≠ 99
PwPw = ∆ ∆, //
35< HwHw < 50
HwHw ≥ 50
HwHw = ∆ ∆, //
dw1 dw1 ≠ 00–36, 99, ∆ ∆
swell1 = swell2 = ∆
25 < Pw1Pw1 < 30
Pw1Pw1 ≥ 30 and ≠ 99

Action
Correct manually and Q5 = 5, otherwise Q5 = 3
Q5 = 9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Q6 = 4
Q6 = 9

Q6 = 4
Q6 = 3
Q6 = 3
Q6 = 4

Correct
Correct
Q7 = 2
Correct
Correct
Correct
Q7 = 9
Correct
Correct
Q8 = 9
Correct

Q9 = 9
Correct
Correct
Q9 = 9
Correct
Correct
Correct

manually and Q6 = 5, otherwise Q6 = Q19 = 2
manually and Q6 = Q7 = 5, otherwise Q6 =
manually, otherwise Q7 =4
manually and Q7 = 5, otherwise Q7 = Q19 = 2
manually and Q7 = 5, otherwise Q7 = Q6 = 2
manually and Q8 = 5, otherwise Q8 = 3
manually and Q8 = 5, otherwise Q8 = 4
manually and Q9 = 5, otherwise Q9= 4

manually and Q9 = 5, otherwise Q9 = 4
manually and Q9 = 5, otherwise Q9 = 2
manually and Q3 = 5, otherwise Q3 = 2
manually and Q3 = 5, otherwise Q3 = 2
manually and Q3 = 5, otherwise Q3 = 2

Q3 = 9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Q10 = 4
Q10 = 9

Control manually and Q10 = 5, otherwise Q10 = 4
Control manually and Q10 = 5, otherwise Q10 = 3
Control manually and Q10 = 5, otherwise Q10 = 3
Control manually and Q10 = 5, otherwise Q10 = 4
Correct manually, make it ∆ if not correctable
Correct manually, make it ∆ if not correctable
Q11 = 3
Q11 = 4
Q11 = 9
Q12 = 3
Q12 = 4
Q12 = 9
Correct manually and Q13 = 5, otherwise Q13 = 4
Q13 = 9
Q13 = 3
Q1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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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Error
35 < Hw1Hw1 < 50
Hw1Hw1 ≥ 50
Is ≠ 1–5, ∆
EsEs ≠ 00–99, ∆∆
Rs ≠ 0–4, ∆
Source ≠ 0–6
Platform ≠ 0–9
No call sign
No country code
Q ≠ 0–6, 9
ix ≠ 1–7
iR = 0–2 and RRR = 000, ///, ∆∆∆
iR = 3 and RRR ≠ 000, ///, ∆∆∆
iR = 4 and RRR ≠ ///, ∆∆∆
iR ≠ 0–4
RRR ≠ 001–999 and iR = 1, 2
tR ≠ 0–9
sw ≠ 0, 1, 2, 5, 6, 7, 9
WB < DP
WB = ///, ∆∆∆
WB > TTT
a ≠ 0–8, ∆
a = 4 and ppp ≠ 000
a = 1, 2, 3, 6, 7, 8 and ppp = 0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86

Specifications
0
1
2
3
4
5
6
7
8
9

a=∆
250 ≥ ppp > 150
ppp > 250
ppp = ∆∆∆
Ds ≠ 0–9, ∆, /
Ds = ∆, /
Vs ≠ 0–9, ∆, /
Vs = ∆ , /
dw2dw2 ≠ 00–36, 99
25 < Pw2Pw2 < 30
Pw2Pw2 ≥ 30 and ≠ 99
35 < Hw2Hw2 < 50
Hw2Hw2 ≥ 50
ci ≠ 0–9, ∆, /
Si ≠ 0–9, ∆, /
bi ≠ 0–9, ∆, /
Di ≠ 0–9, ∆, /
zi ≠ 0–9, ∆, /
Minimum quality control (MQC)
standards version identification

议

９

１２１
Action

Q13 = 3
Q13 = 4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
Insert manually, mandatory entry
Insert manually
No quality control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Q14 = 4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Q14 = 2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Q14 = 2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Q14 = 4
Correct manually and Q14 = 5, otherwise Q14 = 2
Correct manually and Q14 = 5, otherwise Q14 = 4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Q19 = 4
Correct manually and Q19 = 5, otherwise Q19 = Q7 = 2
Q19 = 9
Correct manually and Q19 = 5, otherwise Q19 = Q6 = 2
Correct manually and Q15 = 5, otherwise Q15 = 4
Correct manually and Q15 or Q16 = 5, otherwise
Q15 = Q16 = 2
Correct manually and Q15 or Q16 = 5, otherwise
Q15 = Q16 = 2
Q15 = 9
Correct manually and Q16 = 5, otherwise Q16 = 3
Correct manually and Q16 = 5 otherwise Q16 = 4
Q16 = 9
Correct manually and Q17 = 5, otherwise Q17 = 4
Q17 = 9
Correct manually and Q18 = 5, otherwise Q18 = 4
Q18 = 9
Correct manually and Q13 = 5, otherwise Q13 = 4
Q13 = 3
Q13 = 4
Q13 = 3
Q13 = 4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
Correct manually, otherwise ∆
1 = MQC-I (Original version)
2 = MQC-II (Version 2, May 1996)
3 = MQC-III (Version 3, May 2000)
4 = Present version

for quality control indicators Q1 to Q20
No quality control (QC) has been performed on this element
QC has been performed; element appears to be correct
QC has been performed; element appears to be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elements
QC has been performed; element appears to be doubtful
QC has been performed; element appears to be erroneous
The value has been changed as a result of QC
Reserved for GCC
Reserved for GCC
Reserve
The value of the element is mi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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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0（
（JCOMM-I）
）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471）的修正案
）的修正案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期该中心也未接到任何要求提供此类资

注意到：

料的申请；
建议 20（CMM-7）—为气候研究目的交

（1）

（2）

换从船舶漂流获得的海洋表层洋流资料；
（2）
（3）

类观测；

建议 10（CMM-12）—《海洋气象服务

（3）

指南》
（WMO-No.471）
；

感谢英国气象局创建了
ISCDC 并维护该资料库达
感谢

JCOMM 海洋气候学分组第 8 次会议（阿

二十多年；

什维尔，2000 年 4 月）最终报告，议题 7；

建议：

考虑到：
（1）

航运作业的变化实际上中断了 VOS 的此

（1）
国际表层洋流资料中心（英国，布莱克
内尔，ISCDC）约有十多年未收到通过船

有必要全面更新《海洋气象服务指南》
；

将本建议附录中详述的修改内容载入《海
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471）
；

（2）

舶漂流获得的洋流资料，而且在同一时

将 ISCDC 档案中的资料抄送世界海洋学
资料中心。

建议 10 的附录（
）
的附录（JCOMM-I）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471）的修正案
）的修正案
在第 3.2.9.2 节中的第一段末加上
加上—最低质量控制：
加上

洋流资料。

“但是应强调，尽管尚寸疑问的旗号资料是可接受

保留指南中与
3.3.2 节相关的附录 6.D, 作为以前使
保留

的程序，但应首先尽一切努力来纠正此类资料。”

用程序的确证性元资料。

删除整个
3.3.2 节—交换从船舶和浮标获取的海面
删除

建议 11（
（JCOMM-I）
）
《海洋气候学应用指南》（WMO-No.781）的变动部分
）的变动部分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性；
（2）

（1）

《海洋气候学应用指南》（WMO-No.781）;

（2）

《海洋气象学委员会第 12 次届会含决议

面迅速而持续的变化；
（3）

和 建 议 案 的 最 终 节 略 报 告 》（ WMO（3）

（4）

JCOMM 提议在 2003 年隆重庆祝 1853 年
布鲁塞尔会议 150 周年；

No.860）第 7.3.1-7.3.3 段；

感谢加拿大气象局和美国
NOAA 国家天气局全球
感谢

《海洋气候学进展研讨会（CLIMAR99）

计划办公室承办并资助了 CLIMAR99；

论文集》（JCOMM 第 10 号技术报告，

建议：

WMO/TD-No.1062）
；

（1）

JCOMM 海洋气候学分组第 8 次会议（阿

将来的《海洋气候学应用指南》应包括
不变的和变动的两个部分；

什维尔，2000 年 4 月）最终报告，总摘

（2）

目前出版的指南应保持不变；

要第 8.1.1-8.1.6 段和附录 11；

（3）

指南的变动部分应包括本建议附录中列

考虑到：
（1）

在资料管理和理解气候变化的技术等方

出的论文；
《海洋气候学应用指南》对于会员/会员
国的价值，以及不断更新该指南的重要

（4）

变动部分应主要以电子格式出版，通过
WMO 网址提供，只采用论文原文的语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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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11

言，同时考虑向会员/会员国提供这一部

行总干事协商，向会议提议，在考虑对 CLIMAR99

分的印刷本；

开展后继活动要求的情况下，使指南的变动部分将

要求 JCOMM 联合主席与 WMO 秘书长、IOC 执

根据会议内容进一步得到更新。

建议 11 的附录 (JCOMM-I)
载入《海洋气候学应用指南》
（WMO-No.781）变动部分的论文
）变动部分的论文
载入《海洋气候学应用指南》
1.3

COADS 更新及其与英国气象局海洋资料库
的合并
S. D. Woodruff, H. F. Diaz, S. J. Lubker,
NOAA/ERL Climate Diagnostics Center, Boulder,
Colorado, United States;
S. J. Worley,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Boulder, Colorado, United States;
J. A. Arnott, M. Jackson, D. E. Parker, Hadley Centre,
UK Met Office, Bracknell, United Kingdom;
J. D. Elms, NOAA/NCDC, Asheville, North Carolina,
United States.

1.4

神户资料集(新近数字化的日本历史海洋表
神户资料集 新近数字化的日本历史海洋表
面气象观测资料)
面气象观测资料

3.2

P. G. Challenor, Southampton Oceanography Centre,
Southampton, United Kingdom;
P. D. Cotton, Satellite Observing Systems Ltd.,
Surrey, United Kingdom.

3.3

3.4

2.1

3.1

4.1

5.1

为海浪后验预报评估 NCEP 海洋表面风场
再分析
Vincent J. Cardone, Andrew T. Cox, Oceanweather
Inc., Cos Cob, Connecticut, United States;
Val R. Swail, Environment Canada, Toronto, Ontario,
Canada.

实地、自愿观测、卫星资料与模拟风浪气候
学之比较
P. David Cotton, Satellite Observing Systems,
Godalming, Surrey, United Kingdom;
Peter G. Challenor, Lisa Redbourn-Marsh,
Southampton Oceanography Centre, Southampton,
United Kingdom;
Sergey K. Gulev, P. Shirshov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Moscow, Russia;
Andreas Sterl, Royal Netherlands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De Bilt, The Netherlands;
Roman S. Bortkovskii, Main Geophysical
Observatory, St Petersburg, Russia.

从 COADS 估算海洋风与风浪场
Sergey
Gulev,
Institut
fur
Meereskunde,
Dusternbrooker Weg, Kiel, Germany;
Konstantin Selemenov, P. P. Shirshov,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RAS, Moscow, Russia.

船舶和浮标收集的海洋表面风的精确度
Peter K. Taylor, Elizabeth C. Kent, Margaret J.
Yelland, Ben I. Moat, Southampton Oceanography
Centre, Southampton, United Kingdom.

散射仪观测资料集：水上高质量风
Mark A. Bourassa, David M. Legler, James J.
O’Brien, Center for Ocean Atmospheric Prediction
Studies (COAPS),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Tallahassee, Florida, United States.

WOCE 航线海面气象资料档案
David M. Legler, Shawn R. Smith, James J. O’Brien,
Center for Ocean Atmospheric Prediction Studies
(COAPS),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Tallahassee,
Florida, United States.

应用实地与卫星海浪观测评估海浪后验预报
Andrew T. Cox, Vincent J. Cardone, Oceanweather
Inc. — Cos Cob, Connecticut, United States;
Val R. Swail, Environment Canada, Toronto, Ontario,
Canada.

Teruko Manabe, Maritime Meteorological Division,
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Tokyo, Japan.

1.5

高度表与实地浪高的联合校准

6.4

海浪气候趋势与变率分析
Val R. Swail, Environment Canada, Toronto, Ontario,
Canada;
Andrew T. Cox, Vincent J. Cardone, Oceanweather
Inc., Cos Cob, Connecticut, United States.

7.1

格点船舶资料库的外部探测
Pascal
Terray,
Laboratoire
d’océanographie
dynamique et de climatologie, Université de Paris 7,
Paris,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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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来源整合海浪资料并可从多尺度描述
海浪气候变率的方法学
G. A. Athanassoulis, Ch. N. Stefanakos, National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Athens, Department of Naval
Architecture and Marine Engineering, Athens,
Greece;
S. F. Barstow, OCEANOR, Oceanographic Company
of Norway, Trondheim, Norway.

7.3

8.2

9.1

近海工业的发展与海洋气象技术的最新发展
C. J. Shaw, Chairperson of the OGP Metocean
Committee, and Shell EP Technology, The
Netherlands.

9.2

对观测系统的具体贡献：海面温度
Richard W. Reynolds, National Climate Data Center,
NESDIS, Camp Springs, Maryland, United States.

改进全球通量气候学：元资料的作用
Elizabeth C. Kent, Peter K. Taylor, Simon A. Josey,
Southampton Oceanography Centre, South-hampton,
United Kingdom.

最近的和待发的 COADS 产品中的质量控制
Klaus Wolter, S. J. Lubker and Scott Woodruff,
NOAA/ERL Climate Diagnostics Center, Boulder,
Colorado, United States.

历史海洋观测资料最优分析的约化空间方法
A. Kaplan, M. A. Cane, Y. Kushnir, Lamont 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 of Columbia University, Palisades,
New York, United States.

8.1

8.4

10.1 海洋资料对澳大利亚季节预报的重要性
Scott Power, Australian National Climate Centre,
Melbourne, Australia.

在真风中确定更多的真值
Shawn R. Smith, Mark A. Bourassa, Ryan J. Sharp,
Center for Ocean Atmospheric Prediction Studies,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Tallahassee, Florida, United
States.

蒲福等量风级的发展
Ralf Lindau, Kiel University, Kiel, Germany.

建议 12（
（JCOMI）
）
WMO 和国际移动卫星组织（
）间的工作协议
和国际移动卫星组织（IMSO）间的工作协议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2）

务的政府间组织；

注意到：
（1）
（2）
（3）

决议 19（Cg-11）—利用 INMARSAT 收

认识到 WMO 和 IMSO 在未来有许多方面需进行

集和分发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

紧密合作，它们涉及利用 INMARSAT 系统分发对

建议 8（CMM-11）—利用 INMARSAT

保护海上生命财产安全至关重要的气象和海洋资

收集气象和海洋资料；

料；

修改后的《国际移动卫星组织公约》；

建议 WMO 同 IMSO 建立正式的工作协议以促进
彼此的交流；

考虑到：
（1）

IMSO 是负责监督为 GMDSS 提供卫星服

INMARSAT 系统现在是从海上船只收集

要求 WMO 秘书长，同 IMSO 的秘书长进行协商，

气象和海洋报告的主要机制，它同时也

准备适当的工作协议草案，以供 WMO 执行理会

是在 GMDSS 之下向海洋用户分发气象和

和 IMSO 大会审议。

海洋资料的主要渠道；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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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13

建议 13（
（JCOMM-I）
）
在海洋气象学委员会和 IOC/WMO IGOSS 联合委员会以往建议基础上复审
WMO 和 IOC 领导机构的决议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委员会，

建议：
建议

满意地注意到
注意到 WMO 和 IOC 领导机构对海洋气象

(1) WMO 决议 2（EC-48）、8（EC-49）和 10

学委员会和 IOC/WMO IGOSS 联合委员会以往各
项建议以及涉及这两个机构工作的其他问题所采取
的行动；
考虑到这些建议的多数已是无必要；
考虑到

（EC-41）、及 IOC 决议 EC-24.3 不再需要；
(2) WMO 决议 15（EC-21）、12（EC-25）和 3
（EC-48）保留有效。

3

建

议 13

附录
附录 I
总摘要第 6.6.4 段的附录

MMS 监测调查结果分析摘要
调查问卷、评论和建议的陈述性摘要
对海洋气象服务的绝大多数评论是积极的。
所有海员都认识到天气对他们业务的重要性，并非

们一直在努力提高这两方面的工作。应该注意到继
续对用以观测海洋天气的自愿观测船计划予以支持
将直接有助于预报能力的提高。

常期望能够得到准确、最新的气象资料和产品。这

天气公报：对这一领域的意见同在风暴和大
天气公报：

些产品和资料，与实地船载天气观测结合一起使

风预报中提到的问题基本一样：希望改进定位信息

用，对船员制作局地预报是至关重要的。

以及增加对移动的预报时间。清晰度、精确性、时

全球海上救险与安全系统（
）信息：
全球海上救险与安全系统 （ GMDSS）信息：

效性以及所使用的术语是良好的。

通过“Inmarsat SafetyNet”接收 GMDSS 信息的情

无线电传真广播：无线电传真广播领域的有
无线电传真广播：

况非常好，而通过 NAVATEX 的接收尚需改进。虽

用性在所有调查领域中收到了最高的积极评价（肯

然许多近海海洋地区有可靠和分布均匀的

定意见为 96.48%）。但是，与之相反，在接收质量

NAVTEX 传输设备，但是仍有很多地方的设备需

和可读性方面，它收到的肯定评价的百分比是最低

要极大的提高，甚至需要重新安装。对具体评论的

的，介于良好于尚可之间。海员一致认为无线电传

检查给出了作改进后将对海员提供极大的便利的地

真广播极为有用，但最需要提高。大家普遍认为，

理区域。需要引起注意的建议集中在以下方面：

这项技术的基础是高频无线电通讯，因此，必须解

（a）增加未被重视的海洋地区的覆盖；以及（b）

决该技术所有的内在问题，即：大气层造成的中断、

对业已存在的站提高传输可靠性。

频率衰减以及通路阻塞等问题。这项服务在很多国

风暴和大风警报：在这一领域的评论主要集
风暴和大风警报：

家正在被逐步淘汰，但是通常没有充分通知海员。

中于产品的质量，而不是产品的接收。警报的清晰

分发这些产品的卫星能力正在发展中，但是尚未达

度、准确性以及时效性是良好的。建议需要改进的

到以一定的成本效益进行全球分发的水平。

地方主要是期望能够得到更加精确警报的地理定

海岸地球站（
）
：通过
CES 建立联系以及
海岸地球站（CES）
：

位，对风暴移动的预报以及增加风暴移动的预报时

分发资料受到了好评，但是一些 CES 并不愿意接

间。精确度和时效性是海洋预报者非常熟悉的，他

受海洋气象观测。

附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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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I

船长提出的问题以及改进建议的总摘要
GMDSS 信息的接收
良好
尚可
519
28
(a)
通过 INMARSAT 安全网
（94.36%）
（5.09%）
393
107
(b)
通过 Navtex
（74.86%）
（20.38%）
风暴与大风警报
540
59
(a)
信息的清晰度
（89.26%）
（9.75%）
465
136
(b)
信息的精确性
（76.99%）
（22.52%）
481
109
(c)
时效性
（80.57%）
（18.26%）
天气公报
515
79
(a)
信息的清晰度
（85.69%）
（13.14%）
452
147
(b)
信息的精确性
（74.96%）
（24.38%）
482
104
(c)
时效性
（81.14%）
（17.51%）
500
79
(d)
使用的术语
（85.03%）
（13.44%）
无线电传真广播
356
79
(a)
遵守时间表
（77.22%）
（17.14%）
369
79
(b)
信息的精确性
（80.22%）
（17.17%）
296
139
(c)
可读性
（64.63%）
（30.35%）
318
113
(d)
符号
（70.82%）
（25.17%）
234
178
(e)
接收质量
（52.94%）
（40.27%）
(f)
服务的有用性？
是
否
439
16
（96.48%）
（3.52%）
海岸地球站 (CES)
300
37
(a)
同接收的 CES 建立联系
（87.98%）
（10.85%）
(b)
obs 信息的延误
有
无
38
349
（9.82%）
（90.18%）
(c)
CES 拒绝接受 obs 信息
有
33

不满意
3
（0.55%）
25
（4.76%）

合计
550

6
（0.99%）
3
（0.49%）
7
（1.17%）

605

7
（1.16%）
4
（0.66%）
8
（1.35%）
9
（1.53%）

601

26
（5.64%）
12
（2.61%）
23
（5.02%）
18
（4.01%）
30
（6.79%）

461

525

604
597

603
594
588

460
458
449
442
455

4
（1.17%）

341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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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总摘要第 7.4.13 段的附录

INMARSAT 卫星覆盖现状

附录 III
总摘要第 8.4.3 段的附录

从平均海平面常设机构（
）角度看 GLOSS 核心网络（
）的状况
从平均海平面常设机构（PSMSL）角度看
核心网络（GCN）的状况
1．

若干年来，平均海平面常设机构（PSMSL）

现。因此，根据 PSMSL 接收的资料来测量出的

根据 GLOSS 有关方面提供的资料和信息一直在定

GLOSS 状况已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期提供一份 GLOSS 核心网络（GCN）中 287 个地

3.

点中每个地点状况的简报。截止 2000 年 10 月的评

例如 GOOS 海岸海洋观测专业委员会在这些设备

估可在以下网址找到：

方面的预期投资需求，所以今后可能要改进 GCN。

http://www.pol.ac.uk/psmsl/programmes/gloss.html

从 PSMSL 的角度看，一个“业务”台站的意思是：

2.

图表 1 反映了几年来 GCN 的状况基本没

在 Bidston 收到了最近的月和年 MSL 值；已经对

有变化。GCN 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台站可视为已

其进行了尽可能的检查；并将其纳入数据库。对每

经业务化了，业务是通过接收 PSMSL 的资料来指

个 GLOSS 观测站而言，我们使用了上次进入数据

导的，如考虑其他因素或许上述的比例会更大一

库的资料年份，以便将观测站划分为以下 4 类：

由于对沿海验潮器需求的增加，以满足

点。这些因素包括：一些地方用简单的气压高度转

第一类：最近的资料为 1996 年或晚些时

换为海洋学提供有用的资料，即使它们并没有为

候的‘业务’台站；

PSMSL 提供 MSL 资料。然而，该定期情况简报隐

第二类：最近的资料为 1986-1995 年期间

藏了一些地区的重要问题。正面而言，其中在一些

的‘可能业务化’台站；

国家已投资设置了新的潮汐测量设备，这有助于改

第三类：最近的资料为早于 1986 年的‘历

进网络。负面而言，一些国家的许多 GLOSS 观测

史’台站；

站或者已经终止、正在终止，或者需要更新换代，

第四类：没有 PSMSL 资料存在。

这就需要加以平衡以改进该状况。另外，对国际项
目(WOCE)的潮汐测量仪器的投资将来不太可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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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Ⅳ

图表 1：
：2000 年 10 月 PSMSL 资料套内的 GLOSS 状况

附录 IV
总摘要第 10.4 段的附录

与 IGOSS 有关的技术出版物
代码
IOC M & G #1
IOC M & G #3

标题
日期
《 IGOSS 资 料 存 档 与 交 换 指 南 》 1993
(BATHY & TESAC)—第二修订版
《JCOMM 海洋学资料收集与交换操 1999
作程序指南》—第三修订版

备注
由 IODE 负责
正由 GSC 成员提出意见。 需
评审。
执行单位：观测协调组/GSC
执行单位：

IOC M & G #4

《海洋学与海洋气象仪器及观测规范

1975

已过时。 需确定: (a) 是否需要
该指南; (b) 指南应包括那些内

指南》

容; (c)与其他指南合并的可能
性。
执行单位：观测协调组
执行单位：
IOC M & G #19

《IGOSS 专业海洋中心 (SOC)指南》

1988

仍然有效。需要从 JCOMM 的
观点来评定对中心的要求及其
职责。
执行单位：管理委员会
执行单位：

IOC M & G #20

《漂流资料浮标指南》

1988

可能已过时。要求 DBCP 讨论
并决定应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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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单位：DBCP
执行单位：

IOC M & G #22

1990

《GTSPP 实时质量控制手册》

*

MEDS 正 对 指 南 进 行 在 线 更
新。

IOC M & G #24

1992

《海洋环境卫星遥感指南》

也许需要部分更新。委托卫星
专家进行核查。
执行单位：观测协调组
执行单位：

WMO–No. 623

《IGOSS 资料处理与服务系统指南》

1983

暂时被 IGOSS-7 (1995)中断。如
有需求，可能在任何时候“恢复”
。
执行单位：服务协调组
执行单位：

国家中心发布的海洋学产品
信息服务公报：

非漂流 ODAS
IGOSS 术语表

自七十

将在网上实行近实时传输与更

年代末

新

1987

从未出版。需评审供今后可能
时出版。
执行单位：管理委员会
执行单位：

* http://www.meds-sdmm.dfo-mpo.gc.ca/ALPHAPRO/gtspp/qcmans/MG22/guide22_e.htm

附录 V
总摘要第 10.15 段的附录

网址清单
第一届国际海洋气候观测会议
http://www.bom.gov.au/OceanObs99/Papers/Statemen
t.pdf
全球海洋资料同化试验(GODAE)战略计划
http://www.bom.gov.au/bmrc/mrlr/nrs/oopc/godae/stra
tegic_plan.pdf
全球数字化海冰资料库 (GDSIDB)
http://www.aari.nw.ru/gdsidb/gdsidb_2.html ( 俄 罗
斯，圣彼得堡，AARI)
http://www.dmi.dk/pub/gdsidb_mirror/content.html
(位于 DMI 的 AARI 的镜像站点)
http://www-nsidc.colorado.edu/NOAA/index.html (美
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多，NSIDC)
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 (DBCP)
http://dbcp.nos.noaa.gov/dbcp/
对 DBCP 的破坏
http://dbcp.nos.noaa.gov/dbcp/vandalism.html
DBCP 互联网邮寄清单
http://www.jcommops.org/mailing_lists.html#DBCP

DBCP 电子论坛
http://www-dbcp.cls.fr/
Argo 科学工作组(AST)
http://www.argo.ucsd.edu
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 (GLOSS)
平均海平面常设机构(PSMSL)核心网络(GCN)
http://www.pol.ac.uk/psmsl/gloss.html
GLOSS 手册
http://www.bodc.ac.uk/services/glosshb/
PSMSL 培训
http://www.pol.ac.uk/psmsl/training/training.html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GOOS)
http://ioc.unesco.org/goos/doclist.htm.
GOOS “基本”文件
http://ioc.unesco.org/goos/key1.htm
海洋环境资料信息查询目录 (M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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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海洋计划
http://www.wmo.ch/web/aom/marprog/

http://www.aodc.gov.au/iode/medi.
JCOMM 电子产品公报
http://iri.ldeo.columbia.edu/climate/monitoring/ipb/
http://iri.ldeo.columbia.edu/climate/cid/Dec2000/

WMO 文件传输协议服务器
ftp://www.wmo.ch/documents/lpc

自愿观测船 (VOS)气候子项目 (VOSCLIM)
http://www.ncdc.noaa.gov/VOSClim.html/

资料传输监测报
http://www.meds-sdmm.dfompo.gc.ca/meds/Prog_Int/GTSPP/GTSPP_e.htm
http://www.nodc.noaa.gov/GTSPP/gtspp-home.html

顺便船计划
http://www.brest.ird.fr/soopip

海洋气候资料
http://www.dwd.de/research/gcc/gcc.html
http://www.ncdc.noaa.gov/

WMO 主页
http://www.wmo.ch

附录 VI
总摘要第 11.2.2 段的附录

JCOMM 能力建设战略
执行概要

引言

和所有国家人民的业务海洋和气象服
务；
世界上日益增多的人口对社会以可持续和

(b)

该计划的目标长期保持一致；

对环境负责的方式管理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提出了新

(c)

重点将放在发展当地的专家服务，以便

挑战。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

向决策者提供关于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

会（JCOMM）负责改进和扩大监测、掌握和预报

和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建议；

短期和长期气象变量所需的业务海洋资料的有效

(d)

为了可持续的能力建设计划，必须在捐

性。JCOMM 也需要在其职责范围内响应、帮助世

赠和接受组织或国家之间建造伙伴关

界上所有国家生成准确而可靠的信息。

系；

JCOMM 能 力 建 设 计 划 的 设 想 是 在

(e)

该计划必须适应目标国家或区域的需

JCOMM 全球计划的指导下，了解会员国的需求，

求。在所有情况下接受国团体的积极参

以便通过所有国家的奉献和共同合作来处理这些不

与都是必不可少的；
(f)

足。

用明确的方法衡量每一任务是否有效地
满足目标的要求；

总原则

(g)
JCOMM 是由 WMO 和 IOC 联合主办的，

域和全球系统的相互作用，否则不能获
得 JCOMM 的全部效益；

因此其能力建设计划必须在它的主办机构的总原则
内运作，并利用这些总原则。该计划也必须与其他

所有计划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局地、区

(h)

区域合作应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资

计划合作，例如 WWW，GOOS 和 GCOS，并在投

源，鼓励有相似需求的国家之间共同受

资机构中寻求伙伴关系以完成共同的目标。

益的活动，建立充满活力的区域系统；

根据两个主办机构能力建设计划目的和目

(i)

标，JCOMM 能力建设的总原则如下：
(a)

根据最初要求，该计划重点放在增加国
家对 JCOMM 活动的参与和改进对用户

努力争取政府、国际组织、私营机构和
其他捐赠者的支持；

(j)

树立公众和决策者在不同领域的意识对
增加国家和国际支持至关重要。.

132

WMO/IOC JCOMM 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计划考虑
能力建设计划形式多样，拟由 JCOMM
选择最有效的形式。应优先考虑旨在扩大和改进
JCOMM 的计划。例如：JCOMMC 可以确定但不
对 任 何国 家 的 基本 教育 不 足作出 响 应 。然 而 ，
JCOMM 应密切关注直接与 JCOMM 活动有关的文
件的准备和提供，并确定相关的参考书目。
许多形式的培训课程是进行能力建设努力
的便捷方式，但是其成果却很难评价。JCOMM 能
力建设计划必须重视每一课程的预期结果。未来十
年电子时代可能会给培训方法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并
产生新的挑战。
能力建设项目不应当忽视知识转让的要
求，以便所有国家的科学家可以参与全球和区域计
划的制定与执行。同样重要的是对旨在建立和运行
观测及预测系统的更实际的技术援助需求，包括硬
件准备。就后者而言，JCOMM 本身无力提供这类
设备，需求是对其他潜在捐赠来源的挑战。
获取区域和全球资料，特别是那些对保护
生命及财产安全或预防贫困有潜在价值的资料是极
其重要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卫星资料，该资料覆
盖全球、除了所有权外没有管辖权的问题并且从计
算机模式中获得。应最大程度地使用新的 WMO
卫星气象培训虚拟实验室，并有必要扩大该实验室
使其也包括卫星海洋学。
基础设施在所有国家都是需要的，但最好
在区域合作框架内通过双边援助计划解决。
大多数政府间组织能力建设计划总是在处
理活动的可靠性和结果上有连续的失误。成功的计
划应得到认可，对出现的失误要予以重视并进行改
进。回顾整个过程，可以假设所有的援助计划都有
可用于判断项目和计划相对成功的特定目标，接受
国应有责任对结果是否满足预期目标进行评价。
为监督能力建设计划，JCOMM 应建立一
个适当包括接受国和捐赠团体的专家组。

优先级和行动
JCOMM 能力建设战略给出了一系列原则
和行动以指导 JCOMM 在能力建设方面所进行的
努力。构成计划的初步重点的优先和行动概述如
下。
国家组织和政府必须承担其作为捐赠者或
接受国在能力建设方面的责任。技术上先进的国家
必须承诺能力建设目标并积极探索贡献方式。接受
国政府和机构必须承诺发展和维持继续长期参加
JCOMM 活动的基础设施。
应向 WMO 和 IOC 区域辅助机构的每次
会议通报 JCOMM 活动、向它们提出行动要求或
提出建议。在 JCOMM 指导下和/或通过 WMO 和
IOC 区域机构，JCOMM 会员应懂得如何最好地将
区域观测和信息资源用于共同的利益。应研究如何
通过集体的区域申请来获得投资机构的资金。必须
强调利用区域机构通过业务系统进行培训来协调和
推动区域的共同需求的效率。
在全球层面上，JCOMM 本身必须通过确
认全球目标和计划的总体不足来提供必要的指导。
必须要清楚地说明，通过能力建设工作，对计划和
各受援国会产生的潜在效益。JCOMM 必须检查相
应标准、手册和指南的准备情况，据此可以判断国
家和区域计划并确认不足。也必须准备一些小册
子，帮助制定建议，获取 JCOMM 计划的潜在效
益，特别是如何与发展中国家正在增长的社会和经
济福利总体目标相联系。
JCOMM 必须提供有关如何监控和审计能
力建设计划成功与失误的清晰框架。必须有根据即
将发生的情况更新计划的机制。JCOMM 专家组的
任务是通过确保 JCOMM 能力建设原则得到坚持、
优先级得到执行、结果得到审议，来最大限度地利
用有效的资源。JCOMM 可同政府和空间机构一起
工 作 以增 加 遥 感资 料的 时 效性和 使 用 。最 后 ，
JCOMM 秘书处和选举产生的官员必须利用伙伴机
会的优势，进一步促进 JCOMM 目标。

附录 VII
总摘要议题 17
JCOMM 2001—2005 年工作计划
优先级

参考

任务

主持

目标

组织
高优先级

联合主席，管理委员会

休会期

5.2.3 段

任命专家与有关的 CBS 专家小组一起参加 CBS 滚动需求评审过程。

联合主席与管理委员会和
GOOS 官员协商

ASAP

7.4.24 段

审议以前的 IGOSS SOC 系统，并在达成共识的 JCOMM 需求、作用和业务方
面提出具体的该系统结构调整建议。

资料管理协调组

JCOMM-II

13.3.2 段

与 GOOS 指导委员会协商，对 JCOMM 的相关实施活动进行规划和监督。

管理委员会，观测协调小组

继续

14.1 段

对 WMO 5LTP 作经常性审议，并对该长期计划前两年（2000—2001）在 WMO
海洋计划下所开展活动影响的第一次评估报告做出贡献。.

管理委员会

WMO EC 2002 前

14.4 段

制定 WMO 6LTP 海洋组成部分的有关内容，最终提交 2003 年第 14 次大会通
过。

联合主席和管理委员会

休会期

15.2 段

为 JCOMM-II 准备一套科学讲座

管理委员会

JCOMM-II 之前

决议 1

确定和拟定为实施工作计划筹措资金的方法。

管理委员会

休会期

决议 1

审议并在必要时提出 JCOMM 内部结构和工作方法的修改意见，包括同其他
机构的关系。

管理委员会

JCOMM II

3.4 段

制订几项指南来帮助会员/会员国开展国家协调和综合

管理委员会

休会期

3.6 段

(a) 帮助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制订一项参与 2003 年“1853 年布鲁

联合主席

2002 年的 WMO/IOC
执行理事会

塞尔会议 150 周年纪念活动”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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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优先级

5.2.1 段

参考

任务

主持

目标

(b) 成立一个 150 周年纪念活动大会临时管理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

5.1.4 段

协调在 OOPC 工作中出现的并由 OOPC 提交 JCOMM 的重要问题的实施。

管理委员会

9.3 段

评估编写一套有关海洋服务提供的 IOC 技术规则的可能性，以便制订出一
些技术规则草案供 JCOMM 管理委员会、JCOMM-II 进一步审议，并最终提交
IOC 管理机构审议。

服务协调小组

(a) 为 JCOMM 当前工作计划之外的新活动，尤其是 GOOS COOP 的活动及其

新战略报告员

第一次管理委员
会会议之前

(b) 审议 JCOMM 非物理测量、资料和后续行动计划新战略报告员的报告；

管理委员会

休会期

13.4.1 段

确保在与 JCOMM 相关的公约下（包括 ICES、HELCOM、OSPAR 和巴塞罗那公
约）所取得的经验和已开展的监测工作在 JCOMM 计划活动实施当中得到考
虑和利用。

管理委员会

继续

13.5.1 段

确定工业和商业领域内的其他潜在伙件，并保证他们尽可能介入今后的 JCOMM
工作。

管理委员会

休会期

6.1.5 段

在 SafetyNET 内开发一种设备，以利用 Inmarsat-C 传送数码格式的图象信
息并在船上将其恢复。

MSS 专家组

ASAP

6.1.12 段

审议指定肯尼亚气象局作为 GMDSS 制作机构的问题，并提出适当的建议
供联合主席和代表 JCOMM 的管理委员会审议。

MSS 专家组

ASAP

6.2.14 段

与 WMO 热 带 气 旋 计 划 合 作 ， 为 减 少 印 度 洋 北 部 区 域 风 暴 潮 灾 害 的
IOC/IHP/WMO 项目提供专家帮助。

WS 专家组

休会期

6.3.9 段

在递交给 JCOMM 联合主席正式代表 JCOMM 批准并由 WMO 出版以前，
对 WMO《海冰术语》（WMO-No.259.TP.145）的修订版进行评审。

SI 专家组

ASAP

12.2.6 段

确定海洋界对继续进行高频广播的要求，并向未来的 CBS 和二区域协届会
提供这些信息。（还可参见下面 6.1.6 段的行动）

MSS 专家组

将来的 CBS 和二
区协届会之前

决议 2

审议服务工作计划的有效性

服务协调小组

休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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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级

ASAP
休会期

12.1.16 段

休会期

他非物理要求，撰写一份 JCOMM 应采纳的战略立场意见书；

高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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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优先级
中优先级

参考

任务

主持

目标

MSS 专家组,并与加拿大、 休会期
俄罗斯、美国、IHO 和 IMO
协商

6.1.6 段

撰写拟载入《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558）的有关非 GMDSS 海洋
广播服务的新文本。

MSS 专家组

休会期

6.1.13 段

继续评估在第八气象区域指定 WMO GMDSS 海洋广播系统新发布机构的
可能性。

MSS 专家组

继续

6.2.6 段
决议 2

对波浪和风暴潮模拟，及提供预报和服务提出技术建议，并拟定风暴潮预
报指导材料及其防备的大纲，供管理委员会审议和将来采取的行动。

WS 专家组

休会期

6.2.10 段
决议 2

监测风浪和风暴潮业务模式输出验证项目，并开发出关于海浪预报检验方
案的信息分发流程。

WS 的专家组

休会期

6.2.15 段

审议有关计划的需求，并在必要时制订此类计划，它们包括对在很大程度
上依赖大气驱动的海洋过程的模拟、产品制作和服务的提供。

管理委员会，服务协调小
组

休会期

6.3.8

提出对 WMO 海冰术语的适当修改意见，供雷达后向散射仪海冰衰减编码
用。

SI 专家组

休会期

6.3.15 段

(a)
(b)
(c)
(d)
(e)

SI 专家组

休会期

6.3.19 段

继续开展海冰专家组与 SI、BSIM、ICWG 和 ECDIS 间的合作。

SI 专家组

继续

6.4.4 段

在 MARPOLSER98 研讨会相应建议基础上准备具体建议，供会员/会员国审
议和批准。

服务协调小组

休会期

6.4.4 段

在 MARPOLSER98 研讨会建议的基础上准备系统计划的最新版本，供管理
委员会审议并最终向会员/会员国分发。

服务协调小组

休会期

6.4.6 段

确定对第二次 MPERSS 研讨会的相应资金支持。

联合主席，服务协调小组

2002 年前

拟定和修改海冰术语、专用名词、数据格式及软件电码；
编制海冰覆盖区域的历史海冰资料集；
与针对气候的计划如 WCRP、WCP 和 CLIC 开展合作和协调。
改进系统测量海冰厚度的技术和能力；
向南半球国家提供支持，以加强南极海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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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段

参考

任务

主持

目标

制订机制处理有关 MPERSS 实施的科学和技术问题。

服务协调小组

休会期

6.4.6 段

拟订 MPERSS 的相应技术指南。

服务协调小组

休会期

6.5.3 段

为“用于支持业务海洋的 JCOMM 产品”研讨会拟订具体的建议。

管理委员会，公报编辑

休会期（ASAP）

6.5.4 段

准备 JCOMM 电子产品公报的详细建议和实施计划，包括确定其长期维持
所需的资源。

管理委员会，公报编辑

休会期

6.6.6 段

(a)
(b)

MSS 专家组
MSS 专家组

2004 年前
休会期

6.6.9 段

审议所有海洋用户对在现行基础上改进的、扩展的和新的服务及服务类型
的需求，并视情况协调建议和指南的准备工作。

服务协调小组

继续

建议 7

继续审议 WMO GMDSS 海洋广播系统的实施情况及用户对它的反映，并在
必要时拟定修改建议。

MSS 专家组

继续

服务协调小组

休会期

决议 2

收集对拟实施和拟停止的服务需求并提出建议。
SI 专家组

休会期

决议 2

审议在海冰方面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并进行编目。

决议 2

继续对全球数字化海冰资料库（包括相应的质量控制、误差分析和存档机
制）业务进行审议，并提供指导。对误差分析和存档机制提出建议。

SI 专家组

休会期

低优先级
观测

10.3 段

审议波浪分析和预报指南的内容，并根据需要就今后的更新需求提出建议。 WS 专家组

休会期

高优先级

8.1.23 段

就仪器评估和认证提出具体建议，并制订一种机制来确保观测系统运行方
采集的数据与已设立的基本标准、格式和资料质量水平相一致。

管理委员会

休会期

8.5.6 段

审议通过将 JCOMMOPS 的职责范围扩大到包括对 VOS 和 ASAP 的支持所
能实现的利益和效率。

观测协调小组

JCOMM-II

8.5.12 段

对将新观测部分整合到整体业务系统的问题进行审议并向 JCOMM 提出建
议。

管理委员会

继续

在 2004 年分发前审查 MMS 监测调查问卷和答复的格式；
审议将来通过 SafetyNET 向船长分发该问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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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级

优先级

中/高优先级

中优先级

参考

任务

主持

目标

与 CIMO 就 RIC 的运作进行磋商，以便准备一个更详细的 JCOMM 仪器评
估和比对程序建议，供管理委员会审议。

观测协调小组

JCOMM-II

决议 3

针对科学需求、原始资料提供、测量标准、后勤保障和资源进行运行质量
测定。

观测协调小组

休会期

决议 3

审议对新技术/新发展的交换和使用的需求， 并就可能的解决方法提出建
议。

观测协调小组

休会期

决议 3

支持 VOSClim 项目的发展和维持。

卫星报告员

继续

8.1.2 段

考虑某种形式的国际 VOS 奖励方案的可能性。

SOT

休会期

8.1.18 段

寻找研究机构获取的但没有在 GTS 上提供的上层海洋温度和盐度资料并确
保其质量控制和在 GTS 上的及时分发。

SOT

继续

8.1.22 段

审议 TRACKOB 的使用情况并就其继续发展提出建议。

SOT 及技术协调员

休会期

8.1.36 段

在评估欧洲及其周边海区的全部气象和海洋观测网络方面安排与
EUMETNET 进行适当合作和协调。

SOT/SOOPIP

休会期

8.2.8 段

研究对 DBCP 和 SOOP 协调员提供资助，并向观测协调小组提出长期资助
的建议。

SOT

休会期

8.2.21 段

审议 Argo 项目的进展, 以便能在适当时候将其完全整合到 JCOMM 综合观
测系统中。

DBCP，SOOPIP

休会期

8.3.22 段

考虑最终准备一份有关 EuroROSE 项目的综合报告，并在 JCOMM 的技术
报告期刊中出版。

观测协调小组并与 Argo 资
料管理分委会协商

休会期

8.3.24 段

(a)

确定一名合适的专家与全球有关的 ROSE 工作组进行联络；

EuroROSE 各参与方

ASAP

(b)

在现行基础上对此类系统的状况进行审议，并制定相应的技术指南。

观测协调小组

休会期

管理委员会

休会期

8.4.10 段

向在 IOC 的 GLOSS 技术秘书处提出建议并与之协调，以获得 GLOSS 计划
现代化和扩展所需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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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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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任务

主持

目标

继续准备技术文件系列文件，并通过互联网和印刷版本提供。

DBCP

继续

10.10 段

继续出版 GLOSS 培训课程报告，并通过互联网提供 GLOSS 宣传册。

GLOSS 委员会

继续

10.11 段

准备有关 ASAP 及其效益的其他技术信息，并向会员/会员国分发。

SOT/ASAPP

继续

13.1.4 段

继续关注破坏问题，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提出可能的补救行动。

观测协调小组

继续

决议 3

审议和分析对船基观测资料的需求，并协调网络实施与维护活动。

SOT

继续

决议 3

审议用于观测资料的收集、处理和传输的海洋通信设施和程序，并提出改
进行动的建议。

SOT

继续

决议 3

履行具体职责。

SOT/SOOPIP

继续

决议 3

协调 ASAP 的总体实施，包括提出航线建议和在可能情况下增加新的航线。 SOT/ASAPP

决议 3

审议和协调新型专用船载仪器、选址和观测规范的实施工作。

SOT

继续

7.1.5 段

确定国际海洋气象档案（IMMA）的格式，并最终提交委员会正式通过。

MC 专家组
联合主席，

一年内
ASAP

7.1.9 段

确定承办 ODAS 元资料基地的中心。

DBCP 主席和资料管理协
调小组

7.2.5 段

为洋面盐度资料管理试验项目制订程序并协调 JCOMM 对该项目的投入。

资料管理协调小组

ASAP

7.2.6 段

(a)

审议海洋和气象观测端-端的资料管理综合问题，并为本委员会制订一
项战略；

DMP 专家组

ASAP

(b)

提出一个能有效参与 IODE 海面盐度试验项目的机制建议。

资料管理协调小组，DMP
专家组

ASAP

7.2.11 段

与 IODE 共同审查和评估对终端-终端资料管理措施的总体要求。

管理委员会，资料管理协
调小组

休会期

7.3.9 段

审议 Argo 资料管理程序的开发情况，并与 Argo 资料管理小组密切联系。

资料管理协调小组

休会期

继续

资料管理
高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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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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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级

优先级

参考

任务

主持

目标

7.4.4 段

继续关注对新海洋资料交换的要求，并在适当时候对新海洋资料的 BUFR
编码及在 GTS 上散发采取行动。

各个观测和资料管理协调
小组，Argo 委员会

7.4.5 段

与 CBS 协商，为解决在船上人工编 CREX 码的困难提出适当的解决办法。 SOT，资料管理协调小组

休会期

7.4.11 段

拟定电码 41 应用的通用政策和方法，特别是能最大程度减少局限性的政策
和方法。

管理委员会，SOT，资料
管理协调小组

休会期

7.4.18 段

确保 JCOMM 适当参与 CBS 资料交换方面的活动。

管理委员会，资料管理协
调小组

继续

7 .4.25 段

制订监测资料传输和质量的综合战略。

管理委员会

休会期

7.4.25 段

实施一种能提供及时、准确的资料和产品信息的机制。

资料管理协调小组

继续

7.4.29 段

(a)

继续关注 WMO 未来信息系统计划间专门工作组的工作；

资料管理协调小组

休会期

(b)

指定一名代表 JCOMM 在电码和格式问题上的专家参加 WMO 未来信
息系统的计划间专门组。

资料管理协调小组

ASAP

7.4.34 段

解决在 JCOMM 活动中采用统一的标准海洋元资料语言的问题，特别是，
应提出一个考虑到海洋可扩展标注语言（XML）联盟、CBS 有关活动和与
标准海洋元资料语言有关的国家活动的策略。

资料管理协调小组

ASAP

7.4.43 段

同海洋和海洋气象资料与信息技术措施的支持者一道工作，探寻委员会的
合作机会。

资料管理协调小组，DMP
专家组

ASAP

7.5.1 段

审查现有的业务和程序，以期拟定出详细的端对端的 JCOMM 综合资料管
理计划，供管理委员会、最终是 JCOMM-II 审议。

资料管理协调小组

JCOMM-II 前

7.5.2 段

解决在不同地理尺度间及不同层次的科学和管理细节间进行综合的问题，
对关键因素进行总结并有效地提交 JCOMM。

管理委员会

休会期

12.2.3 段

对在 CCl 第十三次届会前召开的 CCl 科技会议提供支持。

MC 专家组，资料管理协调
小组并有关的 CCl 附属机
构

2001 年 11 月 1 前

A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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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优先级

任务

主持

目标

决议 4

制订资料管理计划领域的战略，发起和监督其实施，并确定资料管理计划
领域的优先重点和各项行动。

资料管理协调小组

休会期

7.1.6 段

继续开展研究，以便查证海上船泊电码历史文献的情况。

MC 专家组

休会期

7.1.8 段

评估现有海洋和海洋气象资料的拥有情况，并提出适当的后续行动建议。

资料管理协调小组

休会期

7.1.9 段
10.2 段
建议 11

为提议的第二次 WMO 海洋气候学进展国际研讨会成立一个组委会，并召
开研讨会。（还可见有关布鲁塞尔纪念活动的行动）。

联合主席，资料管理协调
小组

JCOMM-II 之前

7.1.13 段

制定一种机制来密切与 GOOS 和 GCOS 有关机构如 AOPC 的合作。

MC 专家组

继续

7.1.14 段

恢复并完成对拥有的全球风暴潮资料进行编目的工作，并在此方面与 IODE
密切合作。

MC 专家组

休会期

7.2.7 段

对最终在实时基础上通过 GTS 以 BUFR 码传输全分辨率的 XBT 资料进行调查。

SOT

ASAP

7.3.2 段

研究让几个国际资料中心处理同类资料的问题，并向资料管理协调小组提
出适当的建议。

DBCP

休会期

决议 4

继续审议、评估和协调新适用的信息技术的采用。

资料协调小组

继续

决议 4

提出最佳的资料管理措施建议，特别是在元资料和格式的标准、质量控制
和资料汇总、及资料和产品传输方面的建议。

DMP 专家组

休会期

决议 4

审议和评估资料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其中包括综合资料管理措施。

DMP 专家组

体会期

决议 4

确定制作和管理全球和区域的海洋和海洋气象资料集的程序和原则。

MC 专家组

休会期

决议 4

审议和评估委员会的气候学内容，包括 MCSS 的运作、所需海洋和海洋气
象产品的制作。

MC 专家组

休会期

决议 4

制订资料汇总和创建气候资料集的程序和标准，包括建立专门设施和中心。

MC 专家组

休会期

6.2.3 段

调查重建全球波浪元资料中心的可能性。

MC 专家组

休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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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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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级

优先级

参考

任务

主持

目标

7.4.22/23 段

扩大法国气象局承担的 GTS 上海洋资料传输的监测范围，将涵盖包括次表
面在内的其他海洋变量。

JCOMMOPS，法国气象局

休会期

12.2.2 段

指派专家帮助 CCl 准备气候工作指南修订版。

联合主席，资料管理协调
小组组长和 MC 专家组

休会期

决议 4

对准备和/或更新有关技术出版物进行审议，并就有关程序提出建议。

MC 专家组

继续

低优先级

7.1.6 段

继续对《国际指定、补充、辅助船舶清单》（WMO-No.47）较早期非电子版
的 WMO-No.47 进行数字化。

MC 专家组

继续

高优先

11.1.4 段

寻找资助 JCOMM 培训活动的新资金来源。

资源专题组

休会期

能力建设（专业培训、合作发展计划）

中优先级

作为紧迫问题，对《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和培训指南》（WMO-No.258）， 能力建设协调小组
第四稿第 1 卷“气象”中的“海洋气象”的条目进行审议。

2001 年 10 月

决议 5

实施 JCOMM 能力建设战略。

能力建设协调小组

休会期

11.2.9 段

与 IODE 讨论扩大海洋教师系统使用范围的可能性，以满足 JCOMM 的培
训要求。

能力建设协调小组

休会期

11.3.5 段

审议海洋区域和次区域方面的合作项目需求，酌情协助提出详细建议。

能力建设协调小组

休会期

11.3.5 段

为了实施相互支持的能力建设项目，与所有 GOOS 区域伙伴发展密切的关系。 能力建设协调小组

继续

11.3.9 段

与 IODE 一道，调查将 ODINAFRICA（和其他现有或计划中的 ODIN 网络） 能力建设协调小组
网络作为一种机制的可能性，用于 JCOMM 区域能力建设有关方面。

休会期

12.1.7 段

与 GCOS、GOOS 和 JCOMM 秘书处共同工作，组织区域研讨会，以尽可能
将海洋观测和有关服务包括进去。

能力建设协调小组

休会期

决议 2

针对海冰观测和服务，拟定技术指南材料，开展软件交换、专门培训和其
他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工作。

SI 专家组与能力建设协调
小组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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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段

附 录 VII

高优先级

参考

任务

主持

目标

决议 5

与 GOOS 和 GCOS 合作制订一项为 JCOMM 能力建设获取资源的计划。

资源专题组

休会期

决议 5

审议现有的培训和指南材料，对更新和制作新材料提出建议。

能力建设协调小组

休会期

决议 5

根据资源专门工作组的计划审议和评估能力建设活动所需的资源。

能力建设协调小组

休会期

142

优先级

WMO/IOC JCOMM 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附

143

件 A

附件A
附件
与会人员名单
A. WMO会员和
会员和IOC成员国代表
成员国代表
会员和
会员
澳大利亚

姓名
A. McEwan

对外身份
首席代表

会员
姓名
加拿大（续） D. Grimes
Meteorological Service of
Canada
Environment Canada
10 Wellington St
Hull, Quebec K1A 0H3
Tel: (1 613) 997 0142
Fax: (1 613) 994 8864
E-mail: david.grimes@ec.gc.ca

Bureau of Meteorology
Macquarie Street
Hobart, Tasmania 7000
Tel: (61-3) 622 12090
Fax: (61-3) 622 12089
E-mail: a.mcewan@bom.gov.au

A. M. Forbes

代表

CSIRO Marine Research
G.P.O. Box 1538
Hobart, Tasmania 7001
Tel: (61-3) 623 25292
Fax: (61-3) 623 25125
E-mail: andrew.forbes@marine.csiro.au

P. R. Parker

B. Angle

代表

J. Falkingham

代表

J. R. Keeley

代表

D. Dehenauw

D. Wartman

加拿大

S. Narayanan

智利

R. Nuñez

首席代表

Errazuriz 232
Playa Ancha
Valparaiso
Fax: (56-32) 266 542
E-mail: rnunez@shoa.cl

首席代表

Marine Environmental
(2001年6月19–22日)
Data Service
代理
WO82, 12th floor
(2001年6月23–29日)
200 Kent St.
Ottawa, Ontario
Canada K1A 0E6
Tel: (1-613) 990 0265
Fax: (1-613) 993 4658
E-mail: narayanans@dfo-mpo.gc.ca

代表

16th floor, Queen Square
45 Alderney Drive
Darmouth, Nova Scotia, B2Y 2N6
Tel: (1-902) 426 9120
Fax: (1-902) 490 0720
E-mail: dave.wartman@ec.gc.ca

首席代表

Head, Marine Forecasting Branch
Royal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3, Avenue Circulaire
B-1180 Bruxelles
Tel: (32-2) 373.06.37
E-mail: dehenauw@oma.be

代表

MEDS, Department of Fisheries and
Oceans
W082, 12 floor, 200 Kent St
Ottawa, Ontario, Canada K1A 0E6
Tel: (1-613) 990 0246
Fax: (1-613) 993 4658
E-mail: keeley@meds-sdmm.dfo-mpo.gc.ca

BMRC
Box 1289K
Melbourne, Vic. 3001
Tel: (61-3) 966 94434
Fax: (61-3) 966 94660
E-mail: n.smith@bom.gov.au

比利时

代表

Canadian Sea Ice
373 Sussex Drive
Ottawa, Ontario
Canada K1A 0H3
Tel: (1-613) 996 4552
Fax: (1-613) 996 4218
E-mail: john.falkingham@ec.gc.ca

Director, Oceanography and Meteorology
Maritime Headquarters
Royal Australian Navy
Wylde Street
Potts Point NSW 2011
Tel.: (61-2) 935 93140
Fax: (61-2) 935 93120
E-mail: dom@metoc.navy.gov.au

N. Smith

代表

North Tower – 4th floor
Les Terrasses de la Claveière
10 Wellington
Hull QC
Canada K1A 0H3
Tel: (1-819) 997 9844
Fax: (1-819) 994 8854
E-mail: bruce.angle@ec.gc.ca

Bureau of Meteorology
150 Lonsdale St.
Melbourne, 3001
Tel: (61-3) 96 69 45 10
Fax: (61-3) 96 69 46 95
E-mail: p.parker@bom.gov.au

C. Roy

对外身份
首席代表
(2001年6月23–29)

中国

李黄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Zhongguancun Nandajie No. 46
Haidian District
Beijng 100081
Tel: (86-10) 68 40 66 42
Fax: (86-10) 62 17 42 39
E-mail: hl@rays.cma.gov.cn

首席代表

144
会员

WMO/IOC JCOMM 第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姓名
孟婵(女士)

对外身份
代表

会员
法国（续）

代表

P. Dandin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re
Baishiqiaolu No. 46
Haidian District，Beijng 100081
Tel: (86-10) 68 40 72 05
Fax: (86-10) 68 40 72 05
E-mail: maoheng@263.net

余宙文

代表

Milan Hodzic

P. Daniel

K. Hedegaard
Danish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Lyngbyvej 100
2100 Copenhagen
Tel: (45) 39.15.75.00
Fax: (45) 39.27.10.80
E-mail: kh@dmi.dk

E. Svendsen
(见挪威下的地址)

芬兰

C. Maillard (女士)

首席代表

H. Grönvall
Finnish Institute of Marine Research
P.O. Box 33
00931 Helsinki
Tel: (358-9) 61.39.41
Fax: (358-9) 61.39.4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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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tuongkttv@hn.vnn.vn

W/OS2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NOAA
1325 East-West Highway
Silver Spring, MD 20910
Tel: (1 301) 713 1858 Ext 108
E-mail: robert.landis@noaa.gov

W. S. Wilson

R. Aparicio Castro
Universidad de Oriente
Instituto Oceanografico de Venezuela
Cumana Edo. Sucre
Tel: (58 93) 302417
Fax: (58 93) 30 22 40
E-mail: raparici@sucre,udo,edu,ve

MSD Main Building
White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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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44 207) 80 70 167
Fax: (44 207) 80 70 180
E-mail: dnsom@dial.pipex.com

美国

代表

Climate Diagnostics Center
NOAA/OAR/CDC
325 Broadway
Boulder, CO 80305
Tel: (1 303) 497 6747
Fax: (1 303) 497 7013
E-mail: sdw@cdc.noaa.gov

代表

FRS Marine Laboratory
P.O. Box 101
Victoria Road
Aberdeen
Tel: (44 1224) 87 65 44
Fax: (44 1224) 29 55 11
E-mail: turrellb@marlab.ac.uk

代表

National Oceanographic Data Center
1315 East-West Highway
Silver Spring, MD 20910
Tel: (1 301) 713 3270
Fax: (1 301) 713 3300
E-mail: kurt.j.schnebele@noaa.gov

Room 244
Ocean Applications
Meteorological Office
London Rd.
Bracknell, Berks RG12 2SZ
Tel: (44 1344) 85 64 78
Fax: (44 1344) 85 44 99
E-mail: jon.turton@metoffice.com

W. R. Turrell

对外身份
代表

Naval Oceanographic Office, N3
1002 Balch Blvd
Stennis Space Center, MS 3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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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 (1 228) 688 4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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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D. Turton

姓名
J. P. Rigney

Chairperson of the GCOS Steering Committee
Meteorological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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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Kingdom
Tel: (44 1344) 85 46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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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paul.mason@metoff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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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国际组织的代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P. Bernal

Argos 收 集 与 定 位
卫 星 (CLS/Service
Argos)

C. Ortega

欧洲全球海洋观测
系统(EuroGOOS)

N. M Flemming

欧 洲 气 象 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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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Gérard

欧洲气象卫星开发
组织(EUMETSAT)

S. Burns

B. Searle
Chairperson of the IOC Committe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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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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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 (61 2) 9359 3120
E-mail: ben@aodc.gov.au

Y. M. Tou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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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isades, NY 10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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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tourre@ldeo.columb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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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plw@pol.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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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francois.gerard@ meteo.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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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Kavalliersand 31 Darmstadt 64291
Germany
Tel: (49 6151) 807571
Fax: (49 6151) 807304
E-mail: burns@eumetsat.de

E. Oriol-Pibernat (女士)

A. C. Fuller

国际海洋研究所
(I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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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特种船只协会

R. Z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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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AA, HCHB 5224
14th & Constitution, 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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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1-202) 482 3385
Fax: (1-202) 482 5231
E-mail: stan.wilson@noa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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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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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动卫星组织
(IM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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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bourne, Vic. 3001
Tel: (61-3) 9669 4434
Fax: (61-3) 9669 4660
E-mail: n.smith@bom.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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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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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y
Tel: (39 69) 418 0408
Fax: (39 69) 418 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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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Saiki
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1-3-4 Otemachi, Chiyoda-ku
Tokyo, 100
Tel: (81-3) 3212-8341
Fax: (81-3) 3211.8309
E-mail: masaro.saiki@met.kishou.go.jp

对外身份

IMSO
99 City Road
London EC1A 1AX
United Kingdom
Tel: (44-207) 728 1378
Fax: (44-207) 728 1172
Email: andy_fuller@imso.org

P.O. Box 3, Gzira
Malta GZR01
Tel: (356) 346528
Fax: (356) 346502
E-mail: ioimla@
kemmunet.net.mt

University of Miami/RSMAS
4600 Rickenbacker Cswz
Miami, FL 33149
USA
Tel: (1 305) 361 4922
E-mail: rzika@rsmas.miam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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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kenhead CH43 7RA

姓名

E.

IOC 秘书处

P. B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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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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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44 151) 653 8633

Y. Tréglos

Fax: (44 151) 653 6269
E-mail: plw@pol.ac.ukF.

南太 平 洋 常 设 委
员会(CPPS)

会员

H. S. Soldi
Casilla Postal 80

F. WMO 秘书处
G. O. P. Obasi
E. I. Sarukhanian

Callao

P. Dexter

Tel: (51-1) 4658312

M. Krasnoperov

Fax: (51-1) 4299054
E-mail: hsoldi@dhn.mil.pe

T. Manabe (女士)
E. Dar-Ziv (女士)

对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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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议程
议题

文件编号

PINK 文件编号
及提交人

1.

会议开幕

1 ， JCOMM 联 合
主席

2.

会议组织

1 ， JCOMM 联 合
主席

2.1

审议证书报告

2.2

通过议程

2.3

建立委员会

2.4

其他组织事宜

3.

委员会临时联合主席的报告

3

3，联委会主席

4.

主要附属和报告机构主席的报告

4(1);4(2);4(3);
4(4);4(5);4(6)

4，联委会主席

5.
5.1

科学贡献和需求
气候研究和预测

5.2

业务用户

5.1
5.2 和 5.3

5.3

其他

5.2 和 5.3

6.
6.1

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
海上安全服务

6.1;6.1,ADD.1

6.1，A 委主席

6.2

海浪和风暴潮

6.2

6.2，A 委主席

6.3

海冰

6.3

6.3，A 委副主席

6.4

有关海洋污染的服务

6.4

6.4，A 委主席

6.5

JCOMM产品公报

6.5

6.5，A 委副主席

6.6

其他服务事宜

6.6

6.6，A 委主席

7.
7.1

资料管理
海洋气候学

7.1

7.1，B 委副主席

7.2

海洋资料

7.2

7.2，B 委副主席

7.3

浮标和浮桶

7.3

7.3，B 委副主席

7.4

框架

7.4，B 委副主席

7.5

综合问题

7.4;7.4,ADD.1;
7.4;ADD.2;
7.4,ADD.3
7.5 和 8.5

7.5，B 委副主席

8.
8.1

观测系统
船基观测

8.1;8.1,ADD.1

8.1，B 委主席

通过的决议和
建议

2.2(1);2.2(2)

5，A 委主席

建议 1

建议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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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文件编号

PINK 文件编号
及提交人

通过的决议和
建议
建议 4

8.2
8.3
8.4
8.5

浮标和浮桶
遥感
海平面
综合问题

8.2
8.3
8.4
7.5 和 8.5

8.2，B 委主席
8.3，B 委主席
8.4，B 委主席
8.5，B 委副主席

9.

审议与委员会相关的技术规则

9;9,CORR.1
9,ADD.1

9 ， JCOMM 联 合
主席

建议 7;8;9

10.

指南及其他技术出版物

10

10，JCOMM 联合
主席

建议 10;11

11.

教育和培训、技术转让及实施支持

11

11,联委会主席

11.1

专门教育和培训

11.2
11.3

技术转让和实施支持
区域发展

11.4

资源

12.

同 WMO 和 IOC 其他计划/机构的关系
其他计划 机构的关系

12.1

12.1(1);12.1(2);
12.1(2),ADD.1
12.2

12.1，A 委主席

12.2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和全球气候观测系
统
其他WMO和WMO/IOC联合计划

12.3

其他IOC计划

12.3

13.

与其他组织和机构的关系

13

13.1

13.3

联合国系统机构（与海洋学有关的科
学计划秘书处间委员会，协调咨询委
员会/海洋和沿海区域分委会）
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后续行动、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和公约
综合全球观测战略伙伴关系

13.4
13.5

非联合国系统组织和计划
工业和商业

14.

长期计划

14

14，联委会主席

15.

科学讲座

15

15，JCOMM 联合
主席

16.

建立工作组和报告员

16；16，REV.1

16，联委会主席

17.

休会期间的工作计划

17

17，联委会主席

18.

复审 CMM 和 IGOSS 的以往决议和建
议及 WMO 和 IOC 管理机构的有关决
议

18

18，JCOMM 联合
主席

13.2

建议 5
建议 6

12.2,，JCOMM 联
合主席
12.3 ， JCOMM 联
合主席
13，JCOMM 联合
主席

建议 12

决议 1;2;3; 4;5

决议 6；
建议 13

附

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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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

PINK 文件编号
及提交人

19.

选举官员

19(1)，提名委员会
主席
19(2)，JCOMM 联
合主席

20.

第二次届会的时间和地点

20，JCOMM 联合
主席

21.

会议闭幕

21，JCOMM 联合
主席

通过的决议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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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缩略语
AARI
ACC
AIC
AMC
AOPC
ASAP
ASEAN
ASCAT
ASPeCT

北极和南极研究所
协调顾问委员会
Argo 信息中心
区域气象协调员
气候问题大气观测专家组
自动船载高空观测计划
东南亚国家联盟
先进的散射仪
南极海冰过程、生态系统和气候

BSIM

波罗的海海冰会议

CAS
CBS
CCl
CEOS
CES
CGMS
CIMO
CIWG
CLIC
CLIMAR
CLIPS
CLIVAR
CLS
CMM
CNES
COADS
COMET
CCAMLAR
COOP
COOP
COP
COST
CRS
CSD
CTD

大气科学委员会
基本系统委员会
气候学委员会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海岸地球站
气象卫星协调小组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加拿大冰工作组
气候和冰雪圈项目
海洋气候进展研讨会
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
气候变率和可预测性
收集与定位卫星
海洋气象学委员会
国家空间研究中心
综合海洋大气资料集
业务气象教育和培训合作计划
南极海洋生命资源保护委员会
CLIVAR 海洋观测专家组
沿海海洋观测专家组（GOOS）
缔约方大会
欧洲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合作
沿海无线电站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电导率-温度-深度仪器

DBCP
DNA
DSC

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
国家特派机构
数字选择式呼叫

ECDIS
ECMWF
EGC

电子海图显示信息系统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增强分组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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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A
ESCAP
EUMETNET
EUMETSAT
EuroGOOS

欧洲空间局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社会和经济理事会
欧洲气象网络
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
欧洲 GOOS 项目

5LTP
FAO

WMO 第五个长期计划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GCC
GCMD
GCN
GCOS
GDSIDB
GESAMP
GLOSS
GMDSS
GODAE
GOOS
GPS
GTOS
GTS
GTSPP

全球收集中心
全球变动主目录
GLOSS 核心网络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全球数字化海冰资料库
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部分专家组
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
全球海上救险与安全系统
全球海洋资料同化试验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全球定位系统
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全球通信系统
全球温度盐度廓线计划

HELCOM

波罗的海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

IAEA
ICES
ICS
ICSPRO
ICSU
IDCS
IDNDR
IFSMA
IGBP
IGOS
IGOSS
IHO
IHP
IICWG
IMMA
IMMT
IMSO
IMO
INFOCLIMA
IOC
IOCINCWIO
IODE
IOI
IPCC
ISCDC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海洋开发理事会
国际海运联盟
有关海洋学的科学计划秘书处间委员会
国际科学理事会
国际资料收集系统
国际减灾十年
国际船长协会联合会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全球综合观测战略
全球综合海洋服务系统
国际水文地理组织
国际水文计划
国际冰图工作组
国际海洋气象档案
国际海洋气象磁带
国际移动卫星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
世界气候资料和信息查询服务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 北部和中部印度洋合作调查区域委员会
国际资料和信息交换
国际海洋研究所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国际表面洋流资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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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O
ITSU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国际海啸预警系统

JCOMM
JCOMMOPS
JCOMMTRAN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JCOMM 实地观测平台支持中心
JCOMM 过渡委员会

KEWL
KMD

基于万维网教学的学习环境
肯尼亚气象局

LES

陆地地球站

MARPOLSER
MCSS
MEDI
MEDS
MMS
MPERSS
MPI
MQC
MSI

国际海洋污染紧急响应支持系统培训班/研讨会
海洋气候概要方案
海洋环境资料和信息查询目录
海洋环境资料局
海洋气象部分
海洋污染紧急响应支持系统
海洋污染事件
最低质量控制
海上安全信息

NASA
NASDA
NCDC
NCS
NEAR-GOOS
NMS
NOAA
NSIDC

国家航空和航天局
国家宇宙开发厅
国家气候资料中心
网络协调站
东北亚区域 GOOS 项目
国家气象部门
国家海洋和大气局
国家雪冰资料中心

OceanObs
ODAS
ODINAFRICA
ODINEA
ODINLAC
OOPC
OSPAR

国际海洋气候观测系统大会
海洋资料获取系统
非洲海洋资料和信息网络
非洲东部海洋资料和信息网络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海洋资料和信息网络
海洋气候观测专家组
东北部大西洋的海洋环境

PIRATA
PLANETA
PMO
POGO
PSMSL

热带大西洋系泊式浮标阵列研究试行项目
太空水文气象学科学和研究中心
港口气象官
全球海洋观测伙伴关系
平均海平面常设机构

RA
RCC
RIC
RMTC
ROSE
ROSHYDROMET

区域协会
区域协调中心
区域仪器中心
区域气象培训中心
雷达海洋遥感
俄罗斯联邦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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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MC

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6LTP
SAR
SBSTA
SCOR
SEACAMP
SES
SIGRID
SOC
SOCA
SOLAS
SOOP
SOOPIP

WMO 第六个长期计划
搜索和救援
科学和技术咨询附属机构
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
东南亚大气和海洋预报中心
船舶地球站
数字化海冰资料的存档和交换格式
专业海洋中心
海洋和沿海地区分委会
国际海上生命安全公约
顺便船计划
JCOMM 顺便船计划实施专家组

TAO
TCP
TIP
TRITON

热带大气海洋阵列
热带气旋计划
热带系泊式浮标实施专家组
三角形跨洋浮标网络

UCAR
UNCED
UNCLOS
UNEP
UNESCO
UNFCCC
UNICPOLOS

大学大气研究协会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非正式磋商过程

VCP
VOS
VSOP
VSOP-NA
VTS

自愿合作计划
自愿观测船
VOS 特种观测项目
VOS 特种观测项目-北大西洋
船舶交通服务

WCP
WCRP
WDC
WHO
WIOMAP
WMO
WOCE
WWW

世界气候计划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世界资料中心
世界卫生组织
西印度洋海洋应用项目
世界气象组织
世界海洋环流试验
世界天气监视网

XBT
XCTD
XML

抛弃式深度温度计
抛弃式传导性-温度-深度探测器
扩展性标识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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