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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工作总摘要
1.

会议开幕（议题 1）

供咨询的重要咨询机构，会员/会员国应采纳和实施

1.1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

由本委员会提供的计划、建议、规则和指南。

术委员会（JCOMM）第二次会议于 2005 年 9 月 19

1.6

日星期二上午 10 点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的世界贸

为对最终实施作为 IOC 主要“旗舰”计划的全球海

易和会议中心由本委员会联合主席 S. Narayanan 女

洋观测系统（GOOS）做出了重要贡献。GOOS 的

士宣布开幕。联合主席请与会者起立默哀一分钟，

这一概念包括发展一个观测网络，它对实地观测和

以悼念那些在最近的自然灾害中，特别是印度洋海

遥感数据流进行整合，并能够持续地为各种用户提

啸、台风“泰利”和飓风“卡特里娜”中的遇难者。

供有关海洋物理、化学和生物信息的端对端衔接服

IOC 执行秘书指出，JCOMM 在 IOC 被认

Narayanan 女士回顾了 JCOMM 第一次届

务。他进一步强调，尽管 GOOS 驱动力的重要部分

会（2001 年 6 月 19-29 日，冰岛，阿库雷里）决定

来自科学和技术，但完成它的主要推动力则来自对

了管理委员会及各分组的结构和职责。她指出，在

社会的实际效益。特别是，JCOMM 必需用科学和

第一次休会期间 JCOMM 已建立起构架，开展了许

技术所能提供的最好工具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多重要活动，并与其他组织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系，

从而实现国际社会消除贫困和保障人类生命安全

这有助于委员会及其宏伟的计划的开展。本次届会

的共同目标。

将审议上次届会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教训，并批准

1.7

下一休会期间推动 JCOMM 前进的工作计划。

调 JCOMM 应向 WMO 和 IOC 提出一个未来四年的

Narayanan 女士呼吁会员/会员国积极参与工作，使

现实的工作计划，该计划旨在实施为完成全球气候

JOCMM 成为这样一个良好范例，即两个机构如何

观测系统（GCOS）海洋部分所需的海洋观测网络，

有效地共同运作好一个组织，并可将其引证为其他

作为第一优先重点。关于这一优先重点制定一个明

此类合作的楷模。

确的绩效衡量标准至关重要。他指出，完成建立

1.2

Bernal 先生回顾了 JCOMM 的职责，并强

UNESCO 助理总干事长和 IOC 执行秘书

GCOS 海洋部分的计划、基础设施和政治承诺目前

P. Bernal 先生代表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欢

都已具备，这不仅仅是因为已建立起 JOCMM，而

迎代表们参加 JCOMM 第二次届会。他对加拿大政

且依赖于 IOC 和 WMO 各机构过去三十年间的工

府、加拿大气象局，以及渔业和海洋部提出承办本

作。Bernal 先生强调，那些计划应成为全球综合地

次届会并提供了优良的设施和支持服务表示衷心

球观测系统（GEOSS）的第一个部分，该部分可以

感谢。

立即实施，在这一过程中应避免任何重复或不必要

1.3

1.4

注意到最近因海洋产生的破坏性自然灾

的竞争。他保证联合秘书处会全力支持本次届会，

害，如 Sunda Trench 附近的大地震引发的印度洋海

并要求 JCOMM 为开展这一工作采取适当行动。

啸、卡特里娜飓风以及随之而来的风暴潮，Bernal

1.8

先生强调保护人类免受这些危害的警报系统的重

所有海洋国家全部参与 JCOMM 的重要性。他指出，

要性，并指出 JCOMM 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全球所有

在气象、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团体中，在国家层面

区域的这些警报系统的改进。

的机构安排上存在着不平衡。在发展端对端衔接服

IOC 执行秘书进而强调能力建设对确保

Bernal 先生回顾到 JCOMM 是组织两个不

务以减少海洋和海岸环境中日常作业的风险方面，

同 UN 组织间合作的一种新的大胆方式，它是经由

那些研究机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需要改进它

第十三次世界气象大会（1999 年 5 月 4—28 日，瑞

们的能力，以成功解决公众对良好服务的需求。能

士，日内瓦）和第二十次 IOC 大会（1999 年 6 月

力建设应扩展各种能产生附加经济效益的能力，这

29 日—7 月 8 日，法国，巴黎）批准的。他指出，

可以通过与私营专业组织联系，通过增值和制作适

JCOMM 是一个政府间的专家机构，也是在所有业

合各种客户和私营用户的公共服务信息来实现。

务海洋气象和海洋技术方面为其两个所属组织提

1.9

1.5

结束发言时，Bernal 先生向委员会保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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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全力支持秘书处，并祝代表们成功地开好本次届

委员会，按照 IOC 条例作为 IOC 的主要附属机构，

会。

它涵盖了前 WMO 海洋气象学委员会（CMM）和

1.10

渔业和海洋部（DFO）副部长 L. Murray

IOC/WMO 综合全球海洋服务系统（IGOSS）联合

先生代表加拿大政府欢迎代表们来到加拿大。注意

委员会的活动。

到 JCOMM 为了寻找最有效利用和共享他们共同的

1.14

资源而成功地将海洋气象和海洋团体聚集在一起，

和机构间的合作探索业务海洋和海洋气象学的一

他强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计划需要全球会员国间

条令人振奋和具有挑战性的途径。他强调 JCOMM

的强有力的伙伴关系。

应当进一步被看作是海洋学家与气象学家合作的

1.11

Murray 先生回顾了，加拿大国土从大西

Jarraud 先生指出，JCOMM 是通过跨学科

标志，而且在实现整个海事界利益的一般目标上

洋一起延伸到太平洋，向北直至北极。加拿大经济、

JCOMM 应当起主导作用。

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海洋及其资源，这种

1.15

关系一直保持至今。他指出，加拿大对于认识大气

JCOMM 的工作，在协助发展中国家的气象和海洋

和海洋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利用这种认识改进为居

机构加强其海洋观测、通信和服务系统，支持其广

民的服务，而这也是 JCOMM 面临的挑战。Murray

泛应用方面承担起持续和重要的共同责任。因此，

先生进而指出，加拿大在 JCOMM 的发展，以及

他强调了发展中国家更进多参与委员会科技工作

WMO 和 IOC 的许多相关计划/项目中都负有领导作

的需要，以及支持这些会员/会员国的需要。他注意

用，例如作为 IOC 和 IODE 的主席，以及上一休会

到使这一挑战成为现实的战略需要政府、国际社

期间 JCOMM 的联合主席。他然后谈到加拿大的海

会、学术界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Jarraud 先生还

洋行动计划，该计划致力于以一种整体和综合的方

指出委员会的首要问题还包括业务海洋产品与服

式管理海洋活动。结合 DFO 管理加拿大渔业的日

务、海洋环境，特别是沿海区域保护与管理，以及

常工作，这需要最佳的观测和资料管理，并能够使

海险的防御与管理。

加拿大继续作为如 JCOMM 这样的国际举措的强有

1.16

力的支持者。发言结束时，Murray 先生表示很高兴

击印度洋沿海地区国家的海啸给那些国家造成的

加拿大能够承办本次届会和相关的 JCOMM 科学研

痛苦，以及过去一年中其他造成大量生命伤亡和社

讨会，并希望与会者在会上取得丰硕成果。

会经济影响的各种自然灾害。他强调了 WMO 全球

1.12

秘书长 M. Jarraud 先生代表世界气象组织

秘 书 长 注 意 到 WMO 和 IOC 通 过 在

Jarraud 先生回顾了 2004 年 12 月 26 日袭

极端天气事件预警系统的作用是防止和减少生命

（WMO）欢迎各位代表，并感谢加拿大政府在历

和财产损失，特别提到 WMO 新的“防灾减灾计划”

史名城哈利法克斯举办此次届会，以及为使会议圆

（DPM）。关于海啸，他注意到 WMO 的全球通信

满成功所作的精心安排。然后他还感谢 JCOMM 联

系统（GTS）以及相互连结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合主席 J. Guddal 先生和 S. Narayanan 女士对委员会

（NMHS）蕴藏着在相关组织间及时交换可靠预警

的领导，同时还感谢 JCOMM 计划领域组和专家组

信息的巨大潜力。他进一步注意到 WMO 一直与

的组长和成员以及各位报告员，感谢他们自

IOC 在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ISDR）框架下积极协

JCOMM 第一次届会（2001 年 6 月 19—29 日，冰

作，使“印度洋海啸预警和预防系统”（IOTWS）

岛，阿库雷里）之后完成的出色工作。

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1.13

Jarraud 先生回顾了 WMO 和 IOC 合作关

1.17

秘书长还提到将在 WMO 和国际科学理

系的起源，这要追溯至五十年代中期 UNESCO 和

事会（ICSU）支持下举行的国际极地年（IPY，

WMO 根据联合国要求在海洋学领域合作的时候，

2007-2008）活动，和政府间框架内初步的全球综合

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平台，在 1960 年建立了 IOC。

地球观测系统（GEOSS）的发展。他进一步告知委

JCOMM 便产生于这一长期存在的合作关系，目的

员会在 WMO 第十四次大会（2003 年 5 月 5-14 日，

是为了协调世界范围内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服务及

日内瓦）上建立了 WMO 空间计划（WMOSP），以

其依赖的观测、资料管理和能力建设计划。按照

支持其综合观测系统的需求，这将对气象学和海洋

WMO 总则的定义，JCOMM 作为 WMO 一个技术

学能满足 21 世纪可持续发展的需求非常重要。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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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Jarraud 先生强调，WMO 和 IOC

定工作计划，同时 JCOMM 应对三个关键领域的挑

面临的挑战将是努力实现各自会员/会员国的国家

战做出响应：规划并实施海洋灾害预警系统；研究

发展计划和主要国际战略的目标，并努力实现可持

综合气象-海洋观测的标准以支持地球观测组

续发展和促进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的科学进步。因

(GEO）进程；改善服务以满足由于气候变化产生的

此，他指出会员/会员国在整个休会期间对委员会工

新的用户需求。然后他以预祝会议卓有成效结束了

作的积极参与非常重要，同时要始终牢记 JCOMM

发言。

应争取实现其工作组构成和报告员任命的适当平

1.23

衡。按照 WMO 和 IOC 的传统合作精神，Jarraud

能在业务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发展处于领导地位

先生向委员会保证他将继续承诺支持和加强

的加拿大召开第二次届会。他认识到，即将到来的

JCOMM 的工作，同时希望所有代表在哈利法克斯

Roald Amundsen 1906 年发现西北通道的百年庆典，

期间访问愉快，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作为一个大西洋两岸世界的和平交流的象征，在气

1.18

1.19

渔业和海洋部负责科学的助理副部长及

委员会联合主席 J. Guddal 先生非常荣幸

象和海洋学之间很好的交流，并预祝此次届会取得

IOC 加拿代表 W. Watson-Wright 女士欢迎代表们来

丰硕成果。

到加拿大和哈利法克斯。她回顾了，第一次休会期

1.24

已强调应建立基础设施、工具以及同其他组织的联

色的个人给予正式奖励的长期传统，Bernal 先生把

系，并强调明确 JCOMM 小组的方向并对其进行指

为 JCOMM 做出突出贡献的证书授予：

导的重要性。她保证加拿大将在届会中参与制定一

(a)

根据 WMO 技术委员会对多年来工作出

V. Swail 先生（加拿大），表彰他 20 多年来在

个切实可行的 JCOMM 工作计划，并在下个休会期

改善海洋气候信息数据的处理和应用、提高

间参与 JCOMM 的实施。

风浪和风暴预警的模拟、预报、验证和提供

1.20

服务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

W. Watson-Wright 女士请委员会注意加拿

大通过提供技术、数据库、产品和服务在 JCOMM

(b)

N. Smith 先生（澳大利亚），表彰他超过 15

目前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她注意到加拿大在海

年发展和应用海洋学，尤其为海洋观测设计

洋科学各个领域作为回报的收获颇丰。

的准备，通过气候海洋观测专家组（OOPC）

Watson-Wright 女士强调 JCOMM 的概念对于海洋

和 OceanOps99 会议（1999 年 10 月 18—22

科学及产品和服务的传输是极好的国家模式。许多

日，法国 Saint Ruphaël），发展和实施全球海

国家包括加拿大已建立了类似的协调机制。同时她

洋资料同化实验（GODAE）。
有 127 位代表参加此次届会。包括 42 位

承认各部门间——尤其是在海洋科学领域——建

1.25

立联系的重要性，提醒委员会将加拿大渔业、海洋

WMO 会员和/或 IOC 国家会员的代表，10 个国际

和环境部和国防部在耦合海-气-冰模式方面强有力

组织和许多受邀的专家。完整的与会者名单见本报

的 合 作 作 为国 家 活 动 的优 秀 典 范 ，这 些 活 动 与

告的附件 A。

JCOMM 所开展的活动相类似。Watson-Wright 女士
最后向 JCOMM 表示加拿大政府将保证对它给予支

2.

持。

2.1

会议组织（议题 2）

加拿大气象局的助理副部长兼 WMO 加

审议证书报告（议题 2.1）
WMO 秘书长的代表在第一次全会上就证书

拿大常任代表 M. Everell 先生非常荣幸能与渔业和

被认为有效的代表团问题作了简要报告。这些报告

海洋部联合主办这次会议，这是加拿大对合作的重

得到了委员会的认可。会议决定不设立证书委员

要性以及 JCOMM 目标所承担义务的一个范例。

会。

1.21

1.22

Everell 先生指出，全面实现监测网络、预
通过议程（议题 2.2）

测模式和资料管理所取得的进展产生的效益需要

2.2

将资料和知识转化为能够有助于决策的信息。他强
调对用户发布相关和可靠服务的重要性。他注意到

鉴于届会期间可随时对临时议程进行补
2.2.1
充或更改，所以该临时议程在第一次全会上没作任

目前会议的重心是用可衡量的目标为未来四年制

何修改便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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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利用这一机会回顾了 WMO 上一
2.2.2
次执行理事关于组织机构届会文件制作的决定。委

为协助审议过去的决议和有关 JCOMM
2.3.5
的建议，任命 CMM 的前任主席、IGOSS 副主席 F.

员会要求在文件制作方面考虑 WMO 和 IOC 的最佳

Gerard 先生（法国）为议题 16 的报告员。

作法，并将其应用于 JCOMM-3 的文件制作。
2.4
建立委员会（议题 2.3）

2.3

其他组织事宜（议题 2.4）
委员会在此议题下对届会期间的会议工作时

间作了决定。根据 WMO 总则第 112 条规定，会议
提名委员会
为促进委员会官员的选举 ，建立了由巴
2.3.1

同意不作任何会议记录，但可以根据要求复印和散
发各代表团的声明。

西、加拿大、智利、中国、法国、新西兰、尼日利
亚和英国的首席代表组成的提名委员会。J. Trotte

3.

女士（巴西）当选为提名委员会主席。

3.1
主席 S. Narayanan 女士和 J. Guddal 先生的报告，报

工作委员会

告中既谈到了在过去休会期间取得的成绩，并提到

2.3.2
(a)

(b)

委员会联合主席的报告（议题 3）
委员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 JCOMM 联合

建立了两个工作委员会来负责具体议题：
A 委负责议题 5、7、9、10、13、14.2 和 14.3。

了未来四年中的工作重点。委员会对联合主席综合

P. Dexter 先生（澳大利亚）和 P.Keeley 先生
（加拿大）当选为联合主席；

管理委员会成员、专家组和工作组的组长与成员以

B 委负责议题议题 4、6、8、11 和 12。

大量的工作。无论 JCOMM 是作为业务海洋学的国

J.-L.Fellous 先生和 P.Dandin 先生（法国）当

际协调机制，还是作为在气象学和海洋学之间一个

选为联合主席。

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和联合体的体现，委员会对其未

届会决定在全会上审议议题 14.1、15、16 及议

且有益的报告表示赞赏。委员会对联合主席、其他
及报告员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们在休会期间做了

来持乐观态度。

题 17，由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主持。

委员会非常感激所有向 JCOMM 报告的
3.2
小组在过去的休会期间取得的实质性成就。它注意

协调委员会
根据 WMO 总则第 28 条，建立了一个由
2.3.3

到，自 JCOMM 成立以来它自身的形成以及所作的
工作都清楚地表明，一个国际性/政府间旨在加强合

联合主席、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席、WMO 秘书长代

作和协调以及促进实现共同目标的适宜机制已经

表和 IOC 执行秘书组成的协调委员会。

到位。在本次届会相应议题下已将过去四年取得的
成绩详细记录在案，但是委员会要特别强调在休会
期间的下列主要活动：

会议组
为促进具体议题的讨论，建立了 2 个任何

(a)

加强了 3 个基于船舶的观测计划的整合；

人都可以参加的会议组：
一个会议组负责预算和资金，由联合主席 S.
(a)

(b)

加强了与海冰、海洋污染、海浪和风暴潮有

Narayanan 女士为组长，就有关 JCOMM 工作

(c)

2.3.4

关的服务；

必需资金的重要问题开展对话，包括人力资
源和常规预算支持以及预算外捐款；
(b)

与 IODE 和 WMO 信息系统（WIS）密切合
作，在资料管理方面的增值；

(d)

召开了一次特别研讨会来庆祝 1853 年布鲁

另一个会议组负责结构，由 M. G. Holland（加

塞 尔 海 事 大 会 150 周 年 纪 念 和 第 二 次

拿大）为组长，审议现有的 JCOMM 结构，

JCOMM 海洋气候学的进展研讨会（2003 年

向管理委员会提出可能的调整建议，促进工

11 月 17—22 日，比利时，布鲁塞尔）；

作组和子工作组组长的任命。

(e)

OceanOPS 04 会议（用于支持海事安全和环
境管理的业务气象海洋产品和服务，2004 年

议题 16 的报告员

5 月 10—15 日，法国，图卢兹）大大推动了

总

(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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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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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业务海洋产品和服务建议的制定；

暴潮和许多其他 JCOMM 已通过大量重要途

海平面和陆地观测系统新技术发展研讨会

径参与的诸如此类的海洋灾害；

（2003 年 10 月 14—16 日，法国，巴黎）为

(g)

摘

向 IPY 投入，特别是其后续行动，以确保合

(b)

介绍 GLOSS 的关键比对研究成果和新技术

适的 IPY 系统在长期、持续的基础上继续工

提供了一个平台；

作；

制作标准的观测系统绩效报告，完成了在全

在现有 JCOMM 能力建设战略内，实施一个

(c)

球浮标列阵（2005 年完成）以及 Argo（2004

协调、连贯的途径进行能力建设，包括一定

年浮筒的一半）的两件大事；

范围的区域项目和活动，给予风暴潮模拟和

港口气象官研讨会。

服务一定的重视；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联合主席提出的意

提供用于业务海洋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案例，

(d)

以帮助在国家层面上增强这类活动；

见，其中指出还有很多工作尚待完成，委员会支持
联合主席为 JCOMM 工作和发展勾画出的未来四年

对委员会下属结构进行某些可能的重组，以

(e)

增强整个计划结构的协调与整合，以及计划

的重点领域。其中包括：
(a)
实地观测网络的全球覆盖率，而且认识到现
有资金水平不能实现这个目标；
(b)
(c)

实施中的成本-效益；
加强与 WMO 和 IOC 中其他组及活动的协

(f)

作，包括 GOOS、GCOS、IODE 和 WIS；

对包括旨在服务各类用户的新产品和现有产
品在内的海洋服务需要有清晰目标；

(g)

旨在确保观测系统长期维护的工作；

加强会员/会员国能力以及支持专业技术和

(h)

开发与 IODE 和 WMO 协调的海洋资料管理
综合系统。

活动的方法与途径；
(d)

委员会同意应在相关议题下讨论对特定活动

开发和实施完全一体化的资料管理系统，该
系统能够交付高质量的海洋气象和海洋观测

的需求。

资料；
(e)
(f)

(g)
(h)

更加重视减灾，同时发展一个综合海洋自然

4.

科学贡献和需求（议题 4）

灾害预警系统；

4.1

气候研究和预测（议题 4.1）

全面检查 JCOMM 的组织结构和工作重点，

4.1.1

委员会感兴趣并欣慰地注意到

确保一个整合合理的系统能够交付所需的产

GCOS-GOOS-WCRP 海洋气候观测组（OOPC）组

品和服务，同时需要对该系统进行持续的监

长 D. Harrison 先生提交的报告，内容涵盖该组总体

测、评估和调整；

目标和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战略，尤其是在有

建立一个当前产品和服务交付清单，同时根

关 JCOMM 的战略方面。委员会认识到，作为一个

据用户要求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

负责就气候及相关物理海洋系统的海洋资料需求

加强 JCOMM 所有计划领域及与其他联合国

提供咨询的主要科学机构，OOPC 在开发业务海洋

专门机构，GOOS 地区联盟和私营部门的其

观测系统过程中是 JCOMM 的科学伙伴。因此，委

他计划的整合。

员会对有机会审议该组的工作及其在 JCOMM 总体

在接下来的议题下，尤其是议题 15 下提出了

目标和战略中的地位表示欢迎。
委员会注意到 OOPC 有关服务于气候预

详细工作计划对 JCOMM 取得的成绩和未来的工作

4.1.2

重点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报、评估和研究的资料和信息产品方面的建议，还

3.4

委员会大力支持当前 JCOMM 的概念和

注意到这些信息网为全球业务海洋学提供了基础。

工作，注意到并支持报告中概括的 JCOMM 未来工

委员会注意到海洋界已形成一个得到广泛承认和

作的建议和优先权。此外，委员会考虑了如下尤其

支持的未来五到十年计划，该计划已融入《支持

重要的问题：
(a)
支持减轻自然灾害，尤其是支持建立一个综

UNFCCC 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计划》(GCOS

合的海洋自然灾害预警系统，围绕海啸、风

No.92，WMO/TD-1219）综合，并且该计划要求
JCOMM 发挥主要作用。

WMO/IOC JCOMM 第二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6
4.1.3

委员会同意该计划中至少有六个与

JCOMM 有关的重大问题被确定为关键行动：
(a)

是一个挑战，而且目前还没有与世界天气监视网相
类似的世界海洋监视网的国家级承诺。

全面实施所建议的洋面及洋面下的观测网

4.1.5

（按建议的密度实现全球覆盖）。其中许多网

领域中各项工作的落实以及 OOPC 提交给 JCOMM

络是 JCOMM 组织的，其他的网络，如：Argo，

的其他行动。

委员会要求其管理委员会协调相关计划

通过与观测协调组（OCG）联系从而协助

(b)

(c)

(d)

(e)

(f)

OCG 维持其全球覆盖率。为了开展气候监测

4.2

业务用户（议题 4.2）

和研究，观测活动应当遵循 GCOS 气候监测

4.2.1

委员会回顾了，JCOMM 有责任检查业务

原则，它为观测网的规划、运行和管理提供

用户对实地海洋气象及海洋资料的需求，并对此做

基本指导，以确保获得高质量的气候资料；

出响应。这类业务用户主要包括：业务气象学（全

指定并支持负责实施海洋观测系统的国家机

球和区域数值天气预报、临近预报、天气学）、业

构，在海洋研究和业务机构及其资助机构之

务海洋学及其下属的海洋服务部门。履行这一责任

间建立起有效的实施合作关系，改进对国家

的基本工具是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CEOS）/WMO

规划工作的协调；

数据库，它为实地和卫星反演的观测资料提出了充

所有各方应及时、免费和无限制地交换资料，

实 的 需 求 ， 以 支 持 WMO 的 所 有 计 划 ， 包 括

并采用综合的资料管理程序，包括实时传输

WMO/IOC 联合计划，如 GOOS 和 GCOS。委员会

资料，以便为气候用途的持续质量控制和在

对有关业务气象学的数据库进行了抽查，认为：观

业务系统的应用创造条件。较长期的目标是：

测和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应当通过与基本系统委员

IODE 和 JCOMM 应当通过配合 WMO 信息

会（CBS）进行适当的协调，继续满足这些需求，

系统，建立海洋资料传输系统，以实现免费

作为其现行工作计划的一部分。

和公开地交换资料中心与用户之间的资料；

4.2.2

制定和采用海洋气候基本变量元数据的国际

洋气象学和业务海洋学的子数据集，这可以准确地

标准。改进的元数据收集、实时分发和存档

评估目前实地海洋观测系统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

标准对 JCOMM VOSClim 项目尤为重要，但

JCOMM 自身对此类资料的服务需求。委员会欣慰

应适用于 JCOMM 的所有网络，在制定和执

地注意到，为实现此目标已取得了某些进展，并要

行这些标准过程中，JCOMM 应当与 IODE

求服务计划领域协调员确保最终提出一套明确的

合作；

可用于支持海洋气象和业务海洋产品及服务的观

鼓励并帮助协调开发和使用经强化的、成本

测资料要求并纳入数据库。

效益高的远程观测平台的通讯技术，包括双

4.2.3

工通讯；

委员会曾决定 JCOMM 应参与 CBS 滚动需求评审

采用经国际协调的途径开发综合全球气候产

过程。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JCOMM 实地观测平

品。这些产品应尽可能地收录至少前 30 年的

台支持中心（JCOMMOPS）和 JCOMM 卫星报告

资料，以便作为气候变率和变化研究的基准。

员 已 参 与 了 相 关 CBS 专 家 组 的 工 作 ， 并 代 表

GODAE 需要进行大量的海洋分析和二次分

JCOMM 为此做出了贡献。委员会要求应通过副主

析工作，JCOMM 应通过与 WCRP 以及其他

席任命的一个或多个专家来进行该项工作，并要求

科研活动合作，就创建气候质量历史数据集

更新目前有关海洋用户需求的指导声明，并作为

而制定各项计划并加以协调，以用于上述分

JCOMM 的一份技术报告出版并广泛分发。

委员会认识到，数据库还应当包括有关海

委员会进一步回顾了在其第一次届会上，

析工作。JCOMM 还应成为海面洋流分析总
汇的一个重要伙伴。
4.1.4

委员会注意到随着观测技术的成熟和产

4.3

沿海事宜（议题 4.3）

4.3.1

委员会饶有兴趣并欣慰地注意到 GOOS

品研发的进步，对初始系统的建议也将得到发展，

沿海海洋观测专家组（COOP）联合组长 T. Malone

最终与新变量结合。注意到初始系统的可持续力将

先生和 A. Knap 先生的报告，最近 COOP 已完成

总
GOOS 沿海模块战略实施计划。委员会认识到海洋

摘

要

7
根据 GOOS 海岸模块战略实施计划中的建议

(d)

实施试点项目程序；

气象和海洋资料、产品及服务的用户绝大多数都在
沿海和近海地区运作，并对有机会检查 COOP 的工

基于 GRA 和 GOOS 国家计划所确定的优先

(e)

次序推荐加强能力建设的程序。

作表示欢迎。
该计划呼吁建立一个用常规标准测量一套普
通变量的“全球沿海网（GCN）”，建立一个稀疏的

本次届会没有提出其他科学贡献或需求，不

基准网和监测站，并将变率和变化的生态尺度与流
域联系起来。
该计划还呼吁建立区域沿海观测系统，该系统

其他（议题 4.4）

4.4

过，委员会要求管理委员会继续对海洋资料总体需
求作经常性审议。

已在 GOOS 区域联盟（GRA）和国家 GOOS 计划
中开始发展。
4.3.2

委员会注意到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委员会

5.

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议题 5）

5.1

审议各组和专家组的工作（议题 5.1）

第七次届会（2005 年 4 月 4-7 日，巴黎）赞同特别
涉及本委员会工作的四点建议：
(a)
(b)
(c)
(d)
4.3.3

摘要
委员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服务计划领域

将沿海 GOOS 模块物理变量的协调实施纳入

5.1.1

其工作计划；

协调员兼服务协调组组长 P. Parker 先生就过去休会

为有关“非物理”常变量、产品和服务的纳

期间在服务计划领域（SPA）内完成的工作所作的

入提供选择；

一个内容全面的报告，并还就未来活动及发展提出

研究 JCOMM 全球实施机制与各区域实施机

了建议。委员会对 Parker 先生，对各专家组组长（H.

制之间互动的方式；以及

Savina、V. Swail 和 V. Smolyanitsky 先生），对各

建立全面整合的 JCOMM-GOOS 能力建设协

报告员（P. Daniel 和 Y. Tourre 先生），并对所有专

调组。

家组和特设专题组成员为本委员会所做的大量工

委员会重申它愿意考虑在全球基础上监

作和所给予的支持深表谢意。
委员会认为 SPA 及其海洋安全服务专家

督实施沿海 GOOS 模块所需的非物理观测和资料

5.1.2

产品。委员会注意到，与 GOOS 全球（流域尺度）

组（ETMSS）、风浪和风暴潮专家组（ETWS）和

模块一样，观测、资料管理和产品的技术规范及规

海冰专家组（ETSI）及其海洋污染紧急事件响应支

程可由示范项目得到论证。这类项目可由 GRA 独

持系统（MPERSS）报告员都取得了显著进展。所

立实施或与 JCOMM 联合实施。

有工作组都特别有效地着手实施本身的工作计划，

委员会建议成立 JCOMM 管理委员会

还承办了管理委员会要求重视或转交给 SPA 的额

/GOOS 联合科学指导委员会（GSC）特设专题组，

外任务。OceanOps 04 和 MPERSS 特设专题组首次

在届会休会期间与 GRA 和国家 GOOS 计划合作，

会议（2004 年 5 月 10—15 日，图卢兹）是一次非

以便就以下问题提出建议：

常宝贵的机会，会上审议了如何进一步开发新的海

4.3.4

(a)
(b)
(c)

由 GLOSS 核心网（GCN）测量的通用地球

洋产品和服务，以支持海洋安全和环境管理，如何

物理变量的程序；

重新设计 JCOMM 电子产品公报，以及如何找到广

管理“非物理”通用变量、产品和服务的方

泛实施 MPERSS 的途径。服务协调组开了第二次会

案；

议，也在图卢兹，是紧接 OceanOps 04 和 MPERSS

以下机制：

会议之后召开的，会上审议了计划领域的总体工

(i) 协调作为 GOOS 和 GEOSS 不可分割组成

作 ， 就 几 个悬 而 未 决 的问 题 采 取 了行 动 ， 还 对

部分的区域沿海海洋观测系统（RCOOS）

JCOMM-2 提出了若干建议，包括 SPA 的未来结构

与 GCNR 的发展；

和工作。

(ii) 协调开发 GOOS 和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GTOS）的海岸模块；

海洋安全服务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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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 ETMSS 的工作按计

如此，委员会强调将图形资料提供给用户，并确保

划取得了长足进展，特别包括由 JCOMM-I 交给专

该产品持续性的重要性，但是委员会同意要找到完

家组的一些具体事宜。这方面取得的几项重大成果

成此项任务的最佳途径仍需一番努力。

有：

5.1.5

5.1.3

(a)

(b)

(c)

(d)

(e)

(f)

5.1.4

委员会同意关注的焦点应当包含基本需

编写补充指南，指导国家气象部门（NMS）

求产品以及通过国际互联网和高频无线电提供与

通过国际 NAVTEX 广播服务发布海洋气象预

安全有关的服务。委员会还注意到高频无线电在未

报和警报。关于将指该南纳入《海洋气象服

来将继续作为非 GMDSS 通道进行散发的重要工

务手册》
（WMO-No. 558）的建议，委员会在

具。提供图形资料仍然是委员会的高优先活动，委

议题 9 下审议通过；

员会还要求 ETMSS 在即将到来的届会休会期间继

有关通过 NAVTEX 系统为波罗的海的航行提

续全面关注该项目。

供气象安全信息的协调准则已经定稿，并经

5.1.6

2005 年 9 月召开的 WMO 第六区域协会（欧

到海洋界反馈的情况表明对在 Web 上转发无线电

洲）的届会批准，纳入《海洋气象服务手册》

导航警报的需求日益高涨，以便随时调用。国际海

的第二部分；

事组织（IMO）的国际 NAVTEX 和 SafetyNET 协

有关将能见度和海况信息纳入海洋天气预报

调专家组在 2003 年 5 月的第八次届会期间也作了

和警报的准则已经编写完毕。由于改动不大，

与 ETMSS 针对 GMDSS 网站所作的同样分析：预

而且以前也有过考虑，因此已纳入《海洋气

计 此 类 导 航警 报 服 务 不会 取 代 标 准化 的 服 务 、

象服务手册》；

SafetyNET 和 NAVTEX，而是对它们的一种有价值

法国气象局开发建立了全球海上遇险安全系

的补充服务，毫无疑问任何散发安全信息的补充方

统（GMDSS）网站（http:/weather.gmdss.org），

法都是受欢迎的。委员会因此要求 ETMSS 与国际

并已运行了一年多，非常成功。还在该网站

水文地理组织（IHO）和 IMO 联络，对公共 URL

上为 GMDSS 公告设立了电子邮件登录入口

（http://weather.gdmss.org）网址的利用进行协调，

（http://www.meteo.fr/marine/navi mail）
。委员

以便通过网站实时提供气象和导航两种警报信息。

会特别感谢法国气象局为 JCOMM 和海事安

5.1.7

全所做的这一重大贡献；

于可能指定肯尼亚作为 Metarea III SafetyNet 广播

与以往的调查一样，对关于监测海洋气象服

预备服务部门一事。经大量讨论和沟通 – 涉及肯

务的调查问卷作了审核、修改和散发，同时

尼亚、法国（留尼旺）和毛里求斯，在确定格式、

还将此次问卷放到了 GMDSS 网站上。委员

传输时间和有关细节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可以启

会在议题 53 下审议了 2004 年的调查结果；

动实施工作，使肯尼亚成为 8A7 子区域的预备服务

WMO 第一区域协会（非洲）和第六区域协

部门，一些前期试运行已经进行。委员会对所做的

会（欧洲）都已经通过了在 Metarea II 和

工作表示感谢，并敦促继续下去，以便肯尼亚不久

Metarea III（W）中设立新的公共子区域的提

被认可为 Metarea III （S）的一个业务预备服务部

议，并纳入了《海洋气象手册》及《天气报

门。

告》
（WMO-No. 9）的 D 卷—海运信息之中。

5.1.8

委员会同时注意到 ETMSS 面临的有些问

题或是长期性的，或是很难迅速得到解决的。特别

委员会回顾了在 JCOMM-I 上曾讨论过关

关于影响海洋安全服务的战略性问题，委

员会认为可能有如下几项：
(a)

是改进 GMDSSS 的项目—扩大服务，通过 Inmarsat
SafetyNet 服务渠道提供图形格式产品—已开展好

关于 GMDSS 网站，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

现有频谱/极有限的带宽已经饱和，无法增加
SafetyNet 卫星天气和 NAVTEX 广播；

(b)

由于成本压力，全球高频无线电服务（语音

几年了，但是预期的目的一个也还没有实现。委员

和传真）受到的压力日益加大，导致一些服

会同意尽管如此，该项目仍是 JCOMM 的一项优先

务的退出，同时替代服务和安排尚未作出；

活动，因为航运无线电传真服务正在萎缩，故敦促
ETMSS 在未来休会期继续充分重视该项目。尽管

(c)

开发非无线电图形产品广播服务工作遇到困
难，而潜在新产品和决策支持产品层出不穷，

总

(d)

(e)

5.1.9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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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产品是利用高分辨率数值模拟系统和数

关海面风、风浪和风暴潮后报数据库方面的信息。

字化预报制作技术制作的；

关于海浪预报检验活动的技术报告已经完成，正待

产业界对海洋安全信息要求越来越细，越来

出版。另外，基于 ERA-40 在分析项目的成果而编

越专，因为航运业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力

辑的“全球海浪气候学图集”简短摘要已经完成，

图在很小的回旋余地里获得优势；

将放到 JCOMM 网站上，作为《海浪分析和预报指

私营行业的海洋环境信息服务的供应商在壮

南》动力学章节的一部分。

大，可能会向航运业提供类似于电子图文显

5.1.12

示系统（ECDIS）的服务，而这种服务方式

2004 年 11 月 14-19 日在夏威夷 Oahu 举行的第八次

可能受或可能不受政府间机制的协调。

国际海浪后报和预报研讨会的计划联合主席。此会

委员会进一步认为有一些外部因素，

委员会有兴注意到 ETWS 组长还曾担任

是经 JCOMM 管理委员会批准的，由 JCOMM 共同

JCOMM 对其无能为力，只能顺应。由于这些因素，

发起，许多 ETWS 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非常成功，

有些项目已出现一定程度的难以为继的迹象，需要

并为 ETWS 的工作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希望会议

进行重新评估。NAVTEX 电报的格式问题拖了很

预印本和科学报告将以 CD-ROM 形式作为 JCOMM

久，通过采用缩写才得到解决；但是 NAVTEX 发

的技术报告出版。预印本已放到网上：

送的信息量方面的问题预计会再次突显出来。就

http://www.oceanweather.com/8thwave。2006 年的第

此，委员会同意主要要求 ETMSS 继续开展工作，

九次海浪研讨会已在初步规划之中。

与 IMO 和 IHO 互相协调，支持 JCOMM 有关海洋

5.1.13

安全的服务。这方面所采取的行动见议题 14.1。委

员会欣慰地注意到如下成就：

员会同样注意到有必要给予沿海地区国家服务活

(a)

关于 ETWS 工作计划里的具体事项，委
已经修改和更新了《海浪分析和预报指南》，
并放到 JCOMM 网站上；

动以额外的关注，如对低吨位货船、渔船、游乐船
等没有安装 GMDSS 设施的低吨位船只给予业务支

(b)

已编写了风暴潮预报指南的目录。

持。此外，委员会注意到，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

(c)

正在就风浪和风暴潮制订技术咨询，这是
ETWS 正在开展的一项活动；

包括沿海和大陆架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要求
对增长的需要和海事服务技术进行不断的监测。由

(d)

在海浪和风暴潮模拟、预报和服务方面，包

于今后可能会对《海洋气象服务手册》进行修订，

括边界层风的研究方面，在向会员/会员国提

所以这一点尤其重要。

供技术咨询和支持，这也是 ETWS 正在进行
的一个项目。在对问卷结果进行全面分析后
（参见总摘要第 5.1.11 段），将开展进一步的

风浪和风暴潮专家组
5.1.10

工作。还就卫星资料放入风和浪模式之中的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风浪和风暴潮专家

技术及效益进行分析；

组（ETWS）在休会期间为实施其工作计划而完成
的工作，包括 JCOMM-I 所交办的具体事宜和行动。

(e)

性海浪变化的技术报告；

在实现 ETWS 确定的目标和目的方面取得了重大
进展，尽管专家组的关键人手一直不足，以及秘书

正在编写关于因长期气候趋势引起的长周期

(f)

由 ETWS 组织并由加拿大承办的加勒比国家
风浪和风暴潮分析和预报研讨会于 2003 年 6

处高级岗位上人事出现了重大变动。
委员会获悉为配合 ETWS 正在编写的

月 16-20 日在达特矛斯举行。JCOMM 还共同

JCOMM 技术报告：关于风浪预报检验活动的报告

主办了第八次国际海浪后报和预报研讨会；

5.1.11

和关于把卫星资料同化到风、浪模式的报告，并为

(g)

上述问卷将提供更新海浪和风暴模式目录所

了给《海浪分析和预报指南》
（WMO-No.702）动力

需的信息。之后该目录将放到网上，放在《指

学部分提供相应内容，向会员散发了一系列的调查

南》的动力学部分；

问卷，并抄送 IOC 行动负责人和 JCOMM 联络人。

(h)

和风暴服务的发展情况；

具体而言，通过问卷，收集到了有关业务/业务前风
浪模式和风暴潮模式及其产品方面的信息，以及有

专家组在继续向会员/会员国提供有关海浪

(i)

问卷同样还提供后报风浪和风暴气候学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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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信息，也是作为《指南》的一部分；
(j)

对海冰观测及预报的科学、技术和业务方面

(b)

对业务风浪模式输出检验项目，专家组在继

进行审议并提供咨询，包括 WMO 技术出版

续监测。JCOMM 关于风浪模式检验项目的

物，监督检查全球数字海冰数据库（GDSIDB）

技术报告已经完成，不久将会出版。正在增

的运行，以及对服务发展和培训进行协调；

加参与中心的数量以扩大该项目；

与主要的国际计划和项目继续保持现有的联

(c)

(k)

正在扩大检验项目以判断谱浪预报的质量；

系，并且建立或谋划新的联系，其中包括波

(l)

还散发了进一步的问卷，以明确业务化风暴

罗的海海冰会议（BSIM）、国际冰川绘图工

潮模式输出，结果将放到网上，放在《风暴

作组（IICWG）、GOOS/GCOS、IHO、IPY

潮预报指南》的动力学部分。检验项目将以

等。

后实施。

5.1.17

委员会注意到，ETSI 最初在 JCOMM-I

尚未收到要求 ETWS 为 IOC/IHO/WMO 印度洋

上所提出的战略和工作计划由服务协调组第一次

北部区域风暴潮减灾项目提供专家援助的申请。但

届会（SCG-I）（2002 年 4 月 3—6 日，日内瓦）作

是由于苏门答腊地区于 2004 年 12 月 26 日发生了

了修订，2001—2002 年期间在 ETSI 成员之间通过

海啸灾害，预计形势会发生重大变化。

函 件 进 行 了讨 论 ， 并 在海 冰 专 家 组第 一 次 会 议

5.1.14

委员会认为，伴随着许多进行中的主要项

（ ETSI-I ） 和 全 球 数 字 海 冰 资 料 库 第 九 次 会 议

目，ETWS 的工作对于会员/会员国而言继续发挥了

（GDSIDB-IX）
（2002 年 10 月 21—25 日，阿根廷，

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为下一个休会期间重

布宜诺斯艾利斯）上达成了完全一致。在

新设立该工作组。该工作组在此期间的高优先活动

ETSI-II/GDSIDB-X 会议（2004 年 4 月 15—17 日，

包括起草风暴潮预报指南，核查并相互比对不同区

德国，汉堡）上，对有关活动及工作计划的实施进

域现有波浪预报模式，适当支持建立多灾害预警系

行了审议，并就目前休会期间和 IPY 2007/2008 年

统，与能力建设活动紧密合作，加强其培训活动。

以前阶段正在进行的和新开展的行动项目达成了

促成这一决定的行动在议题 14.1 下作出。

一致。在休会期间，ETSI 分别与第三次 IICWG 会

委员会特别要求 ETWS 在下一次休会期

议（2001 年 11 月 14—16 日，挪威，特罗姆瑟）和

间完成风暴潮预报指南的编写。委员会注意到该指

第四次 IICWG 会议（2003 年 4 月 7—11 日，俄罗

南必须强调受到风暴潮威胁的沿海地区的脆弱性，

斯联邦，圣彼得堡）联合召开了两次特别会议。

将灾害和脆弱性结合起来，不仅仅预报灾害，还包

5.1.18

括预报风险。这可以包含在“第八章：海潮灾害预

务活动以进展报告的形式定期审议，这些报告覆盖

防”中，并且可以利用 WMO 和 IOC 计划中现有的

了 ETSI 行动表上的一些项目，包括资料收集、提

专业知识。还应当与各 NMS 使用和散发预警和灾

供和培训等。现阶段对国家海冰服务的要求通常要

害风险图的活动相一致。根据 ETWS 在上一个休会

达到以下两个目标：

期间编写的表格，委员会在议题 5.4 下通过了关于

(a)

5.1.15

为冰盖水域的海洋活动提供业务和预报支

此项事宜的一项正式的建议。

持，以确保其安全，同时保护极地环境；
充分提供有关海冰环境的知识，以便为环境

(b)
海冰专家组
5.1.16

委员会注意到，ETSI 代表对国家海冰服

科学（包括气候研究）提供支持，以及制订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过去休会期间海冰

相关的政策。

专家组（ETSI）在工作计划实施方面所完成的工作，

委员会注意到用户对海-冰信息产品的需求数

包括 JCOMM-I 交办的具体事宜和行动。委员会认

量不断增长，为满足这一需求，同意进一步开发一

为，正如其他专家组一样，ETSI 在继续应对着以下

些 NMHS 可以采纳的海洋-冰-大洋-大气耦合数值

常规和特殊任务：

模式方法。

(a)

在有关海冰及冰盖区等相关问题上，向

5.1.19

JCOMM 服务协调组（SCG）及 JCOMM 其

析和预报科学的培训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他组成机构提供所需的咨询；

(a)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最近几年，在冰分
国家冰中心已为冰分析开发了计算机培训系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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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设计方案对于海冰图表的重要性，委员会鼓励在国

(b)

加拿大冰部门继续开发其“冰大学”的理念；

家海冰服务中采纳和应用这些出版物，同时建议将

(c)

通过对冰分析人员培训，针对格陵兰海冰部

有关上述两个文件作为参考书目包含到《海洋气象

门的具体需求，丹麦气象局已经作了改进和

服务手册》
（WMO-No.558）当中，有关此事委员会

调整；

将在议题 9 中予以审议通过。

阿根廷海军气象部门继续进行其南极航海课

5.1.22

程，教授阿根廷南极工作人员和专业航海人

经对各国 NMHS 的海冰历史资料处理提供了一个

员关于海冰和冰山识别方面的内容；

概览，包括基于业务海冰产品构建的历史档案的准

南北极研究所与 Alfred Wegener 极地和海洋

备、质量控制、气候资料在业务实践中的应用、用

研究所以及 Noregian 极地研究所合作，承办

户对历史海冰产品的需求等等。这次会议讨论并采

了德-俄联合 Otto Schmidt 实验室和挪威-俄

纳了 GDSIDB 指导组在接下来这个休会期间的全

罗斯 Fram 实验室，对极地地理学和海洋学方

面工作计划，该计划将纳入 JCOMM 的总体工作计

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进行支持。

划之中。GDSIDB 拥有 7 天或 10 天时间从 1950 年

(d)

(e)

委员会获悉，最近一次 GDSIDB 会议已

委 员 会 注 意 到 ， WMO 《 海 冰 术 语 》

3 月至今的北极冰川资料绘图以及从 1973 年 1 月至

(WMO-No.259）方面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

今的南极冰川资料绘图。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展。ETSI 围绕这一主题开展的活动包括：对现有的

GDSIB 海冰图表就作为地面实况为 SSM/I 产品（基

出版物进行修订和补充；对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

于对所有可利用的海冰信息和专家知识资源的广

语的同义词作了修订；并开发了一个电子版本（四

泛应用）服务，或者是构成了 1978 年之前冰状况

种语言的菜单，按字母顺序/按学科顺序，XML 格

及气候的一项独特来源。在 2002—2003 年期间，

式，搜索功能），从 2004 年 11 月开始，该电子版

针对北半球 GDSIDB 制图的第一项混合技术得到

可 在 网 址 (http://www.aari.nw.ru/gdsidb/XML

发展，并由南北极研究所进行了实施。

/nomenclature.asp）上供使用；正在编写一本全新的、

ETSI-II/GDSIDB-X 建议，为了确保未来对于 GCOS

最终版的 WMO《海冰术语》，包括一套带插图的海

海冰观测精度的评估是完备的，在海冰观测方面，

冰术语表（在 IPY 2007—2008 前完成），并最终将

JCOMM 秘书处应当继续保持 ETSI 和 GCOS 之间

来自于加拿大冰部门的专家们所开展的全面工作，

的密切协作，委员会对此建议表示支持。基于上述

从海冰消融的编码，到冰盖衰退的识别，以及冰的

情况，委员会同意，ETSI 应当被指定为责任机构，

联合强度等等，进一步协调整合到新的《海冰术语》

负责提供和评估有关海冰作为 ECV 的信息。同时，

中。已计划将这套术语的最终版本作为 ETSI 对 IPY

与 GDSIDB 指导组合作，开展历史海冰图表和无源

2007/2008 所做的一项贡献。委员会注意到秘书处

微波产品（SSM/I 和 AMSR）的比对，以便降低气

对确定的修订和校正进行了介绍，要求秘书处将修

候海冰统计的不确定性。

订后的出版物分发给各相关会员/会员国，并使得新

5.1.23

的《海冰术语》的电子版本可通过 JCOMM 的网页

理委员会建议的响应，ETSI 已经就即将到来的 IPY

提供。

在总体上对于 ETSI、GDSIDB 和国家海冰服务的意

5.1.20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作为对 JCOMM 管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在与 IICWG 的密

义和有关事宜进行了讨论，并且就所采取的具体行

切合作中，ETSI 专家已经为两份 JCOMM 技术报告

动达成了一致，其中包括了在 IPY 期间，GDSIDB

系 列 文 件 的出 版 做 了 准备 ， 这 两 份文 件 分 别 是

中心在海冰气候平均值和数据档案方面所提供的

《 SIGRID-3 ： 海 冰 图 表 的 矢 量 存 档 格 式 》

特定的支持。到 2004 年前期，已经草拟了两篇意

（WMO/TD-No.1214），以及《海冰图表颜色编码

向书提交给 IPY 委员会，一篇是关于海冰业务方面

标准》
（WMO/TD-No.1214）。另一份出版物《世界

的“通过资料同化改进海冰预报”（牵头-IICWG），

海冰信息服务》将由 ETSI 按年度进行修正，并将

另一篇是关于海冰资料收集和同化方面的“对于分

以电子形式在 JCOMM 技术报告系列中发行，并且

布式资料管理的国际极地年（IPY）资料和信息服

已于 2005 年 4 月编撰了修订稿。由于注意到标准

务（DIS）”
（牵头-冰川学 WDC A）。IPY 中与 JCOMM

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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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事宜在议题 11.2 中作了进一步讨论。

（MARPOLSER98）
（1998 年 7 月 13—18 日，澳大

委员会同意 ETSI 在特定的海冰领域继续

利亚，汤斯维尔）、JCOMM-I 和 OceanOps 04 这几

为会员/会员国提供基本支持，因此在即将到来的这

次会议上提出的各项建议，并已经开发了一个修订

个休会期间，ETSI 应该被重新组建。该专家组在此

版本。根据建议，SCG 随后批准了该修订版本，并

期间的优先活动有：与主要的国际海冰计划和项目

作 了 一 些 补充 更 正 ， 同时 还 根 据 国际 海 事 组 织

密切协作，特别是 BSIM 和 IICWG，对海-冰综合

（IMO）提供的情况，作了某些其他修改。SCG 已

产品和海洋-冰-大洋-大气耦合数值模式提出意见，

经同意，MPERSS 的运行状况应当向 WMO 和 IOC

以及为 IPY 提供定制支持的新措施，包括冰雪气候

执行理事会、IMO 海洋环境保护理事会（MEPC）

平均值和资料档案；作为负责冰信息标准的国际机

以及 JCOMM-2 报告，并且还建议将这一修订后的

构所进行的各项工作，特别是与 IHO 协作开展的在

系 统 计 划 纳 入 《 海 洋 气 象 服 务 指 南 》

ECDIS 进行冰体注册的有关工作，以及在 GCOS 下

（WMO-No.471）。此外，SCG 提议，未来应将业

进行的，将海冰作为一个 ECV 的信息和评估方面

务化的 MPERSS 交由 SPA 专家组监督和管理，与

的工作。专家组重建的行动及工作计划在议题 14.1

ETMSS 相类似。考虑到海上搜索和救援对气象学

中进行了审议。

和海洋学信息和服务的需求增长，以及 MPERSS 所

5.1.24

需要的大量信息的相似性，SCG 已进一步提议，新
海 洋 污 染 服务 以 及 海 洋污 染 紧 急 响应 支 持 系 统

的专家组所涉及的工作内容应该包含搜索和救援

（MPERSS）的实施

支持。

5.1.25

委员会回顾了为期两天的 OceanOps 04

5.1.28

委员会对 MPERSS 报告员、特设任务组

会议（2004 年 5 月 10—15 日，图卢兹）专门讨论

成员以及 AMOC 为 MPERSS 的实施和进一步发展

了与海洋污染有关的产品和服务。紧随其后还召开

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委员会认为这一系统是相当

了 MPERSS 特设任务组的会议，该组是由 SCG-I

业务化的，它还同意将此系统计划和其他相关细节

根据 JCOMM-I 会上的建议而建立的。在 OceanOps

纳入《海洋气象服务指导》
（WMO-No.471）中。有

04 会上提出了大量有关 MPERSS 的问题和建议，

关这方面的具体行动在议题 10 进行审议。委员会

其中包括了改进后的对海洋气象变量的理解和模

还进一步对正在进行中的海洋事故紧急支持

拟，特别是对表面洋流，以及关于在 MPERSS 实施

（ETMAES）专家组的建立表示同意，这方面的有

中维持和增强海洋气象监测系统的问题。

关行动在议题 14.1 中进行审议。

5.1.26

委员会注意到特设任务组已经对

5.1.29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法国气象局主办了

MPERSS 的实施状况进行了审议，审议的基础是参

一个 MPERSS 专门网站(http://www.maes-mperss.

与者（地区气象学和海洋学协调员（AMOC）的代

org）。该网站包括了一些基本信息，如：什么是

表）所提交的报告和 2004 年 4 月就 AMOC 进行的

MPERSS，MPERSS 下的可用资源，AMOC 的联系

问卷调查结果，2001 年 3 月已经进行了第一次问卷

方式等，同时还有像 Prestige 事件的具体例子。与

调查。特设任务组注意到，MPERSS 实施取得重要

此同时，鼓励 AMOC 以适当方式，例如自办的网

进 展 ， 特 别是 第 五 区 和十 五 区 ， 还认 为 有 一 些

站，提供有关 MPERSS 运行、现有模式规格等细节

AMOC 继续遇到困难。由于认识到 AMOC 所提供

信息。

的核心信息是基本气象信息，例如风、浪和气温，
并且与支持服务和海洋污染部门的联系也已经增

业务信息出版物

强，特设任务组同意，就气象要素而言，MPERSS

5.1.30

已经得到了实质性实施。

（WMO-No.9），这是有关现阶段世界天气监视网

5.1.27

委员会注意到，特设任务组已经对

委员会回顾了 WMO 出版的《天气报告》

（WWW）业务中现有的设备和服务的参考出版物。

MPERSS 系统计划（建议 2（CMM-11）的附录）

该书的 D 卷—“航运信息”中包括了针对航运和其

进行了全面审议，同时考虑了 1998 年国际海洋污

他海事活动的气象广播时间表、接收航运天气报告

染 紧 急 响 应 支 持 系 统 讲 习 班 / 研 讨 班

和海洋有关报告的沿海电台、专业气象服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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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目前已有光盘版，同时也可在 WMO 主页上查

啸预警和减缓支持活动保持联系，以确定适当的措

询，信息更新将通过业务通讯发布，该通讯每月出

施做出此贡献。委员会同意应与 ETMSS 协调向水

版一次，以电子版形式发布给 WMO 会员。

手分发海啸预警信息，特别是关于 GMDSS 与 IMO

5.1.31

委员会回顾了 JCOMM 目前迫切需要从

和 IHO 的联络。
此外，委员会认识到 JCOMM 潜在的长期

预期的定向读者、所提供信息的适用性、以及定期

5.1.35

更新的能力这几方面对该出版物的内容和结构进

贡献，以及建立和运行一个更加全面的海洋多灾害

行全面评审检查。委员会认为该出版物对于 NMS

预警系统的相关建议的价值。JCOMM 已经对这一

以外的许多潜在用户也是具有价值的，其中所提供

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了协调，因此能够通过

的信息是适宜的，并且是最新的，同时这些信息也

SPA 为这一过程做出直接贡献。相对于现有的不同

是易于调用的。

预警系统，这一系统将能节约很多。这一系统同时

因此，委员会注意到了 SCG 关于 D 卷应

也需要各个已经在现有预警系统上做出贡献的联

当基本上维持现有格式，但在内容上有所修订的决

合国机构及其他机构之间相互协作。委员会要求

定，并表示赞同。委员会要求秘书处采取适当的行

SCG 适时在下一个休会期间为这一进程提供必要

动实施这项决定，具体细节参见 SCG-2 的报告。

的投入。关于此项事宜进一步的讨论记录在议题

5.1.32

11.5 下。
海啸预警服务
5.1.33

关于最近在印度洋海域发生的海啸事件

布鲁塞尔大会 150 周年
委员会回顾了，JCOMM-I 会议已对关于

以及伴随而来的人类和环境灾难（其具体细节在议

5.1.36

题 11.5 中进行审议），委员会认为这一事件特别值

组织一次特别活动纪念 1853 年布鲁塞尔海事大会

得一提的就是，它表明建立业务化、可靠、精确的

的提案表示支持。那次大会是第一次国际性的气象

海啸预警系统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需要跨学科、

大会，也是在业务气象学和海洋学方面开展国际合

跨组织的相互协作，以实施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

作与协调的先驱，它或多或少直接导致了 1873 年

的预警服务。而全球海啸预警服务的快速发展和实

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气象大会以及 WMO 的

施已在 IOC 的主导下顺利进行，IOC 在太平洋国际

前身国际气象组织的建立。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

海啸预警系统（ITSU）方面具有领导力和经验这样

为纪念 1853 年布鲁塞尔大会，2003 年 11 月 17—18

的特别基础，但是 WMO 及 NMS 在这一进程中以

日，在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的恩准下，在布鲁塞

及在总体的海啸预警服务方面仍然扮演着重要的

尔举办了一次国际研讨会，同时还举行了第二届

角色，很明显许多靠海国家的气象部门都在海啸预

JCOMM 海 洋 气 候 学 进 展 国 际 研 讨 会

警过程的一些方面承担国家职责。此外同样很明显

（CLIMAR-II）。

的是，未来的海啸预警系统必将发展成为更全面的

5.1.37

海洋多灾害预警系统的一个部分，包含在这一系统

年布鲁塞尔大会的历史回顾和对业务海洋气象学

之中的还有风暴潮、热带气旋、巨浪等等。所有这

发展历史的回顾，JCOMM 的建立和全球海洋气候

些都强有力地表明了未来 JCOMM 在这一过程中所

观测系统正是产生于业务海洋气象学的发展。这次

担任的角色。

研讨会还涉及到了业务海洋观测方面新出现的问

委员会注意到此次研讨会包含了对 1853

结合有关情况，委员会与 IOC 印度洋海

题，以及现有计划和机构在其中所担任的角色，同

啸预警系统政府间协调组（ICG/IOTWS）以及太平

时还以 1853 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为基础，展望了业

洋海啸预警系统国际协调组（ICG/ITSU）一道对

务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的前景。此次研讨会上还举

JCOMM 的可能行动进行了审议，为在所有的海域

办了展现气象学和海洋学仪器发展历程的设备展

设立有效、牢固、全面的海啸早期预警服务这一过

览，以及其他历史资料的展览，例如旧的日志和报

程提供短期和中期援助。委员会同意 JCOMM 应当

告等。共有 17 篇论文在本次会上进行了报告，这

对国家层面上正在进行的海啸咨询和预警做出贡

些论文和参与者名单一起被包含到《纪念 1853 年

献，并要求服务计划领域与 IOC 和 WMO 现有的海

布鲁塞尔海事大会国际研讨会——从历史的角度

5.1.34

WMO/IOC JCOMM 第二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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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会议报告人的报告中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

（WMO/TD-No.1226）中。委员会对所有为这次研

概述，该报告以附录形式包含到 SCG-II 的报告中。

讨会的准备和召开做出贡献的组织和人员表示了

在研讨会结束阶段的讨论会议上，大会报告人作了

相当的赞赏，特别是对比利时皇家气象局及其局长

报告，并且提出了 JCOMM 后续活动的广泛框架。

H. Malcorps 先生为组织和承办此次精彩的会议所

这一框架随后由 SCG-II 批准，同意在 JCOMM 下

做的大量努力表示感谢。

建立一个业务化海洋产品开发工作组。该框架特别
认为除了明显的公共产品（例如海洋安全服务）之

SPA 未来的结构
5.1.38

委员会考虑到现在的 SPA 组织在目前这

外，有可能列为 JCOMM 产品（其中一些被包含到
了 JCOMM 电子产品公报中）的一般是提供给二级

个休会期间很好地开展了工作，因此同意除了按照

用户而不是最终用户的真正的中间产品。

前面所提到的将 MPERSS 工作组转变为海洋事故

5.2.3

紧急支持（ETMAES）专家组之外，不需要对其进

展示的大量正在变得可供利用的业务化或准业务

行主体调整。同时，SCG 也根据涉及到的不同问题

化海洋产品，并且为了在 JCOMM 下为业务海洋产

对其提出了一些相对细微的改善建议，即议题 14.1

品和服务最终制定正式指导材料，已经要求海洋产

下审议的决议草案中所述，委员会对此表示同意。

品开发工作组为 JCOMM-2 编写一些有关 JCOMM

委员会注意到，根据 OceanOps 04 会议上

下业务化海洋产品和服务进一步发展的计划草案，
5.2

产品和服务的未来发展（议题 5.2）

同时应当考虑以下几个具体方面：
(a)

表述和传输格式标准、术语等等；

(b)

根据用户需求分类；

委员会赞赏并感兴趣地注意到以下这些

(c)

根据用户需求的细化说明；

在 2004 年 5 月在法国图卢兹举行的 JCOMM-I，

(d)

作为“标志性 JCOMM 产品”的选择标准；

OceanOps 04－支持海洋安全和环境管理的业务海

(e)

有关产品的资料和元数据目录；

洋气象产品和服务研讨会上提出的建议。委员会对

(f)

对 JCOMM 下多学科的和非物理的产品（化

回顾 OceanOps 04 会议产生的行动和成果
5.2.1

法国气象局如此有效地主办了这次研讨会表示特
别的赞赏，同时也向其他赞助机构（澳大利亚气象

学、生物、生态系统）的考虑；
(g)

资料、产品和服务，适当面对发展中国家。

局，国家空间研究中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意外水污染记录、研究和试验中心（法国），

GODAE 研讨会

法国海洋研究和开发院，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

5.2.4

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美国），以及海军研究办公

资 料 同 化 实 验 （ GODAE ） 研 讨 会 （ 业 务 中 的

室（美国））的支持表示感谢。共有大约来自 30 个

GODAE—效用展示，美国，圣彼得斯堡，2004 年

国家的 150 位代表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会上共有 30

11 月 1—3 日），此次研讨会被公认为是 OceanOps 04

个主题发言以及 65 篇论文，所覆盖的主题包括了

的自然延续，既充实了业务海洋学的概念和实体，

用户需求、观测系统、环境管理、气候预报、海洋

也有助于描绘 JCOMM 的发展前景，即解决为广大

模式和预报、以及不同方面的海洋污染紧急事件等

用户提供海洋产品和服务业务过程中遇到的主要

等。这次研讨会的目标包含三个基本议题：用户需

问题，一定程度上与业务气象学相似。委员会特别

求、产品实施、以及 JCOMM 电子产品公报（JEB）

认为 OceanOps 04 和 GODAE 研讨会的成果及建议

的未来。此外，正如上面所提到的，研讨会也涉及

一起为 JCOMM 在促进和协调业务海洋学产品和服

到 了 有 关 MPERSS 的 问 题 。 研 讨 会 文 集 将 以

务实施方面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指导，同时还提出了

JCOMM 技术报告的形式出版。

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5.2.2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第二次全球海洋

委员会认为，与 JCOMM 直接相关的议

题：业务海洋学产品和服务、综合观测系统、JEB

有关海洋产品发展的建议

的未来，都已经在 OceanOps 04 会议论文中被提出，

5.2.5

委员会获悉，JCOMM 海洋产品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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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几位成员参与了 GODAE 研讨会，这为编写报

持 SCG 设立关于重新构建 JEB 的工作组的决定，

告的第一稿草案提供了一个时机。该草案随后由整

同时委员会认为这项工作取决于上面概述的关于

个工作组进行了评议并作了进一步深化，JCOMM

JCOMM 海洋产品发展的建议的后续行动。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在其第四次会议（2005 年 2 月 9—12 日，

因此重新建立了 JEB 任务组，在其职责中增加了将

巴黎）上对各项建议进行了审议。委员会注意到工

新的 JEB 视为一个广为拓展的计划的子组成部分，

作组的建议，并且随后根据管理委员会的提议批准

以便与未来 JCOMM 业务产品的开发相协调。整套

了相关活动。这些建议包含在建议 2（JCOMM-2）

的职责和资源需求将由管理委员会于 2006 年审议。

的附录中，在议题 5.4 下正式审议。
5.2.6

委员会认为，对“JCOMM 产品”在将来

5.3

其他服务事项（议题 5.3）

可能要正式指定的问题与从前的 IGOSS 专业海洋
学中心（SOC）和将来可能的 JCOMM SOC 的状况

海洋气象服务监测计划

密切相关。委员会注意到管理委员会尚未能就现有

5.3.1

的 SOC 给出任何正式的结论或建议，委员会要求

监 测 计 划 的开 展 已 由 早前 的 海 洋 气象 学 委 员 会

管理委员会继续就此主题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委

（CMM）于 1981 年启动。随后 CMM-9 编写并采

员会同意，正如工作组所建议的那样，除了是为支

纳了这一监测计划的纲要，并于 1985 年 4 月向

持发展中国家的考虑以外，尽管最终需要一定程度

WMO 会员散发。CMM 其后的会议已对这些调查

国际化的结构，但这并不必要一定涉及正式的产品

的结果进行了评议，重申了这些结果对于 WMO 会

中心。委员会认为这样一个过程是自然发展的，但

员的价值，并批准继续进行。

是需要一个积极的规划过程和国际监督，以确保业

5.3.2

务资料和产品的可用性、质量及标准的长期维持。

经由 2001 年召开的 JCOMM 第一次届会决定继续

委员会还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机构可从中心

进行。委员会批准了 2000 年所作调查的结果，建

的正式国际指定中受益，以确保有资金进行现有业

议 WMO 会员在此结果基础上采取适当行动，同时

务化产品的制作和分发。

要求海洋安全服务专家组编写一份新的调查表，于

5.2.7

JCOMM 下业务海洋学产品和服务的进

委员会回顾了，海洋气象服务（MMS）

委员会回顾了，MMS 监测和评审程序已

2004 年由秘书处发布，其结果提供给 JCOMM-2。
在这一情况下，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这

一步发展和实施，特别是作为 GODAE 的后续和自

5.3.3

然响应，为委员会提出了下个休会期间的一个优先

次监测调查的结果，这次调查是在秘书处的协调

主题，委员会对此表示同意。因此，委员会同意关

下，通过国家 PMO 以及 JCOMM 和 GMDSS 的网

于这一主题需要一个正式的建议案，相关行动在议

页向船长散发的调查问卷。这次调查中，总计有 308

题 5.4 下审议。

份问卷由船长完成并直接反馈到 WMO 秘书处，另
有 209 份通过日本气象厅（JMA）进行了反馈。委

JCOMM 电子产品公报
5.2.8

委员会回顾了，OceanOps 04 的目标之一

员会对 PMO 和船长们在协助 NMS 增强其海洋服务
方面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
委员会注意到并同意这次调查的总体结

是为 JCOMM 电子产品公报的进一步发展及长期维

5.3.4

持提供材料和思路。在这一情况下，委员会注意到

果，并且要求将反馈意见分析、船长的详细意见以

并支持管理委员会、OceanOps 04 和 SCG 的建议，

及所有进行了反馈的船舶名单列成表格，由秘书处

即 JEB 是有价值的，但是该公报以目前这种形式是

散发给 NMS，同时也在 JCOMM、JCOMMOPS 和

难以继续下去的。因此，为使之成为现属于 JCOMM

GMDSS 的网上发布以供利用。委员会同意这次反

产品分类的业务化产品的一个方便门户，需对该公

馈突出说明了海洋用户团体十分重视高质量 MMS

报未来的发展进行计划。鉴于现在网络上可供利用

的提供。委员会特别认为在服务的质量和内容方面

的新产品数量很大，这是特别正确的。正如前面段

以及在某些海域的覆盖率和时效性方面都还有相

落中所讨论的那样，这一计划也应当考虑关于全面

当多的地方需要改进，委员会鼓励 NMS 在已经明

的 JCOMM 海洋产品发展的建议。因此，委员会支

确的薄弱环节采取矫正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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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问卷调查中，委员会特别注意到以

5.3.5
下几点：
(a)

(b)

作详细评议，该项调查结果为 2004—2005 年期间
MMS 监测结果的背景文件，其中包括用户的意见

GMDSS 信息：经由 Inmarsat SafetyNET 的

和建议，特别是那些以前的调查中已经重复出现过

GMDSS 信息接受被认为是很好的，但是经由

的意见，并且邀请会员/会员国采取适当措施纠正已

NAVTEX 的信息接收还需要一些改进。对具

经明确的不足之处。关于用图形表示的船员位置信

体意见的研究表明对哪些地理区域进行改进

息的价值，委员会要求向船员提供图形产品，包括

可对船员具有显著的有利影响。被建议需要

GMDSS 和非 GMDSS，并将此作为 ETMSS 的优先

注意的问题集中在以下方面：（1）增加被忽

项目。同时，委员会强烈要求 NMS 继续对向船员

略的海域的覆盖率；（2）改善已有台站的传

提供最终产品的无线电传真广播设备进行支持。委

输可靠性；

员会还强调，JCOMM 相关服务应当只与“基本安

风暴和大风预警：尽管清晰、精确、及时的

全”信息相关，任何开发和提供“超值”服务的工

预警被认为是相当好的，但是对这方面的整

作则交由其他方面去做。

体表现的满意度有所下降；
(c)

(d)

天气公报：对这方面的意见直接反映在以下

提交委员会的正式决定或建议（议题 5.4）

5.4

需要注意问题上：期望改善预报运动时的位

在此议题下，委员会批准了 JCOMM-2 关于上

置信息和提前期。由于术语的增加，在清晰

述全部 5 个议题的最终报告的草案文字。委员会也

度、精确度和时效性这些方面被认为是相当

通过了“建议 1（JCOMM-2）－ 风暴潮预报指南”

好的，但是结果又一次指出在质量方面整体

（总摘要 5.1.12 段），以及“建议 2（JCOMM-2）

上呈下滑态势。

－JCOMM 下业务海洋学产品和服务的开发”
（总摘

图像形式的信息广播（例如无线电传真）：传

要第 5.2.5 段）。

真广播在任何方面的报告中都获得了最高的
正面回答（94％）。相反地，在接收质量和可

6．

观测系统（议题 6）

读性方面所获得好评的百分比是最低的，介

6.1

审议各组、专家组和报告员的工作（议题

于好和一般之间。船员的意见是，图像广播

6.1）

以及其他图像产品都相当有用，并且如对传

(e)

送系统加以改进，则能够消除针对现阶段服

总体靖况

务的大多数批评；

6.1.1

地面站：少量的延迟和拒绝涉及到某些地面

调员和观测协调组组长 M. Johnson 先生（美国）关

站。

于上一休会期间在观测计划领域（OPA）内完成的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观测计划领域协

作为这些结果的一个后续行动，委员会同

工作的综合报告，以及对未来活动和发展的建议。

意，在现阶段所使用的调查问卷和反馈形式基础

委员会对 Johnson 先生、3 位实施专家组组长—D.

上，还需要继续进行系统的、长期的全球 MMS 监

Meldrum（英国）、G. Ball（澳大利亚）和 M. Merrifield

测计划。委员会建议，在秘书处将反馈发布给国家

（美国）先生、报告员 H. Kawamura 先生（日本），

PMO，进而转发给船长之前，海洋安全服务专家组

以及专家组、专题组和行动组的所有成员表示高度

应对这一形式的传播和内容适用性方面进行再一

赞赏，赞赏他们付出的巨大努力和为委员会提供的

次 审 议 。 委 员 会 要 求 ETMSS 研 究 扩 展 面 向 非

支持，以及过去四年里取得的重大进展。

5.3.6

GMDSS 用户服务的可行性。委员会进一步决定将
有关此主题的“建议 1（CMM-11）”保持有效。委

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DBCP）

员会还进一步建议专家组继续利用 JCOMM 相关网

6.1.2

页（包括 JCOMMOPS）进行调查，并且尽可能地

（DBCP）依靠其在漂流浮标和深海系泊浮标网络

在船员间宣传有这样的调查活动。

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其八个行动组，该网络已构成

5.3.7

委员会邀请会员/会员国对该项调查结果

委员会注意到，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

JCOMM 观测计划领域的主要组成部分。该专家组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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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全职技术协调员，由一些会员/会员国通过自

新的试点项目。新的规则和成本结构使得 2005 年

愿捐助提供经费。2001 年对 DBCP 的职责作了修

漂流浮标的部署数目有了惊人的增加。

改，以反映它有义务向 JCOMM 提交报告；关于
GOOS、GCOS 和 WWW 所表达的用户需求以及

资料管理

GEOSS 新提出的要求，专家组考虑到这些最新发

6.1.8

展，最近更新了其实施战略。

BUFR 电码已于 2003 年 7 月在 Argo GTS 子系统中

6.1.3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过去两年里 GTS

委 员 会 高 兴 地 获 悉 ， FM 94-XII Ext.

成功实施。所有从“服务 Argo”以 FM 18-II BUOY

上的漂流浮标报告数呈明显增长的趋势（即 2003

格式在 GTS 上报告的浮标现在都以两种格式报告，

年 4 月为 716 个，2005 年 4 月为 1 043 个）；根据

即 BUOY 和 BUFR 格式。浮标资料在一个不确定

OOPC 的要求，截止本次届会召开时，会员/会员国

时期内将继续以 BUOY 格式分发，这可能需要几年

承担了维护 1 250 个漂流浮标组成的浮标网络的义

时间。

务。委员会对会员/会员国为完成这一任务所承担的

6.1.9

附加义务以及对它们的持续支持表示感谢。2005 年

浮标元数据收集方案已经在 JCOMMOPS 实施，供

4 月，有 270 个漂流浮标提供气压报告（目标为 600

全球使用，委员会对欧洲行动组为此项工作提供财

个），其中有 78 个在南半球海洋（目标为 90 个）
。

务捐助表示感谢。委员会注意到，OCG 关于实时分

委员会还欣慰地注意到印度洋的热带大

发海面温度（SST）元数据和温度廓线资料的建议

气海洋（TAO）阵列最近有所扩展（2005 年 4 月为

已经由 DBCP 讨论并获得同意。JCOMM 建立了一

3 个系泊浮标，计划部署 30 个以上的浮标），以及

个特设工作组，并将于 2006 年将组织一次研讨会，

有来自 25 个太平洋的系泊浮标的盐度资料在 GTS

以最终确定一个试点项目来落实元数据问题的实

上分发。委员会注意到太平洋上的 TAO/TRITON 阵

际解决方案。

6.1.4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一项基于互联网的

列 现 在 包 括 有 67 个 浮 标 ， 而 赤 道 大 西 洋 上 的
PIRATA 阵列则包括 12 个系泊浮标。PIRATA 目前

破坏行为

处于巩固阶段，意在展示资料对气候预报和业务海

6.1.10

洋学的效用。PIRATA 可能与巴西和南非合作向东

的行为，无论是意外的还是蓄意的，仍然是一个存

南与西南方向扩展的问题尚在审议中。

在的问题，并经常造成仪器的损坏。委员会同意，

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破坏资料观测浮标

委员会注意到，为了使漂流浮标阵列维持

DBCP 在过去几年采取的防止破坏行为的行动应继

在 1 250 个的水平，DBCP 现在主要依靠船舶和飞

续下去。这些行动包括：(i) 通过 DBCP 网站散发

机能提供的布设机会，尤其是在南半球。它敦促会

有关破坏行为的传单；(ii) 为水手提供信息；以及

员/会员国考虑自身可以提供的布设机会，并将信息

(iii) 通过其他国际组织或委员会，如 IMO、联合国

通知给作为这项工作联络员的 JCOMMOPS。

粮食和农业组织（FAO）、IHO、ITC 获取信息。

资料电信

仪器的研制与评估

6.1.5

6.1.6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许多本地用户终端

6.1.11

委员会回顾到，仪器评估是通过 DBCP

（LUT）已连接到区域接收站的 CLS/服务 Argo 网

评估组进行的，该组也处理仪器的标准化问题，包

络上。收集的资料经由这些站点通过标准 Argo 系

括有关 Argo 电报格式的建议，以及对新技术发展

统和 GTS 分布链作近实时处理。自 2003 年起，一

的主张。后者包括风暴浮标（风暴期间传送的较高

小时内接收的卫星收集资料百分数从 20%增加到

分辨率资料）和智能浮标（仅当需要时传送资料，

了 70%，这主要得益于近期区域接收站 Argo 网络

以增加浮标的寿命）概念。

的发展以及互联网连通性能的改进。

6.1.12

6.1.7

委员会注意到最近关于 Argo 关税政策的

委员会注意到，为了尽量把事故降至最

低，DBCP 第十七次会议（2001 年 10 月 22—26 日，

变化，特别是在第 24 次 Argo 联合关税协议会议

澳大利亚，珀斯）提出了关于系泊浮标设计和维护

（2004 年 10 月 25—27 日，印度，晨奈）上谈判的

操作的安全建议，包括海上操作。委员会敦促浮标

WMO/IOC JCOMM 第二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18

操 作 人 员 和 管 理 人 员 遵 守 这 些 建 议

受到 XBT 探测器成本增加的困扰。同时，OOPC

（http://www.dbcp.noaa.gov/dbcp/safety.html）。

与气候变率和可预测性（CLIVAR）的“海洋上层
热力回顾”强烈建议 SOOPIP 将其业务模式从广播

信息交换

（低密度）方式转变为具有 51 条清晰可辨的高重
委员会注意到，DBCP 通过它的网站、

复率和高密度线路的方式。在上一休会期间，在实

JCOMMOPS 网站，以及目前通过 CD-ROM 提供的

施 Argo 的同时实施了向线路方式的转变。委员会

技术文件系列来维护有关当前活动的信息。委员会

欣慰地注意到，已证明海洋上层热力（UOT）计划

注意到，业已证明在召开 DBCP 年会的同时有计划

是成功的，因为目前大部分 SOOPIP 线路已在建议

地组织一些科学和技术研讨会，对于在浮标操作

的方式下运行，每年部署的 XBT 探测器重新开始

员、科学和业务用户、制造商以及卫星资料通信供

增加，与 2003 年的 18 500 个相比，2004 年达到了

应商之间建立有益的沟通是成功的。

约 23 000 个。然而，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2004

6.1.13

年有 14 条 UOT 线路的采样率较低。委员会同意需

技术协调员

要继续努力，以确保有足够的资金使计划全速运

委员会对 DBCP 在发展和协调浮标网络

转，并在所有需要的线路上招募船舶。委员会注意

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委员会同意专家组技术

到，SOT 和 OCG 已建议 JCOMM 建立一个消耗品

协调员的职位对于专家组活动的成功十分重要，对

支出信托基金（参见总摘要第 6.3.13 段的讨论）
，

那些已为支持这一职位提供了捐助的会员/会员国

并通过使其生效的建议（总摘要第 6.6 段）。委员会

表示感谢，并敦促它们巩固现有的捐助，或由新的

欣慰地注意到 SOT 在印度果阿组织了一次 XBT 培

会员/会员国考虑进行捐助。同时，委员会也同意管

训研讨班，以提高该地区的能力建设和鼓励参与该

理 委 员 会 的建 议 ， 即 应从 整 体 上 研究 一 套 资 助

计划。

6.1.14

JCOMMOPS 新的更长期的解决方案，
以确保 DBCP
和 IGOSS 随机船舶计划（SOOP）技术协调员职位

VOS

的连续性。委员会要求秘书处与会员/会员国一起研

6.1.18

究其可行性，并向管理委员会报告（另见总摘要 6.4

是一项基于国家的努力，每个国家维护一个 VOS

段下的讨论）。

船队。将 VOS 纳入到 SOT 之下为在国际层面上更

委员会认识到，传统上自愿观测船（VOS）

好地协调和促进 VOS 活动提供了机会。通过 VOS
船舶观测组（SOT）
6.1.15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船舶观测组（SOT）

专家组和专题组的工作，在改进全球监测和 VOS
的报告程序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已采取措施来加

取得的成就，该组由自愿观测船专家组（VOSP）、

强 PMO 与 VOS 联络员间的沟通。

自动船载高空观测计划专家组（ASAPP）和随机船

6.1.19

舶计划实施专家组（SOOPIP）组成。SOT 面临的

由船上的官员手工制作，但许多船舶已在使用电子

挑战是对这些计划进行维护、协调，并尽可能地加

航海日志软件，如 TurboWin、SEAS 来编辑观测资

以整合，从而为发展各种已经确定的业务和研究应

料，自动船载系统的数量有了稳步增长。

用提供支持。

6.1.20

委员会注意到，尽管大多数 SHIP 报告仍

委员会对于 PMO 所开展的旨在加强 VOS

委员会同意，该组为建立一个真正协调的

计划的出色工作给予强烈支持。VOS 专家组试图通

全球船基计划开展了有效的工作，该计划目前为自

过提供有关如何为 VOS 和 VOSClim 招募更多的船

愿船舶环境监测的集成化与现代化，以及支持提高

只、如何改进 SHIP 资料质量方面的指导，以及解

船基气象和海洋观测资料的数量与质量的努力提

决 PMO 日常关心的安全和访问港口这类业务问题

供了有效的机制。

来加强他们的作用。

SOOPIP

VOSClim

6.1.16

6.1.17

委员会注意到，SOOP 实施专家组的工作

6.1.21

委员会回顾到，VOSClim 项目的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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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委员会遗憾地注意到在 2005 年中

的是提供高质量的船基海洋气象资料和相关的元

6.1.24

数据，将其作为一个基准资料集为全球气候研究提

采取的一项终止 WARP 的决定。这项决定受到若干

供支持。委员会注意到，截止 2004 年 12 月已招募

因素的影响，包括在招募和维持所需航线上的船只

到 113 艘船，可以预计，以目前的招募速度，到 2006

方面存在困难，与投入的时间和金钱相比获得的高

年中就可以达到 VOSClim 的 200 艘船的目标。由

空资料数量有限，以及其他会员/会员国不愿意参与

于 PMO 资金的限制和过去一年里项目联络员发生

项目或为项目捐助。尽管委员会赞赏作出这一决定

了许多变化，实施进展在一定程度上比预计的要

的理由，但对于终止项目仍表示遗憾，并重申它相

慢。VOSClim 的一个目的是对 VOS 上所用仪器的

信南半球海洋高空廓线资料对于支持 NWP、GCOS

资料质量进行评估。PMO 在招募适当船只以及对质

及观测系统研究和可预测性试验（THORPEX）这

量监测问题做出响应方面的经验被认为是项目成

类研究计划具有潜在的价值。委员会对 WRAP 的参

功的重要因素。项目观测资料的实时传送，以及通

与者在项目活动期间所开展的工作表示高度赞赏，

过在英国气象局建立的 VOSClim 实时监测中心

并要求船舶观测组继续关注在今后的某一天可能

（RTMC）进行的实时监测都在有效地运行。然而，

因较多数量的会员/会员国增加了支持而重启该项

在延时方式项目资料的收集方面，以及随后将这些

目的可能性。

资料从全球收集中心（GCC）传送到美国国家气候

6.1.25

资料中心（NCDC）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问

计划（E-ASAP）正在跨越北大西洋和地中海区域

题，NCDC 是该项目的资料汇集中心（DAC）。委

的船只上使用新的 ASAP 设备，并逐步在其计划之

员会注意到，VOSClim 项目当前是作为一个 VOS

下对现有欧洲国家的 ASAP 船只进行整合。2004 年

专题组建立的，组长为 S. North 先生（英国），它取

6 艘 E-ASAP 工作船提供了 1 970 份探测资料，2004

代了 VOSClim 项目管理组。专题组应对 VOSClim

年 13 艘欧洲 ASAP 工作船总计提供了 3 950 份探测

资料的增殖进行评估，提出有关项目未来的建议，

资料。委员会已制定出到 2006 年每年 18 艘运行船

并考虑从 VOSClim 汲取的经验教训能否用于 VOS

只、提供 5 800 份探测资料的目标。委员会注意到，

资料质量的全面改进。

每年有 90%的 ASAP 设备是在北大西洋上运行的，

6.1.22

委员会注意到 VOSClim 200 艘船舶的目

标是出于实际考虑而确定的，而不是出于科学考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EUMETNET ASAP

最近船只数量的增加也可以对地中海西部进行采
样。

虑。委员会要求管理委员会确保有一个相应的专家
组对 VOSClim 和 VOS 计划的目标进行科学的审

交叉问题与整合

议，以供数值天气预报和气候研究使用，并向委员

6.1.26

会的下次届会报告。

多交叉和整合问题，其目的在于确保使自愿船舶作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SOT 已经解决了许

为海洋观测平台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能够对新计划
及其需求进行归并，以及最终为实现 JCOMM 的自

ASAPP
6.1.23

委员会回顾到，全球 ASAP 恢复项目

（WRAP）在 2001 年初由 ASAP 专家组建立，它

身目标做出贡献。这些问题包括：
(a)

船舶航线管理与招募中的“易变性”，以及船

作为一个手段，旨在提高从偏远海域，特别是南半

舶问候与检查工作的协调。建立了一个 VOS

球海域获取的大气廓线资料，该项目受到了

招募和计划宣传专题组。制作了单页招募广

JCOMM-1 的热烈欢迎。在澳大利亚气象局、英国

告传单、招募的 PowerPoint 介绍，以及 SOT

气象局和 NOAA（美国）的合作努力下，项目已得

普通奖励证书。建立了 SOT、VOS、PMO 和

到实施和维护，项目牵头人是 G. Mackie 先生（英

VOSClim 的邮件列表；

国），项目通过 ASAP 信托基金进行资助。委员会

(b)

鼓励信息交换，特别是有关仪器研制和资料

欣慰地注意到，上一休会期间有两艘船在 WRAP

应用的信息。建立网站，包括 JCOMMOPS

下完成了几次航行，它们在可能情况下从印度洋上

主办的 SOT 网站、澳大利亚气象局主办的

获得的探测资料表明对高空分析有重要影响。

VOS，以及美国 NCDC 主办的 VOSClim；

WMO/IOC JCOMM 第二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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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委员会同意应审议一些试点项目，用于新

认识到对方法、资料处理和资料管理标准化

6.1.31

的需求，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建立了有关的

观测计划的设计与评估，如 pCO2 和全球海洋表面

专题组(i) 仪器标准和 (ii) 电码；

航行资料项目（GOSUD）海面盐度监测计划。

建立了《国际指定、补充和辅助船舶清单》

6.1.32

（WMO-No. 47）元数据专题组，并提出了建

合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委员会对此表示赞赏，同

议，特别是有关国家针对该出版物提交的内

时它也认识到船舶观测系统的运行正变得越来越

容与格式，以及出版物修订版格式的建议。

困难，这主要是因为：(i) 可用船舶的减少；(ii) 安

在议题 10 下对这一问题采取了行动。委员会

全问题；(iii) 缺少资金；以及 (iv) 电信成本。委

坚决鼓励 VOS 操作员应确保定期在最近的

员会敦促会员/会员国继续并加强对各国 SOT 部分

版本中向 WMO 秘书处提供最新的元数据，

的支持。

SOT 在上一体会期间对观测系统进行整

并对元数据进行正确的格式化；
(e)
(f)
(g)
(h)

(i)

SOT 认识到非地球物理测量，如化学和生物

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GLOSS）专家组

学测量现在也应由 SOT 予以考虑；

6.1.33

开始同海洋碳研究的团体，尤其是国家海洋

国的各种业务活动，还是对全球气候研究都十分重

碳试点项目（IOCCP）进行联络和协调；

要；注意到它作为获取全球高质量的海平面观测资

SOT 同 JCOMM 的其他组就性能指标的定义

料的国际协调机制，以及由于其在下述几方面的重

一起工作；

要作用所取得的进展：(i) 协助维护由 290 个潮位

建立了一个 SOT 协调专题组，并提出行动建

站组成的 GLOSS 核心网络；(ii) 开展海平面测量和

议。JCOMMOPS 为 SOOP 提供全面的协调，

分析方面的培训；(iii) 编写各种海平面问题的科学

建议它可以在总体上为 SOT 提供某种协调

和技术培训资料，以及(iv) 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潮

（参见总摘要第 6.4 段）；

位仪和地测仪提供便利。

建立了一个卫星电信系统成本专题组，并提

6.1.34

出了建议草案（参见总摘要第 7 段下的讨

均海平面常设机构（PSMSL）每年报告一次，现状

论）。

是根据 GLOSS 核心站网提供的资料进行测评。从

委员会认识到 GLOSS 无论对会员/会员

委员会注意到，GLOSS 的实施现状由平

委员会同意 SOT 正在为漂流浮标和 Argo

PSMSL 的观点看，“业务”台站的含义是指对最近

廓线浮桶的部署提供重要支持，建议 OPA 下的观测

的月和年度平均海平面数值进行最大限度的接收

系统各部件之间需要高水平的协调。

与检验，并将其纳入到数据库中（参见

6.1.27

6.1.28

委员会同意，维持一个有效和稳定的

PMO 网络对于 SOT 的成功实施是极为重要的。

http://www.pol.ac.uk/psmsl/gloss.status/status_oct200
4.html）。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从 2003 年起，GLOSS

委员会十分关切地注意到，因通过公共互

的充分性报告中提供了较为详尽的情况摘要，其中

联网获取船舶资料和地点引起的安全问题有可能

进展情况主要是根据收集到的各种 GLOSS 数据流

导致减少从国家 VOS 船队招募的船舶，并已经导

进行测评。尽管这一数字从 2003 年起有少许变化，

致 BBXX 报停止在 GTS 上的分发。委员会敦促其

但充分性报告中给出的总体结论仍然是有效的，可

会员/会员国紧急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防止经由网

归纳如下：

站提供船舶位置，包括与相关组织/公司联系，通知

(a)

55 个以上的会员国为 GLOSS 提供了资料；

它们提供船舶资料所包含的安全风险，或者涉及到

(b)

大约 60%的 GCN 被认为是业务性的，各子网

6.1.29

与 GTS 进行通信链接的其他解决方案。
6.1.30

的百分数与此类似（详细评估请参见充分性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对船舶观测系统及

电子航海日志软件，如 SAMOS、AVOS、BATOS、

报告）；
(c)

MILOS、MINOS、Automet、SEAS、Turbowin 等的
自动化和集成进行了持续的开发。委员会鼓励会员
/会员国继续那些开发工作。

可以从近 76 个 CLOSS 站获取实时（每日）
资料；

(d)

可以从近 114 个 GLOSS 站获取快速（每月）
资料；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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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定位系统（GPS）或多普勒轨道图及

供 潮 位 仪 的工 作 举 办 一些 培 训 课 程， 包 括 作 为

无 线 电 定 位 卫 星 集 成 （ DORIS ） 连 接 的

ODINAFRICA-3 项目和印度洋海啸警报系统活动

GLOSS 站点数有相当大的增长（编制充分性

一部分的那些课程。

报告时为 75 个）；
(f)

历史资料拯救活动增加了资料的持有量（仅

Argo

通过 NOAA 的举措就增加了 300 万个以上的

6.1.39

每小时附加资料点）。

目的现状，它是 OOPC、GODAE、GCOS 和 GOOS

委员会感兴趣的注意到 Argo 廓线浮桶项

委员会注意到，GLOSS 依赖于主要由国

的一个试点项目，及全球综合海洋观测战略的一部

家资金给予资助的各资料中心的工作。委员会对那

分。Argo 是一个全球廓线浮桶网络，它每 10 天在

些起着重要国际和国家作用的中心表示感谢，它们

2 000 米的廓线上进行一次温度和盐度的表面化与

包括英国的平均海平面常设机构（PSMSL）；美国

测量，并实时传送这些资料。该项目对于气候研究、

的 夏 威 夷 大 学 海 平 面 中 心 ， 它 提 供 GLOSS 和

短期海洋预报和海洋模式的研制都很重要。其设计

CLIVAR 的“快速”与“延时方式”协调；以及英

目标是在无冰海洋上达到 3°分辨率的全球覆盖，完

国的大英国海洋资料中心（BODC），它提供 GLOSS

成时将有 3 000 个工作浮桶。

和 CLIVAR 延时方式协调。

6.1.40

6.1.35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上一休会期间

Argo 取得了重大进展。就在 2005 年 9 月的本次届
GLOSS 活动的重点

会前不久，它到达了其里程碑点，即能够提供 2 000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许多富有成果的培

份廓线浮桶报告，完成了设计网络的 66%，并实现

训课程、专家访问和其他活动，包括上一休会期间

了包括大部分南半球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覆盖。有

提供潮位仪的工作。这些活动包括：三次培训课程；

18 个国家通过提供浮桶参加 Argo 项目，通过提供

一次 GLOSS 评估报告；三次技术专家访问；一次

后勤保障或科学支持参加该项目的国家总数大大

CLOSS 技术研讨会和为多次大会和相关会议提供

超过 30 个。

帮助；更新《IOC 手册和指南 No.14》
；多语种版本

6.1.41

的 GLOSS 宣 传 册 ， 以 及 为 非 洲 和 南 美 洲 建 立

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海洋的某些部分，现在

GLOSS 网站；为巴西、加纳和莫桑比克提供并安装

的 Argo 廓线超过了历史上的水文廓线；通过在

4 部新的潮位仪；作为非洲海洋资料和信息网络

GODAE 预报模式中使用 Argo 资料，它为短期预报

ODINAFRICA III 项 目 的 一 部 分 ， 最 终 安 装 了

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海-气耦合天气预报系统做出

12—15 部潮位仪，大部分位于 GLOSS 核心网络在

了重要贡献。Argo 项目满足了提供实时资料存取的

非洲的站址；与 IODE 一起实施海平面记录的资料

目标，有 95%以上的浮桶可在 24 小时以内通过 GTS

考古调查联合项目。

报告它们 85%的廓线资料。这是为 Argo 研制的全

6.1.36

委员会注意到，Argo 网络已经为气候研

部资料管理和质量控制系统的一部分。
GLOSS 的未来活动

6.1.42

委员会认识到，维持全部的浮桶阵列需要

委员会注意到未来四年里一项新的主要

在世界海洋的所有区域进行持续的部署，每年大约

活动是协调印度洋潮位仪的安装与升级工作，这些

需要部署 700 个浮桶，它鼓励会员/会员国维持或增

潮位仪是印度洋海啸警报系统的一部分，由法国和

加其对 Argo 项目的支持水平。

ISDR 资助。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GLOSS 应继续

6.1.43

协助就 ODINAFRICA III 项目的海平面问题提出建

的 试 点 项 目 是 由 Argo 指 导 组 管 理 的

议并做好协调工作，还应在 2007—08 国际极地年

（http://www.argo.net），委员会通过协调员和协调

计划中寻找机会，协助会员更新北极和南极的潮位

组与 JCOMM 观测计划领域保持着密切联系。委员

仪网络，其中许多待安装的潮位仪将为 GOOS 和

会 还 注 意 到 ， Argo 与 JCOMM 之 间 通 过 设 在

GCOS 做出贡献。

JCOMMOPS 的 Argo 信息中心有密切的合作。在

6.1.37

6.1.38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正在计划结合提

委员会回顾到，Argo 作为一项国际协调

Argo 信息中心的其他工作中有一项与 SOT 就部署

WMO/IOC JCOMM 第二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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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

机会进行合作的成功记录。
委员会认识到，Argo 计划在下一个休会

(d)

与相关国际机构进行更紧密和有效的合作；

期间应准备从试点项目向持久的海洋观测系统组

(e)

继续并更多地强调教育和培训；

成部分过渡。它注意到大部分 Argo 的部署依赖并

(f)

促进从研究向业务系统的转化；

将继续依赖于资金的到位情况，它敦促会员/会员国

(g)

改进对 WMO 计划和 WMO 支持计划中各种

6.1.44

观测系统空间部分的整合；

寻求继续为这种部署提供长期和持续的资助方法。
(h)
6.2

遥感（议题 6.2）

发展和业务遥感系统的通用基本工具；
(i)

WMO 空间计划（WMOSP）

增加 WMO 会员间的合作，开发用于研究、

6.2.4

此外还强调有关卫星资料管理的建议。
委员会还注意到第十四次大会审议了卫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为了适应可获取

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会议的进展和成果。大会强

的卫星资料、产品和服务已大为拓展的现状，并认

调 WMO 用户团体和空间机构应派代表参加会议的

识到 WMO 在这一领域的职责正不断增加，第十四

最高层会议。磋商会应继续提供政策相关事务方面

次大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重要的交叉计划——WMO

的建议和指南，并从较高层面对 WMO 空间计划有

空间计划（决议 5（Cg-14）
）。第十四次大会认为，

一个总体的把握。第十四次大会同意 CBS 将在就新

WMO 新的空间计划的范围、目的和目标应与全球

的 WMO 空间计划与其他技术委员会进行详尽磋商

观测系统（GOS）拓展的空基部分中对环境卫星资

时继续发挥主导作用。

料、产品和服务应用的大量增加相适应，该部分现

6.2.5

在包括相应的研究与发展（R&D）环境卫星活动。

磋商会第四次会议报告的第 4 节和附录 III 中所载

第十四次大会还支持在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

2004—2007 年 WMO 空间计划实施计划已由 WMO

第三次会议（2003 年 2 月 3—4 日，日内瓦）上审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次届会（2004 年 6 月 8—19 日，

议的 WMO 空间计划长期战略。

日内瓦）批准，该实施计划提供了有关 WMO 空间

6.2.1

6.2.2

第十四次大会同意 WMO 空间计划长期

委员会注意到，WMO 卫星事务高层政策

计划长期战略的更多细节，WMO 6LTP 中的这一战

战略的要点应该是：

略已得到第十四次大会的批准。

“通过提供不断改进的业务及 R&D 卫星的资料、

6.2.6

产品和服务，增加对 WWW GOS 发展的贡献，增

WMO 起到一种催化剂的作用，使卫星资料和产品

加对其他 WMO 支持计划和相关观测系统（如

的利用得到很大改进。卫星气象教育和培训虚拟实

AREP 的 GAW、GCOS、WCRP、HWR 的 WHYCOS，

验室（VL）已通过其“英才中心”产生了很大影响。

以及 GOOS 的 JCOMM 实施部分）的贡献，以及推

委员会高兴地看到已将新的 R&D 星群内容纳入到

动和促进它们在全球更广泛的使用价值并获得有

培育和培训活动中。它也注意到，WMO 空间计划

意义的应用。”

长期战略和相关的实施计划确保了 VL 得到更多的

6.2.3

委员会注意到，已经同意 WMO 空间计划

长期战略的主要部分如下：
(a)
(b)

(c)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通过空间计划，

利用，从而使 WMO 会员受益；特别是确保了对
R&D 以及来自新的和现有业务气象卫星系统的那

加强为 GOS 空基部分做出贡献或有潜能做

些资料、产品和服务进行更充分的开发。

出贡献的空间机构的参与；

6.2.7

促进对提供和使用资料、产品——包括 1、2、

六次届会强烈支持发展综合全球观测系统的空间

3 或 4 级产品的重要性——和服务的更广泛

部分，并要求 WMO CBS 发挥其作为 WMOSP 主导

认识，包括来自 R&D 卫星的资料；

技术委员会的作用，通过与所有其他相关 WMO 机

对临近预报、数值天气预报系统、再分析项

构和联合赞助机构进行磋商来推动这一工作的发

目、监测气候变化、大气化学成分，以及某

展，特别考虑到这是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些情况下卫星资料占主导地位的应用中出现

（GEOSS）的一项新出现的活动，应将其作为当务

的与 R&D 和新的业务数据流同化有关的关

之急处理。

委员会注意到，WMO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

总
IOC 遥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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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注意到并支持气象卫星协调组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鉴于认识到发展

（CGMS）报告员在上一休会期间所发挥的重要作

中国家对获取和更多利用地球观测卫星资料的需

用。特别是，该报告员确保了 CGMS 新的持久行动

求，IOC 大会第二十二次届会要求制定一项关于海

必须考虑 IOC 卫星资料的要求，包括前文所指出的

洋遥感的战略（决议 XXII-13）。IOC 执行理事会在

GOOS 区域联盟的那些要求。委员会还欣慰地注意

其第三十七次届会上对“发展中国家海洋遥感应用

到报告员与 JCOMMOPS 协调员共同开展的编写指

计划”表示赞同。委员会注意到，旨在改进海洋遥

南声明的工作，该声明内容涉及实地和空基观测系

感应用的该计划有六个主要组成部分：

统如何更好地满足海洋服务的资料需求（参见议题

6.2.8

(a)

资助发展中国家代表出席空基大会；

4.2）。

(b)

资助为发展中国家举办的遥感技术课程；

6.2.13

(c)

作为 IOC 计划的应用，支持遥感的区域发展；

关于建立 JCOMM 卫星资料需求交叉专题组的建

(d)

与空间机构进行能力建设活动的国际协调；

议，该专题组由四位卫星专家组成，每位负责一个

(e)

编写培训材料；

计划领域（PA）
（OPA 为两个），并直接向管理委员

(f)

均衡对遥感能力建设举措的财务支持。

会报告（参见议题 14.1）。

6.2.9

关于下一休会期，委员会支持管理委员会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IOC 与 CEOS 和

综合观测系统（IGOS）的合作伙伴及 UNESCO 关

6.3

实地观测系统的现状，包括自 JCOMM-1

于非洲遥感的交叉性项目合作，已经资助了许多活

以来的强化措施以及满足各种需求所必

动，旨在推动这一计划，支持的对象包括：UNESCO

需的其他强化措施（议题 6.3）
委员会注意到，为了实施一个合成的全球

关于发展沿海和海洋遥感培训能力的 Bilko 项目，

6.3.1

及 UNESCO 的非洲遥感项目；一些区域培训课程

观测系统，需要有重要的国际动力，包括 (1) 实地

（例如：卫星测高，2004 年，肯尼亚；泛洋遥感会

观测网络；(2) 连续的卫星飞行；(3) 资料和同化系

议，2004 年，智利；ICSU 空间研究委员会，2005

统；以及(4) 系统管理和产品供应。同海洋观测系

年，摩洛哥）；以及对差旅、研究和奖学金的拨款。

统团体进行广泛磋商之后，已在 GCOS 的《支持

委员会欢迎这些有关 IOC 活动的信息，并鼓励

UNFCCC 的 全 球 气 候 观 测 系 统 实 施 计 划 》

JCOMM 酌情为 IOC 的活动提供支持，以促进会员

（GCOS-92）（WMO/TD-No.1219）中公布了全球

国对海洋卫星资料的调取和应用。

海洋气候观测系统的 5—10 年实施计划。该计划得
到了 UNFCCC 的赞同；关于海洋气候观测系统的

JCOMM 的参与和行动

第五章被同意作为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委员会饶有兴趣并欣慰地注意到

（GEOSS）的“海洋主体”。由 GCOS-92 详尽说明

JCOMM 卫星报告员 H. Kawamura 先生（日本）的

的基本需求表明了实地观测网络全球覆盖所取得

报告，认识到在过去二十年间，卫星遥感已成为一

的成就。委员会注意到，在 2001 年举行 JCOMM-1

项测量许多海洋变量的成熟技术。OceanObs99 中对

时，整个全球系统只完成了 34%；而到 2005 年的

海洋卫星在海洋气候观测系统中的作用有明确的

JCOMM-2 时，系统已完成了 55%。

阐述。此后，IGOS 伙伴关系出版了“海洋主题”

6.3.2

文件，目的是准备从研究向海洋环境业务预报转

的骨干系统的设计旨在满足气候需求，但总体而

化，最终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业务海洋卫星。

言，这一设计所要求的全球覆盖的实施将使海洋服

委员会认识到，许多卫星导出信息的用户

务大为改观。委员会注意到，该系统将为全球天气

可能处在沿海地区，GOOS 区域联盟的作用对于促

预报、全球和沿海海洋预报、海洋灾害警报、海洋

进这些用户访问和应用海洋卫星资料是至关重要

环境监测，以及其他许多非气候用户提供支持。委

的。沿海地区的应用特别需要高空间分辨率和传送

员会进一步注意到，JCOMM 已被确定为 GCOS-92

及时的卫星产品，这给卫星操作员提出了额外的要

的第五章所列举的 21 项具体行动的实施机构，或

求。

实施贡献机构，这些具体行动为指导 OPA 的工作提

6.2.10

6.2.11

委员会认识到，尽管 GCOS-92 详细说明

WMO/IOC JCOMM 第二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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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极好的路线图。委员会因此建议下一休会期间

承办此次历史性活动表示感谢。

OPA 的工作计划应以海洋一章内容的实施为基础。
GCOS-92 的目标把过去四年里 JCOMM OPA 和

对观测系统的全面监测和绩效报告

Argo 所从事的工作具体化，即用系泊和漂流浮标、

6.3.7

廓线浮桶、潮位仪站和船基网络（加上连续的卫星

作易于理解的绩效报告，委员会能够帮助评估观测

飞行）覆盖全球。

系统的效用，有助于尽力使政府确信应为满足全球

委员会注意到 OPA 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制

委员会还承认观测系统的连续性对气候

目标的实施提供所需资金。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

应用至关重要，同意把 GCOS 的《气候监测原则》

仅靠现有资金将不可能实现地球海洋的全球覆盖。

作为最佳规范，并指出 DBCP、SOT 和 GLOSS GE

如果 JCOMM 准备实现全球覆盖，政府需要承诺提

的工作应尽可能依据 GCOS 的《气候监测原则》进

供额外的资金。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JCOMMOPS

行。委员会还注意到沿海台站开展的海洋和气象观

和 OPA 正在努力工作，编制标准基础地图用以说明

测的重要性。那些观测对于诊断产品的分析和开发

何为当前所需要的全球覆盖；对观测系统的现状和

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诊断产品可用来对影响沿岸国

效力进行评估；以及编写摘要报告，说明推动全球

家人口与经济的灾害进行风险评估，以及防止和减

覆盖的工作将如何改进观测信息的充分性。

轻这些灾害。开发这种信息是下一休会期间

6.3.8

JCOMM OPA 的目标之一。

影和彩色编码来报告系统的现状和进展。委员会鼓

6.3.3

6.3.4

委员会注意到，用于海啸和风暴潮警报的

委员会注意到 OPA 已同意用标准地图投

励会员/会员国应用这些约定，通过绘制地图表示它

潮位站和系泊浮标也是国际全球观测系统的优先

们为 JCOMM 做出的贡献。

重点。JCOMM OPA 为国际海洋灾害警报系统提供

6.3.9

支持的机会包括从 GLOSS 潮位站制作实时报告、

平台统计报表外，现在还可以获得海面温度、海面

协调海洋浮标的部署，以及把公共平台和后勤基础

盐度、温度廓线和盐度廓线的季度绩效报告。OPA

设施用于多重观测目的。委员会建议，在今后四年

正在开展工作，把其他一些由 GOOS 和 GCOS 指定

里，支持国际综合海洋灾害警报系统观测部件的实

的海洋变量并入到报告中来；可以通过

施也应成为 OPA 工作计划的重要需求激励（有关行

JCOMMOPS 的 网 站 ： http://www.jcommops.org/

动请参见议题 11.5）。

network_status 获取这些报告。

6.3.5

委员会认识到，现在有一点很明确：除了

6.3.10

委员会注意到，除了 JCOMMOPS 计算的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
与 IOC 的 GOOS

与 Argo 计划进行联系外，JCOMM 还需要与其他一

项目办公室合作开展了一个定期报告观测系统监

些全球计划就观测系统的有效实施进行协调。OPA

测与绩效衡量标准的示范项目。一份综合的各国捐

正在发展这些联系，在今后四年里，与国际持久性

助 进 展 报 告 可 以 从 以 下 网 站 获 得 ：

海洋跨学科时间序列环境观测系统（OceanSITES）

http://www.jcommops.org/network_status，委员会列

计划、国际海洋碳协调项目（IOCCP），以及国际

出了维护合成海洋观测系统要素的 64 个国家及欧

综合海洋灾害警报系统保持适当的协调将是重要

盟的清单，以及每个国家捐助的实地观测平台和消

的。

耗品数量。提请所有 JCOMM 会员/会员国定期审议
DBCP 在 2005 年实现了重要的里程碑，

这一报告，必要时可提出修改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

即全球漂流浮标阵列达到了 1250 个浮标的设计目

给 opa@jcommops.org。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如果

标，且能进行持续的服务，从而成为已经完成的第

各国根据 WMO 和 IOC 的资料政策向国际团体提供

一个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部分，对此，委

资料，则它们为观测系统的捐助将载入报告；不能

员会表示感谢。DBCP 于 2005 年 9 月 18 日从哈利

免费和公开享用的要素不纳入这一报告。

法 克 斯 部 署 了 第 1250 个 浮 标 ， 委 员 会 对 在

6.3.11

JCOMM-2 之前为纪念这一历史里程碑而举行的特

提供链接到所有为实施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提供捐

别部署仪式和庆典活动表示赞赏和感谢，并特别对

助的国家所维护的网站的单一入口。采用单一入口

NOAA、服务 Argo、加拿大气象海洋学会和加拿大

旨在向用户说明这是一个由 JCOMM 及其合作伙伴

6.3.6

委员会注意到网页尚处于发展中，该网页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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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一体化系统”。委员会注意到，通向国家

协调员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的合作使得大量网站

中心网站的入口可以通过 JCOMMOPS 的接入点：

能够快速和具有成本效益地发展，这种发展是基于

http://www.jcommops.org/network_status 获得。委员

采用现代技术的监测工具的，如链接到综合资料库

会鼓励会员/会员国对网站进行评议，并在必要时提

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动态网页。

出修改意见发给 opa@jcommops.org。

6.4.2

委员会同意 JCOMMOPS 经常提供一些关

键的技术支持，以及计划状况和监测信息，它们有
满足实施目标所需要的资助

助于：(i) 计划管理人员进行决策；及(ii) 实施和运

委员会承认，JCOMM 必须努力帮助使政

行 JCOMM 实地海洋观测系统的业务或前业务部

府确信有必要为满足全球目标的实施提供所需要

分。委员会同意中心也可以作为那些同时可供其他

的资金。委员会认识到，以当前可以使用的资金是

方面使用的观测计划信息的入口（如中继）。

无法实现全球覆盖的。委员会回顾到 GCOS-92 的

6.4.3

基准系统只完成了 55%，尚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

曾要求 OCG 考虑通过把 JCOMMOPS 的职责扩充

并需要额外资金。委员会认识到，OPA 能够提供帮

到涵盖对 VOS 和 ASAP 的支持后所能实现的效益

助的一种途径是编制易于理解的、可以使决策者借

和效率。委员会同意 OCG 对这一做法效果的结论

以证明新的资助是正确的统计报表和报告，并鼓励

和建议。

OPA 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6.4.4

6.3.12

委员会回顾到在其第一次届会上，委员会

委员会还同意，JCOMMOPS 可以作为一

委员会注意到 OPA 提出了一个有助于扩

个主办地，供卫星报告员和卫星资料需求专题组制

大为海洋系统提供资金的特别项目。建立一个消耗

作各种资源，以及卫星信息。考虑到这种服务只有

品公共基金在初期将只侧重于 XBT，但日后可以增

在补充资金得到保证的条件下才能提供，委员会因

加其他的消耗品。委员会注意到，船舶时间及消耗

此同意更改 JCOMMOPS 的职责，以反映这一情况。

品的提供对于发展中国家为全球观测系统做出贡

6.4.5

献是必要的。要求各国支持 SOOP XBT 计划是

织机构上的知名度和资金支持。为此，委员会原则

JCOMM-1 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对各国开始将资金

上同意研究通过专门的 JCOMM 信托基金，而不是

从 XBT 计划转向支付其他新计划，如 Argo 的事实

通过 DBCP、SOOP 和 Argo 来资助 JCOMMOPS 的

表示关注。委员会回顾到“建议 2（JCOMM-1）—

发展与运作的可行性，并要求观测协调组和秘书处

船舶观测资源”强烈建议会员/会员国“为了支持国

在下一休会期间进行研究。委员会建议建立一种对

际实施计划，增加承诺为船舶观测提供消耗品的资

JCOMMOPS 活动进行审议的机制，并向 JCOMM-3

金”。

提交报告。

6.3.13

6.3.14

委员会通过了建议 3（JCOMM-2），以便

6.4.6

委员会同意最终应给予 JCOMMOPS 以组

对于 DBCP、SOOP 和 Argo，特别那些向

建立和管理 JCOMM 信托基金，从而帮助更多国家

它们各自的信托基金进行捐助，以便为运行建议成

为国际观测系统提供捐助和完成全球 XBT 网络提

立的中心提供所需资金的会员国，委员会表示高度

供一种简单的机制。

赞赏。委员会强烈建议各会员国继续资助
JCOMMOPS，特别是资助 DBCP/SOOP 和 Argo 技

6.4

JCOMMOPS 的发展（议题 6.4）

术协调员的岗位。委员会还提请 VOS 和 ASAP 子

6.4.1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JCOMMOPS 自其

专家组或 SOT 会员国研究在建议中的信托基金建

在 JCOMM-1 上正式建立以来一直在有效地运作。

立时为其提供捐助的问题。委员会赞同修改

委 员 会 回 顾 到 ， JCOMMOPS 的 基 础 是 现 有 的

JCOMMOPS 职责的建议，并通过了有关这一主题

DBCP、SOOP 和 Argo 国际协调机制，包括 Argo

的建议 4（JCOMM-2）。

信息中心（AIC），它在法国的图卢兹有两名受雇于
UNESCO 的 IOC 的工作人员，通过会员国的自愿

6.5

仪器标准化和鉴定（议题 6.5）

捐助获得资金。委员会同意，基础设施现已到位，

6.5.1

委员会回顾到 JCOMM-1“同意为了开展

以 DBCP 和 SOOP 技术协调员为一方、Argo 技术

评估和可能的仪器鉴定，以及建立供 JCOMM 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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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部分业务使用的程序，越来越需要建立适当的
资助流程……与此类似，委员会认识到需要就实施
机制开展工作，以确保观测系统操作人员收集的资
料与已设立的基本标准、格式和资料质量水平相一
致。” JCOMM-1 要求管理委员会在休会期间解决

计划开展的 ASAP 监测。然而，必须确保 JCOMM

这些问题。

计划领域内有关这些内容的相应文件易于使用和

的海洋表面资料监测，由全球温度盐度廓线计划
（GTSPP）开展的 SOOP 监测，以及欧洲中期天气
预报中心（ECMWF）和法国气象局通过欧洲气象
服务网络（EUMETNET）、E-Surfmar 和 E-ASAP

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作为对 JCOMM-1

调用。另一个问题涉及补充观测的资料质量保证，

的要求以及管理委员会随后提出的建议的响应，船

以及如何在 JCOMM 下对监测和评估工作从总体上

舶观测组在其第一、二和三次会议上（会议的时间、

加以整合。

地点分别为：2002 年 2 月 25 日—3 月 2 日，印度，

6.5.4

果阿；2003 年 7 月 28 日—8 月 1 日，伦敦和 2005

尽快完成那些正在进行的研究，并按照所建议的，

年 3 月 7—12 日，布雷斯特）详细讨论了这一主题

把研究结果作为 JCOMM 的技术报告出版。委员会

目。为了解决些讨论中所确定的各种问题，以及草

还同意上述第 6.5.3 段中提及的那些需考虑的补充

拟给 JCOMM 的一些明确建议，SOT 建立了一个小

事项，委员会同意这些需考虑的事项涉及所有的

型特设专题组，由来自不同专家组和 DBCP 的代表

JCOMM 计划领域。委员会因此要求管理委员会再

组成，任务是：

次解决这一问题，以便 JCOMM 为支持 IOC 的更广

6.5.2

(a)

汇编 JCOMM 有关仪器测试、标准化、鉴定

委员会支持 SOT 采取的方法，并要求应

泛研究提供更多的投入。

和相互比对，以及观测规范和流程标准化的
现行活动、流程和规范的信息；
(b)

(c)

6.6

利用现有指南，包括 WMO 的《仪器和观测

向委员会提交的正式决定或建议（议题
6.6）

方法指南》
（WMO-No.8）中所包含的指导意

在本议题下，委员会批准了 JCOMM-2 最终报

见，与制造厂商就新技术和业经证实的设备

告中上述有关议题 6 的全部文字草案。委员会还通

问题进行沟通；

过了“建议 3（JCOMM-2）—船舶观测的消耗品”

编写包含这种信息的 JCOMM 技术报告，通

（参见总摘要第 6.3.14 段）和“建议 4（JCOMM-2）

过相关网站(JCOMM、JCOMMOPS、VOS、

—JCOMMOPS 新的职责”
（参见总摘要第 6.4.4 段）。

DBCP、SOOP、SOT）广泛提供；
(d)
(e)

(f)

在海洋气象和海洋观测系统的测试、鉴定和

7.

资料管理（议题 7）

相互比对提供指导；

7.1

审议各组和专家组的工作（议题 7.1）

在信息的编纂方面，以及对 JCOMM 在这一
领域可能需要做的附加工作进行评估方面与

概要

WMO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CIMO）密切

7.1.1

联系；

域（DMPA）组长林绍花女士（中国）提交的有关

在准备对通用海洋观测仪器和观测规范现行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DMPA）在休会期间所完成工

标准进行更广泛的编辑方面与 IOC 密切联

作的综合报告，以及对未来活动和发展提出的建

系，以便 JCOMM 能投入适当的捐助。

议。委员会对林女士、专家组组长（N. Mikhailov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资料管理计划领

此外，SOT 认识到，业务计划要求用户能

和 M. Mietus 先生）和专家组全体成员所付出的巨

够确信资料质量已得到某种水平的证实，以及资料

大努力和对 JCOMM 委员会所提供的支持表示感

应易于获取，并采用标准格式。这对于资料的标准

谢。

化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在独立的专家组活动之间，

7.1.2

还是跨独立专家组的活动。它认识到，很多情况下

的第一次会议（2002 年 5 月 22—25 日，巴黎）审

在每个计划的运作中都有成功的质量监测和资料

议了 JCOMM-1 所提出的感兴趣领域的问题，以及

标准保障流程，例如由英国气象局以 CBS 名义进行

当前和规划中的资料管理机制和做法。特别强调了

6.5.3

委员会注意到，资料管理协调组（DMCG）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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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注意到，IODE 计划在 1961 年已经

相关国际计划对于 JCOMM 端到端资料管理的需

7.1.8

求。讨论了资料管理实施的工作计划、DMPA 需要

建立，自那时起，通过在国家层面上所建立的国家

优先解决的问题以及 JCOMM-1 决定急需采取行动

海洋资料中心群（NODC），它已经很好地完善了自

的事项

身的建设。委员会重申，IODE 应通过其 NODC 网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在 JCOMM 资料管理活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因此，

（NMDIS，中国）同意建立一个海洋资料获取系统

委员会强调 IODE 的 NODS 作为 JCOMM 资料管理

（ODAS）元数据资料管理中心，并同意管理全球

的联络员，应当在国家层面上加强与 WMO 的

海洋表层流资料数据库。ODAS 元数据资料中心建

NMHS 之间的合作。

7.1.3

在世界海洋资料中心（中国天津）。该中心开发出
ODAS 元数据资料数据库，并提供基于网络的元数

JCOMM/IODE 资料管理规范专家组（ETDMP）

据操作工具（软件）和支持网上收集和输入 ODAS

7.1.9

元数据的用户指南（该中心的网站地址为：

划的某些领域取得的进步。ETDMP 在对端到端的

http://jcomm.coi.gov.cn）。海洋资料浮标（DBCP）

资料管理过程进行定义之后，在以下三个试点项目

的信息已经能够被自动收集并转换成 ODAS 元数

的基础上对工作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i）元数据

据信息，现在用户已能在互联网上获得。截止到

资料管理；（ii）资料整合、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2003 年 6 月，已将全球海洋表层流资料从英国气象

以及（iii）开发一个端到端的资料管理（E2EDM）

局转移到 NMDIS，并分析处理了从 1854 年到 1998

原型。该原型已经开发并能提供整合与分发实时和

年的 5,127,577 个站次的全球海洋表层资料，并按

延时模式海洋和海洋气象资料，并能很好地接收获

照月份存储成 12 个文件。

得整合的数据集。目前它包括几个资料提供方。委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 ETDMP 在其工作计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 DMPA 和其他资料

员会对 E2EDM 原型的示范很感兴趣，并对其表示

管理活动之间不断扩大的合作，包括 WMO 未来信

满意和欢迎。委员会建议会员/会员国在下一个休会

息系统（现简称为 WIS），IODE，美国资料管理和

期间积极参与 ETDMP 试点项目。

通信子系统（DMAC）和 EU 欧洲长期观测系统目

7.1.10

录（EDIOS）等的几个活动和项目。因此委员会敦

工 作 计 划 。除 别 的 以 外， 该 工 作 计划 包 括 编 写

促应适当注意相关新技术的开发与实施。作为一种

JCOMM/IODE E2EDM 实施计划；继续推进试点项

加强互补性和协同合作的方式，委员会建议 DMPA

目以及在 E2EDM 领域与其他计划的合作。

和 IODE 保留一个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资料管理合

7.1.11

作计划的永久清单。

与整合问题，委员会回顾了管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7.1.4

委员会欢迎 ETDMP 在 2006—2007 年的

关于 IODE 和 JCOMM DMPA 之间的合作

委员会认识到第一个休会期结束时仍然

（2003 年 2 月 5—8 日，巴黎）向 IOC 国际海洋资

缺乏一项全面的 JCOMM 资料管理战略，并决定在

料和信息交换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003 年 3 月

DMPA 内应最优先考虑拟定这样一项战略。委员会

3—7 日，巴黎）建议把 ETDMP 和 IODE 资料交换

委托 DMCG 将该任务作为其最优先考虑的事项，

技术事宜专家组（GETADE）合并为一个单独的

并在议题 7.3 和 7.7 之下就相关问题采取具体行动。

JCOMM/IODE 资料管理规范联合专家组，因为这

7.1.5

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两个 DMPA 专家组

两个组的职责非常相似。该会议同意这个意见，并

之间的互动和协调水平很低，并要求 DMPA 协调员

通 过 建 议 案 IODE-17.3 ； IOC 大 会 随 后 以 决 议

在管理委员会的帮助下，鼓励两个组之间在今后开

XXII-8 的形式核准了该建议案。委员会对该决定表

展协同合作。

示满意，并要求 IODE 和 JCOMM DMPA 之间进行

7.1.6

委员会敦促 DMPA 提升其活动、产品和

更多的整合，以确保可能最好地使用 IODE 的专业

服务水平以实现其全部的用户接收潜力，并要求特

知识，避免重复工作，和把 IODE 与 JCOMM 现有

别关注发展中国家。委员会遗憾的注意到国家层面

稀缺资金所产生的影响最大化。

对 JCOMM 的注意和了解非常少，敦促 WMO 和

7.1.12

IOC 提高 JCOMM 在所有相关层面的知名度。

处理端到端资料管理系统，包括元数据部分。委员

7.1.7

委员会注意到 JCOMM 的一些活动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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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为 10 米的原始风的资料。

会进一步注意到一些国家和国际项目也正在开发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在艾伯特二世国王

端到端的资料管理系统。委员会敦促 DMPA 确保进

7.1.16

行 JCOMM 内部的整合并建立与相关国家和国际项

陛 下 的 恩 准下 ， 关 于 海洋 气 候 学 进展 的 第 二 次

目的合作，以避免重复建设。

JCOMM 研讨会（CLIMAR-2）暨 1853 年布鲁塞尔

委员会注意到 ETDMP 的职责与现有的人

海事大会 150 周年庆祝大会于 2003 年 11 月 17—22

力和财力资源相比过于广泛，建议 ETDMP 应尽量

日在布鲁塞尔成功举行。来自所有 WMO 区域协会

通过突出重点和有限时限的专题组开展工作，从而

的 20 个会员/会员国的 80 多名人员出席了本次活

较好地确保其完成工作。此外，委员会强调了会员

动 。 在 CLIMAR-2 会 议 上 所 作 的 报 告 被 纳 入

资格的持续性对完成工作的必要。应准许这些专题

JCOMM 技术报告（WMO/TD-No.1199）之中，且

组吸收与其职责相关的具体专业技术。委员会要求

题为“海洋气候学进展”的论文选编发表在《国际

管理委员会进一步调查此项事宜，并根据议题 14.1

气候学杂志》2005 年 6 月 15 日出版的第 25 卷第 7

中的决定采取必要的行动。

期特刊上。它将构成《海洋气候学指南》

7.1.13

委员会进一步提议应当与一些项目或计

（WMO-No.781）动力学部分的更新版，该指南是

划密切合作，如 Argo、DBCP 和 SPA，来进行标准

在 1999 年 9 月温哥华的第一次 CLIMAR 研讨会

的制定。

（CLIMAR99）上形成的。在 CLIMAR-2 的众多建

7.1.14

议案之中，关于在 2007 年举行 CLIMAR-3 的建议
海洋气候学专家组

案 全 文 刊 登 在 研 讨 会 的 网 站

委员会赞赏的注意到海洋气候学专家组

(http://www.cdc.noaa.gov/coads/climar2/recs.html）

（ETMC）在第一次届会（2004 年 7 月 7—10 日，

上，同时也在《WMO 公报》的会议报告上予以宣

波兰，格丁尼亚）上所取得的成果。ETMC 建议开

传。

发现有的资料管理系统和资源，以改进海洋气候学

7.1.17

资料的管理和服务。委员会认识到 VOSClim 项目

尤其感谢委员会主席 Scott Woodruff 先生（美国）

是全球收集中心运行的 E2EDM 系统的一个良好范

为研讨会所作的出色安排。委员会感谢比利时主办

例。ETMC 对以下内容进行了审议：国际海事气象

本次研讨会，并感谢《国际气候学》期刊及其嘉宾

磁带（IMMT）和最低质量控制标准（MQCS）、船

编辑 S. Gulev 为特刊所做的工作。委员会认为该研

舶和浮标资料的 BUFR 版式、电子航海日志、海洋

讨会很有价值，并认为今后应继续举办类似会议。

气候概要方案(MCSS）、资料存档、《WMO 船舶目

因此，委员会同意于 2007 年举办这种自筹资金的

录》(WMO-No.47）
、世界气候计划和其他气候相关

第三次研讨会（CLIMAR-3）。委员会要求资料管理

计划的贡献与要求、气候变化监测和指数、手册、

计划领域协调员和秘书处在适当的时候继续组织

指南和其他技术出版物。委员会注意到这些活动自

此类研讨会。

该会议召开以来所取得的进步，并就此采取如下行

7.1.18

动：

于海洋气象学。委员会敦促 ETMC 将下列事项列入

7.1.15

(a)
(b)

委员会衷心感谢 CLIMAR-2 的组委会，

委员会注意到，ETMC 所开展的活动着重

对 IMMT 和 MQCS 进行了修改并在议题 9 下

其下一个休会期间的工作计划，即检查怎样才能把

获得通过；

次表层海洋气候学和冰气候学结合起来，成为一个

修改并同意 WMO-No.47，并在议题 10 下获

综合产品。

得通过；
(c)

要求 CBS 基于 ETMC 对该问题的研究结果，

7.2

IODE 事宜（议题7.2）

对船舶资料的 BUFR 版式进行审议并根据需
(d)

要进行修订；

结构事宜

在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同意 SOT 和 ETMC

7.2.1

的建议，应始终使用船舶气象报来报告原始

国）的精彩报告表示谢意。委员会回顾了 JCOMM

风速（包括电子航海日志中的资料）而不是

管理委员会第四次届分就资料管理问题发表的如

委员会对 IODE 主席 L. Rickards 先生(英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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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并建议将其纳入 IOC 资料管理战略的准备工作

下声明：
“JCOMM 管理委员会认识到，尽管

中”。关于这一点，委员会认为最优先的事情是让

IOC

JCOMM 管理委员会和 DMPA 协调员参与 IOC 进

GETADE，尽管联合发起了资料管理试点

程，以便起草一个资料管理战略文件，该文件可作

项目，尽管负责 JCOMM 资料管理的秘书

为 WMO 和 IOCE 分别发起、或与 JCOMM 联合发

处支持的职责被转移到 IODE 秘书处，但

起的相关计划取得互补性进展的一个指南。（如欲

是 JCOMM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和 IODE 之

了解有关资料管理战略问题的更多讨论，参见总摘

间的活动仍然存在很多重叠和潜在的重

要第 7.3.7 段）。委员会注意到尽管 JCOMM 的

复问题。而且，以实时、近实时和/或延迟

DPMA 和 IODE 在范围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还

方式提供资料不够充分，但在许多访问时

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些对 IODE 尤为特殊的区别应

间内，受到版本控制并经常与其他资料类

当继续受到 IODE 的重视。

合 并 了

JCOMM

ETDMP

和

型（大气和海洋）混合在一起。因此，虽
然 IODE 负责处理按延时方式传送的海洋

审议 IODE 第 18 次会议的其他结果和行动

资料，但是在提供实时海洋气象和海洋资

7.2.3

料、综合产品和服务中继续沿用 JCOMM

JCOMM/IODE 能 力 建 设 联 合 行 动 的 信 息 。

的原始区分方法就显然不妥了。

JCOMM/GOOS 能力建设联合专家组与 IODE 合作，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有关第一次

JCOMM 管理委员会在第四次会议

于 2005 年 9 月 5—10 日在比利时奥斯坦德的 IOC

（2005 年 2 月，巴黎）上建议 JCOMM 和

项目办公室组织了“组合模拟和资料管理培训研讨

IODE 资料管理活动之间开展更密切的协

会”。该活动吸引了来自印度洋、非洲和中美洲区

作，并最终合并 IODE 与 JCOMM DMPA

域的国家的代表参加。该培训班的主要目标是：
（1）

之间的活动。这将立即增强 JCOMM 业务

使参与人员能开展风浪、风暴潮国家警报服务；
（2）

海洋资料管理的能力，从而与其业务观测

在海洋数值模式人员与海洋资料管理员之间开展

和服务能力相符。它将确保作为 IODE 一

密切的互动和清楚的理解。为了在 IODE 培训工具

部分而开发的资料管理设施不断发展，从

海洋学教师中开展模拟课程，IODE 资料管理组培

而满足新的业务海洋资料的要求，该要求

训教员对该培训班也作了评述。委员会进一步注意

是今后 JCOMM 的一部分内容。它将排除

到 现 有 培 训 班 被 看 作 是 开 展 一 系 列

在资料和元数据资料模式、传输协议、发

JCOMM/IODE/GOOS 培训研讨会的第一步。委员

现法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工作重复。它有可

会欢迎海洋学教师中建议的内涵，即可同化较广范

能减少与 JCOMM 和 IODE 的现状有关的

围业务资料（包括卫星资料和全球或区域模式）的

（财政和人力）资源使用。

一般沿海环流模式。委员会建议 JCOMM、IODE

IOC 在执行理事会第 35 次届会上通

和 GOOS 组织新的类似活动。
委员会注意到基于海洋科学界三个主要

过决议 EC-35.2 批准拟定一项 IOC 资料管

7.2.4

理战略，它是以目前的 IODE 审查结果作

反馈源得出的 IODE 审议结果。这三个反馈源是：

为基础的。JCOMM 管理委员会建议 IOC

(a)

审议组拟定的调查表；

严肃考虑把 IODE 与 JCOMM DMPA 进行

(b)

海洋资料和信息管理员的一项优先调查；

合并的事宜，并考虑拟定必要的措施来促

(c)

海洋学研究界的调查。审议组注意到反馈意

进顺利过渡。”
7.2.2

委员会注意到，IODE 委员会在第 18 次会

见对 IODE 活动及其资料中心系统的进行了
积极评估。

议（2005 年 4 月 26—30 日，比利时，奥斯坦德）

大多数被调查人相信 IODE 计划的目标仍然是

上注意到该声明，并“认识到必须小心处理 IODE

适当的。IODE 被视为有益于海洋科学界，正如

与 JCOMM DMPA 活动之间的任何合并”。IODE-18

IODE 资料中心被视为编辑大量的资料、对资料进

进一步认为，“这是一件需要仔细研究和考虑的事

行质量控制，将它们转换成几个共同的标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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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获取资料的途径。另一方面，大家一致认为，

7.3

JCOMM 参与更广泛的 WMO 和 IOC 资

需要对 IODE 计划进行彻底检查，以更好地满足不

料管理活动、IOC/WMO 资料政策、IOC

断变化的资料和用户需求。虽然认识到基本资料中

资料管理战略（议题 7.3）

心系统的重要性，但却需要用最新的信息技术来进
行进一步开发。委员会进一步欣慰地注意到该会议

WMO 未来信息系统（WIS）

为实施该审议建议所作出的决定。

7.3.1

委员会对 WMO 信息系统（WIS）跨委员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有关比利时奥斯坦

会协调组组长 G-R. Hoffmann 先生所作的出色报告

德 IODE IOC 项目办公室正式落成的信息。委员会

表示衷心感谢。委员会回顾了在基本系统委员会的

推荐积极使用 JCOMM/IODE 联合活动项目办公

协调下，委员会在 JCOMM-1 届会上认识到在 WMO

室，并为此通过建议 5（JCOMM-2）
（参见议题 7.7）
。

开展工作的重要性，其目的是为 WMO 未来信息系

委员会注意到项目办公室为 JCOMM 提供了大量机

统制定远景目标，从而在节省成本的基础上满足

会。委员会请 IODE 在项目办公室同时建立一个“虚

WMO 实时和非实时资料交换的要求，以及为改良

拟实验室”。该实验室可使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培训

后的综合信息系统的项目计划和实施计划服务。委

人员、教员和业务人员访问并浏览资料库，获得海

员会进一步认识到，由 CAS 建立的 WMO 未来信

洋和气象资料，运行并验证预报和反演模式，并为

息系统跨计划专题组的目的是执行该任务。该专题

培训课程和培训班提供必要的后续工作和专家支

组正在审议一些可能影响业务海洋学和海洋气象

持。

学的重要事宜。因此，要求 DMCG 确保 JCOMM

7.2.5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在 IODE 第 18 次会

充分参与该专题组。D. Thomas 先生（澳大利亚）

议上介绍的有关 IODE 生物和化学资料管理与交换

自 2003 年以来代表 JCOMM 参与了该专题组的工

规范专家组（GE-BICH）所取得的成就。除达尔文

作。Thomas 先生得到许多贡献者的支持，包括 S.

核心集与 ABCD（使用像资料类型这样的元数据资

Forman（英国气象局）和 N. Mikhailov（俄罗斯联

料和分布式分类表）之外，在具有 XML 方案的 XML

邦兼 ET/DMP 的组长）先生。根据 2004 年 WMO

（DiGIR 和 BioCASE）基础上，该组提出与测试不

执行理事会的建议，这个跨计划专题组于 2005 年

同的分布式查询系统有关的试点项目。委员会进一

初被有效地转变成一个负责 WIS 的跨委员会协调

步注意到 JCOMM 联合主席 S. Narayanan 女士在会

组（ICG），其目的是根据工作的广泛性来加强旨在

议上提出的建议，即 JCOMM 秘书处应考虑从财务

协调各个技术委员会之间事宜的机制。ICG-WIS 于

上支持 GE-BICH 试点项目的活动，因为与非物理

2005 年 1 月 12—24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变量有关的 JCOMM 职责与 GE-BICH 的职责是一

Thomas 先生同意继续代表 JCOMM 参与 ICG。其

致的。

中，ICG 的成员还包括 L. Dantzler 先生（美国海洋

7.2.6

7.2.7

委员会非常欣慰地注意到，IODE 能力建

部门），因此这有助于确保该组拥有海洋学界广泛

设计划所取得的成功包括(1)建立海洋资料和信息

的通信和资料交换领域的专业知识。

网络（ODIN）：ODINAFRICA、ODINCARSA（加

7.3.2

勒比和南美洲）和 ODINCINDIO（中部印度洋）
；

资料管理要素在上个休会期间仍然是 WMO 的一项

(2)开发海洋学教师培训系统，该计划已取得成功。

关键活动。主要的发展包括草拟一份核心的 WMO

委员会注意到 ODIN 网络不仅帮助建立了国家海洋

元数据资料规则，并开始调查元数据资料互用性和

资料和信息管理中心，还鼓励与利益攸关方密切合

发现所需的关键字和特征目录。除有关端到端资料

作，促进了本土研究工作和区域合作。ODIN 方式

管理（E2EDM）进展的 ETDMP 工作之外，促进

也敦促 NODCs 将重点放在用户产品和服务上。委

FWIS 概念的其他项目包括：对位于欧洲的全球虚

员会建议将这些活动全部用于 JCOMM 的能力建设

拟（分布式）信息系统中心（VGISC）进行试验；

并请 IODE 共同开展相关活动。委员会进一步注意

使用安全的 IP/VPN 技术，通过因特网对亚洲和太

到向支持 JCOMM/IODE 联合活动一样支持这些活

平 洋 国 家 的资 料 安 全 交换 进 行 试 验。 评 估 各 项

动的必要性。

WMO 计划的资料交换要求，从而引起对海洋界感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 FWIS 及其有关的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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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的其他资料交换的发展进行审议，包括地球系

工作，以及将来可能的对一体化系统的考虑。

统地球系统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GRID）、欧洲利

7.3.6

用数值模拟和知识挖掘将资料格点用于过程与产

第五十七次会议（2005 年 6 月 21 日—7 月 1 日，

品开发（SIMDAT）项目，以及 DMAC。委员会还

日内瓦）注意到“WMO 未来信息系统（FWIS）”

注意到，根据 ICG-WIS 的建议，CBS 决定为资料

中的修饰词“未来”已不再恰当，因为此概念已发

交换格式和程序（例如 NetCDF、OPeNDAP 和 HDF）

展到实施阶段，所以 WMO EC-57 同意用“WMO

制定实施规范。

信息系统（WIS）”这个名称代替“WMO 未来信息

7.3.3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 Thomas 先生作为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WMO 执行理事会

系统（FWIS）”。

JCOMM 在(F)WIS 方面的代表与 ICG 合作，目的是
确保 JCOMM/IODE 和 WIS 的有关活动之间的协

IOC 资料管理战略

调，尤其是下述内容的 ET/DMP 试点项目：

7.3.7

委员会回顾了 JCOMM 管理委员会在第

(a)

“元数据资料”；

一次会议（2002 年 2 月 6—9 日，日内瓦）上要求

(b)

“资料标识和质量控制”；以及

制定一项 IOC 资料综合管理战略，该战略应包含所

(c)

“端到端的资料管理”（E2EDM）。

有的计划。为帮助执行该项任务，管理委员会进一

CBS 计划间专题组（ITT）
于 2004 年 9 月 22—24

步要求 IODE 评估目前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计划/

日在日内瓦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并在会议上合并

项目的资料和资料产品要求，并对目前各个资料中

了专家组和委员会的工作。ICG 第一次会议审议了

心是否达到该要求作出评价。随后，IOC 执行理事

ITT 的工作及各个技术委员会的要求，
包括 JCOMM

会通过了决议 EC-35.2－IOC 海洋学资料和信息管

的工作和要求。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2005 年 1 月

理战略计划，其中该决议要求为海洋学资料和信息

31 日—2 月 1 日，日内瓦）
和 CBS 第 13 次会议（2005

管理建立一个草拟 IOC 战略计划的专题组，并对其

年 2 月 23 日—3 月 3 日，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

职责作出规定。该专题组于 2003 年 6 月 23 日在

审议并同意的最后建议包括：要求组建一个元数据

UNESCO 总部举行了第一次会议，IODE 审议工作

资料跨委员会专家组；FWIS 全球信息系统中心

所取得的进步为专题组的工作做出了贡献。本次会

（GISC）和资料收集与处理中心（DCPC）的通信

议就 IOC 资料管理战略的管理目标、基本原理、原

和结构专家组。

则/目的和要素制定了一份草案声明，并在专题组会

7.3.4

委员会认为 ICG 工作和发展中的 WIS 对

JCOMM 的继续具有重要意义，并认为 ETDMP、

议 报 告 (http://ioc3.unesco.org/iode/contents.php?id
=193）中作了总结。

DMCG 和 WIS 项目之间应继续开展密切联系。为
了对联系产生影响并加强与 CBS 的协作，应该为

7.4

委员会认识到，它已/将根据需要在其他议题

CBS 专家组提名适当的 JCOMM/IODE 专家，尤其
是与元数据资料和 XML 有关的专家，这对资料挖

支持既定需求的未来发展（议题 7.4）

之下讨论未来的发展，从而支持既定的要求。

掘和交换十分重要。委员会要求 DMPA 协调员与
IODE 主席密切协调，安排代表出席和 JCOMM 代

7.5

基础设施（议题 7.5）

表继续参与 ICG 工作。

7.5.1

委员会认识到，JCOMM 资料管理基础设

委员会注意到，ICG 强调各单独的 WMO

施包括实时和延时方式资料交换的电码格式，资料

计划需要通过共同努力来开展更多的工作，从而为

收集、资料交换和资料传输以及资料质量控制和资

资料交换和资料管理制订一种全面一致的要求，以

料流程监测的通讯设施。以下段落简要地回顾了在

及将计划中心的信息功能定位到 WIS 的功能组成

JCOMM 工作范围内有关这些主题的当前状况，包

部分。ICG-FWIS 强调，与自愿会员积极支持的各

括上个休会期间所采取的具体行动。

7.3.5

项 WMO 计划有关的试点项目决定了 FWIS 成功与
否。委员会强调 WIS 与 JCOMM（和 IODE）密切

电码和格式

合作的必要，以避免 WIS 和一些 DMPA 活动重复

7.5.2

委员会回顾了有关的电码和格式包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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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字母与数字混和编排的 GTS 海洋电码（SHIP、

（WMO-No.558）。尤其是根据海洋气候概要方案

BUOY、BATHY、TESAC、TRACKOB、TEMP SHIP、

（MCSS），海洋气候资料的国际延时交换使用该格

WAVEOB）和表驱动电码（BUFR 和 CREX）以及

式。委员会进一步回顾了，海洋气候学专家组准备

诸如 IMMT 和 SIGRID 的延时方式的交换格式。委

了一份该格式的简要修订本，其中包含了 VOSClim

员会进一步回顾了，作为向 BUFR 和 CREX 表驱动

项目所要求的一些补充信息（也见议题 7.1）。它同

电码过渡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CBS 不再接受对字

意通过该格式的版本以最终代替 IMMT-2，并将在

母与数字混和电码的任何修改。在这方面，委员会

全球实施的日期定在 2007 年 1 月 1 日，以便让为

欣慰地注意到 CBS 第 13 次会议（2005 年，俄罗斯

MCSS 做 出 贡 献 的 会 员 、 全 球 收 集 中 心 和 负 责

联邦圣，彼得堡）：

MCSS 的会员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这一变更。尽管

(a)

(b)

(c)

(d)

依靠使用试运行中的这些新产品，建议在

如此，还是提请参加 VOSClim 项目的全球收集中

BUFR/CREX 表格中增加许多新的内容，以

心 和 有 关 参 与 会 员 尽 快 实 施 IMMT-3 以 支 持

便对海洋学资料，尤其是浮标资料进行编码，

VOSClim。议题 9 论述了针对该问题要采取的具体

并于 2005 年 11 月 2 日全部投入业务使用。

行动。

WMO 执行理事会随后批准了该建议；

7.5.5

建议增加新版的 BUFR 和 CREX，尤其是包

行延时交换和归档，CMM-10（1989 年 2 月 6—17

含国际亚类的定义。将从 2005 年 11 月 2 日

日，巴黎）批准将 SIGRID 电码作为 WMO《海洋

开始在业务上实施这些新的版本，且新版和

气象服务手册》的一个附录。随后，以前的海冰小

旧版将同时运行到 2012 年；

组编写了该电码（SIGRID-2）的缩略版，以促进历

实 施 BUFR/CREX 模 板 ， 以 传 输 来 自

史海冰图资料采用数字化方式归档。委员会欣慰地

XBT/XCTD、次表层廓线浮筒和表层漂流浮

注意到海冰专家组准备了 SIGRID-3 这个再次更新

标的数据；

的版本，并将其作为《SIGRID-3：海冰图矢量档案

开始验证新的模板，以便按 BUFR/CREX 格

格式》（WMO/TD-No.1214）予以出版（也见议题

式来传输海洋台站的天气资料。

5.1 之下的讨论）。

委员会进一步欣慰地注意到，正如 JCOMM-1

7.5.6

委员会回顾了，为了对数字化海冰资料进

委员会回顾了 CMM-12（1997 年 3 月

预计的那样，表面漂流浮标资料于 2003 年开始在

10—20 日，古巴哈瓦那）要求当时的海洋气候学小

GTS 上以 BUFR 格式进行传输，同时该资料也以

组考虑为海洋资料收集系统（ODAS）
（包括系留和

BUOY 电码形式暂时并行传输。

漂流浮标、海上平台等）开发一个综合的元数据数

委员会认识到，与传统的字母数字混合电

据库，并将国际上现有的目录考虑在内。随后，

码相比，表驱动电码具有巨大的普遍性和灵活性优

JCOMM-1 以“建议 1（JCOMM-1）——海洋资料

势。可以很容易地把表驱动电码予以扩大，从而满

获取系统（ODAS）元数据格式”的形式批准了

足所有的观测要求，包括具体资料交换的国家需

ODAS 元数据数据库的格式，并要求一个或多个感

求。在这方面，委员会特别认识到 BUFR 在需要的

兴趣的会员/会员国考虑负责该归档工作。委员会高

时候对新海洋学资料的 GTS 交换具有潜在价值。因

兴地注意到中国随后提出承担该元数据库的工作，

此，委员会要求观测和资料管理协调组仔细审议该

并正在开发必要的结构以接收元数据资料。同时，

交换需求，并在适当的时候采取行动进行 BUFR 电

在 EGOS 的资金支持下，DBCP 技术协调员与全球

码及散发新的海洋学资料。委员会也敦促 Argo 界

漂流物中心（美国）和欧洲海洋站组（EGOS）

使用上述 CBS 为此所开发的新模板，尽快进行

——DBCP 行动组一道，开发了一个浮标元数据资

BUFR 电码和在 GTS 上分发该项目的廓线浮筒资

料收集方案，从而通过 JCOMMOPS 运行。委员会

料。

高兴地注意到已完成该方案的编写工作，且

7.5.3

委员会回顾了 JCOMM-1 通过了国际海事

JCOMMOPS 正使用专门的 XML 文件，通过 FTP

气象磁带（IMMT）格式（IMMT-2）的更新版，且

来提供收集的元数据资料。一旦技术成熟，也将把

现 在 被 纳 入 WMO 《 海 洋 气 象 服 务 手 册 》

同样的元数据资料提供给由中国运行的 ODAS 元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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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料数据库。针对取得的这些宝贵进展，委员

题。除此之外，费用问题在以下因素的影响下被进

会向所有相关方表示高度赞赏。

一步恶化，这些因素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每小时传
送一次观测资料的船载自动天气站（AWS）系统；
向 BUFR 电码观测资料的过渡；ASAP 船舶使用电

通信
委员会回顾了现有几处海洋电信设施可

码 41 传送的 TEMP 信息在不断增加。此外，由于

用于收集和传输海上船舶的气象和海洋学资料。有

事实是这样的：仅有数量相对较少的公司运行电码

些系统是建造在陆地上，例如通过海岸无线电台

41 的地面站，且趋势是一些船舶限制向某些地面站

（CRS）开展的传统 HF/MF 服务，而其他系统则使

和供应商的传输，所以这些事实无助于解决问题。

用卫星技术。后者包括使用地球静止气象卫星的

为此，SOT 审议了许多旨在减少费用负担的方案，

Inmarsat 系统、Argo 和国际数据收集系统（IDCS）。

包括可能的成本分摊方案，并要求 JCOMM 管理委

此外，在海洋平台的气象和海洋学资料的宽带收集

员会和 WMO 执行理事会对该问题提出更多的建

以及与这些平台的双工通信领域，诸如铱星系统等

议。委员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一般不能接受成本分

新的卫星系统具有巨大的潜力。

摊概念，认为可能最好在区域层面寻找解决方案，

7.5.7

委员会认识到用于收集船舶气象和海洋

并进一步要求提供更多的信息。随后，E-SURFMAR

观测资料的沿海无线电台的数量在迅速减少，船舶

和 E-ASAP 计划为欧洲制定了一项区域解决方案，

几乎只能专门使用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系统来将

同时 SOT 再次审议了更多可能的全球解决方案，但

他们的报告中继至海岸。委员会进一步认识到，沿

没达成任何最终的决议。为了向 WMO 执行理事会

海无线电台收集的 SHIP 报告的数量结果减少到了

提供最终的可选方案来进行审议，委员会支持 SOT

可以忽略的程度

做出的这些努力（包括重新设立一个通信费用专题

7.5.8

7.5.9

委员会认识到，各种 Inmarsat 系统（A, C,

组），并要求管理委员会了解有关该问题的进展和

mini-C 和 Fleet F77）现在能提供廉价的传输介质，

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案。

用于把船舶上的气象和海洋学资料传输到海岸。使

7.5.11

用电码 41 这个缩位拨号程序可确保国家气象部门

（CMM-11）－使用 Inmarsat 收集气象和海洋学信

而非船舶负担相关费用。目前，已加入 SOLAS 的

息”，委员会认为该建议现在已经过时，因此应废

所有船舶实际上都配备了 Inmarsat-C，包括大多数

止该建议。同时，委员会敦促 JCOMM、IMO、国

VOC。委员会认识到并非所有的 LES 都携带了电码

际移动卫星组织（IMSO）和 Inmarsat 有限公司之

41 设备就是与当地的国家气象部门就使用问题达

间继续进行密切协调，以确保充分利用 Inmarsat 技

成了协议。WMO 网站上保留了目前 VOS 报告中使

术的新进展。

用的含电码 41 的全部地面站的清单。同时，委员

7.5.12

会重申其关注的问题，即通过 Inmarsat 收集 VOS

洋平台（漂流和系留浮标和浮筒）、一些船舶和偏

报告所需的费用仅由相对较少的一些国家气象部

远地面站的资料进行收集和定位而言，Argo 仍是其

门承担。委员会也认识到，所有陆地地球站（LES）

主要机制。尤其是与替代系统对比，Argo 通过其

及其有关的国家气象部门在使用电码 41 接收船舶

GTS 处理子系统提供了大量的地面处理设施，它包

报告的政策方面明显缺乏一致性，有些地方存在限

括简单的自动质量控制检查、按标准电码形式进行

制措施，这就造成一些宝贵资料的丢失。委员会支

编码及随后在 GTS 上分发。Argo 的非盈利性用户

持船舶观测组（SOT）的要求，即 WMO 网站上用

受益于有利的关税税率，在每年举行的联合关税协

表格列举的电码 41，LES 列表也应包含有关此类限

定会议期间都将与 ArgoCLS/服务磋商税率问题。

制情况的信息，同时鼓励所有的 LES 服务提供方无

7.5.13

限制地接受电码 41 的观测资料。

服务正继续加强其设施和服务。这种或最近增强或

注意到前文内容并审议了“建议 8

委员会认识到，对来自偏远无人操纵的海

委员会感兴趣并欣慰地注意到 ArgoCLS/

关于通过 Inmarsat 收集观测资料的费用

即将增强的行动包括改进后的卫星覆盖范围和时

问题，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 SOT 已通过一个专门

效性，更高的系统能力和数据传输速率，更宽的频

建立的卫星通信系统费用专题组来详细研究该问

带，廓线浮筒资料的处理，
（于 2003 年实施的）GTS

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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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内的 BUFR 编码器，其他旨在满足更多资料

建议。考虑到需要确保实施和使用最佳的设施和程

浮标和 Argo 浮筒要求的 GTS 增强处理能力的工作，

序来开展实时的海洋资料交换，委员会认为

与平台的双工通信（最初在只有短期寿命的

JCOMM 有必要承担部分工作并做出贡献。因此，

ADEOS-2 协 助 下 完 成 的 ， 并 将 于 2006 年 在

委员会要求管理委员会和 DMCG 确保 JCOMM 适

METOP-1 的协助下恢复运行）。更多新特点已经在

当地参与 CBS 的资料交换活动。

线，包含通过 Argo GTS 处理设施处理其他卫星系
统（包括依星）资料的能力。委员会认为 Argo 可

监测

能仍然是全球的一个重要设施，可在未来许多年用

7.5.17

于收集和定位偏远海洋平台的资料。委员会尤其感

E-SURFMAR 框 架 内 开 发 的 资 料 质 量 管 理 工 具

谢 DBCP 及其技术协调员为提高 Argo 对用户及其

—EUMETNET/EUCOS 海面观测系统的存在。它补

需求的价值和响应程度而与 ArgoCLS/服务部门合

充了英国气象局代表 CBS 所进行的监测。这些工具

作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

被 PMO 和资料浮标操作者广泛运用，并对提高海

7.5.14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可继续使用 IDCS 来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法国气象局在

面观测质量做出了贡献。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英国气象局继续监

收集偏远海洋平台的资料，并感谢气象卫星运营商

7.5.18

所提供的服务。委员会敦促会员/会员国考虑视情使

测从 GTS 上接收的 SHIP、BUOY 和 BUFR 报告中

用整个海洋资料收集系统中有价值的部分，因为委

海洋表面资料的质量，以发挥 CBS 监测中心对海洋

员会认识到所有参与 IDCS 的地球静止气象卫星都

表面资料质量的作用。委员会还注意到，它已扩大

拥有尚未使用过的资料收集能力，且可以使用该系

该活动以满足 VOSClim 的需求。委员会高兴地获

统收集许多种环境资料，包括海平面观测资料。

悉，这种共同的监测和后续活动大大减少了船舶报

委员会认识到有许多或已投入业务运行

告在 GTS 上出现持续误差的数量。委员会感谢英国

或在规划中的商业卫星通信系统，它可能对收集自

气象局在监测方面所做的工作，并敦促在未来继续

动海洋平台的资料有用。委员会特别高兴地注意到

开展该活动以及协调一致的后续活动。

在使用依星系统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它为高速数据

7.5.19

传输速率的实时交互式通信和新的资料收集、管理

外，DBCP 多年来以 BUOY 电码形式实施一套 GTS

和分发方法提供了潜力。目前有一个海洋学领域的

资料的质量控制指南。在 DBCP 技术协调员协调下

依星用户群体以及针对海洋学和其他非盈利用户

的这些指南被纳入《全球观测系统指南》

的技术支持和降低费率的计划。委员会认识到依星

（WMO-No.488）之中。这些指南是在业务气象学

和其他新系统的潜在效益，并敦促用户确保收集的

和海洋学中心、浮标站操作员和 ArgoCLS/服务的共

资料可用于 GTS，其中一种办法是使用 ArgoCLS/

同努力下完成的。在模式增强作用的配合下，指南

服务部门所开发的设施，以便于对这些系统所收集

的实施大大减少了浮标站报告和首次推定值模式

的资料进行格式编排和在 GTS 上分发。委员会进一

场之间的差异。

步认为跟上这些新系统的发展步伐十分重要，并要

7.5.20

求在 JCOMM 内广泛提供（包括通过 JCOMMOPS

组和 SOOP 实施专家组还与适当的气象和海洋学资

网站）。

料与分析中心合作，定期监测次表层和高空探测资

7.5.15

委员会欣慰地回顾了，除 CBS 监测活动

委员会进一步欣慰地回顾了，ASAP 专家

委员会认识到 GTS 仍然是对全球海洋资

料的质量，并根据需要采取补救措施。就 SOOP 而

料和产品进行实时交换的主要机制。同时，很清楚

论，技术协调员为监测与后续活动提供重点和协调

的是：为了开展交换，在气象和海洋学领域越来越

机制。委员会认识到所有这些监测活动对实时和延

多地使用先进的设施和程序，尤其包括基于因特

时方式的资料用户的重要性。

网、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那些设施和程序。

7.5.21

委员会注意到，作为 GTS 的一部分和补充，CBS

上的流量是在一般的 WWW/GTS 监测背景下进行

已经参与研究这种作为世界天气监视网一部分的

的，它是 WMO 秘书处开展定期协调的部分内容。

技术使用问题，并且已经编写了指南材料，提出了

把监测结果向 WMO 会员和其他感兴趣的研究所和

7.5.16

委员会认识到，监测各种海洋资料在 G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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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进行通报，其后续行动也是通过 WMO 秘书处

(a)

需要统一元数据资料术语；

来协调的。此外，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作为前

(b)

需要在现有标准的基础上增加有关海洋学的
内容；

IGOSS 的专业海洋学中心的法国气象局所开展的
以 SHIP、BUOY、BATHY 和 TESAC 电码形式的

(c)

将分散来源的元数据资料进行合并的能力；

GTS 资料交换监测工作，其报告按月出版。作为该

(d)

将英国目录作为海洋界的标准并创建一种结
构和程序来管理该目录；

监 测 工 作 的一 部 分 内 容而 准 备 了 诊断 图 ， 并 在
500×500 平方公里的基础上，将接收包含具体变量

(e)

进一步检查基于 XML 的生物学体系；

（气压和温度、SST 和地面风）的所有来自始发地

(f)

IODE 项目办公室担任海洋 XML 的承办单位
和联络员；

的报告与这些资料的 WWW 要求进行比较。这种监
测工具有助于立即确定资料稀疏的海洋区域，并帮

(g)

所有的海洋 XML 工作应符合 ISO 注册标准；

助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例如部署更多的浮标站。

(h)

继续编写资料清单。

委员会感谢法国气象局所做的工作，并要求继续开

7.5.26

展这一监测工作，并通过 JCOMMOPS 提供监测结

专题组已经草拟了全球 XML 方案草案，并将其作

果。

为 E2EDM 原型的基本部件进行了测试，同时 XML

7.5.22

委员会认为这种监测工具对平台操作员、

委员会回顾了，JCOMM/IODE ETDMP

技术也正在海洋生物地理信息系统中得到应用。认

资料用户和秘书处一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且该

识到使用 XML 在 IODE 和 JCOMM 系统内交换海

价值能获得进一步提升，条件是将分析内容扩大到

洋学资料的优势，及将 XML 作为因特网上资料交

包含其他海洋变量（包括次表层）。委员会欣慰地

换标准的重要性，委员会对 IODE 第 18 次会议提出

注意到 JCOMMOPS 就该事宜与法国气象局和其他

的有关建立海洋 XML 指导组的建议表示欢迎。该

资料中心继续保持联系，以扩大监测工具和信息展

指导组的职责如下：

示。

(a)

7.5.23

定一个符合“ISO 19100 的系列标准”的标准

委员会欣慰地回顾了德国和日本继续对

登记表，该工作将由 IODE 项目办公室承办；

在前 IGOSS 主办下产生的不同海洋资料的交换进
行定期监测。委员会认识到该监测对许多应用工作

(b)

7.5.24

监督和帮助其他 IODE/JCOMM 的 XML 开发
活动，如 ETDMP、GE-BICH 和 SG-MEDI。

和用户群体的价值，并要求继续推进此项工作。
海洋 XML（可扩展标记语言）

（可能与 IHO 合作）建立一个试点项目来设

7.6

OIT 项目和其他特殊的项目（议题 7.6）

委员会注意到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

（ICES）/IOC 有关使用 XML（SGXML）进行海洋

海洋信息技术（OIT）项目

资料交换系统开发的研究组完成了它在 2004 年分

7.6.1

配的任务。它花了三年时间来钻研元数据资料标

在 JCOMM-1 上提出的一项主要的联合行动，
“其目

准、参数目录和一般性资料的结构，以便在可扩展

的是建立一个有效、全面的资料和信息管理系统。

标记语言中使用。SGXML 的最终报告为审议下一

我们正在寻找一个利用领先技术和方法的 21 世纪

个 改 进 海 洋资 料 交 换 的步 骤 提 供 了重 要 指 标 。

的解决方案。资料和管理系统属于用户驱动类型，

IOC/IODE 海洋 XML 网站（http://www.marinexml.

因此用户将由来自海洋科学、非海洋科学、业务机

net）应为诸如计划、手册和软件等资源提供一个场

构、商业和私营企业的用户和普通大众等混和群体

所。这包括该网站本身所拥有的资源及与别处的资

组成。”OIT 的基本原理基于：

源所建立的链接。将把这些资源之间的链接作为本

(a)

需要有效的通信；

体来进行管理，以告诉人们有什么，如何使用以及

(b)

需要共同的标准、规范和协议（元数据资料

有哪些组织参与。
7.5.25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海洋 XML EC 项目

和 SGXML 的主要结论和建议：

委员会回顾了海洋信息技术（OIT）项目是

管理）；
(c)

需要与 GOOS 资料的参与方和用户相匹配的
资料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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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关询问资料、存取资料和提供资料的

全球温度和盐度剖面计划（GTSPP）

创新机制；以及

7.6.4

需要具有内在的可操作性和交替实用性。

力并处理数量更多的资料。实时传输的海洋剖面资

OIT 试点项目指导组于 2002 年 11 月 29 日在比

料在 2004 年大约为 400,000 个，并且在继续增多。

(d)
(e)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 GTSPP 继续提高能

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就其他计划

2002—2003 年期间，进入 GTSPP 档案的延时模式

或项目（例如 GOOS、IODE、美国综合持续海洋观

剖面的数量增加了大约 36,000 个剖面。大部分资料

测系统（IOOS）下属的资料管理和通信子系统

来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到 2003 年，但是增加

（DMACS）、Argo、世界海洋环流试验（WOCE）

的记录则来自 1990 年前的所有年份。GTSPP 档案

资料系统和 GODAE）的资料管理问题作了详细的

包含从 1990 年到 2003 年晚期的 170 万个台站。其

报告。会议的结论是：一般而言，与国家/区域计划

中，约一半的资料（尤其是最近年份的资料）是以

的密切合作将使 OIT 受益，尤其是与 DMACS 的合

实时的方式表现的。继续改进了实时资料提供的时

作更是如此。该组为 OIT 试点项目确定了 5 个具体

间性。Argo 浮筒资料是 TESAC 信息的重要组成部

的组成部分：

分，且 Argo 的目标是在资料接收的 24 小时之内将

(a)

元数据资料管理；

那些资料提供给 GTS。到 2002 年底，大约 54％的

(b)

资料分发和通讯；

资料达到了目标，到 2004 年底，该比例达到 85％。

(c)

资料整合、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7.6.5

(d)

存档；以及

变化的需求而继续发展。委员会回顾了，在上次

(e)

用户界面。

SOT 会议上以及在 2002 年的年度报告中，注意到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 GTSPP 为适应不断

该组进一步建议 GOOS、JCOMM 和 IODE 联

正在拟定一项战略，以便在 XBT 资料的实时的和

合发起 JCOMM 计划下的 OIT。会议根据所商定的

延时方式版本上增加一个单独而独特的标识符。

行动方案制定了一项行动计划，并向该组的成员分

GTSPP 已经草拟了基本报告并将继续监测这些结

配了任务。

果，目的是在剖面仿佛不同的时候也能测试这个独

7.6.2

委员会注意到在 IODE 第十七次会议上进

特识别方案的运行情况，即实时剖面与延时方式剖

一步讨论了 OIT。会议认为，OIT 试点项目对有关

面清晰的匹配程度。

海洋资料管理的决议以及对增强整体能力和功能

7.6.6

性都做出了重要贡献。IODE 委员会认为，该项目

温度和盐度剖面抽样的度量标准以支持 OPA，为

作为一项 IODE 的活动，其整体范围和目标是相关

JCOMM 的观测计划领域做出了贡献。GTSPP 在许

的也是合适的，并支持把该项目作为 IODE 工作计

多其他的国际计划中是一个积极的贡献者和伙伴。

划的一部分。委员会也欢迎把重点放在质量控制和

实时 GTS 资料的监测为 Argo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资 料 汇 编 上面 。 作 为 全球 海 洋 资 料考 古 与 拯 救

GTSPP 是 CLIVAR 计划的一个贡献者，并且还与

（GODAR）质量控制会议的部分内容，委员会同

GODAE 开展合作。

意召开一次联合发起的研讨会（IODE、JCOMM、

7.6.7

GODAE）来讨论质量控制和资料汇编问题。该研

向：定期协调各个档案之间的关系，计划于 2005

讨会最初计划在 2004 年 7 月/8 月举行，但现在计

年 执 行 ； 以 与 Argo 资 料 在 全 球 资 料 汇 集 中 心

划于 2007 年举行。

（GDAC）所采用的相同格式提供资料；提供能把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GTSPP 通过制定

委员会注意到 GTSPP 工作的未来发展方

委员会遗憾地注意到 OIT 项目最近缺少

GTSPP 资料发送给感兴趣客户的硬拷贝的出处（提

活动。考虑到最近 JCOMM/IODE ETDMP 的各种活

供每月一次的在线 GTSPP 光盘或可视化数字光盘

动，委员会建议 IODE 官员和 JCOMM DMCG 重新

的更新版）；继续评估这个独特的资料标识符在链

审议 OIT 项目的行动方案，并在下次 JCOMM 管理

接 资 料 的 实时 和 延 时 版本 方 面 的 有用 性 ； 将 与

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一项修订的 ETDMP 工作计划，

GTSPP 数据目录的链接扩充到 BODC 所维持的部

以便在下次 JCOMM 管理委员会上实施。委员会进

分；与 CLIVAR 和 GODAE 协作。委员会对 GTSPP

一步建议为完成 OIT 项目的活动寻求资金。

计 划 的 结 果和 未 来 计 划表 示 赞 赏 。委 员 会 建 议

7.6.3

总
GTSPP 应当更加广泛地参与 ETDMP 试点项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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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议 6（JCOMM-2）—JCOMM 资料管理战略”。

E2EDM 系统原型下发挥 GTSPP 资料库的功能。
全球海洋表面航行资料项目（GOSUD）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在继续开发 GOSUD

7.6.8

8.

能力建设（议题 8）

8.1

审议正在进行的活动和成就（议题 8.1）

8.1.1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能力建设计划领

项目的能力，从而对船舶收集的表面资料进行管

域（CBPA）协调人、能力建设协调组（CBCG）组

理。GOSUD 制作了一本解释该项目所使用的主要

长 M. Andrioli 女士（阿根廷）提交的关于过去休会

资料格式的用户手册。还制作了一本手册描述实时

期间 CBPA 方面工作的综合报告和提出的关于未来

资料的推荐质量控制程序。主要的开发工作是在布

活动和发展的建议。委员会对于 M. Andrioli 女士、

雷斯特的 GDAC 完成的。位于布雷斯特的 GDAC

资源专题（TTR）组长 S. Priamikov 先生（俄罗斯

于 2003 年开始在 FTP 服务器上提供资料，2004 年

联邦），以及协调组和专题组所有成员的努力及其

又在网站上提供资料。该服务器上可获得的数据量

对委员会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正不断增长。
委 员会注意到船载自动气象和海洋系统

7.6.9

能力建设需求调查

（SAMOS）项目（以前称为高分辨率海洋气象项

8.1.2

目）与 GOSUD 之间建立了合作关系。作为一种对

CBCG 已经对 WMO 六大区协（RA）
中有关 JCOMM

这些资料进行更好组织和归档的方式，CLIVAR 对

能力建设方面的国家需求进行过几次调查。这些调

GOSUD 表示了兴趣。JCOMM 观测计划领域启动

查结果将用于确定这些能力建设工作方面总的优

了一个项目，以便就所收集的资料编制季度报告，

先重点。这些优先活动将依次构成 TTR 的工作基

其目的是满足 OOPC 海洋气候观测系统的目标。

础，以便将需求与潜在资金挂钩，确定出一个需求

委员会赞赏的注意到，自 2000 年起，

委员会对确保使新业务成为常规业务所

与资金相配套的战略，同时也找出资金上的缺口。

付 出 的 努 力 表 示 感 谢 。 同 时 ， SAMOS 项 目 与

委员会认同这些调查对于 JCOMM 的重要性，并对

GOSUD 活动间的合作将简化海洋表面的海洋和气

所收到的有限答复表示关切。委员会要求秘书处今

象观测资料的处理和允许的整合。海洋表面资料的

后使用更加正式的战略。委员会进一步要求继续开

实时交换受到目前字符电码形式 TRACKOB 的限

展工作，以确保 JCOMM 中所有可能参与者的需求

制。有必要将 BUFR 用于 GTS 上资料的实时交换，

都包括在内，并且最终的结果（优先活动）应当集

因此，GOSUD 的目的是为 TRACKOB 资料争取

中在基础广泛的区域或国家共同需求方面，而不是

BUFR 模板。因为它的发展，就有一个框架可用于

集中在特定国家或机构的兴趣方面。

在一条单独的 BUFR 信息中交换许多其他种类的表

8.1.3

面观测资料。从观测中直接获得的产品是 GOSUD

放在区域协作发展项目的理念上。因此，委员会欢

的一个重要目标。委员会鼓励所有相关方寻找一种

迎 R. Folorunsho 女士（尼日利亚）编写的“大西洋

方法，以便在 GTS 上分发所收集的资料，并需要新

中东部几内亚湾风暴潮监测、后报及预报”项目建

的资料提供方。它对 GOSUD 项目所取得进步表示

议书草案。这类风暴潮发生于每年的四月到五月和

满意，并坚决鼓励新的组织加入该项目。委员会建

八月到十月这几个月期间，是由于天文大潮和浪涌

议 GOSUD 应当更加广泛地参与 ETDMP 试点项目，

的叠加所致，其浪高超过 4 米。委员会一致认为这

在 E2EDM 系统原型下发挥 GOSUD 资料库的作用。

一建议非常符合减轻自然灾害这一全球计划的大

7.6.10

作为这一方法的延伸，委员会同意将重点

背景，JCOMM 也希望能为此计划做出贡献（见议
7.7

向委员会提出的正式决定或建议 （ 议题

题 11.5）。

7.7）
委员会批准了上面给出的与议题 7 有关的

与 IODE 的合作

JCOMM-2 最终报告的文字草案。委员会还通过了

8.1.4

“建议 5（JCOMM-2）—IODE IOC 项目办公室”

CBPA 和 IODE 的之间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

委员会注意到，在能力建设活动期间，

WMO/IOC JCOMM 第二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38

尤其是为海洋学资料和信息交换提供培训工具的

训活动有用性和有效性的直接反馈，以增强

“海洋教师”活动。这些工具不仅在 IODE 培训课

对 JCOMM 活动的参与，同时还希望就未来

程中使用，同时也可用于自我培训和专业继续发

如何进一步改进这类活动获得反馈意见和其

展。“海洋教师”包含两个组成部分：

他思路；

IODE 的资源包，包含了一系列的海洋资料管

(a)

理和信息管理材料，包括软件、质量控制和

教师和组织者来填写，主要目的是就有关参

分析策略、培训手册、以及相关的 IOC 文件。

与者的水平以及活动中遇到的任何困难等问

资源包就全球资料和信息存档活动、标准格

题获取他们的快速反应和具体意见，以便于

式的数据存储规格提供了广泛的背景信息，

在未来相似的活动中加以改进；

并且这些软件工具能够执行多种质量控制、
(b)

活动结束时，调查问卷也将有这些活动中的

(b)

在活动结束一段时期后（如一年），还将请活

(c)

二次设置和分析程序；

动的参与者及（或）其所属机构对调查问卷

资源包培训手册，该手册包括概要、注释、

进行填写，主要目的是要弄清 JCOMM 能力

实例以及与该资源包有关的各种文档，用于

建设计划的开展是否有益于参与者及（或）

组织海洋资料信息管理方面的培训计划。那

其所属机构，同时还希望获取有关该计划长

些培训计划的目的在于向新建立的 IODE 国

期效益的反馈信息。

家机构及海洋信息中心的海洋资料和信息管
理人员进行传授知识。

委员会认为在未来的工作中应当利用这些调
查问卷对所有具体的 JCOMM 培训活动进行评价。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为了确保“海洋教师”

委员会还一致认为，上述评价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

能够满足 JCOMM 的培训需求，CBCG 指定了 R.

上取决于秘书处妥善采取的后续行动，因此要求秘

Folorunscho 女士（尼日利亚）作为海洋教师指导组

书处与 CBCG 密切合作以开展所需要的评价工作。

的代表。

8.1.7

关于大型项目，委员会认识到进行广泛的

此外，委员会还欣慰地注意到了 2005 年 9

监督和评价是整个项目规划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非

月 2—10 日在比利时奥斯坦德举行的 JCOMM－

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评价本身应当包括捐款方、受

IODE 模式和资料管理联合研讨会。这次会议旨在

援方以及执行机构。这样的评价可以帮助受援方制

向与会的模式开发人员和海洋资料管理人员阐述

订功能性的工作计划，有助于在项目的实施当中对

大家应该如何在提供业务服务和产品方面互相支

项目进行调整，还可用于未来新的项目设计，并且

持、互为补充。此次研讨会特别关注了发展中国家，

有可能影响到捐款方政策的变化。委员会一致肯定

为其安排了一个分会学习如何建立数值模式和编

了这一评价过程对于 JCOMM 发起的项目的重要

写模式输出，还就如何利用实地资料验证模式安排

性，同时，委员会也认为这一评价过程很大程度上

了另外一个分会。委员会对与 IODE 开展的协作表

是超越 JCOMM 本身的范围。因此委员会欢迎

示满意，并认为应把 IODE 的 ODINAFRICA 项目

CBCG 及其 TTR 的建议，对每一个项目都指定一个

作为能力建设领域的一个成功范例。

具体 JCOMM 报告员，其任务是从受援国收集状况

8.1.5

报告并定期进行汇编。
JCOMM 能力建设评价
8.1.6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CBCG 在与 TTR

区域活动
委员会对于东南亚大气和海洋预报中心

的合作中，已经开发了一套方法，用于对 JCOMM

8.1.8

相关的培训课程、研讨会的效果进行评价，同时监

（SEACAMP）已经达到业务化状态表示满意。其

督与 JCOMM 相关的大规模区域协作开发项目。至

网站（http://intranet.mssinet.gov.sg/seacamp/）除提

于前面所提到的有关培训活动，评价是以使用各种

供风暴警报外，还提供多种大气和海洋变量的分析

不同的问卷为基础，例如：

和预报，例如海面风、平均海平面气压、降水、海

(a)

在活动结束时，调查问卷将由这些活动的参

浪、浪涌、海平面高度和洋流、不同深度的温度和

与者来填写，其主要目的是要获取对这些培

盐度等等。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正在制订的示范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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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包括针对航海事故、石油泄漏海岸模拟和其他

毛里求斯的贡献表示感谢。

海洋污染模拟，并且开发对于海洋灾害的早期预警

8.1.11

和指南，例如海啸、风暴潮等等。SEACAMP 项目

间，JCOMM 已经直接指导或是联合进行了以下培

仍充满活力，其主旨为：

训活动：

为东盟国家建立海洋气象学和物理海洋学方

(a)
(b)

2002 年 1 月 21—24 日在越南河内举办了南

面的专业技术；

中国海风暴潮、海浪及海洋环流研讨会（与

由适当的、愿意得到进一步培训和工具的东

WMO 热带气旋计划-TCP 相结合）；

盟专家组成，承担了工具/模式开发、监测、

(b)

2003 年 4 月 7—18 日在智利瓦尔帕莱索，由

分析与预报等任务。SEACAMP 的未来工作

GLOSS 与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联合组织

将得到推广，根据主要用户需求开展有针对

了关于海平面观测和分析的培训班；

性的研究；
(c)

(a)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在过去这段闭会期

(c)

2003 年 6 月 23—27 日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

自立自强，未来费用和资料收集系统将通过

进行了针对加勒比海国家的海浪和风暴潮预

捐赠的方式由东盟或目标国提供。

报会议；

委员会鼓励东南亚中心继续发展和扩大工作，

(d)

与 TCP 合作举办了两次区域模拟研讨会，一

并且认为 SEACAMP 计划在区域水平上为 JCOMM

次是 2003 年 9 月 15—17 日在马来西亚关丹

的发展展示了一个很好的途径。

举办的，另一次是 2005 年 7 月 25—29 日在

8.1.9

中国北京由国家海洋局承办的；

委员会回顾了西印度洋海洋应用项目

（WIOMAP），该项目旨在于通过在该区域实施更

(e)

港口气象官活动（2003 年 7 月 23—25 日，

多更有效的短期、中期、长期计划，为海洋及陆地

英国伦敦），已在为拟于 2005 年底或 2006 年

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开发做出贡献。这将在增加海

在德国汉堡举办的下一次活动进行规划和资

岸和公海观测系统的基础上，通过改进海洋预测和

金筹措；

天气及气候预报得以实现。这个项目关注国家机构

(f)

GLOSS 与马来西亚勘察与测绘局联合组织

的能力建设，以使其能够利用海洋监测方面的新技

了关于海平面观测和分析的培训班（2004 年

术和海洋模拟方面的新发展。作为 GOOS 和 GCOS

2 月 19—20 日，马来西亚吉隆坡）。
委员会还欣慰地注意到在 GLOSS 框架中

的支持，WIOMAP 将确保在西印度洋的观测得以持

8.1.12

续，并广泛用于研究和业务应用。由专业区域海洋

所提供的如下援助活动：

应用中心制作并通过增强的通讯系统发布的产品

(a)

2004 年 3 月，一位技术专家访问了伊朗，就

将在消除贫困和粮食安全等方面为改善该区域民

其国家潮位仪网络（由挪威水文局发起）提

众的福祉做出重大贡献。

供了咨询；

8.1.10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该项目建议书正处

(b)

边国家；

于编写的最后阶段，并且特别受益于 TTR 的审议和
意见。委员会同意这个项目在未来几年应该被赋予

2004 年 12 月，一位技术专家访问了红海周

(c)

在加纳塔科腊迪安装了新的压力计。
（压力计

高度的优先权。因此委员会要求在 TTR 的协助下尽

由印度国家海洋学研究所捐赠，并由国家海

快完成该项目文件的定稿工作，并尽可能快地向可

洋研究所的两位科学家进行了安装）；

能的参与机构的首脑进行分发，寻求他们对此文件

(d)

向莫桑比克提供了两套新的潮位仪（通过英

的正式批准和参与该项目的意愿。一旦联合秘书处

国普劳德曼海洋学实验室），于 2005 年初由

收到这些参与机构的协议，将由一个国家作为所有

南非水文局安装；

参与方的代表，向可能的融资机构提交协商一致的

(e)

向巴西提供了一套仪器（通过英国普劳德曼

项目文件。通过毛里求斯海洋学研究所和毛里求斯

海洋学实验室），于 2005 年初在巴西加纳内

气象局这一联合渠道，毛里求斯在 WIOMAP 项目

依亚安装；

第二次执行规划会议（2002 年 12 月，毛里求斯）
上担任了项目提交国，委员会对此进行了回顾并对

(f)

就如何安装和运行尼日利亚购买的一套现代
化雷达向一位尼日利亚科学家提供了培训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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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该雷达拟安装在拉各斯的 GLOSS 站点

(i)

帮助各个组、国家和区域确定潜在的捐
赠方并拟定能力建设建议；

上。
(ii)
与 GOOS 能力建设专家组合并的建议

8.1.17

向管理委员会和 GSSC 汇报。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由于那些协定可能

委员会注意到，由于 JCOMM 与 GCOS 之

简化能力建设领域的活动并减少有关会议的数量，

间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在能力建设领域，有建议提

所以 GSSC 主席原则同意那些协定。已在议题 14.1

出应将 JCOMM CBCG 与 GOOS 能力建设专家组合

下采取了旨在实施那些协定的行动。委员会因此决

并。预计合并后的专家组有能力开展能力建设工

定不再重建能力建设协调组/GOOS 能力建设专家

作，这是确保 GOOS 中业务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能

组。

8.1.13

够成长、发展、持续和演进的需要，从而改善和增
加可为世界范围的海洋管理和服务提供的业务化

8.2

在更广泛的 WMO 和 IOC 能力建设计划

海洋资料和产品，为 JCOMM 目标的实现做出直接

背景下的 JCOMM 和 GOOS 能力建设战

贡献。此外，如此合并可以避免工作的重复，有望

略（议题 8.2）
委 员 会 注 意 到 JCOMM 联 合 主 席 J.

节约协调和能力建设性活动所需的资金。委员会欣

8.2.1

慰地注意到该项建议已经在管理委员会第三次会

Guddal 先生以及 CBPA 协调人 M. Andrioli 女士（阿

议（2004 年 3 月 17—20 口，日内瓦）上获得批准，

根廷）参加了有关“为 IOC 能力建设战略起草实施

同时还在 GOOS 指导委员会第七次会议（2004 年 4

计划”的 IOC 专家研讨会（2005 年 3 月 9—11 日，

月 26—29 日，布雷斯特）上获得批准。

巴黎）。他们利用这一机会阐述了 JCOMM 的能力

委员会认为，正如第 8.1.3 段所提及的那

8.1.14

建设战略以及一些正在进行或将要开展的 JCOMM

样，尤其要利用好 GOOS 区域联盟（GRA）并与之

能力建设项目。尤其是，研讨会同意确定一个远景，

开展合作，从而在区域层面以最佳的方式开展能力

对 IOC 战略的指导如下：
“要建立由科学家、管理

建设活动。委员会尤其强调要使用区域机构和 GRA

者及其他参与区域机制的工作者组成的网络，开创

秘书处来协调和促进区域内从培训到业务系统的

需求推动的科学，提供业务服务，旨在造福于全人

建立等共同需求。

类。”委员会认为 JCOMM 在这样的远景中具有清

关于为能力建设活动所提出的新型结构

8.1.15

安排建议，委员会认为重要的是要实现以下目标：
(a)
(b)

晰的角色定位，并对 IOC 在最近举行的第二十三次
大会上（2005 年 6 月）批准上述措词表示满意。
委员会还欣慰地注意到，在 IOC 的战略

建立并确保能力建设与观测、资料管理和服

8.2.2

务的计划领域之间保持良好的协调关系；

中，明确表述了正在进行中的、对区域有着关键利

最大程度地利用 WMO、IOC 和其他合适组

害关系的区域项目将是能力建设的基本手段，这同

织的能力建设计划。

时也是 JCOMM 和 GOOS 战略中的本质。同样，IOC

为实现这些目标，委员会认为它不得不重

战略的重点是对制作和使用业务产品、应用遥感资

新审议 JCOMM-1 所商定的有关能力建设的协定。

料以及使用稳健模式等方面的培训给予优先权，以

管理委员会和 GOOS 科学指导委员会将在其

便于将快速成果展示给决策者，从而确定从国家层

他三个计划领域内各任命一名报告员，并委

面对长期监测进行支持的事宜，这也是与 JCOMM

托以下事项：

和 GOOS 的优先重点相一致。最后，由于要实现如

8.1.16
(a)

(i)
(ii)

确定各个国家在每个计划领域内所产

前所述的前景，合作关系是基本的，因此为了使得

生的能力建设需求；

稀缺资源能最大程度被利用，并且加强协作、提高

整合这些需求；

效率，IOC 的战略已经考虑了 JCOMM、GOOS 及

(iii) 在需要的时候通过管理委员会把这些
需求提交给 IOC、WMO 和其他组织；
(b)

其 COOP 已有的能力建设战略。
8.2.3

关于 WMO 能力建设以及相似的计划，委

(iv) 评估所取得的进展；

员会欣慰地注意到，在诸如海洋对低地农业和沿海

资源专题组将：

资源的影响（MILAC）项目方面，已同农业气象学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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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CAgM）和 TCP 已经开展了协作，实现了

准，以便对所支持的能力建设活动作出选择。

协同效应，具体细节在议题 11.5 中进行讨论。

8.3.4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澳大利亚拟提供技

术援助的计划，目的是帮助有关的印度洋和西南太
关于未来四年中具体能力建设活动的建

平洋国家加强海啸监测、预警和相关紧急管理方面

议（议题 8.3）

的能力建设。委员会也欢迎委内瑞拉提出的向加勒

委员会注意到，鉴于通过能力建设需求调

比地区国家提供学术和培训支持的提议，也欢迎南

查 已 经 确 定了 非 洲 大 陆沿 海 国 家 的具 体 需 求 ，

太平洋常设委员会（CPPS）所付出的努力，为此人

CBCG 建议将主要工作的重点放在全球这一特定海

们把后者称为“区域层面的 JCOMM”
。委员会进一

区的能力增强或开创方面。从而列出了以下优先活

步赞扬中国承担开发有助于充分使用遥感资料的

动：

软件并与其他国家共享之。委员会也注意到俄罗斯

8.3
8.3.1

(a)
(b)

在段落 8.1.5 中提到的 JCOMM/IODE/GOOS

联邦下属的北极和南极研究所与其他部门合作提

“能力建设活动”；

供的培训机会。委员会注意到肯尼亚、缅甸、苏丹

在段落 8.1.3 中提到的“关于大西洋中东部几

和土耳提出的需要获得援助的请求。

内亚湾风暴潮监测、后报和预报的项目建
(c)

(d)

议”；

8.4

支持 JCOMM 能力建设的资源（议题 8.4）

与 OPA 协调人密切合作，对 2005 年在肯尼

8.4.1

在每段闭会期内，会有一些有限的常规预

亚蒙巴萨岛举行的“XBT 培训研讨会”进行

算资金可供利用，这些资金通过 WMO 和 IOC 对与

支持

JCOMM 相关的少量短期培训班、长期奖学金以及

制订关于建立早期预警系统，以减轻洪水和

专家考察提供支持，委员会对此作了回顾。然而，

地震对非洲海岸影响的项目。

为了全面实现已确定的委员会能力建设需求，包括

关于后者，委员会一致认为它将构建全球减灾
害努力的一个区域组成部分（见议题 11.5）。
8.3.2

对于 GLOSS 的相关活动，
委员会注意到，

大型区域或国家项目，必须求助外部资金的支持。
在此背景之下，委员会认为 WMO 和 IOC 的自愿合
作计划可以更多地加以利用，自愿合作计划原则上

经 IOC 同意，在佛兰德斯（比利时）政府的资助下，

可对许多 JCOMM 的需求提供支持，包括培训活动、

非洲海洋资料和信息网络（ODINAFRICA 3）项目

奖学金以及硬件和软件等。此外，在明确可能的外

已经于 2004 年底开始实施。该项目下第 2 项一揽

部资金来源以及编写可能吸引外来资金的项目文

子工作方案的名称为“沿海观测系统”，将为非洲

件等方面，TTR 的工作对于 JCOMM 和 GOOS 都有

的潮位仪采购、安装及海平面培训活动提供资助。

很大的潜在价值。

预计在此资助下，在 2005—2008 期间，将建立总

8.4.2

共 12-15 套仪器。这些仪器中的多数将被安装在非

（2003 年 2 月 3—4 日）上已经公认，其初始的基

洲的 GLOSS 核心网络站点上。此外还计划 2006 年

本任务就是对 JCOMM 能力建设的可能资金来源/

上半年在 JMA（日本）开办培训班，此外，一些培

机构进行调查，并且在此信息基础上，编撰一个完

训班将放在印度洋潮位仪安装/升级计划下和非洲

整的目录。该目录可包括有关优先级详情、相关区

海洋资料和信息网络（ODINAFRICA III）项目下开

域、格式、决策机制、融资参数（美元额度、持续

展。

时间、放款标准）、最终期限、项目详情、约束条

委员会注意到，TTR 在其第一次会议

更概括而言，委员会注意到 JCOMM 能力

件、报告及评价程序等等。这一分析将不仅对于

建设活动在编写项目建议书纲要方面继续付出的

GOOS 和其他 IOC 及 WMO 的能力建设计划是有价

努力。这些建议书以 WMO 区域和 GOOS 区域联盟

值的，而且从相同角度出发，对于其他国际组织也

的调查结果为基础，并以协调不同区域参与各种能

是有价值的。为此，TTR 已经着手开发一个关键词

力建设活动的机构的需求为重点，这些能力建设活

搜索数据库，该数据库允许就那些可能资金来源的

动有培训，有业务系统的建立，比如 WIOMAP。委

详细信息在互联网上进行定位，并且评价它们对于

员会强调，能力建设活动应当特别重视开发制定标

JCOMM 的相关性。下一步将对捐赠机构的网站进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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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查，利用那些类别和关键词作为基本的搜索标

10.

指南及其他技术出版物（议题 10）

准。TTR 建议这应当由一名顾问来承担。委员会认
为这一程序是符合其需求，并且要求 TTR 对所需顾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471）

问工作的成本作出评估。委员会认为准备一个可能

10.1

支持 JCOMM 能力建设项目的融资机构的清单并对

了海洋污染紧急响应支持系统（MPERSS），同意

资助机构进行分析是非常有用的，因而要求联合秘

现在可将该系统视为业务系统，并进一步同意该系

书处随后设法确定实施该项目所需的资金。

统的详细资料在经服务协调组修改后应纳入《海洋

委员会回顾到，它在议题 5.1 下详细讨论

气象服务指南》。委员会通过了旨在贯彻这一决定
8.5

向委员会提出的正式决定或建议（议题

的建议 10（JCOMM-2）。委员会还回顾了，它在

8.5）

议题 9 下通过了一项旨在把对国际海洋气象磁带格

委员会批准了 JCOMM-2 关于上述整个第 8 项
议题的最终报告的文字草案。

式和质量控制最底标准的修改意见载入《手册》和
《指南》的建议。

审议对本委员会有意义的技术规则（议题

其他 WMO 指南

9）

10.2

委员会回顾到，它同意在议题 5.1 下通过

（JCOMM-1）中所建议的，CLIMAR99 论文集已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558）的修正案和

作为《海洋气候学应用指南》（WMO-No.781）的

《WMO 技术规则》的附录六，为那些通过 NAVTEX

变动部分，在《海洋气候学应用进展—WMO 海洋

发布海洋天气预报和警报的国家气象部门增加补

气候学应用指南的变动部分》
（WMO/TD-No.1081）

充指南，包括此类广播将使用的常见缩略语表以及

中发表。对提交给 CLIMAR-2（2003 年 11 月 17—22

为国家气象部门提出的有关海冰图指南的建议。因

日，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论文随后进行了另外的处

此，委员会通过建议 7（JCOMM-2）和 8（JCOMM-2）

理，这些论文的选集发表在《国际气候学杂志》的

来实施该决定。委员会进一步回顾到，它同意在议

“海洋气候学进展”专辑中（Vol. 25，No.7/2005

题 7.1 下修订 IMMT 格式和最低质量控制标准，特

年 6 月 15 日）。

别是为了涵盖 VOSClim 项目的额外要求。从 2007

10.3

年 1 月 1 日起用这些新版的 IMMT（IMMT-3）和

JCOMM-1 的要求，已在 JCOMM 网站上提供了.PDF

MQCS（MQCS-5）来代替现有的版本，因此它通

格式的《海浪分析和预报指南》(WMO-No.702），

过建议 9（JCOMM-2）。认为没有必要对 WMO 技

同时，风浪和风暴潮专家组已在初期的调查问卷基

术规则的有关部分作进一步修订。

础上着手准备《指南》的变动部分，并将按照与上

9.
9.1

委 员 会 欣 慰 地 注 意 到 ， 如 建 议 11

委员会进一步欣慰地注意到，根据

委员会认识到《WMO 技术规则》，尤其

述《海洋气候学应用指南》变动部分相同的方法在

是《海洋气象服务手册》的价值，以确保向海洋用

下一休会期间最后定稿。此外委员会还回顾到，它

户提供高质量的及时服务，并在这方面帮助和指导

已在议题 5.1 下同意编写《风暴潮预报指南》及该

国家气象部门。委员会进一步认识到用户所需的服

指南目录草案的要求（参见建议 1（JCOMM-2））。

务日益涉及海洋变量和产品；而各海洋研究所和机

10.4

构正在更多地参与海洋服务的准备和分发；并回顾

中所记录的有关海冰领域指南材料的讨论。委员会

了在议题 5.2 下对有关该主题所作的讨论。在这方

认同继续这一工作的重要性。

9.2

委员会回顾了总摘要第 5.1.20 和 5.1.21 段

面，委员会认为在近期很可能需要一套由 WMO 和
IOC 通过的有关准备和提供海洋学产品和服务的规

《国际指定、补充和辅助船舶清单》
（WMO-No.47）

则，或至少是这方面的指导材料。因此，委员会要

10.5

求服务计划领域协调员和管理委员会对该问题进

舶清单》中包含了自愿观测船（VOS）使用的名称、

行周密的审查，目的是能够准备这类规则或指南，

呼号、布局、仪器类型和观测方法的详细资料。这

供 JCOMM-2 审议。

一出版物依赖于运行 VOS 计划的国家气象部门每

委员会回顾到《国际指定、补充和辅助船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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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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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一次定期提交的元数据。该出版物原来每年印

助船舶清单》未来维护的 JCOMM 附属机构，

刷一次，大概从 1999 年起改为在 WMO 网站上以

适时与海洋气候专家组和其他相关机构，包

电子方式提供。直到最近，电子版本一直很少更新，

括用户团体进行磋商。

这 引 起 了 2003 年 7 月 在 伦 敦 举 行 的 SOT 和
VOSClim 会议的关注。委员会认识到，尽管这一作

JCOMM 技术报告

法有助于及时获取 VOS 操作人员特别关心的当前

10.8

船舶元数据，但还是需要保存供气候数据库使用的

编写和出版了 JCOMM 新技术报告系列中的 15 种

历史元数据的数字档案，以便对可能因 VOS 仪器

出版物（参见 http://www.jcommweb.net），同时有

变化引起的虚假气候信号进行识别和订正。

6 种 DBCP 技术文件系列出版物问世，还对 DBCP

10.6

委员会同意《国际指定、补充和辅助船舶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在上一休会期间共

的实施战略进行了年度更新。那些出版物中的多数

清单》是 VOS 操作人员的重要工具，因为它：

可以从 JCOMM 网站上以 Word 文档和.PDF 格式下

(a)

非常有助于确定外国船只的状况；

载，少数出版物备有印刷副本。出于成本的考虑，

(b)

根据从清单中被删除的情况确定哪些船舶可

有些出版物仅以 CD-ROM 方式制作。同过去一样，

能已成为 VOS 的招募对象。其最新版本减少

这些出版物涵盖了涉及 JCOMM 全部计划的各种主

了一个以上 NMS 多次招募的可能性，避免了

题，包括重要研讨会和讲习班，如“CLIMAR-2 和

港口气象官员（PMO）对船舶的不必要访问；

布鲁塞尔海事大会 150 周年纪念”、第八次波浪追

(c)

在准备访问外国 VOS 船舶时对 PMO 有帮助；

算和预报国际研讨会（2004 年 11 月 14—18 日，夏

(d)

确定哪些船只有可能作为浮标和浮桶的部署

威夷，瓦胡岛）等的文集，以及各 JCOMM 组的汇

船舶。

总国家报告和培训研讨会介绍。

此外，要实现 VOS 气候项目（VOSClim）的
目标和预期的准确度，有关观测方法和仪器类型、

JCOMM 会议报告

仪器方位、仪器鉴定日期及船舶布局的准确细节是

10.9

至关重要的。

报告系列中的全部 JCOMM 会议最终报告现在均已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JCOMM 特别会议

委员会在此框架内审议了在 SOT 第二次

出版（http://www.jcommweb.net），其中有 28 个报

会议（SOT-2）（2003 年 7 月 28 日—8 月 1 日，伦

告在上一休会期间出版。除了以硬拷贝形式分发给

敦）上建立的《清单》元数据专题组的建议。专题

与会者和少数其他人员外，所有这些报告还可以从

组 的 提 议 和 建 议 随 后 经 ETMC 第 一 次 会 议

JCOMM 网站上以电子格式（Word 文档和 PDF）下

（ETMC-1）（2004 年 7 月，波兰，格丁尼亚）审

载获取。委员会认识到这种服务的价值，并敦促所

议并通过，再后由 SOT-3（2005 年 3 月 7—12 日，

有 JCOMM 成员和其他人员定期访问 JCOMM 网

布雷斯特）批准。委员会：

站，斟情对会议报告进行评议、磋商和下载。

10.7

(a)

(b)

(c)
(d)

赞同地注意到，SOT 根据前 CMM 在建议 9
（CMM-12）中提供的授权，在同海洋气候

GLOSS 出版物

学专家组磋商后，制定并实施了对与《国际

10.10

指定、补充和辅助船舶清单》有关的现行电

版了大量 GLOSS 出版物，包括专家组报告、情况

码表内容的修改；

报告、手册、会议文集、技术专家访问报告，以及

通过了建议 2（JCOMM-2）
，以实施对字段（及

最近的两次 GLOSS 培训课程报告（2003 年 4 月

格式）的定义与细节的修改，并由 SOT 着手

7—17 日，智利，瓦尔帕莱索和 2004 年 2 月 9—20

制定用于今后交换该出版物元数据的 XML

日，马来西亚，吉隆坡）。委员会注意到这些出版

版本；

物均可从互联网上获取（http://www.pol.ac.uk/psmsl/

赞同地注意到 SOT 采用分号分隔格式进行

programmes/gloss.info.html）。委员会支持在 GLOSS

WMO-No.47 元数据的直接交换；

团体和平均海平面常设机构（PSMSL）的协助下开

同意 SOT 应成为负责《国际指定、补充和辅

展这一工作，并敦促继续此项工作。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在上一休会期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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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技术出版物
10.11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通过《WMO 公

有近期的文献）可以下载。委员会对 GOOS 项目办
公室为 JCOMM 团体提供这些文献表示赞赏。

报》，国际气象和海洋界能及时了解与 JCOMM 有
关的 WMO 和 IOC 活动的最新情况。它要求秘书处

互联网站

继续编写和出版这些作为计划说明刊载在公报上

10.14

的摘要。委员会对公报中时常刊载与 JCOMM 及其

和 WMO 的）两个秘书处分部都维护着 JCOMM 专

活动直接有关的较长文章（如 2004 年 7 月一期中

用交叉链接网站，它们进而又链接到一些专注于委

有关第一次 GARP 全球试验（FGGE）给海洋观测

员会工作具体方面的其他网站，特别包括

系统的遗留问题的文章）表示赞赏，也对 2005 年 7

JCOMMOPS 和 Argo 信息中心（AIC）、DBCP、

月出版的一期以“海洋与大气”及其耦合模拟为主

GMDSS、SOOP 及 VOS 网站。所有这些网站（AIC

要内容的专刊表示赞赏。委员会进一步欣慰地注意

除外）的特点是都在显著位置设有 JCOMM 图标，

到在一些出版物中，如《世界气候通讯》和各种外

以便于识别该网站及其内容与 JCOMM 的关系。委

部刊物，时常会刊载一些与 JCOMM 有关的文章。

员会特别感谢那些致力于建立和维护这些专门网

委员会鼓励 JCOMM 成员和秘书处继续尽可能编写

站的机构和组织，其中特别包括澳大利亚气象局

和提交此类文章，从而在国际上宣传委员会的工

（VOS）、CLS/服务 Argo（COMMOPS 和 AIC）、

作。

法国开发研究所（IRD）（SOOP）、法国气象局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JCOMM（在 IOC

（GMDSS 和 MPERSS），以及 NOAA（DBCP）
小册子、活页和其他宣传材料

和日本气候厅（所有 CMM 和 CBS 届会的报告摘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管理委员会同意采

要）。附录 I 中给出了所有支持 JCOMM 及其工作

用由 P. Dos 先生（法国气象局）设计的 JCOMM 图

的或与之有直接关系的网站的完整 URL 清单。委

标，该图标现已广泛应用于 JCOMM 的出版物和网

员会认识到这些网站作为快速而有效地分发资料

站。委员会特别感谢 Dos 先生和法国气象局在这方

与信息（包括文献和技术出版物）的工具所起到的

面所给与的支持，并认为该图标为委员会及其工作

重要作用。委员会也认识到它们对于在 JCOMM 成

提供了极好的符号表征，有助于增进外界对

员和其他专家间就大量技术和相关课题进行直接

JCOMM 的深入了解。委员会进一步欣慰地注意到，

沟通与互动的潜力。例如，这种互动可以通过邮件

一本介绍 JCOMM 的宣传册已由管理委员会编写完

列表、讨论组和直接向网站反馈信息来进行。委员

成，并以四种语言（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会因此强烈鼓励进一步发展网站，特别是那些由

出版。委员会特别感谢澳大利亚气象局完成了该宣

JCOMM 秘 书 处 自 己 维 护 的 网 站 ， 它 们 是 实 施

传册的印刷工作，这本小册子也可以通过 JCOMM

JCOMM 计划活动的重要工具。

10.12

网站以电子形式（所有四种语言）下载。委员会对
DBCP 和 ASAP 专家组在休会期间编写它们各自宣

未来的技术出版物

传手册的更新版本也表示感谢。委员会认识到，这

10.15

些小册子对于帮助在更广泛的社团中推动 JCOMM

宣传材料为会员/会员国实施其海洋相关活动提供

各方面的工作仍有价值，委员会敦促继续出版宣传

了十分宝贵的支持，并敦促在下一休会期间应继续

材料，并在必要时对其进行修订和拓展。

出版这类报告和文献。

GOOS 出版物

11.

10.13

与 WMO 和 IOC 其他计划/机构的关系
（议题 11）

委员会认识到，作为对 GOOS 的支持，

IOC 出版了大量与其自身工作有关的技术文献。委

委员会认为所有那些技术出版物和相关

11.1

GOOS 和 GCOS（议题 11.1）

员 会 注 意 到 ， GOOS 的 网 站 (http://ioc.unesco.org
/goos/）上列出了大多数现有的 GOOS 文献、出版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

物和参考资料的清单。这些文献中的大部分（及所

11.1.1

委员会感兴趣和欣慰地注意到全球气候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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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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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系统（GCOS）主席 P. Mason 先生（英国）的

COP 及 SBSTA 携手努力改进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报告。它欢迎在 GCOS 的领导下，制定支持联合国

委员会敦促各会员在各自国家积极参与 UNFCCC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GCOS-92）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的详细系统观测报告的起草工作，并确保这些报告

实施方案。该方案已于 2004 年 12 月提交给联合国

能强调 JCOMM 的关键作用并体现 JCOMM 的贡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大会（COP）

献。

第十次会议，并通过决议 5/CP.10 得到了 COP 的支

11.1.4

持。该方案要求在今后 5—10 年中需开展约 131 项

第五十六次届会通过的决议强烈要求继续努力建

活动以解决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关键性问题，即：

立和维护整个 Argo 网络，认识到实地海洋观测对

改进大气、海洋和地球观测的主要卫星和实地观测

于实施 GCOS 的重要性。委员会注意到 IOC 执行理

网络；制作全球气候分析综合产品；加强最不发达

事会第三十七次届会（2004 年 6 月 23—29 日，巴

国家和小岛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改进对基本气候变

黎）指示 IOC 执行秘书通过 GOOS 项目办公室采

率的高质量全球资料的获取；并加强国家和国际的

取一切必要措施实施 GOOS 的各个组成部分，而

基础设施。

GCOS 则能够直接对此做出贡献，委员会还注意到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 WMO 执行理事会

委员会注意到 GCOS-92 是在科学界，包

IOC 大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敦促会员国将 GCOS-92

括海洋科学家和海洋气象科学家的广泛参与和协

的组成部分并入到其各自国家的海洋观测计划中

商下编写而成的。许多行动都涉及到明确作为行动

去。

“实施机构”的技术委员会，包括需要 JCOMM 支

11.1.5

持的 21 项具体行动。此外，该方案强调缔约方有

制定 GEO 实施方案方面的协作，以便 GCOS 制定

必要参与一些“关键行动”：

的实施方案基本上是 GEO 计划中的气候部分。这

11.1.2

委员会欢迎 GCOS 及其合作伙伴之间在

(a)

完成和维护全球海洋气候初始观测系统；

极大地有助于将海洋初始观测系统纳入 GEO 计划

(b)

指定和支持实施此系统的国家机构；

之中，并导致这两项计划为 JCOMM 提出的一套统

(c)

在海洋研究和业务机构之间建立有效的合作

一的行动建议。

以确保方案得以实施；

11.1.6

(d)

进行及时、免费和无限制地交换资料；

实施方案中的行动融入并细化为会前 JCOMM 各相

(e)

确保基本海洋卫星观测的气候质量和连续

关协调组的活动，并鼓励各会员国尽最大可能努力

性。

实施所要求的各项行动。

委员会完全支持在 GCOS 和 GEO 制定的

更具体而言，这些关键行动包括：
通过实施和维护 GCOS 潮位仪基本网络及通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

过增加浮标数量、热带锚定浮标网络、自愿

11.1.7

观测船气候网络和分布全球的基准锚系网络

学指导委员会（GSC）主席 J. Field 先生（南非）和

来提供地表网络的全球覆盖率；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政府间 IOC-WMO-UNEP 委员会

通过实施和维护 Argo 廓线浮筒布设、全球海

（I-GOOS）主席 F. Gérard 先生（法国）的报告。

洋完整深度水柱的系统采样、SOOP XBT 跨

委员会承认在上一休会期间 GOOS 的发展取得了

洋海区的全面实施、扩展和维护海洋基准点

重大进展。这包括两方面，第一是增强了世界海洋

网络以提供覆盖全球的水下网络；

观测系统，特别是海洋观测系统的气候部分，第二

运行卫星测高系统。委员会支持将该方案作

是对 GOOS、I-GOOS，及其科学指导委员会（GSC）

为全面实施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重要步骤，

的职责进行了全面审议和修订。委员会回顾到它已

并同意全面参与实施各有关行动。委员会还

分别在议题 4.1 和 4.3 下审议了 GOOS 两个科学技

鼓励会员根据各自的能力支持实施该方案。

术咨询工作组：气候研究和预报 OOPC 以及沿海事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由 GCOS 秘书处和

务 COOP 所提出的需求。因此委员会同意从更全面

GOOS 秘书处提交给 SBSTA-22 的实施气候初始观

的角度来审议它与 GOOS 的关系并强调某些行动

测系统的进展报告。委员会欢迎 GCOS 和 UNFCCC

及问题，以使 GOOS 和 JCOMM 尽最大努力实施全

(a)

(b)

(c)

11.1.3

委员会赞赏和感兴趣地注意到 GOOS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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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观测系统的海洋部分。

GOOS 的 必 要 步 骤 ，并要 求 其 联合主 席 继 续 与

委员会认为 GOOS 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尽

GOOS 机构进行密切协作。考虑到 I-GOOS 在需求

可能精确和完整地收集、分析和陈述用户对全球海

设置和资金筹措方面的作用，委员会同意在下个休

洋观测系统的要求。委员会同意 GCOS 实施计划

会期间 JCOMM 应通过管理委员会和 I-GOOS 主席

（GCOS-92）关于 GOOS 全球模块的要求和行动建

团（由 I-GOOS 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与 I-GOOS 密

议，注意到它们是由 GOOS、GCOS 和 WCRP 联合

切合作，在 JCOMM 内部进行协调，并通过国家机

制定的。委员会注意到需要继续为 GOOS 的海岸模

构的影响，在接下来的休会期间为业务海洋学研究

块的全球组成部分制定类似的要求和行动建议。

业务案例，以确保增进 GOOS 的实施。

11.1.8

GOOS 还将制定观测及产品计划以满足那些要求。
此类计划可能包括国家或国家集团（如 GRA）为开

11.2

WMO/IOC 其他联合计划（WCRP，IPY）
（议题 11.2）

展研究、试点项目及其他业务化之前活动而采取的
行动，为制订长期、持续、充分的观测系统和资料
产品的制作和分发方案开辟一个途径。
委员会同意，成功完成此类活动后，由

11.1.9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
11.2.1

委员会回顾了目前正在使用的业务观测

JCOMM 负责将新的、经过检验的组成部分融入业

系统已成为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研究活动

务观测系统，并负责其维护以及与 JCOMM 其他观

的一部分，包括热带海洋和全球大气计划（TOGA）

测 及 产 品 的协 调 。 委 员会 认 识 到 这些 活 动 需 要

以及世界海洋环流试验（WOCE）。委员会注意到

JCOMM 制定和使用一套观测系统绩效指标，在议

在 研 究 项 目 ， 如 WCRP 气 候 变 率 和 可 预 测 性

题 6 对此进行详细讨论。

（CLIVAR）项目的支持下正在制定和审核各项规

11.1.10

委员会进一步认识到，除了正在向全面满

范，未来的业务系统会以此类规范为基础。委员会

足需求发展之外，业务观测系统很可能向 3 个方面

承认 JCOMM 和 WCRP 之间极需有效的双向沟通。

发展：

目前的一些团体已开始朝此目标努力，具体而言由

(a)

用户需求的变化将需要改变系统；

GOOS、WCRP 和 GCOS 联合发起的 OOPC，此外

(b)

新的研究和发展会使传感器、通讯和技术得

还有指导诸如 Argo、锚定设施、浮标、GODA 和时

到改进，从而获得更好的资料和产品；

间序列站这类活动的科学机构。所有这些活动在

将必须满足有新需求的新用户。

WCRP 计划中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然而，委员会

(c)

委员会认为改进系统应是 JCOMM 和 GOOS 的

认为需要进一步整合这些工作，并为与 JCOMM 及

共同责任，应与 OOPC 及更广泛的研究机构和用户

其他海洋气候观测活动的互动提供单一的渠道。

密切合作，并通过 GRA 依靠各国在区域内的参与。

11.2.2

JCOMM 将能满足用户不断变化的某些需求，有些

专家组（GSOP）的建立，并获悉 GSOP 于 2004 年

需求可能需要 GOOS 设立试点项目或开展其他的

11 月 11—12 日在美国的博尔多首次召开会议，讨

试验性工作。由于 JCOMM 正在监督业务系统，因

论的重点在于海洋二次分析的需求，并初步列出了

此它将很方便地了解可提高系统绩效的发展情况，

资料、资料管理和资料产品需求一览表，以支持海

以及利用用户的反馈来实施这种改进。另一方面，

洋气候二次分析。GSOP 的一个作用是确保业务系

通过参加国和 GRA，GOOS 似乎更有利于了解有新

统的设计和运行使其气候研究获得最佳效益，并可

资料和产品需求的新用户。在这种情况下，GOOS

利用最新的科技成果。在这方面，GSOP 将考虑在

将再次鼓励各国和/或 GRA 开展试点项目和业务化

其下次会议上与 OOPC 合作审议海洋温度网络。

之前的活动以推动观测和资料产品的制作。世界银

11.2.3

行全球环境基金的大海洋生态系统项目为许多发

合，并且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JSC）正在为今

展中国家发展 GOOS 的海岸组成部分提供了机会。

后 10 年制定战略框架，重点放在地球系统的协调

委员会欢迎 GOOS 和 JCOMM 加强能力

观测和预报（COPES）。COPES 是用于促进 WCRP

建设的工作，以作为通过 JCOMM 不断发展和实施

各项目在某些领域的协同作用，如：资料管理，并

11.1.11

委员会注意到 CLIVAR 全球整合与观测

委员会进一步获悉 WCRP 需要进一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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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开展对 WCRP 的目标至关重要的活动。最终目

11.2.10

标是从季节至百年气候系统的不间断预报。尽管实

项目中，大约 20 个与极地海洋学，包括海洋环流、

施 COPES 将主要基于目前的基础设施，但为促进

海岸和边缘地区、以及大气-海洋-冰相互作用等方

重要领域的综合活动而成立了两个核心工作组，即

面密切相关。认识到 JCOMM OPA 能够为成功实施

WCRP 模拟工作组和 WCRP 观测与同化工作组

这些项目做出重要贡献，委员会要求 OPA 协调员与

（WOAP）。WOAP 的首要重点是促进卫星海洋资

各项目指导委员会建立联系，并帮助推动 IPY 的各

料流的二次处理，并已要求 GSOP 对二次处理所需

个项目。

的资料进行反馈。

11.2.11

11.2.4

委员会要求其联合主席与 OOPC 合作以

确保 JCOMM 和 WCRP 之间有相应的双向沟通。

委员会获悉，在 IPY JC 认可的 75 个科学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JCOMM 管理委员

会会议（2004 年和 2005 年）讨论了 IPY 的准备情
况，且该委员会为 IPY 计划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委员会还注意到，为确保增强极区航海的气象和海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IPY）

冰服务，有必要在极区扩展观测网络。委员会注意

委员会注意到第十四次大会批准了举办

到现有国际海事卫星系统信号覆盖率的不足，这使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委员会还注意到 IOC 执

得航海者不能充分获取 GMDSS 信息。委员会认为

行理事会在其第三十七次届会上要求执行秘书通

观测和服务 PA 为改进向用户传输信息、分析和预

知 ICSU 和 WMO 有关 IOC 有意加入拟建立的

报产品而加强在扩大观测组成部分的努力将是极

ICSU/WMO 联合委员会，并且为 IOC 参与 IPY 科

令人满意的。类似的方法或许同样适合 MPERSS 活

学倡议而制定计划，包括将 IOC 领导的工作与 IPY

动。

所制定的各计划和项目相结合等多个方面。

11.2.12

11.2.5

委员会认识到，IPY 的潜在成果将使高纬

委员会认识到，成功实施 IPY 需要在准备

度观测系统得到扩大和维持，其中包括基础性研

和实施 IPY 期间加强业务和研究的技术与后勤的基

究。由于该潜在成果必将实现，JCOMM 有必要协

础设施；根据 WWW 和 IODE 的经验建立一个资料

调保持所有此类观测系统工作。委员会认为如果

管理机构；并进一步开发预报技术。委员会强调，

GCOS 和 GOOS 要求，JCOMM 将肩负起这方面的

在 IPY 期间，建立或改进的观测网络应尽量长期开

职责。然而，委员会注意到，目前没有可供 GCOS

展业务，为气候变化的探测和预测提供资料。

或 GOOS 能有效规划未来观测系统的北极或南极

11.2.6

委员会认为，成功实施 IPY 而获得的完整

活动的联系站点。因此，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北极

数据集和科学结果将作为在极地地区进一步开展

GOOS 和一个南部海洋 GOOS 区域联盟（GRA）。

环流监测的基础。IPY 还将为评估极地地区的气候

这两个团体将在这两个地区为规划和支持观测系

变化及其影响做出重要贡献，其成果可用于向政府

统的建立及长期维护提供适当的场所。委员会注意

机构和社会经济部门提出建议。

到，GOOS 指导委员会认识到了创建北极 GRA 的

11.2.7

委员会注意到，IPY 计划和筹备取得了重

潜在价值以及北极地区协调活动的良好潜在科学

大进展，包括建立 IPY 联合委员会（JC），负责 IPY

和技术价值。GCOS 实施计划（GCOS-92）也要求

的科学计划、协调、指导和管理，IOC 和 WMO 均

建立北极 GRA。根据 2005 年 4 月 I-GOOS 期间的

参与了这些工作；建立 IPY 国际计划办公室（IPO）

讨论，欧洲全球海洋观测系统（EuroGOOS）秘书

以向 JC 活动提供秘书处支持；建立开放式磋商论

处在组成北极 GRA 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坛以向 IPY 的计划和筹备以及向与 JC 交换有关 IPY

11.2.13

发展的信息提供了一个平台。

（ITG）第一次会议（2005 年 4 月 4—6 日，日内瓦）

11.2.8

委员会获悉 IPY 委员会间专门工作组

委员会非常欣慰地注意到，加拿大政府为

的结果，该工作组由 WMO 执行理事会建立，以协

IPY 项目实施提供资金和后勤支持所做的大量投

调 WMO IPY 的各项活动。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

入。委员会还高兴的注意到俄罗斯、英国、美国、

作为该工作组 JCOMM 的代表，I. Frolov 先生（俄

日本和其他参与极区科研和业务活动的国家已为

罗斯联邦）和 S. Pendlebury 先生（澳大利亚）已在

它们参与极地年活动制定了全面方案。

其工作和准备工作组的建议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委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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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需要继续组织专门

员会注意到 ITG 的建立涉及 JCOMM 责任范围，并

11.3.7

同意：

的培训活动，同时要考虑到科学的不断进步以及在

(a)
(b)

将改进北极和南极观测系统及服务的问题提

专门学科中，如公共天气认识和服务、气候变化、

交给观测和服务计划领域组；

海洋气象学、防灾及其他学科，重点培训需求。

要求海冰专家组通过国家海冰服务机构和
GDSIDB 中心向 IPY 提供特定的服务和信息

11.4

IOC 其他计划（议题 11.4）

支持，包括指导材料，并在 IPY 期间，在其

11.4.1

委员会注意到已在议题 7.2 中审议了与

实施过程中与 DBCP、国际北极浮标计划

IODE 的关系，在议题 7.3 中审议了 IOC 资料交换

（IABP）及国际南极浮标计划（IPAB）合作。

政策，并将在议题 11.5 中审议与太平洋海啸警报系
统国际协调组（ITSU）的关系以及 IOC 其他与海

11.3

WMO 其他计划（议题 11.3）

11.3.1

委员会注意到观测计划的仪器和方法进

展/活动报告，特别是在 WMO 高质量探空仪系统比

啸有关的活动。
减轻自然灾害（议题 11.5）

11.5

对（2005 年 2 月，毛里求斯）和 WMO 降雨强度（RI）
测量计比对（2004 年 9 月—2005 年 6 月，法国、

海啸预警和一个更全面的海洋自然灾害预警系统

荷兰、意大利）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并要求尽快

11.5.1

作出结论，使其可服务于各会员、私营仪器厂和科

为建立一个印度洋海啸预警和减缓系统（IOTWS）

研界。

所做的大量工作，其目的是应对像发生在 2004 年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 IOC、WMO 和 ISDR

委员会注意到，WMO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

12 月 26 日，夺走了近 200,000 人生命的这种毁灭

七次届会要求秘书长审议实施 WMO 比对，即

性海啸。考虑到 IOC ICG/ITSU 在太平洋地区所积

WMO 降雨强度测量计外场比对和 WMO 百叶箱及

累的经验，该地区有关国家要求 IOC 在建立 IOTWS

湿度测量仪共同比对，这对于需要根据仪器和观测

的联合国行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委员会获悉该系

方法委员会的计划进行准确和均一性测量的 WMO

统将提升国家的能力，从而：

各计划至关重要。

(a)

评估国家的海啸风险（灾害评估）；

(b)

建立国家/区域预警中心来应对局部/区域/整

11.3.2

11.3.3

关于 WMO 和 COST-720 在 WMO 高质量

无线电探空仪系统比对方面的成功合作，委员会注
意到，WMO 执行理事会要求 CIMO 主席在 CIMO

个海盆的海啸（预警指导）；
推进教育/准备工作并减少风险以应对海啸

(c)

灾害（减缓和公共意识）。

活动方面积极寻求与有关国际计划及组织的合作，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 IOC 从一开始就与 WMO

如：与 EUMETNET、欧洲科学和技术研究外场合
作（COST）、国际计量局（BIPM）和 ISO 的合作。
11.3.4

在更新 WMO《观测仪器和方法指南》

和 ISDR 密切合作，将每个机构的具体专业知识结
合起来。委员会获悉 IOC 采取的行动包括：

（WMO-No.8）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在这方面，还

(a)

为 IOTWS 建立一个管理体系；

注意到执行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在 2006 年中期出版

(b)

在 GLOSS 海平面系统的基础上加强核心观
测网络；

《指南》的英文电子版，并于 2006 年末出版印刷
版。
11.3.5

(c)
委员会注意到，2005 年开展了联合国可

11.5.2

持续发展十年教育（UNDESD），并要求秘书长继

到：

续开展公共教育活动以使气象学家和水文学家的

(a)

工作对公众和学校更具吸引力。
11.3.6

关于管理系统的开发问题，委员会注意
为了在全球框架内开发一个印度洋海啸预警
和减缓系统而举行的第一次、第二次国际协

秘书长为确保教育及培训奖学金计划能

调会议（2005 年 3 月 3－7 日，巴黎；2005
年 4 月 14－16 日，毛里求斯，Grand Baie）；

尽可能地有效和公平而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委员会
注意到实施这些新措施所取得的进展。

能力建设。

(b)

IOC 大 会 第 二 十 三 次 届 会 通 过 了 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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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II-12，建立印度洋海啸预警和减缓系统

WMO 和 IOC 在该领域开展合作以确保树立长期意

政府间协调组（ICG/IOTWS）；

识和做好防范准备。

2005 年 8 月 3－7 日在澳大利亚佩思举行了

11.5.5

第一次 ICG/IOTWS 会议。第一次会议选举了

UN/OCHA 紧急援助计划，通过 IOC 或通过双边途

ICG/IOTWS 官员，并建立了六个休会期工作

径向印度洋国家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支持。

组来处理一系列的技术问题。

11.5.6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许多国家通过

委员会称赞 IOC 和 WMO 秘书处对印度

此外，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将 ICG/IOTWS 秘书

洋国家的要求所做出的快速有效的响应，并赞赏联

处设在该国的佩思。而且，挪威、日本和德国为把

合国其他机构在开发 IOTWS 所付出的努力。这清

“海啸机构”设在巴黎的 IOC 总部而提供了人员支

楚地表明，如果拥有资源的话，各个国家做出承诺

持。比利时、加拿大、芬兰、法国、爱尔兰、以色

且各个实施机构确定好优先工作，那么就能够完成

列、意大利、挪威和美国向 IOC 提供了其他支持。

这充满挑战性的任务。

从 2005 年 4 月开始，核心系统观测网络

11.5.3

11.5.7

委员会进一步获悉，IOC 大会第二十三次

包括由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PTWC）和 JMA 提供

届会还为加勒比和邻近地区以及东北大西洋和地

的“海啸咨询信息服务”以及更新印度洋现有的或

中海地区建立了政府间协调组。

安装新的海平面测量仪器。在这方面，芬兰和其他

11.5.8

几个捐赠方通过首批联合国海啸事务协调办公室

(a)

委员会还感谢：
WMO 和 IOC 在确定和提供其建立印度洋海

（UNOCHA）紧急援助计划提供了很大支持。在规

啸预警和减缓系统的相关核心能力方面做出

划能力建设活动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对 16 个

了及时响应；

国家（孟加拉、科摩罗、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

WMO 与 IOC 和国际减灾战略（ISDR）秘书

(b)

处所做的协调工作；以及

达加斯加、马来西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缅甸、
阿曼、巴基斯坦、塞舌尔、索马里、斯里兰卡、坦

WMO 通过其基础设施和技术能力为支持在

(c)

桑尼亚、泰国）开展了国家评估活动。这些活动的

其他风险地区（包括加勒比及其邻近地区和

目的是：

地中海地区）建立海啸早期警报和减灾系统
所承担的义务。

将建立和运行海啸警报系统（TWS）的要求

(a)

委员会认为支持海啸信息和警报的 GTS

（组织、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通知国家层

11.5.9

面的利益攸关方；

升级计划，是对 IOTWS 的重大贡献。委员会注意

(b)

评估现有的资源；

到 WMO 于 2005 年 3 月 14－18 日在印度尼西亚雅

(c)

推动国家协调委员会的建立，吸收尽可能广

加达举行了一次“交换包括印度洋海啸警报的早期

泛的利益攸关方的参与；

预警和相关信息的多学科研讨会”。该研讨会拟定

确定能力建设需求。

了一份升级 GTS 的详细计划，并确定了需要进行设

(d)

这些活动是在与 IOC、WMO、ISDR、国际红
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IFRC）、亚洲减灾中心

备升级的 13 个国家，包括：
(a)

亚洲：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
缅甸和斯里兰卡；

（ADRC）、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和 NOAA 合
作下开展的。将把活动的结果用于确定次区域和区

(b)

阿拉伯地区：也门；

域层面的共同要求。拟于 2005 年 12 月 14—16 日

(c)

非洲：科摩罗、吉布提、肯尼亚、马达加斯

在印度海得拉巴举行的 ICG/IOTWS 第二次会议将
把这些结果用于准备一项全面的能力建设行动计
划。

加、塞舌尔、索马里和坦桑尼亚。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GTS 专家组对这些国家
NMHS 的访问将于 2005 年 9 月结束，目的是确定

委员会强调公共意识和防范工作十分重

每个国家对于 GTS 设备的具体需求。委员会注意到

要，并欣慰地注意到计划培养海啸领域的教师，并

WMO 将在 2005 年 10 月 17－19 日在日内瓦总部召

为媒体、教育系统、政府、社区团体和私营部门提

开一次 GTS 专家会议，为这些国家制定具体的、优

供 全 面 的 信息 和 培 训 资源 。 委 员 会进 一 步 敦 促

先次序分明的 GTS 升级计划。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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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感谢印度洋周边的大多数 NMHS

为观测和服务计划领域对减灾具有潜在促进作用。

都被其政府指定为负责接收临时海啸咨询信息的

OPA 的作用包括 GLOSS 网络（及其升级和进一步

联络机构。委员会赞赏 WMO 为加强通过 NMHS

发展），有可能给现有的海洋资料收集平台加入有

提供的多灾害国家预警机制而开展的活动，以支持

关海啸的传感器以及充分发挥 SOT 和 DBCP 的协

向政府部门、公众和海员全天候分发海啸警报，并

同作用，部设及利用海洋灾害探测多用途深海锚定

坚决支持 WMO 与 UNESCO-IOC 和 ISDR 在这一领

设备（参见议题 6）
。服务计划领域的作用包括强化

域的合作。在这方面，委员会敦促 IOC 和 WMO 会

目前的服务以发布与安全相关的警报，并帮助会员

员/会员国将针对海啸的有关安排和其他沿海灾害

/会员国发展风暴潮和风暴波模拟的专业技能（参见

意识和防范工作纳入各自的立法框架之中。

议题 5），方式是分别通过海洋安全服务专家组和风

11.5.10

11.5.11

委员会强调，所有存在风险的地区都需要

浪和风暴潮专家组。
委员会审议了 JCOMM 为支持 IOTWS 和

在海洋多灾害框架内建立海啸预警系统。委员会注

11.5.16

意到 WMO 关于在 2006 年早期召开一个多灾害研

ITSU 以及未来其他区域范围海啸警报及各减灾协

讨会的计划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迈出的第一步。委

调组而可能采取的行动，并要求联合主席，尤其是

员会承认 WMO 热带气旋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及

各观测和服务计划领域为建立和/或维持这些系统

NMHS 在热带气旋监测和预报及海浪和风暴潮的

做出应有的贡献。作为一种已有的协调机制和由气

预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气

象学者和海洋地理学者组成的 WMO 与 IOC 间的联

象、水文和海洋学界之间开展更加密切合作的重要

系界面，JCOMM 可为海洋多灾害警报系统提供固

性，这有助于提高沿海地区灾害风险管理的能力。

有的框架机制。这是能够实现的，尤其是通过支持

委员会注意到制定有效的公众教育和宣

有关技术专家参加 ICG/ITSU 和 ICG/IOTWS 的届

传计划是十分重要的，可以帮助社会理解危机，帮

会，以及通过国家对 JCOMM 相关活动和设施的支

助社团防灾和响应。委员会特别注意到 WMO 公众

持，这些活动和设施可为国家和区域海啸警报和减

天气服务计划（PWSP）与 WMO DPM 以及 WMO

灾系统做出贡献。然而，委员会强调，JCOMM 应

其他主要计划合作开展的活动，这些活动制定了教

避免重复其他组织正在开展的活动。

育和公众宣传计划以及相关的多灾害教育模块。它

11.5.17

们的对象是是各种利益攸关方，包括行政当局、媒

架下审议了 JCOMM 的其他具体贡献，并要求联合

体、学校和公众，并通过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加强

主席与管理委员会合作，确保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协

本国公众安全。

调 JCOMM 的上述活动：

11.5.12

11.5.13

委员会要求 IOC 和 WMO 更加紧密地合

(a)

11.5.14

(b)
(c)
(d)

通过将某些目前的 GLOSS 站升级到海啸监
测标准来加强 GLOSS 网络；

灾害源于水文气象，并注意到 IOC 和 WMO 对于确
保业务、健全和准确的海啸警报系统具有辅助促进

与 IMO 和 IHO 协调，确保通过 GMDSS 通信
设备为海上安全分发海啸警报和相关信息；

在印度洋的海啸灾害已强烈突显出改进提供海啸
警报协调能力的紧迫性。委员会注意到 90%的自然

为会员/会员国制定有关海洋灾害警报服务
组分和运行的指导材料做出贡献；

委员会回顾到近年来国际社会的主要焦

点在于减灾，并且注意到 2004 年 12 月 26 日发生

分析目前海洋平台及设施的潜力，以促进海
啸及其他海洋灾害的早期警报网络；

作，支持相关地区海洋多灾害预警系统，包括海啸。
委员会还注意到 GEO 建立了一个海啸工作组。

委员会还在海啸和其他减灾合作的大框

(e)

协调交换和分发早期警报的有效联系，促进

作用，使之成为更全面的海洋多灾害警报系统的一

建立快速警报系统，特别是海上安全警报系

部分。委员会认为 JCOMM 在这项工作的某些方面

统，利用现有的和新的传输设备，以便传递

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给公众及相关减灾机构；

11.5.15

委员会注意到 JCOMM 的许多部门对于

(f)

与 JCOMMOPS 协调海洋平台部署和维持工

建立海啸警报系统作为更全面的海洋多灾害警报

作，从而为海啸探测网提供广泛的后勤保障

系统的一部分能够发挥促进作用。特别是委员会认

和相关支持。

总
委 员 会 通 过 了 有 关 此 议 题 的 建 议 12
（JCOMM-2）。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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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有关天气、水和气候灾害的风险评估和早期
警报系统，对国际、区域和国家级的灾害风险管理
决策的所有相关方面得到优化。

海洋对低地农业和沿海资源的影响（MILAC）

11.5.21

委员会注意到正在“多灾害”框架下开展

委员会注意到海洋对低地农业和沿海资

区域及国家能力（优缺点）的详尽调查，它将作为

源的影响机构间计划的主旨在于减轻热带气旋在

DPM 计划的一项高优先活动。那些调查包括对

沿海低地引发自然灾害的影响，这些灾害往往会给

WMO 活动的核心领域中存在的空白和需求，以及

沿海的人口、农业、淡水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普

相关技术能力进行分析，包括观测、监测、预报、

遍造成严重损失。MILAC 的核心目标是预报或后

警报；能力建设和培训；NMH 教育和公共外联计

报热带气旋引起的并导致洪水和其他损害的风暴

划，以及与风险管理和紧急事件机构的联系。那些

潮及海浪，首先是进行社会经济分析，而后选择战

工作将与 WMO 涉及最不发达国家（LDC）和小岛

略以满足用户需要。MILAC 得到了 WMO 和 IOC

发展中国家（SIDS）的活动相协调，确保制定相关

管理机构的核准，并随后接受了印度洋观测系统

计划来满足 LDC 和 SIDS 的具体需要。这一做法将

（IOGOOS）计划的审议和通过。预计，MILAC 项

能够根据 WMO 各区域制定的优先事务确定系统性

目将在多区域制定，各区域将对它们的需求问题划

的分阶段方法。

11.5.18

定轻重缓急的顺序，因此这些项目还可以促进跨区
域交流有关工具和资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委员会

12.

与其他组织和机构的关系（议题12）

注意到 MILAC 可以被纳入 IOTWS 的总体规划。委

12.1

联合国系统机构（包括ACC/SOCA的继
任机构）（议题12.1）

员会支持 MILAC，并要求管理委员会通过 JCOMM
计划领域确保在其实施期间给予适当的支持。

12.1.1

委员会回顾了自 1993 年联合国行政协调

委员会下 属的海洋 和沿海地 区分委会
WMO 防灾减灾计划（DPM）
11.5.19

委员会注意到 WMO 通过其 10 项国际科

（ACC/SOCA）成立以来，IOC 为其承办了秘书处，
而且自 1999 年以来还担任该分委会主席。2001 年

学技术计划、40 个区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和

11 月，ACC 决定到 2001 年底撤消其全部下属机构，

3 个世界气象中心（WMC）构成的网络，使其拥有

未来机构间的支持需求将通过有时限及和任务明

了全球业务架构，用于对有关天气、水和气候灾害

确的特殊安排，利用一个牵头机构的途径予以妥善

的观测、探测、提供早期警报及测绘。委员会认识

解决。参与协调海洋和沿海地区活动的联合国各计

到 WMO 在多灾害全球框架内为建立早期警报系统

划署和专门机构间的不断磋商，表明了对建立一种

做出重要贡献所具有的作用和能力。

新的机构间协调机制的极大兴趣，该机制与联合国

11.5.20

委员会还认识到 WMO 为减低灾害风险

所承担的巨大责任，并注意到，
(a)
(b)
(c)

系统正在制定的新安排相一致。
12.1.2

委员会注意到，2003 年 9 月，联合国计

WMO 第十四次大会通过决议 29 制定了其

划高级委员会已批准在 ACC-SOCA 基础上建立海

DPM 计划；

洋和沿海地区网络（随后命名为联合国-海洋），涉

WMO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次届会通过决议

及各个方面的问题，且由联合国系统的相关机构组

5 建立了执行理事会防灾减灾咨询组；

成。根据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开放式非正式协

WMO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通过决议

商会议（UNICPOLOS）的建议并考虑世界可持续

9 通过了 DPM 实施计划，并要求秘书长作为

发展峰会（2002 年 8 月 26 日—9 月 4 日，南非约

高优先事务继续开展 DPM 实施计划中提出

翰内斯堡）对此通过的决议，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七

的活动。

次会议（2002 年，纽约）已请秘书长在联合国系统

DPM 计划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广泛组织协调和

内建立一种有效、透明和规范的机构间海洋和沿海

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确保最佳利用 WMO 的全

事务协调机制。

球基础设施以及整合其核心科学能力和专业知识，

12.1.3

委员会进一步感有兴注意到 IOC 于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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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25—26 日在巴黎主办了第一届联合国-海洋

10 年的实施计划，以促进 GEOSS 的发展，包括：

会议，会上，与会者通过了其议事规则和职责。全

(a)

实地和遥感（空基和飞机）全面观测；

体一致选举 IOC 执行秘书长担任联合国-海洋协调

(b)

提供一个机会让各国和国际组织根据普遍认

员，并请 IOC 秘书处作为联合国-海洋实施秘书处。

同的途径、框架和方法，为共同的目标开展

建立了四个联合国-海洋工作组：

合作；

(a)

海啸后响应；

(b)

全球海洋环境评估常规程序；

(c)

公海区域生物多样性；

(d)

政府间第二次审议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基活

用户的需求，找出全球观测方面的不足，不

动影响的全球行动计划。

断完善对这类观测能力有共同兴趣的国家和

12.1.4

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其本土开展进一步的

(c)

观测，并获取和使用其他国家的观测资料；
提供一种营造那些国际努力的方式，以评估

(d)

委员会认识到此类活动有益于在联合国

系统内协调海洋和沿海活动。联合国-海洋已决定按

组织之间的沟通；
使高层（部长级）承认对改进的地球观测的

(e)

灵活的机制运作来审议联合活动及交叉活动，并支
持 UNICPOLOS 的相关审议工作，尽可能地使其会

普遍需求；
促进各方就最高优先观测需求达成共识，这

(f)

议与 UNICPOLOS 会议相协调，委员会对此表示满

些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或需要显著增加资金方

意。

可得到全面的解决。

12.1.5

委员会认识到，UNICPOLOS 年度会议，

以及秘书长提交给届会的海洋和海洋法年度报告，

实施 10 年计划将实现：
(a)

均表现出了一种潜在的有价值的机制，使广大的涉

各国为更完整地长期收集高优先地球观测资
料而承担义务；

及海洋事务的听众了解与 JCOMM 有关的海洋问

(b)

弥补观测能力方面的不足；

题。然而，到目前为止，诸如持续的海洋监测、海

(c)

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

洋预报和海洋服务等问题仍未按此程序进行审议。

(d)

在观测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建立更强的互动

因此委员会要求副主席与秘书处合作，为

性和连通性，以便按共同达成的标准改进资

UNICPOLOS 程序制定一个途径，以努力使此类重

料和信息的交换和妥善分享。

要的海洋问题引起其关注，而且如可能，将其纳入

12.2.3

秘书长的年度报告中。

Ⅱ，2004 年 4 月 25 日，日本，东京）批准了一项

委员会获悉，第 2 届地球观测峰会（EOS

框架文件，内含高层面的 GEO 工作纲领。委员会
12.2

GEO、WSSD 后续行动、其他公约（议

提出了 GEOSS 发展的 9 个受益方面，响应社会经

题 12.2）

济的需求，包括：
(a)

灾害；

(b)

健康；

委员会回顾到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

(c)

能源；

了一项实施计划，随后的 G8 部长级会议要求各国

(d)

气候变率和变化；

加强目前的观测网络，包括从公海、沿海地区和空

(e)

水资源管理；

中进行海洋观测。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自首

(f)

天气；

届地球观测峰会（EOS I，2003 年 7 月 31 日，美国

(g)

生态系统；

华盛顿）成立了特设地球观测组（GEO）以来，已

(h)

农业和抗荒漠化；

为建立一个全面、协调及持续的全球综合地球观测

(i)

生物多样性。

系统（GEOSS）付出了巨大努力。

12.2.4

地球观测组（GEO）的进展和 WSSD 后续行动
12.2.1

委员会注意到，经过 GEO 各成员国和各

本委员会获悉，EOSⅠ呼吁采取行动，加

参与组织的不懈努力，第三次地球观测峰会（EOS

强地球观测的全球合作，根据该次会议通过的宣

-3，2005 年 2 月 16 日，比利时，布鲁塞尔）批准

言，以目前的观测系统为基础，GEO 负责制定一项

了将 10 年实施计划作为其未来发展及建立全球综

12.2.2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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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地球观测系统（GEOSS）的基础。EOS-3 还进而

将重点放在进一步建立与新系统的连接。考虑到

设立了政府间地球观测组，以取代特设组，并按照

JCOMM 已批准 GCOS-92 海洋组成部分作为其业务

其实施计划，采取必要措施来实施 GEOSS。令人鼓

海洋观测系统的规划，委员会对 GEOSS 10 年实施

舞的是，各国政府及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各计划的

计划表示欢迎，该计划支持 GCOS-92 及有关全球

主管机构赞同实施 GEOSS，并鼓励和支持 GEO 的

综合观测战略伙伴关系（IGOS-P）主题报告中所要

工作。

求的各项活动的实施。

12.2.5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 EOS-3 通过的一份

12.2.10

鉴于 GEO 的工作在各国政策制定者中有

关于支持海啸及多灾害预警系统的公报。委员会获

很高知名度，委员会认识到，GEO 在未来将是一个

悉本次峰会支持 IOC 协调各项活动和各项开创性

有效工具，不仅在地球观测活动上能得到政治上的

活动，以实现有效的海啸预警系统作为 GEOSS 支

支持，而且还能够增强实地与遥感领域间的联系。

持的多灾害方法的主要部分，同时还要求 GEO 在

委员会进一步强调 JCOMM 作为地球观测海洋及海

国家、区域及国际上支持扩展多灾害的减灾能力。

洋气象部门的实施机制应发挥重要作用，在 GEOSS

委员会注意到，由 WMO 提议，在瑞士政

框架内作为海洋观测和服务全球实施的牵头机制，

府的支持下，GEO 第六次会议（GEO-6，20005 年

来为业务海洋及海洋气象提供全球的、政府间的协

2 月 14—15 日，比利时，布鲁塞尔）已同意将 GEO

调实施活动及规则/指导材料。对此，委员会高兴地

秘书处设在日内瓦 WMO 总部。

获悉 GEOSS 工作计划把对 JCOMM 的支持已纳入

12.2.6

本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实施之中，秘书处和主要的
JCOMM 在 GEOSS 及其发展中的作用
12.2.7

委员会注意到，WMO GEOSS 决议 9

JCOMM 专家已开始着手此项工作，并认为 JCOMM
应继续与 GEO 互动，推进 GEOSS 实施计划及其工

（EC-56）批准 WMO 全力支持 GEO 的工作及最终

作计划。

产生的 GEOSS。敦促 WMO 各成员在国家一级与

12.2.11

其他地球观测机构紧密合作，确保制定协调有序的

会同意要继续努力通过 WMO 和 IOC，以及这两个

GEOSS 国家实施计划。要求 WMO 秘书长使 GEO

组织的会员/会员国，保持和增强 GEO 与 JCOMM

各成员全面了解 WMO 在业务观测和电信系统及服

之间的沟通，同时确保海洋和海洋气象工作既要全

务提供方面的长期经验，以及 WMO 在实施和管理

面又具有全球性。委员会还鼓励会员/会员国在国家

GEOSS 若干重要组成部分方面有效的领导能力。

层面上积极参与 GEO 工作，以提供相应的 JCOMM

12.2.8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 IOC EC-37.2 号决

议，该决议赞同 GEOSS 概念并支持其在 IOC 的权

认识到上述工作开展互动的重要性，委员

活动信息。
12.2.12

委员会通过了建议 13（JCOMM-2）。

限之内尽最大限度地实施。IOC 执行理事会强调，
在 GEOSS 实施计划中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GOOS 是

WSSD 的后续行动和其他公约

地球观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目前的实施计

12.2.13

划以及 GEOSS 10 年实施计划要相互一致。委员会

很多行动中 JCOMM 的一个作用是（29 e.段）：
“在

进一步敦促会员国：

国家层面上促进综合、多学科和多部门的沿海和海

(a)
(b)
(c)
12.2.9

委员会注意到在 WSSD 实施计划规定的

通过成为 GEO 的一分子从而全面参与筹划

洋管理，并鼓励和帮助沿海各国制定海岸综合管理

和实施 GEOSS；

的海洋政策和相关机制”
，明确了 JCOMM 的发展

确保其 GEO 国家代表团全面了解目前及计

在国家层面上将使海洋学者和气象学家共同努力

划的海洋观测；

开展协调活动，这在某些国家通常是第一次。在这

在这方面促进实现 IOC 的各项计划和目标。

种情况下，委员会回顾了 UNFCCC 及其相关的缔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 IOC 和 WMO 对

约方大会，已在 GCOS 下，根据议题 11.1 进行了详

GEO 总体进程所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将重点放在目

细的审议。同时，委员会认识到其他的联合国公约，

前观测系统的重要性，如 GCOS、GOOS 和全球陆

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在未来对 JCOMM 同样越来

地观测系统（GTOS），以及在 WMO 的权限范围内，

越重要，尤其是在委员会越来越多地介入非物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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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问题时。因此委员会要求管理委员会和秘书处

一致认为 WMO 和 IOC 的这种合作很有价值，并敦

继续审议与这些公约相关的进展和活动，以便适当

促未来应继续开展并进一步推动这种合作。

提出 JCOMM 可能的互动。

12.4.2

委员会特别认为加强 JCOMM 和 IOI 间的

合作以及与 POGO 的合作将有助于迎合广大用户
12.3

综合全球观测战略伙伴关系（议题 12.3）

的利益，尤其是在教育和培训、能力建设、海洋保

12.3.1

委员会回顾了成立于 1998 年 6 月的全球

护 和 沿 海 地带 管 理 方 面。 委 员 会 强调 指 出 通 过

综合观测战略伙伴关系（IGOS-P），它是将主要的

CBPA 资源专题组的工作，正在与 IOI 开展合作（见

全球环境观测系统、其主办机构、主要的国际研究

议题 8）
，而且 OCG 认为 JCOMM 和 POGO 之间应

计划（WCRP、国际陆圈-生物圈计划（IGBP）和

通过管理委员会以及观测、资料管理和能力建设计

环境卫星运营方（通过 CEOS 协调）按伙伴关系进

划领域继续保持密切接触。委员会要求所有相关机

行整合，为地球环境监测制定和落实一个全面综合

构如有必要，继续和加强这一合作。

的途径（http://ioc.unesco.org）。IGOS 正在通过一些
特定的主题而实现自身的发展，其中第一个主题是

12.5

工业和商业（议题 12.5）

海洋。2001 年发表了《IGOS-P 海洋主题》，并按已

12.5.1

委员会注意到 WMO 和 IOC 与一些代表

成为对所有 IGOS-P 进行定期的滚动审议进程，由

工商业从事海洋相关活动和公司的组织已有多年

IGOP-P 对该主题正在进行审议。

的合作，包括与商业海运业、近海石油和天然气工

委员会认为海洋主题报告对于海洋观测

业、设备制造厂商和销售商以及海洋电信系统供应

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指南，并且与 GOOS、GCOS

商相关的合作。委员会还注意到这些组织涉及海洋

和 GEOSS 的实施战略完全一致。委员会还强调

资料和服务的用户和资料的潜在来源以及海洋监

JCOMM 理应在实地观测部分实施中发挥重要作

测与研究的合作者。

用。因此，委员会同意管理委员会和观测协调组与

12.5.2

GOOS 科学指导委员会合作，继续研究 IGOS 海洋

JCOMM 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互动，对双方仍有巨大

主题的审议进程。

的潜在效益。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对此类事务的参

12.3.2

12.3.3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 IGOS 伙伴正期待着

尽管如此，委员会注意到通过增强

与可采取多种形式，包括观测系统设备的设计、制

制定出一个沿海主题，该主题与 JCOMM 用户相关。

造和销售；观测系统的运行和资料的提供；以及在

另外，IGOS-P 近期已正式批准了一个综合全球碳

JCOMM 计划下国家机构反演的资料和产品的利

主题，该主题包括海洋碳测量计划，正在由随机船

用，以准备改进的产品或二次产品面向最终用户的

开始开展测量工作，并极有可能在适当时机在 SOT

销售。同时，委员会认识到私营部门很有可能愿意

下进行整合。这些观测对于监测气候系统的活动规

积极地参与到整个系统的计划、管理和实施之中。

律很重要。一个涵盖海冰和浮冰（冰山）的冰雪圈

通过此类方式，私营部门还很可能成为全面实施政

主题正在起草之中，而且与 JCOMM 相关。委员会

府投资的海洋观测和资料管理系统的一个有潜在

对于在 IGOS 伙伴关系之下开展这些活动表示感

实力的倡导者。

谢，这些活动与委员会自己的工作计划有很大的关

12.5.3

系。

的参与很重要，并建议成立一个特设交叉专家组，

委员会一致认为积极寻求加强私营部门

进一步研究和制定公共/私营合作的理念。委员会要
12.4

非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和计划（议题 12.4）

求管理委员会将此建议作为下次休会期间的一个

12.4.1

委员会认识到，除了与联合国系统其他机

优先主题。此外，管理委员会应当考虑采取其他适

构开展联合活动之外，WMO 和 IOC 还在海洋事务

当的行动以寻求公共/私营部门参与 JCOMM。此类

上与联合国系统以外的各国际组织和计划进行了

行动应当把私营部门作为新的 JCOMM 通信计划的

广泛的合作，其中既有政府的也有非政府的组织，

重要信息接收者，包括召开针对具体行业的研讨

如 ICSU、国际海洋研究所（IOI）、IHO、ICES、北

会，以此作为确定工业用户的要求并区分优先顺序

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PICES）、POGO 等。委员会

的一种途径，争取私营部门的支持，获得各个行业

总
的信任。

摘

要

55

的第 31 次届会（2001 年 10 月 15 日—11 月 3 日）
上通过了 2002—2007 年中期战略，以及作为其伙

13.

JCOMM 计划和预算（议题 13）

伴的 IOC 2004—2007 年中期战略。委员会进一步

13.1

WMO 长期计划（议题 13.1）

注意到，未来的 IOC 中期战略将与 UNESCO 完全

13.1.1

委员会注意到，已编写并分发了《WMO

一致，并侧重于在 UNESCO 中期战略下完成 IOC

第六个长期计划 2004—2011》（WMO-No.962）和

所承担义务的行动方式。那次 UNESCO 届会指出，

《WMO 第六个长期计划（2004—2011）决策者摘

IOC“将通过新的 JCOMM 来改进为会员国提供的

要：展望 2011》
（WMO-No.963）。这些出版物也可

海洋服务”，IOC 伙伴战略进一步指出，
“IOC 倡导

通过 CD-ROM 及 WMO 网站以电子方式获取。海

发展业务海洋学，以及对海洋状况进行持续的监

洋气象学和海洋学计划（计划 4.4，MMOP）的实

测，从而为各种公共和私营用户提供有用的信息。

施将通过 JCOMM 进行协调。JCOMM 将有机会为

JCOMM 作为一个附属于 IOC 大会的 IOC 技术委员

6LTP 的实施，特别是 MMOP 做出贡献。

会和 WMO 的一个组织机构，将成为在[当前]GOOS

13.1.2

委员会与第十四次大会持有相同的观点，

实施阶段寻求所需管理的一种渠道。”
委员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JCOMM 将应

即认为就 GOOS 和业务海洋学总体而言，JCOMM

13.2.2

在当前是一个重要的实施机制，关于这一机制，期

邀为 2008—2013 年下一个中期战略提供投入，该

望它所发挥的作用与 CBS 在 WWW 中所发挥的作

战略最终将在 2006 年经 IOC 执行理事会同意，并

用相当。为了实现这一任务，JCOMM 需要所有海

于 2007 年 10 月由 UNESCO 大会批准。委员会对

洋会员给予强有力的积极支持，特别需要 NMS 与

这一信息，以及给予 JCOMM 提供投入的机会表示

相应的国家海洋机构/研究机构在国家层面上的合

欢迎，并要求联合主席与管理委员会磋商，根据当

作。

前届会期间确定的工作计划和优先重点扩大这种

13.1.3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可以期望

投入（参见议题 13.3）。

JCOMM 为由执行理事会长期计划工作组负责编写
的 7LTP（2008—2011）的筹备工作提供帮助，该文

13.3

JCOMM 预算（议题 13.3）

件最终需要在 2006 年经 WMO 执行理事会同意，

13.3.1

委 员 会 欣 慰 地 注 意 到 联 合 主 席 S.

并于 2007 年由 WMO 大会批准。委员会对这一信

Narayanan 女士提交的关于会议组预算和资金的报

息，以及给予 JCOMM 提供投入的机会表示欢迎，

告。该组负责：

并要求联合主席与管理委员会磋商，根据当前届会

(a)

期间确定的工作计划和优先重点扩大这种投入（参
见议题 13.3）。
13.1.4

委员会注意到，在制定第十四财期

的资源；
(b)

初步调查每个计划领域内的优先活动；

(c)

为寻找资金而提出战略建议，从而满足那些

（2008—2011 年）的计划和预算建议时将优先考虑
以下计划领域：

针对 JCOMM 活动的实施而评估秘书处现有

优先需求。
13.3.2

委员会确认 JCOMM 是一种实施机制；秘

为保护生命和财产—特别是防灾减灾做出贡

书处的资源将主要用于协调活动以发起和推动实

献；

施工作，且需要预算外资金来开展有效的 JCOMM

发展 NMHS 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效益提供

实施工作。委员会也认为 JCOMM 需区分各个项目

服务，尤其是为最不发达国家；

的优先次序，并且应将那些优先考虑的事项与批准

(c)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的 JCOMM 战略合并起来。

(d)

水文和水资源；以及

13.3.3

(e)

WMO 空间计划。

和 2007 年的拨款时注意到，秘书处划拨的两年资

(a)
(b)

委员会在审议 WMO 和 IOC 给 IOC2006

金只能满足当前届会商定和要求采取行动所需资
13.2

IOC/UNESCO 中期计划（议题 13.2）

金的 50％或更少。为解决资金的不足，委员会将以

13.2.1

委员会注意到，在 2001 年 UNESCO 大会

协调的方式在联合国系统内以及从外部渠道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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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预算外资金。

在此方面，委员会注意到并同意会议组提

13.3.4

出的如下建议：
(a)

短期执行 JCOMM 计划：
(i)

(ii)

(b)

（议题 14.1）
意 JCOMM 的基本的指导、协调和管理工作由联合
主席和一个管理委员会承担。这一工作分解为四个

管理委员会需审议存在资金需求的活

宽泛的计划领域（PA）—服务、观测、资料管理和

动并寻求合适的赞助方。建议提案人员

能力建设。每个计划领域的工作由一个协调组负责

为每个项目准备一页纸的项目建议，该

协调和整合，协调组的组长同时兼任计划领域的协

建议要给出项目的目标、可交付使用的

调员。各个计划领域内更具体的任务交赋较小的专

情况、时限以及对预算需求所作的实际

家组、专题组和报告员，以及先前存在的一些机构

估算，从而帮助区分项目的优先等级；

和专门委员会承担。

JCOMM 应 向 会 员 国 及 视 情 向 诸 如

14.1.2

POGO、GEO 等其他组织提出需要适当

Holland 先生(加拿大）的报告。委员会注意到工作

资金的建议；

组提出的四个结构性问题：

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结构工作组组长 G.

(iii) 负责向管理委员会汇报的专题组应推

(a)

目前的能力建设满足委员会需求的充分性；

动那些大型项目，这些项目需要从已确

(b)

对各计划领域进一步综合与协调的必要性；

定的资金渠道获得支持。

(c)

委员会就其对卫星平台和传感器的需求同空

WMO 和 IOC 前期筹款：
(i)

JCOMM 应确保与 WMO 三个交叉计划

基团体进行互动和协调的能力；
确保对委员会结构依据所说明的目标和战略

(d)

（防灾减灾计划、WMO 空间计划、欠
发达国家计划）进行整合；
(ii)

加以调整和发展的必要性。
委员会还注意到，工作组已确定了改进委员会

JCOMM 应该更多参与两个上级机构的

“拓展”能力的必要性，并建议管理委员会着手准

预算规划；

备一个包括拓展能力的沟通计划，并讨论实施这一

(iii) JCOMM 应与 WMO 和 IOC 范围内的其

(c)

委员会回顾到在其第一次届会上已经同

14.1.1

计划所需的行动。

他计划（如 WMO 的 WIS，IOC 的 IODE）

14.1.3

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从而达到最大限

求的新结构，为三个计划领域（观测、服务和资料

度的协作；

管理）各指定一名能力建设报告员，组成一个交叉

委员会决定通过解决委员会能力建设需

(iv) JCOMM 应 以 一 种 可 有 效 且 便 于 与

整合小组。委员会注意到该组的一名成员应代表管

WMO 和 IOC 基于结果的预算方法进行

理委员会，并与 GOOS 科学指导委员会进行协调

整合的形式来制定其项目。

（也可参见议题 8.1）。委员会还决定报告员专题组

推进 JCOMM：

将直接向管理委员会报告。

(i)

JCOMM 应确保其目标获得广泛认可；

14.1.4

(ii)

JCOMM 应确保将自身的需求纳入其他

感对于实现委员会目标和工作计划的日益增长的

全球计划之中；

重要性。它决定作以下说明，即每个计划领域协调

(iii) JCOMM 应开发并实施一个强有力的沟
通战略。

委员会认识到遥感，特别是空基资料的遥

组有一名指定的卫星资料专家，观测计划领域有两
名，都提出气象和海洋方面的意见。四位专家将组

委员会特别强调区分休会期间活动优先

成一个卫星资料需求方面的交叉和整合小组。委员

次序的重要性，并要求管理委员会在秘书处的帮助

会注意到那些专家中的一位将与管理委员会接触，

下，按照 WMO 长期计划和 IOC 中期战略，立即执

并通过协调其他专家的工作与投入，以及通过与其

行该项任务。

他外部机构联系，负责组织委员会内对卫星/遥感的

13.3.5

需求。
14.

JCOMM 的发展（议题 14）

14.1.5

14.1

下属机构及各组、专家组和报告员的设立

此，委员会决定在较短时期内不考虑由已建立的各

委员会决定继续其他三个计划领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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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或专家组来处理具体活动，这些活动将由管理

/会员国尽量为他们选出参与委员会工作的专家提

委员会负责。此外，委员会特别委托管理委员会在

供资助。

其职责中履行不断对 JCOMM 结构进行持久性的审
议，并在必要时对实施任何结构引起的具体变动的

14.2

战略（议题 14.2）

原则和必要性进行修改。

14.2.1

沟通与宣传（议题 14.2.1）

14.2.1.1

委员会认识到，拥有一项有效的沟通和宣

14.1.6

委员会认识到需要在超出能力建设和卫

星资料需求的一些问题中改进不同计划领域间的

传计划是 JCOMM 的一项基本需求，就内部而言是

协调与综合，并要求在下一个休会期间将此作为管

为了本委员会及其成员的效益，就外部而言则涉及

理委员会的一项优先工作。委员会建议计划领域协

各类用户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委员会回顾到这类计

调组寻求一种在 PA 内进行沟通和协调的更好和更

划的现有组成部分包括有关 JCOMM 的小册子、

经常性的机制。委员会还建议应为管理委员会的成

JCOMM 主网站和其他相关网站以及各种系列出版

员指定每个计划领域的具体职责，然后他将负责向

物。与此同时，委员会认为，如果沟通和宣传工作

整个 PA 以及管理委员会说明并通报相关行动。

能真正有效地把正确的信息转达到预期的有针对

委员会要求联合主席向 IOC 和 WMO 提

性的大众，那么就应该在合适的沟通战略和规划下

出对委员会进行全面审议的要求。委员会注意到这

开展这些工作。规划应概括关键的大众、沟通工作

种审议应在休会期间进行，并及时提交，供委员会

的目标、拟转达给关键大众的信息和当前对沟通产

第三次届会（JCOMM-3）审议。

品的需求。同时，任何宣传活动都需付出不懈的努

14.1.7

14.1.8

委员会感谢 WMO 秘书长和 IOC 的执行

力获得财力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承诺。
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欣慰地注意到管理

秘书在本次届会召开之前就向会员/会员国提供了

14.2.1.2

组织结构的提议草案，并要求提出专家人选，担任

委员会在休会期间对沟通和宣传问题进行经常性

提案中确定的各机构的官员或成员。然而，委员会

检查。委员会还注意到，鉴于目前 IOC 和 WMO 各

决定今后按以列方式对这一过程进行调整。要求管

自拥有更广泛的沟通计划，管理委员会在第四次会

理委员会在委员会第三次届会前同计划领域协调

议（2005 年 2 月 9—12 日，巴黎）上提议 JCOMM

组及相关的专家组进行磋商，对其各自组的成员资

秘书处应继续准备 JCOMM 的沟通计划，并尽可能

格，以及相关的连续性要求、专业知识、对创新的

与 GOOS 项目办公室进行协调。本委员会坚决支持

要求，特别是地域代表的充分性进行审查。那些具

该提议。委员会承认最好由沟通领域的专业人士准

体要求将构成会员/会员国提名请求的基础。收到的

备该计划，并承认实施工作需要外部资金。因此，

提名将返回管理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以便准备向

委员会要求联合主席与秘书处合作，以确保获得此

JCOMM-3 提交的推荐材料。委员会决定它将保留

类外部资金，着手旨在获取专业支持方面的工作并

修改建议和指定各组组长的职责。

完成该计划的定稿工作。

14.1.9

委员会认识到拟议的结构内各位专家的

14.2.1.3

委员会进一步认为，一旦计划完成则需要

工作对于 JCOMM 的未来成功和业务海洋学的全面

实施。委员会还认为仿照其他类似组织和机构的做

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委员会要求会员/会员国尽可

法，应动用部分 JCOMM 正常支持资金开展此类实

能确保他们指定的专家在其国内的正常工作计划

施工作。因此，委员会也要求联合主席与秘书处合

之外有充足的时间完成分配给他们的各项任务，以

作，以确定所需的预算资金并在沟通计划完成后予

支持本委员会的工作。

以实施。

委员会通过了决议 1 至 6（JCOMM-2），

14.2.1.4 委员会认识到其会员/会员国的全部义务要

旨在建立管理委员会，三个计划领域及其组成小

求它们对 JCOMM 的活动和行动进行更新，特别是

组、专家组、专题组和报告员，以及一个新的委员

在计划领域方面。委员会要求 JCOMM 的交流计划

会能力建设和卫星资料需求活动交叉整合小组。它

把内部交流指南与向国家联络员提供定期和及时

们的具体职责和成员资格分别载入相应的决议中。

的所有活动领域报告的目标相结合，还应将那些报

由于秘书处的资金有限，委员会进一步要求各会员

告归纳成简明扼要的执行摘要。

1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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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

整合（议题 14.2.2）

组织、会员国及其国家机构以及整个用户群体展示

14.2.2.1

委员会回顾了 JCOMM 的远景宣言，宣言

JCOMM 的价值和地位，以及通过演示一种旨在实

一开始指出：“JCOMM 的远景是在全球范围内协

现 JCOMM 目标的清晰、结构有序的途径，有助于

调、管理和促成一个经全面整合的海洋观测、资料

获取资金支持。此外，管理委员会进一步认为，该

管 理 和 服 务 系 统 …… ”。 因 此 整 合 过 程 对 整 个

文件应以一整套指导原则为基础，涵盖问题包括简

JCOMM 的概念至关重要。委员会认识到，JCOMM

化程序和整合、技术进步、用户互动、对上级组织

通过向用户提供业务资料、信息、产品和服务，为

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要求作出积极反应、宣传和沟

整合海洋气象和海洋工作者的工作提供一种机制，

通等。

而 JCOMM 本身的创立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第

14.2.3.2

一步。委员会还回顾了上个休会期在整合过程中所

件的需求和管理委员会考虑的因素。委员会欣慰地

采取的某些其他步骤，例如：建立了 SOT、合并了

注意到联合主席草拟了战略文件的初稿，随后管理

JCOMM 和 GOOS 的能力建设内容以及 JCOMM 和

委员会和一些外部专家对之进行了审议和修改。委

IODE 在海洋资料管理方面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

员会审核了管理委员会提交的 JCOMM 战略文件的

系。委员会强调把活动重点放在其他组织没有开展

最后草案，并作了某些修改。委员会批准了修改后

而 JCOMM 能够最好地提高其价值的那些活动的重

的草案。本报告的附录 II 提供了草案的执行摘要。

要性。

并要求秘书处将最终战略文件作为 JCOMM 技术报

14.2.2.2 与此同时，委员会认为在下个休会期间需

告出版。委员会感谢联合主席和管理委员会在拟定

大大推进整合进程。在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需在

该战略文件方面所做的工作，委员会认为这是对

JCOMM 的内部和外部，努力对 JCOMM 结构的所

JCOMM 工作和地位所做的非常宝贵的贡献。委员

有组成部分需要努力实现更好的整合。这需要在各

会要求 JCOMM 的所有实体坚持战略文件中的原

个 JCOMM 计划领域之间开展整合，与 GOOS 和

则。由于委员会及其工作计划的发展变化，委员会

GOOS 区域联盟、与 IODE、与其他 WMO 和 IOC

要求管理委员会对该文件进行经常性审议，旨在向

计划（尤其是那些减灾计划）、与联合国机构的各

未来的 JCOMM 届会提出修正和修改意见。委员会

种计划以及与私营部门进行整合。委员会强调有效

还 要 求 管 理委 员 会 在 下个 休 会 期 完成 这 一 附 有

应用海洋和海洋气象资料的端对端资料管理对于

JCOMM 综合实施计划的战略文件。该计划应包括

整个计划领域的成功实施十分重要，并要求支持这

一套涵盖所有计划领域的全面的具体目标和服务

种交叉工具的开发工作。虽然该加强后的整合工作

交付内容，并附有相应的时限和绩效指标。该计划

非常重要，不仅是本着建设一个更加高效的委员会

将坚持其上一级组织的总体要求和程序。

委员会坚决支持上面对 JCOMM 战略文

的利益，而且还因为用户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也愈加
努力寻求一个提供所需资料、信息、产品和服务的

14.2.4

系统绩效和监测（议题 14.2.4）

途径。因此委员会认为，推进 JCOMM 的整合的深

14.2.4.1

委员会回顾了它在议题 6.3 下审议了上一

入应当成为管理委员会在未来四年中需要优先解

个休会期间所取得的重要进展情况，即：在海洋综

决的重点问题之一。

合业务实地观测系统实施一项全面的绩效监测计
划过程中取得的进展。该监测采取便于理解的绩效

14.2.3

战略文件（议题 14.2.3）

报告的形式，允许对该观测系统进行作用进行评估

14.2.3.1

委员会注意到，按 JCOMM-I 的提议，在

并有助于说服相关政府提供资金，以实现全球的实

起草和出版 JCOMM 小册子之后，管理委员会认识

施目标。对此，观测协调组一直致力于将该项工作

到该小册子是起草和出版 JCOMM 战略文件和战略

的各要素汇集起来，以便编写报告摘要，展示在全

规划的第一步。总而言之，在实现委员会远景宣言

球覆盖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是如何提高观测信息的

所确定的长期目标方面，该战略文件应为委员会的

充足性，该信息对监测海洋和海洋大气的状况十分

工作提供全面指导。因此，管理委员会认为该战略

必要。

文件将为委员会本身提供一个路线图，用于向上级

14.2.4.2

委员会认识到，有关观测系统的绩效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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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朝着为整个 JCOMM 系统制订更全面的系统

的观测系统监测统计资料。这些资料清楚地表明这

绩效监测计划方向迈出了第一步。JCOMM 实施计

样一个事实：目前仅实施了大约 50％的实地业务观

划将对照已确定的服务交付内容，对委员会的绩效

测系统，且需要大量新的资金来进行全面实施，但

开展适当的监测和评估，其应用和优势如下：

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是简单地把现有资金进行重新

(a)
(b)
(c)

(d)

为更加广泛的 IOC 和 WMO 绩效监测过程提

分配。此外，委员会认为，正如上面议题 14.2.4 所

供所需的支持；

述，对 JCOMM 系统绩效进行更广泛的监测将进一

允许迅速确定各种包含计划实施在内的问

步为该进程提供关键性的支持，因为这将像议题 5.2

题，并有助于采取补救行动；

所述，为业务海洋学作出一个合适的“业务案例”。

如同上述观测系统的监测工作，提供资料和

因此，委员会再次敦促应尽快完成此项工作，以供

信息以支持说服相关政府提供为实现实施目

JCOMM 会员应最大程度地利用所提供的信息，说

标所需的资金；

服国家决策者为全面实施 JCOMM 计划提供所需的

向用户提供有关 JCOMM 及其计划和系统的

额外资金。

效用和价值方面的资料和信息。
15

休会期间的工作计划（议题 15）

展和实施也是下个休会期间的高度优先的问题，并

15.1

委员会认识到，会议在讨论上述各个议题

要求联合主席、管理委员会和秘书处将其作为一项

时通过了下一个休会期间内工作计划的所有组成

当务之急的工作对待。

部分。因此，委员会提请秘书处使用适当的表格汇

14.2.4.3

委员会认为 JCOMM 系统绩效监测的发

编下一个休会期间的工作计划，并将此表格作为本
14.3

资金需求与承诺（议题 14.3）

14.3.1

委员会认识到，JCOMM 计划的实施需要

两类资金：即计划规划和协调与管理资金以及系统

次届会最终报告的附录 III。
16.

审议 JCOMM（包括 CMM 和 IGOSS）

实施与维护资金。前者通常通过秘书处的正常预算

以往的决议和建议及 WMO 和 IOC 管理

提供，只要可能，通过 JCOMM 信托基金的外部捐

机构的相关决议（议题 16）
委员会根据 WMO 总则第 190 条审查了

款可为具体的活动提供补充资金，在议题 13.3 下对

16.1

这些事宜进行了详细阐述。

JCOMM（包括 CMM 和 IGOSS）在 JCOMM-2 之

已经认识到系统实施和维护所需要的资

前通过并仍有效的决议和建议。委员会注意到，已

金完全属于会员/会员国的职责，并可以采用多种形

对多数以往的建议采取了行动并且完成，或者酌情

式，包括：维持观测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资料管

将其内容合并到不同的 WMO 和 IOC 的《手册》及

理设施，包括国家和国际资料管理中心和资料档案

《指南》中。委员会通过了决议 7（JCOMM-2）。

中心的运行和通信；运行国家和国际的资料处理、

16.2

产品准备和服务设施；系统监测以支持实现各项国

在 JCOMM 活动领域的决议。委员会通过了建议 14

家和国际目标；运行专业中心和/或设施以支持国际

（JCOMM-2）。

14.3.2

委员会还审查了 WMO 和 IOC 管理机构

需求或义务，例如网站、JCOMMOPS 和未来的
JCOMM 专业海洋中心。全面实施 JCOMM 计划将

17.

选举官员（议题 17）

要求会员/会员国在所有这些组成部分中继续并扩

17.1

委员会选举 P. Dexter 先生（澳大利亚）

大它们的贡献，以支持国家和国际要求。

为本委员会负责气象学的联合主席，选举 J. –L.

委员会完全认识到其会员/会员国、专家

Fellous 先生（法国）为本委员会负责海洋学的联合

组和小组的成员以及出席本次会议的代表普遍不

主席。委员会同意，为避免管理职责的混乱，Dexter

能 对 所 需 资金 作 出 承 诺。 尽 管 如 此， 如 果 通 过

先生应主要负责休会期前两年的 JCOMM 指导工

JCOMM 为他们提供适当的信息和帮助，那么他们

作，第二个两年期由 Fellous 先生负责。尽管作了

通常能够在实施方面影响国家的决策者。委员会认

这样安排，委员会建议联合主席实施一种协议，他

为现有的这类信息尤其包括在议题 6.3 下详细讨论

们将按此尽可能分别负责监管 JCOMM 技术工作中

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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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部分。
17.2

选举以后，针对已退休的两位联合主席，

们愿意承办 2009 年的第三次届会。委员会要求联
合主席同 WMO 秘书长、IOC 执行秘书和摩洛哥政

即 J. Guddal 先生（挪威）和 S. Narayanan 女士（加

府磋商，以便根据 WMO《总则》第 187 条确认该

拿大），委员会把对他们的由衷感谢之词记录在案，

承诺并决定具体的日期和地点。

因为他们在指导本委员会第一个并且是最重要的
一个休会期间的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19.

会议闭幕（议题 19）

19.1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

18.

第三次届会的日期和地点（议题 18）

术委员会第二次届会于 2005 年 9 月 27 日下午 3:50

18.1

委员会高兴地收到摩洛哥的初步承诺，他

分闭幕。

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 1（JCOMM-2）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管理委员会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

(e)

他计划特别是 GOOS/GCOS 实施行动
涉及到 JCOMM 提供的项目和活动实

注意到:
(1)

施情况的评估；

决议 1 (JCOMM-1) – WMO/IOC 海洋学和
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的管理委员会，

(2)

(4)
(5)

(f)
(2)

(2)

担 WMO 技术委员会以及 IOC 技术委员会要

联合技术委员会第一次届会，

求的职责。这些职责要求应包含或拓展到以

决议 16 (Cg-14) – 海洋气象学和海洋活动计

下内容：

划，

(a)
(b)

挥和批准休会期间的行动，包括特设专

务海洋计划和活动，

家组、专题组报告员的设立和解散，以

委员会对 WWW、WCP、WCRP、GOOS、

及委员会在届会期间尚未批准的事宜。
(c)

落实 WMO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决议、

贡献，

IOC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决议、以及各个

需要协调委员会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及其附

组织的规章所规定的具体职责；
(d)

在必要时就委员会的活动情况在

需要不断地全面协调委员会工作计划，以及

WMO 和 IOC 主管机构的届会上进行

对 WMO 执行理事会、IOC 执行理事会、
WMO

汇报；

大会和 IOC 届会提出的事宜提供咨询，

(e)

IOC 主管机构的决议、以及这两个组织

重新设立管理委员会，职责如下：
(a)

(c)
(d)

的规章能保持一致性。

对 JCOMM 的短期和长期工作计划进
行审议并就其实施提供咨询；

(b)

确保委员会的活动、建议、决议与
WMO 的公约、IOC 的条例、WMO 和

决定：
(1)

通过共同协商并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指

需要委员会促进、协调和整合海洋气象和业

属机构的工作，
(4)

在休会期间，通过共同协商指导、协调
委员会以及工作小组的活动；

委员会联合主席向 JCOMM-2 提交的报告，

GCOS 以及 WMO 和 IOC 的其他主要计划的
(3)

联合主席有责任按照相应的规章规定共同承

决议 4 (EC-XXXV.4 ) –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

考虑到：
(1)

按要求向 WMO 和 IOC 的规划活动做
出贡献；

决议 7 (EC-54) –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
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第一次届会的报告，

(3)

对 WWW、WCP、GOOS、GCOS 和其

(3)

管理委员会的组成：

评估落实工作计划所需的资金，以及评

(a)

委员会的两名联合主席；

估为确定资金需求和筹资的方法；

(b)

各计划领域的协调员；

协调、整合各工作组、小组和报告员开

(c)

能力建设报告员交叉小组的代表；

展的 JCOMM 的工作；

(d)

卫星资料需求交叉小组的代表；

检查委员会的内部结构和工作方法，包

(e)

报告员专题组主席；

括同其他 WMO 和 IOC 内外组织的关

(f)

下列专家：

系，并在认为合适时提出修改意见；

P. Dandin 先生 (法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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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Folorunsho 女士 (尼日利亚) ；

在适当的情况下可邀请 CBS 和其他机构的代

I. Frolov 先生 (俄罗斯联邦) ；

表参加；

R. Nunez 先生 (智利) ；
(g)

(4)

经与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协商，联

H. Wang 先生 (中国)

合主席可邀请其他专家在适当的情况下参与

来自 GOOS、GCOS 和 IODE 的高级

管理委员会的会议。

代表；

决议 2（JCOMM-2）
服务计划领域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

(c)

一个风浪和风暴潮专家组；

(d)

一个海冰专家组；

注意到：

(e)

一个海洋紧急事件支持专家组；

(f)

一个能力建设报告员，作为能力建设服

(1)

决议 2 (JCOMM-I)—服务计划领域，

(2)

委员会联合主席提交给 JCOMM-II 的报告，

(3)

服务计划领域组组长向届会提交报告，

务协调组和交叉小组的成员；
(g)

考虑到：
(1)

协调组和交叉小组的成员；

海洋用户对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服务与信息

(2)

的持续增长的需求，
(2)

需要确保满足用户对服务的各种需求，包括
需要不断评估并响应会员/会员国在实施其

服务协调组和各专家组的职责将列入本决议
附录；

(3)

时效和质量等方面的要求，
(3)

服务协调组和各专家组的成员组成情况也将
列入本决议附录；

(4)

海洋服务的职责和义务方面提供指南的需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
(a)

求 ， 尤 其 是 WMO 《 海 洋 气 象 服 务 手 册 》
(b)

需要密切监视用于 GMDSS 以及 MPERSS 的
(c)

时对上述系统作出改进，并按要求向会员/会

(6)

需要在提供海洋服务与信息方面与 WMO 和

(d)
(e)

P. Daniel 先生（法国）担任海洋紧急事
件支持专家组组长；

(5)

织和 ICS 等其他组织密切协调，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以下人员为服
务协调组成员：

决定：
(1)

V. Smolyanitsky 先生（俄罗斯联邦）担
任海冰专家组组长；

IOC 的其他计划（WWW、WCP、GOOS、
GCOS）以及与 IMO、IHO、国际海事卫星组

V. Swail 先生（加拿大）担任风浪和风
暴潮专家组组长；

员国提供帮助，
需要开展海洋产品和服务制作和分发工作，

H. Savina 先生（法国）担任海洋安全
服务专家组组长；

WMO 海洋广播系统的运行情况，以便必要

(5)

C. Donlon 先生（英国）担任服务协调
组组长兼服务计划领域协调员；

（WMO-No.558）中具体规定的职责和义务，
(4)

一个卫星专家，作为卫星资料需求服务

H. Guijun 先生（中国）；

重新实施由以下部分组成的 JCOMM 服务计
划领域：
(a)

一个服务协调组；

(b)

一个海洋安全服务专家组；

P. Parker 先生（澳大利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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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Higaki 先生（日本）；

决

(7)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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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Holt 先生（英国）；

J. Falkingham 先生（加拿大）；

I. Lavrenov 先生（俄罗斯联邦）；

T. Grafstrom 先生（瑞典）；

J.-M. Lefevre 先生（法国）；

K. Hamada 先生（日本）；

J. Seo 先生（韩国）；

M. Picasso 先生（阿根廷）；

H. Tolman 先生（美国）；

M. Porcires 先生（挪威）；

H. de Vries 先生（荷兰）；

A. Seina 先生（芬兰）；

G. Warren 先生（澳大利亚）；

P. Seymour 先生（美国）；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以下专家为海
冰专家组成员：

J. Shanklin 先生（英国）；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邀请 IMO、IHO、

H. Andersen 先生（丹麦）；

ICS、IFSMA、IMSO、FAO 及其他有关组织和机构

S. Bai 先生（中国）；

以适当的方式参加该计划领域的活动。

H. Bjornsson 先生（冰岛）；

决议 2 的附录 (JCOMM-2)

服务计划领域协调组和各专家组的职责和成员组成
1.

服务协调组

成员组成
选定成员以确保有一定适当范围的专业知识

职责：

并具有适当的地域代表性，包括：
计划领域/服务协调员（组长）；

服务协调组在与 CBS、GOOS、GCOS 附属机
构以及相关的专家紧密协调下应该：

各专家组组长(4 人)；

(a) 不断检查服务工作计划的有效性、协调和运作，

能力建设报告员；

包括其时效、标准、质量以及与已确立的用户

卫星专家；

需求的相关性方面的表现并就此提供咨询意

各专题组组长；

见；

另设的三位专家。

(b) 通过收集各专业服务小组以及 JCOMM 的其他

经委员会联合主席同意同时总的来讲不增加

计划领域确定的需求，就需要变更、实施或终

JCOMM 经费负担，在适当的情况下可邀请 JCOMM

止的 JCOMM 服务提供咨询；

计划领域及其他的专家机构参加。

(c) 开发面有代表性用户群的界面以便了解现有服
务的优点和不足；

海洋安全服务专家组

2.

(d) 经 JCOMM 联合主席的同意，在适当的情况下
设立专家组、任务组、试点项目并指定报告员

职责
在和 IMO、IHO、ICS、IMSO 以及其他的有关

来开展服务计划领域的工作；
(e) 确保与各小组和机构在服务提供领域包括委员
会的其他计划领域的有效协调与合作；
(f) 与外部机构，尤其是代表用户群体的机构进行

海洋安全事务（包括 GMDSS）的组织和机构的紧
密协调下，海洋安全服务专家组应该：
(a)

联络。

协定范围内的船用海洋广播系统的运行情

(g) 确定与计划领域有关的能力建设需求；
(h) 确定与计划领域有关的卫星遥感需求。

监视、检查包括 GMDSS 和其他不在 SOLAS
况；

(b)

监视和检查有关于气象和海洋航海安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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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九名成员，包括组长以及在 JCOMM 内部

息，特别是 GMDSS 的技术服务质量标准，
(c)

并应要求向会员/会员国提供协助和支持；

有关于风浪和风暴潮的各种活动的代表。经委员会

确保能通过适当的有组织的渠道获得用户群

联合主席的同意，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邀请其他的

体反馈意见，并能使用反馈意见提高服务的

专家，但原则上 JCOMM 不负担费用。

相关性、效用和质量；
确保与其他有关的组织、机构、会员/会员国

(d)

海冰专家组

4.

在海洋安全事务上的有效协调和合作；
视情提出行动建议以满足在气象和相关通信

(e)

职责

服务国际合作的要求；
应要求向 JCOMM 的服务协调组以及其他工

(f)

海冰专家组应：
(a)

作组就有关海洋安全服务的事宜提供咨询。

并整理成目录；
(b)

成员组成
委员会选定的组长。

检查海冰区的用户群体所要求的产品和服务
鼓励为产品和服务开发有关的数值模式和预
报技术并就此提供咨询；

(c)

就海冰观测和服务开发技术指导材料、进行

开放式成员组成，包括来自 GMDSS 发布业务

软件交换、提供专门培训和其他恰当的能力

的代表/指定人员，来自 IMO、IHO、ICS、IMSO

建设支持，并按要求向会员/会员国提供协

的代表以及其他可能的用户群体。

助；
(d)

风浪和风暴潮专家组

3.

就有关于海洋安全、海洋污染应急和搜索救
援 服 务 的 海 冰 的 全 部 影 响 与 ETMSS 和
ETMAES 展开全面紧密合作；

职责

(e)

风浪和风暴潮专家组应：
(a)
(b)

(c)

(d)
(e)

BSIM、 CLIC、IICWG、 ASPeCt、GCOS

检查 JCOMM 风浪和风暴潮活动的开情况，
提供咨询，并按要求提出修改意见；

和 IHO。
(f)

不断检查全球数字化海冰数据库的运行情

就海浪和风暴潮的模拟、预报和服务提供开

况，包括适当的质量控制、错误误差分析和

发技术咨询，并按要求向会员/会员国提供协

存档机制，并视情提供指导，同时鼓励和帮

助和支持；

助加强向该数据库提供海冰资料；

与 ETMSS 在有关海洋安全服务的运作和提

(g)

就海冰资料和信息交换的格式、术语表和程

高的海洋各方面状况和风暴预测方面展开紧

序以及相关的专业术语、编码和绘图标准进

密合作；

行检查和提出修订建议，包括 ECDIS 内的一

监视风浪和风暴潮业务模式产出的验证项

个对冰体的登记管理，以及 GCOS 内将海冰

目，并按要求协助实施；

信息作为一个基本气候变量（ECV）的要求；

特别在对风浪和风暴潮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和

(h)

实施方面确保与 WMO 以及 GOOS 的其他有
关机构进行有效的协调与合作；
(f)

保持与有关国际组织和计划的联系，尤其是

应要求在风浪和风暴潮事务上向 JCOMM 的

应要求就海冰和冰覆盖地区事务向 JCOMM
的服务协调组和其他工作组提供咨询；

(i)

在 JCOMM 参与主要的国际极地项目例如
2007-2008 年的 IPY 发挥重要作用。

服务协调组和其他工作组提供咨询。
成员组成
成员组成
选定的成员应确保有一定适当范围的专业知
识并具有适当的地域代表性。

选定的成员应确保有一定适当范围的专业知
识并具有适当的地域代表性。
最多 12 名成员，包括组长以及在 JCOMM 内

决
部有关于海冰和冰覆盖地区的各项活动的代表。

议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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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海洋搜索与救援（SAR）业务，特别是
全球海洋危难与安全系统（GMDSS）：

（在正常情况下希望 ETSI 能够实现资金自给。）
邀请地区性和国际性的海冰机构特别是波罗

(i)

对气象和海洋资料、信息产品和服务的

的海海冰会议以及国际海冰制图工作组的代表自

需求进行监测，以支持全球 SAR 业务，

费参加。

在这方面将适情编写对《海洋气象服务
手册》(WMO-No. 558)的修订草案；

5.

海洋紧急事件专家组

(ii)

必要时，在提供气象与海洋信息以及对
海洋 SAR 业务的支持方面推动相关机
构间的合作；

职责
海洋紧急事件专家组应：
(a)

(c)

在任何类型的海洋紧急事件支持需求方面，

支持海洋污染紧急事件响应支持系统

确保相关组织、机构、以及会员/会员国间的

（MPERSS）：

有效的和畅通的协调与合作；

(i)

监测 MPERSS 的实施与运作，必要时对

(d)

向服务协调组和其他 JCOMM 小组提供海洋
紧急事件相关问题所需要的咨询。

全部系统计划的内容进行审议并提出
建议；
(ii)

促进 MAPSAR 的各领域气象和海洋协

成员组成

调员（AMOC）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特

委员会选定的组长。

别是在适当的情况下应要求确保所有

开放式的成员组成，包括来自 MAPSAR 的

领域的完全和持续的运行，以及在

AMOC 的代表，以及其他合适的国家机构的代表。

AMOCs 之间的相关咨询、信息、资料、
产品的交流；

邀请 IMO、IHO、其他相关组织、机构，包括
适当的用户群体的代表参加。

决议 3 (JCOMM-2)
观测计划领域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

告 1999 年第 51 号），
(7)

1999 年 10 月在法国 St Raphael 召开的第一次
海洋气候观测系统国际大会的会议声明，

注意到：

观测协调组组长向届会提交的报告，

(1)

决议 3 (JCOMM-I)—观测计划领域，

(8)

(2)

WMO 决 议 4 (EC-52) 和 IOC 决 议

考虑到：

EC-XXXIII.8—资料浮标专家委员会,

(1)

(3)
(4)

需要维护、改进、协调和整合一个综合性的

IOC 决议 EC-XXXIII.9—全球海平面观测系

实地海洋观测系统，响应对海洋资料已确定

统，

的需求从而支持 WWW、WCP、WCRP、

《第十四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

GOOS、GCOS 和海洋服务，

略报告》（WMO-No. 960）第 3.4.4.13 段，
(5)

IOC 决议 XX-6—Argo 计划，

(6)

GOOS/GCOS 全球物理观测：现有机构和机
制的行动计划（GOOS 报告第 66 号/GCOS 报

(2)

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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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需要对制定和实施标准化的、高质量的海洋
观测作业和仪器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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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要对实施新的海洋电信系统和程序不断进

(e)

务协调组和交叉小组的成员；

行回顾并提供咨询和帮助，
(5)

需要就海洋观测系统的技术问题向会员/会员

(f)

(7)

需要确定和协调为海洋观测平台和仪器设备

(2)

国际海洋碳协调项目（IOCCP）的密切联络

需要不断监视海洋观测系统的运行状况和质

与协调，
(3)

观测协调组和船舶、资料浮标、海平面观测
组的职责见本决议附录，

需要就海洋仪器、观测网络和对海洋资料的
需求与 CBS、CIMO、GOOS、GCOS 下设的

(4)

观测协调组和船舶、资料浮标、海平面等观
测组的组成成员也见本决议附录，

有关机构进行协调，
决定：
(1)

保持与 Argo 指导小组、OceanSITES 项目和

的布点及服务的资金及后勤设施，
量并协助实施必要的补救行动，
(8)

一个卫星专家，作为卫星资料需求服务
协调组和交叉小组的成员；

国提供指导，
(6)

一个能力建设报告员，作为能力建设服

(5)

再次实施由以下部分组成的 JCOMM 观测计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
(a)

划领域：

M. Johnson 先生（美国）担任观测协调
组组长兼观测计划领域协调员；

(a)

一个观测协调组；

(b)

一个资料浮标观测组，即资料浮标合作

(b)

专家委员会；

组组长；
(6)

(c)

一个海平面观测组，即 GLOSS 专家组；

(d)

一个船舶观测小组，旨在继续发展在现

G. Ball 先生（澳大利亚）担任船舶观测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
(a)

S. Cook 先生（美国）担任 SOOP 实施
专家委员会的组长；

有的三个基于船舶的小组之间的协调

(b)

和协同作用，即：SOOP 实施专家委员

J. Fletcher 女士（新西兰）担任 VOS 专
家委员会的组长；

会，VOS 专家委员会，以及 ASAP 专家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邀请有关组织和

委员会；

机构以适当的方式参加该计划领域的活动。

决议 3 的附录 (JCOMM-2)
观测计划领域协调组和各小组成员组成和职责
1.

观测协调组

(d)

协调标准化的、高质量的观测规范和仪器的
开发，并向 JCOMM 提出有关建议；

职责：

(e)

观测协调组应：
(a)

小组、专题组、试点项目并指定报告员，从

不断检查观测工作计划的绩效、协调和运作
并提供有关咨询，包括依照科学要求、原始

事观测计划领域的各项工作；
(f)

资料的提供、观测标准、后勤和资金等来评
估观测工作计划的实施状况；
(b)

(c)

联合主席的同意，在适当的情况下设立专家

根据需求和可获得的资金把握平衡尺度及新
改进的技术/发展的应用；

(g)

以适当的方式与诸如 CBS 之类的有关科学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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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进行协商，就新近确定的需求向 JCOMM

(h)

确定该计划领域有关的能力建设需求；

和各观测组提供咨询；

(i)

确定与该计划领域有关的气象与海洋方面的

结合卫星观测的不断发展及其能力，评估对
实地观测资料的需求，并提出改进意见；

卫星遥感需求。

决

议

成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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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选定的成员应确保有一定适当范围的专业知
识并具有适当的地域代表性，并包括：

各组成专家委员会的职责

计划领域/观测协调员（组长）；
船舶观测组组长；

SOOP 实施小组

DBCP 组长；

(a)

对专门的船舶仪器和温盐度测量方面的观测

GLOSS 专家组组长；

规范进行检查、提出建议并在必要时对实施

Argo 科学组组长；

进行协调；

热带固定浮标实施小组组长；

(b)

就有关海洋仪器和耗材、开发、功能性、可

能力建设报告员；

靠性、精确性方面的技术信息的交换进行协

海洋卫星专家；

调，并就仪器技术和作业的新发展进行调查；

气象卫星专家；

(c)

有效的方式实施已达成的采样战略；

JCOMMOPS 将参与协调组的工作与会议。
(d)

确保参与船舶能实时地传输资料；确保延迟
传输模式的资料能得到检查并及时分发给各

船舶观测组

2.

确保已有的项目资金能分发给船舶从而以最

资料处理中心；
职责

(e)

和分析、绩效指标以及信息交换设施；

船舶观测组应：
(a)

通过 SOOP 协调员维护有关清单、监测报告

检查和分析现有的国际计划和/或系统所提

(f)

对协调员支持 SOOP 的活动给予指导；

出的以及为支持海洋服务所需的对基于船舶

(g)

起草有关 SOOP 运行、资料提供和资料质量
的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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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对需求的满足程度不断进行检查；

ASAP 特设专家委员会（以下职责范围在休会期间

(c)

制定不断控制和提高资料质量的方法；

由另一个专家组承担。）

(d)

检查用于观测资料收集的海洋电信设施和程

(a)

(e)

(f)
(g)

序以及资料加工和传输技术，并就改进提出

和监视计划的总体运作状况，包括业务方面

必要的行动建议；

和 ASAP 系统资料处理质量方面的状况；

协调全球的 PMO/船舶汇合作业，提出行动建

(b)

按某些会员可能提出的要求，安排和使用资

议以提高 PMO 的标准和运行，并应要求向

金和实物捐赠以满足 ASAP 系统的采购、实

PMO 和观测员培训作相应贡献。

施和运行以及促进和扩展该计划；

检查、维护、更新有关于船舶观测和 PMOs

(c)

就有关海洋仪器和耗材、开发、功能性、可

的必要的技术指导材料；

靠性、精确性的技术信息的交换进行协调，

与 JCOMM 其他计划领域和专家组、以及其

并就仪器技术和规范的新发展进行调查；

他相关团体进行必要的联络和协调；
(h)

协调 ASAP 的全面实施，包括提出航线建议

(d)

起草有关 ASAP 运行、资料提供和资料质量
的年度报告。

作为船载观测专业小组参加适当的观测系统
实验计划活动以及主要的国际研究计划，参

(i)
(j)

加观测的船只包括志愿观测船只、机会船只、

VOS 专家委员会

和研究船只；

(a)

寻找部署不同测量装置的机会并广泛地宣传

址和观测规范以及相关的软件进行检查、提

那些机会；

出建议并进行协调；

开发必要的新的试点项目和/或业务活动，并

(b)

开展与参与会员达成一致的其他活动，实施
和运行 SOT 计划并在国际上推广和拓展该计

支持发展和维护诸如 VOSClim 项目这样的
试点项目；

应要求设立新的专业委员会；
(k)

就实施新的和改进的专项船载气象仪器、选

(c)

发展和实施为改进船舶招募而开展的活动，
包括宣传手册、培训录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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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有关 VOS 运行、资料提供和资料质量的

(d)

成员组成

年度报告。

开放式成员组成，包括 DBCP 现有成员、各行
动组、TIP。

成员组成

JCOMMOPS 将参与该小组的工作和会议。

委员会选定的组长。
SOOPIP、VOS 和 ASAP 专家组的组长。

海平面观测组

4.

开放式成员组成，包括 VOS、SOOP、ASAP
的操作者，监测中心、资料管理中心和机构的代表，

GLOSS 专家组

IMSO 和其他通信卫星组织的代表，设备制造商代
职责

表，科学咨询机构和合适的用户代表。

IOC 执行理事会确定的现有职责。

JCOMMOPS 将参与船舶观测组的工作和会
议。

成员组成
现有的 GLOSS 专家组和 GLOSS 科学小组

资料浮标观测组

3.
职责

DBCP、TIP 和各行动组现有的职责。

决议 4 (JCOMM-2)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

(7)

注意到：

(8)

WMO 和 IOC 内部和外部的现有的资料管理
中心、系统和计划的能力和经验，
有必要发展和/或增强国家资料管理能力，特

(1)

决议 4 (JCOMM-I)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

(2)

《WMO 的海洋气象服务手册》 (WMO-No.

决定：

558)，

(1)

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重新实施由以下部分组成的 JCOMM 资料管

(3)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组长向届会提交的报告，

理计划领域：

(4)

IOC 委员会第十八次届会就 IODE 的报告，

(a)

一个资料管理协调组；

(b)

和 IOC 的 IODE 委员会共同发起的一个

考虑到：
(1)

需要实施、维护和向用户提供完全一体化的

资料管理规范专家组；

海洋/大气资料流，

(c)

一个海洋气候学专家组；

(2)

需要及时传送综合资料和相关元数据，

(d)

一个能力建设报告员，作为能力建设服

(3)

有必要发展和维持监控、评价和后续跟踪程

务协调组和交叉小组的成员；

序，
(4)

(e)

对一般性规范的需求，包括质量控制、元数
据、分析、资料流和资料交换标准、格式和

协调组和交叉小组的成员；
(2)

程序，
(5)

需要确定、并在适当的情况下挽救、数字化
需要与 WMO 和 IOC 内部和外部的其他计划
与机构密切协调，

资料管理协调组和各专家组的职责见本决议
附录；

(3)

资料管理协调组和各专家组的组成也见本决
议附录；

和存储历史资料，
(6)

一个卫星专家，作为卫星资料需求服务

(4)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
(a)

R. Keeley 先生（加拿大）担任资料管理

决

(b)

(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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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组组长兼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协调

料管理和海洋资料管理两方面的专家人数的

员；

平衡；

在和 IOC 的 IODE 委员会主席协商后，

(7)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以下专家作为

由 N. Mikhailov 先生（俄罗斯联邦）担

海洋气候专家组的成员：

任资料管理业务专家组的组长；

E. Gowland 女士（英国）；

S. Woodruff 先生（美国）担任海洋气候

E. Kent 女士（英国）；

学专家组组长；

F. Koek 先生（荷兰）；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选定以下专家在资

L. Ke Xiou 女士（中国）；

料管理协调组内工作：

M. Mietus 先生（波兰）；

(a)
(b)
(c)
(6)

议

X. Dengwen 先生（中国）担任资料交换

M. Rutherford 先生（澳大利亚）；

电码和格式专家；

Y. Unal 女士（土耳其）；

D. Thomas 先生（澳大利亚）担任资料

A.Vorontsov 先生（俄罗斯联邦）；

交换通信系统专家；

W. Wong 先生（香港）；

S. Pouliquen 女士（法国）担任资料传

T. Yoshida 先生（日本）；

输监视专家；

R. Zollner 先生（德国）；

邀请会员/会员国提名参与资料管理规范专家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邀请 CBS、CCI、

组的专家，以便于联合主席和 IOC 的 IODE

IODE、有关的 WDC 负责人、以及其他有关的组织

委员会主席作出最终的选择，确保在气象资

和机构在适当的情况下参与本计划领域的工作。

决议 4 的附录 (JCOMM-2)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协调组和各专家组的职责以及成员组成
资料管理协调组

1.

(g)

在适当的情况下建立并维护与各个科学计划
的合作，并协助它们的资料管理活动；

职责

(h)

用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功能的用户提供咨询和

在和 IODE 以及 CBS 各下属机构的紧密协调

反馈意见；

下，资料管理协调组应：
(a)

制订战略，启动和监管资料管理工作计划的

(i)

(c)

确定、检查、评估、建议资料管理计划领域

(j)

确定与该计划领域有关的能力建设需求；

的优先项目和行动；

(k)

确定与该计划领域有关的卫星遥感需求。

经 JCOMM 联合主席的同意，在适当的情况
下设立各专家组、专题组、试点项目，并指
定报告员从事资料管理计划领域的工作；

(d)
(e)
(f)

在委员会内部以及向外部的合作伙伴推广使
用好的资料管理规范。

实施；
(b)

通过适当的 JCOMM 计划领域或是直接向利

确保与资料管理机构以及其他机构的适当的

成员组成
选定的成员应确保有一定适当范围的专业知
识并具有适当的地域代表性，并包括：

协作、协调和联络；

DMPA 协调员（组长）；

确保在委员会内部各个资料管理活动的完全

专家组组长（两名）；

整合和有效合作；

分别在资料交换电码和格式、资料交换通信系

对于使用适当的新的信息技术进行不断的检

统、资料传输跟踪三个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三

查、评估和协调；

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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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报告员；

海洋气候学专家组

3.

卫星报告员
最多再增加两名专家；

职责
在和 IODE、GOOS、GCOS、CCI 和 CBS 各下

IODE 的代表。
经委员会联合主席同意，在适当的情况下也可
邀请其他的专家，但一般来讲 JCOMM 并不负担费

属机构的紧密协调下，海洋气候专家组应：
(a)

确定开发和管理全球和地区海洋学和海洋气
象气候数据集的程序和原则；

用。
(b)
资料管理规范专家组

2.

检查、评估委员会的气候要素，包括 MCSS
和 GCCs 的运作、以及所要求的海洋和海洋
气象产品的开发；

职责

(c)

在 和 CBS 各 下 属 机 构 的 紧 密 协 调 下 ，
JCOMM/IODE 的资料管理规范专家组应：
(a)
(b)

(d)

为资料合成和气候资料群的产生制定程序和
标准，包括建立专门的设施和中心；

(e)

检查、评估端对端资料管理规范的有效性，
包括对新技术和方法的探讨和整合；

(c)

求，考虑对质量和整合的需求；

为 JCOMM 的端对端资料管理系统制订、推
荐、并实施适当的原则及业务实践；

检查 GOOS 和 GCOS 对于气候资料集的要

和其他工作组进行必需的联络和协调，确保
能获得所需的专家意见、适当的协调；

(f)

应要求就端对端资料管理规范向 JCOMM 的

不断检查并更新有关海洋和海洋气象气候学
方面的技术出版资料。

资料管理协调组和其他工作组提供咨询；
(d)

和其他工作组进行必需的联络和协调，确保

成员组成

能获得所需的专家意见、适当的协调，并避
免工作重叠。

选定的成员应确保有一定适当范围的专业知
识并具有适当的地域代表性，并包括：
(a)

成员组成
选定的成员应确保有一定适当范围的专业知

的专家、以及来自各专家组的代表；
(b)

识并具有适当的地域代表性，并包括：
(a)
(b)

经与联合主席协商确定的负责 MCSS 和全球
收集中心会员的代表，以及应要求来自相关项

最多 9 名专家，包括组长、会员/会员国选定
的专家、以及来自各专家组的代表。

最多 12 名专家，包括组长、会员/会员国选定

目和 IODE 下属机构的代表；

(c)

经 JCOMM 联合主席的同意，在适当的情况下

经 JCOMM 联合主席和 IOC 的 IODE 委员会

JCOMM 计划领域的代表和其他专家机构的

主席同意，在适当的情况下 JCOMM 计划领域

代表可被邀请参加，但 JCOMM 不负担费用。

及其他的专家机构的代表可被邀请参加，但委
员会并不负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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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5 (JCOMM-2)
能力建设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

(5)

注意到：

(6)

(1)

计划领域，

(1)

(3)

能力建设协调组组长提交给届会的报告，

考虑到：

(2)

设立 JCOMM-GOOS 联合资源专题组；

(3)

能力建设报告员和资源专题组的职责见本决
议的附录；

(4)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委托管理委员会与

需要对现有的培训和指导材料进行必要的检

GOOS 科学指导指导委员会协商，选出：

查与更新，并按需求制作新的材料，

(a)

三个能力建设报告员分别任观测、服务

在区域、次区域基础上在海洋观测系统、资

和数据管理协调小组成员，其中一人任

料管理和服务方面协调对会员/会员国支持的

管理委员会成员；

价值，
(4)

在观测、服务和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内任命能
力建设报告员，组成交叉小组；

有必要开发 JCOMM 能力建设战略实施的监
督，

(3)

需要在计划领域内开展能力建设，

决定：

JCOMM 和 GOOS 能力建设战略，

(2)

的资金，

决议 5 (JCOMM-I)—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

(2)

(1)

需要确定和协调支持 JCOMM 能力建设所需

(b)

一个资源专题组组长；

有必要在综合专项培训和保障活动的实施方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邀请有关外部国

面与其他 JCOMM 计划领域、WMO 与 IOC

际和国家的认捐机构指定代表必要时参与资金专

的其他计划与机构、外部计划和机构进行密

题组的工作。

切协调，

决议 5 的附录 (JCOMM-2)
JCOMM 能力建设报告员及资源专题组的职责
1.

报告员

JCOMM 联 合 主 席 向 WMO ET/TCO,
IOC-TEMA, IODE, GCOS, IGOS, GEF, IMF

职责
(a)

或其他参与能力建设的相关组织和机构传达
综合的能力建设需求信息；

各个群体、国家和地区通过与各自计划区域
内的协调员、协调小组和其他小组、工作组

(d)

密切联系，提出能力建设的需求，每个

开发衡量能力建设活动影响和成果的机制，
以及定期审议和评估系统。

JCOMM 计划领域的能力建设报告员应负责
汇总这些各自计划领域内的能力建设需求；
(b)

成员组成

三个计划领域能力建设报告员应定期联系并
将各自计划领域内的能力建设需求进行综

选定的成员应确保有一定适当范围的专业知
识并具有适当的地域代表性。

合；
(c)

被派到管理委员会的能力建设报告员应通过

2.

资金专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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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帮助潜在的能力建设受众建立与潜在认捐者

资金专题组应：

和发展建议的联系。

监视国际和国家援助计划、基金和其他可能

(a)

的资助来源的情况、它们关注的领域和有关
(b)

成员组成

申请程序并就制定建议提供咨询；并

资金专题组组长。

在可能的情况下，与资金来源建立联系，并

认捐机构代表。

决议 6 (JCOMM-2)
卫星资料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
注意到卫星空基资料对 JCOMM 目标的实现日益重

员（一个负责气象学，一个负责海洋学），形
成交叉小组；
(2)

根据 WMO 总则第 32 条，委托管理委员会与

要，

GOOS 科学指导委员会协商，选出 4 名卫星

考虑到：

报告员任观测、服务和资料管理协调组成员，
并挑选其中一人任管理委员会成员；

需要在 JCOMM 内部对卫星资料的终端对终

(1)

端需求进行确定，

(3)

录。

需要在 JCOMM 各计划领域间使这些需求协

(2)
(3)

调一致，

要求：

需要向相关外部机构，包括 WMO、IOC 和一

(1)

决定：

管理委员会令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
请会员国指定可胜任的专家，并

些空间机构传递 JCOMM 对卫星资料的需求，
(2)

在观测、服务和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制定报告

(1)

卫星资料需求交叉小组的职责见本决议的附

由管理委员会进行任命，并在必要时通告
JCOMM。

决议 6 的附录 (JCOMM-2)
卫星资料需求交叉小组的职责和成员组成
职责

CGMS、WMO 空间计划、IOC 遥感计划、

卫星资料需求交叉小组应：
(a)
(b)

负责收集和综合对 JCOMM 服务和产品至关

议、COOP 和 OOPC 以及其他适当群体的定

重要的空基遥感需求；

期联系上；并

在 PA 内部就卫星/遥感事宜向子机构提出建
议，如发布和分发卫星资料和相关资料产品；

(c)

CEOS、相关 IGOS 课题、WMO 高层政策会

使 JCOMM 卫 星 遥 感 资 料 需 求 建 立 在 与

(d)

通过任命的卫星代表向管理委员会提出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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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7 (JCOMM-2)
审议 JCOMM（包括 CMM 和 IGOSS）
以往的决议和建议及 WMO 和 IOC 管理机构的相关决议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

(3)

考虑到 JCOMM-2 之前通过的所有决议目前已过

(4)

效；

时，

建议 13 (CMM-10)、2、5、8 和 10 (CMM-11)，
以及 11 (CMM-12)不再保留有效；

进一步考虑到已对 JCOMMT 第一次届会之前通过

(5)

并仍然有效的所有建议进行了审议，

建议 1、12 (CMM-11)，以及 4 和 6 (CMM-12)
保留有效；

注意到就 JCOMM-2 之前所通过的各项建议所采取

(6)

的行动，

建议 1 (JWC-IGOSS-4) 和 1 (JWC-IGOSS-5)
不再保留有效；

决定：

(1)
(2)

建议 1、2、3、4、5 和 12 (JCOMM-1)保留有

决议 1—6（JCOMM-1）不再保留有效；

(7)

建议 2 (JWC-IGOSS-5) 保留有效；

(8)

在 JCOMM-2 最终报告中公布仍有效的建议

建议 6、7、8、10、11 和 13（JCOMM-1）不

文本。

再保留有效；

决议 7 的附录 (JCOMM-2)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在其第二次届会前通过并保留有效的建议

建议 1（JCOMM-I）—海洋资料收集系统（ODAS）
元数据格式

(2)

WMO/IOC 海洋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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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气象学委员会第十二次届会含决议和
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860），总
摘要第 7.3.9 段；

(2)

JCOMM 海洋气候分组第八次届会（2000 年
4 月，阿什维尔）最终报告第 6.1.1 至 6.1.3
段和附录 8；

(3)

DBCP-16（2000 年 10 月，维多利亚）的总
结报告，第 95 至 99 段；

考虑到：

(1)

ODAS 综合元数据库能完全和准确地解读
气候存档形式的 ODAS 观测资料；

ODAS 观测资料及其关联的元数据对全球气
候研究以及广泛的海洋气候应用的重要性；

档所有类型 ODAS 资料特别是包括漂移和系泊浮
标以及固定平台资料的全球格式；
邀请：

(1)

一个或几个会员/会员国同意承担 ODAS 元数
据库；

(2)

运行 ODAS 的会员/会员国安排以商定的格式
收集来自这些平台的元数据，最终提交给
ODAS 元数据存档中心；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在 JCOMM 联合
主席和 DBCP 主席的帮助下，与会员/会员国协商，
考虑建立元数据存档中心，或者在必要的时候帮助
会员/会员国向存档中心提交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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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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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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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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DAS metadatabase contents
Record type
Field
and sequence
abbreviation
number
HEADER RECORD (HR )
HR

1

ts

2
3

WMOn

4

AIn

5

ind

6

oed

7

cnty

8

ragy

9

ldmu

10

DA

Input
codes

MB
DB
ID
FP
IS
AL
CM
PF
OT

stn

see
list

1
2
3
4
5

Description of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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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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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A it c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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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address listed in item 114.
Last date metadata updated (year, month, day e.g. 20000527 representing
27 May 2000)
Degree of Automation
Fully automated
Always supplemented with manual input
Occasionally supplemented with manual input
Fully manual (no automation)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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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 type
Field
Input
and sequence
abbreviation codes
number
HEADER RECORD (HR ) (continued)
HR

11

Lat

12

Lon

13

WC

14

lngth

15

Brth

16

Diam

17

Hult

18

Huln

19

Mtyp

Description of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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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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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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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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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Chain (shallow depths generally up to 90 metres)
Semitaut (intermediated depths generally 60 to 600 metres-generally nylon
cable)
Float Inverse Catenary (deep ocean generally 600 to 6000 m-generally nylon
with glass floats)
Poly-nylon Inverse Catenary (deep ocean generally 1200 to 6000 m)

FC
PC

Drouge Type
HS
TS
WS
PA
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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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

Other (specify in footnote # 4 Header Record)

决

议

Record type
Field
Input
and sequence
abbreviation codes
number
HEADER RECORD (HR ) (continued)
HR

20

Cmsy

Stt

22

Foo

23

dfmt

Description of fields

Satellite Data Collection System - system used to transmit the observations
GO
AR
GA
RF
OT

21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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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MO codes; Pub 306) the observations was
transmitted or digitized (i.e. observational form).
Buoy code -FM 18-X
Ship code - FM 13-X
TESAC - FM 64-IX
WAVEOB - FM 65-IX
BUFR - FM 94-XI
Other WMO codes added as needed

24
25

wdpth
plt

26

DI

Note: use actual WMO Code designator as the abbreviation (e.g. FM
18-X)
Water Depth (nearest whole metre)
Payload Type (e.g. DACT, VEEP, GSBP, ZENO, ODAS33, etc.) Details
should be provided regarding each type of payload (payload description)
Digital image - a photograph or schematic of the platform and equipment
AV
NA

27
WebA
ANEMOMETER (AN)
DR 1

an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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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nmL

Anemometer FM
AM
CM
RY
LY
OT

4

anDB

-

model

(manufacturer/series no.)

location

Foremast
Aftmast
centermast (mainmast)
right yardarm
left yardarm
other (define in footnote)
Anemometer - distance from the bow or front of platform (metres to te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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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 type
Field
Input
and sequence
abbreviation codes
number
ANEMOMETER (AN) (continued)
DR

Description of fields

Anemometer - distance from center line or from center of discus (metres to
tenths)

5

anDC

6

hwl

Anemometer- height above water line (metres to tenths). Value can be
negative for WOTAN

7

ouAN

Anemometer - operational range and units of measurement (e.g. 0 to 60 m/s;
000 to 360 degrees)

8

sfWD

Sampling frequency (Hz) - wind direction

9

sf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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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pWD

Averaging period (minutes to tenths) - wind direction

11

ap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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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mWS

Averaging method - wind speed
S
V

(e.g. 1.28 Hz)
(e.g. 8.0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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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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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
AM
CM
RY
LY
OT

- location

Foremast
Aftmast
centermast (mainmast)
right yardarm
left yardarm
other (specify in footnote # 2 in the air temperature data record)

决
Record type
Field
Input
and sequence
abbreviation codes
number
AIR TEMPERATURE (AT) (continued)
4

AtsDB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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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of fields

Air temperature sensor - distance (metres to tenths) from bow or front of
platform
note: leave this field blank if platform is a discus

5

atsC

Air temperature sensor - distance (metres to tenths) from center line or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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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 to + 50C)

8

sf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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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pAT

Averaging period (minutes to tenths) - air temperature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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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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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 line or
center of discus

6

dws

Depth of water temperature sensor; tenths of metres (e.g. 10.3 me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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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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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 type
Field
Input
and sequence
abbreviation codes
number
WATER TEMPERATURE (WT) (continued)
DR

Description of fields

10

wtScd

Calibration date- Water temperature sensor No.
calibrated (year, month, day e.g. 20000723)

Date sensor was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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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INITY (SA)
DR

1

Sstp

Salinity – sensor type
CTD
STD
RM
XC
NS
AL
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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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sm

Salinity sensor (model/manufacturer/series no.)

3

SsL

Salinity sensor No. - Location (note: to be used only for those sensors
attached to a platform)

4

Ss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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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 line or center of discus

6

dss

Depth of salinity sensor No. - metres to tenths (e.g. 10.7 m) of salinity sensor
below the water line (surface of the water)

7

o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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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od used to compute the salinity (e.g. chlorinity,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refractive index, etc. )

11

Ss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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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bps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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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ocation (e.g. centermast)

leave this field blank if platform is a discus

决

议

Record type
Field
Input
and sequence
abbreviation codes
number
BAROMETRIC PRESSURE (BP) (continued)

81

Description of fields

5

BpsC

Barometric pressure sensor - distance (metres to tenths) from center line or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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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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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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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

DR

leave this field blank if platform is a discus

5

hsC

Relative Humidity sensor - distance (metres to tenths) from center line or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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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ampling frequency (Hz)-Relative Humidity (wet bulb/dew point) sensor
(e.g. 1 Hz)

8

sfhs

9

aphs

Averaging period (minutes)-Relative Humidity (wet bulb/dew point) sensor
(e.g.1 min.)

10

hsScd

Calibration date - Relative Humidity (wet bulb/dew point) sensor No. Latest
date the sensor was calibrated (year, month, day e.g. 20000207)

11

hsID

Relative Humidity (wet bulb/dew point) sensor installation date (year, month,
day e.g. 19950228).

12

hs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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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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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 type
Field
Input
and sequence
abbreviation codes
number
PRECIPITATION (PG) (continued)
DR

Description of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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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pgDB

5

pgC

Precipitation gauge - distance (metres to tenths) from center line or off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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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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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st date sensor/gaug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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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

leave this field blank if platform is a discus

5

rsC

Radiation sensor - distance (metres to tenths) from center line or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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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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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EAN CURRENTS (CR)
DR

1

OC

Ocean current speed reported
C
M
E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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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 8.0

决

议

Record type
Field
Input
and sequence
abbreviation codes
number
OCEAN CURRENTS (CR) (continued)
DR

83

Description of fields

4

ouOC

Ocean currents - Operational range and units of measurement (range e.g.-10
m/s to +10m/s)

5

sfOC

Sampling frequency (Hz) -Ocean currents

6

apOC

Averaging period (minutes to tenths) - Ocean currents (e.g.

(e.g.0.667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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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RIZONTAL VISIBILITY (HV)
DR

1

hvm

Horizontal visibility
MAN
ATM

Manual
Automated

2

hv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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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

leave this field blank if platform is a discus

5

h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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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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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 (JCOMM-1)—船舶观测的经费

(3)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1)

(2)

(3)

为了支持国际实施计划，增加资金用于为船
舶观测提供耗材；

(4)

SOOPIP 组 长 向 JCOMM 提 交 的 报 告 和

齐心协力招募新的船舶加入船舶观测计划，
将其保持在目前水平或超过目前的水平；

SOOPIP-3（2000 年 3 月，La Jolla）的最终报

(5)

确保维持和扩大港口气象官网络；

告，

(6)

增加承诺用于支持 JCOMMOPS 活动的资金；

ASAP 专家组组长向 JCOMM 提交的报告和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在 JCOMM

ASAP 专家组第 12 次会议（2000 年 9 月，里

联合主席和 VOS、ASAP 和 SOOP 组长协助下，与

丁）最终报告，

会员/会员国商量，增加对船舶观测计划的资金承

VOS 分工作组第一次会议（1998 年 3 月，雅

诺。

典）最终报告，
(4)

WWW、GOOS/GCOS 和 CLIVAR 对上层海

建议 3（JCOMM-1）—国际特种船只协会

洋热量资料的需求，以及全球上层海洋热量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评估的结论，

注意到：

考虑到：
(1)

(2)

(3)

船舶观测计划已面临资金的减少，仪器和消

(5)

JCOMM-1 海洋观测系统工作组和 SOOP 实
施专家组组长的报告，

耗材料费用的增加 (如 XBT 和无线电探空

(2)

国际特种船只协会提交的工作报告，

仪)，

(3)

JCOMM 第一次过渡规划会议（1999 年 7 月，

这种状况将对 JCOMM、GOOS 和 CLIVAR

圣彼得堡）的报告，JCOMM 会议报告第一

的资料、产品和服务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

号，

而这些资料、产品和服务对业务气象和海洋、

认识到：

海洋科学研究和全球气候研究提供支持，

(1)

实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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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对特种船只模块的广泛科学评价和质量评估
工作已进行了许多年，

(2)

来自安装在许多船上的特种船只模块的观测
资料已在 GTS 上实时分发，

在许多资料稀疏海区，船舶观测系统是唯一
的手段，

考虑到：

港口气象官网络为船舶管理者及船员与

(1)

资料稀疏海区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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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的船舶分布广泛，常在远离商业航线的

(2)

如果协会船舶的气象和海洋资料能通过 GTS

关键作用，

和其他通信方式免费、公开地以实时和非实

(6)

船舶观测的综合、高质量数据流的重要性；

时方式向用户开放，将对 WWW、GOOS、

(7)

SOOP 协调员的作用对 SOOP 计划的实施和

GCOS 以及其他 WMO 和 IOC 主要计划具有

运行至关重要，

重要价值，

(8)

VOS 方案和 ASAP 也将极大受益于类似的国

建议：

际协调支持，

(1)

装备了模块的船舶（国际特种船只协会会

强烈建议会员/会员国应认识到长期致力于船舶观

员），其实时和非实时气象学及物理海洋学

测计划的一贯重要性，特别是：

资料向所有用户免费提供，以支持 WMO 和

(1)

强调船舶观测网络，该网络认识到一致方法

IOC 主要计划，应正式作为综合船舶观测计

对气象、海洋和气候应用的益处及综合以前

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分散的网络和更高质量和更及时数据流的更

(2)

大重要性；
(2)

解决在船舶上布设自动观测平台和耗材及自

国际特种船只协会应积极参加船舶观测组的
工作；

(3)

船舶观测组将来自特种船只的资料纳入其对

动化船舶气象观测和数据传输系统方面不断

从船基平台获取的气象和海洋观测结果的质

增加的需求；

量、完整性、时效性和价值的总体监测和评

决
估当中；
要求：
(1)

议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GOOS 通过海岸海洋观测专家组，审议并评

(1)

估模块收集的非物理海洋学资料的质量和价
值，适当的时候，推荐其作为业务海洋综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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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SS 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系统以监测海平
面变迁和变化方面取得的进展，

(2)

根据 GLOSS 的 1997 年实施计划确定的

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

GLOSS 核心站网已有三分之二以上已投入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提请会员/会员

业务，在过去的几年，该数字保持不变，

国注意国际特种船只协会的工作，并帮助实

考虑到：

施该建议。

(1)

海平面长期测量对有关气候变化、水文、风
暴潮和热带气旋的 WMO 计划的重要性，

建议 4（JCOMM-1）—对海洋数据浮标的破坏

(2)

海平面测量对业务海洋学、海洋气象学、海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岸工程和防卫应用的重要性以及 GLOSS 的

注意到：

广泛实施，

(1)

DBCP-16(2000 年 10 月，维多利亚)的最终报

(3)

告，第 9.2.4 段，
(2)

2000 年 8 月 5 日由国际水文组织发布的“水
*

文简讯 ”就有意或无意对浮标造成破坏的问
(3)

资料的可能性，
建议会员/会员国和国家机构：
(1)

面上保持 GLOSS 指定的潮汐观测；(b)在国

“ 水 文 简 讯 ” 文 本 见 DBCP 的 网 址

际层面上，通过支持 IOC 信托资金或通过双

http://dbcp.nos.noaa.gov/dbcp/vandalism.html，

边或多边资助 GLOSS 的活动。例如，按
GLOSS 实施计划的要求，协力支持维护/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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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极大影

GLOSS 的潮汐设备；
(2)

响，
(2)
(3)

在一些海域，渔船和海员对浮标的无意损坏

按照实施计划的条款，及时向国际资料中心
提供 GLOSS 台站的海平面实地观测资料；

(3)

考虑将地方或区域的观测平台，用于收集

也是一个主要问题，

GLOSS 台站的其他重要参数，特别是对设备

需要提醒海员和渔民数据浮标计划对海事安

作必要的更新用于收集；

全、海事作业、气候研究与预测，以及其他

进一步建议通过 WMO 信息服务向 WMO/IOC 各部

海洋应用的重要性，

门广泛宣传有关 GLOSS 海平面中心的产品(如英国

建议各会员/会员国：
(1)

继续加强对 GLOSS 的支持：(a)在国家级层

题提请海事界的关注，

考虑到：
(1)

台站共享和用潮汐计资料传输平台提供其他

的海平面常设机构和美国的夏威夷海平面中心)，以

分别与其水文机构联系，加强“水文简讯”

促进和加强对这一重要领域的认识；

的信息工作，保证尽可能经常地发布更新信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在资金预算可能

息；

的条件下，对会员/会员国实施该计划提供帮助。

(2)

如有可能，进行浮标系统防损坏设计；

(3)

为数据浮标被恶意破坏设计一个警告系统；

建议 12（JCOMM-1）—WMO 和国际移动卫星组

(4)

在国家层面采取法律步骤，限制在领海和专

织（IMSO）间的工作协议

属经济区内对数据浮标的破坏活动；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根据会员/会员

注意到：

国在实施本建议时的要求提供帮助。

(1)

决议 19（Cg-11）—利用 INMARSAT 收集和
分发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

*水文简讯：这是一种提请海员注意重要和显著的海事安全信

(2)

建议 8（CMM-11）—利用 INMARSAT 收集
气象和海洋资料，

息的简报，其内容通常不包括在提供给海员的每周通报中。

建 议 5(JCOMM-1) — 全 球 海 平 面 观 测 系 统

(3)

(GLOSS)

考虑到：

修改后的《国际移动卫星组织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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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MARSAT 系统现在是从海上船只收集气

Members,

象和海洋报告的主要机制，它同时也是在

RECOMMENDS:

GMDSS 之下向海洋用户分发气象和海洋资
料的主要渠道，
(2)

IMSO 是负责监督为 GMDSS 提供卫星服务
的政府间组织，

认识到 WMO 和 IMSO 在未来有许多方面需进行紧
密合作，它们涉及利用 INMARSAT 系统分发对保
护海上生命财产安全至关重要的气象和海洋资料，
建议 WMO 同 IMSO 建立正式的工作协议以促进彼
此的交流；
要求 WMO 秘书长，同 IMSO 的秘书长进行协商，
准备适当的工作协议草案，以供 WMO 执行理事会
和 IMSO 大会审议。
Recommendation 1 (CMM-11) —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monitoring programme
THE COMMISSION FOR MARINE METEOROLOGY,

NOTING:
(1) Recommendation 1 (CMM-VIII) —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monitoring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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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to CMM-XI by the
Sub-group of Experts on Warning and Forecast
Preparation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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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IDERING:

REQUESTS:

(1) The continuing importance to mariners of the
provision of high quality, timely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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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ridged final report, CMM-IX, general summary,
paragraph 5.7 and Annex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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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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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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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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complete the following questionnaire by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heading and inserting comments, as appropriate.
Good
Fair
Poor
Met. Service
CRS
issued by
1. Storm and gale warnings
(a) Clarity of information
(b)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c) Timeliness
2.
(a)
(b)
(c)
(d)

Weather bulletins
Clarity of information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Timeliness
Terminology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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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o facsi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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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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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Yes
(Time.....) _______ No
_______ Yes (CRS/CES........) _______ Yes
_______ 5
_______ 10

A summary of the replies to the questionnaire addressed to Voluntary Observing Ships (VOS) received
by (Meteorological Service)
Number of ships which replied
Percentage of total replies
Good
Fair
Poor
Good
Fair
Poor
1. Storm and gale warnings
(a) Clarity of information
(b)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c) Time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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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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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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d)
5.

Other related problems
........................................................................................................................................................................................
........................................................................................................................................................................................
........................................................................................................................................................................................

6.

Suggested improvements

Recommendation 12 (CMM-XI) — Use of Beaufort
equivalent scale of wind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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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er-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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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mmendation 4 (CMM-XII) — Wave forecast
verification scheme
THE COMMISSION FOR MARINE METEOROLOGY,

NOTING:
(1) Recommendation 4 (CMM-XI) — WMO wave
programme 1993–1997,
(2) The report to CMM-XII by the chairperson of the
Subgroup on Wave Modelling and Forecasting,
RECOGNIZING that formal verification systems for
operational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models have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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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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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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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 involved in running the exchange is shared. All
the files of data, statistics and any post-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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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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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lling of the marine boundary layer. This may,
through improved modelling of surface fluxes of heat,
moisture and momentum, lead to improved NWP
fore-c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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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j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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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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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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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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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ir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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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暴潮预报指南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

象部门和（或）海洋机构的职责，
(4)

导和支持对许多这类部门和机构非常有益，

注意到：
(1)

(2)

增强对风暴潮预报和预警制作工作的技术指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委员

建议：

会第一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

(1)

起草风暴潮预报指南；

告》（WMO-No.931），第 6.2.6 和 6.2.15 段，

(2)

该指南的目录应是本建议附录的内容；

风浪和风暴潮专家组第一次会议的最终报

要求风浪和风暴潮专家组在该指南的编写过程中

告，JCOMM 第 22 号会议报告，

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

考虑到：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

(1)

(1)

(2)

热带和亚热带风暴潮是一种主要的海洋灾
害，经常导致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生命和财产

适当的组织和机构磋商，安排该指南的编写

损失，

工作；

准确及时的预报和预警能充分降低风暴潮对

(2)

以 WMO“手册”和“指南”系列的形式出
版该指南。

生命和财产的威胁，
(3)

经与 JCOMM 联合主席、CBS 主席以及其他

这类预报和预警的制作和发布是许多国家气

建议 1（JCOMM-2）的附录
目录草案
风暴潮预报指南
1
1.1
1.2
1.3

引言及总则
风暴潮的海洋学方面
风暴潮的气象学方面
导致灾害性风暴潮的因子

2.
2.1
2.2

风暴潮预报方法
经验方法
数值方法

3.
3.1
3.1.1
3.1.2
3.2

风暴潮预报所需的数据输入
气象学输入
气象学输入所需的精度
现有风模式的优点和缺点
海洋学输入

3.3
3.4

特定位置的输入
水文输入

4.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4.10

基本的风暴潮方程和解决方法
风暴潮方程的表述
计算稳定性
交错非交错网格方案
有限差分时间反演
开放边界的处理
复杂海岸边界的处理
非线性平流项的处理
潮汐滩地的动态边界模式和内涵
潮汐-潮涌的相互作用
潮涌-河流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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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潮涌-风浪的相互作用及其增强
4.12 沿海洪水
5.
5.1
5.2
5.3
5.4
5.5

有限要素模式
引言
潮汐和风暴潮的有限要素模式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和 80 年代早期的发展状况
工程模式集
其他 f-e 模式

6.
6.1
6.2

业务化风暴潮预报模式
模式评估
优点和局限性

7.
7.1
7.2

业务单位中实时预报的指导准则
复合预报方案
集合预报

8.

潮涌灾害的防备

建议 2（JCOMM-2）
JCOMM 下业务海洋学产品和服务的开发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

(4)

需要解决一些与 JCOMM 下未来业务海洋学
产品有关的技术问题，包括展现形式与实现

注意到：

格式、符号和术语、数据和元数据格式、数

(1)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委员

据和产品管理中新的技术性发展、业务海洋

会第一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

学的经营案例，

告》
（WMO-No.931）
，第 6.2.17、6 和 6.6.9 段，
(2)

服务协调组第二次会议最终报告，JCOMM 会
议报告 No.30，

(3)

(5)

专业海洋学中心在支持发展中国家方面的未
来潜在价值，

(6)

作为一个对 JCOMM 产品和服务十分方便的

JCOMM 管理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最终报告，

网络门户，重新开发 JCOMM 电子产品公报

JCOMM 会议报告 No.34，

也同样具有潜在价值，并且需要与 GOOS 和

认识到全球海洋数据同化试验（GODAE）将于 2008

其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公报紧密合作进行重新

年完成，需要尽量确保 GODAE 下建立的许多结构、

开发的工作，

程序和中心得以长期维持下去，

建议：

考虑到：

(1)

(1)

正如 OceanOps 04 和 GODAE 研讨会上所展
示的那样，大量业务化或准业务化海洋学产

(2)

(3)

开展工作进一步开发 JCOMM 下的业务海洋
学产品，行动细节参见该建议的附录；

(2)

还开展工作，通过服务计划领域，将 JCOMM

品逐渐可供利用，并且需要对这些产品配备

电子产品公报作为 JCOMM 产品和服务的一

相应的文字说明，

个网络门户进行重新开发；

这些产品中的许多是通过公共资金机制得以

要求；

发展和维持，一般可归类为一级产品，除了

(1)

服务协调组和管理委员会与 GOSS 协调进行

是明确的公共产品（例如海洋安全服务产品）

监督，并在该项建议实施过程中提供技术咨

以外，一般供中间用户而不是最终用户使用，

询和指导；

需要以书面形式详细列举用户对业务海洋学
产品的需求并加以分类，

(2)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在该项建议实
施过程中提供力所能及的必要支持。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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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建议 2（JCOMM-2）的附录
进一步开发 JCOMM 下业务海洋学产品和服务的行动
1.

建议：作为未来产品和服务开发的基础，应

工作组通过 e-mail 进行工作，制定指导准则

当建立一份全面的用户需求文档（URD），其

的 草 案 ， 经 由 更 大 范 围 的 JCOMM 过 程

中详细列出需求、应用以及业务海洋学和相

（SCG、管理委员会和 JCOMM 成员）的审

关海洋气象产品设想。这份 URD 应当以滚动

议，最终将于 2007 年提交给联合主席和管理

开放的形式进行编写，根据技术应用的最新

委员会。上面所描述的这一 URD 应当用作能

现状定期更新。管理委员会提议由秘书处雇

力需求的参考文件。管理委员会已经批准了

用一名顾问或援派的专家，首先准备一份全

该项建议。

面的现有信息汇编，特别是要以 OceanOps

2.

4.

04、GODAE 研讨会、CCOS 92 等等会议的

准，提议应当在 DMCG 和 IODE 之下建立一

结 果 为 基 础 ， 以 供 GOOS 指 导 委 员 会 和

个特设工作组，其中包含 JCOMM DM、IODE

JCOMM 管理委员会审议并采取后续行动。

以及 GODAE 的代表，针对需要的标准化数

建议：编写一份现有业务化或准业务化海洋

据和元数据格式制定一个详细的方案。这些

产品的目录至关重要。编写该目录的步骤应

方 案 将 由 更 大 范 围 的 GODAE 界 以 及

包括；

JCOMM 和 IODE 程序进行审议，最后于 2007

(a)

(b)
(c)
(d)

一组专家（作为 SCG 的子组织或由

年提交给管理委员会及将来的 IODE 会议供

SCG 指定）应当为目录编写详细的说

通过。应当对国际上达成了一致的元数据标

明，需要包括产品分类、参数以及存取

准给予应有的重视（例如 ISO 19115 地理空

细节；

间数据-元数据）。操作互通性是一个关键方

JCOMM 秘书处应与法国 MEDIAS 就

面，并且用户需求/咨询必须作为决定数据格

目录设计及数据库维持达成正式协议；

式的基础。管理委员会要求数据管理计划领

通过秘书处的调查，制定目录的初始信

域协调员与 IODE 主席合作对编写工作进行

息；

安排，第一步是全面回顾这方面现在开展的

由专家组确定更新程序，并由秘书处进

活动和所做的工作，以便向管理委员会第五

行实施。

次届会报告。如果需要，再考虑进一步的行

管理委员会已经批准了该项建议，并且要求秘书处
和 SCG 采取适当行动。
3.

建议：经管理委员会第四次届会和 IODE 批

动。
5.

建议：JCOMM 最初的合作来自于 GODAE，

建议：GODAE 研讨会已经同意，业务海洋

为了数据和产品管理中新的技术性发展的结

产品的展现形式、符号和术语方面的指导准

合，需要与更广泛的团体合作，开展一项滚

则对于用户是很重要的。然而会议之前也一

动实施的计划。这一事项应当纳入到 DMPA

致认为，将其作为一个国际性机构（JCOMM）

未来的工作计划中。管理委员会已经批准了

的一项工作而非 GODAE 的一项工作是更为

该项建议，将于 2007 年前实施。

合适的。这类指导准则的制订以及被 JCOMM

6.

建议：GODAE/JCOMM 与海岸模拟界之间需

正式采纳并非是一项微不足道的工作，因此

要建立一种互动机制，以开展一项可能的沿

应当在 JCOMM 的下一个休会期间通过在

海数据同化试验（CODAE）。管理委员会已

SCG 下建立一个小型特设工作组来开展，工

经建议这一试验应当作为下一个休会期间

作组中应当包含现有主要海洋产品中心的代

COOP 响应行动的一个部分加以审议（议题

表，至少应当包括 GODAE 的产品中心，该

4.3 下也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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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除此之外，JCOMM 必须继续与 GOOS
科学指导委员会对话以进一步明确在支持非

8.

议。
9.

建议：管理委员会应正式并迅速地为业务海

物理变量及过程方面对模拟和产品的需求，包

洋学解决经营案例方面的问题。管理委员会

括生态系统模拟。关于该项建议的行动在议题

已经注意到，在 IOC 的赞助下，现正在开展

4.3 下审议。

对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因此建议当这些研究

建议：合并后的新 JCOMM/GOOS CB 委员会

的结果出来后，应当首先由 JCOMM（管理

应当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可行试点项目和

委员会和 SCG）进行审议，然后才就 JCOMM

指定的海洋产品中心的需求进行审查并提出

下需要采取的其他行动作出决定。

具体的建议。管理委员会已经批准了该项建

建议 3 (JCOMM-2)
船舶观测的消耗品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系统的实施与维持提供捐助的海洋国家有很

注意到：

大帮助，从而支持国家、区域及全球的利益

(1)

建议 2 (JCOMM-I) —船舶观测的经费，

和计划；

(2)

船舶观测组第三次届会的最终报告，JCOMM

建议：

第 35 号会议报告，

(1)

(3)

观测计划领域协调员给 JCOMM-2 的报告，

认识到：
(1)

(2)

案，并为此建立一个特别信托基金；
(2)

拟捐款的会员/会员国为这一信托基金捐助，

很多由 JCOMM 协调的业务用实地海洋观测系

以此支持由 JCOMM 协调的海洋观测系统得

统目前远不能满足需求，特别是由船舶观测

到完全的实施和维护，以及促进海洋国家参

组协调的 XBT 网络，

与此项工作；

目前只有少数会员/会员国为观测系统的维

(3)

与此同时，会员/会员国继续通过它们现有的
国家程序采购和供应船舶观测的消耗品；

护提供捐助，
(3)

制定船舶观测消耗品的批量采购和供货方

消耗品（如 XBT）的采购和供应是促进海洋

要求：

国家参与这一系统的主要障碍；

(1)

观测计划领域协调员与船舶观测组组长、

考虑到：

JCOMM 联合主席、JCOMM 秘书处及相关会

(1)

通过建立一种鼓励更多国家为系统提供捐助

员/会员国进行磋商，制定船舶观测消耗品的

并完成全球 XBT 和其他网络的简单机制，可

批量采购和供货计划，供管理委员会审议和

以促进观测系统的实施，

批准；

(2)

通过船舶观测消耗品的批量采购和供应，特
别包括 XBT，可以大大节省成本，

(3)

以共同联营方式提供消耗品将对希望为观测

(2)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通过为此设立
的特别信托基金支持该计划的实施。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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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建议 4 (JCOMM-2)
JCOMMOPS 的新职责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3)

注意到：
(1)
(2)

(4)

和 Argo 的技术协调设施的基础上取得成功，

关的职责，

这要感谢会员/会员国通过 DBCP、SOOPIP

建议6 (JCOMM-1)——建立JCOMM实地观

和 Argo 提供的资金，
(4)

(6)
(7)

SOT 协调的服务这一作法的潜在价值，该建

第 11 号会议报告，

议是船舶观测组第二次会议提出的，

观测协调组第一次届会的最终报告，JCOMM

(5)

船舶观测组第二次届的会最终报告，JCOMM

建议：

第 24 号会议报告，

(1)

应修改 JCOMMOPS 的职责，使其能为 SOT

DBCP 第十二次届会报告，JCOMM 第 22 号

协调提供拓展支持，并在互联网站上分发由

会议报告，

卫星报告员和卫星资料专题组提供的信息；

JCOMM 管理委员会第四次届会的最终报告，

(2)

应在本建议的附录中给出新的 JCOMMOPS
职责；

船舶观测组第三次届会的最终报告，JCOMM

(3)

JCOMMOPS 继续设在图卢兹，由 WMO 和
IOC 秘书处进行日常管理；

第 35 号会议报告，

要求会员/会员国尽可能承诺为支持 JCOMMOPSM

考虑到：
(1)

对获取卫星信息的需求，特别是对卫星报告
员和卫星资料需求专题组工作成果的需求；

JCOMM 第 34 号会议报告，
(8)

把 JCOMMOPS 的活动拓展到涵盖某些支持

船舶观测组第一次届会的最终报告，JCOMM

第 13 号会议报告，
(5)

JCOMMOPS 的发展与工作在 DBCP、SOOP

JCOMM 的职责，特别是与观测网络发展有

测平台支持中心（JCOMMOPS），
(3)

施的活动在国际层面上进行整合，

提供所需要的资金。

海洋和海洋气象观测系统组成部分向完全综
合的系统过渡的过程需要 JCOMM 的积极参

注：本建议取代建议 6 (JCOMM-1)，原建议不再有

与，
(2)

效。

需要对许多有关实地海洋观测系统运作与实

建议 4 (JCOMM-2) 的附录
JCOMM实地观测平台支持中心 (JCOMMOPS) 的职责
在JCOMM观测协调组的全面指导下，按照资
料浮标合作专家组、船舶观测组、Argo科学组，

励实施标准格式；
(ii)

维护相关的对观测资料需求的信息，以支持

以及卫星资料需求专题组的指示，JCOMMOPS

GOOS、GCOS和WWW，这些信息由相应的

将：

国际科学专家组和JCOMM专家组及小组提

(i)

作为受上述计划监督的观测平台实施和协调
的联络员，并为平台操作员提供帮助，以实

供；定期提供观测系统功能状况的信息；
(iii)

现免费和无限制的资料交换，具体内容包括
提供有关电信系统的信息；澄清和解决平台
操作员与电信系统操作员间的问题；以及鼓

提供有关仪器部署与服务机会的信息和操作
员联系信息的通道；以及

(iv)

提供观测计划的信息，包括关于仪器、仪器
评估和资料质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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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5 (JCOMM-2)
负责 IODE 的 IOC 项目办公室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

考虑到 IODE IOC 项目办公室为视情支持 IOC、

注意到：

的优良设施，

(1)

管理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最终报告，JCOMM

建议：

第 34 号会议报告第 4.3.6 段和 4.4.4 段，

(1)

(2)
(3)

使用负责 IODE 的 IOC 项目办公室，围绕共

负责 IODE 的 IOC 委员会第 18 次会议的最

同感兴趣的项目，开展 IOC/IODE、JCOMM、

终报告第 3.2 段和 4.1 段，

WMO 和其它有关组织的联合资料管理活

2005 年 4 月 25 日在比利时奥斯坦德举行的

动；

IODE IOC 项目办公室的正式落成典礼，
(4)

WMO 和其它组织的一系列资料管理活动而提供

(2)

通 过 项 目 办 公 室 组 织 更 多 的

2005 年 9 月在项目办公室成功举办的首届

JCOMM/IODE/GOOS 联合培训活动；

JCOMM/IODE/GOOS 联合培训班（2005 年

要求会员/会员国增强该项目办公室，并派遣相关的

数值模拟培训班），

短期或长期专家来支持其活动。

建议 6 (JCOMM-2)
JCOMM 资料管理战略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

(2)

WMO 信息系统（WIS）的资料管理战略之

注意到：
(1)
(2)

间的关系，

管理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最终报告，JCOMM

建议与 IOC/IODE 和 WIS 联合制定 JCOMM 资料

第 34 号会议报告，第 4.3.8 段和 4.3.9 段，

管理战略；

负责 IODE 的 IOC 委员会第 18 次会议最终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与 JCOMM 联

报告，第 5.4 段，

合主席、IODE 主席、ICG-WIS 主席以及其他机构

考虑到：
(1)

需 要 密 切 协 调 资 料 管 理 战 略 与 IODE 和

和组织协商，视情推进战略的制定工作。

急需制定一项 JCOMM 资料管理战略，

建议 7 (JCOMM-2)
NAVTEX 广播的补充指南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

全）第 5 条（气象服务和警报），
(2)

注意到：
(1)

国际海上生命安全公约（SOLAS），1974
年，尤其是 2001 年修正案第 5 章（导航安

针对全球海难与安全系统的 SOLAS 1998 年
修正案，

(3)

建议 3（CMM-12）- 利用国际 NAVTEX 广
播台为沿海地区服务，

建
(4)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委员

(2)

(5)
(6)

(3)

告，

敦促具有预报和警报制作与广播职责的会员/会

WMO 技术规则附录六（《海洋气象服务手

员国通过国际 NAVTEX 广播台：

册》(WMO-No. 558)），

(1)

根据《手册》中的指南继续全面履行其职责；

(2)

让 JCOMM 秘书处详细了解系统运行中的进

SOLAS 签约国根据公约（包括 1988 年修正
案）的规定，通过国际 NAVTEX 广播台为

展和问题；
(3)

(3)

国际 NAVTEX 广播台没有很好地适应相对

要求海上安全服务专家组通过国际 NAVTEX 广播

较长的气象预报和警报的播放，

台继续审议各项指南的落实情况并不断了解用户

为广播气象预报和警报而利用国际

对指南和气象预报和警报广播的常见缩略语的反

NAVTEX 广播台需要与 IHO 所协调的导航

应，必要时提出修订建议；

警报服务完全和谐一致，并对 IMO 所提出

要求 WMO 秘书长：

的海上安全服务要求作出响应，

(1)

建议：
(1)

通过国际 NAVTEX 广播台与用户在气象预
报和警报的需求和响应方面保持密切联系；

海运提供气象服务的义务，
(2)

相应地修订第一部分第一卷的《海洋气象服
务手册》(WMO-No. 558)；

海上安全服务专家组第一次会议的最终报

认识到：
(1)

也通过附录 2 中详细阐述的供国际
NAVTEX 广播台使用的常见缩略语表；

会第一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
报告》（WMO-No.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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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南和缩略语的使用方面向有关会员/会员
国提供适当的技术咨询协助；

通过本决议附录 1 中详细阐述的依靠国际

(2)

提请 IMO、IHO 和其它有关组织和机构关注

NAVTEX 广播台为提供气象预报和警报广

该建议，并在指南的落实方面继续与他们密

播而制定的修订指南和补充制南；

切联系。

建议 7 的附录 1（JCOMM-2）
通过 NAVTEX 服务发布气象预报和警报广播的修订和补充指南
4.

NAVTEX 广播服务具体指南

4.1.3 国际 NAVTEX 业务使用英文语言，MSI 频
率为 518 千赫，开展协调广播和自动接收。它是国

4.1

概要

际海事组织（IMO）所开发的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

4.1.1 NAVTEX 是一种窄频带、直接打印的电报服

系统（GMDSS）的组成部分。自 1993 年 8 月 1 日

务，旨在传播海上安全信息（MSI），即通常所说的

以来，依据 1988 年修订的 1974 年国际海上生命安

沿海警报（为船舶发布的导航和气象警报、气象预

全公约（SOLAS）条款，要求某些船舶所携带的必

报和其它紧急信息）。SOLAS 规定的沿海警报的传

备设备需具有 NAVTEX 广播的接收能力。

输范围/服务区域从航道浮标/引航站延伸到从发报

4.1.4 管理部门可使用他们的国语或英语，
采用 490

机所在位置算起的 250 海里或延伸到管理当局在

和 4209.5 千赫兹的频率来开展国家 NAVTEX 广

IMO GMDSS 主体规划中所宣布的范围。尤其不能

播。

把 NAVTEX 视为一种在港口接收气象信息的可靠

4.1.5 由于 NAVTEX 为单频率系统，每个 NAVTEX

系统：应为终端用户提供接收港口气象信息的其它

电台和提供广播内容的单位须设法防止与其它电

系统。

台产生相互干扰。为避免此类相互干扰，给每个

4.1.2 按 WMO 的词汇表，NAVTEX 广播应包括近

NAVTEX 电台分配了具体的时间段，即每 4 小时

海和沿海水域的天气信息。

分配 10 分钟。具有相同时间段的电台在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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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覆盖 250 海里这个最佳范围的功率。

上被安排得相距遥远。当 NAVTEX 广播超过所分
配 的 广 播 时间 ， 或 不 定期 广 播 警 报信 息 ， 那 么

4.1.9 已对 GMDSS 接收机的标准进行定义，以确

NAVTEX 电台必须与附近的电台作好时间安排，

保不记录那些错误信息。这些标准是：

以防止潜在的相互干扰。对广播时间所作的这种重

(a)

“应该只储存已满意接收到的信息标识符。

新安排可能会导致不理想的串音效果，抑制

如果字符差错率低于 4%，那么信息就是满意

NAVTEX 系统的主要目的。因此，应该避免在非

接收。”

预定时间内广播和超过预先时间段之外安排的过

(b)

“当在 5 秒以上时间内的误差率大于 33%时，

多 MSI。

由于接收效果差，所以应禁止打印信息，且

4.1.6 IMO 在 NAVTEX 协调组会议上赋予了协调

不能存储信息标识符。”

全球 NAVTEX 业务建设的职责（参见注释）。
4.1.7 建 议 案 ITU-R M.540-2 和 国 际 海 事 组 织

4.2

（IMO）出版的 NAVTEX 手册（IMO 出版销售编

4.2.1 NAVTEX 的分时性质要求严格控制广播的

号为 IMO-951E）中包含 NAVTEX 系统的业务和技

信息流量。10 分钟的时间段内必须插入导航警报、

术特征。

天气预报、天气预报、SAR 初始遇险报警、引航员

4.1.8 海上的用户可能碰到各种因素造成的接收问

导向装置信息和诸如 GPS 误差等无线电台导航设

题，例如：

备信息。重要的是，预报只针对 NAVTEX 发射机

(a)

(b)

程序

发射机输出功率过大。

所覆盖的具体区域，并采取其它措施来确保信息的

NAVTEX 发射机在白天的最佳输出功率为 1

长度不超过必需的长度。尤其应使用普遍认同的简

千瓦。这样所达到的最大范围大约为 400 海

明扼要的格式。

里，可保证接收范围达 250 海里。超过 1 千

4.2.1.1 在收到之后，只能在下一个预定的广播时间

瓦可能使发射跟随地球表面曲率到更大的距

根据 B2 B 字符（气象警报）广播大风、暴风雨、飓

离。此外，这种功率也可能产生空波，发射

风和其它灾害性气象现象的警报。

机可以很好地接收到超过 1000 海里的空波。

4.2.1.2 每天应根据 B2 E 字符（气象预报），在预定

超过时间段。

的广播时间至少进行两次例行广播。

在分配给每个 NAVTEX 的发射时间结束后，

(c)

下一个发射机将开始其发射工作。如果第 1

4.3

台发射机在所分配的发射时间段之外继续发

4.3.1 保持气象信息尽可能简短是必不可少的，同

射信息，如果第 2 台发射机又处在第 1 台发

时还要将必要的信息传达给海上的海员。只有负责

射机的范围之内，那么第 1 个电台发射机正

的 NMS 应当准备此类信息。NAVTEX 协调员将对

在进行的发射将屏蔽第 2 个电台发射机的相

手册作最少的修改。根据确切的程序和标准，只有

位信号。正是这个相位信号能使接收机锁定

获得有关 NMS 的批准，才应当作出修订。

正确的发射机。如果第 1 台发射机在其时段

4.3.2 为此，对 NAVTEX 业务所准备的气象信息而

外继续发射信息，那么接收机将不能自动跟

言，需要第二部分第一卷的补充要求和指南。如果

踪下个用户站点，就好像第 2 个电台停止广

需要，NMS 缩短 NAVTEX 信息的主要具体方式为：

播，且接收机可能错过重要的安全信息，即

(a)

有关提供气象信息的具体指南

使用缩略语：这是缩短气象信息最有效的方

风暴警报。

法，但只能使用经过严格挑选并获得批准的

“夜间效应”。

缩略语。根据天气和海洋公报中所使用的多

这是赋予以下事实的名字，对于一个给定的

语种术语表，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

输出功率，中频传输的范围在夜晚显著增加。

558) 附件 xxx 中包含 GMDSS MSI 缩略语表

例如，1 千瓦在白天将覆盖大约 400 海里的范

（拟由国际 NAVTEX 广播台使用）。 对国家

围，但相同的信号在夜间可以达到 1000 海里。

NAVTEX 业务而言，管理部门也应确定他们

因此，在夜间有必要降低 NAVTEX 发射机的

本国语言的缩略语。当邻国使用相同本国语

功率，将 NAVTEX 的功率降至 300 瓦，或者

言时，应考虑至少在区域层面使用共同的清

建

4.4

某些情况下或对某些活动而言，预报员可能

4.4.1 在需要通过 NAVTEX 进行气象信息协调的

更喜欢使用明码）在大部分气象信息中使用

地方，就应遵循以下原则：

缩略语，但使用明码的警报（包括或者不包

(a)

GTS 与海员交换天气警报和一些天气预报

务使用英语，但务必使用建议的缩略语，否

（一次或两次/天）；
(b)

在相关区域应有一个国家气象部门担任气象

充缩略语能更好地满足本地和区域需求的地

协调中心，负责通过 NAVTEX 系统为海员提

方，可以视需要使用它们。

供天气公报。挑选 NMS 作为气象协调中心可

单独公报：所有更高优先等级的警报应作为

能取决于与该区域内大部分预报区相临地区

单独的电报在 B2 下为 NAVTEX 发布 B 字头的

及其目前参与提供 NAVTEX 广播服务的情

信息。在预定的公报中，第一部分应非常简

况；
(c)

气象协调中心应向 NAVTEX 电台操作员提交

此法可减少单条信息量（即降低被舍弃的风

预报和警报信息，以便在 24 小时日常业务的

险）。（由于需要自身维持的单条信息需要重

基础上进行分发。对于该协调中心不涵盖的

发）发射信息总量的少许增加几乎没有重要

水域，必要时可以把其它国家所提供的天气

意义。

公报包含在内；

仅限必发信息: 非必发信息的规定（比如电

(d)

每个为相关地区服务的国家气象部门应当利

码型式表述的分析或预报，海洋或陆地台站

用气象协调中心，通过 GTS 为其责任区提供

特选报-相关内容在《海洋气象服务手册》第

警报和预报；

4、5、6 部分进行了描述 - 中期预报等）不

(d)

假定目前该区域的所有国家气象部门通过

括在预定的公告中）除外。国际 NAVTEX 业

短，或者提及分区的清单或者提及编号体系。

(c)

总的协调原则

单（然后纳入《手册》的第二卷）。应视情（在

则会给母语不是英语的用户造成混乱。在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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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气象协调中心应决定将哪种警报发至

应在国际 NAVTEX 系统上播出。应使用国家

NAVTEX 电台操作员供系统分发。此类决策

系统将它们作为单独的低优先（需要的话）

标准是建立在具有最高风速的警报基础之

信息予以发布，目的是减少在第 II 和 III 部

上。万一在警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和严重疑

分（天气和预报）中必发信息被舍弃的风险。

问，中心应要求提供这种受到怀疑信息的部

概括信息：由于在船上能获得书面形式的最

门作补充确认（如通过 GTS 线路）；

终电报，在天气分析（第二部分）或者在预

(f)

应把已发送给 NAVTEX 电台操作员作分发使

报（第三部分）所含的一个单句（如“所有

用的气象公报和补充警报抄送给服务该区域

区域的飑”）能最好代替针对每个分海区而重

的所有国家气象部门。

复出现的词（如“飑”），条件是在整个海区

(e)

协调安排

或大部分海区上的预计条件是均一的。当预

4.5

期风和海面状况恶劣时，这种概括信息显得

4.5.1 有关 NAVTEX 气象信息广播的具体国际协

非常有用。

调安排（无论何时作出）在《手册》第二卷的有关

删除多余的词：NAVTEX 是一个文字系统，

章节中进行了详细阐述。

不应当使用流畅的散文（信息总要打印出
来）。应删除多余的话语。
(f)

注： 可按以下地址联系 NAVTEX 协调专家组：

天气公报与发射机覆盖范围的一致性：NMS

国际海事组织 NAVTEX 协调专家组组长

应确保广播的信息应当与发射机覆盖范围/

4 Albert Embankment

服务区域相吻合。

伦敦 SE1 7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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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7 的附录 2（JCOMM-2）
国际 NAVTEX 业务的常见缩略语
拟缩写的所有风向表示如下。

静止的

STNR

术语全称

NAVTEX 缩写

准静止的

Q-STNR

北或北的

N

移向/移动

MOV 或 MVG

东北或东北的

NE

顺转

VEER

东或东的

E

逆转

BACK

东南或东南的

SE

缓慢地

SLWY

南或南的

S

快速地

QCKY

西南或西南的

SW

迅速的

RPDY

西或西的

W

节（海里/小时）

KT

西北或西北的

NW

公里/小时

KMH

海里

NM

米

M

百帕

HPA

气象

MET

注：使用上述风向缩略语可为国际 NAVTEX 广播台减少撰
写大约 6—8%的公报量。

术语全称

NAVTEX 缩写

预报

FCST

减少

DECR

短期展望

TEND

增加

INCR

能见度

VIS

变量

VRB

轻微的

SLGT 或 SLT

成为

BECMG

象限

QUAD

局部地

LOC

可能的

POSS

中等的

MOD

概率/可能的

PROB

偶尔

OCNL

显著的

SIG

分散的

SCT

无变化

NC

临时/暂时

TEMPO

无显著变化

NOSIG

孤立的

ISOL

在……之后

FLW

频繁/频率

FRQ

下一个

NXT

阵雨

SHWRS 或 SH

暴

HVY

冷锋

C-FRONT 或

恶劣

SEV 或 SVR

CENT

强

STRG

W-FRONT 或

从……

FM

WENT

预计

EXP

O-FRONT 或

纬度/经度

LAT/LONG

暖锋
锢囚锋

FENT
减弱

WKN

发展成

BLDN

填补

FLN

容中使用缩略语能从总体上节约超过 20%的传输

加深

DPN

时间。

加强/强化

INTSF

持续改进/改进

IMPR

备注：
据估算，在国际 NAVTEX 电台广播的气象内

在可能的时候，“预期”和“纬度/经度”等词
汇应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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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8(JCOMM-2)
海冰图指南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

议题 4.2.9 作相应修订：

注意到：

4.2.9 SI 模式—海冰信息—图

(1)

建议 11 (CMM-10)—数字海冰资料存档和交

应使用《国际海冰符号体系》（WMO-No. 259，第

换的格式（SIGRID），

三卷）和《冰况图彩色编码标准》（WMO/TD-No.

JCOMM 技术报告系列：《冰况图彩色编码

1214）。应使用 SIGRID 格点和矢量存档格式为海冰

标准》（WMO/TD-No.1215）和《SIGRID-3：

图提供海冰气候信息（WMO-No. 716, WMO-No.

海 冰 图 矢 量 存 档 格 式 》 （ WMO/TD-No.

792, WMO/TD-No. 1214）。

1214），

敦促具有、发布和转播海冰信息的会员/会员国：

JCOMM 海冰专家组（ETSI）第二次会议最

(1)

根据《手册》中的指南继续全面地履行职责；

终报告-全球数字化海冰数据库（GDSIDB）

(2)

及时向 JCOMM 秘书处详细报告系统运行过

(2)

(3)

指导组第十次会议，JCOMM 第 28 次会议报
(3)

告，
(4)

程中的动向和问题；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 558），
第一卷，第一部分，

就用户对业务和气候海冰图的需求和响应
一事与用户保持密切的联系；

要求海冰专家组与海上安全服务专家组密切合

考虑到目前《海洋气象服务手册》没有为海冰图

作，对海冰信息产品指南的实施和用户的反应情

建议方案提供指南，

况进行审议，必要时提出修订建议；

认识到：

要求 WMO 秘书长：

(1)

(1)

新的海冰图技术文件促进了业务海冰产品
的使用以及气候信息的编码程序，

(2)

大多数国家海冰部门在自身的业务和存档

在实施建议方面向有关会员/会员国提供必要
的技术咨询；

(2)

实践中广泛使用色彩标准和 SIGRID 格式，

提请 IMO、IHO 和其它有关组织和机构注意
该建议，并就指南的实施问题继续与这些组

建议对《海洋气象服务手册》第一卷第一部分的

织保持密切联系。

建议 9 (JCOMM-2)
国际海事气象磁带（IMMT）格式和最低
质量控制标准（MQCS）的修改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
委员会，

认识到目前的最低质量控制标准（MQCS-4）没有

注意到：

他要素，

(1)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 558）第

考虑到：

一卷附件 1.13 和 1.15，

(1)

(2)

包含在 JCOMM-1 上为 VOSClim 项目所采用的其

JCOMM 海洋气候学专家组第一次会议最终
报告，JCOMM 第 32 号会议报告，

IMMT 格式仍然是 MCSS 和 VOSClim 项目的
海洋气候资料交换的主要格式，

(2)

最低质量控制标准对 MCSS 资料档案中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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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新版的 IMMT 格式（IMMT-3）；

含的资料质量的重要性，
(3)

使 IMMT 和 MQCS 始终保持在最新状态对

(3)

通常也为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收集的所有资

全球收集中心具有重要意义，

料实施新版的最低质量控制标准（MQCS-5）；

建议：

要求海洋气候学专家组继续审议修订格式和质量

(1)

批准本建议附录 1 和 2 中详细阐述的《海洋

控制标准的实施和价值，必要时向有关会员/会员国

气象服务手册》和《海洋气象服务手册》的

提供技术援助，并必要时提出有关格式和标准的进

修正案，并将其纳入《手册》和《指南》的

一步修正案；

适当附件；

要求 WMO 秘书长根据要求，在修订格式和标准的

通常为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收集的所有资料

实施方面向有关会员/会员国提供适当的技术咨询。

(2)

建议9的附录1（JCOMM-2）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和《海洋气象服务指南》的修正案
国际海事气象磁带（IMMT）的设计
[IMMT-3 版]
要素
编号

字符
编号

电码

要素

编码程序

1

1

iT

格式/温度指示器

3=温度为0.1摄氏度的IMMT格式
4=温度为0.5摄氏度的IMMT格式
5=温度为1摄氏度的IMMT格式

2

2-5

AAAA

UTC年

4位数

3

6-7

MM

UTC月

01 - 12 （1－12月）

4

8-9

YY

UTC日

01 - 31

5

10-11

GG

观测时间

最接近的 UTC整小时，WMO规范

6

12

Qc

1/4圆周

WMO电码表3333

7

13-15

L aL aL a

纬度

0.1度，WMO规范

8

16-19

LoLoLoLo

经度

0.1度

9

20

云高(h)和能见度(VV)
测量指标

0
1
2
3

10

21

h

云高

WMO电码表1600

11

22-23

VV

能见度

WMO电码表4377

12

24

N

云量

云量，WMO电码表2700；在可适用的地方用9表示

13

25-26

DD

真风向角

几十度，WMO电码表0877；在可适用的地方用

–
–
–
–

估计的h和VV
测量的h，估计的VV
测量的h和VV
估计的h，测量的VV

00 或 99 表示
14

27

iw

风速指示器

WMO电码表1855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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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编号

字符
编号

电码

要素

编码程序

15

28-29

ff

风速

每秒几十节或米，省略数百，大于99节的值拟使用每秒
多少米表示并相应地使用iw 进行编码；估计或测量的方
法及使用的单位（节或米/秒）在要素14中给出。

16

30

sn

温度符号

WMO电码表3845

17

31-33

TTT

空气温度

0.1摄氏度

18

34

st

露点温度的符号

0
1
2
5
6
7

19

35-37

TdTdTd

露点温度

0.1摄氏度

20

38-41

PPPP

气压

0.1百帕

21

42-43

ww

当前温度

WMO电码表4677或4680

22

44

W1

过去温度

WMO电码表4561或4531

23

45

W2

过去温度

WMO电码表4561或4531

24

46

Nh

最低云量

根据报告代表CL 或，如果不是CL 有云，则代表CM，
云量；WMO电码表2700

25

47

CL

CL云的种类

WMO电码表0513

26

48

CM

CM云的种类

WMO电码表0515

27

49

CH

CH云的种类

WMO电码表0509

28

50

sn

海面温度符号

WMO电码表3845

29

51-53

TwTwTw

海面温度

0.1摄氏度

30

54

海面温度测量指标

0–
1–
2–
3–
4–
5–
6–
7–

31

55

波动测量指标

0 – 估计的风浪和长浪
船载海浪
1 – 测定的风浪和长浪
记录仪
2 – 测定的混合浪、估计的长浪
3 – 测定和估计的其它混合风浪
4 – 测定的风浪和长浪
浮标
5 – 测定的混合波、估计的长浪
6 – 测定和估计的其它组合风浪
7 – 测定的风浪和长浪
其它测量
8 – 测定的混和浪、估计的长浪
9 – 测定和估计的其它组合浪

–
–
–
-

测量的露点温度为正数或零
测量的露点温度为负数
测量的冰冻露点温度
计算的露点温度为正数或零
计算的露点温度为负数
计算的冰冻露点温度

表面水温表
冷凝器入口
曳式热敏电阻
船体接触式温度传感器
船体外部温度传感器
辐射温度计
饵舱温度计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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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编号

字符
编号

电码

要素

编码程序

32

56-57

PWPW

风浪或测定波浪的周期

整秒；根据电码手册中的PWPW规范下的注释(3)，在适合
的地方表示99

33

58-59

HwHw

风浪或测定波浪的高度

0.5米的值。例如：将平静无风或小于1/4米编码为00；
将31/2米编码为07；将7米编码为14；将111 /2 编码为23

34

60-61

dw1dw1

盛行长浪的方向

几十度；WMO电码表0877；在适合的地方编码为00或
99空白 = 没有尝试对波浪进行观测

35

62-63

Pw1Pw1

盛行长浪的周期

整秒；在适合之处编码为99 (参见要素32)

36

64-65

Hw1Hw1

盛行长浪的高度

半米值 (参见要素33)

37

66

Is

船上积冰

WMO电码表1751

38

67-68

EsEs

积冰的厚度

用厘米表示

39

69

Rs

积冰的比率

WMO电码表3551

40

70

观测资料的来源

0–
1–
2–
3–

未知
日志
通信电路
出版物

4 – 日志
5 – 通信电路
6 – 出版物

国家

国际
资料交换

41

71

观测平台

0 -未知
1 – 挑选的船只
2 – 补充船舶
3 – 辅助船舶
4 – 自动站/数据浮标
5 – 海洋固定站
6 – 沿海台站
7 – 飞机
8 – 卫星
9 – 其它

42

72-78

船舶标识符

将船舶的信号或其它标识符编码如下：
7 字符呼号栏72–78
6字符呼号栏72–77
5字符呼号栏72–76
4字符呼号栏72–75
3字符呼号栏72–74

43

79-80

补充船舶的国家

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分配的双字符字母电码

44

81

国家使用

45

82

质量控制指标

0 – 无质量控制 (QC)
1 – 仅为人工 QC
2 – 仅为自动QC/MQC (非时间顺序核查)
3 - 仅为自动QC (包括时间顺序核查)
4 – 人工和自动QC (表面的；非时间顺序核查)
5 – 人工和自动QC (表面的；包括时间序列核查)
7 & 8 – 没被使用
9 – 国家QC 体系 (将把信息提供给WMO)

建
要素
编号
46

字符
编号

电码

要素

83

ix

气象资料指标

105

议
编码程序

1 – 人工的
4 – 自动的
7 – 自动的

如果包括现在和过去的资料，就使用电码
表4677和4561
如果包括现在和过去的资料，则使用电码
表4680和4531

47

84

iR

包含或省略降水
资料的指示符

WMO电码表1819

48

85-87

RRR

正如tR所示，在观测
时间之前的降水量

WMO电码表3590

49

88

tR

在报告结束时降水量
的基准时间的长度

WMO电码表4019

50

89

sw

湿球温度符号

0–
1–
2–
5–
6–
7–

51

90-92

TbTbTb

湿球温度

0.1摄氏度，要素15的符号

52

93

a

在观测时间前三小时
期间的气压倾向特点

WMO电码表0200

53

94-96

ppp

观测时间前三小时期
间台站气压倾向量

0.1百帕

54

97

Ds

观测时间前三小时期
间船舶总位移的真方向

WMO电码表0700

55

98

vs

观测时间前三小时期间
WMO电码表4451
船舶的平均速度获得弥补

56

99-100

dw2dw2

次波的方向

几十度，WMO电码表0877；
在适合的地方编码为00或99。
空白 = 没有观测到潜在的波浪

57

101-102

Pw2Pw2

次波的周期

整秒；在适合的地方编码为99
(参见要素32)

58

103-104

Hw2Hw2

次波的高度

半米值 (参见要素33)

59

105

ci

海冰集聚浓度或布置

WMO电码表 0639

60

106

Si

发生阶段

WMO电码表3739

61
62

107
108

bi
Di

陆源冰
WMO电码表0439
主要冰区边界的真实方位 WMO电码表0739

63

109

zi

目前的冰面状况和
前三小时的条件趋势

测量的湿球温度为正数或零
测量的湿球温度为负数
测量的湿球温度为冰冻
计算的湿球温度为正数或零
计算的湿球温度为负数
计算的湿球温度为冰冻

WMO电码表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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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
编号

电码

要素

编码程序

64

110

FM 13 电码版本

0 = 在FM 24-5之前
1 = FM 24-5
2 = FM 24-6 Ext.
3 = FM 13-7
4 = FM 13-8
5 = FM 13-8 Ext.
6 = FM 13-9
7 = FM 13-9 Ext.
8 = FM 13-10等

65

111

IMMT版

0 = 包含版本号前的IMMT版本
1 = IMMT-1
（从1994年11月起有效）
2 = IMMT-2
（ 从2003年1月起有效）
3 = IMMT-3
（从2007年1月起有效）
4 = IMMT-4
（下个版本）
等

66

112

（h）的质量控制指标

0 – 该要素不执行质量控制 (QC)

Q1

1–
2–
3–
4–
5–
6–
9–
67

113

Q2

68

114

Q3

执行了QC；要素似乎是正确的
执行了QC；该要素与其它要素似乎不一致
执行了QC；该要素似乎令人怀疑
执行了QC；该要素似乎是错误的
QC改变了该值
保留8
要素的价值缺失

(VV)的QC指标

- 同上 -

（云：要素12，

- 同上 -

24－27）的QC指标
69

115

Q4

(dd)的QC指标

- 同上-

70

116

Q5

(ff)的QC指标

-同上-

71

117

Q6

(TTT)的QC指标

-同上-

72

118

Q7

(TdTdTd)的QC指标

-同上-

73

119

Q8

(PPPP)的QC指标

-同上-

74

120

Q9

(天气：要素21–23)

-同上-

的QC指标
75

121

Q10

(TwTwTw)的QC指标

-同上-

76

122

Q11

(PwPw)的QC指标

-同上-

77

123

Q12

(HwHw)的QC指标

-同上-

78

124

Q13

(长浪：要素34–36,

-同上-

56–58)的QC指标
79

125

Q14

(iRRRRtR)的QC指标

-同上-

80

126

Q15

(a)的QC指标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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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
编号

电码

要素

编码程序

81

127

Q16

(ppp)的QC指标

-同上-

82

128

Q17

(Ds)的QC指标

-同上-

83

129

Q18

(vs)的QC指标

-同上-

84

130

Q19

(tbtbtb)的QC指标

-同上-

85

131

Q20

船舶位置的QC指标

-同上-

86

132

Q21

最低质量控制标准

1 = MQCS- I (最初版本，1989年2月) CMM-10

(MQCS)版本确定

2 = MQCS-II (版本2，1997年3月) CMM-12
3 = MQCS-3 (版本3，2000年4月) SGMC-8
4 = MQCS-4 (版本4，2001年6月)JCOMM-1
5 = MQCS-5 (版本5，2004年7月) ETMC-1等

VOSCLIM项目的额外要求
87

133-135

HDG

船首向；船头所指的

(000-360)；例如

方向，即真北方向。

360 = 北方
000 = 没有移动
090 = 东方

88

136-138

COG

船舶的地面航向；船只
相对固定陆地的运动方
向，指真北方向

(000-360) ；例如
360 =北方
000 =没有移动
090 = 东方

89

139-140

SOG

船舶的对地速度；船只
(00-99)；在最接近整海里时顶风停下
相对固定陆地的实际运动速度

90

141-142

SLL

在夏季最大满载吃水线
以上甲板货物的最高米数

91

143-145

SLHH

离实际海平面的基准水
位置143 (SL) 符号位置；
0 = 正数或零，1 = 负数
准面横距 (夏季最大满
载吃水线) 。考虑到如
位置144-145 (HH)；(00-99) 是夏季最大满载吃水
下区别：当夏季最大满
线与海平面之间最近整米的差异
载吃水线高于海平面为正，
反之如低于吃水线则为负

92

146-148

RWD

离船首的相对风向角度

93

149-151

RWS

iw (节或米/秒)给出各单

按每秒的整数节或整数米进行报告（例如：010节或

元所报告的相对风速

005 米/秒）。字元号码 27 给出了 iW 所确立的单位。

(00-99)；近似到整米的报告

相对风向；例如000 = 没有明显的相对风速（甲板上平稳
无风）。报告的相对风向= 离船首的顺时针方向为 001-360
度。当风在首舷方向，则 RWD = 360。

注：由于相对风速可能大于真风速，例如：iW 指的是节， ff = 98；相对风速可能是 101 节。因此，必须分配三个位置，
因为不能对 iW 进行调整。要素 15 将相对风速转换为米/秒。
94

152

Q22

(HDG)的质量控制指标

0 – 该要素没有实施质量控制 (QC)
1 – 实施了QC；要素似乎是正确的
2 – 实施了QC；该要素与其它要素似乎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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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编号

字符
编号

电码

要素

编码程序

3 – 实施了QC；该要素似乎存在疑问
4 – 实施了QC；该要素似乎不正确
5 – QC改变了该值
6 - 保留8
9 – 该要素的值缺失
95

153

Q23

(COG)的QC指标

- 同上 –

96

154

Q24

(SOG)的QC指标

- 同上 –

97

155

Q25

(SLL) 的QC指标

- 同上 –

98

156

Q26

(SL) 的QC指标

- 同上 –

99

157

Q27

(hh) 的QC指标

- 同上 –

100 158

Q28

(RWD) 的QC指标

- 同上 –

101 159

Q29

(RWS) 的QC指标

-- 同上 –

注： 除为 VOSCLIM 项目增加的那些电码之外，《电码手册》(WMO-No 306) 对大多数 IMMT 格式的电码（字母组）
作出定义，因为它们基本上反映了 FM 13-10 船舶电码中使用的电码组。由于没有说服 CBS 扩充 FM 13-10 船舶电码，使
之用于 VOSCLIM 项目，所以 WMO《电码手册》中没有额外的观测要素（特选电码）。因此，努力为各个要素挑选 WMO
《电码手册》没有定义的独特电码（字母组），添加到为 VOSCLIM 项目所修改的 IMMT-2 格式版本中。这样做的意图
是防止《电码手册》中给定的电码组（相同的符号字母）与 IMMT 中的内容出现歧异。估计 CBS 在未来将不会修改字符
电码的格式。

建议9的附录2（JCOMM-2）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588）和《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471）的增补件
最低质量控制标准
MQCS-5 (版本 5)
Δ = 空间 (ASCII 32)
要素

误差

行动

1

iT≠3–5, Δ

人工订正，否则=Δ

2
3
4
5
6

AAAA≠有效年份
MM ≠01 - 12
YY≠ 有效月日
GG≠00 - 23
Q ≠1, 3, 5, 7
Q =Δ

人工订正，否则舍弃
人工订正，否则舍弃
人工订正，否则舍弃
人工订正，否则舍弃
人工订正且 Q20 = 5，否则 Q20 = 4
Q20 = 2

7

LaLaLa≠000-900
La La La =

人工订正且 Q20 = 5，否则 Q20 = 4
Q20 = 2

8

LoLoLoLo ≠0000-1800
LoLoLoLo =

人工订正且 Q20 = 5，否则 Q20 = 4
Q20 = 2

LaLaLa = LoLoLoLo =ΔΔΔ (Δ)

人工订正，否则舍弃

建
时间顺序校验

o

纬度的变化 > 0.7 /小时
o

议

人工订正，否则 Q20 = 3

经度的变化 > 0.7 /小时

人工订正，否则 Q20 = 3

当纬度为 00-39.9
o
经度的变化 > 1.0 /小时

人工订正，否则 Q20 = 3

当纬度为 40-49.9
o
经度的变化 > 1.4 /小时

人工订正，否则 Q20 = 3

当纬度为 50-59.9
o
经度的变化 > 2.0 /小时

人工订正，否则 Q20 = 3

当纬度为 60-69.9
o
经度的变化 > 2.7 /小时

人工订正，否则 Q20 = 3

当纬度为 70-79.9
9
10
11
12
13

h ≠0-9,

没有校验
人工订正且 Q1 = 5，否则 Q1 = 4

h =Δ

Q1 = 9

VV≠90-99

人工订正且 Q2 = 5，否则 Q2 = 4

VV = ΔΔ

Q2 = 9

N≠ 0-9,Δ

人工订正且 Q3 = 5，否则 Q3 = 4

N < Nh

人工订正且 Q3 = 5，否则 Q3 = 2

dd≠00-36, 99

人工订正且 Q4 = 5，否则 Q4 =4

dd =ΔΔ

Q4 = 9

dd 对 ff
dd = 00, ff≠00

14
15
16
17

人工订正且 Q4 或 Q5 = 5 否则
Q4 = Q5 = 2

dd≠00, ff = 00

人工订正且 Q4 或 Q5 = 5 否则
Q4 = Q5 = 2

iw≠0, 1, 3, 4

人工订正，否则 Q5 = Q29 = 4

ff > 80 节

人工订正且 Q5 = 5，否则 Q5 = 3

ff =ΔΔ

Q5 = 9

sn≠0, 1
TTT =ΔΔΔ

Q6 = 9

如果 -25 > TTT >40 然后
当纬度< 45.0
TTT < -25
TTT > 40

Q6 = 4
Q6 = 3

当纬度≥45.0
TTT < -25
TTT > 40

Q6 = 3
Q6 = 4

人工订正，否则 Q6 = 4

TTT 对湿度参数
TTT < WB (湿球温度计)

人工订正且 Q6 = 5，否则 Q6 = Q19 = 2

TTT < DP (露点)

人工订正且 Q6 = Q7 = 5，否则 Q6 =
Q7 = 2

18

st≠0, 1, 2, 5, 6, 7

人工订正，否则 Q7 =4

19

DP > WB

人工订正且 Q7 = 5，否则 Q7 = Q19 = 2

DP > TTT
WB = DP =ΔΔΔ
20

人工订正且 Q7 = 5，否则 Q7 = Q6 =2


Q7 = 9

930 > PPPP > 1050 百帕

人工订正且 Q8 = 5，否则 Q8 = 3

870 > PPPP > 1070 百帕

人工订正且 Q8 = 5，否则 Q8 = 4

PPPP =ΔΔΔΔ

Q8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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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ww = 22-24, 26, 36-39, 48, 49,
56, 57, 66-79, 83-88
93-94
o
和纬度 <20
如果 ix = 7:

人工订正且 Q9 = 5，否则 Q9 = 3

wawa = 24 - 25, 35, 47 - 48,
54-56, 64-68, 70-78, 85-87

人工订正且 Q9 = 5，否则
Q9= 4

o

22, 23

24-27

和纬度 <20
o
W1 或 W2 = 7 和纬度 <20

人工订正且 Q9 = 5，否则 Q9= 4

W1 < W2

人工订正且 Q9 = 5，否则 Q9 = 2

W1 = W2 = ΔΔΔΔ

Q9 = 9

N = 0 和 NhCLCMCH ≠ 0000

人工订正且 Q3 = 5，否则 Q3 = 2

N = Δ 和 NhCLCMCH ≠ ΔΔΔΔ

人工订正且 Q3 = 5，否则 Q3 = 2

N = 9 并非 (Nh =9 and

人工订正且 Q3 = 5，否则 Q3 = 2

CLCMCH =

28
29

人工订正且 Q9 = 5，否则 Q9= 4

ΔΔΔ)

N= Δ和 NhCLCMCH = ΔΔΔΔ

Q3 = 9

sn ≠ 0, 1

人工订正否则 Q10 = 4

TwTwTw = ΔΔΔ
如果 -2.0 > TwTwTw > 37.0 then

Q10 = 9

当纬度 < 45.0
TwTwTw < -2.0
TwTwTw > 37.0

人工订正且 Q10 = 5，否则 Q10 = 4
人工订正且 Q10 = 5，否则 Q10 = 3

当纬度≥45.0
TwTwTw < -2.0
TwTwTw > 37.0

人工订正且 Q10 = 5，否则 Q10 = 3
人工订正且 Q10 = 5，否则 Q10 = 4

30

指标 ≠ 0-7, Δ

人工订正，否则 Δ

31

指标 ≠ 0-9, Δ

人工订正，否则 Δ

32

20 < PwPw < 30
PwPw≥ 30 和≠99

Q11 = 3
Q11 = 4

PwPw = ΔΔ

Q11 = 9

35< HwHw < 50

Q12 = 3

HwHw≥ 50
HwHw = ΔΔ

Q12 = 4

dw1 dw1 ≠ 00-36, 99
长浪 1 = 长浪 l2 = Δ
25 < P w1P w1 < 30

人工订正且 Q13 = 5，否则 Q13 = 4
Q13 = 9
Q13 = 3

36

P w1P w1≥30 和≠ 99
35 < H w1H w1 < 50
H w1H w1
50

37
38
39

Is≠1-5, Δ
EsEs≠ 00-99, 
Rs≠0-4, Δ

Q13 = 4
Q13 = 3
Q13 = 4
人工订正，否则Δ
人工订正，否则ΔΔ
人工订正，否则Δ

40
41
42
43
44
45
46

信号源≠0-6
平台≠0-9
没有呼叫信号
没有国家电码

人工订正，否则Δ
人工订正，否则Δ
人工插入，强制进入
人工插入
没有质量控制
人工订正，否则Δ
人工订正，否则Δ

33

34
35

Q≠0-6, 9
ix≠1-7

Q12 = 9

建
47

iR = 0-2 和 RRR = 000, ΔΔΔ
iR = 3 和 RRR≠000 , ΔΔΔ
iR =4 和 RRR≠ΔΔΔ



人工订正，否则 Q14 = 4
人工订正，否则 Q14 = 2
人工订正，否则 Q14 = 2

iR≠0- 4

人工订正，否则 Q14 = 4

48

RRR≠001 – 999 和 iR = 1, 2

49

tR≠0-9, Δ

人工订正且 Q14 = 5，否则 Q14 = 2
人工订正且 Q14 = 5，否则 Q14 = 4

50

sw≠0, 1, 2, 5, 6, 7
WB < DP

人工订正，否则 Q19 = 4

51

WB = ΔΔΔ
WB > TTT
52

53

54

55
56
57

人工订正且 Q19 = 5，否则 Q19 =Q6 = 2
人工订正且 Q15 = 5，否则 Q15 = 4

a = 4 和 ppp≠ 000

人工订正且 Q15 或 Q16 = 5，否则
Q15=Q16=2

a =1,2,3,6,7,8 和 ppp=000

人工订正且 Q15 或 Q16 = 5，否则
Q15=Q16 = 2
Q15 = 9

250≥ppp > 150

人工订正且 Q16 = 5，否则 Q16 = 3

ppp > 250

人工订正且 Q16 = 5，否则 Q16 = 4

ppp = ΔΔΔ

Q16 = 9

Ds≠ 0-9, Δ

人工订正且 Q17 = 5，否则 Q17 = 4

Ds =

Q17 = 9

Δ

Vs≠0-9, Δ

人工订正且 Q18 = 5，否则 Q18 = 4

Vs =

Q18 = 9

Δ

dw2dw2≠00-36, 99, ΔΔ
25 < Pw2Pw2 < 30

Pw2Pw2≥30 和≠ 99
58

人工订正且 Q19 = 5，否则 Q19 = Q7=2
Q19 = 9

a≠0-8

a=Δ

人工订正且 Q13 = 5，否则 Q13 = 4
Q13 = 3
Q13 = 4

59
60
61

35 < Hw2Hw2 < 50
Hw2Hw2≥50
ci≠ 0-9, Δ
Si≠ 0-9, Δ
bi≠ 0-9, Δ

人工订正，否则Δ
人工订正，否则Δ
人工订正，否则Δ

62
63

Di≠ 0-9, Δ
zi≠ 0-9, Δ

人工订正，否则Δ
人工订正，否则Δ

86

最低质量控制标准(MQCS)的
版本确定

1= MQCS-I (原版，1989 年 2 月)
2= MQCS-II (版本 2，1997 年 3 月)
3= MQCS-III (版本 3，2000 年 4 月)
4= MQCS-IV (版本 4，2001 年 6 月)
5= MQCS-V (版本 5，2004 年 7 月)

87

HDG ≠ 000-360
HDG = ΔΔΔ

人工订正且 Q22 = 5，否则 Q22 = 4
Q22 = 9

88

COG ≠ 000-360

人工订正且 Q23 = 5，否则 Q23 = 4

89

SOG ≠ 00 - 99

COG = ΔΔΔ

90

111

议

Q13 = 3
Q13 = 4

Q23 = 9
人工订正且 Q24 = 5，否则 Q24 = 4

SOG = ΔΔ

Q24 = 9

SOG > 33

人工订正且 Q24 = 5，否则 Q24 = 3

SLL ≠ 00-99

人工订正且 Q25 = 5，否则 Q25 = 4

SLL = ΔΔ
SLL > 32

Q25 = 9
人工订正且 Q25 = 5，否则 Q25 = 3

CMM-10
CMM-12
SGMC-8
JCOMM-1
ETM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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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 ≠

0,1

sL =

Δ

hh ≠ 00 – 99
hh = ΔΔ

人工订正且 Q26 = 5，否则 Q26 = 4
Q26 = 9
人工订正且 Q27 = 5，否则 Q27 = 4
Q27 = 9

hh >= 13

人工订正且 Q27 = 5，否则 Q27 = 3

hh < -01

人工订正且 Q27 = 5，否则 Q27 = 4

92

RWD ≠ 000 - 360, 999
RWD = ΔΔΔ

人工订正且 Q28 = 5，否则 Q28 = 4
Q28 = 9

93

RWS ≠ 000 - 999

人工订正且 Q29 = 5，否则 Q29 = 4

RWS = ΔΔΔ

Q29 = 9

RWS > 110 kts

人工订正且 Q29 = 5，否则 Q29 = 3

RWD 对 RWS
RWD = 000, RWS ≠ 000
RWD ≠ 000, RWS = 000

人工订正且 Q28 或 Q29 = 5，否则
Q28 = Q29 = 2
人工订正且 Q28 或 Q29 = 5，否则
Q28 = Q29 = 2

质量控制指标 Q1－Q29 的说明
0
1
2
3
4
5
6
7
8
9

该要素没有实施质量控制(QC)
实施了 QC；该要素似乎是正确的
实施了 QC；该要素与其它要素似乎不一致
实施了 QC；该要素似乎值得怀疑
实施了 QC；该要素似乎是错误的
QC 改变了该值
为 GCC 保留
为 GCC 保留
保留
该要素的值缺失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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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0 (JCOMM-2)
海洋污染紧急响应支持系统 (MPERSS)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

同意现在可以考虑将海洋污染紧急响应系统业务

注意到：

化；

(1)
(2)

(3)
(4)

也将产生效益；

建议 2 (CMM-11) —公海海洋污染紧急响应

建议应通过经服务协调组修改的海洋污染紧急响

支持系统 (MPERSS)，

应支持系统的详细说明，并将其载入《海洋气象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委员

服务指南》(WMO-No. 471)；

会第一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

表示赞赏：

报告》(WMO-No. 931)，第 6.4 节—海洋污

(1)

对那些在该系统中承担职责的会员/会员国；

染相关服务，

(2)

特别对法国气象局建立和维护 MPERSS 网
站；

海洋污染紧急响应支持系统特设专题组的
最终报告，JCOMM 第 29 号会议报告，

进一步考虑到，根据目前的发展和业务经验，以

服务协调组第二次届会的最终报告，

及可能对系统进行的补充修改，可以考虑将其纳

JCOMM 第 30 号会议报告，

入 WMO 和 IOC 合适的管理资料中，如《海洋气

认识到海洋气象学委员会第十一次届会通过的海

象服务手册》(WMO-No.558)。

洋污染紧急响应支持系统试验，无论在证明试验

要求：

系统的重要性方面还是在使其向业务化方向发展

(1)

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突发事件紧急支持专家组（ETMAES）：
(a)

考虑到：
(1)

行审议，并在必要时提出修改建议；

海洋污染紧急响应在海上的作业基本上依赖

(b)

于气象和/或海洋资料、信息与服务的支持；
(2)
(3)
(4)
(5)

国家领海以外水域的海洋污染事件从性质

不断对 MPERSS 的实施和用户反应进
为会员/会员国实施和运作 MPERSS
提供技术支持；

(2)

WMO 秘书长努力使本建议获得 UNEP、IMO

上讲基本是国际事件；

及其他相关组织和机构的关注，并促请它们

还没有一个协调的系统可为此类事件的响

就该系统的未来发展和运作同 JCOMM 进行

应作业提供气象和海洋支持；

合作；

这种协调的气象和海洋支持系统的运作将

提请国际海事组织：

为沿海国家带来相当可观的利益；

(1)

由已经为海洋污染紧急响应业务提供气象
和海洋支持的中心向希望为国家领海以外

继续为 JCOMM 秘书处提供有关国家和区域
海洋污染清除中心及联络员的更新信息；

(2)

继续向国家和区域海洋污染管理部门及联络

水域的紧急事件提供这种支持的其他沿海

员提供有关 MPERSS 结构和运作的详细资

国家中心转让知识、技术和能力，这种作法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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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0 (JCOMM-2) 的附录
对《气象服务指南》的修正案
海洋污染紧急响应业务的气象和海洋支持

原则

1.

(c)

家气象部门

为海洋污染紧急响应业务提供海洋气象和海
洋支持的原则如下：

在业务上同海洋部门保持联系的国

它们承担对适时提供海区气象信息和海洋信
息进行协调的责任，发布这些信息旨在支持由该部

原则1

门（或几个部门）承担责任的指定海区中的海洋污

为了给公海海洋污染紧急响应业务有效地提

染 紧 急 响 应业 务 。 如 果得 到 有 关 国家 的 请 求 ，

供气象和海洋信息，同时考虑到这些业务的国际特

AMOC也可以为其责任区内的国家领海水域提供

征，需要为这种业务提供一个国际协调的气象和海

相关支持和建议。[这些国家部门最终可以成为指定

洋支持系统。为此，将海洋划分为若干海区，各国

的海洋污染紧急支持区域专业中心。] AMOC（或

家气象和海洋部门对其承担责任。这些海区称为海

支持部门）提供的支持将包括：

洋污染事件（MPI）海区，它与全球海上救险与安

(a)

报；

全系统（GMDSS）的 METARES 有着相同的海区，
但不包括国家领海以内的水域。

适合相关海区的基本气象预报和警

AMOC（或支持部门）提供的支持还可能包括：

原则2

(a)

有关海区的基本海洋预报；

(b)

特殊气象与海洋变量值的观测、分析

通过各参与国家气象和海洋部门制作并发布

和预报，这些变量是描述海洋污染移

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气象和海洋信息，所有的责任海

动、传播、散逸与消亡的模式所需要

区共同提供完整的海洋覆盖。

的输入量；

原则3

(c)

在某些情况下运行这些模式；

(d)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国家和国际电
信设施；

根据第2节中所述程序，对责任海区气象和海
洋信息的制作与发布进行协调。

(e)

其他业务支持。

根据相关部门间的协议，发布的信息可能由

原则4

AMOC或其他支持部门单独制作，或者由二者联合

为支持海洋污染紧急响应业务所提供的气象

制作。负责指定海洋污染事件（MPI）海区的任何

和海洋信息的效率与效力，通过获取用户意见和报

海洋污染紧急响应业务管理部门（或多个部门）的

告进行监督。

地点与联系方式（电话、e-mail、电报、电传等）
的详细情况应在MPERSS网站上提供。该站点的国

2.

程序

家信息应由AMOC或支持部门维护。

2.1

定义

2.1.2

2.1.1

海区气象和海洋协调员 (AMOC)是国家部

职责，根据请求或者直接、或者向AMOC提供对指

门，它可以是：

支持部门 是国家气象或海洋部门，它承担

定MPI海区的局部或全体的气象（基本的或增强的）

(a)

国家气象部门，或

支持。根据事件发生的地点，紧急事件管理部门可

(b)

也从事海洋服务的国家气象部门，或

能要求支持部门直接为其提供气象和/或海洋支持。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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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在这种情况下，应由支持部门向AMC提出建议。支

及早为污染事件地区及其下游提供海

持部门应向AMOC通报履行其任务所需要的设施。

面和海面以下实际的和预报的海洋状
况。这可能是污染事件发生后初期的要

2.2

责任区

2.2.1

附录I给出了责任区（海洋污染事件（MPI）

求；
(c)

特殊气象和/或海洋变量值的观测、分
析和预报，这些变量是描述海洋污染移

海区）及AMOC和支持部门的负责机构。

动、传播、散逸与消亡的模式所需要的
注：

(1) 为确保覆盖海区的完整性和服务的充分性，附

输入量。AMOC 在可能时应从相关海

录I中给出的责任区经由JCOMM审议。

洋污染紧急响应业务管理部门那里查

(2) 在某些情况下对MPI海区进行了再划分，以满

明特定模式所需要的具体气象和海洋
变量，以及模式操作人员所处的位置，

足国家气象或海洋部门的要求。
(3) 附录I中定义的责任区代表AMOC和支持部门

并获取详细资料。如果得不到相关模式

的最低要求。如果需要，AMOC和支持部门可

所需要的具体变量的信息，附录II中给

以将其发布气象和海洋支持信息的覆盖海区

出了所需数据类型的综合指南。

扩展到其责任区以外，以满意国家的需求。在

(d)

由国家气象或海洋部门运行模式。如果

这种情况下，应在每次与海洋污染紧急响应业

AMOC 或支持部门有这种条件，且可

务管理部门进行沟通时以文字方式加以说明。

以在MPI海区使用，应在早期阶段，最
好是在MPI海区实际发生污染事件之

任何对责任区的修改意见，或者提出改变参

前向相关海洋污染紧急响应业务管理

与国家部门的海区职责的建议，都应由执行理事会

部门通报此种条件的存在。[AMOC应

根据JCOMM的建议加以批准。

考虑对其污染模式进行定期测试，并与

2.2.2.1 在草拟任何准备向执行理事会提交的建议

所在MPIA海区的污染紧急事件管理部

修正案之前，JCOMM应听取与建议修正案直接有

门合作，对模式输出资料的效率和效力

关的国家部门的意见，以及相关区域协会主席的意

进行评估。]

2.2.2

见。

(e)

使用国家和国际电信设施。有效的通信
在紧急情况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注：

AMOC和支持部门必须确保它们能够

所有与责任区有关的信件都可提交给秘书长。

使用其所在MPI海区内海洋污染事件
2.2.3

所涉及的所有用户间的可靠通信链路。

一旦海区AMOC不再能提供这种服务，它至

少应在预计的终止日期前六个月通知WMO秘书

AMOC应从海洋污染紧急响应业务管

长。一旦支持部门不再能提供这种服务，它至少应

理部门那里查明传递所需气象支持的

在预计的终止日期前六个月通知有关的AMOC。

方法。这一信息依赖于相关MPI海区的
支持部门。应考虑采用最适当的通信方

2.3

公海海洋污染紧急响应业务的气象支持

法，以确保必要时为污染事件发生地点

2.3.1

如第2.1.1段中所述，对这些紧急响应业务的

提供气象和海洋支持，例如，可以通过

支持可能包括多个组成部分，如：
(a)

(b)

事发现场的疏散船只来提供。类似的，

适合相关海区的基本气象预报和警报。

在重大污染事件情况下也可以考虑由

应特别注意及早为污染事件地区提供

海洋污染紧急响应业务管理部门通过

实际的和预报的表面状况。这可能是污

全球通信系统（GTS）的区域通信枢纽

染事件发生后初期的要求；

（RTH）来使用全球通信系统（GTS）；

相关海区的基本海洋预报。应特别注意

(f)

其他业务支持。AMOC在影响其责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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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洋污染事件的初期阶段应通过相

洋污染清除中心。这些中心已纳入附件I中给出的气

关海洋污染紧急响应业务管理部门查

象支持协调计划。附件III给出了这些中心的全部详

明事件的详情以及所需支持的性质。向

细资料。多数中心是非业务性的，只有咨询能力。

海洋污染紧急响应业务管理部门通报

附件III对中心的性质作了说明，即它们是咨询性的

AMOC和/或支持部门能够提供的保障

还是业务性的。应该指出的是，查明与MPI海区和/

设施是AMOC的职责。[无论MPI海区

或每次海洋污染事件有关的海洋污染紧急响应业

内是否发生污染事件，都应履行这一职

务管理机构的地点是参与国的气象和/或海洋部门

责，定期向海洋污染紧急响应业务管理

的职责。

部门更新这一信息；如果AMC或支持

2.4.2

部门提供的保障设施发生变化，则应立

应中心的目标与活动，及其在紧急情况中的任务。

即通报。向AMC通报其保障设施的变

2.4.3

更情况是支持部门的职责。] 需要指出

（OPRC公约），在其第12条—“组织机构安排”中

的是，海洋污染紧急事件的海上作业基

确定国际海事组织秘书处负有在公约下提供信息

本上依赖于气象和海洋部门的支持。因

和技术服务的具体职责。附件III还给出IMO秘书处

此，AMOC和支持部门为海洋污染紧急

的联络信息，附件V给出了活动信息。使IMO秘书

响应业务提供各种尽可能充分和实用

处经常获悉在WMO气象和海洋支持系统下做出的

的支持十分重要。

所有国际部署和安排是WMO秘书处的职责。同时，

应保存所有的通信记录，对起始次数、所提

供信息的传送与接收情况加以说明。

附件IV给出了地中海区域海洋污染紧急响
国际油污染预防、响应与合作公约，1990

AMC可能希望直接与IMO秘书处联系，以获取那些
业已存在的有关消除MPI责任区中油和其他污染事
件的具体安排的信息。

2.4
2.4.1

IMO区域海洋污染清除中心。IOC/UNEP

2.4.4

海洋污染研究和监测计划

查计划（GIPME）。

IMO和UNEP在全球几个地点建立了区域海

IOC和UNEP联合资助全球海洋环境污染调

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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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各国主管机构负责的海洋污染事件（MPI）海区

对海洋污染事件（MPI）海区的协调的气象海洋支持
气象海洋资料的接受者
MPI 海区

海区气象协调国

I

英国

II

法国

III(A)
III (B)

法国
希腊

IV
V
VI
VII
VIII(A)
VIII(B)
VIII(C)
IX
X
XI(A)

美国
巴西
阿根廷
南非
印度
肯尼亚
毛里求斯
沙特阿拉伯
澳大利亚
中国

XI(B)

日本

XII & XVI
XIII
XIV
XV

美国
俄罗斯联邦
新西兰
智利

支持部门
挪威
冰岛
爱尔兰
法国
葡萄牙
西班牙
马尔他
法国
加拿大

备注
挪威负责北极 71°N 以北水域

加拿大负责北极 67°N 以北水域

留尼旺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留尼旺
巴林
香港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关岛（美国）
加拿大

印度洋赤道以北，95°E 以西，55°E 以东，不含海区 IX
12°N—10°30'S 55°E 至非洲东部海岸
0°—30°S 55°E—95°E

125°E-中国大陆至海区 IX 西部边界(95°E)（不含菲律宾水域）

加拿大负责北极 67°N 以北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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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对海洋气象污染监测与响应的气象海洋输入资料的要求

对于海洋船舶事故和污染事件而言，重要的是
确保提供事故地点实际的和预报的（短期和中期）
天气以及海洋信息。

•
•
•
•

应开发区域模式或为其提供资金，以确保能覆
盖 MPERSS 的责任海区。
海洋污染紧急响应业务管理部门(MPEROA)
的主要功能和要求包括：

D. MPEROA 响应作业
MPEROA 需要气象海洋信息，以支持规划中
的和正在开展的外场作业，这些信息包括：
•

船舶安全与支持：
为确保生命安全和减少进一步污染的潜在可
能，需要气象海洋信息，以确保：
A.

•
•
•
•

人员的安全与撤离
伤员的漂运
打捞条件
货物的移动和驳运

•
•
•

海洋污染（油、化学制品和货物集装箱）
这可以通过使用固定的或动态的气象海洋模
式对泄漏和漂流轨迹进行模拟来实现。这些轨迹模
式在复杂性、制作成本和要求的地理区域，如公海
（主要受洋流和风的影响）或近海（受潮汐状况和
风的影响）等方面是各不相同的。主要功能是确定：

括：
•

•
•
•
•
•
•
•

•
•

移动方向和速度
污染物的扩散

•
•
•

对于多数沿海和大陆架事故而言，还需要高精
度的数字测海资料集，供大部分轨迹模式使用以及
确定事发地点主要的潮汐常数。
泄漏模式的实地验证对于确保算法的准确度
和性能十分重要，并有助于算法的精细化。这可以
通过部署漂流浮标，使用 HF 海面雷达、卫星传感
器等来实现。
海上油的侵蚀与后果
海上油的侵蚀范围影响着清除漏油所使用的
响应程序的选择。为了确定油的“侵蚀”特征，目
前的模式需要输入：
•
海面风速（当前的和预报的）

C.

规划（方案制定）
作业（海上/海岸）
后勤/设备（限于某些海洋国家使用）
响应行动和成本回收决策支持信息的记录
各 MPERSS 海区可能需要的气象海洋参数包

•

B.

波高（当前的和预报的）
水温和盐度（当前的和预报的）
表层流与混合层深度（当前的和预报的）
冰特性

•
•

海面风—速度/方向/方向变化/阵风系数
波/涌—高度/周期/方向
潮汐—高度/事发地点的时间测定
气温
不稳定和恶劣天气事件—风暴、气旋、风飑等
能见度
雾
日照时数
雨、雹
雷击
潮汐—高度/事发地点的时间测定
海流与涡旋
水特性—/温度/盐度
冰特性（浓度、厚度、融化漂流阶段等）

气象海洋资料的来源渠道:
气象海洋资料的收集可以通过很多渠道和机
制完成，包括：
•

•
•
•
•
•

卫星（极轨/地球静止），提供海面温度、散射
计风、海浪高度等
沿海 HF 雷达
沿海/陆地自动站
漂流浮标
系泊浮标
Argo 浮桶

建
•
•
•
•
•
•
•

船舶报告/观测和自动站
次表层温度探测器
海流廓线仪
石油平台
飞机
天气雷达
天气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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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港口、航行危险地区或已知易发生重大问题的
海区，或石油生产/勘探平台。应特别关注冰盖污染
的模拟。

气象海洋资料收集与模拟的重点
对气象海洋资料投入的重点初期应放在海岸线、航

气象海洋资料的格式
气象海洋资料和数值模式输出产品的快速通信对
MPERSS 海 区 的 MPEROA 十 分 重 要 。 应 为
MPEROA 建立有效的电子数据通信，数据在格式上
还必须满足用户对质量、准确度的要求以及表述的
需求。

建议 11 (JCOMM-2)
对《国际指定、补充和辅助船舶清单》（WMO-No. 47）的修改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

器类型、仪器方位、仪器鉴定日期及船舶布
局的准确细节是至关重要的，

注意到：

建议：

(1)

(1)

建议 9 (CMM-12) —对《国际指定、补充和

1 中的说明进行修改，

辅助船舶清单》（WMO-No.47）的修改，
(2)

船舶观测组第二次和第三次届会的最终报

(2)

告，JCOMM 会议报告第 24 和 35 号，
(3)

海洋气候学专家组第一次届会的最终报告，

对《清单》中现有字段的定义按本建议附录
如本建议附录 2 中所给出的，在《清单》中
删除一个字段和增加一个新的字段，

(3)

JCOMM 会议报告第 32 号，

应制定并实施一个可扩展标记语言（XML）
版本，以便今后在《清单》所含元数据的交

欣慰地认识到 CMM-12 上提出的对 WMO-No.47

换中使用，

的修改意见已得到实施，

要求船舶观测组在必要时与海洋气候学专家组和

考虑到：

其他有兴趣的机构和用户团体进行磋商，以便：

(1)

(1)

《清单》是 VOS 操作人员以经济有效的方
式管理计划，以及为众多 WMO 及 IOC 计划

(2)

议，并在必要时提出修改意见，
(2)

提供支持的重要工具，

不断对《清单》的结构、内容和状况进行审
编制供未来《清单》元数据交换使用的

在实现 VOS 气候项目（VOSClim）的目标

XML，交由联合主席以委员会的名义进行审

和预期准确度的过程中，有关观测方法和仪

议和通过。

建议 11 (JCOMM-2)的附录 1
建议重新定义的字段
prSt

电传打字机和卫星。这一字段已不再
具有实用意义，应重新定义为“传送
观测资料的卫星系统”

chtvsslD

平均货物高度（vssID 的一个要素）。
该高度可能随航程和航线的不同而有
很大改变。对于记录而言，一个平均

值容易产生误解且没有意义。参加
VOSClim 的船舶在每次观测时以
IMMT-2 格式记录最大货物高度，这
对于模拟而言更为有用。该字段应重
新定义为“最大货物高度”，用夏季
最大载重线以上的最大甲板货物高度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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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1 (JCOMM-2) 的附录 2
格式变化
(3) anSC—固定风速表距中心线的侧向指标

新字段及其相关编码表
(1) anmT—风速表类型

P

左舷

S

右舷

AN

风速计。

CCV

风杯风速表和风向标（组合部件）。

建议删除的字段

SCV

风杯风速表和风向标（独立仪器）。

phGr

HA

手持风速表。

PV

螺旋桨式风标。

新字段

SON

声学风速表。

ver

OT

其他（在脚注中规定）。

WMO-No.47 格式的版本（目前的版本
定义为 03）。

anmM

风速表的款式与型号。

awsM

自动天气站的款式与型号。

本表和建议字段 anmM（风速表的款式与型号）将

awsP

自动天气站处理软件的名称和版本。

取代目前的两用字段“anml—风速表仪器类型”。这

awsC

自动天气站资料资料输入/显示软件的

对“anmT”表的注释
注：

通信电码已过时，不再有用。

名称和版本。

些改动可以使风速表元数据以同其他类型仪器，如
气压表和温度表相类似的方式进行报告。

(2) freq—常规观测频率
OPD

每天一次观测（间隔 24 小时）

TPD

每天两次观测（间隔 12 小时）

FPD

每天四次观测（间隔 6 小时）

EPD

每天八次观测（间隔 3 小时）

HLY

每小时观测

IRR

不定时观测

logE

电子航海日志软件的名称和版本。

vosR

当前加入 VOS 的招募日期。

vosD

最后加入 VOS 的解除招募日期（仅当
已有招募船舶时适用）。

vclmR

在加入 VOS 的当前周期内 VOSClim 的
最后招募日期。

vclmD

在加入 VOS 的当前周期内 VOSClim 的
最后解除招募日期。

reg

注册国家。

建议 12（JCOMM-2）
JCOMM 支持海洋多灾害警报系统，包括海啸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

地方升级 GTS 而采取的行动，从而促进海啸相关信

对遭受 2004 年 12 月 26 日海啸及去年各种其它自

预警和减缓系统而且对处在危险中的其它地区都

然灾害影响的人民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赞赏地注意到 IOC 和 WMO 为应对海啸所采取的措

认识到：

施，尤其包括建立印度洋海啸警报和减缓系统政府

(1)

间协调组（ICG/IOTWS），以及 WMO 为在必要的

息和警报的及时可靠的交换，这不仅对印度洋海啸

首要任务是在所有易遭受海啸袭击的沿海地
区尽快实施可靠的和全面的海啸预防、警报

建

(2)

(3)

和减灾系统，

摘要报告第 11.5.17 段提出的行动；

具体而言，包括与热带气旋有关的风暴潮和

建议：

强风暴波在内的其它海洋灾害是经常发生的

(1)

在设备、资金及专业技能方面向 JCOMM 提

为保持长期可持续性和有效性，应根据更广

供必要的支持，以便能够实施其行动计划，

泛的多灾害早期警报战略来开发和运行海啸

为多种海洋灾害警报系统做出贡献；
(2)

工作应融入 IOC 和 WMO 实施的更广泛的行

旋计划和 IOC 的 ITSU）下开发和运行了几个

动计划之中；
(3)

运用跨委员会和跨机构的机制将海洋相关灾
害预警系统纳入多灾害的范畴内；

鉴于：

(2)

JCOMM 开展的海洋多灾害警报系统方面的

在 WMO 和 IOC 框架（比如 WMO 的热带气
预警系统。

(1)

会员/会员国、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干事

重大威胁，有可能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

警报系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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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按 JCOMM 各计划领域协调现有的专业技能、

(4)

WMO 全球电信系统（GTS）被认为是重要的

设施和基础设施，尤其包括服务和观测领，

全球电信机制，用以交换多灾害信息、观测

为支持实施和长期维持海洋多灾害警报系统

资料、信息和警报，包括海啸警报和预警信

（包括海啸）
，进一步挖掘和增强 JCOMM 这

息；
(5)

些资源的潜力，

委员会最优先的任务是：在多灾害框架内，

要求 JCOMM 联合主席与计划领域协调员、WMO

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有关的 WMO 技术

相关技术委员会、IOC 附属机构、GOOS 区域联盟

委员会和计划、IOC 附属机构、其它联合国

和协会及 IODE 区域网络适当磋商，制定和实施行

机构和其它政府间组织）合作，从而为发展

动计划从而为实施和维持所有沿海地区的海洋多

全球海啸预警系统做出贡献。

灾害警报系统做出贡献，尤其包括针对 JCOMM-2

建议 13（JCOMM-Ⅱ）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
回顾 WSSD 实施计划，尤其是第 132 段，

专业技术以及其它政府间组织的作用和职
责，
(2)

GEOSS 10 年计划的制定工作为在高级政治

注意到：

层面上确定和获得国家和国际海洋、沿海地

(1)

决议 9（EC-56）—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带自然和人为灾害观测系统的可持续地球业

(2)

决议 IOC EC-37.2—地球观测峰会，

务观测所需的坚实资源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

(3)

第一次地球观测峰会宣言，

遇，

(4)

第二次地球观测峰会公报，

(5)

第三次地球观测峰会决议，

(6)

第三次地球观测峰会批准的全球综合地球观

(7)

IOC 和 WMO 对 GEOSS 机构和制定其 10 年
实施计划的全面工作所做的重要贡献，

(4)

关于支持 GCOS 实施计划中所要求的各项行

测系统（GEOSS）10 年实施计划，

动的实施，JCOMM 被公认为 GEOSS 10 年实

旨在支持 UNFCCC 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

施计划及其工作计划中实施实地海洋观测系

计划（GCOS No.92），

统的一个机制，

考虑到：
(1)

(3)

WMO 和 IOC 与 GEOSS 有关的计划、经验、

(5)

GCOS-92 确定 JCOMM 是一个实施机构，或
是一个有关海洋观测行动的实施贡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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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础，并承认相关的国际文书、国家政策和立

(1)

法，尤其是 WMO 和 IOC 的资料交换政策；

敦促会员/会员国批准 GEOSS 概念，并尽最
大可能地支持其 10 年实施计划；

(2)

(2)

会员/会员国开始参与 GEOSS 在国家和国际
层面的规划和实施，并确保各国的

洋和大气）遥感地面测量的一种合理平衡；
(3)

GEO/GEOSS 协调机制全面了解目前和规划
中的 JCOMM 活动并以此为契机；
(3)

确保 GEOSS 包含实地测量、地基和卫星（海
以最佳做法为基础，改进公用资料协议和交
换标准，以便最大限度地方便信息交换；

(4)

坚持目前和规划的国际和国家观测系统的协

会员/会员国确保 JCOMM 完全了解每个国家

同作用，尤其是与那些由 WMO 和 IOC 牵头

GEO/GEOSS 的协调机制，并与 JCOMM 现有

的观测系统；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

的及计划中的活动相一致；

(1)

提请地球观测组（GEO）：

在 JCOMM 联合主席的帮助下，使 GEO 全面

承认 JCOMM 是地球观测的海洋及海洋气象组成部

了解 JCOMM 在业务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方

分的一个重要的实施机制，并为业务海洋学和海洋

面的各项活动，并了解其在协调全球海洋观

气象学实施活动提供全球和政府间协调、规则和指

测网络方面提供有效领导的能力；
(2)

导材料；
(1)

确保 GEO 充分利用 JCOMM 潜在的贡献开展
GEOSS 10 年实施计划。

确保 GEOSS 的实施将以用最短的延迟时间
和最少成本全面及公开的交换观测资料为基

决议 14 (JCOMM-2)
在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包括 WMO 海洋气象学委
员会和 IOC/WMO 全球综合海洋服务系统联合委员会）以往
建议的基础上修改 WMO 和 IOC 管理机构的决议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

考虑到这些建议多数已没有必要，

满意地注意到 WMO 和 IOC 管理机构对 WMO/IOC

(1)

建议：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包括 WMO
海洋气象学委员会和 IOC/WMO 全球综合海洋服务
系统联合委员会）以往各项建议以及涉及该机构工
作的其他问题所采取的行动，

WMO 决议 7 (EC-54) 和 IOC 决议 EC-35.4 不
再需要；

(2)

WMO 决议 15 (EC-21)、12 (EC-25) 和 3
(EC-48) 保留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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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站地址清单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cean Observations for
Climate

Marine Environmental Data Information Referral Catalogue
(MEDI)

http://www.bom.gov.au/OceanObs99/Papers/Statement.pdf

http://www.aodc.gov.au/iode/medi.

The Strategic Plan for the Global Ocean Data Assimilation
Experiment (GODAE)

JCOMM Electronic Products Bulletin (J-EPB)

http://www.bom.gov.au/bmrc/mrlr/nrs/oopc/godae/strategic_plan.pdf

The Global Digital Sea Ice Data Bank (GDSIDB)
http://www.aari.nw.ru/gdsidb/gdsidb_2.html (AARI, St.Petersburg, Russian
Federation)
http://www.dmi.dk/pub/gdsidb_mirror/content.html(mirror of AARI site at
DMI)
http://www-nsidc.colorado.edu/NOAA/index.html (NSIDC, Boulder,
Colorado, United States)

JCOMM in situ Observing Platform Support Centre
(JCOMMOPS)
http://www.jcommops.org/

The Data Buoy Cooperation Panel (DBCP)
http://www.dbcp.noaa.gov/dbcp/

DBCP vandalism
http://dbcp.nos.noaa.gov/dbcp/vandalism.html

DBCP Internet mailing lists
http://www.jcommops.org/mailing_lists.html#DBCP

DBCP an electronic forum
http://www-dbcp.cls.fr/

Argo Science Team (AST)
http://www.argo.ucsd.edu

Argo Information Centre (AIC)
http://argo.jcommops.org/

Global Sea Level Observing System (GLOSS)
http://www.pol.ac.uk/psmsl/programmes/gloss.info.html

Global Ocean Observing System (GOOS)
http://ioc.unesco.org/goos/.

International Oceanographic Data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IODE)
http://ioc3.unesco.org/i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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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p Observations Team (SOT)
http://www.jcomm ops.org/sot/

Voluntary Observing Ships (VOS)
http://www.bom.gov.au/jcomm/vos/

Voluntary Observing Ships (VOS) Climate Subset Project
(VOSCLIM)
http://www.ncdc.noaa.gov/VOSClim.html/

Ship-of-Opportunity Programme
http://www.brest.ird.fr/soopip

WMO home page
http://www.wmo.ch

WMO Marine Programme
http://www.wmo.ch/web/aom/marprog/

WMO ftp server
ftp://www.wmo.ch/documents/lpc

Data flow monitoring reports
http://www.meds-sdmm.dfo-mpo.gc.ca/m
eds/Prog_Int/GTSPP/GTSPP_e.htm
http://www.nodc.noaa.gov/GTSPP/gtspp-home.html

Marine climate data
http://www.dwd.de/research/gcc/gcc.html
http://www.ncdc.noaa.gov/

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 (GMDSS)
http://weather.gmdss.org/gmdss.html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Support System
(MPERSS)
http://www.maes-mperss.org/

Global Temperature-Salinity Profile Programme (GTSPP)
http://www.nodc.noaa.gov/GTSPP/gtspp-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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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总摘要第 14.2.3.2 段的附录

JCOMM 战略文件的执行摘要草案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
会（JCOMM）于 1999 年建立，目的是协调全世界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服务及其支持观测、资料管理和
能力建设计划。
JCOMM 的旨在造福全球社会的远景是长期、
影响深远和富于创新精神的。JCOMM 协调、调整

工作计划的调整进行定期检查，以反映在要求、重
点、优先和资金方面的变化。
JCOMM 战略包括在 JCOMM 内部以及与外部
的客户、伙伴和利益相关方之间加强沟通。JCOMM
将继续努力向全世界更广泛的客户群体散发有关
各种计划、活动和倡议的信息。

和管理一个使用现代技术和能力的全面综合的全

从潜在客户收集反馈意见对 JCOMM 及其成员

球业务海洋系统；该系统是为了积极响应用户对海

取得成功很重要。尽管已经有一些评价计划业绩和

洋资料、警报和其他产品的需求，也是为了增强所

利益相关方满意程度的机制（例如：海洋气象服务

有沿海国家的国家能力。将该远景变成现实的策略

用户调查和观测系统业绩标准），但强化各种机制

是通过在政府、国际社会、捐赠方和私营部门之间

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有助于提供定期的反馈意见并

的创新协作，以及增加国家在专家、实物资源和资

指导 JCOMM 的演进。

金方面的支持。

在长期运行一个协调一致的、综合的全球海洋

JCOMM 的工作是通过管理委员会和四个计划

和海洋气象学观测、资料管理和服务系统方面，

领域（观测、资料管理、服务和能力建设）及其下

JCOMM是一个富有抱负的综合机构，并具有产生

设专家组和专题组来完成的。管理委员会和计划领

巨大潜在效益的前景。委员会计划的实施将是一个

域协调组在战略层面行使职责，并通过下设专家

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从而有必要为未来几十年开创

组、试点项目以及与其它计划的协作来确保工作计

一个分阶段实施、反复性的和成本效益高的途径。

划的实施。JCOMM 策略也要求对其计划、业绩和

重建 JEB 任务组，审议职责和重建 JEB 所需资金。

建立和确保能力建设与观测﹑资料管理和服务计划领域的协调。

在 3 个计划领域各指定一名能力建设报告员。

帮助各小组﹑国家和区域寻找潜在的认捐方以及制定能力建设方案。

建立交叉领域专题组，为发展与私人部门的关系提供咨询。

研究制定第 7 个长期计划中有关 JCOMM 的内容。

研究制定 IOC/UNESCO 中期战略中有关 JCOMM 的内容。

审议 WMO 和 IOC 已采用的有关文件的做法，并应用于 JCOMM。

在各计划领域间协调开展由 OOPC 提出的活动以及执行 OOPC 涉及 JCOMM 的其它
行动。

8.1.15 段

8.1.16 段

8.1.16 段

12.5.3 段

13.1.3 段

13.2.2 段

2.2.2 段

4.1.5 段

任务

JCOMM 2006-2010 年工作计划

5.2.8 段

组织

参阅

附录 III
总摘要第 15.1 段的附录

管理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

JCOMM 联 合 主 席 商 管 理
委员会

JCOMM 联 合 主 席 商 管 理
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

资源问题任务组

管理委员会和 GOOS 科学指
导委员会

各计划领域

管理委员会

执行单位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尽快

尽快

尽快

尽快

尽快

尽快

尽快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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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审查对试点项目和指定海洋产品中心的需求，并为此制定具体的建议，以支持发展
中国家。

审议由 IOC 主持的业务海洋中有关商业个例的研究结果。

继续不断向 IOC 和 WMO 管理层通报 PMO 网的高度重要性，以便它们在适当层次
上向会员通报情况。

通过 IOC 的 IODE 项目办公室组织培训研讨会。

考虑从资金上支持 GE-BICH 试点项目的活动

以调查问卷为基础，由认捐方﹑ 接收方和执行机构参与审查所有的 JCOMM 培训活
动。

与 GOOS 的区域联合机构合作在区域基础上开展能力建设活动。

为减少非洲沿海地区的洪水和地震影响制定一个早期预警系统项目。

调查新的 JCOMM 培训活动的资助源，制定 JCOMM 能力建设项目资助机构清单并
开展分析。

将 GCOS 和 GEO 计划的有关行动纳入有关 JCOMM 协调组的活动。

参阅

建议 2 (JCOMM-II)
和附录

建 议 2 (JCOMM-II)
和附录

6.1.28 段

7.2.3 段和 7.2.5 段及
建议 5 (JCOMM-II)

7.2.6 段

8.1.7 段

8.1.14 段

8.3.1 段

8.4.2 段

11.1.5 段

管理委员会和计划领域

资源任务组

能力建设交叉组﹑ IODE 和
GOOS

管理委员会和 GOOS 指导
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和能力建设交叉
组

管理委员会

能力建设交叉组﹑ IODE 和
GOOS

JCOMM 联合主席

管理委员会和服务协调组

JCOMM/GOOS CB 专门组

执行单位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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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业务海洋制定一个商业个例以加强 GOOS 的实施，此项工作由 JCOMM 协调，通
过国家机构开展。

为建立和维护 IOTWC ﹑ ITSU 和其他未来的有关海啸警报和减轻的区域性协调组
提供帮助。

制定 JCOMM 行动计划，为多灾害警报系统做贡献。

确保 JCOMM 对 MILAC 的贡献。

制定一种方法以协调 JCOMM 对 UNICPOLOS 过程的贡献。

让 GEO 了解 JCOMM 的活动，确保 JCOMM 的贡献在 GEOSS 十年实施计划中得到
应用。

对 JCOMM 活动排序，实施 13.3.4 中由届会期间预算小组提出的建议。

与 IOC 和 WMO 联系，要求对委员会作全面的审议。

制定 JCOMM 沟通战略，尽量通过 JCOMM 正常预算的外部资金投入实施。

用 JCOMM 综合实施计划补充 JCOMM 战略文件。

11.5.16 段

11.5.17 段 和建议 12
(JCOMM-II)

11.5.18 段

12.1.5 段

建议 13 (JCOMM-II)

13.3.2 段﹑13.3.4 段
和 13.3.5 段

14.1.7 段

14.2.1.2 段和 14.2.1.3
段

14.2.3.2 段

任务

11.1.11 段

参阅

管理委员会

JCOMM 联 合 主 席 ， 与
GOOS 项目办公室协调

JCOMM 联合主席

管理委员会

JCOMM 联合主席

管理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

JCOMM 联合主席、PA 协调
员、管理委员会、WMO 和
IOC 的其它附属机构、GRA
和 IODE

JCOMM 联合主席和观测及
服务计划领域

管理委员会，JCOMM 联合
主席和 I-GOOS 委员会

执行单位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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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审议 JCOMM 战略文件并向 JCOMM 届会提出修订建议。

不断审议对海洋资料的总体要求。

继续与 GOOS 科学指导委员会对话，旨在进一步确定非物理变量和过程的模拟需求
和产品支持，包括生态系统模拟。

继续和扩大区域需求调查，并使其正式化。

在全球减轻自然灾害计划的大框架下继续开展区域发展项目。

与 OOPC 一起努力确保现有的与 WCRP 的双向配合。

审议联合国公约的有关活动，如 UNFCCC 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并根据需要提供
JCOMM 的贡献 。

将计划领域方面的职责分配给管理委员会成员，总体加强所有计划领域的协调和整
合。

加强 JCOMM 的综合性

14.2.3.2 段

4.4.1 段

建议 2 (JCOMM-II)和
附录

8.1.2 段

8.1.3 段

11.2.4 段

12.2.13 段

14.1.6 段

14.2.2.2 段

5.1.6 段

与 IHO 和 IMO 联系，以协调对公共 URL：http://weather.gmdss.org 的使用，旨在通
过网络实时提供气象和航行警报 。

作为对 JCOMM-III 之前提名工作的准备，对 JCOMM 附属机构未来工作结构和人选
提出具体要求。

14.1.8 段

服务

制定和实施对 JCOMM 全系统的运行进行监测。

任务

14.2.4.3 段

参阅

MSS 专家组

管理委员会

JCOMM 联合主席

管理委员会

JCOMM 联合主席和 OOPC

CB 报告员

CB 报告员

管理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

执行单位

尽快

继续

继续

继续

继续

继续

继续

继续

JCOMM-III

JCOMM-III 之前

休会期间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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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将 MMS 监测扩大到非 GMDSS 用户的可行性。

根据预计的目标读者群﹑提供的信息的相关性和定期更新的能力，彻底审议 WMO
出版物“天气报告”(WMO-No. 9)，D 卷，海运信息，的内容和结构。

WMO 海冰词汇定稿，包括海冰术语图解词汇。

与主要的国际海冰计划和项目密切合作，尤其是 BSIM 和 IICWG；对综合海冰产品
和耦合海冰-海洋-大气数值模式提供咨询；采取新的举措为 IPY 提供专业支持，包
括冰气候距平和资料存档。

通过已建立的专题任务组（用电子邮件方式工作）
为在更广泛的 JCOMM 过程中(SCG,
MAN, JCOMM 会员/会员国)开展审议工作起草一份指南。

为支持 IPY 提供专业服务和信息，与 DBCP﹑ IABP 和 IPAB 在 IPY 期间开展活动
进行合作。

为支持海洋气象和业务海洋产品和服务，制定一套明确的最终观测资料需求，并将
其纳入 OEOS/WMO 数据库。

5.3.6 段

5.1.31 段

5.1.20 段

5.1.24 段

建 议 2 (JCOMM-II)
和附录

1.2.13 段

4.2.2 段

服务协调组

SI 专家组

服务协调组﹑JCOMM 联合
主席和管理委员会

SI 专 家 组 ，
IICWG 的合作

SI 专家组

服务协调组

MSS 专家组

BSIM 和

在 SCG 下建立一个小的专门任务组，
成员至少包括现有主要的海洋产品中心的代表， 服务协调组，JCOMM 联合
并至少包括 GODAE 产品中心。
主席和管理委员会

建 议 2 (JCOMM-II)
和附录

MAES 专家组

将修订后的 MPERSS 系统计划纳入《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 471)。

5.1.27 段 和 建 议 10
(JCOMM-II)

MSS 专家组

执行单位

为指定肯尼亚为 Metarea VIII (S)的业务 GMDSS 制作单位继续努力。

任务

5.1.7 段

参阅

休会期间

2007-2008

2007 年底

IPY 2007-2008

IPY 2007-2008 之
前

尽快和继续

尽快

尽快

尽快

尽快

目标

附 录
129

MSS 专家组

SI 专家组

与 IOC 和 WMO 现有的海啸警报和减轻支持活动开展联络，以确定在这方面妥善开
展工作的方式。

为现有的业务或准业务海洋产品制定一份综合目录。

不断审议对国际 NAVTEX 服务开展的气象预报和警报广播提供的指导和公用的缩写
的执行情况，及用户对它们的反应。

审议海冰信息产品指南，修订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558）。

不断审议 MPERSS 的实施情况及用户对它的反应

制定由 JCOMM 主导的业务海洋产品和服务。

将 2004-2005 的 MMS 监测调查结果通知各 NMS 和海洋单位，并将该结果在
JCOMM ﹑ JCOMMOPS 和 GMDSS 网站上公布。

修订“世界海冰信息”(WMO/TD-No. 1215)，将其纳入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
558)

5.1.34 段

建 议 2 (JCOMM-II)
和附录

建 议 7 (JCOMM-II)
和附录

建议 8 (JCOMM-II)

建 议 10(JCOMM-II)
和附录

5.2.8 段和 5.2.7 段

5.3.4 段

5.1.21 段

服务协调组和管理委员会

MAES 专家组

SI 专家组和 MSS 专家组

MSS 专 家 组 与 IMO 和
IHO 合作

服务协调组

服务协调组

WS 专家组与 JCOMM 联合
主席及 CBS 主席磋商。

完成风暴潮预报指南，并在 WMO 手册和指南系列中出版。

5.1.15 段和 10.3 段以
及建议 1 (JCOMM-II)

MSS 专家组

执行单位

针对非 GMDSS 海洋广播服务的需求，尤其是沿海地区的需求，修订《海洋气象服
务手册》（WMO-No.558）。

任务

5.1.9 段

参阅

JCOMM-III

JCOMM-III 之前

JCOMM-III 之前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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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检查用于制作和提供海洋产品和服务的规则和指南的制定情况，以供 WMO 和
IOC 通过。

作为 GMDSS 的一部分继续开展图象信息分发项目并结题。

继续作为负责冰信息标准的国际机构工作，尤其是与 IHO 合作开展冰物体在 ECDIS
的登记，及在 GCOS 下负责海冰这一重要的气候变量（ECV）的信息和评估，。

在利用 GMDSS 分发海啸警报方面继续与 IMO ﹑IHO 和 IOC 一起工作。

改进在南极洲和北极洲的观测系统和服务。

9.2 段

5.1.5 段和 5.3.7 段

5.1.24 段

5.1.34 段

11.2.11 段和 11.2.13
段

针对用于数值天气预报和气候研究的 VOSClim 和 VOS 资料需求组织一次科学审查。 管理委员会和船舶观测组

为在 GTS 上交换海洋资料针对 BUFR 编码采取适当行动，尤其包括廓线浮标资料。 观 测 和 资 料 管 理 协 调 组 和
Argo

为建立 SST 元资料收集和实时分发试点计划组织一次研讨会。

6.1.22 段

7.5.3 段

6.1.9 段

DBCP 技术协调员和观测协
调组

制定一项行动计划以为防止实时船位信息泄露同时维护对用户的重要气象和海洋信
息的畅通，并监测这些行动的效果。

船舶观测组

观测和服务计划领域

MSS 专家组，与 IMO 和 IHO
联系

SI 专家组，与 IHO 合作

MSS 专家组

服务计划领域协调员和管理
委员会

服务协调组和管理委员会

执行单位

6.1.29 段

观测

重新制定作为 JCOMM 产品和服务网页门户的 JCOMM 电子产品公报。

任务

5.2.5 段 和 建 议 2
(JCOMM-II)

参阅

2006 年

尽快

尽快

尽快

继续

继续

继续

继续

JCOMM-III

JCOMM-III

目标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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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设计和评估新的观测计划开发试点项目，如测量 pCO2 的 IOCCP 和 GOSUD 海平
面盐度监测计划。

作为印度洋海啸预警系统的一部分，协调印度洋验潮器的安装和升级。

协调制定 ORDINAFRICA III 项目的海面部分内容

在 IPY 的主导下更新在南北两极用于 GOOS 和 GCOS 的验潮器网。

为将 Argo 计划从试点项目转为海洋观测系统的持续组成部分提供帮助。

为使 Argo 浮标布设工作继续长期持续不断地得到资助与会员一起携手努力。

在 GCOS-92 框架内实施海洋和相关大气方面的行动。

为支持国际综合海洋灾害预警系统开展观测方面的工作。

6.1.31 段

6.1.37 段

6.1.37 段

6.1.37 段

6.1.44 段

6.1.44 段

6.3.2 段

6.3.3 和 6.3.4 段

6.3.12 段﹑6.3.14 段 关于通过 JCOMM 专设基金而不是采用 DBCP，SOOP 和 Argo 方式资助 JCOMMOPS
﹑6.4.5 段和 6.4.6 段， 的发展和业务开展可行性调研。
及建议 4 (JCOMM-II)

监视在部分会员/会员国加强支持力度后重建 WRAP 的可能性。

6.1.24 段

观测协调组

观测协调组

观测协调组

观测协调组和 Argos 指导组

观测协调组和 Argos 指导组

GLOSS 专家组，会员/会员
国

GLOSS 专家组，会员

GLOSS 专家组，与芬兰和
ISDR 合作

船舶观测组

船舶观测组

与 CBS 合作，继续研究业务用户对实地和卫星观测的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的需求， 观测协调组
并将其作为正在开展的工作计划的一部分。

4.2.1 段

观测计划领域协调员

执行单位

建立与各项目指导委员会的联系，帮助 IPY 各项目的开展。

任务

11.2.10 段

参阅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IPY 2007-2008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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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批量采购和提供船载观测系统的耗材制定计划。

审议 JCOMMOPS 的活动，并向 JCOMM-III 提交报告。

继续研究破坏行为问题。

在 JCOMM 圈子内广泛通报 DBCP 关于新通讯系统的年度审议结果，如用铱星收集
海洋自动平台的资料。

改进南北两极地区的观测系统和服务。

与 IGOS 海洋主题合作实施其中的实地部分。

6.1.17 段﹑6.3.13 段
和 6.3.14 段及建议 3
(JCOMM-II)

6.4.5 段

6.1.10 段

7.5.15 段

11.2.11 段和 11.2.13

12.3.2 段

资料管理

为在未来交换 WMO-No. 47 的元资料制定 XML，供 JCOMM 联合主席审查和通过。 船舶观测组与 MC 专家组和
JCOMM 联合主席磋商

建议 11(JCOMM-II)

管理委员会和观测协调组

观测和服务计划领域

DBCP

DBCP 与 IMO ﹑ FAO ﹑
IHO 和 ITC 磋商

观测协调组

观测计划领域协调员﹑船舶
观测组组长﹑JCOMM 联合
主席和会员/会员国

不断审议《国际指定、补充和辅助船舶清单》（WMO-No. 47）的结构﹑内容和现状。 船舶观测组与 MC 专家组磋
商

建议 11(JCOMM-II)

船舶观测组，观测协调组和
管理委员会

执行单位

完成有关评估和鉴定程序的研究，建立一套机制以确保观测系统采集的资料与确定
的基本标准和格式相一致，并达到资料质量的要求，涉及 IOC 在仪器标准方面范围
广泛的研究协调 JCOMM 的贡献。

任务

6.5.3 段和 6.5.4 段

参阅

继续

继续

继续

继续

JCOMM-III 之前

JCOMM-III 之前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目标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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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在 DMCG 和 IODE 下建立专题任务组，成员包括 JCOMM DM﹑ IODE 和 GODAE
的代表。

针对 BUFR 编码采取行动以便用 GTS 交换海洋资料，尤其包括廓线浮标资料。

修订资料管理做法专家组工作计划以便实施 OIT 项目。

对有关所需的标准化资料和元资料格式的现有活动和工作开展一次综合检查。

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对所有资料使用新版国际海洋气象记录格式。

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对所有资料执行新版最低质量控制标准。

为资料和产品管理方面的综合新技术制定一个有广泛参与的滚动执行计划。

在 2007 年组织第三届 JCOMM 海洋气候进展研讨会。

调整 JCOMM 现有的在 ICG/WIS 的代表。

就质量控制和资料组合召开一次 JCOMM/IODE/GODAE 联合研讨会。

针对所需的标准化资料和专题任务组提出的元资料格式制定详细的建议。

参阅

建 议 2 (JCOMM-II)
和附录

7.5.3 段

7.6.3 段

建 议 2 (JCOMM-II)
和附录

建议 9(JCOMM-II)

建议 9(JCOMM-II)

建 议 2 (JCOMM-II)
和附录

7.1.17 段

7.2.6 段

7.6.2 段

建 议 2 (JCOMM-II)
和附录

资 料 管 理 协 调 组 ﹑ IODE
和 GODAE
资 料 管 理 协 调 组 ﹑
JCOMM 联合主席和管理委
员会

管理计划领域协调员和
IODE

管理计划领域协调员

资料管理协调组与 GODAE
合作

会员/会员国和 MC 专家组

会员/会员国和 MC 专家组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协调员与
IODE 主席合作

DMP 专家组和 IODE

观测和资料管理协调组和
Argo

资料管理协调组﹑JCOMM
联合主席和管理委员会

执行单位

2007 年底

2007 年

2007 年

2007 年

2007 年

2007 年 1 月 1 日

2007 年 1 月 1 日

MAN-V

MAN-V 之前

尽快

尽快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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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所有 JCOMM E2E 资料管理活动

与 Argo﹑ DBCP 和 SPA 密切合作开发 DM 标准。

审议如何协调海洋气候和冰气候，以便将两者整合为一个产品。

在资料交换方面 JCOMM 适当参与 CBS 的活动。

制定一个与 IODE 和 WMO 信息系统相适应的 JCOMM 资料管理战略。

与 IODE 和 IOC 一起制定一项资料管理战略文件，作为对 WMO 和 IOC 有关计划间
进展互补的指南。

保持一些海洋和海洋气象资料管理常设项目以推动互补和相互协同。

鼓励 ETMC 和 ETDMP 间最佳合作。

7.1.12 段

7.1.14 段

7.1.18 段

7.5.16 段

7.7.1 段 和 建 议
6(JCOMM-II)

7.2.2 段

7.1.4 段

7.1.6 段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协调员和
管理委员会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协调员和
IODE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

资料管理协调组﹑JCOMM
联 合 主 席 ﹑ IODE 主 席 和
ICG-WIS 主席

管理委员会和资料管理协调
组

MC 专家组

资料管理做法专家组﹑
Argo﹑DBCP 和 SPA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和管理委
员会

建立一项可能的沿海海洋资料同化试验 (CODAE) ，将其视为对 COOP 的部分响应。 资 料 管 理 协 调 组 ， 与
GODAE 合作

建 议 2(JCOMM-II)
和附录

资料管理协调组

执行单位

作为正在进行的计划的一部分，与 CBS 协调，继续研究业务用户对实地和卫星观测
的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的需求。.

任务

4.2.1 段

参阅

继续

继续

JCOMM-III 之前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休会期间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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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修订后的格式和质量控制标准的执行情况及其价值。

建议 9(JCOMM-II)

MC 专家组

DMP 专 家 组 ﹑ IODE ﹑
GTSPP 和 GOSUD

确保 GTSPP 和 GOSUD 更多地参与资料管理做法专家组试点项目，在 E2EDM 系统
原型中发挥 GTSPP 和 GOSUD 资料源的功能。

7.6.7 段和 7.6.10 段

执行单位

在国家层次上就 JCOMM 资料管理活动加强 IODE NODC 和 WMO NMHS 间的合作。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和 IODE

任务

7.1.8 段

参阅

继续

继续

继续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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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与会人员名单
A. 届会官员
J. Guddal
S. Narayanan (女士)

会员

联合主席

保加利亚

姓名

会员

姓名

身份

阿根廷

M.S. Andrioli (女士)

首席代表

Direct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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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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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ondoua_etienne@yahoo.fr

首席代表

N. Ashu-Agbongah

喀麦隆
Servicio Meteorológico Nacional
25 de Mayo 658, 1002 Buenos Aires
Tel: +54 11 5167 6713
Fax: +54 11 5167 6709
E-Mail: msandrioli@gibertel.com.ar

P.R. Parker
Bureau of Meteorology
P.O. Box 1289, Melbourne, VIC 3001
Tel: + 61-3 9 669 4510
Fax: +61-3 9 669 4695
E-mail: p.parker@bom.gov.au
http://www.bom.gov.au

P. Dexter

代理

代表

代表

Directorate of Oceanography and Meteorology
Level 2 Building 89/90
Garden Island, Potts Point, NSW 2011
Tel: +61 2 9359 3139
Fax: +61 2 9359 3120
E-mail: Martin.Rutherford@defence.gov.au

比利时

E. van den Berghe

首席代表

Vlaams Instituut voor der Zee
Wandelaarkaai 7, 8400 Oostende
E-mail: wardvdb@vliz.be

巴西

J. Trotte (女士)

首席代表

代表

加拿大

W. Watson-Wright (女士)

首席代表

Department of Fisheries and Oceans
15th floor, 200 Kent St
Ottawa, Ontario K1A 0E6
Tel: +1 613 990 5123
E-mail: watson-wright@dfo-mpo.gc.ca

Directorate of Oceanography and Meteorology
Level 2 Building 89/90
Garden Island, Potts Point, NSW 2011
Tel: +61 2 9359 3140
Fax: +61 2 9359 3120
E-mail: andrew.mccrindell@defence.gov.au

M. Rutherford

E.G. Ondoua

Ministry of External Relations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Door No. 615, Yaoundé
Tel: +237 221 15 99
Fax: +237 999 48 94
E-mail: antaribo@yahoo.fr

Bureau of Meteorology
P.O. Box 1289, Melbourne, VIC 3001
Tel: + 61 3 9 669 4870
Fax: +61 3 9 669 4695
E-Mail: p.dexter@bom.gov.au

A. McCrindell

首席代表

H. Slabakov
Bul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Oceanology-Varna
P.O. Box 152, 9000 Varna
Tel: +359 52 370 484
E-mail: office@io-bas.bg

B. WMO会员和IOC会员国代表

澳大利亚

身份

M.D. Everell-Primary

D. Grimes

首席代表

代理

Director-General, Services, Clients and Partners
Meteorological Service of Canada
Environment Canada
10 Wellington St, Gatineau, Quebec K1A 0H3
Tel: +1 819 997 0142
E-mail: david.grimes@ec..gc.ca

B. Keeley

Diretoria de Hidrografia e Navegaçâo-DHN
Divisâo de Previsâo Meteorólogica
Rua Barâo de Jaceguai, s/n Ponta da Armaçâo,
24048-900 NITEROI-RJ
Tel: +55 21 2613 8013
E-mail: janice.trotte@terra.com.br

代理

Assistant Deputy Minister
Meteorological Service of Canada
10, Wellington Street, 4th Floor
North Tower, Les Terrasses de la
Chaudière Gatineau, Quebec K1A 0H3
Tel: +1 819 997 2686
E-mail: marcdenis.everell@ec.gc.ca

代理

MEDS, Department of Fisheries and Oceans
12082, 200 Kent St
Ottawa, Ontario K1A 0E6
Tel: +1 613 990 0246
E-mail: keeley@meds-sdmm.dfo-mpo.gc.ca

R. Hendry
Bedfo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1, Challenger Drive
Darmouth, Nova Scotia NS B2Y 4A2
Tel: +1 902 426 9156

代表

WMO/IOC JCOMM 第二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138

会员
加拿大(续)

姓名
G. Holland

身份
代表

会员
智利(续)

1267, Gabriola Drive
Parksville, British Colombia V9P 2T5
Tel: +1 250 954 1343
E-mail: hollandg@shaw.ca

J. Loder

代表

中国

代表

翁永辉

代表

徐林芝

代表

余宙文

代表

喻继新

代表

朱文熙

代表

代表

国家海洋局
1, Fuxingmenwai Ave., Beijng 100860
Tel: +86 10 68019791
E-mail: wxzhu@soa.gov.cn

Downsview, Ontario M3H 5T4
Tel: +1 416 739 4347
E-mail: val.swail@ec.gc.ca

代表

201-401 Burrard St
Vancouver, British Colombia V6S 3C1
Tel: +1 604 664 9090
E-mail: al.wallace@ec.gc.ca

Errazuriz 232
Playa Ancha, Valparaiso
Tel: + 56 32 266 501
Fax: +56 32 266542
E-mail: rnunez@shoa.cl

代表

中国气象局
No. 46 Baishiqiaolu, Beijing 100081
Tel: +86 10 68406242
E-mail: yujx@cma.gov.cn

4905 Dufferin Street

R.H. Nuñez

代表

国家海洋局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8 Dahuisi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1
Tel: +86 10 62173564
E-mail: yuzw@nmefc.gov.cn

Environment Canada

智利

代表

国家海洋局
海洋环境保护司
1, Fuxingmenwai Ave., Beijng 100860
Tel: +86-10 68 04 76 44
E-mail: yb@soa.gov.cn

E-mail: hal.ritchie@ec.gc.ca

A. Wallace

代表

中国气象局
预测减灾司
46, South Street of Zhongguancun, Haidian
Beijng 100081
Tel: +86-10 68 40 66 82
E-mail: wengyh@cma.gov.cn

Queen Square, Room 320
45, Alderney Drive
Dartmouth, Nova Scotia B2Y 2N6
Tel.: +1 904 426 5610

V. Swail

首席代表

国家海洋局
国家海洋资料信息局
93 Liuwei Road, Hedong District
Tianjin 300171
Fax: +86 22 2401 0803
E-mail: shlin@mail.nmdis.gov.cn

Dominion Hydrographer and Director-General
Canadian Hydrographic Service
615 Booth Street, Suite 311
Ottawa, Ontario K1A 0E6
Tel: +1 613 995 4413
Fax: +1 613 947 4369
E-mail: narayanans@dfo-mpo.gc.ca

H. Ritchie

王宏

林绍华 (女士)

Deputy Minister, Fisheries and Oceans
200 Kent Street
15th floor, Ottawa, Ontario K1A 0E6
Tel: +1 613 993 2200
E-mail: MurrayLa@DFO.MPO.CG.CA

S. Narayanan (女士)

代理

国家海洋局
1, Fuxingmenwai Ave., Beijng 100860
Tel: +86-10 68 04 76 78
E-mail: wanghong2020@sina.com

Director, Ice and Marine Services
Meteorological Service of Canada
373 Sussex Drive, E-3
Ottawa, Ontario K1A 0H3
Tel: +1 613 996 5088
E-mail: mike.manore@ec.gc.ca

L. Murray

P. A. Roca Misle

身份

Av. Angelmo No. 2201
Puerto Montt
Tel: +56 65 291174
E-mail: jmeteopmo@directemar.cl

Head, Ocean Circulation Section
Ocean Sciences Division
Bedfo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P.O. Box 1006, Dartmouth,
Nova Scotia B2Y 4A2
Tel: +1 902 426 3146
Fax: +1 902 426 3711
E-mail: loderj@mar.dfo-mpo.gc.ca

M. Manore

姓名

克罗地亚

M. Hodzic

首席代表

Meteor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Service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
Glagoljasa 11, HR-21000 Split
Tel: +385-21 34 73 99/34 37 85
Fax: +385-21 34 73 99/34 74 65
E-mail: hodzic@cirus.dhz.hr

首席代表
V. Tutis

代表

Meteor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Service
Gric 3, 10000 Zagreb
Tel: +385 1 4565 768
E-mail: tutis@cirus.dhz.hr

附 件 A

会员
厄瓜多尔

姓名
R. Martinez

身份
观察员

会员

姓名

法国(续)

C. Maillard (女王)

Escobedo 1204 y 9 de octubre, Guayaquil
Tel: +593 4 2 514770
E-mail: r.martinez@odincarsa.net

埃及

H.M. Hassan

首席代表

H. Savina

代理

德国
M-L. Komulainen (女士)

首席代表

P. Dandin

S. Pouliquen (女士)

S. Allain

G. Rosenhagen (女士)

首席代表

R. Zöllner

希腊

J.-L. Fellous

中国香港

代表

冰岛

伊拉克
Météo-France
1, quai Branly 75340 Paris Cédex 07
Tel: +33-1 45 56 70 22
Fax: +33-1 45 56 74 47
E-mail: francois.gerard@meteo.fr

M. Myrsilidis

首席代表

W.T. Wong

首席代表

T. Pálsdóttir (女士)

首席代表

Director, Weather Department
Icelandic Meteorological Office
Bustadavegur 9, IS-150 Reykjavik
Tel: +354 522 6000
Fax: +354 522 6001
E-mail: toranna@vedur.is

代表

代表

代表

Hong Kong Observatory
134A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926 8430
E-mail: wtwong@hko.gov.hk

ESA-EOP
8-10, rue Mario Nikis 75738 PARIS Cédex 05
Tel: +33 1 53 69 72 03
E-mail: jean-louis.fellous@esa.int

F. Gérard

代表

Head, Marine Meteorology Section
Hellenic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El Venizelou 14
Hellinikon 167 77, Athens
E-mail: mmitsi@hnms.gr
http://www.hnms.gr

代表

Météo-France
DPrévi/Mar
42, avenue Coriolis 31057 Toulouse Cédex 1
Tel: +33-5 61 .07.82.92
Fax: +33-5 61 .07.82.09
E-mail: pierre.daniel@meteo.fr

首席代表

Deutscher Wetterdienst
Bernhard-Nocht-Str 76, 20359 Hamburg
Tel: +49-40 66 90 14 00
Fax: +49-40 66 90 14 99
E-mail: reinhard.zoellner@dwd.de

代理

Service hydrographique et océanographique
de la Marine
B.P. 5, F-00307 Armea
Tel: +33 1 44384395
E-mail: serge.allain@shom.fr

P. Daniel

B. Brügge

Deutscher Wetterdienst
Bernhard-Nocht-St 76, 20359 Hamburg
Tel: +49 40 6690 1820
Fax: +49 40 6690 1954
E-mail: gudrun.rosenhagen@dwd.de

Météo-France
DPrévi/Mar
42, avenue Coriolis
31057 Toulouse Cédex 1
Tel: +33-5 61 07 82 90
Fax: +33-1 61 07 82 09
E-mail: philippe.dandin@meteo.fr

IFREMER
B.P. 70, 29280 Plouzane
Tel: +33 6 80361262/33 29 822 4492
E-mail: sylvie.pouliquen@ifremer.fr

代表

Bundesamt für Seeschifffahrt und Hydrographie
Bernhard-Nocht-Str. 78, 20359 Hamburg
Tel: +49 40 3190 3100
Fax: +49 40 3190 5000
E-mail: bernd.bruegge@bsh.de

Finnish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P.O. Box 503
00101 Helsinki
Tel: +358-9 1929.33.20
Fax: +358-9 1929.33.03
E-mail: marja-leena.komulainen@fmi.fi

法国

代表

Météo-France; DPrévi/Mar
42, avenue Coriolis
31057 Toulouse Cédex 1
Tel: +33-5 61.07.82.91
Fax: +33-5 61.07.82.09
E-mail: henri.savina@meteo.fr

Egyptian Meteorological Authority
Cairo
Fax: +202 684 9857

芬兰

身份

FREMER/SISMER
B.P. 70, 29280 Plouzane
Tel: +33 2 98 22 42 79
E-mail: catherine.maillard@ifremer.fr

Egyptian Meteorological Authority
Cairo
Tel: +202 684 9854
E-mail: hasnmh@yahoo.com

H.M. Abdel-Aziz Has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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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 Bajillan

首席代表

Ministry of Environments
Planning and Technical Follow-up Office
Head of Air Quality Control Department
Air Quality Control Department MOEN, Bagdad
Tel: +964 7902 278067
E-mail: Dr_raad58@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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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
伊拉克(续)

姓名
M.A. Ahmed (女士)

身份
代表

会员
墨西哥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Minerals
Environmental Department
Aixarmook 11/6/610, Baghdad
Tel: +964 7901 425245
E-mail: memu236@yahoo.com

代表

N. Pinardi (女士)

首席代表

缅甸

Instituto Nazionale di Geofisica e Vulcanología
Via Donato Creti 12, 40128 Bologna
Tel: +39 051 4151412
Fax: +39 051 4151499
E-mail: n.pinard@sincem.unibo.it

S. Corsini

代表

Y. Kimura

荷兰

T. Kudekov

F.B. Koek

新西兰

R. Stainer

首席代表

A. Laing

M. Beebeejaun
Mauritius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Saint Paul Road
Vacoas
Fax: +230 686 1031
E-mail: m.bbjohn@odinafrica.net

代表

NIWA
Private Bag 14-901
Kilbirnie, Wellington
Tel: +64 4 38 60300
E-mail: a.laing@niwa.co.nz

尼日利亚

L.E. Akeh

首席代表

Nigeri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Abuja
Tel: +234 1 4526904

A. Anuforom

代理

Directorate of Applied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Nigeri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Headquarters
Plot 507, Pope Jean Paul II Street Maitama, Abuja
Tel: +234 8033043634
E-mail: tonycanuforom@yahoo.com

首席代表

Nigerian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Wilmot Point Road
Victoria Island, Lagos
E-mail: larryawosika@yahoo.com

首席代表

L. Edafienene

Kenya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P.O. Box 30259-00100, Nairobi
E-mail: r_stll@yahoo.com

毛里求斯

首席代表

MetService
P.O. Box 722, Wellington
Tel: +64 4 47 00744
E-mail: rod.stainer@metservice.com

K. Awosiica

S. Aura (女士)

首席代表

代表

Director-General
KAZHYDROMET
32, Abbay Ave, 480072 Almaty
Tel: +7 3272 675271
Fax: +7 3272 676464
E-mail: kudekov@meteo.kz

肯尼亚

首席代表

代表

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1-3-4 Otemachi Chiyoda-ku, Tokyo 100-8122
Tel: +81 3 3211 8684
E-mail: sekita@met.kishou.go.jp

哈萨克斯坦

K. Tin

Royal Netherlands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Marine Knowledge Centre
Wilhelminalaan 10
P.O. Box 201, 3730 AE De Bilt
Tel: +31 302206860
E-mail: koek@knmi.nl

Centre for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tudies
Graduate School of Science
Tohoku University, Sendai 980 8518
Tel: +81 22 381 2608
E-mail: kamu@ocean.caos.tohoku.ac.jp

Y. Sekita

首席代表

首席代表

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1-3-4 Otemachi, Chiyoda-ku, Tokyo 100-8122
Tel: +81 3 3212 8341
E-mail: kimurayo@met.kishou.go.jp

H. Kawamura

M.H. Bouksim

Chargé d'affaires a.i.
Embassy of Myanmar
85 Range Road, Ottawa, Ontario K1N 8J6
Tel: +613 232 9990
E-mail: kyawtin@yahoo.com

Agency for the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
And Technical Services (APAT)
V. Curtatone, 00185 Rome
Tel: +39 0644442248
E-mail: stefano.corsini@apat.it

日本

首席代表

Direction de la météorologie nationale
B.P. 8106
Casa Oasis, 20103 Casablanca
Tel: +212 22 9133 78
Fax: +212 22 91 36 98
E-mail: bouksim@marocmeteo.ma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Minerals
Environmental Department, Baghdad
Tel: +964 7901 434062
E-mail: regularery@iraqiindustry.com
hushamalani@yahoo.com

意大利

J.C. Chiñas Carrasco

身份

45, O'Connor St, Suite 1000
Ottawa, Ontario KIP 1A4
Tel: +613 232 4792
E-mail: emb@mexcan.com

摩洛哥
H.A. Mansour

姓名

代表

代表

Nigerian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P.M.B. 1215, Oshodi-Lagos
Tel: +234 1 80 23 21 34 56/+234 1 452 6904
Fax: 234 1 263 6097
E-mail: louis-edafienene@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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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

姓名

尼日利亚(续) Folorunsho (女士)

身份
代表

会员
韩国(续)

Nigerian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Wilmot Point Road, Victoria Island, Lagos
Fax: +234 1 261 9517
E-mail: rfolorunsho@yahoo.com

C. Nwogu

H.A. Sirika

姓名
M.-S. Suk

俄罗斯联邦

V. Martyshschenko

代表

N. Mikhailov
J. Guddal

首席代表

V. Smolyanitsky

代理

N. Shah

A. Studenetsky

西班牙

代表

韩国

J.-W. Seo
Meteor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Kore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460-18 Shindaebang-dong
Dongjak-gu, Seoul 156-720
Tel: +822 847.2495
E-mail: jwseo@metri.re.kr

首席代表

J. Conde Criado

代表

Instituto Nacional de Meteorología
Calle de Leonardo Prieto Castro No. 8
28040 Madrid
Tel: +34 915 819 858
E-mail: justo.conde@inm.es

A. Soares dos Santos (女士) 首席代表
Instituto de Meteorología
Rua C Aeroporto de Lisboa
1749-077 Lisbo
Tel: +351 218447084
Fax: +351 218402370
E-mail: alice.soares@meteo.pt

G. Parilla
Instituto Español de Oceanografía
Corazón de Maria 8
28002 Madrid
Tel: +34 91 347 36 08
E-mail: gregorio.parrilla@md.ieo.es

First Secretary
High Commission for Pakistan
10, Range Road, Ottawa, Ontario K1N 8J3
Tel: +613 238 7881
E-mail: parepottawa@rogers.com

葡萄牙

代表

Federal Agency for Science and
Innovations
11, Tverskaya Street
Moscow 125009
Tel: +7 095 229 29 76
Fax: +7 095 325 96 09
E-mail: studenetsky@minstp.ru

首席代表

Director, Reg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re
Karachi Airport, Karachi
Tel: +092 21 9248281
E-mail: naeem_shah56@yahoo.com

S. Asad (女士)

代表

代表

Institute of Marine Research, Oceanography
and Climate
Postboks 1870, Nordnes
5817 Bergen
Tel: +47 5523 86 28
E-mail: Paul.Budgell@imr.no

巴基斯坦

代表

Arctic and Antarctic Research Institute (AARI)
38, Bering Str.
St Petersburg 199397
Tel: +7 812 352 21 52
Fax: +7 812 352 26 88
E-mail: vms@aari.nw.ru

Norwegian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Region West Allegt. 70, 5007 Bergen
Tel: +47 55 23 66 31
E-mail: k.doublet@met.no

P. Budgell

首席代表

Russian National Oceanographic
Data Centre
Koroleva Street, Obninsk 249020
Tel: +7 095 255 22 25
E-mail: nodc@meteo.ru

Norwegian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Region West Allegt. 70, 5007 Bergen
Tel: +47 55 23 6626
Fax: +47 55 23 6703
E-mail: j.guddal@met.no

Doublet (女士)

代表

Federal Service for Hydrometeorology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12 Novovagankovsky
Street 123242 Moscow
Tel: +7 095 252 45 11
E-mail: scadep@mcc.mecom.ru

Dutsi-Mashi Federal Constituency
National Assembly Complex
3, Arms Zone, Abuja
E-mail: hsirika@hotmail.com\h_sirika@yahoo.com

挪威

身份

Korea Ocean Research & Development
Institute (KORDI)
Ansan, P.O. Box 29
Seoul 425-600
Tel: +82 31 400 6100
E-mail: Msuk@kordi.re.kr

代表

Annexe 1, 309 Federal House of Reps
National Assembly, Abuja
E-mail: lietnuel@skan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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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

Y.E. Alnoman

首席代表

E-mail: info@ersad.gov.sd
ersad@sudanmail.net.sd

首席代表

瑞典

H. Dahlin
Swedish Meteor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Institute (SMHI)
Folkborgsvägen 1, 601 76 Norrköping
Tel: +46-11 495 8305
Fax: +46-11 495 8350
E-mail: hans.dahlin@smhi.se

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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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
土耳其

姓名
K. Ozturk

身份

会员

首席代表

美国(续)

Turkish State Meteorological Service
Marine Observing Systems Section
P.O. Box 401, Kalaba, Ankara
Tel: +90 312 302 2554
E-mail: kozturk@meteor.gov.tr

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T. Guymer

D.S. Green

代理

E. Horton (女士)

代表

M. Johnson

代表

E. Lindstrom

代表

W. Nowlin

代表

S. Woodruff

W. Bolhofer
NOAA,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1325 East West Highway
SIlver Spring, MD 20910
Tel: +1 301 713 0645
E-mail: William.bolhofer@noaa.gov

委内瑞拉
代表

代表

NOAA
Earth System Research Laboratory (R/PSD1)
325 Broadway, Boulder, CO 80305
Tel: +1 303 497 6747
Fax: +1 303 497 6449
E-mail: scott.d.woodruff@noaa.gov

首席代表

National Oceanographic Data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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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

Department of Oceanography
TAMU 3641, College Station, TX 77843-3641
Tel: +1 979 845 3900
E-mail: wnowlin@tamu.edu

Director, Bermuda Weather Service
BAS-SERO Ltd., P.O. Box GE123
St Georges, Bermuda
Tel: +1 441 504 5000
E-mail: rogerw@weather.bm

K. Schnebele

代表

Oceanography Program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 Headquarters, Code YS
300 E. Street, SW, Washington DC 20546
Tel: +1 202 358 4540
E-mail: eric.j.lindstrom@nasa.gov

MetOffice
Fitzroy Road, Exeter EX1 3PB
Tel: +44 1392 88 66 47
E-mail: jon.turton@metoffice.gov.uk

美国

代表

NOAA/Office of Climate Observation
1100 Wayne Avenue, No. 1202
Silver Spring, MD 20910
Tel: +1 301 427 2330
Fax: +1 301 427 0033
E-mail: mike.johnson@noaa.gov

MetOffice
Fitzroy Road, Exeter EX1 3PB
Tel: +44 1392 884476
E-mail: claire.smith@metoffice.gov.uk

R. Williams

代表

Naval Oceanographic Office, NS13
1002 Balch Blvd
Stennis Space Centre, MS 39522-5001
Tel: +1 228 688 5725
E-mail: elizabeth.horton@navy.mil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
European Way,
Southampton SO14 3ZH
Tel: +44 23 80 59 66 46
E-mail: eck@noc.soton.ac.uk

J. Turton

代表

Leader, Program Planning & Integration
Offic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s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1325 East West Highway, SSMC-2 Rm 15426
Silver Spring, MD 20910
Tel: +1 301 713 3557x172
E-mail: david.green@noaa.gov

Head, Observations
MetOffice
FitzRoy Road, Exeter EX1 3PB
Tel: +44 1392 885600
Fax: +44 1392 885681
E-mail: alan.douglas@metoffice.gov.uk

C. Smith (女士)

代表

首席代表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
European Way,
Southampton SO14 3ZH
Tel: +44 2380 596612
E-mail: thg@noc.soton.ac.uk

E. Kent (女士)

D. Feit

身份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W/NP41
5200 Auth Road. Camp Springs
MD 20746-4304
Tel: +1 301 763 8000
Fax: +1 301 763 8085
E-mail: david.feit@noaa.gov

National Environment Research Council

A. Douglas

姓名

H. Perez Nieto

首席代表

Presidente, Comisión Nacional de Oceanologia
Direccion Relaciones Internationales
Ministerio Ciencia y Tecnologia
Caracas
Tel: +582 987 6846/+582 210 3591
E-mail: pereznietoh@cantv.net

附 件 A
C. 应邀专家
M. Altalo (女士)
Vice-chair, I-GOOS
CORE
1201 New York Ave, Suite 420
Washington DC 20005, USA
Tel: +1 301 573 0171
E-mail: maltalo@coreocean.org

H. Dalhin
EuroGOOS Representative
Swedish Meteor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Institute (SMHI)
Folkborgsvägen 1
601 76 Norrköping, Sweden
Tel: +46 11 495 8305
Fax: +46 11 495 8350
E-mail: hans.dahlin@smhi.se

J. Field
Chairman, GOOS Scientific Steering Committee
Zoology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7701 Rondebosch, South Africa
Tel: +27 21 650 3612
E-mail: jgfield@pop.uct.ac.za

F. Gérard
Chair, I-GOOS
Météo-France
1, quai Branly
75340 Paris Cédex 07, France
Tel: +33 1 45 56 70 24
Fax:+33 1 45 56 74 47
E-mail: francois.gerard@meteo.fr
http://www.meteo.fr

J. Gould
NOC, Empress Dock
Southampton SO143ZH, UK
Tel: +44 2380 596431
E- mail: wjg@noc.soton.ac.uk

P. Gros
8-10, rue Hermes
Parc Technologique de Canal
31520 Ramonville St Agne, France
Tel: +33 561 394732
E-mail: pgros@cl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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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Mason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University of Reading
Reading, UK
E-mail: p.j.mason@reading.ac.uk

D. Meldrum
Chairman, Data Buoy Cooperation Panel
Scottish Association for Marine Science
Dunstaffnage Marine Laboratory
Dunbeg
Oban PA37 1QA, Scotland
Tel: +44 1631 559000
Fax: +44 1631 559001
E-mail: dtm@sams.qc.uk

S. Pouliquen (女士)
IFREMER
B.P. 70
29280 Plouzane, France
Tel: +33 6 80361262
E-mail: sylvie.pouliquen@ifremer.fr

L. Rickards (女士)
Chair, IODE
Deputy Director, British Oceanographic Data Centre
Joseph Proudman Building
6 Brownlow Street, Liverpool L3 5DA, UK
Tel: +44 151 795 4897 (direct)
Tel: +44 151 795 4800 (switchboard)
E-mail: ljr@bodc.ac.uk

E.S. Sarukhanian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7 bis, avenue de la Paix, Case postale No. 2300
1211 Geneva 2, Switzerland
Tel: +41 22 730 8420
Fax: +41 22 730 80 49
E-mail: esarukhanian@wmo.int

U. Send
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
Mail Code 023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La Jolla, CA 92093-0230, USA

D. 国际组织的代表
国际海事组织(IMO)

IMO
4, Albert Embankment
London SE1 7SR,
United Kingdom
Tel: +44 207587 3112
E-mail: hhesse@imo.org

D.E. Harrison
NOAA/PMEL
7600 Sand Pt Way NE
Seattle, WA 98115, USA
Tel: +1 206 526 6225
E-mail: d.e.harrison@noaa.gov

G.-R. Hoffmann
Vice-president, CBS
Deutscher Wetterdienst
Postfach 10 04 65, 63004 Offenbach
Germany
Tel: +49 69 80622864
Fax: +49 69 80622481
E-mail: Geerd-Ruediger.Hoffmann@dwd.de

H. Hesse

欧洲气象服务网络
(EUMET NET)

P. Blouch
E-SURFMAR Programme Manager
Météo-France – Centre de
météorologie marine
13, rue du Chatellier, B.P. 90411
29604 Brest Cédex, France
Tel: +33 2 98 22 18 52
Fax: +33 2 98 22 18 49
E-mail: pierre.blouch@meteo.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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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
(EUM ETSAT)

S. Goldstraw
Fitzroy Road
Exeter EX1 3PB, United Kingdom
Tel: +44 1392 88 5603
E-mail: stuart.goldstraw@
metoffice.gov.uk

S. Burns
EUMETSAT
Am Kavalliersand 31
Darmstadt 64291, Germany
Tel: +49 6151 8075471
E-mail: burns@eumetsat.de

全球海洋观测伙伴关系
(POGO)

S. Sathyendranath
Executive Director
Bedfo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Dartmouth, Nova Scotia,
Canada B2Y 4A2
Tel: +902 426 8044
Fax: +902 426 9388
E-mail: shubha@dal.ca

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

E. IOC秘书处

MetOffice

U. Munaylla
Avda. C.J. Arosemena Km 3
Edif.. Inmaral, primer piso,
Guayaquil, Ecuador
Tel: +59 34 2221202
Fax: +5934 2221201
E-mail: dircient@cpps-int.org

P. Bernal
K. Alverson
C. Clark (女士)
A. Fischer
B. Lee (女士)
P. Pissierssens
Y. Tréglos
V. Vladymyrov

F. WMO秘书处
M. Jarraud
G.I. Kortchev
E. Cabrera
M. Golnaraghi (女士)
M. Peeters

附件 B
缩略语表
AIC
AMOC
AREP
ARGO
ASAP
ASEAN
ASPECT
AWS

Argo信息中心
区域气象和海洋协调员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地转海洋学实时观测阵
自动船载高空观测系统
东南亚国家联盟
南极海冰过程、生态系统和气候
自动天气站

BIPM
BODC
BSIM

国际度量衡局
英国海洋资料中心
波罗的海海冰会议

CAgM
CBCG
CBPA
CBS
CCl
CEDRE
CEOS
CGMS
CIMO
CLIC
CLIMAR
CLIVAR
CLS
CMM
CMOS
CNES
CNRS
COOP
COP
COST
CSD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
能力建设协调组
能力建设计划领域
基本系统委员会
气候学委员会
意外水污染记录、研究和试验中心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气象卫星协调组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气候与冰雪圈
海洋气候学进展研讨会
气候变率和可预测性
收集-定位-卫星
海洋气象学委员会
加拿大气象和海洋学会
国家空间研究中心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沿海海洋观测组
缔约方大会
欧洲科技研究合作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DBCP
DMACS
DMCG
DMPA
DPM

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
资料管理和通信子系统
资料管理协调组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
防灾减灾计划

E2EDM
E-ASAP
ECDIS
ECMWF
ECV
EOS

端到端资料管理项目
EUMETNET ASAP计划
电子图文显示系统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基本气候变量
地球观测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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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A
E-SURFMAR
ETDMP
ETMAES
ETMC
ETMSS
ETSI
ETWS
EUCOS
EUMETNET
EUMETSAT

欧洲空间局
EUCOS地面海洋计划
资料管理规范专家组
海洋意外紧急事件支持专家组
海洋气候专家组
海洋安全服务专家组
海冰专家组
风浪和风暴潮专家组
EUMETNET综合观测系统
欧洲气象服务网络
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

FAO
FTP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文件传输协议

GAW
GCN
GCOS
GCS
GDAC
GDSIDB
GE-BICH
GEF
GE-GLOSS
GEO
GEOSS
GETADE
GLOSS
GMDSS
GODAE
GODAR
GOOS
GOS
GOSUD
GRA
GSOP
GSSC
GTOS
GTS
GTSPP

全球大气监视网
GLOSS核心网络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全球收集中心
全球资料同化中心
全球数字海冰资料库
IODE生物和化学资料管理与交换规范（BICH）专家组（GE）
全球环境基金
IOC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专家组
地球观测组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IODE资料交换技术事宜专家组
全球海冰观测系统
全球海上救险和安全系统
全球海洋资料同化试验
全球海洋资料考古与拯救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全球观测系统
全球海洋表面航行资料项目
GOOS区域联盟
CLIVAR全球综合与观测专家组
GOOS科学指导委员会
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全球电信系统
全球温度盐度剖面计划

HWR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ICES
ICG/IOTWS
ICS
ICSU
IDCS
IFREMER
IFSMA
IGOS

国际海洋开发理事会
印度洋海啸预警和减缓系统国际协调组
国际海运联盟
国际科学理事会
国际资料收集系统
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
国际船长协会联合会
全球综合观测战略

附 件 B
IGOS-P
IGOSS
IHO
IICWG
IMMT
IMO
IMSO
IOC
IOCCP
IODE
IOTWS
IPY
IRD
ISDR
ISO
ITSU

全球综合观测战略伙伴关系
全球综合海洋服务系统
国际水文地理组织
国际冰图工作组
国际海洋气象磁带
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移动卫星组织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国际海洋碳试点项目
国际海洋资料和信息交换
开发印度洋海啸预警和减灾系统国际协调会议
国际极地年
法国开发研究所
国际减灾战略
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际海啸预警系统

JCOMM
JCOMMOPS
JEB
JMA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JCOMM 现场观测平台支持中心
JCOMM电子产品公报
日本气象厅

LDC
LES

最不发达国家
陆地地球站

MARPOLSER
MCSS
MEPC
METOP
MILAC
MMOP
MPERSS
MQ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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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
海洋业务卫星
海洋对低地农业和沿海资源的影响
海洋气象和海洋计划
海洋污染紧急响应支持系统
最小质量控制标准

NMDIS
NMHS
NMS
NOAA
NODC

国家海洋资料和信息服务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国家气象或水文部门
（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
国家海洋资料中心

OceanOps
OCG
ODIN
ODINAFRICA
OIT
OOPC
OPA

支持海洋安全和环境管理的业务海洋产品与服务
观测协调组
海洋资料和信息网络
非洲海洋资料和信息网络
海洋信息技术
海洋气候观测专家组
观测计划领域

PA
PIRATA
PMO

计划领域
热带大西洋系泊式浮标阵列研究试行项目
港口气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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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GO
PSMSL
PWSP

全球海洋观测伙伴关系
平均海平面常设机构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

R&D
RA
RCOOS
RSMC

研究与发展
区域协会
区域沿海海洋观测系统
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6LTP
7LTP
SAR
SBSTA
SCG
SEACAMP
SIDS
SOLAS
SOOP
SOT
SPA

WMO第六个长期计划
WMO第七个长期计划
海洋搜索和救援
科学和技术咨询附属机构
服务协调组
东南亚大气和海洋预报中心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国际海上生命安全公约
顺便船计划
船舶观测小组
服务计划领域

TCP
THORPEX
TIP
TRITON
TTR

热带气旋计划
观测系统研究和可预测性试验
热带系泊式浮标实施专家组
三角形跨洋浮标网络
资源专题组

UN-Oceans
UNEP
UNESCO
UNFCCC
UNICPOLOS

联合国海洋和沿海地区网络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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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S
VOSClim

自愿观测船
自愿观测船气象项目

WCP
WCRP
WDC
WHYCOS
WIOMAP
WIS
WMO
WMOSP
WOCE
WSSD
WWW

世界气候计划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世界资料中心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西印度洋海洋应用项目
WMO信息系统
世界气象组织
WMO空间计划
世界海洋环流试验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世界天气监视网

XBT
XML

抛弃式深度温度计
扩展性标识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