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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简报 
变革性气候行动：从观测到科学再到服务 

综述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二十三届

缔约方大会（COP 23）主席国斐济主持下的气候变化谈判

是围绕三个塔拉诺阿对话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的

目标是什么？我们如何实现？塔拉诺阿对话的问题使世界气

象组织（WMO）有机会报告全球气候系统的状况，并设想

变革性气候行动的路线图，重点是围绕继续和持续为减缓和

适应气候变化提供气候服务，以支持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

的政策进程。 

WMO 对地球系统采用综合方法，在各空间和时间尺度上将

地球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包括大气、海洋、陆地、水圈、

冰冻圈和碳循环）联系在一起。这种方法通过提供资料和最

佳的科学服务，支持所有国家，特别是最脆弱国家，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同时，变

得更能抗御应对极端天气、气候、水和其它环境事件。（图 1）。 

 

图 1 – WMO 对 SDG 的贡献 
 

  

概览 
• 地球系统方法可为气候行动提

供从观测到科学支持的综合基

础； 
• 观测资料可支持科学和政策评

估； 
• 服务型科学可推动天气、水和

气候研究和业务方面的创新和

投资； 
• 准确且适用的信息可使用户能

够完善气候抗御力决策。 

http://www.wmo.int/


 

2018 年 9 月                             变革性气候行动：从观测到科学再到服务                                           www.wmo.int   2 
 

本政策简报概述了 WMO 支持下的国家和全球行动如何通过有关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等信息和

知识，助力解答塔拉诺阿对话提出的问题。简报进一步提出了将这些信息引入决策和实施过程的

方法。 

 

1. 我们现在的处境？  

记录和预见气候动态  

对人类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以及此类变化的性质和程度的更

好了解使得 UNFCCC 缔约方能够为《巴黎协定》（2015 年）

的生效而谈出具有意义的目标。地球的温度是掌握和衡量

《巴黎协定》实施成功情况的全球指标之一。《巴黎协定》

力求将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远低于 2°C，

同时努力将温升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1.5°C。  
 
《WMO 2017 年全球气候状况声明》提交给了在德国波恩

举行的 UNFCCC COP 23，该声明包含了更多指标，更全面地描述了地球气候在如何变化。（图

2）。 
 

 
图 2- 《WMO 气候状况声明》（2017）中采用的气候系统的重要指标 

对气候风险评估的气候科学素材  

国家政策以及各个项目和投资越来越需要气候观测资料和科学素材来了解和应对气候风险。目前，

有大量全球、区域和国家尺度的气候系统过去和当前动态的资料，以及其未来动态的预测和预估。

鉴于过去二十年来气候预测和气候监测方面取得的进展，一些类型的资料一直在协助WMO确定 
  

2017 年的全球气候系统  
• 2017 年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

时代约高 1.1°C； 
• 最近五年的全球平均温度是有记录

以来的最高值； 
• 温室气体浓度水平达到新高； 
• 北极和南极海冰正在萎缩，海平面

在上升； 
• 海洋酸化继续加剧。  

http://www.wm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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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现在和未来气候系统的特征。这些信息有助于社会完善其备灾工作，减少其对天气和气候

极端事件的脆弱性。这包括： 
 

• 气候状况的全球指标，其必须具有相关性、代表性、可追溯性、及时性且数量有限； 
• 可用于为管理层提供信息的一套指标，并可描述未来的社会影响且有助于评估是否已作出

有关减缓和适应的正确决策； 
• 潜在具有广泛触及多部门的高影响事件和相关指标。 

 
客观的水文观测资料对各种应用至关重要，例如从洪水和干旱预报到基于事实的决策。WMO 可

通过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HydroSOS）满足这一需求。 

全球气候指标 

2015 年联合国通过的《2030 年议程》力求利用这些指标追踪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

包括 SDG13-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2017 年 WMO 执行理事会决定为了进一步改善我们对气候

变化的沟通方式，继续推广最基本的一套描述气候变化的统一指标，最终于 2017 年 12 月在波恩

召开的气候大会上对此进行了讨论（图 3）。 

地表温度是《巴黎协定》所依据的指标，但为了通报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后果，其它全球指标也

同样重要，例如海洋升温和海洋酸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北极和南极积雪减少及海冰变化

等。全球指标将在《巴黎协定》的全球盘点中发挥重要作用，全球盘点是对各国国家自主贡献

（NDC）对《巴黎协定》的实施及 NDC 集体有效性的五年定期审查。这些指标可表达气候变化

的主要概况，既不会过度简化其特征，也不会过度复杂化，而只有全球协调和持续观测基本气候

变量（ECV）才能得出这些指标。签署《巴黎协定》的各政府必须承担起其责任并致力于建立全

球气候观测系统。 

  

http://www.wm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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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在 UNFCCC 述及的全球指标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提出的进一步“制定中的指标”

和“补充指标”。 

基于社会经济的指标 

要补充全球指标，基于社会经济的指标都是非常多样而且有特定背

景。气候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影响着所有社会经济部门：社会（住房、

教育和卫生）、生产（如农业、旅游业、工业和贸易）和基础设施

（如水和卫生设施、能源、电信、道路、铁路、机场）。 

例如，水是气候变化影响地球生态系统，进而影响社会生计和福祉

的主要媒介。水是积极实现气候中性和抗御力的关键。我们能够增

强碳汇的程度取决于生物圈中水的物理可用性。全球水循环将决定

局地洪水和干旱的影响。应对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影响的挑战需要多

时空尺度的适应战略。未来的全球水资源架构需要依托坚实的科学

数据基础，科学数据将为政治进程提供信息，并帮助政府将发展引

向可持续的未来。要敦促各国改进其水资源管理系统并实施“无悔”

战略，这可取得能抗御气候变化的积极发展成果。   

气候信息与社会经济特征相结合能够确定和编制特定背景的气候变量和指标，以补充全球指标，

这些指标可广泛用于具有共同特征的一个区域或一组国家。例如，水流域信息，虽然不包括全球

尺度，但对于局地可持续水管理和减轻洪水和干旱的负面影响以及减少不同部门之间或国家之间

水资源共享冲突的风险都至关重要。信息和知识的共享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WMO 区域

气候中心所构成的全球网络通过整合国家、区域和全球数据集以及国家间的区域资料交换，可帮

助提高具体区域气候信息的编制效率。  

NMHS 通过下列方面可推动
变革性气候行动： 
• 提高气候和水项目及投

资的有效性和价值； 
• 基于客观、科学、循

证、数据驱动的结论和
分析，提高活动质量； 

• 提高国家的气候分析、
水监测和气候服务提供
能力。 

http://www.wm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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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影响事件 

全球环境变化可改变所有灾害和风险分析的背景条件，会导致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的频率、强度

和持续时间发生变化。此类输入资料和产品代表着可能与重大、广泛及多部门影响相关的事件

（有时也称为极端事件）。 这些事件在幅度、位置、持续时间、发生时间和频率等特征方面具有

共性。许多与水循环有关，影响着对地球物理危害的脆弱性以及影响着多灾种的相互作用。  

与上述基于社会经济的指标一样，不同类型的事件对不同类别的社会资产和群体有着不同的影响。

根据决议 9（Cg-17）的要求，为每个事件赋予唯一的标识符，将为有关当局的使用提供参考，以

便将事件与任何相关的损失和损害联系起来，促进《巴黎协定》第 8 条的实现，即避免、尽量减

轻和处理损失和损害。同时，在国家、区域和全球数据集中还有先前发生此类事件的各种空间尺

度以及各个时期的资料。WMO 可提供有关气候变化检测和相关指数开发的国际协调，以便评估

高影响事件的未来风险，以及通过将原始资料转化为用于气候适应决策及其它应用的信息，提供

有关气候极端事件的有用信息。 

 

2.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高质量气候服务可为国家适应计划提供基于科学的方法 

《巴黎协定》呼吁“加强关于气候的科学知识，包括研究、对气候系统的系统观测和预警系统，

以便为气候服务提供参考，并支持决策（第 7 条第 7（c）款）”。适当的基于科学的信息将降低

风险并使气候相关的机会最大化，特别是在与必要的体制、基础设施和人员能力相结合的情况下，

从而可转化和传播这一信息，用于决策和改善利益相关方的结果。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
在这方面的作用对于维持国家气候和水文观测至关重要，并可提供相关信息支持政府向 UNFCCC
提交的材料（国家适应计划（NAP）和 NDC）以及支持气候融资投资的筹备。可以根据气候和水

文基线资料评估 2030 年议程的进展以及国家行动方案的执行情况。这有助于各国在能源、碳和

水循环变化的背景下评估减缓和适应措施，从而调整国家发展的优先重点。 
 

当持续应用时，最佳可用科学原理（包括通过正在开展的研究）将继

续增强日益相关的气候资料和产品，以便在多个尺度上使用，从而支

持适应和减缓决策。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可为加强对突出、可

付诸于行动和用户驱动的气候服务的协调、联系和实施提供指导和结

构。 
 
WMO 正在努力在气候资料（全球指标、基于社会经济的指标和高影

响事件）的基础上启动标准化方法，通过改进气候研究并丰富国家、

区域和全球数据集以及探测气候变率和变化的国家观测系统，从而促

进将地方和国家条件纳入 WMO 报告和 IPCC 评估报告。基于全球可

比较的气候和水资料和信息的业务系统将有利于在潜在变化的水文循

环背景下评估气候变化，从而增加对干旱和洪水的了解，并改善对危机局势和冲突的预期。   
 

尽管存在或正在建立许多基础能力和气候服务基础设施，但许多国家仍缺乏政策和体制或缺乏具

备适当技能或实践经验的人力资源，使这些国家无法利用新的或现有的气候资料和产品或无法创

高质量气候服务的能力差距： 
1. 许多国家缺乏应对气候相

关风险的能力； 
2. 世界许多地区可提供的气

候和水资料及其质量均不
足； 

3. 气候服务的质量需要改
进，以适合用户的需求； 

4. 大多数国家均需要建立和
改进气候服务的获取； 

5. 用户与服务提供方之间需
要更有效地开展互动。 

http://www.wm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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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家用户界面小组来就此类问题建立国家对话。通过与 WMO 会员开展广泛磋商，已确定了五

大挑战（参见文本框）。在其第四十八次届会上（2018 年 5 月），UNFCCC 附属履行机构（SBI）
邀请 WMO 继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以支持其分析气候资料以及开发气候变化情景并将

其应用于脆弱性和风险评估。 

 

3.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建立国家气候服务框架  

要实现以科学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和包容性的气候行动道路将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和跨国界的伙伴关系和协作。这包括整合国家、

区域和全球数据集，利用区域协同作用，以及与政府各部委、私营部门、

非政府组织（NGO）、民间社会等所有气候敏感类部门的利益攸关方不

断开展对话。NFCS 可以成为支持气候服务开发和应用的关键机制。它

可确保通过让气候服务提供方和部门用户的代表参与协商进程，确定各

项优先重点，为各利益相关方的行动提供信息，以实现气候服务的有效

开发、交付、应用和可持续性。 
 
NMHS 应有长期愿景，以有效和创新地利用气候信息，并以坚实的机构

和基础设施能力为后盾。《WMO 针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的气候服务能力开发指南》

（正在编写中）可为 NMHS 和其他气候服务提供方提供有关各种可用资源、战略、程序和有效做

法的最新信息，以帮助其发展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WMO 还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支

持，使其能够分析气候资料以及开发气候变化情景并将其应用于脆弱性和风险评估，从而促进

NMHS 的技术能力发展。   

在关键的全球、区域和国家气候服务方面建立全球协作和伙伴关系 

WMO 与许多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就气候和水相关活动进行合作，以确保为会员国应对气候变

化提供强有力和连贯一致的支持，并将其作为实施变革性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此，联合国系统正在加强其对“联合国全系统应对气候行动的通用核心原则”的协调运用。这

些原则旨在指导全系统的开展，旨在提供信息并加强系统集合支持，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下推动气候变化行动、推动 UNFCCC 进程以及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及次国家层面上实施《巴黎协

定》。  

有关温室气体源和汇的信息 

NDC 是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重要工具。NDC 的减缓部分是根据《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并基于自我报告的排放量而汇制的。该清单存在相关的不确定性，并需要很多来源的统计信息作

为资料。《巴黎协定》下的透明度机制则要求更频繁并以更透明的方式更新国家清单。同时，大

气温室气体浓度可控制对温度的影响，这些浓度是自然和人为源和汇之间的平衡。因此，大气浓

国家气候服务框架（NFCS）可确保最佳气候科学将支持政策决策和投资，以应对风险并适应不
断变化的气候。  

何为国家气候服务框

架？ 
NFCS 是一个机构性机
制，用于协调、促进
和加强国家机构之间
的合作，以改进联合
制作、定制、交付和
使用基于科学的气候
预测和服务。 

http://www.wm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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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包含有关温室气体源和汇的信息，其可用于改善对国家排放清单的了解，减少其不确定性。为

了帮助会员获取此类信息，WMO 开始开发全球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系统（IG3IS），该系统使用大

气温室气体观测资料和分析工具，并将其与社会经济数据相结合，以改进有关国家排放状况及其

地理分布的信息。IG3IS 有可能协助及时更新国家排放量估算。该方法目前正被纳入 2019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更新版中。IG3IS 是可直接支持政策制定的重要科学工具之一。

使用大气观测资料和分析可以促进确定其他方法无法发现的减排机会（例如，确定甲烷泄漏）。

IG3IS 可提供关于排放的空间分辨信息，可以指导次国家、城市和设施规模的减排行动，并且可以

证明减排行动产生的影响。IG3IS 科学实施计划记录了通过试点研究实施 IG3IS 方法的有效做法，

该计划可指导会员在其国家建立 IG3IS 服务。 

研究可支持业务运行和决策 

研究对于不断提高气候信息的科学质量，对于为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使用气候信息的

成本效益提供证据基础，以及对于支持气候减缓行动都是至关重要的。通过 NMHS、大学和其他

研究与科学机构之间的协作和多学科互动以及对决策支持工具的开发，可以实现研究与业务部门

之间更好的合作。 

开放性获取和交换气候资料和产品 

由 NMHS、区域和全球中心及合作伙伴构成的 WMO 机构性网络维护着大量的潜在相关资料、方

法材料和产品，其是在 WMO 主持下制作并可免费和不受限制地交换。WMO 尽一切努力确保这

些方法和数据易于获取，以实现变革性气候行动。此外，WMO 还增强了 NMHS 和其他利益相关

者在获取、处理、分析和解释这些方法和资料方面的知识。  
 
提供结构完善的获取资料和方法的平台将有助于所有利益相关方获取必要的气候信息。这可以是

基于 WMO 现有的活动，诸如 气候服务工具包(CST)、WMO 区域气候中心(RCC)、全球制作中心

(GPC)、以及空间机构建立的 ECV 清单 ，而其他资料中心可以提供额外的资料和产品，以补充和

填补当地现有资料和产品的空白，还并为处理、分析和解释这些资料和产品提供补充专业知识。

近期，WMO 已建立了 HydroSOS，这是一个全球姓参考资料和信息系统，可促进对业务水管理系

统、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措施、与水有关风险的季节性和年代际量化等方面进行基于事实的规划。     
 

 
加强气候决策的价值链 

不同时空尺度的气候科学产品和服务正日益成为制定变革型气候行动的气候原理的核心要素。气

候原理可为基于证据的气候行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以确保气候和气候影响之间以及行动与社会

效益之间的联系完全以最佳的现有气候观测、资料和科学为基础。它有助于说明价值链和变革理

论，通过这种变革理论，气候科学、资料和产品可以为各种决策提供信息，以便有效应对风险和

适应气候变化。在这方面，全球到局地尺度的信息流动至关重要，必须加以促进，以实现对气候

风险的抗御力和适应。为了有效提供气候信息及其利用，应建立和加强适当的业务体制机制，以

便在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制作、交换和分发信息。此类业务系统制作的服务可适用于所有气

候融资投资（国际、国内、公共或私人）。此外，如前几节所述，它们创造的价值超出了实施单

个项目和活动所创造的价值。 
 

公私共同参与 

http://www.wmo.int/
http://www.wmo.int/pages/.../Climate-Services-Toolkit-Straw-Man.pdf
http://www.wmo.int/pages/prog/wcp/wcasp/rcc/rcc.php
http://www.wmo.int/pages/prog/wcp/wcasp/gpc/gpc.php
http://www.wmo.int/pages/prog/wcp/wcasp/gpc/gpc.php
http://climatemonitoring.info/ecvinventory/
https://public.wmo.int/en/our-mandate/what-we-do/application-services/hydro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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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制定了扩大参与全球气象事业的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合作的目标。这符合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强调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需要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这是实现雄

心勃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必要条件。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将要求不同的部门和

方面通过汇集财政资源、知识和专长以统一的方式共同合作。新发展时代加之 17 个相互交织的

SDG 和 169 个相关具体目标可作为实现可持续的“我们梦想的未来”的蓝图，跨部门和创新的多

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将在 2030 年实现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的内容是“加

强实施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该目标认可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是调动和分享

知识、专长技术和财政资源的重要手段，并支持所有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目标 17 进一步致力于在伙伴关系的经验和资源战略的基础上，鼓励和促进公共部门、私营部

门和学术部门以及民间社会之间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执行理事会第 70 次届会（2018 年 6 月）

和第 18 次世界气象大会（2019 年 6 月）将进一步制定会员所需的指导和政策，以大力鼓励和促

进所有部门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利伙伴关系和参与，从而为各行业、各群体和整个社会带来切

实的效益。 

 

4. 总结  

WMO 走变革型气候行动之路的驱动因素是建立一种综合方法，以应对来自极端天气和气候、淡

水和海洋压力、空气质量和环境退化等日益增加的威胁。气候科学应转化为气候服务，以加强抵

御能力、减缓和适应。这可以通过提供可付诸于行动、易于理解和权威的信息得以实现，例如全

球协调的观测资料、WMO 气候科学产品，因其可以支持关于可持续发展、减轻灾害风险和气候

变化的国际议程。 

公私共同参与越来越重要，因其可以确保 WMO 在面对私营部门、技术进步、大数据、众包和人

工智能等日益增长的作用时仍然是一个适应时代发展的组织。与此同时，NMHS 和其他 WMO 中

心可直接支持国家层面的气候智能型决策，加强备灾工作，减少水文气象极端事件造成的生命和

财产损失，并加强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的社会经济价值。   

  

http://www.wm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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