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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一套完善的温室气体（GHG）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对于了解全球碳循环和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至关

重要。该系统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全球可以采取有科学依据的排放控制措施，并验证措施实施的结果。世界

气象组织（WMO）全球大气观测（GAW）计划为温室气体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开发和实施建立了一个框

架。在固定监测站点和船舶上，通过分析玻璃瓶采集的离散大气样品，对地面的温室气体进行连续原位监测。

监测设备部署在飞机、气球上进行测量，而卫星反演、地基遥感观测能够提供垂直廓线和气柱平均信号。如果

观测数据的质量足够高，通过建模，可以将所有类型的观测融合至全球场域，以此确定通量。作为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行动计划的一部分，世界气象组织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每两年组织一次会议，审视对温室气体

源与汇的科学认知，评估全球大气监测网的发展，评审质保和质控的最佳范例，并检验数据质量目标和观测技

术。 

        2019 年 9 月 2 日至 5 日，韩国气象厅（KMA）和韩国国立气象科学研究院（NIMS）在韩国济州岛共

同主办第 20 届世界气象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WMO/IAEA）关于二氧化碳、其它温室气体及相关测量技术

会议（GGMT-2019）。该系列会议是由美国科学家查尔斯·基林（Charles Keeling）于 1975 年倡议召开。

多年来，GGMT 会议已经成为全球温室气体监测计划的主要活动，近几次会议的与会人数之多就足以说明这

一点。2019 年，来自 6 大洲 27 个国家的 189 名与会者出席了 GGMT-2019 会议，其中有 18 名与会者通过

视频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自 1975 年以来，世界气象组织（WMO）为该系列的所有会议设置了框架。由于

碳循环研究越来越多地使用碳同位素，因此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于 1997 年开始成为该系列会议的协办单

位，与世界气象组织携手举办 GGMT 会议。 

        GGMT-2019 会议审查了世界气象组织目前的数据质量目标、参考标准和观测策略，其中包括校准、质

量控制、数据管理和存档。目标物包括二氧化碳、其它温室气体、稳定同位素和温室气体测量中的放射性碳。

研讨会详细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同位素测量的协调和质量控制，扩展测量网络的覆盖范围使其可辐射到更多

的污染区域和城市地区，使用低成本的传感器，促成温室气体和碳循环科学界与计量研究所之间的合作。仪器

的最新技术突破衍生了诸多议题。分析技术的进步，许多原来难以测量的化合物目前都可以连续进行高精度测

量。另外，研讨会还对是否有必要计算和报告所有测量的不确定度、是否需要更新世界气象组织的  CO2 标

准，以及更新后的标准对大气数据的相关影响进行了讨论。 

        专家组就有关世界气象组织数据质量目标、校准和数据管理，以及全球大气监测（GAW）计划的总体发

展提出了新的建议，相关建议汇总见本次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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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汇总 

我们为什么需要高精度测量大气温室气体 

        2015 年 12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会议在巴黎举行，会议

上达成了新的全球气候协议，这是气候谈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正是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变

化导致了气候变化，而这些数据同样能够帮助世界各国找到应对气候危机的方法。世界气象组

织温室气体科学界通过共同努力将数据转换为一种单一指标，用于表示人类活动对大气产生的

影 响 ， 这 为 气 候 谈 判 提 供 了 背 景 信 息  (https://unfccc.int/process/transparency-and-

reporting/greenhouse-gas-data/greenhouse-gas-data-external-sources）。 

        《巴黎协定》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首次让全球所有国家都投身于一项

共同的伟大事业中，即倾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并加大对发展

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支持力度。因此，《巴黎协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描绘了一副新

蓝图。《巴黎协定》的核心目标是强化全球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响应，将本世纪全球气温较工业

化前水平的上升幅度严格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并力争将温度上升幅度进一步限制在 1.5 摄氏

度以内。此外，《巴黎协定》还旨在提高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并建立一个框架以确

保各国采取行动的透明度。为了实现预定目标，《巴黎协定》呼吁“强化气候科学知识，包括开

展研究、系统观测气候系统、创建预警系统，为气候服务提供信息，为制定决策提供支持”。

2017 年 11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科技咨询机构（SBSTA）认为，“原位观测

和卫星观测日益提高了系统性监测温室气体浓度和排放的能力，对实现《巴黎协定》的预定目

标具有重要意义”。 

         2019 年 9 月 23 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倡议举办了

联 合 国 气 候 行 动 峰 会 ， 目 的 是 激 发 和 增 强 各 方 实 现 《 巴 黎 协 定 》 目 标 的 雄 心

（https://public.wmo.int/en/resources/meteoworld/un-climate-action-summit）。 

        在各国政界对大气温室气体日益关注的同时，民间团体、媒体和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

与日俱增。关注点是提高温室气体观测数据的可用性、公开并及时更新监测数据，并改进温室

气体观测数据的质量表征方法。此外，还需要致力于，将在人口稠密地区或二氧化碳等温室气

体高排放地区负责温室气体监测的组织机构纳入全球观测系统之中。 

        在这一背景下，观测大气温室气体的必要性体现在三个主要目标上： 

1. 监测大气温室气体，并确定其对气候系统辐射强迫的影响。 

2. 量化温室气体的自然与人为的排放和减少，包括按区域、按过程进行归因，并了解控制过程。  

https://unfccc.int/process/transparency-and-reporting/greenhouse-gas-data/greenhouse-gas-data-external-sources
https://unfccc.int/process/transparency-and-reporting/greenhouse-gas-data/greenhouse-gas-data-external-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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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科学的工具，以便利用大气观测和模型改善对温室气体减排战略的评估方法。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速率并不直接影响地球的辐射收支以及地球

表面的温度，大气中的辐射强迫因子含量（过去的排放量和减少量累积的结果）才是最终决定

因素。通过进行精心校准的现场监测和在精选的“基线”（或“本底”）站点采集的大气样品，可以

最准确、最有效地量化不断变化的全球温室气体水平。这些观测站采集的大气能够代表大部分

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因附近的排放/减少（也称为源/汇）导致的短期变化最小。目标 2 和目

标 3 要求在本底站和具有区域及地方代表性的观测站点进行高精度测量，还要求推动地面和卫

星平台遥感技术的持续发展。 

        在地面、高塔、飞机、气球上进行长期、高质量原位观测，这对可靠地检测与量化温室气

体排放与减少的长期变化而言必不可少。利用这些现场监测进行的建模研究能够按照季节、排

放源类型和地理位置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和减少做出地方性、区域性和全球性的评估。通过地

面光谱仪、卫星光谱仪测定特定气体对太阳辐射的吸收，从而对总柱丰度进行遥感估算，可对

这些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这些补充性的遥感温室气体数据也需要通过高质量、可

追溯和经校准过的现场测量进行验证，因为这些测量值无法进行直接校准：一是无法控制光路

中的样品，二是无法控制潜在的干扰。因此，诸如在总碳柱观测网络（TCCON，见第 13 章）

内进行的总柱观测，应通过在飞机上对部分柱进行（校准后的）现场测量以及搭载在气球上的 

AirCore 飞行测量任务（Karion 等人，2010 年）进行定期验证。收集垂直分辨的原位样品，

然后在校准过的仪器上测量，可覆盖总柱的 99% 左右。世界各地的一些实验室目前正在改进 

AirCore 的设计、采样和分析，例如提高大气廓线的垂直分辨率（Membrive 等人，2017 

年）。总碳柱观测网络（TCCON）和高精度现场测量在验证基于卫星的遥感技术研究方面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卫星测量可实现全球性密集覆盖，但无法十分准确地覆盖世界气象组织/

全球大气观测网定义的全部温室气体和相关示踪物，并且受到许多偏差的影响。在未来，诸如

水平开路温室气体测量和低成本、低质量传感器组成的密集网络等新兴技术将与这些测量互为

补充。 

        对能够影响温室气体源与汇的各种过程而言，仅凭大气观测只能获取有限信息，弄清这一

点十分重要。当务之急是与生物圈和海洋科学界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以便更好地量化交换

过程。例如，与海洋科学界的讨论已经启动，从而商定在海洋边界层利用船舶观测 CO2 的方

法 。 2019 年 全 球 海 洋 观 测 大 会 （ OceanObs’19 ） 进 一 步 强 调 了 这 种 合 作 的 重 要 性

（Wanninkhof 等人，2019 年）。 

        对由观测到的温室气体摩尔分数推断温室气体源/汇的所有研究而言，大气输送模型是其

中的一个主要的限制因素。因为这些研究不仅需要正确地对风加以描述，而且经常受到边界层

和自由对流层之间的混合过程、对流活动、半球之间的混合、复杂地形上的流动等因素的严重

局限。在全球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系统（IG3IS）下开展跨领域研究和开发活动、进而设立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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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特别有望能对此实现一些改进。 

        因此，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开展的温室气体研究的科学重点是维护和加强全球

现场测量网络。与此同时，利用该网络，通过进行持续诊断并消除测量和反演算法中的偏差，

与总碳柱观测网络以及其它当前和未来的网络合作，改进并日渐发展卫星产品/卫星反演技术。 

        所有经过校准和质量控制的结果都可以整合到地方性、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数据同化系统

中。由于模型自身存在偏差，还需要采用一套综合校准测量来诊断偏差，并将偏差降至最低。

在全球范围内，对大气和海洋中温室气体的系统观测和以过程为中心的碳循环观测，可作为对

气候强迫的积极反馈，以便加深我们对碳循环的运作方式及其对气候变化反应的理解。一些国

际组织（见上文）认为，在区域和城市尺度上得到的结果为温室气体排放和趋势评估、公众和

决策者告知方面，提供了额外的参量。城市和行业等次国家实体有望影响全球性的评估活动，

因此它们将在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两 大 区 域 性 的 规 划 目 前 正 在 执 行 中 ， 旨 在 改 善 北 美 （ 北 美 碳 计 划 （ NACP ） ；

http://www.nacarbon.org/nacp/）和欧洲（综合碳观测系统（ICOS）；https://www.icos-

ri.eu/） 地 区的 全 球大 气 监测 网 中的 大 气痕 量 气 体观 测 。 客 机 示踪 气 体 综合 观 测网 络

（CONTRAIL；http://www.cger.nies.go.jp/contrail/index.html）和在役飞机全球观测系统

（IAGOS；https://www.iagos.org/）能够提供全球范围内商用飞机上的大气成分观测。日本

的几个实验室在飞机、船舶、以及观测站上实施了一个大型测量项目。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

区域性规划和类区域性规划与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开展的全球性工作密切相关，它们

产生的区域性数据集可以安全地整合到一个增强型的温室气体预算全球图景中。在发展中国家

普及专业知识，包括培养高质量测量的能力，仍然是未来几十年内在全球实现充分空间覆盖的

一个关键性问题。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可以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培训课程、推动

不同国家实验室之间的合作，极大地解决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有关减排增效和排放抵消的国际条约、国家政策、区域减排战略是否得以成功实施，必须

由确凿可信的事实加以说明。信息的透明性和全球一致性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世界气象组织的

全球大气观测计划是一个几乎可以保证全球一致性的温室气体观测网络。然而，要提供一致

的、区域范围的信息，不仅需要加强观测，还需要改进建模和气象的再分析。世界气象组织/全

球大气观测网既需要维护高质量的开放式大气观测计划，还需要鼓励开展多种独立模型研究来

分析测量结果。同时还需要加快数据提供速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数据宣传材料，努力向

公众和民间团体提供支持。 

  

https://picarroinc-my.sharepoint.com/Users/xzhang/Documents/GGMT2019_GAW_255（需翻译页面）.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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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建议 

专家组对二氧化碳、其它温室气体和相关示踪物测量的建议 

        2019 年 9 月 2 日至 5 日，众多科学家出席了在韩国济州岛举办的第 20 届世界气象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WMO/IAEA）二氧化碳、其它温室气体及相关示踪物测量技术专家会议

（简称为 GGMT-2019），与会专家们建议实施以下程序与行动，以实现全球大气观测网实验

室间的兼容性目标，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虽然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WMO/GAW）力求使用 ISO 指南（国际标准化组

织；www.iso.org）中规定的标准化定义与术语（见《国际通用计量学基本术语（VIM）》第

三版，http://www. bipm.org/en/publications/guides/vim.html；和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

气 观 测 网 公 布 的 质 量 保 证 / 质 量 控 制 （ QA/QC ） 相 关 术 语 ，

https://www.empa.ch/web/s503/gaw_glossary），大气科学领域所使用的与测量、质量保

证和质量控制（QA/QC）相关的部分术语与《国际通用计量学基本术语（VIM）》中的术语不

同。例如，如果两个测量结果之间的差小于在某个置信水平的总不确定度，则认为两个同量的

测量结果具备计量兼容性（参见 2008 年《国际通用计量学基本术语（VIM）》第 3 版中的完

整定义）。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领域，观测网络的兼容性（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

气观测网业界通常将其简称为兼容性）是对测量记录之间持续性偏差的一种衡量标准。世界气

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的网络兼容性目标（表 1）从科学角度确定了可以纳入监测方案的各个

监测计划间最大偏差，该偏差不会显著影响由观测数据经模型推断而得到的通量。即使偏差可

能小于测量结果的总不确定度，但如果偏差是持续性的，就会影响模型对梯度变化的理解。 

        表 1 第 2 栏列出了本底大气（混合均匀）测量结果的网络兼容性目标。由于目前的测量和

标准传递存在不确定性，因此部分监测网络的兼容性目标难以实现。但这些监测网络的兼容性

目标针对的是要求在不同的数据集或数据提供方之间实现最小潜在偏差的应用领域，例如，检

测用于推断通量或大气动态过程的趋势和梯度。表 1 中还列入了一个扩展网络兼容性目标（表 

1 第 3 栏），用于指导其它不需要最小偏差的研究。例如，一项以区域为重点、涉及大量局部

通量的研究，或者是与城市地区或其它高密度排放地区有关的业务。 

        各个实验室可以比较容易地对某些数据质量目标（例如，可重复性、测量不确定性等）进

行量化，但是网络兼容性不行。评估网络兼容性只能通过对比同一地点环境空气的测量结果来

进行（例如，现场原位取样，即两个不同实验室在同一地点的测量结果进行同地观测比对；或

抓样测试，即用“相同大气样品”进行比对，两个实验室测量同一个离散大气样品）。气瓶中的

气体混合物比对（例如，世界气象组织巡回比对（Round-Robin）实验项目）能够提供有关标

准传递的信息，但无法保证感兴趣气体量值的网络兼容性，因为这些比对通常不涉及整个采样

系统（进气口、泵、干燥等）。地表臭氧、一氧化碳、甲烷和二氧化碳世界标校中心（WCC-

file:///E:/old%20files/2021年/6月/20210617-汪/第四个文件/GGMT2019_GAW_255（需翻译页面）.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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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a）开展的系统和性能审核，通常包括气体混合物的比对，以及使用巡检审核仪器进行的

并列比对（Zellweger 等人，2016 年）。审核仪器使用一套独立的进气系统，这样就可以对完

整的采样系统进行测试。然而，这种质量检查主要在全球大气观测网的观测站进行，通常每隔

几年进行一次。除了世界标校中心（WCC）开展定期审核外，还需要持续进行其它比对。在解

析比对数据进而评价网络兼容性时，应对差值的平均值、标准偏差、以及差值表现出的趋势进

行评估。对同地观测结果及其差异的评估可能会受到大气变化的影响，如果使用的仪器在采样

频率和覆盖范围上存在差异时，大气变化造成的影响就会尤为明显。为了检测偏差的潜在趋

势，需要进行多次反复评估。最后，测量结果的比对必须在特定的研究范围内评估，从而确定

可充分兼容的数据集并予以收录。 

表 1 WMO/GAW 范围内的测量网络兼容性（推荐） 

成分 网络兼容性目标 1 扩展网络兼容性目标 2 未受污染的对流层范围

（2019 年的近似范围） 

 WMO 标准所覆盖的范围 

CO2 0.1 ppm（NH） 

0.05 ppm（SH） 

0.2 ppm 380-450 ppm 250-5203 ppm 

CH4 2 ppb 5 ppb 1750-2100 ppb 300-5900 ppb 

CO 2 ppb 5 ppb 30-300 ppb 30-500 ppb 

N2O 0.1 ppb 0.3 ppb 325-335 ppb 260-370 ppb 

SF6 0.02 ppt 0.05 ppt 9-11 ppt 2.0-20 ppt 

H2 2 ppb 5 ppb 400-600 ppb 140-1200 ppb 

δ13C-CO2 0.01‰ 0.1‰ -9.5 至 7.5‰（VPDB）  

δ 18O-CO2 0.05‰ 0.1‰ -2 至 +2‰（VPDB-CO2）  

δ13C-CH4 0.02‰ 0.2‰ -51 至 -46‰（VPDB）  

δ2H-CH4 1‰ 5‰ -120 至 63‰（VSMOW）  

Δ14C-CO2 0.5‰ 3‰ -80 至 20‰  

Δ14C-CH4 0.5‰  50-350‰  

Δ14C-CO 2 个分子 cm-3  0-25 个分子 cm-3  

O2/N2 2 per meg 10 per meg -900 至  400 per meg（与 

SIO 标准对比） 

 

1 对本底大气（混合均匀）测量结果的有科学可取性的网络兼容性水平。代表的是本底大气（混合均匀）测量结果（用在全球模型中以

推断区域通量）中通常可以接受的最大偏差。由于目前的测量和标准传递存在不确定性，因此部分监测网络的兼容性目标难以实现。但

这些兼容性目标针对的是要求在不同数据集或数据提供方之间实现最小潜在偏差的应用领域，例如，检测小趋势和梯度。网络兼容性目

标并非是对仪器性能的直接衡量，但有较低短期精确度的仪器会使评估网络兼容性变得困难。NH 代表北半球，SH 代表南半球。 

2 扩展网络兼容性目标可以为许多不需要最小偏差的其它研究提供指南，例如：一些以区域为重点、涉及大量局部性通量研究，或涉及

与城市空气质量有关的业务。 

3 世界气象组织 CO2 X2007 标准的上限为 520 ppm。世界气象组织 CO2 X2019 标准修订（预计在 2020 年问世）后，上限会增加至 

800 ppm，能够满足大气监测人员在城市地区进行测量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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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定义了全球大气观测网下干空气中痕量气体的通用标准，参考的是各气体摩尔分数的

测量值。它们体现在一套独特的原级测量标准中，其数值通过原级参考测量程序进行标定并可

换算为国际单位制（SI）。标准将在规定的摩尔分数范围内传递到二级测量标准中。通过定期

进行的原级参考测量程序，常规标准可使用多年，侧重于保持长期一致性，但也可能涉及数值

的重新标定（例如，发现原级测量标准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时）。 

        本文使用以下定义和单位： 

干空气中气体成分的摩尔分数（干空气包括除水以外的所有气态物质）： 

ppm = µmol mol-1 = 每摩尔干空气中 10-6 摩尔微量物 

ppb = nmol mol-1 = 每摩尔干空气中 10-9 摩尔微量物  

ppt = pmol mol-1 = 每摩尔干空气中 10-12 摩尔微量物  

        加入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的组织机构同意在其数据分发和科学出版物中仅使用

上述符号（即 nmol mol-1 或 ppb 等），不再使用诸如 ppmv、ppbv 和 pptv 等模棱两可的术

语。由于大多数人不熟悉“摩尔分数”，因而在向公众披露信息时可继续使用“浓度”或“丰度”这两

个术语。 

        同位素比值的测量结果被表达为相对于广泛认可的国际基准测量标准（对同位素标准有相

应的定义）的偏差，用 δ（delta）表示： 

 δ =（R样品/R参考 - 1），R = 【轻同位素】/【重同位素】。 

 δ 值用 0.001 的倍数表示（指定为 ‰ 或“per mil”，千分之一）， 

 例如，δ =（R样品/R参考 - 1）x 1000 ‰ 

        δ13C 的 国 际 标 准 采用 的 是 维 也 纳 皮 狄 箭 石 标 准 （ Vienna Pee Dee Belemnite ，

VPDB）。IAEA-603 和 NBS-19 （现已用完）方解石是用于实现 VPDB 标准的主要国际标准

品。 

        δ18O 使用不同的标准（VPDB-CO2、维也纳标准平均海水（VSMOW））。对于大气样

品中 CO2 的 δ18O 而言，通用标准是 VPDB-CO2 标准（Brand 等人，2010 年），它是由 

IAEA-603 或 NBS-19 在受控条件下通过碳酸盐 - 磷酸（H3PO4）消解来实现。尽管 VPDB-

CO2 标准可与 VSMOW 标准相转换，但由于实际原因，2 点 VSMOW-SLAP 数据归一化不能

用于大气中的 CO2 δ18O 数据。 

        建议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业界使用 JRAS-06 实现 VPDB 和 VPDB-CO2 标准，

从而提高网络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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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所有氢同位素测量结果（例如，大气中的甲烷），通用标准是 VSMOW 标准，其中

包括 2 点 VSMOW2-SLAP2 数据归一化。 

        大气中 O2/N2 （和 Ar/N2）比值的丰度变化也使用 δ（delta）符号表示： 

 δ（O2/N2）= （R样品/R标准 - 1），R = O2/N2（见第 6 章） 

 δ（O2/N2）值用 10-6 的倍数或“per meg”表示。 

        尚未有指定的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中心标校实验室（CCL）测定 O2/N2 比值，

也没有建立起国际标准或大气标准。斯克里普斯（Scripps）海洋研究所（SIO）得出的地域性 

O2/N2 标准以斯克里普斯码头的一套气瓶为基准，已成为使用最广泛的测量标准。目前国际 

O2/N2 比对结果表明，任何两个实验室之间的网络兼容性均不优于 ±5 per meg。 

        大气 CO2 的 14C 的测量结果通常用 Δ14C 表示，是相对于绝对放射性碳参考标准的偏差

（Stuiver 和 Polach，1977年）： 

 

其中R = 14C/C ，校正是针对标气分馏和放射性衰变（λ），报告单位为 per mil（‰）。对于 

Δ14CO2 分析来说，实验室间的长时期网络兼容性方面缺乏经验，但对于全球性和区域性应用来

说，单个测量结果的重现性应优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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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大气观测网测量结果校准 

1.1 背景 

        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WMO/GAW）计划遵循一项全面的质量管理框架

（WMO，2007；WMO，2011；WMO，2017a），它涵盖了世界气象组织为国家气象和水

文服务质量管理体系（WMO，2017b）的实施所提供的综合指南，适用于大气成分测量。作

为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质量体系的一部分，若干中心设施已就位，从而确保由大量不

同实验室运行的全球观测网能够达到最佳的兼容性和同质性。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中

心标校实验室（CCL）和世界标校中心（WCC）承担了主要职责。简而言之，中心标校实验室

主要负责编制、维护和发布原级网络标准（见第 1.2 节）。世界标校中心帮助保证数据质量以

及从网络观测结果至相应 WMO 标准的可追溯性（见第 1.3 节）。 

        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的相关中心标校实验室目前监测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

碳（CO2，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甲烷（CH4，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

局（NOAA））、氧化亚氮（N2O，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一氧化碳

（CO，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六氟化硫（SF6，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

局（NOAA））、CO2 中的稳定同位素（仅用于大气中 CO2 的测量，马克斯-普朗克生物地球

化学研究所（MPI-BGC ））、氢气（H2 ，马克斯 -普朗克生物地球化学研究所（MPI-

BGC））。相应的世界标校中心监测 CO2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与瑞士联邦

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Empa）共同承担监测任务）、CH4（日本气象厅（JMA）与瑞士联

邦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Empa）共同承担监测任务）、N2O（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气象和

气候研究所大气环境研究中心（KIT/IMK-IFU）、SF6（韩国气象厅（KMA））及 CO（瑞士联

邦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Empa））。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实验室标准的巡回比对（Round-robin）、现场测量和样品的比对，

经常显示出痕量气体测量结果的差异大于汇总不同现场监测点数据所需的目标网络兼容性（见

表 1）。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进行的巡回对比实验的相关信息与以前的存档结果参见 

www.esrl.noaa.gov/gmd/ccgg/wmorr/wmorr_results.php。这些系统性差异使得通过大气

成分测量结果得出的地表通量在位置和量级方面存在不确定性。 

        世界气象组织网络兼容性目标（表 1）的设定是为了确保监测网络之间的偏差不会明显影

响整合数据集的科学解释。实现网络兼容性目标最有效的方法是所有实验室都将中心标校实验

室传送的同一 WMO 标准作为基点。然而，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认识到独立标准在

为科学发现提供可靠性方面的重要意义。与各参与网络完善的独立标准和/或由国家级计量机构

制定的标准进行长期比对，对于确保 WMO 标准尽可能接近真实量值（《国际通用计量学基本

术语（VIM）》第三版（2008 年），第 2.11 节）至关重要。使用独立标准时，应通过持续的

file:///E:/old%20files/2021年/6月/20210617-汪/第四个文件/GGMT2019_GAW_255（需翻译页面）.pdf
file:///E:/old%20files/2021年/6月/20210617-汪/第四个文件/GGMT2019_GAW_255（需翻译页面）.pdf
http://www.esrl.noaa.gov/gmd/ccgg/wmorr/wmorr_results.php
http://www.esrl.noaa.gov/gmd/ccgg/wmorr/wmorr_result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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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活动不断评估标准差异，从而进行标准传递。这项工作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而在消除标

准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后，还需要对不同计划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合并和解释。下列机构维护着已

建立的长期大气监测所用的独立标准：美国斯克里普斯（Scripps）海洋研究所（CO2、N2O、

SF6、其它痕量气体）、日本东北（Tohoku）大学（CO2、CH4、CO、N2O、SF6）、日本国

立环境研究所（CO2、CH4、CO、N2O、SF6）及德国海登堡（Heidelberg）大学（SF6）。 

        本节讨论对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中心标校实验室的一般要求、全球大气观测网

实验室保持观测结果校准的一般问题。其它痕量气体具体需求将在后续章节中进行单独讨论。 

1.2 中心标校实验室的一般要求 

a） 世界气象组织对每种组分的摩尔分数标准体现为有足够数量的一组“干空气气体混合物”

高压气瓶（称为“WMO 原级标准”），涵盖了世界气象组织团体关注的气体类型。中心

标校实验室（CCL）使用原级参考测量程序或其它适宜技术定期测定每个气瓶，从而保

持每个标准与基本量（SI）之间的关联，例如，定期与新一组重量法制备的混合物进行

比对，或与摩尔分数较高的目标气体稳定混合物的稀释气体进行比对。同位素比值应按

现有公认的标准进行报告，例如：维也纳皮狄箭石标准（VPDB）和维也纳标准平均海水

（VSMOW）。在这种情况下，中心标校实验室负责保证公认标准的通用性，从而在实

验室间实现更严格的网络兼容性——这一目标无法通过各实验室的独立操作来达成。 

b） 中心标校实验室负责对通过重量测量、压强测量或其它方法建立的各独立原级标准进行

比对。 

c） 每种痕量气体的 WMO 标准均由指定的中心标校实验室负责做出相关规定并进行维护。

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争取使所有监测系统可以通过国家计量研究所（NMI）

和国际计量局（BIPM）正式追溯到一级标准物或基本常数（国际单位制，SI）。这是为

化学原位测量建立一个国际公认的、同质性的监测系统的一个必要前提，也是中心标校

实验室的一项主要职责。 

d） 中心标校实验室在传递标准时应努力确保充分的一致性，使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

网观测站和各参与项目能够实现网络兼容性目标。 

e） 中心标校实验室应在可能的情况下开发和维护一套质量管理体系（QMS），使其自身的

标校和测量能力达到 ISO/IEC 17025（2017）的要求，亦应尽可能满足 ISO 17034

（2016）的要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可以与其它中心标校实验室分享相关的专

业知识，满足建立一套质量管理体系必要步骤的所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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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已经与世界气象组织签订了协议书成为其指定组织机构的中心标校实验室，作为国际计

量委员会（CIPM）互认协议的签署方，理应参加物质量咨询委员会-化学计量组织

（CCQM）开展的关键比对活动。 

g） 该专家组和全球大气观测温室气体科学咨询组（SAG）负责评估中心标校实验室所用程

序的有效性，并负责对现有协议提出修改建议。 

h）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重复的原级参考测量程序和比对，能更好地得到世界气象组织原

级标准的气体摩尔分数，所以中心标校实验室应在必要时更新其标准。世界气象组织/全

球大气观测网中心标校实验室必须在命名上区分不同 WMO 标准的修订版本，比如

“WMO CO2 X2007”，并且每个标准标校报告中应包含相应的版本号。中心标校实验室

将通过 GGMT 列表服务器和内部联系人列表将修订标准通知用户。中心标校实验室应存

档 WMO 标准的所有早期版本。 

i） 目前所用的标准为（截止至 2020 年 4 月）： 

WMO CO2 X2007（计划于 2020 年更新为 WMO CO2 X2019） 

WMO CH4 X2004A 

WMO CO X2014A 

WMO N2O X2006A  

WMO SF6 X2014  

WMO H2 X2009 

“X”代表摩尔分数。 

JRAS-06 是世界气象组织推荐的实现国际公认的 VPDB-CO2 标准，用于测量

大气 CO2 的稳定同位素。 

j） 中心标校实验室完整并及时地公布与原级标准维护和传递有关的所有数据，例如，测压

标校程序和结果，以及对各单独标准因引入标校传递程序而造成的预期不确定度的评

估。中心标校实验室保留各标准至原级标准的可追溯性记录，其中可能包括中间二级标

准。 

k） 中心标校实验室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提供标校后的参考气体混合物（自然干空气中的气体

混合物），并保持或提高满足不断变化的对标校混合物需求的能力，包括那些具有 CO2 

稳定同位素组成特征的混合物。 

l） 由于不同的仪器对分析物同位素组成的灵敏度不同，因此，标准气体中分析物（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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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N2O 等）的同位素组成应接近大气水平。如果标准气体的制备涉及到添加被分析

物，则由中心标校实验室提供添加物的同位素组成信息、该混合物占空气中总分析物的

大致比例的信息；或者提供标准气体主同位素异素体的同位素测量比值（“信息值”），

前提是了解异常值可能造成的影响。 

m） 在发生灾难性事件时，中心标校实验室会备份原级标准（例如，一套标校后的原级或二

级气瓶）。 

n） 中心标校实验室或者一个指定的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世界标校中心（全球大气

监测网 2016 - 2023 年实施计划中包含现有中心设施的完整列表（WMO，2017a））

通过分发可供参与计划的实验室测量用的多套高压气瓶，从而对实验室标校结果进行巡

回比对。巡回比对的目的是，评估实验室在何种程度上保持与 WMO 摩尔分数标准或同

位素比值标准的关联。巡回比对结果不用于重新定义实验室标校标准，因为这将事实上

建立起两个或多个至原级标准的可追溯路径，而不是单一的层次路径。建议每两年进行

一次巡回对比。但经验表明，参考气体自身的比对难以确保大气测定结果的兼容程度达

到要求。 

o） 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巡回比对结果，每个参与计划的实验室都须在两到四周内（时间长

短取决于测量的样品数量）完成分析，然后立即将气瓶送至下一个参与计划的实验室。

气瓶的循环使用时间最长为两年，即使并非所有的实验室都能够分析气瓶，也要对结果

进行评估。然后开始进行新的巡回比对，前一轮尚未分析气瓶的实验室将在此轮新巡回

比对中率先分析气瓶。应严格跟踪气瓶的循环和数据提交情况，而负责组织本轮巡回比

对的实验室应将气瓶循环和数据提交的状态在线发布到由其管理的网站。在每轮巡回比

对中都应该优先分析 CO2 摩尔分数，但如果时间和标气消耗允许的话，实验室应尽力测

量多个样品。 

1.3 世界标校中心的一般要求 

a） 世界标校中心（WCC）对参与计划的全球大气观测网实验室和现场观测站进行审核，并

组织开展巡回比对（按照 1.2-n）。世界标校中心（WCC）职责范围相关的更多信息可

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WMO/GAW）网站上公布的全球大气监测 2016-

2023 年度实施计划（WMO，2017a）中查看。世界标校中心的职责可以划分为多个机

构，例如，按职能划分：如对 CO2 监测有，巡回比对协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

局，NOAA）和性能审核（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Empa）；或按地区划

分：如  对  CH4 监测有，美洲、欧洲、非洲（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Empa）、亚洲、西南太平洋（日本气象厅，J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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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所有的比对活动都要进行广泛宣传，确保其它业界组织机构都了解世界标校中心和中心

标校实验室负责的所有比对活动。 

c） 每个世界标校中心都必须制定内部标准，由中心标校实验室每 2-4 年重新标校一次。重

新标校间隔时间可能因具体的化合物而有所不同，具体情况由标准气体中化合物摩尔分

数的长期稳定性来决定。请参阅各章节对重新标校间隔时间的建议。世界标校中心的标

校策略应避免在标校层次结构中出现不必要的浓度；而最高浓度的标准气体需要保存多

年，以便可以为每种标气制定标校记录。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保存的标气还可以用作实

际上的新增长期“监测气瓶”，提供关于中心标校实验室维护的 WMO 摩尔分数标准稳定

性的信息。 

d） 参考标准气体和巡检标准气体应采用自然干空气，当调整参考气体混合物中的痕量气

体，特别是 CO2 时，气瓶痕量气体的同位素组成应与空气中痕量气体的同位素组成接

近，从而尽量减少同位素组成对标校的影响，或者应提供测量得到的同位素比值信息

（见 1.2-I）。 

e） 当比对计划明显表明参与计划的实验室远远超出了世界气象组织网络兼容性目标时，应

鼓励世界标校中心协助实验室改进其规程。比对内容包括气瓶样品和连续分析仪系统的

巡回比对、其它多种比对。中心标校实验室应参加世界标校中心组织的比对活动。 

f） 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Empa）是一个主要负责 CO2、CH4 和 CO 测定的世

界标校中心，其已经证实，将巡检仪器用于全球大气观测网现场观测站审核有诸多优势

（Zellweger 等人，2016 年、2019 年）。测试过程中加入进气口是非常可取的做法。

只要条件允许，就应积极采用这种做法。综合碳观测系统（ICOS）的开发团队也证实，

在数周内使用“巡检”测量仪器与现有观测站系统一同评估系统性能具备多种优势

（Hammer 等人，2013 年）。 

1.4 全球大气观测网测量实验室的一般要求 

a） 所有参与全球大气观测计划的实验室都必须校准、报告测量结果，并将测量结果与一个

精心维护、遵循惯例的参考标准 — 干空气中气体摩尔分数的 WMO 摩尔分数标准（包

括其版本号）进行比较，或当合适时通过使用 WMO 推荐的标准，将测量结果与相应的

稳定同位素比值标准进行比较。每个全球大气观测网测量实验室都必须积极保证其可直

接溯源至 WMO 标准，最好是从相应的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中心标校实验室获

得充足数量和范围的实验室标准，并将标准转换为工作标准和现场标准。实验室标准应

由中心标校实验室或通过其它可追溯途径（例如，通过全球或区域性标校中心）定期进

行直接校准。正在使用的数据管理系统应便于进行再处理，可方便从实验室标准至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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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结果的标准传递。 

b） 建议每个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测量实验室维持严格的分级方案，可将实验室内

部最高等级的校准传递至工作标准（即连接在操作设备上的标准，定期进行校准），并

从工作标准传递至大气测量。使用内部分级方案和专用工作标准能够延长实验室内部最

高等级标准的使用寿命。从原则上讲，通过一个独特路径实现的可追溯性，可使更高标

准的赋值变化（包括标准修订情况下的追溯性变化）明确而有效地传递至大气的测量

值。全球大气观测网测量实验室的不确定度传递，应包括中心标校实验室提供的校准混

合物不确定度，（如果后期进行传递）并包括所有追溯校正结果。 

c） 建议每个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测量实验室参加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世界气象组织

巡回比对活动。每个实验室都应报告其测量值和相应的不确定度。就不确定度而言，实

验室不应报告通过巡回气瓶所得出的少数测量结果的可重复性，而是应报告更具相关性

的长期可再现性的测量结果，基于对多年监测气瓶校准或其它等效方法。 

d） 为了尽量减少同一区域内的实验室同时出现偏差的风险，每个实验室都应与世界气象组

织原级标准保持可行的、最短的直接关联，并且/或者参与到相应的持续性对比活动中，

从而验证是否已经达到了世界气象组织推荐的网络兼容性目标（见表 1）。 

e） 当实验室发现从中心标校实验室收到的校准气体混合物存在不一致时，应请中心标校实

验室注意这些结果。 

f） 内部再现性目标的通用原则是表 1 中给出的网络兼容性目标的一半。内部再现性不仅包

括仪器的准确度，还包括将校准标准从最高等级标准转换为工作标准过程中的不确定

度，以及其它不确定度，例如，与现场观测站或实验室的气体处理相关的不确定度。 

g） 校准气体和工作标气应储存于高压铝气瓶中。建议 H2 使用不锈钢气瓶，除 H2 外的其它

气体，不建议使用钢制气瓶。气瓶盖阀门应为带 PCTFE 或金属阀座的非密封黄铜制阀

门；如果是 H2，阀门材质可以使用不锈钢，也可以使用黄铜。 

h） 制备时，校准标气和工作标气应干燥至近 -70°C 露点（在大气压下），即对应 2.6 ppm 

或更少的水汽含量。 

i） 对于 CO2，一旦气瓶压强降至 20 巴，应更换校准标气。校准标气初始压强的可接受最

大值尚不可知，但至少为 140 巴（业界缺乏在较高压强下的相关数据）。 

j) 气瓶调节器是所有分析系统的一个关键部件，若调节器选择不当，会严重影响准确度和

精度。应使用“高纯度”调节器，最好使用内部体积相对较小的调节器。在大多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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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好使用两级调节器。即使在气瓶压强下降时，两级调节器也能确保输送恒定的压

强，而这对于远程现场观测站尤其重要。在某些情况下，与不锈钢相比，黄铜或镀镍黄

铜调节器（带金属膜片）能够提供更稳定的 CO2 测量结果。对特定型号调节器的选用，

取决于实验上证明其是否适用于输送恒定的标气。 

k) 冲洗时间：为确保在测量期间充分冲洗气瓶调节器，必须进行测试。调节器冲洗时间取

决于调节器的类型、流量和距前一次使用后的搁置时长。对于较新的不需要进行频繁校

准的分析方法，调节器的冲洗尤为重要，因为调节器的闲置时间较长。当首次将调节器

安装在气瓶上时，应至少进行四次“压强冲洗”，即每次将调节器从气瓶压强降至环境压

强。 

l) 我们建议实验室和工作标气使用自然空气。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商用气体供应商依照实

验室最高级别的标气对其供应的气体进行了校准，从而保持可与 WMO 标准的关联，则

商用气体供应商也可提供工作标气。然而，基质必须与自然空气相匹配，并且应了解和

量化所用分析方法的潜在干扰。如果参考空气混合物中的痕量气体摩尔分数进行了调

整，特别是调整了 CO2 的摩尔分数，为尽量减少同位素组成对校准的影响，则气瓶中痕

量气体的同位素组成应保持不变，或者应分析 CO2 标气的主要同位素异素体组成，并提

供 CO2 的摩尔分数。 

m) 鉴于需要用到的校准标准种类与用于大气测量的具体仪器特性有关，无法就其确定数量

给出相关建议。例如，一套理想的标准应包括： 

i.  “常规”仪器校准中使用的标气种类要足够多，这样才可根据仪器响应的最小二乘拟

合来定义 r2（“拟合优度”）参数（例如，如果仪器响应拟合为一个二次函数，则至

少需要四种标气）。 

ii.  如果仪器的基线响应是相对可变的，则可能需要使用一种名为“零气气瓶”（ZT）标

气来定期调整基线响应的偏移量。 

n)  校准标准应同样考虑含括在现场观测站观测到的摩尔分数范围，并预测本底大气摩尔分

数的长期趋势。 

o)  校准频率由仪器的使用、对仪器环境的控制来决定，因此无法给出具体的建议。应根据

以下条件确定具体位置、具体仪器的校准频率： 

i.  鉴于仪器在基线（零）、量程和非线性（取决于仪器和周围环境条件）方面出现漂

移，校准方案应能校正此类漂移。根据经验，我们建议校准频率可依据以下方法确

定：仪器零点、量程和非线性导致的漂移超出世界气象组织网络兼容性要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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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偏差需要一定的时间，校准周期应设置为其通常所用时间的一半。 

ii.  关于现场观测站初始“目标气瓶”（TT）分析结果的相关考虑（见下文）。TT 结果

的可变性应与内部再现性目标大致相同或更低。 

iii.  先前经验或该领域中经验丰富的从业者所给建议。 

p)  为检测潜在的昼间混叠，所有的每日校准分析或以更低频率进行的校准分析都应在一天

中的不同时间段进行。 

q)  为检查冲洗不完全的特性，有时应该以相反的顺序运行涉及两个或多个标气的校准分析

（对每次样品或校准测量前后都测量一瓶工作标气的测量方案而言，无需此项要求；但

在这种情况下，冲洗不完全的情况必须通过其它方法进行诊断，例如通过改变校准测量

的持续时间）。 

r)  每个分析系统必须至少包括一个“目标气瓶”（TT；有时称为“监测气瓶”），这是现场原位

测量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质量控制工具。两个跨测量样品摩尔分数范围的目标气瓶是最好

的选择。目标气瓶测量的频率应为一天一次或两次，且每天的测量时间应不同。理想的

分析系统可让目标气瓶气体通过与大气样品相同的泵、干燥器和开关阀；在不太理想的

情况下，则通过与校准标气相同的路径引入仪器的分析系统。与校准标准一样，目标气

瓶应装在高压铝气瓶中，必须含有自然干空气，并尽可能包括各种痕量气体及保持同位

素比率，必须干燥气体至近 -70°C 露点（在大气压下），且应在压强降至 20 巴时进行

更换。 

s)  应注意保持校准的单向可追溯性（见上文 1.4-b）。不应将目标气瓶或其它附加标气用

于规定第二个可选的可追溯路径。因为这样做只会造成混乱，并增加了某种随意性。目

标气体的作用是警示可能需要注意的问题。 

1.5 大气痕量气体测量的操作、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的一般建议 

        为了达到所需的网络兼容性水平（见表 1），必须了解并仔细考虑整个分析系统的设计，

包括仪器、气体处理、校准和数据管理。不特别推荐某一种仪器类型。多种仪器可以取得等效

的结果，且在气体处理或数据管理方面做出错误的选择时，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是万无一失的。

必须根据测量计划的需求、资源和面临的挑战，在仪器稳定性、复杂性与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CH4 和 N2O 测量指南（世界气象组织，2009）和 CO 测量指南（世界气象组织，2010）

中对现场原位测量最佳实践的建议和指南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讨论，读者可以参阅。这些指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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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时，激光光谱技术尚未被广泛应用于大气温室气体的监测。尽管如此，这些指南中介绍的

相关信息仍然涵盖了校准策略、标准传播、WMO 标准的可追溯性，以及一般质量保证/质量控

制概念。 

        以下最佳实践清单专门针对 CO2 测量，但其中许多实践也适用于测量这些建议中讨论的

其它气体样品。 

a) 研究人员必须报告其研究数据的不确定度评估（包括所有潜在的误差源），包括对进入

仪器前气体的收集和处理情况。不确定度评估应使用 ISO 术语（JCGM，2008）。有关

指南请参阅第 2 章。此外，鼓励研究人员将根据大气测量持续比较结果而估算的实验室

间测量兼容性纳入其数据中。还需要提供估算值计算以及估算值验证活动的详细信息。 

b) 必须确保气体处理设计和所用成分不会无意中影响大气样品的成分或校准标气。对于任

何新颖的设计或所用成分，如果已发表的文献并未证实其可接受性，则必须进行实验。 

c) 为尽可能地降低气瓶中气体成分之间发生分馏的风险，我们建议彻底避免泄漏、最大限

度地减少热梯度及水平存放气瓶。气瓶中的潜在分馏与 O2/N2 观测结果高度相关（见第 

6 章）。 

d) 关于干燥大气样品： 

i.     必须考虑整个进气管中的水汽和吸附水，以及冷凝水在露点发生积聚的可能性。

在理想情况下，可从样品气流中去除水和水汽，但如果去除不了，则必须仔细量

化水和水汽对摩尔分数测定的影响（见下文 1.5-d（ii） 和 1.5-e）。 

ii.     在分析前，空气样品应在约 -50°C 时干燥至露点（最多相当于 39 ppm 的水汽含

量）。如果使用冷阱，温度也应保持在 -78°C 以上，以防止损失一小部分 CO2。

这些要求是为了确保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的网络兼容性目标能够得到满

足。影响摩尔分数准确测定的水汽效应包括摩尔分数稀释、润湿和干燥管壁的瞬

态表面效应，以及一些仪器特有的光谱干扰，如压强展宽。请注意，如果未经校

正，气体干燥至 -40°C 的露点（127 ppm 水汽）会导致 380 ppm 的 CO2 摩尔

分数中出现 0.05 ppm 的稀释偏移量。但是，如果采纳建议 iv（尤其是在使用 

Nafion® 时），可将参考气体加湿至与样品几乎相同的湿度水平，这将在一定程

度上放宽干燥要求。当干燥的参考气体流过时，Nafion® 会变干，因此其增湿能

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iii.     为确保空气样品在干燥容器中的停留时间足以达到预期的干燥水平，且在低温干

燥的情况下冰晶不会被大流量空气从冷阱中带走，则必须进行相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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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我们建议就在测量分析前将校准标气和样品大气通过同一干燥容器（这将会产生

“润湿”校准标气的效果），从而防止非常干燥的校准标气和样品大气之间的 CO2 

摩尔分数发生偏移。 

v.     优选的干燥方法是低温干燥，通常是通过浸泡在乙醇浴中的一个“冷阱”。大多数化

学干燥剂可吸收 CO2，因此不适合使用。但可以在恒定流量和压强的条件下使用

高氯酸镁  （Mg(ClO4)2）。还可以在恒定流量、压强和湿度的条件下，使用 

Nafion® 膜式干燥器。 

e) 使用水汽测量来校正测量的 CO2 摩尔分数：利用光腔衰荡光谱（CRDS）仪器进行的研

究表明，可以使用校正系数（Rella 等人，2013 年）。但是，必须为每台的仪器确定校

正系数。此外，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测试和验证研究，包括但不限于：并行比对两台仪

器，一台仪器是对进气流进行全面干燥，另一种仪器不进行干燥而使用水汽校正因子。

在不同条件下持续几个月的时间并行研究，例如，在室温稳定性差的地点、机载或舰载

平台上，以及环境湿度非常高的位置（参见 Zellweger 等人，2016 年），应进行部分干

燥和残留水汽校正的研究，还应使用不同的仪器型号和来自不同供应商的仪器进行研

究。 

f) 由于信噪比较低，以及确定使用 CRDS 测量的 CO 的水汽校正参数难度系数更大，因此

在使用 CRDS 测量技术测量 CO 时，最好在进行分析之前先干燥样品（Zellweger 等

人，2019 年）。 

g) 冲洗时：在切换至不同样品进样口或标气后，应尽量使用快速、足量的气流完全冲洗仪

器传感测量池。当样品未进行干燥时，这一点尤为重要：当从高压气瓶的干燥参考气体

切换至潮湿的环境空气时，样品中的湿度变化很大。消除“死体积”对于降低冲洗要求至关

重要，因为冲洗需要消耗宝贵的参考气体和标气。 

h) 如果无法主动控制仪器传感测量池的压强，则应测量测量池压强，并应定期确定仪器的

压强灵敏度及浓度对其依赖度。 

i) 尽可能应将仪器放置在温度稳定的环境中。如果无法主动控制房间或仪器周围的温度，

则应测量温度，并应定期测定仪器的温度灵敏度及浓度对其依赖度。 

j) 来源于不同实验室或使用不同技术测得的大气数据的直接比对结果，对于评估总不确定

度预算是有价值的。除了参加世界气象组织（WMO）的巡回比对外，研究人员还必须更

为频繁地参加成对实验室间持续进行的比对活动，其中包括对实际大气样品的分析。同

样强烈建议研究人员对同一位置的现场仪器、同一位置的离散样品的测量结果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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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个实验室在同一个地点进行的大气比对实验非常有价值，例如在  Alert、Cape 

Grim 和 Mauna Loa 等地进行的比对实验。持续进行同一样品的大气比对的益处已经展

现出来（Masarie 等人，2001 年）。鼓励对玻璃气瓶中的空气进行相互交换，作为一种

检测实验缺陷的方法。比对活动的结果仅能暴露出测量的不一致性问题。世界气象组织

（WMO）参与者仅在了解并量化测量偏差的原因后，才能根据比对结果调整测量。定期

比对类似环境（海拔、纬度、距离）的不同站点的数据，也有助于及时识别进行某一项

特定测量的仪器问题。 

k) 参与持续进行的比对实验的实验室必须在测量完成后一个月内以电子格式向彼此提供比

对数据。这些是初步数据，可能包含未检测到的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及时审查比对

结果提高了短时间内发现实验问题的可能性。共享初步数据主要是为了及早发现问题。 

l) 数据比对需要足够的元数据来识别可能影响定量比对的方法差异。这些元数据应由比对

项目（ICP）的参与者提供，以便对偏差进行独立量化，并应明确说明比对中的假设。 

m) 为了更好地了解各种比对策略的有效性，鼓励参与持续进行比对实验的实验室在 GGMT 

会议上报告：其所认识到的情况、比对如何影响测量质量和网络兼容性、以及冗余或互

补比对的优势等。这将是制定一个全面的质量控制战略所需要的。 

n) 尽可能在进行连续测量的观测站点实施玻璃瓶采样程序。这将实现持续的质量控制，有

助于确定测量的不确定度，并可实现来自不同实验室的数据集的共同使用。玻璃瓶采样

设计和控制的新进展促进了可变采样策略的发展，例如，可变采样长度、采样时间，以

及由来自同一位置的连续测量系统的外部信号触发机制。这些可用于最大限度地获得玻

璃瓶采样程序的益处，并确保对连续记录进行可靠的质量控制。 

o) 应提供在比对项目中获得的明确方案和经验报告。结果应予以公布，并可通过网络随时

查阅。对此类活动的评估，以及对改进、协调和扩展的建议，均为 GGMT 会议的主要职

责。 

p) 让遥感界参与地面测量的验证，对于确保痕量气体反演用于高分辨率分析时不造成空间

和时间偏差至关重要。遥感界的参与不应仅限于加入中心标校实验室（CCL）或世界标

校中心（WCC），因为研究垂直廓线测量的科学家个人或研究小组可以在这方面作出重

大贡献。 

q) 不同于推荐的方法：我们认识到创新以及实验新方法的价值。然而，我们强调与既定惯

例不一致的方法均应进行充分实验，从而确认新方法不会造成测量偏差。此类实验结果

应该在未来的 GGMT 会议、类似的场合进行报告，并争取发表同行评审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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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现场原位测量的数据管理协议应严格遵循下文第 16 章中针对世界气象组织（WMO）/

全球大气观测网（GAW）实验室的规定。特别是，由于通常收集的数据量较大，我们强

调十分有必要采用自动化程序，既可以根据原始数据生成摩尔分数结果，又可以对因原

位标校标准或外部定义的标校标准摩尔分数的修订而追溯性地重算摩尔分数数据。自动

程序也必须提供频繁的系统诊断和质量控制检查，并提醒研究人员注意问题。 

s) 必须保留（最好是以电子形式）一份日志，记录测量系统出现的所有问题、停机时间、

升级、日常维护、校准标气的更换，以及任何可能影响现场原位样品测量的异常本地活

动。这是数据处理、质量控制和不确定度评估所必不可少的信息（见第 2 章），也是数

据管理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见第 16 章）。 

t) 对于监测大气的野外观测站而言，一个良好的实际操作是在观测站点现场原位连续测量

至少一个或两个大气组分，同时测量气象数据，而其它样品的数据集则通过玻璃瓶采样

获得。建议原位测量其它参数，有利于数据解释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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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定不确定度的建议 

       测量的不确定度应与每个测量值一起报告，并应详细说明评估不确定度的方法。主要目的

是向用户提供有关数据质量的信息，以便用户能够了解在数据中可靠检测到信号的局限性。报

告 不 确 定 度 的 实 用 指 南 见 《 测 量 不 确 定 度 表 示 指 南 （ GUM ） 》 （ JCGM ， 2008 ） 和 

https://physics.nist.gov/cuu/Uncertainty/index.html。我们在此简要回顾《测量不确定度

表示指南（GUM）》中要考虑的关键点，特别是大气监测应用中，不确定度评估的重要考虑因

素。本文件不介绍详细的公式，但适用于大气监测计划的不确定度评估方案示例可参阅列出的

参考资料。 

《测量不确定度表示指南（GUM）》的要点： 

 现实的不确定度评估比“安全”但过于保守的不确定度评估更为可取。 

 “误差”和“不确定度”表示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应相互混淆或误用。 

o 误差源于测量中的不完美，可以通过增加观测次数以减少随机效应引起的误差。应

采用校正或校正系数补偿已知的可量化系统效应（偏差），以便在校正后，系统效

应产生的误差预期值为零。 

o 测量不确定度反映了缺乏对被测量值（即拟测量的值）的准确了解。由于随机效

应、以及对系统效应的不完美校正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即使校正过已确认的系统效

应，测量结果仍然只是对被测量值的估计。 

o 不确定度分量有时分为“随机”和“系统”两类，分别与随机效应和已知系统效应引起的

误差有关。这种分类可能不明确，不鼓励使用。应避免使用“系统不确定度”一词。 

 A 类和 B 类不确定度的区分如下，A 类不确定度采用统计方法进行评估，而 B 类不确定

度采用其它方法进行评估。B 类不确定度的示例包括以前的测量数据、制造商规格，以

及标校和其它证书中提供的数据等。不能通过统计处理（即通过增加分析中的试样数）

降低 B 类不确定度。 

 A 类不确定度通过估计方差、自由度和协方差（在适用的情况下）等来确定。通常可以

通过观测数据（例如高斯）来确定分布。 

 B 类不确定度应通过可作为相应方差近似值的量来确定。这些分布通常是未知的，必须

根据可用信息（如均匀分布）进行假设。 

https://physics.nist.gov/cuu/Uncertaint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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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不确定度的详细报告都应包括一份完整的分项列表，为每个分项指定获得其数值所

用的方法。 

 通常用测量的数学模型和不确定度的传播律来评估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模型通常包括

各种未准确知悉的影响量（输入变量）。这种未知情况也导致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正

如重复观测结果的变化以及与数学模型本身有关的任何不确定度也会造成测量结果的不

确定度一样。当观测数据（包括同一被测对象的独立测定结果）表明模型不完整时，应

对数学模型进行修正。 

 应采用方差组合的常用方法（即方差、灵敏度系数平方之和的正平方根）计算合成不确

定度。对于被测对象 y——其被定义为不相关输入变量 xi
 的函数 f，而每个变量 xi 都有

标准不确定度 u(xi)——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由如下公式得出： 

 

如果已知输入变量是相关的，则合成不确定度应尽可能考虑相关性（参阅《测量不确定

度表示指南（GUM）》（JCGM，2008）第 5.2 节中的等式 13）。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是将多个标准不确定度（如标准偏差）组合计算求得。对于特定应

用，如果需要将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乘以一个系数来得出扩展不确定度（例如置信区

间），则必须说明其所使用的乘数。对测量结果和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特征概率分布相

关的显性或隐性假设决定了置信区间。而只有在这些假设可能合理的情况下才能确定置

信水平。 

 切勿“重复计算”不确定度分量，这点十分重要。如果从 B 类评估中获得了由特定效应产

生的不确定度分量，在计算测量结果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时，应将其作为不确定度的一

个独立分量包括在内，但是仅限于该效应不会对观测结果的观测可变度有贡献。 

 对于可能较难形成偏导数的复杂测量模型，或者在包含非对称不确定度的情况下，使用

《测量不确定度表示指南（GUM）》框架合成多个不确定度将变得更加困难。蒙特卡罗

（Monte Carlo）分析方法是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法。 

 重复性是对在相同的测量条件下（即短时间内）进行连续测量结果间一致性的一种度

量。再现性是对在改变测量条件的情况下进行测量一致性的一种度量。改变的条件可能

包括新的传感器、新的测量原理、新的参考标准、新的位置和/或时间。强烈建议定期分

析目标气体以估计再现性，即使该测量不包括所有不确定度来源（参见 1.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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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气象组织（WMO）标准的传递：应该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标准来报告测量

值，研究人员应该对该标准的不定期更新有预期。在理想情况下，当标准发生变化时，将使用

由中心标校实验室（CCL）标校的任何气瓶的最新值对数据进行重新处理。如果重新处理不可

能或不切实际，则应进行经验校正，以解释标准差异，校正中的不确定应计入测量不确定度。

如果实验室使用中心标校实验室标校的气瓶，将 WMO 标准传递为实验室内部标准，则内部标

准值的不确定度应通过传递中心标校实验室标校标准赋值的不确定度来获得。中心标校实验室

报告的再现性是对不确定度的相关测量，而不是与标准本身相关的扩展不确定度。与标准相关

联的扩展不确定度包含所有影响不确定度的已知因素，并且大于标准传递的不确定度。中心标

校实验室基于多年来对多种良好性能气瓶的重复测量结果评估可再现性，通常报告为 95% C.L.

（置信区间）或约为 K=2 的覆盖系数。 

        不确定度典型的最小二乘法传递至少需要一个自由度（例如，如果使用线性回归，则至少

需要三个标准）。然而，在零自由度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蒙特卡罗分析方法描述气瓶赋值的不

确定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中央标校实验室的指导，气瓶应定期重新标校。应该对气瓶赋值中

产生的任何漂移进行校正，而漂移校正中的任何不确定度应包含在测量不确定度中。 

        系统误差的校正：有时可能需要通过校正来解释方法中已知的偏差。具体实例包括：对样

气和标气的不同含水量进行校正、传感器响应非线性校正、分析仪气室或前端不充分通气校

正、或因标气和样气间组成差异引起的基底效应校正（例如，因样气和标气间的同位素组成不

同或 O2:N2 比率差异，或诸如 N2O 或 Ar 之类组分缺失而出现的光谱干扰或压致展宽）。在应

用偏差校正的情况下，必须在技术报告或科学出版物中适当详细说明，并应估计校正的不确定

度，并将其包含在合成测量不确定度中。 

        聚合数据：当对数据进行聚合以求取时间平均后的数据结果时，应考虑与聚合间隔相对应

的随机变化率。一般情况下，随机变化率随着 N 的平方根减小而减小，其中 N 是独立测量的

数量。然而，需要对艾伦方差进行表征，以便估计不同平均间隔对应的变异度。在许多情况

下，如果用于平均的间隔时间大于几小时，则噪声降低的可能性很小。还要注意，在计算独立

测量数量时，应考虑与仪器响应时间相关的自协方差。不确定性报告应足够详细，以便用户能

够计算时间平均数据的实际不确定度。 

        小样品量标准差的无偏估计：在样品量较小（N < 10）的情况下，计算标准偏差的常用

方法会造成数值太小。偏差大小取决于数据的基本分布。对于正态分布的数据，存在“经验法

则”修正，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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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𝜎 表示预估的无偏标准差（Brugger，1969）。 

        传感器精度和大气变化度：对于连续或准连续分析仪的时间平均数据，应报告标准偏差

（SD）以及平均值中包含的独立数值的数量（N）。标准偏差与测量不确定度不同，应额外报

告，而不是代替不确定度。标准偏差可以衡量大气变化度（AV）及仪器噪声。大气变化度的科

学值不同于平均测量值；例如，大气变化度提供了附近源影响的量化指标，可用于反演建模等

应用中的数据选择和加权。因此，独立报告对应平均间隔的传感器可重复性 ur 的预估值是有用

的，这样在 SD > ur 情况下，可以计算大气变化度。当传感器测量恒定值的气瓶空气时，可以

根据标校期间的可重复性预估 ur，并且还应考虑任何漂移校正在对应求均值间隔的时间尺度上

的影响。对于离散测量，例如整个气瓶样品，大气变化度可能会影响重复样品间的一致性，但

仅从气瓶样品直接估计大气变化度通常不切实际。 

       与独立数据的比较：同时段观测结果间的比较应在合成不确定度内达成一致。此类比较可

以检测出系统误差（否则此类系统误差将未知），但不应作为测量不确定度的唯一估计。应注

意量化待比较的观测结果中可能普遍存在的所有偏差（例如，对于使用类似检测方法得出的测

量结果，光谱干扰可能相似，气瓶泄漏可能同样影响使用共享进气口的测量结果）。 

        离散大气样品的特殊考量：测量不确定度应包括分析系统中的不确定度以及与样品采集相

关的所有不确定度。样品采集不确定度可以使用同时装满的测试气瓶来评估，但也应进行实验

以了解可能与实际大气样品相关联的任何偏差，此类偏差可能由湿度、压强或温度的变化引

起。如果测量值是单个样品的 N 个等分样的平均值，则平均值的标准误差是对该分析的随机不

确定度的恰当量度，它等于标准差除以 N 的平方根（其中，如上文所述，由于样品量较小，应

校正标准偏差。） 

        全球大气观测网内的兼容性：本文和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界所理解的网络兼容

性目标（参见表 1）是从科学角度确定各监测方案间可接受的最大偏差，可以不显著影响根据

观测结果利用模型来推断得到的通量，其与不确定度或传感器精度不同。较大不确定度或不精

确的仪器阻碍了网络兼容性目标的实现。 

        不确定度的报告：为确保数据用户可以使用正确且最佳的不确定度，技术报告或同行审查

出版物必须充分记录此类不确定度。同样重要的是，要使所拟议的各种不确定度趋于一致。最

终，不确定度必须以附加列的形式在数据文件中呈现。如何确定基础不确定度的方法也需要记

录在元数据中。 

        已发表的不确定度评估示例：Andrews 等人（2014 年）和 Verhulst 等人（2017 年）描

述温室气体连续测量不确定度评估方案。Rella 等人（2013 年）描述潮湿空气中测量结果的偏

差校正和校正过程中的不确定度评估。Yver Kwok 等人（2015 年）通过区分连续测量可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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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短期和长期可重复性来描述 CRDS 仪器不确定度的监测。Hazan 等人（2016）描述包

括不确定度评估方案在内的综合碳观测系统的自动处理。关于标准气体赋值的不确定度传递的

工作正在进行中。Jordan 和 Rzesanke（2018 年）描述了综合碳观测系统气瓶和标校实验室

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估。并通过多个实例探讨了利用 Jupyter 笔记本对数据处理和不确定度

计算进行说明和分析的可能性。这一工具可作为一项学术与科研界成果，由综合碳观测系统和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地球系统研究实验室联合建立（见第 16.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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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2 标校的具体要求 

3.1 背景 

        大气 CO2 测量网络兼容性的一般目标见上表 1。将北半球设置为 0.1 ppm，南半球设置

为0.05 ppm 的目标是为了研究在大空间尺度下，小的但在全球范围内显著的梯度（例如，南

大洋通量造成的梯度）。在受污染或植被覆盖的大陆地区，相关年平均通量在自由对流层的摩

尔分数梯度上影响较小，特别是在高度可变的边界层中的年平均通量，所以目标仍需要设为 

0.1 ppm。然而，对于某些地域性（例如城市）研究，表 1 的扩展网络兼容性目标可能更合

适。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是全球大气观测计划 CO2 测量的中心标校实验室。中心标校

实验室正在从事将 CO2 标准从世界气象组织 CO2 X2007 修订为世界气象组织 CO2 X2019 的

工作。这一标准更新预计在 2020 年年中进行。新的 X2019 标准体现了一套 19 种在高压干空

气大气瓶中 CO2 混合物（原级标气），其标称范围为 250 至 800 ppm。原级标气值通过反复

（大约每 2 年测定一次）测压法进行赋值（Zhao 等人，1997 年）。15 种原级标气涵盖标称

范围为 250-520 ppm，与定义 X2007 的标准具有相同标准，并更新了赋值。由于对测压法有

了更深入的理解，标准修订版修正了用于赋值原级标气的测压计算中出现的两个误差。修正误

差的结果是引入了WMO CO2 X2019 和WMO CO2 X2007 间的差值（根据摩尔分数而不

同），其范围从 250 ppm 时的约 0.05 ppm 至 520 ppm 时的约 0.3 ppm。此外，X2019 中

去除了由于错误执行 X2007 而导致的 X2007 中的摩尔分数偏差和时间依赖偏差。实质上，对

于中心标校实验室提供的单个参考气瓶而言，X2007 和 X2019 标准标称值的差异各不相同，

这主要受摩尔分数和在中心标校实验室分析的时间影响。因此，这需要对数据进行完全的再处

理，但业界意识到某些实验室在重新处理历史数据方面可能会有困难。因此，中心标校实验室

计划提供一个简化的近似值，以便在实验室无法重新处理其数据的情况下校正数据。 

        修订后的标准将运用至由中心标校实验室测量的所有三级标准的测量中，并取代由美国国

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分发的所有 WMO CO2 历史标准。中心标校实验室根据 X2019 对所有历

史三级测量结果进行再处理结果将在 CCL 网站（https://www.esrl.noaa.gov/gmd/CCL/）上

向各界公布。 

        世界气象组织 CO2 X2019 修订版将标准上限从 520 ppm 扩大至 800 ppm，从而满足在

城市地区从事测量工作的大气观测组织的需要。扩展上限范围明显是特地为了城市环境中的监

测工作，在这里更松的扩展网络兼容性目标就已经足够了。当中心标校实验室上限在 500 ppm 

以上时，标准推广的绝对精确度和再现性受到的限制较小，但其质量足以满足此类要求。 

        2016 年，中心标校实验室在将 CO2 标校从基于 NDIR 分析系统过渡至基于多种激光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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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分析系统。激光光谱系统单独测量 CO2 的三种主要同位素，以适当调整原级标气间以及

原级标气与标校层级中较低级别标气间的同位素组成差异（Tans 等人，2017 年）。 

         中心标校实验室还有其它气瓶，这些气瓶经过多次测压，测压范围从 70 ppm（覆盖冰芯

中的大气值）到 3000 ppm （覆盖海洋中 CO2 分压）不等。这些气瓶测压可作为备份，而且

浓度范围更大。 

3.2 CO2 标校和比对活动的建议 

a) 至 1995 年，世界气象组织的标准一直是由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SIO）来维护的，

因此与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进行比对尤其重要。仍然存在的由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

所 1995 年以前的 WMO 标准、及由该标准向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传递引起的

不确定度，建议得到解决。 

b) 如果标气需要保存几十年，则分发的参考标气的 CO2 同位素组成应考虑到本底大气中 

CO2 及其同位素比值的变化，从而避免仪器标校时出现同位素测量偏差。中心标校实

验室应将分发的标准气体的同位素组成报告为信息值，其精度要求应尽量达到可减少

总 CO2 标校的潜在偏差，使之远低于世界气象组织网络兼容性目标。此类信息值不是

同位素标校值。 

c) 激光光谱标校系统对标气和未知样品气瓶间的同位素组成差异不敏感。建议使用 13C 或 

18O 含量明显贫化标气的实验室（例如，由商业气体公司从矿物燃料中制备 CO2 气

瓶）对新系统进行重新标校，因为当测量同位素组成贫化的气瓶时，相对于具有近环

境同位素组成的二级标气，非分散红外（NDIR）测量结果可能会有偏差。 

d) 鼓励中心标校实验室在其网站上公布基于当前标准的所有全球大气观测网实验室标气

的标校结果。 

e) 为帮助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计划参与方达到表 1 中的网络兼容性目标，中心标

校实验室应致力于将 CO2 标准传递为标校后干空气中 CO2 标准，在 250-500 ppm 摩

尔分数范围内，标准传递不确定度为 < ± 0.03 ppm （95% 置信水平，覆盖系数 

k=2）。超出此范围的 CO2 标准传递旨在用于城市地区测量，因此可以放宽对标准传

递不确定度的要求。中心标校实验室在 500-800 ppm 范围内实现标准传递，应力图使

再现性达到 ± 0.1 ppm（95% 置信水平，覆盖系数 k=2）。 

f) 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的每个测量实验室应积极对标 WMO 标准。因此，中心

标校实验室至少每三年对实验室内部用于 CO2 测量的一部分最高级别标气（涵盖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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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进行一次重新标校。全球大气观测网合作伙伴的网络标校中心至少每两年进行

一次，必须按照标准程序进行同样操作。 

g) 中心标校实验室应将原级标气和二级标气的 X2007 赋值归档。 

h) 中心标校实验室应将在 X2019 修订版之前进行三级测量的 X2007 值进行存档并向 

GGMT 团体提供。 

i) 中心标校实验室应通过经验标准换算而非对三级标准重新赋值进行充分再处理来估计

不确定度。 

j) 中心标校实验室应提供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在 X2007 版和 X2019 版标准之前

公布的历史标准相关数据间差异的估计值。 

k) 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测量实验室应努力在中心标校实验室发布新标准后一年

内进行 X2019 标准修订，包括历史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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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4 标校的具体要求 

4.1 背景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是世界气象组织 /全球大气观测网甲烷中心标校实验室

（CCL）。2015 年扩增标准，并实施了新的标校方案。所有历史标校均已更新。详情见 

http://www.esrl.noaa.gov/gmd/ccl/ch4_scale.html。标校标准由 22 个重量法制备的原级标

气组成，其标称范围为 300 至 5900 ppb，因此，其适用于标校从冰芯中提取的空气的测量标

准和全球大气观测网观测站点的同期测量标准。二级标准的标称范围为 390 至 5000 ppb。

2017 年 8 月，中心标校实验室将 CH4 标校系统从 GC-FID 改为 CRDS 仪器。新分析系统使用

了相同的原级标气和二级标气。当两个分析系统并行运行时，在 9 个月内显示出良好的一致性

（基于 267 个 CH4 值在 300-3000 ppb 间的气瓶，平均 CRDS – GC – FID = 0.0 ± 0.3 

ppb）。 

4.2 CH4 标校和比对活动的建议 

a) 中心标校实验室将把 CH4 标准传递给标校后的干空气中 CH4 标准，标准传递不确定度 

< 2 ppb（95% 置信水平，覆盖系数 k=2）。 

b) 中心标校实验室应使用新的多点标校策略和新分析系统，定期评估其传递标准的能

力。 

c) 参与全球大气观测计划的所有实验室必须按照世界气象组织的干空气中 CH4 摩尔分数

标准来标校测量结果，并向位于日本的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世界温室气体数

据中心报告。 

d) 全球大气观测网的每个测量实验室或全球大气观测网合作伙伴的网络标校中心必须积

极对标 WMO 标准。因此，中心标校实验室每六年对用于 CH4 测量的最高级别的标气

进行一次重新标校。每个实验室还应参加世界气象组织工作标气的巡回比对和区域比

对。 

 

 

http://www.esrl.noaa.gov/gmd/ccl/ch4_sca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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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2O 标校的具体要求 

5.1 背景 

        全球大气观测网合作伙伴对氧化亚氮（N2O）的测量可用于更好地了解此种温室气体的源

与汇。虽然网络兼容性正在改善，但与大气梯度相比，不同实验室报告的 N2O 摩尔分数间的系

统差异仍然很大。N2O 摩尔分数的半球间差平均约为 1 ppb，两极间差约为 2 ppb。 

        此类差异为对流层中 N2O 最近全球平均摩尔分数的 0.3-0.6%。这不仅要求有较高的测量

精度，而且要求标准赋值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不同实验室间需要达到 0.1 ppb 的测量值网络

兼容目标。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是氧化亚氮的中心标校实验室。目前（2020 年 4 月）版的世

界气象组织氧化亚氮摩尔分数标准为世界气象组织 N2O X2006A。该标准由 13 个按重量法制

备的干空气中 N2O 原级标气而组成，范围为 260-370 ppb（Hall 等人，2007 年）。中心标

校实验室的标校使用电子捕获检测器气相色谱仪（GC-ECD）进行（目前的方法描述见 Hall 等

人，2011 年）。在 95% 置信水平下，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2O 标校的再现性估计为 

0.2 ppb。 

5.2 N2O 标校和比对活动的建议 

a) 全球大气观测网的每个测量实验室或全球大气观测网合作伙伴的网络标校中心必须积

极对标 WMO 标准。因此，中心标校实验室每四年对实验室内用于 N2O 测量的一部分

最高级别标气进行一次重新标校。 

b) 中心标校实验室和世界标校中心（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气象和气候研究所，

KIT/IMK-IFU）应共同努力，在全球大气观测网观测站点和其它测量 N2O 的重点实验

室间进行更频繁的比对。由于 N2O 有时可纳入 Empa 执行的 CO2 审核和 KMA 执行的 

SF6 审核，所以中心标校实验室应加强与 Empa 和 KMA 的合作。 

c) 鼓励在 WCC-N2O 审核期间使用巡检 N2O 仪器。在可行的情况下，应使用独立采样系

统进行平行测量。 

d) 中心标校实验室应继续制备新的原级标气，以解决 X2006A 中观察到的摩尔分数相关

的小偏差。新标气应有适合使用光谱法的组成成分和基质。 

e) 专家组应探索使用可替代的分析方法，将其与当前使用的 GC-ECD 技术进行比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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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GGMT 学术与科研界分享研究结果。 

f) 中心标校实验室应研究观测结果在对标世界气象组织 N2O 标准时，与对标高级全球大

气气体实验（AGAGE） N2O 标准时的差异。 

6. 关于城市地区和其它高密度排放地区温室气体观测网络的建议 

6.1 背景 

        最近各项研究努力加深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空间和时间尺度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全球本底观

测网络的范围，而是在高密度排放地区进行温室气体测量。正在进行的研究主题是利用大气观

测结果对区域性温室气体排放进行量化。随着方法日渐成熟，相关建议可能会出现相应的改

变。然而，与全球本底测量要求的一些差异已十分明显。仪器标校和操作策略应考虑到这类区

域的信号通常会升高，而且往往变化较大。表征这类区域中温室气体排放量在空间上的变化，

往往需要一个区域性网络配置中有多个测量点。区域性网络的站点选址应考虑每个采样位置，

以便网络站点的组合区可以合理地代表相关区域。区域性网络内的各个站点间需要在干空气摩

尔分数范围很大（观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下具备网络兼容性。 

        相对于研究地区的区域本底温室气体摩尔分数，可靠地量化本地过量经常也至关重要。相

关的本底水平可以从区域或全球基线观测结果（经过充分过滤的子集）中得出。此外，还需要

对调查区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所引起的大气相关成分增加进行精确测量。确定区域本底的适当

方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气象条件（风速、风向、行星边界层高度），而且由于排放空间

分布不同以及生物源通量对不同物质的影响，不能期望该方法对所有温室气体都通用。在高密

度排放地区，测量结果所需的不确定度和监测网络内可容忍的最大偏差是增强幅度的函数，在

温室气体排放超量值较小的局部地区，要求更为严格。在温室气体排放超量较小的地区进行测

量的要求，应与世界气象组织对本底大气测量的要求相当。对于较高密度测量，我们建议在适

当的区域本底下，网络兼容性为过量干空气摩尔分数的 5%（或更高）。在这一水平上，相对

于通量计算中（根据不完备的大气传输知识计算）的其它不确定性来源而言，测量的不确定度

和偏差将较小。然而，我们建议高密度排放区的测量仍应遵循世界气象组织关于近本底水平观

测的指南，包括对 WMO 标准的可追溯性（见第 1.2-i 节），但我们也认识到，高密度测量的

兼容性要求远没有那么严格。 

        尽管最终目标希望精度能达到 5% 或以上，但观测 CO2 中的 Δ14C 是一种特殊情况，即对

偏离局部边界条件的区域 Δ14C 偏离进行单独测量，其再现性为 30-50% 便足以使用。 

        预计在世界气象组织及其合作伙伴的推动下，全球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系统（IG3IS）框架

下的各项目将会取得明显进展。IG3IS 将提供一个与相关方共同开发的共享平台，以便在一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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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框架内利用各种测量和分析方法建立基准、最佳实践。IG3IS 科学实施计划（世界气象组

织，2019a）将“支持城市减排”列为其关键目标之一。计划利用上述观测结果和相关的模型来

确定排放者、量化排放量，并了解基本过程。 

6.2 建议 

a) 我们建议 IG3IS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工作组继续与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网城市气

象学和环境研究（GURME）项目、综合城市服务（IUS）工作组进行互动。 

b) 确定相应区域性温室气体本底水平的适当方法是量化排放量的一个基本要素。因此，

这是在高密度排放地区建立监测网络时需要加以考虑的。应总结目前的经验，以便在 

GGMT-2021 会议上制定关于本底定义/方法的改进建议。 

c) 如果部署了密集的低成本传感器网络，单独测量必须保持可追踪至世界气象组织的标

准，并且必须避免由于仪器漂移或对环境条件的交叉灵敏性而产生的重大偏差。目前

一种测试的方法是用少量技术成熟的仪器来代替由低成本传感器组成的监测网络，以

便对监测网络进行持续的质量控制。我们建议跟踪并支持开发成本较低的温室气体传

感器。在 2018 年 2 月低成本传感器专家会议之后，世界气象组织的一份特别报告（世

界气象组织，2018b）总结了目前学术与科研界努力的成果。 

d) 近年来，城市地区温室气体移动测量更为广泛（特别是甲烷）。信噪比为 5% 的一般建

议仍然适用。但是，应更加注意对重要元数据的收集，如车辆进气口高度、流量和样

品在系统中的停留时间等。确保在同一移动平台上收集的其它数据流（例如，全球定

位系统坐标、气象条件）的同步也同样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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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船舶上测量大气中 CO2 的建议 

7.1 背景 

        测量全球海洋表层水中 CO2 分压（pCO2）是研究海洋在发挥吸收人为排放到大气中 CO2 

作用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此类测量在研究型船舶和顺路观测船舶上进行，在多数情况下，这

些船也可以使用同一系统测量大气中 CO2。如果此类大气测量结果符合 GGMT 学术与科研界

提出的基本要求，300 多条船舶样带每年提供的全球海洋表层水 pCO2 数据库（表层海洋 CO2 

地图集 - SOCAT，https://www.SOCAT.info），对目前可用的大气 CO2 数据集是有价值的补

充。 

        2019 年 9 月 4 日星期三，GGMT-2019 会议分会上与会方进行了一次报告和讨论，审查

目前的工作成果，从而改进和扩大船舶大气中 CO2 测量，最终目标是将此类测量纳入大气采样

合作网络。此次讨论指出，验证船载大气 CO2 的可比性将最终有助于验证同期表层海洋 pCO2 

测量结果的兼容性和可比性，为计算 pCO2 所需的 CO2 测量结果的摩尔分数提供了独立参考。

此次讨论还强调了自动监测 pCO2 系统的大气中 CO2 测量结果与 2019 年 2 月至 5 月安装在 

RV 罗纳德·布朗（Ron Brown）号上专用监测系统的大气中 CO2 测量结果间的比对结果。 

7.2 建议 

优势 

        由于船舶提供了独特的空间覆盖范围，全球大气 CO2 科研界将可享受到基于船舶的高精

度大气 CO2 摩尔分数测量。由于陆地 CO2 排放的复杂性，在公海和近陆海洋区域进行更多的海

洋测量，可以为侧重于通过陆地和海洋（通量）限定陆地范围吸收大气中 CO2 的反演模型提供

边界条件。 

        海洋碳科研界也将从多个方面享受到更多大气测量带来的优势。首先，许多海洋通量估计

是基于对海洋-大气 CO2 差异的测量，通常使用平滑处理结果，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海洋边界层（MBL）的区域平均参考值（GLOBALVIEW-CO2，2013 年）作为大气值。虽然海

洋上空大气中 CO2 的变化幅度一般比海洋 pCO2 小一个数量级，但使用大气中 CO2 的平均结果

可能导致通量估计的重大区域性偏差，特别是通量在短期和季节性波动可能较大的大陆边缘尤

为明显。通过对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CarbonTracker 结果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MBL 结果间的差异分析表明，由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GlobalView MBL 结果缺乏东

西向梯度分析，造成了海洋盆地范围内的大气-海洋通量偏差。如果不使用内置的美国国家海洋

和大气管理局 MBL 结果，而是使用船舶本身测得的大气中 CO2 测量结果来表征纵向变化，且

如果此类测量结果与大气采样合作网中的其它测量结果具有足够的可比性，则可以获得更可靠

的通量。此外，这些基于船舶的测量可以纳至数据同化系统中，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https://www.socat.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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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Tracker 中，从而生成大气中 CO2 测量结果，可以更准确地捕获海洋上空大气中 CO2 

的时空变化。最后，改进船舶上大气测量的质量控制，将提高同期表层海洋 pCO2 测量结果的

可追溯性，使之符合世界气象组织的标准，具体情况见下文的详述内容。 

测量要求 

        除烟道气污染、高湿条件和与海盐积聚有关的潜在入海口污染问题外，使测量结果可追溯

至 WMO CO2 标准的方法与本文件讨论的其它陆地现场原位 CO2 测量方法类似。这些标准包

括： 

 可明确追踪至最新的 WMO CO2 标准 

 覆盖预期的大气值范围 

 在浓度空间和时间频率上有足够的数量来解释 CO2 分析系统的非线性和漂移。 

    还包括可以记录以下内容的元数据： 

 数据集中船舶发动机废气污染鉴定测量程序。 

 完整记录进气管路的硬件安装。 

 推导 CO2 干摩尔分数的数值方法。 

 数据的不确定度评估，要考虑到所有的主要误差来源（指南见第 2 章）。 

审核体系 

        由于船舶自动监测 pCO2 系统的主要目的是监测海洋表层 pCO2 的变化，而海洋表层 

pCO2 的变化幅度比大气中 CO2 的变化幅度高一个数量级。因此，在船舶上部署一个长达一个

月的审核系统来评估大气测量结果是有指导意义的。该审核系统使用独立的校准气体，以及单

独的进气管路和样品干燥系统，以评估船舶系统的大气中 CO2 测量的多种潜在偏差，并评估船

舶作业排放气体识别和消除污染信号的程序。 

        在理想情况下，此种独立标校系统应具有以下特点： 

 一套独立的校准气体，用于测试自动监测 pCO2 系统的可比性和兼容性。 

 独立的进气管路，用于测试基于船舶的自动监测 pCO2 系统大气空气采样管路的所有污

染。 

 测量频率（> 0.1Hz），向烟道气污染提供最佳统计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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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 测量能力，有助于检测船舶烟道气和测试现有的基于船舶的 pCO2 系统烟道气污染

统计过滤器。 

 结构紧凑，易于组装，便于快速安装、拆卸和运输。 

 低漂移和对移动不敏感。 

 设置为在测量前独立干燥样气，或能在 3% 的相对湿度下进行水汽校正，使其优于 0.1 

ppm。 

    最近的比对实验表明，独立校准系统与海洋 pCO2 系统的大气测量值间的比对结果可以优于 

0.15±0.2 ppm（Wanninkhof 等人，2019 年）。应当注意，在多数情况下，独立系统中不可

能有第二个进气管路；即使此设置不能确保达到全球监测网络兼容性目标，但是测试仪器兼容

性仍然是可行且是有价值的。 

        目前，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运行的一个系统正在不同的顺路观测船舶间循环使

用，以评估海洋边界层大气中 CO2 摩尔分数测量结果这个丰富数据库的兼容性。这个原型系统

已经能够使用 CO2 和 CO 高分辨率测量来评估船舶排气污染，且证实了在 5 至 15 分钟内进行 

5 次大气测量的标准偏差（正如海洋 pCO2 系统通常所进行的测量一样），是一种安装在 RV 布

朗号上标记与过滤受船舶废气影响测量的有效方法。 

执行的后续步骤 

 

a) 成立一个由海洋科研界和大气科研界相关成员的工作组。 

b) 制定一份标准作业程序（SOP）文件，以便 i）指导海洋科研界在船舶上对大气中 CO2 

干摩尔分数进行高精度、可追溯测量，以及 ii）努力实现本文件表 1 中列示 CO2 的世

界气象组织网络兼容性目标。标准作业程序应简明扼要，主要侧重于改进或验证可追

溯性/准确性，以及实现高精度测量目标。标准作业程序将通过表层海洋 CO2 参考网络

（SOCONET）和 SOCAT 网站进行发布。 

c) 确保海洋科研界出席下一次 GGMT 会议，以便提供进一步的意见，并报告迄今取得的

进展。 

d) 规定研究船舶和顺路观测船舶大气测量的网络兼容性、可追溯性和精度要求。 

e) 利用观测系统实验（OSE）和观测系统模拟实验（OSSE）量化基于海洋的大气测量的

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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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除上述监测系统外，鼓励在船舶上进行玻璃瓶采样，为自动监测 pCO2 系统的大气测量

提供其它独立比对结果和评估结果，并制定玻璃瓶采样协议，从而验证自动监测的 

pCO2 系统的大气测量结果。 

g) 在海洋科研界和大气科研界相关人士的参与下，继续对目前配置了大气中 CO2 测量系

统的船舶进行比较，以评估将现有海洋界测量系统纳入大气中 CO2 监测网络的可行

性，并确定了为实现表 1 所列示的 WMO CO2 监测网络兼容性目标而必须克服的关键

技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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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数据管理、归档和分发的建议 

8.1 数据管理 

        全 球 大 气 观 测 网 的 所 有 测 量 实 验 室 ， 不 论 规 模 大 小 ， 都 应 使 用 数 据 库 管 理 战 略

（DBMS），管理所有全新和现有的大气痕量气体和同位素数据及辅助元数据, 以符合或超过以

下标准： 

a) 证明摩尔分数和同位素比率可以在未来的任何时候从原始数据中清晰、自动地再现，

且具有可追溯性。 

b) 证明实验室内部校准标准或 WMO 标准的各个修订版本可以有效和明确地传递至整个

数据库中。 

c) 支持所有测量结果和元数据的常规和自动数据库更新。 

d) 确保所有数据都存储在一个位置，并且内部用户可以集中访问。 

e) 确保可以快速高效地检索所有数据。 

f) 最大限度地提高用户评估数据质量的能力。 

g) 推动对数据和元数据的探索。 

h) 将由于盗窃、误用或硬件/软件故障导致的数据丢失或损坏的风险降至最低。 

i) 最大限度地提高主数据（如派生出所有已处理数据的数据）的安全性。 

j) 支持所有数据的常规和自动备份。 

k) 在发生灾难性的数据丢失情况下，支持完整的数据恢复。 

        鼓励擅长数据管理的实验室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与技术。在 GGMT 2017 会议期间，美国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地球系统研究实验室 John Mund 说明了，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是如何使用（传统）相关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执行这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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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数据归档 

a) 参与 WMO/GAW 计划的实验室必须向世界温室气体数据中心（根据 GAW 2016-

2023 年执行计划）提交数据（世界气象组织，2017a）。要将数据纳入《世界气象组

织年度温室气体公报》，就必须在下一年 8 月底之前协调好年度数据的提交情况，并

附上已提交数据的明确版本号和校准标准，以及辅助性详细信息。通过区域级网络、

其它国家级或合作性网络获得的数据，应通过负责数据评价和归档的网络中心进行提

交。同样的建议也适用于其它可供公众查阅的数据档案中心。 

b) 《世界温室气体数据中心贡献者手册》2018 年的更新版本（可从世界温室气体数据中

心（WDCGG）网站 https://gaw.kishou.go.jp/documents/manuals 获得）包括数

据类别、数据提交格式、元数据、数据提交程序。数据上传必须遵守本手册的规定。 

c) 世界温室气体数据中心（WDCGG）以当前版本发布数据，并保留旧版本。为提高归

档数据的价值，根据测量的元数据、仪器类型、测量精度、比对活动结果，以及涉及

数据采集的比对活动类型，鼓励世界温室气体数据中心（WDCGG）开发一个用于统

一归档数据的标志系统。全球温室气体科学咨询组（SAG GHG）应考虑与世界温室气

体数据中心合作开发标志系统，并鼓励作出贡献的小组提供所需的其它信息。 

d) 该领域的科研组织与团体将继续寻求最佳做法，从而规范测量不确定度、元数据和数

据标志等质量控制信息的各种组成部分的报告，同时牢记数据提供者和用户需要。要

求世界温室气体数据中心在数据格式中增加必要的三个数据列（长期目标偏差估计、

短期重复性、校准和标准传递不确定度）。 

        GGMT 与会方强烈建议世界温室气体数据中心与 GAW 世界数据中心专家小组（ET-

WDC）一起探讨如何从任何世界数据中心发现和访问 GAW 数据，最有可能通过利用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和 WMO 信息系统（WIS）来实现。世界数据中心专家小组

（ ET-WDC ） 和 世 界 温 室 气 体 数 据 中 心 （ WDCGG ） 应 进 一 步 将  GAW 站 信 息 系 统

（GAWSIS）与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审查（OSCAR）平台进行整合，使其成为确保对 GAW 

WDC 和参与网络档案中心的无缝数据访问的枢纽。 

8.3 合作数据产品 

        大 力 鼓 励 所 有 进 行 高 质 量 温 室 气 体 测 量 的 实 验 室 参 与 合 作 数 据 项 目 。 诸 如 

GLOBALVIEW+（https://www.esrl.noaa.gov/gmd/ccgg/obspack/our_products.php）这

样的增值产品通过将所有单独测量记录纳入一个更大的合作观测网络来提高其价值。 

https://gaw.kishou.go.jp/documents/man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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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长期以来利用全球大气观测网和非全球大气观测网实验室得出

的测量结果，编制全面的合作数据产品（例如，GLOBALVIEW 和现在通过 ObsPack 框架分布

的 GLOBALVIEW+）。很可能会有更多的实验室开始准备和分发更小的补充数据产品，包括一

个或数个测量组的数据。如果产品的内容和结构完全兼容，且以一致和明确的方式编制数据，

则产品是互补的；而且不会出现两个产品包含相同的原始数据。为确保互补产品完全兼容并便

于用户使用，该学术和科研界建议成立一个工作组，负责确定兼容标准和编制最佳实践，以最

大限度提高不同实验室生产的产品间完全兼容的可能性。 

8.4 数据分布 

        该学术和科研界认识到有必要制定新的战略，以便促进数据提供方和数据使用方间的沟

通。世界温室气体数据中心（WDCGG）及其参与方将共同努力探索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包

括在数据访问前的用户注册和持久的数字标识符（如数字对象标识符（DOI））。如 Masarie 

等人（2014 年）所述，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和综合碳观测系统（ICOS）已

经在这一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我们大力鼓励数据提供方和数据使用方承诺在发展过程中提供

反馈意见，以确保将所有方的需求都考虑在内。 

8.5 世界温室气体数据中心（WDCGG）网站更新 

        世界温室气体数据中心的新网站已于 2018 年期间投入使用。新网站上的设置为元数据的

提交和编辑提供了更好的用户体验。世界温室气体数据中心在改进网站方面所作的努力得到了

该学术与科研界的高度赞赏和广泛使用，但也需要强调的是，在网站投入使用之前，应及时考

虑测试用户的反馈意见。 

8.6 改进 FAIR 数据生命周期的发展图 

        FAIR 数据管理原则力求确保科学数据可查找（F）、可访问（A）、可互操作（I）、可重

用（R）（Wilkinson 等人，2016 年）。该学术与科研界建议评估全球大气观测网温室气体数

据管理系统目前的 FAIR 水平，并评价可能的改进之处，在 2021 年 GGMT 会议上进行讨论，

并将其制定为 2021-2025 年期间执行的长期发展图。部分改进项如下： 

 持久标识符系统和 DOI 的实现。 

 采用明确和开放的数据许可证，例如，《知识共享组织署名  4.0 协议国际版》

（CC4BY）。 

 WDCGG 与 WIGOS、WIS 及其元数据方案进行整合。 



 

42 

 

 改进数据生命周期和来源元数据。见第 16.7 条。 

8.7 数据处理指南的开发 

        综合碳观测系统（ICOS）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被要求使用 Jupyter 

笔记本等工具编制一本数据处理指南，从而说明从原始数据到正确校准数据的数据处理链的方

法是有据可查且是可再现，包括不确定度、偏差估值以及来源元数据的生成。其它实验室受邀

请参与其中，并根据各个实验室的具体设置来调整指南内容。将为有意愿参与的各方设置一个

开放邮件列表，以便协调信息流。此项开发的进展将通过 GGMT 邮件列表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