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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联合国“利用天基技术进行灾害管理：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
风险评估”国际会议的报告
（2012 年 11 月 7 日至 9 日，北京）

一. 导言
1. 大会第 61/110 号决议决定设立联合国灾害管理和应急天基信息平台（天
基信息平台）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方案，目的是向所有国家以及所有相关国际
和区域组织全面提供与灾害管理有关的所有类型的天基信息和服务，以支助
灾害管理整个周期的工作，决议还商定该方案应由秘书处外层空间事务厅来
执行。
2. 联合国“利用天基技术进行灾害管理：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风险评
估”国际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至 9 日在北京举行，这是 2011 年成立天基
信息平台北京办事处以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此类会议。打算将此类会议作
为一年一度的活动。

A.

背景和目标
3.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沿海的暴风雨和水灾不断增多，喜马拉雅山、阿尔卑
斯山和安第斯山的冰山日渐退缩，非洲旱灾频发且时间延长，2003 年的欧洲
热浪，中欧频频发生的内陆水灾以及 2012 年的超级暴风雨桑迪，凡此种
种，只是促使人们思考灾害风险及其与极端天气事件的联系的为数不多的几
个例子。
4. 与极端天气事件有关的一些趋势已经足够明确，突出说明气候变化带来
的额外风险，并强调需要非孤立地处理这些风险，而是作为减少自然灾害风
险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处理这些风险。题为“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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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决策者编写的摘要”1评价了暴露于天气和气候事件的程度和在这些事
件面前的脆弱性如何对灾害造成的影响和发生灾害的可能性起决定作用。
5. 考虑到需要让灾害管理者进一步认识气候变化极端事件和减轻灾害风险
之间的联系，2012 年 11 月 7 日至 9 日在北京举行了联合国“利用天基技术
进行灾害管理：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风险评估”国际会议。
6. 会议由外层空间事务厅和中国民政部共同组办，由中国外交部、中国国
家航天局和亚洲太平洋空间合作组织（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协办，数字地球
公司提供了支助。
7. 会议提供了一个论坛，有助于灾害管理界和专家增强利用天基信息评
估、监测和应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灾害风险的能力并将空间技术纳入减轻灾
害风险长期工作。
8. 天基信息平台举办这些活动是为了履行其在联合国内的任务和职责，即
促进利用天基信息及其既有网络，这些网络汇集了负责灾害管理和应急事务
的国家机构以及天基解决方案和技术的其他最终用户和提供者。这是继 2011
年成功举办会议之后在北京举办的第二次此类会议。
9. 本文件提供 2012 年会议及其成果的详细概要，以及对 2011 年会议的简
短回顾。

B.

出席情况
10. 天基信息平台为来自会员国的 22 名与会者提供经费，这些与会者是根
据各自参与天基信息平台方案的情况及其在各自国家灾害管理工作中发挥的
作用选出来的。其他与会者则是根据各自在灾害管理尤其是使用空间技术和
地理空间信息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选出来的。
11. 会议汇聚了来自 23 个国家的 131 名与会者，他们代表 64 个组织（国
家、区域、国际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学术界）。与会者来自民防机构、灾害
管理机构、空间机构、研究机构、科学技术机构、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及其他政府和非政府机构。
12. 下列国家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奥地利、孟加拉国、喀麦隆、中国、斐
济、加纳、印度尼西亚、日本、约旦、肯尼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拉
维、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萨摩亚、新加坡、苏丹、乌
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越南。亚太空间合作
组织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13. 出席会议的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难民
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外层空间事务厅的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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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2012 年：为决策者编写的摘要”，载于《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
风险以进一步适应气候变化》
，C.B. Field 等人编辑，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第一工作组和
第二工作组的特别报告（联合王国剑桥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
，第 3-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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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工作安排
14. 在欢迎仪式上，民政部副部长致欢迎辞，随后天基信息平台和武汉大学
的代表作了主旨专题介绍。这些发言概要介绍了气候变化和减轻灾害风险背
景下的空间技术，帮助确定了会议基调。
15. 会议分为六场全体会议，期间共作了 33 场技术性专题介绍。每场会议
都包括一段讨论时间。此外，还组织了三次特别会议，鼓励进行讨论，以便
与天基信息平台一道制定工作计划，并建立双边和多边网络。与会者参观了
中国国家减灾中心，观看了专门用于减轻灾害风险方面空间技术应用的最先
进基础设施。

二.

全体会议概要
16. 第一场会议主题是气候变化与灾害风险，包括五场专题介绍，分别涉及
下列专题：中国的灾害与灾害管理；气候变化及其对莫桑比克的挑战；巴基
斯坦上空的大气构成和相关的气候变化影响；斐济在灾害和灾害管理方面的
经验；以及马拉维的灾害概况。
17. 第二场会议主题是信息资源用于灾害风险评估，包括五场专题介绍，分
别涉及下列专题：中国用于灾害管理的卫星系统；数字地球公司的卫星图像
用于灾害管理；天基资源用于非洲的灾害管理；CrisisCommons 如何组织技
术志愿人员应对智利、日本、新西兰和巴基斯坦的灾害；空中遥感应用用于
减轻灾害。
18. 第三场会议主题是天基信息应用，包括五场技术性专题介绍，分别涉及
下列专题：遥感应用于印度尼西亚的灾害管理；通过技术进步改进环境信息
的采集；巴基斯坦利用天基信息进行灾害管理的最佳做法；过去六十年来中
国台风危害的变化和灾害损失；以及孟加拉国利用空间技术进行灾害管理。
19. 第四场会议主题是风险评估和制图，包括五场技术性专题介绍，分别涉
及下列专题：中国的水灾风险制图；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评估 2012 年水灾对
尼日利亚粮食安全的影响；利用卫星数据进行旱灾监测和气候变化背景下乌
克兰的粮食安全；与肯尼亚旱灾风险管理有关的经验和挑战；以及伊拉克的
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和粮食安全：利用空间技术进行综合评估。
20. 第五场会议主题也是风险评估和制图，包括五场技术性专题介绍，分别
涉及下列专题：灾后作物保险；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在刚果盆地各国森
林资源灾害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方面的作用；利用卫星监测正在发生的漏油
事件；基于与日本东部大地震有关的地理空间信息的准备和迅速反应；基于
空间遥感技术的林业灾害监测和评估。
21. 第六场会议主题是网络建设，目的是讨论天基信息平台和伙伴组织如何
与会员国合作。会议期间，天基信息平台派出技术咨询访问团的国家还作了
专题介绍。这场会议包括八场技术性专题介绍，分别涉及下列专题：天基信
息平台方案和技术咨询支助活动；中国国家减灾中心及其对天基信息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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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助；资源测绘促进发展区域中心在灾害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与天基
信息平台 2011 年赴苏丹技术咨询访问团所提建议有关的活动；尼日利亚基
于社区的沿海水灾风险管理：来自区域航空航天测量培训中心的新模式；亚
太空间合作组织数据分享服务平台及其应用试点项目；天基信息平台赴莫桑
比克技术咨询访问团；以及巴基斯坦灾害管理教育和培训概况。

三. 特别会议概要
A.

旱灾监测：与中国的合作和伙伴关系
22. 旱灾监测特别会议以 2011 年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期间举行的一次类似
会议为基础，在这次特别会议上，中国国家减灾中心的一位代表概要介绍了
特别会议的背景和目标，即进一步加强中国与非洲在旱灾监测方面的合作。
苏丹遥感管理局的代表介绍了天基信息平台在苏丹开展的活动，包括几次派
遣技术咨询访问团和一次计划中的能力建设后续活动。天基信息平台北京办
事处探讨了中国和非洲各国目前在天基信息平台框架内利用天基信息平台在
2011 年促成的非洲之角制图服务进行旱灾监测的差距和机会。
23. 然后，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位代表介绍了 2012 年 10 月访问非洲国家的
中国专家代表团的活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代表介绍了该机构开发的旱灾
监测系统。苏丹遥感管理局的一位代表概要介绍了 2011 年天基信息平台赴
苏丹技术咨询访问团的情况。
24. 在背景和技术专题介绍的基础上，所有与会者表示非常有兴趣加强中国
与非洲各国在旱灾监测和风险评估方面的合作。在这方面，提出了下述建
议：
(a) 应将快速制图、风险评估、试点研究和能力建设视为关键活动。天
基信息平台应发挥促进此类活动的桥梁和平台的作用；
(b) 应在天基信息平台支助下，举办利用天基技术进行旱灾监测中非合
作讲习班，邀请从事旱灾监测和管理的专家和官员参加；
(c) 利用天基信息进行旱灾监测方面吸取的经验应在国家、区域和国际
各级与各界分享；
(d) 应当优先重视能力建设活动；
(e) 旱灾监测和风险评估中非合作可与现有区域举措或组织协作在区域
一级进行，这些举措或组织包括资源测绘促进发展区域中心和西非国家经济
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等；
(f) 非洲经常发生旱灾，因此，为使这种合作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应在
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签署长期双边合作协定；
(g) 一些国家如肯尼亚和苏丹已经与资源测绘促进发展区域中心和西非
经共体等区域机构进行合作，这些国家可以作为旱灾监测合作的试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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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加强天基信息平台技术咨询支助和后续活动
25. 加强天基信息平台技术咨询支助和后续活动会议的目标是帮助深入了解
在天基信息平台框架下开展的活动。
26. 天基信息平台的一位代表作了详细的专题介绍，解释了技术咨询支助的
目标，其中也包括赴各国的技术咨询访问团。
27. 孟加拉国和莫桑比克的代表详细介绍了天基信息平台赴各自国家的技术
咨询访问团取得的成果，并报告了所取得的进展和为将天基信息纳入灾害管
理各阶段而计划在今后采取的行动。
28. 向所有与会者提供机会，请他们介绍利用天基信息进行灾害管理的当前
状况以及拟通过天基信息平台的干预开展的具体活动和处理的具体问题。
29. 各组织的专家提出了支助此类活动的各种设想并表示有意与天基信息平
台合作。
30. 讨论促成制定 2013 年由会员国和天基信息平台参与的具体活动的计
划。这些计划包括向亚洲和非洲国家派遣新的技术咨询访问团以及在已经进
行这种访问的会员国开展后续活动。

C.

紧急事件期间的快速制图服务
31. 第二场特别会议的主题是紧急事件期间的快速制图服务，目标是帮助人
们深入了解全世界范围内可以得到的快速制图服务和紧急事件期间在天基信
息平台框架内向各国提供的支助。
32. 数字地球公司的代表作了详细的专题介绍，演示了高分辨率图像的威力
和各种灾害期间数字地球公司为提供此种图像作出的贡献。突出介绍了数字
地球公司对《在发生自然和技术灾害时协调使用空间设施的合作宪章》（又
称《空间与重大灾害问题国际宪章》
）和天基信息平台的贡献。
33. 中国国家减灾中心的一位代表介绍了该中心在中国发生重大灾害之后提
供支助方面取得的最新快速制图经验。还强调了该中心所作的国际贡献，尤
其是通过天基信息平台框架为监测非洲之角的旱灾提供的快速制图服务和
2011 年泰国水灾期间提供的支助。
34. 天基信息平台的代表介绍详细了在中国云南省 2012 年 9 月发生地震之后
同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和数字地球公司合作提供支助的经验。天基信息平台的
代表还介绍了重大灾害期间提供快速制图服务的现有机制，并概要介绍了各
国在为快速制图作准备时应当考虑的重要问题。
35. 讨论期间，与会者解释了对各种问题的疑虑，如卫星图像的费用、灾前
和灾后对卫星图像的获得、背景地理空间数据的可获性和制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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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向与会者介绍了如何通过与天基信息平台以及数字地球公司和中国国家
减灾中心等伙伴合作以及通过《空间与重大灾害问题国际宪章》等国际机制
获得快速制图服务。

四. 联合国“利用天基信息技术进行灾害风险管理：减轻风险与快速
制图最佳做法”国际会议
37. 2011 年 11 月 22 日至 25 日，天基信息平台和中国民政部在北京成功地
举办了联合国“利用天基信息技术进行灾害风险管理：减轻风险与快速制图
最佳做法”国际会议，协办方有中国外交部、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科学院
遥感研究所和亚太空间合作组织。
38. 来自 45 个会员国的 120 名专家作为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非政府组
织、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与会者代表着民防机构、紧
急情况管理组织、空间机构、遥感机构、研究所、环境和自然资源部、科学
和技术局以及其他政府机构。
39. 通过这次会议，天基信息平台收集了以下方面的要点：调整其活动，尤
其是在亚洲及太平洋和非洲的活动；确定填补空间界与灾害管理界之间空白
的战略；改进各会员国现有举措之间就获得和使用天基技术进行灾害风险管
理、应急、有助于灾害风险管理和应急的门户和平台、快速反应制图、能力
建设机构和区域网络进行的交流与协调。

五. 结论
40. 2012 年会议借鉴了 2011 年会议的讨论结论。在这两次会议上，天基信
息平台鼓励来自发展中国家灾害管理部门和区域支助办事处的官员参加。尤
其鼓励已经参与或愿在不久的将来参与天基信息平台的国家的官员参加。因
此，会议为加强网络作出了重大贡献。
41. 这些会议引起灾害管理、应急、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领域的学者、研
究人员和专家的兴趣。因此，会议成功地提供了一个平台，有助于将专家和
最终用户联系在一起。
42. 在 2012 年会议上，全体会议期间所作的技术性专题介绍涵盖广泛的空
间技术应用领域，同时特别会议为会员国讨论与天基信息平台和伙伴组织合
作的设想提供了机会。
43. 2012 年会议还提供了平台，天基信息平台曾经派遣技术咨询访问团的国
家在该平台上报告了它们在落实技术咨询访问团建议方面的进展情况。
44. 与会者感谢中国民政部、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外交部、亚太空间合作
组织、中国国家减灾中心和数字地球公司提供的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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