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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 1 – LEAP 粮食安全早期预警 – 埃塞俄比亚的早期应急工具
生计、早期评估和保护（LEAP）系统是一种创新的粮食安全早期预警，即一种早期行动的
工具。2008 年由埃塞俄比亚政府与 WFP 合作开发，LEAP 促进埃塞俄比亚国家安全网计划（预
测严重的干旱或洪水）及时扩大发展，以确保尽早、有针对性地应对即将到来的粮食危机。
LEAP 软件使用农业气象监测资料，预估未来的作物产量和牧场生产。气象资料是由卫星以
及自动和常规气象站的网络提供的。而作物和牧场生产量预估则按地区用于计算人口数量，根据
预估的减产量预测所需的援助。反过来这可以让世界银行发放一个应急基金以扩展国家安全网络
计划，并且拯救生命和生计。LEAP 从而提供了一种透明和可核查的方式，在遇到重大气候冲击
时为有需要的人们提供早期援助。
WFP 利用气候服务帮助埃塞俄比亚政府从灾害管理向气候风险管理转变，LEAP 正是其中
的优秀范例。特别是，WFP 可以通过整合农业气象早期预警系统与风险转移机制（包括可能的
财务，还有潜在的指数保险）以及传统的安全网络计划，帮助改进灾害响应的有效性，这正是有
力的例证。
除了作为国家级粮食安全响应工具，LEAP 还是次国家层面上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广泛使用的
风险管理的农业气象信息来源或主要的提供方。LEAP 持续制作的作物和天气资料（包括雨量、
具体作物产量减少和水平衡指数），自 2008 年一直被国家气象局和农业部用来制作定期的区域
早期预警公报和季节性农业评估。
有前途的新项目也在探索将 LEAP 用于家庭层面的气候风险管理。这包括将 LEAP 用于小
规模农户的天气指数保险，通过使用该软件的雨量或作物水分平衡指数来促进保险支出。另一个
项目目前正在试点使用 LEAP 来支持牧民的决策过程。LEAP 的基于卫星的绿度（NDVI）资料
将被用来确定用于可用草场和水源的地区，特别是在旱季和干旱的时期，而这些信息将通过传统
的沟通机制被直接传送给各个牧民。
在 LEAP 背景下开展的广泛的能力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在加强埃塞俄比亚的气象和
气候风险管理体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一开始就着重强调确保政府拥有 LEAP 和协调其运作。自
2011 年以来，超过 200 人，其中包括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已经接受培训如何使用 LEAP 软件及其
各自产品。此外，为了改进 LEAP 软件中的气象资料的质量，截止 2013 年作为 LEAP 项目的一
部分，已经在全国各地安装了 47 个自动气象站。
基于 LEAP 的成功，WFP 致力于继续为其他国家提供支持，建立使用气候服务的、全面的
风险管理框架，以更具成本效益和可持续的方式解决粮食不安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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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 2 – 巡回研讨会
天气和气候是影响农业生产和管理的最大风险因素。近期的天气和气候研究工作已证明有针
对性的预测和情景分析对于提高农民和农业企业管理者进行整体筹备以达到更好结果的重要性。
改进的数据收集和使用，将协助农民进一步发展其适应能力、改进规划和更好的管理决策。通过
有针对性的天气和气候信息帮助进行决策的例子，包括农作物管理选择的战略和策略、农产品营
销、和未来农业土地利用的政策决定。
巡回研讨会是 WMO1 农业气象计划（AgMP）的一个项目。这些培训班的主要目标是通过
帮助农民成为更好了解有效的天气和气候风险管理是农业生产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从而使其更
加自力更生。另一个目标是增加全球农民和国家气象水文局之间的互动。同时组织者使用培训班
作为契机，扩大农民在田间的数据收集。
巡回研讨会的预期成果：
• 巡回研讨会将有助于教育农民关于进一步提供天气和气候信息以帮助其为农场做出决定。
• 从农民取得反馈将有助于气象局和农业推广机构人员为农业使用设计改进产品，完善沟
通渠道为农民提供信息。
• 研讨会的摘要报告将有助于全球农业社会了解世界各地农场现有的天气和气候风险管理
方法，和帮助农业社会引进改进的风险管理工具。
基于巡回研讨会的理念，西班牙国家气象局（AEMET）资助了 METAGRI 项目。为期 4 年
METAGRI
的
试点项目包括 NMHS 组织 15 个西非国家的 7,000 名农民参加了 159 个巡回研讨会。
NMHS 在超过 2,800 个参与项目的村庄发放了超过 3,300 个雨量器，为农民提供简单和无价的
农作物管理和规划工具。挪威政府 2012 年资助了新一期名为 METAGRI-OPS 的项目，16 个西
非国家举办了超过 120 个巡回研讨会：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乍得、科特迪瓦、冈比亚、
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多
哥。发放了超过 2400 个塑料雨量器，包括农民等估计 7000-8000 人参加了巡回研讨会并了解使
用气候和天气信息。巡回研讨会法语版和英语版的基本手册草案已出版。
1

http://www.wmo.int/pages/prog/wcp/agm/roving_semin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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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 3 - 通过将气候服务用户与研究员及服务提供商进行连接以改进数据收集和使
用
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乔治亚和阿拉巴马州为全美的农业生产做出重要贡献，特别是在行
播作物、家畜、饲料、小规模热带水果和蔬菜。区域气候复杂多样并深受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
的影响。改善该气候风险管理是一个挑战。
东南气候联盟（SECC）包括来自佛罗里达、乔治亚和阿拉巴马州的各大高校，提供涉及农
业气候和气候变率的科学研究。SECC 主要负责合作推广服务，并通过郡县协调员和机构在各州
建立广泛的推广网，其主要目的是负责研究员、服务提供商和当地农民及种植户之间的沟通。
通过与郡县机构和推广专家的小组会议启动改进运作服务的计划。聘请公司研究技术原型
并开发设计一个十分通用的服务交付系统，使网站易修改和更新。郡县机构表示对当地未来三到
六个月气候预报的需求，为管理决策提供清晰的指示，即包括农作物、品种种植和害虫管理应
用。SECC 实施评价和影响评估组将利益攸关者的需求和要求传递给研究小组。农业气候（www.
agroclimate.org ）现由气候学家与东南气候联盟（SECC）共同开发、运用现有最好的科技，为
满足农民明确的要求而提供季节性气候预报。

文框 4 - 农民田间学校
文字摘自《农民田间学校方法 - 历史、全球评估和成功案例》，作者：Arnoud Braun 和 Deborah Duveskog （IFAD）， PDF
1989 年，第一批农民田间学校在印度尼西亚的稻田中进行，在日惹市的四个区域开展了
200 个 FFS。它们由印度尼西亚国家综合害虫管理计划（IPM）发起，印度尼西亚政府进行资助 美国国际开发署（GoI-USAID）和 FAO 提供技术援助。截至 1990 年，印度尼西亚国家 IPM 计
划扩大规模，在爪哇、苏门答腊和南苏拉威西等六个省份的水稻田开展了超过 1800 个 FFS。到
1991 年，轮作（主要是大豆）在 IPM FFS 试点启动，FFS 计划在亚洲不同国家使用。
FFS 计划普及的关键在于它为人们组织和促进农民田间学校，提供了合适的主题和方法培训。
成功的 FFS 培训员 / 引导者必须有管理参与、发现式学习及技术知识技能，以便指导小组学习和
行动的过程。如果没有足够的培训员（ToT）计划，后续的 FFS 计划将无法成功。
一般情况下，FFS 由有共同爱好的人们组成，他们共同定期学习特定主题 “ 如何和为什么 ”。
FFS 特别适合和专门制定实地考察，在那里需要实践管理技能和概念的理解（基于非正规成人教
育原则）。那么什么是农民田间学校的本质和原始的元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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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 5 - 田间气候学校
“ 农民田间气候学校 ” 案例研究改编自 Nelly Florida Riama 的摘要，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与地
球物理局 (BMKG)，雅加达。
农民需要知晓如何应对影响其农作物产量的气候变率。特别是对那些希望直接运用信息的农
民来说气候信息产品较难理解。因此，作为气候服务提供者的 BMKG 和作为用户间联系的农业部
（MoA）推广人员之间的密切合作是必要的。农民田间气候学校（CFS）就起到这种战略性作用。
CFS 的主要目标是推广人员作为辅导员，将技术上的气候信息转换为农民的实用性语言。
CFS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培训来自当地政府和 MoA 区域办公室的人员成为培训员，
使他们更好的理解由 BMKG 提供的气候信息。第二阶段是对那些直接与农民打交道的培训员进行
进一步培训。第一和第二阶段都分别为期 4 天。第三阶段推广培训员将信息传达给农民。这将持
续 3-4 个月，在这期间农民调整其种植日程、作物和根据当地气候特点决定适当的投入。
CFS 的活动包含以下三个目的：
• 提高农民在农业活动中的气候知识和预测气候事件的能力
• 协助农民在农业活动和战略中观测气候参数和使用应用程序
• 帮助农民翻译和理解气候（预报）信息以支持农业活动，特别是种植决策和策略。
挑战
尽管 CFS 证明其能够直接和显著提高农民适应气候变率的能力，扩展活动可能会带来一些
挑战。几个可预见的挑战可能成为 CFS 的障碍，它们是：
• 在区域水平缺少政府机构间的协调；
• 寻找扩大项目的有效方法；
• 基于当地智慧的气候信息服务与传统农业相结合；
• 扩展农业部门以外的活动：建议诸如渔业、卫生和其他气候敏感发展部门。
基于所积累的经验和与最终用户的对话，BMKG 所产生许多信息不能直接针对农民需求：需
要进一步的说明。CFS 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以确保为农民带来更清晰的理解和更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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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 6 – 制作和获取气候服务信息产品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在过去 30 年间开发了
农业生态区（AEZ）方法论，用于评估农业资源和潜力。全球农业生态区（GAEZ）基于 AEZ 方
法创建的产品信息有助于在清查土地资源、评估生物物理限制和土地生产潜力的基础上合理规划
土地。GAEZ 使用土地资源清查进行评估：即特定管理条件、水平投入、所有可行的农业土地使
用选项、量化与特定农业生态环境相关种植活动的预期产量。
由 FAO 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开发的新在线数据门户网站，旨在加强规划者
和决策者在不同环境和管理情况下对农业产品潜力和变率评估的能力，包括气候条件、管理体制、
水资源可利用量和投入水平。特别是在一些地区缺乏合适的资源，气候变化对未来需求和期望产
生负面影响，GAEZ 允许用户在农业风险系统的可持续土地和水资源管理活动中广泛进行评估，
近期 FAO 的报告中强调了世界粮食和农业的土地及水资源状况。
GAZE 数据门户网 www.fao.org/nr/gaez 是交互式数据接入设备，不仅对数据和信息提供免
费的访问并允许可视化数据，而且为用户提供各种分析输出和下载选项。GAEZ 计划为解决粮食
安全提供了战略、管理、规划、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评估，便利的获取数据、信息和知识。
GAEZ 的信息将世界农业资源和潜力进行评估，它成为土地利用规划、解决粮食安全管理和可持
续发展的基本工具。

文框 7 – RCOF 和其它加强气候和农业服务的活动
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汇集当地气候专家通过区域常见气候分析季节性气候指数和预
测为区域农业和粮食安全展 1 提供依据。由 WMO、NMHS、其它组织和 RCOF 共同设计和开发
区域气候展望产品 2 。在东非，粮食安全展望（FSO）的过程连接来自非洲大非洲之角 COF 的产
量，提供未来 6 个月影响粮食安全风险的早期预 3 。这个过程使用基于 ENSO、印度洋和大西洋
海平面温度及在大非洲之角其他降雨影响的气象和季节性气候预测。输入数据有多种来源，包括
IGAD ICPAC、NMHS、FEWS NET 伙伴、NOAA 和英国气象局。将数据输入动态和统计模型，
由专家分析和解释所产生的降雨量预报。降雨量预报与相关的粮食安全和易损性数据由 WFP、
FAO 和 NGO 提供并产生 FSO 报告，从而为决策者在减轻粮食安全风险提供重要的早期见解。
FSO 和 RCOF 的进程包括用户理解和使用信息能力的发展。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科学家开发了被称为 WhopperCropper 的农业风险管理工具，它允许农
学家和农民建立在不同已存土壤和水质条件下不同农作物产出的模式，和这些参数如何在 ENSO
不同阶段相互影响。根据毛利 4 产量可以用图表形式表示。
在 WMO 和英国气象局的支持下，英国里丁大学开发了基于网络的应用气候统计学课程
（e-SIAC），旨在教育气候数据用户如何有效的使用公开可用的历史气候数据集，制作满足其需
求的定制气候统计产 5 。课程针对气候数据用户和生产者这样不能到校参加学习的人员，从而采
取半工半读和网上形式。
1

加强粮食安全的气候风险管理： 关键信息能力，Balaghi 及其他。
http://www.wmo.int/pages/prog/wcp/wcasp/clips/outlooks/climate_forecasts.html
3
WFP 案例研究：非洲粮食安全早期预警系统：将粮食安全展望同气候展望论坛连接
4
http://www.daff.qld.gov.au/26_14184.htm
5
http://www.reading.ac.uk/ssc/n/esiac.ht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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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 8 - 提高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农畜系统水分生产率的案例研究
该项目的目的是优化生产用水，以帮助增加小规模农民的收入。它也设法在南部非洲和蓝尼
罗河流域的半干旱地区使用农作物牲畜系统改善环境。
通过农作物牲畜系统中更适合的牲畜管理增加水生产率。牲畜代表对由于畜产品快速增长需
求而致使收入增加的巨大潜力。然而缺乏对动物和水资源如何相互作用的了解，导致证明对从农
场到政策规模的介入选择的明确迫切的需要，其结果是提高水生产率和防止土地退化。项目的各
级目标用户包括农民、国家研究机构、水管理者、灌溉规划者、提供规划和管理工具以提高稀缺
水资源生产率的开发和扩展部门。项目将在农业和发展方面为全球研究团体提供公共产品。
目标
• 为农民、水管理者、灌溉规划者和开发及扩展部门提供策略。
• 在农业和发展方面为全球研究团体提供公共产品。
• 为当地规划和农业扩展人员、区域农业人员及牲畜所有者提供评估工具。
http://www.ilri.org/node/299

文框 9 - 在肯尼亚建设长期社会应变力
在过去二十年中，世界粮食计划署与肯尼亚弱势群体通过加强抵御气候相关灾害的恢复力而
共同提高粮食安全。这些努力此前被纳入紧急响应行动，但是一系列破坏性干旱促使人们更加重
视对长期救济和以社区内建立减缓未来干旱的能力建设。
2006 年肯尼亚泰塔塔韦塔地区的社区成员对该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表示担忧。他们建议由
于正在遭受常规周期的干旱，近年来更加频繁和严重，这限制了人们摆脱贫困的能力。季节性降
雨模式的变化和更加不稳定的降雨也使他们依靠传统雨水灌溉方法更加困难。
负责当地粮食安全问题的区域指导小组向干旱土地资源管理计划进行咨询以验证这些问题。
政府的历史记录中记录了每月降雨总量和种植季节的降水模式，并支持观察。因此，世界粮食计
划署联合肯尼亚政府、世界宣明会和社区共同制定粮食资产计划，让在食品短缺的重灾区的人们
得到粮食，同时参加降低风险和韧性建设项目。
在一个主要项目中，社区恢复了建于 1948 年的 Njoro Kubwa 灌溉渠，它已被堵塞了很多
年。计划也扩展了以前不能获取灌溉用水的灌溉网，使之深入进农田。三年来，在灌溉渠工作的
4500 余人得到了粮食。460 户有至少 230 公顷的土地得到了灌溉。每天用来寻找灌溉水的时间
最多减少 2 个小时。
一个功能性的水渠网可以缓冲社会对气候的直接影响。在暴雨中，水渠为干旱时期将径流进
行保留，农民的农作物和动物也需要降雨作为水资源。自从项目开始，社区的粮食安全水平和与
天气相关的灾害承受能力已显著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 33%，家庭收入平均增长了 45%。理解
和应对气候风险，包括季节性降雨的改变及其变率，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宣明会和肯尼亚政府
帮助部分地区逐渐减少其受气候的冲击和他们重复需要粮食援助的需求（WFP,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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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 10 - 管理不确定性：为应对气候变率和变化而创新系统
东非和中非（ECA）农业公社和农业利益攸关方，适应气候变化和预测的温度升高及降雨的
变化性，必须首先加强他们更好应对当前气候制约和机遇的能力。信息、工具和方法的可获性允
许更好的理解、表征和映射农牧业对长期气候变率和变化的影响，针对利益攸关方的需求发展气
候风险管理策略。
ILRI 负责利用知识并向研究员和规划者进行传播，指导管理者关于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直接
和间接影响为 ECA 农业部门做出最优选择。通过文献综述，知识将提供在 ECA 内农牧业双方的
内源性和外源性对当前气候变率和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当前状态。该研究将考虑证明在一系列尺
度范围内的影响，即从家庭和社区层面到地区、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影响，将评估当前工具和方法，
协助在所有尺度上关键利益攸关方进行决策的《气候风险评估和管理框架》的开发。
项目的目标 / 目标： 项目的目的是为 ECA 应对气候变率和变化风险和机遇制定战略和体制
创新系统。它强调了 “ 包含知识的回顾和合成、发展战略学习联盟和概念验证的案例研究的一套
综合活动将为 ECA 解决长期气候变率和变化提供基础和建立创新系统。” 地点：东部和中部非洲

文框 11 - R4 倡议：有效地结合 气候信息和粮食安全保证
WFP 和美国乐施会合作，推广创新的方法以加强贫困农民适应与气候相关的冲击。农村复
原力倡议（R4）结合了更好的资源管理（降低风险）、保险（风险转移）、小额贷款（审慎的风
险承担）、以及储蓄（风险准备金）。该倡议是以 “ 非洲之角适应风险转移 ”（HARITA）计划为
基础，该计划由美国乐施会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瑞士再保险公司的资金资助下，成功在埃塞俄比
亚的提格雷地区实施。
一些贫困、粮食不安全家庭已经从粮食换资产或公共工程计划，如埃塞俄比亚的生产安全网
” IFW），
方案（PSNP）中受益，R4 让他们可以使用劳动力来支付天气指数保险。通过 “ 保险换工作 （
贫困农户开展小规模的、社区确定的公共项目，以换取保险的费用。资金更充裕的农民也可以直
接购买这种保险。
保险降低气候变率的不确定性，并有利于最贫穷和最脆弱的农民进行投资，从而提高他们的
生产力。如果发生干旱，当降雨量低于预定的阈值时农民获得自动保险奖金。获得了保险赔偿，
农民就无需卖掉牲畜、工具或其他生活所需的生产性资产，并且能够买得起种子和耕种所需的物
品。
准确的气候和天气信息对于 R4 是至关重要的，原因有两个。首先，需要历史气候信息建立
指数保险的系统工作，确定干旱风险并为农民设立保险费，这些费用是由 IFW 支付。其次，一旦
建立了指数，需要来自卫星和气象站及时的天气信息，来计算是否需要以及哪里将需要支付保险
赔偿。
R4 当前针对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地区的近 20000 户家庭。2012 年，该活动达到了一个重要
的里程碑，即超过 12000 户受干旱影响的家庭收到了超过 20,000 美元的保险赔偿。这是首次，
在埃塞俄比亚天气指数保险计划如此大规模直接向小农户发送保险赔偿。此外，农民在最需要时
收到了资金，这要归功于基于先进的卫星技术的早期预警系统，该系统计算出何时作物开始收到
影响并促进了赔偿金的发放。
2012 年，R4 开始扩展至到塞内加尔，预计到 2015 年该地区将达到 18000 户。2013 年，
R4 在埃塞俄比亚进一步推广，预计到 2015 年将在另外两个国家进行试点。
http://www.wfp.org/news/news-release/scaling-innovative-climate-change-adaptation-andinsurance-solutions-sen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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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 12 – GEO 全球农业监测 (GEOGLAM)
GEO 全球农业监测倡议最初是由二十国集团 (G20) 农业部长会议 (2011 年 6 月，巴黎 ) 发
起的。该倡议是 G20 粮食价格波动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还包括农业市场信息系统 (AMIS，
http://www.amis-outlook.org)，以及另一项由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FAO) 负责的机构间活动。
G20 部长宣言指出 GEOGLAM“ 将通过改进使用作物生产预估和天气预测的遥感工具，加强全球
农业监测 ”。 通过提供协调的卫星地球观测并将其与地基和其他实地测量整合，该活动将促进制
作可靠的、准确的、及时的和持续地作物监测信息和产量预报。
GEO 全球农业监测倡议 (GEOGLAM) 是以 GEO 农业实践团体 (AG COP) 的议程和 GEO
农业社会效益领域实施行动为基础。成立于 2007 年，这个全球网络目前已经拥有超过 300 名成
员。AG CoP 的第一项协调工作是 JECAM，即作物评估和监测的联合实验 (www.jecam.org)。
JECAM 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各种方法的集合，为多个全球农业系统制定监测和报告的协议和最佳
惯例。JECAM 实验将促进形成资料产品和报告的国际标准，最终支持开发全球农业作物评估和
监测的综合系统。因此，JECAM 现已完全被纳入 GEOGLAM 作为其研发的组成部分。
GEOGLAM 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国际社会通过使用地球观测资料，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
上制作和分发相关的、及时的和准确的农业生产预报的能力。这将通过以下方式得以实现：
加强国家农业报告系统，包括通过地理空间教育课程推进培训世界各地的参与者，建立一个
持续的农业监测和研究组织和从业人员的国际网络；以及基于卫星和实地观测 ( 包括通过更好地
协调卫星观测 ) 协调全球业务农业监测系统。
2013 年 8 月开始，GEOGLAM 开始向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主办的农业市场信息系统
(AMIS) 市场监控出版物提供每月全球产量展望。http://www.amis-outlook.org/amis-monitoring
作物展望是基于 GEOGLAM 作物监控，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倡议，旨在响应 G20 农业部长针
对降低世界主要作物市场波动的关注。GEOGLAM 利用区域专业知识、地面观测和气象和卫星
资料的分析 ( 后者是由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GEOS) 提供 )，评估四大主要作物 - 玉米，水稻，
大豆和小麦的生长条件。这些作物占全世界人类所消耗的卡路里的 70%。
全球作物监控 (http://www.geoglam-crop-monitor.org/crop-monitorassessments) 是 由 马里
兰大学协调，由 GEOGLAM 实践社区提供支持，包括阿根廷 (INTA),、ASEAN ( 亚洲 RiCE 和
AFSIS)、澳大利亚 (ABARES/DAFF, CSIRO)、巴西 (CONAB)、加拿大 (AAFC)、中国 (RADI-CAS
作物监测 )、欧洲委员会 (JRC-MARS)、印度 (ISRO)、日本 (JAXA，RESTEC)、墨西哥 (SIAP)、
俄罗斯 (IKI-RAS)、南非 (ARC)、泰国 (GISTDA)、乌克兰 ( 水文气象中心，太空研究所 )、美国 ( 美
国航天局，美国农业部 )，CEOS、FAO 和 W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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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 13: 基于遥感资料的农业干旱监测
干旱是全世界粮食不安全的主要原因之一。2011 年，非洲之角遭遇了 60 年来最严重的干
旱。据估计，1240 万人遭受了大规模的粮食短缺。为了减缓农业干旱的影响，非常重要的是提
供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有关粮食作物条件的及时的、可靠的信息。全球信息和早期预警系
统（GIEWS）和 FAO 的气候、能源和权属司（NRC）的目标是开发一个 “ 农业压力指数系统 ”
（ASIS），用于监测全球范围内具有很高水压力（干旱）的农业地区。该系统是由佛兰德科技
研究所 (VITO-TAP) 代表 FAO 进行实施，并由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的监测农业资源
(MARS) 部门提供技术支持。ASIS 是以植被健康指数（VHI）为基础，由 NDVI 衍生而出，由国
家环境卫星数据和信息局（NESDIS）卫星影院和研究中心（STAR）的 Kogan 开发。该指数已
被成功地应用于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的环境条件，包括亚洲、非洲、欧洲、北美和南美。VHI 可以
检测一年中的任何时间的干旱条件。但是，对于农业，我们只关心对于作物生长最敏感的时期（时
间整合），因此只在作物季节的开始（SOS）和结束（EOS）的这段时期进行分析。主要的挑战
包括将该系统推广至全球范围以及近实时应用于年代记 1 公里分辨率的 METOP-AVHRR 资料。
ASIS 评估农业干旱的严重程度（强度、持续时间和空间范围），考虑到可能与该国农业统计进
行比对，用行政级别（GAUL 2）来表示最终的结果。
ASIS 的独立版本旨在将其应用于国家一级的不同机构（农业部、国家气象局、环境部等），
以加强国家早期预警系统有关粮食安全的能力。
ASIS 是由欧盟（EU）计划 “ 为减少饥饿改进全球治理 ” 提供资金。
www.fao.org/climatechange/ASIS

文框 14: MOSAICC: 跨学科模式系统，评估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与欧洲科研院所合作开发了一套集成的模式，用于评估在国
家一级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气候变化农业影响模拟系统（缩写：MOSAICC）基于通用方法论，
评估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涉及气候资料降尺度、作物产品预估、水资源估算和经济模式。经
济模式是一个可计算的通用均衡模式（CGE），旨在评估不断变化的产量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所
有模式通过共同的空间数据库结构相连接并在输入和输出方面互联。所有的模式和数据库是独立
的平台，可以在中央服务器上托管。多个用户可以通过一个通用的网络接口同时接入 MOSAICC
工具箱，这使得数据交换对于用户更为简单、透明和更高效。
MOSAICC 是一项独特、创新的系统，因为它结合了基于网络的交互性和集成的模拟环境，
同时还具有能力建设的工具和资料，以及向各（政府）机构和科学家进行技术转让。特殊的涉及
有利于跨学科的工作组，推进合作并促进知识交流。目前，MOSAICC 工具箱正在摩洛哥进行验证，
之后将在其他国家进行实施。模式的开发是由欧盟（EU）计划 “ 为减少饥饿改进全球治理 ” 提供
资金。
http://www.fao.org/climatechange/mosaic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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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文框 15: 使用 FAO 农业压力指数系统（ASIS）作为作物保险遥感指数的可行性
基于天气指数的保险可以帮助确保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小农户的收入。它可以改善
农村生计和减少粮食不安全。常用的天气指数是地方气象站提供的雨量数据；然而，其他测量资
料也可以作为天气指数。例如，标定的差分植被指数（NDVI）是根据卫星资料得出的，它给出
了植被健康的指标，以及潜在的作物产量，并被用来提供基于指数的干旱保险。气象站一直是天
气指数保险计划的主要资料来源。然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气象站的数量往往非常有限，而且在
农业地区的分布不均。此外，在某些情况下空间插值技术可被用于解决台站密度低的问题，有证
据表明该技术系统性地低估了极端值；准确的说保险计划试图将这些极端事件涵盖在内。由于这
一事实，一个可能的方案是使用来自卫星资料或期后模拟模式的雨量预估。然而，当与地面测量（雨
量器）相比时，雨量预估通常高于或低于估计降雨量，主要取决于所分析的地理位置和该区域的
地形。至目前为止，估计降雨量的困难阻碍了基于天气指数保险的发展。
对于发展中国家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使用植被指数，即使这些指数仍然有一些技术上的限制可
能会影响卫星获得的资料的精确性（大气 / 土壤湿度、卫星相对地球表面的位置以及时间序列是
由来自不同传感器的数据组成的）。迄今 NDVI 已主要应用于牧区，不过它还很有可能用于种植区，
如果分析仅限于生长期以及该地区确定可以种植作物。改进土地利用图，更好地确定农业种植区，
可以促进这种技术能产生更好的结果。
拟议的基于 ASIS 的遥感指数有可能被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作物保险计划，但还需要在国家一
级对 ASIS 进行仔细地校对并在业务运行之前进行测试。在地方利益攸关方开展能力建设也是有
必要的。拟议的遥感指数在半干旱条件的国家运行地更好，这些国家的水压力是农业生产的主要
限制因素。
关于基于气象站的指数，遥感指数具有优势，即具有更广泛的地面覆盖。另一方面，根据遥
感或一般气候环流模式获得的雨量预估在高估 / 低估雨量方面，具有劣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更愿意考虑 NDVI 作为评估作物条件的代理（本身取决于可用于作物灌溉的水）。然而，遥感也
有一些重要的局限性，因为 NDVI 受土壤湿度和地表各向异性的影响。多数应用中使用的复合材
料产品往往会限制这些效应，但不能被完全忽略。
http://www.agriskmanagementforum.org/content/feasibility-using-fao-agricultural-stress-indexsystem-asis-remote-sensing-based-index-c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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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 16: 作物产量的预测工具，支持国家粮食安全早期预警
在许多国家，干旱导致饥荒的发生率仍然是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即使是在好年景，一些区
域的农民还可能遭受毁灭性的作物损失。例如，在发生内乱或大面积水灾的时候，由于被排除在
市场之外，一些人获得的粮食供应可能出现大幅减少。
很多预警系统同时针对个人及机构用户，但是粮食安全的预警的主要目标通常是各国政府。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农民主要是自给农业， 即他们自己种植粮食，他们的生计直接依赖于自己的
粮食产量。盈余通常都很少；城市地区主要是商业化（在非洲市区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30％）。
产量往往很低：例如，在萨赫勒国家，在好年景主要主食作物（小米和高粱）的产量通常在 600700 公斤 / 公顷。年际波动是这样的，歉收年国家的粮食供应可能减半，在某些地区甚至为零产量。
在这种大背景下，1978 年首次设立了粮食监察和监测系统。目前，各大洲约一百个国家运行了
粮食安全预警系统；它们的名称各不相同，但它们一般被称为（粮食）早期预警系统（EWS）。
它们有助于：
•
•
•
•

提前为国家决策者提供有关即将到来的粮食生产赤字或盈余的信息；
改进粮食贸易、市场营销和分销的规划；
在各个政府机构间建立协调机制；
减少与贫穷有关的风险和损失。

EWS 覆盖了从食品生产到销售、储存、全国进出口到家庭消费的各个方面。借助国家气象
部分的直接和积极参与，监测天气和预估产量一直是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年来，这种方法不断的发展，但作物监测和预报仍然是主要活动：
• 业务预报现在大多是基于现有的；
• 农业气象或卫星资料，有时是两者结合。它们不依赖昂贵和劳动力密集的地面调查，由于
提供了新的资料它们很容易修改；
• 从种植到收获的这段时间，可以尽早和定期发布预报。因此，这就构成了一个更有意义的
监测工具，而不是监测环境变量（例如，雨量监测）；
• 预测往往可以达到很高的空间分辨率，从而准确估计受影响的地区和人口数量。
http://www.fao.org/nr/climp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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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7 bis, avenue de la Paix – P.O. Box 2300 – CH 1211 Geneva 2 – Switzerland
Communic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Office
Tel.: +41 (0) 22 730 83 14 – Fax: +41 (0) 22 730 80 27
E-mail: cpa@wmo.int
Global Framework for Climate Services
E-mail: gfcs@wmo.int
wwww.wm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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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41 (0) 22 730 85 79/82 36 – Fax: +41 (0) 22 730 80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