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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南海海域布放一批自动剖面浮标

2020 年 7 月 12-30 日，自然资源部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搭载国家

海洋局南海调查技术中心 2020 年南海调查航次，在南海海域布放了 4 个自动剖面浮标，这些浮

标由 “ 中央级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购置 ” 专项（2017 年度）出资购置，均为采用北斗卫星通讯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由于这些浮标已经在仓库中存储了 2 年之久，为确保浮标能正常工作，在

航次前送回浮标制造商 —— 青岛海山海洋装备有限公司进行了重新检测。

截止 9 月 30 日，这些浮标共获取了 60 余条 0-2000m 范围内的温度、盐度剖面（轨迹如下图）。

其中 2902714 号浮标在正常获得 10 个剖面之后，不再传回温度、盐度等观测信息，经技术人员商

讨分析，初步认为可能由浮标装载的 Seabird 公司 SBE 41CP 型 CTD 传感器故障，以及剖面浮标

内部电磁阀门的失效所致。其他 3 个浮标工作正常。

南海海域布放的 4 个自动剖面浮标位置及漂移轨迹

（杭州 Argo 野外站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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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the upper-ocean salinity variations on the decadal sea level change 

in the Southeast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Argo era

Jiamei Huang1, Wei Zhuang1,2, XiaoHai Yan3,4, Zelun Wu1,4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Science, College of Ocean and Earth Scienc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102, China;
  2、Southern Mar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angdong Laboratory, Zhuhai 519082, China;
  3、Joint Center for Ocean Remote Sensing, University of Delaware-Xiamen University,  Newark, 
        DE 19716, USA;
  4、College of Earth, Ocean,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Delaware, Newark, DE 19716, USA）

In the past nearly two decades, the Argo Program has created an unprecedented global 

observing array with continuous in situ salinity observations,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to extend our 

knowledge on the variability and effects of ocean salinity. In this study, we utilize the Argo data 

during 2004–2017, together with the satellite observations and a newly released version of ECCO 

ocean reanalysis, to explore the decadal salinity variability in the Southeast Indian Ocean (SEIO) 

and its impacts on the regional sea level changes. Both the observations and ECCO reanalysis show 

that during the Argo era, sea level in the SEIO and the tropical western Pacific experienced a rapid 

rise in 2005–2013 and a subsequent decline in 2013–2017. Such a decadal phase reversal in sea 

level could be explained, to a large extent, by the steric sea level variability in the upper 300 m. 

Argo data further show that, in the SEIO, both the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change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cadal sea level variations. This is different from much of the Indo-

Pacific region, where the halosteric component often has minor or nega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regional sea level pattern on decadal timescale. The salinity budget analyses based on the ECCO 

reanalysis indicate that the decadal salinity change in the upper 300 m of SEIO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horizontal ocean advection. More detailed decomposition reveals that in the SEIO, there exists 

a strong meridional salinity front between the tropical low-salinity and subtropical high salinity 

waters. The meridional component of decadal circulation changes will induce strong cross-front 

salinity exchange and thus the significant regional salinity variations.

     （摘自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2020,39:1–10）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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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t of seasonal variability of subsurface temperature

 in the tropical Pacific with Argo data

Yuchao Hui1,3,Linlin Zhang1,2,4,Fujun Wang1,2,4,Xiaomei Yan1,2,4

       (1、Key Laboratory of Ocean Circulation and Waves,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China；
        2、 Pilot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Qingdao,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4、 Center for Ocean Mega-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China )

Seasonal variability of temperature in the tropical Pacific is studied with Argo data from 2001 

to 2017. It is found that the strongest seasonal variation is in the subsurface layer corresponding to 

the thermocline, which is located in three zonal bands centering at 12°N, 5°N and 5°S across the 

entire tropical Pacific.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seasonal variation of subsurface temperature 

is caused by the vertical movement of the thermocline, and the signal is generated in the eastern 

Pacific and propagates westward to the western Pacific. A linear wind-driven first-mode baroclinic 

Rossby wave model is then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seasonal fluctuation of thermocline. The 

seasonal shoaling and deepening of thermocline and associated temperature variations are well 

captured by this Rossby wave model. Basin-scale seasonal anomalies of wind stress curl in the 

tropical Pacific produce significant thermocline fluctuations, which propagate westward in the form 

of annual Rossby wave, and cause the seasonal variation of subsurface temperature. Thermocline 

fluctuations are revealed to be tightly associated with the meridional shift of equatorial currents 

such as North Equatorial Current, North Equatorial Countercurrent and South Equatorial Current.

( 摘自 Journal of Marine Systems,https://doi.org/10.1016/j.jmarsys.2020.103312)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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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ocean biogeochemistry with autonomous platforms

Fei Chai1,2,Kenneth S. Johnson3, Hervé Claustre4, Xiaogang Xing1, 
Yuntao Wang1, Emmanuel Boss2, Stephen Riser5, Katja Fennel6,

 Oscar Schofield7 and Adrienne Sutton8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atellite Ocean Environment Dynamics (SOED), Secon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Hangzhou, China;
 2、School of Marin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ine, Orono, ME, USA;
 3、Monterey Bay Aquarium Research Institute (MBARI), Moss Landing, CA, USA;
 4、Sorbonne Université & CNRS, Laboratoire d’Océanographie de Villefranche (LOV), 
      Villefranche-sur-Mer, France;
 5、School of Oceanograph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WA, USA;
 6、Department of Oceanography, Dalhousie University, Halifax, Nova Scotia, Canada;
 7、Department of Marine and Coastal Sciences, Rutgers University, New Brunswick, NJ, USA;
 8、NOAA Pacific Marine Environmental Laboratory (PMEL), Seattle, WA, USA）

Human activities have altered the state of the ocean, leading to warming, acidification and 

deoxygenation. These changes impact ocean biogeochemistry and influence ecosystem functions 

and ocean health. The long-term global effects of these changes are difficult to predict using current 

satellite sensing and traditional in situ observation techniques. Autonomous platforms equipped 

with biogeochemical sensors allow for the observation of marine biogeochemical processes and 

ecosystem dynamics,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s. The international 

Biogeochemical-Argo (BGC-Argo) project is currently building a global, multidisciplinary ocean-

observing network of autonomous Argo floats equipped with an extensive range of biogeochemical 

sensors. Other autonomous platforms, such as gliders and surface vehicles, have also incorporated 

such sensors, mainly operating on regional scales and near the ocean surface. Autonomous mobile 

assets, along with remotely sensed data, will provide the 4D information required to improve model 

simulations and forecasts of ocean conditions and ecosystem health.

( 摘自 Nat. Rev. Earth Environ.,2020, 1, 315–326)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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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rgo-based experiment providing near-real-time subsurface oceanic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for fishery data

ChunLing Zhang1, ZhenFeng Wang2, Yu Liu1,3

   (1、College of Marine Scienc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3、College of Geomatics and Geoinformation,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China）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ceanic environments and fishing 

conditions could make the utilization of fish more efficient, profitable, and sustainable. The 

current lack of high-precision subsurface seawater information has long been a constraint on 

fishery research. Using near-real-time Argo observations,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approach 

called gradient-dependent optimal interpolation. This approach provides daily subsurface oceanic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fishery dates and locations. An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Ocean using yellowfin tuna (YFT) catch data in August 2017. 

The results of seawater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represented differences of less than ±0.5°C and 

±0.05,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verification of error analysis and truth-finding comparisons. 

After applying the constructed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profiles, we describ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urface information and yellowfin tuna catch distribu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revealed 

that yellowfin tuna were more adapted to warmer and saltier seawater. At the near-surface (<5 m), 

the most suitable temperature was 28–29°C, although yellowfin tuna can endure a temperature 

range from 11 to 12°C at a depth of 300 m. The corresponding upper boundary of the thermocline 

was approximately 75 m, with a mean strength of 0.074°C/m, and the most suitable salinity for 

yellowfin tuna was 34.5–36.0 at depths shallower than 300 m.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onstructed subsurface information was very close to the true values and they had high spatial and 

temporal accuracy.

( 摘自 Fisheries Oceanography,2020,00:1-14)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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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zing the seasonality of vertical chlorophyll-a profiles 

in the Southwest Indian Ocean from the Bio-Argo floats

Yuanyuan Gu1,Xuhua Cheng1,2,3,Yiquan Qi1,Guifen Wang1

   (1、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Hazards Forecasting,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2、Southern Mar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angdong Laboratory, Zhuhai 519000, China；
    3、Key Laboratory of Coastal Disaster and Defence (Hohai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njing, China）

The energetic mesoscale and submesoscale processes in the Southwest Indian Ocean (SWIO)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phytoplankton growth revealed by satellite observation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Based on observations from two Bio-Argo floats deployed in the SWIO, a prominent 

phenomenon of subsurface Chl-a maximum (SCM) is observed in this region during spring, summer 

and autumn. After comparing the Chl-a profiles with and without mixed layer restratification (ML 

restratification), we found that the ML restratification favors to increase the upper ocean Chl-a 

concentration in spring, autumn and winter, while decrease Chl-a concentration in summer, which 

could be explained by nutrient-light colimitation on growth rates. Further analysis imply ML 

restratification is likely caused by the surface heating and up-front wind-driven Ekman transport.

（摘自 Journal of Marine Systems,2020, doi:10.1016/j.jmarsys.2020.103426）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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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Argo 野外站重要活动（续）

●2020 年 7 月 1 日，许建平研究员应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的邀请，以视讯会议的形式

为该院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了题为 “Argo2020：迎接一个崭新的全球、全海深、多学科海洋观测时代 ”

的海洋观测见习专家讲座，围绕国际 Argo 计划最新进展、中国 Argo 计划实施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与展望等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讲授，还逐一回答了师生们的线上提问。本次讲座吸引了 100

余名该院师生的参与。

●2020 年 7 月 20 日，应国防科技大学气象海洋学院王辉赞博士邀请，刘增宏站长和孙朝辉

高级工程师专程造访该院进行调研，双方围绕 Argo 数据快速收集和质量控制以及浮标双向通讯等

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与讨论；期间，刘增宏站长还详细介绍了国内外 Argo 计划的最新进展及其

Argo 数据观测精度及其采取的质量控制措施和方法等情况。

●2020 年 7 月 23 日，应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成里京副研究员邀请，刘增宏站长为该所国

际气候与环境科学中心科研人员作了题为 “Argo 最新进展及数据质量 ” 的视频报告，并就 Argo 数

据的质量控制方法等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2020 年 8 月 8 日，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近百名 2020 级硕士研究生参观了杭州 Argo

野外站临安基地。许建平研究员为来访新生介绍了国内外 Argo 计划实施现状及其 Argo 野外站在

全球 Argo 系统内的地位和作用，鼓励同学们在日后的深造研究中，多多利用无条件免费共享的

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多出研究成果，为 Argo 计划，乃至海洋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海洋观测见习专家讲座视讯会议现场                          2020 级硕士研究生参观野外站临安基地

●2020 年 9 月 23 日，应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〇研究所王晓林所长邀请，自然资源

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许建平研究员，以《数字海洋与水下攻防》

期刊编委会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举行的由中国造船工程学

国内动态



8

会、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〇研究所和青岛蓝谷管

理局等共同主办的 “ 第二届 ‘ 智慧海洋 · 水下攻防 ’ 科技创新论坛 ”，并提交了题为 “‘ 数字 ’ 真伪

难辨，‘ 攻防 ’ 何以取胜？ ” 的 PPT 演讲报告。来自军地相关管理机关、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

60 多个单位的 270 余名专家和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2020 年 9 月 23-24 日，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许建平研究员，应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海洋文化产业

分会邀请，出席了在青岛国际博览中心由该分会主办，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

海鹰加科海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自然资源部海洋环境探测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青岛梦想汇

帆船游艇俱乐部管理有限公司和青岛蓝谷管理局等共同支持的 “ 溪流海洋大讲堂 ” 和 “‘ 智海杯 ’

海洋文化沙龙 ” 等系列活动。征文作品 “ 许建平：我和我的启蒙（梦）老师 ”，荣获了由中国海洋

发展研究会海洋文化产业分会颁发的 “ 智海杯 ” 海洋文化征文活动三等奖。活动期间，播放了 “ 逐

梦在大洋深处——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巡礼 ” 宣传短片。

“ 智海杯 ” 海洋文化征文活动颁奖现场

●2020 年 9 月 24 日，刘增宏站长代表项目协作单位参加了由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承担的中科

院大科学计划培育项目 —“ 水下滑翔机全球海洋智能观测计划 ” 项目在沈阳召开的学术研讨会。

来自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俞建成研究员和田宇副研究员、中科院海洋所王铮博士以及中科院南海

所舒业强研究员等 7 位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专家针对国产水下滑翔机的技术发展、

观测规程与标准草案的制订以及项目任务分工等进行了讨论。

●2020 年 9 月 25 日，许建平研究员在青岛参加 “2020（第五届）青岛国际海洋科技展览会 ”

系列活动期间，接受北京蔚海明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于耿先生的盛情邀请，顺访了该

公司坐落在青岛蓝色硅谷核心区、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的青岛分公司，并围绕

“Argo2020 愿景 ”、“ 国内海洋观测仪器设备研制与推广应用 ” 和 “ 拥有了先进的科学考察船、世

界一流的观测仪器设备，我国海洋调查还缺啥？ ” 等议题，与公司技术主管们进行了报告与交流；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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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了由该公司参与研发、生产的 “ 海燕 ” 系列水下滑翔机及其相关海洋高科技仪器设备研发、

集成、制造和技术服务等方面的情况介绍，还专门就水下滑翔机技术性能扩展及其 CTD 数据质量

控制、海洋环境数据库建设和合作意向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运行现状（续）

据国际 Argo 信息中心的统计结果表明，当前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内有 3 个剖面浮标在

海上正常工作 , 但也不排除其他国家实际布放了浮标但没有公开发布相关信息的可能性。

这 3 个剖面浮标是自然资源部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于今年 7 月份利

用国家海洋局南海调查技术中心执行的南海调查航次布放的，均为采用北斗卫星通讯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本航次共布放了 4 个自动剖面浮标，其中一个浮标在正常完成 10 个剖面后，未再传

回温度、盐度和压力等观测数据。经与浮标制造商青岛海山海洋装备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共同商讨、

分析，初步认为可能与 Seabird CTD 传感器的故障和剖面浮标电磁阀的失效有关。

全球海洋及主要边缘海活跃浮标分布（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

下表给出了当前全球 6 个主要边缘海中活跃浮标数量与计划布放浮标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

墨西哥湾（39 个）、地中海（65 个）和黑海（12 个）等 3 个边缘海中活跃浮标的数量已经达到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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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远远超过计划布放浮标的数量，处于超饱和状态；日本海今年没有布放新的浮标，活跃浮标

有所减少，但也满足国际 Argo 计划的最低布放标准；加勒比海（15 个）和南海（3 个）则还远远

没有达到国际 Argo 计划要求的最低布放标准（38 个和 22 个）。

统计要素

布放海域

当前活跃浮标

数量（个）

计划布放浮标

数量（个）

完成比例

（%）

2018 年至今布放

数量（个）

南  海 3 22 14 7

地中海 65 56 116 58

日本海 16 16 100 11

墨西哥湾 39 20 195 28

加勒比海 15 38 39 4

黑  海 12 10 120 7

（卢少磊）

逐梦在大洋深处

—— 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巡礼

一、杭州 Argo 野外站及其承担的使命

这里时刻保持警惕视野，解析投放在全球海洋中数千枚 Argo 浮标传来的密语，他们十八年如

一日，追逐着让广大科研人员既能足不出户又能长期、便捷地获得千里之外广阔海洋上的高质量

环境资料，有能力参与区域、全球海洋和气候问题研究的 “ 海洋梦 ”。

杭州 Argo 野外站的全名为 “ 自然资源部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依

托于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和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期负责我国 Argo 大洋

观测网建设的组织实施，以及该观测网内自动剖面浮标观测信息的接收、处理和交换共享等工作；

同时，它还承担其他 Argo 成员国布放的浮标观测资料的收集以及质量再控制等任务，最终将这些

高质量的数据免费提供给国内外从事基础研究和业务化预测预报的用户使用。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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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 Argo 计划及其全球 Argo 观测网

人类生活的地球正在不断变暖，台风、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这些都给人类的生

存带来了极大威胁。为了更好地认识全球海洋并对它进行长期监测，科学家们在上世纪末设计了

一个史无前例的海洋观测方案，称为 “ 国际 Argo 计划 ”。

这个计划设想用 5-7 年的时间，在全球海洋上每隔 300 公里布放一个由卫星跟踪的自动剖面

浮标，总计为 3000 个，组成一个庞大的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用来长期监测海洋内部的变化。

预计每年可以收集到从海面到 2000 米深度范围内的海水温度和盐度等环境要素剖面 12 万条以上。

自动剖面浮标，是 Argo 计划的专用海洋观测仪器，所以也被称为 “Argo 浮标 ”，可以通过调

整自身体积的方式来实现在海水中的沉浮。浮标可以利用船只或者飞机投放，会自动下潜至 1000

米深度层停留并随洋流自由漂移，几天后，浮标会再次下潜至 2000 米，然后慢慢上浮，通过其携

带的电子传感器测量海水的温度、电导率和压力。当浮标到达海面后，会自动通过卫星定位，并

将观测的全部信息发送给卫星地面接收站。每个浮标在海上工作的时间通常在 3 到 5 年之间。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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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这个人类海洋观测史上前所未有的、覆盖全球海洋的立体观测系统，一经推出，迅速得到了

世界上众多沿海国家的响应。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苏纪兰教授于 2009 年

在浙江杭州举行的第三届国际 Argo 科学研讨会议上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解释，“ 从 Argo 的意义上

来讲，就等于说我们在海洋里面，建立了很多的观测站，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个以后，我们的气候

才能报的准，才能预测准；Argo 前景不仅是挺好，而且也是非常光明的 ”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家

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名誉主任巢纪平研究员于 2013 年在浙江舟山举行的第二届全国 Argo 科学研讨会议上

也曾指出，“Argo 观测网能够在同一时间或者是很大的范围当中，同时取得不同层次的海洋资料，所以

在当时来讲，我们都称之为这是海洋观测的一个新的时代，是海洋科学发展在观测上的一个里程碑 ”。

Argo 计划，给海洋和大气科学家带来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使人类深入了解和掌握大尺度海洋

内部的变化，提高天气和海洋预报的精度，有效防御全球日益严重的天气和海洋灾害的梦想正在

逐渐成为现实。

三、中国 Argo 计划及其区域 Argo 观测网

2001 年 10 月，国务院批准中国加入国际 Argo 计划；次年 1 月，野外站承担了我国 Argo 计

划的启动项目 ——“ 我国新一代海洋实时观测系统（Argo）- 大洋观测网试验 ”。2003 年 1 月，在

中国 Argo 计划首席科学家许建平研究员的带领下，首次在西北太平洋海域批量布放 Argo 浮标，

正式拉开了我国参与国际 Argo 计划的序幕。

从那时起，杭州 Argo 野外站就肩负起了中国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以及沿海丝路区域 Argo 浮标

观测网的建设与日常运行和维护等工作，并代表我国参与国际 Argo 组织举行的相关活动。到 2019 年

12 月底，通过野外站接收和处理的由中国 Argo 布放的浮标约 430 个，覆盖了从西北太平洋、南海到

北印度洋的 “ 海丝路 ” 区域，累计获得了 68000 多条 0 到 2000 米水深的温度、盐度以及部分生物地

球化学环境要素剖面，同时还收集了由其他 Argo 成员国布放在全球海洋的浮标观测剖面近 220 万条。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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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质量 Argo 资料及其取得的丰硕成果

能否获得长期稳定、可靠的观测信息？它能不能真实反映海洋环境的演变？都直接影响到科

学家们准确认知海洋现象的特征与变异，更会影响到海洋和气候业务化预测预报的精度，这也是

Argo 野外站长期关注的问题。

为了确保每一个海上工作浮标获取数据的质量，野外站使用国际标准方法进行实时质量控制，

通常由计算机自动完成；但一旦发现由于传感器在海上长期工作导致数据漂移和偏移等严重问题，

则须通过人工检验的传统方法，并借助一个高质量的船载 CTD 背景数据库来对它进行延时校正，

只有通过这些步骤，才能满足广大用户对高质量 Argo 资料的要求。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九个有能力向全球 Argo 资料中心提交高质量 Argo 数据的国家之一。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还是第三个为全球 Argo 系统提供浮标卫星定位和观测信

息传输服务的国际平台。

通过野外站收集和整理的海量 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已经成为我国海洋和大气科学领域

基础研究中的重要数据来源。中科院大气物理所朱江研究员指出，“ 这些数据，对海洋科学研究和

应用服务十分重要，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利用这些数据开展了数据同化、天气气候变化以

及全球变暖等许多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增强了我国在海洋预报方面的能力，提供了气候预报的水平，

更准确的了解了全球海洋到底增暖了多少等许多科学问题，并且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

杭州 Argo 野外站在获取长时间序列 Argo 资料的同时，还在水团、海洋与台风相互作用、西

太平洋暖池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应用研究成果。

2018 年以来，野外站利用新型的生物 Argo 浮标，开始着手构建西北太平洋生物 Argo 区域观

测网，用以长时间获取海洋内部各种生物地球化学要素的观测数据，结合海洋生态动力模型，从

而更好地认知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为开展海洋生态系统模拟和预测提供技术支撑。

五、Argo2020 愿景及其杭州 Argo 野外站的未来

十八年来，杭州 Argo 野外站致力于海洋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通过多种形式免费向国内外用

户分发超过 200 万条全球海洋温盐度剖面数据，研制了 Argo 数据产品，使我国成为国际上 6 个定

期发布 Argo 数据产品的国家之一。这些高质量的 Argo 数据及其衍生数据产品，不仅满足了国内

业务化部门开展全球气候变化评估的需求，有效提高了中长期气候预测预报的精度，而且还在海

洋和天气相关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中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应用成果。

根据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的统计，我国学者在 30 多种重要国际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涉及

Argo 论文的数量，已经接近七百篇，在统计的五十多个国家中排名第二。 国际 Argo 指导组联合

主席、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苏姗教授于 2009 年在浙江杭州举行的第三届国际 Argo 科学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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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我必须表明，所有 Argo 科学组成员对中国以非常积极的姿

态参与 Argo 计划感到非常高兴，中国的支持对 Argo 计划的实施非常有帮助，Argo 计划是一项非

常有挑战性的计划，它的实施和持续发展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中国的参与和支持，对 Argo 计划

的成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们都非常高兴，中国能够参与国际 Argo 计划 ”。

过去十八年，杭州 Argo 野外站代表中国积极地参与了国际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使中国 Argo

计划和大洋观测网建设，从刚开始的跟跑，发展到如今在某些方面已经有能力与一些发达国家并跑。

但是这种并跑并不轻松，目前中国投放的 Argo 浮标数量有限，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国产

浮标在全球 Argo 观测网内的占有率还处于很低水平，特别是在传感器国产化方面还需要加倍努力。

至于 Argo 计划的未来，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陈大可研究员指出

的，2019 年 3 月在杭州召开的第 20 次国际 Argo 指导组年会上，各国代表就围绕着浮标观测网的

未来发展计划 ——Argo：2020 愿景，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成员、自然

资源部杭州 Argo 野外站站长、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刘增宏高级工程师则对该发展计划进一

步说明，Argo2020 愿景规划要从 2020 年起，在现有 Argo 观测网的基础上，再用 5 年时间建成一

个由 4700 个各型浮标组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全海深、多学科海洋观测网，不但包括了有冰

覆盖的两极地区，还有如日本海、地中海和南中国海等重要边缘海区域；最大观测深度也会从当

前的 2000 米延伸到 6000 米；测量的环境要素也会从当前的 3 个增加到 9 个，即从常规的物理海

洋学拓展到生物地球化学和社会经济科学领域。扩展的 Argo 观测网不仅可以提高对海洋和天气 /

气候的业务化预测水平，达到更好地监控当前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健康的目的，而且还能进一步

提高短期预报水平，确保那些对气候敏感的行业，如农业、水产养殖业、渔业、海洋石油和天然

气产业等的可持续发展。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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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也是国际 Argo 计划重要成员国，理应为这个大科学计划的持续发展承

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与中国正在实施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国家战略相得益彰，同时也

是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发挥主导作用的一个难得机遇。

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将不负使命，坚定不移地在大洋深处逐梦前行。

（刘增宏  据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杭州全球海

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于 2020 年 7 月共同制作的宣传短视频整理）

我国物理海洋调查技术与方法四十年发展缩影

【本文作者许建平研究员，工作于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然资

源部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该文原题为“我和我的启蒙（梦）老师”，2020 年 5 月 24 日

首发于“溪流之海洋人生”公众号，曾荣获由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海洋文化产业分会发起的“智海杯”海洋文化

类有奖征文活动三等奖。大众评审对该作品的评价是：一位作者怀念授业恩师，一位作者教导泯顽门生，传承不

断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优势；本文通过详实描述自己和导师出海、传承等师生间的故事，让读者感同身受师

生间浓浓的情谊，极好地展示了老一辈海洋工作者敬业、奉献的一面；作者行文感激老师的细心培养，从工农兵

大学生培养成为博导、研究员，过去检测技术设备相对落后，老一辈海洋调查（测绘）人利用简陋的设备，通过

大量外业得到风、浪、流等水文参数，构建国家海洋调查（测绘）基础体系实属不易；一代人的记忆，情真意浓，

有大家风范；懂得感恩，不忘恩情。然后，顺着该文脉络，还能了解到过去四十年我国物理海洋调查领域观测技

术与观测方式 / 方法不断发展、更新换代的历史进程，以及老一辈海洋人对待海洋调查的科学精神。】

我这个出生在长江边、沙家浜畔的农民儿子，在那个 “ 上山下乡 ”、“ 开门办学 ” 的年代，竟

然会光荣地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海洋调查战线上的一员，并成为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物理海

洋调查领域观测技术与观测方式 / 方法不断发展的见证者和实践者。

一、命运安排

1975 年初夏的一天，当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看到的录取学校却是陌生的。电话询问高中时

的老师和临时设在人民公社里的招生领导小组，再问县里的招生办，几经周折，得到的回复是，这所

学校之所以没有列入当年的招生院校名单中，乃是为了保密起见。那么，学校在哪里？又是学什么的呢？

那年我虽已十八，但还从未出过远门、坐过汽车，甚至连火车是啥样都没有看到过。神秘、

国内动态



16

好奇和求知的欲望，以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使我平生做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抉择，背起

简单的行李，乘轮船、换汽车，再坐上北去的火车，只身来到了山东半岛、黄海之滨的山城青岛，

自鸣勇气非凡。但当我踏进当时亚洲唯一的海洋高等学府，戴上那枚白底红字的 “ 山东海洋学院 ”

校徽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会成为海洋调查战线上的一卒。不过，从此却与鱼山路 5号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相识老师

认识侍老师，记得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入学数月后的 1975 年底，那是个倡导开门办学的年代，

学习海洋知识不能只在陆地上、课堂里，而是应该去海上，到一望无际、深不可测的海洋中去吸取知识

营养。在出海实习动员会上，经级队书记介绍，侍茂崇的名字才第一次进入我的脑海。他是我们此次海

上实习的带头老师之一。接下来的几天里，代表当时我国海洋调查水平的各种水文和气象观测仪器设备，

如颠倒采水器、颠倒温度计、表面温度计、埃克曼海流计、印刷式海流计、电磁海流计、手持风速风向仪、

气压表和水色计，以及手摇绞车、定位仪、秒表和使锤等，开始逐件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作者（左一）与侍茂崇老师（中）

侍老师则边示范边讲解，从仪器结构到测量原理，从操作规范到注意事项，从如何读数到记录数

据，……，为我们这批刚入学不久，才略知海洋一二的水文专业七五级全体新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

的海洋调查课；而调查船离港前的现场操作、讲解，甚至手把手的教学，更使我们很快对这些带刻度的、

有颜色的玻璃管，以及带转子的、有尾舵的铁家伙们，有了感性的认识和了解，从刚开始的陌生、生疏，

逐渐变得熟悉和娴熟起来；同时，对课堂上听来的海温、盐度、海流和水色等海洋要素的抽象概念，也

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我和我的同学们，开始对神秘的海洋有了一种亲切感。然后，侍老师在调查船离

港前说的一席话，日后回想起来，是对我们这批新生首次出海打的 “预防针 ”，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 海洋调查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首先要克服晕船的心理障碍，又要肯吃苦耐劳，经得起风浪的考验，

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海洋人 ”。但当时，不免还是让我们倒吸了一口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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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出海实习同样十分神秘。我们两个班 60 名新生，在青岛港码头登上我出生以来看到的最

大船只，“ 东方红 ” 号调查船。据说这艘排水量为 2500 吨的白色铁壳轮船，还是我国第一艘海洋

综合实习调查船。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调查船驶出胶州湾进入黄海后，径直往北航行，等我们

还处在如孩提时 “ 摇蓝 ” 般的梦睡中时，却听到了甲板上的脚步声，轮机的轰鸣声也不知什么时

候已经停息。带头老师通知我们已经来到了山东威海的刘公岛，早饭后全体集合上岸，参加军训，

并告知这也是实习的必修课。记得在刘公岛足足停留了三天时间，除了政治学习、操作训练外，

还几次上岛进入一片山林里，练习打靶和投掷手榴弹。

《东方红》号海洋综合实习调查船

调查船是在清晨一早离开刘公岛的，等我们早晨醒来走上甲板时，眼前已是茫茫大海。上午

的例行政治学习时间，带头实习的年级书记正式向我们宣布了此次出海的任务，除了海上调查实

习外，还将赴黄海 124°E 以东海域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以测试某国对这一海域的敏感性，协助国

家有关部门制定商船航线计划。接着由侍老师具体布置观测任务，根据先前的分班分工，我主要

承担水文、气象观测和化学分析（采集水样做氯度测定，然后换算成盐度）等工作。

作者在参与黄海海洋调查时悬挂颠倒采水器 / 温度计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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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船到达预定海域后的第一周，海面上还算得上风平浪静，我们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开

展着各项实习观测工作。然而，侍老师似乎不知疲倦地几乎每班必到，不管白天、晚上，甲板上

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不是在教学生挂采水器，示范操纵电动绞车，就是在与学生、船员聊天、讲故事，

甚至还会去厨房帮忙拣菜、包饺子。如果在甲板上找不到他，肯定会在狭窄的房间看书、写日记。

在日后的观察中发现，侍老师对书和日记几乎从不离手，只要一有空就会翻阅起来，不管是在海

上还是在陆上，在出差途中还是旅馆房间里，他总是捧着书，看得津津有味。难怪他讲起海洋来，

是那么博古通今、滔滔不绝。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大约又过了一周，海面上开始泛起浪花，船只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人在甲板上已经无法站稳了，

但调查工作还得继续。晕船的人还在增加，每班都有缺员的情况，尽管到后来已经是两班拼一班了，

人手还是紧缺。庆幸的是，我这只从未见过海的 “ 旱鸭子 ”，也许脑子反应迟钝的缘故，对船只摇

摆似乎没有太大的感觉。于是与几位同样没有明显晕船征兆的同学，还有带头老师一起，肩负起

了继续观测的重任，侍老师就成了我们的帮手。频繁的值班观测，也炼就我创下了以 “ 分 ” 计时悬

挂和卸下一只颠倒采水器，以及以 “ 秒 ” 计时读报一只颠倒温度表的记录。这要归功于侍老师的 “ 密

授 ”，以及反复多次的实践。

那时，北方的天气已经十分寒冷，海上波涛汹涌、白浪滔天，每当船只到站观测时，船只摇

摆愈加厉害。这时，为了调查队员的安全，侍老师要求每个队员在上岗工作时，先将麻绳的一头

捆绑在腰上，另一头拴在船只的栏杆上。当钢缆放到预定的长度需要悬挂采水器时，猛使巧劲将

采水器的下端槽口卡入钢缆，拧紧螺帽，挂上使锤；再用力将采水器上端推入钢缆，卡牢；同时

做个 “ 下行 ” 的手势（空握拳头大拇指朝下），负责开绞车的队员就会继续释放钢缆；然后，做好

悬挂下一个采水器的准备，重复以上步骤，直至预定层次的采水器全部施放完毕，等待数分钟以

便温度计充分感温；再悬挂一个使锤于钢缆上，用劲推下，使锤自由下落，碰到最靠近水面的那

个采水器后，其上端会自动脱离钢缆后倒置；同时会触动下端随带的使锤下滑，如击鼓游戏般地

使得全部采水器成颠倒状态。

这些在出海实习前侍老师比划着双手讲授的操作过程，当时还是一知半解，觉得十分复杂，

甚至不可思议，然在海上实践中却变得简单明了，应付自如。从中也悟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

性。有些书本知识，老师认真备课讲授几节课，学生仍如坠云雾，而结合实践也许只需花几分钟，

最长也不会超过半小时，就能够融会贯通。多好的室外课堂！

但要在摇摆不停、上下起伏的船上准确无误地读取颠倒温度表测量的温度值，真不是件花力

气就能干好的事，而是一件技术活。刚开始由于没有领会讲授的要领、掌握好技巧，结果双眼盯

着温度表几秒钟，都报不出一个数字来；有时候眼睛被浪花或雨水浸湿后，几分钟才报一个读数，

而且往往还会出现较大误差。又是侍老师的经验和点拨发挥了作用。在读温时，要根据温度表放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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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高度，双脚叉开立直或半蹬，站稳；双眼与温度表上显示的温度刻度保持水平，平视；闭一

下眼睛再睁开，迅速找到水银柱所在的刻度，报数。经检查，读取的温度值准确无误，时间不超 5 秒。

真可谓实践出真知！这样点点滴滴积累的知识，其实在我日后对现场资料的校正、统计计算和客

观分析，甚至描述性研究中，都起到了很大的启发和帮助作用。只要由我负责或承担的调查项目，

处理的现场观测资料，也都能做到准确无误地归档保存，资料用户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下放中的颠倒采水器 / 温度计和使锤

大约三周后，海上风浪依然没有消停，调查船离海岸越来越远。突然，船上响起了警报声，

船员们开始忙碌起来，船只离开码头时携带的步枪、冲锋枪和手榴弹等轻型自卫武器，也从贮藏

室中搬上了甲板层的房间和实验室内。我的第一反映是遇到了海盗，因为在与侍老师的闲谈中，

曾听他讲过有关加勒比海盗的故事。但很快得到的确切消息和随后看到的美式护卫舰，才真正意

识到这并不是一场海上救生演练或遇到了海盗，而是面临着某国海军的威胁。船上指挥部要求我

们调查人员保持慎静，该值班的值班，该休息的休息，无关人员不得随意在甲板上走动。这给了

我有长时间辽望和观察的机会。

当完成一个观测站的工作回到实验室时，周边突然围拢了许多人，那些已经多天没有见过的

面孔，尽管脸色还显得有些苍白，但精神状态还都不错。问他们怎么不晕船了？连他们都感到不

可思议，自己是怎么从寝室走到实验室来的。后来经过我的长期观察发现，一个人只要重任在身

或者处于神经绷紧状态，在海上就会减轻晕船征兆，甚至完全消失；在战场上就会不顾枪林弹雨，

勇往直前。不过，此时我的同学们急切想知道的是，海上有几艘外国军舰？现在离我们有多远？

炮衣脱掉没有？我们几个值班观测的同学七嘴八舌地解答着他们的问题。

后来，这艘美式护卫舰几乎与我们的调查船并排航行，其他同学通过实验室和寝室的弦窗也

都可以观察到，甲板上军人走动、被炮衣包裹的火炮等，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大家的紧张情绪开

始有所缓解，一颗颗紧绷的心也渐渐放下，晕船的同学又感到头皮开始涨痛，有的同学又在找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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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或直接奔盥洗室呕吐起来，很快又都回到寝室休息去了。实验室逐渐恢复了平静。几乎整整一

个昼夜，美式护卫舰像忠诚的卫士一样，始终陪伴着我们，没有什么敌视行为，两船并排而行，

显得十分友好。黑漆般海面上的点点星火，倒给了我们调查队员一种安全感。随着海上风力的不

断增强，波浪愈涌愈高，观测工作也只能暂时告一段落。

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再次回到甲板上时，环顾四周已经找不到那艘美式护卫舰了。据昨晚值班

的船员讲，那艘军舰后来抵不住排山倒海的巨大风浪，已经调头回去了。为此，我们还略感些许凄清。

不久，我们顺利完成了在黄海的首次海上实习和上级布置的重要任务，凯旋而归！在与侍老

师话别时，他的一句话鼓起了我毕生从事海洋事业的信心，“ 小许，你可以吃 ‘ 海洋 ’ 这碗饭 ” ！

为什么？ “ 你不晕船，又肯吃苦、好学，好好干吧 ” ！这是我与侍老师的第一次接触。他的满腹经纶、

亲力亲为、平易近人，给我、也给全体实习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师生情谊

1976 年青岛胶州湾小麦岛实习，是我与侍老师的第二次接触。这次时间要更长些，我们在岛

上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实习的主要任务是修缮波浪观测站和

建立地面气象观测站，并开展波浪、气象观测，及摇（舢板）船和海上遇险自救等。这为我参加

工作后承担的浙江三门湾第二核电站和象山港强蛟火电站选址的临时（一年以上）海洋气象观测

站建设和运行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者负责筹建的浙江三门二核海洋气象观测站

从小麦岛实习回到鱼山路 5 号后，我们继续接受海流、波浪、潮汐、海况分析和普通海洋学

等专业课的学习，期间又在其他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分别到上海的东海海洋水产研究所和浙江宁

波的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进行了两次实习活动。但我与侍老师还是有比较多的接触机会，

因为那时的他一直在承担一些地方港口和海洋工程建设的前期调查研究任务，偶尔会叫我帮忙做

些现场观测资料的整理和绘图工作。不过，后来在我的再三要求和保证（不影响正常的政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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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业基础课学习，只利用周末、晚间和假期）下，终于成了他的一名编外课题成员。

一年多的课余学习 “ 小灶 ”，使我有机会较早接触和学习了潮余流分析、潮汐调和常数计算，

以及绘制潮流椭圆分布图、流速和流向过程曲线，以及潮位过程曲线等海洋资料处理、分析方法

和相关知识，并接受了严格的手工制图训练，因为这些计算结果和图表会直接用到海洋工程设计中，

来不得半点粗心大意，更不能有任何差错。所以，对计算结果会反复核对多次，对绘制的图表发

现有不符合要求或规定的，会毫不留情地撕掉重新再绘，直到准确无误为止。这段时间里，我尽

管失去了许多休息时间，甚至缩短了看望父母的假期行程，但我从侍老师这里学到的知识和技能，

尤其是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和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使我终生受用；在学习和生活上对

我的无微不至关心和照顾，更使我终身难忘。

1978 年 8 月离开学校后，我又有两次与侍老师在海上短暂接触的机会。一次是刚毕业那年的

年底，我受工作单位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水文室的委派，前往青岛出差。碰巧遇到侍老师

接受了一项山东日照县岚山头建港的前期海流观测任务，正好缺少人手让我临时顶替一下。老师

有难我这个做学生的理所当然得出手相助。这次，侍老师又给我留下了一个 “ 拼命三郎 ” 的印象。

南黄海的冬季，风大浪高，临时租用了多艘几十吨的木质渔船作为调查船，展开多船同步进

行的定点海流观测，每艘渔船上悬挂了 3 台印刷海流计。除了在学校课堂上曾听专业老师提到过，

对大范围海域进行海洋调查时，为了确保观测资料的正确性，最好采用多船同步观测的方法，而

在实践中我还是第一次接触。据侍老师讲，对小范围海域的定点海流观测，同样应采用同步观测

手段，而且根据地形地貌的不同，应尽可能采用多船同步，以保证提供的海洋要素特征有足够充

分的代表性和可靠性，既能节约工程的建设成本，又能确保工程的质量。这可是侍老师长期以来

积累的实践经验，尽管感到不虚此行，但足足一周生活在剧烈摇摆的渔船上，几乎无法直立行走，

只能在甲板上爬行，稍有不慎就会掉入海里的经历，以后每当我想起都会感到不寒而栗。不过这

次经历，使我对海洋同步调查方法有了基本认识。

后来一次再与侍老师相遇，是在 1980 年的 6 月，那时我俩分别代表青岛海洋大学和国家海洋

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参加了中美 “长江口海洋沉积作用过程研究 ”的调查航次。不过，我在中方的 “向

阳红 09” 号调查船上，侍老师则在美方的 “ 海洋学家 ” 号调查船上，本来我们是没有机会见面的。

但就在 6 月 6 日，国家海洋局选派三人参观美方调查船，我是其中之一。美方技术人员带领我们

参观介绍完先进的实验室和仪器设备后，指派侍老师带领我们继续参观船上的阅览室和高级船员

餐厅及寝室等，并一起在 “ 海洋学家 ” 号调查船的甲板上合影留念，直到中午 11 时许才依依不舍

离开。听侍老师介绍，参加这次中美联合调查的船只，除了 “ 向阳红 09” 号和 “ 海洋学家 ” 号外，

中方还派遣了 “ 曙光 06” 号和 “ 奋斗 ” 号两艘调查船，总共是 4 船同步调查，并分远、中、近海

和长江口等四个小区域开展同步大面观测和定点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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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声势浩大的海洋调查，在我国长江口外海域可谓屈指可数。从海上调查结束后，双方交

换资料的整理、分析和得到的研究结果来看，对广阔的长江口外海域取得的多船同步调查资料，

显然比历史上获得的单船观测结果要可信、可靠得多，一些以往无法理解的海洋水文现象，也得

到了科学、合理的解释。大范围同步海洋观测方法的重要性逐步在我的脑海里扎下了根，并在以

后多次负责或承担的海洋调查任务中屡试不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收获，为我国近海、外海，

甚至远海和大洋数据库建设和基础研究收集了一大批物理海洋环境资料。

作者负责实施的浙江三门湾同步（租用 26 艘渔船）水文泥沙调查

四、继承发扬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己。四十多年来，我参与了 “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 ”、“ 南海季风试验 ”、

“ 中日黑潮联合调查 ”、“ 南海海洋环境补充调查及评价 ”、“ 浙江近海沿岸上升流调查研究 ” 和 “ 秦

山核电站邻近水域零点生态调查 ”，以及首次海峡两岸 “ 南海东北部海区环流合作调查研究 ” 等课

题或项目的调查航次。在德国基尔大学海洋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期间，还参加了该所组织实施的 “ 北

大西洋佛得角科学考察 ” 任务等。其中，为配合浙江三门核电厂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我曾负责

实施了 " 浙江三门核电厂址附近海域水文泥沙测验和潮位同步观测 " 项目。根据业主的要求，对约

800 平方公里的三门湾及其附近海域开展了多船（26 艘）、全同步的水文泥沙测验，这是一项大

规模、多学科、多专业和多要素的大型测验任务。在由全国著名海洋学家参加的省级鉴定会上，

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该成果在我国同类型海洋工程中尚属首次，不仅为核电厂工程设计、环境

评价以及不同专题研究提供基础资料，而且充实了我国海洋数据信息系统，对我国港湾研究有重

要借鉴和实际意义，达到国内同类工作的领先水平。

在侍老师的长期培养教导下，我也十分重视海洋观测资料的质量控制工作，在负责的不少多

船同步或准同步调查航次中，提供的CTD资料都能得到可靠的质量保证；提出的单船或多船同步（或

准同步）CTD 仪比较观测方法，也得到了海峡两岸同行的认可，挽回了多个航次因 CTD 传感器故

障造成的测量误差无法自校所带来的资料损失；还积极倡导观测资料及时交换与共享，并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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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我国海洋资料共享的实践者和先行者。

  

 CTD 仪与颠倒采水器（温度计）比测和投放自动剖面浮标

2001 年起，参与了国际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并代表中国担任了国际 Argo 科学组（后更名

为 “ 指导组 ”）成员和中国 Argo 计划首席科学家，与世界上一批志同道合的海洋学家和气象学家

一起，在全球海洋上编织了一张由约 4000 个通过卫星跟踪的自动剖面浮标组成的实时海洋观测网，

相当于在近 4000 艘调查船上同时利用 CTD 仪对 0 ～ 2000 米水深范围内的深海大洋进行准同步海

洋观测，堪称为人类海洋调查史上的创举，从而实现了对广阔全球海洋进行同步观测的愿望。我

也曾因出色完成首次南大洋南极洲考察任务而荣立三等功，以及荣获国家海洋局授予的 “ 海洋勘

测专项突出贡献者 ” 称号；并多次获得杭州市科普作家协会 “ 优秀科普工作者 ” 称号等。我一直

自鸣继承了侍老师的衣钵，一路风雨兼程，有怨无悔，闯出了一片小小天地。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自动剖面浮标分布

其实，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工作历程中，我也曾多次面临再抉择自己的职业和前途的大是大非

难题。每当这个时候，侍老师又会以一名中共党员的语气跟你说，我们要把对海洋事业的热爱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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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于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之中。只有对自己事业的热爱，才能萌发出无穷信心、力量和智慧，就可

以克服艰难困苦，在平凡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而一向把中国民主同盟的先辈张澜先生 “ 人

不可以不自爱，人不可以不自修，人不可以不自尊，人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 ” 为座右

铭的一名民主党派成员来说，奔走国是、关注民生又是我一生追求的信念。再对照侍老师 60 多年

来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我在工作上遇到的这一点委屈和事业上受到的一点挫折，又有什么过不了

的坎呢！何况风雨过后依然会是艳阳高照。

侍老师的一次次开导和激励，使我在海洋调查战线上坚持了下来。尽我所学、尽我所能，总

想着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海洋调查事业留下点什么。今天，我所取得的一点成绩和收获，完

全归功于像侍茂崇教授这样不断鼓励和鞭策我的海大老师们，以及为数不多的海洋和气象界的前

辈们。但对个人小家庭的照顾、子女的关爱，对社会大家庭的热爱和奉献，还远不如侍老师那么

细心、耐心和有恒心。侍老师将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做事的典范。

五、我国海洋调查的先驱者

我接受海洋教育的启蒙老师除了侍茂崇外，还有文圣常、景振华、冯士筰、奚盘根、余宙文、

俞光耀、方欣华、沈积均、苏育蒿、沈育疆、张大错、蒋德才、李凤岐、赵松鹤和陈时俊等一批老师们，

但引导我加入海洋调查这一行，并为日后海洋科研工作奠定基础的领路人，以及 “ 中国海洋调查

先驱者 ” 或 “ 中国海洋调查第一人 ” 的荣誉称号，实乃非侍老师莫属！

记得侍老师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大海是自由的元素，大海是豪迈、雄奇、辽阔的象征。60

多年来，他用大海一样的胸怀，迎接着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海洋学子，并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

他既是老师，又如兄长，更是朋友。他的博学多才、他的宽厚待人，他的善解人意，他的无私奉献，

使得许许多多学生成了他的忘年交。

（吴晓芬 根据 “ 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重室 ” 公众号分享的 “ 作品展示——许建平：我和我

的启蒙（梦）老师 ” 一文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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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Argo 计划实施进展（续）

国际 Argo 计划自 2000 年正式实施以来，世界上共有 40 个国家和团体已经在大西洋、印度

洋和太平洋等海域陆续投放了约 17000 个自动剖面浮标，部分浮标投放后由于电池寿命、技术

或通讯故障等原因已停止工作。截至 2020 年 9 月底，在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剖面浮标总数为

3904 个，其中美国 2164 个占 55.43%、澳大利亚 337 个占 8.63%、法国 239 个占 6.12%，列第一

至第三位；日本 218 个占 5.58%、德国 162 个占 4.15%、英国 146 个占 3.74%、欧盟 122 个占 3.12%、

印度 109 个占 2.79%、加拿大 102 个占 2.62%、意大利 83 个占 2.13%、中国 78 个占 2.00%（第

十一位）、挪威 28 个占 0.72%，列第四至十二位。此外，还有荷兰、西班牙（各 24 个）、韩国、

爱尔兰（各 16 个）、新西兰（12 个）、波兰（11 个）、芬兰（5 个）、秘鲁（3 个）、希腊、保

加利亚（各 2 个）、墨西哥、摩洛哥（各 1 个）等欧洲、大洋洲、美洲和非洲国家参与布放浮标。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各国活跃浮标数量（止 2020 年 9 月底）

另据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统计，在全球海洋 3904 个活跃浮标中，APEX 型浮标（美国

生产）所占比重最大，达到了 1219 个（占 31.22%），其次是美国生产的 SOLO_ Ⅱ型（643 个，占

16.47%）和法国生产的 ARVOR 型浮标（538 个，占 13.78%）。另外，还有如 NAVIS_EBR 型（447 个，

美国）、S2A 型（321 个，美国）、ARVOR_L 型（183 个，法国）、NAVIS_A 型（157 个，美国）、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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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OR 型（64 个，法国）和 SOLO_D 型（59 个，美国）等由美、 法、日等国研制的其它各类

型浮标，而由中国研制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在当前的全球 Argo 观测网中只有 20 个，仅占 0.51%。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各型活跃浮标数量（止 2020 年 9 月底）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活跃浮标所使用通信系统数量（止 2020 年 9 月底）

此外，AIC 还统计了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全部活跃浮标所使用的不同通信系统的情况，

其中，使用 Iridium 卫星进行通信的浮标最多，为 3201 个（占 81.99%）；使用 ARGOS 卫星进行

通信的浮标为 698 个（占 17.88%），而使用北斗卫星进行通信的浮标仅 3 个（占 0.08%），还有

2 个浮标使用北美的 Orbcomm 卫星进行通信，占比约为 0.05%。

（吴晓芬）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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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 资料：1999-2019 
-来自全球海洋剖面浮标观测网的200万条温-盐度剖面及次表层流速

【本文由包括中国在内 13 个沿海国的 102 名作者（含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的董明媚副研究员、杭州 Argo 野外

站的刘增宏高级工程师和许建平研究员）联合署名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 “ 海洋科学前沿 ”（2020 年 9 月 15 日）上。

该文全面、系统的回顾了过去 20 年（1999-2019）国际 Argo 计划酝酿、启动、发展、壮大的全过程，并以引言、

Argo 计划使用的仪器设备、Argo 数据系统及其扩展、Argo 数据描述、如何引用 Argo 数据和未来挑战等 6 个章节

做了详细描述，重点评估了过去 20 年核心 Argo 数据的质量情况。】

1 引言

在进入 21 世纪之前，大范围海洋现场观测资料很难获取。海水温度和盐度资料主要通过船只

和锚碇浮标收集，且在地理上偏向北半球的海域，也就是说，这些作业平台大多集中在北半球海域。

基于船只的观测绝大部分沿着断面进行数据采集，导致资料的空间分辨率不够。观测数据的时间

覆盖率同样不均，这是由于观测受限于船只可使用的年份和季节，比如高纬度海域冬季观测资料

尤为稀少。随着抛弃式深温仪 (XBT) 的问世，大规模测量海洋上层温度成为可能，但没有相应的

盐度观测，且南半球的样本覆盖率相对较低。海洋水文观测数据在空间和时间覆盖率上的有限，

加上缺乏系统化的次表层盐度观测，导致业务海洋学和海洋气候研究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在 1998 海洋年期间，国际科学家团队提出了一个全球自持式剖面浮标观测网的设计方案，以

提高对上层海洋温、盐度的观测 (Argo 科学组 , 1998)。这个叫做 “ 阿尔戈（Argo）” 的新观测网

将被纳入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GOOS)，以填补当时实时海洋观测中存在的巨大数据空白。该方案首

先得到了 “ 上层海洋工作组 (UOP)” 和 “ 全球海洋数据同化实验 (GODAE) 项目组的认可。Argo 科

学组 ( 后来更名为 Argo 指导组 ) 是在 1998 年年中举行的 CLIVAR UOP 和 GODAE 联合会议上成

立的。随后，Argo 计划又进一步获得 GOOS 的认可，成为一个试点工程。

取名 Argo 是考虑到与 CNE/NASA 发射的 Jason（杰森）高度计卫星计划之间的互补性

(Roemmich and Owens, 2000)。在希腊神话中，英雄 Jason 和他的船员驾驶的船就被称为 “Argo”（一

个为了寻找金羊毛，无往而不胜的故事）。在海洋学领域，Jason 和 Argo 将一起提供常规的全球

海平面高度和次表层温盐测量数据，后者是合理解释前者所必须具备的要素。Argo 的目标是利用

自持式剖面浮标技术，对次表层温度、盐度和压力以及流场进行可持续的、全球范围的观测。今天，

Argo 作为 GOOS 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很多其它重要的实时观测网一起发挥协同作用，这些观测网络包括

基于船只的重复水文观测、锚碇观测、表面漂流浮标、XBT、水下滑翔机（Glider）、海平面监测站、基

国际动态

”



28

于动物移动的浮标观测等。GOOS 的整合是通过国际观测协调小组（OCG）来执行的，并由JCOMMOPS
提供技术支持。

从概念上讲，Argo 观测网的设计是从 WOCE 的船载水文调查、类剖面浮标的投放试验和 XBT 观测

网络发展而来的。Argo 计划初始设计中要求在 60°N～60°S范围、无冰覆盖的全球海洋 中按 3×3 的格 局

布放 3000 个以上剖面浮标 (Argo 科学组 ,1998 )。与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不同，来自这些浮标的数据 可

以免费实时传播，从而应用于海洋和大气业务化预报模型。这些观测数据还获得进一步的质量控制，这

些 “ 延时模式 ” 数据同样在科学界免费共享。大家都意识到，Argo 需要一个类似 WOCE 那样的国际 合

作，即浮标由各参与国不同机构投放，但数据可以国际共享。

      Argo 的标准任务是一个 “ 悬停漂移 - 剖面测量 ” 的过程 ( 图 1）。浮标首先在 1000 dbar 深度 层上悬

停，并随洋流漂移，选择 1000dbar 的目的是为了扩充 WOCE 期间收集的绝对流场数据库，后者基于其

有利的信噪比选择了 1000dbar 层。浮标每 10 天下沉到 2000dbar，然后在上升到海面 过程中收集海水的

温、盐度数据。浮标在海面上的位置通过卫星定位，观测数据通过卫星传回岸 上。然后，浮标再次下潜

到预设的漂移层上，继续下一个观测任务。Argo 浮标的投放始于 1999年， 并于 2007 年 11 月完成 3000

个浮标海上正常工作的目标。2012 年 10 月，Argo 计划收集了第 100 万条剖面，2018 年 9 月收集了 200

万条剖面。

              

图 1   浮标 “ 悬停漂移 - 剖面测量 ” 过程

（图注：使用铱卫星通讯的浮标需在海面停留约 20 分钟；使用 ARGOS 卫星通讯的浮标

需要几个小时才能传输完全部观测数据；图片来源：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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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描述了来自 Argo 计划的压力 (P)、温度 (T)、盐度 (S) 和次表层流速数据所使用的仪器设

备、遇到的技术问题、数据的科学质量和数据发布系统，以及数据集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技

术的发展而扩展的整个进程。自 1999 年布放第一个 Argo 浮标以来，已经过去了 20 年，这对于最

初设计这个海洋观测网的科学家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对于持续维持大范围全球海洋观测

系统的目标来说，却又是一段短暂的行程。因此，本文的目的一是记录核心 Argo 数据集从建立到

2019 年的这段历史，二是迎接全球 Argo 海洋数据集扩展进入到 2020 年及其以后一个更长的历史

时期的到来。

2      Argo 计划使用的仪器设备

2.1 平台历史

现代的自动剖面浮标源于具有近距离声学跟踪能力的中性浮力浮标 (Swallow, 1955；

Gould,2005)。WOCE 期间，美国的 Russ Davis 和 Doug Webb，以及法国 Ifirmer 的团队，在中

性浮力浮标的基础上，通过安装泵系统和卫星导航系统开发了新一代浮标，可以通过卫星来追踪

并循环上升到无冰海域海面上的浮标 (Davis 等，1992；Ollitrault 等，1994a)。通过将储存在浮

标内部的油注入外部袋皮囊（减小浮标密度，使得平台上浮），或把外部袋皮囊中的油抽回浮

标内部（增加浮标密度，使得平台下沉）来改变平台的浮力或者体积（密度）。WOCE 期间，

这些早期的浮标用于确定浮标悬停层的绝对流场。MARVOR 型浮标曾投放于北大西洋的东部海

域（Speer 等，1999）以及南大西洋的巴西海盆（Ollitrault 等，1994b），而自主拉格朗日环流

探测 (ALACE) 浮标的投放范围更广。截止上世纪 90 年代末，电导率 - 温度 - 深度 (CTD) 传感

器被添加到了浮标上，允许在每次上升到海面时收集温度、盐度和压力的垂直剖面 (Loaec 等，

1998；Davis 等，2001)。早期安装在浮标上的感应式 CTD 仪观测数据并不可靠，而第一个泵抽

电极式 CTD 仪（海鸟公司提供，安装在第 063 号浮标上，WMO 编号为 41862,1997 年由华盛顿

大学投放）却在海洋中持续了几年时间，且一直保持良好运行状态，其盐度测量精度达到了 0.01 

PSS-78 (Argo 科学组，1998)。

随着 Argo 计划的发展，WOCE 期间使用的早期浮标技术不断得到增强，由此多种不同类型

浮标被用于 Argo 计划，包括：1）法国 Ifremer 设计、NKE 公司生产的 PROVOR 和 ARVOR 型浮标；

2）美国 Teledyne Webb 公司生产的 APEX 型浮标；3) 美国 Scripps 海洋研究所生产的 SOLO-I 型

和 SOLO-II 型浮标；4）美国 MRV 公司生产的 S2A 型浮标，也是 SOLO-II 型浮标的商业版本；

5）美国海鸟公司生产的 NAVIS 型浮标；6）加拿大 MetOcean 公司生产的 NOVA 型浮标；7）日

本 Tsurumi-Seiki 公司生产的 NINJA 型浮标。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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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型剖面浮标平台和主要垂直采样方案及其占 Argo 计划中剖面总数的百分比

（止 2019 年 4 月）

               主要垂向采样方案

剖面浮标平台型号 

散点采样

模式

连续采样

模式

混合

模式

APEX 46% 6% 7%

PROVOR/ARVOR 3% 12% <1%

SOLO/SOLO-II/S2A <1% 19% <1%

NAVIS <1% 4% <1%

NEMO <1% <1% -

NOVA <1% <1% -

NINJA <1% - <1%

TOTAL 50% 42% 8%

2.2  CTD 单元和布放前传感器检查

安装在大多数 Argo 浮标上的 CTD 传感器主要由两家公司制造 : 美国海鸟公司 (SBE) 和法

尔茅斯公司 (FSI)。FSI CTD 是一种感应式传感器，在 Argo 计划开始时仅装备在少量浮标 ( 截至

2019 年约为 3%) 上。SBE CTD 单元是一个封闭的泵装置 ( 图 2)，自 2005 年以来，几乎所有的

Argo 浮标都使用了该装置。SBE CTD 单元的操作细节详见 Riser 等 (2008) 和 Riser 等 (2018) 的

相关文章。简单地说，CTD 泵通过进水口抽进海水，先流经温度传感器、再通过电导率传感器。

电导池内的流体通过垂直于进水口安装的排水口流出，以免污染进入电导池内的海水。压力传感

器安装在浮标的顶盖上，靠近 CTD 单元。电导池中海水样品的温度和电导率可以直接测量获得。

盐度则可以用海水状态方程，以及测量获取的温度、压力和电导率值来估算。

海鸟公司为 Argo 浮标提供了两种主要的 CTD 型号：SBE-41 和 SBE-41CP。SBE-41 采用散点采

样，根据预先设定的压力表采集海水样品，不采样时 CTD 泵是关闭的。SBE-41CP 能够同时进行散

点采样和连续采样 (CP)。使用 CP 模式时，CTD 泵保持开启状态，大约每隔 1 秒采集一次样品，这

些连续采集的数据在通过卫星传输之前，浮标会自动进行平均（bin-average）, 以便节省卫星通信时间。

截至 2019 年 , 制造商给出的 SBE-41/41CP 的初始精度为压力 2 dbar, 温度 0.002C 和盐度 0.0035 

PSS-78。一些浮标供应商会进行 CTD 精度检查，以确保在浮标投放之前传感器的校准符合制造商

的技术参数。欧洲 Argo 组织会在法国 Ifremer 的 20 米深海水池内进行系统化的浮标检测。在为期 3

天的检查时间内，同时对 10-40 个浮标进行多次循环测试（通常为 6 个循环），然后对 20 米深度的

测量剖面和悬停阶段的观测数据进行传感器分辨率级别的对比。由于测试使用的水池保持一个稳定

的海水环境，如果测量值和集成平均值不一致，则认为浮标传感器出现问题，该浮标将被返回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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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海鸟 CTD 单元示意（引自 Riser 等 , 2018)

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浮标投放前传感器检测包括压力传感器和电导率单元。压力传感器的检测是利

用一个高度精确的 T 型液压负重测试器进行的。通常会收集两组数据：第一组是在室温下，第二组是在

低温下，以模拟浮标在海洋中的状态。在这两种温度下，分别在 0-2000 dbar 范 围内选取 5 个不同的压

力进行测量。在每个压力上，进行 3 次连续测量，每个测量值之间的差异 在 1 dbar 以内，并应用中值滤

波得到最终值。如果测试 CTD 的最终压力值与标准压力差超过 2.5 dbar，则将 CTD 仪返回给海鸟公司

重新进行校准。在霍巴特的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 (CSIRO) 也会进行类似（ 在 20000 kPa 和

20°C 条件下）的压力测试。华盛顿大学使用了一个自备的参考 CTD（会定期送海鸟公司校准）对电导率

进行检测，借助于一个软管泵使得参考 CTD 和测试 CTD 能从同一批标准海水中取样，并计算出 100 多

个样本的平均值。如果平均值相差小于0.005 PSS-78，则测试 CTD 可以用来投放。美国国家海洋和

大气管理局（NOAA）太平洋海洋环 境实验室 (PMEL) 的 Argo 团队也做了类似的电导率池检测。

在日本海洋地球科学厅（JAMSTEC）, 布放 Argo 浮标的同时，尽可能进行船载 CTD 定点采样。

通过 300 多个浮标布放站点船载 CTD 观测温度与浮标温度之间的比测发现，温度差值绝大部分在

±0.005℃以内。

2.3 卫星通信

在 Argo 计划初期，几乎所有的 Argo 浮标都通过 ARGOS 卫星系统进行定位和数据传输，具 体由

设立在法国图卢兹和美国马里兰的 CLS 运行。它们都是单向的、低带宽的卫星，数据传输率小于每秒 1

个字节。为了保证在任何天气条件下数据接收和定位都没有错误，浮标必须在海面停留6到18个小时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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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完数据。

Argo 历史上也使用了其它卫星系统。Argos-3 卫星系统曾被用于 ARVOR 型浮标，来评估交

互的高 - 低两种数据传输速率模式，二者都能提供双向通讯和比 Argos-2 系列卫星更快的传输速率。

数据量低的时候数据传输更快，而高数据量模式传输会受到欧洲附近电磁场的影响（Andre 等， 2015）。

在区域范围内，非全球传输系统如亚洲的北斗卫星和北美的 Orbcomm 卫星，同样也用于剖面浮标观测，

但数量十分有限。

目前，大多数 Argo 浮标（截止 2020 年 3 月，大约 77% 的海上活跃浮标）使用铱星系统进行 数据

通信（图 3）。目前使用铱星有两种方式来传输数据 (Riser 等，2018)。第一种方法使用回路 交换数据

(CSD) 通道，该通道一般通过基于路由器的无限制数字互联连接解决方案 (RUDICS) 进 行发送。第二种

方法使用短数据 (SBD)，类似于发送文本（短）信息。一般来说，CSD 方法是在 需要传输大量数据时使

用，而 SBD 方法是在传输的数据量相对较小或已被压缩时使用。

图 3   Argo 计划中使用的不同通讯系统的地理覆盖

（图注：该图给出的是所有 Argo 浮标的投放位置，其中红色和蓝色圆点分别

代表使用铱卫星和 ARGOS 卫星通讯系统的浮标）

2005 年投放了第一个使用铱星通信的 Argo 浮标。从那以后，铱星成为卫星通信的首选方式，

因为它是一种双向的、带宽更高的系统，传输速率约为每秒 300 个字节。相比 ARGOS 通讯，铱

星通信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传输更多的数据，且可大大缩短浮标在海面上停留的时间（不到 20 分

钟）。通过铱星的双向通信功能，可让用户向浮标发送指令进行故障排除或改变浮标的工作参数

(Roemmich 等，2004)。单向卫星通信向更快的双向卫星通信的转变，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浮标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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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和海量的浮标数据。2014 年，Argo 计划对其数据格式进行了重大修改，以适应利用铱星遥测

技术和其他辅助传感器 ( 包括生物地球化学传感器 ) 所带来的不断增加的浮标资料的复杂性。

3      Argo 数据系统及其扩展

3.1 Argo 数据系统的组成

最初的 Argo 数据系统设计始于 2001 年在法国布雷斯特召开的第一次 Argo 资料管理会议。该

系统的主要功能依然保留着，并持续运行了 20 年 ( 图 4)。Argo 数据系统是从 WOCE 上层海洋热量

(UOT) 数据中心派生出来的。WOCE UOT 数据集的缺点，尤其是缺乏元数据，限制了它的应用，

这些问题在Argo数据系统设计时获得了关注和解决。Argo数据系统的设计是为了满足以下两大需求 :

（1）业务用户，需要在获取数据后的 24 小时内访问，并对不好的数据做出明显标记 ;

（2）研究团队，需要高质量的数据来进行科学过程研究或气候监测。

图 4   Argo 数据系统的组成及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

在所有级别的处理中实施数据开放政策，使得 Argo 数据系统成为海洋科学数据发布的开拓

者。Argo 数据可以通过两个 Argo 全球数据中心 (GDACs) 免费自由获取：一个位于法国的科里奥

利（Coriolis）数据中心，另一个位于美国海军舰队数值气象与海洋学中心 (FNMOC)。数据以通

用的 netCDF 格式提供，可以通过文件传输协议 (FTP) 或通过万维网 (WWW) 接口下载 , 这两个

Argo GDACs 提供的数据已经得到世界上 11 个国家级数据中心 (DACs) 的处理，每一个浮标都有

其对应的 DAC。如下文所述，一个 DAC 的运行可以集中在单个研究所，也可以酌情分散于几个

不同机构。两个 Argo GDACs 的数据每天同步一次，也是全部 Argo 数据的访问站点。

在 GDACs 中，每个浮标数据存储在 4 个文件中 : 1）元数据文件，包含浮标的技术参数和采

样配置等，铱星浮标可以适时改变；2）技术数据文件，存储了浮标传回的工程信息 ; 3）轨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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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件，存储了位置、循环计时、海表数据和悬停阶段的数据 ; 4）每个循环的剖面数据文件，存

储了该循环内观测获取的垂向剖面数据（对于配备了生物地球化学传感器的浮标，垂向剖面数据

被存储在 2 个不同的文件中，详情请参考 "Argo 数据系统的扩展 " 小节内容）

运行在 GDACs 的文件检查器 (Ignaszewski, 2018) 在这些数据文件被允许进入 GDACs 数据存 储之

前，检查这些数据文件的格式和内容一致性。此外，对于每个浮标来说，GDACs 将单周期剖 面文件融

合在一起，为每个浮标 ( 对于需要在一个文件中使用浮标的全部剖面数据的用户 ) 创建一个多周期剖面

文件。

剖面数据和轨迹数据受一套通用的质量控制程序 (Wong 等，2020) 控制，可提供两种不同模

式的数据：实时模式和延时模式，其中后者在提供时间上较滞后但准确度更高。

3.2 实时数据

数据通过卫星传输接收，然后在各国 DACs 进行解码收集。这些 DACs 使用一套自动质量 测试步

骤来检查数据，并分配相应的质量标记符。这些标签警告用户其可能是由于错误的数据传输或传感器故

障而导致的坏数据。基于浮标信息或来自延时模式的质控结果，实时数据可以粗略的进行自动校正，然

后原始数据和实时校正数据都会提供给用户。格式化和有标记的数据以 netCDF 格式被上传至 GDACs，

并以表征气象数据的二进制通用格式 (BUFR) 发布到全球电信系统 (GTS)中。自 2018 年，BUFR 格式数

据就取代了之前的 TESAC 格式，后者无法纳入质量标记符。 GTS 主要用于业务化气象机构，实时数

据可在卫星传输后不到 24 小时内提供给用户使用，主要 用于气象和海洋预报、数据同化及其它需要实

时数据的应用等，而这些数据不需要具备尽可能完整的高质量。
3.3 延时数据

在延时模式质控过程中，数据要经过海洋学专家的直观检查，并在必要时赋予数据新的质量标记，

因为数据实时自动控制流程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浮标数据可能会受到传感器漂移的影响，但由于回收浮

标进行重新校准是不现实的，因此必要时需要使用统计工具和气候学比较方法来校 正传感器出现漂移

的数据。传感器是否存在漂移需要积累一个相对较长时间的数据序列。在 Argo 计划中，通常的做法是

在数据获取 12 个月之后采用延时模式进行剖面检测，然后，随着该浮标获 得了更多数据，要进行多次

重复检测，直到浮标停止工作。这样，全球 Argo 数据库以最新版本得 到尽可能最优的应用。延时模式

质控旨在提供最高质量的数据，并包含实际的误差估计。原始数 据和校正后的数据都需要保留下来，

以及对数据进行了哪些校正也要保存记录。延时模式质控数 据适合用于需要高精度的科学应用，如气

候学研究。 

为了提高实时和延时模式数据误差的检测，Argo 数据系统另外增加了 3 个独立的全球化分析。 首

先，自 2010 年以来 ，每 3 个月 CLS 与 Coriolis 合作进行一次卫星高度计观测比较 ，针对浮标观 测的

时间序列 ，将来自 Argo 剖面计算获得的海面高度与独立的 、同期的 ( 即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时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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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高度计进行比较 (Guinehut 等， 2009)，通过比较可以大致了解浮标的时间序列特性，并可以

检测浮标测量中的异常值，包括那些可能受到传感器漂移或校准偏移影响的异常值。其次，Coriolis

每天运行通过映射误差残差来检测异常值的统计程序 (Gaillard 等， 2009)，此方法检测与相邻的浮

标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上不一致的浮标数据。第三，自 2019 年以来，Coriolis 已经实施了逐日的极小 -

极大值检查 (Gourrion 等，2020)，即将浮标剖面数据与通过 Argo 延时模式数据和高质量 CTD 数据

计算得出的极小和极大值进行气候学比较，这有助于在早期阶段识别传感器漂移。这些全球化分析

的结果会定期发送给各国 DACs，再由他们来标记异常数据或由专业人员进行检查并校正。

自 2013 年起，Coriolis 定期进行延时模式盐度资料的区域再分析。对于已经经过延时模式处

理的每个浮标，OWC 方法 (https://github.com/ArgoDMQC/matlab_owc) 使用四组不同的时空去相

关尺度法和最新的历史参考数据集运行。如果四次运行的盐度校正都与现有的校正存在显著差异，

则对浮标的盐度数据进行重新检查，并在必要时建议进行新的校正。这一步骤已被证明在提高北

大西洋浮标延时模式盐度校正的一致性方面是有效的。

Argo 数据系统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是由 JCOMMOPS 开发的网络监控系统。该系统是为了提供

浮标追踪服务，以确保浮标的布放合乎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关于 Argo 的决议，以及后续

的扩展。同时，它还监控 GDACs 的数据获取状态，并提供数据系统实施过程中的主要表现指标。

3.4 Argo 数据系统的扩展 

Argo 数据系统必须扩展以适应剖面浮标出现的新功能。2014 年，Argo 数据系统经历了重大

的格式变化，以适应采用铱星双向通信而导致的任务变化，以更好地适应生物地球化学 (BGC) 剖

面数据，以及应对不同的垂向采样方案，并存储更多元数据的需求 (Argo 数据管理团队，2017)。

大量的工作放在了元数据和技术数据文件的统一性上，以促进浮标和传感器不同型号的比较，跟踪

观测网的正常运行状况，并通过序列号识别有潜在故障传感器的浮标。轨迹数据文件也得到了更新，

以包含有关浮标任务周期内的所有活动及其与这些活动相关的时间等更多信息。剖面数据文件的格

式被重新编译，以便允许单个采样周期中存在多个剖面。在单个周期内存储多个剖面的能力允许在

剖面数据文件中添加生物地球化学数据和其他特殊数据，如近海表的非泵抽采样数据。 

目前 Argo 计划包含三个基本内容：核心（Core）Argo、深海（Deep）Argo 和生物地球化学（BGC）

Argo ( 图 5)。Core-Argo 关注的是每 10 天进行一次 0-2000 dbar 的 CTD 数据采样的标准任务；Deep-Argo

的目标是对全球海洋超过 2000 dbar 深度以下部分的温度和盐度进行采样； BGC-Argo 基于在标准浮标平

台上集成新的传感器来测量 6 个 BGC 海洋要素 : 叶绿素荧光、颗粒物后向散射、溶解氧浓度、硝酸盐、

pH 值和辐照度。Deep-Argo 观测剖面需要在数据处理与新的 质量控制方面作进一步改进，而鉴于 BGC 

浮标数据的复杂性，在 Argo 数据系统中引入 BGC 浮标 数据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Bittig 等，2019a)。为了

使增加 BGC 数据进入 Argo 数据流所造成的影响 最小化 ,CTD 和 BGC 数据会存储在两个独立的剖面数

据文件中：一个是核心剖面文件 , 包含 CTD数据，另一个 BGC 剖面文件 , 包含所有的 BGC 参数以及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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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获得的海洋状态变量等。此外，由 GDACs 生成一个合成的剖面文件 (S- 剖面文件 )，以匹配不同垂向

采样的 CTD 和 BGC 参数 (Bittig 等，2019b)，其中垂向插值步骤是必要的，因为浮标自带程序处理的

由多个传感器测量的数据不 一定是垂向对齐的。S- 剖面文件包含 CTD 和 BGC 数据 ( 没有中间参数 )，

这对于想要研究同一位置上的 BGC 参数的用户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图 5   截止 2020 年 7 月全球 BGC-Argo（A）和深海 Argo（B） 浮标布放位置分布

最后，为了促进试验型传感器的发展，以及满足某个浮标的全部观测需求，Argo 计划已经在

GDACs 建立了一个辅助目录，用来分发试验型传感器观测获取的数据。辅助目录中的数据格式由

浮标提供者进行确定并记录。

4      Argo 数据描述

4.1 CTD 剖面的垂向分辨率、压力范围和地理覆盖

4.1.1 垂向分辨率 

在过去 20 年中，Argo CTD 剖面垂向分辨率已经随着剖面浮标供应团队转向使用铱星传输数

据而慢慢发生改变 ( 图 6)。在只有 ARGOS 卫星的早期阶段，Argo 数据的传输率大约只有 256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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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 条信息，限制了每条剖面可以容纳的温度、盐度和压力数据量。由于数据传输的限制，加上

需要节省电池能量，且早期 APEX 型剖面浮标使用的 SBE-41 型传感器只能进行散点采样，导致

垂向分辨率不高，返回的剖面数据通常在 0-2000dbar 范围内只含大约 50 到 80 个离散样本。早

期的 SOLO 和 PROVOR 型浮标虽然使用了 SBE-41CP 型 CTD 传感器，但其连续采样数据在利

用 ARGOS 卫星传输时也只能是某个深度范围内的平均值，导致这些浮标的采样层数大致与安装

SBE-41 CTD 传感器的浮标相同。随着向铱星通信技术的转变，来自 SBE-41CP 的连采样续数据

通常在 1 dbar 或者 2dbar 间隔内取平均值，从而能得到具有更高垂向分辨率的大容量剖面数据。

随后，APEX 型浮标也都转向使用 SBE-41CP 型 CTD 传感器。

图 6   2000~2019 年期间 Argo CTD 剖面垂向分辨率（a）、每个月 Argo 数据平均数量（b）和利用 ARGOS 和铱

星通讯的浮标数量（c）的变化（图注：图（a）中色标表示每 10-dbar 间隔、每个月的平均测量次数，其中平均测

量次数是测量总数除以剖面数的总和；图（c）中垂向分辨率的增加是由使用铱星通讯的浮标数量增加而带来的）

SBE-41CP 可以在散点和连续 (CP) 采样两种模式下工作，一些科学家制定了一个 “ 混合 ” 垂

向采样方案。“ 混合 ” 方案通常包括利用低分辨率散点式采样模式对剖面较深处（比如 1000dbar

以深）、变化较小的水层进行采样，而高分辨率 CP 模式则针对剖面较浅处、变化较大的水层进行

采样。这种 “ 混合 ” 垂直采样方案主要是为了节约浮标的电池能量，尤其是那些配备了生物地球

化学传感器的浮标（Riser 等，2018）。表 1 给出了截止到 2019 年 Argo 计划中各种浮标平台使用

的主要垂向采样方案。

4.1.2  压力范围 

过去 20 年，伴随浮标海洋深层观测能力的提高，Argo 浮标的压力范围也在不断变化 ( 图 7)。

早期的浮标收集较浅压力 (1000、1200 或 1500 dbar) 范围的剖面资料，这是因为浮标可以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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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力和电池能量都有限。随着浮力问题得到了解决，浮标能够从 2000dbar 深处采集剖面数据，因

此一些浮标采用了每隔 3 或 4 个剖面从 2000dbar 开始采样的方案 ( 其他剖面继续较浅的采样 )，

以节省电池能量。浮标寿命完全取决于电池的电量，而最初投放的 Argo 浮标使用的都是碱性电池；

随着时间的推移，锂电池的使用越来越普及，目前绝大多数浮标都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拥有碱性

电池 2 倍的能量，从而延长了浮标寿命。目前，随着从碱性电池到锂电池的转变，以及浮力的提高，

现代 Argo 浮标几乎每一个剖面都可以观测到 2000dbar 深度。一些新型浮标甚至可能有足够的电

池能量，可以在海上连续观测 10 年（0-2000dbar, 每 10 天一个循环）。

   图 7   1999-2019 年期间每年达到规定压力（0-2000dbar，间隔 <50dbar）的 Argo 剖面比例

（图注：剖面取样能够达到 1600 dbar 的占比从 1999 年的 10% 上升到 2019 年的 80%）

近些年，已经涌现出了多种有能力观测到 4000 和 6000dbar 深度的浮标型号。在这些深海浮标

上所使用的 CTD 准确性和稳定性也得到了改进，因此它们可以用于对温度和盐度变化微弱的深海进

行采样。2016年，首个观测深度超过 2000dbar的Argo剖面浮标问世。这些技术的发展使得 “深海 -Argo”

计划的制定成为可能，将把 Argo 的压力范围扩展到除一些超深海盆和海沟以外的全球深海域。

对于大多数剖面浮标来说，CTD 泵通常在上升过程中接近海面约 5dbar 深度时关闭，以避免

因吸取海面物质而导致电导池污染。现在有些浮标可以观测到距离海面 2dbar 以内，这是由于压

力传感器更加精确，使浮标在海面时 CTD 泵开着的风险大大降低。有几型浮标则继续在海表进行

采样 (CTD 泵关闭着 )，或依靠辅助传感器进行高分辨率近表层采样。

4.1.3. 地理覆盖范围 

过去 20 年，Argo 计划的地理覆盖范围一直在扩大，这主要是由于铱卫星通信的使用 ( 图 3)。

由于 Ekman 效应 ，在赤道海域 (5°S to 5°N) 投放的 ARGOS 通信浮标到了海面倾向于向两极扩散。 类

似的 ，在边缘海或者近海海域布放的 ARGOS 通信浮标具有很高的触底概率 ，这是由于它们在海面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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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的时间较长，导致更多地受到跨等深线风输送的影响。铱星通信浮标较短的海表停留时 间使其

受到 Ekman 辐散和风输送的影响较小，因此在赤道和近岸海域也不容易扩散。

铱星的使用也使得全年 Argo 数据的地理覆盖扩展到了北极（Smith 等，2019）和南大洋 (Wilson

等，2019 年 ) 的季节性海冰覆盖区域。早期对被冰层覆盖的极地海域的采样显示，仪器死亡率很高，

这可能受海面处浮冰间的挤压所致，也可能是上升过程中撞上了冰块的底部。然而，在浮标软件

中加入了一种有效的避冰算法，使得 Argo 浮标能够在没有额外硬件要求的情况下，成功地在季节

性海冰区域运行。避冰算法（一开始称为冰感应算法）最初由 Alfred Wegener 研究所（AWI）开

发，目的是用于极地和海洋研究。该算法是基于海冰的存在与其下水团的温度有关的假设 (Klatt 等，

2007)。在实践中，当浮标上升时，该算法计算深度在 Z1 和 Z2 之间近海表混合层的中间温度（median 

temperature）。如果中间温度低于设定的温度阈值，则假设海冰存在，浮标将停止上浮到海面，

并将剖面观测数据储存起来，然后下沉到漂移深度开始下一个循环。对使用铱星通信的浮标，冬

季收集并储存冰下观测剖面资料，到夏季海表变为无冰覆盖时再发送数据 (Riser 等，2018 年 )。

AWI 的避 冰算 法于 2002 年首 次应 用 到 一 个 投 放 于 威 德 尔 海 域 的 Argo 浮 标 上 (Klatt 等，

2007)。设定 Z1=50m，Z2=20m，温度阈值 =-1.79℃。2007 年，华盛顿大学开始在南极大陆周围投放 Argo

浮标，使用的是改良版的 AWI 算法，且使用的是铱星通信 (Wong 和 Riser, 2011)，目前该 避冰算法已经

应用到几款不同型号的浮标上。截止 2019 年 12 月，在南极大陆周围冬季冰下已经 收集了超过 18000 条

Argo CTD 剖面资料。

在北极海域，法国和加拿大联合开展的 “ 格林兰边缘项目 ” 已经在巴芬湾成功投放了带有避冰算法

的 PROVOR/ARVOR 浮标（Smith 等，2019）。由于其足够的油储量，这些浮标完全有能 力克服北极海

域的强密度跃层。针对北极海域，避冰算法的参数最初设置为：Z1=30m，Z2=10m，

温度阈值 =-0.5℃，后温度阈值改为 -1.1℃或者 -1.3℃（取决于海域具体状况）。其他欧洲 Argo 计划，

比如 Argo 监测海洋与气候变化项目（MOCCA），同样在北极海域投放了具备避冰算法的浮标，

并依据局地海况设置参数。

Argo的地理采样密度图显示，在人口居多的近岸海域有一个微弱的样本偏差（如西北太平洋海域、

西北大西洋海域、澳大利亚附近海域等），这可能是由于在这些海域浮标布放比较容易。这种偏差并

不会严重影响或可能影响资料的全球统计。随着这些年在南大洋浮标布放的增加，尤其是南大洋碳与

气候观测和模拟 (SOCCOM) 项目的实施 (Riser 等，2018)，以及铱星浮标的使用大大降低了低纬度海

域浮标的发散，Argo 计划正努力提高由于后勤困难导致的历史观测空白区域的浮标覆盖率。

4.2. 温度数据：准确度等事项

4.2.1. 浮标制造商的静态校准 

SBE CTD 的温度传感器在稳定的计算机控制校准水槽中校准到 ITS-90 温标。海鸟科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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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实验室的温度校准依据是两个通过了 NIST 认证的主要标准：贾勒特 ( Jarrett ) 三点水单元和

Isotech 镓熔单元。这些物理标准提供温度测量精度为 5×10-5
℃ 和 准确度为 0.0005℃。然后，这

些标准可以通过标准化的、可追踪的过程转移到校准槽，从而生成 SBE-41 and SBE-41CP CTD

的静态精度为 0.002℃ 。

4.2.2. 传感器的长期稳定性 

在海鸟公司，SBE-41 和 SBE-41CP 型温度传感器的长期稳定性是通过对一系列参考传感器 的多年

实验室重复校准来确定的，其典型稳定性为 0.0002℃ / 年。观测现场的传感器长期稳定性 比实验室更难

评估，因为从海洋中回收浮标进行投放后校正的机会很少。Oka 等 (2005) 就做了这样一项研究，他们利

用 3 个回收浮标研究了 SBE-41 上温度传感器的长期稳定性。这些浮标由 JAMSTEC 投放，并在北太平

洋海域运行了 2~2.5 年。他们使用 JAMSTEC 的 SBE-3 标准温度传 感器和 SBE-41 校准水槽系统，计算

了投放前后传感器校准的差异。他们的结果显示了温度的正 偏移，分别为 1.36 (±0.62)、1.58 (±0.88) 和

1.00 (±0.93) ×10-3
℃，尽管检测到了温度传感器漂移，但其几年内的漂移量仍 <0.002℃。

在另一项研究中，Jansen 等 (2008) 报告了基于实验室检测和回收浮标的 SBE-41 型温度传感器

稳定性的评估情况。根据他们的报告，在常压条件下对 2 个 SBE-41 型 CTD 进行了 5 年的重复校准，

并对 6 个运行了 2 至 6 年的回收浮标进行了后期校准。报告称，对于 2 个 SBE-41 CTD 的重复校准，

温度的标准偏差为 0.0011℃；对 6 个回收浮标的前、后校准，获得了不大于 0.002℃的负漂移。 

目前，Argo 温度数据的延时模式质量控制依赖于目测浮标观测温度与附近观测值之间的差异

来检测错误。延时模式检查后，浮标温度被授予制造商给出的 0.002℃的准确度。

4.3. 压力数据：准确度等事项    

4.3.1  制造商静态校准 

所有用于 Argo 浮标的 SBE CTD 压力传感器都是在海鸟公司校准的。跨越温度和压力范围的

校准是必要的，因为应变压力传感器对压力存在名义上的线性响应，而对温度存在二级非线性响应。

压力量程的校准是通过自动负载测量仪来完成的。压力传感器首先测量绝对压力，然后通过减去

平均大气压来转换成应变压力。 

来自 Argo 在投放前所做的实验室测试显示，Druck 压力传感器在低温下呈现负偏差。因此，为了满

足 Argo 计划的精度要求，在海鸟公司进行了额外的温度范围校准，这一延伸的校准范围对 2000-dbar 传

感器提高了高压和低温状态下从 4 到 2dbar 跨度校正。经过初始校准一年多后的 10 个传感器被返回 Sea-

Bird 公司进行重新标定，显示了 0.30dbar/ 年的自身漂移。

4.3.2. 传感器的长期稳定性

压力传感器的长期稳定性可以通过检查延时模式压力校正中海面压力 (SP) 值的时间序列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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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浮标在海面传输数据时，通常在每个周期结束时收集至少一个 SP 测量值。这些 SP 读数是海

面上的测量压力，如果压力传感器是稳定的，它们大多在 0 至 1dbar 范围内。因此，任何压力传感

器漂移都可以通过 SP 读数得知，同时可以通过从测量压力中减去 SP 来消除漂移误差 (Barker 等，

2011)。一些浮标可以自动完成这种压力校正 ( 比如 SOLO、PROVOR 型浮标 )，但其它浮标 ( 非自

动校正浮标，如 APEX、NAVIS 型浮标 )，这种压力漂移校正也是实时和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的一部分。

APEX 型浮标不能进行压力自动校正，仅提供原始压力测量值和 SP 值。因此，从 APEX 型

浮标检测 SP 值是估计 SBE CTD 压力数据长期稳定性的一种有效方法。对 2779 个 APEX 型浮标

延时模式压力数据的分析表明，在 280 个周期 (7 年以上 ) 的运行过程中，约 5% 的 SBE CTD 压力

传感器漂移大于 2.4 dbar，只有约 3% 的 SBE CTDs 压力传感器漂移大于 5 dbar( 图 8)。

图 8   2779 个非自动校正的 APEX 浮标压力 ( 绝对值，单位：dbar）随时间的变化

延时模式校正之后，浮标压力数据会被授予 2.4dbar 的准确度，该值恰好是浮标生产商给出

的压力准确度的历史值（2011 年以前）。使用 SP 值来校正压力数据可以消除压力传感器长期漂

移引起的非深度依赖误差，但是无法计算任何的深度依赖误差。然而，与船载 CTD 仪观测数据

的比较显示，Argo 剖面中可能存在的深度依赖压力误差的中间值仍然在生产商提供的压力准确度

2.4dbar 范围内，下文会继续讨论。

4.3.3. 遇到的问题

过去 20 年，Argo 浮标的压力测量受到了几个主要传感器问题的影响 (Barker 等，2011)。1999-

2000 年期间，SBE CTD 配备了由 Paine 公司生产的压力传感器。这些都已经停产，因为它们在浮标

寿命内呈现了显著的仪器漂移。Ametek 公司的压力传感器于 2000-2002 年期间投入使用，但后来也

发现了一个导致仪器漂移的制造缺陷，因此停止了使用。从 2002 年开始，SBE 开始使用 Druck 压

力传感器。Druck 压力传感器通常能提供稳定的测量数据，但两起制造缺陷已经在有限的时间内影

响了一代 Argo 浮标。这就是 Druck 传感器的 “ 雪花 ”（snowflakes）和 “ 微泄漏 ” 问题。Druck 传

感器 “ 雪花 ” 问题是因其充油腔内的氧化钛颗粒内部短路，导致压力测量不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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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和盐度测量不稳定。当油通过内腔玻璃 / 金属密封的细裂纹泄漏时，就会发生 Druck“ 微泄漏 ” 问题，

造成内部体积耗损，从而在任何压力下都会增加负偏移量。Druck 已经纠正了 “ 雪花 ” 问题，而 SBE 已

经实施了能够屏蔽微泄漏的程序，因此这些问题将不会再发生。图 9 给出的是 Ametek、 Paine 和

Druck传感器的典型压力漂移模式，以及一个Druck传感器出现微泄漏问题的例子。2010年，由于 Druck

传感器供应有限，SBE 的部分 CTD 转向了 Kistler 压力传感器，目前，SBE 使用来自两 个生产商的

压力传感器，即 Druck 和 Kistler( 截止 2020 年 4 月，Kistler 的占比 <10%）。

图 9   典型的压力传感器 SP 偏离 (dbar)，包括 Paine (WMO ID 56501)、Ametek (WMO ID 2900089)、Druck (WMO  

         ID 3900263) 和 Druck 微过滤器 (WMO ID 5901649)。( 引自 Barker 等，2011)

浮标控制器同样会影响压力测量。某些 APEX 浮标的 SP 被限制为大于零的值，目的是为了控 制浮

标接近海面时关闭 CTD 泵，不过这部分任务已经结束，仅用于带有 APF8 或更早系列控制 器的 APEX

浮标。这些 APEX 浮标的负 SP 值会在卫星通信前被截取为零，这样，由于浮标自带的 截取功能，负压

漂移就无法识别，也就无法纠正（校正）。这些数据被标记为可能存在截断的负压 漂移 (TNPD)，大概

占 Argo CTD 所有剖面的 5%。部分 APF8 控制器在更新时删除这个 “ 截断 ” 特性。APEX 型浮标后续使

用的控制器，APF9 及其之后的版本，都返回原始的 SP 值，不进行负值截取。

另一个 Argo 压力问题是浮标自带的处理程序出错造成的。在 2007 年，人们发现一些来自伍兹

霍尔海洋研究所的 SOLO 型剖面浮标 ( 指定为 SOLO-W 浮标 ) 返回了错误的压力值，这是因为硬件

的二进制平均出现错误。因此，来自这些 SOLO-W 型浮标的剖面数据出现一个或多个压力层向上偏

移，进而导致这些仪器在该层上出现冷偏差 (Willis 等，2009)，这些数据已经在 Argo 数据集中进行

了修正（校正）和标记，大概占全部 Argo 剖面的 1%，这些有问题的 SOLO-W 浮标已经停止了工作。

4.4.  盐度数据：准确度等事项

4.4.1. 制造商静态校准 

SBE-41 和 SBE-41CP 作为一个完整的单元进行校准，使得电导率校准与温度校准同时进行。

在校准过程中，使用 SBE-4 型电导率传感器作为参考传感器，校准时的温度为 24.0°C，同时利用一台标

准化的 Autosal 实验室盐度计和 IAPSO 国际标准海水检查校准水槽中的盐度。SBE-4 型参考传感器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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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盐度计之间的电导比可用于校正标定范围内的电导率参考值。这个过程重复 3 至 5 次，以评估传感

器的稳定性。校准过程中的电导率静态准确度是 0.0003 S/m, 对应温度为 2°C和 2000dbar 压力下的盐度

不确定性（约为 0.0035 PSS-78）。

4.4.2. 传感器响应校正

通过电导率、温度和压力数据获得最准确的盐度值需要很多的处理和不同传感器响应方面的大量校

正 (McTaggart 等，2010)。对于 1Hz 或更高频的采样数据，需要考虑 SBE-41CP 型热敏电 阻 0.5 秒响应

时间与电导率单元响应更快之间的不匹配。电导率和温度之间采样时间的差异，以及 海水从热敏电阻流

入电导池所需时间的综合效应也必须考虑在内 (Johnson 等，2007;Martini 等， 2019 年 )。然而，对于深

度平均数据 ( 每 dbar 约 10 秒 ) 或散点采样的 CTD 数据，这些相当于几 分之一秒的校正是不可能的。在

深度平均和数据传输之前，需要 CTD 自身完成这些修正，但是目

前 SBE-41/41CP 尚未实施这些修正。 

电导池热质量误差 (Johnson 等，2007) 代表一个更长 ( 多秒 ) 时间尺度的误差。该误差主要 由电

导池及其周边防护罩 ( 遮盖电导池单元 ) 存储了大量热量所致，且热量在彼此之间进行交换，

也与浮标外的水体 ( 在有保护罩的情况下 ) 以及通过电导池流动的海水进行交换。当 CTD 垂直穿越具有

温度梯度的海水时，意味着电导池中的水温与热敏电阻测量的温度不同。由于电导率非常 依赖于温度，

因此必须估计 ( 并使用 ) 电导池中海水的温度，以获得无偏差的盐度测量。虽然这一 误差最明显的表现

在混合层底部出现一个 “ 尖峰 ” 值，如果不加以纠正，这一误差也会在温跃层 中引起新的偏差，在某些

情况下可以导致 0.01 PSS-78 以上的误差。

假设温度梯度可以通过浮标传回的数据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且浮标上浮速率已知，那么在

2-dbar 间隔的平均和散点式采样中，电导池热质量误差可以通过统计学方法得到校正 (Johnson 

等，2007)。校正系数取决于 CTD 型号，由于 SBE-41 和 SBE-41CP 具有不同的（水泵）抽水方

案，所 以其校正系数也是不同的。在 CP 模式下，SBE-41CP 泵速慢且连续，而 SBE-41 泵速快但

有间歇，且仅在散点采样时开启。SBE-41CP 在散点采样模式下的系数还尚未确定，目前正在进行

研究以更 好地表征该误差 ( 如 Martini 等，2019 年 )。
4.4.3．传感器的长期稳定性 

在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程序中，通过将单个浮标的盐度时间序列与等位温层上剖面附近高质量参 考

数据集进行比较，可以评估浮标盐度数据的长期稳定性。几年时间内浮标测量值和参考值之间的差 异通

过统计学方法处理，并用分段线性拟合来表示，以了解其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Wong 等，2003；Boehme

和 Send，2005 年；Owens and Wong，2009 年；Cabanes 等，2016)。然后，海洋学专家对观 测到的趋势

进行评估，以确定它们是由传感器漂移还是海洋自然变化造成的。如果确定观测到的趋势 是由于传感器

漂移造成的，则根据分段线性拟合，对受影响浮标的盐度测量数据进行校正。盐度校正的计算即位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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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率的乘法修正，相当于盐度的附加修正，由于海水状态方程的非线性，其随压力的 变化而略有变化。

该模型假设报告的盐度变化是由于电导池测量体积的变化引起的 (Lueck，1990)。在实践中，该模型适用

于任何盐度漂移，可以通过偏移校正进行调整，而不会出现明显的垂直变化。

    这种统计方法的效果取决于是否可以获取同期参考数据集和（或）参与比较的水团是否具有 稳

定的温度 - 盐度特征。Argo 延时模式盐度分析使用了两个不同的参考数据库：第一个是基于船 载

测量的优质 CTD 数据，第二个是基于优质和无需再进行校正的 Argo 盐度数据。两个数据库都 定

期更新，便能包含更多最新获得的观测数据，以适应全球海洋随时间的变化。

通过对 10048 个 Argo 浮标进行延时模式盐度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浮标布放后的前 2 年 ( 约 72

个循环 )，需要进行各类盐度漂移校正的浮标不到 10% ( 图 10)。280 个循环之后，约 40% 的浮标需

要校正超过 0.01 PSS-78 量级的盐度误差，而 30% 的浮标需要校正超过 0.02PSS-78 量级的盐度误差。

延时模式下使用的统计方法，在有足够参考数据集及水团稳定的情况下，通常可以得到不确定度大约

为 0.01 PSS-78 的校正数据。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盐度漂移幅度超过 0.05 PSS-78 时，数据将变得不稳定，

或显示强烈的垂向变化。这些盐度数据会得到相应的质量标记，并且无法获取延时模式质量校正。

图 10   10048 个 Argo 浮标中随时间变化需要进行盐度校正的比例

4.4.4  遇到的问题

长期以来，电导率传感器的漂移校正都是海洋学科面临的基本问题。船载 CTD 仪的常规二次校

正是为了确保其观测的稳定性和准确度，然而这对 Argo 浮标来说是不现实的。早期投放的感应式电

导率传感器存在盐度负漂移的倾向，而 SBE CTD 采用封闭的泵系统，使用电极式传导单元直接测量

海水的电导率。这种从电导率推断盐度的方法可以得到非常准确的盐度估计值，但它依赖于电导池能

否保持稳定的几何形状和不受污染 (Riser 等，2008)。生物杀灭剂被用于 SBE 电导单元的泵回路中，

以减轻生物污染。偶尔，生物杀灭剂会泄漏到电导池中，造成新的盐度偏移，但这通常会在一两个采

样周期内被冲洗掉，盐度测量也会恢复正常。防止生物污染的另一个措施是在浮标到达海面之前关闭

CTD 泵，正如前面所描述的，随着铱星通信技术（利用铱卫星传输数据）的使用，浮标在海面上停留

国际动态

44



的时间减少了，所以浮标在海面上受生物侵蚀和其他危害的影响 (Roemmich 等，2004) 也相应降低了。

总的来说，SBE 设计的 CTD 多年来一直运行良好，只有一小部分电导率表现出轻微的漂移。

然而，大约从 2015 年开始，超过正常数量的 SBE CTD（序列号为 6000-7100）在投放 2~3 年内

出现了高盐度偏差 ( 图 11)，其中大部分截止本文撰写时依然活跃着。因此高于正常数量的 Argo

实时盐度数据出现了大于 0.01 PSS-78 的误差。在撰写本文期间对此最好的估计是，大约 25% 的

实时剖面可能受到这种盐度误差的影响，各国 DACs 已经将序列号在 6000-7100 之间的 SBE CTD

观测的实时盐度标记为可能的错误数据，并且在延时模式质控中，这些盐度数据的校正已经获得

优先处理。因此，目前剩下的、且由该系列传感器漂移所引起的 Argo 数据集的盐度偏差较低。该

电导率漂移原因目前还在调查研究中。

图 11   SBE CTD 盐度传感器随时间漂移的两个例子

4.5  评估相对于 GO-SHIP 的 Argo 压力和盐度偏差 

使用采水瓶盐度分析和最新的传感器校准配置获得的船载 CTD 数据，能够提供准确度尽可

能高的数据。在此，我们试图通过与全球海洋船舶水文调查计划 (GO-SHIP) 的数据进行比较，

来确定 Argo 盐度和压力数据可能存在的偏差。GO-SHIP 是从 WOCE 发展而来的，采用并建立

了 WOCE 数据标准。选择 280 个 2000 年以后由 GO-SHIP 航次观测获得的 CTD 数据，Argo 和

GO-SHIP 剖面配对被定义为彼此在 300 公里和 30 天内收集的深度超过 1300 dbar 的剖面。单独的

Argo 和 GO-SHIP 剖面可以出现在多对剖面中，但每对剖面都是唯一的。在这个搜索半径内总共

找到了 294373 对 Argo/GO-SHIP 剖面，涉及到 31056 个独立的 Argo 剖面。只选择了质量最高的

数据 (WOCE 质控标记为 “2”，Argo 质控标记为 “1”)，其中 Argo 数据包括实时和延时模式剖面。

然后检查每个密度面上 Argo/GO-SHIP 的差异，特别是相对于 1000dbar 的位势密度异常。为

了说明层化跨纬度变化较大的原因，单个网格定义为 20 个纬度 ( 如 90° 到 70°、70° 到 50°)。这

些网格是在每个纬度带以及海表 ~2000dbar 范围内每个 10-dbar 层上对 GO-SHIP 剖面进行平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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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随后，每对 Argo/GO-SHIP 剖面上的盐度和压力被插值到各自网格上。

对于每一对剖面来说，使用面上插值后的数值计算获得盐度差和压力差，即 Argo 值减去

GO-SHIP 值。Argo 和 GO-SHIP 剖面的差异是由于短时空尺度的海洋变化 ( 如混合层和涡旋变化 )

和仪器误差造成的。在该分析中，我们假设海洋的变化是随机的，因此该变化在大量的配对中其

平均值接近于零，非零平均差异被认为是仪器偏差引起的。

4.5.1. 压力偏差评估 

对不同型号的压力传感器，以组为单位对剖面对进行分析。为了体现统计的重复性，我们对比 了

东、西、北、南 4 个半球 ∆P的平均值 ( 图 12A)。由 Ametek 和 Paine 压力传感器测量的 Argo 剖 面，由

于它们的 GO-SHIP 配对太少，无法提供稳定的统计结果。迄今为止，配对最多的压力传感器 是 Druck

型，分析结果表明，在 1000dbar 附近存在轻微的高压偏差，但其大小在制造商给出的传感 器精度范围

内。低于 1200dbar 时，同样由于缺少配对，导致统计结果不稳定。Kistler 型的结果也有噪声，但表明有

轻微的高压偏差，不过仍接近制造商给出的传感器精度。粗略的看，在所有的配对中，Kistler 结果与来

自 Druck 组的结果相似。总的来说，除了在制造商给出的传感器精度（2.4dbar）范 围附近可能存在

较小的偏差。没有发现 Druck 和 Kistler Argo 剖面存在较大压力偏差的证据。
                     

图 12 δ1 面上以压力 (dbar) 为函数的偏差 (Argo 减去 GO-SHIP)

（图注：粗白线是以组为单位的所有剖面对的中值，细白线是跨越东、西、北、南四个半球的中值；图 A 为中间

压力偏差，指的是压力传感器制造商的配对 , 其中黑色虚线表示制造商给出的 2.4dbar 精度。每个配对的数量标记

在左上角；图 B 为中间盐度偏差，指的是 CTD 类型的配对，其中灰色虚线表示预期精度为 0.01 PSS-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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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盐度偏差评估

同样在面上对盐度剖面进行了盐度差（∆S）分析。对于 CTD 组，有来自 SBE-41 和 SBE-

41CP 型 CTD 的足够多的剖面配对，其数据集中的任何一种偏差都远远小于 0.01 PSS-78( 图

12B)。在大部分水柱中，Druck 和 Kistler 压力传感器组的偏差约为 0.001 PSS-78。在温跃层

(400-800dbar) 中有一个小的负偏差（盐度降低），其峰值在 0.002 PSS-78 左右，但不是所有半球

都如此。虽然 GO-SHIP 剖面确实对 Argo 用于评估盐度传感器漂移的参考数据集有贡献，但它们

的数量很少（大概占 15%），这意味着它们可能不会主导这些评估。因此，值得注意的是，粗略

的看，Argo 剖面与同期的 GO-SHIP 调查相比，盐度偏差很小。该结论与前面提到的微小的盐度

偏差一致。    

另一种评估浮标盐度精确度的方法是，在太平洋海域某古老水团的深位温层上比较 Argo 和

GO-SHIP 的盐度 ( 图 13)。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P18 断面上 2.8℃的水样，具有低氧和高碳同位

素的特性，表明其年龄古老，且受表面强迫的影响较小。在该等温线上，GO-SHIP 的盐度在 20°S

以北不同观测站均显示出非常小的差异 (<0.003PSS-78)，而 Argo 盐度值变化较大，但大部分仍在

0.01PSS-78 以内。

Riser 等人 (2008) 也做了类似的研究，将 142 个浮标盐度值与在南太平洋 32°S 断面上收集的

船载 CTD 数据进行比较，发现在 2.4℃位温层上，浮标盐度与船载 CTD 数据比较吻合（偏差在 0.01 

PSS-78 范围内），该盐度准确度与 Argo 数据延时模式质控小组的经验和他们消除传感器漂移或

偏移的能力也高度一致。

图 13   2016 年以来 GO-SHIP 沿 P18 断面收集的 2.8℃等位温层上的盐度

（图注：P18 断面大概位于太平洋海域 110°W 附近，黑色实线代表来自 GO-SHIP 的 CTD 盐度值，灰色阴影表示

0.01PSS-78 盐度包裹线，蓝色代表距离 GO-SHIP 站位 1° 范围内的单个 Argo 盐度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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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定位、次表层流速和其他漂移阶段的数据

4.6.1  定位 

ARGOS 系统利用接收到的多普勒频移来估计浮标位置，因此，其定位精度取决于射程内

的卫星数目和接收到信息时的配置。ARGOS 的定位有四种精度等级，范围从 250 米半径以上到

1500 米半径以上，部分 ARGOS 位置估计伴随有误差椭圆，它在个别位置上给出了比广义水平误

差更精确的误差。

使用铱星系统进行数据通信的浮标使用全球定位系统 (GPS) 来确定它们的位置。GPS 跟踪比

ARGOS 跟踪更精确，典型的 GPS 水平精度约为 7.8 m(95% 置信区间 )。此外，铱星系统本身可

以根据来自卫星的数据提供浮标的位置，不过由铱卫星自身估算得到的定位比 GPS 或者 ARGOS

定位的精度要低得多。铱星定位的不确定度经向约为 3 km，纬向约为 20 km，某些个别铱星定位

可能出现更大的误差。因此，只有在无法获得 GPS 定位时，铱星本身的定位才被使用。

许多在南大洋运行的 Argo 浮标都配备了避冰算法，以防止浮标在推断有海冰存在时到达海面。

这些冰下的剖面数据被储存在浮标的内存中，但是它们没有任何来自卫星的定位，如果他们不具

备水下声学定位能力，它们的位置只能进行估计，最常用的方法是在无冰期的已知位置之间进行

线性插值。据 Chamberlain 等人 (2018) 的估计，一个在威德尔海冰下运行 8 个月的浮标，其位置

最大不确定性为 116±148 km，这在 70°S 海域相当于 1 个纬度或 3 个经度的距离。

4.6.2  次表层流速和其它漂移阶段的数据

理想情况下，次表层流速的计算应基于浮标在停留层上开始漂移的时间和位置，以及浮标

停止漂移并上升到海面时开始下沉的时间和位置。遗憾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位置和时间并

不知晓。浮标剖面中唯一已知位置的部分是在海面上，靠卫星进行定位。早期的 APEX 和 SOLO

型浮标传输了一些时间信息，但是传输的数据不足以确定浮标到达海面的时间和开始下降的时

间。基于 Argo 浮标轨迹得到的第一个全球次表层流速数据产品 —YoMaHa'07，应用了前一个循

环海面上的最后一个位置、时间和下一个循环海面上的第一个位置、时间，估算出了次表层流速

((Lebedev 等 , 2007)。YoMaHa'07 流速产品始于 2007 年的 290247 个浮标观测循环，到今天一

直在定期更新。Ollitrault 和 Rannou(2013) 使用了与 YoMaHa'07 相同的估算方法，但是改进了开

始浮标上升和开始下降的时间估算，并在 2010 年 1 月之前使用了基于 Argo 浮标上的 ARGOS 和

GPS 定位的 600000 个深度位移，创建了 ANDRO 图集，该产品同样每年进行更新。使用 ANDRO 

图集，Ollitrault 和 Colin de Verdiere(2014）提供了一个 1000dbar 层上网格化的地转流数据产品，

Gray 和 Riser（2014）估算了浮标到达、离开海面时间和定位信息，并结合地转剪切估算值，制

作了一套覆盖全球海洋 0~2000dbar 范围不同层次、网格化绝对地转流数据集。

在所有这些流场估计中有两个主要的误差来源：(1) 在第一个位置之前和最后一个位置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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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的海表漂移；(2) 由于水平剪切影响导致下降和上升时的水平位移。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YoMaHa 估计的全球流场平均误差为 0.53cm/s。众所周知，浮标在海面遇到的是比在深层更强的

海流，通过综合使用在海面浮标线性和圆周运动的位置，以及表面到达和离开时间来估计到达海

面和下沉时的相应位置，Park 等 (2005) 尝试减少浮标在海表漂移时引起的误差，以提高次表层流

速的准确性，他们用这种方法证明了东海 / 日本海的流速不确定度约为 0.2 cm/s。所有通过 Argo

轨迹数据估计流场时最常遇见的困难是缺少来自浮标的时间信息。此外，对于使用 ARGOS 通信

的浮标，其浮出海面和下降时的位置无法知晓；在浮标与从上空经过的 ARGOS 卫星连接确定位

置之前，在表面等待的时间未知，然后在浮标开始下潜之前，在最后一个位置之后再等待的时间

同样未知。新的浮标使用铱星通信，目前在整个浮标任务中会反馈更多的时间信息，通常在海面

漂移开始时进行第一次 GPS 定位，在下降之前进行第二次 GPS 定位。此外，与 ARGOS 通信 6-12

小时相比，铱星通讯只需 10-30 分钟，浮标在海面漂移的距离更短，这有助于防止强大的海表洋

流将浮标带到远离其最初 GPS 定位的地方。 

当浮标在漂移阶段 ( 通常持续约 9 天 )，一些浮标会收集温度、盐度和其他生物地球化学参数

的现场数据，这些在轨迹资料中可以获得的水下数据通常具有与垂直剖面数据相同的精度，并已被

证明可用于研究内波 (Hennon 等，2014) 和 1000 dbar 层上的涡流扩散率 (Roach 等，2018) 等高频现象。

5      如何引用 Argo 数据 —— 动态 DOI 结构

Argo 数据在科学研究中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主题，因为 Argo 数据集是 “ 动态的 ”，它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增长，动态数据引用目前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为了使那些使用 Argo 数

据开展的研究工作具有可重复性，每个月都会保存 GDACs 提供的整个 Argo 数据集的一份快照，

该快照包含了创建快照时可用的所有 Argo 数据。为了管理这个动态数据集的引用，Argo 使用了

数字对象标识符 (DOI) 来跟踪数据的使用情况，同时也允许用户使用特定版本的快照 (Merceur, 

2016)。Argo DOI 采用的形式是 :http://doi.org/10.17882/42182#<nnnnn>，其中 <nnnnn> 是正在

使用的特定时间快照的惟一标识符。每个快照标识符都被附加到 DOI，并带有 “#” 字符来分隔

DOI 的后缀，这使得 Argo 数据可以有如下两种方式引用：

（1）Argo GDAC 作 为 一 个 整 体 ( 不 具 备 数 据 可 重 复 性 ) 应 引 用 如 下：Argo Data 

Management Team (2019). Argo float data and metadata from Global Data Assembly Centre (Argo 

GDAC). SEANOE. https://doi.org/10. 17882/42182；

（2）Argo 快照 ( 使数据可再现 ) 应引用如下： Argo Data Management Team (2019). Argo 

float data and metadata from Global Data Assembly Centre (Argo GDAC)—Snapshot of the Argo 

GDAC as of September 6th, 2019. SEANOE. https://doi.org/10.17882/42182#66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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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未来挑战

虽然 Argo 计划过去 20 年在涉及剖面浮标 CTD 数据收集的技术问题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

针对这些技术问题的探讨和解决一直持续到今天。目前单个浮标可以提供多年观测的高质量数据，

向 GDAC 发送数兆字节的数据，包括从基本的 CTD 参数到很多其它类型的观测数据，然后通过

一个完美的延时模式质控流程对数据进行校正。当然，这些领域的每一个方面都还有改进的余地。

首先，尽管目前的浮标提供高质量数据的时间可以持续 5 年以上，但仍有不少浮标只能存活

一半（2.5 年）的时间，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原因与一些浮标团队没有在布放前对浮标进行充分

检查有关。从 20 年的 Argo 实践中总结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浮标布放前需要确保其能够正常工

作。近些年来，Argo 花费了相当大的努力，试图识别和纠正这些团队间的差异。第二，尽管浮标

传送回来的 CTD 数据绝大部分质量优良，但近年来盐度数据漂移则呈现出令人担忧的上升趋势，

且盐度漂移尚未得到很好的认知，这已经在盐度遇到的问题章节中提到。浮标布放者、数据用户

和制造商多年来一直在积极确认并解决这个问题，且努力还在继续。盐度漂移，就像过去遇到的

CTD 压力传感器问题一样，尽可能密切地监测数据质量并保持科学家和制造商之间的密切沟通都

是至关重要的。浮标和传感器供应链中的某些组件可能总是会出现零星的问题，导致数据质量下降，

但只要持续保持警惕，这些问题的影响可以降到最小化。

Argo 计划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是，浮标观测网中前所未有不断增长的观测数据和不断多样化的数

据延时模式质量控制 (DMQC)。到目前为止，DMQC 是由各个国家中心的业务人员进行的，他们会

检查每一条剖面，并根据与参考数据集的比较，确定哪些校正是必须的。现有的 Argo 数据拥有 200

多万条剖面，对人力资源造成的负担是巨大的。如 Maze 和 Morrow(2017) 所述，Argo 现在似乎有

机会利用机器学习 (ML) 技术来改进质量控制程序。一种初步有效的方法是对所有新数据开发自动

的 DMQC 检查，然后在人工干预之前，将有问题的数据流 ( 即没有通过显式测试的数据 ) 导向 ML

算法，进行二次检查。在这种场景中，ML 可对数据进行排序与识别问题，并提出必要的更改建议，

从而有效减少业务人员的工作量。Ifremer 已成功开展类似方法的测试，DMQC 技术员的工作量减少

了 25% (Maze 等，2020 年 )。ML 算法如决策树、神经网络和高斯混合模型等，还可以用于确定现

有 DMQC 测试的最佳组合，以提高参考数据集 ( 如已经在使用的生物地球化学 Argo 的质控 ) 的质量，

并提高历史优质剖面的选择以便用于评估新输入的数据 (Maze 等，2017)。在未来，高级的 ML 算法

将为 Argo 团队提供重要资源，以帮助应对更多的浮标数据和多样化任务中如何确保数据质量的挑战。

7     讨论与结论 

Argo 计划最初的目标是提供一个观测网，可以描述从季节内到年代际尺度的、全球海洋

0~2000 米层海洋的平均态及其变异。该愿景是由上世纪 90 年代 WOCE 项目的成功实施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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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WOCE 第一次提供了对全球海洋平均态的估算。然而，从 WOCE 到 Argo 的推进并非没有技

术上的挑战，如浮标的浮力需要重新设计；第一代 CTD 传感器在使用时出现问题，需要进行更新；

没有系统化的实时数据发布和管理方式；此外，也没有公认的方法，与参考数据集进行比较后对

浮标投放后的观测数据进行校正等。所有这些事项都代表着 21世纪之初Argo计划面临的严峻挑战。

在计划开始后接下来的时间里，所有技术问题的逐步解决足以带来 Argo 计划的成功。从早些

年开始，Argo 计划能够应对 20 年的挑战，是因为它得到了一个由一批非常敬业的科学家、工程师、

专家、数据团队和管理人员组成的国际团队的支持，他们以合作的方式工作。Argo 计划明确的目标、

委身于基础设施的研发、乐意分享浮标技术和数据管理两方面的创新改进等，使得 Argo 计划革命

性的改变了大尺度海洋水文数据的收集、分发和分析现状。今天，Argo 是一个涉及 34 个国家的

国际合作项目。截至 2019 年 9 月，Argo GDAC 从 11 个国家 DAC 的 15231 个浮标获得的数据总

量为 338GB。Argo 在季节性和空间上的覆盖率是前所未有的，使许多海域的观测数据总量从小于

10 个 /° 增加到超过 50 个（图 14）。

图 14   每 1° 经、纬度网格内观测至少达到 1000 dbar 的温、盐度剖面总数

(图注：图 A 为截止 2018 年 1 月 WOD2013 数据库更新结果，代表过去 150 年由研究机构或

                其他船只收集的资料； 图 B 为 Argo 计划收集到的、截止 2019 年 1 月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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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 计划将其观测获得的资料免费提供给全球业务化、基础研究团队和公众使用，并由此

引领了海洋数据共享新篇章。这种数据公开策略，与特殊的数据覆盖率一起，推动了海洋和气候

研究成果的爆发性增长 ( 超过 4000 篇论文和 250 位博士使用了 Argo 数据 )。Argo 近乎全球覆盖

的观测使得它在探测全球气候变化信号、海洋热含量估算、全球水循环强化观测等方面特别有用

（Riser 等，2016）。Argo 数据也支持了海洋和气候预报服务，并在大多数预报中心的海洋模型

初始化中起了主导作用。20 年之后的 Argo 计划远远超出了当初的愿景，《纽约时报》的科学作

家贾斯汀 · 吉利斯 (Justin Gillis) 将 Argo 描述为 “ 这个时代的科学成功典范之一 ”(Gillis, 2014)。

本文的目的是对全球 Argo 计划在第一个 20 年内收集的核心 Argo 数据集进行总结。Argo 计

划诞生之初，对于压力、温度和盐度观测的不确定性评估是依据所参与的其它海洋观测项目获得

的经验，比如水文走航观测和锚锭观测，以及 WOCE 的实施等。今天，我们发现延时模式质量控

制后的 Argo 数据精确度至少为 0.01 PSS-78( 盐度 )、2.4 dbar( 压力 ) 和 0.002°C（温度）。截止

2019年，浮标制造商校准规范中提到的 SBE-41/41CP型CTD的盐度精度为 0.0035 PSS-78。事实上，

浮标观测盐度在 2000dbar 处可达到的精度接近 0.01 PSS-78，该结论是通过 GO-SHIP 独立观测资

料对其进行评估得到的。

目前 Argo 数据的精度足以满足全球变化研究的需求，Argo 计划也一直致力于此。同时，一

直进行的传感器技术发展以及延时模式质量控制方法改进也是以提高 Argo 观测精度为目的。如

果向前看，Argo 计划正在不断扩展，即在边缘海提高观测覆盖率、更大水深 CTD 观测剖面、更

多生物地球化学要素观测以满足海洋碳循环、低氧区、海洋酸化等的研究的需求，同时，Argo 向

2020 愿景的扩展同样需要保持以往 20 年那样的国际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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