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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Ａｒ９０数据的吕宋海峡东部海域的会聚区特征分析
阮海林１，杨燕明卜，牛富强１，文洪涛１
（１．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福建厦门３５１００ｓ）

摘要：利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的Ａｒｇｏ浮标观测资料，对吕宋海峡东部海域（１９。～２３。Ｎ，１２３～１２７。Ｅ）的会
聚区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如下：（１）吕宋海峡东部海域４个季节表面的声速从大至小依次为
夏季、秋季、春季和冬季，夏季最大为１

５４３．５

ｍ／ｓ，冬季最小为１

５３３．４

ｍ／ｓ；混合层深度从大到小依次

为冬季、秋季、春季和夏季；（２）采用Ｗ（）Ａ１３气候态数据对声速剖面进行深海延拓，获得全海深的声
速剖面，分析４个季节的声道特征。声道轴深度和声速较为稳定，声道轴深度在１
间，声道轴处的声速为ｌ

４８２

ｍ／ｓ，４个季节的平均声道厚度都超过４

５００

ｏｏｏ～１ ０４０

ｍ之

ｍ，利于会聚区形成；（３）研究

区较易发生会聚现象，发生会聚现象概率高于５０％的占７０．６％；会聚现象的发生概率季节变化明显，
春季、冬季极易发生声场的会聚现象，夏季最小；（４）运用ＲＡＭＧｅｏ声场模型对研究区４个季节的声
传播损失进行仿真，分析会聚区的季节变化特征。当声源深度１００ ｍ，接收深度１０ ｍ时，第一会聚区，
离声源的距离在６１～６４ ｋｍ左右，夏季离声源最近，春、冬季较远；会聚区宽度上，夏季最宽为ｌｏ

ｋｍ，

春季最窄为４．６ ｋｍ；会聚区增益分布特点与会聚区宽度刚好相反，春季最大为１４．６ ｄＢ，夏季最小为
８．５ ｄ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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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区研究，数据获取不仅耗时费力，而且数据的实时性、
同步性和时空连续性差。利用Ａｒｇｏ计划（全球海洋

会聚现象是深海中特有的声传播特征，当声源和

实时观测网）提供的浮标温度、盐度、压力等资料。３］，

接收器位于声道内，向外发出的声波会多次折回海

获得全时空的海洋声速场，可对会聚区进行全面

面，形成高强度低失真度的环带状区域，称为会聚

研究。

区ｍ。利用会聚区现象可实现水下目标远程探测和

本文选取吕宋海峡东部海域作为研究区，范围为

定位、水下通讯、导航等，开展会聚区特征研究，对海

１９。～２３。Ｎ，１２３。～１２７。Ｅ，如图１所示。该海域位于菲

洋学研究、水声设备研制和军事等方面都有重大的意

律宾海盆西部，西临台湾岛、吕宋海峡和菲律宾群岛，

义‘“。

是一个经济、军事和政治价值极高的海区；该海域属

传统上采用单点船测的声速剖面，开展深海会聚

副热带海洋性气候，冬季盛行东北季风，夏季盛行西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一１０一０８；修订日期：２０１ ５一０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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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季风；黑潮常年影响该海区，夏季台风频发，造成该

剖面浮标观测精度：压力（深度）±５×１０４ Ｐａ，温度

海域具有特殊的海洋水文气象特征；该海域水深大都

±ｏ．００５℃和盐度±ｏ．０１［１５一。在海洋中，温度每增高

在５

１℃，声速增加５ ｍ／ｓ；盐度每增加１，声速增加１．１４

ｏＯｏ

ｍ以上，利于产生声场会聚现象，所以选择

该海域进行会聚区特征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会聚区作为深海远程声道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诸

ｍ／ｓ；深度每增加１００ ｍ，声速增加１．７５ ｍ／ｓ［１６］。因
此，Ａｒｇｏ的温度、盐度、深度观测误差对声速值的影

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Ｈａｌｅ较早在海上实

响分别为：ｏ．０２５ ｍ／ｓ、ｏ．０１１

验中观察到深海会聚现象［１］，其他研究学者也通过实

合这３项的声速转换误差为０．０９ ｍ／ｓ，满足声场分析

验观测和理论分析验证了深海会聚区的存在，并分析

需要的声速精度。

了会聚区的特征［’…。会聚区的形成及特性与海洋

４

ｍ／ｓ、ｏ．０８７

由于Ａｒｇｏ浮标最多观测到２

ｏｏｏ

５

ｍ／ｓ，综

ｍ深度，难以

环境密切相关，有学者分析了不同声速垂直结构类

全面描述研究区声道特征及满足会聚区声场预报需

型、海洋锋、海洋中尺度涡等环境影响下的会聚区特

要的声速剖面。据此，我们采用美国国家海洋资料中

征的变化［１０－１２］，也有学者利用会聚区特征确定声源

心（ＮＯＤＣ）提供最新的ＷＯＡｌ３气候态数据ｕ７］对Ａｒ－

的位置等参数［１３＿１４］。综上，对会聚区的研究较多，但

ｇｏ获得的声速剖面进行深海方向上的延拓。ｗ０Ａ１３

对一个海域的会聚区的发生概率、季节变化等综合研

是根据１９５５—２０１２年的历史观测数据经Ｌｅｖｉｔｕｓ客

究还较少，本文利用Ａｒｇｏ数据对吕宋海峡东部海域

观分析方法得到的数据集，其中季平均和年平均的

开展会聚区的综合研究，包括声道特征、会聚区出现

温、盐剖面资料空间分辨率为１。×１。，观测深度为Ｏ～

概率、会聚区特征的季节变化等。

５ ５００

ｍ，分为１０２层。
研究区的地形数据采用美国国家大气海洋局

（ＮＯＡＡ）提供的ＥＴＯＰ０１高分辨率海深资料，分辨
率为１’。
２．２方法
首先，对研究区Ａｒｇｏ资料获得的经质控后的温、
盐剖面数据集，采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推
荐的Ｃｈｅｎ＆Ｍｉｌｌｅｒｏ声速经验算法ｕ８１提取声速剖面，
通过Ａｋｉｍａ插值法［１钉对声速剖面进行垂向插值，获
得间隔为２ ｍ的标准层化的声速剖面，分析４个季节
的声速剖面特征。
其次，对研究区的声速剖面采用ＷＯＡｌ３气候态
数据进行深海方向上的延拓。当Ａｒｇｏ浮标所在的水
深超过５

５００

ｍ时，５

５００

ｍ以深部分，假设温度、盐

度不变，只是压力增加，通过海水声速公式获得全海
图ｌ
ｇ．１

吕宋海峡尔部海域及Ａｒｇｃ，剖面资料分布
’Ｉ’ｈ（、ｃａｓｌ ｏｆ Ｉ，Ｌｌｚ（）ｎ ｓｔｒａｉｌ Ｈ【１（１ Ｉｈ【、（ｉｉｓｔｒｉｌ）Ｌｌｔｉ（）１１【）ｆ

深的声速剖面。统计分析４个季节的声道特征，分析
研究区会聚现象出现的概率。
最后，采用基于抛物方程的ＲＡＭＧｅｏ声场预报
模型［２叩对研究区进行声传播损失仿真，提取研究区４

２资料来源与方法

个季节的会聚区距离、宽度和增益等特征量，分析季
节变化。ＲＡＭＧｅｏ模型对环境适应能力强，计算精度

２．１

资料
本研究所用的Ａｒｇｏ资料是由中国Ａｒｇｏ实时资

料中心提供的研究区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的
数据产品。期间有４２个Ａｒｇｏ浮标在研究区进行温
盐剖面观测，共获取８２５条剖面数据，如图１所示，蓝
线框中一个黑点代表一条温、盐剖面数据。Ａｒｇ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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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射线模型高，与耦合简正波相比又有计算速度快等
优势［２１Ｉ，适合分析研究区声场特征，特别是会聚区的
特征。

３声速剖面季节变化特征
本文将一年划分成春（３—５月）、夏（６—８月）、秋

海洋学报３７卷

８０

（９—１１月）、冬（１２—２月）四季，对研究区经过Ａｋｉｍａ

声速／ｍ

ｓ

插值的声速剖面进行季节内平均，获得４个季节的平
均声速剖面（图２）。从图中可见，研究区的声速剖面
为典型的深海声速垂直结构［２ ２Ｉ，可分为３层：混合
层、跃变层和深海等温层。混合层，主要受海面的冷
热交换和风浪的搅拌作用，水温在海表面以下一定深
度内保持稳定，层中声速因深度增大呈现弱的正梯度
结构，该层受季节变化最显著。在混合层以下，随着
深度增加，海水温度急剧降低，对应的声速剖面上，出
现一个负梯度的声速层，该层为跃变层。随着水深继

８ ｏＩ
Ｅ
＼

篓１００（
●

加

续增大，到一定深度上温盐基本不变，形成深海等温
层，该层由于深度增加，声速表现为正梯度，深海等温

∞

层受季节影响最小。跃变层和深海等温层中间的声

∞

速最小值处为声道轴。
，

舳

由图２可知，吕宋海峡东部海域４个季节表面的
平均声速大小依次为夏季、秋季、春季和冬季，夏季最
大为１

５４３．５

ｍ／ｓ，冬季最小为１

５３３．４

２∞

ｍ／ｓ，两者相

差１０ ｍ／ｓ。从４个季节平均声速剖面获得的混合层

；宋海峡东部海域４个季节的平均
图｝

：：

１ｅ

ｍｅａｎ ｓｏＬｌ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Ｉ）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ｆ

深度从大至小依次为冬季、秋季、春季和夏季，冬季达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ｆ Ｉ。ｕｚｏｎ Ｓｔｒａｉｔ

到５０ ｍ，夏季为４ ｍ；跃变层，４个季节变化趋势一
致，在１

０００

声速／ｍ

ｍ深度附近４个季节的声速均达到最
４８０

小，说明声道轴位置随季节变化较小，４个季节的声
道轴声速约为１

４８２

１ ４９０

１ ５００

１ ５１０

ｓ“

１ ５２０

１ ５３０’ｌ ５４０

１ ５５（

ｍ／ｓ；在深海等温层，从一定深度

开始，４个季节的平均声速基本一样。

４声道特征及会聚区出现概率
４．１声道特征
采用ｗＯＡｌ３气候态数据对研究区Ａｒｇｏ资料获
得的所有温盐剖面进行深海方向的延拓。延拓方法
是采用ＷＯＡｌ３季节平均的温盐网格数据，根据季节
划分和空间最近原则，对所有的温盐剖面数据进行深
海方向上的延拓，当Ａｒｇｏ浮标所在的水深超过５
ｍ时，５

５００

５００

ｍ以深部分假设温度、盐度不变，只是压

力增加，获得全海深的温盐剖面。最后采用
Ｃｈｅｎ＆Ｍｉｌｌｅｒｏ算法，把所有经延拓后的温盐剖面数
据转为声速剖面。
计算所有经延拓后的声速剖面的声道特征量，
包括声道轴深度、声道轴的声速、声道厚度、深度余
量。声道轴的声速是整条声速剖面中声速的最小

图３声道特征量示意图
ｇ．３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ｔ。ｆ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ｓ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

值；声道轴声速对应的深度位置就是声道轴；声道厚
度是表面声速最大值处和深海中与表面声速最大值

征量示意图如图３所示。

相等的声速所在的位置之间的水层深度；深度余量

按季节进行统计分析，获得各季节的声道特征量

是声道厚度层以下到海底之间的水层厚度，声道特

的平均值，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见，声道轴深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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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大，约在１

ｍ之间，夏季最大，春季、

分布，并按季节分别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从表可

冬季最小；４个季节的声道轴处的声速基本相同，约

知，研究区发生会聚现象的概率高于５０％的占

为１

７０．６％，会聚现象的发生概率分布季节变化较为明

４８２

０００～１ ０４０

ｍ／ｓ；４个季节的平均声道厚度都超过４

５００

显，四季发生声场会聚现象高于５０％的概率占比分

ｍ，利于深海会聚区形成。
表１
１１ａｂ．１

Ｔｈｅ

各季节声道特征量的平均值

ｆ电ａｔＩＩｒ荡ｏｆ ｓＩｍｎｄ ｃｈａｍ陀ｌ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联嗣剐脚

别为９０．５％、４７．７％、６５．ｏ％、８５．７％，说明春季、冬
季极易发生声场的会聚现象，秋季次之，夏季概率
最小。
表２研究区会聚区发生概率分布

１１ｌｅ施ｔｒｉｂｕｔｉ伽０ｆ ｃｏｎｖｅ嘈ｍｃｅ

ｂｂ．２

ｚｏｍ ００ｃＩＩｎ蜘ｃｅ ｐｍ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４．２会聚区出现概率
形成会聚区的条件是声源和接收器两者必须都
置于声道内，并且海水的深度必须足够大，即满足一
定的深度余量（海底深度与折回声线最小深度之
差），以便声线在水下发生折射、反转而返回海表形
成会聚区；当深度较小时，声线会被海底吸收和反
射，抑制了会聚区的发生。深度余量可通过声速剖

５会聚区特征季节变化

面结构计算获得，会聚区能否发生主要看海区的深

采用ｗ（）Ａ１３气候态数据集对研究区春、夏、秋、

度余量是否大于或等于最小深度余量，会聚区的发

冬４个季节的平均声速剖面进行深海方向上的声速

生情况随深度余量的变化而变化。Ｈａｎｒａｈａｎ给出

延拓，延拓到研究区的平均深度５

了平均深度余量与会聚区发生概率的关系。２ ３，绘出

的声速剖面分别输入ＲＡＭＧｅｏ模型中进行声场传播

关系曲线图（图４）。

损失仿真试验，获取会聚区特征量。模式采用的参数

５００

ｍ，把４个季节

如下：声源频率１００ Ｈｚ，声源深度１００ ｍ，海水密度
１ ０２４

ｋｇ／ｍ３，海底声速１

５２０

ｍ／ｓ，海底吸收系数

１．１７ ｄ Ｂ／，Ａ，传播距离２００ ｋｍ。

图５给出了春季平均声速剖面及ＲＡＭＧｅｏ模型
预报的声传播损失图，从图中可见在２００ ｋｍ传播范

铸

娶

围内，有３个明显的声场会聚区。根据仿真结果，提
取接收深度１０ ｍ时的传播损失，图６为春季１０ ｍ接
收深度的声传播损失曲线，提取会聚区的距离、宽度
和增益３个特征量。获得４个季节当接收深度为１０
ｍ时的前３个会聚区的特征量，如表３所示。从表３
可知，第一会聚区，离声源的距离在６１～６４ ｋｍ左右，

深度余量，ｍ

图４会聚区发生概率与深度余量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ｂａｂ订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ｅｘｃｅｓｓ

秋季离声源最近，春、冬季较远；会聚区宽度上夏季最
宽为１０ ｋｍ，春季最窄为４．６ ｋｍ；会聚区增益分布特
点与会聚区宽度刚好相反，春季最大为１４．６ ｄＢ，夏季
最小为８．ｊ ｄＢ，季节变化较为明显。第二、第三会聚

本文计算了研究区经深海延拓后每条声速剖面

区的距离４个季节较为接近，宽度和增益的季节变化

的深度余量，根据图４深度余量与会聚区发生概率

与第一会聚区一致，春季和冬季的会聚区增益明显比

的关系曲线，获得研究区发生声场会聚现象的概率

夏季和秋季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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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ｊ春季声速剖面及传播损失降

０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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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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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距离／ｋ【１１
图６春季１０ ｍ接收深度的传播损失曲线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ｉｓ １０ ｍ

表３
髓ｂ．３

Ｔｌｌｌｅ

４个季节会聚区的特征

ｆ白ｔＩｌｒ箦ｏｆ ｃ帅ｖｅｌ唯；ｅｎｃｅ ｚ帅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ｄ盯蚓啪吣
第三会聚区

第二会聚区

第一会聚区
季节

春季

宽度／ｋｍ

增益／ｄＢ

１８９．５

６－８

１９－８

１０．５

１１．Ｏ

距离／ｋｍ

宽度／ｋｍ

增益／ｄＢ

距离／ｋｍ

宽度／ｋｍ

增益／ｄＢ

距离／ｋｍ

６３．７

４．６

１４．６

１２６．６

６．４

１７．９

夏季

６２．４

１０．０

８．５

１２５．９

９．２

１０．４

１８９．６

秋季

６１．７

８．５

１０．５

１２４．８

１１．４

１０．９

１９１．４

１３．５

１１．３

冬季

６３．８

５．２

１４．２

１２６．９

７．２

１７．Ｏ

１８９．９

１０．Ｏ

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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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海林等：基于Ａｒｇｏ数据的吕宋海峡东部海域的会聚区特征分析

８３

（３）吕宋海峡东部海域易发生会聚区现象，发生

６结论

深海会聚现象概率的季节变化很明显，春季、冬季发

本文利用２０１０一２０１３年的Ａｒｇｏ浮标观测资料

生会聚现象概率高于５０％的占比分别为９０．５％、

对吕宋海峡东部海域的会聚区特征进行综合研究，得

８５．７％，秋季、夏季的占比分别为６５．０％、４７．７％。

到如下结论：

（４）当声源深度１００ ｍ，接收深度１０ ｍ时，吕宋

（１）吕宋海峡东部海域４个季节表面的声速从大

海峡东部海域第一会聚区，离声源的距离，秋季离声

至小依次为夏季、秋季、春季和冬季；４个季节的混合

源最近，春季、冬季较远；会聚区宽度，夏季最宽，春季

层深度从大至小依次为冬季、秋季、春季和夏季。

最窄；会聚区增益分布特点与会聚区宽度刚好相反，

（２）采用ＷＯＡｌ３气候态数据对Ａｒｇｏ温盐剖面

春季最大，夏季最小，故进行目标探测定位时可利用

进行深海延拓，获得全海深的声速剖面，分析４个季

的会聚区探测区域夏季最大，春季最小，探测强度则

节的声道特征。研究区声道轴深度和声速较为稳定，

刚好相反。第二、第三会聚区的距离４个季节较为接

声道轴深度在１

近，宽度和增益的季节变化特征与第一会聚区一致，

为１

４８２

０００～１ ０４０

ｍ之间，声道轴处的声速

ｍ／ｓ，４个季节的平均声道厚度都超过４

春季和冬季的增益明显强于夏季和秋季。

５００

ｍ，利于会聚区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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