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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召开第四次项目专家组会议

2016年 3月 22日，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西太平洋Argo实时海洋调查 ”重点项目（项目编号：

2012FY112300）第四次专家组会议在杭州召开，来自国家气候中心、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

南海海洋研究所、解放军理工大学和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以及浙江大学、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等单位的项目专家组成员和项目组主要成员等 20 余人出席了会议。科

技部基础研究司周文能副巡视员、国家海洋局科技司周志刚处长和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郑

玉龙副所长等项目委托、依托部门和承担单位的领导莅临会议。会议先后由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

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副主任周锋研究员和项目专家组副组长、国

家气候中心丁一汇院士主持。

图 1  项目专家组会议现场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郑玉龙副所长代表项目承担单位致欢迎词，对科技部基础研究

司、国家海洋局科技司领导和项目专家组成员莅临会议监督指导，以及项目组成员表示热烈欢迎。

丁一汇院士简要回顾了中国 Argo 计划实施及 Argo 大洋观测网建设的艰难发展历程，特别强调了

Argo 观测资料对提高气候预测预报精度的重要作用。随后，全体与会代表听取了项目负责人许建

平研究员关于 2015 年度项目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并观摩了项目中期成果 “Argo 资料共享服务平

台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筹）” 和 “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及其数据共享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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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中）” 的现场演示。专家组在听取项目汇报和现场观摩的基础上，仔细审议了《科技基础性

工作专项项目年度总结报告》（2015 年度），并进行了质疑和讨论。一致认为该项目除浮标布放

计划受年度经费分配额度不足未能如期完成外，已按照项目任务书规定的年度工作内容开展了相

关工作，达到了预期的调查研究目标，已经取得了一批阶段性调查研究成果。并结合国际和中国

Argo 计划发展的需要，在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基础上，首次将我国自行研制的剖面浮标加入到全

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建立了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专家组对该项目的工作进度和所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表示满意，并对下一步工作计划提出建议：（1）为了保证该项目按期完成 “ 项

目计划任务书 ” 所规定的 Argo 浮标布放任务，建议科技管理部门协商拨款部门，考虑海洋调查的

科学性和时间性，能将项目剩余经费（约总经费的 1/3）尽早拨付到位，以确保在 2016 年底前能

把全部浮标布放入海；（2）根据国际 Argo 计划的发展态势，以及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

的现状，同意项目组提出的将还未采购的 12 个浮标（应以国产北斗剖面浮标为主）布放在西太平

洋的典型边缘海 — 南海海域。并呼吁国家科技和海洋主管部门给予中国 Argo 计划持续支持，不

断提高 Argo 剖面浮标观测资料的质量及扩大应用研究的范围，尽快研制制订涉及中国 Argo 观测

网建设及资料质量控制与应用的相关标准。

图 2  现场观摩

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周文能副巡视员在全面听取了项目进展情况的汇报及专家组成员的发言和

建议后表示，历届基础司领导一直以来对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也看

到了经过广大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就，从当时提出 “ 参与 ”（国际 Argo 计划），到现

在不仅有了 “ 地位 ”（在国际上我国海上活跃浮标的数量和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涉及 Argo 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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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排名分别处于第五和第二位），而且还有了 “ 作为 ”（建起中国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

促成国产浮标融入全球海洋观测网），并为我国赢得了国际声誉。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科研经

费的体量和强度比以前大多了，在国际事务中应有所担当，发挥更大的作用。该项科技基础性工

作在前期已经做得很好，需要持续支持，基础司会努力探索给予长期资助的渠道，也希望项目承

担单位能联合相关单位、部门来统筹、推动这项工作；对南海要引起高度重视，更要以前瞻的眼

光支持并尽快建成观测网，既为海洋科学基础研究服务，更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同时也希望项目

组能积极主动地为国内用户提供更多、更好的数据产品服务，扩大影响力，从而得到科技界的更

大支持。国家海洋局科技司周志刚处长代表项目依托部门表示，科技司会积极主动配合科技部基

础司做好项目的管理和协调工作，在国家 “ 一带一路 ” 发展战略背景下，希望科技部能一如既往

的对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给予重视和支持。最后，郑玉龙副所长表示，作为项目依托单位，一定

会继续为项目的组织实施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使我国 Argo 海洋观测网建设能不断得到改进和

完善，并为国内用户针对性地提供各种数据产品服务，希望能得到基础司的更大帮助。

专家组会议后，项目还组织各承担单位课题成员针对专家组提出的督促、指导意见和下一步

工作建议，以及与会领导的要求，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讨论，并议定了相关措施，逐一落实到课题

组或相关责任人身上。最后，项目负责人要求各课题组及全体成员，在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

任务书原定的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外，根据 Argo 计划发展和国家的需求，围绕利用北斗剖面浮标

构建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更好地为国内用户提供 Argo 资料服务的这一新要求、新任务，

再接再厉，克难攻坚，力争圆满完成各项调查研究工作，努力为建设覆盖 “ 海上丝绸之路 ” 的区

域 Argo 海洋观测网，贯彻落实 “ 一带一路 ” 国家战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项目办公室）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项目首次采购一批北斗剖面浮标
    

2016 年 4 月 27 日，由科技部资助的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

点项目通过公开招标采购了 10 个北斗剖面浮标，这是该项目首次采购国产浮标。

在今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项目组第四次专家组会议上，专家组一致同意项目组提出的将还未采

购的最后一批浮标（应以国产北斗剖面浮标为主），布放在西太平洋的典型边缘海 — 南海海域。

根据项目资金结余情况，项目组迅速组织了国产浮标的招标采购工作，最终由中船重工七一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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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中标，将为本项目提供 10 个由该所自行研制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计划于 8 月份搭载相关

航次投放在南海海域。

图 1  国产 HM2000 型剖面浮标

HM2000 型剖面浮标是一种由我国自行研发且使用北斗卫星系统进行数据传输和定位的自动

观测仪器设备，具有双向通信、搁浅保护等功能，投放入水后根据预先设定的参数，自动完成下潜 -

定深漂流 - 上浮（CTD 测量 0 ～ 2000 米的海水温盐深海洋环境要素）— 水面通信 — 下潜的工作

循环，可在海洋中连续工作 2—3 年。早在 2015 年 10 月，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已在杭州建立

了一套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系统，对来自 HM2000 型剖面浮标的观测资料经实时质量控制后，

同样可通过中国气象局的 GTS 接口，以 BUFR 报文的形式上传至 GTS，供世界气象组织（WMO）

和国际 Argo 计划成员国共享。

                                                                          （孙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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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a surface salinity dipole mode in the tropical Indian Ocean

Yu-hong ZHANG1
，Yan DU1

，Tang-dong QU2,3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Tropical Oceanography, South China Sea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64 West Xingang Road, 
               Guangzhou 510301, Guangdong, China；
         2、International 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OEST,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Honolulu, HI, USA； 
         3、Joint Institute for Regional Earth Syste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A, USA）

Based on the 10 years sea surface salinity (SSS) data from Argo, we identified a salinity dipole 

mode in the tropical Indian Ocean, termed S-IOD: a pattern of interannual SSS variability with 

anomalously low-salinity in the central equatorial and high-salinity in the southeastern tropical 

Indian Ocean. The S-IOD matures in November– December, lagging the Indian Ocean dipole (IOD) 

mode derived from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SST) by 2 months. For the period of observations, the 

S-IOD persists longer than the IOD, until the following September–October. Oscillations of the 

two S-IOD poles are governed by different processes. Ocean advection associated with equatorial 

current variability dominates the SSS anomalies of the northern pole, while surface freshwater flux 

variability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SSS anomalies of the southern pole, where anomalous precipitation 

is sustained by preformed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omalies. The S-IOD concurs with the strong 

IOD, reflecting an ocean–atmosphere coupling through the SST-precipitation-SSS feedback.

（摘自《Climate Dynamics》，2016，DOI 10.1007/s00382-016-2984-z）

Vertical structure of upper-ocean seasonality: annual and

 semiannual cycles with oceanographic implications 

Ge CHEN，Xuan WANG

（Qingdao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China）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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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cade of newly available Argo float data for the period 2004–13 a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s of upper-ocean seasonality with emphasis on the vertical aspects of 

annual and semiannual cycles, yielding three main findings with oceanographic implications. First, 

the vertical evolution of the horizontal pattern of annual and semiannual amplitudes appears to be 

highly ‘‘nonlinear,’’ suggesting that the thermodynamic causes are depth dependent. The global 

ocean seasonality exhibits a vertically varying pattern in space, including midlatitude maxima in the 

near-surface layer due to solar forcing, zonal ‘‘strips’’ in the subsurface layer due to the equatorial 

current system, and systematic westward phase propagation in the intermediate layer due to annual 

Rossby waves. Second, a zone of 500 6 300-m depths along with a 6-month periodicity are chosen 

as appropriate space–time ‘‘windows’’ for detecting eddy signatures via Argo-derived temperature 

amplitude and phase, respectively.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eddy-induced ‘‘blobby’’ pattern observed 

previously by satellite altimeter appears in the Agro result as ‘‘woodsy’’ bulks, which can be well 

illustrated in the semiannual amplitude and phase maps at window depths. Meanwhile, six eddy 

deserts paired in each ocean basin have also been identified. Third, the existence of a dozen vertical 

quasi-annual amphidromes is first reported, with cophase lines that may radiate toward the ;2000-

m lower limit of Argo measurement. The well-known global meridional overturning circulation and 

the pseudozonal overturning currents in the equatorial Pacific, Atlantic, and Indian Oceans may 

possibly contribute to the observed vertical amphidromes.

                        （摘自《Climate Dynamics》，2016，29:37-59）

Absolute geostrophic currents in global tropical oceans

Li-na YANG1,2,3
， Dong-liang YUAN1,3,4 

         （1、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
            2、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Key Laboratory of Ocean Circulation and Wav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
            4、Qingdao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03, China）

A set of absolute geostrophic current (AGC) data for the period January 2004 to December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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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are calculated using the P-vector method based on monthly gridded Argo profiles in the world 

tropical oceans. The AGCs agree well with altimeter geostrophic currents, Ocean Surface Current 

Analysis-Real time currents, and moored current-meter measurements at 10-m depth, based on 

which the classical Sverdrup circulation theory is evaluated. Calculations have shown that errors of 

wind stress calculation, AGC transport, and depth ranges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cannot explain non-

Sverdrup transport, which is mainly in the subtropical western ocean basins and equatorial currents 

near the Equator in each ocean basin (except the North Indian Ocean, where the circulation is 

dominated by monsoons). The identified non-Sverdrup transport is thereby robust and attributed to 

the joint effect of baroclinicity and relief of the bottom (JEBAR) and mesoscale eddy nonlinearity.

 （摘自《Chinese Journal of Oceanology and Limnology》，2016，DOI 10.1007/s00343-016-5092-3）

COPEX 和 HM2000 与 APEX 型剖面浮标比测试验及资料质量评价

卢少磊
1,2
，孙朝辉

1,2
， 刘增宏

1,2
， 许建平

1,2

（1、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杭州 310012；

                           2、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浙江，杭州 310012）

利用船载 CTD 仪、国外剖面浮标（APEX）和实验室盐度计等标准仪器设备，在西北太平洋

海域对 2 种型号国产剖面浮标（COPEX 和 HM2000）进行了现场比测试验，并对观测资料质量进

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1）COPEX 和 HM2000 型剖面浮标观测的盐度资料均

能达到国际 Argo 计划提出的 ±0.01 的精度要求；（2）HM2000 的最小观测深度离海面 1dbar 以内，

最大观测深度基本稳定在 2000dbar 左右，并能保持在 1000dbar 深度附近漂移，而 COPEX 的最

小观测深度在 8-9dbar 之间，最大观测深度则在 1800-1900dbar 之间波动，且漂移深度都在 600-

800dbar 之间；（3）COPEX 和 HM2000 都获得了 70 条以上有效观测剖面。总体而言，两种国产

剖面浮标观测的温、盐度资料都是可信、可靠的。但试验中暴露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仍有待不断改

进和完善。

                                     （摘自《海洋技术学报》，2016, 1：84-92）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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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活动（续）

●2016 年 3 月 28 日，上海海洋大学深渊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曹正良副研究员一行访问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中心技术人员刘增宏副研究员就浮标工作原理等技术问题与来访专家进行了

深入交流。

●2016 年 4 月 7 日，由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资助

购置的 10 台国产北斗剖面浮标完成公开招标采购工作。该批浮标计划于今年 8 月布放在南海海域。

●2016 年 4 月 22 日，来自河海大学港口海岸与近岸工程学院海洋科学系的师生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副研究员为师生们详细介绍了国内外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以及 Argo

剖面浮标的观测原理等，开拓了师生们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科学知识，来访师生对全球 Argo 实

时海洋观测网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心技术人员逐一回答了师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 2016 年 5 月 9-13 日，为推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SIO）在印度洋地区开展全方位

的海洋科学研究，保障我国 “ 海上丝绸之路 ” 战略在印度洋的落实，经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的

批准，科技处副处长曾江宁研究员率海洋二所代表团访问了斯里兰卡国家水产资源研究与开发署

（NARA）。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的卢少磊研究实习员随团参加了本次交流访问。 

图 1  卢少磊研究实习员随考察团访问斯里兰卡

● 2016 年 5 月 16 日，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负责人

许建平研究员一行到项目合作单位浙江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研究所调研，在听取了合作单位项目进

展情况汇报后，就相关的技术问题和下一步的工作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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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许建平研究员一行赴浙江大学调研

● 2016 年 5 月 23 日，上海市气象局和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将负责上海市气象局在西北太平洋台风源地、南海、印度洋等 “ 一带一路 ” 相

关海域布放 Argo 剖面浮标的技术支持，并协助其建设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实时海洋环境智能服务

系统。

● 2016 年 5 月 26 日，上海海洋气象台王振峰高级工程师一行 3 人参观访问了中国 Argo 实

时资料中心。曹敏杰博士向来访客人介绍了 Argo 资料共享服务平台的建设情况，就平台的数据传

输和管理、软硬件配置需求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并现场演示了共享服务平台的主要功能模块。随

后双方共同商讨了建设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实时海洋环境智能服务平台的相关事宜。

 图 3  上海海洋气象台一行来访中心                               图 4  PICES 会议代表参观中心实验室        

● 2016 年 5 月 31 日，参加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PICES）—2016 年科学局和理事会中期

会议的国内外代表 30 余人，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副研究员向来宾介绍了国际

Argo 计划和中国 Argo 计划的进展情况，并详细解答了来访专家学者提出的浮标观测技术等问题。

                                                                              （吴晓芬）

国内动态



10

中心科研人员访问斯里兰卡 NARA

2016 年 5 月 9-13 日，为推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SIO）在印度洋地区开展全方位的

海洋科学研究，保障我国 “ 海上丝绸之路 ” 战略在印度洋的落实，经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的批准，

科技处副处长曾江宁研究员率海洋二所代表团对位于科伦坡的斯里兰卡国家水产资源研究与开发

署（NARA）进行了学术交流访问。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杨劲松研究员、王俊副

研究员，以及海洋生态与生物地球化学实验室的陈建芳研究员、冉莉华副研究员等 5 人随团访问，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的卢少磊研究实习员随团参加了本次访问活动。

1  访问概况

交流访问活动主要分 3 天进行，第一天 NARA 主席 Anil Premaratne 博士主持了欢迎 SIO 科

学家的访问仪式，并与曾江宁研究员分别介绍了 NARA 和 SIO 的基本情况；之后双方学者就沿

岸海域物理海洋、海洋化学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对季风的响应、国际 Argo 计划现状及数据应用

和海洋渔业资源预报等方面做了学术交流；第二天实地考察了位于科伦坡南部城市 Beruwala 的

海洋观测中心及其 “Samudrika” 号近海海洋科学考察船；第三天双方科学家就在斯里兰卡南部上

升流海域物理、化学和生物地球化学耦合关系，在孟加拉湾、阿拉伯海等海域布放 Argo 浮标和

印度洋卫星遥感观测等双方共同关注的学科问题探讨了合作的可能，并参观了 NARA 各个部门与

实验室。

图 1  会议交流现场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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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要点

（1）Argo 方面

2012 年，斯里兰卡渔民曾意外打捞到了一个由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布放在印度洋的 Argo

浮标，最终由 NARA 下属单位国家海洋学和海洋科学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and Marine Sciences，NIOMS) 派出船只和技术人员将该浮标布放在斯里兰卡东南海域，并

由 AIC(Argo Imformation Center) 给浮标重新命名（WMO 编号由原来的 2901515 号更改为

2902365），作为中国 Argo 计划赠送给斯里兰卡、并成为该国布放的第一个 Argo 剖面浮标。双

方根据以上合作基础，就在孟加拉湾、阿拉伯海等海域布放 Argo 浮标的合作可能进行了讨论。据

NARA 工作人员 Ruchira 先生介绍，自 2013 年开始，该单位就与法国合作在斯里兰卡周边海域布

放 Argo 浮标，因此与中国合作布放浮标不成问题，但对斯里兰卡来说，自己购买浮标布放存在较

大困难。目前双方在这方面的合作只能围绕着中国提供 Argo 浮标，再由 NARA 联系斯里兰卡国

内相关单位布放（若浮标布放在斯里兰卡沿海海域可由 NARA 的 “Samudrika” 号近海海洋科学考

察船完成，若布放在远洋海域，则需要海军船只进行布放）为主。

                            

图 2  访问团成员与 NARA 主席 Anil Premaratne 博士合影 

另外，在与 NARA 研究人员的讨论中了解到，Argo 资料也被应用到斯里兰卡周边海域的海

洋预报模式中，而研究人员主要关心其对潜在渔场预测预报的影响；另外 NARA 研究人员也利用

Argo 剖面资料计算孟加拉湾海域混合层深度的变化。而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利用 Argo 资料在

海洋上层对台风的响应、海洋热盐含量、海洋网格资料的制作等方面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成果。

虽然目前双方的研究重点并不相同，但都对 Argo 资料在防灾减灾方面的应用感兴趣，因此双方在

Argo 资料应用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

（2）联合调查方面

双方还就开展夏季风在斯里兰卡南部海域引起的上升流物理、化学和生物地球化学耦合作用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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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长时间序列的观测与研究等方面表达了合作意愿，并系统考察了 NARA 的 “Samudrika” 号科

考船，详细了解了该船的各种设备指标，也计划利用该船在斯里兰卡南部上升流海域布放物理海

洋和海洋生物地球化学观测锚系，并进行卫星同步观测。

3  体会与建议

（1）尽早组织建设 “ 印度洋孟加拉湾 / 阿拉伯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

根据本次访问双方就 Argo 合作方面达成的初步成果，建议相关部门尽早着手在印度洋相关海

域布放 Argo 浮标，争取在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海域每年布放约 10 － 30 个浮标（可适量布放一些

国产 Argo 浮标），最终能维持一个由 80 个浮标组成的 “ 印度洋孟加拉湾 / 阿拉伯海 Argo 区域海

洋观测网 ”。如此即可为两国间的其他相关合作提供基础资料，同时又为我国 “ 海上丝绸之路 ” 的

建设提供海洋环境保障必要的数据基础，有助于我国 “ 一带一路 ” 战略在印度洋的落实推进。

（2）重视相关专业技术岗位的设置，制定合理的考核制度

在参观 NARA 各个实验室的过程中，SIO 访问人员发现虽然其实验室条件较为简陋，但工作

人员都能按照实验室相关制度井然有序地工作；他们虽缺少先进昂贵的科学仪器，但一些最基础

的实验室指标均能够很好的完成。如他们的生态实验室所有仪器价值可能不超过 20 万人民币，但

生物化学的主要指标均可测试，且比较规范，这与他们有一批日常只负责实验室测量工作的固定

技术人员有关。

对比国内，我们的一些技术人员都面临着比较沉重的科研任务（包括项目申请和论文撰写），

而自身的本职工作却没有得到保证。虽然近年来也开始关注此问题，并设立了一些固定的技术岗位，

但其比例仍然较小，部分技术人员仍存在较大的考核压力。具体到 Argo 资料管理问题，Argo 资

料的延时质量控制常年需要技术人员保证其有序进行，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的相关人员既要

保证 Argo 中心的日常运行，又要兼顾科研任务，导致了资料质量控制工作相对于其他国家有所滞

后，资料文件的升级工作同样面临着相同问题。因此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重视技术人员工作的重要性，

尽早制定有别于科研人员的考核标准。                                                                             

                                                                         （卢少磊）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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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 深远海海洋环境资料共享平台

即将在上海海洋大学投入业务运行

为促进 Argo 资料在深远海海洋环境基础研究及其指导远洋渔业生产中得到推广应用，

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2012FY112300）重点项目的资助

下，由浙江大学和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联合研制开发的 “Argo 深远海海洋环境资料共享

平台 ” 近日在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完成部署并即将投入业务运行，用户可以通过网址

（http://58.198.131.182:8090/flexArgo/out/argo.html）进入该平台。

Argo 深远海海洋环境资料共享平台以异构云环境下分布式存储技术为支撑，构建了一个面

向海量 Argo 数据的  Hadoop 云存储平台，实现了对大规模海量异构全球 Argo 数据的高效管理。

平台采用  Web Services、RIA、OpenGIS 等支撑技术和规范体系，在空间信息共享与服务框架

下，建立了海量  Argo 资料智能服务体系和共享服务平台，实现了 Argo 资料高效检索、在线浏览、

可视化显示及统计分析等功能，快捷地为校内师生和国内外用户提供深远海海洋环境基础资料

及其相关数据产品服务。Argo 深远海海洋环境资料共享平台的搭建，将实现深远海 Argo 实时

/ 延时数据发布、可视化显示及数据下载等功能，并形成业务化运行能力，方便校内师生和国内

外用户了解相关信息和下载 Argo 资料等，从而为科学指导远洋渔业生产提供服务。

图 1  Argo 深远海海洋环境资料共享平台页面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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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望广大用户在使用该平台过程中，能及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该

平台，更好的为广大用户服务。

                                                                          （曹敏杰）

我国自行研制的剖面浮标首次加入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

2016 年 3 月 22 日，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第四次专

家组会议在杭州召开，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周文能副巡视员与国家海洋局科技司、项目组相关同志

出席了会议。

在项目组的努力下，我国的卫星跟踪浮标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自行成功研制了北斗卫星精确

定位和双向通讯的剖面浮标，并于 2015 年首次在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投放使用。目前，我国

已经在杭州建立了集成北斗卫星精确定位和双向通讯剖面浮标技术的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

心 ”，构建了具备自动、批量、业务化接收浮标数据能力的北斗剖面浮标数据自动接收、解码、校正、

质量控制及共享服务的实时海洋监测网系统，满足了我国海洋和大气等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与业

务化应用和国际 Argo 计划提出的资料交换共享的要求。此举打破了我国只能依靠引进国外剖面浮

标建设实时海洋观测网的局限，实现了我国海洋观测仪器设备用于国际大型海上合作调查计划 “零 ”

的突破，拓展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服务领域，为建成覆盖 “ 海上丝绸之路 ” 区域的 Argo 海洋观

测网提供了重要保障，对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实现海洋强国梦都有着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

Argo（全球海洋实时观测网）计划是于 1998 年推出的一个全球海洋观测试验项目，旨在通过

在全球海洋布放卫星跟踪浮标，快速、准确、大范围地收集全球海洋上层的海水温、盐度剖面资料，

以提高气候预报的精度，有效防御全球日益严重的气候灾害（如飓风、龙卷风、台风、冰暴、洪

水和干旱等）给人类造成的威胁。截止 2016 年 3 月，我国累计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等海域布放了约

350 个 Argo 剖面浮标，目前仍有 160 多个在海上正常工作，基本建成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

（来源：科技部网站 http://www.most.gov.cn/kjbgz/201604/t20160418_125183.htm）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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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布放在阿拉伯海的 Argo 剖面浮标已获 400 多条观测剖面

2010 年度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 —“ 印度洋海域海洋环境数值预报系统研制

与示范 ”，于 2011 年 11 月购置并布放了一个 Argo 剖面浮标在印度洋阿拉伯海（WMO 编号为

2901509），历时四年六个月，已经观测到 414 条 0-1500 米水深范围的温、盐度剖面，为我国

Argo 计划实施以来观测剖面最多的一个浮标（不包括准 Argo 计划浮标）。截至 2016 年 5 月底，

该浮标仍在海上正常工作，其漂移轨迹和温、盐度剖面随时间变化过程如图 1 和 2 所示。该浮标

在四年半时间内自西向东横跨了阿拉伯海海盆。这是一个由美国 Teledyne Webb 研究公司生产的

APEX 型剖面浮标，装载了 SBE41 型 CTD 传感器，使用 ARGOS 卫星定位并传输数据，其循环周

期为 4 天，布放前由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在实验室加装了高性能锂电池。

图 1  2901509 号浮标漂移轨迹

（2011 年 11 月 14 日 —2016 年 5 月 25 日，红色五角星表示浮标的最新位置）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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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901509 号浮标温、盐度剖面随时间变化

                                                                              ( 刘增宏 )

 

北斗剖面浮标在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地位岌岌可危
 

2016 年 4 月 15 日科技部网站披露，我国自行研制的北斗剖面浮标（HM2000 型）首次加

入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但近日从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网站获悉，截止 2016 年 4

月底，在由 3829 个剖面浮标组成的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HM2000 型剖面浮标的数量

仅存 3 个。

由图可见，4 月份大约有 18 种类型的剖面浮标处于业务运行状态（海上正常工作时间超过 30

天），其中美国产 APEX 型剖面浮标最多，达 1898 个，占本月总数的 50% 左右；其次为法国产

ARVOR 型剖面浮标（457 个），约占 12%。

需要指出的是，在 18 种各类浮标中，超过 100 个以上的有 8 种，累计达 3657 个，约占总数

的 96%。其中美国产 6 种（如 APEX、SOLO_ Ⅱ、NAVIS_A、S2A、SOLO 和 SOLO_W 等），

合计 3058 个，占总数的 80% 左右；法国产 2 种（如 ARVOR 和 PROVOR），合计 599 个，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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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16% 左右。可见，在目前运行的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剖面浮标，主要以美国和法

国生产的为主。

 图 1  全球海洋中正在运行的各类型 Argo 剖面浮标的分布（截止 2016 年 4 月底）

图 2  全球海洋中使用各种通讯卫星的 Argo 剖面浮标分布（截止 2016 年 4 月底）

图 2 给出了全球海洋中使用各种通讯卫星的 Argo 剖面浮标分布。可见，目前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提供观测信息和数据传输服务的卫星系统主要有 4 个（即 ARGOS、IRI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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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S3 和 BEIDOU）。其中利用 ARGOS 卫星系统的浮标最多，达 2018 个，约占总数的 53%；

其次为 IRIDIUM（1763 个），占 46% 左右。同样，主要由美国和法国的卫星系统在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提供浮标观测信息和数据传输服务。

遗憾的是，我国自行研制的 HM2000 型北斗剖面浮标，自 2015 年 10 月正式被国际 Argo 信

息中心（AIC）接纳、进入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以来，浮标数量（当初为 6 个）没有增加，

反而在不断下降，截止 2016 年 5 月底仅剩 2 个。这批浮标还是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负责的中

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简称 WPOS 专项）“ 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 ”

项目出资购置并布放的，主要为了获取北太平洋西边界流海域的物理海洋环境要素资料。选取的

浮标最大观测深度为 2000 米，漂移深度为 1000 米，剖面测量间隔最短为 1 天，最长为 10 天。尽

管这批浮标的海上工作时间不是太长，但已累计获得了 300 多条温、盐度剖面。

值得指出的是，HM2000 型剖面浮标不仅是我国第一批进入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

的仪器设备，也是我国自行研制的海洋仪器设备首次用于国际海洋合作调查计划；同时，也标志

着我国 BEIDOU 卫星已经正式成为服务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信息和数据传输的 4 大卫星

系统之一。但目前北斗剖面浮标在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希望能引起国

家有关部门和相关项目负责人的高度重视，并能通过各种途经给予中国 Argo 计划和国产剖面浮标

研制单位更大的支持和扶持，尽可能采购和布放更多的北斗剖面浮标，进一步扩大国产剖面浮标

和北斗卫星系统的国际影响力，提高北斗剖面浮标在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占有率，让世

界气象组织（WMO）和国际 Argo 计划成员国能通过全球通讯系统（GTS）和互联网（WWW、

FTP）获得更多的来自中国北斗剖面浮标的现场观测数据，从而为各国海洋资源开发、海事安全、

海洋运输、海洋渔业管理和近海工业，以及业务化海洋预测预报，更为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

出积极贡献。

（卢少磊）

我国对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贡献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近日，从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网站（http://www.jcommops.org/board?t=Argo）获悉，

截止 2016 年 5 月底，我国布放的 Argo 剖面浮标数量（以最近 30 天内仍在海上正常工作的浮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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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统计），在当前由 3814 个剖面浮标组成的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仅有 147 个，占总数的 4%

左右。与排名第一的美国（2124 个，占 56%）相比，差距十分悬殊；而与澳大利亚（380 个）、

法国（325 个）和日本（177 个）相比，同样也有较大距离。

据统计表明，自 2000 年国际 Argo 计划正式启动以来，截止 2015 年 12 月底，相关成员国（排

名前 10 位）在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累计布放浮标的数量，排序依次为美国（5268 个）、

日本（1336 个）、法国（918 个）、德国（732 个）、澳大利亚（707 个）、英国（480 个）、加

拿大（403 个）、印度（396 个）、中国（352 个）和韩国（318 个）。其中美国占了已投浮标总

数（约 11000 个）的约 48%，平均每年布放 330 个左右，而中国仅占 3%，平均每年布放仅约 22 个，

略高于韩国（约 20 个 / 年），却低于印度（约 25 个 / 年）。

其实在过去十六年里，中国在全球大洋中布放的浮标总数，虽赶不上美国，但超过印度还是

绰绰有余的。主要是一些承担国家项目的负责人，总以项目 “ 保密 ” 为由，不愿与国内用户共享

他们所布放的浮标观测资料，更不愿作为中国 Argo 计划的一部分，由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协

助接收与处理。所以，这些浮标游离于中国 Argo 计划之外，不能算作中国对全球 Argo 实时海洋

观测网的贡献。但事实是，这些浮标也都是从国外购买的，其传输浮标观测信息与数据的通讯卫

星不是 ARGOS，就是 IRIDIUM，也就是说，这些浮标资料只能对国内用户保密，对国外却是开

放的。因为这些浮标的观测资料，均需通过位于法国和美国的 ARGOS 或 IRIDIUM 卫星地面接收

站接收、解码后，再转送到他们的手中。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还有大量从国外购买的浮标，不知

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长期被搁置在并无封闭和恒温条件的仓库中。显然，这些浮标所携带的温

度和电导率传感器，由于受到高温、干燥和灰尘等不利环境因素的影响，容易变形或受损；而且

浮标内置电池块，也会因长期泄漏而无法正常使用。类似这样的进口浮标，究竟国内还有多少？

估计没有一个政府部门能在短期内弄清楚，并能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国外屈指可数

的浮标生产厂商或通讯卫星服务商，对中国近些年购置了多少浮标，其中已经布放了多少，布放

在哪个海区等信息，却是了如指掌，比我国任何一个管理部门都要清楚。这无疑是中国海洋科技

界的一大悲哀！

另据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的统计，自 1998 年以来世界上 42 个国家的科学家在全球 18 种主

要学术刊物（包括 JGR、GRL、JPO、JC 等）上累计发表了近 2400 篇与 Argo 相关的学术论文，

其中由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就达 330 篇，仅次于美国（约 700 篇），排名第二。但这个全球 “ 第二名 ”，

不知是悲还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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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8 － 2015 年期间全球 42 个国家的科学家在 18 种主要学术刊物上发表涉及 Argo 的论文数量

（来自 http://www-argo.ucsd.edu/Bibliography.html）

一边是作为国际 Argo 计划重要成员国的地位正在摇摇欲坠，另一边是大量浮标资源积压、浪

费，还有一边却是在尽享无条件获得的 Argo 资料并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屡屡公开发表研究成果的喜

悦。不难想见，中国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不但缺少一个海洋大国的责任和担当，也与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称，更暴露了当前中国海洋科技界的 “ 复杂 ” 局面。稍有点责任的在拼命 “ 找

米下锅 ”，想方设法寻求项目和资金，确保每年能购买和布放一定数量的浮标，不至于在当今这个

唯一全球海洋观测计划中没有了中国海洋科技界的身影；缺乏担当的则在任意浪费资源，因为他

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浮标能做什么；而那些自私自利的却在 “ 锅中找米 ” 并乐在其中，这些人无论

在项目申请或项目研究中，都把 Argo 作为立项和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但在作为同行专家或项目

负责人参加涉及中国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项目评审时，却百般阻挠，理由竟是 “Argo 资料可以无

条件免费获得，我国为什么还要投入资金布放浮标？！ ”。的确，Argo 资料全球无条件共享，这

是国际 Argo 计划组织实施之初制定的原则，同时也得到了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的

认可，但如果世界各国的科技工作者都像我们的 “ 科学家 ” 这么想，那么也就没有了国际 Argo 计

划和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今天，早该夭折了。然而，中国 Argo 计划始终步履维艰地走到

今天，表明在中国科技界，至少在海洋科技界，这种 “ 爱占便宜 ” 和 “ 耍小聪明 ” 的不良习俗还是

有着一定的市场。 

 海洋强则国家强，海洋兴则民族兴，但愿有一天中国能真正强大起来！

（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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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Argo 计划实施进展（续）
          

国际 Argo 计划自 2000 年底正式实施以来，世界上共有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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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 个 Argo 剖面浮标，部分浮标投放后由于技术或通讯故障

等原因已停止工作。截止 2016 年 5 月底，在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 Argo 剖面浮标总数为 3814 个（图

1）。其中美国 2124 个占 55.69%、澳大利亚 380 个占 9.96%，列第一、二位；法国 325 个占 8.52%、

日本 177 个占 4.64%、中国 147 个占 3.86%（第五位）、德国 140 个占 3.67%、英国 132 个占 3.46%、

印度 123 个占 3.22%、加拿大 64 个占 1.68%、韩国 55 个占 1.44%、意大利 47 个占 1.23%，列第

三至第十一位。此外，布放 Argo 浮标的国家还有荷兰、新西兰（均为 11 个）、巴西、挪威、爱

尔兰（均为 10 个）、西班牙、希腊（均为 8 个）、欧盟（6 个）、芬兰（5 个）、毛里求斯、土耳其、

波兰、保加利亚（均为 3 个）、阿根廷、厄瓜多尔、墨西哥（均为 2 个）、肯尼亚和南非（均为 1 个）

等欧洲、南美洲和非洲南部国家，以及太平洋岛国等。

图 1  全球海洋上仍在正常工作的各国 Argo 浮标概位（止 2016 年 5 月底）

                                                                             （吴晓芬）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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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又一次在南海布放一批 “ 准 Argo” 浮标

根据国际 Argo 信息中心的日常通报，2016 年 3 月 25 日 -4 月 28 日期间，美国海军又在南海

海域布放了一批（9 个）“ 准 Argo” 浮标，布放位置如图 1（黄色点）所示。这些浮标观测深度和

测量周期等均与常规 Argo 计划的剖面浮标不同，其最大观测和漂移深度均为 1200 米，观测周期

为 96 小时。

图 1  目前仍在南海正常工作的 Argo 剖面浮标概位（黄色圆圈代表最近布放的浮标位置）

值得指出的是，其中一个编号为 2902056 的浮标使用了铱卫星通讯，不但使浮标停留海面的

时间（仅几十分钟）缩短了，而且可以方便地通过卫星向浮标发送更改观测参数（如漂移深度、

循环周期、高分辨率剖面深度等）的指令，与常规利用 ARGOS 卫星通讯的浮标相比，可以获取

更多的现场观测数据。

这批浮标的布放，使南海正常工作的剖面浮标数量达到了 15 个，离国际 Argo 计划提出的在

南海维持一个由 20 ～ 22 个剖面浮标组成的 Argo 区域观测网的目标更接近了一步。自 2000 年以来，

美国海军已经在该海域陆续布放了近 100 个剖面浮标。

  （孙朝辉）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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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在南海打捞到一个 PROVOR 型剖面浮标

近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接到国际 Argo 指导组（AST）和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

的邮件，要求协助查找越南海岸警卫队在该国富安省附近海域打捞的一个疑似 Argo 剖面浮标的拥

有者或投放者。该邮件同时抄送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际 Argo 组织的相关人员。目前，

AST 正通过浮标生产商和卫星服务商，以及相关 Argo 成员国的负责人或联络人，查找该浮标的

拥有者或投放者信息。

图 1  越南某网站提供的浮标照片

据越南相关网站提供的浮标照片可以方便地辨认，这是一个由法国 NKE 公司生产的

PROVOR 型剖面浮标，而且从浮标体上粘贴的国际 Argo 计划统一标签可以基本确认，这是个

用于国际 Argo 计划的浮标，其观测资料需与其他 Argo 成员国共享，通常会在投放前经 AIC 登记、

统一编号，这样的浮标如果漂移到近岸或搁浅，AIC 一般都会掌握详细的信息；而该浮标虽粘

贴有 Argo 标签，但没有预先在 AIC 登记，也就没有核发统一编号，其观测资料不与 Argo 成员

国共享，属于不按规定使用 Argo 标签。所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暂时也无法获取该浮标

的更多信息。

鉴于该浮标的打捞区域在南海，以往也只有美国海军和国内部分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投放过此

类剖面浮标，而前者通常只布放美国 Teledyne Webb 研究公司生产的 APEX 型剖面浮标，故该浮

标极有可能来自国内某研究项目。

根据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多年的工作积累，从国外引进的各种型号剖面浮标（如 APEX、

PROVOR、ARVOR、NOVA 等），均采用国外通讯卫星传输观测数据，即使国内项目负责人或这

些浮标的投放者要对观测资料保密，也只能是对国内用户保密，对国外并无任何保密可言（因为

观测资料从海上送到浮标投放者手中，须经过国外卫星运营商接收后转送）。为此，国家相关管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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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应尽早出台政策，规定对这类浮标均需通过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在 AIC 和 WMO 注册，

作为中国 Argo 计划的一部分，一来可以增加我国对国际 Argo 的贡献，扩大中国的影响力，二来

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外交纠纷。

                                                                          （刘增宏）

第 16 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纪要（选录）
 

1  会议主要议题

第 16次国际Argo资料管理组（ADMT-16）会议在百慕大圣乔治镇百慕大海洋科学研究所举行。

此次会议由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WHOI）主办，百慕大海洋科学研究所（BIOS）承办，于

11 月 4 日上午 9 点开始，到 11 月 6 日中午 12 时结束，总共有来自 11 个国家和 29 个机构的 41 名

代表参加。会议的主要议题为：1）检查 ADMT-15 会议提出的关于更新数据格式和处理生物 Argo

资料等方面的进展情况； 2）反馈 Argo 剖面浮标数据实时处理和延迟模式质量控制情况； 3）讨

论区域 Argo 数据中心的进展情况； 4）审议第四次生物 Argo 研讨会报告。

百慕大海洋科学研究所所长威廉（William B Curry）教授首先代表 BIOS 对与会代表表示了

热烈欢迎，并介绍了 BIOS 成立的历史背景。该研究所在当时作为连接纽带融合了美国、百慕大和

英国的研究人员。 BIOS 由于在大西洋 “S 水文站 ” 进行了长时间序列的观测而被大家所认识，现

在由于各种自主平台（如水下滑翔机）开始投入运行，因此针对该水文站的航行时间相比以往有

所减少。接着，会议进入主要议题的发言和讨论。

2   来自 AST-15 会议的反馈

国际 Argo 计划联合主席 Susan Wijffels 女士介绍了第 15 次 Argo 国际指导组（AST-15）会

议情况。她说 Argo 的成功很大原因在于其有着明确的目标和重点，以及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在各个

研究和业务领域的应用服务；当前 Argo 面临着一些挑战，包括最初的目标在经过测试和讨论后，

需要进一步提高，以及需要对 Argo 计划做出相应的调整。

目前正在海上运行的浮标数量已超过预定的目标，除了原先计划的海域已经得到全覆盖外，

还存在采样密度欠缺的区域（包括赤道带、南大洋等海域）。维持 Argo 在原先设想计划中的覆盖

范围需要面对两大挑战：一些主要成员国（如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资金支持趋于稳定甚至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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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全球浮标性能的衰退。至于浮标寿命和稳定性衰退的原因还不清楚，但是浮标的稳定性在整

个 Argo 计划中是非常不均匀的。因此，一些浮标技术上的改进，将有助于提高浮标的稳定性，从

而提升整个 Argo 计划。此外，数据管理系统目前承受很大的压力，首要的任务是满足最初目标，

而将生物数据从核心 Argo 数据中分离，会有助于数据中心减轻面临的压力。

美国国家科学院通过十年的海洋科学调查得出，Argo 计划能否不断取得成功取决于是否拥有

以下几个关键的元素：观测目标明确、有限，集中于广泛重视的科学和业务问题上；满足社会和

科学的需求，得到各个国家和研究机构的广泛支持；在学术界、工业界和政府机构都具有广泛的

拥护和支持；承诺对公众开放数据，并对数据的质量进行严格控制；传感器很好的匹配浮标的性

能以及低成本布放的要求；根据明确的性能需求，自由发展相关方法和技术。

（1） AST 网站更新

Scanderbeg 女士展示了 AST 网站与 Argo 资料管理相关的更新工作。更新的部分包括了数据

常见问题的页面，加入了对于如何在一个单独的 V3 和 V3.1 版本的剖面文件中包含多个配置文件

的解释。在常见问题中也添加了每个浮标发回循环周期时间变量的说明。同时也提供了一个 html

和 pdf 版本的说明文件，这样使得浮标供应商可以在新的浮标型号和数据格式中能够提供这个时

间信息。同时我们在常见问题中也增加了对于垂直采样模式这个变量的解释说明。

只有少数的论文引用了 Argo 的数字对象标识符（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简称 DOI），在

使用全球 Argo 资料中心（GDAC）数据的论文中有三分之一写上了 Argo 的 DOI 或正式的致谢

(http://www.argo.ucsd.edu/Acknowledging_Argo.html)，因此有必要指导科学家如何使用 DOI。

在使用 Argo 数据发表的论文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论文来自 Argo 计划主要调查者（principal 

Investigator，简称 PI）。同时大部分论文主要通过 GDAC 中的网络化产品来获取 Argo 数据，少

数使用模型输出结果的形式来使用 Argo 数据。最后，Scanderbeg 女士建议起草一个申明，用于

详细说明成为 GDAC 中 Argo 数据的要求，例如所有数据必须通过时间管理，以及这些数据必须

经过各个 Argo 资料中心、数据管理人员的同意进行永久存储和管理，必须进行严格的延时模式质

量控制。同时应该建立一个由 ADMT 和 AST 成员组成的工作组，用于完善这一申明并在 AST-17

会议上进行汇报。

（2） Argo 数据集监控

Brian King 博士近期检查了 Argo 资料中延时模式质量控制中盐度和压力校正的大小。检查

的数据集来自 2015 年 5 月 22 日的镜像下载，包含了 11187 个浮标。所有浮标按照浮标部署的年

份可分为：2000-2005（1752 个浮标），2005-2010（3278 个浮标），2010 -2015（1709 个浮标

可用于延时模式质量控制）3 个组别。盐度校正大小为零或在 -0.01 ～ 0.01 范围的剖面文件的比

例占总数量的 92%，分别占三个年份区间的比例为 83%、93% 和 98%。压力校正大小在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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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的剖面文件的比例占总数量的 92%，分别占三个年份区间的比例为 74%、96% 和 97%。

2010 年以来投放的浮标占所有需要校正的比例很小，对于这一情况我们也需要谨慎说明。延

时模式质量控制尚未在 2010 年以后投放的所有浮标中开展，也有可能是目前检验的这些浮标运行

很好，因此需要的校正很小或为零，而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运行后这些浮标的实时模式数据需要

较大的校正。因此单凭目前完成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的浮标情况，由于其校正大小较小或为零而推

断出近期的实时模式资料符合质量控制，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假设。Argo 计划还是需要坚持谨慎的

使用实时模式数据，要充分意识到未经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的资料有可能存在错误或误差。

（3） 新传感器数据的传输

会上对如何使用新传感器进行了简短的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需要对新的 CTD 传感器进行单

独的精度和误差特性测试，以此确保配有该传感器的 Argo 浮标数据能够符合质量标准。Argo 计

划成员不能单凭制造商的话就相信其精度和性能，然后就将这些新型传感器部署到 Argo 浮标中。

现在对 SBE61 和 RBR 型 CTD 传感器的测试已经准备妥当，这些测试行动和测试结果需要反馈给

AST 和 ADMT。如果这些新传感器的数据进入数据管理系统，建议将其数据质量标识为 2 或 3。

这是因为 ADMT 将会通过 GDAC 评估这些分发的数据，如果不经过充分的测试和检验，就不应该

进入 Argo 数据系统，这个决定也是和 “ 什么是 Argo 浮标 ” 这一申明相一致的。

（4） Scripps 海洋研究所在剖面采样直到海表 1dBar 才关闭传感器的经验

Scripps 海洋研究所的铱卫星浮标在上升到压力为 1dBar 才停止测量压力、温度和盐度，而以

往大多数的浮标在 5dBar 时就关闭传感器停止采样。2010-2013 的几年中，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的结

果表明，这类浮标的盐度校正频率与普通的浮标（采样到 5dBa 就关闭）基本一致。因此可以看出

采样到 1dBar 并没有损坏传感器导电元件的性能。

SOLO-II 型的近表层数据 ( 压力、温度、盐度，1-5dBar) 已经有超过 14000 条的剖面通过了

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平均而言，1dBar 处的温度要比 5dBar 高 0.04℃，盐度要高 0.003psu。最极

端的差异正如预期的一样，集中在赤道地区，通过几个例子也表明了这个差异是一类现象而并不

是噪音。

3   BIO-Argo-4 会议反馈

第 4 次生物 Argo（BIO-Argo-4）会议已经召开，各个国家、地区的资料中心（DACs）负责

处理生物 Argo 资料的技术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DACs 之间有必要进行交流，并帮助彼此建立生

物 Argo 资料的实时质量控制程序，同时应该建立一些测试程序来检验 DACs 的处理结果，并比较

其一致性。

ADMT 网站上有需要处理的变量 ( 例如溶解氧、叶绿素和硝酸盐 ) 的说明文档；资料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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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的说明文档还在修订中，很快也将上传到网站上。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工作组第 142

条决议关于在空气中测量溶解氧来研究传感器漂移的建议已经被采纳，这些测量值将会被存储

在一个新测量代码的轨迹文件中。会议提出了一些关于叶绿素数据的校正问题，深海的荧光信

号也将被考虑到实时控制或是延时模式中。一些参数（如 pH 值）仍没有对应的数据管理方案。

这些问题将于 12 月在法国举行的会议上与生产商一起讨论解决方案。另外，和核心 Argo 数据

管理者举行了一次综合讨论。对于生物 Argo，不同领域的参数变量都需要被纳入，但最合适的

方式是设置一个统一的入口，将这些信息以及资料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的校正值统一存储，因此

需要设计一个统一的框架。另外将于 2016 年 1 月在法国召开会议，讨论全球生物地球化学 Argo

观测网的规划。

4   Argo 计划进展

Argo 技术协调员 Mathieu Belbeoch 先生汇报了 Argo 计划的发展现状。他首先介绍了海洋学

与海洋气象学联合委员会现场观测平台支持中心（JCOMMOPS）在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就：该

中心已成功搬迁至法国布雷斯特市，并且开始了网站建设，进一步提升了监测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GOOS）运行的能力。根据 AST 的反馈，活跃浮标（指的是 30 天内至少发送一条信号的浮标）

的数量不再是衡量 Argo 计划现状的主要指标，取而代之的是运行浮标（指的是活跃浮标中有发送

回观测数据的浮标）的数量，例如 2015 年 9 月全球有 3881 个活跃浮标，但只有 3702 个浮标发送

回观测数据。同时，他也指出了 Argo 计划核心观测网中还没有超过原计划 3200 个浮标的事实，

而且考虑到 Argo 计划的扩展（如高纬度海域、赤道海域、西边界流海域、边缘海、深海和生物地

球化学领域等），浮标数量将会达到 6000 个，但目前并没有获得支持该扩展计划的资金。

Mathieu 先生强调了浮标组织布放计划的重要性，并展示了一些可以促进平台管理员工作的

不同工具。他强烈建议所有的浮标布放组织都能根据年度布放计划编写一个含有 ID 号、WMO 编

号、纬度、经度、时间、调查船、航次等信息的文件。得益于 JCOMMOPS 和 ICES（国际海洋考

察理事会）的合作，调查船可以使用唯一的船舶识别码进行标记。他提出在浮标元数据文件中加

入一个名为 “DEOLOYMENT_PLATFORM_ID” 变量，但在没有浮标制造商参加的情况下，该建

议的实施无法得到保证。他还提出 ADMT 需要重新确定 “ 好剖面 ” 的定义，以便能够建议一个合

适的评价指标。另外，他建议通过一个应用程序界面来共享元数据参照表格，这样有利于更方便、

更快地改变元数据参量。

他还介绍了 DACs 上传数据到 GDAC 的延时情况，结果显示 80% 的剖面资料能够在 24 小时

之内上传至 GDAC，如果一些 DAC 可以提高数据的上传速度，数据延时情况可得到彻底解决。

他同意需要在 AST 会议上重新定义 “Argo 浮标 ” 的含义，并建议要么在元数据文件中增添一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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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要么在 GDAC 上增添一个目录，以便那些非 Argo 浮标数据能够通过 Argo 数据流进行共享，

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Argo 数据的质量需要得到保证；2）非 Argo 数据需要做到透明、可监控。

最后，他介绍了国际 Argo 计划所面临的挑战。Argo 计划可能在 2015 年年末或 2016 年年初到达

顶峰，由于作为 Argo 计划主要资助者的国家拨款的减少，再加上有关提高浮标寿命的技术改进停

滞不前，接下来的几年中 Argo 观测网可能会有所萎缩。

5   GDAC 工作情况

（1） 法国 GDAC 报告

T. Carval 先生提交了法国 GDAC 的运行情况：在 dac 目录下，NetCDF 文件的总数是

1635935 个，与 2014 年相比有 10% 的增长，文件大小为 126GB；GDAC 目录文件大小总共为

462GB；剖面的数量接近 150 万，延时剖面数量将近 100 万。Argo 数据文件格式从 2.0 和 3.0 版

向着 3.1 版转换的工作正在进行中。截止到 2015 年 10 月，3.1 格式的文件数量超过了总文件数量

一半，统计每个 DAC 的情况可以看出，3.1 格式的文件比以前版本的更加均匀。

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GDAC 服务器每周平均良好执行率为 99.84%。0.16% 坏的执行率表示

一个星期中有 15 分钟的服务中断，在 2015 年 GDAC 服务器总共出现了 3 次中断。GDAC 中包含

有一个坏浮标的黑名单，在自动进行质量控制的时候对浮标数据自动标记。目前灰名单上有 1000

个条目，一年前该数字为 1285。针对 “dac”，“geo” 和 “Latest_data”3 个目录的统计信息可以看到，

大量下载主要发生在 “dac” 目录。然而，也有相当数量的下载发生在 “geo” 和最近数据 “Latest_

data” 目录。因此，去除后面两个目录的决定已被取消。    

（2） 美国 GDAC 报告

Michael Frost 先生展示了美国 GDAC 的运行情况，同时展示了美国 GDAC 在 ADMT-15 会议

上需做工作的完成情况。美国 GDAC 拥有一个匿名的 FTP 服务，允许下载目前提供的所有 Argo

资料，其中包含了 Argo 集合文件，该文件与 DAC 接收到的原始 NetCDF 文件一样。另外，美国

GDAC 也提供 Argo 索引文件下载，该索引文件在美国 GDAC 大约每小时更新 2 次。美国 GDAC

还有一个通用网站服务器，这使得用户可以使用通用工具获得 Argo 资料。和 FTP 服务器类似，

其提供所有浮标资料下载。另外，美国 GDAC 还提供了 “ 美国 GDAC Argo 资料浏览器 ” 工具，

这使得用户可以按一定条件进行资料查询服务。

每天的格林威治时间 10:15，美国 GDAC 和法国 GDAC 进行同步资料传输。这项工作包括从

法国 GDAC 下载所有的索引文件并和本地美国 GDAC 进行比较。完成比较后，所有需要的文件都

将下载或递交至美国 GDAC。



29

国际动态

6   浮标技术发展

来自中国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CSIO）的卢少磊先生介绍了一种新型 Argo 浮标 —

HM2000 型剖面浮标。HM2000 型浮标使用北斗卫星通讯系统（具备双向通讯功能）来发送观

测数据，可使用北斗和 GPS 来进行定位。在 2014 年 10 月 -2015 年 9 月期间，中国布放了 9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其中的 5 个布放在西北太平洋，4 个布放在南海。而它们中的 4 个浮标，申

请了 WMO 编号，并且加入了中国 “ 准 Argo” 计划。为了满足国际 Argo 计划的要求，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建立了一套数据自动接收和分发系统。数据经过实时质量控制之后通过该中心网站

对外共享，同时通过中国气象局的 GTS 接口，将这些资料以 BUFR 数据格式上传至 GTS。由于

Argo 参数表中没有与 HM2000 型浮标相对应的参数名，GDAC 拒绝了这些从中国 Argo 实时资料

中心提交的数据。为此，该中心希望 GDAC 能尽快解决影响 HM2000 型剖面浮标观测数据的表头

文件和参数命名问题，并及时将 HM2000 浮标信息加入到 Argo 用户手册的参数表中。

7   延时模式数据管理

截至 2015 年 10 月 28 日，利用美国 GDAC 服务器上的数据对各资料中心的延时模式数据进

行了统计。由于各资料中心在延时质量控制工作上的滞后，导致了延时质量控制完成率下降到了

70%（见表 1）。导致这种滞后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数据文件格式向 3.1 版本的转换工作占用了各

DAC 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随着生物浮标数量的增加所带来的工作量增加；另外

有些资料中心因为人员的变动或者人力资源的不足，导致了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工作的滞后。这些

因素对下一年延时质量控制的影响可能会有所减弱。

表 1   各个 DAC 延时质量控制的情况

数据中心 延时模式剖面数量
时间大于 12 个月的

剖面总数
完成率

AOML 529,908 704,065 75.3
BODC 31,221 47,490, 65.7

CORIOLIS 120,751 171,940 70.2
CSIO 10,141 25,071 40.5

CSIRO 65,442 97,033 67.4
INCOIS 27,092 41,769, 64.9

JMA 95,446 150,879 63.3
KMA 8,050 11,092 72.6

KORDI 0 15,468 0
MEDS 23,554 40,463 58.2
NMDIS 0 2060 0

Total 911,605 1,307,343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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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会上还讨论了那些早期的、只有温度传感器的浮标应该从 Argo 计划中剔除的问题。这

一议题将会向下一次 AST 会议提出建议，并征求意见。

8   Argo 区域中心运行情况

（1） 北大西洋中心

Cecile Cabanes 先生介绍了北大西洋 Argo 区域中心（NA-ARC）针对北大西洋浮标的延时质

量控制一致性检验工作。30°N 以北的所有经过延时质量控制的浮标，都再次经过改进后的 OW 方

法的检验。与原来的 OW 方法相比，改进后的方法更好的考虑了盐度的年际变化，并给出了更实

际的误差分析。他们首先选取了 417 个由 PI 决定无需进行任何校正的浮标，并利用改进后的 OW

方法对这些浮标进行了质量控制，结果发现只有 6 个浮标存在盐度漂移或偏移问题。之后又选取

了 206 个已经经过延时校正的浮标，经过处理后发现仍然有 18 个浮标需要校正。    

（2）  南大西洋中心

该中心与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WHOI）合作继续在南大西洋布放浮标，AOML 同样提供了

志愿船只在该海域布放浮标。由于经费的问题，该区域浮标的延时资料检验以及数据产品的开发

均已陷入停滞状态。Claudia 先生开发了一套南大西洋 2000 年 3 月至 2014 年 5 月的三维水平流速

资料，并计划在相关的研究结果发表之后将其公布在互联网上，AIC 网站的 Argo 资料页面将及时

更新该数据。

（3）  地中海中心

Giulo Notarstefano 先生报告了地中海与黑海中的 Argo 浮标活动情况。截至 2015 年 10 月，

该海域中已经布放了 311 个浮标，获得了 31000 条剖面。这些剖面大多数只有温盐资料，少量剖

面含有生物地球化学资料。2015 年，该中心收到了来自 120 个浮标的资料，每个月平均收到来自

90 个浮标的资料，平均接收 600 条剖面资料，其中 25% 含有生物地球化学资料。2014 年他们统

计的意大利 Argo 浮标的存活率，其平均寿命为 400 天。该中心还在展开更加细致的统计工作。物

理参量（温度与盐度）的延时质量控制工作仍在继续，85% 停止工作的浮标均已进行了延时质量

控制，每个浮标的相关信息都可在网站上得到。参考数据库的更新工作也在进行当中。2015 年有

6 个国家（意大利、法国、美国、西班牙、德国和希腊）在地中海布放了 37 个浮标，其中 14 个为

生物浮标。2016 年计划有 30-40 个浮标布放在地中海。

（4） 太平洋中心

日本海洋地球科学技术厅（JAMSTEC）、美国太平洋研究中心（IPRC）和澳大利亚联邦科

工组织（CSIRO）一起负责太平洋中心（PARC）的运行工作。太平洋中心继续在其网站上发布有

关浮标的信息：浮标运行表、单个 Argo 浮标资料与网格资料的对比，以及浮标资料控制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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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网站还附有 CSIO、IPRC、JAMSTEC、韩国海洋科学与技术研究所（KIOST）和中国国家海洋

信息中心（NMDIS）等机构基于 Argo 数据研发的产品连接。2015 年网站更新了两种新的网格资料：

一种是 KMA 在 2015 年新开发的利用 Argo 资料得到的客观分析网格资料；另外一种 JAMSTEC

开发的名为 ESTOC（Estimated State of global Ocean for Climate research）同化分析资料，该资

料的时间范围为 1957-2009 年，不仅包括物理参数，还包括生物地球化学参数，但该资料目前还

没有同化最新的生物 Argo 资料。

（5）  印度洋中心

印度国家海洋信息服务中心（INCOIS）作为印度洋中心的载体，进行了以下活动：继续收集

各个国家在印度洋布放浮标的剖面资料，并确保它们能够通过 Web-GIS 显示；利用 INCOIS 网站

分发印度洋 Argo 资料及其相关产品；对所有印度洋浮标数据进行延时质量控制，以确保浮标数据

的统一性；收集印度洋海域内的高质量 CTD 资料，以扩充参考数据集；利用客观分析方法和变分

分析方法开发 Argo 网格化产品，推动 Argo 数据在科学家中的熟识度，鼓励大学生在完成他们的

毕业论文时使用 Argo 数据。

             （孙朝辉、吴晓芬、卢少磊、曹敏杰等译自《第 16 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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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即将在天津举行

据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最新消息，由中国国家海洋信息中心（NMDIS）承办的第十七次国

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ADMT-17）暨联合生物 Argo 会议将于 2016 年 9 月 26-30 日在天津举行。

其中，9 月 26—27 日为生物 Argo 会议；28—30 日为 ADMT-17 会议。

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自 2000 年以来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年会，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数据用

户关心的 Argo 资料质量、数据格式和数据时效等问题，同时促进各国 Argo 资料中心按照资料管

理组的要求做好 Argo 资料业务化接收、处理和分发等工作。

会议详细信息请浏览 ADMT-17 网站：http://www.argo.ucsd.edu/AcADMT-17.html 。

                                                                              （吴晓芬）

会议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