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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展

1

“ 基于 ' 深度学习 ' 的台风海域上层海洋热含量实时估算研究 ” 项目

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重视和支持下，由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曹敏杰助理研究员牵头申请的 “ 基于 ' 深度学习 ' 的台风海域上层海洋热含量实时

估算研究 ” 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项目执行期为三年（2017 年 1

月 -2019 年 12 月）。

本项目选取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为研究海区，围绕上层海洋与台风相互作用问题，利用 Argo 

资料和卫星遥感资料等，重点开展台风下垫面上层海洋热含量实时估算研究，并探讨分析上层海

洋热含量对台风强度变化的影响，具体包括以下 3 个方面：

（1）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 Argo 资料和卫星遥感资料的实时集成。基于 Web Services、

OpenGIS 和数据库等技术，研究台风影响海域内上层海洋环境信息的快速提取技术，实现西北太

平洋台风海域 Argo 资料和卫星遥感资料的实时集成，并建立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近十年（2006-

2015）的海洋环境基础资料综合数据库。

（2）建立基于“深度学习”的上层海洋热含量估算模型。利用近十年的西北太平洋台风海

域上层海洋基础资料，以数据驱动为手段，开展基于 “ 深度学习 ” 的上层海洋热含量估算。重点

研究模型的高效学习算法、结构优化、输入因子选择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通过对卫星遥感资料、

Argo 资料等进行分层和深度训练，融合多源数据特征；并通过粒子群算法在模型训练过程中根据

新的数据源动态调整网络结构，提高模型在不同海域的泛化能力；最终建立基于 “ 深度学习 ” 的

上层海洋热含量估算模型，获取台风下垫面上层海洋详细的三维温度分布特征，进而较为精确地

估算出上层海洋热容量时空变异情况。

（3）探讨分析上层海洋热含量对台风强度变化的影响。选取西北太平洋上具体的台风个例进

行分析研究，通过估算模型实时获取台风影响下上层海洋不同深度处热容量的变化情况，探讨分

析热含量变化对台风强度的影响。

（曹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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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南海布放首批国产北斗剖面浮标
 

2016 年 9 月 23 日，随着第 8 个北斗剖面浮标从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 实验 1” 号综合

科学考察船的后甲板徐徐放入南海中部海盆水域中，标志着由我国主导建设的 “ 南海 Argo 区域海

洋观测网 ” 正式拉开了序幕。这是由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负责的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出资购置的首批国产北斗（HM2000 型）剖面浮标。根

据设立在杭州的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 ” 技术人员介绍，在此之前布放的浮标，已经按预

先设定的观测周期，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顺利发送回多条海面至 2000 米水深范围内的温、盐度

剖面资料；并通过国际 Argo 资料管理小组（ADMT）规定的数据质量控制程序检验，这些现场观

测数据均符合国际 Argo 计划规定的观测精度（温度高于 0.005℃、盐度高于 0.01psu）要求；第一

批由国产北斗剖面浮标获得的来自 “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 的温、盐度剖面资料，目前均已

通过中国气象局的全球通讯系统（GTS）接口，与世界气象组织（WMO）和国际 Argo 计划成员

国即时共享。

  

根据国际 Argo 计划和 “ 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的建设目标，拟在西太平洋的典型边缘海 —

南海，构建一个由 20 多个 Argo 剖面浮标组成的区域海洋观测网。也就是说，中国 Argo 还会在南

海布放第二批、第三批剖面浮标、……，从而建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

始终维持有 20-22 个浮标在海上正常工作。

HM2000 型剖面浮标是一种由我国自主研发、且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行数据传输和定位

的自动剖面观测仪器设备，具有双向通信、搁浅保护等功能，投放入海后可以根据预先设定的参数，

自动完成下潜 — 定深漂移 — 上浮（通过携带的 CTD 传感器连续测量 0 ～ 2000 米水深内的海水

温度和盐度剖面资料）— 水面通信 — 下潜等循环工作过程，可在海洋中连续工作 2—3 年（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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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浮标自身携带的锂电池或碱性电池容量而定）。早在 2015 年 9 月，由中船重工第 710 研究所研

制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经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严格按国际 Argo 信息中心的要求，通过多

次海上比较测试，以及观测数据的反复验证，确认能够满足国际 Argo 计划提出的观测精度要求。

HM2000 是我国第一种被正式用于 “ 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建设的同类观测仪器设备，也是真正

意义上的 “Argo 剖面浮标 ”。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于 2012 年由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资助实施。

该项目以国际上先进的 Argo 剖面浮标为主要调查手段，并以影响我国乃至全球气候变化的西太平

洋及其邻近海域为主要调查区域，以期获取该海域长期、实时、高分辨率和高精度的海洋环境要

素资料，设计在 5 年（2012-2016）内布放 35 个 Argo 剖面浮标。到目前为止，该项目在上述海域

布放的浮标总数已达 27 个。而自 2002 年以来，中国 Argo 计划已经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等海域累

计布放了 360 多个 Argo 剖面浮标（除了 10 多个国产北斗剖面浮标外，几乎全部从国外引进），

当前仍有 130 多个浮标在海上正常工作。

在国际 Argo 计划的框架下，通过构建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积累管理和运行经验，逐

步向西北太平洋的台风源地海域、印度洋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扩展，并适时邀请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 ” 沿线国家参与布放浮标和国际 Argo 事务，目的是建成一个由 400 多个 Argo 剖面浮标（主

要以北斗剖面浮标为主）组成的覆盖 “ 海上丝绸之路 ”（或称 “ 两洋一海 ”）的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使之成为 “ 全球 Argo” 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增进与 “ 海上丝绸之路 ” 沿线国家交流与合作的纽带，

进一步促进 Argo 资料在我国乃至沿线国家业务化预测预报和基础研究中的推广应用，不仅 “ 将南

海建设为造福地区各国人民的和平、合作、友谊之海 ”，还要为沿线各国海洋资源开发、海事安全、

海洋运输、海洋渔业管理和近海工业，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防御自然灾害等肩负起一个海洋

大国的责任和担当，让沿线国家和民众能够真切体验和更多享受到海上丝路建设带来的福祉。

  （曹敏杰、卢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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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ed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ocean cooling

 induced by Pacific tropical cyclones

Gui-hua WANG1,2 , Ling-wei WU2,3 , Nathaniel C. JOHNSON4 , and Zheng LING2

（1、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neri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atellite Ocean Environment Dynamics, Secon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Hangzhou, China；
   3、 H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4、 Cooperative Institute for Climate Sci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USA）

Sea surface cooling along tropical cyclone (TC) tracks has been well observed, but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full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upper ocean TC-induced cooling is still 

needed. In this study, observed ocean temperature profiles derived from Argo floats and TC 

statistics from 1996 to 2012 a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TC-induced 

cooling over the northwest Pacific. The average TC-induced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change derived 

from Argo reaches -1.4°C, which agrees well with satellite-derived estimates. The Argo profiles 

further reveal that this cooling can extend to a depth of ~30m and can persist for about 20days. The 

time scale of cooling recovery is somewhat longer in subsurface layers between a depth of ~10–

15m. Over the ocean domain where the mixed layer is shallower (deeper), the cooling is stronger 

(weaker), shallower (deeper), and more (less) persistent. The effect of initial MLD on the cooling 

derived from Argo observations may be only half of the idealized piecewise continuous model of 

tropical cyclone. These findings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total upper ocean heat content change 

induced by northwest Pacific TCs.

（摘自《Geophysical Rese arche Leter》,2016，43, doi:10.1002/2016GL069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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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core structure of the North Pacific subtropical mode

water from enhanced Argo observations

Wen-dian GAO1, Pei-liang LI1, Shang-Ping XIE2,1, Li-xiao XU1 , and Cong LIU1 

（1、Physical Oceanography Laboratory,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China；
   2、 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La Jolla, California, USA）

Seventeen Argo profiling floats with enhanced vertical and temporal sampling were deployed 

in the Kuroshio recirculation gyre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in late March 2014. The Subtropical 

Mode Water (STMW) observed in many profiles displays a “multicore structure” with more than 

one minima in potential vorticity (PV), corroborated by vertical covariations in apparent oxygen 

utilization (AOU). These cores are classified into four submodes according to density and AOU. 

The submode waters are typically 100 m thick, in which PV varies by 1 × 10-10 m-1s-1 and AOU by 

10 μmole/kg. The STMW multicore structure is most frequently observed in spring, gradually taken 

over by single-core profiles into summer. The seasonal evolution is suggestive of vertical mixing, 

especially in STMW of lower density.

（摘自《Geophysical Researche Leter》,2016,43, doi:10.1002/ 2015GL067495）

.

Deep-reaching thermocline mixing in the equatorial pacific cold tongue

Chuan-yu Liu1,2,3 , Armin Kohl1 , Zhi-yu Liu4 , Fan Wang2,3, Detlef Stammer1

（1、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Center for Earth System Research and Sustainability (CEN),  
        University of Hamburg (UHH), Hamburg 20146, Germany；
   2、Key Lab of Ocean Circulation and Waves (KLOCAW),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OCAS), Nanhai Road 7, Qingdao 266071, China；
   3、Function Laboratory for Ocean and Climate Dynamics,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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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NLM), Qingdao 266237, China；
4、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Science (MEL) and Department of Physical 
     Oceanography, College of Ocean and Earth Scienc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102, 
     China. )

Vertical mixing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temperature, sharpness and depth of 

the equatorial Pacific thermocline, which are critic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El Nino and 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 Yet, properties, dynamical causes and large-scale impacts of vertical mixing 

in the thermocline are much less understood than that nearer the surface. Here, based on Argo float 

and the Tropical Ocean and Atmosphere (TAO) mooring measurements, we identify a large number 

of thermocline mixing events occurring down to the lower half of the thermocline and the lower 

flank of the Equatorial Undercurrent (EUC), in particular in summer to winter. The deep-reaching 

mixing events occur more often and much deeper during periods with tropical instability waves 

(TIWs) than those without and under La Nina than under El Nino conditions.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mixing events are caused by lower Richardson numbers resulting from shear of both TIWs and 

the EUC.

（摘自《Nature Communication》，2016，doi: 10.1038/ncomms11576）

热带太平洋混合层盐度季节 — 年际变化特征研究

黄国平
1,2
，严幼芳

1
，齐义泉

1

（1、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510301；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

基于 2004 年 1 月 —2013 年 12 月的 Argo 及卫星遥感等观测数据 , 运用经验正交函数（EOF）

方法分析了热带太平洋混合层盐度（MLS）的时空特征并探讨其物理机制。结果表明：热带西太

平洋混合层盐度呈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南太平洋辐合带（SPCZ）区域尤为显著，而南热带太平

洋东部的混合层则有变淡的趋势。在季节时间尺度上，MLS 在如下的 4 个区域呈现显著变化：西

太平洋暖池、赤道东太平洋美洲沿岸、赤道辐合带（ITCZ）和 SPCZ。利用盐收支方程进一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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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析了两个代表区域（暖池区和 ITCZ 区）的 MLS 变化率及其控制因子，研究发现：暖池区淡

水通量长年表现为负值，且随季节变化波动不大。除 6、7 月之外，水平平流对 MLS 变化率均有

正的贡献，其峰期出现在 10—12 月。ITCZ 区的淡水通量存在显著季节变化，其下半年的贡献明

显大于上半年，水平平流输送和混合层底的夹卷也在 11 月达到最大。暖池区的盐度变化主要受到

水平平流的影响，混合层底的夹卷作用贡献相对较小，而在 ITCZ 区混合层底的夹卷贡献作用则更

显著。

                          （摘自《热带气象学报》，2016，32（2）：219-228）

孟加拉湾北部逆温现象的观测特征及机制分析

李奎平
1,2
， 王海员

1
， 杨洋

1
， 于卫东

1
，李俐俐

1

（1、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海洋气候研究中心，山东青岛，266061；

   2、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区域海洋动力学与数值模拟功能实验室，山东青岛，266061）

 

在冬季，孟加拉湾北部存在显著的季节性逆温现象。利用 Argo 浮标和锚碇浮标资料，分析了

冬季孟加拉湾逆温现象的观测特征和维持机制。结果表明，系统性的逆温现象主要局限于 15°N 以

北的区域，它最早于 11 月份出现在恒河、伊洛瓦底江和戈达瓦里河的河口区域。逆温的强度及分

布区域在 1 月份达到最大，随后从西南部逐步退化，3 月逆温现象基本消失。冬季的逆温层位于障

碍层之中，厚度在 35m 左右，最大海温位于 40~60m 深度，整层满足静力稳定条件。对混合层温

度和盐度的诊断表明，逆温的出现主要与冬季风导致的强烈海表热量损失有关，低盐水的平流过

程也对逆温现象有一定的维持作用。

                               （摘自《海洋学报》，2016，38（7）：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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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活动（续）

●2016 年 6 月 29 日，国家海洋局南海预报中心书记夏华永研究员一行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

资料中心，刘增宏副研究员和曹敏杰助理研究员向来访专家介绍了国内外 Argo 计划的发展情况，

并就浮标布放与 Argo 资料在海洋预报领域的应用进行了交流。

●2016 年 7 月 6 日，法国 NKE 公司（全球 Argo 浮标主要供应商之一）销售经理 Patrice

先生一行访问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并就该公司研制的 ProvorCTS4 多参数型浮标、Deep-

ARVOR 深海型（4000m）Argo 浮标和 ProvorSPI 实时通讯爬缆式潜标等产品进行了介绍与交流。

●2016 年 8 月 3 日，美国海鸟（Seabird）公司总裁 Casey 先生和副总 Tom 先生拜访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向实验室科研人员介绍了该公司开发的 Navis 型 Argo 剖面浮标，特别是携

带生物地球化学传感器的生物 Argo 浮标，并与中心技术人员就浮标使用和传感器性能等进行了技

术交流。

●2016 年 8 月 8—11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曹敏杰助理研究员和卢少磊实习研究员赴

湖北宜昌中船重工第 710 研究所现场调研，了解 HM2000 型剖面浮标的改进和生产情况，并就浮

标海上布放和数据接收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图 1  夏华永书记一行参观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图 2  Patrice 先生一行来访并与科技人员交流

●2016 年 8 月 19 日，厦门大学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海黎教授专访中

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并就我国参与国际 Bio-Argo 计划及其布放 Bio-Argo 剖面浮标事宜与许建

平研究员进行了坦诚交流与磋商。

●2016 年 8 月 24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副研究员赴青岛参加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组织召开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西太平洋航次科学考察实验研究 ”2016 年航次协调会，听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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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航次首席科学家周慧副研究员有关航次设计和前期准备等情况的说明，并就搭载该航次（由

“ 科学 ” 号综合科学考察船执行）布放 5 个 Argo 剖面浮标以及帮助中科院海洋所接收和处理 5 个

铱卫星国产剖面浮标观测资料等事宜，与项目首席科学家袁东亮研究员和航次首席周慧副研究员

进行了磋商。

●2016 年 8 月 25 日，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办公室胡学东副书记一行访问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听取了中心技术人员就国内外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的介绍。

●2016 年 8 月 24-26 日，中船重工第 710 研究所沈瑞工程师专程从宜昌来杭，协助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对运抵杭州的 10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进行检测验收，并安装、调试新一代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岸站接收设备及控制终端，届时将由中心技术人员直接操控国产剖面浮标的海上布放、

观测参数的调整和浮标观测信息及其数据的接收及处理等。

        图 3  厦门大学王海黎教授来访                                            图 4  胡学东副书记一行来访

● 2016 年 8 月 31 日，中国 Argo 计划首席科学家、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许建平研究员专

程赴广州看望了即将随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 实验 1” 号综合科学考察船出海，参加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 南海中部科学考察实验研究 ” 共享航次的本中心科研人员曹敏杰博士、国家海

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实验室的刘文虎、黄孝荣硕士和海洋生态与环境实验室

的陆邓龄童硕士研究生，他们将在海上共同合作布放第一批国产北斗剖面浮标。中船重工第 710

研究所谌启伟高工也专程从宜昌赴广州，协助调查队员对 HM2000 型剖面浮标进行了出航前的最

后一次系统检测。

● 2016 年 9 月 1 日上午，国际 Argo 科学组成员、中国 Argo 计划首席科学家、国家海洋局

第二海洋研究所许建平研究员专程前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拜访该所原副所长、物理海

洋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甘子钧研究员，对他长期以来给予我国 Argo 计划实施和 Argo 大洋观测网

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表示深切感谢，并扼要汇报了国内外 Argo 计划实施进展情况，以及我

国拟利用北斗剖面浮标主导建设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的筹备过程等。在场的现任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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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海洋研究所副所长、杰出的年轻海洋科学家王东晓研究员表示，将会继承老一辈物理海洋学

家们亲密无间、互相支持、协同调查、共享成果的光荣传统，共同为我国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

网建设做出贡献；下午，许建平研究员还应国家海洋局南海预报中心书记夏华永研究员的邀请，

为该中心业务和科研人员做了题为 “ 主导 ‘ 两洋一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助力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 ’ 国家战略实施 ” 的专题报告，并围绕如何共同建设与维护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及其观测资料的业务化应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

               

                                                                       

图 5  HM2000 型剖面浮标现场检测验收

●2016 年 9 月 2 日，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 南海中部科学考察实验研究 ” 共享航次的中

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 实验 1” 号综合科学考察船，起航离开广州新港码头。由国家海洋局第

二海洋研究所负责的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出资购置

的一批国产北斗剖面浮标 (HM2000 型 )，将搭载该航次布放在西太平洋的典型边缘海 — 南海海域，

启动建设由我国主导的 “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 

●2016 年 9 月 18-20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卢少磊研究实习员赴青岛对即将搭载中科

院海洋研究所 “ 科学 ” 号考察船承担的基金委西太共享航次，在西北太平洋海域布放的 5 个 Argo

剖面浮标进行出航前的最终检测。在该航次中，中科院海洋所还将布放 5 个由中船重工第 710 研

究所研制的采用铱星通讯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这些浮标的观测信息及剖面资料将由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协助接收与质量控制，并作为中国 Argo 计划的一部分与国际 Argo 成员国共享资源。

●2016 年 9 月 23 日，随着第 8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从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 实验 1”

号综合科学考察船的后甲板徐徐放入南海中部海盆水域中，标志着由我国主导建设的 “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 已经正式拉开序幕。

（吴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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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Argo 海洋观测十五年

刘增宏
1,2
，吴晓芬

1,2
，许建平

1,2
，李宏

3
，卢少磊

1,2
，孙朝辉

1,2
，曹敏杰

1,2

2000 年启动的国际 Argo 计划，在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中国等 30 多

个国家和团体的共同努力下，已经于 2007 年 10 月在全球无冰覆盖的开阔大洋中建成一个由 3 000

多个 Argo 剖面浮标组成的实时海洋观测网（简称 “ 核心 Argo”），用来监测上层海洋内的海水温度、

盐度和海流，以帮助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高防灾抗灾能力，以及准确预测诸如发生在太平

洋的台风和厄尔尼诺等极端天气 / 海洋事件等。这是人类历史上建成的首个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系统。

15 年来，各国在全球海洋布放的 Argo 浮标数量超过 12 000 个，已累计获得了约 150 万条温度和

盐度剖面，比过去 100 年收集的总量还要多，且观测资料免费共享，被誉为 “ 海洋观测技术的一

场革命 ”。目前，国际 Argo 计划正从 “ 核心 Argo” 向 “ 全球 Argo”（即向季节性冰覆盖区、赤道、

边缘海、西边界流域和 2 000 m 以下的深海域，以及生物地球化学等领域）拓展，最终会建成一

个至少由 4 000 个 Argo 剖面浮标组成的覆盖水域更深厚、涉及领域更宽广、观测时域更长远的真

正意义上的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海量观测资料已经应用到世界众多国家的业务化预测预报

和基础研究中，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防御自然灾害中得到广泛应用，取得了大批调查研究成果。

1  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

我国于 2002 年 1 月正式宣布加入国际 Argo 计划，成为继美国、法国、日本、英国、韩国、德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之后第 9 个加入该计划的国家。中国 Argo 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在邻近的西北太平

洋和印度洋海域建成一个由 100 ～ 150 个 Argo 浮标组成的大洋观测网，使我国成为 Argo 计划的

重要成员国；同时能共享到全球海洋中的全部 Argo 剖面浮标观测资料，为我国的海洋研究、海洋

开发、海洋管理和其他海上活动提供丰富的实时海洋观测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同年，在国家

科技部的资助下启动实施了 “ 我国新一代海洋实时观测系统 ——Argo 大洋观测网试验 ” 项目，正

式拉开了实施中国 Argo 计划的序幕。在国家科技部、国家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

国科学院和国家海洋局等部门的支持下，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 Argo 计划已在太平洋、印度洋和

地中海等海域布放了 353 个剖面浮标（图 1），其中准 Argo 浮标（由国家科研项目出资购置布放，

1. 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3. 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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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负责人同意观测资料与国际 Argo 成员国共享的浮标）183 个，已累计获取 38 000 余条温、盐

度剖面和 6 000 多条溶解氧剖面，约占全球 Argo 剖面数量的 2.5%。

图 1   2002—2015 年由中国 Argo 计划布放的剖面浮标位置

这些浮标由来自 7 个科研院所的 9 名项目负责人承担的国家科研项目资助布放，其中 APEX

型剖面浮标（美国 Teledyne Webb 研究公司）178 个、PROVOR 型剖面浮标（法国 NKE 和

Martec 公司、加拿大 Metocean 公司）159 个、ARVOR 型剖面浮标（法国 NKE 公司）10 个，以

及 6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中船重工第 710 研究所），使用的通讯方式有 ARGOS，IRIDIUM

和北斗（BDS）等卫星系统，分别占由我国布放全部浮标数量的 84%，14% 和 2%，其中还包含

21 个加装溶解氧传感器的剖面浮标。

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是我国海洋观测史上唯一以深海大洋观测为主，覆盖范围最大、持

续时间最长，且建设资金投入最少的海洋立体观测系统。15 年中，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建设从

西北太平洋起步，逐渐拓展到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海域，在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布放剖面

浮标的数量曾从排名第十，上升到第四位。到目前为止（2015 年 12 月），仍有 164 个浮标在海

上正常工作，排在美国（2 151 个）、澳大利亚（382 个）、法国（337 个）和日本（197 个）之后，

退居第五。

2  Argo 资料处理、质量控制及其数据产品

2.1   Argo 资料处理流程

国际 Argo 计划的顺利实施主要依赖于各国 Argo 资料中心在浮标资料接收、处理和分发等方

面的能力。早在中国 Argo 计划启动实施之初，我国在杭州建立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China 

Argo Real-time Data Center，简称 C-ARDC, http://www.argo.org.cn/），着手建设针对不同类型

剖面浮标的数据接收、处理和分发系统。经过 15 年的建设和完善，所有由我国布放的剖面浮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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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资料均能在解码和质量控制后，实时（24 小时）提交到位于法国和美国的 2 个全球 Argo 资料

中心，供用户下载使用。图 2 显示了 C-ARDC 的 Argo 数据处理流程，使用 ARGOS 卫星进行通

讯的浮标通过该系统将观测数据以十六进制编码格式，发送至法国图卢兹的 ARGOS 卫星地面接

收中心（Collect Localisation Satellites, CLS），随后由 C-ARDC 通过互联网准实时下载这些编码

信息，并进行正确解码，再按照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Argo Data Management Team, ADMT）

规定的实时质量控制过程，对每条剖面进行质量控制，并为每个观测值给出质量控制标记，最后

按 ADMT 规定的格式提交给全球 Argo 资料中心（Global Data Assembly Centers, GDACs）。对

于铱（IRIDIUM）卫星 Argo 剖面浮标，其资料处理过程与上述使用 ARGOS 卫星进行通讯的浮标

基本相同，只是观测资料须通过美国马里兰州的 CLS America 转发，且资料的格式与前者略有不同。

至于国产北斗剖面浮标的资料处理过程，则需要通过设在中国杭州的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

心（BDS Profiling float Data Service Center，BDS-PDSC）”，直接使用专门设备接收、解码，并

进行质量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WMO）给每个 Argo 剖

面浮标分配一个唯一的编号，作为浮标数据在全球通讯系统（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GTS）和 GDACs 上共享的识别码。自 2015 年 10 月起，由我国布放的 Argo 浮标观测数据均已通

过 WMO 设在中国气象局（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CMA）的 GTS 接口上传，与

WMO 成员国共享；之前，则通过法国 CLS 上传至 GTS。

 

图 2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数据处理流程

2.2   Argo 资料质量控制及交换共享

国际 Argo 计划的观测目标是能获取世界大洋中精确度分别为 0.005 ℃和 0.01 的海水温度和

盐度资料。为了确保浮标观测资料的质量，该计划在实施之初就提出了利用历史船载 CTD 仪观

测数据对浮标观测的温、盐度资料，特别是盐度进行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的方法。基于 OW 方法，

C-ARDC 已建立了一套 Argo 浮标盐度资料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系统，并在实践中对早期提出的浮标

观测资料质量控制方法进行了改进和完善，进一步提高了资料的质量。我国也是 9 个有能力向全

球 Argo 资料中心实时提交经质量控制的 Argo 观测资料的国家（包括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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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和中国）之一。

为了在国内科研院所推广使用全球 Argo 海洋观测数据集，C-ARDC 不定期地从全球 Argo

资料中心下载其他 Argo 成员国布放的浮标资料，进行质量再控制后，以统一的、更易读取的

文本格式向国内外用户免费提供。截至 2015 年 12 月，已收集和处理了 140 万条温、盐度剖面

（部分含溶解氧和叶绿素剖面），并通过互联网（ftp.argo.org.cn）供用户下载使用。同时，还

采用分布式数据库、Web Services 和 OpenGIS 等计算机技术，建立了 Argo 资料共享服务平台

（http://101.71.255.4:8090/flexArgo/out/argo.html），以满足不同用户对 Argo 数据及其衍生数据

产品快速查询、显示、绘图和有选择下载存储的需求。

2.3   Argo 数据产品

针对 Argo 资料时空分布不规则，以及早期 Argo 剖面还不够多、观测时间序列还不够长等问题，

国内一些科研和业务单位结合历史观测资料（如 XBT，CTD，ARGOS 表层漂流浮标，部分锚碇

浮标和潜标，以及卫星反演等）研制开发了多个网格化数据产品，供广大用户免费下载共享，极

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应用。C-ARDC 则利用一种简单有效且易于操作的逐步订正法，并结合一个混

合层模型（用来反推对应剖面上的表层温度和盐度，以弥补早期布放的 Argo 浮标无法观测离海面

约 10 m 以浅深度内温、盐度资料的不足），仅利用 Argo 剖面浮标观测资料，构建了一套自 2004

年 1 月以来的全球海洋三维网格数据集（时间分辨率为 1 月、空间 1º×1º、垂向 49 层），且每年

更新，受到了国内用户的青睐，已被广泛应用于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中。

中国 Argo 计划是我国海洋观测史上与国际社会合作密切、持续时间较长，且观测数据能得到

无条件、及时免费共享的一个国际海洋合作调查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海洋观测资料的

共享进程。

3  Argo 资料基础研究与业务化应用

中国 Argo 通过与各 Argo 成员国之间交换资料，使得我国科学家能与各国科学家同步获得广

阔海洋上丰富的海洋环境资料，并开展相关前沿科学研究。过去 15 年里，Argo 资料业已成为获

取海洋气候态信息的主要来源，被广泛应用于海洋、天气 / 气候等多个学科领域中，研究内容涉及

海气相互作用、大洋环流、中尺度涡和湍流，以及海水热盐储量、输送，以及大洋海水的特性与

水团等；同时，在这些领域的业务化预测预报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3.1  热带气旋（台风）研究

我国是较早使用铱卫星 Argo 剖面浮标的国家之一，早在 2010 年 11 月就开始在西北太平洋

海域布放该类型浮标。使用铱卫星高传输速率和双向通讯的优势，开展了台风季节西北太平洋海

域 Argo 剖面浮标加密观测试验，获取了大量台风路径附近海域 0 ～ 500 m、间隔 2 ～ 3 天的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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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资料，为研究上层海洋对台风的响应提供了丰富的现场观测数据。

图 3   2012 年 8 月 21 ～ 26 日台风 Bolaven 期间的逐日风矢量分布

（a）彩色阴影为风矢量；（b）黑色三角形为采取铱卫星双向通讯的 Argo 剖面浮标

利用投放在西北太平洋海域的 Argo 剖面浮标观测资料，结合卫星资料和模式模拟，海峡两

岸学者对台风过境海洋上层的响应过程都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卫星观测资料主要用于描述海表面

对热带气旋的响应，Argo 资料的优势则在于揭示上层海洋对热带气旋的响应过程。许东峰等分析

了西北太平洋暖池区夏季 Argo 浮标得到的次表层温盐剖面，发现大多数台风经过暖池区时，会引

起海面盐度下降，认为热带气旋带来的淡水输入有利于盐度的下降。刘增宏等对西北太平洋 Argo

浮标观测资料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台风造成的混合层盐度变化在台风路径两侧基本呈对称分布；

Liu 等利用铱卫星 Argo 浮标加密观测资料对 2012 年 Bolaven 台风的分析结果显示（图 3），台风

路径左右两侧海洋表层和次表层呈不同的温盐度变化过程；Pei 等利用模式结合卫星和 Argo 观测

资料的研究指出，台风作用下海洋上混合层深度会增加、并向大气释放潜热，以及台风中心出现

强的冷水涌升等。Lin 等在研究海洋热含量对于热带气旋强度及其对风暴潮影响的预测、建立新的

“ 海洋耦合潜在强度指数（OC_PI）” 的热带气旋预报因子、次表层全球海洋增暖暂缓与超强台风 “ 海

燕 ” 之间的联系等方面，也都使用到了台风过境海域的 Argo 现场观测资料。

3.2 大洋环流、中尺度涡和湍流研究

Yuan 等使用 Argo 资料计算了太平洋海域的绝对地转流场，并以此揭示了北赤道流以下存在

一支西传的地转流，命名为北赤道次表层流。Wu 等同样使用 Argo 资料推算了西太平洋的地转流，

并分析了进出暖池区域的暖水情况。陈亦德等利用 Argo 浮标的定位信息估算并分析了赤道太平洋

中层流场（棉兰老涡、赤道流、赤道逆流等）的季节、年际变化等。Xie 等估算了全球海洋中层的

绝对流场，并依此对 NCEP 的中层流再分析产品进行了检验，发现除近赤道海域，NCEP 中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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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 Argo 估算的结果小，二者之差为 -2.3 ～ -1.8 cm/s，且 NCEP 资料中纬向流占主导地位，所

以一些涡旋不能被成功分辨出。Xie 等还利用 Argo 浮标漂移轨迹开发了一套全球海洋表层流数据

集，并与热带大气与海洋观测阵（Tropical Atmoshphere Ocean, TAO）等资料进行了比较，结果

表明通过 Argo 资料获取的表层流数据可以很好的补充大洋表层流资料库（图 4）。张韧等则利用

Argo 资料推算了太平洋海域的三维流场，为获取大尺度海洋三维流场提供了有效途径。

图 4   2001—2004 年由 Argo 浮标轨迹资料获取的太平洋海域表层平均流速（cm/s）分布

北赤道流在菲律宾以东 13ºN 附近分叉，形成南、北两支西边界流（即南向的棉兰老流和北

向的黑潮）。棉兰老流区是连接热带和副热带环流的一个纽带，该区域的环流及涡旋形态对研究

南北半球水团交换有着重要意义，然而该区域涡旋结构及环流形态变化复杂，无法通过一次或几

次水文调查得到完整描述。自 2003 年以来，中国 Argo 计划将该海域作为重点，陆续布放了一批

Argo 浮标，其中一个浮标在棉兰老岛以东海域捕捉到了中层反气旋涡的迹象，是除了棉兰老岛以

南的气旋式冷涡（棉兰老涡）和反气旋式暖涡（哈马黑拉涡）之外观测到的另一个涡旋。该涡旋

位于温跃层以下，具有中层海洋特征。周慧等进一步分析棉兰老岛以东中层深度（1 000 ～ 2 000 

m）上的中尺度环流特征发现，该区域的气旋式涡旋和反气旋式涡旋在 1 000 m 深度上平均切向速

度约为 20 cm/s，随着深度增加速度有所减小，到 2 000 m 深度上速度约为 10 cm/s。Xu 等通过对高、

低分辨率海洋模式结果与 Argo 观测资料的对比研究，指出涡旋导致的潜沉发生在冬季黑潮延伸体

海域深混合层池区南侧几百公里范围内，并提出了跨混合层深度锋面的涡旋平流可能是导致副热

带西部模态水潜沉的新猜想。随后又利用 Argo 浮标对涡旋进行跟踪观测获得的长期资料，证实了

跨混合层深度锋面的涡旋外围的位势涡度分布确实具有不对称性，并发现混合层中低位涡水潜沉

发生在反气旋涡东侧的南向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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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等使用 Argo 浮标的观测结果研究了南大洋 2 000 m 上层的湍流混合（图 5），发现南大

洋的混合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布不均匀性，在地形平坦处，湍流混合相对较弱，而在地形粗糙的地

方，混合明显加强；在地形平坦的地方，湍流混合还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其变化信号可以一直

向下延伸到 1 500 m 处。通过计算风生近惯性能量发现，该处混合主要是由风生近惯性能量维持，

而相应的混合季节变化则是由风生近惯性能量的季节变化引起的；在地形粗糙的地方，湍流混合

不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原因是由提供混合能量的南极绕极流（Antarctic Circumpolar Current，

ACC）无明显季节变化所致。

 

图 5  南大洋地形粗糙程度及湍流混合的水平分布

（a）地形粗糙度及南大洋布放的高分辨率铱卫星 Argo 观测剖面位置分布（白点所示）；

（b）300 ～ 1 800 m 垂向积分所得的跨等密度面湍流混合扩散系数水平分布

3.3  海水热盐储量 / 输送研究

Argo 观测网建立的目标之一是估算全球大洋热量和淡水储量的时间序列。其中，上层海洋热

含量（Ocean Heat Content，OHC）是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且对全球海平面上升有重要影响。

Cheng 等研究指出，2001—2003 年 OHC 出现大的跳跃并不是事实，而是海洋观测网从船舶观测向

Argo 观测的巨大转变所带来的影响，属于样本误差。因此，气候态的选取以及数据的垂向分辨率

对于 OHC 的准确估算有很大影响。吴晓芬等分析了热带西太平洋海域 OHC 的时空变化，发现除

了众所周知的东－西反位相年际振荡外，OHC 距平场还存在一个负 — 正 — 负的三极子经向年际

振荡模态。Zhang 等基于高度计与 Argo 资料研究中尺度涡水体输送的文章，提出了中尺度涡通过

在等密度面上形成闭合等位涡线携带水体一起运动的物理机制，并估计了中尺度涡在全球范围造成

的西向水体输运量可以达到 30 ～ 40 Sv，其在量级上与大尺度的风生及热盐环流是可比的（图 6）。

Yang 等分析了太平洋海域 15ºN 断面的净经向热输送（Meridional Heat Transport，MHT），

指出 MHT 的变化集中在 0 ～ 800 dbar。Yang 等分析了热带东南印度洋中尺度涡的热盐输送，认

为气旋式涡旋（反气旋式涡旋）的经向热输送是向南（向北）的，而盐量输送是向北（向南），

且主要的经向热盐输送都发生在 0 ～ 300 dbar 深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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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尺度涡带来的经向输送的全球分布

（a）流经纬向断面的涡致经向输送；（b）涡致经向输送的纬向积分

3.4 大洋海水特性和水团研究

Chen 等使用 Argo 网格化温度资料分析了上层海洋年际变化的幅度、位相和周期等，提出在

太平洋海域 10ºS ～ 10ºN 存在一个 “ 尼诺管道（Niño Pipe）”，其路径与太平洋赤道潜流（EUC）

的路径非常一致（图 7）。Zheng 等使用 Argo 资料分析了太平洋海域障碍层厚度（Barrier Layer 

Thickness, BLT）的年际变化以及盐度年际变化对 ENSO (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事件的影

响，认为赤道太平洋海域 BLT 的年际变化在 ENSO 循环过程中呈纬向的 “ 跷跷板 ” 变化模态，而

在赤道中太平洋海域，盐度通过调节混合层深度进而影响到 BLT 的年际变化。盐度还在调节热带

西太平洋海域海面动力高度（Sea Surface Dynamic Height, SSDH）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且

盐度对 SSDH 的影响程度和温度对 SSDH 的影响程度相当。2015 年，Du 等使用 Argo 和历史观测

数据分析了热带印度洋 — 太平洋海域盐度的年代际（2004—2013）变化，指出热带西太平洋上层

海洋盐度增加而热带东南印度洋盐度降低的变化趋势，与沃克环流（Walker Circulation）的增强

有关。盐度数据还被广泛应用于评估 Aquarius 和 SMOS 等卫星在各海域对应的海表盐度产品精度。

 

图 7  太平洋海域沿 1 ºS 断面海温变化谐振幅

高时空分辨率的 Argo 剖面浮标资料还为准确估算全球各海区的混合层、温跃层、障碍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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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面高度及海洋声场等参数提供了非常便利的途径。安玉柱等分别采用温度判据和密度判据计

算了全球大洋混合层深度，并讨论了障碍层和补偿层对混合层深度计算的影响，认为赤道西太

平洋、孟加拉湾、热带西大西洋是障碍层高发区域，冬季的北太平洋副热带海区以及东北大西

洋是补偿层发生的海区。Yi 等采用 Argo、高度计等资料计算了 2010 年之后全球海洋平均海面

高度（Global Mean Sea Level, GMSL）的增速，指出 GMSL 的升高与 ENSO 波动一致，其升

高速度自 2010 年后加大。Argo 资料还被应用于菲律宾海、台湾以东海域和热带印度洋等海区

的声场分析中。

许建平等和 Sun 等较早利用 Argo 资料分析了太平洋水的温、盐度分布特征及其水团特性，

并给出了北太平洋热带水（North Pacific Tropical Water, NPTW）、北太平洋中层水（North 

Pacific Intermediate Water, NPIW）和北太平洋深层水（North Pacific Deep Water, NPDW）等

主要水团的特征指标。刘增宏等通过分析吕宋海峡附近海域的 Argo 资料发现，  NPTW 入侵南

海的程度冬季最强，而在 2003–2009 年却没有发现明显的 NPIW 进入南海，而南海中层水则可

通过海峡流入太平洋，且强度在秋、冬季节达到最大。宋翔洲等依据 Argo 资料所揭示的西北太

平洋模态水核心区温、盐度季节变化，提出了一种判别模态水范围的盐度判别法，结合海平面

高度异常变化，发现涡旋只能暂时性改变核心区模态水的温盐结构，之后模态水将基本恢复到

正常状态。Yan 等在模式模拟中发现吕宋岛以西的南海海域夏季出现双核低盐水，始于 7 月，9

月盐度达到最低值，10 月消失，与夏季风引起的降水有很大关系，而混合层深度的变化则是双

核形成的主要因素。该结论得到了位于低盐水海域、时间分辨率为 4 天的 Argo 浮标实测资料的

证实。

3.5  业务化预测预报应用

数据同化技术已经能将众多常规的海洋观测资料（如船舶，XBT，CTD，TAO 和 Argo 等）

及非常规的资料（如各种卫星遥感、雷达站等）融合进入海洋数值模型，构建资料同化系统，以

期获取能真实反映海洋状态的各种物理变量（如温度、盐度、海面高度和流场等），这些海洋环

境要素为大洋环流、海气耦合模式提供了更加准确的初始场和开边界条件，从而能提高对气候变

化预测预报的水平。

早在 2004 年，Argo 资料就被应用于改进海洋资料同化和模式中的物理过程，同时也用来提

高 ENSO 和我国夏季降水的气候预测水平（图 8）；Argo 在国家气候中心全球海洋资料四维同化

系统（NCC-GODAS）中为短期气候预测系统提供了重要海洋异常状况的初始信号，为全球气候

预测业务模式系统及 ENSO 预报能力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该同化系统已经发展到第二代，

其对热带太平洋海面高度的年际和十年际变化及 2 种类型的厄尔尼诺信号的捕捉能力明显优于第

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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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由 Zebiak-Cane 海洋模式计算得到的热带西太平洋次表层温度距平与海洋混合层深度的关系及其与

实况的对比（注：黄色代表利用 Argo 资料改进后方案的计算结果）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朱江带领的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发了一个基于三维变分的海洋资料同化

系统（Ocean Variational Analysis System, OVALS），能有效同化 Argo，TAO，XBT 及船舶报和

高度计海面高度异常资料，同化后的温、盐度较非同化试验产生了显著的改善。OVALS 被成功

应用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热带太平洋温、盐度同化业务化系统中，能实时发布热带太平洋

海域温、盐度再分析产品，使中国成为继欧美发达国家之后具有发布热带太平洋温、盐度再分析

产品能力的国家之一，为防灾减灾、大洋航线预报及突发性事件处理等提供有力保障。国家海洋

信息中心利用多尺度三维变分并结合 POM 模型开发的中国海及其邻近海域资料同化系统（China 

Ocean Reanalysis, CORA），目前已经扩展到全球海洋，明显提高了对热含量、大西洋经向翻转

流和赤道太平洋次表层海流等的估算精度。

Argo 为海洋数据同化系统的建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更是前所未有的数据源，同时，Argo

资料在同化系统以及业务化预测预报应用中也取得了一系列理论和实际应用成果。随着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的进一步拓展和长期维持，Argo 资料对改进同化方法、改善数值模型参数化方案、提

高海洋和气候业务化预测预报水平方面将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此外，Argo 资料在海洋渔业领域

也得到了较好的应用。据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的统计（http://www-argo.ucsd.edu/Bibliography.

ht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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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JC 等）上累计发表了近 2 300 篇与 Argo 相关的学术论文，其中由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就

达 310 篇，仅次于美国（约 670 篇），排名第二。

4   挑战与展望

 Argo 已经成为从海盆尺度到全球尺度物理海洋学研究的主要数据源，而且也已在海洋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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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等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及其业务化预测预报中得到广泛应用。未来 Argo 计划的发展，也正如

2016 年初由 18 个沿海国家的 27 位作者在《Nature》杂志联名发表的综述性文章 “Fifteen years 

of ocean observations with the global Argo array（全球 Argo 海洋观测十五年）” 中所指出的那

样，从现在开始的 10 年或者 20 年后，可能才会有科学团体逐渐意识到当时所制订的布放浮标策

略、投放浮标或者执行 Argo 计划是何等的成功。为此，国际 Argo 指导组（Argo Steering Team, 

AST）建议，在未来数年持续实施该计划，并逐渐成为一个长期计划至关重要；同时，应通过改

进在新的特殊海区投放浮标和增加新传感器，以及设计和测试深海浮标工作能力，使之朝着新的

方向发展。其目标应是既能维持当前这个观测全球海洋的系统，又能进一步提高人们认知海洋在

气候变化中的重要角色。同时，该文还进一步强调，实施深海 Argo 是该计划发展的关键一步。当

前的观测网在提供对全球海洋 2 000 m 上层热含量的估算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基于全

球热收支模式的预测还是不够的。一些研究还指出，全球海洋的更深层（> 2 000 m）可能是一个

储存增加热量的水域，故将全球热平衡边界封闭起来非常必要。开展深海 Argo 观测，以及有望利

用浮标观测海洋碳循环，帮助提高对 ENSO 和 IOD（Indian Ocean Dipole）的预报能力，进一步

提高人们对海洋环流的了解及其在气候方面的作用 。

展望未来，国际 Argo 计划仍将持续实施，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也会从 “ 核心 Argo” 向 “ 全

球 Argo” 的远大目标继续迈进，Argo 资料的应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相关国际前沿领域的

发展相比，我国还有不小的差距。如利用 Argo 浮标漂移轨迹估算全球海洋流场数据集，并应用到

海洋内部流场验证的系统研究；利用 Argo 资料改进对海洋复杂空间变化（尺度小于气候尺度）的

研究，以及结合 Argo 浮标的现场观测资料与卫星高度计反演的海表高度异常数据，构建北大西洋

的经向翻转流和高分辨率的三维温度场等时间序列的海洋环流动力学状态方面，我国学者还很少

涉足。在国际上，近些年开发的许多气候模式都同化了 Argo 次表层温度资料，使得模式对大气季

节内波动、季风活动以及海气相互作用（如 ENSO）等问题的预报能力都有了明显提高。邻近我

国的强西边界流 — 黑潮，可以通过携带热带和亚热带温暖的海水到高纬度地区，实现热量向极输

送；在其流路上还会有相当一部分热量与大气进行交换，尤其是一些海流会从边界分离进入海洋

内部或近岸海域，从而改变风暴的路径或会改善大陆性气候等。当前，配备诸如溶解氧、硝酸盐、

叶绿素和 pH 等生物地球化学要素传感器的浮标，可以从物理角度监测海洋环流对气候态关键生物

地球化学过程（如碳循环、海洋缺氧和海水酸化等）的影响，而这些新颖浮标的观测结果还将有

助于提高生物地球化学模式的模拟能力。此外，近些年的一些研究成果还涉及到 2 000 m 以下的

深海大洋，尤其是在南半球的高纬度海域，在整个海洋热含量和热比容导致的海平面上升方面都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见，我国在 Argo 资料的基础研究和业务化应用方面还面临着许多挑战。

在过去的 15 年中，我国虽已累计布放了 350 多个浮标，但在全球观测网中却仅占 3% 左右，

远远落后于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等国家，其中美国占了总数的 50% 以上；国产剖面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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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被国际 Argo 计划组织接纳，开始用于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建设与维护，不过在当前运行的

观测网中所占比例还不到 0.03%。再环顾邻近的东南亚和印度洋沿海国家，虽然全球 Argo 实时海

洋观测网已有 30 多个国家参与建设与维护，且观测资料免费共享，但对许多东南亚和印度洋沿海

国家而言，尽管长期饱受台风（飓风）、风暴潮、海浪，甚至海啸等海洋灾害的侵袭和威胁，却

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享受到该观测网所带来的 “ 红利 ”。中国和印度虽较早加入了国际 Argo 计

划并参与观测网建设，但两国在海上布放浮标的数量（在全球 Argo 观测网中仅占 5.8%）至今也

还十分有限，印度洋 Argo 观测网中的浮标数量与太平洋和大西洋相比要落后一截，至今仍未达到

国际 Argo 计划提出的最低标准，尤其是南海的 Argo 区域观测网目前还是域外国家在建设和维护。

可见，增加在印度洋海域的浮标数量、并由域内国家主持建设南海区域海洋观测网，促进观测资

料在东南亚和印度洋沿海国家的推广应用已是迫在眉睫。

为此，我国应以成功研制北斗剖面浮标，以及国际 Argo 计划由 “ 核心 Argo” 向 “ 全球 Argo”

拓展为契机，通过建立的 BDS-PDSC，积极主动地建设北太平洋西边界流（台风源地）海域、西

太平洋典型边缘海－南海的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并逐步向印度洋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扩展，最

终建成至少由 400 个剖面浮标（以国产北斗剖面浮标为主）组成的覆盖 “ 海上丝绸之路 ” 的区域

Argo 海洋观测网，使之成为 “ 全球 Argo” 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增进与 “ 海上丝绸之路 ” 沿线国

家交流与合作的纽带，进一步促进 Argo 资料在我国乃至沿线国家业务化预测预报和基础研究中的

推广应用，让沿线国家和民众能够真切体验和更多享受到海上丝路建设带来的福祉，并为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及防御自然灾害，更多地承担一个海洋大国的责任和义务。

 （摘编自《地球科学进展》，2016,31（5）：445-460）

浙江省委统战部楼炳文副部长视察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2016 年 8 月 16 日，浙江省委统战部楼炳文副部长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永康的委托，

专程莅临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对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许建平研究员撰写的《我国应主

导推进南海和印度洋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信息，日前被中央统战部《零讯》采用，且获得

国务院张高丽副总理的重要批示，表示热烈祝贺，并感谢该所一直以来对统战工作的高度重视和

大力支持。省知联会张蓉副秘书长陪同视察。楼副部长一行受到了国家海洋二所郑玉龙副所长和

所党办张庆主任的热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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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炳文副部长视察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零讯》是中央统战部反映党外人士意见建议的重要内参期刊，专门收集党外人士关于治国

理政方面的意见建议，是党外代表人士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的高级别信息平台。《零讯》专门采

用一些观点独特、内容新颖、分析深入且可操作性强的党外代表人士的诤言良策，直接为中央政

治局领导提供决策参考。

许建平研究员是中国 Argo 计划首席科学家、国际 Argo 指导组成员，还是民盟浙江省委常委

和民盟海洋二所支部盟员，提出的由我国主导推进南海和印度洋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建议，

对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国家安全、推进国家战略、加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等，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紧迫性。他坚信在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以及中央统战部和浙江

省委统战部的大力推动下，中国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北斗剖面浮标也

会在南海、印度洋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乃至 “ 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建设中迅速推广应用，中

国也必将会在国际大型海洋合作调查研究计划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从而为 “ 海上丝绸之路 ” 沿

线国家提供更多的海上公共服务及其产品，让世人能看到一个正在崛起、但国民生活还不算富裕

大国的勇于担当和积极奉献。

楼副部长一行在视察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期间，还专门听取了中心研究人员对中国 Argo

计划实施情况的汇报，以及观测资料在台风预测预报、远洋渔业生产、海上军事活动和海洋资源

开发利用等方面的广阔应用前景介绍，并观摩了当前南海 Argo 剖面浮标的运行现状。随后，郑玉

龙副所长还向楼副部长一行简要汇报了浙江省与国家海洋局签署共同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

区建设战略的合作框架协议以来，在共建 “ 浙江海洋科学院 ”，落实省局合作协议，助推浙江海洋

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进展情况，以及遇到的困难等。楼副部长听后首先对国家海洋二所给予地方海

洋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还就进一步加强省局之间在政策、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的合作，

共同推进我省海洋经济两大国家战略（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实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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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国家海洋二所的众多高级科研人员能多献务实之策，而把你们的真知灼见及时报送省委省政

府决策参考将是省委统战部义不容辞的责任。

最后，楼炳文副部长表示，下一步省委统战部将会跟踪《零讯》所反映的问题与建议，以及

国务院领导重要批示精神的贯彻落实过程，继续与中央统战部加强联系与沟通，以促使相关建议

能尽早落到实处。

( 吴晓芬 )

推进中国 Argo 网络建设   覆盖海上丝绸之路

近日，中国 Argo 计划首席科学家、国际 Argo 指导组成员、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

员许建平在撰写的《我国应主导推进南海和印度洋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一文中提出，随着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深入，我国应积极主导并优先推进覆盖海上丝绸之路的 Argo 区域海

洋观测网建设，为沿线各国海洋资源开发、海洋运输、海洋渔业管理以及业务化海洋预测预报等

提供基础数据与信息服务。

Argo 网络建设亟待加强

国际 Argo 计划发起于 1998 年，是由非政府组织负责建设和运行的海洋观测系统，正在从无

冰覆盖的深海大洋区域（核心 Argo）向有冰覆盖的两极海区、赤道、西边界流区和边缘海（包括

我国南海）拓展，最终将建成一个由卫星跟踪的 4000 个自动剖面浮标组成的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

这恰好为我国提供了主导建设覆盖海上丝绸之路的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为沿线国家提供海上公

共产品的有利契机。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位于海洋二所，它每天获取的观测资料，被广泛应用于台风预测预报、

远洋渔业生产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

许建平研究员表示，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尤其是海洋大国，在实施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中，应对海洋极端气候和海盗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给予优先考虑，并设法解决。我国开展的各

类海上活动也都离不开对深海大洋环境的了解和掌握。

据悉，我国 2001 年加入了国际 Argo 计划，截至 2015 年底，已累计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

布放了 350 多个浮标，目前仍有 170 多个在海上工作。然而，在全球 Argo 网络已经布放的约 1.2

万个浮标及目前活跃的 3900 多个浮标中，我国提供的浮标数量还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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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建平指出，随着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深入，我国应积极主导并优先推进覆盖海上丝

绸之路的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此外，随着我国在印度洋的海上运输、护航等活动的增多，

对海洋环境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广西、云南等西南省份又受到印度洋季风气候的影响，都需要

加强对印度洋的观测研究。

应尽早掌握 Argo 建设与维护主导权

许建平在文章中指出，当务之急，我国应该务实推进与沿线国家在海洋科技、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预报与救助服务，以及海洋防灾减灾与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开展联合区域海洋

调查，建设海洋灾害预警合作网络，提供海洋预报产品，发布海洋灾害预警信息，使沿线国家和

民众能够真切体验和更多享受到海上丝路建设带来的福祉，从而能正确理解、支持和促进我国倡

议的 “ 一带一路 ” 建设。

为此，他提出了 3 条建议：

一是尽早掌控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与维护的主导权。在 “ 全球 Argo” 框架下，积

极争取国际 Argo 组织的支持，由我国主导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和维护，获得的信息、

资料按国际 Argo 计划的相关要求，与相关国家共享。

二是积极推进 Argo 剖面浮标设备国产化。充分利用我国研制成功北斗剖面浮标的契机，加

快北斗剖面浮标的定型和批量生产，使之能满足国际 Argo 计划提出的相关技术要求，并逐步用国

产剖面浮标替代目前由国外浮标维持的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在北斗导航卫星（BDS）已经覆盖

的南海、西北太平洋和东印度洋海域，则完全采用北斗剖面浮标组建独立的海洋观测网。同时，

应加快建设 BDS 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推动国产剖面浮标早日走出国门参与国际

竞争，使之成为继 ARGOS 卫星地面接收中心（法国图卢兹）和 IRIDIUM 卫星地面接收中心（美

国马里兰）后，第 3 个为 “ 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提供剖面浮标观测数据传输的服务中心，进一

步提升我国在国际 Argo 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是邀请沿线国家共建覆盖海上丝绸之路的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制定出台覆盖海上丝绸之

路的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规划，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共建覆盖海上丝绸之路的 Argo 区域海

洋观测网，使之成为目前已建印度洋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主动地参与印度

洋 Argo 区域中心日常活动并发挥作用，帮助沿线国家建立浮标资料接收中心，共享观测资料及其

相关数据产品，协助相关国家加入国际 Argo 组织并参与相关国际和地区 Argo 事务，扩大区域海

洋环境保障服务系统的作用及其影响力，为沿线各国海洋资源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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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提供基础数据与信息服务，从而为实现携手推动更

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的 “ 一带一路 ” 宏伟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记者 金昶；通讯员 陈斯音；《中国海洋报》，2016 年 9 月 7 日，第 3104 期，A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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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Argo 网络应成为 “ 海上丝绸之路 ” 基石

近日，记者从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获悉，由民盟浙江省委常委、中国 Argo 计划首席

科学家、国际 Argo 指导组成员、海洋二所许建平研究员撰写的《我国应主导推进南海和印度洋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重要批示。这充

分反映了国家对 Argo 计划在国家安全、防灾减灾、资源开发等多方面作用的认可和支持。

图 1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首页

许建平在文中建言提出，针对当前国际 Argo 计划提出由 “ 核心 Argo” 向 “ 全球 Argo” 拓展

后，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一直由美国海军在建设和维护，对我国主权和军事安全等形成较大

挑战。同时，目前我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建设和维持主要依赖国外浮标，其定位和数据传输都使用

美国和法国的 GPS、ARGOS 或 IRIDIUM 卫星，在特殊情况下容易受到人为干扰，明显存在风险

隐患的现状。我国积极推进中国 Argo 网络建设，应当尽早掌控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与

维护的主导权、积极推进 Argo 剖面浮标设备国产化以及邀请沿线国家共建覆盖 “ 海上丝绸之路 ”

的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许建平介绍，国际 Argo 计划发起于 1998 年，由非政府组织负责建设和运行的海洋观测系统，

正在从无冰覆盖的深海大洋区域 ( 称 “ 核心 Argo”) 向有冰覆盖的两极海区、赤道、西边界流区和

边缘海，包括我国南海的拓展，最终将建成一个由 4000 个卫星跟踪的自动剖面浮标组成的 “ 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

这张观测网，恰好为我国提供了主导建设覆盖 “ 海上丝绸之路 ” 的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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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国家提供海上公共产品的有利契机。如今，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就位于海洋二所，它每天

获取的观测资料，被广泛应用于台风预测预报、远洋渔业生产、海上军事活动和海洋资源开发利

用等方面。

而早在 2001 年我国就已加入该计划，截至 2015 年底已累计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布放了

350 多个浮标，目前仍有 170 多个在海上工作。然而，在 “ 全球 Argo” 已经布放的约 12000 个浮

标或目前活跃的 3900 多个浮标中，我国提供的浮标数量还十分有限。

因此他认为，当前应当充分利用我国研制成功北斗剖面浮标的契机，逐步用国产剖面浮标替

代目前由国外浮标维持的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并在掌握 “ 以我为主、共同参与、资源共享 ” 的

建设原则，并有限度地与南海周边国家和国际 Argo 成员国共享，同时为沿线各国海洋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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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提供基础数据与信

息服务，从而为实现 “ 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 ” 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宏伟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记者 张吉；通讯员 陈斯音；浙江在线 • 浙江科技新闻网 2016 年 8 月 19 日讯）

我国自动剖面浮标布放无序分散

海洋观测资料质量参差不齐令人堪忧
 

自从 2000 年国际 Argo 计划正式启动及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开始建设以来，一种由卫

星跟踪的自动剖面浮标逐步进入我国海洋和气象科技工作者的视线，且随着全球海洋上由 3000 多

个浮标组成的 “ 核心 Argo” 海洋观测网的全面建成，这种被称为 “21 世纪海洋观测技术革命 ” 的

高科技观测手段（因被广泛应用于国际 Argo 计划，故而也有 “Argo 剖面浮标 ” 之称），开始成为

众多科学领域专家学者追捧的 “ 明星 ”。除了直接参与中国 Argo 计划组织实施和中国 Argo 大洋

观测网建设的少数科技管理部门、科研单位和一小批科研、技术人员外，不断有涉海管理部门和

教育、科研单位，以及大批专家学者加入其中，既有通过申请各类项目获得资金后引进和投放浮

标（但往往数量不多）的，或者由业务部门下拨经费引进和投放（往往购买的浮标数量较多，但

不一定全部用于布放）的，也有通过引进关键技术仿制和集成剖面浮标的，而更多的则是通过即

时（最快 24 小时内）、免费共享的 Argo 资料开展基础研究和业务化应用的，……。在芸芸众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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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有志同道合者，将获得的各类资助项目中的有限经费用于购置剖面浮标，并作为中国 Argo 计

划的一部分，与他人共享浮标资源及观测资料，这些人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和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等。正是在他们（当

然也包括长期以来通过各类专项和项目直接资助中国 Argo 计划组织实施的国家科技管理部门，

以及负责和承担这些项目的科研、业务单位及相关科技人员等）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和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的建设才有了今天这样被国际 Argo 组织充分信任、并在

“ 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骄人成绩。不过，假若那些业务主管部门及其他仍

然游离于该计划之外的专家学者能对中国 Argo 和国际 Argo 计划多一份理解和支持，相信我国在

国际 Argo 成员国中的地位和作用必然会更胜一筹，抑或有能力主导国际合作中 “ 游戏规则 ” 的制

定，甚至在某个应用领域中扮演 “ 领头羊 ” 的角色。

当前，“ 全球 Argo” 建设风生水起，“Bio-Argo( 生物地球化学 Argo)” 和 “Deep-Argo( 深海

Argo)” 等国际计划接踵而至；我国 “ 智慧海洋 ” 工程、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系统和 “ 两洋一海 ” 重

要海域海洋动力环境立体观测系统，以及建设 “ 海上丝绸之路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等国家专项、

建设方案或者倡议建议的相继提出，也已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一些项目正在抓紧制订

实施方案，一些项目甚至已经启动或开始示范建设，而更多的项目还在批准前公示或申请立项中，

这些都为中国 Argo 计划的持续实施和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的长期建设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和利好

的消息。但大批国家专项和重点项目的启动实施，以及随之而来的巨额投资，“ 前车之鉴 ” 是否会

成为 “ 后事之师 ”，不免使人感到担忧 !

早年，我国多个投资在数千万人民币，甚至高达数亿、十多亿的海洋调查研究项目，持续时

间长达数年，甚至 10 年以上，曾动用了大量海洋调查船和先进的科研仪器设备（主要以国外引进

为主），创造了无数个 “ 首次 ” 或 “ 第一 ” 的专项调查成果，取得了数以万计的观测数据或样品

标本，建成了独一无二的锚碇浮标（或潜标）海洋（海底）观测网等，但却少见观测资料用于共

享或利用观测资料获得重大研究成果的报道。当然，上述专项调查研究项目大都限于近岸海域，

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一些调查研究成果，特别是针对水体的观测或测量结果，事

后往往难以重复或验证，几乎无法追究项目责任人或任务承担者的责任。即使一些观测或测量结

果明显存在错误，或者可以被验证，也少有责任人被追究的。久而久之，海洋环境调查或观测被

一些管理人员和研究型专家学者看成是一门没有任何技术和学问、任何人想做就能做的 “ 雕虫小

技 ”。随着近些年来国家对海洋调查的重视和投资的猛增，调查、观测项目渐渐成了各级主要管理

者争相挂帅的 “ 擅长 ”。往往只闻众多调查和观测项目轰轰烈烈启动、各种吨位的调查船奔赴各大

洋凯旋而归，以及建成了数十个，甚至上百个锚碇浮标或潜标组成的观测网（阵）等的捷报喜讯，

但鲜见取得了多长时序的有效调查或观测数据，且质量高低又是如何等的报道；也少见这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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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资料被同行共享的先例；更有同行吐槽某个调查航次的观测资料，项目结束 3 年、5 年，甚

至 10 年后仍未见到拿出来与人共享。不过，海洋观测资料共享，也并非想说共享就能共享那么简

单！即使科技或项目主管部门要求或同意共享，一些项目负责人也未必愿意。究其原因，与这些

负责人在实施调查航次前后，没有按国标要求对观测仪器设备送权威计量部门检测校正，航次期

间又缺少标准仪器设备（如对船载 CTD 仪温、盐度观测数据的验证，国际上通常利用玫瑰型采水

器收集海水样品、再用高精度实验室盐度计测量盐度，以及采用经典的颠倒温度计现场测量温度

等，作为校正 CTD 观测数据的标准值；但目前在国内从事深海大洋调查的教育、科研单位，几乎

少见配备国际同行认可的高精度实验室盐度计的，至于颠倒温度表几乎已经绝迹）的比测验证，

一旦发现观测资料存在质量问题，资料质量控制也是 “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而更多的则从未想过

要验证观测资料的质量，总是把 CTD 传感器的测量精度当作是海上观测精度，忽视了在实验室标

定的 CTD 传感器，其测量精度再高，也只能代表在理想、可控状态下的测量精度，而在摇摆不定

的调查船上和复杂多变的海洋环境下，船载 CTD 仪难免会发生碰撞，以及受海面油污和电子信号

的影响、干扰，甚至自身元器件老化等，观测数据容易产生偏移或漂移等系统和偶然误差，若不

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现场观测资料也就无任何质量可言。然而，在当今中国的海洋调查领域，

又有多少是经过严格质量控制、符合国标观测精度（温、盐度准确度一级标准分别为 ±0.02℃和

±0.02）的 CTD 资料？

着实让笔者担心的还有，这种在近岸浅海区域长期存在的调查乱象，也正在向大洋深海区域

侵蚀、漫延。除了那些即使购买了国外剖面浮标，情愿委托国外信息公司帮助接收观测资料，却

不愿作为中国 Argo 计划一部分、不与国内同行共享浮标资源及观测资料的 “ 贵人 ” 外，也有对购

买的浮标束之高阁或对观测资料质量不闻不问的 “ 能人 ”，还有为数不多的宁愿购买国外浮标，也

不愿扶持被国际同行认可的国产浮标，甚至盲目购置大量未经检验合格浮标的 “ 牛人 ” 们，又如

何能确保剖面浮标（一旦布放就无法回收，也不可能再送回实验室做检测校正）观测资料的质量（国

际 Argo 计划规定的剖面浮标温、盐度观测精度分别为 0.005℃和 0.01，比国标的要求更高）呢 !

2002 年以来，由国家科技管理部门资助成立的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一直在负责我国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和我国 Argo 大洋观测网的建设，在浮标性能检测、故障排除、电池组更换

和浮标配重，以及数据解码、校正处理和质量控制等方面，与国外同行不断学习交流中，已经积

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具备了扎实的工作基础，建立的 Argo 资料接收、处理和分发系统，以及经

实时和延时质量控制的浮标观测资料，不仅符合国际 Argo 指导组（AST）和 Argo 资料管理小组

（ADMT）提出的苛刻技术和管理要求，而且也使得我国早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有能力向全球

Argo 资料中心实时上传 Argo 资料的国家。2015 年 9 月筹建完成的北斗（BDS）剖面浮标数据服

务中心（中国杭州），也已经具备了批量接收北斗剖面浮标（如 HM2000 型等）观测数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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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中心除了方便用户获得高质量的国产剖面浮标观测资料外，更重要的是要推动北斗剖面浮标走

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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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出资购置的首批（6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在 “ 科学 ” 号科学考察船执行的国家基金委西太共享航次期间陆续投放到

菲律宾以东的北太平洋西边界流海域后，其观测信息和剖面资料已经通过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源源不断地送往位于杭州的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 ”，经过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按照国

际 Argo 计划的技术要求，对北斗剖面浮标资料进行严格质量控制后，已经通过互联网（WWW、

FTP）和全球通讯系统（GTS）与世界气象组织（WMO）和国际 Argo 成员国交换共享，从而打

破了长期以来 “全球Argo”海洋观测网由欧美浮标一统天下的局面。BDS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

国杭州）也因此成为继 ARGOS 卫星地面接收中心（法国图卢兹）和 IRIDIUM 卫星地面接收中心（美

国马里兰）后，第 3 个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提供剖面浮标观测数据传输的服务平台。

在过去的 15 年里，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通过引进实时和延时质量控制模式，积极参与改

进和完善，并按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的要求建成针对 Argo 剖面浮标观测的资料质量控制系统，

使我国有能力解码、校正和处理来自美国（如 APEX、NAVIS 型）和法国（如 PROVOR、ARVOR 型）

两个剖面浮标主要输出国研制的 10 多个种类 Argo 剖面浮标的观测信息和剖面资料。其中经实时

质量控制的 Argo 资料，从法国 Argos 卫星服务中心和美国 IRIDIUM 卫星地面接收中心接收后的

24 小时内，即可在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网站（www.argo.org.cn）上在线发布，并通过建立的

由中国气象局（CMA）向全球通讯系统（GTS）发布我国 Argo 浮标资料的渠道，使得 Argo 资料

能与其他国际 Argo 计划成员国及时共享，扩大了我国 Argo 计划的国际声誉，并获得了向两个全

球 Argo 资料中心（法国 IFREMER 和美国 US GODAE）实时上传 Argo 资料的授权。除此之外，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还为国内近 10 个 Argo 浮标用户提供了快速、周到，甚至免费的信息接收、

解码（须根据国外浮标生产商提供的用户手册自行编写解码软件）、数据校正及质量控制和分发

等服务，还为国内 Argo 资料用户收集、处理并提供了 150 多万条高质量温、盐度剖面资料，以及

2013 年以来利用 Argo 资料研制的一套全球 Argo 资料网格数据集（每年更新），用户同样可以从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网站（www.argo.org.cn）上无条件免费下载使用，从而获得了国家科技

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广大 Argo 用户的普遍赞赏和好评。

为此，建议国家科技主管部门和涉海管理或业务主管部门，从深海大洋环境的复杂性、海洋

调查观测的科学性及其观测资料质量控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出发，对利用自动剖面浮标获取温、

盐度剖面资料的科研或业务项目（单位），明确指定由国内专门机构统一负责浮标观测信息及数

据的接收、解码、校正、质控和分发等，以充分发挥我国分散投资的有限浮标资源及观测资料的

综合效益，确保观测资料的高质量，避免过去在近岸浅海区域海洋环境调查中长期存在的观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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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汇总难、共享难，以及观测资料质量低下的老大难问题，方便国家对深海大洋环境观测信息及

数据的统一收集和存档等。同时，也为促进中国 Argo 计划的发展和北斗剖面浮标的大批量应用，

打造覆盖 “ 海上丝绸之路 ” 的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奠定基础。

（正义）

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BOA_Argo）2016 版提供下载

2016 年 7 月，由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开发的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BOA_Argo）

2016 版已提供在线下载服务。该数据集是由一种简单有效且易于操作的逐步订正法，并结合混合

层模型（用来反推对应 Argo 表层温度和盐度）构建完成的，包含温度、盐度、等温层深度、混合

层深度和合成混合层深度等变量。时间范围：2004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时间分辨率：逐年逐月；

空间范围：全球海洋（180°W ～ 180°E，80ºS ～ 80ºN）；空间分辨率：水平 1º×1º（经向：0.5:1.0:379.5；

纬 向：-79.5:1.0:79.5）； 垂 向 标 准 层 为：0dbar，5dbar，10dbar，20dbar，30dbar，40dbar，

50dbar,60dbar，70dbar，80dbar，90dbar，100dbar，110dbar，120dbar，130dbar，140dbar，

150dbar，160dbar，170dbar，180dbar，200dbar，220dbar，240dbar，260dbar，280dbar，

300dbar，320dbar，340dbar，360dbar，380dbar，400dbar，420dbar，440dbar，460dbar，

500dbar，550dbar,600dbar，650dbar，700dbar，750dbar，800dbar，850dbar，900dbar，

950dbar，1000dbar，1050dbar，1100dbar，1150dbar，1200dbar，1250dbar，1300dbar，

1400dbar，1500dbar，1600dbar，1700dbar,1800dbar,1900dbar 和 1975dbar，总共 58 层。包括年平均、

月平均和逐年逐月等 3 种类型的数据文件。

2016 版数据集较之 2015 版，在时间（增加了 2015 年 1 月 -12 月逐月资料）、空间（2015 版

为 180°W-180°E, 59.5°S-59.5°N）和垂向标准层（2015 版 49 层）选取方面均有所扩展和改进。数

据集将每年更新一次，采用的质量控制方法以及客观分析方法将会不断改进和完善，欢迎广大用户

建言献策！

 （孙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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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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底，在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 Argo 剖面浮标总数为

3822 个（图 1）。其中美国 2099 个占 54.92%、澳大利亚 372 个占 9.73%，列第一、二位；法国

334 个占 8.74%、日本 183 个占 4.79%、英国 140 个占 3.66%、德国 139 个占 3.64%、中国 134

个占 3.51%（第七位）、印度 131 个占 3.43%、加拿大 75 个占 1.96%、意大利 63 个占 1.65%、

韩国 47 个占 1.23%，列第三至第十一位。此外，还有欧盟、荷兰（均为 12 个）、挪威（11 个）、

巴西、新西兰、爱尔兰（均为 10 个）、芬兰（8 个）、西班牙、希腊（均为 6 个）、波兰（5 个）、

阿根廷、毛里求斯、墨西哥（均为 2 个）、土耳其、保加利亚、厄瓜多尔、肯尼亚和南非（均为

1 个）等欧洲、南美洲和非洲南部，以及太平洋岛国等参与布放 Argo 浮标。

图 1  全球海洋上仍在正常工作的各国 Argo 浮标概位（止 2016 年 8 月底）

                                            （吴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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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中国国家报告

1   资料管理现状

（1）浮标数据获取情况

在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9 月期间， 188 个活跃的中国 Argo 浮标共获取了 5833 条剖面，

其中包括 113 个准 Argo 计划浮标（大部分为 PROVOR 型浮标）。这些浮标由 5 家科研院所的 7

个 PI 布放，不同类型浮标的统计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类型浮标的统计信息

自上一次会议（ADMT-16）以来，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CSIO）开始向全球 Argo 资

料中心（GDAC）提交由 HM2000 型剖面浮标观测的资料。由 5 个该型浮标获取的约 87 条温、盐

度剖面（每条剖面包含 90-110 层观测数据），已提交给 GDAC。

2016 年 9 月，中国将在南海布放 10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循环周期设为 5 天），这是

中国首次在南海布放 Argo 浮标，并将正式启动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设计由约 20 个

HM2000 型浮标组成。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NMDIS）自 2010 年起投放了 19 个 PROVOR 型剖面浮标。截止目前，

在海上已经没有存活的浮标。

（2） 通过 GTS 发布数据

自 2015 年 10 月以来，CSIO 通过中国气象局（CMA）的北京节点发送 GTS BUFR 格式报文，

报头为 BABJ，目前还未发送对应的 TESAC 格式报文。在 2016 年 4-5 月期间，因承担数据中转

的浙江省气象局的 FTP 服务器出现了故障（由其转发给 CMA），曾使 CSIO 的数据发布一度出现

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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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CLS 仍旧在帮助中国 Argo 将早期布放的浮标观测数据以 BUFR 和 TESAC 格式发送至

GTS。

（3） 向 GDAC 发送经实时质量控制后的数据

自 ADMT-16 会议以来，中国向 GDAC 提交了 5717 条经实时质量控制的数据文件。其中

3189 条剖面是由准 Argo 计划浮标观测得到的，134 条溶解氧剖面则由 9 个 PROVOR_DOI 型浮标

获取。

NMDIS 已将所有的 Argo 数据更新至 V3.1 版本格式，并经实时质量控制后提交给 GDAC。

（4） 延时模式质量控制数据汇交

目前，CSIO 还没有将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后的数据文件（D-file）由 2.0 版本更新到 V3.1 版

本，况且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工作，由于人手不足，其进程十分缓慢。我们虽已成功开发了一个新

的 Matlab 工具，可以将旧版本转换成新的 3.1 版本，但新的 D-file 在提交之前尚需进行必要的检验。

自 ADMT-16 会议以来，由于人员调整以及格式更换等原因，NMDIS 没有开展数据延时模式

质量控制工作。

（5） 向 GDAC 发送延时模式数据

过去一年，CSIO 花费了很多精力来建立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BDS-PDSC），以及更

新轨迹文件至 3.1 版本，所以今年仍没有向 GDAC 提交 D-file。

NMDIS 同样没有提交延时模式数据至 GDAC。

（6） 网页

NMDIS 和 CSIO 分别维护了一个 Argo 相关网页，即中国 Argo 资料中心（www.argo.gov.

cn）和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www.argo.org.cn）。两个网页均提供了 Argo 浮标的观测数据、

元数据、轨迹和相关图件等。而 CSIO 开发了一个新的 Argo 网络查询系统（http://101.71.255.4:8080/

flexArgo/out/argo.html）并已业务运行，可向用户提供全球 Argo 数据的查询和下载服务。

（7） Argo 数据应用统计

 Argo 数据在许多研究所和大学开展的科学研究和业务化海洋学中得到了应用，已成为大尺度

海洋变化研究的最重要数据源，并开发了多种 Argo 数据产品和再分析产品，其中 BOA_Argo 数

据集每年进行更新，是一个自 2004 年至今并不断更新的逐月温、盐度网格化数据产品，其水平分

辨率为 1º×1º，垂向为 0-1975 dbar 共 58 层。

2   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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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Argo 计划浮标数量占中国布放的 Argo 浮标数量的一半以上，及时完成这些浮标的延时模

式质量控制工作目前仍面临较大的挑战。不过，一旦 BDS-PDSC 进入业务化运行后，延时模式质

量控制工作将会得到恢复，争取在下次 ADMT 会议前努力消除上述滞后，并按要求尽快提交经由

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的数据文件。

                                                                    （刘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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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动态

第十八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将于明年 3 月在澳大利亚举行

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日前发出通知，确定第十八次国际 Argo 指导组年会（AST-18）将于

2017 年 3 月 13-17 日在澳大利亚霍巴特（Hobart）举行。

Argo 指导组年会自 1999 年开始（美国马里兰）每年举办一次，由 Argo 计划成员国轮流承办。

最近一次（AST-17）年会于 2016 年 3 月 22-24 日在日本横滨（Yokohama）召开。下一次（AST-

18）会议（网址：http://www.argo.ucsd.edu/AcAST-18.html）则由澳大利亚最大的国家级科研机构 —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承办。

按照历年惯例，会议将围绕国际 Argo 计划进展、数据管理现状、浮标技术发展、Argo 计划

拓展和 Argo 资料应用价值等一系列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并要求在会议召开前，由各 Argo 成员

国就本国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对 Argo 资助前景及人力资源的投入，以及 Argo 资料在科学研究

和业务化中的应用情况等提交书面的国家报告。

                                                                              （吴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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