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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ED 自主重点课题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共享系统研制 ”

2016 年度工作进展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于 2015 年 8 月承担了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

自主重点课题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共享系统研制 ”（编号：SOEDZZ1502），在中船重工第

七一 O 研究所和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任务书规定的

年度研究内容。

一、年度计划完成情况

1、北斗剖面浮标数据自动接收子系统研制

2015 年 10 月，在中船重工第七一 O 研究所的协助下，顺利安装了北斗接收天线、指挥机和

拼接屏幕，并完成所有硬件系统的调试；成功安装并调试 “HM 系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 / 监视系统 ”，

并基于 C# 编写了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转发 ” 软件，实现了 HM2000 型剖面浮标数据的自动接收（包

括利用北斗卫星向浮标发送指令）及数据自动转发等功能。

2、浮标数据解码、校正、质量控制及共享服务子系统研制

基于 Linux 操作系统和 MATLAB、Linux Shell 等语言，编写了针对 HM2000 型北斗剖面浮

标数据的信息提取、校正、质量控制及共享服务子系统。所有由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自动接收子

系统 ” 接收到的观测数据，经信息提取（包括浮标技术信息和观测数据）后，按照国际 Argo 资料

管理组规定的程序（http://dx.doi.org/10.13155/33951）对压力进行实时校正，并对温、盐度观测

剖面和卫星定位等数据进行实时质量控制，最后按照国际 Argo 计划规定格式存储。同时，基于分

布式数据库和 Web GIS 技术开发了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共享服务系统 ”，可自动接收经压力校正

和质量控制后的浮标数据并进入数据库，为用户提供所有北斗剖面浮标观测数据的信息查询、显

示和下载等共享服务，目前处于内部测试阶段。子系统可以按浮标用户的要求，将经筛选的剖面

数据和轨迹数据自动发送至两个全球 Argo 资料中心（位于法国和美国），同时以 BUFR 报文格

式通过国家气象局设在北京的 GTS 节点将数据发布到 GTS，供各国气象部门使用。目前，该子系

统已具备自动、批量、业务化处理和分发浮标数据的功能。

3、筹建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 ”

上述 2 个子系统的成功研制和业务化运行，使课题组所在的 “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 成功

建立了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 ”，可接受国内外北斗剖面浮标用户的委托，业务化接收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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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浮标数据，对数据进行校正和质量控制，并进行准实时（24 小时内）的共享服务。目前，该中

心已接受中科院海洋所的委托，为该研究所承担的 “ 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 在西北太平洋

西边界流区布放的 7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提供数据接收、处理和分发服务。而由课题组承担的

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于 2016 年 9-11 月布放在我

国南海海域的 10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其观测数据也正通过上述系统实现业务化接收、处理和

分发等服务。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 ” 的建立，是继法国 CLS（Argos 卫星地面接收站）和美国

CLS America（铱卫星地面接收站）之后，第三个有能力实时接收剖面浮标观测资料的中心，同时

具备 HM2000 型剖面浮标观测数据解码、校正、质量控制和准实时共享等服务功能，可为我国在 “ 两

洋一海 ” 重要海域建立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及为 “ 海上丝绸之路 ” 沿线国家提供北斗剖面浮标数

据接收、处理和分发等服务，确保浮标数据由专门机构统一进行质量控制与数据管理，以及观测

数据的高质量。

二、本年度取得的成果主要有：

1、北斗剖面浮标数据自动接收系统（包括硬件和软件部分）；

2、北斗剖面浮标数据解码、校正、质量控制及共享服务系统（软件）；

3、受中科院海洋所委托，接收和处理了 539 条温、盐度剖面，其中 123 条剖面提交至全球

Argo 资料中心和 GTS；

4、为课题组承担的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接收和处理了 57 条南海海域的温、盐度剖面，其中

43 条剖面提交至全球 Argo 资料中心和 GTS（http://www.argo.org.cn/data/argo.php）；

5、撰写研究论文 1 篇（投稿中）。                                                                          

（刘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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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海洋 Argo 资料网格化客观分析系统的改进研究 ” 项目

获海洋二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的重视和支持下，由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卢少磊研究实习员

负责的 “ 全球海洋 Argo 资料网格化客观分析系统的改进研究 ” 项目获得了海洋二所基本科研业务

费专项资助，项目执行期为两年（2016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

该项目在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于 2012 年建立的全球海洋 Argo 资料网格化客观分析系统

基础上，针对近年来国际 Argo 计划的新发展以及该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对应的改进措

施，以期使该中心发布的全球海洋 Argo 网格资料集（BOA_Argo）更为可靠，从而提高其科学应

用价值。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针对现有国际通用 Argo 盐度资料延时质量控制程序上的缺陷，采用该中心于 2014 年开

发的改进型 Argo 盐度资料延时质量控制程序，在保证浮标剖面资料质量的基础上，提高 BOA_Argo

网格资料的精确度。

（2）针对早期 Argo 浮标缺乏表层温、盐度观测资料的缺陷，探索海表层温盐度与海表风速、

热通量以及淡水通量（蒸发与降水）等因素的关系，建立合理可靠的次表层观测资料反推表层温、

盐度资料的模型，从而使 BOA_Argo 网给资料的表层温、盐度更为可靠。

（卢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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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s of CMIP5 multi-model ensemble in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ocean subsurface temperature variations

Li-jing CHENG,  Jiang ZHU

(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Sciences,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

A complete map of the ocean subsurface temperature is essential for monitoring aspects of 

climate change such as the ocean heat content (OHC) and sea level changes and for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the ocean/climate variation. However, global observations have not been available 

in the past, so a mapping strategy is required to fill the data gaps. In this study, an advanced 

mapping method is proposed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ical ocean subsurface (0–700 m) temperature 

field from 1940 to 2014 by using ensemble optimal interpolation with a dynamic ensemble (EnOI-

DE) approach and a multi-model ensemble of phase 5 of the 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CMIP5) historical  and representat ive concentrat ion pathway 4.5 simulations.  The 

reconstructed field is a combination of two parts: a first guess provided by the ensemble mean of 

CMIP5 models and an adjustment by minimizing the analysis erro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error 

covariance determined by the CMIP5 models. The uncertainty of the field can also be assessed. 

This new approach was evaluated using a series of tests, including subsample tests by using data 

from the Argo period, idealized tests by specifying a truth field from the models, and withdrawn-

data tests by removing 20% of the observations for validation. In addition, the authors showed 

that the ocean mean state, long-term trends, and inter-annual and decadal variability are all well 

represented. Furthermore, the most significant benefit of this method is to provide an improved 

estimate of the long-term historical OHC changes since 1940, which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Earth’s energy budget.

( 摘自《Journal of Climate》, 2016, DOI: http://dx.doi.org/10.1175/JCLI-D-15-073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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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 Indonesian Throughflow:

 The salinity effect

Shi-jian HU1, Janet SPRINTALl2

    （1、Key Laboratory of Ocean Circulation and Wave,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China; 
       2、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The Indonesian Through Flow (ITF) region possesses strong mixing and experiences significant 

freshwater input, but the role of salinity variability in the Indonesian Seas remains unclear.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how salinity variability influences the ITF transport on inter-annual time 

scales. The ITF transport is calculated using observations and assimilation data sets and verified using 

direct ITF transport estimates. We find that the halosteric component of the ITF transport contributes 

(36±7)% of the total ITF variability, in contrast to (63 ± 6)% by the thermosteric component. Thus, 

while not dominant, this result nonetheless implies that the salinity variability in the Indonesian Seas 

is of remarkable importance in determining the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ITF transport. Correlat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 total ITF transport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 rather than the Indian Ocean Dipole. Under the ENSO 

cycle, the Walker Circulation shifts longitudinally resulting in fluctuations in precipitation over the 

Indonesian Seas that modulates salinity and subsequently influences the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ITF transport. This result signals the importance of precipitation and the subsequent salinity effect 

in determining the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 ITF transport. The role of wind forcing and oceanic 

planetary waves is also revisited using this newly calculated ITF transport series. ENSO‐related 

wind forcing is found to modulate the ITF transport via Rossby waves through the wave guide in the 

Indonesian Seas, which is in agreement with previous studies. Salinity effect contributes 36% of the 

total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 ITF transport Precipitation over the Indonesian Seas is important 

in the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 ITF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 ITF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ENSO cycle.

（摘自《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Oceans》, 2016, 121(4): 2596-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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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uroshio bifurcation associated with islands at the Luzon Strait

Rui-li SUN, Gui-hua WANG, Chang-lin CHEN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atellite Ocean Environment Dynamics, Secon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Hangzhou, China；
   2、College of Physical and Environmental Oceanography,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China;
   3、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neri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Based upon a suite of satellite and hydrology data along with numerical model simulations, 

the Kuroshio is found to be separated into two branches. The two branches are located o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sides of the Batanes Islands. The western branch, which is the main branch of 

the Kuroshio, is estimated to carry roughly 68% of the transport, while the eastern branch, which 

has not been reported before, carries the remainder. Both branches bring warmer water northward, 

producing two separate warm tongues east of the Luzon Strait. The western warm tongue has an 

obvious seasonal variation due to the seasonal variation of the Kuroshio in the northern Luzon 

Strait, while the eastern warm tongue is associated with Pacific meso-scale eddies. As an anti-

cyclonic (a cyclonic) eddy approaches the Batanes Islands from the east, the eastern branch of the 

Kuroshio is strongly intensified (weakened), and a more (less) pronounced warm tongue is induced. 

Consequently,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Pacific meso-scale eddies affects the strength of the 

eastern branch.

（摘自《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16, 43:5768–5774） 

Heat budget of the western Pacific warm pool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eddy heat transport diagnosed from HYCOM assimilation

J Chi, P Shi, W Zhuang, X Lin, X Cheng, Y Du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Tropical Oceanography South China Sea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China；
    2、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3、Key Laboratory of Physical Oceanography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Ministry of 
         Education, Qingdao, China)

Using the high-resolution Hybrid Coordinate Ocean Model and the Navy Coupled Ocea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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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milation Global 1/12° Analysis (GLBa0.08), and the Objectively Analyzed Air–Sea Flux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atellite Climatology Cloud Project products, we investigated the seasonal 

and inter-annual evolutions of heat budget, including the pseudo-heat content change, the net air–

sea heat flux and the eddy heat transport (EHT), based on the time-dependent heat budget analysi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warm pool (WPW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seudo-heat content change 

has significant semi-annual variation, which peaks in April–May and September. There is strong 

positive feedback between EHT and the net air–sea heat flux. EHT is important in balancing the 

sea surface heat flux into the WPWP. The seasonal EHT variability is dominated by its meridional 

component. On the inter-annual time scale, the zonal and vertical components of EHT show 

comparable amplitudes with the meridional one. The observed net air–sea heat flux in the WPWP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EHT and the pseudo-heat content change on the inter-annual time scale. 

The net air–sea heat flux leads the pseudo-heat content change by about half a month and leads 

EHT by about one month. The variations of the air–sea heat flux and EHT are connected to the El 

Niño Southern Oscillation event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El Niño (La Niña) events, the warm 

pool expanded eastward (retreated westward), the net air–sea surface flux into the WPWP increased 

(decreased) and EHT enhanced (weakened) significantly.

           （摘自《 Journal of Oceanography》, 2016, doi:10.1007/s10872-016-0396-7）

西北太平洋海洋温度锋生与锋消机制的初步研究

赵宁
1 , 韩震

1,2 , 刘贤博
1

（1、上海海洋大学 大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上海 ; 
                 2、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学院 , 上海）

海洋锋面区域对气候变化以及海气耦合作用的影响非常显著 , 通过分析其形成机制 , 可以帮

助进一步了解海洋与大气的相互作用过程以及其物理过程。利用 Argo 数据、NCEP/NCAR 再分析

数据和遥感风场数据对西北太平洋的混合层温度与温度锋面的变化机制进行了研究。基于海洋混

合层的热量收支模型 , 发现在北太平洋区域的海洋混合层温度主要受到净热通量控制 , 同时还存在

一个季节变化明显的温度锋面。9 ～ 2 月为温度锋面加强时期 , 3 ～ 4 月温度锋面变化不明显 , 而 

5 ～ 8 月温度锋面则迅速减弱。根据研究 , 该温度锋面的加强与减弱主要是由于净热通量的南北差

异造成的 , 而在净热通量中则以短波辐射通量与潜热通量为主要影响因子。

                           （摘自《海洋科学》，2016，40 (1)：12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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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活动（续）

● 2016 年 9 月 26 日， 美国海洋暨大气总署 Williams Kessler 教授在二所访问期间参观了中

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与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主任柴扉教授和许建平

研究员就热带太平洋观测网建设，以及 Argo 资料应用，特别是轨迹资料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中心人员还向 Williams Kessler 教授介绍了我国南海海洋观测网建设和资料共享情况。

●2016 年 9 月 28 日，美国海洋暨大气总署王云涛博士在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访问期间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中心人员向王博士介绍了中国 Argo 计划和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的发展情况。

● 2016 年 9 月 29 日，美国缅因大学 Emmanuel Boss 教授在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访问期间到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进行了交流，Boss 教授长期使用和研究带生物地球化学

传感器的 Argo 浮标（BGC_Argo）及其观测资料，和中心人员就 Argo 计划发展尤其是带生物地

球化学传感器浮标及其资料的使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 2016 年 10 月 1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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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

重点课题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共享系统研制 ” 在杭州召开了课题中期检查会，来自国家海洋

预报中心、国家海洋局南海预报中心、31010 部队、中船重工第七一Ｏ研究所和海洋二所等单位

的专家和课题组成员 15 余人出席了会议。国家海洋局预报减灾司海洋观测处尚文艳副处长、海洋

二所科技处黎明碧处长和 SOED 柴扉主任等领导莅临会议并指导，会议由专家组组长 —— 国家海

洋预报中心陈幸荣副研究员主持。

              图 1  SOED 自主课题中期检查会现场                           图 2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科学数据汇交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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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1 月 1 日，为规范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科学数据汇交工作，确保数据汇交

工作的顺利展开，保证汇交数据的质量，科技部在北京会议中心组织召开了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项目科学数据汇交培训会。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承办，来自北京大学等上百

家专项承担单位 200 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数据管理机构的专家就专项科学数据汇交方

案等文件的编写进行了详细说明。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卢少磊研究实习员代表本中心承担的

2012 年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参加了本次会议。

● 2016 年 10 月 29 日 —11 月 15 日，中国 Argo 搭载 “ 向阳红 14” 号科学考察船在南海中部

海盆区域布放了 2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这是由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环境预

报中心和浙江大学共同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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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目前为止，中国 Argo 在西太平洋的重要边缘海 — 南海，累计布放了 10 个（其

中一个因通讯故障没有收到任何信息和观测数据）国产北斗剖面浮标，开始主导 “ 全球 Argo” 设

计的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

( 吴晓芬 )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启动建设

本网讯（作者：甘晓）记者从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获悉，首批第 8 个国产北斗剖面浮

标近日已由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 实验 1” 号综合科考船成功布放于南海中部海盆水域，标志

着我国主导建设的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正式拉开序幕。

据了解，这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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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型剖面浮标是一种由我国自主研发、且使用北斗卫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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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入海后可自动完成下潜 — 定

深漂移 — 上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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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标还将

分批投放，以保证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将始终维持有 20 ～ 22 个浮标正常工作。

据介绍，此前布放的 7 个浮标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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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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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局全球通讯系统（GTS）接口，与世界气象组织（WMO）和国际 Argo 计划成员国即时共享。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6 年 10 月 12 日 第 1 版 要闻）

我国在南海布放首批国产北斗剖面浮标

—— 由我国主导的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正式拉开序幕

本网讯（作者：金昶 孙朝辉 陈斯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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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此前投放的 7个浮标，

我国首批国产北斗剖面浮标在南海布放完毕。日前的这次浮标布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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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go 即实时地转海洋学观测阵，俗称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如同陆地上的气象站组成

的天气预报观测网一样，单个的浮标相当于一个探空气球，而世界大洋上分布广泛的 Argo 浮标就

组成了覆盖全球的实时海洋观测系统。

此次布放的北斗剖面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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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浮标是由我国自主研发、且使用北斗卫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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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面通信 — 下潜等循环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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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标通过携带的 CTD 传感器连续测量 2000 米水深内的海水温度和盐度剖面资料，可在海洋中连

续工作 2 年 ~3 年。

据悉，此前布放的 7 个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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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场观测数据均符合国际 Argo 计划

规定的观测精度要求。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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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已通过全球通讯系统接口，与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 Argo 计划成员国实时共享。

中国于 2002 年正式加入国际 Argo 计划，并部署建设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截至 2015

年年底，我国已经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等海域布放了约 350 个 Argo 剖面浮标，受设计寿命所限，目

前仍有 130 多个在海上正常工作。

工作人员正在准备进行浮标布放（陆邓龄童  摄）  

链接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按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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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超过 1500 米的海盆区域构建一个至少由 20 个剖面浮标组成的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为

维持该观测网的长期运行，每年约需补充布放 15 个浮标），并建立南海 Argo 区域中心，为本地

区提供浮标信息接收与解码、观测资料处理与质量控制，以及衍生数据产品研发与交换共享等，

成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承担起一个 Argo 成员国和一个区域海洋大

国的责任和义务，为南海业务化海洋学和基础研究，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提供长期观测资料。南海

Argo 区域中心和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掌握 “ 以我为主、共同参与、资源共享 ” 的建设原则，

将由中方负责投资建设，吸收南海周边国家参与，获得的信息、资料有限度共享。

（原载 《中国海洋报》，2016 年 9 月 30 日， 第 1888 期 A1 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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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布设浮标监测南海环境 提升科研能力

参考消息网报道   港媒称，中国已经在南中国海布设了首批 8 个国产浮标，作为一个国际观

测网络的一部分。分析人士称，这将提升中国对这片争议水域的科学了解。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 10 月 13 日报道，负责该项目的科学家说，北京计划到明年早些时

候在南中国海维持约 20 个浮标，这将使得民间和军方用户都能够利用中国自己的卫星系统监测深

至水面以下 2000 米处的海洋环境。

所有这些中国的浮标都是国际 Argo 计划的一部分。国际 Argo 计划是一个涉及数十个国家和

地区的全球观测计划，其监测着散布在全球海洋中的约 4000 个浮标。相关信息由所有加入该计划

的国家和地区分享。

这些高约 2 米、重约 30 公斤的圆筒状浮标通常在水面以下约 1000 米处漂移，但会定时下潜

至更深处，随后再浮至水面。在此过程中，它们会一直记录海洋数据，例如海水温度、盐度、氧

气浓度和洋流情况，以用于海洋和气候研究。

根据中国 Argo 计划官网的说法，这些数据还可以用于帮助预测台风，也有助于渔业和运输

活动。

中国 Argo 计划的科学家说，Argo 计划的浮标每 5 天将自动下潜至 2000 米深处收集海洋数据，

这些数据会在浮标返回水面时传送给中国的北斗导航卫星。

在明年完成南中国海观测网络建设后，中国 Argo 计划团队计划每年在该区域布设约 10 个新

浮标，以替换那些电池电量已损耗殆尽的浮标。

澳门军事分析人士黄东说，这些浮标可能令中国海军间接受益，因为潜艇的行动需要有关水

温、压力和洋流的大量数据。黄东说：“ 南中国海水域辽阔，中国仍然存在一些盲点。海洋环境瞬

息万变。如果不密切监测这片水域，那么部署潜艇就真的很危险。”

自 2001 年加入国际 Argo 计划以来，中国已经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等海域布设 300 多个浮标，

但最近在南中国海的布设活动是该国第二次使用国产设备。

（原载 《参考消息》，2016 年 10 月 14 日）



13

国内动态

[ 专家观点 ] 许建平：“Argo” 亟需正名

自从 2002 年中国加入国际 Argo 计划并建立我国的 Argo 大洋观测网以来，“Argo” 这个外来

语频频出现在我国的报刊、杂志，甚至电视节目中，至少在海洋和大气科学领域已经耳熟能详。

但对于 “Argo” 的中文解释或者真实含义，人们了解得似乎并不全面，甚至出现误解或曲解，已经

影响到我国的声誉。

国际 Argo 计划

     
在国际 Argo 计划实施初期，Argo 也曾用大写英文字母 “ARGO” 表示，原是 “Array for Real-

time Geostrophic Oceanography” 的英文缩写，中文含义为 “ 地转海洋学实时观测阵 ”。后来，国

际 Argo 指导组为了强调该海洋观测网与美国、法国联合发射的新一代 “Jason” 卫星高度计之间的

特殊关系，强烈建议使用 “Argo” 作为该计划的名称。而用于建立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自

动剖面浮标，才被统称为 “Argo 剖面浮标 ” 或 “Argo 浮标 ”，且其观测资料必须遵守国际 Argo 计

划的原则、与全体成员国无条件共享。也就是说，只有当各种类型的自动剖面浮标被国际 Argo 计

划接纳（需要为每个浮标申请一个由世界气象组织（WMO）授予的统一编号，如同每个人的身份

证号一样）、用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或维护，且其观测资料须在 24 小时内按照国际

Argo 资料管理小组的要求、无条件地与其他 Argo 成员国共享，这样的剖面浮标，才可称为 “Argo

浮标 ”。其他一切无论是研制中的剖面浮标，还是购置的剖面浮标产品，均不能称其为 “Argo 浮标 ”；

即使那些浮标已经被国际 Argo 计划接纳、并已经用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中，但只要

购买者或布放者没有向 WMO 申请国际 Argo 计划的专用编号（也就不可能与其他 Argo 成员国共

享观测资料），这样的浮标同样不能称为 “Argo 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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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

根据 “ 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决议（XX-6）－ Argo 计划 ” 文件规定：Argo 浮

标获得的资料及其资料产品，将通过 IOC 和 WMO 的资料交换系统和其他适当的国际机制，采

用实时或延时模式免费向国际社会提供，以支持业务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随后，联合国政府间

海洋学委员会（IOC）大会 “ 关于在 Argo 计划框架内布放剖面浮标的 XX-6 号决议的实施细则

（EC-XLI.4 决议）” 文件又进一步强调，Argo 计划是对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和全球气候

观测系统（GCOS）的业务海洋观测系统的重要贡献，也是对气候变化及预测计划（CLIVAR）和

其他科学研究计划的重大贡献。同时，EC-XLI.4 决议还明确了 Argo 计划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

“ 有必要确保成员国从 Argo 计划的实时和更长时间序列的资料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并保证它们能

够参与此计划并为此做出贡献 ”，以及 “ 所有可能进入别国管辖海域的剖面浮标布放，必须预先通

过适当渠道，通知相关沿海国家 ”。此外，还明确规定 “ 根据 XX-6 号决议，IOC 成员国必须预先

从适当渠道获得关于 Argo 计划框架内在公海投放、但有可能进入其专属经济区的任何浮标（以下

简称 Argo 计划浮标）的信息 ”，以及 “ 在公海投放 Argo 计划浮标的政府、非政府或执行单位将

通过 Argo 信息中心把相关信息（如计划投放的浮标型号和编号、计划在公海投放的日期和位置地

理坐标、执行者的联系方式、传感器收集的参数和变量，以及执行者认为有价值的其他信息等），

发送给 IOC 成员国指定的 Argo 联络点（通常是成员国政府管理部门指定的人员，如我国指定的

Argo 联络点为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某处的负责人）；而且，还规定 “ 在公海投放、但有可能进

入 IOC 成员国专属经济区的 Argo 计划浮标，其执行者应在浮标进入专属经济区之前把相关信息（如

浮标的型号、浮标在公海投放的日期和位置地理坐标、浮标最新位置的日期和地理坐标、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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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方式、传感器正在采集的参数与变量、执行者认为有价值的其他信息，以及沿海国家感兴

趣的其他 Argo 浮标信息等），发送给 IOC 成员国的 Argo 联络点 ”。由此可见，IOC 对 Argo 浮标

的布放有着严格的规定和要求。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

目前，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对不完全满足上述规定或要求布放的剖面浮标，由于浮标

的拥有者愿意在 Argo 计划框架内共享观测数据，且已经向 WMO 申请了统一编号，但也只能将其

称为 “ 准 Argo 计划浮标 ”。因为这种浮标并不是在国际 Argo 计划的支持（或庇护）下布放的，

且可能不符合 Argo 计划的相关规定或要求。对这样的浮标，AIC 会跟踪它们的信息，如果执行者

需要的话，也可以提供某种支持。但若有成员国对此提出疑义，将得不到 IOC 相关决议的支持，

会被立即排斥在国际 Argo 计划之外。

  

 

 HM2000 型剖面浮标                                      APEX 型剖面浮标                        PROVOR 型剖面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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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国，“Argo” 除了被用于正在实施的中国 Argo 计划和正在建设的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

（已经成为国际 Argo 计划和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却还被不正确或错

误地用于正在研制的自动剖面浮标上，也有在一些全国性规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申请

指南中，把 “Argo” 错误地标记为 “ 自沉浮式 ” 的英文缩写，或者直接把自沉浮式剖面浮标称为 “Argo

剖面浮标 ” 或 “Argo 浮标 ” 的；还有单位从国外引进自动剖面浮标并布放后，申请加入 Argo 计划，

但又不愿意将观测资料与国际 Argo 成员国共享的 ……

由于一些科研、技术人员和管理部门、科研单位对 “Argo” 一词的误用，甚至盗用，并通过

新闻媒体频频再现和扩散，使得 “Argo” 在国内莫衷一是，真假难辨。乍看 “Argo” 在国内十分受

重视，时不时有单位和项目在采购剖面浮标，并在世界各大洋中布放，似乎数量十分可观。但据

AIC 历年统计表明，截至 2015 年底，中国 Argo 计划布放的剖面浮标总数仅有 352 个（指正式申

请 WMO 统一编号、参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并无条件与成员国共享观测资料的浮标

数量），而美国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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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这些国家中，我国排名仅居第九位。显然，在我

国媒体上报道的许多所谓 “Argo 浮标 ”，事实上根本不属于中国 Argo 计划布放的浮标，甚至也称

不上 “ 准 Argo 计划浮标 ”。

 

自动剖面浮标工作流程

当然，我们希望那些已经误用 “Argo" 的项目负责人，能按照国际 Argo 计划的规定和要求，

将这些自动剖面浮标纳入中国 Argo 计划中，并能名正言顺地与国内外 Argo 用户共享其观测资料，

以扩大中国 Argo 计划的影响力。同时，也希望有更多型号的国产剖面浮标能早日定型并批量生产，

正式用于建立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乃至在全球 Argo 大洋观测网建设中做出贡献。

                            （原载 《中国海洋报》官方微信平台 “ 观沧海 ”，2016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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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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底，在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 Argo 剖面浮标总数为 3887

个（图 1）。其中美国 2137 个占 54.98%、澳大利亚 367 个占 9.44%、法国 334 个占 8.85%、日本

189 个占 4.86%，列第一至第四位；德国和中国均为 141 个占 3.63%，并列第五位；英国 140 个占

3.60%、印度 132 个占 3.40%、加拿大 74 个占 1.83%、韩国 62 个占 1.60%、意大利 59 个占 1.52%、

欧盟 23 个占 0.59%，列第六至第十一位。此外，还有荷兰（12 个）、挪威、巴西（均为 10 个）、

爱尔兰（9 个）、新西兰（8 个）、芬兰（7 个）、西班牙、希腊（均为 6 个）、波兰（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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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2016 年 10 月，美国和澳大利亚就分别投放了 96 和 18 个 Argo 浮标，法国和欧盟分别投

放了 11 和 9 个，中国和英国均投放了 6 个。此外，自国际 Argo 计划实施（1998 年）以来，各国

投放浮标总数排名前十位的为：美国 6271 个、日本 1496 个、法国 1080 个、德国 853 个、澳大利

亚 801 个、英国 551 个、加拿大 439 个、印度 403 个、中国 379 个、韩国 336 个。

图 1   全球海洋上仍在正常工作的各国 Argo 浮标概位（止 2016 年 10 月底）

                                                                             （吴晓芬）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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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 全球使命的完善

〖注： 第十七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AST-17）于 2016 年 3 月 22-24 日在日本横滨

（Yokohama）顺利召开，此次会议围绕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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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会后编辑形成会议报告。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就有关 “Argo 全球使命的完善 ” 进行了翻译整理，以帮助国内用户了解相

关进展情况。〗

2000 年正式启动的国际 Argo 计划，在美、日、法、英、德、澳和中国等 30 多个国家和团体

的共同努力下，已经于 2007 年 10 月实现当初提出的建设目标。这是人类历史上建成的唯一一个

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系统，止 2012 年 11 月已经累计获得了 100 万条温、盐度剖面，比过去 100 年

收集的总量还要多得多，且观测资料各国免费共享。Argo 已经成为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

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际 Argo 计划正从 “ 核心 Argo” 向 “ 全球 Argo”（即向季节性冰区、赤道、

深海、边缘海和西边界流海域，以及生物地球化学等领域）拓展，最终将建成一个至少由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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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来自深海 Argo 研讨会的汇报

Nathalie Zilerman 博士报告了 2015 年 5 月在澳大利亚霍巴特召开的深海 Argo 研讨会的成果

以及其他深海 Argo 事宜。Zilerman 博士和 Guilaume Maze 博士合作完成了深海 Argo 研讨会的

会议总结报告（http://www.argo.ucsd.edu/DAIW1report.pdf）。 2015 年，Sarah Purkey、Damien 

Desbruyères 及 Nathalie Zilberman 三人编写了一期 “ 美国 CLIVAR 更新简讯 ”。2015 年还有 2 篇

关于深海 Argo 的文章发表在《大气和海洋技术》杂志上。Serge Le Reste 及其合作者发表了一篇

介绍深海 ARVOR 浮标研发进展及其性能的文章。Greg Johnson, John Lyman、和 Sarah Purkey

合作发表了一篇研究深海 Argo 浮标阵列设计的文章（Johnson et al., J. Atmos. Oceanic Tech, 

2015）。深海 Argo 研讨会的总结报告不仅在华盛顿召开的 NOAA 气候观测协会研讨会上得到了

展示，还在爱尔兰哥耳威（Galway）召开的 GOSHIP/Argo/IOCC 大会上进行了展示。

2、 深海 Argo 试验阵列总结及技术更新

（1）西南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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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选取西南太平洋作为深海 Argo 试验阵列的布放区是因为它的深层有明显的年代际增暖

信号，涡致噪音并不大，该海域深达 5000-6000 米，且海底地形相对平整。同时从新西兰可以较

容易地到达该海域，而新西兰 Argo 也藉由 “NIWA 号 ” 调查船及其相关航次给予深海 Argo 试验联

合支持。在全球热量增加的相关研究中，西南太平洋被认为是拥有明显深海增温的区域（Purkey 

and Johnson, 2010）。从海洋的角度上看，深层西边界流沿着汤加（Tonga）海脊向北流动，位置

刚好位于浮标阵列的西边，然后加入流经萨摩亚（Samoan）海峡的海流进而更新北太平洋的深层水。

深海 SOLO 浮标的任务参数包括下沉剖面、混合单点和持续下降到海底的剖面、5000m 深度

的漂流记录以及循环周期为 3-5 天的剖面。深海 APEX 浮标区域性试验阵列每 5 天一个循环，观

测深度为 0-5200 米，漂移深度为 3000 米。深海 SOLO 浮标及深海 APEX 浮标的温盐度观测由海

鸟公司研发的 SBE-61 CTD 传感器完成。

图 1   西南太平洋海域活跃的深海 SOLO（深蓝边黄色实点）及 APEX 浮标（红色实点）的当前位置。计划

于 2016 年 5 月（黑边绿色实点）及 2016 年 7 月（蓝色实点）投放新的深海 SOLO 浮标，还计划于 2016 年 7 月投

放新的深海 APEX 浮标（红边淡蓝色实点）。

2 个深海 SOLO 浮标样机于 2014 年 6 月投放于西南太平洋海盆，并且在 2015 年 9 月由美国

和新西兰联合执行的调查航次（使用 RV Kaharoa 调查船）期间进行了回收。回收之前，两个浮标

均完成了约 110 个剖面的观测。回收 SOLO 原型浮标是为了对 CTD 进行再校正及再利用，同时对

泵的收缩功能、玻璃球及电子等方面进行效果评估。2016 年 1 月，一个拥有 7 个深海 SOLO 浮标

及 2 个深海 APEX 浮标的深海试验 Argo 阵列布放于同一个海盆，该阵列由美国和新西兰的联合调

查航次（使用 RV Kaharoa 调查船）组织实施。2016 年 5 月，将有一个 GO-SHIP 航次途径该阵列

所在海区，届时可以提供高质量的 CTD 数据用于与 SBE-61 CTD 数据的比对，同时还提供了布放

2 个深海 SOLO 浮标的机会。2016 年 7 月，美国和新西兰的联合调查航次还将布放 5 个深海 A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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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标（2 个深海 APEX 及 3 个深海 SOLO），以补充西南太平洋海盆的深海 Argo 观测网。

西南太平洋区域性 Argo 深海阵列的建设目标是：1）揭示深海 Argo 浮标阵列向海洋底部进

行观测的可行性及其能力；2）对 SBE-61 传感器观测剖面的准确度进行校正；3）观测西南太平

洋深海参数的年际变化。

（2）北大西洋

北大西洋是海洋环流的关键区域，且在气候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北大西洋深层水团的形

成和环流的年际至年代际振荡，对于我们理解全球海洋非常重要。北大西洋深海 Argo 试验阵列的

建设目标包括改进该海域热量和淡水存储率的描述，以及它们对区域性海平面变化的贡献。此外，

来自深海剖面浮标的溶解氧观测同样可以用于完善对北大西洋深海通风路径的理解。 

9 个深海 Argo 浮标（7 个深海 ARVOR 和 2 个深海 APEX）已于法国 RREX 赛事期间（2015 年 6-7

月）搭载 R.V.Thalassa 船、DY040/RAPID 英国赛事期间（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1 月）及 E-AIMS

西班牙项目（2015 年 3 月）投放在北大西洋海域。7 个深海 ARVOR 浮标中的 3 个投放在伊尔明

厄海（Irminger sea），1 个在欧洲海盆的西部，1 个靠近金丝雀岛，还有 2 个位于 26°N 断面的东

部海域。2 个深海 APEX 浮标沿着大西洋海盆西部的 26°N 断面投放。所有这些投放的浮标中，有

3 个深海 ARVOR 浮标仍然在继续工作，其中一个每两天一个循环，已经获得了 140 多条剖面，预

计 2016 年对其进行回收。

（3）印度洋

作为试验阵列的 2 个深海 NINJA 浮标于 2016 年 1 月由 JAMSTEC 投放于西南印度洋海域，

其科学目标是确认印度洋深海的季节性变化，以及检视印度洋的长期（年际以上）气候信号。前

者使用重复的水文调查资料帮助分析气候信号，并且可以对深海海水状态进行评估。后者可以帮

助人们理解印度洋深层海水变冷的原因，这一点不同于其他主要海盆。此外，有 1 个深海 NINJA

浮标也计划投放在西南印度洋，但是投放时间取决于船只搭载机会。

美国 Argo 和新西兰 Argo 计划 2016 年 8-10 月通过 R/V Kaharoa 调查船在西南印度洋海域

投放 8-12 个深海 SOLO 浮标。该阵列将覆盖南大洋澳大利亚 - 南极海盆下沉流海区所在的试验阵

列。

（4）南大洋

澳大利亚 - 南极海盆被选为深海 Argo 阵列的优良试验海区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该海区接近

南极底层水（AABW）的源头，淡化 / 增暖信号（季节性、年际性及多年代际趋势）较大；是南

大洋最好的通风深海盆，由罗斯海和安德烈海两源头进行供应（占据 AABW 的 40%）；该海盆的

历史数据可以获取合理的覆盖面，历史上所开展的深海水文观测可以提供校正条件。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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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颜色柱分别表明水团（最深 300m）温度（红色）和盐度（蓝色）的年代变化趋势

（引自 van Wijk and Rintoul, 2014）

澳大利亚 - 南极海盆深海 Argo 试验阵列建设的主要目标是，使用不同类型的深海浮标（陆坡

处使用深海 NINJA/ARVOR 浮标，更深处使用深海 SOLO/APEX 浮标进行观测），研究其动力过

程的季节和年际变化，并用于帮助解释稀疏深海水文观测资料给出的变化趋势。不少国家表达了

对这项试验的兴趣，并计划投放深海浮标：日本计划投放 2 个深海 NINJA 浮标，法国计划投放 3

个以上深海 ARVOR 浮标，澳大利亚计划投放 5-8 个深海 SOLO/APEX 浮标（可能还有其他）。

将在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期间寻找投放机会。

（5）深海 ARVOR 浮标

2016 年已经有一篇综述文章具体描述了该类型浮标及其技术参数（Deep-Arvor: A new 

profiling float to extend the Argo observations down to 4000m depth, Le Reste et al, JAOT，Jan. 

2016）。

2012 年开始，配备有 SBE41CP 及安德拉 4330 溶解氧传感器的 11 个深海 ARVOR 浮标（观

测剖面为 4000dbar 或者 3500dbar）陆续投放于北大西洋海域。截止目前，仍有 3 个浮标在海上正

常活动（2 个 10 天循环周期的浮标已经获取 26 条剖面，1 个 5 天循环周期的浮标已经获取了 77

条剖面）

2015 年 6 月 RREX 赛事期间，在查尔利 - 吉布斯断裂带（Charlie-Gibbs fracture zone）投放

了 3 个浮标，且每个浮标每次循环都下降到接近海底。这 3 个浮标目前仍然在持续工作，给 “ 触

底管理系统 ”（Grounding Management System）带来了非常好的信心。

2016 年，法国尝试回收 2015 年 RREX 赛事期间投放在欧盟西边海域、编号为 6901757 的深

海 ARVOR 型浮标。该浮标已经观测获取了 146 条剖面数据（2 天一个循环）。回收的目的是评估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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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标工作之后的状态，并且对 CTD 进行后期校正，从而帮助确定盐度负误差的来源。

3、 Argo 扩展情况总结

（1）生物地球化学（BGC）Argo 

Argo 计划向 BGC-Argo 扩展指的是布放配备有生物地球化学（诸如 pH、溶解氧、碳、叶绿

素）传感器的浮标布放并组建成观测网。生物地球化学 Argo 浮标可以测量从季节到年代际尺度上

的以下内容：生物生产力、从深层到表层海水中重要植物的营养供应情况、海水酸化、缺氧及对

二氧化碳的吸收量。它将海洋水色遥感观测扩展到海洋内部，并且在云覆盖区域可以进行整年观测。

BGC-Argo 计划将提高人们观测和预测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环境、碳吸收和海洋资源模拟等方面

影响的能力。

BGC-Argo 计划的发展目前有 2 个方向。首先，全球范围内正在实施各类不同的区域化项目，

以及大量的范围更小的浮标布放项目。这些区域化项目展示了 BGC 传感器的观测能力，并为海洋

数值模式积累了 BGC 数据。其次，BGC-Argo 计划将不同的区域化项目整合成单一的全球化项目。

这项努力包含了很多的分析以及需要建立观测系统模拟试验（OSSE）从而确定合适的阵列大小。

配备有 BGC 传感器（约 280 个溶解氧、120 个生物光学、70 个硝酸盐、40 个 pH）的 Argo

浮标数量现在已经接近浮标总量的 10%，其中的大部分是通过区域性项目投放的，投放海域的设

计主要是想获得整合化的数据库，从而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来解决相关科学问题，包括涡旋的物

理 — 生物地球化学耦合过程、浮游植物侯群现象、硝酸盐供应、气候对于碳循环的影响等。

图 3   夏威夷附近海域超过 13 年时间 BGC Argo 浮标观测获取的温度、溶解氧和硝酸盐数据，

目的是揭示传统数据库未能体现出的中尺度涡的年际变化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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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域化项目正在校正并提高各传感器的性能，同时开发相关处理软件，与此相关的专家

需要与其它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成员进行沟通，从而使得该项目达到全球化的布局，这些需要合作

的项目包括诸如卫星和船测（GO—SHIP）等多样化时间序列项目。比如，来自 47 个美国和加拿

大的浮标获得的溶解氧数据显示（这些浮标在它们上浮到海面时进行空气溶解氧测量），空气校

正可以明显改进溶解氧传感器的性能。相比 GO—SHIP 项目，它增加了溶解氧测量数据的准确度。

夏威夷海洋时间序列站（HOT）多年投放的剖面浮标所观测到的表层 pH 数据与船测数据之间的

差异大概为 0.004+0.007，这超过了全球海洋酸化观测网（GOAON）提出的研究 pH 气候变化所

需要的精度要求。叶绿素的生物光学测量数据与卫星遥感数据产品之间的对比并未发现明显误差。

这些区域化的项目引导了初步的计划以及 OSSEs，同时有助于评估向全球化生物地球化学

Argo 项目扩展所需要的资源及科学比例。2016 年 1 月 11-13 日，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日本、

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 20 多位科学家在法国召开了一次会议。基于此次会议上针对 OSSEs

以及全球海洋数据库的分析，大约需要 1000 个 BGC-Argo 浮标才能满足分辨率要求，从而可以极

大的改进我们对于全球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理解，还可以降低主要海盆碳通量的不确定估算值，

同时使得海洋资源模拟获得显著改进等。每年需要投放约 250 个 BGC-Argo 浮标，从而可以维持

该观测系统近 4 年的持续运行。

一个 BGC-Argo 浮标的成本，包括设备购置、校正、数据处理、数据传输等，大概在 10 万美元。

因此，一个全球 BGC- Argo 计划每年的成本大概为 2500 万美元。目前的 BGC-Argo 浮标规模为，

美国浮标占了总数的 50%，欧洲和亚洲分享剩余的 50%。如果这种规模可以继续下去的话，美国

每年花费在 BGC-Argo 计划上的费用约 1250 万美元，欧洲和亚洲分别约 650 万美元。而这种假设

建立在未来的日子里有合适的科考航次机会可以投放浮标，尤其是国际 GO-SHIP 项目的支持，该

项目也将提供与 Argo 参考数据集对等的校正数据库。

（2）西边界流区

西边界流区高频涡旋活动的信号 / 噪音比例要低于核心 Argo 的空间 / 时间尺度，因此，这些

海区的观测分辨率就需要提高。考虑到剖面数量，2015 年已经在黑潮 / 亲潮系统区实现了加强观

测（图 4）。基于诸如黑潮延伸系统研究（KESS）等动力过程分析，这样的观测阵列的运行主要

是为了研究中尺度涡的动力过程，同时，日本气象厅（JMA）在该海域持续投放准 Argo 浮标（每

5 天一个循环），从而为他们的区域化数据同化系统注入更多的实测资料。

基于 Argo 数据在日本相关单位业务化应用情况的分析，所有主要业务化单位都能知晓在黑

潮 / 亲潮系统区提高观测网分辨率的优势所在。他们纷纷提出，尽管定量化分析还未给出，但高

分辨率 Argo 观测网对提高流场 / 温度的状态预估有非常大的帮助，同时也可以提供更高质量的信

息给渔民。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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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7-2010 年期间平均剖面数（单位：333 2 km 2 x 10 days；Kuragano et al., 2015）

Argo 计划西边界流区扩展的下一步工作将是定量化评估观测样本增加所带来的影响，从而

优化黑潮 / 亲潮系统区观测阵列。JMA、JAMSTEC 和欧盟联合开发的四维变分海洋再分析系统

（FORA）将为此提供平台，从而帮助西边界流区观测阵列的优化设计。

（3）近赤道海域的扩展 

2014 年 1-3 月，41 个 SOLO- Ⅱ型浮标被投放在赤道上（图 5）。2 年时间过去了，仍有 38

个浮标继续保持正常工作状态，并且均完成了 7 天一个循环大约 110 条剖面。该试验阵列使得赤

道 5 度以内的海域的浮标数量得以加倍，其主要目的是提高从季节内至年际变化尺度上对 El Niño

事件爆发及发展的认识。SOLO- Ⅱ型浮标使用铱卫星双向通讯，且在海面停留时间（15 分钟）要

远远短于采用常规 Argos 通讯的浮标。

         图 5  2014 年初投放在赤道太平洋的 41 个 SOLO-II 浮标（上）以及 2016 年初投放在

赤道太平洋的 Argo 浮标（下）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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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Argo 计划向近赤道海域扩展工作的一部分，Gasparin 博士（2015）开发了一个改进的

赤道太平洋温度和海面高度变化的统计模式，并且已经使用独立的 TAO 数据及卫星高度计数据

对 Argo 数据插值带来的误差进行了校正。Gasparin 博士正与 TPOS 2020 指导组一同致力于评估

Argo 样本密度的影响力，包括标准 Argo 浮标覆盖率及改进的 Argo 浮标覆盖率。

（4）极地 Argo 计划

季节性冰区 Argo 浮标在冰下的运行能力已经被证实可行，如北欧海域（图 6）和南大洋（图 7）。

近些年，一些项目甚至在更加严峻的多年冰覆盖海区（比如北极）进行了试验。Argo 计划向高纬

度海区（>60°S/N）扩展所需要的浮标数已经在国际 Argo 和 “ 欧洲研究基础联合会（ERIC）” 的

框架中得到考虑。

随着指标的更新，北欧海域的观测样本比较均衡。为了正确区分不同流场并获得季节性循

环的分析资料，已经确定在 4 个深海盆及边界流海域投放 39 个浮标。当前，已经有 45 个活跃

浮标在海上正常活动，这些浮标覆盖了整个北欧海域，但未很好地覆盖边界流海区。每年需投

放的浮标数量已经纳入欧洲 Argo ERIC 政策的考虑当中，并通过国家项目及 ERIC 的方式进行

管理。

   

       图 6  北欧及北极海域活跃 Argo 浮标概位             图 7   南大洋活跃 Argo 浮标（146 个）概位

南大洋 60°S 以南纬度带的浮标覆盖率一直停留在 45%（共 146 个浮标，包括南大洋碳和气

候观测与模拟项目（SOCCOM）的浮标），而其目标是该海域范围内有 360 个活跃浮标。当前，

威德尔海的浮标覆盖率较低。欧洲的兴趣主要是在威德尔海，来自美国（SIO、UW）、澳大利亚

（CSIRO）和日本（JAMSTEC）的兴趣则能关注到其它海盆。统计数据表明，南极绕极流（ACC）

以南海域的浮标发展可以很大程度上保证南大洋环流海区浮标观测网在未来几年内正常运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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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受到季节性冰覆盖的影响，浮标需要配备避冰传感器及具备数据暂时存储功能，而这两项功能

都已经被证实有效，并有 3-6 年的良好运行记录。针对位置信息错误的检查正在进行，在没有声

源定位系统（RAFOS）的情况下，只好利用之前的已知位置信息进行线性插值，并依据浮标沿着

f/h 线进行漂移的假设下，查看浮标位置定位是否可以得到改进。当前，南大洋有 38 个 SOCCOM

浮标正常运行，且每年计划投放约 35 个浮标，且有望跳跃到 200 个 BGC-Argo 浮标。2016/2017 年，

21 个配备有 RAFOS 天线的浮标计划投放在威德尔海。作为 ERIC 资助的一部分，通过 WAPITI

项目（2017-2019），将在威德尔海环流南部海域投放另外 10 个浮标。虽然 SOCCOM 浮标投放

成功，接下来几年的浮标投放率可能会滑向一个危险境地。因此，其投放计划需要通过国际合作

的形式完成。

北极海域多年被冰覆盖的严峻条件，对 Argo 浮标技术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对于北极中间海域，

由法国发起的 “ 冰与大气北极海洋观测系统（IAOOS）” 试验性项目已经取得了成功。针对该海域

浮标系统的发展与测试（包含大气、冰和海洋领域的传感器），在 2012-2015 年期间已经获得成功，

且第一批浮标已于 2015 年进行投放，并将于 2018 年结束。其它的生物地球化学参数观测已被纳

入欧盟资助的 N-ICE 计划中。在巴芬海盆，将对由法国 NAOS 项目资助的 19 个 BGC 漂流浮标，

以及加拿大 FCI 项目资助的 9 个浮标进行试验性测试。测试内容包括在冰覆盖期间，PRO-ICE 浮

标是否可以停留在安全深度上，并在春季继续进行剖面观测。PRO-ICE 浮标拥有生物化学地球载

荷能力，且有通过向上发射传感信号及相应的冰感应算法而进行测冰的能力。另外，光学冰检测

试验正在计划当中。浮标投放策略基于巴芬湾的顺时针环流而设计，并将基于模式模拟进一步优

化投放策略。2 个浮标已于 2015 年进行投放，剩余的将于 2016-2017 年投放。波佛特环流的边缘

冰区将由 SODA 项目进行观测。WHOI 计划在波佛特环流的边缘冰区投放 20 个浮标，第一批浮标（4

个）将于 2016 年投放。为了建立更优良的北极浮标观测网，需要增强冰区浮标的天线，以及改进

浮标的冰检测算法。

（5）边缘海

会议对 Argo 计划在边缘海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探讨。2016 年初，共有 255 个活跃浮标在全球

主要边缘海（如日本海、南海、印尼海域、墨西哥湾、加勒比海、红海、拉布拉多海、波斯湾、

北欧海、波罗的海、地中海及黑海等）工作（图 8）。若以一个两倍于标准 Argo 样本密度（3º×3º

网格内 2 个浮标）来衡量，一些边缘海（如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南海、印尼海域等）中的浮标

密度仍然远低于此，其它边缘海诸如日本海、北欧海、地中海和黑海的样本密度可以达到甚至超

越这个要求。表 1 列出了 2015 年早期在边缘海工作的浮标数量，以及基于 2 倍于标准 Argo 样本

密度的目标要求。若暂不考虑北欧海、波罗的海及巴伦支海，那么边缘海计划的实施已经实现了

90% 的目标。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海域（如日本海）的 Argo 浮标已经远远超过了要求。此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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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足够的海域，如地中海，不需要在它所有的次海盆都布放非常均匀的样本（绝大部分浮标位于

北部区域）。至于循环周期，大部分边缘海浮标的循环周期都是常规的 10 天，不过，地中海和黑

海浮标基本都是 5 天一个循环，甚至更短。

有些边缘海（如地中海、黑海、北欧海）投放的浮标，也配备有生物地球化学 / 光学传感器。

地中海和黑海约有 22%（大概 18 个）的 Argo 浮标配备了这样的传感器。

 图 8   2016 年 3 月全球范围内主要边缘海的 Argo 观测网

表 1    各边缘海 Argo 实施情况

边缘海名称 2014 年活跃浮标 2015 年活跃浮标 2016 年活跃浮标 目标密度

日本海 40 40 40 16
南海 8 12 8 22

墨西哥湾 8 15 15 20
加勒比海 8 10 12 38

红海 2 2 2 8
波斯湾 8 8 5 10

北极（北欧海等） 31 47 75 141
地中海 60 60 74 56
黑海 10 10 9 10

印尼海域 1 2 6 14
鄂霍次克海 0 2 2 8

总数 145（176） 161（208） 173（248） 202（343）
    

在边缘海，建议使用铱卫星双向通讯，目的是为了增加浮标的工作时限（降低浮标表面停留

时间和受损几率）。该建议在一些边缘海得到了实施。地中海和黑海 69% 的浮标采用了铱卫星双

向通讯，且偶尔会通过地面接收站更改部分浮标的循环时间和测量参数等。

4、 支持改进 Argo 计划的社会进程：向 Argo 新设计迈进

D．Roemmich 教授详细说明了 Argo 计划是如何获得社会支持的。1997-1999 年 Argo 初始设

计阶段，Argo 获得了 CLIVAR 上层海洋分委会（UOP）的支持，以及 1998 年 GODAE 在日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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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召开的联合会议的支持。这些支持包括国际 Argo 科学组的建立（AST，后来更名为国际 Argo

指导组）及接下来 Argo 设计方案（http://www.argo.ucsd.edu/argo-design.pdf）的撰写。 Argo 获

得的进一步支持来自 1999 年上层海洋热量调查（由 UOP 和海洋气候观测组织（OOPC）共同组

织实施），最后获得 UOP/OOPC 召开的 1999 年海洋科学（OceanObs’99）大会的支持。因此，

Argo 计划起初的设计如何获得社会支持的进程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个例，因为它同时获得了

UOP、GODAE 及 OOPC 的大力支持。如此，Argo 开始作为 GOOS（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一个

实验项目。

AST 指出，由于技术原因，全球 Argo 观测网在季节性冰覆盖海域及边缘海的实施受到限制。

感谢双向通讯功能的实现以及冰传感器算法的诞生，使得这些限制得到大大的缓解。Argo 的理念是

一个完全的全球浮标时间序列，加上季节性冰覆盖海区及边缘海，Argo 目标数量是 3800 个活跃浮标。

目前，Argo 计划在南大洋高纬海区的建设正在推进，以及地中海等边缘海的区域中心正在运行中。

Argo 计划的全球化进程包含深海 Argo、生物地球化学 Argo、赤道海域及西边界流区浮标密

度增大等，对于这些内容，1 个或者多个试验阵列已经准备到位，但同时其它方面还悬而未决。在

检查这些试验阵列的同时，还需要把 Argo 纳入到 OOPC、GODAE 及 CLIVAR 等的支持当中。比

如在赤道太平洋，TPOS 2020 小组将会发出重要的声音。在剩余不多的时间内，需要研究这些试

验阵列的进展及结果，从而提交报告给 2019 年海洋科学大会（OceanObs’19）。

（吴晓芬，摘译自第十七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报告）

国际 Argo 数据管理进展及面临的挑战

〖注： 第十七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AST-17）于 2016 年 3 月 22-24 日在日本横滨

（Yokohama）顺利召开。其中，如何确保为 Argo 用户提供高质量的资料是会议的重要主题之一，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就有关 “ 国际 Argo 数据管理进展以及面临的挑战 ” 进行了翻译整理，以

帮助国内用户了解相关情况。〗

1、 ADMT-16 次会议反馈

第 16次国际Argo资料管理组会议（ADMT-16）及生物Argo会议于 2015年 11月在百慕大召开。

会议讨论内容各色各样，但有一个议题一直在重复，即各国 Argo 资料中心（DACs）仍旧受到数

据系统的复杂性和核心活动的困惑，如延时模式质量控制（DMQC）正遭受向 3.1 版本升级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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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境，处理不断增加的生物数据和新的生物变量，以及维持实时和延时数据的质量等。

3.1 版本的数据格式使得 Argo 数据系统可处理变任务参数的铱卫星浮标数据，管理近表层观

测资料及其他需要一个副压力轴的变量，并可存储拓展后的 Argo 参数，特别是生物 Argo 数据。

目前新版本数据可以在一个文件中存储多剖面，为生物变量、技术和轨迹文件，以及配置参数设

置了一个认证后的处理过程。然而，向 3.1 版本转换的进展在各国资料中心间或不同文件类型间

并不统一或完全。这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需要所有 DACs 付出更多的努力，这对 DMQC 进展也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 —— 所有 DACs 现在均存在 12-18 个月的滞后。国际 Argo 资料中心（GDACs）

已经致力于格式转换超过 2 年时间，但仍未全部完成。希望在 ADMT-17 次会议前有更多的进展。

3.1 版本数据的开发使 GDACs 对文件内容和格式进行了更严格的检验，这依赖于为新变量更

好的定义词汇，但新变量表的更新缓慢。每个参数或变量名有一个相应的状态，表示该参数是否

处于可用（active）状态。使用这个方案后，文件检查器的更新有望更快，但目前还未得到应用。

本次会议形成了几条行动项。GDACs 发现实时数据传送出现了些问题，建议通过监视某一段

时间内到达所有节点的 TESAC 和 BUFR 报文进行调查。将要求 DACs 提交某时间段内发送报文

的清单，以便 GDACs 确定系统内存在的阻塞。由 3.1 版本数据转换成 BUFR 报文的 Perl 脚本更

新工作已由日本气象厅完成并分发。

Brian King 先生展示 Argo 核心数据质量非常好，在 DMQC 中仅需小的或无需进行校正，这

是个好的消息，目前在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网站上也提供了更好的关键绩效指标（KPIs）。

不好的消息是日常的客观分析、高度计和非真实密度倒转等检验总是指示相同的有问题剖面（即

这些问题剖面没有得到重新的质量控制）。GDACs 希望 DACs 能校正这些数据或转发给 PI，但仍

有相当一部分数量浮标的数据没有得到校正。所以，ADMT 需要制定一个计划来处理这些仍在数

据集中、对 Argo 数据流产生影响的有问题剖面。为此，ADMT 向 AST 提议，那些被重复确定存

在错误且没有得到校正、或在多次通知 DACs 后仍无反馈的数据文件，应从 GDACs 剔除：把这

些数据质量标记为 3 或者从 GDAC 服务器目录中移除这些数据文件。

ADMT 提出的将这些问题数据标记为 3 的建议被 AST 暂时批准，但仅在向 DACs 或 PI 通告

某些没有收到反馈的剖面将被移除后才能实施。如果既没有得到校正，也没有收到反馈，AST 联

合主席将为后续行动提出特别通告。一些细节问题仍待商定，ADMT 将制定一个计划来实施。

类似地，没有明确的 DMQC 操作员的浮标可能代表数据的质量存在疑问。ADMT 要求 AST

允许其对这些剖面采用相同的处理过程：将这些数据的质量标记为 3，从而将这些数据从活跃数据

集中有效移除。对于该处理办法有一个总体共识，仅在浮标 PI 收到通告并且得到 AST 联合主席

批准后才能实施。GDACs 当前需要确定那些剖面和浮标，通知 PI 这些数据将被标记为 “ 坏的 ”，

除非采取行动提供 DM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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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复杂性的另一面是由可变任务带来的技术和配置参数突然爆发，铱星通讯以及向生物

Argo 拓展。GDACs 向 AST 提出的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对这些数据优先划分顺序，以便确定那些

对科学目的有用的技术 / 配置参数，或者对告知浮标的健康状况是十分必要的；GDACs 是否能接

受用处不大或没用的其他变量变为可选项；或者必须提供浮标所有的变量。

以上讨论的结论是要维持一张包含控制后的词汇和属性必要变量表，它将用于格式检验器，

ADMT 将设计一种确定无须检查参数的方法。建议这些参数以 “OPT_” 开头，并告知文件检验器

可以忽略这些变量。

另外一种方法是，可以创建一张任何人都可以编辑的辅助表格，但任何一个名字在其被 GDAC

接受前，需要出现在这张表中。这将迫使人们翻阅该表格，也许能帮助控制新变量的数量，但无法

验证该表，即简单允许格式检验器确保名字存在。在决定如何实施前，需要和 GDAC 进行商讨。

铱卫星的使用和生物 Argo 浮标数据的发送已让关注点聚焦到浮标提供时间信息的拓展方面。

目前已有可能解码核心 Argo 和生物 Argo 浮标的剖面时间（即每个观测值的采样时间），以及循

环内增加的 “ 稀疏 ” 时间数据。现在的问题是：是否需要在现有的数据系统中存储和发送这些数据；

对于变量的 DMQC 是否是必要信息，或者是否能在了解到 PI 确实需要的情况下才存储这些数据；

如果存储这些数据，将被放到哪里。

结论是这些时间数据对于核心变量的质量控制（QC）可能没有用处，所以剖面时间信息并不

是必要的。一些生物变量需要这些信息，所以为可选项，如果某个 DAC 发布这些时间信息，将使

用一个新的参数名（待定义）存放到 B 文件（即存储生物观测参数的文件）中。系数时间信息将

存放到轨迹文件中。

尽管生物 Argo 带来了麻烦，但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合作，而且也更容易处理，因为生物

Argo 会议与 ADMT 会议一起召开。对此，希望能继续维持这样的合作。

此外，ADMT 联合主席 Ann Thresher 女士计划在 2016 年年底前退休，届时将由 Megan 

Scandergeg 女士接替她的位置。

    

2、1dbar 以浅深度内的 CTD 观测

D. Roemmich 教授介绍了由 J. Gilson 先生完成的一个更新报告，内容涉及斯克利普斯海洋研

究所布放的、具备在更浅层采样功能的浮标。2011 年布放了 61 个具备该功能的铱星 SOLO-II 型

浮标，设置的最浅采样层为新的 1 dbar。同年，还布放了 42 个使用 Argos 通讯的 SOLO 浮标，其

最浅采样层为传统的 5 dbar。在平均观测 170 个循环后，在那些需要进行盐度 DMQC 的浮标（其

中 2 个采用新的最浅采样层的铱星浮标，以及 5 个采用传统最浅采样层的 Argos 浮标）中，并没

有在浮标数据时间序列中发现大的差别。接下来一年布放的 SOLO-II 型浮标也有着相似的盐度需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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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水平。报告还显示了 5 dbar 以浅存在大的盐度层结（0.5 PSU）的剖面，并估算了 5 dbar 以浅

的平均层结。报告还介绍了 Gasparin 博士计算的 5 dbar 以浅存在的昼夜循环。如果可行，使 Argo

浮标在 1 dbar 以浅的表层进行采样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AST 推荐将新的铱星浮标最浅采样层设置为 2 dbar。对于是否将最浅采

样层设置为 1 dbar，或者该功能是否在 SBE-41CP 型 CTD 传感器内被限制使用，仍需要进一步的

检验。如果采样至 1 dbar，需要另外的小组确定该设置是否会增加盐度漂移的发生率。

    

3、 什么样的工程数据需要放入 Argo 数据文件？

正如 2015 年 11 月召开的 ADMT-16 次会议讨论的那样，Argo 数据流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仅

由一人来维护元数据和技术配置参数表已变得十分困难。有多种原因，包括新传感器的引入，PI

要求的将浮标发送的所有信息放入数据文件中，记录任务更改的要求，AIC 要求更改元数据来单

独监视 Argo 数据集等等。

会议前，一个工作小组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案来减轻维护当前元数据和技术配置表的工作量。

两种方案均提到为核心元数据、生物元数据和技术文件保留一张特有的表格。这些特有表格将由

两个人维护，以确保清晰的定义、正确的命名特征和每一项的科学价值。这些表将在线提供，将

通过 GDAC 的文件检验器检验。为了帮助指导特有表的完成，有科学用途的参数将被考虑和包括

进入，如测量浮标的精度或偏差（如表层压力偏移、浮标上浮速率等），以及提供浮标工作状态（如

电压、内部真空度等）的信息。

如果一个新参数不在上述两个科学用途范围内，将有两个选项来存储这些数据。第一个选项

是创建一张在线提供的自由表，任何人可以随意增加条目。这些条目将不用检验，所以可能会存

在重复。另外，这些参数不会被 GDAC 的文件检验器检查。第二个选项是由 DACs 提供 ASCII 版

本的解码后的浮标数据。这将保持一个更小且不很复杂的数据集，可允许用户获取额外的信息，

但额外要求 DACs 同时解码并转换数据成 ASCII 码，并归档和提供这些文件。

讨论后认为第一项更合适。所以，ADMT 联合主席提出将执行两个版本元数据和技术配置参

数表的决定一些细节问题需要和 Mark Ignaszewski 先生讨论，以确保 GDAC 文件检验器能检查特

定表，而对任意表不做检验。

    

4、3.1 版本轨迹文件

M. Scanderbeg 女士在汇报轨迹文件时，展示了各国使用 Argo 轨迹文件已发表了超过 100

篇论文。大部分论文为使用 GDACs 上提供的轨迹文件进行的区域研究，但有些则使用了如

YoMaHa、ANDRO 和 G-YoMaHa 等流速产品。不过，各国 DACs 向 3.1 版本的转换进展比较缓慢。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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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 DACs 仍未生成 3.1 版本文件，但有些已经开始进行并在 3.1 版本中包含了各种浮标类型。

这很重要，因为不同类型浮标实时发送不同的时间信息。Megan女士已经联系了许多DACs，并向 3.1

版本的测试文件提供反馈。

过去一年，对轨迹制作手册进行了更新，使其更方便，并包含了深海 NINJA 浮标。需要指出

的是，新版本浮标包含了循环时间信息，除非使用 3.1 版本文件，否则并不是所有时间信息均需要

发布。同时要指出，目前多数布放的浮标使用铱卫星通讯，它允许发送更多的时间信息，ADMT

正为这些信息存储到哪里发愁。目前稀疏剖面时间信息被存放在轨迹文件中，然而整个剖面的时

间信息存放在何处仍然是个问题。经讨论，认为这类时间信息对特定的用户（如生物地球化学、

混合等领域）是有价值的，解决办法是将这些时间信息作为可选参数存放到生物文件中，任何想

用的用户可以获取，但不影响核心 Argo 用户的使用。

Megan 女士介绍了使用轨迹数据在南太平洋海域计算的流速。在计算过程中，使用了 Park 等

人开发的基于背景流场和惯性流的外推法来估算 Argo 浮标（使用 Argos 卫星）上浮和下沉的位置。

为了准确外推，必须知道浮标上浮和下沉的时间，但旧版本的轨迹数据并不都能提供。她指出，

在研究海域共有 992 个浮标，使用了其中 873 个，73 个 APEX Argos 浮标由于时间信息有误或文

件错误而被剔除。两边外推的图件显示，该方法有时能改变次表层流速计算达 25%。

3.1 版本格式的轨迹文件非常灵活，允许许多信息加入到该文件，但信息要有科学价值。过去

一年，一些技术配置参数已移到轨迹文件中。实际上，生物轨迹文件格式需要最终确定和归档。

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试图想出把生物参数加入轨迹文件的方法，包括溶解氧传感器校正所需的表层

空气中的观测值以及中层 RAFOS 时间信息。Megan 并不是生物地球化学（BGC）Argo 浮标的专家，

她建议可能需要制作一个生物轨迹文件手册，并由一位 BGC 专家负责此事。

此外，J Gilson 先生已经为一些他们布放的浮标制作了延时模式轨迹文件。Annie Wong 和

Megan 女士正考虑于 2017 年召开一次延时模式轨迹文件研讨会。

5、 没有明确 DMQC 途径的浮标

在 GDACs，仍有一些浮标没有明确的 DMQC 操作员。这些浮标中大部分为美国海军布放。

Steve Piotrowicz 先生向 AST 表明，他已申请到经费用于这些浮标（约有 400 个）的 DMQC，但

不包含地中海的浮标。地中海的浮标现由意大利 Argo 项目接收，并作为 Med-Argo 区域中心的

一部分进行 DMQC。为此，T. Suga 教授建议，如果这些经费无法解决所有浮标的 DMQC，可以

由日本海洋科学与技术厅（JAMSTEC）来完成对太平洋海域由美国海军布放的浮标观测资料的

DMQC 工作。

（刘增宏，摘译自第十七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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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在天津顺利召开

第十七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ADMT-17）与第五次生物 Argo 研讨会于 2016 年 9 月

26 － 30 日在天津举行，会议由中国国家海洋信息中心（NMDIS）主办。应会议组织方的邀请，

经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和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批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

中心刘增宏副研究员、吴晓芬助理研究员和卢少磊研究实习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现将会议情况简

要汇报如下：

一、会议概况

会议由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联合主席，来自法国海洋开发院（Ifremer）的 Sylvie Pouliquen

女士和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的 Magen Scanderbeg

女士共同主持。会议围绕 Argo 计划现状、实时数据管理、质量控制和数据格式等议题进行了广泛

交流和热烈讨论，并形成了多项决议。来自世界上 11 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

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意大利等）的 4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图 1）。

 

图 1    第十七次国际 Argo 数据管理组会议现场

二、会议议程与讨论要点

1、来自 Argo 指导工作组会议（AST-17）的反馈

Breck Owens 教授和 Magen 女士介绍了 2016 年 3 月 22 － 24 日在日本横滨召开的第 17 次国

际 Argo 科学指导组（AST-17）会议上对 Argo 数据管理情况的反馈信息。Owens 教授首先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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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Argo 数据文件存储信息的内容：科学指导组否决了存储传感器相关信息的提议，并建议在现

有元数据文件和技术数据文件中的配置参数表进行调整，以减少数据文件的复杂性；科学指导组

还表示应该就什么样的浮标可以称为 “Argo 浮标 ” 进行说明，并且若 Argo 浮标中使用了新型传感

器，在数据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没有得到证实之前，都需要进行特别标记以提醒数据用户。

之后 Magen 女士介绍了 Argo 数据质量标记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若全球 Argo 资料中心

（GDAC）发现各个国家的 Argo 资料中心（DACs）提交的数据文件中存在较大误差且交流无果，

则 GDAC 可自行将数据质量标记改为 “3”（可疑数据）或将数据文件删除，对于那些没有明确的

质量控制员的浮标和早期只观测温度的浮标都可参照以上处理方式。

2、Argo 计划现状

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协调员 Mathieu 先生在会上介绍了 Argo 计划现状。他指出，

2016 年国际 Argo 观测网运行良好，但数量较前一年有所减少，并且从目前各成员国的后续经费

支持来看，今后两年全球 Argo 观测网可能会面临着不确定性因素。据统计，目前全球 Argo 观测

网中准 Argo 浮标数量占 9%，生物 Argo 浮标占 8%，深海 Argo 浮标占 0.4%。此外，在 2016 年

秘鲁加入了国际 Argo 计划，成为新的国际 Argo 成员国。

3、Argo 实时数据管理

加拿大海洋渔业部（OSD）的 Ann Tran 女士回顾了 2015 年 11 月 -2016 年 9 月期间 Argo 资

料上传 GTS 的情况。经统计，每月平均有 12499 条 TESAC 格式和 11446 条 BUFR 格式的 Argo

剖面文件上传至 GTS，大约 8% 的 TESAC 格式资料未能用 BUFR 格式进行上传，这一数字较

2015 年（30%）有显著改善，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印度国家海洋信息服务中心（INCOIS）上

传的 BUFR 文件数量明显小于 TESAC 文件数据；CLS 和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上传的数据中缺

少 TESAC 文件；Coriolis 和 INCOIS 上传的剖面数据与 NETCDF 文件不匹配。

法国 Coriolis 资料中心的 Coatanoan 女士介绍了全球 Argo 资料中心 2016 年检测到的各资料中

心上传 Argo 数据异常情况的统计结果，并例举了这些异常的详细情况。有些资料中心提交的实时剖

面文件和延时剖面文件中仍然存在变量（如温、盐、压校正值和误差值等）空白情况，另外她还提

醒各数据中心管理员需要及时反馈信息。最后，她针对实时剖面数据存在深层剖面 “ 尖峰 ” 的问题，

提出根据深度范围增加相应的 “ 尖峰 ” 阈值检测的建议。来自该中心的 Stéphanie Guinehut 女士介绍

了使用卫星高度计资料检测全球 Argo 数据中存在的异常情况。该检测每季度进行一次，最近的检查

发现有 143 个浮标观测资料与卫星高度计资料相比存在异常，较去年有所增加。这些浮标的资料多

为实时资料文件，因此她建议各资料中心在进行延时质量控制时优先考虑这些浮标。

另外 Stéphanie 女士还介绍了 Argo 数据文件检测器的开发情况：目前的文件检测器包括文件

格式检测和数据一致性检测，而文件格式的检测重点主要在文件中各个参数的属性、维数等信息；

而数据一致性检测主要集中在盐度数据的检测。目前数据文件之间的交叉检测（同一浮标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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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剖面文件之间的检测）以及针对轨迹文件的检测还没有完成。

澳大利亚 CSIRO 的 Ann Gronell Thresher 女士介绍了 Argo 剖面资料密度倒转测试更新情况。

目前该测试在实时质量控制中的临界值为 0.03 kg/m3
，而在延时模式质量控制中为 0.05 kg/m3

。她

还列出了各资料中心提交资料中存在密度倒转的统计情况，并要求各资料中心对存在密度倒转问

题的浮标资料进行检查并及时反馈检查信息。

英国海洋数据中心（BODC）的 Justin Buck 博士介绍了针对近表层温、盐度实时质量控制的

测试内容，在原来 5 个检测内容（全局测试、区域测试、压力增长测试、尖峰测试、梯度测试和

最大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又新增了近表层非泵抽 CTD 盐度校正和近表层海气混合测试两项内容。

各资料中心有关这方面的工作进展较为缓慢，未得到统计结果。

4、参考数据库的建设

法国 Coriolis 资料中心和 CCHDO(CLIVAR & Carbon Hydrographic Data Office) 继续合作建

设 Argo 参考数据库。在 2016 年，CCHDO 收集到了 28 个海洋调查航次的 1827 条船载 CTD 剖面

资料。 2016 年 3 月，法国 Coriolis 资料中心发布了最新版本的 Argo 参考数据库，相较于上个版

本增加了 1 万多条船载 CTD 资料，并且 Coriolis 资料中心根据深层海水温盐关系对现有数据库中

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质量控制，目前该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另外，新版的参考数据库中新增了

一个 “qclevel” 参量，以表示船载 CTD 资料的提供者信息。

5、区域 Argo 中心现状

目前在运行的区域 Argo 中心包括太平洋、印度洋、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南大洋以及地中海

/ 黑海等 6 个，分别由日本（JAMSTEC）、印度（INCOIS）、法国（IFREMER）、美国（AOML）、

英国（BODC）和意大利（OGS）等国家负责。

会上，来自日本 JAMSTEC 的 Kanako Sato 女士介绍了过去一年太平洋 Argo 区域中心的主

要活动，她例举了参与区域中心的各国使用 Argo 资料开发的数据产品。意大利 OGS 的 Giulio 

Notarstefano 博士介绍了地中海 / 黑海区域中心的运行情况，2000-2016 年，在地中海共布放了 335

个 Argo 浮标，收集到 38703 条剖面，目前仍有约 140 个浮标正常工作。他还介绍了该区域中心研

制的近实时产品，以及未来在该海域的浮标布放计划。印度 INCOIS 的 Udaya Bhaskar 先生介绍了

印度洋区域中心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该国在印度洋布放了 27 个 Argo 浮标，包括 8 个生物 Argo

浮标和 2 个避冰浮标，使印度布放 Argo 浮标的数量达 397 个，以后每年计划布放 40 个 Argo 浮标。

印度洋区域中心在 Argo 数据可视化以及资料质量控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鼓励国内各大学的

学生使用 Argo 数据完成他们的论文研究。来自德国 BSH 的 Birgit Klein 先生介绍了南大洋 Argo

区域中心的建设情况，目前正式加入该区域中心的有英国的 BODC、澳大利亚的 CSIRO 和德国的

BSH，但其他国家均对南大洋表有浓厚的兴趣；目前该中心正在由 BODC 负责建设自己的网站，

并将围绕南大洋布放浮标、冰下浮标定位问题和船载 CTD 资料收集等方面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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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物 Argo 计划进展

ADMT-17 次会议之前还召开了第 5 次生物 Argo 研讨会，主要讨论了生物 Argo 计划所要解

决的关键科学问题、计划的组织实施和计划的国际架构以及与其他全球海洋计划的关系等议题。

本次会议上确定将溶解氧、硝酸盐、pH 值、叶绿素、后向散射和辐照度等 6 个要素作为生物 Argo

技术的核心变量，并将海洋对二氧化碳的吸收、海洋缺氧区与硝酸盐循环、海洋酸化、生物碳泵

和浮游植物群落等科学问题确定为今后几年生物 Argo 计划的重点研究领域。经测算，生物 Argo

计划需要维持一个由 1000 个生物 Argo 浮标组成的全球海洋观测网，每年需要布放大约 200 个浮标，

投入 2000 万欧元。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各个要素的质量控制方法以及数据管理问题。

三、体会与建议

在国际 Argo 计划向 “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迈进的大背景下，各成员国都在积极布局。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 Argo 计划却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局面 —— 不仅每年布放浮标的数量

得不到保证，甚至截止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全面的组织实施计划。为此，提出以下几条建议，供

决策部门参考：

1、重启中国 Argo 计划协调小组会议  讨论制定我国 Argo 计划总体实施方案

放眼世界，各国 Argo 计划的实施均由某一个或几个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有专门负责浮标布放

的机构，也有专门负责数据接收处理的机构，分工都较为明确，并且各机构之间有高效的沟通联

络机制。而在我国，虽然有不少单位都在布放自动剖面浮标，但往往布放的数量有限，且各单位

之间缺乏沟通交流渠道，导致相关信息传递不畅，更有甚者从国外引进自动剖面浮标后又不愿将

观测资料拿出进行共享。这些行为不仅大大降低了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效率，而且也造成了科研

经费的浪费。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呼吁尽快恢复中国 Argo 计划协调小组职责，组织会议讨论制定

一份全面的中国 Argo 计划实施方案，在各单位间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沟通联络机制，整合各个单位

的有限资源，使得我国的 Argo 计划能够全面健康发展。

2、积极布局 Argo 计划的全球战略  紧跟国际发展大势

近年来，国际 Argo 计划向 “ 全球海洋 ” 迈进已成定局，不仅对热带太平洋等海域的更加重视，

并且开始了向 4000-6000m 水深的深海领域以及生物地球化学领域的扩展。反观我国，虽然随着近

年来国产剖面浮标技术有所突破，并在今年利用国产 HM2000 型浮标建立了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

测网，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在全球海洋的扩展领域还没有任何相关行动，这也导致了与国际发展

趋势的脱节。因此笔者建议在制定我国 Argo 计划实施方案的基础上，整合各单位现有资源，积极

布局我国 Argo 计划的全球战略，向深海 Argo 和生物 Argo 两个领域拓展，从而使我国能够紧随国

际 Argo 计划的发展步伐。

（卢少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