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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年度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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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2 年启动以来，在依托单位的重视和支持，以及全体项目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按计划任务

书的年度进度要求开展相关工作，目前进展顺利，已经取得了一批阶段性调查研究成果，基本达到

了预期调查研究目标。

一、任务书规定的本年度工作内容和考核指标

1、年度工作内容

完成西太平洋海域 Argo 资料同化分析系统并与其他分析产品进行比对，业务化提供西太平

洋逐月 Argo 数据产品及其同化产品；研究共享服务平台的高效访问和并发性，实现平台的业务化

运行；撰写并提交系统研制技术报告和调查综合报告，完成资料、文件归档，接受项目委托部门

的验收；继续无条件向科技界提供全球 Argo 数据集及相关产品共享服务，并在项目结题时将所取

得的科学数据按科技部要求汇交指定地点。

2、考核指标

（1）给出西太平洋海域 Argo 资料同化分析试验结果，业务化提供西太平洋逐月 Argo 数据

产品及其同化产品；

（2）实现共享服务平台的业务化运行，共享服务平台的并发数不小于 1000 个，申请发明专

利 1 项；

（3）撰写并提交系统研制技术报告和调查综合报告，完成资料、文件归档，接受项目委托部

门的验收；

（4）继续向用户免费提供全球 Argo 数据集及相关产品，并在项目结题时将所取得的科学数

据按科技部要求汇交指定地点，项目结题验收 1 年后无条件向科技界共享。

二、已开展的工作及取得的成果

1、Argo 浮标采购与布放

由于项目实际经费下拨时间与《项目计划任务书》进度安排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原计划在第

四个年度完成的浮标采购及布放任务，到第五个年度还剩余 12 个浮标尚未购置。2016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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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召开的第四次项目专家组会议上，专家组在听取项目汇报后，根据国际 Argo 计划的发展态

势，以及南海自动剖面浮标的布放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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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国主导建设南海 Argo 区域海

洋观测网。根据项目预算资金剩余情况，于 4 月 27 日组织了国产浮标的招标采购工作，并由中船

重工七一Ｏ研究所中标，提供 10 个由该所自行研制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

早在 2015 年 10 月，项目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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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浮标的观测资料经实时质量控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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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9-11 月，项目组派员搭载 “ 实验 1” 号和 “ 向阳红 14” 号科学考察船在南海海域布放

了 10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图 1），并由此正式拉开了我国主导建设 “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

的序幕。这些浮标的观测数据通过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时传输至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

心 ”（中国杭州），经解码、质量控制后按照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规定的格式，部分提交至全球

Argo 资料中心进行共享，同时还上传至 GTS 供各 WMO 成员国使用。通过与邻近 Argo 浮标的数

据比对分析，这些国产剖面浮标的数据质量能满足国际 Argo 计划规定的观测精度（温度 0.005℃、

盐度 0.01）要求。

与此同时（9-11 月），另一批（2015 年）由本项目购置的 5 个进口浮标则搭载中科院海洋研

究所 “ 科学 ” 号考察船承担的基金委西太共享航次，布放在西北太平洋海域（图 2）。

至此，本项目已累计购置 33 个剖面浮标（23 个为美国 Teledyne Webb 研究公司生产的 APEX

型浮标，10 个为中船重工七一Ｏ研究所生产的 HM2000 型浮标），所有浮标均已按计划顺利投放

于西太平洋及其典型边缘海 - 南海海域。

                  图 1  南海航次浮标布放位置                                                     图 2  西太航次浮标布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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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料接收、处理与共享

2016 年 1-11 月，本项目共接收和处理了由我国布放的 180 多个 Argo 剖面浮标获取的 5200

多条温、盐度剖面，其中 93 个为原海军航保部布放的 “ 准 Argo” 浮标。所有资料均经过实时质量

控制，并在 24 小时内提交至位于法国和美国的全球 Argo 资料中心即时共享，同时通过国家气象

局 GTS 节点将所有数据上传至 GTS。中心还收集了其他 Argo 成员国布放的剖面浮标观测资料，1-10

月期间共收集了全球海洋中 12 万余条 Argo 剖面数据，进行质量再控制后通过互联网（FTP 和共

享服务平台）提供给国内外用户免费共享。为了向用户提供更多的 Argo 观测要素，对数据格式进

行了升级，新版格式（2.1 版本）可以容纳溶解氧、叶绿素 a 和硝酸盐等要素，并支持多深度轴剖面。

由于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要求各国 Argo 资料中心将所有 Argo 数据文件更新至 3.1 版本，

项目组对历史 Argo 资料（包括剖面、技术和轨迹文件）进行了更新，并提交至全球 Argo 资料中心。

3、Argo 数据产品制作

2016 年 7 月，项目组组织人员更新了全球海洋 Argo 网格化数据产品（BOA_Argo）。更新

后的数据集增加了海表温盐度、混合层深度、等温层深度及合成混合层深度产品，其中海表温盐

度的计算采用最大角度法（Chu 等，2011），计算出对应剖面的等温层深度和混合层深度，考虑

障碍层和补偿层的影响，得到合成混合层深度，并利用赵鑫等（2016）的方法，反推出每个剖面

位置的表层温度和盐度。更新后的 BOA_Argo 数据产品时间范围为 2004-2015 年，空间分辨率为

1º×1º，垂向 0-2000 dbar 共 58 层。

4、Argo 资料共享服务平台建设

本年度开展的主要工作为保障全球 Argo 资料的实时入库与更新，实现全球 Argo 资料共享服

务平台的业务化运行。具体包括：

（1）数据管理系统完善与升级

2016 年 1 月，“ 全球 Argo 剖面浮标资料数据集 ” 由 1.0 版本升级为 2.0 版本，Argo 剖面资料

的数据结构发生改变，增加了叶绿素观测参数；同时增加了国产北斗剖面浮标的观测资料。因此，

项目组对 Argo 资料分布式数据库进行了扩展与完善，并对数据管理系统进行了优化与升级，于

2016 年 7 月实现全球 Argo 资料 V2.0 版本数据和国产北斗剖面浮标资料的入库与更新。

2016 年 12 月，“ 全球 Argo 剖面浮标资料数据集 ” 由 2.0 版本升级为 2.1 版本，在 2.0 版本基

础上增加了硝酸盐观测参数，并修正了 2.0 版本中的不合理信息，项目组对数据管理系统进行了

优化与升级，预计于 2017 年 1 月完成全球 Argo 资料 V2.1 版本数据的入库与更新。

（2）利用全球 Argo 网格化数据产品，制作 180° 断面温度、盐度分布图（图 3），并在

Argo 资料共享服务平台上进行共享发布。

（3）针对 Argo 剖面资料多个深度轴剖面可视化表达需求，研制了 Argo 剖面资料多深度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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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图实时绘制方法，增加了叶绿素与硝酸盐观测参数，并在 Argo 资料共享服务平台上进行集成

与共享。 

（4）对 Argo 分布式数据库结构进行了优化，建立了空间混合索引机制，研制了请求自动分发、

多节点、多线程并行检索框架，实现了 Argo 资料的高效访问与检索，可支撑平台高并发性访问，

支持并发数优于 1000 次，可保障 Argo 资料共享服务平台的业务化运行。

 

图 3  沿 180°E 经向断面温度、盐度分布

（5）研发北斗剖面浮标数据共享服务系统与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及其数据共享服务系

统（图 4），实现了北斗剖面浮标资料和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资料的高效检索、在线浏览、

可视化显示及统计分析等功能。

（6）Argo 资料共享服务平台于 2015 年 10 月 11 日起至今，已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稳定运行近 1 年 2 个月，实现了 Argo 资料共享服务平台的业务化运行，

快捷地为国内外用户提供全球海洋 Argo 资料及其相关数据产品服务。

图 4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共享服务系统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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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太平洋海域 Argo 资料同化分析产品

继续对本项目关注海域进行集合最优插值同化分析，使用了 HYCOM 海洋模式（Bleck，

2002），它是从迈阿密等密度面坐标海洋模式（MICOM）（Bleck 和 Smith，1990）演化过来的，

具有三种垂直坐标按深度转换的优点。在开阔的层化大洋使用等密度垂直坐标，逐渐过渡到具有

弱层结的上混合层的 z 坐标，再到浅水区的跟随地形的 б 坐标，然后回到很浅水域的 z 坐标。混

合垂直坐标有助于更好地刻划流场。垂直混合参数化方案采用的是 K- 剖面参数化（KPP）（Large

等人，1994）。为了避免人为指定开边界条件 , 使用了区域嵌套，获得了较好的计算结果。目前，

已初步完成 Argo 资料集合最优插值同化分析系统，构建并制作了西太平洋海域 Argo 资料同化分

析产品。

6、国内外合作与交流

（1）国内合作与交流

2016 年 5 月，本项目在研制完成 Argo 资料共享服务平台的基础上，为及时推广应用，与上

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合作，探索远程安装 Argo 深远海海洋环境资料共享平台的实践，以方便

该校师生利用 Argo 资料，促进其在深远海海洋环境基础研究及远洋渔业生产中的应用。与此同

时，还与上海市气象局合作，通过远程安装方式为上海海洋气象预报台建成 ” 西北太平洋台风海

域 Argo 资料实时智能服务平台 ”，并投入业务运行。此外，项目组还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

水产研究所，就加强在远洋渔场海情分析、生物地球化学 Argo 浮标布放及 Argo 资料应用等方面

的合作进行了磋商，并签订了合作协议。

（2）国际合作与交流

5 月 10-13 日，卢少磊研究实习员代表项目组随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科技代表团访问

了斯里兰卡国家水产资源研究与开发署（NARA），并做了题为《Progress of Global Argo and 

China Argo》的口头报告。双方就在印度洋海域（包括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布放浮标、Argo 数

据应用等合作事宜进行了讨论，并签署所际合作备忘录。

9 月 26-30 日，项目组成员刘增宏副研究员、吴晓芬助理研究员和卢少磊研究实习员出席了

在天津召开的第十七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会前还提交了中国 Argo 资料管理国家报告，

并在会后撰写提交了会议总结汇报材料。

此外，本年度项目组还加强了与国际 Argo 计划主要设备供应商之间的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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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标和

ProvorSPI 实时通讯爬缆式潜标等产品进行了介绍与交流。8 月 3 日，美国海鸟（Seabird）公司

总裁 Casey 先生和副总 Tom 先生拜访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向中心人员介绍了该公司开发的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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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s 型剖面浮标，特别是携带生物地球化学传感器的生物 Argo 浮标，并与项目组人员就浮标使

用和传感器性能等进行了技术交流。

7、论文、软件著作权等

（1）论文和技术研究报告

开展了与本项目相关的应用研究工作。本年度发表论文 7 篇，并撰写完成了一批研究论文和

技术报告，其中 2 篇已投国内相关学术刊物。同时，还获得软件著作权 2 项，申请发明专利 2 项。

此外，项目组还承担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网站的日常维护和更新工作。同时，定期（每

季度一期）编辑分发 “Argo 简讯 ”，每期装订近 200 份，全年累计编辑 4 期，分发总量在 800 份左右，

深受项目主管和依托部门、资料应用和项目承担单位，以及广大 Argo 用户的好评。

综上所述，对照本年度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除了购置浮标的数量由于受到国内外浮标价格

差（国外浮标 13.5 万元 / 个，国产浮标 15.8 万元 / 个）的影响，减少了 2 个浮标的采购之外，其

他研究内容都已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并满足考核指标的要求。

三、成果支撑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情况

通过本项目的组织实施，特别是收集到的大量覆盖全球海洋的高分辨率、高质量和长时间序

列 Argo 资料，已经在我国海洋和大气等领域的业务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如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

心的西北太平洋、印度洋和全球预报系统及气候预测研究模式，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的再分析系统

及海洋环流模式等，均已将 Argo 资料作为重要的数据源纳入其同化系统，实现了业务化运行。

中国气象局和国家气候中心，以及一批涉海科研单位、高校也在其业务化和科研工作中大量使用

Argo 资料，取得了明显成效。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Argo 资料在改进和提高海洋和天气 / 气候预

测预报模拟效果和精度上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项目还通过与各 Argo 成员国之间及时交换资料，使得我国海洋和大气科学等领域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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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的一份统计材料表明，自 1998 年以来世界上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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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 余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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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 篇），排名第二。Argo 资料已经成

为我国海洋科研、海洋教育、海洋管理，以及海洋交通运输和海洋渔业等资源开发领域的基础和

应用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数据源。

随着我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国际 Argo 计划的长期维持，这些源源不断的、

覆盖全球海洋的实时、高质量 Argo 资料及其数据产品，不仅可直接用于业务化海洋预报，而且也可

大幅度提高我国海洋和天气 / 气候预测预报的精度，因而有着不可估量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本项目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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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 Argo 海量数据高效处理、海量时空数据多维、多尺度表达以及高效并发数据访问检索。本项

目的实施将会大幅度的减少数据处理、数据管理费用，并提供全球 Argo 元数据、剖面数据、衍生数

据产品的高效访问，实现信息的共享使用，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本项目的实施还能够实时、快速

的为使用单位提供准确的信息，直接服务于很多气候相关大型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提高我国科学家

对暖池、ENSO 和西边界流等海洋和气候现象的认知水平，使之有能力改进和完善海洋和气候预测

预报模式，提高海洋和天气（特别是台风和暴雨等灾害性天气）气候的预测预报水平，为我国东南

沿海地区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海洋交通运输和防灾减灾，以及维护海洋权益和国家安全等提供更

为科学的决策依据。此外，通过本项目的研究将对 Argo 多源异构监测数据管理、面向服务的数据访

问与获取、基于广域网的系统混合架构、动态信息服务实时发布等相关技术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四、队伍建设及人才培养

项目组依托承担单位组建了一支多层次的科研团队，专门从事 Argo 浮标校验与布放、观测

资料接收与解码、观测数据校正与质量控制，以及数据库与数据产品研制、分发共享及其应用研

究等工作；同时还培养了一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习利用 Argo 资料开展相关基础研究工作等。其

中，2016 年度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毕业硕士研究生 1 名，在读博士研究生 1 名；浙江大学

课题组培养了硕士研究生 3 名，另有多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在读。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6 年 3 月 22 日，在杭州召开的第四次专家组会议上，专家组在听取项目组结合国际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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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同时根据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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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产浮标（15.80

万元）和进口浮标（13.50 万元）之间存在价格差，所以剩余的 162.00 万元浮标购置款，原计划

购置 12 个进口浮标，实际购置了 10 个使用北斗通讯的国产 HM2000 型浮标。从而本项目原计划

购置 35 个浮标的计划，实际购置了 33 个浮标。

本项目今年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经费到位时间晚，直至 12 月 1 日才到达项目第一承担单位，

12 月中旬才可实际使用。项目组在设备中标单位中船重工七一Ｏ研究所的理解和支持下（浮标 8

月份按时提供项目组，而货款延迟至 12 月底支付），才使得浮标采购和投放计划得以实施。各项

目承担单位通过各种方法，克服困难，使得项目进度未有延误。

本项目按计划将在 2017 年 5 月结题验收，而现阶段我国无其他大型科研项目支持 Argo 计划，

项目进展



8

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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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研制并制订涉及中国 Argo 观测网建设及资料质量控制与

应用的相关标准。

六、2017 年度工作计划

下一年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总结本项目的成果，撰写相关技术报告和调查综合报告，完成资料、

文件归档，接受项目委托部门的验收。继续接收和处理本项目及全球海洋的 Argo 资料，向用户免费

提供全球 Argo 数据集及相关产品，并在项目结题时将所取得的科学数据按科技部要求汇交指定地点，

项目结题验收 1 年后无条件向科技界共享（实际上，本项目在执行期间，获得的浮标观测资料及其衍

生数据产品就已经在网站上公布，供用户免费下载）。 此外，按项目《任务书》要求，业务化提供

西太平洋逐月 Argo 数据产品及其同化产品，实现 Argo 资料更新与共享服务平台的业务化运行。

（项目办公室）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申请预算调剂

由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牵头，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和浙江大学共同承担的科技基础

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项目编号：2012FY112300）重点项目，按计划将于

2017 年 5 月结题验收。对照项目计划任务书规定的主要任务和考核指标，除布放浮标的数量（计

划 35 个，实际采购布放 33 个）没有满足指标要求外，其他任务、指标均已圆满完成。

按项目预算书，本项目 472.50 万元用于购置 35 个进口自动剖面浮标，截止 2015 年底已经购

置 23 个，尚余 162.00 万元用于购置剩余的 12 个浮标。后因国产剖面浮标正式被国际 Argo 计划接纳，

可用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中，同时考虑到在南海布放国产剖面浮标，建设由我国主导

的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更符合国家利益。经项目专家组同意，并报备项目委托部门，将剩

余经费用于购置国产剖面浮标。但因国产剖面浮标单价比进口浮标要略高些，所以当时仅购置了

10 个国产 HM2000 型剖面浮标，并于 2016 年 9-11 月期间搭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南海中部海盆

共享航次顺利布放，正式拉开了由我国主导建设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的序幕。但离正式建成

由 20 个自动剖面浮标组成的观测网还尚有距离。

经核查，本项目当时预算的设备（实际上自动剖面浮标如同气象观测站上使用的探空气球一样，

属一种抛弃式的高值易耗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固定资产 — 设备。当时编制预算说明书时因没有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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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值易耗品 ” 一栏，暂时归放在 “ 设备 ” 栏目中）费已经所剩无几，但燃料动力费（因布放浮标

时申请的搭载航次，负责单位给予免费照顾，故节省了该项预算费用）尚有结余。根据国科发财

字 [2000]176 号文件、财教 [2011]434 号文件和中办发 [2016]50 号文件，以及海二科发 [2016]345

号文件的相关要求和规定，拟申请将结余的部分燃料动力费，调剂用于购置 2 个自动剖面浮标，

以确保项目计划任务的顺利完成。                                                                                                        

（孙朝辉）

中国 Argo 获中央级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购置项目资助

2016 年 10 月，由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申报的 “2017-2019 年中央级大型科学

仪器设备购置 ” 项目通过专家评审及中介审核，共获得 7502 万元资助，其中由中国 Argo 实时资

料中心负责申报的 “ 自动剖面浮标实时海洋观测系统 ” 子项目获得 1200 万元资助额度（占总经费

的 16%），用于购置 45 个自动剖面浮标（包括 15 个国产北斗剖面浮标、15 个进口铱卫星浮标、

10 个生物剖面浮标和 5 个深海型剖面浮标）。

中国 Argo 计划有望通过该批浮标的购置与布放，巩固我国在 “ 全球 Argo” 中的地位和作用，

并能在刚刚启动的 “BGC-Argo” 和 “Deep-Argo” 计划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刘增宏）

 “ 中 — 印印度洋 Argo 联合观测可行性研究 ” 项目获资助
  

按照 2016 年 5 月 17 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 - 印度海洋科技合作联委会第一次会议纪要精神，

国家海洋局与印度国家地球科学部（MoES）将在海洋科学、海洋技术、气候变化及极地科学等领

域开展国际合作。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在会前向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提交的 “ 中 — 印印度

洋 Argo 联合观测可行性研究 ” 项目建议获得批准。该项目旨在通过与印度国家海洋信息服务中心

（INCOIS）的国际合作，共同商讨共建印度洋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资料共享，研制印度洋海

域 Argo 数据产品以及参与由印度牵头的印度洋 Argo 区域中心活动等事宜。

（刘增宏）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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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MI and AMSR-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with

Argo near-surface temperatures over the global oceans

Xing-rong CHEN 1, Zeng-hong LIU2, 3, Chao-hui SUN 3, Hai-yan WANG 1

 （1、National Marine Environmental Forecasting Center,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81；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atellite Ocean Environment Dynamics, 
                    Secon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Hangzhou 310012；
               3、Secon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Hangzhou 310012）

Satellite-derived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SSTs) from the tropical rainfall measuring mission 

(TRMM) microwave imager (TMI) and the advanced microwave scanning radiometer for the earth 

observing system (AMSR-E) were compared with non-pumped near-surface temperatures (NSTs) 

obtained from Argo profiling floats over the global oceans. Factors that might cause temperature 

differences were examined, including wind speed, columnar water vapor, liquid cloud water, and 

geographic lo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MI and AMSR-E SSTs a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Argo NSTs; however, at low wind speeds, they are on average warmer than the Argo NSTs. The 

TMI performs slightly better than the AMSR-E at low wind speeds, whereas the TMI SST retrievals 

might be poorly calibrated at high wind speeds.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s indicate a warm bias 

of the TMI/AMSR-E when columnar water vapor is low, which can indicate that neither TMI nor 

AMSR-E SSTs are well calibrated at high latitudes. The SST in the Kuroshio Extension region has 

higher variability than in the Kuroshio region. The variability of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atellite-retrieved SSTs and the Argo NSTs is lower in the Kuroshio Extension during spring. 

At low wind speeds, neither TMI nor AMSR-E SSTs are well calibrated, although the TMI performs 

better than the AMSR-E.

( 摘自《Acta Oceanol. Sin.》, 2017, 36（3）：52-59 )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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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 global gridded Argo data set with 

Barnes successive corrections

Hong LI1,2, Fang-hua XU3,Wei ZHOU4,Dong-xiao WANG4,

Jonathon S. WRIGHT3,Zeng-hong LIU1,Yan-luan LIN3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atellite Ocean Environment Dynamics, 
                    Secon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Hangzhou, China；
               2、Zhe Jiang Institute of Hydraulics and Estuary, Hangzhou, China；
               3、Ministry of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 for Earth System Modeling and 
                    Department of Earth System Scie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4、State Key Laboratory of Tropical Oceanography, South China Sea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China）

A new 11 year (2004–2014) monthly 1° gridded Argo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data set with 

49 vertical levels from the surface to 1950 m depth (named BOA-Argo) is generated for use in 

ocean research and modeling studies. The data set is produced based on refined Barnes successive 

corrections by adopting flexible response functions based on a series of error analyses to minimize 

errors induced by nonuniform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rgo observations. These response functions 

allow BOA-Argo to capture a greater portion of mesoscale and large-scale signals while compressing 

small-sale and high-frequency noise relative to the most recent version of the World Ocean Atlas 

(WOA). BOA-Argo data set is evaluated against other gridded data sets, such as WOA13, Roemmich-

Argo, Jamestec-Argo, EN4-Argo, and IPRC-Argo in terms of climatology, independent observations, 

mixed-layer depth, and so on. Generally, BOA-Argo compares well with other Argo gridded data 

sets. The RMSE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compared variables from BOA-Argo agree most with 

those from the Roemmich-Argo. In particular, more mesoscale features are retained in BOA-Argo 

than others as compared to satellite sea surface height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BOA-Argo 

data set is a useful and promising adding to the current Argo data sets. The proposed refined Barnes 

method is computationally simple and efficient, so that the BOA-Argo data set can be easily updated 

to keep pace with tremendous daily increases in the volume of Argo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data. 

( 摘自《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Ocean》, 2017, DOI:10.1002/2016JC012285 )

应用研究



12

Observing subsurface changes of two anticyclonic eddies

passing over the Izu-Ogasawara Ridge

Lixiao XU1,Shang-Ping XIE1,2,Zhao JING1,3,Li-xin WU1,Qin-yu LIU1,Pei-liang LI1, Yan DU4

 （1、Physical Oceanography Laboratory/CIMS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onology, Qingdao, China;
               2、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La Jolla, California,USA;
               3、Department of Oceanograpy, Texas A&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Texas, USA;
               4、State Key Laboratory of Tropical Oceanography, South China Sea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China)

Eddy-bathymetry interactions are common in the ocean, but the full evolution of the interaction 

is difficult to observe below the surface. Using 17 Iridium Argo floats, we continually track two 

anticyclonic eddies (AEs) in the North Pacific that migrate westward and encounter the Izu-Ogasawara 

Ridge. Based on over 5000 Argo profiles following the two AEs,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first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changes in eddy vertical structure and diapycnal mixing as the two AEs pass the Ridge. 

There, we find that isopycnals dome up and the eddy diameter increases, while the diapycnal mixing 

is enhanced to the order of 10−4 m2 s−1 or larger, in comparison with an ambient of 10−5 m2 s−1. The 

enhanced mixing around the AE center in the upper 1000 m appears where the underlying bathymetry 

is shallower than 4000 m and is mainly sustained by tidally generated internal waves.

（摘自《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17, DOI: 10.1002/2016GL072163） 

Data assimilation of Argo profiles in a northwestern Pacific model

Zhao-yi WANG1,3,Andrea STORTO2,Nadia PINARDI2,Gui-mei LIU1,3, Hui WANG1,3 

（1、National Marine Environmental Forecasting Center of China (NMEFC), 
         Beijing, 100081, China；
    2、Centro Euro-Mediterraneo sui Cambiamenti Climatici (CMCC), 40139 Bologna, Italy；
    3、Key laboratory of Research on Marine Hazards Forecasting, 
         National Marine Environmental Forecasting Center, Beijing, 10008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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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a novel estimation of background-error covariances for assimilating Argo profiles, an 

oceanographic three-dimensional variational (3DVAR) data assimilation scheme was developed for the 

northwestern Pacific Ocean model (NwPM) for potential use in operational predictions and maritime safety 

applications.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data extracted from Argo profiles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0 

were assimilated into the NwP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daily temperature(salinity)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 decreased from 0.99 ℃ (0.10psu) to 0.62 ℃ (0.07psu) in assimilation experiments 

throughout the northwestern Pacific, which represents a 37.2% (27.6%) reduction in the error.The 

temperature (salinity) RMSE decreased by～ 0.60℃ (～ 0.05psu) for the upper 900m(1000m). Sea level,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were in better agreement with in situ and satellite datasets after data assimilation 

than before. In addition, a 1-month experiment with daily analysis cycles and 5-day forecasts explor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in an operational configuration. The results highlighted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3DVAR initialization at all forecast ranges compared to the non-assimilative experiment.Therefore, the 

3DVAR scheme proposed here, coupled to ROMS, shows a good predictive performance and can be used 

as an assimilation scheme for operational forecasting.

             （摘自《Nat. Hazards Earth Syst. Sci.》, 2017，17：17–30）

南海东北部混合层深度对热带气旋海鸥和凤凰的响应

宋勇军
1, 唐丹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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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利用 Argo 浮标和多源卫星遥感获取的温度、盐度剖面数据和海表面温度（sea surface 

temperature，SST）、海表面风场等数据，结合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Ⅱ，NCEP Ⅱ）再分析资料，研究了南海东北部混合层深度（mixed 

layer depth,MLD）对 2014 年 9 月中下旬相继过境的热带气旋 “ 海鸥 ”（台风）和 “ 凤凰 ”（热带

风暴）的响应。结果表明，受 “ 海鸥 ” 和 “ 凤凰 ” 过境时的 “ 风泵 ” 作用，海 - 气界面向上进入大

气的最大净热通量由 170W•m–2
升高至 400W•m–2

，引起 SST 最大降温达到 3.02℃。在时间尺度上 ,

后续的 “ 凤凰 ” 使 “ 海鸥 ” 引发的 “ 冷迹 ” 持续超过 10 天，出现 SST 降温的 “ 叠加效应 ”。“ 海鸥 ”

过境 1 天后，其 “ 冷迹 ”MLD 从 23m 加深至 50m; 而 “ 凤凰 ” 过境 8h 后，风应力驱动的离岸埃克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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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研究

曼输送引发了沿岸上升流，导致台湾西南部近岸海域 MLD 从 31m 加深至 91m。热带气旋过境后，

在混合层内，剖面盐度迟于剖面温度达到充分均匀，且盐度恢复快于温度，揭示混合层响应的 “ 时

滞效应 ”。在空间分布上 ,MLD 与 SST 在两个热带气旋路径右侧（沿其移动方向）的变化幅度均

大于左侧 , 而 “ 冷迹 ” 内 MLD 的不均匀加深，甚至变浅，可能揭示了下层冷水因埃克曼抽吸在上

升流与下降流之间转换而被抬升到不同高度。

      （摘自《热带海洋学报》，2017，1：15-24）

中西太平洋大眼金枪鱼中心渔场时空分布与温跃层的关系

杨胜龙
1,2
，伍玉梅

1
，张忭忭

1
，张禹

1
，樊伟

1
，靳少非

3
，戴阳

1

   （1、农业部东海与远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90； 
              2、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资源与遥感信息技术重点开放实验室，上海 200090；  
              3、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长春 130102）

采用 Argo 数据和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 的

大眼金枪鱼（Thunnus obesus）延绳钓数据，绘制了温跃层和月平均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 (Catch per 

unit effort,CPUE) 的空间叠加图，分析中西太平洋大眼金枪鱼渔场时空分布对温跃层的响应关系。结果

表明：全年中心渔场纬向主要分布在南北纬 10° 之间的低纬度区域。在赤道以南有季节性中心渔场出

现和消失，与温跃层上界温度、深度和温跃层厚度的积极性变化有关。中心渔场主要分布在温跃层上

界较深 (70 ～ 100 m) 和厚度较大 (>60 m) 的海域，厚度小于 40 m 的区域难以形成中心渔场；适宜分

布的上界温度区间在 26 ～ 29 ℃，在此区间外 CPUE 多小于中心渔场阈值 (Q3)。中心渔场的空间分布

随上界深度和跃层厚度的季节性变动而变动，当赤道以南海域的上界深度变浅以及厚度变薄时，中心

渔场消失。温跃层下界温度、深度和温跃层强度季节性变化不显著，但与中心渔场出现有显著关系。

中心渔场主要分布在温跃层下界深度两条高值带之间的区域，温度低于 13 ℃以及强度大的区域；在温

跃层下界深度超过 300m 和小于 150m 区域，下界温度超过 17℃的区域，或者强度小的区域难以形成

中心渔场。利用频次分析和经验累积分布函数计算其适宜温跃层特征参数分布，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大

眼金枪鱼适宜分布的上界温度、深度和下界温度、深度分别是 26 ～ 29 ℃、70 ～ 110m、11 ～ 13℃和

200 ～ 280m；适宜分布的温跃层厚度和强度分别是 50 ～ 90m 和 0.1 ～ 0.16℃ /m 。文章初步得出研究

区域大眼金枪鱼 CPUE 空间分布和温跃层关系，为我国远洋金枪鱼捕捞作业和资源管理提供理论参考。

       （摘自《应用生态学报》，2017，1:281-2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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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活动（续）

● 2017 年 1 月 3 日，斯里兰卡水生资源研究与发展署（NARA）主席 Dr. Anil Premaratne 一

行访问海洋二所期间，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并听取了有关国际 Argo 和中国 Argo 计划

实施进展情况的介绍，还就浮标技术和数据处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 2017 年 1 月 18 日，联参战保局陈锦荣副局长一行 5 人访问海洋二所，中国 Argo 实时资料

中心刘增宏副研究员应邀做了 “ 国际 Argo 和中国 Argo 进展 ” 汇报。会后，陈锦荣副局长等视察

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拟给予中国 Argo 计划更大支持。

● 2017 年 1 月 19 日，由 “ 财政部 2016-2018 年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专项 ” 项目资

助购买的一台加拿大高联（Guidline）公司生产的 8400B 型实验室高精度盐度计运抵国家海洋局

第二海洋研究所，并由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对该盐度计进行了第三方检测、鉴定和验收。这是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继 2002 年之后采购的第二台同类型盐度计，主要用于对剖面浮标观测资

料的质量控制，以确保为国内外 Argo 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剖面资料。

● 2017 年 2 月 17 日，受联参战保局的邀请，许建平研究员和刘增宏副研究员参加了在北京

召开的 “ 海上观测网建设方案 ” 研讨会，并分别作了题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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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 基于北斗卫星系统的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

建设及其业务化运行实施方案 ” 的会议交流报告。

  图 1  斯里兰卡 NARA 主席 Dr. Anil Premaratne 一行来访        图 2  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工作人员检测盐度计

● 2017 年 3 月 1 日，联参战保局在杭州召开 “ 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规划与实施方案 ”

专家评审会，来自 17 个部门和单位的近 40 名领导和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期间，参观了中

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并现场观摩了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系统 ” 与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共享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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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 的演示。

● 2017 年 3 月 9-11 日，许建平研究员和孙朝辉高工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 “ 中国 Argo 实

时海洋观测网建设规划方案及实施进展工作研讨会 ”，就 3 月 1 日专家评审会期间对两个方案提出

的专家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梳理，并对方案做了进一步补充、完善。

●2017 年 3 月 13 日，美国 Seatrec 公司总裁 Yi Chao （赵曎）博士受国重室柴扉主任的

邀请来访 SOED，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并与中心负责人商讨了相关合作事宜。期间，

赵博士还做了题为 “5D ocean as seen by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s（水下自动观测仪器

所描述的 5 维海洋结构）”，介绍了目前用于长时间立体观测的多种海洋参数的技术手段，包括

Argo、水下滑翔机以及水下机器人等，并针对浮标电池寿命短、不易回收造成环境污染等问题，

提出了一种利用海洋不同水层的温度差进行发电的方法，可以将浮标的使用寿命延长 10 倍。

                               图 3  赵曎博士作报告                                      图 4  刘增宏副研究员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

● 2017 年 3 月 14-17 日，第十八次国际 Argo 指导组（AST-18）会议在澳大利亚霍巴特（Hobart）

市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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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了本次会议（应邀出席

会议的中国代表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万芳芳副研究员）。会议期间，刘增宏副研究员还就中国

Argo 计划 15 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的发展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

● 2017 年 3 月 23-25 日，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2016 年学术年会暨第三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 SOED 学术年会）在杭州召开。期间，

许建平研究员和刘增宏副研究员分别作了题为 “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与展望 ” 和 “ 基于

观测事实的上层海洋对超强台风苏迪罗的响应及其相互作用的中尺度特征 ” 的学术交流报告。与

会领导、专家还考察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并实地观摩了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

杭州），以及由我国主导建设的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的业务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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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刘增宏副研究员在 SOED 学术年会上作报告          图 6  出席国重室学术年会的领导、专家考察本中心

● 2017 年 3 月 25 日，柴扉主任在 SOED 学术年会上作了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 2016 年度工作报告，其中在实验室研究态势 —“ 新技术、新方法、新领域拓展 ” 环节重点提出

了 Argo 平台的发展策略，表示国重室将加大对 Argo 的支持力度，积极参与 BGC-Argo 和 Deep-

Argo 等子计划，以加快我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建设进程。

●2017 年 3 月 28 日，厦门大学张文周博士在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星

火系列学术活动 —2017 年第 9 次学术论坛上，作了题为 “Dynamical processes within an anticyclonic 

eddy revealed from Argo floats（Argo 浮标资料揭示的反气旋涡的动力过程）” 的学术报告。 

（吴晓芬）

第十八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中国国家报告

1、实施现状

1.1  浮标布放

上一届国际 Argo 指导组（AST-17）会议之后，中国 Argo 通过 4 个航次在南海、西北太平洋

和印度洋海域总共布放了 24 个自动剖面浮标（其中 11 个为 APEX 型、1 个 PROVOR 型和 12 个

HM2000 型）。这是中国首次在南海海域布放剖面浮标并与其他 Argo 成员国进行资料共享，标志

着由中国主导建设的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约维持 25 个剖面浮标）正式拉开序幕。南海投

放的 10 个浮标，均为 HM2000 型剖面浮标，使用北斗卫星进行数据传输及 GPS 定位。其中一个

浮标（WMO 编号为 2902699）在投放后未能成功传回数据，于今年 2 月份被越南渔民捕获，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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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平顺省（Binh Thuan province）渔业局回收。截至目前，其余 9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运行

良好，且每 5 天获取一条观测剖面。中国自 2000 年首次布放 Argo 浮标以来，已累计布放了 376

个浮标，截至 2017 年 2 月，仍有 118 个在海上正常工作。

1.2  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5 个铱卫星 APEX 型剖面浮标在观测了 110 个循环以后均停止传输数据，其电压在末期呈现

迅速衰竭。这些浮标在几个台风经过期间获得了宝贵的现场观测资料。由于这些浮标使用的均为

碱性，我们将相关技术文件发送给了浮标生产厂家（TWR）和美国华盛顿大学（UW），通过各

自的浮标能量消耗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这些浮标拥有的电池容量确实只能提供这么多剖面数量，

为此建议浮标生产厂家针对利用铱卫星通讯的特殊性（加密观测），采取利用锂电池替换碱性电

池的措施，以延长浮标的使用寿命。

1.3  Argo 资料质量控制

上次（AST-17）会议以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接收了 177 个活跃浮标（69 个 APEX、

89 个 PROVOR、14 个 HM2000 以及 5 个 ARVOR）的观测资料，共向国际 Argo 资料中心（GDACs）

提交了 5383 条剖面资料。CLS 继续帮助中国 Argo 处理早期布放的浮标观测资料并上传至 GTS。

此外，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通过中国气象局向 GTS 上传新的 Argo 剖面数据。所有的剖面都通

过日本气象局提供的版本转换为 BUFR 格式。然而，由于浙江省气象局 FTP 出现问题，导致 2016

年的数据上传出现了中断。2016 年，我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转换历史剖面数据、技术文件和轨迹

文件等至新的 3.1 版本。目前，所有的元文件及大部分的技术文件和轨迹文件已经获得了更新。

1.4  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现状

过去一年，由于人手不足，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未向 GDACs 提交延时模式剖面数据。我

们计划今年恢复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工作，以消除这种滞后；还计划建立南海 CTD 数据库，为南海

剖面浮标观测资料的校正提供参考数据库。

2、国家资助现状和未来资助展望

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Argo主要是由研究项目资助，所以每年的浮标投放数量很不稳定。过去两年，

浮标数量减少，不过，在众多研究项目负责人的呼吁下，这种情况有望在今年得到改变。在第十三个 “ 五

年计划 ”（2016-2020 年）期间，中国 Argo 将作为 “21 世纪丝绸之路 ” 战略倡议的一部分，得到来自国

家层面的更大支持，以帮助 “ 海上丝绸之路 ” 沿线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并对国际 Argo 计划

做出更大的贡献。2017 年拟投放约 200 个浮标（其中 100 个 HM2000 型、50 个铱卫星 APEX 型、50

个 PROVOR 型）。2018 年继续投放约 400 个浮标，从而建成一个至少由 400 个浮标组成的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未来，中国 Argo 将每年投放约 200 个浮标，以维持该观测网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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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2 月中国 Argo 投放的浮标概位

3、浮标投放计划

2017 年，中国 Argo 已确定购买 45 个剖面浮标，包括 15 个铱卫星浮标、10 个生物地球化学

Argo 浮标（BGC-Argo）、15 个 HM2000 国产剖面浮标以及 5 个深海 Argo 浮标。这些浮标由财政

部的中央级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购置项目资助，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作为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SOED）的一个重要支撑平台而得到优先资助。此外，如果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

网建设规划方案顺利获批的话，中国 Argo 在 2017 年度的浮标布放数量有望超过 200 个。当然，如

何沟通和协调各类调查航次及志愿船来布放如此多的浮标，对中国 Argo 来说，确实面临一个很大

挑战。

4、Argo 资料应用

Argo 资料已经成为海洋、大气等科学研究以及业务化运行的重要基础数据源，在过去一年中，

由中国学者发表的涉及 Argo 数据应用研究的论文就达 56 篇；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还开发了

一套月平均网格化数据集（BOA-Argo），且每年更新一次，供国内用户免费使用。我们也在准

备英文版本的用户手册，届时将上传至 Argo 计划办公室的官方网站，提供给全球用户共享。

中国有 2 个 Argo 网站，一个是位于天津的国家海洋信息中心（NMDIS，www.argo.gov.

cn），另一个位于杭州的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CSIO, www.argo.org.cn）。通过网站可以了

解中国 Argo 实施情况，并能实时显示 Argo 数据、浮标轨迹、数据产品等。

（刘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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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

规划方案及实施方案通过专家评审

2017 年 3 月 1 日，联参战保局在杭州组织召开了 “ 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 ” 建设规划方

案及 2017 年度实施方案专家评审会，来自复旦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解放军理工大学、上海海洋

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和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等 17 个

军地部门和单位的 40 余名领导、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图 1  “ 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 ” 建设规划专家评审会现场

会议成立了以张人禾院士为主任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分别听取了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刘增宏副研究员对规划方案和孙朝辉高级工程师对 2017 年度实施方案所做的详细汇报，实地考察

了中国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并观摩了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 / 监视系统演示，审议了相关

书面材料，经质询和讨论，专家评审委员会对上述两个方案提出意见如下：规划方案在全面分析

国际、国内 Argo 海洋观测网建设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充分阐述了我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

网建设的迫切需求，方案思路清晰、内容完整、目标明确、设计合理，主要任务和重点工作突出，

进度安排合理可行，保障措施周密，经费预算合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符合军民兼用海洋环

境保障体系建设和全国海洋观测网规划（2014-2020 年）的总体要求；实施方案内容完整、目标明确、

设计合理，主要任务和重点工作突出，预期成果和考核指标明确，进度安排合理可行，保障措施周密，

经费预算合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符合 “ 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规划方案 ” 的总体要求。 

为此，专家评审委员会一致同意该规划方案和实施方案通过评审。建议根据与会专家意见进

一步完善规划方案，并尽快组织力量，按照规划方案的阶段目标和年度计划尽快实施；同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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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根据与会专家意见进一步完善实施方案。

“ 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规划方案 ” 的总体设想是，在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决议（XX-6 和 XLI-4）—Argo 计划框架下，通过 “ 军民融合海洋观测 ” 专项的支持，加快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步伐，以主导建设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为示范，分阶段建成覆盖 “ 两洋一海 ”

（或 “ 海上丝绸之路 ”）的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并实现业务化运行。其总体目标为：以我

国成功研制北斗剖面浮标和已建的 “ 中国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 ” 为基础，以及国际 Argo 计

划宣布由 “ 核心 Argo” 向 “ 全球 Argo” 拓展为契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北斗剖面浮标数据自动接

收系统和北斗剖面浮标数据质量控制及数据共享服务系统，使之具备自动、批量、业务化接收、

处理和分发浮标数据的能力；拓展北斗卫星系统的服务领域，加速国产剖面浮标产品化，率先建

成以我为主导的 “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 和 “ 北太平洋西边界流（台风源地）海域 Argo 实

时海洋监测网 ”，并逐步向印度洋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扩展，实现业务化运行，成为我国海洋环境

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海洋环境安全保障、海洋权益维护、防灾减灾，以及基础

研究和业务化应用等提供实时海洋观测数据；同时，又能作为 “ 全球 Argo” 的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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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专家现场观摩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 / 监视系统演示

争取用 2 年时间，到 2018 年底建成由 400 个自动剖面浮标组成的、覆盖 “ 海上丝绸之路 ” 的

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并在 2019 － 2020 年每年补充投放 200 个浮标，维持不少于 400 个浮

标在海上正常工作，使我国获取水下实时海洋环境要素资料的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以及在 Argo

成员国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孙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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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国产剖面浮标运行及观测结果浅析

2016 年 9 月至 11 月期间，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

项目分别搭载由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 实验 1” 号科学调查船执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南

海中部海盆综合调查计划航次，以及由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 “ 向阳红 14” 号科学调查船执行的另

一调查航次，在南海中部海盆区域布放了 10 个国产 HM2000 型剖面浮标，正式启动了由我国主导

的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至今，这批浮标在海上已经业务运行了至少 4 个月时间，现在

它们的工作状态怎样？已经获得了多少条有效观测剖面？这些剖面资料的质量又是如何？负责该

项目的科研人员给出了如下答案：

通过两个搭载航次顺利投放的 10 个北斗剖面浮标，其中 1 个浮标（WMO 编号为 2902699）

由于发生故障，布放后未能收到任何信息（表 1）。

由表 1 可知，截至 2017 年 3 月 25 日，9 个正常工作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已累计获得了

694 条 0-2000dbar 水深范围内的温、盐度剖面资料。它们的漂移轨迹如图 1 所示。需要指出的是，

WMO 编号为 2902700 的浮标由西向东漂移，即由南海中部海盆进入了巴拉望岛附近的浅水（小

于 2000m 深度）区域。于是，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服务中心通过 “HM 系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 /

监视系统 ”，于 3 月 18 日将该浮标的最大观测深度由 2000m 调减为 1000m，以确保浮标仍能正常

观测。此外，发生故障的 2902699 号浮标可能一直处于近海面漂移状态，且速度较快，其漂移轨

迹据南海气候态冬季表层环流推断而得。目前，该浮标已由越南平顺省渔民捕获，并由该省渔业

局回收并保存。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正在国际 Argo 信息中心的帮助、协调下，与越南平顺省

渔业局的相关人员保持联系，计划通过外交途径回收该浮标。这对研制单位剖析浮标产生故障的

原因、改进其技术性能，以及提高浮标海上工作的稳定、可靠性具有极大的帮助。

表 1   南海 HM2000 型浮标具体信息（截止 2017 年 3 月 25 日）

浮标号 投放位置 最新位置 观测周期 / 天 最大深度 /m 总剖面数 / 条

2902691
19.65°N
117.63°E

18.07°N
118.13°E

5 2000 40

2902692
18.77°N
118.24°E

19.43°N
118.72°E

5 2000 40

2902693
18.05°N
118.96°E

18.47°N
119.05°E

5 20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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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2694
18.00°N
116.50°E

15.43°N
114.92°E

5 2000 40

2902695
18.00°N
114.99°E

15.35°N
114.08°E

5 2000 41

2902696
12.00°N
114.54°E

12.97°N
116.31°E

5 2000 38

2902697
13.18°N
114.36°E

14.01°N
113.09°E

1 2000 125

2902698
14.03°N
112.73°E

14.03°N
112.49°E

1 2000 145

2902699
14.00°N
114.95°E

漂移至越南平

顺省近海已被

渔民捕获

1 2000 故障

2902700
12.00°N
115.51°E

12.18°N
118.92°E

1 2000/1000 185

由图 1 可见，其余 8 个浮标的漂移轨迹均呈弯曲状分布。其中处于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附近

海域的 3 个浮标（2902691、2902692、2092693）漂移轨迹显得更为复杂，而其它浮标的漂移轨

迹则相对简单，可见南海北部海域的流场要比南部更为复杂，且中尺度涡更为丰富。

     

图 1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中剖面浮标漂移轨迹（图中五角星代表浮标最新位置）

图 2 给出了利用自动剖面浮标观测资料绘制的南海 T—S 曲线。图中灰色线条代表由美国

APEX 型浮标在 2006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获得的 8306 条 0-1500m 水深内的温、盐度剖面；



24

国内动态

红色线条代表由国产 HM2000 型浮标在 2016 年 9 月至 12 月期间，获得的 320 条 0-2000m 水深内

的温、盐度剖面。

图 2  利用自动剖面浮标观测资料绘制的南海 T—S 曲线

由图 2 不难发现，HM2000 型浮标观测的温、盐度剖面资料与 APEX 型浮标的观测结果完全

吻合。而且，越接近深水区域，由 HM2000 型浮标观测的 T—S 曲线比 APEX 型浮标的更收敛。

图 3 给出了位于南海北部的 2902691 号浮标观测的温、盐度断面分布，其轨迹总体上呈顺时

针旋转，但前期明显呈反气旋弯曲状，后期则转为气旋式弯曲（图 1）。

图 3  2902691 号浮标温度（左）、盐度（右）断面（0-2000m）分布

由图 3( 左 ) 可以看到，温度断面分布比较简单，由表层到深层，温度由高（＞ 24℃）变低

（＜ 5℃），而且越往深层，温度变化越不明显。温度层化比较显著的区域主要位于 500m 上层，

且在 50-120m 之间等温线分布尤其密集，存在明显的季节性温跃层。为了清晰起见，绘制了一幅

0-1000m 层的温、盐度断面分布图（图略），其等温线大体上呈波状分布，在浮标布放（2016 年

9 月 10 日）点附近 20℃等温线处于～ 110m 水深处，而在 2017 年 1 月 10 日位于～ 50m 水深处，

即浮标观测早期暖水（＞ 20℃）较厚，后期（约 2016 年 12 月 20 日后）则较浅，可能与浮标前期

呈反气旋弯曲状、后期转为气旋式弯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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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902700 号浮标温度（左）、盐度（右）断面（0 ～ 1000m）分布

盐度断面分布（图 3 右）似乎要比温度复杂得多，尤其在 1000m 以浅盐度分布更加复杂多

变，1000m 以深盐度相对比较均匀，大约在 34.50 ～ 34.62 之间变化。在 1000m 以浅，2902691

号浮标观测资料显示其盐度明显呈 “ 三明治 ” 结构，表现为表层低盐（＜ 34.1）、次表层高盐（＞

34.6）和中层低盐（＜ 34.5）的分布态势，且在 50-100m 之间等盐线分布相对比较密集，存在明

显的季节性盐跃层。此外，34.6 等盐线同样呈波状分布，最浅出现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位于～ 100m

水深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之前，次表层（约 100m）高盐核（＞ 34.8）显著，之后高盐核（＞

34.8）已经难觅足迹；同样，在这之前，中层（约 400m）低盐核（＜ 34.4）明显，但之后低盐核（＜ 34.4）

已经完全消失。海表低盐层中的盐度值和厚度，同样变化明显，前期盐度低（＜ 34.0）、厚度（约

50m）大，后期盐度升高、厚度变浅，明显呈现了浮标受反气旋涡、后期受气旋涡影响的迹象。

图 4 给出了位于南海南部 2902700 号浮标观测的温、盐度断面（0-1000m）分布。该浮标

的轨迹大体上呈弯曲状由西向东漂移，并从深水海盆区进入了近岸浅水区域（图 1）。与北部的

2902691 号浮标相比，南海中东部海域的温、盐度断面分布较为简单，温度由表层到深层不断降温，

200m 以下温度越来越显得均匀，等温线几乎呈直线状分布，2017 年 1 月 20 日之前，表层温度明

显比 20 日之后要略高些，温跃层也要略强些。这些分布特征明显与浮标从秋季、冬初进入深冬还

与季风以及从深水海盆区进入近岸浅水区受地理位置的改变等有关。

南海北部盐度 “ 三明治 ” 结构在中东部海域（图 4 右）已经不复存在，表层低盐特征虽依然

比较显著，但次表层高盐和中层低盐特征却已经不甚明显，仅呈现为次高盐带和次低盐带。

从上述 2 个代表性浮标观测的温、盐度断面分布的分析中可以略知，南海海域温、盐度分布

与变化，随时间、地理位置、近岸沿岸流和外海黑潮流系，以及水深的改变（或影响）而发生变化，

几乎每一个浮标观测资料所呈现的海洋现象或海洋特征都会各不相同。但随着在南海布放自动剖

面浮标的数量增多，获取的观测剖面也会成倍增加，人们对南海复杂多变的物理海洋现象及其分

布特征和变化规律等也会从片面的一知半解，到全面、系统的认识和掌握，从而可以对诸如温、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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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的分布与变化，甚至对跃层、内波、中尺度涡、锋面、声道和海流等物理海洋现象做出更好

地模拟和预测预报。所以，长时间序列物理海洋环境要素资料的观测和积累，对解开南海复杂多

变的海洋之谜显得尤其重要。

     （卢少磊）

越南平顺省渔业局回收一个我国布放的北斗剖面浮标

图 1  被回收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 

2017 年 2 月 24 日，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协调员 Belbeoch Mathieu 先生通过电子邮件

告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工作人员，越南渔民在南海海域捕获了一个自动剖面浮标，已由越南

平顺省渔业局回收并保存。该负责人根据浮标体上黏贴的国际 Argo 计划专用标签（图 1），联系

到了 AIC，并提供了回收的浮标照片。经核实，该浮标为中国 Argo 计划于 2016 年 9 月布放在南

海中部海域（114.95ºE、14.00ºN）的一个国产 HM2000 型剖面浮标（由中船重工第七一Ｏ研究所

研制），其 WMO 编号为 2902699。该浮标布放后因发生故障，

一直没有传回任何有效信息。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正在 AIC

的帮助、协调下，与越南平顺省渔业局的相关负责人保持联系，

计划通过外交途径回收该浮标，将有助于研制单位对该浮标进行

技术分析，进一步改进和提高浮标的工作性能。

早在 2004 年，由我国 Argo 布放的一个 APEX 型剖面浮标，

也曾漂移到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比斯利格湾海域，被当地渔民

意外捕获。后在 AIC 的协调帮助下，由菲律宾大学海洋科学研究

所的科研人员在海湾附近的一个渔村中找到了该浮标，并运往位

于马尼拉的菲律宾大学；随后在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和中国驻

菲律宾马尼拉领事馆的协助下，将浮标装箱运回国内，曾对国产

剖面浮标的研制和技术改进起到了积极作用。

（刘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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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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 月底，在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剖面浮标总数为 3991 个（图

1）。其中美国 2239 个占 56.10%、澳大利亚 387 个占 9.70%、法国 324 个占 8.12%，列第一至第

三位；日本 162 个占 4.06%、德国 148 个占 3.71%、英国 136 个占 3.41%、印度 129 个占 3.23%、

中国 122 个占 3.06%（第八位）、加拿大和意大利均为 73 个占 1.83%、韩国 63 个占 1.58%、欧

盟 51 个占 1.28%，列第四至第十一位。此外，还有荷兰（18 个）、挪威、爱尔兰（均为 10 个）、

西班牙（8 个）、新西兰（7 个）、巴西（6 个）、芬兰、希腊（均为 5 个）、波兰（4 个）、秘

鲁、阿根廷（均为 3 个）、墨西哥（2 个）、保加利亚、厄瓜多尔、肯尼亚、毛里求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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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2 月底）

（吴晓芬）

国际动态



28

Argo 计划的可持续性：议题与决议

在刚刚结束的第 18 次国际 Argo 指导组年会（AST-18）上，与会代表们专门讨论了向

OceanObs'19 大会提交有关 Argo 计划白皮书事宜，并在会议前由国际 Argo 联合主席 — 美国斯克

利普斯（Scripps）海洋研究所的 Dean Roemmich 教授和澳大利亚联邦工业组织（CSIRO）Susan 

Wijffels 研究员等人共同起草了一份题为《Argo 计划的可持续性：议题与决议》的书面材料，供

各国代表在会上进行商讨。现将主要内容翻译整理如下，供了解、参考：

利用自动剖面浮标建立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构想起源于 1997 年底，并很快获得了世

界各国的支持。第一个 Argo 浮标在 1999 年底布放，到 2007 年，全球大洋由 3000 个剖面浮标组

成的观测网及其数据处理系统已基本建成。Argo 计划获得了很大成功，目前该计划已维持了第二

个十年周期。Argo 的价值，以及继续推动其维持更多个十年观测的必要性，已经得到了科学界、

许多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等的广泛认同和支持。然而，在未来几十年内维持 “ 核心 Argo” 计划以

及添加新的 Argo 使命，则面临着诸多挑战。部分可能是 Argo 以前经历过的，而另有一部分可

能是全新的。回顾过去近二十年历程，目前是时候来考虑 Argo 继续维持 30 ～ 50 年的需求了。

Argo 的进展在以往的 OceanObs’99 和 OceanObs’09 两次大会上均是讨论热点，Argo 也将继续在

OceanObs’19 大会上成为焦点，关注的重点将会是如何维持该全球海洋观测网的长期运行。Argo

将继续成为所有海洋观测系统的领导者。维持 Argo 未来长期发展所面临的许多挑战，目前还没有

得到直接的或者明确的解决渠道，但是当我们权衡潜在的行动时，认识并阐述这些挑战是非常重

要的一步。

1、管理、领导及资助议题

（1）Argo 是否能够吸引新的科技引领者？

Argo 数据可以被世界各国用户免费、快速获取，因此科学家们似乎就缺少了积极参与实施

Argo 计划的动力。Argo 用户的广泛性，可以从 Argo 资料应用研究所发表的 2600 篇文献中体现，

但是仅有 25% 的文章作者涉及 Argo PI（Argo 项目负责人）。新一代海洋学家和气候学专家在开

发新的观测设备以及观测系统建设方面的能力正在下降，然而使用 Argo 或其他全球数据开展模式

模拟以及分析研究却发展迅速。随着时间的推移，为 Argo 以外的长期观测系统选拔新一代的领导

者变得越来越困难。就像当前使用 Argo 资料进行分析研究那样，如何将 “ 创造 Argo” 成为吸引年

轻一代科学家们的职业选择？如何让学术评论标准拓宽到开始认识数据集建立的重要性？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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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rgo 是否可以在更新领导层的时候继续维持它的本质？

“ 核心 Argo” 是一个关注海洋物理状态的季节和长期变异的全球上层海洋大范围浮标阵列。

目前，许多 Argo 最初的成员仍活跃在该计划中，他们了解 Argo 的根本及 Argo 的本质。但未来

十年的情况将会发生改变，尤其是当新的领导者参与进来后，会带来新的观念和不同的发展方向。

Argo 计划最初建立那个年代，有关 “ 通力合作的记忆 ” 将逐渐消退。各国 Argo 计划在引入新成

员的时候，能否保持 Argo 的本质特征，并避免以往的失败经历？以及如何在新的 Argo 领导者及

长期参与者间找到合适的平衡关系？

（3） Argo 是否可以在承担新使命的同时不损害核心 Argo 的使命？

随着平台和传感器技术的改进和提升，使越来越多的新 Argo 使命将成为可能，包括简单

的任务修改和浮标覆盖率增加等 （如表层采样、日变化、热带气旋研究、冰下及赤道海域采

样），以及深海 Argo（http://www.argo.ucsd.edu/DAIW1report.pdf）和生物 Argo（http://www.

biogeochemical-argo.org/cloud/document/science-implementation-plan/BGC-Argo_Science_

Implementation_Plan.pdf）等需要新的平台和传感器的拓展观测；在各国对 Argo 的资助力度下降

的情况下， Argo 计划的拓展（强化）是否可以不损害 “ 核心 Argo” 的使命？存在这样的风险，即

新的、鼓舞人心的 Argo 使命将使人们忽略对 “ 核心 Argo” 的维持。Argo 科学指导组已经多次强调，

维持 “ 核心 Argo” 使命是 Argo 计划的最高选择，但是这个内部优先权是否可掌控？ Argo 向新的

观念以及新的使命开放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如何在实施的过程中平衡科学创新、经费和资源的优

先权、新浮标和传感器的技术储备等与维持 Argo 核心任务之间的关系？

（4）经费削减问题：Argo 能否成为科学研究与业务化海洋学的桥梁？

显然，Argo 服务于科学研究与业务化海洋这两个领域。大多数国家的 Argo 计划一直获得研

究项目的资助，但经费预算保持不变或呈下降趋势。过去十年，每年的浮标布放数量在下降。是 “ 科

研 ” 这个标签导致全球 Argo 计划以及各国 Argo 计划的 “ 脆弱性 ” 吗？另外，“ 业务化海洋学 ” 在

不同的国家其涵义明显不一样，且有赖于各国 ” 科研向业务转化 “ 的具体政策，该转化可能会给

观测系统的质量和健康带来严重的损害。在 Argo 用户群中，高质量的数据以及完美的覆盖率是科

研中最需要的，然而，Argo 要继续往前发展，科研群体仍须积极参与到计划的实施中。Argo 是

否可以继续同时为科学研究和业务化海洋学提供有价值的数据集？

（5）Argo 是否可以与综合观测系统一起持续发展 ?

Argo 计划与许多其他海洋（大气）观测系统互为补充及互为依存。比如，GO-SHIP 重复调

查断面是高精度 CTD 参考数据的重要来源，对 Argo 数据精度验证及数据漂移的检测至关重要。

其他补充计划包括卫星高度计、海面高度观测、卫星重力、卫星风应力、XBT 和 glider 在西边界

流区的观测、锚碇浮标阵列、海气通量观测、表面漂流浮标等等。观测系统组成，包括 Argo，尽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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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他们是独立的计划，仍经常需要评估从而获得资助，但是最大的价值在于所有这些系统的整合。

Argo 计划的可持续发展前景需要紧密联结于这样的系统整合。 

2、运行问题

（1）未来 Argo 对于专用布放船只的需求是什么？

大多数 Argo 浮标的投放依靠机会船只、调查航次沿途、无 Argo 作业的调查船，以及商船等。

然而，对于非常遥远的海域，特别是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少量调查船和商船经过那里。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的维护不能单靠机会船只。目前，南太平洋活跃的 952 个 Argo 浮标中，有 446

个浮标是通过新西兰 Kaharoa 号调查船专门布放的，这要借助于新西兰、美国和澳大利亚 Argo 计

划的合作伙伴关系。自 2004 年以来，Kaharoa 号调查船共布放了 1600 个 Argo 浮标，如果没有这

样的帮助，Argo 很难实现全球覆盖。此外，随着大型科学调查船以及跨海盆的商船航线越来越少，

对于专门用于浮标布放船只的需要会越来越大。在国际参与度加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继续使用

专门的布放船只，且不至于成为 Argo 计划实施的一个负担？

（2）Argo 是否可以获得进入（专属经济区）EEZ 布放浮标的豁免权力？

全球范围的观测阵只有通过实用的国际管理程序才能持续发展，使得可以在 EEZ 内进行浮标

布放，以及浮标漂移进入 EEZ。国际海委会 EC-XLI/3 决议为 Argo 浮标漂移进入其他国家 EEZ 提

供了一系列指导政策，但是在EEZ内布放浮标仍未达成统一的国际意识。目前使用中的临时措施（双

边及多边合作，包括在近岸海域布放；由多国一致同意的 EEZ 布放；漂移进入 EEZ 的信任机制等）

是否足够满足 Argo 的未来需求？ EEZ 的浮标布放是否要尝试新的方式？新的生物地球化学传感

器将使 EEZ 布放和漂移进入等问题复杂到何种程度？

（3）Argo 是否可以在季节性冰盖区域得到持续观测？

季节性冰覆盖的北极及南大洋对于 Argo 观测来说特别重要，但在技术和逻辑层面上存在着覆

盖率维持问题。2010-2016 年期间，在 60ºS 以南海域布放了 353 个 Argo 浮标，其中 163 个（约

占 46%）目前仍在正常工作。相比之下，在 60ºS-40ºS 范围内，自 2010 年开始布放的 1143 个浮

标中有 640 个在正常工作。低投放率以及高损耗导致 60ºN 以北以及 60ºS 以南海域的浮标覆盖率

仍然偏低。配备避冰软件的高纬度 Argo 浮标的预期寿命目前尚不清楚。由于投放机会有限，高纬

度海域 Argo 浮标的覆盖率不能较好维持。因此，在这些海域投放 Argo 浮标和维持其覆盖率对资

源需求的程度如何？各国 Argo 计划项目是否愿意在这方面进行投资？

（4）Argo 计划是否太依赖单一的浮标部件？

传感器失效以及 Druck 压力传感器生产厂家的中断生产，导致 2009 年 Argo 浮标装载的海鸟

CTD 传感器的供应出现问题，进而导致浮标布放数量、覆盖率、数据质量等的下降。Argo 浮标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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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也同样受限于一个或两个供应商。比如，Argo 越来越依赖于铱卫星通讯，而之前主要依靠 Argos

卫星系统。相比由来自不同资源带来的数据质量、数据统一性及技术能力等的可能下降，来自单一资

源的 Argo 所存在的风险又占多重的比例？ Argo 是否需要鼓励并让新的浮标部件资源取得资格？

（5）Argo 是否可以持续发布不太复杂的综合数据？

这些年，Argo 数据面对很多新的需要，包括新型传感器、多压力轴以及显著增加的元文件和

技术文件数据等。新的数据格式需要重新处理大量数据，而各国 Argo 资料中心并没有做好准备。

所有 Argo 数据，包括任何 “ 新型传感器 ” 观测数据，都必须让公众可以方便获得，但是绝大多数

国家的 Argo 资料中心目前只能处理核心 Argo 浮标的温盐度数据。Argo 是否可以在改进和维持一

个综合的 Argo 数据集、引入新型传感器或者采样修改同时，不增加 Argo 数据系统的超复杂性和

文件重构需求的反复性？

3、我们可以做什么？

维持 Argo 计划所需要的关键实际行动是什么？

Argo 科学指导组认为，以下的工作可能会对 Argo 计划的长期维持带来帮助：

（1）Argo 浮标的寿命应当增长到 6 年以上，从而降低成本预算，并延长浮标阵列的更新时间。

这项工作可以通过技术更新和有效的商业合作来完成；

（2）Argo 应当与其用户合作，以便更加有效和广泛的体现 Argo 计划的价值及其在全球海洋

观测系统（GOOS）、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中的重要性；

（3）为了鼓励 Argo 用户加入到 Argo 建设中，Argo 需要记录个人及组织对于 Argo 浮标观

测网实施、改进及其数据集处理方面的贡献力度；

（4）全球 Argo 浮标投放问题需要一个更加系统的解决方案，包括如何到达远洋海域以及国

际政府间的合作事宜等。

                                                                  （吴晓芬 刘增宏 翻译）

美国海鸟公司有关 Kistler 压力传感器问题通报

Argo 计划科学家、浮标制造商和计划管理者们：

下面我们将向你们通报 2016 年春季制造的一批 Kistler 压力传感器中存在的一个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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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1 月 10 日，海鸟公司还没有收到有关海上工作的浮标出现该问题的相关报告，我们希望该

技术故障只出现在极个别海上工作的浮标身上。该通报是在浮标制造商和欧洲 Argo 计划反复提出

相关技术问题的基础上草拟的。

2016 年 6 月，我们注意到 Kistler 压力传感器存在一个技术故障，即在压力校正斜线上突然

出现一个跳跃性偏移。2016 年 7 月初，海鸟公司停止了 CTD 中 Kistler 压力传感器的供货，并对

Kistler 压力传感器校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展开调查。调查发现，2016 年 1-7 月期间，约 10% 的

Kistler 压力传感器（195 个传感器中的 19 个）出现上述问题，好在这些有问题的传感器当时没有

出厂。随后，公司对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7 月期间归档的 305 个使用 Kistler 压力传感器的 CTD

校正数据进行了排查，发现另有 2 个可疑的 SBE41 型 CTD 被运往法国 NKE 公司和中国国家海洋

技术中心。接着，NKE 公司又发现了一个有问题的 CTD。装载这些 CTD 的浮标还没有布放，为此，

已经要求他们将这些传感器返回海鸟公司做进一步检查和替换。

2017 年 7 月，Kistler 公司对其生产线进行了一项大范围的温度循环测试和排查，而从那时起，

海鸟公司在对 302 个传感器进行独立排查和校正过程中没有再发现上述技术故障。经 Kistler 公司

检查，出现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由压力桥接电路中的一个电子部件与电路板断开导致的。压力传

感器的温度循环测试导致该部件和电路板断开出现机械式分离，这在海鸟公司进行的分析中也得

到了证实。我们相信，Kistler 进行的温度循环测试和海鸟进行的 CTD 重复校正，足以使易受伤

的部件出现失效，而由上述原因导致的压力偏差，将产生 1-30% 的误差，导致测量值比实际值要

大。例如，一个有问题的压力传感器在 1000 dbar 深度上的测量值为 1200 dbar，在海表测量值为

+2 dbar。该压力传感器故障不会导致下沉，因为，浮标的控制算法将重新调整浮标的剖面范围至

一个更浅的深度间隔。压力错误产生的结果是所有由压力计算得到的变量是错误的。CTD 传感器

得到的温度是正确的，但计算得到的盐度值将存在系统性偏小（+200 dbar 的误差将导致 -0.100 的

误差），位温和密度值也会存在相应的误差。为此，我们建议 Argo 计划的科学家和资料管理者，

能重视并检查他们使用 Kistler 压力传感器的浮标数据。同时我们也有信心已经在日常制造过程中

将受影响的传感器剔除出去，但难免可能会有遗漏。

如果你们发现上述问题，请及时联系海鸟公司的 David Mruphy 先生（dmurphy@seabird.

com）。特此通告！

                                                                         （刘增宏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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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在澳大利亚霍巴特顺利召开

第十八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AST-18）于 2017 年 3 月 14 － 17 日在澳大利亚霍巴特市

（Hobart）举行，会议由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承办。应会议组委会的邀请，

经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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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曹敏杰助理研究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应邀出

席会议的中国代表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万芳芳副研究员。

图 1  出席 AST-18 会议的中国代表

一、会议概况

根据 AST-18 会议的日程安排，全体代表会议于 14 日上午 9 时在 CSIRO 海洋实验室召开，

来自世界上 11 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美国、英国、日本、新西兰、韩国、印

度和南非等）的 30 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首先由会议承办方 —CSIRO 天气与气候研究中心

Susan Wijffels 教授致欢迎辞，她对参加本次会议的各 Argo 成员国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扼要介绍

了 CSIRO 的基本情况；接着，由国际 Argo 指导组联合主席，来自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SIO）

的 Dean Roemmich 教授和 CSIRO 的 Susan Wijffels 教授共同主持了历时四天的国际 Argo 指导组

年度会议。会议围绕 Argo 计划实施进展、Argo 数据管理与资料应用，Argo 计划可持续问题，以

及浮标技术等 15 个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热烈讨论，并形成了多项决议。同时为了增进用户与浮标、

传感器和卫星定位与通讯等生产或服务商之间的沟通联系，17 日还组织召开了制造商会议，邀请

美国 Teledyne Webb Research (TWR) 和 SBE、法国 NKE 和 CLS、加拿大 RBR，以及日本 TSK、

JFE 等公司的代表共同探讨了在 Argo 观测网建设和资料管理中遇到的相关技术问题。

会议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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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议程与讨论要点

1、国际 Argo 计划实施进展

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协调员 Mathieu 先生介绍了 2016 年度全球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

情况。报告指出，2016 年有 19 个国家在海上共投放了 845 个浮标，与 2015 年的 925 个相比有所

减少，截至 2017 年 2 月，全球海洋中共有 3991 个正常工作的 Argo 剖面浮标，主要由 28 个国家

布放，已经基本实现了 “ 全球 Argo” 观测网（维持 4000 个浮标）的建设目标。随后，Mathieu 先

生详细介绍了未来全球 Argo 的设计以及各洋区需要维持的浮标数量，同时指出，随着全球 Argo

计划向深海 Argo、生物 Argo 的拓展，“ 核心 Argo” 浮标的数量仍需要得到足够的保证并持续增加，

尤其在西边界流、边缘海、印度洋、赤道太平洋以及南大洋等区域需要投放更多的浮标，以期能

在 2020 年达到 4410 个浮标的设计目标。国际 Argo 指导组联合主席 Dean Roemmich 教授强调了

在整个南北纬 10 度之间的热带海区，Argo 剖面浮标的数量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翻倍，并增加上

层海洋的采样分辨率，以更好的实现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 2020 年（TPOS 2020）建设目标。

图 2  国际 Argo 信息中心 Mathieu 先生汇报 2016 年度全球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

意大利国家海洋与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OGS）的 Poulain 先生报告了过去一年中，各成员

国在全球主要边缘海（包括墨西哥湾、日本海、南中国海、加勒比海、地中海与黑海等）布放

Argo 剖面浮标的情况。报告表明，在全球主要边缘海中，活跃的 Argo 剖面浮标数量已经达到 200

个左右，其中日本海（50 个）、地中海（80 个）、黑海（11 个）、红海与波斯湾（8 个）均已达

到或超过了设计的密度要求，而南中国海、墨西哥湾、加勒比海等边缘海仍需要加大浮标的投放

数量，才能达到预定目标。其中南中国海目前正常的工作浮标为 16 个，主要由中国和美国海军布放，

其设计目标为 22 个正常工作的浮标。

来自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代表分别介绍了 2016 年度深海 Argo 浮标在各个洋区的试验布放情况。

美国 SIO 的 N.Zilberman 博士介绍了深海 Argo 浮标在北大西洋的试验进展，目前已经在该海域布放

会议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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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6 个深海浮标，其中 12 个浮标的资料已通过全球 Argo 资料中心（GDAC）进行共享，同时还报

告了近期相关国家在北大西洋的深海 Argo 布放计划，其中法国将在未来 5 年内总共布放 31 个深海

Arvor 型浮标，欧洲 Argo 将在 2017 和 2018 年期间布放 7 个深海 Arvor 型浮标，英国计划在 2017

年布放 8 个深海 APEX 型浮标，而美国 SIO 将在 2017 年提供 6 个深海 SOLO 型浮标布放在北大西洋。

在巴西海盆，一个执行期为 3 年的深海 Argo 浮标布放计划正在审批中，将在未来 1-2 年内布放 5 个

深海 SOLO 浮标，并进行各项测试，最大观测深度 6000 米，并在第三年完成超过 28 个深海 SOLO

浮标的布放，用于长期监测该海域的变暖情况。在西南太平洋海域，美国布放了 11 个深海 SOLO

型浮标，每个浮标均已获得了超过 20 条剖面，预计的观测寿命或略低于 150 个周期，另外 2017 年

还将布放 8 个深海 SOLO 型浮标。在东南印度洋海域，美国布放了 8 个深海 SOLO 浮标和 1 个深海

APEX 型浮标。同时 Zilberman 博士还指出深海浮标的相关技术问题（包括浮标的可靠性、传感器

的精度等）仍需要得到持续关注并有待解决，此外还对深海浮标的布放策略和注意事项进行了介绍。

日本 JAMSTEC 的 Toshio Suga 教授介绍了 2016 年度深海浮标在其他洋区的海上试验进展。日本在

西印度洋投放了 2 个深海 NINJA 浮标，最大观测深度为 4000 米，周期为 10-30 天，其中一个在工

作了 18 个周期后停止工作，另一个浮标仍然在正常工作。在南印度洋，日本投放了 8 个深海 SOLO

型浮标和 1 个深海 APEX 型浮标，其中 SOLO 浮标的工作周期为 10 天，观测深度接近大洋底部，

APEX 浮标工作周期 5 天，观测深度为 5200 米。在南大洋，投放了 1 个深海 NINJA 浮标，最大观

测深度为 4000 米，周期为 10 天。报告显示，日本 Argo 计划于 2017-2018 年期间，在北太平洋海

域分别投放 1 个 DO-DeepApex（带溶解氧传感器的深海 APEX 型浮标）、1 个 DeepNINJA 和 1 个

RINKO-DeepNINJA 浮标，在印度洋东部海域投放 1 个 DeepNINJA 和 2 个 DO-DeepApex 浮标。

来自美国蒙特利尔海湾生物研究所（MBARI）的 K.Johnson 研究员和法国 Villefranche 海洋

学实验室（LOV）的 H.Claustre 教授分别报告了 BGC-Argo 的进展情况。目前总共有 12 个国家和

地区（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意大利、欧盟、澳大利亚，南非、印度、中国、日本和巴西）

参与了 BGC-Argo 计划，统计显示，截止到 2017 年 2 月 3 日，已经获得了 87601 条溶解氧剖面、

8662 条硝酸盐剖面、3018 条 pH 剖面和 32740 条叶绿素剖面。随后，分别介绍了各国关于 BGC-

Argo 的投放情况及未来计划，美国已经投放了 74 个 BGC-Argo，并将在未来两年投放 45 个，日

本将在未来一年内投放 10 个 BGC-Argo，中国国内，中国海洋大学和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分别在日本以南海域投放了 17 个和 4 个 BGC 剖面浮标，厦门大学在南海投放了 3 个 BGC 剖面浮

标 ( 尚未参与共享 )。未来两年，中国有计划继续布放 14 个 BGC 浮标，其中厦门大学 4 个、国家

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10 个。

2、各国 Argo 计划执行情况

根据国际 Argo 指导组的要求，有十九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荷兰、法国、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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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新西兰、挪威、波兰、南非、韩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等）

在本次会议召开前，提交了国家 Argo 执行情况报告，详细报告了 2016 年度各国 Argo 计划的实施

现状、国家对 Argo 的资助水平和展望、下一年度浮标布放计划、Argo 资料在国家层面上的研究

和业务化应用情况，以及对 Argo 区域中心的贡献等。

按照惯例，每次 AST 会议将选择 1-2 个国家的代表，通过会议现场报告的形式介绍本国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本次会议分别由澳大利亚的 Susan Wijffels 教授和日本 JAMSTEC 的 Toshio 

Suga 教授介绍了他们国家的 Argo 实施进展及未来展望。截至 2017 年 3 月，澳大利亚总共有 386

个 Argo 浮标在海上工作，2016 年投放了 75 个浮标，主要分布在西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南大洋等

海域，使用的布放船只为新西兰国家水和大气研究所（NIWA）的 Kaharoa 号和刚刚启用不久的

CSIRO Investigator 号科学调查船，同时，澳大利亚还制定了在其周边海域（90ºE-180ºE）每年投

放 50-60 个 “ 核心 Argo” 的目标，并决定将浮标的通讯方式尽快的全部转换到铱卫星通讯。日本

总共有 171 个浮标在海上正常工作，2016 年投放了 31 个浮标，主要由国内 7 个研究机构的科学

调查船布放。 基于 2016 年 G7 峰会筑波公报，JAMSTEC 开始启动建设综合各种类型 Argo 浮标（普

通 Argo，深海 Argo，BGC-Argo）的综合海洋观测网，未来一年将投放超过 40 个浮标。

会上，国际 Argo 指导组联合主席 Dean Roemmich 教授提议其余国家代表用简短的发言分别

介绍各国的 Argo 计划进展亮点。刘增宏副研究员代表中国作了简短发言，介绍了 2016 年中国在南

海海域布放一批 HM2000 型剖面浮标，并正式拉开了由中国主导建设 “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

的序幕，同时在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计划中，正致力于构建一个覆盖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的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届时期望能维持一个至少由 400 个浮标组成的区域海洋观测网。

为了提高 Argo 数据在研究论文中引用率，并方便用户的引用，指导组还讨论了近期撰写一篇

有关Argo观测资料综述文章的事宜，并提议由 Susan Wijffels和英国BODC的 J. Buck博士负责此事。

3、数据管理相关问题

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联合主席、来自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IFREMER）的 Pouliquen 女士

汇报了 2016 年在中国召开的第十七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的反馈信息以及资料管理会议

所形成的行动决议等。目前所有存活浮标的资料都已经升级到 3.1 版本，而历史资料的版本升级

工作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才能完成，GDAC 正在着手文件检查工作 , 以防止非正常格式的数据进入

GDAC，同时她建议，随着新型浮标、传感器、通讯方式等出现 ,Argo 数据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

应该组织相关的培训，以便指导用户能够更好的使用数据。美国 SIO 的 Megan 女士提出了能否建

立 Argo 浮标的一系列准则，以便正确处理那些未获批准的传感器的观测资料。澳大利亚 CSIRO

的 Esmee VanWijk 女士汇报了 Argo 浮标配置参数的现状，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便使浮标元数

据更加完善且易用。美国 SIO 的 S. Diggs 博士介绍了过去一年 Argo 资料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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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CTD 资料收集情况和更新进展，他指出，目前参考数据集中的资料主要来自 GO-SHIP（全球

海洋船基水文调查计划），而来自各国 Argo 浮标布放时获取的船载 CTD 资料则较少，希望能得

到改进。Megan 女士还代表英国气象中心的 J. Turton 先生汇报了 TESAC 到 BUFR 格式的转换进

度，从 2015 年 10 月到 2016 年 8 月，每月总共有 12449 条 TESAC 格式和 11446 条 BUFR 格式的

信息上传到 GTS 上，为了容纳更多的参数，世界气象组织（WMO）已经批准了有关 pH、叶绿素

和 CDOM 等参数的编码格式，下一步将着手编写能把包含这些参数的 netCDF 文件转换成 BUFR

编码的脚本，并进行测试。

4、Argo 资料的科学应用

根据 AST 会议的惯例，每次会议将邀请 2-3 名代表作有关 Argo 资料科学应用的报告。本次

会议邀请澳大利亚 CSIRO 的 Peter Oke、Tatiana Rykova 和 Terry O’Kane 分别作了使用模型评价

海洋观测系统、基于 Argo 资料研究东澳大利亚流涡旋、气象分析预报系统中耦合数据的同化三个

学术报告。从他们的报告中可以看到，Argo 资料已在澳大利亚业务化海洋预测、预报中已经得到

了较好的应用，其长时间序列的资料积累对提高预测和预报的精度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接着，从美国 SIO 的 Megan Scanderbeg 女士的报告中可以看到，Argo 资料已经在区域海洋

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成为科学家们研究海洋环流和揭示海洋现象及其新特征的有效工具。

自 1998 年以来，全球科学家发表与 Argo 有关的论文数量已达 2683 篇，其中 2010 年以后发表的

论文数量都在 200 篇以上， 2016 年达到 371 篇。这些论文主要有来自世界上 39 个国家的科学家

所做出的贡献，其中贡献在 100 篇以上的国家有 8 个 ( 美国、中国、法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

印度和德国 )。美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数量在 785 篇，名列第一；中国约 369 篇排名第二。这些论

文发表在国际 24 种主要学术刊物上，其中主要的发表期刊为 JGR（417 篇）、GRL（228 篇）和

JPO（177 篇），且在 Nature 和 Science 等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与 Argo 资料应用研究相

关的论文也分别有 11 篇和 15 篇。

5、Argo 浮标技术进展、Argo 计划可持续发展讨论等

会议最后一天进行了设备生产商会议，邀请美国 TWR 和 SBE、法国 NKE 和 CLS、加拿大

RBR，以及日本 TSK、JFE 等公司的代表分别介绍了各类 CTD 传感器、溶解氧传感器、各类型浮

标以及卫星通讯和数据服务等的情况和最新进展。随后，各国 AST 代表们就浮标和传感器使用过

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与制造商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主要包括传感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浮

标数据的处理和校正、新浮标和传感器的生产制造等问题。通过这种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加强了

浮标用户与浮标、传感器和卫星定位与通讯等生产或服务商之间联系的渠道，一些技术问题和用

户的反馈意见与建议得到了仪器设备商的重视和采纳，这势必会对提高浮标和传感器的性能和观

测精度等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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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AST 会议特别增加了一个议题，即专门讨论向 OceanObs'19 大会提交有关 Argo 计划白

皮书相关事宜，并在会议前由 Dean Roemmich 联同 Susan Wijffels 等人共同起草了一份题为《Argo

计划的可持续性：议题与决议》的书面材料，供各国代表在会上进行深入讨论，该书面材料重点

关注的问题包括：全球 Argo 计划在未来 10-20 年如何能持续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关注和支

持、Argo 是否可以在更新领导层的时候继续维持它的本质、Argo 计划如何吸引年轻的科技引领者、

Argo 是否可以在承担新使命的同时不损害核心 Argo 的使命、Argo 是否可以与综合观测系统一起

持续发展，以及促进浮标、传感器、通讯方式等的多样化等等，目的是保证 Argo 计划的可持续发展，

并成立了工作组负责起草全球 Argo 计划可持续发展白皮书，届时将提交给 2019 年国际海洋科学

大会（OceanObs'19）

图 3  设备生产商会议现场

会议期间，来自美国的 Ken Johnson 教授做了一场题为 “ 关注海洋健康 - 生物 Argo 进展 ” 的

科普讲座，吸引了来自 CSIRO 科研人员、研究生和出席本次会议的各国代表近百人到场并进行了

互动交流。此外，当地媒体还对一些主要 Argo 成员国的代表分别进行了采访，中国代表刘增宏副

研究员接受了采访，并介绍了中国 Argo 计划在过去十五年取得的主要成果及未来展望。

三、体会与建议

历时四天的会议，各国与会代表围绕 Argo 计划实施进展、数据管理、浮标技术发展、Argo

计划可持续等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最后，应加拿大代表的盛情邀请，

决定下一次 AST 年议（AST-19）将于 2018 年 4 月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Victoria）举行。

通过本次会议，得到以下几点认识和体会：

1、Argo 计划发展遇到瓶颈

近两年来，各国 Argo 计划布放的浮标数量，特别是核心 Argo 浮标数量呈下降趋势，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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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财政预算的削减；科学家们更关注一些新的东西，导致部分经费流向生物和深海 Argo 计

划；传感器生产出现中断或出现技术问题，导致浮标被召回；新研制浮标性能不稳定（如加拿大

Metocean 公司生产的 NOVA 型浮标）；浮标布放所需机会船只数量不足（特别是南大洋海域）。

如何突破该瓶颈，则需要 Argo 指导组、AIC 及各国 Argo 计划负责人群策群力，以吸引更多的资

源服务于该观测网的可持续发展。

2、南大洋、深海 Argo 观测是热点，但面临极大挑战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科学家们已经认识到南大洋和深海的作用越发显著，而且南大洋

在全球碳循环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当前科学研究的热点区域，如美国基金委于 2012 年资助

了一个针对南大洋碳与气候观测和模拟的项目（SOCCOM），将在南大洋海域布放 200 个携带生

物地球化学传感器的剖面浮标。然而，由于缺少足够多的深海调查手段及南大洋机会船，极大地

限制了获取深海和南大洋海域观测资料的能力。虽然美国 Argo 计划自 2004 年以来，通过新西兰

NIWA 的 Kaharoa 号科学调查船在南大洋布放了 1600 多个 Argo 浮标，但这些浮标还不足以弥补

南大洋海域的观测空缺。近年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利用日趋成熟的深海 Argo 浮标技术，

开始在南大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等海域开展深海 Argo 观测，并获取了大量深海观测资料。但是，

深海观测对传感器的测量精度和工作性能要求极高，而新开发的针对深海 Argo 浮标的 CTD 传感

器（SBE61 型）还处于海上测试阶段，也限制了大规模深海 Argo 观测的开展。

3、Argo 计划拓展对海量复杂数据管理带来的挑战

随着全球 Argo 计划的不断拓展，Argo 浮标的类型、传感器的种类、观测参数等都越来越丰富，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 Argo 资料呈现出海量、复杂的数据特征，这势必对传统的 Argo 数据管理产生

巨大的挑战。如何对这些新的要素进行质量控制、如何按统一格式储存新数据又不影响 Argo 核心

任务的数据，如何高效管理这些海量复杂的全球 Argo 数据并进行安全共享与服务，都是目前亟需

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我国，之前由于人力物力的缺乏，在 Argo 资料的管理方面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新形势下，则更需要相关部门投入更多人力和物力来加强这项必要的工作，才能使我国在 Argo

资料管理方面不被其他国家拉大差距，也才能使 Argo 资料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的基础研究和业务化

应用。

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主管部门决策参考：

1、为全球 Argo 的持续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我国 Argo 计划实施十五年来，依靠国家科技部、国家海洋局和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部门的大

力支持，通过研究项目和专项等形式资助了 370 多个 Argo 浮标的布放，并于 2016 年开始着手建

设由我国主导的 “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已成为国际 Argo 的重要成员国，而且全球海洋

Argo 资料及其数据产品已成为我国海洋与大气科学领域基础研究及业务化应用的主要数据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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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现实是，我国在海上工作的浮标数量正逐年减少（目前仅 110 个左右），国际排名已落到

印度之后，位列全球第七，不仅与我国海洋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也与我国正在实施的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 ” 战略倡议不符。在全球 Argo 计划发展遭遇瓶颈之际，我国理应做出更大贡献，义

不容辞地为该计划的持续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是我国在大型国际合作项目中发挥

主导作用的一个难得时机。为此，建议尽快将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纳入业务化运行体系，

在 “ 十三五 ” 期间，通过 “ 全球海洋监测系统 ”、“ 雪龙探极 ” 重大工程等建设，建成我国 Argo 实

时海洋观测网并业务运行，同时以浮标捐赠和技术培训等方式帮助 “ 海上丝绸之路 ” 沿线国家加

入国际 Argo 计划并培养相关技术人才，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大型国际合作项目中的地位和作用。

2、深度参与国际合作，开展联合调查

任何一个观测系统的建设和维护不可能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实现，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

深入的国际合作。全球 Argo 的成功是各国紧密合作的典范，也是我国参与度最高的国际合作计划

之一，但过去的实践表明，我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力度还远远不够，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在国际合作

计划中的显示度及科学研究的发展。为此，建议主管部门围绕观测网建设（如利用他国海上调查

船等布放浮标）、重大科学问题（如深海变暖、海洋酸化、缺氧）等，积极推动深度国际合作和

联合调查等项目，同时在管理机制上提供更多的便利。

3、承办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

按照惯例，国际 Argo 计划每年组织的两次会议（指导工作组和资料管理组年会）由 Argo 计

划各主要成员国轮流承办，以便该团体所有成员能面对面进行交流和讨论。我国最近一次承办国

际 Argo 指导组会议是在 2009 年，距今将近 10 年。AST-18 会议期间，国际 Argo 指导组联合主席

Dean Roemmich 曾询问是否有国家愿意承办 2019 年第 20 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AST-20）。

中国作为国际 Argo 计划的主要成员国，在履行浮标布放和数据共享义务的同时，理应继续适时承

办该计划组织的年会，提高我国在该计划中的地位与国际显示度，为此，建议主管部门能批准卫

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于 2019 年 3 月期间在杭州承办

第 20 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并给予相应的经费支持。

                                         （曹敏杰、刘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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