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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即将结题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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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开展了相关工作，进展顺利，已经取得了一批调查研究成果。现

将 2017 年上半年的工作内容汇报如下：

2017 年 1-5 月期间，该项目共接收和处理了来自我国布放的 126 个自动剖面浮标观测获取

的 1870 条 0-2000 米水深范围内的温、盐度剖面。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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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通过国家气象局的 GTS 接口上

传，与 WMO 成员国共享。筹建完成的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 至今运行正

常，已具备业务化接收、处理和分发 HM2000 型剖面浮标观测资料的能力。每月还定期收集其他

Argo 成员国布放的浮标观测资料，1-5 月期间共收集了全球海洋中 6 万余条 Argo 剖面数据，进

行质量再控制后通过互联网与国内外用户免费共享。由本项目研发的 Argo 资料共享服务平台，实

现了 Argo 资料查询、浏览、可视化显示、统计分析等功能，可快捷地为国内外用户提供高精度的

全球海洋 Argo 资料及其相关数据产品服务；按计划完成了西太平洋海域 Argo 资料同化分析产品

的研发，并更新了 “ 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BOA-Argo）” 及基于梯度依赖相关尺度研制的

“ 太平洋 Argo 三维网格资料集（GDCSM_Argo）”，其中更新后的 BOA-Argo 数据集时间范围为

2004-2016 年，并于 4 月中旬通过国际 Argo 官方网站正式发布，是我国在国际上公开发布的首款

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产品；而更新后的 GDCSM_Argo 资料集时间范围则为 2004-2015 年。此外，

2017 年 5 月 5 日，还完成了剩余 2 个国产北斗剖面浮标的招标采购工作，目前正在择机搭载其他

航次布放。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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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科研人员陆续撰写并公开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和技术分析报告，以及申请获得了多项软件著作权

登记和发明专利。现已将部分调查研究成果汇编成册，拟由海洋出版社公开出版《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研究文集》一书，内容涉及区域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Argo 数据质量控制技术、

Argo 衍生数据产品研发及其应用、Argo 数据共享管理和剖面浮标技术研制等多个方面。该书将于

2017 年 7 月中旬出版发行。现项目组正对照《任务书》进行各项考核指标完成情况的核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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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撰写项目、课题结题总结报告、技术报告和文件、资料的归档等，以迎接科技部组织的项目

结题验收。

                                                       （项目办公室）

生物 Argo 浮标观测数据质量控制方法研究

获海洋国家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资助

2017 年 3 月底，由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邢小罡副研究员负责申报

的 2016 年度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简称 “ 海洋国家实验室 ”） 开放基金项目 “BGC-Argo

剖面浮标观测生物地球化学数据的质量控制、系统集成与科学应用 ” 正式获得批准。该项目执行

期 3 年（2017 年 4 月 -2020 年 3 月），将系统研究与开发目前搭载在 BGC-Argo 浮标上的六种传

感器（溶解氧传感器、硝酸盐传感器、后向散射计、辐照度计、叶绿素荧光计以及黄色物质荧光计）

测量数据的质量控制方法，改进与完善已有的质控程序，重点研究目前亟需解决的包括辐照度计

暗电流校正、叶绿素荧光量的非光化学淬灭效应，以及黄色物质荧光量的温度效应在内的三个关

键性技术问题，同时还将利用 SOED 即将在西北太平洋副热带环流区开展的 BGC-Argo 阵列观测

实验，进行生物地球化学参数的季节变化研究。这也是国内首个获资助的有关生物 Argo 浮标观测

资料质量控制方法研究的项目。

（刘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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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ed strengthening of interbasin exchange via the

Indonesian seas due to rainfall intensification
                      

  Shi-jian HU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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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Jolla, California, USA；

         3、Laboratory for Ocean and Climate Dynamics,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China；
         4、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A proxy of the Indonesian Throughflow (ITF) transport, developed using in situ hydrographic 

measurements along with assimilations, shows a significant strengthening trend during the past 

decade.This trend is due to a freshening and subsequent increase in the halosteric component of 

the ITF transport associated with enhanced rainfall over the Maritime Continent over the same 

perio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ITF transport leads to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heat and freshwater 

exchange between the Pacific and Indian Oceans and contributes to the warming and freshening of 

the eastern Indian Ocean.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 ITF transport of mass and freshwater along 

with tropical rainfall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limate system.

                       （摘自《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17,44:1448-1456）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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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of ocean's interior from observed sea surface information

Lei LIU1,2, Shi-qiu PENG1,3, Rui-xin HUAN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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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y for Regional Oceanography and Numerical Modeling,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China；
         4、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 Woods Hole, Massachusetts, USA）

Observa t iona l  sur face  da ta  a re  used  to  recons t ruc t  the  ocean ' s  in te r io r  th rough  the 

“interior + surface quasigeostrophic” (isQG) method. The input data include the satellite-derived sea 

surface height, satellite-derived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satellite-derived or Argo-based sea surface 

salinity, and an estimated stratification of the reg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sQG retrieval of 

subsurface density anomalies is quite promising compared to Argo profile data. At 1000 m depth, 

the directions of retrieved velocity anomalies are comparable to those derived from Argo float 

trajectories. The reconstruction using surface density input field approximated only by SST (with 

constant SSS) performs less satisfactorily than tha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ntribution of SSS 

perturbations, suggesting that the observed SSS information is importan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sQG method. Better reconstruction is obtained in the warm season than in the cold season, which 

is probably due to the stronger stratification in the warm season that confines the influence of the 

biases in the surface input data (especially SSS) in a shallow layer.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erformance of isQG with Argo-based SSS input and that with satellite-derived SSS input suggests 

that the biases in the SSS products could be a major factor that influences the isQG performance. 

With reduced biases in satellite-derived SSS in the future, the measurement-based isQG method 

is expected to achieve better reconstruction of ocean interior and thus is promising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摘自《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Oceans》, 2017,122:1042-1056）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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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rgo project: progress in China Argo 

ocean observations and data applications

Zeng-hong LIU 1, Xiao-fen WU 1, Jian-ping XU 1, Hong LI 2, 

Shao-lei LU 1, Chao-hui SUN1, Min-jie CAO 1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atellite Ocean Environment Dynamics, Secon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Hangzhou 310012, China; 
         2、Zhejiang Institute of Hydraulics and Estuary, Hangzhou 310012, Chin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urrent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a Argo project. It considers aspects of 

bo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rgo observing array，float technology, and the data quality control 

and sharing of its data. The developments of associated data products and data applications for 

use in the fields of ocean, atmosphere, and climate research are also discussed, particularly those 

related to tropical cyclones (typhoons), ocean circulation, mesoscale eddies, turbulence, oceanic 

heat/salt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water masses, and operational oceanic/atmospheric/climatic 

forecasts and predictions. Finally,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volved in the long-term 

maintenance and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 Argo ocean observation network are outlined. 

Discussion also focuses on the necessity for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floats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for expanding the regional Argo observation network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ogether with 

the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the use of Argo data by the maritime count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India.

（摘自《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2017, 36(6) :1-11）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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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活动（续）

● 2017 年 4 月 12 日，河海大学海洋学院师生一行 35 人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

增宏副研究员向来访师生介绍了国际 Argo 及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对师生们提出的

问题逐一做了解答，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

● 2017 年 4 月 13 日，国家海洋局海洋咨询中心苏东莆总工程师一行 3 人在海洋二所开发处

刘奎副处长的陪同下，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副研究员扼要介绍了中国 Argo 计

划的实施进展，特别是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 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 2017 年 4 月 14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负责并承办了 SOED 星火系列之午餐会首次活动，

30 余人参加了此次专题研讨。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的李宏工程师介绍了其与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

心合作开发的全球海洋 Argo 网格资料集及其衍生数据产品，刘增宏副研究员则详细介绍了从 Argo 数

据接收、解码到资料质量控制及其共享分发的全过程。此次午餐会在帮助青年科技工作者利用 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开展相关基础研究方面，以及加强学科交叉与融合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图 1  河海大学师生一行来访                                   图 2  李宏工程师在 SOED 午餐会上作报告

● 2017 年 4 月 26 日，2017 年海洋领域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研讨班学员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

资料中心，刘增宏副研究员向学员们详细介绍了自动剖面浮标的测量原理和国内外浮标布放，以

及 Argo 资料的应用等情况，使得学员们对 Argo 计划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 2017 年 4 月 25-28 日 ,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孙朝辉高级工程师和卢少磊助理研究员参

加了由美国 Sea-Bird Scientific 集团和中国劳雷海洋系统有限公司在昆明联合举办的 Sea-Bird 高

级技术培训及研讨会，对自动剖面浮标携带的 Sea-bird 系列传感器性能、数据处理及校准检测等

内容，特别是自动剖面浮标在布放前须对 CTD 传感器进行清洗，才能确保观测资料的质量等问题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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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 5 日，由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

出资购置的最后一批浮标完成公开招标采购工作。天津市海华技术开发中心中标并提供 2 个国产

COPEX 型北斗自动剖面浮标。至此，本项目已完成所有浮标（35 个）的采购工作。

● 2017 年 5 月 17-18 日，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协调员 Mathieu Belbéoch 先生访问

SOED 及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作了题为 “JCOMMOPS: suppor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rgo and other sustained global ocean observing systems” 的专题报告，并就 JCOMMOPS 运作、

AIC 的主要工作及其运行经费的来源等问题与科研人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图 3  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研讨班学员参观中心                              图 4  AIC 协调员 Belbéoch 先生来访

● 2017 年 5 月 20 日，AIC 的 Belbéoch 先生在刘增宏副研究员的陪同下，访问并考察了国家

海洋技术中心的 COPEX 型浮标研制和生产基地。技术中心张少永研究员向 Belbéoch 先生详细介

绍了该型浮标的组装配套设施、通讯模块、工作寿命和年生产量等情况，并就该型浮标的工作性

能及未来参与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建设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Belbéoch 先生对该基地拥有的硬件

设施等基本条件给予了充分肯定。

● 2017 年 5 月 21 日，刘增宏副研究员继续陪同 Belbéoch 先生赴青岛，实地考察了 HM2000

型剖面浮标研制和生产单位 — 青岛海山海洋装备有限公司。该公司谭华总经理向 Belbéoch 先生

介绍了公司配套硬件设施，以及 HM2000 型和最新引进的 NEMO 型剖面浮标的研制和生产情况等；

交流过程中，Belbéoch 先生邀请其参加 AIC 计划组织的多型号浮标海上比测试验活动，让更多的

用户了解该浮标的性能，扩大国际影响力。

● 2017年 5月 24日，为配合全国科技活动周活动及SOED举办的 “探索深蓝—公众科学日 ”活动，

刘增宏副研究员为前来参观的市民和学生作了题为 “ 探秘海洋之利器 —Argo（阿尔戈）” 的科普讲座。

● 2017 年 5 月 27 日，许建平研究员应谭华总经理的邀请，顺访了位于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

国家实验室园区内的青岛海山海洋装备有限公司，参观了新建的 HM 系列剖面浮标生产基地及其

配套建设的大型水池、压力测试罐和浮标运行模拟装置等设施，并就国外引进浮标技术的消化吸收、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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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和年产规模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并交换了意见。

● 2017 年 5 月 30 日，许建平研究员应张俊明总经理的邀请，顺访了青岛地球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听取了该公司的情况介绍，特别是早期承担完成的与中国 Argo 计划组织实施相关的项目成

果展示，双方还就在该领域里的合作前景展开了探讨。

●2017 年 6 月 8 日，值此国际海洋日，民盟浙江省委会办公室吕定副主任及民盟浙江省直联

二总支组织盟员访问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并听取了刘增宏副研究员有关国际 Argo 和中国

Argo 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介绍，盟员们对中国海洋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国际 Argo 计划及取得的

丰硕成果表示由衷地钦佩。

            图 5  “ 探索深蓝 — 公众科学日 ” 科普讲座                   图 6  上海海洋大学大三学生海洋观测见习

●2017 年 6 月 9 日，青岛海山海洋装备有限公司谭华总经理和区域副总经理吏涛雄先生专访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与中心技术人员就引进的 NEMO 型剖面浮标和 HM2000 型剖面浮标的

生产情况及相关技术问题进行了沟通、商讨。

●2017 年 6 月 15 日，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 2016 年度开放基金项目启动暨青年学

者学术交流会在青岛鳌山召开，刘增宏副研究员作为首批获资助的 “BGC-Argo 剖面浮标观测生物

地球化学数据的质量控制、系统集成与科学应用 ” 项目（由 SOED 邢小罡博士负责）代表参加了

会议，并应邀作了题为 “Argo 计划最新进展及展望 ” 的专题报告。

● 2017 年 6 月 20 日，参加 “2017 年渔业海洋学研讨会 ” 的专家学者们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

资料中心，卢少磊助理研究员介绍了国内外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现状，受到来访嘉宾的一致好评。

●2017 年 6 月 26-30 日，上海海洋大学 6 名大三学生，在实习指导教师张春玲讲师、博士的

带领下，在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开展为期一周的 “ 海洋观测见习 ” 教学活动，得到了国家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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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委派刘增宏副研究员负责

安排相关见习课程，围绕自动剖面浮标观测、Argo 资料质量控制和 Argo 资料及其数据产品验证

和试用等进行实践和学习，以增强对所学专业知识的认识。

（吴晓芬）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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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步履维艰

2000-2016 年期间，美国海军一直借国际 Argo 计划名义在我国南海海域肆意布放自动剖面

浮标，相反，我国在 2016 年 9 月之前并没有在南海海域布放自动剖面浮标（只有少数几个浮标

通过巴士海峡从西太平洋漂移进入南海），这也就形成了在此之前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的

建设与维护由美国海军主导的局面。随着国产北斗剖面浮标的研制成熟，以及在国家海洋局第二

海洋研究所牵头的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的资助下，于 2016 年 9-11 月期间在南海中部海盆区

域布放了 10 个国产北斗（HM2000 型）剖面浮标，并通过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

州）” 提供的浮标信息与数据接收、解码、质量控制和分发共享服务，与国际 Argo 计划和世界气

象组织（WMO）成员国开展了部分观测资料的共享试验，得到了国际 Argo 组织的接纳和认可，

使 HM2000 成为我国第一批进入 “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自动剖面浮标，同时也开启了我

国建设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的序幕。

图 1  南海所有浮标观测的剖面位置分布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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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5 月底，布放在南海的自动剖面浮标共有 124 个（部分浮标观测资料参与国际共

享），其中 110 个是由美国布放、采用 Argos 卫星（其中 2 个采用铱卫星）通讯的 APEX 型剖面浮标，

10 个（其中一个浮标布放后由于通讯故障未能获得任何有效信息）是由我国布放、采用北斗卫星

通讯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这些浮标共获得了 12600 余条温、盐度剖面（图 1），其中由 APEX

型浮标获得的剖面总数达到了 11600 余条（不包括未提供国际社会共享的加密观测资料）；而由

HM2000 型浮标获得的剖面总数仅为 980 余条（其中的 450 余条与 Argo 成员国共享）。当前，在南

海海域仍有 16 个自动剖面浮标在正常工作，其中 8 个为 APEX 型浮标，另外 8 个为 HM2000 型浮标。

我国在南海布放国产剖面浮标、并与国际社会共享观测数据，使得美国海军在南海布放自动

剖面浮标的活动有所收敛，但我国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长期由域外国家

建设与维护的被动局面（仅 2017 年 6 月下旬在南海布放了两个铱星浮标）。目前在南海活跃的 8

个北斗剖面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逐渐停止工作，且南海现有活跃浮标的数量还没有达到 “ 全

球 Argo” 计划提出的维持 22 个正常工作浮标的建设目标。此外，从近两年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

（AST）的议题来看，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极有可能成为目前由日本和美国牵头负责的太平

洋 Argo 区域中心管理的一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由美国海军布放的自动剖面浮标，其最大观测深度仅为 1200 米或 1500 米，

漂移深度 1000 米或 1200 米，个别浮标的漂移深度甚至仅为 100 米；观测周期约 48 小时或 96 小时，

即每隔 2-3 天从水下（如 1200 米深度）浮到海面一次，向 Argos 卫星（或铱卫星）发送观测数据。

自 2000 年以来，每年在海上正常工作的自动剖面浮标基本维持在 8-12 个左右，数量最多时曾达

15 个。在这些浮标中，编号为 2902056 和 2902047 的浮标使用了铱卫星通讯，可以方便地通过卫

星向浮标发送更改观测参数（如漂移深度、循环周期、高分辨率剖面深度等）的指令，与常规利

用 Argos 卫星通讯的浮标相比，可以获取更多的南海现场观测数据，特别是 2016 年 6 月 21 日最

新投放的 2902047 号浮标，其观测周期仅为 48 小时。最近，为推进由我国主导的南海 Argo 区域

海洋观测网建设，在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的资助下，

已经通过政府招标购置了最后一批（2 个）国产北斗剖面浮标（COPEX 型），正在择机搭载其它

调查航次布放，以补充该观测网中日益减少的浮标数量。显然，这也只是杯水车薪。

为此，建议能加大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的投入力度，增加浮标布放数量，使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完全由我国主导建设和维护，并尽可能吸收其他周边国家参与其中，从而达

到把域外国家挤出南海的目的。

                                                                （卢少磊）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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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布首款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产品

（中国科学报  作者：陆琦）  近日，国际 Argo 官方网站正式发布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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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共同研制开发的

2004 ～ 2016 年期间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简称 “BOA-Argo”）。

这套由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资助，历时五年，几经改进完善并被国际认可的 Argo

网格数据产品，主要包含了全球海洋从海面到 1975 米水深范围内的海水温度和盐度，以及等温层、

混合层和合成混合层深度等物理海洋环境要素资料，其水平分辨率为 1°×1°，垂向在 0-1975 dbar

水深范围内分为不等间隔的 58 层，时间分辨率为月。该长时间系列（已经超过 10 年）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可广泛应用于海洋和天气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以及海洋、海气耦合数值模拟

和业务化海洋 / 天气预测预报等。

据设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的中国 Argo 实时资

料中心技术人员介绍，这是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公开发布的

首款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也是继美国、日本、法国、

英国和澳大利亚后第六个公开发布类似数据产品的国家。由

于 BOA-Argo 网格数据集的研制方法有了较大改进，不仅

提高了数据产品的质量，而且计算工作量和运算时间也有明

显下降，可以满足人们对网格资料集随 Argo 观测网时间序

列不断延长、剖面资料海量增长而能快速更新的迫切需求。

国内用户可以直接访问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网站（www.

argo.org.cn），免费下载每年更新的 BOA-Argo 网格数据集。

据悉，我国自 2002 年加入国际 Argo 计划以来，在太

平洋和印度洋等海域已经累计布放了 370 多个自动剖面浮

标，建成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并成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的针对

自动剖面浮标的资料接收、处理和交换共享系统，使我国成为 9 个有能力向全球 Argo 资料中心提

交经实时和延时质量控制资料的国家之一。十五年来，Argo 资料及其众多衍生数据产品的公开发

布和无条件免费提供，极大地推动了国内海洋数据的共享进程。中国也已从早期的国际 Argo 计划

参与国，发展成为能自主研发国产自动剖面浮标，并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和传输观测数据，

主导建设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以及能自主研制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并提供国际共享，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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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承担一个海洋大国责任和担当的重要成员国。

                                     （摘自 “ 中国科学报 ”，2017 年 4 月 26 日，总第 6779 期）

本报讯（记者金昶 通讯员陈斯音）   记者从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获悉，近日，我国研

发的首款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产品 ——2004 年～ 2016 年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简称

“BOA-Argo”）在国际上公开发布。利用 BOA-Argo，全球科学家可以访问全球海洋最近 10 余年

来海面到近 2000 米水深范围内海水的各种要素资料，用以开展多种研究。

这款产品是由隶属于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的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浙

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历时 5 年共同研制开发而成，得到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

资助。中国由此成为全球第 6 个公开发布类似数据产品的国家。

位于海洋二所的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的技术人员告诉记者，BOA-Argo 主要包含了全球海

洋从海面到 1975 米水深范围内的海水温度和盐度，以及等温层、混合层和合成混合层深度等物理

海洋环境要素资料。这些资料的数据可广泛应用于海洋和天气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以及海洋、

海气耦合数值模拟和业务化海洋 / 天气预测预报等。现在，BOA-Argo 网格数据集的研制方法有了

较大改进，不仅提高了数据产品的质量，而且计算工作量和运

算时间也有明显下降，可以满足人们对网格资料集随 Argo 观测

网时间序列不断延长、剖面资料海量增长快速更新的迫切需求。

国内用户可以直接访问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网站，免费下载

数据集。

专家认为，相比其同类产品，中国研发的 BOA-Argo 对 “ 厄

尔尼诺 — 南方涛动 ” 信号的捕捉能力较优，在黑潮和湾流等西

边界强流海域能捕捉到更多真实的中尺度涡旋等，有助于海洋

和大气科学家对复杂多变的海洋中尺度动力过程及其变化机制

的认知，提高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能力。

据悉，中国自 2002 年加入国际 Argo 计划以来，在太平洋

和印度洋等海域已经累计布放了 370 多个自动剖面浮标，建成中国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并成为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自主研制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并提供国际

共享，表明我国已从早期的国际 Argo 计划参与国，发展成为主动承担海洋大国责任和担当的重要

成员国。

（摘自 “ 中国海洋报 ”，2017 年 4 月 27 日，第 2048 期，A1 版）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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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首款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产品登上国际舞台

浙江在线 4 月 26 日讯（记者 张吉， 通讯员 刘增宏 李宏 陈斯音）   近日，国际 Argo 官方网

站正式发布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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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浙江省水利河口

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共同研制开发的 2004-2016 年期间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 ( 简称 “BOA-Argo”)。

记者了解到，这套由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资助，历时五年，几经改进完善并被国际

认可的 Argo 网格数据产品，主要包含了全球海洋从海面到 1975 米水深范围内的海水温度和盐度，

以及等温层、混合层和合成混合层深度等物理海洋环境要素资料，其水平分辨率为 1°×1°，垂向

在 0-1975 米水深范围内分为不等间隔的 58 层，时间分辨率为月。该长时间系列 ( 已经超过 10 年 )

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可广泛应用于海洋和天气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以及海洋、海气耦合

数值模拟和业务化海洋 / 天气预测预报等。

  图 1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业务运行的自动剖面浮标分布 ( 截止 2017 年 4 月 22 日 )

据设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的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技术人员介绍，这是我国科学家

在国际上公开发布的首款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也是继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

后第六个公开发布类似数据产品的国家。由于 BOA-Argo 网格数据集的研制方法有了较大改进，不

仅提高了数据产品的质量，而且计算工作量和运算时间也有明显下降，可以满足人们对网格资料集

随 Argo 观测网时间序列不断延长、剖面资料海量增长而能快速更新的迫切需求。国内用户可以直

接访问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网站 (www.argo.org.cn)，免费下载每年更新的 BOA-Argo 网格数据集。

国际权威杂志《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Oceans》日前已公开发表题为 “ 利用

Barnes 逐步订正法重构全球海洋 Argo 网格资料集 ” 的学术论文，专门介绍了 BOA-Argo 网格数

据集的研制过程、关键技术和独特优势等，并与国际上已有的全球海洋网格数据产品进行了验证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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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发现 BOA-Argo 对 ENSO 信号的捕捉能力较优，在保留中尺度信号方面的能力更胜一筹，

尤其在黑潮和湾流等西边界强流海域，能捕捉到更多真实的中尺度涡旋等，有助于海洋和大气科

学家对复杂多变的海洋中尺度动力过程及其变化机制的认知，提高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能力。

图 2  利用 BOA-Argo 绘制的全球海洋气候态温度 ( 左图 )、盐度 ( 右图 ) 表层分布

据最近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截止今年 4 月 17 日，世界上 46 个国家的

科学家在 22 种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包括中国发行的《海洋学报》( 英文版 ) 和《海洋与湖沼》( 英

文版 )，公开发表利用 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 ( 包括 BOA-Argo 网格数据集 ) 的论文数量已接

近 2800 篇，其中由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约为 380 篇，近次于美国 ( 约 800 篇 )，排名世界第二。

  图 3  利用不同种类网格数据集计算的热带太平洋        图 4  各国科学家在 22 种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
                  Nino3.4 区 ENSO 指数验证比较                       发表的涉及 Argo 的论文数量

据悉，我国自 2002 年加入国际 Argo 计划以来，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等海域已经累计布放了

370 多个自动剖面浮标，建成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并成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重要组

成部分；建立的针对自动剖面浮标的资料接收、处理和交换共享系统，使我国成为 9 个有能力向

全球 Argo 资料中心提交经实时和延时质量控制资料的国家之一。十五年来，Argo 资料及其众多

衍生数据产品的公开发布和无条件免费提供，极大地推动了国内海洋数据的共享进程。中国也已

从早期的国际 Argo 计划参与国，发展成为能自主研发国产自动剖面浮标，并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定位和传输观测数据，主导建设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以及能自主研制全球海洋 Argo 网

格数据集，并提供国际共享，主动承担一个海洋大国责任和担当的重要成员国。　　

                     （摘自浙江在线，http://st.zjol.com.cn/system/2017/04/26/0214999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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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 Argo 三维网格资料集（第二版）发布

2017 年 6 月，太平洋 Argo 三维网格资料集（GDCSM_Argo）第二版已提供在线下载服务。

该数据集是利用基于梯度依赖相关尺度的最优插值客观分析方法构建次表层（10~2000 m）三维

网格数据的，并基于一个温度参数模型推算表层温度场，以及采用 Akima 外插法获得表层盐度场，

且初始场的构建、相关尺度的计算及模型参数的确定等都完全基于 Argo 资料本身，并未采用其他

观测资料。该数据集的时间范围为：2004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时间分辨率：逐年逐月；空间

范围：120oE~70oW，60oS~60oN；空间分辨率：1o×1o
（经向：119.5:1:290.5；纬向：-60.5:1:59.5）；

垂向标准层为：0m, 10m, 20m, 30m, 50m, 75m, 100m, 125m, 150m, 200m, 250m, 300m, 400m, 

500m, 600m, 700m, 800m, 900m, 1000m, 1100m, 1200m, 1300m, 1400m, 1500m, 1750m, 2000m，

总共 26 层；包含变量：温度、盐度、深度、时间、经度和纬度。

该数据集的第一版曾于 2013 年 9 月发布，采用了太平洋海域（120oE~70oW，60oS~60oN）

2004 年 1 月 ~2011 年 12 月期间由自动剖面浮标观测的温、盐度资料，并进行了温盐范围检验、

冰点检验、温盐梯度检测及水深递增检验等质量再控制；利用既简单经济又能产生较合理分析结

果的 Cressman 逐步订正方案，来构建 Argo 次表层 （10~2000 m）温、盐度网格化资料集的初始

场。第一次迭代采用了相对较大的影响半径，之后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影响半径逐渐减小；基

于梯度依赖相关尺度的最优插值客观分析方法构建次表层温盐场，其中温盐度梯度由 WOA09 多

年月平均数据计算得到；结合温度参数模型（以混合层深度、温跃层下界深度、温跃层梯度为主

要参数）和 Akima 外插法推算表层温、盐度数据。该数据集时间分辨率为月平均；垂向（0~2000 

m）26 层；水平分辨率为 1o×1o
，经、纬方向上的格点数分别为 172 和 121；以 MATLAB 格式存

储。第二版则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改进了背景场和温盐度梯度的计算方法：相比 Cressman 逐步订

正法，利用订正效果更好的最优插值客观分析方法形成客观分析的初始场；借助于客观分析的背

景场，即 Argo 资料多年月平均数据计算温盐度梯度数据，用作梯度依赖相关尺度参数，更好地保

证了 Argo 资料的独立性。另外，Argo 剖面资料的质量再控制中增加了两倍方差剔除尖峰数据的

模块，同时网格资料集时间范围延长至 2015 年 12 月，其他均不变。

该数据集及用户使用说明手册可通过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官方网站（http://www.argo.org.

cn/）免费下载获取，其采用的质量控制方法以及客观分析方法将会不断改进和更新，欢迎广大用

户建言献策。

                                                                              （张春玲）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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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go 资料质量一般？

近来有国内 Argo 资料用户反映，从全球 Argo 资料中心（GDAC）网站下载的自动剖面浮标

观测资料（简称 “Argo 资料 ”），有的温、盐度剖面存在明显异常、也有的数据明显存在错误、而

且有的剖面深度不足 500 米，还有的剖面位置明显出现差错，更有甚者连剖面观测时间都存在错误，

云云。Argo 资料质量问题倍受人们关注！

众所周知，国际 Argo 计划自 2000 年实施以来，在 3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

已经在全球海洋中布放了超过 12,000 个自动剖面浮标，累计获取了约 160 万条温、盐度剖面和部

分涉及生物地球化学要素（如溶解氧、叶绿素、pH 和硝酸盐等）的观测剖面。目前，在海上正常

工作的浮标已经接近 4000 个，每年能新增约 14 万条观测剖面。随着时间推移，全球 Argo 资料

集的时间序列也在不断延长，Argo 资料已经成为海洋与大气科学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和业务化预测

预报的主要数据源。而且早在 Argo 计划实施之初，国际 Argo 组织就分别在美国和法国设立了两

个全球 Argo 资料中心（GDAC），用来汇集和交换共享各 Argo 计划成员国布放的自动剖面浮标

观测资料。但目前，在世界上还只有 9 个国家（美国、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日本、

韩国、印度和中国）有能力向 GDAC 实时提交 Argo 资料。这些国家的 Argo 资料中心，虽已按照

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ADMT）要求和制定的实时质量控制规程，对提交的每条剖面做过质量控

制，并采取统一的格式（NetCDF）进行交换共享。但是，各资料中心提交的数据质量的确存在参

差不齐的现象，究其原因可能与解码软件编写有误（需要浮标用户自行编写代码）、某批次浮标

本身存在技术缺陷、用于实时质量控制的阈值选取过于宽泛，以及审核技术人员专业知识或实践

经验不足，甚至忽视人工审核等环节有关。况且，近些年来，随着传感器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自动剖面浮标加装了生物光学及生物地球化学传感器等，使得 Argo 资料集变得愈加复杂；有些

Argo 资料新用户更是不了解 NetCDF 格式的存储方式，导致用户在读取和使用数据时遇到了较大

困难，误将因用户本身对 Argo 资料质量控制规程的不熟悉，甚至忽视了关键的人工审核关而引入

的种种本应纠正或校正的问题，归结为 Argo 资料的质量不高，显然有失公允。

为了以正视听，便于国内 Argo 用户准确获取 Argo 资料，现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CARDC）

不定期制作全球 Argo 资料集的详细过程介绍如下，方便用户从 GDAC 网站随时下载由各 Argo 成员

国布放在全球海洋中的全部自动剖面浮标的观测资料，并自行实施质量再控制工作；也可以通过互

联网直接从CARDC网站（www.argo.org.cn）免费下载经过质量再控制的、最新版全球Argo资料集（当

前版本为 V2.1，包含了 1997/07-2016/12 期间的全部自动剖面浮标观测资料，通常每年更新一次）。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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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go 资料集制作过程

（1）数据来源

Argo 资料用户可以通过 FTP 从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IFREMER）的 GDAC 服务器（ftp.

ifremer.fr/ifremer/argo/），下载由各 Argo 成员国布放在全球海洋中的所有自动剖面浮标观测的温

度、电导率（盐度）、压力（深度）等物理海洋环境要素数据，以及部分涉及生物地球化学要素（如

溶解氧、叶绿素、pH 和硝酸盐等）的观测数据。需要指出的是，各国 Argo 资料中心在提交经实时（24

小时内）质量控制的 Argo 数据同时，还会不定期地提交经延时（约 3 个月左右）模式质量控制的

数据。众所周知，对 Argo 数据的延时模式质量控制过程比较复杂，需要耗费较多的时间和人力资源，

一些国家因缺少人手或经费，导致许多浮标虽已在海上工作了较长时间，但其观测资料却未能及

时获得延时模式质量控制；而一旦经费有着落，就会安排人员进行这项工作，故一些历史 Argo 资

料随时都有可能被更新。为此，CARDC 在制作或更新 Argo 资料集时，通常每次都会下载所有浮

标的数据文件，而不是仅下载那些新浮标的观测数据。

在 GDAC 服务器上，每个浮标的所有剖面数据通常包含在一个多剖面文件内，其文件名格式

为 XXXXXXX_prof.nc，这里 XXXXXXX 为浮标的 WMO 编号，如由中国 Argo 布放的 2902700

号浮标，其多剖面文件存放路径为 ftp.ifremer.fr/ifremer/argo/dac/csio/2902700/2902700_prof.nc；

而携带生物地球化学传感器（BGC）的自动剖面浮标，通常会包含一个核心 Argo（即温、盐度和

压力）数据文件和一个 BGC 数据文件，文件名格式分别为 XXXXXXX_prof.nc 和 XXXXXXX_

Mprof.nc。在下载这些文件时，通常需要用到由 GDAC 提供的包含所有浮标观测剖面的索引表（ar_

index_global_prof.txt），可以帮助用户精确定位每个浮标数据文件的存放目录，避免出现遗漏。

（2）读取和写入数据

用户可以使用 MATLAB 方便地读取 NetCDF 格式的 Argo 数据文件。当然，在读取之前，

需要在用户的计算机上安装 snctools 工具包（可从网址 https://svn.code.sf.net/p/mexcdf/svn/

snctools/trunk/ 下载），也可使用高于 R2008a 版本的 MATLAB，并自行编写读取数据的脚本 ( 或

程序 )，但需周全考虑数据的复杂性，如有些浮标的剖面观测数据并没有对压力、温度和盐度进行

校正，其校正项应使用原始数据，而对于存在校正项的浮标数据，则应分别提取；有些浮标除了

温、盐度外，还有生物地球化学要素，而且有些要素的观测层次并不与温、盐度的观测层次相同，

即存在多个深度轴；有些浮标在观测生物地球化学要素的同时，还通过 CTD 传感器额外再观测海

水的温、盐度，即一个循环中存在一条以上温、盐度剖面等。这些不确定因素，用户在编写脚本

时均须考虑周全，否则在读取数据过程中会容易出错。同时，也不能使脚本变得太复杂，导致读

取过程缓慢，耗时过长。

为了方便对下载后的数据进行质量再控制或用于其他计算、绘图等，可以选取 ASCII 码（或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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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方式）作为数据的写入方式，文件命名规则为 XXXXXXX_NNN.dat，这里 XXXXXXX 为浮

标的 WMO 编号，NNN 为剖面序号。存储的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表头信息，包含浮

标的编号、类型、通讯方式、所属项目名称、国家、PI（负责人）、采样方向、数据模式、观测时间、

定位经纬度、观测要素名称和深度轴信息等；第二部分则为浮标的所有观测数据，包括各要素的

原始值、校正值和质控标记等（详见《全球 Argo 资料集（V2.1）用户手册》）。

（3）数据质量再控制

虽然 ADMT 已经制定了有关 Argo 资料的实时和延时模式质量控制规程，但各国 Argo 资料

中心在具体执行时，由于投入的人力有限或者缺少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操作，更有甚者解码过程

存在明显错误，导致提交至 GDAC 的 Argo 资料质量参差不齐，有些资料甚至无法用于科学研究。

所以，在正式用于基础研究或业务化预测预报时，需要对从 GDAC 网站下载的 Argo 资料进行严

格审核或质量再控制。该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步骤：

第一步由计算机自动检验完成。主要检验浮标有效的观测层数和观测时间，剔除那些观测层

数过少或观测时间有误的剖面。通过编写的 MATLAB 脚本对所有数据文件内的数据进行自动读取，

并提取质控标记为 “1” 的有效温、盐度和压力数据。当有效数据的层数少于 10 个时，则删除该数

据文件；且当剖面观测时间小于 1996 年 1 月 1 日（自动剖面浮标问世之前）或者大于当前日期（用

户下载数据文件之日）时，同样应删除该数据文件。

第二步须由人工审核完成。针对计算机无法自动检验出的数据质量问题，如存在明显错误或

异常的数据，以及浮标漂移轨迹中存在的定位异常等，则需要通过绘制图件并由具备专业知识的

技术人员，逐一检查审核。这些图件包括每个浮标观测的温度瀑布和温度垂直分布、盐度瀑布和

盐度垂直分布、T-S 曲线和浮标漂移轨迹等（图 1a）；有的还包含了溶解氧垂直分布（图 1b）；

也有的还带有多深度轴（图 1c）等。

在人工审核每个浮标的图件、并发现某些剖面数据存在明显异常或错误时，需要通过

MATLAB 脚本查出这些异常或错误所在的文件名，而后再打开该文件，进一步查看对应的数据项，

直到找出异常数据的位置，修改对应于这些数据的质控标记，以此类推。这一步通常不对存在明

显异常或错误的数据做任何校正处理，只是将原来的质控标记 “1”（好）调整为 “3”（有可能被校

正的坏数据）或 “4”（坏数据），以便提醒资料用户在利用该浮标或剖面时特别留意。一般情况下，

建议用户尽量利用质控标记为 “1”（好）的数据。

还需指出的是，由于 ADMT 对于生物地球化学要素（如溶解氧、叶绿素、pH 和硝酸盐等）

还没有制定出完善的质量控制规程，而且一些国家的 Argo 资料中心也没有能力对这些生物地球化

学要素进行质量控制（通常质控标记为 “0”，表示 “ 未进行质量控制 ”）。目前，CARDC 也还没

有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对这些观测要素进行人工审核或质量再控制，完全保留了从 GDAC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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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下载的 NetCDF 文件中的原始数据。若用户需利用这些生物地球化学要素（如溶解氧、叶绿素、

pH 和硝酸盐等）开展基础研究或业务应用时，务必对这些观测数据自行进行质量控制或评估。

                        （a）                                        （b）                                                  （c）

图 1  用于人工审核的多种 (a、b、c) 图件

2     国际共享 Argo 数据中存在的问题

CARDC 在近期制作新版《全球 Argo 资料集 (V2.1)》(1997/07-2016/12) 时，从法国海洋开发

研究院（IFREMER）的 GDAC 服务器（ftp.ifremer.fr/ifremer/argo/）下载了 1997 年 7 月至 2017

年 2 月期间由各 Argo 成员国布放的 11，856 个自动剖面浮标观测的全部剖面（约 160 万条）数据，

除了常规的温、盐度和压力等物理海洋要素外，部分剖面还包含了生物地球化学要素（如溶解氧、

叶绿素、pH 和硝酸盐等）。与此同时，绘制了每个浮标观测的温度瀑布图和温度垂直分布图、盐

度瀑布图和盐度垂直分布图、T-S 曲线和浮标漂移轨迹图等（图 1a）；有的还包含了溶解氧垂直

分布图（图 1b）；也有的还带有多深度轴（图 1c）等。正如前面所述，由于 CARDC 还没有配备

从事生物地球化学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新版全球 Argo 资料集也没有对浮标观测的生物地球化学

要素数据进行质量再控制，所以也就没有绘制叶绿素、pH 和硝酸盐垂直分布图等。

通过对 11，856 幅图件的逐一审核及客观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浮标观测的温度（约 10，683 个，

占 90%）、盐度（约 10，577 个，占 89%）剖面都是比较好的，完全可以放心使用。但其中一些

浮标（约 1330 个）观测的 T-S 曲线底部略显发散状，虽然同样可以放心使用，不过也表明了在某

些海域 2000 dbar 深处的温、盐度变化还是比较可观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浮标观测的剖面或给出

的信息就不那么放心了，必须得校正后才能使用，有的甚至根本无法校正，只能从数据集中删除。

（1）温度和盐度剖面异常

Argo 资料中出现温、盐度异常的状况十分普遍，可能是由于传感器受到海面油污染、海水腐

蚀及生物附着，甚至受电子原器件老化或外界电子信号干扰所致，但也有可能是遇到不同性质的

水团或者浮标漂移穿过海洋锋面时产生的自然现象。如何正确分辨 Argo 资料中存在的温、盐度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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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正常的自然现象，还是不正常的 “ 故障 ” 所致，需要通过专业技术人员做出判断。如图 2 所示，

该浮标位于北大西洋海域，首先从温、盐度垂直分布图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剖面温度都是随着

深度增加而逐渐降低的，盐度则表现为表层低盐、次表层略高，之后随着深度增加盐度同样略有

降低；但似乎只有一条温、盐度剖面出现异常情况，温度大约在 1300 dbar、盐度在 500 dbar 上层

都要比其它剖面低得多。显然，这样的低温、低盐状况有悖于常理（T-S 曲线），通常需要找到该

剖面并将对应的温、盐度数据质量控制标记由原来的 “1” 修改为 “4”。

                  图 2  1901597 号浮标                         图 3  2901466 号浮标                      图 4  5903452 号浮标

（2）温度或盐度剖面底部异常

图 3 呈现的 2901466 号浮标处于北印度洋海域，其盐度在底部（1000 dbar 以深）出现很多异

常偏大值，但并不是所有剖面都存在这种情况。尽管产生的原因不是十分清楚，但显然不是自然

现象所致，需要对这些异常数据的质控标记做修改处理。可以通过编写 MATLAB 脚本并结合设定

的阈值（如 1000 dbar 以下相邻层次盐度偏差大于 0.08），来准确寻找这些存在盐度异常的文件，

并将对应的盐度数据质量控制标记修改为 “4”。

（3）温度异常

图 4 给出了一个处于北太平洋海域的 5903452 号浮标观测的结果。总体上看，除了在温度垂

直分布和 T-S 曲线中，其中一条温度剖面出现异常外，其他剖面均表现得十分完美。显然，该异

常剖面同样需要通过编写 MATLAB 脚本并结合设定的阈值，来准确寻找到存在该温度异常的文件，

并将对应的温度数据质量控制标记修改为 “4”。

（4）盐度异常

图 5 所示的 5902509 号浮标处于北太平洋海域，其中 1 条盐度剖面在约 100 dbar 深度上存在

异常低值（< 33.5），经查为第 000 号剖面，并将对应的异常低盐数据质量控制标记修改为 “3” 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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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盐度偏移

Argo 资料中存在盐度漂移或偏移现象也十分普遍，一般发生在海上工作较长（约 3 年以上）

浮标的观测剖面中，通常由电导率传感器的电子原器件老化或者受到海水腐蚀、附着所致。图 6

所示的 2900693 号浮标处于北太平洋海域，在 T-S 曲线中可以明显看到，其中有 1 条剖面的盐度

值从上到下均存在偏移误差，经查为第 65 号剖面，并将该剖面的盐度数据质控标记修改为 “3”。

对存在盐度漂移的浮标，通常在日后对 Argo 资料执行延时模式质量控制过程中，均可以得到较理

想的校正结果。    

                图 5  5902509 号浮标                        图 6  2900693 号浮标                        图 7  1900586 号浮标

（6）卫星定位异常

图 7 给出的 1900586 号浮标处于北印度洋海域。由图可见，该浮标观测的温、盐度剖面数

据均十分正常，只有在漂移轨迹上发现了一个定位异常，显然该位置（53.1ºE，8.7ºN）与前后

两个点比较存在明显错误，需要用线性插值方法来估算该剖面处的定位值，并将该插值得到的

经、纬度写入文件。但若遇到第 1 条剖面或最后 1 条剖面处出现定位异常，由于目前还没有找

到理想的外推方法，暂时只能将错误经、纬度用缺省值代替，分别为 999.999 和 99.999。

除此以外，有部分浮标的数据存在剖面序号和观测时间排序混乱的异常，导致绘制的浮标轨

迹十分混乱，如图 8 所示的 2900520 号浮标（韩国 Argo 计划布放）。对于这类异常，需要将所有

剖面和剖面号、定位位置等信息按照时间增长顺序重新进行排序；还有些浮标会因传感器故障缺

少盐度剖面（图 9），但温度剖面仍然可以利用；还有些浮标的温盐度剖面数少于 5 个，这些浮标

或许还只是刚刚布放的，若能得到确认的话，这些剖面数据也还是可以利用的，但也有的可能是

遇到了技术故障，对这些剖面就不建议使用了。

再者，有些浮标观测的温、盐度剖面还带有双深度轴（图 10），对这样的浮标完全可以选择

较好的那条温盐度剖面使用。还有那些带溶解氧（图 11），甚至叶绿素、pH 和硝酸盐传感器的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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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其大部分温、盐度剖面数据都是好的，同样可以放心使用；但若发现温、盐度数据存在如上

述类似异常状况的，只需分别修改对应的质量控制标记。

          图 8  2900520 号浮标                    图 9  2902547 号浮标              图 10  5904686 号浮标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Argo 资料中绝大多数的观测剖面（占 79%）最大观测深度都会在 2000 

dbar 附近，但也有的剖面深度小于 1500 dbar( 约占 11%) 或者 1000 dbar（约占 7%），甚至浅于

500 dbar( 约占 1%)。当然，还有一部分浮标为了节省电池能耗，其剖面观测深度会在 2000 dbar 与

1000 dbar 或者 500 dbar 间交替进行，即测量几个浅水剖面后再测量一个深水剖面（图 12），如此

循环往复，但又能全程掌控传感器的测量精度。这样的测量过程可以说是对常规自动剖面浮标观测

方式的一种创新，而且对温、盐度变化（在 T-S 图上表现为底部的曲线收敛）不是十分明显的海区

（图 13），剖面观测深度选取 1500 dbar 或者 1000 dbar 也许无可厚非，但若在 T-S 图上发现底部

的曲线呈发散状（图 14），那么对这样的剖面数据就难以进行质量控制了，也就无法正确评估观测

结果的好坏。至于观测剖面浅于 500dbar 深度的数据，CARDC 郑重建议 “ 不要轻易使用 ”。

  
       图 11  1901205 号浮标                          图 12  49070 号浮标             图 13  59046 号浮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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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  69027 号浮标               图 15  6901165 号浮标图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浮标，如 1000dbar 上层漏测温盐度数据（图 15），甚至仅有位置或者

漂移轨迹，没有温、盐度剖面（图略）等，显然是由传感器故障或其他原因所致。对下载的 Argo

资料中存在这类问题的，建议直接做删除处理。

3      结语

2017 年 4 月 由 CARDC 新 版 的《 全 球 Argo 资 料 集（V2.1）》（1997/07-2016/12）， 从

GDAC 下载的剖面数量累计为 1,678,299 条，经 CARDC 质量再控制后保留的剖面总数为 1,525,962

条，约占全部剖面总量的 91%（图 16），其中温度质控标记为 “1” 的观测数据约占温度观测数据

总量的 98.4%，盐度质控标记为 “1” 的约占盐度观测数据总量的 97.5%。也就是说，在 GDAC 提

供的所有剖面数据中，约 89.4% 的温度数据质量是好的，而质量好的盐度数据约占 88.6%。

图 16  1997/07-2016/12 期间每月 Argo 剖面数量分布

（黑色：GDAC 提供的剖面数量；绿色：经质量再控制后由 CARDC 提供的剖面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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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通过国际 Argo 计划成员国交换共享的 Argo 资料质量还是比较好的，也是值得信

赖的。但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对来自 GDAC 的 Argo 资料质量再控制工作，特别是在用于制作 Argo

网格数据集或者将其同化进入海 - 气耦合模式，以及业务化观测预报时，即使少量的剖面数据异常

或错误，也会影响到计算或预测预报的精度，甚至带来严重后果。为此，重视 Argo 资料的质量再

控制工作，促进并提高国内现场海洋观测资料的质量和精度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

另外，国内仍有用户在购买和布放最大观测深度仅为 500 米的浅海型剖面浮标，通过上面的

分析不难发现，这种浅海型浮标资料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由于水体性质在该深度附近本身变化较大，

利用历史船载 CTD 资料进行延时模式质量控制也无法取得好的校正效果，因此，浅海型剖面浮标

资料不应进入全球 Argo 数据集。

（正义）

严重影响 Argo 资料质量的关键技术：剖面浮标解码器
 

对各种型号的自动剖面浮标观测信息进行实时解码，是 Argo 数据流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

各国 Argo 资料中心承担的重要任务之一。

众所周知，目前国际 Argo 计划中使用的多型号自动剖面浮标，均是利用卫星通讯系统实现浮

标观测信息实时传输的，其中包括美国、法国和印度等国联合经营的 Argos 卫星、美国的铱卫星

（Iridium）和中国的北斗卫星（BDS）等。这些卫星的传输速率有快有慢，对浮标（或平台）发

送信息的频率及每条信息的大小都有一定的要求，如使用 Argos 卫星通讯的自动剖面浮标，每 45

秒发送一条包含 32 个字节的信息；使用铱卫星通讯的浮标每条信息约为 200 个字节；而使用北斗

卫星的浮标则要求每隔 70 秒发送一条信息（120 个字节）。为此，自动剖面浮标生产商在研制过

程中，均会按照不同卫星系统的要求对浮标观测信息和剖面数据进行合理编码，使其能通过选定

的卫星系统将这些观测信息和数据顺利发送给卫星地面接收站，并最终提供给浮标用户。而浮标

用户则须根据生产商提供的浮标用户手册，自行编写解码软件（或称 “ 解码器 ”），方可将那些看

不懂的机器编码（通常采用十六进制或二进制编码格式）解译为能读的工程数据（ASCII 码），

用于海洋和大气科学领域等的基础研究和业务化预测预报中。

然而，目前世界上有能力研制自动剖面浮标的厂商已接近 10 家，生产提供的浮标型号也有数

十种之多，且不同型号的浮标编码格式又各不相同，即使同一型号的浮标，由于携带的传感器或

利用的卫星系统不同，编码格式也会各异，特别是越来越多生物光学和生物地球化学传感器的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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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剖面浮标的编码格式越加复杂，需要各国 Argo 资料中心投入相当多的人力和物力，谨慎编写

各种解码器，才能确保浮标观测数据和技术信息的正确解译。需要指出的是，复杂的数据编码不

可避免地会增加错误解码的概率，导致全球 Argo 数据集中由人为引起的异常剖面数量在不断增加，

从而给业务化预测预报及科学研究带来困扰。

过去十五年中，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在承担实施中国 Argo 计划的相关科研项目时，以及

受国内其他科研院所承担的相关科研项目负责人的委托，针对各个时期引进的不同型号自动剖面

浮标，及时组织技术人员编写了多种解码器，从而为这些浮标的观测资料实时交换共享，以及中

国 Argo 计划的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技术保障，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 9 个有能力实时提供 Argo 资

料的国家之一，也为我国在 Argo 成员国中赢得了国际声誉。

为了满足自动剖面浮标数据业务化接收、解码、处理和分发要求，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选

取了更为稳定的 Linux 操作系统，其自带的 “crontab” 任务调度服务，可以方便地通过 Linux 脚本

实现程序的定时自动运行。解码器代码采用 MATLAB 语言编写，因其自带了更多的数学和字符处

理函数，可以避免编写庞大而复杂的代码，安装了由澳大利亚联邦工业组织（CSIRO）海洋与大气

研究所开发的 seawater 工具包等。现以国际上常用的一种 APEX APF9A（版本号为 062608，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命名为 APEX_TS30）型剖面浮标为例，对该型号浮标解码器的编写和解码过程

做一科学普及，以便国内用户对这一严重影响 Argo 资料质量的关键技术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APEX_TS30 型浮标由美国 Teledyne Webb 研究公司研制，使用 APF9A 控制器，携带了

SBE41 型 CTD 传感器，并利用 Argos 卫星传输浮标观测信息及剖面数据。该型浮标的 Argos 编码

一般由 10 多条信息组成，每条信息占用 32 个字节，通常 1-2 号信息为浮标在某个循环的技术信

息及在漂移深度处的温度、盐度和压力（简称 “ 温盐压 ”）观测值等，具体编码格式分为： 

（1）数据信息 -1
字  节 变量名 注  解

1 CRC 循环冗余校验

2 MSG 信息编号 - 每个数据信息块由多条信息组成，对于数据信息 1，数值为 1 

3 BLK 信息块编号 - 随着每个传输信息块而增加 

4–5 FLT 控制器序列号

6 PRF 剖面号

7 LEN 信息块中温盐压的观测层数 

8–9 STATUS 浮标状态

10–11 SP 海表压力 [centibars] （在浮标下潜前观测）

12 VAC 漂移阶段末浮标内部真空度 [counts]

13 ABP 每条 Argos 信息发送后气囊压力 [counts]

14 SPP 漂移阶段末活塞位置 [counts] 

15 PPP2 漂移阶段末活塞位置 [counts] 

16 PPP 深潜阶段末活塞位置 [counts]

17–18 SBE41 SBE41 CTD 传感器状态

19–20 PMT 上浮阶段累计活塞运行时间 [seconds] 

21 VQ 漂移阶段末电池电压 [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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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IQ 漂移阶段末电池电流 [counts] 

23 VSBE 漂移阶段末 SBE41 CTD 采样时电池电压 [counts] 

24 ISBE 漂移阶段末 SBE41 CTD 采样时电池电流 [counts] 

25 VHPP 剖面阶段初始活塞扩张结束时电池电压 [counts] 

26 IHPP 剖面阶段初始活塞扩张结束时电池电流 [counts] 

27 VAP 气泵运行时电池电压 [counts] 

28 IAP 气泵运行时电池电流 [counts] 

29 PAP 气泵运行所需的 6- 秒脉冲次数 

30–31 VSAP 通讯阶段气泵完全容量 (Volt-Sec) 

    31 未使用

（2）数据信息 -2
字  节 变量名 注  解

1 CRC 循环冗余校验 

2 MSG 信息编号 - 每个数据信息块由多条信息组成，对于数据信息 2，数值为 2

3–6 EPOCH Down time 结束时 Unix 时间戳 

7–8 TINIT 
数据传输阶段开始时相对于 EPOCH 的时间 (minutes) ( 格式：2’s compliment signed 
integer) 

9 NADJ 漂移阶段活动 - 压载调整次数 

10–11 PRKN 漂移深度上测量的温度和压力数量 

12–13 TMEAN 漂移深度上测量的温度平均值 

14–15 PMEAN 漂移深度上测量的压力平均值 

16–17 SDT 漂移深度上测量的温度标准差 

18–19 SDP 漂移深度上测量的压力标准差 

20–21 TMIN 漂移深度上测量的温度最小值 

22–23 TMINP 漂移深度上测量的最小温度时的压力值 

24–25 TMAX 漂移深度上测量的最大温度值 

26–27 TMAXP 漂移深度上测量的最大温度时的压力值 

28–29 PMIN 漂移深度上测量的最小压力值 

30–31 PMAX 漂移深度上测量的最大压力值 

31 NA 未使用 

（3）数据信息 -3
字  节 变量名 注  解

1 CRC 循环冗余校验 

2 MSG 信息编号 - 每个数据信息块由多条信息组成，对于数据信息 2，数值为 2

3–4 Tp 漂移阶段末观测温度

5–6 Sp 漂移阶段末观测盐度

7–8 Pp 漂移阶段末观测压力

9–10 T1 第一个温度观测值

11–12 S1 第一个盐度观测值

13–14 P1 第一个压力观测值

15–16 T2 第二个温度观测值

17–18 S2 第二个盐度观测值

19–20 P2 第二个压力观测值

21–22 T3 第三个温度观测值

23–24 S3 第三个盐度观测值

25–26 P3 第三个压力观测值

27–28 T4 第四个温度观测值

29–30 S4 第四个盐度观测值

31 P4 (half) 第四个压力观测值（其中另一半字节在下一条信息中）

   
接下来的第 4-N 条信息存储浮标的温盐压观测数据，且按照采样的先后顺序编码，每一层的

温盐压采样编码占用 6 个字节，各为 2 个字节。而数值转换和变量转换则如下表所示：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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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值转换

观测变量 分辨率 范  围 编码格式 转  换

温度 0.001 °C -4.095 °C ~ 
61.439 °C

16-bit unsigned 
with 2’s complement T = Traw / 1000

盐度 0.001 psu -4.095 psu ~ 
61.439 psu

16-bit unsigned 
with 2’s complement S= Sraw / 1000

压力 0.1 dbar -3276.7 dbar ~ 
3276.7 dbar

16-bit unsigned 
with 2’s complement P= Praw /10

电压 V 8 bits unsigned V = (Vraw * 0.077 + 
0.486

电流 MA 8 bits unsigned I = (Iraw * 4.052) - 3.606

真空度 InHg 8 bits unsigned V = (Vraw * 0.293) 
-29.767

（2）变量转换

观测变量 十六进制 转换步骤 转换后结果

温度 ≥ 0 0x3EA6 
(<0xEFFF) → 

Traw = 16038 
T = Traw / 1000 → 

16.038 °C 

温度 < 0 0xF58B (≥ 
0xF001) → 

Traw = 62859 T2sComplement=Traw–65536=-2677 
T= T2sComplement / 1000 → 

-2.677 °C 

盐度 0x8FDD 
(<0xEFFF) → 

Sraw = 36829 
S= Sraw / 1000 → 

36.829 psu 

盐度
0xF003 (≥ 
0xF001) → 

Sraw = 61443 S2sComplement=Sraw-65536= -4093 
S= S2sCompement / 1000 → 

-4.093 psu 

压力 ≥ 0 0x1D4C (< 
0x8000) → 

Praw = 7500 
P = Praw / 10 → 

750.0 dbar 

压力 < 0 0xFFFA (≥ 
0x8000) → 

Praw = 65530 P2sCompliment = Praw - 65536 = -6 
P = P2sCompliment / 10 → 

-0.6 dbar 

电压 0xBB → Vraw = 187 V= (Vraw *0.077) + 0.486 → 14.9 V 
电流 0x0A → Iraw = 10 I = (Iraw * 4.052) –3.606 → 36.9 mA 

真空度 0x56 → Vraw = 86 V = (Vraw* 0.293) -29.767 → -4.5 inHg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 Argos 信息有可能包含卫星误码，所以每条信息的第一个字节为循环冗

余校验码（CRC），用于校验该条信息是否为误码。错误的 CRC 通常表示 Argos 信息已被破坏，

在解码前需要剔除。

据上述编码格式，即可编写出针对该型号浮标的 MATLAB 解码器代码（略），其中，结构

变量 “eng” 中包含所有解码后的浮标技术信息，而浮标的剖面数据则包含在 “data” 结构变量中。

下面给出的是由 105440 号浮标观测的第 420 条剖面的部分 Argos 编码：

87518 2017 06 07 07 46 41 +00.000 +000.000 1 121 K 0 644760060 A10451084C87034459086786FB426B088C86F3407608A886EC3E7F08CD86E100
87518 2017 06 07 07 47 27 +00.000 +000.000 0 121 K 0 644760060 2E053C8D08F686D83A89092686CD38A3095486C236B0097786B734BC09A68600
87518 2017 06 07 07 48 13 +00.000 +000.000 0 121 K 0 644760060 7006AC32C509E286A030D40A2586932EDD0A5A86882CED0AA4867C2AE10AE600
87518 2017 06 07 07 48 59 +00.000 +000.000 0 121 K 0 644760060 4B07866C29060B24865C27130B75864625180BC28635232A0C20861E21300C00
…………………………………………………………………………………………………………………………………………………………………..
…………………………………………………………………………………………………………………………………………………………..………
……………………………………………………………………………………………………………………………………………………….…………
87518 2017 06 07 11 17 31 +00.000 +000.000 0  57 B 0 644760060 4B07866C29060B24865C27130B75864625180BC28635232A0C20861E21300C00
87518 2017 06 07 11 18 17 +00.000 +000.000 0  57 B 0 644760060 B3088886071F410CF885EF1D4F0D7685CF1B5C0DD485B119680E478590177300
87518 2017 06 07 11 19 49 +00.000 +000.000 1  57 B 0 644760060 564AD70FEE84B70E150FF784AE0DB10FFF84A20D470FFF84950CEA101F848700
87518 2017 06 07 11 20 11 +43.999 +164.583 0  57 B 1 64476006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87518 2017 06 07 11 20 35 +00.000 +000.000 1  57 B 0 644760060 310B0C85101384740C0C103C84641BBA103B84550B551032843D0AED10688400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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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解码器解码后的数据为：

   

国内动态

37 
 

INTERNAL ID NUMBER                   0072 

WMO ID NUMBER                     2901181 

TRANSMISSION ID NUMBER              87518 

PROFILE NUMBER                         290 

WMO INSTRUMENT TYPE (TABLE 1770)     846 

WMO RECORDER TYPE (TABLE 4770)        60 

ARGOS PROGRAM NUMBER              02528 

INSTRUMENT TYPE                APEX_TS30 

PI                               JIANPING XU 

START OF TRANSMISSION    2017 06 07 07 18 19 

FIRST MESSAGE JULD              736853.3241 

LAST MESSAGE JULD              736853.4726 

JULD_QC                                   1 

DRIFT PRESSURE (DBAR)               1007.6  

DRIFT TEMPERATURE (DEG C)           2.878  

DRIFT SALINITY (PSU)                  34.390  

MESSAGE BLOCK ID                        8 

CONTROLLER SN                         6195 

PROFILE LENGTH (BINS)                    70 

STATUS WORD (HEX)                    32769 

SURFACE PRESSURE (DBAR)               -0.2 

INTERNAL VACUUM (INCHES HG)        -8.085 

AIR BLADDER PRESSURE (COUNTS)        119 

SURFACE PISTON POSITION (COUNTS)      151 

DRIFT PISTON POSITION (COUNTS)          61 

BOTTOM PISTON POSITION (COUNTS)        9 

STATUS SBE41 (HEX)                        0 

PUMP MOTOR TIME (SECONDS)           2946 

DRIFT BATTERY VOLTAGE (VOLT)      11.805 

DRIFT BATTERY CURRENT (MA)         4.498 

SBE41 BATTERY VOLTAGE (VOLT)       9.341 

SBE41 BATTERY CURRENT (MA)       284.086 

BATTERY VOLTAGE (VOLT)             9.957 

BATTERY CURRENT (MA)              737.91 

AIR PUMP BATTERY VOLTAGE (VOLT)  11.651 

AIR PUMP BATTERY CURRENT (MA)    352.97 

AIR PUMP PULSES                        30 

AIR PUMP VOLUME (VOLT SECONDS)    2008 

DOWN TIME EXPIRED EPOCH (GMT) 1496798825 

TIME INITIATED TO EPOCH (MINUTES)    358 

NUMBER OF BUOYANCY ADJUSTMENTS    2 

NUMBER OF DRIFT SAMPLES             210 

MEAN DRIFT TEMPERATURE (DEG C)    2.866 

MEAN DRIFT PRESSURE (DBAR)        1005.6 

STD DEVIATION DRIFT TEMP (DEG C)          0.013 

STD DEVIATION DRIFT PRESSURE (DBAR)        3.4 

MINIMUM DRIFT TEMPERATURE (DEG C)       2.832 

DRIFT PRESSURE WHEN MIN TEMP (DBAR)     1002.3 

MAXIMUM DRIFT TEMPERATURE (DEG C)       2.902 

DRIFT PRESSURE WHEN MAX TEMP (DBAR)     988.1 

MINIMUM DRIFT PRESSURE (DBAR)            986.1 

MAXIMUM DRIFT PRESSURE (DBAR)          1012.5 

NUMBER OF COLUMNS                           4 

1. COLUMN                       PRESSURE (DBAR) 

2 .COLUMN                TEMPERATURE-90 (DEG C) 

3. COLUMN                          SALINITY (PSU) 

4. COLUMN                       CHECKSUM FLAG 

LATITUDE  LONGITUDE YEAR/MO/DY HR:MN:SC XMITS SAT CLASS 

    +99.999   +999.999 2017/06/07 07:46:41   010   K     0 

    +44.008   +164.565 2017/06/07 07:52:20   015   K     3 

    +44.013   +164.560 2017/06/07 08:04:18   005   B     1 

    +44.007   +164.568 2017/06/07 08:17:57   014   R     3 

    +44.006   +164.574 2017/06/07 08:32:28   013   N     3 

    +44.005   +164.575 2017/06/07 08:41:52   017   A     3 

    +44.003   +164.581 2017/06/07 09:41:40   017   B     3 

    +44.006   +164.581 2017/06/07 09:56:37   006   R     1 

    +44.001   +164.584 2017/06/07 10:24:36   017   A     3 

    +43.999   +164.583 2017/06/07 11:20:11   007   B     1 

    +99.999   +999.999 2017/06/07 11:20:35   007   B     0 

=============================================== 

1950.3    1.985   34.589   1 

1900.1    2.018   34.584   1 

1849.8    2.056   34.576   1 

1800.1    2.084   34.570   1 

1749.7    2.116   34.563   1 

1700.3    2.151   34.555   1 

1650.2    2.188   34.547   1 

1599.9    2.216   34.540   1 

………………………………… 

………………………………….. 

………………………………… 

  60.5    4.653   33.285   1 

  49.9    4.450   33.196   1 

  40.4    4.129   33.132   1 

  30.6    4.345   33.065   1 

  19.8    6.395   33.082   1 

  10.4    6.853   33.072   1 

   5.8    6.872   33.07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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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还有如 APEX_TS31、APEX_TS32 型浮标，使用 APF9A 控制器和 Argos 卫星进行通

讯，且同样携带 SBE41 型 CTD 传感器，其主要技术指标与 APEX_TS30 型浮标也大体相同。但

APEX_TS32 型浮标可以观测近表层温度和压力，所以其编码格式会有所不同；再者 APEXIR_

TS3 型浮标，使用 APF9I 控制器，但携带了 SBE41CP 型 CTD 传感器，并利用铱卫星通讯及采用

RUDICS 方式传输数据，其数据文件中包含有高、低分辨率 CTD 资料，以及卫星定位和技术信

息等。APEXIR_TS4 型浮标则又增加了表层温盐度传感器（STS），所以数据文件中除了有高、

低分辨率 CTD 资料和卫星定位、技术信息外，还有针对表层温盐度传感器采集的 STS 数据。而

APEXIR_TSO1 型浮标又加装了安德拉 3830 溶解氧传感器，数据格式包括了（1）漂移阶段和低

分辨率 CTD 及溶解氧数据；（2）高分辨率 CTD 数据和（3）卫星定位及技术信息等。上述这些

型号的自动剖面浮标虽然均由美国Teledyne Webb研究公司研制生产，但其编码格式照样五花八门。

其他如法国 NKE 公司研制的 PROVOR CTS3 和 CTS3-DOI 型浮标，前者携带的也是

SBE41CP 型 CTD 传感器，并使用 Argos 卫星通讯，但数据文件却包含了下潜时 CTD 数据、水下

漂移时 CTD 数据、上浮剖面 CTD 数据和技术信息等 4 种。 为了使数据发送完整，每条信息编码

通常被重复发送数次，且其发送的次数又取决于数据量、传输周期以及设定的最小传输时间等。

为了能保证接收到连续的剖面数据，使用了两条信息存储一条 CTD（温盐深）观测值的方法，即

当一条信息丢失时，可以重建一条剖面；而后者则利用了铱卫星通讯及 SBD 数据传输方式，携带

了 SBE41CP 型 CTD 传感器及安德拉 4330 溶解氧传感器。由于采用的是 SBD 方式传输数据，所

以每条 SBD 信息得包含 1~2 个数据包，且每个数据包占用 100 个字节，包含的数据文件则有技术

信息、下潜 CTDO（温盐深、溶解氧）信息、水下漂移 CTDO 信息、上浮 CTDO 信息和浮标参数

信息等 5 个。显然，这两种型号浮标的编码格式会不尽相同，解码器也会有所区别。

综上所述，无论是同一或是不同厂家研制、生产的自动剖面浮标，只要型号不同，其编码格

式也会有所不同。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技术人员也曾在多种场合呼吁浮标生产厂家能统一提

供解码软件，或者能尝试采取统一的编码格式，以便浮标用户都能正确解码，避免因解码器编写

有误而造成浮标观测信息或剖面数据的人为误差，甚至错误。然而，这种看似合理的呼声却是应

者寥寥。究其原因，一来浮标生产厂家无法满足不同用户对于解码软件编写语言的不同要求，通

常只能提供一个手动的简易解码软件用于测试；二来可能是从商业利益考虑，浮标编码、解码完

全是为了满足卫星传输的需要，应该由卫星服务商提供；三来可能也是为了浮标数据的集中接收

考虑，因为大凡具有实力的 Argo 资料中心，几乎都有能力自行编制解码器。然而，恰恰是第三

个原因，使得国内一些自动剖面浮标用户洋相百出，他们大都因为不情愿与国人共享浮标观测资

料，要么自行尝试编写解码软件，其解码结果却莫衷一是，要么求助国外 Argo 资料中心协助解码，

更有甚者接收了一堆 “ 卫星编码 ” 而埋怨浮标资料质量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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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提醒国内自动剖面浮标用户，特别是引进国外浮标的使用者，

只要愿意将这些浮标作为中国 Argo 计划的一部分、且同意与国内用户共享观测资料，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依然愿意免费提供各型号自动剖面浮标观测资料的接收和解码服务，既为了充分发

挥国家投入的有限浮标资源的作用，又为了提高由我国布放的自动剖面浮标观测资料的质量，更

是为了维护我国在国际 Argo 成员国中的良好声誉。对此，希望能得到国内相关管理部门和单位，

以及项目负责人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响应。

（正义）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研究文集》即将公开出版发行

由国际 Argo 科学组成员、中国 Argo 计划首席科学家、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许建平研

究员主编的《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研究文集》一书，即将于 2017 年 7 月由海洋出版社公

开出版发行，与广大读者见面。

本文集汇编的 28 篇论文，主要来自执行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

调查 ” 重点项目期间取得的部分调查研究成果，还有一部分来自承担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项目、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发改委卫星高技术产业

化示范工程项目、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测绘地理信息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和一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涉及 Argo 资料应用研究的成果；内容涉及区域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

Argo 数据质量控制技术、Argo 衍生数据产品研发及其应用、Argo 数据共享管理和剖面浮标技术

研制等多个方面。

本文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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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2012FY112300）资助出版，可供从事海洋事业的科研、教学和管理人员以及研究生们阅读和参考。

                                                                              （孙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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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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底，在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剖面浮标总数为 3904 个（图

1）。其中美国 2142 个占 54.87%、澳大利亚 370 个占 9.48%、法国 319 个占 8.17%，列第一至第

三位；日本 171 个占 4.38%、英国 156 个占 4.01%、德国 143 个占 3.66%、印度 130 个占 3.33%、

中国 116 个占 2.97%（第八位）、加拿大 74 个占 1.90%、意大利 70 个占 1.79%、韩国 62 个占 1.59%、

欧盟 59 个占 1.51%，列第四至第十二位。此外，还有荷兰（26 个）、挪威、爱尔兰（均为 10 个）、

希腊（8 个）、新西兰和西班牙（均为 7 个）、巴西和芬兰（均为 6 个）、秘鲁（3 个）、墨西哥、

阿根廷和波兰（均为 2 个）、厄瓜多尔、肯尼亚和毛里求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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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月底）

                      （吴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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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Argo 信息中心协调员访华

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协调员 Mathieu Belbéoch 先生来华出席第 8 次 JCOMM 观测协

调组（OCG-8）会议（2017 年 5 月 22-25 日）前期，在 AIC 的提议及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SIO）

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和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许建平研究员的邀请下，

于 5 月 17-21 日实地考察了国内 3 家与实施国际 Argo 计划相关的自动剖面浮标数据接收中心和浮

标研制生产单位，即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COPEX 型剖面浮标研制单位）和青岛海山海洋装备有限公司（HM2000 型浮标生产单位），以

便进一步了解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以及利用北斗卫星定位、通讯的自动剖面浮标研制和生

产情况，并对中国 Argo 计划和北斗剖面浮标技术发展及其远景进行评估。

1      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简介及其协调员访华考察目的

AIC 是一个管理和监测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内所有自动剖面浮标信息的机构，并负责协

调各 Argo 计划成员国浮标布放，以及浮标进入他国专属经济区后的沟通、回收等工作。Belbéoch

先生自 2001 年起就担任 AIC 协调员一职，在过去十五年中，对中国加入国际 Argo 计划、处理与

印度和日本等国由我国布放的剖面浮标进入其专属经济区海域的纠纷，以及谴责美国海军在南海

擅自布放剖面浮标、从菲律宾和越南回收渔民意外网获的由中国布放的浮标等方面，都给予了极

大的支持和帮助。未来，在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投入业务运行，以及我国主导建设南海和

覆盖海上丝绸之路的区域 Argo 海洋观测网建设方面，特别是处理浮标漂移进入他国专属经济区后

的外交纠纷等问题，更需要得到 AIC 及其协调员的长期支持与帮助。为此，Belbéoch 先生的这次

来访也得到了国家海洋局（SOA）的高度重视，并获得了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的批准。

此次 Belbéoch 先生顺访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通过实地考察中国 Argo 计划组织实施单

位 SIO、SOED 和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进一步了解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建设现状和

数据接收处理情况，特别是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的建设运行和中国 Argo 计划的远景规划等；

二是实地考察 COPEX 型剖面浮标研制、生产单位（国家海洋技术中心），为该产品申请进入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进行前期评估；三是实地考察 HM2000 型剖面浮标生产基地（青岛海山海洋

装备有限公司），对已经得到国际 Argo 组织认可、并进入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和维护

的该型浮标进行后评估，以及实地了解该型浮标的技术性能、生产和应用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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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IC 协调员在华访问考察过程介绍

在 AIC 协调员通过电子邮件表达将于 5 月 22-25 日出席在青岛召开的第 8 次 JCOMM 观测协

调组（OCG-8）会议，并计划顺访中国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单位和实地考察两家自动剖面浮标研

制、生产单位后，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随即与国内自动剖面浮标研制和生产单位进行了沟通（得

到了他们的热情响应），并形成书面报告提交 SOED、SIO、SOA 国际合作司等，得到了上级主

管部门的高度重视，要求热情接待、周到安排。为此，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专门委派刘增宏副

研究员负责 Belbéoch 先生的此次来访安排，制订了详细的访问考察行程计划，并由其全程陪同。

（1）访问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和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Belbéoch 先生于 5 月 17 日抵达杭州，并于 18 日上午访问了 SOED 和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作了题为 “JCOMMOPS：suppor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rgo and other sustained global ocean 

observing systems” 的专题报告（图 1）。SOED 和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的相关科研人员约 15

人聆听了报告，并提出了一些涉及 JCOMMOPS 运作、AIC 协调、成员组成及其运行经费等问题，

与 Belbéoch 先生进行了交流、探讨。Belbéoch 先生逐一回答了与会人员提出的相关问题，特别对

中国长期以来对 AIC 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以及从 2007 年以来作为 Argo 重要成员国所承担、提供

的 AIC 协调工作经费表示感谢。

图 1  Belbéoch 先生在 SOED 作专题报告  

报告会后，柴扉主任在其办公室专门接见了Belbéoch先生（图 2），对他的来访表示了热烈欢迎，

并简要介绍了 SOED 的主要研究方向、支撑平台和取得的成果等，希望 Belbéoch 先生能继续支持

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并在中国参与新制订的生物 Argo 和深海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及其相应观

测等方面给予帮助。柴扉主任还陪同 Belbéoch 先生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 “Science On a Sphere” 展

厅、客座公寓和办公区等。Belbéoch 先生对 SOED 的发展和取得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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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主任的盛情款待，特别对 SOED 已经在购置生物 Argo 浮标和深海 Argo 浮标，以积极的姿态参

与两个新颖观测计划表示欢迎和由衷感谢，并表示无论在安排布放浮标航次还是需要与其他 Argo

成员国沟通、协调方面，只要中国 Argo 有需求，AIC 会全力提供协助和支持。

          图 2  柴扉主任会见 Belbéoch 先生                                图 3  许建平研究员与 Belbéoch 先生交谈 

随后，国际 Argo 指导组成员、中国 Argo 计划首席科学家、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研究员

许建平就中国 Argo 计划的发展和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的运行，以及遇到的相关问题和由中

国 Argo 布放的、且被沿海国家渔民意外网获的浮标回收等议题，与 Belbéoch 先生进行了坦率而

又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图 3）。

根据日程安排，下午 Belbéoch 先生实地考察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和北斗剖面浮标数据

服务中心。首先，听取了中心科研人员就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和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日

常运行情况介绍，并观摩了 Argo 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和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系统的演示。刘增宏

副研究员还简要介绍了中国正在实施的 “ 一带一路 ” 战略倡议，以及该背景下中国 Argo 拟在 “ 两

洋一海 ” 区域建立由 400 个自动剖面浮标组成的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规划设想，并愿意与

西太平洋、南海和北印度洋沿岸国家加强合作，共享该观测网获得的相关成果；同时，设想把 “ 北

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 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

网提供浮标数据接收服务的国家平台，从而为其他 Argo 成员国利用北斗剖面浮标观测海洋环境要

素提供数据接收和处理服务。Belbéoch 先生对中国 Argo 的远景规划和建设中的北斗剖面浮标数

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给予了高度赞扬，并认为这是对近些年国际 Argo 指导组（AST）正在推

进的 “ 全球 Argo” 计划的最大支持，表示 AIC 将为该计划的组织实施，特别是协助 “ 海上丝绸之

路 ” 沿线国家加入国际 Argo 计划，以及处理浮标漂移进入沿线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而可能招致的外

交纠纷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希望中国在未来 5-10 年内能更多地布放浮标，为国际 Argo 计划

作出更大贡献。许建平研究员表示，随着中国 Argo 在全球海洋中布放浮标数量的不断增加，势必

会有更多的浮标漂移进入他国的专属经济区海域，甚至领海内，会给 AIC 增加大量的沟通和协调

工作。同时，考虑到近些年 AIC 日常运行所遇到的经费短缺问题，经请示上级海洋主管部门，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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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7 年起逐步提高对 AIC 协调工作经费的承担力度，即在原有基础上增加 50%（每年承担约

1.5 万美元），愿担当起一个海洋大国和重要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以促进国际 Argo 计划和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长期、持续发展；届时，也希望 AIC 能力促 AST 和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

（ADMT），根据各国对国际 Argo 计划做出的实际贡献，适当增加重要成员国科学家在 AST 和

ADMT中所占的名额，以鼓励各成员国为国际Argo计划的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对此提议， 

Belbéoch 先生表示完全赞同，并会以 AIC 协调员身份向 AST 和 ADMT 联合主席反映成员国的诉求；

同时，对中国 Argo 在 AIC 日常运行遇到经费短缺问题时所给予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再次表示

感谢；接着，Belbéoch 先生还与中心科研人员就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内出现的浮标信息统

计等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2） 实地考察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5 月 19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副研究员陪同 Belbéoch 先生赴天津，并于 5 月

20 日上午实地考察了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剖面浮标生产基地 —— 天津海华技术开发中心。该中心

深远海及海底探测技术研究室张少永副主任对 Belbéoch 先生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全程陪同

Belbéoch 先生参观了天津海华技术开发中心的浮标生产基地和国家海洋技术中心海洋测量传感器

技术研究室（图 4）。

在天津海华技术开发中心浮标生产基地，张少永副主任介绍了 COPEX 型剖面浮标的组装流

程、液压测试和压力测试罐等设施。Belbéoch 先生详细询问了浮标使用的通讯模块、工作寿命和

生产数量等情况，同时对该基地拥有的硬件设施条件表示高度认可。

在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的国产 CTD 标定实验室，Belbéoch 先生参观了国产 CTD 传感器的研制

和标定设施，该室技术人员还详细介绍了不同类型 CTD 传感器的研制情况，特别是针对 COPEX

型剖面浮标的国产 CTD 传感器的实际应用情况。随后，该中心的廖和琴工程师和李文彬高工以报

告形式分别介绍了国产 CTD 传感器的研制进展及其在国内的应用情况，以及 COPEX 型剖面浮标

的工作原理、技术参数以及在海上应用情况等；中心科研人员还与 Belbéoch 先生就相关浮标技术

和传感器性能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Belbéoch 先生表示，未来国际 Argo 计划会要求每个浮标能

观测 300 条以上剖面，为此希望浮标生产商能尽早考虑安装足够容量的电池；对于 COPEX 型浮

标来说，除了提高观测剖面的数量外，还希望其能拥有更多的用户，需要扩大其影响，让更多的

用户对其有足够的了解，并能参与各种海上比较观测，特别是那些携带了国产 CTD 传感器的浮标，

更需要通过海上比测试验来验证其技术性能。张少永副主任对 Belbéoch 先生提出的意见建议表示

感谢，并表达了将积极参与海上比测、数据共享以及准备相关英文用户手册等意愿，为 COPEX

型浮标尽早得到国际 Argo 组织的认可，并被大规模用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和维护积

极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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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地考察青岛海山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5 月 20 日，刘增宏副研究员陪同 Belbéoch 先生赴青岛，并于次日实地考察了位于青岛海洋科

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园区内的青岛海山海洋装备有限公司。该公司谭华总经理陪同 Belbéoch 先生

参观了新建的 HM 系列剖面浮标生产基地。该基地配备有大型水池、压力测试罐和浮标运行模拟

装置等设施，并具备批量生产能力。谭华总经理向 Belbéoch 先生介绍了最近从德国 OPTIMARE

公司（NEMO 型剖面浮标制造商）引进的自动剖面浮标装配技术，从而使该公司具备了生产

HM2000B 型剖面浮标的能力；同时，通过技术攻关，解决了铱卫星通讯技术问题，可向用户提供

使用不同卫星通讯的浮标。而且从 OPTIMARE 公司引进的浮标运行模拟装置，解决了以往需通过

手工方式测试浮标运行情况的关键技术，使浮标批量生产成为可能。据谭华总经理介绍，该公司

还将引进两套该装置，最终将达到年生产 1000 套浮标的能力。Belbéoch 先生对该公司的浮标研制

和生产基础设施和条件给予了高度评价，希望该公司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让更多的国内外用户

了解其产品，并能大规模用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和维护中。

      

     图 4  考察天津海华技术开发中心浮标生产基地                    图 5  考察 HM2000 型剖面浮标生产基地   

参观结束后，谭华总经理通过报告形式向 Belbéoch 先生详细介绍了青岛海山海洋装备有限

公司的基本情况、已有产品及未来的发展规划。他还重点介绍了该公司与德国 Sea&Sun 技术公司

开展合作的情况，双方将共同研制和生产用于剖面浮标的 CTD 和溶解氧等传感器；随着国家 “ 一

带一路 ” 战略倡议的实施，谭华总经理表示公司将积极响应国家的这一战略倡议，愿意通过浮标

捐赠等形式帮助沿线国家加入国际 Argo 计划，并积极参与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提升

中国在国际 Argo 计划中的显示度，承担起一个海洋大国的责任与担当。Belbéoch 先生表示，他

很乐意协助中国与 “ 海上丝绸之路 ” 沿线国家加强沟通，同时在浮标布放航次信息等方面提供帮

助；同时，他还表示，AIC 计划在未来组织一次浮标比较观测试验，将邀请各个浮标生产商参与

比测，并希望青岛海山公司也能积极参与其中，让更多的用户了解其浮标的性能。谭华总经理感

谢 Belbéoch 先生在访问考察期间提出的许多指导性意见和建议，以及过去一年 HM2000 型浮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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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得到国际 Argo 组织的认可，并被接纳用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与维护所提供的帮

助；同时，他表示将积极参与 AIC 组织的海上比测试验，借此机会能扩大 HM2000 型剖面浮标的

国际影响力。

3      主要收获与建议

Mathieu Belbéoch 先生的此次顺访考察，时间（5 月 17-21 日）虽短，但无论是对 AIC 深入了

解中国 Argo，还是对中国 Argo 计划的进一步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同时，也密切

了中国 Argo 计划组织实施单位与 AIC 的联系，有助于未来我国在 “ 两洋一海 ” 区域开展 Argo 实

时海洋观测网建设，及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 Argo 计划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其主要收获体现在：

（1） 加深了 AIC 对中国 Argo 的了解

通过此次访问考察，使 AIC 及 Belbéoch 先生本人对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特别是北斗

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建设和剖面浮标 / 传感器研制及其生产情况有了深入的接触

和了解，尤其是对中国 Argo 拟在 “ 一带一路 ” 战略倡议背景下，更多地参与国际 Argo 计划，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感受到了中国 Argo 对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和维护所做出的努力和

积极贡献，以及对 AIC 及其协调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2）  中国 Argo 的贡献得到了 AIC 的充分肯定

Belbéoch 先生在访问期间见证了中国海洋科技在最近几年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对利用北斗卫

星系统的国产剖面浮标技术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相信，通过实施 “ 两洋一海 ” 区域 Argo 海

洋观测网建设，不仅会使中国在国际 Argo 计划中的地位能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法国等国家齐头并

进，而且也会加快 “ 全球 Argo” 目标的早日实现。

（3）  为中国 Argo 的未来发展建言献策

Belbéoch 先生访问考察期间提出的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无论对中国 Argo 计划的进一步

发展，还是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建设和自动剖面浮标的批量生产、布放及其对国内外用户

提供浮标和数据接收服务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科学意义。这将有助于我国在 “ 两洋一海 ”

区域开展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以及国产剖面浮标早日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使更多的

浮标加入到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内。针对北斗剖面浮标观测数据的统一接收和质量控制，对中国

Argo 来说可能是一个首先要面临和解决的难题，分散式的浮标观测资料接收和质量控制，势必会

遇到因质控标准和程序不统一而导致资料质量参差不齐的境况，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此外，Belbéoch 先生在访问考察期间还提到，早在 2016 年 5 月和 2017 年 2 月，越南渔民曾

在南海回收了 2 个自动剖面浮标，AIC 也及时进行了通报，但至今都没有得到中国 Argo 的反馈意

见，感到十分遗憾！而且，该国相关部门表示可以归还这两个浮标，不说早期回收的 Provor 型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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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从法国引进的，就说刚回收的 HM2000 型浮标，这是由中国研制的，生产商为何对回收该故

障浮标缺乏积极性呢？这可帮助生产商分析产生故障的原因，有利于提高浮标的技术性能。

近些年，中国在南海、印度洋等海域布放了许多自动剖面浮标，但有相当一部分浮标没有纳

入中国 Argo 计划；而这些浮标又几乎都是从国外购买的，观测数据的接收也都在国外，为何不作

为中国 Argo 计划的一部分公开与国际 Argo 成员国共享，Belbéoch 先生深感疑惑，表示无法理解。

实际上，AIC 完全可以通过卫星服务商或浮标生产商了解和掌握中国浮标用户的布放、采购信息。

他表示，如果中国Argo希望了解的话，AIC可以提供相应的协助，以帮助中国Argo能说服这些 PI（项

目首席科学家或负责人）也能共享他们的浮标观测资料，以扩大中国 Argo 的影响力。目前，虽然

印度、阿根廷、中国等国家都提出，一旦浮标漂移进入这些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海域，要求 AIC 能

预先通报。但当浮标进入以后，却没有国家要求 AIC 停止发布这些浮标的观测信息，充分表明了

各成员国对国际 Argo 计划的高度认可和大力支持！

 AIC 协调员的成功来访，为我国今后在 “ 两洋一海 ” 大规模布放自动剖面浮标、确立 “ 北斗

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 ” 的国际地位，以及国产剖面浮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等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现提出几点对策建议，供决策参考：

（1） 早日建成我国 “ 两洋一海 ” 区域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助推 “ 一带一路 ” 战略实施

国际 Argo 计划是当前最为成功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全球近 30 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该观测网

的建设，实行无条件数据共享，是目前获取全球海洋次表层观测数据最重要的手段。但是，随着

美国等国家财政预算的削减，预计未来几年内浮标布放数量会呈下降趋势，维持 4000 个浮标组成

的 “ 全球 Argo” 观测网将面临困境。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是国际 Argo 计划重要成员国，理应在

国际合作调查计划中承担更多义务和责任，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和 AIC 也十分期望中国能在该计

划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建议相关部门以专项形式，通过成功研制的国产北斗剖面浮标，

尽早开展建设覆盖 “ 海上丝绸之路 ” 区域 Argo 观测网（由 400 个活跃浮标组成），加强与沿线国

家的国际合作，帮助其加入国际 Argo 计划并培养剖面浮标数据处理技术人才，以助推 “ 一带一路 ”

国家战略的实施。

（2）  加强国产北斗剖面浮标数据管理，保证资料质量并共享资源

随着国产北斗剖面浮标的成功研制，未来会在越来越多的科研院所得到应用，而每个用户均

希望建立一套数据接收和处理软硬件系统，以满足其资料独享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剖面浮标

观测资料的处理特别是质量控制过程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如果没有具备专业知识或丰富经验的技

术人员，是无法保证这些资料可靠性的；而且浮标资料分散接收、管理，互不共享，会导致大量

重复建设，浪费了大量科研经费。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国产北斗剖面浮标数据管理，尽快制

定针对剖面浮标，特别是国产剖面浮标的数据接收、处理和分发规定，并由国际 Argo 计划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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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资料中心统一进行接收、解码、质量控制和分发，以保证资料的质量和可靠性。

（3）  积极尝试回收由越南渔民意外网获的国产剖面浮标，方便日后处理类似事件

当前，我国正在主导建设南海和覆盖 “ 海上丝绸之路 ” 的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今后也难免

会有浮标被南海周边或沿线国家的渔民捕获。2017 年 2 月，其中一个国产北斗剖面浮标已经被越

南平顺省渔业局回收并保存。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正在通过 AIC 的协调，与该局相关负责人

保持联系，希望能通过外交途径回收该浮标。这将有助于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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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浮标的回收，还能与越南相关方面建立一条联络的渠道，

方便日后处理类似事件。

                                                                             （刘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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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动态

第十八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将在德国汉堡举行

据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最新消息，由德国联邦海事与水文局（BSH）承办的第十八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ADMT-18）将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 —12 月 1 日在德国汉堡举行。其中，

11 月 27—28 日为生物地球化学（BGC）Argo 会议；29 日开始 ADMT-18 会议。此外，周五下午

至周六（12 月 1—2 日）还将举行 Argo 轨迹资料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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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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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组的要求做好 Argo 资料业务化接收、处理和分发等工作。

会议详细信息请浏览 ADMT-18 网站：http://www.argo.ucsd.edu/AcADMT-18.html 。

（吴晓芬）

首届 Argo 平台及传感器学术研讨会将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举行

据国际 Argo 办公室最新消息，首届 Argo 平台及传感器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7 年 9 月在美国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召开，该会议的举行由 AST-18 会议（2017 年 3 月在澳大利亚霍巴特召

开）提议、并由美国华盛顿大学海洋学院 Steven Riser 教授、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组织 Susan 

Wijffels 教授和英国国家海洋中心（NOC）Brain King 博士共同召集。

该系列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由于某些型号的自动剖面浮标被广泛使用于国家级项目

中，但在不同群体（使用相同或者相近的配置）中的表现各不相同（如运行时间等），为此有必

要探讨如何最优化浮标的使用效率等；二是当浮标类型、控制器、传感器和采样能力等方面有了

一系列更新及改进后，为浮标使用者与生产商提供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共同探讨最新技术下

的浮标最优化使用问题；同时，浮标使用者也可以向生产商提出相应的需求及期望等，使得浮标

和传感器技术等的发展能更适合用户的需求，更好的促进海洋科学的发展。

会议详细信息请登录国际 Argo 办公室官方网站：http://www.argo.ucsd.edu/index.html 。

（吴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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