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9 月 28日

网    址：http://www.argo.org.cn

地    址：杭州市保俶北路36号

邮    编：310012

联系人：刘增宏   吴晓芬

电    话：0571-81963098

邮    箱：C-ARDC@sio.org.cn

               wuxiaofen83@163.com

传    真：0571-88803499

               0571-88071539

项目进展

应用研究

国际动态

会议动态

国内动态国内动态

1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西太平洋Argo 实时海洋调查”重点项

     目结题总结报告

14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共享系统研制”等3个SOED国重室自

     主课题资助项目顺利结题

20     “基于Argo与卫星遥感的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上层海洋热结构

      的准实时智能推算”等2个项目获海洋二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

      项资金资助

21     A statistical study on the subthermocline submesoscale 

        eddies in the northwestern Pacific Ocean based on Argo data

22    Climatology and seasonality of upper ocean salinity: 

        a  three-dimensional view from argo floats

23    基于Argo轨迹资料反演热带太平洋中层流场条带状结构特征

23    北太平洋中尺度涡温度垂直结构区域差别分析

24    中国Argo实时资料中心活动（续）

26    南海海域“Argo浮标”数据真该停止上传？

34    南海Argo区域海洋观测网运行现状

37    国际Argo计划实施进展（续）

38    美国海军又一次在南海布放自动剖面浮标

39    美国保罗艾伦慈善基金会与NOAA合作资助深海Argo试验项目

41    西雅图亿万富翁保罗•艾伦资助深海气候变化项目

44    第十九次国际Argo指导组会议将于明年3月在加拿大举行



项目进展

1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结题总结报告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2012/05—2017/5）重点项目

（2012FY112300），自 2012 年启动以来，在科技部基础研究司、海洋局科学技术司，以及海洋

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和浙江大学等项目委托、依托部门和承担单位的重视

和支持，以及项目专家组的监督、指导和全体项目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按计划任务书圆满

完成了规定的调查研究内容，并达到了考核指标的要求，取得了一批调查研究成果。目前，项目

组正按照科技部基础研究司、资源配置与管理司 “ 关于开展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验收工作的

通知 ” 要求，进入财务审计、财务验收、科学数据汇交和项目结题验收等环节的项目验收工作中。

该项目通过五年的组织实施，在西太平洋（包括南海）补充和维持了一个由 100 多活跃浮标

（2015 年 1 月曾达到 204 个）组成的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搭建起了覆盖 “ 两洋一海 ” 的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框架；创建的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是第三个有能力为 “ 全

球 Argo” 海洋观测网提供浮标观测数据服务的国家平台，同时实现了我国海洋观测仪器用于国际

大型海上合作调查计划 “ 零 ” 的突破；改进完善的 Argo 资料质量再控制系统，有能力自动、快速

检验和处理来自全球海洋上约 3900 个活跃浮标的观测资料，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五年间，通过

与国际和各国 Argo 资料中心的网络联接，实现了业务化浮标资料交换能力，累计获得了全球海洋

上约 155 万条剖面资料；研制的 Argo 网格资料集及其衍生数据产品，为国内外 Argo 用户提供了

种类更多、信息更丰富的基础资料，2017 年版 “BOA_Argo” 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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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还积极助力我国倡议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战略实施，

提出了 “ 改进中国 Argo 计划 ” 和 “ 主导建设覆盖海上丝绸之路的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 等建议，

获得了国务院主要领导的多次批示，促成了军民融合海洋观测专项中有关 “ 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

测网建设规划 ” 的编制等。

一、项目采取的实施路线评述

本项目采用拉格朗日式调查方法和由卫星跟踪的自动剖面浮标观测手段，对西太平洋及其典

型边缘海 — 南海的物理海洋环境要素实施长期连续、快速实时、大范围和高分辨率的观测，并接

力式对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进行建设和维护，在我国海洋调查史上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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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采取的实施路线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即浮标优化布放、数据质量控制、

数据产品研制、数据建库储存和数据交换共享等，简要评述如下：

1、浮标优化布放。本项目浮标布放在遵循国际 Argo 计划原则（在无冰覆盖的宽阔大洋区域

每隔 300 公里布放一个浮标，而在西边界流、边缘海和赤道等海洋环境变化复杂的海域则要求加密

布放）基础上，考虑到我国正在执行或即将开展的相关研究项目对 Argo 资料的需求，在西太平洋

暖池区和台风、黑潮的源地海域，以及西太平洋的典型边缘海 — 南海海域，对一些浮标采取了加

密（约 100 公里）布放策略，而且对剖面循环周期和垂向分辨率等也做了相应调整，既能达到与国

际 Argo 成员国交换共享的基本要求，又能满足国内用户对浮标资料的特殊需求。本项目浮标全部

搭载国内其他项目调查航次布放，即时共享的浮标观测资料也给这些科研项目提供了更丰富的数据

源。一些科研项目的首席科学家（PI）还自愿将他们购置的浮标资源，委托本项目管理，并作为中

国 Argo 计划的一部分，使得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中的浮标数量有了大幅提高；通过项目组与国

内剖面浮标研制单位的紧密合作和组织的国内外剖面浮标海上比测试验，加快了国产剖面浮标定型

及批量生产进程，促成了首型（HM2000）国产剖面浮标被国际 Argo 组织接纳、并正式用于全球

Argo 实时海观测网的建设和维护，其工作性能完全可与国外其他浮标产品媲美，已在南海 Argo 区

域海洋观测网建设中得到批量应用，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国际 Argo 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

2、数据质量控制。无论是本项目布放的浮标，还是其他项目布放的浮标，特别是国产北斗剖

面浮标，统一由专业团队编写信息解码软件，保证不同型号和使用不同卫星系统传输数据的剖面

浮标观测数据得到正确解码，并按国际 Argo 组织（AST、ADMT）规定的标准和要求进行严格质

量控制，使得每个浮标实时提交的观测资料质量有了充分保证。因而，由中国 Argo 提交的浮标观

测资料，也给全球 Argo 资料中心（GDAC）留下了较好的声誉。反之，其他成员国提交给 GDAC

的浮标观测资料质量的确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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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不同型号自动剖面

浮标的采样方式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多的浮标还加装了生物光学及生物地球化学等传感器，

使得 Argo 资料存储格式愈加复杂；有些 Argo 资料新用户更是不了解 NetCDF（国际 Argo 资料管

理小组规定的一种数据交换格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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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碍了 Argo 资料在我国海洋与大气科学基础研究及业务化预测预报系统中的广泛应用。为此，项

目组安排科研人员准业务化收集并整理由其他国家布放在全球海洋中的全部自动剖面浮标观测资

料，经质量再控制（人工审核并结合计算机自动审核）后制作成《全球海洋 Argo 散点资料集》，

并不定期地对该资料集进行更新，采用互联网和光盘等形式免费分发，这在其他 Argo 成员国中并

不多见。同时，还对 Argo 资料质量再控制方法进行了改进和完善，有效提高了 Argo 资料的质量。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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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产品研制。为了进一步满足科研人员对 Argo 网格化数据集及其衍生数据产品等基础

资料的需求，项目组采用最优插值方法等对不规则时间和空间分布的 Argo 资料进行客观分析，制

作了太平洋（GDCSM_Argo）和全球海洋（BOA_Argo）Argo 网格数据集；采用集合最优插值同

化方案（EnOI），选取经质量控制后的 Argo 资料以及其他历史观测资料同化到海洋模式（HYCOM）

中，制作了西太平洋海域三维温度、盐度和海流同化分析产品（ROSWPOA）；运用制作完成的

Argo 网格数据集，又研制了多个针对西太平洋海域的 Argo 衍生数据产品（如混合层、温跃层和

上层海洋热含量等）。在制作 Argo 数据产品的同时，尝试采用了多种最优插值方法，并对相关参

数进行了模拟试验，以选取最佳的计算参数；利用本项目研制的 Argo 网格数据集与其他成员国研

制的数据产品进行了比较验证，还进行了试应用研究示范，以帮助 Argo 用户熟悉和了解本项目提

供的数据产品，推动 Argo 资料及衍生数据产品在更多、更广泛领域的应用。

4、数据建库储存。随着 Argo 计划的不断拓展，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的种类和数据

量的激增，项目组综合运用分布式混合数据库架构，设计了一种适用于全球 Argo 资料的弹性扩展

云存储模型，构建了一个面向海量 Argo 数据分布式数据库，实现了对大规模异构 Argo 数据（如

Argo 元数据、观测剖面数据及其衍生产品等）的一体化、高效管理；研制的 Argo 资料分布式管

理信息系统，实现了全球 Argo 资料的业务化接收与常态化更新，并对数据入库制定了数据质量控

制策略，保障了数据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5、数据交换共享。为了扩大 Argo 资料的应用领域、满足用户对 Argo 资料的共享需求，项目

组还基于建立的一体化组织存储的海量 Argo 数据库，进一步研发了 Argo 资料共享服务平台。采用

Webservice、flex 等先进的网络技术，实现了 Argo 资料查询、浏览、可视化显示、统计分析等功能，

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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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查询、浏览和下载等服务。

通过上述实施路线在项目执行中的实践，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直接或间接调查研究成果，而且

部分成果已经得到了推广应用。如：

（1）2015 年 8 月，我国研制的北斗剖面浮标被国际 Argo 组织接纳、并正式用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与维护，实现了我国海洋观测仪器设备用于国际大型海上合作调查计划 “ 零 ”

的突破，并已经成为我国主导建设的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中指定的唯一观测仪器，以及即将

辅以实施的 “ 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规划 ” 的重要技术支撑；而且应运而生的北斗剖面浮

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提供剖面浮标观

测数据服务的国家平台。

（2）2015 年 10 月起，Argo 数据库及其资料共享服务平台已成功部署在中国 Argo 实时资料

中心稳定运行近 20 个月，实现了对全球 Argo 资料进行实时稳定入库与更新，以及 Argo 资料共

享服务平台的业务化运行，得到了国内 Argo 用户的广泛好评。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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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6 年 4 月起，通过数据链路和远程安装等方式，在上海海洋大学（Argo 深远海海洋

环境资料共享平台）和上海海洋中心气象台（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实时海洋环境智能服务系统）

和 31010 部队（北斗剖面浮标数据共享服务系统）等单位部署了 Argo 资料共享服务平台，实现了

Argo 数据及其衍生数据产品的同步更新，并可为各单位用户提供全球海洋 Argo 资料及其相关数据

产品查询、浏览和下载等更加便捷的远程服务，从而为 Argo 资料的大范围推广应用闯出了一条新路。

（4）2016 年 9 月，我国正式拉开了主导建设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的序幕，不只是全部

采用了国产剖面浮标，更重要的是彻底打破了该观测网长期以来由域外国家建设和维护的被动局

面，得到了国际 Argo 组织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收到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5）2017 年 4 月，2017 年版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BOA_Argo”）公开发布在国际

Argo 官方网站（http://www.argo.ucsd.edu/Gridded_fields.html）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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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项目取得的主要成果

1、补充并维持了我国 Argo 大洋观测网

项目组除在西太平洋及南海海域布放了 36 个自动剖面浮标外，还为国内其他单位和项目接收

并管理了 198个浮标（原海司航保部、中国海洋大学、台风 973项目、中科院海洋所先导计划项目等），

使得我国 Argo 大洋观测网中的活跃浮标数量一度达到了 204 个（2015 年 1 月），主要覆盖了西

北太平洋、南海和印度洋海域，即 “ 两洋一海 ”（或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区域。通过本项目

的实施，使得我国在深海大洋上布放的浮标总数达到了 376 个（止 2017 年 5 月底），并维持了一

个由 100 多活跃浮标组成的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正式建成我国首个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填

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中的空白。

2、加快了北斗剖面浮标技术的定型及批量生产进程

项目主要成员积极主动地与国产剖面浮标研制单位共同分析、探讨制约北斗剖面浮标定型和

批量生产的瓶颈问题，特别是在提高剖面浮标海上工作的可靠、稳定性，以及测量数据准确度上

的解决方案，还及时解决了浮标采样参数和数据格式与国际 Argo 组织的规定不相符合，以及无法

自动批量接收浮标观测信息等问题，又不失时机地组织实施了国内外剖面浮标海上比测试验，使

得 HM2000 型剖面浮标首先获得了国际 Argo 组织的认可，并被接纳用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

网建设与维护中。对北斗剖面浮标观测信息和数据格式、观测资料校正和质量控制等的规范化处理，

达到国际 Argo 计划提出的资料交换共享要求，并通过 GTS 和互联网提交国产剖面浮标观测资料，

与国际 Argo 成员国和 WMO 成员国共享我国剖面浮标观测资料，这在国内、国际上均属首次，不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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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实现了我国海洋观测仪器设备用于国际大型海上合作调查计划 “ 零 ” 的突破，而且也为我国主

导建设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奠定了扎实基础。

3、启动 “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 建设

编写了 “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方案 ”，首批布放了 10 个国产剖面浮标，为我国主

导建设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仅得到了国际 Argo 组织的高度重视和全力

支持，更重要的是打破了该观测网长期以来由域外国家建设和维护的尴尬局面，迫使域外国家在

南海肆意布放浮标的行径有所收敛。建立的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正好处于我国倡议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国家战略的覆盖区域内，故而可拓展成为我国打造 “ 覆盖 ‘ 海上丝绸之路 ’ 区

域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 ”，甚至 “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国产剖面浮

标在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占有率和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 Argo 计划成员国中的地位

和作用，增强我国科学家在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话语权。

4、创建了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

针对国产北斗剖面浮标，创建了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并实现业务化运行，具备大批

量接收、处理和分级分发北斗剖面浮标观测数据的能力。研制完成的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 / 监

视系统 ” 和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共享系统 ”，在国内尚属空白；一些服务功能（如接收、分发

来自浮标的信息和剖面数据）与国际上已有的 “ARGOS 卫星地面接收中心（法国）” 和 “IRIDIUM

卫星地面接收中心 ( 美国 )” 相同，且部分服务功能（如对浮标信息 / 数据解码、校正和质量控制等）

已领先 ARGOS 和 IRIDIUM 卫星地面接收中心的服务范围，对剖面浮标用户而言使用更便捷、数

据质量更有保证。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已经成为世界上 3 个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提

供剖面浮标观测数据服务的国家平台之一；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正式成为

服务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信息和数据传输的 4 大卫星系统之一。不仅为我国主导建设 “ 两

洋一海 ” 或覆盖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的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而且还

可以促进浮标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海洋资料的收集与共享。

5、改进完善了 Argo 资料质量控制系统

该系统有能力自动、快速检验和处理来自全球海洋上 12000 多个浮标的观测资料，通过人工

审核方式进行质量再控制，可有效检验如浮标漂移轨迹（卫星定位）、温盐度异常、盐度漂移 / 偏

移、底部毛刺等异常。该系统已累计接收并处理了约 179 万条环境要素剖面资料，包括由中国布

放的近 380 个浮标观测的约 55000 条剖面（其中 16 个国产剖面浮标观测的 1600 余条剖面），使

得 Argo 资料的质量有了更加可靠的保证，达到了同类成果的国际先进水平。

6、研制了一批 Argo 资料及衍生数据产品（集）

研制并提供了 6 种覆盖西太平洋或太平洋，甚至全球海洋的散点或网格资料集，包括：8 版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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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洋 Argo 散点资料集（1996/1997 ～ 201207/201210/201212/201309/201411/201504/2016

09/201705）》、5 版《2004 ～ 2012/2013/2014/2015/2016 年全球海洋 Argo 网格资料集（BOA_

Argo）》，还包含了全球海洋 Argo 衍生产品（混合层、障碍层参数）和 2 版《2004 ～ 2011/2015

年太平洋 Argo 网格资料集（GDCSM_Argo）》，以及《2005 ～ 2015 年西太平洋 Argo 同化资料

集（ROSWPOA）》（包含了温、盐度和海流等再分析数据产品）、《2004 ～ 2016 年西太平洋

Argo 衍生数据产品（含混合层、温跃层参数）》和《2001 ～ 2015 年热带太平洋 Argo 衍生数据

产品（包括热含量和盐含量）》。这些 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集），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研

究的空白，满足了国内 Argo 用户的需求；而且新版《2004 ～ 2016 年全球海洋 Argo 网格资料集

（BOA_Argo）》，还于 2017 年 4 月公开发布在国际 Argo 官方网站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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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国成为了第六个公开发布类似数据产品的国家。

7、研发了多个系统（平台）软件

研制完成了 3 个系统（平台），即：Argo 资料共享与可视化平台、Argo 资料分布式管理信息

系统和 Argo 海量数据存储数据库；同时，还获得软件著作权 2 项，即：Argo 资料共享服务平台

（V1.0）和 Argo 资料分布式管理信息系统（V1.0）。此外，还申请发明了专利 3 项，即：一种面

向海量 Argo 数据的分布式存储方法、一种 Argo 浮标海洋产品的可视化仿真方法和基于混合数据库

架构的全球 Argo 数据存储与更新方法等。这些成果的应用，不仅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空白，

而且满足了广大 Argo 用户的需求，使得 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得到了更有效的展示和推广。

8、撰写了一批调查研究与技术报告

项目执行期间，撰写完成调查技术报告和研究报告共计 15 份，包括：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

洋调查综合报告、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航次报告、多型号自动剖面浮标解码器编制技术报告、

国产剖面浮标比测试验及资料质量评价技术报告、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服务系统研制技术报告、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设计与构建技术报告、Argo 盐度资料延时质量控制方法改进技术报告、

太平洋 Argo 网格资料集研制技术报告、全球海洋 Argo 散点资料集制作及其质量再控制技术报告、

全球海洋 Argo 网格资料集研制技术报告、西太平洋 Argo 同化资料集研制技术报告和 Argo 数据库

及资料共享平台研制技术报告，以及热带太平洋海域上层海洋热盐含量研究报告、太平洋海域温、

盐度分布与变化特征研究报告和西北太平洋海域上层海洋对苏迪罗超强台风响应研究报告等。

9、主办了 “ 中国第二届 Argo 科学研讨会 ”

为进一步促进国内海洋资料同化方法研究和业务化应用，以及 Argo 资料在海洋与大气科学领

域中的应用，项目组于 2013 年 11 月 5-8 日在浙江舟山市主办了第八届全国海洋资料同化研讨会

暨第二届 Argo 科学研讨会，来自国内外 26 个单位的 103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的 50 多个

交流报告中，其中涉及 Argo 资料及其应用研究的占了半数以上。会后由海洋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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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Argo 科学研讨会论文集》（2014 年）1 册。

10、公开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

项目成员在国内外近 15 种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 40 余篇，并由海洋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研究文集》（2017 年）1 册。

此外，编辑《Argo 简讯》22 期（惠存项目委托部门、主管部门、合作单位，以及项目专家组成员、

相关国家项目负责人和海洋、大气科学领域的相关专家学者等阅读）；向相关国际会议（AST 和

ADMT 年会）提交 Argo 国家报告 10 份；撰写并提交参加相关国际会议的总结汇报材料 10 余份。

通过本项目实施，我国累计布放的自动剖面浮标总量达到了 376 个，海上活跃浮标的数量在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一度超过了 200 个（2015 年 1 月为 204 个），在近 30 个 Argo 成员

国中排名曾从第八位升至第四位；布放的浮标类型从全部国外引进，开始（2016 年 9 月）部分由

国产浮标替代，并打破了长期以来南海 Argo 区域观测网由域外国家建设和维护，以及全球海洋观

测网中只有国外浮标和卫星（提供定位及观测数据传输）一统天下的局面。尤其重要的是，我国

从全球海洋获取的物理海洋环境要素剖面资料，从当时的约 100 万条增加到目前的 155 万条，资

料时间序列也由 12 年（从 2000 年起算）延长到了近 18 年；5 年前提供给国内用户的数据产品只

有单一的 “ 全球海洋 Argo 散点资料集 ”，发展到现在的包括 “ 全球海洋 Argo 网格资料集 ”、“ 太

平洋 Argo 网格资料集 ”、“ 西太平洋 Argo 同化资料集 ”，以及 “ 西太平洋 Argo 衍生数据产品（混

合层、温跃层）” 和 “ 热带太平洋 Argo 衍生数据产品（热、盐含量）” 等在内的 6 种数据产品；

随着 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的增多，以及共享渠道的不断拓宽，国内 Argo 用户队伍快速壮大，

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2011 年之前由我国科学家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15 种）上公开发表涉及

Argo 的论文仅有 82 篇，在 30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四，到 2014 年统计的国际学术刊物增加到

了 18 种（包含《海洋学报》英文版），论文数量猛增到了 240 多篇，占全球第二，直至 2017 年 7 月，

我国依然保持了排名第二（420 篇）的位置，统计的国际学术刊物也已增加到了 23 种，《海洋学报》

英文版始终名列其中。由此可见，Argo 资料及其众多衍生数据产品的公开发布和无条件免费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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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建设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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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Argo 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显著提升。

三、项目对学科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海洋在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安全

中的地位越显突出。然而，由于受到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的海洋调查研究和海洋观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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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手段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海洋信息资源严重匮乏，特别是广阔深海大洋上大范围、准同

步和深层次观测资料的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海洋科学发展的瓶颈。而对全球深海大洋的长期和

高密度观测，即使是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是望而却步。占地球表面积 70% 以上的海洋对气候演变具

有重要的作用，海洋观测的稀缺严重制约了短期气候预测水平和海洋监测能力的提高。由本项目

接力建成和维护的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使我国海洋观测领域有了一次跨越式的发展，并对我国

海洋和大气等领域的科学研究以及重大海洋和气象事件的预测预报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过本项目的组织实施，特别是收集到的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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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 资料

及其衍生数据产品有力地支持了多个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和全球气候变化专项项目（如 “ 热带

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暖池的结构特征、变异机理和气候效应 ”；“ 全球变暖背景下的海洋响应及其对

东亚气候和近海储碳的影响 ”；“ 太平洋印度洋对全球变暖的响应及其对气候变化的调控作用 ” 和

“ 上层海洋对台风的响应和调制机理研究 ” 等），以及一批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国家部属

教育、科研院所开放实验室等部门和单位资助的与全球气候变化和深海大洋研究有关的项目，为

促进行业科技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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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个国家的科学家在全球 22 种主要学术刊物（包括 JGR、GRL、JPO、JC 等）上累计

发表了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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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篇，仅次于美国（约

800 篇），排名世界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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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5 年期间（总投资 975 万元）由项目布放的 36 个浮标，共获得了约 3800

条 0 ～ 2000 米水深范围内的温、盐度剖面（按船载 CTD 仪测量一条剖面的 8 折计算），可为国

家节省调查资金约 3 亿元（投入与产出比为 1：32）；收集其他 Argo 成员国布放的浮标观测剖

面约 60 万条，为国家节省调查资金 480 亿元左右（投入与产出比为 1：500）。2002 年以来中国

Argo 累计获取了全球海洋中 155 万条有效温、盐度剖面，为国家节省调查资金多达 1200 亿元（投

入与产出比为 1：1200），而在过去 15 年中我国累计投入的经费（包含购买和布放浮标，以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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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资料的接收与处理等）还不足 1 亿元，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我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系统基础平台已经成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大型合作计划中的显示度，而且通过该观测网每年还能获得不少于 12 万条

温、盐度剖面（部分浮标还包含溶解氧、叶绿素 -a 和硝酸盐等生物地球化学环境要素剖面），这

更是前所未有的，可为国家安全提供大量的基础信息，对于减轻气候异常所造成的严重经济损失

和人员伤亡 , 以及国家防灾减灾、国防建设、维护海洋权益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也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科学和现实意义，并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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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项目人才培养及组织管理情况

1、项目人才培养

通过本项目组织实施，为我国培养并锤炼了一支从事涉及 Argo 工作（如自动剖面浮标校验

与布放，观测资料接收与校正处理，数据质量控制与交换共享，以及数据存储与批量处理、数据

产品研制与试应用研究等）的科技队伍，一批科研和技术骨干成员的业务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也培养出了一批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其中博士后 1 名、博士研究生 4 名、硕士研究生 7 名，以及

在培博士研究生 3 名。近些年他们陆续毕业，有的进入了科研、教育单位，也有的进了部队院校，

更多的依然在从事与 Argo 相关的科技工作，使得国内这支新生的 Argo 科研力量，特别是从事

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研发和基础应用研究的队伍在不断得到加强。更重要的是，随着 Argo

资料的不断积累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吸引了更多的青年科技人员加入到 Argo 基础研究应用队伍

中来，这从我国科学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涉及 Argo 论文数量的逐年攀升就可得到验证；

况且，近些年我国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资助涉及 Argo 应用研究项目的比

例增加，也足以证明了这支队伍的壮大。

2、项目组织管理

按照科技部有关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需成立项目专家组的管理要求，项目启动之初，

就成立了以中科院海洋研究所胡敦欣院士和国家气候中心丁一汇院士任正、副组长，刘秦玉教授（中

国海洋大学）、王彰贵研究员（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朱江研究员（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齐义泉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张韧教授（解放军理工大学）、韩桂军研究员（国

家海洋信息中心）和许建平研究员（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等 9 人组成的项目专家组；项

目牵头单位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还与两家合作单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和浙江大学，按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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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项目计划任务书》的要求，经项目成员认真讨论、商议，签订了《项目研究人员合同书》，

明确了各自的任务分工。项目组按要求成立了项目管理办公室，加强项目专家组与项目组之间的

联系与沟通；同时还利用 “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网站 ”（不定期更新，且每季度至少更新一次）

和 “Argo 简讯 ”（每季度编辑一期，五年期间累计编发 22 期、3500 余册）等媒介，作为项目主管

部门、依托部门和单位领导检查和监督项目进展的 “ 平台 ”，以及成为密切与其他重大科学计划项

目联系的 “ 纽带 ” 和便于广大用户、公众了解 Argo 的 “ 窗口 ”。

该项目自 2012 年 9 月在杭州启动至今，分别于 2013 年 11 月在舟山、2015 年 1 月在北京和

2016 年 3 月在杭州，举行了四次项目专家组会议，每次年会项目主管部门、依托部门和单位都会

委派主管领导莅临会议进行现场监督指导，专家组会对项目组提供的项目年度工作进展报告进行

认真审议，并对项目的工作进度和下一年度工作计划等，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同时，还会对

项目遇到的重大问题及解决措施以项目专家组名义向项目主管部门、依托部门和单位提交书面建

议报告等。如针对年度科研经费拨款迟缓，提出了 “ 有关加强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重点项目支持力度 ” 的建议；针对由我国布放的 Argo 剖面浮标观测资料需借道法国

上传全球通讯系统（GTS）的问题，提出了 “ 积极争取国家气象管理部门的支持，早日将我国的

浮标观测资料通过北京的 GTS 接口与世界气象组织（WMO）成员国及时共享，进一步提升我国

在国际合作计划中的地位和显示度 ” 的建议，以及针对国际 Argo 计划的发展态势和南海 Argo 区

域海洋观测网建设现状，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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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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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研制制订涉及中

国 Argo 海洋观测网建设及资料质量控制与应用的相关标准等意见建议。这些宝贵的意见建议，为

项目的顺利实施起到了引领和保驾护航的作用。

特别指出的是，项目执行之前，项目牵头单位和合作单位，均选派了有志为 Argo 做贡献，甚

至从事 Argo 科研工作多年的科技人员参加该项目申报，他们彼此之间都有较深的接触和了解，对

涉及 Argo 的测量技术、数据质量控制方法、数据同化技术及方法，以及数据存储、可视化仿真方

法和网络技术等都有一定的技术储备或经验积累，从而为承担和完成本项目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项目实施过程中，这支以中、青年科技人员为骨干的创新型研发队伍，非常注重学术和技术方面

的交流，边学边干，不仅强化了项目内各课题组之间、课题组与各承担单位内部其他课题组之间

的交流，还多次组织承办了相关学术会议或选派项目成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国际 Argo 组织举

行的年度会议等，而且与项目组外相关单位和科技人员的沟通与交流也十分密切，及时解决课题

或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相关技术难题（如寻求布放浮标的搭载航次、提高国产剖面浮标的测量

精度和稳定、可靠性，创建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等），从而确保了项目的顺利进展。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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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课题组还根据课题任务要求，在内部细分为 “ 数据库入库与管理 ” 和 “Argo 资料共

享与可视化 ” 两个子课题，每个子课题实行组长负责制；课题实施中，要求研发人员对方案设计、

新技术调研和方案论证等，做到职责明确，计划可行性强。课题组施行周报制度，每周都要对本

周计划实施情况做出总结，评价、分析计划实施效果以及计划发生偏差的原因，并安排好下周计划，

使得课题进展能完全按照时间表实施。因此，该课题无论是数据库研发还是资料共享平台研制，

不仅能相互配合共同推进，而且都超前提交了 Argo 数据库及其资料共享服务平台研究成果，并于

2015 年 10 月部署在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一直稳定运行至今，使得 Argo 资料共享服务平台

提前半年实现业务化运行的目标。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课题组，除了承担本项目 36 个浮标的采购与布放、观测数据接收

与解码、数据质量控制与交换共享外，还承担了国内其他项目委托的 198 个浮标除采购、布放以

外的所有工作，以及其他 Argo 成员国历年布放的全部浮标观测数据的收集、格式转换、质量再控

制和分发共享等工作；此外，还安排课题成员承担了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BOA_Argo）、

全球海洋 Argo 衍生产品（混合层、障碍层参数）数据集、太平洋 Argo 三维网格资料集（GDCSM_

Argo）、热带太平洋 Argo 衍生数据产品（热含量、盐含量）和西太平洋 Argo 衍生数据产品（混合层、

温跃层参数）等的研发和制作；协助国产剖面浮标研制单位解决了浮标海上观测性能不稳定、观

测数据无法自动批处理、浮标观测信息和数据格式与国际要求不相符等技术难题，并组织完成了

首次国内外剖面浮标海上现场比测试验，为国产剖面浮标尽早获得国际 Argo 组织认可、并正式用

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与维护赢得了时间，促进了国产剖面浮标的定型和批量生产，从

而为我国主导建设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打下了基础。这些看似本项目任务以外的工作，但却

是国内用户的迫切需求，关呼海洋权益维护，甚至国家安全。为此，课题组成员面对任务重、人

员少，工作量又特别大的困难，采取了既分工又合作，遇到问题及时商讨，共同寻找对策的应对措施，

课题决战阶段几乎每周一次碰头会，从而确保了课题任务的按时完成。

本项目任务的结题验收，仅仅代表了项目组已经按项目计划任务书的要求，完成了规定的工

作内容，达到了预期的研究目标，项目组可以解散，但本项目（还有其他项目）布放在海上的浮标，

有些还在正常工作、发送观测数据，所以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课题组，还会像以往结题验

收的那些项目一样，继续为这些浮标做好从数据接收、解码到资料质量控制和交换共享等日常工作，

并为广大 Argo 用户提供后续服务。

五、存在问题与建议

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是我国海洋调查史上唯一以深海大洋观测为主，覆盖范围最大、持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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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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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起步，逐渐拓展到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海域。到目前为止（2017 年 5 月底），仍有 116 个

浮标在海上正常工作，排在美国（2 142 个）、澳大利亚（370 个）、法国（319 个）、日本（171

个）、德国（143 个）、英国（156 个）和印度（130 个）之后，但国际排名已经从 2015 年的第

四位，退居到第八位。

为此，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我国 Argo 计划的实施和 Argo 大洋观测网建设还没有完

全纳入业务化海洋监测预报体系，我国布放浮标的总量和每月在海上的活跃浮标数量还只占到全

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 3% 左右，远远落后于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等国家，其中美

国占了总数的 50% 以上；国产剖面浮标虽已被国际 Argo 计划组织接纳，开始用于全球 Argo 海

洋观测网建设与维护，但在当前运行的观测网中所占比例还不到 0.03%；研制的 “ 全球海洋 Argo

网格资料集 ” 离海洋和天气 / 气候业务部门的需求（时间分辨率为月，甚至候；空间分辨率为

1/2°×1/2° 经纬度，甚至 1/4°×1/4° 经纬度；更新时间为季或旬）还存在较大差距；而深海剖面浮

标（Deep-Argo）的研发则还刚刚起步，生物化学剖面浮标（Bio-Argo）的研制更是鸦雀无声。再

环顾邻近的东南亚和印度洋沿海国家，虽然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已有 30 多个国家参与建设

与维护，且观测资料免费共享，但对许多东南亚和印度洋沿海国家而言，尽管长期饱受台风（飓风）、

风暴潮、海浪，甚至海啸等海洋灾害的侵袭和威胁，却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享受到该观测网所

带来的 “ 红利 ”。中国和印度虽较早加入了国际 Argo 计划并参与观测网建设，但两国在海上布放

浮标的数量（在全球 Argo 观测网中仅占 6%）至今也还十分有限，印度洋 Argo 观测网中的浮标数

量与太平洋和大西洋相比要落后一截，至今仍未达到国际 Argo 计划提出的最低标准，尤其是南海

的 Argo 区域观测网目前还是域外国家布放的浮标占了多数。可见，增加在印度洋海域的浮标数量、

并由域内国家主导建设南海区域观测网，研制适用于业务化的 Argo 网格数据产品，促进观测资料

及其衍生数据产品在东南亚和印度洋沿海国家的推广应用，以及重视深海和生物化学浮标的研发

等，中国 Argo 依然任重道远。

由国际 Argo 计划倡议建立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汇集了近 30 个沿海国家参与建设和维护，

且观测数据实行无条件共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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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国家近些年财政预算的大幅度削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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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国际 Argo 计划重要成员国，

理应在国际合作调查计划中做出更大贡献，这符合我国正在实施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战略倡

议。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和国际 Argo 信息中心也十分期望中国能在该计划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国际 Argo 计划发展遭遇瓶颈之际，我国理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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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为此，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供国家科技和海洋主管部门决策参考。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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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早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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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网 ”、“ 智慧海洋 ”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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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扩大国产剖面浮标和北斗卫星系统的国际影响力

通过各种途经给予中国 Argo 计划和国产剖面浮标研制单位更大的支持和扶持，尽可能采购和

布放更多的北斗剖面浮标，进一步扩大国产剖面浮标和北斗卫星系统的国际影响力，提高北斗剖

面浮标在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占有率，让世界气象组织（WMO）和国际 Argo 计划成员

国能通过全球通讯系统（GTS）和互联网（WWW、FTP）获得更多的来自中国北斗剖面浮标的现

场观测数据。

3、重视 Argo 资料的质量控制与共享

从深海大洋环境的复杂性、海洋调查观测的科学性及其观测资料质量控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出发，对利用自动剖面浮标获取温、盐度剖面资料的科研或业务项目（单位），明确指定由国际

Argo 计划认可的国内专门机构统一负责浮标观测信息及数据的接收、解码、校正、质控和分发等，

以充分发挥我国分散投资的有限浮标资源及观测资料的综合效益，确保观测资料的高质量，避免

过去在近岸浅海区域海洋环境调查中长期存在的观测数据汇总难、共享难，以及观测资料质量低

下的老大难问题，方便国家对深海大洋环境观测信息及数据的统一收集、存档和共享管理。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国家海洋主管部门每年通过国际合作和业务观测等渠道给予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和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约 70 万元的日常维持经费，主要用于支付国际

Argo 信息中心的协调费、参加国际 Argo 指导组和资料管理小组年会的国际差旅费用，以及部分

海上活跃浮标的卫星通讯费等；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或 “ 两洋一海 ”Argo 区域观测网的建设

和维护，即在海上投放自动剖面浮标的购置经费，期待着由正在制订的 “ 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网重

大工程 ” 项目或军民融合海洋观测专项 “ 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规划 ” 项目提供。但在上述两

项业务工作安排中，尚未考虑投放浮标、建立观测网后的最终目标 — 获取有效、高质量的观测数

据所需要的相关费用，包括各 Argo 成员国布放的浮标观测数据的统一接收与质量再控制、我国布

放浮标（含国产剖面浮标）的统一接收与质量控制（实时和延时）及与其他 Argo 成员国的交换共

享等，特别是新颖浮标技术（BGC-Argo 和 Deep-Argo）和传感器（pH、溶解氧、硝酸盐、叶绿素 -a 等）

的应用及其观测数据的质量控制（国际上尚处于探索阶段）；Argo 数据质量控制方法还在不断改

进和完善中，以及针对层出不穷的新型浮标观测信息通过卫星传输后的准确解码也面临着诸多挑

战等，这些繁杂而又基础性的工作，更需要专业团队负责承担。这完全符合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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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 面向科学目标和国家战略需求开展的对自然本底数据和材料的获取、对已有数据和材料的整

理与编研等科技基础性工作，具有基础性、公益性、系统性等特征；主要目标是产出权威系统的

科学数据、调查报告、科技资料、图集图件等基础性成果，并实现开放共享，以推动基础学科发展、

支撑科技创新活动、支撑国家宏观决策等；重点支持内容聚焦于典型、重点和特色主题，查漏补缺，

区别于行业业务工作 ” 的资助方向，迫切需要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经费的长期、持续支持。

2016 年 10 月，项目组曾根据国家海洋局转发的 “ 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征集 2017-2020 年国家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重大需求的函 ”（国科办函基 [2016]716 号）的精神，填写上报了一份名为 “ 南

海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科学考察与调查 ” 类）的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重大需求建议书，

提出 “ 以我国成功研制北斗剖面浮标，以及国际 Argo 计划宣布由 ‘ 核心 Argo’ 向 ‘ 全球 Argo’ 拓

展为契机，充分发挥我国作为国际 Argo 重要成员国的作用，主导建设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为南海海域科学研究以及温、盐度和海流等动力环境要素预测预报提供现场数据支撑。拟围绕布

放国产北斗剖面浮标及其观测信息的接收与解码、资料校正处理与质量控制、数据产品开发与交

换共享等内容展开，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 Argo 计划成员国中的地位和作用 ”。该项目的组织实

施对我国海洋和大气科学领域的科技创新，以及有效防御自然灾害等都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为此，希望国家科技和海洋主管部门，能充分考虑国际 Argo 计划组织实施的长期性、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不断拓展带来的技术挑战性及其数据处理的复杂性，特别是南海 Argo 区域

海洋观测网建设对我国海洋权益、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给予该项目滚动支持。

（重点项目办）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共享系统研制 ” 等 3 个

SOED 国重室自主课题资助项目顺利结题

由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副研究员、曹敏杰博士、吴晓芬助理研究员分别承担的

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课题项目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共享系统研制 ”（项

目编号 SOEDZZ1502）、“ 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实时海洋环境智能服务平台研制 ”（项目编号

SOEDZZ1514）以及 “ 西太平洋暖池海域热盐含量变异研究 ”（项目编号 SOEDZZ1522）均于

2017 年 8 月顺利结题。

现将三个项目的主要进展和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介绍如下：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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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共享系统研制 ” 项目

1、主要进展：

（1）北斗剖面浮标数据自动接收子系统

该子系统用于实现北斗剖面浮标观测数据卫星编码的自动、批量接收，包括硬件和软件部分（图

1）。2015 年 9 月，课题组与中船重工第 710 研究所签订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显控及测试分析 ”

技术服务合同，并于当月由 710 所技术人员安装了北斗接收天线、指挥机和拼接大屏等硬件设备，

同时还安装了 HM 系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 / 监视系统，并进行了系统的调试。2015 年 10 月，该系

统开始试运行接收由中科院海洋所牵头的先导专项布放的 5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观测数据。

图 1  北斗接收天线（左）和 HM 系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 / 监视系统（拼接大屏）

    
2016 年 8 月，课题组负责的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购置了 10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在 710

所的协助下，更新了北斗接收天线和指挥机等硬件设施，可更便捷地批量接收浮标数据。

（2）北斗剖面浮标数据解码、校正、质量控制及共享服务子系统

该系统负责北斗剖面浮标数据的处理和分级分发，最终目标是实现自动、批量、业务化处

理和分发浮标数据的目标。其中，浮标数据解码部分由 HM 系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 / 监视系统完

成；而负责数据处理的是基于 Linux 操作系统的 MATLAB 脚本，主要包括数据重写、质量控制、

NetCDF/BUFR/ASCII 格式写入等脚本，其中 NetCDF 格式的数据用于提交给全球 Argo 资料中心

（GDAC），包括浮标的元数据、剖面、轨迹和技术数据，BUFR 格式数据提交至 GTS，ASCII

格式则提交至本地服务器和数据库。数据分发使用了 Linux 脚本，通过 FTP 协议实现数据推送，

而整个数据处理和分发过程则通过 crontab 服务实现任务的自动调度。为了提高北斗剖面浮标数据

的时效性，设置每 1 小时从北斗剖面浮标数据自动接收子系统转发新接收数据至北斗剖面浮标数

据校正、质量控制及共享服务子系统，且每 2 小时运行一次数据处理和分发程序，从而大大提高

了北斗剖面浮标从发送数据至数据分发和入库的时效性。

由于布放在南海海域的部分浮标观测周期设置为 1 天，而参与国际共享的数据按国际 Argo 计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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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要求为 5 天，为了实现分级共享目的，课题组为每个浮标设置了参数，通过 MATLAB 脚本可

方便地提取参与共享的剖面数据。

基于分布式数据库和 Web GIS 技术开发了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共享服务系统 ”（图 2），可

自动接收经压力校正和质量控制后的浮标数据并进入数据库，为用户提供所有北斗剖面浮标观测

数据的信息查询、显示和下载等共享服务，该系统已安装至解放军 31010 部队，为该部掌握南海

水下海洋温盐跃层情况提供重要数据支持和检验作用。

（3）筹建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服务中心 ”

初步建立了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服务中心 ”，具备了业务化接收、处理和分发 HM2000

型北斗剖面浮标观测数据的能力（图 3），并为中科院海洋所承担的先导专项及本课题组承担的科

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布放的 14 个 HM2000 型浮标提供数据接收和处理服务。该中心的筹建，也是继

法国 CLS 和美国 CLS America 之后第三个有能力为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提供剖面浮标数据卫星

接收服务的中心。

图 2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共享服务系统

图 3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流程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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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的成果

（1）北斗剖面浮标数据自动接收系统（包括硬件和软件部分），已业务化运行；

（2）北斗剖面浮标数据解码、校正、质量控制及共享服务系统（软件），已业务化运行；

（3）北斗地面接收站一套，主要包括北斗接收天线、指挥机、工控机、大屏拼接屏墙（46 寸，

2×2 拼接墙）、大屏拼接器、VGA 矩阵、数据存储控制器等，具备管理并接收 5000 个浮标的能力，

磁盘容量 20T。

（4）受中科院海洋所委托，为其接收和处理了 5 个 HM2000 型浮标获取的 530 余条温、盐

度剖面，其中 148 条剖面提交至全球 Argo 资料中心和 GTS 进行共享；

（5）为课题组承担的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接收和处理了 10 个 HM2000 型浮标获取

的 1128 条南海海域的温、盐度剖面，其中 507 条剖面提交至全球 Argo 资料中心和 GTS 与其他国

家进行共享；

（6）撰写研究论文 3 篇（出版中）。

二、 “ 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实时海洋环境智能服务平台研制 ” 项目

1、提出了一种基于混合数据库架构的全球 Argo 数据存储与更新方法

随着全球 Argo 数据量的不断递增，且由于 Argo 数据存在多源异构、动态多维以及海量等特性，

全球 Argo 数据的高效存储与更新一直是一个难题。传统的文件存储方式无法对 Argo 数据进行快

速的查询统计以及挖掘分析，而仅仅依靠关系型数据库也只能管理 Argo 数据中的结构化部分 ——

元数据信息，无法同时有效地管理半结构化剖面观测数据，用户无法对浮标的漂移轨迹与剖面图

进行实时绘制。为此，提出了一种基于混合数据库架构的全球 Argo 数据存储与更新方法，通过研

究 Argo 数据结构化 / 非结构化等多种存储形态，采用关系型 / 非关系型数据库相结合的分布式混

合存储模型对大规模高速增长的 Argo 数据进行高效管理，实现数据多级多态存储、管理和实时更

新。利用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 结合 PostGIS 空间数据库搭建了高可扩展的分布式存储平台，实

现了大规模 Argo 数据的高效存储和一体化管理。

2、提出了一种基于时空双重近似索引的台风海域 Argo 资料的快速查询方法

随着全球 Argo 资料数据量的不断递增，如何从特定台风海域中快速统计查询出符合条件的

Argo 资料一直是科研人员的迫切需求。目前通常的方法是人工手动从海量的全球 Argo 资料集中

进行层层筛选，挑选出符合条件的 Argo 资料，这种方法非常耗时，且经常会漏掉一部分 Argo 资料；

另一种较为先进的方法是使用传统的数据库用一张表存储全部的全球 Argo 资料，然后进行查询，

但使用该方法来进行查询的效率很低，当需要统计查询特定台风海域的 Argo 资料时，则需要遍历

整个数据表从上百万条记录中查询特定的资料，也非常耗费时间，且对数据的可靠性也得不到充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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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保障。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时空双重近似索引的台风海域 Argo 资

料的快速查询方法。

3、研制了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实时海洋环境智能服务平台

平台以异构云环境下分布式存储技术为支撑，构建了一个面向海量 Argo 数据的分布式数据

库，实现了对大规模异构 Argo 数据、台风数据及其他海洋环境数据的高效管理；基于 Flex RIA 

WebGIS 技术研制了台风海域实时海洋环境智能服务系统，实现了对台风路径附近 Argo 剖面浮标

的快速查询、浮标位置的实时监控、漂移轨迹的可视化追踪、观测参数的快速调整，以及观测资

料的高效检索和统计分析等功能，可为实验室和国内相关研究项目及海洋、气象服务部门提供丰

富的台风海域实时海洋环境数据与信息服务。

          图 4  台风附近 Argo 及 SST 资料的实时查询                                图 5  台风路径的实时动态显示

4、该研究结果已获 2 项软件著作权登记

（1）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海洋环境数据实时集成与管理系统（发明人：曹敏杰，登记号：

2016SR383092）

（2）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实时海洋环境智能服务系统（发明人：曹敏杰，登记号：

2016SR383026）

三、 “ 西太平洋暖池海域热盐含量变异研究 ” 项目

1、针对热带西太平洋，尤其是暖池海域上层海洋热盐含量进行了分析

暖池海域次表层热含量的变化要远远大于表层，而盐含量恰好相反，以表层变化为主，次表

层变化不大，且热含量受 ENSO 事件影响较大，而盐含量受 ENSO 事件的影响并不大，以气候态

变化为主；CSEOF 分析表明，暖池海域热含量第一模态空间场具有显著的东 — 西反相位年际振

荡，盐含量第一模态则呈正 - 负 - 正的三极子变化模态，且时间序列显示，热含量在 2007 年以后

伴随 ENSO 事件经过了 3 次位相调整，而盐含量在 2007 年以后只经过一次位相调整。进一步分析

表明，热含量变化主要受到 ENSO、局地风和纬向流的影响，而引起盐含量变化的原因更为复杂，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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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纬向流和淡水通量对研究海域盐含量的影响均为正反馈效应。

该研究结果发表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上。

 图 6  暖池海域上层（0-120m）海洋热含量 CSEOF 分析第一模态空间场（1-6 月）

2、将研究区域扩大到热带太平洋海域（南北纬 30°）进行分析

针对热带太平洋海域混合层、温跃层及其相关参数的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进而探究了上层

海洋热盐含量在混合层、温跃层两个层次内的空间部分、季节和年际变化特征，依据这些成果，

撰写了毕业论文 “ 热带太平洋海域上层海洋热盐含量初步研究 ”。

3、开发了一系列数据产品

针对研究过程中计算获得的热盐含量数据集进行了更新（由原来的 2014 年 7 月更新到 2015

年 12 月），并开发了一套基于 Argo 资料的混合层、温跃层参数数据产品，撰写了 “ 热带太平洋

海域 Argo 衍生数据（热盐含量）产品用户手册 ”，可提供给国内相关研究项目查看及使用。

 在结果验证时发现，计算海域温跃层内热含量的这些分布特征与温跃层深度是一脉相承的，

这也充分表明了上层海洋热含量受温跃层下界深度起伏不平影响所导致的结果。再对照混合层深

度和混合层内的热含量分布，可以发现，只有温跃层内的热含量才能代表上层海洋，而以往利用

SST 或 400m 层热含量代替上层海洋热含量所获得的分析研究结果，由于受到早期观测手段或观

测深度的限制，无疑会出现偏差或得出错误的结论，值得引起重视。

                                                             （刘增宏、曹敏杰、吴晓芬）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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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Argo 与卫星遥感的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上层海洋热结构的准实时

智能推算 ” 等 2 个项目获海洋二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的重视和支持下，由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曹敏杰助理研究员

申请的 “ 基于 Argo 与卫星遥感的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上层海洋热结构的准实时智能推算 ” 项目以

及孙朝辉高级工程师申请的 “ 应用 Argo 资料研究热带太平洋和印度洋次表层温度变化 ” 项目获得

了海洋二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执行期均为两年（2017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

“ 基于 Argo 与卫星遥感的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上层海洋热结构的准实时智能推算 ” 项目选取

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为研究海区，围绕上层海洋与台风相互作用问题，利用 Argo 资料和卫星遥感

资料等，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重点开展台风下垫面上层海洋热结构准实时推算方法研究，并对推

算模型进行应用，初步探讨分析上层海洋热结构对台风强度变化的影响，具体包括以下 3 个方面：

（1）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现场观测资料的快速提取和准实时集成。基于 Web Services、GIS

和数据库等技术，研究台风附近海域上层海洋环境基础资料的快速提取技术，实现西北太平洋台

风海域 Argo 资料和卫星遥感资料的准实时集成，并建立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近十年（2006-2015）

的海洋环境资料数据集。

（2）建立基于 “ 深度学习 ” 的上层海洋热结构推算模型。利用近十年的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

上层海洋环境基础资料，以数据驱动为手段，研究基于 “ 深度学习 ” 的上层海洋热结构推算。重

点研究模型的高效学习算法、结构优化、输入因子选择等一系列技术，通过对 Argo 资料、卫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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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数据源动态调整模型参数，提高模型在不同海域的泛化能力；最终建立基于 “ 深度学习 ” 的上

层海洋热结构推算模型，获取台风下垫面上层海洋不同深度处的热结构信息，进而较为精确地推

算出上层海洋热结构时空变异情况。

（3）对模型进行应用，初步探讨上层海洋热含量对台风强度变化的影响。选取西北太平洋上

台风实例进行分析研究，通过推算模型准实时获取台风影响下上层海洋不同深度处热含量的变化

情况，初步探讨分析热含量对台风强度变化的影响。 

此外，“ 应用 Argo 资料研究热带太平洋和印度洋次表层温度变化 ” 项目将利用全球 Argo 实

时海洋观测网提供的 0 － 2000 米高精度温、盐、深资料，制作 2004-2017 年热带太平洋和印度洋

的高分辨率三维温度网格资料，研究该海区次表层温度季节和年际变化特征，并着重分析其在近

几年 ENSO 和 IOD 事件期间的演变规律，以期对 ENSO 和 IOD 事件的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等能有

一些新的认识。

                                                                  （曹敏杰，孙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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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atistical study on the subthermocline submesoscale eddies in the 

northwestern Pacific Ocean based on Argo data

Cheng LI, Zhi-wei ZHANG, Wei ZHAO, Ji-wei TIAN

( Physical Oceanography Laboratory/CIMS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China)

In this study,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ld-core subthermocline eddies (STEs) 

discovered by Zhang et al. [2015] in the northwestern Pacific are further investigated with 14-year 

Argo temperature/salinity (T/S) data between 2002–2015. By applying an objective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to Argo T/S profiles, a total of 337 lens-like STEs that trap cold and fresh homogeneous 

water are obtained. The STEs' cores are located between 26.2–27.0 sig0 and their shapes share 

a uniform Gaussian structure in vertical.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scale of the STEs is generally 

between 100–200 m and 5–15 km, respectively, suggesting that they are in the category of 

submesoscale processe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densities and seasonalities, the STEs are 

classified into upper and lower types with density interface of 26.7 sig0 . The number of upper-type 

STEs is much larger in spring and summer than in autumn and winter while that of lower-type ones 

show relatively uniform seasonal distributions. Spatially, the STEs are primarily distributed within 

the region between the Kuroshio Extension (KE) and subarctic front (SAF) in meridional and 140–

155˚E in zonal direction. Based on STEs' spatial distributions and vertical locations, we propose 

to name these STEs as KE intermediate-layer eddies (Kiddies). Water property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Kiddies most likely originate from the SAF region. For the upper-type Kiddies, they are 

probably generated through subduction associated with mixed-layer frontogenesis, which at least 

contribute to 0.25 Sv annual subduction rate for the layers 26.2–26.7 sig0. 

            （摘自《J. Geophys. Res. Oceans》, 2017，122, doi:10.1002/2016JC01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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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ology and seasonality of upper ocean salinity: 

a three-dimensional view from Argo floats

Ge CHEN1,2
，Lin PENG1

，Chun-yong MA1,2

(1、Department of Marine Technology, Colleg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China;
                   2、Laboratory for Regional Oceanography and Numerical Modeling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China)

Primari ly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observat ion technologies  (both f ield and satel l i te 

measurements), our understanding of ocean salinity is much less mature compared to ocean 

temperature. As a result, the characterizations of the two most important properties of the ocean are 

unfortunately out of step: the former is one generation behind the latter in terms of data availability 

and applicability. This situation has been substantially changed with the advent of the Argo floats 

which measure the two variables simultaneously on a global scale since early this century. The 

first decade of Argo-acquired salinity data are analyzed here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ology and 

seasonality, yielding the following main findings for the global upper oceans. First, the six well-

defined “salty pools” observed around ±20° in each hemisphere of the Pacific, Atlantic and Indian 

Oceans are found to tilt westward vertically from the sea surface to about 600 m depth, forming 

six saline cores within the subsurface oceans. Second, while potential temperature climatology 

decreases monotonically to the bottom in most places of the ocean,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salinit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A double-halocline type forming immediately above 

and below the local salinity maximum around 100–150 m depths in the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oceans, and a single halocline type existing at about 100 m depth in the extratropical oceans. 

Third, in contrast to the midlatitude dominance for temperature, seasonal variability of salinity 

in the oceanic mixed layer has a clear tropical dominance. Meanwhile, it is found that a two-

mode structure with annual and semiannual periodicities can effectively penetrate through the 

upper ocean into a depth of ~2000 m. Fourth, signature of Rossby waves is identified in the annual 

phase map of ocean salinity within 200–600 m depths in the tropical oceans, revealing a strongly 

co-varying nature of ocean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at specific depths. These results serve a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improving our knowledge on the haline aspect of the ocean climate.

                              （摘自《Climate Dynamic》, 2017，doi: 10.1007/s00382-017-3742-6）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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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rgo 轨迹资料反演热带太平洋中层流场条带状结构特征

夏一凡
1,2, 杜岩

1
，王天宇

3
，谢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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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301；
   2、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 北京 100049；
   3、中国科学院三亚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三亚 572000）

利用 Argo 浮标的轨迹资料估算热带太平洋中层纬向流场的条带状结构以及其变化特征。相

较于传统温盐地转流算法，基于 Argo 轨迹资料的反演算法的优势在于不受零参考面的选取以及赤

道地转平衡失效的局限。结果表明 : 在赤道太平洋海域，中层（1000dbar）纬向流场在南北半球

都具有条带状分布，强流分布在赤道附近海域 ; 在远离赤道海域，北半球 (9°N、13°N、18°N) 有

相对赤道较弱的东向流动，而南半球东向流动相对更弱，没有同北半球一样明显的东向急流。此外，

热带太平洋中层流场的时间变化特征较为复杂：近赤道流的变化以季节尺度为主，而远离赤道的

流则逐渐演变为多时间尺度下的变化，海洋 Rossby 波的调整起到主导作用。

（摘自《热带海洋学报》, 2017，4：1-9）

北太平洋中尺度涡温度垂直结构区域差别分析

郑聪聪 1，訚忠辉 2,3，梁永春 1，崔侦久 1，孟娜 1

（1、国家海洋局日照海洋环境监测站，山东 日照 276800；

  2、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山东 青岛 266000;

  3、山东省海洋生态环境与防灾减灾重点实验室，山东 青岛 2266061）

利用在北太平洋海域（120°E ～ 100°w，10° ～ 60°N）19a 间（1993-2011 年）识别追踪出的

中尺度涡，结合该区域内的 Argo 浮标资料，初步探索了北太平洋不同区域之间涡旋垂直温度结构

的差异性。通过对比北太平洋 4 个小区域（副热带逆流区域、黑潮延伸体区域、亲潮区域、东部

加利福尼亚沿岸区域）内的涡旋发现：每个区域内气旋涡和反气旋涡的垂直温度结构具有很大的

相似性，但不同区域之间则略有差异，其中黑潮延伸体区域跟其它区域的中尺度涡垂直温度结构

有较大差别，该区域内中尺度涡温度异常值明显大于其它区域，冷暖核的深度比其它区域要深，

并且从 100 ～ 600m 的深度上都有较大的温度异常。

（摘自《海洋预报》, 2017，34（3）：10-16）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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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活动（续）

●2017 年 7 月 8 日，中亚地区年轻海洋科技工作者来访中心，孙朝辉高级工程师向客人重点

介绍了国际 Argo 计划和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并就来访客人提出的自动剖面浮标工作原理、

资料接收过程和资料质量控制等问题作了详细解答。

●2017 年 7 月 18 日，来自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

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高校的近 30 名涉海专业大三学生，在参加 SOED 举办

的第四届海洋夏令营期间参观了本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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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建设和运行情况，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

               图 1  中亚地区年轻海洋科技工作者来访                      图 2  第四届海洋夏令营成员参观中心

●2017 年 8 月 22-24 日，许建平研究员应邀参加了在山东泰安召开的第十一届海峽两岸海洋

科学研讨会，并在物理分会场做了题为 “ 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及其展望 ” 的口头报告，

呼吁两岸海洋科学家在该领域开展实质性合作，利用自动剖面浮标构建西北太平洋西边界强流区

域和台风生成源地海域的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共同为防灾减灾、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2017 年 9 月 4-6 日，许建平研究员和刘增宏副研究员应邀参加了在青岛召开的 “ 热带太平

洋观测系统 2020 计划（TPOS 2020）西太平洋观测研讨会 ”，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

等国的近 4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陈大可院士、局预报减灾司陈陟副司

长和局国际合作司唐冬梅处长等出席了会议。刘增宏副研究员代表中国 Argo 在会上做了 “Status 

of China Argo and its Prospect in the Tropical Pacific( 中国 Argo 计划实施现状及其向热带太平洋

拓展的前景 )” 口头报告，表示中国 Argo 将会在热带太平洋海域布放和维持 30~50 个自动剖面浮标，

以支持该新的国际海洋观测系统（包括大型锚碇浮标和 ADCP 潜标等）的建设与业务运行。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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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TPOS-2020 研讨会与会代表合影                              图 4  整装待发的又一批国产剖面浮标

●2017 年 9 月 13 日，海洋环境专项办公室毛一凡处长一行前来海洋二所调研，期间考察了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副研究员扼要介绍了国际和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现状，以及北

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的业务运行情况，双方就浮标布放区域、观测数据接收与

解码、数据质量控制与应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

●2017 年 9 月 18 日，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在杭州

三台山庄举行了项目结题验收材料的内部初审会，特邀项目专家组成员、中国海洋大学刘秦玉教

授莅临会议监督指导。项目负责人许建平研究员详细汇报了项目结题验收的准备工作情况，并以

PPT 形式试讲了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重点项目结题报告（征求意见）”，刘秦玉教授对

报告的主要内容作了逐一点评，提出了改进完善的指导意见建议；之后，项目成员吴晓芬助理研

究员汇报了 “ 利用 Argo 资料研究印 - 太海域上层海洋热盐含量 ”，以及 “ 利用 Argo 资料研制衍生

数据产品（混合层、温跃层等参数）” 的情况，同样得到了刘教授的耐心指导和启发点拨，并就下

一步研究计划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2017 年 9 月 21 日，由刘增宏副研究员负责的中央级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购置专项 —“ 自动

剖面浮标实时海洋观测系统 ” 项目，购置的 15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运抵杭州，中心会同浮标研

制单位的技术人员共同对该批浮标进行了测试、验收，计划于 2017 年 10 月和 12 月分别搭载中科

院海洋所西太共享航次和海洋专项 -西太航次进行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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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海域 “Argo 浮标 ” 数据真该停止上传？

—关于对海科字【2016】164 号文（此件主动公开）申请行政复议的报告

2016 年 10 月 28 日，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组收

到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科技处传阅的 “ 国

家海洋局科学技术司关于停止上传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项目南海海域 Argo 浮标数

据的通知 ” 后，组织项目主要成员进行了认真学

习，并将有关情况通报了科技部基础研究司聘请

的重点项目专家组成员。项目组认为若盲目执

行该文，会有损国家利益并影响到我国的国际

声誉。该具体行政行为草率、武断、错误，依

法应予撤销。为此，建议按《行政复议法》规定，

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国家海洋局科学技术

司作出的《国家海洋局科学技术司关于停止上

传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项目南海海

域 Argo 浮标数据的通知》( 海科字【2016】164

号 ) 的具体行政行为。具体理由如下：

一、具体行政行为适用的法律模糊，与事实不符

1、海科字【2016】164 号文提到，“ 根据《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向国际组织、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提供属于国家秘密的海洋观测资料和成果；确需提供

的，应当报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或者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批准 ”。而科

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提供的与国际 Argo 成员国共享的

海洋观测资料是常规的温、盐度资料，而非国家秘密海洋观测资料；即使是常规的海洋观测资料，

重点项目办还是在 2016 年 3 月 23 日将项目专家组同意调整该项目浮标布放计划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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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及

时书面报告（附件略）了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和海洋局科学技术司。之后，重点项目办从未收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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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海洋主管部门的任何反馈意见。

2、海科字【2016】164 号文还提到，“ 请在今后执行科研项目时，凡涉及到更改项目计划的，

除报送科技部外，需同时报我局并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重点项目办于 2016 年 3 月在杭州召开的

“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第四次专家组会议 ”，邀请了科

技部基础研究司和海洋局科学技术司的领导莅临会议并指导工作，调整计划（附件略）在报送科

技部基础研究司的同时，同步呈送了海洋局科学技术司。之后，重点项目办同样没有收到过来自

海洋主管部门的任何反馈信息。

3、早在 2014 年 4 月 17 日，由重点项目办草拟的 “ 关于在南海建立区域 Argo 观测网建议的

报告 ”，曾以海二科发【2014】83 号文（附件略）的形式报送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之后，重

点项目办及其依托的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还多次起草并呈报了多份涉及相关议题的请示报告

（附件略），但始终未能获得上级主管部门的任何反馈或指导性意见建议。

综上，海洋主管部门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对重点项目组及其依托的中国 Argo 实时资料

中心计划利用国产北斗剖面浮标在南海主导建设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的事实，应该是了解的，

也是知情的！倘若目前重点项目组根据国际 Argo 计划的要求上传了部分 Argo 资料，且属于国家

秘密的海洋观测资料，也只能说明海洋主管部门事先未能尽到监管和告知义务。此外，海洋主管

部门是否也应该对照《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及其海区派出

机构、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不依法作出行政许可或者办理批准文件，……”

的规定，及时反思并积极指导重点项目组做好相关工作。

二、具体行政行为草率、武断，有损国家利益

1、美国海军长期在南海布放剖面浮标，严重损害我国海洋权益

自从 2000 以来，美国海军就开始利用这一新颖的海洋观测技术 --- 自动剖面浮标，长期观测

别国近海（包括南海）的海洋环境要素资料。这些浮标观测深度和测量周期等均与常规 Argo 计划

的剖面浮标不同，其漂移深度和最大观测深度为 1200 米，观测周期为 96 小时，并可进行加密观测。

其中还发现个别浮标使用了铱（IRIDIUM）卫星通讯，不但使浮标停留海面的时间（仅几十分钟）

缩短了，而且可以方便地通过卫星向浮标发送更改观测参数（如漂移深度、循环周期和剖面测量

深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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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观测数据（每隔 4 天观测的一个 0-1200 米深度的剖面）还明目张胆地与国际 Argo 成员国共享，

严重损害了我国海洋权益，侵犯了我国主权。

除了美国海军外，也有国内个别单位或项目（并没有参加中国 Argo 计划）在南海布放从国外

引进的剖面浮标（附件略），虽然没有作为中国 Argo 计划的一部分与其他成员国共享观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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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从国外引进的剖面浮标，却都是采用 ARGOS、IRIDIUM 和 GPS 等卫星通讯与定位的，其

浮标观测信息和数据都得通过设置在法国和美国的地面接收站接收、解码后才能送到国内浮标用

户的手中。所以，尽管国人无法共享到这些剖面浮标在南海的观测资料，但法国和美国则会轻而

易举地获得这些浮标的全部观测信息和数据。

自 2005年以来，中国Argo实时资料中心通过海洋二所在不间断地向国家海洋主管部门呈送 “关

于外国 Argo 浮标进入我专属经济区海域的情况报告或通报 ”（附件略），除了少数几次接到地方

海洋主管部门要求配合采取海上行动外，并没有收到或阅到国家海洋主管部门采取进一步反制措施

或应对策略的任何材料，致使我国在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方面长期处于被动、尴尬的局面。

2、美国海军在南海肆意布放 Argo 剖面浮标，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 15 年间，美国海军累计在南海布放的浮标数量多达 100 个，获得的

有效观测剖面数量至少在 10000 条以上；而中国 Argo 计划因长期以来未能获得国家海洋主管部门

的明确批复，且又受到国产剖面浮标研制进度的制约，也就始终没有在南海公开布放 Argo 浮标。

然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推波助澜下，“ 全球 Argo” 扩张已是势不可挡，现在和未来在南海布

放的 Argo 浮标都是 “ 全球 Argo” 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美国海军外，其他 Argo 成员国在南海布

放 Argo 浮标已被国际 Argo 计划默许。虽然，在南海周边国家中，目前只有中国在参与国际 Argo

计划并布放浮标，但不排除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对南海表示 “ 关切 ” 的国家，通过支援仪器设备、

技术等手段扶持如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南海周边国家主导布放 Argo 浮标或建立南海 Argo

区域中心的可能性。据国际 Argo 信息中心协调员在加拿大召开 AST-15 次（2014 年）会议上提供

的一份报告表明，南中国海周边的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已经联系该中心并表达了愿意加入国际

Argo 计划的意向。早在 2012 年 12 月，台湾岛上的相关海洋研究机构也曾联系该中心，希望参与

国际 Argo 相关会议并计划在南海布放剖面浮标。其他边缘海区域大都由周边国家的 Argo 计划在

组织实施；而在南海，中国 Argo 计划却是一筹莫展，无所作为。

2016 年 3 月 25 日 -4 月 28 日期间，美国海军又在南海布放了一批（9 个）新浮标，使得该海

域中的浮标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16 个（其中一个是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漂移进入南海的、

由中国 Argo 计划布放的浮标）。可见，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的存在，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3、“ 核心 Argo 计划 ” 向 “ 全球 Argo 计划 ” 拓展，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已是 “ 全球

Argo” 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2 年 3 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 Argo 指导组会议（AST-13）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

表达了扩展 Argo 核心任务的强烈意愿，并于 2012 年 9 月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的第四届国际 Argo

科学研讨会后形成了圆桌会议纪要，把 Argo 计划由无冰覆盖的开阔大洋海域（简称 “ 核心 Argo”

计划）向边缘海、高纬度和向生物、地球化学等学科的扩展（简称 “ 全球 Argo” 计划）明确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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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纪要中。2013 年 3 月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举行的第十四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AST-14）上，

则已着手讨论在边缘海、高纬度和西边界流区需要增加布放浮标的数量等问题，并把南海明确列

入到 Argo 计划扩张的范围之内。虽然我国代表在会上针对美国海军在南海不断布放 Argo 浮标的

事实提出了中方的意见和主张，但国际 Argo 指导组似乎也没有权力阻止美国海军借国际 Argo 计

划名义在我国南海肆意布放浮标的行为。2014 年 3 月，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市召开的第十五次国

际 Argo 指导组会议（AST-15）上提供的一份报告表明，2013 年 11 月期间，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

研究所已率先在赤道太平洋海域布放了一批（39 个）使用铱卫星通讯的 SOLO-II 型 Argo 剖面浮

标，其布放密度为 1.5º 左右（核心 Argo 计划只要求布放浮标的密度或间隔为 3º，约 300 公里），

标志着 “ 核心 Argo” 向 “ 全球 Argo” 扩张计划正式启动。而且在这次会议的议程中，还首次增加

了有关 “ 完成全球任务 ” 的议题，专门就季节海冰区、边缘海、西边界流区和赤道洋区等海域布

放剖面浮标的情况展开了研讨。

2016 年 3 月，在日本横滨市刚结束的第十七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AST-17）上传来消息

（中国代表因签证原因缺席），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提供的一份报告已经明确表明，从 “ 核

心 Argo” 向 “ 全球 Argo” 的扩展需将浮标数量从 3000 个增至 4400 个，其中太平洋 1896 个，大西

洋 1007 个，印度洋 833 个，北极海域 141 个，南大洋 326 个，以及边缘海 210 个。截止 2015 年

底，全球海洋中正常工作的浮标已达 3632 个，占 “ 全球 Argo” 目标的 83%。其中在全球边缘海内

工作的浮标达 122 个（目标为 210 个），日本海 / 东海和地中海工作的浮标分别为 22 个（计划 16

个）和 60 个（计划 56 个），已经超出了设计要求；墨西哥湾、红海与波斯湾、南中国海和北欧

与波罗的海等边缘海中活跃的 Argo 剖面浮标数量为 40 个（计划 138 个），远没有达到设计的目标，

其中南中国海只有 7 个（计划 22 个）浮标，主要由美国海军在主导布放。由此可见，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已经列为 “ 全球 Argo” 的重要组成部分。

4、唯有我国在南海主导布放国产北斗剖面浮标，才能牢牢掌握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

设的主动权

尽管在 2013 年前，可以指责美国海军在南海布放 Argo 浮标是非法的，但这以后，随着国际

Argo 计划由 “ 核心 Argo” 向 “ 全球 Argo” 拓展，况且也有许多国内学者在利用其公开共享的观测

资料研究南海海域的物理海洋学问题，且国内有一些单位和项目也在南海布放从国外引进的剖面

浮标，故再指责其非法布放似乎依据不足、意义不大，唯有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给予回击，

才有可能迫使美国海军停止在南海肆意布放浮标的恶劣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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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国际 Argo

组织的协调和指导下，由我国在南海主导建立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协调本地区 Argo 浮标的布

放，以及为本地区提供 Argo 资料收集、处理与质量控制和分发服务，促进本地区 Argo 资料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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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化海洋和气候预测预报，以及基础研究中的应用，并使之成为 “ 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应该是一件利国利民、顺理成章的事，也是作为一个地区海洋大国和国际 Argo 计划成

员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当然，南海 Argo 区域中心和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须掌握

“ 以我为主、共同参与、资源共享 ” 的建设原则，即由中方负责投资建设，吸收南海周边国家参与，

获得的信息、资料有限度共享。唯有我国主导在南海布放国产北斗剖面浮标，才能牢牢掌握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的主动权。

5、强化南海海洋观测，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海洋权益

南中国海既是太平洋西部的重要边缘海，又是我国的近海。该海域陆架狭窄、海盆宽阔，岛

礁密布，海洋资源十分丰富，也是台风生成的源地之一，更是受西北太平洋台风影响十分频繁的

区域；几乎封闭的南中国海，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具有独立的环流系统，海洋环境分布复杂多变，

曾发生过钻井平台颠覆和潜艇 “ 掉深 ” 等突发性海洋事故，在我国四大近海中，南中国海是我国

调查研究最薄弱的一个海区，海洋环境观测资料的匮乏，直接影响到对物理海洋现象、台风生消

过程及其物理机制等方面基础研究的深度，以及海洋和天气业务化预测预报的准确度。尤其是近

些年来，愈来愈严峻的南中国海形势和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海洋权益维

护和海洋安全保障同样面临严峻挑战。因此，由我国主导建设和维护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不但有利于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海洋权益，更可为我国海洋和大气等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与业务

化应用提供更加丰富、更高质量的海上第一手资料。此外，建立的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正好处于我国倡议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国家战略的覆盖区域内，故而可拓展成为我国打造

“ 覆盖 ‘ 海上丝绸之路 ’ 区域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 ”，甚至 “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扩大国产剖面浮标在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占有率和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

Argo 计划成员国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我国科学家在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话语权。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组经过充分论证，于 2016 年

9 月在南海海盆水域，开始利用国产北斗剖面浮标构建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的框架，试图后

来居上，变被动为主动，尽早扭转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由美国海军一家独立建设和维护的被

动局面。况且，目前布放在南海中东部海盆区域中的 8 个北斗剖面浮标，其中 1 个由于布放后遇

到通讯故障尚未获得任何观测信息和资料，其余 7 个浮标中，6 个的观测周期为 5 天，1 个浮标的

观测周期为 1 天，但目前与国际 Argo 成员国共享的剖面都为每隔 5 天的剖面数据（而美国海军则

为每隔 4 天的）；而且，这些剖面浮标一旦进入我国领海区域或者近岸海域，按照国际 Argo 计划

的资料共享原则，其观测资料也是可以不与其他成员国共享的。不像那些由美国海军布放的浮标，

或者由国内个别单位或项目布放的浮标，即使进入我国明确宣布的领海区域，还会继续与成员国

或国际社会共享观测资料。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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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唯有我国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展示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海洋权益的坚强决心

和实际行动，才有可能迫使美国海军停止在南海肆意布放浮标的恶劣行径；唯有我国主导在南海

布放国产北斗剖面浮标，才能牢牢掌握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的主动权。当然，在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过程中，尚有一些涉及地缘政治环境和浮标技术及其观测资料共享策略

等方面的问题，国家海洋主管部门理应通过充分沟通和协商，及时给予理顺和解决，而不是采取

盲目的 “ 停止布放 ” 或 “ 停止上传 ” 的策略，势必会增长外国势力在南海布放浮标的嚣张声势，挫

伤国人抢占南海布放浮标主动权的信心，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严重后果，既损害了国家海洋权益，

又影响到我国在国际合作计划中的声誉。

三、具体行政行为与《全国海洋观测网规划》背道而驰，严重影响我国的国际声誉

1、在南海建立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符合《全国海洋观测网规划（2014—2020 年）》的总体要求

在南海建立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符合《全国海洋观测网规划（2014—2020 年）》的总体要

求，以及中央领导及其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要讲话与文件精神（附件略）。《全国海洋观测网规划》

在分析我国海洋观测网建设现状时深刻认识到，“ 维护海洋权益，需要加强海洋观测网建设。为海

洋权益维护活动、运输通道安全及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环境保障，已成为海洋观测

网建设的新任务。我国部分管辖海域和大洋重点关注区域的海洋观测工作远不能满足海上维权的

需求，需要及时、准确地获取和利用海洋观测信息，提升海洋环境保障能力。” 同时也提到 “ 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促进海洋科学研究，需要加强海洋观测网建设。海洋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因素，

气候变化加剧了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等灾害，需要加强气候变化敏感区的海洋观测，

深化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提高海洋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促进海洋科学研究的发展，

需要针对研究热点，优先选择海洋科学的重点观测内容，提升关键海洋现象和海洋过程的观测能力，

保证获取有效的海洋科学试验观测资料。” 而且《全国海洋观测网规划》还明确指出，“ 全国海洋

观测网由基本海洋观测网和专业海洋观测网组成。…… 专业海洋观测网由水利、气象、海事、教育、

科研等有关主管部门及企事业单位按有关规定参照基本海洋观测网进行布局、建设和管理 ”；并要

求 “ 在重点海域按计划、分阶段布放 150 套 Argo 剖面浮标和 600 套表面漂流浮标，建设并维持一

个约由 50 个 Argo 剖面浮标组成的实时海洋观测系统 ”。《全国海洋观测网规划》还提出了 “ 进一

步加大对海洋观测网建设和运行的投入力度。鼓励有关部门、相关行业等对海洋观测网建设的投

入，确保海洋观测网运行维护的资金投入，保障观测系统稳定运行 ”，以及 “ 加强海洋观测领域技

术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大海洋观测的国际合作力度，在统筹考虑科研布局和国际合作战略的基础上，

积极参与实施全球和区域观测系统的国际计划 ” 等保障措施，以保障全国海洋观测网规划的全面

落实和全国海洋观测网的顺利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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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产北斗剖面浮标被接纳进入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为国家争了光更赢得了荣誉

在过去的 15 年里，我国 Argo 计划布放的剖面浮标主要由美国的 APEX 型剖面浮标，以及法

国的 PROVOR 型和 ARVOR 型剖面浮标。目前，在全球 Argo 观测网中使用的剖面浮标除了这 3

种型号外，还有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研制的 SOLO 型和 SOLO-II 型剖面浮标、美国海鸟公

司的 Navis 型剖面浮标，以及日本海洋地球科技厅（JAMSTEC）与 Tsurumi Seiki（TSK）公司共

同研制的 NINJA 型剖面浮标和加拿大 Metocean 公司的 NOVA 型浮标等产品。但无论是美国、法

国还是日本、加拿大等国研发的各种型号剖面浮标，均采用美国的 GPS 或美、法两国共同组建的

ARGOS 卫星系统对剖面浮标进行定位，并利用 ARGOS（仅有单向通讯功能）或 IRIDIUM（具备

双向通讯功能）卫星传输观测信息和剖面数据。

我国自 “ 十五 ” 计划开始着手国产剖面浮标关键技术的开发工作，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发明专利和技术成果。当浅海型自持式剖面漂流浮标研制受挫后，开始转向深海型自持式

剖面漂流浮标（分别称 “COPEX 型 ” 和 “HM2000 型 ” 剖面浮标）的研制。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间，在重点项目组及依托的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的组织协调下，发起了国内外剖面浮

标海上现场比测试验，得到了国内两家剖面浮标研制单位（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和中船重工第 710

研究所）的积极响应和高度重视，同时也获得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承担的国家基金委开放航

次的全方位支持。试验结果表明，国产剖面浮标观测的温度和盐度资料质量是可信、可靠的。尤

其是对盐度数据所做的定量比较发现，不仅能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盐度准确度一级标准（±0.02），

而且能满足国际 Argo 计划提出的 ±0.01 的高要求。但与国外同类型剖面浮标相比，国产浮标在海

上长期工作的稳定性，以及观测辅助参数的调节和信息获取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试验

结束后，两家浮标研制单位分别与海洋二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为促进国产北斗面浮标的定型

和商业化生产，以及系列北斗剖面浮标的开发，跻身 Argo 剖面浮标的国际行列并参与国际竞争，

将全方位加强技术合作，并全力支持在海洋二所筹建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 ”。不久，中国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也与海洋二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由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 热带西

太平洋海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 ” 项目购置的 10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中船重工第 710

所研制生产），委托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协助接收该批浮标的观测资料，以及按国际 Argo 计

划的要求开展资料处理、质量控制及其共享工作，并同意纳入中国 Argo 计划的统一管理，作为中

国科学院对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建设的贡献。

2015 年 3 月在法国召开的第十六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上，重点项目组成员利用 “ 浮标技

术进展 ” 议程，向与会的 Argo 成员国代表全面介绍了国产 HM2000 型剖面浮标的研制进展、技术

性能，以及海上比测试验及其测量精度等情况。HM2000 型浮标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BDS) 进

行数据传输 , 并采用 BDS 和 GPS 系统切换定位，具有双向通讯、触底保护和数据自动重传等功能，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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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了 SBE41/SBE41CP CTD 传感器，其观测精度能满足国际 Argo 计划提出的苛刻要求，从而赢

得了与会代表的青睐。但由于受 BDS 覆盖范围的限制，目前 HM2000 型浮标还无法在全球范围内

布放，对此代表们感到十分惋惜。与会的 Argo 指导组成员对中国研制成功 HM2000 型剖面浮标表

示祝贺，并欢迎加入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同时，要求 HM2000 型剖面浮标提供的观测信

息与数据格式能符合国际 Argo 资料管理小组的相关规定，以及提供 HM2000 型剖面浮标研制单位

的网站信息及其对浮标性能的详细介绍等，以便各国 Argo 资料用户能对 HM2000 型剖面浮标性能

有更深入的了解。此外，还建议中国 Argo 能为北斗剖面浮标观测信息与数据的接收、解码和观测

资料的校正处理及质量控制等，建立专门的服务中心，从而能为国内外北斗剖面浮标用户提供技

术服务，类似于目前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提供通讯与定位服务的法国 ARGOS 卫星地面接

收中心和美国 IRIDIUM 卫星地面接收中心。

2015 年 10 月，随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负责的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简称

WPOS 专项）“ 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 ” 项目出资购置的首批（5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的顺利布放，以及对北斗剖面浮标观测信息和数据格式、观测资料校正和质量

控制等的规范化处理，达到了国际 Argo 计划提出的资料交换共享要求，并通过 GTS 和互联网提交

国产剖面浮标观测资料，与国际 Argo 成员国和 WMO 成员国共享我国剖面浮标观测资料，这在国内、

国际上均属首次，实现了我国海洋观测仪器设备用于国际大型海上合作调查计划 “ 零 ” 的突破。

HM2000 型剖面浮标，不仅是我国第一批进入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的仪器设备，也

是我国自行研制的海洋仪器设备首次用于国际海洋合作调查计划；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已经正式成为服务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信息和数据传输的 4 大卫星系统之一。

3、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的确立，打破了由国外卫星为全球 Argo 实时海

洋观测网提供通讯与定位服务一统天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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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和我国 Argo 大洋观测网的建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具备了扎实的工作基础，建立

的 Argo 资料接收、处理和分发系统，以及经实时和延时质量控制的浮标观测资料，不仅符合国际

Argo 指导组（AST）和 Argo 资料管理小组（ADMT）提出的苛刻技术和管理要求，而且也使得

我国早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有能力向全球 Argo 资料中心实时上传 Argo 资料的国家。2015 年 9

月筹建完成的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也已经具备了批量接收北斗剖面浮标（如

HM2000 型等）观测数据的能力。随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负责的 WPOS 专项 “ 热带西太平洋

海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 ” 项目出资购置的首批 HM2000 型剖面浮标，在 “ 科学 ” 号科学

考察船执行的国家基金委西太共享航次期间陆续投放到菲律宾以东的北太平洋西边界流海域后，

其观测信息和剖面资料已经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源源不断地送往位于杭州的 “ 北斗剖面浮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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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服务中心 ”，并经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按照国际 Argo 计划的技术要求，对北斗剖面浮标资

料进行严格质量控制后，已经通过互联网（WWW、FTP）和全球通讯系统（GTS）与世界气象组

织（WMO）和国际 Argo 成员国交换共享，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 “ 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由欧美

浮标，以及国外卫星提供通讯与定位服务一统天下的局面。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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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兰）后，第 3 个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提供剖面浮标观测数据服务的国家平台。

此外，设立中国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既为了满足国内北斗剖面浮标用户的迫切需要，

拓展我国北斗卫星系统在海洋观测上的应用，也为了促进国产剖面浮标早日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

并能使我国在国际 Argo 计划中更好地担当起一个海洋大国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充分发挥我国科学家

在国际大型合作调查计划中的作用，更广泛地收集和积累更长时间系列、更丰富的物理海洋和生物

地球化学等海洋环境资料等。而且研制完成的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 / 监视系统 ” 和 “ 北斗剖面浮

标数据接收共享系统 ”，在国内尚属空白；一些服务功能（如接收、分发来自浮标的信息和剖面数据）

与国际上已有的 “ARGOS 卫星地面接收中心（法国）” 和 “IRIDIUM 卫星地面接收中心 ( 美国 )” 相同，

且部分服务功能（如对浮标信息 / 数据解码、校正和质量控制等）已领先 ARGOS 和 IRIDIUM 卫星

地面接收中心的服务范围，对剖面浮标用户而言使用更便捷、数据质量更有保证。就国内利用北斗

剖面浮标建设区域海洋观测网而言，建立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还可以促进浮标资源的高效

利用，以及海洋环境资料的集中收集，对推动我国海洋资料共享同样具有重大科学意义。

综上，由国家海洋局科学技术司作出的《国家海洋局科学技术司关于停止上传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项目南海海域 Argo 浮标数据的通知》( 海科字【2016】164 号 ) 的具体行政

行为草率、武断、错误，应予撤销。为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纠正国家海洋局科学

技术司的错误行为，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之规定，提出申请行政复议的请求，望支持为盼！

附件（略）

（重点项目办）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运行现状

在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的资助下，中国 A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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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动态



35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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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7 年 8 月底，国际 Argo 计划官方网站公布的全球海洋归属该计划的自动剖面浮标数

量的历年统计结果表明，自 2000 年以来，在南海海域共布放了 110 个自动剖面浮标，其中的 100

个是由美国布放的采用 ARGOS 卫星（少数为 IRIDIUM 卫星）通讯的 APEX 型剖面浮标，10 个

是由我国布放的采用北斗卫星通讯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这些浮标共获得 12800 余条温、盐度

剖面（图 1），其中美国共获得 11600 余条剖面（其中 3000 余条剖面只提供了温度信息），我国

共获得 1200 余条（其中 480 余条与国际共享）。

图 1  南海所有浮标观测的剖面位置分布（截止 2017 年 8 月底）

目前，在南海海域仍有 12 个自动剖面浮标在海上正常工作 ( 图 2)，其中 8 个由美国海军布放，

4 个由我国 Argo 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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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以来仅发现布放了 2 个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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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南海活跃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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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

会议的议题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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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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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 区域中心管理的一部分。

 图 2  南海剖面浮标最新位置（截止 2017 年 8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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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I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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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已经使用了铱（IRIDI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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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投

放的 2902047 号浮标，其观测周期仅为 48 小时。而且，这些由美国海军布放的专用浮标，其中一

部分浮标每隔 3 天循环一次，向 ARGOS 卫星发送测量数据；有些浮标的剖面测量周期则为 4 天，

在观测完一条深层剖面（如 1200 米）后，会从海面下潜至 150 米深度左右，再回升至海面进行加

密观测。美国海军在南海布放的这些浮标，每隔 3-4 天观测的一个深水剖面资料，通常会提交给国

际 Argo 信息中心（AIC）和全球 Argo 资料中心（GDACs）公开发布，供各国共享。但对加密（每

天或每隔两天一次的观测剖面，或者每天一次从海面到 150米深度内的）观测资料，则未见公开发布。

鉴于上述情况，我国应加大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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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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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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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自动剖面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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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底，在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剖面浮标总数为 3781 个（图

1）。其中美国 2056 个占 54.38%、澳大利亚 354 个占 9.36%、法国 292 个占 7.72%，列第一至第

三位；英国 168 个占 4.44%、日本 166 个占 4.39%、德国 147 个占 3.89%、印度 134 个占 3.54%、

中国 106 个占 2.80%（第八位）、加拿大 81 个占 2.14%、意大利 65 个占 1.72%、欧盟 64 个占 1.69%、

韩国 63 个占 1.67%，列第四至第十二位。此外，还有荷兰（25 个）、挪威（10 个）、爱尔兰（9

个）、希腊（8 个）、西班牙（7 个）、新西兰（6 个）、巴西、芬兰和波兰（均为 4 个）、秘鲁（3

个）、阿根廷和墨西哥（均为 2 个）、肯尼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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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底）

         （吴晓芬）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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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又一次在南海布放自动剖面浮标

根据国际 Argo 信息中心的日常通报，2017 年 6 月 23 日，美国海军在南海海域又布放了 2 个

APEX 型剖面浮标（图 1），其 WMO 编号分别为 5904750 和 5905312。与以往美国海军在南海

布放的浮标类似，这些浮标观测深度和测量周期等均与常规 Argo 计划使用的自动剖面浮标不同，

其漂移深度和最大观测深度均为 1200 米，观测周期约 90 小时。截止 7 月 23 日，5904750 号浮标

已获取 9 条温盐度剖面资料，而 5905312 号浮标的观测资料至今未见公布。该批浮标使用了铱卫

星通讯，不但使浮标停留海面的时间（仅几十分钟）缩短了，而且可以方便地通过卫星向浮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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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通讯的浮标相比，可以获取更多的南海现场观测数据。

 
图 1  2017 年 7 月南海正常工作的浮标概位

（圆点为美国海军布放的浮标，其中黄色为早期布放的，黑色为近期布放的；

五角星为我国早期布放的北斗剖面浮标）

这批浮标的布放，使南海正常工作的剖面浮标数量达到了 15 个（图 1），其中 6 个为由我国

布放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其余 9 个均为美国海军布放的 APEX 型剖面浮标。这也是美国海军

自 2016 年 3 月 25 日 —4 月 28 日期间在南海大范围布放一批（9 个）浮标（图 2）以来的一次小

规模补充投放行动，当时一个编号为 2902056 的浮标同样使用了铱卫星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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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6 年 6 月南海正常工作的浮标概位

（黄色圆圈代表最近布放的浮标位置）

自 2000 年以来，美国海军已经在南海陆续布放了 100 多个剖面浮标，而中国 Argo 至今仅布

放了 10 个国产北斗剖面浮标。

   （孙朝辉）

美国保罗艾伦慈善基金会与 NOAA 合作资助深海 Argo 试验项目

2017 年 9 月 7 日，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网站（www.argo.ucsd.edu）发布源于西雅图时报

（The Seattle Times）刊登的一篇题为 “ 西雅图亿万富翁保罗 • 艾伦资助深海气候变化项目（Seattle 

billionaire Paul Allen bankrolls deep ocean climate-change project）” 的科技新闻。报道称，微软

联合创始人保罗 • 艾伦出资 400 万美元帮助西雅图海洋学家约翰逊（Gregory Johnson）实现 “ 利

用水下机器人阵列追踪深海海温 ” 的梦想。

约翰逊博士来自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NOAA) 下属的太平洋海洋环境实验室（PMEL），

长期关注全球深海的变化，一直梦想利用水下机器人来监测海洋深处，那里没有光线穿透，海水

压力会使常规仪器轻易粉碎。NOAA 曾出资研制、测试和布放了少量深海机器人（即深海 Argo

剖面浮标），但即使在唐纳德 • 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提议削减 NOAA 22% 的经费预算之前，

要想从联邦政府获得更多经费支持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幸运的是，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 • 艾伦



及其保罗 • 艾伦慈善基金会对深海很感兴趣，出资 400 万美元来帮助建立一个深海 Argo 观测网，

获取的深海温、盐度数据可以帮助科学家更好地认识海洋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以及深渊海是如何

影响天气、气候甚至海平面上升等科学问题。

图 1   布放深海 Argo 浮标（图片由美国斯克利普斯海洋研究所提供）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海洋已经吸收了超过 90% 由温室效应增加的热量，海洋增暖会改变

大洋环流，同时影响全球范围内的温度和降水。英国海洋中心的达米恩（Damien G. Desbruyères）

博士利用过去 35 年（1981-2016 年）间，由海洋调查船进行的重复断面调查资料发现，全球海洋

2000 米以下长期增暖的速率为 0.39±0.17 m℃ / 年，由此引起的海平面上升约 1.17±0.73 毫米 / 十

年，约占全球海洋总海平面上升的 4%（32±4 毫米 / 十年）。其中，南大洋 2000 米以下增暖最为

显著，达 2.17±0.70 m℃ / 年，占全球海洋 2000 米以下热量增长的 67% 以上（详情请见：http://

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8280533_Deep_and_Abyssal_Ocean_Warming_from_35_years_

of_Repeat_Hydrography_Deep_Ocean_Warming_from_Hydrography）。然而，由于船测资料的时空

分辨率较低，使用这些资料估算全球变化时必然会引入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建

立一个能长期、连续观测深渊海的观测网，以获取全球海洋 2000 米以下高时空分辨率的观测资料。

据估算，该观测网需要由 1200 多个深海 Argo 剖面浮标组成，才能使全球海洋水深大于 2000 米的

海域，平均每隔 500 公里左右就有一个深海 Argo 浮标。而约翰逊博士即将开展的这项深海 Argo 试

验，将为建立该深海观测网起到引领作用。

( 刘增宏编译自：Paul G. Allen Philanthropies partners with NOAA to fund Deep Argo pilot array，

                           http://www.argo.ucsd.edu/;  http://www.seattletimes.com/seattle-news/science/

                           billionaire-paul-allen-bankrolls-deep-ocean-c limate-change-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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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图亿万富翁保罗 • 艾伦资助深海气候变化项目

西雅图海洋学家约翰逊（Gregorg Johnson）博士多年来一直在竭力争取对他 “ 梦寐以求 ” 的

项目给予支持和资助，即组建一个水下机器人观测网来监控全球的深渊海洋，这里没有光线穿透，

而且水压会将传统的仪器压得粉碎。

 

图 1  深海水下机器人（也称 “ 深海 Argo 浮标 ”）

约翰逊博士的工作单位 —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提供研发、测试和投放少量

深海 Argo 浮标的基金。但是即便在唐纳德 • 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提出削减 NOAA 22%

的研究经费之前，该项目要想增加联邦财政支持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

然后，出乎意料的是，约翰逊收到了一份来自亿万富翁保罗 • 艾伦的气候与能源项目总监斯

宾塞 • 里德（Spencer Reeder）的电子邮件。表明微软联合创始人兼慈善家对深海很感兴趣。“ 他

们问我是否有兴趣提交一份项目申请书 ”，约翰逊回忆道。“ 我当然愿意 ”。

结果他们获得了由保罗 • 艾伦慈善基金会提供的 400 万美元赠款，用来部署第一个由大规模

深海 Argo 浮标组成的观测网。而由该观测网获得的温度和盐度资料，将有助于科学家进一步了解

海洋对于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以及深渊海如何影响天气、气候以及未来海平面变化等科学问题。

 “ 坦率的讲，我们并未看到有明显迹象表明，联邦政府会以积极的方式融资，所以这是一次机会，

保罗的介入将会带来有意义的影响 ”，里德说。有关拨款的谈判早在 11月选举之前就开始了 ,他补充说。

艾伦还将租借他自己的 “ 海燕 ” 号调查船给科学家，用来在巴西沿岸的一个深海盆中布放多

达 28 个深海 Argo 浮标。

认识海洋温度对于理解气候及气候变化非常重要。自 1970 年以来 , 海洋吸收了超过 90% 由

温室效应引起的多余热量 , 约翰逊解释说。热量会导致海洋环流的变化 , 从而影响全球气温和降雨

量。“ 海洋是气候系统的调速器 ”，约翰逊说。



该新项目建立在 Argo 计划收集的近 20 年数据的基础上 , 这个由近 4000 个自动剖面浮标组成

的全球海洋观测网，可以不断地测量约 1.25 英里（约 2000 米）深度范围内的海水温度和盐度。

这些观测已经记录到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温度上升以及盐度变化，但要获得深度超过 3.7 英

里（约 6000 米）范围内的深海大洋信息，则要困难得多。

直到最近 , 许多海洋学家还是认为 , 在这么深的海域变化极小，其中包括华盛顿大学的海洋学

家斯蒂芬 • 赖泽（Stephen Riser），他也是最早的 Argo 计划领导者。

图 2  黄昏下的 “ 海燕 ” 号科学调查船 ( 照片由保罗 • 艾伦提供 )

（这是一艘 250 英尺长的研究与勘探船，在 2016 年时由微软联合创始人和慈善家保罗 •• 艾伦出资购置）

不过，几十年来积累的一系列零碎的船只调查资料揭示了，在过去 30 年里那些很小的、但意

义重大的温度上升迹象。从覆盖整个全球的巨大水体来看 , 代表了有更多的热量储存在海洋深处，

这要超乎任何人的想象。

科学家认为温室效应是主因 , 尽管他们并不确定，因为自然周期也可能起作用。不过，重要

的是要找出其中的原因 , 约翰逊说。

“ 测量海洋变暖了多少，以及速度有多快，将会帮助到我们的项目 , 未来大气增温和海平面上

升有多少、增速有多快，都得依赖于测量 ”，约翰逊说。适用于浅水中的细长、铝合金外壳制作的

Argo 浮标 , 永远不会在海底附近存活。所以，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下一代深海 Argo 浮标，被包裹

在一个坚硬的玻璃球中，能够抵御极端低温 , 并且能够在压力超过海表 600 倍的环境中正常工作。

像所有的 Argo 浮标一样，深海剖面浮标被设计成能自动工作。采用一个小泵来控制浮力 , 使

得探测器下沉，然后通过调节水的体积使其缓慢上升 , 并收集数据 , 当它到达海面后通过卫星将观

测数据传输给浮标的投放者。

对这个由艾伦基金资助的项目 , 约翰逊和他的同事们选择了巴西近海的一个海盆 , 这里有一支

源自南极的寒冷底层水从南部流经该海盆 , 并与来自北大西洋的深层水相互作用。“ 这是一个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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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动力的水域 ”，约翰逊说。

图 3  深海 Argo 浮标工作流程

这个海域也基本上无冰覆盖 , 可为新仪器提供一个更简单的测试场所。

首批 5 个深海 Argo 浮标应该很快就会运抵 NOAA 位于圣德波因特（Sand Point）市的太平洋

海洋环境实验室（PMEL）, 这里的科学家将会对这批浮标进行一系列测试 , 以确保它们能正常工作。

该团队希望在未来两年内部署完成整个观测网。

“ 这真的是一个试验项目 ”，赖泽说。“ 看看我们能从中学到些什么，以及我们是否能够管理

所面临的技术挑战 ”。

如果该观测网产生了有价值的数据 , 约翰逊希望加以推广 , 并最终建成由 1200 个深海 Argo

浮标组成的观测网，足以覆盖深渊海 99% 的区域。

“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目标 ”，他说。“Argo 计划实施之初我就参与其中，期待我们能够

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观测，让海洋的深层部分能够像次表层部分一样得到全面观测 ”。 

约翰逊的另一个爱好是写俳句。2014 年他赢得了互联网名人的称号，炮制了一份长达 2200

页的气候变化总结报告，融入了一系列日本短诗 , 并用水彩插图。

自然地 , 他决定将新项目的真髓也能以俳句的形式来概述 :

深渊海洋

调节气候变化 :

深海 Argo 观测

（吴晓芬译自《西雅图时报》，2017 年 9 月 7 日科技版，http://www.seattletimes.com/

seattle-news/science/billionaire-paul-allen-bankrolls-deep-ocean-climate-change-project/）



第十九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将于明年 3 月在加拿大举行

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日前发出通知，确定第十九次国际 Argo 指导组年会（AST-19）将于

2018 年 3 月 12-16 日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省会维多利亚市（Victoria）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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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次（AST-18）年会于 2017 年 3 月 13-17 日在澳大利亚霍巴特（Hobart）召开。此次（AST-19）

会议（网址：http://www.argo.ucsd.edu/AcAST-19.html）则由加拿大海洋科学研究所（IOS）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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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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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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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和业务化中的应用情况等提交书面的国家报告。

（吴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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