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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在西太平洋及其南海海域布放一批国产北斗剖面浮标

3     我国在南大洋首次布放深海型剖面浮标

4     我国在南太平洋布放生物地球化学剖面浮标

5     The responses of cyclonic and anticyclonic eddies to typhoon  

       forcing: the vertical temperature-salinity structure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the horizontal convergence/divergence

6     Climatology and decadal variations in multicore structure of the 

       North Pacific subtropical mode water

7     Ocean response to typhoons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Composite results from Argo data

8     利用Argo和 Aquarius卫星观测研究热带南印度洋海表盐度的季

    节变化

8     一种跻身全球实时海洋观测网的国产海洋观测仪器：HM2000型

    剖面浮标

9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服务系统设计与业务运行

9     Argo资料协同管理方法研究

10   中国Argo实时资料中心活动（续）

13   第二次征集“Argo资料应用证明”的情况报告

18   “生物地球化学Argo技术与应用国际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19   柴扉研究员担任国际生物Argo计划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21   国际Argo计划实施进展（续）

22   第十八次国际Argo资料管理组会议—中国国家报告

25   铱星APEX型浮标电池能量分析报告

26   第十八次国际Argo资料管理组会议在德国汉堡顺利召开

32   第十九次国际Argo指导组会议将在加拿大维多利亚举行

32   第六届国际Argo科学研讨会将在日本东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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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西太平洋及其南海海域布放一批国产北斗剖面浮标

2017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搭载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承担

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7 年西太平洋开放共享航次，利用 “ 科学 ” 号调查船在西太平洋海域布

放了 5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这是中国 Argo 计划在该海域布放的第二十批浮标。该批浮标得到

了由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申报的中央级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购置专项 —“ 自

动剖面浮标实时海洋观测系统 ” 项目资助。

 

西太共享航次浮标投放概位（蓝色圆点所示）及投放现场

2017 年 11 月 21-28 日，由军民融合海洋观测专项 —“ 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规划方案 ”

实施单位组织的南海环境勘察航次（由 “ 中国海警 46301” 舰执行）期间，在南海西南部海域布放

了 4 个国产（HM2000 型）剖面浮标，其观测资料的接收、处理和分发则由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

服务中心（中国杭州）” 承担。

这些国产北斗剖面浮标的部分观测资料通过全球通讯系统（GTS）和互联网（WWW、FTP）

与世界气象组织（WMO）成员国和国际 Argo 计划成员国交换共享，国内用户可通过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网站（http://www.argo.org.cn/data/argo.php）免费查阅或下载其观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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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环境堪察航次浮标布放现场

截止 2017 年年底，这些浮标已获取 282 条 0-2000dbar 深度内的温、盐度剖面，除 WMO 编

号为 2902742 的浮标在完成 16 条剖面后，因 CTD 传感器故障无剖面观测数据外，其余浮标都工

作正常。

9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的漂移轨迹及最新位置

根据HM2000型浮标的工作寿命（约 1～ 3年）和性能（每隔 5-10天观测一条水深为 2000dbar的温、

盐度剖面），这 9 个浮标预计可获得至少 1200 条温、盐度剖面。此外，西太开放共享航次期间，还

获得了所有全水深站位（包括 5 个浮标投放站位）上的船载 CTD 仪观测资料，以及该航次 5 个浮标

投放站位标准层次上的水样 105 瓶，并利用 AUTOSAL 8400B 型实验室高精度盐度计测量获得了 58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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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标准盐度值，可用来检验和校准船载 CTD 仪和自动剖面浮标观测的资料。

              （吴晓芬、卢少磊）

我国在南大洋首次布放深海型剖面浮标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搭载 “ 雪龙 ” 号极地科考船在新西兰以南的

南太平洋海域（54.69ºS、172.78ºE）布放了一个深海型剖面浮标（WMO 编号为 2902741），这

也是中国 Argo 计划在南大洋首次布放深海浮标。该浮标由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SOED）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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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资

助，浮标类型为法国 NKE 公司生产的 ARVOR 型深海浮标，其最大观测深度为 4000 m，装载了

美国海鸟公司生产的 SBE41CP 型 CTD 传感器，同时安装了避冰算法，并通过铱卫星传输观测数据。

该浮标的顺利布放，可为 SOED 乃至国内外从事南大洋深层海水对全球气候变化响应研究的科研

人员提供第一手观测数据。

              浮标布放概位（红色五角星所示）                    深海 ARVOR 型剖面浮标

南大洋是国际深海 Argo 计划关注的重要调查海域之一，该浮标的布放标志着中国 Argo 对深

海 Argo 计划所做出的积极贡献。第二个深海型浮标将由 “ 雪龙 ” 号极地科考船布放于澳大利亚以

南、63ºS 附近的南太平洋海域。目前，在该海域活跃的深海型浮标已经达到 22 个。国内用户可以

通过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网站（www.argo.org.cn）免费下载这些浮标观测的信息及剖面资料。

                                                                    （刘增宏）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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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南太平洋布放生物地球化学剖面浮标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高郭平教授团队在搭载 “ 雪龙 ” 号极地科考船

前往南极考察期间，在南太平洋新西兰以南海域（54.65ºS，172.71ºE）布放了一个携带 SBE63 溶解

氧、WETLABS MCOMS 传感器和常规 CTD 传感器的生物地球化学（BGC）剖面浮标（WMO 编号

为 2902701），将纳入中国 Argo 计划管理，并与各成员国共享其观测数据。这种称为 NAVIS 型的

浮标由美国海鸟公司生产，其最大观测深度为 2000 米，采样周期为 10 天。这不仅是中国 Argo 计

划布放的首个多要素生物地球化学剖面浮标，也是我国参与国际生物 Argo 计划的重要标志。为此，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做了充足准备，在国内首次开展了溶解氧、叶绿素 -a、黄色物质（CDOM）

和颗粒后向散射系数（BBP）等要素的信息解译、计算和质量控制等工作，并参照该型浮标和国际

生物 Argo 工作组提供的相关手册，编写了专门的解码软件，通过反复测试后，投入业务化运行。这

也为 SOED 乃至我国在西北太平洋海域开展生物 Argo 调查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刘增宏）

项目进展

NAVIS 型 BGC 剖面浮标2902701 号浮标第一条温度、盐度、溶解氧、

叶绿素 -a、BBP及 CDOM观测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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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ponses of cyclonic and anticyclonic eddies to typhoon

forcing: The vertical temperature-salinity structure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the horizontal convergence/divergence

Shan-shan LIU1, Liang SUN1,2, Qiao-yan WU2, Yuan-jian YANG3

（1、School of Earth and Spac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China；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atellite Ocean Environment Dynamics, Secon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Hangzhou, China；
   3、Key Laboratory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and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of Anhui Province,
         Anhui Institute of Meteorological Sciences, Hefei, China）

The responses of the cyclonic eddies (CEs) and anticyclonic eddies (AEs) to typhoon forcing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Ocean (WNPO) are analyzed using Argo profiles. Both CEs and AEs have 

the primary cooling at the surface (0 ～ 10 m depth) and deep upwelling from the top of thermocline 

(200 m depth) down to deeper ocean shortly after typhoon forcing. Due to the deep upwelling, part 

of warm and fresh water at the top of AEs move out of the eddy, which leads to a colder and saltier 

subsurface in the AEs after the passage of the typhoon. In contrast, the inflow of warm and fresh 

water heats and freshens the subsurface in the CEs to compensate the cooling induced by the typhoon. 

This explains why the observed strong SST cooling were much less than modeled, since the AEs are 

more frequent than CEs in the WNPO. It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divergence (convergence) of warm 

and fresh water in the surface of AEs (subsurface of CEs). The divergence-convergence effects of 

the AEs and CEs lead to the secondary cooling center locate at a shallow layer of 100 m in the AEs 

and a much deeper layer of 350 m in the CEs. This shallow divergence-convergence flow could lead 

a shallow overturning flow in upper oceans, which may potentially influences the large-scale ocean 

circulations and climates.

( 摘自《J. Geophys. Res. Oceans》, 2017,122, 4974–4989)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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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ology and decadal variations in multicore structure of

the North Pacific subtropical mode water

Cong LIU1, Shang-ping XIE1,2, Pei-liang LI1, Li-xiao XU1, and Wen-dian GA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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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ycnostad of the North Pacific subtropical mode water (STMW) often displays multiple 

vertical minima in the potential vorticity profile. Argo profile data from 2004 to 2015 are used to 

investigate interannual to decadal variations of the multicore structure. Climatologically, about 24% 

pycostads of STMW have multicore structure, and most of them distribute in the region west of 150ºE. 

STMW cores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submodes–the cold, middle, and warm ones with potential 

temperatures of 16.0 ～ 17ºC, 17 ～ 18ºC,and 18 ～ 19.5ºC, respectively. The Kuroshio Extension (KE) 

varies between stable and unstable states. The unstable KE with large meanders increases the subsurface 

stratification and shoals the winter mixed layer east of 150ºE with warmer temperatures. There, the 

dominant STMW type varies from the cold single type in stable KE years (making up 72% of the 

profiles with STMW) to the middle single one (53%) in unstable years. The variation of the dominant 

STMW type in the region east of 150ºE subsequently affects the multi-core structure of STMW west 

of 150ºE. In a broad region between 130ºE and 180ºE, profiles with STMW are fewer in unstable years 

but the proportion of multicore profiles increases among STMW profiles. This might be due to the split 

recirculation gyre with a chaotic KE.

（摘自《J. Geophys. Res. Oceans》,2017,122, 7506–7520）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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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 response to typhoons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Composite results from Argo data

Sheng LIN1,3,4,Wen-zhou ZHANG1,2,3,4, Shao-ping SHANG1,4, Hua-sheng HONG1,3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Scienc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atellite Ocean Environment Dynamics （Secon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Hangzhou, China；
   3、 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for Coastal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China；
   4、 Key Laboratory of Underwater Acoustic Communication and Marin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Xiamen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Xiamen, China)

Composite structures of ocean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anomalies caused by tropical cyclones 

(TCs) or typhoons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Ocean were obtained from Argo data. These 

structures were used to analyze ocean responses to typhoons and the dynamic mechanisms inherent 

in those response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upwelling. TC-induced cooling is often strongly 

rightward-biased in the surface layer, and shifts toward the typhoon track at depths exceeding 

roughly 100 m. In the central water column within approximately 75 km of the typhoon track, 

subsurface warming predicted by vertical mixing is restrained and replaced by cooling due to 

upwelling. Upwelling contributes 15% on average to temperature cooling in the near surface layer 

(10 ～ 30 m), 84% in the subsurface layer (30 ～ 250 m) and 94% in the deep layer (250 ～ 600 m) 

during the period of 0.5 ～ 2.5 days after the typhoon's passag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ea surface 

cooling effect of vertical mixing can be enhanced by the upwelling. The effect of upwelling is also 

prominent in the salinity response to typhoons. The composite results from the Argo data clearly 

reveal basic ocean responses to typhoons and indicate the important role of upwelling therein.

（摘自《Deep Sea Research Part I: Oceanographic Research Papers》,2017,23,62-74）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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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Argo 和 Aquarius 卫星观测研究热带南印度洋海表盐度的季节变化

孙启伟 1, 2, 杜岩
1, 2, 张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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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 100049）

采用 Argo 以及 Aquarius 卫星观测的海表盐度月平均资料研究了热带南印度洋海表盐度的季节

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在 60° ～ 80°E, 5° ～ 15°S 海域海表盐度具有显著季节变化特征；夏半年盐

度升高，冬半年盐度降低，但是其异常中心与降水异常中心不对应，降水不能解释盐度的季节变化。

盐度收支分析显示，在夏半年，海表盐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经向平流将赤道地区的高盐输送至该地

区，其中 4 ～ 5 月期间，海洋垂向卷夹作用加强，对海表高盐异常也起到重要作用。在冬半年，大

气降水增加，海洋表层环流使得降水引起的局部低盐水体在该区域辐合，同时，向西的纬向平流将

东南印度洋的低盐水体继续输送到该地区，二者对冬半年海表盐度降低都有重要贡献。

（摘自《热带海洋学报》,2017,36（4）：25-34）

一种跻身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国产海洋观测仪器：

HM2000 型剖面浮标

沈锐
1
，王徳亮

1 ，刘增宏
2,3 ，张素伟

1 ，卢少磊
2,3 ，许建平

2,3

（1、宜昌测试技术研究所 ，湖北宜昌 443003；
                           2、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杭州 310012；

              3、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12）

HM2000 型剖面浮标是一种新颖的国产海洋观测仪器设备，利用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

的精确定位和双向通讯功能，可以长期（约 2-3 年）在海上自由漂移并连续测量 0 ～ 2000m 水深

内的海水温、盐度剖面数据，已被国际 Argo 计划接纳并正式用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

和维护中。本文详细介绍了该型浮标的工作原理、结构、功能和主要技术指标等，并与 APEX 型

浮标进行了简要的比较分析，展示了其在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结果表明，

HM2000 型剖面浮标具有较明显的功能优势，且测量的温、盐度剖面资料质量是有足够保证的，

完全可以替代国外浮标用来主导建设我国的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摘自《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研究文集》,2017, 海洋出版社， 355-372）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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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服务系统设计与业务运行

刘增宏
1,2
，王徳亮

3 ，卢少磊
1,2 ，谌启伟

3 ，曹敏杰
1,2 ，李莉

3 ，许建平
1,2

（1、 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杭州 310012；
                             2、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浙江杭州 310012；
                             3、 宜昌测试技术研究所，湖北宜昌 443003）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服务系统主要由北斗剖面浮标数据自动接收 / 监视子系统和北斗剖面

浮标数据解码、处理及分发共享子系统组成，具备自动、批量、业务化接收国产北斗剖面浮标数据，

以及业务化处理和分发浮标数据的能力，为我国主导建设南海或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Argo 区

域海洋观测网提供了关键技术保障；催生的中国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接收服务中心，也为北斗剖面

浮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世界上 3 个有能力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

网提供剖面浮标观测数据接收服务的国家平台之一。

（摘自《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研究文集》,2017, 海洋出版社 ,419-439）

Argo 资料协同管理方法研究

董贵莹
1,2
，曹敏杰

3
，张丰

1,2
，杜震洪

1,2
，吴森森

1,2

（1、浙江大学浙江省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12；
    2、浙江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研究所，杭州 31001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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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310012）

Argo 资料已成为当前海洋和大气科学领域基础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但由于其剖面元数据与

观测数据混合存放的特点，现有的共享平台无法实现浮标漂移轨迹与剖面图的实时绘制。因此本

文提出一种结构化与半结构化并存的 Argo 资料协同管理方法，通过分析 Argo 资料结构组成与特

点，将结构化数据与半结构化数据分离提取；然后利用关系型数据库对半结构化类型属性的扩展

支持，建立剖面元数据与观测数据间的关联关系；并利用分表存储 , 降低数据量快速增长对单数据

表带来的存储压力。最后通过对近 20 a 的全球 Argo 资料解析建库结果进行分析，证明该方法具

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和高效的轨迹数据获取效率，能够支持浮标漂移轨迹和剖面图的实时绘制。同时，

该方法也可为特征类似的剖面观测数据管理提供技术参考。

                                                  （摘自《海洋学研究》,2017,35（3）：1-8）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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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动态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活动（续）

●2017 年 9 月 24-29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卢少磊助理研究员在北京参加了由国家海

洋局组织的 “ 全球立体海洋观测网重点工程 ” 可行性报告编写会议，并就 “ 中国自动剖面浮标观

测网 ” 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到 2020 年底，我国有望在南海、西太平洋和北

印度洋等海域建成一个由 200 个自动剖面浮标组成的观测网，从而为海洋环境安全保障、防灾减灾、

海洋权益维护以及台风源区和热带太平洋观测等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2017 年 9 月 25 日，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高郭平教授团队，在印度洋海域投放了一

个铱星通讯 NAVIS 型剖面浮标，并已纳入中国 Argo 计划管理。该团队尝试利用剖面浮标观测

数据结合探捕的渔业数据，探讨该海域渔获量与水温垂直结构等海洋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促进

Argo 资料在大洋渔业研究和海上捕捞作业中的应用。

                    印度洋海域布放 NAVIS 型剖面浮标                      印度洋 NAVIS 型剖面浮标布放概位

●2017 年 10 月 10-11 日，由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柴扉主任和邢小

罡副研究员发起和组织的 “ 生物地球化学 Argo 技术与应用国际研讨会 ” 在杭州顺利召开。会议邀

请了美国、法国、英国与澳大利亚等国的 “ 生物 Argo 计划 ” 的主要负责人、中国 Argo 计划代表（刘

增宏副研究员）以及国内中青年科研人员等约 30 人参加。

●2017 年 10 月 15 日 -11 月 15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搭载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承担的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7 年秋季开放共享航次，在西太平洋海域投放了 5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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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补充我国的 Argo 大洋观测网。

●2017 年 10 月 23-26 日，许建平研究员参加了在台湾澎湖举行的 “ 第七届海峡两岸海洋环

境监测及预报技术研讨会 ”，并作了题为 “ 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实时海洋监测及其应用前景 ” 的交

流报告。会议由中央大学水文与海洋科学研究所、中山大学海洋科学系、澎湖科技大学海洋游憩

系和厦门大学福建省海陆界面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等单位主办，来自海峡两岸和海外的学者 10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2017 年 11 月 8 日，参加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 海气相互作用与

气候变化 ” 海星公开课的学员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副研究员向来访人员介绍了

Argo 计划进展及资料应用情况，并希望广大青年学者能使用 Argo 资料，以发挥该观测网的更大

价值。

●2017 年 11 月 19-22 日，许建平研究员应邀前往海南三亚市，协助 “ 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

测网建设规划方案 ” 编制委托单位组织的南海环境勘察活动做前期准备，并由中船重工第 710 研

究所派专人在活动期间布放 2-4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并由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负责数

据接收与处理及其交换共享工作。

                  孙朝辉高工在中非会议上作报告                                   Emil Vassilev Stanev 教授来访

●2017 年 11 月 26 日－ 12 月 2 日，第十八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ADMT-18）在德

国汉堡举行，并由德国 Bundsamt Für Seeschifffahrt und Hydrographie（简称 BSH）负责承办。中

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副研究员和卢少磊助理研究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应邀出席会议的中国

代表还有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邢小罡副研究员以及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杨

锦坤主任和董明媚助理研究员。

●2017 年 11 月 28-30 日，由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中非海洋科技论坛在

杭州举行，来自 10 个非洲国家的 23 名代表及国内 9 家涉海单位和高校的 57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孙朝辉高工在会上作了 “ 中非印度洋 Argo 联合观测展望 ” 的口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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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各国代表就共建印度洋观测网及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等议题进行了交流。会后，来自非洲各

国的代表还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对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搭载 “ 雪龙 ” 号科考船在新西兰以南的南太

平洋海域投放由法国 NKE 公司生产的 ARVOR 型剖面浮标，这是中国 Argo 计划布放的第一个深

海型剖面浮标，其最大观测深度可以达到 4000 米。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高郭平教授团队搭载 “ 雪龙 ” 号科考船在

南大洋投放了 1 个铱星通讯 NAVIS 型剖面浮标，携带有生物地球化学传感器，并作为中国 Argo

计划的一部分，其观测资料将与 Argo 成员国共享。

●2017 年 12 月 12 日，应邀访问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的德国奥尔

登堡大学 Emil Vassilev Stanev 教授，在柴扉主任的陪同下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

宏副研究员向来宾介绍了我国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状况，双方还就生物地球化学浮标的投放和资

料应用，以及北斗剖面浮标技术发展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2017 年 12 月 13 -15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曹敏杰助理研究员出席了在温州洞头召开

的 “ 第十八届全国热带气旋科学讨论会 ”，并做了题为 “ 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实时海洋监测 ” 的交

流报告。本次会议由中国气象学会台风委员会、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浙江省气象局和上

海市气象学会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台风科研机构、业务单位和高等院校以及港、澳、台三地共 120

多名科研业务人员与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研讨会。

    

        曹敏杰助理研究员在台风会议上做报告                              叶玉江司长视察 Argo 数据中心

●2017 年 12 月 18 日，科技部基础司叶玉江司长、周平处长和李非处长等一行在访问国家海

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CSIO）和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期间，专门视察

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听取了刘增宏副研究员就全球和我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建设，以及北

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日常运行情况的简要汇报，并勉励中心技术人员做好这项重要的科技基

础性工作，为国内用户提供更多的高质量Argo资料。 李家彪所长和柴扉主任等所、室领导陪同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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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征集 “Argo 资料应用证明 ” 的情况报告

在世界上 30 多个国家和团体的共同努力下，国际 Argo 计划已经在 2007 年 11 月实现了当时

提出的建成一个由 3000 个浮标组成的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目标。截止 2011 年 10 月，在

全球海洋中陆续布放了 8200 多个自动剖面浮标，累计获得了约 75 万条温盐度剖面。中国 Argo 实

时资料中心曾于 2011 年 12 月，向国内近 30 个单位的 110 多名管理和科研人员发函征集 “Argo 资

料应用证明 ”，并附寄了一张包含 Argo 全球海洋资料（1996.01-2011.11）及数据产品（全球海洋

热含量数据集、全球 Argo 网格化产品等）的光盘，以便了解 Argo 资料在我国海洋和大气等科学

领域的应用情况。当时收到了 12 个单位反馈的应用证明 18 份，尽管回收率（16%）不算太高，

但也给了本中心继续做好这项科技基础性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之后，随着国际 Argo 计划由 “ 核心

Argo”（仅限于无冰覆盖的深海大洋区域）向 “ 全球 Argo”（包括了有冰覆盖的两极海域，以及西

边界流海域和重要边缘海等）的快速拓展，把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浮标数量从刚开始设

计的 3000 个，提高到了 4400 个。截止 2017 年 2 月，在全球海洋中累计布放的浮标数量超过了

13300 多个，而在海上正常工作的浮标总数则达到了 3991 个，离最终目标已经近在咫尺。其中包

括了由中国 Argo 计划在西太平洋、东印度洋和南海等海域布放的 376 个浮标（122 个仍在海上正

常工作），累计获得了约 155 万条温、盐度剖面。

2017 年 3 月，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第二次向国内近 30 个单位的 110 多名管理和科研人员

发函征集 “Argo资料应用证明 ”，并附寄了 2张包含 “全球海洋Argo散点资料集（1996.01-2016.11）”

和 “ 全球海洋 Argo 网格资料集（2004.01-2016.12）” 的数据光盘，以便进一步了解 Argo 资料在

我国海洋和天气 / 大气等科学领域中基础研究和业务应用的情况。大约半年后，我们收到了国家

气候中心、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国家海洋局南海

预报中心、中国海洋大学、河海大学、厦门大学、解放军理工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海

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

海洋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

31010 部队和 61741 部队等 21 个单位寄回的应用证明 27 份，回收率为 20% 左右。

从回收的应用证明来看，Argo 资料不仅在我国海洋、大气、气象、渔业、交通和军事等领域

的基础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而且在海洋和天气 / 气候业务部门的应用也有了明显增加。由国

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提供的应用证明表明，在业务化海洋预报、海洋灾害预测和海况分析等工作中，

Argo 资料已经成为我中心收集大洋环境要素的主要数据源。自 2007 年以来，Argo 资料首先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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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建立的 “ 热带太平洋温度盐度同化业务化系统 ” 和 “ 海表温度旬实况分析系统 ” 中得到了广泛

应用。...... 建立了一套能同化 Argo 资料、卫星高度计等资料的热带太平洋温度盐度同化业务化系

统。...... 使海温初始场的精度有较大的提高，从而保证了海温预报精度的提高。2013 年 10 月我中

心启动的全球业务化海洋学预报系统，这是我国首个涵盖全球大洋到中国海的综合业务化海洋学

预报系统。....... 其中在印度洋和西北太平洋海域实现了较高的分辨率，这与 Argo 资料为这两个海

域提供了比较精细的温盐度初始场有密切的关系。该预报系统为持续发布马航失联客机搜寻海域

海洋环境预报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上述系统已经在我中心得到业务化运行，相关预报产品和

同化再分析产品，也可通过中心官方网站（www.nmefc.gov.cn）实时查询，供信息共享。......Argo

资料在海洋环境预测预报，特别是在确保执行陌生海域应急任务的把握性和船只航行的安全性与

经济性方面会愈来愈重要，有着不可估量的科学价值和应用潜力，社会和经济效益显著。

国家海洋局南海预报中心在构建南海业务化数值预报系统中，采用 Argo 网格资料，对南海业

务化数值预报系统中海洋预报子系统的模拟能力进行评估，以及采用 Argo 剖面资料对南海业务化

数值预报系统的海温、海流等预报产品进行检验。同时，还采用 Argo 资料的位置信息对海上搜救

决策系统获得的漂移轨迹进行对比分析，提高海上目标漂移预测的可靠性与准确性；海上事故发

生海域附近的 Argo 浮标漂移轨迹也是搜救预报的一个重要参考信息。然而，南海剖面浮标相对较

少，建议进一步加强观测，建成 “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进而更好地掌握该海域的环流状况、

温盐变化特征等。

国家气候中心指出，Argo 资料的应用更加丰富了该中心发布的全球海洋监测业务产品，次表

层海温监测的不同资料对比提供了良好的补充，尤其在 2014 ～ 2016 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

预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中心目前发布的全球次表层海温的月尺度实时监测产品，还是基于

国际 Argo 官方网站上提供的日本海洋地球科学技术厅（JAMSTEC）的 Argo 网格点海温资料。建

议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能提供至少五天一次的候尺度网格数据集，并能实时更新（滞后 1 ～ 2

候），提高资料的时效性，以便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业务化海洋监测预报。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提供的应用证明指出，Argo 是 2005 年之后最主要的海洋观测，

正因为 Argo 数据的存在，使得我们可以系统性评估过去海洋观测系统对海洋热含量估计的影响。

使用历史上全部海洋温度观测数据（Argo、XBT、CTD 等）构建了 1940 ～ 2016 年期间海洋次

表层（0-2000 米）温度格点（1°×1° 经纬度）数据集，已被著名的气候数据网站（Climate Data 

Guide）收录，是截止目前唯一被收录的中国气候数据，也已被多个国际研究团队下载使用。利用

该数据集对历史海洋热含量变化做了一个新的估计，闭合了地球系统能量收支，解决了困扰气候

界的 “ 消失的能量 ” 之谜，该成果发表在《Science Advances》上，受到了广泛关注。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提供的应用证明指出，该所海洋环流与波动重点实验室多年来一直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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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于西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水团研究，结合现场观测数据和 Argo 数据研究了菲律宾以东西边界潜流

的结构特征和变异规律、太平洋副热带环流与高盐水团的低频变异等；还有学者应用网格化 Argo

数据研究了菲律宾以东海域海洋环流的多时间尺度变化特征和物理机制，在海洋波动过程对棉兰

老流季节内到年际变化的影响方面、印尼贯穿流变化机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陆

续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和

《Journal of Physical Oceanography》上，Argo 数据在海洋科学研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提供的应用证明指出，Argo 资料成为我们研究中唯

一一份来自国内研究机构的数据资料，为我们主持或参与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创新项目中提供了数据支撑。利用 Argo 资料进行海洋中尺

度涡对台风的响应机理分析，首次发现台风 - 中尺度涡 - 黑潮对大尺度流动产生影响的途径；首次

提出了海洋中尺度涡的辐合、辐散效应，这对于理解海洋动力过程及生态过程对台风强迫的响应

至关重要。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Oceans》、《Marine Ecology 

Progress Series》、《Atmosphere-Ocean》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等国际

主流期刊上。

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提供的应用证明指出，自 2012 年以来，利用 Argo 资料进行海

洋中尺度涡研究和海洋对台风的响应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发表在国际著名刊物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上的这项成果，利用 Argo 资料揭示了反气旋中尺度涡内部分动

力过程及其动力机制，为反气旋涡内颗粒物质运动和分布提供了科学证据；另一项发表在国际著

名刊物《Deep-Sea Research Part I》上的成果，利用大量 Argo 数据研究了上层海洋对台风响应的

三维温盐结构及其演化特征，定量揭示了垂向混合和上升流在海洋对台风响应中的贡献。

中国海洋大学研究团队在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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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过程中，通过对高、低分辨率海洋模式结果及 Argo 观测资料的对比研究，在国际上首次

提出涡旋导致的潜沉发生在冬季黑潮延伸体海域深混合层池区的南侧几百公里范围内，并指出跨

混合层深度锋面的涡旋平流可能是导致副热带西部模态水潜沉的关键所在，其成果发表在国际著

名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该研究团队还利用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在其网站（http://

www.argo.org.cn）实时发布的经过质量控制的 Argo 数据，研究了北太平洋副热带西部模态水的

多核结构及其季节变化，证实了模态水的位涡垂直剖面最小值与表观耗氧量的最小值有着良好的

对应关系，反映了模态水的气候及生态效应，该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Journal of Geography 

Letters》。......，Argo 数据的积累和广泛应用，对更全面立体的认识海洋及其气候效应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对海洋科学研究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自 2013 年以来，利用 BOA_Argo（全球海洋 Argo 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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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资料进行全球海洋最大混合层深度估算、上层海洋季节和年际四维变化结构等方面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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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洋海域 10°S ～ 10°N 存在一个 “ 尼诺管道 (Nino Pipe)”，其路径与太平洋赤道潜流的路径非常

一致。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Oceans》和《Journal of 

Climate》上。

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自 2006 年以来，利用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邮寄或下载的资料开

展 Argo 资料质量控制、三维温盐流场反演重构、水团分析、淡水通量反演等方面研究，取得了一

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相关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Oceans》、《Deep Sea 

Research》和《Atmosphere-Ocean》等国际期刊上），并在军事海洋环境保障中得到应用，获得

基于 Argo 资料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5 项、军内科研项目资助 3 项。Argo 资料在海洋科学研

究和重要军事行动的海洋环境保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科学进步、取得了显著社会效益。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自 2016 年初开始，在海洋生态动力学实验室创建了 Argo 资料

共享平台，...... 极大地提高了我校教师搜索、下载并利用 Argo 资料进行研究工作的效率，使得

Argo 资料在渔业海洋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 中西太平洋中尺度涡与黄鳍金枪鱼渔场分布

相关性研究 ” 项目中，利用 Argo 网格化数据集分析、了解黄鳍金枪鱼活动的物理海洋环境；根据

Argo 剖面浮标的轨迹数据，捕捉中西太平洋典型的中尺度涡运动，了解中尺度涡运动对黄鳍金枪

鱼渔场分布的影响。......，Argo 剖面浮标每年能为渔业海洋学研究提供大量来自深海大洋的次表

层温盐度及生物化学等要素的观测信息。

解放军某部提供的资料应用证明提到，Argo 数据对我部水下实时观测资料的汇集构成了有力

补充，对掌握水下海洋温盐跃层情况具有重要的数据支持和检验作用，对把握南海温盐场变化特

征也起到较好的数据支持作用。某部海洋环境中心还提到，利用 Argo 实时资料和网格化资料进行

上层海洋对台风的响应、全球大洋混合层深度、海流反演、资料融合等方面的研究，并且应用于

海洋资料同化和海洋环境保障业务中，对于提升海洋环境保障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

的社会效益和军事效益。

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提供的证明中提到，我单位长期承担航天远洋测控任务，特别是《远望》

号航天测量船常需赴太平洋和印度洋执行海上测控任务。在《远望》号测量船航线及作业海域气

象海洋保障中，Argo 实时资料 ...... 为我部进一步熟悉掌握船舶航线、作业海区气象海洋特点规律

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相关产品也先后为我部气象海洋实时保障、数据比对、技术研究和保障产品

开发等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应用证明，Argo 实时资料已在我部顺利完

成 “ 嫦娥 ”、“ 天舟 ” 等一系列重大航天测控任务的航线及作业海域气象海洋保障中发挥了特有的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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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Argo 资料已经在我国众多科学领域，特别是海洋科研和教育领域中得到越来越广

泛的应用，并取得了许多引以为傲的应用研究成果。然而，从应用证明的回收率（20%）依然偏

低的情况来看，尽管广大科研人员对海洋数据共享有着迫切要求，但对数据部门希望能了解发放

数据的应用价值和征求进一步做好数据共享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时，得到的反应却依然不够强烈。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我国长期以来缺少对深海大洋的调查、且观测资料长期封锁有关，突然

遇到无条件免费分发共享，我们的科研人员一时还感到无所适从，同时暴露出全球海洋观测网所

积累的观测资料时间序列还不够长（不足 20 年），仍无法满足海洋和天气 / 气候领域基础研究和

业务化应用的需求；此外，也反映出了我国对深海大洋物理海洋环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长期认识

不足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各类科学基金和重大研究计划中批准立项、投入经费总体偏少的短板

依然存在。为此，我们向海洋和科技管理部门再次呼吁：

一是要继续加大对科学数据共享工作的宣传力度。科学数据共享需要数据采集、管理部门和

广大应用人员的紧密配合，需要积极参与，共同推进该项工作的长期实施。

二是要坚持倡导海洋资料共享与利用。要高度重视参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重视科学数据的质量控制和数据产品的研发，通过组建国家深海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实验室等，吸引更多的海洋和大气科学家投身到深海大洋的观测和研究中，不断为用户提供高质量、

应用性强的科学数据及其衍生产品，充分发挥各类科学数据的应用价值；并通过各类科技基金和

重大科学计划，长期、重点支持一批涉及 Argo 应用研究的项目、课题等，使之能更好地服务于我

国正在实施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重大国家战略。

三是要继续加大对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维护的投入力度。近些年来，我国围绕

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网和覆盖 “ 两洋一海 ”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的重大工程、重点研发计划和规划，

以及重大、重点专项等的立项论证活动可谓不绝于耳，但真正用于支持已经实施了 15 年之久的中

国 Argo 计划，以及所建设和维护的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的资金，却少之又少，与其产生的巨大

社会和经济效益，乃至生态效益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唯有行之有效地加大投入，确保中国 Argo

计划及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的持续、顺利实施，“ 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网 ” 或 “‘ 两洋一海 ’ 区域海

洋观测网 ” 建设方能事半功倍，梦想成真。

（吴晓芬）



18

国内动态

“ 生物地球化学 Argo 技术与应用国际研讨会 ” 在杭州召开
   

 2017 年 10 月 10-11 日，由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SOED）柴扉主任和邢小罡副研究员发起和组织的 “ 生物地球化学 Argo 技术与应用国际研讨会 ”

在杭州顺利召开。会议邀请了美国、法国、英国与澳大利亚等国的 “ 生物 Argo 计划 ” 负责人、中

国 Argo 计划代表以及国内中青年科研人员约 30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全体与会人员

   
随着生物地球化学传感器技术的发展，美国和法国等国科学家们提出了生物 Argo 计划，即通过

在常规剖面浮标上装载生物光学与生物地球化学传感器，而构成的综合性海洋自主观测平台，并已成

为国际 Argo 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方向，可为未来海洋生物地球化学、物理 — 生态耦合和

碳循环等研究提供重要的观测数据，其数据应用也是目前海洋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此次研讨会围绕生

物地球化学剖面浮标的数据质控、科学应用、未来发展方向与新技术等核心问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通过本次研讨，与会专家们共同研究了数据质控方面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解决办法，广泛

交流了利用生物地球化学浮标数据在海洋碳通量、中尺度过程、卫星定标与验证、生物地球化学

耦合过程等诸多领域的科学应用，深入探讨了 “ 生物 Argo 计划 ” 目前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未来

研究方向以及长期发展规划，并了解了目前可应用的新技术（包括温差充电电池、生物污损防治

技术、以及主动浮标技术等）。

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进一步促进了生物地球化学 Argo 数据在海洋学中的广泛应用，推动了

中国生物 Argo 的进程以及与国外同行间的交流与合作。

（邢小罡、席婧嫄）



作为 Argo 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BGC-Argo 计划于 2016 年 10 月正式成为国际官方组织，

将依托 Argo 计划成熟的运行平台，争取在 5 年内建立一个覆盖全球海洋的、由 1000 个携带生物

地球化学传感器的剖面浮标组成的观测网，并通过全球 Argo 资料中心与各成员国共享其观测数据。

该计划旨在快速、准确、大范围地收集全球海洋上层海水温度、盐度、溶解氧、硝酸盐、pH 值、

叶绿素、颗粒物以及光照强度等要素的剖面资料，以解决传统走航观测长期存在的采样过疏与时

空分辨率不足的问题，在大时空尺度的海洋学观测上与卫星遥感技术互为补充，并有利于局地和

全球海洋生态动力学模型的参数优化和资料同化，提高模型的预报精度。

  

  国际生物 Argo 计划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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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扉研究员担任国际生物 Argo 计划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2017 年 10 月 10-11 日，由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SOED）主任柴扉研究员和邢小罡副研究员组织并于浙江

杭州召开的生物 Argo（BGC-Argo）技术与应用国际研讨会期

间，国际 BGC-Argo 计划科学指导委员会（Scientific Steering 

Committee）主席 Hervé Claustre 教授特别邀请柴扉研究员加入该

组织委员会，共同领导和推动该计划在全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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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 12 个国家（以及欧盟）加入该计划。此前，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

院副院长王海黎教授是科学指导委员会中唯一的中国代表，在柴扉研究员加入该委员会后，共有

成员 14 人，分别来自法国（2 人）、美国（2 人）、中国（2 人）、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南非、巴西、日本和印度。

自 2002 年我国正式宣布加入国际 Argo 计划以来，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一直代表中国

参与该计划组织的各项活动，许建平研究员是中国 Argo 计划首席科学家，也是国际 Argo 指导组

中唯一的中国代表，刘增宏副研究员则于 2016 年成为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成员；此次柴扉研究

员加入 BGC-Argo 计划科学指导委员会，使得 SOED 独立研究员（PI）在国际 Argo 相关组织中占

了 3 席，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国际 Argo 计划中的地位，并将为 “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

和维护发挥更大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CSIO）与澳大利亚联邦科

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是目前国际上仅有的两个同时拥有国际 Argo 和 BGC-Argo 计划科

学指导委员会成员的单位。

                                                                             （邢小罡）

国内动态

全球海洋上仍在正常工作的 BGC Argo浮标分布（止 2017年 11月底）

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 Argo浮标类型分布（止 2017年 11月底）

全球海洋上仍在正常工作的 BGC Argo 浮标分布（止 2017 年 11 月底）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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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 多个自动剖面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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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底，在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剖面浮标总数为 3862 个（图

1）。其中美国 2136 个占 55.31%、澳大利亚 352 个占 9.11%、法国 288 个占 7.46%，列第一至第

三位；英国 172 个占 4.45%、日本 158 个占 4.09%、德国 145 个占 3.75%、印度 126 个占 3.26%、

中国 103 个占 2.67%（第八位）、加拿大 92 个占 2.38%、欧盟 81 个占 2.10%、意大利 64 个占 1.66%、

韩国 61 个占 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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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芬兰（7 个）、新西兰（6 个）、巴西和波兰（均为 4 个）、秘鲁（3 个）、

墨西哥（均为 2 个）、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肯尼亚（均为 1 个）等欧洲、南美洲和非洲南部，

以及太平洋岛国等参与布放浮标。

全球海洋上仍在正常工作的各国浮标概位（止 2017 年 11 月底）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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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统计，在全球海洋 3862 个活跃浮标中，APEX 型浮标（美

国生产）的贡献最大，达到了 1677 个（占 43.42%），其次是由法国生产 ARVOR 型浮标（584 个），

占 15.12%， NAVIS_A 型（436 个，美国）、SOLO_ Ⅱ型（434 个，美国）、S2A 型（309 个，

美国）、PROVOR 型（90 个，法国）、SOLO 型（50 个，美国）等由美、法两国研制的其它各

型浮标约占 34%，而由中国研制、布放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仅有 9 个，占 0.2%。

（吴晓芬）

第十八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 — 中国国家报告

1   资料管理现状 

（1）浮标数据获取情况

2016 年 10 月 -2017 年 11 月期间，由中国 Argo 计划布放的、在海上正常工作的 153 个活跃浮标，

共获取了 5177 条剖面，这些浮标由 6 家科研院所的 9 个独立研究员（PI）单位布放。需要指出的是，

2015 年中国海洋大学布放的 6 个配备安德拉 4330 型溶解氧传感器的 APEX 型浮标，在征得 PI 同

国际动态
全球海洋上仍在正常工作的 BGC Argo浮标分布（止 2017年 11月底）

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 Argo浮标类型分布（止 2017年 11月底）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 Argo 浮标类型分布（止 2017 年 11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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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后，其观测资料已经提交至全球 Argo 资料中心（GDAC），并与其他 Argo 成员国共享。

核心 Argo：共提交 5177 条温盐度剖面（包括 53 个 APEX 型、77 个 PROVOR 型、18 个

HM2000 型、4 个 ARVOR 型和 1 个 NAVIS_A 型浮标）。

生物 Argo：共提交 122 条溶解氧剖面（6 个 APEX 浮标）。

（2）通过 GTS 发布的 Argo 数据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CSIO）每天通过中国气象局（CMA）的北京节点，将浮标数

据以 BUFR 报文格式发送到 GTS 上。不过由于 CMA 的 GTS 节点出现技术故障，5-10 月期间无

法正常发送数据，直到 10 月中旬才得以恢复。目前仍未发送对应的 TESAC 格式报文，原因是

CMA 缺少固定的人员来做这项工作。

（3）向 GDAC 发送经实时质量控制的数据

自 ADMT-17 次会议以来，中国已经向 GDACs 提交了 5177 条经实时质量控制的数据文件，

并且所有浮标的元数据文件和技术文件均已更新至最新的 3.1 版本格式，目前仍有部分历史剖面

和轨迹文件尚未进行格式转换。

（4）延时模式质量控制数据汇交

由于人手不足问题，CSIO 在延时模式质量控制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滞后。下一年，将聘用一

名新的技术人员来处理此事。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NMDIS）近期也开展了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工作，并提交了 488 条测试剖

面给 GDAC，但 GDAC 服务器由于格式原因退回了这些文件，其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查找。

（5）网页

在 CSIO 和 NMDIS 分别建有一个 Argo 网页，其中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杭州）（http://

www.argo.org.cn）提供中国 Argo 计划的最新进展、中国投放浮标观测获取的实时数据及其相关

图件等方面的信息，该网站还向用户提供各种 Argo 数据衍生产品以及基于 Web-GIS 的全球 Argo

数据查询系统；中国 Argo 资料中心网页（http://www.argo.gov.cn）则由 NMDIS（天津）维护，

2015 年依托 NMDIS 创建了 WMO-IOC 海洋数据中心（CMOC/China），Argo 数据及其产品也在

该网站（http://www.cmoc-china.cn）同时发布。NMDIS 有意将网页进行统一，计划开发一个新

的网站，因此推迟了旧网站的内容更新。

（6）Argo 数据应用统计

Argo 数据已成为海洋科学研究和业务化应用最重要的数据源。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NMEFC）、NMDIS 和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IAP/CAS）已经将 Argo 数据纳入他们的业务化

模式中。许多学生或者科研人员从 GDACs 或者 CSIO 下载 Argo 数据用于他们的学习或者工作中。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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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 Argo 观测网内的浮标由国内 6 家科研单位的 9 位 PIs 承担的项目贡献布放。

（7）Argo 数据产品

NMDIS 开发了一套 1º×1º 的月平均网格化温、盐数据集以及 5º×5º 的垂向多层流场数据集。

NMEFC 则开发了一套热带太平洋海域温、盐度再分析产品。

CSIO 开发的 BOA_Argo 网格化数据集（ftp://data.argo.org.cn/pub/ARGO/BOA_Argo/）每年

更新一次，使用的源数据是 CSIO 提供的、经过质量再控制的全球海洋 Argo 数据（约占全部数据

的 81%）。2017 年 4 月，已经将该数据集的英文版用户手册提交给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 Megan 

Scanderbeg 女士，并在 Argo 计划官方网站上发布了该数据集的链接（http://www.argo.ucsd.edu/

Gridded_fields.html）。

CSIO 制作了一个全球海洋 Argo 散点资料集（1996 年 1 月 -2017 年 5 月）（ftp://ftp.argo.

org.cn/pub/ARGO/global/），该数据集中每个浮标的资料均进行了人工审核，并经过模式质量再

控制。最后，约 81.7% 和 80.7% 的优质温、盐度剖面被保留下来（图 1）。

                   

 1996 年 1 月 -2017 年 5 月期间 Argo 剖面数量逐月分布 

                      （注：黑色为 GDAC 提供的数据，绿色为经质量再控制的数据）

2   延时模式质量控制

目前使用 OW 方法对 Argo 盐度数据进行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在这之前，还对所有的 APEX

型浮标数据进行了热滞后校正。投放在南海的 10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中，有 2 个存在盐度漂

移，因缺乏可用的 CTD 参考数据集，所以还没有进行延时质量控制。显然，要准备一套完善的南

海 CTD 参考数据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目前还未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但即便可以收集这些数据，

对那些来自船载 CTD 仪的观测数据进行质量控制，仍需要足够的人力资源。  

（刘增宏、董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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铱星 APEX 型浮标电池能量分析报告

2017 年 9 月 11-15 日，国际 Argo 计划在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组织召开了首届 Argo 平台

与传感器技术研讨会（Argo Platform and Sensor Workshop）。由于签证原因，中国代表未能出席

本次会议。为此，由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起草了一份有关铱星 APEX 型浮标的电池能量分析的

书面报告，提交给国际 Argo 指导组联合主席 Susan Wijffels 教授，供本次会议讨论。

该报告主要反映了中国 Argo 计划在 2010-2016 年期间布放的 35 个铱星 APEX 型浮标（已经

停止工作）电池能量的变化及其分析结果，其中 22 个浮标安装了锂和碱性电池（混合），剩余的

13 个则由厂家（Teledyne Webb 研究公司）全部安装了碱性电池。分析发现，安装碱性电池的浮

标平均仅观测了 100 条剖面，这些浮标的电池电压在整个工作期内几乎都呈现快速衰减的趋势，

而使用混合电池的浮标在 150 或 200 个循环后才出现电压的快速衰减。显然，后者观测的剖面数

比前者至少增加 100 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相比使用 Argos 卫星的普通 APEX 型浮标，使用铱卫星通讯的

APEX 型浮标因具备高分辨率采样功能，所以功耗也会增加很多；且使用铱卫星传输数据，耗电

量也会更大些，为此，我们强烈建议，铱星 APEX 型浮标用户在布放前，最好将厂家安装的碱性

电池，换为高性能锂电池（如 EI CSC93DD），在正常情况下，可以确保每个浮标至少获取 200

条高分辨率剖面，而增加的成本仅 1.2 万元（人民币），其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刘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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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在德国汉堡顺利召开

第十八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ADMT-18）于 2017 年 11 月 26 日－ 12 月 2 日在德国汉

堡举行，并由德国 Bundsamt Für Seeschifffahrt und Hydrographie（简称 BSH）承办。应会议组织方的

邀请，经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以及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和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批准，刘增宏副研究员、邢小罡副研究员和卢少磊助理研究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应邀出席会议的

中国代表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的杨锦坤主任和董明媚助理研究员。

1   会议概况

按照会议议程，本次会议分为三个部分，即第六次生物 Argo 研讨会（BGC-Argo Workshop，

11 月 27-28 日）、第十八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ADMT-18，11 月 29 日 -12 月 1 日），以及

Argo 轨迹研讨会（Trajectory Workshop，12 月 1-2 日）。生物 Argo 研讨会主要围绕各个国家生物

Argo 计划的实施现状，以及溶解氧、硝酸盐等 6 个核心参数的质量控制方法等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

第十八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主要围绕 Argo 计划现状、实时数据管理、质量控制和数据格式

等议题进行讨论；而 Argo 轨迹研讨会主要围绕目前被广泛使用的 6 种不同类型自动剖面浮标的轨迹

数据制作和管理进行讨论。来自世界上 12 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美国、英国、

德国、日本、韩国、印度、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 5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 11 个国际 Argo

主要成员国在本次会议前提交了 2017 年度本国 Argo 资料管理国家报告。

全体与会代表合影

会议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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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物 Argo 研讨会

会议由生物 Argo 计划（BGC-Argo）科学指导委员会主席、法国滨海自由城海洋学实验室

（LOV）的 Hervé Claustre 教授主持。他首先介绍了 BGC-Argo 计划过去一年的实施进展，随后，

印度、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法国和中国等 8 个国际 BGC-Argo 计划的参与国代表，

分别针对本国 BGC-Argo 的数据管理、投放计划等做了简要汇报。邢小罡副研究员代表中国作了

题为 “ 中国 BGC-Argo 数据管理进展 ” 的报告，介绍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目前整合生物地球

化学传感器的处理与实时质控程序的进展，以及 2018 年浮标投放计划。

之后，研讨会围绕数据深度不匹配问题、新的数据质控方法以及数据质控文档的完善等三个主

要的议题进行了讨论。1）深度不匹配问题。目前法国 Coriolis 资料中心上传的 M-file（即融合核心

Argo 和生物 Argo 观测要素的数据文件）中同一剖面的温盐数据与各种生物地球化学数据的深度值不

匹配，这主要是由于 BGC 传感器与 CTD 传感器采样频率不匹配引起的，如果不进行插值计算，则

会造成 M-file 中缺省值过多、文档体积过大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与会代表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

将在下次 ADMT 会议之前确定最终的解决方案；2）质控方法的改进。邢小罡副研究员作了 “ 叶绿素

数据实时质控建议 ” 以及 “ 辐照度计暗信号的温度效应 ” 两个报告，提出的改进质控方法的建议经过

讨论达成了共识，主要包括叶绿素浓度（Chla）数据的 DAC（资料中心）级处理和实时质控、辐照

度 Ed 数据的实时质控、颗粒物后向散射 bbp 数据的 DAC 级处理，根据这些改进建议，生物 Argo 工

作组将对之前的 Argo 文档进行修改并重新发布。针对一些尚未达成共识的质控问题，生物 Argo 工

作组安排了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将在下次 ADMT 会议上继续讨论；3）目前生物地球化学数据的质

控文档还不够完善，特别是硝酸盐（NO3）与 pH 数据的质控文档。本次研讨会确定在下次 ADMT 会

议之前将完善其中 6个文档（表中红色部分），并会继续讨论其他未完成的数据文档（表中黄色部分）。

BGC-Argo 计划 6 个核心参量数据管理进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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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DMT-18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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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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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nderbeg 女士共同主持。

3.1  Argo 指导组会议反馈

国际 Argo 计划联合主席 Susan Wijffels 女士介绍了 2017 年 3 月在澳大利亚霍巴特召开的

AST-18 次会议上对 Argo 数据管理的讨论结果。首先回顾了 2017 年 Argo 计划向 “ 全球 Argo” 扩

展遇到的一些具体情况，随着国际 Argo 计划的推进，为了确保 Argo 观测资料的质量与统一，如

何界定 “Argo” 浮标已经成为一项亟待处理的重要工作；同时提出 Argo 计划持续发展如何得到各

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关注和支持，如何吸引年轻科学家参与，Argo 计划在承担新使命的同时又能不

妨碍其核心使命的完成，甚至能与其他综合观测计划一起持续发展等问题，还有浮标、传感器、

通讯方式多样化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2016 年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布放浮标的数量要小于

2015 年，如果要在 2020 年建成由 4410 个剖面浮标组成的全球海洋观测网，接下来的几年中各成

员国需要在西边界流和边缘海区域以及印度洋、赤道太平洋和南大洋等海域投放更多的剖面浮标。

3.2  Argo 仪器平台及传感器技术研讨会反馈

Susan Wijffels 女士和 Brian King 博士共同介绍了 2017 年 9 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首次 Argo

仪器平台及传感器技术研讨会的情况。首先针对相同类型浮标在不同国家团队的实际使用中，暴露

的各种影响观测资料质量的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对剖面浮标布放前技术检测的重要性有了充分认

识，并建议各个浮标制造商能够制定出统一的检测标准，以便浮标布放单位或人员能够更方便、准

确的了解浮标布放前的性能指标；其次，与会代表还围绕着浮标技术数据（包括电池参数）的作用

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建议 Argo 数据管理组在浮标现有技术文件中适当增加相应的技术参数变量。

3.3  Argo 计划现状以及与用户的联系

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协调员 Mathieu 先生详细介绍了国际 Argo 计划的实施现状。目

前 Argo 观测网内的浮标数量仍保持着良好的上升趋势，但日常监测发现，约 5% 的实时剖面资料

存在延迟（大于 24 小时）提交现象，这一数字虽比上一年的 10% 有所改善，但有些浮标仍存在

诸如定位异常（如经纬度均为 0、位置在陆地上、经纬度超出 ±180 和 ±90 范围等）的情况出现。

值得高兴的是，在 2017 年印度尼西亚已经正式加入国际 Argo 计划，成为新的国际 Argo 成员国。

从 AIC 网站的统计情况来看，近年来全球 Argo 观测网中的 “ 准 Argo” 浮标所占比例在缓慢

增加，而这些浮标对 Argo 计划数据流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为此，需要有志愿者来负责这些 “ 孤立 ”

浮标的质量控制和日常数据管理。

3.4  Argo 数据管理

加拿大 OSD 的 Ann Tran 女士回顾了 2016 年 10 月 -2017 年 10 月期间 Argo 资料上传 GTS 的

情况。经统计，每月平均有 11876 条 TESAC 格式和 11521 条 BUFR 格式的 Argo 剖面文件上传至

GTS，大约 3% 的 TESAC 格式资料未能用 BUFR 格式同时上传，这一数字较 2016 年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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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印度国家海洋信息服务中心（INCOIS）上传的 BUFR 文件数量明显小

于 TESAC 文件数据；各国资料中心在过去一年中，均因为各种原因出现 BUFR 和 TESAC 文件数

量严重不匹配的问题。随着 BUFR 文件的稳定上传和应用范围的扩展，国际 Argo 数据管理组决

定从 2018 年 9 月 1 日开始将停止向 GTS 上传 TESAC 格式的数据文件。

法国 Coriolis 资料中心的 C Coatanoan 女士介绍了全球 Argo 资料中心（GDAC）在 2017 年

度检测到的各国资料中心（DACs）上传的 Argo 数据异常情况统计结果，并作了例举说明，有些

资料中心提交的剖面文件中，仍然有某些变量（如温、盐、压校正值和误差值等）存在空白的情况，

这些问题需要各国资料中心加以重视并及时纠正。另外，针对现有 Argo 剖面资料实时质量控制流

程中的 “ 毛刺检测 ” 程序，建议将剖面分为 0-500dbar、500-1500dbar 和 1500dbar 以深等 3 个深

度区间，分别以不同的判断标准检测剖面中出现的 “ 毛刺 ” 现象。

接着 Stéphanie Guinehut 女士介绍了使用卫星高度计资料检测全球 Argo 数据中存在的异常情

况，该项检测工作每季度进行一次。在最近一次的检查中，发现有 105 个左右的浮标观测资料与

卫星高度计资料相比存在异常，但较去年已有明显减少。这些异常多来在于实时资料文件，因此

建议各国资料中心优先对这些浮标进行延时质量控制。全球 Argo 数据集与卫星高度计资料之间的

相关性，并没有随着 Argo 观测网数据的不断积累而逐渐提高，目前其相关系数徘徊在 0.8 左右。

德国 BSH 的 Jan Reibmann 女士介绍了 Argo 剖面资料中密度倒转测试结果对的更新情况。

目前实时质量控制中给出的密度倒转临界值为 0.03 kg/m3
，而在延时模式质量控制中则为 0.01 kg/

m3
。她还列举了各国资料中心提交的资料中存在密度倒转的统计情况，要求各资料中心对剖面资

料进行双向密度倒转检测，对存在密度倒转的浮标资料进行严格检查，并及时反馈检查信息。

英国 NOC 的 Brian 教授根据其对现有经过延时质量控制的浮标统计结果，建议各个国家的

Argo 资料中心第一次对浮标的时间，可进行延时质量控制在浮标布放 1 年后进行，而第二次则可

在浮标布放 3 年后进行。

3.5  全球 Argo 资料中心运行情况

美国全球 Argo 资料中心（GDAC）的 Mike Frost 先生介绍了目前 GDAC 服务器上，Argo 数据格

式版本的分布情况，目前大部分 DAC 都已开始了 Argo 数据文件向 3.1 版的转换工作，但仍有一些早

期浮标的数据文件格式版本低于 3.0，GDAC 决定明年开始不再接收 3.1 以下版本的数据文件；而对于

生物 Argo 浮标的数据，各国资料中心也开始了 Core-Argo 和 B-Argo（即核心 Argo 和生物 Argo）文

件的分离工作。另外，Mark 先生介绍了两个 GDAC 联合开发的 Argo 文件检验程序已部署到位，但该

检测程序目前只对各资料中心上传的元数据文件和剖面文件进行检测，还未对技术文件和轨迹文件进

行检测，也未对文件之间的一致性进行检测。若检测到数据文件存在问题，GDAC 将会退回可疑文件

并向相应的资料中心发送邮件，以提醒相关管理人员检查该数据文件，并反馈检查结果。

3.6  区域 Argo 中心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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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 黑海等 6 个，分别由日本（JAMSTEC）、印度（INCOIS）、法国（IFREMER）、美国（AO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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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BODC）和意大利（OGS，即意大利国家海洋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国家负责。会上，来

自法国 IFREMER 的 Cecile 女士介绍了北大西洋 Argo 区域中心在过去一年中所做的针对北大西

洋海域 Argo 浮标质量控制检测结果，她表示现有的盐度延时校正工作能够很好的解决由于浮标传

感器漂移所带来的盐度误差。来自日本 JAMSTEC 的 Shigeki Hosoda 博士介绍了过去一年太平洋

Argo 区域中心的主要活动，重点介绍了太平洋 Argo 区域中心网站的更新情况以及数据质量控制

检测情况。印度 INCOIS 的 Udaya Bhaskar 先生说明了印度洋区域中心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并

介绍了印度在印度洋布放浮标的数量（37 个浮标，包括 14 个生物浮标和 1 个避冰浮标），多年累

积布放浮标的数量（435 个，存活 143 个），以及每年计划布放浮标的数量（40 个左右）。来自

德国 BSH 的 Birgit Klein 女士介绍了南大洋 Argo 区域中心的建设情况，目前正式加入该区域中心

的有英国 BODC、澳大利亚 CSIRO 和美国 AOML，但其他国家均对南大洋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该

区域中心将围绕南大洋布放浮标、冰下浮标定位问题和船载 CTD 资料收集等方面开展工作；目前

该中心正由 BODC 负责建设自己的网站。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合影

在会议讨论完以上议题后，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联合主席 Ann Gronell Thresher 女士宣布，

下次会议（ADMT-19）将由美国斯克利普斯海洋研究所承办。另外，日本 JAMSTEC 也将在 2018

年 10 月承办第 5 次国际 Argo 科学研讨会（ASW-5）。

4   Argo 轨迹研讨会

轨迹研讨会由资料管理组联合主席 Megan Scanderbeg 女士主持，目的是要尽快讨论确定不同

类型剖面浮标轨迹数据文件的制作方法，使各国资料中心能尽快提交正确的新版本（3.1 版）Argo

轨迹文件。为此，会议前 Megan 女士向各国资料中心相关技术人员提供了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 6

种不同类型剖面浮标的观测数据文件例子，作为本次会议集中讨论的要点。

会上各国 Argo 资料中心参会人员被分为 6 个小组，每个小组选取一种浮标，并利用会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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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文件例子来准确查询浮标运行期间各种时间信息，并将每条时间信息在数据文件中的查询

方式填到事先准备的表格中。之后由各小组派一名代表汇报各自的查询结果。基本确定了 6 种型

号剖面浮标的时间信息准确查找方式，从而为各国资料中心新版 Argo 轨迹文件的制作提供了重要

参考。同时还确定了负责将每种浮标轨迹文件制作方式进行归档的志愿者，并会将归档材料统一

更新到 Argo 轨迹文件制作手册中。

5   体会与建议

近几年国际 Argo 计划在机遇和挑战中向 “ 全球 ” 海洋观测网不断迈进，虽然各成员国布放浮标

数量较前几年有所减少，但随着生物 Argo 计划的开展以及与 TPOS2020 等国际观测计划建立合作，

国际 Argo 计划的参与者与贡献者也在不断壮大。与此同时，国际 Argo 计划数据管理组也意识到了这

种迈进和壮大给 Argo 计划的数据管理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为此，提出以下几条建议，供相关部门参考：

（1）集中力量、整合资源，统一管理国内剖面浮标观测资料

由于自动剖面浮标观测是当前获取海盆尺度范围内海洋中上层环境资料最为有效的手段，而

且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当成熟的数据流，因此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已越来越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认

可和重视。在 “ 十三五 ” 期间已经立项的和正在立项的一些专项和重大建设工程中，均有批量的

剖面浮标布设计划，而且有很大部分浮标还将携带更多参数（如 BGC）的传感器。但这些专项和

重大建设工程由不同的部门来负责实施，这些浮标的观测资料如何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统一接收、

质量控制和分发共享等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保证资料质量的重要前提。因此，建议主管部门

应尽早召集参与剖面浮标布放的单位和部门相关负责人（或 PI），商讨未来我国 Argo 观测网中

观测资料如何进行统一管理，有效利用现有资源，避免不必要的投入和重复建设。

（2）积极介入生物 Argo 计划  参与相关标准制定

近年来生物 Argo 计划发展迅速，国际上对于 BGC 观测要素的质量控制方法、数据管理标准

还处于探索阶段，各个国家都在开发制定相关的方法，而从生物 Argo 研讨会的讨论激烈程度也可

以看出，各个国家也都在将本国提出的方法能够得到国际Argo计划的认可，并成为国际标准而努力；

相对来说，我国科学家在该前沿领域并没有多少话语权，在鼓励我国海洋生物地球化学领域的专家

学者能够积极介入生物 Argo 计划，参与国际相关标准的制定外，更需要在国家层面上给予该项国

际重大科技基础性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从而更好地发挥我国科学家在生物 Argo 计划中的作用。

（3）重视海洋科学资料管理  加大业务经费支持

对于海洋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业务化预测预报来说，浮标布放入海只是第一步，之后的资

料处理与管理显得更为重要，其直接关系着基础研究的正确与否和预测预报的准确度。中国 Argo

资料实时中心，一直以来负责我国布放的绝大多数浮标的资料接收、处理和分发共享工作，近年

来由于管理浮标数量的增加以及人力资源的限制等原因，日常 Argo 资料管理工作已捉襟见肘，延

时数据的提交甚至已停滞了 2 年时间；而随着国际 Argo 计划向 “ 全球 ” 海洋观测网的迈进，以及

向生物地球化学领域的扩展，不仅浮标类型在逐步的多样化，观测参数与技术参数也在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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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使得 Argo 数据文件也越来越复杂，也给该中心资料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希望相关

部门能够加大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资料管理业务经费的支持力度，能够保证有全职人员负责资

料的实时 / 延时质量控制，以及日常数据管理工作。

（卢少磊，邢小罡，刘增宏）

第十九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将在加拿大维多利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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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会维多利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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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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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国际 Argo 科学研讨会将在日本东京举行
    

据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近日公布的消息，第六届国际 Argo 科学研讨会（ASW-6）将于 2018

年 10 月 22-24 在日本东京举行。此次会议将由日本海洋地球科技厅（JAMSTEC）承办。Argo 科

学研讨会每 3 年举办一次，其中以 “Argo 的未来 ” 为主题的 ASW-3 届会议于 2009 年 3 月在浙江

杭州召开；ASW-4 届会议于 2012 年 9 月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并列入 “ 国际雷达高度计二十年

进展学术研讨会 ” 的重要分会；ASW-5 届会议则于 2015 年 2 月在爱尔兰与 GO-SHIP 联合举办。

这几次会议都取得了圆满成功。

有关 ASW-6 届会议的详情，可登录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官方网站（http://www.argo.ucsd.

edu/index.html）浏览了解。

                                                                              （吴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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