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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总结

10   我国在西太平洋海域布放一批自动剖面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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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easonal variation of the global mixed layer depth: comparison 

       between Argo data and FIO-ESM

15   A comparison of Argo nominal surface and near-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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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Argo实时资料中心活动（续）

19   中国Argo计划布放第400个自动剖面浮标

21   我国首个全球实时海洋观测网正式建成——小浮标构建起大网络

24   自动剖面浮标和水下滑翔机在海洋组网观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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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际Argo指导组联合主席Dean Roemmich教授荣获亚历山大•阿 

    加西斯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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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首届生物剖面浮标技术研讨会将在美国西雅图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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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年度工作总结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2FY112300）

自 2012 年启动以来，在项目委托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以及全体项目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按计划

任务书的年度要求开展了相关工作。需要指出的是，按项目《计划任务书》规定的起止时间（2012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2017 年应是项目实施第五个年度（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中的收

官阶段，进入项目结题验收期。但根据本项目的属性，一些早期布放在全球海洋上的自动剖面浮标

（一部分由本项目出资购置，另一部分则由其他项目购置布放并委托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接收

其观测资料），还在海上正常工作（通常情况下，每个浮标的工作寿命约为 3-5 年），仍需要业务

化接收和处理其观测数据，并进行质量控制后与其他成员国交换共享。为此，2017 年度，本项目

除了按照科技部基础研究司的要求，组织项目组成员提交系统研制技术报告和调查综合报告，完成

资料、文件的单位内部归档，以及将项目所取得的科学数据汇交指定地点外，部分项目组成员则继

续在为那些仍在海上正常工作的浮标做好观测数据接收、解码到资料质量控制和交换共享等的日常

工作，并为广大 Argo 用户提供后续服务。

一、任务书规定的本年度工作内容和考核指标

1、年度（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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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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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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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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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的科学数据按科技部要求汇交指定地点。

2、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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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及其同化产品（注：该项指标已经在 2016 年 12 月底前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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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1 项（注：该项指标已经在 2016 年 12 月底前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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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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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按科技部要求汇交指定地点，项目结题验收 1 年后无条件向科技界共享。

二、已开展的工作及取得的成果

1、本项目浮标采购、布放及帮助其他项目接收数据的浮标布放情况

至 2016 年 12 月底，本项目虽已在西太平洋及其南海海域布放了 36 个自动剖面浮标，但只有

33 个是使用本项目资金购置的。考虑到该项目尚有资金结余，根据相关要求和规定，项目组提出

书面申请拟将结余的部分燃料动力费，调剂用于购置 2 个自动剖面浮标，以确保项目计划任务的

圆满完成。2017 年 4 月经公开招标，购置了 2 个由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研制和生产的 COPEX 型剖

面浮标。虽然，该型浮标当时还未得到国际 Argo 组织的认可，但已经向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

提出了申请。故本航次布放的这 2 个 COPEX 型浮标，也已纳入中国 Argo 计划之中，其观测资料

将与其他 Argo 成员国共享。该型浮标同样可以利用我国北斗导航系统提供定位和观测数据的传输

服务（故也称 “ 北斗剖面浮标 ”），以及设立在杭州的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 ”，直接接收

和处理来自该类型浮标的观测信息和测量数据，并按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ADMT）的要求进行

质量控制，随后通过中国气象局的全球电信系统（GTS）接口，与世界气象组织（WMO）和国际

Argo 计划成员国即时共享。

按照计划要求，项目组于 2017 年 4 月至 5 月期间，搭载由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 “ 向阳红 14”

号科学调查船执行的 “ 西太平洋海洋放射性预警监测计划 ” 航次，布放 2 个国产 COPEX 型剖面浮

标（其平台号分别为 208512 和 208514）。遗憾的是，第一个 208514 号浮标布放后，未能按设计

的程序传回观测数据，浮标研制技术人员分析可能是由于浮标内部一个控制开关在运输过程中受

损导致浮标无法正常工作。为了保险起见，临时取消了另一个浮标的布放计划，运回国家海洋技

术中心检测，并择期布放。

2017 年 9 月，由浮标研制单位联系落实的第二个搭载航次，准备再布放 2 个 COPEX 型浮标

（其平台号分别为 235678 和 240643）。其中 240643 号浮标于 9 月 6 日布放在台湾岛西南的南海

东北部海域，但仅接收到了 2 条温、盐度剖面，之后再无数据传回；235678 号浮标则于 9 月 10

日布放在吕宋海峡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海域，至 9 月 20 日共接收到了 4 条温、盐度剖面资料，之后

在 10 月 20 日 -11 月 19 日期间又陆续收到了 5 条剖面。期间，该浮标曾一度发生故障，未能正常

接收到观测剖面；11 月 19 日后传回的观测数据则存在明显异常。此时，该浮标已经漂移到了日本

以东的黑潮延伸体区域。

2017 年 9 月和 11 月，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高郭平教授团队，分别在印度洋海域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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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新西兰以南海域布放了 2 个利用铱星通讯的 NAVIS 型剖面浮标，并同意纳入中国 Argo 计

划。其中布放在南太平洋海域的浮标（WMO 编号为 2902701）被称为 “ 生物地球化学剖面浮标

（BGC-Argo）”，携带了 SBE63 溶解氧、WETLABS MCOMS 传感器和常规 CTD 传感器。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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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做了充足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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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0 -11 月期间，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搭载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 科学 ” 号调查船承

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7 年秋季开放共享航次，在西太平洋海域布放了 5 个 HM2000 型剖面

浮标；同时期还搭载 “ 雪龙 ” 号科考船在新西兰以南的南太平洋海域布放了一个由法国 NKE 公司

生产的 ARVOR 型剖面浮标，这也是中国 Argo 计划布放的第一个深海型剖面浮标，其最大观测深

度可达 4000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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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浮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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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共获批 1200 万元购置 45 个各型剖面浮标，其

中常规型浮标 30 个、深海型浮标 5 个、BGC 浮标 10 个）出资购置，但这些浮标的卫星通讯费、

数据接收和处理等费用则由 SOED 从国重配套建设经费中给予支持。

2017 年 11 月，项目组成员还协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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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西南部海域布放 4 个国产（HM2000 型）

剖面浮标的资料接收、处理和分发等任务。

2、资料接收、处理与共享

2017 年，该项目共接收和处理了来自我国布放的 140 多个自动剖面浮标观测的 4600 条 0-2000

米水深范围内的温、盐度剖面以及部分溶解氧剖面。这些资料均经过实时质量控制，并在 24 小时

内提交至位于法国和美国的全球 Argo 资料中心即时共享；同时还通过国家气象局的 GTS 接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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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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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国布放的浮标观测资料，全年共收集了全球海洋中 14 万余条 Argo 剖面数据，进行质量再控

制后通过互联网与国内外用户免费共享。

3、Argo 数据产品制作

按计划完成了西太平洋海域 Argo 资料同化分析产品的研发，并更新了 “ 全球海洋 Argo 网

格数据集（BOA_Argo）” 及基于梯度依赖相关尺度研制的 “ 太平洋海域 Argo 三维网格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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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CSM_Argo）”，其中更新后的 BOA_Argo 数据集时间范围为 2004-2016 年；而更新后的

GDCSM_Argo 资料集时间范围则为 2004-2015 年。2017 年 4 月，由本项目研制的最新版 “ 全球海

洋 Argo 网格化数据产品（BOA_Argo）” 被国际 Argo 官方网站收录。这是我国在国际上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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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go 数据产品的国家，提升了我国在国际 Argo 成员国中的显示度和影响力。该数据集利用

改进的 Barnes 逐步订正法制作，《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Oceans》曾公开发表文章介

绍该改进方法及其应用案例，有审稿专家评论称 “ 本文方法尽管没有更多创新，但其研制的数据

集效果较好，且有非常广泛的用途，因此很值得发表这篇文章 ”。与国际上利用其他较为复杂方法

开发的 Argo 网格资料集相比，BOA_Argo 对 ENSO 信号的捕捉能力较强，在保留中尺度信号方面

的能力非常突出，在黑潮和湾流等西边界强流海域，能捕捉到更多真实的中尺度涡旋等，这一性

能明显优于国际上同类型的所有其它相同分辨率的 Argo 网格资料集。BOA_Argo 网格数据集已经

受到国内众多用户的青睐，一批应用该数据集的研究成果也已陆续发表在《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Journal of Climate》和《Ocean Dynamics》等国际学术期刊上。

4、开展生物 Argo 和深海 Argo 浮标信息处理

2017 年 11 月，针对上海海洋大学搭载 “ 雪龙 ” 号极地科考船布放的一个携带溶解氧和

MCOMS 传感器的 NAVIS 型生物 Argo（或 BGC-Argo）浮标（WMO 编号：2902701），在国内

首次开展了溶解氧、叶绿素 -a、黄色物质和后向散射等要素的信息解译、计算和质量控制工作，

并进入业务化运行。另外，还为中国海洋大学于 2015 年布放在南大洋绕极流区的 6 个携带溶解氧

传感器的生物 Argo 浮标（WMO 编号：2902731-2902736）进行了信息延时解译和处理，并提交

至全球 Argo 资料中心与各成员国共享。

5、Argo 资料共享服务平台运行

由本项目研发的 Argo 资料共享服务平台，具有 Argo 资料查询、浏览、可视化显示、统计分

析等功能，已在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网站（www.argo.org.cn）上实现业务运行，可快捷地为

国内外用户提供高精度的全球海洋 Argo 资料及其相关数据产品服务。

6、国内外合作与交流

（1）国内合作与交流

2017 年 2 月受原联参战保局的邀请，项目成员许建平研究员和刘增宏副研究员参加了在北京

召开的 “ 海上观测网建设方案 ” 研讨会，分别作了题为 “ 主导两洋一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

助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实施 ” 和 “ 基于北斗卫星系统的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

设及其业务化运行实施方案 ” 的口头报告，双方还就中国 Argo 海上观测网建设事宜进行了深入交

流与探讨，并正式接受了由该局委托的 “ 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规划与实施方案 ” 的编写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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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3 月原联参战保局在杭州召开了 “ 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规划与实施方案 ” 专家评

审会，来自 17 个部门和单位的近 40 名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专家评审委员会分别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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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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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相关书面材料，经质询和讨论，专家评审委员会认为，规划方案在全面分析国际、国内 Argo 海

洋观测网建设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充分阐述了我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的迫切需求，

方案思路清晰、内容完整、目标明确、设计合理，主要任务和重点工作突出，进度安排合理可行，

保障措施周密，经费预算合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符合军民兼用海洋环境保障体系建设和全

国海洋观测网规划（2014-2020 年）的总体要求；实施方案内容完整、目标明确、设计合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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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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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评审委员会一致同意该规划方案和实施方案通过评审。拟用 2 年时间，建成由 400 个自动剖

面浮标组成的、覆盖 “ 海上丝绸之路 ” 的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使我国获取水下实时海洋环

境要素资料的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以及在 Argo 成员国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11 月项目组成员又协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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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了在南海西南部海域布放的 4 个国产（HM2000 型）剖面浮

标的资料接收、处理和分发任务。

2017 年 8 月，项目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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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还应邀出席了在台湾澎湖县举行的 “ 第七届海峡两岸海洋环境监测及预报技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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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际合作与交流

2017 年 1 月，应邀访问海洋二所的斯里兰卡水生资源研究与发展署（NARA）主席 Dr. Anil 

Premaratne 一行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并听取了有关国际 Argo 和中国 Argo 计划实施

进展情况的介绍，还就浮标技术和数据处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2017 年 3 月，项目成员刘增宏副研究员和曹敏杰助理研究员应邀出席了在澳大利亚霍巴特

（Hobart）市举行的第十八次国际 Argo 指导组（AST-18）会议。期间，刘增宏副研究员还就中

国 Argo 计划 15 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的发展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

2017 年 5 月，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协调员 Mathieu Belbéoch 先生应国际 Argo 指导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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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AST）成员、中国 Argo 计划首席科学家许建平研究员的邀请，顺访了 SOED 及中国 Argo 实

时资料中心，作了题为 “JCOMMOPS: suppor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rgo and other sustained 

global ocean observing systems” 的专题报告，并就 JCOMMOPS 运作、AIC 的主要工作及其运行

经费的来源等问题与科研人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期间，Belbéoch 先生还在项目成员刘增宏副研

究员的陪同下，访问并考察了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的 COPEX 型浮标研制和生产基地，以及 HM2000

型剖面浮标研制和生产单位 — 青岛海山海洋装备有限公司。Belbéoch 先生实地访问考察，为国产

剖面浮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大规模用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与维护打下了坚实

基础。Belbéoch 先生还主动邀请国内剖面浮标研制单位能积极参与 AIC 计划组织的多型号浮标海

上比测试验活动，以便能让更多的国外用户了解中国浮标的性能，扩大其国际影响力。

2017 年 9 月，项目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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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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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将会在热带太平洋海域布放和维持 30 ～ 50 个自动剖面浮标组成

的热带西太平洋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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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1 月，项目成员刘增宏副研究员和卢少磊助理研究员应邀出席了在德国汉堡举行的

第十八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ADMT-18），并提交了中国国家 Argo 资料管理情况报告；

同期，项目成员孙朝辉高工应邀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第三届中非海洋科技论坛，并在会上作了 “ 中

非印度洋 Argo 联合观测展望 ” 的口头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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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了解

了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综上所述，项目组已圆满完成了本项目《计划任务书》所规定的年度各项研究内容，达到了

考核指标的要求。撰写完成了项目、课题结题总结报告、技术报告等，并已完成资料、报告和文

件等的单位内部归档。2017 年 9 月，项目组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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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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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了许多

改进完善的指导意见和建议。会后，项目组对结题报告进行了认真修改及补充、完善，做好了迎

接科技部组织的专家组莅临现场验收的充分准备。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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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支撑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情况

通过本项目的组织实施，特别是收集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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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http://www-argo.ucsd.edu/Bibliography.html）的统计表明，自 1998 年以来世

界上 46 个国家的科学家在全球 23 种主要学术刊物（包括 JGR、GRL、JPO、JC 和 AOS 等）上累

计发表了 3 140 篇与 Argo 相关的学术论文，其中由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就达 450 篇，仅次于美国

（约 900 篇），排名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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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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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及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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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的进入了科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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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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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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按照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和资源配置与管理司于 2017 年 6 月 28 日下发的 “ 关于开展科技基础

性工作专项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 ”（下称《通知》）精神，项目组责成项目办公室分别就项目财务

审计与财务验收、项目科学数据汇交和项目结题验收材料报送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做了详细分工

并由专人负责收集、整理，且在《通知》规定的时间节点前按相关要求，通过邮政专递、网络和

电子邮件等途径提（汇）交和上报了对应的书面材料及数据光盘等。至 11 月上旬，项目组收到了

“ 项目财务审计 ”（由北京和兴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审计）、“ 项目财务验收 ”（由国家科技风险开发

事业中心负责验收）、“ 项目科学数据汇交 ”（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负责验收）和

“ 项目文件材料归档 ”（由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档案室负责检查归档）等方面的书面意见或

证明材料。但本应报送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的 “ 项目结题验收材料 ”，在按规定登录国家科

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网站在线填报时，因受到项目依托部门个别管理人员的阻扰，无法在线完成

项目结题验收材料的在线填报工作（根据《通知》要求，项目组需 “ 在线打印申请表 1 份、结题

报告及相关附件 15 份，加盖公章后于 10 月 31 日前统一报送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 ”）。之

后，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多次电话催交项目结题材料的情况下，项目负责人本着认真负

责任的态度，撰写了一份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报送项目验收材料的情况说明 ”

（2017/11/16），如实叙述了项目组在项目科学数据汇交和项目结题验收材料报送过程中遇到的特

殊情况，连同 15 份加盖了项目承担单位公章（但尚缺少一份由项目依托部门加盖公章的 “ 在线打

印申请表 ”）的结题报告及相关附件，采用特快专递寄达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遗憾的是，

直到 2017 年 12 月底，项目组始终没有接到科技部组织专家组莅临现场验收的消息。

更为蹊跷的是，2018 年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期间，项目负责人曾不断地接到来自项目科学数

据汇交指定单位相关负责人员的电话，告知因接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对前期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接收本项目汇交的资料光盘及其出具项目数据汇交验收意见的 “ 错误 ” 做法，表示要及时纠正，

并会派专人将项目已经汇交的资料光盘返还项目组，并取回 “ 项目数据汇交验收意见 ” 书面证明

材料。但当项目组希望进一步了解是来自哪个主管部门的指示，以及是否接到书面通知或文件时，

则一再表示无可奉告，并希望给予理解和谅解！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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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项目组多方了解，其问题的根源还是出在缺少一份由项目依托部门加盖公章的 “ 在线打

印申请表 ” 上。其实，早在 2017 年 6-9 月期间，项目组在线填报相关项目验收申请表及资料汇交

方案时，通过项目承担单位就已了解到，项目依托部门的个别管理人员要求项目组在项目数据汇

交时，须以 “ 保密 ” 为由删除布放在南海海域的 10 个国产剖面浮标的观测资料。但项目负责人依

据对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和资源配置与管理司下发的 “ 关于开展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验收工作

的通知 ” 的研读和理解，认为草率删除部分观测资料不符合 “ 涉密数据不进行汇交，由项目承担

单位按照国家保密管理的有关规定妥善保管。承担单位不得以此为理由拒绝汇交非涉密数据 ” 的

《通知》精神。因为在南海海域布放剖面浮标，特别是国产剖面浮标，项目组早在多年前就已通

过项目承担单位以红头文件或单位盖章等形式报送上级主管部门，而且项目组多年来竭尽全力收

集到的国家或部门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对利用自动剖面浮标获取南海海域常规温、盐

度资料并没有特别规定或要求。相反，有国外机构早在 10 多年前就已在南海长期布放自动剖面浮

标，并获取了大量南海海域的温、盐度剖面资料，项目组也曾无数次地通过书面材料进行了反映

和报告，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管理部门的指示或反馈意见。

值得指出的是，相关情况反映（如 “ 改进中国 Argo 计划的建议 ”、“ 我国应主导推进南海和

印度洋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 ”）还得到了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等的高度重视，分别通过 “ 政

协信息 ” 和 “ 零讯 ” 等渠道专报国务院主管领导，并获批示。但依然未能引起政府主管部门的关

注和重视！

为了项目的尽早结题验收，以及能顺利得到国家科技主管部门对中国 Argo 计划的长期滚动

支持，并确保该计划的持续、健康发展，项目组早在 2017 年 9-11 月间就曾多次向项目承担单位

提出了请示上级主管部门提供 “ 要求本项目删除布放在南海海域 10 个国产剖面浮标观测资料 ” 的

书面材料请求，以便项目组能有据可依、遵照执行，不然作为该项目负责人承担不了 “ 拒绝汇交

非涉密数据 ” 的责任。但这一正当、合理的意见建议，却始终未能得到项目依托部门的采纳，只

是在电话或口头向项目承担单位相关管理人员反复强调上述要求；于是，项目组也只能再退一步，

只希望项目承担单位的科技管理部门能提供上级管理部门下达上述指示的电话记录复印件，但得

到的回复与项目依托部门的却如出一辙，想要书面记录没有，只能口头传达。为此，本项目结题

验收工作依然处于等待状态。

然而，在全国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今天，为何在一些政府管理部门和个别

管理人员身上，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依然十分盛行？不仅妨碍到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甚至

阻碍了科研项目的结题验收。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这些部门和人员对科研一线反映的问题久拖不决，

对项目首席科学家或项目负责人书面上报的请示或报告也是视而不见；甚至对以单位名义呈报的

请示公文或报告也从未见有书面反馈意见，导致一些涉及国家计划或国际合作项目的推进严重受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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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不仅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声誉，而且也损害到了我国的海洋权益。对此，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

的高度重视！尽早清除在科研管理部门日趋盛行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为科研一线构筑起

一个风清气正的科研氛围，已是当务之急、迫在眉睫。

（项目办公室）

我国在西太平洋海域布放一批自动剖面浮标
    

2017 年 11 月 26 日至 2018 年 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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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太主流系潜标观测网维护及升级 ” 综合考察航次，利用 “ 科学 ” 号调查船在西太平洋

海域布放了 8 个自动剖面浮标（4 个北斗 HM2000 型浮标，3 个铱星 APEX 型浮标，1 个 ARVOR

型 4000m 深海浮标），这也是我国 Argo 计划在该海域布放的第二十一批浮标。另外，2017 年 12

月 21 日，“ 雪龙 ” 号极地科考船在澳大利亚以南的南大洋海域（63.20°S、135.17°E）布放了一个

ARVOR 型 4000m 深海浮标。这些浮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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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项

目已经在西太平洋和南大洋海域布放了 15 个自动剖面浮标（9 个北斗 HM2000 型浮标，3 个铱星

APEX，3 个 ARVOR 型 4000m 深海浮标），仍有 30 个剖面浮标等待布放。

浮标布放概位及布放现场

项目进展



浮标漂移轨迹（上：西太平洋海域 ；下：南大洋海域）

这些已布放的浮标中，除了两个铱星 APEX（WMO 编号分别为 2902716 和 2902722）浮标

出现故障外（浮标的 CTD 传感器采样设置有误，导致连续采样模式失效，目前已将该情况反馈给

浮标生产商，以便分析相关故障原因），其余浮标均正常工作，已累计获取 450 余条有效温、盐

度剖面资料。

（卢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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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osteric sea level changes during the Argo era

Gong-jie WANG 1 , Li-jing CHENG2,*, Timothy BOYER 3 and Chong-yin LI 1,4

 (1、Institute of Meteorology and Oceanograph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01, China;
     2、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Sciences,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China；
     3、NOAA/United States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NCEI), 
          Silver Spring, MD 20910, USA；

     4、State Key Laboratory of Numerical Modeling for Atmospheric Sciences and 
          Geophysical Fluid Dynamics,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China)

In addition to the sea level (SL) change, or anomaly (SLA), due to ocean thermal expansion, 

total steric SLA (SSLA, all change to the existing volume of ocean water) is also affected by 

ocean salinity variation. Less attention, however, has been paid to this halosteric effect, due to 

the global dominance of thermosteric SLA (TSLA) and the scarcity of salinity measurements. 

Here, we analyze halosteric SLA (HSLA) since 2005, when Argo data reached near-global ocean 

coverage, based on several observational products. We find that, on global average, the halosteric 

component contributes negatively by ~5.8% to SSLA during the 2005–2015 period, and reveals a 

modest correlation (~0.38) with ENSO on the inter-annual scale. Vertically, the global ocean was 

saltier in the upper 200 m and fresher within 200 to 600 m since 2005, while the change below 

600 m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zero. The upper 200 m changes dominate the HSLA, 

suggesting the importance of surface fresh water flux forcing; meanwhile, the ocean dynamic might 

also play a role. The inconsistent pattern of salinity trend between upper 200 m and 200 to 600 m 

implies the importance of ocean dynamics. Ou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local salinity changes cannot 

be neglected, and can even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SSLA than the thermosteric component 

in some regions, such as the Tropical/North Pacific Ocean, the Southern Ocean, and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need to better reconstruct historical salinity datasets, to 

better monitor the past SSLA changes. Also,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s (ocean 

dynamics vs. surface flux) related to regional ocean salinity changes.

( 摘自《Water》, 2017, 9(7), 484; doi:10.3390/w9070484)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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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bjective algorithm for reconstruct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ocean 

temperature field based on Argo profiles and SST data
 

Chao-jie ZHAO1,2,Xiao-hua DING1,Jie ZHANG2,Jun-gang YANG2,Qiang MA1

(1、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t Weihai, Weihai 264209, China;
 2、The First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Qingdao 266061, China)

While global oceanic surface information with largescale, real-time, high-resolution data is 

collected by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instrumentation, three-dimensional (3D) observations are 

usually obtained from in situ measurements, but with minimal coverage and spatial resolu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3D ocean investigations, we have developed a new algorithm to reconstruct the 

3D ocean temperature field based on the Array for Real-time Geostrophic Oceanography (Argo) 

profiles and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SST) data. The Argo temperature profiles are first optimally 

fitted to generate a series of temperature functions of depth, with the vertical temperature structure 

represented continuously. By calculating the derivatives of the fitted functions, the calculation 

of the vertical temperature gradient of the Argo profiles at an arbitrary depth is accomplished. 

A gridded 3D temperature gradient field is then found by applying inverse distance weighting 

interpolation in the horizontal direction. Combined with the processed SST, the 3D temperature 

field reconstruction is realized below the surface using the gridded temperature gradient. Finally, 

to confirm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lgorithm, an experiment in the Pacific Ocean south of Japan 

is conducted, for which a 3D temperature field is generated. Compared with other similar gridded 

products, the reconstructed 3D temperature field derived by the proposed algorithm achieves 

satisfactory accuracy,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0.99 obtained, including a higher spatial 

resolution (0.25° × 0.25°), resulting in the capture of smallerscale characteristics. Finally, both the 

accuracy and the superiority of the algorithm are validated.

( 摘自《Ocean Dynamics》，2017，67 (2) :1-11)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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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sonal variation of the global mixed layer depth: 

comparison between Argo data and FIO-ESM

Yu-tong ZHANG1,Hai-ming XU1, Fang-li QIAO3,Chang-ming DONG2

(1、College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2、College of Marine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3、First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Qingdao 266061, China)

The present study evaluates a simulation of the global ocean mixed layer depth (MLD) using 

the First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Earth System Model (FIO-ESM). The seasonal variation of the 

global MLD from the FIO-ESM simulation is compared to Argo observational data. The Argo data 

show that the global ocean MLD has a strong seasonal variation with a deep MLD in winter and a 

shallow MLD in summer, while the spring and fall seasons act as transitional periods. Overall, the 

FIO-ESM simulation accurately captures the seasonal variation in MLD in most areas. It exhibits 

a better performance during summer and fall than during winter and spring. The simulated MLD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is much closer to observations than that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In 

general, the simulated MLD over the South Atlantic Ocean matches the observation best among the 

six areas. Additionally, the model slightly underestimates the MLD in parts of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 and slightly overestimates the MLD over the other ocean basins.

（摘自《Frontiers of Earth Science》,2018,12(1):24-36）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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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of Argo nominal surface and near-surface temperature for 

validation of AMSR-E SST

Zeng-hong LIU1, 2, Xing-rong CHEN3, Chao-hui SUN2, Xiao-fen WU2,Shao-lei L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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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ellite SST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from the Advanced Microwave Scanning Radiometer 

for the Earth Observing System (AMSR-E) is compared with in situ temperature observations from 

Argo profiling fl oats over the global oceans to evaluate the advantages of Argo NST (near-surface 

temperature: water temperature less than 1 m from the surface). By comparing Argo nominal 

surface temperature (~5 m) with its NST, a diurnal cycle caused by daytime warming and nighttime 

cooling was found, along with a maximum warming of 0.08±0.36°C during 14:00–15:00 local time. 

Further comparisons between Argo 5 m temperature/Argo NST and AMSR-E SST retrievals related 

to wind speed, columnar water vapor, and columnar cloud water indicate warming biases at low 

wind speed (<5 m/s) and columnar water vapor >28 mm during daytime. The warming tendency 

is more remarkable for AMSR-E SST/Argo 5 m temperature compared with AMSR-E SST/Argo 

NST, owing to the eff ect of diurnal warming. This effect of diurnal warming events should be 

excluded before validation for microwave SST retrievals. Both AMSR-E nighttime SST/Argo 5 m 

temperature and nighttime SST/Argo NST show generally good agreement, independent of wind 

speed and columnar water vapor. From our analysis, Argo NST data demonstrated their advantages 

for validation of satellite-retrieved SST.

（摘自《Chinese Journal of Oceanology and Limnology》,2017,35(3):712-721）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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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barrier layer in the developing phase of “Category 6” super 
typhoon Haiyan

Yu-hong ZHANG1, Jun-yao CHEN1,2 , Yan DU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Tropical Oceanography, South China Sea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3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With the remarkable intensity of 170 knots, Typhoon Haiyan started as a tropical depression on 

November 3 and developed to the peak as super tropical cyclone (TC) on November 7 in 2013. This 

intensity makes Haiyan one of the strongest TCs record ever observed and 35 knots higher than the 

maximum of the existing highest category. Haiyan originated from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Northwest 

Pacific Warm Pool and moved westward over warm water with a thick barrier layer (BL). The BL 

reduced the vertical mixing and entrainment caused by Haiyan and prevented the cold thermocline 

water into the mixed layer (ML). As a result, sea temperature cooling associated with wind stirring 

was suppressed. Relative high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SST) kept fueling Haiyan via latent heat 

flux release, which favor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 “Category 6” super typhoon.

（摘自《Satellite Oceanography and Meteorology》,2017,2(1): 3–9）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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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活动（续）

●2017 年 11 月 26 日至 2018 年 2 月 2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搭载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 科

学 ” 号执行的 “ 西太主流系潜标观测网维护及升级 ” 综合考察航次，在西太平洋海域投放了 8 个

自动剖面浮标（其中 4 个北斗 HM2000 型浮标，3 个铱星 APEX 型浮标，1 个 ARVOR 型 4000m

深海浮标），以补充我国的 Argo 大洋观测网。另外，中科院海洋研究所还在该海域同时布放了 5

个利用铱星通讯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 

● 2017 年 12 月 21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搭载 “ 雪龙 ” 号科考船在澳大利亚以南的南

大洋海域投放了 1 个 ARVOR 型 4000m 深海剖面浮标，这是我国在南大洋海域布放的第二个深海

型剖面浮标，标志着中国 Argo 对建设深海 Argo 观测网所做出的贡献。

●2018 年 1 月 22 日，同济大学王振峰高工等 4 人访问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高

工向来访人员介绍了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数据流的相关情况，双方还就海洋资料质量控制、数据

传输过程等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

● 2018 年 3 月 12-17 日，第十九次国际 Argo 指导组（AST-19）会议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悉尼小镇（Sidney）举行，会议由加拿大海洋科学研究所（IOS）承办。中国 Argo 实时资料

中心孙朝辉高级工程师和曹敏杰助理研究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应邀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还有国家

海洋信息中心董明媚助理研究员。

● 2018 年 3 月 14 日，应上海交通大学海洋研究所刘海龙特别研究员的邀请，刘增宏高工访

问了该研究所，并作了题为 “ 全球 Argo 观测网进展 ” 和 “Argo 观测资料应用 ” 两个学术报告，与

研究所师生就 Argo 浮标技术发展及资料应用等进行了交流。

  

               
               中国代表参加 AST-19 会议                               刘增宏高工访问上海交通大学海洋研究所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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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动态

● 2018 年 3 月 21 日，在杭州参加 “ 海洋与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 ” 组委会会议的多位专家

学者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中心技术人员刘增宏高工向来访专家学者扼要介绍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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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 年 3 月 19-21 日，“ 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2017 年度学术年

会暨第三届学术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 在杭州召开。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高工在会上作了

题为 “Recent salinity increase of the subsurface wate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ince 2014” 的报告；

邢小罡副研究员介绍了 SOED 近年来在 Argo 和生物 Argo 方面的相关工作进展。

     

 

         “ 海洋与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 ” 组委会专家来访                     刘增宏高工在 SOED 年会上做报告

● 2018 年 3 月 23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搭载由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负责的

“ 问海计划 ” 专项航次（由 “ 向阳红 18” 号调查船执行），在西太平洋布放 4 个铱星 APEX 型剖面

浮标，这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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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资助的，卢少磊助理研究员专程赴青岛对该批浮标进行最后的技术检测，并向航次相

关调查人员现场讲述了自动剖面浮标的布放步骤及注意事项。

● 2018 年 3 月 27 日，应邀访问 SOED 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Nikolaos Zarokanellos 博士，

在柴扉主任的陪同下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曹敏杰助理研究员向客人介绍了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双方还就生物 Argo 浮标的投放及其资料应用进行了深入交流。

    （卢少磊）



19

国内动态

中国 Argo 计划布放第 400 个自动剖面浮标

2018 年 1 月 17 日 19 时 15 分，我国 “ 科学 ” 号调查船在西北太平洋海域成功布放一个由中

船重工第七一 0 研究所研制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采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传输观测数据），这

是中国 Argo 计划自 2002 年实施以来布放的第 400 个剖面浮标，也是我国布放的第 30 个国产北

斗剖面浮标。它们主要分布在西北太平洋、中北印度洋和南海（即 “ 两洋一海 ”）海域，基本覆

盖了由我国倡导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沿线海域。由此，中国不仅承担建设并维持了一个由

100 多个浮标组成的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最多时海上活跃浮标的数量曾达到 204 个），而且已

经成为国际 Argo 计划（全球约有 30 个沿海国家参加）中的重要成员国。这也是我国正式建成的

首个全球实时海洋观测网，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中的空白。

  

“ 科学 ” 号调查船在西北太平洋海域布放国产北斗剖面浮标 

经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接收、采取实时质量控制的浮标观测资料，可按国际 Argo 资料

管理组的严格要求，在 24 小时内通过世界气象组织（WMO）的全球电信系统（GTS）北京接口

（设在中国气象局）上传，与 WMO 成员国交换共享，并已成为九个有能力向全球 Argo 资料中心

（GDAC）业务化提交浮标观测资料的国家之一；由中国 Argo 计划批量布放的北斗剖面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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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打破了全球 Argo 实时海

洋观测网中剖面浮标（约 15 个型号）由欧美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以此建立的 “ 北斗剖面浮标数

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也已成为继法国 CLS（Argos 卫星）和美国 CLS America（铱卫星）

之后第三个有能力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提供剖面浮标数据接收和处理的国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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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内布放的各型浮标位置（止 2018 年 1 月 18 日）

十六年来，我国通过加入国际 Argo 计划，并参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和维护，不

仅建立了一支从事自动剖面浮标校验与布放、观测资料接收与校正，以及数据存储与批量处理、

数据产品研制与试应用研究的创新型科技队伍，而且还创建了针对剖面浮标观测资料的数据质量

控制系统，以及观测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的交换共享平台，推动了国内海洋资料的共享进程，

同时也促进了 Argo 资料及其数据产品在国内海洋和天气 / 气候领域基础研究和业务化预测预报中

的推广应用。短短 16 年中，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累计收集了近 30 个成员国在全球海洋中布放

的约 15000 个浮标观测的近 180 万条 0-2000 米水深范围内的温、盐度剖面资料，比我国过去 70

年中在近海和大洋获得的全部海洋环境要素资料的总和还要多得多。这些经数据质量控制的高质

量 Argo 资料，国内用户可以在 24 小时（从海上浮标观测、再经卫星传输至陆上实验室处理）后

无条件地从国内外 Argo 网站和 GTS 上方便地获取。据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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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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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篇，

仅次于美国（约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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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

人类认知海洋、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科学依据。

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的建设和维护得到了科技部、中科院、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海洋局等

部门及其下属科研院所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获得了一批承担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国家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前期研究专项、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中央级大型

科研仪器设备购置专项、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和军民融合海洋观测专项等项目首席科

学家和负责人的大力支持，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研究所、中国海洋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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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原海司航保部和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等部

门和单位，他们从申请的有限科研经费中，毫不吝啬地挤出部分资金用于购置剖面浮标，并无条

件提供交换共享，这在目前的科研体制下可谓难能可贵；而且 400 个剖面浮标在全球海洋中的顺

利布放，也离不开中国科学院 “ 科学 ” 号、“ 科学一 ” 号和 “ 实验 1” 号科学调查船，国家教育部 “ 东

方红 2” 号科学调查船，国家海洋局 “ 向阳红 14” 号、“ 雪龙 ” 号、“ 大洋一 ” 号科考船，广州海洋

地质调查局 “ 海洋六 ” 号科学调查船和威海中大航运有限公司 “ 中大 31” 号长航拖轮，以及海军

亚丁湾护航舰艇等提供的数十个航次搭载服务，从而使得中国 Argo 计划布放的剖面浮标几乎覆盖

了从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和南大洋等）到重要边缘海（如日本海、地中海和南海等）的全球深

海大洋区域。

（刘增宏）

我国首个全球实时海洋观测网正式建成

小浮标构建起大网络

近日，在西北太平洋海域，“ 科学 ” 号上的科考队员将中船重工七一〇所研制的 HM2000 型

剖面浮标缓缓放入海面。这是我国新一代海洋实时观测系统（Argo）计划自 2002 年实施以来布放

的第 400 个剖面浮标，也是我国布放的第 30 个国产北斗剖面浮标。

至此，我国正式建成首个全球实时海洋观测网。这些浮标主要分布在西北太平洋、中北印度

洋和南海海域，基本覆盖了由我国倡导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沿线海域。

覆盖全球深海大洋的 Argo 计划

2000 年正式启动实施的全球 Argo 计划，在近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努力下，截至 2018 年 1 月，

已有 3890 个浮标在海上正常工作。“ 这一数字已接近该计划提出的建成由 4400 个活跃浮标组成

的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目标。” 中国 Argo 计划首席科学家、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许建平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散布在全球深海大洋区域的这些浮标，主要用来监测上层海洋内的海水温度、盐度和海流，

以帮助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高防灾抗灾能力，以及准确预测诸如发生在太平洋的台风和厄

尔尼诺等极端天气、海洋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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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于 2002 年正式加入这场 “ 海洋观测技术的革命 ”，成为继美国、法国、日本、英国、韩国、

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之后第 9 个加入国际 Argo 计划的国家。许建平告诉记者，中国 Argo 计

划的总体目标是在邻近的西北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建成一个由 100 ～ 150 个浮标组成的大洋观测

网，使我国成为 Argo 计划的重要成员国；同时能共享到全球海洋中的全部剖面浮标观测资料，为

我国的海洋研究、海洋开发、海洋管理和其他海上活动提供丰富的实时海洋观测资料及其衍生数

据产品。

如今，中国不仅承担建设并维持了一个由 100 多浮标组成的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最多时海

上活跃浮标的数量曾达到 204 个，而且已经成为国际 Argo 计划中的重要成员国。

科学家同步获取全球海洋环境资料

短短 16 年中，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累计收集了近 180 万条 0-2000 米水深范围内的温、盐

度剖面资料，比我国过去 70 年中在近海和大洋获得的全部海洋环境要素资料的总和还要多得多。

中国也已成为 9 个有能力向全球 Argo 资料中心业务化提交浮标观测资料的国家之一。

“ 经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接收、采取实时质量控制的浮标观测资料，可按国际 Argo 资料

管理组的严格要求，在 24 小时内通过世界气象组织（WMO）的全球电信系统（GTS）北京接口（设

在中国气象局）上传，与 WMO 成员国交换共享。”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高工刘增宏向《中

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

这些经数据质量控制的高质量 Argo 资料，从海上浮标观测、再经卫星传输至陆上实验室处理，

国内用户可以在 24 小时后无条件地从国内外 Argo 网站和 GTS 上方便地获取。“ 中国 Argo 通过与

各 Argo 成员国之间交换资料，使得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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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朱江带领的团队利用 Argo 等海洋观

测资料在国内率先开发了基于三维变分的海洋资料同化系统，该系统被成功应用于国家海洋环境

预报中心的业务化预测预报中。

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的统计资料表明，自 1998 年以来世界上 46 个国家的科学家在全球 22

种主要学术刊物上累计发表了 3000 余篇与 Argo 相关的学术论文，其中由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达

450 篇，仅次于美国（约 900 篇），排名世界第二。

为建设 “ 海上丝绸之路 ” 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中国 Argo 计划布放的剖面浮标几乎覆盖了从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和南大洋等）到重

要边缘海（如日本海、地中海和南海等）的全球深海大洋区域。

“ 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的建设和维护得到了科技部、中科院、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海洋局

等部门及其下属科研院所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获得了一批科学家的大力支持，他们从申请的有限

科研经费中，毫不吝啬地挤出部分资金用于购置剖面浮标，并无条件提供交换共享，这在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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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体制下难能可贵。” 许建平说。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由中国 Argo 计划批量布放的北斗剖面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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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打破了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剖面浮

标由欧美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以此建立的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也成

为继法国和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提供剖面浮标数据接收和处理的

国家平台。

国际 Argo 计划正由全球无冰覆盖的大洋区域的 “ 核心 Argo” 向包含了两极、西边界强流和

重要边缘海在内的全部深海大洋区域的 “ 全球 Argo” 拓展。“ 这张观测网，恰好为我国提供了主导

建设覆盖 ‘ 海上丝绸之路 ’ 的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为沿线国家提供海上公共产品的有利契机。”

许建平表示，应当充分利用我国研制成功北斗剖面浮标的契机，逐步用国产剖面浮标替代目前由

国外浮标维持的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为建设 “ 海上丝绸之路 ” 做出积极贡献。

( 摘自《中国科学报》，2018 年 2 月 3 日，第 6976 期，A1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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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剖面浮标和水下滑翔机在海洋组网观测中的应用

海洋科学是一门以观测为基础的学科，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水平的提升离不开长期观测及其数

据的积累；而且海洋科学的每一次突破，也都离不开技术的进步。传统的海洋观测，通常高度依

赖移动的水上平台（如调查船、漂移浮标等）和固定的系泊设备（如锚碇浮标、潜标等）；而利

用卫星或飞机的近代海洋观测，虽可以大范围、高分辨率地获取海洋表面的遥感信息，却难以穿

透水体进行有效的次表层以下观测。20 世纪末发展起来的自动剖面浮标及其水下滑翔机，是使海

洋科学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一项新颖技术。它使全球海洋水下长期、连续观测成为可能，也是利用

卫星进行海面遥感观测的一种有效补充。

自动剖面浮标和水下滑翔机都具有隐秘性好，体积小、重量轻，移动速度慢和制造成本低的

特点，也都可以用来进行大范围和高分辨率的连续海洋观测，已经成为获取全球实时海洋环境要

素剖面资料的重要手段。但这些优势还只能代表当代海洋观测技术的发展水平，而海洋观测的最

终目的是要获取有效的、高质量的海洋环境数据（如海水温度、电导率和压力等，据此还可以间

接获得海水盐度、密度、声速、海流、跃层、锋面、内波和中尺度涡等相关的海洋环境要素和水

文特征信息），并以能获得全球海洋长时间序列的（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大范围的（从

近岸到浅海、再到深海大洋）、同步或准同步（同一时刻或数天内）的、全深度（0-2000 米、

3000 米，甚至 6000 米）的高质量海洋环境资料为其终极目标。为此，仅仅依靠上述一、二种海

洋仪器设备是难以达到上述目标的，需要综合运用岸基、海基和空基等现代海洋观测手段。

21 世纪初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 Argo 计划及其建立的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无疑是当代海洋

观测技术革命性运用的一个典范。它利用了以高度计为代表的卫星遥感（全球海面观测）技术，

结合在全球海洋上建立起来的自动剖面浮标（全球海洋中间隔约 300 公里布放一个，每隔 9-10 天

在上升过程中测量一个 0-2000 米深度范围内的温、盐度剖面，且保持全年有 3000 多个在海上正

常工作）观测网，并辅以由水下滑翔机（全球特定海域 0-1000 米深度范围内的高时、空和高垂向

分辨率的精细观测）组成的加密观测网。为此，只要各 Argo 参与国能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就完

全有可能在本世纪中叶实现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海洋观测愿望。

自动剖面浮标和水下滑翔机的工作原理相似，但前者只能依靠海流的推动和海水密度的改变

做循环式上下垂直观测，而后者则可做前进式、波浪状起伏测量。通常情况下两种设备会配合使

用，即在利用自动剖面浮标对某个海区测量一段时间、积累一定数量的现场观测资料后，根据其

任务的性质，再使用水下滑翔机对特定海域（如地形陡峭的陆坡区、强流区和中尺度涡活跃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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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详查，以获取更高精度的海洋环境数据和捕捉瞬息万变的海洋现象或海洋特征。

    

自动剖面浮标（左）和水下滑翔机（右）的剖面测量过程

美国已经率先在加利福尼亚沿岸海域，结合自动剖面浮标（布设在外海深水区域，以大面观

测为主）和水下滑翔机（设置在近岸浅水区域，以断面观测为主）两种海洋观测手段，构建了一

个联合海洋观测网，并由斯克利普斯海洋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已经在该海域进行了长达十年的

观测，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并在预报和研究 2015-2016 年期间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加利福尼亚沿岸海域的联合海洋观测网

（红点代表自动剖面浮标观测；蓝线表示水下滑翔机观测断面）

然而，当前我国的海洋观测，似乎偏离了国际上经过近二十年实践所提出的终极目标。有的

借鉴国外的自动剖面浮标技术，在研制所谓的 “ 浅海型剖面浮标 ”，试图在近岸、浅海区域组网观测，

视为 “ 方法创新 ”；还有的把水下滑翔机技术运用到深层海洋，并展开大范围组网观测试验，以求

“ 技术突破 ”。殊不知，无论是自动剖面浮标还是水下滑翔机，也只有在它们所携带的电子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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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常规的温度、电导率和压力）能够获得有效的温、盐、深度（CTD）数据时，才能真正体现

出海洋观测仪器设备的价值。目前，国际 Argo 计划对于常规剖面浮标（最大观测深度为 2000 米）

携带的 CTD 传感器，提出的观测精度要求分别为 0.005℃（温度）、0.01（盐度）、2.5dbar（深度）；

而深海型剖面浮标（大于 4000 米深度）的 CTD 传感器还在研制、试验过程中，对其观测精度的

要求还尚未做出规定，但肯定会高于对常规 CTD 传感器的精度要求。

尽管自动剖面浮标携带的大部分 CTD 传感器在恶劣的海洋环境条件下都能正常工作 3 － 5 年，

但小部分传感器仍会因浮标长期在海上漂移，而受到海水腐蚀或生物附着的影响，CTD 传感器，

特别是电导率传感器会发生漂移而导致盐度产生误差；也有的浮标因在布放之前可能受到剧烈的

振动或碰撞，使得 CTD 传感器会产生观测误差。这也是船载 CTD 仪为什么在航次前后，都要求

进行实验室标定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自动剖面浮标携带的 CTD 传感器，在海上长期工作发生

漂移故障在所难免。但这种漂移变化比较缓慢且又相对稳定，所以完全可以借助一种称为 “ 延时

模式质量控制方法 ” 进行有效校正。不过，这种方法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浮标观测海域历史

上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现场观测资料；二是 1000 米水深以下的海水温、盐度变化极小，甚至在

数个月或数年内几乎不变。在过去 100 年里无论是近岸还是外海，甚至在人类活动相对较少的南

北极海域，也都或多或少积累了一些现场观测资料，所以第一个条件比较容易满足；第二个条件

虽说也能在绝大部分海域得到满足，但在近岸海域由于水深较浅首先被排除在外，其次在深层水

生成海域由于海水混合剧烈同样无法满足。再者在北大西洋海域，人们发现即使在 2000 米水深处

海水的温、盐度变化还是很大，因此在这些海域布放自动剖面浮标，其最大观测深度不是常规的

2000 米而是 3000 米，甚至更深层（约 6000 米）。所以，仅仅从盐度误差校正及其资料质量控制

角度看，自动剖面浮标并不适用于浅海（如小于 500 米水深）区域。

事实上，研制自动剖面浮标的目的，原本就是想解决在广阔的深海大洋区域利用调查船或锚

碇浮标观测成本过高、且又无法长期、连续观测的难题；而且，这些区域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小，水深、

海水流动速度缓慢，深层等密度面又比较平坦，适合自动剖面浮标的平稳漂移，且移动速度不会

太快，不易触底以及不会受到人为破坏等，方便大范围、大批量布放形成长期、连续观测网，这

也是自动剖面浮标的优点和优势所在。反之，如果将自动剖面浮标盲目地用在浅海区域，如同在

暖棚里面放气球，非但飞不高，还容易被扎破。近岸海域不仅水深浅、潮流速度强，而且地形复杂、

人类活动频繁，不用说无法建成大范围的长期、连续观测网，即使成批布放浮标，能存活 3 个月、

半年的浮标也会是寥寥无几。何况，即使获得了数条或数十条温、盐度观测剖面，又能用什么方

法验证其观测结果是准确、可信的呢！由此可见，研制浅海型剖面浮标、并用来观测近岸海域的

海水温、盐度剖面资料，本来就是一个违背科学常识的伪命题。而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浅海型剖

面浮标的研制在我国却成了热门选题，关键技术突破、技术指标创新，荣获省部级、国家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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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批量生产能力等报道可谓不绝于耳。但时至今日，浅海型剖面浮标观测网建在哪儿，却鲜见

报道，更未见任何应用研究成果；相反，人们看到的却是数十、近百台浅海型剖面浮标堆积如山，

静静地躺在布满尘埃的偌大仓库里。

同样，研制水下滑翔机的初衷，就是为了弥补利用自动剖面浮标大范围、全深度、长时间组

网观测所带来的缺陷，以便能在近岸、浅海或海洋上层等特定海域，针对特殊海洋特征或海洋现

象进行加密观测。尽管水下滑翔机是自动剖面浮标的升级版，但它们却有明确的分工和用途。所以，

利用水下滑翔机替代自动剖面浮标的设想，无疑是痴人说梦。不过，在我国却已是 “ 梦想成真 ”，

不知是喜还是悲！大量报道称：中国已经研制成功 “ 首台下潜深度超过六千米的水下滑翔机，创

造了中国水下滑翔机的最大下潜深度记录，打破了水下滑翔机下潜深度世界记录 ”；该 “ 系列滑翔

机也是中国深海滑翔机海上作业航程最远、作业时间最长的新纪录的创造者，将此前中国水下滑

翔机续航力提升了一倍，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具有跨季度自主移动海洋观测能力的国家，

对构建新一代智能移动海洋观测网、提供海洋环境信息保障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深海环境监

测、资源勘查等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 水下滑翔机可以搭载温度、盐度、溶解氧、浊度、叶绿素、

硝酸盐、ADCP、水听器等海洋探测传感器，满足中国海洋观测应用需求 ”；在南海同时布放了数

十台 “ 水下滑翔机进行组网观测，实现了国内最大规模的水下滑翔机集群组网观测 ”；“ 这次观测

覆盖了 ‘ 大气 — 海水界面 ’ 至 4200 米水深范围的 14 万平方公里海区，...... 这些新型海洋设备均

为我国自主研发，充分展示了我国高端海洋观测装备的研发能力与水平 ”；“ 这次调查使用这些先

进装备构建起综合立体的观测网络，也标志着我国在深海组网观测研究方面已经走到了世界前沿，

是区域海洋观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云云。为此，我们海洋一线的调查研究人员，为我国海洋技

术领域在短短数年内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而感到欢欣鼓舞。同时，也希望能早日使用到国产

水下滑翔机及其组网观测所获得的宝贵海洋环境资料，使之能进一步推动我国海洋科学的发展。

为了迎接国产水下滑翔机观测时代的到来，作为海洋一线的科研人员，也希望能更多地了解

到国产水下滑翔机的相关技术性能及其所观测的海洋环境资料的真实、可靠性。1）国产水下滑翔

机能下潜到 4000 米以下的深度，携带的常规传感器（CTD）是什么型号的？其观测精度（不同于

生产商提供的实验室精度）又是多少？如何检验或验证其测量的数据是真实、可靠的？ 2）数十

台国产水下滑翔机组网观测，它们携带的是同一型号的 CTD 传感器？如何检验或验证它们之间存

在的系统误差及其观测误差？ 3）水下滑翔机长时间水下滑行，水下定位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是

否能确保滑翔机基本上沿着直线滑行？因为，受海洋中洋流的影响（或作用），水下滑翔机不可

能保持在一条直线上滑行，故一味增加航行距离，必然会增加对观测资料的质量控制难度，甚至

无法进行有效质控；尤其是 1000 米水深以下的海洋环境变化本来就很小，短期、小范围内甚至没

有太多变化，故一味追求下潜深度指标，对以获取海洋环境要素资料为目的的海洋观测而言，同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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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没有太大意义；况且对 3000-4000 米以下深度的海洋环境要素观测，即使是常规的温、盐、深度，

也要求 CTD 传感器有更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以及更高的分辨率和观测精度，否则就难以分辨温、

盐度特征十分接近的不同性质水团，尤其是深层微小的温、盐度变化。

需要强调的是，自动剖面浮标和水下滑翔机，如同锚碇浮标、潜标一样，都属于海洋观测平台，

但只有携带了能测量各种海洋环境要素的传感器后，才能真正成为 “ 海洋观测仪器设备 ”。所以，

即使平台研制成功了，没有携带传感器或者携带的传感器无法获得正确的、反映海洋环境特征或

变化的观测数据，就不能称为 “ 海洋观测仪器设备 ”，或者就是不合格的海洋观测仪器设备。目前，

国内许多海洋技术研发单位，刚研制完成运载平台，还尚未定型、批量生产，或者真正交给用户使用，

就大肆夸大宣传，实属欠妥。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期待国产剖面浮标和水下滑翔机真正能在我国的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

中发挥作用，从而能快速、有效地获取高质量、高分辨率的海洋环境要素资料，改变目前我国对

一些特定海域海洋调查力量分散、投入不足、资源浪费严重、观测资料质量参差不一的尴尬局面，

尽最大可能弥补我国对这些海域物理海洋环境要素，特别是战场海洋环境场中实时海洋信息和观

测资料的不足，逐步积累起长时间序列的现场观测资料，以便能从容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正义）

装载新型 RBR CTD 传感器的剖面浮标还未获得国际 Argo 组织认可

2018 年初，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搭载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 科学 ” 号调查船在西太平洋海

域布放了一个装载加拿大 RBR 公司研制的 RBR CTD 传感器的 APEX 型自动剖面浮标（WMO 编

号为 2902730），这是中国 Argo 计划第一次引进装载该新型传感器的剖面浮标。值得指出的是，

RBR CTD 传感器是继美国海鸟公司研制的 SBE CTD 传感器之后，国际 Argo 组织计划引入的另

一种传感器。目前，国际 Argo 组织还在对其工作性能及资料质量进行评估，尚未大规模推广使用。

截止 2018 年 3 月底，该浮标已获取了 9 条温、盐度观测剖面。中心技术人员利用收集的该海

域 WOA13 气候态资料和附近其他 Argo（装载 SBE  CTD 传感器）资料，对该浮标的观测资料进

行了初步评估（如图），发现在温度小于 6℃时，由 RBR CTD 传感器观测的盐度值要明显高于其

他比测资料，其盐度值差约为 0.03，显然大于国际 Argo 计划提出的 0.01 盐度观测精度要求。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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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 RBR CTD 传感器的浮标观测资料与其他资料的对比

然而，在 2018 年 1 月底，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突然接到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主任 Breck 

Owens 先生通报，我国相关部门已经购买了一大批（60 个）装载了 RBR CTD 传感器的剖面浮标，

要求协助提供这批浮标的工作状态、使用体会及未布放浮标的布放计划等相关信息，以便有效评

估该新型 CTD 传感器的长期工作性能，从而为 RBR CTD 传感器的技术改进及未来是否正式被

国际 Argo 计划接纳提供重要参考。由于该批浮标没有纳入中国 Argo 计划管理，以致于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接到该通报后无所适从，只能书面呈报上级主管部门，希望能对此引起高度重视。

这不仅暴露了我国对浮标布放管理的混乱局面，更反映了我国相关部门和单位对海洋观测资料质

量，或海洋观测仪器设备观测精度的漠视程度。值得指出的是，国际 Argo 计划对自动剖面浮标及

传感器有严格的筛选制度，装载新型 RBR CTD 传感器的剖面浮标还未正式获得国际 Argo 组织的

认可。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国际 Argo 组织认可的自动剖面浮标及传感器，因其观测资料质量难以

保证，即使浮标布放单位愿意纳入 Argo 计划管理，并与其他 Argo 成员国共享其观测资料，也不

会被国际 Argo 组织所接纳。

（卢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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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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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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 月底，在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剖面浮标总数为 3881 个。其中

美国 2179 个占 56.14%、澳大利亚 361 个占 9.30%、法国 277 个占 7.14%，列第一至第三位；英

国 163 个占 4.20%、日本 156 个占 4.02%、德国 142 个占 3.66%、印度 124 个占 3.20%、中国 105

个占 2.71%（第八位）、欧盟 94 个占 2.42%、加拿大 87 个占 2.24%、意大利 65 个占 1.67%、韩

国 53 个占 1.37%，列第四至第十二位。此外，还有荷兰（24 个）、爱尔兰（12 个）、挪威（7 个）、

新西兰（6 个）、西班牙（5 个）、波兰（5 个）、巴西（3 个）、芬兰（3 个）、秘鲁（3 个）、

希腊（2 个）、墨西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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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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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 Argo 浮标类型分布（止 2018 年 2 月底）

另据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统计，在全球海洋 3881 个活跃浮标中，APEX 型浮标（美

国生产）的贡献最大，达到了 1674 个（占 43.13%），其次是由法国生产 ARVOR 型浮标（609 个），

占 15.69%， NAVIS_A 型（434 个，美国）、SOLO_ Ⅱ型（457 个，美国）、S2A 型（316 个，

美国）、PROVOR 型（133 个，法国）、SOLO 型（40 个，美国）由美、法两国研制的其它各型

浮标约占 35.56%，而由中国研制、布放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仅有 12 个，占 0.3%。

（卢少磊）

国际 Argo 组织将停止向 GTS 发布 TESAC 格式的 Argo 剖面资料

    

2018 年 1 月 11 日，国际气象组织（WMO）发布消息称，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国际 Argo 计

划将正式停止向全球电信系统（GTS）发布 TESAC 格式的 Argo 剖面资料，仅保留 BUFR 格式。为此，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提醒相关业务部门，注意该时间节点，尽快更新升级相关业务系统，以免

对相关工作造成不便。

( 卢少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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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Argo 指导组联合主席 Dean Roemmich 教授荣获

亚历山大 •阿加西斯奖章

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S）官网公布了 2018 年度亚历山大 • 阿

加西斯奖章（Alexander Agassiz Medal）的获得者 — 斯克利普斯（Scripps）海洋研究所的 Dean 

Roemmich 教授，以表彰他在探索和研究海洋对气候变化影响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亚历山大 •

阿加西斯奖章每 5 年颁发一次，主要奖励美国海洋科学界的原创贡献者，本次亚历山大 • 阿加西斯

奖章的授奖活动安排在国家科学院举行的第 155 次年会期间举行。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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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Argo 指导组联合主席 Dean Roemmich 教授

Roemmich 教授的巨大贡献体现在：他首先提出了

国际 Argo 计划的初步设想，随后又领导并组织实施了

该计划。即将建成的由近 4000 个自动剖面浮标组成的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旨在收集全球海洋 0-2000

米深度范围内的温度、盐度、密度和海流，以及与气候

变化相关的信息。目前，已经有超过 30 个国家和团体

的数百名科学家直接参与了该计划，或者与该计划开展

合作，堪称海洋科学界的一次国际盛会。这些浮标所获

取的、且免费共享的海洋环境要素资料，已经改变了

人们对海洋在气候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不同时

空尺度下的认知。Argo 计划也使得学者们可以对海洋中层环流、海洋季节循环和年际尺度上的海

气现象（如 El Nino 事件），以及全球海洋热储量的长期变化趋势等进行广泛而有深入的研究。

Roemmich 教授的研究正是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了杰出成就。

Argo 计划实施前，Roemmich 教授已经是海洋界的一位著名学者，他的研究包含了使用现场

水文观测资料结合卫星高度计资料，探讨大尺度海洋环流及其海洋热量收支状况等；并在研究过

程中发现了新型传感器，以及新的实时海洋观测网的广泛需求，进而发展到目前运行良好的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

（吴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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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 — 中国国家报告

1、实施进展

（1）浮标布放及工作性能

自上一次 Argo 指导组（AST-18）会议以来，中国在南海、西北太平洋、印度洋和南大洋

等海域通过 5 个航次布放了 21 个剖面浮标（包括 13 个 HM2000 型、3 个 APEX 型、3 个深海

ARVOR 型及 2 个 NAVIS 型）。这些浮标由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CSIO）和上海海洋大学

的 2 个 PI 承担的项目购置并布放。值得指出的是，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布放携带 ECO 三合一传感

器（叶绿素 -a、后向散射及 CDOM）的生物 Argo 浮标，以及第一次布放深海 Argo 浮标。至此，

中国 Argo 计划共布放了 403 个浮标，目前仍有 104 个浮标在海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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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2018 年 2 月期间浮标布放概位

（2）遇到并解决的技术问题

随着浮标和传感器技术的发展，浮标使用的

电池性能对维持 Argo 观测网的重要性越显突出。

从 2016 年布放的 10 个 HM2000 型浮标工作性能

来看，这些浮标的平均工作寿命仅 1 年左右，为

此我们已经建议生产商（青岛海山海洋装备有限

公司）更换电池类型，即使增加成本也是值得的。

对于 APEX 型浮标，我们已经在实验室对所有新

购置的浮标安装锂电池。

（3）Argo 数据管理现状

自 AST-18 会 议 以 来，CSIO 获 取 并 向 全

球 Argo 资料中心提交了 140 个活跃浮标（45 个

APEX、68 个 PROVOR、22 个 HM2000、3 个 ARVOR 及 2 个 NAVIS 型浮标）的 3743 条温、盐

度剖面及 7 条生物地球化学要素剖面。另外，来自中国海洋大学的一个 PI 同意共享其布放的 6 个

携带溶解氧传感器的浮标观测资料。这些浮标于 2015 年 11 月布放在南大洋，共观测了 309 条剖面。

所有剖面数据转换成 BUFR 报文格式，并通过国家气象局提交至 GTS。然而由于国家气象局信息

中心出现技术问题，2017 年 5-10 月期间的 GTS 上传出现了中断，直至 10 月中旬才恢复正常。目前，

CSIO 已经向全球 Argo 资料中心提交 3.1 版本的元数据、技术、轨迹和剖面文件，ADMT-18 会议

后还开展了轨迹文件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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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现状

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工作存在严重的滞后，由于缺少人力资源，该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今年，

将雇佣一个新的员工来尽量消除这种滞后。

2、目前国家对 Argo 的资助力度及未来展望

中国 Argo 计划仍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来扭转现状。一些专项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均包含批量

自动剖面浮标布放计划，但我们无法获知相应的经费何时到位。而 AST-18 会议上提及的中国将在未

来维持 400 个 Argo 浮标的项目建议书仍在等待批复。如果该建议今年得到批复，我们预计在下半年

能布放超过 100 个浮标。另外，用于 60 个浮标的购置和布放的经费将在年中到位。目前，CSIO 有 6

个全职人员负责浮标布放、数据处理和应用，以及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的业务运行。

3、布放计划

截至 2018 年 2 月，CSIO 有 32 个库存浮标。目前已经确定搭载 2 个航次（4-6 月），在西北

太平洋海域布放 10 个 APEX 型和 6 个生物 Argo 浮标。为了对不同类型生物 Argo 浮标（包含溶解氧、

FLBBCD 和 SUNA 等传感器）进行解码，CSIO 正在编写相关解码软件。

4、Argo 数据在科研和业务化应用中的总结

Argo 数据已成为基础研究及业务化应用重要的数据来源。CSIO 制作了一个名为 “BOA_Argo”

的逐年逐月网格数据集，并每年更新一次。CSIO 还从全球 Argo 资料中心收集了所有的资料，并进

行质量再控制。据统计，好的温、盐度数据分别占总数的 81.7% 和 80.7%（黑名单中的浮标已剔除）。

中国有两个 Argo 相关网站，一个是由 CSIO 维护的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网站（http://

www.argo.org.cn/），提供全球及中国 Argo 计划的进展、实时资料的显示（包括温度、盐度、溶

解氧、叶绿素、CDOM 和 BBP）、浮标轨迹、剖面数据及衍生产品等；另一个是由国家海洋信息

中心维护的中国 Argo 资料中心网站（http://www.argo.gov.cn/），随着 2015 年全球海洋和海洋气

候资料中心中国中心（CMOC 中国）的建立，Argo 数据及产品已经移到 CMOC 中国网站（http://

www.cmoc-china.cn）。

5、承办 AST 会议

2017 年 3 月在澳大利亚霍巴特召开的 AST-18 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表达了在中国杭州承办

AST-20 会议的愿望。当然，最终的会议地点将由 AST 来确定，我们也乐意承办接下来的 AST 会议。

（刘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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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在加拿大悉尼小镇顺利召开

第十九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AST-19）于 2018 年 3 月 13 － 16 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的悉尼小镇（Sidney）举行，会议由加拿大海洋科学研究所（IOS）承办。应会议组委会的邀

请，经原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以及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和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的批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孙朝辉高级工程师和曹敏杰助理研究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应邀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董明媚助理研究员。

一、会议概况

本次会议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新西兰、韩国、

印度等 10 多个国家的近 40 名代表参加。国际 Argo 指导组（AST）联合主席，来自美国斯克里普

斯海洋研究所（SIO）的 Dean Roemmich 教授和来自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 Susan Wijffels

教授共同主持了历时四天的国际 Argo 指导组年度会议。会议围绕 Argo 计划实施进展、Argo 资料

管理与资料应用、Argo 计划白皮书（提交至 OceanObs'19 大会）以及浮标技术等 15 个议题进行

了广泛交流和热烈讨论，形成了多项决议。同时为了增进用户与浮标、传感器、卫星定位和通讯

等生产或服务商之间的沟通联系，16 日还组织召开了仪器制造商会议，邀请加拿大 RBR 公司、

美国海鸟公司和法国 NKE 公司等 10 余名代表共同探讨了在 Argo 观测网建设和资料管理中遇到的

相关技术问题。

二、会议议程与讨论要点

1、国际 Argo 计划实施进展

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协调员 Mathieu 先生首先介绍了全球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截至 2018年 2月底，全球海洋中共有 3881个正常工作的Argo剖面浮标，主要由 26个沿海国家布放。

整个全球 Argo 观测网包括了 “ 核心 Argo”、“ 准 Argo”、“ 生物地球化学 Argo” 和 “ 深海 Argo”

等 4 个子网络，其中 核心 Argo 占了 85%，准 Argo 占了 5%，生物地球化学 Argo 占了 8%，深海

Argo 占了 2%。在布放准 Argo 浮标的国家中，中国、美国和日本等 3 国投放数量占了绝大部分，

而我国占了 34.57%，比重最大。随后，Mathieu 先生详细介绍了未来全球 Argo 的设计以及各洋

区需要维持的浮标数量，指出在边缘海和南大洋区域需要投放更多的浮标，以期能达到预定的设

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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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Argo 信息中心 Mathieu 先生汇报 2017 年度全球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

来自美国蒙特利尔海湾生物研究所（MBARI）的 K.Johnson 研究员报告了 BGC-Argo 计划

的进展情况。目前总共有 13 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澳大利

亚、南非、印度、日本、巴西、欧盟和中国）参与 BGC-Argo 计划，截止 2018 年 2 月底，已经获

得了 128 118 条溶解氧剖面，24 584 条硝酸盐剖面，7 068 条 pH 剖面，52 902 条叶绿素剖面 ,51 

998 条总悬浮颗粒剖面和 25 895 条下行辐照度剖面，BGC-Argo 已经成为全球海洋生物地球化学

数据的主要来源。随后，他还分别介绍了各国关于 BGC-Argo 的投放情况及未来计划。未来两年

（2018-2019），中国有计划继续布放 28 个 BGC 浮标，其中 14 个拟投放在西北太平洋 , 12 个拟

投放在南大洋， 2 个拟投放在南中国海，这些浮标将分别由 SOED、中国海洋大学（OUC）和浙

江大学（ZJU）投资购置。美国则计划在 2018 年布放 37 个 BGC 浮标，法国有计划在 2018-2019

期间投放 32 个 BGC 浮标。随后，来自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代表分别介绍了 2017 年度各类型深海

Argo 浮标（如 SOLO、APEX 和 NINJA）的布放和运行进展情况。

2、各国 Argo 计划执行情况

根据 AST 的要求，有十九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荷兰、法国、德国、希腊、印

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新西兰、挪威、波兰、南非、韩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等）在本

次会议召开前，提交了国家 Argo 执行情况报告，书面报告了 2017 年度各国 Argo 计划的实施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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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应用情况，以及对 Argo 区域中心的贡献等。

会上，各国代表分别介绍了各自 Argo 计划进展亮点。曹敏杰博士汇报了中国 Argo 计划的实

施进展情况，中国在 2017 年度总共投放了 21 个剖面浮标，其中 3 个深海 Argo 浮标还是首次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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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2年以来，中国Argo累计投放了 403个浮标，目前仍在工作的有 104个；为了构建一个覆盖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的区域海洋观测网，2017 年初着手制订了 “ 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规划 ”

有望近期获得批准实施，届时将能维持一个至少由 400 个浮标组成的区域海洋观测网；同时还表

达了中国 Argo 愿意在 2019 年承办第 20 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的意向。孙朝辉高级工程师则介

绍了中国 Argo 海上浮标运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3、Argo 计划白皮书、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 2020 计划（TPOS 2020）

本 次 AST 会 议 特 地 增 加 了 两 个 议 题， 第 一 个 是 Argo 计 划 白 皮 书， 即 专 门 讨 论 向

OceanObs'19 大会提交有关 Argo 计划白皮书的相关事宜，确定了 Argo 计划白皮书的摘要，并成

立了各个工作组负责撰写相应的 4 本白皮书，包括 “ 核心 Argo” 白皮书、“ 生物地球化学 Argo”

白皮书、“ 深海 Argo” 白皮书以及 “ 数据管理系统 ” 白皮书，要求于 2018 年 9 月提交给 2019 年

国际海洋科学大会（OceanObs'19）。第二个是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 2020 计划（TPOS 2020），

TPOS 2020 主要负责人之一的 William Kessler 先生通过视频远程报告了 TPOS 2020 计划的相关

情况以及在该海域布放 Argo 浮标的需求。各国代表就该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孙朝辉高工代表中

国 Argo 表达了对 TPOS 2020 计划的重视和支持，拟在热带西太平洋海域增加布放 Argo 浮标的数

量，以提高 ENSO 的可预测性，其他主要国家的代表也表达了对该计划持积极态度。

4、数据管理相关问题

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 Megan 女士汇报了 2017 年在德国召开的第十八次国际 Argo 资料

管理组会议（ADMT-18）的反馈信息 , 以及会议所形成的行动决议等。目前，浮标资料的实时质

量控制工作运行良好，各个数据中心正在努力完成向 v3.1 文件格式的转换，格式检查器提高了

Argo 数据集的质量和一致性，同时她建议应考虑使用机器学习来尝试对 Argo 资料进行实时和延

时质量控制。J.Gilson 先生汇报了浮标元数据和技术文件的相关情况，指出元数据和技术文件对

于监测浮标运行情况非常重要，需要加强与浮标制造商之间的沟通，以明确各类参数的定义，同

时也有必要修改和重新编写元文件以适应目前的变化。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 S. Diggs 博士介

绍了过去一年 Argo 资料延时模式质量控制中船载 CTD 资料的收集情况和更新进展，目前参考数

据集中的资料主要来自 GO-SHIP（全球海洋船基水文调查计划），而来自各国 Argo 浮标布放时

获取的船载 CTD 资料则较少，希望能得到改进；同时，他还演示了用 Earth 软件进行 Argo 浮标

3D 显示及应用。

5、Argo 资料的科学应用

根据 AST 会议的惯例，每次会议将邀请 2-3 名代表作有关 Argo 资料应用研究的报告。本

次会议邀请加拿大海洋科学研究所的 Roberta Hamme、Fraser Davidson、Tetjana Ross 和 Patrick 

Cummins 等 4 名研究人员，分别作了基于 Argo 溶解氧资料研究分析拉布拉多海深水氧气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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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事件、加拿大联合环境预测系统运行网络、北太平洋分层变化和对初级生产力的影响和基于

Argo 研究阿拉斯加环流的海洋上层变化等学术报告。同样，从 Megan Scanderbeg 女士的随后报

告中可以看到，Argo 资料已经在区域海洋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成为科学家们研究海洋环流

和揭示海洋现象及其新特征的有效工具。据她提供的一份统计结果表明，自 1998 年以来，全球科

学家发表与 Argo 有关的论文数量已达 3 141 篇，其中 2010 年以后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都在 200

篇以上，2017 年数量和 2016 年相当，在 370 篇左右。这些论文主要来自世界上 39 个国家的科学家，

贡献在 100 篇以上的国家有 8 个 ( 美国、中国、法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和德国 )，其

中中国约 430 余篇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900 余篇）。这些论文发表在国际 24 种主要学术刊物上，

主要为 JGR、GRL 和 JPO，且在 Nature 和 Science 等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与 Argo 资料

应用研究相关的论文也分别有 12 篇和 15 篇。

6、Argo 浮标技术进展

会议最后一天进行了浮标仪器生产商会议，邀请美国 Teledyne Webb、SBE、MRV，法国

NKE，加拿大 RBR，以及日本 TSK 等公司的代表，分别介绍了各类 CTD 传感器、溶解氧传感器、

各类型浮标等的使用情况和最新进展。随后，各国 AST 代表们就浮标和传感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

相关问题与制造商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主要包括传感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浮标数据的处

理和校正、新浮标和传感器的生产制造等问题。我国代表就 RBR 传感器在使用中出现的深层盐度

漂移问题与加拿大厂商进行了交流，得到了与会工程师的初步解答，并将进一步跟进生产商对该

问题所做的承诺，以确保浮标观测资料的质量。通过这种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加强了浮标用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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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与建议得到了仪器设备商的重视和采纳，这势必会对提高浮标及其传感器的性能和观测精度等

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体会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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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白皮书等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最后，国际 Argo 指导组在广泛征求

各国与会代表意见的基础上，决定下一次 AST 年议（AST-20）将于 2019 年 3 月再次在中国杭州

举行。

通过本次会议，得到以下几点认识和体会，供主管部门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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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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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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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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少之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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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十三五 ”

期间，希望通过 “ 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网 ”、“ 智慧海洋 ” 和 “ 雪龙探极 ” 等重大工程建设，改进和

完善对我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和维护的运行机制，尽早纳入业务化运行体系，以适应中国

Argo 计划，乃至国际 Argo 计划长期组织实施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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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我国投放剖面浮标的统一管理

在本次会议前，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主任 Breck Owens 先生曾要求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协助提供我国购买的 60 个安装了 RBR CTD 传感器的 APEX 型剖面浮标的相关信息（包括这批浮

标的工作状态及使用体会，以及那些还未布放浮标的计划等），以便有效评估 RBR CTD 传感器

的长期工作性能，为 RBR CTD 传感器的技术改进及未来正式被国际 Argo 计划接纳提供重要参考。

由于该批浮标由原海司航保部采购、布放，没有纳入中国 Argo 计划管理，以致于我们一时还无法

对其提问做出针对性的回复。反之，由于这批浮标是从国外引进的、且使用了国外卫星定位和传

输观测数据，所以这批浮标的布放海域和观测资料，其实国际 Argo 组织和美、法两国都能方便获得，

这也暴露了我国对这类浮标管理混乱的现实和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批浮标在布放之前没有按

国际 Argo 组织的要求申请 WMO 编号，也就不会受国际 Argo 计划的庇护，倘若漂移进入他国专

属经济区海域或领海，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同时，由于 RBR CTD 传感器的长期工作性能还未得

到有效验证，由其获取的资料、特别是盐度资料的质量情况未知，目前在国际上还处于验证阶段。

因此这些浮标获取的资料质量也暂时还无法得到保证。建议国内相关部门能制定剖面浮标投放的

相关规定，统一管理，以达到资源充分利用和保证浮标资料质量的目的。

3、进一步扩大国产剖面浮标和北斗卫星系统的国际影响力

在本次的浮标仪器生产商会议上，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国家的仪器生产商参

加了会议并汇报了各自产品的情况和最新进展，听取了用户的反馈意见和相关技术问题，加强了

与浮标用户之间的沟通。反观国产剖面浮标，虽然已被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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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12 个，仅占全球 3 881 工作浮标中的

0.31%。迫切希望有关部门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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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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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承担起一个海洋大国和 Argo 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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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办第 20 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AS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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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go 计划各主要成员国轮流承办。直到目前为止，AST 会议已经举行过 19 次，ADMT 会议为 18

次。我国最近一次承办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是在 2009 年 3 月（AST-10），在这次会议上 AST

组织成员撰写了向 OceanObs'09 大会提交的 Argo 计划白皮书的主要框架内容，而作为会议东道主

的中国，则为该白皮书的起草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获得了与会代表及 AST 联合主席的高度评价 ,

至今人们仍记忆犹新。当时，AST-10 和 ASW-3 会议还被列为杭州市第十一届西博会支持项目，

并受到了杭州市西湖博览会组委会的嘉奖，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中国作为国际 Argo 计

划的重要成员国，在履行浮标布放和数据共享义务的同时，理应继续适时承办该组织的年会，提

高我国在该计划中的地位与国际显示度；况且 AST-20 次会议又恰逢 OceanObs'19 大会召开前夕，

AST 又将向该大会提交 4 份 Argo 计划白皮书，故拟在杭州召开的 AST-20 次会议，又将会是一次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也是 SOED 正在构建特色鲜明的、具有显著国际影响力的海洋科技

基地的重要举措。在 2017 年制订 “ 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规划 ” 期间，有关方面也力促中国

Argo 能在国际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和 “ 全球 Argo” 观测网建设维护中，更多地承担一个 Argo 成

员国的责任和义务，提议 AST-20 次年会在中国杭州召开。为此，希望能得到主管部门的重视和支持。

（曹敏杰 孙朝辉）

首届生物剖面浮标技术研讨会将在美国西雅图举行

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日前发出通知，确定首届生物剖面浮标技术研讨会将于 2018 年 7 月 9-13

日在美国西雅图召开。本次研讨会由海洋碳与生物地球化学计划（OCB）主办，将组织浮标制造

商和相关用户代表，共同探讨生物剖面浮标的传感器研制、浮标设计以及数据质量控制等议题，

从而为生物剖面浮标的发展提供重要平台。有关本次会议详细情况，可登陆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

官方网站（http://www.argo.ucsd.edu/）浏览查询。

      （卢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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