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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年中工作总结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2FY112300）来源于科技部科技

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实施起止时间为 2012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项目组早在 2017 年 7 月底前

按相关通知要求，撰写提交了项目结题总结报告和技术报告，并完成了资料归档等工作。原计划

应在 2017 年底前结题验收的本项目，后因受到资料汇交和机构改革等因素的影响，至今仍在等待

项目委托部门的结题验收通知。故涉及本项目的后续工作，如海上活跃浮标的观测资料接收、处

理和交换、共享，以及数据集的更新等，尽管没有了新上项目的持续滚动资助，但暂时还没有受

到影响，项目成员依然在坚守着。

2018 上半年，项目共接收和处理了来自我国布放的 120 多个自动剖面浮标观测的 2066 条

0-2000 米深度范围内温、盐度剖面，以及 36 条溶解氧、叶绿素、CDOM 和 BBP 生物地球化学要

素剖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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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Argo 成员国共享。到目前为止，

由我国 Argo 计划布放的 400 多个剖面浮标，由于浮标寿命（电池能量耗尽）、通讯故障和搁浅等

原因，大部分浮标已经停止工作，尚有 105 个仍在海上正常工作（图中红色圆点标注）；而由本

项目出资布放的 36 个浮标，也仅存 6 个，亟须补充布放。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活跃浮标分布（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 自 2015 年投入业务使用以来，累计接收、处理

了近 30 个国产北斗剖面浮标的观测资料，具备了业务化接收、处理和分发 HM2000 型剖面浮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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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资料的能力。目前仍有 11 个北斗剖面浮标在海上正常工作。

项目成员继续更新《全球海洋 Argo 散点资料集》，至 2018 年 2 月底，累计收集和处理了全

球海洋中 172 万余条多要素（包括温度、盐度、压力、溶解氧、硝酸盐和叶绿素等）观测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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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5 年投入业务运行以来，实现了 Argo 资料查询、浏览、可视化显示、统计分析等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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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全球海域 Argo

网格资料产品 ” 的表层温盐度进行算法改进，提高资料质量，更新后的 “ 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

集（BOA_Argo）”，时间范围已从旧版 2004 年至 2016 年，延长至 2017 年，并继续公开发布在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网站（www.argo.org.cn）和国际 Argo 计划网站（http://www.argo.ucsd.

edu）上，供国内外用户免费下载使用。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 Argo 计划及其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是我国海洋科学家参与国际大型

科学计划的重要支撑，也是国际 Argo 计划及其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更是人类历史上建成的唯一一个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系统。自 2001 年以来，

中国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和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的建设维护，一直得到了科技部基础研究司的

长期滚动支持，也取得了许多有目共睹的可喜成就。由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利用的大量

自动剖面浮标（至今已经超过 14000 多个）及其海量多要素观测资料（测量的剖面总数已达 180

余万条）接收、处理和质量控制等关键技术和新颖方法，都是最近 30 年才开发、研制成功的，其

技术性能和方法适用性等还都在不断探索、改进和提高中。当前，“ 核心 Argo”（仅建立在全球无

冰覆盖的开阔大洋区域）又在向 “ 全球 Argo”（拟覆盖全球重要边缘海区、季节性冰区、西边界强

流区、赤道海区和海洋深层区域）拓展，并相继形成了如 “BGC-Argo”（生物地球化学 Argo）和

“DEEP-Argo”（深海 Argo）等子计划，对涉及自动剖面浮标（特别是核心技术的传感器）及其观

测数据质量控制技术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使得国际 Argo 指导组（AST）和国际 Argo 资料管理

组（ADMT）面临着更多新的、更大的挑战，也是各国 Argo 资料中心亟须攻克的难关和解决的难题。

国际 Argo 计划的成功实施，以及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所取得的显著成效，不仅吸引了

越来越多沿海国家海洋和大气科学领域专家、学者的青睐并踊跃参与，而且也得到了众多沿海国

家和国际组织的重视和支持。国际 Argo 计划成员国也从发起时的 7 个国家，发展到目前包括了中

国在内的 4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经过近 20 年的不懈努力，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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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未来，国际 Argo 计划仍将持续实施，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也会从 “ 核心 Argo”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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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Argo” 的远大目标继续迈进。当前，配备诸如溶解氧、硝酸盐、叶绿素和 pH 等生物地球化

学要素传感器的浮标，可以从物理角度监测海洋环流对气候态关键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如碳循环、

海洋缺氧和海水酸化等）的影响，而这些新颖浮标的观测结果还将有助于提高生物地球化学模式

的模拟能力。近些年的一些研究成果还涉及到 2000 米以下的深海大洋，尤其是在南半球的高纬度

海域，在整个海洋热含量和热比容导致的海平面上升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在 Argo 资

料的基础研究和业务化应用方面也还面临着许多挑战，但也是难得的历史机遇。

为此，我国应以成功研制北斗剖面浮标，以及国际 Argo 计划由 “ 核心 Argo” 向 “ 全球 Argo”

拓展为契机，通过建立的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积极主动地建设覆盖 “ 海上

丝绸之路 ” 沿线海域的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使之成为 “ 全球 Argo” 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增进

与 “ 海上丝绸之路 ” 沿线国家交流与合作的纽带，进一步促进 Argo 资料在我国乃至沿线国家业务

化预测预报和基础研究中的推广应用，让沿线国家和民众能够真切体验和更多享受到海上丝路建

设带来的福祉，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防御自然灾害，更多地承担一个海洋大国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不应受到政府机构改革或者其他人为因素的影响半途而废；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的建设和维护，也不仅仅是多放些浮标那么简单。除了布放浮标、维持观测网中

充足的活跃浮标数量外，海洋观测网中还应具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包括利用北斗卫星定位和通信

的国产剖面浮标、由我国牵头组织实施的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和区域 Argo 资料中心，以及由我

国科学家牵头负责的专门研究小组，如浮标轨迹开发应用、浮标观测资料现场校验、自动剖面浮

标与水下滑翔机联合组网观测等），或者有更多的科学家提出涉及数据存储格式、数据校正处理

和数据质量控制的改进技术和创新方法等，这些在国外早已得到优先考虑和长期支持的科技基础

性工作，希望能一如既往地得到国家科技部的资助，并能引起国家自然资源部的高度重视 !

                                                               （项目办公室）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基于‘深度学习’的台风海域上层海洋热含量准实时估算方法研究”

项目年中工作总结

本年度项目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将人工智能的 “ 深度学习 ” 引入到海洋热含量的估算中，基于

深度学习高效算法，重点研究谷歌第二代人工智能开源框架（TensorFlow）在本项目中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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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orFlow 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开源机器学习框架，它具有快速、灵活并适合大数据应用等特点，

在数据量巨大的情况下通过神经网络模型的分布式计算，达到快速运算的目的。项目组成员通过

研读 TensorFlow 相关文献，并在服务器上初步搭建了基于 TensorFlow 的深度学习平台，并使用

cuDNN 技术优化了 GPU 性能，开展了加快大量数据集的模型训练。下一步计划构建与上层海洋

热含量特征相关的学习样本库，从而在 TensorFlow 深度学习平台上建立上层海洋热含量估算模型，

通过构建深层非线性网络结构对海量 Argo 资料、卫星遥感资料等进行分层和深度训练，融合多源

数据的各自特征，对复杂的上层海洋热结构进行分析研究。

                                                                   （曹敏杰）

“全球海洋障碍层及其热盐含量的季节和年际变异”项目

获海洋二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由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吴晓芬助理研究员申请的 “ 全球海洋障碍层及其热盐含量的季节和

年际变异 ” 项目，获得了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的资助，项目执行期为

两年（2018 年 1 月 —2019 年 12 月）。

申请者结合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设置的 “ 大洋环流与短期气候变

化 ” 重点研究方向，拟利用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积累的大量温、盐度剖面资料，尤其是借助

铱卫星（在 0-500dbar 深度范围）和北斗卫星（0-200dbar 深度范围内）的双向通讯功能获得的垂

向分辨率达 2dbar 的 Argo 数据，分析并研究全球海洋中的障碍层分布及其上层热盐含量的季节和

年际变异，以提升人们对全球各海盆障碍层厚度，以及热盐含量季节和年际变化的认识；探讨不

同海域障碍层的可能生成机制，以及障碍层在 ENSO 事件不同发展阶段（尤其 2015/2016 年超强

El Niño 事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探索研究热带太平洋（或暖池海域）海域混合层、障碍层和

温跃层等 “ 三层 ” 并存情况下，热、盐收支过程及海气耦合过程等当前处于国际障碍层研究前沿的

相关热点科学问题，为改进 ENSO 预测预报模式、提高模拟能力及其对海气相互作用过程的认知

等提供科学依据。

本项目立项主要基于最近公布的 IPCC-AR5 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全球气候正经历变暖，

气候系统变化导致的热量超过 90% 存储在海洋中；海洋表层的强增温可能会导致 0-200m 水深范

围内的温度层化得到加强。同时，报告还指出全球海洋的盐度也在经历变化，大的趋势是高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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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盐度升高、低盐海区盐度降低，而在温、盐度分布不一致的情况下产生的障碍层，其 “ 热障 ”

作用使得混合层和温跃层无法进行有效的热量交换而影响到了热平衡，且热带西太平洋海域的障

碍层还与 ENSO 事件联系紧密。但过往由于缺乏大范围和垂向高分辨率的实测海洋资料，关于障

碍层及其热盐含量的研究在国内并不多见。然而，随着盐度在气候变化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受到

重视，全球海洋中障碍层分布，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上层海洋热盐含量的季节和年际变异等问题，

引起了国际海洋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已成为一大研究热点。

                                                                         （吴晓芬）

新版全球海洋 Argo 网格资料集（BOA_Argo）在线发布

由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卢少磊助理研究员负责的海洋二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

目 —“ 全球海洋 Argo 资料网格化客观分析系统的改进研究 ”，经过项目组为期两年的研究工作，

于 2018 年 6 月初，在线发布了新版《全球海洋 Argo 网格资料集（BOA_Argo）》（2004-2017 年）。

新版 BOA_Argo 资料集在原有版本的基础上，利用一种新的混合层模型优化了海表的温、盐

度计算方法，将原有的混合层零阶近似改进为一阶近似，从而提高了表层温、盐度资料的准确性，

进一步改善了资料集 0dbar 和 5dbar 层之间的温盐关系；另外，项目组考虑到全球主要边缘海区域

中的 Argo 资料还十分有限，且在客观分析时边缘海与邻近大洋之间的界限及其影响半径选取上的

不合理，导致原版资料集中涉及边缘海区的温、盐度网格数据明显失真的情况，新版资料集已不

再包括如南中国海、日本海、地中海、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等主要边缘海。用户可访问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网站（www.argo.org.cn）的 “ 数据产品 ” 和国际 Argo 计划网站（www.argo.ucsd.

edu）的 “Data Products” 板块，免费下载最新版的 BOA_Argo 资料集。

                                                                             （卢少磊）

我国在西太平洋海域布放两批自动剖面浮标

2018 年 3 月 23 日 -4 月 22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搭载由 “ 向阳红 18” 号调查船执行的、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组织的 “ 问海计划 ” 设备海试专项航次，在西太平洋海域布放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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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铱星 APEX 型剖面浮标，这是我国 Argo 计划在该海域布放的第二十二批浮标。5 月 10 日 -6 月

7 日期间，该中心还搭载 “ 向阳红 3” 号调查船执行的 “ 西太平洋海洋环境放射性检测 ” 航次，布

放了 9 个自动剖面浮标，其中 5 个铱星 APEX 型剖面浮标、4 个 PROVOR 型生物剖面浮标。这些

浮标均由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负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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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资助购置。目前该项目已经在西太平洋等海域布放了 28

个自动剖面浮标，其中 9 个北斗 HM2000 型浮标、12 个铱星 APEX 型浮标、4 个 PROVOR 型生

物浮标和 3 个 ARVOR 型 4000m 深海浮标，仍有 17 个剖面浮标计划搭载其他合适的调查航次布放。

   

浮标布放概位及布放现场

在已布放的 28 个浮标中，其中 2 个 WMO 编号分别为 2902716、2902722 的 APEX 浮标，由

于 CTD 传感器采样设置有误，导致连续采样模式失效。目前，这 2 个浮标经生产商分析故障原因

后，属浮标质量问题，并已承诺赔付 2 个新浮标；另一个在 2018 年 3 月 30 日布放的 2902728 号

APEX 浮标，原计划应在布放后的 24 小时传回第一条剖面数据，但直至 5 月 30 日才开始接收到

有效观测剖面。该情况也已反馈给浮标生产商，并正在分析故障产生的原因；还有一个 HM2000

型浮标在海上连续工作 3 个月后，突然发生通讯中断故障，而后又于 6 月 9 日开始恢复正常工作。

该情况也已反馈给浮标生产商，正在分析故障产生的原因。可以看出，由于浮标布放海域海洋环

境的错综复杂性，以及浮标性能本身存在的不稳定性，无论是国外进口浮标，还是国产浮标，都

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技术故障，需要研制技术人员针对严苛的海洋环境，仔细剖析各种故障产生的

原因，进一步改进和提高浮标的技术性能，使之能满足在复杂环境下正常工作的要求。

截至目前为止，由本中心布放的上述浮标，已经累计获得了近 800 条有效温、盐度剖面，其

中包括 40 余条 0-4000m 水深的深海剖面，以及 30 余条除温、盐度外包含了溶解氧等生物地球化

学要素的观测剖面。

（卢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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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sonal Variation of Barrier Layer in the Southern Ocean

Li Pan1, Yisen Zhong1, Hailong Liu1, Lei Zhou1,2, Zhaoru Zhang1, and Meng Zhou1

（1、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atellite Ocean Environment Dynamics, 
                      Secon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Hangzhou, China）

The seasonal variability of barrier layer (BL)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in the Southern 

Ocean a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most recent Argo data.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BL is a 

persistent feature in the Southern Ocean with a strong seasonal cycle. The thickest BL appears in 

winter with the maximum amplitude exceeding 250 m while it dramatically decreases to less than 

50 m in summer.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L is zonally oriented in the Pacific and Indian Ocean 

sectors, which is in agreement with that of the mixed layer depth (MLD) and the isothermal layer 

depth (ILD). Two areas with the most prominent BL are identified. One is located south of Australia 

and the other in the south eastern Pacific. The BL formationin both areas is generally attributed 

to a shallow mixed layer controlled by surface fresh water intrusion and a deep isothermal layer 

modulated by seasonal vertical convection. In the former region, the cold and fresh Antarctic 

Surface Water (ASW) is transported northward across the Subantarctic Front (SAF) by the Ekman 

effect and overlies the warm Subantarctic Mode Water (SAMW). The resulting inverse temperature 

structure facili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ick BLs. In the latter region, the BL emerges in the 

ventilation area where the shallow Surface Salinity Minimum Water (SSMW) coming from north 

leans against the deep vertical isotherms. In summer, positive surface heat flux into the ocean 

overwhelms other thermodynamic effects in the mixed layer heat budget. The MLD and ILD 

coincide and thus the BL is destroyed.

 ( 摘自《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Oceans》, 2018, 123, 2238–2253. DOI: 10.1002/2017JC013382)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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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ology and seasonality of upper ocean salinity: a three dimensional

view from argo floats

Ge Chen1,2, Lin Peng1, Chunyong Ma1,2

   （1、Department of Marine Technology, Colleg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238 Songling Road, Qingdao 26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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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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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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namics》, 2018, 50: 2169–2182. DOI: 10.1007/s00382-017-3742-6)

An Argo-Derived Background Diffusivity Parameterization

for Improved Ocean Simulations in the Tropical Pacific

Yuchao Zhu1,2 and Rong-Hua Zhang1,2,3

（1、Key Laboratory of Ocean Circulation and Waves,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China
   2、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3、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China）

Model biases are substantial in ocean and coupled ocean-atmosphere simulations in the 

tropical Pacific Ocean, including a too cold tongue and too diffuse thermocline. These biases 

can be partly attributed to vertical mixing parameterizations in which the background diffusivity 

depiction has great uncertainties. Here based on the fine-scale parameterization, the Argo data are 

used to derive the spatially varying background diffusivity, with a magnitude of O (106m2s1) in the 

most area of tropical Pacific. This new scheme is then employed into the version 5.1 of the Modular 

Ocean Model-based ocean-only and coupled models, resulting in substantial improvements in 

ocean simulations, including a more realistic cold tongueand equatorial thermocline. The improved 

simulation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reduced cooling effectsinduced by weakened equatorial 

upwelling. Additionally, the subsurface cooling effect is attributed to the reduced heat transfer from 

the upper layer to the subsurface layer and the convergence of the colder waterfrom off the equator.

( 摘自《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18, 45:1509–1517. DOI：10.1002/2017GL07626910.1007/s00382-

017-3742-6)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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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per Ocean Response to Typhoon Kalmaegi and

Sarik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Multiple-Satellite

Observation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Xinxin Yue1, Biao Zhang1,*, Guoqiang Liu1,2, Xiaofeng Li3, Han Zhang4and Yijun He1

   （1、School of Marine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China
         2、Bedfo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Fisheries and Oceans, Dartmouth, Canada
         3、GST at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NESDIS, 
              College Park, USA
        4、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atellite Ocean Environment Dynamics, 
             Secon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Hangzhou, China）

We investigated ocean surface and subsurface physical responses to Typhoons Kalmaegiand 

Sar ika  in  the  Sou th  China  Sea ,  u t i l i z ing  synerg i s t i c  mul t ip le - sa te l l i t e  obse rva t ions ,  in 

situmeasurement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We found significant typhoon-induced sea surface 

cooling using satellit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SST) observations and numerical model simulations. 

This cooling was mainly caused by vertical mixing and upwelling. The maximum amplitudes were 6℃ 

and 4.2 ℃ for Typhoons Kalmaegi and Sarika, respectively. For Typhoon Sarika, Argo temperature 

profile measurements showed that temperature response beneath the surface showed a three-

layer vertical structure (decreasing-increasing-decreasing). Satellite salinity observations showed 

that the maximum increase of sea surface salinity (SSS) was 2.2 psu on the right side of Typhoon 

Sarika’s track, and the maximum decrease of SSS was 1.4 psu on the left. This SSS seesaw response 

phenomenon is related to the asymmetrical rainfall on both sides of the typhoon track. Acoustic 

Doppler Current Profilers measurement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both showed that subsurface 

current velocities rapidly increased as the typhoon passed, with peak increases of up to 1.19 m/s and 

1.49 m/s. Typhoon-generated SST cooling and current velocity increases both exhibiteda rightward 

bias associated with a coupling between typhoon wind-stress and mixed layer velocity.

                      ( 摘自《Remote Sensing》, 2018, 10, 348. DOI：10.3390/rs10020348）

应用研究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活动（续）

● 3 月 23 日 -4 月 22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搭载由 “ 向阳红 18” 号调查船执行、青岛

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组织实施的 “ 问海计划 ” 设备海试专项航次，在西太平洋海域布放了 4

个铱星 APEX 型剖面浮标。该批浮标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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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资助购置。

● 4 月 17 日，科技部基础司郭志伟副司长在海洋二所和 SOED 国重室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中

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高级工程师扼要汇报了国内外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及今后的发展趋

势。中国 Argo 计划及其 Argo 大洋观测网建设得到了基础司和国际司分管专项和计划的长期滚动支

持，郭副司长充分肯定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的工作，并表示基础司会继续给予重视和支持。

● 4 月 18 日，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钱宏林局长在 SOED 副主任毛志华研究员的陪同下，考察

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卢少磊助理研究员简要介绍了国际和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并详细汇报了我国在西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布放浮标的现状及其运行情况，并对分局长期以来对本

中心在上述海域布放浮标所给予的重视和支持表示感谢。钱局长表示只要二所和 Argo 中心有需求，

南海分局会一如既往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也希望中心收集的 Argo 资料，能在南海海洋预报中心

得到应用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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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8 日，中国 Argo 首席科学家许建平研究员一行顺访了位于海南省三亚市的中国科学

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受到了该所徐洪周研究员的热情接待。听取了该所情况介绍，观看了 “ 探

索一号 ” 科考船和 “ 深海勇士 ” 号 4500 米载人潜水器纪录片，还通过 VR 技术体验了深渊探测虚

拟场景，参观了自主研制的国产海洋仪器设备等，并在海洋环流观测与数值模拟研究室做了题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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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学

术报告，与该室科研人员围绕 “ 自动剖面浮标与水下滑翔机及其组网海洋观测 ” 问题进行了深入

交流与探讨。

● 4 月 25 日，河海大学海洋学院 2014 级海洋科学本科生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实习

期间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高级工程师做了题为 “Argo 资料应用 ” 的学术报告，

还简要介绍了国际和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对学生们提出的有关 Argo 观测网维护、

浮标投放和回收，以及 Argo 资料应用研究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引起了学生们的深厚兴趣。

● 5 月 8 日，在杭州出席 “ 南大洋观测系统科学指导委员会会议 ” 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他们主要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挪威、瑞典、新西兰、韩国、

土耳其、荷兰和中国等 12 个国家，刘增宏高级工程师介绍了国内外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就

Argo 计划在南大洋和南极周边海域布放浮标及其观测的现状，与来访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 5 月 8-10 日，由 “ 西北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气候试验（NPOCE）” 国际合作计划主办，中国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承办的 “ 第三届开放科学大会 ” 在青岛召开，来自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

韩国等 10 多个国家近 300 名专家学者出席，共同就西北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气候关键科学问题等进

行了研讨与展望。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高工和吴晓芬助理研究员参加了此次会议，并通

过会场展台、海报等形式，介绍了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免费提供的《Argo 简讯》、《西

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研究文集》和 “ 全球 Argo 海洋资料及数据产品（光盘）” 等刊物、书籍

和资料，受到了与会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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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0 日，自然资源部陆昊部长在浙江调研期间，走访了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并

在李家彪院士等所、室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该所科技成果展览。陆部长在 Argo 展台前专门听取

了李所长有关我所牵头组织实施中国 Argo 计划的情况汇报，叮嘱中心科技人员要重视大量过期浮

标对海洋环境可能造成影响，并希望 Argo 观测系统能为我国的防灾减灾，尤其是台风等灾害天气

的预测预报提供更多的基础数据服务。

● 5 月 10 日 -6 月 7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搭载 “ 向阳红 3” 号科考船执行的 “ 西太平

洋海洋环境放射性监测 ” 专项航次，在西太平洋海域布放了 9 个自动剖面浮标（其中 5 个为铱星

APEX 型剖面浮标、4 个 PROVOR 型生物剖面浮标）。该批浮标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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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资助购置，SOED 邢小罡副研究员和本中心卢少磊

助理研究员专程赴厦门对该批浮标进行了布放前的最后一次技术检测，并向相关调查人员现场传

授了自动剖面浮标的结构、原理，以及海上布放的具体步骤和注意事项等。

● 5 月 14-16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曹敏杰助理研究员与浙江大学 GIS 重点实验室博士

研究生戚劲和杨许莹等一行 3 人，应邀为北京空间中心安装部署了一套北斗剖面浮标实时监控系

统及其观测资料共享服务平台，并与位于杭州的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专线联接，具备异地

实时监控海上浮标运行及其快速了解和下载浮标信息、数据的能力。

● 5 月 18 日，由广东财经大学 2015 级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本科生组成的实习参观团，

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实习期间，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高工给来访学生

详细介绍了自动剖面浮标技术、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及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 5 月 19 日，SOED 举办全国科技周公众科学日活动，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高工

和卢少磊助理研究员在海洋二所展厅，通过实物和图解介绍了国际先进的海洋观测仪器设备 — 自

动剖面浮标及其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的建设和运行情况，为前来参观的市民及中小学生提供了一

份生动的科普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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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0 日，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雷波书记一行在访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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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顺访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听取了刘增宏高工就我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建设，特别是国产北斗剖面浮标布放及运行情况的汇报。

● 5 月 21 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主席 John Walter 先生、加拿大国家标准化委员会（SCC）

主席 Kathy Milsom 女士、SCC 首席执行官 Chantal Guay 女士和中国国家标准委副主任陈洪俊先

生等一行在杭州考察期间，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高工扼要介绍了国产北斗剖面

浮标及其在西北太平洋和南中国海的布放及其运行，以及中国通过参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

建设，与其他国际 Argo 成员国共享由中国 Argo 计划布放的浮标（也包括北斗剖面浮标）观测资

料的情况，引起了来访客人的浓厚兴趣。

● 5 月 23 日，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俞建成研究员一行专访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双方就国内水下滑翔机研发进展和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及运行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

流，并探讨了未来双方在自动剖面浮标与水下滑翔机组网观测，以及观测资料质量控制方面的合

作前景。

● 5 月 31 日，联参战保局海洋处苏振东处长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黎明碧总工的陪同

下，视察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高级工程师扼要汇报了该局于去年 3 月在杭州组织召

开 “ 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规划与年度实施方案 ” 专家评审会后，本中心已经开展的相关

准备工作情况，以及当前 Argo 大洋观测网建设、维护所面临的困境。苏处长在肯定中心已做工作

的同时，安慰在场的科技人员继续按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的要求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为尽早实现

规划提出的建设目标而做出努力。

● 6 月 13 日，青岛海山海洋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立杰博士一行专访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简要介绍了该公司的总体情况，并通报了国产剖面浮标的研制和生产情况，在现场观摩北斗剖面

浮标数据服务中心运行的同时，还听取了中心技术人员对小批量使用国产剖面浮标后的感想及其

进一步改进和提高浮标技术性能的意见和建议。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产剖面浮标的大批量生产

与应用，以及有效提升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在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

显示度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并达成了共识。

● 6 月 22 日，深圳市海洋局李喻春副局长一行在访问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期间，顺访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高级工程师简要介绍了我国参与的国际大科学计划 —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建设与运行情况，并就来访领导、专家提出的相关浮标技术问题进行解答和交流。

●6 月 25-30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吴晓芬助理研究员应邀参加了在青岛举行的

CLIVAR-FIO 联合暑期培训班，并做了题为 “Progress of Global Argo and China Argo（全球 Argo

和中国 Argo 实施进展）” 和 “Premilinary studies of upper ocean heat content based on Argo data（基

于 Argo 资料的上层海洋热含量初步研究）” 的口头报告，还围绕在 “ 两洋一海 ” 海域与 “ 海上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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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技术中心自动剖面浮标研发纪实

　　

在浩瀚无边的海洋中，有一种海洋观测设备浮沉其间。它时而浮出海面，向卫星设备传输数据，

时而潜入深海，将海水温度、盐度、漂移轨迹等数据 “ 收入囊中 ”。众多这样的设备组成一个庞大

的全球实时海洋观测网，以提高气候预报的精度，为防御气候灾害提供可靠依据。这就是自持式

剖面探测漂流浮标（简称剖面浮标或浮标）。

“ 张謇 ” 号科考船在南海布放浮标

作为一种长期连续实时监测海洋的移动设备，剖面浮标的研发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如今

已在全球海洋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只能依赖进口。研发 “ 中国造 ”

剖面浮标，成为我国海洋监测的迫切课题。

“ 作为国内最早研发浮标技术的单位，中心历经 20 年研发成功的自动剖面浮标，突破了定深

控制、温盐测量和浮标检测三大核心技术，实现了近 100% 的国产化率。目前中心已经为海洋相

关专项任务提供了 200 多台自动剖面浮标，经过实践检验，效果极佳，应用前景向好。” 国家海洋

技术中心主任韩家新介绍。

近日，记者走进技术中心，听科研人员讲述剖面浮标的 “ 中国创新 ” 之路。

剖面浮标，海洋监测技术的制高点

“ 相较于定点观测的方式，剖面浮标具备大范围、准同步、投入产出比高等优势。” 国家海洋

技术中心高工李文彬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以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牵头的一个 5 年期的海洋监测项目为例，投入资金为近 1000 万

元，通过布放 36 个剖面浮标，将获得 3800 条从海面到 2000 米水深范围内的剖面数据。而如果采

用定点监测的方式，想要获取这些数据则需要高达 3 亿多元的投入。与定点监测相比，剖面浮标

项目的投入产出比高达 1：3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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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看准了剖面浮标在海洋监测中的巨大优势，很多国家早已开始了研发，全力抢占海洋监

测高新技术的制高点。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斯科利普斯海洋研究所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台剖面浮标 —SOLO 浮标，

此后，法国、加拿大、日本相继研发成功。

1998 年，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海洋科学家提出了全球海洋观测网计划（Argo，简称阿尔戈计

划），欲在全球大洋中每隔 300 公里布放一个由卫星跟踪的剖面漂流浮标，总计 3000 个，以此组

成一个庞大的全球实时海洋观测网，旨在快速、准确、大范围地收集全球海洋 0 米～ 2000 米上层

的海水温度、盐度和浮标的漂移轨迹等资料，提高气候预报的精度。之后又提出将布放的浮标数

量由 3000 个增加至 4000 个。

如今，剖面浮标技术在海洋调查中得到广泛应用，成为国际海洋监测活动中大量使用的高技

术设备。

历经 20 年，持续研发攻难关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剖面浮标技术研发上起步较晚、发展相对滞后，直到 2002 年才正式加

入阿尔戈计划。“ 当时，全球大洋中布放的 3000 个浮标中，没有一个浮标是中国研制的。” 李文彬说。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科研人员从零起步，走上了长达 20 年的剖面浮标 “ 中国制造 ” 之路。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当时还是国家海洋局海洋技术研究所（2001 年更名为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承接了国家 “863” 计划项目，开始研发剖面浮标技术。“ 我们当时只有五六个人，对这项技术基本

不了解。” 技术中心研究员张少永回忆当时的情景。

起初，他们从国外进口了一台浮标进行研究和仿制。然而，温盐深仪传感器、卫星通讯传输、

液压驱动系统、定深控制、浮标检测 …… 这些国外厂商掌握的核心技术和部件，让科研人员一筹

莫展。关键技术不能自主研发，仿制品只能是 “ 四不像 ”，不具备市场应用能力。

自主研发面临着重重考验。张少永说，经过几次海试后，发现自行设计的浮标达不到技术指

标要求。“ 主要体现在关键部件可靠性、浮标体积重量调整方法、实验室测试能力等几个方面。”

“ 比如柱塞泵的密封和强度当时都不行，这导致了浮标驱动能力不足，无法正常上浮下潜。”

李文彬解释说。科研人员通过查阅大量国外文献，改进了柱塞泵的设计、组装和检测方法，经过

无数次试验，终于制造出了能够满足 2000 米水深压力的国产柱塞泵。

据统计，仅在 “ 十一五 ”“863” 计划期间，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剖面浮标项目就进行了 4 个航次

的试验，布放了 12 台样机。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验中，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相继被攻破。

最终，历经 20 年艰苦攻关，从采用 ARGOS 通信、2000 米浮标工程样机研制，到采用北斗通信、

400 米自动剖面浮标工程样机研制，再到采用北斗通信、2000 米自动剖面浮标工程样机研制，国

产自动剖面浮标技术基本成熟。

2008 年，技术中心研究人员在白令海布放了 1 台浮标，完成 100 个剖面测量任务，首次完成

剖面浮标工程样机研制，并在实际海试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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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技术中心参加了由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组织的国产自动剖面浮标性能比测试验。

经过比测，技术中心提供的 2 台自动剖面浮标达到了国际 Argo 计划的指标要求。

2012 年 ~2016 年，技术中心向南海预报中心提供了 10 台自动剖面浮标，在西太平洋完成了

自动剖面浮标的应用示范，所有浮标均按要求完成任务。

从无数次的实验室研制、海试，到批量的业务应用，技术中心在该领域已成为国内技术门类

最全、技术水平最高、产品型号最多、生产能力最强的科研生产单位，其自主研发的自动剖面浮

标项目取得了 9 项授权专利，并荣获 2011 年度国家海洋系统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

自主创新，三大核心技术获突破

一个剖面浮标有 1 米多长、20 多公斤重。在这个小小的 “ 身体 ” 里，要装上大量高精尖部件：

卫星天线、传感器、电池组、高压泵、可变体积皮囊 …… 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海洋监测技术乃

至整体工业制造水平。

由技术中心研发的自动剖面浮标，突破了定深控制技术、温盐深测量技术和浮标检测技术三

大核心技术，实现了剖面浮标部件近 100% 的国产化率，有效扭转了我国剖面浮标核心技术受制

于人的局面。

所谓定深控制技术，是指通过浮标重量的精确调整，实现浮标在设定深度的下潜和停留。说

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并不容易。“1 克的重量误差，就会导致浮标 10 米深度的变化。” 张少永说。

经过大量理论计算和反复试验，科研人员完善了浮标重量精确调整方法，实现了定深控制误差在

上下 50 米的目标。

作为实现浮标测量功能的主要部件，专用的温盐深仪传感器对浮标技术研发来说是重中之重。

当剖面浮标被布放在某处海域后，它会根据设定时间进行上浮或下潜，并在上升过程中利用自身

携带的传感器进行连续剖面测量。当浮标到达海面后，就会通过卫星定位传输数据。

经过科研攻关，在国产三电极传感器的基础之上，科研人员研发了国产温盐深仪传感器，其

功能和性能均满足自动剖面浮标要求，极大提高了浮标国产化水平。

产品从实验室成果到实现业务化应用，检测技术是关键。科研人员研发了可视压力装置和自

动恒压泵站等检测设备，解决了以往需要通过手工方式测试浮标运行情况的关键技术，使浮标批

量成果转化成为可能。

正视差距，瞄准国际前沿再追赶

成绩固然喜人，差距也不能忽视。据李文彬介绍，目前我国剖面浮标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

处于 “跟跑 ”阶段，与美国、法国等国家在浮标使用寿命、传感器精度和可靠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

不仅是技术差距，国产剖面浮标从科研样机到批量转化应用也面临诸多挑战。国家海洋技术

中心副主任彭伟介绍，剖面浮标技术科技含量高、风险大，同时又具有小批量、定制化的特点。“ 这

对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的单位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彭伟说，“ 与国内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工业体系

发达，在浮标研发和推广领域已形成完整的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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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家新对记者表示，下一步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将结合国际 Argo 计划，继续推动国产剖面浮

标的技术进步，朝着多要素测量（如增加生物化学参数）、大深度（发展 4000 米 ~6000 米深度测

量）以及提高工艺材料水平等方向发展，提高国产剖面浮标智能化水平，持续走好剖面浮标的 “ 中

国创新 ” 之路。

（本文转载自 2018 年 6 月 4 日《中国海洋报》第 2375 期第 A3 版，作者周超）

注：原文中的 “ARGO” 和 “C-ARGO” 等英文标注，本期编辑按照国际 Argo 计划的相关决议

和通知精神，统一修订为 “Argo” 和 “ 自动剖面浮标 ”。

是什么卡了国产海洋仪器设备批量应用的脖子？

最近的 “ 中兴事件 ”，似乎给人们敲响了警钟；科技日报策划的 “ 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 ” 系列

报道，又给人们揭露了一个事实，就是 “ 厉害了我的国 ” 其实还存在许多不厉害的 “ 软肋 ”。也就

是说，在我国众多行业和领域还有许多关键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命脉）掌握在别人手中。

相比航空航天和国防军工领域，在海洋领域，特别是物理海洋调查研究领域应该还是幸运的。

从表面上看，我国测量物理海洋环境要素（如海水温度、盐度和压力，简称 CTD）的各种电子传

感器及其运（搭）载平台（如海面浮标、潜标、自动剖面浮标和水下滑翔机等），早的在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就开始研制了，尽管基本上均属于 “ 跟跑 ”，但至少国外拥有的先进海洋仪器设备，国内

也几乎都有了。2006 年，我国海洋主管部门曾就发文称 “ 在国家 863 计划、973 计划、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科技攻关计划的支持下，海洋科学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缩短了与海洋技术先进国

家的差距。在海洋监测技术方面，攻克了声学海流剖面测量、高精度 CTD 剖面测量等海洋监测关

键技术，研制了海面漂流浮标等一批先进的海洋观测仪器设备，显著提升了我国海洋技术水平和

国产海洋仪器设备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的确，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首次南极和南大洋

科学考察中，考察队员们就用上了国产的船载 STD 仪（国外称 CTD 仪），且在更早的七十年代末，

国产 ADCP 仪也开始了在我国东海水域的海试。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海洋调查又吹响了从浅海

走向深海、从近海走向大洋的号角，国产海洋仪器设备迎来了 “ 大展宏图 ” 的大好时机。

海洋传感器是移动观测平台、锚碇观测平台，以及海洋观测网（阵）和海底观测网等的共同 “ 核

心技术 ”，在海洋监测、观测领域的应用十分广泛，可以测量并提供各种海洋环境要素（目前已经

从温度、电导率 / 盐度和压力 / 深度等基本物理海洋学要素，扩展到包括生物地球化学等的 10 多

个要素）的原始数据，不仅用于海洋科学研究，还是海洋交通运输和海洋渔业等资源开发领域应

用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数据源，而且在大气等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及其业务化预测预报中也都

有广泛的应用。所以，开发、研制海洋传感器，对发展海洋科学和实施国家海洋战略等都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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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电导率 / 盐度                       （2）温度                   （3）深度 / 压力

图 1、国产温、盐、深度传感器

我国研制的海洋传感器（如 CTD），其实验室测量精度已经与国外同类产品不相上下，与世

界先进水平也已相差无几，但由于缺乏海上工作的稳定、可靠性，现场观测精度难以保证，所以

实际应用较少。这也是在当前轰轰烈烈的深海大洋调查活动中，为何鲜见 STD 仪（或 CTD 仪）

和 ADCP 仪等国产海洋仪器设备身影的主要原因；反之，进口 CTD 仪、ADCP 仪等海洋仪器设备

几乎占据了我国海洋调查的 “ 整壁江山 ”。甚至在研制中的移动观测平台（如自动剖面浮标、水下

滑翔机等）、成批量应用的锚碇观测平台（如海面浮标、潜标、海床基等）上，使用的温度、电

导率和压力传感器等，也几乎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剖析我国海洋仪器设备开发研制总是热火朝天、

而转化应用却是冷冷清清的原因，除了新型海洋仪器设备的研制与应用存在严重脱节的问题，更

有政策层面上对应用国产仪器设备的漠视。

               

                 （1）船载 CTD 仪        （2）自动剖面浮标        （3）水下滑翔机

图 2、国产海洋仪器设备

国产 CTD 传感器经过长达 40 年的开发研制，依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那么，近些年开发成

功的运 / 搭载平台，如自动剖面浮标和水下滑翔机等，是否会重蹈 CTD 传感器的覆辙？似乎一时

还难以意料。对此，希望能及早引起政府主管部门和科技界的高度关注，在认真总结和吸取国产

CTD 传感器所遭遇的 “ 厄运 ” 基础上，尽快找到促进国产剖面浮标和水下滑翔机成批量应用的良策，

使之早日成为我国海洋调查领域的 “ 观测利器 ”。

近 20 年来，国际上自动剖面浮标（如同地面气象观测站上使用的探空气球一样，是一种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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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耗品，即抛弃式海洋仪器设备）应用市场风生水起，每年的用量至少在 1000 个以上，累计已经使

用了 14000 多个。在海洋调查领域（或在品种众多的海洋仪器设备）中，自动剖面浮标的使用量应

该是最多的。国内也有多家单位在跟踪开发研制，到目前为止，至少有 2 种型号的自动剖面浮标已

经通过国内验收，进入小批量生产和应用。其中一个型号（HM2000）还得到了国际组织的认可，

用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建设、维护中。然而，几年过去了，该型剖面浮标的销售总量仍不

足百台，真正用于全球海洋观测网中的数量还不到 1/3（约 30 个）。了解到的主要原因是：1）国内

部分浮标应用单位或应用人员，总觉得国产浮标的稳定、可靠性差，使用起来不放心，所以依然在

从国外进口；2）参与全球海洋观测网建设的单位又缺少科研项目或业务经费的长期支持，每年可用

资金平均只能采购 10-15 个浮标，而实际需求每年至少在 100 个以上。为此，浮标研制单位只能将

主要精力放在组织科技人员申请新的技术研发项目上，无法保证对已经研制成功的仪器设备在工艺

改进和性能提高上投入足够的资金和人力，仅靠每年几十个浮标的销量，估计也难以坚持太久。

                 

                  （1）船载 CTD 仪         （2）自动剖面浮标            （3）水下滑翔机

图 3、国外海洋仪器设备

众所周知，海洋仪器设备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生产批量小、应用范围窄、使用寿命短（受到海

水腐蚀、海洋生物附着和电子原器件容易老化等因素的影响），而稳定、可靠性和一致性，以及测量

分辨率和精度等要求又特别高，需要在不断应用中改进制造工艺和提高技术性能等，这就需要有长期

支持的体制机制。再者，我国海洋仪器设备的用户，特别是在环境监测和观测领域，主要还是以公益

性和基础研究应用为主。也就是说，新型仪器设备的研制和使用单位的经费都主要来自中央财政拨款。

按理说，这种 “ 大包大揽 ” 的科技体制机制不会带来研制与应用的脱节问题。但在改革开放的 40 年中，

国产海洋仪器设备几乎没有享受到 “推广应用 ”政策红利的事实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在政策层面上，

国产海洋仪器设备的应用一直遭到了无情的忽视，甚至是抛弃。再者，长期以来我国对于技术开发项

目的立项与研制，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政策导向始终存在，不仅要求项目 “ 高大上 ”，而且还要 “ 短

平快 ”；况且在海洋领域，还经常会以打破 “ 国外封锁 ”、“ 技术垄断 ” 为立项的突破口。众所周知，

对于一个真正的创新技术项目，即使是 “ 跟踪 ” 的新颖技术项目，其核心技术的开发也需要较长的研

发周期，且技术性能需要在不断试用中改进和提高，故而需要有一批能长期坚持不懈、甘于坐冷板凳

的科研技术人员，还需要有长期的资金投入，以及配套的政策和措施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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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海洋仪器设备研发领域，不光要有重金投入，更要有技术积累。像美国著名的海鸟

（SBE）公司，研制和生产海洋传感器及其各类 CTD 仪等已有 45 年的历史了，不仅成了世界上

先进的海洋 CTD 产品制造商，而且还是最大的海洋监测设备和方案供应商，但它们也会不断遇到

新的技术问题。如由该公司研制生产的 NAVIS 型剖面浮标，就曾发现其油压系统存在空洞症状和

气阀粘滞等问题，采取了对油泵设计方案、油的粘稠度和内部空间真空度等的改进完善，以及对

空气止回阀缺陷进行修复等措施，使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此外，还曾在 SBE41 型、SBE41CP 型

CTD 中发现了 DRUCK 压力传感器的 “ 微泄露 ” 和 Kistler 压力传感器的压力偏差等问题，也都及

时做了召回处理。这对我国海洋仪器设备研制单位而言，也就更不用说了，更需要在不断使用中

积累经验、提高技术水平。为此，在一个把海洋开发和全民创新放在重要位置的新时代，不应仅

把重心放在开发、研制上，还应高度重视研制成果的转化、生产和应用，否则投入再多的研发经费，

研制出再先进的仪器设备，也只会是一种 “ 摆设 ”。

国产海洋仪器设备真要走出研制与应用 “ 冰火两重天 ” 的尴尬局面，并向商业化生产和规模

化应用迈进，需要建立一个倡导使用国产海洋仪器设备的生态，形成一个积极使用的氛围。任何

一种新型仪器设备，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发现问题，并不断改进和提高，才有可能成为高性能、高

质量的产品，真正形成我国海洋仪器设备的品牌。为此，希望我国科技和海洋主管部门，在积极

支持国产仪器设备研制的同时，也能重视研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并能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既能激励研制单位和科技人员只研制原理样机、实验样机和工程样机，转向通过不断试验、试用，

最终能达到定型样机的方向努力，从而为新型仪器设备的推广应用铺平道路；又能鼓励科研单位

和科研人员申报科研项目，积极采购和使用国产设备。只有这样做了，才能使得国产海洋仪器设

备的性能和质量得到不断提升，也才有可能使得国产海洋仪器设备真正成为 “ 国之利器 ”。

当今世界，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大部分负责任、有担当的科研（技）人员，也都明白原始性

科学发现和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越来越依赖于一流的科学仪器设备，尤其是海洋科学，其本身

就是一门基于观测的科学，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但也希望媒体不要总把近些年在科技领域存在

的浮躁、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等违背科学精神的行为，都归结为科研（技）人员自身的问题，这

似乎有失公平！毫无疑问，在攻克 “ 核心技术 ” 崎岖不平的征途上，人是决定因素。这里的 “ 人 ”，

既有科研、科技人员，也有管理和应用人员，更有掌握 “ 生死 ” 权的顶层设计和决策人员。“ 设计 ”、

“ 决策 ” 决定了核心技术能否立项？可否攻克？技术成果能否转化？以及可否顺利推广应用？这一

切又决定于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是不是健全？能否发挥应起的作用？如果一项公认的 “ 核心技术 ”，

几年、甚至几十年后，依然是该行业或领域绕不过的一道坎，那么，显然在科技管理制度的某个

层面上一定存在着缺陷，甚至可能是整个 “ 管理链 ” 出了问题。需要科技管理层从顶层设计的高度，

查漏补缺，从而理顺关系，逐步解决。相信在全国上下步调一致的共同努力下，各行各业的 “ 卡脖子 ”

技术终将会被各个突破，“ 我的国 ” 也一定会变得更加厉害！

（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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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入观测全球海洋的 “ 四维时代 ”

国家海洋卫星杭州地面站、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建设与发展纪实

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于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以海洋环境安全和

海洋自然资源产出与服务中的重大需求为牵引，以卫星遥感和自动剖面浮标等海洋观测新技术为

重要手段，重点解决中国近海及邻近大洋中所面临的海洋资源环境科学技术问题，打造特色鲜明的、

具有显著国际影响力的海洋科技基地。国重室拥有院士 3 人，国家 “ 千人计划 ” 专家 3 人，国家 “ 万

人计划 ” 专家 3 人，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2 人，省、部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20 人，形成了一支

以高水平学术带头人为核心、中青年科学家为中坚力量、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

地球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个 “ 水球 ”。占地球表面积 70% 以上的海洋，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

生活在陆地上的人类是如何探知海洋 “ 秘密 ”、摸清海洋 “ 脾气 ” 的呢？

海洋卫星和自动剖面浮标一起，组成 “ 天空海 ” 立体监测网络，是人类获取海洋资料最先进

的监测手段。坐落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简称 “ 国重室 ”），拥

有国家海洋卫星杭州地面站和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两个国家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多年来，该

实验室依托这两大平台，监测水质、追逐台风、预测生态、分析碳源汇 …… 为自然资源监测评估、

维护国家权益与防灾减灾等国家重大需求做出了重大贡献。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实验室，听科研人员讲述海洋卫星地面站和 Argo 中心建设与发展的历程。

国家海洋卫星地面站 —30 年，造就天上慧眼观沧海

我国共有 4 个海洋卫星地面站，建于 1988 年的杭州地面站是我国建站最早、接收资料最丰富

的海洋遥感卫星地面站。

说起卫星地面站，也许很多人会想联想到 “ 朝天锅 ” 的形象。其实，一个完整的地面站不止

一口 “ 大锅 ”，它还包括卫星资料处理系统、资料存储系统以及应用系统。

地面站是卫星与用户之间的桥梁，是卫星能否发挥作用的 “ 中介 ”。它负责接收海洋卫星下

传的遥感数据，并制作成各级产品，服务海洋用户。

当年在杭州设立卫星数据接收点，为的是接收我国第一颗风云系列卫星（FY1）的海洋通道

数据，从此拉开了我国海洋水色遥感研究和应用的序幕。

1997 年 9 月，美国 “ 海星 ” 号水色卫星（Seastar/SeaWiFS）发射，我国海洋遥感学科带头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德炉攻破了技术难关，使得杭州地面站成为大陆唯一、也是国际上第一批获得

SeaWiFS 海洋水色卫星资料免费接收权的全球 16 个地面站之一。这一成果获得了 2003 年浙江省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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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卫星地面站机房

2007 年 4 月，我国第二颗海洋水色卫星发射。国重室遥感技术创新团队建立了国际少有的综

合考虑海气耦合、粗糙海面、偏振的辐射传输模型，从而打破国外垄断，使我国首次拥有了遥感

前端资料处理 “ 芯片 ”，并荣获海洋创新成果奖一等奖。

2013 年，杭州地面站纳入国家海洋卫星地面应用系统业务运行，杭州地面站更名为 “ 国家海

洋卫星杭州地面站 ”。同年，国重室遥感技术创新团队攻克了近海复杂水体卫星遥感的国际性难题

和我国海洋水色卫星资料处理与应用的关键技术，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卫星接收、处理和

应用一体化海洋遥感系统，并成功在多家单位推广应用。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18 年，国重室遥感技术创新团队攻克了接收小型化、处理自动化、船载移动化三大关键技术，

将地面遥感系统推进到船载遥感应用系统，安装在 “ 大洋一号 ” 船上，为我国海洋环境遥感移动监

测提供了重要平台，极大提高了我国海洋遥感系统的实用化水平。成果获得海洋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杭州地面站现有 8 副卫星天线之一

30 年来，杭州地面站经历了 3 代卫星接收天线改造升级，共接收了我国风云、海洋系列、国

外 EOS 系列、NOAA 系列等 28 颗海洋和气象卫星，积累了海量的海洋遥感卫星数据。值得欣慰的是，

从卫星天线到遥感资料应用处理系统，全部是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硬件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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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海量数据如何转化为应用成果？国重室卫星遥感技术创新团队在海洋遥感新机理、新

技术和新应用方面不断突破，全面支撑了我国新型海洋卫星系列的发展和应用示范。

按照规划，我国将陆续发射系列极轨海洋水色卫星。水色遥感与陆地或气象遥感不同，其特

点是从极大噪声背景下提取微弱的水体信号，高精度信息反演是核心技术。该系列卫星资料的处

理技术一直都由国重室负责。目前，实验室已完成 “ 天宫二号 ” 空间实验室水色成像仪的在轨测试。

极轨海洋水色卫星遥感要求在临近中午、强光照下进行观测。对此，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

建立了考虑地球曲率的海洋 — 大气耦合矢量辐射传输数值模型，实现了从早到晚小时级的高频观

测，有力支撑了我国计划发射的静止轨道水色卫星的研制工作。同时，他们依托地面站构建了国

内首套静止轨道海洋水色卫星资料应用示范系统，集卫星资料自动接收、处理、产品制作、数据

入库管理、产品可视化和网络共享服务于一体，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海水颜色（水色）蕴含丰富的人眼无法识别的高阶信息，国重室面向国家需求，不断在新型

遥感信息提取和业务化示范应用方面取得突破。针对近海水质恶化的问题，国重室构建了可提取

水体营养盐等信息的水质监测系统，成功应用于长三角地区，其成果获得了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

奖一等奖。针对水体富营养化，赤潮频发的问题，建立赤潮监测系统，使卫星遥感赤潮监测从人

机交互提升为全自动监测，并进一步识别藻种分类，成果获得海洋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面对蓝色

碳汇这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构建了集遥感监测、现场观测、通量评估和信息服务为一体的中国

近海海 — 气二氧化碳通量遥感监测评估系统，其成果获得海洋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如今，作为我国新型海洋卫星数据接收处理的实验站、卫星遥感成果应用技术的推广站和国

际合作的示范站，杭州地面站依托国重室，在我国海洋卫星技术研发和数据共享服务等方面在世

界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 中国实时海洋观测网的先驱 ”

就像人们使用探空气球来探测大气垂直特征一样，自动剖面浮标是用来观测海洋内部的重要

设备。浮标能自主沉浮，时而潜入几千米深海，将海水温度、盐度、漂移轨迹等数据 “ 记录在案 ”；

时而浮出海面，向卫星传输数据。一个浮标，可在海洋里连续作业 3 年 ~5 年。

对海洋科学研究来说，越是长期的、大范围的海洋监测数据，越具有研究价值。Argo 计划，

即全球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由美国、日本等海洋科学家于 1998 年提出，设想在全球大洋中，每

隔 300 公里布放一个由卫星跟踪的自动剖面浮标（简称 “Argo 浮标 ”），实时监测上层海洋海水温度、

盐度和海流，帮助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准确预测诸如台风和厄尔尼诺等极端天气 / 海洋事

件等，观测资料免费共享。

20 年来，各国在全球海洋布放的 Argo 浮标数量超过 1.5 万个，累计获得了约 180 万条温、

盐度剖面数据，比过去 100 年收集的总量还要多得多。因此，Argo 计划也被誉为 “ 海洋观测技术

的一场革命 ”。

国重室在推动国内和国际 Argo 计划中，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2002 年 1 月，我国正式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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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国际 Argo 计划。同年，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在杭州正式建立。而当时，全球大洋中没有

一个浮标是中国投放的。

2003 年，许建平（右）和刘增宏在西北太平洋执行我国首个 Argo 布放航次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作为全球 Argo 观测网的中国国家中心，使我国

成为国际上 9 个有能力向全球 Argo 资料中心提交经质量控制数据的国家之一。

2015 年，针对采用北斗卫星通讯的国产剖面浮标，国重室筹建了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成

为继法国、美国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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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的服务中心。

2017 年，国重室开始发展生物地球化学 Argo 技术以及相关的科学研究，成为国内首家可以

自动接收、解码并处理多参数生物地球化学 Argo 数据的单位。同年，国重室在国际 Argo 官网发

布的新版《2004 年 ~ 2016 年全球海洋 Argo 网格资料集》，是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发布的首款

Argo 网格数据集，从而使我国成为第 6 个公开发布类似数据产品的国家。

截至今年 5 月，中国 Argo 计划已在太平洋、印度洋、南大洋和地中海等海域布放了 416 个

剖面浮标，约占全球 Argo 浮标数量的 2.5%。中国 Argo 观测网已成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国际大型合作计划中的显示度显著提高。中国 Argo 观测网也是我国海

洋观测史上唯一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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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国已从早期的国际 Argo 计划参与国，发展成为能自主研发剖面浮

标、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和传输浮标观测数据、主导建设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自主

研制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并提供国际共享、主动承担海洋大国责任和义务的重要成员国。

国重室有关负责人透露，该实验室计划于 2018 年 ~2019 年组建国际上第一个西北太平洋的

生物地球化学 Argo 观测网，同时以成功研制北斗剖面浮标以及国际 Argo 计划由 “ 核心 Argo” 向 “ 全

球 Argo” 拓展为契机，建设北太平洋西边界流海域、西太平洋典型边缘海 — 南海的 Argo 区域海

洋观测网，并逐步向印度洋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扩展，最终建成至少由 400 个剖面浮标组成的覆

盖海上丝绸之路的区域 Argo 海洋观测网，使之成为 “ 全球 Argo” 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增进与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交流与合作的纽带，以进一步促进 Argo 资料在我国乃至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业务化预测预报和基础研究中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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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Argo 浮标布放分布图

共建共享造福人类在国际合作中尽显中国力量

国重室的国家海洋卫星杭州地面站和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是我国的两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平台。其对应的国际组织国际海洋水色协调组织 IOCCG 和全球 Argo 计划，一直由国重室科研人

员担任重要职务。

IOCCG 唯一的中方代表一直由国重室科研人员担任，潘德炉院士、毛志华研究员、何贤强研

究员先后当选 IOCCG 委员。许建平研究员担任国际 Argo 指导组成员和中国 Argo 计划首席科学家，

国重室主任柴扉研究员担任国际生物地球化学 Argo 指导组成员，刘增宏副研究员为中国 Argo 实

时资料中心技术负责人、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成员，邢小罡副研究员担任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

生物 Argo 工作组成员、国际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SCOR）下属的 WG142 工作组正式成员和唯

一的中国成员。国重室所在的海洋二所是目前国际上仅有的两个同时拥有国际 Argo 计划和生物地

球化学 Argo 计划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的单位之一。

国重室在国际上日益显著的国际影响力，得益于国家海洋卫星杭州地面站和中国 Argo 实时资

料中心这两个国家级平台的建设。这些科研成果全球共享，服务世界。

据悉，国重室将于今年 11 月举办海洋生态遥感及剖面浮标监测技术高级培训班，以实用性海

洋生态遥感和自动剖面浮标监测技术作为培训主课，促进发展中国家海洋领域人才培养。通过进一

步合作拓展，争取在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建站和构建浮标观测网。通过帮助培养相关人才及协助

其加入国际计划等形式，让更多国家和人民共享全球海洋遥感观测以及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

为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防御海洋灾害、贡献 “ 中国智慧 ”，让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

和民众能够真切体验和享受到海上丝路建设带来的福祉，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伟大事业中做出

应有的贡献，这是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全体科研人员新时代的新使命！

（本文转载自 2018 年 6 月 20 日《中国海洋报》第 2386 期 A4 版，作者：安海燕、郑雅楠）

 注：原文中几处出现 “Argo 浮标 ” 的错误标注，按照国际 Argo 计划的相关决议和通知精神，

统一修订为 “ 自动剖面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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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Argo 信息中心为 “Argo” 正名

自从中国加入国际 Argo 计划并建立我国的 Argo 大洋观测网以来，“Argo” 这个外来语频频出

现在我国的报刊、杂志，甚至电视节目中，至少在海洋和大气科学领域已经耳熟能详。但对于 “Argo”

的中文解释或者真实含义，人们了解得似乎并不全面，甚至出现误解或曲解，已经影响到我国的

国际声誉 。为此，有必要为 “Argo” 正名，以正视听。

“Argo” 一字最早出现在希腊神话中。传说 Argo 是一艘神船，那些称呼 Jason 的勇士们乘上

这艘神船无往不胜，完成了其史诗般的海上航行。现在人们用 “Argo” 和 “Jason” 来比喻海洋观测

网与卫星高度计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 “Jason” 卫星高度计需要先进的 “Argo” 海洋观测网的配合

才能成功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在国际 Argo 计划实施初期，Argo 也曾用大写英文字母 “ARGO” 表示，原是 “Array for Real-

time Geostrophic Oceanography” 的英文缩写，其中文含义为 “ 地转海洋学实时观测阵 ”。后来，

国际 Argo 指导组为了强调该海洋观测网与美国、法国联合发射的新一代 “Jason” 卫星高度计之间

的特殊关系，强烈建议使用 “Argo” 作为该计划的名称。而用于建立全球海洋观测网的自动剖面浮

标，简称为 “Argo 剖面浮标 ”，其观测资料须遵守国际 Argo 计划的原则，与全体成员国无条件共享。

“Argo” 也已成为国际 Argo 计划或全球实时海洋观测网的专用名称。

然而，在我国，“Argo” 不仅用于正在实施的中国 Argo 计划和正在建设的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中，

而且还被用于正在研制的自动剖面浮标上，如称 “C-Argo 浮标 ” 或 “Argo 浮标 ”；也有在一些全国性规

划中把 “Argo” 错误地标记为 “ 自沉浮式 ” 的英文缩写，或者直接把自沉浮式剖面浮标称为 “Argo 剖面

浮标 ” 的。也有单位从国外引进自动剖面浮标后，申请加入国际 Argo 计划，但又不愿意将观测资料与

国际 Argo 成员国共享的，……。这在个别单位或人员的无意识间，对我国参与国际合作计划带来了负

面影响。对此，希望能引起我国相关部门和科技界的高度重视。对尚未被国际 Argo 计划或中国 Argo

计划接纳、并用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或中国 Argo 大洋网中的国产剖面浮标，甚至是从国外引

进的自动剖面浮标，不要轻易称 “Argo 剖面浮标 ”；可以称 “ 自持式剖面漂流浮标 ” 或 “ 自动剖面浮标 ”。

目前，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或中国 Argo 大洋网建设使用的自动剖面浮标主要有美国研

制生产的 APEX、SOLO、NAVIS、S2A 型和法国研制生产的 ARVOR、PROVOR 型，以及加拿大

研制生产的 NOVA 型，还有少数由我国研制生产的 HM2000 型，只有这些型号的浮标才有资格称

“Argo 剖面浮标 ”，它们所获得的观测资料能做到无条件与国际 Argo 成员国共享。

我们也希望国产剖面浮标能早日定型并批量生产，正式用于建立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乃至

为全球 Argo 实时观测网建设和维护做出积极贡献，让 “C-Argo” 剖面浮标名正言顺地走出国门、

参与国际竞争。

（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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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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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底，在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剖面浮标总数为 3825 个。其

中美国 2124 个占 55.53%、澳大利亚 347 个占 9.07%、法国 275 个占 7.19%，列第一至第三位；

英国 158 个占 4.13%、德国 156 个占 4.08%、日本 149 个占 3.90%、印度 136 个占 3.56%、欧盟

111 个占 2.90%、中国 106 个占 2.77%（第九位）、加拿大 82 个占 2.14%、意大利 67 个占 1.75%、

韩国 44 个占 1.15%，列第四至第十二位。此外，还有荷兰（25 个）、爱尔兰（11 个）、新西兰（6

个）、挪威（5 个）、波兰（5 个）、芬兰（4 个）、西班牙（4 个）、巴西（3 个）、秘鲁（3 个）、

阿根廷（1 个）、希腊（1 个）、印度尼西亚（1 个）、肯尼亚（1 个）和墨西哥（1 个）等美洲、

欧洲、亚洲和非洲，以及太平洋岛国等参与布放浮标。

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各国浮标概位（止 2018 年 5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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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统计，在全球海洋 3825 个活跃浮标中，APEX 型浮标（美

国生产）所占比重最大，达到了 1581 个（占 41.33%），其次是法国生产的 ARVOR 型浮标（605

个，占 15.82%）。SOLO_ Ⅱ型（449 个，美国）、NAVIS_A 型（440 个，美国）、S2A 型（339

个，美国）、NOVA 型（94 个，加拿大）、PROVOR 型（86 个，法国）、PROVOR_ Ⅲ型（49 个，

法国）等由美、法、日等国研制的其它各类型浮标约占 42.56%，而由中国研制、布放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只有 11 个，仅占 0.29%。

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 Argo 浮标类型分布（止 2018 年 5 月底）

                                                                        （孙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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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正式成为国际 Argo 计划成员国

2017 年 7 月 29 日，印度尼西亚在其邻近的班达海海域（5°S，131°E），投放了一个

ARVOR 型剖面浮标，并向国际 Argo 信息中心申请了 WMO 编号（6901746），同意其观测资料

与其他 Argo 成员国共享。按照国际 Argo 计划的相关决议精神，标志着该国已经正式成为国际

Argo 计划的成员国。印度尼西亚也成为东南亚国家中，率先加入国际 Argo 计划并投放浮标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有 40 个沿海国家参与了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建设与维护，累计

布放的浮标数量超过了 14000 个。

印度尼西亚布放的该型浮标由法国 NKE 公司研制，使用了锂电池供电和铱卫星通信，最大观

测和漂移深度均为 1000 米，剖面观测周期为 48 小时。截止 2018 年 6 月 25 日，该浮标已获得了

198 条温盐度剖面。图中给出了该浮标的位置及其漂移轨迹，其中绿色大、小圆点分别代表浮标

最新和布放时的位置；橙色曲线代表浮标漂移轨迹。

印度尼西亚投放的首个 Argo 浮标位置及其漂移轨迹

                                                                    （孙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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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Argo 计划 14 个主要成员报告的工作重点及关键问题

2018 年 3 月 13 － 16 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悉尼（Sidney）举行了第十九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AST-19）。这次会议由加拿大海洋科学研究所（IOS）承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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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参加了会议。近日，AST-19 次会议的总结报告刚刚由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编写完成，正在

征求各成员国代表及 AST 成员的意见。现将 14 个国际 Argo 计划主要成员国，包括欧盟在会议前

提交的各国 Argo 计划实施进展报告中的核心内容及其在会议上提及的一些关键问题摘译如下，供

浏览参考。

澳大利亚：涉及本国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一直处于人事变动中，从早期的 S. Wijffels 女士、

A. Thresher 和 J. Dunn 先生，到现在新的带头人 P. Oke 先生，他所从事的专业为海洋预报，所以

正在加紧学习和了解 Argo 计划，并希望把他的专长能带进新的 Argo 团队中。

中国：2017 年投放了 21 个浮标，其中包括 2 个投放在南大洋的深海浮标。如果提交的有

关沿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的区域 Argo 海洋观测网建设规划方案能够获得批准资助，每年将

能新增布放 100 个以上浮标。2018 年计划在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TPOS）海区投放一批浮标。

如果能争取到更多资金的支持，那么将会在 TPOS 海区投放更多浮标。提议在杭州承办第二十次

AST 年会。

欧盟：在过去三年里，利用已有项目资金额外投放了 150 个浮标，但该项资助即将结束。欧

洲 Argo 计划一直在努力争取，能够在欧洲层面上协助 Argo 计划实现观测覆盖全球海洋的目标。

法国：2017 年仅投放了 65 个浮标，比以往及原计划投放的数量（80 个）都要少，2018 年依

然计划投放 80 个。在过去的一年里，加强了科里奥利斯（Coriolis）与 Argo 有关团队之间的协调。

有关传感器分析和深海型 Arvor 浮标研发方面取得的成果，发表在国内刊物上的数量增加了 40%。

德国：位于不莱梅港的阿尔弗雷德韦格纳极地与海洋研究所（AWI）找到了一家把 RAFOS

水听器集成到剖面浮标上的供应商，并将遇到的一些问题通报给了 AST。由于 2017 年的招标失败 ,

导致了 2018/2019 年度将没有浮标可以投放，故决定在 2018/2019 年度的现场观测期间，部署在

韦德尔环流中的声源观测阵西端不再补充投放浮标，只会在今后再做考虑。

印度：一直到 2020 年，每年都会投放 50 个浮标。其中 20 个为 BGC-Argo 浮标。Argo 数据

被同化进了海洋模式中，并得到了国内业务部门的使用。正因为对 BGC 浮标观测的资料有较大的

需求，所以每年都会有 20 个 BGC-Argo 浮标投放。而且科研人员利用 Argo 资料公开发表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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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意大利：计划每年在地中海、黑海和南大洋等海域投放 20-30 个浮标。其中投放在边缘海的

一部分包括了 BGC-Argo 浮标。

日本：2017 年，JAMSTEC 投放了 35 个浮标，JMA 投放了 36 个准 Argo 浮标，其中 12 个

是投放在西边界流海域的强化观测浮标。七国集团（G7）有助于 JAMSTEC 融资，获得了对 Argo

项目更大的支持，故在 2018-2019 年期间可购买并投放更多的额外浮标，其中包括 34 个用于 “ 核

心 Argo” 计划的浮标、27 个准 Argo 浮标、12 个投放在西边界流海域的观测浮标、5 个 BGC-

Argo 浮标和 20 个深海 Argo 浮标。

韩国：首次在黄海海域投放了 2 个浮标，由于浮标压载计算有误，浮力不足导致这 2 个浮标

在投放后的前两个月没有浮出水面。但后来投放的 3 个浮标，都取得了成功。

新西兰：计划每年投放 2 个浮标。在 2022 年将会有一条新船下水，以取代老旧的 Kaharoa 号

调查船。新的调查船应该能够以类似 Kaharoa 号的方式，帮助其他 Argo 成员国投放浮标，最南可

以到达靠近南极的海域，但这需要核算运行成本后才能做出决定。Argo 计划成员国曾是 Kaharoa

号调查船的最大用户，所以他们希望新船也能如此。同时，他们还想把 Tangaroa 号新船的航线扩

至南大洋，这样就会给投放浮标的用户提供更多的机会。如果对此感兴趣的国家或者科学家，可

以直接与 Phil Sutton 先生取得联系。

波兰：2017 年在北欧海域投放了 3 个浮标。其中一个浮标因遇到强密跃层而未能浮出海面。

2018 年，还将使用一个装载溶解氧传感器的浮标布放在该海域，再次进行试验。

南非：2018 年同样有多个投放浮标的机会，感兴趣的国家或者科学家可以直接与 T. Morris

先生取得联系。

英国：2017 年，浮标投放数量创造了一个新的年度记录，达到了 53 个。其中大多数是由研

究项目经费购置的 BGC 浮标和深海型浮标。提出如何能及时从 BGC-Argo 浮标观测剖面中提取出

核心（即 CTD）剖面资料，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美国：在短期内，如 2018-2019 财政年度中，NOAA 所获得的资金看起来还比较充足。但为

了尽可能降低由于资助 Argo 的经费减少而带来的风险，正致力于研究延长浮标和 CTD 使用寿命

的技术和方法。

                                                                      （高淑敏、孙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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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 CTD 传感器进入 Argo 计划的途径与步骤

2017 年 9 月 11-15 日，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召开的第二届 Argo 平台及传感器科学研讨

会重点讨论了如何提高剖面浮标的可靠性，以及新型传感器进入 Argo 计划的途径及其观测数据的

分发和标记等问题。对此，由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编写完成的 AST-19 次会议报告，对这些问题

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概述。这里摘译了 CTD 传感器测试，以及新型传感器进入 Argo 计划的途径

与步骤的情况介绍，以供相关技术人员浏览参考。

1、CTD 传感器测试

近些年，发现安装在剖面浮标上的 CTD 传感器存在 “ 正漂移 ”（随着时间的增加，传感器测

量的盐度逐渐大于真实盐度）现象，且呈不断增加的趋势 ; 而在 Argo 计划实施早期，预计的盐度

漂移都可能是负值（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测量的盐度会逐渐小于真实盐度），并在计划实施的前

十年得到了证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过去几年中发现大量传感器一直处于 “ 正漂移 ” 状态，有时

候漂移非常大，以至于无法进行校正；但广大浮标用户和制造商均还没有弄清楚这些 “ 正漂移 ” 产

生的原因。另外，还讨论了新型 CTD 传感器，包括已在少数剖面浮标上进行测试的 RBR 型 CTD

传感器的问题。该型 CTD 传感器尽管存在漂移和毛刺等问题，但其未来仍有较大的应用前景。国

际 Argo 计划鼓励各国 Argo 团队尝试使用装载该型 CTD 传感器的浮标，且 ADMT（国际 Argo 数

据管理组）和 AST（国际 Argo 科学指导组）已批准由该传感器观测的数据可以出现在 GDAC 数

据文件中，但其质量控制符须标记为 3（即表示可能存在问题的数据），直到该新型传感器的性能

达到稳定、可靠，并最终被 ADMT 和 AST 认可为止。

此外，还发现了 SBE 41CP 型 CTD 使用的 DRUCK 压力传感器存在明显的负偏差，且随着压

力增加、温度下降，负偏压也随之增加。美国海鸟（SBE）公司已经查找到了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

主要由一个不正确的校准方程所致，目前该公司的工程师已经修正了该方程，且利用了新校准方

程的传感器，也已有相关技术团队在对其测试，以便验证其压力负偏差问题是否已经得到彻底解决。

美国华盛顿大学（UW）的技术人员也正在为 APEX 浮标研制一种新型的 APF11 控制器，携带该

新型控制器的浮标应该很快会进行海上测试，并有望在 2018 年底之前投入使用。

2、新型传感器进入 Argo 计划的途径及其观测数据的分发和标记

AST 正在组织相关成员起草一个文件，明确利用新型仪器观测资料进入 Argo 数据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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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新型传感器或新观测参数纳入 Argo 计划所需要的工作流程。该文件最终需要 AST 的批准，

以帮助各国 Argo 计划来确认究竟哪个剖面浮标可以认定为 “Argo 浮标 ”。这些要求和指标包括：

（1）剖面浮标必须按照国际 Argo 计划的管理运作，其中包括在浮标布放前须预先告知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

（2）所有剖面浮标的科学数据必须在观测后的 24 小时内提供给国际 Argo 计划共享；

（3）在浮标布放前，需要确定向 Argo 数据流提供延时模式质量控制（DMQC）数据所需的

资金和渠道，执行浮标布放任务的单位还应提供能足以有效进行 DMQC 的来自稳定水团内的数据；

（4）浮标观测深度和循环间隔分别为 2000dbar 和 10 天；对虽不符合该条件、但能够扩大

Argo 覆盖范围，并能满足前 3 个要求的浮标，可以考虑接纳进入 Argo 计划。

提出的将新型传感器或新参数纳入 Argo 数据流的流程主要分为 “ 实验 ”（Experimental）、“ 试

用 ”（Pilot）和 “ 批准 ”（Approved）等三个阶段。安装 “ 实验 ” 传感器的 Argo 浮标必须带有包

含了已经 “ 批准 ” 的 CTD 传感器。Argo 浮标上带有 “ 实验 ” 传感器的验收将由各国 Argo 计划组

织进行。这些传感器应能测量适用于气候科学研究的相关参数。来自 “ 实验 ” 传感器的数据将被

存储在 GDAC 中 “aux” 目录里。“aux” 数据的结构及其访问途径必须由该浮标操作人员记录到目

录中的文档里。在一个成功的 “ 实验 ” 阶段结束时，应能证明该传感器布放在全球 Argo 观测网中

所具有的工程和科学上的潜能。一项新的 “ 试用 ” 研究，首先必须得到 AST 的认可，其次应能小

批量布放载有新传感器的浮标，其三投放的广阔区域应具有海洋学的物理环境，以验证其在全球

Argo 观测网中的适用性。传感器和参数表中的相应条目应由 ADMT 认可。“ 试用 ” 浮标的数据将

被存储在 GDAC 的 Argo netCDF 格式文件里，但这些传感器的观测数据将被列入灰色列表中，且

其质量标记应该设置为 “3”。经多数 Argo DMQC 小组成员的同意，这些传感器的 DMQC 标记也

可以被设置为更低的值。在 “ 试用 ” 研究获得成功后，AST 可以将该新型传感器认定为 “ 批准 ”，

其测量数据可以与其他 Argo 数据同等对待。

                                                                 （卢少磊、曹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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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国际 Argo 科学研讨会将在日本东京举行

第六届国际 Argo 科学研讨会（ASW-6）将于今年 10 月 22-24 日在日本东京举行。此次会议

的主题为 “The Argo Program in 2020 and beyon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2020 年及以后

的 Argo 计划：挑战和机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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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在中国杭州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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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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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x.html）浏览了解。在此提醒有意愿参加此次会议的人员提前准备，请勿错过。

                                                                          （孙朝辉）

第十九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将在

美国圣地亚哥举行

据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ADMT）消息，由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SIO）承办的第十九次

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ADMT-19）将于今年 12 月 2-7 日在美国圣地亚哥市举行。其中，2-3

日为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组会议，4-5 日为生物地球化学（BGC）Argo 会议，4 日将同时召开质量

控制执行组会议，资料管理组全体会议将在 6-7 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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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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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组的要求做好 Argo 资料业务化接收、处理和分发等工作。

会议详细信息请浏览 ADMT-19 网站：http://www.argo.ucsd.edu/AcADMT-19.html。

                                                                           （孙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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