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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第二十次国际Argo指导组会议在杭州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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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第7次欧洲Argo科学研讨会将在希腊雅典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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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

由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戴永久教授牵头负责的 “ 基于大数据的区域海陆气环境预警预报关

键技术 ” 项目（项目编号：U1811464），获得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资助。该项目

汇聚了来自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

象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华南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和

科研机构的研究力量，其项目团队共有 90 余人组成。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将代表自然资源部

第二海洋研究所，承担该项目有关全球海洋（包括南海）Argo 剖面资料的收集与质量控制，以及

Argo 散点资料集的制作和网格资料集的研制等。

本项目瞄准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以建立大气海洋大数据的海陆气耦合分析与综合利用的计

算理论、方法与技术体系为目标，深入研究传统预报模式和大数据处理方法融合、海陆气多物理

场耦合以及平台融合等关键问题，在天河二号超算平台上基于大气海洋大数据的示范应用平台，

并在粤港澳大湾区进行大规模应用示范。通过大气海洋大数据计算基础理论的创新，提升我国在

大气海洋领域的国际学术地位和影响力；通过若干瓶颈问题的突破，为数据驱动的预警预报系统

提供一整套深度分析与综合利用的关键技术；通过应用示范系统的构建，为核心区域的环境安全

提供高效的预警预报，使之成为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共设计了 5 个研究课题，即 1）基

于大数据的区域大气数值预报理论和技术研究；2）近海海洋环境预报和海上安全保障预警；3）

基于大数据技术和陆面过程模式的旱涝灾害预警预报研究；4）基于数据分析的区域气候环境智能

预警；5）基于天河二号的大气海洋大数据服务示范平台。

通过为期四年（2019-2022）的实施，本项目将在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和构建技术验

证平台与实施重大应用示范方面，实现如下三大目标：（1）在大气海洋大数据应用的相关学术方

向上提出和发展具有重大创新的理论与方法和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2）在大气

海洋大数据的应用方面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完成预报模式和数据分析结合的应用技术。预期在基

于大数据的区域预报基础理论、海洋预报模式、陆面过程模式、区域气候模式、高性能平台计算

架构设计、大气海洋大数据资源存储管理调度等关键技术方面取得突破；（3）实现各项关键技术

的应用验证与集成示范系统，在天河二号超算平台上实现大气海洋大数据和数值模式融合的海陆

气耦合的预警预报系统，并在粤港澳大湾区进行大规模应用示范。本项目将全面提供近海城市区

域的环境态势预警和预报，服务于城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战略需求。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主要参与第二课题（即 “ 近海海洋环境预报和海上安全保障预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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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工作。该课题拟在综合各类历史观测资料的基础上，利用高分辨率海洋数值模式和四维资

料同化技术，研制中国近海海洋再分析资料大数据。建立高分辨率波流相互作用海气耦合模式，

以人工智能为辅助工具，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与数值预报相结合的方法，针对台风、风暴潮、巨

浪、海上溢油及危险品扩散等灾害，实现对近海海洋环境及海洋灾害的高精度预报，建立海上安

全预警保障系统，揭示海洋灾害成灾机理。预期的研究目标是：面向历史观测和数值模拟大数据

的再分析问题，研究以大数据处理技术为基础的高分辨率海洋 — 大气双向耦合模式，揭示台风发

展过程中海气及波流相互作用的物理机制，理解海洋气象灾害的形成机理，建立海上智能预警和

安全保障系统。研究并提出 3 个利用大数据优化和改善海洋 — 大气耦合模式的高扩展性算法，并

验证这些算法在实际应用中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重点围绕本课题的关键科学问题及任务，具体研

制全球高分辨率海洋环境再分析资料，将引入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云计算 , 分析、处理、遴选全球

Argo 数据和各局部海域自动走航或定点大气和海洋观测数据。通过质量控制，在海洋模型预报系

统运行中开发适用于非规则时空分布的集合卡尔曼 (Ensemble Kalman) 四维同化方法，对 Argo 观

测网得到的实时海洋自适应采样温盐数据库进行有效同化，订正海洋模式 2000 米以上温度和盐度

的垂直廓线。通过对南海海洋观测网中高分辨沿海海洋动力学应用雷达 (CODAR), 卫星观测资料

（海表温度 SST，海面高度 SSH），自动走航滑翔机和定点综合要素浮标站观测到的气象、海洋

资料的同化，利用全球海洋模式，研制 1978-2022( 包括项目执行年间 ) 年高分辨率全球海洋环境

再分析资料，从而为建立的高分辨率多尺度全球 — 中国海 — 南海近岸三重嵌套非结构化网格海

洋模型预报系统（FVCOM）提供背景场。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在第二课题中负责的具体工作有：1）收集 1996-2020 年期间全球海

洋（包括南海）Argo 剖面资料，并进行质量再控制；2）制作 1996-2020 年期间全球海洋（包括南海）

散点 Argo 数据集；3）研制 2004-2020 年期间全球海洋高分辨率网格数据集；同时，还将参与数

据同化方法与关键技术研究，以及全球海洋环境再分析资料研制等。

（卢少磊）

“ 基于 Argo 和卫星数据的西北太平洋高分辨率三维网格
资料集的构建 ” 获得 SOED 自主课题资助

由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卢少磊助理研究员申请的 “ 基于 Argo 和卫星数据的西北太平洋

高分辨率三维网格资料集的构建 ” 项目，获得了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



3

项目进展

自主课题资助。该项目将基于 Argo 剖面数据和卫星遥感数据两种观测资料，在西北太平洋

（120°E-180°E，0°-50°N）海域研制一种构建高分辨网格资料集的方法：利用逐步订正法和 Argo

剖面数据构建研究海域内的高分辨率气候态月平均温盐场；之后基于海平面异常（SLA）和海表

面高度异常（DHA）的高度相关性，通过融合高精度的 Argo 剖面数据和高时空分辨率的卫星遥

感 SLA、SST 资料，构建次表层温盐度异常与海表信息的线性回归模型；最后利用线性回归模型，

集合卫星遥感 SLA、SST 资料估算对应的三维温盐场，并利用 Barnes 逐步订正法和相应时间窗口

内的 Argo 剖面数据订正线性回归模型结果，从而减小模型估算误差。

本项目为期两年（2019-2020），将在西北太平洋海域内构建 2004-2018 年 0-2000m 内旬平均、

0.25°×0.25° 的三维温盐网格资料集。

（卢少磊）

“ 全球海洋 Argo 网格资料集（新版）研制 ”
获得 SOED 青年海星学者项目资助

由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李宏博士研究生申请、并与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高工合

作的 “ 全球海洋 Argo 网格资料集（新版）研制 ” 项目，获得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SOED）青年海星学者项目资助。

通过为期两年（2019-2020）的实施，本项目将在国际国内网站公开发布、并得到国际同行认

可的旧版 “ 全球海洋 BOA_Argo 网格资料集 ” 的基础上，建立一套业务运行的、准实时的 Argo 资

料质量再控制系统，研制一个更为合适的反推模型，以便进一步提高利用 Argo 次表层温、盐度资

料反推 SST 和 SSS 的精度，达到及时更新和快速制作网格资料集的目的，满足人们对业务化预测

预报和基础研究的需求。

新版 “ 全球海洋 Argo 网格资料集 ” 的技术指标和特点主要有：

空间范围：全球海洋（180°W-180°E, 79.5°S-79.5°N）；

时间范围：2004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

水平分辨率：1°×1° 经纬度；

垂向分辨率：0-1975dbar 不等的 58 层；

时间分辨率：逐年逐月；

主要变量：温度、盐度、等温层深度、混合层深度和合成混合层深度等；

更新频次：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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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高质量、覆盖全球海洋；具有全球海洋大（中）尺度三维信号较优描述能力；国

内国际网站定期更新发布及无条件免费下载使用等。

随着准实时 Argo 资料质量再控制系统和考虑复杂海 - 气过程的混合层模型的建立，基本具备

了研制针对某个热点研究海域（如暖池）或者业务预测预报海域（如台风、ENSO），或者北太平

洋、“ 两洋一海 ” 区域等更高时空分辨率的网格资料集能力，可以满足国内用户对及时、快速、高

质量和高时空分辨率 Argo 网格资料集的特殊需求。

（刘增宏、孙朝辉）

“ 打造智慧海洋国际共享应用平台可行性研究 ” 项目
获得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资助

 

由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高级工程师申请的 “ 打造智慧海洋国际共享应用平台可行性

研究 ” 项目，获得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的联合资助。

通过为期一年（2019 年）的实施，该项目将针对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开展智慧海洋建设，各种

研发观测平台层出不穷，但围绕智慧海洋的信息化建设仍显落后的问题，通过分析国内外海洋共

享应用平台的发展趋势，从数据管理方法、质量控制和系统设计开发等多个方面找出差距所在，

并给出具体对策和建议。

（刘增宏、孙朝辉）

 

两个 “ 全配置 ”BGC 浮标在西北太平洋成功布放

2019 年 3 月 24 日与 29 日，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搭载厦门大学 “ 嘉

庚 ” 号科考船在西北太平洋成功布放两个 BGC（生物地球化学）浮标（图 1、2），顺利传回观测

数据，并通过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与全球 Argo 资料中心实现同步、实时共享。此次投放的两

个浮标（WMO 编号 2902753、2902756），不仅是我国首次投放的 “ 全配置 ”（即同时携带了温度、

电导率和压力，以及溶解氧、硝酸盐、pH、叶绿素、颗粒物后向散射系数和下行辐照度等传感器）

BGC 浮标，而且在国际上也是第一次布放。因为早期布放的 BGC 浮标，除了携带常规的物理海

洋环境要素（温度、电导率和压力）传感器外，大多数只携带了溶解氧传感器，或者溶解氧、硝

酸盐和 pH 传感器等，还没有同时携带国际 BGC-Argo 计划确定的全部 6 个生物地球化学核心参量

（即溶解氧、硝酸盐、pH、叶绿素、颗粒物后向散射系数和下行辐照度等）传感器的先例。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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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两个全配置 BGC 剖面浮标                                         图 2  浮标布放准备

由国际 BGC-Argo 计划实施的全球海洋生物地球化学 Argo 观测网，是研究海洋酸化、缺氧、

生物泵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科学问题的重要数据来源，也是国际 Argo 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 中国近海与太平洋高分辨率生态环境数值预报系统（2016YFC1401601）”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 北太平洋铁的来源与传输及其对上层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41730536）” 两个在研项目的科学引导下，自 2018 年 5 月起，SOED 在西北太平洋海域已经

累计布放了 11 个 BGC 剖面浮标，目前尚在海上正常工作的仍有 8 个（图 3、表 1），并计划于

2019-2020 年继续布放 8 个，以便建成国际上首个西北太平洋生物 Argo 观测网，重点服务于海洋

生态数值模拟的参数优化、西北太平洋碳循环过程、以及大气沉降、台风、中尺度涡对海洋生态

系统的影响等科学研究，同时确立我国在国际 BGC-Argo 计划中的重要地位和国际话语权。

                        图 3  西北太平洋海域 8 个 BGC 浮标的漂移轨迹（绿点表示浮标最新位置）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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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西北太平洋 BGC-Argo 观测网中 8 个浮标的相关信息及其观测参量

为了及时接收和处理这些 BGC 浮标获取的资料，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及时投入技术力量，

于 2018 年 7 月底完成了所有生物地球化学参量的数据处理模块，并实现了与现有核心 Argo 资料

接收处理系统的整合，成为国内目前唯一有能力业务化接收、解码、处理与质控 BGC 浮标数据，

以及管理与维护 BGC-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的技术团队。

（邢小罡）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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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dissolved oxygen responses to tropical cyclones in the Bay of Bengal 
based on Argo and satellite observations

Huabing Xu 1,3, Danling Tang1,3, Jinyu Sheng2, Yupeng Liu1,3, Yi Sui2

   （1、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of Ocean Remote Sensi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Tropical Oceanography, South China Sea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China；
        2、Department of Oceanography, Dalhousie University, Halifax, Nova Scotia, Canada；
        3、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Effects of tropical cyclones (TCs) on dissolved oxygen (DO) in subsurface waters (20–200m) 

over the Oxygen Minimum Zones (OMZs) in the Bay of Bengal (BoB) are examined based on Argo 

and satellite data. Five TCs (Hudhud, Five, Vardah, Maarutha and Mora) during 2013–2018 are 

considered. Analyses reveal three types of DO temporal variability caused by the storm-induced 

mixing and upwelling. The first type features temporal DO increases in subsurface waters (37–70 m) 

caused mainly by intense vertical mixing and downwelling. The second type features DO reductions 

in subsurface waters after the storms attributed to storm-induced upwelling. The third type features 

temporal DO increases at depths between 40 and 79 mand decreases at depths between 80 and 150 

m due to the combined effect of strong vertical mixing and upwelling. These three types of DO 

responses can occur in different areas, depending on TC intensity, translational speed and Ekman 

pumping. The temporal DO variability i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shallow oxycline (58.3 ± 16.7 m), 

mesoscale eddies and biochemical processes. Due to TC intensification, a pre-existing oceanic 

cyclonic eddy produced a large upwellingand induced a long time of DO decrease in the subsurface 

layer. This study suggests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DO responses along the TC track in the OMZ, 

which is useful to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TCs on the OMZ.

（摘自《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9，659，912–922）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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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the Roles of Wind‐and Buoyancy Flux‐Induced Mixing on 
Phytoplankton Dynamics in the Northern and Central South China Sea

Bingxu Geng1, Peng Xiu1, Chan Shu1, Wen-Zhou Zhang2, Fei Chai3, Shiyu Li4,and Dongxiao Wang1,5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Tropical Oceanography, South China Sea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China；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Scienc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China；
    3、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atellite Ocean Environment Dynamics, Secon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Hangzhou, China；
    4、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and Remediation Technology,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5、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Observations from two Bio‐Argo floats deployed in the northern and central South China Sea (SCS) 

show distinct seasonal patterns of vertical chlorophyll distribution. There is a permanent subsurface 

chlorophyll maximum (SCM) located between 60 and 80 m throughout the year and a weak seasonality 

of surface chlorophyll in the central SCS. In the northern SCS, the SCM shoals to the upper mixed layer 

in winter and surface phytoplankton shows a clear winter bloom pattern. The mechanism driving the 

spatial and seasonal differences in phytoplankton dynamics in the euphotic zone remains unclear. Here 

a coupled physical‐biological model is developed and applied to the northern and central SCS. With 

model and satellite data, we show that the contrasting patterns in chlorophyll are induced by the spatial 

variability in winter mixing dynamics. In the northern SCS, the buoyancy flux‐induced mixing plays 

a dominant role in controlling the seasonal variability of vertical nutrient transport and phytoplankton 

production, which leads to the peak of surface chlorophyll and the significant shoaling of the SCM in 

winter. In the central SCS, the intensity of the buoyancy flux is reduced and both buoyancy flux‐ and 

wind‐induced mixing control the winter mixing dynamics. However,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mixing processes is weaker than in the northern SCS and the vertical nutrient transport is limited to 

the layer above the SCM, resulting in the reduced seasonality of surface chlorophyll and the relatively 

stable SCM all year round in the central SCS.

（摘自《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Oceans》, 2018, 124, 68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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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rror layer” of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in the ocean

Ge Chen1,2
，Dongyang Ge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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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237, China）

Using the newly available 13-year Argo float  data for the period 2004-2016, a three-

dimensional temperature-salinity (T-S) correlation field is constructed for the global upper ocean.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layer-averaged correlation between T and S time series has a significant peak 

(~0.7) at a depth of approximately 300 m, suggesting that the density-compensated thermohaline 

covariation may lead to a maximum T-S coupling in the vicinity of the pycnocline. This argument 

is supported by subsequent findings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have 

excellent consistencies in terms of both climatology and seasonality around this depth, which we 

call a “T-S mirror layer”. Since mass, heat and salt are mainly transported by dynamic events and 

processes, dominant currents and prevailing eddies in the pycnocline zone are found to determine 

the fundamental patterns of the global T/S climatologie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a unified 

pattern of six well-defined warm/salty pools with collocated centroids and a clear west preference. 

Our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the climatological ocean circulations transport heat/salt as a convey or 

belt, meanwhile heat and salt parcels are discretely transported by numerous migrating mesoscale 

eddies,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which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six well-defined “warm/salty pools” 

in the western subtropical oceans with a core depth of ~300 m at the “mirror layer”.

（摘自《Climate Dynamics》，2019，5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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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表面盐度与海洋环流和气候变化的关系

杜岩
1,2
，张玉红

1
，施建成

3

（1、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301；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3、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依据 Argo 的海洋盐度观测及降水、蒸发、海面高度等数据分析了全球海洋表层盐度的平均态

和低频变化特征及其与海洋环流和气候变化的关系，并结合前人成果对海洋盐度的研究进行了回

顾和展望。蒸发减降水在最低阶上决定了海洋表层盐度的分布，海洋环流动力过程在大部分海域

调整了海洋表层盐度的空间结构，并影响了海洋表层盐度的低频变率。全球变暖的情况下，海洋

表层盐度表现为盐度高的地方会变得更高、盐度低的地方会变得更低，表征为整个水循环系统的

加强。在最近 20 年全球变暖停滞期，海表盐度变化与全球变暖的趋势不同，更多地体现了对气候

系统的年代际及多年代际振荡的响应，此阶段对应着 Walker 环流加强；西太平洋和东南印度洋海

表盐度的反向变化揭示了跨海盆尺度海洋动力过程的重要性，海洋 Rossby 波和印尼贯穿流的共同

作用使得东南印度洋海表盐度显著降低；在东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更多地体现了全球变暖下的海

表盐度单调升高或降低的响应。期待未来的盐度卫星能够提供更高时空分辨率的盐度数据，这将

和 Argo 观测一起，拓展我们在中尺度动力学、区域海洋学以及气候变化等方面的认知。

（摘自《中国科学 : 地球科学》，2018，doi: 10.1360/N072018-00103）

热带印度洋降水、蒸发的时空特征及其对海表盐度的影响

许金电，高璐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动力学实验室，福建厦门 361005）

本文利用降水、蒸发等资料分析热带印度洋年降水量、蒸发量、净淡水通量的分布特征，并

选取 4 个典型海域来分析降水量、蒸发量、净淡水通量的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化。结果表明：东印

度洋的苏门答腊岛西部海域年降水量最大，季节变化较小，属全年降雨型；孟加拉湾的东北部和

安达曼海的北部海域年降水量较大，其年际变化以 4.2mm/a 的速率增长，强降水出现在 5-9 月；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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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海的西部海域年降水量较小；南印度洋东部（20°~30°S，80°~110°E）海域年降水量较小，

年蒸发量较大，年蒸发量在 2000 年之前以 5.1mm/a 的速率增长，之后以 4.5mm/a 的速率减小。

本文还采用 Argo 盐度等资料探讨降水、蒸发对海表盐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降水量远大于蒸

发量的海域，海表盐度较低；降水量远小于蒸发量的海域，海表盐度较高。表层水平环流是导致

高净淡水通量中心与低盐中心并不重合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强蒸发中心与高盐中心并不重合的

主要原因。选取的 4 个典型海域海表盐度的季节变化与净淡水通量关系不大，而是与表层水平环

流有关。孟加拉湾强降水对表层盐度的影响显著，强降水发生后表层盐度降低 0.2~0.8，其影响深

度为 30~50m。

（摘自《海洋学报》，2018，40（7）：90-102）

基于 ROMS 模式的南海 SST 与 SSH 四维变分同化研究

周超杰
1,2
，张杰

1,2
，杨俊钢

2
，徐明明

3
，张庆君

3

                 （1、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青岛 266580；
                                   2、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山东青岛 266061；
                                   3、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北京 100094）

卫星遥感观测获得了大量高分辨率的海面实时信息，包括海面温度（SST）和海面高度（SSH）

等，同化进入数值模式可有效提升模拟精度。本文基于 ROMS 模式与四维变分同化方法（4DVAR），

使用 AVHRRSST 和 AVISOSSH 数据，开展了南海区域同化实验。为检验同化的效果，分别利用

HYCOM 再分析资料和 Argo 温盐实测数据分析了同化结果的海面高度、流场及温盐剖面的精度。

对比结果表明，SST 和 SSH 的同化能够改善 ROMS 的模拟结果：同化后海面高度场能够更为准确

地捕捉海洋的中尺度特征，与 HYCOM 海面高度再分析资料相比，平均绝对偏差和均方根误差分

别为 0.054m 和 0.066m；与 HYCOM 10m 层流场相比，东向与北向流速平均绝对偏差分别为 0.12m/

s 和 0.11m/s，相比未同化均提升约 0.01m/s；温盐同化结果与 Argo 温盐实测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温度和盐度平均绝对偏差为 0.45℃、0.077，均方根误差为 0.91℃、0.11，单个的温盐廓线对比说明，

同化结果与 HYCOM 再分析资料精度相当。

（摘自《海洋学报》，2019，41（1），32-40）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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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C-Argo 浮标观测在海洋生物地球化学中的应用

邱国强
1
，王海黎

1
，邢小罡

2

（１、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福建厦门 361102；
  ２、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杭州 310012）

长期以来观测数据的不足严重制约着海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研究，随着技术发展，搭载物理、

生物与化学多传感器的生物地球化学剖面浮标（BGC-Argo 浮标）为海洋观测带来了重大改变：通

过长期自动化剖面观测，可以覆盖从昼夜、季节到年际的连续时间尺度；通过阵列式投放可以覆

盖从次中尺度、中尺度、海盆到全球的连续空间尺度；高垂向分辨率的观测数据可以同船载观测

和遥感观测相互补充。海量的观测数据有助于各种海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研究，并进一步认识、

理解与预测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生物泵过程以及海洋生态系统．主要综述了 BGC-Argo 的发

展背景、科学目标、主要应用以及目前在南海的应用进展。

（摘自《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57（6），827-840）

太平洋副热带东部模态水的年际变化及机制研究

李祥，罗义勇

（中国海洋大学物理海洋实验室，山东青岛 266100）

根据 2004-2014 年的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BOA_Argo）和 ECMWF ERA-Interim 再

分析资料，计算了冬季太平洋副热带东部海区的水团变性率及水团形成率，对南北太平洋副热带

东部新生成模态水的年际变化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北太平洋副热带东部模态水

（NPESTMW）和南太平洋副热带东部模态水（SPESTMW）的新生成体积及核心密度在 2004-

2014 年具有明显的年际变化：NPESTMW 主要经历了 2005-2009 年和 2010-2013 年 2 次持续 4-5 

a 的体积和密度增加过程，其中体积最大值出现在 2009 年，最小值则出现在 2005 和 2014 年。南

半球 SPESTMW 则经历了 2007-2009 年和 2010-2013 年共两次持续 3-4 a 的体积和密度减小过程，

其中体积的最小值出现在 2009、2013 年，最大值出现在 2010 年。合成分析发现，由冬季海面热

通量异常引起的深混合层内与模态水密度相当的水团表层形成率异常，可能是导致 NPESTMW 和

SPESTMW 新生成水体积年际变化的重要因素；同时，SPESTMW 新生成水的年际变化受局地风

应力旋度的年际变化影响明显。

（摘自《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9（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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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活动（续）

●  2019 年 1 月 8 日，中电科海洋信息技术研究院潘振飞主管访问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刘增宏高工就海洋观测设备通信以及资料质量控制等技术问题与来访客人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  2019 年 2 月 24 日，孟加拉国达卡大学 Azam 和 Faila 博士在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访

问期间，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高工与来访客人围绕中国和国际 Argo 计划的运

行现状、Argo 资料质量控制及其应用研究等方面的话题进行了交流。

●  2019 年 2 月 27 日，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司巡视员兼副司长苗前军一行考察中国 Argo 实

时资料中心，听取了中心人员对国际及其中国 Argo 计划实施进展情况，以及当前我国 Argo 计划

实施中所遇问题的简要汇报，希望得到上级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以提升我国在国际

Argo 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

        苗前军副司长一行考察 Argo 中心                                      洪四雄主任一行调研 Argo 中心

●  2019 年 3 月 6 日，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洪四雄主任一行在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

究所工程院潘国富总工和张俊彪副院长陪同下，对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进行了考察调研。刘增

宏高工详细介绍了国际 Argo 计划和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双方围绕 Argo 数据接收、质

量控制和交换共享等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  2019 年 3 月 7 日，厦门大学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李招英女士一行访问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高工介绍了国内、国际 Argo 计划实施的最新进展，并对厦门大学提

供调查船搭载机会、并协助本中心在北太平洋海域布放一批自动剖面浮标，表示由衷感谢。

●  2019 年 3 月 11-12 日，由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承办的首届国际

BGC-Argo 科学组会议在杭州顺利召开，来自 7 个国家的 19 位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其中我国代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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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名，来自 SOED 的柴扉研究员、刘增宏高工、邢小罡副研究员和厦门大学的王海黎教授）。

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也标志着国际 BGC-Argo 计划在经历了 3 年的初始发展阶段后，正式步入

全球 BGC-Argo 海洋观测网建设的快车道。

●  2019 年 3 月 13-15 日，由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承办的第 20 次国

际 Argo 指导组年会（AST-20）在杭州顺利召开，来自 15 个国家的 55 名 AST 成员和各国代表应

邀出席了会议（其中我国正式代表 3 名，即来自 SOED 的柴扉研究员、刘增宏高工和中科院大气

物理研究所的成里京副研究员；列席代表 8 名，即来自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的张冬生研

究员、杨扬副研究员、董明媚工程师、苗庆生工程师和 SOED 的孙朝辉高工、吴晓芬助理研究员、

卢少磊助理研究员、李兆钦实习研究员）。在本次年会上，还重点讨论了 Argo2020 愿景，部署未

来 10-20 年国际 Argo 计划的发展前景。

● 2019 年 3 月 20-29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搭载厦门大学 “ 嘉庚 ” 号科学调查船，在

西北太平洋海域成功布放了 4 个自动剖面浮标，其中 2 个为美国 Teledyne Webb 研究公司生产的

APEX 型（采用铱星通讯）浮标，另 2 个为法国 NKE 公司生产的 PROVOR-IV 型（采用铱星通讯）

BGC 浮标。

           搭载 “ 嘉庚 ” 号科学调查船布放 4 个浮标位置                  准备布放 APEX 型浮标

●  2019 年 3 月 28 日，天津大学青岛海洋工程研究院海洋浮标团队杨少波博士一行访问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并与中心技术人员就深海自持式剖面浮标研制中的相关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入

交流与探讨。

●  2019 年 3 月 29 日，青岛海山海洋装备有限公司张立杰总经理一行访问中国 Argo 实时资料

中心，双方就国产剖面浮标的通讯覆盖范围、各型传感器技术性能和海上长期观测的稳定、可靠性，

以及自动剖面浮标的大批量推广应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交流与探讨。

●  2019 年 3 月 29 日，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海洋动力过程与气候功能实验室

副主任陈朝晖教授访问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双方就国产深海自持式剖面浮标研制及遇到的技

术问题，以及我国参与国际 Deep-Argo 子计划等事宜进行了广泛探讨。

（孙朝辉）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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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Argo 计划国家报告（2018 年）
—提交第 20 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AST-20）书面报告

1、实施情况

（1）浮标布放及性能

自 AST-19 会议以来，中国在西北太平洋海域布放了 21 个浮标（其中 12 个 APEX 型浮标、9

个 PROVOR 型 BGC 浮标）。这些浮标主要由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CSIO）的两位首席科

学家（PI）负责的研究项目经费购置。截至 2019 年 2 月 19 日，中国 Argo 计划总共布放了 423 个

浮标，其中 95 个还在海上正常工作。

图 1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2 月浮标的布放位置

（2）遇到和解决的技术问题

1）APEX 型 APF11 版本浮标的技术问题：在某些情况下，CLS RUDICS 主机偶尔会出现文

件丢失的现象，有时还会发生浮标获取 GPS 定位困难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报告给英国国家海洋中

心的 Brian King博士，并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和处理。

2）PROVOR 型 BGC 浮标的技术问题：在 2018 年布放的 9 个 PROVOR 型 BGC 浮标中，2

个由于错误的任务配置而无法正常工作。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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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 Argo 资料管理的贡献

自 AST-19 会议以来，CSIO 从 120 个（其中 42 个 APEX、61 个 PROVOR、12 个 HM2000、

3 个 ARVOR 和 2 个 NAVIS）有效工作浮标获取、并向 GDACs 上传了 6144 条温、盐度剖面，以

及 209 条溶解氧、398 条叶绿素、398 条 BBP、310 条 CDOM、360 条 DOWN_IRRIDIANCE 和

120 条硝酸盐剖面。所有的剖面资料都按 ADMT 的统一要求转换成 BURF报文，通过中国气象局（北

京）的接点上传至 GTS。在 ADMT-19 会议之前（2018 年 11 月）完成了历史剖面资料更新至 3.1

版本的工作。

（4）Argo 资料延时质量控制

中国 Argo 计划的延时质量控制工作存在严重积压的状况，直到 ADMT-19 会议之前，这一情

况仍未得到改善。我们寄希望于通过延时质量控制辅助软件的培训后，在 2019 年恢复对 Argo 资

料的延时质量控制工作。

（5）针对全球 Argo 资料集的后处理方法

CSIO 设计了一套针对全球 Argo 资料集的后处理方法，运用了 15 种资料质量控制的检测措

施（或步骤），包括利用 DMQC_Argo CTD 气候态数据集进行检测和由 Racape 先生在 ADMT-

19 次会议上提出的一种新的尖峰检测手段等。我们计划在 2019 年上半年推出这套高质量的全球

Argo 资料集。

（6）中国 COPEX 型剖面浮标的研制进展

COPEX 型剖面浮标是由国家海洋技术中心（NOTC）研制的，它的原型机在 15 年前就已经

研制完成，并已进行了多次海上测试。2016 年应邀参与了由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组织的示范

应用试验，发现了一些涉及传感器采样参数及其数据格式，以及浮标稳定运行等相关的技术问题，

NOTC 技术人员着手进行了改进；并于 2017-2018 年期间，继续投放了 3 个采用北斗卫星系统定位、

通讯的 COPEX 型浮标，但依然发现了一些技术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2018 年底，NOTC 又提

供了 2 个改进的 COPEX 型浮标，目前正在寻找搭载航次布放，以便对该型剖面浮标按国际 Argo 

组织对新型浮标或者新型传感器的示范试验要求，早日完成海上试验，并得到国际 Argo 组织认可

后，尽早用于我国乃至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建设和维护中。

2、国家资助 Argo 计划的现状及其未来前景（包括投入 Argo 的人力资源状况）

2020 年之前，纳入中国 Argo 计划管理的浮标估计有 290 个，其中：1）已购浮标 35 个，

其中 8 个 HM2000 型和 2 个 APEX 型浮标计划用于核心 Argo 计划；2 个携带溶解氧传感器

的 HM2000 型、17 个 PROVOR 型（包括 2 个 “ 全配置 ”BGC 传感器）、2 个 NAVIS（“ 全配

置 ”Sea TREC 温差发电）和 1 个携带溶解氧传感器的 APEX 型浮标计划用于 BGC-Argo 计划；3

个 ARVOR_D 型浮标计划用于 Deep-Argo 计划；2）2019 年几乎已经确定的经费，可购置 7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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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Argo 浮标；3）2019 年等待批复的经费，将购置 180 个浮标，其中 120 个浮标（包括 15 个

BGC）作为 TPOS2020 的一部分，计划布放在西太平洋海域；60 个浮标（15 个 BGC）计划布放

在印度洋海域。

目前有 9 名技术人员从事中国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工作，包括浮标检测与投放、数据接收与

处理和示范应用（包括 BGC Argo），以及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的业务运行等。

3、投放计划（包括投放承诺、浮标投放位置和低或高分辨率剖面等）以及未来一年或更长时间内

对 Argo 数据管理等的其他承诺

中国 Argo 目前已确定两个航次（3 月和 12 月），分别在西北太平洋海域投放约 8 个 BGC 浮

标；另外一个印度洋航次还在计划中，如果浮标购置经费上半年能及时到位的话，该航次估计会

投放约 15 个核心 Argo 浮标。2019 年，中国海洋大学计划在南海投放 12 个 PROVOR 型浮标（其

中 2 个会携带溶解氧传感器），但到目前为止，该航次还没有正式确定。

4、基础研究应用和业务化使用 Argo 资料情况以及对 Argo 区域中心的贡献（同时提供所有国家项

目 Argo 网页的链接，以便更新 AST 和 AIC 网站上的相关链接）

Argo 资料已被广泛应用于科学研究和海洋与天气预测预报业务中。CSIO 提供了 GDACs 剖

面文件镜像通道，同时提供 BOA_Argo 网格资料集（由 CSIO 开发的数据产品）和经过后处理的

全球 Argo 资料集的免费下载。

在中国现有两个 Argo 网站，其中一个在杭州（http://www.argo.org.cn），由 CSIO 的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负责维护，主要提供中国 Argo 计划组织实施的相关信息，包含浮标布放、浮

标轨迹、原始剖面资料、质量控制后剖面资料、衍生数据产品及其示范应用，以及全球 Argo 实时

海洋观测网的建设和进展情况等；另一个在天津（http://www.cmoc-china.cn），由 NMDIS 负责

维护，也是 CMOC/China 网站的组成部分。

5、国际 Argo 计划执行中遇到的问题与建议

中国 Argo 计划实施以来，主要依赖于科研项目的滚动支持，而不是业务化的财政预算，所以

每年能布放多少个浮标，几乎无计划可言，这种状况至今没有得到改善。为此，建议 AST 呼吁所

有 Argo 成员国，在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Argo 决议的指导下，尽可能承担更多的责

任和义务，使得国际 Argo 计划能更好地服务于国际社会。

6、项目首席科学家们（PIs）为提高Argo资料质量所建立的参考数据集提供船载CTD资料的数量（统

计在过去一年中贵国 PIs 上传至 CCHDO 网站的船载 CTD 资料的数量及其位置）

过去一年（2018 年）中，中国未能递交任何船载 CTD 仪的观测数据。

7、Argo 相关文献目录（续）

下面这些由中国学者撰写并公开发表的论文信息，还尚未包括在国际 Argo 办公室定期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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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 文献目录中：

（1）Chen G, and Geng D. 2018. A “mirror layer” of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in the ocean. 

ClimateDynamics,https://doi.org/10.1007/s00382-018-4495-6.

（2）Huang Y, Yang B, Chen B, et al. 2018. Net community produc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asinestimated from in situ O 2 measurements on an Argo profiling float. Deep Sea Research 

Part IOceanographic Research, 131: 54-61. https://doi.org/10.1016/j.dsr.2017.11.002.

（3）Xu J, and Gao L. 2018. Thetemporal-spatial features of evaporation and precipitation 

and theeffect on sea surface salinity in the tropical Indian Ocean. HaiyangXuebao (in Chinese), 

40(7):90-102.

（4）Wang X, Zhang W, Wang P, Yang J, and Wang H. 2018. Research on mid-depth current 

of basinscal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ased on historical Argo observations. Haiyang Xuebao (in 

Chinese),40(6):1-14.

（刘增宏）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运行现状（续）

根据国际 Argo 计划官方网站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截止 2019 年 3 月底，在南海海域共投

放了 113 个自动剖面浮标，其中 99 个（约占总数的 88%）是由美国海军投放的 APEX 型剖面浮

标，其余 14 个（约占 12%）是由我国 Argo 计划投放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这些浮标共获取了

15000 余条温、盐剖面，其中 APEX 型浮标获取了约 12800 条，HM2000 型浮标仅获取了约 2100

条（其中 800 余条参与国际交换共享）。

目前，在南海海域，仅有 2 个 HM2000 型浮标在海上正常工作，另外有 2 个 APEX 型浮标出

现了仪器故障（只有海面定位信息，无垂直剖面观测资料）。这与之前南海 Argo 区域观测网中曾

经有 20 个活跃浮标同时运行的规模相去甚远，一方面体现了我国 Argo 计划自 2016 年着手在南海

布放国产剖面浮标后的作用和影响，使得美国海军在南海投放浮标的数量大幅减少（据公开资料

显示，美国海军自 2016 年以来在南海只投放了 1 个浮标，而之前最多时曾超过 15 个）；另一方

面也体现了我国对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进展十分缓慢（自 2016

年在南海布放 10 个 HM2000 型浮标之后，至今只补充布放了 4 个）。当前，南海 Argo 区域海洋

观测网中活跃浮标的数量（2 个）与国际 Argo 计划设想的目标（22 个浮标）相距甚远，不能排除

美国海军趁机在南海再次大规模布放剖面浮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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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活跃浮标概位（左）及历年观测剖面数量与分布（右）

由此，我国应尽快在南海深水区域补充投放一批国产剖面浮标，以便能尽早建成由约 20 个浮

标组成的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并能长期维持下去，从而掌控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运

行管理的主动权。当前，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还库存了一批 HM2000 型剖面浮标（据悉国内相

关单位也已公开招标购置了一大批北斗剖面浮标），但一直未能搭载到合适的航次布放。为此，

呼吁国内项目首席科学家倘若近期设计有专门调查航次，烦请及时联系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同时，也强烈呼吁已经购置大批国产剖面浮标的涉海单位，能从我国 Argo 计划的整体利益和国际

Argo 计划重要成员国的大局出发，尽快在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覆盖的南海、西北太平洋和东印

度洋等海域有计划地布放一批国产剖面浮标，承担起一个 Argo 成员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确保我

国在国际 Argo 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也会义不容辞地承担并提供

北斗浮标观测资料接收与质量控制等科技基础性工作，以确保国产剖面浮标观测资料的质量，从

而能为我国海洋和大气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业务预测预报，以及海洋资源开发、蓝色经济发展

和气候变化适应等社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卢少磊）

Argo：一支监测实时海洋的 “ 水下舰队 ”

海洋覆盖了地球表面 70% 以上的面积，对人类日常生活产生着巨大影响。海洋可以 “ 呼风唤

雨 ”，调节全球的水循环，储存了大量二氧化碳和热量，直接影响着全球气候的变化。海洋中的浮

游植物，还为人们呼吸提供了大部分氧气。探索海洋，可以帮助科学家了解更多有关这个星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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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现在和未来，包括人类的起源。

纵观历史，科学家和探险者曾使用船只、浮标和其他手段（如漂流瓶）观测海洋。然而，恶

劣的海洋环境，让使用传统的科学仪器进行长期监测变得十分困难，即使利用现代的卫星遥感技术，

也只能监视海洋的表面，仍无法探测海面以下的海水温度、盐度和洋流的变化。

21 世纪初，也就是在离今 20 年前，终于诞生了一个由海洋和大气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

决定要探秘这个险象环生而又充满神奇的海洋世界，解决困惑人类很久的海面以下海洋环境数据

获取难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启动实施一个针对全球深海大洋的观测计划，被称为 “Argo”。

早先，Argo 仅是英文 “Array for Real- time Geostrophic Oceanography（ARGO）” 的缩写，即 “ 实

时地转海洋学观测阵 ”。后来，人们发现 “Argo” 一字也曾出现在希腊神话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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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胜，完成了其史诗般的海上航行。然而，“Jason”

恰好又是早年美国与法国联合发射的新一代卫星高度计的命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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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

海洋观测网的配合才能实现人类对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的使命。

至今，Argo 计划已经在全球无冰覆盖的国际公共水域投放了成千上万个自沉浮式 “ 水下机器

人 ”，科学家称其为 “ 自动剖面浮标 ”。如同陆地上由无数气象站组成的天气预报观测网一样，投

放在海洋中的单个自动剖面浮标相当于气象站上定时释放的探空气球，而世界大洋上分布广泛的

剖面浮标，就组成了覆盖全球海洋的观测网。这些浮标常年游弋在广阔无垠的海洋上，形成了一

支约由 4000 个水下机器人组成的庞大 “ 舰队 ”，每时每刻监视着海洋环境的变化，正在革命性地

改变科学家们认识海洋的途径。

 图 1  全球海洋上活跃浮标的数量及分布（止 2018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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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剖面浮标是一种圆柱体状的自沉浮装置，长约 1.5 米、重 45 公斤左右。一旦投放入海，

浮标会随洋流自由漂移，每隔 10 天通过内循环系统自动充气、注油或者抽回气体和油，来改变自

身在海水中的浮力，不会对海洋造成二次污染，实现自主下沉或者上浮，并从海洋深处上浮到海面

的过程中分层采集海水的温度和盐度数据，科学家称其为一条 “ 剖面 ” 或者一幅 “ 图像 ”。当浮标

到达海面后，会自动将这条剖面的数据发送给卫星，并由卫星定位系统给这条剖面确定位置，再通

过地面接收站将观测的剖面数据和定位信息转送给浮标用户；之后，浮标又会再次下潜，进入下一

个观测循环，如此周而复始，在茫茫大海上自动运行 4 ～ 5 年，直到浮标自带的电池容量耗尽为止。

通常，一个浮标在其生存期内可以获得 140-180 条剖面。大多数浮标还可以远程控制，科学家只要

在陆上实验室为它们重新设置指令，就可以控制它们的沉浮循环周期（1 天、2 天或者 5 天、10 天）

和测量的最大深度（1000 米、1500 米或者 2000 米、6000 米），方便捕捉变化无常的海洋环境。

 

图 2  自动剖面浮标（左）及其测量过程（中）与温、盐度剖面（右）

自 1999 年开始布放第一个自动剖面浮标起，至今已经陆续投放了 15000 个左右，在全球海洋

上获得了累计 200 万幅反映海水物理海洋（如温度和盐度等）和生物地球化学（如溶解氧、pH 和

硝酸盐等）性质的图像。而自 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的《挑战者》号探险船首次对全球深海大洋进

行大规模巡航探测以来，各国调查船累计收集的水深达 1000 米或者 2000 米的海水温、盐度剖面

总和也就 50 多万条。也就是说，在本世纪刚刚过去的近 20 年里，由自动剖面浮标收集的深海剖

面数量几乎是过去 100 年的 4 倍。这无疑是海洋观测技术的一场革命，更是海洋调查史上的奇迹。

早在 2012 年 11 月，Argo 就收集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第 100 万条剖面，当时用了约 13 年，而近

期收获的又一个 100 万条仅花了 8 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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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球海洋上收集的剖面数量及其分布

（左：过去 100 年调查船；右：近 20 年剖面浮标）

Argo 数据已经远远超过利用船只，甚至其他仪器设备观测的总和，从而为科学家们展示了一

幅更加完整的、清晰的和立体的海洋演变图像。自动剖面浮标不受天气条件和恶劣海况的影响，

几乎可以一年四季、不分昼夜地在全球海洋的绝大部分海域进行监测，无疑是人类的忠实卫士，

更有 “ 沉默哨兵 ” 的美誉。Argo 数据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免费共享的，已被广泛应用于沿海国家的

海水养殖、污染监测、海洋教育和国防事业等。近些年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

供的海洋和气候评估报告，也都离不开 Argo 数据。而且，几乎每天都会有一篇使用 Argo 数据的

科学论文在国际主要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

Argo 资料在气候变化研究中的应用十分广泛，特别适合于观察和研究不断波动的气候变化。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海洋吸收了气候系统 90% 以上的热量，其中 75% 和 15% 分别储存在

2000 米以上和以下的水层中。科学家利用 Argo 数据可以准确地估算海洋热含量及其分布与变化；

还可以用来估算因海水变暖膨胀，对全球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还表明，随着地球

变暖，水循环也在发生改变。更暖的空气可以储存和输运更多的水汽，从而导致世界上干燥的地

区蒸发增加，而潮湿的地方降水愈来愈多。观察 Argo 揭示的上层海水盐度分布图像可以发现，含

盐量相对较高的海域因蒸发强、降水弱，使得海水盐度越来越高，而含盐量较低的海域却因蒸发弱、

降水强而变得越来越淡。Argo 数据也正在帮助科学家描述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ENSO）现象（虽

出现在赤道太平洋区域，但对全球都有显著影响）的年际变化特征，以及包括北大西洋和太平洋

年代际振荡在内的年代际变化；同时，还可以使得科学家有能力追踪发生在长时、空尺度内的海

洋变化，提高业务化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的精度，从而使得海洋学发生了一场革命性改变。

Argo 也是台风海域观测的有效手段。热带气旋或台风会从上层海洋中吸收热量，获得破坏性

能量。这些在热带海域生成的风暴，当它们穿越海水温度超过 26℃的洋面时，强度会不断增加。

科学家利用海气耦合数值模式的模拟结果表明，当气候变暖时，影响我国的台风就会变得更加猛烈。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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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模拟的全球热带风暴位置、数量及其区域分布

（上图为正常海表温度；下图为增温 3℃后，由 WMO/OMM 提供）

Argo 数据更多地被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业务化天气 / 海洋预报中心应用，改进数值模式，提高

预测预报的准确度。全球海洋的表面状态对日常天气变化有很大的影响，气象学家利用这些准实

时的海洋次表层 Argo 数据，放进数值模式或预测模型中，使得预测预报的准确度有了明显提高。

但若要将天气预报的时效从 3-4 天延长到十天以上，甚至更长时间，就需要利用更长时间序列的、

更多的上层海洋温、盐度剖面数据。

Argo 的未来（Argo2020）将会进入一个崭新的全球、全水深、多学科海洋观测时代。尽管

Argo 计划已经获得了 200 万条剖面，但仍处于向海洋多维度、大规模扩张的新阶段。其中，避冰

剖面浮标通过引入在北冰洋和南极周围季节性冰覆盖区域的避冰算法，既可避免浮标与海冰碰撞，

又可储存观测数据，直到浮标漂移进入无冰覆盖的海域，再通过卫星将测量的全部剖面数据转送

给浮标用户。目前，Argo 也正在测试能够下潜至 6000 米的深海（Deep）型浮标，以及在核心（Core）

Argo 计划中增加可以同时测量海水溶解氧、pH 和硝酸盐等生物地球化学要素（BGC）的传感器等，

使得 Argo 观测网可以进一步向南、北极季节性冰覆盖的海域，以及生物地球化学领域拓展；因此

派生出了两个子计划：一个称 “Deep-Argo”，另一个则称 “BGC-Argo”。

Deep-Argo：目前维持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中的大多数浮标，还不能承受 2000 米水深以下

的海水压力。科学家为了更好地了解深层海洋中如海水热含量等重要海洋特征的变化，就需要收

集 4000 米，甚至 6000 米以下的海洋环境数据，故研制能在更大压力环境下存活的浮标，这是该

子计划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6000 米深海型剖面浮标需要承受的海水压力，相当于两辆小货车的

重量压在一张邮票上。由此可见，深海浮标研发的难度和运行的环境，要比当前利用的浮标更具

挑战性。该子计划设想在全球海洋中布放和维持一个由 1200 个深海型剖面浮标组成的 Deep-Argo

观测网，其现场观测资料将会改善和提高卫星遥感（如海平面、净大气顶部能量通量、海洋重力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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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陆地海冰变化等）资料的精度；不断增加的深海温、盐度观测资料还可以为卫星观测云量和地

球辐照能量系统估算的地球能量不平衡变化提供验证；全海深的 Argo 温度同步观测资料将改进地

球系统人类活动净热总量的年际变化估计，也会减少年代际深海热含量吸收估算的不确定性等。

图 5  深海剖面浮标（左）和生物地球化学剖面浮标（右）

BGC-Argo：当初 Argo 计划确定探测的主要海洋环境要素是海水的温度和盐度，近些年一

些海洋观测技术团队正在致力于研发可装载测量其他海洋环境要素的剖面浮标。这些新的电子传

感器可以测量海水溶解氧、硝酸盐、叶绿素和 pH 等生物地球化学要素，通常称这类浮标为生物

地球化学（BGC）浮标。该子计划设想在全球海洋中布放和维持一个由 1000 个 BGC 浮标组成的

BGC-Argo 观测网，这也是第一个有能力监测全球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项目，具有在季节性海冰

下全年、全天候观测的能力，其观测数据可以有效改进初级生产力的估算，提高对海洋碳循环、

营养盐和包括整个海洋食物链在内的生态系统的认知，解决诸如海洋碳吸收、海洋酸化、海洋缺

氧和海洋低氧区等严重影响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的问题。

正如 Argo 计划首次对全球海洋进行系统性观测一样，目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完整意义上

的全球观测带来了新的机遇，可以通过增加全深度和多学科参数的观测来扩展 Argo，使之发展成

为新一代海洋观测系统，不仅能体现重要的科学价值，还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Argo2020 观测网

将会闭合气候研究中至关重要的热量、淡水通量以及海平面收支状况，追踪海洋热量的波动，弄

清海洋生物地球化学要素（包括海洋酸化和缺氧）的全球和区域性变化及其演变趋势，并能准确

描述从海表至海底的全球海洋环流变化。新一代 Argo 观测系统设计达到的目标主要有三个：一

是要真正实现全球深海 Argo 观测。将现有全球 Argo 观测网 2000 米的限制深度增至 3 倍，达到

6000 米，从而革命性的更新科学家对深海基本特征、变异及其环流结构的认识；二是要改变人类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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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海洋健康的能力。在全球 BGC-Argo 观测网建设过程中，其搭载的传感器可以观测叶绿素荧光、

颗粒物后向散射、溶解氧、硝酸盐、pH 和辐照度等，还包括核心 Argo 观测的温度、盐度和压力；

三是要将核心 Argo 扩展到全球范围。目前核心 Argo 观测的海域仅为无冰覆盖的公共水域，未来

将扩展到边缘海和快速变化的季节性冰区；同时还会在热带海域和西边界流区域增加观测密度。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Argo2020 观测网需要维持约 4700 个活跃浮标长期运行，其中 2500 个为 Core 

-Argo 计划浮标，1000 个 BGC-Argo 计划浮标和 1200 个 Deep-Argo 计划浮标。至于那些仍在试验

中的新型传感器及其科学价值、技术配备，以及能否纳入 Argo 作为未来的观测要素，则需要继续

给予评估。

Argo 观测网也是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所

带来的全球和区域海平面、海洋热含量、海洋酸化和缺氧等快速演变趋势，迫切需要不断监测具

有足够时空分辨率的全球物理海洋和生物地球化学环境要素的变化。扩展的 Argo 观测网不仅可以

通过基础研究，提高人们对海洋、气候变化的评估和认识，还可以通过改进长期海洋再分析和预

报模型及其模式参数化等，提高对海洋和天气 / 气候的业务化预测水平，从而达到更好地监控当前

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健康的目的，使得全社会能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此外，海洋热量、淡水和

生物地球化学等环境要素观测资料的实时同化，还能进一步提高短期预报的水平，这对气候敏感

行业（如农业、水产养殖业、渔业、海洋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等）的持续发展同样至关重要。而且，

Argo2020 计划还会将 Core-Argo、BGC-Argo 和 Deep -Argo 等观测网收集的物理和生物地球化学

环境要素资料统一集成在一个综合的 Argo 数据管理系统中，继续给予广大用户最好、最大化的利

用 Argo 数据的免费共享环境，以促进 Argo 资料在科研教育、海洋资源开发、蓝色经济发展和气

候变化适应等科学和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吴晓芬）

国产海洋仪器设备为何不易推广

随着我国海洋科技和海洋调查事业的发展，对于高端海洋仪器设备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我国

科研机构在海洋仪器研发方面的新成果不断涌现，但推广应用的效果却并不理想。这也制约了国

产海洋仪器的进一步发展。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

已有数十年积累面临发展机遇

我国测量物理海洋环境要素（如海水温度、盐度和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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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研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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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在 “ 跟跑 ”，但至少国外拥有的先进海洋仪器设备，国内也基本都有了。

还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首次南极和南大洋科学考察中，考察队就用上了国产的船载

STD 仪（国外称 CTD 仪，即温盐深仪），且在更早的 70 年代末，相关仪器已开始在我国东海海试。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海洋调查活动不断拓展，国产海洋仪器设备迎来了 “ 大展宏图 ” 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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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多个要素，

不仅用于海洋科学研究，还是海洋交通运输和海洋渔业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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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意义。

缺少实战机会推广应用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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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

于缺乏海上工作的稳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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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海大洋调查活动中，国产海洋仪器使用较少的主要原因。甚至在研制中的自动剖面浮标、潜标、

水下滑翔机等，使用的温度、电导率和压力传感器等，也大多是从国外进口的。

我国海洋仪器设备研制可谓热火朝天，而转化应用却是冷冷清清，这里面既有研制与应用脱

节的问题，也有政策层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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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的自动剖面浮标和水下滑翔机等设备，是否会重蹈 CTD 传感器的覆辙？应及早引起政府主管部

门和科技界的高度关注，尽快找到促进国产设备批量应用的良策。

近 20 年来，国际上自动剖面浮标应用市场风生水起，每年的用量至少在 1000 个以上，累计

已经使用了 15000 多个。国内也有多家单位在跟踪研发，已有部分型号的自动剖面浮标通过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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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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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约 30 个。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内部分浮标应用单位总觉得国产浮标的稳

定性、可靠性差，用起来不放心，所以依然从国外进口。浮标研制单位因为经费及其他原因，也

无法在工艺改进和性能提高上投入足够的资金和人力。

不仅需要资金还需技术积累

海洋仪器设备的特点是，生产批量小、应用范围窄、使用寿命短，而稳定性、可靠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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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需要有长期的支持。一个真正的创新技术项目，其核心技术的开发需要较长的周期，且技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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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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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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 CTD 仪等已有 45 年的历史了，不仅成为世界上先进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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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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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为此对油泵设计方案、油的粘稠度和内部空间真空度等改进完善，并对空气止回阀缺陷进

行修复，使问题得到了解决。

对我国海洋仪器设备研制单位而言，更需要在不断使用中积累经验、提高技术水平。在一个

把海洋放在重要位置的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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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局面，并向商业化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需要形成积极使用国产海洋仪器设备的氛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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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相关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应的政

策和措施，激励研制单位和科技人员在研制原理样机、实验样机和工程样机的基础上，通过不断

试验、试用，最终推出定型样机，从而为新型仪器设备的推广应用铺平道路。同时，要鼓励科研

单位积极采购和使用国产设备。只有这样做了，才能使国产海洋仪器设备的性能和质量不断提升，

也才能使国产海洋仪器设备真正成为 “ 国之利器 ”。

（作者：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来源：中国海洋报，2019-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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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Argo 计划实施进展（续）

国际 Argo 计划自 2000 年正式实施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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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 多个自动剖面浮标，部分浮标投放后由于电池寿命、技术

或通讯故障等原因已停止工作。截止 2019 年 2 月底，在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剖面浮标总数为

3915 个。其中美国 2174 个占 55.53%、澳大利亚 352 个占 8.99%、法国 280 个占 7.15%，列第一

至第三位；德国 157 个占 4.01%、日本 156 个占 3.98%、英国 144 个占 3.68%、印度 126 个占 3.22%、

欧盟 125 个占 3.19%、加拿大和中国（列第九位）均为 95 个各占 2.43%，意大利 70 个占 1.79%，

韩国 45 个占 1.15%，列第四至十二位。此外，还有荷兰（25 个）、西班牙（16 个）、新西兰和

爱尔兰（各 11 个）、挪威（9 个）、波兰（8 个）、巴西、芬兰、希腊和秘鲁（各 3 个）、印度

尼西亚（2 个）、阿根廷、肯尼亚和墨西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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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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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统计，在全球海洋 3915 个活跃浮标中，APEX 型浮标（美

国生产）所占比重最大，达到了 1474 个（占 37.65%），其次是法国生产的 ARVOR 型浮标（567

个，占 14.48%）和美国生产的 SOLO_ Ⅱ型（541 个，占 13.82%）。S2A 型（321 个，美国）、

NAVIS_EBR 型（260 个，美国）、NAVIS_A 型（211 个，美国）、ARVOR_L 型（121 个，法国）、

NOVA 型（99 个，加拿大）、PROVOR 型（81 个，法国）、PROVOR_ Ⅲ型（50 个，法国）等由美、

法、日等国研制的其它各类型浮标约占 34.05%，而由中国研制、布放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只有

10 个，仅占 0.26%。

                

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各型浮标分布（止 2019 年 2 月底）

（孙朝辉）

AIC 报告的中国 Argo 计划实施现状概况及其建议

AST-20 会议即将在中国杭州举行，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提交给会议的 “Argo 运行状

态报告 ”，专门就中国对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所做的贡献进行了扼要介绍，并寄予厚望。

截止 2019 年 2 月底，中国 Argo 的海上活跃浮标有约 100 个，主要分布在西太平洋和北印度

洋海域（图 1）。这些浮标中的 50% 是由国家 Argo 计划布放的，另外 50% 则由不同的研究项目提供，

并作为国家 Argo 计划的组成部分，且与其他 Argo 成员国共享资料，故被称为 “ 准 Argo ”（Argo 

eq CHINA）浮标（图 2、图 3 下、图 4）。2002 年以来，中国 Argo 计划累计布放了 433 个浮标，



最近几年平均每年布放约 20 个。2019 年计划布放 35 个，其中 22 个属于 BGC-Argo 子计划、3 个

Deep-Argo 子计划，其余均为 Core-Argo 计划。

                 

  

                                图 1  中国海上活跃浮标数量及其分布（止 2019 年 2 月底）

       图 2  中国 Argo 计划累计布放的浮标数量及其分布（绿色圆点表示 2018 年布放的）

中国 Argo 计划布放的浮标分别由 TWR（美国）、NKE（法国）、METOCEAN（加拿大）

和 HSOE（中国）等生产商研制（图 3 上）。中国 Argo 已经停止布放使用 Argos 卫星传输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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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浮标，并在过去的 2 年里一直在测试利用北斗（BEIDOU）和铱（IRIDIUM）卫星通讯的

APEX、ARVOR 和 HM2000 等型号的浮标（图 3 中）。在 2018 年布放的浮标中有约 1/3 配备了

BGC 传感器。中国 Argo 也开始在西太平洋和南大洋海域布放深海型剖面浮标，拓展到对 Deep-

Argo 子计划的贡献。

 图 3  中国 Argo 计划历年布放浮标的生产商（上图）、通讯系统（中）和实施者（下）及其数量

 图 4  中国 Argo 计划历年提交给两个全球 Argo 资料中心的浮标资料变化曲线

最近，中国还布放了一个由天津国家海洋技术中心（NOTC）生产的 COPEX 型剖面浮标。

为了优化全球网络覆盖，2019 年建议在南中国海和更远的东太平洋（135°-170°E）海域多布

放些浮标（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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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当前西北太平洋及其边缘海浮标分布密度及其建议的布放海区（红色圆圈区域）

中国很早就是国际 Argo 计划的成员国和长期支持者，包括对 JCOMMOPS 基础设施的资金支

持（即由成员国分担 AIC 协调费），并正在支持 Argo2020 扩展计划，以及雄心勃勃的 BGC-Argo

子计划等。

（孙朝辉摘译自：Argo Operational Status（AST#20），M. Belbéoch（AIC），March 2019）

Argo2020 愿景：走向深海探知大海脉搏

2019 年 3 月 13 日 ~15 日，第 20 次国际 Argo 指导组年会在杭州召开。会上，国际 Argo 计

划正式提出 Argo2020 愿景，对国际 Argo 未来 10 年的发展计划和方向进行了详细规划。

Argo2020 是维持全球海洋观测网未来 10 年 ~20 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该计划目标是自

2020 年起至 2025 年，建成一个由 2500 个核心 Argo 浮标、1200 个深海 Argo 浮标和 1000 个生物

地球化学 Argo 浮标组成的综合性全球海洋立体实时观测网，在对 0 ～ 2000 米海水温度和盐度进

行观测的同时，向深海和生物地球化学领域拓展。

有望实现全球深海实时观测

Argo2020 将大大提高现有的全球 Argo 观测网浮标的限制深度，即从当前的 2000 米最大观

测深度提升至 6000 米，从而极大提高我们对深海特征、环流及其长期变化的认知水平。Argo2020

也将改变我们追踪海洋健康的能力。在全球生物地球化学浮标观测网的建设过程中，其搭载的传

感器除了可以观测到核心 Argo 的温度、盐度和压力，还能够追踪叶绿素荧光、颗粒物粒子后向散射、

溶解氧、硝酸盐、pH 值和辐照度等数据。此外，Argo2020 还将核心 Argo 的观测空间范围扩展至

全球，将边缘海和快速变化的季节性冰区，以及热带与西边界流区纳入观测范围。在 Argo2020 愿

景付诸实施的阶段中，有望真正实现全球深海实时观测。

“Argo2020 观测网将通过海洋基础研究、新维度的气候评估、参与教育以及商业利用等途径，

大大提升终端用户价值。”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增宏表示。

Argo2020 将极大促进人们对于引发海洋、气候和生态系统变异背后过程的认知，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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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改进相关预报和预测结果，更好地服务社会。此外，Argo2020 将为海洋热量、淡水含量的

估算和生物地球化学要素的实时同化提供重要数据源，将提升对农业、能源、水产养殖、渔业、

保险和资源开发，以及搜救、国防等在内的气候敏感产业的短期预测能力。最后，Argo2020 对于

海洋热量和淡水含量的全深度观测将与卫星观测互为补充，闭合全球和区域海平面上升及能量收

支，这对于追踪全球变化 “ 足迹 ” 至关重要。

实施 Argo2020 面临众多挑战

“Argo2020 有助于人类更有效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能源、渔业等相关产业带来的影响。

然而，Argo2020 的实施也面临众多挑战。” 国际 Argo 指导组联合主席、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

所苏珊教授说。

首先是来自人力、物力等方面的资源挑战。据估计，Argo2020 的投资将是现有 Argo 观测网

的 3 倍，甚至更多，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投入。

苏珊教授表示，新的 Argo 计划需要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以及参与国更加紧密的合作。

1998 年 Argo 计划的提出受到美国、日本等国家高层机构的拥护并最终落地，Argo2020 的顺利推

广实施也需要寻求新的支持者。

目前已有团队有意向要加入 Argo2020 建设中。在第 20 次国际 Argo 指导组年会召开前夕，

美国蒙特利湾水族馆研究所、华盛顿大学、斯克利普斯海洋研究所、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等多个

科研机构已经联合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交了一份项目建议书，提议在全球建立一个由 500 个

生物地球化学 Argo 浮标组成的观测网，从而维持 Argo2020 愿景中该类浮标的一半数量，总投入

预计超过 5000 万美元。

其次是来自浮标技术方面的挑战。苏珊提出，我们需要降低浮标的损耗率，进一步提高浮标

的工作寿命，改善传感器的性能，并扭转当前 Argo 浮标传感器来源单一的局面。更重要的是，要

在当前比较成熟的核心 Argo 数据流系统的基础上，建立融合生物地球化学 Argo 和深海 Argo 的

数据系统，为科学研究和业务化预测预报提供高质量的观测数据。

苏珊介绍说，Argo2020 愿景观测范围扩展过程中，一些相对模糊的概念和设计方面的问题亟

待明确和解决。例如，在深海 Argo 观测方面，观测是否应该包含溶解氧测量，1000 米深的漂移

深度是否实用，生物地球化学方面，每个浮标是否需要 6 个参数，如果深海 Argo 观测包含溶解氧

测量，那将如何影响深海 Argo 浮标的设计等。

三方面推进 Argo2020 实施

国际 Argo 指导组提出，将从 3 方面助推 Argo2020 的实施。

首先，促进多方位跨领域合作。由于 Argo2020 愿景的预估投资是目前核心 Argo 投资的 3 倍，

未来将通过核心 Argo 和深海 Argo 浮标供应商、生物地球化学及新试验参数等领域重要学者与商

业领袖之间的合作，协助开展全球海洋观测。

其次，尽快提高核心 Argo 观测网的采样密度。对深海 Argo 浮标和生物地球化学 Argo 浮标

进行区域性试验布放，在 2 年 ~3 年内将布放范围平稳过渡至全球。在确保传感器的精确度、稳定

性和使用寿命的基础上，提高其产量，物理、技术和后勤等方面基础设施也会逐步建立起来。

此外，还要建立完整的综合性 Argo 数据管理系统，从而为用户提供可以免费获取的、接近

实时的高质量延时模式数据，包括所有 Argo 浮标测量到的全部参数。

（记者 : 陈佳邑  来源：中国海洋报  发布时间：2019-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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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T 团队荣获 2018 年度 PICES 海洋监测服务奖

2018 年 10 月 28 日 , 在 日 本 横 滨 举 行 的 2018’PICES（North Pacific Marine Science 
Organization）年会上 , 国际 Argo 指导组（International Argo Steering Team,IAST）荣获第 11 届

PICES 海洋监测服务奖（POMA）。

PICES 科学委员会主席 Hiroaki Saito 博士在颁奖仪式上介绍了 POMA 奖并宣读颁奖词。

PICES 海洋监测服务奖（POMA）主要表彰长期从事北太平洋海洋监测和数据管理 , 并为海洋科学

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组织机构、团队和优秀个人。科学委员会的颁奖词为：

1999 年的海洋观测大会上首次提出 Argo 计划并得到认可 ,2001 年正式成立 Argo 指导组。

2001 年 1 月在海洋中仅有 137 个剖面浮标，当时还难以想象会成为一个覆盖全球的海洋观测网。

至 2004 年 1 月，该观测网中的业务运行浮标快速增加到了 1000 个；2005 年 9 月超过了 2000 个；

而到 2007 年 11 月则达到了 3000 个浮标的初始建设目标。此时，观测网的扩张规模有所放缓 , 但
收集的观测剖面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加。2008 年 12 月，海洋中的浮标已经有 3236 个，

收集的剖面数量超过了 50 万条；到 2012 年 10 月 , 则达到了 100 万条。之后，观测网继续扩张 ,

尽管速度有些放缓；然而，到 2016 年 1 月，海洋上活跃浮标的数量已经达到了 4000 个。预计在

2018 年 11 月 10 日前后，收集的剖面总量会超过 200 万条。

Argo 剖面的数量是十分惊人的。然而，Argo 计划的更大成就在于南大洋的 “ 夏季偏差 ”（历

史上观测比较稀少）得到了抑制 ……。自动剖面浮标不会 “ 晕船 ”，可以在海上长期、持续观测 ,

一些最新的浮标寿命超过了 7 年。

Argo 计划的全球目标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才能达到。到目前为止 , 世界上有 40 个国家在布放

浮标，以支持 Argo 计划的顺利实施 , 其中包括所有 6 个 PICES 成员国（即中国、美国、加拿大、

俄罗斯、韩国和日本）。

自动剖面浮标只能在 2000 米海洋上层观测，这一直被人们视为 Argo 计划的一个短板 , 但目

前正在启动实施的一个子计划 , 其浮标的采样深度可以达到 4000 米，甚至 6000 米。这就是深海

（Deep）Argo 计划。

还有一个就是生物地球化学（Bio-Geochemical，BGC）Argo 海洋观测网。2018 年 BGC-
Argo 计划已经获得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的批准。所有浮标仍然会采集海水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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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盐度 , 但之后很多浮标会携带各种 BGC 传感器，如 pH、硝酸盐、叶绿素和溶解氧等。PICES

应该注意到，在 BGC 海洋观测网中 , 北太平洋的浮标数量明显不足，而目前还缺乏解决这个问题

的任何计划。但有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是，加拿大政府已经宣布将加大对 BGC Argo 计划的投入

力度。这是对最近召开的七国集团（G7）环境部长会议的回应。

所有 Argo 成员国已经同意实施单一的、统一的数据策略。所有观测数据应该是准实时的（在

实践中，90% 的剖面可以在收集后的 24 小时内交换共享），而且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无

条件免费获得、使用。这些观测数据都具有通用的数据格式，并采用统一的方法进行实时和延时

模式质量控制。

如此广阔的采样覆盖和轻而易举可以获得的数据，Argo 广泛受到人们的青睐、且数据被大量

应用，也就不足为奇了。近些年来，全球许多科学成就都归因于 Argo。我们注意到，随着观测网

的逐渐成长，Argo 数据的应用也在不断增加。从 2015 年开始，使用 Argo 数据的论文正以每天一

篇的速度公开出版。2018 年 11 月上旬将在东京召开第六届 Argo 科学研讨会，离横滨不远，将会

有一个机会来庆祝即将到来的 2 百万条剖面。

最后，让我们为国际 Argo 指导团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并荣获第 11 届 PICES 海洋监测服务

奖表示热烈祝贺。

据悉，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North Pacific Marine Science Organization，PICES）成立

于 1992 年，成员国包括中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韩国和日本，是北太平洋区域重要的政

府间海洋科学组织，并于 2007 年设置 PICES 海洋监测服务奖（PICES Ocean Monitoring Service 
Award，POMA），奖励那些通过长期海洋监测和数据管理，在北太平洋海洋科学领域取得显著成

就的组织、团体和个人。

目前，国际 Argo 指导团队（International Argo Steering Team,IAST）主要由世界上 19 个沿

海国家的 35 名专家学者组成（详见下表）。其中美国 9 名、法国 5 名、英国 4 名，加拿大 2 名，

阿根廷、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德国、印度、爱尔兰、意大利、韩国、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

西班牙和南非等国各有 1 名委员。

（孙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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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在杭州顺利召开

第二十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AST-20）于 2019 年 3 月 11-15 日在杭州顺利召开，会议由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承办，这也是继 2003

和 2009 年之后，AST 年会第三次在杭州举行。时隔十年，各国 AST 代表再次云集西子湖畔，又

恰逢十年一度的世界海洋观测大会（OceanObs’19 将于 2019 年 9 月在美国夏威夷召开）即将来临，

国际 Argo 组织通过本次会议重点规划了国际 Argo 未来发展蓝图 ——Argo2020 愿景。来自美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波兰、日本、韩国、南非和中国等 15

个国家的 50 余名代表应邀出席会议。我国共有 11 名代表与会，其中正式代表 3 名（SOED 的柴

扉研究员、刘增宏高工和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成里京副研究员），列席代表 8 名（自然资源

部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的张冬生研究员、杨扬副研究员、董明媚工程师、苗庆生工程师和 SOED 的

孙朝辉高工、吴晓芬助理研究员、卢少磊助理研究员、李兆钦实习研究员），这也是历届 AST 会

议中我国代表最多的一次。按国际 Argo 组织的规定，AST 年会通常只邀请 AST 成员或者其委托

的代表、并随带一名助手，以及非成员国的代表和国家观察员（若有申请）参加。不过，AST 年

会承办国可酌情增加参会人员的名额，并将应邀做国家 Argo 计划实施进展口头报告（其他 Argo

成员国只提交书面报告）、Argo 资料在基础研究和业务化预测预报中的应用口头报告等，为其他

Argo 成员国或者非成员国起到示范作用，以吸引更多的沿海国参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

设，既可提高国家 Argo 计划的显示度，又能彰显在国际 Argo 计划中的影响力。为此，每年一次

的 AST 年会都会成为各成员国争相承办的 “ 香饽饽 ”。

一、会议概况

按照议程，本次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 3 月 11-12 日举行 “ 第一次国际生物 Argo

（BGC-Argo）科学组年会 ”；第二阶段，即 3 月 13-15 日举行 “ 第二十次国际 Argo 指导组（AST-20）

年会 ”。其中 BGC-Argo 科学组年会由两位联合主席 — 美国加州蒙特利湾水族馆研究所 Kenneth 

Johnson 研究员和法国 LOV 海洋学实验室 Hervé Claustre 教授共同主持 , 而 AST-20 次会议则由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 Susan Wijffels 教授和日本海洋与地球科学技术厅（JAMSTEC）Toshio 

Suga 教授两位联合主席共同主持。50 余名代表参加了上述两个会议，其中 BGC-Argo 科学组年会

还邀请了部分 AST 成员参加。按 AST 的惯例，17 个国际 Argo 计划成员国或者 Argo 组织在会前，

以书面形式提交了 2018 年度 Argo 计划实施国家报告。会后，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将编发会议纪要，

把 AST-20 年会上形成的多项决议，以书面形式分发各国与会代表，以便在新年度（2019）Argo

计划实施过程中参照执行、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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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AST-20 次会议的全体与会代表合影

二、会议主要内容

1、首次国际 BGC-Argo 科学组年会

国际 BGC-Argo 计划于 2016 年开始筹备，并于当年 1 月在法国滨海自由城组织了首次非正

式会议，确定了该计划的相关准备工作、组建了国际 BGC-Argo 科学组。2016 年 10 月，该计划

正式启动，成为一个由国际组织（biogeochemical-argo.org）牵头实施，并在国际 Argo 计划管理

下的子计划，设想在 5 年内建成一个由 1000 个 BGC 浮标组成的全球 BGC-Argo 海洋观测网。

2019 年恰逢国际 Argo 计划实施 20 周年，同时为了响应 “Argo2020 愿景 ” 规划，由 SOED 主任、

国际 BGC-Argo 科学组成员柴扉研究员发起并组织了此次 BGC-Argo 会议。国际 BGC-Argo 计划

的两位联合主席法国滨海自由城海洋学实验室的 HervéClaustre 教授与美国蒙特利湾水族馆研究所

的 Kenneth Johnson 研究员，以及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中国的 BGC-Argo 科学

组成员出席会议；同时会议还邀请了来自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Scripps 海洋研究所、

JCOMMOPS 数据中心，以及英国、美国和中国的 Argo 计划代表参会。

出席 BGC-Argo 会议的全体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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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包括 “ 国家报告 ”（各国指导组成员汇报当前本国 BGC 浮标的投放量以及未来的投

放计划）、“ 第 19 次 Argo 数据管理组年会（ADMT19）BGC-Argo 工作组会议总结报告 ”、“BGC-Argo

周边活动 ”（包括夏令营、培训班、网站、公众教育等）、以及 “Argo2020 愿景中的 BGC-Argo 计划 ”

等汇报与讨论主题。其中，围绕 Argo2020 愿景中 1000 个 BGC 浮标观测网的规划，美国代表在发

言中表示，多个涉海科研机构（蒙特利湾水族馆研究所、华盛顿大学、Scripps 海洋研究所、伍兹

霍尔海洋研究所）已联合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交了一份项目建议书，希望美国政府能资助布

放 Argo2020 规划中设计的、由 1000 个 BGC 浮标组成的全球 BGC-Argo 海洋观测网中的 1/2（即

500 个 BGC 浮标）；欧洲 Argo 在多个计划的支持下，提出未来 5 年可以支持 20% 的 BGC 浮标（约

200 个）；澳大利亚代表表示，目前也在申请该国的科学基金，希望可以支持 BGC-Argo 海洋观测

网中的 10% 浮标量（约 100 个）。此外，印度、英国、日本、加拿大和中国等都有一定数量的投

放计划，可以补充 BGC-Argo 海洋观测网中剩余的 20%（约 200 个 BGC 浮标）。

2、AST-20 年会

开幕仪式上，SOED 主任柴扉研究员首先代表承办单位欢迎 AST 成员及各国代表的到来，

接着向与会专家学者简要介绍了 SOED 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研究特色，以及卫星遥感和剖面浮标

观测在国内的领先优势，并预祝 AST-20 次会议圆满成功。接下来，为期三天的会议主要围绕

Argo2020 的未来设计、Argo 实施现状、Argo 数据管理、浮标和传感器技术问题与改进、Argo 区

域科学和教育与推广，以及 Argo 的价值和实现 Argo 全球使命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等议题展开了

广泛而又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1）Argo2020 未来设计

挑战 Argo2020 也是本次会议所确定的目标。所以，会议讨论的几乎所有问题和焦点都集中在

这一议程上。在 Kenneth Johnson 博士和来自 NOAA/PMEL 的 Greg Johnson 博士分别介绍 BGC-

Argo 和深海 Argo 的实施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后，国际 Argo 计划联合主席、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

究所 Susan Wijffels 教授指出，Argo2020 的投资将是现有 Argo 观测网的 3 倍甚至更多，因此面

临诸多挑战，需要更多的投入；此外，为了推进 Argo2020 计划的实施，在浮标技术上，需要降低

浮标的损耗率，提高浮标的工作寿命、改进传感器的性能以及当前浮标所携带的传感器来源单一

的局面等。更重要的是，在当前非常成熟的核心 Argo 数据流系统建设的基础上，还将建立能够融

合生物地球化学 Argo 和深海 Argo 的数据系统；一些相对模糊的概念和设计须亟待解决，如深海

Argo 是否需要包含溶解氧观测？ 1000 米的漂移深度是否适用于深海观测？以及生物地球化学方

面是否需要全部 6 个参数等？与会代表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所谓 “Argo2020 愿景 ”，就是设想在现有（1999-2019 年）Argo 海洋观测网的基础上，从

2020 年起到 2025 年，建成一个由 Core（核心）Argo（2500 个常规浮标）、Deep（深海）Argo（1200

个 Deep 型浮标）和 BGC（生物地球化学）Argo（1000 个 BGC 型浮标）组成的全球综合性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即在过去 20 年针对 0-2000 米范围内海水温度和盐度等基本物理海洋环境要素

观测的基础上，向深海和生物地球化学领域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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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2020 愿景设计的浮标布局

Argo2020 的实施将会大大提升现有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的最大观测深度，即从当前的 2000

米伸展至 6000 米的大洋深渊，以提高人们对深海特征、环流及其长期变化的认知水平。Argo2020

也将改变人类追踪海洋健康的能力。在全球 BGC-Argo 观测网的建设过程中，其搭载的传感器除

了观测核心 Argo 计划设置的温度、盐度和压力等 3 个物理海洋环境要素外，还将测量叶绿素、颗

粒物后向散射、溶解氧、硝酸盐、pH 值和辐照度等 6 个生物地球化学环境要素。Argo2020 的观

测范围还会扩大到边缘海和季节性冰区，以及在西边界流和热带海区进行强化观测等。

（2）Argo 海洋观测网运行现状

会议召开之前，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协调员 MathieuBelbéoch 先生就给 AST 成员发

送了一份 Argo 海洋观测网运行现状的报告（长达 80 多页），详细介绍了 Argo 海洋观测网的整体

运行状况。会上他又明确指出，当前核心 Argo 的资助力度已经下降了 15%，但 “ 准 Argo” 浮标布

放数量的增加和常规剖面浮标寿命的延长，以及 BGC-Argo 和 Deep-Argo 子计划的相继实施，又

刚好弥补了这一不足。BGC-Argo 计划的进展比较稳健（全球 BGC-Argo 海洋观测网中活跃浮标

数量已经达到设计目标的 35%），不过 Deep-Argo 计划的脚步则相对缓慢（仅占全球 Deep-Argo

海洋观测网设计浮标总量的 7%）。在过去 3 年里，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活跃浮标基本

维持在 4000 个左右，但浮标投放强度呈逐渐减弱的趋势，如果不抓紧投放更多的浮标或者设法增

加浮标的使用寿命（要求所有浮标寿命可以延长至观测 175 条剖面，目前仅有 55% 的浮标可以实

现这一目标），那么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将会逐渐萎缩，尤其在南印度洋海域，观测空白区域正

在不断扩张，估计 2019 年需要投放 200 个浮标，才能缓解南印度洋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萎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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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此外，Argo 计划向边缘海的扩张已经实现 60% 的目标数量，且主要由美国海军在实施。

接着，来自法国的 Claire Courcuff 博士汇报了欧洲 Argo 的进展情况。目前欧洲 Argo 已经获

得 400 万欧元（2019-2022 年）的资助经费，除了继续维持在核心 Argo 观测网中的贡献力度外，

欧洲 Argo 还有望在 BGC-Argo 和 Deep-Argo 海洋观测网建设中提供 20% 的浮标量。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高工汇报了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现状及其未来展望。2019 年，中国 Argo 计

划将在北太平洋、东印度洋和南海海域投放 34 个浮标，其中 10 个用于 Core-Argo、22 个 BGC-

Argo 和 2 个 Deep-Argo。此外，尚有 75 个浮标的购置经费接近落实，届时将用于 Core-Argo 计划；

以及还有 150 个 Core-Argo 和 30 个 BGC-Argo 的浮标购置经费仍在批复中，其中 105 个 Core-

Argo 和 15 个 BGC-Argo 主要用于支持 TPOS2020 计划的实施，其余 45 个 Core-Argo 和 15 个

BGC-Argo 主要布放在印度洋海域。最后，刘增宏高工还补充指出，由于中国 Argo 计划自 2002

年实施以来，主要依赖于科研项目的滚动支持，并未纳入年度财政预算计划，所以每年购置或者

布放浮标的数量难以预先做出计划，这种状况至今没有得到改善。所以，我们建议 AST 在联合国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Argo 决议的授权下，呼吁所有 Argo 成员国尽最大努力承担起更多的

责任和义务，以避免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出现的萎缩局面，使得 Argo 计划能更好地服务于国际

社会。

据参加本次会议 Argo 成员国提交的国家 Argo 计划实施报告的统计表明，2019 年 18 个国家

和团体计划用于建设和维护 Core-Argo、BGC-Argo 和 Deep-Argo 海洋观测网的浮标数量分别为

603 个、105 个和 50 个。可见，即使维持当前约 4000 个各型浮标组成的 “ 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

估计每年至少也需补充布放约 1000 个浮标，显然仍有约 250 个的缺口。为此，AST 号召各 Argo

成员国在不断重视新的 BGC-Argo 和 Deep-Argo 子计划实施的同时，能继续给予 Core-Argo 计划

必要的重视和支持。

（3）浮标及传感器技术发展

自动剖面浮标及其所携带的电子传感器是测量物理海洋和生物地球化学环境要素的主要观测

仪器设备，也是建立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的重要基础。对于浮标及传感器技术的发展，几乎每次

AST 年会都会重点探讨，本次会议同样也不例外。分别有 10 个和 6 个口头报告涉及浮标和传感器

技术的改进及其新颖浮标和传感器的示范试验等。

1）剖面浮标：来自英国国家海洋中心的 Brian King 博士首先汇报了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

测网中浮标的整体运行情况，以及当前核心 Argo 观测网中浮标技术现状等；美国华盛顿大学

Stephen Riser 教授则介绍了目前在全球 Argo 观测网中占近一半数量的 APEX 型浮标控制器的升

级情况及面临的问题等；来自 Scripps 海洋研究所的 Dean Roemmich 教授则介绍了 SOLO-II 型深

海浮标的试验结果，以及在采用以色列生产的 Tradiran 锂电池后观测剖面数量明显增加的情况等。

目前，美国 Scripps 海洋研究所和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已决定不再使用 Electrochem 公司生产的锂

电池，而转向使用 Tradiran 锂电池，以延长剖面浮标的海上工作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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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当前深海 Argo 观测网的 4 种代表性剖面浮标

（从左至右分别为 Scripps 海洋研究所研发的 SOLO 型、美国 Webb 公司研发的 APEX 型、

法国 NKE 公司生产的 ARVOR 型和日本 JAMSTEC 研发的 NINJA 型）

中国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的刘增宏高工则简要通报了由青岛海山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Qingdao Hisun Ocean Equip. Co.，HSOE) 研制的 HM2000 剖面浮标（采用了北斗导航系统

（BeiDou，BDS) 和 BDS/GPS 双模定位系统，并携带了 SBE41/SBE41CP 型 CTD 传感器）。该

型浮标自 2016 年通过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组织的海上独立验证试验及小批量示范应用后，得

到了国际 Argo 组织的认证，开始在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中批量布放，至今已经在西北太平洋和

南海海域累计布放了约 30 个。近些年，该公司在常规型 HM2000 的基础上，着手研制携带溶解氧

（O2）和 FLBB/ED4（叶绿素、后向散射 / 辐照度（4 波段））传感器的 BGC 剖面浮标，且前者

已交由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进行第三方海上验证试验。与此同时，该公司还在研制深海型（4000

米）剖面浮标，但目前尚处于自主实验阶段。

2）传感器：Susan Wijffels 教授就海鸟公司生产的序列号为 6100-7000 范围内的 SBE41 CTD

传感器出现的较大盐度漂移问题进行了新的说明，并介绍了国际 Argo 组织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加

拿大 RBR 公司生产的 CTD 传感器虽然尚未正式纳入国际 Argo 计划，但针对其观测资料的验证一

直是国际 Argo 组织在推进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希望借此解决当前 Argo 观测网中传感器来源单一

的问题。Susan Wijffels 教授和来自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Ifremer）的 Guillaume Maze 博士还分

别针对 0-2000 米范围的 RBR CTD 观测资料和深海（2000-6000 米）观测资料的验证情况做了介绍，

并指出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以便能确保进入 Argo 计划的新传感器观测资料的质量。

随着 Deep-Argo 子计划的提出，美国海鸟公司也正在积极研发针对深海观测的新型传感器 —

SBE61 型 CTD。来自美国 Scripps 海洋研究所的 Nazallie Zilberman 博士汇报了该型传感器的性

能，指出其压力和电导率传感器的稳定性和准确性还面临一定的技术挑战，不过有望在 1 ～ 2 年

内满足 Deep-Argo 的观测需求；来自 JAMSTEC 的 Shigeki Hosoda 博士则汇报了安装在日本研发

的 NINJA 型深海浮标上的传统 SBE41 型 CTD 传感器的试验情况，指出当浮标超过 2000 米深度，

其观测的盐度和溶解氧会呈现较大的漂移。

会上讨论的所有浮标和传感器问题，会议后 AST 都会以书面形式反馈给浮标和传感器研制商，

以便用于Argo海洋观测网中的浮标和传感器性能能得到进一步提高，观测数据的质量能有充分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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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会议还专门讨论了与数据管理相关的问题，Brain King 博士汇报了第六次延时模式质

量控制研讨会的情况，Megan Scanderbeg 女士汇报了在剖面和轨迹文件中包含的估算位置问题，

以及气候态实时测试问题；Steve Diggs 博士则介绍了 CTD 参考资料收集及其开发用于 Deep-Argo

的参考数据库建设情况，呼吁各国项目首席科学家（PI）尽可能收集并汇交高质量的船载 CTD 仪

观测资料，以便全面提高 Argo 资料的质量。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成里京副研究员和 SOED 柴扉

研究员还应邀在 “ 区域科学、和教育与推广 ” 议题中分别做了 “Argo 资料在估算和了解海洋热容

量变化中的重要作用 ” 和 “BGC Argo 观测与物理 — 生物建模 ” 的交流报告；Tamaryn Morris 女士

则介绍了 “ 南非的推广活动 ”。

在 “Argo 价值展示 ” 议题中，Susan Wijffels 教授介绍了即将来临的 OceanObs’19（2019 年

世界海洋观测大会），以及在提交 “OceanObs’19 Argo Community White Paper-On the future of 

Argo(2019’Argo 团体白皮书 ——Argo 未来 )” 基础上，将由 Argo 指导组（AST）主办标题为 “ 推

进与 GOOS 下一阶段的协同效应 ” 分组会议的情况，以便能与全社会分享过去 20 年 Argo 所取得

的成就，并展现未来 Argo 的广阔前景；ToshioSuga 教授报告了第六届 Argo 科学研讨会（2018 年

10 月在日本东京召开）情况、Emily Smith 女士介绍了 Argo 计划于 2018 年 11 月获得 2 百万观测

剖面的故事图解，以及 Megan Scanderbeg 女士汇报的 Argo 文献目录统计结果等，也都充分展示

了 Argo 资料在科研、教育领域，甚至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及其取得的显著成果。

最后，国际 Argo 计划联合主席、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 Susan Wijffels 教授代表 AST 及

与会人员对承办此次会议的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其

全体会务人员，以及接待此次会议的杭州金溪宾馆服务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并宣布第

21 次 Argo 指导组年会（AST-21）将由英国国家海洋中心（NOC）负责承办。AST-20 次会议取得

了圆满成功！

三、体会与建议

短短三天的 AST-20 年会，我国与会代表深深感受到了 Argo 计划在过去一年里取得的又一显

著进展，更反映了过去 20 年该计划实施所带来的巨大收获，尽管前进道路上依然面临许多问题和

困难，这些长期从事 Argo 计划组织实施及其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建设的 “Argo 人 ” 却是充满着

信心，并对 Argo2020 愿景寄予了厚望。相信在国际 Argo 指导组的引领和全体 Argo 成员国的努力，

以及所有沿海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一个崭新的全球、全水深、多学科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终将会

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为此，提出几点对策建议，供主管部门决策参考：

1、深度参与国际合作，更多地承担一个 Argo 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

任何一个观测系统的建设和维护不可能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实现，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

深入的国际合作。“ 全球 Argo” 的成功是各国紧密合作的典范，也是我国参与度最高的国际大科学

计划之一，但过去的实践表明，我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力度还远远不够，缺少 “ 并跑 ” 或 “ 领跑 ” 的

长项，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在国际合作计划中的显示度及海洋科学的发展。建议围绕观测网建设（如

利用他国海上调查船等布放浮标）、重大科学问题（如深海变暖、海洋酸化、缺氧）等，积极推

动深度国际合作和联合调查等项目，争取在 “ 十三五 ”、“ 十四五 ” 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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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在全球海洋中布放浮标，特别是



国产剖面浮标的数量，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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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培养剖面浮标数据处理技术人才，助推 “ 一带一路 ” 国家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提

升我国在大型国际合作项目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我国科学家在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话

语权，更多地承担一个 Argo 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

2、尽快建成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扩大国产剖面浮标的国际影响力

我国应加大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的投入力度，增加浮标布放数量，使南海 Argo 区

域海洋观测网完全由我国主导建设和维护，并尽可能吸收其他周边国家参与，从而达到把域外国

家挤出南海的目的。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正好处于我国倡议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国家

战略的覆盖区域内，故而可拓展成为我国打造 “ 覆盖 ‘ 海上丝绸之路 ’ 区域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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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中的占有率和影响力。

3、集中力量、整合资源，统一管理国内剖面浮标观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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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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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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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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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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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质量控制和分发共享等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保证资料质量的重要前提。建议能召集参与

剖面浮标布放的单位和部门相关负责人（或 PI），商讨未来我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观测资

料如何进行统一管理，有效利用现有资源，避免不必要的投入和重复建设。

4、积极介入生物 Argo 计划，参与相关标准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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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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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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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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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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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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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重视科技支撑平台建设，加大业务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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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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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资料中心一直以来负责我国布放的绝大多数浮标的资料接收、处理和分发共享工作，成为卫

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的重要科技支撑平台。但近年来由于管理浮标数量的

增加以及人力资源的限制等原因，日常 Argo 资料管理工作已捉襟见肘，延时数据的提交甚至已停

滞了 2 年多时间；而随着国际 Argo 计划向 “Argo2020 愿景 ” 迈进，不仅浮标类型在逐步多样化，

观测参数与技术参数也在逐渐增加，这些都使得 Argo 数据文件越来越复杂，也给该中心资料管理

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此，希望能加大对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开展科技基础性工作业务经费的

会议动态

43



支持力度，以便能够保证有全职人员负责资料的实时 / 延时质量控制，以及衍生数据产品的研制等，

从而能让我国科学家方便、及时地获得全球范围、高分辨率、高质量的 Argo 资料。

（吴晓芬、邢小罡）

第 2 次国际深海 Argo 研讨会将在澳大利亚霍巴特举行

第 2 次国际深海 Argo 科学研讨会将于 2019 年 5 月 13 至 15 日在澳大利亚霍巴特（Hobart）举行，

本次会议由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与南半球海洋研究中心（CSHOR）联合

承办。

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国际 Argo 计划正由 “ 核心 Argo” 向 “ 全球 Argo”（即向边缘海、高纬

度海域、深海、生物地球化学领域及赤道强化观测等）扩展，并提出了 “ 生物地球化学（BGC）

Argo” 和 “ 深海（Deep）Argo” 两个子计划。首次深海 Argo 科学研讨会曾于 2015 年 5 月 5-7 日

在霍巴特召开，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 5 个国家 28 名代表参加了该次会议，

会后形成了 37 页的会议报告。

此次深海 Argo 研讨会的主题包括：1）回顾深海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2）阐述深海

Argo 的使命，确定实现深海 Argo 计划面临的需求；3）确定深海型剖面浮标及其 CTD 标准，以

备全球观测网的实施；4）探讨深海 Argo 剖面数据质量控制策略；5）审查深海 Argo 海洋观测网

的投放计划；6）介绍深海 Argo 向全球进行部署的战略措施；7）展示基于深海 Argo 数据的科学

研究成果等。

相关会议详情，可登录会议官方网站 http://www.argo.ucsd.edu/AcDeep_Argo_WS2.html 浏览

了解。

（吴晓芬）

第 7 次欧洲 Argo 科学研讨会将在希腊雅典举行

据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消息，第 7 次欧洲 Argo 科学研讨会将于 2019 年 10 月 22-23 日在希

腊雅典举行。此次会议的目的是：1）将 Argo 资料用户聚集在一起开展交流，并为 Argo 与其他相

关学科之间相互了解提供一个机会；2）使 Argo 资料能更好的促进其他科学研究的开展，特别是

结合其他类型的数据和模型的研究；3）重点介绍核心 Argo 计划扩展到生物地球化学、更大深度

和感兴趣的特定区域（如边缘海、西边界流和高纬度海域等）后，可以拓展的、新的研究活动及

其应用领域；4）加强与浮标制造商的联系，并促进与 Argo 有关的研发活动；5）扩展用户与欧洲

Argo 团队的互动体验，欢迎年轻科学家加入该团队，并鼓励他们使用 Argo 资料，以及提供一个

参与 Argo 计划在欧洲和全球范围该如何发展的讨论机会等。

（孙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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