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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 数据开放共享实践二十年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CARDC) 是自然资源部（原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

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SOED）的重要科技支撑平台，也是实施我国 Argo 计划和建设中

国 Argo 大洋观测网的执行单位，中国 Argo 计划首席科学家和国际 Argo 指导组成员就诞生于该

科技创新团队，代表中国参与了国际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及其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建设

维护。自 2002 年以来，该中心一直肩负着 Argo 大洋观测网中剖面浮标的检测与投放、观测数据

接收与解码、Argo 实时资料校正处理与质量控制和网格数据集制作与衍生数据产品研制，以及

Argo 实时资料国际交换与共享等日常工作。

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我国重大气候灾害的形成机理和预测理论研究 ”

（1998-2003 年）、国家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前期研究专项 “ 我国新一代海洋实时观测系统（Argo）—

大洋观测网试验 ”（2002-2003 年）、科技部国际重点合作项目 “ 太平洋－印度洋暖池的 Argo 浮

标观测研究 ”（2003-2007 年）、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 西北太平洋 Argo 剖面浮标观测

及其应用研究 ”（2007-2009 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基于全球实时海洋观测

计划 (Argo) 的上层海洋结构、变异及预测研究 ”（2007-2011 年）、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

项 “ 印度洋海域海洋环境数值预报系统研制与示范 ”（2010-2012 年）、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2012-2017 年）和财政部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仪器设备专项 “ 自

动剖面浮标实时海洋观测系统 ”（2017-2018 年）等项目、课题的滚动资助下，围绕我国和国际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和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与维护，CARDC

做了大量科技基础性工作，无条件免费提供的覆盖全球海洋的、高分辨率的、高质量的 Argo 资

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单位和众多专家学者，特别是涉海院校和科研院所在读

研究生们广泛应用，取得了许多创新的研究成果，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以及巨大的间接经济

效益，也为国家节省了巨额海洋调查经费，更为我国海洋界提供了一个践行海洋科学数据开放共

享的极好机会。

一、国际 Argo 计划的成功实践

Argo 计划在短短 20 年间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特别是收集的海量高精度海洋环境要素资料，

不仅为沿海国家海洋资源开发、蓝色经济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数据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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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依据，更为全人类积累了一大批宝贵的自然财富，这与 Argo 计划的缜密组织实施是分不开的。

早在该计划实施之初，就成立了 Argo 指导组和 Argo 资料管理组两个专门小组，前者负责观测网

的设计和协调，规范的制订和监督，以及问题的收集和解决等；后者负责为浮标资料制订标准，研

发统一的资料校正和质量控制方法，以及规定资料交换的统一格式等。针对浮标观测中遇到的传感

器质量或者浮标性能问题，会及时组织浮标、传感器研制技术人员和资料分析研究人员共同攻关，

提出改进措施和解决办法等，或者通过观测资料的后处理和高标准的质量控制给予弥补，以确保提

供的观测数据能达到统一的标准。上述两个小组每年定期各举行一次会议，并不定期地举办浮标和

传感器技术研讨会、观测资料校正和质量控制培训班等；还每隔 2-3 年举行一次 Argo 科学研讨会，

检验 Argo 资料被各国和各领域科学家应用及其取得的成果等情况，并听取用户对浮标技术、观测网、

观测要素和测量频次等的改进意见和建议，使得观测网建设、资料质量控制和数据共享与应用研究

这两支队伍，既能发挥各自的专长，又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收效十分显著。

为了保证浮标在海上长期工作所获取的剖面资料有较高的质量，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的

科学家还开发了 Argo 延时模式质量控制方法，利用浮标附近的历史水文观测资料进行检验和校正。

除了要求在布放浮标时，尽可能使用专业的科学调查船（配备船载 CTD 仪，并携带玫瑰型采水器），

以便准同步获取浮标布放期间的船载 CTD 仪测量剖面和特定层次上的海水样品，再采用高精度实

验室盐度计测出各层的盐度值，以此来检验船载 CTD 仪的观测精度，以及用来校正或验证剖面浮

标观测资料的质量外，还专门制作了一个 Argo 参考数据库，用来快速、自动检验浮标观测资料的

质量。该数据库主要收集了船载 CTD 仪的历史观测资料，且只有通过了采水器（瓶）数据检验或

校正后的才能加入到该数据库中。对一些海区因符合要求的历史高质量船载 CTD 剖面资料十分罕

见或者难以收集，还采取了将经过严格质量控制的高质量历史 Argo 资料加入参考数据库中的措施，

来弥补对这些海区浮标观测资料快速、自动检验，以及质量控制的需求。此外，国际 Argo 组织为

了确保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中由近 40 个国家和团体布放的约 20 种型号（通过国际认证）的上万

个浮标所提供的观测资料，既能符合统一的观测精度，又能确保它们的可靠性和一致性，针对剖

面浮标准入、传感器选型、观测信息收集和观测资料格式及其质量控制等，研究并制订了一系列

标准、方法、措施和程序，而且还在不断改进和补充完善中。

在 2019 年 3 月结束的第 20 次国际 Argo 指导组（AST-20）会议上，AST 又正式提出了一份

“Argo2020 愿景 ” 规划，设想从 2020 年起实施一个加强版的 Argo 计划，维持一个由 4700 个活跃

浮标组成的全球性、全海深和多学科（包括物理海洋和生物地球化学）海洋观测网，不仅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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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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气候的业务预测预报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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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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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版 Argo 计划还会将 Core-Argo、BGC-Argo 和 Deep-Argo 等子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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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的无障碍环境（免费共享），进一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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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 Argo 计划的跟跑尝试

由于海上现场观测数据获取的艰辛、代价的高昂和覆盖区域及其数量的稀缺，以及数据质量

的参差不齐，海洋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在国内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本世纪初参与的国际 Argo 计划，

恰好给了我国海洋界一个践行海洋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难得契机 ,CARDC 也就义不容辞地肩负起

了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在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及相关处室至少三任领导的接力重视和科技项

目的长期滚动资助，以及 CARDC 团队锲而不舍的坚持、不辞辛劳的努力和大张旗鼓的宣传推动下，

开创了我国海洋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先河，赢得了海洋界，特别是科技界和气象界的普遍赞誉。

我们的切身体会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拥有海量、知识产权明晰的海洋环境要素数据源是 Argo 数据开放共享的基础。作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 Argo 计划在邻近我国的西太平洋、东印度洋和南海

海域建立了 Argo 大洋观测网的框架，有能力对海洋上层（0-2000m 水深）的海水温度和盐度等

海洋环境要素进行长期、实时和大范围的监测。在过去 18 年里，我国 Argo 计划累计布放了 400

多个剖面浮标，共接收到 60000 余条温、盐度剖面（部分含溶解氧剖面）；同时，我国还是国际

Argo 计划成员国，有权利共享其他成员国布放的全部浮标观测资料，累计接收到的温、盐度剖面

多达 200 万条（部分还含溶解氧、pH、叶绿素和硝酸盐等生物地球化学要素剖面），而且每年还

会持续接收约 14 万条观测剖面。这些源源不断的、来自深海大洋的物理海洋和生物地球化学环境

要素资料，为监测、研究全球海洋和气候变化，特别是我国邻近海域的上层海洋结构和变异等建

立了前所未有的数据源，尤其是为海洋科学数据在我国的开放共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拥有权威性、高质量的海洋环境要素资料是 Argo 数据开放共享的可靠保证。原始 A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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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数据必须经过预处理和质量控制才能使用，我们主要通过建立实时和延时两种质量控制模式，

进行严格把关。全球 Argo 资料中心的 Argo 数据虽然经过了各国资料中心的实时质量控制，但由

于从事数据质量控制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责任意识的差异，导致资料质量依然会参差不齐。另外，

自动剖面浮标在海上长期工作后，其传感器特别是电导率传感器会产生漂移或偏移等故障，导致

观测数据出现较大偏差。我们利用历史观测资料和浮标附近的 CTD 仪或其它（如卫星遥感）观测

资料，对存在传感器测量误差的浮标数据进行质量评估及延时质量控制，从而确保所提供的 Argo

资料具有较高的质量水平。目前不但能及时接收全球海洋上的全部剖面浮标的观测资料，还具备

了实时批量处理的能力。我国的浮标资料做到了 24 小时内即可在线发布在 “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

中心 ” 网站上，供国内外用户及时下载应用。

3、拥有丰富多彩、长时间序列的海洋环境要素数据产品是 Argo 数据开放共享经久不衰的生

命源泉。由于自动剖面浮标投放入海后会 “ 随波逐流 ” 漂移，所以其测量过程具有 “ 拉格朗日 ” 移

动特性，观测剖面的空间分布极不均匀，给用户直接使用这类资料带来困难。针对用户对网格化

Argo 产品的迫切需求，先后研制、制作了十多个 Argo 网格资料集及其衍生数据产品（如全球三

维温盐度数据产品、全球海洋热含量数据集、全球 Argo 网格化产品、Argo 网格化温盐产品和亚

印太交汇区海洋再分析数据集等）。部分受用户普遍欢迎的网格数据产品（如全球海洋 Argo 散点

资料集和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等）还做到了每年定期更新，且还会补充一些新研制的资料集

或者衍生数据产品（如太平洋 Argo 网格资料集、热带太平洋海域 Argo 衍生数据产品（热、盐含量）

和西太平洋海域 Argo 衍生数据产品（混合层、温跃层）等），不断推陈出新，以吸引更多的用户

关注并利用 Argo 数据。

4、拥有一个具有高可扩展存储与安全管理能力的综合数据库是 Argo 数据开放共享的重要保

障。采用 HDFS 和 PostgreSQL/PostGIS 混合存储模式，实现了对全球海量 Argo 资料的高可扩展

存储与安全管理。全球 Argo 资料综合数据库由基础空间地理信息库、Argo 元数据库、浮标布放

信息库、Argo 剖面信息库和 Argo 详细信息观测库等组成，存储了包含海洋地理信息基础数据、

Argo 剖面观测信息及文本等在内的海量多源异构数据。在实际业务应用中，当数据规模大到单一

节点的关系数据库无法支撑时，可采用垂直扩展与水平扩展相结合的方式对数据库进行扩容，以

满足存储需求。数据库还集成了数据冗余备份存储机制，具有可靠的数据备份保障。利用数据实

时监听与自动入库程序，全球 Argo 资料综合数据库实现了资料的业务化接收与常态化更新，并具

备了 100TB 级的自动增量存储能力，可满足未来 50 年全球海量 Argo 资料的存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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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拥有一个便捷、无障碍访问的用户应用平台是海洋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重要窗口。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长期以来承担了全球海洋 Argo 数据的收集工作，这些资料经质量控制后在线

发布在 “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 网站上，供国内外用户无条件免费下载使用，早期还曾制作

成数据光盘，不定期地向国内 7 个系统 45 个部门和单位的用户分发。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发放

Argo 数据光盘 500 余张，访问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网站（http://www.argo.org.cn）的用户累

计达数万人次；与某基地气象中心建立的专线连接，可准实时推送经实时质量控制的 Argo 观测资

料，另外还主动为涉海 / 气象业务单位和科研院校（如上海海洋气象台和上海海洋大学等）安装

Argo 数据网络共享服务平台等，使得国内业务和科研部门能及时获得经质量控制的高质量 Argo

资料；还建立了与浙江省气象局的 FTP 连接，每天可将我国 Argo 观测网内获取的实时海洋资料，

通过国家气象局设在北京的 GTS 节点发布，供各 WMO 成员国气象业务部门使用。

6、拥有一批海洋环境要素数据及其衍生数据产品的长期用户是 Argo 数据开放共享的源动力。

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的公开发布和无条件免费分发，有力地支持了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

和全球气候变化专项项目 , 以及一批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国家部属教育、科研院所开放

实验室等部门和单位资助的与全球气候变化和深海大洋研究有关的项目，为促进行业科技进步发

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开展的多个涉海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如：“ 亚印太交汇区海气相互作用及其对

我国短期气候的影响 ”（973 计划）、“ 北太平洋副热带环流变异及其对我国近海动力环境的影响 ”

（973 计划），以及一批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国家部属教育、科研院所开放实验室等部

门和单位资助的与深海大洋研究有关的项目，已经把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当作收集深海大洋

物理海洋观测资料的主要渠道，而 Argo 数据更已成为广大研究者利用的必备基础资料。特别如 “ 基

于全球实时海洋观测计划（Argo）的上层海洋结构、变异及预测研究 ”（973 计划）项目，其立项

就建立在拥有 Argo 资料的基础上，其研究工作对 Argo 资料的依赖性更是不言而喻。该项目利用

Argo 浮标、卫星高度计等观测资料建立的业务化海洋资料同化系统，也已在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得

到业务化应用（http://www.cora.net.cn)。此外，由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提供的全球 Argo 数据

也已在国内海洋和气象领域的业务预测预报中得到应用。如：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把 Argo 资料

应用到 “ 热带太平洋温度盐度同化业务化系统 ” 中，可以业务化运行发布月平均的热带太平洋同

化再分析产品等；国家气候中心 “ 利用含 Argo 资料在内的观测资料 , 提高了该中心的短期气候预

测业务模式系统的模拟预测能力 ”；国家海洋局南海预报中心在 “ 南海海洋灾害中长期预测业务 ”

中广泛使用了 Argo 资料，取得了较好的预测效果；东海水产研究所在其开展的 “ 大洋金枪鱼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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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预报业务 ” 和 “ 大洋金枪鱼洄游规律及渔场形成机制的研究 ” 项目中使用了 Argo 资料提供的

渔场垂直温盐信息，且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Argo 数据开放共享，也离不开媒体的大力宣传。中国 Argo 从 2003 年起，主动

承办了多次国际 Argo 会议（如 AST-5,2003 杭州 ; ADMT-7，2006 天津；ASW-3 和 AST-10,2009

杭州 ;ADMT-17，2016 天津；生物地球化学 Argo 技术与应用国际研讨会，2017 杭州；首次国际

BGC-Argo 科学组会议，2019 杭州），并主办了 2 次国内 Argo 科学研讨会（2006 杭州、2013 舟山）。

2019 年在国际 Argo 计划实施及其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 20 周年之际，我国还在杭州承

办了第 20 次国际 Argo 指导组年会（AST-20）。不仅提高了我国在国际 Argo 成员国中的地位和作用，

而且也扩大了 Argo 在国内的影响力，吸引了更多 Argo 用户。

为了推广 Argo 资料在国内的应用，以及沟通与国际 Argo 组织（AST、ADMT、AIC）和各成

员国之间的联系及其资料的交换共享，早在 2002 年就创建了中国 Argo 中英文宣传网页（www.sio.

zj.edu.cn/Argo-Home-Page/Index.html）, 随后升级为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网站（www.argo.org.

cn），辟有 “ 项目介绍 ”、“Argo 动态 ”、“ 研究成果 ”、“Argo 科普 ”、“ 实时资料 ”、“ 数据产品 ”

和 “Argo 网络平台 ” 等栏目，每年定期更新（每季度一次）；自从 2003 年开始还不定期编发 “Argo

简讯 ”，辟有 “ 项目进展 ”、“ 应用研究 ”、“ 国内动态 ”、“ 国际动态 ” 和 “ 会议动态 ” 等栏目，

2012 年进入定期编发状态，每季度一期；2002 年 10 月首发全球 Argo 资料数据光盘，以后根据用

户需求不定期刻录分发，并随着 Argo 网站访问速度的提高和 “Argo 网络平台 ” 的业务运行，发放

Argo 数据光盘的数量则在不断减少；自从 2002 年由海洋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第一本介绍 Argo 计

划的科普书籍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开出版发行涉及 Argo 的论文集和专著等 5 册。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还利用承办 Argo 指导组年会、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和 Argo 科学研

讨会等机会，扩大 Argo 在我国的影响力。既尽到了一个 Argo 成员国的职责和义务，又赢得了较

好的国际声誉。同时，通过组织承办学术研讨会和参加国内各种相关学术会议，以及报刊杂志、

网络电视等媒体（每当 Argo 计划取得具有 “ 里程碑 ” 意义的成就，如全球海洋上活跃浮标数量达

到 3000 个、4000 个和观测剖面总数达到 100、200 万条的时候，以及 Argo 计划实施 10、15、20

周年的关键节点上），通过 PPT 会议演讲、拍摄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出版科普 / 会议文集 /

专著等书籍公开发行，以及发放 Argo 宣传台历、海报等手段，大力宣传 Argo 计划及其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免费分发 Argo 数据光盘，从而促进了 Argo 资料在相关

科学领域（海洋、气象、大气、水产、教育和军事等）中的迅速推广应用，取得了丰硕的调查研



究成果。据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的一份统计材料表明，1998 年以来我国科学家在全球 23 种主要

学术刊物上累计发表涉及 Argo 的学术论文就达 520 篇，仅次于美国（1010 篇），排名世界第二。

然而，在过去 18 年间，我国累计投入的调查资金仅约 1 亿元（不含研究经费），布放浮标仅 400

多个，获得的温、盐度剖面（含部分溶解氧剖面）也仅 60000 条。但若按照常规的船载 CTD 仪测

量一条剖面费用（约 10 万元）的 8 折估算，需要投入的调查经费至少约 48 亿元；同时，我国又

收集并共享了其他 Argo 成员国布放的浮标观测剖面 200 多万条，为国家节省的调查资金则多达

1600 亿元，经济效益极其可观。

三、Argo 数据持续开放共享亟需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

Argo 大洋观测网建设、维护，看似一项科技基础性工作，如同沿岸海洋台站观测网或者陆地

上的气象观测站（网），应归属业务部门管理，给予财政预算的长期支持，一些国际 Argo 成员国

也是这么做的，但在国内现行的科技体制下似乎还行不通，只能长期依赖科研项目（如国家基础

研究重大专项前期研究项目、国际合作项目、海洋公益性专项、国家基础研究重大专项、科技基

础性工作专项等）滚动支持。当然，从长远来看，我国 Argo 计划的实施和 Argo 大洋观测网的建

设亟需创新的海洋调查体制机制，并适当调整科研项目的立项原则和重点支持方向，对参加重大

国际合作计划、数据共享规范、用户广泛且遍布众多领域的观测项目给予重点扶持，其中健全并

稳定一支专门从事自动剖面浮标检测与优化布放，数据校正方法与质量控制技术研究，数据产品

研发与共享服务的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显得至关重要。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中国 Argo 计划持续实施亟须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

国际 Argo 计划及其建设的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是人类海洋观测史上参与国家最多、

持续时间最长、成效最显著的一个大型海洋合作调查项目，也是我国海洋领域本世纪初参与的首

个国际大科学计划。随着 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在海洋和大气科学领域基础研究中所取得了

丰硕成果，以及人们对提升海洋和天气 / 气候业务化预测预报能力所带来的美好憧憬，近些年来国

内剖面浮标的采购、布放活动呈现井喷式的发展趋势，但因缺乏统一协调、监管，造成了极大的

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尤其是一些部门和单位，由于缺乏对 Argo 计划的深入了解和认识，布放浮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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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既没有遵循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关于 Argo 计划的决议及其实施细则，又没有纳

入中国 Argo 计划的管理，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参与该国际大科学计划的声誉。此外，涉及浮标观

测资料质量控制技术和方法的研制，以及 Argo 网格数据产品和衍生数据产品的研发及其示范应用

等，还只是依赖短期科研项目的资助。与国际 Argo 计划的快速扩张和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

的不断拓展，以及欧美国家参与的热衷程度相比，我国参与该国际大科学计划的后劲明显不足，

且与主要 Argo 成员国（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加拿大和印度等）的差距也

在不断拉大，因此建议加强监管，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来规范剖面浮标的采购与布放活动，特别是

观测数据的统一接收及其观测资料的质量控制工作，以引导中国 Argo 计划的有序、健康发展。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于 2001 年经国务院批准、申请加入国际 Argo 计划，并着手制订中国 Argo 计划，部署

建设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到 2018 年底，在全球海洋中维持了约 100 个活跃浮标组成的 Argo 区

域（“ 沿海丝路 ”，也称 “ 两洋一海 ”）海洋观测网，排在美国（2 190 个）、澳大利亚（353 个）、

法国（275 个）、德国（154 个）、日本（147 个）、英国（146 个）、印度（126 个）和欧盟（123

个）之后，居第九位（2015 年 1 月曾达到 204 个，进入前四名）。在过去 18 年间（2001-2018 年），

我国累计布放的浮标总数（417 个）在参与布放浮标的约 40 个沿海国家中，也始终处于排名第九

的位置，其中第一至第八名一直由美国（6 472 个）、日本（1 509 个）、法国（1 129 个）、澳

大利亚（870 个）、德国（866 个）、英国（603 个）、加拿大（511 个）和印度（462 个）等国

占据。可见，在该国际大科学计划中，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十分明显的，主要体现在：

一是我国 Argo 计划的实施通过国家短期科研项目的滚动支持。过去 18 年间，我国每年采购

和布放浮标的数量并不固定，平均大约在 22 个左右；布放浮标的总量和每月海上活跃浮标的数量

在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总量约 15000 个、每月约 3900 个）中的占比还不足 3%，远远落后于美国、

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其中美国占了总数的 50% 左右。

二是国内剖面浮标采购、布放活动缺乏统一监管。从 2016 年起，部分剖面浮标开始游离于中

国 Argo 计划之外，到目前为止累计已达 150 个左右；且在 2018 年 8 月底前，国内涉海单位已公

开招标采购的浮标约 300 个，同样尚未明确纳入中国 Argo 计划管理；在 2019-2020 年期间，正在

招标或者即将招标采购的剖面浮标数量更多，总数达到了 1000 个左右；而大量进口剖面浮标因携

带的 CTD 传感器和生产批次（受工艺和材料影响）不同，其观测资料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甚至个

别型号的剖面浮标及其携带的新型 CTD 传感器还尚未得到国际 Argo 组织的认证，亟须严格把好

进口这道关。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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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国产剖面浮标的采购、布放缺乏统筹协调。目前国内只有一家单位研制的剖面浮标通过

了国际 Argo 组织的认证，可用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与维护，但在当前运行的 Argo

观测网中所占比例还不到 0.3%；而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国内涉海单位已公开招标或者即将招

标采购的国产剖面浮标或者 C-Argo 浮标数量却在 1000 个以上。由于国产剖面浮标采用了北斗卫

星系统传输观测数据，该系统目前的通讯覆盖区域仅限于赤道以北、第二岛链以西和孟加拉湾以

东海域，致使浮标布放的范围和数量极其有限；况且国产剖面浮标在海上长期工作的稳定、可靠

性等技术性能还有待在批量应用中不断改进、提高，其携带的常规 CTD 传感器也还全部依赖进口，

故国产剖面浮标除了亦需把好采购这道关以外，亟须统一制订浮标布放计划，力求有序布放。

四是剖面浮标资料接收呈现越来越分散的局面。由于一些剖面浮标没有及时纳入中国 Argo

计划管理，而布放单位对剖面浮标观测资料的接收及后续的解码、校正和质量控制等技术措施和

方法知之甚少，其观测资料既没有按 Argo 计划的要求与其他成员国公开交换，也没有与国内用户

共享，造成了浮标资源（一些浮标购置后并未布放）的极大浪费，国际声誉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特别是国产剖面浮标，虽采购、布放均冠以了 “C-Argo” 的称号（表明属于中国 Argo 计划管理的

浮标），但其观测资料又不通过国际认可的 Argo 资料中心进行统一接收、质量控制和参与国际交换，

而是任其分散接收，既不利于观测资料的质量控制，更不利于观测资料的及时收集、共享与应用。

五是剖面浮标资料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证。剖面浮标由于其抛弃式的特点，决定了无法像船

载 CTD 仪那样通过实验室标定来对观测资料进行校正。为此，国际 Argo 计划制定了严格的实时

/ 延时模式质量控制规范和程序，只有经过质量控制的剖面浮标观测资料才能用于预测预报业务和

科学研究中；而国内一些剖面浮标布放单位及其技术人员，对 Argo 资料的特殊性了解不多，对必

需采取的实时和延时模式质量控制技术、方法也是一知半解，甚至对采用国外进口浮标观测的数

据首先需要通过正确解码，才能获得真实的海洋环境要素数据过程更是毫不知情，从而导致早期

布放的一些浮标观测资料长期束之高阁，无法及时得到应用。

二、对策建议

随着近些年美国等国家财政预算的大幅度削减，预计未来几年内各型浮标的年度布放总量增

速会呈下降趋势，无论是维持由 3000 个常规剖面浮标组成的 “ 核心 Argo” 观测网，还是建设由

4700 个各型浮标组成的 “ 多学科 Argo” 观测网，都将面临投资增加和布局分散的困境，从而影响

到 “ 核心 Argo” 任务的长期、持续推进。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还是 Argo 计划的重要成员国和

Argo 资料的主要应用国，理应在该国际大科学计划中做出积极贡献，这也符合我国建设海洋强国，

以及正在实施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国家战略。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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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努力担当起一个国际 Argo 计划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我国参与国际 Argo 计划曾得到国

务院的正式批复，明确指出 “ 国土资源部管理的国家海洋局邀请科技部、中国气象局等部门，对

Argo 计划及我国是否加入该计划的利弊进行了分析，认为参加该计划对维护我海洋权益更为有利，

并提出了加强对 Argo 浮标管理拟采取的措施 ”，以及 “ 考虑到有关部门意见一致，我们建议同意

国土资源部的意见，我国可加入 Argo 全球海洋观测网计划，并请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

（国务院对《关于我国加入 Argo 全球海洋观测网计划的请示》批文 , 第 2795 号，2001 年 10 月 12 日）。

为此，我国应始终坚持为加强 Argo 浮标管理所提出的 3 条有力措施（国家海洋局《关于转呈我国

加入 Argo 全球海洋观测网计划请示的请示》，国海发〔2001〕27 号，2001 年 7 月 6 日），并能

尽早恢复中国 Argo 协调小组的活动，对当前涉及 Argo 计划组织实施和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

维护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尽快沟通协调、妥善解决，以一个负责任海洋大国和 Argo 计划重要成

员国的身份，担当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从而为国际 Argo 计划的长远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统一监管国内剖面浮标的采购、布放活动及其观测资料的接收与质量控制工作。遵循联合

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关于 Argo 计划的决议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统一管理由国家

资助的专项和科研项目购置的自动剖面浮标资源，避免因资源不共享而造成的重复建设，以及因

浮标进入他国管辖海域而引起的外交纠纷，以确保浮标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扩大我国在国际

Argo 计划中的影响力，并进一步提升我国在 Argo 成员国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需从深海大洋

环境的复杂性、海洋调查观测的科学性及其观测资料质量控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出发，并借鉴国

际 Argo 组织的现有做法，明确指定剖面浮标的观测资料须由国际认可的 Argo 资料中心负责统一

接收、解码、质量控制和交换共享等工作，以充分发挥我国分散投资的有限浮标资源及其观测资

料的综合效益，可以避免过去在近岸浅海区域海洋环境调查中长期存在的观测数据汇总难、共享难，

以及观测资料质量低下的老大难问题，方便国家对深海大洋环境数据的统一收集、存档和推广应用。

3、维持一支长期、稳定的 Argo 专业团队迫在眉睫。中国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除了布放浮标、

维持观测网中充足的活跃浮标数量外，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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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丝路或南海 Argo 区域观测网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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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领军人物，能开展诸如浮标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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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密观测等），或者

有更多的科学家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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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性工作，亟须引起我国海洋管理部门的

高度重视。同时，各 Argo 成员国布放的浮标观测数据的统一接收与质量再控制、我国布放浮标（指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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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进口剖面浮标）的统一接收与质量控制（实时和延时），以及与其他 Argo 成员国的资料交换

共享等，常规的数据质量控制方法还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中，新型剖面浮标技术（如生物地球化学

浮标、深海浮标和海洋混合浮标等）和传感器（pH、溶解氧、硝酸盐、叶绿素 -a 等）的应用及其

观测数据质量控制方法的研究，国际上尚处于探索阶段，需要有一支长期、稳定的专业团队负责

承担，更需要牢牢抓住当前参与国际 Argo 计划组织实施的难得机遇，虚心跟跑、努力并跑、争取

领跑，从而为我国海洋领域未来牵头组织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积累更多的组织管理和运行经验。

（项目办）

新版（2019）全球海洋 Argo 散点资料集和网格资料集在线发布

2019 年 4 月和 6 月，由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开发研制的全球海洋 Argo 散点资料和网格资

料集（BOA_Argo）先后在线发布。

新版全球海洋 Argo 散点资料集与旧版最大的改动是：新版数据将核心 Argo 数据（温度、盐

度、压力）和生物地球化学 Argo 数据（BGC 数据，如溶解氧、叶绿素、硝酸盐等）进行了分离，

这既方便了仅利用核心 Argo 资料的用户，又极大地方便了用户查找所需的 BGC 观测要素。其中

所有的核心 Argo 剖面数据均经过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的质量再控制，用户可无需对其进行

质控直接使用；而 BGC 数据未经质量再控制，仅采用原始数据文件中提供的质量控制标记，建议

用户在使用前进行必要的质量评估工作。

新版全球海洋 Argo 网格资料集则利用上述的散点资料集制作完成了 2004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期间的逐年逐月的月平均网格资料，其空间范围为 [180°W-180°E,80°S-80°N]，水平分辨率为

1°×1°，垂向分辨率则为 0-2000dbar 范围内分为 58 层。新版资料集沿用了上一个版本的构建方法，

但根据数据用户反馈回的意见和建议，新版资料集重新将墨西哥湾、地中海、南海等主要边缘海

纳入构建范围。

目前，两个资料集均可在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网站上免费下载，地址为 ftp://ftp.argo.org.

cn/pub/ARGO/global/ 和 ftp://data.argo.org.cn/pub/ARGO/BOA_Argo/。

（卢少磊）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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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研究

Relationship between sea surface salinity and ocean circul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Yan Du1,2, Yuhong Zhang1, Jiancheng Shi3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Tropical Oceanography, South China Sea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China;
       2、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3、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mote Sensing Science, 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nd Digital Eart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Based on Argo sea surface salinity (SSS) and the related precipitation (P), evaporation (E), and 

sea surface height data sets, the climatological annual mean and low-frequency variability in SSS in 

the global ocea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ocean circul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were analyzed. 

Meanwhile, together with previous studies, a brief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seawater salinity 

were given in this work. Freshwater flux (E-P) dominated the mean pattern of SSS, while the 

dynamics of ocean circulation modulated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low-frequency variability in SSS 

in most regions. Under global warming, the trend in SSS indicate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global 

hydrological cycle, and featured a decreasing trend at low and high latitudes and an increasing 

trend in subtropical regions. In the most recent two decades, global warming has slowed down, 

which is called the “global warming hiatus”. The trend in SSSduring this phase, which was different 

to that under global warming, mainly indicated the response of the ocean surface to the decadal 

and multi-decadal variability in the climate system, referring to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Walker 

Circulation. The significant contrast of SSS trends betwee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the southeastern 

Indian Ocean suggested the importance of oceanic dynamics in the cross-basin interaction in recent 

decades. Ocean Rossby waves and the Indonesian Throughflow contributed to the freshening trend 

in SSS in the southeastern Indian Ocean, while the increasing trend in the southeastern Pacific and 

the decreasing trend in the northern Atlantic implied a long-term linear trend under global warming. 

In the future, higher resolution SSS data observed by satellites, together with Argo observations, 

will help to extend our knowledge on the dynamics of mesoscale eddies, regional oceanography, 

and climate change.

（摘自《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s》，2019，62（5），77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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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on of biophysical properties of areas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with 
a high frequency of tropical cyclones

Teng Wang1,2
，Daoji Li3

，Lei Gao3
，Lixin Zhu3

     (1、East China Sea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er, SOA, Shanghai, 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Integrated Marine Monitoring and Applied Technologies 

           for Harmful Algal Blooms, S.O.A, Shanghai, China；

      3、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stuarine and Coastal Researc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3663 North Zhongshan Road, Shanghai, China)

Tropical cyclones (TCs) ar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upper 

oceanic environment of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WNP).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TCs on the chang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 of the WNP, two regions with 

similar properties but different TC frequencies were studied. Unlike previous studies, the long-

term effects of TCs on the bio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WNP throughout the TC season were 

discussed. The biophysical properties of both regions during the TC season were compared 

using satellite-derived measurements and Argo float data during 2003–2017. During the TC 

season, short-term rapid enhancement of the wind during TC passages had a direct effect on the 

cooling of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mixed-layer depth. Moreover, 

surface nitrate concentrations in the TC-prone reg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egion not heavily influenced by TCs. As a result, the mean surface chlorophyll-a (Chl-a) 

concentration in the region with a high TC frequenc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with a low 

TC frequency. The Chl-a concentrations also tended to be higher during the El Niño years because 

of more strong TC events in both regions, while they were generally lower during the La Niña years 

when there were fewer strong TCs. Based on a conservative estimate, new primary production in 

TC season caused by TCs in the region with a high TC frequency accounted for approximately 1–7% 

of the annual amount in this region during the study year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TC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nhancement of biological carbon fixation in parts of the WNP.

（摘自《Deep Sea Research Part I: Oceanographic Research Papers》，2019，14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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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and seasonal variability of global ocean diapycnal transport inferred 
from Argo profiles

Chao Huang1,2,3,4, Yongsheng Xu1,2,4

     (1、Key Laboratory of Ocean Circulation and Waves,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China;
      2、Function Laboratory for Ocean Dynamics and Climate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China;
      3、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4、Center for Ocean Mega-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China)

The global diapycnal transport in the ocean interior i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branches to return 

the deep water back toward near-surface. However, the amount of the diapycnal transport and 

the seasonal variations are not determined yet.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dissipation rate and the 

associated diapycnal transports at 500 m, 750 m and 1 000 m depth throughout the global ocean 

from the wide-spread Argo profiles, using the finescale parameterizations and classic advection-

diffusion balance. The net upwelling is ~5.2±0.81 Sv (Sverdrup) which is approximately one fifth 

in magnitud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deep water. The Southern Ocean is the major region with the 

upward diapycnal transport, while the downwelling emerges mainly in the northern North Atlantic. 

The upwelling in the Southern Ocean accounts for over 50% of the amount of the global summation. 

The seasonal cycle is obvious at 500 m and vanishes with depth, indicating the energy source at 

surface. The enhancement of diapycnal transport occurs at 1 000 m in the Southern Ocean, which is 

pertinent with the internal wave generation due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obust deep-reaching 

flows and the rough topography. Our estimates of the diapycnal transport in the ocean interior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closure of the oceanic energy budget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Meridional Overturning Circulation.

( 摘自《 Journal of Oceanology and Limnology》，2019，37（2），49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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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ic barrier layer variation induced by tropical cyclones
in the Northwest Pacific

Zhixiang Zhang 1, 2, 4, Lingling Liu 1, 3, 4, Fan Wang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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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enter for Ocean Mega-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China)

According to Argo profiles and one-dimensional Price-Weller-Pinkel models, the oceanic 

barrier layer variation induced by tropical cyclones is adequately analyzed in the Northwest Pacific. 

Results show that tropical cyclones mainly affect the oceanic barrier layer through intensifying and 

weakening pre-existed barrier layer. The former even may generate new one after tropical cyclones’ 

passage. The latter can make pre-existed one disappear. Local wind stress and precipitation, the 

dominant factors, primarily determine the variation of barrier layer. Negative effects of wind 

mainly focus on the north of 20°N. This phenomenon is more meaningful for slow tropical 

cyclones. Conversely, positive effects of wind and precipitation center on the south of 20°N in the 

Northwest Pacific. Some data indicate that the barrier layer variation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with 

initial mixed layer depth and barrier layer thickness.

( 摘自《Journal of Oceanology and Limnology》，2019，37(2),375-384)

基于 Argo 的西北太平洋公海柔鱼渔场垂直水温结构的变化特征

唐峰华
1，2, 杨胜龙

2, 范秀梅
2, 吴祖立

2, 伍玉梅
2, 崔雪森

1，2

    （1、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农业农村部东海与远洋渔业资源

             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 , 上海 200090；
      2、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渔业资源遥感信息技术重点开

            放实验室 , 上海 200090）

利用 2007—2016 年 Argo 温度剖面浮标资料，计算西北太平洋柔鱼作业渔场垂直剖面海水温

度和温跃层特征参数，并结合西北太平洋公海柔鱼同期渔获数据，分析其中心渔场与垂直水温结

应用研究



构的季节性变化关系。结果表明：柔鱼渔汛期为每年的 5—11 月，其中 8、9 月是盛渔期，渔场位

置相对集中，为 150°E~160°E、39°N~45°N，CPUE 超过 2 t/（d·v）；8 月前和 9 月之后渔场相对

分散，CPUE 相对较低。渔场海洋温跃层上下界对应的海水温度，0~50 m 和 0~100 m 水层温差具

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不同水层的水温温差从 7 月份开始逐步拉大，Δ 的平均温差达到了 5.17℃，

Δ 的温差为 7.68℃；温差幅度最大值中 Δ 出现在 9 月，为 9.89℃；Δ 出现在 9 月，为 12.64℃；

10 月和 11 月 Δ、Δ 逐步减小。在 160°E 以西海域，西部传统渔场海域温跃层上界深度处在 20~50 

m，对应海水温度范围在 4~17℃；下界深度位于 150~230 m，得出对应的温跃层下界的海水温度

范围为 3~11℃。渔场垂直水温结构 Δ、Δ的值越大，CPUE 越高，表明在温跃层水温降低幅度越大，

柔鱼资源集聚密度越高，渔获量越好。对渔场垂直水温结构变化特征的研究为西北太平洋柔鱼的

渔情预报和渔业生产提供了参考依据。

（摘自《上海海洋大学学报》，2019，28（3），427-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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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361000；
  2、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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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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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动态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活动（续）

●  2019 年 4 月 18 日，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智能装备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吕曰恒研究员和中

船集团海鹰加科海洋技术有限公司章繁荣总经理等一行 5 人参观访问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并与中心工作人员就国际 Argo 计划的实施、国产剖面浮标技术的发展以及国产 CTD 传感器技术

的现状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  2019 年 4 月 25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高工应邀前往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

国家实验室参加 “ 第十六届 ‘ 青龙问海 ’ 学术沙龙 ”，并做了题为 “Argo 和 Glider 观测数据质量控制 ”

的报告，介绍了中国Argo实时资料中心在Argo数据实时和延时模式质量控制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

并与在场科学家深入探讨了 Glider 数据质量控制的现状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随后，在中国海洋

大学 “ 校友交流会 ” 上做了题为 “Argo 未来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 ” 学术报告，向海洋相关专业的

在校大学生及研究生介绍了国内外 Argo 的实施现状以及 Argo2020 愿景等举措。

●2019 年 5 月 5 日，受中船集团海鹰加科海洋技术有限公司章繁荣总经理的邀请，中国 Argo

计划首席科学家许建平研究员在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智能装备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吕曰恒研究员

的陪同下，专访了该公司并做了题为 “ 国际 Argo 计划实施现状与展望 ” 的学术交流报告，回答了

技术人员提出的有关国内外 Argo 海洋观测网的建设运维情况，特别是剖面浮标研制和应用过程中

的技术问题；还专门探讨了国内剖面浮标技术和国产 CTD 传感器技术的研发现状及其推广应用前

景等。

●  2019 年 5 月 13-15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吴晓芬助理研究员和李兆钦研究实习员应邀

出席了在澳大利亚霍巴特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深海 Argo 研讨会。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就

深海Argo剖面浮标技术、深海CTD传感器技术以及深海Argo数据质量控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的陈朝晖教授和唐军武首席工程师也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

●2019 年 5 月 16 日，应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司邀请，中国 Argo 计划首席科学家许建平研究

员在北京参加 “ 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 ” 推荐成果评审优选会议期间，专门向出席会议的苖前军副

司长简要汇报了当前我国 Argo 计划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寻求新的科研主管部门领导的

重视和支持，以便中国 Argo 计划及其建设的 Argo 大洋观测网得以顺利、持续实施。

●  2019 年 5 月 17 日，美国 Seabird 公司总裁 Barry Lyon 先生和劳雷工业公司销售总监陈莹

莹女士等一行 5 人访问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并与中心工作人员就自动剖面浮标技术、CTD

传感器技术、生物地球化学传感器开发等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

●2019 年 5 月 17 日，受中电科海洋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潘振飞主管的邀请，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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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 Argo 计划首席科学家许建平顺访该公司，做了题为 “ 国际 Argo

计划实施现状与展望 ” 的学术交流报告，并回答了与会人员提出的有关国内外 Argo 海洋观测网的

建设运维情况，特别是 Argo 资料在国内外相关科技领域里的推广应用情况；还共同商讨了利用该

院在北京、宁波和海南等地设立的科研基地，以及在近岸大浮标研制、布放、资料接收、产品研

制及其推广应用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以支持 Argo 计划的持续实施，特别是我国 Argo 大洋观测网

的长期建设与运维等。

●  2019 年 5 月 20 日，浙江工商大学环境学院大三年级的 20 多名学生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

资料中心，卢少磊助理研究员向同学们详细介绍了国际 Argo 计划的实施与发展，并讲解了自动剖

面浮标的工作原理以及数据应用情况。通过介绍同学们对全球海洋 Argo 观测网这一全球性大科学

计划有了清楚的认识。

●2019 年 5 月 20 日，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许建平研究员和刘增宏高工专程拜访了中

国 Argo 计划的发起人、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研究员巢纪平院士，扼要汇报了中国 Argo 实时资

料中心在过去 20 年中，实施我国 Argo 计划、建设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和实践 Argo 资料开放共

享等所取得的成就，对巢院士长期以来对中国 Argo 计划组织实施给予的重视和支持表示由衷感谢，

并表示尽管 Argo 计划的持续实施受到当前政府机构改革及其相关协调、监管工作滞后等带来的一

些困难和问题，以及 Argo 计划的主要执行人员也正处于新老更替的交接时期，但该中心技术人员

将会牢记巢院士的殷切期望，始终铭记 Argo 不仅是科研的基石，更是创新的源泉，努力为 Argo

计划的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随后，应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业务处张志华处长的邀请，许建平

研究员还为该中心业务、科研人员作了题为 “Argo2020：迎接一个崭新的全球、全海深、多学科

海洋观测网时代 ” 的学术交流报告，刘增宏高工还逐一回答了与会人员提出的有关 Argo 资料及其

质量控制等方面的疑问；双方还围绕 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在业务化海洋预测预报中的推广

应用等问题进行了商讨。

●2019 年 5 月 21 日，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许建平研究员和刘增宏高工专程拜访了海

洋预警监测司，并向陈陟副巡视员、王宝伟调研员、叶菁处长和尚文艳处长等司、处（室）领导，

以 PPT 形式汇报了 “ 中国 Argo 计划实施现状及其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 ”，寻求业务主管部门对我

国 Argo 计划一如既往的重视和支持，特别是对国内当前出现的剖面浮标采购和布放乱象，以及漠

视观测资料质量控制的现象进行统筹协调和统一监管，以促使我国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得以有序、

持续发展。

●  2019 年 5 月 25 日，为配合全国科技活动周以及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 “ 公众科学日 ”

活动，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高级工程师、卢少磊助理研究员以及李兆钦研究实习员为来

访的市民与学生做了题为 “ 探秘海洋之利器 ——Argo” 的科普讲座，并开展了仪器现场讲解，吸

引了民众对海洋观测技术发展的兴趣。

国内动态



●  2019 年 6 月 1-2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吴晓芬助理研究员和 SOED 仪器室张翾工程师

一同前往加拿大高联公司驻北京办事处，就高联生产的 8400B 型高精度实验室盐度计的技术性能、

使用流程、日常维护及注意事项等接受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深度培训。实验室高精度盐度计常被用

于海洋调查现场采集海水样品的盐度值测定，并用于船载 CTD 仪的盐度观测数据比测。

●2019 年 6 月 4 日，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在杭州组织召开了 “ 海洋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专项 ”Argo 剖面浮标技术协调会，来自部海洋预警监测司、北海局、东海局、南海局、第二海洋

研究所等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各海区局代表分别介绍了各自承担任务中有关剖面浮标采购及

其布放等前期准备工作，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代表简要介绍了国际和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现

状及其建议，并围绕剖面浮标招标采购、运输布放、数据处理等相关技术问题进行了研讨。

●  2019 年 6 月 21 日，加拿大 RBR 公司销售总监 Eric Siegel 先生等一行两人访问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为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了该公司专门为剖面浮标和水下滑翔机设计的 CTD 传

感器的开发进展情况 ，并就 RBR CTD 传感器在国产剖面浮标上的试应用，及其正式纳入国际

Argo 计划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刘增宏高工参与 ” 青龙问海 ” 学术沙龙                              Eric Siegel 先生访问中心

●  2019 年 6 月 27 日，浙江工业大学海洋学院的 22 名学生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刘增宏高级工程师向同学们介绍了国际 Argo 计划的由来、实施现状，以及向全球海洋和多学科领

域扩展等方面的内容，之后同学们还就相关问题咨询了中心技术人员。

     

                  吴晓芬助理研究员赴高联办事处培训                                 浙江工业大学学生参观中心

（卢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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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运行现状（续）

根据国际 Argo 官方网站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在 2019 年 6 月底前，国际 Argo 计划在南海

建立的 Argo 区域观测网中，已经没有剖面浮标在海上正常工作。这种情况在近十几年里，还是首

次出现。在过去 20 年间，国际 Argo 计划在南海海域累计投放了 113 个剖面浮标，其中 99 个（约

占总数的 88%）是 APEX 型剖面浮标，由美国海军以 “ 准 Argo 计划 ” 的名义布放，其余 14 个（约

占 12%）是国产 HM2000 型剖面浮标，由中国 Argo 计划布放。这些浮标共获取了 15000 余条温、

盐度剖面资料，其中 APEX 型浮标获取了约 12800 条，占总数的 85%；HM2000 型仅收获了约

2100 条，只占总数的 15%。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历年观测剖面数量与分布

显而易见，是中国 Argo 计划没有按照国际 Argo 计划的基本要求，持续在南海海盆区域布放

浮标，才出现了太平洋重要边缘海内暂时无活跃浮标运行的被动局面。因为自 2016 年中国 Argo

计划提出有意向主导建设 “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 以来，美国海军在该海域明目张胆布放 “ 准

Argo 计划 ” 浮标的活动已经明显收敛。据公开资料显示，近 3 年里美国海军在南海海域仅投放了

1 个浮标，而之前几乎每年都有投放，最多时活跃浮标的数量曾超过 15 个；相反，中国 Argo 计划

在南海首批布放 10 个 HM2000 型浮标之后，至今只补充布放了 4 个浮标。

当前，南海海域出现的剖面浮标空白状态，一方面会对我国争取建设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

网的主导地位带来不利影响 , 另一方面也会给美国海军继续在南海大规模布放剖面浮标带来可乘之

机。为此，我国应尽快在南海海盆区域补充投放一批国产剖面浮标，以便能尽早建成由约 22 个剖

面浮标组成的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并能长期维持下去，从而真正掌控该重要区域海洋观测

网运行、维护的主动权。

（卢少磊）



21

国内动态

深海 Argo 期待中国深度参与
—— 专家呼吁，加强国产设备研发、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

2019 年 5 月 13-15 日，第二届国际深海 Argo 研讨会在澳大利亚霍巴特举行，会议从不同层

面阐述了实施深海 Argo 计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借助 “ 核心 Argo” 计划，上层海洋（小于 2000 米）

已经获得了时、空分辨率相对较高的观测，而深海（大于 2000 米）观测还仅限于稀疏的水文断面

或空间覆盖率非常有限的锚系观测。然而，深海海水增暖、淡化等一系列观测结果表明了建设深

海 Argo 观测网的必要性，对深海进行更密集的采样已得到科学界的广泛认可。

围绕深海 Argo 浮标技术现状、深海 Argo 计划的实施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等问题，本报记

者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晓芬。

自动剖面浮标是核心

随着深海 Argo 计划不断推进，深海浮标技术也取得快速发展。当前，构建深海观测网的剖

面浮标主要有 4 种，即美国的 SOLO 型和 APEX 型、法国的 Arvor 型以及日本的 NINJA 型深海

剖面浮标。

2012 年，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联合 NKE 公司研制出第一个 Arvor 型深海剖面浮标，可以

观测 0 米 -4000 米水深范围内的海水温盐度等常规要素；最近投放于北大西洋副极地海域的一批

Arvor 型深海剖面浮标，均配备了避冰算法和触底探测功能，且垂向分辨率设置较高，对浮标的

存储功能及电池性能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

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研制的深海 SOLO 型剖面浮标是当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深海自动剖

面浮标，其设计观测水深为 6000 米，拥有长达 6 年的工作寿命；此外，深海 SOLO 型浮标不仅具

备避冰算法和触底探测功能，还具备了浮标投放后的回收能力。

日本海洋地球科技厅与 T.S.K. 公司一起于 2009 年开始研制深水 NINJA 型剖面浮标，该浮标

可以观测 0 米 -4000 米水深的海水物理要素，配备锂电池的浮标可以观测 50 个 -70 个全深度剖面，

具备避冰和触底探测功能，可适用于从热带到高纬度的季节性冰覆盖区域。

吴晓芬表示，相比深海浮标观测平台，深海温盐深仪传感器的可靠性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深

海在短时间内变化很小，如温盐度的变化量级大约为 0.001/ 年，因此需要研制出分辨率和观测精

度更高的温盐深仪传感器，实现长期稳定、可靠运行，这样才能较为精确地捕获深海内部的变化

信号。为此，美国海鸟公司开发了针对深海 Argo 浮标的 SBE61 型温盐深仪传感器，目前正在紧

锣密鼓地进行海上比测。

蓬勃发展的深海 Argo 计划

起初，深海 Argo 计划的设计框架是在全球公共大洋上布放 1228 个深海 Argo 浮标。深海

Argo 计划一直备受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关注，成为其优先考虑资助的项目之一。截至目前，

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共有 52 个深海 Argo 浮标在海上正常工作，库存的 46 个浮标正在寻找

合适航次进行布放，这些浮标将主要投放在西南太平洋和大西洋巴西海盆，少量将投放在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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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此外，得益于保罗 G. 艾伦慈善基金的资助，美国将于 2019 年 ~2020 年在巴西海盆投放 28

个深海剖面浮标。

自 2012年起，法国投放了 20个深海剖面浮标，目前仍有 7个在海上正常工作。2019年 ~2020年，

法国计划投放 33 个深海剖面浮标，另一个 3 年项目（2019 年 ~2021 年）有望每年资助 15 个深海

剖面浮标。这些浮标将主要布放在大西洋海域，用以检测浮标和传感器的性能，测试海水密度、

不同漂移深度带来的影响等。此外，意大利将于今年在西地中海海域投放 2 个深海浮标，未来有

望每年布放一个深海浮标；西班牙计划投放 2 个深海浮标；2019 年 ~2023 年，挪威计划投放 9 个

浮标。

日本已于今年启动了新的 7 年 Argo 计划（2019 年 ~2025 年），该计划涵盖了核心 Argo、深

海 Argo 以及生物地球化学 Argo 观测网的建设。今年，日本将在西北太平洋、印度洋和南大洋投

放 16 个深海 Argo 剖面浮标，其中有 6 个将沿着东经 165° 断面布放，在投放的同时，开展全水深

船载温盐深仪（CTD）观测，以获取参考数据，用于检验浮标和传感器的工作性能。

我国于 2017 年 ~2018 年在南大洋和西北太平洋布放了 3 个 Arvor 型深海浮标，开展了深海浮

标及其温盐深仪传感器工作性能的相关分析。在浮标研制方面，2016 年 “ 问海计划 ” 启动，4 家

科研单位参与研发了 0 米 ~4000 米深海剖面浮标。2018 年 3 月，第一个国产深海浮标问世，一年后，

在西太平洋海域进行了样机的压力测试。

期待中国走向“国际舞台”中央

吴晓芬介绍说，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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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见的是，Argo 将会进入一

个崭新的全球、全水深、多学科海洋观测时代。随着国际 Argo 计划的不断拓展，各国在 Argo 观

测网中也将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

从 2015 年首届深海 Argo 研讨会开始，深海 Argo 观测网 4 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尽管依然

面临许多问题和困难，但仍是国际 Argo 计划发展的必然趋势。吴晓芬建议，我国应深度参与深海

Argo 计划，进一步重视科技支撑平台建设和技术人才培养。

深海 Argo 计划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及日本海洋地球科技厅等

优先考虑资助的项目，有效助推了国际深海 Argo 观测网的建设，有望在 2023 年从区域性试验向

全球推进。然而，目前国际上对于深海 Argo 浮标观测数据的质量控制方法、数据管理标准还处于

探索阶段，各国和浮标生产商都在开发制订相关的方法，以便能够得到国际 Argo 计划的认可，并

成为国际标准。

相对来说，我国科学家在该领域还缺少话语权，虽然在深海剖面浮标的研制方面已经投入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但由于起步比较晚，发展速度也偏缓。截至目前，仍处于试验样机的海试阶段，

浮标的稳定性及观测数据的质量有待验证，尚未得到国际 Argo 计划 —— 深海 Argo 小组的认可，

数据质量控制方法的开发和深海型温盐深仪的研制更是尚未涉及（目前所有国产深海 Argo 浮标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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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样机均使用国外进口的温盐深仪）。总体来讲，我国在该领域还处在 “ 跟跑 ” 阶段，这需要相

关部门加大对该项国际重大科技基础性工作的支持，以提升和优化国产剖面浮标的性能，扩大其

在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影响力，提升我国在国际合作中的显示度，促进海洋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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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资

料处理与管理其实更为重要，直接关系着基础研究和预测预报的准确度。一直以来，中国 Argo 实

时资料中心负责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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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年来，由于

管理浮标数量的增加和人力资源限制等，日常 Argo 资料管理工作已处于满负荷，延时数据的提交

甚至出现停滞。随着国际 Argo 计划向 “Argo2020 愿景 ” 迈进，浮标类型越来越多样化，观测参数

与技术参数也逐渐增加，这些都增加了 Argo 数据文件的复杂性，也为资料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吴晓芬表示，希望能加大对基础性工作业务的支持力度，积极培养相关技术人才，以保证有

足够的全职人员负责相关工作，从而更加及时高效地获取全球范围、高分辨率、高质量的 Argo 资料。

（来源：中国海洋报，2019-06-12）

如何才能获取 “ 精准 ” 海洋环境观测资料？

海洋科学是一门以观测为基础的学科。这在学术界早已公认，且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水平的提

升都离不开观测及其数据的长期积累；而广宽海洋上大范围、准同步和深层次调查资料的匮乏，

以及观测数据质量的参差不齐 , 也一直是制约海洋科学发展，特别是海洋和天气 / 气候业务化预测

预报水平提高的瓶颈。当今，人类为了应对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对变幻莫测的海洋进行监测，

提高认知并使之服务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显得更加迫切。进入本世纪以来，

特别是近十年里，国家财政对海洋调查研究的投入比过去数十年都要多得多的事实也充分表明了，

我国海洋调查研究已经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而且收获的海洋调查资料和发表的科技论文也要

比过去 60 年多得多，这些都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但调查资料的质量，特别是物理海洋环境资料的

质量，是否随着观测仪器设备的更新换代而比过去有了显著提高？其答案或许会 “ 令人失望 ”。

一、现状与分析

1、不再是缺钱的问题

尽管国家投入了巨额的调查研究经费，看似获得了大量的海洋环境数据，但它们的真实性、

可靠性却无法得到验证，或许是一批宝贵的科学资料，抑或又是一堆毫无价值的数字垃圾，也就

起不到认知和预测海洋的作用，实现不了对海洋 “ 看得清、查得明、报得准 ” 的美好愿望。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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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洋科学领域，几乎已经不缺 “ 钱 ” 和 “ 物 ”，而是少了 “ 人 ” 的责任和担当，甚至是做人的良

心。如今海洋调查研究获得了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各类海洋 “ 人才 ” 辈出，国际上观测物理海

洋环境的先进仪器设备（如船载 CTD 仪、抛弃式 CTD 仪、自动剖面浮标和水下滑翔机等，甚至

已经成为国外新型海洋仪器设备的试验场）及其调查基础设施（如海洋科考船等）也已一应俱全，

涉及海洋调查和海洋观测资料的技术规范和管理条例（如海洋调查规范、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

调查资料整编技术规范、海洋观测和海洋观测资料管理、科学数据管理等），以及国务院及其行

业主管部门单独或联合发布的配套政策措施（如加强海洋调查工作的指导意见、加强我国科研诚

信建设的意见、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

若干措施和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等）更是面面俱到，但我国海洋观测

资料的质量却未能同步得到提高，甚至反而有所下降，难道不值得各级涉海管理部门，特别是顶

层设计者们深思！

2、依法治人、知人善用是根本

俗话说得好：事在人为。可有人做事勤勤恳恳，有人却胡作非为，更多的则在敷衍了事。这

种社会怪像，也能在海洋领域大行其道，可见在海洋科学领域，强调依法治人、知人善用已经迫

在眉睫。相信只要能充分发挥好 “ 人 ” 的积极因素，利用好先进的技术手段，就算已有的法规条例

还不够齐全，配套的政策措施还不够完善，但实现海洋调查的基本目标（即获取精准海洋环境资料），

应该还是件容易做到的事。现时难就难在国家的利好政策措施看似一波又一波，但却少见真正落

地的。人们看到的依然是，利用虚假的实验数据发表几篇 SCI 论文，就能成为 “ 杰出人才 ” 的典范；

也看到利用真假难辨的观测数据发表几篇 SCI 论文，就是 “ 高端人才 ” 的榜样。而那些在海洋科

研领域里长期从事科技基础性工作的技术支撑人员，他们有的常年在海上为获取现场海洋环境资

料而默默奉献着青春，有的孜孜不倦地为提高海洋观测资料的质量在实验室夜以继日地辛劳。但

这些处于科研一线的技术人员却只能是 “ 低端人才 ”，甚至还享受不了人才的待遇。这也就道出了

“ 精准 ” 海洋环境观测资料为何越来越少的真正原因。更让人困惑的是，那些即使具有教授或研究

员技术职称的科研人员，转身从事科技基础性工作，只要发表不了 SCI 论文，也就享受不了人才

待遇；而那些连海洋学基本常识都缺乏的所谓 “ 人才 ”，他们既是海洋调查规程的编制者，又是领

域研究方向的设计者，还是重大项目的负责人，却没有按照规程开展海洋调查，甚至造成价值数

十万、上百万调查仪器设备损坏或者丢失，也可以瞒天过海；调查资料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可以移

花接木，蒙混过关；牵头的项目照样能够顺利结题验收，甚至还能上报个省部级或者国家级奖项。

照此折腾下去，仅存的少数勤恳技术支撑人员，也将会被 “ 赶尽杀绝 ”，精准海洋环境资料终将成

为科研人员的 “ 奢侈品 ”。可见，在海洋科学领域，重塑海洋法律法规的严肃性，抓紧落实相关政

策措施，改进完善分配激励机制，切实提高技术支撑人员的待遇，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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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玫瑰型采水器（左）、颠倒温度表（中）的船载 CTD 仪和实验室盐度计（左）

3、管理制度、配套设施不够健全是短板

如今我国海洋调查已从近海、河口走向深海大洋，调查仪器设备也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海

洋调查资料的质量，特别是针对深海大洋的基本物理海洋环境，即温、盐度和压力等 3 要素的观

测精度，却始终不尽人意，还与我国长期以来海洋调查资料封锁，以及缺乏建立有效的观测数据

质量控制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加上目前国内海洋调查活动涉及多部门多行业，包括自然资源部、

科技部、中科院和教育部，以及交通和渔业部门等，由于缺少沟通协调机制，也缺乏全国性的海

洋调查规划指导，使得一些海洋调查专项之间衔接不够，部分专项设计的调查内容与其他专项出

现简单重复，调查资源浪费严重，巨大的海洋调查投入并没有收到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

还暴露出各自使用的调查仪器设备缺乏统一认证，观测资料的精度参差不一，甚至无法验证等问

题。究其原因，发现一些专业调查船未能配备携带玫瑰型采水器的船载 CTD 仪，甚至没有安装固

定的船载 CTD 仪，更没有配备实验室高精度盐度计等必需的比较测量设备，导致承担调查任务的

单位还需自带 CTD 仪（通常是便携、自容式的），也就无法按照《海洋调查规范》的规定，在利

用 CTD 仪观测盐度（或温度）时，每天至少选择一个比较均匀的水层，与利用实验室盐度计（或

颠倒温度表）对海水样品的测量结果比对一次。也就是说，在我国以往历次海洋调查中，特别是

针对深海大洋的环境调查，凡利用各类各型船载 CTD 仪观测的盐度（温度暂且不论）剖面资料，

由于缺乏 “ 真值 ” 验证，其观测资料的准确度始终是个未知数。

此外，国内至今也还尚未建立海洋调查仪器设备准入制度。经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颁行的《海

洋调查规范》，侧重质量管理和规范调查作业的要求，而对调查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却未做统一规定。

与 “ 规范 ” 配套的工具书《海洋调查仪器使用手册》（1992 年第一版、2001 年修订版），所选择

（推荐使用）的仪器设备，已经远不能满足当前我国海洋调查的使用需求，也反映不了我国海洋

调查仪器的现状和水平，更未建立新型海洋仪器设备 “ 试验、示范、推广 ” 的准入制度；而且对温、

盐度观测准确度的标准偏低，最高的一级标准也仅为正负 0.02。况且，针对资料延时质量控制的

理解与国际海洋界也是大相径庭，采用的仅是国际上通用的实时质量控制标准；且举办的海洋资

料质量控制培训班，也主要以台站观测为主。

4、增强共识、明确目标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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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现场观测资料质量控制工作的漠视，可谓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 CTD 仪问世之时。

原因是人们对先进海洋观测仪器设备的技术性能了解不够，都把实验室测量精度看作为现场观测

精度或准确度；维护保养和操作使用又不到位，导致普遍存在观测数据真假难辨的现象。最重要

的还是缺乏海上的比较观测工作，导致每个航次的观测精度（或准确度）无从知晓，各个航次之

间更是无法相互比较，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当前常用的船载 CTD 仪（配置 SBE 911 CTD 传感器）

和剖面浮标（配置 SBE 41/41CP CTD 传感器）的主要技术指标（如测量范围），虽然完全可以满

足在全球海洋中观测的要求，且其测量精度和测量分辨率也都非常高，但忽略了各种传感器还有

一个测量初始精度的技术性能指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传感器本身也会出现测量漂移或者偏

移现象。对 SBE 41/41CP 而言，其温度、电导率 / 盐度和压力 / 深度的典型稳定度分别约为每年

0.0002℃、0.001 和 0.8dbar。国际 Argo 计划对常规型（0-2000db）剖面浮标提出的观测精度要求

为：压力 ±2.0dbar、温度 ±0.005℃、盐度 ±0.01；而对深海型（＞ 4000dbar）剖面浮标提出的观

测精度则更高：压力 ±3.0dbar、温度 ±0.001℃和盐度 ±0.002。目前，国际上利用深海 SOLO 型浮

标携带的 SBE-61 CTD 和船载 CTD（SBE-911）仪观测结果的比较发现，只有温度能够满足观测

精度要求，其压力（4.5dbar）和盐度（0.005）还尚未达到规定的目标精度。

精确度高 / 准确度低（左）、精确度低 / 准确度高（中）、精确度 / 准确度高（右）

实事求是地说，利用再高端、先进的海洋仪器设备，都无法取得海洋环境要素的真值，人们

追求的 “ 精准 ” 海洋环境资料，无非是期望能更接近于 “ 真值 ” 罢了！因为，当前国际上用于测

量海洋环境要素的各种电子传感器，由于受到制造原材料和生产工艺的影响，其技术性能还不可

能做到长期稳定、可靠，且使用的环境（如含盐量高、腐蚀性强、水深压力大、易受生物附着等）

又十分恶劣，再加上复杂多变的海洋状况，观测结果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测量误差，更需要通

过实验室检测标定、现场比较观测及其后续的数据质量控制，才能确保观测资料满足规定的测量

误差或者准确度要求。这里所指的 “ 精准 ”，也就是 “ 精确度和准确度 ” 的统称。其中，精确度

（precision）表示多次测定结果互相接近的程度，通常用偏差（算术平均偏差或标准偏差）来表示；

而准确度（accuracy）则指分析和测量结果与 “ 真值 ” 之间的接近程度，通常用误差大小来表示。

精确度高说明测量的重现性好，但它的结果未必准确；反之，准确度高说明测量的结果更接近真

值，但其重现性却未必好。以打靶为例，若试射十发子弹集中落在 6 环与 7 环间的某一小区域内，

但离靶心还有较远的距离，表明精确度高，而准确度低；反之，若十发子弹分散地落在 9 环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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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表明准确度高，而精确度低。所以，对于一个理想的测量结果，既要求有好的精确度，又要有

好的准确度。在实际测量过程中，通常会采用标准物质、标准方法或公认的仪器设备进行对照试

验（如采用标准海水，并利用玫瑰型采水器采集现场海水样品、再用实验室盐度计测量比测层上

的盐度值，以及利用颠倒温度计读取比测层上的现场温度值等）；在无标准物质或标准方法时，

则可采用对观测仪器设备回收试验（如航次后对船载 CTD 仪进行重新标定，以及回收自动剖面浮

标并对其携带的 CTD 传感器重新标定等），从而来确定（或评估）其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南海东北部海域 T-S 曲线（其中 a、b 图已由论文公开发表；C 图未经资料质量控制）

5、正视问题、对症下药是良方

影响 CTD 资料质量的因素有多种多样，但也不外乎如下几种：一是技术问题，主要由主板设

计缺陷、能量衰竭和传感器自身缺陷等所致；二是通讯误码，大都由电缆、天线受损，以及电子

干扰等产生；三是传感器漂移，通常由元器件老化、生物附着、海水腐蚀和油污染等原因所致；

四是人为因素，如维护和操作不当、航次前后未正常送检、解码或计算有误、运输或布放时受到

剧烈碰撞等；五是那些还没有发现的其他影响观测资料质量的偶发性因素等。据国际 Argo 指导组

（AST）和国际 Argo 资料管理小组（ADMT）的长期跟踪，他们利用了 34 个 Argo 成员国近 20

年来在全球海洋中布放的约 15000 个自动剖面浮标，所反馈的同等数量 CTD 传感器的观测结果，

经分析研究后发现：压力传感器的测量误差可以基本满足要求，但近期也发现部分超过规定标准

（±2.0dbar) 的状况；温度传感器可靠、稳定性较高，几乎都能满足观测精度（±0.005℃）的要求；

而盐度观测结果由于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多，如目前的电子传感器还不能直接测量海水盐度，只能

通过测量的海水电导率经换算后间接获得，故会受到电导率及其温度和压力传感器测量误差的综

合影响，其测量精度（±0.01）很不稳定。最近，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官方网站就曾发布过一封

致广大 Argo 用户的通告，告知在实时 Argo 数据流中发现盐度误差在持续增加。可见，尽管国际

Argo 组织对剖面浮标和电子传感器进入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建立了严格的准入制度，但依然

会存在这样那样的测量数据质量问题。

已有的调查研究业已表明，无论在相同型号还是不同型号的 CTD 传感器之间，都会存在一定

程度的系统误差。这种误差，对研究近海、河口的物理海洋学问题也许微不足道，但对研究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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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中的物理海洋学现象或者特征，则显得十分重要。而利用现场船载 CTD 仪或者高质量历史观

测资料，对存在传感器测量误差的各种平台资料，进行质量评估及延时质量控制，是确保提供的温、

盐度资料具有较高质量保证的最有效方法。但利用船载 CTD 仪进行深海大洋观测时，务必在航次

前、后，按规定送权威部门进行必要的实验室标定；且船载 CTD 仪还应携带玫瑰型采水器和颠倒

温度表，在航次期间进行抽样比较观测，特别是在船载 CTD 仪遇到故障、需临时调换备用 CTD

仪继续观测时，这种比较观测显得尤其重要；长期执行深海大洋调查的专业调查船，还应配备高

精度实验室盐度计，方便调查人员比对、以掌握船载 CTD 仪观测数据的质量状况；提供比测的船

载 CTD 仪温、盐度资料，除了正常的 CTD 探头下放时的观测剖面外，还需提供探头上升时的观

测剖面，以便能对船载 CTD 仪与特定层次上利用颠倒温度计和实验室盐度计获得的温、盐度数据

进行同步比较分析等。CTD 仪现场比较测量虽是发现和校正观测误差的最佳途径，但如何确保船

载 CTD 仪观测资料的高质量同样十分重要。首先，备用 CTD 仪在航次前期就应做比较观测 , 以了

解每台 CTD 仪的性能 , 一旦航次中因遇 CTD 仪故障需要更换另一台 CTD 仪时，需预先了解两台

CTD 仪之间的系统测量误差；其次，应利用特定层次上由颠倒温度表测量的水温，以及利用携带

的玫瑰型采水器采集的水样并由实验室盐度计测量的盐度，与 CTD 测量结果比较。倘若有两艘以

上调查船在同一海区作业时，还可预先选择几个代表性测站作重复观测。因为在深海大洋的深处，

海水的物理性质变化甚微，可利用这一特性，在某一海区预先选择 2-3 个具有代表性的长期比测站

（校正站），要求不同航次、不同船只和不同类型的 CTD 仪都能在此进行对比观测，且 CTD 仪

的施放深度尽可能做到越深越好（至少应大于 2000dbar），这无疑是一种既方便又经济的资料质

量控制措施。

全球海洋上设置的调查船重复观测断面（GO-SHIP）

二、对策与建议

1、先进调查技术的应用离不开高素质的科研技术人员



29

国内动态

即使有了高端、先进的仪器设备，离开了掌握它们技术性能、并能准确操作使用它们的技术

支撑人员，同样出不了 “ 合格 ” 的产品（数据）。首先，人的主观能动性还需要法规条例的约束、

政策措施的激励；前者需严在执行，而后者则重在落实；其次，为了尽可能确保各类海洋调查活

动所获取的海洋环境资料不仅是可靠、可信的，而且更是 “ 精准 ” 的，需要广大涉海科研技术人员，

特别是承担海洋调查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或首席科学家，弘扬科学精神，加强自律意识，并能在如

下几个方面做好相应的本职工作：

（1）严格按照《海洋调查规范》的要求，使用、操作海洋观测仪器设备，重视日常维护保养、

海上现场比较观测和航次前后送检、标定等；

（2）严格把好海洋观测仪器设备（包括电子传感器）采购关，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仪器设备，

均需经过认证或者得到国内外公认，方可在常规海洋调查中使用；

（3）严格执行《海洋观测资料格式》和《海洋环境资料实时和延时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对

来自深海大洋的 CTD 传感器观测资料，按照《海洋调查规范》规定的温、盐度和压力测量准确度

标准，确保海洋环境资料的高质量；

（4）主动响应并践行物理海洋环境数据交换共享，支持建立高质量物理海洋环境背景数据集

（库）；

（5）积极参与国际海洋合作调查计划，学习和掌握多平台联合组网观测及其数据质量控制的

技术和方法等。

2、高质量海洋环境资料的获取更离不开各级管理部门及其管理人员的保驾护航

在当今社会环境和科技体制下，仅靠科技人员的自律还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涉海管理部门

及其管理人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铺路搭桥，积极主动地为海洋调查研究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

科研工作环境，亟需重视并抓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建立海洋观测仪器设备准入制度（实验 - 验证、试用 - 示范、认证 - 推广），对引进的

国外仪器设备能纳入《海洋仪器设备研制质量管理规范》和《规范化海上试验管理办法》的范畴，

严把招标采购关口；规定国内专业海洋调查船必须配备船载 CTD 仪（携带玫瑰型采水器）和高精

度实验室盐度计，并由调查船实验部门专人负责操作；

（2）修改《海洋调查规范》，提高温、盐度和压力测量准确度的级别标准；明确规定布放（或

回收）自动剖面浮标、水下滑翔机和浮、潜标时，务必采用船载 CTD 仪（携带玫瑰型采水器）进

行一次全水深（或至少 2000dbar）剖面观测，并利用高精度实验室盐度计对海水样品进行现场盐

度测定，其比较观测资料须在航次结束后的一周内提交指定的接收单位；

（3）修改、完善《海洋观测资料格式》（征求意见稿 )，特别是增补针对自动剖面浮标和水

下滑翔机观测资料格式的统一要求（与国际接轨）；编制针对各类观测平台（如海洋调查船、自

动剖面浮标、水下滑翔机和浮、潜标等）携带 CTD 传感器观测的温、盐度和压力等海洋环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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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时和延时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4）制定出台《海洋数据共享管理条例》，对海洋环境数据，特别是深海大洋环境观测数据，

要求严格按照国务院《科学数据管理办法》所规定的 “ 科学数据应当按照开放为常态、不开放为

例外的原则 ”，面向社会和相关部门开放共享；

（5）统一规定在全球主要深海大洋区域（如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的南、北半球，以及北

冰洋和南海等海域）各选择 1-2 个代表性 “ 标准测站 ”，要求国内海洋调查船在这些海区利用船载

CTD 仪进行断面或大面观测时，必须在 “ 标准测站 ” 上进行至少一次全水深 CTD 剖面测量，并利

用高精度实验室盐度计对海水样品进行现场盐度测定，其比较观测资料须在 “ 标准测站 ” 上观测后

的一周内提交给指定的接收单位；

（6）明确指定现场比较观测资料的接收单位，并规定需在接收比测资料的一周内，经过气候

态检验和历史比对等质量控制程序后，迅速将检验或验证结论反馈资料提供单位，提出比较分析

的意见和建议等，供资料汇交单位参考；并由国内指定的海上比较观测资料接收单位负责制作全

球海洋，特别是各海区 “ 标准测站 ” 上的 CTD（逐渐扩展到生物地球化学要素）参考数据集（库），

无条件提供国内海洋调查单位或项目使用，以确保海上观测资料的质量；

（7）积极参与国际 GO-SHIP 计划，争取在太平洋和印度洋选择并承担 1-2 条断面进行冬、

夏两季的 CTD 重复观测，以便共享全球海洋船基水文观测项目提供的高质量物理海洋和生物地球

化学要素资料，以及 GTSPP、GLODAP、CCHDO、SOCONET、SOCAT 等参考数据集，并为国

内制作全球海洋，特别是各海区 “ 标准测站 ” 上的 CTD 参考数据集（库），提供高质量海洋环境

资料源；

（8）积极创造机会，支持科学家参与国际海洋合作调查计划；

（9）成立海洋调查联盟，统筹协调全国海洋调查活动等。

3、全面提升我国海洋调查资料质量时不我待

只要我国海洋主管部门及其管理人员与科研技术人员同心协力，并能高度重视深海大洋调查

中暴露的调查计划各自为政、调查资源条块分割、观测资料互不共享所带来的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

特别是作为海洋科学研究的基本物理海洋环境要素（温度、盐度和压力等）资料的质量低下及其

数据质量控制工作的长期漠视，甚至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有规不循的管理乱象，并能采取行之

有效的解决方案，全面提升我国海洋调查资料的质量依然指日可待，有望进一步提高我国海洋科

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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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底，在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剖面浮标总数为

3890 个。其中美国 2136 个占 54.91%、澳大利亚 347 个占 8.92%、法国 281 个占 7.22%，列第一

至第三位；日本 183 个占 4.70%、德国 154 个占 3.96%、英国 151 个占 3.88%、印度 126 个占 3.24%、

欧盟 125 个占 3.21%、中国 94 个（列第九位）占 2.42%、加拿大 88个占 2.26%、意大利 74 个占 1.90%，

韩国 38 个占 0.98%，列第四至十二位。此外，还有荷兰（23 个）、西班牙（16 个）、挪威（12 个）、

新西兰和爱尔兰（各 11 个）、波兰（9 个）、希腊（4 个）、秘鲁（3 个）、芬兰（2 个），印度

尼西亚、巴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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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底）

另据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统计，在全球海洋 3890 个活跃浮标中，APEX 型浮标（美

国生产）所占比重最大，达到了 1450 个（占 37.28%），其次是法国生产的 ARVOR 型浮标（712 

个，占 18.30%）和美国生产的 SOLO_ Ⅱ型（566 个，占 14.55%）。S2A 型（317 个，美国）、 

NAVIS_EBR 型（275 个，美国）、NAVIS_A 型（199 个，美国）、NOVA 型（88 个，加拿大）、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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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OR 型（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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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4%，而由中国研制、布放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只有 9 个，仅占 0.23%。

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各型浮标分布（止 2019 年 5 月底）

（卢少磊）

国际海洋观测：从 “ 核心 ” 迈向 “ 全球 ”

2019 年 5 月 13 日 -15 日，澳大利亚霍巴特，多国海洋科学家汇聚第二次国际深海 Argo 科学

研讨会，探讨深海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及当前面临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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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 Argo 计划被称为海洋学史上的 “ 观测技术革命 ”，由近 30 个沿海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

国际合作团队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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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5000 个

浮标，为国际社会提供了 200 万幅来自深海大洋的海洋环境图像 , 为各国研究海洋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视角和途径。

时光拨回到 1998 年，一场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袭击我国，造成巨大损失，而这次洪魔肆虐的

主因之一便是 1997 年发生的上世纪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为预测该现象，上世纪 90 年代初，一些发达国家开始组建 “ 热带大气海洋观测网（TAO）”，

即在赤道太平洋海域布置 69 个锚碇观测浮标。虽然浮标数量有限，但这已经是人类有史以来在海

上建立的规模最大的定点观测网。中国决定参与其中。要加入 TAO，就要投放中国自己的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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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套浮标 100 多万美元，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由于第一次参与建立国际海洋观测网，缺乏国际合作经验，加上没有多余资金维护远在太平

洋上的这套浮标系统，项目一结束，中国便把浮标运回国内。不料，没有浮标投放在赤道太平洋，

国际上便对中国封锁了 TAO 的所有数据信息。这一封锁就是 10 年。

而正是这个观测网提供的数据，帮助美国科学家提前 6 个月预报了 1997/1998 年发生的厄尔

尼诺现象，仅加利福尼亚州就避免了近 1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此时，中国科学家更加意识到，在海上建立全球观测网势在必行。

1999 年，中美海洋与渔业科技合作联合工作组第十四次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会上，“Argo

全球海洋实时观测网计划 ” 第一次进入国内研究人员的视野。

2002 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 Argo 计划，成为继美国、法国、日本、英国等国之后第 9 个加

入该计划的国家。加入该计划当年，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在浙江杭州建立，担负起我国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和大洋观测网的建设任务。

短短 17 年，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累计收集了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近 180 万条 0 米

~2000 米水深范围的温、盐度剖面资料，比我国过去 70 年在近海和大洋获得的全部海洋环境要素

资料的总和还要多得多。中国也从早期的国际 Argo 计划参与国，发展成为能够自主研发自动剖面

浮标，主导建设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以及自主研制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并提供国

际共享服务，主动承担海洋大国责任和担当的重要成员国。

截至 2018 年 9 月底，我国累计布放剖面浮标 423 个，它们主要分布在西北太平洋、中北印

度洋和南海海域，基本覆盖了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沿线海域。

2019 年 3 月，第 20 次国际 Argo 指导组年会在杭州召开。会上，Argo2020 愿景被正式提出，

该愿景对国际 Argo 未来十年的发展计划和方向进行了详细规划。

作为加强版的全球 Argo 计划，Argo2020 力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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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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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将 Argo2020 愿景付诸实施的全新阶段，全球深海实时观测有望真正实现。此外，

Argo2020 还将极大促进人们对于引发海洋、气候变化背后过程的认知，从而改进相关预报和预测

结果，更好地服务社会。

参与国际 Argo 计划，与其他成员国共享观测数据，是我国海洋观测领域的一次巨大飞跃，

大大缩短了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海洋和气候观测领域的差距，也将助力我国更紧密地 “ 连线 ” 全球，

共享中国智慧。

（来源：中国海洋报，2019-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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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专项 ”Argo 剖面浮标技术协调会
在杭州召开

2019 年 6 月 4 日，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在杭州召开了 “ 海洋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专项 ”（以

下称专项）Argo 剖面浮标技术协调会，来自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北海局、东海局、南海局、

第二海洋研究所等单位的代表 24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海洋预警监测司王宝伟调研员主持，第二

海洋研究所黄大吉副所长莅临会议并致辞，他表示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作为我国 Argo 计划的

执行单位，近 18 年来为我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建设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今后也将继续为 Argo

计划的持续实施和我国的海洋观测与监测事业做好技术支撑。

剖面浮标技术协调会现场

接着，王宝伟调研员谈了紧急召开这次协调会的目的，并传达了司领导对本次会议的指示精

神和具体要求，希望第二海洋研究所能够紧密配合和协助各专项承担单位做好浮标采购和布放中

的相关工作，肩负起专项浮标数据接收及其资料质量控制等技术性较强的工作，以达到 Argo 计划

提出的资料精度要求，从而为我国防灾减灾提供高质量的浮标观测资料及其相关数据产品。随后，

三个海区局的代表分别介绍了各自承担任务中有关剖面浮标采购及其布放等前期准备工作，第二

海洋研究所的代表以 PPT 的形式详细介绍了国内外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以及我国 Argo 观测网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并向各专项承担单位提供了一份《自动剖面浮标采购与布放技术指南》，

该指南详细介绍了经国际 Argo 组织认证的多种剖面浮标型号及技术指标，浮标采购、仓储、验收

和布放的注意事项，数据接收与质量控制方法，以及与国际 Argo 计划相关的技术文件和参考资料

等；与会代表还观摩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与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的现场操作演示。

会议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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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观摩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最后，与会代表就 Argo 剖面浮标的招标采购、仓储保管、装载运输和海上布放，以及观测资

料从接收、处理（解码、质控）、汇交到与国际 Argo 计划接轨等相关技术问题，进行了认真磋商

与深入探讨，并就以下问题达成共识：

1、由第二海洋研究所协助各海区局审定剖面浮标技术性能指标，并提供技术支撑和业务培训；

各海区局应按照相关任务要求做好剖面浮标的选型和采购；

2、各海区局应会同第二海洋研究所制定剖面浮标布放方案并组织实施，报海洋预警监测司备

案；

3、北斗剖面浮标数据由各海区局和第二海洋研究所共同接收；第二海洋研究所负责数据质量

控制，并将质控后的数据实时推送给各海区局，每半年向各海区局提供网格化产品。

（卢少磊）

第二届深海 Argo 研讨会在澳大利亚霍巴特顺利召开

第二届国际深海 Argo 研讨会于 2019 年 5 月 13-15 日在澳大利亚霍巴特举行，会议由澳大利

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及中澳南半球海洋研究中心（CSHOR）联合承办。应会议

组织方邀请，经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和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批准，中国

会议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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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 实时资料中心吴晓芬助理研究员和李兆钦研究实习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应邀出席会议的中国

代表还有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简称 “ 海洋国家实验室 ”）海洋动力过程与气候功

能实验室副主任陈朝晖教授、海洋国家实验室海洋高端仪器设备研发平台唐军武首席工程师。

 一、会议概况

本次会议主要由来自美国 Scripps 海洋研究所的 Nathalie Zilerman 博士、Sarah Purkey 博士

以及来自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 太平洋海洋环境实验室 (NOAA/PMEL) 的 Greg Johnson 博士联

合主持（其中 Greg Johnson 博士为网上连线主持会议）。来自世界上 9 个国家（美国、法国、英国、

日本、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的 30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出席第二届深海 Argo 研讨会的部分代表合影

开幕式上，CSIRO 首席科学家、同时也是 CSHOR 建设的主要参与人蔡文炬教授代表承办单

位欢迎了各国代表的到来，接着向与会专家学者简要介绍了 CSIRO 和 CSHOR 的基本情况和主要

研究特色，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接下来，为期三天的会议围绕深海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深海型剖面浮标及其 CTD 标准、深海 Argo 剖面数据质量控制策略、深海 Argo 向全球进行部署的

战略措施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而又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二、会议主要内容

简短的开幕式之后，为期三天的会议以 3 个学术报告开始了正式交流。这三个报告从不同层

面讲述了实施 Deep Argo 计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Sarah 博士作了题为 “ 基于监测全深度海

洋热含量、淡水量及环流的全球剖面浮标观测网 ” 的报告，通过深海海水增暖、淡化、海平面上

升等一系列观测比较结果，指出了监测深海海洋的重要性；Nathalie 博士的报告题目为 “ 西南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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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内部深海环流：基于深海 Argo 数据的中层流估计及其变异 ”，讲述了深海环流估计存在着很大

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经向翻转环流估计及其对气候影响的不确定，为深海 Argo 计划从海盆实施

向全球部署提供了参考；Greg Johnson 博士则以网络在线的方式作了题为 “ 深海 Argo 量化了西南

太平洋底层水团的增暖速率 ” 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依据现有的投放在西南太平洋海域（目

前深海 Argo 浮标大部分投放在此）的深海 Argo 浮标观测资料，2000 米以深范围海水对热含量异

常的贡献大概居第二位（2000 米以浅海水的影响居第一位），其中，西南太平洋海域 2100-4300

米海水呈变冷趋势（大约为 0.008℃ / 年），而 5000-6000 米范围海水则在增暖，增暖速率约为

0.003℃ / 年，这些数据进一步显示了构建深海观测网的迫切性。

学术报告之后会议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浮标技术、CTD 标准、数据质量控制及未来实施计

划等 4 个方面：

1、深海 Argo 浮标技术

此次深海 Argo 研讨会的一大亮点是，除了深海浮标的使用者（PI）出席会议，各种不同类

型浮标的开发商（或商业合作伙伴）也列席了会议，比如深海 Arvor 型浮标生产商法国 NKE 公

司派了 2 名代表出席会议；美国深海 SOLO 型浮标商业合作伙伴 MRV 公司也派了 2 名代表，深

海 APEX 型浮标生产商美国 Teledyne Marine 公司派了 1 名代表；日本 NINJA 型深海浮标生产商

T.S.K. 公司甚至派了 3 名代表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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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法国的 Virginie Thierry 博士首先介绍了 Arvor 型深海剖面浮标的发展历程，她指出，

Arvor 型深海浮标由 Ifremer 于 2011 年开始设计，2012 年 8 月 NKE 公司研制出了第一个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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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于 2015 年开始商业化生产。此次浮标性能测试是投放在北大西洋副极地海域的一批 Arvor 型

浮标，浮标均配备有避冰算法和触底探测功能，且垂向分辨率设置较高（0-400 米为 1dbar, 400-

1400 米为 5dbar，1400-4000 米为 7dbar），对浮标的存储功能及电池性能要求比较高，仅有 2 个

浮标达到 140 个循环，且浮标存活率较低。试验的结果表明，浮标的避冰算法尚需要改进（浮标

记忆功能障碍导致冰下观测数据缺失），部分浮标还存在较大的盐度漂移（有些甚至达 0.25PSU）。

随后，Jerome Sagot 先生代表 NKE 公司，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技术说明和解答，并展示

了 NKE 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 2 个比测试验，一个是在 Arvor 浮标上加载 3 个不同型号的 CTD

（SBE41CP、SBE61、RBR），另一个是在浮标上加载 ADCP 仪器（可以获得下沉数据）。试验

的结果是，由于出厂时错误的参数设置，SBE41CP、SBE61 型 CTD 需要返厂处理。

来自 Scripps 海洋研究所的 Dean Roemmich 教授则介绍了 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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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Dean Roemmich 教授还在会上建议大

家积极研发浮标的回收系统，以诊断平台和传感器出现问题的原因，并且可以对浮标进行回收以

避免造成海洋污染。目前，SOLO 型浮标已经具备一定的回收能力。SOLO 型深海浮标可以观测到

6000 米，且具备长达 6 年的工作寿命。SOLO 型浮标的商业合作伙伴 ---MRV 公司代表介绍了公

司的发展历程：MRV 公司创立于 2010 年，独立于 Scripps 海洋研究所，其启动资金主要来源于美

国前微软合作人 Paul G. Allen 先生的家族慈善基金，目前有 24 位员工。Paul G. Allen 先生的家族

慈善基金先后陆续投资了 NOAA/PMEL 的 Greg Johnson 博士、CSHOR 的 Steve Rintoul 博士、华

盛顿大学的 Steve Riser 教授等申请的深海大洋观测项目。此外，如果用户需要购买 SOLO 浮标，

需要提前 9 个月预订，其中 7 个月用于准备 SBE61 CTD ，2 个月用于各项测试。

来自英国国家海洋中心（NOC）的 Brian King 博士介绍了深海 APEX 型浮标的技术性能。

NOC 共投放了 12 个深海浮标（4 个回收成功），其中 2 个投放不久即失效，3 个出现漏油情况，

3 个只工作了很短时间，另外 4 个分别获取了 171、92、60 和 59 条剖面；来自日本 JAMSTEC 的

Shigeki Hosoda 博士介绍了日本投放的一批 APEX 型深海浮标情况。这批浮标问题更为严重，其

中盐度和溶解氧出现很大误差，溶解氧剖面未能观测到 4000 米深，部分浮标浮力系统出现问题等。

目前，JAMSTEC 暂停了剩余浮标的投放，计划与浮标生产商沟通之后再作处理。APEX 浮标生产

商代表 Dan Ryan 博士随后回应了浮力系统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浮标底部的皮囊质量欠佳，公

司已经更换皮囊供应商，有望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此外，针对 6000 米深海浮标，后期将主要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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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力控制系统和浮标硬件两个方面进行改进和提升。

来自 JAMSTEC 的 TaiyoKo bayashi 博士介绍了深海 NINJA 型浮标的工作性能。该类型浮

标装载的是 SBE41CP 型 CTD，可以观测 0-4000 米海水物理要素，配备锂电池的浮标可以观测

50-70 个全深度剖面，具备避冰和触底探测功能。随后，他以一个在南极冰下工作的 NINJA 型深

海浮标作为例子进行了详细介绍，指出该浮标工作性能比较稳定，只不过其观测资料与参考数据

相比，盐度偏低。NINJA 型浮标生产商 T.S.K. 代表 Anthony Escarvega 工程师介绍了该公司的发

展（在美国西雅图、日本和印度均设立有工厂）以及正在进行试验的新型深海浮标，是一种配备

RINKO 型溶解氧传感器的深海 NINJA 型浮标。

2、CTD 传感器性能

目前深海剖面浮标使用的 CTD 主要有三种类型，即美国海鸟公司生产的 SBE41CP 型、

SBE61 型和加拿大 RBR 公司生产的 CTD。

Scripps 海洋研究所的 Nathalie 博士介绍了海鸟公司生产的 SBE61 型 CTD 的使用情况。之前

发现的涉及压力校正的硬件问题目前已经得到了解决。同其它类型的传感器一样，SBE61 同样面

临盐度漂移问题。Nathalie 指出，该类型 CTD 仅 34% 的观测数据盐度稳定在 ±0.002（PSS-78）

以内，并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盐度漂移情况，即线性（linear）的可校正盐度漂移、混合型 (hybrid)

半校正盐度漂移以及灾难性（catastrophic）无法校正盐度漂移。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该类型 CTD

可能需要更新部分原材料，以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来自 Ifremer 的 Virginie Thierry 博士介绍了

SBE41CP 型 CTD（安装在一批 Arvor 型深海剖面浮标上）的观测结果。大部分浮标观测数据的盐

度均偏低（与船载 CTD 观测数据比较），幅度为 -0.003 ～ -0.017，其中有 2 个浮标的观测数据

盐度漂移甚至达到 -0.25。中国 Argo 在西太平洋和南大洋投放了 3 个 Arvor 型深海剖面浮标，其

装载的也是 SBE41CP 型 CTD 传感器，其中有 2 个浮标的盐度观测值与 WOA18 历史数据和 GO-

SHIP 观测数据比较，同样偏低，另外一个浮标不仅出现严重的盐度漂移，连温度值也都出现较大

误差（与参考数据相比）。

随后海鸟公司技术代表 Dave Murphy 博士介绍了 SBE41CP 和 SBE61 型 CTD 的区别，并指

出 SBE41CP 型 CTD 在低温环境下压力校正出现倾斜，导致盐度观测值偏低，该问题在 2018 年

已经解决，新的 CTD 不会再出现类似问题；而 SBE61 型 CTD 电导率偏移主要有 3 类，包括内部

材料容易生物附着而导致盐度值偏低、盐度漂移缓慢增加（线性的可校正偏移，具体原因仍在研

究中）及指数型盐度漂移（具体原因需要对回收浮标进行检测才能进一步确定）。

法国 Ifremer 及 NKE 公司采购了一批 RBR CTD 并安装在 Arvor 型深海浮标上进行测试，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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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分两次（RREX17 航段和 OVIDE18 航段）进行，并将观测资料与现场获取的船载 CTD 观测

数据进行比较，其中 OVIDE18 航段没有出现技术性问题，而 RREX17 航段则出现未曾预料的困难，

即盐度观测数据出现系统性偏差。加拿大 RBR 公司技术代表 Greg Johnson 博士针对上述问题进行

了说明，认为 RREX17 航段中使用的 CTD 传导单元可能遇到了严重受损，极有可能是运输途中造

成的，并指出，未来将继续与 CSIRO 和 NOC 及 Ifremer 合作，测试其 CTD 的性能。 

 中国 Argo 投放的 3 个 Arvor 型深海剖面浮标的布放概位和观测数据比测

（其中，（a）为三个浮标的投放概位，（b）为 2902738 号浮标与 WOA18 的盐度偏差，（c）为 2902741 号浮标

与 WOA18 的盐度偏差，（d）、（e）为 2902738 号浮标与 GO-SHIP 及附近 Argo 数据的盐度、温度比较，

（f）为 2902738 号浮标的 T-S 点聚）

除了讨论常规的温盐传感器性能，会议第二天下午，与会代表还一起讨论了溶解氧传感器

的性能。主要由 Ifremer 的 Virginie Thierry 博士、JAMSTEC 的 Taiyo Koboyashi 博士、NOC 的

Brian King 博士分别进行了介绍。总体而言，溶解氧传感器观测数据比较稳定，不过 Brian King

博士指出，如果浮标漂移深度比较浅，则溶解氧传感器的观测数据比较准确，然而，一旦浮标漂

移深度加深，则其观测数据就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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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海 Argo 数据质量控制

第三天上午，与会代表讨论了深海剖面浮标观测数据的质量控制策略。Virginie Thierry 博士

介绍了 Arvor 深海浮标数据的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策略，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与船载 CTD 观

测数据进行比较，在浮标投放的同时，在浮标投放点采集全深度 CTD 数据，另一种是采用核心

Argo 计划延时模式质量控制所使用的 OW 方法，在其基础上修改一些参数，该方法主要用于随时

间变化的电导率校正。不过两种方法对参考数据的要求都比较高，因为深海盐度的准确度标准是

0.002，而且很多海域缺乏深层观测数据。这也是深海 Argo 数据质量控制面临的一大挑战。随后，

来自日本的 Katsuro Katsumata 博士则介绍了如何借助 GO-SHIP 以及日本正在实施的断面观测项

目来构建高质量的参考数据库，该高质量参考数据主要来自船载 CTD 仪观测，以及采集全水深海

水样品并使用高精度实验室盐度计对水样进行测量而获得。

Greg Johnson (NOAA/PMEL) 博士则介绍了基于 SBE61 型传感器自带的 Cpcorr 参数开发的

一套深海剖面浮标数据质量控制方法。通过与船载 SBE911plus 型 CTD 观测数据进行比较后，

Greg Johnson 博士认为海鸟公司提供的 Cpcorr 参数偏低，并重新定义了 Cpcorr 的数值；Sarah 博

士则报告了不同海区 Cpcorr 参数可以采用不同的值，并且发现这样的处理方法效果不错；海鸟公

司代表 Dave Murphy 博士则报告了海鸟公司提出的处理方法，认为浮标的玻璃体受到深海海水的

压迫，其内部空间缩小，进而导致盐度测量值偏低，而修改 Cpcorr 参数并不实际，并提出了修改

玻璃伸缩力参数以达到校正目的的处理方法。来自 JAMSTEC 的 Taiyo Kobayashi 博士也提到了

SBE41CP 型传感器同样面临的深海压力的问题，外部的高压导致仪器变形，进而导致观测误差。

与会代表就继续使用 Cpcorr 参数的理论值还是依据不同需要对其数值进行修改展开了讨论，并决

定设置一个 “Cpcorr 参数设定 ” 任务小组，负责给 SBE61 型传感器的 Cpcorr 参数设定一个统一值。

此外，还讨论了核心 Argo 使用的 OW 方法是否适用于深海 Argo 数据质量控制等问题。

4、各国深海 Argo 实施前景

会议最后一天下午，各国与会代表汇报了本国在 Deep Argo 观测网建设上的投入力度。美国

Scripps 海洋研究所 Dean Roemmich 教授首先回顾了 Deep Argo 起初的设计框架，即在全球公共

大洋上每 5° 布放一个深海 Argo 浮标，共需布放 1228 个浮标，截止目前，美国有 52 个浮标处于

正常工作状态，库存 46 个，预备寻找合适的航次进行布放，这些浮标将主要投放在西南太平洋和

大西洋巴西海盆，少量投放在印度洋海域，其浮标的主要类型是 SOLO 和 APEX 型。Scripps 正

联合海鸟公司申请一个为期 3 年合作项目，主要目标是促进深海 Argo 计划的实施。此外，得益于

Paul G. Allen 先生家族慈善基金的投资，Greg Johnson 博士指出，2019-2020 年，有 28 个深海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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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将投放在巴西海盆，2019 年 10 月之后也将投放一批深海浮标在夏威夷附近海域。此外，他还指

出，深海 Argo 计划在 NOAA 一直备受关注且是其优先考虑资助的项目。

日本 Argo 新的 7 年（2019-2025）计划已经启动，该计划包含了核心 Argo、Deep Argo、

生物地球化学 Argo（BGC Argo）观测网的建设。 2019 年，日本 Argo 将在西北太平洋、印度洋

和南大洋投放 16 个深海 Argo 剖面浮标（15 个 APEX 型，1 个 NINJA 型），其中有 6 个将沿着

165°E 断面布放，在投放的同时，进行全水深船载 CTD 仪观测，以获取参考数据，用于检验浮标

和传感器的工作性能。

亿万富翁 Paul G. Allen 家族慈善基金投资构建巴西海盆深海 Argo 观测网  

法国 Argo 自 2012 年开始投放了 20 个深海剖面浮标，目前 7 个仍在海上正常工作。2019-

2020 年，法国 Argo 将投放 33 个深海剖面浮标，此外，另一个 3 年（2019-2021）项目有望每年

资助 15 个深海剖面浮标。这些浮标将主要布放在大西洋海域，主要用来检测浮标和传感器性能，

以及测试海水密度、不同漂移深度带来的影响等。此外，2019 年意大利将在西地中海投放 2 个深

海浮标，未来有望 1 年布放一个；2019 年，西班牙计划投放 2 个，2019-2023 年，挪威计划投放 9

个浮标。

英国、澳大利亚未来的资助还有待进一步落实。新西兰对于深海 Argo 观测网建设的贡献主要

是提供布放船只，新西兰 NIWA 所属的 R/V Kaharoa 调查船已经帮助国际 Argo 计划投放了 1700

多个浮标，目前的船时也已经排到了 2022 年，其中部分计划航次可以帮助到各国深海 Argo 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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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布放。

海洋国家实验室陈朝辉教授代表中国作了题为 “ 中国深海 Argo 计划的设想 ” 的报告。他首先

汇报了海洋国家实验室 “ 问海计划 ” 的实施进展，即 2016 年四家单位参与并开始研发 0-4000 米

深海浮标，2018 年 3 月第一个国产深海剖面浮标问世，2019 年 3 月在西太平洋海域进行了样机的

压力测试。未来 5-10 年，中国致力于打造 “ 透明海洋 ”（智慧海洋）系统，计划 2020 年在南大洋

和西太平洋投放 20 个深海浮标，2021 年投放约 60 个浮标，同时开展 0-6000 米深海浮标的研发，

并联合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对深海剖面浮标观测数据进行质量控制。

三、体会与建议

近年来，国际 Argo 计划正从原先的 “ 核心 Argo” 向真正的 “ 全球 ”Argo 迈进，并派生出了 “BGC 

Argo” 和 “Deep Argo” 两个子计划。可以预计，Argo 的未来将会进入一个崭新的全球、全水深、

多学科海洋观测时代。随着国际 Argo 计划的不断拓展，各国 Argo 也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

才能肩负起国际 Argo 计划赋予的各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

短短三天的深海 Argo 研讨会，我国与会代表深深感受到了深海 Argo 计划在过去 4 年（第一

届深海 Argo 研讨会于 2015 年 5 月 5-7 日召开）里取得的显著进展，尽管前进道路上依然面临许

多问题和困难，但深海 Argo 观测网的建设乃是国际 Argo 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提出几点建议，

供主管部门决策参考：

1、深度参与深海 Argo 计划，参与相关标准制定

近年来国际上深海 Argo 计划发展迅速，这从研讨会上展示的各种不同类型深海剖面浮标和

深海型 CTD 可以明显看出，甚至这些浮标的某些技术性能要优于 0-2000 米 “ 核心 Argo” 观测

网中所使用的浮标，如 SOLO 型深海浮标已经具备回收能力等，此外，深海 Argo 计划也是美国

NOAA、法国 Ifremer 及日本 JAMSTEC 等优先考虑资助的项目，几个大国的重视，甚至国际上享

有声誉的富豪们的投资，大大助推了国际深海 Argo 观测网的建设，有望在 2023 年左右从区域性

试验向全球推进；然而，国际上对于深海 Argo 浮标观测数据的质量控制方法、数据管理标准目前

还处于探索阶段，各个国家甚至浮标生产商都在开发制定相关的方法，以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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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家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深海剖面浮标的研制上，然而由于起步比较晚，

发展速度也偏缓慢，到目前为止，仍处于试验样机的海试阶段，浮标的稳定性及观测数据的质量

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尚未得到国际 Argo 计划深海 Argo 小组的认可，数据质量控制方法的开发以

及深海型 CTD 的研制更是尚未涉及（目前所有国产深海 Argo 浮标试验样机均使用的是国外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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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TD），各方面还处在 “ 跟跑 ” 阶段，这需要在国家层面上给予该项国际重大科技基础性工作

滚动支持，以提升和优化国产剖面浮标的性能，扩大其在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占有率和

影响力，提升我国在该大型国际合作计划中的显示度及海洋科学的发展。

2、重视科技支撑平台建设，积极培养剖面浮标数据处理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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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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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钦）

第二十次国际 Argo 数据管理组会议将在法国尼斯举行

据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ADMT）消息，第二十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ADMT-20）

将于 2019 年 10 月 13-18 日由法国尼斯 Villefranche-sur-mer 海洋实验室承办。其中，13 日将会

对外发布一个 Argo 可视化和应用程序，14-15 日为生物地球化学（BGC）Argo 数据质量控制会

议，并在 15 日下午召开质量控制执行组会议，资料管理组全体会议将在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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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会议网站：http://

www.argo.ucsd.edu/AcADMT-20.html。

（卢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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