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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展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
—— 自然资源部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设纪实
2019 年 10 月，自然资源部发文（自然资办发 [2019]45 号）公布了 15 个通过评估优化的野
外站名单，其中包含了 “ 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正式纳入自然资源部野
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管理序列。在由自然资源部组织召开的申报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论证会上，
与会专家对 “ 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 申报国家野外站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大
力支持，专家组推荐意见认为 “ 全球海洋 Argo 系统是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人类历史上建成的唯一一个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系统。杭州站是组织实施国际 Argo 计划中
10 个国家技术支撑点之一，符合《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设发展方案（2019-2025）》提出
的 ‘ 面向全球性重大科学问题和重大国家需求，推动同国际知名研究（试验）网络、观测系统，
如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等，开展合作与交流 ’ 的总体发展方向。创建的 ‘ 北斗剖面浮标数
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也是第 3 个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提供剖面浮标观测数据传输的
国家中心，对我国海洋资源开发、蓝色经济发展、维护海洋权益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 ”。
至此，早期由科研项目滚动资助建设的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及其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将告别海上布放浮标因缺乏统筹协调而时断时续，陆上观测数据接收分散、资料质量控制滞后，
以及技术支撑人员待遇偏低、人才引进缺乏竞争优势等不利因素和被动局面，给中国 Argo 计划的
持续实施和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及其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的长期、业务运维注入了新的
活力。现将自然资源部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基本状况、领域方向与定位、
科研状况与发展规划设想等综述如下，希望能得到国家科技主管部门和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
国家教育部等下属涉海科研院（校）所，以及军民融合海洋调查专项牵头部门和承担单位等一如
既往的关怀、帮助和支持。
一

野外站基本状况
1、野外站名称、所属领域等基本信息
野外站名称：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所属领域：特殊环境与气候变化
建设承担单位：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
依托国重室：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野外站负责人（站长）：刘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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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科学家：柴 扉
建设地点：浙江省杭州市
2、野外站运行现状
杭 州 全 球 海 洋 Argo 系 统 野 外 科 学 观 测 研 究 站， 在 全 球 海 洋 Argo 系 统（ 图 1） 中 称 “ 中 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CARDC)”，是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SIO/MNR）和卫星海洋环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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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网的执行单位和科研创新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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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全球海洋 Argo 观测系统

自 2002 年以来，该野外站一直肩负着 Argo 系统中剖面浮标及其所携带的各种传感器的试验
示范与认证推广、观测网的优化布局与深化拓展、观测数据的接收解码与校正处理、观测资料的质
量控制与质控方法研究、网格数据集制作与衍生数据产品研制、Argo 资料国际交换与开放共享，
以及 Argo 数据的示范应用与和科普宣传推广等科技基础性工作。十六年里，在科技部基础研究司
管理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前期研究专项、国家大型科学观测试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计划、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和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项目、课题的滚动支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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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野外站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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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所在读研究生们的广泛应用，取得了许多创新的原始成果，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以及巨大的
间接经济效益，更为国家节省了巨额海洋调查经费，开创了我国海洋领域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先河。
通过十六年的不懈努力，我国 Argo 计划及其 Argo 大洋观测网建设，已经从刚开始的跟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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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引进国外研制的剖面浮标，参与各大洋区域的观测网布设，并利用国外卫星给浮标定位及传输
数据等），发展到目前在某些方面（如小批量布放国产剖面浮标、倡导南海乃至 “ 两洋一海 ”Argo
区域观测网建设、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国产浮标定位和传输观测数据，以及建立北斗剖面浮
标数据服务中心等）开始与一些发达国家并跑，成为国际 Argo 计划及其全球 Argo 观测网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
3、领域与区域代表性
3.1 海洋领域
人类温室气体排放的热量中超过 90％已经被海洋吸收，因此海洋在全球气候系统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更深入地认知海洋及其在全球气候中的作用，以及海洋学科的理论突破，都亟需长时间、大
范围、深层次的高质量海洋现场观测资料，这在过去利用船只进行走航式调查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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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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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站提供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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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国家海洋局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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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提供的一份统计材料表明，在 1998-2019 年 8 月期间 , 全球科学家在
24 种主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与 Argo 有关的论文数量已达 3830 多篇。这些论文来自于近 50 个国
家众多科学家的贡献，其中美国 1115 篇名列第一，中国 600 篇排名第二。Argo 资料已经成为我
国海洋科研、海洋教育、海洋管理，以及海洋交通运输和海洋渔业等资源开发领域的基础和应用
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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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两洋一海 ” 区域
由本站组织实施的我国 Argo 计划，已经在西北太平洋、印度洋和南海（简称 “ 两洋一海 ”）
等对我国气候、渔业、海上运输、海洋权益和军事活动等有着重要影响的区域，累计布放了 428
个各型（常规、深海物理海洋和生物地球化学）剖面浮标（图 2），约占全球海洋布放总量（15000
多个）的 2.7%; 未来五年，中国 Argo 的目标是要建设和维持一个由近 400 个浮标（约占全球活跃
浮标总量的 10%）组成的区域观测网（图 3），使之成为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排
名可从当前的第九名或者第十名，跃入前四名，甚至第二名），具有典型的区域代表性。本站依
托的 SOED 国重室正着手构建西北太平洋生物地球化学 Argo 观测网，为该区域的生物地球化学过
程研究和模拟提供高质量的现场观测数据。

图 2 我国 Argo 计划实施以来布放的剖面浮标数量与位置分布

图 3 由 400 个剖面浮标组成的中国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黑色框代表北斗卫星通讯覆盖范围；
红色框代表重点观测区域；紫色框代表我国 Argo 观测网覆盖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Argo 系统也将在我国主导的 “ 北极气候研究多学科漂流计划 (MOSAiC)”、“ 南
极大环观测计划（Big Ring）” 和 “ 西太双十字计划 ” 等面向极地和热带太平洋的重大观测研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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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中扮演重要角色。
4、国内外的地位与作用
在全球海洋 Argo 系统中被称为 “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CARDC)” 的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是
国际 Argo 组织认可的国家级 Argo 资料中心之一，在全球 Argo 资料中心以 “CSIO”（中国第二海洋研
究所的英文缩写）命名，具备业务化接收、解码、质量控制和交换 Argo 浮标观测资料的能力，能严
格按照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规定的程序进行 Argo 数据的实时和延时模式质量控制，使我国成为继美
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印度和日本之后第 9 个有能力向全球 Argo 资料中心实
时上传观测数据的国家。2015 年 10 月，完成了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 的筹建工
作，具备业务化接收和处理由国产北斗剖面浮标（使用北斗卫星定位和传输数据）获取的观测数据，
有力地推动了国产北斗剖面浮标被国际 Argo 计划正式接纳，用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建设。
该中心的业务化运行，是继 ARGOS 卫星地面接收中心（法国图卢兹）和 Iridium 卫星地面接收中心（美
国马里兰）之后，第 3 个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提供剖面浮标观测数据传输的国家中心。
2018 年，我国还在西北太平洋初步构建起了生物地球化学 Argo（BGC-Argo）海洋观测网，
并开发了针对生物地球化学参数的数据接收和处理系统，实现了与现有 “Core Argo” 资料接收、
处理系统的整合，使得我国成为国际上少数几个具备业务化接收、解码和质量控制多参数 BGCArgo 浮标观测数据能力的国家之一。到 2019 年 8 月底为止，全球参与国际 Argo 计划的 40 个沿
海国家和团体中，只有 7 个国家（含欧盟）参与了 “ 全球 Argo” 中的全部 3 个子计划，即 “Core
Argo”、“BGC-Argo” 和 “Deep Argo” 的工作，中国是其中之一，其他国家和团体还有美国、法国、
澳大利亚、日本、挪威和欧盟。
该野外站也是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和 SOED 国重室的重要科技支撑平台，已经为完成
的或者正在执行的（并可为即将开展的）一系列调查专项和重大工程建设中涉及 Argo 浮标观测的
任务提供技术支撑。通过该站发布的观测数据及其衍生数据产品，已经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南海预报中心和国家气候中心等业务单位和部门的业务化系统中得到应用，并在国内众多科研院
所产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在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已经建立了一支从事涉及 Argo 相关工作（如
自动剖面浮标校验与布放，测量信息接收与解码，观测资料校正与处理，数据质量控制与交换共享，
以及数据存储与批量处理、数据产品研制与示范应用研究等）的创新型科技队伍，一批科研和技
术骨干成员的业务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也培养出了一批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使得国内这支新生的
Argo 科研力量，特别是从事 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研发和基础应用研究的队伍得到不断壮大。
该站现有科研、技术和管理人员 13 名，并以中青年为主，其中担任国际 Argo 指导组、BGC-Argo
指导组、Argo 资料管理组和 BGC-Argo 资料管理组成员各 1 名；依托 SOED，还拥有一批长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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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开展多学科创新研究的学科代表和科研人员。
二

领域方向与定位
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将严格遵循国家野外站观测、研究、示范和服务

的科学定位，面向海洋和大气 / 气候科学领域的国际前沿科学问题和国家重大需求，开展长期稳定
连续观测、试验研究和科技示范，将与 SOED 协同推进相关重大科技任务实施，促进原创性重大
科技成果产出，实现在人才培养、科研成果示范推广、开放共享与服务、知识传播与科学普及等
方面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为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1、领域方向
海洋科学是一门以观测为基础的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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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广阔海洋上大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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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收集和整编长时间序列的、高质量的、由全球 Argo 观测网获取的海洋环境资料，是本站的
努力方向，将通过资料质控方法改进，特别是针对生物地球化学要素的质控方法研究，进一步提
高数据质量；同时，研制有价值的衍生数据产品，为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海洋碳循环、酸化和缺氧、
防灾减灾和海洋安全保障等提供本底数据和信息服务。故将侧重以下几个研究方向：
（1）生物地球化学要素质控方法研究：针对目前的六个核心生物地球化学参量的观测原理与
误差来源，利用卫星数据、气候态数据集、再分析数据等外源数据库以及人工神经网络、机器学
习等数据分析技术，开发与优化数据的质量控制方法。
（2）Argo 衍生数据产品研制：通过高性价比最优插值、机器学习等方法，开发覆盖全球海
洋中上层的高质量网格化数据产品及其衍生产品，重点解决海量数据的快速质控及程序的模块化
等关键技术。
（3）Argo 数据和产品的示范应用研究：利用 Argo 数据和数据产品，开展海洋数据同化、多
尺度海 - 气相互作用、南大洋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和响应、极地变化等方面的示范应用研究，注重
与生物地球化学领域和卫星海洋遥感的学科交叉，为 Argo 数据的推广应用提供重要示范。
2、目标与任务
以我国 Argo 计划在 “ 两洋一海 ” 区域开展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以及我国深度参与国
际 BGC-Argo 和深海 Argo 子计划为契机，通过建设 “ 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 ”，成为参与国际大型科学合作计划的重要平台和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及公众科普教育的基地，
为国家重大建设工程和专项任务提供重要技术和数据支撑。重点实现以下几个目标任务：
（1）加强我国 Argo 计划的组织和实施。在国际 Argo 计划框架下以及 OceanObs’19 大会提
交的 Argo 白皮书为指导，发挥野外站在该计划中的引领作用，加强我国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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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起到参与国际大型科学合作计划的典范作用。
（2）提高野外站在重要规划、专项和重大工程建设中的技术和数据支撑作用。以国家需求为
牵引，优化我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布局，提高浮标资源使用效率，提升在重要海区和海峡通
道内的数据实时获取能力，在 “ 全球立体海洋观测网 ”、“ 印度洋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 雪龙探极 ”、
“ 北极气候研究多学科漂流计划 (MOSAiC)”、“ 南极大环观测计划（Big Ring）” 和 “ 西太双十字计划 ”
等重要规划和专项建设中能起到重要数据支撑作用。
（3）完善 Argo 资料接收、处理和分发系统。进一步完善基于多卫星通讯系统、多传感器和
多平台的剖面浮标数据业务化接收、处理和分发共享服务系统，提高收集和整编其他 Argo 成员国
布放的浮标观测资料的效率，服务于我国海洋与大气科学基础研究和业务化预测预报，成为我国
海洋观测数据共享的重要示范基地。
（4）加强 BGC-Argo 数据质量控制方法研究。重点突破目前国际上仍未解决的质控难题或尚
未完善的质控方法（如辐照度的暗信号校正、叶绿素 a 的斜率校正），并代表我国积极参与国际
BGC-Argo 计划的数据管理工作组会议，参与制定这些参量的标准质控方法，使我国在 BGC-Argo
数据质控技术领域处于国际领跑或并跑水平。
（5）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代表我国深度参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建设和维护、数
据管理和交换，吸收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与先进国家并跑。
（6）锻炼和培养 Argo 基础性工作队伍。加强人才和队伍建设，吸引高水平技术、管理和科
研人才的加入，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科研群体。
三

基础条件
1、主要观测仪器设备
国际 Argo 组织为了确保全球 A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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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了
试验、示范应用并得到认证的剖面浮标和传感器，才能批量应用于全球 Argo 观测网建设与维护中。
1.1 自动剖面浮标
自动剖面浮标属抛弃式设备，投放后可自动潜入 1000 米深处并停留 1 ～ 9 天时间，而后下潜
至 2000 米并按预定的时间自动上浮，在上浮过程中观测海水的温度、盐度和压力等海洋环境要素，
到达海面后通过卫星将观测资料实时发送给卫星地面接收站，并再次下潜，如此往复，每个浮标
的工作寿命约 3-4 年（主要取决于内含的碱性电池或者锂电池的容量）。所以，每年需要补充布
放一定数量（约 1000 个左右）的剖面浮标，才能维持 Argo 观测网的正常运行。目前 “Core A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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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使用 3 种型号的剖面浮标：一种是采用 ARGOS 卫星或 Iridium 卫星通讯的 APEX 型剖面浮
标，另一种是采用 ARGOS 卫星或 Iridium 卫星通讯的 PROVOR 型剖面浮标，还有一种是采用北
斗卫星通信的国产 HM2000 型浮标，其中 APEX 型浮标由美国 Teledyne Webb 研究公司研制生产，
PROVOR 型浮标由法国 NKE 公司研制生产，HM2000 型浮标由中船重工第七一Ｏ研究所研制生产。
上述浮标除了可装载 CTD 传感器以外，其中 APEX 和 PROVOR 型浮标还可装载溶解氧、叶绿素、
CDOM、颗粒物后向散射、辐照度、硝酸盐和 pH 等传感器，可用于 “BGC-Argo” 观测网建设。“Deep
Argo” 使用的 APEX 型和 ARVOR 型剖面浮标，目前还处于试验示范应用阶段。
1.2 船载 CTD 仪
自动剖面浮标观测数据需要使用船载 CTD 仪获取的资料进行验证以及质量控制。SOED 配备
有高性能船载 CTD 仪，如美国海鸟公司（SBE）生产的 SBE-911 型船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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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实验室盐度计
实 验 室 高 精 度 盐 度 计（ 国 际 海 洋 界 公 认 的 有 加 拿 大 Guildline 公 司 生 产 Autosal 8400B 和
Portasal 8410A 型）用于分析海水样品的盐度值，以此来检验船载 CTD 仪的观测精度，从而实现
校正或验证剖面浮标观测资料的目的。这两种设备的实验室测量精度均符合或高于国际 Argo 计划
提出的温度和盐度测量精度要求（即温度 0.005℃，盐度 0.01），现场观测精度在经过质量控制后
完全可满足本国家野外站试验观测的要求。
1.4 实验室校准平台
实验室校准平台主要用于浮标搭载的溶解氧、叶绿素、CDOM、硝酸盐和 pH 等传感器的布放
前和回收后校准，从而实现传感器的过程数据质量控制。校准平台主要设备包括从德国 Sea&Sun
公司引进的 C-CTD01 高精度温盐深校准仪，以及自主研制的溶解氧、叶绿素、营养盐、pH 等生态
传感器校准装置。每个参数的校准设备均由环境模拟控制装置和基准测量装置两部分组成（表一）。
校准参数
温度
电导率
压力
溶解氧
叶绿素
硝酸盐
pH

表一 实验室校准装置
环境模拟控制装置
基准测量装置
保温水池、加热棒、制冷器
测温电桥
7 个不同盐度的水池
Portasal 8410A 型盐度计
加压设备
砝码
专用溶解氧校准装置
碘量法测定
专用叶绿素校准装置
萃取法测定
硝酸盐标准物质
分光光度计
pH 缓冲试剂
台式 pH 计

2、试验观测场及基础设施
2.1 试验观测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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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站试验观测场地分为海上和陆上部分（图 4）。由于海洋观测场地的特殊性，本站海上
观测场地以 “ 两洋一海 ”（太平洋、印度洋和南海）为主要观测区域，也是我国 Argo 实时海洋观
测网重点观测区域；陆上资料接收中心位于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杭州），是世界上 10 个
主要的国家资料中心之一，在法国和美国两个全球 Argo 资料中心内以 “CSIO” 命名，具备批量接
收和处理多种型号和携带多种传感器的 Argo 剖面浮标观测资料的能力。目前，负责海上浮标数据
传输的卫星有 ARGOS、Iridium（铱星）和北斗卫星，其中 ARGOS 卫星地面接收站位于法国图卢兹，
铱卫星接收站位于美国马里兰，而本站建设的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 ” 负责所有使用北斗
通讯的自动剖面浮标观测数据的接收和处理。

图 4 野外站海上（绿色圆圈）和陆上部分（杭州）。绿色圆圈代表各国在海上正常工作的 Argo 浮标；红色
圈表示国家 Argo 资料中心，其中我国的位于杭州；紫色圈表示两个全球 Argo 资料中心（美国和法国）。

2.2 基础设施
本野外站依托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建设，在杭州和临安分别拥有科研用房和公用仓库。
其中杭州本部拥有办公用房 3 间，面积约 200m 2，SOED 国重室公用机房 1 间，在未来的规划中将
作为野外站的国际部，主要用于数据存储、信息服务、对外合作与交流以及科普服务等；即将启用
的临安基地拥有办公和装配用房各 1 间，总面积约 200m 2, 公用仓库 1 间，面积约 675m 2，将作为
野外站的国内部，主要用于观测资料的接收、处理和分发共享，以及自动剖面浮标的安装和调试等。
目前，杭州本部拥有 50MB 专线接入（配备 6 个 IP 地址），12 台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和 1
台磁盘阵列，安装有 2 部北斗接收天线，用于国产北斗剖面浮标资料的接收，同时与军方相关部
门接通了专线连接，与国家气象局信息中心开通了 FTP 连接渠道，用于 Argo 数据在全球通信系
统（GTS）上的发布。在依托单位的支持下，杭州本部将对现有的服务器、磁盘阵列等设备进行
更新，包括 5 台 DELL PowerEdge R740 机架式服务器和 1 台容量不小于 50TB 的 DELL Storage
SCv3000 型磁盘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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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启用的临安基地主要承担北斗剖面浮标观测资料的接收和处理。目前已完成装修，并已
购置北斗接收天线 1 部和 5 台高性能工作站，与杭州本部（国际部）的专线连接也将实施，涉及
到自动剖面浮标安装与调试、数据接收与处理任务将移植到该基地。
依托单位：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过去的 50 年中，已承担了大量海上调查与观测任务，
积累了丰富的海上调查经验。长期以来在大洋调查和极地考察等方面颇具优势，拥有 4500 吨级海
洋科学综合考察船（《向阳红 10》号）和 4000 吨级大洋综合资源调查船（《大洋》号），以及各
类先进的海洋调查设备，注重海洋调查技术的各类培训工作，大部分科研人员都能熟练使用各种
调查仪器设备。
依 托 国 重 室 ：SOED 国 重 室 拥 有 加 拿 大 Guidline 公 司 生 产 的 AutoSal 8400B 和 Portasal
8410A 型实验室高精度盐度计各 1 台，即将在临安基地启用曙光高性能计算集群和 PB 级存储设备，
能够满足野外站对计算速度、存储容量和数据共享等方面的要求。与中科院（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及教育部（中国海洋大学、厦门大学和上海海洋大学等）拥有海洋科考
船的相关单位有着良好的海上调查和浮标投放合作传统，这些均可为浮标投放及资料质量控制提
供良好的设备和技术保证。
3、基础数据
3.1 数据分类与观测频率
（1）“ 核心 Argo”。观测网覆盖无冰的公共水域，每隔 10 天和 3×3 个经纬度观测一个 0-2000
米水深范围的温度、电导率 / 盐度和压力 / 深度剖面。
（2）“ 全球 Argo”。观测网除了包括 “ 核心 Argo” 覆盖的区域外，还包含高纬度（两极）海
域和重要边缘海（如墨西哥湾、日本海、地中海和南中国海等）区域，同时也会在西边界流（如
黑潮和湾流）、赤道和边缘海区域加密观测，即除了在大部分海域每隔 10 天和 3×3 个经纬度观测
一个 0-2000 米水深范围的温度、电导率 / 盐度和压力 / 深度剖面外，在西边界流、赤道和边缘海
区域会每隔 5 天和 1.5×1.5 个经纬度观测一个 0-2000 米（边缘海视实际水深而定，或者仅为 0-500
米）水深范围的温度、电导率 / 盐度和压力 / 深度剖面。
（3）“ 深海 Argo”。该观测网目前处于试验阶段（全球海洋仅有 56 个活跃浮标），建成后的
观测网将由 1250 个深海剖面浮标组成，覆盖全球海洋水深大于 2000 米的公共水域，每隔 10-15
天和 5×5 个经纬度观测 1 个 0-4000/6000 米水深范围的温度、电导率 / 盐度和压力 / 深度剖面。
（4）“ 生物地球化学 Argo”。观测网目前处于建设阶段（全球海洋仅有 305 个活跃浮标），
建成后的观测网将由 1000 个生物剖面浮标组成，覆盖全球海洋公共水域，每隔 5-10 天和 5×5 个
经纬度观测一个海面至 1000 ～ 2000 米水深范围内的生物地球化学要素（包括溶解氧、叶绿素 a、
pH、硝酸盐、辐照度、颗粒物后向散射和 CDOM 等）的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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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各种类型剖面浮标在垂向上的测量层次，主要取决于用来传输浮标观测信息的卫星通讯
方式和传输速率。如利用 ARGOS 卫星通讯的浮标，在 0 ～ 2000dbar 深度之间采样约为 70 层，
利用北斗（BEIDOU）卫星通讯的浮标采样约 110 层，而利用铱（Iridium）卫星通讯的浮标采样
则在 500 层以上。因为 ARGOS 卫星的通讯方式为单向，即浮标一旦投放入海后，无法再对浮标
的漂移深度、观测深度和采样层数等参数做任何改变，只能按投放前在陆上实验室设定的参数工作，
由浮标向卫星发送浮标技术信息和剖面观测数据等，由于 ARGOS 卫星的传输速率比较慢且卫星
数量比较少，所以一次传送的数据量不能太大，否则浮标需要在海面停留更多的时间（>12 小时），
会增加浮标被渔民活动破坏或传感器遭受海面油污污染的风险。故经权衡利弊，选择 70 层为采用
ARGOS 剖面浮标的最佳采样方案，估计耗时在 10 个小时左右；而利用铱星或北斗卫星通讯的剖
面浮标，不但具有双向通讯功能，且传输速率也要快得多，即使选择 500 层的采样方案，耗时也
仅需 1 个小时左右。由于在开阔海洋中，下层海水的性质变化相对缓慢，故选择浮标采样层数也
并非越多越好，通常在 1000dbar 水深以上采样层数会密集些，下层则比较稀疏。如采用北斗卫星
通讯的 HM2000 型浮标，分别是海面至 200dbar 水深内为每间隔 5dbar 采样一次，200 至 500dbar
水 深 内 为 每 间 隔 10dbar 采 样 一 次，500 至 1000dbar 水 深 内 为 每 间 隔 20dbar 采 样 一 次，1000 至
1500dbar 水深内为每间隔 50dbar 采样一次，1500 至 2000dbar 水深内为每间隔 100dbar 采样一次，
所以在 0 ～ 2000dbar 水深内的采样层数大约为 110 个（层）。当然，科研人员也可以根据研究项
目的需求，增加或减少采样的层数；也可以利用卫星的双向通讯功能，随时改变浮标的漂移深度、
观测深度和采样层数等参数。
3.2 现场观测精度与资料质量控制
（1）剖面浮标现场观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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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浮标提出的温、盐度观测精度则更高：压
力 ±3.0dbar、温度 ±0.001℃和盐度 ±0.002。而国内现行的《海洋调查规范（GB/T12763.2-2007）海洋水文要素调查》，对温度和盐度准确度的最高（一级）标准，也仅为 ±0.02℃和 ±0.02。
当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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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由剖面浮标测量的生物地球化学要素的现场观测精度，则至今还无定论。因
为大多数测量生物地球化学环境要素的传感器还在试验和示范试用中，尚未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
（2）Argo 资料质量控制
由于海水盐度目前还无法从海洋中直接测量获得，需要采用海水电导率间接导出的。而测量
海水电导率的传感器只要受到轻微的物理变形、生物附着或油污等污染物的影响，其测量值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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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较大偏差。因此，要长期保持电导率传感器的高精度似乎并不现实，需要寻求其他合适的
方法来尽可能提高浮标观测资料的质量。
按常规调查方法，在采用调查船观测时，船载 CTD 仪携带的传感器在调查航次的前后都要接受
权威部门的标定，以保证得到高精度的观测数据。此外，用 CTD 仪测量的电导率计算的盐度，还可
以用现场实测资料（采集海水的水样，再用实验室高精度盐度计直接测出盐度）来订正。然而，对于
自动剖面浮标，一旦投放后，要对浮标上装载的传感器进行标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且要监控传感器
的工作状态更是困难。因此，人们很难分析和确定在海洋中长期工作后的传感器产生误差的原因，况
且即使传感器的测量误差已经十分明显，也无法采用传统的误差订正方法对浮标观测资料进行校正，
因为人们难以获得与浮标观测相符合的现场实测资料。自动剖面浮标自由漂移的性质，也意味着只
有极少量的浮标可能被侥幸回收到实验室，使得技术人员有能力对电导率传感器进行标定。在过去的
20 年中，一些从事浮标资料分析和处理的科学家已经做了许多尝试，提出利用历史船载 CTD 仪观测
资料或在时间／空间上相邻的早期浮标观测资料（经严格质量控制后的），来校正并提高当前浮标观
测的盐度精度。目前，根据不同的 Argo 资料用户，已经建立了两个资料质量控制模式（图 5）。

图 5 Argo 资料质量控制流程

图中所指的两个资料质量控制模式，一个被称为 “ 实时（24 － 72 小时以内）质量控制模式 ”，
其特点是处理快速、时间短，资料精度一般，但已无明显错误，适用于海洋和天气业务预报部门
或在海上从事捕捞作业的渔民等；另一个被称为 “ 延时质量（90 天以内）控制模式 ”，经过该模
式处理的资料，其精确度可以达到 Argo 计划要求的技术指标，资料质量可以得到可靠保证，适用
于科学研究和海—气耦合模式，以及对长期气候的预测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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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ADMT 对生物地球化学要素（如溶解氧、叶绿素 a、pH 和硝酸盐等）还没有制定出完
善的质量控制规程，而且一些国家的 Argo 资料中心也没有能力对这些生物地球化学要素进行质量
控制（通常质控标记为 “0”，表示 “ 未进行质量控制 ”），因此本站提供的全球海洋生物地球化学
Argo 数据集仍采用原始提供的质量控制标记，待 ADMT 制定出比较完善的方法后，本站将配备
专业技术人员对这些要素进行质量再控制。
3.3 原始数据与网格数据集
（1）物理海洋
物理海洋环境要素主要有：压力 / 深度、温度、电导率 / 盐度。
全球海洋 Argo 散点资料集，1997.01-2019.06，190 余万条 0-2000 米深度范围的压力、温度
和盐度资料，32.6GB；
全球海洋 Argo 网格资料集（BOA_Argo），2004-2019.06，还包含了全球海洋 Argo 衍生产品（混
合层、障碍层参数）,4.92GB；
太平洋 Argo 网格资料集（GDCSM_Argo），2004-2015 年，1.17GB；
西太平洋 Argo 同化资料集（ROSWPOA），2005-2015 年，（包含了温、盐度和海流等再分
析数据产品），1.57GB；
西太平洋 Argo 衍生数据产品（含混合层、温跃层参数），2004-2016 年，2.4GB；
热带太平洋 Argo 衍生数据产品（包括热含量和盐含量），2001-2015 年，1.8GB。
（2）海洋生物地球化学
海洋生物地球化学环境要素主要有：溶解氧、叶绿素 a、CDOM、颗粒物后向散射、辐照度、
硝酸盐和 pH。
全球海洋生物地球化学 Argo 散点资料集，2000.01-2019.06，0-1000 米（部分要素的观测深
度达到了 2000 米）深度范围的溶解氧、叶绿素 a、CDOM、颗粒物后向散射、辐照度、硝酸盐和
pH 资料，7.4GB。
3.4 网络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该 站 还 与 浙 江 大 学 合 作， 建 立 了 全 球 Argo 资 料 综 合 数 据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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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综合数据库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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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大类，存储包含海洋地理信息基础数据、Argo 剖面观测信息及文本、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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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方便地采用垂直扩展与水平扩展相结合的方式对数据库进行扩展，以满足存储需求。
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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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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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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5 年 10 月至今，
该数据库已业务化运行 4 年，存储更新了全球海洋上约 14500 个浮标观测的近 170 多万条剖面数据。
数据库同时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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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制完成的 Argo 资料共享服务平台（http://platform.argo.org.cn:8090/flexArgo/out/argo.html），
可为 Argo 数据用户提供在线查询、显示和下载等可视化服务。
四

科研状况
1、承担任务
自 2002 年以来，本站成员承担与 Argo 相关的科研项目共 23 个，其中国家级项目 10 个（包

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部国际合作计划、科技部重大项目前期专项、科技基础性工作、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央级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购置等项目），省部级项目 11 个（包括原国家海洋局局
计划、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国家实验室开放课题和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专项等项目），
其他项目 3 个。累计科研经费达 9753 万元，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经费 8071 万元，占 82.7%；省
部级科研项目经费 1557 万元，占 16.0%；其他科研项目经费 125 万元，占 1.3%。
2、研究成果
经过十六年的运行，该野外站在组织我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数据接收和处理、产品
研制和应用示范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成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1）建成我国首个 Argo 大洋观测网。在西太平洋、北印度洋和南海（即 “ 两洋一海 ”）海
域布放了 400 多个剖面浮标，维持了一个由约 100 个活跃浮标组成的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形
成了我国对深海大洋长期监测的能力；在南海布放的首批 10 个利用北斗卫星定位、通讯的国产
HM2000 型剖面浮标，正式拉开了由我国主导建设 “ 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 的序幕。
（2）创建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利用船载温盐深仪观测的现场剖面资
料校正 Argo 资料的技术和方法，建立了针对不同类型剖面浮标的数据接收与解码、校正处理与质
量控制和交换分发与共享服务系统，有效提高了 Argo 资料的质量，满足了国际 Argo 计划提出的
观测精度要求，使得我国成为国际上 9 个有能力向全球 Argo 资料中心提交经实时 / 延时质量控制
资料的国家之一。
（3）创建 “ 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该中心具备大批量接收、处理和分
级分发北斗剖面浮标观测数据的能力，并实现了业务化运行，可以确保观测资料的质量及其可靠
性和一致性。不仅实现了我国海洋观测仪器（国产北斗剖面浮标）用于国际大型海上合作调查计
划 “ 零 ” 的突破，也使该中心正式成为世界上 3 个有能力为全球 Argo 观测网提供剖面浮标观测数
据服务的国家平台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也因此成为服务于全球海洋观测网的 3 大卫星（ARGOS/
ARGOS-3、Iridium、BEIDOU）系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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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育了一支创新型的 Argo 应用研究队伍。通过多个研究项目的组织实施，为我国培养
并锤炼了一支从事涉及 Argo 工作（如自动剖面浮标校验与布放，测量信息接收与解码，观测资料
校正与处理，数据质量控制与交换共享，以及数据存储与批量处理、数据产品研制与试应用研究等）
的创新型科技队伍，一批科研和技术骨干成员的业务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也培养出了一批博士和
硕士研究生，使得国内这支新生的 Argo 科研力量，特别是从事 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研发
和基础应用研究的队伍得到不断壮大。其中研制的新版《2004-2016 年全球海洋 Argo 网格资料集
（BOA_Argo）》，是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公开发布的首款全球海洋 Argo 网格数据集，也使我国
成为继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后第六个公开发布类似数据产品的国家。
（5）推动了我国海洋和大气科学的发展。利用 Argo 数据及其衍生数据产品，积极开展示范
应用研究，围绕海洋水团、热盐变化、海 - 气相互作用、中尺度涡旋、物理 - 生态耦合过程等研究
领域，在国内外近 20 种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 7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43 篇，核心期刊 30 余
篇，并公开出版了《阿尔戈全球海洋观测大探秘》（2002 年）、《Argo 应用研究论文集》（2006
年）、《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试验》（2007 年）、《西太平洋 Argo 剖面浮标观测及其应用研究
论文集》（2010 年）、《Argo 研究论文集》（2011 年）、《Argo-China》（2012 年）、《Argo
科学研讨会论文集》（2014 年）、《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研究文集》（2017 年）和《西
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2019 年）等多部著作。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也在我国的海
洋和天气 / 气候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及业务预测预报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进一步提高了我国
科学家对 ENSO、暖池、西边界流和北太平洋模态水等海洋和气候现象的认知水平，改进和完善
的海 - 气耦合模式，提高了对海洋和天气（特别是台风和暴雨等灾害性天气）气候的预测预报水平，
为促进行业科技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6）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十六年间，我国积极参与国际 Argo 计划并建设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累计投入调查资金约 1 亿元（不含研究经费），布放浮标 420 多个，总计获
得了约 60000 条 0-2000 米水深范围内的温、盐度剖面（含部分溶解氧剖面）。如果按常规船载
CTD 仪测量一条剖面费用（约 10 万元）的 8 折估算，需投入调查经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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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0 万条，为国家节省调查资金约 1600 亿元，
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经济效益。随着我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国际 Argo 计划的长期
维持，每年还能获得不少于 14 万条观测剖面（部分还包含溶解氧、pH、叶绿素 a 和硝酸盐等生物
地球化学环境要素），不仅可直接用于业务化海洋和天气 / 气候预测预报，更可为国家安全提供大
量基础信息，对减轻气候异常（如台风、厄尔尼诺、干旱和洪水等）给沿海地区造成的严重经济
损失和人员伤亡 , 以及防灾减灾、国防建设、维护海洋权益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都有着十分重
要的科学和现实意义，具有不可估量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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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该野外站还具备了组织试验、示范和认证新型剖面浮标和传感器技术性能的能力，得
到了国际 Argo 组织的认可。2015 年 9 月，对中船重工第七一 O 研究所研制的 HM2000 型剖面浮
标开展认证工作，并于 2017 年 3 月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 18 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上得到认证，
正式被国际 Argo 组织接纳用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和维护，实现了我国海洋观测仪器
用于国际大型海上合作调查计划 “ 零 ” 的突破。2018 年 1 月，在西北太平洋海域布放一个携带新
型 RBR CTD 传 感 器 的 APEX 型 浮 标（WMO 编 号：2902730）， 为 RBR CTD 传 感 器 接 受 国 际
Argo 组织认证和 RBR 公司对传感器的技术改进提供了重要现场实测资料。
一直以来，该野外站还十分重视 Argo 观测资料的质量控制技术和方法研究，很早就提出使用
船载 CTD 仪和实验室高精度盐度计对剖面浮标观测资料进行质量控制的概念。针对全球 Argo 资
料中心提供的 Argo 数据集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开发了一套快速质量控制软件，加入了利用历史船
载 CTD 数据库进行气候态检测的步骤，可有效检测出温、盐度存在漂移或偏移问题的资料，目前
已投入业务运行，可为业务单位和部门准实时提供高质量的全球海洋 Argo 数据。随着西北太平洋
BGC-Argo 浮标观测网的逐步建立，于 2018 年将六个核心生物地球化学参量（溶解氧、硝酸盐、
pH、叶绿素 a、颗粒物后向散射、辐照度）的数据质控程序整合到数据处理系统中，并开发了多
个针对叶绿素 a 和溶解氧的质控方法。
3、获奖情况
由本站负责实施的多个和 Argo 有关的科研项目，其产出成果获得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奖励：
（1）Argo 大洋观测网与资料同化及其对我国短期气候预测的改进（单位排名第 2），2012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我国 Argo 大洋观测系统及其资料同化与短期气候预测（单位排名第 1），2011 年中国
海洋工程咨询协会海洋工程科学技术一等奖；
（3）西北太平洋 Argo 剖面浮标观测及其应用研究（单位排名第 1），2012 年海洋科学技术
二等奖；
（4）我国新一代海洋实时观测系统（Argo）— 大洋观测网试验（单位排名第 1），2007 年
度国家海洋局海洋创新成果二等奖。
4、开放状况
4.1 数据开放共享
野外站长期致力于全球海洋高质量 Argo 观测数据的开放共享，利用 “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
网站（http://www.argo.org.cn）在线发布经质量控制后的 Argo 数据和研制的衍生数据产品，供国
内外用户免费下载，及时共享我国和其他国际 Argo 计划成员国的浮标观测资料，并将其制作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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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发放 Argo 数据光盘 500 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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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网站的用户达上万人次，使得我国科学家能与世界各国同步获得来自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物理海洋环境和部分生物地球化学要素资料，有力推动了国内海洋观
测数据的共享进程。同时，还通过专线、FTP 和共享服务平台等形式，分级主动推送 Argo 数据及
其衍生数据产品给国际、民方和特殊用户。
1）国际用户：除相关委托方或国家主管部门有特殊规定外，按照目前国际 Argo 计划的要求，
在西北太平洋、北印度洋和其他海域的浮标数据按每个浮标 10 天一条剖面的频率，边缘海区域的
浮标数据按 5 天一条剖面的频率，提供给全球 Argo 资料中心。并通过全球通信系统（GTS）和互
联网（WWW、FTP）与世界气象组织（WMO）成员国及 “ 海上丝绸之路 ” 沿线国家准实时（在
海上浮标发送观测数据后的 24 小时内）共享，而在南海的浮标观测数据则按每个浮标 5 天一条剖
面的频率向全球 Argo 资料中心和 GTS 提交，并通过互联网（WWW、FTP）与 “ 海上丝绸之路 ”
沿线国家共享，包含浮标的元数据、技术信息、轨迹信息和剖面数据等。
2）民方用户：原则上向国内用户免费提供所有 Argo 数据，如任务委托方对某些浮标的数据
有特殊的共享要求，则按照相关约定执行。
3）特殊用户：通过专线实时提供所有剖面浮标观测原始数据和经实时 / 延时质量控制的数据，
其文件内容包含浮标的技术信息、定位和时间信息，以及测量参数和质量控制标记等信息。由其
他 Argo 成员国布放在该海域的剖面浮标，其观测资料由全球 Argo 资料中心获取后，在 24-48 小
时内提供给用户。
4.2 科普服务
本站一直注重 Argo 的科普宣传，是依托单位和 SOED 国重室的重要对外宣传窗口和科普服
务平台，在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科技培训班、“ 公众科学日 ”、“ 世界海洋日 ” 和高校实习与夏
令营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 2018 年 11 月，为来自 13 个国家的 24 名学员进行了 Argo 浮标监
测技术的培训；上海海洋大学海洋学院近几年每年均会派出 5-6 名本科生，在本站开展实习活动；
在每年 5 月份的全国 “ 公众科学日 ” 活动中，本站人员作为志愿者向来访公众和学生介绍 Argo 相
关知识。仅 2019 年 1-9 月，就已接待 19 个批次共 436 人的来访和大学生夏令营活动，为 3000 余
名参加开放日和世界海洋日的公众和中小学生进行科普教育。
4.3 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
野外站长期以来注重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多次参加国内举办的海洋观测、数据同化和数据
应用相关研讨会，向国内用户积极宣传和推广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及其获取的海量观测数据，
同时主办和协办了 5 次国内 Argo 资料应用研讨会，以推动国内 Argo 资料和数据产品的应用。每年
派代表参加国际 Argo 指导组和资料管理组会议，先后于 2003 年、2009 年和 2019 年承办了 3 次国
际 Argo 指导组会议，其中包括 1 次 Argo 科学研讨会和首次国际生物 Argo 指导组会议，以及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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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C-Argo 技术研讨会，及时跟踪国际 Argo 的发展趋势的同时，促进了 Argo 数据质量控制和数据
应用研究等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2019 年，在即将签署的中美海洋与渔业科技合作框架《20192021 年中美海洋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工作计划》中，本站人员将作为中美 Argo 相关合作的中方代表。
五

发展规划设想
“ 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观测研究站 ” 将以我国 Argo 计划在 “ 两洋一海 ” 区域开展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以及我国深度参与国际生物 Argo 和深海 Argo 子计划为契机，组织编制《中
国 Argo2020 规划》，建立多卫星通讯系统、多传感器和多平台的剖面浮标数据业务化接收、处理
和分发共享服务系统，服务于我国海洋与大气科学基础研究和业务化预测预报，成为我国海洋观测
数据共享及其创新研究的重要示范基地。代表我国参与国际 Argo 计划，深度参与区域观测网建设
与维护、剖面浮标和传感器认证与布放、数据接收与质量控制以及资料管理与交换等主要任务，不
断累积全球海洋次表层以下长时间序列的高质量本底观测数据，并研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Argo 数
据产品，成为全球 Argo 资料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争取在 5 年内将该野外观测研究站建设成为具
有鲜明特色的、多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基地。具体的发展规划设想重点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组织实施我国新一代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
以我国成功研制北斗剖面浮标，以及国际 Argo 计划由 “ 核心 Argo” 向 “ 全球 Argo” 拓展为契机，
通过建立的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积极主动地建设北太平洋西边界流（台风源地）
海域、西太平洋典型边缘海－南海的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并逐步向印度洋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
扩展，最终建成至少由 400 个剖面浮标（以国产北斗剖面浮标为主）组成的覆盖 “ 海上丝绸之路 ”
的区域 Argo 海洋观测网，使之成为 “ 全球 Argo” 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增进与 “ 海上丝绸之路 ”
沿线国家交流与合作的纽带，进一步促进 Argo 资料在我国乃至沿线国家业务化预测预报和基础研
究中的推广应用，让沿线国家和民众能够真切体验和更多享受到海上丝路建设带来的福祉；并深
度参与国际 Argo 计划及其 BGC-Argo 和 Deep-Argo 子计划，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防御自然灾
害和保护海洋生态健康和生物多样性等，更多地承担一个海洋大国的责任和义务。
2、加强 Argo 数据及其衍生数据产品的示范应用研究
以国家正在实施的 “ 北极气候研究多学科漂流计划 (MOSAiC)”、“ 南极大环观测计划（Big
Ring）” 和 “ 西太双十字计划 ” 等重大观测研究计划的需求为牵引，做好 Argo 数据产品的研制工作。
同时，利用 Argo 数据及其衍生数据产品，开展海洋数据同化、多尺度海 - 气相互作用、南大洋在
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和响应、极地变化等方面，特别是影响我国乃至全球气候的厄尔尼诺和台风等
海气相互作用过程的示范应用研究，注重与生物地球化学领域和卫星海洋遥感的学科交叉，从物
理角度监测海洋环流对气候态关键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如碳循环、海洋缺氧和海水酸化等）的影
响研究，提高生物地球化学模式的模拟能力，从而为 Argo 数据的推广应用提供重要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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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生物地球化学要素的质控方法研究
国际 BGC-Argo 计划是未来研究海洋酸化、缺氧、碳循环等科学前沿问题的重要数据来源，
也 是 卫 星 海 洋 环 境 动 力 学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重 要 发 展 方 向 之 一， 然 而 国 际 上 针 对 诸 如 叶 绿 素 a、
pH、硝酸盐、辐照度、CDOM 等要素的质控方法还处于起步阶段。本站将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等
方式，加强针对这些要素的质控方法研究，参与国际标准质控方法的制定，使我国在 BGC-Argo
数据质控技术领域处于国际领跑或并跑水平。
4、提高全球海洋数据获取、整编能力及其信息服务水平
加强野外站陆上部分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各型剖面浮标数据批量获取、信息解译和
质量控制能力，对于国际 Argo 其他成员国布放的浮标观测资料，通过改进快速质控方法、收集高
质量历史背景数据库等方式，提高野外站对海量 Argo 数据的快速整编能力。随着国内外海洋和大
气科学研究以及业务化预测预报对全球 Argo 数据和产品需求的不断增加，提高 Argo 数据开放共
享和信息服务水平，更是本站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拟在依托单位的重视、支持下，加快临安
基地硬件设施（高性能服务器、工作站和大容量存储设备等）的安装部署；在软件设施方面，将
通过合作开发方式，加强分布式数据库建设，开发新一代网络数据共享服务平台，提高用户检索
和提取 Argo 数据和产品的效率，提升野外站信息服务的整体水平。
5、培养一支高素质稳定的专业科技队伍
采取有效措施，通过派出科技人员出国培训、进修，邀请国外专家来华讲学，开展合作研究，
以及参加或承办各种相关国际会议（如 AST 年会，ADMT 年会和国际 Argo 科学研讨会）等方式，
提高人员专业知识和综合业务能力，在 3-5 年时间内，形成一支服务于我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
建设和维护，以 Argo 资料质量控制、产品研制、数据共享服务为主，并结合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创
新型科技队伍；同时，将通过引进人才、国重室开放课题等，吸引更多的高素质流动人才加入到
野外站的建设和发展中。
6、加强国际合作、交流与科普服务
坚持以我为主、共同建设、资源共享的原则，开展更广泛的区域性和全球性合作，特别是加
强与南海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合作，探索并建立中国 - 东盟战略性合作框架下的海洋科学研究的
合作机制。积极开展与 “ 海上丝绸之路 ” 沿线国家在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业务化信息服务
等方面的合作，重点深化和加强在自动剖面浮标技术改进和浮标布放技术培训、资料质量控制和
业务化应用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大型国际海洋调查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加
强野外站在科普教育方面的基础建设与人力物力投入，成为涉海大学本科实习和夏令营活动的重
要基地，为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学生和科研人员提供更多的技术培训。
（野外站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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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级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购置专项
“自动剖面浮标实时海洋观测系统”项目年度工作总结
“ 自动剖面浮标实时海洋观测系统 ” 项目（2017-2019 年）由财政部仪器设备专项立项资助，
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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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每 5 年评估后
申请获得的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仪器设备项目。该项目立足于国家需求，以 SOED 长期以来拥有的
特色观测手段及研究方向为基础，在对我国天气和气候、海洋权益有重要影响的海域 — 西北太平
洋台风海域及南海海域，布放一批剖面浮标（包括铱星 Argo、生物 Argo、深海 Argo 及国产北斗
剖面浮标），初步构建我国自动剖面浮标实时海洋观测系统，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海洋防灾减灾
提供重要数据源。项目设计购置 45 个自动剖面浮标，其中 10 个生物 Argo、15 个铱星 Argo、5 个
深海 Argo 及 15 个国产北斗剖面浮标。这些浮标将搭载 2-3 个航次布放在西北太平洋台风海域和南
海海域，初步构建我国 Argo 区域实时海洋观测网，以补充我国现有 Argo 大洋观测网（http://www.
argo.org.cn/）中的浮标数量，巩固我国在国际 Argo 计划中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生物 Argo 和深
海 Argo 剖面浮标的布放，将使我国 Argo 和 SOED 进入国际 Argo 发展的第一方阵。至 2019 年 12 月，
已基本完成项目的主要工作，并取得了一批成果产出，现将项目执行情况总结如下：
1、设备采购、布放及数据获取情况
本项目于 2017 年 8 月完成招标采购任务，共引进 4 类 5 批次 45 个自动剖面浮标，包括：15
个 HM2000 型、15 个 APEX 型、5 个 深 海 ARVOR 型 和 10 个 携 带 生 物 地 球 化 学 参 数（BGC） 传
感器的 PROVOR 型浮标。
（1）HM2000 型剖面浮标
15 个 HM2000 型剖面浮标由中船重工集团第 710 研究所下属青岛海山海洋装备有限公司生产，
并于 2017 年 9 月运抵杭州。经现场测试（图 1），全部浮标运行良好，与北斗卫星通讯正常，能
够快速接收到相关测试信息。

图 1 HM2000 型剖面浮标及其布放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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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该批浮标中已有 9 个分别搭载 2 个航次布放于西北太平洋海域，共获取了 1417
条 0-2000 米水深范围内的温、盐度剖面数据。由于自动剖面浮标属抛弃式海洋观测仪器设备，其
工作寿命主要由电池容量决定，目前这 9 个浮标均已停止工作，平均工作寿命近 2 年。
（2）APEX 型剖面浮标
15 个 APEX 型浮标均为美国 Teledyne Webb 研究公司生产，于 2017 年 6 月招标采购，10 月
运抵杭州。经现场测试，该批浮标均通过自检，与铱卫星通讯正常（图 2）。为了延长浮标工作寿命，
项目组购置了高性能锂电池，以替换浮标中安装的碱性电池（图 3）。

图 2 APEX 型剖面浮标

图 3 为 APEX 型浮标更换锂电池

2017-2018 年期间，搭载 2 个航次在西北太平洋海域布放了该批浮标，目前共获取了 2355 条
0-2000 米水深范围内温、盐度剖面数据，其中 6 个浮标已经停止工作；另外 2 个浮标由于布放后
出现技术故障，经协商由美国 Teledyne Webb 研究公司赔偿了 2 个新的同型号浮标，并于 2019 年
3 月搭载航次布放于西北太平洋。综上，该批 APEX 型浮标仍有 10 个在海上正常工作。需要指出
的是，由于该批浮标使用具备双向通讯功能的铱卫星传输数据，用户可以向浮标发送指令以更改
其观测周期、垂向采样分辨率等技术参数，因此在台风季节，项目组通过铱卫星向浮标发送加密
观测指令，获取了大量台风路径附近海域的加密观测数据。
（3）深海 ARVOR 型剖面浮标
5 个深海 ARVOR 型浮标均为法国 NKE 公司生产，其最大剖面观测深度可以达到 4000 米。
该批浮标于 2017 年 6 月招标采购，11 月运抵杭州并通过了现场验收（图 4）。其中 3 个浮标分
别搭载 2 个航次布放于南大洋和西北太平洋海域，已获取了 212 条 0-4000 米水深范围内温、盐
度剖面数据，其中一个（1701 号）浮标布放后漂移进入了南极冰覆盖海域，但仍能正常工作，从
而验证了该型浮标探冰软件的可靠性。剩余的 2 个浮标计划于 2020 年 2-3 月份布放于西北太平
洋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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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深海 ARVOR 型浮标及其海上漂移轨迹（红色代表最新位置）

（4）PROVOR 型 BGC 剖面浮标
10 个 PROVOR 型 BGC 浮标均为法国 NKE 公司生产，其中 2 个携带了溶解氧传感器，4 个
携带了叶绿素、颗粒物后向散射系数和 CDOM 传感器，还有 4 个携带了溶解氧、叶绿素、颗粒物
后向散射系数、CDOM、硝酸盐和辐照度等全部 6 个生物地球化学传感器，连同温、盐（电导率）
度和压力等 3 个常规传感器，共计有 9 个传感器，故有全配置 BGC 剖面浮标之称。

图 5 PROVOR 型 BGC 浮标及其海上漂移轨迹

除 1 个浮标投放后没有传回观测数据外，其他 9 个浮标均能正常工作。其中，2902749 号浮
标工作 3 个月后出现故障；2902750 号浮标于 2019 年 6 月顺利回收，目前正返厂更换电池，后续
将安排再次投放。目前仍有 7 个浮标在海上正常工作中，累计获得观测剖面总数已有 1100 余条。
2、主要成果效益
（1）参与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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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购置的 45 个各型自动剖面浮标，参与了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 “ 西太平
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2012FY11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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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973 计划项目 “ 上层海洋对台风的响应和调制机
理研究（2013CB4303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 海洋动力环境的监测和预测
研究（4162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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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项目组织的海上调查，并为这些研究项目提供了大量、丰富的高
质量海洋环境要素现场实测数据。
（2）数据获取情况
截至 2019 年 11 月，由本项目购置的 45 个自动剖面浮标，已经布放 37 个，共获取温、盐度
剖面 4850 条、溶解氧浓度剖面 417 条、叶绿素 a 剖面 754 条、颗粒物后向散射系数剖面 754 条、
CDOM 剖面 305 条、硝酸盐剖面 305 条和辐照度剖面 305 条。
（3）支撑论文情况
本项目成员利用该批浮标及其与国际 Argo 成员国交换共享获得的全球海洋上所有浮标观测资
料，已经在国内外学术刊物（J.Geophys. Res.Oceans、Clim. Dyn.、Acta Oceanol. Sin.、海洋与湖
沼、海洋预报和数字海洋与水下攻防等）上公开发表了 7 篇研究论文、报告。
3、国内国际影响
通过本项目购置和布放的自动剖面浮标，及时补充了我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内浮标的数量，
使我国在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活跃浮标的总数维持在 100 个左右；同时，首次布放的深海
型剖面浮标，以及批量布放的携带多传感器的 BGC 浮标，不仅使得 SOED 成为了我国 BGC-Argo
观 测 网 建 设 的 牵 头 单 位， 而 且 也 使 我 国 成 了 国 际 上 7 个 全 部 参 与 国 际 Argo 计 划 提 出 的 “ 核 心
Argo”、“ 深海 Argo” 和 “BGC-Argo 等子计划的国家（含欧盟）之一，既确保了我国在国际 Argo
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彰显了我国在各 Argo 成员国中的影响力。
项目组所在的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及时开发了针对多种传感器的生物地球化学 Argo 数
据接收和处理系统，融合到现有核心 Argo 数据系统中，并实现了业务化运行，确保每种要素的数
据得到正确解译和计算。该系统也是目前国内唯一能批量处理 BGC-Argo 浮标观测数据的系统，
可为未来我国专项建设工程中 BGC-Argo 浮标的大批量布放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4、下一步工作计划
由于自动剖面浮标为抛弃式的一次性海洋观测仪器设备，虽然本项目不涉及重大仪器设备共
享问题，但其获得的观测资料却是无条件开放共享的。本项目通过北斗和 Iridium 等通讯卫星传输
浮标观测数据，并在接收后的 24 小时内，经过必要的实时质量控制，由 FTP 和网页服务器（ftp.
argo.org.cn/pub/ARGO/china/ 和 www.argo.org.cn） 公 开 发 布 共 享； 同 时， 这 些 浮 标 的 观 测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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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作 为 中 国 Argo 计 划 的 一 部 分， 与 国 际 Argo 计 划 及 其 成 员 国（ftp.ifremer.fr/ifremer/argo/dac/
csio/）交换共享，并通过国家气象局的 GTS 节点上传，供世界气象组织（WMO）成员国快速用
于预测预报业务中。
（刘增宏）

我国 Argo 资料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工作进展
自 2002 年以来，我国 Argo 计划已经在太平洋、印度洋等海域投放了 428 个自动剖面浮标，
目前尚有 78 个浮标仍在海上正常工作，这些浮标共获取了超过 6 万条温、盐度剖面，并由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负责数据接收、解码、实时质量控制及其交换共享等。但对我国 Argo 资料的
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工作，由于受多种原因的制约和影响，长期处于停顿状态，以致由我国 Argo 承
担的经延时模式质量控制（DMQC）的高质量 Argo 资料，不能及时提交到全球 Argo 资料中心，
并与其它 Argo 成员国交换共享，从而影响到我国在国际 Argo 计划中的声誉。随着我国在全球海
洋中布放的剖面浮标数量不断提高，获取的观测剖面数量也越来越多，及时对这些浮标观测资料
进行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并上传至全球 Argo 资料中心（GDACs），既是国际 Argo 计划赋予各参与
国的应尽责任和义务，也是我国 Argo 计划急需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关系到我国 Argo 计划的可
持续发展及其能否与其他 Argo 成员国继续并肩同行。
2019 年 8-10 月，在科技部出国培训计划项目的支持下，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吴晓芬助理
研究员在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的盛情邀请和澳大利亚 Argo 团队的大力帮
助下，接受了为期 3 个月的 Argo 资料延时模式质量控制技术培训。从 Argo 资料延时模式质量控
制的理论基础知识出发，对 CSIRO 开发的 Argo 数据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系统所需的软硬件运行脚
本环境、历史参考数据库（含 CTD 数据及优质 Argo 数据）的建立和 DMQC 质控的基本流程，以
及如何利用历史参考数据重构浮标剖面处气候态盐度剖面（包括由电导率传感器漂移和热滞后效
应产生的盐度误差）等接受了系统学习和培训；并在此基础上，分别针对核心 Argo、深海 Argo
和 BGC-Argo 数据，进行了上机实战检验，处理完成了一批由我国 Argo 计划早期布放浮标观测的
历史剖面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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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RO 开发的 Argo 数据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系统

在 ADMT-20 次年会（2019 年 10 月 16-18 日，法国）召开之前，我国 Argo 计划就已完成了
约 75%APEX 型浮标观测资料的延时模式质控工作，并及时提交给了全球 Argo 资料中心。截止目
前为止，除了 21 个带双重观测剖面的 APEX 浮标资料没有处理外，其他约占 90% 的 APEX 型浮标（共
62 个浮标，4240 条剖面）观测资料的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同时，还完成了 86
个 PROVOR 型浮标观测资料（6018 条剖面）的延时模式质控工作。所有经过 DMQC 处理的浮标
数据也已全部上传至全球 Argo 资料中心。
目前，由 CSIRO 开发的这套 Argo 数据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系统已经正式引入中国 Argo 实时
资料中心的 Argo 资料实时 / 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系统中，并已进入业务运行状态，预计到 2020 年 6
月底前可以完成我国 Argo 计划中全部历史 Argo 资料的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工作。
深海 Argo 和 BGC-Argo 资料的延时模式质控方面：截止目前，我国 Argo 计划还投放了 3 个
Deep 型和 9 个 BGC 型剖面浮标，分别获得了 200 和 1000 多条剖面。对于这些浮标数据（尤其是
BGC 剖面）的延时模式质控工作还尚待展开。因为，当前 BGC-Argo 计划中对溶解氧剖面的质控
技术基本上得到了认可，但对其它 BGC 参数的质控方法尚处于研发过程中。所以，涉及 Deep 型
和 BGC 型浮标观测资料的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工作，国际 Argo 计划对各国 Argo 资料中心还没有明
确的规定或者要求。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技术人员也正在致力于这两种类型浮标观测资料的实
时和延时模式质量控制技术、方法的探索和研发。
（吴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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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ocean heat content related to ENSO
Lijing Cheng 1, Kevin E. Trenberth 2, John T. Fasullo 2, Michael Mayer 3,
Magdalena Balmaseda 4and Jiang Zhu 5
(1、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Sciences,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2、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Boulder, Colorado；
3、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 Reading, United Kingdom, and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and Geophysics, University of Vienna, Vienna, Austria；
4、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 Reading, United Kingdom；
5、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Sciences,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As the strongest interannual perturbation to the climate system, 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 dominates the year-to-year variability of the ocean energy budget. Here we combine
ocean observations, reanalyses, and surface flux data with Earth system model simulations to
obtain estimates of the different terms affecting the redistribution of energy in the Earth system
during ENSO events, including exchanges between ocean and atmosphere and among different
ocean basins, and lateral and vertical rearrangements. This comprehensive inventory allows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evolution of ocean heat related to ENSO and provides
observational metrics to benchmark performance of climate models. Results confirm that there
is a strong negative ocean heat content tendency (OHCT) in the tropical Pacific Ocean during
El Niño, mainly through enhanced air–sea heat fluxes Q into the atmosphere driven by high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In addition to this diabatic component, there is an adiabatic redistribution of
heat both laterally and vertically (0–100 and 100–300 m) in the tropical Pacific and Indian oceans
that dominates the local OHCT. Heat is also transported and discharged from 20°S–5°N into offequatorial regions within 5°–20°N during and after El Niño. OHCT and Q changes outside the
tropical Pacific Ocean indicate the ENSO-driven atmospheric teleconnections and changes of ocean
heat transport (i.e., Indonesian Throughflow). The tropical Atlantic and Indian Oceans warm during
El Niño, partly offsetting the tropical Pacific cooling for the tropical oceans as a whole.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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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distinct regional OHCT changes, many compensate each other, resulting in a weak but
robust net global ocean cooling during and after El Niño.
( 摘自《Journal of Climate》, 2019,32,3529-3556)

Significant salinity increase in subsurface water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uring 2016–2017
Xingrong Chen 1 , Zenghong Liu 2, 3, Haiyan Wang 1 , Dongfeng Xu 2, 3, Lei Wang 3
（1、National Marine Environmental Forecasting Center, Beijing 100081, China;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atellite Ocean Environment Dynamics,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Hangzhou 310012, China;
3、Secon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Hangzhou 310012, China)
The South China Sea (SCS) is the largest semi-enclosed marginal sea in the North Pacific.
Salinity changes in the SC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ional and global ocean circulation and the
hydrological cycle. However,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salinity changes over the SCS due to lack of
high-quality and long-term observations. In the past decade, the deployment of floats from the Argo
program in the SCS and their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profiles have made it possible
for us to examine salinity changes over the entire basin. In this study, salinity change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Argo and underwater glider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observations and gridded
temperature–salinity objective analyses (UK Met Office Hadley Centre EN4.2.1 objective analysis
and China Argo Real-time Data Center BOA_Argo).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ubsurface water
in the entire SCS became significantly saltier during 2016–2017. The most significant salinity
increase was found during 2016 in the northeastern SCS. The subsurface water in the northeastern
SCS exhibited a salinity maximum above 35, which was recorded by three Argo floats during 2015–
2016. Such high salinity water was rarely observed and reported prior to the Argo era. Average
salinity of 2016–2017 along the 25.5σ θ–23.5σ θ isopycnal surfaces in the whole SCS is 0.014-0.130
higher than the climatology. Increases in subsurface salinity started from the northeastern SC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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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ed southwestward gradually. Moreover, the subsurface salinity changes, especially in the
northern SCS, exhibited a semiannual lead behind the subsurface Luzon Strait transport.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predominance of advection, driven by subsurface Luzon Strait transport,
led to salinification along the western boundary of the SCS. In other parts of the SCS, negative
wind stress curl trends tended to preserve the high salin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surface water.
( 摘自《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2019, 38(11),51–61)

Impact of cyclonic ocean eddies on upper ocean
thermodynamic response to typhoon Soudelor
Jue Ning 1,Qing Xu 1,Han Zhang 2,Tao Wang 1 and Kaiguo Fan 3
(1、College of Oceanography,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atellite Ocean Environment Dynamics, Secon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Hangzhou 310012, China ；
3、32021 Army, PLA, Beijing 100094, China)
By using multiplatform satellite datasets, Argo observations and numerical model data, the
upper ocean thermodynamic responses to Super Typhoon Soudelor are investigated with a focus
on the impact of an ocean cyclonic eddy (CE). In addition to the significant surface cooling inside
the CE region, an abnormally large rising in subsurface temperature is observed. The maximum
warming and heat content change (HCC) reach up to 4.37 °C and 1.73 GJ/m 2 , respectively.
Moreover, the HCC is an order of magnitude larger than that calculated from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Argo profile data in the previous study which only considered the effects caused by typhoons.
Meanwhile, the subsurface warming outside the CE is merely 1.74 °C with HCC of 0.39 GJ/m 2 .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ed that typhoon-induced vertical mixing is the primary factor causing
subsurface warming but these studies ignored an important mechanism related to the horizontal
advection caused by the rotation and movement of mesoscale eddies. This study documents that the
eddy-induced horizontal advection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upper ocean responses to typho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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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the influence of eddie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studying the responses of upper ocean
to typhoons with pre-existing mesoscale eddies.
( 摘自《Remote Sensing》, 2019,11(8),938)

Bigeye tuna fishing ground in relation to thermocline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ocean using Argo data
Shenglong Yang 1,2, Bianbian Zhang 2, Heng Zhang 2, Shengmao Zhang 2,
Xiumei Fan 2, Chenjun Hua 2, and Wei Fan 2
(1、College of Marine Sciences,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East China Sea & Oceanic Fishery Resources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P.R. China, Shanghai 200090,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ween thermocline and bigeye tuna (Thunnus obesus) fishing grounds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Ocean was evaluated by Argo data and monthly CPUE (catch
per unit effort). The 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 indicated evidence of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CPUE and six thermoclin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fishing grounds
distributed where the upper boundary temperature was about 26 ºC and the upper boundary depth
values between 70 and 100 m. The fishing grounds located between the two high value shapes of
the lower boundary depth of thermocline, if the depth was >300 or <150 m, the CPUE tended to
be low. The lower boundary temperature of the thermocline in the fishing grounds was lower than
13 ºC. Conversely, if the temperature was higher than 17 ºC, the hooking rates were very low. The
strongest relationship between CPUE with thermocline thickness and thermocline strength was
approximately at 60 m and 0.1 ºC/m. The optimum ranges for the upper boundary thermocline
temperature and depth and the lower boundary thermocline temperature and depth, thermocline
thickness and thermocline strength were between 26-29 ºC, 70-110 m, 11-13 ºC, 200-280 m, and
0.01-0.15 ºC/m, 60-80 m, respectively.
( 摘自《Indian Journal of Geo-Marine Sciences》, 2019,48(4), 44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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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载 CTD 仪与自动剖面浮标观测资料质量初探
吴晓芬 1，周慧 2，曹敏杰 1，刘增宏 1，孙朝辉 1，卢少磊 1，许建平

1

（1、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杭州，310012；
2、海洋环流与波动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青岛，266071）

海洋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精确的数据 , 然而各种海洋观测仪器在复杂的海洋环境中作业难免产
生测量误差 , 导致观测数据需要进行实时 ( 或延时 ) 质量控制。中国 Argo 计划在搭载多个航次布
放剖面浮标的同时 , 对航次中获取的船载 CTD (conductivity, temperature, and depth) 仪观测资料、
自动剖面浮标观测资料以及实验室高精度盐度计测量数据进行了实时比对。分析结果显示 , 利用
实验室高精度盐度计对现场观测数据尤其是船载 CTD 仪观测资料进行质量控制 , 于温盐数据 ( 特
别是深层 ) 的实时 / 延时校正非常重要 ; 如某航次未经标定的船载 CTD 仪所测 1000dbar 以深范围
内海水盐度 , 与实验室高精度盐度计的差值达到 ±0.1 左右 , 远远落后于国内海洋调查规范对盐度
准确度 ±0.02 的一级测量要求 , 该具体实例更加突显了船载 CTD 仪在航次前后送往权威部门进行
检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从而确保每个航次获取的 CTD 资料的质量。建议有条件的情况下 , 在进
行深海大洋船载 CTD 仪观测时要进行现场实验室高精度盐度计的质量控制工作及比对试验 , 以提
高我国深海大洋观测数据的质量。
( 摘自《海洋与湖沼》, 2019,50(2),27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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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活动（续）

● 2019 年 9 月 19 日， 应 自 然 资 源 部 第 一 海 洋 研 究 所 的 邀 请， 许 建 平 研 究 员 作 为 评 审 专 家
参 加 了 由 该 所 组 织 召 开 的 新 专 项 调 查 技 术 规 程 审 查 会， 分 别 对 包 括 物 理 海 洋 技 术 规 程 在 内 的 6
份技术规程进行了审查评审，并就技术规程的权威性、观测数据格式及其数据质量控制的必要性，
以及新型海洋观测仪器设备的认证标准和要高度重视现场观测资料的精度等问题提出了意见与
建议。

● 2019 年 10 月 11 日，许建平研究员就最近两年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有关 Argo 计划浮标采
购与布放方面的统筹、观测数据接收与质控方面的协调、深海大洋调查模式的改进与创新，以及
重视和提高海洋环境资料的观测精度等问题，向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陈陟副司长做了口头
汇报，并以邮件形式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供司领导决策参考。

● 2019 年 10 月 12 日，按照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司 “ 关于召开申报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论证会的函 ” 精神，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柴扉研究员和许建平研究员作为由
部属第二海洋研究所申报的 “ 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 代表参加了本次论证
会，并由柴扉研究员以野外站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做了口头汇报，回答了评审专家提出的问题，得
到了专家组的一致好评及推荐。

● 2019 年 10 月 12-19 日，第二十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ADMT-20）、第八次生物地
球化学 Argo（BGC-Argo）研讨会和 Argo 可视化研讨会在法国滨海自由城举行，会议由法国索邦
大学海洋学实验室（LOV）承办。应会议主办方邀请，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中国代表刘增宏高工、
国际 BGC-Argo 资料管理组中国代表邢小罡副研究员和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李兆钦研究实习员
出席了本次会议。应邀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还有自然资源部海洋信息中心董明媚副研究员和苗庆
生工程师。

● 2019 年 10 月 15 日，河海大学海洋环境学院 106 名师生参观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卢少磊助理研究员为同学们做了题为 “ 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及其最新实施进展 ” 的主题讲座，详
细介绍了 Argo 数据的质量控制与研究应用，并现场讲解了自动剖面浮标工作原理等知识，使参访
同学对国际 Argo 计划的发展历程与最新进展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和了解。

● 2019 年 10 月 21-25 日，受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委托、海洋二所负责组织，并由自
然资源部北海局、东海局、南海局、海洋一所和海洋三所等单位的代表组成的调研组，对劳雷公司、
北京泰富坤科技有限公司、国家海洋技术中心、上海地海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浅海科技责任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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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中船重工第 710 研究所等国内 6 家自动剖面浮标生产或代理销售单位进行了调研，并将
形成一份综合调研报告，为今后部属各单位承担的涉及自动剖面浮标采购、布放的专项任务提
供技术参考。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刘增宏高级工程师和卢少磊助理研究员参加了本次调研。

河海大学师生参观中心

舟山基地码头浮标检测

● 2019 年 10 月 29 日， 自 然 资 源 部 办 公 厅 下 发 通 知（ 见 第 一 页）， 将 包 括 “ 杭 州 全 球 海 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 在内的 15 个通过评估优化的野外站，纳入自然资源部野外科学观
测研究站管理序列。

● 2019 年 11 月 1 日，刘增宏高工应邀赴京商讨军民融合海洋观测专项有关自动剖面浮标采购、
布放及其观测数据接收与质量控制等事宜；吴晓芬助理研究员圆满结束为期 3 个月的 Argo 资料延
时模式质量控制技术培训回国。期间，得到了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Argo
团队技术人员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并无偿提供了一套由该团队开发的 Argo 资料延时模式质量控制
图形用户界面系统，将有助于推进我国对 Argo 资料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工作的进程。

● 2019 年 11 月 6 日，中船重工第 710 研究所科技部副主任吴小涛博士、青岛海山海洋装备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顺杰、区域副总经理吏涛雄等一行专程来访，双方围绕 HM2000 型剖面浮标
的生产、销售，特别是进口 CTD 传感器的稳定供货，以及其他替代 CTD 传感器的选型与试验等
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希望浮标生产厂家能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可靠的国产剖面浮标，为
我国 Argo 计划的持续实施和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建设与维护做出新的贡献。

● 2019 年 11 月 12 日，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项目办公室项目专家 Emma

Heslop 女士

访问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并做了 “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2030 战略 ” 的形势报告。作为参与
GOOS 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 Argo 计划成员国的代表团队—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的孙朝辉高工
应邀参加了座谈，就国际 Argo 计划实施现状、Argo2020 愿景及其中国 Argo 计划发展规划等议题
进行了交流与探讨。Heslop 女士对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现状和未来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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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并对国际 Argo 计划和 GOOS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 2019 年 11 月 12-13 日，刘增宏高工应邀参加了由国防科技大学承办的第二届海洋环境保障
学术研讨会，并作了题为 “Argo 最新进展及其数据应用 ” 的特邀报告。

● 2019 年 11 月 14 日， 美 国 海 鸟 公 司 副 总 裁 Thomas

Matchell 先 生 一 行 4 人 访 问 中 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就中国 Argo 计划进展、海鸟 CTD 和 BGC 传感器技术、传感器校正设备等问题，
与刘增宏高工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现场验收 PROVOR 型浮标

调研浙江临安大气成分本底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 2019 年 11 月 18 日，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CTD 研制室主任李红志、浮标研制室主任张少永、
李文彬高工专程来杭拜访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实验室主任柴扉研究员，并顺访中国 Argo 实时
资料中心，双方就 COPEX 型剖面浮标和国产剖面浮标专用 CTD 传感器的研制、海试情况进行了
交流与探讨，中国 Argo 计划首席科学家许建平研究员期望研制单位能早日生产出携带国产 CTD
的自动剖面浮标，用于中国 Argo 计划及其建设的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为国争光，进一步提升
我国在国际 Argo 成员国中的地位和作用。

● 2019 年 11 月 19 日，法国 NKE 公司技术总监 Jerome Sayot 一行 2 人访问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
卢少磊助理研究员向来访客人扼要介绍了中国 Argo 计划实施进展及浮标布放情况等，双方还就中国
Argo 采购的由 NKE 公司研发的 PROVOR/ARVOR 型剖面浮标的运行情况，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 2019 年 11 月 20-22 日，卢少磊助理研究员和李兆钦研究实习员赴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
所舟山基地码头，对即将由赤道东印度洋和孟加拉湾海洋与生态研究计划（JAMES）冬季调查航
次布放的 15 个自动剖面浮标（其中 14 个进口 PROVOR 型剖面浮标、1 个国产 HM2000 型剖面浮
标）进行最后测试检查。按计划，这批浮标将搭载《向阳红 6》号科学考察船布放在赤道东印度洋
和孟加拉湾海域。

● 2019 年 11 月 26 日，自然资源部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简称 “ 杭州
Argo 野外站 ”）站长刘增宏高工、中国 Argo 计划首席科学家许建平研究员和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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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基地中心吕小飞副主任一行 4 人前往浙江临安大气成分本底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调研，受
到了该站俞向明站长及其全站科技人员的热情接待。俞站长详细介绍了该站的建设与运行状况，特
别是在日常运行管理和依托本站收集的大气环境要素资料开展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及取
得的经验和成果等。调研人员还在俞站长的引导下实地考察了野外站主要观测设施、监测仪器设备、
数据收集及比测、校正实验室等，受益匪浅，对杭州 Argo 野外站未来的建设和运行维护，以及申报
国家级野外站等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刘增宏和俞向明两位站长经初步商讨并达成共识，双方将加
强海洋和气象观测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为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等做出积极贡献。

● 2019 年 11 月 27 日，国家海洋技术中心产业处副处长冯月永、浮标研制室主任张少永和天
津深之蓝海洋设备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赵翼、高级技术顾问黄韦艮研究员等一行专程访问了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冯处长首先通报了海洋技术中心与深之蓝公司签约合作生产 COPEX 型剖面浮
标的情况，随后赵翼经理全面介绍了该公司生产和代理销售的多款涉海产品，其中包括用于海洋观测
的国产水下滑翔机和自动剖面浮标等新型海洋仪器设备，并表示公司将借助海洋技术中心在剖面浮标
研制和生产方面的技术积累，提高 COPEX 型浮标的工作性能，积极为我国 Argo 海洋观测网建设和
维护多做贡献。双方还就进一步提高新型海洋观测仪器设备的技术性能及其海上工作的稳定、可靠性，
特别是如何确保资料的观测精度及联合举办技术培训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并初步达成共识。

● 2019 年 12 月 5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在国家气象局气象信息中心的全力协助下，
由我国 Argo 计划布放的剖面浮标观测资料，可以通过两个中心之间建立的 FTP 连接直接上传到
GTS，与世界气象组织（WMO）成员国及时交换共享。

● 2019 年 12 月 18-1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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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会暨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海洋环境演变过程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浩然
科技大楼会议室举行，刘增宏高工代表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对 Argo 团队全年工作和近五年取得
的主要成果做了总结汇报；王云涛副研究员代表海洋动力过程与生态环境团队（一）的年度工作报告
中详述了我国 BGC-Argo 计划执行情况及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邢小罡副研究员作了题为 “ 西北太平
洋冬季藻华与混合层碳泵 ” 的学术交流报告，重点介绍了利用我国布放的 BGC 剖面浮标观测资料所
取得的初步研究成果；许建平研究员则以 “ 拥有先进的科学考察船，世界一流的观测仪器设备，我国
海洋调查还缺啥？ ” 为题，呼吁我国海洋调查活动能汲取国际大科学计划—全球海洋 Argo 系统组织
实施的成功经验和做法，高度重视观测数据的质量，并把获取精准海洋环境资料作为海洋调查之本。

● 2019 年 12 月 22-25 日，自然资源部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刘增宏高工（站
长）、许建平研究员和孙朝辉高工一行 3 人，在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杜岩副所长的重视和支持
下，对该所负责建设和运维的西沙海洋科学综合实验站进行了实地考察调研，并得到了实验站值班负
责人黎大宁工程师的热情接待，以及对该站长期运行和管理情况的全面介绍，受益匪浅；期间，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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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一行还顺访了海南省三沙市气象局、西沙国家基准气候站和自然资源部西沙海洋环境监测站等部门
和单位，扼要报告并交流了 Argo 野外观测站利用新颖自动剖面浮标在 “ 两洋一海 ”，特别是南海建
设 Argo 区域观测网的现状和发展规划，以及利用该浮标观测网实时监测台风生成和过境海域上层海
洋变化中的应用前景等，引起了值班海洋和气象科技工作者的深厚兴趣。韩红星副局长表示，三沙市
气象局承担着为该地区提供航海、航运等活动安全和旅游、渔业、油气产业等资源开发中气象保障服
务的重任，也十分需要来自海面以下的高质量海洋环境要素资料，愿意为南海 Argo 区域观测网业务
运行过程中的浮标投放、Argo 野外站技术和研究人员的短期上岛工作等提供便利和帮助。

调研西沙海洋科学综合实验站

顺访海南省三沙市气象局

● 2019 年 12 月 25 日，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卢少磊助理研究员参加了在国家超级计算广
州中心举行的 NSFC— 广州大数据科学研究中心项目 —“ 基于大数据的区域海陆气环境预警预报
关键技术 ”2019 年度交流评审会议。本次会议由项目负责人中山大学戴永久院士主持，项目各课
题负责人汇报了本年度的课题进展情况，并就各课题共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中国 Argo 资料管理年度（2019）报告
—— 提交第 20 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书面报告
1、Argo 资料管理现状
（1）获取的浮标数据情况
自上次 ADMT 年会以来，也即在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9 月期间，中国从 105 个活跃浮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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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个为 BGC 浮标，如下图）获取了 4259 条温、盐度剖面，以及数量不等的生物地球化学要素剖面，其
中溶解氧 472 条、叶绿素和后向散射各 675 条、黄色物质 558 条、下行辐照度和硝酸盐 384 条、pH 206 条。

由核心（黑色）和 BGC（红色）浮标观测的剖面位置分布

（2）Argo 数据上传至 GTS 的情况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CSIO）每天通过中国气象局（CMA）的北京节点（038）将中
国 Argo 计划布放的浮标观测资料上传至 GTS。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利用日本气象厅（JMA）
开发的 Perl 脚本，将接收到的近实时温、盐度和溶解氧剖面资料转换为 BUFR 报文，然后通过浙
江省气象局的 FTP 服务器转送，再由 CMA 上传至 GTS。需要说明的是，在 2019 年 5 月至 7 月期间，
由于浙江省气象局 FTP 服务器出现故障，从而导致由 CSIO 发送至 CMA 的 Argo 数据发生了连续
中断现象。也就是说，在这期间由中国 Argo 计划布放的浮标观测资料，并没有上传至 GTS。但通
过互联网上传到全球 Argo 资料中心（GDACs）的经过实时质量控制的 Argo 数据，则没有受到影响。
CSIO 目前业务化上传 3.1 版本 netCDF 格式的 Argo 元数据、技术信息、漂移轨迹和剖面文
件到 GDACs。2019 年还开发了两个全配置（六个 BGC 参数）PROVOR-IV BGC 浮标的新解码器。
针对溶解氧、叶绿素、后向散射和 pH 的实时质量控制程序已经得到应用。
（3）数据的延时质量控制
在科技部的支持下，CSIO 于 2019 年 8 月派出一名技术人员（吴晓芬助理研究员）到澳大利
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接受 Argo 资料延时模式质量控制技术培训。现在，她已
经可以熟练使用 OWC 工具对由中国 Argo 计划布放的浮标观测数据进行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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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RO 培训期间就处理完成了一批积压多年的历史剖面文件。为此，我们对 CSIRO 为中国 Argo
计划提供的技术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4）经延时质量控制的数据上传到 GDACs
2019 年，CSIO 已经向 GDACs 提交了 11689 条经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的剖面文件（其中 6018
条温盐剖面和 5681 条 BGC 剖面），但仍然有约 3.7 万条积压的历史剖面，还在进行延时质量控制中，
争取在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并提交。
（5）Argo 网页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杭州）目前建有一个中英文 Argo 网站（http://www.argo.org.cn）,
主要发布涉及中国 Argo 计划实施最新进展及其布放浮标的实时观测数据、国内外浮标布放和相关
会议动态等内容。同时，网站还向用户提供本中心和国内学者研制的各种 Argo 数据产品以及基于
WEB-GIS 技术的全球 Argo 数据共享服务。
CSIO 还开发和维护了一个基于 WEB-GIS 技术的 Argo 数据共享服务平台，用户可以通过网
页（http://platform.argo.org.cn:8090/flexArgo/out/index.html）获取和下载全球 Argo 的观测数据。
目 前 CSIO 与 浙 江 大 学 合 作， 正 在 为 BGC 浮 标 开 发 一 个 类 似 的 网 页， 方 便 用 户 了 解 中 国 BGC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获取 BGC 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等。
（6）Argo 数据使用情况
模式应用方面：目前自然资源部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和海洋信息中心，以及中国科学院大气物
理研究所等单位均已将 Argo 数据应用到海洋和大气 / 气候科学领域的业务化预测预报模式中。
基础研究应用方面：Argo 数据主要被应用于全球和区域尺度海洋季节和年代际变化以及海气
相互作用、海洋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等研究中。
到目前为止，有 7 家单位的 11 位首席科学家参与了中国 Argo 计划，并布放剖面浮标，与国
际 Argo 成员国共享观测资料。
（7）研制 Argo 数据产品
BOA_Argo 数据集是由 CSIO 开发的网格化 Argo 产品，每半年更新一次，并公开发布在网站
（ftp://data.argo.org.cn/pub/ARGO/BOA_Argo/） 上 与 国 内 外 Argo 用 户 共 享。 该 产 品 基 于 CSIO
质量再控制后的全球海洋 Argo 数据集制作。
质量再控制的全球海洋核心 Argo 数据集，是经过 CSIO 开发的快速质量控制工具包生成的。
该工具包能够对所有从 GDAC 下载的温、盐度剖面进行快速质量控制，再经人工审核后，形成高
质量的数据集，公开发布在网站（ftp://ftp.argo.org.cn/pub/ARGO/global/core/）上供用户免费下
载使用，每季度更新一次。
全球海洋 BGC-Argo 数据集也是由 CSIO 根据 GDAC 上的生物地球化学剖面数据制作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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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同的 BGC 参数写入到不同的文本文件中，方便用户使用。目前，该数据集已经公开发布在
网站（ftp://ftp.argo.org.cn/pub/ARGO/golbal/BGC）上，供用户免费下载使用，也将每季度更新
一次。

2、Argo 资料延时模式质量控制
目前，由 CSIRO 开发提供的 OWC 工具包，还不能对多剖面文件进行延时模式质量控制。为
此，建议 CSIRO 能对现有软件进行一次更新，以便能够处理那些来自经铱卫星通讯的 APEX 型浮
标所观测的双剖面数据。此外，在南中国海，由于缺少高质量的历史船载 CTD 资料，使得校正由
HM2000 型浮标的电导率传感器漂移所产生的盐度测量误差，变得十分困难。
CSIO 的邢小罡博士目前正在主持 BGC-Argo 数据的延时质量控制工作。通过与 WOA13 气
候态溶解氧数据的比较分析，对 2014 年布放在西北太平洋的 17 个 PROVOR 型浮标所观测的溶解
氧数据，已经完成延时质量控制工作。这些浮标在布放后的 3 个月左右均出现明显的溶解氧漂移
问题，可能是由生物附着造成的。在确定每个传感器的 “ 漂移日期 ” 后，计算获得了 “ 漂移日期 ”
之前的校正系数斜率 m，用于溶解氧数据的校正。这些校正后的溶解氧数据已经上传至 GDAC，
但漂移日期之后的所有剖面还未进行处理。
两个全配置的 PROVOR 型浮标（WMO 编号为 2902753，2902756，于 2019 年 3 月布放在西
北太平洋涡旋区）观测的硝酸盐数据，在海面由于受到较高的海温（大于 20°C）影响出现异常偏高，
且无法通过调节参考波长解决这一问题。之后，利用了美国 MBARI 的 Ken Johnson 教授提出的一
种新的温盐校正算法，当参考波长分别调到 208.5nm 和 209nm 时，发现两个浮标观测的硝酸盐数
据更接近正常的观测值。为此，建议 ADMT 能够尽快发布这一新算法。
由 2902753 和 2902756 号浮标观测到的 FDOM(CDOM) 值， 出现了以前从未发现的 “ 探测
极限 ” 问题。即在当地时间中午的观测剖面中，从水深 70 米到海表（在当地时间夜晚的观测剖
面中则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水域中，这两个浮标的探测值分别达到 49 和 50 个原始计数，而检测
到的最小计数则与我们在浮标上测量的暗电流计数值一致。为此，我们推测这可能与西北太平洋
涡旋区存在 FDOM 的 极 低 值 有 关： 由 于 强 烈 的 光 漂 白 作 用， 白 天 的 计 数 甚 至 远 低 于 1（ 即 表层
FDOM 基本为 0），但是 FDOM 可以通过垂向扩散或者夜间上混合层生态系统自身产生（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或细菌）来提供。
（刘增宏、邢小罡、李兆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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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运行现状（续）
据国际 Argo 信息中心的统计结果表明，当前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依然处于 “ 有网无标 ”
的尴尬局面，自 2019 年 6 月份以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不过，也不能排除其他域外国家实
际上依然在不间断布放浮标，只是没有及时公开发布的可能性。总而言之，我国停止在南海海盆
区域继续布放浮标，只会给域外国家大规模布放浮标提供可乘之机，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全球海洋及主要边缘海活跃浮标分布（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上图显示了当前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内各主要边缘海中活跃浮标的数量及其分布，再根
据国际 Argo 计划早期制订的各主要边缘海中需要维持的浮标数量（下表），可以看到，目前除了
南海（完成比例为 0%）和加勒比海（完成比例为 42%）外，其他边缘海的活跃浮标数量均超过早
期制定的目标个数，特别是墨西哥湾，其活跃浮标数量近乎是目标数量的两倍之多。
表 1 各主要边缘海 Argo 观测网相关情况

南海
地中海
日本海
墨西哥湾
加勒比海
黑海

活跃浮标个数
0
67
28
38
16
11

活跃浮标目标个数
22
56
16
20
38
10

完成比例
0%
120%
175%
190%
42%
110%

近 2 年布放数量
0
51
25
10
4
4

值得指出的是，位于西北太平洋的黄海，由于水深较浅，并没有纳入国际 Argo 计划提出的针
对重要边缘海观测的拓展规划中，但近些年韩国 Argo 计划却在间歇性投放剖面浮标。这些浮标的
观测寿命虽然较短，一般仅为 2-10 个月，但一直作为韩国 Argo 计划的一部分，与各 Argo 成员国
共享资料。当前，仍有 2 个浮标在海上正常工作。
（卢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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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Argo 计划实施进展（续）
国际 Argo 计划自 2000 年正式实施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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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12 月 26 日，在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剖面浮标总数为
3865 个。其中美国 2069 个占 53.53%、澳大利亚 331 个占 8.56%、法国 276 个占 7.14%，列第一
至第三位；日本 216 个占 5.59%、英国 162 个占 4.19%、德国 157 个占 4.06%、印度 139 个占 3.60%、
欧盟 121 个占 3.13%、加拿大 97 个占 2.51%，中国 75 个占 1.94%、意大利 69 个占 1.79%，韩国
36 个占 0.93%，列第四至十二位。此外，还有西班牙（24 个）、荷兰（24 个）、挪威（22 个）、
爱尔兰（11 个）、波兰（11 个）、新西兰（10 个）、芬兰（5 个）、秘鲁（3 个）、保加利亚（2
个）、希腊（2 个）、墨西哥、肯尼亚和摩洛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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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海洋上正常工作浮标数量分布（止 2019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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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各型浮标分布（止 2019 年 12 月 26 日）

另据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统计，在全球海洋 3865 个活跃浮标中，APEX 型浮标（美
国生产）所占比重最大，达到了 1375 个（占 35.58%），其次是美国生产的 SOLO_ Ⅱ型（585 个，
占 15.14%）和法国生产的 ARVOR 型浮标（535 个，占 13.84%），还有 S2A 型（330 个，美国）、
NAVIS_EBR 型（291 个，美国）、ARVOR_L 型（199 个，法国）、NAVIS_A 型（194 个，美国）、
PROVOR 型（76 个，法国）、NOVA 型（66 个，加拿大）等由美、 法、日等国研制的其它各类
型浮标，而由中国研制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只有 2 个，仅占 0.05%。
（吴晓芬）

澳大利亚 Argo 计划及其资料质量控制技术研究概况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海洋与大气研究所（位于塔斯马尼亚洲）负
责澳大利亚 Argo 计划的整体实施与建设，其合作伙伴包括澳大利亚大气所（BoM）、澳大利亚
联合海洋观测系统（IMOS）、塔斯马尼亚大学（UTAS）及澳大利亚政府防务部门（Do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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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RO 前身是于 1926 年成立的科学与工业顾问委员会，是澳大利亚联邦最大的国家级科研机构，
总部位于澳洲首都特区堪培拉，主要角色是通过科学研究与科技发展，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提供
新的科学途径，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在澳大利亚、法国及墨西哥拥有超过 50 座研究站。
海洋与大气研究所则是 CSIRO 的下属科研机构，拥有约 400 名员工，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海洋与气
候动力学、地球系统评估、沿海开发与管理、海洋资源与工业等。
澳大利亚是国际 Argo 计划的倡议国之一，与其它倡议国一起于 1999 年布放了第一批属于
Argo 计划的自动剖面浮标，从而拉开了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的序幕；现任国际 Argo 计
划联合主席 Susan Wijffel 教授曾是澳大利亚 Argo 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在其领导下，澳大利亚的
Argo 计划常年维持 300 个以上浮标在海上正常运行（排名稳居前三），期间，Susan 教授还得到
了澳大利亚总理的接见，使得澳大利亚 Argo 计划不仅得到 CSIRO 的大力支持，还受到政府的高
度重视，从而确保了澳大利亚 Argo 计划始终处于国际领先和主导地位；Susan 教授后移民美国，
到伍兹霍尔研究所工作，Peter Oke 研究员接任了澳大利亚 Argo 首席科学家一职。
国际 Argo 组织规定所有 Argo 浮标观测资料均需进行实时和延时两种模式质量控制。自始至
终，澳大利亚 Argo 计划都十分重视 Argo 资料的质量控制工作，其浮标观测资料的实时和延时模
式质量控制由两个不同系统、两组不同成员分别进行。其中，实时质控系统由 3 人组成，其中 1
人来自 CSIRO，整体负责澳大利亚 Argo 数据的实时质量控制，另有 2 人来自澳大利亚大气所（非
全职），协助不同类型（包含核心 Argo、深海 Argo 和生物 Argo 等）Argo 数据的实时质量控制，
确保 Argo 数据能在接收、解码后 24 以内顺利通过实时质控以提供给用户使用。澳大利亚 Argo 团
队早年还曾帮助印度 Argo 计划建立了 Argo 资料实时质量控制系统并实现了业务化运行；延时模
式质量控制（Delayed Mode Quality Control, DMQC）工作目前由一个 7 人组成的团队合作完成（其
中 3 名负责核心 Argo 数据、1 名负责 BGC Argo 数据、1 名 DMQC 顾问、2 名程序员负责系统维
护和程序更新），每周召开一次例行的 DMQC 会议，共同讨论解决 Argo 数据延时模式质控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
这 些 年， 为 确 保 Argo 数 据 的 质 量， 澳 大 利 亚 Argo 计 划 不 断 研 发 和 改 进 他 们 的 质 控 系 统。
经过多年的开发和改进，历经新老成员的不懈努力，目前在国际 DMQC 标准方法 ——OWC 方法
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更加完善的 Argo 数据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图形用户界面系统。该用户界面与
OWC 脚本衔接于一体，同时具有自动记录质控流程及可随时手动输入自由格式文本等功能，使
得延时模式质控流程可视化、立体化，得到了国际 Argo 指导组（AST）和国际 Argo 资料管理小
组 (ADMT) 的认可。澳大利亚 Argo 计划及其实施团队还表示，愿意将该系统无条件提供给其他
Argo 成员国的国家 Argo 资料中心应用，这也充分体现了一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应有的合作精神，
以及一个 Argo 成员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值得各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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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澳洲 Argo 还十分重视高质量船载 CTD 资料的收集及历史 CTD 参考数据库的制作，
以作为 Argo 延时模式质量控制的重要背景场。同时，CSIRO 等机构为确保 Argo 数据的高质量及
其开放共享，还给予了 Argo 数据处理、质控、存储等财政预算的长期支持，如从事澳洲 Argo 计
划的 DMQC 技术人员均享受年薪制待遇，从而保证了这类科技基础性工作的长期、稳定运维。目前，
由澳大利亚 Argo 计划布放的浮标观测资料，90% 的剖面都获得了及时（6 个月以后）的 DMQC 处理，
并且还能够按照国际 Argo 计划的严苛要求，随着质控方法的更新以及历史参考数据库的更新等，
在 12 个月之后进行第二次质量再控制，以确保提供给用户的 Argo 资料始终是最高质量的、经得
起检验的；而对于因人力资源有限、且浮标布放任务繁重的 Argo 成员国，国际 Argo 组织要求的
二次再质控时间可以延迟到 2-3 年以后，而不是 1 年。显然，这样的 Argo 资料对有高质量要求的
用户而言，则是无法满足的。
（吴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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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在法国顺利召开
应法国索邦大学 LOV 海洋学实验室的邀请，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刘增宏高级工程师、
邢小罡副研究员和李兆钦研究实习员 3 人，于 2019 年 10 月 12-20 日赴法国滨海自由城参加了第
20 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会议。
1、会议概况
Argo 资料管理组 (ADMT) 成立于 2000 年，主要职责是制定全球 Argo 资料的处理和分发标
准，为各种类型 / 型号剖面浮标和传感器获取的观测数据提供统一、可靠的质量保证。ADMT 作
为国际 Argo 计划的官方组织，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每次年会，国际 Argo 指导组部分成员、全球
Argo 资料中心和各国 Argo 资料中心负责数据质量控制及管理的相关人员集中到一起，回顾上一
次 ADMT 会议上形成的决议执行情况、Argo 数据实时 / 延时模式质量控制情况及各区域数据中心
的运行状况、实施计划及遇到的困难，协调、探讨和监视 Argo 数据管理系统、针对用户要求改进
数据格式、优化 Argo 数据发布工具等一系列问题，并依据讨论的结果，撰写 Argo 资料管理年会
报告并整理出会议行动清单。

ADMT-20 会议全体与会代表合影

来自世界上 30 多个国家（包括美国、法国、中国、德国、澳大利亚、英国、日本、韩国、印度等）
的 67 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其中 13 个 Argo 主要成员国在本次会议前按照要求提交了
2019 年度 Argo 资料管理国家报告。本次 ADMT 会议包含三个部分：“Argo 数据可视化研讨会 ”、
“ 第 8 次生物地球化学 Argo（BGC-Argo）研讨会 ” 和 “ 第 20 次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AD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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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全体会议 ”。Argo 可视化研讨会旨在回顾目前各国 / 机构通过互联网进行 Argo 数据可视化开
发的基本情况，成立了 Argo 可视化工作组，设想综合各可视化网站优势，开发能更好满足用户
对 Argo 数据可视化需求的新平台，从而更加有效地向全球用户推广 Argo 数据。BGC-Argo 研讨
会主要回顾了 BGC-Argo 计划的发展现状和各国的进展情况，并对未来 BGC-Argo 浮标的投放计
划进行了评估，还重点围绕 6 个 BGC-Argo 核心参数的数据质量控制工作进行了讨论，制定了下
一年的工作计划，以便填补硝酸盐和后向散射两个参数质量控制方法的空白。ADMT-20 次全体会
议围绕上一次 ADMT 会议确定的工作计划执行情况和过去一年以来 Argo 数据管理取得的进展情
况、区域 Argo 资料中心运行情况等议题展开交流与讨论，并确定了下一年的工作计划，目的是使
Argo 资料的管理更加规范统一，方便用户使用这些数据产出科研成果，进一步提升 Argo 的科学
价值。
2019 年 10 月 18 日上午，会议结束，并宣布下一次 ADMT 年会将于 2020 年底在美国迈阿密
市举行。
2、参会情况
本次会议包括 3 个部分约 85 个报告，与会人员全程听取了会议报告并参与了讨论。在第一部
分的 Argo 可视化研讨会上，各国 / 机构代表详细展示了其 Argo 可视化开发的进展，与会代表围
绕 Argo 浮标的监测、数据挖掘、可视化、获取和应用程序接口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并决定成立
工作组，在满足用户对 Argo 数据可视化的需求以及新工具开发等方面密切合作，整合现有各种平
台的优势，以促进未来 Argo 可视化的发展。
BGC-Argo 研讨会包括 BGC-Argo 主要参与国的数据管理进展汇报、各 BGC 要素的质量控制
等相关议题讨论部分。邢小罡副研究员作了 “ 中国 BGC-Argo 数据管理进展 ” 报告，主要内容包括
1）过去一年中国投放了 2 个全配置的 BGC 浮标，运行状况良好，目前全球大洋中也仅有 3 个全配
置浮标；2）在北太平洋成功回收 1 个 BGC 浮标，该浮标已在海上连续运行 9 个月，目前已返回厂
家更换电池，并检查传感器的性能等；3）由中国投放、且正常运行的 BGC 浮标总计 8 个，分别位
于西北太平洋（7 个）和南大洋（1 个）；4）未来已经确定的浮标布放数量为 20 个，其中包括 2
个国产 HM2000 型 BGC 浮标、4 个携带温差充电电池的 BGC 浮标；5）完成了 2014 年投放的 17
个 BGC 浮标（加装 Aanderaa 4330 溶解氧传感器）观测资料的延时模式质控工作，并提交给国际
Argo 资料中心。研讨会还重点围绕 6 个核心生物地球化学参量的数据质控方法，分别展开了研讨。
其中，由邢小罡副研究员主持了叶绿素数据质控技术的讨论，并作了题为 “ 叶绿素荧光数据延时质
控框架 ” 的口头报告，搭建了一个对叶绿素荧光数据延时质控的框架，吸引了与会专家的关注。
在 ADMT-20 次全体会议部分，美国加州大学的 Steve Diggs 博士对 Argo 可视化研讨会的具
体情况、会议的反馈意见，以及下一步的行动等进行了汇报；法国 LOV 实验室的 Catherine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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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了 BGC-Argo 研讨会的反馈情况，内容包括过去一年来 9 个国际 BGC-Argo 计划主要参与国
的整体进展、未来的发展规划和下一步的行动目标等。会议还围绕回顾第 20 次 Argo 指导组会议
（AST-20）的讨论结果、上一次 ADMT 会议确定的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过去一年以来 Argo 计
划取得的进展、实时和延时模式数据管理的反馈、提高实时和延时模式数据质量的效率以及传感
器问题的识别、数据格式更新、区域 Argo 资料中心运行等议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会议最后讨论
通过了各国下一年（2020 年）需参照执行的一系列决议和行动列表（Action List）。刘增宏高级
工程师以中国 Argo 计划代表的身份，参与了各个部分的讨论，并与其他国家代表进行了充分沟通
与交流，对各国 Argo 资料管理及存在的技术问题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3、体会与建议
随着国际 Argo 计划提出的浮标布放范围由无冰覆盖的公共水域向两极和边缘海扩展，携带
多传感器的 BGC 浮标布放正得到各国的积极响应，国际 Argo 计划正从原先的 “ 核心 Argo” 向真
正的 “ 全球 Argo” 迈进。国际 Argo 指导组提交给 2019 年世界海洋观测大会（OceanObs’19）的
“Argo2020: 一个统一的多学科全球海洋观测计划 ” 白皮书，2020 年之后的国际 Argo 计划将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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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的持续发展，Argo 累积
的资料量级越来越大，这给用户查看和获取 Argo 资料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国际 Argo 组织决
定在以往 ADMT 会议内容的基础上，增加 Argo 可视化研讨会部分，以便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用户
获取和查看 Argo 数据的方式，开发更为有效的应用服务程序，使 Argo 数据及其衍生数据产品得
到更广泛的推广和应用。通过会议，既全面、系统地了解了国际 Argo 计划的运行现状，包括浮标
数量、数据质量、数据应用情况，以及各主要成员国过去一年中浮标布放和数据管理等情况，又
向各国参会人员展示了我国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及其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充分了解到了国际
Argo 资料管理发展的方向，为我国进一步提高 Argo 资料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提出如下体
会和建议，供主管部门决策参考：
1） 国 际 Argo 计 划 的 成 功 实 施 离 不 开 各 国 的 紧 密 合 作。 在 刚 刚 召 开 的 世 界 海 洋 观 测 大 会
（OceanObs’19）上，Argo 被看作是开展国际合作的一个成功典范。Argo 资料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其资料质量有保障是关键。Argo 资料管理与质量控制相关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
作，需要稳定一支高素质的科研技术队伍来从事这项工作。如法国 IFREMER 和美国 AOML 等单
位和部门，均有稳定的年度财政经费预算来保证其从事这项工作，使他们的 Argo 资料管理水平一
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目前，“ 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 已经正式列入自然
资源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管理序列，并由部推荐申请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相信在部和国
家相关配套政策和稳定经费的支持下，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及其实施的中国 Argo 计划和建设
维护的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在自动剖面浮标布放、观测资料接收、Argo 资料质量控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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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数据产品研发、基础研究和业务应用等方面，与各国际 Argo 成员国展开更紧密的合作，从而为
应对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实施 “ 海上丝绸之路 ” 国家战略，建设和运维 “ 两洋一海 ”Argo 区域
观测网做出更大贡献。
2）Argo 资 料 管 理 及 其 延 时 模 式 质 量 控 制 仍 面 临 诸 多 挑 战。Argo 资 料 管 理， 特 别 是 BGCArgo 数据管理以及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工作，需要各国 Argo 计划及其 Argo 资料中心投入更多的人
力和物力。首先，为了保证 Argo 数据的质量，必须确保浮标搭载的各种电子传感器的技术性能是
稳定、可靠的，所以国际 Argo 组织对于新传感器的认证显得相当谨慎。目前得到国际 Argo 组织
认证的 CTD 传感器只有美国 SeaBird 公司一家，加拿大 RBR 公司的 CTD 传感器还在示范试用和
评估阶段，有望在 2020 年纳入国际 Argo 计划的传感器选型清单中。相比之下，CTD 传感器这一
“ 卡脖子 ” 核心技术，在我国的研发水平，特别是用于海上观测的稳定、可靠性方面，还远落后于
发达国家。其次，Argo 资料质量的提高离不开延时模式质量控制方法的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也是
国际 Argo 计划得以长期发展的关键所在。许多国际 Argo 成员国除了应用 OWC 方法对 Argo 资料
进行延时模式质量控制之外，还对 OW 方法进行了优化，使其在实际操作中能获得质量更好的数
据。相比之下，我国对 Argo 资料的质量控制工作因受到人力资源影响，这些年一直处于滞后状态，
而对 BGC-Argo 资料质量控制的进展更是缓慢。为此，一方面希望国内 CTD 传感器研制单位能遵
循科学发展规律，与科研用户紧密结合，通过反复海上试验和技术改进，早日取得国际 Argo 组织
认证，实现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内国产 CTD 传感器 “ 零 ” 的突破；另一方面，能在主管部门的重
视和科研项目的支持下，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强数据质控方法的研发及推广应用，缩小我国与
其他 Argo 成员国在资料质量控制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提高 Argo 资料的质量，全面提升我国实施
Argo 计划的总体水平。
3）国内对剖面浮标采购、布放及其观测资料接收和质量控制亟需统筹协调形成合力。近些年
国内正在实施的一些专项建设项目，陆续布放了多批剖面浮标，遗憾的是这些浮标并未纳入到中国
Argo 计划统一管理，其观测资料由各布放单位接收和处理，没有经过类似 Argo 资料管理组规定的
步骤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资料的质量无法得到保证，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引起了主管部门的
高度重视。尽管已经召开过相关协调会议，也基本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会议纪要，但至今仍未取得
实质性进展。我国在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活跃浮标的数量及其排名，已经从早年的 200 多
个（排名第四位）降到目前的不足 80 个（退到第十位），使得我国在国际 Argo 成员国中的地位和
作用受到严重影响。对此，希望能引起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并能督促相关单位尽早按协调会议纪
要精神，将已经或者即将布放的剖面浮标纳入我国 Argo 计划管理，对浮标观测数据实行统一接收
和质量控制，并及时与其他 Argo 成员国交换共享，承担起一个 Argo 成员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刘增宏、邢小罡、李兆钦）

47

会议动态

第 21 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将于明年 3 月在英国南安普顿举行
根 据 国 际 Argo 计 划 办 公 室 的 安 排， 第 二 十 一 次 国 际 Argo 指 导 组 年 会（AST-21） 即 将 于
2020 年 3 月 16-20 日在英国南安普顿举行，并由英国国家海洋中心（NOC）承办。
Argo 指导组年会自 1999 年开始（美国马里兰）每年举办一次，由 Argo 计划成员国轮流承办。
最近一次（AST-20）年会于 2019 年 3 月 11-15 日在浙江杭州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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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韩国等 15 个国家的 50 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国际 Argo 组织通过本次会议重点规划了国际 Argo 的未来发展计划－－ Argo2020 愿景，各 Argo
成员国将共同朝着建设一个全球、全水深、多学科 Argo 观测网的新目标迈进。
按惯例，AST 会议将围绕国际 Argo 计划进展、数据管理现状、浮标技术发展、Argo 计划拓
展和 Argo 资料应用价值等一系列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并要求在会议召开前，由各 Argo 成员国
就本国 Argo 计划的实施进展、对 Argo 资助前景及人力资源的投入，以及 Argo 资料在科学研究和
业务化中的应用情况等提交书面国家报告。
有关本次会议的详情，可登录会议网址（http://www.argo.ucsd.edu/AcAST-21.html）进一步
了解。
（吴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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