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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Argo 国家报告（2019 年度）

1、执行进展

（1）浮标布放及工作性能

2019 年期间，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布放了 11 个自动剖面浮标，其中 2 个 APEX

型、2 个 PROVOR ProvBioII-UTI 型（配备 5 个生物地球化学传感器）、1 个 PROVOR-DO 型、

4 个 PROVOR 型和 2 个 HM2000 型。这些浮标主要由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CSIO）的 3

个项目负责人提供，并纳入中国 Argo 计划管理，部分观测资料愿与 Argo 成员国共享（称准 Argo

计划浮标）。需要指出的是，其中 5 个在印度洋海域的浮标是由中国 - 斯里兰卡联合调查航次（2019

年 12 月期间）布放的。至此，中国 Argo 计划在过去 18 年里累计布放了 434 个浮标；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仍有 70 个浮标在海上正常工作。

2019 年期间布放的剖面浮标型号、位置与区域分布

（2）遇到和解决的技术问题 

APF11 技术问题：在 APEX APF11 型（V2.8.3-STD-SAIL 版本）浮标传回的 “science log”

文件中，仍出现缺少 GPS 定位的个例，即浮标在海面难以进行卫星定位，导致必须等待下一个循

环（剖面观测）后才能从 “system log” 文件中获取缺失的定位信息。

（3）Argo 数据管理现状 

2019 年，CSIO 从 107 个 活 跃 浮 标（ 其 中 包 括 37 个 APEX、54 个 PROVOR、12 个

HM2000、3 个 ARVOR 和 1 个 NAVIS 型）获取并向全球 Argo 资料中心（GDAC）提交了 7207 条温、

盐度剖面，以及 552 条溶解氧、741 条叶绿素和颗粒物后向散射、593 条黄色物质、1335 条辐照

度、445 条硝酸盐和 235 条 pH 剖面。所有数据按统一要求转换成 BUFR 报文，通过位于中国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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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北京）的 GTS 节点上传至 GTS。由于浙江省气象局的 FTP 服务器经常出现中断现象，CSIO

在 12 月份直接与中国气象局建立了 FTP 连接，以后由中国 Argo 计划浮标获取的观测数据，无需

再通过浙江省气象局中转。

（4） 延时模式质量控制进展

2019 年 8 月，在国家科技部的资助下，CSIO 派出一名技术人员到澳大利亚联邦工业组织

（CSIRO）接受了为期 3 个月的 Argo 延时模式质量控制技术培训。这里我们衷心感谢 CSIRO 对

中国 Argo 提供的帮助。基于 CSIRO 提供的 OWC 软件，全年总共向 GDAC 提交了 11689 个经延

时质量控制的数据文件（包括 6018 个核心 Argo 和 5671 个 BGC Argo 数据文件），但延时模式质

量控制的积压情况仍未彻底解决，还有 37000 条剖面亟需进行延时模式质量控制。

（5）全球海洋 Argo 数据集的后处理

CSIO 每季度从 GDAC 下载新的剖面文件，并进行质量再控制，生成全球海洋 Argo 数据集。

在这过程中，使用了 15 个质量控制检测步骤（包括气候态和 MEDD 测试）。全球海洋 BGC Argo

数据集也由 CSIO 进行更新，但仍采用原始的质量符号。这两个数据集的下载地址为 ftp://ftp.argo.

org.cn/pub/ARGO/global/。

（6）COPEX 型浮标现状

2019 年底，国家海洋技术中心（NOTC）开始与天津深之蓝海洋技术有限公司合作研发和生

产 COPEX 型剖面浮标，并于 12 月期间布放了 2 个使用北斗通讯的剖面浮标（安装了 SBE41 CTD

传感器）进行现场测试；至 2020 年 3 月底，这两个浮标仍在海上正常工作。CSIO 将在该批浮标

布放 3 个月后，对其工作性能和观测资料质量进行一次综合技术评估，并向该公司提供一份技术

测试报告。在此之前，COPEX 型浮标还未正式获得中国 Argo 的认可。

（7）HM2000 型浮标现状

考虑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短报文覆盖范围的局限性，国内浮标研制、生产单位（青岛海山海

洋装备有限公司，HSOE）开发了一种使用铱卫星通讯的 HM2000 型浮标，并于 2019 年 9-10 月

期间正式向用户交付了 2 个试验型浮标，由 CSIO 布放在西北太平洋海域；之后，自然资源部第一

海洋研究所（FIO）于 2020 年 1-2 月期间沿 “ 海丝路 ” 区域又布放了 18 个该型浮标。直到 2020

年 3 月底，这些浮标均工作正常，传回的温、盐度观测剖面经实时质量控制，资料质量较高。

2019 年 HSOE 还研制完成了一个 HM2000-DO 型浮标，在其顶端安装了一个 Aanderaa 4330 型溶

解氧传感器，并能在空气和水体中进行测量，有利于溶解氧剖面资料的质量控制。该试验型浮标

于 2020 年 2 月期间布放在印度洋海域，但遗憾的是，至今仍未收到该浮标的任何信息。目前，

HSOE 还在组织技术研发人员查找并分析故障产生的原因。

（8）深海剖面浮标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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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QNLM）的资助下，国内有 3 家单位（即 HSOE、

天津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正在研制深海型剖面浮标。2019 年，这 3 家单位在西北太平洋共布放

了 10 个深海型剖面浮标的海试样机。除了天津大学的 1 个浮标安装了 NOTC 研制的国产 CTD 传

感器外，其余浮标均安装了 SBE 37 型 CTD 传感器。这些浮标的最大观测深度均设定为 4000 米，

循环周期为 1 天。中国海洋大学和 HSOE 研制的浮标均完成了 100 个观测剖面，其工作寿命约为

6 个月，而天津大学的浮标只存活了 1.5 个月。CSIO 对所有观测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向 QNLM

提供了一份技术报告，建议浮标研制单位选用 SBE61 型和 RBR Argo 型 CTD 传感器替代目前的

SBE37 型 CTD 传感器，因为后者是海鸟公司专门为锚泊系统设计的，CTD 传感器的缓慢响应时

间会导致剖面浮标在上浮观测过程中，特别是在水体剧烈变化的水层（如跃层）中，其观测的温、

盐度剖面资料中出现许多小的毛刺，从而会影响剖面浮标观测资料的质量。

2、国家对 Argo 的当前资助水平和未来前景 

2020 年，对中国 Argo 计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据估计，大约 500 个浮标的购置经费已

经得到落实。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浮标生产商的供货时间和数量，以及合适的布放航次和志愿船等。

预计全年布放的各型剖面浮标数量在 100~150 个之间（包括 22 个 BGC 和 3 个深海型浮标），布

放海区主要在西北太平洋、印度洋和南海等海域。

目前，CSIO 有 9 名科研技术人员负责中国 Argo 和 BGC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的保障和数据

管理等工作，而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则有 2 名管理人员专门负责 Argo 数据的收集工作。

3、2020 年布放计划 

2020 年 1-2 月期间，FIO 和 SIO 分别在印度洋组织实施了两个专门调查航次，并布放了 28

个剖面浮标。QNLM 已经确定了一个调查航次，将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分别布放 12 个浮标。

此外，中国 Argo 还将在热带西太平洋海域布放 20 个 “ 核心 Argo” 浮标，作为中国 TPOS-2020 计

划的一部分，但航次计划还没有最后确定。CSIO 还将设计一个专门航次，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

域布放 80 个 HM2000 型浮标。厦门大学将在 2020 年夏季组织一个航次，期间将在东北太平洋的

“Papa” 站附近海域布放 2 个 BGC- Argo 浮标（包含除 pH 以外的其他 5 个 BGC 要素），另一个

携带 ECO 传感器的浮标将布放在西北太平洋副热带环流中心海域。而更多的浮标，则需要寻找合

适的搭载航次，其布放海域优先考虑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和南海。 

4、Argo 数据在国家科学研究和业务化系统中的应用（包含国家 Argo 计划网站） 

目前，CSIO 除了提供全球 Argo 剖面数据的镜像链接外，还提供自主研制的 BOA_Argo 网格

数据产品（半年更新一次）和经质量再控制的全球 Argo 散点数据集（每季度更新一次）下载服务，

Argo 数据及其衍生数据产品已经在国内基础研究和业务化预测预报中得到广泛应用。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网站 (http://www.argo.org.cn) 一直由 CSIO 运行管理，主要向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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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和公众传播涉及国际和中国 Argo 计划组织实施、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和中国 Argo 区

域海洋观测网运维的动态信息，以及利用 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开展基础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包括公开发表的论文）介绍等。此外，CSIO 还运行管理着一个基于 WEB-GIS 的全球 Argo 数

据网络共享平台（http://platform.argo.org.cn:8090/flexArgo/out/argo.html），用于向用户提供全

球 Argo 数据的查询、显示和下载等服务。2019 年，CSIO 还同浙江大学合作创建了一个专门展示

BGC Argo 计划及其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运行情况的网站，目前正在测试中。 

5、国际 Argo 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 

Argo 2020 愿景规划的实施需要那些非 Argo 成员国（如斯里兰卡、缅甸、巴基斯坦等）的共

同参与，他们通常没有能力购置和布放浮标，却能在一些缺少船时的海域提供浮标布放和回收机会。

因此，有必要在这些沿海国家加大 Argo 计划的宣传力度，吸引感兴趣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

者参与其中，以推进该项工作的组织实施。

6、向 CCHDO 提交浮标布放时获取的船载 CTD 资料情况 

2019 年，中国依然没有提交任何船载 CTD 仪测站上的高质量 CTD 资料。我们发现，所有专

业调查船上几乎没有装备高精度实验室盐度计，而且一些专门的调查航次也几乎不携带实验室盐

度计上船进行比较观测，导致许多船载 CTD 资料的质量达不到国际 Argo 计划的精度要求。为此，

我们一直在呼吁国内海洋调查领域，亟需高度重视船载 CTD 仪观测资料的质量，并鼓励调查研究

项目的负责人能积极向气候变化预测计划与碳水文资料办公室 (CLIVAR & Carbon Hydrographic 

Data Office,CCHDO) 和 Argo 延时模式质量控制团队提供高质量的船载 CTD 资料，以保障和提高

覆盖全球海洋的 Argo 资料质量。            

（注：该报告按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提供的模板撰写，并以书面形式正式提交原计划于 2020 年 3 月在英国

南安普敦国家海洋中心举行的第 21 次国际 Argo 指导组年会）

（刘增宏，许建平）

JAMES 研究计划在东印度洋海域布放首批自动剖面浮标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2 月，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利用 “ 向阳红 06” 号科考船实施的

联合海洋与生态研究计划（Joint Advanced Marine and Ecological Studies，简称 JAMES 研究计划），

在印度洋冬季调查航次中成功投放了一批（15 个）自动剖面浮标。  

本航次首席科学家由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周锋研究员担任，所有浮标均由该所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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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纳入中国 Argo 计划管理。浮标观测信息按全球 Argo 系统技术要求，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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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go 野外站 ”）负责接收、解码、质量控制和交换

共享等。   

这批浮标包括了 14 个由法国 NKE 公司生产的利用铱星通讯的 PROVOR 型剖面浮标（其

中 1 个还加装了溶解氧传感器）和 1 个由青岛海山海洋装备有限公司研制的使用北斗卫星通讯

的 HM2000-DO 型（加装了溶解氧传感器）剖面浮标。14 个 PROVOR 型浮标布放后工作状态

良好，截止目前共获得 120 余条 0-2000m 水深范围内的温、盐度剖面及 10 余条溶解氧剖面；而

HM2000-DO 型浮标虽在布放前测试正常 ( 如浮标状态、卫星通讯等 )，但布放后却没有收到任何

信息。目前，该浮标研制单位正在查找、分析这一故障的原因。

这是我国自 2016 年以来在印度洋海域布放剖面浮标数量最多的一次，不仅履行了一个 Argo

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为维持印度洋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中活跃浮标数量做出了积极贡献，而且

也为我国科学家深入研究印度洋热盐结构特征及其演变规律等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更可为

数值模拟研究和业务预测预报等提供长时间序列的、高质量的现场观测资料。

   

浮标布放现场（曾定勇 提供）

（Argo 野外站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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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编制我国 Argo 未来发展规划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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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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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

剖面浮标的采购、布放活动呈现井喷式发展的趋势。但因缺乏统一规划、协调和监管，也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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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布放浮标既没有遵循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关于 Argo 计划的决议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和

要求，又没有纳入中国 Argo 计划的统一管理，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参与该国际大科学计划的声

誉。而早期（2002 年）由原国家海洋局组织编制的《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系统建设规划纲要

（2002-2010 年）》（简称《中国 Argo 规划纲要》），显然已经跟不上当前国际 Argo 计划快速

扩张和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不断拓展的步伐，特别是与欧美等沿海国家的热衷程度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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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建议抓紧编制我国 Argo 未来发展规划，

出台相关政策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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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际 Argo 计划实施现状

国际 Argo 计划设想用 5—10 年时间，在全球大洋中每隔 300 公里布放一个由卫星跟踪的自动

剖面浮标，总计为 3000 个，组成一个庞大的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简称 “ 核心 Argo”），以便快速、

准确、大范围地收集全球海洋 0—2000 米上层的海水温度和盐度剖面资料，帮助人类了解大尺度

实时海洋变化，提高气候预报精度。2007 年 10 月，在全球大洋无冰覆盖的公共水域由 3000 个浮

标组成的 “ 核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宣告建成，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建成的唯一一个全球海洋立

体观测系统。2013 年，在建成 “ 核心 Argo（Core Argo）” 的基础上，随着剖面浮标和新颖传感器

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该计划又提出继续向有冰覆盖的两极海区、赤道、西边界流区和重要边缘

海（包括日本海、地中海、黑海、墨西哥湾和南中国海等）拓展，建成至少由 4000 个剖面浮标组

成的 “ 全球 Argo（Global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并派生出了如 “ 生物地球化学 Argo（BGC-Argo）”

和 “ 深海 Argo（Deep Argo）” 等子计划。2018 年 10 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六届国际 Argo 科

学研讨会上，国际 Argo 指导组又抛出了一个 “Argo2020” 的新版本，计划从 2020 年起实施一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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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版的国际 Argo 计划，即 “ 多学科全球海洋观测联合计划 ”，强调除了继续维护已经建成的 “Core 

Argo” 外，还会在全球范围推广建设 “BGC-Argo” 和 “Deep Argo” 观测网，至 2025 年建成一个由

4700 个剖面浮标组成的多学科海洋观测网；而且还提出拟对全球海洋的上层和深层开展海洋混合

（湍流）观测，建设 “ArgoMix” 观测网等。目标是要创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多学科 Argo 计划，

使之进入一个全球、全海深（0-6000 米）的物理和生物地球化学观测时代。特别指出的是，BGC-

Argo 还是第一个有能力监测全球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项目，能够自动、剖面测量叶绿素荧光、颗

粒物后向散射、溶解氧、硝酸盐、pH 和辐照度等，具有在季节性海冰下全年、全天候观测的能力，

其观测数据可以有效改进初级生产力的估算，提高对海洋碳循环、营养盐和包括整个海洋食物链

在内的生态系统的认知，解决诸如海洋碳吸收、海洋酸化、海洋缺氧和海洋低氧区等严重影响海

洋生态系统健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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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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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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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可以通过基础研究，提高人们对海洋、气候变化的评估和认知，还可以通过改进长期海洋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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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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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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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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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新版 Argo 计划还会将 Core Argo、BGC-Argo 和 Deep Argo 等观测网收集的物理和生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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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的利用 Argo 数据的无障碍环境（无条件免费共享），以促进 Argo 资料在科研教育、海洋资源

开发、蓝色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适应等科学和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

新版 Argo 计划在以美国为代表的 Argo 计划倡议国的推动下，已经悄然而至。特别是美国，

无论是在更强功能的剖面浮标和新型传感器开发研制方面，还是在赤道海域的强化观测和针对

4000-6000 米海域的深层观测等方面，都已有了充足的技术储备及其区域示范实践；而欧洲诸国则

通过欧盟优势，成立欧洲研究基础设施财团（ERIC Euro-Argo），加强对扩展 Argo 观测网的投入，

深度参与该计划的组织实施，牢牢掌控浮标数据接收、数据格式制定、数据质量控制和数据综合

管理等方面的主动权。此外，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和加拿大等国际 Argo 计划的主要成员国，也

是紧随其后、积极响应。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在世界上近 40 个国家和团体的共同努力下，已经

在全球海洋上共计布放约 16000 个浮标（每个浮标的使用寿命平均约 3 年左右），累计获得的高

质量剖面资料达到了 215 万条，比过去 100 年由海洋调查船从全球深海大洋中获得的温、盐度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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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资料（约 50 万条 0-1000 米水深范围和 20 万条 0-2000 米水深范围）都要多得多。海量观测资

料已经应用到世界众多国家的业务化预测预报和基础研究中，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防御自然灾

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中国 Argo 计划实施现状

我国于 2001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申请加入国际 Argo 计划，成为继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

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韩国后的第九个成员国。在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气象局、

海洋局、海司航保部和自然科学基金会，以及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中国委员会的重视和支持下，

从 2002 年第一个 Argo 计划的启动项目 —“ 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试验 ” 开始，已经在 “ 国家重点

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 、“ 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 ”、“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 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 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财政部中央级大型科学

仪器设备购置专项 ” 和 “ 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区域影响科学研究计划 ” 等计划和专项中批准了十几个

资助 Argo 大洋观测网建设和 Argo 资料应用研究的项目或课题，使我国 Argo 计划得到了较快发展。

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我国已经在全球海洋（主要集中在 “ 两洋一海 ” 区域）上总共布放了近 460

个浮标，获得了约 65000 条高质量温、盐度剖面资料（部分含溶解氧剖面），并通过与国际 Argo

成员国交换共享，累计收集到的观测剖面多达 215 万条。海量 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已经

在我国海洋和天气 / 气候业务化预测预报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了一大批可喜的调查研究成果。

过去 19 年里，中国 Argo 计划首先在西太平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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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个左右（最多时曾达到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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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南海布放了首批 14 个利用北斗

卫星定位、通讯的国产剖面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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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的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和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使得我国成为国际上

9 个有能力向全球 Argo 资料中心（GDACs）提交经实时 / 延时质量控制浮标资料的国家之一，以

及世界上 3 个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提供浮标数据服务的国家平台之一。国产北斗剖面浮标

的研制成功、并及时获得国际 Argo 指导组（AST）的认可，实现了我国海洋观测仪器设备用于国

际大科学计划 “ 零 ” 的突破；研制的多种覆盖西太平洋或太平洋，甚至全球海洋的 Argo 散点或网

格资料集，特别是全球海洋 Argo 网格资料集（BOA_Argo），还被公开发布在国际 Argo 官方网站上，

使我国成为第六个公开发布类似数据产品的国家。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的公开发布和无条

件免费共享，不仅在海洋和天气 / 气候业务化预测预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而且还在多个科学领域

的基础及其应用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促进行业科技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国际 Argo 计

划办公室提供的一份统计材料表明，在 1998-2020 年 3 月期间 , 全球科学家在 31 种主要学术刊物

上发表的与 Argo 有关的论文数量已达 4157 篇。这些论文来自于 50 多个国家众多科学家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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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美国 1195 篇名列第一，中国 680 篇排名第二。

2018-2019 年，我国还在西北太平洋开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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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C-Argo 浮标观测数据能

力的国家之一。到 2019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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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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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 2001-2019 年期间，我国累计布放的浮标总数（约 460 个）在参与布放浮标的 30 多个沿海

国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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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9 年 12 月底，全球海洋中活跃浮标的数量已经达到了 3852 个，

而由我国 Argo 计划布放的浮标却仅有 81 个，排在美国（2 073 个）、澳大利亚（337 个）、法国

（286 个）、日本（199 个）、英国（155 个）、德国（153 个）、印度（139 个）、欧盟（118 个）

和加拿大（99 个）之后，退居第十位（2015 年 1 月曾达到 204 个，排在前四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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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的实施长期依赖国家短期科研项目的滚动支持。这也是中国 Argo 计划组

织实施中存在的先天性缺陷。当年，由国务院做出批复、同意我国加入国际 Argo 计划后，虽然由

原国家海洋局组织力量编制了《中国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系统建设规划纲要》（简称《中国 Argo

规划纲要》），曾围绕建设剖面浮标观测网（投放 100-150 个 Argo 剖面浮标）、建立 Argo 数据中心、

探索 Argo 数据质量控制方法、研建 Argo 数据库及其全球 Argo 资料共享平台、推进海洋数据共

享体系建设、研制国产剖面浮标、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青年海洋科技队伍、促进 Argo 资料在

基础研究及其业务化预测预报中的应用等方方面面，确定了四大目标任务，并分解到近（2002-2004

年）、中（2005-2009 年）、远（2010 年后）期及其 13 项子任务和 4 项重点工作中，分阶段组织

实施。遗憾的是，该规划并未获得国家专项或者业务经费的长期资助，而是主要依靠科技部短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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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科研项目的滚动支持。而由科研项目资助的经费，按规定大部分需用在解决关键科学问题及

其科研成果的创新上，所以用于购置浮标的经费十分有限，也就导致了我国 Argo 计划每年布放的

浮标数量极不稳定，平均大约在 22 个左右；布放浮标的总量和每月在海上的活跃浮标数量，只占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总量约 16000 个、每月约 3900 个）中的 2.5% 左右，远远落后于美国、

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等国家，其中美国占了总数的 50% 左右。

二是南海 Argo 区域观测网呈现 “ 无活跃浮标 ” 运行的尴尬局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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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而易见，南海 Argo 区域观测网的建设和运维主要由美国海军在主导。如今，正因为我国没有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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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运行的空白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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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前几乎每年都在投放，最多时活跃

浮标的数量曾超过 15 个，但不排除美国海军仍在按计划布放浮标的可能性，只是相关信息没有公

开发布而已。相反，中国 Argo 计划在南海首批布放 10 个国产剖面浮标之后，至 2019 年底只补充

布放了 4 个浮标。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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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 2019 年底前，国内涉海单位已公开招标采购

的浮标有约 500 个，同样尚未明确纳入中国 Argo 计划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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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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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底前运行的 Argo 观测网中所占比例却已经下降为 “ 零 ”。

四是国产剖面浮标及其所携带的各种测量传感器的研制明显滞后。我国对剖面浮标的研制工

作，虽起步不算太晚，但研制进程却十分缓慢，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显得愈来愈大。早在 “ 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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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伊始，我国就已着手国产剖面浮标关键技术的研发，但一度曾陷入了与国际剖面浮标技术研

制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歧途，盲目研制浅海型剖面浮标，走了一段漫长而又曲折的研发之路。直

到 2013年后才又重新回归理性，开始脚踏实地研制适用于国际Argo计划发展所需的常规型（0-2000

米）和深海型（0-6000 米）剖面浮标。到了 2015 年国内已有两家具备批量生产剖面浮标的研制单位，

但至今只有一个型号得到了国际 Argo 组织的认证，可以用于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维

护中。然而，由于受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和通讯覆盖区域的限制，布放的数量和分布的范围

还十分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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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浮标所

携带的常规 CTD 传感器还是全部依赖进口。深海型剖面浮标的研发则还刚刚起步，生物剖面浮标

及其生物地球化学传感器的研制更是鸦雀无声。

五是剖面浮标观测资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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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那样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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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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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各自分散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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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国科学家在国际 Argo 组织中还缺少话语权，投放浮标数量少，任职人数（在当前 4

个国际 Argo 组织中先后仅有 7 名学者）少，更缺乏长期、稳定的项目及经费支持，承担的一些跟

跑任务如延时质量控制工作的进度与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的要求已经明显迟后，一些刚进入并跑

的任务明显后劲不足，陷入得而复失的被动局面，而且在一些研究方向上更是缺少领军人物。

4、推进我国 Argo 计划持续实施的对策建议

中国 Argo 计划实施及其 Argo 大洋观测网建设，之所以后劲不足、疲软，甚至乏力，其主要

原因还是与缺乏由顶层设计的《中国 Argo 规划》有关。虽说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对照原国家

海洋局编制的《中国 Argo 规划纲要》（2002-2010 年），除了在 2009 年以前 “ 具备能小批量出

口 Argo 剖面浮标能力 ” 的阶段和总体目标没有实现，以及在 2010 年后 “ 根据国际 Argo 计划的发

展要求，强化对我国 Argo 大洋观测网的维护和管理 ” 的阶段目标，曾经实现、而后又疲软的实际

情况外，其他各项目标任务及其重点工作均已圆满完成，并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然而，随着近些

年来美国等国家财政预算的大幅度削减，以及新版国际 Argo 计划的推出，预计未来几年内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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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剖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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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观测网，还是建设由 4700 个各类浮标组成的 “ 多学科 Argo” 海洋观测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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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倡议。以国际 Argo 计划的

名义在西北太平洋、北印度洋和南海 (“ 两洋一海 ”) 区域布放浮标，既可迫使美国等其他国家肆意

在南海布放浮标的行为得到收敛或放弃，在错综复杂的南海形势下抢占先机、掌握主动，又为我

国海洋领域实施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倡议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契机。为此，迅速组织力量编

制我国 Argo 未来发展规划，已经显得势在必行。同时，希望在规划编制时能重点关注如下几个方

面的问题：

（1）深度参与国际合作，更多地承担一个 Argo 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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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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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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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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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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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深度国际合作和联合调查等项目，争取在 “ 十三五 ” 未、“ 十四五 ” 期间，通过 “ 全球海洋立体

观测网 ”、“ 智慧海洋 ” 和 “ 雪龙探极 ” 等重大工程建设，不断增加在全球海洋中布放浮标，特别

是国产剖面浮标的数量，并以浮标捐赠和技术培训等方式帮助 “ 海上丝绸之路 ” 沿线国家加入国际

Argo 计划，以及培养剖面浮标数据处理技术人才，助推 “ 一带一路 ” 国家战略的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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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纳入我国业务化海洋监测预报体系建设

中国 Argo 计划的实施和 Argo 大洋观测网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科技基础性工作，仅仅依靠研

究项目的资助难以确保稳定、持续开展，需要纳入我国业务化运行的轨道，在浮标布放和资料处

理等方面给予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同时，还应恢复中国 Argo 协调小组的职能，尽快理顺我国

“Argo 浮标 ” 采购、布放和观测数据接收、质量控制过程中存在的混乱现象（涉及军民双方多个管

理部门及其下属的 10 多个科研院所、大学和业务单位），以引导中国 Argo 计划的有序、健康发展。

在 “ 十三五 ” 期间已经立项的和正在立项的一些专项和重大建设工程中，均有批量的剖面浮标布放

计划，而且有很大部分浮标还将携带更多参数（如 BGC）的传感器。这些专项和重大建设工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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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均由不同的部门负责实施，其浮标观测资料如何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统一接收、质量控制和分发

共享等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故应进一步加强国内沟通与协调，统一管理各部门和单位布放的剖

面浮标，确保浮标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观测资料的质量和可靠、一致性，以满足我国业务化海

洋监测预报体系的要求，使得 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能在我国海洋和天气 / 气候领域的业务

预测预报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3）尽早掌控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与维护的主导权

当前南海海域出现的 “ 计划内浮标 ” 空白状态，一方面会对我国争取建设南海 Argo 区域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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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

际 Argo 计划设计）剖面浮标组成的南海 Argo 区域观测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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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主动权。在合适的时机，积极考虑以中国为主导，组建 “ 西太平洋南

海 Argo 区域中心 ”，并尽可能吸收其他周边国家参与，从而达到把域外国家挤出南海的目的。南

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正好处于我国倡议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战略的覆盖区域内，故而可

拓展成为我国打造 “ 覆盖 ‘ 海上丝绸之路 ’ 区域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 ”，甚至 “ 全球 Argo” 实时

海洋观测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国产剖面浮标在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占有率和影响力。

（4）制定出台 “ 海上丝绸之路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规划

在国际 Argo 计划的框架下，通过构建南海 Argo 区域观测网，积累管理和运行经验，逐步向

西北太平洋的台风源地海域、印度洋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扩展，并适时邀请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沿线国家参与布放浮标和国际 Argo 事务，共建覆盖 “ 海上丝绸之路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使之

成为目前在建的 “ 印度洋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 ” 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参与 “ 印度洋 Argo 区域

中心 ” 日常活动并发挥作用，帮助沿线国家建立浮标资料接收中心，共享观测资料及其相关数据

产品，协助他们加入国际 Argo 组织并参与相关国际和地区 Argo 事务，扩大区域海洋环境保障服

务系统的作用及其影响力，为沿线各国海洋资源开发、海事安全、海洋运输、海洋渔业管理和近

海工业，以及业务化海洋预测预报等提供基础数据与信息服务，从而为实现携手推动更大范围、

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的 “ 一带一路 ” 宏伟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5）积极推进自动剖面浮标设备国产化和全球化

目前，我国研制成功的北斗剖面浮标，已在南海和西北太平洋进行小批量布放，除稳定性、

可靠性略有不足外，已经基本达到国际 Argo 计划的技术要求。为此，我国应抓住 “ 核心 Argo” 向 “ 全

球 Argo” 拓展，以及朝 “ 多学科 Argo” 延伸过程中，常规剖面浮标供不应求、而新型（如深海型、

生物型和避冰型等）剖面浮标还在小范围试验示范的契机，除了加快多型号常规北斗剖面浮标的

认证和批量应用外，还应加快深海型和生物型剖面浮标及其携带的新型传感器的研制进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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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利用 IRIDIUM 通讯的剖面浮标，以扩大国产剖面浮标的适用范围，争取有多种型号的国产剖

面浮标被正式接纳用于全球海洋观测中，并逐步替代由国外浮标维持的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在

北斗导航卫星系统（BDS）已经覆盖的南海、西北太平洋和东印度洋海域，争取完全采用北斗剖

面浮标组建独立的实时海洋观测网；并推动国产剖面浮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使 “ 北斗剖面

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 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为 “ 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提供剖面浮标

观测数据传输服务的国际平台之一，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 Argo 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 Argo 计划的组织实施及其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的建设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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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工作，同样需要在新的 Argo 规划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当前形势下，如何确保实现早期 Argo 规划提出的 “ 根据国际 Argo 计划的发展要求，强化

对我国 Argo 大洋观测网的维护和管理 ” 这一长远目标，也是即将编制的我国 Argo 未来发展规划

的一项重要目标，除了制订出台与国际 Argo 计划协调一致的发展策略，包括浮标布放策略、浮标

技术发展、数据质量控制、数据产品研发、Argo 数据共享，以及与其他观测系统的协同发展外，

还需要打通给予中国 Argo 计划长期、稳定资助的经费渠道，以确保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我国

Argo 大洋观测网，不但能跟上国际 Argo 计划日新月异的发展步伐，在 “ 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

建设维护中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而且还能在海洋和天气 / 气候等自然科学领域，甚至在社会经济

领域的灾害预测预报业务和基础研究应用中起到示范作用。

（Argo 野外站办公室）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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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ed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and heat/salt transport of anticyclonic mesoscale eddy in Northwest Pacific

Jun Dai1, Huizan Wang1, Weimin Zhang1, Yuzhu An2, Ren Zhang1

(1、College of Meteorology and Oceanograph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2、P.O.Box 5111,Beijing 100094, China)

As in-situ observations are sparse, targeted observations of a specific mesoscale eddy are rare.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to study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moving mesoscale eddies. From 

April to September 2014, an anticyclonic eddy located at 135°E–155°E, 26°N–42°N was observed 

using 17 rapid-sampling Argo floats, and the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eddy was identified and tracked using 

satellite altimeter data. It had a lifetime of 269 days and an average radius of 91.5 km. The lifetime 

of the edd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i.e., the initiation, maturity, and termination phases. 

The depth of its influence reached 1 000 m; (2) the Argo profiles were divided into seven periods 

(approximately 20 days in each) for composite analysis, and the composite Argo profiles and 

CARS2009 (CSIRO Atlas of Regional Seas) climatology data were merged following the data-

interpolating variational analysis (DIVA) method to reconstruct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The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anomaly cores of the anticyclonic mesoscale eddy are located from 

500 to 600 m. From 800 to 900 m, there is an area of low salinity at the center of the eddy. A high 

concentration anomaly of dissolved oxygen was located at approximately 250 m; (3)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features of the eddy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surroundings, we calculated the 

anomalous velocity of the geostrophic flow and the heat, salt, dissolved oxygen transport anomaly, 

and discussed the eddy’s origin and its adjustments to topography. The maximum heat, salt, and 

oxygen transport caused by eddy were 9.37×1011 W, 3.08×103 kg/s, and 2.70×102 kg/s, which all 

occurred during the termination phase.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applicability of using Argo floats 

to underst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thermohaline features of eddies in the North Pacific.

（摘自《Journal of Oceanology and Limnology》，2020）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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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t of seasonal variability of subsurface temperature in the

 tropical Pacific with Argo data

Yuchao Hui1,3, Linlin Zhang1,2,4, Fujun Wang1,2,4, Xiaomei Yan1,2,4

(1、Key Laboratory of Ocean Circulation and Waves,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China;
 2、Pi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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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sonal variability of temperature in the tropical Pacific is studied with Argo data from 2001 

to 2017. It is found that the strongest seasonal variation is in the subsurface layer corresponding to 

the thermocline, which is located in three zonal bands centering at 12°N, 5°N and 5°S across the 

entire tropical Pacific.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seasonal variation of subsurface temperature 

is caused by the vertical movement of the thermocline, and the signal is generated in the eastern 

Pacific and propagates westward to the western Pacific. A linear wind-driven first-mode baroclinic 

Rossby wave model is then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seasonal fluctuation of thermocline. The 

seasonal shoaling and deepening of thermocline and associated temperature variations are well 

captured by this Rossby wave model. Basin-scale seasonal anomalies of wind stress curl in the 

tropical Pacific produce significant thermocline fluctuations, which propagate westward in the form 

of annual Rossby wave, and cause the seasonal variation of subsurface temperature. Thermocline 

fluctuations are revealed to be tightly associated with the meridional shift of equatorial currents 

such as North Equatorial Current, North Equatorial Countercurrent and South Equatorial Current.

（摘自《Journal of Marine Systems》，2020，204：103312）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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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 Ratio of Eddies Inferred From Argo Floats and Satellite 

Altimeter Data in the Ocean

Zhiying Liu1, Guanghong Liao2, Xiaokai Hu3, Beifeng Zhou1

(1、College of Oceanography,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2、Laboratory for Reginal Oceanography and Numerical Modeling, Pilot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00, China;
 3、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atellite Ocean Environment Dynamics, Secon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Hangzhou 310012, China)

Mesoscale eddies dominate the majority of oceanic kinetic energy. The size of eddies is one of 

the basic propertie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it because of lack of observations. Especially, 

their global vertical extent has still not been well investigated. Here, a ratio relationship of height 

to length scale for an eddy is derived based on dynamical constraints. Global satellite altimetry 

data combined with Argo float observations a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aspect ratios of mesoscale 

eddies in the global ocean, and then their vertical scale is inferred. Approximately 25% of the total 

identified eddies with lifetimes ≥16 weeks from January 2002 to December 2017 trapped at least an 

Argo float near the eddy center.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ize of eddies has an obvious latitudinal 

dependence. Eddies at middle-low latitudes tend to be “large and shallow” with small aspect ratios, 

and eddies at high latitudes tend to be “small and deep– reaching” with large aspect ratios. Such 

results are coarsely considered as a competition between rot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Eddy aspect 

ratios in middle-high-latitude regions show enhanced variance compared to those in low-latitude 

regions. More than half of eddies have a vertical extent smaller than 400 m. The majority of eddies 

extend over the mixed layer depth and are instead situated in the pycnocline. Some eddies at the 

middle-high latitudes penetrate through the entire pycnocline and reach deep ocean; as such, these 

eddies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linking the deep-sea circulations and the surface circulations.

（摘自《Journal of Oceanology and Limnology》，2019，37，1469-1480）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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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Pacific subtropical mode water is controlled by the Atlantic 

Multidecadal Variability

Baolan Wu1,2,3, Xiaopei Lin1,2, Lisan Yu3

(1、Frontier Science Center for Deep Ocean Multispheres and Earth System(FDOMES) and 
      Laboratory of Physical Oceanography,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China;
 2、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China;
 3、Department of Physical Oceanography, 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 
      Woods Hole, MA, USA) 

North Pacific subtropical mode water, a vertically homogeneous thermocline water mass, 

occupies the entire subtropical Western Pacific Ocean. It transports mass, heat and nutrients from 

the surface to the subsurface ocean, providing memory of climate variability. Decadal variability of 

the mode water temperature has been attributed to the Pacific Decadal Oscillation (PDO), but this 

is based on short data records. Here, using long records of observations, we show that decadal-to-

multidecadal variability of the mode water mean temperature is instead controlled by the Atlantic 

Multidecadal Variability (AMV). During an AMV-positive phase, warm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SSTs) in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 weaken the subtropical North Pacific westerlies; the associated 

anomalous easterlies in the subtropical west Pacific drive a northward Ekman transport of warm 

water to the mode water formation area. Subduction of the warm water increases mode water 

temperature, influencing Northwestern Pacific upper ocean heat content and fish catches. A long 

pre-industrial model simulation with multiple AMV cycles and a pacemaker experiment support 

this mechanism—the AMV forcing alone can drive decadal variability of the mode water. Thus, the 

AMV provides important memory for prediction of decadal climate and ecosystem variability in the 

Pacific Ocean. 

( 摘自《Nature climate change Letters》,2020,https://doi.org/10.1038/s41558-020-0692-5)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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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太平洋盐度变化：2015-2017 年盐度异常

史荒原
1
，杜凌

1
，徐道欢

1

(1、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与大气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本文利用 Argo 海水盐度资料、海流同化数据和同期大气再分析数据，探讨热带太平洋盐度

趋势变化和相关动力过程。Argo 资料显示，2015-2017 年热带太平洋出现显著的盐度异常 (SAE)，

这是改变长期趋势的主要原因，表现为表层显著淡化和次表层咸化特征。这种盐度异常具有明显

的区域性特征和垂直结构的差异，体现在热带太平洋北部海区 (NTP) 和南太平洋辐合区 (SPCZ)

表层淡化，盐度最大变幅为 0.71 ～ 0.92，淡化可以达到混合层底；热带太平洋南部海区 (STP) 次

表层咸化，最大变幅为 0.46，主要发生在温跃层附近，期间盐度异常沿着等位密面从西向东扩展。

平流和挟卷是与 SAE 密切相关的海洋动力过程，两者在 NTP 淡化海域有着持续而较为显著的影响，

在 SPCZ 淡化、STP 咸化海域后期贡献也较大，其中盐度平流对热带太平洋海区盐度变化起主要

贡献。NTP 淡化海区表层淡水通量和 STP 咸化海区密度补偿引起的混合也是 SAE 的重要影响因素。 

（摘自《海洋学报》，2020，42（3），47-58）

北太平洋涡旋对基于细尺度参数化的海洋内部混合的影响

陈 娟 1
，李少峰

1
，曹安州

1*
，宋金宝

1

(1、浙江大学海洋学院，舟山 316021)

基于 Vector Geometry 方法对 2016—2018 年的高度计资料进行涡旋识别，并使用细尺度参数

化方法和 Argo 数据计算了涡旋附近的海洋内部扩散率，分析了北太平洋的涡旋对海洋内部混合的

影响。结果显示，研究区域在涡旋影响下的平均扩散率比无涡旋影响下的值大 6%，并且气旋涡增

强了 600—1200m 深度的混合，对 600—900m 深度的混合影响最大，可达 18%；反气旋涡明显增

强了 300—900m 深度的混合，但对 900—1200m 深度的混合没有明显影响。随着与涡旋中心距离

的增大，涡旋外围混合扩散率缓慢减小，涡旋内部混合扩散率变化不明显，此结果与 2014 年 3—10

月在 24°—36°N、132°—152°E 区域的一个个例分析结果一致。此外，随着涡旋强度的增大 , 海洋

内部混合明显增强。统计结果表明，在研究区域，90% 的扩散率值在 10-5.5—10-4m2/s 范围内。 

（摘自《海洋与湖沼》，2020，51（2），248-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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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活动（续）

●2019 年 12 月 11 日至 2020 年 2 月 17 日期间，由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和第二海洋研

究所负责的两个印度洋调查航次，分别搭载海洋一所 “ 向阳红 01” 和北海局 “ 向阳红 06” 号科考

船，在东印度洋和孟加拉湾海域共布放了 33 个自动剖面浮标，其中 19 个为利用铱星通讯的国产

HM2000 型浮标。

●2019 年 12 月 31 日，随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临安基地的正式启用，杭州全球海洋

Argo 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临安基地）/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国内部）同时投入使用。

Argo 野外站（临安基地）拥有浮标运行监控实验室（兼野外站办公室）、浮标装配与检测实验室

和海水样品分析实验室等，将承担我国利用北斗导航系统定位、通讯的国产剖面浮标观测数据接收、

处理和分发交换等重要任务，还将肩负引进的国外剖面浮标的检测和部分美国产浮标的电池更换，

以及从浮标布放海域采集海水样品的测试分析和现场观测资料的实时质量控制等科技基础性工作。

杭州 Argo 野外站（临安基地）/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国内部）

●2020 年 1 月 6 日，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刚刚开园的临安基地举办了首届青山湖论

坛，期间在所长李家彪院士陪同下，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沈仁华副厅长和杭州青山湖科技城管委会

及青山湖园区部分单位负责人等一行 20 余人，参观了杭州 Argo 野外站（临安基地）/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国内部），站长刘增宏高工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国际 Argo 计划和中国 Argo 实时资

料中心承担的主要工作、以及 Argo 野外站在未来我国 Argo 计划持续实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嘉

宾们对我国于本世纪初就参与的该项国际大科学计划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的同时，更对该

计划的发展愿景，特别是 Argo 资料在海洋资源开发、蓝色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适应等科学和社会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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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中的广阔应用前景，表现出了浓厚兴趣而长时间驻足了解。

   

与会嘉宾参观杭州 Argo 野外站（临安基地）/ 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国内部）

●2020 年 1 月 9 日，受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大气科学学院、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

验室（珠海）徐丹亚研究员的邀请，国际 Argo 指导组成员、中国 Argo 计划首席科学家、自然资

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许建平做了题为 “Argo2020：迎接一个全球、全海深、多学科海洋观

测时代 ” 的学术报告，并回答了与会师生提出的有关 Argo 资料质量控制及其应用方面的问题，还

就共同建设与维护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等事宜与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

特聘专家、原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总工王彰贵研究员等专家学者进行了探讨。

●2020 年 1 月 10 日，由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联合主办，广东省自

然资源厅、珠海市人民政府指导的第六届中国海洋地理信息产业新丝路高峰论坛在珠海顺利举行。

应会议组委会的邀请，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 Argo 计划首席科学家许建平在 “ 海

洋技术与装备分论坛 ” 上做了题为 “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与展望 ” 的学术报告。本届论

坛以 “ 新丝路 · 新产业 · 新担当 ” 为主题，共有 14 个主题和专题报告，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海洋

行业的领导、专家学者、高校科研机构及相关企事业单位代表近 200 人参加。

●2020 年 1 月 18 日，科学技术部基础研究司、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组织专家组

在北京铁道大厦对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西太平洋 Argo 实时海洋调查 ” 重点项目（项目编号

2012FY112300）进行了综合绩效评价。按照科技部基础研究司 “ 关于开展第二批科技基础性工作

专项项目综合绩效会议评价的通知 ” 精神和会议日程安排，项目负责人、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

究所研究员许建平员从项目完成情况、人才培养、数据资源汇交、科学价值和应用前景以及组织

管理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汇报，专家组在听取汇报和审阅相关材料后，进行了质询和答疑。按规定，

各项目验收意见将在参与本轮综合绩效会议评价的全部项目评价结束后，一并公布。自然资源部

第二海洋研究所课题负责人刘增宏高级工程师、自然资源部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课题负责人梅山副

国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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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和浙江大学课题代表戚劲博士等参加了该项目综合绩效评价会。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大气科学学院做学术报告          新丝路高峰论坛做分论坛特邀报告

●2020 年 2 月 15 日，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正式对外宣布，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

活跃浮标数量已经达到并超过了 4000 个。两天后则到达了 4060 个的高峰，其中贡献排名前十位

的国家和团体有：美国（2224 个）、澳大利亚（360 个）、法国（270 个）、日本（230 个）、德

国（161 个）、英国（153 个）、欧盟（123 个）、印度（115 个）、中国（97 个）和加拿大（96 个）。

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活跃浮标数量及其分布（日本 Argo 网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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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运行现状（续）

据国际 Argo 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前南海 Argo 区域海洋观测网内共有 3 个活跃浮标，

其中 2 个是由我国布放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另一个为美国布放的 S2X 型剖面浮标，从而结束

了 2019 年 6 月以来该观测网长达 8 个月无活跃浮标观测的被动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美国在南海公开停止布放自动剖面浮标 32 个月以后的又一次恢复性布

放活动，而且布放的 S2X 型浮标在以往美国生产和使用的多种型号中还是首次出现，并采用铱星

传输观测数据。有关该型浮标的技术性能，还鲜见公开报道。进一步调查发现，该浮标早在 2016

年 7 月就已布放在南海南部海域，但其布放信息却一直没有公开发布，直到 2020 年 3 月 22 号，

该浮标信息才出现在国际 Argo 信息中心网站上，不过只有浮标当前的位置坐标，却无法查询到相

关观测数据。

全球海洋及主要边缘海活跃浮标分布（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

统计表明，截止 2020 年 3 月底，在南海海域公开布放的自动剖面浮标共有 116 个，其中 100

个（约占总数的 86%）是由美国布放的利用 ARGOS 和 IRIDIUM( 铱 ) 卫星通讯及 GPS 定位的各

种型号剖面浮标，其余 16 个（约占 14%）则是由我国布放的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通讯、定位的

HM2000 型剖面浮标。这些浮标共获取了近 15000 条深达 1500 米左右的温、盐度剖面资料，其中

由美国浮标收集了近 12800 条（约占总数的 85%），我国浮标仅收集了约 2200 条（约占总数的

15%，其中的 800 余条资料按国际 Argo 计划的要求与其他成员国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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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给出了当前全球 6 个主要边缘海中活跃浮标数量与计划布放浮标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

表 1、全球主要边缘海自动剖面浮标动态一览表

   当前活跃浮标

数量（个）

计划布放浮标

数量（个）

完成比例

（%）

2018 年至今布

放数量（个）

南  海 3 22 14 3

地中海 69 56 123 55

日本海 27 16 169 11

墨西哥湾 36 20 182 24

加勒比海 17 38 45 4

黑  海 11 10 110 4

墨西哥湾（36 个）、日本海（27 个）、地中海（69 个）和黑海（11 个）等 4 个边缘海中活跃浮

标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计划布放浮标的数量，处于超饱和状态，为了节省宝贵的浮标资源，需要

适度降低布放新浮标的频次；而加勒比海（17 个）和南海（3 个）则还远远没有达到国际 Argo

计划要求的最低布放标准，特别是南海，当前海上活跃浮标还只占计划布放浮标数量（22 个）的

14%，迫切需要补充布放一批新浮标。

（卢少磊）

我国有能力也有潜力为国际 Argo 计划做出更大贡献

进入本世纪以来，欧美国家获取全球海洋环境信息的重要途径，主要依赖由国际 Argo 计划成

员国共同构建的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这是人类海洋调查史上建成的第一个海洋立体观测系

统，也是世界上参与国家最多（包括了中国在内的约 40 个沿海国家和团体）、持续时间最长（从

2000 年至今）、收效最显著（在海洋、大气等科学领域和国防安全领域的基础研究及业务预测预

报中已得到广泛应用）的一个大型海洋合作调查项目，更是我国海洋领域本世纪初参与的首个国

际大科学计划。

早在 2007 年 10 月，国际 Argo 计划就已在全球大洋无冰覆盖的公共水域建成由 3000 个浮标

组成的 “ 核心 Argo” 海洋观测网。2013 年，随着剖面浮标和新颖传感器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该

计划又提出继续向有冰覆盖的两极海区、赤道、西边界流区和重要边缘海（包括日本海、地中海、

黑海、墨西哥湾和南中国海等）拓展，建设至少由 4000 个剖面浮标组成的 “ 全球 Argo” 海洋观测

网，并派生出了如 “ 生物地球化学 Argo” 和 “ 深海 Argo” 等子计划。在 “ 全球 Argo” 拓展计划实

要素
布放
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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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六年后的 2018 年底，当海上正常工作的浮标数量维持在预期的 4000 个目标之际，国际 Argo

指导组又运筹帷幄地抛出了一份 “Argo2020 愿景 ” 规划，拟在 2025 年之前建成一个由 4700 个自

动剖面浮标组成的全球（包含有冰覆盖的南北极海域和重要边缘海区域）、全海深（0―6000 米）、

多学科（包括物理海洋和生物地球化学等 10 多个海洋环境要素）的实时海洋观测网，并承诺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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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一步促进 Argo 资

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在科研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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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2 月 15 日，在近 40 个沿海国家和团体的不懈努力下，国际 Argo 计划已经在全

球海洋上累计布放了约 16500 个浮标（每个浮标的使用寿命平均约 3 年左右），而海上活跃浮标

的数量则已达到并很快超过了 4000 个，每年至少能提供约 15 万条观测剖面。至今累计获得的高

质量温、盐度剖面（部分还包括了叶绿素荧光、颗粒物后向散射、溶解氧、硝酸盐、pH 和辐照度

等生物地球化学环境要素）资料已经超过了 215 万条，比过去 100 年由各国利用海洋调查船从全

球深海大洋中获得的温、盐度剖面资料都要多得多。

过去 20 年里，中国 Argo 计划除了在邻近我国的深海大洋区域布放剖面浮标、构建区域 Argo

大洋观测网外，还研建完成了针对浮标观测资料的自动接收、解码和处理业务系统，能严格按照

国际 Argo 资料管理组规定的程序进行剖面数据的实时和延时模式质量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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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个有能力向全球 Argo 资料中心实时上传

观测数据的国家；不遗余力组织实施的国内外剖面浮标海上比测试验，促使国产 HM2000 型剖面

浮标（主要利用北斗导航系统定位和传输观测数据）率先获得了国际 Argo 组织的认证，实现了我

国海洋观测仪器设备用于国际大型海上合作调查计划 “ 零 ” 的突破；由此创建的 “ 北斗剖面浮标

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也成了世界上第三个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提供剖面浮标观

测数据传输的国家平台；研制运行的 Argo 资料共享与服务系统（平台）及其海量 Argo 数据的分

布式数据库（具备 10TB 级自动增量存储能力），可以满足今后 50 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内 Argo

数据及其衍生数据产品的存储需求；研制的 “BOA_Argo” 数据集，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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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我国成为了继美、日、法、英和澳大利亚后第六个

公开发布类似数据产品的国家。Argo 资料及其衍生数据产品的无条件免费共享，以及在我国海洋

和大气科学领域中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海洋和天气 / 气候预测预报的业务能力，而且在基础研究

中也是硕果累累。由我国科学家公开发表的涉及 Argo 的学术论文（据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精选

全球 24 种主要学术刊物的统计，世界上近 50 个国家的科学家从 1998 年至 2019 年累计发表了约

3950 篇）多达 620 篇，占总数的 15.7%，仅次于美国（1150 篇），排名世界第二。特别指出的是，

通过加入国际 Argo 计划并构建区域 Argo 大洋观测网（成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重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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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使得我国有权利共享 Argo 成员国布放在全球海洋上的所有浮标观测资料，以及研发的

相关技术、方法和编制的相关程序、操作规程等，可以源源不断地补充和丰富我国的深海大洋环

境数据库，尤其是帮助科学家不断加深对区域海洋变异引起的极端海洋和天气事件，乃至全球气

候变化的认知。

我国 Argo 计划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既是对国际 Argo 计划做出的积极贡献，更是展现了一

个海洋大国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的能力和潜力所在。这与我国在该计划启动实施之初就给予了高

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不但成立了高层次的国家 Argo 计划协调小组，以及相应的审批

工作组、业务发展工作组和资料工作组等，还编制完成了中国 Argo 规划纲要和中国 Argo 计划

实施规划等，并筹建了中国 Argo 资料中心（后又细分为中国 Argo 资料管理中心和中国 Argo 实

时资料中心）；同时，在原国家海洋局的组织领导和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和基础研究经费的支持

下，2002 年伊始就在东北印度洋和西北太平洋海域布放了第一批从国外引进的剖面浮标，着手

构建区域 Argo 大洋观测网，并成为正在建设的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

我国也成了国际上第九个正式加入 Argo 计划的成员国。然而，纵览当前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

测网中我国投放浮标的总量（约 460 个）或者活跃（正常工作）浮标的数量（约 98 个），似乎

并不尽人意，不但排名（第九名或第十名）在几个主要成员国中倒数一、二，且始终徘徊不前，

而且国产剖面浮标数量（约 50 个）的占比（0.3%）也是不升反降，特别是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定位和传输数据的国产浮标则几乎难觅踪影，中国 Argo 大洋观测网明显呈现萎缩状态。显然，

这与我国近些年实施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倡议，以及号召鼓励的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和

国际大科学计划或者国际大科学工程的社会管理理念不相符，更与一个海洋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

的地位格格不入。

那么，究竟是经费投入不足还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海洋界对正处于蓬勃发展期的

国际 Argo 计划及其即将迎来的全球、全海深、多学科海洋观测时代失去信心，甚至迷失方向？首

先，可以肯定的是，我国对实施 Argo 计划及其建设区域 Argo 大洋观测网，其资金投入应该是自

始至今从未间断过，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其运维经费也在不断增加。其次，从政府采购网（平台）

上公开的自动剖面浮标或者称 “Argo 浮标 ” 和 “C-Argo 浮标 ” 等的招投标信息中注意到，近十年

里国内数十家单位累计采购了约 800 个各种型号的剖面浮标，既有从国外引进的，也有国内自主

研制的；有一些单位还通过其他方式采购了约 200 个国内外浮标。这也足见我国对采购剖面浮标

的资金投入还是相当可观的，采购的浮标数量也远不止国际 Argo 信息中心统计的结果（460 个），

而是要多得多（约 1,000 个）。显而易见，大约有 540 个浮标被 “ 隐姓埋名 ” 了，并没有出现在全

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

倘若这些浮标均能纳入 Argo 计划的管理，那么我国投放浮标的总量（约 1,000 个）及其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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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的占比（6.3%）和排名（第四），以及国产剖面浮标数量（约 250 个）

的占比（1.6%）等统计结果，可能会光彩得多。当然，与美国（约 6880 个，占 43.0%）相比较，

我国可能依然逊色不少，但与日本（约 1550 个，占 9.7%）和法国（约 1220 个，占 7.6%）的差

距已十分接近，而且还会超越澳大利亚（约 850 个）、德国（约 850 个）、英国（约 610 个）、

加拿大（约 530 个）和印度（约 500 个）等其他 5 个主要成员国。

显而易见，我国一些任务（项目）承担单位及其负责人（首席科学家），虽以 “Argo” 或者

“C-Argo” 的名义申请了项目、采购了浮标，但却没有按照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做

出的 Argo 决议及其实施原则规定，公开发布浮标投放通告，并与其他 Argo 成员国共享浮标观测

资料。诚然，这与我国不仅是 IOC 成员国、还是国际 Argo 计划成员国的双重身份极不相符，没

有尽到一个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再者，由于自动剖面浮标独有的自由漂移特性，很容易从公共

海域漂移进入他国专属经济区，甚至领海水域内，从而会引起外交纠纷。何况，我国一些项目承

担单位或者项目负责人采购、投放的自动剖面浮标，还是从国外引进的，其观测信息的定位和传

输都需要通过外国的导航和通讯卫星提供中转服务，所以也就没有什么 “ 保密 ” 可言，纯粹是自

欺欺人，反而会损害国家形象。

为此，有必要敦促这些任务（项目）承担单位及其负责人（首席科学家），应尽早给这些

所谓的 “ 保密 ” 浮标申请补办国际 “ 通行证 ”，即由国际 Argo 信息中心统一核发的世界气象组

织（WMO）编号。这样既可避免不必要的外交纠纷，还可彰显一个海洋大国的责任和担当，赢

得更多的话语权，提升我国在 IOC 和 Argo 成员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国际 Argo 计划做出更大

贡献。

( 史铭 )

我国 Argo 应在 TPOS-2020 计划中发挥更大作用

新一代热带太平洋海洋观测系统（简称 TPOS-2020 计划）是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

的重要组成部分，于 2014 年开始实施，其目的是通过国际合作方式，至 2020 年在热带太平洋海

域建立一个长期、可持续观测的新一代海洋观测系统，从而能为频繁发生在该海域的海气相互作

用过程，如为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事件的预测预报提供重要数据源。我国也是 TPOS-2020 计划的

重要参与国，并承诺将为该计划的组织实施作出应有贡献，而今年则是 TPOS-2020 计划实施的

关键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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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热带太平洋海域次表层海洋环境要素观测站点数量与分布

（左侧代表当前已有的；右侧代表 TPOS-2020 设计的：红色点为锚碇浮标，蓝色点为自动剖面浮标）

TPOS-2020 计划将 Argo 观测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在热带太平洋海域利用自动剖面浮

标进行加密观测的设想，即将 Argo 计划初始设计的 3º×3º 覆盖密度提高至 1.5º×1.5º（图 1），这

也是国际 Argo 计划从 “ 核心 Argo” 向 “ 全球 Argo” 拓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 TPOS-2020 计划

正式实施之前的 2013 年 11 月，美国斯克利普斯海洋研究所就已率先在赤道太平洋海域布放了 39

个使用铱 (IRIDIUM) 卫星通讯的 SOLO-II 型剖面浮标，每个浮标之间的距离（间隔）约 1.5º（图

2），从而正式拉开了国际 Argo 计划在热带海域加密观测的序幕。通过这些浮标的漂移轨迹资料，

国际 Argo 指导组前联合主席 Dean Roemmich 教授发现，使用铱卫星通讯的剖面浮标由于在海面

停留时间非常短（小于 0.5 小时），且受表层辐散（如海面风和表层流）影响较小，相比于早期使

用 ARGOS 卫星通讯的浮标（一般需在海面停留 6-18 个小时），能更有效地维持在热带海区进行

长期观测（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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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国在赤道太平洋海域布放的浮标概位

图 3  使用 IRIDIUM 和 ARGOS 卫星通讯的浮标在热带太平洋海区离赤道距离的时间变化

近年来，我国虽在 “ 两洋一海 ” 区域布放了多批次剖面浮标，但直接在热带西太平洋海域（也

是我国承诺的参与 TPOS-2020 计划的主要观测研究区域）布放的浮标数量却十分稀少，其主要原

因一是缺少整体规划和布局，二是在该海域的调查航次比较少。按照 TPOS-2020 计划的实施方案，

热带西太平洋海域（10ºS-10ºN，130º-160ºE）大体需要 110 个剖面浮标在位工作，与该区域布设

的锚碇浮标和潜标组成一个长期综合观测系统。但截至 2020 年 3 月，该海域仅有 40 个剖面浮标

在正常工作（图 4），与原计划的目标（110 个）相距甚远，且这些浮标的平均工作时间都已超过

5 年（一个浮标的正常工作寿命约为 3-5 年）。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活跃在热带太平洋海区的剖面

浮标，绝大多数是由美国（30 个）布放的，我国仅有 2 个，其他 8 个则是由日本和澳大利亚布放的。

由此可见，目前新一代热带太平洋海洋观测系统主要由美国在主导建设与维护，而且该海域的剖

面浮标数量还远未达到 TPOS-2020 的要求，亟需尽快补充一批浮标才能维持该 Argo 区域观测网

的正常运行。此外，由于该海区岛国众多，渔民活动频繁，锚碇浮标和潜标的布设及长期运行存

在较高的风险，而剖面浮标不仅成本低廉，布放也十分简便，更重要的是受到联合国政府间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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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委员会（IOC）关于 Argo 计划制定的两个重要决议（即 IOC XX-6 和 EC-XLI.4 决议）的保护，

相对风险较小。

图 4  热带西太平洋海域（10ºS-10ºN，130º-160ºE）现有剖面浮标位置（红色圆点）分布

（绿色区域表示水深大于 2200 米的 1.5º×1.5º 网格）

2020 年是 TPOS-2020 计划实施的关键一年，为此建议将热带西太平洋的 Argo 观测作为我国

TPOS-2020 建设和运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该海区维持 50 个活跃浮标正常工作（使用铱星传输数

据，观测层数大于 200 层，循环周期为 7 天，浮标工作寿命大于 3 年）。建议建设期为 2 年，每

年布放 30 个浮标，后续每年补充 16-20 个新浮标。由 50 个浮标组成的区域观测网，每年可至少

获取 2500 条 0-2000 米水深范围内的温、盐度剖面，还可根据科学研究需求，增加溶解氧、叶绿素、

硝酸盐、pH 等生物地球化学传感器，以获取更多的生物地球化学环境要素剖面数据，这不仅可以

弥补我国在热带西太平洋海域物理和生物地球化学环境要素长期观测资料严重不足的缺陷，提升

我国参与 TPOS-2020 计划的地位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可以彰显一个海洋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Argo 野外站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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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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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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4 月 1 日，在全球海洋上正常工作的剖面浮标总数为

4066 个。其中美国 2235 个占 54.97%、澳大利亚 359 个占 8.83%、法国 267 个占 6.57%，列第一

至第三位；日本 237 个占 5.83%、德国 162 个占 3.98%、英国 151 个占 3.71%、欧盟 118 个占 2.9%、

印度 117 个占 2.88%、加拿大 95 个占 2.34%，中国 93 个占 2.29%（第十位）、意大利 80 个占 1.97%，

韩国 34 个占 0.84%，列第四至十二位。此外，还有荷兰（25 个）、西班牙（24 个）、挪威（21 个）、

爱尔兰（13 个）、新西兰（12 个）、波兰（9 个）、芬兰（5 个）、秘鲁（3 个）、保加利亚（2 个）、

希腊（2 个）、墨西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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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Argo” 观测网中各国活跃浮标数量及占比（止 2020 年 4 月 1 日）

另据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统计，在全球海洋 4066 个活跃浮标中，APEX 型浮标（美

国生产）所占比重最大，达到了 1391 个（占 34.21%），其次是美国生产的 SOLO_ Ⅱ型（625 个，

占 12.32%）和法国生产的 ARVOR 型浮标（501 个，占 12.32%）。另外，还有如 NAVIS_EBR 型（369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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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美国）、S2A 型（329 个，美国）、ARVOR_L 型（226 个，法国）、NAVIS_A 型（190 个，

美国）、PROVOR_ Ⅲ 型（88 个，法国）和 NOVA 型（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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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 “ 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

中却只有 19 个，仅占 0.47%。

“ 全球 Argo” 观测网中各型号活跃浮标数量及占比（止 2020 年 4 月 1 日）

（李兆钦）

全球 Argo 海洋观测网中活跃浮标数量超过 4000 个  

自 2000 年以来，国际 Argo 计划已经在全球海洋上投放了约 1.65 万个自动剖面浮标。如同陆

地上由无数气象站组成的天气观测网一样，投放在海洋中的单个自动剖面浮标相当于气象站上定

时释放的探空气球，而世界大洋上分布广泛的 “ 探海浮标 ”，也就构成了覆盖全球的海洋观测网。

这些浮标常年游弋在广阔无垠的海洋上，如同一支由水下机器人组成的庞大 “ 舰队 ”，每时每刻都

在密集监视着海洋环境的变化。而就在 2020 年 2 月中旬，经过包括中国在内的 30 多个国际 Argo

计划成员国的不懈努力，这支庞大舰队中的水下机器人（活跃浮标）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4000 个。

其中贡献前 10 名的国家有：美国（2211 个）、澳大利亚（359 个）、法国（270 个）、日本（229 个）、

德国（162 个）、英国（153 个）、印度（115 个）、中国（98 个）、加拿大（96 个）和韩国（36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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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等，累计占了 Argo 观测网内活跃浮标总数的 93% 左右。

全球海洋上活跃浮标数量（4000 个）及其分布（止 2020 年 2 月 15 日）

这个由成千上万水下机器人前赴后继（因其上下沉浮、收集数据及其经卫星传送等均需能量

支持，而一次性电池容量通常只能维持浮标工作 3-5 年时间，当其自身能量耗尽则会葬身海底）

维持的自动海洋观测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2007 年 10 月底前，该海洋观测网中的活

跃（正常工作）浮标数量还刚刚实现 3000 个的初期目标，十年后（2018 年 10 月中旬）则达到了

空前的 4000 个，但这一里程碑意义的 “ 高峰 ” 却没能维持太久。由于受全球经济增速减缓的影

响，各成员国在海上布放浮标的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减，一度 Argo 观测网中活跃浮标数量曾跌

至 3850 个左右；直至 2019 年 10 月下旬才出现回升迹象，到了 2020 年 2 月 15 日再次攀上 “4000”

高峰，而这不应该又是 “ 昙花一现 ”。根据国际 Argo 信息中心和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发布的消息，美国、法国、意大利和韩国等 Argo 成员国，近期分别在大西洋、巴芬湾、

地中海和东海等海域陆续布放了约 55 个浮标，其中美国就占了 90% 以上。实际上，在这一峰值

出现后的第 4 天（19 日），全球海洋 Argo 观测网中的活跃浮标数量就冲到了 4055 个，这其中我

国 Argo 计划所做出的贡献同样功不可没。就在 2019 年 12 月 11 日至 2020 年 2 月 17 日期间，自

然资源部北海局所属的 “ 向阳红 06” 号科考船和第一海洋研究所所属的 “ 向阳红 01” 号科考船，

分别在航次首席科学家、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周锋和航次首席科学家、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王岩峰的率领下，沿 “ 海丝路 ” 海域连续布放了 33 个浮标，其中国产 HM2000 型剖面浮标（19 个）

就占了布放总量的 57.6%。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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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2020 计划中的自动剖面浮标数量及其分布

国际 Argo 已经在向 Argo2020 计划提出的终极目标迈进，拟在 2025 年之前建成一个由 4700

个自动剖面浮标组成的全球（包含有冰覆盖的南北极海域和重要边缘海区域）、全海深（0~6000

米）、多学科（包括物理海洋和生物地球化学等 10 多个海洋环境要素）的实时海洋观测网。扩展

的 Argo 观测网不仅可以通过基础研究，提高人们对海洋、气候变化的评估和认识，还可以通过改

进长期海洋再分析和预报模型及其模式参数化等，提高对海洋和天气 / 气候的业务预测预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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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2020 还会将 Core-Argo（2500 个）、BGC-Argo（1000 个）和 Deep -Argo（1200 个）

等子计划中收集的物理和生物地球化学环境要素资料统一集成在一个综合的 Argo 数据管理系统

中，继续给予广大用户最好、最大化的利用 Argo 数据的免费共享环境，进一步促进 Argo 资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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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广泛应用，以确保人类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Argo 野外站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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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Argo 国家报告（2019 年度）

—— 提交第 21 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报告

1、组织实施

美国 Argo 计划主要由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获得美国海军的额

外资助。而计划的具体实施，则由美国 6 家单位组成的浮标联盟负责，其中包括：斯克里普斯海洋

学研究所 (SIO),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 (WHOI),华盛顿大学的 (UW),大西洋海洋和气象实验室 (AOML),

太平洋海洋环境实验室 (PMEL) 和海军研究实验室 (NRL/Monterey, 即海军实验室 / 蒙特利 ) 等。浮标

的技术研发、生产、后勤、投放、观测网运行监测和数据管理在这些机构之间以合作的方式进行。

除了 Argo 浮标相关事宜及其数据管理等任务，美国 Argo 还参与了其它与之密切相关的合作

项目，包括：1）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 NOAA 支持的生物地球化学（BGC） Argo 区

域观测网 — 南大洋碳和气候观测与模拟项目 (SOCCOM)；2）验证和改进 SBE-61 型 CTD 传感器

的 NOPP 项目；3）用于开发 SOLO 型 BGC 浮标的 NOPP 项目；4）NOAA/PMEL 和保罗 ·G· 艾

伦家族基金会 (Paul G Allen Family Foundation) 合作项目，由项目提供 33 个深海型 Argo 浮标，

并已在巴西海盆区投放了 29 个 Argo 浮标；5）美国国家科学院海湾研究项目资助了 25 个 Argo 浮标，

用于墨西哥湾的海洋要素监测。

在此，感谢这些项目和其他 Argo 合作伙伴项目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当前，美国 Argo 正在执行自 2015 年 7 月开始的一个 5 年计划，将一直延续到 2020 年 6 月。

有望于 2020 年 7 月启动另一个新的 5 年 Argo 计划，美国浮标联盟已经提交了一份计划书，并通

过了外部专家审核，现已被 NOAA 接受。该计划包括了美国将对核心 Argo/BGC Argo/ 深海 Argo 

(Argo 2020 远景规划 ) 提供里程碑式的贡献。

2、目标

美国 Argo 计划的可持续发展是基于 NOAA 的逐年资助，然而新的 5 年 Argo 计划的资助水平还

存在不确定性，不过我们的预测是乐观的，其中的一些设想是：1） 核心 Argo 预算将在 2019 财年的

机构性资助水平基础上每年增加 10%；2）每年 100 万美元的增量资金将用于 Deep Argo 和 BGC Argo

计划。

增加核心 Argo 的资助，首先是为了维持核心 Argo 观测网的正常运行，其次是为了提高其覆

盖范围，其中又主要为高纬度海区和赤道太平洋海区的加密观测提供资助。美国浮标联盟正在协

调运作不同机构间 Deep Argo 和 BGC Argo 浮标的布放任务。所有 4 个可以提供 Argo 浮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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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都将参与 Deep Argo 和 BGC Argo 计划，美国 Argo 数据中心将负责相应的数据管理。实际的资

助水平可能低于理想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最高的优先级将是维持核心 Argo 观测网的运行。

3、美国核心 Argo 观测网的实施现状

自 2004 年以来，美国对核心 Argo 的资助力度相对平稳，但最近有所增加。由于浮标工作寿命的

增加抵消了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所以美国 Argo 计划的实际浮标数量大约保持在 2000 个左右，即一

直保持着 2008 年的最高水平。通过持续识别短期和长期故障模式和改进电池技术，预期浮标寿命将

会进一步提高，然而，目前每年的浮标投放数量可能不足以维持美国 Argo 计划所一贯拥有的贡献力度。

截至 2020 年 1 月，美国有 2052 个 Argo 浮标在海上正常运行 ( 图 1 左 )。图 1 右显示了美国

Argo 计划中正在运行的浮标数量随时间的变化，表 1 则显示了自 2012 年以来每年投放和运行的

浮标数量，以及截至 2020 年 3 月仍在海上正常工作的浮标数量。

对美国 Argo 计划的支持包括浮标的生产和投放、技术改进、通信、实时和延时模式数据质量

控制系统的开发和利用、参与国际 Argo 计划的协调以及相关的技术和科学研讨会、区域中心和外

联活动等。目前美国 Argo 计划正在评估用于 Argo 核心任务的 CTD 数据的准确性，包括与 CTD

制造商密切合作，监测最近一批 Argo 浮标的盐度漂移情况等。

图 1  左：美国 Argo 项目及美国准 Argo 浮标海上正常工作概位（截至 2020 年 1 月，AIC 提供）；

右：美国 Argo 计划逐年在海上运行的浮标数量 （JCOMMOPS 提供）

表 1  自 2012 年以来美国每年投放的浮标数量及活跃浮标数量 ( 来源 :JCOMMOPS)



37

国际动态

4、深海 Argo

2011-2015 年，美国 Argo 计划进行了深海浮标的开发和测试，2013-2015 年成功投放了浮标

试验样机。美国深海 Argo 浮标的观测深度可达 6000 米，最新的混合锂电池可以维持浮标 200 次

以上的循环观测。美国在西南太平洋海域（2016 年至今）、南澳大利亚海域 (2016 年底开始，计

划到 2020 年 )、澳大利亚南极海域（2018 年初）和北大西洋西部海域（2017 年初）开始投放深

海型 Argo 浮标。2019-2020 年期间，通过 PMEL 和保罗 ·G· 艾伦家族基金会的合作，在巴西海盆

投放了 29 个深海型 Argo 浮标 ( 图 2 左 )。

5、生物 Argo

2012 年以来，美国一直在进行 BGC 浮标的测试和投放。目前 BGC 浮标每 10 天一个循环，

观测深度为 0-2000 米，除了 CTD 外，还携带有溶解氧、硝酸盐、pH 值、叶绿素荧光和颗粒后向

散射等传感器。位于南大洋由 SOCCOM 项目运行的 BGC 浮标观测网目前有 154 个浮标在运行，

正朝着 2021 年底 200 个 BGC 浮标的目标迈进 ( 图 2 右 )。已经有科学家提议对 SOCCOM 项目进

行延续，还有一项正计划提交给 NSF 的申请，其建议 BGC 观测网的浮标可以增加到 500 个。一

个已获资助的 NOPP 项目将负责开发 SOLO 型 BGC 浮标，用以增加可用的 BGC 浮标种类。作为

试验活动的一部分，NOAA 资助了两个即将投放到北大西洋海域的 BGC 浮标，而美国航空航天

局则又资助了一个。所有这些项目都在美国 Argo 计划参与单位间相互协调展开。

图 2  左：美国 Argo 计划投放的全部深海 Argo 浮标概位；

右：SOCCOM 项目在南大洋投放的 BGC-Argo 浮标轨迹与概位

6、未来计划

美国 Argo 计划的最高优先是维持核心 Argo 观测网的运行。2020 年浮标投放的具体计划已发

布在国际 Argo 信息中心（AIC）的官网上。2020 财年美国 Argo 计划的资助水平尚未确定，但预

计比 2019 财年的资助力度会有所增加。 

2019 年底 / 2020 年初，一个由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共同组织的大型 Argo 浮标联合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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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次将从新西兰启程到智利，再回新西兰。该航次将由新西兰的 “Kaharoa” 号调查船执行，计划

在南太平洋海域布放 92 个核心 Argo 浮标，并在西南太平洋海域布放 10 个深海 Argo 浮标，从而

扩大那里的深海 Argo 浮标试验阵列 ( 图 2 右 )。2020 年 7 月，“Kaharoa” 号调查船还将执行另外

一个从新西兰到毛里求斯的浮标布放航次，预计在南澳海盆区域布放 5 个深海 Argo 浮标，以及

在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布放 100 个核心 Argo 浮标。2004-2020 年期间，利用 “Kaharoa” 调查船

已经累计投放了超过 1900 个 Argo 浮标 ( 图 3)。在新西兰水资源和大气研究所（NIWA）、美国

NOAA 以及美国海鸟公司的支持下，另一艘 “Tangaroa” 号调查船计划在 2020 年 10 月开展一次装

备 SBE-61CTD 传感器的深海 Argo 浮标的验证航次。如果在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海域没有专门的

浮标布放航次，Argo 计划不可能实现，也不可能维持全球覆盖。

美国 Argo 数据中心设在 NOAA/AOML。来自美国所有 Argo 浮标的实时数据通过 GTS 和互

联网分发。GTS 传输使用在 AOML 开发的并行系统，并安装在 AOML 和法国 CLS，执行国际统

一规定的质量控制检测。AOML 数据中心是国家数据管理的中心，是延时模式数据在各个项目负

责人（PIs）和两个全球 Argo 资料中心（GDACs）之间传递的管道。 

图 3  由 “ Kaharoa” 号调查船布放的 Argo 浮标位置 ( 绿色和黄色标记，AIC 提供 )

除了各国的 Argo 资料中心（DAC）外，其中一个全球 Argo 数据中心 (GDAC) 就位于蒙

特利海军研究实验室（NRL/Monterey），其也是 GODAE 服务器的一部分。NRL/Monterey 和

IFREMER/Brest 这两个 GDACs 是来自所有国际合作伙伴的 Argo 数据集合中心，并负责数据的分

发与共享。此外，几个美国机构还参与了 Argo 区域中心的活动，包括 AOML 作为南大西洋 Argo

区域中心等。

（吴晓芬译自 : http://www.argo.ucsd.edu/USA_NatRep_AST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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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Argo 国家报告（2019 年度）

—— 提交第 21 次国际 Argo 指导组会议报告

1、执行进展

（1）浮标布放及工作性能

2019 年期间，意大利一共布放了 23 个自动剖面浮标（6 个常规 Arvor-I 型浮标，5 个加装溶

解氧的 Arvor-I-DO 型，2 个深海 Arvor 型和 10 个 Arvor-I-ICE 型）。这些浮标均通过铱星通讯系

统进行数据传输。

（2）地中海与黑海海域

2019 年，在地中海和黑海海域分别布放了 12 个和 1 个剖面浮标。在地中海的大部分浮标，

其停留深度设定在 350dbar 左右，最大观测深度也大多设为 700 和 2000dbar；黑海海域的浮标停

留深度则为 200dbar。这些浮标的观测周期大多为 5 天，而 3 个 Arvor-I-DO 型浮标（WMO 编号

分别为 6903265，6903264 和 6903266）的观测周期则设置为 3 小时，其目的是为了观测阿尔沃兰

海的高频海洋过程。在希腊海沟（爱奥尼亚海）布放了两个深海 Arvor 型浮标，其中 1 个（WMO

编号 6903267）在工作 6 个剖面后停止了工作；另外 1 个在 2019 年 10 月布放后，已正常获取 22

个 0-4000m 范围内的温、盐度剖面（截止 2020 年 2 月）。

（3）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海域

在 “Araon” 号考察船从新西兰到罗斯海的航线上布放了 5 个 Arvor-I-ICE 型浮标，这些浮标

都装载了基于温度观测数据的避冰算法。当海面存在海冰时，浮标通过实时判断温度观测数据避

免其撞到海面的冰层。这些浮标的观测周期都被设置为 10 天，最大观测深度设置为 2000dbar，并

在约 1000dbar 深度处悬停漂移。目前，这些浮标的工作状态均正常。另外，在 2019 年 2 月利用

“Agulhas” 号考察船在南大西洋海域还布放了 5 个 Arvor-I-ICE 型浮标，这些浮标与南太平洋海域

的浮标参数设置均相同，目前工作状态也正常。

截止到 2019 年底，意大利 Argo 计划仍有 69 个浮标在海上正常工作，其中地中海和黑海海

域 33 个，南大洋海域 36 个（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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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左：意大利 Argo 计划布放在地中海和黑海海域的所有浮标漂移轨迹与最新位置；

右：意大利 Argo 计划布放在南大洋海域的所有浮标漂移轨迹与最新位置

图 2 显示了意大利 Argo 计划活动浮标数量的时间变化，以及 2012-2019 年期间的年度浮标布

放数量和死亡数量。2012-2017 年期间活跃浮标数量呈上升趋势，2017 年以来活跃浮标数量维持

在 70 个左右，2019 年浮标的布放数量再次超过死亡数。

图 2 意大利 Argo 计划每周活跃浮标数量变化及年度布放（绿色）与死亡（红色）浮标的变化

在 2012 年 2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意大利 Argo 计划总共布放了 189 个自动剖面浮标，其

中 117 个浮标布放在地中海和黑海海域，72 个浮标布放在南半球相关海域。在不到 8 年的时间里，

这些浮标共获取了 24300 余条温、盐度剖面，其中 44 个浮标获取的剖面数量超过了 180 条，而

12 个浮标在布放后就没有任何信息反馈。不过，2019 年布放的浮标，至今都在海上正常工作。

（4）遇到和解决的技术问题

2019 年有两个浮标在布放后过早停止了工作，其中一个是布放在希腊东南部海域的深海

Arvor 型浮标（WMO 编号 6903267），仅观测了 6 条剖面就停止了数据数据传输，目前该浮标生

产商 NKE 还在调查产生故障的原因；而另一个布放在阿尔沃兰海的 Arovr-I-DO 型浮标（WMO

编号 6903265），由于观测数据有误，目前已被成功回收，并将送回 NKE 公司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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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rgo 数据管理现状

意大利Argo计划的大部分浮标数据均由位于法国Coriolis中心的GDAC（全球Argo数据中心）

负责接收、处理，所有元文件和数据文件均可在 Coriolis 中心网站上实时获取。

（6）延时模式质量控制进展

2019 年，对布放在地中海和黑海海域的 58 个剖面浮标观测的物理参数（温度、盐度和压力）

进行了延时质量控制，这些浮标的观测时间都集中在 2010-2018 年期间。对盐度数据进行延时质

量控制需要一个准确的参考数据集，并且这些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上必须与浮标观测非常接近，以

便减少地中海海洋环境，特别是海洋中上层年际和季节变化的影响。为此，意大利地球物理研究

所（OGS）技术人员通过个人与区域数据服务两个途径来收集、补充 CTD 数据。由于采用的校正

盐度的标准方法受到地中海海域自然变化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对校正结果进行仔细验证。为此，

数据质控人员采用了其他的定性检查（如利用附近浮标进行对比以及绘制 T-S 图对深水部分做比

较分析等），以提高校正结果的可靠性。

2、国家当前对 Argo 计划的资助水平和未来前景

2019 年，由意大利研究部提供资金购买了 21 个剖面浮标，其中包括 5 个溶解氧浮标和 1 个

全要素生物地球化学浮标。意大利研究部会持续提供资金，使得意大利作为 Euro-Argo 研究基础

设施联盟的创始成员，能在 2020 年后继续对国际 Argo 计划做出贡献。目前，意大利每年可为从

事 Argo 计划的科技人员提供 50 个月的人员费支出。除了国家财政资助外，OGS 还从其他项目（例

如 Euro-Argo RISE）中资助与 Argo 有关的活动。

3、2020 年布放计划

下表详细列出了意大利 2020 年和 2021 年的浮标布放计划。主要关注海域是地中海、黑海以

及南半球的相关区域。

表 1 意大利 2020 年和 2021 年的浮标布放计划

年份
温盐剖面浮标

（部分携带溶解氧传感器）
生物地球化学剖面浮标 深海剖面浮标

数量（个） 布放海域 数量（个） 布放海域 数量（个） 布放海域

2020 12 地中海 1 地中海 1 地中海

2 黑  海

12 南半球

2021 12 地中海 1 地中海

2 黑  海 1 黑海

12 南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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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意大利将保持对核心 Argo、生物地球化学 Argo 和深海 Argo 扩展的贡献，

其数量与表 3 中所列的相似。OGS 承诺会对地中海、黑海的所有 Argo 浮标进行延时质量控制，

如有必要也会参与其他海域浮标的延时质量控制工作。    

4、Argo 数据在国家科学研究和业务化系统中的应用

地中海地区的所有 Argo 温、盐度数据都被应用到了由意大利国土自然科学研究院（INGV）

运行的地中海业务预报系统（MFS）中，而且这些资料也是哥白尼海洋环境监测服务（CMEMS）

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的研究业已清楚地表明，Argo 数据对海洋分析和预测预报都具有积极的影

响。另外，也有对地中海浮标采样和循环特性进行优化研究，以及将 Argo 浮标在次表层的漂移速

度同化进数值模型研究的。

意大利的一些研究人员还在使用 Argo 数据增进对地中海和南大洋海洋特性（例如环流、储热

和收支平衡以及混合等）的深入了解。

意大利 Argo 计划网站已完成改进升级，地址为 http://argoitaly.ogs.trieste.it/；同时，意大利

Argo 计划还负责地中海和黑海 Argo 区域观测网网站的运维，地址为 http://nettuno.ogs.trieste.it/

sire/medargo/。

   （卢少磊译自 http://www.argo.ucsd.edu/Italy_NatRep_AST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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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21 次年会改用视频会议形式举行

据国际 Argo 计划办公室网站通知，原定于 2020 年 3 月 16-20 日在英国南安普顿举行的第

二十一次国际 Argo 指导组年会（AST-21），因受到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影响，原计划推

迟至 2020 年 7 月 20-24 日期间举行。然而，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经 AST 联合主席与会议承

办方（英国国家海洋中心）商讨决定，取消今年在英国南安普顿举行的 AST-21 次年会，并采用

视频会议的形式取代。

视频会议拟在 4 月 13-17 日举行。按惯例，AST 年会将围绕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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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此次因会议形式的改变，

组委会修改和简化会议日程，初步商定将整个会议压缩在 3 天内分三个时间段进行，每个时间段

为 2 小时（见下表）。

日程安排（UTC，协调世界时）

4 月 14 日 周二 15-18 时 Argo 现状和未来 开放

4 月 15 日 周三 22- 次日 01 时 技术更新 非开放

4 月 17 日 周二 15-18 时 Argo 数据、通信和即将召开的会议 开放

各地时间换算如下表所示：

UTC 法国 美国（东） 美国（西） 中国 日本 澳大利亚

15-18 17-20 11-14 08-11 23- 次日 02 00- 次日 02 02-04

22-01 00-03 18-21 15-18 06-09 07-10 09-12

（详细信息可查阅：http://www.argo.ucsd.edu/AcAST-21.html）

（李兆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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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欧洲 Argo/ 第七届国际 Argo DMQC 研讨会延期举行

第二届欧洲 Argo/ 第七届国际 Argo 资料延时模式质量控制（DMQC）研讨会原定于 5 月

11-15 日在英国利物浦举行，现因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会议主办方（英国国家海洋中心）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临时发布了一封有关此次会议延期举行的公开信，为了避免与会者预订的航班和

酒店不得不取消或重新安排，暂不确定延期日期，待国际旅行限制放宽后，再作出新的安排；同时，

也正在讨论将一些本来打算在利物浦进行的议题通过视频会议形式进行的可能性。总之，我们决

定将研讨会推迟到适合出行的时候再举办。

据第二届欧洲 Argo/ 第七届国际 Argo DMQC 研讨会的原定日程安排，本次研讨会将集中讨

论如下议题：

（1）一整天的互动式交流，特别针对盐度漂移情况下的案例和最佳的实践操作；

（2）Deep-Argo 质量控制程序；

（3）OWC 工具包中的 DMQC 手册编制；

（4）DMQC 合作框架 : 如何使用和促成在线工具 ( 存储库 ,Github 问题等 ) 和 QC 论坛等；

（5）其它 DMQC 问题的讨论，包括机器学习方法的发展、访问和参考数据的内容、其他共

享工具 ( 可视化 ), 以及如何跟踪延时模式的运行等议题。

预计会议持续时间约 3-4 天。

（详细信息可查阅：https://www.euro-argo.eu/News-Meetings/Meetings/Others/2020-DMQC-workshop）

（李兆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