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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温是海洋环境影响因子之一, 对于海洋生态环境、海水养殖业等尤为重要。本文以 Argo 数据
提取的南海海洋温度场数据为例, 结合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技术, 研究南海海温点过
程、面过程可视化表达的方法。利用 GIS 作为可视化框架提供南海海温场的可视化显示, 包括放大、
缩小和拖动等基本功能, 绘制多种形式的数值图像并进行空间分析, 包括海温数据曲线绘制、海温值查
询、空间插值、等值线等。基于 Argo 数据可视化表达的结果, 从南海海温年变化、随纬度的变化、垂向
变化、季节分布特征四方面对南海的海温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 (1)南海海表温度高温的持续时
间比较长, 升温过程比降温过程相对要短一些; (2)随着纬度的降低, 温度整体升高, 温度的年变化幅度
越来越小。夏秋两季随着纬度的变化, 温度变化不大, 春冬两季的温度变化较大; (3)在 0~30 m 温度变化
很小, 在深度为 30 m 处温度开始逐渐下降, 到达 500 m 以下, 海温一年四季都比较接近; (4)冬季海温总
体最低, 夏季海温总体最高。冬季和秋季, 在南海西南方向等值线呈现西北—东南向, 等值线比较密集。
海温的时空变化研究可以对海洋温跃层、海洋温度锋, 海水不同层次的结构的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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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之后, 海洋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而多

询时, 通过栅格与矢量互动的方式来操作 [1-2]。

源的海量海洋环境数据向存储与组织、快速访问、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利用 Argo 数据, 通过 GIS

管理与维护、可视化分析和制图提出了挑战。海洋

手段对南海海温进行可视化表达与时空过程分析,

温度作为海洋水团的基本属性之一, 观测资料的缺

基于可视化表达的结果, 从南海海温年变化、南海海

少导致一般借助间接的方法来研究海洋温度的时空

温随纬度的变化、南海海温垂向变化、南海海温季

过程。Argo 浮标计划的实施增加了实测的海温资料,

节分布特征四方面对南海的海温时空特征进行分析,

使监测温度的时空变化成为可能。Argo 剖面数据构

发现了南海海温中存在的规律。 

建的海温场有助于了解海温的变化情况, 同时对海
洋渔场形成和海洋资源分布的分析意义重大。针对

1

海洋环境数据的可视化表达, 将 GIS 平台作为一种

1.1

新的可视化方法, 它自身具有组织和处理不同格式
空间数据的功能, 能够方便地提供海洋数据的可视
化、一体化查询、分析的功能。经过多年研究, GIS
可视化功能从二维到三维, 从简单到复杂, GIS 能在
更高层次上表现地理事物和现象的时空分布、组合

海洋温度场数据来源与处理
海洋温度场数据来源
论文使用基于 Argo 数据提取的海洋表面温度场

数据, 时间分辨率是一个月, 水平空间分辨率是 1 m。
时间范围是 2006 年 1 月—2009 年 12 月。范围确定
为(100°~122°E, 0°~22°N), 包含整个中国南海。

和联系, 揭示其发展规律。在海洋温度场的可视化及
时空分析中, 采用矢量方式来组织具有位置、形状等
信息的海洋温度离散对象, 进而可以提供基于 GIS
技术的海洋温度值的查询功能。在海洋温度场的时
空过程可视化研究中, 采用栅格数据模型来对海洋
温度场进行模拟, 在进行海洋温度值的空间定位查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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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向服务器端请求这个空间点的时间序列海洋温度数据,

海洋温度场数据组织与处理
在进行海洋温度场数据点过程、面过程的时空

分析与可视化时, 既要对矢量图层进行空间定位查
询, 还要根据空间定位查询的结果对海温数据进行
关联属性查询。因为矢量数据结构在进行温度场数
据的点、线、多边形的地物特征表达中, 发挥其在定
位明显、拓扑关系等方面的优势, 同时也需要栅格数
据结构对海温数据的属性特征值进行表达。因此, 在

服务器端得到响应后去获取该点位的海温数值[3-5]。海
温点过程的可视化的数据对象是一系列比较简单的
数值对象, 所以可以用 ArryList 对象来存储属性数
据库中查询到的点过程温度要素数据, 在服务器端
将这些数据生成过程曲线图, 然后在客户端对服务
器端返回的点序列数值以过程曲线图的方式进行可
视化表达。点过程表达结果如图 2 所示(由 2009 年数

整个点过程和面过程的可视化表达中, 需要对海洋

据所得)。

温度场数据的存储采取的应是一个矢量图形数据和

2.2

一个存储有海温特征值的数据库的方式。整个数据
的组织与预处理过程, 如图 1 所示。

面过程的可视化
针对海洋温度场面过程的可视化表达, 用户可以

根据需要在客户端海洋温度场数据平面上选择需要
查看的范围, 可以采用矩形框对该范围进行选择[6-7]。
客户端会把该选取的范围传给服务器端。然后, 服务
器端以客户端传来的范围为依据, 对 ArcGIS Server
发布的地图进行切割, 同时将所切割获得的海洋温
度场图片数据保存于 ArcGIS Server 的输出目录里。
按照时间作为顺序, 对所发布的海温地图中的所有
图层都一一进行切割。图层切割完之后, 将这些图片
的 URL(网页地址)按照时间顺序一一存储在图片数

图 1 海洋温度场数据预处理流程
Fig. 1 Preprocessing of sea temperature field

组中。以时间为序, 服务器端把每个时间的数据先传
给客户端, 将数据存于客户端的缓存中。客户端会根
据用户选择的时间范围, 依次把 URL 数组所指向的

2
2.1

海温图片进行连接, 在客户端显示接收生成的数据

海洋温度场可视化研究

文件, 进行动态过程播放, 展现温度场动态变化的

点过程的可视化

效果, 更好地完成海洋温度场时空过程的动态可视

用户可以在客户端海洋温度场中任意选取一点,

Fig. 2

化 [8-13]。其表达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 2 点过程可视化
Point process 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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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3

图 3 面过程可视化
Polygon process visualization

3.1

南海海温时空特征分析
通过海洋温度可视化表达与海温时空过程分析,

可以得到南海海洋温度剖面分析、点过程和面过程
的分析等功能。时序分析能够看到海洋温度要素随

南海海温年变化特征
南海中取点位置大致约为 17°N, 111°E, 由 2006—

2009 年的温度月变化的过程(图 4)可以看出: (1)南海
的海表温度每年几乎都保持在 25℃以上, 处于高温

时间变化的过程, 为预测海洋温度的变化趋势和发

当中。(2)最低温度一般在 1 月份, 温度为 25℃左右, 最

现其中的规律提供了方便。剖面曲线分析能够直观

高温度一般在 6 月份左右, 温度在 29℃以上。(3)升温

显示海洋温度随深度而变化的过程, 能更好地发现

大多是从 2 月份开始到 5 月份左右, 降温是从 7 月份

海洋温度随深度的变化规律。本文根据可视化表达

开始缓缓地降温, 到 12 月份降到 26℃以下。由此可

的结果, 选取了一些点位进行了南海海温时空特征

见, 南海海表温度高温的持续时间比较长, 升温过

的分析。

程比降温过程相对要短一些。

Fig. 4

38

图 4 2006—2009 年南海海表面温度年变化图
Annual changes in surface temperature in South China Sea from 2006 to 2009
海洋科学 / 2018 年 / 第 42 卷 / 第 4 期

3.2

南海海温不同纬度变化特征
在研究区域内选取不同纬度的点位, 组成两组

不 同 的 数 据 , 第 一 组 取 点 位 置 大 概 为 (4°N, 111°E;
13°N, 111°E; 21°N, 111°E), 第二组取点位置大概为
(3°N, 120°E; 14°N, 120°E; 20°N, 120°E)。把两个不同
纬度的南海海表温度年变化曲线显示到同一个图中

Fig. 5

3.3

比较分析, 可以看到: (1)随着纬度的降低, 温度整体
升 高 , 温 度 年 变 化 的 幅 度 越 来 越 小 (曲 线 越 来 越 平
缓); (2)在曲线波谷处, 三条曲线之间的温差最大,
在曲线波峰处, 三条曲线比较接近, 温差最小, 即夏
秋两季温度随纬度的变化不大, 春冬两季的温度变
化较大, 如图 5 所示。

图 5 2009 年海表面温度的纬度变化图
Changes in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with latitude in 2009

0~30 m 温度变化很小, 在深度为 30 m 处温度开始

南海温度垂向变化特征
南海中取点位置大致约为 18°N, 115°E, 垂向深

逐渐下降, 到达 500 m 以下, 海温一年四季都比较

度为 0 m、10 m、20 m、30 m、50 m、75 m、100 m、

接近; (2)黑色曲线表明 8 月份海温在 30~50 m 间温

125 m、150 m、200 m、250 m、300 m、400 m、500 m、

度随深度的下降是最陡的; (3)在 75 m 以深, 11 月份

600 m、700 m、800 m、900 m、1 000 m、1 100 m、

的温度一般会超过其它三个季节的温度, 然后趋于

1 200 m、1 300 m、1 400 m, 因为海洋上季节反应

接近; (4)在海表层和次表层, 海温的季节性差异明

滞后于大气一个月, 因此选取 2 月、5 月、8 月和

显, 且都在 25~30℃。通过分区域性进行垂向海温

11 月为四个季节的代表月份, 由此得出 2006—2009

的分析, 有助于对温跃层多跃层的发现提供参考,

年四季的温度垂向变化。由图 6 可以看出: (1)在

发现规律。

Fig. 6

图 6 2006—2009 年温度垂向变化图
Vertical changes in temperature from 2006 to 2009
Marine Sciences / Vol. 42, No. 4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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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于 15°N 以上, 到了夏季, 海温的高值区位于 15°N 以

南海海温季节分布特征
本文选取 2 月(冬)、5 月(春)、8 月(夏)、11 月(秋)

为四个季节的特征月份, 图 7 是南海海表 2008—
2009 年四个季节的平均海温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
(1)冬季海温总体最低, 夏季海温总体最高; 秋季和
春季海温差不多, 但是秋季温度更高一点; (2)冬季

上, 夏季温度南海区域普遍处于 29℃以上, 南海东
南区域的海温一年四季都处于比较高的温度。除了
冬季, 南海中部区域一直属于海温低值区。

4

结论
基于南海海温可视化表达与时空过程分析的结

和秋季, 在南海西南方向等值线呈现西北—东南向,

果, 从南海海温的年变化、不同纬度变化、垂向变化、

等值线比较密集。其余地方相对较稀疏。夏季和春

季节分布特征四方面对海温时空特征进行分析, 发

季的等值线都比较稀疏; (3)冬季, 海温的低值区位

现南海海温中存在的规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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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图 7 南海海表温度季节分布特征图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SST in South China Sea

(1) 南海的海表温度每年几乎都保持在 25℃以
上, 处于高温当中。最低温度一般在 1 月份, 温度为
25℃左右, 最高温度一般在 6 月份左右, 温度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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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processes of sea temperatur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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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a temperature is one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impact factors, especially for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marine aquaculture. In this study, we extracted Argo temperature data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combined it with GIS technology to investigate the South China Sea ocean temperature using the point and surface
processes visual expression method. Using the GIS visualization framework, we generated a visual display of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SS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is framework also offers the basic functions of zoom and
drag, drawings of numerical images, and spatial analysis in various forms, including SST data curve drawing, SST
value query, spatial interpolation, and contour lin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our Argo data visualization, we analyze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S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four respects: annual SST variation,
latitude change, vertical change, and season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1)The SS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a
longer duration, with the warming process being shorter than the cooling process. (2)With decreases in latitude, the
overall temperature increases, and the annual temperature variation decreases. (3)Between 0 m and 30 m in depth,
the temperature change is very small; the temperature begins to gradually decrease at 30 m to below 500 m; and
SST stays fairly consistent throughout the year. (4)The SST is lowest in winter and highest in summer. In winter and
autumn, the isoline in the southwestern South China Sea is in the northwest to southeast direction and is relatively
dense. The study of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s of sea temperature com provide meaningful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oceanic thermocline, oceanic temperature front and the structure of different layers of sea water.
(本文编辑: 李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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