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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是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建成的大洋观测网络。深海数据的连

续获取和实时传输对海洋与气候预报和海洋环境安全保障意义重大, 世界海洋大国纷纷致力于其关
键技术和系统集成的攻关。在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资助下, 中科院海洋所经过统筹安排和
周密部署, 3 年多来先后组织西太平洋综合考察航次 3 次, 成功布放和回收深海潜标 73 套次, 建成了
由 16 套深海潜标组成的我国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并实现稳定运行, 获取西太平洋代表性海域连续 3
年的温度、盐度和洋流等数据。在 2016 年航次中, 中国科学院又攻克了潜标数据长周期稳定实时传
输的海洋观测难题, 实现了深海数据的“现场直播”, 截至 2017 年 9 月, 深海数据已成功连续实时回
传 260 余天。以此为标志, 我国的大洋科学观测网建设实现了批量化、标准化和常态化。深海观测
数据的长时间连续积累和实时化传输, 将提升我国深海科学研究能力, 加速我国海洋与气候预报业
务系统建设步伐, 满足海洋强国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对海洋环境安全保障的重大需求。“十三五”
时期, 我国正全面推进深海进入、深海探测和深海开发的深海战略, 深海科学观测网建设技术和潜标
数据实时传输技术对我国深海探测能力的提升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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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海数据的连续和实时观测能力建设对海洋
与气候预报和海洋环境安全保障意义重大, 世界海
洋大国纷纷致力于其关键技术和系统集成的攻关
(Cravatte et al, 2016; Fischer et al, 2017)。在中国科学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保障国家海洋环境安全
提供重要基础支撑。

1

构建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的战略意义

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物质

热带西太平洋拥有全球海洋中最大的暖水体

能量交换及其影响”(以下简称“海洋专项”)的支持下,

——热带西太平洋暖池, 是驱动大气环流系统的主

中国科学院自主建成了国际领先的西太平洋潜标观

要 热 源 地 之 一 , 是 全 球 最 强 劲 的 Walker 环 流 和

测网, 现已成功获取西太平洋代表性海域连续 3 年的

Hadley 环流的对流中心和上升流分支。暖池在赤道

温度、盐度和海流等数据, 并在 2016 年航次中首次

太平洋上东西移动及相应的大气环流变化, 深刻影

实现了深海观测数据的实时回传, 成功破解了这一

响 厄 尔 尼 诺 和 南 方 涛 动 (El Niño-Southern

海洋观测难题。

Oscillation, ENSO)气候现象的发生和发展, 并通过

深海观测数据的长时间连续积累和实时化传输,

季风系统对我国的气候变化、特别是我国旱涝和冷

将加快我国海洋与气候预报和环境保障业务系统建

暖异常等重大气候灾害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影

设步伐, 提升我国深海探测和科学研究能力, 为实施

响。热带西太平洋和暖池周边海域的表层和次表层

*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 类)项目, XDA11010201 号, XDA11010204 号;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鳌山科
技创新计划项目, 2016ASKJ12 号。汪嘉宁, 副研究员, Email: wjn@qdio.ac.cn
①通讯作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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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流复杂、多变, 由数支赤道流和西边界流组

和经向的热量和质量输送、热带印度洋-太平洋水交

成的环流系统, 直接影响和调制暖池自身的变异和

换、南北半球水交换等过程中均起关键作用(图 1,

暖 池 区 海 洋 -大 气 相 互 作 用 过 程 , 同 时 在 海 洋 纬 向

王凡等, 2012, 2016)。

图1
Fig.1

热带西太平洋和暖池区域上层和中深层海洋动力过程概述图

Schematic showing dynamic processes in the upper, intermediate, and deep layers of the tropical western Pacific and the warm
pool

深海动力过程对全球气候系统年代际和更长时

上层和中深层海洋环流的系统科学调查研究, 不仅

间尺度的变异起决定性作用, 中深层环流对海洋热

可以扩展和提升我国海洋环境综合保障能力, 还可

量的输运和再分配决定全球气候的变化趋势, 在当

促进海洋科学发展、服务我国气候预测与防灾减灾需

前全球变暖日趋严重的背景下, 深海动力过程与海

求。随着我国国力的日益提升和国家利益的不断拓展,

洋碳、氮等生源物质循环之间的关系等已成为新的科

作为我国从近海挺进大洋的必由之路, 热带西太平

学前沿。近年来研究指出工业时代以来全球海洋热含

洋成为我国必须重点关注的海域。因此, 在“一带一

量的增加量, 在 1950 年基本都存储在 2000m 以浅的

路”倡议和深海战略的实施中, 迫切需要对大洋全水

水层内, 而在 2013 年约 14%进入了 2000m 以深的深

层海洋动力过程进行长期、系统、综合的观测, 掌握

海大洋(Gleckler et al, 2016)。深层大洋存储热量的增

西太平洋的海洋环境、特别是水文和动力过程的变异

加被认为和全球变暖的停滞密切相关(Trenberth et al,

规律, 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013), 并也深刻影响我国的气候变异, 关乎我国的
国家安全、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核心利益。因此开

2

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的规模和内容

展深海动力过程观测研究对于解密全球和我国气候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热带西太平洋

系统长期变化至关重要, 同时也孕育着海洋和气候

海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于 2013 年启动, 构

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突破和发现。

建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是专项的重点任务之一。西太

与此同时, 热带西太平洋毗邻我国, 是我国战略

平洋科学观测网的建设目标是实现对西太平洋赤道主

性物资的主要海上运输通道之一, 是我国近海动力

流系及其与西边界流关联区、中深层环流大规模同步

环境和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外部驱动因子, 对我国

连续现场观测, 填补国际上在西太平洋赤道流系和中

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至关重要, 是我

深层环流同步观测的空白。2013 年, 项目组对科学观

国海洋核心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热带西太平洋

测网进行了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2014 年, 项目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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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组织实施西太平洋综合考察航次, 进行了大规模的

网初步建成。2016 年, 西太平洋综合考察航次再次成

深海潜标布放和大面站综合调查作业。2015 年, 西太

功实现了潜标的维护和数据回收, 标志着科学观测网

平洋综合考察航次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潜标数据回收,

已经实现稳定运行, 并成功进行了深海潜标数据的实

并进行了设备维护和潜标的再布放, 标志着科学观测

时化传输升级, 破解了这一海洋观测技术难题。

图2
Fig.2

2014—2016 年(自左向右)西太平洋综合考察航次站位

Research station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cruises in 2014, 2015 and 2016

注: 2014 年航次自 8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 历时 46 天, 总航程 6200 海里; 2015 年航次自 8 月 31 日至 11 月 15 日, 历时 77 天, 总航程 11380
海里; 2016 年航次自 2016 年 11 月 10 日至 2017 年 1 月 2 日, 历时 54 天, 总航程 7939 海里

分别向上和向下测量的 75kHz 多普勒流速剖面仪, 用
于获取表层至 1000m 左右的三维流速的高时空分辨
率变化数据。在 1000m 以深以 500m 左右为间隔布放
了若干单点海流计, 用于获取大洋中深层流速的连
续变化数据。在 400m 以深配置了若干温盐深仪, 用
于获取大洋水体温度和盐度的连续变化数据。在潜标
底部配置了 2—3 台声学释放器, 实现潜标的测距、
定位和回收。通过和国际同行潜标观测比较, 我国西
太平洋科学观测网首次实现了对西太平洋上层赤道
流系及其与西边界流关联区、中深层环流的同步观测,
其中上层海流观测的垂直分辨率达到 8m, 中深层海
流和温度盐度观测的垂直分辨率达到 500m, 全部要
素的观测时间分辨率达到 1 小时。我国西太平洋潜标
图3
Fig.3

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潜标位置图

网观测的时空分辨率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Locations of subsurface mooring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注: 粉色五角星表示正在运行的潜标位置, 白色五角星表示曾经
运行的潜标位置

3

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的建设和运行技术
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的建设和运行具有三个主

3 年来, 西太平洋综合考察航次总航程 25519 海

要特点。一是稳定, 3 年来潜标布放成功率 100%, 回

里, 科研人员共成功布放和回收潜标 73 套次, 建成

收成功率 96.6%。二是高效, 16 套潜标 800 余件观测

了由 16 套深海潜标组成的我国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

设备的回收和再布放、70 余个综合站位的调查历时

并实现稳定运行, 获取西太平洋代表性海域连续 3 年

54 天完成, 工作效率实现历史性飞越。三是活力, 建

的温度、盐度和洋流等数据。16 套深海潜标主要分

立了一支成熟可靠、年轻有为的专业科考团队, 航次

布在 130°E 断面北赤道流的流轴上、140°E 和 142°E

首席队长平均年龄 34 岁, 科考队员平均年龄 29 岁。

断面北赤道逆流的流轴上、雅浦-马里亚纳海沟连接

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的建设和维护实现稳定和高效,

区等(图 3)。图 4 给出了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潜标的

一是得益于形成了一支有活力的海洋观测团队, 二

典型结构图。在 400m 左右, 潜标主浮球装载了两台

是得益于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潜标观测网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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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工作流程。我们基于大数据分析, 量化评估各项

行, 我国的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实现了建设与维护

工 程 技 术 指标 , 用 于 科 学 计 划 , 优 化 设 计 , 合 理采

批量化、标准化和常态化, 可为我国大洋观测网建

购, 理顺流程, 提高效率。经过三年多的建设和运

设提供示范。

图4
Fig.4

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潜标结构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subsurface mooring in the western 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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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各潜标站位布放设备类型和数量统计(上)、潜标设备密度和布放速度统计(中)、以及潜标设备密度和布放速
度的线性拟合关系(下)

Fig.5

The type, position, and number of subsurface moorings deployed in 2016(upper); instrument density and deployment velocity
statistics(middle); and the linear correlation between instrument density and deployment velocity(bottom)

以下给出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建设和运行技术

科研成果的加速产出意义重大, 各国纷纷致力于研

几个例子。图 5 上图给出了 2016 年 14 套潜标布放设

究攻关。上世纪 90 年代, 海洋卫星技术的发展实现

备类型和对应的数量、以及布放地点水深等信息。

了海洋表层数据的实时传输。例如 1992 年美法合作

2016 年西太航次累计布放潜标设备 803 件, 平均每套

发射了 TOPEX/Poseidon 卫星, 科学家实现了实时获

布放 57 件, 每套潜标包含的设备数量和布放地点的

取海洋表层流场和海表面高度场等数据。1982—1983

水深成正比。图 5 中图给出了每套潜标的设备密度(即

年强厄尔尼诺事件及其引起的全球气候灾害, 使科

每米的设备数量)和潜标布放速度的关系图, 从图上

学家开始关注热带太平洋海气相互作用和海洋上层

可以看出布放速度和设备密度成反比, 进一步计算

海洋动力过程。随后, 美国太平洋海洋环境实验室历

得到线性拟合关系式, 两者相关系数的平方达到

经 10 余年的建设, 于 1994 年建成了 70 套浮标组成

0.7(图 5 下图)。通过这一统计关系式, 我们就可以根

的赤道太平洋浮标阵列, 后 2000 年日本海洋地球科

据每套潜标设计的设备密度, 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有

学技术中心加入, 称为 TAO/TRITON 浮标阵列, 该阵

效掌控整个航次的作业进度和安排。

列提供了实时的海气通量和上层 100m 左右海洋温度

每套潜标在布放前首先根据科学目标设计设备

等数据, 为监测、预报和理解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海洋

数量和布放深度, 初步设计完成后将对潜标布放在

气候现象做出了贡献。海表和海气界面的观测数据实

海水中的姿态进行仿真计算, 分别考虑在布放地点

现实时传输后, 海洋学家亟待解决深海数据的实时

气候态流速下、5 倍、10 倍、20 倍和 50 倍气候态流

传输问题, 这对提高气候预报精度具有重要意义。

速下的潜标姿态(图 6), 确保在极端流速环境下, 潜

深海潜标最上面一个浮体距离海平面还有四五

标仍可以锚定在原位置, 并能保证潜标在海水中的

百米, 这些数据很难穿透海水传输到卫星上。如何实

姿态正常, 所有观测设备在正常耐压深度范围内。

现潜标观测、数据水下采集和传输、卫星通信等多系

4

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的实时传输技术
深海数据的实时传输对海洋预报系统的完善和

统集成, 并设置好其工作程序, 降低功耗实现长时间
稳定工作是深海数据实时传输的难点。海上现场作业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工程难度, 潜标的布放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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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放地点气候态流速下、20 倍和 50 倍气候态流速下(从上至下)潜标姿态仿真计算

Simulation of mooring postures when subjected to 1×, 20×, and 50×climatological current velocity of the deployment locations
(from top to bottom)
注: 红点表示潜标上的设备和浮球, 蓝线表示潜标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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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压力和张力快速变化的过程, 如何在这一过程中

据的成功回传率在 95%以上, 创造了国内外有明确

保证实时传输系统设备的正常工作是另一个难点。

文献记录的实时获取深海数据的最长工作时间。图 7

针对上述问题,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中
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组织开展了技术攻关, 研发了

给出了 140°E 赤道站位大洋上层 1000m 纬向流速的
实时回传数据。

潜标数据采集、无线水声通信传输、水面实时通讯、

通常潜标观测数据每年只能采集一次, 科考船

潜标布放等一系列技术方案。在 2016 年航次中, 科

前往潜标站位后, 科考队员向位于潜标底部的声学

考队员在其中一套潜标系统安装了水面实时传输浮

释放器发射指令, 使潜标系统释放并上浮至海表面,

体, 深海观测数据首先进行成功采集后, 将通过无线

再将潜标系统回收至船甲板, 通过电脑连接设备进

水声通信方式传输给水面浮体, 水面浮体再将其发

行数据的回收。而深海潜标数据实现实时传输后, 科

射到卫星上, 卫星反馈回陆地实验室。最终, 无线实

学家和业务用户可以通过电脑或手机终端实时掌握

时数据传输的方案获得了试验成功。截至 2017 年 9

深海大洋的动力状况, 对深海数据的查看模式从“录

月, 深海数据已成功连续实时回传 260 余天, 深海数

像回放”变成了“现场直播”。

图7
Fig.7

142°E 赤道站位大洋上层 1000m 纬向流速的实时回传数据

Real-time transmission of time-depth variation of zonal velocity in the upper 1000m at 0°, 142°E. Red and blue denote eastward
and westward currents
注: 红色表示东向流, 蓝色表示西向流

5

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已取得的数据
3 年来, 西太平洋综合考察航次共完成大面观测

站位 270 余个(图 2), 获取原始观测数据 100 多个 GB,
调查内容实现了多学科、多尺度、多水层全覆盖, 更
加突出对 2000m 以深深层大洋的加密观测, 最深观
测深度达到 6000m。16 套深海潜标获取了西太平洋
代表性海域连续 3 年的温度、盐度和海流等数据, 潜
标累积获取观测数据量达到约 25 个 GB。图 8 给出了
其中一套潜标观测获取的西太平洋上层 1000m 内纬
向流速的时间-深度变化。图 9 给出了其中一套潜标
观测获取的 1000m 以深中深层纬向和经向流速的时
间变化。

6

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应用和展望
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数据成功回收后, 中国科

学院海洋所正在建设和完善深海数据实时接收、集成
与挖掘平台, 实现潜标数据的实时接收和数据统计
分析, 可对深海长时序环境数据进行动态模拟和展
示, 提供深海环境保障基础信息服务。2017 年 6 月,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和中
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三方签署了“西太平洋深海
实时化潜标观测数据使用战略合作协议”, 依托各自
在相关领域的优势, 对深海实时化观测数据进行了
拓展性应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主要负责应用西
太平洋实时化潜标观测数据, 将该资料与现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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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E 赤道站位潜标在 2014 年 8 月—2016 年 12 月观测的上层 1000m 范围内纬向流速
Fig.8

Time-depth variation of zonal velocity in the upper 1000m at 0°, 142°E
注: 红色表示东向流, 蓝色表示西向流

图9

15.5°N, 130°E 站位潜标在 2014 年 9 月—2015 年 9 月观测的中深层流速变化, 蓝色表示纬向流, 红色表示经向流。
Fig.9

Time series of zonal (blue) and meridional (red) velocities at various depths of deep ocean at 15.5°N, 130°E

海海洋环境预报模式相融合, 及时修订温盐流和短

和深海科学研究能力。二是将加速我国海洋预报和环

期气候预报产品, 提高海洋环境预报精准度, 提高国

境保障新业务系统的完善, 提升我国海洋环境和气

家海洋环境安全保障能力。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

候的预测能力。三是将满足海洋强国建设、“一带一

所主要负责利用西太平洋实时化潜标观测数据发展

路”倡议的实施对海洋环境安全保障的重大需求。“十

和改进海洋动力模式, 开展深海海洋环境参数化和

三五”时期, 我国正全面推进深海进入、深海探测和

模式数据同化等研究, 对现有潜标站点进行评估。两

深海开发的深海战略, 深海科学观测网建设技术和

方将根据数据使用情况向中科院海洋所提供关于西

深海数据实时传输技术对我国深海探测能力的提升

太平洋科学观测网优化和升级的建议和意见。

意义重大。

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数据的连续积累和实时获

几十年来, 北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一直在进行

取将产生如下几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将为探索研究

大洋观测网的建设和维护。TAO/TRITON 阵列自 1994

热带西太平洋环流的三维结构、暖池变异及其对气候

年建成后, 由美国太平洋海洋环境实验室和日本海

变化的影响提供宝贵数据资料, 提升我国海洋探测

洋地球科学技术中心至今维护了 23 年。加拿大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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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海洋研究所建设的用于监测大西洋经向翻转环

国力的体现, 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和长期持续的经

流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北极区拉布拉多海 AR7W 观测

费支持。

断面, 自 1990 年以来至今已坚持维护了 27 年。这些

参

观测网络不但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
还增加了这些国家在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制定和科学
研究中的话语权。
通过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实施,
我们国家的西太平洋深海观测网已经成功实现了“弯
道超车”, 上世纪国外科学家建立了海洋表层和海气
界面观测网并实现了数据的实时传输, 而在本世纪
中国科学家没有再次将解决海洋观测技术难题的机
会拱手相让, 成功实现了深海数据的实时传输, 并连
续获取了高质量高时空分辨率的深海数据。
深海大洋不只是人类了解地球亟待填补的空白,
也是国家资源和安全保障之所系。我国要自主建设深
海大洋观测网, 并使其长期运行, 这是一个国家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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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ientific Observation Network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is constructed by the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OCAS). Many of the world’s major maritime powers have 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on key technologies and system integration related to the continuous acquisition and real-time transmission of
deep-sea data, because these are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marine weather and climate forecasts, and for ensuring the
safety of marine environment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Strategic Priority Research Progra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IOCAS has performed thre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expeditions, succeeded in deploying and retrieving 73
sets of subsurface moorings, and established China’s Western Pacific Scientific Observation Network using 16 sets of
deep-sea subsurface mooring. This network is now capable of stable operation, and temperature, salinity, and ocean current
data from representative marine region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have been acquired using this network for three years in
succession. During the expedition in 2016, the IOCAS set out to overcome well-known difficulties in the long-term
transmission of real-time data from subsurface moorings, and succeeded in achieving “live transmission” of deep sea data.
By September 2017, the real-time transmission of deep-sea data had successfully been conducted for more than 260 days in
a row. With this mileston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arine science observation network has achieved batch oper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Real-time transmission and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deep-sea observation data will
enhance capacity for marine science research, and also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ine weather and climate forecast
systems for China, thus meeting the immense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marine strategies such as Marine Potestatem an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ver the 13th Five-Year Plan, China will fully commit to a strategy involv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cces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eep-sea regions. He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eep-sea scientific observation
networks and technologies for real-time data transmission from subsurface moorings are vital for enhancing China’s
capacity for deep-sea exploration.
Key words
Western Pacific Ocean; scientific observation network; subsurface mooring; real-time; deep-sea
exploration;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