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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齐柏林设计的人类第
一艘飞艇首航成功。

河南发现恐龙蛋化石群。

“火星探路者”宇宙飞船登陆
火星。

中国首次开展远洋科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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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之无愧的“深海探索者”

6月28日，历经18个月适应性改
造的我国首艘装载国产化科考装备的
载人潜水器支持保障母船——“探索二
号”科考船从福建马尾造船公司抵达三
亚南山港码头正式入列。

“2018年12月，‘探索二号’还是
一艘工程船，由于载重吨位大、操作性
能好、推进与定位能力强，特别适合改
造成为科考船。”江苏海洋大学测绘与
海洋信息学院副院长吕海滨介绍起“探
索二号”的前世今生：在马尾造船公司，

“探索二号”进行了适应性改造，包括船
舶改建、潜水器收放系统、CTD吊机（投
放温盐深仪测量万米深海环境的专用
装置）、折臂吊、绞车系统研制等。

公开数据显示，改造后的船舶总长
87.2米，型宽18.8米，型深7.4米，最
高航速14.2节，满载排水量6700吨，
采用了国际先进的电力推进系统和定
位系统，可为远洋科考提供充足的动力
和自动巡航功能；自持力（中途不补给
的情况下，连续在海上活动的最长时
间）不低于75天，可同时搭载60名科
考队员开展海试任务。

“母船配置两台全回转舵桨和两台
艏侧推，采用全电力推进，续航力大于
15000海里，虽然非核动力船舶，但

‘电力十足’。”吕海滨说，该船还具有
自航能力的DP3级动力定位系统。据
介绍，DP3级是国际海事组织的最高动
力定位级别，可依靠自身的自控系统和
卫星定位，自动测定风向等海况，将船
稳稳停泊在作业点。

除此以外，船上还配备全海深地质
绞车、万米CTD绞车及6000米光电缆
绞车等国产化科考作业设备，能够完成
万米海深的沉积物采样和温盐深仪布
放回收作业，这两种绞车系统均为“探
索二号”科考船的标准配置。吕海滨透
露，科考船出海运行后，未来还将根据
具体科考任务配置多学科海洋调查仪
器，如万米测深仪、沉积物柱状采样器、
箱式采泥器等。

“任务重、时间紧、技术难度高。”作
为“探索二号”的执行建造检验单位，中
国船级社（CCS）福州分社检验项目经
理林祥文这样评价改造过程。他介绍，

该船还安装有100吨的起重门吊以及
波浪补偿潜器布放回收系统，可在风浪
条件下进行万米载人深潜器下放与回
收，是当之无愧的“深海探索者”。

据悉，该船不仅可以支撑深海、深
渊无人智能装备进行各项海试任务，还
能够执行全球的深海科考调查任务，其
可搭载万米级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
和4500米级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
号完成布放回收工作，达到融为一体的
联合作业能力。作业成果将对我国深
海科学考察和海洋战略安全具有积极
促进作用。

专为“万米级载人潜水器”而生

“探索二号”科考船不仅可以支撑
深海、深渊无人智能装备进行各项海试
任务，同时还可搭载万米载人深潜器

“奋斗者”号和4500米载人深潜器“深
海勇士”号完成布放回收工作，是全球
目前最大作业水深的作业型载人深潜
科考装备。近期，两台潜水器将与船舶
完成适配工作，达到融为一体的联合作
业能力。

“中国的载人潜水器是中国深海科
技的集中体现。此前已经投入使用的

‘深海勇士’号、‘蛟龙’号，为全海深载
人潜水器奠定了中国制造的基础。全
海深载人潜水器建成投入使用后，将会
创造新的‘中国深度’，进一步提升我国
海洋探测能力与研究水平。”中国船舶
集团有限公司七〇二所副所长、万米载
人潜水器“奋斗者”号总设计师叶聪近
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2020年3月，万米载人潜水器“奋
斗者”号在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七〇

二所完成总装并开始全流程水池试
验。水池试验之后万米载人潜水器“奋
斗者”号将走出实验室，进入海试阶段。

载人潜水器往往都无法自己抵达
海沟并进行下潜，它需要“搭车”前往。
在此之前，已有“探索一号”作为母船，
为何还要建造“探索二号”？ 吕海滨解
释，“探索一号”是2016年下水的载人
潜水器保障母船。该船仅能保障
4500米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
为保障万米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的
科考工作，需要建造新型的“探索二号”
科考船；2018年12月20日，中国科学
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与海南省共
同出资购置了福建马尾船厂一条正在
建造中的海洋工程船做适应性改造，大
大缩短了船舶建造和改造的工期，同时
也满足了万米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
海试时间窗口的要求。

可以预见的是，万米载人潜水器
“奋斗者”号在海试期间，将配有“探索
一号”母船以及“探索二号”支持保障母
船两条船舶，累计可以搭乘科考队员
120人。2020年，中国万米载人潜水
器“奋斗者”号即将探访马里亚纳海沟
的最深处“挑战者深渊”，一场“大戏”即
将在深海“舞台”上演。

深海产业利器仍需“雕琢”

作为全球目前最大作业水深的作业
型载人深潜科考装备和我国首艘全数配
备国产化科考作业设备的载人潜水器支
持保障母船，“探索二号”最大亮点在于
关键装备国产化，突破国外垄断。

据介绍，科考船仪器国产化主要由
中国船舶集团七〇四研究所完成，主要

包括100吨门架式载人潜水器布放回
收系统、液压折臂吊、CTD吊、全海深地
质绞车、万米CTD绞车、6000米光电
缆绞车等国产化科考作业设备等，国内
研究所如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
研究所已具备该类船舶仪器的自主研
发和船体改造。

“以CTD吊放装置为例，是投放温盐
深仪测量万米深海环境的专用装置，作
为科考作业水面支持的关键装备，长期
被国外‘卡脖子’。”七〇四所工作人员表
示，所内研制的CTD吊放装置的伸缩臂
行程达到4150毫米，是目前世界上单节
伸缩行程最长的吊机产品，符合水面投
放安全可靠性要求，尤其是5级作业海
况紧急回收等特殊要求。同时，因目标
船后甲板面空间狭小及CTD吊放装置轻
量化设计要求，该吊放装置采用紧凑结
构形式，布置于舷侧，通过曲柄摇杆摆动
机构、矩形截面伸缩臂以及浮动滑块结
构设计，实现承受大横向载荷。

“‘探索二号’的入列代表我国深海
产业再添利器。”吕海滨表示，目前我国
已具有多艘国际领先的海洋科考船，例
如隶属于自然资源部的“向阳红1”“向
阳红2”“大洋2”“雪龙2”，隶属于中科
院系统的“科学”号、隶属于教育部的

“嘉庚”号等；在江苏还有国产极地探险
邮轮及含有“苏州智造”元素的全球首
艘智能科考船“雪龙2”等。“探索二号”
的建造对我国海洋科学考察和海洋战
略安全都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亟待解决的是，我国海洋装备制
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研发投入强度
和研发人员占比长期落后于韩国和日
本，在柴油机、机舱自动化系统、货油系
统、舵机和通讯导航设备等方面差距明
显，仍需‘雕琢’。”吕海滨坦言，在深海
船舶方面，我国最大的障碍是缺乏长时
间、大范围实施深海资源与环境探测和
大容量、高负荷进行深海开发与工程作
业的两大能力。他表示，中国船舶产业
结构调整的重点方向，在发展新型船舶
的同时，从“注重船体”向“注重内脏”转
变，重点发展绿色动力与配套设备设计
制造能力，注重传感器、监测系统模块、
控制单元、软件等新兴产业链的培育。

本报记者 张 宣 王 拓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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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二号探索二号””来了来了 深海再添利器深海再添利器

波在复杂环境中传播时会出现分
支流，形成强度增强的分支，这些分支
再随着波的传播继续分裂。这种现象
最早发现于电子中，被认为是声波和
海浪的一种聚焦机制。在本期《自然》
中，以色列理工学院与中佛罗里达大
学的合作团队首次描述了对光的分支
流的实验观察。研究人员在薄肥皂膜
内观察到了分支流的传播，膜的厚度
变化能让光聚焦成分支丝（如封面所
示）。在光学领域创造出分支流为研
究并理解这一现象带来了新的可能。

科学家首次描述光的分支流

2020年7月2日《自然》封面

记者从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获悉，
联合了国内14个天文单位和高校的
CAFE小卫星项目，目前已进入关键技术
攻关阶段，预计在2021年底完成技术
研发，届时CAFE小卫星有望成为我国
自主创新并引领国际前沿的科学卫星。

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纪丽介绍，
CAFE项目即莱曼紫外发射线成图探
索小卫星项目，它利用莱曼紫外这一
独特的空间窗口，针对“宇宙缺失重
子”和“星系吸积和反馈”等重大的科
学前沿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将填补
国际天体物理研究领域在莱曼紫外波
段对弥漫源发射线成图探测的空白。
CAFE项目已经建立起一支70人左右
的科学和技术团队，分布在全国14个
天文单位和高校，目前团队正在进行
有效载荷关键技术的研发，预计技术
研发将于2021年底完成。

纪丽表示，国内天文科学技术与
欧美仍有较大差距，在研制空间大型
望远镜、探测器方面积累较少，而CA-
FE小卫星项目目前在国际相关领域
中处于领先地位，为我国空间天体物
理达到国际前沿提供非常宝贵的契
机。该项目和国际已经立项的空间项
目如雅典娜项目（Athena）相辅相成，
有望成为我国自主创新、引领国际前
沿、具有开创性和重要科学意义的科
学卫星。 蔡姝雯 钱霜霜

紫台开展

CAFE小卫星项目攻关

6月底，我国首艘全数配备国产化科考作业设

备的载人潜水器支持保障母船——“探索二号”船

抵达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南山港正式入列。

“探索二号”集聚国内各方力量，历时一年半在福建马尾船厂

完成适应性增装建造。该船除支持深远海常规科考作业，还可搭

载万米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和4500米载人潜水器“深海勇

士”号。业内专家在接受《科技周刊》采访时表示，“探索二号”的

成功建造，将提升我国核心科考设备的整体装备水平，对我国深

远海工程技术产业和科学考察研究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前沿

国 际 标 准 组 织
3GPP 近日宣布 R16
标准冻结，标志5G第
一个演进版本标准完
成。5G R16 标准的
冻结是5G发展中的重

要里程碑，将加速5G发展步伐。R16
标准不仅增强了5G的功能，让5G进一
步走入各行各业并催生新的数字生态
产业，还更多兼顾了成本、效率、效能等
因素，使通信基础投资发挥更大的效
益，进一步助力社会经济的数字转型。

R16实现了从“能用”到“好用”，围
绕“新能力拓展”“已有能力挖潜”和“运
维降本增效”三方面，进一步增强了5G
更好服务行业应用的能力，提高了5G
的效率。中国移动研究院产业与业务
合作部总经理杨光表示：“R16标准的
主要内容一方面是对R15的进一步增
强，比如MIMO、动态频谱共享、双连接

和载波聚合等，另一方面是对新的部署
模式和应用的支持，比如对非授权频段
的支持及对V2X的支持等。”

作为新一代的移动通信技术，5G
远比前几代通信网络复杂，要求也高，
应用场景也多。在这种情况下，5G标
准，就是大量技术形成的一个集合，要
通过R14、R15向R16和R17版本不断
演进，不断完善。

据了解，3GPP R15在2019年完
成冻结，现在运营商部署的5G基站就
是基于这个版本的，其主要对eMBB
(增强型移动宽带)的支持。

5G R16将以更快的上传及下载
速度增强独立组网的 5G 网络，并为
V2X和工业物联网部署定义标准。因
此，该版本的冻结将对5G面向行业应
用提供更有力支持。

R16标准面向工业互联网应用，引
入新技术支持1微秒同步精度、0.5-1毫

秒空口时延、“六个九”可靠性和灵活的
终端组管理，最快可实现5毫秒以内的
端到端时延和更高的可靠性，提供支持
工业级时间敏感。面向车联网应用，支
持了V2V（车与车）和V2I（车与路边单
元）直连通信，通过引入组播和广播等多
种通信方式，以及优化感知、调度、重传
以及车间连接质量控制等技术，实现
V2X支持车辆编队、半自动驾驶、外延传
感器、远程驾驶等更丰富的车联网应用
场景。面向行业应用，引入了多种5G空
口定位技术，定位精度提高十倍以上，达
到米级。R15的若干基础功能在R16中
得到持续增强，显著提升小区边缘频谱
效率、切换性能，使终端更节电等。

R15和R16标准构筑了5G标准的
核心基础，但目前还不能说5G标准已
经完成了。

杨光表示：“标准是不断演进的，不
断会有新技术加入进来，提升系统的性

能，同时也会根据不断发展的市场需
求，增加对新业务新场景的支持。未来
R17的思路也是基本类似，但相对可能
会对支持新的垂直行业有更多的侧
重。R17标准甚至包括更后续的版本，
应该进一步面向市场，加强跨行业合
作，以支持移动通信行业扩展市场空间
创造新的业务机会为首要目标，同时也
应该切实考虑运营商在部署和运行成
本方面的考虑，加强对成本的优化。”

目前中国三大运营商都计划在今
年底商用5G SA网络。R16标准冻结
利好SA网络发展。中国移动表示，
R16标准，不仅增强了5G的功能，让
5G进一步走入各行各业并催生新的
数字生态产业，还更多兼顾了成本、效
率、效能等因素，使通信基础投资发挥
更大的效益，进一步助力社会经济的数
字转型。

人民网

5G 首个演进标准宣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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