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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科考重器，
刷新下潜深度世界纪录

7 月 16 日，由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
试点国家实验室组织实施的水下滑翔
机——万米深渊观测科学考察团队顺
利返航。在为期 6 天的综合科考中，我
国自主研发的 2 台万米级“海燕—X”水
下滑翔机共获得观测剖面 45 个，其中
3000 米级、6000 米级和 7000 米级剖
面各 1 个，万米级剖面 3 个，最大下潜
深度达 10619 米，刷新了水下滑翔机
下潜深度的最新世界纪录。

2005 年，我国成功研制出第一代
温差能驱动水下滑翔机，工作深度 100
米。2009 年，第二代混合推进型水下
滑翔机“海燕”研制成功，工作深度 500
米。如今，“海燕—X”最大下潜深度破
万米。“水下滑翔机是一种新型无人无缆
水下自主航行器，是水下观测设备的运
载器，可实现海洋环境、声学等多要素观
测，具有极为重要的应用价值。”江苏海
洋大学测绘与海洋信息学院教授周立告
诉《科技周刊》记者，虽然水下滑翔机的
航行速度较慢，但其制造成本和维护费
用低、可重复使用、并可大量投放等特
点，满足了长时间、大范围海洋科考探索
的需要。

“海洋科考与国家的海洋安全有很
大关系。在面向海洋的新一轮竞争中，
类似这样的大国重器尤为重要。”周立认
为，最近 20 年间，很多科研单位都在从
事水下滑翔机的研发，可以说这次“海燕
—X”水下滑翔机刷新了水下滑翔机下
潜深度的最新世界纪录，是一个阶段内
我们在这一领域科研成果突破的集中体
现。

“我国水下滑翔机技术已经比较成
熟。以混合推进技术为特征的新一代水
下滑翔机成为国际研究新趋势，它集能
耗小、成本低、航程大、运动可控、部署便
捷等优点于一身，具备独立在水下全天
候工作的能力。”周立举例说，水下滑翔

机的一个技术特征，就是要在水下持续
自主行进，譬如从青岛附近水域放下去，
可以自己“滑”到南海海域附近。“所以动
力系统是一个核心技术，这就和我们的
汽车一样，加满一箱油，续航里程越大，
技术越先进。”

连续的万米深度滑翔剖面，充分验
证了“海燕-X”水下滑翔机在深渊环境
下的工作可靠性。

“海燕-X”为什么能深潜突破一万
米呢？“水底的压力特别大，保证在深水
高压下‘抗’住是关键。此外，还有抗盐
度腐蚀等作用。”周立说，“海燕-X”研发
团队在技术上进行了多学科融合，首次
采用新型陶瓷耐压复合材料，可以确保
水下滑翔机耐受万米水深的超高压力，
尤其是水下滑翔机上还携带了各种传感
器，否则挤压变形的话，就没有办法正常
工作。

在浮力驱动方面，滑翔机实现了大
排量高精度的调节；在观测方面，滑翔
机进行了多传感的融合。周立表示，这
么多观测要素的融合在国际上尚属首
次，这也标志着我国在万米水下滑翔机
关键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深海探测，
载人、无人各显身手

在深海探测领域，已有蛟龙号、深海
勇士号、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各司其职，
为何还要研究水下滑翔机？

周立解释，海底探测无人化和有人

化，各有各的优势，目前没有说谁会代替
谁，或者说是从无人向有人的完全转变
的趋势。但他认为，像水下滑翔机的应
用范围会越来越广，譬如它具有跑得远、
能耗低的优势，装载的传感器耗能也都
特别低。

“两者应用范围不同，上浮下潜的原
理也不尽相同。”周立介绍，蛟龙号等载
人潜水器通常靠改变潜艇的自身重量来
实现上浮下潜。在潜艇内有多个蓄水
舱，当潜艇要下潜时就往蓄水舱中注水，
使潜艇重量增加超过它的排水量，潜艇
就下潜；从蓄水舱往外排水，使潜艇重量
低于它的排水量，潜艇就上浮。

而水下滑翔机的上浮下潜依靠气
体调节。“海燕-X”水下滑翔机项目负责
人王鹏介绍，滑翔机前舱段安装有浮力
驱动单元，主要由安装在耐压壳体内的
伺服电机、液压泵、电磁阀、内皮囊和安
装在耐压壳体外的皮囊组成。收缩自
如的皮囊类似鱼儿的“鳔”，鱼在水下通
过调节鱼鳔内的气体从而达到调节身
体浮沉的目的，当需要下潜时，皮囊体
积变小，浮力也会相应变小，重力大于
浮力，水下滑翔机就会下潜。反之，皮
囊体积变大，浮力增大，水下滑翔机就
会向上浮动。

载人潜水器由于其自重较重，在深
海下潜时较水下滑翔机具备相对优势。

“海燕-X”水下滑翔机由于自重较轻，从
一开始的工作深度 100 米到如今突破
万米，可谓是历经坎坷。“下潜深度是由

水下滑翔机本身的浮力调节量决定。”
王鹏说，水下滑翔机下潜时需保证自身
重力大于浮力，而随着深度的增加，海水
密度不断增大，万米深渊处海水密度约
为水面密度的 105%，导致水下滑翔机
自身浮力不断增加，需要更大的调节量
来弥补万米深渊海水大尺度的密度变
化。为攻克万米超高压力下的浮力调节
难题，王鹏所在的“海燕”团队研发出了
万米高压环境下大排量、高精度的浮力
调节系统。

“当然，水下滑翔机仍然还有改进
的空间。”周立说，很多科研工作者还在
研究能耗更低的一些传感设备。未来，
有可能实现从太平洋的东海岸到西海
岸的远距离探测。“譬如，很多人也在研
究利用海底的温度差或者海水的洋流
动力来发电，实现一边自己发电，一边
自己耗电。”

“目前，水下滑翔机主要用于收集海
底的盐度、温度、光度的信号，对于海底
地貌等测绘相对少一些。”周立说，在未
来应用中，其很可能凭借灵活小巧的身
姿，较长时间地获取数据，可在海洋观测
和探测领域大显身手。

探索未解之谜，
为“透明海洋”积累数据

现在“海燕”水下滑翔机已经实现了
续航里程、工作深度的谱系化发展。周
立告诉记者，从工作深度谱系来说，有
200 米、1000 米、1500 米、4000 米和

全海深，从续航里程看，有 1000 公里、
1500 公里和 3000 公里，未来还将实现
5000 公里，甚至 10000 公里的目标。
因为功能不同，“海燕”家族成员长短胖
瘦各异，比如“海燕—200”较“瘦小”，可
以在深度 200 米以内的海域里进行观
测；“海燕—L”略修长，可以连续航行约
5个月，执行长时间观测任务。

“‘海燕’家族成员还有一个重要任
务，就是为‘透明海洋’积累数据。”周立
透露，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逐
渐揭开了星空的神秘面纱，可我们却对
近在身边的大海所知甚少。海洋占地球
表面积的 71％，人类对海洋的探索却不
到 5%。为了加强对海洋的了解，海洋
试点国家实验室提出了“透明海洋”概
念，搭建“海洋物联网”，对海洋进行立体
综合观测。

“所谓‘透明海洋’，就是利用现代的
海洋观测与探测技术，实现海洋状态透
明、过程透明、变化透明。”周立说，海洋
透明就是用观测设备、技术知道海洋里
面有什么，要实现透明，就要有数据支
撑，而数据支撑就来源于我国载人潜水
器和无人潜水器的深海采集。

目前，“透明海洋”已被纳入联合国
“ 海 洋 科 学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十 年 计 划
（2021—2030）”的六大路线图；去年 9
月，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第三届世界海
洋观测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海洋试
点国家实验室主任吴立新呼吁全球科学
家共建“透明海洋”科研共同体，获得全
球科学家热烈响应与支持。

在我国南海海域，“海燕”水下滑翔
机家族正遨游在大海深处，通过搭载的
温盐深、溶解氧、湍流、光学等任务传感
器，进行海洋环境多要素参数的观测，并
将搜集到的海洋信息，实时传送到几千
公里外的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
实验室，助力“透明海洋”工程建设。

本报记者 王 拓 张 宣
图片来源 新华视点

世界最新纪录，我国海洋科考实现新突破 ——

赞！万米深海中国“海燕”智慧潜泳

前沿 7 月初，我国水下滑翔机万

米深渊观测科学考察团队顺利

返航，其测试的“海燕—X”水下

滑翔机最大下潜深度达 10619 米，刷新了水

下滑翔机下潜深度的世界纪录。

《科技周刊》记者采访海洋装备专家时了

解到，刷新下潜深度世界纪录的背后，是我国

探索“透明海洋”的坚实一步，现阶段我国海

洋科考正不断实现新的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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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日前，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揭晓，
我省获得中国专利金奖 2 项、外观设计
金奖 1 项、专利银奖 11 项、外观设计银
奖 3 项、专利优秀奖 90 项、外观设计优
秀奖6项，获奖总数113项再创新高，位
居全国前列。

此次，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含有银杏内酯的制剂及其制备工艺”、中
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种高透气量非织
造布覆膜滤料、其制备方法及其所用的覆
膜装置”等2项专利荣获“中国专利金奖”；
南京轩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种发酵生
产γ-聚谷氨酸的柱式固定化反应器及其
工艺”、昆山工研院新型平板显示技术中
心“一种柔性衬底”等11项专利荣获“中
国专利银奖”。这些获奖专利以自主创新
占领技术高地，并已实现产业化，经济效

益显著，具有极高的“含金量”。
高强玻璃纤维是国防及民用装备制

造领域中的关键共性基础原材料，然而生
产难度大，规模化生产一直是世界性难
题。中材科技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
历时10余年，研发了短流程、高效率、低
成本、高稳定的高强玻纤池窑拉丝方法与
装置，在池窑结构、玻璃液加热方式、池窑
内衬材料、液面控制及拉丝通路等方面进
行了系统创新（即“一种高透气量非织造
布覆膜滤料、其制备方法及其所用的覆膜
装置”专利），荣获“中国专利金奖”。

设计院总工程师、副总经理于守富
介绍，该技术首次提出 SCOTT 底插电极
与空间火焰多层加热的池窑熔制方法，
耐火材料内衬池窑的S级高强玻纤规模
化高效生产装备为世界首创。“与国外同

类技术相比，在池窑结构、供热方式、池
窑内衬等方面均有重大创新，且实用性
强，产品质量高。”

该专利技术于2012年在高强玻纤生
产线上全面推广应用，先后生产了7000
余吨高强原丝，如今产品已在航空航天、国
防军工、新能源等民用领域广泛应用。据
了解，专利技术实施后，高强玻纤产量增加
74.6%，销售收入提高55.5%。

OLED（有机发光显示器）技术是国际
上高技术领域的一个竞争热点，这种新一
代显示技术具有全固态、主动发光、高亮
度、高对比度、超薄、低功耗、无视角限制、
工作温度范围宽、可实现柔软显示等诸多
优点。昆山工研院新型平板显示技术中
心“一种柔性衬底”专利便是在这一技术
领域的翘楚，此次获得“中国专利银奖”。

依托昆山工研院新型平板显示技术
中心等多个研发中心，维信诺集团坚持
以自主创新占领技术高地，从基础研究
到中试生产再到大规模量产，稳步发展
OLED技术和产业，目前已成为2项柔性
显示国际标准的制定者，柔性 OLED 技
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产品被广泛应用
于消费类电子、工控仪表、金融、医疗、车
载、通信等领域。

应用工业生物技术的思维，南京轩
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创了一种新型生
物刺激素γ-聚谷氨酸生产装备及发酵工
艺。该专利攻克了产物高黏度、氧气传
质效率低下而生物培养困难的共性技术
难题，突破性地将γ-聚谷氨酸生产效率
提高近一倍。

“‘微生物分泌物+微生物’的生物思

维与中药配方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
是说，我们不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型，
而是从多方面综合考虑植物生长中的问
题，一次性解决。”该专利负责人、南京工业
大学食品与轻工学院教授徐虹说，利用此
项技术生产出的产品——谷丰利达现已帮
助山东大姜、黑龙江水稻等实现增产增收。

该专利此次获得“中国专利银奖”，
其成功实施，使得南京轩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的聚谷氨酸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60%以上，产品畅销全国，利用该专利
及其相关外围专利技术生产系列专利产
品的新增产值达到 187374 万元，新增
利润 55047 万元，新增税收 16385 万
元，累计推广面积 1.5 亿亩，为合作企业
带来了可观的利润。

本报记者 蔡姝雯 王 甜

以自主创新占领技术高地

中国专利奖，江苏获奖总数再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