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学”号

【工作动态】


当前船位



航次情况

【国内讯息】


“探索一号”科考船三亚启航执行首次深海装备海试

设施通讯

及科考航次

（内部交流）



“向阳红 01”科考船交付 可探万米深海



“向阳红 10”科考船在莫桑比克海盆南部获取第一条
多道地震剖面



2016 年第 1 期

“潜龙二号”自主水下机器人获 CCS 入级证书

【国际视角】

总第 1 期
2016 年 6 月 27 日



英国科考船 RRS James Cook 执行深海调查航次



美国科考船 R/V Neil Armstrong 交付并正式入列



俄罗斯全球最大核动力破冰船“北极”号下水

海洋所大科学装置办公室
0532-82898997
morv@qdio.ac.cn

【科技普及】
本通讯旨在及时通报国家重



海洋调查之水声定位技术

大科技基础设施“科学”海洋科学
综合考察船的工作动态、国内外
同行的讯息，普及海洋科考常识，
以加强学习交流，开拓国际视野，
改进运行管理成效，更好地服务
于海洋调查研究与技术研发。
栏目建设中，欢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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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 科 学 ” 号 当 前 船 位 （ 2016-06-26 09:20:19 ）： 北 纬 23058.965’ ， 东 经
118024.482’，船艏向 155 度，航迹向 154.1 度，航速 14.5 节。



航次情况
“科学”号目前正在执行海洋先导专项 2016 年热液与冷泉综合调查航次，该

航次计划自 5 月 26 日起至 8 月 20 日回航，首席科学家为张鑫研究员，有来自中
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声学
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中海辉固地学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等 6 家单位及机构参与此次调查研究。
本航次拟通过 ROV 搭载深海观测系统获得南海冷泉区高精度的水深数据、地
质信息以及浅地层信息，以研究该冷泉系统的演化规律和活动特征；通过开展换
位培养、现场可控实验、原位观测等工作，研究冷泉主要大型无脊椎动物在不同
环境下的生长状态及适应性特征，分析大型生物对深海化能生态系统极端环境适
应机制；通过对生物、生态、地质等多学科调查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的有机融合和
交流，以期全面的揭示调查区冷泉系统的活动与演化过程。
冷泉是海底之下天然气水合物分解后产生的一些流体在海底表面的溢出。冷
泉区溢出的流体富含甲烷、硫化氢和二氧化碳等成分，可给一些化能合成的微生
物（细菌和古菌）提供丰富的养分。冷泉活动区域一般都是深海海底生命极度活
跃的地方，相比于其他的深海海底，冷泉堪称“沙漠中的绿洲”。
返回目录
2/8

【国内讯息】


“探索一号”科考船三亚启航执行首次深海装备海试及科考航次
编辑参考自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6-23/7913921.shtml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探索一号”科考船从三亚母港启航，远
赴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执行首次深海装备海试及科考航次。

此次航次是为了攻克深海 6000 米以下科考任务而设立。它将对中国研制的
深渊、深海装备进行海试验证，检验“探索一号”船的各项船舶性能和科学考察
能力，获取深渊环境的相应环境参数数据及样品。
“探索一号”船本航次共搭载 60 名科考人员，航程约 44 天，预计 8 月 4
日回到三亚，总航程约 11000 公里。这对“探索一号”船的动力系统、电力系
统、科考支持系统以及航行控制系统等，都将是一次严格的考验。
“探索一号”船舶满载排水量为 6250 吨，长 94.45 米，型宽 17.9 米，无限
航区，续航能力大于 10000 海里，自持力大于 60 天。除了作为深潜器的工作母
船和工程试验平台以外，“探索一号”还具有充分的深海科考作业能力，建有地
质实验室、地球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生物实验室、冷冻样品库等 10 多个
实验室，另在甲板面设置两个可拆卸式移动实验室，能同时搭载 60 名船员、科
学家及潜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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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红 01” 科考船交付 可探万米深海
编辑参考自 http://news.hexun.com/2016-06-20/184479771.html

中国最先进的全球级海洋综合科考船“向阳红 01”，6 月 18 日在青岛交付
给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使用，同时列入国家海洋调查船队，将承担全球各
大洋全水深的科考任务。

“向阳红 01”是一艘无限航区科考船，满载排水量 4980 吨，船长 99.8 米，
宽 17.8 米，续航力 1.5 万海里，电力推进，具备动力定位能力，集多学科、多
功能、多技术手段为一体，能够满足深海大洋多学科交叉研究需求，是海洋科学
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发的海上移动实验室和试验平台。
“向阳红 01”的船载调查设备分为水体探测系统、大气探测系统、海底探
测系统、深海探测系统和遥感信息现场印证系统，涉及地球物理、物理海洋、海
洋遥感、海洋声学、海洋大气、海气观测、海洋生物和海洋化学等学科，具备大
气、海面、水体及海底立体综合海洋探测能力，探测深度达到 10000 米，能满足
全球海洋环境和资源科学调查需求。


“向阳红 10”科考船在莫桑比克海盆南部获取第一条多道地震剖面
编辑参考自 http://st.zjol.com.cn/system/2016/06/01/021173601.shtml，
http://www.oeofo.com/news/201606/02/list173842.html

北京时间 6 月 8 日 8 时，正在莫桑比克海盆执行中国—莫桑比克和中国—
塞舌尔国际联合航次任务的“向阳红 10”船在莫桑比克海盆南部成功回收多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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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探测系统，得到本航次第一条 400 公里长的多道地震剖面。
北京时间 6 月 1 日 15 时，“向阳红 10”船驶离毛里求斯路易港前往东非大
陆边缘海域，执行中国—莫桑比克和中国—塞舌尔国际联合航次任务。该航次为
三国首次海洋联合调查，将为研究莫桑比克和塞舌尔的大陆边缘构造演化提供技
术支持。
此次由海洋二所牵头组织实施的航次任务，调查人员由我国专业调查人员及
莫方科学家共 38 人，其中海洋二所科学家 14 人，莫桑比克科学家 6 人，同时
有来自国内多个单位及大学的调查队员参与航次。海洋二所海底科学重点实验室
唐勇研究员将担任首席科学家，莫桑比克 E.S.Mahajane 教授为联合首席科学家。
据了解，该航次是我国继援助尼日利亚开展大陆边缘调查后的又一次国际合
作航次，科考队将通过各种先进手段对东非大陆边缘开展地球物理调查，从而了
解该区域的地质构造特征。


“潜龙二号”自主水下机器人获 CCS 入级证书
编辑参考自 http://instrument.ofweek.com/2016-06/ART-320000-8120-29106602.html

6 月 4 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4500 米级自主水下机器人——“潜龙二号”在
京获得了中国船级社（CCS）颁发的入级证书，成为我国首台获得 CCS 入级证
书的无人潜水器，这标志着我国无人潜水器的设计和制造已步入国际先进行列。

“潜龙二号”在研制过程中，中国船级社按照规范和标准进行了图纸审批和
入级检验，经过相关检验和试验，确认潜水器完全满足中国船级社规范的要求，
授予其 CCS 船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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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角】


英国科考船 RRS James Cook 执行深海调查航次
编译自 http://noc.ac.uk/news/science-at-sea

目前，RRS James Cook 号正在英国苏格
兰西部深海执行编号为 JC136 的航次任务。本
航次的目的是获得目标动物物种的样品进行分
子分析，获取海底生物群落分析的调查数据，同
时，获得少量海洋学数据来验证设定的海洋学
模型。
该航次研究人员将使用 ROV Isis 从 6 个关键的研究地点和 4 种不同的海水
深度（500 米、1000 米、1500 米、2000 米）来收集受测试物种的样品，然后
使用一种 DNA 指纹测试方法来检验从不同地点和不同深度获取而来的属于同一
物种的不同个体之间的关联程度。


美国科考船 R/V Neil Armstrong 交付并正式入列
编译自 http://www.whoi.edu/news-release/armstrong-arrives

4 月 7 日，大洋级科考船 Neil Armstrong 号驶入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Wool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 WHOI）码头，正式入列大学国家海洋实验室系
统（University-National Oceanographic Laboratory System, UNOLS）船队。

2010 年美国海军计划建造两条大洋级科考船，并指定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
作为其中一条船的运行法人；2012 年该船命名为 Neil Armstrong 号。作为美国
返回目录
6/8

海军科研舰队里最新的科考船，Neil Armstrong 号是可在除冰区外的全球大洋航
行的船只之一。
Neil Armstrong 号长 72.5 米，宽 15.2 米，吃水 4.5 米，总吨位 3204，航速
可达 11.5 节，续航力 11500 海里，自持力 40 天，可容纳科学家 24 人，水手 20
人。Neil Armstrong 号配有两台套多波束测深系统，是 UNOLS 船队中唯一可以
在全航区进行高水准海底探测的科考船；另外，该船还配有 3 台 ADCP，可以不
同的频率对不同深度的水体进行测量，揭示流速、流向及水体结构。


俄罗斯全球最大核动力破冰船“北极”号下水
编辑参考自 http://tech.huanqiu.com/photo/2016-06/2834802.html#p=4

俄罗斯建造的 22220 型“北极”号核动力破冰船（如图）6 月 16 日在圣彼
得堡波罗的海造船厂下水。它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强的核动力破冰船，由俄联
合造船公司建造。
该破冰船长 173.3 米，宽 34 米，排水量 33540 吨，载重量可达 10 万吨，
配备两个专门设计的 RITM-200 核反应堆，可破除近 3 米厚的冰，服役期为 40
年，船员 75 人，造价约为 369 亿卢布（1 卢布约合人民币 0.1038 元），计划于
2018 年投入使用。
波罗的海造船厂还与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签署了价值 844 亿卢布建造两
艘 22220 型破冰船的合同，这两艘船分别为“西伯利亚”号和“乌拉尔”号，将
于 2019 年 12 月和 2020 年 12 月先后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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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普及】


海洋调查之水声定位技术
参考改编自：微信公众号“溪流的海洋人生”

水声定位是建立在超声波传播技术基础上，通过测定声波信号在水中传播的
时间或相位差，实现水下目标定位的技术与方法，广泛应用于 ROV、AUV 等水下
探测设备的定位、导航和通信支撑等海上调查作业。
水声定位系统一般有同步（高精度同步时钟）信标或应答器（应答发射机和
接收机）等两种工作方式，通过“方位--方
位”、“方位--距离”、“距离--距离”等
测量和声速校正，确定声源到各接收点的距
离，实现目标定位；目标位置和其他的导航
系统统一结合起来进行坐标变换，就能得到
水下目标在大地几何坐标中的位置或轨迹。
根据接收基阵基线，水声定位可分为
长基线(Long Base-Line)、短基线(Short
Base-Line) 、 超 短 基 线 (Ultra Short
Base-Line) 三种系统，或超短基线/长基
线和超短基线/短基线组合系统等。

定位类型

基线长度(m)

简称

长基线

100～6000

LBL

短基线

20～50

SBL

超短基线

＜1

USBL，SSBL

长基线对于大面积的调查区域，可以得到非常高的相对定位精度；短基线符
合设备回收对于定位方法简洁快速、准确高效的操作要求，大水深测量一般需要
基线长度大于 40 米；超短基线具有高精度的测距精度，但在较大水深条件下定
位精度不高。
目前国外水声定位技术比较成熟，已经实现水声定位系统的产品化、产业化、
系列化，国际上主要的水声定位系统生产厂商主要有：法国 Ixsea、澳大利亚
Nautronix、挪威 Kongsberg、英国 Sonadryne、美国 LinkQuest 等几家公司。部
分产品集成了惯导和 GPS；或集释放、自测阵功能、多种传感器、声通信机于一
身；宽带定位技术已升级为第二代，产品测距、定位性能大为提高。
在国家 863 计划支持下，我国水声定位技术的研究取得良好进展。包括哈尔
滨工程大学的超短基线、长基线定位技术与装备；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与中船重
工第七一五研究所研制的国内第一套水下高精度定位导航系统；江苏中海达海洋
公司在国内率先推出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市场化水声定位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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