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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普及】


海洋调查之海洋重力测量
本通讯旨在及时通报国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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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7-25 13:57:55 ）： 北 纬 35058.804’ ， 东 经
120014.481’，船艏向 233 度，航迹向 249.3 度，航速 0.0 节。目前停靠于青岛
薛家岛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专用码头。



主机大修
根据 2016 年度“科学”轮航次计划和维修计划安排，在 2016 年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专项经费的支持下，船舶开展 3#柴油机的例行大修，工程于 2016 年
7 月 25 日开始施工，工期 20 天。
本次大修主要进行柴油机的缸头、喷油器、活塞、活塞连杆吊出，空冷器拆
检，安保控制系统检测。其中缸头、喷油器和空冷器运回上海车间进行拆检、清
洁、检查和测量；活塞、缸套和连杆就地清洁、测量、检查，数据超标者换新；
安保控制系统检查并进行功能全面测试。设备装妥后，进行调试和试验，出具性
能报告。
本次主机大修工程的按时进行，持续保证了柴油机的最佳工作状态，为“科
学”轮的安全、高效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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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讯息】


“向阳红 10”船完成国际合作科考任务踏上归程
编辑参考自 http://www.aiweibang.com/yuedu/130111317.html

当地时间 7 月 2 日 21 时 30 分（北京时间 7 月 3 日 1 时 30 分）
，正在执行
中国—莫桑比克和中国—塞舌尔国际合作航次任务的“向阳红 10”船顺利完成塞
舌尔马埃岛北部海域科考任务。至此，本航次科考任务全部完成，“向阳红 10”船
起程返航回国。
“向阳红 10”船 6 月 28 日抵达塞舌尔马埃岛北部海域开展作业，是中国和塞
舌尔开展的首次海洋联合调查。该航次在塞舌尔作业区顺利开展了 1 个站位的
电视抓斗作业，成功获取 140 余公斤玄武岩等岩石样品，初步作了分类、统计和
分析。完成了 11 条测线的多波束、重力仪、声学多普勒流速计和浅层剖面测量，
获得了高精度多波束全覆盖地形剖面。该剖面清晰显示了塞舌尔北部海域的地形
变化特征，填补了该区域多波束地形调查的空白。开展了两个站位的 CTD 采水
取样，为研究作业区的洋流和气候变化提供了基础数据。
按照计划，“向阳红 10”船将于 7 月 24 日返回深圳。


载人深潜器母船“张骞”号抵达南海
编辑参考自 http://news.qq.com/a/20160717/018187.html

我国万米级载人深潜器科考母船“张謇”号 17 日抵达南海目标海域，开始
进行多项科考设备深海测试和科学调查。

作为一艘专业的深渊科学考察船，
“张謇”号上装载了多种类型的科学调查设
备。起航以来，甲板上的各类绞车、尾部 A 型吊架、辅助伸缩吊机、船舯吊、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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舷 L 型吊架等科考设备，以及船上安装的全海深浅地层剖面系统、船载声学多普
勒流速剖面仪、超短基线水下声学定位系统、光纤罗经运动传感器等声学调查设
备，均在航行过程中得到了测试。此次在南海进行深海检测，主要是针对于水深
要求比较高的“全海深多波束测深系统”。
“张謇”号抵达的这片海域，与 2013 年我国“蛟龙”号首次发现的一个冷
泉区相距不远。“张謇”号上的科研人员还将利用沉积物重力取样器、箱式取样
器、CTD 等科考设备采集样品，进行南海的海底沉积物、宏生物、微生物等深海
科学调查。


“雪龙”号从上海出发前往北极执行科考任务
编辑参考自 http://sh.sina.com.cn/news/k/2016-07-12/detail-ifxtwihq0064102.shtml

7 月 11 日，中国第七次北极科学考察队乘“雪龙”号科学考察船从上海极
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起航，前往北极执行科学考察任务。

据悉，中国第七次北极科学考察是国务院批准的“南北极环境综合考察和评
估”专项期间的第三个航次，此次考察以“雪龙”号船为平台，通过对白令海、
白令海峡、楚科奇海、楚科奇海台、门捷列夫海脊、加拿大海盆和高纬海区等北
极太平洋扇区我国传统考察区域进行多学科综合考察，系统掌握北冰洋海洋水文
与气象、海洋化学、海洋生物与生态、海洋地质、海洋地球物理、海冰动力学和
热力学等要素的分布和变化规律，为北极地区环境气候等综合评价提供基础资料。
中国第七次北极考察是“十三五”期间的一次重要的考察活动。本次考察还
邀请了美国、法国等国外的科学家就海洋、环境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推进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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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合作协议的实质性履行，共同促进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此
次考察总航程预计为 10000 多海里，共 78 天，计划 9 月 26 日返回上海港。


“蛟龙”号完成航次任务归来
编辑参考自 http://news.ifeng.com/a/20160716/49366572_0.shtml

7 月 13 日，国家海洋局向阳红 09 号船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及其科考
队员抵达国家深海基地码头。至此，2016 年“蛟龙”号试验性应用航次（中国
大洋第 37 航次）历时 94 天，航行近 1.2 万海里，累计下潜 22 次，安全圆满地
完成了计划的科学考察任务。
这是“蛟龙”号自 2012 年 7000 米级海试成功以后，首次重返海沟区密集
地开展超过 6000 米深度的下潜作业，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本航次科考首次在马里亚纳海沟南坡发现了活动的泥火山，拍摄了大量高清
视频资料；证实了马里亚纳海沟北坡作业区海山为泥火山，获取了大量泥火山地
质样品。这些样品和视频资料为研究泥火山地质活动和俯冲板片的地质过程提供
了重要依据。
此外，初步探明了维嘉海山与采薇海山巨型底栖生物分布具有良好的联通性。
科考人员通过与采薇海山的对比分析，表明维嘉海山巨型底栖生物种类组成和多
样性与采薇海山具有很高的相似性，除了少数海绵动物及其共生的俪虾有可能是
新种外，其余种类与采薇海山基本相同，改变了海山间生物群落联通性差的传统
认识，为科学评价海底环境、合理设计深海采矿系统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大洋一号”完成大洋第 39 航次科考任务返青
编辑参考自 http://www.oeofo.com/news/201607/16/list179521.html

历时 216 天，航程近 3.1 万海里，在完成中国大洋第 39 航次科考任务后，
“大洋一号”科考船于 7 月 14 日下午返回青岛母港。
大洋深处的海底常有高温热液活动，俗称“海底黑烟囱”。
“黑烟囱”喷出多
金属硫化物，这就是“大洋一号”此次出航所要寻找的主要目标。2011 年，中
国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署了硫化物勘探合同。在 15 年合同期内，中国享有西南
印度洋中脊勘探合同区 1 万平方公里海域的专属勘探权。
“西南印度洋是科考热点、勘探焦点，美国、日本等国家都对这一海域进行
广泛深入的研究。”第 39 航次首席科学家李怀明说，这次“大洋一号”的西南印
度洋之旅，完成了合同区 26 个区块的综合异常拖曳探测和地质取样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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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在 5 个区块内圈定了硫化物矿化异常的分布位置。

据了解，科研人员在第 39 航次顺利完成电法探测仪应用性试验，在印度洋
海盆先后进行了沉积物重力柱取样、海水取样等作业，还调查了印度洋海底稀土，
进一步丰富了对印度洋海盆稀土资源特征的认识。


首艘国产极地破冰船年底开工
编辑参考自 http://news.gmw.cn/newspaper/2016-08/01/content_114755356.htm

1993 年，中国从乌克兰引进并改造“雪龙”号；23 年后的今天，我国第一
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破冰船即将开工。7 月 29 日，江南造船公司正式宣布该公司
收到了国信招标集团的中标通知，将成为我国第一艘自主建造极地科学考察破冰
船项目船舶的建造单位。
目前，“雪龙”号仍是我国最大的极地考察船，也是中国唯一能在极地冰区
状态下航行的船舶。1993 年 3 月 25 日，
“雪龙”号破冰考察船由乌克兰赫尔松
船厂建造完工，中国于 1993 年底从乌克兰购入后按照中国极地考察的需求进行
了改造。自 1994 年 10 月首次执行南极科考和物资补给运输以来，
“雪龙”号已
先后 32 次赴南极、6 次赴北极执行科学考察与补给运输任务，其足迹遍布五大
洋，创下了中国航海史上多项新纪录。
相比“雪龙”号，此次建造的第一艘国产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规模较小，新
船船长 122.50 米，设计吃水排水量 13990 吨。根据建造计划，该船将于今年年
底在上海开工，总投资近 15 亿元，由芬兰阿克北极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国船舶
（600150）工业集团公司第七 O 八研究所联合设计。
返回目录
6/9

与我国目前唯一能在极地冰区状态下航行的“雪龙”号相比，该船虽规模较
小但破冰能力更强。据江南造船介绍，新船可在两极水域混有陈冰的次年海冰中
航行作业，艏向和艉向航行均能破水平冰厚度不低于 1.5 米加 0.2 米雪，连续破
冰速度 2-3 节(1 节相当于 1.852 公里/小时)，并可在夹杂着陈年冰的水域航行。
同时，该船装有技术先进的考察装备和全球定位系统，具备 2 万海里续航力，几
乎可以绕地球航行一圈，是满足无限航区和南北两极海域航行和科学调查作业要
求的“绿色”极地科考破冰船，也是一艘能够在极区大洋安全航行的具备国际先
进水平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
新船建成后，有望与“雪龙”号优势互补，共同推动我国极地科考事业的发
展。

【国际视角】


英国科考船 RRS James Cook 执行新设备海试航次
编译自 http://noc.ac.uk/news/expedition-test-new-technologies-deep-sea-deposit-exploration

6 月 30 日英国科考船 James Cook 号离开南安普敦前往大西洋中脊测试自
主研发的创新技术，旨在应用新技术探测海底沉积物并分析其矿物构成。
本航次首席科学家 Bramley Murton 博士表示，在海上，新技术将会为海底
设备导航，使之顺利穿行在死火山、20 米高的海底悬崖和热液喷口形成的高耸
的烟囱结构中。英国地质调查局（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的机器人钻机将会
深入沉积物中提取矿物样品并读取内部成分。
（上图是 Bramley Murton 博士正在调试其发明的水下机器人 HyBis）。
本航次测试的新系统可探测矿
物沉积物，其中，两套系统的工作模
式与 CT 扫描机类似，另一台则更像
一台巨大的金属探测器。前者由南安
普顿大学及其德国研究团队研发。另
外，水下机器人 HyBis 也已经安装
了一种特殊彩色的光谱仪，这套光谱
仪是与特隆赫姆大学（University of
Trondheim）联合研发的，可以分析
海床上的组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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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航次的研究项目是英国国家海洋中心（NOC）对海底热液系统及其相关矿
物沉积物研究的一部分。在这个航次中，NOC 研究团队将对测绘海底热液系统
分布的新技术的可行性和操作性进行探索和验证。


美国科考船 R/V Sally Ride 交付并正式入列
编译自 https://scripps.ucsd.edu/news/photo-week-38

7 月 1 日，科考船 Sally Ride 号正式交付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SIO）
，成为美国科考舰队中最新式的科考船。Sally Ride

号于 2012 年在华盛顿阿纳科特斯船厂（Anacortes, Wash.）建造，属于美国海
军（U.S. Navy），日前交由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运行。
Sally Ride 号长 72.5 米，宽 15.2 米，吃水 4.6 米，总吨位 3043（长吨），
航速可达 12.8 节，续航力 10545 海里，自持力 40 天，可容纳科学家 24 人，水
手 20 人。

该船目前正在安装设备，准备在美国西海岸进行第一次海试，预计在 8 月 26
日抵达其位于圣地亚哥的母港尼米兹海军设施（Nimitz Marine Facility），并在 11
月正式执行加州合作海洋渔业调查航次。

【科技普及】


海洋调查之海洋重力测量
参考改编自：微信公众号“溪流的海洋人生”

海洋重力测量（marine gravimetry）
海洋重力测量是测定海域重力加速度值的技术，是海洋测量的组成部分，该
技术可为研究地球形状和地球内部构造、探查海洋资源、保障航天和战略武器发
射等应用领域提供海洋重力场资料。按照海洋重力测量施测的区域可分为：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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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测量、海面船载重力测量、海洋航空重力测量、卫星海洋重力测量四种。
海底重力测量是将重力仪安置在海底，利用遥控和遥测的方法操纵仪器进行
读数测定，适用于浅海或海底地形比较平坦的地区进行定点观测,但其工作效率
低。
海面船载重力测量是将海洋重力仪安装在测量船上，在航行中进行重力测量，
是海洋重力测量的基本方法。海面船载重力测量的测线网一般布设成正交形状，
主测线尽量垂直于区域地质构造线方向，海面船载重力测量是目前获取高频海洋
重力场信息的主要方法之一。
海洋航空重力测量是将重力测量系统安装在飞机上，在飞行过程中实施的重
力测量，是 20 世纪末定位技术、激光技术、计算技术和数据采集技术在重力测
量领域高度集成的产物。系统主要包括重力传感器分系统、定位传感器分系统、
数据采集记录分系统和高度、姿态测量等辅助分系统。海洋航空重力可快速获取
海陆交界的滩涂地带及浅水区域等困难区域的高频重力场信息
卫星海洋重力测量是通过测量地球形状及大地水准面起伏，进而反演计算全
球重力场。大地测量的基本任务是确定大地水准面与重力异常，卫星测高可提供
海域的大地水准面起伏，海洋大地水准面是最接近平均海位势平面的重力等位面，
它反映了地球内部质量密度分布的不均匀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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