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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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封婧       校审：姜秋富  第 1页，共 10页 

mailto:morv@qdio.ac.cn


 2 / 10 
 

【工作动态】 

 “科学”号  当前船位（2016-10-18 13:53:19）：北纬 28004.493’，东经

121006.748’，船艏向 350 度，航迹向 68 度，航速 0.0 节。 

 

 航次情况 

10 月 18 号，受台风莎莉嘉影响，“科学”号抵达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避风。

本航次“科学”号的任务是赴低纬西太平洋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开放航次。 

该航次搭载了来自中科院海洋所、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天津科技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厦门大学、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科院沈阳自动

化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 9 个单位的科研、技术和支撑人员共计 45 人，中科院海

洋所周慧副研究员任航次首席科学家，作业队长由刘成龙助理研究员担任。 

截至 10 月 13 号“科学”号已完成 18 站 CTD、15 站 XCTD 的下潜任务，布放

潜标一套，完成 3 个 PIES 回收，布放 Glider 三套，已收回一套。 

避风后“科学”号计划继续之前的 CTD 下潜任务，预计月底回航。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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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讯息】   

 第七次北极科考队凯旋抵沪 

编辑参考自 http://news.163.com/16/0927/02/C1UI2CQG00014AED.html 

据新华社上海 9 月 26 日电 中国第七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完成了 78 天的考察

任务，于 9 月 26 日乘“雪龙”号顺利返回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

头。 

本次考察自 7 月 11 日开始至 9 月 26 日结束，总航程约 13000 海里，最北

到达北纬 82 度 53 分。考查范围包括白令海、白令海峡、楚科奇海、楚科奇海

台、加拿大海盆等我国传统考察区域，以及俄罗斯北部的门捷列夫海岭。 

考察队首席科学家李院生介绍，本次考察内容涉及物理海洋、海洋气象、海

洋地质、海洋化学和海洋生物等学科，共开展了 12 条断面 84 个海洋综合站位

作业，包括 1 个长期冰站、6 个短期冰站的考察，顺利、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考

察任务，部分工作超额完成。 

考察队首次在位于俄罗斯北部的门捷列夫海岭进行考察；共完成 5 套锚碇长

期观测潜、浮标的收放工作，成功布放我国首个白令海区域深水锚碇潜标；利用

直升机围绕长期冰站在加拿大海盆布放了由 13 个浮标组成的浮标阵列，为我国

历次北极考察构建最为规则的浮标阵列；首次在“雪龙”船上使用空气枪震源激

发人工地震波，极大地增强了多道地震系统的地层探测深度。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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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阳红 10”船完成大洋 40 航次科考任务 

编辑参考自 http://news.xinhuanet.com/2016-10/19/c_1119750973.htm 

10 月 19 日，“向阳红 10”科学考察船顺利完成中国大洋 40 航次科考任务，

返回浙江舟山长峙岛科考码头。 

据了解，大洋 40 航次是中国开始履行“西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

规划第一个五年任务（2011-2015）收官和第二个五年任务（2016-2020）开端

的航次。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大洋 40 航次总首席陶春辉介绍，本次

科考分为ＡＢ两段：Ａ航段中，科考队在西南印度洋中国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

区及周边区域，通过温盐深采水取样、电视抓斗、摄像观测、综合异常拖曳测线、

综合地球物理测线、布放海底地震仪手段展开科学考察，同时开展中国自主研制

的 4500 米级深海资源自主勘查系统“潜龙二号”首次大洋应用试验；Ｂ航段中，

科考队在西北太平洋中国富钴结壳勘探合同区及周边区域开展了资源和环境调

查工作。 

 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海斗”号成功应用 

编辑参考自 http://www.oceanol.com/redian/jujiao/2016-09-13/62867.html 

我国自主研发的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海斗”号前不久在我国首次万

米深渊科考航次中成功应用，创造了我国水下机器人最大下潜深度纪录 10767

米，成为我国首台下潜深度超过万米并完成全海深深渊科考应用的水下机器人，

为我国首次获得万米以深的全海深剖面温盐数据。 

“海斗”号是由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

导科技“海斗深渊前

沿科技问题研究与攻

关”专项支持、中国科

学院沈阳自动化所研

制的面向全海深探测

的关键技术验证平

台，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 

中科院沈阳自动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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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所于 2003 年在我国率先提出了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即 ARV 的概念。

历经十多年，先后研制了小型 ARV 系列、北极 ARV 系列等多款多台套样机，在

水下安全保障和北极科考中成功应用。 

“海斗”号秉承 ARV 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 ROV 和 AUV 的技术优势，在

自主模式下，可执行大面积的水下深渊自主探测任务，通过光纤维缆实时回传探

测信息。发现感兴趣的目标后，可以在线切换到遥控模式，进行定点近距离的精

细光学观测或采样作业。它还可以采用独立的操控模式，分别完成水体探测与观

测任务。 

 中俄首次在北极联合科考实现历史性突破 

编辑参考自 http://www.huaxunwang.com.cn/news/2016-10-04/268825.html 

8 月 19 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所属的“拉夫任捷耶夫院士”号远洋调查

船缓缓驶离勘察加半岛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口，拉开了中俄首次北极联合科

考的序幕，这是中俄两国首次开展的北极联合科考，也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进入俄

罗斯所属的北冰洋专属经济区进行考察，标志着中俄在北极海洋领域的合作实现

了历史性突破。 

双方共有 31 名科学家参加本次联合科考，重点对东西伯利亚海和楚科奇海

开展多学科综合考察，内容包括海洋地质、物理海洋、海洋化学、海洋光学和大

气化学等多个学科，旨在了解海区环境要素的特征和变化规律，为北极地区环境

气候综合评价和生态环境评价提供基础资料。 

专家指出，北极考察涉及到很多工作，任何一个单一的国家都不可能完成，

想完全了解北冰洋对全球的影响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合作。俄罗斯作为北极地区最

大的国家，对国际合作，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合作持开放态度，这无疑将促进北极

的科学考察，对北极的保护具有重大的意义。随着这次联合科考的突破，中俄今

后的类似合作将会越来越多，如北方海路问题上，特别是在航运、科技合作和人

员交流等问题上。 

 “张謇”号首航凯旋 

编辑参考自 http://tech.gmw.cn/newspaper/2016-09/24/content_116457479.htm 

据新华社上海 9 月 23 日电 经过 74 天 9000 多海里的航行，我国万米级载

人深潜器科考母船“张謇”号圆满完成首航任务，23 日返回上海临港的芦潮港

码头。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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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号于 7 月 12 日从上海启航，踏上其航海生涯中第一次远航。第一

航段在南海进行了船上深海科考设备测试和科学考察；第二航段经西北太平洋穿

越赤道，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不列颠海沟。受当地矿业公司委托，“张謇”

号上的“彩虹鱼”项目团队在新不列颠海沟开展了多项海洋环境调查工作。 

目前，上海海洋

大学与上海彩虹鱼海

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联合打造我国万米

级深渊科学技术流动

实验室。实验室由科

考母船“张謇”号和三

台万米级着陆器、一

台万米级无人潜水

器、一台万米级载人

潜水器共同组成。“张

謇”号成功首航，标志

着这一项目迈出了重

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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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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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成为第一艘国产极地科考破冰船的建造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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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集团公司第七 O 八研究所联合设计。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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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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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江南造船公司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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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overy 访问 Liverpool（利物浦） 

编译自 http://noc.ac.uk/news/rrs-discovery-visits-liverpool-0 

10 月 4 日，科考船

RRS Discovery 参加了由

英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

（NERC）和国家海洋研

究中心（NOC）举办的英

国环境科学展，作为展出

的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在利

物浦港口亮相。 

RRS Discovery4 日早晨到达利物浦，这是她的第二次到访。NOC 的常务董

事 Edward Hill 教授表示，RRS Discovery 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科考船之一，非

常高兴能到访利物浦这所海滨城市，RRS Discovery 将展示她所支撑的世界领先

的科学技术，并以此引起西北部地区民众对这些科学技术的兴趣和重视。通过

RRS Discovery，大众可以更好的预测天气和气候，对防范洪水灾害和保证可持

续的安全食物、清洁能源甚至是将来从海洋中提取的药品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 

 美国科考船 RV Thomas G Thompson 中期大修 

编译自：http://www.ocean.washington.edu/story/RV_THOMAS_G_THOMPSON_Mid_ 

Life_Overhaul_Planned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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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大学与西雅图 Vigor 海洋公司就 Thomas G. Thompson 号中期大修

签订了价值 23271485 美元的合同。Thompson 号为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the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所有，交由华盛顿大学海洋学院租用，在 UNOLS 科

考船舰队中起重要作用。 

Thomas G. Thompson 号希望借此次中期大修更换陈旧的设备，以顺应新的

环境要求，保证船舶的高效、安全运转，同时能够继续为科研探索提供有效支撑。

Thompson 号 1990 年首次下水，1991 年开始服役，坞修于今年 6 月份在西雅

图船厂开始，预计于 2017 年春天结束。本次大修后，Thompson 号的使用寿命

可以延长 20 到 25 年。 

 美国破冰船 Cutter Healy 布放底锚监控北极冰层 

编译自：https://scripps.ucsd.edu/news/photo-week-acoustic-release 

2016 年 9 月 4 日，美国海岸警卫队科考船 Cutter Healy 在楚科奇海执行科

考任务，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学家 Peter Worcester 担任本航次的首席科学家。

本航次旨在布放一列声学底锚来收集数据，以研究气候变化和覆冰减少如何影响

北冰洋海域这一课题，此课题是加拿大海盆声学传播实验的一部分，受海军研究

办公室资助。声学底锚的布放可以将工具包从海底收回，当声学底锚接到附近船

只的信号，可以将锚重上的工具包释放，使工具包浮出海面以便收集信息。 

Cutter Healy 是美国最新的极地破冰船，船长 420 英尺（合 128 米），可以

搭载海岸警卫船员 87 人。 

下图为首席科学家 Peter Worcester、John Kemp、和 Matthew Norenberg

正在 Cutter Healy 后甲板商讨如何操作设备。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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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特利湾水族馆研究所波浪滑翔机 Tiny 大修 

编译自：http://www.mbari. org/the-challenges-of-sending-equipment-out-to-sea/ 

在近几次执行任务过程中，蒙特利湾水族馆研究所（Monterey Bay Aquarium 

Research Institute，MBARI）的波浪滑翔机 Tiny 发生了故障，从 Tiny 经由卫星

发出的研究监控数据有误。当 Tiny 团队到海上修复该滑翔机的时候，发现滑翔

机玻璃纤维机体和太阳能帆板有严重损伤。 

波浪滑翔机是一种自动的海上交通设备，拥有冲浪板一样的浮板，在浮板之

下有系留滑翔机，并配备海浪波能量驱动的弹簧加载桨。波浪滑翔机表面的太阳

能板可为科研设备和卫星通讯提供驱动力，最大滑翔速度可达 2 节。 

Tiny 波浪滑翔机设有避免碰撞装置，它可以通过船舶自动跟踪系统侦查海

上船只的行动轨迹，并且安装了雷达中继器，可以让其他船只发现自己。研究者

们不清楚 Tiny 如何发生的意外事故，但是在紧张的修复工作后，Tiny 可以执行

下个航次的任务，继续收集科研数据。  

【科技普及】 

 海洋知识之海流及其观测方法 

参考改编自：微信公众号“溪流的海洋人生”  

海流（ocean current）是海水在大范围里相对稳定的流动。既有水平，又

有铅直的三维流动，是海水运动的普遍形式之一。“大范围”是指海流的空间尺

度大，可在几千千米甚至全球范围内流动；“相对稳定”是指海流的路径、速率

和方向，在数月、一年甚至多年的较长时间里保持一致。一般将发生在大洋里的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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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流称为洋流。海流形成的原因很多，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受海面风

力的作用，称风生海流，所涉及的深度只有几百米；另一种是由于海面受冷热却

不均，蒸发降水不均所产生的温度、盐度引起的密度分布不均匀，导致海洋中的

压力场产生斜压，在水平方向上产生一种引起海水流动的力，产生海流。 

海流的观测技术:进行海流观测时，要按一定时间间隔持续观测一昼夜或多

昼夜，所得到的结果是常流和潮流运动的合成。水平方向周期性的流动称为潮流，

其剩余部分称为常流、余流或通称海流。 

目前的海流观测技术主要分为三类：机械转子式海流计、声学海流计和电磁

海流计。 

1.机械转子式海流计。机械转子式海流计是最经典、最简单而实用的海流测

量仪器。它通过机械转子（旋杯、旋桨、转子等）将海流的动能转换为转子转动

的机械能，通过测量转子的转速来测量流速。经水槽率定（标定），事先建立转

速与流速的对应关系，经数学处理得到对应的函数关系（一般是近似线性关系）。

被测海流流速是在被选定时间段的平均值，而非瞬时值。其关键技术和关键部件

主要是机械转子和机电转换。启动流速和转速与流速的线性相关系数是判断转子

设计性能的主要指标。流向测量是通过磁罗盘直接测定的。 

2. 声学海流计。声学海流计有声学矢量平均海流计、声学多普勒海流计、

声学多普勒海流剖面仪、声相关海流剖面仪。声学矢量平均海流计通常有三个换

能器，用三个分量的矢量合成得出海流矢量（流速和流向）。声学多普勒海流计

利用海水中运动散射体的后向散射声信号的多普勒频移原理来测量流速。声学多

普勒海流剖面仪和声相关海流剖面仪可以同时给出某一深度范围内流速和流向

的分层分布，例如一次测量可以得到 128 层的海流，其流速和流向是某一厚度层

水体运动速度矢量的平均值。 

3. 电磁海流计。该类仪器主要是应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理，通过测量海水

流过磁场时所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大小来测量海流速度高低。根据磁场的不同，有

地磁场电磁海流计和提供人造磁场电磁海流计。地磁场电磁海流计可以进行走航

式测量，水下部件结构简易，可靠性高，准确度高。但是该类仪器受地球磁场分

布和垂直磁场强度以及船体磁性感应等影响，使用深度、纬度范围受到一定限制。

人造磁场电磁海流计则不受上述因素限制，更适于船用和锚定水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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