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深度大于 6000 米的海沟共有 37 条，这

些海沟所在的区域被称作海斗深渊，简称深

渊。它们是迄今全球海洋中人类难以企及、知

之甚少的地方。包括马里亚纳海沟在内的 9 条

最深的海沟分布在西太平洋，它们中的 5条深度

均超过万米。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又称万米载人潜水器。

2020 年，中国万米载人潜水器即将探访马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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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陆地走向水池

2020 年 3 月，万米载人潜水器在中国船舶

集团有限公司七〇二所完成总装并开始全流程

水池试验。

水池试验是在一个位于江苏无锡的人工水

池中进行的。水池试验是潜水器从陆地走向水

中的第一步，如果把万米载人潜水器比作一辆

新车，那么无论是对潜水器，还是将来要操作潜

水器的潜航员来说，试验的水池都相当于一个

“试车场”。

所谓全流程水池试验，就是要求潜水器在

水池环境中，把将来在海洋中需要检验的事情，

在水池环境中模拟开展测试，并且潜航员、潜水

器调试人员也需要参与合练，熟悉相关操作预

案，让潜水器和潜航员都符合出海条件。

走向深海并不容易，第一个问题就是海水

带来的高压。7000米级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在

7000 米处受到的压力是 700 个大气压，对万米

载人潜水器来说，再往下 4000余米，还要再增加

400余个大气压，相当于在一平方米的面积上要

顶着一万多吨的重物。这么大的压力加在潜水

器上，对潜水器的材料、结构设计等，都提出了

巨大挑战。

除了要承受巨大水压，潜水器还要搭载相

关人员、一系列科学设施等，在水中完成科考作

业，进一步加大了万米载人潜水器的制造难度。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七〇二所副所长、

万米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叶聪告诉记者，万米

载人潜水器具备覆盖全球海洋 100%海域的作

业能力，这来源于 9 大关键技术的支撑，如载人

潜水器球壳、浮力材料等。

比如作为潜水器主结构之一的载人潜水器

球壳，可以说是极限设计、极限制造。万米载人

潜水器的载人球壳不仅选择了钛合金材料，除

此之外，科研人员还大胆推翻原有的设计，改变

了此前使用的瓜瓣焊接方法。所谓瓜瓣焊接方

法，就是先制造西瓜瓣，再焊接为一个整球，但

这种方法焊缝多、工期长。万米载人潜水器采

用了半球焊接，减少了焊缝数，工艺更难，但是

可靠性显著提高。

两艘母船为潜水器护航

水池试验预计将持续到今年 6月。之后，万

米载人潜水器将走出实验室，进入海试阶段。

叶聪说，在尝试万米下潜的终极目标前，潜水器

预计将首先开展浅海试验。

但万米载人潜水器无法自己抵达马里亚纳

海沟并进行下潜，它需要“搭车”前往。

为确保海试工作顺利进行，除母船“探索一

号”外，还需要一条海试支持保障母船。2018年

12 月 20 日，海南省出资购置了福建马尾船厂一

条正在建造中的海洋工程船——也就是后来的

“探索二号”。相比新造船，中国科学院深海科

学与工程研究所用不到 5 折的低成本价就获取

了一条性能优异的船舶，大大缩短了船舶建造

和改造的工期，满足了万米载人潜水器海试时

间窗口的要求。

2019 年 1 月 13 日，“探索二号”在福建马尾

顺利下水。该船采用电力推进，配置有 2个全回

转主推进器，一个槽道侧推和一个伸缩桨测推，

续航力超过 15000 海里。船舶配置了近 10000

马力的主发动机组，具备 2 级动力定位（DP）能

力，优秀的动力性能可提高船舶在恶劣海况中

的适用性和在航率。

同时，2级动力定位系统在船舶发生单个故

障的情况下，能自动保持船舶的位置和艏向，使

船舶具备灵活和精确的操控性能，提高船舶作

业效率。两艘船还布置了共计 20 个“深海移动

实验室”，覆盖地质、化学、生物等各专业方向。

利用潜水器从万米深海获取的数据及采集的地

质、生物样品，科学家可在现场实验室进行样品

分析和数据处理，再通过船舶配置的低温及超

低温样品库保存样品，靠近码头后转运到陆地

进行进一步研究。

一般来说，去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海

域进行海试需要至少提前 6个月到外交部报备，

获得海试许可。因此按照正常取证流程，“探索

二号”或无法参与今年下半年的万米深潜试验。

获悉相关情况后，中国船级社广州审图中心及船

级社福州分社通过提前筹备，在满足规范要求的

前提下，加班加点，仅用 3 个工作日便完成了 30

份中国船级社（CCS）证书的取证工作。获取

CCS证书后，还需要获取海事局的国籍证书。海

南海事局以“探索二号”为试点，在全国开创首例

船舶登记“一事通办”，仅用 1天时间便完成了外

交部报备所需国籍证书的办理工作。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海洋装

备与运行管理中心主任唐古拉山告诉记者，取

得船舶证书标志着船舶建造工作完成。由此，

万米载人潜水器海试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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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深海装备探索“无人区”

2016 年 7 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全海深

载人潜水器总体设计、集成与海试”项目正式

立项。

总有人问叶聪，为什么要越潜越深？这个

问题的答案，他已经讲了多次：海底蕴藏了丰富

的资源，探索海洋、保护海洋、经略海洋，建设海

洋强国，都与深潜密切相关，高技术深潜装备可

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绘制深海“藏宝图”。

海底万米深渊可谓是科研的“无人区”，全

海深载人潜水器是“人无我无”的科考装备。以

深渊进入技术、深渊探测技术为代表的深海技

术，代表了当前国际深海工程技术领域的顶级

水平。放眼全球，到访过万米深渊的全海深潜

水器屈指可数。

以前人们以为，由于超高的静水压力、缺乏

阳光和食物供给，加之特殊的海底地形、剧烈的

构造活动等多种极端环境因素，海面6000米以下

应该是一片死气沉沉、与世隔绝、毫无生命活力

的世界。然而，随着人们对深渊展开科学调查，

这些认识正在被颠覆。以深渊

地学、深渊生命科学为代表的深

渊科学研究，代表了当前国际深

海科学研究的最新前沿。

深海装备是深海大洋调查

的有力保障，随着深海调查技术

进步，全球近年来又陆续开展了

多项大型深渊调查活动，发现了

更多深渊新物种，深渊生物量和

生命活力也远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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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聪说。

叶聪还有个小目标，希望

今年搭乘自己设计的潜水器，

造访万米深渊。

海底海底11万米万米！！
中国载人深潜将赴科研中国载人深潜将赴科研““无人区无人区””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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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约 84%的海洋深度大于 2000 米，但

深度大于 6000米的深渊只有 1%左右，到达这个

深度的人少之又少，深海藏着许多我们不知道

的秘密。与探索太空一样，探索深海、了解深海

能够加深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

人类在海洋中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沿海和浅

海区域，对深海的研究和认知比太空要少得多，

进入太空的人数也远远多于进入深海的。深海

中有大量的油气、矿产和生物资源，与此同时，

人类起源、生物进化、地球地质演变等谜团都可

能在深海这片“净土”中找到答案。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可以像太空站一样，运

载科技人员进行科学探测和科学实验，直接观

察未知的领域和获取深海各类样本，为人类认

识深海、开发深海、保护海洋贡献中国力量，为

我国成为海洋强国打下基础。进入深海、认识

深海、开发深海，都急迫地需要深海装备。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先后研制出了“蛟

龙”号、“深海勇士”号等，但下潜深度均在 7000

米以内，距离到达地球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

等海域还有较大的差距。

研制全海深的载人潜水器早已被列入我

国的科研攻关计划。但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是

一个难度极高的工程装备，涉及设计技术、材

料技术、密封技术、工艺技术、通信技术、安全

技术、集成技术、试验技术等，每一项都是极

限技术，并且必须高度安全可靠。这些技术的

研发成功，将大幅度提升我国各个技术领域的

水 平 ，并 可 广 泛 地 应 用 于 船 舶 工 程 、海 洋 工

程、工业装备、安全装备等，甚至可以用于人

们的日常生活。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最核心的部件是载人舱

球壳。载人舱球壳使用的钛合金材料之前一直

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研究人员发现，钛

合金材料用于深海装备更为理想，拥有诸多优

越性和独特性。首先它具有强大的防腐功能，

几乎不腐蚀的特性大大提高了载人潜水器球壳

的耐用性。此外，钛合金不仅强度高而且具有

弹性，可以在下潜和上浮的过程中，保持弹性变

形，给潜航员提供安全的空间。

凭借独有的先进制造工艺研制，经过数年

联合攻关，全海深载人潜水器钛合金载人舱突

破了一批关键技术和工艺，经过长时间的反复

压力试验，球壳经受住了万米深海压强的考验，

并通过验收。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钛合金载人舱集成应用

了多项钛合金材料技术和焊接加工技术，填补

了多项国内、国际技术空白，整体水平处于国际

领先地位，具有划时代意义。不仅如此，载人舱

球壳试验还模拟了下潜速度、深海停留时间等

关键工况，为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后续总装和海

试打下坚实基础。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在研制和海试的过程中要集中全国优势单

位组建团队，涉及全国数百个单位，建立并形成

精诚协作的机制。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的研制将

大幅提高每个单位的研究水平、试验评价能力，

形成一批世界性的先进成果和技术标准。通过

这项工程装备的研制，将培养出一大批科学研

究、工程研究、工艺技术、工程管理的高端人才。

同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一

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工程，属于大国重器。全海深载人潜水器

不仅仅是深海装备，也是人类进入深海、探索

深海、感知深海、开发深海的基础研究设施，

所以需要更加重视海洋和深海装备的研究，加

大对海洋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为我国建设海

洋强国、维护海洋权益、引领海洋研究打下坚实

的基础。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浑身都是极限技术

从外形看，万米载人潜水器的外

形像是一条鲨鱼，有着滚圆和流线型

的身体。它装有 9 个推进器，可在海

里自由移动，3 套供氧系统能保证乘

员安全，通信系统和机械手也格外高

效。就是这条“小鲨鱼”，今年或将拜

访海底深渊。

2009年
4500米级载人潜水器

在7000米级载人潜水器“蛟龙”号

研制完成后，科技部就启动了4500米级

载人潜水器关键技术攻关工作，目标是

在“蛟龙”号研制与海试的基础上，推动

我国大深度潜水器关键技术和核心部

件的国产化、功能化、谱系化，并带动深

海技术相关产业的发展。围绕这一任

务，科技部先后部署了8个项目、课题，

共投入中央财政经费约3亿元。

2016年
研制全海深载人潜水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

与装备”重点专项“全海深载人潜水器

总体设计、集成与海试”项目正式立

项。当年 11月 24日，项目启动会在江

苏无锡召开。会上宣布组建以中船重

工七〇二所（现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七〇二所）为总体集成单位的“全海深

载人潜水器项目群”，正式成立项目群

协调管理组和总师组。本次启动会也

标志着我国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研制工

作全面拉开帷幕，正式迈入实施阶段。

2018年
浮力材料通过定型测试

2018 年初，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的

浮力材料完成了定型测试，开始生

产。全海深载人潜水器要载人突破万

米水深，首先要面对的挑战，就是水下

极高的压力。

为验证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全新研

制的浮力材料，研究人员在中国科学

院深海科学与工程所的实验室里进行

了一系列不同的测试试验，包括把它

放在标准的万米海水压力环境中进行

测验；增加试验倍数，用更高的压力来

测试浮力材料的性能等。

2020年
开始水池试验

载人潜水器最大的特性和优势是

带人下潜。作为潜水器最核心的部件

之一，载人舱球壳经过 3年攻坚，建造

完成并通过验收，其性能和指标满足

总体要求。2019 年，全海深载人潜水

器载人舱球壳通过测试，正式交付。

2020 年，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完成总装

和陆上联调，开始水池试验。

从千米到万米

载人潜水器不断“深入”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33月月 1010日日，，中科院中科院““探索一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科考船搭载““深海勇士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在三亚启号载人潜水器在三亚启
航航，，开始开始TSTS1616航次科考任务航次科考任务。。据了解据了解，，本航次总目标包括完成本航次总目标包括完成““探索一号探索一号””为万米载为万米载
人潜水器准备的甲板布放回收系统试验及性能验证人潜水器准备的甲板布放回收系统试验及性能验证。。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郭程郭程摄摄

马玉璞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船舶集
团有限公司第七二五研究
所科技委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