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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深海了解的深入，不能只有一个“蛟龙”

号，打造谱系化的潜水器来全面掌握核心技术，成为

越来越多业内人士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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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米，如果成人步行大约需要 2.5小时，汽车行驶大

约 15分钟。但迈向万米深海，中国载人深潜团队老中青

三代科研人却走了近 20年。

2020 年 11 月 10 日，中国万米载人深潜器“奋斗者”

号在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了 10909米的中国载人

深潜新纪录。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说：“奋斗

者”号研制及海试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具有了进入世界

海洋最深处开展科学探索和研究的能力。

今年 42 岁的叶聪无疑是幸运的。如今已是“奋斗

者”号总设计师的他，19 年前刚从大学毕业就进入位于

无锡的中国船舶七〇二所，接触的便是“蛟龙”号载人潜

水器项目。这对很多从事潜水器技术研发的科研人员

来说，可能是一辈子才等到的机会。“我有一个深刻的感

受，就是自己深度参与了国家科技进步的进程，这是我

人生中最幸福的事。”叶聪说。

近 20年来，深潜人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载人深潜事

业紧密相连。从 600米一步跨入 7000米的“蛟龙”号、深

度回撤至 4500米实现关键设备国产化的“深海勇士”号、

标志我国在大深度载人深潜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

“奋斗者”号……对包括叶聪在内的“奋斗者”来说，奋斗

出来的“奋斗者”号，是新的开始。

十年坚持，终于等来载人
深潜的研制号令

中国船舶集团首席专家、七〇二所“奋斗者”号副总

设计师胡震第一次听到俄罗斯“和平号”的名字，是在

1992年。作为一名刚进入七〇二所不久的年轻人，他参

加了中国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的可行性讨论。提及国外

研发情况，“和平号”是绕不开的词。这是一个最大下潜

深度达 6000米的潜水器。

从那时候开始，包括胡震在内的很多科研人员心里

有了一个梦——什么时候中国能有自己的“和平号”。

1992 年，国家 863 计划第一次面向全国征求海洋领

域研究方向。

以七〇二所为主，国内相关科研单位的多位院士、

专家参与探讨，提出设立载人潜水器方向，但当时并没

有获准立项。

后来担任 7000 米级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总设

计师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徐芑南分析原因，一是立项要求

有明确的用户及需求，而当时作为重要用户的中国大洋

协会成立不久，还没有载人潜水器方面的需求；二是要

有技术基础，当时客观上不具备。

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发生变化。

2001年，中国大洋协会在东太平洋海域获得了7.5万

平方千米、拥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的多金属结核

矿区，载人深潜有了明确用户及需求。技术上，1995年，

由徐芑南担任总设计师的 6000 米级无缆水下机器人

CR-1试验成功，这为载人深潜奠定了技术基础。

在深海缺少应有的位置，一直是中国海洋科研领域的

一件憾事。此时，中国载人深潜器研发似乎看到了曙光。

时间回到 2000年 1月，中国大洋协会组织全国海洋

各领域专家进行论证。随后国内海洋界 10 位院士和 15

位教授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研发载人潜水器的共识，

并于 2001年 2月报科技部。

2001 年 6 月，刚履新科技部部长不久的徐冠华到七

〇二所视察，听取载人潜水器研制相关技术汇报。

“我从心里支持这件事情。一个有活力的民族，迟

早要走向深海。”徐冠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新世纪伊

始，中国对海洋战略和相关科技的空前重视，是载人深

潜最终立项大背景。

2001年底，各方专家编写完成论证报告。徐冠华审

时度势，做出决定，半年后，科技部批准立项。

回首“蛟龙”号开端，徐冠华说：“真正有重大机会的

项目，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赞同，不可能没有争议。”

10年的坚持，中国深潜科研团队终于等来了最重要

的使命，一场深海技术领域的攻坚战拉开帷幕。

从无到有，《泰坦尼克号》
启发“蛟龙”号设计灵感

2005 年，七〇二所的科研人员开始追 7 年前上映的

一部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这其中包括不爱看电

影，也无心追求浪漫的胡震。

显然，胡震关注的并不是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而

是影片里让他慕名已久的“和平号”。此时，项目已立项

3 年，但团队中仅有两人见过真的深海潜水器。对大部

分人来说，了解潜水器，只能借助国外的科普读物和影

视作品。

虽然作用有限，但胡震和同事们还是买来 DVD，目

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不放过任何一帧有关潜水器的画

面，反复揣摩、讨论。

《泰坦尼克号》将书中的文字描述进行了可视化展

示：渊黑黮暗的海底亮起几束灯光，“和平号”潜水器伸

出龙虾钳一般的液压手臂，小心翼翼地在沉船的残骸间

翻找。驾驶者屏息凝视摄像机传来的影像，门板搬开，

铁箱映现，机械手臂用类似进食的动作，把来之不易的

收获夹回潜水器前部的篮中，机械大手将潜水器提升出

水，欢呼声响彻甲板。

1991 年研究生毕业时，爱读《海底两万里》的胡震，

选择了七〇二所，投身自己热爱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设计

和研发工作。

上世纪 90年代，国家投入少、条件差，身边的同事陆

续离开了海洋科研岗位。包括胡震在内的“留守”人员，

除了搞科研，还要到处去跑市场，免费给人干活，目的是

检验设计出的潜水器与实际工程需求能否衔接，以便后

续改进。在坚守和等待中，虽然科研人员做了很多事，

但当机会真正来临，还是明显感觉吃力。

最初，我国科研人员期望和俄罗斯开展国际合作，

但对方甚至拒绝了我方参观“和平号”的申请。

2001年接到邀请电话时，徐芑南已从七〇二所退休

6年，但他心底始终有一个愿望，就是看到中国人独立自

主研制的大深度载人潜水器能够在深海遨游。

“来不及了！要赶快赶回所里！”徐芑南当时身患

高血压、心脏病，一只眼睛仅存光感，但他毅然带着老

伴回国。

2002 年，“蛟龙”号正式立项，作为中国第一台大深

度载人深潜器，设计目标定在了海下 7000米。

而在 7000米载人深海潜水器“蛟龙”号研制成功前，

我国研制过的载人潜水器的最大深度只有 600米。

从 600 米到 7000 米，数字背后技术跨越则更大。而

“蛟龙”号计划用 10 年时间，走完了国外同行用了近 60

年才走完的路。

深海高压，考验着载人舱技术水平。每下潜 1米，每

平方米外壳上的水压就多一吨。7000米深，就是每平方

米要承受 7000吨的压力。

以看似不起眼的舱口盖为例，它被团队成员称为

“通向深海的大门”。高压之下，一旦水漏到常压的舱

里，急速喷射的海水射进来比子弹还快。

另一个重大课题是水下通信。深海里不能使用无

线电波，只能利用声波来传信息。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

所研究员杨波形容，海豚叫一声或者海浪拍一下，都有

可能让潜水器发上来的一张写实照片，让人不知所云。

此外，在陆地上可以通过 GPS 定位，但在水下则无

法简单定位。“蛟龙”必须使用声学定位传感器以及导航

控制软件，这也是崭新的课题。

“蛟龙”号的控制系统更是重中之重。它必须有能力

自动安全航行，当机械手作业时，也能稳稳地悬停定位。

不光是海下才用到的电池、机械手、推进器等技术，

就连在陆地使用相当成熟的零件，如电机、泵、阀之类，

因为水下需要的体积小、重量轻、耐海水高压和腐蚀等

特性，做出来也很困难。

2007 年 9 月 1 日，曾经无数次在图纸上、脑海里、梦

里见到的潜水器，终于完成了总装，成型“出炉”了。

2009 年 8 月，“蛟龙”号开展 1000 米级海试时，徐芑南拖

着装满药品、氧气机、血压计等医疗器械的拉杆箱，坚持

要求上船坐镇指挥，要和科研团队坚守在一起。

“组装完成的‘蛟龙’号，是世界前沿深潜技术的集合

体。对引进的设备，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并不只是采购这么

简单。因为7000米深度的指标，国际上根本没有现成的产

品。”徐芑南很自豪：“我可以说，通过‘蛟龙’号，我们已经掌

握了国际上认可的载人潜水器的核心技术。”

“深海勇士”号关键技术国
产化率超85%

随着对深海了解的深入，不能只有一个“蛟龙”号，

打造谱系化的潜水器来全面掌握核心技术，成为越来越

多业内人士的共识。

为稳步攻克技术国产化关，经过慎重论证，2009年，我

国第二台大深度载人深潜器“深海勇士”号关键技术开始研

究。它的下潜深度回撤到4500米，但关键技术国产化率超

过85%。这意味着，它的研发难度并不小于“蛟龙”号。

电池是事关潜水器安全的最关键技术之一。“蛟龙”

号使用的国产银锌电池，寿命只有一年，而且价格昂

贵。2009年，国家 863计划开始支持 4500米载人潜水器

关键技术国产化攻关，其中包括对 4500米深度充油耐压

锂电池进行性能优化。

胡震回忆，当时只看到一篇文章提到日本正在开展

这方面研究。时至今日，基本同时起步的美国还没将该

电池正式用于潜水器。

2013年前后，时任七〇二所水下工程开发部主任的

胡震带着手下正在开展电池耐压性能测试，没想到电池

热失控——烧了。

“我们紧急将研究方向从比较先进调整为比较安

全，同时改造极板设计，优化制造工艺。”胡震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一组电池包括几百个单体，研发团队需要将

每一个单体循环加压减压 20 个来回，光这项工作就 24

小时不间断持续了 3 个月。之后，技术人员又将单体组

成的电池组，进行压力环境下的放电性能测试。

2014年、2016年，“深海勇士”集成和海试工作分别启动。

对“深海勇士”号总设计师胡震来说，科技部先后部

署的 8个项目/课题，就是 8根难啃的“骨头”。

除了载人舱、锂电池、超高压海水泵，4500米载人潜

水器上集成的许多国产化装备的雏形，是多个国家科技

计划支持下形成的样机。

2012 年到 2014 年，这是胡震最难熬的 3 年，虽然有

些技术已经取得进展，但样机与产品要求有差距，原计

划 2015年完成的课题只能延期。

“大深度潜水器的使用条件十分恶劣，工况复杂。受

制于我国工业生产水平，从技术到装备之间存在巨大的

鸿沟。”胡震说，有些问题不是大问题，但会影响潜水器的

寿命。即使速度慢一点，也要把牢技术关。例如类似鱼

鳔的精密仪器超高压海水泵，直接影响潜水器的稳定航

行。课题组引进竞争机制，两家承研单位在关键技术攻

关基础上完成了样机研制、样机测试并组织专家验收。

经过8年的艰苦攻关，我国具备了载人舱、浮力材料、

锂电池、推进器、海水泵、机械手、液压系统、声学通信、水

下定位、控制软件等10大关键部件的自主研制能力。

“截至 2020年 12月 4日，该电池已经支持了‘深海勇

士’号 310次下潜任务。”胡震很自豪。

有了“蛟龙”号、“深海勇士”号的基础，深潜团队深

藏心底的梦想被“点燃”——走向万米。

“奋斗者”号横空出世，万
米海底妙不可言

2017年底，焊接难题摆在“奋斗者”号载人舱焊接技

术负责人、中船集团七二五所吕逸帆面前：载人舱焊接

工作进展不顺，电子束焊缝某关键指标不达标。这也是

压在载人舱设计团队和研制团队人员心中的一块巨石。

在试板级原理性探索试验中，该性能已达既有工

艺极限，无论怎么调节参数，离指标要求总还有一大截

距离。

关键时刻，吕逸帆提出采用一种特殊的在国际上尚

无应用先例的电子束焊接工艺，但这种工艺需要开发一

套特殊装置系统。

在电子束焊接试验室，吕逸帆带领团队针对该系统

进行了几十轮的试验，都以失败告终。不信邪的吕逸帆

依然信念坚定，并安慰团队要坚持：这个系统不行，就重

新设计更换系统，试验时长不够就延长时间。

加班加点试验成了常态。功夫不负有心人，奇迹终

于出现了，系统参数调试终于稳定达到期望区间，试板

焊缝性能大幅提升，焊接试验成功了，载人舱研制也迎

来了重大转折。

2016 年，“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

术与装备”重点专项立项，核心任务是研制全海深万米

载人潜水器。

万米载人潜水器要承受 1000个大气压，相当于 2000

头非洲象踩在一个人的背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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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潜水器主要使用的材料，在万米海深的极端压

力条件下，强度、韧性等指标已不能满足要求。

“奋斗者”号载人舱球形“外壳”牵头研制单位——中国

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全海深载人潜水器载人舱项目

负责人杨锐说，金属研究所独创的新型钛合金材料成功解

决了载人舱材料所面临的强度、韧性和可焊性等难题。

今年海试中，“奋斗者”号节奏控制得非常好：在

5000米、7000米、8000米深度实现了每天下潜一次，9000

米深度隔天下潜，万米深度隔两天下潜。更重要的是，

在第二阶段万米海试中，许多设备保持了零故障纪录。

胡震说，这些设备优异的表现源于设计的完善和陆

上精细的试验。“这是载人深潜技术、装备和团队成熟的

最充分的表现。”

“亲爱的观众们，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

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展示万米的海底。”11月

10 日，“奋斗者”号成功坐底世界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

三位潜航员第一时间通过水声通信系统表达心声。

做载人深潜不是当冒险家

比起设计师，身材微胖的叶聪更出名的身份是试航

员，俗称“深海的哥”。

为什么设计师要亲自下潜？叶聪说，对设计师来

说，如果不下潜，设计只能来源于记录的数据，如果亲自

下潜，将多方数据进行有效关联，是提高潜水器实用性、

总结设计方法的绝佳机会。

“蛟龙”号 3000米级海试期间，潜水器在 2000米深度

数次出现电气绝缘故障，这意味着可能发生壳体漏水或

短路，后果不堪设想。包括叶聪在内的下潜人员可以选

择立即上浮，但经请示，他们最终决定，先在甲板上做好

充分准备，在水下如遇到这种情况，适当延长试验时间，

努力关注每一个现场数据。正是利用争取的这段时间，

他们最终如愿解决了故障，并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

叶聪说，做载人深潜，不是当冒险家。做载人深潜，

既要勇敢突破下潜深度，又要踏实做好潜水器的各项功

能和作业能力。

“我们的工作不容有一丝瑕疵。”七〇二所技师杜坤

亲历了 3个潜水器研制，对所承担的工作驾轻就熟，但依

然不敢大意。

因为怕蹭到或撞到密封锥面影响密封效果，杜坤在

每次海试工作中不能戴手表、戒指等任何硬物，甚至指

甲都不能留长。

在惊涛骇浪中铸就的中国载人深潜精神——严谨

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融入到每一名参

研、参试队员的血液里。

今年海试，搭载“奋斗者”号的“探索一号”号船遭遇

了两个台风、多个低气压，特别是在前往马里亚纳的路

上，风高浪急一路颠簸，许多人晕船。但到达马里亚纳

几小时后，“奋斗者”号就顺利开展了第一次下潜。

“每一个人都没强调辛苦，但我知道很辛苦。”七〇
二所所长何春荣说，平时很少收到前方信息，但有一天

被“奋斗者”号临时党委副书记杨申申在朋友圈同一地

点拍摄的两张照片感动：第一张照片里，天刚蒙蒙亮，迎

着朝霞，下潜任务紧锣密鼓地进行。另一张晚霞西沉，

潜水器被回收到船上。当天作业时长足足 17个小时。

今年 10月 27日，“老司机”叶聪搭乘“奋斗者”号，在

潜水器右舷，见证了潜水器深度首次突破万米。没有电

影中常见的击掌庆祝、热泪盈眶，在主驾倡议下，叶聪在

万米海底享用了一顿蛋炒饭午餐。“这只是从 4位数到 5

位数的数字变化，相比十几年前，心态更轻松。”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说：“‘奋斗者’号成功研制和

万米海试的突破，是新型举国体制的生动实践，将为

深海科学考察、海底精细作业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

为下一步带动深海能源、材料等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

强劲动力。”

之前“蛟龙”号、“深海勇士”号海试中，每次下潜前，

胡震总是第一个来到后甲板，沿着潜水器的护栏爬上爬

下，像看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仔细检查每个部件，确保做

到万无一失。今年他仍习惯下潜前去后甲板转转，但明

显感觉轻松不少。

“平常在所里浑然不觉，上了船才突然发现，53岁的

自己竟然是船上所有科研人员中年纪最大的。”顿了顿，

一口江阴口音的胡震加重语气：“而且大了不少。”

历时近 20 年，中国载人深潜团队一直保持着 30 多

岁的平均年龄。“如今这支团队的骨干都是 80后，就像我

们的载人深潜事业一样朝气蓬勃，他们出色的工作是我

们深潜成功最大的基石。”胡震说。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点赞中国载人深潜研制团队：从

“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到今天的“奋斗者”号，你们以

严谨科学的态度和自立自强的勇气，践行“严谨求实、团

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的中国载人深潜精神，为

科技创新树立了典范。

2020 年 11 月
10日,“奋斗者”号在
西太平洋马里亚纳
海沟创造了 10909
米的中国载人深潜
新纪录。

10909米▶

1986年，中国第
一 艘 载 人 潜 水 器
7103救生艇研制成
功，下潜深度300米。

300米▶

2009 年 ，国 家
863 计划开始支持
4500米载人潜水器
关键技术国产化攻
关。“深海勇士”号下
潜深度回撤到 4500
米，但关键技术国产
化率超过85%。

4500米▶

2012 年 6月 27
日，“蛟龙”号，这艘
7000米级载人潜水
器完成了它的终极
挑战，最终将纪录保
持在了7062米。

706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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