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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者”号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

坐底，坐底深度 10909 米，刷新中国载

人深潜的纪录

2020年7月

“奋斗者”号正式进入海试

2016年

我国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正式立项 2020年2月

我国万米载人潜水器按计划完成

了总装和陆上联调2020年3月

开展水池试验，总共完成了包括

全流程考核、多名潜航员承担水池下

潜培训等 25项测试任务 2020年6月19日

中国万米载人潜水器正式命名为

“奋斗者”号

2020年11月28日

“奋斗者”号成功完成万米海试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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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

目前，我国已拥有“蛟

龙”号、“深海勇士”号、“奋

斗者 ”号三台深海载人潜

水器，还有“海斗”“潜龙”

“海燕”“海翼”和“海龙”号

等系列无人潜水器，已经

初步建立全海深潜水器谱

系，并不断实现了深海装

备技术发展的新突破和重

大新跨越。

◎本报记者 过国忠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过国忠 王祝华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日前，科技

日报记者在江苏无锡举行的深空深海重大科技成

果展上见到的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二研究所副所

长叶聪，是一位像勇士一样探索深海奥秘的人。

在 41 岁的叶聪眼里，深空和深海是两个重要

的战略高技术领域。他自己感到非常幸运，赶上了

国家高度重视和发展海洋事业的好时代。2001

年，他从哈尔滨工程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中国船舶

集团第七〇二研究所，没想到，第二年，7000 米级

载人深潜器项目正式立项，自己就被任命为“蛟龙”

号载人作业潜水器总布置主任设计师，后来还成为

首席潜航员。2009 年开始研制“深海勇士”号载人

作业潜水器，他担任副总设计师和总质量师，直到

2016年，成为“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作业潜水器总设计师。

“探索海底世界也并非易事——海水深度每增加 10 米，水中物体所要承受的海

水压力就会增加一个大气压。如果是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的海底，所要承受

的压力将超过 1000个大气压，相当于每一个手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就得承受约 1吨

的重量，这样的压力足以摧毁大部分的科学考察设备。”叶聪说，海斗深渊中无处不在

的巨大深水压力，是阻止人们探索这些地球上最深海域的首要障碍。

“这些年，自己驾驶着参与设计的潜水器出去海试，去过深海平原、海山、热液、冷

泉、深渊，心里特别兴奋。2020年 11月 10日早上 8时 12分，‘奋斗者’号首次探底全球

海洋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并以 10909 米的深度创造了我国载人深

潜新纪录时，内心的感受无法形容。”叶聪说。

在叶聪看来，我国首台万米级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完成了海试，这意味着

我们率先拥有了领先的深渊科考作业能力。从 4534米、7062米到现在 10909米，深度

只是潜水器众多指标中的一个，中国载人深潜已经进入了系统考量评价的时代，能

力、效率和效益是研制和运营团队孜孜以求的目标。

“如今，我们很欣慰地看到‘奋斗者’号快速往返、突破深度、爬坡过坎、长时驻

留、精准布放、顺畅回收、人机友好、作业协同。经过 20 年的奋斗，人家有的潜水器

我们也有了，人家去过的地方我们也去过了，人家做不到的作业我们做到了。我为

自己能参与、见证‘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伟大梦想的实现感到骄傲和自豪！”

叶聪说。

叶聪告诉记者，目前，地球上仍然有人类未曾触及和认识的深海空间——海

斗深渊。这类深海分布在大洋板块向大陆板块俯冲的地带上，水深范围从 6000

米到 11000 米左右，被科学家称为深渊、超深渊或海沟，代表着地球上最深的海洋

区域。进入科技发展的新阶段，海斗深渊极为独特的生命、环境和地质现象，促

使各国生物学家、环境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气候学家都将目光聚焦在海斗深

渊上。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载人深潜团队将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弘

扬科学精神，勇攀深海科技高峰。目前，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的设计、试验的经验，尤

其是经过万米海试表现出‘奋斗者’号的性能非常优秀，而且状态非常平稳，能够安全

可靠作业。因此，我们坚信，今后将会给科学家们搭建起一个更好的深海作业平台和

提供最好的服务。希望更多的科学家乘坐我们的潜水器到深渊海底，我们的载人潜

水器肯定给他们带来惊喜。“叶聪表示。

叶聪：“奋斗者”号创造新纪录时

内心的感受无法形容

中国载人潜水器中国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奋斗者””号正在海试中号正在海试中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2020 年 11月 10日上午 8时 12分，中国载

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在西太平洋马里亚纳

海沟成功下潜突破 1 万米，达到 10909 米，再

创中国载人深潜的新纪录，并带回了海沟底

部的岩石、海水、生物等珍贵样品。

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被称为“地球

第四极”，也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区域之

一，水压高、温度低、没有阳光、地震频发……

用“奋斗者”号副总设计师胡震的话来

说，“我们挑战的是全球最深处。特别是狭窄

的球形载人舱能够载三人下潜到万米深，这

在国际上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已拥有

“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 ”号三台

深海载人潜水器，还有“海斗”“潜龙”“海燕”

“海翼”和“海龙”号等系列无人潜水器，已经

初步建立全海深潜水器谱系，并不断实现了

深海装备技术发展的新突破和重大新跨越。

“奋斗者”号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在大

深度载人深潜领域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也让人类探索万米深渊从此拥有了一个强大

的新平台。

我国载人潜水器发展
后来居上

“近 20 年来，我国载人深潜事业迅猛发

展。2012 年，自主集成的‘蛟龙’号下潜 7062

米，是中国人迈出作业型载人深潜征程的第

一步。”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二研究所副所

长、“奋斗者”号总设计师叶聪说，从 2017年到

现在，全部关键部件实现国产化的“深海勇

士”号，已开展了 300余次下潜，国产部件经受

住了考验。

应该说，我国在深海载人潜水器研究上，

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很快。1986年，中国第

一艘载人潜水器——7103 救生艇研制成功。

当时，虽然它只能下潜 300米，但在那个年代，

是属于较先进的救援型载人潜水器。

进入新世纪，在 863 计划支持下，开始了

自主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发。特别是在海试的

4 年中，“蛟龙”号科研团队，不断完善与改进

潜水器，解决了海试中碰到的问题和发现的

不足，使“蛟龙”号不但拥有世界先进的悬停

和自动驾驶功能，还可以进行数字化的水声

通信和定位，更能稳稳地“定”在海底开展复

杂的作业任务。

这些年来，科研人员积极践行深海战略，

矢志不渝推进载人作业潜水器谱系化。在海

南省深海技术实验室副主任、中科院深海所

科技处处长向长生看来，与 10 年立项、10 年

研制的“蛟龙”号不同，我国第二代 4500 米载

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从研制立项到

海试交付只用了短短 8 年，且国产化率达到

95%，实用性更强。

截至 2021年 6月 7日，“深海勇士”号已完

成近 400次下潜任务，作业频次、作业成本、作

业能力均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成绩突出。值

得一提的是，早在 2016 年“深海勇士”号尚未

下水的情况下，万米级载人潜水器就开始同

步研制，也就是“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

器。这是“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

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的核心任务。

我国之前已有万米级无人潜水器，为什么

还要研制万米级载人潜水器？“该项目主要利用

‘蛟龙’号深海潜水器和深海探测设备的技术基

础，向全球海洋最深处进军，目的是在马里亚纳

海沟进行科学考察与试验，建立和发展我国海

斗深渊生物学、海斗深渊生态学、海斗深渊地学

等多个学科体系，并以此为引导，进一步攻克全

海深探测装备关键技术，推动我国深海科学和

深海装备技术的跨越发展。”叶聪说。

集结近千名科研人员
攻克难关

“在研制‘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

上，我们集结了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二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等 20

家科研院所、13家高校、60余家企业等近千名

科研人员，是在‘蛟龙’号、‘深海勇士’号载人

潜水器研制与应用的良好基础上，组织开展

关键技术攻关。”叶聪说。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 2016年正式立项，围

绕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攻关的总体目标，科技

部设立 19 个项目、投入中央财政经费 7.67 亿

元。其中，由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二研究所

牵头负责“奋斗者”号的总体设计和集成建

造，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作为

业主单位牵头开展海试。

联合研发团队历经近 5年时间，在耐压结

构设计及安全性评估、钛合金材料制备及焊

接、浮力材料研制与加工、声学通信定位、智

能控制技术、锂离子电池、海水泵、作业机械

手等方面实现多项重大技术突破。

相关专家透露，“奋斗者”号融合了之前

两代深潜装备的“优良血统”，不仅采用了安

全稳定、动力强劲的能源系统，还拥有更加先

进的控制系统和定位系统，以及更加耐压的

载人球舱和浮力材料。

“我们凭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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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

科交叉融合，先后顺利完成了潜水器的设计、

总装建造、陆上联调、水池试验和海试验收，

具备了全海深进入、探测和作业能力，正式转

入试验性应用阶段。”叶聪说。

挑战全球海洋最深处，首先要攻克的难

关就是巨大的水压。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

上环境最恶劣的区域之一。海沟 1万米深处，

水压超过 1100 个大气压，相当于 2000 头非洲

象踩在一个人的背上。

如何让“奋斗者”号做到不惧高压极端环

境，在万米海底自由行走？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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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

载人舱作为整个潜水器里规格最大的一个耐

压容器，制作材料十分特殊，其成败直接关系

着整个潜水器的成败。因此，载人舱是全海

深载人潜水器的核心关键部件，是人类进入

万米深海的硬件保障和安全屏障，也标志着

一个国家载人潜水器的技术水平。

当时，在万米海深的极端压力条件下，按

照“奋斗者”号的目标尺寸和厚度要求，以往

潜水器使用的材料都已不能达标，需要找到

一种高强度、高韧性、可焊接的钛合金。

然而，国际上没有制造先例，也找不到国

外厂家生产，唯一的出路就只有我们自己造。

为此，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联合国内

多家企业和研究所，组建起全海深钛合金载

人舱研制“国家队”，经过一系列调研论证、研

究实验，攻克了载人舱材料、成型、焊接等一

系列关键技术瓶颈。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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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制造出由新型钛合金材料制成

宽敞而结实的载人舱。”杨锐说。

记者了解到，“奋斗者”号的载人舱呈球

形，能够同时容纳 3 名潜航员。此前，也有国

外深潜器依靠球形载人舱成功挑战了万米重

压，但舱体空间仅能容纳 1—2人，无法搭载更

多的人和设备。

深海一片漆黑，地形环境高度复杂，“奋

斗者”号如何避免“触礁”风险？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科研人

员，针对深渊复杂环境下大惯量载体多自由

度航行操控、系统安全可靠运行等技术难题，

进行了攻关，让“奋斗者”号的控制系统实现

了基于数据与模型预测的在线智能故障诊

断、基于在线控制分配的容错控制以及海底

自主避碰等功能。

“我们设计的神经网络优化算法，能够让

‘奋斗者’号在海底复杂地形巡航、定点航行

以及悬停定位。”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

所研究员、“奋斗者”号副总设计师赵洋说。

除此之外，科研人员还给“奋斗者”号装

上了一双高度灵活且有力的“手”，在开展万

米作业时，具有强大的作业能力，顺利完成岩

石、生物抓取及沉积物取样器操作等精准作

业任务。这项技术填补了我国应用全海深液

压机械手开展万米作业的空白。

2020 年 2 月，“奋斗者”号按计划完成了

总装和陆上联调，3月立即开展水池试验。在

水池试验过程中，总共完成了包括全流程考

核、多名潜航员承担水池下潜培训等 25 项测

试任务。

未来遨游在世界海洋
的最深处

叶聪告诉记者，从2020年7月—11月，“奋

斗者”号正式进入海试，共进行了 30个潜次的

试验，累计海底作业时间141小时。其中，在马

里亚纳海沟下潜 8次超过万米，最长水中时间

达13小时，最大下潜深度为10909米。

记者了解到，“奋斗者”号连续和重复多次

的万米级海试，不但验证了潜水器总体性能稳

定和系统工作可靠，能够满足大深度载人潜水

器的安全规范要求；同时，通过使用我国生产

的载人舱、浮力材料、锂电池、推进器、海水泵、

机械手、声学通信、液压泵、水下定位、航行控

制、成像声呐等关键设备和重要技术，也为国

产水密接插件提供了万米深度的试验机会，全

面验证了载人潜水器的全海深作业能力和实

用价值，更为后续的运维应用奠定了基础。

相关专家认为，“奋斗者”号研制及海试

的成功，显著提升了我国载人深潜的技术装

备能力和自主创新水平，推动了潜水器向全

海深谱系化、功能化发展，为探索深海科学奥

秘、保护和合理利用海洋资源提供了又一利

器，为引导公众关心认识海洋、提升全民海洋

意识、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作出了突出贡献。

今年 3 月 16 日，“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

潜水器交付活动在三亚举行。当天，参与验

收的专家组人员一致认为，“奋斗者“号在万

米级海试中以诸多的显著优势，如可乘载 3人

的舱体、海底连续 6 小时的作业能力、海试过

程中 8次抵达万米深的海底、在多种类科考样

品的采集及多次目标搜寻布放回收作业中展

示的作业能力、自动巡航以及链接水面的高

速数字水声通信等特点，表明了“奋斗者”号

在万米级所拥有的综合性技术实力。“奋斗

者”号海试现场验收得分达到 99.25分。

“深海勇士”号和“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

用户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 21 世纪议程

管理中心海洋处原处长孙清，是“蛟龙”号、

“深海勇士”号和“奋斗者”号三次交付的参研

者和见证者。他说：“‘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

潜水器正式向业主单位交付，是我国迈向深

海科考科研高峰的第一步，也是重要一步，但

后面还有很多科学考察的工作要做，不少新

的难题要攻克。”

同济大学翦知湣教授透露，今后，载人潜

水器用户科学指导委员会将搭建一个面向

“深海勇士”号和“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科学

应用的沟通和交流平台，积极推动开展载人

深潜国际合作，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多学科交

叉融合与应用。

而在叶聪看来，在不久的将来，我国自主

研制的万米载人潜水器，将搭载着更多我国

科学家自由自在遨游在世界海洋的最深处，

实现自己的科学梦想。

“奋斗者”号：
向着万米深海勇往直“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