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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在近日通过线上直播方式举行的2020品牌农业发展国际
研讨会上，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主任马洪涛在演讲中指
出，当前，中国已成为经济贸易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伴随着“一
带一路”等区域合作的加快推进，中国农业面临更加开放的环境和
更大的竞争压力。在此背景下，塑强中国农业品牌，推动其进入全
球农业品牌竞争的话语体系，是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应对全
球竞争的重要路径，而打造中国品牌农业必须以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为重要支撑。

马洪涛指出，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要以“科学布局，优化资
源，创新机制，提升能力”为总体思路，以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
和效率为核心，以整合资源和创新机制为手段，以食物特别是粮食
安全、生态安全和农民增收为主要任务，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
成果创新和产品创制等方面进行系统设计，依托国家农业技术创新
基地、区域性农业科研中心、试验站和企业农业科技研发中心等来
系统推进。 （陆 生）

载人直下超万米深渊
首战告捷

提起载人深潜器海试，很多人第一时
间想到的可能是“蛟龙号”。的确，作为中
国大洋科考的超级明星，“蛟龙号”从1000
米级海试到 3000米级、5000米级和 7000米
级海试，历时约3年，期间，每一次出海接
受新的深度考验都是中国深蓝科技的重大
新闻事件，吸引了公众的目光。对剑指

“全海深”的万米级深潜器“奋斗者”号首
次海试的消息，人们关注的热情无疑更
高，而有了此前观察“蛟龙号”海试的既
往经验做参照和对比，人们对“奋斗者”
号此次海试的表现有了更深一层认识。

““ 奋 斗 者奋 斗 者 ”” 号 首 次 海 试 就号 首 次 海 试 就 ““ 一 步 到一 步 到
位位”，”，直接挑战万米并一举成功直接挑战万米并一举成功。“。“蛟龙蛟龙
号号””的定位是的定位是 70007000 米级载人潜器米级载人潜器，，但是其但是其
海试经历了循序渐进的过程海试经历了循序渐进的过程，，大体上分为大体上分为44
个深度阶段完成个深度阶段完成，，并且在每个深度的海试并且在每个深度的海试
阶段阶段，，也是通过多次下潜来实现该阶段目也是通过多次下潜来实现该阶段目
标标，，如此一步一个脚印探索如此一步一个脚印探索，，最终成功挑最终成功挑
战设计的战设计的70007000米级下潜深度米级下潜深度。。““奋斗者奋斗者””号号
海试则完全不同海试则完全不同，，大有几分大有几分““首战首战””即是即是

““终战终战”、”、毕其功于一役的意味毕其功于一役的意味，，干脆利落干脆利落

直接挑战设计的万米级深度直接挑战设计的万米级深度。。从目前获得从目前获得
的信息来看的信息来看，“，“奋斗者奋斗者””号首次海试的第一号首次海试的第一
次下潜可能就瞄准了万米级目标次下潜可能就瞄准了万米级目标。。由此足由此足
见见，“，“奋斗者奋斗者””号此次海试豪气冲天号此次海试豪气冲天，，对顺对顺
利完成使命成竹在胸利完成使命成竹在胸。。截至截至 1111 日晚日晚 2323 时时，，
连续突破万米并接近连续突破万米并接近11..11万米深度的表现证万米深度的表现证
明明““奋斗者奋斗者””号的确功力非凡号的确功力非凡。

“奋斗者”号下潜和回收效率更高。据
报道，“奋斗者”号从10日4时50分开始下
潜，到7时42分突破万米大关，用时2小时
52分钟。2012年6月27日5时29分，“蛟龙
号”开始下潜，到当日11时47分，到达约
7062 米，用时 6 小时 18 分钟。由此可以发
现，就下潜速度而言，“奋斗者”号要比

“蛟龙号”快得多。实际上，两者在上浮回
收的速度方面也是如此。其原因应该在于

“奋斗者”号应用了动力下潜和动力上浮模
式，显然比“蛟龙号”靠压铁调节的无动
力下潜和无动力上浮要快得多。动力下潜
和回收大大提高了效率有助于为深海科考
作业赢得更多宝贵时间，这一点也深刻体

现在我国第二台深海载人潜水器“深海勇
士”号身上。

“奋斗者”号海试采用“双船保障”模
式。“蛟龙号”每次海试，带其出征并提供
保障的是“向阳红 09”母船，二者的组合
逐渐成为中国载人深潜的标志性符号。 此
次出征马里亚纳海沟，“奋斗者”号拥有双
母船即“探索一号”支持船和“探索二
号”保障船提供支撑。前者续航能力大于1
万海里，后者配备 CTD 绞车及收放装置、
100吨门架式潜水器布放回收系统、10吨20
米折臂伸缩吊等多个国产关键设备。

突破抗超大压核心技术
自立自强

“奋斗者奋斗者””号与号与““蛟龙号蛟龙号””相比相比，，最大最大
的区别当然是深潜能力的区别当然是深潜能力，，从从 70007000 米级米级大幅大幅
跃升跃升 30003000 多米至万米级多米至万米级。。70007000 米级意味米级意味
着着，“，“蛟龙号蛟龙号””最大下潜深度和作业深度可最大下潜深度和作业深度可
达约达约70007000米米，，可以进入可以进入9999..88%%的全球海洋区的全球海洋区
域域。。万米级意味着万米级意味着，“，“奋斗者奋斗者””号最大下潜号最大下潜
深度和作业深度可达约深度和作业深度可达约1000010000米米，，可以进入可以进入
包括余下包括余下 00..22%%海洋面积在内的全球海洋任海洋面积在内的全球海洋任
意深度区域意深度区域，，即实现即实现““全海深全海深””进入进入。。

科学界认为科学界认为，，研究研究 60006000 米以下的深海米以下的深海
区域是探索包括生命起源和地球演化在内区域是探索包括生命起源和地球演化在内
的重大科学问题的必然要求的重大科学问题的必然要求，，而进入大洋而进入大洋
深渊开展科考并获得科学研究样本是深入深渊开展科考并获得科学研究样本是深入
推进相关研究推进相关研究、、作出原始和基础性贡献的作出原始和基础性贡献的
重要条件和优势重要条件和优势。。作为致力于建设人类命作为致力于建设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大国运共同体的大国，，中国一直注重海洋尤其中国一直注重海洋尤其
是深海研究是深海研究，，以期促进取得重大科学突以期促进取得重大科学突
破破；；一直推进一直推进““深海进入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探测””

““深海开发深海开发”，”，为认识为认识、、利用和保护海洋利用和保护海洋，，
造福全人类而努力奋斗。实现“全海深”
进入，开展“全海深”科考可以说是中国
科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和夙愿。

对于“奋斗者”号团队来说，从 7000
米级到万米级意味着要克服哪些困难呢？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作为深海载人科考平
台，“奋斗者”号实现了万米级深潜技术系
统性突破，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载人
球舱。其研制难点在于要在保持容纳3个人
搭乘科考和控制自重的前提下承受万米级
深潜的巨大水压，也就是说，要保障“奋

斗者”号成为名副其实的万米级科考平
台，而不简单地只是实现“全海深”进入
的载体工具。研制团队经过多年的不断优
化和上千次测试，终于开发出适合要求的
新型钛合金材料。在此基础上，研制团队
改进焊接方式，从焊缝多、工期长的传统

“瓜瓣焊接”改为焊缝少、可靠性高的“半
球焊接”。可以说，载人球舱是“奋斗者”
号顶住万米海底巨大压力，取得海试成功
的头号“功臣”。

抗压锂电池是“奋斗者”号的另一个
核心装备。据报道，“奋斗者”号的动力来
源是锂电池，而它应用的是能够对抗深海
超级压力防止结构变形出现短路等事故，
又具备很好散热性能的特种锂电池。这既
可以使“奋斗者”号机动性获得更充足的
能源保障，又为海底科考赢得了更长的作
业时间。

载人深潜五十年探索
风雨兼程

““奋斗者奋斗者””号使中国号使中国““全海深全海深””科考一科考一
朝梦圆朝梦圆。。今天今天，，我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我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
中中，，回望中国载人深潜走过的非凡历程回望中国载人深潜走过的非凡历程，，
不禁有万千感慨涌上心头不禁有万千感慨涌上心头。。

中国载人深潜梦启航于上世纪中国载人深潜梦启航于上世纪 7070 年年
代代。。19711971 年年，“，“深潜救生艇研制工作组即深潜救生艇研制工作组即

““71037103研制工作组研制工作组””成立成立。。19761976年年，，深潜救深潜救
生艇设计工作完成生艇设计工作完成。。1010 年后年后，，中国第一艘中国第一艘
深潜救生艇完成试验深潜救生艇完成试验，，填补了我国深潜技填补了我国深潜技
术的空白术的空白，，之后该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之后该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进步一等奖。。19921992 年年，，中国海工装备科研中国海工装备科研
单位的多位知名学者专家开始论证研制中单位的多位知名学者专家开始论证研制中
国载人潜水器的可行性国载人潜水器的可行性。。20022002 年年，，深海载深海载
人潜水器研制被列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人潜水器研制被列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
计划计划 （（863863 计划计划）） 重大专项重大专项，“，“蛟龙号蛟龙号””载载
人深潜器的自行设计人深潜器的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工作自主集成研制工作
启动启动。。最终历时最终历时 1010 年完成研制和海试工年完成研制和海试工
作作。。研制团队创建了研制团队创建了 70007000 米级载人潜水器米级载人潜水器
安全性设计技术体系安全性设计技术体系，，攻克了深海复杂环攻克了深海复杂环
境下精准操控境下精准操控、、精确定位与精细作业的关精确定位与精细作业的关
键技术键技术，，其悬停作业功能为国际同类潜水其悬停作业功能为国际同类潜水
器首创器首创；；突破了复杂水声信道条件下大深突破了复杂水声信道条件下大深
度度、、远距离远距离、、高速率水声通信技术高速率水声通信技术，，可传可传
输图像输图像、、数据数据、、文字和语音等信息文字和语音等信息；；创建创建
了我国载人潜水器陆上测试了我国载人潜水器陆上测试、、海上试验海上试验、、
潜航员培训潜航员培训、、水面支持等深潜作业和检测水面支持等深潜作业和检测
技术体系技术体系；；突破了超大潜深关重件设计制突破了超大潜深关重件设计制
造技术造技术，，推动了深海装备产业的发展推动了深海装备产业的发展。。在在
2017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蛟龙蛟龙
号号””载人潜水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载人潜水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一等奖。。

““蛟龙号蛟龙号””成功后成功后，，有关方面并没有直有关方面并没有直
接启动万米级深潜器研制接启动万米级深潜器研制，，而是于而是于 20092009 年年
立项研制立项研制 45004500 米级的载人潜器米级的载人潜器““深海勇深海勇
士士””号号，，目的之一就是进一步实现包括载目的之一就是进一步实现包括载
人球舱在内的核心部件突破人球舱在内的核心部件突破，，实现技术自实现技术自
立自强立自强，，进而架设通向万米级载人潜器的进而架设通向万米级载人潜器的

““桥梁桥梁”。”。曾担任曾担任““蛟龙号蛟龙号””副总设计师的副总设计师的
胡震担任胡震担任““深海勇士深海勇士””号总设计师号总设计师，“，“蛟龙蛟龙
号号””总布置主任设计师兼首席潜航员叶聪总布置主任设计师兼首席潜航员叶聪
担任副总设计师担任副总设计师。。20172017年九十月间年九十月间，“，“深海深海
勇士勇士””号在南海完成全部海上试验任务号在南海完成全部海上试验任务，，
实现了我国深海装备由集成创新向自主创实现了我国深海装备由集成创新向自主创
新的历史性跨新的历史性跨越。

就在“深海勇士”号研制实现关键技
术突破之后，2016年3月，深海载人装备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颜开向外界透露万米级
载人潜器研制工作于当年启动并将于“十
三五”期间完成。“蛟龙号”和“深海勇
士”号主要领衔者之一叶聪担任该潜器总
设计师。今年上半年，万米载人潜水器进
入出海试验前的最后试验阶段并根据在线
征名活动反馈被命名为“奋斗者”号。近
日，“奋斗者”号在两艘母船护卫下，在地
球最深处的西太平洋海域成功坐底，以近
1.1万米的深度宣告中国人“全海深”科考
终梦圆。

本报电 在近日召开的2020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上，国内首个智慧
交通物联网平台发布。该平台通过全系列物联网硬件设施，包括智
慧锥桶、事故车盒、执法一体化快速封路器等和智慧交通物联网软
件平台，用数字化手段帮助道路交通从业者 （交警、道路养护工、
道路施工方） 工作更安全更高效。

据统计，2019年，全国公路养护里程约495万公里，占公路总里
程98.8%。由于传统交通行业的作业和设备管理，缺乏实时监控、指挥
调度和数据分析手段，凌晨作业或恶劣天气下作业，隐藏安全隐患。

智慧交通物联网平台由高德地图推出，针对道路作业生产事故
多、信息发布慢、触达范围窄、管理效率低等行业痛点，涵盖了智慧锥
桶、事故车盒、执法一体化快速封路器等全系列物联网硬件产品。

“智慧锥桶”采用卫星双模定位，通过对传统锥桶进行物联网化
改造，并与高德地图无缝对接，投入使用后，不再需要人工报送，

“智慧锥筒”会自动采集道路占道施工、封闭等信息，通过高德地图
引导车主提前躲避施工路段或减速慢行。

事故车盒是一款面向交警执法者、高速救援单位的物联网产
品，方便管理者将交通实时信息与高德地图联动，在处理道路事故
现场时自动定位，一键上报，大大提升实时路况准确度和处理交通
事故的效率。

智慧交通物联网软件平台可以帮助后方指挥中心提升智能化管
理水平，实现辖区内交通作业信息和交通事件信息一图全览，并对
各类交通事件分类自动归集，帮助主管部门实时动态决策。（文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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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8时12分，“地
球第四极”——西太平洋马里
亚纳海沟，载人深潜“奋斗
者”号成功坐底“挑战者深
渊”，深度10909米，创下中国
载人深潜新的深度纪录。就在
此10多天前，“奋斗者”号在
同一海域下潜一举突破1万米
（10058） 米大关。这连续取得
的成就标志着中国万米级载人
潜水器“奋斗者”号海试取得
成功，意味着中国人驾驶自己
的潜水器可以自由到达大洋任
何深度并开展科学考察，取得
了中国深海装备和深海技术的
重大突破，实现了梦寐以求的
中国科学家大洋科考“全海
深”进入。

值得注意的是，万米级载
人深潜器“奋斗者”号是中共
十九届五中全会后首个进入公
众视野，接受实战考验的新的

“大国重器”，其首战告捷和堪
称完美的表现彰显了中国日益
增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自
立自强取得的新成就。

“大数据+物联网”助力交通新基建
国内首个智慧交通物联网平台发布

依托科技创新打造中国品牌农业
2020品牌农业发展国际研讨会举行

新华社首尔电（记者陆睿 耿学鹏） 韩国首尔市政府近日在首尔
汝矣岛上空开展了“空中出租车”无人试飞活动。一款中国研制的
自动驾驶飞行器参加试飞。

据首尔市政府介绍，本次试飞活动由首尔市与韩国国土交通部
联合举办，旨在验证自动驾驶空中飞行技术，为培育相关领域专业
人才、引领下一代绿色城市航空交通发展奠定基础。

当天上午，中国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双座自动驾驶飞
行器“EH216”参加试飞，绕汝矣岛汉江公园、西江大桥、栗岛、
麻浦大桥一带飞行约7分钟，航程为3.6公里。

据介绍，这款自动驾驶飞行器最大载荷220千克，满载最大航程
35 公里，主要用于载人交通，具有电动环保、安全系数高、噪音
小、垂直起降等特点。

首尔市政府表示，“空中出租车”在首尔市上空试飞，是韩国国
土交通部进一步完善 《航空安全法》 等制度、首尔市政府投资“空
中出租车”等基础设施所取得的成果。

中国研制的自动驾驶飞行器
在韩国首尔试飞

近日，位于河北省秦皇岛的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组织开展职
业教育活动周，组织开放实训室、专业技能竞赛、企业专家进校园
等展示职业教育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持复工复产、促进就业
创业等方面的成效。

图为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学习茶艺知识。（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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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者”号海试现场。 （央视网）

““奋斗者奋斗者””号深潜效果图号深潜效果图。。
（央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