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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實驗項目首登國際太空站
中美太空合作「破冰」將開展「微進化」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由北京理工大學鄧玉

林教授團隊研製的「空間環境下

在PCR反應中DNA錯配規律研究

的科學載荷」在當地時間3日下

午美國肯尼迪太空中心乘坐

「龍」飛船送往國際太空站。鄧

玉林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

示，太空生命科學載荷將於6日

（美國時間）登入國際太空站，

並在為期一個月的時間內進行兩

組實驗，是首次在國際上利用太

空環境開展「微進化」研究。這

是中國太空科學項目首次登入國

際太空站，被認為標誌着中美太

空科學合作取得了零的突破。

「我們這次中美合作的突破，可以為
更多中國科學項目利用國際太空

站提供借鑒和經驗。」親臨發射現場的
鄧玉林在越洋電話中向記者表示，他對
美國的低成本和商業化航天印象深刻，
期待更多科學家能夠有機會利用太空平
台從事前沿科學研究。

通過商業合作模式破禁
據介紹，鄧玉林團隊此次研製的空間
生命科學載荷，由國家科技部重大科學
儀器開發專項和國防科工局民用航天專
項支持。載荷是採用微型微流控PCR
儀，對抗體DNA片段進行在軌飛行狀態
下的基因擴增，來模擬人類生命的延續
與發展。在太空飛行結束後，分析基因
突變規律，進而探討空間輻射及微重力
環境下的基因誘變機理。
鄧玉林表示，該團隊研製的載荷曾有
過三次飛行搭載經驗，繼2011年「神舟
八號」搭載、2016年「長征七號」首飛
搭載以及2017年「天舟一號」搭載之
後，此次通過「龍」飛船進入國際太空
站。這一實驗載荷儀器與「神舟八號」
搭載的儀器相關，但是在通量、能力和
接口有大幅度提升，是一個新的創新設
備。
中國科學家的太空載荷進入國際太空
站，被認為標誌着中美太空科學合作取

得了零的突破。2011年，美國國會曾出
台「沃爾夫條款」禁止美國太空總署
（NASA）及與NASA有合同關係的美國
航天企業與中國航天領域進行任何接觸
和合作。鄧玉林團隊大膽地通過商業合
作模式，在2015年8月與美國負責運營
國際太空站科學研究平台的NanoRacks
公司簽署協議，並通過各項審查，為國
際太空站帶來首個中國項目，為中美太
空合作開闢了新途徑。
「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是鄧玉林

形容項目進行過程中的心情。儘管項目
得到了NASA批准並報告給美國國會，
但在進行過程中曾遇到很多困難，既有
項目本身科學和技術問題的困難，又有
對美方航天項目體系不太熟悉的困難，

更有涉及到中美兩國法律政策的困難。
他表示，通過這次合作，美方應了解中
國科學家是敬業和專業的，是國際太空
科學領域的重要力量，中美在太空科技
乃至航天方面的合作應是大勢所趨。

「所有合作夥伴均批准」
美國太空總署發言人凱瑟琳．漢布爾
頓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候證實，「龍」
飛船上攜帶中國實驗。「美國太空總署
遵守所有法律規定，向國會報告了這一
行為。太空站所有合作夥伴都批准了攜
帶這個實驗。」漢布爾頓說。
她指出，從廣泛意義上看，這不是太空

站的第一個中國實驗。包括2011年發射
的阿爾法磁譜儀項目在內，太空站一些實

驗已由中國科學家負責或共同負責。
納諾拉克斯公司的載荷業務負責人瑪

麗．墨菲認為，雙方合作樹立了一個
「很好的榜樣」，是未來可繼續的一種
合作模式。美國海軍軍事學院教授瓊．
約翰遜－弗雷澤認為，這次合作證明商
業太空活動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太空
不再僅僅是政府活動的範疇，就像汽車
和電腦那樣，太空正在發展成為商業活
動的一個領域，這是與過去相比一個很
大的變化。」
美國華裔太空人焦立中認為，美中向
前邁出了很好的一步。「我一直相信，
合作，特別是以民用太空探索作為途
徑，是美中兩國向前走的最好方式。」
焦立中說。

2011年4月15日，時任美國
總統奧巴馬簽署了2011財年開
支法案，其中第214頁至215

頁有一項不起眼的條款，規定禁止美中兩國之間任
何與美國航天局有關或由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協調
的聯合科研活動，甚至還禁止美國航天局
（NASA）所有設施接待「中國官方訪問者」。由
於這一條款出自於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商業、司
法、科學及相關機構小組委員會主席弗蘭克．沃爾
夫之手，所以又被稱為「沃爾夫條款」。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沃爾夫條款
00
0
�"

北京理工大學鄧玉林
教授團隊的太空科學項
目4日凌晨搭乘「龍」

飛船送往國際太空站，以科學家對接商業
合作的模式，突破美國禁止與中國太空合
作的「沃爾夫條款」，取得中美太空科學
合作的零的突破。而在今年4月，作為歐
盟QB50計劃首批發射入軌的28顆衛星之
一，西北工業大學自主研製的「翱翔一
號」立方星，搭乘「宇宙神5」運載火箭
（Atlas5）/「天鵝座」貨運飛船升空，並
成為首顆通過國際太空站釋放的中國衛
星。
上述近期中美太空科學及航天合作的新

動向，被認為是兩國太空合作逐步破冰的
信號。在筆者看來，這些項目之所以能夠
在並不友善的美國太空合作環境下成功，
不僅是中國和國際航天界有識之士共同努
力的成果，更因中國太空技術、太空科學
研究等方面的實力正被國際社會所正視。
眾所周知，由美國主導的國際太空站從

立項之初就拒絕中國加入。從某種角度上
說，正是因為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拒絕、封
鎖，才令中國太空技術走出一條自主創新
的道路。隨着國際太空站逐漸達到設計壽
命，中國在建的太空站有可能成為屆時唯
一的大型近地軌道太空科學平台，其意義

對於包括中美在內的國際科學界都是不言而喻的。
中國的衛星、科學載荷開始搭乘美國的火箭進入

國際太空站，這是現實的選擇，也是值得肯定的改
變。可以預見的是，隨着中國太空技術的進步、太
空科研平台逐步建成，美國等航天強國將拋來更多
的橄欖枝。和平利用太空，探索未知的外層空間，
是人類的共同目標，中美兩國的合作將是大勢所
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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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美日防長近日就南
海、涉台等問題發表的言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
表示，有關人士的言論不負責任，中方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
反對。

領土部署防禦設施無關「軍事化」
有記者問，6月3日，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和日本防衛大

臣稻田朋美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就南海、涉台等問題發表言
論。你對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表示，中方注意到美國和日本有關人士不負責任的

言論，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華春瑩就有關問題闡
述了中方立場。她就南海問題表示，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附
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中國堅定維護在南海的領土主
權和海洋權益的同時，始終致力於同直接有關當事國通過談
判磋商和平解決爭議，同東盟國家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
她說，中國一貫尊重和維護各國依國際法在南海享有的航

行和飛越自由，但堅決反對個別國家打着航行和飛越自由的
旗號在南海地區炫耀武力，挑戰和威脅中國的主權和安全。
中國在南沙島礁進行有關設施建設，目的是改善駐守人員的
工作和生活條件，更好地維護主權並履行中國承擔的國際責
任和義務。中國在自己領土上部署必要的國土防禦設施是主
權範圍內的事情，是主權國家享有的自保權和自衛權，與所
謂「軍事化」無關。
華春瑩就釣魚島問題表示，中國和日本在東海存在釣魚島

領土爭議和海洋劃界問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
是中國領土。中國政府公務船在有關海域的巡航執法正當合
法。中國維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決心和意志堅定不移，
今後將繼續開展有關巡航執法活動。日方有關說法罔顧事
實，顛倒黑白，不值一駁。中方敦促日方為中日關係改善和
地區和平穩定多做建設性努力。

促美恪守「一中」停對台售武
華春瑩還就涉台問題表示，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是明

確和一貫的。中方一貫堅決反對美國單方面制定的所謂「與
台灣關係法」，要求美方恪守一個中國政策和中美三個聯合
公報原則，停止售台武器，停止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提升
美台實質關係，以實際行動維護中美關係大局和台海和平穩
定。

美日防長涉南海台灣言論
外交部斥不負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網報道，由中
國承建的世界首座、規模最大深海半
潛式智能養殖場正式交付挪威用戶，
這型深海裝備安裝各類傳感器2萬餘
個，融入生物學、工學、電學、計算
機等多學科技術，這座「超級漁場」
也是中國海洋裝備製造領域軍民融合
的重要嘗試。據介紹，「超級漁場」

可以一次性養殖 150 萬條深海三文
魚。

23層樓高 可抗12級颱風
據介紹，這座深海半潛式智能養殖

場，整體容量超過25萬立方米，相當
於200個標準游泳池，總高69米，有
23層樓高。「船體」總裝量達到7,700
噸，抗12級颱風。整個裝備由挪威完
成初始設計，中國中船重工武船海工
研究院進行工程設計和建造。
「超級漁場」是世界首座、規模最

大的深海半潛式智能養殖場，融合了
世界最先進養殖技術、環保理念和海
洋工程裝備製造能力，這型裝備也是
該領域在世界範圍內的首例項目，其
建造在整個業界被認為具有極大挑
戰。「超級漁場」提出了很多行業內
從未有過的海工設計，它配備有一扇
用於清潔漁網、驅趕魚群的360度全

向旋轉門，這個罕見的巨大活動機構
目前已經順利通過測試，這也是中國
造船行業高技術水平的體現。
作為一個規模驚人的網箱，「超級

漁場」可以一次性養殖150萬條深海
三文魚，但是如果有破損，那就會帶
來極大的損失。為此它所使用的外圍
漁網也是特製而成。兩層漁網型結構
甚至可以抵禦鯊魚的撞擊。漁網裡的
骨材，能夠提供10噸的預張解力，從
而使它繃緊，能承受更大的衝擊力。

全身「智能」僅需7人操作
除了萬無一失的網箱結構，「超級

漁場」真正的秘密武器，還隱藏在上
面的操作平台上。雖然看上去是非常
簡單的鋼結構主體，但是其實這座漁
場中從上到下安裝了 2萬多個傳感
器，是不折不扣的「智能裝備」。只
需6人到7人就可以完成飼料收集儲

存、飼料投放、魚群的清潔捕捉、死
魚的收集、魚群監控，水質檢測，水
溫檢測等全部工作。
中船重工武船集團副總工程師嚴俊

表示，雖然目前全球造船行業較為蕭
條，但中國造船業正在通過技術轉
化，完成剩餘產能的利用，打造出像
「超級漁場」這樣的新裝備。不斷挑
戰世界高標準製造的中國製造，正在
獲取世界的認同。
挪威漁業高級科學顧問索玟．范．

尼斯博士在接受採訪時亦指出，高科
技遠洋農業是一個新方向，這型裝備
的目的是要探索是否可以進行環保漁
業養殖。「我們認為中國製造和挪威
創新的結合是非常有趣的，這是一項
新科技成果。如果經過實踐驗證，這
可以推廣到全世界不同種族、不同國
家，所以這也將是一項面向未來的技
術。」

中國造「超級漁場」交付挪威 可養150萬條三文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宋偉 大連報
道）首艘國產航母下水月餘，舾裝進展
神速出乎眾人意料。繼此前航母「冒黑
煙」點火試車後，相控陣雷達周圍不再
搭設腳手架，顯示安裝到位。
「保繫泊、保航海、保交船，創一

流軍品工程。」隨着首艘國產航母成
功下水，標誌其建造進入新階段，船
塢附近的橫幅標語也發生明顯變化。
記者昨日在大連造船廠附近看到，雖
然是周日，但航母甲板上依舊人頭攢
動，百餘名工人正忙着鋪設電纜及各
種管道。直至十一時許，海軍工程人
員和工人才陸續離船午休。
5月18日，有網友拍攝到國產航母

煙囪冒出縷縷黑煙，顯示主機正在點
火試車。短短四天後，黑煙再現，疑
似航母又一次進行了主機升火測試。
有專家指出，航母在不到一個月的下
水時間裡，就啟動發動機進行聯合調
試，進度之快令人大感意外。不但證
明其配置的動力系統在下水前就已安
裝完畢，還充分說明現在的航母已基
本具備運轉供電能力，這將極大提高
航母舾裝進度。

乾船塢出現巨型船體構件
從相控陣雷達安裝就位，到動力系

統試車成功，首艘國產航母的舾裝工
作只剩下安裝垂直導彈發射系統、防

空導彈等艦載武器裝備，以及鋪設數
據線、電纜線等細緻工作。業內人士
指出，以此進度判斷，舾裝雖仍需很
長一段時間，但相較於原來預計的兩
年工期，必將大幅縮短。
首艘國產航母下水後，其原本所在

的船塢將水排空，恢復為乾船塢。五
月底，網上流傳乾船塢內堆砌巨型船
體構件的照片。記者昨日發現，這些
分段構件已在塢內合攏成型，佔地面
積與一側的國產航母大小相仿。而在
另一側的室內船塢，亦有更大的船體
分段等待吊裝。故有分析指出，船塢
內建造的是繼遼寧艦、已下水的001A
艦，以及據傳在上海開建的002艦後

中國第四艘航母。
此外，中國海軍目前正着力發展和

擴充遠洋投送能力，最顯著的標誌就
是建造兩棲攻擊艦。海軍少將尹卓此
前曾表示，中國的兩棲攻擊艦比外國
的小航母還要大。因此亦有分析認
為，船塢內正在建造一艘至少五萬噸
級的兩棲攻擊艦。

首艘國產航母舾裝神速

■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利用「獵鷹9」火箭發射「龍」貨運飛船，第11次為國際太空站送去太空人補給和實驗設備，其中引
人矚目的是一項中國獨立設計的實驗首次飛向國際太空站。 新華社

■鄧玉林教授團隊向美方交付太空生命科學載荷。
受訪者供圖

■鄧玉林教授團隊與美方工作人員在美國肯尼迪太空中心。
受訪者供圖

■大型半潛式、智能化深海「漁場」
養魚裝備6月3日在青島武船重工完工
並交付挪威業主。 新華社

■乾船塢內的巨型艦船分段大小與一側
的航母相仿。 香港文匯報記者宋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