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雙向破冰
「「雪龍 」」交付

A7

文 匯要聞

■責任編輯：裴軍運 ■版面設計：張景光

2019年7月12日（星期五）

國產極地科考船獲新突破 下半年「「雙龍」」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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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凱雷，實習記者 謝文博 綜合報道）昨

日，中國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極地科學考察破冰船——「雪龍 2」號在上海順

利交付，這標誌着中國極地考察現場保障和支撐能力取得了新的突破。未

來，具有雙向破冰能力的「雪龍 2」更將與「雪龍」號一起「雙龍探極」，

共同執行中國第 36 次南極考察任務。

2」 號建造工程由中國極地研究
「雪龍中心組織實施，中國船舶工業集團

第七 O 八研究所設計、江南造船（集團）有
限責任公司承擔建造，船長122.5米，寬22.3
米，吃水 7.85 米，吃水排水量約 13,990 噸，
航速 12 節至 15 節，續航力 2 萬海里，自持力
60 天，載員 90 人，能以 2 節至 3 節的航速在
冰厚 1.5 米+0.2 米積雪的環境中連續破冰航
行。

2

最高可突破 20 米冰脊

「如果用一句話概括，雪龍 2 可以說是具
備高冰級、耐低溫、全季節、高緯度破冰航
行能力的智慧船。」「雪龍 2」號總工藝師
趙振華表示， 「雪龍 2」號具備了前後開工
的能力，在遇到很難「拱」的冰脊時，船艉
的兩個大型吊艙推進器可實現 360 度轉動變
成「強力切割機」，最高可突破 20 米高冰
脊，尾部的螺旋槳能在海面下削冰，把 10 多
米高的冰脊「掏空」，從而突出重圍。這意
味着不僅拓寬了考察區域，還可以打破季節
限制，在除夏季外的時間實施考察航次的能
力。

編制 7891 份設計圖紙

作為破冰船，「雪龍 2」號船身短而寬，
形狀也非常符合流體力學的設計，是頗具代
表性的科考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雪龍
2」號全船管系達 22,000 餘根、電纜敷設 480
餘公里、舾裝件 84,000 餘件、重量重心控制
難度極大，再加上造材選用均突破「極
限」，對於船體設計建造來說是極大考驗。
「我們採用了國內首套三維數控彎板技術，
將鋼材、外板線形、冰區油漆塗覆研究，安

裝調試研究等融入一體，經過200多位
研究人員日以繼夜地工作，終於在 10
個月內完成了 17 項關鍵技術研究與應用，編
制了 7,891 份設計圖紙，撰寫了 287 份技術協
議與70多份專項工藝材料。」

■船腹可容納大型科考設備
船腹可容納大型科考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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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振降噪取得突破
今年 5 月，「雪龍 2」經歷了傾斜試驗、航
行試驗等，最終多項數據高於預期，「雪龍
2 經歷了國內罕見試航試驗，一共耗時 15 個
晝夜（傳統試航 6 天至 7 天），試行 1,600 海
里，如快速性，機動性等性能方面都達到了
預期甚至超過了預期，所以它的操作優越性
早已超越了船級社規範要求。」不僅如此，
趙振華還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即使行駛至
高緯度地區，「雪龍 2」依然不會受到無信
號困擾，而減振降噪更是取得突破，全船各
類艙室處所全面滿足二級舒適度要求，甚至
有 99%的艙室已達一級舒適度指標，這相當
於郵輪的舒適度了。
中國目前已建成長城站、中山站、崑崙
站、泰山站 4 座南極科考站和北極黃河站，
也將在南極羅斯海沿岸建成中國第五座南極
科考站，現有的「雪龍」號單船已經難以滿
足快速增長的科考需求。
在實驗試航正式結束之後，今年下半年
「雪龍 2」號將正式執行中國第 36 次南極科
學考察，值得一提的是，不僅是「雪龍 2」
號要出航，「雪龍」號也會跟隨「雪龍 2」
號一起出航，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由兩艘專
業級的破冰科考船同時出航。明年還將與德
國、俄羅斯的上一代極地科學考察船一起支
持北極大型國際計劃——「國際漂流浮冰站
計劃」。

■健身房供科考人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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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數對比
「雪龍」

「 雪龍 2」

烏克蘭

產地

中國

167.0米

船長

122.5米

22.6米

船寬

22.3米

9.0米

吃水

7.85米

21,025噸

排水量

17.9節
19,000海里
1.5節

13,990噸

航速

12節至15節

續航力

20,000海里

破冰航速

130人

載員
破冰能力
智能

2節至3節
90人
冰 厚 1.5 米 +
0.2米積雪
月池系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裴軍運

■多功能開放空間

網上圖片

■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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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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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體設智能月池系統 直通海底探測
作為一艘科考船，「雪龍2」號除了具
備強勁的破冰能力和穩定的航行能力之
外，船體還擁有許多智能科考設備，月
池系統便是其中之一。工程部科考組的
負責人、「雪龍2」號政委王碩仁解釋：
「月池系統位於『雪龍 2』號的車間內
部，是一個體積為 3×2×3.2 的方框池
子，從甲板直通海底。」科研人員可以
通過這一系統，直接對深海進行探測。
這項技術對極地科考事業有非常重大

的意義。在過去十幾年的極地科考工作
中，由於「雪龍」號的相關技術尚不成
熟，許多作業都在零下 30 度的室外甲板
上進行。這一情況加大了極地科考試驗
的難度與事故風險。「我們曾經在這種
極地，碰到好幾次險情。」王碩仁接受
媒體訪問時表示，「月池就是要解決在
極地冰期環境下的作業和大風浪天氣下
的科考作業的技術難題。」
「雪龍 2」號船長趙炎平在採訪中介

紹：「雪龍2」號配備動力定位功能，在
南極做科考的過程中，會涉及到定點取
樣，因為在海面上會受到洋流和風的影
響，船隻會漂移，為了採到的數據更加
精確，要把船定在特定位置，它就可以
自動計算風、洋流等數據。通過系統的
自動操控，使船隻保持在一個位置不
動，這樣就能大大提升所採數據的質
量。
另外，在「雪龍 2」號的船體和設備

中國明年發射火星探測器

■「嫦娥之父
嫦娥之父」
」歐陽自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昆山報
道）中國深空探測進入「爆發期」。被譽
為「嫦娥之父」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
月球探測工程首席科學家歐陽自遠昨日在
昆山透露，中國今年將發射嫦娥五號探測
器從月球取樣帶回地球，明年將發射火星
探測器，隨後還將開展對小行星、木星、
木星衛星，以及行星際之間的穿越探測。

「2019 中國昆山創業周．蘇州國際精英
創業周昆山專場活動」當天開幕，歐陽自
遠在會上介紹了「嫦娥工程」的最新進
展。他說，自從2004年國務院批准「嫦娥
工程」以來，中國已經累計發射了四顆
「嫦娥」探測器。其中，嫦娥一號和嫦娥
二號是環繞月球進行整體探測，嫦娥三號
和嫦娥四號則着陸在一個具體的區域進行
精細探測，取得了一系列的創新成果。
今年，中國將發射嫦娥五號探測器，在
月球正面取樣帶回地球，下一步還要發射
嫦娥六號到月球背面取樣返回，從而實現
探月工程「繞、落、回」的第三步目標。
據悉，嫦娥五號將繼續採取軟着陸的方
式，着陸點距離美國「阿波羅計劃」6 次
着陸點 1,000 多公里之外。2019 年 1 月，
嫦娥四號成功着陸在月球背面的馮．卡門
撞擊坑，實現人類探測器在月球背面首次

軟着陸。嫦娥六號則計劃到月球背面的南
極着陸並取樣返回。
相較於前期探測任務，嫦娥五號和嫦娥
六號探測任務的難度大大提升。歐陽自遠
表示，他已經組織全國的科研力量，相信
一定會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總的來看，我們真的有一部分成果是
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他說，通過「嫦
娥工程」，中國培養了一支龐大的、年輕
的、有作為的科學隊伍，而國家的強大需
要在更多的高科技領域培養創新人才，加
強科學研究，促進產業轉化。
在月球探測的基礎上，中國還將開展一
系列深空探測計劃。歐陽自遠指出，中國
已經進入了深空探測的時代，明年將發射
火星探測器，接下去還要開展小行星、木
星、木星衛星，以及行星際之間的穿越探
測。

上，共安裝設置了 7,000 多個智能感應
點，集智能航行、智能能效、智能機
艙、智能船體為一體，是一艘「智能船
舶」。智能機艙能通過傳感器等設備進
行船體全壽命監測，智能船體可以自動
進行「健康體檢」，並收集船體鋼板與
冰面的摩擦數據，「雪龍2」號總設計師
吳剛說，這將為今後設計製造新船型提
供參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凱雷，實習記者謝文博 綜合報道

■物理實驗室

■駕駛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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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業機械人消費六年全球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人
工智能、智能製造等在中國非常火
熱，截至 2018 年，中國工業機械人的
消費已經連續六年穩居全球第一。記
者在第 8 屆中國國際機器人展覽會
（CIROS）上獲悉，去年機械人與智
能製造行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 2,862.96
億人民幣，同比增長 6.68%。整體看，
該行業發展增速明顯快於機械工業平
均水平。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保護
司巡視員毛金生透露，中國是申請人
工智能專利數量最多的國家。近年
來，中國對工業機械人的需求呈倍數
增長，以珠三角、長三角為代表的中
國工業製造基地率先邁出「機器換
人」的步伐，並不斷湧現出機器替代
的成功案例。

截至目前，中國已批准國家級智能
製造類試點項目 618 個，地方建設的智
能製造類產業園區 537 家，初步形成了
中國的智能製造產業帶。
專家們也對中國的智能製造如何應
對挑戰、和發展提出了建議。
中國工程院院士楊華勇教授表示，
智能製造、工業互聯網需要工業和 IT
的專門人才，還有工業組件、算法模
型的沉澱，由於工業場景複雜、算法
多樣，將為此項工作帶來很大的挑
戰。
中國科學院瀋陽自動化研究所所長
于海斌分析說，工業互聯網難在哪
裡？一個是底層的深度感知，這不是
原來互聯網行當裡擅長的工作。第二
是跨越聯合涉及到數據的共享，以及
與IPO融合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