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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 开启

四月的海南，艳阳高照，姹紫嫣红。习近平
总书记于百忙中视察了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全国海洋界备受鼓舞。总书记的视
察不仅是对海洋事业的深切关怀，更是对“海洋
人”走向深海、经略海洋的莫大鞭策，催人奋进。

南国边陲，一个年轻的海洋科研机构，展示
了自主研发的“海翼”号深海滑翔机、“海斗”号
无人潜水器、“天涯”号深渊着陆器和“深海勇
士”号载人深潜器。这不仅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海
洋科技对建设海洋强国的支撑能力，也标志着
今天的中国“海洋人”有能力率先进入深海探测
的“万米”时代。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伴随着人类走向
海洋的风雨历程，在世界范围内，以港口航运为
代表的海洋“商业文明”正悄悄地转向以资源开
发为代表的“工业文明”。蓝色空间拓展、海底矿
产勘探、涉海建筑工程、海洋国防建设引发了新
一轮以“蓝色圈地”与“资源抢占”为主题的海洋
竞争。实际上，这是一场国家海洋实力的竞赛，
首先是深海探测装备的较量。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雄
踞太平洋西岸的中华民族正在努力实现从海洋
大国到海洋强国的华丽转身，标志着我国海洋
事业进入了一个蓝色跨越的新时期。当前海洋
强国建设如火如荼，海上丝绸之路风生水起。而

“走向深海”必须装备先行，作为问鼎深海的大
国利器，国产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海洋装备承
担着“先行官”的特殊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海洋装备超常规发
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雪龙号”“科学号”

“向阳红 01 号”为代表的远洋科学考察船达到 50
艘，形成了世界一流的“海洋科技舰队”；以“蛟龙
号”“深海勇士号”“彩虹鱼号”为代表的深潜装备
抱团发展，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深潜器集
群；以“海洋石油 981”为代表的深海钻探平台、以

“海洋石油 201”为代表的深海铺管船，标志着中
国步入了深海油气开发的新阶段；以“深潜”号为
代表的 300 米饱和潜水母船，表明中国有能力完
成连续性大规模海底工程；以“蓝鲸一号”为代表
的海底“可燃冰”钻探开采平台，创造了海底新型
能源开发的世界纪录；以“天鲲号”为代表的深海
挖泥船被国内外称为“造岛神器”；以超大型智能
化深水网箱为代表的人工“海洋牧场”走向国际

深水海域。这些堪称扬国威、壮军威的“大国重
器”，在世界海洋上大放异彩。事实证明，中国人
有能力把创新写在蓝色的海洋上！

然而，随着海洋科技的突飞猛进，长期积累
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海洋装备成为最突出
的“瓶颈”。首先是海洋科研装备严重依赖进口。
从陆上的实验室到海上的调查船，其大型科研
装备主要是“舶来品”。其次是考察船越造越大，
但观测装备不匹配、不先进，落入“好看不好用”
的怪圈。第三是重大海洋工程装备“缺芯少魂”。
大型船用发动机国产化程度非常低，船舶电子
控制系统仍受制于人。

伴着海洋强国的进军号角，深海探测与工
程装备“智能化、网络化、国产化”的大潮浩浩荡
荡，呈后来居上之势：

以“国产化”为目标，立足国际技术前沿，瞄
准中国的海情国情，以自主创新为主线、以集成
创新为依托、以协同创新为手段，突破关键技术，
掌握核心技术，打造中国特色的海洋装备系统。

以“智能化”为导向，以信息化、数字化为基
础，实现智能海底观测装备集群化。整合深海测
控技术、海底信息传输技术；突破大深度水下运
载技术、生命维持系统技术，提升海洋科学认知

能力，支撑深海战略性资源开发。
以“网络化”为手段，构建海底观测网络系

统和深海“空间站”，形成实时的、连续的、数字化
的、多学科的观测装备阵列。纵向“立体化”与横
向“网络化”相结合，瞄准“深海、深潜、深钻”，发
展适合深海极端环境的特种海洋科研装备。

总之，装备是基础，装备是工具，装备是支
撑。当前，以“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
革命”呈“山雨欲来”之势，以“国产化”为代表的
海洋装备业必将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工业革
命”。伴随着“认识海洋、关心海洋、经略海洋”的
不断进步，以“提升共性技术，掌握核心技术，突
破关键技术”为特征的海洋装备发展高潮呼之
欲出。这必将大大推进海洋强国和“海上丝路”
的建设进程。

（作者系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海洋
所研究员）

托起蓝色海洋“装备强国”梦
李乃胜

2018 年“中国—东盟创新年”在京启动
本报讯（记者王静）近日，由科技部与新加坡外交

部、东盟秘书处共同主办的 2018 年“中国—东盟创新
年”启动仪式暨中国—东盟创新论坛在京举行。

启动仪式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说，在中国—东
盟科技合作联委会、双边科技合作机制和中国—东盟
科技伙伴计划框架下，逐步形成了形式多样的合作模
式，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

在伙伴计划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国家联合
实验室建设全面启动，中国科技部分别与合作国科技
主管部门共同在合作国建立了中国—印尼高温气冷
堆联合实验室、中国—泰国铁路系统联合研究中心、
中国—老挝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联合实验室和中
国—缅甸雷达与卫星通信联合实验室等一系列联合
实验室。

截至目前，科技部已资助 50 余名来自缅甸、泰

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合作研
究，支持东盟各国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提升科研水平。
未来也欢迎更多东盟各国青年科学家加入该计划。同
时，中国—东盟遥感卫星数据共享与服务平台通过免
费共享中国遥感卫星数据，为东盟国家开展农业估产、
环境监测、灾害防治、城市管理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的创新需要东盟，东盟的创新同样需要中
国。”王志刚说，中国与 158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
创新合作关系，加入了 200 多个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
组织，深入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中国创
新正成为全球多元化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力量。在
新时代，中国愿与东盟各国进一步对接创新发展战略，
共同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和中国—东盟
科技伙伴计划，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积
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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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在海南考察时强调，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大的
力度谋划和推进改革开放，充分发
挥生态环境、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
的优势，真抓实干加快建设美好新
海南。

4 月 12 日下午，习近平来到设
在三亚市的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看望科技人员和考察
科技创新情况。海南省管辖我国三
分之二的海洋面积，在开展深海进
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等技术研发
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科
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是由海
南省人民政府、三亚市人民政府和
中国科学院三方联合共建的深海科
技研发机构。

习近平仔细听取有关我国深海
科学研究和探测情况介绍，通过视
频短片了解我国首次在马里亚纳海
沟开展万米级海底探测情况，并兴
致勃勃走进深海探测装备展示区察
看各种深海深潜高技术装备。“海
斗”号无人潜水器、“海翼”号深海滑
翔机、“天涯”号深渊着陆器等深海
科考设备吸引了总书记的目光。他
拿起采自马里亚纳海沟万米海底的
海水样品仔细端详，捧起国产深潜
用固体浮力材料掂了掂分量。“深海
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胡震
和潜航员团队围拢过来，总书记同
他们一一握手，向他们询问深海下
潜的感受和设备的研发、试验情况。

习近平指出，我国是一个海洋
大国，海域面积十分辽阔。一定要向
海洋进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南海
是开展深海研发和试验的最佳天然
场所，一定要把这个优势资源利用
好，加强创新协作，加快打造深海研
发基地，加快发展深海科技事业，推
动我国海洋科技全面发展。

离开研究所时，科研人员纷纷
围聚过来，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勉
励大家要献身祖国科技研发事业，
努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研究出
更多更好成果，推动科研同实际应
用相衔接，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贡献
更大力量。

据新华社电 4 月 15 日，搭载“潜龙三号”无人
无缆潜水器和 70 名科考队员的“大洋一号”科考
船当天从厦门起航，奔赴南海执行“大洋一号”综
合海试 月 航段科考任务。这也是目前我国最先进
的自主无人潜水器“潜龙三号”首次出海。

本航段首席科学家蔡巍说，本航段主要是通
过使用“大洋一号”在南海开展相关设备试验，完
成重大装备海上验收，推动“潜龙”系统潜水器的
发展。“潜龙三号”将进行海试，对其主要技术指标
和功能进行验证，并根据需求，在天然气水合物试
采区和多金属结核试采区进行试验性应用。

按照计划，科考队将完成“潜龙三号”的海试与
验收；完成 EM122 多波束系统的标定和验收；完成
国产超短基线基阵的标定；开展 1000米级多金属结
核采集系统海试区的选址与环境基线调查；开展天
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及邻近区域地质和环境调查。

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副主任李波表示，“潜龙三
号”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潜龙系列潜水器的新成员，以
深海复杂地形条件下资源环境勘查为主要应用方
向。此次海试及试验性应用，将进一步夯实我国“深
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的技术基础，提升我国
国际海域资源勘查水平，助推深海科学研究发展。

自 猿 月 圆园 日开始的“大洋一号”综合海试，分
粤 航段和 月 航段进行。在西太平洋进行的 粤 航段
海试中，首次出海的“海龙芋”无人有缆潜水器完
成了 源园园 米级、圆园园园 米级、源缘园园 米级三个深度级
别的海试，“潜龙 员员园园园”无人有缆潜水器完成了
源园园 米级和 圆园园园 米级海试。 （刘诗平）

本报讯（记者张楠）近日，被称为支撑科技创
新、驱动科学发现的“加速器与倍增器”的“中国科技
云”门户正式上线发布，将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提供可
信可控、开放融合、智能调度的专有云服务体系。

在去年底召开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中国科技云建设启动。这朵云以中科院优势科技
基础设施为基础，目前已成功汇聚包括中国国家
网格、人工智能计算与数据应用服务平台、中国科
学院超级计算环境等 5 个基础设施平台；11 类、58
款科研软件资源等在内的各项优质资源。

“中国科技云门户上线发布，标志着中国科技
云正式担负起服务科技工作者的使命、中国科技
云的建设从此迈上了快车道，是中国科技界的重
磅利好消息！”中科院办公厅副主任王树志指出，
中科院于“十三五”期间提出了建设中国科技云，
其全面建成将为“四个率先”行动计划和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主任廖方宇表
示，中国科技云是面向中国科技界的专有云，更加
契合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需求，将有效促进我国科
研范式的转变，助力重大科技成果的产出和国家
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在发布仪式上，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副
总工程师、中国科技云建设工程项目负责人李俊介
绍，用户通过实名注册中国科技云通行证，即可享受
到全新的云服务，包括获取网络传输、云计算、云存
储、通用型大数据处理环境、高性能计算网格、人工
智能计算与数据服务等多项基础设施资源服务；上
传共享、评价、下载和在线运行科研软件等。

“潜龙三号”首次亮相
“大洋一号”海试起航

中国科技云门户上线牵头国际大科学计划：正当其时的挑战
■本报记者 张楠

近日，《科学》杂志报道了由中国科学家牵
头的一项模式微生物基因组测序、数据挖掘及
功能解析的全球合作计划，认为该计划将促进
对微生物毒性和抗生素耐药性的理解。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耗费巨大人力、物力
参与甚至牵头各类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
程（以下简称大科学计划）。事实上，这要看你从
什么样的价值层面衡量，麦克斯韦方程组在 19
世纪被发现时，没有人想到它会成为今天移动
互联生活方式的基石。

3 月 28 日，国务院正式发布《积极牵头组织
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方案》。对此，科
研人员纷纷表示期待，尽管我们尚存在牵头经
验不足、项目筛选机制不成熟等短板，但正如中
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赤接受《中国科
学报》采访时所言：“有挑战才会有成长。”

正当其时

大科学计划的重要性在科学界早已成为共
识。《方案》提出，在大科学计划中我们要更多地
从追随者成为引领者。科学家认为，这个目标正
当其时。

王赤分析，中国有底气牵头国际大科学计
划，首先是伴随着中国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我

国有能力支持更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
而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大科研平台的
建设。如果没有大型科技基础设施，重大科学发
现如引力波等可能很难获得。

其次我们有人才储备。“可以看到越来越多
海外人才的回归，研究所、高校那么多研究生，
他们就是中国科研的未来。”王赤更期待着他们
中间能够诞生大师级人物。

“多年来，通过参与世界性的工程项目，在
中科院天文和多家高技术口单位培养了大批青
年后备人才。”近日记者拨通电话时，中科院国
家天文台副台长薛随建正在中科院长春光机
所，讨论一项 30 米口径望远镜国际计划的下一
步部署。“今天上午我还参加了一位博士生答
辩。他是长光所‘自带干粮’参与这项大科学计
划过程中培养的第 6 名博士生。”

科学家、科研工作在国际学术舞台上逐渐
被认可、国际交流不断加深，更是中国牵头大科
学计划的基本条件。“尤其我们很多单元科技非
常有竞争力，这些单元如果能在一个大的计划
里联结，会体现出强大的集成优势，那么来自中
国的贡献就会很突出。”薛随建指出。

弥补短板

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引领大科学计划，从
生命科学到核能利用，从大洋钻探到全球气候

变化，从高能物理到空间科学、天文学，在这些
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需要复杂昂贵实验设
备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中，中国科学家的身影
越来越多。

在高能物理领域，大科学计划已经有了较
成熟的管理模式。由中科院院士王贻芳领衔的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设立了执行委员会、合
作组单位代表委员会、合作组全体大会等不同
层次的组织，经过讨论协商来进行关键技术路
线的选择和科研任务分配。

然而在王贻芳看来，经验欠缺，仍是我国牵
头组织大科学计划的短板。“我国以往组织的大
科学工程数量非常少，到现在国内专用大科学
装置不超过 10 个。所以如何吸引和管理大科学
装置的建设和运行是个课题。”

“正在运行的国际大科学计划有一些，我国
也参与了一部分，但由于没有强制性约束条件，
参加与否甚至退出都较随意，大多项目都比较
虚，也会存在管理困难的情况，包括经费管理、
风险控制等问题。”王赤打了个比方，“我们总说

‘摸着石头过河’，可现在我国还没有真正牵头
的国际大科学计划，是连‘石头’都没有。”

薛随建提出了遴选机制问题。“大科学工程
的遴选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可从已有储备中
立项，而要持续在多领域培育大科学计划，需要
建立遴选、培育机制，像种树一样，从播种开始
的每个阶段都能给予关注和政策支撑，才有可

能种出参天大树。”

挑战中成长

经济领域会出现贸易争端，中国科技的发
展同样有可能受到阻拦。美国宇航局已经明确
要求，受其资助的科学家不允许与中国科学家
进行双边合作。

要下好牵头大科学计划的这盘棋，多位常
年关注国际合作的科学家都提出，首先需要科
技管理部门通力协作，尤其明确牵头主管部门。
否则以往“管大科学装置的部委不管科技合作、
管科技合作的部委不管大科学装置建设”，以及
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纠葛等矛盾仍无法调和。

“美国的十年规划仍然值得借鉴———由不同
部委资助，在不同领域成立专属委员会，从而对
该领域作出细致的五年、十年规划。这一做法澳
大利亚和欧洲许多国家都在复制。”薛随建说。

王贻芳指出，要有能力提出并组织其他国
家科学家甚至政府感兴趣的大科学计划，必须
弥补经验短板，“一边参与别人的项目，一边在
自己组织的项目中边干边学”。

薛随建也认为，自己牵头和参与他国计划
同时进行是个平衡策略。“大科学计划的合作一
定是建立在有过合作、互信基础上的，不然彼此
关系特别虚，很难有真金白银和人员精力的投
入，那就从‘奥运会’又回到了‘全运会’。”

4 月 15 日，采购商在广交会展馆里参观选
购机电设备。

当日，第 123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
州琶洲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广交会共设展位
60475 个，境内外参展企业 2.5 万多家，预计将有
来自 2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到会。

新华社记者卢汉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