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号
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

RV KEXUE

科学背景
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作为海洋探测与研究的重要平台，其发展水平不仅影响我国海洋科学发展的
走向，更直接体现了国家的海洋科技实力。当前，海洋深部丰富的资源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海
洋系统和地球科学的系统认知亟待提升，探查深远海这一影响未来国家资源和安全保障的重要领域，
已成为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命题。
“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的建设和投入使用，显著提升了我国深海大洋探测能力与研究水
平，是我国海洋科学基础研究和海洋高新技术研发，特别是深海及大洋区的海洋基础科学研究的海上
移动实验室和试验平台。作为我国第一艘新一代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科学”号引领了我国海洋科
学综合考察船的发展，是我国未来 10—25 年深远海海洋科学考察的主力船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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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将致力以下六大
科学目标：

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及生物多样性；
大洋生态系统与碳循环；

大洋环流系统与气候变化；

洋中脊与大陆边缘热液系统及地球深部过程；

海洋动力过程与灾害；

深海海底油气（含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形成机理。

概述
“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是实现我国海洋

满足无限航区要求，具有全球航行能力。船舶采用

强国战略、开展深远海考察研究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吊舱式电力推进系统， DP-1 动力定位，一人驾驶桥

设施，其海洋环境立体探测范围涵盖全球 99.2% 的

楼，无人机舱，具备卓越的操控性能。优化设计的球

海域，船舶建造工艺水平和科学考察能力位居海洋强

鼻艏、升降鳍板和艏侧推槽道口封盖的配置提供了低

国新建和在建考察船前列。“科学”号由中国船舶及

噪声的声学探测环境。

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设计，武昌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建

“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拥有多达 340 m2

造，于 2012 年建成，母港青岛，由中科院海洋所以

的实验室面积，具有性能强大的操控支撑系统和良

“专业运行、开放共享”的模式运行。

好的甲板作业空间，包括 438 m 2 的前作业甲板、

“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总长 99.8 m、型
宽 17.8 m、吃水5.6 m，总吨位4 711，抗风力大于12

“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配备了水体、大

级，续航力 15 000 海里，自持力 60 天，定员 80 人，

气、海底、深海极端环境、遥感信息现场印证、船载

“科学”号船载探测能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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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 m2的后作业甲板和 138 m2 的遮蔽作业甲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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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与网络等 6 大科学考察研究系统，集多学科、多功
能、多技术手段于一体，可以定点或走航方式完成海洋

海洋研究所
科技委员会

海洋科学考察船
运行管理中心

用户委员会

装置办公室

船舶中心

工程技术部

科学探测与取样，可实现数据系统集成及与陆基实验室
的传输与处理，能满足低空大气、海面、水体、海底及
深海极端环境等综合科学考察的需求。
“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构建了我国第一
个船舶运行、调查作业和管理协调“三位一体”的组
织体系和运行机制，本着“明确目标、加强计划、运

项目管理

海 务

水体探测

设备资产

机 务

海底探测

经费档案

船 务

深海综合探测

用户成果

船载实验与网络

信息宣传

操控支撑系统

行高效、开放共享”的管理原则，统筹以“科学”号

“科学”号运行管理体系

为核心的各级技术单元，组织大装置的管理协调，规

高水平的海洋科学考察核心技术队伍，成为我国深远

范船舶和探测实验装备安全、高效地运行维护，打造

海综合调查研究的引领者。

运行
实施深远海试验航次，检验船舶和船载探测实验装备性能
2013 年 1月，“科学”号启动建成交船后的第一
个深远海试验航次，于西北太平洋台湾岛东南加瓜海
脊海域（水深约 6 300 m），开展了船舶和船载探测设
备性能测试，特别是经历了恶劣天气对船舶操控性能
的实船检验；航次历时 14 天，期间完成了多项船载实
验探测设备的近海测试和深海指标验证。
2013 年 4 月，“科学”号再赴西北太平洋台湾岛
东南加瓜海脊海域（水深 6 300 m），重点进行操控
支撑系统、船载实验与探测系统的深海测试，航次历
时 23 天，期间还对所获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进行了
ROV 原位观测与采样

指标验证，同时开展了船舶操控、探测设备运行和技
术队伍作业的综合演练。

海下潜任务，获大量南海北部冷泉区的高清视频，采

2014 年 3 月，“科学”号于南海北部深水海域开

集了宝贵的冷泉区岩石、生物和近底海水样本，实现

展了我国第一台科研型水下遥控潜器（ROV）的海试

了我国深海原位探测研究零的突破。航次还进一步测

工作，历时 21 天。航次成功完成 ROV 首次 1 200 m 深

试了深海拖曳系统等  8 台套探测设备的技术性能。

开展南海成因与南海中南部盆地构造调查研究
2013 年 5 月 24 日，“科学”号赴南海海域执行
“南海成因与南海中南部盆地构造研究”航次任务，
途中再次进行了船载探测系统、操控支撑系统的海

试，完成了船舶推进系统水下噪声的测量工作。航次
历时 79 天，累计航程 9 126 海里。
作为“科学”号投入运行以来的第一个大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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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及海洋所高度重视、心组织、周密部署，特别

层剖面及大量水文气象等走航观测资料，极大推动了

是建立了敏感海区作业的协同机制，确保航次首次获

南海成因与构造演化研究，为国家油气资源的重大战

得南海东—西和南—北向近 8 000 km 横跨陆架-海盆-

略需求做出突出贡献。

陆架的综合地球物理大断面数据、海底以下 6 km 的地

开展主流系、西太平洋暖池及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作用联合调查
2013—2014 年间，“科学”号三次远赴菲律宾

象、海气边界层、高空气象、海洋化学、海洋生物、海洋

海及低纬西太平洋海域，开展主流系、西太平洋暖池

地质、海洋光学与微波遥感等多学科综合观测和实验。

及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作用联合调查研究，累计历

针对航次部分作业任务艰巨、操作精度高的要

时 236 天，航程 28 331海里。航次完成了断面及大面

求，“科学”号在获取大量数据资料和样品的同时，

综合站位调查、湍流观测、深海潜标布放回收等海洋

进一步强化了安全工作，严格执行国际安全管理规

综合调查任务，获取了大量宝贵的观测数据和样品，

则，提高船（队）员的自我保护能力，确保安全实现

在西太平洋关键海区开展了系统的物理海洋、海面气

预期科考目标。

开展深海海洋环境与生态系统考察
冲绳海槽热液区综合调查

平洋热液区海域物理化学环境进行了全面调查，成功在

2014 年 4 月，“科学”号前往冲绳海槽执行西太

冲绳海槽区域找到活跃的热液喷口，并利用 ROV 对热

平洋海底热液调查任务，历时 35 天，航程 4 065 海里。

液喷口近海底进行了现场原位观测和取样分析，首次对

航次对热液区及邻近区域地形地貌、水体、沉积物、生

深海极端环境及其生命过程进行了探索性调查研究。

物等样品以及水文和流场数据进行了系统采集，对西太

雅浦海山综合调查
2014 年 12 月 3 日，“科学”号赴西太平洋雅浦
海山海域执行深海海洋环境与特殊生态系统航次任
务，历时 101 天，航程 15 415 海里。航次开展了靶
定海山及临近海域生态大断面物理、化学、生物环境
综合观测与取样，近海底地质环境、物化环境和生物
生态群落原位观测和取样等；完成了雅浦海沟、马里
亚纳海沟与卡罗琳海岭“三连点”区域地形地貌、岩
石圈结构、板块俯冲形态等多学科综合深海地质地球
物理考察。
航次填补了我国在该区域深海海洋学调查研究的
空白，进一步拓展了我国深海研究的领域。除收获的
样本和数据外，科考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对今后作业测
线选择以及航次项目设定都有着指导性意义，同时，

海上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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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海综合科考队伍也进一步经受了锤炼。

重要成果
首次利用 ROV 完成南海冷泉区原位探测和取样
我国科学家首次利用自有 ROV 在南海北部深水冷

数据；原位采获查氏蟹、石蟹、海绵、多毛类、铠甲

泉区开展原位探测研究；深水多波束、旁扫声纳、浅

虾、贻贝、单体珊瑚及底层水样、自生碳酸盐结壳等

地层剖面及 ROV 的组合运用为后续的海底研究提供了

珍贵样品；获取冷泉原位高清影像资料 134.1 GB；绘

良好的范例。

制了有效分辨率可达 50 m 的冷泉口三维地形图；初步

航次开展了南海冷泉区原位探测研究，发现了
冷泉甲烷喷口及冷泉区生物群落；成功获得了南海一

查明冷泉流体向上运移并溢出海底的路径为喷口下方
直径小于 2.5  m 的管状通道。

冷泉口附近区域温度、pH、CH 4 和 CO 2 的原位观测

首次自主开展冲绳海槽热液环境综合科考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地对冲绳海槽热液活动区进

度、pH 值和溶解氧等数据资料；绘制出 6 幅热液区

行了环境、资源和热液生物群落的综合探测，打破日

多波束高分辨率地形地貌图，探测到 2 个“黑烟囱”

本在冲绳海槽热液调查和研究中的垄断，填补了国内

和 4 个热液溢流区，获原位探测数据和高清影像资

在弧后盆地热液调查的空白，航次成果为后续深入的

料  420 GB；获取热液喷口及邻近区域大型海洋生物样

科学实验提供了宝贵的样本和材料，为冲绳海槽硫化

品 1 400 余头、种类超过 50 种；获得热液柱水体和典

物等热液资源调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型热液多金属沉积物样品；观测到一条连续分布的玄

首次获得冲绳海槽大范围、全深度的垂直剖面水
文资料，南部 3 个区块全水深温度、盐度、密度、浊

武岩脊和海底面以上蕴藏的巨量（粗略估算矿石量达
到 500 万吨）多金属硫化物资源。

利用第一手资料开展热液区生态系统及微生物学研究
初步确定了冲绳海槽热液靶区生态系统的生物群

发现编码肽酶、水解酶、脂肪酶、酯酶等 500 多个，

落特征；在软体动物、腹足类标本中发现 5 个潜在的

其中 91—100 个基因编码的蛋白与环境胁迫相关；构

新物种，珊瑚标本中发现 1 个潜在的新物种，阿尔文

建了一个大型的宏基因组文库，完成测序，表达超

虾标本中发现 1 个潜在的新物种，其中 16S  rRNA 基

过  50 个生物酶。

因序列相似性低于 90% 疑似新属级类群 1 个；在冲绳

该项研究以“科学”号在冲绳海槽自主获取的

南部沉积物（新热液区，水深 1 206 m）中发现两株

第一首综合数据样品为材料，当前进展为揭示深海

编号为 T3’-152 和 T3-209 的潜在海洋细菌新种，其

生命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策略提供了基本参照，为

中菌株 T3’-152 为潜在新门（TM7）；完成 3 株热液

探索深海生命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打下

口沉积物样品中分离的代表性细菌基因组测序分析，

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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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样品

国际上首次在热带西太平洋大规模成功布放深海潜标阵列
国际上首次在热带西太平洋深水洋区大规模成功

结合航次观测资料，初步分析了暖池区的纬向

布放潜标阵列，其中布放潜标 15 套、组成潜标阵列4

流、菲律宾海次表层潜流以及“Mindanao Dome”

个和混合潜标 1 个，回收潜标 3 套，同时布放卫星定

区海洋涡旋的结构特征及其动力机制；结合观测资料

位表层漂流浮标 160 个，可实现对西边界流和赤道流

以及模式数据，深入分析了海洋环流动力过程对暖池

系流量和流速及其结构的长时序连续观测，有望为系

热、盐结构的时空变异的影响机制；通过对暖池区湍

统、定量化地研究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环流对暖池变异

流混合的直接观测，初步分析了中尺度涡的形成-耗散

的影响、深层环流特征及与大尺度环流的关系以及深

机理及其对混合的贡献，揭示了热带西太平洋深层混

层水体混合及其对环流变异的影响等重大科学问题提

合的基本特征。

供国际上前所未有的科学数据。

首次自主开展雅浦海山生物和生态系统调查研究
我国科学家首次开展海山区综合调查研究，获取

瑚、石珊瑚、海葵、海鳃、群体海葵等，约 30 种；甲

了西太平洋海山区至黑潮区域典型断面的总叶绿素、

壳动物包括虾、蟹、藤壶等，约 30 种；棘皮动物包

分粒级叶绿素、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类群调查资料，

括海星、蛇尾、海胆、海百合、海参等，约 20 种；

绘制了生态大断面温度、盐度的垂向结构时间序列图

各种形状的海绵约 10 种；鱼类 4 种；另外采到了翁

集，初步分析了温盐要素的时空分布特征；绘制了暖

戎螺、章鱼、双壳类、多毛类、苔藓虫等其它大型

池区叶绿素的时空分布图集，初步分析了控制暖池区

生物约 26 种；分离菌株 600 株，发现雅浦海山 2 个

叶绿素分布的控制因子。

潜在的细菌新鞘氨醇菌属（Novosphingobium ）新物

采获 180 号海山区底栖生物标本，涉及了
约 120 种海山生物，其中珊瑚虫纲包括黑珊瑚、柳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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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YP72 和 YP109。

国际上首次开展雅浦俯冲带综合地质地球物理断面调查
遴选西太平洋雅浦俯冲带为靶区，首次设计并完

深部地幔熔融产物，蛇纹石化橄榄岩甚至代表了大洋岩

成了针对早期俯冲阶段地质系统的综合地质地球物理

石圈地幔的直接出露，对于认识洋底高原的演化、岩石

断面调查，获得南北两条横穿俯冲带所有构造单元

圈裂解和洋盆形成的深部过程和机制有着重大意义。

近 1 000 km 主断面的重磁、多波束、浅
剖、多道数字地震等同步测量资料，线
上热流站位数据初步揭示了雅浦沟弧盆
系统具有特殊的地热特征，最大热流出
现在弧后盆地内，可能反映其经历了独
特的俯冲动力学过程；航次成功布放的
海底地震仪和沉积物捕获器有望获取长
时间尺度数据样品，对于系统认识该区
地质环境极具价值。
航次在位于俯冲板片上的索罗尔海
槽 3 000 m 以深海底获得了大量碳酸盐
岩、玄武岩、橄榄岩和浮石等样品，其
地质样品

中玄武岩和浮石代表了海槽裂解早期的

未来展望
作为我国新一代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的引领者，

绳海槽、南至马努斯海盆、西起南海西南部、东到东

“科学”号的建成使用显著提升了我国海洋综合探测

太平洋海隆的广大海域，支撑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开展

能力与研究水平，为开展深远海综合科学考察研究、

深远海综合调查研究，以卓越的探测能力，高效率、

深化我国深海战略布局提供了强有力的能力支撑，实

高质量获取调查靶区的水文、地质、生物生态和地球

现了国家海洋科考能力跨越式发展，促进我国海洋科

物理等数据资料和样品，推动我国深远海科学研究和

学考察能力和研究水平跻身国际前列。

技术创新取得重大突破。

未来 3—5 年，“科学”号将寰勘沧海，在北起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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