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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怀深潜绝技

“蛟龙”能否搜寻南海沉宝

水下考古，正在
让越来越多的沉船
浮出水面，让一段段
沉睡海底的隐秘历
史重新醒来。载人
潜水器、机器人及相
关图像系统，正在让
水下考古不断向深
海领域拓展。

瓷器是海底沉
船的“常客”，海上丝
路重地、沉船无数的
南海，曾被一些人称
为“海底瓷都”。那
么，身怀深潜绝技的
“蛟龙”号载人潜水
器能否参与搜索或
打捞南海沉宝？

南海海域是中国古代海船南下
的必经航道，早在汉代就开辟有经南
海前往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宋
元时期的海上贸易更是盛极一时。
但是，海上风暴、水中暗礁，让众多满
载货物来往于世界各地的船只每每
涉险，遇上海难，常常连同船上的货
物一起沉没海底。

“在南海诸岛海域，有不少水下

沉船遗骸，出水文物包括沉船与瓷
器、钱币、矿料、石雕等船货。其中，
瓷器是沉船中最主要的出水文物。”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水下考古所所长姜波说。

据姜波介绍，南海水下沉船考古
方面，著名的有“南海一号”“南澳一号”

“华光礁一号”等发掘项目。这些沉船
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水下考古事业及

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大明星”。
“南海一号”沉船：1987年在广

东阳江海域被发现，2007年整体打
捞出水并移入博物馆，之后进行考古
试掘。这艘南宋沉船船体保存较好，
船上的主要物品是数量惊人的中国
瓷器。

“南澳一号”沉船：2007年在汕
头南澳岛附近海域被发现，在随后对

这艘明代沉船进行的考古发掘中，清
理沉船船体，出水了数万件遗物。

“华光礁一号”沉船：沉没于西沙
海域的“华光礁一号”，是中国水下考
古学界首次打捞发掘的远海沉船。
这艘宋代沉船主体船舱保存较好，主
要装载的货物依然是瓷器，出水了近
万件包括来自景德镇窑和德化窑的
瓷器珍品。

南海海底地形复杂，最深处超过
5000米。而“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
马里亚纳海沟海域海试时抵达过水
下7062米，也就是说，南海的任何地
方，理论上“蛟龙”号都有能力下潜抵
达。

深海世界一片黑暗，但“蛟龙”号
功夫了得：配有很强的照明系统和先
进的摄像、拍照仪器，有先进的近底
自动航行功能和悬停定位功能，便于

目标搜索和定位，可在海底自由前后
航行；高速水声通信功能可将水下的
语音、图像、文字等信息实时传输到
母船上；装备的电池容量强大，可保
证水下作业时间，使作业人员从容地
进行水下设备定点布放和进行相关
作业。

“蛟龙”号最初的海试即在我国
南海进行，2013年开展试验性应用
的首个航次第一航段也是在南海

——在有连续陡坡和沟壑的冷泉区
和有陡峭崖壁的海山区开展定位系
统试验，并进行深海科学研究，包括
对海底生态系统、生物和地形等科学
调查。

“当时，在南海完成了首个试验
性应用航次的10次下潜。其中，得
益于潜水器定深和定向航行的先进
功能，第10次下潜在海底航行了6.6
公里。”“蛟龙”号主任设计师、当时担

任“蛟龙”号主驾驶的叶聪告诉记者，
“蛟龙”号有着良好海山地形的驾驶
技能，在南海的第10次下潜从山底
一直爬到了300多米高的山顶。

如今，当中国大洋38航次科考
“蛟龙”号再次回到南海水域时，它已
经载着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太
平洋、印度洋等深海大洋的海山、洋
脊、盆地等复杂海底进行了多次科学
考察。

在深海大洋，载人潜水器与水下
机器人一样，被用来支持水下考古或
搜索深海沉船。美国的“阿尔文”号
载人潜水器可以潜到4500米的深
海。正是它，在1985年找到了泰坦
尼克号沉船的残骸。不过，美国导演
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电影《泰坦尼
克号》中的一些镜头，则是下潜深度
可达6000米的俄罗斯“和平一号”和

“和平二号”载人潜水器所探测；法国
的“鹦鹉螺”号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
也可达到6000米，除了进行多金属
结核、深海生态等科学调查外，同样

参与过沉船的搜索任务。
身怀深潜绝技的“蛟龙”号，能否

参与搜索或打捞南海沉宝？
“‘蛟龙’号自身有这个能力，它

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能在深海定点和
精确作业。目前，‘蛟龙’号正在进行
中国大洋38航次科考，第二航段在
南海调查区开展1000米级采矿试验
区的选址和深海科学调查任务。”中
国大洋38航次第二航段总指挥邬长
斌说，“蛟龙”号在业务化应用阶段，
将主要用于深海科研和海底资源勘
查，提高人类认识深海和利用海底资

源及保护环境的水平。
据了解，“蛟龙”号正在进行的大

洋38航次科考，是其自2013年以来
进行试验性应用的最后一个航次。
此航次结束后，“蛟龙”号将进行改造
升级，并迎接预计在2019年建成的
新母船，开展业务化应用新阶段。

姜波说，近年来，水下考古取得了许
多新进展，海底酣睡的一些沉船陆续被
发掘，为世人展现了一幅幅海上贸易的
珍贵历史画面。水下考古离不开高科
技装备的支持，借助于高新科技手段，
未来水下考古将会获得更好的发展。

在南海的深水海域，一些沉船仍
然沉睡在海底。深水区的沉船搜索
和考古发掘，为载人潜水器和机器人
等科技设备提供了用武之地。

叶聪表示，“蛟龙”号设计的功
能，就可用于海底救捞，因此它不仅
可用来开展科学研究，也可以配合水
下考古。当然，如果用于水下考古和
打捞的话，需配置一些专用工具。随
着更多的载人潜水器面世，随着深海
考古事业的发展，利用载人潜水器进
行水下考古，将是题中应有之义。
（新华社“向阳红09”船4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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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札记

新华社“向阳红09”船4月25日
电（记者刘诗平）“蛟龙”号载人潜
水器和科学家们25日上午抵达南海
作业区，正式开展中国大洋38航次
第二航段科学考察。预计“蛟龙”号
将于 26日展开今年南海第一潜。

“向阳红09”科学考察船是4月
24日下午2时从三亚锚地向作业区进
发的。科学家们抵达作业区后即刻展

开常规调查：用温盐深仪（CTD）进行
海水温度、盐度等调查；安装箱式取样
器，准备提取海底沉积物样品；进行其
他一些常规调查设备的安装和测试。

本航段现场指挥部与所有潜航员
对本航段潜次及下潜人员进行了具体
安排。26日，天气状况允许的情况
下，“蛟龙”号将进行今年南海第一潜。

本航段主要科学目标，是利用“蛟

龙”号载人深潜优势，在南海北部开展
1000米级多金属结核采集系统海试
区的选址，获取多金属结核采矿试验
工程所需海底地质、深海环境参数。
同时，“蛟龙”号将在南海海山链区和
陆坡区进行载人深潜，以海洋地质学
调查为主，兼顾海洋生物学调查。

本航段科考原定4月9日至5月
7日进行，现调整为5月13日结束本

航段，因此“蛟龙”号下潜及相关作
业也作出相应调整。

中国大洋38航次第二航段总指
挥邬长斌说，我们根据本航段执行时
间调整情况制定了南海调查任务调
整方案，对第二航段“蛟龙”号载人深
潜的潜次和常规调查任务作出调整。

“目前的作业时间与原先计划
有所压缩，本航次任务更加繁重，我

们将以保证安全为第一要务，认真
准备、精细操作，合理安排时间，确
保任务顺利开展。”邬长斌说。

自今年2月6日开始的中国大
洋38航次科考，共分三个航段：第一
航段在西北印度洋进行科学调查，
第二航段在南海开展采矿试验区选
址及科学调查，第三航段在雅浦海
沟、马里亚纳海沟展开科学调查。

抵达南海作抵达南海作业区业区

““蛟龙蛟龙””号今日进行号今日进行
南海今年第一潜南海今年第一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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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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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沉宝

纵横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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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了得

深潜绝技
有能力搜索
南海沉宝

人机对话
“蛟龙”探南海

4月25日，科考队员用箱式取样器提取海底沉积物样品。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新华社发

4月24日，机器人佳佳，佳佳开发团队负
责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陈小平（右）通过
网络与科技观察家凯文·凯利对话。

当日，由新华社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起
在安徽合肥邀请机器人“佳佳”作为新华社特约
记者，与美国著名科技观察家凯文·凯利进行人
机对话。佳佳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可佳”机器
人团队联合国内合作伙伴，历时3年研制出的
特有体验交互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从“对战”到对话

人工智能发展
渐入“佳”境

人工智能发展中的著名里程碑似乎都是与
人类的对抗，从1997年电脑“深蓝”战胜国际象
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到2016年人工智能程
序“阿尔法围棋”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人
机对战”总是引人瞩目的焦点。

但人类其实还渴望人工智能在另一个方向
上有更大发展，那就是与人交流、为人服务。
24日，中国智能机器人佳佳作为新华社特约记
者与美国著名科技观察家、《连线》杂志创始人
凯文·凯利等多人对话，成为“人机对话”道路上
的一个重要节点。

佳佳机智风趣
让人惊叹

佳佳当天一共进行了3场对话，第一场是
与凯利的“单对单”。

“就我所知，这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机器人
记者，”美国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巴特·塞
尔曼说。

如果说第一场“人机对话”是顺利完成任
务，那么下午第二场“人机对话”就是佳佳给出
的一个惊喜。在与塞尔曼教授的对话中，佳佳
提问：“你怎么证明你就是塞尔曼教授，而不是
另一个机器人？”引得塞尔曼笑着给出了自己出
生地的证据。

随后塞尔曼教授问佳佳：“你多大了？”佳佳
回答：“女孩子的年龄是个秘密。”“你作为一个
机器人有什么期待吗？”塞尔曼又问。“我期待周
五，发薪日。”佳佳种种机智好玩的回答让塞尔
曼连夸不错。

在第二场对话的后半部分与德国汉堡大学
多模态技术研究所所长张建伟教授对话时，对
张教授一个关于太空中卫星的问题，佳佳给出
了一个似乎有哲理的回答：“太空可以是满的，
或者也可以说是空的。”

由于机器人渐入“佳”境，晚上的第三场对
话加大了测试力度，让佳佳同时与美国脸书公
司人工智能专家田渊栋、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
机科学系教授徐冶、科技类新媒体“知识分子”
编辑吕浩然这3位嘉宾群聊。结果佳佳仍然是
那个可以时出妙语的佳佳，但网络带宽难以承
受跨越多国的群聊，网络延迟较大地影响了对
话效果。

不过，佳佳还是表现出了认真沟通的一面，
对于“4乘25”这种问题马上回答100，而对田
渊栋抛出的“你觉得你是人类的一员吗？”这种
大招，佳佳诚恳地说：“真心不懂，求原谅！”

人工智能
难完全取代人类

对田渊栋的这个问题，可能不只是佳佳需
要思考。机器人究竟会有什么样的身份认同？

田渊栋曾在脸书公司做过人工智能下围棋
的项目，涉及“人机对战”。他说，今后不管在哪
个游戏上，计算机都最终会超过人类，但是很多
时候计算机在某个方面战胜人类后，人类马上
就站到更高的位置上去思考问题，“所以目前看
来，计算机就算再厉害，也没办法在某些方面完
全取代人类”。

但就算人类不像一些科幻作品中那样会被
机器人打败，而是能一直压制机器人，那像佳佳这
样高度逼真的机器人如果受到虐待又会不会引
起争议呢？塞尔曼教授就表示，“我确实相信未来
会有机器人权”，这样才能“让双方和谐共处”。

对于未来的情况，陈小平教授的机器人实
验室中一位90后研究生陈张也许更有发言权。
陈张说，等他到了“老陈”现在的年龄，希望看到
的机器人是动画片《超能陆战队》中的大白那样，
跟人类是好朋友。他不希望看到像近来热播的
人工智能主题美剧《西部世界》中那样，机器人只
是富人的玩偶，还因压迫而产生反抗意识。

要避免那种程度的“人机对战”，或许就应
该从此次的“人机对话”开始，让人们通过相互
问答去更好地了解人工智能，从而使人机双方
一步步走向和谐共处。

（新华社合肥4月2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