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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 163 天，总航程约 3 万海里，
搭乘“雪龙”号的中国第 31 次南极考察
队不久前凯旋。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
考察队除承担常规的科考任务外，还肩
负着另一项重任——完成我国第 5 座南
极科考站的地勘工作。

“新科考站的选址初步定于维多利
亚罗斯海区域，它将是一个可供全年使
用 的 常 年 科 考 站 ， 规 模 与 中 山 站 相
当。”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科研
处处长王勇在接受 《经济日报》 记者专
访时表示。

是仙境亦是险境

对王勇而言，两次造访南极进行科
考,除了领略过南极的美，也领教过与之
并存的“无情”——整个南极大陆永久
性 覆 盖 着 平 均 厚 度 达 2000 多 米 的 冰
盖，由于到处是冰无路可走，很多国外
科考人员出门全靠直升飞机；这里的平
均风速达 18 米/秒 （8 级），最低气温达
到过零下 89.6摄氏度。

既然自然条件如此恶劣，为何还要
频频开展南极科考？在王勇看来,地球是
一个整体，极地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了解整个地球发生的变化，打开这
个掌控全球风云变幻的“钥匙”十分关
键。“高纬度地理位置和太阳辐射的不均
匀性‘成就’了南极的酷寒，也创造了
很多独特的天然实验室。”王勇称。

比如，我国第三个南极考察站昆仑
站所在的南极内陆冰穹 A 地区，就是地
球上最佳的天文观测地址。那个地方海
拔 4093 米、气温极低，目前已记录到的
最低气温为零下 82 度，此外大气含水量
极少，空气十分干燥，这便具备了天文
观测最好的条件——空气干燥，大气透
明度和大气凝静度 （天文望远镜现实影
像的清晰度） 极高。“反观内陆，夏天天
气很热时，你会看见地面上有股热气在
蒸腾，用专业术语讲这就是‘扰动’，它
易引起光发生折射、散射而不利于清晰
观测，在昆仑站则不会发生这一现象。”
王勇解释说。“加之，昆仑站纬度较高

（南纬 82 度） 受地球自转影响非常小，
科学家还可在此长时间连续观测太空。”
中科院极地科考首席科学家刘小汉告诉
记者，我国自主研制的南极巡天望远镜
便架设在这里。

再如，南极还是陨石的富集地。“由
于寒冷，陨石落到这里后很快被冰雪冻
住而不易氧化、风化，因此这里采集到
的陨石，地球年龄 （陨石降落到地球表
面后保存） 最长，原始状态最好，更有
利于研究太阳系内外星体的历史演变过
程。”刘小汉说。

正如一位科学家描述的：“南极，硕
大无比的亘古冰盖，如同一座蕴藏着无
数历史上大气和气候宝贵信息的图书
馆；南极是最好的研究地球空间的地
区；南极是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宇宙的地
方⋯⋯”这块遥远而神秘的宝地不仅有
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天然实验室，也蕴
藏着丰富的资源。

据估计，目前已经查明的南极大陆
拥有 200 多种矿产资源，其铁矿储藏量
可供世界开发利用 200 年，煤炭储存量
约 5000 亿吨；海洋生物资源亦丰富多

样，仅磷虾一项，每年可从南大洋捕获
1/10，即 1.5 亿吨的磷虾资源量，而不
会影响南极的生态系统平衡，这一捕获
量相当于全世界海洋水产品的 2 倍。不
过，鉴于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
定书》（1991 年） 的规定，南极的矿产
资源开发活动在 50 年内被全面禁止，其
他资源如磷虾也只能限额开采。“目前，
南极科考主要还是出于科学研究的需
要。”王勇向记者强调。

留下中国“足迹”

在南极巨大魅力的召唤下，如今越
来越多的国家踏上这片“热土”。

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近 30 个国
家在南极建立了上百个科学考察基地，

其中最多的国家阿根廷在南极设有 14 个
考察站。“相比其他国家，我国南极科考
虽然起步较晚，但很快迎头赶上。”王勇
说。自 1984 年以来，我国相继建成了长
城站、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四个科
考站，并取得一些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
——在南极古环境与生态地质学研究
中，确定了企鹅是南极海陆营养盐和污
染物的传递载体；在格罗夫山地区发现
回收 12017 块陨石，并开展了冰川地质
分析和宇宙核素暴露年龄测试，为研究
该地区上新世以来冰川演化提供了新的
关键性物证⋯⋯

2015 年初，第 31 次南极科考又传
来喜讯：我国成功钻取 172米深冰芯。

得知这一消息，曾 7 次奔赴南极进
行科考的刘小汉有些激动：“冰芯犹如气

候变化的年轮，由不同年份的冰雪沉积
而成，环境气候不同冰层的形状也会发
生变化，但其钻探技术工艺十分复杂，
此前一直被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发达
国家垄断。现在，通过冰芯我国科学家
也可穿越时空与几十万年前的气候‘对
话’。”更令他备感欣慰的是，如今我国
南极磷虾产业已初具规模，未来磷虾和
相关加工产品有望端上百姓餐桌。

南极磷虾，是地球上已发现的生物
量最大的单一物种，与金枪鱼、牛肉等
肉类相比，其蛋白质含量更高，且含有
人体必需的 8 种氨基酸。我国在 1984 年
启动南极磷虾资源调查后，于 2010年首
次派渔船进行商业捕捞，2014 年捕捞量
达 5.4 万吨。“在全球渔业资源衰竭的背
景下，南极磷虾今后或将成为人类最大
的蛋白质资源库。而且今后还可综合利
用，比如将磷虾加工成饲料喂食三文
鱼，从磷虾中提取虾油或其他药用品。”
王勇表示。

第五座科考站现雏形

“南极大陆约 1400 万平方公里，差
不多一个半中国这么大，一处科考站能
够支撑的科研活动范围很有限。”王勇告
诉记者，现有的四座科考站整体布局上
由 外 到 内 ， 逐 步 逼 近 南 极 大 陆 “ 心
脏”。其中，长城站选址，考虑到当时
后方支援保障能力的局限性，坐落在南
设 得 兰 群 岛 乔 治 王 岛 ， 平 均 海 拔 10
米，严格意义上说还未跨进南极圈；中
山站，坐落在东南极大陆伊丽莎白公主
地拉斯曼丘陵，平均海拔 11 米，标志
着我国正式踏入南极大陆；昆仑站，人
类在南极地区建立的海拔最高的科考
站，平均海拔 4090 米，也是我国第一
座南极内陆科考站；泰山站，则位于中
山站与昆仑站之间，仅是一座南极内陆
考察的中继站。

“新站选址初定于维多利亚罗斯海区
域，建筑规模 5500平方米，包括夏季宿
舍、应急动力楼、科研楼等，夏季可容纳
80人开展考察活动，冬季可容纳30人开
展考察活动。”王勇透露。

第五座科考站有啥亮点？“那里拥有
更多的裸露岩石及山地冰川。”刘小汉
说，约 99.3%的南极大陆被冰雪覆盖，
新科考站在南横贯山脉脚下，由于山体
陡峭冰雪无法堆积，这里的岩石大部分
直接暴露在空气中，而这正是地质学家
梦寐以求的，因为通过它们，科学家可
以更清楚地了解南极的地质构造。

新科考站的山地冰川也被科学家们
所看好。“冰川是气候变化最敏感、直接
的信息载体，其物质平衡深受气候变化
的影响。这儿的山地冰川发育得好，像
一条一条的河流，而非一整块冰盖，从
科学的角度来讲更利于开展冰川平衡研
究，精准测量每年有多少冰雪汇入大
海，加之相关气象数据，科学家们可估
算未来海平面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刘
小汉补充道。

据了解，如今维多利亚罗斯海附近
区域已成为很多国家南极科考驻扎地，
比如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在这片区
域，我们还将开展高空物理、海洋生物
等方面的研究和监测。”王勇表示。

触 摸 南 极
——访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科研处负责人王勇

本报记者 沈 慧

一 年 一 度 的 高 考 牵 动 着 亿 万 人 的
心。网民们对高考的讨论十分热烈。这
不，有“调皮”的网友提出：假如让机
器人参加高考，能考多少分？《经济日
报》 记者将这个问题抛给了中科院自动
化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
员汪昆。在这位主攻机器翻译与自然语
言处理的科研人员眼里，“机器人高考”
这个听起来轻松幽默的话题，其实是一
个复杂的科技命题。

简单问题需要复杂处理

汪昆先描摹了机器人参加高考的情
境：在读文字、听听力、识图的过程
中，机器人首先要把人类的语言、图形

“映射”为计算机能够处理的形式语言，
再进行分析、理解和处理，最后以人类
能够理解的方式呈现答案。

“这个过程会涉及语音识别、自然语
言处理、自动问答和自然语言生成等诸
多环节。”汪昆说。假如，我们给机器人
出道题——姚明的身高是多少？对于这
句话，机器人首先并不清楚哪几个字是
一个词，它就要先做中文分词，然后进
行具体命名实体识别，把这个句子里关

键的人物、地点等信息识别出来，接着
进行句法和语义分析，最终理解问题
后，再在相应的知识库去搜索答案，然
后以人类的方式给出回答。

机器人知识库的形成可以通过人工
总结，也可以通过在互联网大数据库中
自动挖掘。“相比之下，人工总结的方法
成本较大，可靠性比较有保证。而网络
数据量大、时效性强，但有时受网络资
源本身的限制，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差
甚至错误。”汪昆说。

“推理”让机器人“头大”

姚明身高的问题可能还相对简单，
如果换成“姚明老婆的身高是多少”，
机器人的“大脑”可就得多转几圈了。

“因为这涉及知识推理。”汪昆解释说。
机器人要把“姚明老婆”的表述准确转
化为“叶莉”，再到有关叶莉的知识库
里去搜寻答案。如果一个表达涉及多层
的语义转化和推理，对机器人来说就比
较难了。

目前，“机器人高考”的每一个技术
层面都有需要进一步攻克的难点。比
如，自然语言处理目前在中文分词和实

体识别上的准确率是 95%以上，而对于
更难的句法和语义分析，仍有待提高。
对于比较复杂的知识推理，机器人处理
起来会觉得很“头大”。

汪昆介绍说，相比中文，英文更容
易被机器人理解。一方面由于英文的相
关技术研发起步早、发展快，另一方面
因为英文本身语言上的特点，便于机器
人进行判断。

据了解，目前我国在机器人自然语
言处理及机器翻译上的技术水平已经达
到国际领先，跟欧洲的技术水平不相上
下，而跟该领域的强国——美国相比，
差距也在逐渐缩小。但是，无论是哪一
个国家，要实现机器人的自然语言处理
水平跟人类一样，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多国竞技“高考”机器人

可见，以目前机器人的“智力”来
说，要在高考中拿满分，成为真“学
霸”还是很难的。“现在如果让机器人参
加高考，可能英语的分数会相对高些，
因为比起语文、数学等，推理的难度相
对小一点。”汪昆说。我国目前也有一批
科研团队在专门研究“高考机器人”，目

的就是通过“高考”这个应用场景以点
带面，不断攻关难题，带来相关技术的
突破，拓展机器人应用。

实际上，其他国家也在“高考”机
器人方面展开了竞技。日本国立信息学
研究所等机构在 2011 年启动“东 Robo
君”人工智能开发项目，目的是让机器
人“东 Robo 君”在 2021 年前通过东京
大学入学考试。尽管它近几年的考试成
绩跟东京大学的分数线还相差较远，但
每一年都会有进步。IBM 的机器人 Wat-
son 曾在知识答题节目中击败两位人类选
手，如今还在不断进行金融服务、零
售、医疗等方面的深度学习，创造力不
断提升，甚至能自己设计菜谱。

汪昆对我国未来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的发展很有信心。他认为，做针对中文
的机器人自然语言处理研究，我国科研
人员更有优势。“这是母语，而且现在我
国一大批互联网公司兴起，互联网+氛围
浓厚，很多创新创业都会涉及自然语言
处理的相关技术。由于国家支持，很多
公司愿意投入，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才
进入这个领域，很多学生也愿意从事相
关方面的学习和技能培训，一个良性发
展的创新圈已经形成。”

机器人参加高考能得多少分
——听听专家是怎样解答的

本报记者 董碧娟

海洋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
生态环境的重要调节器。从经济角度来看，海洋既是
自然资源的宝库，又为解决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重要路径。

海洋经济被形象地称为蓝色经济，主要是指开发
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相
关服务。它包括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
工业、海盐业、海洋油气等。海洋占地表面积的71%，
蕴藏着丰富的生物、化学、矿物和能源等自然资源。

在生物资源方面，全球海洋中约有50万种生物，
生物资源总量达26万亿吨，相当于储存着陆地上全部
农产品1000倍的食物。其中鱼、虾、贝等海洋生物资
源，除了直接捕捞供食用和药用外，还可以通过养殖扩
大规模和效益。在化学资源方面，海水中含有80多种
化学元素，其中可提取的有60余种。洋底还富集了大
量锰结核、磷矿石和重金属等矿藏。海洋还是水资源
的宝库，集中了地球97％的水，可以直接作为工业冷
却水源，也是取之不尽的淡化水源。在海底矿产资源
方面，海底石油总蕴藏量约为2000亿吨，占全球石油
总储量的30%；海底天然气储量约43万亿立方米，占全
球天然气总储量的33%。海洋还是能量的源泉，海洋
的波浪、潮汐都蕴藏着巨大的动力能；加上海水热能和
盐度差能等能量，每年有近100亿千瓦。

海洋的经济价值巨大，虽然评估角度不同会有较
大出入，但其产能堪与全球经济大国匹敌。世界自然
基金会报告显示，海洋每年产生的货物和服务价值至
少2.5万亿美元，资产总值估计达24万亿美元。

海洋使沿海地区成为经济社会文化发达、人口密
集的地区。这是因为沿海地区雨量充沛，适合发展农
业，气候适宜、空气清新，适合人类生存；加之沿海地区
优越的区位优势，便于海内外交流与合作。目前，世界
上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
100公里的沿海地区。此外，通过填海造地、修建海底
隧道和海上仓库等，人类还向海洋开辟了巨大生存空
间。随着科技进步，人类活动空间将向海洋深处和远
处扩展，海底或海上城市不再是幻想。

科技在人类认识和开发海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现代蓝色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对高新技术
的高度依赖。例如，海上油田开发从勘察、钻探、开采
和油气输送到提炼的全过程，几乎都离不开高技术的
支持。而且，海洋开发所需要的所有技术几乎都是资
金密集、知识密集的高新技术。随着海洋科学和海洋
工程的发展，新兴海洋产业不断涌现，海洋开发利用的
规模将日益扩大。

当前，蓝色经济已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
和新的增长点。但是，由于过度捕捞、环境污染和气候
变化等因素，严重损害了海洋宝藏。人类认识到应把
海洋作为生命支持系统加以保护，大力发展环境治理
技术、生态修复技术、清洁生产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等，
用绿色科技为蓝色经济护航。

我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约相当于
陆上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属于海洋大国。其中，渔场
面积达281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渔场总面积的四分
之一。海洋资源多样，拥有海洋生物2万多种；油气、
矿产资源、再生能源等自然资源也十分丰富。2014
年，全国蓝色经济约 6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4%。当前，我国蓝色经济正以产业转型升级和海上
丝绸之路为契机加速发展。通过推进科技兴海战略，
加强海洋科技创新，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培育壮大
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加快传统海洋产业升级，不断推
动蓝色经济发展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蓝色经济潜力巨大

陈庆修

壁虎能够爬墙是因为脚掌上的微纤毛与墙壁接触
时产生了很强的黏附力，孔雀羽毛五彩斑斓是因为羽
毛表面不同的微纤毛反射不同波长的自然光而成⋯⋯
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着以微纤毛或其他丝状结构为基本
单元的组装体，这些组装结构赋予了生物体以多种多
样的功能。通过这些微纳米结构的高效可控制造，可
以帮助人们发展新型的仿生功能结构与器件。

然而，由于现有微纳米加工手段的缺陷，人类至今
还很难有效制备出如此微小尺度的仿生功能结构和器
件。现有的微纳米加工手段，包括紫外光刻、电子束刻
蚀等在内，在结构灵活性、成品率，特别是可控性方面，
都存在较大缺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则有望解
决这一难题。近日，该校工程科学学院微纳加工研究
团队及其合作者，利用飞秒激光微纳米打印结合可控
的毛细力驱动技术，实现了多种类型的微纳米尺度组
装体的可控制备，并将其成功应用于微小物体的选择
性捕获和释放。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
近日发表了这一成果。

研究团队提出激光打印结合毛细力驱动自组装的
方法，在高分子材料中制备出一系列结构尺寸、力学常
数和空间分布高度可控且一致性极高的微纤毛阵列，
并通过人为控制液体与这些微纳结构之间的表面张
力，可高精度自由调控这些微纤毛阵列，从而实现制备
大面积多级结构自组装的目的，同时实现对微物体进
行选择性捕获或释放。

论文第一作者胡衍雷介绍说：“这一技术为在微纳
米尺度上制备仿生功能结构或器件提供了重要途径，
也为微纳米尺度下粒子的筛选、捕获和转移提供了新
颖的技术手段。”胡衍雷表示，这种制造方式过程简单
易控，成品率高，且绿色环保，有望在分析化学、药物输
运及释放、细胞生物学等领域得到应用。

中国科大微纳加工技术研究获突破——

微纳仿生器件可望应用
本报记者 佘惠敏 通讯员 蒋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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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科考队员将“雪

鹰”号直升机推入“雪龙”

号机库。

图② 中国第 31 次南

极科考队队员代鲁平展示

采集到的浮游生物。

新华社记者 白 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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