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王亮）2014澳网公开赛将在1
月13日拉开大幕， 以李娜为代表的中国选手成为本次澳
网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参加正赛的球员达到了8位，超
越了2006年7人出战的纪录。

在11日两位小将张择、段莹莹分别从男、女资格赛中
突围后，加上李娜、彭帅、郑洁、张帅、唐好辰以及中国男
网第一人吴迪，参加本次澳网的中国选手有8位之多。

8位选手中，李娜、彭帅、郑洁以及张帅都是以较高的
职业排名直接进入正赛， 唐好辰和吴迪是凭借亚大区外
卡赛冠军的身份入围。 年轻的张择和段莹莹能够从竞争
激烈的资格赛中“异军突起”，带来惊喜的同时，说明了中
国网球的后备力量培养卓有成效。

李娜将在13日11时对阵16岁的克罗地亚选手科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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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肖丽娟 王亮◎

1月的昆明乍晴乍雨， 经历了月初的流感侵袭后，湘
涛这两天终于回到了冬训的正轨。

在11日的一场热身赛中，以试训队员为主的湘涛队1
比3不敌中超球队长春亚泰。“俱乐部各项工作都在有条
不紊的进行。 特别是， 我们新赛季在长沙的10个主场比
赛，将重回中南大学体育场进行。 ”张旭在球场边关注着
试训队员表现的同时，向记者介绍了球队新赛季的变化。

湘涛是在2011赛季初来到中南大学体育场，曾创造了
连续20场主场不败的战绩。上赛季，俱乐部将长沙主场搬到
了贺龙体育中心，票价从30元至50元不等，这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主场球迷减少。“球市还需要培育。 在中南大学踢的时
候球票免费，球迷也慢慢培养起来了，他们（球迷和中南大
学）也很想我们回去。 ”

过去的两个赛季， 湘涛队的主场分配一直是长沙10
场，益阳5场，今年也会如此。至于到底哪5场放在益阳，目
前仍未最终确定，“尽量安排在学生放假的时候。 ”

张旭同时介绍，“新赛季，引援无疑是重中之重。 我们
目前共有14名试训球员，其中一名是外援。 ”

这名叫做费罗的巴西球员此前在俄超和日本J2联赛
踢过球，身高1米97，司职前锋，“他才过来，还没有合练，
所以还得观察。”据悉，14日将有新的外援过来试训。内援
方面， 湘涛队已经签下了一名叫吴磊的20岁小球员。 另
外，来自上海东亚队的前锋毛嘉康也基本确定加盟。

引援的质量自然将影响新赛季湘涛队的表现， 张旭
认为，球队更重要的是找回曾经的“铁血精神”，“过去的
一个赛季，球队把这种精神丢了，这是湘涛队的标签，一
定要找回来。 ” （本报昆明1月12日电）

1月2日， 湖南湘涛足球队来到昆明海埂基
地，展开新赛季前的冬训。 1月11日，俱乐部副总
经理张旭告诉记者，球队在马年，主场将重回中
南大学———

湘涛“马”上回福地
本报记者 蔡矜宜

1月12日，上海打捞局的胡建、管猛、董猛、
李洪健、罗小明、谭辉等6名潜水员将先后潜入
300米深的海底进行作业，成为中国首批进入
300米海底的人。他们1月9日进入生活舱，24日
才能出来。他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同于常人？

呼吸
常人呼吸的空气是由氮气和氧气组成的

混合体， 呼吸过程是几乎没有感觉的轻松行
为。饱和潜水员的呼吸则大异于常人。300米饱
和潜水潜水员带队负责人胡建说，他们呼吸的
气体是由氦气和氧气组成的混合体， 氦气多，
氧气少，混合的比例因海深不同而不同。潜水

员在生活舱和海底呼吸的都是这种气体，呼吸
过程倒不困难，但声音变得像鸭子叫一样。

压力
常人承受的压力是一个大气压。在300米

的深海里， 潜水员要承受的压力是31个大气
压，比常人多30倍。胡建说，在这种压力下，人
感觉就像被挤压住了一样， 骨头与骨头贴得
很紧，抬下手、动动脚，都很费力。

吃饭
潜水员吃饭也与常人不一样。 有一名专

门的厨师为他们做饭， 饭菜通过生活舱上的

一个圆柱一样的洞送进来。 潜水员不能吃硬
的，会损伤牙齿；不能吃黄豆等容易放屁的食
物；不能吃萝卜、韭菜等味道重的食物，以免
污染狭小的环境； 米饭、 馒头被挤压粘在牙
上，很难受，需要使劲咀嚼，才能吃下去；味觉
变迟钝，饭菜吃不出咸味来；要多吃牛排、鸡
鸭鱼肉等高热量食物。

睡觉
6个人挤在长11米、宽3.8米、高3.5米的生

活舱里。舱里有6个上下设置的床铺，中间过
道不到50公分宽，床宽90厘米。没有白天黑夜
的感觉，睡觉不能关灯，以便地面上的监控室

随时监控着潜水员的生命安全。 由于容易疲
劳，一天睡12个小时以上。除了睡觉、下海作
业，剩余的时间只能看看书。

穿衣
生活舱里保持着38摄氏度至40摄氏

度的温度，潜水员在舱里穿着短袖等纯棉
宽松的衣服。下海作业时，穿的是“热水
服”， 流动着热水的水管密布在衣服的各
处，不停止地给潜水员加热，以抵御海水
的寒冷和补充潜水员呼吸氦气而被带走
的热量，保持潜水员的正常体温。

（据新华社深圳1月12日电）

饱和潜水员生活与常人有何不同

综合新华社深圳1月12日电 1月12日，
北纬20度18分、 东经115度09分的南中国海
海域。5时零9分， 搭载着交通运输部上海打
捞局胡建、管猛、董猛3名潜水员的潜水钟，
从300米水深的海底回到工作母船的甲板
上， 完成与生活舱的对接，3名潜水员返回到生
活舱里休息。 现场总指挥郭杰宣布，3名潜水员
圆满完成我国首次300米饱和潜水海底出潜探
摸作业，巡回深度达到313.5米。这是300米深的
海底首次迎来了中国人的身姿， 中国由此具备
了人工潜入300米深的海底“龙宫”探宝的能力。

据现场总指挥、 上海打捞局工程队副队
长郭杰介绍， 深海的巨大压力使人类生命无
法承受，成为人类进入的“禁区”。科学家发明
了“饱和潜水”技术，让潜水员体内各组织体
液中所溶解的惰性气体达到完全饱和的程

度，来适应高压环境。潜水员可以长期停留在
高压下进行作业，然后一次减压出仓。

上海打捞局局长沈灏说，12日上午8时，
李洪健、罗小明、谭辉3名潜水员第二批下水
作业，预计将于14时返回生活舱。此后，6名潜
水员将在生活舱里减压，预计将于24日出舱，
回到正常的生活环境中。

沈灏认为，我国首次300米饱和潜水作
业取得成功， 表明中国在向深海进军的征
程中，可以在更大的深度下，开展复杂的水
下安装、抽油、抢险打捞作业，可增强我国
大深度水下各类应急抢险和环境救助能
力，提高应对我国东海、南海及经济专属区
政治、经济等紧急事件发生的能力，提升我
国在海洋活动、海洋经济中的话语权，这是
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我国首次300米
饱和潜水作业成功

深潜水是世界各国正在攻克的尖端难
关，实现深潜水的关键技术，就是饱和潜水。

据300米饱和潜水现场总指挥郭杰介绍，
潜水深度每超过10米，压力就增加1个大气压。
潜水员潜水完毕后，人必须减压。如果不减压，
在高压下溶解进潜水员身体内的惰性气体会
残留在身体组织中，造成严重的减压病，甚至
危及生命。在常规潜水中，60米水深下，潜水员
只能工作半个小时， 就必须出水进入减压仓，
进行长时间减压，作业时间很短。

美国1957年提出“饱和潜水”，就是创造

出一种环境和条件，使潜水员体内各组织体
液中所溶解的惰性气体达到完全饱和的程
度，潜水员可以在高压下停留几十天，待作
业完成后，一次减压，返回正常生活。这就需
要建造一个生活舱，给舱里加压形成高压环
境，潜水员在舱里呼吸的气体是氦气和氧气
的混合气体。 在不同的深度和高压环境下，
混合气体的配比和加压时间都不同。1981
年， 美国完成了第一次实验，3名潜水员在
686米的海底，生活工作了7个昼夜。

（据新华社深圳1月12日电）

■背景 什么是饱和潜水

澳网今日开战

8人“中国军团”创历史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