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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窟潭探索
在五月和六月，GXKSP 团队对绿窟潭又进行了两

次测绘活动在天气及能进度不佳的状况下
依旧谨慎地完成了 AB 线路联通及洞穴盲区的探索

美国洞穴发展史
从黑暗时代到大跃进

美国的洞穴发展用教训奠定了现在的洞穴潜水规则

侧挂 BCD，你了解吗？
侧挂 BCD 起源洞穴潜水

但越来越多休闲潜水员使用
关于侧挂的争论越来越多
你真的了解侧挂 BCD 吗



Sheck Exley

侧挂 BCD，你了解吗？

>> 理论

    美国洞穴历史

    减压理论基础

>> 装备
    
    恰当使用你的侧挂 BCD

>> 环保

    海洋环保行动中的                    

    WUD 潜水员

>> 教育

     走近 WUD

     关于课程中电脑表使用规定的修改

     关于教材和课件的更新

     关于 WUD AOW 课程的若干问题

     关于 WUD CCR 课程

广西武鸣

Dreamgate 墨西哥

 >> 探险
    
    梅州绿窟潭项目进展

    广西武鸣地区探索

    墨西哥洞穴潜水介绍

    

走近 WUD

武鸣地区探索 梅州绿窟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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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WUD
文/WUD学员

         有人以为我们的成员只会扛着气瓶去探洞，有人以为我们的培训
满脑都是公式、减压、混合气体……实际上，WUD有适合各个水平潜
水员的课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来听听参加过WUD训练的潜水员
是如何看待WUD课程的。

金雪峰 Cyril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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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华      
       
       我这个人做事情一般都没有明确
的理由和目标，只要时间和预算说得
过去，听起来好玩的东西，都想尝试
一下。所以最开始接触潜水是通过一
个以洞穴潜水为目标的好朋友介绍
的。他要找一个可以长期同步学习的
buddy，我觉得潜水听起来好酷啊，
于是欣然入坑。
      Rec1课程里的每一个技术动作，
技潜装备的每一处设计，使用装备时
的每一项细节要求，都有至关重要的
实用价值。潜水当然是广大爱好者体
验水底风光的娱乐项目，但是我更愿
意把它理解为延展人类探索这个世界
的重要手段。探索和发现是世界上最
奇妙的体验之一，就像人们自古以来
都有飞翔的理想一样。在水底呼吸赋
予我们探索水下未知世界的能力，而
技术潜水则是在此基础上，一步步、
一点点地发展和提升这种能力，让以
前不可能完成的探索行为变得可能；
让不安全的因素降低；让探索行为对
自然环境产生更小的影响；让更多的
人有机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技术潜水员
        Rec1给我信心，也进一步培养
了我对潜水的兴趣。通过了Rec1的课
程只是第一步，在后来的fundive中
我逐渐体会到，即使90%的情况下我

都用不到漏气检查，也不需要无面镜
上升，但是水下的姿态、踢法、对环
境的警觉、良好的习惯，都让我更加
从容面对开放水域能遇到的大部分情
况，让我可以更充分地享受潜水的乐
趣。在自己精力有余的情况下，也可
以更多照顾到同行的潜伴。从这个角
度看，如果你并没有参与CAVE或者
DEEP的想法，单纯是以上述状态为
目标的话，Rec1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
选择。  
（刘子华于2016年10月完成WUD 
Rec1, 17年5月完成Drysuit课程）

马恺
       在完成PADI AOW课程学习后，
潜水技术并没有取得实质的进步，由
于潜水计划少且没有系统练习，技术
水平基本还停留在OW基础水平，因
此通过朋友介绍开始Rec 1的学习，
经过系统训练浮力控制、潜水意识、
装备熟悉程度均有很大提高，休闲潜
水出行时也更加有信心，实现初始目
标。
      通过对4WUD的熟悉，对技术潜
水有了初步认识，并希望通过进一步

学习，更深入和尝试技术潜水。
      通过团队课程的学习训练，很容
易的建立起团队意识与潜伴建立信
任，结交到一些新朋友，这确实是个
意外收获。
      Rec1学习训练较为辛苦，需要花
费一定的时间精力，在参加课程前，
需要有持续练习的准备，课程通常无
法在4到5天完成。
      

WUD回答：在以后课程参加前提条
件上，我们可能作出修改，会要求更
有经验的潜水员参加课程，这样可以
使学员收获更多。另外，我们开设有
AOW课程，里面有一部分Rec1的
内容，对于想学习更多环境下潜水经
验，但练习时间不能保证的潜水员，
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此外，我们也
有环境保护基础技巧(ECO)训练，这
是一个两天的基础训练，教授装备的
调整和基本技巧，让潜水员能够在环
保活动中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有效而
安全地完成潜水环保活动。

李征
      自 2015 年初接触潜水就开始对它
深深的着迷，潜水增加了我人生的宽
度，让我感受到仿佛置身于一个完全
不同的世界。当远离了浮躁的城市，
进入水下安静的环境时让我对人生有
了新的思考方法。一次看到墨西哥洞
里的视频和照片，那如梦如幻的景致，
那黑暗幽闭的洞穴，那种类繁多的海
中生物，以及潜水员高超的技术，每
一丝一毫都让我艳羡不已，那时我才
知道了我的目标。遵循着内心的渴望
我一步一步迈进了技术潜水的大门。
    2016 年春节刚过，我得知菲律宾

PG 有个进阶基础潜水员课程 Rec1，
我放下手上的工作抽出时间，参加了
这次训练。七天的训练之后就迷上了
技术潜水，我学到了包括踢法，水下
技巧，初级潜水计划等等很多知识。
之后就迷上了技术潜水并且购入了双
瓶干衣。为了提高自己的技术，我不
外出 Fun dive 的时候几乎每周坚持
去泳池练习，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技术终于有了质的提升。
    2017 年 6 月我和我哥们 Jimys 报
名参加了 WUD.Rec2（技术潜水基
础）+ Tec1（ 深 潜 1） 课 程。Rec2
和 Tec1 课程一共 10 天，其中 Rec2
三天课程，主要是强化了 Rec1 的各
种技巧基本五项。说说难点吧，最好
有双瓶以及干衣的使用基础，建议各
位同学预先从你的教练那里或者自己
购置双瓶调节器，气囊，背板，干衣
等等等等，有条件的话最好提前下泳
池熟悉一下干衣的使用，双瓶的每个
阀门，可以让教练提前教一下阀门检
查步骤，出去上课之前有时间就去泡

泳池练做阀门练习，练习稳定性，这
样上课会省很多时间，掌握的更加牢
固。我和我的 Buddy 出发的两周前
几乎每 2 天就要去泡一下泳池。这也
是给即将加入我们 WUD 的同学们一
点小小的建议吧。第二个难点就是团
队意识，Rec2 这个课程实际上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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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算是一只脚踏进了技潜的大门了。
在这之前一直用休闲潜水的理念在潜
水，但是技术潜水完全不是这样，它
对团队装备，计划，目标，以及风险
状况处理都有相对的处理预案，水下
团队成员无论是下潜，底部工作还是
上升都要有队列，Buddy 之间要掌握
好距离要随时能够到对方。
     谈谈这这段时间通过 WUD Rec2
课程学习的收获吧，首先，潜水两年
多以来第一次养成了团队意识习惯；
第二，就是对环境警觉性的提高。第
三，有能力自主规划潜水计划，目标，
风险处理预案都会在潜水之前完成并
和 Buddy 确认并按照它执行。
    Rec2 结业后开始深潜 1 课程，也
就是 Tec1。在 Tec1 课程学习中，由
于之前 Rec2 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并没有在技巧方面碰到麻烦。反而在
理论方面，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10 天多的训练天天下水前都在练习做
减压计划。感觉整个课程最重要的就
是团队配合，如果团队配合不默契，

友拉着去学 WUD 的 Cave 1 课程，
结果这一错误的决定很快造成了严重
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对
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怀疑…… 
说起来我钻过的沉船从军舰到万吨轮
船也有不下三十来艘了，像纽约号的
引擎舱也基本熟悉到能够拿起笔就画
个路线图的程度了，结果居然第一次
下个游泳池就被批评了姿势不标准！
不标准！不标准！
      公平的说，除了一些由于系统不
同导致的小差异以外，课程上练习的
大多数内容我之前在学习其他技术潜
水课程的时候都反复练习过多次。不
过一方面可能是之前求胜心切导致某
些细节不够扎实，另一方面也是这些
年的实际潜水中不太注意细节，养成
了标准动作之外的习惯，总之突然遇
到如此严格的要求确实是倍感不适。
      经过了泳池里的打击之后，我决
定认真地思考总结经验和教训，痛定
思痛，满怀信心地准备迎接真实洞穴
的挑战。结果自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在真实的洞穴里——成功收获了更
多的痛！——痛到我怀疑之前钻沉船
的记忆是不是偷来的……
      沉船跟洞穴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即使个人技巧有多好都没用，一样不
会毕业。
    通过WUD Rec2+Tec1课程学习，
以及平时的刻苦训练，我和我的同伴
已经能够独立安全的完成一次的 60
米以内减压潜水。感谢 WUD 的教练，
让我的潜水技术有了大跨步的提升。
    我会继续苦逼并且快乐的在技术
潜水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因为学习
使 我 快 乐。 准 备 Tec2， Cave1，
Cave2，相信离梦想会越来越近。

 唐晓宁
         接触技术潜水也有几年的时间了，
说起经历也能讲出一些：南下印度洋
在二战沉没的航空母舰里慰问过骷髅；
北上北极圈砸穿过万里冰盖还系着绳
子跳下去；也背着五个瓶子在 91 米
吸过各种比例的三混气。曾经自以为
水下的情况多少也都能应付应付，直
到天边飘来一片乌云搅浑了我那颗原
本像水母湖一样平静清澈的内心……
      本来是抱着很不端正的态度被朋

比如说最简单的打绳结。沉船里人造
的结构很多，想找到能够打结的位置
也并不难。但是洞穴里全都是被自然
水流摩去了棱角的石头，圆滚滑腻，
绳结非常容易脱落。至少我在沉船里
从来没经历过一个绳结打了 5 分钟还
打不上的情况。至于无能见度寻找主
绳这类科目也遇到了新问题。在沉船
里空间比较狭小，一般不会离主绳太
远。寻找的时候能够游动的方向也没
有很多，但是在形状可以任性生长的
洞穴里，鬼才知道你能够遇到什么……
     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和为期 7-8
天对世界的重新认识之后，蓦然回首，
除了那一地的艰辛之外，还看到了不
一样的风景。比起课程之初的视频，
不禁感叹确实变化明显。随着很多小
细节的改正，一些困扰多年却不知原
委的老问题竟然也奇迹般的迎刃而解。
上了 WUD Cave 之后，真是腰也不
酸了、腿也不痛了、精神倍儿好……
    朋友！你想短时间提高你的技术
水平么？你想改掉多年养成的坏习惯
么？你想在被虐中体验快乐的感觉
么？请您认准——WUD Cave课程。

李熙
      I got more than what I paid for. 
      潜水一路没有捷径。自从完成
了WUD Rec 1之后，期待已久的
WUD Cave 1课程再历经百般挫折
后终于敲定在了17年1月在绿窟潭进
行。虽然已经过去了6个月，但当初
上课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至今还可
以清晰地回顾这个课程所教授的知识

和赋予我的能力。 
1、 Cave 1 课程介绍了洞穴潜水的起
源，以及洞穴潜水的基础知识。 
2、 洞穴潜水可能遇到的风险，以及
如何尽量规避这些风险。 
3、 如何使用线轮，如何拉线、布
线，如何使用跳线，如何布置标识等
等。 
4、 大量模拟了无能见度下如何有效
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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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强化了我对灯光信号，团队位
置，潜水计划的能力。 
      WUD Cave 1这几天的训练带给
我最大的冲击并不是我终于进入了洞
穴潜水，而是让我明白了洞穴潜水是
多么严肃的一类运动，为什么历史上
那么多意外发生，为什么我们需要不
断的训练，大量的实践潜水来积累经
验，为什么每一个探索者都那么值得
尊敬。 
      我从Rec 1 到 Tec1一路其实都很
顺利，每一个课程每一个技巧都没有
遇到太大的困难，在处理紧急情况的
时候也没有慌乱，都可以淡然处之。
可是在WUD Cave 1课程的时候，经
验的短板就暴露出来了。很清楚的记
得，在我们进行无能见度漏气处理的
时候，常常会忘记某一步程序。这样
的错误并不是只犯一次，而是重重复
复的很多次，并且自己完全没有意识
到。对我冲击最大的是其中一次训练
潜水，依然是无能见度，我由于一个
很微小的错误，导致自己在短短几米
之后的地方被引导绳缠到无法动弹，
虽然心里很清楚这是模拟，可是在眼
前一片漆黑，完全失去位置感官的时

候，还是深深地感受到无力和恐惧。
如果这不是一次模拟，而是真实情
况，那会是怎样的结果呢，对我的潜
伴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像呢？ 
      WUD Cave 1课程教会我的不仅
仅是基础洞穴潜水，更让我明白了潜
水一路没有捷径，在经验缺失的情况
下，面对紧急情况的无力感和恐惧
感。同样的技巧，相似的紧急情况，
在开放水域可以很好的处理，为什么
在洞穴里就无法完成呢。为什么会出
现无法即时响应同伴的灯光信号，无
法意识到自己不经意间犯下的错误
呢？ 
      课程只是一个开端，想要成为一
名真正合格的洞穴潜水员，不是完成
一个又一个课程就可以的，而是需要
不断的练习，大量的cave潜水，从而
适应压力，让面对紧急情况时候的处
理变为本能，才能安全，舒适的去享
受每一个绝美的洞穴。
（李熙于2016年5月完成WUD Rec1, 
8月完成Tec1课程，17年1月完成
Cave1课程）

金雪峰
       我的Cave1起步较深潜晚很多。从事技术潜水4年，去年5月份才在绿窟
潭完成Cave1 课程。2017年4月完成GUE Cave1课程。各个组织各有所长，
而我喜欢WUD 洞穴潜水的探索经验与严谨态度，决定进一步学习其Cave2
课程。与Cave1的基础练习比较，WUD Cave2相当于其他组织的full cave课
程，但更加系统严格。回顾课程的目标，我现在可以很清晰地回答出Cave2课
程赋予我的知识与能力：

1、 Cave2课程要求更高效熟练的操作 ，提高了洞穴潜水基础技巧。
2、 探索潜水需要利用跳线、搭建环线去到新的空间，课程中学会了怎样在复
杂的通道中导航前进。
3、 潜水过程中能够使用阶段气瓶延长探索。
4、 深度洞穴比开放水域存在更多压力，WUD Cave2课程中学会了怎样更加
有效的去洞穴减压潜水。
5、 提高了潜水计划能力。针对Cave2，只有培养出丰富的洞穴潜水经验，才
能有效的制定出一份完整的潜水计划。

       WUD Cave2 课程训练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几天学习，更多的是需要一段
时间的实践潜水。它始于一个开端的技能传授，然后就是自我技能的训练和经
验值的不断积累。合格的潜水员往往成长于大量的实践Cave2的潜水中。
      在这些潜水中，深切感受到深度、黑暗对人带来的心理压力。我们能做的
是——训练：技巧基础增加信心，熟悉紧急情况处理；经验累积增加舒适度，
熟练应用技巧，建立本能的正确反应。利用团队来提高能力分担工作。使得装
备做到简单、熟悉、统一；计划周密而保守。
这些都可以完成后，才会从容完成Cave2的潜水。
       潜水这条路很艰难，但回报是看到真正洞穴的美丽。身为中国潜水员，能
够探索了解我们所居住土地的奥秘水系，是一种难得的记忆。

(金雪峰(Cyril)于2016年3
月开始WUD课程学习，
通过了Cave1, Tec2课
程，并开始了Tec3以及
Cave2课程。2017 年3月
成为Tec1教练。是梅州绿
窟潭洞穴测绘活动的主要
贡献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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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D教学内容更新
文/WUD训练委员会

本文涵盖了近期的训练标准和教材内容更新

关于电脑表使用的规定

       在 WUD2016 版的教材中，我们
要求学员不要单纯依赖电脑表，可以
只使用时间深度计（Bottom timer)
进行潜水。但是针对以下几个问题，
我们决定作出训练更新：

1 潜水员可能没有准确计划免减压或
者减压潜水时间
2 潜水员无法在短时间内准确使用平
均深度的概念，可能导致计算免减压
或者减压时间不够准确
3 现在电脑表普及并且算法得到公认，
如果不使用电脑表进行潜水可能导致
法律风险
4 不使用电脑表可能会让不规则的潜
水（比如洞穴潜水）更难计划
所以 WUD 决定修改教材中对于电脑
表的使用规定

REC 课程中
       必须使用 NOAA 免减压表格进行
计划潜水，列出免减压时间和上升模
式，
      必须使用电脑表。可以使用时间
深度计，但是必须有电脑表备份。

TEC 课程中
       上升方法中增加使用电脑表计划

关于使用 Ratio Deco，必须使用减
压潜水电脑表进行备份（课程中必须
使用减压潜水电脑表），必须等到团
队电脑表减压结束才能升水。
Ratio Deco 是课程中用于计划的主
要方法，但是必须使用 Baltic 等软件
（VPM 及 Buhlman) 进行验证
Ratio Deco 可 以 用 来 计 算 减 压 方
案， 其 保 守 效 果 近 似 Buhlman GF 
20/85，关于平均深度的选择都会影
响保守程度，个体差异也会影响保守
程度。
关于平均深度选择，需要更加保守（取
更大深度）

CAVE1 课程中

       必须使用潜水电脑表进行潜水
潜水计划时，如果使用平均深度，取
较大的平均深度更加保守

标准及教材更新

WUD 教练手册：

 » REC1 参加资格修改为进阶开
放水域潜水员及以上。

 » 进阶开放水域潜水员课程不教
授旋转及后退踢法。

 » 修改了 CAVE1 和 2 课程的参
加资格

 » 用 环 保 潜 水 员 基 础 技 巧 训
练 替 代 了 进 阶 基 础 课 程 的
WORKSHOP。

 » 增加了环保潜水员基础技巧训
练教练的资格。

REC1 课程：

 » 增加了使用潜水计划表格或者
软件进行计划，必须使用电脑
表进行备份，不能只使用时间
深度计 (BT) P82

 » 潜水计划使用最大深度
 
REC2 课程：

 » 增加了使用潜水计划表格或者
软件进行计划，必须使用电脑
表进行备份，不能只使用时间
深度计 (BT) P72

 » 潜水计划使用最大深度
 
CAVE 课程：

 » 增加了喀斯特地质构成及洞穴
生物的相关内容 P23

 » 增加潜水时间，深度和距离的
决定因素 P141

 » 增加 WUD 在淡水保护中所做
的努力 P162

 

TEC1 课程：

 » 我们是否需要使用 deco stop ？ 
P61 62

 » 保守使用平均深度 P87
 » 恰当使用平均深度 P89
 » 使用 Ratio deco 进行计划潜水，

必须使用相应的减压潜水电脑表进
行备份 P98

DPV，TEC2 和 CAVE3 课程

 » 修改了使用 DPV 进行电量计划的
方法

 » 增加了使用推进器计划潜水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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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W课程若干问题 
文/WUD训练委员会

         进阶开放水域潜水员课程
为想提高基础浮力技巧，了解
Hogarthian装备配置及在更多
环境下潜水的潜水员而设立。课
程将教授水下姿态及悬浮，蛙
踢，水下导航技巧，夜间潜水和
最大30米深度的深潜相关知识
和技巧。
          



问：为什么要开设进阶开放水域课程？
答：因为课程的目标是教授休闲潜水员使用背飞及长短喉进行潜水，并且融入
REC1 课程中的一些个人和团队技巧要求，课程也将教授特殊环境下的潜水技
巧。学生将接触全新的装备，技巧要求和安全理念。完成课程后，学生将可以
去更多的环境潜水，潜水将会更安全，更有乐趣。

问 : 课程有什么特色？
答：
1. 使用背飞和长短喉
2. 教授平衡配重及蛙踢
3. 导航，夜潜和深潜为必修课程
4. 夜潜和深潜融入技术潜水的灯光和团队位置要求
5. 强调潜水计划能力
6. 强调潜水意识
7. 强调团队处理紧急情况程序
8. 课程可以与 REC1 进行链接
9. 导航等每个核心技巧都需要在开放水域中进行。

问：课程的参加条件？
答：完成了 WUD 开放水域潜水员课程或者其他
体系类似课程的潜水员都可以参加课程，但是如
果无法达到 WUD 开放水域潜水员的基本要求，
可能会被要求进行课程外的补习。

问：如何才能获取证书？
答：首先完成课程内容，通过理论和实践的考核。 
教练将会对技巧进行评分，学生也将对教练进行
评分。课程完成后，教练上传课程练习视频，经
过技术委员会审核后，签发证书。WUD 的证书
需要你来赢取，而不是花钱来买。

问：课程安排是什么样的？
答：首先需要一天的限制水域进行装备熟悉及基
本技巧练习，然后需要一到两天完成开放水域的
三次潜水（如果没有达到要求可能需要进行更多
潜水）

问：导航需要完成哪些内容？
答：测量游动距离，自然导航，直线往返和正方

形导航

问：夜潜需要完成哪些内容？
答：潜水计划，灯光的使用，灯光故障，
合理的团队位置，导航，紧急情况处理，
上升及停留，释放 SMB

问：深潜需要完成哪些内容？
答：潜水计划，灯光的使用，合理的
团队位置，导航，紧急情况处理，迷
醉适应，上升及停留，释放 SMB

问：谁可以教授进阶开放水域课程？
答：WUD 进阶开放水域潜水教练

问：如何成为 WUD 进阶开放水域教
练？
答：对于非 WUD 教练，需要至少 5
天的时间完成教练课程，完成教练发
展课程，熟悉 WUD 体系及教学方法，
学习基础理论，完成观看及共同教学

参加资格：
1 WUD 开放水域教练及其他协会开
放水域教练



关于WUD CCR课程
文/WUD训练委员会

        使用封闭循环潜水可以提高探索潜水的效率，降低深
潜的氦气消耗，为水底测绘等工作提供更长的时间。但是
开始学习封闭循环潜水前必须有谨慎认真的态度，丰富的
理论知识和良好的潜水能力。使用封闭循环不是为了耍酷
或者证明自己，如果你只是一知半解地使用它，将会有很
高的几率发生事故。

课程设置原因：
提供高品质的封闭循环教学，统一团
队程序，方便进行探索。

课程级别：
CCR1
      主要为熟悉封闭循环的基础理论
和操作而设置，30 米以内的免减压潜
水。为了保证课程质量和学生安全，
所有参加者必须是 WUD Tec1 或其
他协会类似级别（需评估），参加封
闭循环课程之前必须有扎实的基本功
和理论。

CCR2
      主要为了安全使用封闭循环进行
减压潜水而设立，课程将进行 51 米的
减压潜水。为了保证课程质量和学生
安全，所有参加者必须是 WUD Tec2
或其他协会类似级别（需评估），参
加课程的潜水员应该有至少 50 小时
的封闭循环使用时间以及 50 次开放
循环减压潜水经验。

CCR3
      主要为了安全使用封闭循环进行
探索减压潜水而设立，课程将进行 75
米的长时间减压潜水。为了保证课程
质量和学生安全，所有参加者必须是
WUD Tec3 或其他协会类似级别（需
评估），参加课程的潜水员应该有至
少 100 小时的封闭循环使用时间以及
100 次开放循环减压潜水经验。

为什么选择 WUD 封闭循环潜水课
程？

1 高准入门槛，这样可以确保学员
在课程中理解更清晰，收获更多内
容
2 课程的技巧要求来自于封闭循环
在减压及洞穴潜水中的实际应用，
问题模拟贴近实际
3 标准统一的紧急情况处理流程
4 视频，教材及书面的程序流程
5 将使用交叉及视频考核确保课程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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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 JJ-CCR 作为课程主推机型？

1 产品可靠、结实
2 售后服务较好
3 结构和使用相对简单
4 比较容易更改配置方法

关于 JJ CCR 的厂商认证：
        JJ CCR 厂商仅提供 TDI、IANTD 和 IART 的认证。
WUD 的封闭循环课程的训练标准独立于厂商的标准，是为了满足
WUD 潜水员更安全地使用 JJ-CCR 进行探索潜水而设立的标准。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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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喀斯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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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概况：

梅州绿窟潭
坐标： 24.563657, 116.351092
水温：19-20 度
能见度：1-10 米
水流：无
地质：松散的石灰岩结构

2017 年 5 月

      任  务

      搭建好气站平台，运输部分绿窟潭项目装备，包括：5 对双瓶，十余只减
压气瓶及各种备用装备、混气工具，这对于日后的探索和团队的成长至关重要。
一个有能力的团队组成需要很长的时间，一个项目的进展不能只依靠几个人的
努力。有了供应方便的训练地点、良好的后勤保障、进行严谨的训练，团队的
成长将会加快很多。
    探索 B 通道，对以前 A 通道的方向进行重新测绘。

    团  队

    王远 金雪峰 谢鹏 朱明 冼家乐

    经  过

    在绿窟潭使用开放循环进行潜水，
需要比较大的后勤工作量以及面临落
石导致零能见度的风险（团队第二次
潜水就在 B 通道遭遇了 30 米距离的
低能见度状况，但是良好的训练和循
序渐进的方法可以降低风险。此次
WUD 的 5 名潜水员进行了洞穴 2 级
别的团队磨合和适应。得益于配气平
台的使用，开放循环潜水员的配气效
率大大增加。

5 月 12 日
潜水 1：适应环境，连接跳线，练习
紧急情况处理， 深度 50 米，BT 50
分钟

5 月 13 日
潜水 2：推进 B 线路，布置测绘站，
测绘，在 52 米深度连接 A 线路，返
回时遭遇塌陷，30 米长度哪无能见度，
深度 50 米，BT 60 分钟

5 月 14 日
潜水 3: 在 A 线路布置测绘站，清理
A 线旧路线绳，回收了 100 米左右的
引导绳，深度 62 米，BT60 分钟

5 月 16 日
潜水 4: 前往 A 线路终点，确认前方
无路，向洞口方向布线，希望晚些能
重新连接 B 线，返回时测绘，深度
65 米，BT 70 分钟

5 月 18 日
潜水 5：在 A 线路布置三处跳线标示，
测绘，回收 B 线主轮，更改方向计划
在 60-65 米深度连接 A 线路终点。
收回所有跳线，深度 57 米，BT 65
分钟

    结  果

     气站基本完工，我们对主引导线进行了修正测绘，拍摄，标示路线绳，探
索 B 通道，清理潭底旧日导线系统及垃圾。并成功搭建了深度 50-65 米的
推进器训练线路及各种跳线训练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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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  绘

      准确测绘的前提是
设置连续的引导绳线
路。在每个线路转角
处都着手建立测绘站。
以两组人员交替用指
北针在测绘站定位角
度相互核验，确保数据
的可靠性。我们也会
记录该测绘站的深度，
洞穴内上下左右的距
离，并以导线上的事
先绑定的固定距离节
点数来估算各测绘站
之间的距离。

    数 据 反 复 验 证 无 误 后， 所 有
汇 总 被 输 入 到 测 绘 软 件（ 例 如
COMPASS），我们将以水下地貌
的特征点对绘图修正，并使用洞口的
GPS 数据，在谷歌地球数据库中上
生成真实的洞穴地图。为世界洞穴的
记录增添一个中国的坐标。

 （建立测绘站）

    在绿窟潭测绘，由于通道宏大，
深度达到 50 余米，得到准确的数
据难度远大于国外很多浅水层钟乳
石洞穴的实施。通常收集每个测绘
站的信息可能需要多人多潜才可以
完成。每一步进展都凝聚着中国洞
穴潜水员的努力与心血。

                                                     

                                                                   （记录数据）

2017 年 6 月 13-14 日

      任  务

      利用短暂时间再次返回绿窟潭，这次沿着洞穴的 B 线，向内继续延伸，
力争和洞穴 A 线相遇。在整个洞厅的 AB 侧都布置引导绳并且完成环线，可
以更容易测绘洞穴的结构，也有利于今后的潜水训练。

    经  过

    这次的活动正好
赶上台风天，大量
降雨导致水位上升
2 米左右，30 米以
上的能见度都非常
差。在水底能见度
依然在 8 米左右。
减压的难度相对较
大。

6 月 13 日： 将 B
线收回，改为和 A
线平行位置向洞内
延伸，返回时对 B
线进行测绘，深度
55 米， 水 底 时 间
50 分钟

6 月 14 日： 继续延伸 B 线，找到 A 线，返回时测绘及修正 A 线数据，深度
63 米，水底时间 60 分钟

    结  果

    完成 B 线推进和测绘，测量了洞室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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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27 日 - 7 月 2 日

      任  务

     此次潜水的任务是探索未知的洞室，布置引导绳，完成基本测绘，布置警
示标示

    团  队

     团队 1: 王远 金雪峰 / 团队 2: 韦柏 冼家乐 / 团队 3: 区耀方 刘晓

    经  过

    经过连日下雨，水潭在 30 米深度
以上能见度依然不到 1 米，但是在深
水，能见度可以达到 10 米。我们这次
探索活动首先将 B 线与 A 线的终点连
接，然后使用推进器进行环线驾驶，
探查了可能存在新洞室的几个地点，
最终找到新洞室，布置引导绳，完成
初步测绘。

6 月 29 日， 连接 A 线终点，深度 68 米，
水底时间 60 分钟
6 月 30 日，搜寻新洞室，深度 68 米，
水底时间 60 分钟
7 月 1 日，探索新洞室，布置引导绳，
测绘，深度 73 米，水底时间 55 分钟
7 月 2 日，探索新洞穴，布置引导绳，
测绘，深度 83 米，水底时间 65 分钟

    结  果

    完成了最长环线设置，方便日后教学。在洞口进行了警示牌设置，测绘了

B 线路，对新洞室进行了布线，探索。录像及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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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武鸣探
索

G.X.K.S.P

2017 年 6 月 12 日

    地    点

    灵婉湖

    
    任    务

      测绘洞穴灵婉湖。早在 2015 年时就进行过测绘，但由于当时此洞只是用
于测绘练习，并没有将洞内完整测绘。2016 年，WUD 成员王远，韦柏，考
乐，金雪峰使用 NO MOUNT DIVING 的方式，将原先未完成的部分重新进
行探索。

    团    队

     韦柏       冼家乐 （考乐）    于芳  （Ada）

    经    过

    此次测绘在已知洞内狭窄低矮的情况下，全部成员使用 SIDEMOUNT 进
行。韦柏负责放置标示和记录方向，Ada 负责拉收皮尺和确认距离，考乐负
责记录和收测绘标示。潜水总时间为 200 分钟，分两次潜水进行。将之前的
60 米长度校正成 161 米。延长部分中左右主要狭小部分长度约 20 米，次要
狭小部分 35 米，主要狭小低矮部分 40 米。

    结    果

    完成全部洞穴测绘，绘制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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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13-14 日

    地    点

    锣圩水厂
    
    任    务

      探索新洞穴 - 锣圩水厂

    团    队

     韦柏  冼家乐 于芳

    经    过

    早在一年多前就对这里进行了初探，但当时所携带的双瓶背飞并不适合于
此狭窄入口于是作罢。
     由于是初入此洞，团队成员采取较为保守的四分之一原则，使用装备依然
是侧挂。韦柏负责拉线找路，于芳作为第二人进行协助，考乐负责记录及观
察洞穴环境。团队入水沿着积水潭朝
洞口方向趟水 20 米进入洞穴。入口
类似于 Pawod 洞为斜下夹缝，下潜
至 6 米后前行 8 米进入开阔区域。
随后右转搜索西北处区域，在水深约
8 米处可以看到早期取水人工所搭建
的木梯，顺着木梯往里进入人工开凿
通道，进而发现锣圩水厂抽水泵机，
经判断无水流随后回头。由于洞内淤
泥和灰尘较大，在回到第二绳结处后，能见度下降较为厉害，团队决定暂时
放弃搜索，返回洞口。考虑到出水时间较晚，且洞内能见度不佳，团队成员
决定第二日再对洞内其他部分进行搜索。

14 日，锣圩水厂 AB 洞
      在进洞之前，团队听闻当地村民得知山后有一处不大的洞口，便前往探索。 
发现洞内有一水道，在水面初探并确定方向后，立即转回昨日的洞穴（A）。
鉴于 13 日搜索时洞内灰尘较大且空间不是很宽广，出于安全以及提高效率

的原则，团队由 3 人减至 2 人，继续由韦柏拉线搜索，考乐协助并观察环境。
此次进入后团队选择朝西南区域 15 米左右水深探索，此水深区域环境为较为
松散的石灰岩，而底部均为厚重的淤泥，并在前行 15 米后为死路。进而上升
到 12 米左右略偏正西方向前行，而这一区域则为大片较为坚硬光滑的岩石，
岩石表面覆着少量贝壳化石，其特征与灵婉湖内部低矮处岩石相仿，无灰尘
或淤泥覆盖但无水流。我与考乐正为找到最有可能的通道而开心前行，30 米
后 却 又 遇 到 死
路，终点之处只
有一很小凹陷，
目测无贯通。
      在遭受 A 洞
不通的打击后，
团队立即转移至
先前考察过的山
后 B 洞， 希 望
能够从此洞中找
到 线 索。AB 两
洞距离较远，需
要行走山路且穿
越芭蕉林，在此情况下又遇到暴风雨，但并没有抵消我们的热情。步履艰难
的将一个个气瓶运输至 B 洞口，跻身进入不大的洞穴，此时身上已不知是汗
水还是雨水。一切准备就绪后，团队成员韦柏和考乐依旧按照原来的分工，
朝洞穴深处趟水进入。水道深约 1 米，左右空间 1 至 2 米。至少 2 米高的洞室，
不少钟乳石垂于洞顶。而脚下趟着较为松软的淤泥。之所以没有布线进入考
虑到通道平时是没有积水的，担心留下引导绳会误导人员进入。约前行 45 米
后，开始变深，并由此进入洞穴内部开阔区域。此区域的结构与 A 洞极为相
似，同样是较深区域为松散的石灰岩及淤泥沉积与底部，较浅部分均为光滑
坚硬的大岩石。与 A 洞不同的是 B 洞能见度更好些，可以达到 10 米能见度，
洞穴宽度也有近 12 米。遗憾的是，即使我们朝着 A 洞的方向进行拉线搜索，
也仅仅只走了 30 米就到达洞穴尽头，与 A 洞一样的情况。想着能在水中从
B 洞找到通往 A 洞的线索基本无法实现。由于一天进行两个洞穴的探索耗时
比较大，原来还计划在 B 洞水面之上的气室进行搜索的计划也无法实现。但
也正因如此，也才留下了不断探索的想法。

      结    果

      武鸣地区的水质在广西是一流的，但是大多为夹缝，深度不大，侧挂是最
好的工具。此次活动灵婉湖已经推进到尽头，剩余探索空间非常小，完成了
测绘。锣圩水厂 AB 洞穴联通的尝试基本无法实现，但是该地区有多个侧挂
洞穴可以探索，下次我们将尝试其他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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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洞穴潜水介绍
文 / 樊鹏  

Car Wash( 洗车场 )

     Cenote Aktun Ha 的另一个名字“洗车场”更为人知。起因为图卢姆出租
车司机曾经在 cenote 洗车，这里他们能很方便地开车到水边。水位接近也可
以方便潜水员入水。洞穴最受欢迎的部分是逆流线路，分布着大体积的的板栗
色的石柱。另外为人所知的是在其开放水域部分有许多美丽的植被和淡水鱼。
当你从洞外向洞内游动时，你会看到一棵巨大的坠落在水中的树木。而从洞穴
中回到开放的水域时，阳光通过树木的根系渗透进来，形成一个神奇的光线布
景。一条小鳄鱼也常年生活在这里。
     对于洞穴潜水员，“眼泪”房可以从洗车场进入。这个水下空间位于 Car  
Wash 和 Cenote Zazil Ha 之间。 这个房间被认为是水下洞穴世界的真正宝
石之一。 要进入这个神奇的房间，你必须找到一个秘密的跳线，这样的潜水及

An
ge

li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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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令人兴奋，满足视觉享受。

Angelita

      Angelita 位于图卢姆以南几分钟车程。这个潜点与其说洞穴不如说是一个
沉降坑，这里的真正的密闭空间很少。 这个潜点也是是潜水员的最爱，它最大
深度为 180 英尺 /55 米，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通常在 100 英尺 / 30 米处。 
在这个深度，有一个非常浓密的硫化氢云，看起来像巧克力奶，而大约在 110
英尺 / 33 米的地方，云层下就是清澈透明的盐水。由于云层将光线完全吸收，
这里是完全黑暗的，潜水体验非常独特。这里适合进阶潜水员。 我们建议您将
此处潜水与 Grand Cenote 或 Calavera 结合在一天完成。

Chikin Ha

Chikin-Ha 在 距 离 Playa del 
Carmen 以 南 约 25 公 里，
Puerto Aventuras 港口附近。 
这个洞穴开放水域为一个大的
半月形，顶壁倾斜、水质清澈。
半洞穴潜水即可带你前往“彩
虹 ”Cenote。 洞 穴 内 30 英
尺 / 10 米的深度，全是盐跃层
（halocline），可以看到淡水
和海水的分离。 在阳光灿烂的
日子里，潜水员应始终注目于
入口处壮观的光影效果。

Dos Ojos( 双眸 )

       Cenotes Dos Ojos 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洞穴潜点之一。 Dos Ojos 是双
眸的西班牙语，指的是两个相邻的 cenotes 连接并共享的非常大的半洞穴区域。
这两个 cenotes 就像深入地下的两只大眼睛。对于整个洞穴系统的初步潜水
探索就开始于这些 cenotes。

      这两个洞穴系统在同一
个地方开始和结束，但是彼
此结构和景观迥然不同。

      BARBIE LINE 在 500
米（1,600 英尺）的环线上，
主要沿着第二只眼睛的开放
区域引导潜水员，这里日光
充沛。它还给予潜水员巨大
的空间游动于石笋和钟乳石
间。

      BAT CAVE LINE 感觉
就像一个洞穴。这里相对最
更黑暗。它引导通往一个充
满空气的蝙蝠洞，但几乎没

有阳光可以照射进来。
        Dos Ojos 水下洞穴系统在 2002 年 IMAX 电影“神奇的洞穴之旅”和
2006 年 BBC 发现频道系列“行星地球”以及 2005 年好莱坞电影“洞穴”
的部分片段中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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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an Blue( 玛雅蓝 )

       玛雅蓝是 Sistema Naranjal
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性是
与世界上最大的水下洞穴系统
Sistema Ox Bel Ha 联 通。
Mayan Blue 位于 307 号高速公
路 旁，Cenote Naharo 对 面。
停车场距离洞穴入口所在的丛林
约一公里。

泻湖
      Cenote 玛雅蓝色实际上是
一个 L 形的泻湖。通道 A 入口最
靠近停车场 ; 通道 B 入口在湖中
部左侧；另一个“dead zone 死
区”入口处于最远端。每个入口
以统一规则布线，与其他入口相

连。

入口
     通道 A 和 B 逆流而上过几个结点，
A 将 带 您 进 入“ 战 舰 室”， 并 连 接 到
Naharon（Naharon 到 Mayan Blue
横穿是受欢迎的潜水路线）。 通道 B 主
线不仅连接到 A，还连接到通道 E 和 F，
以及许多其他跳线。多种环线路线都颇
具有可能性。
      从死区沿着Ox Bel Ha方向向下游，
主线可到达 Cenote 太阳。然而，通过
许多种的跳线连接后，你会回到通道 A。

编队
    整个系统的深度差异很大，在盐水层
里可达 80 英尺。像 Naharon 一样，淡
水层往往会导致视觉变暗。特别是当你

进一步上游时。相比之下，盐水层颜色往往是非常白。而在盐水层潜水可能会
导致提早进入减压。

Grand cenote

      是当地最好的洞穴潜水
点之一，属于 Sac Aktun 洞
穴系统。白色的墙壁和钟乳
石，在灯光照射下非常漂亮，
平均深度在 12 米左右，潜
水员可以探访多条通道，完
成穿越及环形线路。

Nohoch nah Chich 

      Nohoch nah Chich 是玛雅文“巨型鸟笼”的意思，许多人觉得这是最美
的水下洞穴。它也正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下洞穴系统，直到 Sistema Ox 
Bel Ha 被开发并打破这个记录。
      直到最近，前往 Nohoch 本身就是一场冒险。不像大多数其他受欢迎的尤
卡坦洞穴潜点，你不能简单地开车去放下你的装备。首先，你必须与当地的潜
水向导合作（这仍然是一个好主意），让他提前知道你想在你的行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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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Nohoch 潜水。

      今天你可以开车直到 Rodriquez 家庭的路边，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支付
费用后，会看到一个大型的 cenote，阶梯通往中心的主岛。不要担心运输装
备问题，Nohoch 男孩可以通过绳索将它垂吊给你。
     你会在宽阔的平台上走近水面。向导会带您做一次漫长而浅的潜水。没必
要着急 , 无论你走多远，或者走哪条线，你都只能欣赏到一小部分洞穴。但没
关系，你看到的一切都会完全令人鼓舞。

       由于该潜点的特质，很多人会用 80s 的双瓶做两次潜水。由于深度很浅（20
到 30 英尺或更小），潜水底部时间将非常充足。
如何描述 Nohoch ？甚至英语里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汇来恰当描述。只要说，你
会看到一个非常大，充满白色而闪亮石柱的洞穴，复杂，细腻的地质构成到处
都是。这会是你余生中都会记得的一段经历。

Temple of doom

         这里又被称为 cenote Calavera，与周围的洞穴截然不同。入口是地表
的一个圆洞，从这里你需要跳下 3 米才能到达水面。水下都是地表塌陷的大石
块，但是也隐藏着很多化石。洞穴系统从这里向多个方向延伸，通道中有很大

的向上或者向下延伸的石笋及奇特的盐跃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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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amgate

        道路比较崎岖，但是相对人比较少。有很多漂亮的石笋。这里的空间有些
地方比较小，需要小心的浮力控制。这里最出名的应该是“Hall of Mirrors” 
，一个大洞厅，成千上万的钟乳石悬挂在黑色镜子般的顶部。

美国洞穴简史(一)
文/徐余

         洞穴潜水作为技术潜水的一个分支，在整个潜水运动中只占有很
小的比重，上千万潜水员大军中，有Full cave级别的洞潜潜水员可能
不过万人。但洞潜作为一项独特、进取、极限的运动，对潜水的发展起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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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熟知的GUE PSAI IANTD TDI等潜水组织，Halcyon、Diveri-
te、Hollis等品牌都起源洞潜。甚至连电脑表、BCD、湿衣、潜水灯、背飞、
双瓶、侧挂、推进器、CCR等等潜水设备也都是首先在洞穴环境下发展起来
的。
      “如果这些还不算要紧的话，那么各位，潜水的核心理论和操作程序，比
如减压理论、高氧理论、trimix理论、气体计划、紧急情况处理程序、事故分
析等也是首先在洞穴环境下生根发芽，通过一代又一代洞穴潜水员用生命不断
实践，才最终修正完善成目前为大家所接受的潜水知识和理论体系。
        洞潜的历史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过短短60年，但这一甲子的须臾瞬间，这
项运动就从用牛奶桶（milk jugs）做浮力调节器发展到现在的全电子控制循环
呼吸器，如果伟大的Sheck Exley活到今天，也肯定会感慨这项由他奠基的运
动的沧海桑田之变，在这历史画卷中间，有伟大人物的诞生，有成名巨星的陨
落，还有许许多多历史事件，值得我们这些普通潜水员去回味和学习。”

      从雅克库斯托（他还是法兰西学
院院士，金棕榈奖导演）发明水肺装
置（Scuba）以后10年，1951的夏
天，在佛罗里达奥卡拉市Silver河源
头，有一堆泉眼，其中最大的一个
叫Silver springs，两个学地质的年
轻人Charles McNabb和Bill Ray第
一次用水肺装备探索了这个洞穴，他
们除了最原始的双管呼吸器和脚蹼面
镜之外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潜水装
备，但他们还是兴致勃勃的写了一篇
文章，描述的水肺潜水的乐趣和在洞
穴里发现的乳齿象牙齿化石。甚至还
拍了一张照片。
        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不仅仅是地质学届及探洞群体，很多
年轻人也觉得这个玩法很酷。由于中
北佛罗里达到处是泉眼，水肺装置和
这些运动很快就在佛罗里达兴起，以
至于佛罗里达洞穴协会（美国国家洞
穴协会分潜水分部），在1953年开
展了历史上第一次的潜水培训活动，
培训内容现在不得而知，但肯定没有
教材也没有考试，当然也不会有金光
闪闪的潜水证。
        随后，在Woodville平原的
Wakulla泉（也是后来WKPP潜水
员创造洞潜长度世界纪录的地方）
，在莱克城的Little River、Gin-
nie Springs（现在也被称为Cave 
Country）等等地方。洞穴爱好者们
以菜鸟潜水员那种鸡血式的狂热开始
了大跃进。
        有人讲过一个笑话，那个时期
的潜水计划是这样的：

“哥们我家后院好像有个泉眼哎”

“够大么”
“够”
“走”

        在一切还处于混沌的时代，他
们用记忆进行导航，用肉体实验减
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洞穴潜水的记
录。但那时候的潜水装备惨不忍睹，
浮力控制用的是一个牛奶桶，绳子寄
在气瓶上；最早期的气压表也是质量
差到随时爆炸。所以中性基本靠手，
潜水基本靠走，气压基本靠蒙。

        这种情况下，洞穴潜水率的事
故居高不下，到70年代初，洞穴潜
水已经死亡200多人，尤其是1974
年一年，就死了26个洞穴潜水员。
这让佛州的警察、官员们非常愤怒，
这帮孙子到底在玩什么东西，怎么天
天死人，盛怒之下，他们决定关闭一
切洞穴，拒绝这些在他们眼里跟神经
病没两样的洞穴潜水员。
       洞穴潜水的风险已经高到威胁运
动本身的存在了，在这个危机关头、
历史时刻。洞穴潜水界的伟大人物
Sheck Exley冉冉升起，他像摩西一
样，写下五条根本戒律，带领洞潜信
徒走过漫漫黑幕，来到一片光明的应
许之地。

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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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ck Exley
       Sheck Exley是洞穴潜水里程碑
式的人物，他的地位可以比作库克船
长之于航海、林德伯格之于飞行、希
拉里爵士之于登山。
        更难能可贵的是，Sheck 
Exley不但是个天赋超群的洞穴探险
家，名下有一长串的探险记录，还是
一个洞穴潜水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
者。他建立了对潜水事故进行分析
总结的科学方法，提出了洞穴潜水
安全的核心原则，发明了备用二级
等关键性装备，先后担任了NACD 
NSSCDS两大洞潜组织的主席，培
养了如Bill Stone, Wes Skiles,Paul 
Heinerth等一大批优秀的洞穴探险
家。
        某种意义上说，Sheck Exley
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蒙田或者米开朗
基罗，当洞穴潜水还在中世纪步履蹒
跚的时候，他用理性的灯塔引导这个
运动。
        Sheck Exley 1949年出生在佛
州中北部最大城市杰克逊威尔，很
多人说，如果Sheck Exley出生在靠
近 Andrea Doria罗德岛，那么洞潜
和沉船潜水的历史可能都会有很大不
同。

        他19岁的时候和弟弟Edward在
一个洞口玩自由潜水，结果他弟弟不
幸Black Out去世，但这没有影响他
继续深入洞穴的决心。
        在23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世
界上第一个安全完成1000次洞穴潜
水的潜水员（NSSCDS有个Sheck 
Exley奖，颁发给取得FULL CAVE
级别证书后安全完成1000次潜水的
潜水员），在他整整29年的潜水生
涯中进行洞潜的数量超过4000次。
        Exley有着异乎寻常的天赋，
简直是个天生的潜水员。他对氮醉
有超人的耐受力，在Parker Turner
和WKPP项目成功使用Trimix之
前，Exley和同时代的顶级潜水员们
进行了一系列大深度空气潜水比拼，
最深的一次是1970年用空气下到了
142米，但是由于两个同行潜水员的
死亡，这次记录没有被承认（目前
公认的是PSAI创始人Hal Watts在
1970年创造的 126米）。
        Exley还有永动机般的体力和
鲨鱼一样的游泳速度，1989年他在
Wakulla创造了的3.35公里的长度穿
越记录，直到今天仍然是Solo dive
和非推进器的世界纪录。（作为对
比，JJ他们用推进器实现的当前洞
潜长度记录也只是5.79km）。     
80年代后期，Exley主要兴趣在于尝
试用混合气体创造洞深度记录，当时
人们对超过160米的极限反应，Tir-
mix减压等都很不了解，Exley可以
说是用生命在探索，为后辈铺路。
       1989年，墨西哥Zacaton 洞，
他用Trimix创造了深度264米的世界
记录，这个记录直到1993年才被他
的Buddy Jim Bowden打破。
1994年他和Jim一起计划了一个

        在那个危险的年代，洞潜届对
Exley有个普遍的认识，他有魔鬼的
洞察力，无论从整体的计划还是执行
的细节，他似乎都能把握安全的边
际；或者他是上帝的仆人，知道那些
困难是可以用勇气克服的，而哪些诱
惑是理性的终点。这种不知何来可怕
的能力，让他在一次次不可能的潜水
中返回。     
        事实上，Sheck Exley一直以
来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提高洞穴
潜水的安全性，同时代也有人提出
了一些很好的见解，但未能被广泛接
受。
        作为一个数学老师，Exley深
知，他需要和阿基米德一样，从一
个不可动摇的基点推演，才能让那些
目中无人的潜水员们信服。最终他找
到他的支点，他的方法论，事故分析
法，他倡议每一次事故都要有一份详
尽的报告，然后从一份份报告中总结
归纳事故发生的规律。
        在他的著作Basic Cave Di-
ving: A Blueprint for Survival
中，Exley写出了他从事故中总结出
来的几项洞潜原则，这些原则最终被
归纳成五项。

    一：进行洞潜培训，并在培训的
范围内进行洞穴潜水。  
    二：从开放水域开始用一根连续
的绳作为引导。     
    三：保存2/3的气体作为返回气
体。    
    四：在深度潜水时，气体计划尽
可能保守。
    五：保证光源，用三个灯。

        这些原则一开始也被大佬们嗤

1000英尺（305米）深度的潜水计
划，但这次 尝试也最终导致了巨星
的陨落，他去世时年仅45岁，而老
Exley也不得不承受两个儿子都在洞
穴里殒命的事实。（1000英尺的目
标最后是2001年由John Bennett在
PG最终实现）。 

        当然Sheck Exley更伟大的成绩
不是这些记录，而是他为洞穴潜水建
立的一系列原则，以及根据这些原则
开展的教学实践，极大的提高了洞穴
潜水的安全性。
        在他开始从事这个运动的时候，
洞潜      是世界上最危险最不为人接
受的项目；现在，洞潜已经是一项
比较普通的休闲活动了（非Trimix级
别），用佛州人的话说，洞潜就是周
末和最好的朋友一起找个最僻静的地
方放空大脑的休闲活动（敢情和我们
这里周末登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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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鼻，什么三分之一原则，我们用
的是跟伊朗妇女一样保守的二分之一
多一点点的气体计划，什么潜水培
训，天生的佛州人还需要潜水培训？     
        但正是因为这些原则有事故分析
作为依据，有不可动摇的理性基础，
经得起讨论和争辩，因此慢慢地成为
了洞潜届公认的准则。直到今天，它
们依然是洞穴潜水和洞穴培训不可动
摇的根基。
      Sheck Exley还是个杰出的教育
者，探险毕竟是一个很私人的活动，
很多探险家执着内向高傲，并不是一
个很有耐心的教育家。但Exley具有
这种难能可贵的天赋。和内心强大的
Bill Stone不同，Wes Skiles本来是
个吊儿郎当的南部青年，一有空就去
冲浪，在潜店打打零工赚点钱，他很
幸运的认识的Sheck  Exley，也改
变了自己的一生。Exley不但教他潜
水，还经常带他出去一起玩，在这个
杰出老师的熏陶下，Wes Skiles也逐
渐成为一个富有追求的顶级洞穴潜水
员，在以后，Wes Skiles拍摄了大量
的洞穴潜水摄影、视频、电影，成为
了国家地理等公共媒体的撰稿人，成
为推广洞潜运动的第一人。     
Sheck Exley平时是一个中学老师，
有些学生也知道他们这个强壮数学老
师背后的真正身份，很多人缠着他
让他教洞穴潜水，Exley从来不干这
事，像往常一样，他精辟的归纳道，
洞穴潜水是一项理性的运动，不太适
合青春期的孩子。     
Sheck Exley为人谦逊、低调、温
和，有高贵的气质和风度，对一切人
关于潜水的一切问题，他都乐于解
答，和George Irvine等争议人物不
同，Sheck Exley是佛州洞潜届广为

减压理论简史(上)
文/Mark Powell 译/程仁

        Paul Bert于1833
年在欧塞尔(位于法国勃
艮第大区)出生。他抱着
成为工程师的志向进入
了巴黎综合理工大学；
之后他改变了想法，学
习了法律，最终又选择
了生理学。在1863年以
医学博士、1866年以理
学博士的身份在巴黎毕
业之后， 他被任命为波
尔多大学(1866)以及索
邦大学(1869)的教授。
在1870年的革命之后，
他开始投身于政治并于

1874年被选举入了议
会，在1876年被选举进
入了下议院。1881年他
成为了教育和宗教事务
部的大臣。在1886年早
期他被送到了印度支那
并被委任为安南和北圻
地区的总督，在五个月
之后的1886年11月，-
Bert突然死于痢疾，时
年53岁。 
        Bert更多的是以
一个科学j家而不是政治
家或行政官员而被人们
铭记。他的经典之作，
《大气压力》(1878)奠
定了关于气压(高于以
及低于大气气压）生理
效应的知识基础。Bert
开始对登山家和气球驾
驶者由于低气压导致的
问题感兴趣。这引导他
开始研究潜水员同样由
于压力增加所遇到的问
题。他回顾了这个领域
最近的报告，Alphon-
se Gal医生在希腊潜
水时的经历给了他深刻
的印象。Gal是第一个

为了研究人体在水下是
如何反应的而潜水的医
生。Bert研究了Gal的
潜水经历及受伤或罹难
的潜水员的报告。 
       Bert的研究及实验
得出了压力并不是从物
理上影响人体，而是从
化学上改变血液中氧气
的比率来影响人体的结
论。过低的氧气比率导
致缺氧，而过高又导致
氧中毒。他指出了纯氧
在高压环境下对人可能
是致命的，如今中央神
经系统(CNS)氧中毒被
称为Paul Bert效应。 
      在高压下氮气对人
体的影响第一次解释了
潜水减压，这可能是他
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在
研究减压病的起因过程
中，Bert将24条狗暴露
于7-9.75个大气压(等
同于87.5米或290英尺
海水的深度)的环境之
下并迅速将它们在1-4
分钟内减压。实验结果
是21条狗死了，仅有一

本文涵盖了 Paul Bert 和 John Scott Haldane 的背景资料，
正是这两个人发现了减压病成因及其治疗方法的坚实的科学基
础。

Paul Bert (1833 - 1886)

公认的先辈。洞潜圈子甚至用Sheck 
Exley生前对人物的评价来评判一个
洞潜教练是否值得信赖，他们说，如
果这个人对Exley而言够好，那么对
我们就足够优秀。论坛上曾经有个帖
子讨论在Sheck Exley之后是否还有
能与他相提并论的人物，整整几十个
帖子，大家都观点一致的认为，没
有人比得上Exley在他们心目中的地
位，以后也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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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Scott Haldane (1860-1936)

人(caisson worker)需
以一个恒定的速度缓慢
地进行减压“以使他们
不仅有时间让血液中的
氮气逸出，也能有时间
让组织中的氮气进入血
液“。 
       他接着建议潜水员
在一个深潜之后从半途
开始做停留直至水面，
这现在被称为深度停
留，而他是第一个做出
如此建议的人。 
       Bert做了许多实验
以探求当症状出现时治
疗压缩空气疾病的方
法。他的实验展示了当
减压病发生时症状可以
通过将病患送回到加压
环境的沉箱或隧道，缓
慢进行减压来缓解。这
显然是治疗减压病最有
效的再加压治疗法的开
端。他还展示了呼吸纯

氧能高效的缓解减压病
症状。 在他的一个动物
实验中记载到：“...在
呼吸了若干氧气之后，
令人痛苦的症状消失
了。” 
       在之后的记录中，-
Bert尝试去解释为什么
氧气会起作用。“我认
为(症状缓解)可能是因
为呼吸了不含有氮气的
气体，比如说纯氧，扩
散会迅速地多的发生且
可能足够迅速到导致所
有气体（氮气）都从血
液中消失。“ 
       这就是为什么氧气
在治疗减压疾病时是如
此的有效。Bert是第一
个提出氧气再加压治疗
概念的人，虽然它的实
际使用直到许多年之后
才得以实现。       

条狗没有呈现症状。在
一个案例中，从9.5个
大气压的环境下迅速减
压后，狗迅速死亡，器
官破裂，右心脏充满气
体，尸体极度膨胀。然
而，他也发现，如果将
压力在1-1.5个小时之内
逐渐的释放，把狗暴露
在的类似的压力下适度
时间后并不会出现得病
的情况。 
      他确定了观察到的
症状是由于血液和组织
中形成的气泡所导致，
而氮气则是产生气泡
的气体。他继续阐述
是氮气分压的增加导致
氮气开始溶解于身体组
织，随后压力的降低使
氮气开始逸出并形成气
泡。作为这项研究的成
果，Bert做出了如下结
论：潜水员以及沉箱工

       苏格兰生理学家
John Scott Haldane被
认为是现代减压理论之
父。Haldane是第一个
应用科学方法来预测减

压的科学家，他的方法
构成了主流现代减压理
论的基础。 
        Haldane出生于爱
丁堡的一个名门望族。
他在爱丁堡大学接受医
学教育并于1884年毕
业。毕业之后他来到了
邓迪皇后学院(当时是
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一部
分)，之后转到了牛津
大学。在牛津大学他教
授医学课程并指导医学
研究。在1906年，他
与Jogh Gillies Priest-
ley(1880-1941)合作，

发现了呼吸反射是由血
液中二氧化碳浓度过高
而非缺氧触发的。
        在他的晚年，Hal-
dane成为产业工人肺疾
病影响领域的权威，于
1912年被委任为位于唐
卡斯特的矿业研究实验
室的主管。Haldane还
创建了《卫生学杂志》
并于之上发表了第一组
潜水减压表。在他的一
生中，发表了《生物与
环境》（1917）、《呼
吸》(1922)和《一个生
物学家的哲学》（1936

）等著作。Haldane于
1936年逝世。
        Haldane在减压方
面的工作使他在人们，
尤其是潜水员之中被
广为铭记。在1905年
Halndane受皇家海军深
潜委员会之邀作了许多
潜水作业方面的研究。
这写研究中最重要的一
项是寻找避免潜水病或
当时广为所知的“沉箱
病”。当工人工作在加
压的沉箱里对桥梁或隧
道等区域施工时，有时
会抱怨关节疼痛，这种
现象很早就被发觉了。
随着工作深度的增加，

沉箱中的压力会随之增
加，而病症就会变得更
严重。许多患者完全瘫
痪，死亡相当频繁。研
究以及实践观察表明工
人们呼吸的加压气体会
扩散到身体组织内，当
这些气体逸出时会在体
内形成气泡。这样工人
就会得现在被称作为减
压病的“沉箱病”。
       相同的症状出现于
呼吸加压空气的潜水员
之中。潜水员被告知要
在开始之初缓慢上升，
在接近水面的时候可以
加快上升，以此来将风
险最小化。多亏Halda-

ne的研究，我们现在知
道这样做是错误的，有
潜在的危险。 
        Haldane开始在使
用方便获得的、和人类
尺寸相似的山羊作为实
验材料。他发现身体可
以承受一定量的超量气
体而没有明显的病症。
沉箱工人在加压到两个
大气压(10米/33英尺海
水深度)的环境中工作不
管多长时间都并不会经
历任何问题。类似的，
山羊饱和到6个大气压
(50米/165英尺海水深
度）后如果减压到减半
的环境压力下并不会得

Haldane 博士在他的减压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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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压病。
       Haldane写到，“
气泡的形成显然取决于
存在于体液中氮气的过
饱和状态。尽管如此，
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
当处在不超过水面气压
1.25个大气压下时，不
管暴露在这个环境下多
久，也不管减压有多迅
速，都完全不会产生由
气泡导致的病症。因
此，只要不超过从2.25
大气压到1个大气压（比
如说海平面）的减压，
氮气气泡就不会从身体
里释放出来。 
       为了解释这些现
象，Haldane建议我
们将身体想象成一组以
不同速率吸收和释放气
体的组织。这表示这些

组织都被同时暴露在呼
吸进来的处于环境压强
下的气体之下，而每一
个组织对气压的反应不
尽相同。然后，他提出
了一个数学模型来描述
各个组织是如何吸收和
释放气体的，各个组织
能承受多大量的过量压
强。 
        Haldane在构建
吸收和释放氮气到血液
的模型时引入了半饱和
时间的概念。半饱和
时间是一个特定组织
吸收气体达到半饱和状
态所需要的时间。他
提出了半饱和时间为
5,10,20,40,75分钟的5
个组织腔体。
        他还证实了接近
水面时的减压是最危险

Haldane 用来实验的一只山羊，注意它的左前腿得病弯曲了

的。确认(对减压来说)
相对压力差比绝对深度
的改变更重要这一点，
直至今日都是Haldane
的研究工作中，非常重
要的一项。就如我们现
在非常清楚的，在60
米的深度，一个潜水员
为了将绝对压力减半(7
巴-3.5巴)，必须上升
35米到25米；而在20
米的深度，达到相同的
结果(3巴-1.5巴)，却只
要上升15米到5米。他
写到，“因此，对我来
说，将压力迅速地从4
个大气压减少到2个大气
压，或从6个大气要到
3个大气要，都如同从2
个大气压减到1个大气压
一样安全。如果是这样
的话，阶段减压系统将

成为可能；与使用相等的速率上升相
比，它可以允许潜水员以更快的速度
排出氮气。暴露于高压下的时间可以
被相当程度的缩短却又不减少在底部
的可用工作时间。”
        Haldane还开发了基于他的研究
的实用潜水减压表，这些研究结果以
及Haldane的潜水减压表于1908年
发表于《医学杂志》(Boycott, A.E., 
Damant, G.C.C 以及 Haldane, J.S. 
《预防压缩空气疾病》《卫生学杂

必须进行阶段式减压以确保安全

志》卷8(1908) 342-433页) 
        在海军深潜委员会的报告中，
他们决定将委员会的结论以蓝皮书的
方式公布给公众。结论被广泛的接受
并成为英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潜水作业
的基础。1912年美国海军采用了由
Boycott, Damant和Haldane发表的
潜水减压表，美国海军潜水员使用这
些潜水减压表直至1956年。

作者 Mark Powell 是 TDI 的教练训练官，自 1994 年开始成为教练。他于
2008 年出版的《Deco for Divers》（俗称减压圣经）一书，是潜水减压
理论和潜水生理学非常好的概览书籍，此书是众多技术潜水教学机构推荐
的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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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更了解侧挂潜水
文/王远

        侧挂潜水是将气瓶放在身体侧面的一种潜水方式，最早
应用于洞穴环境，但是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休闲潜水员青
睐。因此，关于侧挂的争论也越来越多：休闲潜水员使用侧
挂时是否需要遵守所有侧挂的规则？谁的侧挂是原创？使用
钢瓶和铝瓶有什么区别？侧挂到底有什么好处？使用双瓶时
对于无法进入的洞穴是否还要进去？选择侧挂BCD时需要考
虑哪些细节？最后，关于侧挂潜水，什么最重要？

要好好地回答这些问题，首先，你需要了解：

1 侧挂的起源

      侧挂最早被用于探索带有水下通道的旱洞。

      在1960年代，很多水洞阻碍了旱洞  的探索，这些洞穴通常比较狭窄，所
以要求探索人员采用最精简的装备才能通过。这些狭窄的洞穴几乎不需要浮力
控制器，因为太狭窄了，甚至连蛙鞋都是多余的。探洞的人员只需要用气瓶扣
在下降用的安全带 上，大多数情况下，姿态和浮力控制都是多余的。

      
最早的侧挂是
Mike Boon在
1962年开始使
用的。洞穴潜水
探索先驱Martin 
Farr 将  侧挂应
用用于其他类型
洞穴潜水。所以
侧挂最早也叫做
英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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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潜水方式在 70 年代流传到美
国，那时洞穴潜水刚刚起步，但美国人
需要在全淹而且很长的洞穴中进行潜
水，所以保持姿态很重要。于是美国人
从零开始修改侧挂，制作背带和 DIY
气囊。

       1990 年，Lamar Hires 设计并制
造了第一款商业侧挂并且由 DIVERITE
制造。但这套装备也仅仅被少数探索者
使用。

      进入 2000 年代，Brett Hemphill 
设 计 了 典 型 的 钢 瓶 使 用 侧 挂 BCD 
Armadillo ， 使 用 了 结 实 的 材 料， 臀
部 带 把 手 的 垫 板， 固 定 气 瓶 头 的 皮
筋，从气囊下端往上走的充排气管。
Armadillo 侧挂基本奠定了侧挂 BCD
的主要形态。
      2010 年后越来越多的潜水员开始
使用侧挂，Hollis、OMS 等品牌相继
推出了侧挂产品，在墨西哥的很出名的
一名英国洞穴潜水员 Steve Bogerts 
也推出了一款极简的侧挂 BCD Razor
并 且 应 用 于 教 学。 随 后 UTD 、
AKUANA、XDEEP、APEKS 等品牌
也推出了极简的侧挂产品。尽管原则一
致，但是产品的细节设计还是不同的。

      在 PADI 推出了侧挂课程后，侧挂已经成为一种潮流。PADI 在推广潜水
运动人群上发挥的作用是任何潜水组织都无法比拟的。随后各大体系也逐步推
出侧挂潜水课程。

      基本上，侧挂 BCD 的设计分为两个流派，我们称为钢瓶派（美国，
英国）和铝瓶派（墨西哥，东南亚）。

     铝瓶派的产品采用极简主义的设计思路，因为使用铝瓶所以不需
要大浮力的气囊支撑，大多数用于温暖水域，使用湿衣进行潜水，比
如墨西哥。
气囊形状：三角形，蝙蝠形
（ 代 表 产 品：Apeks WSX, Razor 2.0, XDeep Stealth, UTD 
Z-Trim ，Akuana HB1，HB2）

钢瓶派的产品是厚重结实的代表，因为钢瓶的负浮力，这类 BCD 需
要更厚的织带以及更大的气囊，也经常在织带上使用快卸扣。
气囊形状：360 度环绕形，马蹄形
（代表产品：Armadillo, DiveRite Nomad, Hollis SMS100, Hollis 
SMS75, Halcyon Contour）

2 关于侧挂的争论

      // 争论1
      休闲潜水员是否需要按照洞穴潜水的侧挂标准来使用侧挂装备？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侧挂的优点：

 1 高灵活性
       侧挂让潜水员更方便
在偏远地区搬运装备，特
别是需要绳降的地方。侧
挂装备在任何有单瓶的地
方都可以使用。
      在偏远地区进行洞穴
潜水的侧挂潜水员肯定需
要按照洞穴潜水的侧挂标
准来潜水。而休闲潜水员
在海里进行休闲潜水时，
怎么挂气瓶，流线不流
线，似乎是不影响其灵活
性的。( 在广西喀斯特测绘项目中运输侧挂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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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可以随时发现漏气问题并处理

       这是侧挂的重要
优点，但是，如果不
调整好挂扣在气瓶的
位置以及气瓶旋钮的
位置，开关气瓶的效
率和速度会很低，从
而会影响安全性。因
此休闲潜水员也需要
按照洞穴潜水的标准
来做设备调整。（阀门位置不正确将影响开关）

 3 保持水下流线型的姿态
       对于休闲潜水员，如果气瓶一直翘着不水平，不贴近身体，游动的阻力很
明显大于单瓶背飞，甚至超过双瓶背飞。所以休闲潜水员也需要按照洞穴潜水
的标准来调整。

  ( 不流线的侧挂配置）

 4 安全性

       使用侧挂意味着多一个备份气体及调节器。按理说可能更安全，但如果休
闲潜水员不遵守气量计划及不了解免减压潜水风险，也可能发生问题。
所以休闲潜水员也需要按照洞穴潜水的要求，根据深度和淡海水区别轮流使用
两个气瓶，合理分配气体,这样也有助于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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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舒适性

       使用侧挂更加平稳，更容易让潜水员保持水平姿态。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
们会更舒适。但是使用侧挂站立，舒服度确并不高。再加上装备乱七八糟不贴
身，肩带调整不到位，怎么会舒服？ 这点来看，还是需要符合洞穴潜水使用
标准和基本技巧，才会享受到侧挂带来的舒适性。

  ( 这样潜水一定不舒服吧 )

  ( 我们在水下应该这样 )

       所以关于这个争论，答案很简单，如果要使用侧挂，那么就请按照洞穴潜
水的标准来整理你的装备，学习基本的技巧，才能更安全舒适使用侧挂。

       // 争论2
      谁家抄袭了谁家的BCD设计？

      从侧挂的诞生之日起，这就是 DIY 的世界，各种式样的装备被发明创造出
来应对各种环境。
      尽管早期的 Armadillo, 和 DiveRite 奠定了侧挂的基本结构，但是他们的
设计也来源于十几年间的 DIY 经验。 之后各品牌对于侧挂 BCD 的修订基本
上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做优化。
       RAZOR 是一款独特的精简侧挂，来自于 Steve 多年的探索经验，之后
的很多品牌都参考了这个造型并作出了一些改动。但是这并不代表 RAZOR
的每个设计就是最合理的或者是最原创的。只是将最早的侧挂设计简洁化，但
是要知道最早的侧挂都是为钢瓶而设计的。

       “产品的进步，包括科技的进步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累积的基础上的。争论
谁是原创也许一直也说不清，但是每个设计者需要了解前人的产品优点缺点，
每种设计的出发点和初衷，适用的环境，才能制造出更好的产品。马化腾说过“模
仿是最稳妥的创新”。最无耻的事不是沿用别人的设计，而是没有超越的决心
和能力。”

       // 争论3
      钢瓶和铝瓶哪个好？

      钢瓶大多数被用于淡水环境，潜水员们通常不会把气瓶拿到身前（对重心
的改变太大），除非是在狭窄的洞穴里才需要这样操作，推着气瓶前进。在寒
冷水域使用钢瓶侧挂也可以减少配重的携带。 但是在热带海水里，钢瓶更容
易被腐蚀，若穿着湿衣同时使用钢瓶，本身的负浮力会太大。这时如果BCD
发生漏气则可能导致风险。
      使用铝瓶和钢瓶的侧挂装备有很大不同，甚至包括皮筋的粗细，很多女性
潜水员使用为固定钢瓶而设计的粗皮筋都非常吃力。
      “其实使用钢瓶和铝瓶，取决于环境。”

       // 争论4
      探索洞穴时是否需要使用侧挂潜水？

      有的人认为探索洞穴时侧挂是多余的，侧挂进不去的洞穴就不要去。但是
实际上，是否选择侧挂是个人喜好问题，对于畏惧狭窄空间的人，侧挂确实不
是好东西。 
      但是对未知探索的过程需要不同的人群来推进。有些人喜欢大而深的通
道，而有的人偏爱狭小的空间，无论哪种形式，你都有机会走到没人人去过的
未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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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侧挂潜水用于探索洞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是在下大深度和携带
多气瓶时，侧挂的操作会麻烦很多。”

  ( 广西喀斯特测绘项目潜水员正在通过狭窄空间 )

3 侧挂BCD的细节考虑

      1 气囊的形状：

      三角囊，蝙蝠囊以及马蹄囊

      • 三角囊分隔层，气囊更加流线，但
是浮力通常很小。用于多瓶潜水及深潜会
有风险。
      

        • 蝙蝠囊提供更大浮力，但是如果充气过多，气囊中间会鼓起。因此，调
整合理的配重非常重要。

        虽然每个气囊在设计细节上略有不同，但是RAZOR， AKUANA和
APEKS都使用了相同的蝙蝠囊设计。

      是否需要备用气囊，比如 RAZOR, 取决于你的配重是否合理，以及你在
什么样的环境下潜水，深度大，冷水厚湿衣以及多气瓶状态下，备用气囊会在
失去主气囊的情况下非常重要。但问题是铝瓶派的侧挂设计就是用在温暖而且
通常深度不大的水域使用，如果大深度为何不用双瓶背飞系统。冷水通常有干
衣作为备用浮力。气囊在增加了外层保护的情况下（比如 AKUANA HB2 和
APEKS 的侧挂都增加了外层保护），即使在狭小空间，损坏的几率也不大。
所以双气囊的设计针对通常潜水不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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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是否需要两个后侧的排气阀的问题，还是那个原则，减少问题节点，
类似背飞，一个排气阀足以，为何需要两个？即使失效，还有充排气阀门可以
排气。

      关于排气阀门的位置在气囊的什么位置最合理？
      在气囊内侧（贴近身体一侧），这样是对阀门最好的保护，比如 AKUANA 
HB1 和 UTD，但是有时阀门拉绳的位置需要熟悉，否则可能找不到。 
      排气阀在气囊的外侧，是现在主流的排气阀位置，这种设计可以避免阀门
接触身体，更容易够到。比如 XDEEP 和 APEKS 在气囊的中间 , 这种设计最
方便排气，因为姿态处于水平时气体聚集在气囊中间，但是阀门最难够到。在
通过狭小空间时，排气阀容易磨损。而且在使用干衣时，排气动作会更复杂。
      比如 RAZOR， AKUANA HB2，在气囊的右侧（身体的右侧），这是最
常用的位置，因为通常充排气管是接在气囊左侧（和背飞一致，符合习惯）。
所以排气阀只能在右侧。在通过上下狭小空间时，阀门不容易被挤压。但是当
我们使用干衣进行侧挂潜水时，我们可以考虑将充排气管换到身体右侧，排气
阀在身体左侧，这样排气时抬高左侧可以很顺畅排干衣及侧挂的气体。

  • 马蹄囊通常用于钢瓶，提供更大浮力，但是重，不够流线。 

      2 织带系统
      使用单瓶背带系统，通用性更强，比如AKUANA HB1背板可以用于侧挂
及背飞单瓶，仅需要更换气囊。缺点是背长不容易
调节。背后使用两块小铝板系统，优点是简洁，背
长可以调整。
      大多数铝瓶系的侧挂都使用了这种设计，包
括：RAZOR, XDEEP, AKUANA及UTD。

      背后织带是否应该与裆带为同一条？
      使用同一条，更简洁，但是背后的织带需要硬

和厚，然而裆部
的织带需要软，
否则不舒适也磨
损潜水衣，很多
品牌不区分两处用的织带。AKUANA  HB2
采用了略微复杂但是舒适的方案。

      织带是否应该有快卸扣？
      可靠是产品的首要特征，增加快卸扣增
加了断裂的风险，导致整个装备失去平衡。
为了绕过技巧练习，增加快卸扣满足休闲潜
水需要的产品，让肩带不再流线，背离了侧
挂的初衷。

   3 皮筋系统

    RAZOR采用的是单一
皮筋系统，调整相对麻
烦，很多潜水员不看说明
书都不清楚如何穿，松开
一边皮筋后，容易导致另
外一侧的皮筋也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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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IS 等钢瓶用侧挂采用厚实的
皮筋以及锁扣，对于女性使用铝
瓶会比较困难操作。

XDEEP 等使用的是分开的两条皮
筋，这样更容易调整皮筋长度松紧，
两条皮筋互不影响，皮筋固定在胸前
D 环的日子扣上，但是皮筋的高低位
置也就无法调整（套上气瓶头后影响
气瓶头的前后位置），因为 D 环的
位置调整是固定的。

然后是 AKUANA HB1 HB2
分开的两条皮筋，这样更容易调整皮筋长度松紧，两条皮筋互不影响，采用单
独的日子扣固定皮筋，这样可以灵活调整皮筋的高低，从而调整合适的气瓶头
位置。

4 配重系统

       最早RAZOR使用的方法是在织带上穿配重，
重心比较好调整，但是厚织带穿配重再穿入不锈
钢板，让不少人头疼。

       AKUANA HB1采用的是将快拆卸的小配重
袋放在气囊的织带上，这样可以更容易调整及取
放配重。但是携带过多配重并不是很稳妥。这款
侧挂也是需要非常注意调整平衡配重。

                                        随后XDEEP推出了4联的配重袋，这样背后放配重       
更加舒服，方便。 但是4个配重袋，背长不够的人咋
办？

AKUANA HB2采用了类似XDEEP的配重
系统，但是可以选择三联或者四联配重袋，
适合不同身材。
通过螺丝将配重袋固定在背带上，更加牢固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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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ZOR2.0 最新推出的配重系
统，网格化，然后将小配重袋固定在
栅格上。这个想法似曾相识，也是吸
收改进了其他产品的设计。

      5 腰部D型环及挂扣

    

大多数品牌采用一侧两套D环，这样在铝
瓶空的时候，可以移动到前面的D环，保
持气瓶水平流线。

       

AKUANA 的侧挂系列采用一套D环和一套可以自由滑动的小D环组合，更加
流线以及方便调整气瓶水平位置，随着气瓶的气量减少，潜水员可以推动小D
环来调整气瓶位置，随时保持气瓶水平。

      

     
       6 侧挂储物包

       RAZOR最先为侧挂设计了通过双
头扣挂在身后的储物包，其原因是侧挂
气瓶使得从裤袋取物品更加困难，其他
很多品牌随后也推出了储物包。针对于
多阶段瓶侧挂潜水，这个是有必要的。
但是对于普通的双瓶侧挂潜水来说，从
身体侧面口袋取装备并不困难。 使用
储物包增加了操作的复杂性，降低了流
线性。例如：我要从储物包取个面镜，
就必须先松开两个双头扣，把储物包拿
到前面，打开拉链，找到面镜，取下
来，关上储物包，将储物包放到身后，
挂好两个双头扣。 而如果你从裤袋取
装备则只需打开裤袋，取出面镜，关上
裤袋，简单省事。

       7  侧挂都只有黑色可以选择吗
       
       大多数产品都留给人黑色的印象，但是AKUANA的专利气囊设计让潜水
员可以轻松更换外层CORDURA外层保护尼龙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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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颜色和个性绣图

  4 关于侧挂潜水，什么最重要？

      讨论了这么久潜水装备，列举了这么多侧挂的原则，但是我们还是坚持
策略经验大于技巧大于装备，有了良好的装备，只是起点，花过多的精力在
选择和收集装备上不如多下水，多参加训练，累积经验。很多洞穴探险者用
着各种古怪的装备和配置方法进行着高难度的潜水 , 比如 Martin Farr。

海洋环保行动中的
WUD潜水员

文/罗摩

         6月初的一天中午，罗摩正在大口的扒着餐盘里的米饭，电话响了，屏幕
上跳跃着“潜爱Morgan”。通完电话后，罗摩陷入了沉思，深圳这么多潜水
员，为什么挑他去参加这个活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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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他是潜爱的义
工，经常热心参加潜
爱的活动。 
      2、他是WUD 
Rec1潜水员，水下技
巧有保证。 

      这两点原因，应该
是潜爱Morgan想到
邀请罗摩参加这次香
港珊瑚礁普查及打击
海洋垃圾行动的主要
原因吧。 
       支持水下公益行
动，提供人员及潜水
技术上的支持，是WUD一直以来的使命 ，它伴随着深圳公益组织“潜爱大
鹏”的成长，早在2012年，WUD潜水员就参与潜爱大鹏的珊瑚普查项目。 
       潜水员义工，是需要有足够的潜水经验，及一定的潜水技巧；因为潜水员
义工下水不是fun dive，而是水下作业，即在水下完成一项工作。既然这样，
那有就涉及到安全、效率的问题。 
       在水下做悬浮练习时，罗摩的脑海里时常会冒出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学进阶课程，以后的潜水中如  何体现进阶课程的价值？好吧，这
个是两个问题，而且是一环扣一环的问题。
       今年4月份，罗摩和着几个潜友在海底清洁垃圾时顿悟，珊瑚普查、海底
清洁这类的活动就能充分体现进阶课程的价值。 
从珊瑚普查来说，这个需要用到以下的潜水技巧：
 
   1、团队管理，分工、手势； 
   2、恰当的踢法、悬停，以避免扬起水底的泥沙、踢伤珊瑚； 
   3、良好浮力的控制，深圳的珊瑚通常在3-7米的位置生长；
 
而大家普遍认为简单的海底清洁，俗称的捡垃圾，同样需要些潜水技巧：
 
   1、团队管理，分工、手势； 
   2、割线器、浮力袋、象拔使用； 
   3、潜伴的状态；
 
       而这些潜水技巧都是WUD Rec1课程的一部份内容，已经是Rec1潜水员
的罗摩，可以很轻松的在水下悬停测量珊瑚生长情况，也能轻松的以小蛙踢姿

态对珊瑚礁两边的鱼类、无脊椎动物进行识别登记，他还能带领几个潜友组成
一个小团队，大家分工协作完成的海底垃圾的清理工作，利用浮力袋来放置拾
起的废弃渔网、生活垃圾。 
       今年6月世界海洋日，深圳杨梅坑海上，出现一批WUD潜水员的身影，他
们坐着快艇赶到指定海域，参加潜爱大鹏的”海里捞“净海公益行动，是当天
有效率、有协同的队伍，队员们水面集结，装备检查，以相同的速度下潜，组
织队行，相同的速度潜行，分工合作完成海底的清洁活动。 
      未来的冬天和春天，会有更多的WUD潜水员成为潜爱水下义工，他们身
着干衣下海，清除影响珊瑚生长的藻类，珊瑚上的废弃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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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oldly go where no one has 
gone before.
勇往未知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