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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水稻精确定量栽培技术
所属单位：扬州大学
所属领域：现代农业技术
知识产权：发明专利
项目成熟度：小批量生产
项目简述：水稻精确定量栽培技

术获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项目资
助。水稻精确定量栽培技术系统剖析
了水稻（超）高产群体产量构成因素之
间、光合面积与光合效率之间、物质生
产积累和分配之间、冠根之间、源库之
间的矛盾与协同关系，率先揭示了有
效分蘖临界期、拔节期和穗分化期影
响群体质量的3个关键期，以这三个
关键支撑点为核心，阐明了不同稻作
方式不同类型品种高产形成的共性生
育模式与规律，建立了从茎蘖数量、叶
色、叶量、生物量等为核心能反映高产
群体形成本质的定量化形态生理指标
体系及诊断方法，创立了基本苗确定
与施肥、灌溉精确定量为核心的水稻
丰产实用数字化栽培技术体系，为大
面积水稻稳定高产、超高产提供了理
论指导与有效技术支撑。

该技术体系是在深刻揭示水稻高
产优质群体形成规律、栽培调控机理及
其定量化原理基础上创建的，使水稻生
产能以最适宜的作业次数、在最适宜的
生育时期，作最适宜的投入数量，达到高
产、优质、高效、安全、生态的综合目标，
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与广泛的适应性。
201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项目由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
提供

67

电网巡检中，成百上千个作业面如何做到不遗漏、不失误？环境侵蚀下，测风设备怎样确保

实时校正以维持运行效率？商业楼宇能源消耗巨大，可否量身定制一套节能方案？在能源互联

网的应用场景下，这些需求均可成为现实。9月5日-7日，中国新能源高峰论坛在江苏盐城举

行，多位行业专家、企业人士表示，随着应用领域的全面铺开，能源互联网将进一步助推江苏新

能源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我省绿色经济迎来新机遇。

科创
江苏

“数字经济是助推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引擎，应用探索和推广将是工业
互联网发展下一阶段的主线。”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续合元日前
在江苏盐城举办的“智能制造与产业
生态发展论坛”上提出，信息通信技术
正在加强与各行各业融合，工业互联
网将带来新的生产方式、新的服务体
系和新型管理能力。

当前，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工业互联网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
合的产物，日益成为新工业革命的关
键支撑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
的重要基石。

2018年，“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
首次写进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到
了2019年，工业互联网赛道已是玩家
密布。互联网领军企业利用其在消费
互联网领域被验证过的强大数据能力，
开始了平台的布局；江苏工业龙头企业
如徐工等，也利用其多年的机械设备行

业的积累，转型发展构建平台，不仅向
内赋能，触角也开始伸向了其他行业。
除此之外，创新型企业的力量也不容忽
视，像黑湖科技、昆仑数据都已经在行
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虽然工业互联网平台市场已经呈
现高速增长态势，但雪浪数制CEO王
峰认为，中国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仍然还处于起步
阶段，行业内的生态建设需要企业、政
府间的共同协作。

“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加速应用在
工业互联网领域。”本次论坛上，科大讯
飞副总裁黄飞云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
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研究历程，但是随
着科技水平的提升和技术条件的改善，

“人工智能+”逐渐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
走向繁荣。科技产业正在以志存高远的
视野与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围绕AI持
续耕耘。“2019年，人工智能的红利真正
到来，但未来赋能产业发展任重道远。
让人工智能成为每一个行业的助手，助

力每一个行业的发展，让机器能听会说，
能理解会思考，是我们期待和希望的。”

当前，人工智能正处在技术升级的
关键拐点，不过在黄飞云看来，“清楚理
性地看待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与行
业应用之间的结合还需要时间去磨合，
不是每一个行业都能够马上产生迭代
和化学效应的。”

作为江苏最早布局大数据产业的地
区之一，江苏省盐南高新区现已走在全
市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前列。盐南
高新区坚持“科创兴区，产业强区”，明确
将“智能经济”作为发展重点之一。

围绕“智能经济”，盐南高新区以
数据基础、智能制造、服务支撑“三位
一体”为支撑，突出做强园区载体、引
建龙头项目，创成全国第一个国家制
造业大数据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省
内第一个部省市合作共建国家级大数
据产业基地，先后落户华为、微软、阿
里、优易数据、迈泉科技等项目300多
个，正在聚力推动数字经济向科技含

量更高、经济效益更好、产业链条更长
的智能制造领域拓展延伸，中韩机器
人产业园、GS云计算基地、新氦类脑
芯片、云洲无人船等一批龙头项目陆
续在该区数字智能创新社区、数字智
能产业基地等载体落地，创新资源和
创新要素加快集聚，“产业链、创新链、
价值链”三链联动做大做强智能经济，
全力培育以数字智能产品研发、制造、
应用为主的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加快
建成国内知名、长三角领先的智能经
济应用研发中心和智能制造基地。

本次论坛以“突破边界、链接未
来”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制造业和
创新企业掌门人、智能制造领域研究
专家等200多位嘉宾齐聚盐城，围绕
智能制造的现状、挑战和未来，进行深
入探讨，探索如何推进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
宏观形势下把脉经济发展新趋势的一
次头脑风暴。

本报记者 卞小燕 王 甜

深融实体经济，
工业互联网助推我省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 在淮安市淮安区日前召
开的科技创新奖励大会上，江苏康乃馨
织造有限公司、江苏共创人造草坪有限
公司、江苏融昱药业有限公司等54家
企业荣获淮安区年度科技创新奖励企
业，累计获得奖励资金896.33万元。

据了解，淮安区科技创新成效明显，
去年召开了科技创新大会后，各级科技
创新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推动企业投
入科技创新活动，全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累计数达34家，同比增幅3.03%；大
中型工业企业和规上高新技术企业研发
机构建有率95.1%，同比增幅6.97%；
发明专利授权量 40 件，同比增幅
81.82%；发明专利申请量619件，同比
增幅19.27%；全社会研发支出占GDP
比重1.54%，同比增幅21.26%。

前不久，淮安区被省科学技术厅
评为“2018年度科技宣传工作成效
突出区”，施河现代教育体育产业园获
批“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

（杨文龙 赵日超 严曼曼）

淮安区近900万元

奖励科技创新企业

领航海上风电，
江苏迎来智慧能源新时代

近海风能资源丰富的江苏，是全
国千万千瓦风电基地之一，海上风电
具有极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据统计，
截至今年6月底，江苏可再生能源装
机规模2766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
的21%。其中，海上风电装机340
万千瓦，占全国的80%，光伏发电装
机1405万千瓦，居全国第二位。

近些年，随着我省新能源发电
量的快速增长，能源系统趋于碎片
化，而碎片化能源将以万物互联、
高度智能的形态存在并逐渐实现
其价值的最大化。“无论是在光伏
还是风电领域，新能源与生俱来的
低密度、高波动特点，决定了其与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等
相融合会有天然的优势。”江苏省
能源局巡视员袁焕明表示。数字
化、智能化已经成为能源革命的新
趋势，绿色和智慧的结合不仅能够
提高能源的生产和效率，也会不断
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和商业价值，是
能源发展的必然趋势。

能源互联网的核心在于万物互
联和人机交互，以实现状态全面感
知、信息高效处理、应用便捷灵活。
目前，在江苏，以常州为代表的能源
互联网建设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产
业链体系，产业基础和技术研发应用
形成一定领先优势，产业链企业年产
值超300亿。其中，天合光能、苏文
电能、万帮新能源等一批本土能源互
联网企业快速发展。

作为海洋资源最丰富、海洋经济
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盐城也是

江苏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与新能
源产业深度融合的先行者。全市集
聚华能、国家电投、上海电气、金风、
协鑫、远景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风
电装机容量755万千瓦，光伏并网发
电装机容量191万千瓦，新能源发电
量占全市用电量的46%，成为全国
首批新能源示范城市。近年来，盐城
坚定不移地走在“两海两绿”高质量
发展道路上，首创了风光渔、风电水
等应用模式，成功打造盐城智慧能源
大数据中心，产业创新发展能力显著
增强。

打破区域壁垒，
互联网共同体助力能源自由

长期以来，智慧能源一直是江
苏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相关部门
出台的系列新政策明确指出，提高
可再生资源利用率是针对最新、更
智能的能源服务系统。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技术在产业转型和发
展过程中尤为重要。

“江苏作为重要的对外开放门
户，率先引领能源互联网发展，对努
力建成具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以及
占领能源、互联网技术制高点也具有
重要的战略价值。”国家信息中心副
主任马忠玉表示。除江苏外，上海、
浙江、安徽也正在积极融入能源互联
网的浪潮，涌现出一批活跃的市场主
体。

去年6月，《长三角地区一体化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
年）》发布，《计划》将能源互济互保
作为长三角地区七大重点合作领域
之一。在首批能源互联网示范项目
中，苏浙皖三省按项目落地计算，分

别有6个、3个、4个入选。长三角
三省一市共计17个项目入选，占全
国的比例为31%。

打造长三角能源互联网共同体，
实现气电融合与风光互补、藏能于民
与供需响应，有助于将长三角建成全
球资源配置的亚太门户，成为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
信息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储能等能
源技术的发展，上海的各类主体纷
纷在供给侧、需求侧开展能源互联
网技术和商业模式探索，形成了主
体多元、沟通频繁、机制良好的能源
互联网生态圈，已具备引领长三角
能源互联网发展的基础。

“下一步，应着力推进长三角能
源互联网多元化、规模化发展。例
如，培育能源发展新动能，发展新兴
能源产业技术，推动能源生产消费
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壮大；扎实推进
多能互补集成优化、新能源微电网、
并网型微电网、储能技术试点等示
范项目建设，实现国家级能源互联
网项目互联互通，并在试点基础上
积极推广应用。”同济大学城市风险
管理研究院副院长伍爱群表示。

能源智慧互联，
能源企业发展再添利器

近年来，国家发布了《关于推进
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
《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
意见》等一系列相关政策，都在指向
新型的、更智慧化的能源互联网。“掌
握智能电网、储能、分布式利用等核
心技术的创新性企业将会分享到数
字技术带来的红利；而传统能源企业
也因为具备基础优势，一旦插上互联

网思维的翅膀，都将会成长为未来智
慧能源的巨头。”马忠玉说。

在2019中国新能源高峰论坛
的数字能源主题论坛上，多家能源互
联网服务企业介绍了将人工智能、云
技术、大数据等应用于能源企业的案
例。

海康威视江苏业务中心能源行
业总监樊杨龙介绍，基于人工智能技
术的智慧监控系统将推动泛在电力
物联网建设。泛在电力物联网，就是
围绕电力系统各环节，充分应用移动
互联、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先
进通信技术，实现电力系统各环节万
物互联、人机交互，具有状态全面感
知、信息高效处理、应用便捷灵活特
征的智慧服务系统。海康威视的智
慧变电站综合应用可对电气设备和
监控设备进行泛在数据感知，并对变
电站户外配电区域进行AR全景监
控；此外，输电线路智能监控可加强
输电线路状态检修、全寿命周期管理
和智能防灾技术研究应用，提高电网
安全运行可靠性和企业运行效率，实
现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中“电网智能
化监测”的目标。

针对风电企业普遍存在的备件
管理难题，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高级副总裁牛立伟介绍，专为
风电企业搭建的备件云平台，可打
通客户全国范围内的各级场站之间
的库存，实现不同场站之间库存可
用数量的互查、共享，以及全国范围
内不同场站间备件及时、快速的调
配，可为风电企业大幅降低成本和
资金占用，提高经营效率。

随着能源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
熟，江苏也正加快能源互联网布
局。今年1月，南京在江北新区探
索建设能源互联网示范区；5月，苏
州试点建设“开放式能源互联网共
享服务平台”；8月，国网江苏电力
发布江苏能源云网平台，依托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打造互
联互通的数据信息网络和共享共赢
的能源生态圈，江苏的新能源产业
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本报记者 王 甜 刘 浏
配图 万程鹏摄

江苏江苏““智慧能源智慧能源””产业产业：：

融入能源互联网浪潮融入能源互联网浪潮

本报讯 9月11—12日，第七届“创
业江苏”科技创业大赛暨第八届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江苏赛区总决赛“如约而至”。
届时，52个经过地方赛、海外赛、行业赛
厮杀的创业项目将会师南京江北新区，展
开更加激烈的争夺，排定最终位次。

今年“创业江苏”科技创业大赛设地
方赛、海外赛、行业赛和总决赛等环节，
参赛项目按团队组、初创企业组和成长
企业组分别进行比赛，涉及互联网、新能
源及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电
子信息、新材料等6个行业领域。作为
江苏最大的众创空间，“创业江苏”科技
创业大赛集聚了众多创新资源，持续推
进创新创业项目在江苏生根发芽结果。
本届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吸引海
内外4600多个团队和企业报名参赛，
较上届增长6%，项目整体呈现出年轻
化、高水平、高层次的特色。晋级总决赛
的每一个项目更是都有“金刚钻”。

“创业江苏”科技创业大赛是由省科
技厅、省人才办、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团省委、
省工商联等单位共同指导举办的大型创
业类赛事，对接科技部等单位举办的中国
创新创业大赛。经过六年举办，大赛目前
已成为我省规模最大、层次最高、辐射最
广的科技创业类品牌赛事。 （王梦然）

“创业江苏”：

52个项目
争中国大赛“入场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