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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26 日，科技部公布
2020 年度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名单，
全国共498家，其中江苏56家，获批
总数居全国首位。

此次入围国家备案众创空间的
有太湖国际人才港、创芯 SPACE、清
研创业谷等 56 家。“创芯 SPACE”众
创空间由南京邮电大学南通研究院
有限公司建设并自主运营，围绕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环节，提
供“专业+增值”式的创业服务，已建
成集成电路封测建设公共服务平台，
并获批江苏省集成电路先进封测工
程研究中心，主要提供集成电路封测
设计及加工服务，目前在孵团队近
30个。

为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近年来，江苏立足实体经济优势和科
教人才资源优势，深入实施“创业江
苏”行动，突出专业化、市场化导向，
大力建设发展众创空间，创新服务模
式，着力打造创新创业的首选之地和
科技型企业、企业家培育的“摇篮”。
截至目前，全省共备案省级以上众创
空间 790 家，入驻创业团队和企业超
3万家。全省国家级众创空间总数已
达224家。 （蔡姝雯）

江苏新增56家
国家级众创空间

随着海洋、河湖水资源的开发、利
用和保护，水下作业日益增多，对水下
机器人的需求也在增加。南京工程学
院创新创业学院陈巍副教授领衔研发
的鱼形仿生水下机器人，拥有多种“才
艺”，成为水下作业“能手”，眼下已“游”
进国际市场。

据了解，水下机器人市场是一片有
待充分开发的“蓝海”。“目前水下机器
人产品存在着续航能力弱、环境扰动
大、机动性能差等问题，我们团队研发
的鱼形仿生水下机器人，力求在解决此
类问题上取得突破。”陈巍告诉记者。

鱼形仿生水下机器人造型看起来
就像鱼，摸起来的手感也很像真鱼。其
个子有大有小，大的有8米、10米长，小
的只有 0.5 米长。“大有大的能量，小有
小的作用。”陈巍举例说，0.5 米长的鱼
形机器人在湖泊水质监测中就可以派
上用场。比如在对太湖水质进行的一
次监测中，300 多条 0.5 米长的鱼形机
器人被放到湖水中，每个都有“责任
水”，分别负责监测 1 米、3 米、5 米、8
米、10米深的水质，当场就把PH值、含
氧量等水质分析数据采集记录下来，返
回时即按设定把数据传递到位。其效
率和工作质量，远非传统的“人+船+吊
瓶”到湖中多点取水进行监测可比。

而对广大的海域进行水下地形地

貌勘察，“大个子”鱼形机器人则可大显
身手，其身价也不菲，一个就要上百万
元。该机器人还能像 4 旋翼无人机在
空中跟拍那样，在水下进行跟踪拍摄。

水下作业“能手”的背后是一系列
硬核新技术的支撑。鱼形水下机器人
研发项目的全称是“复杂水下环境勘查
集群仿生机器人关键技术及应用”，由
南京工程学院、东南大学和博雅工道

（北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完

成。陈巍告诉记者，该项研究获得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人才计划和企
业科技支撑项目等 10 余项资助，科研
攻关历时6年，在水下仿生机器人软体
亲水型材料、多关节仿生结构与推进系
统设计、惯性基的水下组合导航定位技
术、基于群体智能协同的水下勘查决策
等方面均取得突破。

该项目自主设计了柔性多关节鱼
形仿生机器人结构，有效减小流体阻

力，解决了机器人在复杂水下环境里电
机频繁换向和缺相故障问题，提高了稳
定性。

该项目将结构仿生与材料仿生相
融合，突破了仿生鱼皮材料耐压等级
低、防水性能差、减阻效果弱的技术瓶
颈，研制出机器鱼新型肌肉材料。

该项目还发明捷联惯导快速对准
估计方法，设计基于智能控制的多源信
息自适应滤波器，实现信息源的即插即
用，在该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机器人体长计，我们研发的鱼
形机器人转向速度高于国外同类产品
20%，初始对准时间缩短 5 倍，动态对
准精度提高 10%，多水下仿生机器人
集群组网数量>32 个，整体作业效率
提高 5 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设备
价格仅为国外同种规格仿生机器人的
50%。”陈巍自豪地说，项目成果已在
技术型企业中实现产业化运作，成功应
用于水下沉潜油监测、水域污染物追踪
溯源、水下救援侦查、海洋生物观测、水
下构筑物勘察、消费级水下无人机等领
域，产品远销美、日、欧等国家，2018
年国内外市场销售额达2.8亿元。

据悉，该项研究获授权专利61件，
发表 SCI/EI 高水平论文 30 余篇，牵头
或参与制定行业标准2项，填补了国内
该行业标准空白。 本报记者 蒋廷玉

鱼形仿生机器人“游”进国际市场

“工业互联网”
代表新工业革命发展方向

在信息基础设施中，以 5G、物联
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
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被放在了
首位。

2020 年，5G 牌照正式发放，5G
真正走向商用。在距真正商用1年的
时间里，相关厂商都在紧锣密鼓地布
局，以抢占 5G 商用的先机。南京、苏
州是国家确定的 5G 试点城市。在南
京，联通已在江北新区进行 5G 连续
覆盖组网试验；在苏州，电信进行 5G
规模组网以及车联网、无人驾驶等
5G 应用试验。4 月 15 日，江苏省政
府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江苏正制定加
快推进数字“新基建”扩大信息消费
和支持发展 5G 网络的政策意见，全
年新建5G基站5.2万座，完成相应投
资127亿元。

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中，“工业互
联网”也是热门词汇。早在2018年，
江苏省政府正式出台《深化“互联网+
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实施
意见》，明确了江苏未来工业互联网
发展路线图。意见提出，到2020年，
江苏将建成 20 个省工业互联网示范
平台。

“包含着工业互联网在内的‘新
基建’，代表着新工业革命的发展方
向。”南京擎天科技有限公司工业互
联网平台副总经理仇卫文谈道，“新
基建”的提出有利于把原本零散的行
业“串联”起来，打通壁垒，5G、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可以联合起
来集中发力。当前，擎天科技承建了
江苏、兰州等省市级低碳城市管理平
台和国家碳直报、国家碳清单等碳排
放数据统计监管平台，形成了从数据
采集、核算、分析到跟踪展示的全流
程智能化管理运行机制。

新技术基础设施中，云计算在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发挥了巨大作
用。江苏云计算企业华云数据董事
长、总裁许广彬介绍，云计算为用户
提供云办公、在线教育、数字化零售
及远程医疗等解决方案，解决了很多
政企客户的实际困难。“云计算是一
切新基建的基础。”许广彬表示，抓住

“新基建”的机遇，突破口只有一个，

那就是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人工智能同属新技术基础设施，

江苏人工智能已占据了先发优势。
据江苏省人工智能协会数据统计，目
前在江苏，开展人工智能相关业务的
企业超过 400 家，2017 年底业务收
入 285 亿元，初步形成涵盖人工智能
平台、智能软件及算法、智能机器人
及相关硬件、人工智能系统等较为完
整的产业链。

汽车充电桩
搭上高速发展“快车”

融合基础设施主指深度应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
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
融合基础设施，如智能交通基础设
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

作为智慧能源基础设施，新能源
汽车充电桩不足一直是遏制智慧交
通发展的“短板”，此次入选“新基
建”，将搭上高速发展的快车。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公布的 2019
年 3 月中国 31 省区市充电桩数量排
名表，江苏公共充电桩保有量为 3.9
万，位列全国第三。自国家发布政策
以来，江苏各地区政府积极响应国家
号召，迅速投身充电桩建设。4 月 15
日，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发布推
动充电桩建设八条服务举措，2020
年将投资约3.7亿元加快充电设施建
设，预计年内率先实现充电桩乡镇全
覆盖。充电桩行业回报周期较长，大
多数充电桩企业盈利困难。在新基
建的风口下，新能源充电桩行业将迎
来一波红利。

有“电力超级快递”之称的特高
压工程同属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特
高压产业链长，对整个电力行业的发
展带动力极强。目前，1000 千伏淮
南—南京—上海特高压交流工程已
顺利开工，江苏电网将建成世界首个
省级特高压环网。

智能交通基础设施主力代表为
城际高速铁路及轨道交通。近日印
发的《江苏省 2020 年重大项目投资
计划》显示，今年共安排省重大项目
240 个，其中包括交通、能源等 47 个
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2212
亿元。铁路部分主要有沪通铁路一
期、沪通铁路二期、南沿江铁路、北沿
江高铁、沪苏湖铁路、通苏嘉甬铁路
等11个项目。

无人驾驶也是智能交通基础设
施的重要一环。5G 商用将至，不管
是汽车制造企业还是互联网企业，像
移动、联通这些通信商都对自动驾驶
领域虎视眈眈。早在2018世界物联
网博览会上，江苏就发放首批自动驾
驶测试牌照；同年，江苏自主研发的首
辆无人驾驶电动巴士也在南京江宁上
路测试；现在，无人驾驶向轨道交通延
伸，江苏首条无人驾驶地铁——南京
地铁七号线正在施工中。

科技基建
成城市竞争力“新底座”

创新基础设施指支撑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
性的基础设施，如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
础设施等。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
基础研究则是创新的原动力。《2020
年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科技的
创新发展，也需要“基础设施”建设。
在江苏，重大基础研究平台正不断涌
现：截至目前，江苏共获批和预研建
设的重大科研设施6个。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这些科研
设施包括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
置、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国家未来
网络试验设施三大科技基建，其中国
家未来网络试验设施、高效低碳燃气
轮机试验装置，属于两个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南京网络通信与安全紫
金山实验室、作物表型组学研究设
施、先进材料技术创新中心等，目前
均由地方先期投入建设。

“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的
实施和运行将为我国天然气高效利
用、煤炭能源高效清洁低碳利用及联
产，可再生能源利用、第四代核能、储
能、工艺应用、工业节能中的燃气轮机
乃至航空发动机和舰船用燃气轮机的
技术研发提供世界先进水平的试验平
台，提升相关产业自主化水平。”连云
港市科技局局长许东方说，项目计划
用4年时间，投入25.8亿元在连云港
和上海浦东，建成总体技术水平和研
究支撑能力位居世界前列的高效低碳
燃气轮机试验装置。目前，项目已经
全面复工，正在加快建设。

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被视作
决定城市未来竞争力的“新底座”。
中科院南京分院联合中科曙光围绕
江苏城市、产业发展需求，积极布局，
中科曙光南京研究院副院长王元兵
介绍，今年计划在全省落地建设多个

“先进计算中心”，具备智慧城市大
脑、工业互联网城市中心节点、中小
企业服务云等功能。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为区域发展
打通‘底层数据’，综合分析各单元各
环节的有效数据，针对某一具体问题，
提供有助于政府决策的数据分析报
告。”王元兵介绍，当前已与南京江宁
区、浦口区以及徐州等地建立合作。
例如，利用自主可控的“超算”技术，提
升徐工集团在“机械设计”环节的效
率，节省时间的同时，降低残品率。

本报记者 王 拓 王梦然 张 宣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竞争力指数排名全国第三竞争力指数排名全国第三

解析江苏新基建解析江苏新基建““动力源动力源””
2020 年开年，“新基建”成了热词。

4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就“新基建”作出官方权威解读：

“新基建”范围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

设施三个方面。

不久前出炉的全国首个“新基建”竞争力指数报告《中国

新型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数白皮书（2020 年）》显示，我省“新

基建”竞争力指数达 86.3，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居全国第三。

机遇当前，《科技周刊》记者盘点江苏三大基础设施建设

情况，全景解析江苏“新基建”全国领先的“秘诀”。

项目一

项目名称：一种仙人球状磁性纳
米异质体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所属单位：江苏大学
所属领域：新材料
知识产权：发明专利
项目简述：本发明属于无机非金

属磁性纳米复合材料制备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仙人球状磁性 Fe3O4/
Fe2O3 纳米异质体材料及其制备方
法。本发明以硝酸铁、碳酸二乙酯和
无水乙醇为原料，三者混合搅拌溶解
制得均匀溶液，将溶液在空气中点火
燃烧制得凝胶，将凝胶置于程序控温
炉中，升温并保温煅烧后自然冷却至
室温即可得仙人球状磁性 Fe3O4/
Fe2O3 纳米异质体材料。本发明采
用溶液燃烧煅烧的简易方法制备出
了仙人球状磁性 Fe3O4/Fe2O3 纳米
异质体材料，过程简单易于控制，且
对设备要求不高，产品结构形貌均
一，磁性强度也易于控制。

项目二

项目名称：一种井冈霉素和灭
菌唑的杀菌组合物及其应用

所属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所属领域：重大农林生物灾害与

动物疫病防控技术
知识产权：发明专利
项目简述：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井

冈霉素和灭菌唑杀菌组合物，主要成
分为井冈霉素与灭菌唑，其重量比为
1∶24～20∶1。本发明的杀菌组合物
在防治麦类赤霉病、麦类白粉病、麦
类锈病、麦类纹枯病、麦类叶枯病、稻
瘟病、稻曲病、水稻纹枯病上具有明
显的增效作用，尤其在防治麦类赤霉
病上增效作用更加明显，能显著降低
谷物 DON 毒素的污染水平。与传统
药剂相比，本发明提供的杀菌组合物
具有以下优点：两种主要成分具有相
容性，增效作用显著，提高了杀菌活
性，减少了单一杀菌剂的用药，节省
了农药成本；高效、低毒、低残留、速
效性好、持效期长、对环境友好；降低
病原菌对化学药剂的抗药性风险水
平，有利于病原菌敏感度的保持，同
时能延缓病菌对配方中单剂出现抗
药性；杀菌效果显著，杀菌谱广，减少
了病害对农作物生产造成的危害，提
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

（项目由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
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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