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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颜莎 孙雪峰）3月 26日，南方
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
（广州）深圳分部（以下简称：深
圳分部）在深圳市龙岗区大鹏新
区坝光国际生物谷展厅组织召
开项目验收鉴定会，对省海洋实
验室资助的无人机阵列海水取
样项目进行了鉴定验收。鉴定
会由南方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
工程系（以下简称：海洋系）系主
任陈永顺主持。

随着无人飞行器技术的迅
猛发展，其在相关行业中的应用
越来越多。由于多旋翼无人飞
行器操作简单，起降不受场地限
制，可以在我国近海区域生态环
境海水原位监测和海水取样的
科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
目前商用的多旋翼无人机不具
备在海上集群智能采集水样功
能，也无法适应海上 5-6 级阵风
等海况。

无人机阵列原位海水监测
和取样是南方科技大学深圳海
洋地球古菌组学重点实验室的
主要工作之一，为了解决河口-
海洋复杂环境的时间和空间区
域取样需求而设计研发的。本
项目能在珠江口低氧区、海洋牧
场-贝藻综合养殖区等生态环境

开展立体应急监测；满足海洋负
排放、碳中和生态工程的采样及
监测需求；为绘制中国近海物理
流场、营养盐分布、初级生产力
对微生物参与碳循环影响的集
成图提供技术支撑。

2019年，在南方科技大学陈
十一院士指导下，深圳海洋地球
古菌组学重点实验室张传伦科
研团队提出了无人机阵列进行
海水原位监测和取样的总体设
计和相应的技术指标，并与力学
与航空航天工程系系主任单肖
文科研团队进行合作。该项目
经费由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
东省实验室（广州）深圳分部提
供，经过 2 年多的研发测试，定
制研发了 EMC50 无人机阵列智
能海水取样设备。

验收鉴定会上，海洋系副主
任、深圳海洋地球古菌组学重点
实验室主任张传伦讲席教授就
科学研究需求对该项目作了背
景介绍。南方科技大学力学与
航空航天工程系研究助理教授
王浩就无人机海水取样设备研
制过程做了详细的技术汇报。
针对海上阵风、突风等特殊工况
以及对无人机载重（5公斤）和航
程（10公里）的要求，技术团队通
过动力优化配置，结构拓扑优化

和 3D 打印制造工艺，以及飞控
和取样装置控制开发，攻克了抗
风性和全自动精准定高取样的
技术难点，成功实现了 11 架无
人机阵列集群自主取样。通过
了稳定性、续航能力、5公里集群
智能采水等方面测试，实现指定
地点精准重复取样、多地点同时
取样、24 小时不间断取样等功
能。目前已获得 4 项专利，填补
了海洋科学在空间梯度多点位
同时采样和短时间尺度连续采
样高端装备的空白。

根据科技查新报告，本项目
系统地实现了飞行器集群机载
智能取样装置，能够调节飞行器
的取样高度，提高取样过程的便
捷度与准确度。通过 24 小时全
周期实地飞行测试，完成取样高
度、超视距取样、取样容量、集群
取样、抗夜间露水等各项设计指
标。集群超视距、抗风抗浪作业
等 技 术 性 能 达 到 国 际 领 先 水
平。EMC50 无人机阵列智能海
水取样设备是目前国际上已知
的第一套能够进行海上 5 公里
取样 1 公斤、10 架无人机集群采
样、24小时不间断采样并完成实
际测试的海工装备。

验收鉴定专家组由南方科
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

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的院
士和教授组成。专家组听取了
技术设计与研制过程报告，第三
方测试报告，考察了无人机设施
设备，观看了无人机海水取样过
程，审阅了权威的国内外查新报
告，对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审查
和深入讨论，一致同意项目通过
验收鉴定，并建议尽快推进项目
产业化。

本次验收项目的推进将有
助建设大湾区海洋环境监测系
统和生态工程，并在深圳和香港
联合管辖海域的海洋环境健康

问题监控中发挥引领作用，着力
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深港海域海
洋环境“东优西劣”的历史级难
题，率先实验海洋负排放、碳中
和生态工程。该项目的研发过
程整合了南方科技大学、广东省
实验室（广州）深圳分部、深圳海
洋地球古菌组学重点实验室和
深圳市朗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相关科研平台的优势力量，开
展多层次海洋人才培养和产学
研合作教育联合创新，为粤港澳
大湾区海洋环境和产业发展做
出了贡献。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冯春）3 月 26 日，中国科学
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下称

“深圳先进院”）与智慧芽（中
国）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智慧
芽”）共同宣布，成立“人工智能
与知识产权创新联合实验室”
（下称“联合实验室”）。双方表
示，联合实验室将根据优势互
补原则，为智慧芽提升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在企业科技创新
服务领域建立长期技术开发平
台，为深圳先进院科研成果创
造一个良好的转化平台。

联合实验室将主要围绕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情
报分析、企业科技创新发现、专
利分析与专利导航、知识产权全
生命周期管理、金融科技、公共
咨询服务等方面，在前沿技术研
究、新产品开发、技术平台建立
及人才培养等多层面进行广泛
合作。同时，联合实验室将以知
识产权为核心，深度运用知识图
谱、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为
企业提供科技创新信息和知识
产权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深圳先进院院长特别助
理、院企合作与创新发展处处
长毕亚雷表示：“深圳先进院的
专利集中于知识产权密集型的
前沿科技领域与战略性新兴产
业，具有领域覆盖面广、交叉性
强等特点。该院已累计申请超
万件专利，授权超过 4200 件，
2020 年 PCT 申请量也领跑国

内外知名高校。此次与智慧芽
成立联合实验室令人振奋，双
方合作匹配度非常一致，从想
法到落地效率非常高，我们坚
信，联合实验室对于进一步提
升深圳先进院知识产权转化效
率将起到积极作用。”

智慧芽首席科学家张成先
生表示：“联合实验室将通过持
续的研究在三个侧重点上实现
三阶段计划。利用深度图卷积
神经网络、领域知识推理和知识
发现、知识蒸馏和元强化学习等
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分别在战
略新兴产业垂直细分领域知识
图谱构建、生命科学信息化和药
物预测方法、产业技术路线分析
和专利价值挖掘三个重点方向
上进行重点研究。为企业科技

创新和知识产权情报服务提供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由深圳市知识产权局指
导，深圳先进院、智慧芽和中国
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筹）主办
的“2021 产业互联创新峰会”
（简称“峰会”）也于同期举行。
峰会以“知识产权+人工智能”
赋能发展为主题，围绕市场现
状、知识产权现状、未来发展方
向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邀请政府机构、学界、金融
界、产业界十余位重要嘉宾进
行主题分享，共商“知识产权+
人工智能”在产业互联领域的
创新能力。来自政界、科研院
校、投融资机构、产业协会联
盟、高新科技企业代表超过300
位专业嘉宾参会。

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州）深圳分部召开项目验收鉴定会

项目验收鉴定会现场。 通讯员供图

深圳先进院携手智慧芽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唐朴正 丘永红）3月 26日，第
二届深港澳海洋科普展活动在
大鹏新区坝光国际生物谷坝光
展示厅开幕，启动仪式在当天下
午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
市科协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陈
十一，大鹏新区党工委委员、管
委会副主任孙晓杰，深圳市科协
秘书长林肇武，加拿大皇家科学
院院士、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南方
科技大学工学院院长徐政和出
席活动。

本届科普展由深圳市科学
技术协会指导、深圳市大鹏新区
坝光开发署联合深圳市科普教
育基地联合会主办，新区科技创
新和经济服务局、坝光开发建设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承办。科普展
以“聚焦深海科技，展望蓝色大
鹏”为主题，展出时间从3月26日
至3月28日，以科普海洋、爱护海
洋、开发海洋、探索为理念，围绕
产业推介及重点项目宣讲，通过
深海科考摄影作品展览、科普嘉
年华、海洋学术主题交流会等方
式，以全新视野普及海洋知识、
传播海洋科普作品，促进科普推
广海洋事业。此外，在启动仪式
上开展坝光国际生物谷推介及
重点优质产业项目对接。

本届科普展汇聚来自科研
院所、高校、知名海洋生物科技
企业及社会团体代表的资源优
势和行业力量，为海洋生物产
业、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产、学、

研、用”互动、交流提供平台。
摄影展以“万米深海世界”

为主题，展出了中科院深渊科考
队挑战马里亚纳万米海沟一幕
幕场景，向参与深海科考的科学
家们致敬。现场将同步播放央
视海洋的视频《挺进深渊》上下
集，展出 1：22的蛟龙模型、深海
勇士潜水艇模型等，还有缩小比
例的摄影图集/明信片等文创产
品，作为伴手礼赠送给现场观众。

“做大海的朋友”嘉年华邀
请了深圳、香港和澳门三地优秀
海洋企业单位参加。现场有一
个长 6 米、高 1.2 米的“海洋牧
场”大型活体水族箱，里面展示
的都是生活在坝光海域的海洋
生物物种，让你了解坝光海底的
迷人风光。还有海洋科普知识
大比拼、VR 全景交互式海底体
验，观众可通过互动体验能够学
习到有趣的知识点。

同场还举办“海底两万里”
深海学术交流会，结合大鹏新区
打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集中承
载区的战略定位开展学术讲座、
专家走访等活动。专家学者还
带来了多个主题报告，包括“产”
主题演讲（科普海洋）《结构有
形，梦想无限》，“学”主题演讲
（爱护海洋）《潜力无限的蓝色生
物产业》，“研”主题演讲（探索海
洋）《基因科技辅助深海科学与
技术的意义》，“用”主题演讲（开
发海洋）《无人机技术在海洋科
学的应用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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