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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 10 时，在位于南昌
大学前湖校区的江西省机器人与
焊接自动化重点实验室内，几名研
究生在电脑前忙碌着，实验室主任
张华不时来看一下数据。

在清华大学焊接专业读博士
时，张华师从我国著名焊接工程专
家潘际銮。1997年博士毕业后，张
华来到南昌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
书，至今已整整 20年，现任南昌大
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博士生导
师、机器人研究所所长。

从无轨导全位置爬行式弧焊
机器人，到大型构件水下焊接机
器人，再到弯曲焊缝跟踪自主移
动焊接机器人，10 多年来，张华团
队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多次获国家

“863 计划”项目资助，成果在汽
车、船舶、化工容器焊接等领域得
到应用。

“爬行式机器人获80万元国家
经费支持，水下机器人获300万元，
移动焊接机器人获565万元。”张华
告诉记者，在国家“863 计划”项目
资助经费不断增加的同时，近年，
我省也十分重视人工智能和智能
制造发展。“我省有关部门还给予
移动焊接机器人项目150万元经费
支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
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
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
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
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
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对此，张华表示，实验室见证
了机器人制造由示教再现型向智
能型的转变。今后，实验室的主要
目标是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市
场产品，让机器人既能提高生产效
率，又能满足生活需要。“今年3月，
江西省机器人协会成立，这是一个
产学研合作交流平台，作为该协会
理事长，我希望
协会能够有力
推动科研成果
转化。”

根据我省
日前出台的《关
于加快推进人
工智能和智
能 制 造
发 展
的

若干措施》，我省将重点在生物医
药、纺织服装、电子信息、汽车等领
域建设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在
食品、机械、建材、有色、轻工等行
业组织实施“机器代人”。在首批
省级智能制造产业基地的基础上，

“十三五”期间，我省将重点打造10
个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产业基地。

记者了解到，张华团队最新研
发的护理机器人已进入小批量生
产阶段，若进展顺利，不久后将大
批量生产。“护理机器人主要服务
于老年人，可达到助老助残的效
果。”张华说。

由于大自然的钟爱，都昌湖区
丰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和开阔平
坦的地形地貌，使之成为越冬候鸟
神往的地方。云集的越冬候鸟带
来震撼美感的同时，也给保护工作
提出了挑战。

10月 22日，谈起候鸟，都昌候
鸟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李跃和同事
深感责任重大。“都昌境内的湖区
湿地面积广阔，占全湖的 1/3，湖岸

线接近全湖 1/6。该局
只有 10 多名

工作人员，承担 4.11万公顷保护区
的候鸟安全。”

在秋冬季，一些不法分子便
会盯上保护区核心区域，用尼龙
线和竹竿组成“天网”捕杀候鸟。
湖区气温低，寒刺骨，更让人难受
的是割除“天网”要在湿地草洲上
步行数十公里。李跃说，每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他们都要去拆除
捕鸟“天网”，风餐露宿，一出去就
是几天。“如果网上有活着的候
鸟，就要剪开尼龙网，为伤鸟敷上

药，伤情较严重
的 得 送 往 都 昌
候鸟医院。”

2008 年 以
来，李跃巡护里
程 37800 公 里 ，

排查投毒险情
36 次，清理
“ 天 网 ”

126 千
米，

砍断竹篙 3万多根，烧毁作案船只
4 艘，没收作案摩托 3 辆。2017 年
5月，李跃被授予“中国生态英雄”
称号。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未发现
一起投毒捕杀候鸟案件，天网也
越来越少了。”李跃说，都昌县的
三山、朱袍山是都昌候鸟自然保
护区的核心区域、重要位点，过去
是候鸟被猎杀的频发区位。如
今，再也没有密布的“天网”，只见
候鸟自由飞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
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
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
作出贡献。

对此，李跃说，都昌候鸟目前
虽是省级保护区，但湿地资源保护

的重要性及都昌候鸟承载量引起
了国内外多方的关注，决定了
保护工作永远在路上，只有进
行时，没有休止符。他们将继
续守望鄱阳湖，护佑湿地和
候鸟平安。

“找谁买种子？哪个品种好
吃？什么品质好更卖钱？”南昌县
黄马乡一场水稻种植农业技术普
及课气氛活跃，省农业科学院水稻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何虎站在讲台
上，为去年成立南昌县种植协会的
成员带来最新的水稻选种、栽培等
相关技术指导。

“以前农户们最关心产量，现
在更关注品质和效益。”10月21日，
面对记者采访，何虎表示，“市场、
销售情况正逐渐主导农民选择种
植品种，绿色生态有机产品成为热
门货。”

在一线作业也让他更熟悉水
稻种植和其他产业情况，有利于研
究培育更适合当地条件的品种。

“比如，高安正发展‘农业＋旅游’
产业，我们研究培育的彩色稻就能
派上用场；鄱阳湖区的都昌等地适
合发展稻虾共生模式，我们正摸
索、研究适合的水稻品种、种植方
式、绿色防控等技术，为在全省成
熟推广做好保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

何虎表示，听到报告中的乡村

振兴战略非常激动：“水稻是江西
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稻米是普通百
姓餐桌上最常见的主食之一。培
育优质水稻品种，广泛应用高产、
绿色、高效的水稻种植技术将有助
农民提高收益、建设秀美乡村。”

何虎说：“我们还在积极探索
适合糖尿病患者、高血糖高血脂患
者的功能稻试验，也许不久的未
来，在市场上能买到适合不同人群
的大米。现在，软件、智能设备应
用广泛，更先进的技术将帮助我们
做出更细致的判断，可为大众提供
品质更高的水稻品种。”

研究所专家

让机器人服务更加给力
本报记者 万仁辉

江西省机器人
与焊接自动化重点

实验室已获100多

项专利，其中发明专

利30多项。

候鸟“守护神”

让保护永远没有休止符
本报记者 徐黎明

据监测调
查，都昌湖区拥
有典型的湿地
水禽 121 种，
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鸟类7种，
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鸟类 38
种，省级重点保

护鸟类69种。

合作社理事长

让奋斗的目标越来越近

合丰蛋鸡养
殖专业合作社由

6 人发展到社员

137人，年产优质

鲜蛋产品 6200
余 吨 、年 产 值

8500余万元，以
“合作社+公司+
基地+农户”模式
带动624户农户

人均增收8600
余元，社员人均增

收5.6万元。

本报记者 余红举

10月20日，在芦溪县葛溪正太
禽业有限责任公司，见到“80后”的韩
纯，黝黑的脸庞上洋溢着青春朝气。

在拥有养殖公司后，韩纯在
2013年 4月组建了“芦溪县合丰蛋
鸡养殖专业合作社”，这是芦溪县
唯一的蛋鸡养殖类合作社，韩纯任
理事长。

“合作社实行统一养殖技术、
统一饲料供应、统一疾病预防、统
一销售，并进行养殖技术的创新。”
韩纯说。

但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该如

何处理好畜禽粪便，保护好环境？
意识到问题，韩纯开始推广

“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模式，引进
4 台畜禽粪便干湿分离机，从而达
到清洁生产要求，并建设厌氧发酵
池及配备沼液运输车辆，每年为芦
溪县 30余家种植企业提供鸡粪肥
和沼液肥 3万余吨，既有效解决了
养殖污染，又为种植业提供了有机
肥料。

韩纯说：“从目前看，规模化养
殖，集中式治理畜禽粪便污染这条
路算走对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韩纯说：“这为我们养殖合作
社畜禽养殖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让我们更是信心百倍。”

目前，韩纯带领社员投资 1200
万元，年处理畜禽粪污5万吨的“畜
禽粪污复合有机肥”生产线正在建
设中。接下来，为实现奋斗目标，
韩纯将启动新建自动化蛋鸡舍，在
现有基础上，增加 18.24万羽蛋鸡，
并完善配套相适应的智能设备，有
效解决养殖地与周边污染问题。

韩纯说：“信心越来越足，离目
标越来越近！”

农业科研人员

让水稻的品质越来越高
本报记者 赵 影

2015年至 2017年，
全省累计推荐优质高产品种

50个，推广面积近6200
万亩，2017年水稻品种优质
率达 88%，比 2012年提

高20多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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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①：：南昌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张华在实验室。 本报记者 万仁辉摄

图②图②：：都昌候鸟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李跃（右一）与同事在保护区巡查。 本报记者 徐黎明摄

图③图③：：10月20日，新干县神政桥乡上石村贫困户正在果业基地采摘柑橘。新干县通过“产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等模
式，积极扶持贫困户入股产业发展，帮助贫困户脱贫。 特约通讯员 李福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