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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一段“BBC 记者挑
战贵阳市人脸识别警务大数据指
挥系统，潜逃7分钟后被抓获”的
视频在朋友圈里刷屏，引发很多
网友对安防“黑科技”的赞叹。

视频中，BBC 记者苏德沃斯
扮演一名逃犯，工作人员先拍下
一张他的脸部照片，然后苏德沃
斯开始“潜逃”。当他刚刚到达车
站时，就被赶过来的贵阳警方控
制，这一切仅仅用时7分钟。

原来，在他“潜逃”过程中，路
上的监控镜头已经通过人脸识别
系统捕捉到他的面部特征，并迅
速调取公安系统中的资料。经过
比对锁定目标后，智能系统自动
向附近警力发出了通知。

给 监 控 视 频 装 上“ 最 强 大
脑”，贵阳警方靠的是人工智能机
器视觉系统。这个系统的开发者
是一家专注安防领域的人工智能
创业公司——北京深醒科技有限
公司。

从20多兆小软件
开始的创业

很难想象，这样一匹安防领
域的“黑马”，成立时间只有不到
3年。

深醒科技技术创始人袁培江
先后师从加拿大两院院士 Patel
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人工智能泰
斗张钹，是国内较早从事人工智
能研究的专家之一。

2016年，袁培江编写了一个
仅20多兆的小程序，在新疆昌吉
州公安局开展人脸识别测试。缉
毒大队队长将信将疑地拿出500
多张毒贩的照片入库。结果照片
刚刚入库，机器立刻发出警报。依据警示，警察迅速在大街上
逮捕了一名毒贩，身上藏着3克海洛因。

这一结果让公安部门兴奋不已，也让袁培江看到了人工
智能在安防市场落地的可能性。当然，也坚定了他和创业伙
伴继续深耕智能安防的决心。

近年来，国内安防市场爆炸式发展，先后造就了海康威
视、大华股份等一批重量级明星企业。中国安全防范产品
行业协会发布《中国安防行业“十三五”（2016-2020 年）发
展规划》预测，“十三五”期间，安防行业将向规模化、自动
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到 2020 年，安防企业总收入将达到
8000亿元左右。

“见识”过人破解公安痛点

虽然市场“蛋糕”够大，但不代表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入。
深醒科技要做的就是“死磕”痛点。

在目前的安防市场上，多数人脸识别公司采用的是静态
算法，在光线好、面部清晰等条件下可以实现较高的识别率。
但实际上，很多犯罪分子都习惯于低头走路和面部伪装，最常
出现的情况是一张侧脸从镜头中一闪而过，能否识别出这样
的动态人脸，才是衡量技术水平的关键。深醒科技不仅做到
了这一点，而且核心能力还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深醒科技推出的结合动态人脸、静态人像和车辆识别技
术的“深醒大数据一体化防控平台”就是这样一款“神器”。它
能够在茫茫人海中识别人像、车辆，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反馈
有效报告，为公安系统在身份甄别、罪犯追逃、案件侦破、反恐
防控、重点关注人员监控等工作提供动态轨迹分析预测、预警
和布控方案。

“神器”究竟有多神，看看这些案例吧。一次，一位警官拿
着 30年前的黑白合影找到深醒科技，要求从全省 3500 万人
中把这 27 个人找出来，结果全部“命中”。又一次，一名 9 岁
的小女孩在近10万人流出入的大型商超里走失，可女童妈妈
的手机里只有孩子幼时的侧脸照。结果半小时不到，民警就
在深醒系统的帮助下找到了孩子。

据统计，2017 年，深醒科技协助全国公安机关成功抓捕
2000多名犯罪分子。交通肇事逃逸、合同诈骗逃逸、信用卡
诈骗逃逸、偷手机逃逸、非法六合彩销售逃逸、开黑工厂造成
环境污染逃逸、组织驾照理论考试作弊、抢劫逃逸、聚众斗殴
逃逸、持刀故意伤人逃逸……在这些复杂场景中，深醒科技都
可以施以援手。

扎根行业解决实际问题

凭借着过硬的实力，深醒科技已在人工智能和安防领域
崭露头角。

2018年5月份，深醒科技入选全球权威IT研究咨询公司
Gartner 的 Cool Vendor 报告。报告认为，深醒科技拥有可
以重塑行业的颠覆性技术和创新商业模式。

不久前，深醒科技凭借“机器视觉及大数据”，在“2018人
工智能全球大赛”中从来自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16 个项目
团队中脱颖而出，荣获冠军。正如人工智能全球大赛专家评
委、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宋继强所言，深醒科技之所以能够
获得市场和业内的高度认可，主要原因在于，该公司没有停留
在技术本身，而是针对具体问题创新应用，通过挖掘数据价值
去解决实际问题。

专家告诉记者，作为下一代技术革命的关键战场，发展人
工智能对抢占科技制高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继 2017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人工智能”内容后，今年它又被
再度列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一次的重点正是“产业级的人工
智能应用”。

学院派的背景让袁培江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风口”面前仍
保持着清醒。他认为，目前人工智能行业整体呈现快速发展
趋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资金过热，又比如过度追求以
AI 为行业赋能等，实际上很多应用并没有真正深入到行业
中，仅仅“浮在表面”。反观深醒科技，它追求的不是“AI+行
业”，而是“行业+AI”，即扎根到具体行业中，与行业人员一起
去发现痛点所在，进而提供解决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说，痛点
就意味着刚需。正如他们在安防领域所做的，扎扎实实去解
决哪怕一两个刚性问题，那么产品就是有生命力的。

展望未来，深醒科技更希望做的，是对犯罪产生足够的震
慑威力，把犯罪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袁培江认为，当 AI帮
助人类实现“莫伸手，伸手必被抓”，犯罪率会极大降低。试想
一下，未来借助 AI手段，犯罪被抓的几率无限接近 100%，愿
意铤而走险的人还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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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市江夏区“中国应急”演练
场 上 ，随 着 指 挥 员 一 声 令 下 ，一 台
GQL111 型重型机械化桥像“变形金
刚”一样伸出机械长臂，稳稳地搭在道
路缺口上，长 15 米、桥面宽 3.8 米的机
械化桥不到5分钟便架好了。

同这台“搭桥神器”一起亮相的还
有好几台设备。它们均具有平灾结
合、军民两用的特性，曾在汶川大地
震、舟曲泥石流、孟加拉洪水、巴基斯
坦地震、“东方之星”客轮失事等救援
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日，湖北华舟重工应急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应急”）。据
业内人士测算，包括相关产品和服务
在内，应急产业年经济总量接近万亿

元。这意味着，中船重工正借助旗下
中国应急强势进入并深耕这一巨大产
业“蛋糕”。

中国自然灾害多发频发。据中国
灾害防御协会项目专员、中国地震应急
搜救中心原副主任谭先锋介绍，我国防
灾、减灾、抗灾、救灾以及防范灾害风险
的工作任重而道远。目前，我国正努力
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
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
防范能力，这也是应急管理部应运而
生、利好政策不断出台、国内应急产业
快速成长的时代背景。

业界专家告诉记者，应急产业有
较高行业准入门槛，应急装备的用户
多为军队或政府的应急救援部门，对
供应商的要求也相当严苛。在这一点
上，中国应急的优势极为明显。

中国应急的前身华舟重工创建于
1967 年，是国内军用应急交通工程装
备最大供应商和总装单位，其产品占
应急交通装备市场份额 80%以上，产
业链较为完整。中国应急总经理唐勇
说，今后一段时期，公司将继续深耕国
际国内两大市场，在国内军品市场方
面向各个军兵种拓展，在民品市场方
面努力扩大政府采购覆盖面和大型工
程公司用户；在国际市场上，力争在

“十三五”期间，市场覆盖全球 50%的
国家和地区。

华舟重工更名为中国应急，改变
的不仅仅是公司名称。“更名后，中国
应急将作为中船重工应急产业板块的
上市平台公司。”中船重工董事长胡问
鸣说，目前中船重工正在把下属企事
业单位里有竞争力的各类新型应急技

术、产业资源等逐步整合纳入中国应
急。具体包括，各类海洋装备使用的
综合消防设备、核应急发电机组、应急
交通工程装备、海上应急搜救系统、援
潜救生装备和潜水、深海个体救援装
备、高原应急救生装备、核辐射监测预
警系统、发电应急系统，等等。

唐勇表示，作为国内应急产业龙
头企业，公司优势地位非常稳固，新产
品、新技术的研发步伐也一直没停
下。“十二五”以来，新产品对公司贡献
率超过 50%。2017 年，公司营业收入
达22.03亿元，是中船重工旗下表现最
亮眼的企业之一。经过中船重工资源
整合，预计在未来几年，公司体量将扩
大至百亿元级别。

“我们的目标是做中国应急第一
品牌。”唐勇说。

华舟重工更名“中国应急”——

中船重工深耕万亿元级应急产业
本报记者 黄 鑫 郑明桥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最新
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网水
电发电量为 151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5 亿千瓦时。其中，云南主力电厂水
电全额消纳，广西水电全额消纳。广
州电力交易中心组织跨省区市场化交
易电量113.1亿千瓦时，其中云南成交
的75.2亿千瓦时电量全部为水电。

全力促进清洁能源消纳是南方电
网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
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建设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赢蓝天保卫
战的有力措施。

“南方电网公司敢于担当、主动作
为，在清洁能源消纳方面发挥了重要
的基础平台作用。”国家能源局副局长
刘宝华在出席乌东德电站送电广东广
西特高压多端直流示范工程建设动员
会时表示。

能源结构日益清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广东人爱在
朋友圈“晒蓝天”。然而，就在 2000年
前后，珠三角地区还时常被雾霾笼罩，
一年中有半年看不到蓝天。

数据显示，与 2000 年相比，广东
GDP 增长 8 倍，PM2.5年均浓度却减至
34微克/立方米；广东全省年平均灰霾
天数从2007年的67天下降到2016年
的29天；2017年，广东省空气质量6项
主要污染物指标连续3年全面达标，珠
三角在国家三大重点区域中率先实现
PM2.5浓度连续3年达标。

“南网蓝”的实现与能源结构优化
密切相关。业内专家指出，产业转型
升级、能源结构调整对大气污染治理
的贡献率超过 50%，其重要性超过末
端治理。目前，广东全省煤炭消费比
重下降到 42%以下，非化石能源消费
比重提高到21%以上，每用2千瓦时电
就有近1千瓦时来自清洁能源。

同时，在南方 5省区，2017年非化
石能源发电量、装机占比分别达到
50.8%、50.2%，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今年上半年，全网水电发电量 1513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75亿千瓦时，清洁能
源消纳比例进一步提高。

为进一步推动绿色发展，今年上
半年，南方电网公司出台了全力促进

清洁能源消纳 24 项重点措施，首次发
布清洁能源调度操作规则，并修编完
成《南方区域跨区跨省电力中长期交
易规则》；汛前将小湾、糯扎渡、龙滩等
主要水库消落至“死水位”（在正常运
用情况下允许水库消落的最低水位），
汛期根据水情变化优化梯级水电调
度，并多次化解了金沙江、红水河水电
弃水风险；7 月 5 日，组织开展今年首
次云贵水火置换交易，通过市场化交
易方式，增送云南水电，减送贵州火
电，交易规模达10.1亿千瓦时……

“详细周到”“确实是下了真功
夫”，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
局、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的多位负责
人评价说，南方电网在清洁能源调度
制度化、规范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体
现了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清
洁能源消纳决策部署的决心。

能源互联的中国方案

在今年初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上，以南方电网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立浧院士为第一完成人
的“ 特 高 压 ±800 千 伏 直 流 输 电 工
程”项目获得 2017 年国家科技进步
奖特等奖。

李立浧告诉记者，我国能源资源
和负荷极不平衡。其中，负荷高度集
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发达地
区，能源却大多分布于西部和中部地
区，远距离能源输送不可避免。要实
现大量远距离的电力输送，输电技术
是关键。

“特高压±800 千伏直流输电工
程”项目启动前，我国最高电压等级
为±500 千伏，许多技术还要从国外
引进。从±500 千伏提高到±800 千
伏，电压等级要提高 1.6 倍，国外也没
有做过。

“不能因为国外没有，我们就不能
搞、不敢搞。”李立浧说。

经过 160 多家项目单位的联合攻
关，我国攻克了设备研制、系统控制等
一系列难题，在世界上首次研发出 13
大类、73种主要电气设备，为全球能源
互联提供了中国方案。

为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落实
国家西电东送战略，南方电网公司历
时 10 余年，先后攻克了一系列重大科
技难题，掌握了交直流并联电网远距
离大容量输电技术，确立了我国在世
界大电网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依托这些技术，南方电网已建成
“八交十直”18 条西电东送通道，送电
规模超过 4750 万千瓦，成就了我国能
源搬运史新高峰。“这些输电通道的建
设大大提升了西电东送的效率，将极
大解决我国东西能源资源分布不均的
问题。打个比方说，以前的电力坐的
是‘绿皮火车’，现在已经坐上‘复兴
号’了。”南方电网公司总工程师汪际
峰这样形容。

目前，南方电网正在加紧推动一
批科技含量高、生态效益好的新项
目。今年5月份，乌东德电站送电广东
广西特高压多端直流示范工程全面启

动建设，该项目将创新多项电网技术，
有望创造多项“世界第一”。同期，世
界海拔最高、设防抗震级别最高的特
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滇西北至广
东±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
面投运，每年可输送清洁水电 200 亿
千瓦时，约占深圳市年用电量的四分
之一。

引领绿色生产生活

今年4月份，由南方电网能源公司
投资建设的广西昌菱蔗渣热电联供项
目投产。该项目以糖厂蔗渣及桉树皮
等作为原料发电，预计年发电量1.6亿
千瓦时，年供电量 1.4 亿千瓦时，相当
于年替代标煤约 8.84 万吨，每年减排
二氧化碳约16.2万吨。“绿色竞争力越
强，企业生存发展空间就越大。”糖厂
工作人员如是说。

建设美丽中国不仅需要好的理
念，更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南方电网
就是这样一位行动者。近年来，南方
电网在努力降低自身能耗、实现绿色
运营的同时，充分发挥电网企业节
能、低碳的表率作用，助力企业转向
绿色生产方式，引导消费者养成低碳
生活习惯。

今年以来，南方电网在港口岸电、
电锅炉、电磁厨房、电动汽车以及电烤
烟/电制茶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电能
替代项目实施。今年1月份至5月份，
累计新增电能替代项目 2679 个，电能
替代电量77亿千瓦时。

如今，在南方 5 省区，人人崇尚环
保、事事算算生态账的氛围愈来愈
浓。在广州中新知识城智能小区，居
民用电既智能又绿色；在广西，拥有近
百年工业史的柳州正在从“酸雨之都”
变身“宜居城市”；在云南，充电基础设
施正如火如荼建设；在贵州，“母亲幸
福光伏电站”公益效用显著；在海南，
波浪发电即将成为现实……

南方电网积极建设现代能源体系，全力促进清洁能源消纳——

清洁供能助力蓝天保卫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庞彩霞 通讯员 佘慧萍

图为滇西北至广东±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项目现场。 李 品摄

图为由南方电网能源公司投资建设的广西昌菱蔗渣热电联供项目现场。

陈晓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