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安徽合肥高新区，有一条并不宽敞的街

道，叫云飞路。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创办的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盾量子）、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创办的合肥

本源量子计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中国科

学院院士杜江峰创办的国仪量子（合肥）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仪量子）均坐落在云飞

路。除了这 3 家公司外，这条仅有几百米的街

道还密布了 20多家量子科技企业，这便是赫赫

有名的“量子大道”。

这条量子大道的形成并非偶然。2009年，

潘建伟团队决定成立国内第一家量子通信产

业化公司，时任合肥高新区领导当即拍板：“你

来吧，这里没有质疑。”

2009 年 5 月，潘建伟带领学生彭承志等

人，在合肥高新区成立了安徽量子通信技术有

限公司，也就是后来的国盾量子。公司创立之

初，潘建伟带着彭承志、赵勇等学生，在合肥高

新区留学人员创业园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开启

了他们创业之路。

2020 年 7 月，国盾量子终于登陆科创板，

成为中国量子科技领域首家 A股上市企业。

师徒传承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子们

也开始在量子领域崭露头角。就在潘建伟成

立国盾量子的那一年，郭光灿和学生韩正甫，

也在安徽芜湖创立了安徽问天量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这是我国第一家从事量子信息技术

产业化的企业。

2017年，郭光灿同其另一位学生——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郭国平联合创立了合肥本

源量子计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中国第一

支致力于量子计算机全栈式开发、开创中国量

子计算工程化先河的创业团队。正如郭国平

所言：“目前，我们只是万里长征走了一小步，

还有很多问题有待突破和解决。我们能做的

就是踏实耕耘、莫问前程。”

杜江峰是国内量子测量领域的开拓者之

一。有一年，他在学校举行了一场学术报告，

台下坐着一位名叫贺羽的 18 岁男生。当时还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念本科的贺羽，事后主动

找到了杜江峰，申请加入量子实验室。

2010年，贺羽如愿进入杜江峰的中国科学

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工作，负责量子精密

测量仪器设备的搭建。此外，杜江峰还借给贺

羽一个 14平方米的办公室，让他开始了创业之

路。2016年底，博士在读的贺羽和恩师杜江峰

在合肥创办了一家以量子精密测量为核心技

术的创新企业——国仪量子。

成立至今，国仪量子已累计完成 5 轮融

资。高瓴资本集团首次布局量子技术赛道，便

选择了国仪量子。高瓴资本集团在不止一个

场合点明这家公司成长的背后策略：从量子精

密测量和量子计算出发，深入国产高端仪器这

一关键环节。

2022年，量子赛道更火了，合肥成为投资人

去得最多的城市。“你很难想象，国内几乎所有

知名的量子赛道创业者，都与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位来自北京的投资

人说道，他刚刚参与了国盾量子的C轮融资。

“我们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希望量子工程

师们可以坚持做下去。”多年来，郭光灿一直致

力于把量子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应用。如

今，风口终于来了。看似遥不可及的量子技术，

开始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实验室里走出来。

时至今日，合肥高新区直接从事量子领域

的科研人员达 600 人，合肥市量子信息产业相

关专利占全国的 12.1%。排名仅次于北京，位

居全国第二。正因如此，合肥也被称为“中国

量子之都”。

回首一路历程，郭光灿在一次采访中感

叹：“我这一辈子做好了一件事，培养了一批

人，承担了我这一代的国家责任。不过，还有

一个愿望就是希望量子计算机走出实验室，开

始工程化建设，最终走向产业化。”

“如今量子信息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相关

技术愈发成熟，我们都判断，量子信息已经几

乎到了产业爆发的临界点。”一家北京风险投

资机构的业内人士透露，去年初该机构就已经

组建了一个量子小组，小组成员经常去合肥出

差看项目。

在合肥这条大道上，量子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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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安徽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高质量发

展方面迈出新步伐。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安

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高质量发展，在加

快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为

安徽发展擘画了蓝图、指引了航向。

面向未来，安徽坚持把创新摆在现代

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地位，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科技强省战略、科教兴皖战

略、人才强省战略，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力度，打造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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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续 5 年 产 值 、企 业 数 量 增 长 率 超 过

30%……这就是全国首个国家级人工智能（AI）

重要产业基地——中国声谷过去 5年展现出的

“声谷速度”。

中国声谷以平台战略不断打造产业新优

势，形成了覆盖智能语音、类脑智能、智能写作

等领域的成熟技术开放平台。

安徽将依托中国声谷等重要战略平台布

局，建设全国重要的人工智能产业先行区和战

略高地，实现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达到 1500 亿

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达到 1 万亿元的远期目

标，打造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一代人工

智能重大新兴产业基地。

抢先布局，营造良好发
展环境

在安徽合肥，说起人工智能，就会让人想

到这个城市的新地标——中国声谷。作为全

国首个国家级 AI 重要产业基地，中国声谷已

先后获得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

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国家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国

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国家特色服务出口基地等 11项“国字号”荣誉，

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能听会写”的智能鼠标、精通多国语言的

翻译机、可测睡眠质量的智能穿戴手环……走

进合肥高新区中国声谷体验中心，展现在眼前

的产品科技范儿十足。

2015年，这些刚入驻中国声谷的首批科创

企业，其产品和公司发展大多处于“路演”阶

段。缺资金、没市场，技术应用不成熟，科创企

业面临着产品怎么做、怎么卖等一连串的共性

问题。

“借力中国声谷搭建的各类平台，我们用

半年不到的时间，将演示文稿软件（PPT）中的

智能鼠标变成了‘能听话会打字’的产品。”安

徽咪鼠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冯海洪说。

“人工智能时代千帆竞发，充满机遇与挑

战。”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讯

飞）董事长刘庆峰说，为了让人工智能惠及更多

人，早在2010年，科大讯飞就在业界率先发布了

讯飞开放平台，全面开放业界领先的核心技术，

为软硬件开发者降低集成门槛，为企业提供行

业解决方案，支持开发者创业。目前，讯飞开放

平台已开放493项AI产品，聚集了337.3万开发

者团队，总应用数150.1万，链接了超420万的生

态伙伴，累计覆盖终端设备数超33亿。

“我们做了一个测试，当场让 4个开发者用

这个平台来开发应用，晚上 7 点半开始，8 点半

就要现场展示成果。最初开发软件可能需要

几个月的时间，后来变成几周，现在 1个小时就

可以完成，这就使得开发者的效率获得了极大

提升、成本也相应降低。”刘庆峰说。

制造中心、营销平台、互联网数据中心数

据平台、投融资平台……中国声谷通过建设

各类产业服务平台，形成对创新项目的虹吸

效应。

目前，中国声谷已建成语音开放平台、类

脑智能技术及应用平台、自然语言理解（NLP）

开放平台、智能写作平台、智能办公平台等 18

个公共服务平台，公共服务正逐渐完善。其

中，类脑智能开放平台汇聚了 180 项全球先进

的工程算法及 170项高价值数据集。

“平台建设关乎产业发展，所以平台战略

更要精准卡位、抢先布局。”合肥市经济和信息

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声谷项目在省、市、

区三级协同调度与推进下，匹配产业优质资

源，聚焦产业核心，已在人工智能领域抢先“一

个身位”。

集群建设，跑出产业
“加速度”

激光显示技术在北京冬奥会上一展“雪屏

幕”的魔幻炫彩；空中成像技术让人们点一点

空中图像，就能操控电梯、挂号取号、调节冰箱

温度；类脑智能技术孕育出首位变电站“全科

医生”，实现全天候智能巡检……每年举办的

“世界声博会暨科大讯飞全球 1024 开发者节”

已经成为一场人工智能产业盛会，吸引了成百

上千的企业参与其中。

根据 2021年“世界声博会暨科大讯飞全球

1024开发者节”现场公布的数据，过去一年，开发

者团队数量增速达 69%；参与团队数量增速达

146%，40%来自新一线城市，87%是 30岁以下的

创业者；有60%的开发应用属于工业生产制造领

域，人工智能正在为工业强国建设作出贡献。

“你看这几台机器，像不像人的眼睛、耳

朵、鼻子，这是我们的电力‘全科医生’，掌握着

‘望闻问切’四大技能。”在位于中国声谷的合

肥中科类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展厅，该公司董

事长刘海峰介绍说，机器通过包含 AI 芯片的

视觉系统能“看”清变电站周围环境；变电站出

现异常过热会释放有害气体，机器能非常灵敏

地“闻”到这些有害气体；机器还可以通过“听”

变电站运行发出的声音，判断其运行效率、状

态；再加上类脑边缘盒子，可以对所有的状态

信息进行实时处理。

2021 年，合肥人工智能集群集聚企业达

846 家，同比增长 23.2%；全年人工智能产业规

模突破 815 亿元，增速约 21.1%，其中智能语音

产业规模突破 185 亿元，占全国该产业总产值

的 64.9%。

中国声谷相关负责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目前中国声谷的人工智能智慧教育产品已为

全国 32 个省 5 万所学校超 1 亿师生提供了服

务；智医助理已在安徽、江苏、浙江等 26个省市

开展实际应用，同时覆盖了全国 200 余家三级

医院。

协同创新，打造产业新
地标

资本的力量是中国声谷在集聚了技术、人

才与配套设施等创新要素后的发力点。中国

声谷通过与基金、银行、担保、小额贷款、融资

租赁等各类金融机构开展合作，搭建起“线上+

线下”多元化的创新金融服务体系。

截至目前，中国声谷的各类金融服务平台

已通过信用贷款、融资租赁、发债、担保等多渠

道支持基地内企业做大做强，累计帮助 200 余

家企业获得超过 17亿元的融资。此外，中国声

谷围绕多领域展开对 AI 赋能型产业生态的投

资，先后扶持了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

司、安徽咪鼠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淘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扶持生态企业约 15000家，

平台孵化企业 170家，战略投资企业近 100家。

2021 年 4 月，中国声谷联合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人工智能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合肥技术创新

工程院、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

启动“四院一谷”战略合作，充分利用各自在人

才、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促进创新资源的

高效配置。

前不久，科大讯飞在机器学习预防和防

止流行病全球挑战赛等国际大赛中荣获 7 项

世界冠军；一项研究成果荣获中国智能科学

技术最高奖——“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发明专利《语音识别方法及系统》

获“中国专利金奖”，实现了安徽省 5 年来在

该奖项上零的突破。此外，合肥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首次实现对猕猴全

脑的微米级分辨率三维解析，使灵长类脑图

谱绘制成为可能。

目前，中国声谷聚集了语音及语言信息处

理国家工程实验室、类脑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

工程实验室、农业物联网技术集成与应用重点

实验室、过程优化与智能决策重点实验室及合

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等省

级以上创新平台 70家。

“未来，中国声谷会紧随国家战略，在省区

市协同推进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产业发展

之路。”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软件服务业处

处长余要火表示，产业政策引导和市场化主体

的竞合，将锻造出中国声谷的核心竞争力，实

现“打造世界级产业地标”的宏伟愿景。

搭平台促集群化发展
安徽人工智能产业领先一个“声”位

“油气田气体被白白地烧掉，非常浪费，而

且污染环境。我们的研发目标就是让宝贵的能

源‘颗粒归仓’。”冒着炎热的高温，站在合肥万

豪能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豪能源

公司）研发的世界首套“智能撬装天然气液化装

备”旁，公司总经理兼技术带头人张留瑜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他和他的技术团队用了 10年时间

研发的这套装备，每年回收天然气约 3 亿立方

米，减少碳排放 60万吨。

向“智能撬装天然气液
化装备”发起冲击

张留瑜在西安交通大学读的是机械制造工

艺与设备专业。大学毕业后，进入了政府部

门。2006 年，一心想着要“做点实事”的他开始

自主创业，并把创业方向选在了当时比较冷门

的制冷行业。

“一家民营企业要想研发只有央企才敢触

及 的 大 型 成 套 能 源 设 备 ，创 业 之 艰 可 想 而

知。”回顾创业历程，张留瑜不禁道出心声，

“企业搞创新，离不开政府大力支持。合肥高

新区认可我们这个项目和团队，连续给了我们

很大的支持，解了燃眉之急，让我们度过了最

艰难的时刻。”

2013 年，万豪能源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建

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依托上海交通大

学的技术资源和人才优势，张留瑜带领着他的

科研团队开始向“智能撬装天然气液化装备”发

起冲击。

“我国油气资源匮乏，但每年的非常规天然

气浪费多达 1000亿立方米以上。因此，必须把

这些天然气回收利用。”张留瑜说，自 2013 年

起，他和他的研发团队没日没夜地“泡”在了项

目里面。

2018 年，万豪能源公司研发出了世界首套

智能撬装天然气液化装备。“这套装备可用于回

收非常规油气资源，将废弃及未进入管网的天

然气资源就地收集，经净化、提纯、液化后，变废为宝。”张留瑜说，项目成果经院士、

专家技术鉴定后，被评定为“国际先进水平”，现已成为油气领域实现“双碳”目标的

重要技术保障。

实现了国内高压高硫天然气井开发的“零突破”

张留瑜告诉记者，2018 年以来，万豪能源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撬装天然气液

化装备，已经应用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等大型国有能源集团。

“我们在重庆建设的国内规模最大的高压高硫天然气净化项目，未净化前天然

气的二氧化碳平均含量超过 8%，硫化氢含量高达 1.15%，根本无法利用。”张留瑜告

诉记者，他们在这个项目上实现了国内高压高硫天然气井开发的“零突破”，净化后

的燃气气质优于一类气标准。

陕西延安延长油田油气储量丰富，但开采难度大，输出成本高。万豪能源公司

开发的液化天然气（LNG）撬装站，实现了我国西北边远地区天然气资源的高效开

发利用。前不久，万豪能源公司主导建设的、国内最大规模的井口气液化项目一次

性投料成功，日产 200吨液化天然气，1年可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创造 5

亿元的收入。

“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装备推广至中东、美洲以及欧洲区域的生物天然气项目，

实现国产成套能源装备整装出口。”面对未来，张留瑜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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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万豪能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国内最大规模井口净化液化及硫
回收项目 合肥高新区供图

人们在人们在““中国声谷中国声谷””体验中心内参观体验中心内参观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周牧周牧摄摄））

参观者在参观者在““中国声谷中国声谷””体验中心体验一款体验中心体验一款
VRVR设备设备。。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黄博涵黄博涵摄摄））

在安徽咪鼠科技有限公司内在安徽咪鼠科技有限公司内，，工作人员在工作人员在
展示一款智能鼠标展示一款智能鼠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端张端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