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好创新先手棋
近年来，安徽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最大动力，

放百年眼光、集创造之力，下好创新先手棋，在国家
创新大格局中镌刻了安徽烙印、作出了安徽贡献。

面向最前沿筑原创矩阵。 国家实验室挂牌运
行，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芜蚌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合肥滨湖科学城获批建设，全面创新改
革试验省建设系统推进 ，“一室一心一区一城一
省”创新主平台立柱架梁，合肥大科学装置集中区
初具雏形。

面向主战场促科创融合。 新一代信息技术、人
工智能、新材料等十大新兴产业迅猛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 40%以上；“政
产学研用金”六位一体的安徽创新馆启动运营，成
功举办首届中国（安徽）科交会，吸纳技术合同成
交额突破千亿元， 今年一季度全省有效发明专利
首次突破 10 万件大关。

面向需求侧攻独创绝技。 坚持创新不问出身，
扩容实施科技创新攻坚计划，“墨子号”、“九章”量

子原型计算机、“嫦娥钢”、“质子刀”等尖端技术相
继问世，量子通信、动态存储芯片、陶铝新材料、超
薄玻璃等领域实现并跑领跑。

科技创新是大变局的“关键变量”，也是高质
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奋进新征程，安徽仍然要靠
创新育先机，靠创新开新局，瞄准“四个面向”战略
方向，持续下好创新先手棋，着力打造科技创新攻
坚力量体系， 在新赛道上跑出现代化美好安徽创
新发展的“加速度”。

柔性玻璃攻克核心技术

“截至目前 ， 我们自主研发的
30μm 柔性玻璃弯折半径小于 1.5mm，
在测试设备上已经连续弯折百万次不
破损， 再创一项玻璃新材料领域中国
第一、世界领先的成果。 ”5 月 28 日，在
蚌埠浮法玻璃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实验室党支部书记、高级工程师王
友乐自豪地向记者展示， 这种 30μm
柔性玻璃仅有 A4 纸三分之一厚度，薄
如蝉翼，随意弯折却不破损不变形。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综合性甲级科
研院所，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
究院始终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与国民经
济发展需求，取得多项重大创新成果，
引领我国玻璃新材料从跟跑向并跑、
领跑的战略性转变。

随着 5G、互联网+、AI 等信息技术
的快速进步， 柔性显示成为引领显示
产业新一轮变革的动力引擎， 作为柔
性显示的核心材料， 柔性玻璃成为全
球显示产业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
点。 蚌埠院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国内
率先开发出 30μm 柔性可折叠玻璃 ，
产品性能与德国肖特相当， 实现了我
国在前沿电子玻璃领域的世界领先，

为我国柔性显示产业树立民族品牌优
势提供了核心材料支撑。

作为信息显示产业的关键功能材
料，我国显示玻璃长期被美、日等国少
数企业垄断。 针对产业发展关键环节
缺失，蚌埠院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
方下大功夫，2018 年 4 月稳定量产出
世界最薄 0.12mm 超薄触控玻璃，2019
年 9 月成功下线中国首片浮法 8.5 代
TFT-LCD 玻璃基板， 实现了我国信息
显示产业的固链补链强链。

10 多年前， 当晶体硅太阳能电池
还是“贵族”的时候，蚌埠院就组织团
队突破几百项关键技术， 攻克了光伏
玻璃技术难题。 2017 年 10 月，建成国
内 第 一 条 具 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300MW 铜铟镓硒发电玻璃生产线，稳
定量产铜铟镓硒发电玻璃， 并打破了
铜铟镓硒太阳能发电玻璃光电转换效
率的世界纪录。2018 年 4 月，世界第一
条大面积（1.92 平方米）碲化镉发电玻
璃生产线正式投产， 这也是我国第一
条 100MW 碲化镉发电玻璃生产线，标
志着我国掌握了全球领先的大面积碲
化镉发电玻璃自主核心技术。

“东方超环”屡创世界纪录
5 月 28 日凌晨， 中科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
验装置 EAST（东方超环） 控制大厅里
传来捷报， 正在开展的第 16 轮 EAST
装置物理实验实现了可重复的 1.2 亿
摄氏度 101 秒等离子体运行和 1.6 亿
摄氏度 20秒等离子体运行， 再次创造
托卡马克实验装置运行新的世界纪录。

去年 6 月，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等离子体所启动 EAST 装置的
升级改造工作， 并在物理实验中攻克
了稳态高功率加热、 完全非感应的高
电流驱动、高精度等离子体实时控制、
高热负荷等离子体与壁材料相互作用
等系列技术难题。 1.2 亿摄氏度 101 秒
等离子体运行的实现，将之前 EAST 装
置物理实验实现的 1 亿摄氏度 20 秒
的世界纪录提高了 5 倍，表明 EAST 装
置综合研究能力获得重大突破， 标志
着我国在稳态高参数磁约束聚变研究
领域引领国际前沿。

实现核聚变发电的两大难点是如
何实现上亿摄氏度点火和等离子体稳
定长时间约束控制， 同时实现上亿摄
氏度等离子体长时间维持尤为困难，
这需要将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与零下

269 摄氏度超导磁体、 高热负荷等离
子体与壁材料相互作用等多项极端条
件同时高度集成和有机结合， 难度和
挑战非常大， 此前国际上超过 1 亿摄
氏度的等离子体运行最长持续时间为
20 秒。

“近年来，我们依托自主研制的世
界上第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
验装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纪录，
让‘科学岛’跻身国际一流磁约束核聚
变研究中心。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徐国盛研究员
告诉记者，2012 年东方超环打破世界
纪录，获得超过 400 秒的 2000 万摄氏
度高参数偏滤器等离子体， 以及稳定
重复超过 30 秒的高约束等离子体放
电。 2016 年 11 月，获得超过 60 秒的完
全非感应电流驱动（稳态）高约束模等
离子体， 成为世界首个实现稳态高约
束模运行持续时间达到分钟量级的托
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2017 年 7 月，
实现了稳定的 101.2 秒稳态长脉冲高
约束等离子体运行， 创造了新的世界
纪录。2018 年，在电子回旋与低杂波协
同加热下， 等离子体中心电子温度达
到 1 亿摄氏度。

安徽科技护航“天问一号”

5月 15 日， 我国自主研制的火星探
测器“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由中科
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制的新一代
“嫦娥钢”为“天问一号”着陆缓冲机构设
计及探测器成功软着陆作出重要贡献。

为保障“天问一号”顺利着陆火星，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固体所在前
期探月工程任务基础上， 研发出新一代
“嫦娥钢”， 它具有极高的强韧性和吸能
性，其延伸率等指标国际领先，已相继保
障 “嫦娥三号”“嫦娥四号” 任务顺利实

施。在火星探测任务中，除沿用缓冲拉杆
以外， 首次使用限力杆产品取代了部分
进口铝蜂窝设计， 真正实现了我国深空
探测器着陆缓冲系统的完全自主化。

除了 “嫦娥钢”，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中电博微 16 所、38 所、43 所以及中
电博微圣达科技都用自己的科研成果
为“天问一号”的火星探测之旅贡献着
安徽科技的力量。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
器由着陆巡视器和环绕器组成，其中环
绕器有效载荷火星磁强计由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研制，其主要功能是获取火星
空间磁场环境高精度数据。中电博微 38
所负责研发了我国首款环绕器次表层
探测雷达， 可实现对火星次表层 10 米
以下的分层精度探测，相当于为“天问
一号”加装了一双“透视眼”。

在茫茫宇宙中，探测器发回的信号
非常微弱， 中电博微 16 所研发的低温
接收机，采用低温制冷的方式使核心微
波接收链路工作在-253℃真空低温环境
中， 从而使接收系统获得 “超级灵敏

度”，可将信号接收、探测的距离实现量
级式提升，犹如为地面测控和通讯系统
装上了 “顺风耳”。 中电博微 43 所自
主研制的厚膜抗辐射 DC/DC 变换器像
“心脏”一样，为“天问一号”姿轨控系统
提供稳定供电，确保火星探测器在历时
7个月的时间里能够按预定姿态和轨道
飞行、顺利进入火星轨道，并为后续的
着陆任务提供保障。 中电博微圣达科技
研发的系列铝硅封装外壳为探测器着
陆系统的 TR 组件等核心关键元器件提
供了轻质高可靠的封装解决方案，为器
件内部电路穿上了安全可靠的 “保护
衣”，有了这层“保护衣”，探测器在火星
安全平稳着陆又多了一份保障。

人工智能赋能美好生活

智能录音笔“能听会写”、智能办公
本“高效办公”、智能学习机“因材施教”、
扫描词典笔“一扫即出”……不久前在上
海举办的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
上，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头羊”和“国
家队”，科大讯飞展示了 A.I.商务办公和
A.I.学习教育两大赛道的消费品，以及讯
飞开放平台的最新 A.I. 赋能成果和 A.I.
芯片解决方案， 向世界展现了人工智能
全方位融入智慧生活的美好图景。

深耕人工智能领域 22 载， 科大讯
飞不断追求技术创新及突破，构筑了以
基础算法为主干、以技术体系为生长方
向、以场景理解为发展动力的“A.I.科技
树”， 为美好生活赋予更多的可能。 目
前，讯飞承建了我国唯一的认知智能国
家重点实验室，也是国家首批四个人工
智能开放平台之一。 自 2018 年至今，取
得近 40 项“世界冠军”，涵盖语音识别、
语音合成、机器阅读理解、手势识别、图

像识别等诸多领域 ， 成为名副其实的
“人工智能国家队”。

在合肥、铜陵以及山东聊城等地，科
大讯飞“城市超脑”让城市治理科学化、
精细化，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社区
等便民服务已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方方
面面。 在“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因材施教
成就梦想”理念指导下，科大讯飞智慧教
育全产品已经在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单
位 38000 多所学校中应用， 服务超 1 亿

师生。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公平可及，科
大讯飞智医助理现已覆盖全国近 200 个
区县的 30000 余家基层医疗机构， 日均
提供超 40万条辅助诊断建议。

截至今年 5 月底，讯飞开放平台已
开放 415 项平台能力， 聚集超过 210 万
开发者团队， 总应用数超过 112 万，累
计覆盖终端设备数 32 亿， 以科大讯飞
为中心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持续构建。
在科大讯飞龙头作用带动下，全国首个
也是唯一定位于语音和人工智能领域
的国家级产业基地中国声谷快速崛起。
截至 2020 年底 ， 中国声谷入驻企业
1024 户、营业收入 1060 亿元，成功实现
“双千目标”。

量子科技形成先发优势

在合肥市大蜀山脚下，有一条宽阔
的大路被称为“量子大道”，这条路两侧
有 20 多家量子科技研发团队。 近年来，
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代表的单位，围
绕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
等优势领域，组建多领域跨学科攻关团
队，推动量子科技领域取得一批高水平
原创成果。

2016 年 8 月，由中科院院士、中国
科大教授潘建伟领导的中科院联合研

究团队研制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墨子号”成功升空。 在太空中，“墨
子号”配合多个地面站，在国际上率先
实现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星地双向
量子纠缠分发及空间尺度量子非定域
性检验、地星量子隐形传态以及探索广
域量子密钥组网等实验。 今年 1 月，中
国科大宣布，中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了
跨越 4600 公里的星地量子密钥分发 ，
标志着我国已织出了天地一体化广域

量子通信网雏形，证明了广域量子保密
通信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条件已初步
成熟，为未来实现覆盖全球的量子保密
通信网络奠定了科学与技术基础。

2020 年 12 月 ，由潘建伟 、陆朝阳
等人组成的团队成功构建 76 个光子
的量子计算原型机 “九章 ”，一举使我
国成功达到 “量子计算优越性 ” 里程
碑。 在特定赛道上，“九章”的“高斯玻
色取样” 速度比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

机快一百万亿倍， 等效地比美国谷歌
公司发布的 53 个超导比特量子计算
原型机 “悬铃木 ”快一百亿倍 。 今年 2
月，首款国产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 “本
源司南”在合肥市正式发布，实现了量
子资源系统化管理 、 量子计算任务并
行化执行、 量子芯片自动化校准等全
新功能， 助力量子计算机高效稳定运
行， 标志着国产量子软件研发能力已
达国际先进水平。 今年 5 月，中国科大
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
院的研究团队 ，成功研制了 62 比特可
编程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 “祖冲之
号”，这是目前公开报道的世界上最大
量子比特数的超导量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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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8 日，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所，即将升级改造完成
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合肥科学岛（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维信诺 (合肥) 第六代柔性显示屏具有自发光、高分辨率、响应速度快、可实
现弯曲的特点，可广泛应用于手机、电脑、可穿戴设备等终端产品。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