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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科技掀起前沿技术新浪潮量子科技掀起前沿技术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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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长王伯根教授以及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温锦生教授了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长王伯根教授以及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温锦生教授。。

9 月 22 日，在北京举行的 2020
创新之源大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在主题演讲
中深度剖析了未来量子技术。他认
为，第二次量子技术革命真的来了。
薛其坤介绍，信息时代的关键核心
技术，如晶体管、激光、硬盘、GPS 等
是量子物理的被动应用。量子物理
科学发展，触发了第一次量子技术
革命。

第一次量子技术革命，是从认
识量子世界、发现量子效应到发展
量子技术应用。而第二次量子技术
革命，是从主动操控量子态、量子效
应，到发展量子技术和应用。

薛其坤表示，量子技术的应用
将给高密度、低能耗的信息存储带
来充满想象的空间，指甲盖大小的
存储器就能存下全世界的数据。而

可扩展的量子计算机的研发，将极大
提升信息处理能力，可谓是信息处理
的“核武器”。

目前，人们要加强量子信息技术
三大领域的研发。其中，量子计算（包
括硬件、算法、操作系统和软件等）是
核心，量子通信（包括密钥分发等）是
重要手段，量子测量、传感和计算则是
应用最广泛的方面。

“通过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
导航、量子探测等技术的突破，形成
通达全球的安全通信、算力重组、高
灵敏传感、高精度时空基准等应用，
打造量子基础设施网络。”薛其坤说，
科学家在量子科学领域开疆拓土，但
量子技术要真正给人类带来福祉，还
需要更多创新创业者、企业家、投资
人等的加入。

据中国科学报

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

第二次量子技术革命真的来了

近在身边，量子科技为何如此
重要

在 19 世纪末，经典物理进入黄
金时代，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和
经典热力学构筑起了一座华丽而雄
伟的物理学大厦，很多物理学家甚
至都认为物理学已经接近完美，剩
下的工作只是在这座大厦上小修小
补——除了盘旋于其上方的两朵乌
云：迈克尔逊-莫雷实验与以太漂移
说相矛盾，以及黑体辐射理论中的

“紫外灾难”。
“而恰恰是这两朵乌云后来导致了

现代物理学大厦的两大支柱——量子
力学与相对论的诞生。”王伯根教授介
绍说。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量子力学
与相对论是二十世纪物理学最重要的
两大进展。自二十世纪初量子力学诞
生以来，包括普朗克、玻尔、爱因斯坦等
100多位科学家由于量子物理的研究
而获得诺贝尔奖。

量子化是量子力学的主要特征之
一。通俗地说什么是量子呢？就是当
一个物体存在最小的不可分割单元
时，我们就说它是量子化的，并把这个
最小单元称为一个量子。温锦生教授
接着科普说，这个概念由德国物理学
家普朗克在1900年研究黑体辐射时
率先提出——能量存在最小单元即

“能量子”（量子），它的传播不是连续
的，而是一份、一份的。除了能量以
外，电荷、粒子自旋等物理量也是量子
化的。

“量子科技并不是刚刚出现的新
学科领域，它的发展已逾百年。”温锦
生教授表示，量子科技并不小众，距
离民众并不遥远。“但网络上的量子
眼镜、量子电磁炉、量子围巾并不是
真正的量子产品，跟量子科技没有直
接关系。”

王伯根教授说，量子科学是区
别于经典物理定律，在量子力学基
本原理的基础上重新构建的具有颠
覆性的观察、认识和理解微观世界
的方法和理论。事实上，在第三次
工业革命中已经实现的很多伟大创
新，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量子科
技的发展。人类对量子科学的认
识、发展和运用，催生了信息时代的
核心技术，比如计算机 CPU 中的晶
体管以及激光、硬盘、卫星定位导航
等。“比如基于量子力学原理的巨磁
阻效应，让人类拥有了能够存储海
量信息的硬盘；量子力学发展所催
生的半导体晶体管，造就了今天的
计算机、手机；量子力学原理在计时
领域的运用，制成了原子级别精度
的铯原子钟，让人类实现了精准卫

星定位；基于宏观量子现象的超导
电性，已发展出核磁共振、磁悬浮列
车等产品……”

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薛其坤也曾表示，量子科技在未来不但
会使我们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提高、通信
速度更快，还将带来更灵敏的传感技术
和更高的信息精度。对未来的数字技
术，量子力学将从原理上提供支撑并引
发新的技术革命，这与传统技术带来的
渐进性发展截然不同。

“未来10-20年，量子科学的很多
应用，可能现在都不能想象。”王伯根
教授和温锦生教授都很肯定地表示。
未来，以量子科技作为支撑，计算机的
计算能力、通信的速度与安全、传感技
术的灵敏度与信息精度，都将得到根
本性的提高。基于自旋、超导电性、拓
扑物态等受量子力学支配的新奇微观
和宏观量子现象发展的新型量子器
件，将引领新一轮的科技变革与产业
革命。例如，传统半导体工业的发展
已经到了瓶颈期，传统加工工艺已经
逼近量子极限，“过去单位面积上可以
容纳的晶体管数目每经过2年左右会
增加一倍，如今器件尺寸已经很难继
续变小，要从根本上突破，取决于量子
基础理论和量子器件的源头创新。”温
锦生教授补充说。

前沿扫描，量子科技领域广阔

量子科技领域十分广阔，包括量
子通信、量子计算与量子模拟、量子
精密测量，以及量子材料、量子调控、
量子力学基本原理和物质基本结构
等现代物理学及相关交叉学科的多
个方面。

王伯根教授介绍，依托于包括物理
学院、现代工学院、电子学院等在内的
大物理学科，南京大学在量子科技研究
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前瞻性的
战略布局，是国内最早的两个量子调控
研究基地之一，目前已在拓扑物态研
究、高温超导电性、人工微结构的量子
调控、原子制造、量子材料类脑智能硬
件、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和量子模拟、量
子精密测量、量子材料等多个量子科技
的前沿领域开展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
大原创性成果。

“量子通信、量子计算与量子模
拟、量子材料、量子精密测量等是量
子技术目前可以寄予厚望的几大主
要发展方向。”王伯根教授介绍说，
在量子通信方面，南京大学祝世宁
院士团队以光学微结构材料近 40
年的研究积累为基础，在单光子、双
光子及高维纠缠态的产生和操控方
面取得突破，成功制备出高维度量
子纠缠光源，对于发展具有更高信

息容量和速率的量子信息处理技术
具有重要意义。该团队还将微结构
光子集成技术与无人机结合，首次
实现了基于无人机的量子纠缠分发
实验，并演示了其在白天、夜晚、雨
天等多气象条件下工作的能力，为
进一步发展基于无人机等移动平台
的量子通信网络打下基础。此外，
南京大学相关团队还在光的波粒二
象性的叠加调控、硅基光量子芯片、
超导量子计算与量子模拟等领域取
得一系列突破。

以量子材料为例——这是量子科
技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比如国际上
方兴未艾的拓扑量子材料领域，就是希
望通过找到更多拓扑量子材料，并探究
其奇特物性，为构建下一代新器件和新
应用提供可能。”温锦生教授告诉记者，
近年来，南京大学万贤纲教授研究团队
在拓扑物质态探索方面已经实现了从
0到1的理论突破，站在了相关研究领
域的国际最前沿，将拓扑的概念由绝缘
体推广到金属体系，开启了国际上对拓
扑半金属态的研究热潮，并建立了拓扑
量子材料数据库。

再比如，目前大家都十分关注的我
国半导体工业“卡脖子”问题。如果我
们能用量子科技实现对物质原子的操
控，开发一种全新的原子制造技术，将
为我国极端微制造行业提供一条全新
的路线，这也是量子科技在未来制造业
中的一个拥有广阔前景的切入点。王
伯根教授说，南京大学在原子制造的基
础研究方面富有特色，建设了宏量制备
团簇离子新装置，设计了多种原子尺度
的量子器件。

南京大学研究人员还能像“搭乐
高”一样，在原子世界里将性质迥异的
多种二维材料按照不同的顺序进行堆
垛，制造出自然界并不存在的新型结
构材料，设计和实现了多种类脑智能
原型器件与系统。这些基于量子材料
的类脑智能硬件，可以模拟我们的“眼
睛”和“脑回路”等，将为物联网、边缘
计算、人工智能等应用的快速发展提
供助力。

“领先”和“短板”，中国都将继
续快进

量子科技对于国计民生、国防安
全、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具有重大战略
意义。近年来，量子科技的发展突飞猛
进，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前沿领域。我国虽然在量子科技方面
起步较晚，但是我国科技工作者奋起直
追，只争朝夕，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原创性成果。

王伯根教授说，“目前我国在光纤
和自由空间量子通信、基于光与冷原

子的量子计算和量子模拟、针对定位
与导航的精密时间测量、量子材料的
拓扑物态研究以及基于人工微结构的
量子调控等领域已经处于领跑地位。”
与此同时，我国在量子科技的不少领
域也存在“短板”，比如说核心元器件
高端制造设备，极端精密测量设备等
方面还亟需加强。

未来，量子科技发展的突破口在哪
儿？王伯根教授说，量子科技的发展需
要多学科支撑、高技术产业支撑，需要
吸纳有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参与。
下好量子科技“先手棋”，应大力推动高
校、科研单位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打通
产业链和创新链之间的阻隔，提升成果
转化的效率，有效促进我国产业的转型
升级；也应进一步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
革，完善评价体系，激发科技队伍的巨
大潜能。

薛其坤也曾表示，对量子科技发
展进行部署时，应考虑到产学研协
同，考虑到从基础研究到应用之间的
密切结合，这样可以提高效率，加快
研发速度。

科技工作者，应利用好量子科技发
展的战略机遇期，共同营造出量子科技
发展蓬勃向上、百舸争流的局面。温锦
生教授说，“我们科技工作者一定要不
畏艰难险阻，勇攀科学高峰，加快基础

研究突破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争取在
量子科技领域再取得一批世界水平的
原创成果。”

王伯根教授表示，“接下来我们南
京大学将进一步发展人工微结构光场
调控在量子信息技术中的应用，在大规
模集成光量子芯片方面寻求突破。推
进量子计算和量子模拟等方面的实用
化进程；在量子材料方面，发现具有更
大实用价值的超导、拓扑、自旋电子学
等新型材料，进一步开展基于量子力学
新原理的量子器件研究，开发更多的先
进制造装备。”

除了着眼于应用的基础研究，量
子科技的研究还将进一步探索微观
物质世界的物理规律。

王伯根教授介绍，由于希格斯粒
子赋予了基本粒子以质量，所以在基
本粒子的研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
角色，对它的粒子性质开展研究有助
于我们理解宇宙演化和质量起源等
重要问题。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希
格斯粒子的发现和性质研究中做出
了重要贡献，未来将重点布局双希格
斯粒子产生机制的研究，有望在数年
内观测到双希格斯粒子的产生，促进
人们对于物质基本结构和宇宙早期
演化规律的理解。

本报记者 杨频萍 蔡姝雯

新闻链接 >>>

11月10日，中国载人潜水器“奋斗
者”号，在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成功下
潜突破1万米，达到10909米，创造了
中国载人深潜的新纪录。

据新华社报道，马里亚纳海沟被称
为“地球第四极”，水压高、完全黑暗、温
度低，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区域之一，
其最深处接近11000 米。今年 10月
10日，“奋斗者”号与“探索一号”“探索
二号”母船一起，从海南三亚启程开展万
米级海试。10月27日，“奋斗者”号在

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成功下潜突破1
万米（达10058米），创造了中国载人深
潜的新纪录。

所谓坐底，是指在综合考虑潜水器
速度、姿态和海底地质情况下，人为地
让“奋斗者”号海底着陆，有人将其形容
为“踩一脚刹车”，以便开展海底科考和
作业。“奋斗者”号总设计师、万米海试
总指挥叶聪介绍，这次万米海试，“奋斗
者”号载人潜水器运行团队逐渐压缩，
为了将来把更多的位置留给科学家。

在船的后甲板上，戴着安全帽操作的人
是非常有限的。整个团队虽然人少了，
但是在海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效率
高了。

今年6月19日，中国万米载人潜水
器被正式命名为“奋斗者”号，由“蛟龙”
号、“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的研发力
量为主的科研团队承担，不仅采用了安
全稳定、动力强劲的能源系统，还拥有更
加先进的控制系统和定位系统，以及更
加耐压的载人球舱和浮力材料。

2012 年，自主设计和集成的“蛟
龙”号载人潜水器刷新了7062米的中
国深度；2017年，“深海勇士”号4500
米级载人潜水器实现“核心技术自主
化、关键设备国产化”；今天，“奋斗者”
号载人潜水器成功实现万米深渊的探
索，中国船舶七·二所一步一个脚印，走
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深海载人装
备谱系化发展创新之路。

记者了解到，除了位于无锡的中
国船舶七·二所，江苏还有多家单位

参与了“奋斗者”号项目，比如国家船
舶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完
成载人舱球壳焊接残余应力检测；无
锡西塘锻压有限公司完成载人舱半
球冲压成型工作；江苏省特种设备安
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锡分院完成载
人舱球壳焊缝质量检测（射线检测、
超声检测、着色检测）、小直径球壳焊
缝质量检测、缩比模型球壳断口晶相
分析等工作。

本报记者 杨频萍

江苏多家单位参与项目

深潜10909米！“奋斗者”号坐底马里亚纳海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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