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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雪崩是一种非线性光学效应，当某种材料受光
照超过一定的阈值光强时，材料就会发出不成比例的大
量光子，也就是光子“雪崩”。迄今为止，这种现象只在块
体材料和聚集体中观察到过。

在本期《自然》中，科学家研究表明，铥离子掺杂的纳
米晶体可以单独形成光子雪崩。研究人员在单光束、超
分辨率成像中使用了他们的纳米晶体，达到了70纳米以
下的空间分辨率。研究团队指出，他们的雪崩纳米粒子
或在亚波长成像、光学与环境传感、神经形态计算方面具
有应用前景。

（综合《自然》官网及“自然科研服务”公众号）

在纳米粒子中观察到
巨大的光子“雪崩”

2021年1月14日《自然》封面

直击

□ 本报记者 杨频萍

“走进虚拟会场，想起《仙剑奇侠传》中的
李逍遥。”1月10日，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南
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周志华教授登录了
第29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的界面，发现
会议地点让他眼前一亮。

因为疫情防控，这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
举办地点从日本横滨转为了线上。主办方别
出心裁，将会议安排在了一个“古色古香”的
虚拟游戏环境中召开，不仅设计了亭台楼阁、
卡通古风人物，甚至还有“居酒屋”出镜。

这场云会议的画风虽然“新奇特”，但正
常学术会议该有的发言、讨论和报告环节一
个都没落下。记者了解到，这一次的国际人
工智能联合会议，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派
出了不少师生参会，优秀学生代表还在大会
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

周志华介绍，在游戏世界里“作报告”，和
普通的线上会议里作报告没啥差别。“由于每
位参会者都有一个虚拟的形象，在这个虚拟
学术会议世界里就像‘游戏世界’一样，相互
可以‘遇见’‘搭话’等。”

周志华的虚拟人像身着古装在会场的
不同场景里溜达了一圈，非常顺畅。会议的
另一个界面里，不仅有古风版的“讲台”，还
像安排教室桌椅一般，排列了多个“座位”。

“会场里设置了‘发言席’，需要发言的人可
以把自己的虚拟形象‘走’到发言席去排队
发言。小组讨论也有各种人数的小房间、圆
桌、咖啡座等，需要聚在一起讨论的人可以

‘走’到那里去。”
伴随着AI技术的发展，这样的沉浸式线

上会议正在受到青睐，网游版的学术大会也
吸引了众多尝鲜者。据了解，2020年10月，
南大人工智能学院就与网易伏羲合作，将主
办的第二届国际分布式人工智能学术会议
（DAI）的开会地点“移”到了在线网游里，而
且开会“地点”更加“炫酷”，在游戏《逆水寒》
里“大宋皇宫”的场景中召开。

在沉浸式会议系统中，每位学者可以自
由设定自己的虚拟形象，选择喜欢的发型和
服饰；茶歇时，可以观赏舞者和乐师的精彩表
演。会议结束时，全场点燃烟花庆祝，画面美
轮美奂。

“一开始你可能觉得会议像是‘游戏’，实

际上的感觉还是在开会。”据DAI大会程序主
席、南大人工智能学院俞扬教授介绍，南京大
学与网易伏羲一道，根据实际需要，对线下会
议流程实现了尽可能的真实还原，在沉浸式
会议系统中实现了演讲、学术讨论、论文墙展
等一系列线下学术会议才有的互动环节。此
外，网游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中都是需要高
配置的电脑才行，但通过云游戏技术，参会学
者只要打开网页、输入会议码，就能随时随地
加入会议。

“比如墙展环节，在线下举办的学术会议
中，墙展环节通常是交流最充分、价值最大的
环节之一。学者们会围着论文海报，面对面交
流科研经验。在传统视频会议中，这个环节是
完全缺失的。”俞扬说，DAI沉浸式会议成功实
现了仿真墙展提问环节，教授们不仅可以让自
己的虚拟形象“站”在报告墙的旁边，观众如果
对报告感兴趣，还可以主动发起提问。

沉浸式会议的创意，最初来自疫情背景
下的“形势所迫”。“视频会议虽然可以满足用
户随时随地开一场会的需求，却营造不出传
统会议的氛围感和仪式感，参会者缺少沉浸
感与投入感。更重要的是，传统会议中的社

交功能，无法通过视频会议这样的效率工具
型产品实现。我们一直在思考，是否可以创
造一种新的会议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网
易伏羲团队介绍。

团队告诉记者，去年7月，一位美国学者
在《动物森友会》中举办了一场学术会议。“尽
管会议最多只能容纳8人同时联机，主要借
助Zoom完成直播，不过，这次尝试给我们带
来了全新的灵感。在我们的积极推进下，在
游戏场景中举办一场沉浸式会议的想法，迅
速变成了现实。”

“沉浸式会议”的创意性想法，无疑是线上
学术会议的新风尚。未来该如何推广，业界专
家普遍持看好态度。不只在AI行业，文旅、会
展等行业也对沉浸式会议系统提出了合作需
求。“云课堂”“云旅游”……伴随着科技的成
熟，将有更多科幻电影里的场景走向现实。

“未来，等到5G带宽到位，同时VR技术
更加成熟，坐在家里远程开会，会让体验感更
加真实。”俞扬举例，目前的学术会议，报告人
还看不到观众的表情或是微反应。将来，随
着技术的发展，“沉浸式会议”的反馈会更加
完整，细节更加丰富。

沉浸式会议，全球AI学者先行先试

近日，由《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与科
学网联合发起的“2020中国光学领域十大社会影响力事
件”评选结果公布，我省紫金山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商用毫
米波相控阵芯片、南京大学研发的高维量子纠缠光源制
备上榜。

紫金山实验室自主研发的此款毫米波相控阵芯片，
在世界上首次较为彻底地解决了阻碍CMOS毫米波通
信问题，关键性能指标与国际水准相当，发射机效率和接
收机功耗等指标远超国际，每个通道成本仅为传统常用
技术路线的几十分之一，研制水平首次进入世界前列，实
现了从芯片到天线阵的全面自主可控，为我国5G优势
延续5-10年打下重要基础。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在
宽带卫星通信、与中星十六号互通中得到示范应用，有望
在2022年实现规模商用。

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团队
与合作者在高维量子纠缠光源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研
究人员使用超构透镜阵列与非线性晶体结合，成功制备
出高维路径纠缠和多光子光源，突破了现有量子光源的
技术瓶颈和信息编码维度限制，对于发展具有更高信息
容量和更高安全性的量子信息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张宣 杨频萍

“2020中国光学领域十大社会影响力事件”

我省两大科技成果入选

动

态

据国家航天局消息，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
号火星探测器将于今年2月中旬进入环火轨道，5月中旬
实施火星着陆与巡视。距离天问一号抵达火星的日子越
来越近，中国第一辆火星车征名活动也在有序进行中。

1月18日，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表示，
我国首辆火星车全球征名活动已经完成了初次评审。经
过评审委员会的初步评审，遴选出弘毅、麒麟、哪吒、赤
兔、祝融、求索、风火轮、追梦、天行、星火共10个名称，作
为我国首辆火星车的命名范围。计划从1月20日12时
起至2月28日24时止，在指定的手机应用程序接受为期
40天的公众网络投票。本次网络投票结束后，还将由评
委进行终审选出前3名，并参考公众投票得分的前3名，
最终选定3个名字并按程序报批，最后确定中国第一辆
火星车名称入选方案，并于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
一号”着陆火星前择机公布。 综合

火星车全球征名你选哪个

□ 本报记者 蔡姝雯

继“探月”“探火”之后，我国“探日”正在
提上日程。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日前从中
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获悉，我国第一颗综
合性太阳探测卫星——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
（ASO-S）的工程样机研制即将完成，再经过
1年左右的飞行样机研制后，计划于2022年
择机发射升空，预期在轨运行不少于4年。
我们为什么要上天“探日”？我们的太阳探测
卫星有哪些科学目标？实现这些科学目标要
跨越多少难关？记者采访了ASO-S卫星工
程首席科学家、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甘为群
研究员。

为何上天“探日”
太阳是一个天然的物理实验室

逐日追风，人类自古有之。夸父追日、后
羿射日、金乌负日等古代神话传说，无不折射
出人类对于太阳的好奇心。如今，先进的科
学技术使我们有机会看到更真切的太阳。

大约46亿年前，在距离银河系中心约2.6
万光年之处的螺旋臂上，一团分子云开始在
自身的引力作用下坍缩，并逐渐形成了我们
今天所熟悉的太阳。太阳距离我们约1.5亿
千米，而它发出的光需要8分钟的时间才能
抵达地球。

即使这么遥远，太阳依然是与我们关系
最密切的一颗恒星，也是唯一一颗可以详细
研究的恒星。它为什么会发光？它是永恒存
在的吗？它的结构是什么？它有哪些显著特
征？它会对地球造成哪些影响？为了回答这
些问题，科学家不仅发展出了相应的理论基
础，还建造或发射了各种探测器，层层揭开太
阳的神秘面纱。

“从研究自然规律、自然科学的角度来
说，太阳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物理实验室，
可供我们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甘为群说，
太阳上发生的物理现象，在中学到大学的物
理教科书和物理学前沿研究中都能找到相应
的内容。除了太阳内部物理过程，太阳的表
面、大气、磁场、结构、波动、全波段辐射、等离
子体、流体的规律……都可以观测研究，而这
些物理现象在其他天体上进行详细观测是不
可想象的。

为什么要在空间进行太阳探测？甘为群
解释说，由于地球大气层的存在，在地面上对
太阳进行观测，只能观测到可见光和有限的
射电辐射，它们在宽广的太阳辐射波谱中只
占很小的一部分。而更多波段辐射，比如大
部分紫外和红外线、X射线和伽马射线等高
能辐射，在到达地面前就被地球大气吸收掉
了。“卫星的优势在于能够完全脱离地球大气
的影响，从各个波段研究太阳，从而描绘出一
幅完整的太阳图像。”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已经先
后发射了六七十颗太阳探测卫星进入太
空。在这场太阳的探索之旅中，我国在太阳
探测卫星方面一直缺席。甘为群告诉记者，
多年来我国天文学家根据国外的卫星观测
资料做研究、写论文，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
上虽然名列前茅，但是还缺少原创性贡献。
中国要做科技强国，应该对国际上的科研多
做原创性贡献。目前我国科技实力增强，国
家正在迎头赶上，作为我国第一颗综合性太
阳探测卫星，ASO-S应运而生。ASO-S也
是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专项“空间科学
（二期）”启动的四项卫星工程之一。

ASO-S卫星有何不一样
为研究“一磁两暴”搭载三台载荷

与目前在天上飞的其他国家的太阳探测卫
星相比较，ASO-S有何不一样？甘为群说，
ASO-S最大的特点，就是其科学目标。他强调，
ASO-S首先是一颗科学卫星而非应用卫星。

“太阳上最猛烈的两个喷发是太阳耀斑
和日冕物质抛射，人们现在认为它们起源于
太阳磁场。太阳磁场、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
抛射之间的关系是太阳物理学领域最重要的
课题之一。”甘为群将太阳磁场、耀斑和日冕
物质抛射简称为“一磁两暴”，而ASO-S的科
学目标也正是“一磁两暴”。

为了实现这一科学目标，ASO-S的载
荷配置也很有特色。“我们给卫星设计了三
个载荷，即携带三台仪器，一个叫全日面矢
量磁像仪，专门观测太阳磁场；一个叫硬X
射线成像仪，专门观测太阳耀斑；一个叫莱
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专门观测日冕物质抛
射。这样的科学目标和载荷配置，构成了我
们卫星的特色。”甘为群说，在天文研究中，

组合观测即在多波段同时进行观测非常重
要。“比如从红外看，从紫外看，从X射线看，
从伽马射线看，不同的波段反映不同的物理
过程，同一个东西在同一时间通过不同的波
段观测，能够反映物理的不同方面，所以这
也是我们卫星的特色所在。”

除了组合特色外，三台仪器也有一定自
己的特色。比如全日面矢量磁像仪，其时间
分辨率相对较高；硬X射线成像仪比国际同
类仪器探头数目要多，我们有99个探测器；
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则是进行内日冕观
测，同时莱曼阿尔法本身又是一个新的波段
窗口。

卫星“登天”，关键技术的攻坚克难也是
“难比登天”。

甘为群告诉记者，仅硬X射线成像仪就
至少需要攻克三个关键技术。以光栅的加
工为例，硬X射线成像仪的99个探头相当
于一个个的小眼睛，这些小眼睛前面是由光
栅构成的，X射线光子需要穿过光栅中的缝
隙，而最窄的缝隙只有 18 微米（1 微米=
0.001毫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这需要非常
非常精细的工艺，像做一本书一样，我们先
加工一张张带有狭缝的薄‘纸’，再把一张张
的薄纸粘贴成一本有着均匀缝隙的‘厚书’，
而每条缝隙的对齐精确要远小于狭缝的宽
度。”此外，硬X射线成像仪的前端光栅和后
端光栅相差1.2米，光栅在前后端要对得分
毫不差才行，否则无法成像，同时还要考虑
热胀冷缩、空间环境恶劣、经历发射过程等
因素。“这一技术之前在我国是空白，经历了
整整三年我们才完成了关键技术攻关。”

还有莱曼阿尔法望远镜，它实际上由三
台望远镜组成，其中最难研发的一台叫做日
冕仪。日冕仪不是看太阳的“圆盘”，而是看
太阳“圆盘”外面从1.1个太阳半径到2.5个太
阳半径的区域，这一区域的光跟“圆盘”比相
差10的-7次方到10的-8次方，它的光太弱
了！必须要把日面的强光挡住，才能测到这
一区域的光，难度可想而知。

为何选择2022年发射
详细记录第25个太阳活动周的

“太阳风暴”
据了解，目前ASO-S卫星工程样机研制

即将完成，即卫星已经从图纸做成了产品。
工程样机将进行一系列的实验，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环境模拟实验，模拟它在天上工作，模
拟遥感遥测等全套工作流程。预计2月开始
进入飞行样机研制阶段，计划2022年上半年
择机发射。

“之所以选择在2022年发射，跟太阳活
动周期有关。”甘为群介绍，太阳黑子的数
量和位置呈现出的周期性变化，就是太阳
11年活动周期。2021年到 2022年正处于
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的开始阶段，随着太
阳周期的开始，太阳黑子越来越多，太阳磁
场会越来越强，太阳的爆发就会增加，达到
一个峰值。这个峰值可能在 2024 年到
2026年之间。“我们计划2022年发射太阳
探测卫星，预计它的工作时长为 4年。这
样就可以覆盖一个从开始到峰值的较为完
整的太阳周期，从而获得尽可能多的观测
样本。”

ASO-S上天后，将在距离地表720公
里的轨道上工作。为何选择这个距离？甘
为群告诉记者，科学研究是一个延续的过
程，早在1993年他就开始介入太阳空间探
测的研究。在ASO-S立项之前，他曾负责
一个中法合作项目，当时就详细论证过，将
卫星的轨道定在720公里。“硬X射线成像
仪原则上要求轨道低一点，日冕仪又要求轨
道高一点，当时我们就做过轨道优化设计，
论证出720公里比较合适。这样的轨道设
计还能够满足差不多一天24小时连续观测
太阳。”

太阳研究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太阳
为我们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同时也会对地球
产生重大影响。一旦太阳“发威”，太阳耀斑
和日冕物质抛射产生的磁云会裹挟着大量带
电高能粒子，直奔地球而来。对地球环境，尤
其是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电磁环境造成严
重破坏。

ASO-S项目在研究“一磁两暴”自然规律
的同时，也会及时预报太阳爆发对地球的影
响。据计算，一旦发生日冕物质抛射等爆发活
动，科学家可以至少提前40个小时得到信息，
就像地球上的天气预报一样，及时预警，做出
防护举措，以避免人类生存环境受到破坏。

供图：视觉中国

我国首颗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我国首颗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ASO-SASO-S工程样机研制即将完成工程样机研制即将完成

未来未来，，在在720720公里之上遥望太阳公里之上遥望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