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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视线之外，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答案。一些

科学家的猜想是：我们的宇宙是一个膨胀的气泡，并且宇宙之外，还有更

多的泡沫宇宙。它们都存在于一个永恒膨胀、充满能量的海洋中，这个海

洋便是多重宇宙。

一些物理学家接受多重宇宙这一说法，认为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

的宇宙与众不同，而另一些人拒绝接受这一理论，因为它仅仅预测了可以

想象的宇宙，根本无从检验。

现在，各个团队都在寻找新方法来推断宇宙是如何像气泡一样膨胀

的，以及这些泡泡相互碰撞时会发生什么。

随机量子事件或导致了宇宙诞生

20世纪 80年代初，物理学家在研究宇宙如何开始或停止暴胀的时候

发现，尽管我们的宇宙或其他宇宙可能已经停止暴胀了，但量子效应应该

会让大部分空间持续膨胀，这被称为永恒暴胀理论。

气泡宇宙与周围环境的差异，归根结底体现在空间本身的能量上。

当空间尽可能空旷，不可能损失更多能量时，就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

“真真空”状态。想象一个放在地板上的球，是不可能继续下落的。但系

统也可以有“假真空”状态，设想一个球放在桌子上的碗中，球可以滚来滚

去，同时又或多或少停留在原地。但若施加足够大的震动，可以让球掉落

到地上——达到真真空状态。

在宇宙学中，宇宙同样会陷入假真空状态，由于随机的量子事件，微

小的假真空会偶尔松弛成真真空，而这个真真空会像气球一样向外膨胀，

吃掉假真空的剩余能量，这就是假真空的衰变，宇宙或许由此诞生。“一个

真空的泡泡可能是我们宇宙历史上的第一个事件。”伦敦大学学院的宇宙

学家希拉尼亚·佩里斯说道。

但物理学家在预测真空泡的行为上花费了巨大的努力。一个真空泡

会变成什么样，取决于无数个微小细节的整体影响。这些气泡变化飞快，

壁面向外扩张飞行时达到光速，同时气泡也具有量子力学的随机性与波

动性。对于这些过程的不同假设会得出自相矛盾的预测，无法判断到底

哪个最接近真实情况。

模拟真空泡实验输给了量子纠缠

包括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约翰·普雷斯基尔在内的

研究团队最近从简单的模拟中诱导出了类似真空泡的行为，共同参与研

究的阿什利·米尔斯泰德解释说：设置一串约 1000个箭头，可以朝上或朝

下。一串几乎都向上的箭头与一串几乎都向下的箭头相遇的地方，就代

表气泡外缘。通过翻转箭头，研究人员可以使气泡外壁移动或碰撞。在

特定情况下，这个模型完美模拟了自然界中更复杂系统的行为。研究人

员希望用它来模拟假真空衰变和气泡碰撞。

最初，这个简单的设定并没有按实际情况来表现。当气泡壁相互碰

撞时，它们完美反弹，没有出现预期的复杂混响或粒子外流（表现为涟漪

一样的箭头翻转）。但随着研究深入，团队观察到碰撞的外壁喷出了高能

粒子，碰撞越剧烈，喷出的粒子越多。

然而，研究人员发现，当产生的粒子混杂在一起时，它们会纠缠，共

享量子态。每增加一个额外的粒子，它们状态的复杂程度就呈指数级

增加。

研究人员表示，因为量子计算机本身就是靠量子纠缠来完成计算，

所以只有等到成熟的量子计算机出现，关于气泡行为的研究才可能实

现突破。

量子计算或者吹一个量子泡泡

英国杜伦大学的物理学家迈克尔·斯潘诺夫斯基和史蒂文·阿贝尔认

为，使用一种和真空状态遵循相同量子规律的设备，就可以绕过棘手的计

算过程，“这就从理论预测变成了做实验”。

这种设备被称为量子退火机，是一种受限的量子计算机，它通过寻找

量子比特的最低能态，专门用于解决算法优化问题。这个过程与假真空

衰变相差无几。

阿贝尔和斯潘诺夫斯基利用商用量子退火机 D-Wave，对一串 200

个量子比特进行编程，来模拟一个高能态或低能态的量子场，类似于假

真空和真真空。然后他们观察前者如何衰变成后者，最后导致真空泡

的诞生。

这项实验只是验证了已知的量子效应，并没有取得关于真空衰变的

新发现。但研究人员希望最终能利用 D-Wave超越当前的理论预测。

还有一种方法是干脆直接吹泡泡。

接近光速膨胀的量子泡泡没那么容易得到，但在 2014 年，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的物理学家提出了一种能在实验室制作这种泡泡的方法，即

利用物质的一种奇特状态——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BEC）。一团稀

薄的气体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时便可以凝聚成 BEC，其具有不寻常的

量子力学特性，包括能与另一个 BEC 干涉（类似两束激光的干涉）。该

团队预测，如果两个凝聚态干涉的方式恰到好处，那么实验人员应该能

捕捉凝聚态中生成气泡的直接图像，这些气泡与多重宇宙中假设的气

泡相似。

佩里斯带领着一个物理学家团队，研究如何稳定凝聚态混合物，以防

止不相关效应导致的崩塌。经过多年努力，她和同事们终于做好了建立

原型实验的准备，他们希望未来几年内能吹出冷凝态气泡。

如果实验顺利，他们就可以解答两个问题：气泡形成的速度，以及一

个气泡的膨胀如何改变附近另一个气泡膨胀的概率。

这些信息将帮助宇宙学家计算出，来自附近气泡宇宙很久以前的撞

击，如何导致我们这个宇宙的颤抖。这种碰撞留下的疤痕，可能是宇宙中

一个圆形的冷斑。而其他的细节，比如碰撞是否会产生引力波，还要取决

于未知气泡的具体情况。

（董婉瑜翻译 据《环球科学》）

宇宙是如何膨胀的？

科学家准备吹“泡泡”找答案

距今 5.38亿—6.35亿年前，深层海水或许已

经开始大规模氧化，这段时期海洋中出现了大量

复杂多细胞生物，被认为是地球生命演化的关键

转折时期。但是，过去的研究却一直认为当时的

深海仍然缺氧。

科技日报记者 2 月初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该所王伟副研究员等人的

最新研究成果显示，距今 5.38亿—6.35亿年前的

深层海水可能已经开始大规模氧化，相关成果 1

月底在线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地质学》。

氧气是复杂多细胞生物得以生存和繁衍的

重要条件之一。现代海洋中从浅水至深水有足

够的氧气可以供动植物生存需要，比如在西太平

洋深达 11000 米的马里亚纳海沟，已确认在约

8500米处发现鱼类等动物生存，但在 5亿年前的

古海洋却并非如此。

一般认为，显生宙（大约5.4亿年前至今）植物

完全出现后，现代氧化海洋的雏形才完全形成，之

前的海洋环境总是在氧化—缺氧之间反反复复。

近年来，科学家已在埃迪卡拉纪地层中找到

大量由复杂多细胞生命组成的化石生物群，例

如：华南扬子地台的“蓝田生物群”“瓮安生物群”

“庙河生物群”及“石板滩生物群”等。复杂多细

胞生物的生命活动需要消耗大量氧气，它们的出

现代表着当时海洋环境中含氧量的增高，但是这

却与过去的研究结果相反。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王伟副研究员、关成

国助理研究员和周传明研究员等与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同事合作，利用黄铁矿硫

同位素原位微区分析方法，并结合岩石学和矿物

学分析，揭示了埃迪卡拉纪海洋中的硫酸根库容

量比先前估计的要高，表明当时深层海水可能已

经开始大规模氧化。

硫同位素方法是恢复古海洋环境的重要手

段之一。地质历史时期古海洋环境的恢复多借

助于地球化学手段，硫同位素是其中最常用的地

化指标之一。在大气含氧量普遍较低的情况下，

陆源硫酸根离子是海洋的重要氧化剂，对古海洋

深水区的氧化起到关键性作用，充足的硫酸根库

是古海洋深水氧化的重要前提。

地质历史时期古海洋中的硫酸根浓度无法

直接测得，其浓度水平一般用古海洋中硫同位素

分馏程度来表征。王伟认为，以往传统硫同位素

方法的应用多采取全岩分析手段，缺乏系统的岩

石学和矿物学分析，并未充分考虑沉积硫化物

（例如黄铁矿）形成过程及其后期成岩作用的复

杂性。早期的方法有可能导致所提取的古海水

中的同位素信号叠加了其他介质（例如孔隙水、

成岩后期的地下水体）的信号，致使我们对当时

海洋水体的氧化还原状态的认识产生偏差。

研究人员以新鲜的蓝田岩芯样品为研究对

象，把岩石标本进行仔细的切片抛光，在光学显微

镜下仔细观察黄铁矿的形态特征，发现黄铁矿具有

不同的形态特征。他们又运用扫描电镜，在微米尺

度下对黄铁矿的形态进行观察，并运用SIMS质谱，

对黄铁矿原位微区同位素组成进行打点测试。

在实验数据基础上，研究团队运用数学模

型，初步估算了当时海洋的硫酸根浓度的低估

量，得出这样的结论：埃迪卡拉纪深水区的硫酸

根浓度此前被严重低估，海洋中的硫酸根库容量

可能已经足够满足深层海水的氧化，这表明古海

洋深层海水在“雪球地球事件”结束后可能已经

开始了大规模氧化，从而为复杂多细胞生命的发

展提供了保障。

这项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推翻了以前关于

埃迪卡拉纪古海洋深水氧化能力的研究，认为 6

亿年前的古海水深水区已经有发生大规模氧化

的能力，这为深水复杂生命的出现提供了有利保

障，也在一定层面上解答了为什么在 6亿年的海

洋深水中出现了“蓝田生物群”。同时，本研究指

出全岩硫同位素指标在古环境重建中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并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6亿年前，深海动物首次拥有了“吸氧自由”

量子力学的建立带来了第一次量子革命，催

生了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面貌。

随着人类对量子力学的认识、理解和研究不

断深入，以微观粒子系统为操控对象，借助其独特

物理现象进行信息获取、处理和传输的量子信息

技术应运而生，并有望推动第二次量子革命，对未

来社会产生本质的影响。

量子信息技术主要包括量子计算、量子通信

和量子测量三大领域，其中，量子通信已经成为

信息通信技术演进和产业升级的关注焦点之一。

量子通信利用量子叠加态或量子纠缠效应

等进行信息或密钥传输，基于量子力学原理保证

传输安全性，主要分量子隐形传态和量子密钥分

发两类。这个过程中，量子的叠加态特性发挥了

重要作用，甚至量子纠缠也是多粒子的一种叠加

态。

量子纠缠指的是粒子在由两个或两个以上

粒子组成系统中相互影响的现象，即使相距遥

远，一个粒子的行为也会影响另一个的状态。当

其中一颗被操作（例如量子测量）而状态发生变

化，另一颗也会即刻发生相应的状态变化。

这种跨越空间的、瞬间影响双方的量子纠

缠，曾经被称为“鬼魅似的超距作用”，爱因斯坦

曾据此来质疑量子力学的完备性，因为这个超距

作用违反了他提出的定域性原理，即任何空间上

相互影响的速度都不能超过光速。

物理学家玻姆在爱因斯坦的定域性基础上，

提出了隐变量理论来解释这种超距相互作用，他

认为微观粒子没有客观实在性，只有当人们测量

时它们才具有确定的性质。物理学家贝尔通过

实验论证了量子非定域性的存在，向世人证明了

量子纠缠是非定域的，而隐变量理论是错的。

1984年，IBM的贝内特和蒙特利尔大学的布

拉萨德提出了第一个实用型量子密钥分配系统，

被称BB84方案，正式标志量子保密通信的诞生。

BB84 方案的基本原理是，收发双方的信息

可以用光子偏振态表示，假如张三利用随机偏振

发送信息，李四发现并记录下信息。然后，张三

在公频告知李四偏振频率，双方按照正确的偏振

比对选择的信息部分。

事实上，BB84方案虽然应用了量子通道，传

输的却仍是经典信息，而真正的量子通信是将信

息编码在量子比特上，在量子通道上将量子比特

从甲方传给乙方，直接实现信息的传递。

比如在经典通信中，张三将需要传输的文件

经过扫描后得到的信息，通过经典通道传送给李

四，后者可将文件打印出来。然而，张三不可能

用这种方式将一个量子态传输给李四。因为要

传输就必须要测量，但量子态一经测量便发生坍

缩，不再是原来的量子态了。

那么，如何在不引起坍缩的情况下，将一个

量子态传输出去呢？

1993 年贝内特等人提出了基于 EPR 对（总

动量总自旋为零的粒子对）的隐形传态协议，利

用两个经典比特信道和一个缠绕比特实现了一

个量子比特的传输。这个传输过程先是制备两

个有纠缠的量子（粒子）A 和 B，假如张三和李四

各持一个。然后，张三对需要传送的量子态 X和

手中的 A 做“贝尔测量”，确认两个粒子陷入纠

缠。测量后，X 的量子态坍缩了，但它的状态信

息隐藏在 A中，使 A也发生变化，但并非坍缩。

因为 A和 B互相纠缠，A的变化立即影响 B，

让 B 也发生变化。不过这个时候李四还不能观

察 B，直到从经典通道得到张三传来的信息。

张三将测量结果（即 A 发生的变化）告诉李

四，然后，李四对 B进行相应的变换处理，就能使

B成为和原来的X一模一样的量子态。这个传输

过程完成之后，虽然X坍缩了，但X所有的信息都

传输到了B上，这个过程就被称为隐形传态。

量子隐形传态中传递的量子信息是一种量

子态，B粒子获得 A粒子最初的状态时，A粒子的

状态必然改变。在任何时刻都只能有一个粒子

处于目标状态，所以只是状态的“移动”，而不是

“复制”。

纠缠特性让一对量子“心灵相通”
一对纠缠量子即使相距遥远距离，其中一个粒子的行为也会

瞬间影响另一个的状态，这种空间影响速度可超越光速，打破了
爱因斯坦提出的定域性原理。

复制（即克隆）任何一个粒子的状态前，首先

都要测量这个状态。但是量子态非常脆弱，任何

测量都会改变量子态本身，即令量子态坍缩，因

此量子态无法被任意克隆。这种量子的不可克

隆特性已经经过了数学上的严格证明。

窃听者试图拦截经典信息时，就会复制这份

经典信息。在量子态传输过程中，因为无法克隆

任意量子态，于是在窃听者窃听拦截量子通信的

时候，就会销毁他所截获到的这个量子态。

正因如此，我们直接传输量子比特时，不用

建立量子密码。量子密钥的产生过程，同时就是

分配过程，通信双方同时获得密钥，并不需要第

三者信使在中间传输。

量子密钥分配，就是建立起完全安全的密钥

传输通道。因为光子有两个偏振方向，而且相互

垂直，所以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都可以简单

地选取 90度的测量方式或 45度的测量方式来测

量光子。

得到全部测量结果后，他们之间通过经典

信道，如电话、QQ 等建立联系，互相分享各自

用过的测量方式，相同的测量方式所对应的二

进制比特，就是他们最终生成的密码。需要注

意的是，只有当发送方和接收方所选择的测量

方式相同的时候，传输比特才能被保留下来用

作密钥。

想知道是否存在截获者，发送方和接收方只

需要拿出一小部分密钥来对照。如果发现互相

有 25%的不同，那么就可以断定信息被截获了。

同理，如果信息未被截获，那么二者密码的相同

率是 100%。如果发现窃听，就立刻关闭通信，或

重新分配密钥，直到没人窃听为止。

正是由于量子不可克隆定理，让接收方能够

察觉密钥的错误，停止密钥通信，从而也就保证

了量子加密信息的绝对安全性。

被严格证明的无条件安全
根据量子的不可克隆特性，任何窃听者试图拦截量子通信

时，都会对量子态造成破坏。收发信息双方只要对比部分密钥，
就能断定信息是否被截获。

中国科学家潘建伟带领其团队曾在青海做

过量子纠缠的速度下限测试，实验表明量子纠缠

的速度至少是光速的上万倍。那么，利用量子纠

缠特性能否实现超光速通信呢？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把甲乙两个纠缠粒子放在 AB 两地，改

变 A 地的粒子，B 地粒子也同时发生相应改变。

由于量子力学的非局域性，这种改变只能是随机

的，并不会完全按照人的意愿进行。因为，有效

的信息必须是一连串最基本的有序符号构成，如

果 01011000 代表的是一个苹果的信息，那么我

们操纵一个量子纠缠系统，就得迫使它按顺序发

送 0101100这样的符号。

很可惜，操纵量子得到的结果只是随机的。

这是量子物理最令人困惑的一点：当你知道系统

完整状态，并对系统的其余部分进行测量时，可

以通过纠缠获取系统某一个部分的信息，但是不

能从纠缠系统的某个部分创建并发送信息到另

一部分。尽管这个想法很聪明，但超光速通信依

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量子力学中状态的变化是瞬时的，在科幻电

影中，经常有把人从一个地方瞬间传送到另一个

地方的镜头，甚至认为依靠纠缠来实现的量子隐

形传态可以推翻相对论，实现超光速传输。

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量子隐形传态的方

案包括若干步，其中一步是上文中的张三将测量

结果（即 A 发生的变化）告诉李四，才能把 B粒子

的状态变成目标状态。这个信息需要用经典的

通信方式，例如打电话、发邮件等，速度不能超过

光速，所以基于量子纠缠的量子隐形传态速度也

不能超过光速。

超光速通信依旧无法实现
即便量子纠缠速度可超越光速，但这种量子态的改变并不为

人类意志所发生变化。具体的信息由一串有序符号构成，这种信
息的发送无法超越光的速度。

始于始于““纠缠纠缠””终于安全终于安全
量子通信让量子通信让““窃听风云窃听风云””成历史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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