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台 30 个量子比特

的量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和一台每秒万亿次浮点运

算的经典计算机水平相

当。据科学家估计，一台

50 比特的量子计算机，在

处理一些特定问题时，计

算速度将超越现有最强的

超级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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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费

曼提出了按照量子力学规律工作的计算机的概

念，这被认为是最早的量子计算机的构想，此后

科技界就没有停止过探索。

近年来，量子计算机领域频频传来重要进

展：美国霍尼韦尔公司表示研发出 64 量子体积

的量子计算机，性能是上一代的两倍；2020 年

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等人成功构建

76 个光子的量子计算机“九章”；2 月初，我国本

源量子计算公司负责开发的中国首款量子计算

机操作系统“本源司南”正式发布……

作为“未来 100 年内最重要的计算机技术”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擎”，量子计算对于很多人

来说，就像是属于未来的黑科技，代表着人类技术

水平在想象力所及范围之内的巅峰。世界各国纷

纷布局量子计算并取得不同成就后证实，量子计

算虽然一直“停在未来”，但“未来可期”。

20世纪 60年代，平面型集成电路问世，光刻

技术成为了半导体元器件性能的决定因素：只要

光刻精度不断提高，元器件的密度也会相应提

高。因此，平面工艺被认为是“半导体的工业

键”，也是摩尔定律问世的技术基础。

摩尔定律指出，平均每 18个月，集成电路芯

片上所集成的电路数目就翻一倍。虽然这并不

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定律，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信息化大数据时代人类对计算能力指数增长的

期待。

随着芯片集成度不断提高，我们的手机、电

脑等电子产品也在不断更新换代。那么，摩尔定

律会不会被终结？

摩尔定律的技术基础天然地受到两种主要

物理限制：一是巨大的能耗让芯片有被烧坏的

危险。芯片发热主要是因为计算机门操作时，

其中不可逆门操作会丢失比特，每丢失一个比

特就会产生相应热量，操作速度越快，单位时

间内产生的热量就越多，计算机温度必然会迅

速上升，必须消耗大量能量用于散热，否则芯

片将被高温烧坏。

二是量子隧穿效应会限制集成电路的精细

程度。为了提高集成度，晶体管会越做越小，当

晶体管小到只有一个电子时，量子隧穿效应就会

出现。在势垒一边平动的粒子，当动能小于势垒

高度时，按照经典力学，粒子是不可能越过势垒

的；而对于微观粒子，量子力学却证明它仍有一

定的概率贯穿势垒，实际也是如此，这种现象称

为隧穿效应。简单来说，当集成电路的精细程度

达到了一定级别，特别是当电路的线宽接近电子

波长的时候，电子就通过隧穿效应而穿透绝缘

层，使器件无法正常工作。

鉴于以上两点，物理学家预言摩尔定律终将

终结。现有基于半导体芯片技术的经典计算机，

芯片集成密度不可能永远增加，总会趋近于物理

极限，应付日益增长的数据处理需求可能越来越

困难。

最新一代的英特尔酷睿处理器，它的芯片每

一平方毫米的面积已经集成了一亿个晶体管。

我国的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大约用了四万多个

CPU。如果摩尔定律终结，提高运算速度的途

径是什么？破局的方向指向了量子计算。

摩尔定律终结后量子计算将担重任

量子计算机是宏观尺度的量子器件，环境不

可避免会导致量子相干性的消失(即消相干)，一

旦量子特性被破坏，将导致量子计算机并行运算

能力基础消失，变成经典的串行运算，这是量子

计算机研究的主要障碍。

即便量子计算机的研究已经出现诸多成果，

但还处在早期发展的阶段。倘若类比经典计算

机，今天的量子计算机几乎是位于经典计算机的

电子管时代，就连最底层的物理载体还没有完全

形成。

目前主流的技术路径有超导、半导、离子阱、

光学以及量子拓扑这五个方向，前四种路径均已

制作出物理原型机。各国科学家研究比较多、也

相对成熟的有超导量子计算、半导量子点量子计

算等。

超导量子计算的核心单元是一种“超导体－

绝缘体－超导体”三层结构的约瑟夫森结电子器

件，类似晶体管的 PN 结。其中间绝缘层的厚度

不超过 10纳米，能够形成一个势垒，超导电子能

够隧穿该势垒形成超导电流。与其他量子体系

相比，超导量子电路的能级结构可通过对电路的

设计进行定制，或通过外加电磁信号进行调控。

而且，基于现有的集成电路工艺，约瑟夫森结量

子电路还具有可扩展性。这些优点使超导量子

电路成为实现可扩展量子计算最有前景的物理

方案之一。

量子点量子计算，是利用了半导体量子点中

的电子自旋作为量子比特。量子点是一种有着

三维量子强束缚的半导体异质结结构，其中电子

的能级是分立的，类似于电子在原子中的能级结

构，因此被称为“人造原子”。量子比特编码在电

子的自旋态上，使用微波脉冲或者纯电学的方法

进行单量子比特操控。量子点方案的优点则是

量子位可以是嵌套在固态量子器件上，这与经典

计算机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相似，被认为是

最有可能实现大规模量子计算机的候选方案。

量子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取决于其能够操控

的量子比特数。由于消相干的存在，操控量子比

特难免出现错误，从而计算失效。以超导量子计

算为例，一亿次的操控最多只允许犯一次错误。

操控量子比特难度如此之大，以至于早期许多科

学家认为量子计算机不可能制造出来。

目前而言，超导量子芯片要比半导体量子芯

片发展得更快。2019 年，谷歌公司发布了 53 个

超导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原型机“悬铃木”。

2020 年 12 月 4 日，中国科大潘建伟团队构建起

76 个光量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处理高

斯玻色取样的速度比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

一百万亿倍。

不过，无论是“悬铃木”还是“九章”，目前都

只是仅能够处理运算特定数学问题的“原型

机”。而我们的“星辰大海”是造出有大规模容错

能力的通用量子计算机。毕竟，量子时代的“未

来已来”，超强的量子计算值得期待。

多种发展方案未来可期

一滴水大约为0.05毫升，约10万亿亿个水分

子。半滴水 0.025 毫升，5 万亿亿个水分子。那

么，半滴水还算一个水滴么？如果半滴水算，那半

滴水的半滴呢？如此细分下去，终点将是一个水

分子。那么，一个水分子能算是一滴水么？如果

不算，那最少要多少个水分子才可称为一滴水？

2020 年年底，发表在英国皇家化学会旗舰

期刊《化学科学》上的一项研究，报告了答案：米

兰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发现，21 个水分子组成的

分子团，与宏观的一滴水的光谱基本吻合。也就

是说，最少需要 21个水分子才可以组成一滴水。

光谱让水分子说话

我们不妨从一个水分子的视角，来思考这个

问题：假设在一滴水中随机挑选一个水分子，我

们叫它 W。尽管 0.05 毫升的一滴水中大约有

1021个水分子，但真正围绕在 W 周围的水分子并

不多。

我们把W转移出来，在其周围不断增加水分

子，直到 W 觉得，周围的水分子似乎跟之前一样

多了。此时W相信，自己处在一滴水中。于是W

和增加的水分子这个整体，就可以被定义为最小

的一滴水。这一过程被称为W的溶剂化。

但 W 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并不知道。得

想个办法让 W 告诉我们，它是不是在一滴水中。

幸运的是，水分子每时每刻都处于不断的运

动当中，这被称为分子振动。每一种分子振动的

能量不同。我们可以用光谱学方法，来侦测各类

振动的频率，就如同耳朵听不同频率的声音一样。

水分子的振动光谱与其周围的其他水分子

密切相关。我们可以利用光谱学这一工具来观

察，随着周围水分子个数增加，W 的分子振动如

何变化。当 W 的分子光谱与宏观上水滴的光谱

一致时，我们也就找到了最小的这滴水。

不过，科学家迄今还没有掌握在一个水分子

周围精确增加水分子的技术，而且一个水分子的

分子光谱信号太弱，根本没有办法侦测到。科学

家发现，通过计算机建立模型，就可以模拟得到

在 W 周围添加水分子时，它的光谱如何变化。

化学中对分子的模拟主要有两个方向。一

个方向是利用量子力学方法模拟系统中每一个

分子，包括分子中每一个原子、电子的量子相互

作用，计算量巨大，这种方法主要用于研究分子

的静态特性。另一个方向是利用分子动力学方

法，将分子想象成是刚性原子用弹簧连接而成，

分子之间的作用主要考虑静电相互作用，计算量

小，可以方便模拟分子振动这样的动态过程。

W 的分子振动自然是动态过程，需要使用

分子动力学方法来实现。另一方面，因为水分子

之间是氢键相互作用，又不得不同时考虑量子力

学效应。因此，化学家将两种方法结合，来计算

W 的光谱信息。

寻找最小的水滴

米兰理工大学的化学家在对比光谱学计算

与实验测得的光谱后发现，当 W 周围有 4个水分

子（即 5个分子组成的团）时，它的外围已经包裹

了一层完整的水分子层，分子光谱也与一滴水的

光谱比较接近，但还有一些偏差。

他们进一步增加 W 外围水分子的个数，发

现当有 20 个水分子，即形成 21 个水分子的分子

团时，计算得到的 W 分子光谱与实验值吻合得

很好。这说明 W 此时已经认为自己真的在一滴

水中了。于是，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最小的这滴

水由 21个水分子组成。

从极小到极大，现代科学关注自然各个尺度

的现象。一方面，科学家不断将研究目标缩小，

小到原子核内部的质子、夸克；另一方面，也不断

将研究目标放大，大到整个星系、宇宙。而在这

小和大的中间，存在许多跨尺度的有趣现象。

比如，21 个水分子组成的纳米尺度下的一

滴水，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宏观上一杯水的特征。

又比如，厚度仅为一层碳原子、径度却可延展到

几米的石墨烯，具有优异的电学、力学性能。另

比如，电子转移仅需 10-12秒，但电池充电却需要

数小时。这些跨越时空尺度的问题，沟通了物质

的微观组成与宏观性质。

而微观和宏观的界限在哪里，常常不是那么

分明。比如在一块晶体中，晶胞可以被认为拥有

晶体很多宏观性质，但多少个-CH2-重复出现

才能算一个聚乙烯分子，似乎就很难严格定义

了。因为水是生命体系最重要的溶剂，也是很多

化学和物理变化的介质，我们找到水分子到宏观

水滴的这个界限，或许可以帮助更好地认知和模

拟生命体，理解更多的化学物理过程。

（来源：科普中国中央厨房）

最小的一滴水有多少个水分子

给经典计算机带来障碍的量子效应，反而成

为了量子计算机的助力。

费曼认为微观世界的本质是量子的，想要模

拟它，就得用和自然界的工作原理一样的方式，

也就是量子的方式才行。他将物理学和计算机

理论联系到一起，提出了基于量子态叠加等原理

的量子计算机概念。

比特是信息操作的基本单元，基于量子叠加

量子比特让信息处理速度指数提升

态原理，科学家们尝试用量子比特取代经典比特。

经典比特有且仅有两个可能的状态，经常用

“0”和“1”来表示，就好比一个开关，只有开和关

两个状态。而量子比特就好比一个旋钮，是连续

可调的，它可以指向任何一个角度。也就是说，

量子比特不只有两个状态，可以处于 0 和 1 之间

任意比例的叠加态。想象一下，一枚摆在桌上静

止的硬币，你只能看到它的正面或背面；当你把

它快速旋转起来，你看到的既是正面，又是背

面。于是，一台量子计算机就像许多硬币同时翩

翩起舞。

假设一台经典计算机有两个比特，在某一确

定时刻，它最多只能表示 00、10、01、11 这四种可

能性的一种；而量子计算由于叠加性，它可以同

时表示出四种信息状态。

对于经典计算机来说，N 个比特只可能处在

2N 个状态中的一种情况，而对于量子比特来说，

N 个量子比特可以处于 2N 个状态任意比例叠

加。理论上，如果对 N 个比特的量子叠加态进

行运算操作，等于同时操控 2 的 N 次方个状态。

随着可操纵比特数增加，信息的存储量和运算的

速度会呈指数增加，经典计算机将望尘莫及。

有报道指出，一台 30 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

算机的计算能力和一台每秒万亿次浮点运算的

经典计算机水平相当，是今天经典台式机速度的

一万倍。据科学家估计，一台 50 比特的量子计

算机，在处理一些特定问题时，计算速度将超越

现有最强的超级计算机。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 2月 19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

该校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赵刚教授团队通过分子材料设计、工程学策略和

多物理场结合，实现了活细胞深低温冷冻保存过程的协同抑冰，极大提升

了活细胞低温保存的效率和质量。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

刊《科学进展》上。

冰晶的形成、生长以及去除，在航空航天、大气科学、低温生物医学等

诸多领域均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目前国际通用的生物样本深低温冷冻

保存方法，主要可以分为慢速冷冻法和玻璃化法两大类。然而，无论哪一

种低温保存方法都难以避免复温融解过程可能出现的再结晶和反玻璃

化，而复温过程中的冰晶形成对样品的损伤往往是致命的。因此，实现降

复温全过程中冰晶的协同抑制至关重要。

赵刚教授团队首次从分子材料遴选与设计、工程与结构仿生、多物理

场协同调控相结合的角度，全方位、多层次地提出了冰晶抑制的方法和策

略。研究人员基于水热法，通过调控合成参数，制备出纳米片和纳米花形

态的纳米复合材料。纳米复合材料集成了抑制冰晶的形成、生长以及快

速消融的一体化功能，因此可以显著降低细胞低温保存过程的冰晶损伤，

极大地提高细胞保存效率。

研究结果表明：降温过程中纳米材料具有可以调控冰晶成核的作用，

显著降低溶液过冷度，从而可以显著降低样品在降温过程遭受的冰晶损

伤。其次，纳米复合材料可以选择性地吸附至冰晶界面处，从而抑制复温

过程中的冰晶再结晶，同时可以实现冰晶的快速消融，促使生物样品快速

穿过危险温区，降低复温过程遭受的低温损伤。

此外，基于冰晶协同抑制效应，本次研究还实现了活细胞构建物在低

浓度保护剂下的快速冷冻保存，具有与商用二甲基亚砜同等的保存效果，

并且保存样品可以在体内连续存活多天并且保持正常的增长增殖，表明

该种保存方式的可靠性与稳定性，有望为后续的细胞治疗提供全新的保

存方式。

活细胞深低温冷冻保存中的

协同抑冰首次实现

科技日报讯（记者瞿剑）叶片在植物的光合作用、蒸腾作用等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么叶子的卷曲度会影响其作用的发挥吗？

记者 2 月上旬从中国农业科学院获悉，该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以下

简称作科所）作物功能基因组研究创新团队的一项研究，揭示了水稻叶片

卷曲的新机制。相关研究论文在线发表于《植物生理（Plant Physiology）》

杂志。

团队骨干、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所研究员李学勇介绍，叶片作为水稻

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其形态改良是水稻株型育种的重要目标之一。叶

片适度卷曲有利于塑造紧凑株型，改善群体结构，提高光合效率和产量。

此前的研究虽已在水稻中克隆获得多个控制叶片卷曲的基因，但是各个

基因在遗传和生化层面的关系仍然未知，有待于克隆更多基因，构建和完

善水稻叶片卷曲分子调控网络。另外，已克隆的多数卷叶基因突变后伴

随矮化、育性降低等不利产量性状，未能在育种中得到有效利用。

本次研究通过诱变粳稻品种日本晴，获得了一份半显性内卷叶突变

体 Url1，其叶片上表皮泡状细胞数目和面积减少，导致叶片内卷，因而该

突变体株型直立，但株高、穗型、育性及籽粒大小均未受到不利影响，适宜

在高密度条件下种植。

通过对 URL1 基因的进一步生化分析表明，URL1 参与形成转录抑

制复合物，直接结合到泡状细胞发育正调控因子 ACL1基因启动子上，并

抑制其表达，从而导致叶片卷曲。研究结果表明，URL1在水稻叶形调控

中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构建和完善水稻叶片卷曲分子调控网络，对水稻

株型育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指导意义。

叶片卷曲有妙用

科学家揭示水稻叶形调控新机制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2 月 22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悉，该校郭光灿院士团队李传锋、项国勇研究组与香港中文大学袁海东教

授合作，在量子精密测量实验中，首次实现了两个参数同时分别达到“超

海森堡极限”和海森堡极限的最优测量。研究成果日前在线发表在国际

知名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并被选作该期的封面文章。

精密测量的精度随着消耗的资源增加而提高，数学上用 T-k 来描

述，其中 T 为资源（如测量时间），k是评价不同测量方法优劣的最重要标

准精度增长阶数。在诸如相位估计、磁力仪和量子陀螺仪等众多应用中，

研究发现 k 在经典测量方法和量子测量方法中分别是 0.5 和 1，分别被称

作散粒噪声极限和海森堡极限。然而，存在多体相互作用或含时演化的

情况下，人们发现 k 可以超越 1，称之为“超海森堡极限”。目前这三种不

同的精度极限在单参数量子测量实验中已经分别得以实现，但是海森堡

不确定性关系是量子力学的根本限制，“超海森堡极限”是否真的是超海

森堡仍存在争议。

研究人员采用近年来着力发展的多参数量子精密测量平台，研究测

量旋转场的强度和频率两个参数中“超海森堡极限”和海森堡极限是否可

以同时达到的问题。他们将控制增强的次序测量技术进一步发展到多参

数含时演化的测量中，通过优化量子系统动力学演化各个部分，实现了两

个参数同时分别达到海森堡极限和“超海森堡极限”的最优测量，并阐明

这两种精度极限都遵从海森堡不确定性关系，都是最优的量子精度极限。

该项成果加强了量子精密测量与海森堡不确定性关系两个领域的

联系，促进了这两个领域的交叉发展，并且在实际测量问题中具有重要

潜在应用价值。《物理评论快报》相关审稿人认为“这是一个具有足够的

新颖性和价值的扎实的工作”。

“超海森堡极限”与海森堡极限的

量子精密测量可同时实现

比超级计算机快百万亿倍比超级计算机快百万亿倍
仅是量子计算仅是量子计算““星辰大海星辰大海””的第一步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