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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科技日报记者 6 月 17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获悉，该校郭光灿院士团队李传锋、柳必恒等人与奥地利科学院理论

物理学家合作，实验观测到开放量子系统多步演化的非马尔科夫性，证明

了量子记忆效应的操作依赖性。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物理评论快报》上。

记忆效应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例如疾病传播、生化过程、光纤通信

等。记忆效应的长度、强度和结构等是表征物理演化的重要参数。在量

子信息科学中，理解和控制记忆效应对于发展量子技术至关重要。由于

系统和环境的耦合，开放量子系统的演化会展现非马尔科夫性，为研究量

子记忆效应提供了平台。然而，由于量子测量会引起系统量子态的坍缩，

实验者对系统的探测会影响系统的后续演化，以前人们对量子记忆效应

的研究局限在单步演化过程，即初态制备后进行演化最后进行量子测量，

而在演化过程中不进行测量。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李传锋、柳必恒等人利用过程张量的方法，将

可控探测和系统演化分开，从而可以研究多步演化。研究组利用一对纠

缠光子的偏振和路径自由度，构造了两类多步演化的开放系统动力学过

程，通过度量这两类演化过程在不同测量方式下的非马尔科夫性，证实了

量子记忆强度的操作依赖性。

这一研究成果开启了多步演化过程的量子非马尔科夫性的实验研

究，充分展示了多步演化过程的高阶量子记忆效应特征。

利用过程张量方法

我科学家证明量子记忆效应

科技日报讯 （记者赵汉斌）科技日报记者 6 月 20 日从云南大学材料

与能源学院获悉，该学院杨鹏、万艳芬团队经过持续研发，解决了类石墨

烯材料大面积均匀少层硫化铂的合成及其结构和物理性能的一系列问

题，为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器件开发提供支持，同时给行将终结的摩尔定律

注入新的希望，提供极具潜力的半导体材料。

“微电子技术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作为信息产业基础的半导体材料是微电子、光电子及太阳能等工业

的基石，对我国的工业、信息及国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云南大

学副教授杨鹏介绍，石墨烯作为典型的二维纳米材料，具备化学、光、

电、机械等一系列优良的特性而得到广泛应用，但石墨烯存在零带

隙、光吸收率低等缺点，限制其更广泛地应用。与此同时，类石墨烯

材料应运而生。作为类石墨烯材料的典型代表，过渡金属硫族化合

物不仅具备类似石墨烯的范德华力结合的层状结构，还拥有优异的

光、电、磁等性能，可更好地弥补石墨烯的缺点，大大拓宽了半导体材

料的实际应用范围。

基于贵金属的硫化铂作为过渡金属硫族化合物家族的重要成员，具

有较宽且可调带隙、“光—物质”相互作用强和稳定性好等特点，是半导体

器件的潜在候选者，给现代电子技术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然而当

今二维材料共同面对的比如材料面积不大、不易转移等问题对半导体产

业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针对这些难题，云南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云南省微纳材料与技术重

点实验室杨鹏、万艳芬团队通过物理气相沉积和化学气相沉积相结合的

方式，在合适的温度、压强等条件下，实现制备平方厘米级大面积少层、均

匀的硫化铂材料，并表征了相关物理特性。

这一研究成果为大面积电子器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技术基

础，并为未来拓展过渡金属硫族化合物的应用范围提供了重要参考。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材料学术刊物《现代材料物理学》上。

半导体材料

硫化铂光电特性研究获新突破

科技日报讯 （记者雍黎）脊椎动物“从鱼到人”演化史中颌与牙齿的

早期演化有了新实证。6月 21日，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消息，研

究人员发现了距今约 4.23 亿年前、保存完整的新属种有颌鱼类——袖珍

边城鱼。作为生命起源探索和发现领域的一个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该

成果近日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当代生物学》发布。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等共

同组成的研究团队，在重庆秀山地区发现了这块重要的化石。这是目前

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完整有颌鱼类化石之一，这一发现代表重庆是全世

界第二处有完整全颌盾皮鱼类的地点。

现在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 99.8%的脊椎动物都具有颌，如果没有

颌的出现，“从鱼到人”的脊椎动物演化之路将不复存在。据介绍，袖珍边

城鱼属于全颌盾皮鱼类，这是一类中国特有的早期有颌鱼类，与包括人类

在内的现代有颌脊椎动物的起源密切相关。此前的研究中，科学家认为，

人类颌骨的起源与演化，可以追溯至全颌盾皮鱼类。

论文报道的边城鱼化石长仅 2厘米，整条鱼活着时可能也只有约 4厘

米长。虽然体型很小，但从颌骨和牙齿看，边城鱼可能是十分凶猛的袖珍

掠食者，以生活环境内的其它小动物为食。

“这条全新的古鱼与现代有颌脊椎动物起源密切相关，为颌与牙齿的

早期演化提供了新的重要实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朱敏介绍，秀山志留纪鱼类化石的发现是脊椎动物演化研究历史

上新的一次重大突破，为包括人类在内的现代有颌类颌骨和牙齿的起源

和演化提供了重要化石实证，将填补“从鱼到人”演化谱系上的若干关键

缺环。

重庆发现的这条“鱼”

藏着人类下巴的秘密

如果为地球上曾经生活过的霸王龙做一次

“龙口”数据调查，结果会是多少只？

近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估

计，在霸王龙统治地球的两百多万年间，地球上

曾经生活过约 25亿只霸王龙。如果霸王龙是群

居而非独居，数量可能更多。

地球上游荡过多少只霸王龙

霸王龙又名雷克斯暴龙，生活在距今约 6600

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拥有10多米的体长和超过7

吨的体重，以及一张长满尖牙利齿的血盆大口，被

公认为恐龙演化历史中出现过的最强大捕食者。

1905 年，人类第一次发现了霸王龙化石，迄

今为止，全世界发现的完整霸王龙标本只有 32

只。面对这些珍贵化石，古生物学家不禁好奇：在

6600万年后的今天，人们发现一具霸王龙骨骼的

可能性是多少？这些化石是曾经繁荣昌盛的霸王

龙种群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还是亿分之一？

要准确计算出已灭绝动物的种群数量非常

困难。这需要我们知道，在漫长的时间里，霸王

龙一共繁衍了多少代；以及在整个空间范围内，

每一代霸王龙有多少只。两者相乘，就可以大致

估算出地球上出现过的霸王龙数量。

霸王龙“龙口”数据调查

在最新研究中，美国加州大学的古生物学家

采用了一种全新方法，将化石资料与生态学原理

结合，估算了霸王龙的种群数量。

首先，霸王龙的骨骼化石证据表明，它们大

约在 15 岁左右成年，平均寿命 28 岁，世代时间

（从一个世代到下一个世代的平均时间）大约为

19年。由此估算，霸王龙在地球上生活的约 240

万年间，一共繁衍了约 12.7万代。

在空间层面，同一时期生活的霸王龙有多少

只？在生态学中，动物的体重和新陈代谢速率决

定着它们的种群密度。简而言之，体型越庞大、

新陈代谢越快，需要的生存空间也越多。

借由不同标本的体重与年龄，古生物学家可

以绘制出霸王龙的成长曲线。结果表明，霸王龙

成年后的平均体重约为 5.2 吨，它们在性成熟前

后有一个生长高峰，可以长到 7吨左右。另一方

面，霸王龙的新陈代谢应该比狮子慢，但比现存

的最大爬行动物——科莫多巨蜥要快一些。根

据这些数据计算得出，在白垩纪末期的地球上，

平均每 109.9 平方千米应该就生活着一只霸王

龙。再用种群密度乘以霸王龙生活的区域面积，

可知每一代霸王龙大约有 2万只个体。

这意味着如果霸王龙像如今的人类一样生

活在地球上，全世界的霸王龙“龙口”大约有 2万

只——只相当于一个小镇人口的规模。可以想

像，霸王龙或许相当孤独，要谈一场恋爱得行进

非常远的距离才能遇到彼此。

最后，12.7 万代乘以每代 2 万只，统计结果

揭晓：大约有 25 亿只霸王龙曾经在地球上称霸

一时，经历生老病死。而这当中只有 32 只成为

化石留存了下来，所以霸王龙的化石率大约只有

8000万分之一。

这个比例直观地告诉我们，霸王龙形成化石

的几率是多么微乎其微。如果世界上的霸王龙

只有 250万只而非 25亿只，人类或许永远不会知

道霸王龙的存在。

群居与独居的结果大不同

不过，25 亿只霸王龙只是一个非常粗糙的

估计，这个数字会因为霸王龙的生活习性和生存

环境出现很大偏差。

例如，我们估算同一时期的地球上生活着 2

万只霸王龙，这实际上是基于一个前提：霸王龙

是独居捕猎者。要知道同样是顶级捕食者，在同

样的生活区域内，群居的狮子的数量可以是独居

的老虎的数倍。因此，如果霸王龙是群居生活，

它们的数量可能远远超过 25亿只。

关于霸王龙是独居还是群居的争论由来已

久，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包括霸王龙在

内的暴龙家族有集群狩猎的习性。

2021 年，美国犹他州南部发现的一组暴龙

化石证据表明，这些暴龙生活在同一时期，它们

当时很可能是在集体狩猎，然后遭遇了一场突如

其来的洪水。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一处骨床中，

10 多只阿尔伯塔龙（一种体重较轻的暴龙类）似

乎也是因为一次洪水聚集在一起。在著名霸王

龙“Sue”的化石发掘地，人们同样发现了其它霸

王龙个体的遗骸。

由此可见，对已经灭绝的古生物数量进行估

算面临着很大不确定性。不过，在生态系统中，

所有动物因为捕食关系形成错综复杂的网络。

在未来，我们或许能计算出霸王龙的主要捕食对

象三角龙的种群数量，来验证对霸王龙数量的估

算是否可靠。 （据“科普中国中央厨房”）

最新“龙口”普查数据出炉——

地球上曾生活过25亿只霸王龙

近日，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首次破译

了与手写书信相关的大脑活动，并结合人工智

能算法，实现“意念写字”。这使得瘫痪者只需

“脑补”手写文字，他所想的文本就会实时显示

在屏幕上。

虽然通过脑机接口（BCI）技术实现意念操

控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此次让瘫痪者想象自己

书写，从而将意念转化为真实的文本，并达到 90

字符/分钟的速度和 99%的准确度也是非常令人

惊喜的。这也让人们看到了未来利用 BCI 技术

实现高效意念操控和交流的希望。

“脑机接口，顾名思义，就是大脑与计算机之

间的一个接口，通过这个接口，大脑能够实现与

计算机信息的直接交流。反之，计算机也能够通

过这个接口把信息直接加载到脑子里。”天津脑

科学中心主任助理、天津大学医学工程与转化医

学研究院许敏鹏副教授介绍，在现阶段，脑机接

口研究主要集中在解读大脑意图方面，根据传感

方 式 的 不 同 ，可 分 为 非 侵 入 式 BCI 和 侵 入 式

BCI。

前述美国斯坦福大学“意念写字”的研究，是

利用了侵入式 BCI 技术。研究者将两个微小的

传感器植入瘫痪者大脑控制手和手臂的区域，每

个传感器都含有 96 个电极，当瘫痪者想象写字

时，团队利用传感器从单个神经元中拾取信号，

再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识别出他的大脑随每个字

母产生的模式。

“侵入式 BCI 需要通过外科手术，将信号检

测电极植入大脑皮层。”许敏鹏表示，侵入式 BCI

可直接提取神经信号，具有较高的信噪比；但存

在长期生物相容性等瓶颈问题，且电极周围微环

境的变化容易对信号质量带来影响，不利于长时

间采集。

非侵入式 BCI 则是将电极放置在头皮部位

得到头皮脑电信号，具有安全无创、优良的全脑

同步记录等优势，因此目前在教育、医疗、航天等

众多领域显示了更加广泛的应用前景。

“用非侵入式 BCI也能实现‘意念写字’。”许

敏鹏介绍，2021 年春节，天津大学神经工程团队

研发的“哪吒”脑控智臂机器人系统，利用戴在两

位协作者头上的“电极帽”捕获他们的头皮脑电

波，经过解码融合各方的合作意图指令，控制机

械臂写出了一个“福”字。

“无论是侵入式还是非侵入式的 BCI‘意念

写字’，背后都是一套复杂的编码与解码过程。”

许敏鹏解释，进行“意念写字”时，无论英文还是

中文都会在屏幕上呈现一个虚拟的键盘，键盘中

的每个字符都以不同频率进行编码。当想拼写

某个字符的时候，只需看着这个字符，不同频率

的字符就会带来不同的视觉刺激，从而诱发出特

定模式的脑电波。脑机接口设备捕捉到脑电波

信号，然后通过算法解码脑电波模式，就能确定

看的是哪个字符。

斯坦福大学此次研究通过“脑补”手写笔迹，

大幅度提高了“意念”书写的速度，主要是因为科

研人员在对脑电信号的解码方面取得了突破。

研究人员首次破译了与手写字母相关的大脑活

动，通过每个字母引发脑电波的高度不同的活动

模式，使算法相对容易地将不同字母区分开。

BCI技术写字的核心在编码解码

在电视报道中，我们经常能见到如下的场

景，肢体活动受限的人只需盯着电脑屏幕，转动

眼球，便可控制鼠标移动，再通过眨眼或长时间

凝视选定目标，就能写字、画画。比如霍金通过

一套眼部动作—数据信息—语音的转换设备，最

终在语音合成器的帮助下实现发声，转换设备由

此辅助霍金和外界沟通。

“眼动追踪是一种通过记录被试者眼睛的位

置和运动来跟踪被试者视线落点，并分析其视觉

行为的人机交互技术方法，即用目光控制机器。

看似和 BCI进行书写的技术有点像，其实二者有

着本质的区别。”许敏鹏解释，BCI需要检测大脑

使用BCI技术写字还需排除“杂念”

“侵入式 BCI具有较高的信噪比和良好的时

间、空间分辨率，马斯克最新发布的‘LINK V0.9’

就属于侵入式 BCI技术。”许敏鹏表示，但侵入式

BCI 需要研发具有高灵敏度和高稳定性的电极

阵列，以记录目标神经元集群的信号，同时最小

化环境干扰。另一方面，电极材料、结构等的选

择与设计，长期记录电极性能的评价，植入点周

围微环境的变化等方面因素也是阻碍侵入式

BCI发展的难题。

比如，在斯坦福大学这项最新的“意念写字”

研究中，研究人员就担心其大脑中植入的电极阵

列会由于微小的移动以及疤痕的形成，对读取神

经信号的效果有所影响，因此必须要定期重新校

准。同时，系统的“寿命、安全性和有效性”还有

待进一步证明。

我国的非侵入式 BCI 研究在脑机编解码关

键技术、BCI 系统与应用方面都有较好的基础，

达到并跑世界先进水平，部分技术成果领先国际

先进水平。“但由于大脑皮层活动产生的神经电

信号穿过颅骨等组织层后，信号质量大大削弱，

并损失了大量有关大脑皮层神经电活动信号源

的时空分布信息。”许敏鹏介绍，“所以非侵入式

BCI的一个重大难点是要从噪声大、含有有限信

息的信号中，实现有效的特征提取和模式识别。”

此外，另一个难点是如何在保证足够小的设计尺

寸下，将脑电刺激编码、信号采集、信号传输以及

信号解码等多种功能模块进行高度集成，以满足

实际场景下的使用需求。

虽然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但是

BCI 技术在医疗、军事、工业等领域都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开拓了前所未有的人机交互新天地。

许敏鹏举例，目前这项技术在航天等领域

有巨大的应用价值，能为航天员等特殊人群提

供肢体约束环境下的“第三只手”和神经功能

层面融合的自适应自动化人机协作，帮助他们

完成更多更复杂的工作任务。2016 年，在我

国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天

津大学团队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合作

开展了国际首次在轨脑机交互实验，充分验证

了 BCI 技术的在轨适用性，对未来深入开展人

—智能机器人联合深空探测起到了关键推动

作用。

脑控无人机技术还可以广泛应用在军事领

域，可用于室内搜索、战场巡查、异常监控等场

景。以脑控无人机系统为例，当前的脑控无人机

系统可以移植到 VR 或者 AR 平台上，由此可摆

脱屏幕的限制，单兵作战时，士兵可佩戴 VR 或

AR 眼镜，通过 AR 显示混合现实 SSVEP 刺激界

面，在控制无人机的同时，观察周围环境，与此同

时还可手持武器，保证自身的安全。

“终有一天，脑机接口技术将颠覆我们现有

的人机交互方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仅仅停

留在语音或者文字上，还可以通过心灵。”许敏鹏

乐观地表示，“也许几年后，BCI装置就会像消费

电子品一样进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可

以把它戴在头上，与手机相连，控制接听电话、打

字等，也可以和家里的智能家电相连，比如开关

灯，开带有密码锁的门，控制电视和空调等。当

然还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我们正在努力攻

关中。”

BCI技术的应用开拓了人机交互新天地

““意念写字意念写字””效率提升效率提升
靠靠““脑补脑补””过日子还有多远过日子还有多远

◎本报记者 陈 曦 的神经活动信号并将受试者的意图解析为实际

的控制指令，简单来说，就是实现用脑电控制机

器；而眼动仪主要是对受试者眼睛的运动和位置

进行追踪，并计算出受试者视线落点的位置，以

此来判断受试者实际意图。

“眼动仪会受到器材位置的局限性影响，而

BCI 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但目前脑信息采集

还是需要受试者主动配合，甚至为了准确性需要

先进行一定量的训练。”许敏鹏举例，如在利用

BCI写福字时，受试者眼睛要盯着屏幕上的视图

书写板，确定字的笔画起点和终点，然后连线写

出一笔。如果没有经过训练，这个字写出来可能

不会很工整。

“在实际应用时，大脑很长时间都会处于一

个非任务状态。我们使用 BCI 系统的时候，理

想的使用状态是我们在需要将意图付诸实践时

BCI 开关开启，而在非任务即无意识的想法状

态时，BCI 开关关闭（不输出响应）。”许敏鹏表

示，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 BCI 的一个实用化形

式——异步脑机接口。这种 BCI 就是通过对大

脑信息的实时采集分析，分辨想要付诸实践的意

图和无意识的想法，只有当检测出用户有想要付

诸实践的意图时才会开启 BCI开关，这在很大程

度上增加了 BCI系统的实用性。

进行“意念写字”时会

在屏幕上呈现一个虚拟的

键盘，键盘中的每个字符都

以不同频率进行编码。当

想拼写某个字符的时候，只

需看着这个字符，不同频率

的字符就会带来不同的视

觉刺激，从而诱发出特定模

式的脑电波。

第八届中国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上第八届中国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上，，华东理工大学展示基于人脑华东理工大学展示基于人脑
机接口的机接口的XHandXHand，，利用神经功能治疗手脚康复辅助利用神经功能治疗手脚康复辅助。。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