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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温度体现了海水的热状况海洋温度体现了海水的热状况，，海洋温度变化主要取决海洋温度变化主要取决

于海洋热收支状况及其时间变化于海洋热收支状况及其时间变化。。太阳辐射和海洋大气热太阳辐射和海洋大气热

交换是影响海水温度的两个主要因素交换是影响海水温度的两个主要因素。。具体来说具体来说，，纬度纬度、、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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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关量子计算的新闻不断刷屏。量子

计算机的突破，为我们描绘着更快、更强的未来

计算场景。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量子计算

机依然是“不明觉厉”的存在。

我们可能会发现，表述量子计算机能力水平

的一个重要参数是它的量子比特数。无论是我

国 66 比特的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

之二号”，还是近日 IBM 公司宣布制造出的 127

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量子比特都是一个绕

不开的概念。那么，究竟什么是量子比特？它为

什么在量子计算中“举足轻重”？提高量子比特

数的难点又在哪？

“既死又活”的薛定谔猫

量子比特是量子计算机的基本信息单元。

与常规计算机使用的非 0 即 1 的二进制码不同，

量子比特可同时以 0和 1的状态存在。这种不确

定性来源于物理学中的量子叠加：一个量子系统

能同时存在于多个分离的量子态中。

想要进一步理解量子叠加，就不得不提及著

名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的那只“既死又活”的猫。

薛定谔的猫其实是一个思想实验。它假定

一只猫被关在一个密闭房间内，房间里有一瓶装

着剧毒气体的玻璃瓶，瓶上方有一个装有放射性

原子的盒子。放射性原子有一定概率发生衰

变。盒里还有一个机关侦测放射性原子是否发

生衰变。若发生了衰变，机关将控制一个锤子砸

碎玻璃瓶，释放出毒气，从而使猫死亡。

但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假定关猫的盒子不透

明且隔音，不打开盒子的话便无法知道猫的死

活。如果问猫是死是活，怎么回答？不打开盒子

的话只能推断猫可能是死的，也可能是活的。

因此，现在盒子里关着一只“既死且活”的

猫。虽然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并不会遇到这样的

“幽灵猫”，但量子比特却存在相似的情况。量子

比特可以同时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多重状态

（叠加态），这种现象就是量子叠加。

打破叠加态的方法是测量。例如，我们打开

盒子后便知道了猫的生死。因为我们得到了确

定的结果（非死即活），叠加态便不复存在，物理

描述为叠加态坍缩到某一个量子态。这个打开

盒子的过程就是测量。

量子计算机的计算过程便涉及通过测量量

子比特，使其量子态坍缩为 0 或 1。这就使得量

子计算机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计算机甚至

是超级计算机都有着巨大差别。普通计算机每

一比特（byte）仅能存储两种可能状态：非 0 即

1。但量子计算机不同。由于量子叠加，每个量

子比特理论上可同时存储 0 或 1 这两种状态，这

使得量子比特拥有比比特更大的信息存储能

力。比如，由于 2 的 8 次方等于 256，故具有 8 比

特的二进制计算机能表示 0到 255之间的任一个

数字。但具有 8 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可同时

表示 0到 255之间的每个数字。

量子计算机正是通过量子叠加实现同时存

储大量信息的功能。因此，它们可以在处理复杂

任务时，快速存储大量数据，探索多种可能并选

择最有效的解决途径。

量子计算机搭建面临巨大挑战

量子比特的概念虽然抽象，但量子计算机并

非虚幻。建造它们的理论基础已搭建好，但是要

实现它们，还要面临一项艰巨的挑战。

量子比特本质上是处于叠加态的亚原子粒

子，如电子、被束缚的离子或光子。量子比特周

围环境的细微变化，比如振动、电场、磁场、宇宙

辐射等，都可能向量子比特输入能量，进而使叠

加态坍缩，使量子比特失效。因此，量子比特需

要密封在极冷、真空环境中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任

何干扰。这就是量子计算机的搭建面临的巨大

挑战。

正是由于保持量子比特的叠加态是件非常

困难的事，最微小的环境变化也可能导致叠加态

的坍缩，造成计算错误。所以，目前世界上还没能

造出一台没有误差、且用途广泛的量子计算机。

量子计算机的巨大潜力，还与量子力学中的

另一个著名概念“量子纠缠”有关，即各个量子比

特可通过量子纠缠联系在一起。

简单而言，当两个量子粒子纠缠在一起时，

它们的量子态相同。改变任何一个粒子的量子

态的任何属性都将瞬间改变另一个粒子的状态，

即便二者相隔千山万水。爱因斯坦将这种无处

逃脱的联系称为“幽灵般的超距作用”。

互相纠缠的量子比特不仅能加密即时信息

传递，还可让量子计算机的性能呈指数级增长。

比如，具有 8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可同时表示

0 到 255 之间的每个数字，这只是 8 量子比特独

立存在的情况。如果它们互相纠缠起来，或者和

其他量子比特纠缠……整个纠缠的系统所能表

示的数字将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而这正是量子计算机无比诱人的魅力所

在。尽管量子计算机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一旦能

够大规模应用，其必将掀起一场颠覆性的革命。

“脆弱”的量子比特，如何成为量子计算“主心骨”

从太空视角看，地球像一颗蔚蓝色的“水

球”，海洋面积占地球总面积的 70.8%。海洋的

种种变化，都可能使人类的生活发生改变。其

中，海水温度变化与全球变暖、渔业和海洋环境

保护等海洋相关领域息息相关，所以在海洋大数

据研究中，海水温度预测在海洋科学上占有重要

的地位。

近日，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以下

简称沈阳自动化所）在海洋温度预测方法研究中

取得新进展，其提出的基于立体空间—时间的四

维卷积模型高精度应用于海水温度预测。相关研

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期刊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的《地球科学与遥感通讯》上，并申请相关专利。

“海洋温度体现了海水的热状况，海洋温

度变化主要取决于海洋热收支状况及其时间

变化。太阳辐射和海洋大气热交换是影响海

水温度的两个主要因素。”沈阳自动化所副研

究 员 周 晓 锋 介 绍 ，具 体 来 说 ，纬 度 、洋 流 、季

节、深度、海洋生物运动等都会影响海水温度

变化。

在开阔的海洋中，表层海水等温线的分布大

致与纬圈平行，这是因为地球表面所获得的太阳

辐射热量受地球形状的影响，不同纬度得到的太

阳辐射不同，则温度不同，因此表层海水温度从

赤道向两极递减。同理，不同季节，海水受到的

太阳辐射不同，因此温度也不相同。夏季海水温

度高，冬季海水温度低。

而同纬度海区，暖流流经海水温度较高，寒

流流经海水温度较低。

此外，从海平面到深邃海底，海水温度像

一个奶油蛋糕那样分成许多层，温度会随海水

深度增加而递减。太阳辐射的热量绝大部分

被表层海水吸收，白天吸热、晚上放热。在海

水对流和海浪作用下，表层海水形成一个温度

比较一致的混合层，厚度约 100 米。表层海水

到 1000 米深度的海水，水温随深度增加而迅

速递减，而 1000 米以下的海洋深处因受太阳

辐射和表层热量传导、对流影响较小，因此水

温下降变慢。

“ 目 前 ，世 界 海 洋 的 水 温 一 般 在 -2℃ —

30℃，其中年平均水温超过 20℃的区域占整个

海洋面积的一半以上。”周晓锋介绍，但随深度

增 加 ，水 温 逐 渐 下 降（每 深 1000 米 ，约 下 降

1℃—2℃），在水深 3000—4000 米处，温度达到

2℃—-1℃。

在这些规律之外，海洋中还存在温跃层，冷

暖两层海水交界处温度急剧变化，两侧海水密

度差异明显，中间这十几米到几十米的薄薄水

层就被称为温度跃变层，也叫温跃层。“温跃层

的形成是因为水体不同深度的密度不同，而水

体自身上下的对流不足以均匀混合这个密度差

异使之稳定存在，从而形成了密度的分层现

象。”周晓锋解释。

诸多因素影响海水温度

目前关于海洋温度预测的方法多集中于海

洋表面。在海洋表面，海水温度日变化很小，主

要存在以年为单位的周期性变化，因此目前的预

测方法大多为时间序列预测，用一段时间的温度

去预测未来的温度。“而海水温度时刻都在发生

变化，并不稳定。我们又很难同时将各个影响因

素的数据都充分且准确地提取和融合，因此有效

预测海水温度并不简单。”周晓锋认为。

此外，目前基于深度学习的预测方法均以时

序预测为主，忽视了海洋内部的空间联系，以点

预测点的方式导致特征提取不充分。

周晓锋表示，海洋内部不定期存在的温跃层

也加大了海洋温度预测的难度，因为温度变化趋

势会在温跃层位置发生骤变。温跃层有季节性

温跃层和主温跃层两种表现形式，其中季节性温

跃层并不是大范围海洋温度的存在形态，它的形

成时间也并无周期性。“我们无法判断所观测到

的温跃层是长期还是暂时性存在的，也很难提前

预知到温跃层的位置及形状，这也是目前对海水

温度的研究多集中于海表的原因之一。”他说。

以往研究多集中于海表

针对目前海水温度预测局限于海洋表面，且

只考虑时序预测的问题，沈阳自动化所数字工厂

研究室大数据课题组提出一种基于时空四维卷

积网络的模型，以解决这些问题。

“时空四维卷积模型由三部分组成：四维卷

积网络、残差网络、再校准模块。”周晓锋介绍，海

洋温度数据本身为经度、纬度、深度构成的三维

栅格化数据，增加时间维度后，形成了四维矩

阵。利用四维卷积网络，对海洋温度数据提取时

间特征的同时，提取三维立体空间特征。四维卷

积网络的意义就是实现时—空双重特征提取。

由于卷积运算是线性运算，他们在三维卷积的原

理基础上进行改变，实现四个维度同时卷积。

对于普通的神经网络来说，深度层次越多，

优化算法越难训练，训练错误便会越多。残差模

块可以优化深度神经网络，而利用残差网络进一

步加深网络，可进一步提取海洋温度的空间特

征。

“在整个海洋空间中，相邻区域的数据对于

预测的贡献在空间上各不相同。有的位置温度

多变，有的位置温度稳定；有的位置等温线密集，

有的位置等温线稀疏。”周晓锋介绍，为了提高模

型性能，研究人员给模型在残差模块后面加入了

再校准模块。再校准模块的意义就是探索并量

化各个区域特征的贡献程度，对前面计算得到的

特征数据进行加权。重要特征赋予较高权重，不

同位置也赋予不同权重，然后将特征进行加权求

和，得到最终结果，由此提高模型的质量。

课题组利用时空四维卷积模型进行了横截

面方向和剖面方向的两方面实验。实验显示，时

空四维卷积模型可以准确预测水平方向 0—

-2000米的海洋温度，且准确度并不受海洋深度

影响，均在 98%以上，并有大部分大于 99%。对

于剖面方向，时空四维卷积模型可以准确预测出

季节性温跃层和主温跃层的位置和形状，准确度

不受海洋位置影响，均大于 99%。

此外，课题组还将时空四维卷积模型与目前

的预测方法做了对比，在平均绝对误差（MAE）、

均方误差（RMSE）、预测精度（ACC）和 R 平方

（R-squared）等各个指标上，新模型都达到了最

优的效果。

“时空四维卷积模型利用海洋温度数据的双

重特征提取，并对特征以及区域进行加权，实现

了海洋内部温度的数据预测，打破了目前对于海

表温度预测的局限性，并将温跃层的预测变为可

能。”周晓锋说。

时空四维模型让温度预测更准确

而在实际应用中，对海洋内部温度的预测比

对表面的预测更重要。无论是水下探测还是对

海洋生物的研究，都要利用海洋内部的温度，并

不仅限于表面。周晓锋举例说：“比如对于温跃

层的研究，在军事上就有重要的意义，它对潜艇

的浮沉具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现有的针对表层

海水温度的预测数据并不能支撑很多实际的海

洋工作。”

科技日报讯 （记者颉满斌 通讯员法伊莎）在距今 2.5 亿年前的二叠

纪至三叠纪之交，地球上发生了一次显著的生物大灭绝事件，超过 80%的

海洋物种永久消失。但是，陆地植物是否存在集群灭绝一直存在争议。

我国华北板块是二叠纪、三叠纪陆地植物的重要繁衍地，为分析植物多样

性演变提供了良好的化石记录。

多年来，兰州大学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熊聪慧博士与来自北京

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法国里尔大学、英国布里斯托

大学的学者合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华北板块晚古生代至中生代早期的

植物化石数据集，开展了多尺度的植物多样性分析，揭示了华北板块陆地

植物的生态适应过程及灭绝模式，近日该项成果在地球科学领域期刊《地

球科学评论》发表。

研究者通过借鉴现代生态学理论及前人研究，采用区域、景观及沉积

层这三种尺度的多样性指标，定量了华北板块二叠纪至中三叠世的陆地

植物多样性，同时，采用物种分布图、异质性指数、存活曲线、网络分析等

多种分析手段，系统研究华北板块的陆地植物灭绝事件。

结果表明，华北板块在早二叠世以高大的鳞木、科达、楔叶等数量众

多的成煤植物为主，其后发生了两次灭绝事件。第一次在上石盒子组至

孙家沟组转折期，陆地植物种灭绝率达到 94%，几乎所有高大成煤植物都

灭绝了，是一个去森林化的过程，因此也造就了华北地区丰富的煤矿资

源。早中二叠世，位于相似纬度的欧美地区也发生了由湿地沼泽转变为

干旱地带的过程。

第二次是二叠纪末大灭绝，陆地植物种灭绝率达 95%，几乎所有二叠

纪的植物消失，被早三叠世新的类群如肋木、木贼以及松柏类的一些新类

型所替代，其灭绝幅度与二叠纪末最剧烈的海洋动物集群灭绝事件相当，

也可对应于我国同期西南地区以大羽羊齿类为主的陆地植物的灭绝事件。

2.5亿年前的生物大灭绝

造就华北地区丰富煤矿资源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丽云）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哈工大）

仪器学院现代显微仪器研究所在光学超分辨显微成像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性进展。研究团队在低光毒性条件下，把结构光显微镜的分辨率从 110

纳米提高到 60纳米，实现了长时程、超快速、活细胞超分辨成像。11月 16

日，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权威杂志《自然·生物技术》。

显微仪器的分辨能力代表人类对科学探索的边界。哈工大现代显微

仪器研究所团队提出了一种可突破光学衍射极限的计算显微成像算法，

利用荧光成像的前向物理模型与压缩感知理论，并结合稀疏性与时空连

续性的双约束条件，建立起一个通用的解算框架——稀疏解卷积技术，突

破了现有光学超分辨显微系统的硬件限制，扩展了时空分辨率和频谱。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研发了超快结构光超分辨荧光显微镜系统，该

系统具有超分辨、高通量、非侵入、低毒性等特点，在高速成像条件下，具

备优于 60 纳米的分辨率和超过 1 小时的超长时间活细胞动态成像性能。

团队首次观察到了胰岛分泌过程中具有的两种特征的融合孔道，第一次

利用线性结构光显微镜观察到只有在非线性条件下才能分辨的环状的不

同蛋白标记的核孔复合体与小窝蛋白。此外，研究人员还展示了利用该

影像技术解析肌动蛋白动态网络、细胞深处溶酶体和脂滴的快速行为，并

记录了双色线粒体内外膜之间的精细相对运动。

该项工作在物理和化学方法基础上，首次从计算的角度提出了突破

光学衍射极限的通用模型，实现了从 0 到 1 的原理创新，是目前活细胞光

学显微成像中分辨率最高（60 纳米）、速度最快（564 帧/秒）、成像时间最

长（1小时以上）的超分辨显微仪器。该技术框架也被证明适用于目前多

数荧光显微镜成像系统模态，均可实现近两倍的稳定空间分辨率提升，为

精准医疗和新药研发提供了新一代生物医学超分辨影像仪器，使未来大

幅度加速疾病模型的高精度表征成为可能。

计算显微成像算法

使活细胞光显微分辨率达60纳米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雷久

侯、祝宝友和陆高鹏教授团队基于自主发展的地基闪电观测阵列，结合国

际空间站搭载的高时空分辨率光学观测资料，首次揭示雷暴云顶放电的

光学特征及其诱发的低电离层扰动特征，提出利用天电信号来探测雷暴

云顶放电现象和研究中高层大气耦合的新思路。相关成果 11 月 17 日发

表于《自然·通讯》。

对流层闪电可以在距地面 20公里—100公里的临近空间区域诱发绚

丽的中高层大气放电现象，根据其始发位置不同可以分为雷暴云顶型放

电和低电离层型放电。了解雷暴如何直接影响中高层大气和电离层区

域，对认识地球不同圈层之间的耦合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受限于传

统观测手段缺乏高时空分辨率的立体协同观测资料，学术界关于其现象

学特征的认识严重不足。

研究团队基于自主研发的混合长基线天电阵列，结合搭载在国际

空间站上的大气—空间相互作用光学探测器, 对雷暴过境期间发生在

我国华南地区的强雷暴过程进行分析，首次发现一类特殊的云顶放电

信号——负极性 NBE（双极性窄脉冲）总是伴随着蓝色337纳米光谱辐射，

但并不伴随着普通闪电的 777.4纳米辐射，这一明显区别于普通闪电的光

学特征表明 NBE独特的流光发展特性，纠正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 NBE

放电不发光的传统认知，为利用空间光学手段评估闪电类型和监测强对流

提供了有力判别依据。通过对负极性NBE电信号及其伴随的蓝色光谱信

号进一步分析，他们发现 NBE峰值电流强度和蓝色光学信号峰值紧密相

关，提供了基于地基电场信号来遥感云顶放电现象的新探测思路。

审稿人认为，该工作展现了混合长基线天电阵列对雷暴云顶细微放

电的强大探测能力，对解决困扰闪电领域长久以来的科学问题，促进学科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雷暴云顶放电现象

有助研究中高层大气耦合

时空四维模型突破限制时空四维模型突破限制
让海温预测不再让海温预测不再““浮于表面浮于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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