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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符晓波
通 讯 员 欧阳桂莲

量子存储器用于储存光子的纠缠态，作为不同链路内

纠缠建立以及纠缠交换过程的同步装置，它是量子中继器

能够实现纠缠分发加速的关键。我国已利用墨子号卫星

实现了长达 1200 公里的远程纠缠分发，但尚未引入量子

存储器。

◎本报记者 吴长锋

日前，有媒体报道了国外学者把一个量子比

特的信息存储在晶体内并保存长达 20毫秒的消

息，为远距离量子网络开发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就如传统的电子计算机一样，未来的量子信

息技术的发展，同样绕不开信息的存储和读取。

那么，这个至关重要的量子存储器究竟是如何存

储量子信息的？量子信息的存储又难在哪里呢？

存储器的功能就是把信息存储起来，直到需

要用到的时候再读出。信息的存储是人类文明

传递的重要手段，也是现代信息技术的一个核心

环节。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信息存储的介质

也在不断变化。

人类的大脑是信息存储的最早介质，它使得

人类能够持续生存与进化。从语言到文字是人

类文明进步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变化使得信息可

以脱离人本身，以文字等形式保存并传递下去。

人们先后使用过石头雕刻、绳子打结、书本、磁

盘、光盘等形式的存储器。

现代数字信息处理基于二进制计算机，所以

经典的存储器都是存储比特的，即存储两种经典

状态之一：0 或者 1。大量比特的组合构成我们

所需要的各类信息。经典存储器包括电脑、手机

内存、硬盘以及便携式 U盘等。

由经典信息走向量子信息的时代，量子存储

器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器件。对比经典存储器，量

子存储器可以存储量子状态。

经典存储器一般以比特为单位，现在的经典

存储器可以达到 TB 量级。经典存储器一个存

储单元只存储一个比特，存储器的容量实际上就

是经典存储单元的个数。而由于量子相干性的

特点，量子存储器的一个存储单元可以一次性存

储 N 个量子比特，也就是 N 个模式。近期研究

表明，固态量子存储器的存储容量可达 100个量

子比特。这个容量已经远大于地球上所有经典

存储器之和。

然而，由于量子信息不可复制且不可放大，

量子存储器在量子信息中的地位比经典存储器

在经典信息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截至目前，国际

上有许多研究组从事量子存储器的研究，比较主

流的物理系统是冷原子、热原子以及稀土离子掺

杂晶体。目前量子存储器的各项独立指标都有

比较好的结果，然而综合指标仍然距离量子中继

的要求相差较远。

比经典存储器更重要

量子网络是长程量子通信和分布式量子计

算的载体，它可以基于量子纠缠建立起来。远程

的量子纠缠态可以支持包括量子密钥分发、量子

计算机互联、分布式量子精密测量等众多量子信

息的应用。单个光子是量子纠缠、量子信息的理

想载体，然而单个光子在光纤网络中传输面临指

数级的损耗，单光子穿越 100千米光纤的几率是

百分之一，而穿越 500 千米光纤的几率则降至

100亿分之一。

由于这种不可避免的信道损耗，目前基于光

纤的纠缠分发距离被限制在百千米量级。在经

典通信中，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中继放大器对经典

信号不断放大来解决。不幸的是，由于量子不可

克隆定理的限制，即未知的量子态不能被精确复

制，传统的中继放大器不适用于量子通信。远程

量子纠缠分发也就成为了量子信息领域的核心

挑战之一。

对于这一难题，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量子

中继，其基本思想是把大尺度网络分割成多段小

尺度网络。比如 500 千米的量子纠缠传输可以

分解为 5 段 100 千米的短程纠缠，在短程纠缠依

次成功建立的条件下，再利用纠缠交换建立远程

纠缠。

这种方法面临的问题是，每个 100千米的纠

缠建立的时间一般不同步，比如第一段可能在

0.05 秒建立，第二段可能在 0.02 秒建立，第三段

又可能在 0.1秒建立。这就需要量子存储器同步

这个过程，每个节点的纠缠一旦成功建立则存储

起来，等到所有节点都成功建立时，存储器之间

进行纠缠交换最终建立远程纠缠。所以大尺度

量子网络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高性能量子存

储器的物理实现。

量子中继器实现纠缠的关键

我们已经知道，发展远程量子通信系统的挑

战在于找到一种在不改变信号的情况下重复信

号的方法，特别是创建基于量子存储器的量子中

继器。

量子中继器包括基本链路的纠缠建立和后

续纠缠交换过程。由于纠缠交换过程的成功概

率是由量子光学基本原理确定的，而且一般难以

提升，为了实现高速的量子中继通信，基本链路

纠缠建立的成功概率就变得至关重要。

两个主要因素影响着这个成功概率的提升，

一是量子纠缠源的发射概率，即一次纠缠光子发

射，实际成功发射光子的概率。二是信道传输损

耗以及探测器件损耗，光子发射后经历短程信道

传输以及探测过程，会不可避免地引入损耗。

2021 年 6 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

中国科大）郭光灿院士团队给出了“中国科大”解

决方案。他们首次实现基于吸收型存储器的量

子中继基本链路，并展现了多模式量子中继的通

信加速效果。这一成果登上了《自然》封面。

中国科大团队把量子光源划分为确定性量

子光源和概率性量子光源。前者的发射概率原

则上可达 1，后者在实际使用时为了避免多光子

噪声，保证纠缠保真度，发射概率一般控制在 0.1

以下。前文提到的两个制约因素中，第一个问题

使用确定性光源即可解决，为了避免多光子发射

事件，确定性光源一般要基于单量子系统实现，

具体包括单原子、量子点、单个晶格缺陷等。解

决第二个问题则需要引入与经典通信中类似的

复用技术，即一次性存储多个光子，这要求基于

原子系统的量子存储器。在基本链路的纠缠建

立过程中，如果同时使用 N 个模式，则处于 N 个

模式的光子只要有一个模式成功即可建立节点

间的纠缠，可以大幅提高纠缠建立的成功概率并

提升最终的纠缠分发的速率。

此前，有关量子存储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

量子通信领域的应用，例如，基于多模式量子

存储建立量子中继，从而构建远程的量子互联

网，或基于超长寿命量子存储实现可移动的量

子 U 盘。

我国科学家在量子存储器这一领域取得了

一系列突破性成果。2021年 4月，中国科大郭光

灿院士团队把相干光存储时间德国研究人员创

下的 1 分钟纪录提升至 1 小时，创造了新的世界

纪录，这意味着量子 U 盘成为可能。2021 年 7

月，清华大学段路明研究组首次在实验中借助对

多谐振器系统的动态调控实现了对单光子水平

微波脉冲的保相存储和读取，并利用此方法展示

了对时分编码量子比特的按需存取。

中国科学家表现亮眼

具体来说，量子存储器用于储存光子的纠

缠态，作为不同链路内纠缠建立以及纠缠交换

过程的同步装置，它是量子中继器能够实现纠

缠分发加速的关键。基本链路内使用的信道

包括光纤以及自由空间信道。光纤量子中继

的整体结构和经典光纤通信类似，是最有希望

达成量子网络目标的技术路线。量子中继并

不能消除光子损耗，但可以把通过光纤直接传

输的指数损耗转变为可以容忍的多项式量级

的损耗，这在远程通信中会展现显著的优势。

而自由空间信道损耗低于光纤，我国已利用墨

子号卫星实现了长达 1200 公里的远程纠缠分

发，但尚未引入量子存储器。

随着量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量子通

信卫星可以结合量子存储器，实现覆盖全球的高

速量子通信。

新华社讯 （记者李伟）记者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获悉，该校地

球科学学院韩凤禄副教授率领的团队宣布发现一具约 2.5 亿年前、来自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的早三叠世鱼龙化石。该鱼龙长达 3 米、外形

憨萌，可能具有更强的游泳能力，作为一个新属种，被命名为“粗壮百

色鱼龙”。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已在国际生物学期刊《同行评议科学杂

志》（PeerJ）在线发表。

联合研究团队对化石进行了历时 3个月的修复。该化石主要包含了

躯干的前半部分，由于未保存头骨和大部分肢骨等关键部位的特征，给鉴

定带来了一定困难。

研究人员经过对比研究和统计分析，最终识别出了一些关键特征。

“这件标本虽然保存不完整，但具有鱼龙类所独有的一些特征，不同于鳍

龙类等其他海生爬行动物。”韩凤禄说。

据悉，鱼龙是繁盛于三叠纪和侏罗纪的海生爬行动物，最早出现在约

2.5亿年前，在 9000万年前灭绝，大约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鱼龙的起

源和早期演化至今仍然是未解之谜。目前发现的鱼龙最早出现在早三叠

世，在日本、加拿大、北欧和中国湖北、安徽等地有过正式报道，多为长度

不超过 1.5米的小型个体，其化石材料和分布范围都较为有限。

此次发现的标本体型较大，据估测全长可达 3米，远大于此前国内发

现的早三叠世鱼龙。复原后的外表与现代的海豚相近。“相比其他早期鱼

龙类，百色鱼龙有着更长、更强壮的前肢骨，暗示了百色鱼龙可能具有更

强的游泳能力，可能在当时的海洋中扮演了一种高级掠食者的角色。”韩

凤禄说。

2.5亿年前的粗壮百色鱼龙

形似海豚且可能是高级掠食者

科技日报讯 （记者颉满斌）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以下

简称近代物理所）的科研人员及合作者利用日本稀少放射性核素储存环

（Rare-RI Ring, R3），成功测量了短寿命丰中子核素钯-123 的质量，并

研究了新的质量结果对快中子俘获过程（R-过程）元素丰度的影响。这

是基于 R3 储存环得到的第一个重要的物理成果，相关论文于 4 月 15 日

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

核天体物理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宇宙中重元素的来源。理论认

为，宇宙中比铁更重的元素约有一半是在 R-过程中产生的。然而，R-

过程发生的场所在科学界尚无定论，双中子星合并过程被认为是其中一

个可能的场所。

原子核质量是研究 R-过程元素丰度的重要物理输入量。短寿命丰

中子核素质量的实验数据不仅为 R-过程计算提供可靠数据，而且可以

帮助改进质量模型。然而，由于 R-过程涉及大量远离稳定线的丰中子

短寿命原子核，极难在实验室产生，因此核天体物理研究中的计算需要的

大量核数据依赖于模型计算结果。

R-过程核数据输入量的敏感性研究指出，钯-123的质量对 R-过程

中质量数为 122 和 123 的核素的丰度有最大影响，亟须实验测量。近期，

近代物理所科研人员及合作者在日本理化学研究所（RIKEN）大科学装

置放射性束流工厂（RIBF）开展了钯-123的质量测量实验。

实验中，目标核由 RIBF 超导回旋加速器提供的高流强铀-238 初级

束轰击铍靶产生，经过 BigRIPS 放射性束流线分离鉴别，传输至 R3 进行

测量。

基于新的质量数据，研究人员使用 PRISM 反应网络模型计算了双中

子星合并的 20 个 R-过程路径，得到质量数为 122 和 123 的元素丰度比。

计算结果指出，和基于有限程液滴模型 FRDM2012核质量数据得到的结

果相比，使用本次实验质量结果得到的质量数为 122 和 123 的 R-过程元

素丰度比更好地符合太阳系 R-过程元素丰度的观测值。

科学家借R3储存环测得钯质量

有助解开宇宙重元素来源之谜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4月 17日，科技日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获悉，该校郭光灿院士团队史保森、丁冬生课题组利用人工智能实现

了基于里德堡原子多频率微波的精密探测，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期

刊《自然·通讯》上。

里德堡原子具有较大的电偶极矩，可以对微弱的电场产生很强的响

应，因此作为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微波测量体系备受人们的青睐，并取得了

飞速发展。尽管如此，基于里德堡原子的微波测量还存在很多科学问题

亟待解决，多频率微波接收就是其中一项难题：这是因为多频率微波在原

子中会引起复杂的干涉模式，严重干扰了信号接收与识别。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研究人员基于室温铷原子体系，利用里德堡原

子作为微波天线及调制解调器，通过电磁诱导透明效应成功检测了相位

调制的多频微波场，进而将接收到的调制信号通过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进

行分析，实现了多频微波信号的高保真解调，并进一步检验了实验方案针

对微波噪声的高鲁棒性。

研究成果表明，基于深度学习增强的里德堡微波接收器可允许一次

直接解码 20路频分复用（FDM）信号，不需要多个带通滤波器和其他复杂

电路。这项工作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并实现了在不求解主方程的情况

下，有效探测多频率微波电场的方案，既利用了里德堡原子的灵敏度优

势，同时也降低了噪声的影响。

这项研究成果为精密测量领域与神经网络交叉结合提供了重要参

考。此外，该成果还可以应用于同时探测多个目标。审稿人高度评价该

成果：“该工作展示的结果对原子分子光物理学领域的其他研究人员非常

有用，因为它显示了深度学习未来在原子系统量子增强传感中的应用。”

里德堡原子携手神经网络

实现多频率微波精密探测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韩家

淮和厦门大学副教授陈鑫团队借助单分子定位

超 分 辨 成 像 技 术“ 随 机 光 学 重 建 显 微 镜

（STORM）”，首次揭示了“坏死小体”在细胞中

的组织结构特征及其对细胞死亡的决定作用，为

人类相关疾病治疗干预提供了新思路。相关论

文已在《自然·细胞生物学》上发表。

超清成像技术让推论
“眼见为实”

细胞是生命体的基本功能单元，而决定细胞

命运的关键一环是细胞的程序性死亡。在细胞

程序性死亡中，有一种形式叫“坏死样凋亡”，其

中起决定作用的一个重要信号处理枢纽就是“坏

死小体”复合物。

“坏死小体”在死亡细胞中的结构究竟如

何？“坏死小体”如何精准发力决定细胞死亡命

运 ？ 这 些 涉 及 多 个 核 心 分 子（RIP1/RIP3/

MLKL）的招募激活和信号放大/转变等复杂过

程。由于细胞体尺寸非常微小，例如哺乳动物细

胞一般在几十微米，要观察到其内部“坏死小体”

的精准调控机制难度可想而知。

在此前的研究中，科学家曾借助常规共聚焦

荧光显微镜，观察到细胞死亡过程会产生大小不

等的“坏死小体”点状信号，提示了该信号枢纽很

可能存在动态组装过程。但“坏死小体”在细胞

中是如何精准处理复杂信号，进而决定细胞死亡

的始终是一个未解的谜团。

韩家淮院士和陈鑫团队借助于蓬勃发展的超

分辨成像技术，尝试了多种目前较成熟的技术流

派，最终找到了精准观察“坏死小体”运行机制的利

器——单分子定位超分辨成像技术（STORM）。

研究人员通过对 STORM 成像全流程进行

细致优化，在生物样本上实现了优于常规共聚焦

显微镜 10 倍以上的分辨率（13—18 纳米定位精

度）。这些技术的提升使许多原本看不见、看不

清的研究对象变得清晰明朗，让原来靠推测得到

的结论“眼见为实”。

“坏死小体”这样杀死
细胞

在历时 8年的研究中，团队成员成功观察到

死亡细胞中的“坏死小体”由初始点团样结构演

化为直径约 50 纳米，长度约 200—600 纳米的规

则棒状结构的组装模式，并且在该规则棒状结构

中呈现出明显的由 RIP1/RIP3 组成的马赛克状

分布。

进一步的观察研究发现，只有马赛克状分

布中的 RIP3 区域满足一定的尺度要求（如四

聚体及以上），才能有效地诱导下游效应分子

MLKL 发生多聚化，进而靶向细胞膜导致细胞

死亡发生。同时，通过抑制关键因子 RIP1 的

激酶活性可以阻碍“坏死小体”的有序马赛克

样棒状结构的产生，从而抑制细胞死亡。此

外，RIP3 激酶活性缺失导致的细胞死亡模式转

变也有赖于该结构中的 RIP1 多聚化程度，这

提示了团队发现的“坏死小体”马赛克样组织

结构很可能是细胞内控制死亡方式的信号选

择模块。

“该结果在细胞原位揭示了关键信号枢纽纳

米尺度上的组织特性及其对信号传递/放大/转

换的贡献，为发展特异性抑制程序性细胞死亡的

干预手段提供了潜在的切入点，希望我们的发现

能够对帕金森病、多发性硬化症等神经退行性疾

病、脓毒症等病原菌感染性疾病的临床应对和治

疗有所帮助。”韩家淮介绍。

有望解析更多生物大分
子复合物

细胞内数量众多的生物大分子复合物都是

控制生命活动的核心功能枢纽，如 DNA复制/转

录起始复合物和细胞器膜上的各类转运复合物

等。现代生物学的理论基石——细胞学说诞生

至今已近两百年，但人类始终无法彻底解析任一

细胞在稳态/应激条件下的分子水平精细结构，

自然也无法随心所欲地改造/控制细胞，实现保

障人类健康和社会进步的宏伟目标。

目前单颗粒冷冻电镜技术是解析蛋白质结

构的利器，但面对细胞内结构巨大、成分复杂、高

度异质的功能复合物，其仍存在较明显局限性。

韩家淮院士和陈鑫团队的工作证明纳米尺度光

学成像是解析此类大型生物大分子复合物的组

织特征和功能模式的可行方案之一。

“细胞原位‘坏死小体’精细结构的成功观测，

无疑加大了我们未来使用超分辨成像技术揭示更

多生命内在规律的信心。”陈鑫说，未来随着前沿

成像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如单纳米分辨精度显微

镜、冷冻断层扫描技术等，人类终有一天将能够清

晰地观察到时刻运转着的，神奇的生命内在规律。

超分辨成像技术看清
细胞“刽子手”的“行刑”过程

搭建远距离量子网络搭建远距离量子网络
为什么要先搞定量子存储器为什么要先搞定量子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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