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见证者，中国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潘
建伟院士 6 月 16 日对外宣布：中国率先实
现了“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
发，首次在太空中较为严格地验证了量子
力学非定域性。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他们很早就
有了这个大胆超前的想法，并最终实现
了。”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物理学家延内魏
因如是评价。

鬼魅般的超距作用
通过量子纠缠所建立起来的量

子信道不可破译，将成为未来保密
通信的“终极武器”

“处在特殊状态（纠缠态）的粒子，无
论相隔多远，当对其中一个粒子进行操作
或测量，身处远方的其他粒子会瞬时发生
相应的改变。”

这种“心灵感应”似的神秘关联，便是
神奇的“量子纠缠”现象，也称量子力学非
定域性。简单来说，量子纠缠即两个（或
多个）粒子共同组成的量子状态。何谓量
子？它是构成物质的最基本单元，也是能
量的基本携带者，人们所熟知的分子、原
子、电子、光子等微观粒子，皆是其表现形
态之一。

按我们以往的认识，一只猫非生即
死，不能同时“又生又死”。根据潘建伟的
解释，在量子世界中，当猫和我们没有相
互作用的时候，它可以处于“生”和“死”同
时叠加的状态，此时，我们再去测量两只
分处异地的猫，当确定其中一只为生时另
外一只也为生，反之则为死，哪怕这两只
猫相隔甚远。

对于这种“鬼魅般的超距作用”，爱因
斯坦深表怀疑。“对一个粒子的测量不会
对另一个粒子产生影响。”他坚称。以玻
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则持反对意见，
他们认为，对一个粒子的测量会瞬间改变
另一个粒子的状态。

究竟孰是孰非？过去的大半个世纪
里，物理学家们围绕这一话题争论不休。
因为，量子的这一奇妙特性一旦得到验
证，将有一个最为直接的应用——通过量
子纠缠所建立起来的量子信道不可破译，
将成为未来保密通信的“终极武器”。

上世纪 70 年代，法国物理学家阿斯
派克特的 3 个实验曾给出了量子非定域
性的明确结论。但是，最初的这些实验验
证存在种种漏洞。量子纠缠“鬼魅般的超
距作用”在更远的距离上是否仍然存在？
会不会受到引力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这
些基本物理问题的验证有赖于上千公里
甚至更远距离的量子纠缠分发。

如何把制备好的两个纠缠粒子分别

发送到相距很远的两个点？中科院上海
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工程常务副总师、卫星系统总指挥王建
宇介绍，“墨子号”卫星过境时，同时与青
海德令哈站和云南丽江高美古站两个地
面站建立光链路，卫星上的纠缠源载荷每
秒产生 800 万个纠缠光子对，光链路以每
秒 1 对的速度在地面超过 1200 公里的两
个站之间建立量子纠缠。

“高精度的实验技术保证了两地的独
立测量时间间隔足够小，结果以 99.9%的
置信度在千公里距离上验证了量子力学
的正确性，实现了严格满足‘爱因斯坦定
域性条件’的量子力学非定域性检验。”潘
建伟称。

这意味着什么？一句话，即便相距千
里之遥，量子纠缠效应依然有效。

实用化进程再提速
13 公里、16 公里、百公里，“咬住

青山不放松”，他们不断扩展量子纠
缠 分 发 的 距 离 ，并 向 新 目 标 努 力
奔跑

当然，除了验证量子力学非定域性的
存在，此番量子纠缠成功跨越千里，更重
要的意义在于将量子通信实用化进程又
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利用量子纠缠所建立的量子信道，
是构建量子信息处理网络的基本单元，而
要构建广域的量子网络，第一步就是要实
现远距离的量子纠缠分发。”潘建伟解释。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由于量子
纠缠非常脆弱，其在远距离光纤传输中，
一来损耗过大，二来与环境的耦合会使纠
缠品质大大下降；在近地传输过程中，还
会受到地面障碍物、地表曲率等影响。受
种种因素限制，此前国内外地面实验的量
子纠缠分发距离一直停留在百公里量级。

如 何 有 效 扩 展 量 子 纠 缠 分 发 的 距
离？理论上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利用量
子中继，但目前由于受到量子存储寿命和
读出效率等因素的严重制约，无法实际应
用于远程量子纠缠分发。另一种则是利
用卫星向地面分发。

“相比光纤，星地间的自由空间信道
损耗小，结合卫星的帮助，可以在全球尺
度上实现超远距离的量子纠缠分发。”
2003 年，潘建伟团队提出利用卫星实现

远距离量子纠缠分发的方案。13公里、16
公里、百公里，“咬住青山不放松”，他们不
断扩展量子纠缠分发的距离，并向新目标
努力奔跑。2016 年 8 月 16 日，“墨子号”
成功发射，卫星的科学任务之一即是双向
星地量子纠缠分发。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实现千公里量级
的量子纠缠。”根据潘建伟的测算，实验
中，量子纠缠的传输衰减仅仅是同样长度
地面光纤最低损耗的一万亿分之一。而
即便选用超低损耗光纤，将一对光子分发
到千公里以外也得需要 3 万年的时间。

“ 这 就 完 全 丧 失 了 通 信 的 意 义 。”潘 建
伟说。

向着终极目标努力奔跑
今后或将在地月拉格朗日点放

上光源，向人造飞船和月球分发量
子纠缠，朝着“30 万公里”的终极目
标继续努力

从百里到千里，量子纠缠分发距离的
这一跨越，究竟有多难？王建宇打了个比
方：如果把光量子看成一个个 1 元硬币，
星地量子分发就相当于从万米高空飞行
的飞机上，不断把上亿个硬币准确投入持
续旋转的储蓄罐狭小的投币口中。

这种星地间“针尖对麦芒”的远距离
量子纠缠分发对精度要求极高。“光子是
光里最小的单位，要探测到每个光子，就
像在地球上，要看到月球上划亮的一根火
柴。”王建宇这样形容。

是挑战也是机遇——
“这是兼具潜在实际现实应用和基础

科学研究重要性的重大技术突破。”《科
学》杂志几位审稿人断言，“毫无疑问，这

将在学术界和广大社会公众中产生非常
巨大的影响”。

美国波士顿大学量子技术专家谢尔
吉延科评价：这是一个英雄史诗般的实
验，中国研究人员的技巧、坚持和对科学
的奉献应该得到最高的赞美与承认。

赞誉纷至沓来，潘建伟没有刻意回
避，他称“这是量子卫星上天以来，迄今为
止发布的最大成果”，未来将为开展大尺
度量子网络和量子通信实验研究，以及开
展外太空广义相对论、量子引力等物理学
基本原理的实验检验奠定可靠的技术
基础。

运用所发展的量子纠缠分发技术，
研究团队正在开展实验创建密钥，以实
现天地间的信息传输。“目前，量子通信
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在白天有大量
光量子的情况下，分辨并接收到量子卫
星的信号，以实现量子通信。”根据潘建
伟的设想，他们今后或将在地月拉格朗
日点放上光源，向人造飞船和月球分发
量子纠缠，朝着“30 万公里”的终极目标
继续努力。

前景依稀明朗，脚步渐渐加速。“‘墨
子号’卫星的其他重要科学实验任务，包
括高速星地量子密钥分发、地星量子隐形
传态等，也在紧张顺利地进行中，预计今
年会有更多科学成果陆续发布。”潘建伟
表示，目前量子通信技术已有很多突破，
随着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量子通信有望
在“十三五”时期实现初步应用，但绝对安
全的量子通信规模化应用可能还得需要
10多年甚至更长时间。

按照计划，今后我国还将陆续发射多
颗量子卫星，力争在 2030 年前后率先建
成全球首个天地一体化的实用性广域量
子通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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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

跨越千里的“ 心手相牵”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这是一场跨越千里的“纠

缠”，一方来自青海德令哈站，

另一方远在云南丽江站。尽

管相距千里之遥，这对从未谋

面的“陌生人”——粒子，却上

演了一场举世震惊的“心心相

印”大戏——

空 气 中 常 见 的 二 氧 化
碳，可以直接制成汽油、柴
油、液化石油气吗？中国科
学家们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近日，中科院低碳转化
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暨上
海高研院—上海科技大学低
碳能源联合实验室在二氧化
碳（CO2）利用领域取得重大
进展，创造性地采用氧化铟/
分子筛双功能催化剂，实现
了 CO2一步转化高选择性得
到液体燃料（汽油等高碳烃
类化合物）。该研究成果于
近日在《自然-化学》杂志上
在线发表，并已申报中国发
明专利和国际 PCT 专利。

为 什 么 要 把 CO2 变 成
汽油？

由于能源需求的日益增
长，化石燃料的消耗与 CO2

排放总量快速上升，而替代
能源（太阳能、风能等）大规
模使用却受限于其固有的间
歇性、波动性与随机性。汽
油和航空煤油等烃类化合物
是重要的液体运输燃料，在
世界范围内应用广泛、具有
很高的经济价值。诺贝尔化
学奖获得者奥拉教授提出了

“人工碳循环”的概念，如果
借助替代能源将 CO2直接转
化为液体燃料，可使得整个
碳循环有效。

因此，科学家们借助可
再生能源电解水制得的氢气，将 CO2 转化为有用的
化学品或燃料，可一举三得——帮助解决大气中
CO2 浓度增加导致的环境问题、化石燃料的过度依
赖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存储问题。

目前，CO2资源化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甲醇、
甲酸、甲烷等简单碳一（C1）分子化合物的合成，由于
CO2 分子的化学惰性以及 C–C 键形成的动力学障
碍，将其转化为含有两个碳原子及以上的产物，仍然
是一个巨大挑战。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催化剂体系，将 CO2

直接合成高碳烃类化合物的研究较少。现有的 CO2

合成高碳烃类化合物的研究主要围绕改性的铁基费
托催化剂，副产物甲烷通常大于 6%。中科院低碳转
化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将 C=O 键活化与 C–C 键
偶联功能有效耦合在一起，成功设计出了 In2O3/
HZSM-5 双功能催化剂，在 CO2高选择性转化为高
碳烃方面取得突破。烃类产物中，汽油烃类组分（C5

至 C11）的选择性高达近 80%，而 CH4 小于 1%。此
外，研发团队已完成了催化剂制备放大并得到高机
械强度的工业尺寸颗粒催化剂，在工业条件下该催
化剂体系具备了示范应用的条件。

除了汽油烃类组分，通过调控该催化剂体系的
分子筛孔径，还可以高选择性地将 CO2 直接转化为
液化石油气乃至柴油。

该工作得到了《自然-化学》审稿人的高度评
价，被认为是 CO2转化领域的一大突破，为 CO2转化
为化学品及燃料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二氧化碳如何变身汽油

本报记者

佘惠敏

二氧化碳转换示意图。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生活中，常有飞机旅客
抱怨机场安检的速度。那么，如何才能在保证乘客
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安检的准确性、效率以及安检人
员的工作质量呢？近日，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首次
与美国航空开展合作，在菲尼克斯天港国际机场的
一处安检通道内，共同测试了一台 CT 扫描仪，旨在
提升机场安检工作的速度与质量。

这台 CT 安检扫描设备能够呈现可旋转的三维
图像，并利用在传送带周围旋转的 X 射线相机拍摄
数百张图像，便于安检人员一目了然地全面分析，提
高对危险品的检测能力。据悉，该系统采用尖端图
像处理算法，可准确检测爆炸物、枪支及其他禁止携
带物品，由此，乘客可在随身行李中携带液体、凝胶、
气雾剂及笔记本电脑，从而提升机场吞吐量，减少安
检托盘使用率。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代理局长表示，“目前，该
技术已应用于托运行李的安检工作中，希望这些小
型设备能够实现高质量的安检工作”。

提质增速

机场安检引入快速扫描仪

测试中的先进安检扫描仪。 （资料图片）

▲“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工作示意图。

（资料图片）

◀“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模型。
（资料图片）

自 6 月 21 日起，华北、黄淮和东北地
区南部迎来一次强降雨过程。这次强降雨
过程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冷涡暴雨”的

“高能”名讳，让许多人感到神秘。
究竟什么是冷涡暴雨？以后还会经常

碰面吗？《经济日报》记者对此采访了中国
气象局暴雨预报专家创新团队带头人、中
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

据孙军介绍，所谓冷涡，就是在高空旋
转的冷性涡旋系统，它的中心温度比周边
低，因此称为“冷涡”。与之对应，像台风的
中心温度比周边高，就是暖性涡旋。

而冷涡暴雨，是由高空的冷性涡旋控
制下形成的暴雨。这种高空冷性涡旋系统
每年春末夏初在我国内蒙古、东北地区出
现频率很高，经常反复影响这一带地区。

以 21 日开始的这次过程为例，冷涡系
统发源于蒙古高原地区，位置与以往经常
出现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这一
位置相比偏南了一些，冷涡向南掉到华北

平原一带，再配合其他有利气象条件，就形
成了这次比较强的降水。

虽然这次冷涡带来了强降雨，但不是
所有的冷涡都会伴有暴雨过程，是否降雨
还要一定天气条件配合。

“高空冷涡是高层系统，在大气中层比
较明显，它必须有低层天气系统相配合，才
能产生比较强的暴雨，像 21 日开始的这次
过程，低层低涡作用非常大。”孙军说。

据了解，这次冷性涡旋到华北平原之
后，在低层也伴有一个比较强的涡旋系统
出现，这就是孙军所说的低层涡旋系统，即
低涡。只有高低配合，才造成满足暴雨产
生的天气条件。低涡的形成主要与高空冷
涡强迫作用和华北地区地形作用有关，另
外，还与降水产生的潜热释放有关。

此次暴雨虽然由冷涡带来，但低涡起
到的作用更大。专家表示，在低涡形成后，
其前部西南暖湿气流输送条件非常好，另
外，由于暖湿气流是暖的，冷涡是冷的，冷

暖空气相叠加，形成上冷下暖的结构，容易
造成大气不稳定，促成了较好的大气不稳
定条件生成。同时，冷涡南侧和东侧有很
强的风向风速辐合，对暴雨发生起到触发
作用，基于这些因素，暴雨就出现了。

春末夏初，华北降雨并非只有冷涡降
雨这一款。专家表示，春末夏初的华北地
区降雨影响因素比较多，冷涡只是其中一
个影响系统。孙军介绍，有时西南涡北上，
也会影响到华北地区；还有高空低压槽系
统过境，也会带来暴雨；还有西北涡东移，
也会影响华北地区。再比如去年的 7·20
降雨过程，它是由高原低值系统东移，在华
北地区加强形成高空涡旋系统产生的，与
东北冷涡系统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结构。

冷涡暴雨在这诸多暴雨“款式”中具有
自身特点：它一般分散性强，难预报。

孙军介绍，冷涡暴雨过程中，由于冷暖
空气对比较明显，因此，这种天气表现为降
雨局地性强，有时比较分散的特点。冷涡

系统是比较大的，但影响暴雨出现的低涡
尺度就比较小，在这个系统里，冷热对比较
强，不稳定状态分布不均匀，触发降水发生
的条件分布也不均匀，因此就表现为局地
性比较强，难以预报。“尽管华北一大片都
可能会有降水，但有可能北京有，天津就没
有；北京降水大，天津就比较小；甚至北京
各区相差都很大，局地性比较突出。因此，
还需要通过卫星观测、雷达观测等手段，加
强预报短时临近预报。”孙军说。

针对冷涡暴雨局地性强、分散，但对流
性强的特点，专家介绍了一些针对性的防
御“招式”：首先，要在人员、物资上做好准
备；其次，要及时注意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
预报预警信息。“即便你所在的地区不在降
雨预报预警覆盖范围，只是在它周边，也必
须及时关注预报和实况信息。”孙军说。此
外，在获取降雨信息方面，不要随便听信网
上非正规渠道来的不实信息，要搜寻权威
预报机构的结论作为参考。

听 气 象 专 家 详 解 冷 涡 暴 雨
本报记者 杜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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