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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二维量子点阵列：
朝着通用量子计算机迈出重要一步！

量子力学揭示了经典物理学所无法解释
的奇妙现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叠加”和

“纠缠”。叠加，是指一个量子系统可以处在
不同量子态的叠加态上。著名的“薛定谔的
猫”思想实验曾经形象表述为“一只猫可以
同时既是活的又是死的”。

纠缠，是指当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微观
粒子（例如光子）组成的系统中，粒子之间
相互影响的现象。不论两个粒子分离多远，
对其中一个粒子的量子态做任何改变，另一
个会立刻感受到并做相应改变。

凭借“叠加”和“纠缠”这两个“幽灵
般”的量子物理学原理，量子计算机展现出
巨大的并行计算能力，远远超越现有的经典
计算机。理论上说，对于世界上最强大的经
典计算机需要经过漫长时间才能解决的复杂
计算问题来说，量子计算机却可以在很短的
时间内轻松解决。

那么，为什么量子计算机可以达到如此
强大的计算能力？简单说，它拥有“量子位”。
经典计算机存储信息采用的是比特位（0 或
1），而量子计算机表示信息所用的是量子位。

量子位是一个双态量子系统（例如 ：光
子偏振态或电子自旋态等），可同时处于“既
是 0 又是 1”的叠加态。经典计算机中的两
个比特位，在某一时刻，仅能存储 4 个二进
制 数 ：00、01、10、11 中 的 一 个。 然 而，
量子计算机中的两个量子位却可以同时存储
这四个数，因为每一个量子位可以同时表示
两个值。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读出这四个
数时，只需要读取一次 ；经典计算机则需要
顺序执行 4 次。当量子位继续增加时，系统
所存储信息量就会呈指数方式增加。

虽然现在不少的量子计算机都号称拥有
强大的计算能力，但是这些量子计算机往往
局限于大学或者科研机构的实验室环境，只
能运行一些特定算法，无法实现像经典计算
机那样实现“运行任意算法”的效果，也就
是说，量子计算机目前在运算速度方面的优
势还未真正地转化为生产力。

目前，制造真正的通用量子计算机还需
克服种种难题，比如实现更多的量子位、克
服温度和环境因素影响、具备量子纠错能力、
实现量子位小型化和低成本化、用现有的芯
片工艺和原材料来制造等。

近年来，法国微电子领导者 CEA-Leti 
参与的一项泛欧洲的合作，一直在研究如何
将日常的晶体管（手机中总共有数十亿个这
样的器件）作为量子位使用。法国公司 Leti 
制作了充满晶体管的巨型晶圆。在测量之后，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发现

这些通过工业方法制造的器件适合
作为一个量子位平台（可以拓展到
第二个维度），从而朝着实用的量子
计算机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一研究
成果发表在《自然·通信》（Nature 
Communications）期刊上。

这些器件的关键特征之一就是
量子点二维阵列，或者更确切的说，
2 乘 2 的量子点晶格。尼尔斯·玻
尔研究所量子器件中心的博士后研
究员 Fabio Ansaloni 表示 ：“我们
所展示的是，能在每一个单独的量
子点中实现单电子控制。这对于量
子位开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可能
的方案之一就是利用单电子的自旋
来制造量子位。所以，通过控制单
电子达到这个目标，并且在二维量
子点阵列中实现，对于我们来说非
常重要。”

电子自旋已经被证明有利于实现量子
位。实际上，它们“安静”的特性使得自旋

与吵杂环境之间的交互很微弱，这对于获取
高性能的量子位来说是一个关键的需求。

将量子计算机处理器拓展到第二个维
度，对于更加高效地实现量子纠错系统来说
是极其重要的。通过量子纠错实现的量子计
算机，将对计算期间单个量子位的失效进行
容错处理。

尼尔斯·玻尔研究所量子器件中心助理
教授 Anasua Chatterjee 补充道 ：“起初的
想法是打造一个自旋量子位阵列，着手研究
单电子，控制并移动它们。从这个意义上说，
Leti 能够为我们交付样本，从而使我们可以

达到这个结果，真的很棒。很多功劳都归功
于这个泛欧洲的合作项目，以及来自欧盟的
慷慨资助，帮助我们从单个量子点拥有单个

电子的水平，慢慢发展成拥有两个电子，现
在已经发展成二维阵列。二维阵列是一个了
不起的成果，因为它开始看上去像是你打造
量子计算机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所以，Leti 
这些年参与了一系列的项目，这些项目都对
这个成果作出了贡献。”

这个开发是渐进的。2015 年，格勒诺
布尔的研究人员成功地制造出首个自旋量子
位，但这个量子位是基于空穴，并不是电子。
那时，通过空穴机制打造的器件性能并不是
最佳的。后来技术取得了进步，所以尼尔
斯·玻尔研究所的器件可以在拥有处于单电
子机制下的二维阵列。这个进展分为三个部
分，研究人员解释道 ：“首先，在专门制造
芯片的工业厂家中生产这些器件是必要的。
当我们开始制造更大的阵列时，例如小型量
子模拟器，现代化的工业工艺的可扩展性也
是必不可少的。其次，当制造量子计算机时，
你需要一个二维阵列，也需要一种将外部世
界与每个量子位连接起来的方法。如果你为
每个量子位设置 4~5 个连接，那么你很快
就会遇到从低温装置出来的‘数量巨大到不
切实际’的线。但我们要展示的是，我们为
每个电子设置了一个门，你可以采用同样的
门来读出和控制。最后一点，我们可以使用
这些工具，以一种受控的方式沿着阵列移动
和交换单个电子，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

控制器件中发生的错误，本身就是重要
的一步。如今使用的计算机会产生大量的错
误，但是会通过所谓的重复代码进行纠正。
在常规计算机中，你可以使用的信息是 0 或
1。为确保计算结果正确，计算机将重复计算，
如果一个晶体管出错，则可以通过简单多数
来纠正。如果在其他晶体管中执行的大多数
计算都指向 1 而不是 0，则将 1 将被选为结
果。在量子计算机中不可能这么做，因为无
法精确地复制量子位，因此量子纠错以另一
种方式起作用 ：目前即使是最先进的物理量
子位，也没有较低的错误率，但是如果足够
多的量子位在二维阵列中结合起来，那么它
们就可以相互检查。这是现在实现的二维阵
列的另一个优点。

尼尔斯·波尔研究所的结果表明，现在
控制单个电子是可能的，并可以在没有磁场
的情况下进行实验。因此，下一步将是在存
在磁场的情况下寻找自旋（自旋签名）。这
对于在阵列中单个量子位之间，实现单个和
两个量子位门至关重要。理论表明，少数的
单个和两个量子位门（称为量子门完整集）
足以实现通用的量子计算。 （逸文）

IBM 四个超导量子位设备的布局图

在黑暗中0.5秒锁定猎物
蛇是如何 “看清”的？

我们知道，部分蛇类可以感应到猎物辐射出的
热量从而在黑暗中捕猎，这其中包括蝮蛇和蟒蛇等
等。不过，它们是如何将热量处理为“可见的”图
像的？

美国休斯顿大学和罗格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
的一种模型，或许能回答这一问题。相关研究发表
于《物质》（Matter）杂志。这项研究或许还可以帮
助改进将热量转化为电信号的材料，并用于传感器
或能量收集等等。

漏斗状颊窝位于蛇鼻孔附近，它覆盖着一层薄
薄的膜，好似一双能够感受热量的眼睛。这个结构
极其敏感，即便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也能在半秒内
锁定 40 厘米开外的猎物。生物学家曾在这层薄膜的
神经纤维上做过检测，发现了因温度变化而被激活
的带电离子通道。

尽管已经认识到这层薄膜可以快速升温，但研
究人员仍然不清楚颊窝上的热量变化是如何转化为
电信号，并进一步传递到大脑的。

美国休斯顿大学机械工程师普拉迪普·夏尔马
（研究的共同作者）表示，“自然界中的确存在能够
将热量转化为电信号的热电材料，不过一般很少见，
往往是硬质晶体。目前科学家还没有在蛇的组织中
检测到类似的晶体。但是，我们跟进研究的是一种
类似于生物细胞，能够在特定环境中充当弱热电体
的柔软材料。”

夏尔马和他的团队构建了一种数学模型，展示
了如何在可变形的热敏材料中移动静电荷。这种材
料在加热时会变厚，用它制造的薄膜可以模拟颊窝
上的薄膜。大多数生物细胞（包括组成颊窝薄膜的
细胞）都会在其外表面产生微弱的电压。团队研究
发现，薄膜变厚会轻微改变细胞内电荷，从而产生
能够被神经细胞感知的电压变化。

夏尔马和团队在真实环境中测试了这套理论模
型，发现在与周围环境温度和距离一致的情况下，
探测猎物的速度也和现实中的蛇一致。

在此前的研究中，耶鲁大学神经系统科学家叶
连娜·格拉乔娃已经证明了离子通道在蛇感应热量
时的作用。如今，格拉乔娃评论道，这项关于信号
转换的开创性研究“为生物学家在未来验证这项模
型奠定了基础”。

夏尔马认为，这项研究还能带来新的技术 ：“我
们可以利用相同的模型研制具有热电属性的人造材
料，这类技术或许可以在材料科学领域中大放异彩。”

（张宇哲）

俄罗斯石油公司打算
将多余的热量和能量
转化为加密货币

据外媒报导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的石油子公司属于整个俄罗斯天然气的
垄断企业，他们已经开始将其过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作为加密采矿平台的能源来源，这看起来象是两个
毫不相干的组合，但该公司的理念是希望能将浪费
的能源转化为利润丰厚的加密货币。俄罗斯天然气
工业股份公司以俄罗斯政府为股东，是俄罗斯的天
然气垄断企业，也是全球第十大石油生产商。

石油公司钻探的过程会释放出过量的易燃气体，
主要以甲烷和该设施无法处理的多余天然气为主。
一般来说，石油公司都会按照常规燃烧掉这些气体，
以防止气体泄漏到大气中，造成多余的环境负担，
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看到钻井平台会喷出大
火的原因。

而该天然气公司想把这些燃烧甲烷转化为二氧
化碳，就造成地球负担的温室气体而言，二氧化碳
的危害要小于甲烷，但是这过程中其余的热量和能
量却都浪费掉了，因此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计划将多余的热量转化为电能并利用它进行挖矿来
产生加密货币。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这个主意了，彭博社
（Bloomberg）在去年就报导说，美国的天然气公司
已经开始开设类似的设施，利用处理过的这些气体
中获得多余能量为包括比特币在内的虚拟货币的数
据中心供电。

俄罗斯有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也宣布，他们已
经获得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FINMA）的授权，将
为其企业和机构客户提供加密货币托管服务以及加
密货币和法定货币之间的交易。且到目前为止，该
系统似乎是有效的 ：一家俄罗斯加密挖矿公司使
用该设施在一个月内就产生 1.8 个比特币，根据
CoinDesk 的数据，按今天的价格计算约为 5 万美元，
在此过程中燃烧了 4.95 万立方米多余的天然气。

（逸文）

鸟类靠地磁场导航，竟然用到了量子力学？
 | 王昱 

任何学科都有它自己的适用范围，但它
和人们固有印象中的范围并不一定一致，并
且学科的适用范围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
生改变。所以，听到量子生物学时，其不可
思议程度，甚至会让有些人怀疑这是民科编
出来的学科。但它的确是当前生物学的一个
研究方向，甚至现在发现了越来越多生物体
内存在量子效应的证据。

早在 1944 年，薛定谔在他的著作《生
命是什么》（What is Life?）就曾设想过将
量子力学机制应用到生物学上，用于研究遗
传系统。但半个世纪以来，相关领域始终没
有什么显著进展。直到近 20 年，越来越多
出现在生物学中的量子效应，让量子生物学
成为了一个严肃的科研方向。

科学家已经找到了一些生物学中的量子
效应，比如某些酶催化反应中涉及量子隧穿。
除了这种生物学基本反应，量子力学同样可
能出现在更直观的例子中，比如光合作用中
涉及到的波粒二象性，以及鸟类迁徙时的导
航，可能依靠基于自由基对中纠缠电子自旋
状态的化学反应。

虽然我们无法感知量子效应，但人类细
胞也可以对磁场做出响应。近日，东京大学
的科学家发现 ：由于量子效应，海拉细胞内
的荧光能对磁场做出反应，这项发现为“鸟
类导航时用量子效应识别磁场”的假说提供
了新的直接证据。由此，我们不得不考虑量
子生物学的更广泛应用。

从生物导航到量子力学

包括鸟类、海龟、鱼类在内的多种动物
都会进行迁徙。对这些动物而言，地磁场是
长距离迁徙过程中的可靠参照物。不过地磁
场的变化非常微弱，在南北方向平均只有每
千米 3 纳特斯拉（nT）、0.009o 的变化，东
西方向更是要少得多。同时，地磁场很容易
受到各种因素造成的 30~100 nT 的干扰。

很难想象鸟类这种快速移动的生物，是
如何用这样的地磁场实现 10~30 千米精度

的导航的。至少它们需要对磁场有十分准确
的感应。2018 年，《自然》杂志刊登了一篇
关于迁徙动物长距离导航和磁感的综述，其
中总结了三种可能的磁感产生方式，分别为
电磁感应、基于磁性粒子的磁感受和基于
自由基对（radical pair）的磁感受。其中，
基于自由基对的磁感受与量子力学紧密相
关。

隐花色素（cryptochrome）是一种在
鸟类视网膜中发现的蛋白质，在上世纪 90
年代时就吸引过科学家的注意。在光热等外
界条件下，隐花色素共价键发生均裂，形成
的具有不成对电子的原子或基团，就是自由
基。根据泡利不相容原理，形成共价键的两
个电子自旋必须相反。当自由基成对产生时，
它们的自旋状态被认为保持纠缠状态，互相
关联。而磁场的出现会让原本处于简并的能
级分裂，产生三重态（triplet），改变能级，
从而影响一些化学反应。根据上述假说，这
些化学反应产生的影响传入鸟类大脑后，经
过处理，鸟类就能对磁场做出反应，从而进
行导航。

改变的荧光

但这只是一种理论，需要更多的实验验
证。

例如，在 2004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
研究小组将知更鸟暴露于以模型预测的频率
和角度振荡的磁场中，这破坏了自由基对对
地磁场的敏感性，进而破坏了鸟类的导航能
力。

2018 年，对隐花色素 Cry4 的分子特性

和表达模式的两项研究表明，该蛋白可能是
斑马雀科和欧洲知更鸟的磁感受器候选体。

而在一项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的
近期研究中，东京大学的科学家首次直接观
察到这个假设中的反应——并且不是在鸟类
细胞中，而是人类细胞中。关键的隐花色素
并不仅仅存在于鸟类视网膜中，它在多种生
物的多类细胞中都有发现，被认为和昼夜节
律的调节有关。虽然人类无法感受磁场，但
人类细胞中同样含有隐花色素，并且人类细
胞中的自体荧光也会受到磁场影响。

论文作者乔纳森·伍德沃德（Jonathan 
Woodward）说 ：“我们没有向这些细胞中
添加或移除任何东西。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
常有力的证据，表明我们已经观测到了影响
细胞水平化学活性的纯量子力学过程。”

科学家将海拉细胞（HeLa cells）放置
于蓝光环境中，细胞会发出微弱的荧光。这
是由于隐花色素吸收了光子之后进入高能
态，内部发生电子转移产生自由基对。自由
基对在重新组合时，放出光子，就形成了荧
光。

而整个过程中，由于自由基对内部的电
子保持纠缠状态，因此可以将其看作一个受
磁场影响的整体。能级会受磁场影响而发生
分裂，从单态变为三重态，自由基对产生的
速率也就因此下降。在实验中的表现，就是
细胞的荧光变暗。

实验向海拉细胞施加变化的磁场，实验
发现在 ±25 mT 的磁场的影响下，细胞荧
光相比没有磁场时平均会减弱 1% ～ 2.5%。
或许在人类大多数体细胞中，这些荧光难以

被察觉，但是如果处于视觉敏锐的鸟类的视
网膜中，就有可能让它对磁场的变化作出反
应。

伍德沃德说 ：“这项研究的有趣之处在
于，两个电子的自旋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对生
物学产生巨大的影响。”

鬼魅的量子与生物的行为之间都能产生
联系，足以让我们怀疑生物学还有哪些方面，
是由基础物理深处的怪异现象引起的。纵使
有些违背直觉，但多学科深度融合继续发展
的脚步不会停止。

在施加磁场时，海拉细胞的荧光会变弱

一个可见光光子与一个近红外光光子组成的量子
纠缠的光子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