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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电脑织进衣服里？把电脑织进衣服里？
MIT团队研发新型“可编程纤维”MIT团队研发新型“可编程纤维”

纤维是人类最早开始运用的材料
形式之一，我们的衣食住行都与它密
切相关。早在 5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
代良渚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在
使用蚕丝等材料制造纺织品。如今，
在化工技术和半导体技术等先进科技
的帮助下，我们已能根据需要制造出
具有不同机械特性、热力学特性、光
学特性甚至更复杂性能的功能性纤
维。

近几年，微电子技术和聚合物技
术的发展让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产生
了新的愿景 ：能否将电子元件和柔性
纤维整合，让人们把电脑做成“衣服”
穿在身上呢？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MIT）教授 Yoel Fink 的研究团
队距离把一台完整的电脑“织”进布
料仅有一步之遥 ：他们成功地将微型
芯片嵌入到了单根纤维之中。

让电脑“可穿”

实际上，在过去数年间，科学家
已经能够让柔性纤维拥有储能、传感、
信息存储和显示等功能，组成一台计
算机所需的外部设备基本备齐。

2017 年，复旦大学彭慧胜教授
率先提出并实现了纤维状的聚合物电
池。这项研究使用锂化的硅 / 碳纳米
管混合纤维设计了一种同轴结构作为
内部负极，聚合物凝胶作为电解液，
碳纳米管栅作为外部正极，制成了一
种超柔性硅 - 氧电池，它不仅能量
密度较高，还具有超过充放电 20000 
次的超长寿命。这让织物本身就能成
为电力来源，解决了了供电问题。

在之后几年，彭慧胜团队陆续开
发了包括了纤维状锂离子电池、纤维
状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等诸多种类的发
电储能纤维材料，能够适配不同的应
用场景，在纤维传感等其他相近领域
也进行了探索。

有了电力基础，传感器的信息
捕获能力便可发挥，而信息输出组件
也是完整电子设备系统不可或缺的部
分。具有显示功能的织物是应用领域
的重点之一。过去的柔性显示技术即
使能够卷曲，也多无法达到织物的柔
软程度。如何构建柔软而可程序化控
制的发光结构是一大难题。2021 年 
3 月，彭慧胜率领的研究团队在《自
然》（Nature）发文，展示了一种新
研制的大面积“智能显示布”。

这一智能显示布由两种不同的功
能纤维作为经线和纬线织成，负载有
发光活性材料的高分子复合纤维是经
线，导电的透明高分子凝胶纤维是纬
线。只需施加交流电压，经纬交接点
上的发光活性层就会被电场激发，成
为发光的像素点。通过物理搭接形成
的像素点即使在纤维滑移、旋转或弯
曲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位置和亮度的稳
定。

彭慧胜团队在新型纤维状电子器
件领域连续不断的创新突破令全球为
之瞩目，而这一领域的研发并非来自
仅此一家。具有各种特性和功能的电
子纤维得到了国际学术界和工业界的
广泛关注。《先进材料学》（Advanced 
Materials）曾邀请彭慧胜任客座编

辑，于 2020 年 2 月出版了一期纤维
电子学特刊《纤维基智能电子材料》

（Fiber-Based Materials for Smart 
Electronics），发表了众多有关纤维
电池、纤维传感器等结构和其设计制
造工艺的研究成果。

寻找计算核心

尽管新的功能性纤维不断被创造
出来，从储能、发电到传感、显示，
各种功能不一而足，但距离实现独立
完整、真正可穿戴的设备，还缺少一
项核心功能——计算。就如同一台电

脑必须拥有 CPU，可穿戴设备也需要
拥有具备信息处理能力的“大脑”来
统筹组件的运行。Fink 团队的新研
究不但开发了将数字计算系统嵌入纤
维的技术，还展示了使用这一框架实
现神经网络功能的潜力。

在这项最新研究中，团队使用热
拉伸技术，将 4 根直径 25 微米的钨
丝组成的微米级芯片嵌入预制聚合物
纤维，制成长度可达数十米的可弯折、
抗拉伸纤维。这一技术能够保持纤维
内微芯片稳固连接，并且能够令其在
穿过针眼、织入衣物时不损坏，纤维
本身也足够细软，不会引起穿着时的
不适。

嵌入纤维的每一个芯片都具有唯
一的数字地址，系统可通过简单的逻
辑电路进行数字寻址，根据输入信号
激活对应芯片的功能。研究团队在芯
片中设计的不只是逻辑电路，还包含
了存储单元。研究者演示了成品的存

储功能，向其中写入了 747 KB 的彩
色短片和 0.45 MB 的音乐文件，这
些文件能够在断电的情况下保存两个
月。

由于嵌入的芯片可以根据需求设
计，这样的结构理论上可以完成任何
简单逻辑电路所能执行的任务。研究
团队制造了一组包含 1650 个芯片的
纤维，并将其缝入了衬衫的腋下。这
些芯片连接形成了一个神经网络，可
以分析温度的时序信息，判定穿着者
正在进行的活动类型。根据论文中给
出的结果，这一训练完成的神经网络

对穿戴者活动类型的判断准确率达到
了 96.4%。

研究者认为，含有功能性纤维
的织物能够从全身收集大量信息，而
大量数据的最佳分析方式是机器学习
算法，而这正是这项研究创造的“可
编程”纤维的专长。未来，基于传感
纤维和神经网络纤维的穿戴设备将能
够感知并实时提醒人们的身体状况变
化，并为呼吸衰退或心率不齐等症状
的病人以及训练期间的运动员提供数
据支持。

这一纤维结构虽然已包含了处理
单元，但暂时仍通过一个小型外部控
制设备进行指令输入和数据输出以供
研究测试需要。研究者表示，下一步
将把这一外部控制单元也设计为微米
级芯片，置于纤维内部，“等到那一天，
我们就可以叫它纤维计算机了。”

（武大可）

穿墙透视技术
离我们还远吗？

看《超人》漫画和电影时，我们都会对超人
的 X 射线透视眼留下深刻印象。这种超能力让超
人一眼看穿了蝙蝠侠的真实身份，他几乎可以把
周围的世界尽收眼底“一览无余”。

如果科技可以实现类似这种科幻的畅想，那
将带来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地震发生后，
房屋倒塌，大厦变成瓦砾，人和动物可能不幸被
掩埋在废墟中。这种情况下，救援人员都会拼命
地在废墟中寻找生命的迹象。想象一下，如果救
援人员能“透视”瓦砾，发现废墟之下的幸存者，
测量他们的生命体征，甚至直接产生受害者的图
像，这将带来质的改变。

事实上，这样的现实或许离我们并没有那么
遥远。借助“穿墙透视雷达技术”，这很快将成为
可能。早期版本的技术能够显示一个人是否在房
间里，它已经投入使用了数年，还有一些技术能
够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测量出生命体征的信号。

Aly Fathy 是一名研究电磁通信和成像系统
的电气工程师。他和其他一些工程师正借助高速
计算机、新型算法和能够收集大量数据的雷达收
发器，让现实中的技术更接近超人那种“透视眼”
的效果。

这项新兴技术能够确定墙体或障碍物后面有
多少人，他们在哪里，可能携带着什么物品，在
军事用途中，它甚至可以确定他们可能穿着什么
类型的护甲。

“Radar”（雷达）原本是“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无线电探测与测距）的缩写。和
手机一样，雷达使用的也是电磁波，它利用无线
电波发送以光速传播的信号。如果信号遇见物体，
比如一架飞机，它就会被反射回接收器，在一定
的延时后，雷达的屏幕上就能看到反射回来的波，
这就可以用来估计物体的位置。

1842 年，奥地利物理学家克里斯蒂安·多普
勒（Christian Doppler）描述了一种现在被称为“多
普勒效应”的现象，它说的是，信号频率的变化
与信号源的速度和方向有关。一个简单的例子就
是救护车向你驶来，经过你身边随后远离时，你
能感觉到它的警报声调发生变化。

多普勒雷达正是利用这种效应来比较发射和
反射信号的频率，从而确定移动物体的方向和速
度，比如雷雨和超速的汽车。多普勒效应可用于
检测微小的运动，包括心跳和呼吸相关的胸腔运
动。在这种情况下，多普勒雷达会向人体发射信号，
反射的信号因吸入或呼出动作而不同，甚至会因
心率而产生差异。因此，这项技术能够准确地测
量这些生命体征。

当波遇见实心墙体（比如石膏墙或木墙）时，
其中一部分会从表面反射回来，而剩下的一部分
则能穿过墙壁，特别是相对低频的无线电。如果
发射的波遇到了金属物体或者人体时，它就可以
被完全反射回来，因为人体的含水率很高，具有
很强的反射性。

当雷达接收器足够灵敏（当然要比普通雷达
接收器要灵敏得多）时，它就可以接收到穿过墙
壁的反射信号。使用成熟的信号处理技术，过滤
掉墙体和家具等静态物体的反射，就能分离出人
们真正感兴趣的信号，比如有关人的位置等各种
有用信息。

以往，雷达技术在协助灾害管理和执法方面
的能力一直有限，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计算能力和
速度，过滤掉树叶或碎石等复杂环境中的背景噪
声，并生成实时图像。

但如今，雷达传感器有能力收集和处理大量
数据，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做到，并且能够
生成目标的高分辨率图像。通过复杂的算法，它
们可以近实时地显示数据。这需要高速的计算机
处理器快速处理大量数据，它还需要能快速传输
数据的宽带电路，从而提高图像的分辨率。

毫米波无线技术的最新发展，从 5G 到 5G+
甚至更高配置，可能有助于进一步改进这项技术，
利用更宽的带宽提供更高分辨率的图像。无线技
术还将加快数据处理时间，大大减少了延迟。

Fathy 的实验室正在开发远程描绘墙壁电气
特征的高速方法，这有助于校准雷达波并优化天
线，使波更容易穿过墙壁，将墙壁的阻碍降到最低。
团队还开发了软件和硬件系统，来实现雷达系统
的大数据近实时分析。

目前，由于天线尺寸的限制，能够做到穿墙
透视的低频雷达系统通常是“庞然大物”。电磁信
号的波长与天线的大小有关，科学家一直努力将
穿墙透视雷达技术推向更高的频率，以便建造更
小、更便携的系统。

这些穿墙透视雷达能追踪个体的运动以及心
跳和呼吸频率。这项技术还可用于从远处确定建
筑物的整体布局，甚至可以深入墙体内部确认管
道和电线的位置，并且探测隐藏的武器和饵雷。

除了为灾难应对、执法和军方提供工具外，
这项技术还可用于监测老年人，或者从病房外获
得感染性疾病（比如 COVID-19）患者的生命体征。

未来，人们同样希望它能与更多技术结合。
比如，甚至有人在研究一种穿墙透视的雷达，它
可以生成足够精确的人脸图像，供面部识别系统
进行精准识别。这样一来，人们可能真正拥有了“超
人”的力量。 （Aly Fathy）

比原子钟更精确的时钟？

自人类文明伊始，我们就开始利用一些能观察到的
周期性现象进行计时。

太阳东升西落，人们学会在地上竖起一根木棍，通
过步测影子的长度读出时间，这就是最初的时钟，也被称
为日规。而后，人们在日规的基础上发展出更精巧的日晷。
后来，水钟和钟摆的出现使得计时越来越不依赖自然的
日光。

如今，原子的振荡是科学家目前所能观测到的最稳
定的周期性事件，而原子钟也成了目前世界上最精确的
计时器，它的稳定程度甚至超过了自然行星系统的运行。
现今最精确的光学原子钟差不多能精确到 1018 分之一，
换句话说，如果它从宇宙大爆炸之初就开始运行，一直
走到今天，误差也不超过 1 秒。

然而科学家并没有止步于此，他们正努力制造出一
种比原子钟更精确的时钟。它被称为核钟，甚至可能成
为有史以来最精确的计时器，据估计，其精度可以达到
原子钟的 10 倍。物理学家相信，随着时钟精确度的不断
提高，它们能帮助探索更多问题，将探索的目光推向更
极致的边缘。

原子钟利用的是电子的能量跃迁来计时。根据量子
物理学，原子中的电子在特定的能级上只能携带一定量的
能量。为了使原子中的电子从一个能级到达另一个能级，
必须用适当频率的激光照射原子。这一频率，也就是光的
电磁波振荡的速率，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精确的计时器。

就像原子中的电子一样，原子核里的质子和中子同
样占据着不连续的能级。但不同的是，原子核受到强大
的核力作用，这种力将质子和中子牢牢绑在一起。

原则上来说，物理学家可以利用原子核的物理特性，
制造出全新的核钟。核钟能通过核能级之间的跃迁，而不
是电子能级的跃迁来计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原子核
比原子的电子壳层小得多，它对外界的扰动更加不敏感。
原子核能够抵御会干扰原子钟的杂散电场或磁场的影响。
因此一些物理学家相信，核钟更稳定，也更精确。

但问题在于，如果要用原子核计时，就需要激发原
子核能级之间的跃迁。科学家清楚，对大多数原子核来说，
激光或许“力所不能及”，这需要比激光更高能量的光。
幸运的是，在所有已知的原子核中，物理学家已经发现
了一个例外，那是个“怪咖”：在钍 -229 中，有一对能
量足够接近的相邻能级，激光就有可能引发跃迁。

更精确地测量这种跃迁的能量，便是建造钍核钟的
关键一步。2019 年《自然》杂志上的论文报道，一组物
理学家通过测量原子核在两个能级之间跃迁时发射的电
子来估算其能量。在 2020 年的一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
测量了钍原子核能够产生的其他能量跃迁，减去它们，就
可以推断出核钟跃迁的能量。

研究人员一致认为，这种跃迁的能量大约是 8 电子
伏特多一点，这种能量相当于紫外线的波长范围，在这
种情况下，用激光激发跃迁是可能的，但也正处于目前
科学家能力极限的边缘。

在了解跃迁能量的大小之后，科学家下一步的目标
就是用激光触发它，并在未来数年内建造出真正的核钟。
目前，科学家尝试的方法包括频率梳和电子桥等。频率
梳是一种创建激光不连续频率阵列的方法，它有望启动
跃迁，并更准确地测量其能量 ；而电子桥的大致原理则
是使激光首先激发电子，然后再将能量转移到原子核。

不少物理学家相信，更精确的时钟可以推动依赖于
它们的技术的改进，比如卫星导航。核钟还可以让人们
对物理学中的基本思想进行新的测试，许多物理学家感
兴趣的是，它可以帮助确定自然中的一些基本常数是否
会随时间而变化。

例如，一些研究表明，精细结构常数（决定电磁相
互作用强度的数字）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变化，而
核钟就是寻找基本常数变化的完美系统。这些装置同样
能够测试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也就是所谓的
等效原理。这种极为精确的时钟甚至还有潜力用于寻找
暗物质，或者解决物理学中的一些大问题，帮助揭开物
理学的新篇章。 （逸文）

中科大团队搭建“量子鹊桥”，实现多模式量子中继
近日，中国学者首次实现了基于吸收型

量子存储器（QMs）的量子中继基本链路，
并演示了多模式量子中继。该成果已于 6 月
2 日发表于《自然》杂志。

量子网络的基本任务是在两个相距遥远
的地点之间进行纠缠分发。然而，由于光纤
传输过程会发生损耗，量子纠缠分发在地面
上的传输距离被限制在 100 千米左右。量子
中继可以将长距离传输分解为多段短距离基
本链路，从而解决这一问题。为了实现量子
中继，首先要创建每条链路两端的节点。然
后，通过在各链路之间进行纠缠交换，量子
纠缠传输距离即可逐步扩展。

此前，人们已在冷原子系统和单光子系
统中实现了量子中继基本链路。这些演示均
基于发射型的量子存储器，即纠缠态的光子
由量子存储器发射出来。基于发射型量子存
储器的量子中继架构简单，但兼容性较差，
难以同时支持确定性纠缠光源和多模式复用
存储的操作，而这两项技术是提升纠缠分发
速率的关键。基于吸收型量子存储器的量子
中继可以突破此限制，因为这一架构将量子

存储器和纠缠光源分离开来。
该研究团队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李传

锋教授和周宗权教授领导，致力于研究基于
稀土离子掺杂晶体的吸收型量子存储器。这
种量子存储器的纠缠光源选择较为灵活——
确定性纠缠光源也是选项之一，同时还能保
持多模式复用能力，因而在量子中继应用中
更为高效。在该研究中，研究团队使用了
基于自发参量下转换的外部纠缠光子对源

（EPPSs），首次实现了两个吸收型量子存储
器之间的可预报纠缠分发。

研究团队搭建了一条包含一个中继站和

两个端节点的基本链路。每个节点包含一个
带宽为 1GHz 的吸收型量子存储器和一个带
宽匹配的外部纠缠光子对源。在每个节点中，
每对纠缠光子的其中一个被存储在具有“三
明治”结构的量子存储器里，而另一个则被
传输到中间站点进行贝尔态检验（BSM）。
一次成功的贝尔态检验会完成一次成功的纠
缠交换操作，使得两个相距 3.5 米的量子存
储器之间建立起量子纠缠，尽管这两个存储
器之间没有发生任何直接的相互作用，且纠
缠保真度约为 80.4%。此次量子中继基本链
路的演示实现了 4 个时间模式的复用，使得

纠缠分发的速率提升了 4 倍。
周宗权教授说道 ：“我们预期在未来，

吸收型量子存储器的应用可以实现高效的量
子中继和量子网络，并进一步促进量子世界
里‘牛郎织女’般的联络。”

该成果为实用量子中继的开发指点了可
行的方向，为高速量子网络的构建打下了基
础。审稿人指出“这个实验采用系综存储器，
在量子中继应用中具有一系列的优势，比如
多模式复用”，并高度评价这一工作是“一
项重要的成就，将为接下来的研究奠定基础”
以及“在发展实用量子中继上迈出的一大
步”。

李传锋教授表示团队还会继续改进吸收
型量子存储器的指标 ：“我们会利用确定性
纠缠光源来大幅提升纠缠分发速率，并实现
光纤直接传输之外的实用量子中继。”

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中科院
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的博士后刘
肖和博士研究生胡军为本研究的共同第一作
者。李传锋教授和周宗权教授为通讯作者。

（李诗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