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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催化剂治理
水体抗生素污染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近期，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智
能所吴正岩研究员课题组与东华大学蔡冬清教授合作
在光催化治理水体污染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该工作为解
决水体环境中抗生素的污染提供了一种高效解决方案。
相关成果发表于环境催化领域权威期刊 《应用催化 B:
环境》。

近年来， 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使其在水体环境中泛
滥，并引起大量耐药性微生物的繁衍，这导致水体环境
中抗生素和微生物污染加剧。 针对此类污染，课题组设
计并开发了一种高效的碲化镉/钨酸铋复合材料作为光
催化剂用于污染物治理。该催化剂利用了碲化镉和钨酸
铋协同效应促进水体中活性氧的产生，从而高效降解抗
生素和钝化细菌。 同时，该催化剂又展现出良好的循环
利用率，多次催化后仍可保持较高的光催化效率，并且
是直接利用太阳光作为光催化的驱动力，符合绿色环境
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因此，该催化剂在水体抗生素污染
治理方面展现出一定的应用前景。

乌桕叶秋季变红源在基因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近日，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智
能所吴丽芳研究员团队从基因水平揭示了乌桕叶片秋
季变红的机制： 团队鉴定了乌桕转录因子 SsMYB1，发
现该转录因子可正向调控秋季乌桕叶片中花色素苷的
合成，同时与其他转录因子相互作用，促进花色素苷的
积累和叶片变红。

团队在揭示转录因子 SsMYB1 调控乌桕叶片花色
素苷合成的分子机制时发现： 在拟南芥中过表达 Ss鄄
MYB1 会增加花色素苷的积累， 而在乌桕叶片中抑制
SsMYB1 表达会减少花色素苷的含量，说明该转录因子
是花色素苷积累中的关键基因。乌桕为大戟科乌桕属落
叶乔木，是我国四大木本油料植物之一，根皮、树皮、叶
均可入药，同时还是优良的用材树种，在我国已有 1000
多年栽培历史。乌桕分布广泛、适应能力强，其树形优美
多姿，叶型秀丽可爱，入秋后叶色呈现红、橙、黄、褐、紫
等颜色，是我国难得一见的拥有多种叶色的优秀乡土树
种，在园林绿化中应用前景广阔。

2.5米大视场巡天望远镜开建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记者 5 月 13 日从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获悉，该校“双一流”重点建设项目“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紫金山天文台 2.5 米大视场巡天望远镜”基
建工程在位于青海省赛什腾山的冷湖天文观测基地正
式开工建设，中国顶级天文学家齐聚仪式现场。

据该项目的总设计师孔旭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紫金山天文台 2.5 米大视场巡天望远镜项目 （英
文名称 Wide Field Survey Telescope， 简称 WFST）由
中科大和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共同研制 ， 是中科大
在建的“双一流”重点建设项目。 项目启动于 2018 年
3 月 1 日 ，望远镜本体预期于 2022 年初建成 ，将安装
在青海省海西州冷湖镇东北海拔 4200 米的赛什腾山
台址。

自 2018 年以来的台址监测结果表明， 赛什腾山台
址年平均晴夜数多，夜天光背景低、视宁度优良，空气中
尘埃含量少，气候和观测条件适合天文观测，是天文观
测的理想台址。 望远镜建成后，将成为北半球具备最高
巡天能力的光学时域巡测设备，能够获取高精度位置和
多色亮度观测数据， 高效搜寻和监测天文动态事件，预
期可以在时域天文、外太阳系天体搜寻、银河系结构和
近场宇宙学等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进一步提升中科大
天文学科和“双一流”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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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冠病毒疫苗的安全性如何？
我国新冠病毒疫苗的临床试验数据及国内

外已接种近数亿剂次后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均

表明：我国新冠病毒疫苗是非常安全的，但像所
有疫苗一样，因受种者个体差异的存在，极少部
分人会出现不良反应。

2、目前哪些人能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目前 ， 我国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对象为

18 周岁及以上人群。包括：重点口岸地区的 18
岁以上人群 ；服务业 、劳动密集型行业 、高等
院校在校学生和各类学生教职工等疾病传播

风险较高人群；部分因特殊原因需接种且身体
基础状况较好的老年人；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在我省居住的港澳台居民等归口管理部门、省
级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确定的其他需优

先接种人群； 未满 18 周岁的人员暂不安排预
约接种。

３、哪里可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单位都是设在

辖区的卫生服务中心、乡
镇卫生院或者综合医

院的预防接种门诊；各
地也会按需求建立临

时接种点；各地会及时
公布辖区内的各

接种单位名

称 、地点 、服
务时间等

信 息 ， 可
以多关注

各类公众

平台发布

的消息。

4、2 剂次新冠病毒疫苗和 3 剂次新冠病毒
疫苗有什么区别？

2 剂次的是灭活疫苗，通过物理和化学的方
法将具有致病性的完整病毒灭活， 仅保留病毒
的免疫原性，通过一系列纯化技术制备的疫苗；
3 剂次的是重组亚单位疫苗，以新冠病毒 S 蛋白
的受体结合域（RBD）为靶点，通过基因重组技
术表达 RBD 蛋白， 诱导人体产生中和抗体，与
乙肝疫苗、HPV 疫苗等生产工艺相似。

目前国内使用的所有的新冠病毒疫苗都是

经过药监部门审查批准的，其安全性、有效性都
有严谨的临床试验数据做支撑，可以放心接种。

5、接种过第 1 针新冠病毒疫苗后，第 2 针
或第 3 针间隔时间有什么要求？ 超期了怎么办？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Vero 细胞），接种 2 剂，
2 剂之间的接种间隔建议≥3 周， 第 2 剂在 8 周
内尽早完成。

重组新冠病毒疫苗 （CHO 细胞）， 接种 3
剂。 相邻 2 剂之间的接种间隔建议≥4 周，第 2
剂尽量在接种第 1 剂次后 8 周内完成， 第 3 剂
尽量在接种第 1 剂次后 6 个月内完成。

对 2 剂或 3 剂次程序的疫苗， 未按程序完
成接种者，建议尽早补种，按规定时间间隔补齐
相应剂次即可。

6、患有慢性病，可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吗？
健康状况稳定， 药物控制良好的慢性病人

群不作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禁忌人群， 建议接
种。 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或未控制的严重慢
性病患者不能接种。

7、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发现怀孕了，怎么办？
如果在接种后怀孕或在未知怀孕的情况下

接种了疫苗， 不推荐仅因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而

釆取特别医学措施（如终止妊娠），建议做好孕
期检査和随访。 对于有备孕计划的女性，不必仅
因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而延迟怀孕计划。

8、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过后，万一感觉不适，
怎么办？

常见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头痛发热，接种
部位局部红晕或出现硬块，有些人有咳嗽、食欲
不振、呕吐、腹泻等，通常无需特殊处理。

接种者在接种后需要在接种点留观 30 分
钟，一旦发生情况，现场的急诊救治专家能够及
时处置。 若发生严重异常反应，现场配备有 120
救护车，可以快速转诊至医疗机构进一步救治。

9、全程接种过新冠病毒疫苗，还要做个人
防护吗？

对于个人来说， 接种疫苗的保护效果不是
100％，并且产生保护性抗体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对于群体来说，在没有形成免疫屏障的情况下，
新冠病毒依然容易传播。 所以，接种疫苗后仍要
做好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勤通风等
防护措施。

10、全程接种过新冠病毒疫苗，保护期有多
长时间？

按规定接种完所有剂次，大约两周后，可产
生较好免疫效果。 根据目前的监测数据，保护性
抗体在 6 个月以上仍能维持较高水平， 达到世
卫组织的要求。

为更方便广大市民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省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在线预约平台已于 5 月 14
日正式上线。 市民朋友们可以在预约平台上提
前登记相关个人信息，选择就近接种门诊，预约
合适的接种时间进行免费接种。

（本报记者 朱琳琳 整理）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小贴士

“祖冲之号”及其量子比特阵列示意图。 (“祖冲之号”团队供图)

■ 本报通讯员 王佳

本报记者 陈婉婉

日前，学界顶级杂志《科学》发表了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科研团队的一项重大研究成果：该
团队设计并构造的 62 量子比特的可编程超导
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问世。

“祖冲之号”是目前公开报道的世界上最
大量子比特数的超导量子体系。 基于这一体系
优异的可编程性质，研究人员实现并深入研究
了二维量子随机行走。 这就意味着可以实现更
大规模量子模拟， 甚至可以迈向通用量子计
算。 因此，学界专家认为，这是量子计算研究领
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蕴藏数学智慧的“随机行走”

“五一”假期刚刚过去，不少小伙伴都经历
了一段繁忙的旅程。 有的人是精心规划、目的
明确，依据事先制定好的攻略，在一个个景点
之间游玩；有的人则是更逍遥自在地无规律漫
步，随意寻一处湖光山色，或跟随鸟语花香，漫
无目的地徜徉， 或泛舟波光潋滟的湖面之上，
从流飘荡，任意东西。 后一种散漫悠闲的方式
看似效率更低，但也自有其妙处。 特别是当我
们身处一片未知天地中时，这种随意的漫步反
而能让我们更快地深入其中，邂逅美景。

这种无规律的漫步就叫“无规行走”或“随机
行走”，它不仅对于游山玩水有指导意义，更是主
宰大自然运行的一种基本规律。无论是在壮阔恢
弘的生命现象中，还是井然有序的生活里，随机
行走无处不在。比如一朵玫瑰花的芳香弥散充满
一间房屋， 一滴牛奶缓缓扩散融进整杯咖啡，依
靠的都是一种随机行走———布朗运动。

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运动形式。 远在
两千多年前，古罗马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就
在《物性论》中有了“布朗运动”的想法，并以此
来推测“原子”的存在。 1827 年，苏格兰植物学
家罗伯特·布朗描述了他的发现： 悬浮在水溶
液中的花粉颗粒永不停息地进行着随机运动。
这种现象并非由他最早发现，但他被认为是第
一个详细研究这种现象的人，这种运动因此被
称作“布朗运动”。 后来，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
坦和斯莫鲁霍夫斯基分别对布朗运动进行了
深刻分析，建立起布朗运动的统计模型，布朗
运动成为物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不止微粒在溶液中的扩散、 气味在空气中
的传播，甚至在生物的生存策略选择上，随机行
走也无处不在。 人们发现， 在食物稀缺的环境
中，浮游生物、鱼类、食草动物、鸟类以及灵长动
物的觅食和迁徙路线同样是不能被预测的，具
有随机特征。 这种不同于布朗运动的随机行为
被称作“莱维飞行”，当处在资源匮乏的不可知
环境中时，它能够给觅食者提供更多机会。大自
然表现出的这种神奇数学智慧，真是令人惊叹！

原子分子的布朗运动、 生命的莱维飞行，
都属于随机行走。 随机行走作为一种典型的数
学模型，人们研究越深，便越认识到其博大精
深、应用广泛。 不同形式的随机行走模型吸引
着数学家、物理学家的注意，随机行走所发生
的空间也不再限于日常空间， 而是包括曲面、
高维矢量空间、黎曼流形、图、群等，其应用已
经渗入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算法设计、化学、
生物学、工程学、生态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社
会学等领域。

上世纪 90 年代， 人们提出了一种更为神
奇的随机行走———量子行走。 这是经典随机行
走在量子力学中的拓展。

当量子物体成为漫步者

无论是花粉颗粒，还是鱼、鸟等生物，这些
会随机行走的漫步者都是经典物体，它们的行
为是由经典力学来描述的。 因此，这种行走模
式也被称作“经典随机行走”。 如果漫步者是量
子物体，例如光子、固体材料中的激发元等，它
们所展现出的“量子行走”会有什么不同吗？

科学家告诉我们，量子物体具有量子叠加
特性，会发生量子干涉现象，这是量子世界和
经典世界的一个本质区别。 所以量子叠加会使
得量子行走与经典随机行走非常不同。 当有多
个量子漫步者时，它们之间的叠加和干涉会形
成更加复杂的行为。 此外，漫步者在种类、相互
作用方式、行走路径上的不同，也会导致表现
迥异的量子行走行为。

量子干涉可以相长也可以相消，只要通过
精心设计，科学家就可以对干涉的结果进行操
控，让其相消相长充分为我所用，以实现对物
理现象的有效模拟以及高效执行特定的计算
任务。 所以，利用量子行走可以实现量子加速，
设计出比任何经典算法都要优异的量子算法。
如今，量子行走已经成为了开发量子算法的一
个有力工具，除此之外，它还可以用来模拟多
体物理体系的量子行为。 因其普适性，量子行
走吸引了物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量子行走研究的里程碑进展发生在 2009
年和 2013 年，安德鲁·蔡尔兹等学者，用理论
证明了利用连续时间量子行走可以实现通用
量子计算。 他们指出，编码在量子比特上的单
个漫步者或者具有相互作用的多个量子漫步
者，可以实现通用量子计算，并很可能可以实
现具有指数级加速的量子算法。 但要实现易编
程的二维量子行走，仍是物理学家面对的一项
意义重大但极富挑战性的任务。

量子计算作为下一代信息技术的核心，有望
帮助人类超越经典技术的瓶颈，实现远超当前的
算力飞跃。 当前，全球主要国家与各大科技公司
都在持续加大对量子计算领域的投资强度。科学
家们正通过多条技术路线探索可以实现量子计
算的量子计算机，如超导、光学、离子阱、冷原子、

金刚石色心、核磁共振等等。 不同的技术路线各
有特色和优势。 2020年 12月问世的“九章”量子
计算原型机，则用的是光学路径。 而“祖冲之号”
与 2019年美国谷歌公司发布的“悬铃木”量子计
算原型机一样，用的是超导电路途径。

通往量子计算机的超导之路

超导量子计算是一种固态量子计算方案，
工艺上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 被普遍认为是最
有可能率先实现实用化量子计算的方案之一。
但在超导量子体系中要实现对每一个量子比特
极高精度的相干操纵，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中国科大潘建伟、朱晓波团队一直以来致
力于超导量子计算的研究和攻关，取得了一系
列引人瞩目的前沿研究成果。 2019 年，研究团
队开创性地将超导量子比特应用到量子随机
行走的研究中。 研究团队设计和加工了高品质
的 12 比特一维链超导比特处理器， 在其上实
现了一维的连续时间量子行走。

在之前的积累上，加上技术和理论的进一
步创新，最近研究团队又成功设计并加工出 62
量子比特的超导量子处理器。 这是目前公开报
道的世界上最大量子比特数的超导量子体系，
之前 Google 实现“量子优越性”的悬铃木有 53
个量子比特。

基于这一体系的优异性能，研究人员可以
对格点间隧穿幅以及晶格构型精准地调控，从
而实现了方便的编程，最终实现了二维“量子
行走”， 并对其性质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们以

《可编程二维 62 量子比特超导处理器上的量
子行走》为题，将研究论文于 5月 7 日在线发表
在《科学》杂志上。 审稿人称“在大尺度晶格上
首次实现了量子行走的实验观测……这是一
项清晰而令人赞叹的实验。 ”

二维量子比特体系就像是一座花园，漫步
者可以在整个花园里散步。 另外，科学家可以
精确地调控每个量子比特的频率，使一部分量
子比特失谐， 以此来限定漫步者的活动区域。
就这样，研究人员在这个“花园”中不仅可以修
筑出相互交叉的“小径”，漫步者只能在“小径”
上行走，不能去踩踏其他区域的“花花草草”，
而且研究人员还可以对“小径”的“路况”进行
调节设计。

花园中小径的不同交叉会见证不同的相
遇，不同的相遇将演绎出不同的故事。 在二维
量子比特体系中，漫步者行走路线的不同交织
形式具有不同的图结构，会带来不同表现的干
涉结果， 进一步可以用以实现不同的功能，这
对于基于量子行走的量子计算是至关紧要的。

此次，中国科大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在固态
量子计算系统中实验演示了可编程的二维量
子行走，以及通过精确的参数调控，实现了不
同路径结构上的量子行走。 相比于光子等系
统， 超导量子比特系统具有更好的参数可调
性，通过调控比特频率、相邻格点间的隧穿幅
和相位，以及体系的构型等因素，可以满足不
同的实验和应用需求。 虽然离实际应用还有一
段距离，但这一工作强有力地彰显了超导量子
比特处理器的巨大潜力和应用前景。

光催化剂治理
水体抗生素污染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近期，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智
能所吴正岩研究员课题组与东华大学蔡冬清教授合作
在光催化治理水体污染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该工作为解
决水体环境中抗生素的污染提供了一种高效解决方案。
相关成果发表于环境催化领域权威期刊 《应用催化 B:
环境》。

近年来， 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使其在水体环境中泛
滥，并引起大量耐药性微生物的繁衍，这导致水体环境
中抗生素和微生物污染加剧。 针对此类污染，课题组设
计并开发了一种高效的碲化镉/钨酸铋复合材料作为光
催化剂用于污染物治理。该催化剂利用了碲化镉和钨酸
铋协同效应促进水体中活性氧的产生，从而高效降解抗
生素和钝化细菌。 同时，该催化剂又展现出良好的循环
利用率，多次催化后仍可保持较高的光催化效率，并且
是直接利用太阳光作为光催化的驱动力，符合绿色环境
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因此，该催化剂在水体抗生素污染
治理方面展现出一定的应用前景。

乌桕叶秋季变红源在基因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近日，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智
能所吴丽芳研究员团队从基因水平揭示了乌桕叶片秋
季变红的机制： 团队鉴定了乌桕转录因子 SsMYB1，发
现该转录因子可正向调控秋季乌桕叶片中花色素苷的
合成，同时与其他转录因子相互作用，促进花色素苷的
积累和叶片变红。

团队在揭示转录因子 SsMYB1 调控乌桕叶片花色
素苷合成的分子机制时发现： 在拟南芥中过表达 Ss鄄
MYB1 会增加花色素苷的积累， 而在乌桕叶片中抑制
SsMYB1 表达会减少花色素苷的含量，说明该转录因子
是花色素苷积累中的关键基因。乌桕为大戟科乌桕属落
叶乔木，是我国四大木本油料植物之一，根皮、树皮、叶
均可入药，同时还是优良的用材树种，在我国已有 1000
多年栽培历史。乌桕分布广泛、适应能力强，其树形优美
多姿，叶型秀丽可爱，入秋后叶色呈现红、橙、黄、褐、紫
等颜色，是我国难得一见的拥有多种叶色的优秀乡土树
种，在园林绿化中应用前景广阔。

2.5米大视场巡天望远镜开建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记者 5 月 13 日从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获悉，该校“双一流”重点建设项目“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紫金山天文台 2.5 米大视场巡天望远镜”基
建工程在位于青海省赛什腾山的冷湖天文观测基地正
式开工建设，中国顶级天文学家齐聚仪式现场。

据该项目的总设计师孔旭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紫金山天文台 2.5 米大视场巡天望远镜项目 （英
文名称 Wide Field Survey Telescope， 简称 WFST）由
中科大和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共同研制 ， 是中科大
在建的“双一流”重点建设项目。 项目启动于 2018 年
3 月 1 日 ，望远镜本体预期于 2022 年初建成 ，将安装
在青海省海西州冷湖镇东北海拔 4200 米的赛什腾山
台址。

自 2018 年以来的台址监测结果表明， 赛什腾山台
址年平均晴夜数多，夜天光背景低、视宁度优良，空气中
尘埃含量少，气候和观测条件适合天文观测，是天文观
测的理想台址。 望远镜建成后，将成为北半球具备最高
巡天能力的光学时域巡测设备，能够获取高精度位置和
多色亮度观测数据， 高效搜寻和监测天文动态事件，预
期可以在时域天文、外太阳系天体搜寻、银河系结构和
近场宇宙学等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进一步提升中科大
天文学科和“双一流”建设水平。

■ 本报通讯员 王佳

本报记者 陈婉婉

日前，学界顶级杂志《科学》发表了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科研团队的一项重大研究成果：该
团队设计并构造的 62 量子比特的可编程超导
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问世。

“祖冲之号”是目前公开报道的世界上最
大量子比特数的超导量子体系。 基于这一体系
优异的可编程性质，研究人员实现并深入研究
了二维量子随机行走。 这就意味着可以实现更
大规模量子模拟， 甚至可以迈向通用量子计
算。 因此，学界专家认为，这是量子计算研究领
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蕴藏数学智慧的“随机行走”

“五一”假期刚刚过去，不少小伙伴都经历
了一段繁忙的旅程。 有的人是精心规划、目的
明确，依据事先制定好的攻略，在一个个景点
之间游玩；有的人则是更逍遥自在地无规律漫
步，随意寻一处湖光山色，或跟随鸟语花香，漫
无目的地徜徉， 或泛舟波光潋滟的湖面之上，
从流飘荡，任意东西。 后一种散漫悠闲的方式
看似效率更低，但也自有其妙处。 特别是当我
们身处一片未知天地中时，这种随意的漫步反
而能让我们更快地深入其中，邂逅美景。

这种无规律的漫步就叫“无规行走”或“随机
行走”，它不仅对于游山玩水有指导意义，更是主
宰大自然运行的一种基本规律。无论是在壮阔恢
弘的生命现象中，还是井然有序的生活里，随机
行走无处不在。比如一朵玫瑰花的芳香弥散充满
一间房屋， 一滴牛奶缓缓扩散融进整杯咖啡，依
靠的都是一种随机行走———布朗运动。

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运动形式。 远在
两千多年前，古罗马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就
在《物性论》中有了“布朗运动”的想法，并以此
来推测“原子”的存在。 1827 年，苏格兰植物学
家罗伯特·布朗描述了他的发现： 悬浮在水溶
液中的花粉颗粒永不停息地进行着随机运动。
这种现象并非由他最早发现，但他被认为是第
一个详细研究这种现象的人，这种运动因此被
称作“布朗运动”。 后来，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
坦和斯莫鲁霍夫斯基分别对布朗运动进行了
深刻分析，建立起布朗运动的统计模型，布朗
运动成为物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不止微粒在溶液中的扩散、 气味在空气中
的传播，甚至在生物的生存策略选择上，随机行
走也无处不在。 人们发现， 在食物稀缺的环境
中，浮游生物、鱼类、食草动物、鸟类以及灵长动
物的觅食和迁徙路线同样是不能被预测的，具
有随机特征。 这种不同于布朗运动的随机行为
被称作“莱维飞行”，当处在资源匮乏的不可知
环境中时，它能够给觅食者提供更多机会。大自
然表现出的这种神奇数学智慧，真是令人惊叹！

原子分子的布朗运动、 生命的莱维飞行，
都属于随机行走。 随机行走作为一种典型的数
学模型，人们研究越深，便越认识到其博大精
深、应用广泛。 不同形式的随机行走模型吸引
着数学家、物理学家的注意，随机行走所发生
的空间也不再限于日常空间， 而是包括曲面、
高维矢量空间、黎曼流形、图、群等，其应用已
经渗入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算法设计、化学、
生物学、工程学、生态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社
会学等领域。

上世纪 90 年代， 人们提出了一种更为神
奇的随机行走———量子行走。 这是经典随机行
走在量子力学中的拓展。

当量子物体成为漫步者

无论是花粉颗粒，还是鱼、鸟等生物，这些
会随机行走的漫步者都是经典物体，它们的行
为是由经典力学来描述的。 因此，这种行走模
式也被称作“经典随机行走”。 如果漫步者是量
子物体，例如光子、固体材料中的激发元等，它
们所展现出的“量子行走”会有什么不同吗？

科学家告诉我们，量子物体具有量子叠加
特性，会发生量子干涉现象，这是量子世界和
经典世界的一个本质区别。 所以量子叠加会使
得量子行走与经典随机行走非常不同。 当有多
个量子漫步者时，它们之间的叠加和干涉会形
成更加复杂的行为。 此外，漫步者在种类、相互
作用方式、行走路径上的不同，也会导致表现
迥异的量子行走行为。

量子干涉可以相长也可以相消，只要通过
精心设计，科学家就可以对干涉的结果进行操
控，让其相消相长充分为我所用，以实现对物
理现象的有效模拟以及高效执行特定的计算
任务。 所以，利用量子行走可以实现量子加速，
设计出比任何经典算法都要优异的量子算法。
如今，量子行走已经成为了开发量子算法的一
个有力工具，除此之外，它还可以用来模拟多
体物理体系的量子行为。 因其普适性，量子行
走吸引了物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量子行走研究的里程碑进展发生在 2009
年和 2013 年，安德鲁·蔡尔兹等学者，用理论
证明了利用连续时间量子行走可以实现通用
量子计算。 他们指出，编码在量子比特上的单
个漫步者或者具有相互作用的多个量子漫步
者，可以实现通用量子计算，并很可能可以实
现具有指数级加速的量子算法。 但要实现易编
程的二维量子行走，仍是物理学家面对的一项
意义重大但极富挑战性的任务。

量子计算作为下一代信息技术的核心，有望
帮助人类超越经典技术的瓶颈，实现远超当前的
算力飞跃。 当前，全球主要国家与各大科技公司
都在持续加大对量子计算领域的投资强度。科学
家们正通过多条技术路线探索可以实现量子计
算的量子计算机，如超导、光学、离子阱、冷原子、

金刚石色心、核磁共振等等。 不同的技术路线各
有特色和优势。 2020年 12月问世的“九章”量子
计算原型机，则用的是光学路径。 而“祖冲之号”
与 2019年美国谷歌公司发布的“悬铃木”量子计
算原型机一样，用的是超导电路途径。

通往量子计算机的超导之路

超导量子计算是一种固态量子计算方案，
工艺上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 被普遍认为是最
有可能率先实现实用化量子计算的方案之一。
但在超导量子体系中要实现对每一个量子比特
极高精度的相干操纵，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中国科大潘建伟、朱晓波团队一直以来致
力于超导量子计算的研究和攻关，取得了一系
列引人瞩目的前沿研究成果。 2019 年，研究团
队开创性地将超导量子比特应用到量子随机
行走的研究中。 研究团队设计和加工了高品质
的 12 比特一维链超导比特处理器， 在其上实
现了一维的连续时间量子行走。

在之前的积累上，加上技术和理论的进一
步创新，最近研究团队又成功设计并加工出 62
量子比特的超导量子处理器。 这是目前公开报
道的世界上最大量子比特数的超导量子体系，
之前 Google 实现“量子优越性”的悬铃木有 53
个量子比特。

基于这一体系的优异性能，研究人员可以
对格点间隧穿幅以及晶格构型精准地调控，从
而实现了方便的编程，最终实现了二维“量子
行走”， 并对其性质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们以

《可编程二维 62 量子比特超导处理器上的量
子行走》为题，将研究论文于 5月 7 日在线发表
在《科学》杂志上。 审稿人称“在大尺度晶格上
首次实现了量子行走的实验观测……这是一
项清晰而令人赞叹的实验。 ”

二维量子比特体系就像是一座花园，漫步
者可以在整个花园里散步。 另外，科学家可以
精确地调控每个量子比特的频率，使一部分量
子比特失谐， 以此来限定漫步者的活动区域。
就这样，研究人员在这个“花园”中不仅可以修
筑出相互交叉的“小径”，漫步者只能在“小径”
上行走，不能去踩踏其他区域的“花花草草”，
而且研究人员还可以对“小径”的“路况”进行
调节设计。

花园中小径的不同交叉会见证不同的相
遇，不同的相遇将演绎出不同的故事。 在二维
量子比特体系中，漫步者行走路线的不同交织
形式具有不同的图结构，会带来不同表现的干
涉结果， 进一步可以用以实现不同的功能，这
对于基于量子行走的量子计算是至关紧要的。

此次，中国科大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在固态
量子计算系统中实验演示了可编程的二维量
子行走，以及通过精确的参数调控，实现了不
同路径结构上的量子行走。 相比于光子等系
统， 超导量子比特系统具有更好的参数可调
性，通过调控比特频率、相邻格点间的隧穿幅
和相位，以及体系的构型等因素，可以满足不
同的实验和应用需求。 虽然离实际应用还有一
段距离，但这一工作强有力地彰显了超导量子
比特处理器的巨大潜力和应用前景。

光催化剂治理
水体抗生素污染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近期，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智
能所吴正岩研究员课题组与东华大学蔡冬清教授合作
在光催化治理水体污染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该工作为解
决水体环境中抗生素的污染提供了一种高效解决方案。
相关成果发表于环境催化领域权威期刊 《应用催化 B:
环境》。

近年来， 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使其在水体环境中泛
滥，并引起大量耐药性微生物的繁衍，这导致水体环境
中抗生素和微生物污染加剧。 针对此类污染，课题组设
计并开发了一种高效的碲化镉/钨酸铋复合材料作为光
催化剂用于污染物治理。该催化剂利用了碲化镉和钨酸
铋协同效应促进水体中活性氧的产生，从而高效降解抗
生素和钝化细菌。 同时，该催化剂又展现出良好的循环
利用率，多次催化后仍可保持较高的光催化效率，并且
是直接利用太阳光作为光催化的驱动力，符合绿色环境
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因此，该催化剂在水体抗生素污染
治理方面展现出一定的应用前景。

乌桕叶秋季变红源在基因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近日，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智
能所吴丽芳研究员团队从基因水平揭示了乌桕叶片秋
季变红的机制： 团队鉴定了乌桕转录因子 SsMYB1，发
现该转录因子可正向调控秋季乌桕叶片中花色素苷的
合成，同时与其他转录因子相互作用，促进花色素苷的
积累和叶片变红。

团队在揭示转录因子 SsMYB1 调控乌桕叶片花色
素苷合成的分子机制时发现： 在拟南芥中过表达 Ss鄄
MYB1 会增加花色素苷的积累， 而在乌桕叶片中抑制
SsMYB1 表达会减少花色素苷的含量，说明该转录因子
是花色素苷积累中的关键基因。乌桕为大戟科乌桕属落
叶乔木，是我国四大木本油料植物之一，根皮、树皮、叶
均可入药，同时还是优良的用材树种，在我国已有 1000
多年栽培历史。乌桕分布广泛、适应能力强，其树形优美
多姿，叶型秀丽可爱，入秋后叶色呈现红、橙、黄、褐、紫
等颜色，是我国难得一见的拥有多种叶色的优秀乡土树
种，在园林绿化中应用前景广阔。

2.5米大视场巡天望远镜开建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记者 5 月 13 日从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获悉，该校“双一流”重点建设项目“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紫金山天文台 2.5 米大视场巡天望远镜”基
建工程在位于青海省赛什腾山的冷湖天文观测基地正
式开工建设，中国顶级天文学家齐聚仪式现场。

据该项目的总设计师孔旭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紫金山天文台 2.5 米大视场巡天望远镜项目 （英
文名称 Wide Field Survey Telescope， 简称 WFST）由
中科大和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共同研制 ， 是中科大
在建的“双一流”重点建设项目。 项目启动于 2018 年
3 月 1 日 ，望远镜本体预期于 2022 年初建成 ，将安装
在青海省海西州冷湖镇东北海拔 4200 米的赛什腾山
台址。

自 2018 年以来的台址监测结果表明， 赛什腾山台
址年平均晴夜数多，夜天光背景低、视宁度优良，空气中
尘埃含量少，气候和观测条件适合天文观测，是天文观
测的理想台址。 望远镜建成后，将成为北半球具备最高
巡天能力的光学时域巡测设备，能够获取高精度位置和
多色亮度观测数据， 高效搜寻和监测天文动态事件，预
期可以在时域天文、外太阳系天体搜寻、银河系结构和
近场宇宙学等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进一步提升中科大
天文学科和“双一流”建设水平。

■ 本报通讯员 王佳

本报记者 陈婉婉

日前，学界顶级杂志《科学》发表了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科研团队的一项重大研究成果：该
团队设计并构造的 62 量子比特的可编程超导
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问世。

“祖冲之号”是目前公开报道的世界上最
大量子比特数的超导量子体系。 基于这一体系
优异的可编程性质，研究人员实现并深入研究
了二维量子随机行走。 这就意味着可以实现更
大规模量子模拟， 甚至可以迈向通用量子计
算。 因此，学界专家认为，这是量子计算研究领
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蕴藏数学智慧的“随机行走”

“五一”假期刚刚过去，不少小伙伴都经历
了一段繁忙的旅程。 有的人是精心规划、目的
明确，依据事先制定好的攻略，在一个个景点
之间游玩；有的人则是更逍遥自在地无规律漫
步，随意寻一处湖光山色，或跟随鸟语花香，漫
无目的地徜徉， 或泛舟波光潋滟的湖面之上，
从流飘荡，任意东西。 后一种散漫悠闲的方式
看似效率更低，但也自有其妙处。 特别是当我
们身处一片未知天地中时，这种随意的漫步反
而能让我们更快地深入其中，邂逅美景。

这种无规律的漫步就叫“无规行走”或“随机
行走”，它不仅对于游山玩水有指导意义，更是主
宰大自然运行的一种基本规律。无论是在壮阔恢
弘的生命现象中，还是井然有序的生活里，随机
行走无处不在。比如一朵玫瑰花的芳香弥散充满
一间房屋， 一滴牛奶缓缓扩散融进整杯咖啡，依
靠的都是一种随机行走———布朗运动。

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运动形式。 远在
两千多年前，古罗马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就
在《物性论》中有了“布朗运动”的想法，并以此
来推测“原子”的存在。 1827 年，苏格兰植物学
家罗伯特·布朗描述了他的发现： 悬浮在水溶
液中的花粉颗粒永不停息地进行着随机运动。
这种现象并非由他最早发现，但他被认为是第
一个详细研究这种现象的人，这种运动因此被
称作“布朗运动”。 后来，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
坦和斯莫鲁霍夫斯基分别对布朗运动进行了
深刻分析，建立起布朗运动的统计模型，布朗
运动成为物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不止微粒在溶液中的扩散、 气味在空气中
的传播，甚至在生物的生存策略选择上，随机行
走也无处不在。 人们发现， 在食物稀缺的环境
中，浮游生物、鱼类、食草动物、鸟类以及灵长动
物的觅食和迁徙路线同样是不能被预测的，具
有随机特征。 这种不同于布朗运动的随机行为
被称作“莱维飞行”，当处在资源匮乏的不可知
环境中时，它能够给觅食者提供更多机会。大自
然表现出的这种神奇数学智慧，真是令人惊叹！

原子分子的布朗运动、 生命的莱维飞行，
都属于随机行走。 随机行走作为一种典型的数
学模型，人们研究越深，便越认识到其博大精
深、应用广泛。 不同形式的随机行走模型吸引
着数学家、物理学家的注意，随机行走所发生
的空间也不再限于日常空间， 而是包括曲面、
高维矢量空间、黎曼流形、图、群等，其应用已
经渗入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算法设计、化学、
生物学、工程学、生态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社
会学等领域。

上世纪 90 年代， 人们提出了一种更为神
奇的随机行走———量子行走。 这是经典随机行
走在量子力学中的拓展。

当量子物体成为漫步者

无论是花粉颗粒，还是鱼、鸟等生物，这些
会随机行走的漫步者都是经典物体，它们的行
为是由经典力学来描述的。 因此，这种行走模
式也被称作“经典随机行走”。 如果漫步者是量
子物体，例如光子、固体材料中的激发元等，它
们所展现出的“量子行走”会有什么不同吗？

科学家告诉我们，量子物体具有量子叠加
特性，会发生量子干涉现象，这是量子世界和
经典世界的一个本质区别。 所以量子叠加会使
得量子行走与经典随机行走非常不同。 当有多
个量子漫步者时，它们之间的叠加和干涉会形
成更加复杂的行为。 此外，漫步者在种类、相互
作用方式、行走路径上的不同，也会导致表现
迥异的量子行走行为。

量子干涉可以相长也可以相消，只要通过
精心设计，科学家就可以对干涉的结果进行操
控，让其相消相长充分为我所用，以实现对物
理现象的有效模拟以及高效执行特定的计算
任务。 所以，利用量子行走可以实现量子加速，
设计出比任何经典算法都要优异的量子算法。
如今，量子行走已经成为了开发量子算法的一
个有力工具，除此之外，它还可以用来模拟多
体物理体系的量子行为。 因其普适性，量子行
走吸引了物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量子行走研究的里程碑进展发生在 2009
年和 2013 年，安德鲁·蔡尔兹等学者，用理论
证明了利用连续时间量子行走可以实现通用
量子计算。 他们指出，编码在量子比特上的单
个漫步者或者具有相互作用的多个量子漫步
者，可以实现通用量子计算，并很可能可以实
现具有指数级加速的量子算法。 但要实现易编
程的二维量子行走，仍是物理学家面对的一项
意义重大但极富挑战性的任务。

量子计算作为下一代信息技术的核心，有望
帮助人类超越经典技术的瓶颈，实现远超当前的
算力飞跃。 当前，全球主要国家与各大科技公司
都在持续加大对量子计算领域的投资强度。科学
家们正通过多条技术路线探索可以实现量子计
算的量子计算机，如超导、光学、离子阱、冷原子、

金刚石色心、核磁共振等等。 不同的技术路线各
有特色和优势。 2020年 12月问世的“九章”量子
计算原型机，则用的是光学路径。 而“祖冲之号”
与 2019年美国谷歌公司发布的“悬铃木”量子计
算原型机一样，用的是超导电路途径。

通往量子计算机的超导之路

超导量子计算是一种固态量子计算方案，
工艺上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 被普遍认为是最
有可能率先实现实用化量子计算的方案之一。
但在超导量子体系中要实现对每一个量子比特
极高精度的相干操纵，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中国科大潘建伟、朱晓波团队一直以来致
力于超导量子计算的研究和攻关，取得了一系
列引人瞩目的前沿研究成果。 2019 年，研究团
队开创性地将超导量子比特应用到量子随机
行走的研究中。 研究团队设计和加工了高品质
的 12 比特一维链超导比特处理器， 在其上实
现了一维的连续时间量子行走。

在之前的积累上，加上技术和理论的进一
步创新，最近研究团队又成功设计并加工出 62
量子比特的超导量子处理器。 这是目前公开报
道的世界上最大量子比特数的超导量子体系，
之前 Google 实现“量子优越性”的悬铃木有 53
个量子比特。

基于这一体系的优异性能，研究人员可以
对格点间隧穿幅以及晶格构型精准地调控，从
而实现了方便的编程，最终实现了二维“量子
行走”， 并对其性质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们以

《可编程二维 62 量子比特超导处理器上的量
子行走》为题，将研究论文于 5月 7 日在线发表
在《科学》杂志上。 审稿人称“在大尺度晶格上
首次实现了量子行走的实验观测……这是一
项清晰而令人赞叹的实验。 ”

二维量子比特体系就像是一座花园，漫步
者可以在整个花园里散步。 另外，科学家可以
精确地调控每个量子比特的频率，使一部分量
子比特失谐， 以此来限定漫步者的活动区域。
就这样，研究人员在这个“花园”中不仅可以修
筑出相互交叉的“小径”，漫步者只能在“小径”
上行走，不能去踩踏其他区域的“花花草草”，
而且研究人员还可以对“小径”的“路况”进行
调节设计。

花园中小径的不同交叉会见证不同的相
遇，不同的相遇将演绎出不同的故事。 在二维
量子比特体系中，漫步者行走路线的不同交织
形式具有不同的图结构，会带来不同表现的干
涉结果， 进一步可以用以实现不同的功能，这
对于基于量子行走的量子计算是至关紧要的。

此次，中国科大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在固态
量子计算系统中实验演示了可编程的二维量
子行走，以及通过精确的参数调控，实现了不
同路径结构上的量子行走。 相比于光子等系
统， 超导量子比特系统具有更好的参数可调
性，通过调控比特频率、相邻格点间的隧穿幅
和相位，以及体系的构型等因素，可以满足不
同的实验和应用需求。 虽然离实际应用还有一
段距离，但这一工作强有力地彰显了超导量子
比特处理器的巨大潜力和应用前景。

光催化剂治理
水体抗生素污染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近期，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智
能所吴正岩研究员课题组与东华大学蔡冬清教授合作
在光催化治理水体污染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该工作为解
决水体环境中抗生素的污染提供了一种高效解决方案。
相关成果发表于环境催化领域权威期刊 《应用催化 B:
环境》。

近年来， 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使其在水体环境中泛
滥，并引起大量耐药性微生物的繁衍，这导致水体环境
中抗生素和微生物污染加剧。 针对此类污染，课题组设
计并开发了一种高效的碲化镉/钨酸铋复合材料作为光
催化剂用于污染物治理。该催化剂利用了碲化镉和钨酸
铋协同效应促进水体中活性氧的产生，从而高效降解抗
生素和钝化细菌。 同时，该催化剂又展现出良好的循环
利用率，多次催化后仍可保持较高的光催化效率，并且
是直接利用太阳光作为光催化的驱动力，符合绿色环境
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因此，该催化剂在水体抗生素污染
治理方面展现出一定的应用前景。

乌桕叶秋季变红源在基因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近日，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智
能所吴丽芳研究员团队从基因水平揭示了乌桕叶片秋
季变红的机制： 团队鉴定了乌桕转录因子 SsMYB1，发
现该转录因子可正向调控秋季乌桕叶片中花色素苷的
合成，同时与其他转录因子相互作用，促进花色素苷的
积累和叶片变红。

团队在揭示转录因子 SsMYB1 调控乌桕叶片花色
素苷合成的分子机制时发现： 在拟南芥中过表达 Ss鄄
MYB1 会增加花色素苷的积累， 而在乌桕叶片中抑制
SsMYB1 表达会减少花色素苷的含量，说明该转录因子
是花色素苷积累中的关键基因。乌桕为大戟科乌桕属落
叶乔木，是我国四大木本油料植物之一，根皮、树皮、叶
均可入药，同时还是优良的用材树种，在我国已有 1000
多年栽培历史。乌桕分布广泛、适应能力强，其树形优美
多姿，叶型秀丽可爱，入秋后叶色呈现红、橙、黄、褐、紫
等颜色，是我国难得一见的拥有多种叶色的优秀乡土树
种，在园林绿化中应用前景广阔。

2.5米大视场巡天望远镜开建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记者 5 月 13 日从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获悉，该校“双一流”重点建设项目“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紫金山天文台 2.5 米大视场巡天望远镜”基
建工程在位于青海省赛什腾山的冷湖天文观测基地正
式开工建设，中国顶级天文学家齐聚仪式现场。

据该项目的总设计师孔旭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紫金山天文台 2.5 米大视场巡天望远镜项目 （英
文名称 Wide Field Survey Telescope， 简称 WFST）由
中科大和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共同研制 ， 是中科大
在建的“双一流”重点建设项目。 项目启动于 2018 年
3 月 1 日 ，望远镜本体预期于 2022 年初建成 ，将安装
在青海省海西州冷湖镇东北海拔 4200 米的赛什腾山
台址。

自 2018 年以来的台址监测结果表明， 赛什腾山台
址年平均晴夜数多，夜天光背景低、视宁度优良，空气中
尘埃含量少，气候和观测条件适合天文观测，是天文观
测的理想台址。 望远镜建成后，将成为北半球具备最高
巡天能力的光学时域巡测设备，能够获取高精度位置和
多色亮度观测数据， 高效搜寻和监测天文动态事件，预
期可以在时域天文、外太阳系天体搜寻、银河系结构和
近场宇宙学等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进一步提升中科大
天文学科和“双一流”建设水平。

■ 本报通讯员 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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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学界顶级杂志《科学》发表了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科研团队的一项重大研究成果：该
团队设计并构造的 62 量子比特的可编程超导
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问世。

“祖冲之号”是目前公开报道的世界上最
大量子比特数的超导量子体系。 基于这一体系
优异的可编程性质，研究人员实现并深入研究
了二维量子随机行走。 这就意味着可以实现更
大规模量子模拟， 甚至可以迈向通用量子计
算。 因此，学界专家认为，这是量子计算研究领
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蕴藏数学智慧的“随机行走”

“五一”假期刚刚过去，不少小伙伴都经历
了一段繁忙的旅程。 有的人是精心规划、目的
明确，依据事先制定好的攻略，在一个个景点
之间游玩；有的人则是更逍遥自在地无规律漫
步，随意寻一处湖光山色，或跟随鸟语花香，漫
无目的地徜徉， 或泛舟波光潋滟的湖面之上，
从流飘荡，任意东西。 后一种散漫悠闲的方式
看似效率更低，但也自有其妙处。 特别是当我
们身处一片未知天地中时，这种随意的漫步反
而能让我们更快地深入其中，邂逅美景。

这种无规律的漫步就叫“无规行走”或“随机
行走”，它不仅对于游山玩水有指导意义，更是主
宰大自然运行的一种基本规律。无论是在壮阔恢
弘的生命现象中，还是井然有序的生活里，随机
行走无处不在。比如一朵玫瑰花的芳香弥散充满
一间房屋， 一滴牛奶缓缓扩散融进整杯咖啡，依
靠的都是一种随机行走———布朗运动。

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运动形式。 远在
两千多年前，古罗马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就
在《物性论》中有了“布朗运动”的想法，并以此
来推测“原子”的存在。 1827 年，苏格兰植物学
家罗伯特·布朗描述了他的发现： 悬浮在水溶
液中的花粉颗粒永不停息地进行着随机运动。
这种现象并非由他最早发现，但他被认为是第
一个详细研究这种现象的人，这种运动因此被
称作“布朗运动”。 后来，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
坦和斯莫鲁霍夫斯基分别对布朗运动进行了
深刻分析，建立起布朗运动的统计模型，布朗
运动成为物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不止微粒在溶液中的扩散、 气味在空气中
的传播，甚至在生物的生存策略选择上，随机行
走也无处不在。 人们发现， 在食物稀缺的环境
中，浮游生物、鱼类、食草动物、鸟类以及灵长动
物的觅食和迁徙路线同样是不能被预测的，具
有随机特征。 这种不同于布朗运动的随机行为
被称作“莱维飞行”，当处在资源匮乏的不可知
环境中时，它能够给觅食者提供更多机会。大自
然表现出的这种神奇数学智慧，真是令人惊叹！

原子分子的布朗运动、 生命的莱维飞行，
都属于随机行走。 随机行走作为一种典型的数
学模型，人们研究越深，便越认识到其博大精
深、应用广泛。 不同形式的随机行走模型吸引
着数学家、物理学家的注意，随机行走所发生
的空间也不再限于日常空间， 而是包括曲面、
高维矢量空间、黎曼流形、图、群等，其应用已
经渗入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算法设计、化学、
生物学、工程学、生态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社
会学等领域。

上世纪 90 年代， 人们提出了一种更为神
奇的随机行走———量子行走。 这是经典随机行
走在量子力学中的拓展。

当量子物体成为漫步者

无论是花粉颗粒，还是鱼、鸟等生物，这些
会随机行走的漫步者都是经典物体，它们的行
为是由经典力学来描述的。 因此，这种行走模
式也被称作“经典随机行走”。 如果漫步者是量
子物体，例如光子、固体材料中的激发元等，它
们所展现出的“量子行走”会有什么不同吗？

科学家告诉我们，量子物体具有量子叠加
特性，会发生量子干涉现象，这是量子世界和
经典世界的一个本质区别。 所以量子叠加会使
得量子行走与经典随机行走非常不同。 当有多
个量子漫步者时，它们之间的叠加和干涉会形
成更加复杂的行为。 此外，漫步者在种类、相互
作用方式、行走路径上的不同，也会导致表现
迥异的量子行走行为。

量子干涉可以相长也可以相消，只要通过
精心设计，科学家就可以对干涉的结果进行操
控，让其相消相长充分为我所用，以实现对物
理现象的有效模拟以及高效执行特定的计算
任务。 所以，利用量子行走可以实现量子加速，
设计出比任何经典算法都要优异的量子算法。
如今，量子行走已经成为了开发量子算法的一
个有力工具，除此之外，它还可以用来模拟多
体物理体系的量子行为。 因其普适性，量子行
走吸引了物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量子行走研究的里程碑进展发生在 2009
年和 2013 年，安德鲁·蔡尔兹等学者，用理论
证明了利用连续时间量子行走可以实现通用
量子计算。 他们指出，编码在量子比特上的单
个漫步者或者具有相互作用的多个量子漫步
者，可以实现通用量子计算，并很可能可以实
现具有指数级加速的量子算法。 但要实现易编
程的二维量子行走，仍是物理学家面对的一项
意义重大但极富挑战性的任务。

量子计算作为下一代信息技术的核心，有望
帮助人类超越经典技术的瓶颈，实现远超当前的
算力飞跃。 当前，全球主要国家与各大科技公司
都在持续加大对量子计算领域的投资强度。科学
家们正通过多条技术路线探索可以实现量子计
算的量子计算机，如超导、光学、离子阱、冷原子、

金刚石色心、核磁共振等等。 不同的技术路线各
有特色和优势。 2020年 12月问世的“九章”量子
计算原型机，则用的是光学路径。 而“祖冲之号”
与 2019年美国谷歌公司发布的“悬铃木”量子计
算原型机一样，用的是超导电路途径。

通往量子计算机的超导之路

超导量子计算是一种固态量子计算方案，
工艺上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 被普遍认为是最
有可能率先实现实用化量子计算的方案之一。
但在超导量子体系中要实现对每一个量子比特
极高精度的相干操纵，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中国科大潘建伟、朱晓波团队一直以来致
力于超导量子计算的研究和攻关，取得了一系
列引人瞩目的前沿研究成果。 2019 年，研究团
队开创性地将超导量子比特应用到量子随机
行走的研究中。 研究团队设计和加工了高品质
的 12 比特一维链超导比特处理器， 在其上实
现了一维的连续时间量子行走。

在之前的积累上，加上技术和理论的进一
步创新，最近研究团队又成功设计并加工出 62
量子比特的超导量子处理器。 这是目前公开报
道的世界上最大量子比特数的超导量子体系，
之前 Google 实现“量子优越性”的悬铃木有 53
个量子比特。

基于这一体系的优异性能，研究人员可以
对格点间隧穿幅以及晶格构型精准地调控，从
而实现了方便的编程，最终实现了二维“量子
行走”， 并对其性质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们以

《可编程二维 62 量子比特超导处理器上的量
子行走》为题，将研究论文于 5月 7 日在线发表
在《科学》杂志上。 审稿人称“在大尺度晶格上
首次实现了量子行走的实验观测……这是一
项清晰而令人赞叹的实验。 ”

二维量子比特体系就像是一座花园，漫步
者可以在整个花园里散步。 另外，科学家可以
精确地调控每个量子比特的频率，使一部分量
子比特失谐， 以此来限定漫步者的活动区域。
就这样，研究人员在这个“花园”中不仅可以修
筑出相互交叉的“小径”，漫步者只能在“小径”
上行走，不能去踩踏其他区域的“花花草草”，
而且研究人员还可以对“小径”的“路况”进行
调节设计。

花园中小径的不同交叉会见证不同的相
遇，不同的相遇将演绎出不同的故事。 在二维
量子比特体系中，漫步者行走路线的不同交织
形式具有不同的图结构，会带来不同表现的干
涉结果， 进一步可以用以实现不同的功能，这
对于基于量子行走的量子计算是至关紧要的。

此次，中国科大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在固态
量子计算系统中实验演示了可编程的二维量
子行走，以及通过精确的参数调控，实现了不
同路径结构上的量子行走。 相比于光子等系
统， 超导量子比特系统具有更好的参数可调
性，通过调控比特频率、相邻格点间的隧穿幅
和相位，以及体系的构型等因素，可以满足不
同的实验和应用需求。 虽然离实际应用还有一
段距离，但这一工作强有力地彰显了超导量子
比特处理器的巨大潜力和应用前景。

“可控花园”里的“ ”量量量子子子漫漫漫步步步

探测半导体量子芯片

获重要进展

本报讯 （记者 陈婉婉 ）记者 5 月 17 日从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郭光灿院士团队在微波谐振腔
探测半导体量子芯片上取得重要进展 。 该团队郭国
平 、曹刚等人与本源量子计算有限公司合作 ，利用微
波超导谐振腔实现了对半导体双量子点的激发能谱
测量。

半导体系统具有良好的可扩展可集成特性，被认为
是最有可能实现通用量子计算的体系之一。近年来硅基
半导体量子计算取得系列进展，量子比特性能得到大幅
提升，单比特和两比特逻辑门保真度均已达到容错量子
计算阈值，如何进一步扩展比特数量、提高比特读取保
真度成为该领域的重要议题。

电路量子电动力学以微波光子为媒介，不仅可以用
来实现比特间长程耦合， 还可以用于对比特的非破坏
性、高灵敏探测，是量子比特扩展和读出的一种重要方
案。 该工作中研究人员制备了铌钛氮微波谐振腔-半导
体量子点复合器件，利用铌钛氮的高阻抗特性大幅提高
了微波谐振腔与量子比特的耦合强度， 达到强耦合区
间。进一步通过在器件上施加方波脉冲驱动电子在量子
点的不同能级间跃迁，并利用高灵敏微波谐振腔读取出
跃迁信号。 利用该技术，课题组表征了双量子点系统的
能级谱图， 特别是利用信号对不同能级的响应特性，给
出了系统的自旋态占据信息。

郭国平教授研究组长期致力于半导体量子芯片的
研究，此次利用微波谐振腔对量子比特能级谱和自旋态
的高灵敏测量，为将来实现半导体量子比特的高保真读
出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