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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 16 日凌晨，世
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
子号”在酒泉升空。从此，浩瀚
的星空中多了一颗中国制造的

“量子星”。
就在此前几天，另一枚“重

磅炸弹”已然释放。2016 年 8 月
8 日，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
家科技创新规划》，其中明确提
出部署“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
机”重大项目。

“墨子号”不仅将中国人的名

字写进了量子物理学历史，亦如
一颗投入水中的小石子，激起层
层涟漪。美国、欧洲、日本纷纷启
动国家级量子计划。

智者先行，故从者众。它们追
赶的目标只有一个———中国。

智者先行 不可估量
姻本报记者陈欢欢

“以前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会来这
里。”坐在位于上海浦东的办公室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量子信息与
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创新
研究院）院长潘建伟向《中国科学报》
感慨说。

2007 年，为了方便同中科院上海
技术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技物
所）、中科院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

（现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等单
位合作开展卫星量子通信的关键技术
攻关，潘建伟的团队选择将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作为落脚点。

时至今日，这里仍未被公共交通
网络覆盖，距离最近的公交车站、地铁
站都在两公里以上。那几年，团队的骨
干成员每天去 30 公里外的上海技物
所“上班”，有时加班太晚，干脆就住在
附近的宾馆，第二天起来接着干。

为了“墨子号”，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同中科院系统
的多家兄弟单位———上海技物所、上
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微系统
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微小卫星创新研
究院、光电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光
电所）等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这
样的基础使其日后顺利成为中科院
首批启动建设的 4 个卓越创新中心之
一的核心团队。

2014 年，中科院启动实施“率先行
动”计划。作为提纲挈领的一项重要举
措，研究所分类改革得以迅速展开。其
中，集合优势单位协同创新，发挥“尖刀
连”的作用，并在某一个方向迅速迈向

国际前沿，是卓越创新中心承担的历史
使命。彼时，中国科大的量子信息科技
研究正好具备了这样的基础。

量子指的是物质不可再分的基本
单元，例如光量子（即光子）就是光能
量的最低单元，不可再分为“半个”光
子、“三分之一”个光子了。量子纠缠是
奇特的量子力学现象。通俗地说，两个
处于量子纠缠状态的粒子就像有“心
灵感应”，无论相隔多远，对其中一个
粒子进行测量得到某一结果，另一个
粒子也会瞬时相应塌缩到某一量子状
态。因此，由此衍生出来的量子通信技
术，是唯一被严格证明的无条件安全
通信方式，可以有效保障国防、政务、
金融等领域的信息安全传输。

量子信息科技所具有的革命性意
义已不言而喻，世界各科技强国都投
入巨资抢占制高点。但在上世纪 90 年
代末，量子信息科技的实验研究还处
于早期发展阶段，中国科大虽然起步
较早、在某些方向领先，但几支团队规
模都较小。

“慢慢地我们发现要做出高质量
原始创新，靠这种单一实验小组的模式
不行。”潘建伟回忆。尤其是 2011 年量
子科学实验卫星项目启动，这项原本属
于基础研究的工作正式进入追求零失
败的航天工程领域，愈发凸显出多学科
交叉、各项关键技术集成的必要性。

中科院高度重视量子信息科技的
布局和发展。2014 年 10 月，中科院量
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卓越创新中心

（以下简称卓越中心）正式成立，依托

中国科大建设。
成立之后，国际国内形势风起云

涌，卓越中心很快产生了危机感。在国
内，量子信息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层
面抓紧部署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
目“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并积极
筹建量子信息领域的国家实验室。国
际上，第二次量子革命方兴未艾，美
国、欧盟、英国等发达国家纷纷投入重
金部署国家级量子科技计划。

“这意味着我们随时有‘起个大
早、赶个晚集’的风险，本来我们只把

‘脑袋’放到卓越中心，现在则需要部
署全链条集成。”潘建伟说。

2016 年底，卓越中心适时向中科
院党组提出，为了更好地承担起国家
在量子信息科技领域的战略，将小而
精的“尖刀连”拓展为体量更大的“集
团军”———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
研究院。

这一请求迅速得到响应。2017 年
7 月，卓越中心正式转为创新研究院，
服务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并为筹建
国家实验室作积极探索。同年，合肥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得到国家
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联合批复，而创
新研究院将作为骨干力量参与建设。

“可能因为我们的方向比较新，总
是幸运地赶上中科院改革的第一班
车。”潘建伟说。

搭着这班顺风车，卓越中心以及
其后的创新研究院很快取得了一系列
重大创新成果：“多光子纠缠干涉度量
学”研究成果获得 2015 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首次实现多自由度量
子隐态传输，并被英国物理学会评为
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突破之首；开通
首条远距离量子通信干线———“京沪
干线”，为探索量子通信干线业务运营
模式进行技术验证，已在金融、电力等
领域初步开展了应用示范并为量子通
信的标准制定积累了宝贵经验；实现
首次洲际量子通信，构建了天地一体
化广域量子通信网络的雏形，并被美
国物理学会评为年度国际物理学重大
事件；研制出世界首台针对特定问题
的计算能力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
量子计算原型机。

《自然》杂志评价称，在量子通信
领域，中国用不到十年的时间，由一
个不起眼的国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世
界劲旅。

搭上改革快车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科大
和上海技物所在“墨子号”上的合作，双
方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碰撞”。

第一次“碰撞”发生在 2009 年。
外太空因为几乎真空，光信号损

耗非常小。将卫星作为中继器，可以大
大扩展量子通信距离，甚至实现全球化
的量子通信。为验证这一大胆设想的
可行性，中国科大和上海技物所、微小
卫星创新研究院等单位合作，首先在青
海湖进行百公里量子通信实验，量子纠
缠源则设置于湖中的一座岛上。

岛上没水没电，昼夜温差大，冬天
湖面结冰，只有一座寺庙和一些僧侣。
为了避免日光的影响，量子实验都在晚
上进行。于是，几个年轻人夏天上岛，晚
上做实验，白天下山挑水，再上山洗衣
做饭。帐篷、炉子、发电设备都要自己
搭建。青海湖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每 10
天过来送给养，此时便成了科研人员
最热闹的时光。

为了积累数据，实验一做就是 3
年。2012 年 8 月，潘建伟等人在国际上
首次实现百公里量级的自由空间量子
隐形传态和纠缠分发，这意味着在高损
耗的星地链路中，也能够实现单光子级
别的量子通信。

经过这次磨合，第二次的“碰撞”
更是火花四射，因为这一次，他们不仅
要将实验搬出实验室，还要搬上太空。

作为世界首颗空间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墨子号”没有前人经验可借鉴，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难度可想而知。
上海技物所研究员、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工程常务副总师、卫星系统总指挥王建
宇告诉《中国科学报》：“我们以前做各
种各样的卫星一般都有个参考，但量
子卫星真的没底，是一个从未有过的
巨大挑战。”

关于星地间量子纠缠分发的难
度，王建宇曾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
比喻：就像在太空中往地面的一个存
钱罐里扔硬币。不仅如此，天空中的

“投掷者”相对地面上的“存钱罐”还
在高速运动。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中国科
学家不仅要做世界第一颗量子卫星，还
要做一颗有实实在在科学影响力的量
子卫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两个团队
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为了实验更出
色，“激进”的科学家不断提出新的想
法，而“保守”的工程师则希望减少改
动，提高稳定性。

“那段时间，我和王建宇也经历了
激烈的磨合。事实证明，干大事必须精
诚合作。”潘建伟坦言。所幸，这是一颗
深深打上中科院烙印的卫星。

“科学家只要提出想法，我们就照
着设计。大家都是科学院出身，骨子里
追求卓越、渴望创新的文化是一脉相承
的。”上海技物所研究员、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系统副总师舒嵘说，虽然课题组间

也有自然形成的合作，但和卓越中心、
创新研究院体制下的合作相比，性质完
全不同。

“碰撞”的结果是，“墨子号”各项性
能都优于设计指标，原本计划两年完成
的科学实验任务不到一年就完成了。
2017 年 6 月，《基于卫星的纠缠分发距
离超过 1200 公里》以封面文章形式发
表在《科学》上。“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科研团队也因此获得 2018 年度
美国科学促进会克利夫兰奖，这是 90
余年来，中国科学家在本土完成的科研
成果首次获得这一重要荣誉。

“这个时候我们的合作已经体现
出了创新研究院的价值，那就是集中力
量干大事。”潘建伟认为。

为了卫星上天，团队里的年轻人
有的从科学家变成“半个”工程师，有
的则从纯粹的工程师进入了前沿研
究领域。

其中就包括科学应用系统主任设
计师、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任继刚。任
继刚记得自己读博士时第一次听潘建
伟作报告，仿佛在听一个科幻故事，没
想到日后竟成了故事中的一个角色。

“印象最深的是 2014 年春节，我们做实
验做到年三十凌晨 3 点。”他说，直到
2017 年实验基本完成后，所有人才度
过了一个“史上最开心”的春节。

2016 年 8 月 16 日，经过中国科
大、上海技物所、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

十年磨一剑

结合“墨子号”与“京沪干线”构建的首个天地一体广域量子通信网络雏形 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供图

在人才培养上，潘建伟有一个至
今为人称道的做法，那就是将优秀的
学生有针对性地送到国际顶尖团队
学习和开展合作，再将掌握的关键技
术带回国内。

于是，陈宇翱去德国马普所、赵博
去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研究超冷原
子量子调控，张强去斯坦福大学研究参
量上转换探测器，陆朝阳去剑桥大学研
究量子点光源，张军去瑞士日内瓦研究
单光子探测器……

潘建伟回忆说：“当时国内实验室
很缺人，但不把人送出去学习的话将来
这把火肯定烧不旺。所以尽管国内对人
才极度渴求，但还是把人送走了。”

如今，随着这批年轻人的集体归
国，这把量子通信的火真正烧起来
了，他们也个个成为独当一面的研究
室负责人。

卓越中心升级为创新研究院后，
改变了过去几个团队各为一个研究
室、相互间仍以自发合作为主的组织
模式，统筹设置了量子通信、量子计
算、量子精密测量、光电子与微电子
器件 4 个研究部，每个研究部下设若
干个研究室，整合相关的优势研究力
量。例如，量子计算研究部包含光量
子计算、超冷原子量子模拟、离子阱
量子计算、硅基量子点量子计算等多
个研究室。组成每个研究室的各个团
队，围绕研究部的主任务，在各个分
系统上开展协同攻关。

如何让这么多人彼此不重复又
能相互促进、协同创新？“我们的原则是

‘最优最简互补’。”潘建伟吐露了秘诀：
“创新研究院每次引进人才时一定要问
三个问题：是不是全国最好的？是不是
有重复？能否形成互补？”

按照“最优最简互补”的原则，创新
研究院在建设过程中重新调整了组织
架构，根据我国在量子信息科技领域已
有的区域集群优势，形成了“合肥总部
+ 北京分部、上海分部、济南基地 + 相
关研究单位”的研究队伍布局，各部分
朝向一个共同的主任务，既各司其职又
相互配合。这种科学组织架构很大程度
上避免了“内耗”和“打架”，也让创新研
究院近年来迎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量子科技涉及物理学、信息学、材
料学、工程技术等众多领域，一家科研
机构难以包打天下。为此，创新研究院
独具特色地联合了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力量，
形成全方位的协同合作网络，并通过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
技专项等，积极组织全国力量协同创
新、集中攻关。

通过制度改革，创新研究院不断加
强依托单位与共建单位的协同创新合
力，并建立起大型仪器设备、重大科研
基础设施等科技资源的统一管理机制，
充分提高了已有资源的统筹利用效率。

“通过项目将大家组织起来，协同
全国的科研力量，但又不是完成项目
后一哄而散。”潘建伟表示，从前每个
团队都需要进行全链条创新，现在则
可以只做自己擅长的部分，推动各学
科协调发展。

同地方共建也是创新研究院的一
大特色。在引进人才方面，安徽省和合
肥市都提供了力度较大的政策支持。不
过，对于创新研究院来说，真正能留下
人的还是事业。以“墨子号”团队为例，
具体负责项目的主任设计师几乎全是

“80 后”。任继刚、印娟等人都是在国内
成长起来的科研骨干。

“青海湖的项目完成后，潘老师提
出让我留下继续做卫星，刚博士毕业就
能做卫星吗？这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任继刚回忆。

研究超导量子计算的朱晓波则是
从兄弟单位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加入创
新研究院的。不久前，他们刚刚成功实
现了 12 个量子比特的多体真纠缠态

“簇态”的制备，刷新了超导量子比特纠
缠的世界纪录。

“量子计算机意义重大，我们的目
标是做出实际应用。”朱晓波说，超导
是目前最受关注的量子计算方案之
一，也是谷歌、IBM 等商业公司投入
最大的方案。

“我们在这一方向上虽然是追赶
者，但创新研究院可以凝聚力量形成协
同攻关，跟世界最前沿的研究组竞争，
不管中间有多困难，都不会改变我们的
信念。这也是我加入创新研究院的原
因。”朱晓波说。据悉，在创新研究院，朱
晓波除了自己的学术团队，还有一支近
30 人的团队为他们提供支撑服务。

“创新研究院的作用就像土壤。”潘
建伟说，“在单个研究小组中，很多种
子只能长成花盆中的盆景，但在创新
研究院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
的模式下，我们希望每颗种子都能长
成参天大树。”

目前，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
“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实施方案已
形成，专家组一致建议尽快启动。作为
我国量子科学领域研究的领军机构，创
新研究院将牵头肩负起这一重大项目，
着力解决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领域一
系列前沿科学问题，突破一系列关键技
术和核心器件，培育形成量子通信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

最优最简互补

20 年前，潘建伟最常被问到的一
个问题是：量子信息科学，欧洲美国都
刚刚起步，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做？每次
他都耐心讲解量子科技革命的意义，结
果却不尽人意。“难度太大”“不靠谱”

“做不成”是他最常听到的评价。
潘建伟认为那段时间是自己研究

生涯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学科方向不
被理解，申请经费四处碰壁。

2002 年，潘建伟提出自由空间量
子通信的构想，同样遭到了各界质疑。
一筹莫展之时，他接连从中科院获得了

“第一桶金”“第二桶金”。在一次项目申
请会上，面对诸多质疑声，当时中科院
分管基础研究和人才引进的领导发言
强调：潘建伟发过很多高质量文章，得
到了国际认可，科学院作为支持原始创
新的机构，能不能让他试一试？

就这样，潘建伟拿到了中科院的经
费。他很快在 2004 年底进行了国内第
一个自由空间实验，在合肥创造了 13
公里的双向量子纠缠分发世界纪录，而
此前的国际纪录是 600 米。由于整个竖
直大气层的等效厚度为 10 公里左右的
近地面大气，实现了 13 公里的量子纠
缠分发就意味着光子能够突破大气层，
有效验证了星地量子通信的可行性。

到了 2009 年，当潘建伟向着实现
星地量子通信的梦想努力前进时，主要
的质疑声依然是那个问题：卫星量子通
信，外国都没人做，我们是否太冒失？那
时，我国以业务卫星为主，科学卫星渠

道很少。关键时刻，又是中科院前瞻性
地设立了空间科学先导专项，“墨子号”
幸运地成为专项支持的首批科学实验
卫星之一。

潘建伟没有辜负期望。“墨子号”和
“京沪干线”引发的“蝴蝶效应”是巨大
的———欧美国家明显加快量子通信领
域的布局，同这两项工程在我国率先成
功实施直接相关。

“中科院能相信我的科学判断，让
我往前走一步，是需要勇气的。而我们
能够 20 年来坚持在科学上毫不动摇，
也是因为有中科院体制的支持。”潘建
伟强调说。

支持越大，责任就越重。“墨子号”
是一颗低轨卫星，每天经过中国上空两
次。王建宇透露，在国家支持下，创新研
究院计划再设计一颗高轨卫星，以便未
来可以随时随地做实验。“这次的难度
就不是扔硬币了，可能比纽扣还要小，
但我们已经在准备了。”

印娟则介绍，创新研究院正在着手
制定相关模式标准并推广到全球，等未
来建起一张全球量子卫星通信网时，我
国将发挥主导作用。

2017 年 11 月，美国开始禁运量
子密码相关设备和器件，12 月又扩展
到包括整个量子信息和传感等 14 个
领域。随后，欧洲也陆续开始禁运相
关设备。

“以前我们能在全世界购买性能好
的元器件，后来他们不卖了，我们只好

买材料加工。好不容易加工品质提上来
了，高品质的原材料又不卖了。现在更
糟糕，凡是跟量子信息加工有关的产品
都不卖了。”潘建伟说。

做分子束外延的中国科大教授霍
永恒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引进的。他
坦言：“如果在 10 年前未必会引进我，
但现在不同往日，我们只能自己做。”

近几个月，潘建伟感到自己的思想
转变很大。“以前是集成全球的创新要
素做创新，现在就必须考虑，如果别人
什么都不给，我们还能不能创新？！”

在他看来，这更说明从卓越中心转
到创新研究院的必要性。量子信息科学
有明确的应用导向，创新研究院的目标
亦不仅仅是发表文章，完成转化应用才
真正实现了科技创新的价值。“再不加
速就真的只能停留在基础研究了”。

目前，量子通信是创新研究院四大
方向中最接近于实际应用的方向。量子
保密通信“京沪干线”全长 2000 余公
里，目前正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制
定标准，为将来量子通信干线的商业运
营和规模化应用奠定基础。在面向世界
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的量子精密
测量、量子计算、量子传感等方面，创新
研究院也将为技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创新研究院一定要领跑，不然就
变成了‘跟踪研究院’。现在国际上追赶
的速度很快，很多方面我们还要向别人
学习，丝毫不敢懈怠。”对于未来，潘建
伟如是说。

加速加速再加速

光电所、国家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国
家空间科学中心等十多个团队历时 5
年的合作，“墨子号”成功发射。所有人
长舒一口气，但这不是终点。

卫星于凌晨升空后，几位主任设
计师立刻从酒泉赶往各地面站。由于卫
星在夜晚经过，且在地面站上空的过境
时间仅有几百秒，因此一入夜，河北兴
隆、青海德令哈、乌鲁木齐南山、西藏阿
里、云南丽江 5 个地面站便忙碌起来。

“8 月 18 日凌晨，我们在德令哈地

面站第一次将地面的信标光覆盖到‘墨
子号’，为离开地面近 48 小时的‘墨子
号’点亮了灯塔，建立了星地互联的第
一步。”量子纠缠源载荷主任设计师、中
国科大教授印娟回忆说。

2017 年 8 月，“墨子号”提前一年
完成星地量子纠缠分发、星地量子密钥
分发、地星量子隐形传态三大既定科学
目标，向世界宣告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实
现空间尺度的量子科学实验研究。

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对此

评价：“墨子号”开启了全球化量子通
信、空间量子物理学和量子引力实验检
验的大门，为中国在国际上抢占了量子
科技创新制高点，成为国际同行的标
杆，实现了向“领跑者”的转变。

回忆起这次合作，王建宇有四点体
会：“第一，原创的科学思想是灵魂；第
二，决策层下定决心让科学家去闯，才
有了今天的成绩；第三，团队协同作战
效果显著；第四，科学团队和工程团队
必须互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