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在参观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时强调

坚定创新自信紧抓创新机遇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分别参观展览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 10月 26日下午在参观国家“十三
五”科技创新成就展时强调，“十三五”时期，我国科
技事业加快发展，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在基础前沿、
战略高技术、民生科技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
果。这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特别是广
大科技工作者共同奋斗的结果。当前，我国已经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科技创新
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
用，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
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
健康，坚定创新自信，紧抓创新机遇，勇攀科技高
峰，破解发展难题，自觉肩负起光荣历史使命，加快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分别参
观展览。

下午 3时 45分许，习近平来到北京展览馆，走
进展厅参观展览。展览以“创新驱动发展 迈向科
技强国”为主题，共分总序、百年回望、基础研究、高
新技术、重大专项、农业科技、社会发展等 12个展
区。通过 1300多件实物、200多件模型等，集中展示
“十三五”以来，全党全国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
署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展览重点展示“九章”量
子计算原型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研究、
“天机”类脑芯片等基础前沿重大突破以及散裂中
子源、“慧眼”卫星等科学装置。面向经济主战场，

重点展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京
华号”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等。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重点展示中国空间站模型、火星车、“嫦娥五
号”、“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集成电路装
备、全球首个第四代核电高温气冷示范堆、“国和
一号”核电机组等国之重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重点展示一体化全身正电子发射 /磁共振成像装
备、无人植物工厂水稻育种加速器以及“科技抗
疫”“科技冬奥”的最新成果……一件件实物、一个
个模型生动诠释着“十三五”期间我国科技创新取
得的重大进展和突出成就，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仔
细观看，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并询问有关情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全国政
协有关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参观了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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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
朱晓波、彭承志等组成的研究团队与中国
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合作，构建了
66比特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
冲之二号”，实现了对“量子随机线路取
样”任务的快速求解，求解速度比全球最
快的超级计算机快 1000万倍以上，计算
复杂度比谷歌公开报道的 53比特超导量
子计算原型机“悬铃木”提高了 6 个数量
级。这使得中国成为目前唯一在光量子和
超导量子比特体系两条技术路线上达到
“量子优越性”里程碑的国家。相关成果日
前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和《科学通报》。

量子计算优越性是量子计算发展的
第一个里程碑，是指量子计算机对特定问
题的求解超越超级计算机。达到该里程碑
需要相干操纵 50个以上量子比特，超导
量子比特是国际公认的有望实现可扩展
量子计算的物理体系之一。

潘建伟、朱晓波、彭承志等长期瞄准
超导量子计算领域，于今年 5月构建了当
时国际上量子比特数目最多的 62比特超
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
号”，并实现了可编程的二维
量子行走 。

近期，团队在“祖
冲之号”的基础上，采
用全新的倒装焊 3D 封装工
艺，解决了大规模比特集成
的问题，研制成功“祖冲之二
号”，实现了 66个数据比特、

110 个耦合比特、11 路读取的高密度集
成。“祖冲之二号”采用可调耦合架构，
实现了比特间耦合强度的快速、精确可
调，显著提高了并行量子门操作的保真
度。通过量子编程的方式，研究人员实
现了对量子随机线路取样，演示了“祖
冲之二号”可用于执行任意量子算法的
编程能力。根据目前已公开的最优化经
典算法，“祖冲之二号”处理量子随机线
路取样问题的速度比目前最快的超级
计算机快 1000万倍以上。

2019年和 2020年，美国和中国相继
推出量子计算原型机“悬铃木”和“九章”，
实现了“量子优越性”，其中“九章”使用的
是光量子技术路线。“祖冲之二号”的成功
使中国成为唯一在两条技术路线上实现
“量子优越性”的国家。 （桂运安）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祖冲之二号”量子处理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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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25日，美国研究人
员在《自然—天文学》的两篇论文中
指出，2019 年澳大利亚望远镜检测
到的比邻星无线电信号似乎来自地
球，而不是外星人。

这个由俄罗斯亿万富翁 Yuri
Milner 出资 1 亿美元的外星智能搜
索项目“突破监听”，对 2019 年发现
的不寻常无线电波束进行了仔细研
究，发现其根本不是来自外星人。“该
信号来自某些技术人为的无线电干
扰，可能来自地球表面。”两篇论文的
合著者、加利福尼亚大学天文学家
Sofia Sheikh说。

这一信号被称为“突破监听候选
者 1”（BLC1），来自半人马座近邻的
方向，是由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 64
米长的帕克斯·穆里扬射电望远镜探
测到的。该望远镜在观测过程中，捕
获到了超过 400 万个不同波长的无
线电发射信号，其中一个所谓的“击
中”似乎是一束频率约为 982兆赫的
精确无线电波束。2019年 4月 29日，
它闪耀了大约 2.5小时，频率慢慢增
加，然后消失了。

研究人员对发现的每一次“击中”
都进行了一系列属性检查。其中一个标准是，如果信
号来自一颗绕恒星运行的遥远行星，观察到的频率
应该随着该行星的旋转和轨道运行而缓慢平稳地变
化。在帕克斯对比邻星的 400万次观测中，只有大约
100万次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个主要标准是，当望远
镜略微指向目标恒星系统远处时，信号应该消失。这
就将范围缩小到 5160个信号。

BLC1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所覆盖的频带非常
窄，排除了所有可能的天体物理无线电波来源。此
外，天文台 1000 公里以内，没有使用该频率的已
登记发射机，且它的持续时间比从望远镜上方经
过的飞机或卫星发出的无线电信号长。

到目前为止，“突破监听”团队分析的数百万
个信号中，这是唯一一个看起来可能是外星人发
出的信号。

在发现并标记出 BLC1后，Sheikh团队通过对
比邻星系统的档案观测，寻找与此类似的信号，结
果发现了 60个不同频率、在其他方面与 BLC1几
乎相同的其他信号。但当望远镜指向远离比邻星
的地方时，所有这些信号仍然可以被探测到，这表
明它们是由天文台附近的人为技术产生的。

虽然只有当望远镜对准目标恒星系统时才检
测到 BLC1，但研究人员发现这可能是一个巧合，
该信号最有可能是由两个相互干扰的人造无线电
发射器产生的。

Sheikh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海量信号中，
最可能的解释仍然是，这是人类科技发出的一种
‘奇怪’信号，恰好以正确的方式骗过了我们的过
滤器。我们仍然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 BLC1不是
来自外星技术的信号，但现在看来它是外星技术
的可能性非常低。” （辛雨）

相关论文信息：

周欣：国产设备研发，坚持最重要
■本报记者 韩扬眉

2020年 1月 22日晚 12点，距离武汉封城
还有 10个小时，周欣从北京搭乘当日最后一班
飞机回到武汉。
“武汉有传染病，你别回去了。”很多同事朋

友劝道。
“我们自主研制的人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

像技术和设备可能会发挥作用，我毕竟是团队
负责人，要推进这件事情。”想到团队研制的仪
器能对患者肺功能进行临床评估，可能会为此
次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技术支撑，周欣毫不犹
豫地决定“逆行”武汉。

周欣是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
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精密院）研究员。10 年
来，他坚持坐“冷板凳”，带领团队突破多项关
键核心技术，研制出了世界首台（套）获得医
疗器械注册证的人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装
备，核心指标国际领先，为肺病患者早期诊断
和治疗作出了重要贡献。2020年，周欣被评为
“中国科学院年度创新人物”。

“点亮”肺部“照亮”患者

回到武汉之后，周欣时时关注着全球疫情
的数据变化和相关研究动态。很快，他就看到
关于新冠肺炎患者临床死亡原因的报道，“这

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呼吸衰竭，死亡
前三天，血氧饱和度下降至 70%~80%”。

周欣第一时间向组织提交“请战书”，希望
携带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设备“参战”。

在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高度重视和协调指挥
下，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原院长、“人民英雄”张
定宇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将设备安装在武汉市
金银潭医院，在全球率先开展新冠肺炎患者肺
功能临床评估，同期还将设备应用于武汉同济
医院等抗疫一线，共计对新冠患者 1000余人次
进行肺部微结构和功能的全面评估。

研究发现，虽然普通症出院患者的肺部
CT影像和吹气肺功能参数无异常，但气体磁
共振成像设备影像显示，其通气功能有轻微
损伤，气血交换功能明显受损，大部分普通症
出院患者的通气和气血交换功能在第 6 个月
随访时有进程性改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
同行的高度关注。
“点亮”肺部的各个角落，了解人体肺部功

能的缺失，“读懂”肺部气体与气体交换以及气
体与血交换的信息，让疾病“杀手”无处隐藏，
这便是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设备的最大优势。

周欣研发该仪器，源于我国人民生命健康
的广泛需求。肺部疾病是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
康的重大因素，尤其是肺癌，已位居我国恶性

肿瘤发病首位，提高对肺部疾病的检测技术水
平并及时对肺部疾病进行筛查，实现早诊断、早
发现、早治疗，至关重要。

周欣告诉《中国科学报》，肺部常规的影像
学检测手段包括胸透、CT和 PET等技术，但这
些技术都有电离辐射。磁共振成像技术是一种
对人体无损无辐射的检测手段，能对人体大部
分组织器官的结构和功能进行成像，但肺部在
磁共振检测中却犹如一个“黑洞”。
“这是因为磁共振成像信号来源于人体中

水质子的信号，肺部是空腔组织，其水质子的
密度大约只有正常组织的千分之一，因此无法
实现肺部的可视化。”周欣解释道。
“点亮”肺部、解决传统磁共振成像对肺部空

腔无法清晰成像的难题，一直是周欣的心愿。

“十年”奋斗“今朝”发力

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设备的“台上一分钟”
背后，是周欣带领团队“十年功”的艰辛付出。

2009年，周欣回国工作。一个人就是一支
团队。他的“实验室”占了“6块地板砖”，实验方
案设计、实验设备安装调试，甚至一个螺丝钉
的固定，他都亲力亲为，工作到凌晨是常态。
2011年 1月，周欣得到了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的支持，完成磁共振信号增强方法的全面调
研，自主研发了一套远程探测的磁共振装置，可
进一步提高磁共振的检测灵敏度。这一研究为
仪器研制奠定了相关理论基础。

随后，为鼓励科学家立足国家战略需求
进行原创性和独创性的科学研究，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了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
备研制专项（部委推荐）。2013 年 1 月，周欣
作为专项首席科学家牵头攻关国家重大仪器
项目———“用于人体肺部重大疾病研究的磁
共振成像仪器系统”。

周欣发现，氙气是一种惰性气体，具有良好
的生物惰性、脂溶性和化学位移敏感性，可以溶
解在肺部血液和组织中，特别是在肺部气血交
换功能中具有十分独特的优势。经反复调研，他
们最终选择氙气作为气体造影剂。

然而，普通的氙气并不足以“点亮”肺部，
关键是要将其“超极化”，即增强气体的信号
强度，这也是整个研究的难点所在。

（下转第 2版）

近日，安徽合肥，第四届世界声博会暨 2021科大讯飞全球 1024开发者
节科博展上，小朋友在与 AI对弈围棋。

本次开发者节以“AI共生·新征程”为主题，除主题论坛和 AI开发者大赛
等专业活动外，还有面向公众的科博展。科博展有 AI科技馆、AI引力馆、AI共
生馆、AI奇趣馆、AI创客馆等五大主题展馆，参展企业数百家，供参观和体验
的科技好物近千款。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九章二号”量子计算原型机问世
求解特定问题比超算快亿亿亿倍

本报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
陆朝阳、刘乃乐等组成的研究团队与中国
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国
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构
建了 113 个光子 144 模式的量子计算原
型机“九章二号”，完成对用于演示“量子
计算优越性”的高斯玻色取样任务的快速
求解，求解速度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
算机快 10的 24次方倍（亿亿亿倍）。

量子计算机在原理上可通过特定算
法，在一些具有重大社会和经济价值的问
题方面，获得比经典计算机更强的算力。
大规模量子计算机的物理实现，是世界科
技前沿的重大挑战之一。

2020年，潘建伟团队成功构建了 76
个光子 100 个模式的高斯玻色取样量子
计算原型机“九章”，处理高斯玻色取样的
速度比超级计算机快 100万亿倍，使中国
成为全球第二个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国
家。同时，“九章”还克服了谷歌基于“悬铃
木”超导处理器的随机线路取样实验中量
子优越性依赖于样本数量的漏洞。

今年，潘建伟团队在“九章”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系列概念和技术创新，于近期成
功研制出“九章二号”。他们设计并实现了
受激双模量子压缩光源，显著提高了量子
光源的产率、品质和收集效率，将光源关
键指标从 63%提升到 92%；通过三维集成
和收集光路的紧凑设计，多光子量子干涉
线路增加到了 144维度；通过动态调节压
缩光的相位，实现对高斯玻色取样矩阵的
重新配置，演示了“九章二号”可用于求解
不同参数数学问题的编程能力。

根据目前已正式发表的最优化经典算
法，“九章二号”在高斯玻色取样这一问题
上的处理速度比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亿亿
亿倍，比“九章”快 100亿倍。“九章二号”1
毫秒可算出的问题，全球“最快超算”需 30
万亿年。

相关成果 10月 26日以“编辑推荐”
的形式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量子物理
学家、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教授巴里·桑
德斯认为，这是“令人激动的实验杰作”。

（桂运安）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九章二号”144模式干涉仪（部分）实验照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供图

“祖冲之二号”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
中国成为唯一在两条技术路线上达到这一里程碑的国家

http://weibo.com/kexuebao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