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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墨子号”卫星实现千公里级量子纠缠分发。 □新华社记者 卢哲 金立旺 编制

新华社北京 8月 10日电（记者 喻

菲）中国科学家在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墨子号”上完成了一项特殊实验：从地面

到太空的量子隐形传态。这也是“墨子

号”最难做的一项实验，它还常常被人联

想到科幻电影《星际迷航》中的超时空传

输。它们是一回事吗？

“墨子号”的地星量子隐形传态实验

成果 10日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

然》杂志上。《自然》杂志审稿人称赞实验

结果代表了远距离量子通信持续探索中

的重大突破，“目标非常新颖并极具挑战

性，它代表了量子通信方案现实实现中的

重大进步”。

中国科学院院士、量子卫星首席科学

家潘建伟说，量子隐形传态是量子通信的

一个重要内容，它利用量子纠缠可以将物

质的未知量子态精确传送到遥远地点，而

不用传送物质本身。

这有点像孙悟空的“筋斗云”，也像

《星际迷航》中，宇航员在特殊装置中说一

句“发送我吧”，他就瞬间转移到另一个星

球。

当然，这只是个比喻。科学家指出，

量子隐形传态实验中，被传输的是信息而

并非实物。把粒子A的未知量子态传输

给远处的另一个粒子B，让B粒子的状态

变成A粒子最初的状态。注意传的是状

态而不是粒子，A、B的空间位置都没有变

化，并不是把A粒子传到远处。当B获得

这个状态时，A的状态也必然改变，任何

时刻都只能有一个粒子处于目标状态，所

以并不能复制状态，或者说这是一种破坏

性的复制。

潘建伟说，“墨子号”量子隐形传态

实验采用地面发射纠缠光子、天上接收的

方式。卫星过境时与海拔 5100米的西藏

阿里地面站建立光链路，地面光源每秒产

生 8000个量子隐形传态事例，实验通信

距离从500公里到1400公里，实验传送了

6个量子态，置信度均大于99.7%。

“假设在同样长度的光纤中重复这一

工作，需要 3800亿年，也就是宇宙年龄的

20倍，才能观测到1个事例。”潘建伟说。

他说：“这一重要成果为未来开展空

间尺度量子通信网络研究，以及空间量子

物理学和量子引力实验检验等研究奠定

了可靠的技术基础。”

潘建伟介绍，在“墨子号”开展的星地

高速量子密钥分发、量子纠缠分发和地星

量子隐形传态三大实验中，量子隐形传态

实验是最难的。因为前两个实验都是从

卫星向地面传送光子，在起初的 490公里

真空中不会受到大气影响，只有最后 10
公里进入大气层最稠密的部分时会受到

影响。但是量子隐形传态实验是从地面

向卫星发送光子，最初 10公里就受到影

响，到后来光斑被放大，抖动特别厉害，接

收效率就会大大降低。

量子隐形传态是 1993 年由六位物

理学家联合提出的。1997年，潘建伟的

老师、奥地利物理学家塞林格带领的团

队首次实现了传送一个光子的自旋。

他们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实验

量子隐形传态》的文章，潘建伟是第二

作者。这篇文章后来入选《自然》“百年

物理学 21 篇经典论文”，跟它并列的论

文包括伦琴发现 X 射线、爱因斯坦建立

相对论、沃森和克里克发现 DNA 双螺

旋结构等。

事实上，在量子态隐形传态的漫长旅

程中，每一点距离的进步都可以被视为一

座里程碑。虽然最初的传输距离仅为数

米，但美国《科学》杂志的评语是：“尽管想

要看到《星际迷航》中‘发送我吧’这样的

场景，我们还得等上很多年，但量子态隐

形传态这项发现，预示着我们将进入由具

有不可思议能力的量子计算机发展而带

来的新时代。”

人类想离开太阳系去看看，量子隐形

传态能否在未来成为人类星际旅行的方

式？

潘建伟指出，传送几十、几百个微观

粒子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但要传送复杂

的实物现在还是一种科学幻想。人是由

10的 28次方个粒子组成的，所以人类通

过这种方式星际旅行还是个遥不可及的

梦想。

但他说，300多年前开普勒给伽利略

写了一封信，说人类应该造一艘能够在太

空中飞翔的帆船，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大

约260年后的1969年，美国阿波罗计划让

人类登陆月球成为现实，现在人类飞行器

已经到了太阳系的边缘。“我不敢说超时

空传送真的能实现，但是科学的发展是不

能预测的。”

即使这样的科幻永远无法实现，量子

隐形传态研究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潘建

伟说，量子隐形传态可用于量子计算和量

子网络方面的研究。科学家正在研发的

量子计算机之间未来要实现互联互通，进

行协同计算，就需要量子隐形传态。

日前，中国科学院在京召开新闻发

布会对外宣布，“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提前并圆满实现全部三大既定科学

目标，为中国在未来继续引领世界量子

通信技术发展和空间尺度量子物理基本

问题检验前沿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与

技术基础。

抢占量子科技创新制高
点，实现“领跑者”的转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及其

同事彭承志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中国

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王建宇研究

组、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光电技术研究

所、国家天文台等，在中国科学院空间科

学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支持下，利用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国际上首

次成功实现了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

分发和从地面到卫星的量子隐形传态。

两项成果于8月10日同时在线发表在国

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这是继

先前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千公里级星地双

向量子纠缠分发和量子力学非定域性检

验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之后，中

国科学家利用“墨子号”量子卫星实现的

空间量子物理研究另外两项重大突破。

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

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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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国际同行的标杆，实

现了“领跑者”的转变。

唯一已知的不可窃听、不
可破译的安全通信方式

通信安全是国家信息安全和人类经

济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千百年来，人

们对于通信安全的追求从未停止。然

而，基于计算复杂性的传统加密技术，在

原理上存在着被破译的可能性。随着数

学和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经典密码被

破译的可能性与日俱增。

通常认为，量子通信主要研究内容

包括量子密钥分发（量子保密通信）和量

子隐形传态。

量子密钥分发通过量子态的传输，在

遥远两地的用户共享无条件安全的密钥，

利用该密钥对信息进行一次一密的严格

加密，这是目前人类唯一已知的不可窃

听、不可破译的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

“通俗来讲，量子密钥分发，就好比

一个人想要传递秘密给另外一个人，需

要把存放秘密的箱子和一把钥匙传给接

收方。接收方只有用这把钥匙打开箱

子，才能取到秘密。没有这把钥匙，别人

无法打开箱子，而且一旦这把钥匙被别

人动过，传送者会立刻发现，原有的钥匙

作废，再给一把新的钥匙，直到确保接收

方本人拿到。”潘建伟说。

卫星的辅助可以大大扩
展量子通信距离

量子通信通常采用单光子作为物理

载体，最为直接的方式是通过光纤或者

近地面自由空间信道传输。如何实现安

全、长距离、可实用化的量子通信，是该

领域的最大挑战和国际学术界几十年来

奋斗的共同目标。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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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利用外

太空几乎真空因而光信号损耗非常小的

特点，通过卫星的辅助可以大大扩展量

子通信距离。同时，由于卫星具有方便

覆盖整个地球的独特优势，是在全球尺

度上实现超远距离实用化量子密码和量

子隐形传态最有希望的途径。”

从本世纪初以来，该方向已成为了

国际学术界激烈角逐的焦点。潘建伟团

队为实现星地量子通信开展了一系列先

驱性的实验研究。

为构建覆盖全球的量子
保密通信网络奠定基础

此次完成的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

实验是“墨子号”量子卫星的科学目标之

一。

潘建伟表示，这一重要成果为构建

覆盖全球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奠定了可

靠的技术基础。以星地量子密钥分发为

基础，将卫星作为可信中继，可以实现地

球上任意两点的密钥共享，将量子密钥

分发范围扩展到覆盖全球。此外，将量

子通信地面站与城际光纤量子保密通信

网（如合肥量子通信网、济南量子通信

网、京沪干线）互联，可以构建覆盖全球

的天地一体化保密通信网络。

地星量子隐形传态实验是“墨子号”

量子卫星的另一个科学目标之一。彭承

志说，这一重要成果为未来开展空间尺

度量子通信网络研究以及空间量子物理

学和量子引力实验检验等研究奠定了可

靠的技术基础。 （吴月辉）

（《 人民日报海外版 》8月10日）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记者 喻菲）

中国“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国际上

首次成功实现从卫星到地面的高速量子密

钥分发，为建立最安全保密的全球量子通

信网络奠定可靠基础。“墨子号”的这一成

果发表在 10日出版的国际权威学术刊物

《自然》杂志上。《自然》杂志的审稿人称赞星

地量子密钥分发成果是“令人钦佩的成就”

和“本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量子卫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潘建伟说，“墨子号”量子密钥分发实验

采用卫星发射量子信号，河北兴隆与新疆

南山地面站分别接收的方式，在北京和乌

鲁木齐之间建立了量子密钥。据介绍，“墨

子号”过境时与地面光学站建立光链路，通

信距离从 645公里到 1200公里。在 1200
公里通信距离上，星地量子密钥的传输效

率比同等距离地面光纤信道高 20个数量

级（万亿亿倍）。卫星上量子诱骗态光源平

均每秒发送4000万个信号光子，一次过轨

对接实验约10分钟可生成300kbit的安全

密钥，平均成码率可达每秒1.1kbit。
“这样的密钥发送效率可以满足绝对

安全的打电话或银行传输大量数据的需

求。”潘建伟说。

他说，这一重要成果为构建覆盖全球

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奠定了可靠的技术基

础。以星地量子密钥分发为基础，将卫星

作为可信中继，可以实现地球上任意两点

的密钥共享，将量子密钥分发范围扩展到

覆盖全球。此外，将量子通信地面站与城

际光纤量子保密通信网（如合肥量子通信

网、济南量子通信网、京沪干线）互联，可以

构建覆盖全球的天地一体化保密通信网

络。

绝对安全的保密通信

通信安全是国家信息安全和人类经济

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也是当代世界的难

题。窃听、反窃听；加密、解密……这些密

码学中的矛与盾处于恒久的博弈之中。

保密通信的原理在于，唯有掌握密钥，

才能轻易重现传递的信息。信息的安全性

主要依赖于密钥的秘密性。然而，传统加

密技术在原理上存在着被破译的可能性。

随着数学和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经典密

码被破译的可能性与日俱增。

有没有绝对安全的保密通信，让窃听、

破译者无计可施？所幸的是，量子物理提

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如果量子计

算机是针对传统密码的“利剑长矛”，那么

量子密码技术就是抵御它的“坚固盾

牌”。量子密码提供了一种不可窃听、不

可破译的新一代密码技术。

专家介绍，与经典通信不同，量子密

钥分发通过量子态的传输，在遥远两地的

用户共享无条件安全的密钥，利用该密钥

对信息进行一次一密的严格加密，这是目

前人类唯一已知的不可窃听、不可破译的

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

潘建伟说，量子密钥就是在A和B之

间共同生成一串只有他们两边知道的随

机数，然后用这个随机数来加密。量子密

钥一旦被截获或者被测量，其自身状态就

会立刻发生改变。截获量子密钥的人只

能得到无效信息，而信息的合法接收者则

可以从量子态的改变中得知量子密钥曾

被截取过。将量子密钥应用于量子通信

中，就是量子保密通信。与传统通话方式

相比，量子保密通信采用的是“一次一密”

的工作机制，通话期间，密码机每分每秒

都在产生密码，一旦通话结束，这串密码

就会立即失效，且下次通话不会重复使

用。

潘建伟打了个比方，古人在信封上用

火漆封口，一旦信件被中途拆开，就会留

下泄密的痕迹。量子密钥在量子通信中

的作用比火漆更彻底，因为一旦有人试图

打开“信件”，量子密钥会让“信件”自毁，

并让使用者知晓。

从太空突破极限

他说，量子通信通常采用单光子作为

物理载体，最为直接的方式是通过光纤或

者近地面自由空间信道传输。但是，这两

种信道的损耗都随着距离的增加而指数增

加。由于量子不可克隆原理，单光子量子

信息不能像经典通信那样被放大，这使得

之前的量子通信的局限在百公里量级。

“根据数据测算，通过 1200公里的光

纤，即使有每秒百亿发射率的单光子源和

完美的探测器，也需要数百万年才能建立

一个比特的密钥。因此，如何实现安全、长

距离、可实用化的量子通信是该领域的最

大挑战和国际学术界几十年来奋斗的共同

目标。”潘建伟说。

他说，利用外太空几乎真空因而光信

号损耗非常小的特点，通过卫星的辅助可

以大大扩展量子通信距离。同时，由于卫

星具有方便覆盖整个地球的独特优势，是

在全球尺度上实现超远距离实用化量子密

码和量子隐形传态最有希望的途径。从本

世纪初以来，该方向已成为了国际学术界

激烈角逐的焦点。

早在2003年，潘建伟团队已经为实现

星地量子通信开展了一系列先驱性的实验

研究。

量子通信在国防、军事、金融等领域应

用前景广阔。有专家预测，量子通信技术

可能在20至30年后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

难以估量的影响。量子通信因其传输高效

和绝对安全等特点，被认为是下一代通信

和计算机技术的支撑性研究，也已成为全

球物理学研究的前沿与焦点领域。

中国成功从太空发送不可破解的密码
“墨子号”量子实验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

“墨子号”完成最难实验

首次实现量子密钥分发和隐形传态

“墨子号”量子卫星实现三大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