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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5年克莱顿·克里斯滕森提出以来，历经演变和拓

展，颠覆性技术已成为对行业和领域的格局、秩序和体系具

备重构能力技术的统称。颠覆性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军事

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是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竞争前沿。持

续深入开展好战略研究，尽早识别和发展颠覆性技术，在我

国当前由大变强、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世界科技强

国”战略目标的历史阶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颠覆性技术，对颠覆性

技术的战略研究和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指示。为贯彻和落实指

示要求，2016年8月25日中国工程院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

“创新战略院”），目的是联合国内单位组织开展持续、系

统的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

为及时、准确地报道国外政府、智库、高校及公司等在

颠覆性技术方面的规划及最新进展，展现国内外对颠覆性技

术的相关观察与思考，在工程院和中物院的领导和指导下，

创新战略院和“工程科技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

目项目组决定编辑出版《颠覆性技术快报》，期望能为决策

层提供有益参考，为同行专家和研究人员提供交流的平台。

2017年4月25日

应用物理、强激光技术和能源战略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 

俄罗斯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

主编致辞





主        编： 杜祥琬

副  主  编： 孙昌璞    张    科

委        员：（排名不分先后）

 范国滨    吕跃广    屠海令    欧阳晓平    王辰    张    军

 孙永福    王礼恒    周济（清华）                俞梦孙    陈晓红

 陈    劲    吴新年    徐选华    胡东滨    白光祖    陈伟芳

 吴    飞    李小平    程玉华    蒋利军    赵鸿滨    郭红霞

 毛卫国    王健伟    杨俊涛    高东平    高    峰    卢虹冰

 隋秀峰    高智杰    彭现科    刘安蓉    曹晓阳

执行主编： 曹晓阳

编  辑  组： 冯晓辉    刘安蓉    魏    翔    梅哲卿    李    静

编辑委员会成员



前沿动态

01  科学家们开发出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燃料的新方法

01  通过推进基于石墨烯的医疗技术以打造更安全的世界

02  研究人员设计洪水风险管理的协作方法

03  研究人员对中微子质量的发现更进一步

04  新的GPS模拟器将支持美国空军的蜂群弹药测试

05  研究人员设计出能够传达情感的表情机器人

05  谷歌DeepMind团队为语言模型带来新工具，可及时发现并修复有害行为

06  研究人员利用机器学习开发3D可变形材料

07  美国防部“幽灵舰队”4艘无人驾驶船只成功移交

08  机器人首次独立完成腹腔镜手术

09  全球首例转基因猪心脏人体移植手术实施

10  中国科大量子模拟团队成功测量第二声衰减

11  笼目结构超导体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12  3D海绵石墨烯用于超级电容器

13  我国科学家首次发现并证实玻色子奇异金属

14  超吸收开启了下一代量子电池的大门

01

目     录

- 14

C O N T E N T S



观察思考

15  太赫兹通信技术概述

15 - 22



DISRUPTIVE TECHNOLOGY LETTERS ISSUE 1 (TOTAL 54) in 20221

前沿动态

科学家们开发出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燃料的新方法

通过推进基于石墨烯的医疗技术以打造更安全的世界

瑞典隆德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已经证明了利用先进的材料和超快激光光谱技术将二

氧化碳（CO2）转化为燃料的可能性。该团队的化学研究员托努·普勒里茨Tönu Pullerits表

示：“这项研究使用了吸收阳光并利用其能量转换二氧化碳的材料组合。借助超快激光光

谱学，我们准确地绘制了这一过程中发生的情况”。研究人员研究了一种叫做共价有机框架

（COF）的多孔有机材料，其以能非常有效地吸收阳光而闻名。通过向COF中添加催化复合

物，他们成功地在不需任何额外能量下将二氧化碳转化为一氧化碳。 “转化为一氧化碳

需要两个电子。当我们发现带有蓝光的光子产生高能级的长寿电子时，我们可以简单地用

电子给COF充电并完成一个反应，”隆德大学的化学研究员郑开波Kaibo Zheng说。研究人

员认为这项研究是减少大气中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一个突破。普勒瑞特和郑

开波希望他们的研究能为未来的发现做出贡献，以开发更大的装置，从而在全球范围内使

用。这意味着最终这一发现将大大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克服地球目前面临的气候危

机。（Innovation News Network 2月17日）

加拿大知识产权开发和商业化公司Zentek Ltd作为一家十分关注石墨烯创新的企业，

其正在构建一个知识产权投资项目群，专注于下一代技术以及在医疗保健和可持续性发

展领域中的机遇。Zenktek与其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以开发出解决方案，使他们能够快速开

发知识产权并将其商业化。该公司与十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大约120名研究人

员。ZeTEK Ltd的CEO 格雷.弗顿Greg Fenton表示：“在疫情大流行的开始，我们向自己的

团队提出了一个挑战，那就是通过找到石墨烯的应用以帮助对抗COVID-19，从而有助于

我们社会的安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发并推向市场的是一种基于抗菌石墨烯的涂层，

ZenGUARDTM。”当该涂层应用于口罩时，细菌过滤效率（BFE）为99.99%+，病毒过滤效

率（VFE）为99.99%+。对于那些在高风险环境工作的人来说，具有BFE和VFE水平的外科

口罩，以及它所带来的抗菌特性，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工具。（Innovation News Network 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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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设计洪水风险管理的协作方法

来自普渡大学、海湾研究所、爱荷华大学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研究小组共同

开展了一项研究，旨在通过设计多模型联合概率方法来估算复合洪水风险，从而改进

洪水政策设计。普渡大学工业工程系助理教授戴维·约翰逊David Johnson表示，该团

队工作扩展了最佳采样联合概率方法（JPM-OS），不仅描述了热带气旋参数（中心

压差、最大风速半径等）的联合概率，还包括降雨的时空分布（使用新型概率生成

器）和受影响流域的前期条件。该团队通过一个相对快速、粗略的模型运行数万次风

暴模拟。模拟结果不仅在风暴特征上有所不同，而且在风暴到来时，当地条件（如土

壤湿度和水流）也有所不同。通过统计分析，其可以确定一组小得多的几百个事件，

这些事件的统计特性与整个模拟集非常相似，例如多个位置的风暴潮高程分布相似，

流域内支流的河流流量增长率相似。接下来，该团队将通过一个更详细的模型运行简

化集，以更好地了解这些事件和条件组合可能导致的潜在洪水风险。这项研究的结果

表明，需要设计更好的程序来评估复合风险，以便为洪水保险政策、建筑规范和其他

洪水风险管理机制提供依据。（Innovation News Network 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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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对中微子质量的发现更进一步

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Arlsruhe TRItium Neutrino（KATRIN）实验团队报告表

明，中微子的最大质量为0.8电子伏特（electron volt, 符号为eV）。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一直

有间接证据表明，这些粒子应该比1ev轻，但这是首次在直接测量中显示出这一点。该研究

结果于2月14日发表在《自然物理学》上。

KATRIN在2019年报告了之前的1.1 eV上限。到目前为止，这项实验只能给质量设定

一个上限。但研究人员表示，一旦它在2024年完成数据收集，它可能能够进行明确的测量，

这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实验。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理论粒子物理学家朱莉

娅.哈兹Julia Harz表示：“如果KATRIN实验是在达到0.2 eV的灵敏度目标之前精确确定中

微子质量，这将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她补充说，特别是它可以为如何改进宇宙学理论提供

指导。

KATRIN 2019年的结果基于当年4月和5月的首次实验，当时氚束以其全部强度的四分

之一运行。最新结果基于2019年晚些时候第一次全力展开的运行数据。这些数据意味着上

限为0.9 eV，与之前的结果相结合时，上限降至0.8 eV。

虽然对中微子最大质量的估计更加趋于保守，但目前仍然不能报告中微子质量的下

限。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的粒子物理学家、KATRIN成员马格纳斯·施洛Magnus Schlösser

说，数据仍然不排除其质量为零的可能性。但其他证据，尤其是来自宇宙学观测的证据表

明，中微子不可能是无质量的。即使在2024年之后，KATRIN仍有可能无法测量中微子的

最小质量：如果质量小于0.2eV，它可能超出实验的灵敏度。马格纳斯将这一探索比作西班

牙征服者寻找一座神话般的黄金之城。“这就像在寻找黄金国。”他说：“你缩小了找到它

的可能性。”（Nature 官网 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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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GPS模拟器将支持美国空军的蜂群弹药测试

美国空军正在其制导武器评估设施中集成一个新的GPS模拟器，以支持该军种的

蜂群弹药项目“黄金部落”的测试。该机构选择了奥罗利亚（Orolia）国防和安全局

的BroadSim波前模拟器，帮助测试位于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的制导武器评估设

施的电子防护技术。新的模拟器将有助于服务测试“受控接收模式天线”，该天线可

提供针对GPS干扰和欺骗的保护，这对于像“黄金部落”这样依赖定位、导航和定时

信息的项目来说是一项重要功能。奥罗利亚2月15日的一份新闻稿称，奥罗利亚的软

件定义解决方案提供了可用于未来的传感器和信号的自动化校准和灵活性。

奥罗利亚的产品总监蒂姆·霍曼（Tim Hohman）在发布会上说：“由于采用了软

件定义的体系结构，许多升级不需要额外的硬件，这对已经在使用该解决方案的客户

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势”。“金色部落”是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的四个先锋项目

之一，旨在从事高优先级、变革性技术的开发工作。通过“金色部落”项目，美国空

军正在努力将集群的弹药进行联网，从而实现可使用一个通用的战术手册进行自主操

作的目标。（C4ISRNET 网站 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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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设计出能够传达情感的表情机器人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守护者机器人项目的一个团队最近制作了一个名为尼克拉Nikola

的表现力强的仿人机器人，它成功地传达了快乐、悲伤、恐惧、愤怒、惊讶和厌恶这六种

人类基本情绪。尼古拉的脸上有29个气动执行器，控制其人造肌肉的运动。其还有6个执

行器控制头部和眼球的运动。气动执行机构由气压控制，使动作安静、平稳。该团队基于

面部动作编码系统（FACS）放置了执行器，该系统已被广泛用于研究面部表情。过去的

研究已经确定了许多面部动作单元，如“脸颊抬高器”和“嘴唇皱褶”，它们构成了幸福

或厌恶等典型情绪，研究人员将这些动作单元纳入了尼古拉的设计中。

佐藤表示：“从短期来看，像尼古拉这样的机器人可以成为社会心理学甚至社会神

经科学的重要研究工具。”“与人类相比，机器人更加擅长控制行为，并能促进对人类社

会互动的实证研究”。例如，研究人员要求人们在系统控制尼古拉面部动作的速度时，对

其情绪的自然程度进行评分。其发现一些情绪（如悲伤）的最自然速度比其他情绪（如

惊讶）的速度慢。虽然尼古拉仍然没有身体，但守护机器人项目的最终目标是建造一个

能够帮助人们的机器人。佐藤总结道：“能够与我们进行情感交流的机器人在现实生活

中的各种情况下都很有用，比如照顾老年人，从而促进人类福祉。”（Innovation News 

Network 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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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DeepMind团队为语言模型带来新工具，可及时发现并修复有害行为

语言赋予人类表达思想、交流概念、创造记忆和相互理解的能力，开发和研究强

大的语言模型有助于构建安全高效的高级人工智能系统。

此前，研究人员通过使用人工注释器手写测试用例来识别语言模型部署前的有害

行为。这种方法是有效的，但由于人工注释成本高昂，测试用例的数量和多样性被大

大限制。

近日，谷歌DeepMind团队发表了一项新研究，他们提供了一种名为“红队”

（Red Teaming）的工具，可以在运行的语言模型影响用户之前发现并修复其有害行

为。

在这项研究中，DeepMind使用经过训练的分类器来评估目标语言模型对生成测

试用例的回复情况，并检测其中的冒犯性内容。最终，该团队在参数达 280B 的语言

模型聊天机器人中发现上万条冒犯性回复。

据悉，DeepMind通过即时工程来检测语言模型生成的测试用例，以发现各种其他危

害，包括自动查找聊天机器人的攻击性回复、被聊天机器人滥用的私人电话号码、以及在生

成文本中泄露的私人训练数据等。（颠覆性技术情报大数据平台 2月16日）

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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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3日，美国驱动网站发布了一篇标题为《美国国防部的幽灵舰

队计划终结，4艘无人驾驶船只将移交给海军》的报道。该报道称，美国海军

将接收4艘无人水面舰艇（USV）。这4艘船由美国国防部的战略作战能力办

公室（SCO）开发，是幽灵舰队“霸主”计划的一部分。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

（NAVSEA）无人海洋系统的项目负责人彼德·斯茂上尉对外表示，这些无人驾

驶船的研制是由美国国防部的战略作战能力办公室（SCO）出资的，因此对于美

国海军而言其实算是免费获得了这些船只。

这次移交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鉴于维持一支全部由大

型有人驾驶舰艇组成的舰队的成本急速上升，以及担心在可能的“大国冲突”

中，本方舰只易受到反舰弹道导弹与高超音速导弹的打击，美国海军正在积极探

讨构建以低成本舰艇和无人平台为支柱的“分布式作战”体系。（颠覆性技术情

报大数据平台 2月17日）

美国防部“幽灵舰队”4艘无人驾驶船只成功移交

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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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进步，以达芬奇机器人为代表的手术机器人在手术室的应用越来越普

遍。目前，手术机器人往往在医生远程操作下，或者是与医生共同协作下完成手术。

近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团队研发的智慧软组织自动机器人（Smart Tissue 

Autonomous Robot, STAR）首次自主完成了活体猪的腹腔镜手术。也就是说，这是机

器人的“独立操刀”进行的手术，医生在手术过程中没有干预，仅在旁监督。如今的自

主手术的完成，也是手术机器人自动化发展的一次进步。

图 | STAR 可以在没有人类帮助的情况下，对猪的软组织进行腹腔镜手术（来源：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该团队还将 STAR 自主手术、外科医生手术以及机器人辅助手术的相关结果进行

了比较，对比数据包括缝合线咬合大孝完成时间、缝合间距、针放置校正、管腔通畅和

泄漏压力等。

尽管该系统需要手动微调机器人以在漏针时正确定位，但使用此工作流程自主完

成了超过 83% 的缝合任务。结果显示，STAR 的数据优于外科医生手术以及机器人

辅助手术。（颠覆性技术情报大数据平台 2月15日）

机器人首次独立完成腹腔镜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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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7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团队对一名患有晚期心脏病的57岁男性

实施了全球首例猪心脏移植。这名患者曾由于有严重的心律不齐，且此前有不遵医

嘱的不良治疗史，无法接受机械心脏泵和人体心脏移植。考虑到患者即将死亡，在

获得FDA的“同意使用”许可后，医生为他移植了由Revivicor公司提供的猪心脏。

Revivicor公司的科学家去除了供体猪基因组上的4个基因并添加了6个人类基因，以避

免产生器官长得过大和人体免疫系统攻击心脏等风险。移植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患者

已安全度过器官移植后最关键的48小时，并计划撤除体外循环辅助设备，完全由猪心

供血。

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开发不会被人体排斥的猪器官，在过去十年中，新的基因编

辑和克隆技术加速了相关研究。器官共享联合网络首席医疗官兼移植医师大卫克拉森

博士说：“这是一个里程碑事件，这将导致我们治疗器官衰竭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该研究有望在未来开辟一个新的医学时代，届时将为超过50万正在等待肾脏和其他器

官移植的美国人提供替代器官。（The New York Times网站 2022年1月10日）

（https://www.nytimes.com/2022/01/10/health/hear t-transplant-pig-bennett.

html）

全球首例转基因猪心脏人体移植手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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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姚星灿、陈宇翱等与澳大利亚科学家胡辉合作，首次

在处于强相互作用（幺正）极限下的费米超流体中观测到了熵波衰减的临界发散行为，

揭示了该体系存在着一个可观的相变临界区，并获得了热导率与粘滞系数等重要的

输运系数。该成果以长文（research article）的形式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Science

上。

在该项工作中，中国科大研究团队经过4年多的艰苦攻关，搭建了一个全新的超冷

锂-镝原子量子模拟平台，融合发展了灰色黏团与算法冷却、盒型光势阱等先进的超冷

原子调控技术，最终成功地实现了世界领先的均匀费米气体的制备；与此同时，研究团

队还基于低噪声行波光晶格与高分辨原位成像技术，实验实现并理论诠释了低动量

传递（约百分之五的费米动量）与高能量分辨率（优于千分之一的费米能）的布拉格谱

学方法，并利用其实现了对体系密度响应的高分辨测量。在取得上述两项关键技术突

破的基础上，研究团队成功地在幺正费米超流体的密度响应中观测到了第二声的信号

（如图1（D）所示），并获得了完整的幺正费米超流体的密度响应谱，实验结果与基于

耗散两流体理论的描述高度吻合。

图1.（A）装置示意图。（B）探测方案示意图。（C）第一声信号。（D）第二声信号。

进一步地，研究团队获得了第二声的衰减率（声扩散系数），并以此准确测定了体

系的热导率与粘滞系数。研究结果表明，幺正费米超流体的输运系数均达到了普适的

中国科大量子模拟团队成功测量第二声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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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极限值，例如第二声扩散系数约为ℏ/m，热导率约为nℏkB/m。这些极限值仅

由约化普朗克（ℏ）和玻尔兹曼常数（kB），粒子质量m和密度n决定。此外，他们还在

超流相变附近观测到了上述输运量的临界发散行为，并发现幺正费米超流体具有一个

可观的临界区（比液氦超流体临界区大约100倍）。这一发现为利用该体系开展进一步

的量子模拟研究，从而理解强关联费米体系中的反常输运现象奠定了基础。 （来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https://mp.weixin.qq.com/s/b5Y9WN-vvKqW_L7yR_Y6_g）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物理学院、中科院强耦合量子材料物理重点

实验室陈仙辉、吴涛和王震宇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近日在笼目结构（kagome）超导体

的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研究团队在笼目超导体CsV3Sb5中观测到电荷密度波序在

低温下演化为由three state Potts模型所描述的电子向列相，该向列相的发现不仅为

理解笼目结构超导体中电荷密度波与超导电性之间的反常竞争提供了重要实验证据，

也为进一步研究关联电子体系中与非常规超导电性密切相关的交织序（inter twined 

orders）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笼目结构超导体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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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可用于可穿戴电子产品的环境友好型能源存储和发电设备的研究正在

加速推进，超级电容器和电池是这项研究的关键技术。Energies & Fuels杂志在线

发表的《三维ZnCo-MOF改性石墨烯海绵：对称超级电容器柔性电极材料》，展示了

一种基于改性石墨烯的新型超级电容器设计。该研究报道了一种新颖、简单且低成本

的方法来制造柔性双金属金属有机框架（MOF）掺杂的石墨烯海绵（GS）自支撑材

料（ZnCo-MOF/GS）。通过恒电流充放电、电化学阻抗谱和循环伏安法探测了柔性

ZnCo-MOF/GS的电化学行为。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能量色散X射线光谱、X射线光

电子能谱、X射线衍射和拉曼光谱对这种材料的形态和结构进行了研究。ZnCo-MOF/

3D海绵石墨烯用于超级电容器

在这些基础上，研究团队充分结合了扫描隧道显微镜、核磁共振以及弹性电阻三

种实验技术，针对CsV3Sb5中的电荷密度波态的演化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们发现体

系在进入超导态之前，三重调制电荷密度波态会进一步地演化为一种热力学稳定的电

子向列相，并确定转变温度在35开尔文左右。该电子向列相与之前在高温超导体中观

测到的电子向列有所不同：高温超导体中的电子向列相是Ising类型的向列相，具有Z2

对称性；而在笼目超导CsV3Sb5中发现的电子向列相具有Z3对称性，在理论上被three 

state Potts模型所描述，因而也被称为“Potts”向列相。有趣的是，这种新型的电子向

列相最近在双层转角石墨烯体系中也被观察到。

这些发现不仅在笼目结构超导体中揭示了一种新型的电子向列相，也为理解这类

体系中超导与电荷密度波之间的竞争提供了实验证据。之前的扫描隧道谱研究表明，

CsV3Sb5体系中可能存在超导电性与电荷密度波序相互交织而形成的配对密度波态

（Pair density wave state，PDW）。在超导转变温度之上发现的电子向列序，可以被

理解成一种与PDW相关的交织序，这一研究结果也为理解高温超导体中的PDW提供

了重要的线索和思路。如何理解笼目结构超导体中超导电性及其交织序的形成机制还

需要进一步的实验与理论研究。（来源：NATURE、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http://news.ustc.edu.cn/info/1055/783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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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在1.0 A/g时表现出695 F/g的高比电容和优异的循环稳定性，在3.0 M KOH中进

行7500次循环测试后保持78%。此外，制备了基于ZnCo-MOF/GS的对称超级电容器

（SC），该柔性器件在1.0 A/g时的比电容为302 F/g，能量密度为108 Wh/kg，功率密度

为5037 W/kg。此外，这种灵活的SC在严苛的弯曲条件下仍能保持出色的性能。我们

相信，该电极具有出色的电化学性能，在储能应用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特别是在轻质和

柔性电子产品方面。（Energy Fuels 2022年1月24日）

(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energyfuels.1c04183)

2022年1月14日，电子科技大学官网发布消息称，李言荣院士团队与合作者们协同

攻关，首次在高温超导体中发现并证实了玻色子奇异金属，并已于1月12日发表在国际

著名期刊《Nature》上。奇异金属与普通金属不同，其电阻率与温度成正比，存在于铜

基高温超导体中，是一种电子之间高度量子纠缠的新物质状态。而是否存在玻色子奇

异金属是长期以来难以攻克的科学难题。

YBCO纳米网孔薄膜中量子金属-绝缘体量子相变点附近的奇异金属态。（电子科

技大学供图）

我国科学家首次发现并证实玻色子奇异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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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研究团队通过在高温超导钇钡铜氧（YBCO）薄膜中精准构筑纳米网孔阵

列，在量子相变临界区发现了电阻随温度与磁场线性变化的奇异金属态。在低于超导

临界温度时，他们又证明了体系的载流子是玻色子。团队进一步通过标度分析发现，玻

色子奇异金属的电阻由温度与磁场简单的线性相加决定，揭示了玻色子在量子临界区

存在奇异的动力学行为，建立了玻色子奇异金属的完备相图，阐释了玻色系统耗散量

子相变的物理图像。这一发现为理解凝聚态物理中奇异金属的物理规律、揭示奇异金

属的普适性、完善量子相变理论奠定了重要的科学基础，对揭示耗散效应对玻色子量

子相干的定量影响，推动未来低能耗超导量子计算以及极高灵敏量子探测技术的发

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电子科技大学 2022年1月17日）

(https://mp.weixin.qq.com/s/EftwhYHRV2cs-NUxnq3pkg)

近日，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研究人员及其海外合作伙伴在使量子电池成为现

实的过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他们成功地证明了超吸收的概念，这是支撑量子电池的

关键思想。该成果发表在《科学进展》期刊上。据研究人员介绍说，超吸收是一种适

用于量子技术的复杂科学理论，它表示一种量子集体效应，与每个分子单独作用相

比，这些组合分子能够更有效地吸收光。这意味着量子能量存储设备中的分子越多，

它吸收能量的效率就越高，充电时间更快。

阿德莱德大学光子学与高级传感研究所研究员詹姆斯·Q·夸赫博士说：“从理论

上讲，量子电池的充电功率增长速度可能快于电池尺寸，这可能会带来新的充电方

式。”为了证明超吸收的概念，研究小组建造了不同尺寸的小型晶片状微腔，每个微

腔都含有不同数量的有机分子。然后，他们用激光为每个晶片状微腔充电，结果表明

随着微腔尺寸的增大和分子数量的增加，充电时间缩短。夸赫博士说，“这是一项

重大突破，标志着量子电池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phys.org网站 2022年1月17

日）

（ht t ps: //phys.org /news/2022- 01-superabsor pt ion-key-next-generat ion-

quantum-batteries.html）

超吸收开启了下一代量子电池的大门

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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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说明

（一）技术内涵

太赫兹波（Terahertz，THz）是频率

在0.1THz-10THz（1THz=1012Hz）范围

内的电磁波，处于宏观电子学与微观光

子学的过渡区域，是电磁波谱中至今唯

一正在开发、急需全面探索的具有重大

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的新频段。被誉为

继微波、光波后人类更全面认知世界的

“第三只眼睛”。

新一代高速通信技术是国民经济、

国家安全核心保障技术，而现有频谱资

源短缺成为制约新一代高速通信技术发

展的瓶颈，新频谱资源开发和利用成为

了世界强国争先抢夺的技术制高点。太

赫兹作为全新电磁频谱资源，其频谱资

源丰富、带宽大、速率高、保密性好，

是实现高速大容量无线通信的必然选

择，太赫兹通信技术已成为各国争夺的

焦点和国际大国博弈，争先抢夺的资

源。美国认为太赫兹科学是改变未来世

界的十大科学技术之一、日本曾将太赫

兹列为其未来发展十大技术之首，我国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防

科技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均将太赫兹

技术作为重点发展方向。

在太赫兹研究领域中，太赫兹通信

技术具有频谱资源丰富、抗干扰和抗截

获能力强、可以实现高速数据传输的特

点，  使得其具备了传输海量数据的能

力，为高速大容量的无线通讯提供了必

要途径。

THz通信技术蕴含着重大的原创性

机理和方法，如同微波、激光通信一

样，太赫兹通信技术将掀起“又一场通

信技术革命”。因此，太赫兹无线通信

技术已被我国、美国、欧盟列入第六代

无线移动通信（6G）的核心开发技术

中，将在未来无线通信领域发挥重要

的作用。2019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19）首次明确太赫兹频段地面

有源无线电业务应用可用频谱资源，并

将有源业务的可用频谱资源上限提升到

450GHz，将为全球太赫兹通信产业发展

和应用提供基础资源保障。2020年工信

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刊出的

《6G概念及愿景白皮书》明确将太赫兹

无线通信技术与系统列为潜在八大关键

技术之一。

（二）技术发展脉络

自 2 0 0 6 年日本实现 1 2 0 G H z 、
10Gbps通信演示系统（被喻为“无线

通信标志性成果”）以来，太赫兹无线

太赫兹通信技术概述
摘自“信息与电子领域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课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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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国外

研究热点。国外已有多家机构开展了

相应研究，包括德国固态物理研究所

（IAF）、PTB（Physikalisch-Technische 
Bundesanstal）、Braunschweig大学、日

本NTT、美国贝尔实验室、加拿大多伦

多大学、法国IEMN、美国Asyrmatos通
信系统公司等。纵观近几年来太赫兹通

信技术的发展历程及成果，正逐步向更

高速率、更高大气窗口频率以及低功耗

与小型集成化和实用化方向发展。目前

太赫兹无线通信技术形成了基于微波光

子学的光电结合方式、全固态混频电子

学方式、直接调制方式的三类太赫兹无

线通信系统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并行发

展的态势。

采用光电结合方式的太赫兹无线通

信技术是最早发展的太赫兹无线通信

系统方案。该方案需要两个窄线宽的

锁模激光器，利用光学外差法并通过

单行载流子光电二极管（Uni-traveling-
carrier photodiode,UTC-PD）转化成太赫

兹信号，其调制方式是基于光学的MZM
（Mach－Zehnder Modulator）高速调制

器，不仅可以实现ASK和OOK二元调

制，而且可以实现MQAM、MPSK多元

调制。

目前该方式的太赫兹无线通信系统

已突破100Gbps，该系统优势在于传输速

率高，带宽利用率高，但是由于发射功

率仅为微瓦级、并且系统体积和能耗均

较高，虽然在地面短距离高速通信方面

有优势，但难以适合应用于远距离空间

信息网络系统。

全固态混频电子学方式的太赫兹无

线通信系统是利用混频器进行ASK、

PSK、OOK信号的直接调制，高速数据

信号由混频器的中频端输入，在混频器

中与本振源差频后产生太赫兹频段的载

波调制信号。

目前该方式太赫兹无线通信系统具

有体积小、易集成、功耗低的特点，不

足之处在于本振源经过多次倍频后相噪

恶化，且变频损耗大，载波信号的输出

功率在微瓦级，因此该类系统需要进一

步发展高增益宽频带功率放大器以提高

发射功率。但是该方法可实现中远距离

太赫兹高速无线通信，是实现太赫兹空

间通信的高效、可行技术路线。

基于直接调制方式的太赫兹无线通

信系统是近年来随着太赫兹调制器速率

突破衍生发展的新一类通信系统，该系

统分为内调制和外调制，内调制是高速

数字信息直接叠加在振荡源的直流偏置

电压上，通过控制太赫兹源的振荡特性

实现信号的强度调制。

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易于集成、体

积小、灵活性大，可随意选择载波频

率、太赫兹源功率，是目前三类系统中

唯一可搭配中高功率太赫兹源实现十毫

瓦以上载波输出的通信系统，可实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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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距离无线通信，十分有利于空间远距

离通信；然而由于目前太赫兹外部调制

器还在探索研究中，还未突破30Gbps以
上的太赫兹外部调制器，因此也是目前

太赫兹无线通信技术领域亟待解决的重

要科学技术问题。

从目前国际太赫兹无线通信发展以

及研究成果看，现阶段第一类采用光电

结合方式太赫兹无线通信系统可实现

100Gbps以上的速率，该类系统具有极高

的通信速率，但系统受限于输出功率问

题，如何降低系统复杂度，提高输出是

该类系统的发展趋势。

第二类全固态电子学方式已经可实

现中远距离公里级别几十Gbps的高速无

线传输，但是其输出功率仍然受限于太

赫兹放大器、低噪放技术，因此突破相

关技术是该类系统的发展趋势。

第三类基于直接调制方式是可实现

大功率、远距离的太赫兹无线通信技

术，但是目前受限于高速调制器技术，

因此该系统如何提高直接调制器速率、

降低系统整体损耗是该系统的发展趋

势。

（三）技术当前所处的阶段

目前太赫兹通信技术的研发状态集

中在核心元器件、核心芯片和系统演示

验证，相比其他国家日本在太赫兹通信

技术的应用走在了国际最前沿，2008年
北京奥运会日本NTT公司就运用了太赫

兹通信技术进行了高清赛事视频无压缩

的转播，2021年东京奥运会日本也准备

运用太赫兹通信进行100Gbps的高速数据

的传输。

从近年发展看，太赫兹通信的技术

发展迭代速度十分快，技术能力也不断

提高，2015年-2020年间：

基于微波光子学的太赫兹通信系

统，传输速率已经大于了160Gbps，其

相应的研发状态包括了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采用微波光子学的方法研制了在400 
GHz数据速率高达46 Gbps的THz无线传

输系统。都柏林城市大学和伦敦大学采

用光梳状源实现了微波光子学方式的多

载波太赫兹无线通信系统，进行了三载

波的10 Gbps 的QPSK THz无线通信传

输。浙江大学和丹麦科技大学以及天津

大学联合研制了基于光电结合的多通道

太赫兹无线通信系统，系统采用六通道

太赫兹载波进行调制，载波频率为350-
475GHz，调制方式采用正交相位调制

（QPSK），该系统的通信速率可以达到

160Gbps。

基于全固态混频电子学的太赫兹通

信系统，日本NTT实验室实现了10Gbps
的双向数据传输率和20Gbps的单向数据

传输率。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实现

传输速率40Gbps，通信距离1km的无线

通信实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实现了cmos太赫兹片

上通信系统，最高速率大于40G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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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电子科技大学实现了2 2 0 G H z、
20Gbps、1km的实时通信实验；中国工

程物理研究院实现了140GHz、20km、

5Gbps的实验。

基于直接调制太赫兹通信系统，美

国阿拉莫斯实验室、杜克大学、布朗大

学已经实现了5Gbps近距离传输；日本

NTT采用InP-HEMT芯片实现了多通道

复用传输，最高速率大于40Gbps；电子

科技大学采用二极管超构芯片，实现了

25Gbps单通道传输。

（四）对经济社会影响分析

近年来，无线通讯飞速发展，云计

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促进了

网络和业务的智能化和泛在化，太空、

遥感卫星、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和

军事卫星等需要传输大量的探测和应用

数据，每12个月峰值数据量加倍，其数

据量都在以超越摩尔定律的速率成倍甚

至指数级增长，使得通信带宽的需求增

长速度明显快于摩尔定律所预测的增

速，信息通信发展进入转折期，人类将

进入后摩尔时代。太赫兹通信的发展主

要从地面短距离高速通信、空间高速通

信、军事通信等几个方面。

在民用通信领域，各种高速业务不

断涌现。这对通信系统的容量提出了前

所未有的高要求。例如目前已商用的二

维全高清电视信号（Full-HD）的无压

缩数据率有3.56Gb/s；更高分辨率的二

维4K高清电视信号速率是6Gb/s，而三

维电视信号的速率是上述二维信号的两

倍。即3D-Full-HD为7.12Gb/s，3D-4K
为12Gb/s。更有甚者，目前正在研发的

超高清电视(S-HDTV)的可能的数据率

是24Gb/s。随着用户对业务质量要求越

来越高， 无压缩或压缩率低的高清电视

信号的传送也逐渐增多。无线传送这样

高速的用户终端业务在过去是难以想象

的。在基于光纤的固定有线网络上传送

这样高速率的信息是可能的。但在一些

临时的需要移动的场合，光纤通信就不

太能胜任。例如，3D-Full-HD体育赛事

直播，  就需要经常变化位置的，从摄

像机到电视制作中心的，非常高速的电

视信号传送。这样的场合很难临时铺设

光纤线路，而传统的微波点对点通信设

备又不能支持每秒几Gbit甚至几十Gbit
的数据速率。另外，从通信和有线电视

运营商的角度看，随着上述高速业务的

出现，如何在偏远地区和经常移动的环

境下有效地解决系统到用户的“最后一

英里”问题，也是运营商们感兴趣的。

速率大于10Gb/s的无线用户环路(WLL)
将很有用。在下一代的高速固定通信网

中，光纤网络将扮演骨干网的角色。而

高速的点对点无线通信链路将在灾难恢

复、系统临时扩展等发挥作用。  

在空间通信领域，随着图像分辨

率、多光谱分辨率和各种探测数据的不

断提高，空间组网高速互联应用的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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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对空间信息实时高速数据的传输

能力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发展宽带大

容量无线信息传输技术成为了天基核心

网首要的关键技术。

而目前空间无线通信的有限频谱资

源和技术手段已难以满足迅速增长的高

速业务和未来空间通信技术需求，例如

微波通信由于受到物理带宽和频谱资源

的限制，难以实现大容量通信；无线光

通信由于波束较窄，跟瞄系统复杂，且

易受平台稳定性的影响。

同时对于由大量小卫星构成的编队

卫星群，集群及群地之间的快速灵活组

网通信技术是充分发挥编队职能，提升

编队效用的重要技术；对于具有分布载

荷的卫星星座，各功能载荷之间的信息

交换意义重大。目前成熟的空间微波

通信波段约为1-15GHz，与地面通信一

样，空间通信面临频率资源被耗尽的局

面,新型的空间光通信技术虽然拓展了工

作频段，但是复杂的ATP(捕获、跟踪、

瞄准)系统对技术要求苛刻，且会受到无

法避免的卫星平台抖动等因素的影响。

太赫兹波用于空间组网通信具有其独到

的优势，由于其具有比微波更小的发射

角，具有更好的指向性和保密性，并具

有更高的天线增益，可以有效降低发射

端机功耗；与激光通信相比，太赫兹波

的能量约为可见光的光子能量的1/40，
因而利用太赫兹波做信息载体，比用可

见光或近中红外波能量效率高得多，同

时其较宽的发射角使得对ATP系统的技

术要求有所降低；由于太赫兹波同时具

有微波性质和准光学性质，合理设计系

统可以共用发射接收孔径，实现更宽频

段的通信。

因此在空间通信中选择中继卫星作

为天基通信节点，利用太赫兹作为通信

链路的传输介质，对中、低轨航天器进

行大容量数据传输，在一条链路同时传

输遥测、遥控及通信业务信息，将大大

提高空间通信系统的容量及传输效率，

同时保证通信具有很高的安全性。

二、技术演化趋势分析

（一）可能突破的关键技术点

1）太赫兹通信芯片

太赫兹通信芯片的发展将融合不同

的工艺技术、材料技术、射频电子技

术，将涉及到异质异构集成技术，倍

频、调制、放大等一体化芯片技术，低

功耗低成本芯片技术等。

2）太赫兹高速调制解调

太赫兹通信的优势是宽带，如何更

高效的将宽带高速信号调制加载至太赫

兹载频上，涉及太赫兹超宽带的全数字

化直接调制解调技术、正交高阶低变频

损耗的混频调制技术、高频率高功率输

出太赫兹光电二极管技术等。

3）太赫兹相控阵天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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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波频率高采用大口径天线会

使得自由空间传输波束窄，对准难，太

赫兹通信技术要应用于民用、空间通信

等涉及动平台通信问题需要突破太赫兹

相控阵技术，这其中包含数字相控阵、

模拟相控阵等。

4）太赫兹高速通信系统新技术

现有太赫兹通信技术都是在既定传

统系统架构下发展而来，然而现有技术

方案，高阶混频系统技术面临太赫兹射

频端多次倍频带来的相噪大问题、直接

调制系统技术面临带宽太宽带来的难以

解调问题、光电调制面临光电二极管工

作频率、转换效率等问题，因此太赫兹

系统的发展一方面依赖于传统通信技

术，另一方面需要结合光、电通信技术

手段共同发展。

（二）未来主流技术与关键技术

1）太赫兹通信片上化系统技术；

2）新型极简化低功耗太赫兹高速通

信系统技术；

3）太赫兹复用通信技术；

4）太赫兹高速跟通一体技术；

5）太赫兹高速通信低延时组网技术。

（三）技术研发障碍及难点

1）芯片设计难：尺寸与频率共渡

效应造成的太赫兹器件芯片尺寸与波长

相近而形成的芯片内部寄生参量大的问

题；

2）器件结构加工难：尺寸介于微波

常用机加工和光学常用微纳工艺之间，

器件加工难度大、加工工艺不成熟；

3）晶体管模型提取难：太赫兹波

段频率高，芯片电参量测试难以精确测

试，器件设计中晶体管模型十分难以进

行精确建模，设计与器件误差大；

4）系统集成难：波长短，器件误差

以及器件平坦度难以保证，系统集成后

十分容易遇到器件有性能，系统无性能

的情况。

（四）面向2025年和2035年对技术

潜力、发展前景的预判

2025年根据太赫兹发展以及电磁波

频谱资源应用规律分析，应该是太赫兹

通信技术成熟的重要时间点，太赫兹通

信将从实验室产品向市场大范围推广，

太赫兹器件成熟度将达到产品级程度，

太赫兹系统逐渐朝小型化、低成本、低

功耗发展。

2035年太赫兹相控阵技术将得到成

熟发展，太赫兹通信将会成为6G技术

的一项重要核心技术，同时太赫兹通信

将在卫星群、星地通信等空间大容量通

信中应用。并且太赫兹通信还将在体域

网、高速信息港等多个领域得到应用。

三、技术竞争形势及我国现状分析

（一）全球的竞争形势分析

近十年来，美国设立了系列性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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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兹技术研究计划：其中包括集合麻省

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学

等研究单位开展的全国性太赫兹电子学

计划和高频集成真空电子学计划；集合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大学等

多家高校以及劳伦斯-利弗莫尔、喷气推

进、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等开展的太赫

兹亚毫米波通信用技术和太赫兹通信技

术全国性计划；2015年开始美国再次实

施了太赫兹高速无线通信骨干网络建设

相关计划。其目的是为空间大容量数据

传递提供新手段。

在美国，2018年5月，美国国防高级

研究计划局（DARPA）以及IBM、Intel
等巨头参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

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纽约大学无线

研究中心等多家大学共同成立的无线通

信权威研究机构ComSenTer开始从事6G
的基础研究，聚焦0.14THz、0.22THz和
0.34THz频段，形成未来6G基站建设能

力。

2019年3月15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

会（FCC）认为太赫兹通信技术将为数

据密集型应用提供超高速互联网服务，

一致投票通过开放“太赫兹波”频谱的

决定，将频率范围为95千兆赫（GHz）
至3太赫兹（THz）的“太赫兹波”频谱

将被开放供实验使用，让工程师们开始

拥抱下一代无线网络的研发梦想。

欧盟第五到七框架计划中启动了

一系列跨国太赫兹研究项目。包括以

英国剑桥大学为牵头单位，法国，瑞

士和意大利的6家研究机构联合参与的

WANTED（Wireless Area Networking of 
THz Emitters and Detectors）计划；意

大利著名科学家Gian Piero Gallerano作
为首席科学家，联合意大利、德国、以

色列、希腊和英国共十家科研机构的20
多名领域科学家构成一个科技联合体共

同攻关实施的THz-Bridge计划；以及欧

洲太空总署启动的由英国牛津的拉瑟福

德·阿普尔顿实验组织牵头，欧盟15国
共同参与的大型太赫兹太空探测与通信

计划——Star-Tiger计划；此外还有瞄准

0.5THz半导体元器件的欧盟半导体产业

振兴实施计划DOTFIVE计划。系列跨国

大型技术的实施在加速欧盟太赫兹科学

技术发展的同时，也显示出欧盟发展太

赫兹这一新型前沿学科的决心。

欧盟已经于2018年2月将发展太赫

兹无线通信列为了6G研究计划，ITU在

WRC-19大会专设专题，以确定运行在

0.275THz以上频段的陆地移动和固定业

务系统的技术与操作特性，包括研究相

关频谱需求、建立传播模型、开展业务

间电磁兼容分析、确定候选频段等。

此外，日本政府将太赫兹技术列为

未来十年科技战略规划十项重大关键科

学技术之首。并且，为了快速推进太赫

兹在日本的发展，日本总务省规划在

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采用太赫兹频段提

供高速无线局域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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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发展状况及问题分析

从2005年开始，我国开始大力发展

太赫兹科学技术，通过10余年的发展，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以高校、研究

所共同发展的太赫兹队伍，国内已有近

80家单位在从事太赫兹方面的研究。在

太赫兹无线通信技术方向，电子科技大

学、中物院电子工程研究所、中电54
所、13所、天津大学、浙江大学、中科

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上海微系统

所、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多家单位取

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

在太赫兹通信用器件方面，国内以

中电13所、55所、41所、电子科技大

学、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为主的已经

突破了全国产化太赫兹二极管、太赫兹

固态倍频链、太赫兹功放和低噪放等，

已经逐步形成全国产化太赫兹芯片和器

件模块。其中太赫兹GaAs二极管截止频

率已经大于10THz以上，太赫兹倍频链

输出频率已经覆盖1THz，太赫兹功放和

低噪放已经大于0.22THz。

在太赫兹通信系统方面，电子科技

大学、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浙江大

学、复旦大学等已经成功研制出多个针

对大气窗口的太赫兹通信系统，工作频

率0.14THz、0.22THz、0.34THz等，并且

针对不同应用场景突破了太赫兹直接调

制通信、高阶混频调制、光电调制等实

验验证系统。

四、相关建议

太赫兹通信技术我国与国际基本同

时起步，技术水平也都处于同一水平

线。通信中频谱资源就是战略资源，需

从国家层面提高对太赫兹通信技术在大

国频谱资源争夺的战略地位，争取太赫

兹通信标准制定更多的话语权。

建议针对不同的应用背景和场景，

根据太赫兹通信的特点，加大对太赫兹

通信芯片技术、太赫兹高速调制技术、

太赫兹跟瞄技术、太赫兹通信复用技术

等的投入，在国内形成一支具有战斗力

的、国际一流水平的研发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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