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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量子纠缠（quantum entanglement）是指在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粒子组成的系统中，虽然粒子在空间

上可能分开，但是它们仍然相互影响的现象, 即量子关联。一旦两个粒子发生纠缠，当一个粒子发生变化，

立即在另一个粒子中反映出来，不管它们是在同一个房间，还是相距万亿光年。即使这量子纠缠着的粒子

相距及其遥远（远至万亿光年），它们似乎连在一起，中间没有空间，它们之间的联系即信息传输不需要

时间。量子纠缠着的粒子之间的空间及粒子间信息传播的方式、时间与速度，是现在科学最大的谜团。基

本的生物化学反应、生命过程、思想思维、精神本质、灵魂存在与否等等，及其与非生命物质的本质区别

是什么？这依然是未解之谜，其与量子纠缠的关系，或许是其中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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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纠缠（quantum entanglement）是指在由

两个或两个以上粒子组成的系统中，虽然粒子在空

间上可能分开，但是它们仍然相互影响的现象, 即

量子关联。一旦两个粒子发生纠缠，当一个粒子发

生变化，立即在另一个粒子中反映出来，不管它们

是在同一个房间，还是相距万亿光年。即使这量子

纠缠着的粒子相距及其遥远（远至万亿光年），它

们似乎连在一起，中间没有空间，它们之间的联系

即信息传输不需要时间。量子纠缠着的粒子之间的

空间及粒子间信息传播的方式、时间与速度，是现

在科学最大的谜团。 

按照量子力学理论，两个粒子在经过短时间

耦合后，即使粒子与粒子之间飞凯并相隔很长的距

离，单独搅扰其中任意一个粒子会影响另一个粒子

的性质，这种关联现象就是量子纠缠。光子、电子、

分子及纳米粒子（Ma, et al, 2007）等，都可以观

察到量子纠缠现象。由两个以上粒子组成的量子系

统也会发生量子纠缠。量子纠缠是一种量子力学看

到的现象，不适用经典力学。复合系统是由多于两

个粒子组成的系统，处于量子纠缠的复合系统，其

态矢量不等于各个粒子的态矢量的张量积，而是几

个不同张量积的量子叠加。因此，我们不能独立地

描述每个粒子的量子态，只能描述整体系统的量子

态（百度百科， 2015）。 

假设，由两个粒子组成的复合系统处于量子

纠缠，对其中一个粒子做测量得到结果（比如自旋

为上旋），则另外一个粒子在之后任意时间做测量，

必定会得到关联结果（比如自旋为下旋）。对于每

一个粒子对的两个粒子做测量，可看到两个粒子的

性质存在着关联现象，尽管它们可能相隔很遥远，

这种关联现象依然存在。两个测量的时间间隔，比

光波传播于两个测量位置所需的时间间隔还短暂

（甚至不需要时间），由此得出结论量子纠缠的作

用速度比光速还快。量子纠缠的作用速度可以比光

速快 10,000倍以上。测量的效应具有瞬时性质。

量子力学中不能表示成直积形式的态称为纠缠态。

纠缠态对于了解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已在一些前沿领域中得到应用，特别是在量子信息

方面（Wikipedia， 2015）。 

对量子力学的传统解释的重点是量子假设，

认定微观领域内每个粒子过程中存在着本质的不连

续，把这种不连续的概率理解为是同一个粒子在给

定时刻出现在某处的概率密度。通过量子纠缠的理

论，可以对量子力学的系统解释通过构造各种隐变

量量子论来寻找量子力学的决定论基础，即为态函

数的概率解释建构决定论的基石，在微观物理学领

域内恢复决定论和绝对因果性，消除经典世界同量

子世界的独特划分，回到经典物理学的概念，建立

物理世界的统一说明。量子力学的统计解释认为态

函数是对统计系统的描述，量子理论是关于系统的

统计理论，这个系统是由全同的系统组成，不需要

一个预先确定的动力学变量的集合。严格的决定论

认为宇宙中一切现象的出现都有一个确定的顺序，

一切都预先确定，一切都出资必然，无线远以前的

宇宙状态已经严格地确定好了宇宙无限远以后的所

有状态。从本体论意义上讲，决定论是正确的（马

宏宝, 2003; 马宏宝，2008）。 

1935年 5月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发

表的论文《物理实在的量子力学描述能否被认为是

完备的？》（EPR悖论）及薛定谔发表的关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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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纠缠的论文，成为人类量子纠缠研究的开始。量

子纠缠是量子力学的基础性质之一。按照 EPR悖

论设想，两个暂时耦合的粒子，不再耦合之后彼此

之间仍旧维持着关联。1964年，贝尔提出量子力

学的预测不同于局域性隐变量理论。假若测量两个

粒子分别沿着不同轴向的自旋，则量子力学得到的

统计关联性结果比局域性隐变量理论强。1972 年，

克劳泽与弗利曼首先完成这种检试实验。1982 年，

阿斯佩得到的实验结果符合量子力学的预测，不符

合局域性隐变量理论的预测，因此证实局域性隐变

量理论不成立。量子纠缠不符合相对论对于信息传

递所设定的速度极限，量子纠缠的基础机制仍然不

清楚，但是量子纠缠理论已在通讯及计算机等领域

得到了实际应用。这些年来的研究结果促成了应用

这些超强关联来传递信息的可能性，从而导致了量

子密码学的成功发展。 

爱因斯坦当初坚信一对纠缠态的粒子更像是

一双手套。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解，想像把一双手套

分开放置于两只箱子中，然后一隻箱子由你自己保

管，另一隻箱子则放置于地球的另一端，在你开箱

以前就知道箱子里放着的手套不是左手就是右手。

然后你打开箱子，如果看见左手的手套，在这瞬间，

就算没人看过地球另一端的箱子，你也能够知道那

里装的是右手的手套。你打开箱子，显然不会影响

到另一只箱子里的手套。你身边的这只箱子装着左

手的手套，而地球另一端的那只箱子则装着右手的

手套，这是在当初分装时就已决定了的。爱因斯坦

相信，所谓的纠缠态只不过如此而已，电子的一切

状态在它们彼此分离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实际的

情况不是如此，它们不是简单的互相决定，而是实

际的互相影响。 

196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约翰-克劳泽

（John Clauser）测量了数以千计的纠缠粒子，然

后比较它们的自旋状态，随着结果逐渐揭晓，结果

相当惊人，他证明了量子力学的方程是正确的，纠

缠是真实的，粒子可以跨越空间连接——对其一进

行测量或作用，确实可以瞬间影响到它远方的同伴，

彷彿跨越了空间的存在。爱因斯坦生前认为不可能

的「鬼魅般的超距作用」，确实存在。 

EPR悖论的思想实验：假设一个零自旋中性 π

介子衰变成一个电子与一个正电子，这两个衰变产

物各自朝着相反方向移动至区域 A、B。由于量子

纠缠，假若位于区域 A的 X与位于区域 B的 Y分

别测量粒子沿着同样轴向的自旋，则 X会测得上

旋且 Y会测得下旋，或 X会测得下旋且 Y会测得

上旋。 

假设一个零自旋中性 π介子衰变成一个电子

与一个正电子，这两个衰变产物各自朝着相反方向

移动，电子移动到区域 A，在那里的观察者 X会

观测电子沿着某特定轴向的自旋；正电子移动到区

域 B，在那里的观察者 Y也会观测正电子沿着同

样轴向的自旋。 

两种状况叠加在一起，每一种状况都有可能

发生，不能确定到底哪种状况会发生，因此，电子

与正电子纠缠在一起，形成纠缠态。假若不做测量，

则无法知道这两个粒子中任何一个粒子的自旋。这

单态的两个粒子相互反关联，对于两个粒子的自旋

分别做测量，假若电子的自旋为上旋，则正电子的

自旋为下旋,假若电子的自旋下旋，则正电子自旋

为上旋。量子力学不能预测到底是哪一组数值，但

是量子力学可以预言，获得任何一组数值的概率为

50%。X测量电子的自旋，会得到两种结果：上旋

或下旋,假若得到上旋，则纠缠态坍缩为第一个项

目所代表的量子态. Y鲍勃测量正电子的自旋，他

会得到下旋的概率为 100%.  

粒子沿着不同轴向的自旋彼此之间是不相容

可观察量，对于这些不相容可观察量作测量必定不

能同时得到明确结果。量子纠缠是个非经典现象。

不确定性原理的维持必须倚赖量子纠缠机制。一个

零自旋中性 π介子衰变，两个衰变产物各自朝着相

反方向移动。分别测量电子的位置与正电子的动量，

假若量子纠缠机制不存在，则可借着守恒定律预测

两个粒子各自的位置与动量，这违反了不确定性原

理。由于量子纠缠机制，粒子的位置与动量遵守不

确定性原理。从以相对论性速度移动的两个参考系

分别测量两个纠缠粒子的物理性质，尽管在每一个

参考系，测量两个粒子的时间顺序不同，获得的实

验数据仍旧违反贝尔不等式，仍旧能够可靠地复制

出两个纠缠粒子的量子关联。 

对于两体纯态，只有冯诺伊曼熵能够量度

量子纠缠，因为只有它能够满足某些量度量子纠缠

必须遵守的判据。对于混合态，使用冯诺伊曼熵并

不是唯一能够量度量子纠缠的方法。假设一个量子

系统是由几个处于量子纠缠的亚系统组成，而整体

系统所具有的某种物理性质，亚系统不能私自具有，

这时，不能够对亚系统给定这种物理性质，只能对

整体系统给定这种物理性质，它具有不可分性。不

可分性不一定与空间有关，处于同一区域的几个物

理系统，只要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纠缠，则它们各自

可拥有自己的物理性质。量子纠缠是一种物理资源，

如同时间、能量、动量等等，能够萃取与转换。应

用量子纠缠的机制于量子信息学，很多平常不可行

的事务都可以达成： 
 

1) 量子密钥分发能够使通信双方共同拥有一

个随机、安全的密钥，来加密和解密信息，

从而保证通信安全。在量子密钥分发机制

里，给定两个处于量子纠缠的粒子，假设

通信双方各自接受到其中一个粒子，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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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其中任意一个粒子会摧毁这对粒子的

量子纠缠，任何窃听动作都会被通信双方

侦测发觉。 

2) 密集编码应用量子纠缠机制来传送信息，

每两个经典位元的信息，只需要用到一个

量子位元，这科技可以使传送效率加倍。 

3) 量子隐形传态应用先前发送点与接收点分

享的两个量子纠缠亚系统与一些经典通讯

技术来传送量子态或量子信息从发送点至

相隔遥远距离的接收点。 

4) 量子算法的速度时常会胜过对应的经典算

法很多。但是，在量子算法里，量子纠缠

所扮演的角色，物理学者尚未达成共识。

有些物理学者认为，量子纠缠对于量子算

法的快速运算贡献很大，但是，只倚赖量

子纠缠并无法达成快速运算。 

5) 在量子计算机体系结构里，量子纠缠扮演

了很重要的角色。例如，在一次性量子计

算机的方法里，必须先制备出一个多体纠

缠态，通常是图形态或簇态，然后借着一

系列的测量来计算出结果。 
 

能量的缓慢散布导致时间流向的不可逆反，

但是人们无法观测到时间流向。虽然人们自然地感

觉着时间的单一流向并不能改变之，但是所有的物

理定律对顺着时间流向或逆着时间流向都没有区别。

有一种可能是：量子纠缠是时间流向的源头，时间

的流向是关联递加的方向，这机制源自于量子纠缠。

微观粒子彼此相互作用产生量子纠缠，因此形成能

量散布与平衡的现象，关于微观粒子的信息通过量

子纠缠机制，从一至十、从十至百，从百至千，等

等等，逐步到整个环境，因此显示出时间流向。时

间是一种从量子纠缠衍生出来的凸显现象。 

纠缠度是指所研究的纠缠态携带纠缠的量的

多少。纠缠状态所纠缠的粒子数量越多，对经典物

理学的偏离越明显，获得有用量子效应的机会就越

大。将两个黑洞纠缠在一起，然后再将它们分离，

就可制成一个虫洞连结在它们之间类，纠缠两个夸

克也会有同样的作用。引力与它的物理性质不是基

础的，而是来自于量子纠缠。虽然量子力学能够正

确地描述在微观层次的相互作用，它尚未能够解释

引力。从量子引力理论看经典引力不是基础的。从

真空生成的纠缠粒子对，处于电场的作用下，可以

被捕获，不让它们湮灭回真空。这些被捕获的粒子

相互纠缠，可以映射到四维空间。另外的可能是，

引力存在于空间的第五维，将三维的时空弯曲与变

形。根据全息原理，所有在第五维的事件可以变换

为在其它四维的事件，因此，在纠缠粒子被生成的

同时，虫洞也被生成，引力与它弯曲时空的能力来

自于量子纠缠。 

处于纠缠态的两个夸克可以用高维度空间里

的弦的两个端点来代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

Kristan Jensen和美国华盛顿大学的 Andreas Karch 

在研究中设想两个处于纠缠态的夸克相互加速远离

对方，直到不再有因果联系。这时联系它们的弦在

数学上等价于一个虫洞。从强电场里通过施温格效

应（Schwinger effect）产生的正负夸克对出发，美

国麻省理工的 Julian Sonner 用另一种方法导出了同

样的结果。计算发现虫洞的熵等于夸克的纠缠熵，

这种与虫洞的联系可能为理解量子纠缠提供新的见

解。 

爱因斯坦不相信有鬼魅般的连接，而认为在

你观察以前，一切就已经决定了。粒子在被观测前

就已经决定了自旋状态。波尔则用量子力学方程式

表明，相互纠缠的粒子即使相距很远，也可以互相

连接。 

一个粒子在本质上是一个无限的客体，在不

同的过程中有不同的表现。整个宇宙是一个整体的

能量惯性体系包括实在的粒子和空间，宇宙中的每

一个粒子作为宇宙能量的一分子它本身的能量惯性

状态始终与宇宙环境保持一致即能量的稳定性，它

们的电磁能量波始终存在着相互作用。当两个粒子

同时处于某一状态即尽量使之处于基态或能量控制

编码态，它们在相互作用时产生了电磁能量惯性互

动及量子纠缠现象。物质具有能量然而人们只能从

物质的相互作用中获得并得到利用。如果连接遥远

宇宙中存在两个时空的渠道，这可能与量子纠缠有

关。在量子力学的理论中，两个粒子不论距离的远

近都会形成一定的相互影响。 

目前人们有两种不同的理论来研究宇宙，这

就是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两个理论可以分别解

释微观的小尺度和宏观的大尺度宇宙时空，但是两

种理论无法统一。对于虫洞理论，爱因斯坦广义相

对论预言了一种时空通道的存在，即爱因斯坦-罗

森桥，这是目前连接两个时空的快速通道理论，量

子力学理论也提供类似的现象，可以在两个遥远的

粒子间建立联系，这就是量子纠缠。宏观状态的爱

因斯坦-罗森桥机制与量子纠缠有何关系呢，科学

家现在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两颗向相反方向移动

但速率相同的粒子，即使移动至不同的宇宙星系，

在遥远的距离下，它们仍保有关联性，亦即当其中

一颗被操作（例如量子测量）而状态发生变化，另

一颗也会即时发生相应的状态变化（Wikipedia， 

2015）。 

量子纠缠所代表的在量子世界中的普遍量

子关联是组成世界的基本的关联关系。量子通讯已

被应用于量子态隐形传输，量子计算已被应用于量

子计算机，量子保密通讯也已被广泛应用于量子密

码术中。一旦两个粒子发生纠缠，不管两个粒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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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何处，它们彼此之间仍保持着强大的关联，用这

种关联可以实现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为

什麽会有这样的纠缠及粒子之间通过什么来完成这

个纠缠，则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由于测量导致的波函数塌缩及导致的纠缠

的破坏本身的性质，给量子纠缠在通讯上的应用代

来了难题。人们可以制造一个纠缠态，足够长的时

间后让这个纠缠可以在足够远的空间点之上产生关

联，但是一旦测量破坏了这个态，就不能重新超光

速的在这两点之间建立新的纠缠态。 要从量子态

提取信息，就必须测量，一旦测量，纠缠态就会破

坏，因此你如果要保持纠缠态，就不能对它进行测

量。假设有一个纠缠态存在，在 A进行测量，波

函数塌缩了，这时 B处的状态的确发生了变化，

但由于它本身并不处在一个测量行为中，否则波函

数之前就塌缩了，因此在 B处不可能实时得知这

个变化，所以一般认为量子通信真正的优势不是超

光速，而是其保密性。理论上信息传递过程中是绝

对安全的，对手最多可以破坏通信，但是绝对无法

截获通信内容。 

量子纠缠在通讯上应用的问题，即使疑问

重重的问题，又是极具诱惑的问题。 

按照当代的宇宙论理论，宇宙诞生之前，

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也没有物质和能量。大约

200亿年前，在这四大皆空的"无"中，一个体积无

限小的点爆炸了。时空从这一刻开始，物质和能量

也由此产生，这就是宇宙创生的大爆炸。现代宇宙

论认为，宇宙不可能有无限的过去，而是在某个有

限的时间之前诞生的，并在一个有限的将来衰亡。

爆炸是空间、时间、物质与能量的起源。这些概念

都不能外推到大爆炸之前。大爆炸之前发生了什么、

是什么引起了大爆炸，这些问题至今无法回答(马

宏宝，2008b)。 

量子纠缠是量子信息处理中的一种重要的

有用资源, 有许多应用,比如量子态的隐形传送,密集

编码以及基于量子纠缠的密钥传送方案等.量子纠

缠也可以用于量子态的远程制备(RSP), 与隐形传送

不同的是在非最大纠缠态的帮助下也可以进行确定

性的远程态制备. 量子纠缠和量子操作有着非常紧

密的关系. 子非定域操作能够产生纠缠态. 另一方面, 

量子纠缠态可以用来实现非定域的量子操作. 量子

操作和量子纠缠一样被看成是一种物理资源 （）。

子纠缠网络是经典网络的量子化，即引入量子力学

的叠加性和非局域性。量子纠缠网络的主要构成包

括量子节点、量子信道和飞行比特。其中飞行比特

（一般是光子）可以处在量子纠缠态，这是量子网

络独特性质。量子纠缠态在量子信息处理，如量子

隐形传态、量子密集码、量子纠错、量子保密通信、

量子计算等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化反应。它

负责将光，空气，水和少量矿物质转变成草，树木，

粮食以及以植物或食草动物为食的我们。起初是由

叶绿素分子捕获光能。该光能被转化为电能，然后

这些电能将被输送到被称为反应中心的生化工厂，

在那里它们被用来固定二氧化碳并将其转化成植物

物质。长期以来，这种能源运输的过程让研究者们

着迷，因为它可以如此高效——接近 100％。量子

纠缠在宇宙自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地球生命

的奇特过程可能与量子纠缠有关。据美国研究者对

光合作用中的量子纠缠的记录并量化表明，在绿色

植物中的光合作用中，量子纠缠是量子力学效应的

一种自然属性，量子纠缠能够在一个生物系统中存

在并且持续一段时间。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太

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其转化效率接近 100%。光合

作用高效率的关键在于传递速度。光合作用得到的

量子力学效应是绿色植物的一种关键能力，它可以

瞬时地将捕光复合物分子中的太阳能传输给光电反

应中心的复合物分子，完成能量的转移。在绿色植

物的光合作用中，量子纠缠是量子力学效应的一种

自然属性，量子纠缠能够在一个生物系统中存在并

且持续一段时间。研究人员在大量 FMO复合物中

发现了量子纠缠存在的证据，这些纠缠的持续时间

一般为几皮秒，并会持续穿过大约 30埃的距离，

直到激发能被反应中心捕捉到。这个持续时间很长

的、非平衡的纠缠也会出现在如紫色光合细菌

LH1和 LH2等更大的捕光化合物中，而更大的捕

光化合物也能够制造和支持更多的激发能来获得更

多样的纠缠状态。量子纠缠持续地存在于离散的捕

光复合物的分子之间，而且温度对纠缠程度的影响

微乎其微。在量子信息领域，温度通常被认为对纠

缠等量子特性非常不利，但是，在诸如捕光化合物

的系统中，量子纠缠或可免受温度升高带来的影响。

(刘霞, 2010)。 

细胞是生物体的基本功能单位，具有自我

复制并进行传种接代的功能。细胞是一个高度有序

的结构体系，它可以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上的交

换。病毒生物体的一切生命现象，如生长、发育、

繁殖、代谢和应激等，本质上都是由细胞单位的活

动来体现并完成的。地球生命是是可以自我复制自

我繁衍的物质存在（Ma and Cherng, 2005），通过

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及分化不断延续（Ma and Chen, 

2005; Ma and Cherng, 2007）。地球上的生命个体，

到底有没有可能达到生物学上的永生？有一种生物

叫做灯塔水母(Turritopsis nutricula)，就有可能具有

永生的生物学特性（Ma and Yang, 2012）。 基本

的生物化学反应、生命过程、思想思维、精神本质、

灵魂存在与否等等，及其与非生命物质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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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这依然是未解之谜，其与量子纠缠的关系，

或许是其中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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