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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墨西哥城、目前住在多伦

多 的 化 学 家 朱 吉 克（Alán Aspuru-

Guzik）看着气候变迁模型，目光渐渐

聚焦在误差线，上头显示每种预测都存

在许多不确定性。“身为科学家，”他说：

“我们有责任思考最坏的情境。”倘若

气候变迁照预期进展，人类可能还有 2、

30 年研发出全新的材料，例如能够快

速而低成本地捕捉二氧化碳的分子，以

及能够储存全球再生能源供给的电池，

但不以锂制成，因为锂的成本高又不易

开采。

但如果情况比预期的更严重，又该

怎么办？新型材料的需求会从迫切进展

到非常紧急，再到攸关生死存亡。我们

能迅速研发出必要的新型材料吗？

在 2010 年曾入选《麻省理工科技

评论》30 名 35 岁以下创新家名单的

朱吉克，大半辈子都在思考类似的问题。

材料发现（Materials Discovery）是

一门研发实用新型物质的科学，发展速

度往往慢如牛步。一般的情况下，科学

家研发出新分子后，逐一测试是否符合

预期特性，这样的摸索过程平均要费时

20 年，成本与风险过高，因此多数企

业不愿意投入。

跟愈来愈多具备计算机专业的化学

家一样，朱吉克希望将摸索期缩短到几

个月或几年，让人类能迅速累积打击气

候变迁的资源，例如电池与碳捕捉过滤

器。最终目标是重振了无生气的材料产

业，将数字仿真、机器人学、数据科学、

人工智能，甚至是量子运算整合进材料

研发的过程。

想象一下有计算机程序具备分子电

子结构的精准知识，能打造出新的分子

设计；机器人能够制造并测试这些分子；

软件与机器人能够合作，测试分子、微

调设计、再次测试，直到研发出具备所

需特性的材料。

理念如此，但实际执行又是另外一

回事。分子的结构异常复杂，化学合成

通常更像是门艺术而非科学，过程难以

诉诸自动化。不过随着如今 AI 人工智

能、机器人学与计算机运算的技术日新

月异，材料科学的愿景再度浮现生气。

2017 年，朱吉克在一场在墨西哥

城举办的研讨会担任共同主持人，共有

来自 17 个国家、133 位科学家（包括

诺贝尔奖得主）与政府官员参与，促进

全球学界聚焦在这个目标。这场会议象

征着一大转折点，让加速材料研发不再

是值得探究的利基领域，而成为全球议

题，许多与会人士视其为第一要务。会

后，加拿大、印度与欧盟等陆续投资于

加速材料研发的计划。

材料研发横跨众多学科，目标远大，

技术难度高，但朱吉克身为化学家、软

件工程师、人工智能先驱、量子计算机

工程师、机器人学爱好者，并有多次创

业的经验，可能兼具了计算机专业与想

象力，足以整合多项工具，让材料科学

的梦想成真。他鼓吹为化学领域注入新

重新勾勒   材料研发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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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水，逐渐成为最具有公信力的代言

人之一。

“朱吉克看得到大家认为不可能的

愿景，”多次与朱吉克合作的福坦莫大

学（Fordham University）化学家史

利尔（Joshua Schrier）说，他的创

新精神深具感染力，改变了周遭所有人

从事科学工作的方法。

对 Google 量子运算法团队主管巴

布 许（Ryan Babbush） 而 言， 朱 吉

克最明显的性格在于他那源源不绝的创

新活力，“朱吉克把时间精力都花在最

新、最未知的领域，他不会专注在渐进

式的发展，”巴布许说。

这样的性格有时会适得其反，因为

新型材料要研发上市耗时费力，研发过

程需要高度聚焦，从商业角度来看也需

要极高的耐心。但巴布许说，朱吉克热

爱重新想象材料研发的过程，提供这个

领域的科学家必要的运算与自动化工

具，协助他们加速研发工作。

街头贴纸

自动化液体处理

摔跤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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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吉克目前正在多伦多成立实验

室，希望借重人工智能运算法设计新型

分子，并采用机器人迅速制造与测试这

些分子。这座原型实验室旨在展示未来

的材料研发过程。“我希望开创一个材

料随选即有的全新时代，让每座实验室

都能轻易研发出新的化合物，”他说。

他希望世界未来更有能力因应下一个全

球危机。“这个世界的问题需要靠分子

来解决，”他补充说：“但我们现在的

研发能力很糟糕。”

战疤

朱吉克说话有如机关枪，活力充沛，

主题跳来跳去。我第一次造访他位于多

伦多大学的办公室时，他秀出他收藏的

墨西哥摔角头套，有蓝有绿有粉红，上

头是古文明阿兹特克（Aztec）的图腾，

“这些头套有助于展现人性面，”他说。

“邀请诺贝尔奖得主或日立高阶主管到

办公室来，讨论一会儿正事后，休息时

可以请他们选个头套自拍，”看到这些

收藏，很难不把头套看作他多元人生的

缩影。

朱吉克从小在一半天主教、一半

犹太教的家庭中长大，家庭成员有作

家、有音乐家、有建筑师。19 岁时，

他正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就读化学系，有天半夜狂欢完，从奎纳

瓦卡市（Cuernavaca）乘车回家的路

上，车子突然打滑，往路边撞去。送医

后，医生不得不开刀修复他的肠子，烧

灼破裂的血管，最后他的肚子留下一条

彷佛中线的疤痕。

年纪轻轻就在鬼门关走过一回，让

朱吉克下定决心要过着追求知识、敢于

冒险的人生，但凡是他有兴趣的领域，

他都会积极尝试，就算这个领域太过深

奥或非他的专业也在所不惜。

当时，科学界认为有可能使用计算

机模型设计分子让分子具备所需特性。

大家都跃跃欲试，认为这样就可避免缓

实验室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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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且无趣的实验过程，开创一个虚拟化

学的新时代，成为科学家们的讨论焦点，

只是最后因为计算机运算太慢、分子太

复杂而无疾而终。

有天朱吉克在大学图书馆浏览期

刊时，偶然看到一篇论文提到，在计

算机进行分子化学会面临诸多挑战。

1926 年， 物 理 学 家 薛 丁 格（Erwin 

Schrödinger）提出一个方程式，能够

预测次原子粒子（如电子和质子）的行

为。如果能建立次原子粒子的数学模

型，就能推断生成的材料，它如何跟其

他材料结合、它是硬是软、它的分解速

度快慢。概念如此，但大多数材料如果

拿薛丁格的方程式计算，会太过复杂，

即使是目前最大型的超级计算机也难以

招架。

为了让运算更可行，朱吉克拟定出

不同版本的方程式，所需的近似值更少，

因此更加精准。这项计划后来成为他在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攻读博士班的研究

重点，目的在于将计算过程精简到一定

程度，让计算机能够处理，又不会简化

到模型失去科学效用。研究人员如果采

用朱吉克的运算法，可以模拟一个随机

的分子，立即预测出所得物质的特性。

其他科学家也设计过类似的运算

法，但朱吉克在研究所时期设计出的运

算法有目共睹，读完博士班后便在哈佛

大学找到教职。在哈佛担任助理教授的

时候，朱吉克同时带领一个 40 人研究

团队，成员有资讯工程专家、生物学

家、工程师、物理学家与化学家，全心

投入“哈佛干净能源计划”（Harvard 

Clean Energy Project）。多数太阳

能板采用硅将阳光转化成电力，但有没

有成本低又容易生产的有机物质能做到

这点？接下来 6 年，朱吉克和研究团

队模拟了 230 万种有机分子，想知道

哪些具有太阳能光电特性。

其实朱吉克并非从事虚拟化学的第

一人，但他的实验规模却是创举。当时

运算能力逐渐增加，因此模拟单一分子

只需要几分钟时间，跟 1990 年代动辄

好几天的模拟时间不可同日而语。最重

要的是，朱吉克能动用到的服务器空间

似乎无止无尽，大多数空间都是从其他

人的设备所借来。他的系统类似于从前

的“SETI@Home 计划”（译注：搜

寻外星智慧生物的运算资源共享计划），

支持这项计划的民众可以下载屏幕保护

程序，藉此暂时将硬盘空间借给朱吉克

和他的研究团队。“我们拥有全世界最

大的超级计算机之一，”他说：“只是

计算机散布全球各个角落。”

朱吉克最终发现许多有机材料，理

论上都可以制成太阳能电池，但问题是，

这些看似有胜算的分子过于复杂，制造

成本不低。“是我的错，”他说：“我

应该一开始先咨询有机化学家，找出哪

些分子容易制造。”

推动干净能源计划时，朱吉克基本

上是在计算机、而非在实验室进行组合

化学，亦即已经跳脱传统的尝试错误法。

到了 2012 年，多伦多与其他地方的研

究人员在深度学习与其他机器学习法有

了许多重大突破。跟许多寻找新型材料

的化学家一样，朱吉克把重点转向人工

智能，让发现分子的过程更快速、更聚

焦。“计算机仿真好比是机关枪，在空

中随机扫射，希望能打中目标，”他说：

“人工智能像是狙击手，先选好目标再

瞄准。”

他首先必须训练神经网络，输入大

量数据，里头有 10 万个有机物质的分

子组成与化学特性。人工智能程序辨识

出模式，也就是某一分子和形成物质的

相关性，再用这个知识发明出候选分子，

在实验室进行合成与测试。拜人工智能

之赐，朱吉克发现新的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亮度高出传统 LED。他

还发现几个新的化学物质，可以用于

未来的有机液流电池（Organic Flow 

有机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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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tery），这种大型工业级电池无须

用到锂这类金属。

朱吉克也开始钻研处于萌芽阶段的

量子运算领域。薛丁格方程式不容易在

传统计算机中运算，正是因为电子与质

子不适用古典物理学，而是遵守量子力

学，可能纠缠在一起（即使不相关也出

现一致的行为），也可能呈现所谓的“迭

加状态”（同时出现多种相反的状态）。

想模拟这些复杂的现象，也需要极为复

杂的运算法，但由于量子计算机的量子

位也遵守量子力学，因此理论上量子计

算机更适合用来仿真分子。

但如何实际做到模拟，还有待摸索。

2014 年，朱吉克与研究团队提出变分

量 子 本 求 解（Variational Quantum 

Eigensolver；VQE） 程 序， 能 够 仿

真分子，但用的是规模小又容易出错

的现有量子设备，而非全功能量子计

算机。薛丁格方程式以数学算式抽象

描述次原子粒子，反观 VQE 算法则使

用量子位仿真粒子在分子中的行为，

就跟演员重演盖茨堡之役（Battle of 

Gettysburg）一样。

未来随着各家企业研发出效能更高

的量子计算机，化学家透过 VQE 算法

将可进行高度精准的模拟，可能精准到

连合成和测试材料的程序都免了，“真

的到了那一天，”朱吉克说：“我在材

料科学的研究就功德圆满了。”

2016 年，朱吉克的事业蒸蒸日上，

但在总统大选一星期后，他开始写信给

澳洲与加拿大的同事，询问工作机会。

多伦多大学提供他一个声望卓著的

职位，由政府资助。该职位旨在吸引顶

级研究人员到加拿大发展，也是与向

量人工智能研究所（Vector Institut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 交 叉 任

职，后者是一家由机器学习先驱辛顿

（Geoffrey Hinton）共同创立的非营

利机构，迅速带动多伦多成为全球的人

工智能重镇。但对朱吉克来说，最大的

诱因是可以实现多年来的梦想，打造一

个跳脱常规的新型材料实验室，称为“物

质实验室”（Matter Lab）。

管它去死

“在物质实验室里，我们解决 1

个难题前，只提出 3 个问题，”朱吉

克说：“它对这个世界重要吗？如果没

有，管它去死。它是不是已经有人研究

了？如果有，就没必要研究。它有一丁

点被研发出来的机率吗？”这个“一丁

点”是关键，朱吉克希望解决介乎可行

和不可行的挑战，“如果研发某种材料

太简单，就让其他人去做，”他说。

实验室位于多伦多市区的一座战后

量子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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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造建筑，跟多伦多大学的其他实验室

都不一样。天花板架有暗红和酒红色的

吸音板，希望向备受喜爱的墨西哥建筑

师 巴 拉 冈（Luis Barragán） 致 敬。

不起眼的一个角落有个传统实验室工作

台，排烟柜下摆放了烧瓶、磅秤、烧杯

等等工具，研究生可以在这区从事化学

研究，方法跟祖父母那一代的人大同小

异。感觉得出来，这个工作台很少人用。

座落在实验室中央的是一台造价

150 万美元的机器人，外壳以玻璃和

金属制成，填充氮气，装有一个机械手

臂，会沿着轨道来回移动。机器侧边

有许多装有粉末和液体的罐子，机械手

臂挑选完，精准地放置在众多反应器之

一。“这个机器人就像从不喊累的实验

室助理，每天 24 小时都在混合化学物

质，”朱吉克说，短短 12 小时就能制

造出 40 种化合物。

物 质 实 验 室 还 有 2 个 特 性， 让

它更具浓厚的实验性质。第一个是朱

吉克与合作伙伴所研发的软件，称为

ChemOS，内容包括一套能够制造候

选分子的人工智能系统，以及能与机器

人沟通的程序，可以指示机器人合成候

选分子。

第二个特色是制造过程呈现“封闭

循环”的状态。朱吉克指向机器人后头

的一对细软管，向我说明流程。“这是

尿尿流出来的地方，”他说。一旦反应

作用结束后，液体会从这对塑料软管流

到分析机器，机器大小有如迷你冰箱，

分离出不要的副产品。精制过的材料流

入另一个机器人，进行测试，了解其

特性，再由机器人将试验结果回馈给

ChemOS 程序，让人工智能更新数据，

立即产生一批更好的候选分子。如此不

断预测、合成、测试，直到得出最适合

的分子。

拜朱吉克不断推广之赐，材料研

发 过 程 采 取 自 动 化 与 封 闭 循 环 的 概

念 日 益 生 根， 受 到 新 一 代 化 学 家 的

认 同。 温 哥 华、 纽 约、 香 槟 厄 巴 纳

（ChampaignUrbana） 与 格 拉 斯 哥

等城市的研究人员陆续建造类似的实验

室，做为多用途且自动化的分子研发空

间。正因如此，朱吉克不愿多谈物质实

验室的下一个计划，相关决定取决于团

队所好奇的领域，或可能取决于全球危

机有何待解问题。

留下印记

2020 年，朱吉克在疫情初期变胖，

早年的手术伤口裂开。他困在家中开

Zoom 视频会议，又没办法在实验室随

意游荡，让他觉得又无聊又无奈。之前

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从事一些看似

漫无目的、却有助于催生出创意的事情。

朱吉克需要做点改变。

几 个 月 后， 他 开 始 在 计 算 机 涂

鸦，画出类似霍金斯（Screamin, Jay 

Hawkins）的摔角头套，后者是摇滚

乐的先驱，以歌剧家的声线和古怪的舞

台动作闻名。朱吉克以西班牙文的巫师

为灵感，将这个角色命名为“布鲁荷”

（Bruho），决定把作品展现在城市景

观。他买了一台贴纸打印机，把布鲁荷

到处贴在信箱和街灯上。没多久，他成

为多伦多街景艺术圈的一员。

现在朱吉克有 2 个中期目标，第

一是设计出模块化又平价的封闭循环系

统，让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当成模型。他

希望打造一个多功能的实验室箱，其中

包含 ChemOS 软件包，以及合成与特

性分析机器人。有了这项设备，使用者

可以输入某个材料的描述，系统会立刻

仿真和测试候选分子。朱吉克推论，如

果要开创一个材料随选即用的新纪元，

这项技术必须普及化，也要使用方便。

而他的第二个中期目标，是在多伦

多艺术圈闯出名号。

拜访实验室后几天，作者晚上跟着

朱吉克和团队到处贴贴纸和海报。跟他

的材料研究工作一样，艺术夜游也需要

团队合作。成员共有 8 个人：外号“肥

皂鬼魂”的年轻女子，她态度冷淡，刺

了满手臂的刺青；外号“忍者”的中年

男子，他身材精瘦，拉着手推车来到现

场，里头有一桶小麦糊，是他自制的液

体黏和剂；外号“人生”的男子，他的

态度冷峻，长期患有失眠症，头发中分，

有一半染成金色，就跟库伊拉（Cruella 

de Vil）的发型一样。“我会创作到天

亮，”朱吉克夸下豪语。每个人手上拿

着几捆贴纸和海报，都是自己的创作结

晶。

这种街头艺术不需要喷漆就能完

成，但在多伦多被抓到会被罚款（只是

警方通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我

们得暗着来，动作很快。忍者带着大家

走进小巷，来到一栋钉满夹板的建筑，

整面墙光秃秃的。所有人拿着刷子，在

墙面狂刷小麦糊，再贴上各式各样的图

像，有留胡子的佛祖、有弹乌克丽丽的

老鼠、有穿着彷佛绝地武士的“布鲁荷”。

这样的艺术大杂烩看上去没什么，却散

发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美感。一瞬间，墙

面不再空荡荡，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纷陈，

朱吉克看了很激动，“这片墙一分钟前

还是空白的，”他说：“你看看现在的

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