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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杰出博士后简介 

何玉明，墨子杰出博士后（Micius Research Fellow），男，1985

年 5 月出生。2007 年 7 月于合肥工业大学获学士学位，2014 年 7 月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在该校开始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主要从事基于半导体材料的单光子源量子信息方向的实验研究。曾获得

博士生国家奖学金（2013 年）、中科院院长奖（2013 年）、量子信息与

量子科技前沿协同创新中心优秀博士生奖（2014 年）、中科院百篇优秀

博士论文奖（2016 年）等奖励。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国际上首次发展了半导体量子点 S 壳层脉冲共振荧光技术，

实现了确定性的国际上最优品质的半导体量子点单光子源 

单光子源是实现线性光学量子计算和量子网络的重要资源，而基于

自组装半导体量子点的单光子源是最有希望实现实用化的单光子源之

一。我们在在国际上首创单量子点脉冲共振光学激发、多重滤波技术，

从根本上消除了消相干效应，解决了单光子源的确定性和高品质这两个

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制备了基于量子点脉冲共振荧光的确定性、最

高品质单光子源：信噪比超过 300:1，二阶关联函数小于 1.5%，光子全

同性优于 97%，该成果刷新了斯坦福大学保持了 10 年的基于 P 壳层激

发单光子全同性不超过 70%的记录，在量子点单光子源领域具有里程

牌的作用，该单光子源的各项技术指标使中国在这一研究方面跻身世界

前列，为可扩展光学量子计算和基于自旋的固态量子网络的实现奠定了

基础。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完成，并以长文的形式发表于《自

然•纳米技术》[Nat. Nanotech. 8, 213-217 (2013)]。该成果是我国在量子

点光学量子调控领域发表在《自然》系列期刊上的第一篇论文，同时也

是 2013 年以来在量子点单光子源研究领域引用最多的一篇论文。英国

物理学会新闻网站 Physics  World、Nanotechweb 和 Nature China 等以

“Super single-photon source for quantum computers”为题专门报道了这

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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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国际上首次实验发现了 WSe2 二维单原子层中的单光子发射 

传统的单光子源主要发现于一维和三维材料体系中，基于单原子层

材料的单光子源一直没有被发现。我们在实验上首次发现了 WSe2 二维 

单原子层中的原子缺陷能够束缚激子，而成为非经典的单光子发射

器，验证其二阶关联函数为~14%。单光子具有极窄的谱线线宽~0.13 

meV，比 WSe2 二维单原子层非定域的谷激子的线宽小两个数量级。通

过磁光测量发现缺陷中激子具有异常大的 g 因子，大约为 8.7，远大于

单原子层谷激子和 InAs 量子点。这些发现首次连接了量子光学和二维

单层原子材料这两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打开了一条通往新型光量子器件

的道路。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身份并作为封面文章发表于《自然•纳米

技术》[Nat. Nanotech. 10, 497-502 (2015)]，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自然》以 feature article 的方式长篇报道了这一最新成果。《自然材料》、

《自然纳米科技》分别邀请国际专家誊写 news & views介绍这一工作，

高度评价：“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兴趣，将触发基

于二维半导体材料进行量子技术的新研究”。 

3、在国际上首次在二维单原子层发现双激子的级联光子对发射 

自从二维原子层单光子源发现以来，其内在的物理机制依然引起广

泛争义。我们在实验上首次证实了二维原子层局域激子中有双激子的存

在，为研究二维原子层激子动力学和实现原子层材料上的极化纠缠光子

对和时间编码纠缠光子对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身

份发表于《自然•通讯》[Nat. Commun. 7, 13409 (2016)]，审稿人评价

“明确了二维原子层单光子源起源的重要问题”和“高质量的实验结果

和分析清晰地回答了二维原子层单光子源是否存在双激子的疑问”。 

4、在国际上首次验证了基于半导体量子点的可调谐拉曼单光子源 

在国际上首次验证了基于半导体量子点的拉曼单光子的高度全同

性，并实现了两个独立量子点发射光子的高保真度 Hong-Ou-Mandel 干

涉。工作中实现了两个相距 1.5m 的量子点的拉曼光子干涉，创造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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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最高水平的 87 % 的干涉对比度。此项工作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于《物理评论快报》 [Phys. Rev. Lett 111,237403(2013)]，为在量子点

系统中实现受激拉曼绝热通道技术奠定了重要基础。 

5、首次在类原子系统中观察到理论预测二能级下的自发辐射抑制

产生的量子相干和谱线擦除 

该研究工作证实了单个半导体量子点不仅可以作为二能级固态量

子模拟平台来检验量子相干等基本理论，同时也可以在实验上实现超窄

线宽的荧光光子发射，为固态体系单性能单光子源和量子计算的研究开

辟了新途径。此项工作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

[Phys. Rev. Lett 114, 097402 (2015)]，审稿人评价：“尽管这个量子光学

现象在 20 年前已经预言，且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从未被观测到过”。

《物理评论快报》把该论文选为重点推介 Editor’s Suggestion 论文。 

6、实验上首次产生了可以超越表面编码容错界限的单光子源 

实验中我们首次将正频率啁啾脉冲快速绝热通道技术应用到半导

体量子点二能级激发态的制备中，产生了可以超越表面编码容错界限的

单光子源，克服了确定性量子点单光子源发射的稳定性问题，其光子品

质(单光子纯度优于 99.7%，光子全同性优于 99.5%)再一次刷新了半导

体量子点单光子源的世界纪录，该单光子源将来可以进一步应用于基于

单光子源演示相关的表面编码量子计算实验。此项工作以共同第一作者

身份发表于《纳米快报》[Nano letter 14,6515-6519(2014) ]。 

7、实验中首次制备了 74%收集效率的确定性量子点单光源器件 

该成果将 in situ 技术与量子点微腔系统结合起来，确定性地将单个

半导体量子点放置到微柱的中心，产生了 74%收集效率，99%单光子纯

度，89%单光子全同性的量子点共振荧光单光子信号。相比传统量子点

微柱制备过程，单个量子点与微腔的随机性匹配不仅导致有效微柱量子

点系统制备的低效性，而且无法保证单光子源的高品质和高收集效率。

该成果将高单光子品质量子点与微腔系统确定性的结合起来，实现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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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量子点微腔制备方法，为实现确定性可拓展的高效量子点单光子源

提供了重要的前题条件。此项工作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光学快

报》[Opt. Express 24,8539(2016)]。 

 

杨胜军，墨子杰出博士后（Micius Research Fellow），男，1985

年 10 月出生。2008 年 6 月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学士学位，2015 年 6

月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在该校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

主要从事基于冷原子物理的量子存储和原子干涉量子精密测量的实验

研究。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实现窄带纠缠光源与冷原子量子存储器的交互界面 

参与搭建基于电磁诱导透明技术的冷原子量子存储平台,成功存储

和读取窄带纠缠光子。存储前后的量子纠缠特性被高保真地保持。该工

作发表于《自然•光子学》[Nat. Photon. 5, 628-632 (2011)]。我们进一步

将窄带纠缠双光子对同时存储在冷原子系综中，实现有效的全息量子存

储，该工作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08, 210501 (2012)]。

上述工作将有效助力可扩展的线性光学量子计算和远距离量子通讯的

发展和应用。 

2、实现高读取效率的光与原子纠缠的制备和存储 

搭建腔增强冷原子量子存储平台，利用环形腔增强机制和铷原子相

干磁子能级成功制备和存储高读取效率的光与原子纠缠。此项工作以第

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4, 210501 (2015)]，

可进一步用于实现多原子系综的量子纠缠，同时可应用于完全无漏洞贝

尔不等式的基础量子力学检验。 

3、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同时高读取效率和长相干寿命的量子存储器 

利用三维光晶格陷俘冷原子光频移磁补偿技术和环形腔增强实现

了接近 80%的高读取效率和亚秒量级的长存储寿命的 DLCZ 量子存储

器。该存储器为目前国际上量子存储器综合性能指标最好的，首次在远



7 
 

距离量子中继和量子通讯纠缠分发成码率上超越直接光量子比特传输。

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自然•光子学》[Nat. Photon. 10, 

381-384(2016)]。在该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成功制备了读取效率 60%和

相干寿命亚秒量级的光子极化态与原子自旋波矢的纠缠源。上述工作将

会用于未来首个几百公里至上千公里的远距离量子中继和量子通讯的

实验验证和应用。 

 

孔熙，墨子杰出博士后（Micius Research Fellow），男，1989 年 3

月出生。2009 年 7 月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学士学位，2015 年 2 月于

德国乌尔姆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在该校开始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主

要从事基于掺杂金刚石体系的氮-空位（以下简写为 NV）单电子自旋相

关研究。在此期间致力于 NV 单自旋的光学探测磁共振量子调控及其在

灵敏磁探测领域应用的实验研究，相关实验成果相继发表在 Nature 

Physics (1 篇), Nature Communications (2 篇),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

篇)，Physical Review Applied (1 篇)等杂志上。作为骨干完成了国际一

流技术水平的光学探测磁共振及弱磁探测实验平台的搭建工作，并实验

实现了利用 NV 探针进行灵敏磁探测，为后续完成的 Nature Physics，

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多项高水平科研成果奠定了技术基础。曾获得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3 年）、量子协同创新中心优秀研究生奖（2014

年）等学术奖励。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单质子灵敏度的核磁共振谱 

量子精密测量是对光、电、磁、力等基本物理量的高精度检测，对

科学研究、生物医疗、国防工程等有重要推动作用。我们瞄准磁信号的

精密测量，借助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金刚石氮-空位中心（NV）的精密磁

探测技术，致力于解决传统磁共振手段不够灵敏、分辨率低的缺点。我

们研究了强耦合核磁共振谱，实现了对 4 个核自旋的核磁共振探测，其

磁探测灵敏度首次达到世界最高的单个质子水平，目前仍保持着单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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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的世界纪录。利用金刚石探针形成的强梯度场，以及压缩探测的

方法，我们实现了核自旋位置的 0.1 纳米的精密探测。此项工作以并列

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自然•通讯》[Nat. Commun. 5, 4703 (2014)]。之

后，我们进一步利用关联谱首次提高体金刚石 NV 中心外纳米核磁共振

频谱分辨率，从而打破了金刚石 NV 磁探针的退相干时间的限制，并以

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Phys.Rev.App. 4,024004(2016)]。 

2、观测量子热库的反常退相干效应 

由于环境会对量子系统发生耦合干扰，使得系统的相干性不可避免

地流失。这一在量子信息处理极为重要的效应，被称为退相干。根据经

典的噪声理论，噪声越强，系统的退相干越快。然而随着当代量子科学

的发展，相对于中心自旋体系，外界环境的尺度已经越来越小。在这种

情况下，必须要采用基于量子力学的模型来处理退相干效应。我们利用

动力学解耦技术消除经典噪声，在金刚石 NV 体系中观测到反常的退相

干效应。此项工作以并列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自然•通讯》[Nat. 

Commun. 2, 570 (2011)]。进一步的利用动力学去耦方法提高相位估计

算法测量精度以及相干保持量子门的实验工作分别发表在[Euro. Phys. 

Lett 95 60005 (2011)]和[ Phys. Rev. Lett. 109, 070502 (2012)]上。 

3、探测单核自旋对及对其进行原子尺度的结构分析 

我们利用 NV 单电子自旋量子干涉仪探测微观单核自旋对体系产

生的弱磁信号，以及使用多脉冲动力学解耦技术和外加磁场来有效抑制

环境噪声，成功实现了室温大气环境下单核自旋对的探测及其原子尺度

的结构分析。此项工作发表于《自然•物理》 [Nature Physics, 10, 21-25 

(2014)]。该工作表明动力学解耦技术结合单自旋探针是单分子结构解析

和谱学分析的有力工具，可帮助我们在纳米甚至原子尺度获取物质组成

和结构信息，为物理生物等各领域开展微观研究提供新的方法。 

 

周志远，墨子杰出博士后（Micius Research Fellow），男，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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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出生。2010 年 7 月于安徽大学获学士学位，2015 年 7 月于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在该校开始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

从事量子光学与非线性光学相关的实验研究。曾获得博士生国家奖学金

（2014 年）、协同创新中心优秀研究生奖（2014 年）、中科院院长奖（2015

年）等学术奖励。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国际上首次完成轨道角动量标记单光子和纠缠光子的频率上

转换 

轨道角动量光束由于其无限维的基矢空间，使其在高维量子信息学

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为了实现工作在不同波长的量子体系间实现量子态

的传递，量子波长变换器是必不可少的核心器件。如何实现携带轨道角

动量的量子态的频率变换是构建高维量子信息网络面临的重要科学问

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在基于准相位匹配晶体的轨道角动量

光束的倍频、和频以及腔共振高效率倍频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实验工作，

证明在非线性过程中的轨道角动量是守恒的，并且证明了高效率轨道角

动量频率变换的可行性 (Opt. Express 22, 23673 (2014); 22, 20298 (2014); 

JOSA B, 32 407 (2015); Sci. Rep. 4, 5650 (2014))。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这

些技术积累应用于携带轨道角动量量子光场的频率上转换，我们设计了

一个单共振的环形腔用于增强泵浦光的功率，从而极大的提高频率变换

效率，最后我们成功实现了携带轨道角动量的标记单光子和纠缠态的频

率上转换，并且证明了轨道角动量量子态的量子关联和相干性在转换过

程中是保持的。相关工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7, 103601 (2016)]和《光科学与应用》[Light: Sci. & Appl. 5, 

e16019 (2016)]。 

2、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双光子 NOON 态在硅基波导芯片中的相干变

换 

硅基波导由于其小的封装体积、大集成度、与通信波长，以及与传

统的 CMOS 兼容等优点，是发展小型化量子器件的重要趋势。硅波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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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振以及高阶导波模式是实现基于波导量子信息处理的重要资源。利

用波导的这两个维度，我们设计制作并且实现红外双光子 NOON 态在

波导的偏振模式、高阶导波模式之间的相干转化，并且证明了光子的量

子关联特性几乎没有任何损失，为基于波导高阶模式实现量子态的操控，

实现集成化的光子芯片奠定重要基础，相关成果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

发表于《自然•通讯》[Nat. Commun. 7, 11985 (2016)]。 

3、双光子非经典量子光源的制备 

非经典量子光源是研究诸如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精密测量的

重要基础，高质量的非经典光源是研究量子信息技术的重要保障。我们

在基于准相位匹配晶体的双子光关联量子光源的制备上开展了大量的

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众多成果：我们实现红外通信波段高质量的偏振纠

缠源 [Opt. Express 23, 28792 (2015); Phys. Rev. A 87, 045806 (2013); J. of 

Mod. Opt. 60. 807363 (2013)]、轨道角动量纠缠源[Opt. Express 23, 18435 

(2015)]以及窄线宽关联光子源[JOSAB, 31, 128, (2014); AIP Advances 6, 

025114 (2016)]，这些光子源具有亮度高，线宽窄以及很宽的光谱调谐

特性，可以覆盖整个 C+L 通信波段，这些高质量的纠缠源被用于前两

项研究成果的实验中以及量子秘钥分配方案中[Sci. Rep. 6, 20962 

(2016)]。 

4、其他研究工作 

在激光技术方面，我们实现低泵浦高效率的紫外激光的产生和红外

到可见高效率倍频[Chin. Opt. Lett. 12, 111901(2014)；Opt. Commun. 396, 

146(2017)]，以及实现了轨道角动量光束的非破坏分离[Opt. Express 24, 

2166 (2016)]。在基于轨道角动量光场的精密测量和传感上，我们设计

了一个特殊的温度传感器和空间光开关，相关结果发表于《光学快报》

[Opt. Lett. 39, 5098(2014)]上。此外，我们还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基于双

光子 HOM 干涉测量负折射超材料的吸收和色散特性的方法，相关结果

发表于《物理评论 A》[Phys. Rev. A 85, 02384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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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优秀博士后简介 

杜宏健，中心优秀博士后（QIQP Excellent Postdoctor），男，1983

年 10月出生。2006年 7月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应用物理学学士学位，

以及电子信息工程双学士学位。2015 年 7 月于该校博士毕业，同年在

该校开始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从事单原子、分子体系的自旋态的

探测和控制的实验研究。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对 Bi(111)薄膜表面态朗道能级和自旋分裂的

观测 

由于 Bi(111)表面金属性的表面态具有多能谷的电子结构和涡旋型

的电子自旋结构，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研究。杜宏健与合作者利用扫描

隧道显微镜，在低温及强磁场的条件下，成功从 Bi(111)表面的扫描隧

道谱中探测朗道能级的信号，并结合理论计算分析得出这些朗道能级来

源于 Bi(111)的表面态。同时，还观测到 Bi(111)表面的自旋态在强磁场

中分裂的现象。此项工作以共同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于《自然•通讯》 

[Nat. Commun. 7, 10814 (2016)]。该研究成果揭示了 Bi(111)表面电子态

在强磁场下的量子化状态和自旋分裂状态，指出 Bi(111)表面态的多重

能谷简并和自旋结构具有进一步的研究意义和一定的应用价值。 

 

刘琴，中心优秀博士后（QIQP Excellent Postdoctor），女，1987

年 11 月出生。2006 年 7 月于安庆师范大学获学士学位，2011 年 11 月

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在该校开始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主要从事过渡金属硫属化合物的相转变及能源应用研究。曾获得国家奖

学金（2015 年）、优秀学生国家交流资助计划（2016 年）、中科院院长

优秀奖（2016 年）、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2016 年）等学术奖励。

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首次通过小分子插层方法实现 WS2 从半导体相到金属相的转变 

发展了自下而上的一步水热法合成出具有稳定金属相的铵根插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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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WS2 纳米带，并探讨了其特异结构与性能的构效关系。这种铵根插

层并稳定金属相 1T-WS2 的由下而上的合成策略可以拓展到其他稳定

金属相 1T-TMDs 的合成如 1T-MoS2，1T-MoSe2 和 1T-WSe2 等，将为

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和电子学、光学和催化等实际应用领域提供丰富的材

料基础。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先进材料》[Adv. Mater. 27, 

4837, (2015)]。 

2、克量级金属相 1T-MoS2 的水热合成及其优异的光解水产氢性能 

通过改进水热合成方法制备了克量级金属相 1T-MoS2 纳米片，光

解水产氢实验结果表明 1T-MoS2 具有优异的光催化性能，其主要是由

于更有效的电子空穴分离效率和更多的反应活性位点。这种自下而上地

稳定金属相 1T-MoS2 的大规模合成方法为之后原位合成具有紧密界面

的各种 1T 相异质结电催化剂和光催化剂提供了可能性。该工作以第一

作者身份发表于《Small》[Small 11, 5556, (2015)]。 

3、首次实现金属相 1T-MoS2 异质结的原位构筑 

通过溶剂热方法在 CdS 纳米棒上原位生长了 1T-MoS2，测试结果

表明当负载量仅为 0.2wt%时，CdS@1T-MoS2 异质结相对于纯 CdS 产

氢速率提高了 39 倍。同助催化剂 1T-MoS2 的存在使得 CdS 纳米棒上的

光生电子快速地被转移，从而大大地抑制了电子空穴的复合。该工作提

供了一种可以在半导体表面原位生长金属相 1T-MoS2 异质结的新方法，

这种非 Pt 的高效廉价助催化剂表现出的优异的光催化性能为发展高效

光催化体系提供了机遇。该工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ChemCatChem》

[ChemCatChem 8, 2614, (2016).]。 

 

李骏，中心优秀博士后（QIQP Excellent Postdoctor），男，1988

年 5 月生。2011 年 7 月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获学士学位，2017 年 3 月

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博士学位，并随即在该校开始博士后研究工作，

主要从事基于冷原子系综的量子存储与量子中继研究。曾获得“求是”



13 
 

研究生奖学金（2016 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优秀毕业生（2017 年）等

奖励。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主导设计和建设了全新的里德堡冷原子实验平台 

里德堡原子是近年来新涌现出来且备受关注的热点研究方向，里德

堡冷原子系综在量子信息处理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李骏作为主要

负责人，完成了里德堡实验平台的设计和建设，并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

探索和研究工作。该实验体系的成功搭建为研究部在该领域研究填补了

空白，为接下来研究构建高效量子中继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两个集体激发间的 Hong-Ou-Mandel 干涉 

利用里德堡阻塞机制，在同一个原子系综中确定性制备了两个集体

激发态，并实现了二者的 Hong-Ou-Mandel 干涉，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

身份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7, 180501 (2016)]。该

工作是冷原子系综多比特编码方案的首个实验演示，同时也为确定性纠

缠态制备奠定了基础。 

3、实验实现了高内禀效率（50%）的光子极化与原子系综纠缠态

制备 

以往基于 DLCZ 方案的光与原子纠缠态制备是概率性过程，若应

用于量子中继系统中效率很低。针对原子系综体系的这一缺陷，我们利

用里德堡阻塞机制和自旋波读出过程的量子干涉效应，成功实现了高内

禀效率（50%）的光子与原子系综纠缠态制备。该结果与 DLCZ 方案相

比，提升了两个数量级。经进一步优化，未来将在基于冷原子系综的量

子存储与量子中继系统中具有重要应用。 

4、参与了高转化效率的光子-自旋波纠缠源研究工作 

高转化效率的光子-自旋波纠缠源对于未来大尺度量子中继和量子

网络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利用环形腔技术，实现了自旋波到光子的高

效读出，初始转化效率高达76%。此项工作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4, 210501 (2015)]，是向实现高效率、长寿命量子存储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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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一步。 

 

张超，中心优秀博士后（QIQP Excellent Postdoctor），男，1989

年 2 月出生。2011 年 7 月于天津大学获学士学位，2016 年 7 月于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在该校开始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

从事多光子纠缠方面的实验研究。曾获得中科院朱李月华优秀博士奖学

金（2016 年）。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国际上首次验证了六光子 GHZ（即“非此即彼”型）非局域

性 

非局域性是量子物理研究的核心，也是设备无关量子信息方案的必

要资源。我们设计并实现了一种三明治型纠缠光源，这种纠缠源采用

beamlike 型相位匹配，具有高亮度、高收集效率等优点，并且光轴平行

放置具有更好的对称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制备出世界上保真度最高的

六光子 GHZ 态（88.4%），并首次实现了六光子 GHZ 类型的非局域性

验证，刷新了实验中非局域性光子个数的记录。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

的身份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5, 260402(2015)]，

并被选为编辑推荐（Editor’s Suggestion）论文，审稿人评价本项工作

为多光子实验的保真度和亮度设立了新的标准（“The experiments sets a 

new standard in terms of fidelity and brightness in multiphoton 

experiments”）。 

2、制备出超高保真度的四光子 GHZ 态 

光子由于其与环境作用非常小，是量子信息任务的理想物理载体。

另一方面，很难在实验中将独立光子纠缠起来制备多光子纠缠态。从两

光子到多光子纠缠态的制备，其保真度和计数率均大幅下降。这里我们

首次制备出保真度高达 98%的四光子GHZ（Greenberger-Horne-Zeilinger）

态，并用同样的实验装置实现了超高保真度的纠缠交换（entanglement 

swapping），这一过程是许多量子信息任务的关键。此项工作以第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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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身份发表于《光学评论快报》[Opt. Express 24, 27059 (2016)]，并被

OE 作为高亮文章报道，由 Anton Zeilinger 撰写了总结，其评价该文章

对如何在实验中制备高保真度的多光子纠缠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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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研究生奖获得者简介 

骆阳，男，1991 年 3 月出生。2011 年 7 月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学士学位，2011 年至今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尺度国家实验室硕博连

读进行研究工作，主要从事基于扫描隧道显微镜诱导发光的单分子尺度

能量转移的实验研究。曾获得研究生特别奖学金（2011 年）、博士生国

家奖学金（2016 年）等学术奖励。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分子间相干偶极耦合的实空间观察 

分子间的能量转移是维系生命及其演化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化学

反应、构造分子功能材料的重要手段。偶极耦合是分子间库伦相互作用

的一种基本形式。尽管不断有新的实验数据表明，分子间的能量转移可

能具有一定的相干性，但空间分辨的局限使得对于这种相干性的形式和

特性一直缺乏直接的认识。我们将扫描隧道显微镜（STM）和光学技

术结合，利用亚纳米分辨能力的光学空间成像手段，在国际上首次实现

在单分子水平上对分子间偶极耦合的直接成像观察，从实空间上展示了

分子间能量转移的相干特征。此项工作以并列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于

《自然》杂志[Nature, 531, 623 (2016)]。这项研究为分子捕光结构的优

化以及量子纠缠光源的制备与调控提供了新的思路，获得了国内外学术

媒体的广泛关注，《自然》杂志的审稿人评价“这项工作开辟了研究分

子间相互作用的新途径”。 

 

张强，男，1987 年 8 月出生。2011 年于四川大学物理系获得学士

学位，同年保送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尺度国家实验室低维物理与化

学研究部硕博连读，主要从事低温扫描隧道显微镜对低维材料结构及电

子性质的相关研究。2015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

汀分校进行交流合作。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利用分子束外延技术，首次成功制备了 MoSe2/hBN/Ru(0001)

异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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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金属硫化物，石墨烯，六方氮化硼（hBN）等二维材料以其独

特的结构及电子特性赢得了广泛关注，同时也为构筑不同的范德瓦尔斯

异质结提供了材料基础。范德瓦尔斯外延生长降低了对晶格匹配的要求，

原理上可以灵活地构造新颖的异质体系。这里我们利用超高真空分子束

外延技术，首次成功制备了 MoSe2/hBN/Ru(0001)异质结。研究发现，

由于 hBN/Ru(0001)衬底的静电屏蔽效应，使得生长在 hBN/Ru(0001)衬

底上的MoSe2准粒子能隙比生长在石墨或者石墨烯上的MoSe2的能隙

小 0.25 eV。此外 MoSe2 的电子结构存在周期性的调制，调制振幅为

0.13 eV。同样的，我们发现MoSe2与hBN的功函数也存在周期性调制，

该调制振幅与 MoSe2 电子结构的调制振幅基本一致，表明 MoSe2 电子

结构的周期性调制是纯静电效应。这一工作对于拓展二维范德瓦尔斯异

质体系并调控其物性具有重要意义。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

《自然•通讯》[Nat. Commun. 7, 13843 (2016)]。 

2、在石墨烯分子条带中实现自旋量子通道转换 

在石墨烯自旋器件中，如何精确控制石墨烯自旋传播通道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理论表明，如果将两个最窄的石墨烯条带通过四元环连接，

可以先将石墨烯分子条带两个边缘的自旋通道有效地捆绑，再通过碳四

元环翻转两个输出自旋通道的自旋取向，实现自旋转换功能。实验上通

过 Au(110) 表面准一维重构的辅助，在并五苯分子的脱氢环化反应中

制备合成了碳四元环连接的石墨烯分子条带。该工作为自旋电子学的发

展提供了一个基本逻辑单元，有望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此项工作以第二

作者身份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6, 026802 (2016)]。 

 

赵宋焘，男，1989 年 11 月出生。2012 年 6 月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获学士学位，2012 年至今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

验室硕博连读进行研究工作，主要从事功能材料理论设计与表征方面的

研究。曾获得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4 年）、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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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协同创新中心杰出研究生奖（2014 年）、宝钢优秀学生奖学金（2015

年）、求是研究生奖学金（2016 年）等学术奖励。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

果如下： 

1、本征悬浮二维电子气体系的理论设计 

二维电子气体系（2DEG）是凝聚态研究领域的热点，如何实现本

征二维电子气一直是很有趣的课题。基于电子阴离子化合物（eleteide），

Ca2N，我们设计出了能在大气环境下稳定、具有本征二维电子气的复

合体系。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美国化学会志》[J. Am. Chem. 

Soc. 136, 38 (2014)]。同时，另一篇关于电子阴离子化合物理论表征与

设计的文章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 WIREs. Comput. Mol. Sci. 6,430 

(2016)。 

2、金属纳米颗粒的催化机理研究 

饱和烷烃的碳氢键活化是催化领域的难点。与实验合作，我们理论

证明了晶格应变与电子富集效应在AuPd合金纳米颗粒高效催化环己烷

氧化中的重要作用，为饱和碳氢键活化和氧气高效活化提供了新思路。

该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纳米快报》[Nano Lett. 15, 2875 (2015)]。 

3、二维磷材料与金属表面的相互作用 

新型二维磷材料的探索是当下材料研究的热点。与实验合作，我们

模拟了 Au(111)表面单层蓝磷吸附的可能构型，得到了与实验相符的

STM 图像，为单层蓝磷的外延生长提供了理论证据。该工作以共同第

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纳米快报》[Nano Lett. 16, 4903 (2016)]。 

4、异质结光电转化的机理研究 

异质结能集成不同材料组分的各自优势，实现复合体系的多功能化，

是目前纳米领域的热点。与实验合作，我们计算表明铜硫化合物的自耦

合异质结，Cu1.94S-CuS 具有类 type-II 型的能带特征，同时，其独特的

哑铃型结构能有效促进光生电子空穴的分离和传输。此项工作以共同第

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美国化学会志》[J. Am. Chem. Soc. 138, 1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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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并选为封面和 JACS Spotlights 推荐文章。 

 

卓之问，男，1987 年 10 月出生。2011 年 7 月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获学士学位，2011 年至今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材

料科学与工程系硕博连读进行研究工作，主要从事低维纳米材料及新材

料的理论计算研究。曾获得国家奖学金（2016 年）学术奖励。已取得

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设计了具有大范围带隙分布的一系列的二维多孔磷结构 

现代社会对新材料的需求日益渐增。通过计算机计算和模拟新材料

是一种廉价而高效的手段。如何获得有各种特殊结构和优异性能的新材

料是人们需要不断考虑的问题。黑磷单层是继石墨烯、MoS2 单质之后

的明星材料，具有很多特殊、优异的性能。然而，黑磷单层带隙较小，

结构上也比较特殊，使得它不能用在大带隙的电子和光学器件上、直接

合成也有困难。我们通过使用周期图策略设计了一系列的二维多孔磷结

构，并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二维多孔磷结构，实现了磷二维结构能隙的

大范围覆盖，研究表明这些二维多孔磷结构可能用于光解水，进一步提

出其中某些结构可能通过磷的小分子聚合反应而获得。此项工作以第一

作者身份发表于《美国化学会志》 [J. Am. Chem. Soc. 138, 7091 (2016)]。 

2、理论上首次提出了常压下共价连接体相磷结构。 

传统的常压体相磷结构都是由分子、一维、二维亚结构通过范德华

相互作用堆积形成的三维结构，使得它们的结构在某些方向不抗拉伸，

限制了它们使用范围。我们通过磷的小结构单元的共价连接组装获得常

压体相磷的多孔结构，解决了结构的抗拉伸问题。计算结果还表明了这

些共价连接体相磷同样具有大的带隙分布范围，可以匹敌传统磷结构。

成果发表在美国化学会旗下期刊 JPCC 上[J. Phys. Chem. C 120, 2645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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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湛，男，1988 年 4 月出生。2010 年 7 月于南京大学获学士学位，

2013 年获乌得勒支大学硕士学位，此后至今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进行

博士研究工作，主要从事超冷原子量子模拟的实验研究。曾获得国家奖

学金（2016 年）等学术奖励 。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二维自旋轨道耦合在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上的实现 

自旋轨道耦合在拓扑绝缘体研究领域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超

冷原子系统纯净、可控性好，是模拟研究拓扑绝缘体的理想平台。虽然

人们之前已经实现了一维自旋轨道耦合，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但另

一方面，实现二维自旋轨道耦合的尝试从未停止过。因为只有实现二维

及更高维度的自旋轨道耦合，人们才能够研究多种非平凡量子态，如二

维三维相互作用引发的拓扑绝缘体。而且，二维自旋轨道耦合也是通过

s 波超流态，实现有间隙拓扑超流相的最低要求。 

我们在工作中提出在光晶格中实现拉曼耦合的方法构成二维自旋

轨道耦合，通过重复使用两个维度的激光，实现了相位的自然锁定，无

需额外精确的相位调制。而且整个体系基于拉曼耦合技术，加热率可比

于之前的的一维自旋轨道耦合。这在多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最终在

国际上首次使用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实现了二维自旋轨道耦合。此项工

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科学》杂志[Science 354, 83 (2016)]，《科学》

杂志对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专门就该文章撰写了 Perspective，与

本文一同发表。该工作发表后获得了国内外学术媒体的广泛关注，于

2016 年 10 月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中央电视台对该工作进行了报道。 

2、 BEC 自旋轨道耦合中旋子和声子模弱化的实验研究 

旋子型激发子一般只有在强关联系统或者长程相互作用中才会产

生，比如超流液氦或者双极性超冷原子。然而人们最近发现短程相互作

用的人工合成自旋轨道耦合，也会导致许多不寻常的超流相，导致旋子

-极大子的激发能谱。我们使用 Bragg 能谱技术，首次在实验上精确测

量了该体系完整的激发谱特性。此项工作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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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Lett. 114, 105301 (2015)]。直接证实了在磁化相，玻色凝聚体自旋

轨道耦合体系激发谱拥有一个旋子-极大子结构，与液氦类似。另外，

通过我们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相变过程中，声子模和旋子模都有不

同程度弱化。该工作为进一步理解超流以玻色凝聚体自旋轨道耦合系统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欢，男，1989 年 8 月出生。2012 年 7 月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物理学士学位，2012 年至今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

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主要从事基于超冷原子和超冷分子的实验研究。

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成功观测到基于超冷分子的态到态可控超冷化学反应 

态到态可控超冷化学反应一直是科学家们感兴趣的研究方向，研究

态到态可控超冷化学反应性质，对于理解化学反应机制和反应动力学有

很大帮助。到目前为止，基于超冷分子的超冷化学反应由于一系列限制

因素，只能通过观察反应物的损失观察反应过程。我们利用超冷

23Na40K Feshbach 分子体系，成功观测到超冷化学反应产物；并利用

观察到的产物测量了不同磁场下该反应的反应速率。此项工作以第一作

者身份发表于《物理》 [Nature Physcis, doi: 10.1038/nphys4095(2017)]。

基于该实验基础，我们将对可控态到态超冷化学反应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丁星，男，1991 年 1 月出生。2014 年 7 月于安徽大学获学士学位，

2014 年至今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硕博连读进行研究工作，

主要从事基于自组装半导体量子点的量子信息方面实验研究。曾获国家

奖学金（2015 年）等学术奖励。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在国际上首次通过高精度分子束外延生长和纳米刻蚀工艺结合，获

得了低温下与量子点单光子频率共振的可调谐、高品质因子光学谐振腔。

通过发展与微腔兼容的脉冲共振光学激发和自发辐射加快技术，实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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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单光子源的 Purcell 因子达到 6.3，提取效率达到 66%，单光子性优于

99.1%，全同性优于 98.6%，在国际上首次同时解决了单光子源的三个

关键问题，制备了国际上综合性能最优秀的单光子源，为实现面向大规

模光子纠缠的固态量子光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

身份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杂志[Phys. Rev. Lett. 116, 020401 (2016)]，

并被评选为编辑推荐，获得了国内外学术媒体的广泛关注。在发表后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论文已经在 Google Scholar 被引用 80 余次。同时，

美国物理学会的《物理》网站以“全能的单光子源”为题刊发了推介文

章，《自然》杂志以“可实用化的单光子源”在其研究亮点栏目做了报

道，英国物理学会旗下的《物理世界》以“单光子源既高效又全同”为

题进行了长篇报道。2016 年底，美国光学学会旗下的《光学与光子学

新闻》把这项工作评为“2016 年度国际光学重大进展”之一（Optics in 

2016）。 

 

宋超，男，1992 年 12 月出生，2015 年 7 月于浙江大学物理系求是

科学班获得学士学位，后进入导师研究组开展科研工作，2016 年 9 月

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攻读硕士学位，主要从事超导量子计算和量子模拟

的实验研究。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作为主要人员搭建了国内首个高性能多比特测控平台，国际上

首次在可集成固态系统中实现十比特纠缠并完成层析测量 

多比特纠缠态在容错量子计算、量子模拟以及诸多基础物理问题的

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实现多比特纠缠对测控平台的技术水准

要求极高。国际上此前可集成固态系统中纠缠比特数的纪录是五，而同

步操控比特数的纪录是九。宋超作为第一完成人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针对

多个高性能超导量子比特的同步操控实验平台，获得了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超导器件相干性能的测试指标。基于这一平台，实现了对十个超导量

子比特的同步精确调控，国际上首次在可集成固态体系中制备出十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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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缠态并完成层析测量。该工作以第一作者身份被Physics World报道，

称之“A group of physicists in China has taken the lead in the race to couple 

together increasing numbers of superconducting qubits”。 

2、国际上首次利用超导芯片展示了求解线性方程组的量子算法 

在诸多科学研究与工程应用中，求解线性方程组是一个非常普遍且

关键的问题。2009 年，Harrow，Hassidim 和 Lloyd 提出了针对求解线

性方程组的量子算法（HHL 算法），在特定情况下相较于经典算法具有

指数加速效应。基于自己建立的多比特测控平台，我们在一片四比特超

导芯片上展示了求解线性方程组的 HHL 算法。该 HHL 算法序列使用

了多达 20 个的比特逻辑门操控，整体操控保真度超过 80%，展现了可

集成固态系统用于求解大规模线性方程组的潜力。此项工作以共同第一

作者身份已于近期被《物理评论快报》接收。 

3、利用超导量子芯片实验研究了多个物理学中的基本问题 

作为主要人员，参与了多个基于高性能多比特测控平台的实验研究

工作。在具有阶梯能级的超导电路中实现了无耦合能级间的相干激发 

[Nat. Commun. 7, 11018 (2016)]，承担了其中针对高性能 Xmon 比特的

实验工作。使用超导电路模拟了任意子的分数统计行为 [Phys. Rev. Lett. 

117, 110501 (2016)]。利用量子信息在比特间的转移操作成功抑制了相

位退相干的影响 [Phys. Rev. Lett. 116, 010501 (2016)]。 

 

王轶韬，男，1991 年 4 月出生。2013 年 7 月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获学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攻

读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基于光学系统的量子信息实验研究。曾获得硕士

国家奖学金（2014 年）、博士国家奖学金（2016 年）、国睿奖学金（2016

年）等学术奖励。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国际上首次实现非局域量子模拟器的构建并有效模拟单光子

条件下的宇称-时间对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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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模拟器通过操控量子比特对特定问题进行模拟运算，受益于量

子相干、纠缠等特性，其在运算能力上可以超越经典计算机，而利用经

典计算机所不具备的量子非局域性所构建的非局域量子模拟器可以处

理一些利用经典计算机原则上无法实现的模拟计算，因此在研究物理基

本问题中具有重要作用。我们通过将纠缠光子对分配至处于类空间隔的

两地，并对其采取基于线性光学的量子逻辑门处理及后选择操作，在国

际上首次实现了非局域量子模拟器的构建。基于该量子模拟器，我们实

验模拟了单光子条件下的宇称-时间对称量子系统，并研究了宇称-时间

对称量子力学这一标准量子力学扩展理论中的超光速问题，展示了非局

域量子模拟器中在研究量子物理基本问题中的重要作用。此项工作以共

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自然•光子学》[Nat. Photon. 10, 642 (2016)]。 

2、在国际上首次实现超越经典极限的能量循环型弱测量 

技术噪声和散粒噪声是实际测量中两种常见的噪声，弱测量通过选

取合适的测量探针初选态和后选态，可以实现待测量量的显著放大，从

而有效抑制大部分技术噪声对测量精度的影响，提高测量灵敏度。然而

在传统弱测量中测量灵敏度的提高往往伴随着测量探针损耗率的上升，

这会导致散粒噪声对测量精度的影响变大，因此传统弱测量无法突破传

统测量的精度极限。我们通过将能量循环技术引入弱测量中，实现了测

量探针的循环利用，填补了探针损耗率高这一限制传统弱测量精度的缺

陷，国际上首次实现了测量精度超过传统测量方案极限精度的能量循环

型弱测量。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7, 230801 (2016)]。能量循环型弱测量结合了弱测量技术的高测

量灵敏度和能量循环技术的高测量精度两方面优点，在精密测量方面具

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3、利用干涉条纹实验实现了对量子相干的直接度量 

随着量子信息学的发展，量子相干这一量子力学的基本特性已展现

出作为基本量子资源的性质及潜力，因此对量子相干的严格度量就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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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重要。我们基于资源鲁棒性的思想，将待测系统与辅助系统相混合，

并通过对混合系统干涉条纹的实时观测，实现了对量子相干的严格度量，

此外我们也实现了另一种基于可观测量的量子相干度量方案。此项工作

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8, 020403 

(2017)]，两种新型度量方案具有简明直接的优点，同时也满足量子相干

资源化理论的框架，可应用于量子相干的资源化应用中。 

 

孔飞，男，1991 年 1 月出生。2012 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学

士学位，随后保研至中科大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硕博连读进

行研究工作，主要从事基于金刚石氮-空位色心的量子物理研究。曾获

得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4 年），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5

年），2016年六月经选拔赴德国林岛参加第66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

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国际上首次实现高效率的反事实计算 

反事实计算描述了一类“违反直觉”的过程：计算机即使在“没有

运行”的情形下，仍然有一定概率获知其运行后给出的计算结果。该过

程利用了量子力学中的量子相干叠加的特点，因而是量子物理所独具的

神奇特性。反事实效率，即计算机未运行的情况下成功获取正确计算结

果的概率，是反事实计算的核心指标。以有两种可能计算结果的情形为

例，显而易见，人们通过经典的随机猜一个答案的策略，也能达到平均

50%的猜中概率。因此突破 50%的反事实效率，是反事实计算走向实用

化的关键，而此前尚未有实验工作突破这一极限。我们采用一种新的方

法，实验实现了效率高达 85%的反事实计算，在国际上首次突破 50%

的经典猜测极限。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

[Phys. Rev. Lett. 115, 080501 (2015)]，国际知名新闻网站 Phys.org 对此

工作进行了报道，并评价为“创下反事实计算效率新纪录”。 

2、在国际上首次利用金刚石量子模拟器直接测量了拓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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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数可以用来表征一种特殊的相变——拓扑相变，这种相变无法

用朗道对称性破缺理论解释。自量子霍尔效应发现以来，许多拓扑相被

理论预测和实验验证，然而在实验上直接测量拓扑数仍然是一项挑战。

目前拓扑体系大多在实验上很难制备，一种可行的研究手段是用另一种

可控的量子系统模拟它。如果量子模拟器的哈密顿量被调控到和拓扑体

系完全一致，那么拓扑体系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被量子模拟器提取。实验

通过精心设计的微波和射频脉冲，完全重构了不同相空间中拓扑体系的

哈密顿量，精确地测量到了离散的拓扑数，并观察到了清晰的拓扑相变。

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7, 

060503 (2016)]，并被选为当期的 Editors’ Suggestion。这一实验结果

为基于金刚石体系量子模拟器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通过耦合多个氮

-空位点缺陷可以构建可扩展量子模拟器，通过精确调控各个自旋可以

模拟更为复杂的拓扑体系。 

 

胡晓敏，男，1990 年 11 月出生。2013 年 7 月于合肥工业大学获学

士学位，2013 年至今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

硕博连读进行研究工作，主要从事量子互文关系以及量子高维纠缠的实

验研究。曾获得求是奖学金（2016 年）。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国际上首次实验检验无相容性漏洞的量子互文 

量子非局域性包括空间上的Bell非局域性和时间上的量子互文性，

是量子理论的重要特性。它们既是量子理论与经典理论的主要冲突所在，

也分别是量子通讯和量子计算的资源，对它们的实验检验是量子力学基

础研究和量子信息研究的重要课题。理论研究表明，要堵上 KS 互文性

检测中的相容性漏洞，需要高保真度的两粒子三维纠缠态，利用两个粒

子的空间分离来保障相容性条件。然而已有实验方法所制备出的三维纠

缠态都达不到开展这项检测所要求的高保真度。我们的实验创造性地采

用路径编码的方式，通过自发参量下转换过程实验制备出保真度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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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的两光子三维纠缠态，该制备方法具有可扩展性，可用来制备更

高维的高保真度纠缠光子对。我们进一步将两个光子在空间上分离，从

而成功地堵上了相容性漏洞，实验结果以 31 个标准差违背经典理论的

预言结果，支持了量子力学的预言。本成果在无漏洞量子互文性的实验

检验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物理

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7, 170403 (2016)]。 

2、首次利用量子互文性产生出量子非局域性 

量子非局域性的起源是什么，它是否由量子物理的其它基本特性产

生？能否在非局域性实验中进一步排除其它漏洞？我们对这两个问题

展开了细致的实验研究。我们设计出一种精妙的光学分束器，利用它在

实验上制备出高保真度的两光子四比特纠缠态，然后把两个光子（分别

携带两个比特）分发给 A 和 B 两个测量者。二者分别对自己的两个比

特进行一系列测量。这时 Bell 不等式被违背了，也就是说我们利用量

子互文性产生出了量子非局域性。另一方面，这个不等式恰好可以从自

由意志定理推导出来，它的违背意味着对于光子的测量结果与其历史无

关，为堵上非局域性检验中的自由意志漏洞打下重要基础。此项工作以

第二作者身份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杂志[Phys. Rev. Lett. 117, 220402 

(2016)]，该成果以“我国实现首次产出量子非局域性”为题得到了

“CCTV 新闻直播间”报道。 

3、首次利用线性光学系统实现量子态相干叠加 

量子力学中有很多与经典世界中不同的地方，比如量子叠加性。通

常情况下将两个未知的态相干叠加起来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在试验中

首次实现了两个态的相干叠加。我们使用路径控制偏振态实现了量子交

换门，从而实现了高精度的量子未知态叠加。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身份

发表于 PRA 杂志上[PRA 94, 033844 (2016)]。 

 

王超，男，1992 年 4 月出生。2013 年 7 月于华中科技大学获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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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2013 年至今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硕

博连读进行研究工作，主要从事测量设备无关类量子密钥分配的研究。

曾获得国家奖学金（2015 年）、光华奖学金（2016 年）。已取得的主要

研究成果如下： 

1、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参考系测量设备双无关的量子密钥分配系统 

测量设备无关量子密钥分配协议能够有效地免疫所有探测端攻击，

有效提升量子密钥分配系统的实际安全性，有望为实际量子密钥分配网

络的搭建提供安全保障。但是该协议的有效执行需要量子态制备与测量

时的参考基准（参考系）严格一致，否则将极大地降低安全密钥生成率

并造成安全隐患。由于系统收发各方所处的环境不同且在不断变化，因

此通信双方或者多方之间参考系的校准是必不可少的。参考系校准过程

将消耗更多的系统资源，且有可能引入额外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在复杂

的网络应用环境下，多个参考系之间的校准工作将可能严重的影响其有

效的密钥生成能力和稳定性。我们利用基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法拉

第-迈克尔逊”干涉仪结构，实现了满足系统要求的环境干扰免疫的光

量子相位编解码干涉仪。并同时解决了独立光源量子光源、异地时钟精

准同步、线路自动纠偏等关键技术，首次在实验室有效验证了参考系测

量设备双无关量子密钥分配协议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验结果证实这一

方案可以有效降低通信者之间对参考系校准的要求，避免了在参考系校

准过程中引入额外的系统开销或安全隐患，可以有效提升测量设备无关

量子密钥分配技术在复杂网络环境下的可用性。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

身份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5, 160502 (2015)]，并

被选为编辑推荐文章。 

2、在国际上实现无需光源检测的测量设备无关量子密钥分配协议 

在测量设备无关量子密钥分配协议中探测端的漏洞已完全填补，但

是该协议仍然要求通信双方制备完美的量子态。然而在实际的量子密钥

分配系统中，由于设备非完美性，调制误差等因素，光源非完美性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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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此时窃听者则可能利用系统该特点，窃取更多的信息。为了解决

该问题，传统的方案需要对系统光源进行测量，即精确标定实际制备的

量子态与理想量子态的偏差，并进一步得到实际安全的密钥量。但是在

实际的量子密钥分配系统及网络中，额外的标定系统带来额外的系统消

耗，并可能引入新的系统漏洞。据此，我们提出并实现了无需光源检测

的测量设备无关量子密钥分配协议。利用传统量子密钥分配系统中舍弃

的基不匹配信息，该方案可以有效衡量考虑光源非完美性时的窃听者窃

取信息量，从而避免了对光源的检测和制备误差的估计。此外，该方案

不对原始测量设备无关量子密钥分配系统进行更改，提高了系统的实际

安全性，避免了额外的资源消耗，更加适用于真实使用环境。该成果在

Optics Letters 上发表[Opt. Lett. 41, 5596 (2016)]。 

 

马文超，男，1989 年 8 月出生。2011 年 6 月于山东大学获学士学

位，同年 9 月至今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硕博连读，主要从事

基于自旋磁共振体系的量子物理研究。曾获中科院院长优秀奖（2016

年）、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6 年）及光华奖学金（2015 年）。已

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实验检验基于统计距离的海森堡不确定关系 

改进了一种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基于统计距离的海森堡不确定关系，

得到了新的更具物理意义的不确定关系，并利用核磁共振体系进行了首

次实验检验。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6, 160405 (2016)]，国际知名科技新闻网站 Phys.org 做了报

道，称“该工作提供了对海森堡不确定原理原始思想的更深理解，并具

有潜在的实际应用”。 

2. 实验检验涉及角动量三个分量的不确定关系 

涉及角动量三个分量的不确定关系不能直接由通常的两个分量的

不确定关系得到，本工作中导出了涉及角动量三个分量的不确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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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利用金刚石氮-空位缺陷的单自旋体系进行了首次实验检验。此项工

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8, 180402 

(2017)]。 

3. 利用改进的动力学解耦序列探测核自旋 

对常规的动力学解耦序列加以改进，得到新的动力学解耦序列，并

将其施加于金刚石的氮-空位缺陷，用于单个核自旋的探测，实验上展

示了新序列的优点，为微观磁共振的研究提供了新方法。此项工作以第

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物理评论 A》[Phys. Rev. A 92, 033418 (2015)]。 

 

付博，男，1991 年 5 月出生。2012 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学

士学位， 同年报送如微尺度国家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无序

对于狄拉克材料电子及其输运性质的理论研究。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 

1、是关于吸附原子在一种拓扑材料硅烯中引入的杂质态研究 

在硅烯中可以通过施加垂直于材料的电场，实现其拓扑转变。我们

发现，在拓扑非平庸相，吸附原子在体系中引入能隙中的束缚态，而在

拓扑平庸相，吸附原子则会引入共振态。并且，我们还计算了有限浓度

的吸附原子对于边界态输运性质的影响。当束缚态能级和边界态入射能

量一致时，沿着条带一个边的边界态很容易通过束缚态到达条带的另外

一边,从而发生背散射。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 PRB[Phys. Rev. 

B 93, 085430 (2016)]。 

2、利用我们发展的动量空间 Lanczos 方案研究三维狄拉克半金属

中半金属到扩散金属的量子相变过程中的准粒子性质和标度行为的一

些结果和分析 

我们发现准粒子的自能虚部在相变前后满足一个幂指数关系，其指

数依赖于无序强度，并且进入扩散金属后，其能量零点值迅速增加。在

量子临界点，自能虚部的指数为 1，对应一个对数形式的非解析的自能

实部修正。这个非解析修正会导致量子相变点反常的准粒子和各种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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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理量的行为。以弹性散射弛豫时间，因子 Zk，和有限温电导率为

例说明了量子相变点附近的反常行为。并且利用量子相变点附近的准粒

子的性质，计算了体系临界指数，于单圈重整化结果一致。此项工作以

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 [Phys.Rev.Lett. 118, 146401 

(2017)]。 

 

曾犟，男，1989 年 10 月出生。2013 年 7 月于南华大学获得学士学

位，2013 年至今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

硕博连读进行研究工作，主要从事低维材料生长机理、物性的研究与功

能材料的设计。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理论预言二维蓝磷“半层－半层“非常规生长模式 

二维层状结构的黑磷单晶，由于其超高的载流子迁移率和可调的能

隙，黑磷在半导体工业和光学器件等方面有巨大的应用前景。单原子层

的蓝磷作为黑磷的同素异形体也被预言可稳定存在。对于实际应用而言，

基于外延生长制备出高质量二维黑磷或蓝磷单晶，是亟待解决的科研难

题。 针对这一挑战，该团队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发现，由于蓝磷相对

平整的结构形貌，其在衬底上总比黑磷更稳定。而且由于磷元素与镓元

素的化学亲和性以及较好的晶格匹配，蓝磷在 GaN（001）表面更为稳

定，该团队还发现，蓝磷在 GaN（001）衬底上的生长遵循“半层－半

层”生长的非常规模式：当吸附的磷原子在 GaN（001）表面的覆盖率

增加时，磷原子会先形成一个等效于下半层蓝磷的相对稳定的过渡结构；

随着覆盖度的进一步增加，上半层的蓝磷也开始形成，最终形成稳定的

蓝磷单层。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8, 046101 (2017)]，并被选为编辑推荐文章。 

2、二维功能材料设计及其物性研究 

随着石墨稀的发现，性能优异的二维材料走入我们的视线，成为重

点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对材料结构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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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控能力也越来越强。基于微观的理论工具，我们对二维材料的特性

以及功能化新型材料的设计做了大量研究。对于石墨稀异质结中自旋半

金属性能的研究，本人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 Physical Review B［Phys. 

Rev. B 94, 235425 (2016)］；对于过渡金属二硫化物的外延生长及其电子

学性质的研究结果发表于[Nano Lett. 17, 1097 (2017)]；对于石墨稀覆盖

金属界面，通过受限催化调控析氢反应性能的研究发表于[Nano Lett. 16, 

6058-6063 (2016)]。 

 

王鹏，男，1989 年 7 月出生。2012 年 7 月于昆明理工大学获学士

学位，2013 年至今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主要

从事低维半导体材料光电探测机理及器件制备等的研究。已取得的主要

研究成果如下： 

1、可见/红外双波段二维光电探测器 

二维材料层间以范德华力键合，且面内为完美单晶、电子态完备，

具有较高的载流子迁移速度、可任意堆叠形成能带剪裁、光电特性易被

局域场调控、超薄二维沟道形成室温探测等特点，在光电探测领域有望

发挥巨大的潜力。在此项工作中，通过分子束外延制备了大面积层状

GaSe/GaSb 范德华二维异质 PN 结，其整流比大于 103；研制了 16×1

阵列探测器，阵列探测器的室温探测率为~1012 Jones、响应速度为 40 µs、

响应波段为可见-短波红外；进一步，我们又实现了二维范德华垂直异

质结探测器的可见/红外双波段成像演示，并报道了二维光电探测器的

16×1 阵列推扫成像（像素点 16×60 pixels）和单点扫描成像（像素点

512×100 pixels），成像结果初步展示了这种二维光电探测器具有双波

段智能识别目标的能力。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先进材料》

[Adv. Mater. 29, 1604439 (2017)]，并被 MaterialsViews 编辑部标注为

Highlighted。该工作解决了二维探测材料在红外光电探测领域所面临的

几个难点，如大面积可控生长、室温高探测率、快速响应等，标志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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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光电探测器由简单的单色、单元器件向多波段面阵器件迈出关键一步。 

2、设计并研制成功了高空间分辨光电表征系统 

新型低维半导体因其优异的物理特性以及作为新一代红外探测材

料候选者而受到人们广泛关注。针对低维半导体微米/亚微米级尺度及

其丰富的表面态，设计并成功研制了具有微米/亚微米级空间分辨，实

现了微区红外光电、光致发光、电致发光等二维面扫描、显微光学主动

成像以及光谱分辨光电流扫描等功能的红外光电表征系统。实现了目前

国际上尚不成熟的高空间分辨微区红外光电检测方案，其中的关键技术

包括窄带隙红外材料在电学调控下原位和无损的光电二维面扫描和微

区极弱光电信息提取技术。系统的典型分析对象包括目前红外光电技术

中主流的 HgCdTe 平面型红外探测器件、新型异质结红外探测器、新型

低维人工微纳结构红外探测器；通过该研制系统有望推动当前红外探测

器的跨代发展中核心瓶颈问题（如暗电流大、量子效率低、像元失效等）

的澄清和解决。利用该系统还做出一系列工作[Advanced Materials 

online, doi: 10.1002/adma.201700463, (2017)]; [Optics Letters, 42 (7), 

1325-1328 (2017)]; [ACS Nano, 10 (8), 8067–8077 (2016)]; [Nano Letters, 

16 (4), 2548–2555 (2016)]; [Nano Letter, 16 (10), 6416–6424 (2016)]。 

 

孙启超，男，1986 年 5 月出生。2009 年 7 月于上海交通大学获学

士学位，2012 年至今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进行研究工作，主要从事光

纤量子隐形实验研究。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国际上首次在城域光纤网络中实现量子隐形传态和纠缠交换 

量子隐形传态是一种传递量子状态的重要通信方式，是可扩展量子

网络和分布式量子计算的基础。在量子隐形传态中，遥远两地的通信双

方首先分享一对纠缠粒子，其中一方将待传输量子态的粒子（一般来说

与纠缠粒子无关联）和自己手里的纠缠粒子进行贝尔态分辨，然后将分

辨的结果告知对方，对方则根据得到的信息进行相应的幺正操作。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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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预先分发、独立量子源干涉和前置反馈是量子隐形传态的三个要素。

在此之前，国际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量子隐形传态实验同时满足上述所有

要求。 我们发展皮秒级的远程光同步技术和光纤布拉格光栅窄带滤波

技术，成功地解决了两个独立光子源之间的同步和干涉问题。同时，开

发了针对远距离光纤所造成的延迟和偏振涨落以及实验系统的稳定性

等问题的主动反馈系统。在此基础上，我们在合肥量子城域通信网络的

30 公里光纤上，实现了满足纠缠态预分发、独立量子源干涉和前置反

馈三要素的量子隐形传态实验。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自

然•光子学》[Nat. Photon., 10, 671 (2016)]。该工作得到杂志审稿人的高

度评价，称其“提供了一个符合未来量子通信网络应用的蓝图”：“由于

量子隐形传态在众多量子通信方案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样的首次实验

验证将是重要的里程碑。” 该工作发表后，相继被 CCTV、人民日报（在

线版）、科学网、环球时报、Science、PNAS、Physics world、New scientist、

Phys.org、 Livescience、Daily Mail 和英国 BBC、澳大利亚 ABC、加拿

大 CTV 等中外媒体报道。法国量子光学专家 Frédéric Grosshans 在同

期的 News&Views 栏目撰文评论：该工作“证明了城域距离上实现量

子隐形传态的技术可行性，毋庸置疑，未来许多有趣的量子信息实验都

将在此基础上展开”，“从长远来看，说明了实现城域尺度量子网络这一

令人兴奋的未来愿景，是现实可行的。” 

进一步，利用独立纠缠光子源在光纤网络中实现了纠缠交换实验，

在两个相距 12.5 km 并且没有共同历史的光子之间建立量子纠缠，并利

用建立的纠缠演示了同时具有光源无关和第三方测量设备无关安全性

的量子密钥分发，文章发表于 Physical Review A [Phys. Rev. A, 95, 

032306 (2017)]。 

2、高效率低噪声上转换单光子探测器的研究和应用 

通讯波段的单光子探测器对实现光纤网络中的量子通信具有重要

意义。通过利用长波泵浦、波导倍频以及窄带滤波等技术手段，我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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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高效率低噪声的上转换单光子探测器，并利用该技术开展了单光子

光谱仪、217 km 的光子计数光学时域反射仪等应用研究 [Opt. Express 

21, 13986 (2013); Opt. Express 21, 24674 (2013); Opt. Lett. 38, 4985 

(2013)]。此外，首次利用上转换单光子探测器和自发参量下转换光子源

实现了被动诱骗态量子密钥分发实验，避免了实际应用中主动制备诱骗

态容易造成的安全性漏洞[Laser Phys. Lett., 11, 085202 (2014)]。  

 

管建宇，男，1992 年 7 月出生。2012 年 7 月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获学士学位，2012 年至今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

验室硕博连读进行研究工作，主要从事基于光纤通信的量子密钥分发和

相关的量子密码方面的研究。曾获得微尺度国家实验室新生入学奖学金

(2012 年)。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参与了测量设备无关的量子随机数实验 

量子随机数被认为是目前为止最安全的随机数，然而，其安全性依

旧依赖于对各种设备的信任。利用贝尔不等式生成的随机数可以做到完

全的设备不信任，但是生成的速度极慢。我们演示了一种可以不信任测

量设备即单光子探测器的方案，这种方案不要求对探测器有任何假设，

只将其看做黑盒子。我们通过测试态估计出实际的探测器的测量算符，

然后据此提取出安全的随机数。该工作以共同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于

《物理评论 A》[Phys. Rev. A, 94, 060301]。 

2、首次实现了打败经典传输极限的量子指纹比对 

量子态有着相干叠加的特性，这使得一个量子态理论上可以携带的

信息相比经典有指数量级的优势。早在 2001 年，就有人提出量子指纹

的算法，传输的信息量相比经典有指数量级的优势。然而原方案要求高

度纠缠的量子比特，实验上无法实现。2014 年有人提出了使用相干态

的实现方式，我们在此基础上继续优化各个子系统，最终演示了在 20km

的距离上，量子指纹比对需要的信息量可以少于理论上的经典极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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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限比目前最好的经典算法要低约 30 倍以上）。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

的身份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6. 240502 (2016)]。

同时，量子算法还有着只需要使用极少光子（在我们的实验中约 1300

个）就能完成指纹比对的能力，Phys.org 评论这项工作为绿色节能的通

讯方式打开了道路。 

3、首次实现了高容错率量子密钥分发的原理验证性实验 

目前的量子密钥分发协议，由于无法有效的估计出窃听者获得的信

息量，从而对信道的抗干扰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通常使用的 BB84 方

案，单向纠错下无法容忍超过 11%的错误率。2014 年，Nature 上的一

篇文章提出了新的协议，理论上可以容忍 50%的错误率。然而该协议

对实验要求很高，我们经过研究，提出了用被动的方式实现原协议中的

测量。同时我们也做了一个原理验证性实验，演示了在超过 25%误码

率的情况下确实能够得到安全的密钥，并且传输距离达到了 50 公里。

此项工作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4.180502 (2015)]，并被审稿人评论为“这是一个重要而具有影响力的

结果”和“吸引 QKD 领域的研究者以及量子光学和信息安全学术圈的

广泛兴趣”。这意味着在一些高干扰的信道中，也可以实现安全的信息

传输。这对于之前的量子密钥分发协议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参与了设备无关量子密钥分发的长距离和外场实验 

量子密钥分发从理论上是无条件安全的，然而在实际应用中，由于

各设备的诸多不完美性，使得窃听者可以利用特定的漏洞进行攻击，其

中最容易实现也种类最多的是针对探测器的攻击。设备无关量子密钥分

发的协议，通过巧妙的设计测量方案，完全关闭了针对探测系统的攻击，

使得量子密钥分发在实际应用中的安全性大大提高。之前的此类实验只

在不超过 50 公里的距离下，实现了不到 1 比特每秒的成码率，与实际

需求大为脱节。我们通过优化参数，提高系统重复频率，优化系统性能，

在 50 公里的距离上达到了接近 100 比特每秒的成码率，并且最远成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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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达到了 200 公里。此项工作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13, 190501 (2014)]，被审稿人评论为“实用量子密钥分发的重要里程

碑”和“物理和技术上的重大进展”，并被《物理评论快报》选为“编

辑推荐”论文，欧洲物理学会下属网站《物理世界》也以“安全的量子

通信传输到远距离”为题，对其进行了报道。同时我们还在外场光纤的

情况下做了测试，在实际的光纤系统中也获得了安全的密钥，文章发表

在 IEEE 旗下的《量子电子学选题》[IEEE J. Sel. Top. Quantum Electron. 

21, 6600407 (2015)]杂志。这意味着更安全的量子密钥分发协议可以被

用于实用的城域通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