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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班计科 30 刘壮荣获 CVPR2017 最佳论文奖
刘壮同学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

型之一。先前的研究中，在 CNN 中加入短

Densely Connected Convolutional Networks

路连接被证实为提升模型准确度最有效的

（《密集连接的卷积神经网络》）在 2017

方法之一，但是传统网络中每层网络仅与其

年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大会

前后相邻两层相连。在刘壮与合作者的研究

CVPR2017 中获得会议最佳论文奖。

中，CNN 中的短路连接被发挥到极致，使
得网络中每两层都相连，这样得到的网络模
型 称 为 密 集 连 接 的 卷 积 网 络 （ Densely
Connected

Convolutional

Networks ，

DenseNets）。DenseNet 的优点包括缓解了
训练神经网络中著名的梯度消失现象，加强
了特征的前向传播和重利用，以及大大提高
了参数利用效率。在一系列图片分类数据集
上，DenseNet 在参数使用较少的情况下，
CVPR 是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领域的
国际顶级会议，2017 年共收到 2680 篇投稿，
接收了 783 篇，并最终评选出包括该论文在
内的两篇最佳论文。此项工作是刘壮大三期
间 在 康 奈 尔 大 学 访 问 期 间 在 Kilian
Weinberger 教授研究组完成，合作者还包括
论文主要贡献是提出一种全新的卷积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和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系

神经网络架构 DenseNet，显著地提升了模型

联合博士后黄高（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

在图片识别任务上的准确率。卷积神经网络

化系），以及 Facebook 人工智能研究院的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是

研究员 Laurens van der Maaten。

深度学习与计算机视觉研究中最重要的模

Densely Connected Convolutional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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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班计科 30 陈立杰
FOCS 发文 ：解决计算复杂性领域开放问题
陈立杰同学的研究论文《On the Power

BQP 之间的喻示分割，说明了并不存在一个

of Statistical Zero Knowledge》7 月 1 日被

量子的黑盒算法可以破解 SZK。陈立杰与合

第 五 十 八 届 IEEE 计 算 机 科 学 基 础 年 会

作者在论文中给出了一个 SZK 和 PP 的喻示

FOCS 2017 接收。

分割(Oracle Separation)，这代表了 PP 中没

零 知 识 证 明 (zero knowledge proofs

有一个黑盒算法(black box algorithm) 可以

systems)在密码学理论和复杂度理论中都有

解决 SZK 中的全部问题。他们证明哪怕有

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一个零知识证明系统

比量子计算（对应 BQP）更强计算能力的计

中，一个证明者要向一个验证者在证明一个

算机（对应 PP），依然没有黑盒算法可以

命题的正确性的同时，不能让验证者获得除

解决 SZK 中的所有问题。

了这个命题的正确性以外的任何信息。 而

该研究工作也顺带提出一些新的喻示

其中要求最苛刻的被称为统计零知识证明

分割，并且给出了关于通信复杂度

系 统 (statistical zero knowledge proofs

(Communication Complexity)类的结构的一

systems，简称 SZK)。 陈立杰同学发现了指

些结果。陈立杰是论文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导教师 Scott Aaronson 教授 2010 年在 STOC

结合了之前提出的一些工具，构造了 SZK

会议上发表的研究 BQP 复杂类（BQP 表示

和 PP 之间的喻示分割，随后又与合作者一

量子算法在多项式时间内可以计算的问题

起加强了这个结论。

的集合）的论文中，关于 BQP 与 SZK 复杂

FOCS 是理论计算机领域最顶级的国际

类之间关系的证明存在漏洞，并写了一篇论

学术会议，已连续举办 57 届，拥有极高的

文弥补此漏洞，之后与合作者研究了 SZK

领域影响力，本年度论文接收率约为 27.9%。

和另一个复杂度类 PP 的关系，PP 代表多项

FOCS 2017 将于十月在美国加州召开，届时

式时间内可以以严格大于 1/2 的概率计算正

该论文将在大会上以报告形式进行展示。

确的问题的集合。该问题在 2002 年由著名
量子信息学者 John Watrous 教授提出，在当
时 Scott Aaronson 博士构造了一个 SZK 和

On the Power of Statistical Zero Knowledge

2

姚班计科 30 王若松于顶级会议 STOC 发文
计算机科学领域顶级国际会议第 49

在很多由电池供电的无线网络设备

届 ACM 计算理论年会（STOC 2017，49th

中，能量往往是最稀缺的资源。研究表明，

Annual Symposium on the Theory of

无线网络设备大部分能量被用于发送和接

Computing）6 月 19 日-23 日在加拿大蒙特

收数据包。该论文研究了一种特殊的无线

利尔召开。计科 30 班王若松、占玮两位同

网络模型——电台网中算法的能量复杂

学 参 与 完 成 的 论 文 《 Exponential

度，通过算法设计证明：电台网中各个基

Separations in the Energy Complexity of

础问题确定性算法能量复杂度取决于发送

Leader Election》被大会接收，并获邀作大

消息的设备是否有碰撞检测能力，而对收

会口头报告及海报报告。

听消息的设备的碰撞检测能力并不敏感；
与之相反的，确定性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取
决于收听消息的设备的碰撞检测能力，而
对发送消息的设备的碰撞检测能力并不敏
感。
该论文是王若松和占玮访问密歇根大
学期间在 Seth Pettie 教授指导下完成的，
其他合作者包括 Seth Pettie 教授的二年级
博 士 生 Yi-Jun Chang 和 博 士 后 Tsvi
Kopelowitz。ACM 计算理论年会（STOC）
是理论计算机科学领域最顶级的国际会
议，在整个计算机科学领域享有崇高的声

Exponential Separations in the
Energy Complexity of Leader Election.
Yi-Jun Chang, Tsvi Kopelowitz, Seth
Pettie, Ruosong Wang, Wei Zhan.
STOC'17.

望，并被公认属于难度最高的会议之一。
STOC2017 共接收论文投稿 2590 篇，录用
638 篇，接收率约为 24.63%。

Exponential Separations in the Energy Complexity of Leader 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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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度学习训练取得新进展
姚班计科 50 吕凯风、姜舜华与指导教

略应用于训练不同的神经网络或更长的训

师李建助理教授合作完成论文《学习梯度下

练时间时的局限性，提出了三点改进：(1) 结

降：更好的泛化能力与更长时间的训练能

合传统算法 Adam 和 RMSprop 的优点，

力 》 （ Learning Gradient Descent: Better
Generalization and Longer Horizons），对现
有的基于元学习（meta-learning）的优化算
法提出了若干改进，在实验中超过了
DeepMind 团队（AlphaGo 的创作团队）提
出的方法，最终成果发表于机器学习领域顶
级会议 ICML 2017。
提出新模型 RNNprop；(2) 训练 RNNprop
时，对目标函数进行随机缩放变换，提升模
型鲁棒性；（3）将目标函数与凸函数进行
适当组合，加快收敛速度。实验中该方法展
现了出色的实验结果，与 DeepMind 的方法
相比表现出了显著的优越性。
Learning

深度神经网络是一种重要的机器学习

Gradient

Descent:

Better

模型，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并在诸多

Generalization and Longer Horizons. Kaifeng

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李建研究组的论文中

Lv, Shunhua Jiang, Jian Li. The 34th

对 DeepMind 提出的方法进行了更完整的

International

基准测试，发现了该方法导出的梯度下降策

Learning (ICML 2017).

Conference

on

Machine

:::::::::::::::::::::::::::::::::::::::::::::::::::::::::::::::::::::::::::::
2、荣获国际数据库理论会议 ICDT 最佳新人奖
据库理论会议 ICDT 2017，并获得最佳新人

姚班计科 30 占玮、王若松、王康宁，

奖(best newcomer award)。

博士生曹玮与指导教师李建助理教授合作
完成论文《k-Regret Minimizing Set: Efficient
Algorithms and Hardness》发表于国际著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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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gret Minimizing Set 是数据库领域

这解决了 Chester 等人在 VLDB 2014 年提出

近年来提出的一种新的数据查询型式，可以

的问题。该文的合作者还包括犹他州立大学

融合一般 top-k 查询和 skyline 查询的优点，

的王海涛助理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的

返回多样化的查询结果，也能避免 skyline

Raymond Chi-Wing Wong 副教授。

查询中结果个数过多的问题。设计对该查询

k-Regret Minimizing Set: Efficient

更有效的算法，以及证明其计算复杂性是近

Algorithms and Hardness. Wei Cao, Jian Li,

年的热点问题。在该文中，作者将该问题转

Haitao Wang, Kangning Wang, Ruosong

化为计算几何问题，并充分利用计算几何中

Wang, Raymond Chi-Wing Wong and Wei

的算法工具，给出了目前该问题在二维情况

Zhan.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最有效的算法。对三维以上固定维数的情

Database Theory (ICDT 2017), Venice, Italy.

况，作者第一次证明了该问题是 NP 难的。

(best newcomer award)

:::::::::::::::::::::::::::::::::::::::::::::::::::::::::::::::::::::::::::::
3、多臂老虎机问题最优采样复杂度
姚班计科 30 陈立杰、乔明达与指导教

“This seems like a rather nice result, and

师李建助理教授合作完成论文《Towards

certainly a substantial technical achievement.

Instance Optimal Bounds for Best Arm

It seems close to the last word on a

Identification》。该论文得到了最优臂识别

long-standing problem.”

问题目前最优的采样复杂度。最终成果发

Towards Instance Optimal Bounds for

表于机器学习理论顶级会议 COLT 2017。

Best Arm Identification. Lijie Chen, Jian Li,

多臂老虎机（multi-armed bandits）模

Mingda

Qiao.

In

the

30th

Annual

型是在线学习中一个重要的模型。最优臂

Conference on Learning Theory (COLT

识别(best arm identification)问题是多臂老

2017)

虎机模型中的最基本问题之一。
陈立杰与李建在研究中发现该上界并
非最优，并提出了一个猜想，称为 Gap
Entropy 猜想。陈立杰、乔明达与李建的最
新论文在 Gap Entropy 猜想上做出了长足
的进展。除去一个一般很小的加性余项，
文章基本证明了该猜想。该文章其中一个
审稿人认为这是个重要的技术上的成就，
是对于一个长久未解问题接近最终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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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 ADMM 与 SVRG 的快速随机复合函数优化算法
随 机 复 合 函 数 优 化 问 题 (Stochastic

形式，以及分别证明每种情况下的收敛速

Composition Optimization)，相较于传统的优

率：(1)当目标函数满足 strongly convex 和

化模型min E[fv (x)], 考虑了更为普适的复

Lipschitz smooth 条件时，com-SVR-ADMM

x

可达到线性收敛；(2)当目标函数为 convex

合 函 数 模 型 : min(Ei Fi ∘ Ej Gj )(x) ， 其 中

和 Lipschitz smooth 时，com-SVR-ADMM

(F ∘ G)(x) = F(G(x))。该模型在统计和机

以O(log(S) /S)的速率收敛；(3)当目标函数

器学习中(包括风险管理与最优控制等)有着

仅仅满足 convex 条件时，com-SVR-ADMM

广泛的应用。因而设计一种高效、简单、适

的收敛速率为O(1/√S)。通过与已知算法的

用于大规模应用场景的算法具有重要的理

性能对比实验发现 com-SVR-ADMM 在性

论与应用价值。黄隆波研究组提出了

能上有明显的优势。

x

该研究成果发表于 2017 年的人工智能

com-SVR-ADMM 算 法 。 该 算 法 建 立 在

顶级会议 IJCAI 2017。

ADMM 算法框架的基础上，并构建了适用

Fast

于复合函数优化的随机梯度。该梯度采用了

Stochastic
for

Variance

Stochastic

Reduced

广泛使用的“降低方差”的策略，并能够有效

ADMM

Composition

的提高算法的收敛速率。

Optimization (Full paper). Yue Yu, Longbo
Huang, IJCAI 2017.

本项工作研究了三类目标函数，并给出
了 com-SVR-ADMM 在三种情况下的算法

:::::::::::::::::::::::::::::::::::::::::::::::::::::::::::::::::::::::::::::
2、基于在线学习的时变网络系统的预测式控制
时变网络系统的最优化控制一直以来

据对于系统信息的前提条件，已有的成果大

均为网络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核心问题。依

体可分为两大类：(i)假设网络信息已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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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设计控制策略；以及(ii)假设网络信息未

控制策略。在系统分布为非稳态时，PLC 的

知，设计基于随机近似的控制算法。

控制等同于应用广泛的 Receding Horizon

在本项工作中，黄隆波研究组提出了

Control；当系统分布为稳态时，PLC 有效地

基于预测与在线学习的网络控制算法

利用分布信息进行最优控制；(iii)工作成果

Predictive Learning-aided Control (PLC)，并

表明，基于预测的在线学习控制能有效的减

考虑系统信息与在线学习在网络优化算法

小网络的延迟。更重要的，预测信息与在线

中的使用及其根本影响。此项工作的主要贡

学习控制的结合能极大的加快算法的收敛

献包括：(i)提出了一个普适的网络状态预测

速度。

模型。该模型扩展了现有的预测模型，并能

Learning-aided

Stochastic

Network

有效地用于对预测误差如何影响系统性能

Optimization with Imperfect State Prediction

进行理论分析；(ii)设计了一个自适应的网络

(Full paper). Longbo Huang, Minghua Chen

控制算法 PLC。该算法无需任何前验系统分

and Yunxin Liu.

布信息，并能通过在线学习的方式自动调整

1、数据中心硬件故障日志分析
荣获 DSN2017 会议最佳论文奖
徐葳研究组的研究论文《分析四年的数

同时运行高度异构的硬件和软件，这使其故

据中心硬件故障日志，我们学到了什么？》

障模型也相对复杂。

（What Can We Learn from Four Years of
Data Center Hardware Failures?）在 2017 可

王国赛同学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过去四

靠系统和网络国际会议（DSN 2017）中获得

年百度数据中心中对上十万台服务器监控

最佳论文奖，是国内单位历史上首次获得此

采集得到的 29 万条硬件故障操作单，并从

项奖励。

时间、空间、硬件设备、产品线、运维人员

论文定量分析了百度数据中心四年以

的响应等多个维度分析硬件故障的规律和

来的服务器故障报告。服务器硬件故障是大

模式。论文不仅验证或拓展了此前相关研究

规模数据中心的可靠性的重要影响因素。此

提出的结论，而且从许多方面揭示了全新的

前针对故障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性能

故障规律和模式，核心发现包括：数据中心

计算集群或者单一硬件设备上。然而，数据

中硬件故障在时间上分布极不均衡，在空间

中心普遍采用商品化的、相对不可靠硬件，

上分布有时不均衡；数据中心中关联故障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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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批次故障非常普遍；在硬件可靠性影响

DSN 是系统与网络可靠性领域的顶级

着软件容错设计的同时，软件的冗余也在影

会议，已经连续举办 47 届。本年度 DSN 从

响着运维人员对于硬件故障的处理策略等

220 篇投稿中录用了 49 篇论文，录用率为

等。这一研究对于深入理解数据中心的故障

22.3%，其中来自国内单位的论文仅 4 篇。

模式，以及下一代数据中心的容错的软、硬

会议最佳论文奖历经程序委员会推荐、指导

件和运维设计，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委员会提名的严格评选流程，最终由全体参
会者在 3 篇提名论文中投票选出。

此项工作由徐葳研究组和和百度公司
智 能 数 据 中 心 团 队 （ Data Center

论文信息：G. Wang, L. Zhang, and W.

Intelligence/Interconnection）合作完成，论

Xu, “What Can We Learn from Four Years of

文第一作者是王国赛，通讯作者是徐葳助理

Data

教授。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清

International

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

Systems and Networks (DSN’17). IEEE,

中心（全通项目）等项目经费支持。

2017.

Center

Hardware
Conference

Failures?,”
on

Depend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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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医疗影像自动判读

T1
W

TOF

T2
W

MP-RA
GE

对于放射科医生来说，判读医学影像是

Manu
al

Ours

2.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胸部 X 光片计算机
辅助诊断系统

一项极其冗长、重复性并且容易出错的工
作。研究组提出了一种使用深度卷积神经网
络（CNN）对这些斑块组织进行分类的新方
法。深度学习技术相比于传统的计算机视觉
技术，具有精度高、通用性强等特点。徐葳
研究组在这一领域进行了以下两个工作：
1. 颈动脉核磁影像自动判读
颈动脉斑块可能引起中风，因此识别斑
块的组成有助于评估风险。磁共振成像
（MRI）是一种分析斑块组合的强大技术。
为了适应多对比度的 MRI 图像，对 CNN 模
型做出了修改，用以支持不同数量的输入通
道，并且该模型还可以进行像素级预测。
模型结果表明 MRI 的不同图像序列和

胸部 X 光片是一种低成本、有效且广泛

组织类型之间存在一些有趣的关系。

应用的医学影像技术，但高水平放射科医师

[Identifying Carotid Plaque Composition in

的缺乏严重限制了这一技术的适用性。目前

MRI with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Y.

获取了超过 16,000 例真实的胸部 X 光片数

Dong, Y. Pan, X. Zhao, R. Li, C. Yuan, and W.

据，每一例均有文本诊断报告。
通过使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迁移学习

Xu, 2017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mart

Computing

(SMARTCOMP)

和聚类分析技术，设计了一套胸部 X 光片的

1-8

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在不需要给系统输入

(2017)]

任何医学知识的前提下，该系统能够对真实
的胸部 X 光片数据得到较好的诊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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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获 AAMAS 双料提名奖
唐平中研究组的研究论文“Stability of

难优化。唐平中研究组进一步提出了搭配最

with

优匹配的定价，并证明该定价能够最大程度

transaction thresholds”获得 2017 国际智能体

满足各村的交易动机，促进村与村之间的交

与多智能体系统会议 AAMAS 2017 最佳论

易效率。这项工作从计算和经济两个角度组

文和最佳学生论文双料提名奖。论文主要作

合出击，解决了水权市场的设计难题，得到

者为姚班计科 30 占玮和李志远，由李志远

水利方面专家的极大认可。唐平中研究组正

完成大会口头报告。

和清华水利系、经管学院以及当地政府一起

generalized

two-sided

markets

市场设计与定价是经济学和计算机科

合作，推进该系统落地。

学学科交叉的热门课题之一，被认为是经济

AAMAS 是人工智能与多智能体系统领

学中的“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尤其是人工

域顶级会议，本年度论文接收率为 26%，唐

智能）一方面能够设计有效的算法，实现复

平中研究组共有 6 篇论文被大会接收，其中

杂的经济学机制，另一方面又能够利用机制

2 篇由学生独立完成。该研究组专注于互联

运行中产生的数据进一步优化设计。唐平中

网背景下计算机科学与经济学的交互研究，

研究组此项研究工作源于我国西北甘肃省

包括机制设计、市场设计、拍卖和博弈，并

石羊河流域的水权市场设计。众所周知，西

将其理论应用于电子商务、互联网广告等相

北尤其是甘肃的干旱问题非常严重，当地政

关领域。

府为了缓解干旱问题，设计了两级
的水权市场。一级市场由政府设计，
旨在年初将总水量按往年需求分配
给各个村庄；年中随时间进展，每
个村庄的需求发生动态变化，需要
设计一个二级市场实现村庄之间的
交易，有盈余的村庄将水权卖给有
需求的村庄，从而进一步达到水资
源的有效分配。之前设计的二级市
场提供一个接口，由各村庄输入买
卖单，由工作人员手动将这些买卖
单进行匹配，效率十分低，而且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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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预测 RBP 结合位点新方法
RNA 结合蛋白（RBP）是一大类在

点，并且暗示了这两种不同的结合位点可能

RNA 后转录加工和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受到不同程度的 RNA 编辑。另外，
DeBooster

蛋白质，使用计算方法准确学习和预测它们

的预测分数可以成为研究突变效应（尤其是

在转录组上的结合位点对研究它们的调控

RBP 作用密集的 RNA 剪切位点附近的突变

功能来说很有帮助。在计算生物学领域中，

效应）的一个参考指标。

人们从未停下探索这一问题的脚步。来自交

《核酸研究》是国际核酸研究领域的权

叉信息研究院机器学习与计算生物学课题

威专业期刊，2016 年度影响因子为 10.162。

组的本科生李舒雅、董方宏、吴月昕等在导

此项工作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刘晓

师曾坚阳助理教授的指导下，提出了一个基

老师和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姜涛教授

于深度学习模型 deep boosting 的 RBP 结合

合作完成。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李舒雅、董

位点预测的新方法（DeBooster）。研究成

方宏、吴月昕均为清华大学本科生，论文通

果 发 表 于 英 国 著 名 期 刊 Nucleic Acids

讯作者为交叉信息院曾坚阳助理教授。研究

Research（《核酸研究》）。

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组部青年千

通过学习高通量的
CLIP-seq 实验数据来预测
新的 RBP 结合位点，不仅可
以得到比已有方法更好的
预测效果，还降低了模型的
复杂度，做到了更加高效便
捷。研究提出的新方法可以
被广泛应用在各种 RBP 调
控相关的分析中。它的预测
结果一方面可以被已有文

人计划和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

献验证，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一些新的假

中心的经费支持。

设。比如说，DeBooster 的预测结果可以解
释 RNA 解螺旋酶 MOV10 对 mRNA 稳定性

A deep boosting based approach for

的调控，
还可以很好地模拟原癌基因 ERBB2

capturing the sequence binding preferences of

上的突变对 ELAVL1 蛋白结合的强度和位

RNA-binding proteins from high-throughput

置的影响。DeBooster 能够区分 RNA 编辑酶

CLIP-seq data

ADAR1 的两种潜在的不同种类的结合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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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量子存储容量的国际记录
段路明教授研究组在量子信息领域取

此前美国的研究组通过空间分波的方

得重要进展，首次实现了具有 225 个存储单

法，实现了 12 个存储单元的量子存储器。

元的原子量子存储器，将量子存储器存储容

中国有研究组利用高维态空间的方法，实现

量的国际记录提高了一个多数量级，成果发

了 3 到 7 维光信号的量子存储，该信号能编

表于自然子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

码 2 到 3 个量子比特。段路明研究组引入二
维量子存储阵列的方法，大大提高了量子存

Experimental realization of a multiplexed
quantum memory with 225

储器的存储容量，将原子存储单元的数目增

individually

加到 225 个，比原来的国际记录提高了近 20

accessible memory cells.

倍。该实验使用了独特的设计，利用二维可
编程光路，近乎完美地保持了两百多个激光
光路之间的相干性，从而可以实现量子比特
相干性和量子纠缠的存储。实验利用 DLCZ
方案，实现了光子态与任意一对原子存储单
元间量子纠缠的存储与读取，并证明各个量
子存储单元可以分别独立操作，避免了相互
之间的干扰。这些技术的发展为高容量量子
存储器的实现和量子中继器的发展奠定了
量子存储器是实现长程量子通讯和量

基础，审稿人认为“实现 225 个单元的量子

子计算机的重要部件。长程量子通讯需要量

存储是量子存储器实用化发展方面的一个

子中继器，以克服单光子信号在传输信道中

重要里程碑”。

的指数衰减问题。2001 年，段路明与合作者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为清华量子信息中

提出著名的 DLCZ
（Duan-Lukin-Cirac-Zoller)

心博士研究生濮云飞，通讯作者为段路明教

方案（《自然》414, 2001），利用原子量子

授，其他作者还包括交叉信息研究院量子信

存储器和单光子信道的结合，克服光量子信
号在光纤中的指数衰减问题。DLCZ 方案在
量子信息领域影响很大，美国、中国、欧洲
的多个研究组致力于其实验实现，取得了系
列重要进展，物理学权威综述期刊《Review
of Modern Physics》和《自然》有专文介绍
这方面的进展，其中提高量子存储器的存储
容量被认为是量子中继器实验实现方面的
一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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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中心博士研究生蒋楠、杨蒿翔、常炜、李
畅。此项目得到教育部、清华大学－九州量
子量子网络联合实验室的研究经费支持。

:::::::::::::::::::::::::::::::::::::::::::::::::::::::::::::::::::::::::::

1、用量子计算机精确模拟化学分子

图：用量子计算机计算出的 HeH+分子的基态能量

量子计算得益于能够高效地建立自然

功的完成了对 HeH+分子基态能量的求解，

界的量子系统，拥有着一个广阔的应用前

对比了理论结果之后表现出了该算法的超

景，而这对于传统计算机而言是极其困难

高精度。这是首次量子计算机在量子化学方

的。量子化学是目前已知的能够使得量子计

向取得的重要结果，为后续更加复杂的分子

算机可能超越经典计算机计算能力的一个

结构问题打下了铺垫。

应用方向。研究中利用现有的离子阱量子计

[Yangchao

算机来有效解决分子电子结构的问题，即在

Shuaining

给定原子核组态的情况下让电子组态达到

Shen,

Zhang,

Xiang

Zhang,

Jing-Ning

Zhang,

Man-Hong Yung, and Kihwan Kim, Phys. Rev.

能量最低。实验上利用微波的精确操控，成

A 95, 020501(R),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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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绝热驱动绝热捷径的普适功涨落
量子绝热演化理论上要求无穷长的

将具有更宽的功分布函数。本文还推导出

演化时间，而非绝热演化会导致激发，进

联系非平衡功涨落与操作时间的基本不等

而产生额外的耗散功。通过额外的反绝热

式，并定量描述临界及非临界物理系统演

驱动项，可以在有限时间内实现系统基于

化过程的热力学代价。

原哈密顿量的绝热演化。

[Universal Work Fluctuations During

该绝热反驱动项是由原含时哈密顿量

Shortcuts to Adiabaticity by Counterdiabatic

的瞬时能谱决定的。如图 1 所示，在反绝

Driving, Ken Funo, Jing-Ning Zhang, Cyril

热驱动项和原哈密顿量的共同作用下，
（a）

Chatou, Kihwan Kim, Masahito Ueda, and

系统所做的功的平均值与绝热演化一致，

Adolfo del Campo, Phys. Rev. Lett. 118,

（b）演化时间越短，功分布函数的方差越

100602 (2017).]

大。这说明系统在反绝热驱动项的作用下

图：反绝热演化的热力学代价。（a）平均功的瞬时值。（b）功分布函数的瞬时方差。

::::::::::::::::::::::::::::::::::::::::::::::::::::::::::::::::::::::::::::

3、在离子阱中重建 Jaynes-Cummings 场离子运动状态

图： 量子态在相空间中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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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ynes-Cummings (JC) 是量子光学中

函数，在 Wigner 函数中，观测到的负的值，

一个很经典的模型。本实验首次通过高效的

表明态在 JC 模型的演化下，出现了非经典

真空态测量方法， 在相空间中直接测量其

态：[Reconstruction of the Jaynes-Cummings

Q 函数。通过 Q 函数的演化，更能直观的

field state of ionic motion in a harmonic trap,

看出量子态的动力学演化。如图 1 所示，系

Dingshun Lv, Shuoming An, Mark Um,

统从最初高斯型的相干态到劈裂到形成两

Junhua Zhang, Jing-Ning Zhang, M. S. Kim

个劈裂的类似猫态的叠加态，最后有复苏。

and Kihwan Kim, Phys. Rev. A 95, 043813

通过直接测量出来的 Q 函数，研究组重

(2017)]

构了态的密度矩阵，
并进而计算出其 Wigner

::::::::::::::::::::::::::::::::::::::::::::::::::::::::::::::::::::::::::::

1、测量设备无关的量子随机数发生器实验实现

来的统计涨落问题。马雄峰研究组同时考

在测量设备无关的量子随机数发生器

虑这两个问题，给出了实际系统中测量设

方案中，信任的源需要发送不同的测试态

备无关的量子随机数产生率的下界，并通

对未知的测量装置进行量子层析，并将得

过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小组的合作，

到的结果用于量化随机性，这一结果发表

实验实现了这一方案。

于研究组先前的理论文章[Cao, et al., New

Nie,

Journal of Physics, 17, 125011, (2015)]。

et

al.,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device-independent

实际系统中由于光源是弱相干光而不是理

quantum

random-number generation,” Phys. Rev. A,

想的单光子，它的多光子成分会被窃听者

94, 060301, (2016).

利用，是不安全的。实际系统中信号态的
发送轮数是有限的，必须考虑有限码长带

::::::::::::::::::::::::::::::::::::::::::::::::::::::::::::::::::::::::::::

14

2、基于量子芝诺效应的无信息载体通讯
信息的传递需要一定的载体，例如光

Alice 发送任何光子。马雄峰研究组与中国

子，电子等。2013 年 Salih 等人提出了一

科学技术大学的小组合作论证了用有限数

种新的量子通信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信

量的分束器代替原方案中无穷多分束器的

息的传递不需要任何物理粒子作为载体

可行性，并在实验上实现了这个方案。

[Salih, et al., Phys Rev Lett 110 170502]。信

该成果研究论文：Y. Cao, Y.-H. Li, Z.

息的接收者 Alice 发送的单光子经由一系

Cao, J. Yin, Y.-A. Chen, H.-L. Yin, T.-Y.

列由分束器和平面镜构成的干涉仪，输出

Chen, X. Ma, C.-Z. Peng, and J.-W. Pan,

端由两个单光子探测器来探测这个单光子

“Direct counterfactual communication via

的传播路径。信息的发送者 Bob 通过控制

quantum zeno effect,” Proceedings of the

平面镜的有无来决定 Alice 单光子的传播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14, no.

路径以及探测结果。整个过程 Bob 没有向

19, pp. 4920–4924, 2017.

::::::::::::::::::::::::::::::::::::::::::::::::::::::::::::::::::::::::::::

3、循环差分量子密钥分发协议的理论改进
在一般的量子密钥分发协议中，Alice
随机制备一个量子态，并将它发送给
Bob。Bob 随机选择一个量子态进行测量。
实际系统中由于设备的不完美会产生误
码,用比特错误来表示 Alice 和 Bob 共享密
钥不同的地方而使用相位错误来衡量可
能被窃听者得到的信息。在 BB84 的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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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钥分发协议中，安全性完全是基于不确

Z. Cao, and X. Ma, “Practical round-robin

定关系研究组采用诱骗态的方法解决实

differential-phase-shift

际弱相干光源中多光子成分不安全的问

distribution,” New Journal of Physics, vol.

题，得到更紧弱相干光源的成码率下界。

19, no. 3, p. 033013, 2017.

quantum

key

该成果研究论文：Z. Zhang, X. Yuan,

::::::::::::::::::::::::::::::::::::::::::::::::::::::::::::::::::::::::::::

1、首次在单一实验中同时实现量子延迟选择和量子擦除
刻，Ionicioiu 和 Terno【Phys.Rev.Lett.107，

孙麓岩副教授研究组和福州大学郑仕
标教授合作，首次在单一实验中同时实现
了量子延迟选择和量子擦除。研究论文 A
twofold quantum delayed-choice experiment
in a superconducting circuit 发表于科学子
刊 Science Advances 上。
波粒互补性是量子力学的基本特征。
量子系统的互补属性相互排斥，无法同时
观察到。一个重要例子是光子的波动性和

230406（2011）】提出了量子延迟选择实

粒子性依赖于测量装置的设置，并且这两

验：测量系统的量子相干性可以排除被测

种设置是相互排斥的。为了排除经典解释，

系统提前知道测量装置的设置；粒子性和

Wheeler 提出了著名的延迟选择的思想实

波动性这两种互补的现象可以在同一个实

验，这对量子力学基本原理的理解有重要

验中被观测到，而且通过调整测量系统的

意义。由于该思想实验对实验要求非常苛

叠加态还可观测到二者之间的连续转化。
基于这种重要性，多个研究组竞相在自己
的实验平台上验证量子延迟选择。
孙麓岩研究组根据郑仕标教授提出
的理论方案，在超导量子系统中实现了一
个新颖的量子延迟选择实验（图 1）：使
用了一个独特的设计，利用超导微波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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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量子路径探测器（WPD）来检测一个超

擦除），实现了一个双重延迟选择实验。

导量子比特在量子态空间中的“路径”信

该工作一方面展示了对量子相干的精确调

息，而测量系统--经典干涉仪保持在闭合

控能力，另一方面有很重要的物理意义：

状态。这个 WPD 可以处于“打开”（采集

被测系统的粒子性和波动性不是其真实属

超导比特的“路径”信息）或“关闭”（不采

性，它不仅依赖于对 WPD 状态的延迟选

集）状态，甚至是二者的量子叠加状态。

择，而且依赖于如何测量 WPD 以及将测

通过调节 WPD 处于“打开”和“关闭”的权

量结果跟已经获得的被测系统的信息进行

重，粒子性与波动性之间的连续变化可以

关联。

被观测到（图 2）。通过对 WPD 的“打开”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为量子信息中心

和“关闭”状态进行延迟选择，就可以在量

博士生刘可，共同通讯作者为郑仕标教

子比特的状态被检测到之后再来选择它表

授，段路明教授和孙麓岩副教授，其他

现为粒子性还是波动性。和已有的量子延

作者还包括量子信息中心博士生徐源和

迟选择实验相比，该实验的不同和重要之

王韦婷，副研究员宋祎璞。印度塔塔基

处在于，即使在延迟选择后发现路径探测

础科学研究院 Vijay 教授为本实验提供

器处于“打开”状态，仍然可以通过擦除编

了接近量子极限的放大器。此项目得到

码在路径探测器上的路径信息，从而重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支持。

显示出干涉条纹即波动性（延迟选择量子

::::::::::::::::::::::::::::::::::::::::::::::::::::::::::::::::::::::::::::

2、成功演示制备任意光子数叠加态的新方法
互作用对光场各个福克态成分的几率幅进

孙麓岩副教授超导量子计算研究组与

行操控，将其从一个经典相干态转化成所期

福州大学郑仕标教授合作，在超导电路中演

待的量子叠加态。

示了制备任意光子数态（福克态）叠加态的
新方法。Converting quasiclassical states into

基于约瑟夫森结的超导量子比特，在可

arbitrary Fock state superpositions in a

操控性和可扩展性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优

superconducting circuit）发表在《物理评论

势，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有希望实现量子

快报》上（Phys.Rev.Lett.118, 223604, 2017）。

计算的几个物理系统之一。该研究工作结果

孙麓岩研究
组根据郑仕标教
授提出的理论方
案，利用超导量子
比特与微波光场
之间的强色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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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望在量子精确测量、量子随机行走和通用
量子计算等量子信息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论文第一作者为量子信息中心的博士
生王韦婷，共同通讯作者为福州大学的郑仕
标教授、清华大学量子信息中心的段路明教
授和孙麓岩副教授。其他作者包括量子信息
中心的博士研究生胡玲，徐源，刘可，马雨
玮，副研究员宋祎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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