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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缀数组的最优构造算法

理论计算机科学（李建研究组）

主要成果完成人：李建、李志泽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交通到达时间预测系统
主要成果完成人：李建、王栋、曹玮
交通到达时间预测指根据给定交通路线，评估从

的交通流情况，尤其是交通数据中的时空动态特征。

某一特定时刻出发，从起点到达终点的耗时。准确的

而实际中，交通到达时间往往受到复杂时空关联，外

到达时间算法是导航，路径规划，交通流调度等重要

部因素（如天气，路况），已经具体的出行路径（拐

应用的核心。传统的交通调度算法往往无法刻画复杂

弯，下匝道）等影响（如下图）。

后缀数组（suffix array）是由Udi Manber和Gene Myers

了使用更少的空间构造后缀数组，人们随后设计出了

在1990年提出的一种高效的处理字符串的基础数据结

很多轻量级（lightweight）的后缀数组构造算法。特

构。该基础数据结构广泛应用于字符串匹配，文本索

别的，Franceschini和Muthukrishnan在2007年提出一个

引，数据压缩，计算生物等领域。它相比于由Peter

open problem问能否线性时间直接构造后缀数组同时空

Weiner在1973年提出的后缀树（suffix tree）结构使用了

间复杂度也是最优（即常数额外空间）。

更少的空间。Abouelhoda等人在2004年提出可以用空

李建研究组提出了一个时间复杂度（线性时间）

间更省的后缀数组来替代后缀树解决相同的问题而且

和空间复杂度（常数空间）都是最优的原地直接后缀

解决问题的时间复杂度是一样的，因此后缀数组变得

数组构造算法，解决了这个长达10年的open problem，

更受欢迎。Manber和Myers提出的构造后缀数组的时间

完成了这个方向的终极目标。该成果的extended abtract

是O(n logn)，但是后缀树的构造更为成熟，是线性时

已被IEEE Data Compression Conference (DCC) 2018接

间O(n)。所以早期人们为了更快的构造后缀数组，是

收，全文在投稿中。该工作主要完成人是博士生李志

通过先构造后缀树然后转换成后缀数组。在2003年出

泽。

现了三篇线性时间直接构造后缀数组的论文，至此，

受益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强表达能力，李建研究

时通过引入属性模块 (attribute component), 他们的模型

组对历史交通到达数据同时从时间和空间角度进行建

可以同时兼顾复杂的外部环境，如天气，高峰/低谷时

模。他们结合卷积神经网络和递归神经网络（CNN-

间段，不同星期影响等外部因素。最后研究组成员对

LSTM）设计了一个端到端的网络结构 （如下图），此

历史数据中不同粒度的信息进行整合，通过多任务学

结构可以有效学习历史数据中的复杂时空动态性。同

习 (multi-task learning)，极大提高了模型的准确性。该

不经过后缀树直接构造后缀数组在时间复杂度上达到

Zhize Li, Jian Li, Hongwei Huo.Optimal

了最优。之后人们关注点就到了直接构造后缀数组所

In-Place Suffix Sorting. Data Compression

需的空间复杂度上，因为很多应用的瓶颈在于空间就

Conference (DCC 2018)

像人们使用空间节省的后缀数组替换后缀树一样。为

模型获得了datacastle大数据竞赛第3名（共1900多队）
，改进后的正式成果发表于AAAI 2018。主要工作由博
士生王栋（目前在杜克大学做博士后），博士生曹玮
完成。
Dong Wang, Junbo Zhang, Wei Cao, Yu
Zheng, Jian Li, When Will You Arrive?
Estimating Travel Time Based on Deep
Neural Networks.
AAAI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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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计算机科学（段然研究组）
接近线性时间的近似最小度生成树算法

计算生物学（曾坚阳研究组）
基于大规模异构网络的药物- 标靶相互作用的高效预测算法

主要成果完成人：段然、张天翼、何昊青

主要成果完成人：曾坚阳、罗宇男

给定一个无向无权图，最小度生成树问题希望找

药物-标靶相互作用预测是药物发现和重定位的关

该成果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

到这个图的一个生成树，使得树的度数最小。这是图

键步骤。大规模基因组、化学和药理数据的出现为药

tions）杂志上。《自然•通讯》是《自然》杂志旗下的

论领域一个经典的NP-完全问题，因为它是汉密尔顿

物-标靶相互作用预测提供了新的机会，但如何系统且

子刊之一，2016年度影响因子为12.124。该项工作同

路径问题的推广。这个问题的一个经典的Õ(mn)时间

高效地整合大规模异构数据是当前的研究难点。

清华大学药学院陈立功教授实验室以及美国伊利诺伊

的近似算法由Fürer和Raghavachari在1994年给出，它

姚班2012级本科生罗宇男在曾坚阳教授指导下，

能找到一个度为∆*+1的生成树，这里m是边数、n是点

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药物-标靶相互作用预测方法，该工

数，∆*是最优的度数。去年Dagstuhl会议将线性时间

作从目前已有的大规模数据库出发，构建了一个涵盖

的最小度生成树近似算法列为重要的未解决问题。

描述标靶基因、药物、药物副作用、疾病等相互作用

大学香槟分校Jian Peng教授研究组共同合作完成。

交叉信息院段然助理教授与学生张天翼、何昊

或者联系的大规模异构网络。其次，在这个异构网络

青合作发表的论文给出了第一个接近线性时间的近似

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网络扩散的药物-靶标

最小度生成树算法。该算法能在Õ(m)时间找到一个

相互作用预测的机器学习算法。该算法使用特征学习

Yunan Luo, Xinbin Zhao, Jingtian Zhou,

度为O(∆* log n)的生成树，之后又将这个算法改进为

算法，用低维表示刻画了每一个药物及基因的拓扑性

Jinling Yang, Yanqing Zhang, Wenhua Kuang,

对任意0<ε<1/6，在Õ(m/ε6)时间内找到一个度数小于

质，从而去除生物数据中的噪音，提取出药物和基因

Jian Peng, Ligong Chen and Jianyang Zeng. A

(1+ε)∆*+O(log n/ε2)的生成树。

的功能信息，并提升预测的准确性。与现有常见的预
测算法的比较，该方法在预测准确率上取得了显著的
提高。此外，该方法所预测的新相互关系大部分能够
从已知的数据库或者近期文献中的新结果获得证实。
曾坚阳研究组进一步同清华大学医学院的陈立功

Network Integration Approach for Drug-Target
Interaction Prediction and Computational Drug
Repositioning from Heterogeneous Informa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8, Article number:
573,2017.

实验室进行合作，对该方法预测的且未被之前研究工
作所报道的药物-靶标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实验验证。实
验发现，该方法预测的存在于Alendronate，Telmisartan
和Chlorpropamide这三种药以及PTGS1和PTGS2这两种
标靶基因之间的作用关系在实验中确实显现了相互作
用现象。对这些药物对靶标的下游基因表达的影响的
进一步分析以及它们对炎症因子表达的影响表明上述
几种药也可能具有抗炎症的功能。这一发现对这三个
药物的重新定位及后续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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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对蛋白质翻译的动态过程进行建模

网络科学（徐葳研究组）

主要成果完成人：曾坚阳、张赛、胡海林、贺选
蛋白质翻译是遗传信息从其携带者DNA到执行

生物学新兴研究方向的代表性工作被邀请做大会论文

者蛋白质传递的关键一环，也是分子生物学中心法则

口头报告。该项工作与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姜涛

的核心环节。在蛋白质翻译的过程中，一种名为核糖

教授（清华大学千人计划讲席教授）合作完成。

加速大规模机器学习的分布式训练算法
主要成果完成人：徐葳、郑顺

体的细胞器会沿着信使RNA链，按照遗传密码子的对

此外，本文的姊妹工作，TITER: predicting transla-

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发展，可用于机

应法则依次将核苷酸序列翻译成氨基酸序列，继而形

tion initiation sites by deep learning，于2017年7月在国际

器学习的数据量急剧增长，为大规模机器学习任务设

成多肽链。近年来，生物学家们通过各种高通量测序

计算生物学知名期刊Bioinformatics在线发表，同时被

计高效的分布式训练算法成为近些年受到学术界和工

技术测量发现，蛋白质翻译的过程是动态变化的，其

国际分子生物学智能系统大会（ISMB 2017）收录为大

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领域。

中大量存在一种核糖体翻译停滞的现象，这一现象与

会口头报告。该研究利用深度学习技术预测转录组中

徐葳研究组与百度大数据实验室合作提出了一种

翻译过程中的蛋白质折叠和定位等一系列重要过程有

的翻译起始位点，首次将预测范围扩大到了转录组中

通用的分布式对偶优化框架，既可以支持一系列机器

关。

所有种类的翻译起始位点，并对翻译起始位置的序列

学习领域常用的损失函数，比如：Hinge Loss，Logis-

作为该领域的一项突破性进展，曾坚阳研究组首

特征、调控功能、突变效应做了深度解析。该项工作

tic Loss，Square Loss等，也能适配多种正则化方法，

次提出了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计算框架来研究核糖体

与姜涛教授及医学院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张磊教授合作

比如：L1，L2，Group Lasso Regularization等。

停滞现象的调控机制和功能，并成功利用深度学习技

完成。这两项工作的完成为人类解码蛋白质翻译过程

术实现了对蛋白质翻译过程中核糖体翻译停滞的精确

提供了重要信息。

预测。传统的观点认为，mRNA序列信息只是通过密

曾坚阳研究组是国内较早将深度学习应用到基因

码子表编码氨基酸序列，而本工作首次对mRNA序列

组学数据分析的研究组之一。本系列工作得到中国

中编码蛋白质翻译的调控信息进行建模。该成果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清华大

细胞》子刊《细胞•系统》发表，也被第21届国际计算

学结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中心的经费支持。

分子生物学大会（RECOMB 2017）接收，并作为计算

Zheng, S., Wang, J., Xia, F., Xu, W., & Zhang,
T. (2017). A general distributed dual coordinate
optimization framework for regularized loss
minimization.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18(115), 1-52.

的迭代复杂度对Condition Number依赖过大的问题，不
仅在理论上证明了更优的收敛速度，也在多种不同特
性的实际数据中验证了效果，在广泛使用的超参数区
间中相对于当前最先进的同类型算法CoCoA+ （由Berkeley Michael I. Jordan团队开发）和广泛使用的批量学
习算法Owlqn（由Microsoft Research开发）都取得了明
显加速。
此项工作由徐葳研究组和百度公司大数据实验

Sai Zhang, Hailin Hu, Jingtian Zhou, Xuan He,
Tao Jiang, Jianyang Zeng. Analysis of ribosome
stalling and translation elongation dynamics
by deep learning. Cell Systems 5, 212–220,
September 27, 2017.
Sai Zhang, Hailin Hu, Tao Jiang, Lei Zhang,
Jianyang Zeng. TITER: predicting translation
initiation sites by deep learning. Bioinformatics,
Volume 33, Issue 14, 15 July 2017, Pages i234–

该优化框架提出了一种适合分布式数据并行的主

室大规模机器学习团队合作完成，论文第一作者是博

空间和对偶空间优化问题形式化方法，开发了相应的

士生郑顺。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清华大

对偶坐标优化算法Distributed Alternating Dual Maximi-

学自主科研项目、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全通项

zation（DADM）和加速版本Acc-DADM，并做了严谨

目）等项目经费支持。

的理论分析和收敛性证明。DADM是对串行随机算法
Stochastic Dual Coordinate Optimization（SDCA）在分

相关研究成果于2017年发表于机器学习领域顶级
杂志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JMLR）。

布式条件下的一种拓展，同时也为其他的SDCA分布式
方案提供了互补的诠释。Acc-DADM减轻了该类算法

i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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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张崇洁研究组）

基于差分隐私的分布式数据挖掘系统
主要成果完成人：徐葳、李艺
随着大数据的爆发，各行各业（如教育、医疗

此项工作发表在ECML-PKDD 2017学术会议上。EC-

和金融等）都在搜集大量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

ML-PKDD由两个历史悠久的数据挖掘类会议ECML和

析，以挖掘出更有价值的信息。然而，随着数据搜集

PKDD合并而成。该会每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而来的就是隐私问题。

的投稿，录取率约为26%左右。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

迁移强化学习中最优源策略
在线选择方法
主要成果完成人：张崇洁、李斯源

迁移学习不仅是人类智能的核心元素之一，对于
机器智能同样如此。它的主要思想是利用已有的知识
与技能，快速学习解决新的任务。核心问题是如何找
到相关知识或技能，并进行有效利用。这个问题在强

数据集横向分布在不同机构中，而如何在保护用

是博士生李艺。共同参与此工作的还有网易有道首席

户隐私的情况下进行分布式数据挖掘，徐葳研究组就

科学家段亦涛。此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清华

方法与分析。针对这个挑战，张崇洁研究组提出了迁

此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将高效的无噪音方法和

大学自助科研项目、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等项目

移强化学习中的一种选择源策略的最优在线方法。该

差分隐私技术结合起来，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尽可能

经费的支持。

方法利用多臂赌博机规范化迁移学习中在线源策略选

地减少噪音，以提高结果的准确性。具体来说，他们
在计算结果上加拉普拉斯（Laplace）噪音，以达到差
分隐私的目的，同时使用密钥分享（Secret

Sharing）

保护中间结果，减少噪音。通过在多种算法和数据集
上的实验表明，该方法无论是从性能还是准确性上都
比传统方法好了许多。
除了设计以上高效实用的解决方案以外，他们设
计并实现了一个高效易用的保护隐私的分布式挖掘框
架。用户只需实现几个简单的接口，框架便能自动地
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进行分布式挖掘并返回而结果。

化学习上得到了广泛关注，但是目前还缺乏理论性的

择问题，并且将策略复用和强化学习有效融合。
Yi Li, Yitao Duan, and Wei Xu.
PEM: Practical Differentially Private System for
Large-Scale Cross-Institutional Data Min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and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该论文不仅提供了源策略选择过程的最优性以及
最优策略的收敛性的理论保证，而且在实验上验证了
提出的迁移学习方法。在机器人巡航问题上，该迁移
学习方法表现出良好的有效性和鲁棒性，而且明显优
于目前最先进的迁移学习算法。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
(ECML-PKDD) 2017
Siyuan Li, Chongjie Zhang. An Optimal
Online Method of Selecting Source Policies for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AAI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AAI 2018), to ap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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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层反馈的网络链接选择问题

随机分析与优化（黄隆波研究组）

主要成果完成人：黄隆波、陈琨

基于预测的时延保障吞吐量最优调度

在互联网的组织结构中，网络链接占据着重要

基于以上发现，黄隆波研究组和香港中文大学

的地位，它们把纷繁复杂的内容组织起来，让用户得

的吕自成研究组合作研究了在满足第一层期望总收益

以在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之间跳转。每个网站都会在网

不少于一定界限的条件下最优化第二层总收益的链接

如何确保低延时的数据传输一直是网络优化

页上放置链接来吸引用户，这些链接可以是广告、新

选择问题。由于每个链接的多层收益具有随机性，且

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尤其当前的许多应用领域都

闻、商品推荐等等。新闻网站如Flipboard、CNN和

其分布未知，需要进行在线学习和优化。此工作将该

对延时有着严格的要求，如移动场景下的视频传

BBC会持续推送新闻来吸引读者；电商如Amazon和

问题阐述为受限多臂老虎机问题，并提出了LExp算

输、网络游戏、物流运输等。另一方面，随着近

淘宝会推荐商品来提高销量。很多链接在本质上都有

法。工作证明了与拥有全部信息的离线最优算法相

年来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工具的快速发展，预测

一种多层反馈结构，向我们提供了有关用户行为的重

比，LExp算法的两层收益累积损失都是亚线性的，即

用户需求并在用户需求到来之前提前服务的做法

要信息。第一层反馈是链接的点击率，反映链接本身

LExp算法可以得到渐进最优选择。基于实际数据的实

在实践中日益普遍。然而，尽管在实践中取得很

的吸引力；第二层反馈来自于链接指向的页面，反映

验也验证了LExp算法相比已有算法的优势。

大成功，此方法的理论研究非常匮乏，我们仍不

用户对链接指向内容的喜好程度。比如广告和商品推

清楚预测能如何从根本上改善保证延时的服务质

荐，点击率反映链接的受欢迎程度，而真正带来利益

量。

的购买行为属于第二层反馈。对于网站而言，这两种

主要成果完成人：黄隆波、陈琨

黄隆波研究组的最新研究填补了这一领域
的空白。该研究关注在一个通用的多用户单服务
器的随机系统中，基于预测的调度对平均资源约

收益都很重要，而实际数据显示网络链接不同层次的
收益相关性很小。

Kechao Cai, Kun Chen, Longbo Huang and
John Lui. Multi-level Feedback Web Links
Selection Problem: Learning and Optimization.
ICDM 2017, (short paper).

束下的时延保障吞吐量(Timely-Throughput)的改
善。时延保障吞吐量即在生命周期内被成功送达
目的地的数据包的速率。在基于错误率的预测模
型下，黄隆波研究组得到了基于马尔可夫决策过
程的最优调度算法。通过对马尔可夫决策过程的
分解，他们进一步量化了预测调度对限时吞吐量
的提升效果，并通过实验进行了验证。他们的结
果揭示了预测模型中的各种参数对系统性能的影
响，并为基于预测的低延时调度控制算法设计提
供了理论指导。

Kun Chen, Longbo Huang. Timely-Throughput
Optimal Scheduling with Prediction.
Proceedings of IEEE INFOCOM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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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信息与计算科学（吴辰晔、于洋研究组）
如计科50班的李政同学，用计算经济学中所

用计算科学的眼光解析和重构场景

学习到的拍卖理论，解释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计算科学在未来城市中扮演的角色，不仅是管理

究议题中，选题涵盖能源、教育、交通、虚拟和游

和运营工具的提供者，更是理解城市及其演化规律的

戏经济、规划、环保等不同领域。他们运用拍卖设

新视角提供者。从数据及其产生和演化规律出发，重

计、机器学习、动态优化等领域的算法设计思维，

新诠释城市、城市中组织关系和行为机制动力的计算

结合刚刚学习到的经济学理论，对上述领域中的城

科学本质，是在数据和算法经济时代，把握未来城市

市问题解释和分析，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价格设计、

走向的前提，也是有规划的提前因应未来城市数据与

行为动机推断、政策后果评估、基础设施规划和

算法资产管理的理论基础，更为计算科学、经济学、

运行评价和优化的讨论，产生了许多有趣、有意

城市科学等多学科提供了交叉性研究领域。

义、闪耀着交叉性学科理论研究潜力光彩的研究。

选课制度的本质，并抽象出这两种看似不同的选
课制度相同的根本性基础拍卖设计模型。在这个
模型基础上，他论证了为何北京大学的选课制度
能让学生获得更高的期望收益，也降低学生面临
的损失风险。
而计科60班的王远皓同学，则用报童模型理
解城市道路的临时性关闭问题，并利用导航软件
的API系统，通过模拟讨论了北京市道路临时关
闭对交通产生影响的模式、受影响人群特征并提

2017年，交叉信息院吴辰晔和于洋老师在交叉性

出了影响评估框架。他的研究指出，北京市临时

领域计算科学的人才培养和教育方面进行初步探索和

关闭一条道路，最多可以影响全市7.7%的交通。

尝试。他们面向姚班大二学生，开设了《智慧城市的

即便是临时关闭一条五级道路，通过影响交通造

计算建模》暑期课程。本课程通过城市、城市中组织

成的损失，平均也在每日近200万元人民币。模拟

关系和行为机制动力的场景为载体，支撑经济学框架

结果显示，由于关闭道路带来的不同出行者行驶

和算法设计框架的对接。通过把经济学选择和偏好理

时间增加服从指数分布。这一结果，向我们初步

论、供给侧理论、需求侧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计算

揭示了城市交通应对路网拓扑结构变化的可能规

经济学、匹配算法、排序算法等传统计算科学的诸多

律。

分支对应衔接，力求培养学生具备感知算法模型的解

作为我院探索学科交叉性领域的计算科学高

释能力、形成用算法设计的眼光等方面的能力。

等教育的初步尝试，本次课程收集和积累了丰富

为更好的让同学们通过经济学理论理解算法设计

的素材和经验，为下一步探索更系统、完整和体

的理论解释能力，课程还邀请了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

系化的设计智能社会的计算科学理论教育体系设

与工程系教授、蒲立科能效研究中心主任James Sweeney

计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教授给同学们授课。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同学们普遍从“不理解
为什么计算机实验班的要学经济学和城市科学”，
到感知到“学科交叉基础上的场景式建模训练的必
要性”。在课程项目大作业的完成过程中，不少同
学开始自觉的通过运用计算科学思维、借助计算科
学相关理论和模型在经济学中的对应、训练自己对
场景进行解析、提炼研究问题并进行分析的能力。
他们把视线投射到了不同层次、内容广泛的城市研

12

活力满满的课堂 图/谢倩
讨论热烈的最终课堂展示环节 图/谢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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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经济学（唐平中研究组）

量子计算理论（段路明研究组）

2017年，唐平中计算经济学研究组在相关期刊与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10余篇。下半年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

《自然》子刊发文 揭示深度神经网络和量子多体问题的关联

人工智能与机制设计的交叉课题。主要进展可分为如下两个方面：

1、强化机制设计

2、动态机制设计

传统机制设计问题中，通常假设设计者有较强的

现有的机制设计往往针对静态环境进行优化，设

先验信息，即能够通过数据学习玩家的类型（type），

计静态机制。最近的研究表明，可以有效的应用机制

并根据先验信息设计最优机制。

在时序之间的相关性，对多轮机制进行动态优化，极

最近一系列的研究表明，该假设并不成立，

大的提高机制的收益。近期，博士生左淞和唐平中教

1）很多场景下，设计者并不具备这类数据信息，

授以及谷歌的研究员对拍卖中动态折扣和打折券进行

2）即便有这类数据信息，设计者也不能推理出玩

了研究，得到了动态情形下的近似最优机制，该文章

家的类型信息。
基于上面观察，唐平中研究组提出了强化机制
设计的理念，即提出初始机制，并对机制的反馈数据

主要成果完成人：段路明、郜勋

在经济学顶级期刊Econometrica上修改并重新提交。
该文章的的理论结果也被应用到今日头条的广告系统
中。

和效果进行观察，反复学习玩家的私有信息和策略函
数，并同时对机制进行修正和优化，达到同时优化机

量子多体问题研究粒子数极其巨大的量子相互作
用系统，是凝聚态物理、高能物理、材料科学、量子
化学等领域的核心前沿课题。由于量子波函数的直接
刻画所需要的参数随粒子数的增加指数增长，即使利
用现代超级计算机，也很难在一般情况下对其进行模
拟，量子多体问题因而成为各领域的传统难题。量子
多体问题的一个关键难点是如何用尽量少的参数描述
大规模量子多体系统中存在的复杂关联和量子纠缠，
如果所需要的参数描述随粒子数的增长从指数函数降

多体波函数中的关联和纠缠。最近一种浅层神经网

为多项式函数（例如线性函数），则描述和解决该问

络，称为受限玻尔兹曼机，在数值模拟一些比较基础

题的复杂度将大大降低，这种利用较少的参数表示出

的量子多体模型方面取得成功，但神经网络模型对于

来的波函数被称为有效表示。因此，找到量子多体波

更一般的量子多体波函数的表示能力完全未知。

函数的有效表示是解决量子多体问题的一个关键步

制和玩家模型的目标。

浅层神经网络(a)和深度神经网络(b)示意图

骤。

段路明教授和其研究生郜勋利用量子计算理论和
复杂性理论中的一系列技巧，证明了几个一般性的定

神经网络模型具有表示复杂的多变量函数关联的

理，揭示了深度神经网络和量子多体问题之间的紧密

能力，是深度学习算法和近期人工智能领域突破的基

联系。该研究工作首先证明了任何浅层神经网络无法

础。一个自然的想法是利用神经网络模型来表示量子

有效表示一般的量子多体波函数，包括很多有能隙系
统的基态和动力学过程产生的量子态。研究还进一步
利用量子计算模型，证明深度神经网络可以有效表示
任何量子动力学演化产生的量子态，表示所需参数的
个数随粒子数和演化时间只是线性增长。此外，此项
研究还证明了任何常见物理系统的基态，都可以用深
度神经网络有效表示，并提出了一种深度学习算法，
用于计算基态或量子动力学演化所产生的波函数。

Gao, Xun; Duan, Lu-Ming. Efficient
representation of quantum many-body
states with deep neural networks. Nature
唐平中助理教授在26届国际人工智能大会作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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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多体波函数的深度神经网络表示示意图

Communication, 2041-1723,Aug,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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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阱量子计算（金奇奂研究组）

量子相干性与量子通讯（马雄峰研究组）

《自然•光子学》发文 刷新单量子比特相干时间世界纪录
主要成果完成人：金奇奂、汪野、严马可、张君华、安硕明、廉茶炫、张静宁、段路明

1、量子相干性领域研究进展
主要成果完成人：马雄峰、周游、赵琦、袁骁

现今量子信息技术中最重要的基础技术是对单

理论研究方面，马雄峰研究组2017年下半年的研

基于多项式这种简单函数的量子相干性度量，揭示了

量子比特的相干操作和量子态探测。只有拥有了对

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量子相干性的领域。量子相干性作

多项式度量所具有的独特性质，给出了多项式度量成

单量子比特完整操作能力，才能够实现量子信息的

为一种量子力学特有的性质，在量子信息处理过程中

立的必要条件，并定义了一种叫做G-coherence的多项

储存、操作和读取。科学家们经过二十多年探索和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量子随机数的产生等。因

式度量，得到了任意量子态的下界（下图红色曲线给

实验才慢慢掌握了在单量子比特级别实现相干操作

此，量化量子系统的相干性不仅在理论上是个基本问

出了系统维度等于4情况下的G-coherence的下界）。

和量子态探测的技术。现今，金奇奂研究组实现了

题而且在量子技术的应用中有指导意义。基于量子资

10分钟相干时间的单量子比特系统，将之前的世界

源理论框架，类比于量子纠缠，马雄峰研究组提出了

纪录提高了10倍。

Y. Zhou, Q. Zhao, X. Yuan, and X.

虽然在离子系综系统中早在20年前就观察到了

Ma, Polynomial measure of coherence,

相近的相干时间，固体系综系统中近期也观察到了

New Journal of Physics, vol. 19, no. 12,

更长的相干时间，但金奇奂研究组的工作是第一次

p.123033,2017.

在单量子系统中观察到如此长的相干时间。单离子

离子阱量子储存系统示意图

系统相干时间不长的主要原因是加热。在实验中，
他们利用协同冷却技术解决加热的问题，用138Ba+
离子冷却171Yb+离子（量子比特离子）。同时他
们施加了上千个动态解耦操作以抵抗环境的磁场噪
声，从而延长相干时间。他们所研究的的单量子比
特操作保真度达到99.99%。最终制备了6个初始量子
态，并测量了它们的相干时间。如右图所示， 和
的相干时间为4,740 ± 1,760 秒，其它四个态的相干时
间为667 ± 17 秒。金奇奂研究组的实验结果明确地展
示了量子信息储存技术的可行性，这将成为量子计
算机（尤其是基于离子阱的量子计算机）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利用离子光子纠缠实现量子网络的关键技
术之一。

6个不同初始态的相干时间测量结果

Wang Ye, Mark Um, Junhua Zhang, Shuoming An, Ming
Lyu, Jing-Ning Zhang, L-M. Duan, Dahyun Yum, and
Kihwan Kim. Single-qubit quantum memory exceeding tenminute coherence time. Nature Photonics 11, no. 10 (2017):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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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量子不确定关系研究
主要成果完成人：马雄峰、袁骁
量子不确定关系可以刻画两组不对易观测量之间测
量结果随机性的关系，一般以方差或熵的形式出现。而量
子相干性可以刻画量子态的在某组正交基下的真随机性。
马雄峰研究组利用量子相干性的度量，提出了量子态在两
组不同正交基下针对量子相干性的不确定性关系，并且在
单量子比特下得到了其解析形式。右图中紫色的曲线展示
了他们所推导的不确定性关系的下界，可以看到在大部分
参数区域中，他们所推导的下界是更优的。

X. Yuan, G. Bai, T. Peng, and X. Ma, Quantum
uncertainty relation using coherence, Phys. Rev. A,
vol. 96, p. 032313, Sep 2017.

3、反事实量子通讯
主要成果完成人：马雄峰、曹竹
在实验合作方面，马雄峰小组与合作者在实验
上验证了反事实量子通讯。反事实量子通讯基于光
的波粒二相性，可以让通讯双方达到传输信息但不

Y. Cao, Y.-H. Li, Z. Cao, J. Yin, Y.-A. Chen, H.-L. Yin,

传输实体粒子的目的。利用量子之诺效应，可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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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提高通讯效率。我们在实验上使用单光子的级

counterfactual communication via quantum zeno effect,

联干涉仪实现了反事实量子通讯，该成果不仅进一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步验证了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而且为开发相关的

114, no. 19, pp. 4920–4924, 2017

量子科技提供了基础。该成果入选了英国物理学会
旗下网站Physics World评选的2017年度十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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