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名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公示 

项目名称 冷原子体系新效应的理论研究 

提名专家 1 姓名 朱邦芬 提名专家 1 工作单位 清华大学 

提名专家 1 职称 教授 提名专家 1 学科专业 理论物理 

提名专家 1 意见： 

我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提名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

相关栏目均符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的填写要求。 

 

冷原子物理是当前原子、分子和光物理领域最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

它与凝聚态物理的结合，进一步探索宏观量子系统的新效应和新物理，

对未来量子信息和量子技术的应用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冷原子系

统引入自旋轨道耦合效应后，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亟待

解决，如此时的多粒子基态、在 BEC—BCS 过渡点附近的效应，等等。

该项目组在 2010-2015 年期间，围绕冷原子体系中的自旋-轨道耦合和拓

扑能带的量子模拟，以及相互作用和自旋轨道作用的调控等，系统解决

了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多项预言被国际著名实验组证实，有力地推动了

冷原子学科的发展，在相关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力。研究期间发

表理论论文 31 篇（其中 13 篇论文发表在 Phys. Rev. Lett.上），其中 8 篇

代表性论文总他引 900 余次。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项目简介： 

冷原子物理是当前原子分子物理的重要研究领域，其利用冷原子体

系高度可调控性的优势，探索宏观量子多体系统的新效应和新机理，在

未来量子科技中有潜在的应用前景。对冷原子气体的调控，可以分为对

单粒子运动的调控和对原子间相互作用的调控。在单粒子运动方面，该

项目主要针对内态(即自旋-轨道耦合，发现点一)和能带(即拓扑能带，发

现点四)两方面开展研究；在相互作用方面，该项目重在发展调控相互作

用的新手段(发现点二)并揭示其对多体系统元激发的影响(发现点三)。围

绕冷原子体系的调控和新效应，在 2010-2015 年期间，该项目发表理论论

文 31 篇，其中 13 篇发表在 Phys. Rev. Lett.上，8 篇代表性论文总他引 900

余次。多项原创性理论预言被国际上著名实验组证实，丰富了冷原子物

理的研究内容，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具体发现点如下： 

(一)预言了多项自旋-轨道耦合在冷原子体系的新效应。其中包括预

言了自旋-轨道耦合的玻色凝聚体的基态是条纹超流态，后被 MIT 诺贝尔

奖得主 Ketterle 教授的实验证实，论文他引 340 余次。揭示了自旋-轨道

耦合对 Feshbach 共振附近多体 BCS-BEC 过渡会产生定性的改变，论文

被引用 140 余次；以及对少体束缚态的影响，被邀请在国际重要的少体

物理会议上做大会报告。提出了高自旋原子中实现自旋-轨道耦合效应的

优势，后被斯坦福大学的实验证实。美国国家标准局最早在冷原子实验

中实现自旋轨道耦合的 Spielman 教授在 Nature 上发表综述论文，以较大

篇幅介绍了其中两篇代表性工作;另一篇发表于 Rep. Prog. Phys.(影响因

子:14.245)的综述文章，17 处以大篇幅介绍了项目组的 8 篇论文。 



 

(二)发现了(类)碱土金属原子的一类新的散射共振。针对(类)碱土金

属原子因为缺乏电子自旋自由度而不能有效地通过磁 Feshbach 共振来调

节相互作用的问题，提出了用轨道自由度代替电子自旋的思想，发现了

一种新的 Feshbach 共振，命名为“轨道 Feshbach 共振”。按照该理论的

指导，慕尼黑大学著名冷原子实验物理学家 Bloch 教授和佛罗伦萨大学

实验组同时确证了这种新的 Feshbach 共振。 

(三)揭示了强相互作用费米原子气体中排斥型极化子这一新的元激

发。剑桥大学实验组 2012 发表于 Nature 的论文和因斯布鲁克大学 2016

年发表于 Science 的论文先后研究了该元激发的性质。佛罗伦萨大学的实

验组测量了该元激发的能量，和该项目组的理论结果非常吻合。 

(四)提出了在光晶格中实现拓扑 Haldane 模型的方案。苏黎世理工学

院的实验组采用同样的方案实现了该模型。之后的多篇综述文章，包括

Eckardt 发表在 Rev. Mod. Phys.上的综述，美国、奥地利、德国等多国科

学院院士、Dirac 奖获得者 Zoller 教授等人在 Nat.Phys.上的综述，在介绍

该实验时，均并列提及该理论方案。 

 

 

 



 

客观评价： 

1) 麻省理工学院诺贝尔奖得主 Ketterle 教授 2017 年发表在 Nature 的

文章(被引代表性论文 1)，证实了发现点 1 中关于自旋-轨道耦合的玻色凝

聚 态 中 的 条 纹 相 的 预 言 ， 其 文 章 引 言 部 分 就 指 出 “ Bose-Einstein 

Condensates with spin-orbit coupling are predicted to possess a stripe phase [5-

7] with spinsolid properties.” 其中[7]就是项目代表性论文 1，并且是[5-7]

中最早的一篇。 

2) 马里兰大学和美国国家标准局的 Galitski 和 Spielman 两位教授(其

中 Spielman 教授最早在冷原子实验中实现自旋-轨道耦合，是该方向最有

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在 Nature 上发表的关于自旋-轨道耦合冷原子气体

的综述(被引代表性论文 2) 大段介绍了代表性论文 1 和 4 的内容(见附件

红线标注部分)。文中提到：“Exactly as proposed, …. They however do not 

represent a cat state … but rather are either in a “striped” state … [12,40-42].” 

这一大段话介绍了代表性论文 1 预言的条纹相(striped state)的物理机制，

此处引文[12]为 Spielman 组的实验，[40-42]为三篇相关理论文章，其中[40]

为代表性论文 1，是[40-42]三篇中最早的。文章又提到：“The ground state 

of the Rashba SOC … This ensures that there is no threshold for molecular 

formation in such spin-orbit system and that the BEC-BCS crossover is strongly 

modified [10,45-47]”。这里一段话介绍了代表性论文 4(引文[47])关于自旋

-轨道通过改变分子形成条件来影响 BEC-BCS 过渡的发现点。 

3) Spielman 教授和其他几位最早提出可以在冷原子中模拟自旋-轨道

耦合的理论学家在 Rep. Prog. Phys. (影响因子：14.245)上撰文详细介绍该



 

方向的进展(被引代表性论文 3)。全文引用了项目组理论文章 8 篇，包括

属于发现点 1 的代表性论文 1、4、5、7、8 和属于发现点 4 的代表性论文

6，全文共有 17 处引用了项目组论文，大多为大段介绍该论文的研究内

容(见附件红线标注部分)。特别是文章以一页多的篇幅(28-29 页)介绍代表

性论文 1 的内容，又以大半页的篇幅(31 页)介绍代表性论文 4 的工作，

文章还向读者推荐项目组的综述论文：“for a more complete overview on 

interacting spin-orbit coupled atomic gases, consider the reviews by Zhai 

[216,242] …”, 其中[216,242]为项目组论文，242 为代表性论文 8。 

4) 斯坦福大学 Lev 教授的实验论文(被引代表性论文 8)五处引用代

表性论文 5 并介绍其观点，文中明确该实验证实了发现点 1 中关于镝原

子自旋-轨道耦合中加热效应会被抑制的预言:“ No heating due to the 

Raman is measured, confirming our expectation that this L=6 atom would be 

immune to spontaneous emission under SOC [27]”。其中[27]中含有代表性

论文 5。 

5) 佛罗伦萨大学欧洲非线性光谱实验室的论文(被引代表性论文 4)

和慕尼黑大学著名冷原子实验物理学家 Bloch 教授的论文(被引代表性论

文 5)同时宣布证实了发现点 2 中预言的“轨道 Feshbach 共振”。两篇实验

论文都在开头明确写道他们实现的是项目组提出的新的 Feshbach 共振。

被引代表性论文 4 直接在文章标题中就使用了“轨道 Feshbach 共振”这

一项目组命名的新名称，在开头明确写道：“In this Letter we report on the 

first realization of …. We take advantage of a recently proposed orbital Feshbach 

resonance [9] affecting the scattering …. ”([9]为项目代表性论文 2)，全文 9



 

次以较大篇幅介绍代表性论文 2 的内容(见附件红线部分)。被引代表性论

文 5 在开头明确写道：“In this Letter, we report on the observation of a recently 

predicted novel type of Feshbach resonance [7], …”([7]为该项目代表性论文

2)，全文 5 次介绍代表性论文 2 的内容。这两篇实验文章发表时，Physics

发表文章介绍这一进展，再次强调这两个实验实现的是项目组提出的方

案: “The teams realized a recently proposed technique referred to as an orbital 

Feshbach resonance [5].”。[5]为代表性论文 2。 

6) 剑桥大学 Kohl 教授的实验组首次在实验上研究了排斥型极化子

(被引代表性论文 6)，文中第一次介绍这一概念时，强调了这是在固体物

理中没有被观察到过的元激发: “… the repulsive polaron, which has not 

been observed in solid state system so far. Its lifetime i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in 

pairing instability of repulsively interacting Fermi gases [20,21]”, 其中[21]为项

目组代表性论文 3，该论文比同时被引的[20]早一年发表。因斯布鲁克大

学 Grimm 教授实验组后来研究排斥型极化子的论文 (M. Cetina, et.al. 

Science, 354, 96 (2016))在首次提到这个概念时，也引用了项目组代表性论

文 3：“This approximation, first introduced in [26] to model the attractive 

polaron, was later applied to predict repulsive quasi-particles in cold gases [27]”。

([27]为代表性论文 3) 

7) 佛罗伦萨大学欧洲非线性光谱实验室的实验组仔细测量了排斥

型极化子的能量(被引代表性论文 7)，全文共 5 处介绍了项目组代表性论

文 3 的观点，其中在文章开头引入排斥型极化子时写道：“These repulsive 

polaron [23-27] are centrally important for realizing repulsive many-body 



 

states.”，其中[23]为项目组该论文，并且是[23-27]中最早的一篇。下图为

文章最主要的一个实验结果，测到的排斥型极化子的能量和几个理论比

较，其中黄色点划线为代表性论文 3 的理论，在整个相互作用区域都和

实验结果非常吻合。 

 

8) 苏黎世理工学院实现Haldane模型的实验(G. Jotzu, et.al. 

Nature,515,237 (2014))，在其补充材料中也提到项目组提出了同样的方

案：“… applications to circularly modulated honeycomb lattices can be found 

in very recent work [S5,S9,S10]”,([S10]为代表性论文6)。综述A. Eckardt, 

Rev. Mod. Phys. 89, 011004 (2017)在提到该实验时写道：“In the Zurich 

experiment … [see also Zheng and Zhai (2014)]”；美国、奥地利、德国等多

国科学院院士、Dirac奖获得者Zoller教授等发表在Nat. Phys. 的综述也把

代表性论文6和该实验并列：“… the effective Hamiltonian Heff of a 

circularly shaken honeycomb optical lattice [18,29] becomes equivalent to the 

emblematic Haldane model,…”，其中[18]为该实验，[29]为代表性论文

6。被引代表性论文3中也两次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代表性论文6的内容。 



 

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  

1. Spin-Orbit Coupled Spinor Bose-Einstein Condensates 

Chunji Wang, Chao Gao, Chao-Ming Jian and Hui Zhai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05, 160403 (2010) 

 

2. Orbital Feshbach Resonance in Alkali-Earth Atoms 

Ren Zhang, Yanting Cheng, Hui Zhai and Peng Zhang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15, 135301 (2015) 

 

3. Stability of a Fully Magnetized Ferromagnetic State in a Repulsively Interacting 

Ultracold Fermi Gases  

Xiaoling Cui and Hui Zhai 

Physical Review A (Rapid Communications), 81, 041602 (2010) 

 

4. Spin-Orbit coupled Fermi Gases across a Feshbach Resonance 

Zeng-Qiang Yu and Hui Zhai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07, 195305 (2011) 

 

5. Synthetic Gauge Field with Highly Magnetic Lanthanide Atoms 

Xiaoling Cui, Biao Lian, Tin-Lun Ho, Benjamin L. Lev and Hui Zhai 

Physical Review A (Rapid Communication), 88, 011601 (2013) 

 

6. Floquet Topological States in Shaking Optical Lattices 

Wei Zheng and Hui Zhai 

Physical Review A, (Rapid Communications) 89, 061603 (2014) 

 

7. Universal Trimer Induced by Spin-Orbit Coupling in Ultracold Fermi Gases  

Zhe-Yu Shi, Xiaoliang Cui and Hui Zhai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12, 013201 (2014) 

 

8. Degenerate Quantum Gases with Spin-Orbit Coupling: a Review 

Hui Zhai 

Reports on Progress in Physics, 78, 026001 (2015) 



 

主要完成人情况：  

1. 翟荟，排名 1，教授，工作单位：清华大学，完成单位：清华大学。此

项目为翟荟教授 2009 年回国工作后开展的，他把握了项目的整体的研究

方向，提出了具体的研究问题以及研究思路，全程参与了每项研究工作

过程中的讨论以及负责撰写了研究论文。他是代表性论文 1-7 的通讯或

共同通讯作者，代表性论文 8 的唯一作者。 

 

2. 崔晓玲，排名 2，研究员，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完成单

位：清华大学。崔晓玲和翟荟合作完成了发现点 3 的代表性论文 3，完成

了该论文的具体理论计算和分析，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她深度参与了

发现点 1 的研究，她是代表性论文 5 的第一作者，完成了该论文具体理

论计算和分析。她是代表性论文 7 的共同通讯作者，和翟荟共同制定了

研究思路，全程参与了讨论并指导第一作者完成了理论计算和分析，参

与了论文撰写。 

 

3. 张芃，排名3，教授，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完成单位：中国人

民大学。张芃主要负责了发现点2的研究。他和翟荟共同提出了研究问

题和制定了研究思路，完成了代表性论文2以及与之相关的多篇论文，

是代表性论文2的共同通讯作者。 

 

4. 张仁，排名4，副教授，工作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完成单位：清华

大学。张仁主要完成了发现点2的代表性论文2以及与之相关的多篇论

文，他是具体理论计算和分析的主要完成人，是代表性论文2的第一作

者。 

 

5. 余增强，排名5，教授，工作单位：山西大学，完成单位：清华大

学。余增强主要完成了发现点1的代表性论文4以及和发现点1、3有关的

多篇论文。他是具体理论计算和分析的主要完成人，是代表性论文4的



 

第一和共同通讯作者。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翟荟教授为该项目第一完成人。此项目为翟荟教授 2009 年回国工作

后开展的，他把握了项目的整体的研究方向，提出了每项具体的研究问

题以及研究思路，全程参与了每项研究过程中的讨论以及撰写了研究论

文。他是代表性论文 1-7 的通讯或共同通讯作者，代表性论文 8 的唯一

作者。代表性论文 1-7 中其他作者，除了代表性论文 5 中的何天伦和

Benjamin L Lev 以外，以及崔晓玲、张芃以外，其他作者在完成该论文时

均为翟荟教授的学生或博士后。 

 

崔晓玲研究员为该项目的第二完成人。她是翟荟的长期合作者。从

2010 年她尚在中科院物理所读博士期间，就和翟荟合作完成了发现点 3

的代表性论文 3，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从 2010.7—2013.7 期间，崔晓玲

任清华大学高研院副研究员，再此期间她深度参与了该项目，特别是发

现点 1 所涉及的论文。她是代表性论文 5 的第一作者，代表性论文 7 的

共同通讯作者。2013.7 之后，崔晓玲回中科院物理所人百人计划副研究

员，继续通过和翟荟研究组的合作参与该项目。 

 

张芃教授为该项目的第三完成人。他也是翟荟的长期合作者。从

2010年起一直参与该项目的研究。他和翟荟共同提出了发现点2的研究

问题并制定了研究思路，完成了代表性论文2以及与之相关的多篇论

文，是代表性论文2的共同通讯作者。 

 



 

张仁副教授为该项目的第四完成人。他于 2014.7 以后来清华高研院

做博士后期间参与该项目（博士后合作导师：翟荟）。他主要完成了发现

点 2 的代表性论文 2 以及与之相关的多篇论文，是代表性论文 2 的第一

作者。 

 

余增强教授为该项目的第五完成人。他于 2010.7-2012.7 在清华高研

院做博士后期间参与该项目（博士后合作导师：翟荟）。他主要完成了发

现点 1 的代表性论文 4 以及和发现点 1、3 有关的多篇论文，是代表性论

文 4 的第一和共同通讯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