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itial giant bubble (Brandaris at 7.47 MHz)
2.4 µs

1.1 µs

0 µs

3.7 µs

5.1 µs

6.4 µs

R

20 µm
7.8 µs

9.6µs

9.1 µs

10.7 µs

Crossover

10.9µs

Regime II

Log R

Slo

pe

=1

/3

Regime I

10.2 µs

Air equilibrated
water
.07

0
slope =

/6

1
e=

p

slo

Degassed water
Log t

激光等离子体气泡多时间尺度生成机理研究
我校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王玉亮副教授团队与荷兰特温特大学 Detlef Lohse 教授等人合作，利用超高速摄像机，在多个时间尺度上开展了激光
等离子体气泡生成和生长机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及 ACS Nano 上。
12 页

锝 (98Tc)：
超新星电子型反中微子的
宇宙跟踪器

10 页

有温度的量子物理：
指数加速的热态张量
重正化群方法

13 页
2019 Beihang University REPORTER 1

北航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院刊

CONTENTS/ 目录

才聚北航，智汇唯实
——北航举办第五届国际青年学者唯实论坛

p1
综合新闻

我校微电子学院青年教师赵巍胜教授入选 2019 年 IEEE Fellow
我校单光存教授荣获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CMRS)2018 中国材料大会
非晶 / 高熵合金杰出青年科学家奖

二维孤子在无序介质中的传输
具有丢包和事件驱动状态量化的网络控制系统的滑模控制器设计

p4
成果简报

CMS 实验中重质量希格斯粒子的寻找
算法交易策略收敛性的研究
锝 (98Tc)：超新星电子型反中微子的宇宙跟踪器

激光等离子体气泡多时间尺度生成机理研究

p12
封面文章

我校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王玉亮副教授团队与荷兰特温特大学
Detlef Lohse 教授等人合作，利用超高速摄像机，在多个时间尺度上开
展了激光等离子体气泡生成和生长机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研究成果
先后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及 ACS Nano 上。

有温度的量子物理：指数加速的热态张量重正化群方法

p13
主题文章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氧还原非铂催化剂活性和稳定性研究进展
一类非线性离散系统轨迹跟踪控制的间接数据驱动方法

2 Beihang University REPORTER 2019

综合新闻

北航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院刊

才聚北航，智汇唯实
——北航举办第五届国际青年学者唯实论坛
冬节聚唯实，领航迎春归。为加快建设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
一流大学，深入推进人才队伍建设“鲲鹏逐天”计划，12 月 22 日
至 23 日，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办，人事处、国际交叉科学研究
院承办的第五届北航国际青年学者唯实论坛在唯实国际文化交流中
心举行。来自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新
加坡国立大学、悉尼科技大学、东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世界一
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百余位青年才俊齐聚北航。我校党委副书记程
基伟、副校长房建成、副校长王云鹏，相关学科领域院士等知名专
家学者，各学院院长、书记等出席论坛开幕式。论坛开幕式由王云
鹏主持，专题报告环节由肖志松主持。
程基伟首先代表学校进行致辞，祝贺第五届唯实论坛成功开
幕，并对来自海内外的青年优秀人才表示热烈欢迎。程基伟向青年

校党委副书记程基伟致辞

学者讲述了三条“北航印象”：第一，北航建校之初汇聚了全国航
空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中的佼佼者来自麻省理工、加州理工、
帝国理工、斯坦福、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学；第二，北航作为新中国
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始终坚韧不拔、引领发展，探索出一条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与瞄准国际学术前沿的创新之路，选择了北航就
选择了与国家同行的责任与使命；第三，北航是一所开放包容的学
校，通过机制创新、资源保障，构建科技创新生态，营造青年人才
建功立业的沃土，希望各位青年才俊选择北航，成就人生梦想。
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房建成为在本次论坛做报告的
青年学者代表颁发报告证书，希望各位青年才俊在唯实论坛分享学
颁发报告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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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变迁，介绍了北航学科建设的历史沿革和建设成效，回顾了北航
人的“长鹰魂”、“中国心”和“陀螺梦”，总结了北航始终服务
国家战略需求，持之以恒、数十年磨一剑的科技创新之路和科技创
新的北航模式。房建成指出，未来北航要构建顶尖工科、一流理科、
精品文科、优势医工等有特色、多学科、综合型特征的一流大学，
真诚邀请广大青年才俊做北航未来的建设者和时代的搏击者。
在专题报告环节，施闯教授作了题为“北斗高精度定位及其
应用”的专题报告；孙艳明教授作了题为“有机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
的专题报告；常凌乾教授作了题为“Single Cell Gene Therapy
and Analysis on Nano-electroporation Chip”的专题报告。现
场气氛活跃，掌声不断。
本次论坛为期两天，各学院与参会青年学者进行多种形式交

房建成副校长做大会报告

流，全面介绍学院的学科水平、学术环境和发展规划。同时，唯实
术成果，交流发展经历，不断激发和释放创新活力，取得更大的成就。
随后，房建成作了“聚才育才，北航助您实现人生梦想”大

论坛期间学校人事处组织“卓越百人”人才项目评审，务实推进“鲲
鹏逐天”人才队伍建设规划。

会报告，全面回顾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和北航建校以来的发

（通讯员 / 时敬霞 李真 / 文 李来全 / 摄影）

我校微电子学院青年教师赵巍胜教授
入选 2019 年 IEEE Fellow
近 日，2019 年 IEEE Fellow 名 单

赵巍胜教授简介

正式公布。我校微电子学院青年教师赵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1980 年出生。

胜教授因其在自旋电子集成电路设计的突

2007年获得法国南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

出 贡 献 (for contributions to spintronic

2009 年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获 得 国 际

终身研究员，曾主持和参与欧盟或法国重大科

同 行 顶 尖 专 家 的 认 可， 成 功 当 选 IEEE
Fellow。
IEEE 的 全 称 是 美 国 电 子 电 气 工
程 师 学 会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IEEE Fellow

研项目近 10 项。2013 年全职加盟北航，现
担任北航微电子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北
航费尔北京研究院院长、北航歌尔微电子研究
院院长，2016 年筹建了北航－ UCLA 自旋电
子联合实验室，2017 年筹建了北航－斯坦福
自旋电子联合实验室。赵巍胜教授发明了自旋

为该组织授予成员的最高荣誉，也是学术

电子寄存器，建立了自旋电子器件开源模型库

科技界认定为权威的荣誉和重要的职业成

SPINLIB，发明并验证了基于自旋轨道矩与自

就，每年由同行专家在做出突出贡献的会

旋转移矩协同自旋电子写入技术（该成果 2 周前发表于《Nature Electronics》，并成为当刊

员中评选出，评选过程十分严谨，每次获

主编的 Highlight 重点推荐论文）。现主持包括自然基金委重大科学仪器专项、教育部 111 引

选人数不超过 IEEE 会员总人数的 0.1%，

智基地、北京市科技计划等大型项目。2014 年起担任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2019 年当选人数为 295 人。特别的是，

Systems-I, IEEE Transactions on Nanotechnology 及 IET Electronics Letters 等旗舰期刊

全球每年当选 IEEE Fellow 的 40 岁以下

副主编，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包括 Nature Electronics 及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等期刊

青年科学家一般不超过 10 人，赵巍胜教授

发表论文超过 200 篇，其中 IEEE Transactions 接近 80 篇，国际大会邀请报告超过 50 次。

正是其中之一。

赵巍胜教授担任北航士谔书院学业导师及兼职辅导员，是我校 2018 年度“共产党员十杰”。
（通讯员 / 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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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单光存教授荣获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CMRS)2018 中国材料大会非晶 / 高熵合金
杰出青年科学家奖
2018 年 7 月 12-16 日，【中国材料

非晶与高熵合金分论坛就非晶材料研

大会 2018·厦门国际材料周】在厦门国

究的最新成果进行了交流和共享，并就非

际会展中心顺利召开。我校单光存教授荣

晶合金基础研究和工程应用中存在的主要

获非晶 / 高熵合金杰出青年科学家奖。我

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本次论坛分设四个

校材料学院张涛教授指导的研究生石娜丽

分 会 场， 共 进 行 了 150 余 场 学 术 报 告 及

获得优秀研究生奖。

60 份 poster 展示，收到 234 篇摘要。

会议由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CMRS)

来自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科

发起并主办，中国材料大会学术委员会主

院物理所、中科院金属所、中科院宁波材

任、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秘书长韩雅芳主持

料所、大连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东

会议，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理事长魏炳波院

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70 余家高校、

士致欢迎辞，并特别邀请厦门市政府副市

科研院所及企业的 300 位代表与会。非

长、党组成员韩景义，国际材联主席李秀

晶联盟秘书处出席会议。

皖教授，巴西材料研究学会理事长 Prof.

会议最后，分论坛主席清华大学姚可

Osvaldo Novais Oliveira Jr， 墨 西 哥

夫教授作会议总结，东南大学沈宝龙教授、

材 料 研 究 学 会 理 事 长 Prof. R. Claudia

北京科技大学吴渊教授、合肥工业大学张

Elizabeth 等众多重量级嘉宾致辞。

博教授、南京理工大学陈光教授、香港液

本次大会共设 34 个分会场，1 个两
岸三地材料论坛，征文内容涵盖能源材
料、环境材料、先进结构材料、功能材料、

优秀研究生奖

态金属公司执行董事高宽等分别讲话。本

获奖学校

获奖学生 获奖学生所属导师

次会议还颁发了杰出青年科学家奖和优秀

清华大学

杨兴龙

姚可夫

研究生奖。

物理所

罗  鹏

汪卫华

材料所

冯静清

王军强

金属所

吴龙军

张海峰

大连理工大学

赖磊强

张  伟

材料基础研究等材料领域。同期举行了材

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包括：管

料教育论坛，新材料、新工艺和材料测试

鹏飞—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单光存—

技术展览会。来自全球著名高校及科研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霍军涛—中科院宁波

上海大学

马昕迪

王  刚

构等 5500 余名材料领域专业人士齐聚厦

材料所、吴戈—香港城市大学、潘杰—中

合肥工业大学

蒋  伟

张  博

门，共同探讨材料技术及产业发展的最新

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

东南大学

周  靖

沈宝龙

华中科技大学

张鹏程

柳  林

华中科技大学

邢  伟

柳  林

中国人民大学

张华平

李茂枝

动态。

参考来源：http://www.sinoaesma.com/cn/
news/?industry_news-1-46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石娜丽

张  涛

西北工业大学

陈迎红

乔吉超

西北工业大学

郝梓焱

曹崇德

西北工业大学

赵晓蕾

魏炳波

北京科技大学

吕志超

吕昭平

北京科技大学

王  拓

惠希东

北京科技大学

张  璐

张  勇

太原理工大学

候晋雄

乔 珺威

广东工业大学

何小琳

王成勇

广东工业大学

杜策之

王成勇

同济大学

江浩然

沈  军

哈尔滨工业大学 姜思达

孙剑飞

燕山大学

刘日平

冯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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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孤子在无序介质中的传输
孤子是一类具有波粒二象性的非线性局域结构，对其认知始
于 1834 年 Russell 对 水 波 的 观 察。 随 着 1965 年 Zabusky 和
Kruskal 对著名的 FPU 问题的研究，孤子逐渐成为很多领域中的
研究热点。在现代物理学中，孤子的形状和运动，乃至它们之间的
相互作用，都可以通过一些先进的实验技术加以操控，典型的例子
出现在非线性光学和冷原子物理等领域中 [1]。
孤子在无序介质中的传输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对此问题在一
维情况下的研究向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一方面，孤子可以像一
个经典粒子一样被随即环境所俘获；另一方面，孤子也可以像波一
样改变其形状，在单向传播中逐渐衰减。因此，如果我们考虑孤子
类似粒子在一个有效势场中运动，此势场的性质不仅由随机环境所
决定，同时也受孤子形状和大小的影响 [2]。
针对此关键点，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者孙志远和于
鑫研究了二维孤子在无序介质中的传输 [3]。他们从理论上实现了

图 1 孤子位移的方差 σ2 (x0)+σ2 (y0) 随时间变化曲线。曲线从上至下
分别对应着情况（I）至（III）。在情况（I）和（III）中我们分别实现了
孤子压缩和孤子扩展。

二维孤子在弱随机势场中依赖于时间的压缩（类型 I）和扩展（类
型 III），并且发现可以通过变化孤子形状来影响和特化孤子位移的
方差（见图 1）。这个显著的现象主要源于一个事实，即驱使孤子
无序运动的有效势力其强度与孤子宽度的四次方成反比。因此，面
对随机环境的影响，更宽的孤子通常具有更好的抵抗和移动能力。
另一方面，研究者们展示了一个椭圆形的孤子，其沿 x 和 y 两个
正交方向的宽度不同。由于其形状上的特性，此椭圆孤子可以被用
来在随机势中产生一个各向异性的传输（见图 2）。
这些有趣的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理解非线性与随机因素的
相互作用，为控制非线性局域结构在无序介质中的传输提供一定的

孙 志 远， 航 空 科 学 与 工 程 学 院， 副 教 授，E-mail:sunzhiyuan@buaa.
edu.cn
于鑫，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助理教授，E-mail:yuxin@buaa.edu.cn
参考文献
[1]Y. V. Kartashov, B. A. Malomed, and L. Torner, Solitons in
nonlinear lattices, Rev. Mod. Phys. 83, 247 (2011).
[2]Z.-Y. Sun, S. Fishman, and A. Soffer, Soliton mobility in
disordered lattices, Phys. Rev. E 92, 040903(R) (2015).
[3]Z.-Y. Sun and X. Yu, Transport of nonautonomous solitons in
two-dimensional disordered media, Ann. Phys. (Berlin) 529, 1600323
(2017).
相关链接

启示。另外，在液晶和热介质中，当随机扰动和涨落效应不可避免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toc/15213889/2017/529/8

时，控制光孤子的扩散传输将是该研究成果的潜在应用之一。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ndp.201600323

图 2 孤子位移的方差随时
间 变 化 曲 线： 蓝 色 实 线 对 应
σ2(x0)+σ2(y0)， 红 色 点 划 线
对 应 σ2(x0)， 绿 色 虚 线 对 应
σ2(y0)。内嵌图展示了椭圆形
孤 子 在 时 间 0、30 和 60 单 位
时的轮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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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丢包和事件驱动状态量化的
网络控制系统的滑模控制器设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奚知宇
及其硕士研究生王家硕、孙晖针对具有丢包和事件驱动状态量化的
网络控制系统的滑模控制器设计进行了研究。众所周知，网络控制
系统（NCSs）的组件，例如，受控过程和控制器单元可以根据其
操作协调在空间上合理分布以实现一些总体目标。在这样的系统中，
通信信道中可能的拥塞和衰落使得系统更容易出现性能下降甚至不
稳定 [1]。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研究学者针对遭受数据包丢失的网
络控制系统控制器设计取得了大量成果 [2]。量化反馈控制长期以
来一直是重要的研究领域，例如，Kalman 研究了当控制信号被量

图 1 带有量化器的网络控制系统

化时采样数据系统中量化的影响和反馈系统的特性 [3]。在本文中，

状态信号在通过有损通信信道发送之前经过量化模块量化。

量化过程引入了事件驱动机制，以便在某些特定的时刻而不是每个

事件驱动机制的本质是如果事件被触发，则量化模块的输出是将量

采样时刻执行量化过程，其目的是降低传输频率。

化算法应用于其输入后所计算出的结果。然后，控制器模块从量化

本论文研究了针对网络控制系统的一类典型的变结构控制器

器获取输出并产生控制信号，该控制信号也被编码并通过通信信道

（VSC）——滑模控制器（SMC）的设计。网络控制系统中状态

发送。零阶保持（ZOH）被集成在执行过程中，使得如果未触发

信号在通过有损通信信道传输之前被量化。滑模控制器以其对不确

量化过程或未成功接收到最新控制信号，则采用先前的控制信号值。

定性和干扰的出色鲁棒性而闻名。因此，本文采用滑模控制器来保
证闭环系统的动态性能。证明了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实
现均方意义下的准滑动模态（QSM-MS），并且网络控制系统在
均方意义下是可以达到稳定的。
考虑一个如图 1 所示的网络控制系统。被控对象是一个离散
线性系统，其模型为

下 面 给 出 了 仿 真 结 果。 考 虑 倒 立 摆 模 型， 采 样 间 隔 为
T=0.01s 时的离散模型如下所示

x( k + 1) = A( x( k ) + x d( k ) + B
u ( k)
0. 0015
1 0. 0498 0. 0034 0. 0005




0 0. 9909 0. 1348 0. 0335
0. 0591
A = 
,B = 
0. 0057
0 − 0. 0006 1. 039 0. 0507




0
−
0
.
0229
1
.
578
1
.
039
0. 2296



情景 1：量化器密度设置为 δ=0.15 和 ρ=1.35。选取 v0=0.01。事件触发参数是 hmax=0.2, rmax=15。假设丢包率为 0.05。
选择 σ=0.8。系统性能如图 2-5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状态轨迹中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瞬态响应并且实现了均方稳定性。

图 2 系统状态

图 3 滑动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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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据包传输结果

图 5 事件触发指示器

情景 2：量化器密度设置为 δ=0.15 和 ρ=1.35。选取 v0=0.01。事件触发参数是 hmax=0.2, rmax=15。假设丢包率为 0.1。
系统性能如图 6-9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由于更高的丢包率，控制性能经历了比情景 1 中更大的挑战。但该系统仍然在均方
意义上可以达到稳定。

图 6 系统状态

图 7 滑动变量

图 8 数据包传输结果

图 9 事件触发指示器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前文所设计的滑模控制器，实现了
均方意义下的准滑动模态，证明了闭环系统在均方意义下的稳定
性。

87, 2007.
[2]Sun, Y & Qin, S. (2011). Stability of networked control systems
with packet dropout: An average dwell time approach. Control Theory &
Applications, IET. 5. 47 - 53. 10.1049/iet-cta.2009.0331.
[3]R. E. Kalman, "Nonlinear aspects of sampled-data control

奚知宇，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E-mail: z.xi@buaa.edu.cn

systems.Brooklyn, NY: Proc. Symp. Nonlinear Circuit Theory", 1956, vol.

王家硕、孙晖，研究生

VII.

参考文献
[1]J. Xiong and J. Lam, “Stabilization of linear systems over
networks with bounded packet loss,” Automatica, vol. 43, no. 1, p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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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Zhiyu Xi, “Mean-Square Stability of Networked Control Systems
with Event Driven State Quantization and Packet Loss”, IET Control
Theory & Applications, Vol. 12, No.7, pp. 980-98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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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 实验中重质量希格斯粒子的寻找
坐落于日内瓦附近的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简称 LHC），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加速器，

此，研究团队选取了具有较大衰变分支比的双 Z 玻色子衰变至双
轻双中微子末态开展数据分析工作。

是一种将质子束团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对撞的高能物理设备。该设备

利 用 CMS 实 验 于 2016 年 获 取 的 实 验 数 据 开 展 分 析， 在

位于瑞士和法国交界的侏罗山地下 100 米深、总长 27 公里的环形隧

200GeV ~ 3000GeV 这一大范围的质量区间内，研究团队检验了

道内，由原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LEP）升级改造而成，总斥资超

5GeV、10GeV 和 100GeV 三种不同的宽度假设下重希格斯粒子

过 100 亿美元。其上建设了四个探测器，即紧凑型缪子线圈（CMS）、

存在的可能性。通过数据与本底总和的对比，没有观测到明显的重

超环面仪器（ATLAS）、底夸克探测器（LHCb）、大型离子对撞

质量希格斯粒子的信号。因而，在 95% 置信度水平下，研究团队

机（ALICE）。其中 ATLAS 和 CMS 是大型通用型的粒子探测器，

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宽度假设下重希格斯粒子的产生截面上限。联合

依托这两个探测器而分别成立的合作组都包含了来自 40 多个国家、

四轻子末态以及双轻双喷注末态的数据分析结果，获得了 130GeV

100 多个国际著名高校或研究所的 3000 余名研究人员。

~ 3000GeV 质量区间内目前世界上窄宽度重希格斯粒子产生截面
的最严格的限制，如图所示，所得结果已发表在高能物理权威期刊
《Journal of High Energy Physics》上 [3]。虽然并未发现重希格
斯粒子的显著信号，但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袁丽老师对原有的估计
非共振态本底的分析方法进行了重要改进，例如收紧其中一类控制
样本的选择条件，使其与信号区间的事例特征更为相似；优化重味
夸克喷注的判选条件，增大控制样本的统计量，改善方法的稳定性
等。该方法不需要借助模拟样本，可直接通过数据选取控制样本，
依据不同味的衰变末态的事例等比关系推算出信号区间的本底事例
及分布，从而有效减小了本底估计的系统误差，极大改善了最终结

图 1 LHC 地下隧道示意图

果的统计显著性。正是由于这项工作的重要贡献，袁丽老师随后被
推选担任 CMS 合作组内双轻双中微子末态分析组的召集人。

迄今为止，
粒子物理学中最成功的理论当属标准模型
（Standard
Model，简称 SM）。标准模型所预言存在的最后一个基本粒子
（即希格斯粒子，Higgs Boson），于 2012 年 7 月，被 LHC 上
的 ATLAS 和 CMS 两个实验同时发现 [1,2]。这一重大发现被列
为 2012 年十大科技进展之一，同时也被认为是粒子物理几十年来
最重要的发现。提出希格斯机制的理论物理学家 P. W. Higgs 和 F.
Englert 也因此获得 201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虽然标准模型获得了
巨大的成功，然而其仍然不是一个完美的理论，本身仍存在许多难
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它无法解释中微子的质量不为零，也不能解释
宇宙中存在的暗物质、暗能量等问题。因此，探索超出标准模型的
新物理，是 21 世纪粒子物理学最重要的研究方向。其中，寻找重质

图 2 重希格斯粒子衰变至 ZZ 末态在不同的质量及宽度假设下的截面上限
分布图。横轴对应重希格斯粒子的质量，纵轴对应其宽度与质量的比值

量的希格斯粒子是目前国际高能物理实验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
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校于 2015 年 9 月正式加入 CMS
合作组，成为继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之后，国内
第三家正式加入 CMS 合作组的成员单位。加入合作组后，我校物
理科学与核能工程学院的“卓越百人”袁丽老师带领 CMS 实验研

袁丽，物理科学与核能工程学院，副教授，E-mail: lyuan@buaa.edu.cn
参考文献
[1]ATLAS Collaboration, “Observation of a new particle in the
search for the Standard Model Higgs boson with the ATLAS detector at
the LHC”. Phys. Lett. B 716 (2012) 1-29.

究团队立即开展了寻找重质量希格斯粒子的研究工作。在一些超标

[2]CMS Collaboration, “Observation of a new boson at a mass of

准模型的理论中，除了 125GeV 发现的希格斯粒子，还预言存在

125GeV with the CMS experiment at the LHC”. Phys. Lett. B 716 (2012) 30-61.

其他的希格斯粒子。例如扩展的电弱单重态模型预言在更高质量区
间存在其他的希格斯粒子，其性质与标准模型希格斯粒子相似。为

[3]CMS Collaboration, “Search for a new scalar resonance
decaying to a pair of Z bosons in proton-proton collisions at

√ s =

13TeV”. JHEP 06 (2018)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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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交易策略收敛性的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发展，交易所的金融资产的交易方

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伯恩茅斯大学

式正在被这种技术的进步改变着。2009 年，美国股票交易量的

的学者，研究了连续双向拍卖市场中不同算法交易策略收敛性的问

73% 来自高频交易。高频交易是自动交易（或算法交易）的一种，

题。他们基于多主体模型构建了网络人工股票市场（SNACK 模型）。

它是通过计算机算法，自动产生订单，递交订单和管理订单。在

图 1 展现了 SNACK 模型的市场设计。在构建的人工股票市场中，

全球市场中，算法交易变得越来越受欢迎。研究算法交易对金融

投资者可以通过不同的社交网络（见图 2，规则网络、随机网络、

市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连续双向拍卖市场研究了

小世界网络、无尺度网络、分级网络）进行信息交互。同时，也考

不同算法交易策略收敛性的问题。

虑了无网络的情况。投资者具有个人理性，即买家不会递交高于心

图 1 SNACK 模型的市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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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网络结构：(a)Regular network，(b)Random network，(c)Small-world
network，(d)Scale-free network，(e)Hierarchical network，(f)No-network

图 3 买方投资策略在不同网络结构下的收敛情况

里估价的买单，卖家不会递交低于心里估价的卖单。投资者通过强

用到不同的 CDA 市场场景，来检验和对比不同交易策略对市场输

化学习来学习邻居的交易经历，并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投资决策。

出结果的影响，进而可以帮助投资者根据对不同场景的理解来进行

连续双向拍卖市场模拟了交易所的结构，最终，促使买单与卖单之

投资决策。

间的匹配，成交和清算。这里的投资策略是随机策略、神经网络策
略和移动平均策略。
研究显示，选择不同算法交易策略的投资者比例在上述市场
机制中具有收敛性（见图 3），即投资者选择每个算法交易策略的
比例最终达到一个稳定状态。不同算法交易策略具有不同的稳定状
态，这与投资者的类型和网络结构有关（图 3 是其中一个例子）。
更详细一点来说，在买家选择交易策略稳定的状态下，如果社交网
络是规则网络、随机网络、小世界网络和分级网络，那么随机策略
是主导策略，其次是神经网络策略，最后是移动平均策略。在卖家
选择交易策略稳定的状态下，如果社交网络是规则网络、随机网络、

张 军 欢，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副 教 授，E-mail: junhuan_zhang@buaa.
edu.cn
张军欢，北航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系副主任，卓越百人。博士毕

小世界网络、无尺度网络和分级网络，那么随机策略依然是主导策

业于伦敦国王学院计算机科学（计算金融学）专业。于美国佐治亚大学从事博士

略，第二却变成移动平均策略，最后是神经网络策略。结果显示，

后研究，人工智能方向。曾受邀访问美国范德堡大学、芝加哥大学 Booth 商学

卖家和买家选择次少和最少策略的比例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可能是
由于市场价格机制设定的不同造成的。在有网络环境下，投资者选
择不同交易策略的比例比没有网络环境会波动大些。这说明，社交

院、乔治梅森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在金融和经济的应用，尤
其是计算金融，算法交易，金融市场微观结构，区块链金融，风险管理。Web:
www.junhuanzhang.com。
参考文献
Junhuan Zhang, P. McBurney, K. Musial (2018), Convergence of

网络下的社会学习导致了投资者之间交易策略的转移。社交网络的

trading strategies in continuous double auction markets with boundedly-

社会学习会影响投资者的智慧。在无网络环境下，投资者选择不同

rational networked traders,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策略的比例是相似的。这说明个人学习没有影响投资者投资策略选
择的决策。SNACK 模型具有潜在的真实应用。这个模型可以被应

Accounting, Vol. 50, pp. 301-352.
论文链接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156-017-0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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锝 (98Tc)：
超新星电子型反中微子的宇宙跟踪器

文章摘要
太阳系中一些丰度较小的核素是通过超新星中微子、反中微子过程生成的。众所周知，电子型反中微
子反应产额通常较少。通过理论计算，我们首次发现大部分不稳定核素 98Tc 是通过电子型反中微子反应
生成的。研究表明，可以通过测量陨石中 98Tc 的丰度来约束前身中子星中的电子型反中微子能谱。我们提出，
半衰期为 420 万年的短寿命放射性同位素 98Tc，可以作为宇宙时钟来标记宇宙事件，比如鉴定发生在 46
亿年前太阳系形成之前的超新星事件。

北 航 的“ 大 爆 炸 宇 宙 学 国 际 研 究 中 心（IRCBBC）” 的
Motohiko Kusakabe 和 Toshitaka Kajino 及其国际合作组成员
98

研究背景和目标
大于八倍太阳质量的零龄主序星会演化成引力坍缩型超新星，

最近预言：不稳定核素“锝 98”( Tc) 能够通过超新星爆炸发射

然后富铁核心在重力作用下收缩，最终在星体中心处形成前身中子

中微子来合成。前身中子星形成于核心坍缩型超新星的早期，会发

星。前身中子星会发射大量高能中微子。从中微子到外部气体的动

射大量的中微子。当这些中微子经过超新星的外层时，部分能量会

量转移引发了超新星爆炸，一小部分中微子与大质量恒星外层的原

沉积在外层物质中，由此导致超新星爆炸。在前身中子星外层，一

子核发生反应，产生一些新的不同种类的原子核（该过程称为中微

7

11

19

92

138

些核素比如 Li， B， F， Nb， La，

180

Ta 等是通过中微子 -

子过程）。尽管通过中微子过程产生原子核的产额通常很小，但是

核子相互作用新合成的。宇宙中存在六种中微子：电子中微子、μ

对 锂 7（7Li）、 硼 11（11B）、 氟 19（19F）、 镧 138（138La） 和

子中微子、τ 子中微子及其反粒子。以前的研究表明，中微子同

钽 180（180Ta）等稀有核素来说依然非常重要。

位素主要由电子中微子间电流相互作用，以及所有中微子和反中微

超新星中微子过程的核产额取决于中微子能谱和中子星总光

子的中性流相互作用而生成。然而，对于电流相互作用中的电子型

度。因此，核合成研究可以提供与超新星爆炸机制相关但尚未知晓

反中微子的影响，我们全然不知。如果存在一种主要由电子型反中

的中微子参数的约束。三种味道的中微子，即电子中微子、μ 中

微子合成的中微子同位素，我们即可估算所有六种中微子的温度，

微子、τ 中微子以及它们的反粒子已经由实验确认。现在已知，

这对于我们理解超新星爆炸机制非常重要。因此，人们一直渴望发

其中的五种类型，即通过带电流相互作用的电子中微子，通过中性

现一种对于电子型反中微子敏感的核素。

流相互作用的 μ 中微子、τ 中微子及其反粒子对稀有核素的中微

98

在此次研究中，首先我们发现 Tc 能通过中微子过程合成。

子过程有贡献，但是来自电子型反中微子的贡献却很小。如果存在

其次，利用超新星爆炸模型结合理论计算的中微子 - 核子相互作

一种核素能通过电子反中微子反应显著产生，那么我们就可以结合

98

用截面，我们还预言了 Tc 的丰度。结果发现，由电子型反中微
98

98

子电流反应生成的 Tc 占整个中微子过程核合成 Tc 的比例高
98

达 20%。这表明，如果能够精确测定太阳系中 Tc 的初始丰度，
98

天文观测或陨石测量得到的该核素丰度来限制超新星中微子的性质
参数。
在本研究中，我们计算超新星中锝 98(98Tc) 的产量和电子中

Tc 就可作为宇宙时钟来估算从上一次核心坍缩型超新星到太阳

微子的相对贡献。我们发现，占 98Tc 计算结果 20% 的比重是源

系形成时期的持续时间。此外，当前的研究结果对判定六种中微子

于超新星中微子过程中的电子型反中微子反应。本研究旨在通过计

的平均温度和电子型反中微子的天文观测也非常重要。该工作发表

算 98Tc 的产量，结合陨石测量数据，以评估该不稳定核素能否用

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

于约束太阳系形成的时间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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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引力坍缩型超新星前身星具有图 1 所示的洋葱结构。恒星演
化核合成的结果是重核产生于内部区域，中心是一个富铁核心。前
身星只含有少量诸如银和金之类的重元素。这些重元素存在于制造
恒星的星际介质中，源于过去恒星、超新星和中子星并合的核合成
过程。当中微子从前身中子星内发射出来，可以同 98Mo、99Ru 等
原子核发生反应，并产生 98Tc 核素。
首先，我们基于原子核理论模型计算了中微子反应产生 98Tc
的截面。其次，计算了一直到超新星爆炸的恒星演化核合成过
程。再者，我们构建了一个能再现天文观测到的 1987A 超新星
光变曲线的超新星爆发模型，该模型包含所有可能与 98Tc 产量相
关的中微子反应。假设中微子光度满足 Kamiokande II、 IMB 和
Barsan 对 SN 1987 超新星发射中微子的观测，这样我们就可以
理论预言 98Tc 的产额。
98

Tc 是一种短寿命放射性同位素，β 衰变到 98Ru 的半衰期为

420 万年。如果这些核素在天体中产生，并存在于太阳系内，它们

图 2 超新星中微子过程产生的核素丰度（质量分数）随恒星质量坐标
（以太阳质量为单位）变化的曲线。最左边，即 1.6M 珺表示质量截断，
低于此质量的内部物质会坍缩成引力质量是 1.4M 珺的中子星。质量区
间 M/M 珺 =[1.6, 3.55] 是富 O-Ne-Mg 层，M/M 珺 =[3.55, 3.9] 是富 C-O
层，6M 以内的外层区域是超新星类洋葱结构的富 He 层。图片来源于
文后参考文献。

会在太阳 46 亿年的演化过程中完全衰变掉。然而，由于陨石形成
于含有 98Tc 且未完全衰变掉的超新星喷射物之中，因此我们依然能
够在陨石中觅得其踪迹。对衰变子核 98Ru 的丰度分析能够确定太阳
98

研究的重要性

98

系形成时 Tc 的丰度。这使得我们能够推算从超新星生成 Tc 到

基于超新星 1987A 模型的理论计算，我们第一次发现由电

太阳系形成时的时间长度，以及与前身太阳系物质混合的超新星总

子 型 反 中 微 子 反 应 产 生 的 98Tc 占 中 微 子 过 程 生 成 98Tc 总 量 的

质量。通过这种核鉴年法，我们预言由太阳形成前的最近一次超新

20%。这是迄今为止由中微子过程生成稀有核素中贡献最大的。

98

星爆发产生的 Tc，有可能在未来的陨石分析中被测到。

我们提出用半衰期为 420 万年的短寿命放射性核素 98Tc，来鉴定
在太阳系形成之前最近发生的超新星事件的年代。尽管目前 98Tc
产额的理论计算依然具有一些不确定性，但原则上可利用陨石中的
98

Tc 丰度来约束电子型反中微子能谱。由于所有味道的中微子能

谱与中子星形成以及超新星爆发紧密相关，因此 98Tc 鉴年法对全
面理解超新星物理至关重要。
如果下一个超新星爆发事件的中微子在不久的将来被探测
到，那么中微子能谱将通过观测确定下来。同样我们也期待更先
进的陨石分析技术应用到包括 98Tc 在内的短寿命稀有核素产额精
确测量当中，这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宇宙中超新星和元素起源的
认识。

Motohiko Kusakabe，物理科学与核能工程学院，副研究员，E-mail:
kusakabe@buaa.edu.cn
Toshitaka Kajino，物理科学与核能工程学院，教授，E-mail: kajino@
nao.ac.jp
张时声 , 侯素青，姚星群和付姝阳为本稿件的英译汉工作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Takehito Hayakawa*, Heamin Ko, Myung-Ki Cheoun, Motohiko
Kusakabe, Toshitaka Kajino, Mark D. Usang, Satoshi Chiba, Ko
Nakamura, Alexey Tolstov, Ken’ichi Nomoto, Masa-aki Hashimoto,

图 1 从超新星中微子过程核合成原子核到太阳系形成原子核的宇宙循
环。超新星（左上），中微子过程（右上），太阳系形成（右下），
核天文钟 98Tc 约束在原始陨石（左下）中，最后到达我们地球。插图
来源于日本国家天文台。

Masaomi Ono, Toshihiko Kawano, Grant J. Mathews. Short-Lived
Radioisotope

98

Tc Synthesized by the Supernova Neutrino Process.

Phys. Rev. Lett. 121, 10270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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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文章

激光等离子体气泡多时间尺度生成机理研究
我校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王玉亮副教授团队与荷兰特温特大学 Detlef Lohse 教授等人合作，利用超高速摄像机，在多个时间尺度上开
展了激光等离子体气泡生成和生长机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及ACS Nano上。

t=0

197 μs

100 μs

...

200 μs

213 μs

203 μs

...

...

...

Phase 1: Giant vapor bubbles
life cycle: τc

Delay τd

1600 μs

9600 μs

20000 μs

...

...
Phase 3:
Phase 4: Slow
Vaporization
growing by gas
dominated growth
expelling

Phase 2: oscillating
bubbles

图 1 激光照射下材料表面等离子体气泡演变的四个阶段

到的热能可以迅速把水汽化，生成微米级

在大约十几微秒后便收缩消失。研究团队

气泡，称之为激光等离子气泡。等离子气

进一步建立了基于热扩散和液体亚稳相分

泡在太阳能利用、细胞疗法、医学影像增

解的模型，系统地揭示了初始等离子体气

强和微纳尺度加工、制造和操作等方面有

泡的生成机理，相关成果发表于美国科学

巨大的应用潜力，成为近年来微纳光学研

院院刊（PNAS）。

究领域的热点研究方向。

初始等离子体气泡消失后，会生成一

/3

泡的 2000 倍。同时，其生命周期很短，

Regime II
=1

度是一般情况下所能观测到的等离子体气

光能转化为热能。在液体环境中，转化得

Crossover

pe

照射下存在等离子体效应，能够迅速地将

Regime I

Slo

等离子体气泡。初始等离子体气泡生长速

Log R

金、银、铂等贵金属纳米颗粒在激光

Air equilibrated
water

slope =
pe

slo

0.07

/6

=1

Degassed water
Log t

图 3 第三和第四阶段等离子体气泡动态生长
过程示意图

我校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王玉亮副

系列震荡气泡（第二阶段），随后气泡逐

教授与荷兰、加拿大等国际同行开展合作

渐进入稳定生长阶段（第三和第四阶段）。

要有水蒸气组成的结论。相关成果发表于

研究，采用帧频高达 25 MHz 的超高速光

在这两个阶段，气泡体现了截然不同的动

国际知名期刊 ACS Nano。

学成像技术，从 ns 到 s 的多个时间尺度

态生长特性。研究团队建立了基于气体扩

研究团队从纳秒到秒的多个时间尺度

上开展了激光等离子体气泡生成和生长机

散的气泡生长模型，揭示了溶解在水中的

范围内，完整地揭示了等离子体气泡的生

理研究工作，首次揭示了等离子体气泡生

气体在气泡生长过程中的作用。研究表明，

成和生长的演变过程，所揭示的初始等离

长的四个阶段，如图 1 所示。

等离子气泡只有在产生后的大约 10 ms 以

子体气泡的超级动态特性，以及等离子体

在第一阶段，研究团队首次发现在激

内主要由水汽组成（图 3，Phase III）。

气泡的动态生成和生长机理，为等离子体

光照射纳米金粒子修饰的样品表面很短的

而后，水中溶解的空气逐渐通过液气界面

气泡的可控生成及其应用奠定了基础。

时间内（微秒级），材料表面会首先快速

扩散，进入气泡中，并在随后的气泡生长

生成一个较大尺寸的等离子体微气泡（图

环节起主要作用（图 3，Phase IV）。该

2）。不论在形貌上还是在动态特性上，该

成果揭示了溶解在水中的气体在等离子体

气泡有别于在毫秒以上时间尺度上所观测

气泡生长过程中的作用，改变了之前等离

到的等离子体气泡，研究团队称之为初始

子体气泡研究中所提出的等离子体气泡主

王玉亮，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副教授，
E-mail: wangyuliang@buaa.edu.cn
参考文献
[1]Yuliang Wang*, Mikhail E. Zaytsev,
Guillaume P.R. Lajoinie, Hai Le The, Jan C.T.
Eijkel, Albert van den Berg, Michel Versluis, Bert
M. Weckhuysen, Xuehua Zhang, Harold J.W.

The initial giant bubble (Brandaris at 7.47 MHz)
1.1 µs

0 µs

2.4 µs

3.7 µs

6.4 µs

Plasmonic Bubbles by Delayed Nucle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R

20 µm
7.8 µs

Zandvliet and Detlef Lohse*, Giant and Explosive

5.1 µs

9.1 µs

9.6µs

10.2 µs

10.7 µs

Sciences, 2018, 115(30):7676-7681.
[2]Yuliang Wang*, Mikhail Zaytsev, Hai
10.9µs

Le The, Jan Eijkel, Harold Zandvliet, Xuehua
Zhang*, and Detlef Lohse*, Vapor and gas
bubble growth dynamics around laser-irradiated
water-immersed plasmonic nanoparticles. ACS

图 2 单个初始等离子体气泡动态生长及收缩消逝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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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温度的量子物理：
指数加速的热态张量重正化群方法
从微观出发，研究相互作用的量子系统，探索其中的量子物态
和新奇统计性质是凝聚态物理的重要前沿研究任务。其中，人们特
别感兴趣的是两维量子物态及其相关材料，因系统兼具强烈的量子
涨落和较为丰富的几何结构，孕育了许多非常有趣且未被人们理解
的物理现像，如高温超导、量子霍尔效应、拓扑量子自旋液体态等。
近年来大量实验的进展使得关联电子领域兼具理论的趣味和研究的
挑战性，例如两维费米子问题的精确计算被誉为凝聚态物理的“圣杯”
问题。同时关联量子材料的研究也有非常吸引人的应用前景，例如
利用拓扑量子物态中的任意子激发实现拓扑量子计算。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些关联电子体系，有效和精确的量子多体模
拟方法是十分关键的。其中多体系统热力学量，比如，比热、磁化
强度、磁化率等，由于能够直接和量子材料的实验测量进行比较，
其有限温度性质精确计算是建立量子材料的正确微观模型并进行深
入讨论的基础。目前，量子多体系统的模拟方法主要有量子蒙特卡
洛和重正化群方法等。其中，由于著名的“负符号”问题，量子蒙
特卡洛方法在阻挫磁性系统和（偏离半满的）费米子系统中无法进
行高效的抽样计算。另一方面，重正化群方法没有符号问题，但其
目前仍主要集中在基态（绝对零度）的研究，将其推广到有限温度，

图 2 XTRG 算法示意图

实现两维量子多体系统热力学性质的精确模拟在理论和实验方面都
具有重要的价值。
最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 – 物理学院的
卓越百人副教授李伟（通讯作者）、博士生陈斌斌（第一作者）、

中非常明显的看出来，在进入低温区域后降温“速度”很慢（图中
温度点非常密集的区域），需要“长时间”的演化才能到达指定的
温度。

本科生陈磊（共同第一作者），与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合

最近，人们通过共形场论的推导展示 [2,3]，在一维多体临界系

作者共同提出了一种新型的量子多体系统有限温度模拟方法——指

统中热态的纠缠熵随着倒温度 β 呈对数增长 SE~c/3 ln(β)。这就意

数加速的张量重正化群方法（XTRG）[1]，并发表在国际顶级物理

味着，系统只有在温度减半（倒温度加倍）的时候才会发生纠缠熵

学期刊 Phys. Rev. X 上。相较于传统方法，XTRG 算法在效率和

的显著变化。这启发我们想到采用指数型的演化方式【图 1（b）】，

精度上都有着显著的提升，并可以用于模拟两维问题。

将系统快速“制冷”，指数加速地接近系统的低温性质。这样的加

XTRG 方法的主要思想及其与传统方法的比较如图 1 所示。图

速是可实现的，因为纠缠熵呈现对数增长，使得计算代价只会随计

1（a）展示的是传统方法的线性演化方法（LTRG）：从某一高温

算步数呈代数增长；同时大大减少了计算迭代步数及剪裁误差，使

开始，制备系统的密度算符，然后每次演化很小的虚时间（倒温度），

得量子系统低温性质的精确高效模拟成为可能。

逐步将系统“冷却”到指定的温度。这个方法的缺点可以从图 1（a）

如图 2 所示，基于这一想法，我们提出了指数型张量重正化群
方法（XTRG）：从某一高温的密度算符 ρ0 出发，在每次迭代中，
将上一步迭代得到的密度算符 ρn-1 投影到它本身得到本次迭代的密
度算符，即 ρn=ρn-1·ρn-1，直到温度达到 β。
XTRG 可以应用于精确模拟两维量子磁性系统。在图 3、4 中，
我们展示 XTRG 模拟两维量子自旋格点模型的结果，包括图 3 中
的正方格子 XXZ 海森堡模型和图 4 中的阻挫三角晶格海森堡模型。
在 图 3 中， 我 们 应 用 XTRG 计 算 了 二 维 正 方 格 子 海 森 堡
XXZ 模型（轴各向异性参数 ∆=5）在不同温度下的纠缠熵、比热、

图 1（a）线性张量重正化群方法（LTRG）；
（b）指数型张量重正化群方法（XTRG）

Binder ratio U4 等有限温度性质。我们发现，纠缠熵的峰值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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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二维正方格子海森堡 XXZ 模型的有限温度相变。（a-b）纠缠熵在不同温度、不同键指标下的轮廓；（c）纠缠熵（左）、比热（右）在不同
温度 T 下的变化；（d）Binder ratio U4 在不同温度下的变化。

体系的精确相变温度 TC=0.56[4] 附近 [ 图 2(a-b)]。通过计算不同

性质更加有趣，系统中存在两个温度尺度。图 4 展示不同温度下的

尺寸系统的 Binder ratio，收集它们的交叉点进行外推，我们得到了

自旋结构因子 S(q)，和对应的体系有限温度相图，其中包括：（1）

体系的相变温度 T=0.554，这一结果十分精确，其误差不到 1%。

高温顺磁，自旋结构无显著特征，体系处于“气体”相；（2）中间

通过正方格子海森堡模型的计算，我们确认了 XTRG 可以用于精确

温度，120°序与“条带状”序的强烈竞争，并激活了“旋子”激发，

模拟量子系统的有限温度性质，确定其相变温度。

体系处于反常液体相；（3）低温区，由于体系的有限尺寸效应，“条

在图 4 中，我们考虑三角晶格反铁磁体。自从 Anderson 在阻

带状”序最终胜出。通过 XTRG 的模拟，我们“生动”地观察随着

挫三角晶格反铁磁海森堡模型中提出共振价键态（RVB）[5] 以来，

系统冷却，系统磁结构的变化，这充分展现了 XTRG 在模拟多体系

阻挫磁体持续不断地吸引着人们。很早的研究中人们就发现，三角

统低温性质的优势。

晶格反铁磁体的热力学性质存在反常，与人们在基态研究中公认的

除了阻挫反铁磁体，对于相互作用费米问题、有限温度动力学

120°长程序存在一定矛盾。由于长期缺乏有效模拟多体系统低温

性质等非常吸引人的问题，XTRG 也大有可为。我们期待在不久的

性质的数值方法，人们在问题提出后长达数十年间并没有办法给出

将来能够在这些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

明确方案来理解这一热力学反常。
李伟，物理科学与核能工程学院，副教授，E-mail:w.li@buaa.edu.cn
参考文献
[1]B. Chen, L. Chen, Z. Chen, W. Li*, and A. Weichselbaum,
Exponential Thermal Tensor Network Approach for Quantum Lattice Models,
Phys. Rev. X 8, 031082 (2018).
[2]T. Barthel, One-dimensional quantum systems at finite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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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 Dubail, Entanglement scaling of operators: a conformal field theory
approach, with a glimpse of simulability of long-time dynamics in 1 + 1d, J.

图 4 三角格子海森堡模型的有限温度相图（从右往左）：高温顺磁区；
反常“液体”区；条带状“固态”区

通过模拟卷在窄（宽度 W=4）三角晶格圆筒上的反铁磁海森
堡模型，我们发现，相比于正方格子，三角晶格反铁磁体的热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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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章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氧还原非铂催化剂活性
和稳定性研究进展

图 1 固相法合成单原子 Fe-N-C 催化剂的示意图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是一种高效的清洁能源装置，可以将氢

功地将二价铁掺杂到金属有机骨架 ZIF-8 中，使铁原子与氮原子

气和氧气中的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而不产生污染。然而，阴极氧

生成稳定的配位结构。然后通过高温碳化，前驱体中大量存在的

还原反应需要大量的铂基催化剂以提高反应速率，这使得电池成本

Fe-N 配位结构成功转换为多孔碳上的高活性 Fe-N4 活性中心（图

过高，阻碍了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的大规模应用。因此，人们迫切

1）[1]。

需要开发低成本的非贵金属和非金属催化剂来替代铂基催化剂。然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球差校正透射电子显微镜、能谱及

而目前报道的非铂催化剂在活性和稳定性上与商用的铂基催化剂还

X 射线吸收图片表明，催化剂中 Fe 原子均以单原子的形式存在，

有很大的差距。最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水

并与周围的 4 个氮原子形成了稳定的配位。由于原子级的 Fe-N4

江澜教授课题组在非铂催化剂的活性和稳定性研究方面取得了重

活性中心的高密度分布，该 Fe-N-C 催化剂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

要进展，相关工作发表在 Angew. Chem. Int. Ed., Adv. Energy

池中表现出了优异的性能，在 0.6 V 下的电流密度达到了 1.65 A

Mater. 和 Nat. Commun. 上。

cm-2，功率密度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1.14 W cm-2（图 2）。该

研究表明，具有 Fe-N4 活性中心的 Fe-N-C 催化剂是目前
非贵金属催化剂中公认的活性最高的一类。课题组通过固相法成

图 2 Fe-N-C 催化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中的
极化和功率曲线

研究提供了一种绿色的大规模制备高活性 Fe-N-C 催化剂的方法，
使我们在制备高活性非贵金属催化剂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图 3 Pt1@Fe-N-C 活性中心示意图

图 4 Fe-N-C 和 Pt1@Fe-N-C 催化剂在 0.5V 电压
下电流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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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燃料电池中大
量使用 Fe-N-C 催化剂，
必须在提高其活性的同时保
证其稳定性。课题组将铂原
子 精 确 地“ 嫁 接” 到 上 述
Fe-N4 活 性 中 心 上， 得 到
Pt1-O2-Fe1-N4 结 构（ 图
3）[2]。 由 于 Pt 原 子 的 保
护，避免了 Fe-N4 活性中
心在催化过程中被有害成份
攻击，从而提高了催化剂在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中的稳
定 性。 如 图 4 所 示， 由 于
Pt 原子的保护作用，在 0.5
V 恒流工作条件下，接枝催
化剂的稳定性得到了显著的
提 升。 该 研 究 为 提 高 FeN-C 催化剂的稳定性提供
了一种新的途径。
此 外， 近 期 研 究 人 员
发现，缺陷碳可以有效催化
氧还原反应。课题组成功合
成出一种具有碳纳米管骨架
和大量 zigzag 边缘缺陷的

图 5 GNR@CNT 的合成及其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中应用示意图

石墨烯纳米带 [3]。碳纳米
管的存在，起到了支持、分
割石墨烯纳米带的作用；同时在催化层内加入炭黑颗粒使石墨烯纳

所有非金属催化剂和绝大多数非贵金属催化剂。最为重要的是，

米带进一步分散，并增强催化层的传质能力，这种催化层结构设计

GNR@CNT 中的 zigzag 缺陷碳表现出了相当稳定的电池性能，

避免了石墨烯纳米带堆叠造成的传质问题，并使 zigzag 缺陷碳最

在 0.5 V 电压下，其稳定性远高于 Fe-N-C 催化剂（图 6）。

大化地暴露出来（图 5）。
由 于 催 化 剂 结 构 的 合 理 设 计，GNR@CNT 在 质 子 交 换 膜
燃料电池中的最大质量功率密度达到了 520 W g-1，超越了几乎

综上，课题组在探索高活性和高稳定性的非贵金属和非金属
催化剂方面取得重要突破，为开发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非铂催化剂
提供了新思路。

水 江 澜， 材 料 科 学 与 工 程 学 院， 教 授，E-mail：shuijianglan@buaa.
edu.cn
参考文献
[1]Qingtao Liu, Xiaofang Liu*, Lirong Zheng, and Jianglan Shui*; The
Solid-Phase Synthesis of an Fe-N-C Electrocatalyst for High-Power
Proton-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s[J]. Angew Chem Int Ed, 2018,
57(5): 1204-1208.
[2]Xiaojun Zeng, Jianglan Shui*, Xiaofang Liu, Qingtao Liu,
Yongcheng Li, Jiaxiang Shang, Lirong Zheng*, and Ronghai Yu*; SingleAtom to Single-Atom Grafting of Pt1 onto Fe–N4 Center: Pt1@Fe–N–C
Multifunctional Electrocatalyst with Significantly Enhanced Properties[J].
Adv Energy Mater, 2018, 8(1): 1701345.
[3]Longfei Xue, Yongcheng Li, Xiaofang Liu, Qingtao Liu, Jiaxiang
Shang, Huiping Duan*, Liming Dai*, and Jianglan Shui*; Zigzag carbon as

图 6 a-b）不同载量的 GNR@CNT 及对照样在质子交换膜中的极化和功
率密度曲线；c）催化剂在 0.5 V 时的电流密度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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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非线性离散系统轨迹跟踪控制的
间接数据驱动方法
现代生活中，化学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电子、运输、

得实时进行复杂数据的分析与计算变成了可能。这些条件也促使

后勤等许多工业种类已经发展成为了具有大规模和高复杂度的系

科学家与工程师去发展新的数据驱动控制理论与研究方法，而这

统。因此，控制理论与工程领域中出现了大量理论与技术上的挑战。

对于当前的大数据时代来说，兼备了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方面，基于相应物理机理准确地对这些系统进行建模是几乎不可

在数据驱动控制方法中，一般通过使用在线或离线测量的数

能的，尽管它们每时每刻都在生成、测量、传输和存储着大量包含

据、关于受控对象的先验知识与合理假设来设计控制器，而不需

相关系统及其特征的有用信息的数据。由于这一类基于模型的控制

要清楚地知道被控对象的动力学模型。迄今为止，学界已经发展

方法需要事先知道控制对象的准确动力学模型，因此无力解决此类

出了许多典型的数据驱动控制方法，例如自适应动态规划、迭代

系统的控制问题。而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科学与技术得到了极大的

反馈整定、迭代学习控制、无模型自适应控制和同步扰动随机近

发展，一些新型的技术，例如高性能的软 / 硬件与云计算技术，使

似等。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间接数据驱动控制方法

图 1 间接数据驱动输出轨迹跟踪控制（IDDOTTC）方法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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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 实际轨迹与估计轨迹；(b) 位置跟踪表现；(c) 速度跟踪表现；(d)BP 神经网络离线学习结果

（Indirect Data-Driven Control，以下简称 IDDC），此类方法

线性离散系统的输出轨迹跟踪控制问题。本方法的基本技巧是：

首先需要进行系统辨识，并通过诸如神经网络和支持向量机之类的

首先使用历史 I/O 数据和神经网络离线地建立原系统的近似模型，

方法来利用测量数据建立被控对象的近似模型，然后再通过近似模

然后利用在线测量和记录的 I/O 数据并通过近似模型设计反馈增

型设计控制器。另一类是直接数据驱动控制方法（Direct Data-

益矩阵 B(k)，再后当到达 k 时刻时将反馈增益矩阵 B(k-1) 更新为

Driven Control，以下简称 DDDC），它们并不对被控对象进行

B(k)。这种设计和调整的过程是使系统输出渐进收敛到参考轨迹上

建模而是直接利用测量数据来控制系统，但它们受到一些约束条件

的关键。IDDOTTC 方法对每一个采样 k 时刻都需要解决一系列

和先验假设的限制。此外，对于 DDDC 方法而言，由于对系统动

的非线性优化问题，才能以此预测和估计相应的雅可比矩阵，并设

态特性的变化趋势不是很敏感，导致此类方法有很大的预测误差；

计 B(k)。这可以被看作是在线修正先前建立的近似模型，因此能克

对于 IDDC 方法而言，在建立近似模型后，一般不会依据测量数

服由神经网络建模误差引起的不利影响。这与没有做预测、估计、

据在线校正或调整模型，更不会实时调整控制器了。因此，该方法

调整过程的传统 IDDC 方法相比是一个显著的优点。此外，通过

经常遭受建模误差带来的不利影响。

先前的控制结果 Ĝ (k-2)，Ĝ (k-1) 以及 e(k-1) 而预设的期望结果

(k)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开发了一种间接数据驱动输出轨迹跟踪

对 B(k) 的设计起到直接的影响。这一事实表明了本 IDDOTTC 方

控 制 方 法（Indirect Data-Driven Output Trajectory Tracking

法的另一个优点是它具有自适应能力，能够抵抗系统动态特性不确

Control，以下简称 IDDOTTC），应用于一类具有未知动力学模

定引起的改变；也正是因此，我们的方法才具有更好的轨迹跟踪表

型的非线性离散系统，使其系统输出可以跟踪给定的参考轨迹。与

现。算法收敛性分析和计算机仿真结果表明了 IDDOTTC 方法的

其他的 IDDC 方法类似，本 IDDOTTC 方法需要在真正的控制任

有效性与可行性。此外，我们还提出了一种在线线性化非线性离散

务开始之前，采用历史的 I/O 数据和神经网络离线地建立系统的近

系统的方法，它的优点是作为结果的线性模型中不含高阶无穷小项。

似动力学模型。该方法通过求解一系列非线性优化问题，并利用测

这种动态线性化技术可以应用于那些动力学模型具有连续偏导数的

量和记录的 I/O 数据、给定的参考轨迹和近似模型，实现在线估计、

非线性离散系统中。

预测与系统模型相关的雅可比矩阵，然后通过上述结果设计反馈增

本项目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本文描述的理论和实

益矩阵。IDDOTTC 方法需要预先根据跟踪误差设定期望的系数矩

验结果是初步的结果，这些理论和实验结果还将扩展到具有随机成

阵，其中跟踪误差直接基于测量的输出数据与先前每个样本的估计

分和干扰的系统研究中。

值，以便相应地调整反馈增益矩阵使得系统输出渐进地跟踪参考轨
迹。这一预测、估计和调整的过程克服了建模误差引起的不利影响，
并且敏感于系统动态变化趋势，因此优于传统 IDDC 和 DDDC 方
法。这些优点会使系统拥有更好的轨迹跟踪表现，这是我们工作的
主要贡献。此外，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拉格朗日中值定理的针对非
线性离散系统的在线线性化技术，此类非线性离散系统需满足系统
动力学模型函数对输入和输出都具有连续偏导数的条件。
综上所述，本方法可以用于解决具有未知动态特性的一类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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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诚邀海外优秀人才
依托北航申报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
一、学校简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成立于 1952 年，是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现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
建校以来，北航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是全国第一批 16 所重点高校之一，也是 80 年代恢复学位制度后全国第
一批设立研究生院的 22 所高校之一，首批进入“211 工程”，2001 年进入“985 工程”，2013 年入选首批“2011
计划”国家协同创新中心，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A 类建设高校名单。
学校涵盖工、理、管、文、法、经、哲、教育、医和艺术 10 个学科门类 , 有 8 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并列
全国高校第 7 名），28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9 个北京市重点学科，10 个国防特色重点学科。航空宇航科学与
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力学、仪器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等 7 个学科入选国
家一流学科，入选学科数并列全国第 16 名；在 2017 年 12 月公布的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北航有 14 个 A 类学科，
其中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为金牌学科（A+ 学科），金牌学科数并列
全国第 11 位。工程学、材料科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化学五个学科领域的 ESI 排名进入全球前 1%，工程学进
入全球前 1‰，具备了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基础。凝聚了以 3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23 位两院院士、28 位中组部“千
人计划”创新项目入选者、31 位“973”计划首席科学家、77 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55 位“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3 位国家级教学名师等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和以 61 位青年千人、53 位“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为代表的优秀青年才俊，涌现出众多国家一等奖获得者、领域专家和型号总师，以及一大批年轻有为、造诣精
深的专家学者。
学校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先导，强化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关键瓶颈技术汇聚，
与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造顶级创新平台和一流科研团队，科研总量不断扩大，科研经费人均位居全国高校第一。现
有 9 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4 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66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有 6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
究群体，12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6 个国防科技创新团队和 7 个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十五”
以来，北航共获国家三大科技奖励 60 余项，其中，近 14 年获得 14 项国家级科技奖励一等奖，3 项国家自然科学二
等奖，创造了一所大学连续获国家最高等级科技奖的记录，被社会誉为科技创新的“北航模式”。学校学术论文数量
和质量协同增长，实现了在《Nature》、《Science》等顶级期刊发表文章的突破。
云空高远启征程，星光璀璨映华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校将立足时代、面向未来，抢抓机遇、创新超越，
以坚定的信心、豪迈的气魄、百倍的努力，加快建设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大学，以“北航梦”助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北航竭诚欢迎海外英才加盟，希望和杰出人才一起，把握机会，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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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聘学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航空宇航
科学与技术、力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机械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数学、系统科学、生物医学工程、交通运
输工程、土木工程、可靠性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光学工程、物理学、核科学与技术、化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地球物理
学等，以及其他医工交叉等新兴前沿交叉学科。

三、申报资格及支持条件
（一）申报资格
1. 自觉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
2. 属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以国家通知为准）。
3. 申报时具有连续 36 个月以上的海外科研工作经历，并已取得博士学位。
上述海外科研工作经历指获博士学位后全职或全时在海外工作的经历，不包括同时与国内单位保持聘用关系，且领取薪
酬的海外工作经历。
国内取得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不得突破上述年限要求。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如果取得突出研究成果或其他
突出成绩，可突破年限要求，用人单位应在申报材料中附破格说明。
4. 申报时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知名企业研发机构有正式教学或科研职位。已经在国内工作的，回国（来华）
工作时间应在一年以内。
5. 引进后全职在国内工作 3 年以上。
6. 为所从事领域同龄人中的拔尖人才，有成为该领域领军人才的发展潜力。
在申报截止日前未履行和妥善处理原协议的国家公派留学人员、高级访问学者、“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人员，由
国家财政支持出国的其他人员，不允许申报。对于与原派出单位解除协议的上述人员，应当在申报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二）支持条件
学校将为入选者提供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1. 薪酬：人民币 40-60 万 / 年（税前）；
2. 住房 / 安居补贴：按照学校规定提供住房或 100 万元安居补贴（税前）；
3. 科研经费：除享受国家提供 50 万补贴和 100-300 万元科研经费外，可申请学校的 100-300 万元启动经费；
4. 职称：聘任入选者为特别研究员（正高级）、博士生导师；
5. 资源配置：保证博士生、卓越百人博士后的招收指标和办公及实验面积；
6. 保障条件：为子女提供自幼儿园至高中的一体化优质教育资源，协助解决配偶工作和北京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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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系方式
热忱欢迎青年人才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相关学院（见附件）联系并递
交应聘材料，相关政策咨询请联系北航人事处。感谢您对北航的信任与支持！
学校人事处联系人：王老师、贾老师
联系电话：86-10-82317776/7779
电子邮件：rsc@buaa.edu.cn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事处

单位及学院联系人联系方式：
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1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12

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

3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13

宇航学院

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14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5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

15

物理科学与核能工程学院

6

计算机学院

16

中法工程师学院

7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17

化学学院

8

经济管理学院

18

空间与环境学院

林老师，82317832，linyaohu@buaa.edu.cn

空间科学方向：

9

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刘老师，82339605，liuwenlong@buaa.edu.cn

丁老师，82317933，dingqin@buaa.edu.cn

环境方向：

10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梁老师，82339539，environment@buaa.edu.cn

刘老师，82317134，lyjun@buaa.edu.cn

李老师，61716618，shuang_li@buaa.edu.cn

官老师，82317737，07434@buaa.edu.cn

张老师，82316431，zlx@buaa.edu.cn

赵老师，82317333，zhaoyuxia@buaa.edu.cn

张老师，82316530，13466380139@163.com

张老师，82339512，zhangxueqin@buaa.edu.cn

洪老师，82338319，hongye@buaa.edu.cn

徐老师，82317535，xuyani@buaa.edu.cn

蔡老师，82317241，caihy@buaa.edu.cn

续老师，82317632，koko@buaa.edu.cn

陈老师，82339307，chenjing619@buaa.edu.cn

梁老师，82317732，smea@buaa.edu.cn

王老师，82339733，lingwang@buaa.edu.cn

祝老师，82317615，zhujingchao@buaa.edu.cn

19

微电子学院
邵老师，82316712，shaolin@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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