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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来，人们从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探讨了利用 自由原子系综作为量子记忆体的可能 

性．基于固定于格点上 A型“原子”系综的准 自旋波激发 的研 究，提 出了实现光子信息量子存贮的 

新方案．这个方案的 目标是为 了克服 自由原子系综量子存贮方案 中存在 的量子态漏损诱导退相干 

的致命问题．研究过程 中发现 了系综型量子记忆体 中隐藏动力学的对称性和其绝热暗态演化 的选 

择定则．为了确切地表述这个工作的意义，还扼要地介绍这个方案建立的前期关于原子系综对称集 

体激发的系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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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量子信息(包含量子计算、量子通讯和量子密 

码)[1]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量子力学与信息 

科学交叉的前沿领域．其主要目标是充分利用量子 

态的相干特性，以崭新的方式进行信息的存贮、处 

理和传递，从而完成传统经典方式不能完成的任 

务，如在现代加密方案中起决定作用的大数因子 

化．目前，虽然人们已经发现了各种量子信息的方 

案，但从实用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基本上还处在 

理论构想和实验演示的阶段，离实际应用还有相当 

遥远的距离． 

阻碍量子信息实用化的主要原因是 目前还没有 

找到足够理想的二能级系统作为量子信息的载体 

— — 量子比特(Quantum Bit)．事实上，一个物理 

系统要成为量子比特，有 3点基本要求：(1)能够 

很方便地控制有关的相互作用，以实现量子相干的 

逻辑操作；(2)在逻辑门操作过程中很好地保持其 

相干性，即退相干时间要足够的长；(3)能够规模 

化，把单个的量子比特集成起来，形成所谓的量子 

网络．目前量子信息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去寻求满 

足上述 3个要求的物理系统 (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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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物理系统作为量子比特需满足的 3个基本要求 

当然，除了上述基本要求之外 ，在量子信息网 

络中，不同的功能“部件”将对量子比特的其他属性 

有所要求，如传递量子信息要求光子之类的“飞行 

量子比特”，而存贮信息则要求量子比特具有空间 

上的局域特征．通常，原子和一些固体系统可以满 

足局域性这一附加要求，但还要同时满足上述 3个 

基本要求就比较困难了．可操纵性的要求意味着量 

子比特与外场必须有较强的耦合，单原子与微腔耦 

合强度通常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为此人们设想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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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原子系综的方式增强有效耦合，有效地存贮与之 

耦合的光子信息． 

在 自由原子系综量子记忆体中，空间非均匀耦 

合及其随机性会引起原子系综集体激发的量子漏 

损，破坏体系的量子相干性．两年来，我们对这种 

退相干机制进行 了一 系列 系统 的理论分析．在此基 

础上 ，最近提出了一种有可能克服这种退相干 的理 

论方案[2]．利用固定在晶格上 A型三能级原子 系综 

的集体准自旋激发作为新型的量子存贮．在我们的 

方案中，集体的准 自旋波激发代替了原来方案中的 

全对称激发．特别是，我们发现这种新型的量子记 

忆体与光场相互作用隐藏着半直积群 SU(2) 

描述的动力学对称性．这个发现，使得我们能够比 

较完整地构造系统 的低激发能谱 ，从而可 以通 过对 

称分析的方法 ，证明量子记忆子空间的稳 固性(Ro— 

bustness)．我们的这一系列工作充分显示量子力学 

对称性分析应用到信息科学中的潜在作用． 

2 EIT与基于 自由原子系综的量子存 
l 
、一  

利用自由原子系综存贮光子信息的观念起源于 

电磁诱导透明 (EIT)现象的研究 ]．如图 2所示， 

两束光与 A型三能级原子耦合，其中一束很强的相 

干光(驱动光)把激发态 I n>和亚稳态 I c>耦合起来． 

这个强耦合作用会大大影响原子介质的色散性质， 

从而使得穿过原子介质的探测光的群速度变慢．通 

过改变驱动光耦合强度(Rabi频率 n)和探测光耦 

合强度(Rabi频率 g)的比值，探测光的群速度甚至 

可以变为零．形象地说，驱动光作用可以打开或者 

关闭一个“窗口”，使得探测光可以无吸收地透过介 

质或者被介质完全吸收．这种光学开关的机制不仅 

在近几年 的实验 中得 以全面 的展 示[4]，而且启 发 

Lukin等[5 和 Fleischhauer等[6]提出利用自由原子 

系综存贮光子信息的理论方案． 

在他们的方案中，在驱动光的作用下，许多这 

样的A型三能级原子(原子总数为 N)与单模的量 

子探测光相干地耦合起来．由于原子间距小于量子 

光的波长，单原子图像不再适用．这种相干的原子 

系综与光场耦合，形成了一个缀饰(dressed)系统， 

其基态是一个纯光场态 I >与 I 6>到 I c>的激发相干 

叠加，叠加系数由n和g的比例确定．当绝热地改 

变n和g的比例，这个基态会作为一种暗态绝热地 

从 I >变到 个 I 6>到 I c>上 的原子激发 ，从而光子 

信息被相当有效地转移到原子集体激发态 ——多 

原子对称激发态 

c，l>= ∑ 
，1’ ⋯ ，。 

中，其中求和号代表对称化置换操作．当光场初态 

I L(0)>：∑C I >为 I >的相干叠加时 ，这种绝热过 
h 

程会把原子态 由整体基态 IG >一 I 66⋯6>变为 

A(T)>：∑c >． (2) 

图 2 三能级原子与探测光和驱动光相互作用示意图 

耦合系统分别是 g和n． 

3 克服集体激发量子漏损的途径 

虽然上述理论方案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是在 

实际应用中不仅会遇到许多困难 ，而且有一些 困难 

甚至是原则性的．我们最近 的研究发现[7]，上述对 

称化集体激发存在的条件是光场与原子的耦合是均 

匀的．如果这种耦合是不均匀的，我们就不能定义 

集体的准自旋 

Ⅳ Ⅳ 

s ：∑ I n >< I， 一∑ I ><6J I，(3) 
，一l 一1 

从而无法确定原子对称激发态 

I c”>。C(S宰)”I G>． (4) 

事实上，一个简单的经典光场与多原子耦合的哈密 

顿量是 
Ⅳ 

H一∑gy I口 >< I+h．c．， (5) 
— l 

仅当 gy—g为一个统一的常数时，哈密顿量 Ho： 

g5{+h．c．才能由准自旋予以全面的描述． 

实际上，在非均匀的相互作用驱动下，原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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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不会保持在对称化的集体激发子空间中，从而演 

化到非对称空间，有量子漏损．漏损程度随着原子 

总数 N的增多而增大，当 N变得足够大时，利用 

原子系综进行的量子存贮不再有效．这是基于自由 

原子系综量子存贮方案的致命弱点．通常，比较由 

H。支配的理想集体演化 U。(￡)和由 H支配的实际 

的演化 U(￡)，我们可以由 

0lMM(￡)一 <J，M l U：(￡)U(￡)l J，M) (6) 

定量地描述量子漏损．图 3中的实线和虚线分别描 

述了N一10和 N=2时的量子漏损现象． 

图 3 N=10(实线)和 N=2(虚线)时的量子漏损现象 

l0MM(t)l。一1意味着完全没有漏损；lOMM(t)l。=O意味着完 

全漏损，N变大时量子漏损变大[”． 

从理论上讲，量子漏损的出现会影响玻色型激 

发态的出现．事实上，当 N一。o，且仅有少量原子 

处于激发态时， 

一 堡 ， (7) 
0N 

定义了满足对易关系[C，C ]一1的玻色子．可以 

证 明嘲 ，当N很大但有限时 ，C和C 恰好满足我 

图4 三能级“原子”固定在晶格上 

们在 13年前发现的q变形玻色子对易关系 。 (这个 

发现导致了我们关于量子群研究的一系列工作)． 

上述我们的前期研究工作表明，由于自由原子的空 

间运动会引起原子与外场耦合的非均匀，这种非均 

匀是实现原子系综量子信息存贮原理上的困难．为 

了克服这个困难，我们提出了把“原子”固定在晶格 

上的物理方案(如图 4)[ ．该方案的动机是很直观 

的：固定原子的空间位置，使得随机运动诱发的非 

均匀耦合原则上被排除．但其代价是不再存在对称 

的集体激发，必须代之以自旋波型的集体激发． 

4 准自旋波激发的动力学对称性与新 

型集体暗态 

当我们把 N个 A型的三能级原子固定到 N个 

全同的晶格上，晶格的尺寸远远大于光波的波长， 

因此有效的耦合强度依然通过光场的模式 e 依赖 

于空间位置，然而我们可以定义集体激发算子 

N 

xi)l fj)<bj l 

(F= A，C；f= 口，c)． (8) 

在大 N极限下，它们都满足玻色对易关系．它们作 

用在原子集体基态上，会产生准自旋波集体激发， 

如 

I >一 A I G> 
N 

一  I blb,"'aj'"bN)· ) 

它描述了每个格点上“原子”激发将连带一个依赖于 

格点位置的位相．自由原子系综全对称集体激发是 

准自旋波集体激发的 。一0特殊情况． 

连接 A和C之间激发的是转移矩阵 

．  
N 

T_- exp( ‘xj)lc (口 

一 ( ) ， (1O) 

当波矢 满足如图 5所示 的散射过程与动量守恒 

关系时，它与 A和C共同满足封闭的对易关系 

[T一，C]一一A， [丁+，A]一一C， (11) 

其中 T士生成了封闭的子代数 S 2)，它们与 A，C 

一 起生成了半直积代数 G—SU(2) IIl：．特别是体 

系的哈密顿是G的线性组合，这表明G构成了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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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贮系统的动力学对称性群． 

图5 两光场与三能级原子作用散射图，以及动量守恒图 

依据上述的对称性分析，哈密顿量改写为 

H —g JN-aA +OT++h．C．． (12) 

由此 ，我们 可 以定 义 所 谓 的 暗态 极 化基 元 (dark 

state polariton) 

D — acos0一 Csin0 (13) 

和亮态极化基元(bright state polariton) 

B — asin0+ Ccos0， (14) 

其中，tan0=g 4N-／a．D和 B满足玻色子对易关 

系． 

既然 EH，D]=0，由算符 D可产生多粒子集 

体暗态 

1 

l d >一 圭  l G，0>， (15) 
~／ ! 

其中l G，O>=l G>0 l 0>，l O>表示光场处于真空态． 

很明显，这个暗态不包 含激发态 l a>的分量，且 

HId。>一0．如图 6所示 ，它只是不变子空间最下面 

一 行的状态的相干叠加．其中叠加系数由混合角 

0(tan0=g 4N-／a )决定．这个暗态不包含激发态 

l口>的分量，因此它是十分稳定的．在我们的方案 

中，量子存贮过程是多粒子集体暗态的绝热操纵过 

程，即改变g／a使得光子态 l d (O)>：l G>Q l >沿 

着集体暗态ld (口)>变为激子态 ld (7(／2)>一 >0 

lO>(如图 7)．这个绝热跟随过程是 由量子绝热定理 

和体系动力学对称特性共同保证的． 

然而，上述的对称性分析除了使得我们构造了 

与自由原子系综类似的一族暗态ld >，同时还可以 

得到其它的本征值为 0的本征态： 

l d(m， )>。C(A 一B ) j d >． (16) 

这些本征态的构造主要是基于亮态极化基元与哈密 

顿量的对易关系．这个发现使得原来原子系综量子 

存贮方案面临了一个原理上的挑战．因为在简并情 

况下，量子绝热定理允许简并态l d >和 l d(m， )> 

之间的混合．应用这个定理，在我们的上述理论方 

案中必须考虑是否有 (1 d >)到其它零本征态的混 

合．基于动力学混合矩阵元的计算 ，我们发现了一 

类“选择定则”，这个定则禁戒简并态之间的跃迁． 

图6 经典和量子光场驱动下的多原子系统 

与集体基态联系的n光子跃迁把光子态JG) Jn)转化为准自 

旋波集体激发激子态l ) lO)．绝热暗态 ld，( )由能级图中 

最下面一行的稳定状态叠加而成． 

． 

‘ 

G)0l ) 

图 7 经典光场控制暗态的绝热跟随过程导致量子存储 

这个理论证明不仅表明了我们 目前的量子存贮方案 

是稳固的(Robustness)，而且对 自由原子系综存贮 

方案中被忽略的核心问题(忽视了零值简并本征态 

之间的跃迁)给出了十分必要的补充．这正是我们 

研究工作又一个创新点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自由原子系综量子记忆体 

全对称集体激发是准 白旋波集体激发的特殊情况， 

我们 的研究结果对 自由原子系综情况仍然成立．在 

以前，关于自由原子系综量子记忆体的研究没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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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普遍隐藏于各类系综量子记忆体中的动力学对称 

性 ，也没有事先考虑 N一。o的宏观极限 ，理论分析 

和计算是相当烦琐的．事实上，这些研究的最后结 

果也是在 N--~oo的极 限情况下得到的．从这个意义 

上讲，我们的工作不仅提出了基于格点上固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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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um Storage Based on Collective Exc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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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article we reviews a new protocol of quantum memory based on the quasi—pin wave exci— 

tation of the A systems fixed the sites of lattice．This protocol tries to avoid the disadvantage of the quan— 

tum memory scheme based on free atom ensemble，the quantum decoherence induced by the quantum leak— 

age of collective state．Especially，we discover a universal dynamic symmetry hidden in various ensemble 

based quantum storage scheme．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work exactly，we also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our systematical studies on collective symmetric excitons in quantum ensemble，which is 

the necessary to propose the present scheme for quantum mem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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